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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休閒農業與休閒農場 

一、休閒農業之類型 

休閒農業發展至今已相當成熟，故於內容及類型上可謂為豐富且多

樣，而目前台灣休閒農業的經營型態，主要有下列幾種類型： 

    石崇賢（1999）認為現階段的休閒農業經營型態可區分為五種： 

1.市民農園：將土地區分為小塊，出租給民眾，體驗農業生產。 

2.觀光農園：以生產的農產品為吸引消費者的重要因素。 

3.森林遊樂區：以自然景觀為經營特性。 

4.民宿：提供簡單的住宿，亦有配合經營上述其他的休閒農業。 

5.休閒農場：經營者整合上述各種類型的休閒經營，並興建若干休閒設施，

配合相關軟體與活動，而呈現的綜合性休閒事業，農業生產為陪襯色彩。 

    江榮吉等（1994）將休閒農場依經營內容區分為下列六種型態： 

1.產物利用型：如早期推廣之觀光果園、觀光茶園等，這類農場規模通常較

小，農場主以個人為主。 

2.景觀利用型：這類農場以提供當地天然景觀及寧靜宜人的環境為號召，如

金瓜石雲山水山莊，台東縣台糖休閒農場。 

3.以現代遊樂設施配合農村生產參觀型：如台南縣走馬瀨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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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廣大空間配合農牧生產型：如苗栗通霄的飛牛牧場等。 

5.提供水產養殖、箱網漁撈等生產體驗型：如彰化縣漢寶濱海休閒農場。 

6.以提供農村文物的社區發展型：如苗栗縣南庄鄉東河村的三角湖休閒中心

（已停業）。 

    邱展謙、柯重焜、吳佳穎（2003）將休閒農業分類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廣義的休閒農業 

休閒農業類型 經營方式 型態 

民宿農莊 

在不破壞農村地貌與景觀下，以傳統

農村建築提供具有農村特色的休憩

住宿及餐飲 

農莊聚落、山莊、民俗村 

市民農園 
將農地分坪分租給市民，種植花草、

蔬果，體驗耕種樂趣 
體驗農園、出租農園 

生態農場 以自然生態保育為經營訴求 
有機農園、野生動植物保育

講座、蝴蝶復育、昆蟲之旅

休閒牧場 
提供與鄉野畜牧有關的遊憩、教育活

動 

放牧、騎馬、擠牛乳、捉土

雞、剪羊毛 

觀光農、林場 不以生產為目的的經營方式 
野炊烤肉、採果、釣魚、登

山、露營 

資料來源：邱展謙、柯重焜、吳佳穎（2003），休閒農業競爭優勢之探討，「大漢學報」第

十八期。 

    由上述觀點可知，廣義的休閒農業，除了休閒農場與休閒農業區外，

還包括休閒漁業、觀光果園、市民農園、教育農園、生態農場、休閒牧場、

森林遊樂及民宿農莊等與農業相關之休閒體驗、觀光遊憩的場所或企業

等。而其中休閒農場自然資源內容最豐富，並能提供消費者完整的體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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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相較於其他休閒農業類型，休閒農場算是發展較健全、機能較充足

