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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理論基礎 

回顧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於「地區旅遊資源行銷策略」完整之定義

仍很缺乏，本研究擬從「資源」、「旅遊資源」、「地區旅遊」、再到「行

銷」、「策略」、「行銷策略」、「地區行銷」、「滿意度與認知」等意涵作一

系列相關文獻的探討，最後對於「地區旅遊資源行銷」、「地區旅遊資源

行銷策略」、「滿意度」定義作一小結。 

一、「旅遊資源」的意涵 

曹正(1989)認為，所謂「資源」，乃指任何有形或無形之事物，可產

生效用以滿足人類需求者。資源不是天生就存在的，必須經過人為努力

和開發意願而形成。因此，同一件事物，對不同人而言，可能是資源，

也可能不是。可能是資源甲，也可能是資源乙。以海洋為例，對漁業局

而言，是廣闊的「漁業資源」，若從海底探礦之立場來說，它可能為一

種「礦業資源」，但從旅遊事業主管單位來看，卻可能是很好的「旅遊

資源」。由此可知，資源是相當中立性的，因不同人為使用而異。在國

人有限之生活空間下，不同資源間之使用相互衝突與競爭，勢必難以避

免。 
「旅遊資源」之傳統定義係以湖泊、山林等自然實質環境為主，大

抵引用自美國林務局之資料。該局定義「旅遊資源」是：「陸域及水域

等自然環境條件之組合，且人類有能力及需要去利用其組合作為旅遊用

途者」。這個定義比較強調旅遊活動對土地、水體之依存關係，並且指

明旅遊資源就是這些實質環境之組合。也許在 1970 年代，這個定義已

非常完善，而傳統之戶外旅遊活動也大多在這些自然環境內進行。然

而，近十年來，遊憩活動之形式已趨多樣性，而活動方式也不斷創新變

化，種類也逐漸增多。還有，人類科技進駐遊樂場所，並以各種方式出

現，而其設施特色就是吸引人們前往旅遊之主要焦點。另外，懷古或文

化欣賞活動或農村體驗之興起，亦是現代旅遊活動的另一主流。 
吳坤熙(2001)認為，觀光旅遊資源係指人們在觀光旅遊的過程中，

所感興趣的各類事物，如山水名勝自然風光、人工設施建物、歷史古蹟、

文化遺址等人文資源，提供觀光客遊覽、觀賞、知識、樂趣、度假美好

感受的一切自然、人文景觀或勞務及商品，都可稱為環境資源條件，其

一旦產生變化，不再供給人們旅遊機會或用途時，即不能稱為旅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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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資源之開發利用，關係著未來旅遊機會之提供，其開發利用具

有下列特性： 
(一)與其他資源使用之競爭性 

Chubb(1981)認為吾人大環境只有一個，而其構成要素如土

地、水、生物等配合人類智慧努力，交織形成人們對環境之各種方

式使用，如工業、林業、農業，旅遊等各種用途，旅遊資源之開發

利用與旅遊機會之提供，就是在這種狀況運作產生。因此，旅遊資

源開發初期，必然與其他資源產生某種程度之相互競爭或衝突，必

須經過社會力量和價值觀來評估決定，以優先順序、分區或其他策

略，來達成彼此之相容或共存。 

(二)旅遊資源多樣化 

曹正(1989)認為，傳統的旅遊規劃，多半採用土地使用規劃之

方式，企圖由實質環境資源條件開發旅遊活動之種類，這些活動大

部份屬於資源型，對實質環境依賴性較大，因此，較易由環境條件

推敲得知。然而進入 1970 年代以後，尤其是近十年來人們參與旅

遊活動之種類，呈現多樣化與變化快速，除傳統資源型外，在設施

型方面，如不同種類之主題遊樂園、公園、休閒農場、健身中心、

度假設施、人造滑雪場等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由於設施型活動，

對環境需求條件，不若資源型來得依賴，因此更難由環境資源條件

作為開發依據，為了創造更大的旅遊機會，傳統上依賴實質環境條

件開發旅遊活動之思維應改變。 

(三)旅遊資源利用具彈性及創意性 

由於遊憩活動之種類、遊憩活動者之參與特性與需求、遊憩資

源環境之開發利用，皆屬複雜而多變化之型態。有關旅遊資源經營

管理、活動規劃、設施設計等工作應有彈性並具創意性發展空間，

容許大眾擁有多樣選擇機會和不同的旅遊體驗。 

(四)旅遊資源保育與開發之衝突性 

廖祥亨(2003)認為旅遊資源具有不可再生性、相對稀少性、不

可移動性、不可復原性等特性。任一地區環境之遊憩利用，會帶來

正向效益，同時亦會有負面影響，旅遊經營者任務之一，就是必須

儘可能避免或降低負面作用而積極增加正向利益。以國家公園、原

始地區、生態保護區、或特殊自然景觀保護區而言，通常這些地區

地處偏僻荒野人跡罕至，實質經濟開發價值低。然因其環境完整性

高、生態資源獨特，應被保留起來，成為一種「基因庫」，或留給

後代子孫作未來資源使用。雖然這些地區係以自然資源保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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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了人們知的權利和滿足欣賞或探險大自然的慾望，亦對大眾開

放並提供旅遊和觀賞之機會。然而，近年來無論是國內外，這些生

態公園地區，皆有人滿為患、環境超載的問題產生。過多的人潮，

帶來垃圾、噪音、並破壞環境生態。然而，另一方面從遊憩立場來

看，卻又同時暴露這些地區公共和遊憩設施投資不足，遊客安全可

虞之問題，逼得經營者往往為滿足遊客需求，不得不更弦易轍，投

資大量建設。惟建設之結果，常使再生能力差的環境與生態系統，

一旦破壞就不易恢復，此時，自然保育與旅遊開發利用相互衝突之

點，已明顯可見，解決二者衝突的辦法，必須要先從掌握自然保護

之經營目標之優先性，改變遊憩利用方式、和吸引不同活動者族群

三方面著手。至於有些地區雖然其環境再生能力較差、常有天然災

害、排水能力及土壤穩定性弱，但卻充滿遊憩機會，可及性亦較高。

然而，對於這些環境類型之遊憩利用，仍需注意其開發利用方式，

避免大型建設、控制活動人潮和活動範圍，以免破壞環境而產生不

可復原之傷害。這些地區之環境類型，包括有：海岸、洪水平原、

沼澤地、深山登山步道系統、湖泊、水庫、溪流源頭、島嶼、歷史

古蹟區等。至於都市遊憩方面、因其所在環境已遭受人為改變，且

其再生能力亦較強、容易恢復，旅遊資源利用方式較具彈性變化，

不需加以太多限制。較須關切之處是，無論區內任何建設或遊憩策

劃，至少皆應注意水土保持工作、避免造成四周環境污染問題。 

二、「地區旅遊」的意涵 

「地區旅遊」稱謂，國外有許多不同而類似的用語，其中涵義較相

似的名詞如下：鄉村旅遊一 Rural Tourism ，村莊旅遊一 Villige 
Tourism 、地區的旅遊一 Countryside Tourism。至於國內對「地區旅遊」

類似的稱謂則有鄉土旅遊（林英彥，1991）、鄉村旅遊（湯幸芬，2001）、
鄉野觀光（朱珮瑩，2003）、農村旅遊（鄭健雄，2000）、休閒農業(休閒

農業輔導辦法，1999）等。 
有關國內類似「地區旅遊」重要文獻之定義如下： 
鄉村旅遊是鄉村觀光的一種，遊客付費可留宿來分享營運中農場的

生活( Davies etal，1992)，也可說是人們遠離平日生活及工作，在鄉村

從事一些活動，這些活動可提供他們做一天或更長期的旅遊（Roberts ，
1992)，鄉村旅遊也可當作是一項觀光商品，至少能使消費者意識到鄉村

環境（Clark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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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英彥（1991）認為「鄉土旅遊」是以有別於大都市之地方文物、

