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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曾經去過歐洲地區休閒旅遊的台灣民眾仍然遊覽台灣的仿歐洲

觀光景點？ 

黃士穎1a
 陳偉慶2

 

摘要 

研究動機及架構 

這幾年仿歐洲景點在台灣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身受民眾喜愛並且常上新聞

版面。未去過歐洲旅遊的台灣民眾喜歡這類型的景點是無可厚非的，但有去過歐

洲旅遊的人卻也喜愛這類型的景點並不容易理解。本研究以有去過歐洲旅遊的族

群為研究對象，透過他們再一次旅遊歐洲所可能面對的休閒阻礙(leisure con-

straint)，對歐洲熟悉(familiarity)與依戀(attachment)的程度並他們未來再一次旅遊

歐洲的意願(intention)這些構面瞭解他們旅遊仿歐洲景點的動機(motivation)和意

願。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一。 

 

 

 

 

 

 

 

 

 

 

 

圖一、研究架構圖 

研究架構假說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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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為個人對未來行為是否去執行的意欲的傾向。根據眾多的術研究顯示影

響旅遊意願的因素極多，而遊客的動機是一個重要因素，本研究參考了 Driver 

(1983)與 Ryan and Glendon (1998)動機研究歸納出為看歐洲風景、社交、遠離塵

囂、回憶往事為可能參訪仿歐洲景點的動機。 

休閒阻礙概念被廣泛應用在休閒活動研究中。休閒阻礙會妨礙及降低休閒活

動參與意願(Jackson, 2000)。阻礙因素可分為個人內在阻礙(intrapersonal constraint，

如缺乏興趣)、人際間阻礙(interpersonal constraint，如缺乏家庭陪伴)與結構式阻

礙(structural constraint，如金錢) (Alexandris, Funk and Pritchard, 2011)。因此我們

認為阻礙會降低再一次旅遊歐洲的意願，並加強參訪仿歐洲景點的動機與意願來

做為不能再去歐洲的補償。熟悉度是一個人對旅遊目的地了解多寡的感覺、和對

歐洲的依戀(Hammitt, Backlund and Bixler, 2006)都會影響遊客行為(Yang, Yuan 

and Hu, 2009)。我們認為這兩個因素會影響參訪仿歐洲景點的動機與意願和再一

次旅遊歐洲的意願。我們也假設旅遊歐洲意願會影響參訪仿歐洲景點的動機與意

願。 

問卷分析 

本研究以仿歐洲景點(台中新社古堡花園、大坑心之芳庭為例)為研究對象，

並向曾經去過歐洲休閒旅遊的台灣民眾發出問卷，共回收116份。在性別分布上，

男性略多(62 位、53.4%)，皆非學生，年齡以 20 到 39 歲居多，佔 92 位(79.3%)。

本研究使用李克特量表的五點尺度加以問項衡量。 

將去歐洲地區休閒旅遊的休閒阻礙問項進行因素分析。Kaiser-Meyer-Olkin 

(KMO)取樣適當性檢定與 Bartlett 球形檢定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的。進行主成

分分析法與因素轉軸後共縮減為3個因素，分別被命名為：(a)內心相關休閒阻礙、

(b)金錢相關休閒阻礙、(c)時間、親友相關休閒阻礙。 

本研究使用最小平方分析法(Partial Least Square, PLS)為分析工具。本研究問

項皆以外國學者所做的研究為依據，且研究結果也良好，因此符合內容效度。平

均變異抽取量(AVE)值皆都大於 0.5，故構面有良好之收斂效度。每個構面的 AVE 

之平方根大於其它所有構面的相關係數絕對值，故模型具有區別效度。本研究採

用 PLS 計算各個構面間的路徑係數，採用靴環法(bootstrapping)在 PLS 方法估計

顯著性，利用 t 值(t-value)判斷進行係數是否達到顯著。本研究顯著路徑列舉如

表 1。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ahUKEwj12MbS8-XMAhXIQpQKHW04C7gQFggtMAI&url=http%3A%2F%2Ftravel.network.com.tw%2Ftourguide%2Fpoint%2Fshowpage%2F102727.html&usg=AFQjCNHagRYgQYDDK5YK0-y3H0k5bkcH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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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數據分析確實顯示參觀仿歐洲景點的確為不能經常去歐洲旅遊的民眾有補