的一種型態。（林于稜，2002）故本論文的研究對象設定為休閒農場。 

二、休閒農業之功能 

休閒農業是一種結合農業生產與休閒遊憩的新興產業，且有下列多項

功能(楊振榮，1999)： 

(一) 遊憩功能：為帶動農村產業活動、重振農業活力、發展休閒遊憩之附

加價值，休閒農業可以提供民眾休閒場所，並可讓民眾享用田野及大

自然風光，同時兼顧休憩功能。 

(二) 教育功能：休閒農業可使民眾瞭解農產品生產及製造過程、引領學生

及民眾回歸自然，體驗農村生活；教育農園亦為休閒農業的一環，其

結合了教育功能、農業生產、與體驗農業活動等多樣型態。 

(三) 社會功能：休閒農業提供開放的空間，讓民眾增進相互接觸的機會，

拓展人際關係，藉短城鄉差距，提升農村生活的品質。 

(四) 文化功能：農村有其特有的生活文化及許多民俗技藝，因休閒農業的

發展，使其得以延續和傳承，同時亦可能創造出具有特殊風格的農村

文化。 

(五) 經濟功能：由於休閒農業的發展，使得農田廢置、農產品銷售剝削的

情形得以改善，同時增加農民的收益，提高農村就業機會，改善農村

經濟。 

(六) 環保功能：藉由教育解說服務及生態旅遊觀念的深植，增加民眾接觸

大自然的機會，讓民眾瞭解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的重要。如有機農業

以及生態農園的發展。 

(七) 醫療功能：休閒農業提供休閒活動場所，可以消除民眾工作及生活的

壓力，舒暢身心，亦適合慢性病患及老年人休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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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林儷蓉（2000）的研究中亦指出，休閒農業的功能包括教育、

經濟、社會、遊憩、文化和保育等眾多層面，這些功能透過農村的資源轉

化為實質的體驗過程，使遊客能經歷有別於以往生活經驗的農村生活，學

習農業生產的技能、獲得農業方面的知識，同時接觸富含生態價值的自然

環境。陳昭郎（2002）則再次肯認休閒農業係一種結合農業與服務業的農

企業，其發展係基於多目標的功能，具體而言有經濟、社會、教育、環保、

遊憩、醫療、文化傳承等七項功能。徐訓新（2002）認為，休閒農業是以

農村生態環境與生活文化為核心資源，而提供遊客認知與體驗的休閒方

式，乃是鄉土生活方式的展現，其具有鄉土教育、農業體驗、生態與文化

等知性之旅的功能。 

    由上述文獻觀之，休閒農業功能大抵不脫促使農業轉型、改善農民所

得條件的經濟功能；增進都市居民與農民接觸、擴大人際網絡的社會功能；

使遊客瞭解農村動植物生長過程、增廣見聞的教育功能；提升環境品質、

再度活化農村地區生態資源的環保功能；使民眾從事健康休閒活動、調劑

身心的遊憩功能；舒緩日常生活壓力、養生保健的醫療功能；有助農村文

化保存、傳遞農家生活價值的文化功能。此七大功能若能融合於休閒農業

的旅遊體驗中，將可使休閒農業發展更加全面化，給予遊客更豐富的身心

享受；也正因休閒農業具足的眾多功能，使其成為現代人休養生息、渡假

遊憩的最佳選擇，同時提供長留客概念的開發契機，對於選擇長期停留於

休閒農場，體驗完全放鬆的消費者市場而言，休閒農業包羅萬象的多重機

能，絕對是該市場開發最堅實有力的碁磐。 

    謝瑞琄（1982）從休憩活動的醫療功能切入，探討園藝治療運用於休

憩活動的健康效果，針對安老機構的老年人進行訪問調查。結果發現在人

與植物互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心理歷程，對一些生活在某種壓力下的人

們，具有治療、恢復的功能。其文中並提到園藝治療可利用於教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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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促進心理健康、復健身心殘障者、溝通代溝與人際關係、休憩與娛

樂等，尤其對現代社會生活型態下的都市居民，具有調養身心、預防疾病

的功能。而其研究結果，更證實了園藝活動對老年人的生理、心理有其幫

助。休閒農業為具醫療功能之休憩活動的代表，其所具備的田園景觀、自

然生態與環境資源，若能導入園藝設計之概念，即可成為富具寧適性，從

事園藝治療的最佳場所，這對老年人、長期處於競爭壓力下的現代人而言，

休閒農業旅遊無疑是使身心舒展的一帖良藥；又園藝治療之歷程並非短期

即見成效，其需要長期的時間來逐步達到治癒之目的，故休閒農業若能結

合園藝治療觀念，將等同為長留客消費市場提供一進駐誘因。 

    1992 年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舉辦「中國休閒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

