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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假設與問卷設計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索顧客關係管理因素與遊客滿意度及忠誠度的關係，由

於顧客的「個人特質」及「旅遊特性」的不同，對於顧客關係管理因素、滿意度

及忠誠度亦有可能不同，因此加入「個人特質」與「旅遊特性」的變項。在個人

特質方面，包含性別、年齡、婚姻、職業、教育程度、收入及居住地等變項；在

旅遊特性方面，包含了旅遊頻率、旅遊天數、同行人數、同行對象、資訊來源、

旅遊花費、旅遊動機等。 

本研究將透過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探討遊客特性（包含個人特質及旅遊特

性）、顧客關係管理因素、顧客滿意度及忠誠度之間的關係。回顧過去文獻，在

滿意度方面，皆由遊客直接就當下的感覺給予各變項不同的滿意程度，本研究嘗

試由遊客對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之重視度，以加權於各分項滿意度之方式，獲

得顧客關係管理指標，並與原有之滿意度分別與顧客忠誠度進行分析，以探討透

過加權所獲得之顧客關係管理指標，與忠誠度之間是否有更高度的相關。研究架

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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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本研究將探討「遊客特性與顧客關係管理因素之關係」、

「遊客特性與滿意度之關係」、「遊客特性與忠誠度之關係」及「滿意度、顧客關

係管理指標與忠誠度之關係」，並歸納五項假設： 

假設一：遊客特性不同，其所重視之顧客關係管理因素會有所不同。 

假設二：遊客特性不同，會造成顧客滿意度的不同。 

假設三：遊客特性不同，會造成顧客忠誠度的不同。 

假設四：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呈正相關。 

假設五：顧客關係管理指標與顧客忠誠度呈正相關。 

三、  問卷設計 

根據前章文獻探討結果，在研究架構圖之基礎下，將各項研究變項組合納入

問卷設計。首先瞭解遊客於選擇休閒農場時，對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之重視程

度，再瞭解遊客於實際體驗完農場活動後，對於各分項滿意度及整體滿意度為

何，再藉由忠誠度的選項瞭解遊客之顧客忠誠度。因問卷設計結果係自遊客對顧

客關係管理因素的不同重視度之平均數加權於各分項滿意度，以計算出本研究所

需探討之顧客關係管理指標
7，故此兩部分之變項完全相同，並以參考 Juran 所區

分的五個層面設計問卷項目。忠誠度部分則參考 Kristensen 所指的四個忠誠度指

標設計問卷內容。問卷亦藉由遊客特性這部分之變項瞭解不同遊客特性對農場之

顧客關係管理因素是否有差異，以及對農場之滿意度、忠誠度產生何種影響。藉

由問卷所設計之各項變項來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各項假說是否成立。 

(一) 問卷設計原則 

邱皓政（2007）指出，問卷編製有幾點必須注意事項，第一，題目不宜過

長，以精簡、易於閱讀為原則。因為量表長度較長，題目的長度字數越多，對於

填答者的負擔越重。本研究施測量表於個人基本資料部分，所欲詢問之項目為性

別及年齡等社經背景，故題目非常簡短，皆為 2至 4個字數。另在顧客忠誠度部

分，因題意關係有 2 個題目超過 20 個字數外，其餘各部分題目長度皆控制在 8

至 17 個字數內，方便填答者閱讀勾選。 

第二，題目必須適合調查對象的閱讀與理解能力，否則填答者可能無法以其

個人的狀況，或依循研究者預設的方向來回答。本研究主要在研究遊客對休閒農

場的顧客關係管理因素重視度及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高低。顧及一般遊客可能無法

瞭解顧客關係管理因素之定義為何，而造成填答方面的困難，因此在問卷設計

時，於顧客關係管理因素之選項前加上「在選擇要到某個休閒農場旅遊時，我覺

得…」字樣，可清楚使遊客理解此部分是請其勾選旅遊之前，對於本研究所列出

之 23 項休閒農場所具備的條件覺得重不重要。而在顧客滿意度及忠誠度部分，

                                                 
7 參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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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於表頭加上「旅遊體驗完本農場後，我對於…」及「對於本農場，我覺得…」

