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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摘要

本研究以聯合模式預測大眾之遊憩區
偏好，並比較影響大眾遊憩選擇行為之遊
憩區屬性間的相對重要程度。本研究選取
五項遊憩區屬性，將其加以分級並組合成
18 個替選方案，提供給受訪者進行偏好評
值或偏好排序之評估；再以聯合選擇模式
分析調查所得之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偏好
評值評估模式與偏好排序評估模式間具有
高度相關而無顯著差異，兩模式分析所得
遊憩區各屬性之相對重要程度亦相似，均
以遊憩區之遊憩及服務設施品質最重要，
其次依序為遊憩區具有之自然景觀資源、
旅遊所需花費及遊憩區具有之人文景觀資
源，而以遊憩區內所提供之活動機會之多
樣性最不重要。

關鍵字：遊憩選擇行為、聯合分析、敘述
性偏好、偏好評值、偏好排序。

Abstract︰This study developed a conjoint
model to examine public preferences for
recreation sites and to compare relate
importance of site attributes which may
influence their site choice behavior.
Eighteen combinations of five site attributes
were simulated. The respondents were asked
to give a preference score or preference
ranking to every alternative of these
recreation sites. The conjoint choice model
was estimated for the preference score and

preference ranking data. It showed that the
alternative ranking derived from mean
preference scores and median of preference
ranking was highly correlated.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site attributes was similar in
both estimated models. The most important
attribute determined site choice behavior
was the quality of recreation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followed by natural recreation
resources, cost of the trip, and cultural
recreation resources. The opportunity for
engaging in water-based or land-based
recreation activities was the least important
attribute.

Keywords : recreation choice behavior,
conjoint analysis, stated preference,
preference score, preference ranking.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自八十七年實施隔週休二日起，國人
休閒時間增加，出外旅遊之機會也比以往
更多，政府相關部門亦推出各種短期旅遊
行程，以引導國人之休閒旅遊活動朝向健
康的發展。然週休二日最大的特點在於每
次休假之時間由一天增加為兩天，若再配
合正常應有的工作休假，假期則可能延長
至二∼五天的時間，國人可以利用這段時
間從事較長程之定點式休閒渡假活動。遊
憩形態的改變對國內較大型之停留型遊憩
區而言，未來將為國人主要之旅遊目的
地，因此，亟需深入研究國人對遊憩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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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與需求，有效利用現有各項資源進行
規劃設計，以滿足國人之旅遊需求。

本研究以大型風景區為主要的研究對
象，採用敘述性偏好之研究方法來描述遊
憩者之偏好及選擇行為，以建立個體偏好
及選擇行為模式以分析當遊憩者面對一組
相互競爭之遊憩區時個人之偏好或選擇行
為，依據研究結果將比較遊憩區各屬性對
於遊客選擇行為之相對影響程度。本研究
選取五項遊憩區之重要屬性，將各屬性加
以分級並組合成旅遊替選方案，請受訪者
依其偏好評估各替選方案，並分別以偏好
評分與偏好排序兩種方式進行調查，以檢
測該兩種偏好評估方式對偏好行為預測能
力是否不同。本研究之目的包括：探討哪
些因素會影響遊客選擇遊憩區，並透過遊
客對風景區各屬性之認知來瞭解其選擇偏
好，進而分析風景區屬性對遊憩選擇之影
響、探討各屬性的重要加權指數，以尋得
影響遊憩區選擇行為之重要影響指標、探
討偏好敘述法兩種不同評估模式之預測能
力（Predictive Capability）何者較佳。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依文獻回顧及現有風景區屬性
調查結果，設定旅遊行程為三天兩夜，選
定五項遊憩區屬性並加以分級（詳表一），
再將各項屬性加以組合成二十個替選方案
（詳表二）供受訪者加以評選。本研究為
評估兩種評選方法之預測能力，故設計兩
種問卷，一請受訪者以偏好度給予各替選
方案一評值；另一請受訪者將所有替選方
案依偏好加以排序。

本研究資料之收集可分為兩部分，一
是於相關學術研討會上對與會之專家學者
及學生進行訪談；另一是對一般社會大眾
進行訪談。調查結果共得有效問卷 224
份，偏好評值問卷 102 份、偏好排序問卷
122 份。

表一  影響遊憩選擇行為之遊憩區屬性及其分級

遊憩區屬性 分  級

旅遊費用
 1. 4000 元
 2. 6000 元
 3. 8000 元

設施及服務品質
 1. 高品質
 2. 中品質
 3. 低品質

遊憩活動機會
 1. 僅提供海域遊憩活動機會
 2. 僅提供陸域遊憩活動機會
 3. 海域及陸域遊憩活動均有

自然景觀資源
 1. 豐富
 2. 少量

人文景觀資源
 1. 豐富
 2. 少量

表二  旅遊替選方案之屬性組成
替選
方案 總費用 設施及服

務品質
遊憩活
動機會

自然景
觀資源

人文景
觀資源

1 8000 3 2 2 1
2 6000 3 1 1 2
3 4000 2 3 2 1
4 6000 1 3 2 1
5 4000 2 2 1 1
6 6000 3 3 1 1
7 8000 2 3 1 2
8 8000 2 1 1 1
9 6000 1 2 1 1
10 4000 3 1 2 1
11 6000 2 1 1 1
12 8000 1 1 2 2
13 4000 1 1 1 1
14 4000 1 3 1 2
15 8000 3 3 1 1
16 6000 2 2 2 2
17 4000 3 2 1 2
18 8000 1 2 1 1
19 6000 1 3 2 2
20 4000 3 3 1 2