即歸納出以下幾點國民休閒生活文化的發展趨勢：「由於人口老化的趨勢，

將來業界應更加重視老人及慢性病患者的休閒產品」、「有主題特色和富涵

創意性的休閒產品才能廣受歡迎。」、「定點休閒消費的趨勢將愈來愈明

顯」。清楚預見休閒遊憩趨勢中已隱含健康、治療之需求。（陳文鏞，2003） 

    陳文鏞（2003）從休閒農業的醫療觀點出發，提出「養生農場」的經

營理念，為休閒農業之功能衍生出「養生」這樣一個全新的風貌。在國民

「預防勝於治療」之養生保健理念下，對於養生訴求及題材之需求日益迫

切。為提供多樣化之休閒遊憩選擇，並滿足國民養生之需求，其以台中市

民為問卷調查對象，檢驗休閒農業發展養生農場之可行性。研究顯示受訪

者希望擁有遠離塵囂，享受清靜、獨處、隱私的休閒遊憩體驗，藉以達到

解除緊張情緒、紓解壓力、沉澱思緒的目的。換言之，在其潛在休閒遊憩

需求中，已隱含保健養生需求。 

    未來休閒農業引進長留客機制，即為因應人口高齡化的趨勢、養生風

氣之盛行，以及定點休閒消費的潮流，以老年人口、渡假族群等為訴求對

象，透過創新的長期行程安排，從需求面擴大遊客數量、提升經營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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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供給面減少人事、設備之成本，雙管齊下，開拓休閒農業更寬廣的市場

佔有率。 

    國內休閒農業在短期間的蓬勃發展，從需求面的角度探究其原因，乃

由於經濟發展，個人可支配所得提高及工商業自動化，週休二日制度的實

施，國民休閒時間增多，是造成國內休閒人口竄升的主因。另外都市化的

結果，相對增加公園綠地需求，使得農村休閒活動與設備顯得珍貴；而交

通事業的發達與傳播媒體的宣傳，更提昇了休閒旅遊的機動性及普遍性，

這些都是影響消費者對「休閒農業」的需求大幅增加的因子。（吳存和，2001）

消費者可支配所得增加，休假日程拉長，無形中給予了長留客市場極大的

發展誘因，有錢又有閒的消費者成為市場上不可忽視的中流砥柱，休閒農

業經營者實應敏銳地觀察此波消費趨勢，運用長留客機制擴大經營收益，

降低閒置成本。 

    更重要的是，當前社會忙碌的生活步調，促使人際關係疏離，個人特

質的多樣化和異質化，造就了生活型態與價值觀的逐漸轉變，對於身心之

解放、遊憩活動之需求與日俱增；此時，休閒農業的遊憩及社會功能顯得

更為重要，其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意義更加舉足輕重。引進長留客機制運用

於休閒農業，有助於以最少的社會成本，謀得最大的總體福利，不論是從

經濟面、社會面或是環境面來看，長留客市場潛力絕不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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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活型態理論 

一、生活型態的概念 

    William Lazer 在 1963 年所提出來的生活型態概念，堪稱為生活型態理

論之先驅，所謂的生活型態具體來說是一種心理統計的變項。一般而言，

生活型態是指一個人如何使用時間（即活動，Activity）、特別關注的事（即

興趣，Interest）、以及對自己和周圍環境的看法（即意見，Opinion）等，

因此也稱為「AIO」。由於生活型態常反映出個人的活動、意見及興趣，因

此往往成為研究者用來了解研究對象與其行為的重要變項。 

    Georag Kelly（1974）提出個人認知結構理論（Theory of Personal 

Constructs），認為生活型態從人的觀點來看是一種心理結構，而非是一種

社會結構。每個人都具備特定的生活型態，而這些特定的生活型態是可以

找出共同構面的。所以，生活型態的研究就是找出一個群體生活型態的共

同構面，並深入了解該群體以便預測其未來的行為。 

    最初生活型態的觀念主要是應用在心理學及社會學，一直到六十年代

才有學者把它引用到行銷的領域上。這些著重在行銷上的應用研究，主要

是藉由生活型態的了解，找出市場區隔的訴求重點，以對不同的消費對象

提出不同的訴求。Gail（1984）曾指出：凡具有（1）高度心理滿足功能（2）

品質好壞無法客觀衡量（3）高度投入（4）價格昂貴（5）有象徵意義（6）

為少數人而設計等特性的產品，其消費生活型態之研究將具有決定性之影

響。 

    生活型態的定義相當分歧，眾說紛紜，Wells（1975）曾就 24 篇論文中

發現至少有 32 種不同的定義。Wells（1975）列出生活型態的特性為（1）

較人口統計變數更豐富（2）採口語化方式設計問卷（3）採大量的統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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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4）屬定量而非定性的研究。生活型態的研究不僅應用在行銷方面，

