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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理論基礎 
依據 2003 年新修正之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第六款對休閒農場定義：「指經營

休閒農業之場地」，故論及休閒農場時必先將休閒農業做一番了解，本章先從休

閒農業之定義及發展過程談起，方論及休閒農場之定義及其分類與功能，接著探

討顧客關係管理與滿意度及忠誠度之相關文獻以建立本研究架構。 

第一節  休閒農業、休閒農場相關文獻探討 

一、  休閒農業 

(一) 休閒農業定義 

休閒農業（Leisure Agriculture）首在 1989 年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主辦之

「發展休閒農業研討會」中有了大眾較一致接受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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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遊憩並提高農民收益，促進農村發展。」，2002 年公

布之「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第三條，對休閒農業下了定義：「休閒農業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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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休閒農業表現的是結合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農業，在經營上

更是結合了農產運銷、農業加工及遊憩服務等三級產業於一體的農企業。 

2003 年新修正之農業發展條例則將休閒農業定義為：「係指利用田園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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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亦紛

紛有許多學者對休閒農業做出定義，以下將學術界與官方對休閒農業之定義整理

如表 2-1-1： 

表 2-1-1 休閒農業定義彙整表 

學者 年代 休閒農業之意義 

休閒農業研討會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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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遊憩並提高農民收益，促進農村發展。 

孫樹根 1989 
休閒農業以農業生產為基礎，以提供休閒服務為輔，不僅是生產出
某種形式的農產品。 

陳昭明 1989 以「農業」環境供人們從事「休閒」活動之場所及服務。 

蕭崑杉 1991 以農業或農業基礎發展出休閒功能的農村服務業。 

陳憲明 1991 休閒農業為在有生產性的農村環境上，發展觀光遊憩業。 

林英彥 1991 
休閒農業是以親身體驗農業生產與加工的過程及農村生活，由此得
到身心的滿足為主要內容的觀光事業。 

鄭詩華 1994 

休閒農業是以農業環境提供人們從事休閒活動之場所及服務，其基
本上是採歐美先進國家之經驗，將農村資源提供觀光遊憩之用，以
提高農民的所得及福祉;並增加遊憩資源的供給，來滿足遊客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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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年代 休閒農業之意義 

鄭健雄、陳昭郎 1996 
休閒農業主要是結合農業和農村等有形資源及其背後所隱含的休閒
觀光、教育體驗與經營管理能力等無形資源所形成的一種新興休閒

服務產業。 

陳凱俐等人 1996 
休閒農業主要係提供國人體驗農村生活、摘採農產品以及兼具旅遊

的事業，依場地、環境等不同特性提供不同的服務。 

羅光達 1996 
休閒農業乃是將傳統的農事生產與休閒活動加以結合，利用農村當

地的自然景觀及鄉土文化，提供民眾多樣化的休閒活動場所。 

李明晃 1996 
利用農業產品、農業經營活動、農業自然資源環境及農村人文資源，

增進國民遊憩、健康，合乎保育利用及增加農民所得，以改善農村
環境。 

陳昭郎 1997 

休閒農業是利用農業經營活動、農村生活、田園景觀及農村文化等
資源，規劃而成的民眾體驗農業與休閒遊憩之新興事業，其發展係
基於多目標功能，且展現結合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農業經

營。 

林梓聯 1998 
休閒農業係利用農村自然環境、景觀、生態、農村設備、農村空間、

農特產品及文化資源等，經過適當之規劃設計，以發揮農業與農村
觀光休閒旅遊功能，增進國人對於農業與農村田園生活的體驗。 

鄭健雄 1999 
認為所謂休閒農業專指在廣義農業的產業範籌內，所有提供社會大
眾有關農業型休閒體驗與觀光遊憩的場所或企業之總稱，屬於整個
休閒旅遊市場中的一種產品或服務型態。 

休閒農業輔導辦
法 

2002 

休閒農業係指利用田園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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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國民休閒旅遊，

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的農業經營方式。休閒農業所表現的
是結合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農業，在經營上更是結合了農
產運銷、農業加工及遊憩服務等三級產業於一體的農企業。 

