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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勝賢*  侯文祥** 

 

摘  要 

基地規劃欲達到最佳的土地使用模式，預先對基地的資料收集是重要且必
要的工作，如何建構完整的基地計畫將是規劃工作成功的關鍵。基於目前台北
市民農園土地規劃與消費者基本資料的缺乏，及研究者對市民農園經營的關
心，成為引起本研究之重要動機。 

本研究採用觀察研究法、調查研究法、相關研究法三種方法，進行過程中
資料的蒐集、分析與處理。經過上述過程，本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在顯著性分析方面，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與同時「知道」、「去過」市民農園
具顯著性之因素，包括「職業」、「教育程度」、「年齡」、「休假日花在休閒活動時間」、
「現住所」等五項因素；在問卷內容中休閒活動傾向部份之「實際參與休閒活動類
型」選項與「知道」、「去過」市民農園關聯分析結果，亦呈現顯著性；同時「個人
收入」與「休閒活動可接受花費」也呈現顯著。 

在次數分配傾向度方面，消費者「可接受之消費意願」以「1000 元以下」最多；
「造訪次數」以「偶爾不定時」為首；「同行人數」以「3-4」人為主要；前往之「交
通工具」以「汽車」為多數；「同行夥伴」以「家人」最多；至於「無法參與因素」
以家人時間無法配合為主因；「休閒的目的」以舒展身心為主要目的。在實際參與
的休閒項目方面，以戶外休閒活動為主；最希望參與的休閒類型以郊外踏青、採果
採花、長途旅遊為趨向。對於休閒活動場所與設施，最受在意者為使用空間擁擠，
最讓使用者安心者為場所安全。 

本研究根據調查結果歸納出顯著性變項因素及統計次數分配百分比兩種資
料，供市民農園在消費者個人因素、經營屬性、設施管理等方面具體建議，提供未
來規劃與經營上可參考之資料。  

 

 

關鍵字：個人活動傾向、市民農園、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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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許多關心市民休閒活動事業經營、土地使用之相關研究中，以休閒農業為主
題者廣為討論，然而針對市民農園深入探討者卻不多，尤其是消費族群基本資料的建構
與休閒活動喜好、傾向關聯顯著方面更為缺乏。就研究者長期觀察休閒市民農園當前經
營的問題，分述如下：（1）可提供規劃時基本資料不足；（2）經營者面對市場趨勢、經
營類型缺乏信心；（3）未來經營的方向與消費需求模糊等問題。因此，本研究以為市民
農園消費者基本資料的建構非常重要，其中包括：消費著個人屬性及平日休閒活動傾
向。本研究探討有三個重要課題：（1）現代居民的戶外休閒行為傾向是什麼？（2）影
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為何？（3）提供「市民農園」新的經營方向為何？透過這些問題
引起本研究繼續發展。 

蔡宏進（1989）針對發展休閒農業的重要性提出說明，指出由於都市人口增多，對
於戶外旅遊及其它活動感到格外可貴並有趣；經濟發展，所得增高，乃有餘力從事旅遊
與休閒消費；生產效率提高，閒暇時間也增多，故於工作之餘有較多的時間從事休閒旅
遊活動；交通設施與工具便捷，到各地旅遊的可及性大為提升。使得農村休閒遊憩事業
更加蓬勃的發展，國民對於農村休閒旅遊需求的增加。凡此種種在說明「市民農園」的
經營與發展，值得本研究關心與探就。 

另外之，學者 Marcin 與 Lime（1977）認為若是掌握詳盡的人們參與休閒的基本資
料，有助於瞭解參與休閒活動背景，同時可做為預測未來休閒型態的參考。其中影響個
人休閒行為的因素，除一般因素如個人屬性，如年齡、教育、職業、所得外，區位條件、
經濟限制，文化團體等均會影響其休閒活動參與行為。 

再者，目前規劃領域中，關於市民農園之基本資料建構不足。因此，本研究就影響
個人休閒行為因素、及居民戶外休閒行為傾向與市民農園之關聯顯著性進行探討，提供
建立市民農園基本資料參考重要資訊。 

 

貳、文獻回顧 

現代人生活壓力指數上升，休閒可以紓解身心，社會環境與價值變遷造成更大壓力
是不爭的事實。所謂壓力，簡單的說當生活中有事件或改變發生，人們為因應這些事件，
感覺心理產生壓力。為了評估生活事件帶來多大的壓力，科學家提出一大列的生活事
件，並賦予每個事件一個數值，以代表所產生的壓力值。根據 Holmes 與 Rahe（1994）
「社會再適應評估量表」指出生活事件排序前五名為配偶死亡、離婚、親人死亡、分居、
身體疾病等，造成生活壓力指數前幾項的因素，易引起緊張、食慾差、體力差、強迫行
為等，導致於台灣精神疾病焦慮、憂鬱、失眠、身心症疾病等「精神官能症」，比起二
十年前，盛行率增加六倍。由於身心壓力倍增的結果，休閒議題廣被重視。 

近幾年社會大眾對時間的觀念有所改變，彈性的工作制度已開始，夜間工作者、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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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工作(part-time work)與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商店愈來愈多，由於這種時間觀念的轉換，
很多人願意少賺一點錢，而把部分時間花在追求嗜好、運動、宗教、藝術或遊憩上，所
以休閒已形成一個新的社會課題。 

一、休閒活動的功能 

休閒活動為人類基本的生活需求之一。由於其起源及發生的過程都有許多不同的學
說加以註腳。各種學說的觀點及精義卻都無法概括休閒活動的起源及對人類、社會的功
能。以下即綜合歸納各項研究報告加以敘述。可分為下列五方面： 