Wells 與 Tigert（1971）曾指出，對於所有可確定（identity）的行為，生活

型態的研究皆可以賦予其更豐富的研究內容，因此，在旅遊的行為上許多

研究都以生活型態的研究方式來探討消費者的旅遊行為。 

二、生活型態在旅遊、渡假研究上的相關文獻 

    Darden 與 Perreault（1975）研究媒體暴露（media exposure）、渡假行

為（vacation behavior）與生活型態之間的關係發現，渡假行為與媒體暴露

之間沒有很高的相關，只有加入生活型態這項變項，才能解釋它們之間的

關係，也就是說渡假行為與生活型態有顯著的關係，只有控制了生活型態

的變項後，渡假行為與媒體暴露間才有相關可言。 

    Wahlers 與 Etzel（1985）想了解渡假型態偏好（vacation preference）的

心理因素，發現當個人的生活型態是傾向於追求新奇和刺激的事物時，他

們對渡假型態的偏好會較具鼓舞自己（如興奮的、新鮮的）以及（或）創

新（如與眾不同、獨特的）的特色；而那些具有避免刺激的生活型態者比

較偏向於具結構性（如有計畫、熟悉的）、以及（或）能自我充實（如知識

性、教育性）的渡假型態。 

    在國內旅遊、休憩的研究方面，葉仲民（1985）在其「出國旅遊者心

理區隔及其偏好之分析」的研究上利用生活型態量表將受訪旅客分成六個

生活型態族群，分別為：避風險顧家者、追隨者、找尋資訊者、嚴謹自律

者、追求奇妙經驗者及生活情趣自然愛好者。研究結果發現這六個族群在

生活型態、人口統計變數、及觀光地點的偏好上均有顯著差異。 

    饒錦河（1991）在「戶外休憩業消費者行為分析及廠商競爭策略擬訂」

的研究中，利用消費者不同的生活型態來區隔消費者戶外休憩市場。先以

因素分析萃取出生活型態因素，再以各受測者之因素分數進行集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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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生活型態區隔後，再將 12 個生活型態因素的平均數進行變異數分析，

其所獲得的生活型態區隔包括「謹慎穩重」、「健康安定」、「漠不關心」、「好

動旅遊」、「好動通俗」等五種。結果發現除了「便利休閒因素」外其餘的

十一項生活型態因素在各區隔間都有明顯差異。 

    吳國順（1993）在「國人出國旅遊市場區隔及消費者行為分析」研究

中，對 951 位出國旅客做生活型態分析，先將受訪旅客分出十個生活型態

因素，後探討生活型態因素與旅遊動機間的關係。研究發現旅遊動機與「欣

賞國外景物」、「愛好大自然」、「眷顧家庭」及「旅遊教育」等生活型態因

素構面上有顯著差異；而在「意見領袖」、「崇尚國外生活」、「生活情趣」、

「冒險刺激」、「價格知覺」、「經濟狀況」等六個生活型態因素構面上無顯

著差異。 

三、生活型態的衡量 

    生活型態的衡量依 Wind 及 Green（1974）的看法，可從兩個方面來進

行。一種是一般化的生活型態（general AIO），另一種是特殊化的生活型態

（specific AIO）。一般化的生活型態是廣泛瞭解消費者日常的生活型態，即

包含各種與生活及金錢之運用有關層面；特殊化的生活型態則是與產品有

關的生活型態，著重於產品或品牌帶給消費者使用利益的衡量。 

    目前最常用以衡量生活型態的變數是以 A、I、O 變數來衡量，Solomon

（1992）將 A、I、O 的定義敘述如下： 

1.活動（activities）：是一種可觀察的外顯行為，如看電影、購物。 

2.興趣（interests）：消費者對某些事物或主題感到興奮的程度，藉此興奮會

對某物體、事件或話題產生特別而連續的注意。 

3.意見（opinions）：乃一個人對外界刺激情境的反應，給予口頭或書面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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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描述消費者對刺激情境的解釋、期望與評價。 