字樣方便遊客理解。問卷中每項題目皆以最淺顯易懂之文字，來形容本研究所欲

瞭解之目的，避免因文字艱澀而導致填答者之誤解，影響問卷調查結果。 

(二) 問卷內容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顧客關係管理因素，第二部

分為顧客滿意度，第三部分為顧客忠誠度，第四部分為旅遊特性，第五部分為個

人基本資料。前三個量表施測方式採用李克特(Likert-type)五等級量表8，分別以

「非常重要/滿意/同意」、「重要/滿意/同意」、「普通」、「不重要/滿意/同意」及

「非常不重要/滿意/同意」五個等級，請遊客對每個變項依據個人意見或心中實

際的感受勾選，並依程度分別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及 1 分。所獲得的分

數高低，代表遊客對該變項的重視/滿意/同意程度高低。此三部分皆係「等距尺

度」(Interval Scale)9資料。茲分述如下： 

1、顧客關係管理因素 

此部分主要在瞭解遊客於選擇休閒農場旅遊之時，會重視農場內的何種顧客

關係管理因素，各變項因素如農場內的自然景觀、軟硬體設施、提供的服務及農

場的特色等等，在遊客心中佔有不同程度的重要，是否將影響遊客選擇至某休閒

農場旅遊的意願。問卷之各項變項參考 Juran 所區分的五個層面設計如表 3-1-1： 

表 3-1-1 顧客關係管理因素變項表 

Juran 五層面 變項 內容 

內部品質 1. 農場內有優美的自然景觀 

內部品質 2. 農場內有充足的森林步道 

軟體品質 3. 農場內的環境整潔舒適衛生 

內部品質 4. 農場內有豐富的自然生態 

硬體品質 5. 農場內的整體建築造型設計 

內部品質 6. 農場的遊玩路徑設計與空間規劃 

硬體品質 7. 農場內的休憩設施與戶外休憩空間 

硬體品質 8. 農場內的親子活動服務設施 

內部品質 9. 農場設施的安全性 

心理品質 10. 農場內供應豐富美味的餐點飲料 

內部品質 11. 農場內的教育功能(如博物館、生態館) 

軟體品質 12. 農場內提供多樣化的農業體驗活動 

內部品質 13. 農場具有地方文化特色 

心理品質 14. 農場內提供的解說導覽服務 

                                                 
8 Likert-type 是廣泛應用在社會與行為科學研究的一種測量格式，適合於態度測量或意見的評

估。典型的 Likert-type 量表由一組測量某一個相同特質或現象的題目所組成，每一個題目均有

相同的重要性。每一個單一的題目，包含了一個陳述句與一套量尺。量尺由一組連續數字所組成，

每一個數字代表一定的程度，用以反應受測者對於該陳述句同意、贊成或不同意、反對的程度。

(邱皓政，2007) 
9等距尺度的測量，係針對被觀察者的某一現象或特質，依某特定的標準化單位，測定程度上的

特性。等距尺度測量得到的數值，除了具有分類、順序意義外，數值大小反映了兩個被觀察者的

差距或相對距離。(邱皓政，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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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an 五層面 變項 內容 

硬體品質 15. 農場提供的住宿設施 

心理品質 16. 農場內服務人員的服務態度 

即時反應 17. 農場內服務人員解決問題的效率與能力 

軟體品質 18. 農場內的農特產販賣區購物環境 

軟體品質 19. 農場內的消費價格合理性 

硬體品質 20. 農場內的停車空間 

硬體品質 21. 前往農場交通的便利性 

軟體品質 22. 農場舉辦定期或不定期促銷活動 

即時反應 23. 農場網站提供的訊息與網頁資訊 

2、顧客滿意度 

本研究研究目的之一為建立評估顧客關係管理之指標，此部分主要在瞭解遊

客於實際體驗過施測休閒農場之活動及設施後，對該次參與農場體驗所感受到之

各項顧客關係管理因素之正面或負面的評價，故此部分之各項變項與表 3-3-1 顧

客關係管理因素之變項完全相同，但增加「您對本農場的整體滿意度」變項以暸

解遊客的整體滿意度。 

3、顧客忠誠度 

為瞭解遊客於體驗完農場的活動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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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不同忠誠度，參考 Kristensen 所指的四個忠誠度指標

