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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主要在瞭解國內長宿休閒（Long stay）市場之潛力，也就是在

探討台灣的高齡人口對於至休閒農場長期渡假養生究竟有無意願，若有意

願，則面對如此廣大的高齡消費群，休閒農場經營業者如何能找出接受度

最高的潛在長留客群。故本研究利用問卷調查探詢台北市 55 歲以上高齡人

口之消費特徵、屬性；再根據高齡人口不同的生活型態，將其區隔為相異

的消費次群體；此外，進一步加以檢定各消費次群體於旅遊行為、對長宿

休閒的態度、產品偏好、人口統計等變數上之消費特徵差異；最後，界定

最有潛力之長留客群，並提出市場開發行銷之策略，以使發展出的長宿休

閒服務能更接近目標客群。 

一、市場區隔與客群鎖定部分 

    本研究依據不同的生活型態因素構面，將高齡人口區隔為相異生活型

態的四個消費集群，而這些消費次群體之特徵、平時旅遊行為、對長宿休

閒的態度、偏好的休閒農場設施服務則彙整如表 5-1 所示，對各目標消費

者之詳細描述則說明如下： 

集群 1：獨立謹慎群 

    以家管、公教人員和工商業行號一般職員，和未婚子女同住，健康狀

況大致良好者為主。在生活型態上則較具有團體中意見領袖及領導人物的

特質，特別具有獨立性，容易適應環境，穿著打扮較為高級時髦，消費態

度謹慎，對於價格的知覺較為靈敏，就產品的品質較為要求。其平時以休

閒、渡假、散心為主要旅遊動機，單次旅遊人數為 1-5 人，曾經去過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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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遊玩 1-5 次，至休閒農場旅遊之單次花費金額為 0-5,000 元。在休閒農

場設施服務的偏好上，要求醫療設施近便，交通便利，可與附近旅遊景點

連結，價格低廉，重視農場能否能提供詳盡旅遊資訊，長宿生活中希望有

精緻美食和高級住宿服務，以及專業化的飯店住宿管理。 

集群 2：傳統家庭群 

    該集群的高齡人口則以與配偶同住，公教人員，健康良好少病痛者為

最多。在生活型態上具備傳統觀念特質，特別重視家庭和諧，對工作的責

任感較高且積極投入，盡力配合子女日常生活上之需求，屬於比較依賴子

女的一群。休閒、渡假、散心是他們主要的旅遊動機，以 1-5 人同遊為通

常之旅遊人數，曾去過休閒農場遊玩 1-5 次，於休閒農場遊玩的單次花費

金額為 0-5,000 元。在長宿生活的利益追求上，同樣無特殊偏好要求。 

集群 3：外向前衛群 

    以和配偶同住，勞動技術人員、專門職業人員（醫師、律師、會計師、

建築師等）、工商業行號中高層主管，健康狀況十分良好，日常生活可自己

照顧者為主。在生活型態上，重視休閒活動更甚於工作，注重生活品味的

營造，消費時品牌自主性強，格外注意現代社會的流行趨勢，愛好室內、

外活動，性格外向，有經濟獨立的能力，大部分已做好退休生活的規劃。

平時以探望親戚朋友為其主要旅遊動機，1-5 人同遊為常見的旅遊形式，屬

於一般頻率的休閒農場客群（1-5 次），大多花費 0-5,000 元於休閒農場停

留。在長宿生活的利益追求上，希望能瀏覽當地歷史人文展示，傳統農作

歷史回顧，從事農村民俗體驗，例如鄉村童玩活動的行程安排，食宿上則

要求具有鄉村風味；此外，交誼場地、現代化遊憩設施、運動設施、資訊

通信設備等，該集群的高齡人口也認為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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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 4：自然養生群 