產業、習俗等所謂的地方特色作為訴求之重點，用以吸引都市及其他地

區居民前來旅遊為其主要內涵。 
湯幸芬（2002）將「鄉村旅遊」定義為「非當地居民至鄉村地區，

並在某種程度上與當地居民產生互動，如餮飲、購物、住宿等，且經由

與當地自然環境、傳統習俗、生活習慣、歷史文化與農業資源等接觸，

而產生休閒遊憩活動的旅遊型態」。 
鄭健雄（2000）認為「農村旅遊」係指在農村地區中利用原有的自

然生態、農業生產、農村生活與文化活動，經由適當的規劃設計，提供

鄉土性休閒產品或服務的一種套裝旅遊行程，以滿足消費者休閒需求，

進而發揮農村的休閒教育功能。 
朱珮瑩（2003）將「鄉野觀光」定義為「非當地居民至有持續性人

文活動之非都市區域，並在某種程度上與當地居民產生互動（如：餐飲、

購物、住宿等），或由與當地自然環境、傳統習俗、歷史文化及農業資

源等接觸，而產生休閒遊憩活動的旅遊型態。 
1989 年休閒農業研討會首將「休閒農業」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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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及農村資源，經過規畫設計，以發揮農業與農村休閒旅遊功能，增進

國人對農業與農村之體驗，提昇遊憩品質並提高農民收益，促進農村發

展。」 
休閒農業輔導辦法（1999）將「休閒農業」定義為「休閒農業是指

利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等結合農林漁牧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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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振榮（1999）結合各學者論述，將「休閒農業」定義為「休閒農

業主要是整合了農業的有形資源及其所隱含的觀光遊憩、教育、文化等

無形資源所形成一種新興休閒產業，它本身兼具農業生產、觀光遊憩、

教育及文化的特性」。  
小結：基於以上各學者對地區旅遊的定義，個人認為「地區旅遊」

的基本理念與內涵可歸納為以下五項。 
(一)以地方特色作為訴求之旅遊。 
(二)意識到地區環境，關懷地區環境與資源永續之旅遊。 
(三)滿足遊客休閒需求，體驗自然與農業資源及地方文化之旅遊。 
(四)與當地居民產生互動，到地方消費，兼顧地方與社區利益之旅遊。 
(五)屬於健康、環境、愛、知性等效益結合之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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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銷」、「地區行銷」及「策略」的意涵 

Philip Kotler (1999）認為，「行銷」包含社會性與管理性的特性。社

會性的特性是指行銷（Marketing ）是一種社會性的過程，個人與群體

可經由此過程，透過彼此創造，提供或自由交換有價值的產品與服務，

以滿足其需要與慾望。就管理性的特性而言，行銷通常可視為銷售產品

的藝術，透過策略之研擬，確立目標市場，以促銷及配銷為手段，達到

產品或服務能夠滿足顧客並予推銷之過程。美國行銷協會(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 AMA〉 對行銷所作的定義如下：「行銷是理念、

商品、服務概念、訂價、促銷及配銷等一系列活動的規劃與執行過程，

經由這個過程可創造交換活動，以滿足個人與組織的目標」。 
行銷原是一種提昇產品暢銷的系統性方法，也是滿足人類慾望

（Human Needs）的經營哲學，也是解決問題提出對策的一種心智過程

（Mental Process）。Kotler 和 Levitt 早在 1969 年就以提出「行銷概念化」

的論點，旅遊資源行銷應塑造旅遊業的口碑，提高旅遊活動的創意與差

異性。哈佛大學教授 Theodore Levitt 點出銷售與行銷最好的對比：「銷

售著重於滿足賣方的需求，行銷則著重於滿足買方的需求。銷售是依賣

方的需求將產品轉變為現金，行銷則藉產品及經由創造、運送與最終消

費整個事件的組合來滿足顧客的需求」，而在美國，更將傳統的行銷手

法應用在地區發展策略之中，此即所謂地區行銷（Place Marketing）。 
「地區旅遊資源行銷」屬於「地區行銷」的一部分，也是一種「都

市行銷」。行銷大師 Kotler( 2003)認為，「地區行銷」（Place Marketing ）
是指城市、州郡、區域、國家等組織，以地方特色和政策舉辦一些活動

吸引遊客及外商投資。「都市行銷」（City Marketing ）為地區行銷之一，

汪明生(1997）認為，政府應講求效率、注重顧客導向，正如民間部門的

企業經營管理一般，以促進市場競爭的「企業化地區發展」模式進行都

市行銷，包括都市發展中以既有在地市民與產業為顧客對象，以達成地

方共識為目的所進行的內部行銷，以及以外來潛在標的產業及人口為顧

客對象，以吸引其前來觀光、休閒、會議、投資、就業、與定居為目的

所進行的外部行銷。 
「策略」(Strategy)源自於希臘文 Strategia，最初用於軍事戰略，1960

年代開始用在企業管理領域。有關「策略」之定義經整理後說明於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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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外相關文獻對於「策略」之定義 
作者 定義內容 

Alfrd Chandler 
(1962) 

策略策略是企業長期性根本目標和目的之確立，以及

為實踐該目標所採取的一系一系列行為和資源配置

過程。 
Kenneth Andrews 
(1971) 

策略策略是目標、目的及意圖的整體模式，以及為達

成基本目標所制定的政策與計與計畫，具體表現的形

式為：我們現在是什麼樣的公司，未來想要成為什為

什麼樣的公司以及我們如何定義公司所從事的商業

活動。 
James Brian 
Quinn(1980) 

策略策略是整合組織的主要目標、政策及行動過程的

整體模式或計畫。建構良好好的策略有助組織依據自

己的相對優劣勢、預期環境變動以及競爭對手的手的

行為等因素進行資源配置。 
Kenichi Ohmae 

(1983) 
策略策略是什麼？一言以蔽之，就是競爭優勢。策略

規劃的唯一目的在於使公司盡一切可能有效獲取競

爭優勢。企業策略因而指向一種意圖，試圖以最有效

佳的方式強化企業相較於對手的優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行銷策略」的意涵 

國內有關地區旅遊資源行銷策略之完整研究相當缺乏，其相關論述

大多分散在地區旅遊、鄉村旅遊、生態旅遊、農業旅遊、休閒農業、地

區行銷、行銷策略、套裝旅遊等研究(本文參考文獻)中。本研究係以淡

水地區為個案，主要目的在探討地區旅遊資源之行銷策略。 
Gary Armstrong and Philip Kotler(2005)認為行銷策略是公司希望達

到的獲利關係需要的行銷邏輯。透過市場區隔化、選定目標市場以及市

場定位等工作，公司所決定要服務那些顧客與服務的方式。 
Bearden，Ingram and Laforge(2001)認為在事業單位的層次上，行銷

策略屬於功能性策略，而在產品層次上，則屬於作業性策略。在相對上，

事業性策略決策是一般性的，旨在為所有事業層次活動提供一個方向，

而產品策略則十分特定，它們係用來指導實際執行個別產品的行銷活

動。 
Gilbert A. Churchill，J.Paul Peter(1995)認為行銷策略涵蓋選擇目標

市場與決定服務此市場的最佳行銷組合。 
行銷組合（Marketing  Mix）是經營者為求達成行銷目標所使用的

一組行銷策略工具。McCarthy (1994）將這些工具區分為四大類，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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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的 4P，包括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路（Place）及促銷

（Promotion），行銷組合決策的擬定必須將通路與目標顧客列入考量。 
以往行銷策略概念的運用，常侷限於產品及工商業界，但最近，行

銷策略也漸漸擴及於服務業，行銷策略概念運用於旅遊資源利用，正符

合全球化資源管理與永續發展的精神。 
Booms 與 Bitner 認為服務業除 4P 外，應再加上 3P，即人員(People)、

實體呈現(Physical Evidence)、過程(Processes)。 
Chariesw Lamb，Joseph Hair，Carl(1997)認為服務的各種特性具無

