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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步驟及架構 

一、研究步驟 

本研究在於了解目前休閒農場潛在市場上，高齡消費者主要的特性和

消費習慣，據以進行市場區隔的工作；首先將高齡消費者區分為數個次群

體，而後從中挑選出最具開發潛力的目標市場，針對該市場之消費者偏好，

設計規劃最適合銀髮族長期渡假養生之休閒產品與行銷策略，以有效拓展

休閒農場之顧客範圍，解決其長久以來非假日客源稀少的問題。 

    為能與前述之研究目的相契合，本研究之後將陸續採行下列的研究步

驟： 

（一）就前人文獻得出之結論，了解休閒農場之市場現況，消費者之產品

偏好，以及銀髮族群特有的生活型態、旅遊習性等等。 

（二）根據前述之各項屬性，整理設計出本研究所需之問卷；同時邀請 20

名高齡受試者，針對本研究欲據以區隔市場的生活型態量表部分，

接受預試工作，並就預試結果，實施先行之統計分析，包括因素分

析、信度分析等等，以確保問卷之穩定性與一致性。而因素分析及

信度分析之結果則列如表 3-1、3-2 所示。 

（三）由台北市的 12 個行政區中，分別挑選高齡人口聚集之處，採取便利

抽樣方式，做問卷之發放，以獲知高齡人口的旅遊行為、對長宿休

閒之態度、產品偏好、生活型態等相關資料。 

（四）以因素分析方法萃取出高齡人口相異之生活型態，以及其對休閒農

場不同的產品偏好，接著將不同的因素各自命名以作區別，簡化分

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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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利用集群分析法區隔出不同生活型態的高齡消費群。 

（六）檢定各生活型態的高齡人口在「旅遊行為」、「對長宿休閒的態度」、

「對休閒農場之產品偏好」、「人口統計變數」等變數上是否存在顯

著的差異，作為長留客之特徵區隔變數。 

（七）找出不同生活型態之高齡消費群，其屬性特徵上的差異性；進而推

估出長留客市場之潛在範圍，界定「長留客」之內涵。 

（八）設計適合長留客長期渡假養生之產品，並分別提出價格、推廣等數

個面向的行銷策略。 

表 3-1  問卷生活型態量表預試之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名稱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累積解釋變異量％ 

時髦品味獨立 14.778 25.479 25.479 

內向依賴 12.157 20.960 46.439 

傳統觀念 11.159 19.239 65.678 

前衛消費 10.187 17.563 83.241 

獨立謹慎 9.720 16.759 100.000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萃取了5個成份。（由59題問項中選取出適合之35題問項）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作 

表 3-2  問卷生活型態量表預試之信度分析結果 

因素層面 信度係數（Cronbach α） 

時髦品味獨立 0.949 

內向依賴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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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觀念 0.884 

前衛消費 0.853 

獨立謹慎 0.822 

二、研究架構 

依據上述之研究步驟，本研究提出相關之概念架構如圖 3-1 所示： 

利用因素分析萃取高齡族群相

異的生活型態與產品偏好 

依據高齡消費者特有的不同生

活型態做為區隔市場之要素 

找出各區隔市場下消費者的特

徵區隔變數 

鎖定目標消費群 

界定潛在長留客群 

設計發展新產品及行銷策略 

完成長留客市場開發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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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設計與研究假說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欲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究高齡人口其特殊的生活型態，以

及日常生活中之活動、興趣與意見，根據相異的生活型態，對高齡人口進

行區隔；在數個次群體具體成形之後，再探討各生活型態區隔下，高齡人

口之旅遊行為、對長宿休閒所持之態度、產品偏好等等。因此，本研究的

問卷共可分為以下五個部份： 

（一）旅遊行為 

    此部分的設計主要是在了解高齡人口平時的旅遊行為，和其曾經至休

閒農場旅遊的相關經驗，包括過去一年的旅遊次數、旅遊動機、旅遊前獲

得相關資訊的主要管道、平時旅遊停留的天數、旅遊花費的用途和金額、

旅遊同伴和人數、最喜歡的旅遊型態、曾經到過休閒農場旅遊的次數、至

休閒農場遊玩花費的金額、於休閒農場停留的天數、在休閒農場主要從事

的活動、未來重遊休閒農場的意願等十二個問題。 

    這部份的問卷內容，可作為本研究未來規劃長留客市場樣態時之主要

依據，經由高齡人口過去的旅遊經驗分析，吾人可據以確知，將來休閒農

場提供給長留客之產品，需要包含之活動、行程天數、價格和最適行銷的

管道等等，以最符合長留客需求之產品，開拓全新的市場範圍。 

（二）潛在高齡長留客群對長宿休閒之態度 

    這部份的問卷題項則在請教受訪者對休閒農場供作長期渡假養生用途

的相關看法，包括休閒農場作長期渡假養生之用的適合程度、開發長留客

群的潛力、在休閒農場渡假養生是否會成為未來趨勢、在休閒農場渡假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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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的意願、是否會推薦親朋好友嘗試等五個問題。為了瞭解高齡人口對此