    以和未婚子女同住，自由業，健康狀況良好，不影響日常生活者為最

多。在生活型態上，該集群嚮往恬適、寧靜的生活環境，喜歡親近大自然，

平時以種植盆栽、園藝為嗜好，特別留意健康養生的相關資訊。增進親子

關係或休閒渡假為其旅遊動機，旅遊人數為 1-5 人，不常去休閒農場遊玩，

但有過休閒農場旅遊經驗者，單次花費金額約為 0-5,000 元。在長宿生活的

要求上，注重休閒農場是否能提供消費者鄉村休閒感受，期望休閒農場具

備鄉村生活體驗、遠離都市塵囂的氛圍，對硬體設施則較無要求。 

    綜觀上述市場區隔結果，本研究認為高齡人口確實具備不一樣的消費

特徵，而本研究進一步就高齡人口對長宿休閒的態度進行檢定，結果發現

在「休閒農場有開發長留客群的潛力？」與「會建議親友購買長留客產品？」

兩個變數上，各生活型態集群的高齡人口是呈現顯著差異的，而其中外向

前衛群的消費者特別看好休閒農場開發長留客群的潛力，其反應遠遠高於

其他三個集群，此外，外向前衛群的高齡消費者在未來長留客市場逐漸成

形之後，也願意推薦親友嘗試，這可能與其平時就注重親友間感情的維繫、

觀念較前衛流行有相當之關連，而獨立謹慎群的意願則居次，接著是自然

養生群，傳統家庭群則是四個區隔中接受度最低者。 

    故本研究認為，外向前衛群的消費者具有外向活動、流行品味的生活

型態，對未來的社會趨勢較敏感，也容易接受新的觀念，因此對休閒農場

開發長期渡假養生方案接受度較佳，應是未來休閒農場開拓長留客市場時

須特別注重的市場範圍，屬於高消費能力的客群。而獨立謹慎群的高齡人

口比較不依賴子女，容易適應環境，不以和子女同住為首要考量，對產品

價格較為敏感，注重產品及服務品質，故休閒農場可針對其需求，提供便

利舒適、專業化管理的生活環境。自然養生群嚮往恬適的鄉村生活環境，

特別有健康養生的觀念，平時喜歡的旅遊型態也是和大自然親近，十分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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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休閒農場長宿休閒，享受休閒農場的田園風情、山林美景。而傳統家

庭群觀念較為保守，較無至住家以外的地點休閒養老的打算，故對長宿休

閒意願最低，生活型態亦難以配合，因此，本研究認為休閒農場於進行長

留客市場開發時，於傳統家庭群特徵的消費者身上，不需著力太深。 

 

 

 

表 5-1  結論彙整 

集群別 生活型態 旅遊行為 產品偏好 消費者特徵 

集群 1： 
獨立謹慎群 

＊ 團體中的意見

領袖 
＊ 領導人物 
＊ 特別具有獨立

性 
＊ 容易適應環境 
＊ 穿著打扮時髦 
＊ 消費態度謹慎 
＊ 價格知覺靈敏 

＊ 休閒、渡假、

散心為旅遊動

機 
＊ 1-5 人同遊 
＊ 去過休閒農場

1-5 次 
＊ 至休閒農場旅

遊花費金額為

0-5,000 元 

＊ 醫療設施近便 
＊ 交通便利 
＊ 可與附近旅遊

景點連結 
＊ 價格低廉 
＊ 提供詳盡旅遊

資訊 
＊ 精緻美食 
＊ 高級住宿 
＊ 專業化飯店管

理 

＊ 和未婚子女同

住 
＊ 家管、公教人

員和工商業行

號一般職員 
＊ 健康狀況大致

良好 

集群 2： 
傳統家庭群 

＊ 傳統觀念特質 
＊ 重視家庭和諧 
＊ 積極投入工作 
＊ 較配合子女需

求 

＊ 休閒、渡假、

散心為旅遊動

機 
＊ 1-5 人同遊 
＊ 去過休閒農場

1-5 次 
＊ 至休閒農場旅

遊花費金額為

0-5,000 元 

＊ 無特殊偏好 

 

＊ 與配偶同住 
＊ 公教人員 
＊ 健康良好，少

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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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 3： 
外向前衛群 