四、分析結果與討論

（一）遊憩區替選方案偏好分析結果

將研究設計中所選取之二十個替選方
案提供給受訪者，請其先假設有三天兩夜
之旅遊行程，並仔細考慮各替選方案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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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各項因素（旅遊總花費、風景區所提
供之遊憩設施及服務品質、區內所提供之
遊憩活動機會種類、區內所具有的自然資
源量及人文資源量），請其依照個人對各
旅遊方案之偏好（喜好）程度，以 1 至 20
分為範圍給予評分（1 分代表非常不偏
好、20 分代表非常偏好）。

二十個替選方案中以方案一（總花費
8000 元、遊憩設施及服務品質低、僅有陸
域活動機會、自然資源及人文資源少量）
之平均偏好值為最低，僅 6.79 分；其次為
方案十六（總花費 6000 元、遊憩設施及服
務品質中等、僅有陸域活動機會、自然資
源及人文資源少量），偏好平均值為 8.75
分。除方案一、二、十二、十六及十九等
五個方案之偏好平均值小於十分以外，其
餘均介於 10∼16 分之間，而以方案十三
（總花費 4000 元、遊憩設施及服務品質
高、僅有海域活動機會、自然資源及人文
資源豐富）之偏好評值最高，為 15.84 分；
其次為方案十四（總花費 4000 元、遊憩設
施及服務品質高、具有海域及陸域活動機
會、自然資源豐富及人文資源少量），偏
好平均值為 14.51 分（表三）。

在偏好排序評估模式方面，則以相同
之二十個替選方案，請受訪者假設有三天
兩夜之旅遊行程，並仔細考慮各替選方案
所提供之各項因素，請其依照個人對各旅
遊方案之偏好（喜好）程度加以排序（1
代表最偏好、20 代表最不偏好）。以方案
十三排序為第一，表該方案在排序方面最
受到受訪者的偏好，其次為方案十四與方
案九（總花費 6000 元、遊憩設施及服務品
質高、僅具有陸域活動機會、自然資源及
人文資源豐富）；而以方案一及方案十二
最不受到偏好（表三）。

再進一步比較偏好評值模式與偏好排
序模式，將二十個替選方案依最偏好至最
不偏好加以排序，研究結果顯示兩種模式
之總排序雖略有差異，但大致相似，兩模
式 對 二 十 個 替 選 方 案 偏 好 評 估 結 果 之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數為 0.9589（p≦

0.001），表示該兩種評估模式之評估結果
具有高度相關及一致性。

表三  替選方案之受訪者偏好

偏好評值模式 偏好排序模式替選
方案 平均偏好值 總排序 排序中位數 總排序

1 6.79 20 17 19.5
2 9.24 18 14 15.5
3 11.85 10 9 8.5
4 12.33 7 8 7
5 14.23 4 6 4
6 12.27 8 11 10.5
7 11.47 11 11 10.5
8 12.18 9 9 8.5
9 14.34 3 5 2.5

10 10.32 14 15 17
11 13.49 5 7 5.5
12 9.26 17 17 19.5
13 15.84 1 4 1
14 14.51 2 5 2.5
15 11.35 12 14 15.5
16 8.75 19 16 18
17 10.08 15 13 13.5
18 13.09 6 7 5.5
19 9.78 16 13 13.5
20 11.25 13 12 12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數 = 0.9589 (p≦0.001)

（二）遊憩區選擇模式分析結果

1.偏好評值模式

依據分析結果顯示旅遊費用對各旅遊
替選方案具負面效用，隨費用增加會逐漸
降低替選方案之效用值，故當旅遊所需費
用愈高時愈不受到偏好（表四）；而遊憩
區之遊憩及服務設施之品質愈高時，則其
效用值愈高；當遊憩區所提供之遊憩活動
機會同時具有海域及陸域活動時，則對該
替選方案之效用值最高，其次為僅提供海
域遊憩活動機會，若僅提供陸域活動機會
時，此方案之效用值最低；遊憩區內具有
豐富自然或人文景觀資源者均能增加該方
案之效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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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各項屬性之效用值範圍加以換算
則可以獲知各屬性之相對重要程度，由偏
好評值模式可知對受訪者而言，其最重視
各方案之遊憩及服務設施品質，其次重視
遊憩區內所具有之自然景觀資源是否豐
富，再其次才是旅遊所需之費用，而最不
重視的是遊憩區內所提供之活動機會之多
樣性。而本研究所得之偏好評值選擇模式
之 Pearson’s 相關係數為 0.992（p≦0.001）
可知此模式可有效的預測受訪者之遊憩區
偏好。

