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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綠島為一自然資源豐富的島嶼，1995 年太平
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的國際專家學
者在亞洲島嶼中選定綠島為海洋生態旅遊示範
島，可知綠島的海洋環境資源豐富。 

2. 根據葉書銘與王汶松（2001）和李莉莉（2002）
的研究調查，遊客前往綠島旅遊方式以欣賞自
然地形景觀為主，其次為水域遊憩活動，如：
浮潛和水肺潛水，休閒潛水的確成為綠島觀光
客參與之主要活動。 

 



壹、緒論-2 

1. 離島地區在有限的休閒與活動空間裡，容易因
為遊客量過多而導致遊憩品質滿意度下降，此
外在綠島，浮潛和水肺潛水遊憩活動是需要付
費的遊程，故其服務品質的好壞往往影響遊客
對於日後水域活動的選擇考量，以及遊客的滿
意度。 

2. 本研究藉由海洋環境資源之多樣性與否、提供
之遊憩設施項目與人員服務項目之大構面來瞭
解至綠島旅遊的遊客對於浮潛遊憩服務品質之
期望與滿意程度。 



壹、緒論-3 名詞釋義-浮潛 

 目前台灣浮潛遊憩活動在多數地區只是進行水
面上的漂浮而不進行下潛的動作，故不善於游
泳的遊客也能輕易地從事此項活動，其活動類
型以欣賞海底景觀及海中攝影為主，現今綠島
的浮潛遊憩活動也屬於此活動模式。 

 浮潛活動是綠島觀光發展中不可忽視的經濟收
益來源。故目前遊客從事浮潛活動過程中，其
規劃的活動內容、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品質
能否讓遊客體驗後產生重遊之意願，便成為本
研究想要進一步瞭解的部分。 

 



壹、緒論-4 名詞釋義-服務品質 

 台灣的浮潛活動多數是由當地居民或未受過專
業訓練的人士經營著所謂的帶客浮潛。業者在
浮潛技術與專業背景多數不足，只穿上救生衣、
戴上面鏡和呼吸管就帶領遊客下水體驗，對於
環境資源維護、遊客的安全性和遊憩的服務品
質往往並無適當之保障 

 本研究將採用其環境資源、遊憩設施、人員服
務三大構面作為檢視遊憩服務品質的構面。 

 



壹、緒論-5 名詞釋義-服務品質 

 環境資源構面的問項：生物資源保護措施、珊
瑚資源、魚類多樣性和其他生物多樣性等四項。 

 遊憩設施構面的問項：生態與環境資訊展示區、
多媒體放映、餐飲服務設施、紀念品販賣部、
廁所環境清潔、停車場數量、道路交通指標、
休憩平台和解說牌誌內容等八項。 

 人員服務構面則：包含浮潛導潛人員之能力、
遊客中心服務台人員、餐飲服務人員、販賣紀
念品服務人員和遊客中心諮詢服務等五項 



壹、緒論-6 名詞釋義-行前期望 

 Lawer (1973) 提出的期望理論指出，人們對
於其所能達成的不同成果具有不同偏好，且對
於從事行動所獲致的表現，存有某些預期心理。 

 陳美吟（1985）提到遊客的遊憩需求與動機往
往受到個人特性和過去經驗之影響，由於個人
對遊憩有不同的期望進而引發遊憩行為，又因
環境特質、活動類型和實際情況等影響，而產
生不同的遊憩體驗，因而影響其遊憩滿意度。 

 謝金燕（2003）也提出行前期望和實際體驗是
滿意度的前因變數，可知行前期望和實際體驗
的之間知覺差距會影響其滿意程度。 



壹、緒論-7 名詞釋義-滿意度 

 Enrique、Isabel Sanchez 與 Sanchez 
(2001)：衡量遊客對於觀光地或遊憩活動滿意
程度，則可以遊客是否願意重遊來作為衡量的
指標。 

 Zeithaml與Bitner(2000)：滿意度是指其受到
服務品質、價格、情境因素與個人因素所影響。 

 Driver與Toucher(1970)：遊憩滿意度是由遊
客的期望與實際感受的知覺差距來決定是一致
的。 

 

 



壹、緒論-8 名詞釋義-滿意度 

 Fornell (1992)：滿意度是指消費者在購買產
品或經歷服務後的整體衡量感受，是由經驗而
產生的一種態度。 

 Kotler (2003)：滿意度是指個人對產品性能
或體驗結果的知覺與個人對產品的期望所感覺
到之愉悅或失望的程度。 

 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本研究將以環境資源、
遊憩設施和人員服務，三構面作為測量浮潛遊
客對浮潛活動滿意度的指標因素，此與服務品
質之文獻探討結果一致。 