＊ 重視休閒活動 
＊ 注重生活品味

營造 
＊ 品牌自主性強 
＊ 注意流行趨勢 
＊ 愛好活動 
＊ 性格外向 
＊ 經濟獨立 
＊ 已做好退休規

劃 

＊ 探望親戚朋友

為旅遊動機 
＊ 1-5 人同遊 
＊ 一般頻率休閒

農場客群 
＊ 至休閒農場旅

遊花費金額為

0-5,000 元 

＊ 當地歷史人文

展示 
＊ 傳統農作歷史

回顧 
＊ 農村民俗體驗 
＊ 鄉村童玩活動 
＊ 具鄉村風味的

住宿 
＊ 交誼場地 
＊ 現代化遊憩設

施 
＊ 運動設施 
＊ 資訊通信設備 

＊ 和配偶同住 
＊ 勞動技術人

員、專門職業

人員、工商業

行號中高層主

管 
＊ 健康狀況十分

良好，日常生

活可自己照顧 

集群 4： 
自然養生群 

＊ 嚮往恬適生活

環境 
＊ 親近自然 
＊ 留意健康養生

資訊 
＊ 享受鄉野 

＊ 增進親子關係

或休閒渡假為

旅遊動機 
＊ 1-5 人同遊 
＊ 不常去休閒農

場旅遊 
＊ 休閒農場花費

0-5,000 元 

＊ 偏好鄉村休閒

感受 
＊ 具備鄉村生活

體驗、遠離都

市塵囂的氛圍 

＊ 與未婚子女同

住 
＊ 自由業 
＊ 健康狀況良

好，不影響日

常生活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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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說檢定結果 

    本研究之研究假說檢定結果列如表 5-2 所示： 

表 5-2  研究假說檢定結果 
假說 檢定後情形 結果 

H1-1： 
不同生活型態之高齡人口

群在旅遊行為上有顯著差

異。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的高齡人口在旅遊動

機、旅遊人數、曾經到過休閒農場旅遊的次

數、休閒農場旅遊花費金額上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H1-2： 
不同生活型態之高齡人口

群對長宿休閒態度上有顯

著差異。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的高齡人口在「休閒農場

有開發長留客群的潛力？」與「會建議親友

購買長留客產品？」兩個變數上有顯著差

異。 

部分成立

H1-3： 
不同生活型態之高齡人口

群在產品偏好上有顯著差

異。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的高齡人口在「鄉村休閒

感受因素」、「便利設施因素」、「懷舊民俗體

驗因素」、「遊憩活動設施因素」、「精緻餐飲

住宿因素」等五個變數上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H1-4： 
不同生活型態之高齡人口

群在人口統計變數上有顯

著差異。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的高齡人口在「居住方

式」、「職業」、「健康狀況」等 3 個變數上有

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資料來源：同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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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行銷策略上的建議 

    將潛在高齡長留客市場切劃為四個次市場之後，即可針對其對長宿休

閒的意願多寡以及各自需求之不同，提出市場行銷上的建議，以吸引高齡

人口於休閒農場長期駐足停留。故本研究將從產品、定價、通路、推廣等

四個策略面向出發，就潛在高齡長留客群在旅遊行為、對長宿休閒的態度、

產品偏好、人口統計變數等消費特徵上的差異，提出不同的行銷策略方案。 

集群 1：獨立謹慎群 

一、產品策略 

    獨立謹慎群的高齡人口特別注重休閒農場之便利設施完備與否，故若

業者以該集群的高齡者為首要目標市場時，就必須特別注意農場是否能提

供老人如在家渡假般的舒適便利服務。雖然其健康狀況大致良好，卻十分

重視農場附近是否有近便的醫療設施；因此，業者應加強與附近地區醫療

設施的連結，適時提供高齡人口醫療上的協助與諮詢，在農場內部也可設

置簡單的醫療設施，如醫護室及醫療上需要的設備，甚或與營養師、護理

師等專業人員合作，隨時給予老人最貼心的照料。 

    此外，該集群的消費者希望農場能與附近景點作連結，並提供詳盡的

旅遊資訊，以使他們的長住生活能更加充實。故本研究建議農場業者可採

行下列策略手段，來滿足消費者需求： 

（一）與鄰近休閒農場形成策略聯盟，推出週遊方案，使消費者能以較低

廉的價格，盡享該地區的自然風情。 

（二）與附近同樣具鄉野特色、歷史人文風情的旅遊景點合作，休閒農場

負責提供食宿服務，平時的活動行程安排則集中在週邊的名景勝地。 

（三）與當地景點的遊客服務中心結合，以提供消費者最豐富的旅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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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製作導覽手冊、地圖，方便民眾遊覽。 

