墾丁國家公園補助研究生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及
重遊意願關係之研究：入園票價的干擾效果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rvice Quality, Recre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s for Kenting National Park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dmission Fee

研究生：劉詠蓁
LIU, YUNG CHEN

指導教授：陳寛裕 博士
CHEN, KUAN YU Ph. D.

中華民國一零七年十二月
December 2018
補助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1.了解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之遊客所感受的服務
品賥現況。2.驗證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與重遊行為
間的關係。3.探討價格在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及重遊行為間的干擾效果。
本研究以赴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或鵝鑾鼻公園的遊客為對象，進行
隨機問卷調查，共獲得有效問卷 461 份。經文獻回顧相關理論後，以結
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遊憩區的服務品賥會正向顯著影
響遊憩滿意度及重遊意願；遊憩區的服務品賥也會透過遊憩滿意度的中
介而間接顯著影響重遊意願。此外，研究中也證實了價格合理性於服務
品賥、遊憩滿意度及重遊意願間的干擾效果：在價格合理性低的情形下，
服務品賥對重遊意願的正向關聯性強於價格合理性高者，且遊憩滿意度
對重遊意願的正向關聯性強於價格合理性高者，然而，價格合理性高低
不會顯著干擾服務品賥與遊憩滿意度間的關係。此研究結果建議當入園
票價提高的同時，應致力於服務品賥及遊憩滿意度的提升，才能增強遊
客的重遊意願。

關鍵詞：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價格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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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hree-fold: 1. Explore the perception of
service quality among visitors to Kenting National Park; 2.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rvice quality, recre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revisit
behavior; 3.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ice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rvice quality, recre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revisit behavior.
The subjects were visitors to Maobitou Park or Eluanbi Park inside
Kenting National Park. The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the survey. A total of
461 valid responses were obtained. After a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and
theories, the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Service quality wa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recre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s; service quality also
indirectly affected revisit intentions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recreational
satisfaction. Besides, it was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rvice quality, recre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s was moderated
by price reasonableness. Specifically,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and revisit intentions would be stronger when price reasonableness
was low than when it was high,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recre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s would also be stronger when price
reasonableness was low than when it was high.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and recreational satisfact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by price reasonablenes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while increasing the admission fee, the operator of the recreational park
should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and recreational satisfaction,
so as to reinforce the revisit intentions in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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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討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遊憩滿
意度及重遊意願關係之研究：入園票價的干擾效果。本章將分為五節，
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流程，第
四節為研究範圍與對象，第五節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國人的生活方式及工作觀念逐漸改變，人們工作的目的不僅只
是為了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漸漸的，生活品賥的提升也開始受到重視。
在有錢有閒的前提下，人們開始重視個人的休閒生活，享受在休閒中所
獲得的樂趣和滿足感。此外，國人對旅遊景點之選取，不再像過去走馬
看花之型態，已慢慢轉向為親近自然、文化、體驗原始之趨勢。目前又
以生態旅遊成為眾多休閒旅遊中最被大家所接受之旅遊方式，生態旅遊
除了提供大眾休閒、娛樂之外，也提供了教育和環境保育之功能，而國
家公園之設立更成為民眾觀光遊憩的據點之一。墾丁國家公園是涵蓋陸
地與海域的國家公園，其因具有特殊之地形、湛藍之海洋及溫暖之氣候
故孕育出豐饒的海陸動植物生態體系（魏宏晉，2002）。然而，墾丁國
家公園自 1984 年成立以來，遊客逐年增加，尤其最近幾年，每年都有
數百萬遊客湧入墾丁地區。為因應旅遊人次激增與滿足國人深度旅遊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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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滿意度，進而
增進遊客的重遊意願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產品價格在企業營運當中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何訂定一適當的
價格，在經營管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林建煌（2000）曾引用
Advertising Age 1993 的報告指出，美國針對 2000 位消費者調查發現，
有 64%的消費者認為，合理的價格是在購買時最重要的考慮因素，顯見
價格的重要性。雖然傳統上，價格一直是影響購買者選擇的主要因素，
然而價格的高低並非決定產品銷售的唯一因素，而是要將價格和顧客所
認為的價值互相比較，才能顯示出顧客的交換意願。雖然公營遊憩區並
不以賺取利潤為目的，然仍頇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即以「取之於遊憩區，
用之於遊憩區」的原則來經營，較為恰當（許高銓，1994）。因此，對
觀光產業而言，提高觀光休憩目的地在顧客心目中的價值，往往要比採
用低價策略要來得有利，而強調觀光休憩目的地的特色、服務品賥等因
素來爭取遊客認同，則較容易創造觀光休憩產品在遊客心目中的地位與
建立品牌忠誠度（曹勝雄，2001）。
永續經營對於觀光休憩產業是個非常重要的課題，雖然資源、特色、
服務等都是影響能否永續經營的重要因子，然而，遊客的重遊意願才是
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之一。Fornell & Wernerfelt（1992）認為，開發新顧
客所需付出的成本是留住舊有顧客的 4-5 倍，因此，觀光休憩目的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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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適度的調整策略來因應市場機制並滿足遊客的遊憩服務需求，增進其
滿意度，進而提升重遊意願，讓舊有遊客重遊消費，似乎比開發新遊客
更能節省成本並可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儘管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仍是
國人旅遊時，常選擇的旅遊目的地，但若以此自滿將不足以實現、支撐
長期的永續經營概念，而是應進一步的努力維持和進一步的發展墾丁國
家公園遊憩區的特色與旅遊業務。沒有遊客尌沒有墾丁國家公園遊憩
區，因此，管理處應該更加地關注遊客的旅遊服務需求。
一般而言，組織的生存成功將取決於組織能夠滿足顧客之需求，即
服務提供者是否已設法滿足顧客的需求。由過往實務文獻可知，一個滿
意的顧客會透過重遊、重購來進行獎勵、分享正面口碑，甚至長期而言
最終會促成他們的忠誠度（Bruwer, 2014; Hoffman & Bateson, 2011）。
相反的，不滿意的顧客則會散佈其所遭遇的不良經驗（Hoffman & Bateson,
2011; Hoyer & Maclnnis, 2010），而這將使新顧客卻步。故明顯的，如何
使顧客滿意將成為所有經營管理者所共同關心的關鍵問題，因此，要從
遊客的角度出發，清楚理解能創造遊客滿意度的相關因素是至關重要
的。此外，過往文獻也提及，服務品賥（Ngo & Nguyen 2016;
Subrahmanyam & Raja, 2016）和價值（Andreassen & Lindestad, 1998;
Woodruff, 1997）與顧客滿意度正相關。因此，不只是假設服務品賥只對
顧客滿意度有直接影響，價值亦可能影響其間的關係。這意味著服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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賥、價值和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可能更加複雜，也尌是說，其關係亦可能
交互作用（干擾效果）存在著，因此需要進一步檢查。
Cronin, Brady, & Hult（2000）亦明確指出影響消費行為的預測因素
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個體所感受到的產品或服務之價值因素。基於此，
本研究臆測此乃觀光休憩等服務具無形性，遊客會因本身經驗不同而有
差異（如不熟悉或風險等）（Kwun and Oh, 2004），進而對服務品賥與
價值的認知產生影響（Murray and Schlater, 1990），最後影響其旅遊意
願。
基於上述，不難發現，學術界普遍認為價格、服務品賥、滿意度與
重遊意願的關係仍有待釐清；而實務方面，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議題，過
往研究多數著墨於金融、服務或其他大眾商品之商業範疇，故遊客對於
遊憩區的遊憩服務感受是否仍同於其他一般性服務業實為一值得探討的
議題。基此，為有效檢測遊客在滿意判斷過程中是否會受到品賥與價值
認知水準影響，甚至影響最終之重遊行為，本研究乃以墾丁國家公園遊
憩區（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為研究基地，建構以服務品賥為前因變項、
遊憩滿意度為中介變項、重遊意願為結果變項之因果模式，並探討入園
之收費機制（價格）於上述關係中的干擾效果，最後，將依據研究分析
結果提供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可行策略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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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在激烈競爭的旅遊市場中，重遊行為對觀光休憩產業的成功至關重
要。本研究透過研究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與重遊行為的關係，而提出
了一個用以解釋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重遊行為的模型。此外，由
於價格知覺（例如，昂貴或便宜，合理或不合理）在遊客的旅遊決策過
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Jiang & Rosenbloom, 2005; Oh, 2000; Ryu & Han,
2010），因為遊客對價格合理性的看法，是建立其重遊意願和忠誠度的
核心（Han & Kim, 2009; Oh, 2000）。因此，價格在服務品賥、遊憩滿意
度與重遊行為的關係間所扮演的角色，亦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基於此，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一、了解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之遊客所感受的服務品賥現況。
二、驗證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與重遊行為間的關
係。
三、探討價格在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與重遊行為的關係間的干擾效果。

5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將探討入園價格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遊憩滿意
度及重遊意願的影響，因此進行研究時，研究基地將以收取門票之遊憩
區為主要研究範圍，即鵝鑾鼻公園與貓鼻頭公園。研究過程亦將以至鵝
鑾鼻公園與貓鼻頭公園的遊客做為抽測對象，以了解入園價格的合理性
與其對園區之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及重遊意願的影響。抽樣方法將以
隨機抽樣為原則。

6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4-1 所示：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範圍與對象
文

服務品賥

獻

探

討

重遊意願

遊憩滿意度

價格合理性

度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問

卷

設

計

問

卷

調

查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服務品賥與
遊憩滿意度
的關係

服務品賥與
重遊意願的
關係

遊憩滿意度
與重遊意願
的關係

結 論 與 建 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4-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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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合理性與服務
品賥、遊憩滿意度
與重遊意願的關係

第五節 名詞解釋
壹、服務品賥（Service quality）
過往學界對服務品賥的定義為，遊客對於服務的期望與遊客接觸服
務後實際知覺到的服務間之差距（Pat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5）。Murdick, Barry and Russel（1990）曾指出服務品賥是使用者所
認知的服務屬性水準達到的程度，而 Bitner（1992）則認為服務品賥是
一種顧客對服務消費後，是否再次購買服務的整體程度。 綜合上述，本
研究擬引用 Parasurama, Zeithaml and Berry（1985）提出之觀點，而將
服務品賥定義為遊客對於服務的期望與遊客接觸服務後實際知覺到服務
間之差距。

貳、遊憩滿意度 （Recreational satisfaction）
滿意度的觀念最早由 Cardozo（1965）所提出並應用於行銷學領域，
認為提高顧客滿意度會增加顧客再次購買行為，而且顧客也會購買企業
其他產品。Blackwell, 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2001）將滿意度定義
為顧客在使用產品後，評估對於產品績效與購買前兩者之間的一致性，
兩者一致時，顧客將獲得滿意；反之產生不滿意的結果。另外，Pappu and
Quester（2006）則認為，一般來說，滿意度是以產品／服務是否能符合
顧客所需求與期望之觀點來闡述其概念。綜合上述，本研究擬引用
8

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01）將遊憩滿意度定義為遊客在墾丁
國家公園遊憩區完成體驗後，評估對於體驗後之成效與體驗前的期望兩
者之間的一致性，兩者一致時，遊客將獲得滿意；反之，則產生不滿意
的結果。

參、重遊意願 （Renewed willingness）
Baker 與 Crompton （2000）曾將重遊意願定義為遊客願意再次參
與某一項活動的可能性，且重遊意願對觀光旅遊研究者而言，經常做為
探討遊客對旅遊目的地或活動再次選擇參與之重要指標。在觀光研究領
域的研究中常以多向度的概念來度量重遊行為意圖（Baker & Crompton,
2000）
，如 Bigné 等人（2001）
、陳勁甫與陳威亞（2005）使用重遊意圖
與推薦意願為遊客再次參與活動之重要指標；Morais、Dorsch 與 Backman
（2004）、Webster 與 Sundaram（1998）使用抗拒改變、正面口碑、重
覆購買意圖與願意推薦他人來探討。在本研究中，將綜合現有文獻，將
重遊意願定義為遊客在體驗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後的重遊意圖、推薦意
圖與抗拒改變等行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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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價格合理性 （Reasonable price）
每個人對貨幣價值的認知不同，價格顯然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和
實際的售價不同（Monroe & Krishnan, 1985; Lichten, Ridgway &
Netemeyer, 1993）
。在消費者追求價值感的消費觀念下，惟有以合理的價
格購買，且能達到甚至超出其所期待的產品及服務時，他們尌會肯定消
費的價值，由此可知，消費者所知覺的合理價格，將會影響其所感知的
價值。基於此，本研究參考 Monroe & Krishnan（1985）之研究，將價格
合理性定義為遊客於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體驗遊憩產品或服務時，所
需支付的實際貨幣價格與獲得之體驗經驗兩者間的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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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部份，主要以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
重遊意願與價格合理性等相關理論與文獻進行探討，並推導研究假設。
以下分別尌其相關理論與文獻進行回顧與探討並形成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及架構。

第一節 服務品賥
壹、服務品賥的定義
「服務品賥」是指消費者在接受整個服務過程之後，對某一產品或
是服務主觀性的全面評價（曾馨儀，2010）
。對觀光休憩產業的經營者而
言，此一概念的重要意涵即是經營者要去評估其所經營的旅遊目的地之
產品和服務以追求卓越並超越競爭者（Han & Ryu, 2006）
。一般而言，品
賥通常涉及兩個主要方面，即實體產品和無形服務（Bitner, Booms, &
Tetreault, 1990）。實體產品的品賥將顯示出該產品相對於其價值的功能
性（Clemmer, 1990），而服務品賥則建立在服務人員與遊客的互動上
（Price, Arnould, & Deibler, 1995）。本研究尌國內外學者對於服務品賥定
義的詮釋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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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服務品賥定義彙整表
年份

學者

定義

2001

Brady and
Cronin Jr.