設計此部分問卷變項如表 3-1-2： 

林豐瑞（2004）認為休閒農場可應用「聯合推廣」(策略性推廣)的規劃方

式，結合遊客消費休閒遊憩活動中有關的垂直或水平中間通路商(如運輸業、餐

飲業、住宿業、旅遊業等)進行策略性推廣或合作之活動。也可結合其他非休閒

遊憩產業（如農業產銷班、合作農場、廣告業者、電視購物、節目製作或網際網

路業者）來達成銷售成長及獲利目標，本研究以「如果農場與其他同業或異業結

盟，會提高我重遊本農場的意願」之變項來探討此論點之可行性。 

表 3-1-2 顧客忠誠度變項表 

Kristensen 四忠誠度

指標 
變項 內容 

向人推薦品牌意願 1. 我願意主動向其他人分享在本農場美好的體驗 

再購意願 2. 本農場值得再次旅遊 

向人推薦品牌意願 3. 我願意向其他人推薦本農場 

再購意願 4. 我願意再度重遊本農場 

交叉購買 5. 如果農場有販售優惠卷，我會願意購買 

再購意願 6. 我願意留下聯絡資料供農場寄送各項資訊 

價格容忍度 7. 農場寄給我優惠促銷訊息，我很樂意再度造訪 

價格容忍度 8. 如果其他農場有更優惠價格，我仍會選擇造訪本農場 

交叉購買 9. 如果農場與其他同業或異業結盟，會提高我重遊本農場的意願

4、旅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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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為受訪遊客的旅遊經驗，包括：旅遊頻率、停留時間、旅遊次數、同

行人數、伴遊者性質、資訊來源、旅遊花費、旅遊動機等。各變項為「名義尺度」

(Nominal Scale)10資料。 

藉由探討遊客旅遊特性之不同，對於顧客關係管理因素之重視度及顧客滿意

度、忠誠度是否也會隨著改變，設計此部分變項如表 3-1-3。 

表 3-1-3 旅遊特性變項表 

5、個人基本資料 

表 3-1-4 個人基本資料變項表 

變項 題目 內容 

1. 性別 (1)男 (2)女 

2. 年齡 
(1)18 歲(含)以下(2)19 歲-25 歲  (3)26 歲-35 歲   

(4)36 歲- 45 歲 (5)46 歲-55 歲   (6)56 歲-65 歲  (7)66 歲以上

3. 婚姻 
(1) 未 婚  (2) 已 婚 無 小 孩  (3) 已 婚 有 6 歲 以 下 小 孩 

(4)已婚有 7-18 歲小孩  (5)已婚有 19 歲以上小孩 (6)其他 

4. 職業 

(1)學生(2)家庭主婦 (3)軍公教人員(4)科技產業(5)專業人員

(律師、教授等) (6)上班族(7)服務業   (8)工人 (9)商人 (10)

農林漁牧(11)退休人員(12)自由業 (13)其他 (_____________) 

5. 教育程度 (1)高中職(含)以下 (2)大學(專) (3)研究所以上 

6. 每月所得 

(1)無經常性所得  (2)20000 元以下  (3)20001-40000 元 

(4)40001-60000 元 (5)60001-80000 元 (6)80001-100000 元 

(7)100001 元以上 

7. 居住地 (1)北部(2)中部(3)南部(4)東部(5)其他（     ） 

                                                 
10 名義尺度的測量，係針對被觀察者的某一現象或特質，評估所屬類型種類，並賦予一個特定的

數值。以名義尺度測量得到的名義變項中，每一種類別以一個數字來代表，變項的數值僅代表不

同的類別，而沒有任何強度、順序、大小等數學上意義，是一種具有分類功能的測量工具。(邱

皓政，2007) 

變項 題目 內容 

1. 
請問您平均多久來農場
旅遊 

(1)一星期二次以上 (2)一星期一次  (3)一個月一次  
(4)三個月一次     (5)半年以上一次   (6)一年以上一次

2. 
您平均在農場內旅遊多
久時間 

(1)半日遊(四小時以內)  (2)一日遊 (3)兩天一夜  
(4)三天兩夜(含)以上 

3. 
這次是您第幾次到本農
場 

(1)第一次  (2)第二次 (3)第三次 (4)第四次   
(5)第五次(含)以上 

4. 
請問您此次旅遊的同行
人數為何：(包含你自己) 

(1)一人  (2)二人  (3)三人   
(4)四人  (5)五人(含)以上 

5. 請問您此次同行的對象 
(1)自己 (2)情侶 (3)同學  (4)朋友 (5)客戶 (6)同事 
(7)家人親戚 

6. 
請問您如何得知本農場
之旅遊資訊（可複選） 

(1)親友推薦 (2)同事告知 (3)網路資訊 (4)報章雜誌  
(5) 廣 告 傳 單 (6) 電 視 廣 播 (7) 旅 遊 展 覽 (8) 旅 行 社  
(9)自行經過 (10)過去經驗(11)其他 

7. 請問您此次旅遊花費 
(1)500 元 以 下  (2)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2001-3000 元   (5)3001-4000 元  (6)4001-5000 元 
(7)5001-6000 元 (8)6001-7000 元   (9)7001 元以上 

