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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ㄧ、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遊客對農業旅遊之認知程度及體驗後滿意

度，以及哪些因素會影響遊客對農業旅遊之認知與滿意度。經由前章相關

文獻探討及本研究歸納整理，得知遊客在進行遊憩活動時，會因其「個人

特質」及「遊憩特性」之不同，其對農業旅遊認知程度與滿意度也會有所

不同。在個人特質方面，主要是以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學歷、職業、

月收入及居住地為主要的變項；在遊憩特性方面，包括了參與次數、同行

人數、遊伴關係、遊程天數、資訊來源、旅遊動機及重遊意願等；此外，

當認知績效愈高時，對滿意度的評價將愈高。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問卷調

查及統計分析探討遊客特性、遊客認知與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其中以遊客

特性為自變項，遊客認知作為中介變項，遊客滿意度為依變項，形成圖 3-1

之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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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本研究將探討「遊客特性與認知之關係」、「遊客

特性與滿意度之關係」、「認知與滿意度之關係」，並歸納下列三項研究假

設： 

（一）假設一：不同遊客特性對農業旅遊之認知程度有顯著差異。 

（二）假設二：不同遊客特性對農業旅遊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三）假設三：遊客對農業旅遊之認知程度與滿意度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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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針對研究架構所提之各研究變項，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進行