(一) 個人方面 

由於工業時代的來臨使得人類的休閒時間與日俱增。但在所謂『速食主義』的
現代社會現象裡，人類的生活步調急促，加上都市非人性空間的存在等因素，無形
中使人與人的關係距離愈來愈疏遠，且日常生活中充斥著緊張、競爭壓力及恐懼不
安的情境。以上種種狀況可藉由休閒活動來鬆弛身心、疏解壓力情緒，更可藉由參
加團體性、社區性的休閒活動來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及陌生感，以維持並增進良
好的社群互動關係。因此，休閒在個人分面之功能： 

1. 促進身體健康：可以恢復精神體力，對健康有實質幫助。 
2. 促進心理健康：放鬆身心，提昇心靈平靜。 
3. 增進社交能力：增進人際關係。 
4. 獲得知識：增加知識及增進工作能力。 
5. 自我肯定：擴展生活領域，實現自我。 

(二) 對家庭的價值 

在現代社會所充斥的功利主義、工作競爭壓力、升學主義等負面之社會價值觀的影
響下，使得家庭成員的團聚時間少之又少。而家庭中親子關係的不協調亦會造成不少社
會的負擔。所以家人的共同參與休閒活動，不僅能增進親子間的親密關係也可藉此教育
下一代，並灌輸其正確的觀念，增進親子關係的互動，消除疏離感。 

(三) 對社會的價值 

人必須依附社會而生存，且個人的行為也直接影響社會的發展，休閒活動亦
然，將帶給社會正面的影響。例如現行的職業棒球及職業籃球等活動皆提供各階層
一良好場所以從事休閒活動。良好的休閒活動不僅帶動社會文化氣息亦可提供工作
機會，而從另一方面亦可間接增加政府在經濟方面的收支與成長。透過休閒活動落
實社會福利、提昇文化，使人們之心理及認知層面瞭解人生之真諦與生活之意義，
具有體驗之價值。 

(四)對經濟發展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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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活動乃與經濟性之勞動相對待，凡與謀生無直接關係之活動皆屬之；易言之，
人類在工作和睡眠之餘從事各種非經濟之娛樂活動，總稱休閒活動。Veblen（1899）的
有閒階級論提出：有一些富裕的人，幾乎不須工作一年從頭到尾都有機會從事休閒活
動。然而以資本觀之社會角度而言，休閒不只在消除疲勞、恢復體能及精神與物質上的
滿足外，還具有社會地位的表徵。許多休閒活動同時都是消費同時都是消費活動，因此
休閒活動可足進社會經濟。 

(五)休閒表徵身份、地位、聲望，具有象徵之價值。 

二、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 

根據都市活動系統分析的目的，在了解都市內各種活動的變遷趨勢，並藉此項
預測外來的各種活動的值與量，以作為土地使用規劃與設計的依據。都市活動系統
分析一般稱之為「市場分析」。活動系統分析的兩項主要工作：(1)觀測、解釋目前都
市活動系統和空間品質的現象。(2)預測家庭（或個人、團體機構）選擇各種活動類型的
機率與數量、以及各種活動所需之空間品質。 

1. 在影響活動的因素方面： 
(1)個人與家庭方面：包括個人屬性變項、社會價值的改變、生活型態的改變等。 
(2)在團體機構方面：包括科技、通訊的改變等。 

2. 在描述活動系統個人與家庭的重要變數包括： 
(1)活動系統的使用者：居住人數、日間活動人數、旅次數等。 
(2)變數： 1)使用者的特性。 

2)使用者的需要和價值。 
3)使用者的政策。 
4)現有的社會、經濟、技術狀況及其演進趨勢。 

3. 活動型態： 
(1)活動參與情形、活動結合情形。 
(2)發生時間。 
(3)活動空間和地點。 
(4)活動前後連續關係。 

活動分析架構中影響因素主要類型，有原因特性（Preconditioning factors）包括：
活動者的基本特性如所得、種族、生命週期；及結果特性（Predisposing factors）包括：
活動者需求、態度、偏好、政策等。在戶外休閒活動市場需求分析，首先需要了解使用
者特性，亦即影響個人休閒行為之因素、及對戶外休閒的環境偏好、活動種類傾向等。
因此，欲了解休閒趨勢與市場分析及規劃休閒活動場所，使用者特性、活動傾向是絕對
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及重要參考資訊。 

其中在資料收集上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及戶外休閒活動種類傾向的探討，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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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屬性的休閒活動種類，而有不同的分析內容，在資料收集上必須依照特定的活動屬
性進行調查及建構資料，基本上相關研究在屬性上分類有許多，若依黃定國（1986）以
戶外動態休閒、室內靜態休閒、逛街購物、宗教活動、公共性事務、文藝活動等即區分
為六類。 

因此，若個人影響因素與活動類型對於活動分析架構如此的重要，若欲使市民農園
在未來經營或規劃上提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這兩方面的資料調查就更顯著重要與不可
缺少。根據 Chapin 與 Kaiser（1979）都市土地使用規劃一書中指出土地使用調查內容包
括：先決條件因素（使用者分類-背景資料分析，如：個人特性）、辨別活動型態、辨別
喜好型態、預先傾向因素（辨別影響活動和選擇因素）等。 