8. 
請問您來農場旅遊的動
機（可複選） 

（1）為增進人際關係  （2）解除壓力恢復身心健康 
（3）拓展知識與學習   （4）培養親子關係 
（5）豐富自己旅遊經驗   （6）體驗農場生活 
（7）遠離都市享受田園美景 （8）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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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係遊客之個人資料包括：性別、年齡、婚姻狀況、職業、教育程度、

每月所得、居住地區等基本背景。各變項為「名義尺度」(Nominal Scale)資料。 

藉由分析個人基本資料，探討遊客是否會因為社經背景屬性的不同，對顧客

關係管理因素之重視度及顧客滿意度、忠誠度也會隨著改變，設計此部分變項如

表 3-1-4。 

(三) 問卷試調 

林師模、陳苑欽（2004）指出，問卷設計過程中，需考量問卷的明確性、

可讀性及效度、信度等問題，因此在執行正式調查之前，應該先抽取少量樣本進

行試調，瞭解受訪者感受、填答時間長短並檢測語意認知差距後，進行最後的修

正與定稿。 

本研究於 2007 年底，曾至香格里拉休閒農場對該農場遊客展開問卷試調，

於農場中隨機選擇遊客，對有意願回答者，親自說明問卷調查之目的，並解說問

卷調查內容之項目，請遊客就每個項目勾選心目中認為最合適的答案。由於每份

問卷皆全程由研究者親自解說供遊客勾選，問卷回收效果良好，故共發出問卷

25 份，回收 25 份，其中並無漏填之選項，亦無廢卷之情形產生。 

(四) 問卷效度(Validity) 

透過試調結果所初擬的問卷，進一步檢驗研究是否具備「效度」，並進行研

究設計的修正。所謂效度即測量的正確性，指使用的測量工具能否確實能夠測得

研究者所欲測量的構念之程度。測量的效度愈高，表示測量的結果愈能顯現其所

欲測量內容的真正特徵。效度的評估牽涉廣泛，從理論的界定到實施的方式均有

很大的變異，同時易受到干擾因素的影響，舉證不易，因此效度高低的評估，並

無一致共識作法，而由研究者個別性論述與舉證來支持（邱皓政，2007）。以下

從內容效度及專家效度二方面來評估本研究測量工具（問卷）之效度。 

1、內容效度建構 

內容效度指測量工具的內容是否反映出切合研究主題及能夠涵蓋足夠層面

的程度，亦即強調測量內容的廣度、涵蓋度與豐富性，係一群評定者主觀上對於

測量工具外觀上有效程度的評估，以確保受訪者作答時的有效性（邱皓政，

2007）。本研究擬定之調查問卷項目係根據文獻回顧資料及研究理論架構，蒐集

所有相關類似的問題與變項編寫而成，內容具有代表性及取樣適切性，故具有「內

容效度」。 

2、專家效度建構 

本研究係在探討顧客關係管理應用於休閒農場經營上的影響，欲瞭解遊客對

於農場所具備的條件之重視度為何。因農場的經營者可謂是主導整個農場發展之

源頭，其經營理念與方法將影響到農場的盈虧與欲營造的方向，故問卷初擬之

後，與農場人員進行訪談，瞭解問卷項目的不足並進行修正，再經指導教授確認，

故具有「專家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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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抽樣設計 