    Plummer（1974）認為一般生活型態的構面除了活動、興趣、意見外，

尚應加入人口統計變數，共計四個構面，他並列出這些構面所包括的層面，

如表 2-2。每個研究不一定要完全遵循這些層面，研究者可自行挑選、過濾

使用那些最適合研究目的的層面。 

表 2-2  生活型態構面 

活動 興趣 意見 人口統計變數

工作 家庭 自我 年齡 

嗜好 家事 社會 教育 

社交 工作 政治 所得 

渡假 消遣 商業 職業 

娛樂 時尚 經濟 家庭人數 

社團 食物 教育 住所 

社區 媒體 產品 地理環境 

購物 成就 未來 城市大小 

運動  文化 家庭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Engel,J.F.and Blackwell,Roger D.,Consumer Behavior,Florida:Dryden Press,4th 

edition,1993,台北 華泰書局,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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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市場區隔理論 

一、市場區隔之概念 

市場區隔理論的觀念，由 Wendell Smith 於 1956 年提出以後，一直廣

為行銷研究人員所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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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ter（1984）認為市場區隔具有以下三種利益：1.易於發

掘行銷機會；2.使產品和行銷更能切合市場需要；3.可根據特定市場區隔的

反應特性，來發展適當的行銷方案及預算。 

（一）市場區隔的有效條件 

    市場區隔動作為鎖定消費群之關鍵，關係著後續市場開發的成敗與

否，市場區隔必須發揮最高之效用，始為具意義之劃分。因此市場區隔要

具備以下幾個條件才算有效（Kolter，1984）： 

1、足量性：市場經過區隔的動作之後，必須具有相當程度的規模，和足夠

的顧客數量，才能衍生可觀的獲利使營銷方案有意義。 

2、可衡量性：細分出來的各個市場，其規模、購買能力、消費特性、消費

者特徵等資料，必須使行銷開發人員易於衡量。 

3、可接近性：區隔市場必須使企業研擬出的行銷手段，可以完全有效地傳

遞給消費者訊息，適當地服務目標市場的潛在顧客。 

4、可行動性：市場劃分以後，企業必須制定營銷方案加以滿足之，意即目

標市場應能容許企業以自身資源為條件，採取具體的開發行動，

才稱得上有效之市場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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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行為差異性：特定區隔市場的消費者行為，必須與其他市場之消費者行

為有顯著的不同，企業才可據以研發出專為該特定市場顧客服務

之商品。 

6、穩定性：某一特定市場，必須能對為它精心設計的行銷策略，顯示高穩

定性的反應。意即在區隔資料的分析與實際採行的行銷策略之

間，區隔市場的內涵，不會因時間的落差而有所改變。 

    但 Young、Ott 和 Feigin（1978）認為，在下列三種情形下，不宜採用

市場區隔化：1.市場太小，以致於區隔後無利可圖；2.重度使用者的消費量

佔市場上極大比例，形成唯一目標市場；3.該品牌是市場領導品牌，目標市

場應涵蓋所有的市場。而休閒農場並未有上述三種情形，故本研究認為休

閒農場之潛在客群適合進行市場區隔之動作。 

（二）市場區隔變數 

    市場區隔變數為劃分市場之基礎，吾人可以利用單一或聯合的方式，

來找出最有效的市場區隔方法；一般常用的市場區隔變數包括：人口統計

變數、地理變數、心理變數、行為變數、社會文化變數、情景變數、追求

利益變數、混合變數等等；甚至於在旅遊市場中，也以旅遊習慣、旅遊目

的等等，作為基礎變數予以劃分。而參酌各家所言，可歸納出四種變數最

為人廣泛使用（Frank、Massy and Wind，1972；Kolter，1984）： 

1、人口變數：人口變數包括年齡、性別、購買力、職業等等，由於人口統

計資料容易蒐集和量化，再加上消費者的需求、偏好與使用率，

最易受此種變數影響，故企業最常運用其作為劃分依據。 

2、地理變數：由於市場的地理位置和大小，會使市場的潛力和消費者之特

性截然不同，故市場也可依照地理位置予以劃分，如位於宜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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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的休閒農場，其所訴求的首要開發對象，自然是台灣北部區

