
第參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模式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探討之研究主題可分為兩個向度，其一為遊客對休閒農場住（民）宿

設施的認知，其二則為遊客住宿休閒農場後的滿意度；主要目的在於研究兩者間

互動之下的結果。 

本研究認為遊客本身特性之不同，會造成遊客本身所重視住（民）宿設施與

服務之不同；遊客特性之不同，亦會對住（民）宿設施與服務滿意度之不同。認

知會影響各分項滿意度，另外分項滿意度愈高，則總滿意度會愈高。 

 

（二）研究主題 

本研究針對台灣目前推展中休閒農業進行探討，並以休閒農場作為實證研究

之對象，就休閒農場中的住（民）宿設施，以認知及滿意度相關理論，了解遊客

目前對住（民）宿設施與服務的認知及滿意度，研究探討主題如下： 

１．了解到本休閒農場住宿之遊客的特質，以及對本休閒農場之住（民）宿設施

與服務的認知及滿意度。 

２．探討遊客特性與其所重視之休閒農場住（民）宿設施與服務之意涵的相關性。 

３．遊客對休閒農場住（民）宿設施與服務的認知及滿意度關係之探討。 

 

（三）研究假設 

綜合本研究對休閒農業、住（民）宿、認知理論、滿意度理論等之文獻回顧探討，

本研究根據前述之研究主題，來建立研究之統計假設（statistical hypothesis）： 

１．遊客個人特質不同，其所重視的住（民）宿設施與服務之認知會不同。 

遊客所重視的住（民）宿設施與服務，會因為遊客個人特質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個人特質中遊客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類型、個人收入，都會造成

遊客所重視的住（民）宿設施與服務之認知上的不同。 



２．遊客個人特質不同，會造成其滿意度之不同。而不同的認知，其滿意度亦會

不同。 

遊客本身特質之不同，會造成其分項滿意度與總體滿意度之不同；而對住

（民）宿設施與服務不同的認知亦會造成不同之滿意度。而就遊客滿意度而言，

分項滿意度會影響其對整體滿意的評價。 

 

 

 

 

 

 

 

 

 

 

 

 

 

 

 

 

 

 

 

 

 

 

 

 

 

 

 

 



第二節 變項與測量因子的定義 

（一）名詞定義 

１．遊客個人特質：遊客特質係指遊客個人之社經背景的資料，包括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工作類型….等等。 

２．遊客旅遊屬性：係指遊客前來本休閒農場的基本相關資料，包括以前住宿本

休閒農場民宿的次數、交通、同伴性質、活動時間、資訊獲得的途徑等。 

３．認知：本研究所指之認知乃是遊客所重視之休閒農場住（民）宿設施與服務

之意涵、對本休閒農場住（民）宿設施與服務的了解之相關認知態度。 

４．滿意度：指遊客於住宿本休閒農場後，對於住（民）宿設施與服務的各分項

滿意程度及總滿意程度。 

 

（二）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依照上節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中，將各因素發展為可供測度操作之

概念及變項，如下表 3-1： 

表 3-1  研究概念之因素及變項表                   

因素名稱     研究概念  變項提出             測量尺度 
遊客特性   個人特質  性別               類別尺度 

年齡               類別尺度 
教育程度             類別尺度 
工作類型             類別尺度 
個人月收入                        類別尺度 

旅遊型態  資訊來源             類別尺度 
重遊次數             類別尺度 
旅遊時間             類別尺度 
同遊人數             類別尺度 
同伴性質             類別尺度 
交通時間             類別尺度 

對民宿設施        房間乾淨、氣味適宜、整齊     類別尺度 
的認知          自然光及空氣流通         類別尺度 

足夠的移動空間          類別尺度 
 



足夠的照明（一般照明燈，      
閱讀燈，桌燈）          類別尺度 
足夠的衣櫃（包含存放        
行李的儲存處）          類別尺度 
房間氣氛與色彩調和度       類別尺度 
符合住宿者的桌椅數量       類別尺度 
床單、床罩及枕頭的狀況      類別尺度 
淋浴／浴缸設備          類別尺度 
床墊的狀況（軟硬程度，床墊大小） 類別尺度 
足夠數量的插頭          類別尺度 
浴室有充分的通風設備（窗戶     
，抽風扇）            類別尺度 
盥洗設備的情況及適宜度（洗臉盆， 
鏡子，足夠的毛巾架）       類別尺度 
冷（暖）氣設備          類別尺度 
可使房間變暗，具遮蔽之物（窗簾   
、百葉窗）            類別尺度 
單人床／雙人床的尺寸       類別尺度 