償的效果(H1、H5-6)，但是休閒阻礙對參訪仿歐式景點的意願影響不是直接的而

是間接的，透過仿歐洲景點動機發揮其功能。這種補償效果在民眾擁有時間、親

友相關休閒阻礙時更為明顯。既使如此，參觀者本身對旅遊歐洲無多大興趣(內

心相關休閒阻礙)的話反而會降低遊覽仿歐式風景的一些動機。數據也顯示民眾

若是金錢不足而無法再次到歐洲旅遊(金錢相關休閒阻礙)，其阻礙對遊覽仿歐洲

景點沒有影響。一般的觀念是曾去過歐洲旅遊的民眾，尤其越熟悉歐洲或更可能

有下次旅遊歐洲會覺得仿歐洲景點是不真實的而不願參訪。數據分析的確透露出

這樣的氛圍，也就是旅遊歐洲意願、歐洲熟悉度越高越不想到仿歐洲景點旅遊 

(H7-8)，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還是會影響遊覽仿歐洲景點的動機(H2, H4)。整

體而言，仿歐洲景點對不能常去歐洲旅遊的群眾有補償效用，但是對那些熟悉歐

洲或會常旅遊歐洲的人而言參訪仿歐洲景點就不是一個常會考慮的選項。 

表一、假說路徑與 t 值(只顯示顯著路徑) 

 
路徑

係數 
t 值 

H1：休閒阻礙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   

內心相關休閒阻礙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看歐式風景) -0.39 2.77 

內心相關休閒阻礙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社交) -0.32 2.08 

時間、親友相關休閒阻礙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遠離塵囂) 0.39 3.55 

時間、親友相關休閒阻礙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看歐式風景) 0.45 4.25 

時間、親友相關休閒阻礙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社交) 0.51 5.27 

H2：歐洲熟悉度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   

歐洲熟悉度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回憶往事) 0.26 2.75 

歐洲熟悉度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看歐式風景) 0.22 1.98 

歐洲熟悉度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社交) 0.25 2.42 

H3：對歐洲的依戀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 - - 

H4：旅遊歐洲意願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   

旅遊歐洲意願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回憶往事) 0.38 3.13 

H5：休閒阻礙遊覽仿歐洲景點意願 - - 

 

 



2016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 

24 

 

表一、假說路徑與 t 值(只顯示顯著路徑)(續) 

 
路徑

係數 
t 值 

H6：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遊覽仿歐洲景點意願   

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遠離塵囂)遊覽仿歐洲景點意願 0.28 2.30 

遊覽仿歐洲景點動機(看歐式風景)遊覽仿歐洲景點意願 0.60 6.48 

H7：歐洲熟悉度遊覽仿歐洲景點意願 -0.22 3.89 

H8：旅遊歐洲意願遊覽仿歐洲景點意願 -0.26 2.66 

H9：對歐洲的依戀遊覽仿歐洲景點意願 - - 

H10：休閒阻礙旅遊歐洲意願 - - 

H11：歐洲熟悉度旅遊歐洲意願 - - 

H12：對歐洲的依戀旅遊歐洲意願 0.65 8.59 

關鍵詞：休閒阻礙、歐洲熟悉、依戀、意願、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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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壓力與算命情形之探討-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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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社會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生活比以往更複雜且多元，不得不隨時更新

自己的想法與觀念來因應許多內、外在的衝突與變動。在大學階段，會面臨來自

不同原因、不同問題的壓力。當面臨壓力時，能以自我的方式去調整壓力所帶來

的焦慮與不安，使情緒平靜下來，用客觀、積極的心態去面對並接受眼前的事件，

不同的壓力會衍生出不同的調適方法，而壓力相關議題在生活中日益受到重視，

希望透過本研究來了解現今大學生壓力的狀況，想從中探討壓力與算命之情形。 

依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一、了解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科技大學學生在