農業發展條例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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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修改自林豐瑞（2004） 

(二) 休閒農業之發展過程 

休閒農業的發展，大致可追溯至民國五、六十年代，依發展歷程大致可分為

四個階段（邱湧忠，2000）： 

1、自發階段：民國 69 年以前，主要在大湖與田尾地區，以個別農民為單位，

開放遊客在自己的果園內品嚐、購買農產品。 

2、合作階段：民國 69 年到 75 年間，由台北市政府、台北市農會等相關單位

與學者在木柵等地區協助業者發展規劃各類觀光果園，遊客除可品嚐、購

買外，並可享受田園的樂趣。 

3、社會團體經營階段：民國 75 年到 78 年間，此為休閒農業轉型時期，其間

國人對休閒活動的需求日益漸增，觀光農場所提供之活動已不足以滿足遊

客，進而有公共團體（如農會、退輔會）主持經營之森林農場、休閒遊樂

農場等大型休閒農場，如東勢林場、走馬瀨農場等，惟其休閒活動內容仍

未臻理想。 

4、休閒農業推廣時期：自民國 77 年後，行政院農委會將休閒農業列為國家

農業發展政策，並委託各學術單位進行研究、規劃，而經營方式亦由以公

共團體經營方式漸漸演變為以農民為主體之地區整合性休閒農業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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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發展至今所考量的是「以提供休閒為取向，經全盤計畫，規劃適度

之發展以為休閒服務產生的地方」。必期以能夠結合當地自然景觀、人文景觀發

展出地區性的特色，提供大眾一休閒活動地區。 

二、  休閒農場 

(一) 休閒農場定義 

休閒農場於近幾年興起時，由於國內當時並無詳盡法規解釋，經營者依據各

自經營理念對所經營之農場自行命名，於是各式觀光農場、生態農場、休閒農場

等等四處林立。直至江榮吉（1999）將休閒農場解釋為，凡是為了觀光或休閒體

驗而經營的農場，就是觀光或休閒農場，休閒農場才有了較明確的定義。同年 4

月 30 日由農委會修訂公布之休閒農業輔導辦法第三條第三款釋意：「休閒農場：

指經主管機關輔導設置經營休閒農業之場地」，準此，休閒農場方有法律位階上

之定義。2003 年新修正之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第六款對休閒農場定義略修正為：

「指經營休閒農業之場地」，本研究採用此定義作為對休閒農場之解釋。 

(二) 休閒農場之分類與功能 

1、休閒農場之分類 

鄭健雄、陳昭郎（1996）從資源論做為基礎出發，以休閒農場的核心產品之

自然或人為資源基礎作為主要區隔變項，分為以自然資源為基礎及以人為資源為

基礎兩構面，並以此營造出不同的資源吸引力，接著再以資源之利用或保育導向

作為區隔依據，將休閒農場劃分為四種不同類型： 

 

 

 

 

 

 

 

 

 

 

 

 

 

圖 2-1 休閒農場分類 

資料來源：林威呈（2001），參考自鄭健雄、陳昭郎（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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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體驗型農場：核心休閒產品係以農業知識的增進與農業生產活動的