域的潛在消費者，至於台灣南部或國外之潛在顧客，則當然置

於較為次要之地位。 

3、心理變數：消費者的生活型態、人格特質、社會階層、價值觀等，都可

視為市場劃分的心理變數；例如將自己歸類為高社會階層的消

費者，於休閒遊憩活動的選擇上，就會傾向於別墅渡假、出國

旅遊。 

4、行為變數：行為變數與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有相當大的關聯，消費者對

產品的態度、反應、屬性知識，深深影響著其每一次的消費行

為，而迥異的消費行為自然也是有效區隔市場的基石；故行為

變數包括產品利益、使用頻率、品牌忠誠度等。 

表 2-3  市場區隔的常用變數 

區隔變數 劃分實例 

地區 

城市規模 

人口密度 

地理變數 

氣候 

年齡 

性別 

婚姻狀況 

收入 

職業 

教育 

人口變數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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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種族 

個性 

知覺 

學習捲入程度 

態度 

生活方式 

心理變數 

需要－動機 

文化 

社會階層 

社會文化變數 

家庭類型 

品牌忠誠程度 

使用者情況 

準備程度 

對產品的態度 

與使用相關的變數 

使用率 

使用時間 

使用目的 

使用情景變數 

使用地點 

追求利益變數 品質、服務、經濟、方便 

人口統計學的/心理的變數 混合變數 

人口地理學的變數 

資料來源：石文典、陸劍清、宋繼文、陳菲編著（2002），「市場營銷心理學」，台北市：

揚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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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區隔模式 

    區隔模式是利用選定的區隔基礎，將市場分為幾個子市場的分類技

術。Wind（1978）在有關市場區隔的研究中，歸納出常用的模式：1.事前

區隔（Prior Segmentation Model）：乃事前依據消費者某些共同的特徵，將

消費者分成不同群體，再比較研究各區隔的差異性。此模型的特點在於區

隔基礎確定後，可以得到區隔的數目和型態。2.事後區隔（Post Segmentation 

Model）：先決定消費者購買行為或生活型態的一些特性變數，再以集群分

析的方法找出異質的區隔，這種方法事先並不知道市場上區分為多少區

隔，也無法瞭解區隔的相對大小。 

    而本研究採取的是事後區隔的模式。由於無法事先確定高齡人口的消

費特徵，因此，本研究先利用消費者之特定生活型態，作為市場區隔之變

數，進行集群分析來找出生活型態互異的次市場，再針對各個不同特徵的

次市場加以檢定，以完成市場區隔的動作。此外，本研究事先並無法確知

高齡人口的生活型態可以區分為幾個區隔，亦無法預測各區隔內所包含樣

本之多少，故可認定本研究針對高齡人口的區隔工作是屬於「事後」區隔

之模式。 

（四）市場區隔程序 

    基於前述的市場區隔概念，香港管理專業發展中心（2001）認為，企

業可以遵從以下程序有系統地劃分市場： 

1、粗略決定如何劃分市場。 

2、選擇各種可以影響消費者對營銷活動做出反應之因素。 

3、將這些因素在粗略劃分的市場中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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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較各粗略劃分的市場對各因素的反應程度，然後把有相同反應的市場

合併，成為最終的市場劃分。 

5、將每一劃分的市場按照其反應程度大小順序排列，較大反應的劃分市場

具較大的銷售潛力。 

6、重新分析每一劃分市場的特性，以便設計營銷計畫。 

二、市場區隔相關研究 

（一）與旅遊、觀光、遊憩不動產相關之市場區隔研究 

    休閒農業在於提供遊客遊憩之體驗，故其內涵與旅遊有重疊之處；因

此本研究回顧與旅遊、觀光、遊憩不動產相關之市場區隔文獻，期能運用

其優點於本研究之中。 

    陳宗明（1980）就赴歐觀光之消費者進行市場區隔，依據遊客觀光時

重視的因素加以分類，結果大致可分成三種不同的偏好型態：偏好「靜態」、

偏好「動態」、及「一般」型態的觀光客。值得注意的是，檢定觀光客所重

視的因素時，觀光客的年齡變數對結果影響最大，吾人可發現不同年齡的

消費者，所重視的旅遊偏好都不同；而本研究欲以市場區隔作為開發休閒

農業長留客市場之步驟，於區隔變數的選取上，自然不能忽略年齡這項人

口統計變數，方可最貼近遊客之需求。 

    吳國順（1993）探討出國旅客的旅遊動機不同，其旅遊消費行為的差

異性。其以因素分析、變異數分析、Scheffe 多重比較及卡方檢定等統計方

法，針對 925 位受訪旅客的六個旅遊動機（包括探望親戚朋友、增進親子

關係、增廣見聞、蜜月旅遊、洽公或參加會議、休閒渡假散心等動機）進

行分析，區隔出不同市場並提出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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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孟義（1995）以曾經參加半自助旅遊的之旅遊者為研究母體，探討