所以本研究在調查方法、問卷設計內容方面，即參考相關學者之研究，建立本研究
之調查的信度與效度，貢獻有價值的研究資料。 

影響休閒遊憩行為的因子，除個人屬性，如年齡、教育、職業、所得外，區位條件、
經濟限制，文化團體等均會影響其遊憩參與行為。Marcin 與 Lime（1977）認為掌握詳
盡的人們參與休閒的基本資料，有助於瞭解參與休閒活動背景，同時可做為預測未來休
閒型態的參考。因此，將學者針對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進行歸納分析於下，並彙整於
下表 1： 

表 1. 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分析                     

學者 年代 主要內容 

Mueller＆
Gurin 1962 社經因素包括：年齡、種族、宗教、居住地、教育、收入、家庭成員等。      

ORRRC 1962 
Outdoor Recreation Resources Review Commission 於 1962 首先使用年齡、性別、
所得、職業、教育、婚姻和居住地等因子研究戶外遊憩行為發現，上述之社經
因素只能解釋百分之三十的行為。 

Sessoms 1963 將 48 篇論文整理認為與戶外休閒活動有關的五個社經因素為：年齡、收入、職
業、居住地、家庭組織。 

O’lesry＆ 
Pate 

1971 指出從事水岸遊憩活動與社經特性無關。 

Burdge 
White 

1975 
具專業性與較佳職業之人們的休閒活動量較具多樣化，同時較佳的職業階層對
休閒活動參與率較高，不同的戶外休閒活動型態出現在不同的職業階層，與團
體互動理論相合。 

Cheek 1976 為年齡、教育、所得、性別，職業、教育、社會地位、人種、宗敘和居住地等
社經因素，有助於了解遊客的特性，但並不能完全瞭解其個體行為。 

Godbey 1976 教育與收入在遊憩型態中是難以分置的因子，社經地位評估，常將職業、教育
與收入合為社會階層指標，收入的多寡會影響遊憩型態。 

Kelly 1980 研究顯示：家庭成員、收入、性別、種族、職業、教育等社經因子與戶外遊憩
活動之預測無重大關係，但個別因子與活動類別有關。 

文崇一 1980 育程度、年齡、休閒時間等其它相關變項對影響休閒行為類別及休閒生活的滿意
度有相關密切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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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學者 年代 主要內容 

Etzhorh 1984
從事應用技術性工作者，較喜歡從事知性的休閒活動；職業具創造性者，較喜歡
到人少的野地露營；但每日從事固定工作者，則較喜歡有制度的、公共設施齊全
之營地露營，與補償理論相符。 

潘玉山 1988
指出影響休閒行為的因素可分類為四大類；(1)個人屬性因素：包括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社會地位。(2)心理因素：認知成份、情感成份、經驗成
份。(3)社會因素：文化、次文化、社會階級、參考團體。(4)環境因素：住宅外
部休閒空間、內部活動空間。 

陳玉麗 1992
在休閒農場方面的偏好受年齡、婚姻狀況、庭所得、居住區域、有無去過經驗 
等因子影響。 

黃定國 1993
個人基本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工作時間、收入、家庭成 
員、宗教信仰等因素。 

G.Bammel & 
L.B Bammel 

1996
影響休閒行為的因素主要有：職業、所得、教育程度與社會階層、居住所在、種
族、社交團體、性別差異、(a.自由支配的時間、b.就業與自由支配的收入、c.典
型刻板化)殘障等七項因素。 

姜惠娟 1997 研究證實，G.Bammel & L.B Bammel 所述部分因子(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收入、居住地)對於休閒農業之休閒行為有顯著的影響。 

林鈺潁 
林晏州 

2000 個人基本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工作性質、平日出遊頻率、旅遊 
資訊獲得方式、旅遊次數及平日遊伴等因素。 

本研究整理 

三、戶外休閒活動傾向分析 

學者將休閒活動分類最多的方法是主觀分類及因素分類，其中多數為個人休閒
活動的分類，本研究之休閒活動分類即以此為參考。 

表 2. 休閒活動主觀分類                            

學者 年代 休閒活動分類 

Foote & Cottrel 1955
體力遊樂型、工藝型、休憩型、智識型、藝術型。 
 

Havighurst 1959
參與正式組織、參與非正式組織、旅遊、看電視或無線電通訊、參與
運動、觀賞運動、釣魚、打獵、園藝、工藝、想像性活動(閱讀、聽
音樂、藝術等)、拜訪親友。 

Kaplan 1960 將休閒活動劃分為：社交性、合作性、遊樂性、藝術性、冒險性、靜
止性。 

De Grazia 1962 將休閒活動劃分為：主動與被動、參與性與旁觀性、個人性與社會性、
戶內與戶外、家庭內與家庭外、坐著做與站著做。 

宗亮東 
張慶凱 

1966
學術性，如閱讀、寫作等；藝術類，如音樂、繪畫等；康樂類，如舞
蹈、下棋、電影等；閒逸類，如散步、旅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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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球 1970
知識性，如讀書、寫作等；體育類，如登山、旅遊等；藝術類，如繪
畫、公益等；作業性，如收藏古董、集郵等；服務性，如家庭及社會
服務工作等。 