對服務的認知       房價收費合理           類別尺度 
預訂房間方便           類別尺度 
民宿主人的親切感         類別尺度 
醫療服務             類別尺度 
民宿主人能立即處理遊客抱怨    類別尺度 
民宿主人能了解遊客特定的需求   類別尺度 
民宿主人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    類別尺度 
提供當地特色的餐點        類別尺度 
民宿主人提供休閒農場資訊的完整性 
（包含當地自然、人文資源解說服務）類別尺度 
提供車站到農場間的接送服務    類別尺度 
農場所安排的農村體驗活動     類別尺度 

滿意度    寢室    床單、床罩及枕頭的狀況      等距尺度 
床墊的狀況（軟硬程度，床墊大小） 等距尺度 
單人床／雙人床的尺寸       等距尺度 

盥洗室   淋浴／浴缸設備          等距尺度 
浴室有充分的通風設備（窗戶     
，抽風扇）            等距尺度 
盥洗設備的情況及適宜度（洗臉盆   
，鏡子，足夠的毛巾架）      等距尺度 



整體形象  足夠的移動空間          等距尺度 
房間乾淨、氣味適宜、整齊     等距尺度 
自然光及空氣流通         等距尺度 
足夠的照明（一般照明燈，閱讀燈 
，桌燈）             等距尺度 
足夠數量的插頭          等距尺度 
足夠的衣櫃（包含存放行李的儲存處）等距尺度 
房間氣氛與色彩調和度       等距尺度 
符合住宿者的桌椅數量       等距尺度 
冷（暖）氣設備          等距尺度 
可使房間變暗，具遮蔽之物（窗簾   
、百葉窗）            等距尺度 

農場主   民宿主人的親切感         等距尺度 
民宿主人能立即處理遊客抱怨    等距尺度 
民宿主人能了解遊客特定的需求   等距尺度 
民宿主人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    等距尺度 
民宿主人提供休閒農場資訊的完整性  
（包含當地自然、人文資源解說服務）等距尺度 

服務與休閒 房價收費合理           等距尺度 
預訂房間方便           等距尺度 
醫療服務             等距尺度 
提供當地特色的餐點        等距尺度 
提供車站到農場間的接送服務    等距尺度 
農場所安排的農村體驗活動     等距尺度 

       整體環境  總體滿意度            等距尺度 

 