操作性定義，據以設計問卷，以獲得遊客對農業旅遊之認知程度、滿意度

及個人基本資料與旅遊特性，供本研究驗證各項假設。 

一、研究變項釋義 

（一）遊客個人特質 

本研究之遊客係指參與台北市農會舉辦之農業旅遊之民眾，其個人

特質乃指其「個人社經背景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學歷、

職業、收入、居住地點。 

（二）遊客遊憩特性 

遊憩特性係指「遊客參與遊程活動之型態或內容」，包括活動經驗、

活動類型及活動動機。活動經驗指受訪者過去從事農業旅遊的頻率；活

動類型指受訪者進行本次活動的組成型態及遊程內容；活動動機指受訪

者從事本次活動的主要目的。 

（三）遊客認知 

本研究所稱的「農業旅遊」係指將農業生產過程、農特產品、鄉村

景觀、風俗、文化、農業體驗、生態教育等各項農業活動，加以規劃設

計組合之旅遊型態。本研究以農業旅遊之意涵及特性為構面，探討受訪

者對於農業旅遊的瞭解情形、認識程度與看法。故遊客認知簡單來講，

係指「遊客對於農業旅遊意涵及特性的瞭解情形、認識程度與看法」。 

（四）遊客滿意度 

遊客滿意度係指「遊客參與農業旅遊之後，對整個活動的評估與正

負面感受」，本研究參考前述文獻並考量農業旅遊之特性，以「自然環

境」、「遊憩活動」、「遊憩設施」「經營管理」、「解說服務」為分項衡量構

面，分述如下： 

1.自然環境：農業旅遊地點及沿途所提供的天然景觀，包括自然田園



 34

景色、豐富的生態景觀‧‧‧等。 

2.遊憩活動：農業旅遊地點所提供的各式遊憩活動，包括農業體驗活

動、購買農特產品及手工藝品、品嚐鄉野特產‧‧‧等。 

3.遊憩設施（硬體）：農業旅遊地點所提供的各式遊憩設施，包括園區

道路設施、指標設施、餐飲設施、住宿設施‧‧‧等。 

4.經營管理（軟體）：農業旅遊地點所提供的各式服務及經營理念，包

括員工服務品質、餐飲住宿環境、導覽動線規劃、休閒農業理念‧‧‧

等。 

5.解說服務：農業旅遊地點及沿途所提供的遊客諮詢服務、解說設備、

行前解說內容、遊程導覽解說內容‧‧‧等。 

6.整體評價：遊客參與農業旅遊之後，對「自然環境」、「遊憩活動」、

「遊憩設施」「經營管理」及「解說服務」之整體感受。 

二、問卷內容之設計 

問卷調查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獲得量化資料的重要途徑，可用以衡量

受訪者對問題的認知與態度。完整的問卷設計應遵循一定的流程和原則，

首先應確定所要蒐集的資訊，其次決定問卷的類型和內容，然後進行問題

的設計，此階段須考量問題的型式、用語、先後順序及版面佈局（林師模、

陳苑欽，2004）。 

本研究之問卷係參照上述步驟設計，依據相關文獻及研究目的，確定

所需調查資料後研擬問項內容，且經試調後修正確定。問卷結構依研究架

構將分為四大部分，共 32 個問項，第一部分為遊客認知，第二部分為遊

客滿意度，第三部分為遊憩特性，第四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四大部分的

問卷內容分述如下： 

（一）遊客認知 

問卷中詢問受訪者：「請問您對於農業旅遊應有意涵及特性的瞭解情

形、認識程度與看法為何？」而獲得資料。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所歸納

之農業旅遊之意涵及特性，適度選取明顯有別於一般旅遊形態之 12 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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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包括：您認為農業旅遊「1.是結合農業經營的休閒活動」、「2.可享

受田野風光的樂趣」、「3.應強調農業體驗活動」、「4.應強調生態教育解

說」、「5.可促進城鄉居民交流」、「6.可增加就業機會」、「7.可增加當地

人收入」、「8.可改善農業產銷結構」、「9.可推廣當地之農特產品及手工

藝品」、「10.不應以人工之遊樂設施為號召」、「11.可促使農村文化受到

重視與保存」、「12.應以關懷本土文化、產業、習俗為訴求」。題型採李

克特（Likert）五等級量表1，以「非常認同」、「認同」、「普通」、「不認

同」及「非常不認同」五個等級請受訪者勾選認同程度，並依認同程度

高低分別給予 5分、4分、3分、2分、1分計算，最後以 12 項問項分數

加總2而得到受訪者對農業旅遊之認知總程度。所測得的分數愈高，表示

遊客對農業旅遊的認知程度愈高，反之，分數愈低表示認知程度愈低。

此部分為等距尺度（Interval Scale）資料。 

（二）遊客滿意度 

問卷中詢問受訪者：「請問您對整個活動是否感到滿意及整體評價為

何？」而獲得資料。本研究參考前述文獻以整體滿意度及分項滿意度兩

方面同時進行，分項滿意度則考量農業旅遊之特性以「自然環境」、「遊

憩活動」、「遊憩設施」「經營管理」、「解說服務」為衡量構面，共 6個問

項。題型採李克特（Likert）五等級量表，以「非常滿意」、「滿意」、「普

通」、「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五個等級請受訪者勾選滿意程度，並

依滿意程度高低分別給予 5分、4分、3分、2分、1分計算。所測得的

分數愈高，表示遊客對農業旅遊的滿意度愈高，反之，分數愈低表示滿

意度愈低。此部分為等距尺度（Interval Scale）資料。 

（三）遊憩特性 

遊憩特性係指「遊客參與遊程活動之型態或內容」，本研究選取對休

                                                 
1 李克特量表為一種量表設計方法，其利用陳述性語句，配合衡量受測者態度或意見的選項及分

數，來衡量屬質變數。 
2 李克特量表分數的計算與運用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即數字與數字之間的距離是相等的，在此一
假設成立的前提下，不同的題目才可以加總得到一個量表的總分，因此李克特量表又稱為總加

量表法（summated rating scales），表示量表的總分由個別題目加總所得（邱皓政，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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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活動認知及滿意度具有影響性的項目為主，包括：「1.參與次數」、「2.