續表 2 

學者 年代 休閒活動分類 

Dumazedier 1974 運動、藝術、實用、知識、社交。 

Bollman et al 1975 家庭內的互動、和親戚互動、和鄰居朋友互動、參與志願社區組織。 

Brent 1975 主動與被動、個人與團體、心智與非心智、戶內與戶外。 

陳在頤 1985 動態的遊戲、運動、社交活動、音樂活動、藝術、手工、戲劇、（舞
蹈、自然）、戶外活動、藝文活動、社會服務。  

陳彰儀 1985 體育性、社會服務性、知識性、藝術性、娛樂性、作業性、休憩性、
與孩子有關性。 

李永熾 1990 積極性－娛樂、詩歌、打獵、音樂、賭博等；消極性－無所事事、逛
街等。 

主計處 1990 藝文活動，視聽活動、娛樂活動、戶內健身活動、戶外健身活動、怡
情活動、其他活動。 

本研究整理 

表 3. 休閒因素分類                                 

學者 年代 休閒活動分類 

Bishop 1970

◎ 主動-牽制類（active-diversionary）如騎單車、游泳、溜冰等。 
◎ 體力類（potency）有肌肉的、強壯的、戶外運動。 
◎ 地位的（status）如參加音樂會、博物館、成人教育班、打高爾夫

球、網球等。 

Witt 1970 工作休閒（work leisure）、遊憩休閒（recreational leisure）、文化休閒
（cultiral leisure）等。 

Kelly 1975

◎ 無條件式的休閒（unconditional leisure）意指家庭休閒活動的選擇
是基於自己的原因或是內在的滿足。 

◎ 同等式的休閒（coordinated leisure）意指休閒活動與工作相似，但
是出於志願，如選擇閱讀課外讀物。 

◎ 互補式的休閒（complementary leisure）活動的選擇是以家庭及工作
的義務為主，如家庭歡聚。 

台北市政府 1983

◎ 娛樂性活動，如歌詠、體躁、棋類等。 
◎ 知識性活動，如書畫、演講、語文等。 
◎ 技藝性活動、如攝影、插花、烹飪等。 
◎ 體育性活動，如登山、郊遊、球類等。 
◎ 宗教及社交，如宗教聚會、社團活動等。� 

鄭瀛川 1984 體力性、社交性、知識性、藝術性、玩樂性、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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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誰芬 1988 玩樂與運動型、文藝性作業型、技藝性作業型、戶外遊玩型、戶外遊
玩型、社交服務類、與小孩有關型等。� 

 
 

續表 3 

學者 年代 休閒活動分類 

陳彰儀 1989

◎ 手藝性活動：如插花、織毛線等； 
◎ 娛樂性活動：參加宴會、上歌廳等； 
◎ 文藝性活動：研讀書籍、書法等； 
◎ 知識性活動：參觀展覽、看專業雜誌等； 
◎ 社交性活動：朋友聚會、電話聊天等； 
◎ 一般運動性活動：健行、爬山等； 
◎ 休憩性活動：沉思、休息等； 
◎ 棋藝性活動：玩牌、下棋等； 
◎ 與小孩有關活動：逗小孩等； 
◎ 農藝性活動：園藝、飼養動物等。 

黃定國 1993 戶外運動；戶外遊憩；室內娛樂與運動；逛街購物；藝文活動；宗教
活動；服務性活動等。 

本研究整理 

四、市民農園之意義 

本研究歸納，「市民農園」簡單的定義是提供農園、果園、菜園和種苗、農具
承租給市民，達到親自體驗農種的作業過程，具備體驗、勞動、育樂的效果，或是
提供採果、摘花享受田園風光，利用自然資源，達到休閒樂趣的目的，是週休二日
休閒活動的好選擇。同時本研究亦歸納市民農園具備的特性，如下： 

1. 承租種苗和農具給市民，從旁教導農種的過程但不參與，由整地到收穫完成；
達到勞動、休閒、體驗的成就感和樂趣。  

2. 居民可配合當地土地資源，將耕種道成果與別人分享，交換心得。  
3. 多樣性田園休閒活動，增進生活樂趣，特過農種、採收等活動，達做教育性、

運動性、娛樂性等多重目的。 

總言之，市民農園雖有別於都市工商業的經濟活動，但對於農民可提供農業收
入外的另一項收入，結合自然生態，維持農村特色，以多角化經營提供現代人新的
選擇，在都市繁忙的生活中，接觸土地、流汗、樸實、體驗鄉村，陶冶性情亦達休
閒目的，無煙囪的休閒事業，將是未來休閒新的選擇。 

 

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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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相關資料的蒐集、分析與處理，採用了一般的科學研究方法，根據探討之內
容、與問題性質，採取的方法包括：（1）觀察研究法；（2）調查研究法；（3）相關研
究法三種方法。 

二、 問卷內容建構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內容區分三部分，其中「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戶外休閒活動傾
向」決定以 G.Bammel & L.B Bammel (1996)、Kelly （1980）、黃定國（1993）、主計處
（1998）「臺灣地區國民旅遊狀況調查」、觀光局（1998）「國民旅遊狀況調查報告」等
文獻內容據以編製預試問卷。 

三、 問卷預測與修改 

藉助於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五十位研究生協助接受預測，除了
直接填寫問卷外，研究者一一接受及說明問卷中之任何問題與記錄，根據各研究生的建
議，修改問卷初稿，完成預試問卷。 

四、正式問卷內容說明 

(一)  個人基本資料與社經背景變項方面 

(二) 戶外休閒行為傾向方面之問卷調查內容所參考資料如下，藉以建構本研究之問卷架
構，並將調查結果與相關研究比較，根據黃定國（1993）「從都會區居民休閒生活
傾向與研究社區開放空間設計指標」、觀光局（1998）「國民旅遊狀況調查報告」、
主計處（1998）「臺灣地區國民旅遊狀況調查報告」。問卷調查內容，包括三部分： 