（四）休閒農場可提供短程的接駁工具，如小型巴士等，使消費者能方便

至農場各處及鄰近休閒農場、景點活動。 

    具備獨立謹慎特質的高齡人口，相當注重農場內的食宿服務是否精

緻；因此，農場業者應嚴格控管餐飲、房間的清潔衛生，根據高齡人口的

需求，製作健康養生的料理，在住房的品質上，引進專業化的管理方式，

將休閒農場打造為一個如家一般溫暖，又如飯店一樣高級的住宿環境。 

二、定價策略 

    獨立謹慎群的高齡人口對價格知覺特別靈敏，消費態度相當謹慎，對

於產品與服務的要求比較嚴格，認為定價必須視產品與服務的品質做調

整，對於物美價廉的產品，該集群呈現出較濃厚的興趣。故業者針對此目

標市場，可採取差別定價策略；差別定價係指廠商在出售同一服務或產品

時，儘管在成本上並無差異，仍設定二種或二種以上的價格。業者可依不

同基礎訂定不同價格： 

（一）顧客基礎：不同的顧客對相同的產品與服務，所支付的價格不同；

例如給予高齡者價格上之優待。 

（二）產品型式基礎：對不同型式的產品設定不同價格，但價格不與成本

呈同比例增加；例如給予長留客群價格上之優待。 

（三）時間基礎：價格可隨著不同的季節、日期、甚至以天數為基礎而有

不同價格；例如淡、旺季的定價差異，長留客群依其停留時間長短

也有不同的定價。 

三、通路策略 

    由於休閒農業屬於服務性產業，和一般市面上所稱之產品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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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行銷通路以直接銷售（direct sale）為主，也就是透過銷售人員直

接與消費者接觸的方式。而獨立謹慎群的高齡人口，較傾向休閒農場採用

專業化的管理方式，也注重旅遊生態資訊的提供，故業者應加強工作人員

之素質，針對高齡者所需的服務進行相關訓練，此外，活動行程的企劃人

員亦相當重要，農場內最好有具生態、環境知識的解說員，使長留客群於

渡假養生的享受之外，也能吸收豐富的生態資訊。 

四、推廣策略 

    基於休閒產業的無形性，休閒農場的推廣策略主要著重於廣告宣傳方

面，透過多面向的資訊管道，將其觸角延伸到潛在長留客群所在之處，使

消費者能迅速接收到休閒農場長住方案的訊息，引起注意同時擴大銷售領

域。由於前述的旅遊行為調查當中，高齡人口獲得旅遊資訊的管道仍以親

友推薦為主，有五成以上的受訪者在旅遊之前，都以親友的意見為主要考

量，也就是所謂的「口碑行銷」手段，故建議業者若欲推廣自家休閒農場

的好處時，仍需注重農場內品質、設備、服務、氣氛的周全，方能透過口

耳相傳的方式，擴大市場範圍。 

    此外，現今這個年代資訊傳播迅速，各類文字宣傳、傳播媒體都是使

消費者最快接受產品訊息的媒介，故本研究建議休閒農場可透過電視、廣

播的專題報導，網路上的專題介紹，各類雜誌的宣傳，達到推廣的目的，

將休閒農場的特色盡現消費者眼前。 

集群 2：傳統家庭群 

    傳統家庭群的高齡人口對於長宿休閒的意願最低，退休後也傾向於和

子女同住，生活型態上較無法配合長宿休閒方案的運作方式，故業者於推

出長住方案時，於此客群不需著力太深，但並非就應放棄此群高齡消費者，

業者仍可儘量針對傳統家庭群的消費特徵，推出適合其長期渡假養生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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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劃。在產品策略方面，由於該集群對休閒農場並無特殊偏好，故業者

