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海洋休閒參與者與海洋遊憩區遊客 

  



Concept 
 Why do we need to find out the visitor? 

 What information do we need to find out about 
our visitors? 

 What are the methods available to find out about? 

 The survey design process 

 Research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s 

 

 



Concept (cot.) 
 Question design 

 Question type 

 Questionnaire layout and carrying out the survey 

 Analysis of data 

 Type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Observation surveys 

 In-depth interviews 

 Focus groups 



 
為何要了解遊客？ 

 把遊憩區發展視為產品 

 確認市場區隔，以利促銷 

 發現新的市場 

 了解遊客行為的趨勢 

 監督管理表現 

 處理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 

 發展遊憩區政策 



需要了解遊客的什麼資訊？ 

Research question (examples) Type of information 

How many people visit a site? Visitor numbers 

遊客數 

Who are the visitors? Visitor Profiles 遊客背
景分析 

What do the visitors do when on a 
site? 

Activities 

活動類型  

When do people visit a site? Distribution of visitors 
over time 

遊客分佈 

How much money do the visitors 
spend? 

Visitor expenditure 

遊客花費 

Table 3.1 (p48) 



用何種方法了解前往遊憩區的遊客？ 

兩種主要的市場調查方式： 

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量化研究方法： 

 Questionnaire 
（問卷調查法） 

 Observation 
（觀察法） 

 Visitor  count 
（遊客數計量） 

 Secondary data 
（二手資料分析） 

 In-depth interviews （深
入訪談法） 

 Focus group （焦點團體
法） 

質化研究方法： 

有些研究或調查採用一種以上的研究方法 (table 3.2, 

p49) 



 
使用不同的研究方式進行研究或
市場調查的原因： 
 

 提升研究結果的精確性與完整性 

 能展現出研究議題的廣度與可信度 

 對於遊客以及他們如何使用遊憩區的方式，建構出更
巨觀且完整的樣貌 

 



研究設計過程 (figure3.1) 

確認管理議題
（研究問題的確

認） 
詳列必須的資料 尋找已有的資料 

確認適合的研究
方法 

建構研究方法的
執行細節 

前測 
根據前測修正研

究方法 
正式施測 

研究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撰寫 
提出可解決遊憩
區管理議題的可
行性實行方案 



Establish what you want to find out – 
then survey!  

研究設計很重要，可避免錯誤的造成 



研究方法 (遊客計數） 

 Visitor counts 遊客計數 

 以年為單位 

 多久拜訪遊憩區(每季/每週/每天) 

 遊客在遊憩區中的分布 

 遊客數的趨勢 

 遊客計數的方法 

 管理的資料（停車數量/預約人數/申請人數…等) 

 人工計數 （定點/分點) 

 自動計數器 

 選擇適合特定目的的計數器 

 計數器資料的收集包括:             

    1.cumulative totals     2.time and data total (figure3.3)                 



計數器校準 
 -Calibrate校準 

原因：計數器會有誤差，若知道誤差值，則
可將資料修改為更精準的數據 

   -校正係數：實際觀察數字/自動計數器的數
字 

   -估計的訪客數=計數器數字x校正係數 

    

 



校正資料時，需要考慮什麼？ 
 紀錄通道/路徑的遊客人數 
   -遊客旅遊方式：徒步、單車、騎馬 
   -旅行方向 
   -帶狗的徒步者 
 紀錄車輛 
   -車輛內的乘客人數 
   -車輛行駛的方向 
   -車軸的數目 
   -駛入停車場又開走的車輛比例 
   -工作人員的車輛比例 
 



何時校正與多久校正一次？ 
 依照計數的期間，如一年為期，則四季都要校正一次 

 愈常校正則校正係數越準確，計數愈準確。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 

 Sample樣本: a part, piece or item that shows what the 

whole thing or group is like. 

 Sampling抽樣 :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a part, piece or 

item that shows what the whole thing or group is like. 

 



 獲得具代表性的樣本-隨機抽樣/或然率抽樣 

   (random sampling /probability sampling) 

    1.人次間隔(select every nth person) 

    2.時間間隔(selection by time interval) 

    3.亂數表?(selection by random number table) 



 “隨機抽樣”聽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卻難? 