同行人數」、「3.遊伴關係」、「4.遊程天數」、「5.資訊來源」、「6.旅遊動

機」、「7.重遊意願」等共 7 個問項，原則上均為單選題，以方便作答，

但為利於電腦統計分析並避免不當的變項尺度等級劃分導致資料損失，

此部分之問卷格式將採開放式與結構式混合型態設計。此部分為名目尺

度（Nominal Scale）資料。問卷內容逐項說明如下： 

1.請問您參與相關農業旅遊的次數：為簡化問卷版面，採開放式填答

方式，進行資料收集。 

2.本次同遊人數：為簡化問卷版面，採開放式填答方式，進行資料收

集。 

3.與遊伴之最主要關係：採封閉式與開放式填答，分為（1）無（獨自

前往）（2）家人親屬（3）學校同學（4）公司同事（5）朋友（6）

其他。 

4.遊程天數：為簡化問卷版面，採開放式填答方式，進行資料收集。 

5.參與該次旅遊之最主要資訊來源：採封閉式與開放式填答，分為（1）

親朋好友介紹（2）網際網路（3）農會所印製的宣傳單（4）平面媒

體（含報章雜誌、看板、書籍）（5）電視廣播媒體（6）工作業務緣

故（7）過去經驗（8）其他。 

6.此次旅遊之最主要動機：採封閉式與開放式填答，分為（1）體驗農

家生活（2）增進人際關係（3）增進家人互動（4）充實新知（5）

接近大自然（6）調劑身心（7）體驗不同旅遊形式（8）其他。 

7.是否願意再參與農業旅遊活動：分為願意、不願意二項。 

（四）個人基本資料 

根據文獻回顧，本研究選取對休閒活動認知及滿意度具有影響的個

人社經背景資料項目為主，包括：「1.性別」、「2.年齡」、「3.婚姻狀況」、

「4.學歷」、「5.職業」、「6.平均月收入」、「7.目前居住地」等共 7 個問

項，原則上均為單選題，以方便作答，但為利於電腦統計分析並避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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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變項尺度等級劃分導致資料損失，此部分之問卷格式將採開放式與

結構式混合型態設計。此部分為名目尺度（Nominal Scale）資料。問卷

內容逐項說明如下： 

1.性別：男、女性。 

2.年齡：本題採開放式的填答出生年次，避免造成受訪者判斷年齡之

困擾。 

3.婚姻狀況：分為未婚、已婚。 

4.學歷：分為國中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及研究所以上。 

5.職業：分為學生、農（林、漁、牧）業、工（商、服務）業、軍公

教、自由業、無（含家庭主婦、退休者）等六類。 

6.平均月收入：分為無、20,000 元以下、20,001~40,000 元、

40,001~60,000 元、60,001~80,000 元、80,001 元以上。 

7.目前居住地：經初步查詢參與台北市農會辦理農業旅遊之遊客資

料，以居住在台北縣、市居多，為簡化問卷版面，本題採封閉式與

開放式填答，分為台北市、台北縣及其他。 

三、問卷試調 

問卷設計過程中，需考量問項的明確性、可讀性及效度、信度等問題，

因此在執行正式調查之前，應該先抽取少量樣本進行試調，瞭解受訪者感

受、填答時間長短並檢測語意認知差距後，進行最後的修正與定稿（林師

模、陳苑欽，2004）。 

本研究先於九十三年九月四日針對參與台北市農會舉辦之農業旅遊

ㄧ日遊行程之遊客進行問卷試調（附錄一），由研究者親自參與體驗，並

利用回程的空檔，解說問卷調查的目的及內容後，再由遊客填答。共發出

二十六份問卷，回收二十四份，未回收二份，原因之ㄧ是遊客體力透支極

需休息，無力填答，之二是年長者以不識字為由婉拒。此外，填一份問卷

平均需花費十分鐘，遊客的反應是對第一部分有些問項語句不甚瞭解（例

如：農業旅遊可增進不同族群文化的交流機會，其中族群是指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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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外省人等還是城鄉居民。），第三部份未強調單選或複選。 