半自助旅遊者對旅遊產品的偏好結構，根據其偏好結構作為市場開發之依

據，確認出在市場上不同產品偏好結構的消費群，進而設計出符合各偏好

群需求的新產品。另外，該研究進一步檢定各不同偏好結構的消費群在人

口統計變數、旅遊動機、旅遊次數與生活型態上差異的特徵，最後分析消

費者對半自助旅遊產品屬性的滿意程度，並探討其旅遊前最常使用的參考

資訊來源。該研究結果根據樣本的產品偏好結構，共區隔出四群不同偏好

結構的消費者，並找出各群消費者所偏好的產品組合。該研究檢定出各群

消費者在「旅遊次數」、「生活型態」、「人口統計變數」等三個區隔變數上

有顯著差異，同時探討出各群消費者在此三個變數上之特徵。 

黃美玉（1998）採用與產品相關性較高之旅遊型態變數，及人口統計

變數區隔市場，將國內自助旅遊市場區隔為三個，分別為：「旅遊社交者」、

「團體知性者」和「享受大自然者」，據以了解各市場之特性，並給予行銷

策略之建議。 

    薛主堅（2002）對澎湖旅遊市場之遊客進行市場區隔，採取問卷調查

法，利用渡假生活型態作為區隔變數，以改良式二階段集群法進行分析，

結果區隔出四個市場，分別為：1、健康自然型；2、自由新鮮型；3、知性

寧靜型；4、戶外生活型。並發現此四個區隔市場在人口統計變數、旅遊行

為變數、旅遊滿意度上都有顯著差異。 

黃奇賢（1990）亦以市場區隔角度，研究渡假俱樂部會員的生活型態

類型，以及各生活型態群在人口統計與購買行為變數上的差異。劉舉弘

（1995）同樣透過市場區隔理論的方式，將休閒住宅市場區隔成若干市場。

其以利益尋求變數作為區隔基礎，經由集群分析將休閒住宅的購買者區隔

為四群，分別命名為：投資財務群、環境空間群、休閒經濟群、以及理性

服務群。再利用購買動機變數、生活型態變數、購買選擇變數、訊息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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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人口統計變數作為描述變數，對於四個區隔市場進行差異性的分析。 

    綜觀上述文獻，吾人可以發現市場區隔途徑，早已被廣泛地應用於觀

光和旅遊的相關研究中，研究者可根據各市場區隔的差異性，加以擬定行

銷策略，並藉此對經營者提出建議。在市場區隔的變數選取上，以生活型

態因素為人討論最多，其他則不外乎偏好、動機、旅遊型態、人口統計等

等；在分析方法方面，過去研究則不脫集群分析、因素分析、變異數分析、

卡方檢定之範疇。本研究欲區隔出高齡人口消費者中，長留客市場的潛在

客群，故於變數選擇和分析方法上，可從前人文獻出發加以參考斟酌；唯

較不同之處在於，過去研究甚少著墨對新產品反應的這個研究區塊，而長

留客概念運用於休閒農場又是一個全新的經營模式，勢必得考量消費者對

這樣一個新興休閒商品之接受度，故本研究的貢獻在於以高齡人口對長宿

休閒的態度作為區隔變數，進而切劃出不同市場。 

    休閒農業欲引進長留客之概念，在消費市場上勢必會與渡假俱樂部、

休閒住宅的顧客有所重疊，故過去關於該類遊憩不動產的研究，多致力於

市場區隔。本研究為了突顯休閒農業之特色，勢須與該類不動產之潛在客

群有所區隔，方能達到改善休閒農場經營之目的。 

（二）與銀髮族住宅相關之市場區隔研究 

    曾慧枝（1994）以台北市 55 歲以下的銀髮族為研究對象，從行銷管理

的角度，以生活型態、心理年齡、與人口統計變數等多重區隔構面，進行

銀髮族市場區隔化之研究。結果發現銀髮群體是一個異質的市場；各次群

體在消費型態的表現具有顯著差異；多重區隔構面比單一區隔構面更能清

楚地描述銀髮族特性。 

    賴文彬（2004）探討大台北都會區潛在購屋者之退休居住偏好，以生

活型態變數、社會階層及人口統計變數來進行問卷調查，以集群分析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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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將市場區隔為四個群體：1、成熟交際群；2、自我享樂群；3、依賴保守