新市場的態度如何，此部份設計採用 5 點李克特綜合尺度量表來衡量，以

詳細鑑知受訪者之接受程度多寡。 

    藉由此部分的調查結果，本研究可加以驗證不同生活型態的區隔次群

體，在休閒農場提出拓展長留客市場之構想時，是否會有相異的接受度。

同時從數個次群體中，挑選出最有可能於休閒農場長期停留渡假的消費

群，量身訂做足以吸引其長期駐留的產品內容。 

（三）產品偏好 

    此部分的問項主要是利用產品偏好量表，來測度高齡人口對於休閒農

場服務及設施上的要求，並檢定不同生活型態的高齡人口，在產品偏好上

是否會有顯著差異。根據量表的調查結果，本研究可依據不同生活型態區

隔所喜愛的農場服務，提供業者行銷及經營上的改善建議，以使休閒農場

開拓長留客市場的可行性更為提高。 

    本研究對產品偏好的衡量是參考鄭智鴻（2001）的產品利益追求量表

加以修改而成，其分別擬定住宿、餐飲、設施、資源、活動與服務等 6 大

類，總計 37 項遊客至休閒農場的利益追求項目，根據遊客到訪休閒農場所

欲追求的利益項目之重視程度，由非常不重視到非常重視 5 個等級中，勾

選其所認定的重視程度，該量表的問項分類如表 3-3 所示。本研究則刪除

某些不適用之問項後，整理而得出適合探詢潛在長留客態度的產品偏好量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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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產品利益追求量表之問項分類 

類別 問項數目 問項內容 

住宿 2 具鄉村風味住宿/精緻完備的住宿 

餐飲 2 高級精緻美食/供應當地風味餐 

設施 11 

當地歷史人文展示/傳統農作歷史的回顧/機械化遊樂設施/

特產品販售中心/現代化遊憩設施/兒童遊戲設施/會議設施

與場地/現代化的人造設施/景觀花園、庭園造景/觀景點的設

置/提供戶外活動的場所 

資源 8 

提供自然步道、親近自然/擁有豐富動植物資源/提供欣賞天

象的好去處/優美地形資源/設置保育區，提供生態教學/擁有

台灣本土的特殊動植物/擁有特殊的產物資源/特殊田園生

產景致 

活動 5 
農村民俗體驗/鄉村童玩活動體驗/特殊自然景致/親近農場

動植物的機會/農業生產過程體驗 

服務 9 

產業與資源解說人員/活動企劃與帶領人員/草根式熱心服

務/具有特殊資源專家/價格低廉/交通便利/可與附近景點連

結/提供詳盡旅遊資訊/提供專業化休閒服務 

資料來源：鄭智鴻（2001），「北台灣休閒農場市場區隔與市場定位分析」，私立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碩士論文。 

（四）生活型態量表 

    生活型態量表一般可分為一般化與特殊化兩種。前者著眼於廣泛了解

消費者日常的生活型態及包含各種與生活、時間、金錢之運用有關層面；

後者則著眼於與產品有關的生活型態。（楊孟義，1995）本研究採用的是一

般化的生活型態量表，企圖探知高齡人口日常的生活型態，例如其平時從

事的室內/外活動、有興趣的各個層面、金錢觀、價值觀等等，利用個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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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生活型態，作為市場區隔的基礎。 

    本研究對生活型態的衡量是參考國內前人文獻吳國順（1993）、曾慧枝

（1994）、楊孟義（1995）、劉舉弘（1995）、賴文彬（2004）的生活型態量

表加以修改而成，題項數共有 35 題，每題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

區分為五點尺度，屬於區間尺度。經過修改而成的量表，由 20 位高齡受試

者預試後，進行初步的統計分析，因素分析的結果，共可萃取出五個因素，

而量表各部份的信度係數（Cronbach α）皆達 0.8 以上（以上分析結果已如

表 3-1、3-2 所示），在刪除語意不清及沒有解釋能力的題項後，此量表應有

頗高的內部一致性。 

（五）人口統計變數 

    人口統計變數的問項內容，則在瞭解包括性別、年齡、家庭狀況、居

住方式、教育程度、職業、健康狀況、每月平均收入等各項與受訪者切身

相關的統計變數。此部分的問卷填答結果，可供檢驗不同消費次群體其特

徵之用；本研究將驗證不同生活型態的高齡人口，其每月平均收入、職業、

家庭狀況等是否有顯著的差異，據以探究迥異的人口統計變數，對生活型

態形塑之影響，甚至可以檢視其如何影響高齡人口對休閒農場發展長留客

市場之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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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說 

