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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論 

• 國人旅遊目的以『觀光休憩度假』（佔63.3
％）最多。 

• 不論是運動觀光的一項活動，或是觀賞運動 
賽會，運動尌如同「休閒旅遊 」  

• 運動觀光的發展，不管是在經濟方面，或是
對於觀光產業及地區的發展均有重要的正面
影響。  

• 台灣地區擁有充沛的海洋資源，非常適合發
展以海域為主的休閒運動  

 



1.自然資源: 

海洋生態、動植物、沙灘、潮間帶、離島、
獨特的玄武岩地質地型 

 

2.人文觀光資源: 

農漁村、眷村、廟宇、歷史文化古蹟 

 

 

澎湖 



1.旺季觀光: 

以水上活動為主，而這些活動均與運動有關，
例如浮潛、潛水、香蕉船、水上摩托車、高
空拖曵傘等。 

 

2.淡季觀光: 

• 受冬季東北季風影響! 

• 再度重遊？了解影響遊客旅遊目的地選擇的
相關因素可有助於產品再開發，也可促其再
度重遊 

 

澎湖觀光 



旅遊體驗的五個階段(Pearce, 1982) 

• 由於觀光旅遊產品不同於實質的產品，具
無實體性，主要銷售的產品是「體驗」 

• 消費者在體驗過程，其心裡之感受是否值
得，以及是否再購買（重遊） 

• 澎湖觀光旅遊業者最想了解的一部分。 

旅遊前
（期望） 

 

旅程中 

目的地/

景點現
地活動 

 

回程 
日後再造
訪（回憶） 



• 觀光旅遊地區整體經營的觀點: 

 

 

 

 

 

所提供的觀光資源必須有吸引力，足以促使 

客造訪並感到滿意-高俊雄（1995) 

 

觀光景點的吸引力 

吸引力 吸引力 吸引力 



觀光地區所具備的基本功能 

-高峻雄1995 

吸引
力 

焦點 

資訊 

交通 

服務 

促銷 



觀光市場與觀光吸引力 

觀光市場 觀光吸引力 

• 觀光吸引力提供了兩個主要的功能，首先
這些吸引力誘發及吸引旅遊興趣。由於觀
光吸引力與觀光資源密不可分，運動觀光
吸引力也是以運動觀光資源為基礎。 

 

 



運動觀光 

•以「健身度假運動」為主的觀光旅遊活動 

•定義:旅行的目的為非商務性的理由,去參
與或是觀賞運動性的活動而離開自家範圍-
Hall (1992) 

•非商業性或是商務／商業性的理由，必須
離開住家或工作地點外出旅遊，在此期間主
動與被動的涉入運動，在參與上可能是偶發
地或是以組織的型式參與運動-Standeven 
and DeKnop(1998) 



運動觀光 

•以休閒基礎的旅遊，它讓人們暫時的離開
他們的居家範圍，來從事、觀賞身體性的活
動，或是參觀運動景點-Gibston(1998) 



運動觀光的三種參與型式 

• 人們旅遊的目的主要是參與運動（活動式的
運動觀光,ex:花蓮溯溪、墾丁衝浪 ） 

 

• 觀賞運動賽會（賽會運動觀光,ex:奧運） 

 

• 參訪著名的運動景點、古蹟、紀念館等（懷
舊式的運動觀光,ex:台東紅葉少棒隊紀念館） 



1.自然觀光資源： 

岩層、氣候、地質、水、植物、動物。 

 

2.人為觀光資源： 

歷史的與文化的、餐旅設施、運動暨遊憩設施、體驗 

事件。 

 

3.人力觀光資源： 

舉辦活動的能力、人力服務的提供、圍繞文化的型態
。 

4.當地社區：在觀光潛在力上，具有被視為物質資源
及市場接近性、名望、可開發的因素。 

運動觀光資源的四種型式 



1.最新型的運動設備或是獨特的運動設施，
例如:體育場、競技場所、巨蛋球館 

 

2.聞名的運動博物館或是機關／紀念碑對運
動文化傳承有貢獻以及受到尊崇的運動英
雄 

 

3.運動主題公園包括水上公園、夏季滑草場
、高空彈跳 

 

4.徒步旅行展開探索自然之旅 

 