為了提升問卷內容的完整性並易於瞭解，以及提高問卷填答率及回收

率，故針對上述缺失加以改進，修正問卷的部份用語與內容。 

四、問卷效度建構與定稿 

透過試調結果所初擬的問卷，進一歩檢驗研究是否具備「效度」

（Validity），並進行研究設計的修正。 

所謂效度是指使用的測量工具能否正確衡量出研究者所欲瞭解的特

質。效度的評估牽涉廣泛，從理論的界定到實施的方式均有很大的變異，

同時易受到干擾因素的影響，舉證不易，因此效度高低的評估，並無一套

共識作法，而由研究者個別性論述與舉證來支持（邱皓政，2004）。以下

從內容效度及專家效度二方面來評估本研究測量工具（問卷）之效度。 

（一）內容效度建構 

內容效度指測量工具的內容是否反映出切合研究主題及能夠涵蓋足

夠層面的程度，亦卽強調測量內容的廣度、涵蓋性與豐富性，係一群評

定者主觀上對於測量工具外觀上有效程度的評估，以確保受訪者作答時

的有效性（邱皓政，2004）。簡單而言，內容效度是指問卷內容的代表性

或取樣的適切性，本研究初擬之問卷題目（附錄一）係根據文獻回顧及

理論架構，蒐集所有相關的問題與變數編寫而成，故具有「內容效度」。 

（二）專家效度建構 

為檢測問卷問項之語句陳述及量表的鑑別力、瞭解受訪者填寫問卷

所需之時間及填寫過程所遭遇的困難、計算拒答率及廢卷率等，研究者

於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七日先行拜訪台北市農會休閒農業部陳梅主任及吳

清標課長表明研究動機及目的，經陳主任及吳課長根據多次針對參與農

業旅遊之遊客問卷調查經驗，表示此份問卷 1.問項過多；2.問項用詞過

於冗長；3.部分問項意思重複；4.字體過小；5.問卷篇幅過多，其建議

問卷的設計應多加考量遊客出遊之心態及年齡層廣泛，以作答時間短、

簡單、易懂為原則，避免造成遊客負擔，以致增加拒答率及廢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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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於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參加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等單位主辦之「2004 第二屆土地學術研討會」，發表本研究之初探成果，

經與會者建議問卷之第一部分「遊客認知」方面，有些問項過於嚴肅，

應考慮是否會造成受訪者拒答之情形。 

綜合專家學者的意見，並審視回收之試調問卷，及考量本研究目的

在於「探討遊客對於農業旅遊之認知程度與滿意度」等面向後，與指導

教授商榷將第一部分認知部分問項中，非專屬於農業旅遊特有之意涵及

特性者予以刪除，即由二十四項減為十二項，並正式確定問卷（附錄二），

故具有「專家效度」。 



 40

第三節 抽樣設計 

一、抽樣方法 

本研究因時間、人力及財力有限，侷限以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至

十一月十五日間參與台北市農會舉辦之農業旅遊之遊客為受測對象。台北

市農會先行規劃各式行程，由遊客自行報名參加，再以組團方式出遊，因

團體內彼此成員的差異性高，故採系統叢集抽樣法，即每隔一定時間抽取

一個梯次，再就該梯次全團年滿十五歲以上之遊客進行調查，若該梯次未

成行則抽取最近一次成行之梯次為調查對象，直到抽滿所需樣本數。問卷

交由帶團之台北市農會承辦人員於回程途中幫忙發放，如此才能測驗遊客

對於農業旅遊之看法與滿意度。 

二、樣本大小 

本研究因受制於台北市農會辦理農業旅遊之行程常因報名遊客人數

不足等原因而取消，故梯次有限，導致樣本數有限。因此，除延長問卷時

間（93 年 9月 18 日至同年 11 月 9日）外，另依據林惠玲、陳正倉（2002）

的樣本決定公式，將機率值（P）保守估計為 0.25，要求在 95%的信賴區

間水準（求得 Z值為 1.96），可容許之抽樣誤差不大於 5%條件下，代入下

列公式計算出所需的樣本數為 288。 

e
Z

2

2 P)-P(1
n =   

n=樣本數，e=可容忍誤差值，P=樣本比率，Z=標準化常態變值 

三、抽樣範圍 

農業旅遊簡單來說，是將農業生產過程、農特產品、鄉村景觀、風俗、

文化、農業體驗、生態教育等各項農業活動，加以規劃設計組合之旅遊型

態。一般而言，農業包含農、林、漁、牧四大部門，台北市農會辦理之農

業旅遊模式，係順應節氣、產季及文化活動將全省之觀光農園、市民農園、

休閒農場、休閒林業、休閒牧業、休閒漁業、民宿農莊及具鄉村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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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旅遊景點，加以規劃組合之套裝旅遊行程。 