    本研究的目的在驗證不同生活型態的高齡人口，其旅遊行為、對長宿

休閒的態度、產品偏好、人口統計變數等，是否有顯著的差異。因而本研

究提出研究假說如下： 

假說一：不同生活型態之高齡人口，其消費者特徵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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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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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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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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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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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抽樣設計 

一、抽樣 

    本研究由於時間、經費上的限制，故於抽樣方法之選取，採用便利抽

樣方式。便利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乃研究者以方便易行為抽樣的

主要考量，常為爭取時效或達特殊目的，即時進行訪談或實施問卷調查。（林

生傳，2002）便利抽樣考量的因素多為時間、受試樣本與人力，（吳明隆，

2003）屬於非隨機抽樣法中較常見者。 

    因此，本研究以台北市 5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為受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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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地點分別發出 25 份問卷，故受試樣本為 300 人，

發放問卷時間則為民國 95 年 2 月 27 日至 3 月 17 日。為避免郵寄問卷回收

度不高的問題，本研究以面對面訪談的方式，由訪員向受試者解釋研究之

目的，同時針對較易使受試者感到混淆的問項加以說明，以使本研究的問

卷回收比例不致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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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以 55 歲以上的老人

為研究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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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回收 

    問卷共發放 300 份，最後回收份數為 291 份，回收率達 97％，在刪除

漏答及答題無一致性之問卷後，有效問卷數為 273 份，有效比率 91％。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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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問卷之回收份數與有效份數列如表 3-4 所示。 

表 3-4  樣本回收結果 

 問卷份數 百分比 

發放問卷 300 份 100％ 

回收問卷 291 份 97％ 

有效問卷 273 份 91％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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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分析方法 

一、分析架構 

    為能達成驗證上述研究假說之目標，本研究將採用若干統計分析工

具，針對問卷調查所得之結果，加以分析檢定。本研究之分析流程如下： 

高齡人口之生活型態

資料 

因素分析 

萃取生活型態因素並

命名 

集群分析 

得出不同生活型態的

高齡人口集群 

卡方檢定 

變異數分析 

Scheffe 多重比較 

 

因素分析 

各個高齡人口

次群體的旅遊

行為 

各個高齡人口

次群體對長宿

休閒的態度 

各個高齡人口

次群體的人口

統計變數 

萃取產品偏好

因素並命名 

各個高齡人口

次群體的產品

偏好 圖 3-2  分析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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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分析工具與各變數間的關係及應用 

    在本研究的分析過程當中，主要使用的變數包括有： 

（一）旅遊行為變數：過去一年的旅遊次數、旅遊動機、旅遊前獲得相關

資訊的主要管道、平時旅遊停留的天數、旅遊花費的用途和金額、

旅遊同伴和人數、最喜歡的旅遊型態、曾經到過休閒農場旅遊的次

數、至休閒農場遊玩花費的金額、於休閒農場停留的天數、在休閒

農場主要從事的活動、未來重遊休閒農場的意願等。 

（二）對長宿休閒之態度變數：休閒農場作長期渡假養生之用的適合程

度、開發長留客群的潛力、在休閒農場渡假養生是否會成為未來趨

勢、在休閒農場渡假長留的意願、是否會推薦親朋好友嘗試等。 

（三）產品偏好變數：測量高齡人口受試者對休閒農場之產品偏好，如自

然生態資源、食宿設施、人造景觀、活動設計等。 

（四）生活型態變數：利用生活型態量表的三大層面－活動、興趣、意見

（Activity、Interest、Opinion，A.I.O.）作延伸，探究高齡人口之日

常活動、興趣嗜好、價值觀等。 

（五）人口統計變數：性別、年齡、家庭狀況、居住方式、教育程度、職

業、健康狀況、每月平均收入等。 

    而統計分析工具與各變數間的關係及應用，則列如表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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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統計分析工具與各變數間的關係及應用 

統計分析工具 使用變數 分析結果 分析後之運用 

因素分析 生活型態 

產品偏好 

萃取各因素構面並加

以命名，簡化題項內

容，利於後續分析 

了解高齡人口消費者

的生活型態方式和產

品偏好種類，使行銷

方案能有效地聚焦。 

集群分析 生活型態 找出生活型態相似的

高齡消費群 

以相異的生活型態變

數來區隔出不同生活

方式的消費次群體，

做為業者開發新產品

態樣之基礎。 

變異數分析 

Scheffe 多重比較 

卡方檢定 

旅遊行為 

對長宿休閒態度

產品偏好 

人口統計變數 

了解各個生活型態集

群中的消費者在旅遊

行為、對長宿休閒態

度、產品偏好、人口

統計變數上的特徵差

異 

由於不同生活型態集

群的高齡人口各具備

迥異的消費特徵，故

可以此四變數作為長

留客市場開發的區隔

變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作 

三、統計方法概述 

    本研究在問卷回收之後，將採用大量的統計分析工具，協助分析、解

讀數據所呈現之涵義。因此，統計分析對整個實證研究工作而言，可說是

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故以下將就本研究所運用之相關統計方法做一概略

介紹： 

（一）因素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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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培爾（1998）認為，因素分析是一種複雜的統計方法，其主要的功