可因應其平時的旅遊動機，做活動方案的調整；傳統家庭群的高齡人口平

時以與朋友一起渡假散心為其旅遊動機，因此，休閒農場可和旅行社合作，

推出高齡人口的團體行程，使銀髮族能藉出外旅遊之便，認識許多新朋友，

打開社交圈，減輕因與社會日漸脫節的疏離感，就能提高其長住意願。 

    在定價策略方面，傳統家庭群的觀念較為保守，重視工作更甚於休閒，

對於生活品味無特別要求，過去至休閒農場旅遊花費的金額在 0-5,000 元之

間，屬於中低價位的消費群，故在長宿休閒方案的定價方面，若針對此目

標市場，則業者勢須提供低價位的服務，方能吸引傳統家庭群的高齡人口。

在通路策略方面，傳統家庭群過去平均仍有 1-5 次的休閒農場旅遊經驗，

故業者應掌握此集群到訪休閒農場的機會，利用人員銷售加強其於休閒農

場長住的接受度，透過面對面的方式加以溝通，對傳統家庭群較為有效。

在推廣策略方面，該集群的消費者重視家庭成員的意見，建議透過親友間

的口碑行銷增加農場的知名度；此外，針對中低價位路線的傳統家庭群，

農場可以採取折扣、折價券、會員制度等變相的價格促銷手段，帶動該集

群高齡者的長住意願。 

集群 3：外向前衛群 

一、產品策略 

外向前衛群的高齡人口特別重視休閒活動，注重生活品味的營造，愛

好活動，性格外向，經濟獨立，已做好退休規劃，是休閒農場最大的潛在

長留客群。在產品策略方面，其偏好休閒農場的懷舊民俗體驗與遊憩活動

設施，因此，本研究建議在懷舊民俗體驗的活動營造上，業者可參考下列

活動規劃： 

（一）休閒農場當地的歷史、人文展示，如過去農作歷史的紀錄照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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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傳統衣物、農具等等，甚可設置一主題展覽館，供高齡人口做懷

舊思古之旅。 

（二）傳統農作歷史的回顧，農場內設置民俗體驗專區，擺放舊時水車、

石磨等農事器材，供消費者親身體驗。 

（三）農村民俗體驗行程安排，例如放天燈、紥稻草人等活動設計。 

（四）鄉村童玩活動的體驗，透過打陀螺、竹編等過去農村童玩的體驗活

動，喚起高齡人口對自然鄉野的情感。 

（五）具鄉村風味的住宿，當地特色餐點，如水果風味餐、新鮮蔬果等，

使高齡人口如置身於田園曠野。 

（六）播放鄉村主題影片，提供消費者不同的娛樂感受。 

    而在遊憩活動設施的設置規劃上，為能配合外向前衛群融合今古的多

樣需求，農場除了要供給銀髮族群懷舊的氛圍之外，更須提供現代化的設

施，方能滿足外向前衛群豐富多變的需要。故於遊憩活動設施的設置方面，

有幾項設備是該客群所偏好者： 

（一）交誼場地：如下棋、泡茶、聊天等活動所需的空間。 

（二）現代化遊憩設施：如卡拉 OK、紓壓 SPA 等等設備。 

（三）運動設施：如羽球場、桌球桌等。 

（四）資訊通信設備：如電腦、無線上網等。 

（五）其他：如閱覽室等。 

二、定價策略 

    外向前衛群的高齡人口對於休閒活動與營造生活品味的費用，不會太

節省，認為休閒與工作同等重要。故未來休閒農場業者以外向前衛群為其

目標市場時，應著重於服務品質的維護，不需在價格上做太多的降價手段，

只要能在該客群接受的合理範圍內即可，就消費者的充裕預算，提供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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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自然的居住環境。 