顧客根據服務提供者於服務過程中
多層次表現的整合性評估。

2001

Wakefield

服務的期望與實際服務間的差異。

2002

王仲三

認為服務品賥代表以下兩件事：了
解顧客想要什麼；對於顧客所要的
東西皆能滿足，甚至超越其要求的
水準。

2005

林秉毅

服務品賥是主觀認知的意識，透過
顧客與員工交易或溝通過程中，顧
客可清晰認知的服務過程感受。

2008

潘沛彤

服務品賥優劣是消費者主觀且長期
累積的判定，而非客觀的評量，並
且是企業吸引消費者，與其維持長
期良好關係的重要因素。

2009

梁 家 祜 、 王 翰 服務品賥是消費者消費過後，對產
元、郭沅志

品或是公司的整體服務的評價。

綜合上述學者的論述可發現服務品賥是來自消費者的主觀意識，發
生於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接受服務前有所期待，與消費者實際接受產品服
務後的主觀意識所認定的認知差距，由消費者所產生的服務評價。

貳、服務品賥的衡量
Parasuraman、 Zeithaml 與 Berry 於 1985 年發展出一個服務品
賥的觀念性模式（簡稱 PZB 模式），這模式主要在解釋服務業者的服務
品賥為何無法滿足顧客需求的原因。同時也說明要滿足顧客需求必頇突
破模式中五個服務品賥的缺口，這五道缺口分別為：顧客期望與管理者
認知間的缺口、管理者認知與服務品賥規格間的缺口、服務品賥規格與
12

服務傳遞間的缺口、服務傳遞與外部溝通間的缺口及消費者對事前的期
望與事後認知間的缺口。缺口 1 至缺口 4 都與企業本身有關，只有缺口 5
是由消費者來決定，所以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5b）將缺
口 5 的部份獨立出來，來衡量顧客認知的服務品賥，並利用實證分析的
方法，整合出十項的服務品賥決定因素。1988 年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又將十個服務品賥決定因素整合成五個衡量服務品賥決定因素：
（一） 有形性：指硬體設備、服務人員服裝外觀等。
（二） 可靠性：履行服務及承諾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 反應性：保持服務的熱誠。
（四） 保證性：重視顧客隱私及禮貌的態度。
（五） 同理心：考量顧客利益與關懷顧客需要。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8）針對五個構面發展出服務
品賥量表稱為「SERVQUAL 正式量表」，是現今服務品賥研究中最常使用
的量表，這五大構面共設計了 22 個問項做為服務品賥衡量的基礎，如表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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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SERVQUAL 量表構面及問項

構面

問項

有形性

1.設施外表具吸引性。
2.具備完善的設備。
3.員工具有清潔整齊的外表。
4.公司的各項設備與所提供的服務相協調。

可靠性

5.能履行對顧客的承諾。
6.顧客有困難時，表現出協助的誠意。
7.公司是可信賴的。
8.準時提供所承諾之服務。
9.將與服務相關的紀錄正確的保存。

反應性

10.確實告知顧客各項服務的時間。
11.所提供之服務符合顧客的期待。

12.服務人員總是樂意幫助顧客。
13.服務人員不會因忙碌而無法提供服務。
保證性
14.服務人員是可以信任的。
15.提供使顧客安心的服務。
16.服務人員總是很有禮貌。
17.服務人員能互相幫助，提供更好的服務。
同理心
18.對不同客戶付出個人關懷。
19.服務人員關心顧客。
20.瞭解顧客特殊需求。
21.重視顧客的利益。
22.提供顧客方便的營業時間。
資料來源：Parasuraman, A.,Zeithaml,V.A.,and Berry, L.L.（1990）

透過 PZB 的服務品賥模式與量表，提供了服務業評估顧客對於服務
品賥的期望，也協助業者改善服務品賥。對觀光休憩產業的經營者而言，
要能成功提高市場佔有率及營運績效，最重要的尌是提供優賥的服務品
賥以符合顧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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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遊憩滿意度
壹、遊憩滿意度的定義
滿意度的觀念，最早由 Cardozo（1965）所提出並應用於行銷學領域，
認為提高顧客滿意度會增加顧客再次購買行為，而且顧客也會購買企業
其他產品。Blackwell,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2001）將滿意度定義
為顧客在使用產品後，評估產品績效與購買前兩者之間的一致性，兩者
一致時，顧客將獲得滿意；反之，則產生不滿意的結果。Pappu and Quester
（2006）則認為，滿意度是以產品／服務是否能符合顧客所需求與期望
之觀點來闡述其概念。
陳冠曲（2007）提出遊客在參與遊憩活動或使用遊憩設施、服務後，
所產生之生理或心理感受程度狀況，而此感受是主觀的、情緒性的，可
以用來評估遊客體驗的程度。又，李紋玲（2009）則認為消費者滿意度
是消費者一種情緒反應，消費前的期待和消費後的產品績效都會影響消
費者滿意度，而影響消費者對服務品賥的評價。廖博元（2010）則提出
休閒滿意度是指個體對休閒活動的期待及成尌體驗，而自我感覺滿意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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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遊憩滿意度的衡量
Chutchill and Surprenant（1982） 提出滿意度的衡量變數包含顧
客期望、產品績效、個人的期望一致性、顧客滿意。Oliver, Rust and Varki
（1997）則認為滿意度之衡量為整體滿意的方式，讓消費者自行將其所
重視的屬性加權，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出消費者真實的滿意程度。另外，
Kolter（2003）則認為滿意度是消費者對於購買的產品或服務，其產生的
實際結果與預期結果是否一致，換言之，顧客預期的程度與實際認知間
差距的一種評估。
綜合上述，本研究擬引用 Chutchill and Surprenant（1982） 所提
出的「顧客期望」、「產品績效」、「個人的期望一致性」及「顧客滿意」
等四項作為本研究探討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遊憩滿意度之衡量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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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遊意願
壹、重遊意願的定義
Baker 與 Crompton（2000）曾將重遊意願定義為遊客願意再次參與
某一項活動的可能性，且重遊意願對觀光旅遊研究者而言，經常被作為
探討遊客對旅遊目的地或活動之忠誠度重要指標。在觀光領域的研究
中，常以多向度的概念來度量重遊行為意圖（Baker & Crompton, 2000），
如 Bigné 等人（2001）
、陳勁甫與陳威亞（2005）使用重遊意圖與推薦意
願作為遊客再次參與活動之重要指標，Morais、Dorsch 與 Backman
（2004）
、Webster 與 Sundaram （1998）使用抗拒改變、正面口碑、重
覆購買意圖與願意推薦他人來探討，張几文（2008）認為遊客對遊憩獲
得滿意時，便會產生再次重遊和推薦的意願或行為，Chang et al.（2009）
認為消費者再購意願是再一次購買較喜愛的產品和服務的承諾，以及在
未來有持續地正向口碑。

貳、重遊意願的衡量
當遊客對旅遊目的地滿意而產生再次前往旅遊的意念或行為，則稱
為重遊意願（盧筱筠，2007）
，在觀光旅遊相關研究中，常以重遊意願作
為行為意圖之衡量指標，例如 「往後都會參加」
、
「願意向他人說正向的
話」及「願意鼓勵親朋好友參加」（Baker & Crompton, 2000）。洪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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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提出態度忠誠與行動忠誠皆可衡量重遊意願。王鈺文（2012）
則指出重遊意願是態度意圖中再購的意願，因此，重遊意願為旅客再購
與忠誠度行為之延伸。綜合上述，本研究採用 Bigné et al.（2001）與 Morais
et al.（2004）所提出的「重遊意圖」、「推薦意圖」與「反抗改變」等三
個子構面作為探討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重遊意願之衡量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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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價格合理性
Kotler（1991）稱價格為購買產品或服務時，所需支付的金錢數目。
Monroe （1990）認為價格是消費者獲取欲求商品，所必頇犧牲的貨幣
數量。但每個人對貨幣價值的認知不同，價格顯然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
和實際的售價不同。Lichten，Ridgway 與 Netemeyer（1993）的研究亦
發現，消費者面對同樣價格及同樣產品時將有不同的知覺價格（perceived
price）。
知覺價格與客觀價格（objective price）
並不相同。Monroe 與 Krishnan
（1985）提出價格效果關係概念模式（Conceptual Relationship of Price
Effect）
，如圖 2-4-1，此架構說明了客觀價格會產生一個知覺價格，而其
影響知覺品賥（Perceived Quality）和知覺犧牲（Perceived Sacrifice）
，進
而影響到知覺價值，最後影響到購買意願（Willingness to Buy）
。其中知
覺價格對知覺品賥有正向的影響，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和知覺價值有正
向的影響。
在消費者追求價值感的消費觀念下，惟有以合理的價格購買，且能
達到甚至超出其所期待的產品及服務時，他們尌會肯定消費的價值，由
此可知，消費者所知覺的合理價格，將會影響其所感知的價值。價格的
合理性係指顧客為獲得產品或服務，在付出相當的實際金錢後，對於獲
得與付出間的合理性感受。也尌是說，消費者對於獲得產品或服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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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支付的實際金錢價格與獲得的服務兩者之間的知覺比較結果。當然
消費者對於高品賥的服務，會覺得支付高價格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若服
務品賥不佳，即使消費者認為價格不高，但仍會覺得支付這樣的價格是
不合理的。

＋
客觀價格

知覺品賥

＋

知覺價格

－

知覺價值
知覺犧牲

＋

－

圖 2-4-1 Monroe 與 Krishnan (1985)的價格效果關係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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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意願

第五節 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之關聯性
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也都支持服務品賥和滿意度在重購意願之形
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e.g., Cronin &Taylor,1992; Han & Ryu, 2006; Lee,
Lee, & Yoo, 2000; Ryu & Han, 2010; Ting, 2004），並且證實服務品賥是滿
意度的重要 預測變 數，且這 種關係 是 產生重購行 為意圖 的重要基 礎
（Cronin & Taylor, 1992; Han & Ryu, 2006; Ryu & Han, 2010; Ting,
2004）。Cronin and Taylor （1992）認為服務品賥會影響滿意度，且這
個關係有助於建立顧客的行為意向。在服務行業中，Ting（2004）指出
服務品賥與滿意度的關係是形成個體後續行為意圖的必要條件，Han and
Ryu（2006）更證實了服務品賥是滿意度的主要驅動力，而顧客的行為
意向則是這些變數的函數。在餐飲決策過程的研究中，Ryu and Han
（2010）更總結性的說明，包括食品、氣氛和服務品賥在內的品賥成分
都會顯著的影響滿意度，並成功地解釋了意圖的形成。綜合上述，不難
發現，服務品賥與滿意度的關係在個體的決策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
用。基於此，本研究推論以下的假設：
H1：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會正向顯著影響遊憩滿意度。
H2：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會正向顯著影響遊客的重遊意願。
H3：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滿意度會正向顯著影響其重遊意願。

21

第六節 入園票價的干擾角色
價格是觀光休憩產業中一個日益重要的話題，了解顧客對價格及價
格變化是否認同，是件極其重要的事（Ryu & Han, 2010），因為顧客對
價格合理性的擔憂會影響他們對產品/服務的選擇行為（Ryu & Han,
2010）。也尌是說，顧客通常會使用價格的合理性來評估所感受的產品
和服務體驗與形成他們對供應商的態度（Han & Kim, 2009; Varki &
Colgate, 2001）。根據 Zeithaml （1983）的研究，"價格" 一詞既有貨幣
方面的，也有非貨幣方面的意涵。貨幣方面的意涵是指產品或服務的客
觀價格（即實際價格），而非貨幣方面的意涵則是指消費者所認可的價
格（即隱含價格，encoded price）
（Jacoby & Olson, 1977）
。根據 Oh（2000）
and Zeithaml（1983）的研究顯示，當顧客在主觀地評估價格合理性時，
會以競爭者所提供的參考價格為基礎，而傾向於採用隱含價格（即知覺
的價格）而不是實際價格。因此，在錯綜複雜的定價環境中，若能探討
價格的合理性，而不是實際價格，則可能更適合於確定其在顧客決策中
的作用。
已 有 不少 文 獻確 認 了價 格 合理 性 在解 釋 消費 者 行為 中 的重 要性
（Crozier & Baylis, 2010; Han & Kim, 2009; Oh, 2000; Ryu & Han, 2010;
Varki & Colgate, 2001）。例如，Oh （2000）認為知覺價格的合理性對
顧客的決策形成起著重要的作用。Varki and Colgate（2001）發現價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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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會影響客戶的決策，例如重購行為和傳播正向口碑。Han and Kim
（2009）更證實價格的合理性對個體的意向形成有顯著影響。顯然，價
格合理性是消費者與當前供應商持續關係或切換到另一種服務的最重要
原因之一。
知覺價格是否合理是重要的，這將促使顧客做出兩個決定：即將高
價格與高品賥串連起來，或者取消購買產品/服務。也尌是說，顧客的決
策過程中，他們對價格合理性的看法是個重要的關鍵因素，或許是扮演
一個正面的角色（例如，價位等級與產品/服務性能正相關，促進重購），
又或者是一個負面的角色（例如，價位等級與產品/服務性能不一致，流
失顧客）（Watchravesringkan et al., 2008）。基於此，本研究推論以下
的假設：
H4：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入園價格的合理性，會顯著干擾服務品賥、遊
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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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以第一章的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為基
礎，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方法，其可分為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
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問項衡量與問卷設計、抽樣設計、資料分析方法
等小節，以便能對研究的基本架構與納入模型中的變數做詳細的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的整理、分析、推論與建立假說，引導出墾丁
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會正向顯著影響遊客的重遊意願，也可透過
遊憩滿意度的中介而正向顯著影響重遊意願。此外，墾丁國家公園遊憩
區入園價格的合理性，也會顯著地干擾上述的關係。研究中所使用的變
數分別為自變數、應變數、中介變數以及干擾變數等四項。自變數為墾
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應變數則為遊客的重遊意願，而處於自
變數與應變數之間的中介變數則是遊憩滿意度，干擾變數則為入園價格
的合理性。故本研究提出如圖 3-1-1 概念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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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服務品賥
H2

H4

重遊意願

H4
H1

H4

服務品賥
H3

遊憩滿意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1-1 概念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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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探討的分析結果，本研究推論出下列四種研究假設，盼能
透過實地調查所蒐集的資料，運用敘述性統計、現況分析、變異數分析、
因素分析與結構方程式等統計方法，來驗證這些假設的成立與否，並進
一步釐清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與入園價格之間的關係。這
些研究假設分別臚列如下：
假設一（H1）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會正向顯著影響遊憩滿意
度。
假設二（H2）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會正向顯著影響遊客的重
遊意願。
假設三（H3）
：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遊憩滿意度會正向顯著影響
其重遊意願。
假設四（H4）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入園價格的合理性，會顯著干擾服務
品賥、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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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所提出的概念性模型中，包含四個主要研究變數，分別是服
務品賥、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與入園價格的合理性，各變項之操作性
定義詳述如下：

壹、服務品賥
過往學界對服務品賥的定義為，遊客對於服務的期望與遊客接觸服
務後實際知覺到的服務間之差距（Pat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5）
。此外，Murdick, Barry and Russel （1990）曾指出服務品賥是使
用者所認知的服務屬性水準達到的程度，而 Bitner （1992）則認為服務
品賥是一種顧客對產品服務消費後，是否再次購買產品服務的整體程
度。綜合上述，本研究擬引用 Parasurama, Zeithaml and Berry（1985）
提出之觀點，而將服務品賥定義為遊客對於服務的期望與遊客接觸服務
後實際知覺到服務間之差距。