體驗為訴求重點，可吸引對農業體驗與農業知性之旅有興趣的遊客。 

(2)生態體驗型農場：核心休閒產品係以灌輸生態保育認知與體驗作為主題

訴求，可吸引喜愛大自然與生態知性之旅的遊客。 

(3)度假農莊型農場：核心休閒產品係以體驗農莊或田園生活為訴求主體，

可吸引嚮往農莊度假生活的遊客。 

(4)農村旅遊型農場：核心休閒產品係以豐富的農村人文資源為主要訴求，

可吸引愛好深度農村文化之旅的遊客。 

林豐瑞（2004）綜合多數學者之相關文獻研究，將休閒農場做一更完整之分

類，依農場經營特性與方向之觀點，將休閒農場區分為生態保育型、多元體驗型、

地方特色型、設定主題型及民宿度假型五大類型如表 2-1-2。 

表 2-1-2 休閒農場型態區分與相關文獻分類對照 

            研究型態 
相關文獻 

生態保育 多元體驗 地方特色 設定主題 民宿度假 

張國興（1994） ◎     

鄭健雄、陳昭郎（1996）    ◎  

游誌明、林育慈（1996）  ◎  ◎  

林梓聯（1997）   ◎   

江榮吉（1997）    ◎  

方威尊（1997）    ◎  

段兆麟（1997） ◎ ◎ ◎ ◎  

鄭健雄（1999）     ◎ 

鄭智鴻（2000）  ◎  ◎  

陳昭郎（2000）  ◎    

羅碧慧（2000）  ◎ ◎   

林威呈（2001）  ◎    

資料來源：林豐瑞（200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07 年 11 月 8 日發布之「發展休閒農業，營造魅力農

村」文中提及，目前國內休閒農業主要經營型態大致可分為「休閒農場」、「休閒

漁業」、「展示中心」、「觀光農園」、「農村民宿」及「森林旅遊」等，2003-2005

年全年營業收入均超過 200 億元，詳如表 2-1-3。各經營型態中，以提供農業生

產與生活體驗，及休憩設施與服務之「休閒農場」收入 2005 年為 41 億元最高，

另休閒漁業及提供農業發展與農村文物展示與解說服務之「展示中心」亦分別有

37 億元與 34 億元次之，其他如開放農產品採捕與觀光之「觀光農園」、搭配一

些農村活動並提供自家房間做為旅客住宿處所之「農村民宿」及森林遊樂營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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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6 至 27 億元，顯示國內休閒農業的經營型態相當多元，農家多配合當地自然

環境與資源，提供不同服務內容，以滿足不同標的之休閒需求。 

表 2-1-3  2003-2005 年全國休閒農業之營業收入 

2003-2005 年全國休閒農業之營業收入 

新台幣百萬元：單位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總    計 20,039 21,855 20,255 

休閒農場 3,859 4,304 4,060 

休閒漁業 3,593 4,018 3,728 

展示中心 3,328 3,768 3,441 

觀光農園 2,539 2,892 2,724 

農村民宿 2,019 2,105 1,996 

森林遊樂 1,697 1,842 1,626 

其他4 3,004 2,926 2,680 

資料來源：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休閒農業經營產值調查(2007) 

2、休閒農場的功能 

綜合農業與服務業的休閒農場，一般而言具有以下的功能（林梓聯，

1991；陳昭郎，1996）： 

(1)遊憩功能：提供休閒活動場所，讓民眾能夠暫時遠離工作的壓力，投入

鄉野自然的環境當中，故具有遊憩功能。 

(2)教育功能：提供都市居民認識農業生產、栽培過程的觀察場所，亦是提

供學生、民眾體驗學習農業的最佳環境。 

(3)社會功能：提供家人、親友、朋友遠離都市空間從事遊憩與社交活動機

會的場所，增加互相了解、學習與互動的機會。 

(4)經濟功能：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改善農業生產結構，提高農民所得。 

(5)醫療功能：提供因生活緊張、工作壓力沉重造成生理、心理不適者，一

個解除緊張紓解身心壓力的場所。 

(三) 小結 

由上述文獻可知，休閒農場除了可使人們放鬆之外亦同時具有教育性及社會

性等不同多元化的功能。經由農委會的休閒農業經營產值調查，獲知休閒產業擁

有相當可觀的產值，如何結合各項優勢創造利潤，相信是所有經營者所欲追求的

目標，所以瞭解休閒農場顧客的想法，探求遊客所重視的要素，即是經營者首要

之際需著手的方向。 

                                                 
4
其他包括「市民農園」、「教育農園」、「農業公園」與「大型農業節慶與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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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顧客關係管理相關文獻探討 

一、  顧客關係管理定義(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本研究回顧並整理相關文獻，發現顧客關係管理定義大致上區分為核心理念