本研究正式調查時間自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中旬起，該階段台北市農會

陸續推出之各式一日、二日、三日遊景點包括東北角、新竹縣尖石鄉、台

北市觀光農園、明池森林遊樂區、澎湖及各地休閒農場等，共計 65 個梯

次。截至九十三年十一月中旬止，成行的有 11 個梯次，參加人數共計 385

人，受訪者 313 人，廢卷 25 份，有效樣本 288 份，有效樣本比率約 92％。

茲將有成行之行程概述如下。 

（一）東北角海洋生態體驗一日遊 

台北出發→深澳漁港、魚樂天地旅遊服務中心/行前解說→地質地貌

＋海洋巡弋（搭乘遊艇）→魚樂天地品嘗漁村風味海洋餐及潛水影片欣

賞→鼻頭角生態步道導覽解說→賦歸。 

（二）新埔柿柿如意休閒農業之旅一日遊 

台北出發→柿子園生態導覽解說及採果體驗→柿子加工解說→參觀

柿餅製作過程→紅柿、柿餅 DIY＋品嚐柿子茶→客家風味餐午宴→巡禮

有機茶園：有機綠茶簡報介紹→有機綠茶發糕 DIY→冷泡綠茶 DIY→開運

竹禮炮體驗＋牛車照相紀念→參觀有機蔬菜栽種及採有機蔬菜→賦歸。 

（三）台北市觀光農園之旅一日遊 

台北出發→段木香菇生態解說→山藥栽培及食用解說→山藥湯圓

DIY→探訪沙漠植物仙人掌的奧秘→生機芽菜手捲 DIY→竹子湖海芋園

賞花及生態解說→賦歸。 

（四）武陵農場楓紅蜜蘋果之旅二日遊 

第一天：台北出發→濱海公路攬勝→參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南山

高冷蔬菜栽培區→武陵農場煙聲瀑布森林浴步道→武陵風味餐 

第二天：武陵農場遊憩區導覽解說→採高山蜜蘋果或高冷蔬菜→蘭

陽溪畔巡禮→採買宜蘭名產→賦歸。 

（五）澎湖另類玩法：混水摸魚＋南北島巡禮三日遊 

第一天：台北出發→展開澎湖環島之旅→澎管處欣賞多媒体影片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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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澎湖群島→澎湖傳奇通樑大古榕→遠東第一長虹跨海大橋→螃蟹博物

館→澎湖傳統風味餐午宴→小門嶼鯨魚洞→二崁陳家大宅古厝→享用新

鮮美味的海鮮大餐→媽宮街。 

第二天：員貝嶼海上牧場→岐頭澎湖水族館→觀音亭欣賞最美麗的

西嶼落霞、西瀛虹橋。 

第三天：人文古蹟巡禮→ DIY 貝殼相框→參觀漁會魚產品直銷中心

→賦歸。 

綜合上述，茲將本研究樣本分配情形整理如表 3-1。 

表 3-1 研究樣本分配表 

遊程名稱 調查梯次（日期） 
參加 

人數 

抽樣

人數 

廢卷

數 

有效 

樣本 

東北角海洋生態

體驗 

93/09/18 

93/09/25 
65 56 6 50 

新埔柿柿如意休

閒農業之旅 

93/09/25 

93/10/04 

93/10/09 

93/10/15 

93/10/23 

93/11/06 

217 167 10 157 

澎湖另類玩法 93/10/27-93/10/29 27 26 1 25 

台北市觀光農園

之旅 

93/11/07 
36 29 0 29 

武陵農場之旅 93/11/08-93/11/09 40 35 8 27 

合計 共 11 個梯次 385 313 25 288 

註：根據認知發展理論，年齡 15 歲以上者認知結構體系已初步完整，故

抽樣人數為排除年齡在 15 歲以下之全團遊客。 

資料來源：台北市農會、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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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依據前一節的研究設計，將問卷調查所蒐集之資料整理編碼後，利用