１．遊客特性 

本研究將遊客特質分為兩大部分，是為遊客個人特質和旅遊型態兩部份，以

下分別加以討論： 

(１)遊客個人特質 

遊客之個人特質可以從社會階層及對休閒農場住（民）宿的訊息來源及熟悉

程度來進行了解。 

1. 社會階層：社會階層的定義相當多元化，從社會學觀點來看，一般可將之以

職業、收入、教育程度等來作為分層的考量。 



2. 對休閒農場住（民）宿的訊息來源及熟悉程度：休閒農業在台灣正處於推廣

階段，是以遊客對於休閒農場住（民）宿的訊息來源及熟悉程度，對其本次

遊憩的認知及滿意度有重要的影響。 

(２)旅遊型態 

旅遊型態的討論，可從訊息來源、重遊次數、旅遊時間、同遊人數、同伴性

質、交通時間及交通工具來進行討論。 

1. 訊息來源：針對遊客獲得本休閒農場住（民）宿設施的相關資訊來源進行了

解，包括家人、親戚、朋友、傳播媒體、工作業務緣故、旅遊雜誌報導等。 

2. 重遊次數：將曾經住宿本休閒農場的次數分為：之前未曾來過、第二次、二

∼四次、五次以上。 

3. 旅遊時間：旅遊時間指在本區所停留的時間，分別為半天、一天、二∼三天、

四天以上。 

4. 同遊人數：將人數區分為一人、二人、三∼五人、六∼九人、十人以上。 

5. 同伴性質：將共同參與的同伴群體狀況分為：家人（親戚）、朋友（同事）、

旅遊團、其他等。 

6. 交通時間及交通工具：指到達本休閒農場所花費的時間及所利用的交通工

具，其中交通工具可分為大眾運輸、自行開車、機車、步行等。 

２．認知 

本研究將認知分為對住（民）宿設施的認知及對服務的認知兩大類，其中對

住（民）宿設施的認知又可細分為房間乾淨、氣味適宜、整齊等十六個細項，而

對服務的認知則是再細分為房價收費合理等十一個細項。 

３．滿意度 

本研究將滿意度分為兩類，分別是分項滿意度與總滿意度。總滿意度乃是對

住（民）宿設施與服務的整體滿意度；而分項滿意度則可分為對寢室、盥洗室、

整體形象、農場主、服務與休閒等加以探討。 

 



第三節 假設檢測與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運用的檢定方式包括基礎的敘述性統計分析外，進一步之統計分

析，以卡方分析、相關分析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作為本研究檢定之方法。本節就

各項研究假設和使用的統計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一）假設檢定方式 

１．遊客個人特質與所重視的住（民）宿設施內容的相關性分析。 

本假設以遊客的個人特質和遊客所最重視之住（民）宿設施內容作為檢測變

項，了解其間之相關性。有關這兩群變項與統計假設與檢測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 3-2   個人特質對住宿設施的認知檢測方法表             
假設陳述       假設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測方法 
遊客性別與遊客所最  H0：A≠B  性別        類別尺度    卡方分析 
重視的住宿設施相關  H1：A = B  最重視的住宿設施  類別尺度             
遊客年齡與遊客所最  H0：A≠B  年齡        類別尺度    卡方分析 
重視的住宿設施相關  H1：A = B  最重視的住宿設施  類別尺度             
遊客教育程度與遊客所 H0：A≠B  教育程度      類別尺度    卡方分析 
最重視的住宿設施相關 H1：A = B  最重視的住宿設施  類別尺度             
遊客工作類型與遊客所 H0：A≠B  工作類型      類別尺度    卡方分析 
最重視的住宿設施相關 H1：A = B  最重視的住宿設施  類別尺度             
遊客個人收入與遊客所 H0：A≠B  個人收入      類別尺度    卡方分析 
最重視的住宿設施相關 H1：A = B  最重視的住宿設施  類別尺度             

註：變項符號 A、B分別指變項名稱欄內的兩個變項 

 

２．遊客個人特質與所重視的住（民）宿服務內容的相關性分析。 

本假設以遊客的個人特質和遊客所最重視之住（民）宿服務內容作為檢測變

項，了解其間之相關性。有關這兩群變項與統計假設與檢測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 3-3   個人特質對住宿服務的認知檢測方法表                          
假設陳述       假設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測方法 
遊客性別與遊客所最  H0：A≠B  性別        類別尺度    卡方分析 
重視的住宿服務相關  H1：A = B  最重視的住宿服務  類別尺度             
遊客年齡與遊客所最  H0：A≠B  年齡        類別尺度    卡方分析 
重視的住宿服務相關  H1：A = B  最重視的住宿服務  類別尺度             



遊客教育程度與遊客所 H0：A≠B  教育程度      類別尺度    卡方分析 
最重視的住宿服務相關 H1：A = B  最重視的住宿服務  類別尺度             
遊客工作類型與遊客所 H0：A≠B  工作類型      類別尺度    卡方分析 
最重視的住宿服務相關 H1：A = B  最重視的住宿服務  類別尺度             
遊客個人收入與遊客所 H0：A≠B  個人收入      類別尺度    卡方分析 
最重視的住宿服務相關 H1：A = B  最重視的住宿服務  類別尺度             

註：變項符號 A、B分別指變項名稱欄內的兩個變項 

 