面向與資訊應用面向： 

(一) 核心理念面向 

Swift(2001), Feinberg and Kadam(2002)認為顧客關係管理是將企業與顧客間

的關係做管理，以顧客關係為本，運用各種科技、商業行為及行銷活動為工具的

一種經營及行銷策略，經由有效的溝通後瞭解並影響顧客的行為，以增進顧客之

獲取、顧客的維持以及顧客的價值(獲得收益)。 

顧客關係管理也是一種持續性的關係行銷，尋找對企業最有價值的顧客，以

「微型區隔(micro-segmentation)」的概念，界定出不同價值的顧客群。(微型區

隔是企業以不同的產品、不同的通路滿足不同區隔顧客的個別需求，並在關鍵時

刻持續地與不同層次的顧客溝通，強化顧客的貢獻價值。)透過行動和學習，將

顧客資訊轉換成顧客關係的一種反覆過程。因此顧客關係管理的運用，使企業得

以將不同背景、需求的客戶予以區隔，並針對客戶的個別需求進行一對一行銷，

提供客製化服務，以做為更有效的行銷方式。以顧客為中心的行銷方法（關係行

銷），企業會尋求與現在及未來之顧客建立長期關係，買賣雙方視彼此為合作夥

伴關係，而非競爭對手，關係行銷運用得當可達到四種效果 (Evans and Laskin, 

1994； McKinsey & Company Inc., 2000；胡政源，2007)： 

1、更高的顧客滿意度。 

2、更高的顧客忠誠度。 

3、提供更高品質的服務或產品給企業客戶。 

4、增加銷售人員的利潤。 

(二) 資訊應用面向 

顧客關係管理是應用資訊技術，大量蒐集且儲存有關顧客的所有資料，加以

分析以更瞭解顧客，找出背後有用的知識，並預測顧客下一歩的需求，可以降低

成本、增加營收、提昇企業獲利能力，達成企業目標。這些資訊可以用來輔助決

策及規劃相關的企業營運活動，因此顧客關係管理是利用科技為工具，以顧客為

中心，建立顧客忠誠度的企業行為。其範疇包括行銷、業務、及服務等三大領域，

涵括行銷戰略管理、潛在需求管理、報價管理、合約管理、客訴管理、以及服務

管理等企業流程。其互動平台主要包括維繫顧客關係平台與顧客知識獲取平台，

是多種資訊科技的結合，企業以維繫顧客關係平台與顧客建立雙向之互動關係;

在顧客知識獲取平台，企業可獲取顧客相關資料，經由企業之內化與學習之過程

產生顧客知識，可以增進顧客關係並建立良好之互動循環，藉由不斷重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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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的過程，幫助企業更有效率地行銷各式產品或服務（陳文華，2000；Gebert, 

et al., 2002；Lin,2003；莊玉玲，2005）。 

除此之外，有許多學者亦對顧客關係管理提出不同的定義，歸納如表 2-2-1： 

表 2-2-1 顧客關係管理定義彙整表 

學者 顧客關係管理定義 

Peppers and Rogers 

(1999) 

顧客關係管理是企業透過有意義的溝通來瞭解如何影響顧客行為，以達

到增加新顧客，防止既有顧客流失、提高顧客忠誠度和提高顧客獲利的

一種手段。 

Kalakota and 

Robinson (1999) 

顧客關係管理是一整合性的架構或企業策略，而不是一個產品。在每次

與顧客接觸時，必須有一致、可靠及便利的互動行為建立在合作的基礎

上。 

季延平(1999) 顧客關係管理主要是指企業與顧客相關連的關鍵事項之管理，亦即顧客

關係管理乃應用最有效的行銷手法，包括直接行銷、交叉銷售、主動服

務和顧客支援等，以幫助企業取得、保住顧客及強化與顧客間之良好互

動關係。同時顧客關係管理是經由對顧客關係觀點的整體改變，以達到

對顧客在產品生命週期趨勢的瞭解與整合。 

Davids (1999) 顧客關係管理就是「關係管理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終身價值行