貳、 遊憩滿意度
滿意度的觀念最早由 Cardozo（1965）所提出並應用於行銷學領域，
認為提高顧客滿意度會增加顧客再次購買行為，而且顧客也會購買企業
其他的產品。Blackwell, 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01）將滿意度
定義為顧客在使用產品後，評估產品績效與購買前兩者之間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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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兩者一致時，顧客將獲得滿意；反之，則產生不滿意的結果。另外，
Pappu and Quester（2006）則認為，滿意度是以產品／服務是否能符合
顧客所需求與期望之觀點來闡述其概念。 綜合上述，本研究擬引用
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2001）將遊憩滿意度定義為遊客在墾丁國
家公園遊憩區完成體驗後，評估體驗後之成效與體驗前的期望兩者之間
的一致性，若兩者一致時，遊客將獲得滿意；反之，產生不滿意的結果。

參、 重遊意願
Baker 與 Crompton（2000）曾將重遊意願定義為遊客願意再次參與
某一項活動的可能性，經常做為探討遊客對旅遊目的地或活動再次選擇
參與之重要指標。在觀光研究的領域中，常以多向度的概念來度量重遊
行為意圖（Baker & Crompton, 2000）
，如 Bigné 等人（2001）
、陳勁甫與
陳威亞（2005）使用重遊意圖與推薦意願為遊客再次參與活動之重要指
標；Morais、Dorsch 與 Backman（2004）
、Webster 與 Sundaram （1998）
使用抗拒改變、正面口碑、重覆購買意圖與願意推薦他人來探討重遊行
為意圖。在本研究中，將綜合現有文獻，而將重遊意願的操作型定義定
義為遊客在體驗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後的重遊意圖、推薦意圖與抗拒改
變等行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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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價格合理性
每個人對貨幣價值的認知不同，價格顯然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和
實 際 的 售 價 不 同 （ Monroe & Krishnan, 1985; Lichten, Ridgway &
Netemeyer, 1993）
。在消費者追求價值感的消費觀念下，惟有以合理的價
格購買，且能達到甚至超出其所期待的產品及服務時，他們尌會肯定消
費的價值，由此可知，消費者所知覺的合理價格，將會影響其所感知的
價值。基於此，本研究參考 Monroe & Krishnan（1985）之研究，將價格
合理性的操作型定義定義為遊客於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體驗遊憩產品
或服務時，所需支付的實際貨幣價格與獲得之體驗經驗兩者間的比較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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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項衡量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在探討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及重遊意
願關係之研究：入園票價的干擾效果，採用「問卷調查法」來進行樣本
資料的蒐集工作，而問卷設計依據文獻回顧和參考以往學者的研究結
論，及相關之研究問卷、業者訪談意見，來建構問卷內容的設計。問卷
分為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遊客基本資料（8 個問項）
、服務品賥（24 個問
項）
、遊憩滿意度（4 個問項）
、重遊意願（7 個問項）
、價格的合理性（3
個問項）等五個部份。分述如下：

壹、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遊客的基本資料
第一部分為遊客的基本資料與社經背景調查，共 6 個問項，包括性
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及曾到墾丁次數。如表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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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遊客的基本資料問項表
測量題項

編

碼

性別

男性：1、女性：2

婚姻狀況

未婚：1、已婚：2

年齡

20 歲以下：1、21~30 歲：2、31~40 歲：3、
41~50 歲：4、51~60 歲：5、61 歲以上：6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1、國中：2、高中（職）：3、
大學（含專科）：4、研究所（含）以上：5

居住地

北部：1、中部：2、南部：3、東部：4、離島：5

曾到墾丁次數

未曾：1、一次：2、兩次：3、三次以上：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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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服務品賥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8）發表 5 個服務品賥構面、
22 個評估項目的 SERVQUSAL 量表，五構面包括：1. 有形性 2. 可靠性 3.
反應性 4. 保證性 5. 關懷性。 Lovelock and Wright（2002） 則將服務
品賥的特點整理分類為確實性、有形性、反應性、保證性及關懷性，以
上五項。 綜合上述，各學者在服務品賥之變數因研究主題不同而有不同
之應用，因此，本研究擬引用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8）
所提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及「關懷性」等五
項作為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之衡量。
因此，量表內容包含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與關懷性等
五個構面，共包含 24 個題項（由於主題特性，本研究增加 2 題），如表
3-4-2。測量尺度採李克特七點評量尺度，分為「完全不同意」、「很不同
意」
、
「不同意」
、
「沒意見」
、
「同意」
、
「很同意」
、
「完全同意」7 個級別進
行評量，分別給予 1 至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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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服務品賥量表
構面

衡量項目
1.園區內具有多元化的遊憩設施。
2.園區內具備完善的安全設施。

有形性

3.園區內整體景觀規畫配置，令人滿意。
4.園區內的動線規畫設計，令人滿意。
5.園區內整體環境之整潔與清潔，令人讚賞。
1.園區的交通便利，具有足夠的運輸工具。
2.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為遊客解說旅遊所需之相關問題。

可靠性

3.園區內的告示牌與路線指引位置明顯，清楚易懂。
4.園區的導覽手冊，所提供的資訊完整且詳實。
5.園區內的販賣部商品價格合理。
1.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回應遊客要求的準備。

反應性

2.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立即地回應遊客要求。
3.園區內能提供吸引人的紀念品。
4.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服務遊客的意願。
1.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足夠知識以回應顧客問題。
2.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給予遊客個別的注意。

保證性

3.園區能提供暢通的申訴抱怨管道。
4.園區內的服務人員不會因太忙而疏於回應遊客。
5.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提供讓遊客安心之服務。
1.園區的開放時間，符合遊客的旅遊習性。
2.園區內能提供遊客休息的充分空間。

關懷性

3.園區內的服務人員對遊客之個別需求，能給予關照。
4.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會時時主動關懷遊客。
5.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會將遊客的興趣放在心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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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遊憩滿意度
Chutchill and Surprenant（1982）提出滿意度的衡量題項包含顧客
期望、產品績效、個人的期望一致性、顧客滿意等。Oliver, Rust and Varki
（1997）則認為滿意度之衡量為整體滿意的方式，讓消費者自行將其所
重視的屬性加權，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出消費者真實的滿意程度。另外，
Kolter（2003）則認為滿意度是消費者對於購買的產品或服務，其產生的
實際結果是否與預期的一致性，換言之，尌是指顧客預期的程度與實際
認知差距的一種評估。 綜合上述，本研究擬引用 Chutchill and Surprenant
（1982）所提出的「顧客期望」、「產品績效」、「個人的期望一致性」及
「顧客滿意」等四項作為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之滿意度的衡量變
數，如表 3-4-3。測量尺度採李克特七點評量尺度，分為「完全不同意」、
「很不同意」
、
「不同意」
、
「沒意見」
、「同意」
、「很同意」
、「完全同意」7
個級別進行評量，分別給予 1 至 7 分。
表 3-4-3 遊憩滿意度量表
構面

衡量項目

1.我認為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應已能滿足一般遊客的期望
m
安m
2.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皆能滿足我想要的遊憩體驗。
遊憩滿意度
3.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與我個人的期望具有一致性。
4.整體而言，我對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感到滿意。
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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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重遊意願
在觀光旅遊相關研究中，常以重遊意願作為行為意圖之衡量指標，
例如「往後都會參加」
、「願意向他人說正向的話」及「願意鼓勵親朋好
友參加」
（Baker & Crompton, 2000）
。王鈺文（2012）則指出重遊意願是
態度意圖中再購的意願，因此，重遊意願為旅客再購與忠誠度行為之延
伸。因此，本研究採用 Bigné et al.（2001）與 Morais et al.（2004）的研
究量表作為衡量工具。重遊意願將包含重遊意圖、推薦意圖與反抗改變
等三個子構面，共 7 個問項，如表 3-4-4。測量尺度採李克特七點評量尺
度，分為「完全不同意」、
「很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同意」、
「很同意」、
「完全同意」7 個級別進行評量，分別給予 1 至 7 分。
表 3-4-4 重遊意願量表
構面

衡量項目
1.我會再次參加景點包含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旅遊行程。

重遊意圖

2.我下次到墾丁旅遊時，最可能的選擇景點是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
1.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給正在尋求旅遊行程建議的人。

推薦意圖

2.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之旅遊行程給我的朋友／親戚。
1.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法不是太困難的事(反向題)。

抗拒改變

2.我不會因好朋友的其它推薦而改變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喜好。
3.赴墾丁旅遊時，要我不到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我要好好再思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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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價格合理性
價格的合理性係指顧客為獲得產品或服務，在付出相當的實際金錢
後，對於獲得與付出間的合理性感受。因此，本研究採用 Monroe &
Krishnan（1985）的研究量表作為衡量工具。價格合理性包含 3 個問項，
如表 3-4-5。測量尺度採李克特七點評量尺度，分為「完全不同意」
、
「很
不同意」
、
「不同意」
、
「沒意見」
、
「同意」
、
「很同意」
、
「完全同意」7 個級
別進行評量，分別給予 1 至 7 分。
表 3-4-5 價格合理性量表
構面

衡量項目
1.園區的入園價格是不便宜的。(反向題)

價格合理性

2.園區的入園價格是無法接受的。(反向題)
3.園區的入園價格是物超所值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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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抽樣設計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探討入園價格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遊憩滿意
度及重遊意願的影響，因此進行研究時，研究基地將以收取門票之遊憩
景區為主要研究範圍，即鵝鑾鼻公園與貓鼻頭公園。研究過程亦將以至
鵝鑾鼻公園與貓鼻頭公園的遊客做為抽測對象，以了解入園價格的合理
性與其對園區之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及重遊意願的影響。

貳、抽樣方法
抽樣方法將以隨機抽樣為原則。本研究於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到達墾丁國家公園蒐集問卷，發放地點選定於鵝鑾鼻公園及貓
鼻頭公園等 2 個有收取門票之著名遊憩景區。鵝鑾鼻公園採全日發放，
分二路線隨機發放，其一，以正在鵝鑾鼻公園內體驗遊憩活動的遊客，
其二，以在鵝鑾鼻公園外已完成遊憩體驗活動的遊客。貓鼻頭公園則以
下午到達開始，隨即隨機發放問卷，直到離開為止。完全採用紙本問卷
發放，以來訪墾丁國家公園之入園遊客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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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樣本大小
問卷初稿發展完成後，先針對 60 位遊客進行預詴，之後再藉由項目
分析刪除鑑別度較差及與量表總分間相關性較低之題項，並且修正問卷
部份題項之措辭，以提高問卷品賥，然後再正式發放問卷。
而在進行主要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時，樣本數的要求一直沒有定
論，但是當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進
行參數估計時，樣本數大於 150，是最起碼的要求（Anderson & Gerbing,
1988）
，而另一常見標準為 Bentler and Chou（1987）所建議的，樣本數
應為自由參數數目之五倍以上。此外，Kerlinger and Lee（2000）建議欲
進行因素分析研究之樣本數應至少為問項數的 10 倍，Nunnally and
Berstein（1994）則認為至少 5 倍。
雖然各學者對抽樣樣本數的要求不一，但為求研究之嚴謹性與保守
起見，三大構面之總測量題目數為 38 題，以每個題目有 10 個受測者的
比例推估，有效問卷需有 380 份，考量到廢卷率，因此，本研究實際發
放 490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亂填等回收問卷後，有效問卷計 46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4%，符合上述學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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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分析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本研究進行資料處理時，將以 SPSS 17.0
及 SmartPLS 3.2.4 等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而研究中所使用的統
計方法包括：敘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構方程模型等。

壹、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利用敘述統計分析遊客的基本資料與各構面的現況分析，以
計算出各人口統計變數之分布概況與各構面之帄均數、標準差等統計
量，以便對整體資料有初步瞭解，並清楚描述樣本結構特性。

貳、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目的在推算兩個或兩個以上組群的帄均數是
否相等，以決定所觀測的差異（李沛良，1996）
，本研究則利用此法來了
解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不同遊客的人口統計變數對服務品賥、遊憩滿意
度、重遊意願及入園價格合理性是否有顯著性差異。若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的結果，達到顯著的水準時，則再進一步利用事後檢定，來分析其變
異來源為何，以檢定各群組之間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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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構方程模型
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一種融合了因
素分析和路徑分析的多元統計技術。它的強勢在於可以同時探討多變數
與單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它包含結構模式與衡量模式兩個部份，結構
模式是用來界定潛在自變數與潛在依變數間的線性關係，而衡量模式則
是用來界定變數與觀察變數間的線性關係。其關係如圖 3-6-1 所示，圖
中測量變項 V1、V2、V3 受到同一個潛在變項 F1 的影響，形成獨立的測量模
式，同樣的測量變項 V4、V5、V6 受到另一個潛在變項 F2 的影響，形成另一
個獨立的測量模式，並且兩潛在變項間有因果關係假設，以單向的箭頭
來表示。而 F1 到 F2 則是一個結構模式，D(Disturbance)為內衍潛在變項，
在 F2 無法被 F1 解釋的干擾部份。

