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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農業為台灣早期極富重要性之產業，然隨著經濟環境的轉變以及工商

服務業的興起，農業的產值和就業人數比率節節下降，農業亟需轉型之急

迫性可見一斑。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之後，農業勢須提升本身之競爭力，並配合整體產業升級，改變產業結構，

以因應國外農產品進口所帶來的強大衝擊；休閒農業在此背景下應運而

生，休閒農業乃結合地方資源、自然生態、田園環境等條件，足供消費者

體驗自然風情和田耕樂趣的新興產業，在此體驗經濟時代，休閒農業堪稱

可同時滿足生活、生產、生態目的之明星商品，再加上目前國民所得普遍

提高、休閒時間增加，休閒農業之發展潛力實無以限量。 

    根據民國 94 年所做的休閒產業全面調查顯示，全台共有 1102 家的休

閒農場，其中農委會准予籌設的共有 228 家，其中綜合型的有 45 家，另有

178 家屬體驗型。而全台休閒農業吸引的觀光人數約達一年 800 萬人次，每

年創造出約 45 億元的產值，預計未來 4 年可創造 2400 餘的就業機會。（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www.coa.gov.tw） 

    雖然隨著週休二日制度的實施，國人於休閒娛樂上花費的時間、金錢

比重都有增加，但卻也礙於這樣的生活型態，使得消費者多從事的是短期

旅遊活動，而較無長期停留之安排。從休閒農場經營的角度來看，若單單

作短期行程之推案，較容易導致有收益不穩定的情形，對於農場內各項軟、

硬體設施來說，亦無異是使用效益上之無形耗損。當前，台灣的休閒農場

常有假日時人潮洶湧，非假日時門可羅雀的景況（林儷蓉，2000），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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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淡旺季明顯，造成規劃與管理困難的問題（吳存和，2001）這樣的

情形對經營者而言，造成了人事、設備成本的雙重負擔，於休閒農場之營

運相當不利。故休閒農業當務之急乃藉由市場開發手段，發掘具長期停留

打算之潛在客群，以期提升農場整體營運效益，免除不必要之成本耗費，

同時令顧客可享受長時間之寧適假期。有鑑於假日與平日遊客數落差大的

現象，業者可朝向開闢銀髮族的退休市場進軍，創造 1 到 3 個月住宿的長

宿市場，使高龄者有養生、健康和旅療的處所，而相關產業未來的商機也

很大。 

    休閒農業發展迄今，在台灣如同雨後春筍般興起，農委會在有計劃輔

導下，已創造出年產值高達新台幣45億元的成績，現更計劃輔導業者朝向

銀髮退休的長宿與旅療市場發展，以因應社會趨勢。農委會表示，該會自

93年就著手蒐集long stay相關資訊，並於94年完成「營造鄉村社區作為日本

銀髮族國外長宿休閒之可行性研究」報告，發現long-stay商機相當龐大，包

括馬來西亞、泰國、菲律賓、印尼等國，都已將發展long-stay產業列為重大

政策，台灣實應急起佈局，以迎接2007年日本戰後嬰兒潮700萬退休人口的

long-stay潛在市場，為農業轉型開創新機，並促進整體環境建設與觀光業發

展。（農委會網站，www.coa.gov.tw） 

    海外長宿休閒（Long Stay）是出國旅行的新話語，既不是移民，也非

永久居留，到海外旅行1星期至10天，被視為稍長的旅行，一旦旅行時間長

達1個月至3個月，就可稱為海外長宿休閒。歐、美和日本等國家關於海外

長宿休閒的意涵有些微的差異，歐、美國家所稱的海外長宿休閒參與的對

象包括老、中、青三代。在日本，海外長宿休閒單指的是銀髮族到海外休

閒的新興旅遊方式，休閒的目的為體驗當地人的生活，而非單純的旅行，

還可到當地從事志工活動，擔任日語教室助手、教導日本茶道、插花和日

本料理等。而本研究則將長宿休閒的消費者稱之為「長留客」，由於長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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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需要高度的寧適性和極長的時間加以配合，因此，於休閒農場作長期