運動觀光領域的核心 



• 界定為是旅遊目的地它提供觀光客觀賞或
是從事有關於運動的事物 

 

• 吸引力可以是自然的（公園、山岳、原野
）或是人為的（博物館、體育場、商店） 

 
 

運動觀光吸引力 



• 定義為遊客在從事旅遊活動的過程中，個
人的感官、知覺、心智和行為不斷和周遭
的環境產生互動關係，遊客從這些互動關
係所得到的感受與經驗 

 

高俊雄（1993） 

 

 

 

旅遊體驗 



• 從休閒體驗的觀點而言，在從事休閒活動
的過程中，一個人的感官、知覺、心智和
行為會不斷和周遭的環境產生互動關係，
參與者從這些互動關係所得到的感受與經
驗（高俊雄，1993）。 

 

• 曹勝雄（2001）指出因為旅遊產品具不可
分割性，導致旅遊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
是同時發生的，也尌是旅遊者必須親身經
歷才能獲得感受與體驗，所以必須讓旅遊
者在各方面都得到滿意。 

休閒體驗 



• 王彬如（1996）的研究則以心理體驗、環
境景觀、遊憩活動、遊程安排等四個構面
來探討。 

• 林國賢（2004）的大陸觀光客的研究，將
遊客的旅遊體驗分為：心理體驗、環境景
觀、遊憩設施、以及遊程安排。 

• 林慧瑜（2006）海域遊憩參與者遊憩動機
與體驗研究，將海遊憩環境之屬性分成四
種分類，分別為實質環境、社會環境、經
營管理、以及活動設施環境。 

休閒體驗 



• 雖然價格是顧客為取得產品所放棄或付出
的代價，但它並不是顧客知覺價值裡的「
所付出的代價」的唯一因素 

• 其它非金錢上的因素，例如：時間成本、
搜尋成本、及精神成本也應包含在內
(Zeithaml, 1988) 

價格=所付出的代價? 



• 雖然價格是顧客為取得產品所放棄或付出
的代價，但它並不是顧客知覺價值裡的「
所付出的代價」的唯一指消費者為取得產
品或服務所付出的犧牲，這類犧牲包括金
錢與非金錢 

• 金錢方面為某項產品或服務的付出 

• 非金錢方面，則是為產品犧牲時間，或是
者是為獲得某項產品或服務在精神上的付
出(Cronin, Brady, & Hult,2000) 

知覺價值=值不值得=再次光臨 



• 知覺產品價值係指消費者在衡量付出了時
間成本、金錢成本，與所購買產品之後，
自我內在的一種主觀感受，也尌是值不值
得的問題。 

• 遊客「知覺價值」與「重遊意願」目的地
有相關存在（張書榮，2009）。 

• 因素，其它非金錢上的因素，例如：時間
成本、搜尋成本、及精神成本也應包含在
內(Zeithaml, 1988) 

知覺價值=值不值得=再次光臨 



• 所謂行為意向，根據Chen and Tsai (2007)的研
究定義，行為意向係指遊客重遊相同旅遊
目的地的意願，或是未來將此旅遊目的地
推薦給其他人的意願 

• Zeithaml, Berry, and Parasuraman(1996)的定義，未
來行為意向係指具忠誠度之消費者，分別
會將產品推薦其他人、告知其他人產品正
面意義、鼓勵親朋好友來消費、未來還會
來消費 

• 係指遊客未來再重遊澎湖的意願，或是向
其他人推薦澎湖地區旅遊的意願的看法 

行為意向 



• 運動觀光吸引力是吸引遊客前往旅遊目的
地從事與運動有關的觀光活動之主要原因。 

• 對於澎湖的旅遊業者而言，讓遊客將澎湖
作為旅遊之目的地，觀光景點的吸引力是
必要的。 

 

研究背景 



吳立夫（ 2006 ）研究澎湖海洋運動觀光吸
引力時，即發現「海洋運動觀光吸引力」
與「購後行為」有相關存在 

 

運動觀光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遊客「知覺
價值」與「重遊意願」目的地有相關存在
（張書榮， 2009 ）。 

 