三、通路策略 

    有鑑於休閒農場服務的無形性，如何以最貼近消費者所需的直接銷售

方式，引起潛在客群的興趣，對農場業者來說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外向前

衛群在活動的要求上，傾向於較富自然原野風味的體驗式活動，針對這樣

的客群，休閒農場可透過具「草根性」的熱情服務人員，熱心解說農場內

的各項設施，使各項活動更加活潑化，親切熱誠的服務態度，營造出如家

人相處般的生活環境，使高齡人口的長住生活更加多采多姿。 

四、推廣策略 

    為能吸引外向前衛群的高齡人口至休閒農場長住，除了前述的口碑行

銷、電視廣播的專題報導、網路上的專題介紹、旅遊雜誌的訪談等廣告手

段外，業者可針對該集群偏好農村體驗之特性，以贈送特色禮品，如手拉

坏、紀念衣帽、童玩等等促銷手段，使高齡人口長宿休閒之體驗，從休閒

農場延伸至日常生活之中。 

集群 4：自然養生群 

    自然養生群的高齡人口嚮往恬適生活環境，喜好親近自然，留意健康

養生資訊，雖然不常到休閒農場遊玩，但休閒農場自然鄉野的旅遊型態以

及娛樂放鬆的氛圍營造，都非常適合自然養生客群至休閒農場長期渡假養

生。在產品策略方面，該集群特別注重休閒農場能否提供鄉村休閒、遠離

都市生活的感受，因此，業者針對此目標市場，應盡量提供其安靜、寧適

的長住環境，較為喧鬧的休閒設備（如卡拉 OK）可能不受此客群之青睞，

生態園區、森林步道、人工造景（如涼亭、花園等）較能營造出適合其居

住的氣氛。此外，由於該集群偏好健康、養生，在餐飲的準備上，農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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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身栽植之新鮮蔬果，製作養生料理、有機餐點，使高齡人口更覺適居。 

    在定價策略方面，該集群的高齡人口不常到休閒農場遊玩，有可能是

因為其較喜愛至住家附近爬山、運動，休閒農場並不在其旅遊考量的範圍

內，在此前提下，休閒農場的長住費用就很容易成為消費者望而卻步的原

因之ㄧ，針對這樣的潛在客群，業者應該採取低價位的訴求以吸引消費者。

旅遊行為的調查部分顯示，自然養生群的高齡人口，先前至休閒農場旅遊

花費的金額在 0-5,000 元之間，顯示曾經去過休閒農場遊玩的該客群，其實

願意花錢購買休閒農場的服務，故業者應想辦法將休閒農場特色傳達至自

然養生群，使其願意至休閒農場消費。 

 

    在通路策略方面，業者同樣應運用人員銷售的方式，直接和消費者做

接觸，強化本身優點。而在推廣策略方面，業者可多利用報紙上的廣告，

強調其鄉村風情、田園特色，刊登休閒農場實景照片，將廣闊自然的景色

直接呈現於消費者眼前，對自然養生群而言，無異於親身體驗於休閒農場

長住之恬適，對吸引其長住極有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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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為台北市，主要是因為台灣北部的休閒農場數量佔

整體休閒農場數量之半，基於空間距離的因素，故推估休閒農場的客

群亦同樣集中在台灣北區，因此，選取台北市作為研究範圍。建議後

續研究可擴大研究範圍，針對潛在長留客群所可能存在的區域進行研

究，方可判定長宿休閒於台灣推廣的可行性。 

二、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高齡人口，但日本所謂的「長留客」概念，舉凡

消費者為了特定目的，於休閒農場停留時間長達半個月以上者皆屬

之，而所謂的特定目的，則包括醫療、藝術家繪畫或結合老人照護等。

故後續研究可針對醫療、藝術等各類目的之潛在客群，進行潛在長留

客市場開發之研究。 

三、 在變數選取方面，本研究選取了包括旅遊行為、對長宿休閒態度、產

品偏好、人口統計變數等四個區隔變數，而針對高齡人口之研究，其

實還有心理年齡、社會地位等變數可供選取，建議後續研究可因應研

究目的及內容之不同，做變數之採用。 

四、 在統計分析方法方面，為能檢定假說成立與否，可利用判別分析加以

檢驗，確認各區隔之間的特徵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