壓力來源之排序情形；二、了解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科技大學學生在壓力調適之排

序情形；三、了解科技大學學生體驗過算命之情形；四、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科技

大學學生在算命情形之差異；五、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科技大學學生對算命看法之

差異。 

本研究以「大學生壓力與算命情形之探討—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問卷」為

研究工具，針對中部某科技大學日間部學生施測，正式問卷發放 850 份，問卷回

收總數 769 份(90.5%)，實得有效問卷為 730 份(94.9%)。 

本研究主要根據「大學生壓力與算命情形之探討—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問

卷」調查所獲得之資料，分析討論後得到如下：1. 科技大學學生以「生涯規劃

壓力」最高，其次為「課業壓力」與「經濟壓力」；2. 科技大學學生壓力調適在

放鬆分心層面以「聽音樂」最高，認知調整層面以「順其自然」最高，情緒發洩

層面以「吃美食」最高，社會支持層面以「找家人/朋友抱怨發牢騷」最高，問

題解決層面以「改變環境來減壓」與「彈性處理問題」最高；3. 科技大學學生

有 70.8%體驗過算命；4. 科技大學學生在不同性別之算命情形以「鐵板神算」達

顯著差異，其女性顯著高於男性；在不同年級之算命情形以「八字」、「手/面相」、

「姓名學」及「廟裡求籤」皆達顯著差異，在八字方面四年級顯著大於其他年級，

手/面相方面三年級顯著大於其他年級，姓名學方面四年級顯著大於其他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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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裡求籤方面四年級顯著大於其他年級；在不同學院之算命情形以「紫微斗數」、

「塔羅牌」達顯著差異，在紫微斗數方面資訊學院顯著大於其他學院；塔羅牌方

面資訊學院顯著大於其他學院；5. 不同性別之科技大學學生對算命看法在趨吉

避凶達顯著差異，其男性顯著高於女性；不同年級之科技大學學生對算命看法在

趨吉避凶及心理諮商 2 個因素構面中皆未達顯著差異；不同學院之科技大學學生

對算命看法在趨吉避凶及心理諮商 2 個因素構面中皆達顯著差異，而趨吉避凶以

資訊學院大於其他 3 個學院；心理諮商以管理學院大於資訊學院、設計學院大於

資訊學院、財經學院大於資訊學院。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科技大學行政各單位未來研究時

的參考。以下分別描述之：一、對學校之建議，1. 將壓力等相關課程融入各系

所；2. 將生涯發展議題融入各系所之課程與教學中；3. 增加線上諮詢的管道；

4. 於適當時間播放音樂；5. 積極舉辦壓力與算命等相關活動及演講。二、對未

來研究者建議：本研究主要以中部某科技大學之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作為個

案學校的輔導諮商參考資料，其抽樣調查範圍並未包括各大專院校，故無法做出

更全面性的論述。茲就研究對象、研究變項及研究工具等三方面，提出對未來研

究上的建議，說明如下：1. 研究對象而言：本研究以中部某科技大學之學生為

研究對象，故研究結果之推論，僅限於在該校學生。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擴大研究

區域與研究群體(如不同階段之學生群體與社會人士等)；2. 研究變項而言：本研

究探討人口統計變項(性別、年級、學院)對大學生算命情形及大學生對算命的看

法之差異情形，王春展、潘婉瑜(2006)、車文博(2001)、王富榮、茅默(2001)研究

發現，仍有許多變項會影響壓力之差異情形，如：年齡階段、一般大學/科技大

學、不同系所、是否打工、收入狀況及本身的婚姻狀況等其他之變項，建議未來

可以將此納入研究議題，以瞭解不同變項對壓力來源、壓力調適、算命情形及對

算命看法之情況，做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3. 研究工具而言：本研究所使用

問卷為研究工具，由於問卷題目相當多，因此，未來進行此類研究時，應針對研

究需要，適當斟酌題目的數量。 

關鍵詞：大學生、壓力來源、壓力調適、算命情形、算命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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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圖，如下： 

 

 

 

 

 

 

 不同性別在算命情形方面之差異比較表 

算命方式  男性 女性 F 顯著性 

鐵板神算 

N 

M 

SD 

8 

1.63 

.74 

31 

2.29 

1.19 
6.42* .02 

 不同年級在算命情形方面之差異比較表 

算命 

方式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F 顯著性 

八字 

N 

M 

SD 

33 

2.82 

.81 

34 

2.74 

1.19 

44 

3.32 

1.20 

55 

3.36 

1.14 

3.52* .02 

手面相 

N 

M 

SD 

52 

2.63 

.93 

73 

2.47 

1.00 

63 

3.02 

1.13 

69 

2.88 

1.06 

3.80* .01 

姓名學 

N 

M 

SD 

43 

2.72 

.93 

61 

2.44 

.94 

60 

3.02 

1.13 

68 

3.09 

.99 

5.38* .00 

廟裡 

求籤 

N 

M 

SD 

52 

3.38 

1.09 

59 

2.93 

1.10 

73 

3.25 

1.29 

74 

3.50 

1.15 

2.78* .04 

 不同學院在算命情形方面之差異比較表 

算命 

方式 
 

管理 

學院 

設計 

學院 

資訊 

學院 

財經 

學院 
F 顯著性 

紫微 

斗數 

N 

M 

SD 

26 

3.00 

1.30 

25 

2.32 

1.18 

10 

3.90 

1.29 

33 

2.97 

1.38 

3.73* .01 

塔羅牌 

N 

M 

SD 

101 

3.31 

1.18 

83 

2.86 

1.24 

53 

3.55 

.93 

88 

3.39 

1.13 

4.96* .00 

 