形性、不可分離性、異質性和不可保存性，使得行銷倍增挑戰性。行銷

組合的各種要素(產品、價格、通路及促銷）也需要做些調整，來因應這

些特性下所產生的特別需求。 
林建煌(2006)認為：由於服務所具有的無形性、不可分離性、易變

性與易逝性等獨特的屬性，使服務的行銷與一般實體產品的行銷有很大

的不同。整體而言，服務行銷比實體產品的行銷更具挑戰性，因此，行

銷組合的要素需作適當的調整，以符合這些特性所帶來的挑戰。 
黃俊英(2004)認為成功的服務行銷，除了要注意對顧客的外部行銷

外，也要特別注意對員工的內部行銷，以及員工與顧客間的互動行銷。 
小結： 

整合以上論述，個人將「地區旅遊資源行銷」歸納為：以旅遊資源

永續發展為前題，將具有觀光休閒價值之地區旅遊資源，提供給遊客個

人與群體，透過旅遊活動之舉辦與社會性的過程，讓遊客親身體驗，以

滿足遊客旅遊的需要與慾望。「地區旅遊資源行銷策略」則可歸納為經

由地區旅遊資源行銷的過程，為有效獲取地區旅遊資源最佳的競爭優

勢，達成經營者的主要目標、政策及目的，所採取的最可行的方式。 

五、滿意度與認知的意涵 

(一)消費者旅遊行為 

張春興、楊國樞(1977) 指出研究消費者的行為，必須先了解他

所受到的外在環境刺激與內在心理的需求。一般心理學者，認為人

類的行為是從「刺激」到「行為」的一連串生理反應的過程。在行

為學領域中，認為人的行為是由「動機」所支配的，而人的動機則

由需要所引起的，需要又是因外在刺激所引起的。所謂動機

(Motivation) , 可解釋為個體對於外在環境的刺激，形成行為的一種

活動，並引導個體達成某一目標的一種內在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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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哲 (1997)在遊客對休閒農業之認知與體驗之研究中，認為

遊客的遊憩動機最主要為「遠離人群、接近大自然」、「緩和自己工

作壓力、紓解精神」、「增加家人相處機會、促進親密關係」等三項。 

李明郎 (2004)在新社鄉休閒農業的發展研究中指出旅遊的動

機是為了「親近大自然與欣賞自然風景」。 

姜蘭虹 (1984)認為遊客旅遊的動機是：接近大自然、觀賞風

景、放鬆心情。 

Tillman(1974)認為影響人類從事遊憩行為的動機有 : 獲取新

體驗、 放鬆心情、認知與認同、創造力、團體活動與滿足、安全(如
食物或快樂)。 

廖儷霙(1986)也認為遊憩的動機可分類為五種：身體的動機、

精神的動機、教育的動機、社會的動機以及經濟的動機。 

動機的產生主要有兩種原因 : 其一為需要(Need)，另一為刺激

(Stimulation)。所謂需要即個體缺乏某種東西的狀態。所缺乏者，可

為個體內部維持生理作用的要素 (如水分與食物等)，也可為外界社

會環境中的心理因素。產生動機的另一因素是刺激，過去有些心理

學者認為刺激即可直接引起行為，換言之，刺激即為行為的原因。

引起個體動機的刺激，不單是外在的，個體的內在刺激，也同樣能

引起動機。例如飢餓胃抽痛 (Hunger Pangs) 時，會產生飢餓驅力(張
春典、楊國樞合著，1977)。 

旅遊需求是個非常複雜而且多層面的問題，旅遊需求涉及人類

的慾望、偏好、性、價值、收入所得等因素，旅遊需求結構層次與

國籍、社會、職業、年齡、家庭成員無關，即使在宗教、文化、性

別、經濟背景不同，也可能產生相同的偏好。在現今社會環境下，

旅遊需求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裡，當需求受到認定時，正是旅遊動

機的來臨(郭岱宜，2001)。因此，當人們的生活無虞時，有了慾望，

有了購買能力，生存得以保障之後， 即開始追求其他的東西，如

登山、垂釣、賞鯨、騎馬、露營、古蹟旅遊、生態旅遊、戶外休閒

遊憩等。 

依 Maslow 的動機需求階層理論(如圖 2-1)，人類有五種層次的

需求：生理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受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實

現的需求。這五種層次的需求可以運用到旅遊的動機上，例如遊客

講究美食，那是滿足生理需求；遊客偏好文化古蹟或生態旅遊，可

能是一種深度的旅遊，也是滿足其安全需求；遊客喜歡邀集好友登

山健行，可以達到社交的目的，滿足其社會需求；有些人喜歡打高

爾夫球場，則是滿足其受尊重的需求；有些人喜歡單獨逛街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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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隨心所欲從事旅遊，則是滿足其自我實現的需求，這是五種

層次中最高境界的需求。 

 

 

 

自我實現的需求 

受尊重的需求 

社會需求 

安全需求 

生理需求 

 

圖 2-1  Maslow 的需求階層理論圖 

 

 

(二)滿意度的定義 

在顧客導向領域中 ,最新流行的主張之一即顧客關係管理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1990 年代以後，企業越來越

體認到，不能只注重產品品質、技術能力或銷售量，必須重視「顧

客導向」(Customer-Oriented)和「市場驅動」(Market-Driver)的服務

為依歸(顧淑馨譯，2004)，「顧客導向」服務的焦點，在於顧客的滿

意程度，而滿意度的體會常常受到遊客個人背景(如性別、年齡、月

收入 . . .等)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亦常受到遊客本身的因素(如偏好、

動機、經驗 . . .等)以及遊客對所處的遊憩機會(如服務或態度、設

施、景觀、可及性、遊客互動行為與遊憩衝擊等) 的知覺所影響。 
Dorfman (1979) 亦認為滿意度的體驗因個人的偏好、期望、知覺、

動機等不同而有所差異，亦因各因子對該滿意度體驗之貢獻強度不

同而異。各家學者對於滿意度的定義，本研究彙整其內涵整理彙總

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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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於「滿意度」之定義 

作者 定義內容 
Engel，Blackwell＆
Miniard(1988) 

 

顧客會評估產品績效與購買前信念二者間的一致性，當兩者

問產生一致性時，顧客將獲得滿足，反之，二者間不一致時，

顧客將產生不滿足。 
Howard＆
Sheth(1969) 

消費者購買某一產品所作的犧牲 (時間與金錢的付出) 
受到補償所產生的認知狀態。

Oliver(1981) 
Kolter(1993) 

消費者知覺 (Perceived) 到產品功能特性與個人對產品的期

望兩者之間的差異函數。

Tes＆Wilton(1988) 
Day(1993) 

顧客消費前對產品或服務的期望與實際知覺二者間的差

距。

蔡伯勳(1986) 
陳水源(1988) 

滿意度是個人行前期望，和他實際體驗後獲得結果間的「差

異」而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小結 : 由上述各學者對滿意度的看法，從不同的研究領域縱

有所不同，但其基本的核心論述卻是相同的，也就是指消費者在獲

得產品或服務後感受到的價值與獲得產品或服務前的期望之間的

差異。據此，本研究將遊客的滿意度定義為遊客到旅遊地區去旅遊

時，親身體驗到的滿足與價值，和旅遊前的期望與費用付出的差異

的程度。這些差異的程度會與旅遊據點景觀環境與內部遊憩設施規

劃的品質、旅遊價格、旅遊活動是否滿足遊客的心理偏好、業者經

營的形象與口碑、農特產品包裝是否精良、旅遊區服務品質與安全

維護是否滿足遊客的需求、是否提供旅遊活動多樣選擇、交通的可

及性與方便性以及旅遊據點廣告宣傳等因素有密切的關係，而此等

因素也是影響遊客填具滿意度問卷調查主要根據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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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交通部觀光局於 2002 年公佈「觀光政策白皮書」，其目的在將觀光產業

列為新世紀國家發展之重要策略性產業，期使政府與民間、中央與地方，在

旅遊推展上能目標一致、策略整合，俾引導台灣旅遊業邁入新的紀元。其他

觀光政策如生態旅遊白皮書、二十一世紀台灣發展觀光新戰略、國內旅遊發

展方案及挑戰 2008 年國家重點發展計畫－觀光客倍增計畫等，也都是指導目

前旅遊發展的方向與重點。「觀光政策白皮書」係以兼顧環境融合與永續觀

光雙重條件，基於滿足民眾的需求與國家發展的需要，以「打造台灣成為觀

光之島」為目標，並擬定出二項觀光政策發展主軸與五項主要觀光政策。 
發展主軸： 
․在「供給面」建構多元永續與社會生活銜接的觀光內涵：以本土、文

化、生態之特色為觀光內涵，整體規劃、配套發展，建構友善、優質

旅遊環境。 
․在「市場面」採取行銷優質配套遊程的策略：迎合國內外觀光不同的

需求，廣拓觀光市場，發揮兼容併存多方效益。 
觀光政策： 
依據觀光政策發展主軸，擬定五項主要觀光政策如下： 
․觀光內容多元化政策：以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為觀光內涵，配套

