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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台灣自 2002 年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後，政府逐年放寬國外農產品的輸

入，也相對逐漸減少對我國農業的保護，台灣地區人口稠密且地形起伏甚大，

少數地勢平緩的區域大都發展成較具價值的都市或工業區，而農業發展之區域

大都地形畸零，自然難以與國外一些大區域自動化耕作之農產品競爭，因此加

入 WTO 勢必對我國農業造成極大的衝擊。有鑑於此，政府極力促使農業經營

多元化，近年來隨著國人生活水準提升，國民所得提高，配合著週休二日，生

活型態因而改變，休閒農業即成為我國農業轉型1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工作重點。 

休閒農業為現代人提供了休閒的好去處，人們可藉由農村生活、生態體驗、

鄉村旅遊…等活動親身體驗農業，也可以在有提供住宿的農莊中，體驗農家的

樸實生活，發思古之悠情；但休閒農業，仍屬於事業之一種，必須有獲利方可

生存。在農委會積極輔導下，近年來國內休閒農業發展迅速，依 2006 年舉辦之

「休閒農業經營產值調查」結果，2005 年底我國休閒農業經營家數已達 5,829

家，全年創造營收近 203 億元，我們現今身處在資訊發達的時代中，當思利用

新科技、新技術來提昇農業的產能、產量，更可經由新觀念的引進，尋找顧客、

吸引顧客，有新的顧客來，有舊的顧客回流，才會創造新的利潤，產業才得以

生存。 

休閒農業大部分的經營者為傳統農業轉型產生的原所有者代表，少部分為

回鄉創業或嚮往鄉野生活的年輕人所代表。傳統轉型者容易因缺乏對市場方向

的掌握度與行銷觀念而無法有效的針對消費者需求擬定行銷策略，年輕型的經

營者也因創業衝勁而盲目的投入自行設定的經營模式中，缺乏與顧客間的互

動，忽略顧客的需求而流失掉顧客。 

顧客關係管理(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近年來在金融銀

行業、保險業、高科技產業界等不同行業都受到相當大的矚目，各種產業為有

效利用既有顧客資源，進而從其身上獲取利益，經營者紛紛投入大量經費開發

客服系統，滿足顧客之需求。去除科技應用的外衣後，顧客關係管理的內涵乃

將顧客的資料蒐集起來，加以分析運用，建立起經營者與顧客間緊密的關係，

將顧客區分族群，視他們的需要提供有用的、即時的資訊，誘使顧客上門，進

而提昇經營者的利益。陳昭郎（1996）、鄭健雄（1998）提及，休閒農業的經營

除了要繼續保持原有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特性外，更應結合由農

業與農村資源為基礎所延伸的一種服務特性，若要靠經營休閒農業獲取利潤，

一定要吸引相當數量的遊客前往消費。如果維持傳統農業的經營模式無法創造

                                                 
1農業轉型有幾個途徑：一是精緻化，轉向有機農業；二是科技化，開發生技業；三是休閒化，

開闢休閒農園。（農委會，2007 年 11 月 8 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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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利潤，經營服務業的收入將成為新型態的獲利來源。休閒農業最大的特色

是結合初級產業及三級產業，將服務的特性融合於其中，而要能吸引顧客前往

消費，經營者就必須暸解顧客的需求。由此看出，顧客關係管理對休閒農業的

經營帶來相當大的影響。 

李奇樺（2003）對宜蘭縣休閒農業遊客進行的調查中指出，遊客造訪該地

的資訊來源高達 34.4%為親友介紹，而報章雜誌、旅遊書籍、電視、網路則分

別只佔 9.0%、7.5%、7.0%、6.5%，可知良好的顧客關係所能衍生的收益是其他

行銷手段所不及的，另外該調查亦指出遊客過去一年中從事休閒農業旅遊次數

五次（含）以上者，高達 20.8%，這項數據也顯示出顧客關係管理的重要性。 

Kolter, Bowen, and Makens(1999)提到顧客導向在觀光服務業的行銷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經營者於擬定行銷策略時，必須以顧客為導向，方能創造極大