３．遊客個人特質與各分項滿意度的相關性分析。 

以遊客個人特質因素為自變項，各分項滿意度為應變項，了解其間之相關

性。有關這兩群變項與統計假設與檢測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 3-4   個人特質對分項滿意度檢測方法表                              
3-4-1    對寢室的滿意度 
假設陳述       假設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測方法 
遊客性別與對寢室滿  H0：A≠B  性別        類別尺度    ANOVA 
意度相關       H1：A = B  對寢室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年齡與對寢室滿  H0：A≠B  年齡        類別尺度    ANOVA 
意度相關       H1：A = B  對寢室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教育程度與對寢  H0：A≠B  教育程度      類別尺度    ANOVA 
室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寢室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工作類型與對寢  H0：A≠B  工作類型      類別尺度    ANOVA 
室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寢室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個人收入與對寢  H0：A≠B  個人收入      類別尺度    ANOVA 
室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寢室滿意度    等距尺度             

註：變項符號 A、B分別指變項名稱欄內的兩個變項 

 
3-4-2    對盥洗室的滿意度 
假設陳述       假設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測方法 
遊客性別與對盥洗室  H0：A≠B  性別        類別尺度    ANOVA 
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盥洗室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年齡與對盥洗室  H0：A≠B  年齡        類別尺度    ANOVA 
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盥洗室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教育程度與對盥  H0：A≠B  教育程度      類別尺度    ANOVA 
洗室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盥洗室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工作類型與對盥  H0：A≠B  工作類型      類別尺度    ANOVA 
洗室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盥洗室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個人收入與對盥  H0：A≠B  個人收入      類別尺度    ANOVA 
洗室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盥洗室滿意度   等距尺度             

註：變項符號 A、B分別指變項名稱欄內的兩個變項 

 
3-4-3     對整體形象的滿意度 
假設陳述       假設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測方法 
遊客性別與對整體形  H0：A≠B  性別        類別尺度    ANOVA 
象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整體形象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年齡與對整體形  H0：A≠B  年齡        類別尺度    ANOVA 
象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整體形象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教育程度與對整  H0：A≠B  教育程度      類別尺度    ANOVA 
體形象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整體形象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工作類型與對整  H0：A≠B  工作類型      類別尺度    ANOVA 
體形象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整體形象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個人收入與對整  H0：A≠B  個人收入      類別尺度    ANOVA 
體形象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整體形象滿意度  等距尺度             

註：變項符號 A、B分別指變項名稱欄內的兩個變項 

 
3-4-4     對農場主的滿意度 
假設陳述       假設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測方法 
遊客性別與對農場主  H0：A≠B  性別        類別尺度    ANOVA 
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農場主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年齡與對農場主  H0：A≠B  年齡        類別尺度    ANOVA 
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農場主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教育程度與對農  H0：A≠B  教育程度      類別尺度    ANOVA 
場主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農場主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工作類型與對農  H0：A≠B  工作類型      類別尺度    ANOVA 
場主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農場主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個人收入與對農  H0：A≠B  個人收入      類別尺度    ANOVA 
場主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農場主滿意度   等距尺度             

註：變項符號 A、B分別指變項名稱欄內的兩個變項 

 
 
 
 



3-4-5     對服務與活動的滿意度 
假設陳述       假設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測方法 
遊客性別與對服務與  H0：A≠B  性別        類別尺度    ANOVA 
活動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服務與活動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年齡與對服務與  H0：A≠B  年齡        類別尺度    ANOVA 
活動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服務與活動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教育程度與對服  H0：A≠B  教育程度      類別尺度    ANOVA 
務與活動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服務與活動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工作類型與對服  H0：A≠B  工作類型      類別尺度    ANOVA 
務與活動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服務與活動滿意度 等距尺度             
遊客個人收入與對服  H0：A≠B  個人收入      類別尺度    ANOVA 
務與活動滿意度相關  H1：A = B  對服務與活動滿意度 等距尺度             

註：變項符號 A、B分別指變項名稱欄內的兩個變項 

 