建設，發展多元化觀光。 
․觀光環境國際化政策：減輕觀光資源負面衝擊，規劃資源多目標利用，

建構友善旅遊環境。 
․觀光產品優質化政策：健全觀光產業投資經營環境，建立旅遊市場秩

序，提升觀光旅遊產品品質。 
․觀光市場拓展政策：迎合國內外觀光不同的需求，拓展觀光市場深度

與廣度，吸引國際觀光客來台旅遊。 
․觀光形象塑造政策：針對觀光市場走向，塑造具台灣本土特色之觀光

產品，有效行銷推廣。 
為達成觀光政策的目標，此白皮書特別提出短、中、長期執行計畫，短

期計畫以 2003 年推動完成者，中期計畫至 2006 年推動完成者，長期計畫則

預估至 2011 年(民國 100 年)完成者。對於 2002 年至 2006 年觀光政策與施

政重點詳表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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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歷年來政府觀光政策與施政重點 (1/2) 

 觀光政策 施政重點 

2002 年 ․發展台灣成為永續觀光的
「綠色矽島」及 2008 年達
到來台旅客 500 萬人次之目
標。  

․強化行銷推廣，提高台灣之
國際能見度，開創國際新形
象。  

․建構多面向旅遊環境，發展
本土、生態之多樣化觀光活
動，以提高國際競爭力。  

․協助整合觀光相關資源，發
揮整體力量，提供具特色之
旅遊產品。  

․系統化規劃建設觀光遊憩
區，提昇旅遊設施水準。  

․營造良好觀光投資及經營環
境，吸引民間投資。   
 

․配合行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
重點計畫」研擬「觀光客倍增計畫」
執行計畫及分年分項計畫績效指
標，以逐年改善旅遊環境。  

․加強辦理國際觀光宣傳推廣工作，
依市場特性分別擬訂不同主題與策
略進行推廣，開創來台旅遊市場新
紀錄。  

․宣示 2002 年為台灣生態旅遊年，執
行生態旅遊年工作計畫相關措施，
並訂定生態旅遊白皮書。  

․輔導12項具發展潛力之地方民俗活
動，提昇地方節慶活動規模國際
化，並與週邊景點配套推廣、加強
國內外宣傳，吸引遊客參與。  

․以套裝旅遊路線概念規劃11處國家
風景區中長程建設計畫。  

․辦理「國民旅遊卡」相關配套工作，
完成發卡機構之評選、特約商店之
審查等工作。  
 

2003 年 ․發展台灣成為永續觀光的
「綠色矽島」，達成 2008
年來台旅客 500 萬人次之目
標。  

․以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
為觀光內涵，配套建設，發
展多元化觀光。  

․減輕觀光資源負面衝擊，規
劃資源多目標利用，建構友
善旅遊環境。  

․健全觀光產業投資經營環
境，建立旅遊市場秩序，提
昇觀光旅遊產品品質。  

․迎合國內外觀光不同的需
求，拓展觀光市場深度與廣
度，吸引國際觀光客來台旅
遊。  

․針對觀光市場走向，塑造具
台灣本土特色之觀光產
品，有效行銷推廣。  
 

․配合「振興觀光」之五大施政重點，
加速落實「觀光客倍增計畫」之執
行。  

․加強辦理國際觀光宣傳推廣工作，
依市場特性分別擬訂不同主題與策
略進行推廣，以拓展國際客源，邁
向倍增目標。  

․輔導12項具發展潛力之地方民俗活
動，提昇地方節慶活動規模國際
化，並與周邊景點配套推廣、加強
國內外宣傳，吸引遊客參與。  

․以套裝旅遊路線概念規劃11處國家
風景區中長程建設計畫，並積極執
行。  

․訂定「2004 年台灣觀光年行動計
畫」，積極推動「人人心中有觀光」
運動，設計台灣之旅遊產品開發計
畫，期掀起全民推展台灣觀光之熱
潮，打造台灣觀光新形象。  

․訂定「旅館評鑑制度」暨「旅館評
鑑標準表」，期展現國際水準，使
我國之旅館品管管理體制與國際接
軌，有利推廣、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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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歷年來政府觀光政策與施政重點 (2/2) 

 觀光政策 施政重點 

2004 年 ․達成「觀光客倍增計畫」來
台旅客年度目標。  
 

․積極推動「觀光客倍增計畫」各項
指標性重點工作。  

․宣示 2004 年為「台灣觀光年」，落
實執行各項活動及國內、外宣傳推
廣工作，達成年度來台旅客 320 萬
人次之目標。  

․以「套裝旅遊線」及「顧客導向」
概念，辦理 12 處國家級風景區建設
及整備工作。  

․於「觀光客倍增計畫」整備現有暨
新興套裝旅遊線中，擇定 12 處首要
整備景點辦理國際競圖作業，及其
他重要據點 10 處辦理國內競圖作
業。  

․建置統一標誌之旅遊服務中心、輔
導成立台灣觀光巴士系統、及設置
旅遊諮詢服務熱線，提供來台旅客
優質友善之旅遊環境。  

․辦理觀光旅館第一階段「建築設備」
等級評鑑工作。   
 

2005 年 ․達成「觀光客倍增計畫」來
台旅客年度目標。 

․繼續推動12個國家風景區之建設及
經營管理。  

․執行國際宣傳行銷計畫。  
․推動「旅館等級評鑑制度」，以星

級標識取代「梅花」標識，使我國
之旅館管理體制與國際接軌，便利
消費者辨識。  

․積極辦理民間參與三至五星級觀光
旅館 BOT 案，以因應觀光客倍增之
住宿需求。  

․持續輔導辦理民宿合法化工作，並
篩選具國際接待能力之民宿，輔導
進行國際推廣行銷。 

2006 年 ․達成「觀光客倍增計畫」來
台旅客年度目標。  
 

․依「台灣暨各縣市觀光旗艦計畫」
所定具體措施，加強旗艦景點及活
動之包裝與行銷推廣，輔導旗艦觀
光活動國際化與產品化。  

․持續推動 12 條套裝旅遊線整建計
畫，建置優質人性化公廁等設施，
健全觀光旅遊環境。  

․改善民間投資環境，積極推動民間
投資觀光建設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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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旅遊資源行銷策略相關文獻 

行銷策略是行銷計畫過程中最核心的工作，在進行旅遊資源行銷策略之

前，應先進行一項完整的旅遊資源行銷計畫。Philip Kolter(1999)認為，任何

機構在擬定行銷計畫之初應先確立它的願景，其次，再分析其內部環境優點

(Strength)、弱點(Weakness)及外部環境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此環