1. 休閒行為意願部分：包括最希望去做、最常參與的休閒活動，以及戶外休閒活動
種類意願調查兩部分。 

2. 休閒場所滿意部分：包括對休閒場所的使用後優點、缺點評估以及對休閒場所，
收取清潔或基本費之意見。 

3. 個人休閒意願部分：包括無法參與休閒的原因、最常利用的場所、最常與誰一
起參與、活動之種類、活動之目的、最希望場所服務、合理的費用、交通工具、
參與次數等問題。 

希望透過戶外休閒活動傾向調查與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結合，應用統計軟體計算
衡量各項因素間的關聯程度，判定其關聯性高低。 

五、調查方法 

(一) 決定抽樣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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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01 陽明山國家公園統計冷水坑地區遊客全年最多人數之三月份 47000 人為
抽樣調查之母群數，利用叢集抽樣法進行，此抽樣希望，在容忍誤差 5%下，決定抽樣
人數。採用叢集抽樣法是因抽樣母群分散，為便於抽樣，以遊客集中之景點為抽樣單位
集合體，再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從集合體中抽取樣本，本研究選定五處作為抽樣單位的
集合體，由於遊客屬非組織性團體，在隨機抽樣時無法將抽樣單位進行單位編號，因此，
僅能於景點上依遊客個人意願填寫者為主。  

(二) 抽樣調查過程 

1. 調查地點：以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家公園冷水坑地區遊客為對象，其中問卷地點
共分（1）菁山自然中心；（2）松園溫泉入口；（3）冷水坑遊客活動中心；（4）冷
水坑公共溫泉；（5）國際電台等五處，平均每區 80 餘份，總計 410 份。 

2. 調查施測日期：91 年 3 月 23 日、24 日、26 日、29 日（陽明山花季期間）等區分
假期二天、非假日二日共四梯次，每梯次時間上午九點、正午、下午三點共三階段
進行。 

3. 抽樣實施方法：研究者本人及大學工讀生共 11 人，問卷施測前先進行調查方法說
明後，於指定地點進行，以遊客個人意願為主，施測時以一對一或二為原則，現場
說明後自由填答，問卷隨後收回，確保回收率。遊客以高中生以上，總調查人數
410 份，除 10 份問卷未能回收外，其餘 400 份順利回收，回收率 97%。由於本研
究採用現場施測方式進行，主要目的就是掌控回收率及作業時效，所以 400 份可作
為本次研究有效問卷之樣本。 

六、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分別就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居民休閒傾向、當前市民農園參與意
願與消費情形分項說明調查結果，並分析結果趨勢。 

(一) 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在受訪性別女性佔 72%、年齡以二十至四十歲佔 55%、未婚者 76%、
職業類別以公務行政人員、學生佔半數、教育程度以大專、大學佔 56%、個人每月收入
以三萬至五萬佔 50%、目前家庭情況多數是夫婦、孩子住在一起、平日工作時間固定在
白天者佔 73%、每周休假日兩天者 61%、每日休閒活動時間一至二小時內者近 60%、
休假日休閒活動時間為半天時間者最多約 43%、調查者居住所在地大台北地區佔 80%以
上。 

(二) 戶外休閒行為傾向分析 

休閒活動傾向需求與實際參與調查比較分別與黃定國（1986）「論都市居民休閒生
活與戶外遊憩設施之研究」、及觀光局（1998）「臺灣地區國民休閒生活調查報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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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比較分析，參見下表 4。 

 

 

 

 

表 4. 休閒活動傾向需求與實際參與調查比較分析          

分析項目-相關研究/前三選項 本研究（2002） 黃定國（1986） 觀光局（1998） 

1.藝文性活動 

2.公共服務性活動 1.「最希望去做」之休閒活動項目

3.宗教性活動 

  

1.戶外運動、休閒、遊
憩活動 

1.室內靜態、娛樂
與運動 

1.室內靜態、娛
樂與運動 

2.室內靜態、娛樂與運
動 

2.戶外運動 2.戶外運動 2.「實際經常參與」之休閒活動項目 

3.逛街購物活動 3.逛街、購物 3.逛街、購物 

1.郊外踏青 1.遊覽風景名勝 

2.採果、採花 2.野餐、郊遊 3.「最希望去做」之休閒活動類型

3.長途旅行 3.長途旅遊 

 

1.散步 1.散步休閒 1.親友應酬 

2.逛街購物 2.野餐、郊遊 2.散步、慢跑 4.「實際經常參與」之休閒活動類型 

3.騎機車兜風 3.遊覽風景名勝 3.逛街、購物 

5.戶外休閒場所感覺之缺點因素 使用時空間擁擠 場所設施不足  

6.戶外休閒場所感覺之優點因素 場所安全   

7.最希望在戶外休閒場所獲得之經
驗與服務 娛樂設施   

8.最常使用之戶外休閒場所 住家附近場所 社區附近場所  

9.戶外休閒活動之目的 舒展身心 放鬆和休閒  

10.戶外休閒場所收清潔或基本費用
意見之因素 

公共場所免費，私人場
所可依公訂收取清潔費
及場地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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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戶外休閒場所無法參與之因素 家人時間無法配合 交通太擁擠  

12.戶外休閒活動與誰一起同行參與 家人 孩子  

13.戶外休閒活動的交通工具 公共汽車捷運 公共汽車捷運  

                                                                  本研究整理 

 