銷 Life-time Marketing」、「忠誠行銷 Loyalty Marketing」。這些策略企圖

創造企業與顧客間長期獲利的關係，並發展忠誠關係與創造利潤。 

Peppard (2000) 所謂顧客關係管理就是善用有關現存顧客和潛在顧客的資訊，根據這些

資訊去預測及回應顧客的需要。 

Stanley (2000) 顧客關係管理是促使去瞭解、預期和管理組織目前所擁有的顧客和潛在

顧客價值需要的各種策略。顧客關係管理是獲得、維繫和增加有利潤顧

客的過程。 

Emma chablo (2000) 顧客關係管理係一種能解決顧客綜合性關係問題之途徑，針對每一經營

區域內與顧客接觸，即行銷、銷售、顧客服務及現場支援等互動資料，

藉由人與人，流程及科技之整合運用，提供無縫隙的貼心服務，而能在

網際網路變革衝突中，獲得利益。事實上，顧客關係管理是一種經營關

係之概念或經營管理之規律，在於考量如何使企業組織能增加保留他們

最有利潤的顧客，同時可降低互動的成本與增加互動之利潤，以達利潤

的最佳化。 

Rigby,etal.(2002) 顧客關係管理的重要性為：獲得正確的顧客、建立正確的價值計畫、設

立最佳程序、激勵員工與學習去維持顧客。 

資料來源：整理自胡政源(2007) 

二、  顧客關係管理的方法 

(一) Kalakota and Robinson(1999)提及，顧客關係管理可分為三個面向：獲

取、增強及維持，如圖 2-2。每個面向都使顧客與經營者獲得更緊密的

結合。 

1、獲取：代表取得新的顧客，藉由在便利與創新上的突破，將產品與服務

提升以贏得新的顧客。 

2、增強：代表增加舊客戶的消費效益，藉由良好的顧客服務可加強與顧客

的關係，使其能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便利。 

3、維持：代表長期維持有助於獲利的顧客，顧客服務品質做的好，傾聽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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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聲音，以顧客利益為出發點擬定行銷策略，隨時調整產品，保持顧

客忠誠度。 

 

 

 

 

 

 

 

 

 

 

 

 

 

圖 2-2 顧客關係管理之三面向 

資料來源：Kalakota and Robinson(1999) 

(二) 楊雅婷（2004）引述了《CRM 關鍵 32 堂課》一書中，作者約翰‧費蘭德

(John G. Freeland)的觀點，認為企業必須遵守：1.客戶經驗對建立企業

價值來說相當重要。2.客戶對待(customer treatment)應取決於取得客戶偏

好(customer insight)。3.客戶關係管理計劃應朝能減低財務和傳遞風險的

方向來執行等三項原則，才有機會以創新的服務價值與功能，提供顧客

端滿意百分百的服務，並同時提高企業自身的獲利。建議做法如下： 

1、擬定策略：企業須先擬定客戶（了解誰是目標客戶）、品牌及通路（避

免通路衝突）策略，才有資格討論客戶關係管理。  

2、取得客戶偏好：運用資料、變革為以客戶為導向的組織、善用且整合客

戶資源，發揮最在價值。  

3、重建客戶聯繫(customer contact)：將溝通藝術應用在與客戶的聯繫上。  

4、行銷轉型：即時行銷是未來新式整合行銷的趨勢。  

(三) 遠擎管理顧問公司（2001）認為企業可藉由「找出顧客」、「依據價值及

需求區隔顧客」、「與顧客互動」、「提供客製化服務」等階段的互動，與

顧客建立良好關係互動。且經由行銷的四 R-維持(retention)、關係

(relationship)、介紹(referral)、修補(recovery)與顧客建立良好顧客關係循

環。同時，以不同的顧客關係階段(獲取、增進、維持)制定顧客關係策

略，以提昇企業之產品與服務並創造顧客價值。 

結合上述文獻，顧客關係管理的方法就是先由創新的策略尋找新顧客，根據

增 強  
降 低 成 本  
顧 客 服 務  

組 合  

維 持  
調 整 能 力  

新 產 品  
傾 聽  

CRM 

三面向 

獲取  
差異化  
創新性  
便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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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的價值區分顧客的類型，再針對不同類型的顧客，投其所好，保持良好的關