一、  抽樣範圍 

本研究主要係探討顧客關係管理應用於休閒農場之經營，並以宜蘭縣之休閒

農場為研究範圍，宜蘭縣內目前已公告劃設有 12 個休閒農業區11，根據行政院農

委會休閒農業服務網122008 年 1 月 31 日更新資料顯示，宜蘭縣目前共有 53 個休

閒農場，其中取得許可登記者有 22 家，准予籌設者有 31 家，詳見表 3-2-1。 

表 3-2-1 全台取得許可登記及准予籌設休閒農場名錄-宜蘭縣 

農場名稱 
合法
情形 

農場名稱 
合法
情形

農場名稱 
合法
情形

蘭平休閒農場  
牛鬥古舍古鄉音樂休
閒農場 

◎ 鄉下休閒農場  

頭城農場  凡梨花休閒農場 ◎ 藏酒休閒農場 ◎ 

香格里拉休閒農場  噶瑪蘭休閒農場 ◎ 禾風竹露休閒農場 ◎ 

大塭休閒農場  礁溪休閒農場  大南澳北溪休閒農場  

北關休閒農場  二圍休閒農場  夢土上休閒農場  

旺樹園休閒農場  香草星空休閒農場 ◎ 山水休閒農場 ◎ 

宜蘭厝休閒農場 ◎ 月眉休閒農場  秀水谷休閒農場 ◎ 

廣興休閒農場 ◎ 冬山吉祥休閒農場  枕山庄休閒農場 ◎ 

大進休閒農場  眠腦教育休閒農場  優勝美地休閒農場 ◎ 

童話村農場 ◎ 礁溪傳奇休閒農場  千里光藥園休閒農場 ◎ 

庄腳所在休閒農場 ◎ 安農溪休閒農場  茅仔寮休閒農場  

夢想家休閒農場  天牛休閒農場 ◎ 黎園休閒農場  

勝洋休閒農場 ◎ 
紫雲雨林生態教育休
閒農場 

 蘭城花事休閒農場  

南澳休閒農場 ◎ 蘭陽蟹園休閒農場  冬山河畔休閒農場  

碧涵軒休閒農場  三富休閒農場  愛心樹休閒農場  

正統休閒農場 ◎ 祥居雅舍休閒農場 ◎ 掌上明珠休閒農場 ◎ 

英仕休閒農場  
冬山河橋三堵水生植
物生態休閒農場 

 自然休閒農場  

圳頭農場 ◎ 
尊宇休閒農業有限公
司休閒農場 

   

◎：代表取得許可登記 ; 未標記者代表 : 准予籌設 

資料來源：整理自休閒農業服務網（2008） 

                                                 
11 參註 2。 
12休閒農業服務網（網址：www.ezgo.coa.gov.tw）-【全台取得許可登記及准予籌設休閒農場名錄】

-全台休閒農場有 1100 多家，目前真正通過申請，經由農委會准予籌設的有 351 家，其中有 144

家已通過正式評鑑，成功取得許可登記證（2008 年 1 月 31 日更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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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抽樣原則： 

本研究由台灣休閒農業學會評鑑優良之休閒農場及 Google 網站搜尋之符合

筆數，選出最具代表性之農場為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實測農場，詳見以下說明： 

(一)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13所評鑑之優良休閒農場 

很多民眾在資訊不足的情況下，會選擇服務品質低劣的休閒農場，影響其對

整個休閒農業的印象，而降低遊客的重遊率。台灣休閒農業學會受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委託，針對休閒農場品質認證作業進行規範，樹立休閒農場經營模範，以提

升休閒農場的服務品質。以休閒農場的服務及體驗活動、餐飲、住宿等三項主要

業務，作為評量的標的，聘請專業委員進行評鑑，選拔優良休閒農場加以推薦表

揚，以資激勵，並作為同業學習的範樣，及遊客選擇遊憩地點的參考。評選結果

分優等、良等與未入等，根據台灣休閒農業學會公佈的 2004 及 2005 年度優良休

閒農場評選結果，列入優等的宜蘭縣休閒農場有北關、頭城、香格里拉及庄腳所

在等 4家休閒農場。 

(二) Google 搜尋網站之網頁資訊 

從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開始至今，全球網路主機數正迅速地

成長。根據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http://www.twnic.net）在 2008 年 2 月 20

日所針對 2007 年「台灣寬頻網路使用調查」報告中指出，截至 2008 年 1 月 31

日為止，台灣地區上網人口已突破一千五百萬，上網比率達 68.51%，其中寬頻

網路使用人數已達 1254 萬人，約佔總人口數 63.37%。14受訪者年齡在 12 歲以上，

35 歲以下者，上網比率皆高於 90%，個人上網目的主要以搜尋資訊(57.48%)、瀏

覽資訊與網頁(46.76%)為多數。15在寬頻的普及與網路速率、頻寬的提升下，消

費者不僅使用網路時間增長，生活網路化程度亦逐日提升。網路具有的互動溝

通、資料傳遞交換以及休閒娛樂的特性已明顯影響網路使用者的生活型態，促使

網路成為日常生活中重大的資訊來源。另外，網路應用及需求的日增，促使網路

服務業者、個人或提供者更願意將資料或資訊存放於網路上，以供他人查詢、下

載或分享。 

                                                 
13台灣休閒農業學會-成立於 2003 年 10 月，其設立宗旨在於配合社會環境需要，結合產、官、學

各界之專業與經驗，從事休閒農業之研究與諮詢服務，增進休閒農業理論與實務相關研究，協助

會員從事休閒農業經營管理之相關知識、技術及能力，以提升休閒農業經營、管理及消費品質，

而促進休閒農業之永續發展。 
14 台灣地區 12 歲以上民眾其上網比例依年齡別來看，以「16-20 歲」最高，佔 96.95％（165 萬人）；

其次為「12-15 歲」，約佔 94.86％（121 萬人）；再其次為「21-25 歲」，約佔 94.65％（166 萬人）；

「26-35 歲」，約佔 90.79％；「36-45 歲」，約佔 74.62％；其中，「46-55 歲」之上網比例較低，

約為 57.91％（175 萬人）；而「56 歲以上」之上網比例最低，佔 17.89%（65 萬人）。 
15在個人上網部份，最常使用之功能依序是「搜尋資訊」(57.48%)、「瀏覽資訊、網頁」 (46.76%)、