七、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傾向與市民農園經營型態關聯分析 

本研究關聯性分析方法的選擇，以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中的齊一性檢定。
處理人數、次數等間斷變數資料，檢定資料的次數分配或比例分配是否合乎同一特
性。齊一性檢定是檢定兩個或兩個以上母體的某一特性的分配（各類別的比例）是
否齊一或相似。本研究欲知變項間的關聯，及配合各項方法的限制與假設，採用卡
方考驗中的「獨立性檢定」最為適合。獨立性檢定的檢定統計量，其定義如公式 1： 

∑ ∑
= =

∧

∧

Ε







 Ε−Ο

=
r

i

c

j
ij

ijij

1 1

2

2χ

 

             樣本數

行總和列總和 ji
ij

×
=Ε̂

 （估計的期望次數） 

其中 ijΟ ：樣本觀察次數，
∧

Ε ij ：估計的期望次數。自由度為( )( )11 −− cr ，r 表統計
表中橫列的問卷選項個數、c 表縱行的問卷選項個數。自由度之數據參考卡方分配臨界
值表。 

若 ijΟ 與
∧

Ε ij 的差異較大時，
2χ 會較大，則不接受 0Η ；反之，若 ijΟ 與

∧

Ε ij 的差異不
大，

2χ 會較小，則接受 0Η 。 

本研究所選定之顯著水準α 為 0.01，決策法則在選定的顯著水準α 下為： 

【決策法則】 

設立兩個假設   H0 =為無關     H1 =為有關 

（1）若
2χ > ( )( )

2
11 αχ −− rc   則拒絕 0Η 。  （2）若

2χ < ( )( )
2

11 αχ −− rc  則接受 0Η 。 

說明：  

顯著性數值小於顯著水準α = 0.01 者，同時檢定統計量大於自由度 df 者落在拒絕
域，因此不能接受 H0。屬於具顯著。 

至於未利用ψ 相關及列聯相關方法，是因為ψ 相關適用於兩變項均為真正的二分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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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例如：性別和使用左右手習慣的關係。但在行為科學研究中，很少變項是真正的二
分變項，所以此法很少被利用。列聯相關是ψ 相關分析的延伸，適用於變項超過兩個分
類時適用。它與卡方考驗有密切關係，在 SPSS 軟體中的處理也幾乎相同。所以一般研
究者通常使用卡方考驗的資料直接求得。 

依據本研究之決策法則決定拒絕域及接受域後，開始進行關聯性統計分析，其步驟
為： 

1. 設立兩個假設 H0 與 H1。 
2. 選擇卡方分配檢定統計量，獲得觀察次數與期望次數計算檢定統計量。 
3. 依決策法則決定拒絕域及接受域。 
4. 判斷顯著性。 

三者關聯性結果： 

1. 「影響個人休閒因素」與「知道」市民農園顯著性分析：在影響個人休閒 13
個因素與「知道」市民農園者，呈現顯著性的因素，包括：職業、教育程度、
個人收入、年齡、工作時間、休假日使用在休閒活動時間、現住所等七項。 

2. 「影響個人休閒因素」與「去過」市民農園顯著性分析：在影響個人休閒 13
個因素與「去過」市民農園者，呈現顯著性的因素包括：職業、教育程度、
年齡、每週休假日數、休假日花在休閒活動時間、現住所等六項。上述兩項
結果影響個人休閒因素與同時「知道」、「去過」市民農園有呈現顯著性之因
素，包括「職業」、「教育程度」、「年齡」、「休假日花在休閒活動時間」、「現
住所」等五項因素。為了進一步分析據顯著性之個人因素與市民農園關係，擬分
述如下： 

(1) 「職業」：Burdge（1969）、White（1975）研究調查顯示，每日從事固定工作
者，較喜歡規劃完善、公共設施之休閒活動類型，同時參與率較高。本研究
調查結果職業方面以公務行政人員、學生族群為主，因此，市民農園若規劃
完善將引起這族群的興趣。 

(2)「教育程度」：Godbey（1976）研究指出：在許多休閒活動中，特別具有文化、
藝術氣息之活動，較易被良好教育程度者接受，且較注重休閒參與機會與體
驗。White（1975）研究教育程度與戶外休閒遊憩的相關，總結變數中，教
育程度是最重要的預測因素。教育程度高者，比較能準備妥當，現實休閒之
期望與需求，並顯示「對許多活動的參與及興趣，特別是藝術與文化的追求，
與所受的完整學校教育程度有密切關聯」。本研究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研
究所以上程度為主，因此，市民農園若加強文化、藝術方面規劃將引起高教
育程度族群的參與意願。 

(3) 「年齡」：Sessoms（1961；1963）指出年齡隨著成長，休閒活動量減少，並
採行動較靜態的活動。因此，本研究在年齡方面以二十至四十歲之間族群消
費者為主，屬年輕族群。市民農園應考慮在活動方面偏動態規劃，可引起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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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參與機會。 

(4) 「休假日花在休閒活動時間」：本研究在休假日花在休閒活動時間以半天為
主，因此，市民農園規劃活動在時間上可參酌。 

(5) 「現住所」：Sessoms（1961；1963）指出都市居民的休閒參與率告於鄉村居
民。1962 年戶外休閒資源審查委員會（ORRRC）研究報告，都市居民在多
數項戶外休閒活動如騎單車、郊遊等多項參與人數，都比鄉間居民多。未來
戶外休閒活動之規劃，仰賴各類使用群體，對該活動的需求意願表達。因此，
本研究在居住所在地方面以大台北地區為主，多數使用群體的意願，將提供
市民農園規劃需求可參考之活動類型。 