４．分項滿意度與總滿意度的相關性 

次假設中分項滿意度為自變項，而總滿意度為應變項。分項滿意度若愈高，

則總滿意度也會愈高，兩者成正相關性。研究統計檢測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 3-5   分項滿意度對總體滿意度檢測方法表                            
假設陳述       假設     變項名稱      變項等級    檢測方法 
對寢室的滿意度與總  H0：A≠B  對寢室的滿意度   等距尺度    相關分析 
體滿意度相關     H1：A = B  總體滿意度     等距尺度             
對盥洗室的滿意度與  H0：A≠B  對盥洗室的滿意度  等距尺度    相關分析 
總體滿意度相關    H1：A = B  總體滿意度     等距尺度             
對整體形象的滿意度  H0：A≠B  對整體形象的滿意度 等距尺度    相關分析 
與總體滿意度相關   H1：A = B  總體滿意度     等距尺度             
對農場主的滿意度與  H0：A≠B  對農場主的滿意度  等距尺度    相關分析 
總體滿意度相關    H1：A = B  總體滿意度     等距尺度             
對服務與休閒的滿意  H0：A≠B  對服務與休閒的滿意度 等距尺度    相關分析 
度與總體滿意度相關  H1：A = B  總體滿意度     等距尺度             

註：變項符號 A、B分別指變項名稱欄內的兩個變項 

 

（二）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分析方法，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之提出，各種資料

分析法之內容詳述如下： 



１．次數分析（Frequency  Analysis） 

運用次數分析統計，作次數分析、平均值、百分比、標準差….等分析結果，

以顥示資料的分佈狀況，作為資料的基本描述。 

２．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卡方檢定（χ2 檢定、Chi-square Test Analysis）為無母數（Nonparametric 

Statistical Analysis）檢定法之一種，主要目的是用來推論母體中兩各類別變項之

間否相關（歐聖榮，1996）。並以 Chi-square值進行顯著性的檢定。在執行卡方

檢定時，基本上只要求：樣本適用隨機方法抽取以及兩個變項都具有類別尺度的

性質（李沛良，1992）。 

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之目的在於比較二個或二個以上組

群之平均數，以決定所觀察到差異是否為偶發性的，亦即推算在各組母體中的均

數是否相等（歐聖榮，1996）。一般而言，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基本要求為：各

組母體為常態分配（Normality）、獨立性（Independence）、變異數同質性

（Homogeneity of Variance）相等。 

４．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處理檢定兩個等距變項的關係時，可用積差相關係數來測量相關的程度與方

向，也可以用簡單直線迴歸方程式估計或預測數值。本研究採用皮爾森積差係數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來檢定兩個等距變項的相關性；皮爾森相關

係數介於１（完全正相關）到-１（完全負相關）之間，若相關係數為０，則為

零相關。 

 

 

 

 

 

 