能就是從一系列測度或量表中分離或抽出一些共同的因素（common 

factors）。這些共同因素與完全通過單純的觀察方法或研究理論推演，所發

展而成的變數因素或類別完全不同，這些共同因素之形成是針對實際研究

資料，依據科學的方法及複雜的統計演算過程分離出來的，這種分析過程

就稱之為因素分析。並且是效度分析的主要方法。 

    因素分析的實際操作過程極為複雜，其計算步驟如下： 

1.準備相關係數距陣（correlation matrix），加以列出。 

2.抽取因素（extraction of factors）：因素分析的第二個步驟便是自相關係數

距陣中，把適當數目之共同因素抽出來。 

3.因素轉軸（Rotation of Factor Axes）：因素轉軸主要是在不改變測驗或變

數布置（configuration）的原則下，使得因素負荷量更易於了解、比較和

歸類。故因素轉軸主要為一簡化的過程，把因素構造旋轉成為「單純構造」

（simple structure）。 

4.因素分析的命名和解釋：將抽取之共同因素，尋找出共同特性加以命名，

成為新的因素。 

    故本研究在生活型態及產品偏好量表的分析上，會採用因素分析法中

的「主成分分析」，並利用「直交轉軸最大變異法」進行因素軸的旋轉，簡

化萃取出數個共同因素，根據其共同特質加以命名與解釋。 

（二）集群分析法 

    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一種多變量分析程序，其目的在於將資

料分成幾個相異性最大的群組，而群組內的相似程度最高。研究者如果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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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觀察值間並非全部同質，在資料探索分析方面，集群分析是一個非常有

用的技巧。由於集群分析時，使用之分析方法不同，結果便有所不同，不

同研究者對同一觀察值進行集群分析時，所決定的集群數也未必一致，因

而集群分析較偏向於探索性分析方法。（吳明隆，2000） 

    本研究在運用集群分析，將高齡人口依不同的生活型態及消費特徵區

隔開來，找出最有意願於休閒農場長期渡假養生的潛在客群，據以制定行

銷策略。 

（三）變異數分析 

    統計資料經常受到一種或數種因素（Factor）的影響，致使研究現象中

各個體某種特性的觀察值間發生差異，此種差異在統計學上稱為變異，故

因影響因素所造成變異之觀察與驗證的統計方法，是為變異數分析。 

    變異數分析在完全隨機及隨機化集區設計下，觀察值依據一個標準分

類者，稱之為單因子分類（One-Way Classification）變異數分析，根據兩標

準分類者稱雙因子分類（Two-Way Classification）變異數分析，以及拉丁方

格設計（Latin -Square Design）的分析法，另多因子之變異數分析其原理與

單、雙因子者相同，亦可比照推述，惟其方法比較複雜。（楊孝爃、趙碧華、

李明政，1993） 

    簡單變異數分析的模式中只考慮一個影響因素，觀察此項因素的不

同，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否有顯著性的差異，這種觀察值只以一個標準來

分類者，即為單因子分類。本研究將針對高齡消費者的產品偏好及對長宿

休閒的態度，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以驗證各生活型態區隔之消費者是

否存在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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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cheffe 多重比較 

    當變異數分析之結果為拒絕虛無假設，認為並非所有之平均數全然相

等時，即會進一步想知道：哪些觀測群不相等？哪些又相等？最常用的方

法為 Scheffe 多重比較，又稱為聯合信賴區間估計法，是用以檢定實驗群組

的平均數所有可能對比的方法。 

（五）卡方檢定 

    卡方獨立性檢定方法乃是將單向分類配合適度卡方檢定法，推廣到採

用雙向分類，期望次數由樣本資料推得的情況，它是在研究兩個類別變項

是否有關聯性時最為有用的程序。其運作程序往往須先將資料整理成一雙

向次數表（bivariate frequency table）或稱列聯表（contigency table），再以

卡方檢定法來決定列變項（row variable）的分類是否獨立於行變項（column 

variable）的分類，即列變項類別的差異會不會在行變項的類別上有所不同。

（楊孝爃、趙碧華、李明政，1993）本研究針對旅遊行為及人口統計變數

等兩個變項，進行卡方檢定，來驗證各生活型態集群與旅遊行為、人口統

計變數間，是否有顯著關聯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