SPSS 統計軟體為工具進行統計分析，且依資料分析目的之不同，選定不同

的統計方法。茲將資料分析方法簡述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 

將遊客個人特質、遊憩特性、遊客認知與滿意度資料，運用次數分配、

平均數、百分比、眾數、標準差等方法，以瞭解樣本資料分布情形。 

二、推論性統計 

（一）信度與效度分析 

在統計分析上，李克特量表所計算出的分數是一種連續分數，具有

豐富的變異量，得以進行線性分析或平均數差異檢定。但是，由於李克

特量表建立在量表的等距性及題目的同質性兩項假設上，必須先經過信

度的考驗，以確認量表的穩定性與內部一致性（邱皓政，2004）。本研究

針對遊客對農業旅遊認知與滿意度構面進行量表的信度檢測，採取

Cronbach’s α分析法，以檢定量表中各問項之適合度。一般而言，

Cronbach’s α值在 0.7 以上者表示「高信度」；0.35 以下表示「拒絕其

信度」。分析結果發現，認知構面（12 項）Cronbach’s α值為 0.8651，

滿意度構面（6項）Cronbach’s α值為 0.9044，表示量表的同質性極高，

內部一致性頗佳。 

在效度方面，根據本章第二節之敘述，本研究之問卷項目是透過理

論基礎及文獻回顧進行初步發展，再經由問卷試調及專家學者提供意見

後修正而成，兼具「內容效度」及「專家效度」。 

（二）交叉分析 

首先應用卡方獨立性檢定來檢定兩個變數間是否獨立無關或是顯著

相關。通常將資料以列聯表的型式表示，在統計原理上即是取觀察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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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值相比較，兩者差異愈小，考驗的結果愈不易達到顯著水準；兩者

差異愈大，考驗的結果愈可能達到顯著水準，而得到拒絕虛無假設、支

持對立假設的結論。當兩個類別資料關聯性顯著時，再以交叉表之次數

分配及百分比描述之。本研究用以檢定各項遊客特性之間是否相互關聯。 

（三）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主要目的在以較少的構面數目來表現原先的資料結構，而

又能保存住原有資料結構所提供的大部分資訊。換句話說，因素分析是

透過資料的簡化或彙整來找出資料的結構，將多個難以理解且彼此相關

的問題（變數），轉化成為少數有變化意義的變數。因此，本研究即針對

遊客對農業旅遊意涵及特性的認知程度進行因素分析，以抽取其變數中

的主要因素。 

（四）t檢定 

主要功能在檢定二組不同樣本的平均數是否有差異，以瞭解樣本在

依變項上的平均數高低是否會因自變項之不同而有所差異。本研究用以

檢驗遊客性別、婚姻狀況及重遊意願之不同，其在農業旅遊認知與滿意

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以驗證假設一、二。 

（五）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主要功能在檢定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樣本平均數是否有差異。本研究

用以檢驗遊客年齡、學歷、職業、平均月收入、居住地、參與次數、同

行人數、遊伴關係、遊程天數、資訊來源及旅遊動機之不同，其在農業

旅遊認知與滿意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以驗證假設一、二。若變項內各

組差異達顯著水準（P＜0.05）者，則以 Tukey HSD 法進行事後比較檢定

3（post hoc test），瞭解各分類間的差異（邱皓政，2004）。 

（六）皮爾森（Pearson）相關分析 

                                                 
3 當變異數分析 F考驗直達顯著水準，即拒絕研究假說中平均數相等的虛無假設（H 0），亦即表

示至少有兩組平均數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但要進一步瞭解究竟是哪幾個平均數之間顯著有所

不同，則必須進一步進行多重比較來檢定。多重比較的進行有多種不同的方式，本研究以 Tukey 

檢定進行事後比較，依查表值計算出 HSD（Honest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值，當兩兩

平均數差異大於 HSD 值時，則是顯著的差異；其次，針對有顯著差異的組別，再比較其平均數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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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分析是分析變數間關係的方向與程度大小的統計方法，其數值

介於-1 與+1 之間，正負符號代表正或負線型關係，若數值趨於 0，則表

示兩變項無線型關係。因此，若知兩變數為正相關，且關係密切，則當

其中一個變數變動時，即可預知另一個變數的變動方向。本研究將應用

於假設三，以瞭解認知與滿意度兩變數間的關係，據以提出建議供經營

單位與政府部門推動農業旅遊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