科技大學學生 

性別、年級、學院 

壓力 

算命 情形、看法 

來源、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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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性別對算命看法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因素構面  男性 女性 F 顯著性 

趨吉避凶 

N 

M 

SD 

251 

3.01 

.84 

479 

2.90 

.63 

13.93* .00 

 不同學院對算命看法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因素構面  管理學院 設計學院 資訊學院 財經學院 F 顯著性 

趨吉避凶 

N 

M 

SD 

174 

2.84 

.63 

177 

2.72 

.74 

182 

3.34 

.67 

197 

2.86 

.64 

30.38* .00 

心理諮商 

N 

M 

SD 

174 

3.21 

.65 

177 

3.07 

.70 

182 

2.86 

.75 

197 

3.19 

.62 

10.29* .0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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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實習生工作生活品質與實習滿意度之研究 

–以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為例 

謝家黎1
 彭千慈2a

 

摘要 

觀光政策的推動下，來台旅客倍增，旅館大肆興建，餐飲市場熱絡競爭，以

致於餐旅人才的需求激增，實習生往往是業界人力及人才的最主要來源，從文獻

回顧得知，員工工作生活品質的感知越高，其工作滿意度及工作投入與效能也就

越高。多數飯店視實習生為正式員工，因此實習工作生活品質也需要被重視，故

本研究以實習生的工作生活品質為主要研究切入點，進而探討餐旅實習生的工作

生活品質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並探究不同的個人背景對於工作滿意度的差異情

形。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進行研究，以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日間部四技四年級有實習經驗的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總共發出 531 份問卷，共

計回收 517 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96.7%，將回收後之問卷以 SPSS 21 版進

行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迴歸分析與

Pearson 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歸納結論如下： 

一、餐旅實習生工作生活品質對於實習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二、餐旅實習生實習滿意度會因不同的個人背景而有所不同。 

最後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具體的建議，以提供產業界、學界及學生作為參考。 

關鍵詞：實習生、工作生活品質、工作滿意度 

研究方法與分析 

一、 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以敘述性統計之次數分配表了解受測者之樣本結構，個人背景為「性

別」、「科系」、「實習單位」與「實習地區」共四個題項。在「性別」部分，

男性占 25%、女性占 75%；在「科系」部分，人數前三高的科系為餐飲管理系

占 14.5%、旅館管理系占 9.8%、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占 8.7%；在「實習單位」

                                                      
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館管理系副教授 

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 

a
 通訊作者 E-mail: S289210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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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比例最高的為旅館的餐飲部外場，占 21.5%、客務部占 16.6%、旅館的餐

飲部內場占 13.2%；在「實習地區」部分，國內實習占 79.9%，海外實習占 20.1%。 

二、 工作生活品質與實習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使用皮爾森(Pearson)相關分析，探討餐旅實習生工作生活品質與實習

滿意度之間其關聯性。分析結果顯示「工作生活品質」中的六個構面-「領導風

格」、「團隊合作」、「家庭休閒」、「工作環境」、「工時與工作量」、「薪

資福利」與「內在滿意度」、「外在滿意度」、「整體滿意度」皆達到顯著的正

相關。如表 1 所示： 

表 1  工作生活品質與實習滿意度相關分析表 

相關 

分析 

內在 

滿意度 

外在 

滿意度 

整體 

滿意度 

領導 

風格 

團隊 

合作 

家庭 

休閒 

工作 

環境 

工時與 

工作量 

薪資 

福利 

內在 

滿意度 
1         

外在 

滿意度 
.427** 1        

整體 

滿意度 
.847** .843** 1       

領導 

風格 
.404** .655** .626** 1      

團隊 

合作 
.448** .421** .515** .525** 1     

家庭 

休閒 
.276** .514** .467** .495** .423** 1    

工作 

環境 
.147** .379** .310** .340** .290** .563** 1   

工時與 

工作量 
.325** .545** .514** .551** .466** .648** .385** 1  

薪資 

福利 
.320** .604** .546** .522** .368** .540** .440** .583** 1 

三、 工作生活品質與實習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工作生活品質六個構面(領導風格、團隊合作、家庭、休閒、工作