停留應是最佳選擇。目前，國人對於休閒活動、各式旅遊日益重視，若能

將「長留客」之觀念加以推廣，休閒農業之需求勢必有所增長，亦可提高

農場收益，農場整體效用亦將得以高度發揮。 

    以往大家對老人的印象都停留在，在家裡照顧小孩，不過根據內政部

的調查，台灣老年人口生活的最大部分是「從事休閒娛樂活動（佔 20.09

％）」，其次是「從事養生保健活動（佔 19.10％）」，第三是「與朋友聚會聊

天（18.28％）」，可以發現老年人主要的活動為「休閒」與「健康」兩大類，

這表示老年人在退休後還是有相當活力的。這是一股不容忽視的消費潛

力，老年人生活的重心會由過去的家庭轉移到夫妻、朋友之間，更有可能

的趨勢是老年人已經開始集會結社，形成各種休閒活動、教育學習的團體，

集體行動、集體消費會讓老年人的消費能力更加驚人，帶來更龐大的商機。

（李文龍，2003）故本研究認為，除了著眼於海外高齡人口來台長宿休閒

的市場外，台灣本地高齡人口的消費潛力亦不容忽視，拓展台灣高齡人口

至休閒農場長宿休閒的市場，不但可以解決休閒農場平日客數不足之問

題，也可滿足高齡人口追求嶄新生活之目標。 

    面對龐大的高齡消費群，如何才能找出真正有意願至休閒農場長宿休

閒的「長留客」，市場區隔可說是一個極重要的步驟。市場區隔可以幫助休

閒農場經營業者區隔其遊客市場，提供目標市場所需的產品與服務。（鄭智

鴻，2001）未來休閒農業的經營者應掌握市場的特性，選擇區隔市場後再

決定經營目標，以創造競爭優勢。（吳佳穎、邱展謙、柯重焜，2003）市場

區隔試圖於一個錯綜複雜的異質市場中，尋求出某些共同的因素或特徵，

藉以將整個市場分割成幾個小市場，針對每一市場設計不同產品或採行不

同行銷組合，以滿足個別市場的需要，以期增進行銷績效。（吳國順，1993）

故本研究將以市場區隔之方式，針對高齡人口加以檢驗，分隔出對長宿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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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接受程度最高的潛在長留客市場，並據以擬定相關建議。 

二、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之研究動機，本論文之研究目的可歸納如下： 

（一）根據高齡人口之旅遊行為、對長宿休閒態度、產品偏好、人口統計

變數等消費特徵差異，區隔出數個次市場。 

（二）自數次市場中挑選出至休閒農場長宿意願較高之潛在長留客群，並

提出市場行銷開發之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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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一）休閒農場 

有關於休閒農業與休閒農場之定義，眾家學者皆提出許多寶貴的看

法，為休閒農業及休閒農場的內涵及概念，開啟了嶄新而又豐富的新頁；

而其中最為大多數研究者所肯認的意涵，莫過於民國七十八年，由台灣大

學農業推廣學系主辦之「發展休閒農業研討會」，經與會者一致認可之首

論：「休閒農業係利用農村設備、農村空間、農業生產的場地、產品、農業

經營活動、生態、農業自然環境及農村自然資源，經過規劃設計，以發揮

農業及農村休閒遊憩之功能，增進國人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提升遊憩品

質並提高農民收益，促進農村發展。」 

    此後，包括陸續公佈的「休閒農業區設置管理辦法」以及「休閒農業

輔導管理辦法」等，都是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賦予了休閒農業兼顧農業發

展和國民休憩的雙贏姿態。故民國 91 年 1 月 11 日修正之「休閒農業輔導

管理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休閒農業：指利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

環境資源，結合農林漁牧生產、農業經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

供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業經營。」發展至

此，休閒農業的體系脈絡已大致明朗化，吾人可從該定義中得知，休閒農

業確為一結合生產、生活、生態之多元化產業，並為融合初級、次級、三

級產業特性的農服務企業。 

    而「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第三條第三項，更將休閒農場定義如下：

「休閒農場：指經主管機關輔導設置經營休閒農業之場地。」故可知休閒

農場乃遊客體驗農村生活，享受田園遊憩行程時，最主要的活動場地。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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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農場為能有效地支援休閒農業的經營，勢必於農場設備的規劃上，要能