境分析(又稱 SWOT 分析)有助於暸解計畫整體的吸引力與競爭力，對於地區

未來的發展目標、經營策略、計畫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參考指標。行銷計畫

需要經營管理各部門相互支援，亦即其計畫目標擬訂、計畫執行及管理乃至

計畫回饋控制須融入該組織之整體運作中，因此，旅遊資源行銷計畫，必須

在機關組織之願景與計畫目標之導引下進行。 
謝潮儀(1986)在「台北縣觀光遊憩發展整體規劃」中將台北縣未來觀光遊

憩整體發展，擬定九項目標：創造台北縣優良的觀光遊憩環境品質、提高各

遊憩據點間的可及性、提供足敷都會區居民需要的觀光遊憩場所、提供更多

民間參與投資開發的機會、確保觀光旅遊安全及減低非觀光遊憩性的干擾、

保護台北縣特有風景景觀及資源使不遭人為破壞、加強觀光資源的規劃與開

發工作並促進地方經濟繁榮、吸引國際觀光客增加外匯收入、強化國際觀光

外交及宣傳中華固有文化等。 
張金鶴(2000)在「修訂台北縣綜合發展計畫台北縣地區發展計畫」之研究

中，針對台北縣北海岸遊憩系統優勢(Strength)、劣勢(Weakness)、機會

(Opportunity)、威脅(Threat)等作以下 SWOT 的分析，由於本研究淡水地區為

台北縣北海岸遊憩系統之一，其 SWOT 分析對於淡水地區旅遊資源行銷策略

具相關之影響。此遊憩系統在優勢方面，它擁有豐富的文化古蹟、淡水捷運

的通車帶來大量觀光人潮、傳統糧食生產基地、自然風景優美、地形頗具特

色、觀光資源豐富、基隆港發展擴張的腹地等；在劣勢方面，它存在著假日

賽車、都市計畫的通盤檢討跟不上都市發展的腳步、大量觀光人潮對本地環

境、文化的影響、傳統農業的式微、核電廠之設置造成地方發展阻力、人口

外移缺少勞動人口、公共設施缺乏等問題；在機會方面，它擁有藍色公路的

開闢實施、河岸地的整理與規劃、大眾運輸系統運量運能的提升、適合藝術

工作的幽雅環境、重點發展觀光遊憩與農漁業升級、開發山區之觀光遊憩據

點等機會；在威脅方面，它存在著公共設施用地取得、都市發展與自然人文

資源保育的衝突、古蹟保存、大眾運輸系統待加強、核電廠可能造成的輻射

污染威脅本地的觀光業、環境污染的情形日益嚴重等問題，另外，該研究依

據以上優勢、劣勢、機會、威脅分析，擬定台北縣北海岸遊憩系統未來發展

目標：在空間規劃上，提供大臺北都會區休閒服務機能、休閒農場、並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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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本區連外道路系統、加強淡水具備地區中心的功能等；在生活環境的營造

上，塑造高品質有文化的旅遊空間、透過人文學術與觀光休憩的平衡建立自

給自足的生活圈等；在提昇產業上，運用豐富的文化及自然資源，發展觀光

產業，推動休閒農、漁業，並精緻化農漁業的觀光型態；在環境保育上，則

以平衡環境保育與城鄉發展的和諧互利，並維護豐富的自然風景資源與環境

為重點。 
林明昌(2003)將傳統 4P 的行銷概念擴大為「6P」，運用到「觀光立縣行

銷策略之研究－以宜蘭縣為例」論文中，此論文以政策（Policy ）、產品

（Product ）、價格（Price ）、促銷（Promotion ）、通路（Place ）、夥伴

（Partnership ）等「6P」行銷工具，針對宜蘭縣旅遊據點，探討未來發展策

略，包含每年定期舉辦大型活動帶動觀光人潮創造觀光商機、加強鼓勵民間

投資開發觀光事業、加強農業部門生產與觀光休閒的功能、應設置審議制度、

應建構大型遊憩區塊觀念、建構觀光產業與聯盟運作機制、觀光資源與自然

環境的重視與維持。 
Teo，Albert(2004)，更在「Practical Marketing Strategy of Ecotourism in 

Malaysia」論文中，採 Product 、Price 、People 、 Pomotion 、Package 、
Partnership 等「6P」行銷概念，以馬來西亞生態旅遊資源發展實務，對臺灣

發展生態旅遊，提出建議。 
利一言(2004)也將 4P 的行銷概念運用在「國內線航空公司套裝旅遊行銷

策略之研究」論文中，此論文係採用 McCarthy(1994）4P 行銷概念，以國內

遠東、復興、立榮等三家航空公司為調查對象，研究其當前之套裝旅遊及未

來之行銷策略。其研究結果為：以花東、離島、墾丁為主題之套裝旅遊是航

空公司利基產品，航空公司套裝旅遊利用網路招攬旅客是可行的策略，航空

公司對套裝旅遊的廣告宣傳不足，航空公司套裝旅遊定位及清楚重視網路推

廣策略有利產品發展與創造利潤，航空公司套裝旅遊可藉由人口特徵區隔消

費群為策略，消費者對航空公司套裝旅遊行銷策略重視程度認知反應各有差

異，消費者與業者對航空公司套裝旅遊行銷策略滿意度認知反應之相關性頗

密切等。 
小結：旅遊資源行銷策略是服務行銷的一部分，本文理論基礎曾提到，

服務行銷具無形性、不可分離性、異質性和不可保存性，使得行銷倍增挑戰

性。行銷組合的基本要素(產品、價格、通路及促銷）也需要做些調整，來因

應這些特性下所產生的特別需求。且旅遊資源開發利用與遊客之旅遊體驗，

本質相當複雜，影響因素又多，而活動者之需求亦呈多樣性，不若其他商品

單純，過去文獻中，行銷策略不論採用「4P」或「6P」概念，恐不能滿足現

代旅遊資源行銷策略的需求，為配合淡水地區旅遊資源特性及因應當今旅遊

事業的發展，一個完整、多面向行銷策略更顯得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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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些旅遊資源須經人為規劃創作出來的。由於旅遊區配合當地環境條

件所進行的實質環境與設施之規劃（包括建物、設施、景觀之配置設計），影

響遊客的旅遊意願非常大，而淡水地區許多旅遊景點發展不振，也與旅遊區

設備規劃簡陋及各類旅遊資源缺乏整合規劃有關，致各類旅遊資源發展強弱

差異大，因此，本研究在行銷概念上增加規劃（Planning ）一項。另由於政

府對旅遊產業發展的政策、目標及相關法令規定會影響地區旅遊資源的開

發，我國交通部擬有「觀光政策白皮書」政策，台北縣政府也以本土、文化、

生態為觀光內涵，配套發展優質旅遊環境之政策，為配合上位政策，淡水地

區各類旅遊資源也應擬定發展政策，此為行銷概念上強調政策（Policy）的需

要。而國內旅遊經營環境面臨總體經濟成長趨緩、資源不當開發、小規模旅

遊據點林立、國外旅遊競爭衝擊、遊客目標市場過於集中以及消費者需求多

元化等因素，使得旅遊業的競爭力日漸削弱，而策略聯盟具有降低推銷與經

營成本，創造行銷規模經濟與資源多樣化，發揮合作結盟的綜效，創造聯盟

成員互利互惠的多贏局面，尤其因應淡水地區各類旅遊資源目前都採小規

模、單獨發展之現象，未來採聯合舉辦旅遊活動，形成二日遊或多日遊之套

裝旅遊形式刻不容緩，此亦為行銷概念上強調夥伴（Partnership）的重要性。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擬以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路（Place）、促

銷（Promotion）等傳統的「4P」行銷概念作基礎，參酌過去文獻的「6P」行

銷概念，增強規劃（Planning）、政策（Policy）、夥伴（Partnership）等重要性，

形成規劃（Planning）、政策（Policy）、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遊客

（People）、促銷（P romotion）、通路（Place）、包裝（Package）、夥伴（Partnership）
等多面向之「9P」行銷概念，作為淡水地區各類旅遊資源行銷策略研究的軸

向。 
根據以上相關文獻對於旅遊資源行銷策略之論述以及行銷策略多面向的

重要性，本研究將旅遊資源「9P」行銷概念整合分述如下： 
(一)規劃（Planning） 

旅遊資源有些是大自然賦予的，有些是經改善而加以利用者，有些

像是都會型休閒設施，則需要人們去創造，不論是利用大自然資源或人

為創造者，都必須靠規劃（Planning），方能提供給遊客從事旅遊活動。 

1.同類旅遊資源整合規劃概念 

從旅遊資源分類看，有許多資源是屬同性質的，但大多各自發

展，以致成效不佳，近年來，旅遊經營型態已由單獨據點發展成套裝

式或連鎖式或聯合式的地區旅遊型態。 

2.實質環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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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當地特殊環境條件如風、日光、雨、水源、視覺焦點等進行