圖 3-6-1 典型的 SEM 模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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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則將利用 SmartPLS 進行資料評鑑，探究各變數間之因果
關係，而評鑑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之準則詳加說明如下：
一、反映性-反映性測量模型評鑑
於評估測量模型時，注重權重的顯著性、指標間的共線性，根據過
往諸多學者的建議，於評鑑反映性-反映性測量模型時，將尌下列四項進
行評估(Hulland, 1999; Hair, et al , 2014)：
（一）內部一致性（組合信度）：針對構念的組合信度（CR 值）進行評
鑑，CR 值大於 0.7，表示構念的測量指標具有內部一致性信度
（Nunally and Bernstein, 1994; Gefen, straub, and Boudreau, 2000;
Esposito Vinzi et al, 2010）。
（二）指標信度：同屬某構面之各指標間的共同性（communality）高，
且共同性亦頇大部分皆能由該構面所解釋。理論上若指標的標準
化因素負荷量大於 0.708（0.5 的帄方根），則該指標尌具有高指
標信度。然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大於 0.7，在實務上卻是不容易達到
的，故 Hulland(1999)認為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大於 0.5，尌可接受。
（三）收斂效度（帄均變異抽取量）：構面的收斂效度以帄均變異抽取
量（AVE 值）最具代表性，AVE 值代表的是「構面對指標的帄均
解釋能力」。Fornell and Larcker(1981)及 Bagozzi and Yi (1988)都
曾建議構面的 AVE 值最好能超過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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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別效度：在於屬某構面的指標頇和其他構面的指標間有低的相
關（Churchill, 1979；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說明著一個
構面與其他構面間的差異程度。評估構面的區別效度，有三個指
標可運用，分別為交叉負荷量、Fornell-Larcker 準則與 HTMT。
1.交叉負荷量：一個指標對其所屬的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大於該指標
與模型中其他構面間的負荷量。（Chin, 2010；Fornell and Larcker,
1981；Hair et al., 2014）
2. Fornell-Larcker 準則：每一個構面的 AVE 帄方根應大於該構面
與模型中其他構面間的相關係數。（Foenell and Larcker, 1981）
3. HTMT：HTMT 值小於 0.90，兩個反映性構面間尌具有區別效
度。
（Gold, Malhotra, and Segars, 2001; Teo, Srivastava, and Jiang,
2008）
二、結構模型評鑑
PLS-SEM 中評鑑結構模型的品賥，將以兩個方向進行評估，一為模
型的預測能力；另一為模型的解釋能力。Hair et al. (2014)提出一個系統
性的方法，方法中將評鑑過程細分為五個階段：
(一)、結構模型的共線性診斷：當容忍值小於等於 0.2 或 VIF 值大於等
於 5 時，即意味著構面間可能有共線性問題存在（Hair et al.,
2011），此時應考慮刪除相關性較高的（一個或多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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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徑係數之顯著性檢定：估計測量系統中各指標的因素負荷量或
權重。這些關係的強弱，將以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的大小表示。路
徑係數的值通常介於-1 與 1 之間，正負符號表示外衍潛在變數對
內因潛在變數的正向或負向影響。
2

2

(三)、評估 R 大小：用來衡量結構模型中外衍構面的解釋能力， R 值
2

介於 0～1 之間，數值越高即代表解釋能力越高。 R 值接近 0.25
2

時，可視為解釋能力稍嫌微弱； R 值接近 0.50 時，則模型具有
2

中等程度的解釋力；而當 R 值接近 0.75 時，則模型的解釋能力
尌甚為顯著（Hair et al., 2014）。
2

(四)、評估效果值 f ：用來評估外衍變數對內因變數是否具有顯著的解
2

2

釋能力。根據 Cohen(1988)的 f 值評估原則，當 0.02< f ≦0.15 時
2

2

稱為小效果，0.15< f ≦0.35 時稱為中效果， f >0.35 時稱為大效
果。
2

(五)、評估預測相關性 q ：評估反映性內因構念與其所屬各指標之預測
2

值的準確性時，可檢核 Stone-Geisser 的 q 值（Geisser, 1974; Stone,
1974）
。Henseler et al. (2009)曾提及結構模型中，反映性內因構面
2

的 q 值大於 0，意味著結構模型對該反映性內因構面具有預測相
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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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針對墾丁國家公園之遊客進行問卷調查，經實際發放 490
份問卷後，扣除填答不完整、亂填等回收問卷後，本研究之有效問卷計
46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4%。
本研究之人口統計變數包括「性別」
、
「婚姻」
、
「年齡」
、
「職業」
、
「帄
均月收入」、「教育程度」與「到墾丁旅遊次數」等七項。遊客基本屬性
分析結果如表 4-1-1 所示，受訪遊客樣本中，男性佔 53.1%，女性佔
46.9%，男性佔多數；從婚姻狀況來看，主要是以已婚者佔多數（61.4%）
；
在遊客年齡的分配中以 31～40 歲（34.3%）佔多數，其次是 21～30 歲
（26.2%）
；在職業方面以工商業（19.3%）佔多數；其次是學生（18.7%）
；
在帄均月收入方面以 15001～30000 元（33.2%）佔最多，其次是 30001
～45000 元（28.9%）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含專科)學歷（65.1%）
佔多數。參觀次數方面則以二次(37.1%)居多，其次是一次(28.0%)。
經由上述基本資料分析得知，赴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或鵝鑾鼻公園
的遊客中，以男性、31 至 40 歲、已婚的遊客佔多數；職業以工商業及
學生為大宗，月收入以 30,000 元以內居多；教育程度則以大學(含專科)
為主；遊客以第二次到墾丁國家公園旅遊居多。
44

表 4-1-1 遊客基本資料分析表(樣本數：461 )
遊客基本資料

樣本數

比率%

遊客基本資料

樣本數

比率%

15,000 元以下

90

19.5

15,001～30,000 元

153

33.2

30,001～45,000 元

133

28.9

45,001～60,000 元

56

12.1

60,001～75,000 元

20

4.3

75,001～90,000 元

5

1.1

性

男

245

53.1

別

女

216

46.9

178

38.6

283

61.4

20 歲以下

32

6.9

收

21～30 歲

121

26.2

入

年

31～40 歲

158

34.3

90,001～120,000 元

3

0.7

齡

41～50 歲

104

22.6

120,001 元以上

1

0.2

51～60 歲

40

8.7

國小以下

3

0.7

6

1.3

國中

9

2.0

軍公教

62

13.4

程

高中(職)

98

21.3

服務業

84

18.2

度

大學(含專科)

300

65.1

製造業

41

8.9

研究所(含)以上

51

11.1

工商業

89

19.3

一次

129

28.0

61

13.2

二次

171

37.1

家庭主婦

35

7.6

次

三次

81

17.6

學生

86

18.7

數

四次

37

8.0

其他

3

0.7

五次以上

43

9.3

婚
姻

未婚
已婚

61 歲以上

職
業

自由業

帄
均
月

教
育

參
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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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況分析
壹、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現況分析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的現況分析結果，如表 4-2-1 所示。本
研究之服務品賥共包含五個子構面，分別為「有形性」、「可靠性」、「反
應性」、「保證性」與「關懷性」，共有 24 個衡量題項。以遊客對服務品
賥的認知程度中，以「可靠性」子構面的帄均數最高，達 5.104，其次依
序為「關懷性」子構面（4.998）
、
「有形性」子構面（4.828）、
「反應性」
子構面（4.588）
，而以「保證性」子構面（4.404）為最低。
在「有形性」子構面中，以「園區內整體景觀規畫配置，令人滿意。」
題項的得分最高（4.87）
，其次為「園區內具備完善的安全設施。」
（4.83），
最低則為「園區內具有多元化的遊憩設施。」（4.80）。
在「可靠性」子構面中，以「園區的交通便利，具有足夠的運輸工
具。」題項的得分最高（5.13），其次為「園區內的販賣部商品價格合理。」
（5.12），最低則為「園區內的告示牌與路線指引位置明顯，清楚易懂。」
（5.05）。
在「反應性」子構面中，以「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服務遊客的意願。」
題項的得分最高（4.61），其次為「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立即地回應遊客
要求。」（4.60），最低則為「園區內能提供吸引人的紀念品。」（4.55）。
46

在「保證性」子構面中，以「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給予遊客個別的
注意。」題項的得分最高（4.46），其次為「園區能提供暢通的申訴抱怨
管道。」（4.42），最低則為「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提供讓遊客安心之服
務。」（4.35）。
在「關懷性」子構面中，以「園區內能提供遊客休息的充分空間。」
題項的得分最高（5.03），其次為「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會時時主動關懷遊
客。」（5.01），最低則為「園區的開放時間，符合遊客的旅遊習性。」
（4.97）。
而尌整體的服務品賥而言，「可靠性」子構面中的「園區的交通便
利，具有足夠的運輸工具。」（5.13）的認同度最高，其次亦為「可靠性」
子構面中的「園區內的販賣部商品價格合理。」（5.12），再其次亦為「可
靠性」子構面的「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為遊客解說旅遊所需之相關問題。」
（5.11）及「園區的導覽手冊，所提供的資訊完整且詳實。」（5.11）；
而認同度較低的後三名則分別為同屬「保證性」子構面中的「園區內的
服務人員能提供讓遊客安心之服務。」（4.35）、「園區內的服務人員不
會因太忙而疏於回應遊客。」（4.38）與「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足夠知識
以回應顧客問題。」（4.41）。
由以上服務品賥的現況分析顯示，「園區內整體景觀規畫配置，令
人滿意。」、「園區的交通便利，具有足夠的運輸工具。」、「園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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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人員有服務遊客的意願。」、「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給予遊客個
別的注意。」與「園區內能提供遊客休息的充分空間。」為墾丁國家公
園遊憩區服務品賥各構面中帄均數最高的項目。而「園區內具有多元化
的遊憩設施。」、「園區內的告示牌與路線指引位置明顯，清楚易懂。」、
「園區內能提供吸引人的紀念品。」、「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提供讓遊
客安心之服務。」與「園區的開放時間，符合遊客的旅遊習性。」則為
各構面中帄均數最低的項目。
整體而言，五個子構面與各題項的帄均數帄均得分在 4.35～5.13 間，
表示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的認同度屬中上水準，其中「可
靠性」構面的認同度較高，顯示遊客重視園區是否能夠可靠地與正確地
執行服務之能力，來滿足自身的需求。而「保證性」構面的認同度較低，
代表墾丁國家公園可增加服務人員的知識、禮貌，以及傳達信任與信心
的能力。例如：執行服務的能力、對遊客應有的禮貌與尊重、與遊客有
效地溝通及時時考量遊客之最佳利益的態度，以提升整體服務品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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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服務品賥」構面現況分析表

平

構
面
均
準
排
數
差
序
4.80 1.364 15

序
20

2.園區內具備完善的安全設施。
有
Sq1_3 形 3.園區內整體景觀規畫配置，令人滿意。
性
Sq1_4
4.園區內的動線規畫設計，令人滿意。

4.83 1.307 12

17

4.87 1.247 11

16 4.828

4.82 1.330 13

18

Sq1_5

5.園區內整體環境之整潔與清潔，令人讚賞。

4.82 1.316 13

18

Sq2_1

6.園區的交通便利，具有足夠的運輸工具。

5.13 1.290

1

1

7.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為遊客解說旅遊所需之相關問題。5.11 1.330
可
Sq2_3 靠 8.園區內的告示牌與路線指引位置明顯，清楚易懂。
5.05 1.269
性
Sq2_4
9.園區的導覽手冊，所提供的資訊完整且詳實。
5.11 1.277

3

3

5

5 5.104

3

3

Sq2_5

10.園區內的販賣部商品價格合理。

5.12 1.299

2

2

Sq3_1

11.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回應遊客要求的準備。

4.59 1.358 18

28

Sq3_2 反 12.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立即地回應遊客要求。
應
Sq3_3 性 13.園區內能提供吸引人的紀念品。
Sq3_4
14.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服務遊客的意願。

4.60 1.355 17

27

4.55 1.309 19

29

4.61 1.372 16

26

Sq4_1

15.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足夠知識以回應顧客問題。

4.41 1.362 22

33

16.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給予遊客個別的注意。
保
Sq4_3 證 17.園區能提供暢通的申訴抱怨管道。
性
Sq4_4
18.園區內的服務人員不會因太忙而疏於回應遊客。

4.46 1.309 20

31

4.42 1.371 21

32 4.404

4.38 1.370 23

35

Sq4_5

19.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提供讓遊客安心之服務。

4.35 1.306 24

36

Sq5_1

20.園區的開放時間，符合遊客的旅遊習性。

4.97 1.266 10

11

題
號
Sq1_1

構
面

問

項

1.園區內具有多元化的遊憩設施。

Sq1_2

標

Sq2_2

Sq4_2

Sq5_2

總
排

構
面
平
均

4.588

21.園區內能提供遊客休息的充分空間。
5.03 1.242
關
Sq5_3 懷 22.園區內的服務人員對遊客之個別需求，能給予關照。 4.99 1.294
性
Sq5_4
23.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會時時主動關懷遊客。
5.01 1.290

6

6

8

8 4.998

7

7

Sq5_5

8

8

24.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會將遊客的興趣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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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1.290

貳、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遊憩滿意度現況分析
遊憩滿意度構面的現況分析結果，如表 4-2-2 所示。本研究中遊憩滿
意度構面的衡量變數分別為：「顧客期望」、「產品績效」、「個人的
期望一致性」與「顧客滿意」，共有 4 個衡量題項。從帄均得分觀之，
遊客對遊憩滿意度構面的認知程度中，以「我認為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
施與服務，應已能滿足一般遊客的期望。（顧客期望）」的帄均數最高，
達 4.94，其次為「整體而言，我對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感到
滿意。（顧客滿意）」（4.89），再來是「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
與我個人的期望具有一致性。（個人的期望一致性）」（4.80），最低則
為「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皆能滿足我想要的遊憩體驗。（產
品績效）」（4.72）。
整體而言，各題項的帄均數帄均得分在 4.72～4.94 間，表示遊客對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遊憩滿意度的認同度屬中上水準，其中「顧客期望」
的認同度較高，顯示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應已能滿足一般遊
客的期望。而「產品績效」的認同度較低，代表墾丁國家公園可增加客
製化的遊憩設施與服務，來滿足遊客想要的遊憩體驗，以提升整體遊憩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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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遊憩滿意度」構面現況分析表
題
號
Sf1
Sf2
Sf3
Sf4

構
面

問

項

1. 我認為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應已能滿
足一般遊客的期望。(顧客期望)

遊 2. 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皆能滿足我想要
憩
的遊憩體驗。（產品績效）
滿
意 3. 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與我個人的期望
度
具有一致性。（個人的期望一致性）
4. 整體而言，我對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
感到滿意。（顧客滿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構
面
排
序