忠實地呈現農村文化的原貌；針對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亦應

完整地保存，方可使遊客深刻體會農村生活的恬適風情；此外，富教育性

的設施，也是休閒農場不可忽視的重要環節，透過教育性的設備展示，使

遊客寓教育於娛樂之中，一舉數得。休閒農場的健全與否，關乎遊客是否

能從中獲得愉快的旅遊經驗，以及休閒農業的發展前景；唯有完善的農場

規劃，才能使消費者享受一個身歷其境的農家經歷。 

在休閒農業的研究領域之中，現下已到了所謂「百家爭鳴」的局面；

舉凡從經營管理、規劃設計、行銷企劃、服務生產、觀光旅遊等各視野面

向，休閒農業都已躍升為檯面上不可忽視的一股潮流。本研究將部份相關

文獻歸納如表 1-1 所示，其能對休閒農業與休閒農場之梗概內涵，有更深

一層的認識。 

表 1-1  休閒農業與休閒農場相關文獻整理 

作者/年代 研究主題 就休閒農場/休閒農業所下之定義 

江榮吉（1989） 休閒農業的經營與管理 凡是為觀光或娛樂而經營的農場，就是觀光或娛

樂農場，探討這種農業的經營管理就是休閒農

業。 

孫樹根（1989） 休閒農業概念的探討 休閒農業是一種精緻的農業，不但要生產出某一

種形式的農產品，而且還要提供休閒服務的產

出。 

蕭崑杉（1991） 休閒農業區的教育宣導與解

說標籤 

休閒農業是以農業或農業基礎發展出休閒功能

的農村服務業。 

陳昭郎（1996） 休閒農業的發展方向 休閒農業可以說是改善農業生產結構、提高農民

所得、繁榮農村社會，所採行的農業經營方式。

它一方面繼續維持農業產銷活動，從事農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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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另一方面則提供遊客休閒遊憩的機會，所以

結合了初級產業的特性，可說是近年來發展的農

業經營新型態。休閒農業之發展，除應把握以農

業經營為主、以自然環境保育為重、以農民利益

為依歸的基本原則外，尚需以滿足消費者為導

向。 

鄭健雄（1998） 台灣休閒農場企業化經營策

略之研究 

休閒農業，係從事農業生產活動過著農村生活的

農民們，以原有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的場地，配

合著當地的地形、氣候、土壤、水文等自然環境，

經由適當的規劃設計，從事鄉土性的休閒服務

業，進而發揮鄉土的休閒功能。 

林勇信（2000） 休閒農場全面品質管理指標

之研究－國家品質獎評審指

標之應用 

休閒農場乃利用農場內既有之農業資源為基

礎，結合農村文化資源及豐富的田園自然生態景

觀，經由經營者規劃設計投資開發管理後，增進

農場之休閒旅遊服務功能與品質，並作為提供消

費者體驗農業型休閒旅遊的一個場地。 

林儷蓉（2000） 休閒農場資源與國小校外教

學目標之相關研究－以學童

及教師之觀點 

休閒農業是農業經營、遊憩服務並重的新興產

業，而休閒農場正是展現此種產業的最佳場所，

其具有教育、經濟、社會、遊憩、文化和保育等

多項功能，利用農村的資源轉化為遊憩利用資

源，是一將生產、生活與生態等三生資源與遊憩

服務結合為一體的農企業經營。 

吳存和（2001） 休閒農場核心資源與競爭優

勢之研究 

休閒農場係指利用農場一切資源，繼續維持農業

產銷活動，並從事農業體驗、教育或餐飲、民宿

等相關服務活動，結合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

供遊客休閒遊憩的機會，藉以增進農場收益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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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社會責任者。 

黃振恭（2004） 休閒農業區發展潛力評估模

式之建立 

休閒農業，指以農業之生產、生活、生態等農業

資源為基礎，以服務觀點提供顧客一種遊憩方

式，其中包含有關農事上之體驗、教育、餐飲、

住宿等觀光活動，並可增進農村收益之農業經營

方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長留客 

    目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正積極推動長宿休閒（Long stay）機制之建立，

所謂長宿休閒，乃是出國旅行的新話語，既不是移民，也非永久居留，到

海外旅行 1 星期至 10 天，被視為稍長的旅行，一旦旅行時間長達 1 個月至

3 個月，就可稱為海外長宿休閒。在日本所謂的長宿休閒概念，意即消費者

為了特定目的於海外停留時間長達一個月以上，而所謂的特定目的，舉凡

醫療、藝術家繪畫或結合老人照護者均屬之。 

    故本研究將「長留客」定義為參與長宿休閒、並在旅遊景點停留達 1

個月至 3 個月的高齡消費者。在台灣，該名詞最早出現在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原定之 95 年度科技計畫研究重點表目中，屬於農村新風貌及休閒農業