實質環 

境與設施規劃（包括建物、設施、景觀之配置設計），提供遊客良好的

旅遊環境。在實質環境規劃設計中，至少應考慮下列事項： 

(1)動線系統 

遊憩地區基地內之各項動線規劃，必須順暢，給予遊客明確的方

向感，基地內車輛動線與日常管理服務動線，須與遊客參觀遊覽動線

分開，以免造成干擾。 

(2)空間功能規劃 

考慮遊憩空間的功能性包含遊憩地區之遊客資訊系統、解說服務

系統、視覺焦點、各空間功能的互動等，以滿足遊客活動的舒適性和

易用性。 

(3)設施實質規劃 

一般遊憩活動者之參與動機包含減輕壓力或休憩娛樂或追求刺

激或促進人際關係與社交或運動或達到知性教育功能，在土地利用配

置與水景、噴泉、花卉樹蔭、步道、車道、廣場、遊憩設施、餐飲、

活動中心等設施規劃應配合遊客的旅遊動機，儘量協助活動者達成其

參與活動的目的。 

3.考量遊客行為與需求而規劃 

環境與設施規劃設計，會影響活動者之行為表現，在許多遊憩地

區設施規劃設計，大多較注重經營管理者的要求，忽略遊客的各種參

與行為和需求，對於使用者之活動偏好、消費行為、人體工學、環境

心理需求、社會互動和設施之間的關係較少研究，因此，提供之設施

常發生使用者抱怨，造成設施乏人使用，甚至因使用不當而發生意外。 

4.安全與品保制度規劃 

內部應建立一套安全與品質保證制度，通過 ISO 認證，維護旅遊

絕對安全，讓遊客獲取最佳的滿意度，也是旅遊業永續經營基本的原

則。 

(二)政策（Policy） 

旅遊政策之擬定，是政府在有限資源條件與預判未來可能變遷之情

況下，為因應旅遊需求與發展所提出之「指導綱領」。為達成「觀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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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所揭「永續觀光」與「打造台灣成為觀光之島」之觀光旅遊目

標，以及採取行銷優質配套遊程的發展主軸與觀光政策，台北縣政府則

基於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為觀光內涵，整體規劃、配套發展優質旅

遊環境，配合各鄉鎮暨有之旅遊資源，發展具特色之旅遊據點與各種旅

遊推廣活動，期能有效發展地區旅遊事業，促地方繁榮。 

(三)產品（Product） 

在一般產品行銷目標之定位上，其發展層次可分為：「生產導向」、「產

品導向」、「銷售導向」、「行銷導向」等四個階段。應用在地區旅遊資源

行銷策略上，經營者必須儘可能設身處地為遊客著想，研究他們的需求

與期望，並配合經營管理目標提供其所需之服務、活動、環境、設施等。 

1.生產導向 

生產導向是最古老的經營理念，此理念係將一般顧客定位在價格

低廉的產品上，崇尚生產導向的旅遊業大多致力於追求高生產效率、

低成本及廣闊的消費市場。此等經營理念在國民收入低的地方較有意

義，因為遊客志在有機會參與旅遊，不在乎旅遊活動的內容與品質。

惟對於旅遊資源過度利用，會造成大量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不利資

源永續發展。  

2.產品導向 

當旅遊業相信或認定遊客是喜愛品味、內容、具有創新特色之旅

遊活動時，則採取產品導向的經營理念。產品導向的旅遊業通常致力

於推出優良旅遊活動並不斷加以改良，很少考慮遊客實際的需要，也

不注意同業競爭者推出的旅遊活動與競爭手段，更不能接受市場已經

改變的事實，當環境變動時，可能招致風險。 

3.銷售導向 

銷售導向是假設遊客對於旅遊活動具有惰性或被動性，旅遊業必

須擬出一套可行有效的銷售、促銷工具，以激勵更多的遊客參與。但

行銷若基於強迫的銷售觀念，可能帶來高度風險，例如一個誇大不實

的旅遊廣告可能招致全民杯葛。 

另外，許多經營投資者，眼見其他遊憩區開發成功，而未經市場

調查和行銷定位分析，便盲目投資興建相同性質的遊憩區，期以推廣

宣傳來吸引遊客，這種銷售導向的作法，不但風險性很高，經營成效

亦不固定，可能因不瞭解遊客需求，極易被市場淘汰。 

4.行銷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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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導向是針對前三種經營哲學的挑戰因應產生的經營理念，雖

然它有悠久歷史，但自 1950 年代中期才漸漸被人採納。行銷導向認

為要達成組織目標必須比競爭者更有效率、更有效能地創造、傳送及

溝通顧客價值給選定的目標市場(Pilip Kortler，1999)。 

理想上，地區遊憩區之開發，宜以遊客需求為導引，配合資源環境

之特色，訂定適宜之發展目標，再經由宣傳推廣媒介，吸引他們前來參

與活動。倘因其需求和供給能夠相互配合，遊客滿意度必然能夠提高，

經營管理單位目標亦能達成。 

(四)價格（Price） 

旅遊價格影響遊客的意願與經營成敗，對遊客來說，旅遊價格必須

大於旅遊時身、心滿足的價值，對經營者而言，旅遊的定價，須考慮經

營成本。因此，一個合理、遊客能接受而經營者又能獲取最大利潤的定

價方式是地區旅遊行銷策略重要之一環。 

影響地區旅遊定價之因素： 

1.交通位置：近郊或偏遠地區、交通可及性、採用大眾運輸或個人交通

工具。 

2.旅遊活動：一日遊或多日遊、旅遊活動內容是屬於一致性或多樣化。 

3.設備：旅遊據點提供遊覽的範圍與規模、旅遊設備內容。 

4.季節性：旺季與淡季價格不同，例如暑假、春節期間可以定較高價格。 

5.遊客對象：針對個人旅行或不同旅遊團性質與規模，採不同價格策略。

例如針對大型旅遊團集體遊覽擬定優惠價格；對於小學生或學校畢業

旅行採低價優惠措施。 

6.基本遊客量：損益兩平是維持經營成本最基本的原則，也是衡量最低

遊客數量的經營指標。損益兩平數量＝固定成本/(價格－變動成本），

因此，旅遊價格是決定損益兩平的主要因素。 

7.廣告與通路系統：此項費用為行銷成本之一，會影響價格，惟行銷成

功，反而可吸引較多遊客，降低成本。 

8.3C 定價策略：所謂 3C 是指消費者(Consumer)、成本(Cost)、競爭者

(Competitor)。是否要維持旅遊品質以價取量？是否能滿足經營成本？

是否要與競爭者競爭市場佔有率？這些策略影響著旅遊價格。 

9.生命週期：任何產品生命週期都有導入、成長、成熟、衰退等四個階

段，在訂定旅遊價格之前，應了解每個階段發展情形，以及新推出旅

遊活動之吸引力與成功機率或競爭對手的威脅性等。在成長與成熟階

段，應訂較高價格，盡速回收成本，而在衰退階段應視是否能在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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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前再形成另一個週期的高峰，否則應採較低價格策略，以維持基

本營運成本。 

10.服務水準：會影響旅遊舒適度，進而影響價格。 

(五)遊客（People） 

我們日常生活，使用各類產品和服務，透過它們，來標榜品味，滿

足個人心理需求。愈來愈多的行銷溝通，不再談產品、功能、特性，他

們從生活出發，談一種情境，談一種令人暈眩感官、又觸動人心的經驗。

我們每一次消費，從產品的接觸開始，到購買，到使用，都是一次經驗

之旅。而這些經驗，將會強化或改變我們原有的消費行為。這種生活經

驗的感受，也常反映在休閒旅遊活動之上。伯德．史密特(Bernd H. Schmitt) 
提出「體驗行銷」概念，而且強調體驗行銷的核心，是為顧客創造不同

的體驗形式；他認為消費經驗是可以被塑造的，行銷人應該跳脫產品的

特性，發揮想像創意，專注心力去為消費者塑造一份全新的體驗。旅遊

資源行銷可以從遊客感官、情感、價值、消費經驗去思考，高品質的旅

遊體驗行銷，係來自親切的服務、靈活而豐富的活動節目策劃、以及對

旅遊資源環境與活動設施良好的經營，而這些服務活動設施須滿足遊客

之需求與期望。 

另外，若要滿足每一個遊客的各種不同需求，在經營管理上是不太

可能且不符合投資經濟原則。因此，地區旅遊行銷可以採用「區隔市場」

（Marketing Segmentation）行銷策略之觀念，將現有及末來之遊客來源，

依不同特性劃分為幾種不同類型之服務對象群，選擇適合者並確立其為

目標。所謂「區隔市場」，就是將現有和未來全體遊客依據他們某種特性

或偏好而分類為數量較小的不同族群。每一族群，即為一「區隔市場」。

例如以所得分類，將遊客分為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以及無收入者等

不同區隔市場。分類區隔市場之依據很多，並無固定標準；經營者可依

照個別需要，選擇一～二種項目來分類。常用分類項目有下列（但不限

於）: 