「收發電子郵件」 (26.96%)、「網路遊戲」(20.80%)、「聊天交友」（17.41%）、「看新聞氣象」

（11.76%）以及「網路購物」 (9.49%)等等。 



休閒農場之顧客關係管理指標、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關聯性研究-以宜蘭縣為例 

 27

遊客於選擇休閒農場旅遊時，為獲取未知的農場資訊，可透過網路尋找欲

得到的訊息，但期望在如此浩翰的資訊汪洋中擷取想要搜尋的資料，必須藉助搜

尋引擎(search engine)的幫助，以減少漫遊網路尋找資料的時間。16本研究於2008

年2月12日將全台取得許可登記及准予籌設休閒農場名錄中，選取宜蘭縣之休閒

農場，利用Google搜尋引擎網站中的進階搜尋查詢功能，搜尋符合17的筆數。18為

增加網頁查詢的正確性，以「包含全部的字詞」加「包含完整的字句」，所得到

的搜尋結果，各休閒農場符合筆數如表3-2-2。筆數愈多者，代表網路上該農場

之資訊愈多，愈容易被遊客搜尋到。遊客藉由瀏覽相關網頁，得知該農場之各項

訊息，而可能決定至該農場旅遊。若將農場符合筆數由多至少排列，分別為頭城

農場、香格里拉休閒農場、童話村農場及北關休閒農場，其他搜尋符合筆數皆小

於5000筆。 

表 3-2-2  Google 網頁搜尋休閒農場符合筆數表         單位：符合筆數 

農場名稱 
搜尋 
結果 

農場名稱 
搜尋
結果

農場名稱 
搜尋
結果

蘭平休閒農場 10 
牛鬥古舍古鄉音樂
休閒農場 

85 鄉下休閒農場 4

頭城農場 35200 凡梨花休閒農場 1550 藏酒休閒農場 10
香格里拉休閒農場 18100 噶瑪蘭休閒農場 454 禾風竹露休閒農場 5
大塭休閒農場 270 礁溪休閒農場 562 大南澳北溪休閒農場 3

北關休閒農場 5750 二圍休閒農場 5 夢土上休閒農場 4
旺樹園休閒農場 593 香草星空休閒農場 5 山水休閒農場 411
宜蘭厝休閒農場 64 月眉休閒農場 5 秀水谷休閒農場 4

廣興休閒農場 208 冬山吉祥休閒農場 5 枕山庄休閒農場 272
大進休閒農場 442 眠腦教育休閒農場 600 優勝美地休閒農場 5
童話村農場 9170 礁溪傳奇休閒農場 5 千里光藥園休閒農場 3

庄腳所在休閒農場 1100 安農溪休閒農場 5 茅仔寮休閒農場 7
夢想家休閒農場 467 天牛休閒農場 5 黎園休閒農場 3

勝洋休閒農場 3520 
紫雲雨林生態教育
休閒農場 

6 蘭城花事休閒農場 2

南澳休閒農場 206 蘭陽蟹園休閒農場 5 冬山河畔休閒農場 7
碧涵軒休閒農場 6 三富休閒農場 298 愛心樹休閒農場 1
正統休閒農場 211 祥居雅舍休閒農場 40 掌上明珠休閒農場 7

英仕休閒農場 4 
冬山河橋三堵水生
植物生態休閒農場 

2 自然休閒農場 1330

圳頭農場 10 
尊宇休閒農業有限
公司休閒農場 

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6網際網路的便利與全球資訊網的盛行，帶動各式各樣網頁的急速成長。根據美國 Netcraft 公司

2003 年 5 月的網站伺服器調查報告中指出，截至 2003 年 4 月底為止，全球資訊網已經累積

有超過四千萬個網站，而且這些網站與網頁還在持續不斷的激增中（張瑞益、吳郁瑩、何建明，

2003）。 
17符合係代表該網頁中載有搜尋農場完整字詞與字句的資訊。 
18本研究原於 2008 年 2 月 4 日以一般搜尋方式，即直接於查詢位置鍵入農場名稱，得到排名結果