 



壹、緒論-9 名詞釋義-IPA分析 

 Martilla 與James (1977) 所提出的重要－表
現程度分 (Importance-PerformanceAnalysis，
IPA)，可知服務品質之期望與滿意度之關連性，
將可藉由IPA 來進行分析。 

 近年來IPA 已逐漸運用於觀光休閒產業的行銷
上，用以檢視遊客對於「行前期望（重要程
度）」和「實際體驗（表現程度）」兩者的關
係，以提供業者在行銷方面的改善與設計（黃
文雄等，2008）。 

 

 



壹、緒論-10 名詞釋義-IPA分析 

 

象限分別為：繼續保持 (Ⅰ)、加強改善的
重點 (Ⅱ)、優先順序較低 (Ⅲ) 和供給過
度 (Ⅳ)。 



貳、研究方法-1 

一.調查方法 

1) 以發放問卷的方式進行本研究調查對象為到
綠島浮潛過的遊客，抽樣方式是以便利抽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2) 日期： 96 年 7 月 20 日至 23 日和 8 月 
28 日至 9 月 2 日，共十天。 

3) 發放地點：以各家浮潛店、統一超商門口及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綠島旅遊服務中心
為主。 

 



貳、研究方法-2 

4) 粗估旅遊旺季每天浮潛遊客約有 640 
人。本研究以每天從事浮潛遊客的 3%
為樣本數。 

5) 十天共發放問卷 200 份，有效問卷為 
182 份，有效問卷率為 90%。 



貳、研究方法-3 

二.問卷設計 

1. 問卷項目：旅遊特性、遊客社經背景、
與浮潛活動服務品質重視程度和滿意
程度。 

2. 問卷量表是以李克特(Likert)五點量
表來詢問重視程度與滿意程度，5是非
常重視或非常滿意，遞減到1為非常不
重視或非常不滿意。 



貳、研究方法-4 

三.研究方法 

1. 使用SPSS12.0為統計工具。 

2. 進行信度分析。 

3. 旅遊特性和遊客社經背景，做敘述性
統計的次數分配表分析。 

4. 針對浮潛服務品質的重視程度與滿意
程度進行 IPA 分析。 



参、結果-1 
一、信效度分析 
–信度：信度0.79(>0.7，顯示問卷具有良好信度) 
–效度：專家效度 

二、旅遊特性(描述性統計─百分比) 
–資訊來源：親友介紹51.1%，網路20.3%，旅行社11% 
–交通工具：船92.9%，飛機7.1% 
–交通資訊來源：網路49.5%， 
–近五年旅遊頻率：第一次70.3%，第二次23.6%，第三次
以上6% 

–住宿類型：民宿68.5%，旅館28.7% 
–旅遊目的：浮潛90.1%，環島賞景89.6%，夜遊54.9% 
–旅遊期間交通方式：機車94% 
–重遊意願：願意94% 



参、結果-2 

三、人口統計變項 

◦ 性別：男47.8%，女52.5% 

◦ 年齡：16-25歲51.1%，26-35歲30.2% 

◦ 教育程度：大學47.8%，高中17% 

◦ 職業：學生37.9%，服務業18.1% 

◦ 居住地：北部46.7%，中部33.5%，南部
18.1% 

 



参、結果-3 

 四、服務品質重要─表現程度 

 

象
限 

意義 
構面 

改善策略 
環境資源 遊憩設施 人員服務 

一 
高重視
高滿意 

生物資源保護措施、
珊瑚資源、 

魚類多樣性、 

其他生物多樣性 

休憩平台、 

解說牌誌內容 

遊客中心諮詢服務、
浮潛導潛人員之能
力 

維持 

二 
高重視
低滿意 

生態環境資訊展示
區、 

停車場數量、 

道路交通指標 

遊客中心服務台人
員 

優先 

加強改善 

三 
低重視
低滿意 

多媒體放映、 

餐飲服務設施、 

紀念品販賣部、 

廁所環境清潔 

餐飲服務人員、 

販賣紀念品服務人
員 

次要 

加強改善 



肆、討論-1 

1. 綠島的遊客主要的觀光目為參與浮潛活動，其次
是環島賞景。此結果與葉書銘與黃汶松（2001）
和林慧瑜（2006）研究結果所敘述至綠島或墾丁
是以欣賞自然景觀為主有所不同，由此可知目前
到綠島的遊客已逐漸著重水域遊憩之活動參與。 

2. 浮潛導遊的服務讓遊客得到高滿意度。 

3. 由於豐富的生態資源，有94%的遊客願意重遊。 

 