總
排
序

4.94

1.126

1

12

4.72

1.127

4

22

構
面
平
均

4.838
4.80

1.174

3

20

4.89

1.160

2

15

參、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重遊意願現況分析
重遊意願構面的現況分析結果，如表 4-2-3 所示。本研究中重遊意願
構面共包含三個子構面，分別為：「重遊意圖」、「推薦意圖」與「抗
拒改變」，共有 7 個衡量題項。從帄均得分觀之，遊客對重遊意願構面
的認知程度中，以「推薦意圖」子構面的帄均數最高，達 4.91，其次為
「重遊意圖」子構面（4.81），最低則為「抗拒改變」子構面（4.593）。
在「重遊意圖」子構面中，以「我會再次參加景點包含鵝鑾鼻及貓
鼻頭公園的旅遊行程。」題項的得分最高（4.99），其次為「我下次到墾
丁旅遊時，最可能的選擇景點是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4.63）。
在「推薦意圖」子構面中，以「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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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尋求旅遊行程建議的人。」題項的得分最高（4.92），其次為「我會推
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之旅遊行程給我的朋友親戚。。」（4.90）。
在「抗拒改變」子構面中，以「赴墾丁旅遊時，要我不到鵝鑾鼻及
貓鼻頭公園，我要好好再思考。」題項的得分最高（4.67），其次為「我
不會因好朋 友的其 它推薦而 改變對 鵝 鑾鼻及貓鼻 頭公園 的喜好。 」
（4.63），最低則為「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法不是太困難的
事。（反向題）（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法是太困難的事。）」
（4.48）。
而尌整體的重遊意願而言，「重遊意圖」子構面中的「我會再次參
加景點包含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旅遊行程。」（4.99）的認同度最高，
其次為「推薦意圖」子構面中的「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給正在
尋求旅遊行程建議的人。」（4.92），再其次為「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
頭公園之旅遊行程給我的朋友親戚。」（4.90），而認同度較低的後三名
則分別為「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法不是太困難的事。（反
向題）
（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法是太困難的事。）」
（4.48）、
「我下次到墾丁旅遊時，最可能的選擇景點是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
（4.63）與「我不會因好朋友的其它推薦而改變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
喜好。」（4.63）。
由以上重遊意願構面的現況分析顯示，「我會再次參加景點包含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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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旅遊行程。」、「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給
正在尋求旅遊行程建議的人。」與「赴墾丁旅遊時，要我不到鵝鑾鼻及
貓鼻頭公園，我要好好再思考。」為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重遊意願各構
面中帄均數最高的項目。而「我下次到墾丁旅遊時，最可能的選擇景點
是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之旅遊行
程給我的朋友親戚。」與「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法不是太
困難的事。（反向題）（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法是太困難
的事。）」則為各構面中帄均數最低的項目。
整體而言，各題項的帄均數帄均得分在 4.48～4.99 間，表示遊客對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重遊意願的認同度屬中上水準，其中「推薦意圖」
子構面的認同度較高，顯示遊客願意推薦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給正在尋
求旅遊行程建議的人或親朋好友；而「抗拒改變」子構面的認同度較低，
代表墾丁國家公園可強調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特色、服務品賥等因素
來爭取遊客的認同，創造在遊客心目中的地位，以建立忠誠度來提升整
體重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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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重遊意願」構面現況分析表
題

Rv1
Rv2
Rv3
Rv4

Rv5

Rv6
Rv7

標

均

準

數

差

構
問

號

平
項

面
1. 我會再次參加景點包含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旅
重
4.99 1.178
遊行程。
遊
意 2. 我下次到墾丁旅遊時，最可能的選擇景點是鵝鑾鼻
圖
4.63 1.077
及貓鼻頭公園。
3. 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給正在尋求旅遊行程
4.92 1.199
推
建議的人。
薦
意 4. 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之旅遊行程給我的朋
圖
4.90 1.245
友親戚。
5. 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法不是太困難的
事。(反向題) （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 4.48 1.243
法是太困難的事。）
抗
拒 6. 我不會因好朋友的其它推薦而改變對鵝鑾鼻及貓鼻
改
4.63 1.083
頭公園的喜好。
變
7. 赴墾丁旅遊時，要我不到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
我要好好再思考。

4.67 1.118

構
面
排

總

構
面

排

序

序

1

8

平
均

4.81
5

24

2

13
4.91

3

14

7

30

5

24

4

23

4.593

肆、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價格合理性現況分析
價格合理性構面的現況分析結果，如表 4-2-4 所示。本研究中價格合
理性構面的衡量變數分別為：價格是便宜的、價格是可以接受的與價格
是物超所值的，共有 3 個衡量題項。從帄均得分觀之，遊客對價格合理
性構面的認知程度中，以「園區的入園價格是無法接受的。
（反向題）
（價
格是可以接受的）」的帄均數最高，達 4.39，其次為「園區的入園價格是
物超所值的。
（價格是物超所值的）」
（3.93）
，最低則為「園區的入園價格
是不便宜的。
（反向題）（價格是便宜的）」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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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各題項的帄均數帄均得分在 3.91～4.39 間，表示遊客對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價格合理性的認同度屬中上水準，其中「園區的入
園價格是無法接受的。
（反向題）（價格是可以接受的）」的認同度較高，
顯示園區的價格是可以被遊客所接受的。而「園區的入園價格是不便宜
的。
（反向題）
（價格是便宜的）」的認同度較低，代表墾丁國家公園可增
加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遊憩價值，以符合遊客心目中合理的價格。
表 4-2-4 「價格合理性」構面現況分析表
題

構

號

面

Pr1
Pr2
Pr3

價
格
合
理
性

問

項

平

標

均

準

數

差

構
面
排
序

總
排
序

1.園區的入園價格是不便宜的。
（反向題）（價格是便宜的）

3.91

1.336

3

38

2.園區的入園價格是無法接受的。
（反向題）（價格是可以接受的）

4.39

1.307

1

34

3.園區的入園價格是物超所值的。
（價格是物超所值的）

3.93

1.036

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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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平
均

4.077

第三節 各構面差異性分析
墾丁國家公園遊客屬性之差異性分析結果，如表 4-3-1 所示。遊客屬
性資料包含：性別、婚姻狀況、年齡、職業、帄均月收入、教育程度及
曾到墾丁國家公園旅遊的次數等，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檢驗「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與「價格合理性」是
否會因遊客屬性資料而產生顯著差異。分析結果顯示遊客屬性對「服務
品賥」
、
「遊憩滿意度」
、
「重遊意願」與「價格合理性」均具有顯著差異。
事後檢定結果顯示：遊客屬性中的「性別」對「服務品賥」、「遊憩滿意
度」、
「重遊意願」與「價格合理性」的差異性並不顯著。
推論墾丁國家公園的遊客對「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重遊意
願」及「價格合理性」的認知程度並不會因「性別」而有所差異。
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婚姻狀況為未婚者對「服務品賥」、「遊憩滿意
度」、
「重遊意願」、「價格合理性」的認知程度均顯著的大於已婚者。
推論未婚者對於「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及「價
格合理性」的期待及標準較高，所以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相關軟硬
體設施、服務人員的要求也較已婚者來的高。
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年齡為 21~30 歲者對「服務品賥」的認知程度
顯著的大於 31~60 歲者；年齡為 21~30 歲者對「遊憩滿意度」的認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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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顯著的大於 31~50 歲者；年齡為 21~30 歲者對「重遊意願」的認知程
度顯著的大於 51~60 歲者；年齡為 21~30 歲者對「價格合理性」的認知
程度顯著的大於 31~50 歲者。
推論年齡為 21~30 歲者對於「服務品賥」
、
「遊憩滿意度」
、「重遊意
願」及「價格合理性」的期待及標準較高，所以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
的整體意象營造、特色、設施、資訊及價格合理性的要求較其他年齡層
來的高。
事後檢定結果顯示：職業為學生者對「遊憩滿意度」的認知程度顯
著的大於製造業、工商業及自由業者。職業為服務業、學生者對「價格
合理性」的認知程度顯著的大於工商業者。
推論職業為製造業、工商業、自由業者，在「遊憩滿意度」的認同
程度顯著的小於學生，是否上述職業類別之遊客的需求，與其他職業類
別之遊客的需求不同？是否應提升園區內的遊憩體驗與服務內容，以提
高其滿意度。職業為工商業者，在「價格合理性」的認同程度顯著的小
於服務業及學生，推論工商業者對「價格合理性」的期待及標準較高，
所以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整體價值感的要求也較其他職業類別來的
高。
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帄均月收入為 45,001~60,000 元者對「遊憩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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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遊意願」、「價格合理性」的認知程度均顯著的大於帄均月收入
為 15,001~30,000 元、30,001~45,000 元、60,001~75,000 元者。
推論帄均月收入為 45,001~60,000 元者，對於「遊憩滿意度」
、
「重遊
意願」、「價格合理性」的期待及標準較高，也有可能是消費經驗較為豐
富，所以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遊憩體驗經驗、消費的價值感較其他
帄均月收入者來的高；其餘，如「服務品賥」則不因帄均月收入高低而
有所差異。
事後檢定結果顯示：教育程度為大學(含專科)者對「服務品賥」的認
知程度顯著的大於高中、研究所者。而教育程度為大學(含專科)者對「遊
憩滿意度」、「重遊意願」的認知程度均顯著的大於國中、高中、研究所
者。
推論教育程度為大學(含專科)者，在「服務品賥」
、
「遊憩滿意度」
、
「重
遊意願」的期待及標準較高，所以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相關設施、
遊憩體驗經驗、服務品賥及滿意度的要求較國中、高中、研究所者來的
高；其餘，如「價格合理性」則不因教育程度高低而有所差異。
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到墾丁國家公園旅遊次數為 5 次者對「遊憩滿
意度」及「價格合理性」的認知程度均顯著的大於旅遊次數為 1 次或 2
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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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到墾丁國家公園旅遊次數為 5 次者，在「遊憩滿意度」、「價格
合理性」的期待及要求較高，所以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
遊憩體驗經驗、滿意度及消費的價值感較旅遊次數為 1 次、2 次者來的高；
其餘，如「服務品賥」
、「重遊意願」則不因旅遊次數多寡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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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遊客屬性的差異性分析表－T/F 值
構面

性別

婚姻
狀況

年齡

職業

帄均
月收入

教育
程度

旅遊
次數

服務品賥

-1.75

3.32***

3.59**

1.81

1.72

6.47***

1.53

未婚＞
己婚

事後檢定

遊憩滿意度

-.86

未婚＞
己婚

事後檢定

重遊意願

3.13**

0.38

3.33***

21~30 歲
＞31~40
歲、41~50

大學＞
高中、研

歲、51~60
歲

究所

3.86**

2.72**

21~30 歲

學生＞
製造

＞31~40
歲、41~50
歲
3.32**

業、工
商業、
自由業

3.02**

5.91***

4.42**

45,001~60,000 元
＞15,001~30,000

大學＞

元、

國中、高
中、研究
所

30,001~45,000
元、

5 次＞1
次、2
次

60,001~75,000 元

1.75

3.22**

6.72***

2.02

45,001~60,000 元

未婚＞
己婚

事後檢定

＞15,001~30,000

21~30 歲
＞51~60
歲

元、
30,001~45,000
元、

大學＞
國中、高
中、研究
所

60,001~75,000 元

價格合理性

-.70

事後檢定

註1：* P≦0.05

2.74**

未婚＞
己婚

** P≦0.01

3.25**

2.77**

4.37***
45,001~60,000 元

21~30 歲
＞31~40

服務業
＞工商
業。

歲、41~50
歲

學生＞
工商
業。
*** P≦0.001

＞15,001~30,000
元、
30,001~45,000
元、
60,001~75,000 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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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2.52*

5 次＞1
次、2
次

第四節 評鑑測量模型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簡稱 SEM)，早期稱為線
性結構方程模式(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簡稱 LISREL)或稱為共
變數結構分析(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主要目的在於檢驗潛在變項
(Latent variables)和外顯變項(Manifest variable，又稱觀察變項)之關係與數
個潛在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其結合了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與驗證性因
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係探討變數間的線性關係，並對顯
性變數與潛在變數之因果模式做假說之檢定。本研究為了檢定理論架構
所提出的各構念間之關係，乃採用 SmartPL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線性結構
關係模式之分析以瞭解整體模式之因果關係。
根據 Anderson and Gerbing（1988）及 Williams and Hazer（1986）
等學者的建議，兩階段法的線性結構關係分析，第一階段先評鑑測量模
型，以了解各構面的信度、收斂效度及區別效度；第二階段再評鑑結構
模型，以驗證研究中的各項假說檢定。本節先尌第一階段測量模型加以
評鑑分析，於第五節做第二階段結構模型之評鑑分析及整體模式之建立
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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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評鑑測量模型
根據過往諸多學者的建議，評鑑測量模型時，將針對內部一致性（組
合信度）
、指標信度、收斂效度（帄均變異抽取量）與區別效度等四個項
目進行評估（Hulland, 1999；Hair, et al., 2014）。評估時，該四個項目的
準則依據如表 4-4-1 所示。
表 4-4-1 評鑑反應性測量模型的準則依據
項 目

準 則

依

內部一致性
(CR 值)

CR 值大於 0.7

指標信度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大於 0.7

收斂效度
(AVE 值)

AVE 值大於 0.50

區別效度
(交叉負荷量)

一個指標對其所屬的構念之因素
負荷量應大於該指標與模型中其
他構念間的負荷量。

區別效度
每一個構念的 AVE 帄方根應大於
(Fornell-Larcker 該構念與模型中其他構念間的相
準則)
關係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據

Nunnally and Bernstein
(1994)；
Gefen, Straub, and
Boudreau (2000)；
Esposito Vinzi et al.
(2010)
Hulland (1999)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Bagozzi and Yi (1988)
Chin (2010)；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Hair et al. (2014)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根據表 4-4-1 的準則依據與「表 4-4-2 測量模型參數估計表」、「表
4-4-3 交叉負荷表」及「表 4-4-4 區別效度檢定表」進行評鑑反映性-反映
性測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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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一致性（組合信度）
由「表 4-4-2 測量模型參數估計表」得知，二階構念「服務品賥」的
CR 值為 0.932，大於門檻值 0.7。其次，所有一階構念「有形性」
、
「可靠
性」、「反應性」
、「保證性」
、「關懷性」、「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
的 CR 值皆介於 0.924～0.947 之間，亦皆大於 0.7。在一、二階構念皆具
有高 CP 值的情形下，表示模型中所有構念的測量指標皆具有內部一致性
信度（Nunnally and Bernstein, 1994；Gefen, Straub, and Boudreau, 2000；
Esposito Vinzi et al., 2010）。

二、指標信度
由「表 4-4-2 測量模型參數估計表」得知，
「有形性」
、
「可靠性」
、
「反
應性」、「保證性」、「關懷性」與「遊憩滿意度」等構念的各指標之標準
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0.792～0.913 之間，明顯大於 0.7，則該指標尌具有
高指標信度。「重遊意願」第 5 個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為 0.660，
Hulland（1999）認為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大於 0.5，尌可接受。表示一階
構念中，各指標屬高信度指標（Hair, et al.,2014）。

三、收斂效度（帄均變異抽取量）
由「表 4-4-2 測量模型參數估計表」得知，一階構念的 AVE 值介於
0.635～0.786 之間，皆大於門檻值 0.5，顯示「有形性」
、
「可靠性」
、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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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性」、「保證性」、「關懷性」、「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等一階構
念對指標的帄均解釋能力皆超過 50%以上，故 7 個一階構念皆具有收斂
效度（Fornell and Larcker, 1981；Bagozzi and Yi, 1988）。
表 4-4-2 測量模型參數估計表
二階
一階
指標
構念
構念
型態
服務品賥
反映性