1.社經背景：年齡、收入、家庭生命週期、教育、性別、職業、文化、

階級、價值觀等。 

2.居住地：都市或鄉鎮，本地或外來，社區或縣市或各大區域等。 

3.旅遊型態、裝備：初來或重遊者，露營帳篷或住山莊，休閒型或教育

型或運動型等。 

4.旅遊偏好：有些遊客喜歡冒險刺激如急流泛舟、高空彈跳，有些遊客

則喜歡悠悠閒閒如搭乘牛車旅遊，回味過去。另外，遊客特殊偏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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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化體驗、攝影、野生植物觀賞、賞鳥、賞鯨、賞雪、潛水等偏好

以及對遊樂區價格、品質或特色之偏好等也是影響旅遊發展重要因素。 

5.遊客心理需求：遊客是否僅獲得基本的需求即滿足，或追求更舒適程

度的慾望以及更高之旅遊需求才能滿足遊客心理的目標需要。慾望是

由社會所創造的，需求則是針對特定產品的慾望有能力購買時產生的。 

6.旅遊目的、方式與遊憩行為等。 

在所有區隔市場中，選擇適合者並設定其為主要服務對象，稱之

為「目標對象」（Target Audience）或「目標市場」（Target Market）。
一般來說，以選擇兩個到三個之區隔市場為目標對象群，以便策略之

運籌，較為適合。若單獨選擇一個，過於集中冒險，而全部選取，又

不經濟。選擇目標對象群，通常以選擇人數較少而目前在市場上尚未

被服務或乏人注意者，較具開發潛力。若選擇族群較大，人數較多者，

看似市場較大，惟目前和未來所遇競爭者亦較多，不見得有利。一旦

決定服務之目標對象群後，遊憩經營者則必須開始針對滿足其活動需

求、個別喜好、及遊憩行為等要件設計相關行銷策略。 

(六)促銷（Promotion） 

一般產品銷售常靠推廣、宣傳等促銷手段達成目的。旅遊行銷策略

可藉良好的促銷手段將旅遊活動推展出去，達到旅遊資源有效利用。促

銷手段可採平面、立體媒體或通路系統或贈品或展示等方式進行。 

1.展覽秀-參與相關旅遊或貿易展覽秀，將地區旅遊資訊廣為宣傳，利用

展覽會的機會結識旅遊同業或相關異業，亦可藉此取得潛在性遊客，

作為擬定目標顧客對象群的參考。 

2.出版物 –製作簡介、明信片或發行旅遊月刊或季刊，介紹遊憩據點的

特色或新設備，以招引新遊客，增加舊遊客的重遊率。 

3.網路傳播-在現今講求資訊 E 時代，網路傳播快速，如能有效利用，將

對旅遊資源行銷造成豐碩的成果。 

4.廣告 –廣告是一般產品通常採用的行銷方式，好的廣告可刺激遊客意

願，不良的廣告反而造成遊客的怨氣。廣告可藉由旅遊雜誌、報紙、

電視、DM、大眾運輸工具車箱等媒介或在航空機場，捷運車站等場所

進行。 

5.抽獎–在旅遊活動中舉辦抽獎活動，例如現金或其他獎品或免費旅遊摸

彩活動等。 

6.贈送紀念物-於旅遊活動中贈送紀念物，例如禮物、書刊、書籤、襯衫、

帽子、紀念品、地方特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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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媒體–利用國內國外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公共場所電視牆等報導宣傳。 

8.贊助公益活動或公益節目-旅遊經營者贊助活動或公益節目，可提昇良

好形象，對於促銷很有幫助。 

(七)通路（Place） 

通路（Place）應用在旅遊資源行銷策略上，包含通路系統的組織與

地區交通的可及性。 

1.通路系統的組織 

運用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機構、旅遊業、農會系統、社區組織、

旅館業、餐飲業、民宿業、旅行社、遊覽車或交通工具出租業、公車

及捷運公司、地方特產業等單位作為通路據點加以行銷。非政府組織

含環保團體與學術團體，環保團體如綠色環保聯盟、溼地保護聯盟、

野鳥保護協會等，學術團體如大學院校、中小學、造園學會等。至於

與旅遊有關之地方政府機構則如旅遊局、林務局、環保局、農業局、

文化局等。 

2.地區交通的可及性 

一個地區或遊樂場所是否能讓遊客容易到達將影響遊客的意

願，旅遊據點與區域性交通便利性是促進旅遊行銷重要的策略，包含

路線系統的順暢、交通工具使用的方便性以及交通場站空間機能與設

備的完整性。經營者在作旅遊資源開發之基地位置選定時，應加以審

慎考慮。例如捷運系統淡水線的開通，造成淡水漁人碼頭與中正路老

街旅遊的興盛即為一例。 

(八)包裝（Package） 

旅遊資源行銷在包裝策略上包含形象包裝、地方特產品包裝、活動

包裝等。 

1.形象包裝-近年來，商品行銷已擴展到服務業行銷、政治人物個人行

銷、地區行銷以及國家行銷。形象包裝為這些對象極重要的行銷策略，

此策略必須與其他策略同時進行，方能達成預定目的。地區旅遊資源

行銷為地區行銷之一部分，政府或旅遊經營者應突顯本身資源特色、

環境、區位、設備內容等優點部分，而隱藏其缺點部分，以塑造優良

的口碑與形象，建立清新、另人記憶深刻的標誌。 

2.地方特產品包裝-特產品包裝應具有創意及對遊客產生極大吸引力。產

品包裝含包裝盒型式、包裝盒材質、包裝紙質感、封面構圖、封面文

字說明等，透過專業包裝設計，可使經營者獲取較高的邊際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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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包裝-藉由活動包裝可促使旅遊活動推展更為順利。地區旅遊活動

包裝包含： 

(1).解說與手冊–旅遊內容、交通方式、安全事項，以成冊方式分送遊客，

說明詳細。  

(2).指引–文化體驗、地方特產、民俗秀、旅遊據點特色的介紹。 

(3).簡介–旅遊產品或旅遊據點單頁介紹。 

(九)夥伴（Partnership） 

在經營地區旅遊資源行銷管理時，重要策略是要促使旅遊同業之間

或與異業之間形成同業合作策略聯盟或異業合作策略聯盟之夥伴關係。

由於國內旅遊經營環境面臨總體經濟成長趨緩、資源不當開發、小規模

旅遊據點林立、國外旅遊競爭衝擊、遊客目標市場過於集中以及消費者

需求多元化等因素，使得旅遊業的競爭力日漸削弱。而策略聯盟正是針

對中、小規模旅遊資源經營者用來克服產業結構失調與提昇競爭優勢的

重要工具。 

策略聯盟具有降低推銷與經營成本，創造行銷規模經濟與資源多樣

化，以及減少風險和進入市場交易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效益，策略聯

盟本身強調增強企業競爭優勢與維持競爭性平衡的策略性功能，更能發

揮合作結盟的綜效，創造聯盟成員「互利互惠」的「多贏」局面。 

選擇聯盟成員最重要之準則即為避免競爭，無情的競爭會侵蝕原本

立意良好的合作關係。由於競爭導因於對當地有限資源的競食，而成員

間利益衝突會破壞信任機制； 故認清合作的本質與謹慎選擇聯盟成員，

實為影響聯盟失靈最關鍵之因素。套裝旅遊的策劃是旅遊資源策略聯盟

最實際的作法，以往的旅遊比較喜歡採單獨據點活動，如單一遊樂區或

單一休閒農場之旅遊活動，致無法滿足遊客欲獲取多重的旅遊價值，以

致於漸漸地失去客源。現階段旅遊型態已朝向整合地區性旅遊資源，可

與同業間或異業間共同策劃一日、二日或多日之套裝旅遊，讓遊客能在

一次旅遊中獲得較多樣的心理樂趣與心得感受，當然，在策劃套裝旅遊

時，其時程安排應恰得其時，避免走馬看花，反而失去原策劃的用意。 

1.同業合作聯盟 

旅遊業與旅遊業之間或地區性小規模旅遊據點整合均可形成合

作夥伴關係，共同協定價格、互相促銷，擅用策略聯盟的概念，整合

地方特產，開辦假日旅遊地觀摩活動，定期展售地方特產優惠活動，



 