之研究範疇。 

    為能找出潛在之長留客群，本研究以 55 歲以上之高齡人口為研究對

象。挑選 55 歲以上老人為問卷受試者的原因在於，考量到台灣受雇員工退

休年齡有越來越提前的趨勢，而長留客市場又在吸引高齡退休人口作長期

渡假養生之規劃所致。依據行政院主計處發布之九十三年受雇員工動向調

查，國內受雇員工平均退休年齡持續下降，五十幾歲員工已成為退休主力，

占退休員工的半數以上，九十二年平均退休年齡甚至跌破五十五歲，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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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點九歲，是民國八十年有這項統計以來的新低紀錄。又長留客市場目

前屬於起步階段，估計整個市場成熟約需五至十年的時間，屆時正是目前

55 歲長者適合養老的人生階段，因此，本研究以 55 歲以上老人為研究對

象，預估探索未來休閒農場長留客的行銷發展趨勢。 

二、研究範圍 

    台灣目前之休閒農場共有 1,102 處。休閒農業發展多集中於北區

（44.7%），此乃北區對休閒農業的社會經濟推拉力量較強所致。以行政單

位而言，宜蘭縣 128 處居首位，南投縣 100 處居次，二縣數量共佔五分之

一。其次為桃園縣、台北市、台中縣、苗栗縣，以上六市縣數量達全台休

閒農業數量之半。 平均每個鄉鎮市區約有 3 個休閒農場。各縣市休閒農場

密度（平均鄉鎮市區的休閒農場數）較高的是宜蘭縣 10.7 個、台北市 10.1

個、桃園縣 7.8 個、南投縣 7.7 個。 

    有鑑於休閒農場多集中於台灣北部地區，故本研究以台北市為研究範

圍，在台北市的 12 個行政區中，挑選高齡人口聚集之處，例如公園、社區

活動中心等等，進行問卷發放的工作，以獲知高齡人口的旅遊行為、對長

宿休閒之意見、產品偏好、生活型態等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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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流程 

一、研究方法 

    本論文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問卷調查法：針對台北市 55 歲以上之高齡人口進行問卷發放，以瞭

解其消費行為上的差異。問卷內容共計分為四個部分，分別就對長宿

休閒的態度、人口統計變數、旅遊動機、產品偏好、生活型態進行調

查。並以調查之結果，作為後續統計分析之基礎。 

（二）統計分析法：主要利用集群分析作為區隔市場之工具，同時輔助以

變異數分析、卡方檢定檢視各區隔市場之差異程度。集群分析法是一

種邏輯程序，它能根據相似性與相異性，客觀地將相似者歸集在同一

集群內。所謂集群就是相似事物（objects）的集合。集群分析的目的

在辨認在某些特性上相似的事物，並將這些事物按照這些特性劃分成

為幾個集群，使在同一集群內具有高度的同質性（homogeneity），而

不同集群間的事物具有高度的異質性（heterogeneity）。（楊孟義，1995）

統計資料常受多種因素之影響，而使各個體之某種特徵發生變異，觀

察這些影響因素所造成之差異並驗證的統計方法，即稱為變異數分

析。（吳國順，1993）過去市場區隔相關文獻，多利用此類統計分析方

法，故本研究予以斟酌運用之，找出潛在的長留客群。 

二、研究流程 

    本論文之研究流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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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研究對象與研究範圍 

文獻回顧 

休閒農場類型與功能 市場區隔理論 生活型態理論 

選取市場區隔變數 

設計問卷內容並決定抽樣方式 

發放問卷、調查回收

劃分生活型態集群 

                圖 1-1  研究流程圖 

區隔對長宿休閒之態度 區隔旅遊行為 區隔產品偏好 區隔人口統計變數 

找出長留客群並提出建議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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