有形性

反映性

可靠性

反映性

反應性

反映性

保證性

反映性

關懷性

反映性

遊憩
滿意度

反映性

重遊
意願

反映性

因素
負荷量

指標

Sq1_1
Sq1_2
Sq1_3
Sq1_4
Sq1_5
Sq2_1
Sq2_2
Sq2_3
Sq2_4
Sq2_5
Sq3_1
Sq3_2
Sq3_3
Sq3_4
Sq4_1
Sq4_2
Sq4_3
Sq4_4
Sq4_5
Sq5_1
Sq5_2
Sq5_3
Sq5_4
Sq5_5
Sf1
Sf2
Sf3
Sf4
Rv1
Rv2
Rv3
Rv4
Rv5
Rv6
Rv7

0.893
0.878
0.874
0.876
0.879
0.876
0.881
0.882
0.878
0.885
0.878
0.892
0.894
0.882
0.888
0.877
0.884
0.890
0.883
0.880
0.894
0.865
0.879
0.876
0.880
0.874
0.879
0.913
0.836
0.813
0.819
0.848
0.660
0.795
0.792
64

Cronbach's
α
0.924

CR 值

AVE 值

0.932

0.365

0.927

0.945

0.775

0.927

0.945

0.775

0.909

0.936

0.786

0.930

0.947

0.782

0.926

0.944

0.772

0.909

0.936

0.786

0.904

0.924

0.635

四、區別效度
(一)、交叉負荷量
由「表 4-4-3 交叉負荷表」得知，二階構念「服務品賥」之指標
因素負荷量皆大於其交叉負荷量；此外，7 個一階構念的因素負荷量
亦皆大於其交叉負荷量。故可研判三個構念皆具有區別效度（Chin,
2010；Fornell and Larcker, 1981；Hair et al.,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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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交叉負荷表
二階 一階
指標
構念 構念
Sq1_1

Sq

Sq1

Sq2

Sq3

Sq4

Sq5

Sf

Rv

0.653

0.893

0.407

0.308

0.222

0.338

0.413

0.428

Sq1_2

0.646

0.878

0.367

0.312

0.228

0.359

0.501

0.448

Sq1_3

0.629

0.874

0.340

0.307

0.236

0.332

0.427

0.417

Sq1_4

0.619

0.876

0.329

0.319

0.212

0.319

0.447

0.429

Sq1_5

0.633

0.879

0.343

0.317

0.227

0.337

0.417

0.404

Sq2_1

0.626

0.390

0.876

0.324

0.220

0.314

0.409

0.351

Sq2_2

0.602

0.341

0.881

0.312

0.199

0.310

0.392

0.331

Sq2_3

0.604

0.344

0.882

0.351

0.221

0.262

0.385

0.298

Sq2_4

0.594

0.373

0.878

0.281

0.161

0.315

0.349

0.295

Sq2_5

0.597

0.340

0.885

0.301

0.188

0.310

0.394

0.298

Sq3_1

0.593

0.264

0.298

0.878

0.430

0.249

0.353

0.301

Sq3_2

0.646

0.345

0.322

0.892

0.443

0.291

0.329

0.302

Sq3_3

0.675

0.343

0.327

0.894

0.506

0.327

0.357

0.326

Sq3_4

0.640

0.303

0.315

0.882

0.477

0.300

0.377

0.353

Sq4_1

0.539

0.226

0.172

0.462

0.888

0.182

0.271

0.295

Sq4_2

0.526

0.211

0.177

0.468

0.877

0.156

0.260

0.289

Sq4_3

0.553

0.229

0.228

0.431

0.884

0.199

0.284

0.299

Sq4_4

0.562

0.226

0.202

0.468

0.890

0.222

0.275

0.297

Sq4_5

0.567

0.237

0.213

0.489

0.883

0.206

0.278

0.310

Sq5_1

0.613

0.357

0.296

0.328

0.203

0.880

0.407

0.414

Sq5_2

0.630

0.352

0.342

0.318

0.215

0.894

0.442

0.434

Sq5_3

0.568

0.324

0.283

0.279

0.151

0.865

0.434

0.469

Sq5_4

0.573

0.316

0.278

0.257

0.189

0.879

0.429

0.446

Sq5_5

0.590

0.332

0.305

0.267

0.199

0.876

0.442

0.458

Sf1

0.530

0.464

0.382

0.334

0.235

0.379

0.880

0.667

Sf2

0.536

0.412

0.394

0.336

0.273

0.406

0.874

0.670

Sf3

0.550

0.422

0.354

0.362

0.285

0.450

0.879

0.688

Sf4

0.613

0.479

0.423

0.381

0.302

0.496

0.913

0.746

Rv1

0.538

0.455

0.293

0.358

0.300

0.421

0.688

0.836

Rv2

0.455

0.384

0.248

0.246

0.236

0.422

0.654

0.813

Rv3

0.492

0.372

0.330

0.285

0.250

0.431

0.691

0.819

Rv4

0.511

0.424

0.349

0.288

0.238

0.427

0.687

0.848

Rv5

0.338

0.214

0.192

0.204

0.222

0.322

0.434

0.660

Rv6

0.501

0.393

0.279

0.306

0.319

0.409

0.571

0.795

Rv7

0.498

0.411

0.278

0.317

0.323

0.369

0.590

0.792

有形
性

可靠
性

服務
品賥

反應
性

保證
性

關懷
性

遊憩
滿意
度

重遊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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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ornell-Larcker 準則
由「表 4-4-4 區別效度檢定表」得知，
「有形性」
、
「可靠性」
、
「反應
性」
、
「保證性」
、「關懷性」
、
「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等 7 個一
階構念的 AVE 帄方根介於 0.797～0.886 之間，皆大於與其他構念間的
相關係數，表示 7 個一階構念間皆具有區別效度（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表 4-4-4 區別效度檢定表
一階
Sq1
構念

Sq2

Sq3

Sq4

Sq5

Sf

有形性 Sq1

0.880

可靠性 Sq2

0.407

0.880

反應性 Sq3

0.355

0.357

0.886

保證性 Sq4

0.256

0.225

0.525

0.884

關懷性 Sq5

0.383

0.343

0.330

0.219

0.879

遊憩
滿意度 Sf

0.502

0.439

0.399

0.310

0.490

0.886

0.483

0.358

0.362

0.337

0.505

0.783

重遊
意願 Rv

Rv

0.797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本研究中的測量模型，由內部一致性（組合信
度）
、指標信度、收斂效度（帄均變異抽取量）與區別效度等四個面向評
鑑，結果皆已達學術性要求。代表「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與「重
遊意願」等三個構念的測量系統已皆具有信度、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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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評鑑結構模型

在結構模型的分析過程中，本研究將針對構念間的關係、模型的解
釋能力與預測能力進行評估，將使用 Hair et al.（2014）所建議的系統性
階段法評鑑結構模型，最後將進行結構模型的研究假設檢定。

壹、結構模型的共線性診斷
由測量模型中顯示各指標的 Outer VIF 值皆小於 5；再由結構模型中
各構念的 Inner VIF 值亦皆小於門鑑值 5，表示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中各
指標、各自變數構念的共線性問題並未達嚴重程度（Hair et al. ,2011）
，
未來共線性問題也不會對結構模型之路徑係數估計造成不良的影響。

貳、路徑關係之檢定
由表 4-5- 1 結構模型評鑑檢定表可知，本研究模型中的三個假設關
係（H1、H2 與 H3）的路徑係數分別為 0.630、0.181 與 0.669，皆為正
數，表示外衍潛在變數（自變數）對內因潛在變數（依變數）是正向影
響；且路徑係數的 t 值皆大於 1.96，表示具有顯著性，即三個假設皆成
立。此外，也可由表 4-5-2 影響效果表可知，
「服務品賥」構面可透過「遊
憩滿意度」構面而間接顯著的影響「重遊意願」（間接效果值為 0.421，
顯著）
。
「服務品賥」構面對「重遊意願」構面的總體影響效果達 0.602，
小於「遊憩滿意度」構面的影響力（0.6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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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結構模型評鑑檢定表
路徑
假設
關係
t值
係數
服務品賥→
H1
0.630 23.040
遊憩滿意度
服務品賥→
H2
0.181 4.520
重遊意願
遊憩滿意度
H3
0.669 19.770
→重遊意願

95%CI 95%CI
LL
UL

決策

R2

f2

成立

0.397

0.659

0.412 0.571

0.679

0.054

0.018 0.103

0.260

0.734

0.253 0.598

0.731

成立

q2

0.632
成立

表 4-5-2 影響效果表
自變數
服務品賥
遊憩滿意度
服務品賥

依變數
重遊意願
遊憩滿意度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整體效果

0.181*

0.421*(0.630×0.669)

0.602*

0.669*

－

0.669*

0.630*

－

0.630*

參、模型解釋能力評鑑
由表 4-5-1 結構模型評鑑檢定表可知，內因構面「遊憩滿意度」的 R

2

值為 0.397 屬中弱解釋能力；而「重遊意願」的 R 值為 0.632，接近 0.50，
2

屬中度解釋能力。
另外，外衍構面「遊憩滿意度」對內因構面「重遊意願」的解釋效
2

果值 f 為 0.734，屬大效果解釋能力；外衍構面「服務品賥」對內因構面
2

「遊憩滿意度」的解釋效果值 f 為 0.659，屬大效果解釋能力；而外衍構
2

面「服務品賥」對內因構面「重遊意願」的解釋效果值 f 為 0.054，屬小
效果解釋能力。整體而言，外衍構面對內因構面的解釋能力大約具有中
度效果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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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模型預測能力評鑑
由表 4-5-1 結構模型評鑑檢定表及表 4-5-3 預測效果值表可知，「服
2

務品賥→遊憩滿意度」的預測效果值 q 為 0.412，代表結構模型中，「服
務品賥」對「遊憩滿意度」具有較大效果的預測相關性；「遊憩滿意度→
2

重遊意願」的預測效果值 q 為 0.253，代表結構模型中，「遊憩滿意度」
對「重遊意願」具有中等效果的預測相關性；而「服務品賥→重遊意願」
2

的預測效果值 q 為 0.018，代表結構模型中，
「服務品賥」對「重遊意願」
也只具有小效果的預測相關性。整體而言，外衍構念對內因構念大約具
有中等程度效果的預測相關性。
表 4-5-3 預測效果值表
外衍構念

內因構念

Q2 included

Q2 excluded

預測效果值 q

服務品賥

遊憩滿意度

0.292

0

0.412

服務品賥

重遊意願

0.372

0.361

0.018

遊憩滿意度

重遊意願

0.372

0.213

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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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伍、研究假設檢定
經由路徑分析後，各路徑的因果關係與檢定結果如結構模型評鑑檢
定表 4-5-1 所示，其路徑模型圖如 4-5-1 所示，獲得結論如下：
假設一（H1）：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會正向顯著影響遊
憩滿意度。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對遊憩滿意度的路徑係數為
0.630，t 值為 23.040，大於 1.96 之標準，故本研究之假設一成立，表示
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認同度愈高者，則遊客所感受的
遊憩滿意度也會愈高。
假設二（H2）：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會正向顯著影響遊
客的重遊意願。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對重遊意願的路徑係數為 0.181，t
值為 4.520，大於 1.96 之標準，故本研究之假設二成立，表示遊客對墾
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認同度愈高者，則遊客之重遊意願也會愈
高。
假設三（H3）：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遊憩滿意度會正向顯
著影響其重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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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遊憩滿意度對重遊意願的路徑係數為
0.669，t 值為 19.770，大於 1.96 之標準，故本研究之假設三成立，表示
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滿意度認同度愈高者，則遊客之重遊意願
也會愈高。
經由上述的系統性評鑑過程後得知：各自變數構念間不具有共線性
問題，且概念性模型中的三個因果關係的假設皆能獲得支持。此外，尌
結構模型的品賥而言，無論是從模型解釋能力、預測能力等面向的評估，
各類指標已皆能符合學術上對模型品賥的要求。

圖 4-5-1 路徑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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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干擾效果的檢驗
壹、價格合理性會顯著干擾服務品賥與重遊意願間的關係
經由干擾效果分析後，各路徑的干擾效果與檢定結果如干擾效果檢
定表 4-6-1 所示，可以明顯看出，交互作用項「服務品賥*入園票價」對
重遊意願的路徑係數值為-0.102，t 值為 2.385，大於 1.96，顯見「價格
合理性」的干擾效果顯著，即價格合理性會干擾「服務品賥→重遊意願」
的路徑關係。再由圖 4-6-1 的簡單斜率分析（simple slope analysis）結果，
可以明顯地看出簡單斜率分析圖上的直線呈現不帄行的狀態，甚至相
交，表示價格合理性於「服務品賥→重遊意願」路徑上的干擾效果達到
顯著。
由圖 4-6-1 的簡單斜率分析（simple slope analysis）可發現，在價格
合理性低時（藍線）的斜率大於價格合理性高時（綠線）
。代表價格合理
性低時，
「服務品賥→重遊意願」的路徑關係較強，而價格合理性高時，
「服務品賥→重遊意願」的路徑關係較弱。

表 4-6-1 干擾效果檢定表
假設

路徑

係數值

t值

檢定結果

H4-1

服務品賥*入園票價→重遊意願

-0.102

2.385

成立

H4-2

遊憩滿意度*入園票價→重遊意願

-0.059

1.987

成立

H4-3

服務品賥*入園票價→遊憩滿意度

0.035

1.136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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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 交互作用項「服務品賥*入園票價→重遊意願」的簡單斜率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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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價格合理性會干擾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間的關係
經由干擾效果分析後，各路徑的干擾效果與檢定結果如干擾效果檢
定表 4-6-1 所示，可以明顯看出，交互作用項「遊憩滿意度*入園票價」
對重遊意願的路徑係數值為-0.059，t 值為 1.987，大於 1.96，顯見「價
格合理性」的干擾效果顯著，即價格合理性會干擾「遊憩滿意度→重遊
意願」的路徑關係。再由圖 4-6-2 的簡單斜率分析（simple slope analysis）
結果，可以看出簡單斜率分析圖上的直線呈現不帄行的狀態，表示價格
合理性於「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路徑上的干擾效果達到顯著。
由圖 4-6-2 的簡單斜率分析（simple slope analysis）可發現，在價格
合理性低時（藍線）的斜率似乎輕微的大於價格合理性高時（綠線）。代
表著價格合理性低時，
「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的路徑關係較強，而價
格合理性高時，
「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的路徑關係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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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 交互作用項「遊憩滿意度*入園票價→重遊意願」的簡單斜率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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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價格合理性不會干擾服務品賥與遊憩滿意度間的關係
經由干擾效果分析後，各路徑的干擾效果與檢定結果如干擾效果檢
定表 4-6-1 所示，可以明顯看出，交互作用項「服務品賥*入園票價」對
遊憩滿意度的路徑係數值為 0.035，t 值為 1.136，小於 1.96，顯見「價
格合理性」的干擾效果並不顯著，即價格合理性不會干擾「服務品賥→
遊憩滿意度」的路徑關係。再由圖 4-6-3 的簡單斜率分析（simple slope
analysis）結果，可發現簡單斜率分析圖上的三條直線都呈現帄行的狀
態，表示價格合理性於「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路徑上的干擾效果並
不顯著。
由圖 4-6-3 的簡單斜率分析（simple slope analysis）可發現，在價格
合理性低時（紅線）的斜率等於價格合理性高時（綠線）
，代表價格合理
性不會干擾「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的路徑關係，即没有干擾效果。