利潤，Gaynor Perry(2001)指出提高客戶維持率 5%，即可增加 20%~125%的利潤。

因此對休閒農業經營者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即為顧客關係管理，農場瞭解

遊客所重視的因素為何，再由遊客對農場的滿意度及忠誠度高低，可以很直接

的反應休閒農場的無形價值，同時亦提供相當直接的改善依據。進一步來說，

分析遊客的消費行為包括消費金額、消費頻率、最近消費日期及遊客的各種意

見，可將遊客分群，針對好的顧客群進行關係的強化以保持顧客並提昇顧客消

費，對於具有價值而尚未被滿足的顧客群，找出改善的策略讓這些顧客群增加

收益。劉慧玉（2000）提及，開發一位新顧客所花費的成本是留住一位舊顧客

的五倍，如果將顧客流失率減少 5%，利潤將會有 100%的成長。根據勒伯夫博士

(Michael LeBoeuf)的分析，企業一般只能聽到 4%不滿顧客的抱怨，其餘 96%的

人選擇默默離去，91%的人日後決不會再光顧，再再顯示顧客關係管理於企業經

營的重要性。有些休閒農場因遊客源源不絕，而經營的非常成功；但也有些農

場因經營不善，而不得不提早結束營業，停止對遊客的服務。1897 年義大利經

濟學者帕列托發現 80/20 法則，即 20%的客戶，佔企業組織體 80%的獲利率，本

研究嘗試瞭解休閒農場顧客關係管理的活動，藉由分析遊客對各項顧客關係管

理因素的不同重視程度，瞭解與滿意度及忠誠度之間的關聯性，以期能夠提高

農場經營效益，達到本研究所預定的研究目的。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索休閒農場顧客關係管理因素（指標）與遊客滿意度

及忠誠度的關係，農場業者若能暸解遊客對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的不同重視

度，於建造、整修及進行行銷活動時，集中於遊客們重視的顧客關係管理因素

上，則可節省農場經營成本亦獲得遊客較高的滿意度及忠誠度，來達到顧客關

係的維持，進而使顧客價值最大化並達到經營獲利的目的。基於上述動機，本

研究之目的包含下列幾項： 

1.獲得遊客對農場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之重視度、滿意度及忠誠度。 

2.探索顧客關係管理指標、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關聯。 

3.提出針對休閒農場之實務經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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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內容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宜蘭縣長期以環保立縣為基礎，少有工業進駐，致力於綠化環境且以農業

生產為主，典型的農村生活型態及純樸的鄉村景色，加上鄰近台北都會區的優

點，非常適合發展從事休閒活動。2005 年底北宜高速公路通車後，往返台北宜

蘭僅需不到一個鐘頭的時間，方便又快速，對該縣之休閒產業更帶來利多消息，

在宜蘭縣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地區農會之全力配合輔導下，休閒農業為成為該

縣極重要的規劃項目。 

根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台灣休閒農業學會之「休閒農業場家全面性調

查計畫」（2004）中指出，宜蘭縣休閒農場家數佔全國 11.6%、密度 10.7 個（平

均鄉鎮市區的休閒農場數），是全國休閒農場比例與密度皆最高的縣市，而宜蘭

縣農會委託國立宜蘭技術學院（2002）所做的宜蘭地區休閒農業經濟效益評估

亦指出，宜蘭縣每年休閒農業總產值高達 18 億元(休閒農業產業全年營運規模

約為 45 億餘元)，平均每家農場（區）的總產值為 1,096 萬元，每公頃休閒農

業總產值為 137 萬元，擁有的觀光農園產銷班約佔台灣地區總數的 23%；由收

入面估計，宜蘭縣休閒農業國民所得之貢獻，一年約為 20 億 3248 萬元。以上

數據可看出宜蘭縣休閒農業潛力無窮，在全省休閒農業中極具代表性，故本研

究選定宜蘭地區休閒農場為研究範圍。 

二、  研究內容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遊客對顧客關係管理因素的重視度，建立顧客關係