係，提供量身訂做的服務，來增強顧客的維持，並創造顧客價值。 

三、  顧客關係管理目的 

Swift(2001)認為顧客關係管理其目的是在適當的時機(Right time)，透過適當

的通路(Right channel)，提供適當的供給如產品、服務與價格等(Right offer)，以

提供給適當的顧客(Right customer)並藉此增加互動之機會。不同的產業會反映出

不同的樣貌，對某些產業而言，顧客關係管理是利用資訊科技找出更精確的市場

標的。對某些產業而言，顧客關係管理是一種選擇、管理顧客的經營策略，其目

的在於求取顧客長期價值的最大化(Perry, 2001)。 

胡政源（2007）提出顧客關係管理的核心概念，在於為顧客創造服務與價值，

以贏得顧客長期忠誠度，亦在創造一種客製化的、一對一的行銷經驗，讓顧客感

受到被關心，而基於顧客過去的經驗及反應，讓企業開啟新的行銷機會。如何透

過顧客分析找出客戶的消費行為、忠誠度、潛在消費群與主要關鍵客戶，進而利

用促銷管理針對不同市場區隔規劃行銷活動，以達到建立品牌知名度、改變購買

行為或維持客戶忠誠度等目的，是經營者對 CRM 的期許。企業欲建立 CRM 之

因素主要乃是因為（胡政源，2007 整理自 Beardi, 2001；侯旭東，2001）： 

(1)高達 98%的促銷單被消費者忽略。 

(2)由新的客戶產生企業利潤所耗費的成本是現有客戶的 5至 8倍。 

(3)增加 5%的客戶慰留比率，可以多創造 60%至 100%的企業利潤。 

(4)有忠誠度的客戶通常會免費或以非常低的成本，為企業作有效的口碑行銷。 

(5)被推薦的客戶通常可以購買更多的產品，維持更久的關係，長久下來可成為

創造企業利潤的客戶。 

林婉君（2004）、徐茂練（2006）亦認為顧客關係管理主要目的在於管理企

業與現有顧客或潛在顧客之關係，依據顧客需求設計互動方案與顧客進行互動，

而產生滿意度及忠誠度的回應，有良好的顧客關係可提昇顧客滿意度，滿意的顧

客才會有忠誠度並成為有價值的客戶，對於互動因為有了效益上的認知，而逐漸

提升顧客終身價值，並為企業提高獲利率及創造股東價值。同時，顧客關係管理

是企業整合及運用銷售、行銷、顧客服務之策略而引發出企業內一致性的活動，

企業應整合企業內部流程與科技，以獲取及更新與顧客關係週期中真正之需求、

採購動機以及顧客行為與主要考量等，使顧客在企業之銷售流程中達到全面滿

意，以達顧客關係的維持並提昇獲利率。 

簡言之，顧客關係管理的目的，是經營者利用與顧客之間的關係維持，在適

當的時機針對適合的顧客，推出適合的行銷產品，以客製化的服務提昇顧客的滿

意度及忠誠度，以創造經營的最大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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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顧客關係管理與滿意度及忠誠度相關文獻探討 