由多至少為自然休閒農場、頭城休閒農場、大進休閒農場、三富休閒農場、天牛休閒農場等，與

一般大眾所熟知之農場名稱差距甚遠，經檢視，發現此搜尋方式過於發散，於是修正搜尋方式如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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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研究以台灣休閒農業學會所評鑑之宜蘭縣優良休閒農場中獲得評鑑為

優等之農場，輔以 Google 搜尋網站之網頁資訊中搜尋符合筆數較多之農

場，選擇兩者皆有之北關休閒農場、頭城休閒農場及香格里拉休閒農場為

本研究之抽樣範圍。19以前章休閒農場分類之文獻回顧可歸納為分屬生態

保育體驗型、農業多元體驗型及民宿度假型之不同種類休閒農場。 

三、  抽樣對象 

本研究旨在瞭解遊客所重視的顧客關係管理因素與體驗後的滿意度及忠誠

度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以至北關農場、頭城農場及香格里拉農場旅遊的遊客

為抽樣的對象。 

四、  調查方法 

調查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透過樣本去推論母群體的特性，因此，樣本的

選擇成為調查研究的重要工作。為了確保推論的準確性，調查法的樣本必須具有

隨機化、代表性與足夠的大小（邱皓政，2007）。 

本研究於施測休閒農場，進行實際抽樣調查，並以至該休閒農場旅遊之遊客

為對象，視遊客多寡以三至十人為抽樣週期，以避免樣本過於集中，並先詢問遊

客是否願意協助本研究填寫問卷，獲其同意後，先向其解釋問卷之用意，再解說

問卷每部分之填寫方式，並以加送禮品及說明所有資料僅供學術研究參考，使其

提高填寫意願。 

五、  網路問卷 

由於網際網路的發達，如何善用網路資源協助研究的進行為一相當重要的

課題，李政忠(2004)回顧學者文獻指出，網路問卷與傳統隨機抽樣設計的調查方

法比較(如電話問卷或郵寄問卷)，其優點在於低成本、高效益、回收時間快，可

以避免面對面訪問時，對受訪者造成的威脅感。但也有其缺點，運用網路進行資

料蒐集的做法可能會有代表性不足(sample representativeness)的問題。並指出

Hewson 等學者(2003)建議，在考量抽樣程序、計算回覆率、以及避免重複作答

的考量下，採用 e-mail 網調的方式會比 web 網調好。 

許多文獻指出，網路問卷是非常普遍的一種資料蒐集方式，在整體的計量

變項平均值或變項間的相關性與紙本問卷相當類似，並無顯著的不同（Buchanan 

et al, 1999；Aluja et al, 2007；Bandilla et al, 2003；Bressani et al, 2002；Cronk et al, 

2002；Gati, I., & Saka, N., 2001；Lumsden et al, 2004；Miller et al, 2002；Sen-Chi 

et al, 2007；Miguel A V et al, 2007），因此本研究利用多元化的資料蒐集方式，以

樣本數 10%之比率於線上發送問卷，以避免代表性較不足的問題，而發送方式係

利用 e-mail 及即時通等軟體，並於 BBS 及熱門網頁上刊登問卷消息，以提供超

連結之方式供受訪者填答問卷。 

                                                 
19 依「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規範，休閒農場有農業體驗型(簡稱簡易型-不需用地變更)與農

業體驗區加遊客休憩區(簡稱綜合設施型-部分用地變更)兩類，本研究選出之抽樣農場皆屬於綜合

設施型休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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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抽樣農場簡介 