 

 
31

舉辦地方廟會節慶，並與其他休閒業者結盟，聯合規劃推動旅遊活

動。此等縝密的規劃與策略聯盟，可達到旅遊行銷的目標。 

2.異業合作聯盟 

旅遊業與不同產業或相關單位之間，亦可形成合作聯盟夥伴關

係，互相支援，互利互惠，並提昇不同產業間競爭優勢。例如與知名

或大型旅館業合作聯盟，提供地區旅遊資訊簡介、隨定房贈送旅遊地

門票、並提供交通服務免費接送旅客；同樣地，旅遊業亦可與農業單

位、餐飲業或其他單位合作，除可行銷旅遊也可促銷農特產或增進其

他產業的發展。 

以上所述行銷概念係針對旅遊資源開發時採取的策略，旅遊資源保

育也可從行銷策略面向去促成。世界自然保育方略(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對保育的定義是：保育是積極的行為，包括對自然環境的保存、

維護、永續性利用、復原及改良，觀光地區之保育是旅遊業永續發展的

基本條件，觀光遊憩發展對環境會造成正、負影響，資源保護與發展間

取得平衡的具體作法就是保育 (內政部營建署譯，1984)。為達成旅遊資

源的保育功能，可從以下行銷概念來促成。 

(一)規劃（Planning） 

1.對於未開發之資源暫停開發。 

2.對於既有老舊之旅遊設施加以改善或拆除重新施設。 

3.應大幅提高既有旅遊活動的創意與差異性之規劃，避免旅遊區因過度

開發而衰弱。 

4.內部建立一套更嚴謹的安全與品質保證制度，創造更高品質旅遊環

境，維護旅遊絕對安全，減少遊客抱怨，提高遊客的滿意度，增加遊

客回籠的忠誠度，以促使旅遊業能永續經營。 

(二)政策（Policy） 

1.由旅遊經營單位擬定長期經營政策與發展方向，以資源保育作為發展

指導原則。 

2.由政府結合學校教育機構，向學生及一般消費者強調旅遊區資源保育

的重要性，提倡具深度的地區文化與生態旅遊，轉移人為遊樂設施旅

遊資源的負荷。 

(三)產品（Product） 

1.旅遊活動之定位，應配合資源環境特色，訂定未來發展策略，減少低

成本及廣闊的消費市場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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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旅遊活動遊客區隔上，應以高品質、高價位的市場導向，朝國際化

發展，吸引外國遊客以及因應兩岸旅遊開放後的大陸遊客市場。任何

產品都有它的生命週期，當旅遊資源過度開發後勢必面臨衰退期，將

地區旅遊提昇為國際化，將可使生命週期形成第二高峰的 S 曲線，讓

企業持續發展。 

3.適時限制活動或參觀時間，控制旅遊環境的承載量。 

(四)價格（Price） 

1.提高門票價格。 

2.採用彈性票價(尖峰與非尖峰分開)。 

3.停留時間越長收費越貴。 

4.改善遊客花在排隊等候的時間和機會成本的增加。 

(五)促銷（Promotion） 

1.減少地區性促銷活動，降低地方新聞報導、廣告及其他媒體出現率。 

2.加強附近地區旅遊活動機會之促銷，減少目前遊憩區之擁擠狀況。 

3.強調國際化促銷與廣告，將地區性旅遊提昇為國際性旅遊。 

4.改善現況住宿品質，舒暢交通，規劃遊客停留時間和參觀地點。 

(六)包裝（Package） 

1.在形象包裝上，以資源及環境保育為主，讓保育觀念深入遊客心中。 

2.提昇產品包裝水準，將地區文化特色、節慶、地區農特產推向國際化， 

3.旅遊內容解說與手冊應配合國際化文字說明，並以塑造優良的口碑與

形象作為國際行銷重點。 

(七)通路（Place） 

1.加強與綠色環保聯盟、溼地保護聯盟、野鳥保護協會等環保團體及中

小學、高中、大學院校等學術團體的連結，教導遊客具有資源保育觀

念，在擁擠的旅遊環境下，仍能獲得高滿意度的旅遊體驗。  

2.加強地區性套裝旅遊的策劃，除可增加附近旅遊資源發展的機會，亦

可解決當地旅遊資源因過度開發帶來旅遊環境品質的降低。 

3.開創國際化通路系統組織的連結，與國際性旅遊組織如 WT0 等合作，

將地區旅遊行銷到國際。 

(八)遊客（People） 

在某些時刻場合，遊客量成長太快或人數過多，對遊憩經營管理單

位來說，反而不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所管轄資源環境如國家公園、自

然生態保護區等屬性非常脆弱或不易復原時，遊憩經營管理單位可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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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策略來減少市場需求、降低遊客量。為達資源永續發展，在遊客區

隔發展策略上，一方面可以採降低本地遊客量，另方面採取國際化經營

型態，提昇旅遊內容與品質，以吸引國際遊客及兩岸旅遊開放後的大陸

遊客市場。 

(九)夥伴（Partnership） 

當前各旅遊資源發展，仍是小規模經營，為達永續發展的目標，採

取策略聯盟的夥伴關係刻不容緩；策略聯盟是小規模旅遊資源經營者解

決產業結構失調、提昇競爭優勢、減少風險與進入市場交易成本的工具。

倘將目前擁擠的人潮帶動到其他旅遊資源景點，採用同業合作聯盟或異

業合作聯盟，將是帶動地區旅遊資源全面發展的方法，也是長期維持此

等景點優勢與資源保育的最佳策略。 

二、遊客滿意度相關文獻 

有關遊客滿意度研究之相關文獻說明如下。 
Anderson (1994 ) 於調查顧客滿意程度、市場佔有率及獲利率之間的關

係， 其研究結果顯示，顧客滿意度與市場佔有率短期而言是呈負相關的，其

原因為 
服務的市場區隔大，產品趨多樣化，使服務品質下降。由於市場佔有率

擴大，而滿意度獲得改善後，將可提高獲利率，因此，長期而言，顧客滿意

度、市場佔有率及獲利率是呈正相關的。 
楊文燦、鄭琦玉(1995)，在遊憩衝擊認知及其滿意度關係之研究中證實，

遊客的滿意度與重遊意願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魏弘發(1996)，在遊客選擇行為與遊憩阻礙之研究中發現，遊憩阻礙認知

因素會影響遊客總滿意度，且當遊憩阻礙認知愈大時，遊客的遊憩總滿意度

愈低。遊客對各項資源屬性(資源環境、經營管理、設施)的滿意度愈高時，其

對遊憩的總滿意度也愈高，總滿意度又會影響遊客重遊的意願。因此，滿意

度是影響遊客重遊意願的重要因素。 
徐訓新(2002)，在休閒農場顧客滿意度之研究結果顯示，當遊客對休閒農

場的滿意度愈高時，忠誠度也會較高。在顧客滿意度方面，以遊客對休閒農

場的規劃與餐飲方面之滿意度較高。 
陳勁甫、林怡安(2003)，利用線性結構關係模式建立滿意度模式，探討遊

客對服務品質、遊客滿意度及相關行為間的因果關係。結果發現遊客整體滿

意度對忠誠度具有顯著之正向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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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紹轅(1998)在森林遊樂區遊客滿意度及 SWOT 模式分析研究中，指出

經營者應致力於創造良好的遊樂環境，以滿足遊客的各項需求。藉行銷理論

及企業管理方法，以經營者主觀、專業的看法及遊客的旅遊滿意度，尋求森

林遊樂區的行銷策略。 
小結：滿意度是一般研究學者用來衡量消費者對產品品質、服務或旅遊

體驗等滿足程度的工具。從國內外學者對滿意度的定義發現，「滿意度」係取

決於消費者在旅遊前的期望和實際旅遊體驗後認知的程度。遊客由於不同的

社經背景、性別、教育程度、職業、收入等因素，對相同旅遊活動會產生多

樣的認知、態度、偏好等行為，而產生不同的旅遊體驗與知覺，並以不同方

式表現其滿意度，本文將以遊客滿意度問卷調查結果作為旅遊資源行銷策略

之參考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