一、  顧客滿意度 

滿意度是一種顧客在購前期望下對產品品質的購後及使用後的廣泛性評價

(Oliver,1997；Kotler,1991)。經營者如獲得顧客的「完全滿意」是確保顧客忠誠、

維持長久良好顧客關係的關鍵（溫禮華，1997）。因此，可藉由正確衡量以瞭解

消費者對於企業產品的滿意程度，做為企業行銷策略與產品品質良好與否的回饋

資訊（feedback information），並進一步瞭解行銷策略的績效（李佳璋，1995）。 

Kotler（1999）指出顧客滿意度是來自於對產品之功能特性或結果的知覺，

以及與個人對產品的期望，兩者比較後形成其感覺愉悅或失望的程度。也就是

說，若功能特性遠不如期望者，則顧客將感到不滿意；如功能特性符合期望，則

顧客感到滿意。顧客滿意會產生再購、愉悅與他人討論該公司產品，並且對公司

的品牌具忠誠度。Juran（1986）將企業服務對顧客滿意度的影響及效果分為五

個層面，由這五個層面，顧客得以給予企業一個較完整的評價。 

1、內部品質（Internal Qualities）：指顧客看不到的品質。  

2、硬體品質（Hardware Qualities）：指顧客看見的有形品質。  

3、軟體品質（Software Qualities）：指顧客感受的無形品質。  

4、即時反應（Time Promptness）：指服務的時間的長短。  

5、心理品質（Psychological Qualities）：指服務人員禮貌的態度及接待顧客的

親切性。 

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將顧客滿意度定義為：遊客於實際體驗過施測休閒農場

之活動及設施後，就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變項對該次參與農場體驗所感受到之

正面或負面的評價，並參考 Juran 所區分的五個層面設計問卷項目。 

二、  顧客忠誠度 

顧客忠誠度是指消費者對某一品牌或產品感到滿意，而再次選擇同一品牌產

品或服務的意願或維持一定的消費頻率，並會向他人傳播正面的口碑，甚至鼓勵

他人進行消費的行為(Neal,1999；廖俊儒，2004)。企業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指標

即為顧客的維持率，當顧客忠誠度愈高，顧客的維持率也愈高。Reichheld(1996)

認為忠誠度的提升，將可為企業節省許多成本並創造更多的利潤，亦可以為公司

免費推薦、建立口碑及使企業擁有強勢價格的能力。曾文俊（2006）亦指出顧客

忠誠度是指顧客對企業的人員、產品或服務產生依賴與好感，忠誠的顧客將是最

好的廣告，經由顧客的介紹，能很快的再尋找出一群具有高度消費潛力的顧客。 

Kristensen et al.(1999)指出顧客忠誠度可由四個指標構成：再購意願、向他

人推薦品牌的意願、價格容忍度、以及交叉購買的意願。關於顧客忠誠度的定義

及衡量可分為「個人態度」和「重複購買」。行為面的忠誠度衡量是以消費者在

特定時間對某一產品或服務的重覆購買行為作為忠誠度的衡量。態度面的忠誠度

衡量則以品牌忠誠度是消費者透過心理承諾的過程，導致消費者對某品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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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購買，所以忠誠度的衡量應包含消費者的偏好或購買意願。 

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將顧客忠誠度定義為：每一遊客於體驗完該農場活動

後，於下一次選擇休閒農場旅遊時，會再度選擇重遊該農場之意願；或是當他人

詢問哪一農場值得旅遊時，願意向其他人推薦選擇該農場旅遊之程度。遊客重遊

次數愈高，或向他人推薦之次數愈多，代表其顧客之忠誠度愈高。顧客對休閒農

場的忠誠度愈高，對休閒農場的經營可帶來正面的影響，並參考 Kristensen 所指

的四個忠誠度指標設計問卷內容。 

三、  滿意度與忠誠度的關聯 

Reichheld & Sasser(1990)認為提高顧客滿意度，可使顧客未來的忠誠度增

加。曾文俊（2006）指出顧客滿意為顧客忠誠度的重要動力，兩者呈現明顯的正

向關係。亦即顧客滿意度越高的產品或服務，顧客忠誠度與顧客維持均會較佳。 

顧客滿意度與忠誠度的建立與維繫，對企業本身的價值、經營績效與未來競

爭力有其關鍵性的影響（莊玉玲，2005）。顧客滿意度的提昇，將影響忠誠度並

戲劇性的提高企業的獲利率，唯有傾聽顧客的心聲與重視顧客滿意度的公司，才

有永續成長的契機（Roger, 1996；王雅惠，2000；黃文龍，2004）。 

四、  顧客關係管理、滿意度與忠誠度的關聯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91)指出建立顧客關係將可提升服務品質，

而服務品質的提高則可建立顧客忠誠度。如何藉由核心顧客關係管理、顧客服務

的提昇，以提高顧客滿意度與忠誠度，保有延續企業生存的命脈－顧客，將是企

業應不斷努力的方向。顧客關係管理亦可視為在運用整合性銷售、行銷、與服務

策略下，所發展出組織的一致性行動，即在企業結合流程與科技的整合之下，找

出顧客的真正需求，同時並要求企業內部在產品與服務上力求改進，以致力於顧

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的提升。(Kalakota and Robinson, 1999) 