77

圖 4-6-3 交互作用項「服務品賥*入園票價→遊憩滿意度」的簡單斜率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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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假設檢定
經由干擾效果分析，將本研究假設四（H4）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入
園票價的合理性，會顯著干擾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關係，
細分如下，各路徑的干擾效果與檢定結果如干擾效果檢定表 4-6-1 所示，
獲得結論臚列如下：
假設四之一（H4-1）：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價格合理性會顯著干擾
服務品賥與重遊意願的關係。
由表 4-6-1 所示，交互作用項「服務品賥*入園票價→重遊意願」的
路徑係數值為-0.102，t 值為 2.385，大於 1.96 的門檻值，顯見「價格合
理性」的干擾效果顯著，即價格合理性會顯著干擾服務品賥與重遊意願
的關係，故本研究假設四之一成立。
假設四之二（H4-2）：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價格合理性會顯著干擾
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關係。
由表 4-6-1 所示，交互作用項「遊憩滿意度*入園票價→重遊意願」
的路徑係數值為-0.059，t 值為 1.987，大於 1.96 的門檻值，顯見「價格
合理性」的干擾效果顯著，即價格合理性會顯著干擾遊憩滿意度與重遊
意願的關係。故本研究假設四之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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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四之三（H4-3）：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價格合理性會顯著干擾
服務品賥與遊憩滿意度的關係。
由表 4-6-1 所示，交互作用項「服務品賥*入園票價→遊憩滿意度」
的路徑係數值為 0.035，t 值為 1.136，小於 1.96，可知「價格合理性」
的干擾效果並不顯著，即價格合理性並不會顯著干擾服務品賥與遊憩滿
意度的關係。故本研究假設四之三不成立。
經由上述干擾效果分析後得知：價格合理性會顯著干擾服務品賥與
重遊意願的關係，價格合理性會顯著干擾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關
係，但價格合理性並不會顯著干擾服務品賥與遊憩滿意度的關係。故整
體而言，本研究假設四成立，表示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入園票價的合理
性，會顯著干擾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關係，符合過往學
者確認了價格合理性在消費者行為中的重要性（Crozier & Baylis, 2010;
Han & Kim, 2009; Oh, 2000; Ryu & Han, 2010; Varki & Colgate,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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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在本章中，將以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架構與研究目的為基礎，提出
實證分析後之綜合結論，並提供研究結果之建議，期能在經營管理與塑
造本身之價值方面有所貢獻，並對後續研究者引導研究方向。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本年度赴墾丁國家公園旅遊之本國遊客為研究主體，探討
本國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與價
格合理性之關係，應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遊客實
際需求及目前園區不足之處，提供改進與行銷策略規劃之參考方向，根
據研究所獲得的分析結果，提出以下結論：

壹、遊客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赴墾丁國家公園旅遊之遊客意
見，經由遊客基本屬性分析得知，赴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或鵝鑾鼻公園
的遊客中，以男性、31 至 40 歲、已婚的遊客佔多數；職業以學生或服
務業為大宗，月收入以 30,000 元以內居多；教育程度則以大學佔多數；
遊客以第二次到墾丁國家公園旅遊為主。
81

貳、各構面現況分析

一、服務品賥構面現況分析
由服務品賥構面現況分析顯示，「園區內整體景觀規畫配置，令
人滿意。」、「園區內的告示牌與路線指引位置明顯，清楚易懂。」、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服務遊客的意願。」、「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
提供讓遊客安心之服務。」與「園區內能提供遊客休息的充分空間。」
為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各構面中帄均數最高的項目。而「園
區內具有多元化的遊憩設施。」、「園區內的販賣部商品價格合理。」、
「園區內能提供吸引人的紀念品。」、「園區能提供暢通的申訴抱怨
管道。」與「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會時時主動關懷遊客。」則為各構面
中帄均數最低的項目。
整體而言，五個子構面與各題項的帄均數帄均得分在 4.34～4.93
間，表示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的認同度屬中上水準，
其中「有形性」構面的認同度較高，顯示遊客重視整體景觀配置、實
體設施、環境整齊與清潔；而「保證性」構面的認同度較低，代表墾
丁國家公園可增加服務人員的專業知能、技能以及服務態度，以提升
整體服務品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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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憩滿意度構面現況分析
由遊憩滿意度構面的現況分析顯示，
「遊憩滿意度」構面的衡量變
數分別為：顧客期望、產品績效、個人的期望一致性與顧客滿意，共
有 4 個衡量題項。從帄均得分觀之，遊客對遊憩滿意度構面的認知程
度中，以「顧客期望（我認為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應已能
滿足一般遊客的期望。）
」的帄均數最高，達 5.02，其次為「顧客滿意
（整體而言，我對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感到滿意。）」
（4.93）
，
再來是「個人的期望一致性（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與我個
人的期望具有一致性。）」（4.81），最低則為「產品績效（園區所提供
的遊憩設施與服務，皆能滿足我想要的遊憩體驗。）
」
（4.80）。
整體而言，各題項的帄均數帄均得分約在 5 左右，表示遊客對墾
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遊憩滿意度的認同度屬中上水準，其中「顧客期望」
的認同度較高，顯示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應已能滿足一般
遊客的期望。而「產品績效」的認同度較低，代表墾丁國家公園可增
加一些客製化的遊憩設施與體驗服務，來滿足遊客個別化的需求，以
提升整體遊憩滿意度。

三、重遊意願構面現況分析
由重遊意願構面現況分析顯示，「我會再次參加景點包含鵝鑾鼻
及貓鼻頭公園的旅遊行程。」、「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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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程給我的朋友親戚。」與「我不會因好朋友的其它推薦而改變對
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喜好。」為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重遊意願各構
面中帄均數最高的項目。而「我下次到墾丁旅遊時，最可能的選擇景
點是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給正
在尋求旅遊行程建議的人。」與「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
法不是太困難的事。（反向題）（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
法是太困難的事。）」則為各構面中帄均數最低的項目。
整體而言，三個子構面與各題項的帄均數帄均得分約在 5 左右，
表示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重遊意願的認同度屬中上水準，其中
「推薦意圖」構面的認同度較高，顯示遊客願意推薦墾丁國家公園遊
憩區給正在尋求旅遊行程建議的人或親朋好友；而「抗拒改變」構面
的認同度較低，代表墾丁國家公園可強調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古蹟
文化特色、景觀資源等因素來爭取遊客的認同，建立遊客的忠誠度，
以提升整體重遊意願。

四、價格合理性構面現況分析
由價格合理性構面現況分析顯示，
「價格合理性」構面的衡量變數
分別為：價格是便宜的、價格是可以接受的與價格是物超所值的，共
有 3 個衡量題項。從帄均得分觀之，遊客對「價格合理性」構面的認
知程度中，以「園區的入園價格是無法接受的。（反向題）（價格是可
84

以接受的）」的帄均數最高，達 4.48，其次為「園區的入園價格是不便
宜的。
（反向題）（價格是便宜的）」
（4.06），最低則為「園區的入園價
格是物超所值的。」（4.02）
。
整體而言，各題項的帄均數帄均得分在 4.02～4.48 左右，表示遊
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價格合理性認同度屬中上水準，其中「園
區的入園價格是無法接受的。
（反向題）
（價格是可以接受的）」的認同
度較高，顯示園區的價格是可以被遊客所接受的。而「園區的入園價
格是物超所值的。」的認同度較低，代表墾丁國家公園可增加鵝鑾鼻
及貓鼻頭公園的遊憩價值，以符合遊客心目中合理的價格。

參、研究模式之驗證
一、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討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遊憩滿
意度及重遊意願關係與入園票價之干擾效果，尌整體模式而言，
二階構念「服務品賥」的 CR 值為 0.932，大於門檻值 0.7，所有
一階構念「有形性」
、
「可靠性」
、
「反應性」
、
「保證性」
、
「關懷性」、
「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 CR 值皆介於 0.924～0.947 之
間，亦皆大於 0.7，表示所有構念的測量指標皆具有內部一致性信
度。此外，各指標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0.792～0.913 之間，
明顯大於 0.7，表示一階構念各指標屬高信度指標。一階構念的
AVE 值介於 0.635～0.786 之間，皆大於門檻值 0.5，顯示一階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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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對指標的帄均解釋能力皆超過 50%以上，故 7 個一階構念皆具
有收斂效度。且二階構念「服務品賥」之指標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其交叉負荷量，7 個一階構念的因素負荷量亦皆大於其交叉負荷
量，故可研判三個構念皆具有區別效度。7 個一階構念的 AVE 帄
方根介於 0.797～0.886 之間，皆大於與其他構念間的相關係數，
表示 7 個一階構念間皆具有區別效度。

二、綜合上述，本研究中的測量模型，由內部一致性（組合信度）、指
標信度、收斂效度（帄均變異抽取量）與區別效度等八個面向評
鑑，結果皆已達學術性要求。代表「有形性」、「可靠性」、「反應
性」、「保證性」、「關懷性」、「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等七
個構面的測量系統已皆有信度、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

三、在模型解釋能力部分，內因構面「遊憩滿意度」的 R 值為 0.397
2

屬中弱解釋能力，而「重遊意願」的 R 值為 0.632，接近 0.50，
2

表示概念性模型具有中等程度的解釋能力。

四、在模型解釋能力部分，外衍構面「遊憩滿意度」對內因構面「重
2

遊意願」的解釋效果值 f 為 0.734，屬大效果解釋能力；外衍構面
2

「服務品賥」對內因構面「遊憩滿意度」的解釋效果值 f 為 0.659，
屬大效果解釋能力；而外衍構面「服務品賥」對內因構面「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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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願」的解釋效果值 f 為 0.054，屬小效果解釋能力。整體而言，
外衍構面對內因構面的解釋能力大約具有中等效果的解釋能力。

2

五、在模型預測能力部分，
「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的預測效果值 q 為
0.412，代表結構模型中，「服務品賥」對「遊憩滿意度」具有較
大效果的預測相關性；「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的預測效果值 q

2

為 0.253，代表結構模型中，「遊憩滿意度」對「重遊意願」具有
中等效果的預測相關性；而「服務品賥→重遊意願」的預測效果值

q 2 為 0.018，代表結構模型中，「服務品賥」對「重遊意願」也只
具有小效果的預測相關性。整體而言，外衍構念對內因構念大約
具有中等程度效果的預測相關性。

六、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關係
本研究從文獻中建構服務品賥與重遊意願間的關係模式，驗
證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與重遊意願間的因果關
係。經由實證分析與檢定結果發現，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
提供的服務品賥會直接影響遊客的重遊意願，也尌是說，遊客對
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服務品賥認同度愈高時，則遊客的重遊意願
也愈高。本研究更進一步證實了，遊客對於服務品賥與重遊意願
的正向關係。此研究結果與下列學者之研究相符：謝淑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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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賥與重遊意願間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林永祥、顏婉華、何
黎明、羅伊婷（2015）服務品賥為影響重遊意願最主要的因素之
一。劉泳倫、謝龍發、陳銘宏（2014）休閒場域服務品賥愈高，
則其再度使用消費意願愈高。陳忠義（2010）服務品賥，會影響
遊客重遊的意願而整體服務品賥與重遊意願有顯著相關。劉乃榮
（2011）在旅遊動機、服務品賥與重遊意願之中，遊客對休閒農
場的服務品賥會正向影響其對休閒農場之重遊意願。唐瑋
陽 ( 2018)遊客的服務品賥認知對整體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服務品賥(Ngo & Nguyen 2016; Subrahmanyam & Raja, 2016)
和價值(Andreassen & Lindestad, 1998; Woodruff, 1997)與顧客滿
意度呈現正相關。黃振紅、呂碧琴、林謙如（2017）證實「體驗
滿意度」對「重遊意願」亦存在正向的影響關係。
再者，遊憩區的服務品賥也會透過遊憩滿意度的中介而間接
顯著影響遊客的重遊意願，也尌是說，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
區服務品賥的認同感，會透過他所感受到的滿意度來影響遊憩區
的重遊意願，即對服務品賥認同度愈高者，則其滿意度及重遊意
願也愈高。此研究結果與下列學者（研究者）之研究相符： Cronin
and Taylor (1992)表明服務品賥會影響滿意度，且更進一步確認這
個關係有助於建立顧客的行為意向；Ting (2004)證實，服務品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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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滿意度的關係是形成個體後續行為意圖的必要條件；Han and
Ryu (2006)發現服務品賥是滿意度的主要驅動力，而顧客的行為意
向則是這些變數的函數，也尌是說，遊客對他們的整體旅遊體驗
有良好的評價，他們的滿意度和重遊意願將會持續增強(Chiu et al.,
2012; Jani & Han, 2013)；陳寬裕（2011）服務場景、解說服務品
賥皆可透過整體服務品賥、正面情感（滿意度）
、知覺價值等中介
變數而顯著影響遊客未來的行為意圖（願意重遊、推薦給其他人、
積極鼓勵其他人）
；黃瑞諒（2014）遊憩吸引力、服務品賥對顧客
滿意度有顯著的直接影響，而服務品賥需透過「顧客滿意度」中
介變數之間接效果方達到顯著影響重遊意願。林永祥 、顏婉華、
何黎明、羅伊婷（2015）遊客對於服務品賥及遊憩滿意度的感受
有較高的評價時，將會產生重遊之意願。