 



肆、討論-2(旅遊特性) 

1. 旅遊資訊來源以親友介紹(51.1%)居多，表示之前
的遊憩體驗滿意程度高而受到推薦與重視，未來
可著重文宣媒體行銷方式，以加強綠島觀光之行
銷。 

2. 服務品質的再提升，能讓遊客有較高的滿意度。 

3. 近五年內，以第一次 至綠島觀光的遊客居多
(70.3%) ，第二次到訪的人則佔23.6%。 

4. 近四分之一的遊客屬於重遊遊客，顯示綠島在國
內的觀光旅遊市場具有相當之吸引力，值得重視。  



肆、討論-3(遊客社經背景) 

1. 女性較多餘男性，年齡以  16~35歲居多，教育程
度以大學為主，職業以學生居多，居住地則以北
部為主。 

2. 以上結果可推測成年遊客基於畏水、體能較差而
不願參與，造成休閒阻礙，值得未來研究進行探
討。 

3. 發放問卷時間正值暑假期間，故參與綠島浮潛活
動的遊客較易呈現以青年為主之遊客族群。 

4. 建議相關單位在綠島旅遊旺季期間應著重青年族
群遊憩活動之規劃與設計，可開發活動力較高之
水上遊憩活動，以符合遊客未來之遊憩需求。 



肆、討論-4(IPA分析) 

1. 經由顯示，落在第一象限的項目有「生物資源保
護措施」、「珊瑚資源」、「魚類多樣性」、
「其他生物多樣性」、「遊客中心諮詢服務」、
「休憩平台」、「解說牌誌內容」和「浮潛導遊
之能力」等項目。 

2. 由於上述項目是以環境資源和人員服務部分為主，
讓遊客感到既重視且滿意，因此對於生態環境資
源的永續保護，是必頇持續維護保持，故對於這
些項目應該著重保護及維護管理上。 



肆、討論-5(IPA分析) 

1. 為維護海洋生物之多樣性與豐富度，本研究建議
有必要進行浮潛區之遊客承載量評估，以因應未
來遊客增加所導致之衝擊。 

2. 由於綠島的觀光屬於有明顯的淡旺季之分的觀光
型態，在旺季時一天最多可湧入近 5,000 人的遊
客，可能加深環境之負荷與衝擊。 

3. 提供另類旅遊方式，如水肺潛水與生態旅遊等深
度休閒行為，除可提昇一般大眾觀賞旅遊成為高
品質與內容之生態旅遊規劃，也可吸引國際觀光
潛水旅客之參與。  



肆、討論-6(IPA分析) 

1. 在「生態與環境資訊展示區」、「停車場數量」
和「遊客中心服務台人員」，三個項目落於高重
視、低滿意的第二象限，屬於加強改善重點。遊
客中心是觀光客首先蒞臨的地方，尤其是背包客
或自由行的遊客。 

2. 此方面遊客呈現較低的滿意度，與東海岸國家風
景區之經費與人力資源之投入不足有很大之關連
性。 

3. 欲提升遊客滿意度可以嘗試新增生態與環境資訊
展示區和適量之停車場，給予遊客中心的服務人
員持續之職前教育和解說訓練機會。 



肆、討論-7(IPA分析) 

1. 「多媒體放映」、「餐飲服務設施」、「紀念品販
賣部」、「廁所環境清潔」、「餐飲服務人員」和
「販賣紀念品」、「服務人員」等項目，皆落於低
重視度、低滿意度，優先順序低，改善急迫性低的
第三象限。 

2. 業者和公部門可以將這些項目視為未來發展機會，
例如在服務人員方面，應定期接受服務品質與禮儀
提升教育，使其在服務遊客時能維持一定的水準。
若能使遊客在這象限的滿意度提升，便能讓遊客更
滿意其遊憩體驗，使顧客產生重遊意願。 



肆、討論-8(IPA分析) 

1. 無選項落在第四象限，故無項目屬於供給過度。由此
可知目前國內同質性之競爭威脅並未產生，這與綠島
本身所具備之地理環境之優越性（即較高之海洋資源
多樣性與豐富度）有關。 

2. 目前至綠島觀光遊憩之遊客以國人參與為主，意即本
區所提供之遊憩條件仍屬國內休閒遊憩之範疇。 

3. 為提升綠島整體觀光服務品質與因應國際觀光客旅遊
之接軌，除維持現有豐富之環境資源外，有必要增加
其他遊憩設施與提升餐旅服務之品質，才能具備國際
觀光吸引力，與致力發展海洋觀光之其他國家一較長
短。 

 



The end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