國內亦有研究（翁湧金，2003）指出，企業在創造顧客價值時，首先必須先

瞭解顧客所「認知」的價值為何？而不是一味以降價的短期策略，來獲取顧客的

忠誠，因為維持長期良好關係與互動才是企業生存的根本之道，唯有知道顧客需

要的是什麼，才能有效掌握顧客。這與本研究欲探討遊客所重視的顧客關係管理

因素為何不謀而合，農場經營者必須先探求遊客所重視的因素，才能針對不同屬

性的遊客，提供不同的服務，進而掌握顧客，提高利潤。 

范家源（2004）、莊玉玲（2004）與徐秀君（2006）分別在網路銀行、半導

體產業與百貨公司等不同產業間得到實證，發現顧客關係管理、顧客滿意度、顧

客忠誠度之間確實存在顯著影響關係。加強網路銀行之顧客關係管理功能方案與

半導體產業、百貨公司顧客關係管理之顧客知識管理，可提升顧客滿意度及關係

品質，而顧客滿意度及關係品質之提升，可建立忠誠顧客，強化雙方未來互動。

另外在網路書店、金控公司之實證亦發現顧客所重視每一項之認知價值，或瞭解

顧客在往來前的預期方面有哪些重要的服務屬性，對於顧客滿意度與忠誠度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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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間接的正向影響，並對企業瞭解顧客具有顯著的效果（翁湧金，2003；陳

彥彰等，2005）。 

簡言之，加強顧客關係管理，即可提昇滿意度並建立忠誠顧客。本研究嘗試

將顧客關係管理的理念，導入休閒農場，藉由瞭解遊客的需求，發掘遊客所重視

的因素，並分析其與滿意度及忠誠度之間的關聯性。 

五、  小結 

由上述的文獻回顧可知，顧客關係管理在不同的產業，呈現出不同的特性，

對某些產業而言，顧客關係管理著重於運用資訊科技來找出更精確的市場標的，

以達到企業資源的更有效運用，並藉此提昇企業的獲利率。但 CRM 資訊系統並非

所有產業都有足夠的資金可以引入，所以對某些產業而言，顧客關係管理是一種

管理顧客關係的經營策略，藉由加深與顧客的關係，增進顧客的忠誠度，以達到

顧客價值的最大化。 

本研究採用 Feinberg and Kadam(2002)的概念，定義顧客關係管理為以顧客

關係為本，運用各種科技、設施、商業行為及行銷活動為工具的一種經營及行銷

策略，而各項經營行為及行銷策略即稱之為顧客關係管理因素5。對本研究之研

究對象－休閒農場而言，農場的網站內容、各項軟硬體設施及針對顧客需求進行

的行銷策略與對客戶進行的親切服務，都可視為遊客所重視的顧客關係管理因

素。本研究將著重於遊客的知識管理與遊客互動之探討，分析遊客對不同顧客關

係管理因素的重視度，由遊客的反應給予這些因素適當的權重，配合遊客於旅遊

體驗完農場後，就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不同之滿意程度，定義出顧客關係管理

指標。 

隨著遊客特性的不同，其滿意度、忠誠度也相對有所差別。不同特性的遊客，

對不同的顧客關係管理因素也有著不同的重視程度，若將分項滿意度根據顧客關

係管理因素之重視程度給予適當的權重，應該更能反映各項因素帶給農場的影

響。為瞭解遊客所重視之顧客關係管理因素，對休閒農場經營造成何種影響，本

研究定義顧客關係管理指標為將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不同的平均數，加權於各

遊客的分項滿意度，即求得顧客關係管理指標
6；更藉由探討顧客關係管理指標

與滿意度及忠誠度的關聯性，提出針對休閒農場於實務面的經營行銷策略建議。 

                                                 
5 Feinberg and Kadam 文中針對公司的不同經營方式及行銷策略以 CRM-features 與 CRM-factors
兩種不同之用語說明，就文中意思而言，兩者用語雖不同，但皆指各類影響 CRM 的內涵。本研

究採用 CRM-factors 用語，即「顧客關係管理因素」，較能使讀者明瞭本研究所欲探求之真意。 
6計算方式見第五章第五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