    1.哪裡開始進行施測?(Where) 

    2.甚麼時候開始進行施測?(When) 

    3.若施測者為一群人? 

 



抽樣架構(Sample frame) 

 誰是抽樣的對象?(Who you sample) 

    -calculate the total number of non-responses to know 
the response rate → representative high or low 

 在哪裡抽樣?(Where you sample)   

    -where you stop people to ask them questions may 
influence the type of person you are interviewing. (stop 
cars or after parking) 

 什麼時候進行抽樣?(When you sample) 

    -depend on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to undertake the 
survey and therefore how many survey days can be 
carried out 



樣本大小 

越大的樣本，對資料蒐集的精確性更有自信
(table 3.4) 

到底需要多大的樣本? 

    -研究的經費 

    -資料要求的準確度 

    -信校度是否符合標準 

    -研究是否為單一問項或要進行比較的複選項 

         (cross-referencing需要較大的樣本)  



問題設計 

Before drafting questionnaire 
questions, decide carefully on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問題的類型 

 封閉式問題：預設選項，資料容易收集 

 開放式問題： 

    -收集到更有深度的回答，作答者可自由填寫， 

    -較難分析，以共同點區分 

 測量態度問題 
 排序(Ranking)p67  

 尺度(Scaling) :5 or 7 points likert-scale (p68) 

 態度(Attitude statements): ex: 非常同意 到非常不同意 

 語意上的差異(Semantic differential): 有時加上刻度 

Safe----------------------------x----unsafe 

    9   8   7   6   5   4   3   2   1 
 



問卷語意 
 頇注意下列幾點： 
1. 避免專業術語與縮寫 

2. 一次只問一個問題 

3. 避免引導性的問題 

4. 避免問題中出現語意混淆或因地因人不同的語詞 



問卷設計與施測 
 問卷設計-頇擁有某些特定資訊 

 施測者/時間/地點/編號/拒答數 

 引言 

 前測 

 進行施測 

 

 



資料分析 
 電腦使用─SPSS,SNAP,… 

 資料輸入─輸入錯誤會影響結果 

 電腦能為我們做什麼？描述性統計（帄均數、總數、
清單、百分比）、交叉分析、統計性分析 (卡方,t-
test, ANOVA, Regression, MONOVA等）  



問卷調查的種類 

 One-to-one on site surveys-一對一訪問 

 Household surveys-到家訪問 

 Telephone surveys-電話訪問 

 Postal surveys-郵寄訪問 

 Self-registration-自我註冊 

 Captive surveys-自願者訪問 



研究方法：觀察法(Observation surveys) 

透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 : 

 遊客在園區內的分布 

 遊客的數目 

 遊客在園區的行為 

 

※A sampling frame needs to be developed :  

   where, who, when to sample   



 Record the observation :  

   -觀察的時間日期 

   -觀察者姓名 

   -觀察的地點或區域 

   -觀察的人數 

   -觀察到的遊客活動 

   -觀察到的遊客區域 

 

※analyzed by computer  



研究方法：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s ) 

 更深入了解議題 

 訪談的過程是較不具結構性的 

 訪談者能透過受訪者的回應繼續深入議題 

 透過問題的清單和受訪者的回應來發展議題 

 花費較多的時間、受訪者也較少 

 需要靠錄音紀錄 

 受訪談者雖不一定具代表性，但資訊仍是有用 

 能幫助發展問題的領域 

 



研究方法：焦點團體(Focus groups)1 

 由一個團體來進行 

 透過問題的清單和團體的回應來發展議題 

 訪問者扮演一個引導的角色，指引團體在特定的
議題上進行結構性的討論： 

   -建立團體的和諧及信任感，並且設立目標 

   -引發相關議題的討論 

   -為團體的討論做摘要 

 



焦點團體(Focus groups)2 
 需要有好的人際技巧 

 小心的選擇誰該參與團體 

 團體大小應介於8到12人 

 分析方式同於深度訪談 



  

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