群；4、家庭活動群。結果發現不同特性的次群體，其老年居住偏好並不完

全相同。整體而言，只有當身體與行動力變差時，考慮住進機構式老人住

宅或安養院的比例才會明顯增加。而現階段較有傾向住進老人住宅之消費

者，則以社交活動頻繁、注重品牌自主性強、社會階層高、五十歲以下或

子女無法在身邊者為多。也就是說，經濟資源、健康狀況、教育程度與所

得等，是影響老人退休時居住安排的決定因素。 

    過去的研究證明，高齡人口於消費型態的表現上有相當大的差異；台

灣的休閒農業欲採用長留客的概念，即是相準了人口逐漸高齡化的趨勢，

以老年人口為銷售之主要訴求對象。本研究以對新商品的態度進行市場區

隔之後，將應用人口統計變數、社會階層等驗證各區隔市場的差異性，據

以證明所得收入、教育程度、有無子女狀況等因素，確實影響了高齡人口

在休閒農場長期渡假養生的接受度。 

（三）與休閒農場相關之市場區隔研究 

    鄭智鴻（2001）以解析北台灣主要休閒農場的市場面出發，藉由產品

利益追尋的市場區隔以及知覺定位圖方法，探討休閒農場區隔市場的適宜

性，分析各個區隔市場的需求特性；同時也進一步討論北台灣五個主要休

閒農場（飛牛牧場、亞森觀光農園、頭城農場、北關農場與香格里拉農場）

區隔市場組成現況、市場定位與相對競爭態勢，據以分析休閒農場市場行

銷策略之應用。其將北台灣休閒農場區分為四個區隔市場，分別是「精緻

服務」、「人造景觀」、「活動設施」與「自然生態」區隔。該研究值得注意

的是，北台灣五家主要休閒農場之區隔市場組成上並無顯著差異存在，顯

示其並無進行差異化行銷，或是執行差異化行銷的效果不彰，以致未能吸

引到特定的區隔市場，使得各主要休閒農場間處於高度競爭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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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于稜（2002）探討休閒農場的消費者行為，進而將消費者加以區隔，

以瞭解不同區隔市場的差異情形。其利用問卷調查方式收集資料，以卡方

檢定、變異數分析、因素分析、集群分析等統計方法進行驗證，得到「重

視休閒與人際群」、「偏好鄉村民俗群」、「多采多姿群」、「被動休閒活動群」

四個集群，而這四個集群在各生活型態因素、個人消費支出、年齡、各項

旅遊動機、各項旅遊滿意度皆有顯著差異。 

    黃芳敏（2005）以消費者利益追求的觀點，區隔出三個市場，分別為

嚮往體驗休閒者、喜愛景觀生態者及尚無喜好隨性者。該研究認為前兩項

區隔佔整體市場比例的 59.5％，應為休閒農業經營者的主要行銷目標，據

其喜好制定行銷策略；而尚無喜好隨性者市場佔整體市場的 40.5％，遊客

數量較少，經營者可著力較淺。 

    休閒農業長此以來犯了一個極大的通病，大部分的業者都將市場上的

消費客群視為一個無差異的群體，忽視了消費者相異的特性與需求，故其

風貌與功能均大同小異，令遊客難以分辨其中差異，彼此之間同質性和替

代性高，形成了高度的競爭態勢，也間接導致了經營上難以突破的困境。

今日，不論是產品或服務的銷售，不應停留在過去僵化無彈性的無差異行

銷思維；為了實現供給者與需求者的整體利益，業者應走向差異化行銷的

道路，突顯個別特色，鎖定潛在客群提高收益，因而近來有關於休閒農業

的研究，多以市場區隔為主力。本研究企圖透過市場區隔途徑，劃分出長

留客潛在市場，讓業者可以針對該新興市場，制定差異化的行銷策略，解

決以往一味模仿和閒置風險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