表四  遊憩區選擇模式校估結果（評值模式）
偏好評值模式（N=102）

遊憩區屬性 係 數
屬性效用值

屬性相對
重要程度

旅遊總費用
4000 元
6000 元
8000 元

-0.0005
-2.1144
-3.1716
-4.2288

19.22%

遊憩及服務設施品質
高品質
中品質
低品質

1.4858
0.2489

-1.7347

29.28%

遊憩活動機會 9.88%
僅提供海域遊

憩活動機會 -0.0223

僅提供陸域遊
憩活動機會 -0.5321

海域及陸域遊
憩活動均有 0.5545

自然景觀資源
豐富
少量

1.3942
-1.3942

25.35%

人文景觀資源
豐富
少量

0.8954
-0.8954

16.28%

常數項 14.1529
Pearson’s R = 0.992 (p≦0.001)

Kendall’s tau = 0.948 (p≦0.001)

2.偏好排序模式

依據分析結果顯示旅遊費用對各旅遊
替選方案具負面效用，隨費用增加會逐漸
降低替選方案之效用值，故當旅遊所需費
用愈高時愈不受到偏好（表五）；而遊憩
區之遊憩及服務設施之品質愈高時，則其

效用值愈高；當遊憩區所提供之遊憩活動
機會同時具有海域及陸域活動時，則對該
替選方案之效用最高，其次為僅提供海域
遊憩活動機會，若僅提供陸域活動機會
時，此方案之效最低；遊憩區內具有豐富
自然或人文景觀資源者均能增加該方案之
效用值。

若將各項屬性之效用值範圍加以換算
則可以獲知各屬性之相對重要程度，由偏
好評值模式可知對受訪者而言，其最重視
各方案之遊憩及服務設施品質，其次重視
遊憩區內所具有之自然景觀資源是否豐
富，再其次才是旅遊所需之費用，而最不
重視的是遊憩區內所提供之活動機會之多
樣性。而本研究所得的偏好排序選擇模式
亦具極佳之預測能力（Kendall tau=0.974、
p≦0.001）。

表五  遊憩區選擇模式校估結果（排序模式）
偏好排序模式（N=122）

遊憩區屬性 係 數
屬性效用值

屬性相對
重要程度

旅遊總費用
4000 元
6000 元
8000 元

-0.0007
-2.8798
-4.3197
-5.7596

19.13%

遊憩及服務設施品質
高品質
中品質
低品質

2.0437
0.4604

-2.5041

30.20%

遊憩活動機會 10.03%
僅提供海域遊

憩活動機會 -0.3005

僅提供陸域遊
憩活動機會 -0.6052

海域及陸域遊
憩活動均有 0.9057

自然景觀資源
豐富
少量

1.8637
-1.8637

24.76%

人文景觀資源
豐富
少量

1.1957
-1.1957

15.88%

常數項 13.9884
Pearson’s R = 0.988 (p≦0.001)

Kendall’s tau = 0.974 (p≦0.001)

3.兩選擇模式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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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兩選擇模式作進一步之探
討，從表四與表五之結果可知，旅遊費用
於兩選擇模式中均具較低的效用，且均隨
著費用增加而使效用逐漸降低；遊憩區內
之遊憩及服務設施品質愈高時兩模式之效
用愈高，且當品質低時則對效用產生較差
的影響；若遊憩區均具有海域及陸域之遊
憩活動機會時則具有較高的效用，且該屬
性在偏好排序模式中效用較大，若遊憩區
內僅具有海域或陸域活動時則有較低的效
用，且兩評估模式均以僅具陸域活動機會
之效用低於僅具海域活動者；在偏好評值
與偏好排序選擇模式中，當遊憩區具有豐
富自然或人文資源者均具較高的效用。

若比較選擇模式之各項屬性之相對重
要程度，則可發現五種屬性之相對重要程
度並無顯著差異，且不論何種偏好評估方
式，受訪者均最重視遊憩區內之遊憩服務
設施品質，其次重視區內之自然景觀資
源，再其次才是旅遊所需費用，而受訪者
最不重視區內遊憩活動機會之多樣性。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利用聯合選擇
模式分析遊客選擇遊憩區之行為，並建立
選擇預測模式，並進一步比較偏好評值模
式與偏好排序模式之校估結果是否具有顯
著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這兩種評估方
式具有高度相關而無顯著差異，所以在未
來的遊客選擇行為相關研究或預測模式建
立方面，不論採用評值或排序評估方式均
會得到類似的結果。

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聯合選擇模式
之效用函數之預測能力極高，未來利用聯
合選擇模式預測遊客選擇遊憩區極具可行
性。且經由本研究可知哪些遊憩區屬性對
遊客選擇遊憩區具有重要影響力，而各屬
性之相對權重資料對遊憩區之管理單位具
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未來更可針對具有
不同之遊憩區作進一步的研究與分析，以
瞭解一般遊客如何考量選擇遊憩區，更可
對一具有數個據點之遊憩區作進一步的研

究，以了解各據點如何影響遊憩區內遊客
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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