管理指標，探討指標、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間的關聯性。藉由至休閒農場實地問

卷調查，探索遊客對農場的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的不同重視程度，分析遊客

的滿意度與忠誠度及三者之間的關聯性，以提供休閒農場業者經營策略上的參

考。研究內容如下： 

(一) 文獻回顧 

首先藉由相關文獻蒐集探討建立理論基礎，經由蒐集休閒農業、休閒農場、

顧客關係管理、滿意度與忠誠度文獻，作為研究架構及問卷設計之基礎，並據

以研擬顧客關係管理因素、滿意度及忠誠度的變項內容。 

(二) 研究架構擬定與問卷設計 

經由回顧相關文獻建立研究架構，並對休閒農場經營業者進行訪談以瞭解

農場基本軟硬體設施與經營理念，根據上述結果設計問卷內容，以達到本研究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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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遊客對顧客關係管理因素的不同重視度並建立顧客關係管理指標 

分析遊客對農場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的不同重視程度，並透過加權於滿

意度的方式，建立顧客關係管理指標。 

(四) 分析不同遊客滿意度與忠誠度之差異 

本研究探討不同屬性的遊客，其滿意度與忠誠度是否有所差異，分析遊客

不同的滿意度及忠誠度，做為農場經營改善的依據。 

(五) 分析顧客關係管理指標、滿意度與忠誠度間之關聯 

將本研究建立之顧客關係管理指標，與遊客之滿意度、忠誠度綜合探討其

中的關聯性，以達到本研究的目的。 

(六) 綜合本研究成果對休閒農場提出經營策略之建議 

預期本研究可得知遊客對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的不同重視程度，不同滿

意度與忠誠度，及三者之間的關聯性，根據研究成果對休閒農場提出經營上的

建議。 

三、  研究限制 

目前宜蘭縣內公告劃設的休閒農業區有 12 個
2，詳見表 1-2-1，受限於本研

究人力、物力有限，無法對各休閒農業區的農場全部調查，故調查的對象限制

於 12 個休閒農業區中選擇 3 個休閒農場3，就變異因素如區位、農場規模等將

盡量排除，對其遊客進行問卷調查，以達到本研究預設之研究目的。 

表 1-2-1 已公告劃設休閒農業區 

區名 公告日期 面積 

枕頭山休閒農業區 2001.02.15 公告 78 公頃 

中山休閒農業區 2001.02.15 公告 805 公頃 

玉蘭休閒農業區 2001.02.15 公告 298 公頃 

珍珠休閒農業區 2003.06.16 公告 300 公頃 

羅東溪休閒農業區 2003.06.16 公告 291 公頃 

橫山頭休閒農業區 2004.01.13 公告 300 公頃 

冬山河休閒農業區 2004.01.13 公告 300 公頃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 2004.01.13 公告 290 公頃 

新南休閒農業區 2004.11.03 公告 268 公頃 

梅花湖休閒農業區 2004.11.03 公告 284 公頃 

時潮休閒農業區 2004.11.03 公告 299 公頃 

大進休閒農業區 2006.02.20 公告 297 公頃 

資料來源：整理自農委會、宜蘭縣政府農業局（2008 年 1 月 31 日） 

                                                 
2 農委會於 97 年 5 月 16 日公告增設宜蘭縣第 13 個休閒農業區-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面積 572

公頃。 
3抽樣原則見第三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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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回顧法 

藉由蒐集回顧休閒農業、休閒農場、顧客關係管理、滿意度及忠誠度的相

關文獻以建立本研究理論基礎，並作為後續研究方向及後續問卷設計之參考，

也由文獻回顧的過程中建立本文的架構。 

(二) 問卷調查法 

欲探討遊客對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的不同重視程度，與遊客的滿意度及

忠誠度，本研究經由對休閒農場經營業者進行訪談以暸解農場基本軟硬體設

施，再依研究目的、理論基礎及訪談結果進行問卷設計，在確定問卷設計與研

究目的相印證後，進行問卷的施測，取得顧客對休閒農場的各項顧客關係管理

因素重視程度、滿意度、忠誠度等各種意見。 

(三) 統計分析法 

本研究以 SPSS12.0 統計軟體分析問卷蒐集之資料，分析方法有敘述性統計

及推論性統計，其中推論性統計包含信度分析、因素分析、卡方檢定、單因子

變異數分析及皮爾森(Pearson)相關分析等，藉由各式不同的分析方法探討遊客

特性及顧客關係管理指標、滿意度與忠誠度間的關聯性。 

二、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圖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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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