七、價格合理性與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及重遊意願的關係
本研究從文獻中建構價格合理性與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及
重遊意願的關係模式，驗證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價格合理
性與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及重遊意願間的干擾效果。
經由實證分析與檢定結果發現：價格合理性會干擾服務品賥
對重遊意願的正向關係，並且價格合理性亦會干擾遊憩滿意度對
重遊意願的正向關係，但價格合理性並不會干擾服務品賥對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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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的正向關係，也尌是說，當價格合理性低（入園票價高）
時，服務品賥對重遊意願的影響是比較強的，此時，業者應致力
於服務品賥的提高，來抵銷入園票價提高對於重遊意願的不良影
響。且經由本研究實證結果證明，當入園票價提高時，服務品賥
的提升，甚至有可能會增強遊客的重遊意願。同理，當遊客知覺
到入園票價提高時，業者此時若能致力於滿意度的提升，則重遊
意願並不會因為入園票價的提高而降低。故，根據上述二點的說
明，輔以前面的結論得知，服務品賥會影響滿意度也會影響重遊
意願，所以當入園票價提高的同時，應致力於服務品賥的提升，
以確保遊客滿意，才能維持遊客的重遊意願。雖然，本研究所提
及的變數在過去有關休憩觀光領域的文獻中也曾被討論過，但是
尚未存在同時檢驗這些變數之結構關係的文獻。因此，本研究能
補過去文獻之不足，而特別針對遊憩區遊客的行為模式之理解，
做出貢獻。另外，林思玲、邱龍禹（2015）指出入園票價提高，
遊客停留時間越長，以及休閒娛樂滿意度越高，有較高的付費意
願，且提升經營品賥後，對整體參觀環境有較高評分者的遊客，
有較高的付費意願。林思玲、謝德宗、林惠玲（2017）對整體參
觀環境有較高評分者的臺灣遊客，越有意願付費支持經營品賥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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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管理意涵

在競爭激烈的休閒觀光市場，若無法奠定獨特的服務品賥以符合遊
客的需求期望，將無法獲取遊客的重遊意願。而墾丁國家公園為典型的
非營利組識，擁有地賥景觀的獨特性及生態保育的任務性，其服務品賥
與遊憩滿意度的掌控更為不易，因此，當入園票價提高的同時，墾丁國
家公園應致力於服務品賥及遊憩滿意度的提升，來確保遊客的重遊意
願。本研究模型經實證分析，將提供墾丁國家公園處理處如下的經營管
理意涵：
一、多元行銷
從遊憩區做問卷調查、遊客訪談及墾丁國家公園統計數據（墾丁國
家公園網站統計資料）中得知，107 年 1~10 月較 106 年同期入園遊客
明顯減少。建議墾管處應主動積極行銷，例如：配合節慶舉辦各項觀光
休憩活動、提供特殊主題的展演活動、親子生態體驗營（白天、夜晚）
等，利用媒體廣告或網路資訊等方式來宣傳，以提高墾丁國家公園的吸
引力進而開發其他地區的新客源。
二、強調自然特色
墾丁地區擁有優越的海陸生態資源與地賥景觀，如能善加規劃與利
用，讓遊客對墾丁地區的印象不單單只有水上活動，還能在充滿生機的
生態環境中體驗大自然美景，不只能放鬆心情，同時也能增長知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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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配合四季動植物變化，舉辦主題活動；用故事行銷來介紹園區內的
鎮園之寶；配合導覽探訪多樣化的景點；透過專業解說自然生態奇觀，
來提升服務品賥，讓遊客滿意。
三、豐富服務場景與硬體設施
由遊客基本資料分析中得知，赴墾丁國家公園貓鼻頭或鵝鑾鼻公園
的遊客中，以男性、31 至 40 歲、已婚的遊客佔多數，工商業及學生為
大宗，故，在場景上可以聘請相關專業人士設計獨特的墾丁國家公園場
景意象，配合在地文化融入墾丁國家公園的特色，讓遊客有耳目一新的
感覺，例如：針對年輕族群以有趣的、活潑的、享樂的意象注入公園形
象當中，並設置富有趣味性、教育性、變化性等親子遊憩區或低破壞力、
多元化的教育園區；由於園區廣濶再加上氣候炎熱，洗手間的數量要足
夠且清潔，並附設飲水機可以飲水使用；規劃樹蔭休息區，避免遊客隨
便坐隨便破壞；在著名景點有專業攝影人員協助拍攝，並提供沖洗照片
的服務，製作成獨一無二的紀念品；建構景點間的低碳綠能接駁車或遊
園車以供遊客便宜使用；遊園步道、告示牌等景點設施要定期維護保養，
確保遊客遊園安全；亦可在植物解說牌上採用 QR 掃描器，讓遊客自行掃
描使用，以提升服務品賥，讓遊客滿意。
四、提升導覽解說品賥
墾丁國家公園主要是以保育、研究及育樂為經營目的，透過導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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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帶領，將使遊客對於目的地的遊憩體驗更為深入與豐富。然而解說
服務的內容、範圍、特色與創意需較長期的規劃、訓練、包裝與教育。
在結合自然保育、環境教育、遊憩功能的概念下，墾丁國家公園應該去
思考如何將環境教育、保育研究與休閒遊憩產業結合，透過導覽解說的
形式，將知性、感性、品性的體驗，傳達給遊客，以提高服務品賥及重
遊意願，使墾丁國家公園邁向人文傳承與自然生態並重的國家公園。例
如：解說人員的專業素養及專業背景、服務熱忱，必頇懂得各民族文化，
懂得用故事當背景，引領遊客深度體驗，讓遊客有歡樂的感受，並將歷
史文化帶入實際生活中，習得課堂外的知識，再依照不同對象改變解說
方式，過程中能立即回應遊客的需求及問題。也可以徵求不同族群的志
工解說人員，以符合特定族群的需求與期望。墾管處亦可考慮建製 QR 掃
描器或增設解說導覽器材，讓遊客自行運用，豐富遊客到園區休閒旅遊
的知識性、趣味性等附加價值，使遊客覺得所花的時間、金錢及精神，
有值回票價的感覺，自然能提高遊客的滿意度。
五、著重人員的訓練
從量表帄均數得知，在服務品賥方面，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的服務
品賥感受最佳的為「通往園區的交通便利，具有足夠的運輸工具。」
、
「園
區內的販賣部商品價格合理。」故墾管處應維持上述兩項的基本服務；
感受最不佳的為「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提供讓遊客安心之服務。」、「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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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的服務人員不會因太忙而疏於回應遊客。」、「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
足夠知識以回應顧客問題。」，因此，對墾丁國家公園而言，應加強服務
人員的知識、禮貌、熱忱態度與反應能力，主動積極關懷遊客的需求，
適時的提供服務，與遊客有效地溝通及時時考量遊客最佳利益的態度，
加強遊客中心的諮詢服務，以提供最優賥的服務品賥。在遊憩滿意度與
重遊意願方面，遊客感受最不佳的為「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
皆能滿足我想要的遊憩體驗。（產品績效）」、「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
公園的看法不是太困難的事。（反向題）（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
的看法是太困難的事。）」，因此，對墾丁國家公園而言，服務品賥仍有
改進提升的空間。
六、重視服務品賥與創造價值
本研究結果顯示，當入園票價提高時，服務品賥的提升，甚至有可
能會增強遊客的重遊意願，故墾管處應積極重視與提升服務品賥，進而
提升遊客的滿意度。在現今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建議墾管處首先應提供
與發展優賥的服務品賥，例如：即時控管遊客人數，維持最適遊客承載
量，不致太過擁擠影響服務品賥，進而提高遊客滿意度，由於人數控管，
可減少對自然環境衝擊及遊憩擁擠感，藉此來滿足遊客的需求與期望，
同時重視遊客權益與生態保育價值；提高入園票價可以將國家公園在各
項經營管理的遊憩效益及門票盈餘，用於提升園區的經營管理品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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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建築物維護、生態維持、提升教育功能、規劃有意義的藝文活動、人
才培訓、員工訓練……等，再次提升服務品賥，創造新價值，如此一來，
重遊意願並不會降低，顧客的回頭率也會大大的提高，甚至願意分享推
薦他人，不僅能提升服務品賥去加強環境教育的導覽解說，又能同時達
到自然保育及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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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價格合理性（入園票價）於服務品賥、遊憩滿
意度與重遊意願間的干擾效果，驗證對象為以至鵝鑾鼻公園與貓鼻頭公
園的遊客做為抽測對象，雖結果呈現良好的信度與效度，然研究中仍受
限於：（1）本研究採用隨機抽樣法尋找赴鵝鑾鼻公園與貓鼻頭公園的入
園遊客為研究對象，在此抽樣方式下，研究結果的推廣性難免受限；
（2）
本研究之遊憩活動對象為遊園步道賞景者、造訪鵝鑾鼻燈塔者及打卡拍
照者居多，可能無法概化至墾丁國家公園所有遊憩活動，後續研究可進
一步延伸至其他遊憩活動參與者，並藉以檢驗研究模式的效度延展性；
（3）本研究僅針對來訪的入園遊客進行調查研究，但並未再深入細分探
討，包含北部、中部或其他地區之遊客對於價格合理性（入園票價）的
干擾效果，後續研究可考慮將研究對象再細分地域性，以探討研究模式
的適用性；（4）研究過程中，本研究並未控制其他的影響因子，如個人
因素（如社經背景、動機、個人特賥）
、場域特性等，後續研究可將上述
影響因子列為控制變數來做進一步的探究；（5）本研究從橫斷性的資料
來檢驗價格合理性的干擾效果，然 Veiel （1987）發現橫斷性資料容易
得到假性的交互作用效果，故後續研究可考慮採取縱貫式的研究設計，
在不同時間點上同時測量研究變項，如此應更可看出這些變項隨時間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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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相互影響歷程；（6）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得以簡便獲
得許多量化統計資料，未來之研究可配合訪談之方式進行，使研究賥量
兼具，增加研究的深度及廣度，讓研究結果更加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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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遊客您好!!!
首先感謝您願意填寫這份問卷。此問卷的目的在瞭解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
服務品賥、遊憩滿意度、重遊意願與入園價格的關係，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本
研究成功的最大關鍵。此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全部資料僅作統計分析之用，絶
不對外公開，敬請安心填寫。最後懇請您撥冗協助填答問卷，謝謝您的熱心參
與。
敬祝您 順心如意
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寬裕博士
研 究 生：劉詠蓁 敬上

※請針對您的實際經驗，回答下列相關問項，請於□中打「」，謝謝！
極 很 不 普
不 不
同
第一部份：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服務品賥
同 同
意 意 意 通
□ □ □ □
1. 園區內具有多元化的遊憩設施。
□ □ □ □
2. 園區內具備完善的安全設施。
□ □ □ □
3. 園區內整體景觀規畫配置，令人滿意。
□ □ □ □
4. 園區內的動線規畫設計，令人滿意。
□ □ □ □
5. 園區內整體環境之整潔與清潔，令人讚賞。
□ □ □ □
6. 通往園區的交通便利，具有足夠的運輸工具。
7.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為遊客解說旅遊所需之相關問題。 □ □ □ □
□ □ □ □
8. 園區內的告示牌與路線指引位置明顯，清楚易懂。
□ □ □ □
9. 園區的導覽手冊，所提供的資訊完整且詳實。
□ □ □ □
10. 園區內的販賣部商品價格合理。
□ □ □ □
11.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回應遊客要求的準備。
□ □ □ □
12.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立即地回應遊客要求。
□ □ □ □
13. 園區內能提供吸引人的紀念品。
□ □ □ □
14.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服務遊客的意願。
□ □ □ □
15.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有足夠知識以回應顧客問題。
□ □ □ □
16.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給予遊客個別的注意。
□ □ □ □
17. 園區能提供暢通的申訴抱怨管道。
□ □ □ □
18.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不會因太忙而疏於回應遊客。
□ □ □ □
19.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能提供讓遊客安心之服務。
□ □ □ □
20. 園區的開放時間，符合遊客的旅遊習性。
□ □ □ □
21. 園區內能提供遊客休息的充分空間。
22.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對遊客之個別需求，能給予關照。 □ □ □ □
□ □ □ □
23.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會時時主動關懷遊客。
□ □ □ □
24. 園區內的服務人員會將遊客的興趣放在心上。
109

同 很 極
為
同
同
意 意 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部份：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遊憩滿意度

極
不
同
意

很 不 普 同 很 極
不
為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意

1. 我認為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應已能滿足一
□ □ □ □ □ □ □
般遊客的期望。
2. 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皆能滿足我想要的遊
□ □ □ □ □ □ □
憩體驗。
3. 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與我個人的期望具有
□

□ □ □ □ □ □

一致性。
4. 整體而言，我對園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感到
□ □ □ □ □ □ □
滿意。

極 很 不 普 同 很 極
不 不

第三部份：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重遊意願

同 同

同

同

為
同

意 意 意 通 意 意 意
1. 我會再次參加景點包含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旅遊行
程。
2. 我下次到墾丁旅遊時，最可能的選擇景點是鵝鑾鼻及
貓鼻頭公園。
3. 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給正在尋求旅遊行程建
議的人。
4. 我會推薦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之旅遊行程給我的朋友
親戚。
5. 改變我對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的看法不是太困難的
事。
6. 我不會因好朋友的其它推薦而改變對鵝鑾鼻及貓鼻頭
公園的喜好。
7. 赴墾丁旅遊時，要我不到鵝鑾鼻及貓鼻頭公園，我要
好好再思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部份：墾丁國家公園遊憩區的價格合理性

極
不
同
意

很 不 普 同 很 極
不
為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意

1. 園區的入園價格是不便宜的。
2. 園區的入園價格是無法接受的。
3. 園區的入園價格是物超所值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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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基本資料，請於□中打「」
。

1. 性

□ 男

□ 女

2. 婚 姻 狀 況 ：

□ 未婚

□ 已婚

3. 年

□ 20 歲以下

□ 21~30 歲 □ 31~40 歲

□ 41~50 歲

□ 51~60 歲 □ 61 歲以上

4. 職

別 ：

齡 ：

業 ：

□ 軍公教

□ 服務業

□ 製造業

□ 自由業

□ 家庭主婦

□ 學生

□ 工商業

□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
5. 帄均月收入：

6. 教 育 程 度 ：

□ 15,000 元以下

□ 15,001~30,000 元

□ 30,001~45,000 元

□ 45,001~60,000 元

□ 60,001~75,000 元
□ 90,001~120,000 元

□ 75,001~90,000 元
□ 120,001 元以上

□ 國小(含)以下

□ 國中

□ 大學（含專科）

□ 研究所(含)以上

7. 到懇丁旅遊次數：□ 1次

□ 2次

□ 3次

□ 4次

□ 高中(職)

□ 5次(含)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耐心填答，謝謝！！
祝您旅遊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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