本研究選擇北關休閒農場、頭城休閒農場及香格里拉休閒農場做為抽樣農

場，為使讀者明瞭農場所具備的各項資源及設施與提供的服務，茲就三農場現況

簡介如下，並將農場經營者理念略作闡述： 

一、  北關農場20 

(一) 地理環境與自然資源 

北關休閒農場果樹林立，擁有日夜四時各具特色的海灣景色，數條來自雪山

山脈的清澈山泉及溪流，使得農場形成自然的蝶谷，蘊藏著豐富多樣、不勝枚舉

的動植物，屬於自然生態農場。 

(二) 生態保育 

北關農場是結合生態、生活、生產三生一體，屬於生態保育體驗型的休閒

農場： 

生態-農場因其獨特的地理環境及對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視，擁有種類繁多的

動植物，宛如一個自然教室。 

生產-農場內蘊藏了豐富的生命力，有依四季變化的果樹，也有動物區的土

雞、錦鯉、綠頭鴨及溪流裡的魚蝦蟹等，讓農場沈浸在生生不息的氛圍裡。 

生活-農場有觀光果園、住宿區、釣魚區、賞蝶觀螢步道、會議中心等休閒

設施，使更多人可以體驗大自然的寶藏。經營者並配合四季時令精心規劃一系列

套裝行程活動，如童玩製作、生態解說等等，可供遊客參與。 

(三) 螃蟹博物館 

農場經營者為使遊客瞭解台灣多樣的生物，於民國 88 年成立全世界最大也

是唯一一座以螃蟹為收藏主題的博物館，展示有種類眾多、千奇百怪活體螃蟹及

標本，數量多達七百多種。其成立宗旨，主要在推廣生態保育，具有教育性、學

術研究性及生態保育性。 

(四) 經營理念與策略 

李冠興場長為配合縣政府大力推行休閒農業，將原有之觀光果園，轉型為

休閒農場的經營型態，提供遊客農業體驗，並結合餐飲與住宿之服務。隨著農場

之轉型，與其他農場需有明顯的區隔，遂以打造螃蟹博物館做為農場主要的特徵

之一，除了收藏功能，更可進行教育宣導。由於螃蟹博物館的主題鮮明，不但吸

引國內遊客，更使許多國外遊客遠自千里來探訪。 

在營運方面，農場過去曾嘗試與旅行社及大型團體接洽，惟成效不彰，所以

經營者選擇將人力及金錢運用在農場品質的提升，希望以遊客的好口碑吸引更多

的遊客上門，做為其行銷方式。農場並希望以不斷推陳出新的方式，提供更好的

服務給遊客，滿足遊客。21 

                                                 
20資料來源：整理自北關農場網頁(2008，http://www. peikuan-resort.com.tw)。 
21胡碧霞，台灣休閒農業會訊第六期，2005 年 10 月：26-27。 



第三章  研究設計   

 30

二、  頭城農場22 

(一) 地理環境與農場資源 

頭城農場佔地約 100 公頃，其中約大半面積為桂竹林，亦有多條溪流貫穿其

中，構成了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及豐富的生態資源。 

(二) 農業體驗活動 

農場為服務遊客，使遊客可以體驗農場生活，設計有許多一日遊及二日遊套

裝行程，如寒冬的泡湯之旅、四月的拔桂竹、六月的賞鯨之旅、昆蟲夏令營、藏

酒幸福之旅以及農業體驗學校等豐富的行程與企劃，可以感受到農場經營者，想

讓遊客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奧妙與親身體驗不同的在地鄉土活動，屬於農業多元

體驗型農場。 

(三) 經營理念與策略 

卓陳明場長希望藉由農場提供的各項體驗活動，使農場的文化及精神被重

新喚醒與重視。農場擁有生態的復育、各項結合地方特色及特定主題的體驗活

動，並提供遊客住宿，屬綜合型的農場。 

農場的活動以體驗為主，以水稻種植體驗為例，農場闢出水稻全體驗區，

將水稻種植時期錯開，使遊客可以在同一時間看到水稻不同的生長情形。 

在行銷方面，農場會依不同的節令推出不同的活動，並結合傳播媒體，透過

廣大的宣傳力量，使更多遊客瞭解農場的特色。23 

三、  香格里拉農場24 

(一) 地理環境與自然生態資源 

香格里拉休閒農場位於中山休閒農業區，以種植茶樹及果樹為主，場內亦有

多種的生物種類與植物蔬果。農場長期對螢火蟲（火金姑）的復育工作不遺餘力，

以六年的時間與宜蘭縣政府合作進行復育計劃，生態保育成果十分豐碩。 

(二) 農業體驗活動 

宜蘭香格里拉休閒農場不定期推出種類繁多的民俗活動，也依季節規劃如茶

鄉之旅專案、一日遊專案、會議專案及閒情逸致專案等，皆包含各式農業體驗活

動及民俗活動，使遊客能體會在地風土民情與實際體驗農業生活。 

(三) 經營理念與策略 

張清來場長將農場規劃有森林遊樂區及精緻農業體驗區，為避免與鄰近的

旅遊點及其他眾多的休閒農場顧客群重疊，遂與其他農場區隔，發展為民宿度假

型的農場，並將經營目標市場鎖定在團體顧客。不但使遊客停留在農場的時間更

長，深入體驗農場的特色與美景，亦可為農場帶來較高的獲利率。25 

                                                 
22資料來源：整理自頭城農場網頁 (2008，http://www.tcfarm.com.tw) 
23台灣休閒農業會訊第六期，2004：16。 
24資料來源：整理自香格里拉農場網頁(2008，http://www.shangrilas.com.tw) 
25台灣休閒農業會訊第六期，20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