「個人收入」與「一次休閒合理花費」，呈現顯著性：Dowell（1967）指出收入的多
寡會影響休閒型態，例如：外出住宿、選擇高價位飯店或私密性高之別墅，這些是低收
入者所不能及的，依此推論低收入者與願意休閒花費有顯著性。依據「遊憩趨勢：邁向
2000 年」（Recreation Trends ：Toward the Year 2000）作者指出，窮人並不是許多休閒供
應的主力市場，富裕的工作者外出活動的限制較少，但也較擁有隱私的生活與休閒型
態。本研究調查消費者收入以 3 至 5 萬為主，而一次消費費用，以「1000 元以下」為首，
屬於低消費族群，故未來市民農園宜經營小規模消費為佳。 

表 5 個人因素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分析                            本研究整理 

變項關係 漸進顯著性數值與
顯著水準α  檢定統計量與臨界值 關聯性 

1.「性別」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性 0.028>0.01 4.810<6.635 無顯著 
2.「婚姻狀況」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23>0.01 1.407<6.635 無顯著 
3.「職業」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95.602>18.475 具顯著 
4.「教育程度」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160.912>11.341 具顯著 
5.「收入」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61.575>9.210 具顯著 
6.「家庭狀況」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61>0.01 6.216<13.277 無顯著 
7.「年齡」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61>0.01 10.054<11.341 無顯著 
8.「工作時間」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24>0.01 15.507>15.086 無顯著 
9.「休假日」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91>0.01 8.679<11.341 無顯著 
10. 「平時休閒時間」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34>0.01 8.694<11.341 無顯著 
11.「休閒活動」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77.589>9.210 具顯著 
12.「居住地」與「知道」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9.123>6.635 具顯著 

表 6 個人因素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分析                             本研究整理 

變項關係 漸進顯著性數值與顯
著水準α  

檢定統計量與臨界值 關聯性 

1.「性別」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性 0.073>0.01 8.557<9.210 無顯著 
2.「婚姻狀況」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12>0.01 8.796<9.210 無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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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職業」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29.691>29.141 具顯著 
4.「教育程度」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18.548>13.277 具顯著 
5.「收入」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71>0.01 11.508<13.277 無顯著 
6.「家庭狀況」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23>0.01 10.823<20.090 無顯著 
7.「年齡」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29.226>13.277 具顯著 
8.「工作時間」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68>0.01 6.288<13.277 無顯著 
9.「休假日」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16.484>13.277 具顯著 
10.「平日休閒時間」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84>0.01 10.922<16.812 無顯著 
11.「休閒活動」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48.604>13.277 具顯著 
12.「居住地」與「去過」市民農園關聯 0.00<0.01 30.075>9.210 具顯著 

表 7 個人休閒活動傾向與市民農園關聯分析 

變項關係 漸進顯著性數值與顯
著水準α  

檢定統計量與臨界值 關聯性 

1.「收入」與戶外休閒活動「合理花費」關聯 0.00<0.01 19.045>13.277 具顯著 

2.「收入」與戶外休閒活動「接受花費」關聯 0.00<0.01 17.045>16.812 具顯著 

3.「常參與休閒活動」類型與「知道」市民農園
關聯 0.025>0.01 14.816<13.277 無顯著 

4. 「常參與休閒活動」類型與「去過」市民農園
關聯 0.00<0.01 19.078>16.812 具顯著 

5. 「希望從事」戶外休閒活動類型與「知道」市
民農園與否關聯 0.076>0.01 17.233<21.666 無顯著 

6.「希望從事」戶外休閒活動項目與「去過」市
民農園關聯 0.069>0.01 16.078<23.209 無顯著 

7. 「最常參與」戶外休閒活動類型與「知道」市
民農園關聯 0.00<0.01 32.25>21.666 具顯著 

8. 「最常參與」戶外休閒活動類型與「去過」市
民農園關聯 0.00<0.01 30.711>29.141 具顯著 

9. 戶外休閒場所「收費意見」與戶外休閒活動「合
理花費」關聯 0.078>0.01 8.840<13.277 無顯著 

10. 戶外休閒場所「收費意見」與戶外休閒活動
「接受花費」關聯 0.00<0.01 19.232>16.812 具顯著 

本研究整理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建構市民農園規劃時可參考之基本資料與經營者面對消費族群
個人屬性之可掌握訊息，從影響個人休閒行為因素、戶外休閒行為傾向與市民農園三
者，透過調查研究法收集資料，並對所收集之資料，依卡方檢定統計研究法加以分析。
從數據統計資料或至多項結論，總結各項研究成果之發現提出建議，以作為後續研究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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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研究目的茲將調查成果總結分為「關聯性分析方面」、「調查次數分配傾向度方
面」兩大部份進行說明，結果綜合於下： 

一、在關聯性分析方面 

此部份針對問卷調查中「影響個人休閒因素」與圈選「知道」、「去過」市民農園者
進行相關分析： 

1. 在影響個人休閒 13 個因素與「知道」市民農園者，呈現顯著性的因素，包括：職
業、教育程度、個人收入、年齡、工作時間、休假日使用在休閒活動時間、現住
所等七項。 

2. 在影響個人休閒 13 個因素與「去過」市民農園者，呈現顯著性的因素，包括：職
業、教育程度、年齡、每週休假日數、休假日花在休閒活動時間、現住所等六項。 

綜合上述兩項結果得知影響個人休閒因素與同時「知道」、「去過」市民農園呈現
顯著性者因素，包括「職業」、「教育程度」、「年齡」、「休假日花在休閒活動時間」、
「現住所」等五項因素。 