第四節 個案農場現況簡介 

休閒農場由於所在自然的地理位置不同，所具備的天賦自然資源條件也不一

樣，同時所在地區人文背景的差異也為休閒農場孕育了獨特的人文特色，每個休

閒農場都應善用其所有的自然、人文資源，安排設計具有特色的活動以吸引遊

客。本研究經由實地訪察，並向同業經營者徵詢意見後，認為宜蘭縣庄腳所在休

閒農場較能契合本研究的研究方向，因此選定作為本次研究的個案農場。 

一、農場基本環境 

庄腳所在休閒農場位於宜蘭縣圓山鄉，屬於枕頭山休閒農業區。在對外交通

方面，聯外道路以宜 13號接台９甲省道，約 15分鐘可至宜蘭市，接台９省道北

上可往頭城、台北等地，南下可至南澳、花蓮。農場內交通以步道為主，在交通

運輸方面，除自行開車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可以選擇在宜蘭火車站前的宜興客

運搭乘「宜蘭往大礁溪方向」的班次，在湖山國小下車；或是在宜蘭市區搭乘計

程車前往，車程約 15分鐘。 

二、農場土地利用現況 

庄腳所在休閒農場之土地面積以規劃範圍而言合計約 1公頃，土地所有權均

為場主吳明一自有。目前農場土地的規劃使用可劃分為農業體驗區、住宿區、餐

飲區等三大部份；農業體驗區細分為果園區、養殖區及休憩區，住宿區則有民宿

區，餐飲區則分為野餐烤肉區及品茗區。各區的土地使用如下表所示。 

使用分區 細項 主要內容 
農業體驗區 果園區 

養殖區 
休憩區 
 

1.解說果樹生態、生產過程，果園風光。 
2.果園健行、自然生態訪查。 
3.魚類、貝類養殖。 
4.靜態休憩及觀景活動。 

住宿區 民宿區 
 

1.住宿服務。 
2.入口停車，農場區維護管理事宜。 

餐飲區 野餐烤肉區 
品茗區 
 

1.戶外露營及野餐、炊烤。 
2.農場餐飲服務。 
3.品茗及靜態休憩。 

資料來源：本次研究整理 



三、農場各項設施配置及使用概況 

（一）農業體驗區： 

１.果園區：區內種植有桃、李、柚、棗、熱帶水蜜桃、桶柑、蓮霧、柳丁、椰

子、水梨等水果，利用環區步道的鋪設，將各果樹栽培區域予以分隔，並配

合靜態的解說設施，將果樹生態作一概要說明，使遊客可享受環區健行及教

育解說的樂趣；另外香草植物如：薄荷、香芧草等也是主要種植的作物。 

２.養殖區：主要以養殖吳郭魚（尼羅河紅魚）、蚵蜊等魚、貝類，並且可供遊客

親自捕撈。 

３.休憩區：以景觀台及涼亭為主要設施，目前區內共完成景觀台及涼亭各一座，

可供遊客休憩及景觀眺望。 

 

（二）住宿區： 

本區為庄腳所在休閒農場中主要的建築群落，為配合農場自然風味，其設施

大部份採用自然材料為主，在色調上也以較自然的紅、棕色為主。仿農舍型態之

民宿住宿空間，提供鄉土之農村住宿體驗，房間的型式有套房及通舖兩種，最多

約可容納 50人。 

 

（三）餐飲區： 

１.野餐烤肉區：設有室內烤肉區一處，野炊設備完善，可供遊客進行炊烤活動，

並且可在此用餐；另外在農場內具遮蔭樹木及草地覆蓋之地區，遊客可在此

處享受焢窯、戶外飲食及露營活動。 

２. 品茗區：提供遊客品茗、休憩的場所 

 

四、農場活動設計概況 

庄腳所在休閒農場在活動的設計上主要針對二天一夜之遊客而設計，其活動

內容可分為二大類，分述如下： 



（一）軟體活動設計 

１.景觀活動 

主要在提供遊客心靈與視覺的感受，其內容有暇飲茶香（飲茶）、田野小徑

尋訪、春之花（桃、柚花舞春風，蜂與楓共舞）、夏之水（大礁溪幽谷戲水，賞

螢）、秋之月（芒花開了）、冬之湯（香草泡湯，泡金桔茶）等當令景趣，庄腳所

在休閒農場四季分明，因此可以展現出各種不同特色的優美景緻。 

２.動態遊憩活動 

庄腳所在休閒農場以提供具有農村情趣之活動為主，如：劈柴、打陀螺、捕

魚摸蜊、溪邊撿石、焢窯烤蕃薯、放天燈⋯等活動。 

３.教育活動 

提供遊客認識當地農業，了解農家生活情形之機會，同時介紹宜蘭當地之活

動，如：武荖坑綠色博覽會、冬山河國際童玩節、冬山河七夕活動等，達到娛樂、

教育的知性之旅。 

４.小結 

庄腳所在休閒農場即根據其本身所具備的資源而設計了一套兩天一夜的活

動內容（見表 3-6）。 

表 3-6：庄腳所在休閒農場兩天一夜遊行程表 

第一天 

15：00－17：30 自行車巡禮、焢窯 

17：30－19：00 烤肉、焢窯成果驗收 

19：00－21：00 燈籠夜遊、天燈祈福 

21：00－22：00 傳統小吃－圓山魚丸製作及品嚐 

第二天 

7：30－8：30 鄉村早餐 

8：30－10：30 彩繪石頭、彩繪臉譜 

10：30－12：00 捕魚摸蜊、木烙 

12：00－13：00 鄉土風味餐 

13：00－15：00 泡茶、聊天 



（二）硬體空間設施 

在庄腳所在休閒農場內可以見到的人工化設施計有公廁、用餐區、休憩及觀

景涼亭等；就農場內的道路品質，步道均以大石頭舖設走在上頭並不會有不舒服

的感覺；在停車場的設計方面，農場的入口處右側提供有一空地供遊客停車之

用，大約可停 12輛私家車；解說牌方面，農場內所種植的植物均有設置解說牌，

惟該解說牌僅敘明該植物之名稱、生物學的分類，並未詳細就其特徵再加以深入

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