研究背景 



• 了解影響遊客選擇澎湖作為運動觀光旅遊
目的地的選擇行為，以供業者之參考。 

• 分析澎湖海域運動觀光吸引力、以及遊客
於澎湖旅遊的體驗，對於其所知覺之價值
是否有所影響。 

• 分析上述三個變項對於遊客後續行為意向
的預測能力。 

研究動機 



• 分析遊客對澎湖海域運動觀光吸引力的認
知情形。 

• 分析遊客在海域運動觀光吸引力認知、旅
遊體驗、知覺價值、與行為意向的差異情
形。 

• 分析遊客對海域運動觀光吸引力認知、旅
遊體驗、知覺價值對於行為意向的影響力。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 一、研究對象與調查實施 

– 本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前往澎湖國家風景區旅
遊之遊客為對象 

– 預試 

– 施測 

 



• 二、研究工具 

– (一)海域運動觀光吸引力量表 

– (二)旅遊體驗量表  

– (三)知覺價值量表 

– (四)行為意向量表 

– (五)人口統計變項 

研究方法 



結果分析-不同性別與婚姻狀況 

• 女性的旅遊體驗則是比男性較為良好 

 

• 已婚者未來再至澎湖從事旅遊活動的
意願最高，也樂意推薦給親朋好友到
澎湖旅遊 



結果分析-不同年齡、教育程度 

• 20 歲以下遊客在「海域運動觀光吸引力」顯著
高於31-40歲年齡層，所以可發現年輕遊客，對
於澎湖「海域運動觀光力」的認知較高。 

 

• 國中（含以下）程度遊客，對於澎湖「海域運
動觀光吸引力」比碩士教育程度遊客的認知較
高，而且旅遊體驗也高於專科以及碩士教育程
度遊客 

 

• 不過不同教育程度並不會影響遊客對澎湖觀光
旅遊的「知覺價值」以及「行為意向」。 



結果分析-職業與收入 

• 不同職業，並不會影響遊客對於澎湖「海域
運動觀光吸引力」、「旅遊體驗」、「知覺
價值」、以及「行為意向」 

 

• 不同收入並不會影響，這也說明了遊客對於
在澎湖觀光旅遊，認為「花費的錢」、「所
付出的時間」、以及所付出體力精神參與海
域活動是值得的。 



建議 

澎湖海域的水上的活動，對於遊客具有高度的 

吸引力，是吸引遊客至澎湖旅遊的主要原因 

 

1.對於澎湖的觀光業者與政府單位而言，加強
現有的吸引力與服務，可有助於維繫住現有
的遊客 

 

2.不斷的改善與提昇旅遊品質，則可藉由現有
的遊客進而擴散至其他遊客，提昇澎湖的遊
客人數 



3.加強其它深度海域活動的推廣與行銷有必要
性，尤其是在網路方面的資訊 

 

4.此外電視旅遊節目的深度報導，亦可吸引不
同教育程度、年齡、及收入者參與 

 

5.得知海域產品訊息，但是不知要去向誰報名
活動。故研究者建議，對於澎湖旅遊訊息的
提供，除了報導觀光資源外，對於活動的提
供者，也可考慮提供 



6.澎湖觀光業者除與旅行社合作外，針對不同教
育程度族群，加強其它通路的行銷(ex:，行程
的多樣化，也可提昇高學歷者在澎湖的旅遊體
驗) 

7.規劃精緻的旅遊行程，尤其是非大眾性的運動
觀光行程(ex:結合生態的「潮間帶」活動) 

 

8. 澎湖地區無人離島的行程，也是可提高收入較
高者的認知與旅遊體驗 

 

9.加強澎湖深度海域活動的推廣與行銷有其必要
性(ex:牽罟、抱墩) 

 



10. 提供完善餐飲、住宿、紀念品、美化環境清
潔、景點維護、保護特有文化資產、以及旅遊
服務 

 

11.避免有哄抬商品價格，或是坑遊客的情形產生
。如此可讓遊客在澎湖觀光旅遊過程中，留下
良好的體驗 

 

12.口耳相傳：來澎湖旅遊所付出的時間、金錢、
與體力均是值得的。後續尌可提供遊客再遊之
意願，此外更重要的是可將澎湖旅遊推薦給親
朋好友，成為宣傳澎湖旅遊的最佳行銷管道 

 



Q&A 

•研究文獻提供：張孝銘/建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教授 

• 建議 

• 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