3. 此屬問卷休閒活動傾向部份之「實際參與休閒活動類型」選項與「知道」、「去過」
市民農園者相關分析結果，呈現顯著性。其中調查之「實際參與的休閒類型」，
前三項為：散步、逛街購物、騎機車兜風。 

4. 此屬影響個人休閒因素與休閒活動傾向相關分析，包括：「個人每月收入」與」「一
次休閒活動合理花費」、「一次休閒活動接受花費」、「收取場所清潔費」方面呈現
顯著性。此可透過個人每月收入進行推估未來市民農園消費者消費意願之可能
性。 

二、在調查次數分配傾向度方面 

此部份就問卷中兩項呈現顯著性者，進行關聯性分析。 

1. 休閒活動傾向與市民農園消費行為關係 

(1)「消費意願」：一次休閒活動可接受花費與市民農園一次消費費用，以「1000
元以下」，佔 50%以上，與徐光輝(1998)市民農園之遊客休閒費用在 999 元以
下，屬小規模消費研究結果一致。 

(2)「造訪次數」：參與休閒活動之周期與造訪市民農園頻率，以「偶爾不定時」
為首，佔近 40%，與謝慧仁(1999)消費者到市民農園之頻率以「每週一次」
佔 41.5%，調查結果差異甚大，進一步探討原因，該研究選定調查實例中，
有多數農園經營「親手農種田地出租」消費者必須關心農作物之成長，故必
須每週一次前往，與本研究選定之士林區農園目前幾乎沒有此項經營項目，
這應該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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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行人數」：參與休閒活動與造訪市民農園以「3-4」人為首，佔 50%以上。
從此可以推估同時一起前往農園之消費族群，除非預定或偶發，否則應不至
同時過多數人前往。 

(4)「交通工具」：參與休閒活動與造訪市民農園以「汽車」、「機車」兩項為
首交通工具總計佔 70%，與謝慧仁(1999)、徐光輝(1998)研究以「汽車」、
「機車」兩項為首交通工具分別總計佔 76%、95%。結果幾乎完全相同，
顯示國人主要代步工具與必須提供停車場設施，另外假日因大量汽車湧
進陽明山區，塞車問題將降低前往農園的意願。 

(5)「同行夥伴」：參與休閒活動與造訪市民農園以「家人」同行為首，佔 50%與
謝慧仁(1999)、徐光輝(1998)之「家人親戚」同行為首，分別佔 33%、45%結
果接近。 

(6)「無法參與因素」：本研究以家人時間無法配合為首；與黃定國(1993)研究結
果「交通太擁擠」不一致，可能與大眾捷運系統完成，解決部份交通擁擠問
題有關。 

(7)「休閒的目的」：本研究以舒展身心為首，與黃定國(1993)研究結果放鬆休閒
原因一致。 

2. 休閒活動類型調查分析 

(1)「實際參與」的休閒項目：本研究得到結果為以戶外休閒活動為首；與黃定
國(1993)研究結果以室內休閒活動為首結果不一致，但戶外休閒與室內休閒
均為兩者研究之主、次要因素。 

(2)「最希望去做」的休閒類型：本研究之結果為郊外踏青、採果採花、長途旅
遊與黃定國(1993)研究結果一致。 

(3)「實際參與」的休閒類型：為散步、逛街購物、騎機車兜風，與黃定國(1993)
研究結果一致。。 

3. 休閒活動場所與設施方面 

(1)「休閒活動場所缺失」：本研究得到最受在意者為使用空間擁擠，與黃定國(1993)
研究結果場所設施不足原因可視為相同。 

(2)「休閒活動場所優點」：本研究得到最讓使用者安心者為場所安全為首，與黃
定國(1993)研究結果原因一致。 

 

伍、結論 

本研究根據調查結果歸納出高度相關變數因素及統計次數分配百分比兩種資料，整
理出結論與建議。建議將來在實際規劃市民農園時，可應用以下資料以更符合使用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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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一、未來市民農園規劃消費者個人屬性建議參考因素 

1.職業方面：偏公務行政人員、學生族群消費者為主。 

2.教育程度方面：偏大學研究所以上程度消費者為主。 

3.個人每月收入方面：偏三至五萬元消費者為主。 

4.年齡方面：偏二十至四十歲之間族群消費者為主。 

5.居住所在地：偏大台北地區，故一般性中南部長途遊覽之遊客，除非事先約定否
則人數將不至太多。 

二、未來市民農園規劃經營屬性建議 

1.消費者平日工作時間方面：偏固定在白天工作，故週一至週五白天時間散客較少，
市民農園宜規劃其他經營方式，如：與學校校外教學、公司團體合作。 

2.消費者休假日花費休閒活動時間：偏半天，故市民農園活動規劃宜以停留 3-4 小時
為佳，過長活動時間將影響消費者興趣。 

3.調查近半數消費者個人每月收入偏三至五萬元，故市民農園經營規劃型態建議以每
人消費 500-1000 元，小規模消費型態為佳。 

三、未來市民農園設施屬性建議 

1.消費者前往市民農園多數以「汽車」、「機車」為主，故停車場、路邊指示牌宜明
顯設置。 

2.就一般市民對休閒場所設施感到缺失的主要因素，以使用空間擁擠最多，因此，
市民農園休息設施在規劃上應以減少隔牆，降低空間擁擠感為考量重點。 

3.就一般市民對休閒場所設施感到優點主要因素，以場所安全最多，因此，市民農
園整體規劃上應以安全為主要考量重點，設施維護、危險地區指示警告、水邊護
欄等設施為考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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