環境、工時與工作量、薪資福利)與實習滿意度(內在滿意度、外在滿意度、整體

滿意度)三構面進行迴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一) 「領導風格」、「團隊合作」、「薪資福利」對「內在滿意度」均有顯著正

向影響，模式解釋力為 25%，其中以「團隊合作」影響最大；「家庭休閒」、

「工作環境」、「工時與工作量」對「內在滿意度」均無顯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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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領導風格」、「薪資福利」對「外在滿意度」均有顯著正向影響，模式解

釋力為 54%；「團隊合作」、「家庭休閒」、「工作環境」、「工時與工作

量」對「外在滿意度」均無顯著之影響。 

(三) 「領導風格」、「團隊合作」、「薪資福利」對「整體滿意度」均有顯著正

向影響，模式解釋力為 49%；「家庭休閒」、「工作環境」、「工時與工作

量」對「整體滿意度」均無顯著之影響。 

四、 個人背景在工作滿意度上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個人背景對於工作滿

意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以實習滿意度為依變項，分別為「內在滿意度」、「外

在滿意度」、「整體滿意度」，以個人背景為自變項，分別為「性別」、「科系」、

「實習單位」、「實習地區」。 

(一) 性別：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同學，對於「外在滿意度」有

顯著差異，對於「內在滿意度」及「整體滿意度」皆無顯著差異。而在「外

在滿意度」男生高於女生。所以男生對於實習單位主管及單位上的執行及管

理方式上,有較高的滿意程度。 

(二) 科系：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就讀不同「科系」的學生對於「內在滿意度」、

「外在滿意度」及「整體滿意度」皆無顯著差異。 

(三) 實習單位：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實習單位」的學生對於「內在滿意

度」、「外在滿意度」及「整體滿意度」皆無顯著差異。 

(四) 實習地區：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實習地區」的同學對於「內在滿意

度」、「外在滿意度」及「整體滿意度」皆有顯著差異。而結果顯示在「海

外」的實習生在「內在滿意度」、「外在滿意度」及「整體滿意度」上都高

於「國內」的實習生，前往「海外」的實習生，個性通常較為獨立自主、喜

好追求自我突破、主動嘗試新的事務。在國外的工作環境通常也提供較好的

福利制度及合理工時等。故「海外」實習生的滿意度比「國內」實習生高。 

研究貢獻 

一、對學校的建議 

可藉由本研究的結論了解學生在實習的工作場域中所遇到的問題，學校可藉

由本研究之分析結果發現問題所在，校方可作為學生與業者間最好的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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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者共同制定完善的實習合約，隨時檢視業者是否有依照合約上勞動條件執行

讓實習生享有應有的保障。定期訪視學生瞭解實習現場的情形，除了配合產、學

界的需求外，也要考慮到學生的需求，一同為培養產業專業人才而努力。學生實

習前學校可開一些相關課程例如：人際溝通與技巧、顧客抱怨的處理等，增加學

生的專業技能，將所學運用於職場，以降低實習段進而累積自我成就感。 

二、對學生的建議 

學生可以於實習前，多修習一些相關課程，以增加自我專業知識與技能，平

時也可閱讀多方面的書籍，因為觀光餐旅業的多元性及變遷迅速，需自我培養實

力及內涵，去面對未知的實習環境，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藉由學

校的課程及資源利用，提升自己的語文能力，台灣是國際化的觀光市場，有來自

不同國家的旅客。具備優異的語言能力可了解客人的需求，透過提供客人更好的

服務，增加自我成就感，相對也提高了對實習工作的滿意度。此外，可藉由學校

所安排的業界人士協同教學課程,了解職場的現況或學校與業界在專業技能上的

差異，也預先調整自我的心態與想法，才不至於到實習現場後與自我期待值落差

太大，造成實習經歷中不滿意的因素形成。 

三、對業界的建議 

藉由本研究之結果，可以從工作生活品質的角度檢視業者所提供的工作環

境、了解影響實習生滿意度之因素、檢視實習生的工作內容與工作負荷量，避免

主管在福利、排班或管理上有不公平的現象產生，以提升其工作滿意度。讓實習

生更加了解產業的現況外，還可將在學校所學的知識與技能運用於實習單位，達

到學以致用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讓實習生於畢業後能回歸產業或回原實習單

位，減少人力短缺及斷層的問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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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河街觀光夜市意象與滿意度之研究 

林雅萱1a
 詹小萱 1

 鍾志強2
 

摘要 

 一、前言 

台灣夜市近年來備受全世界觀光遊客注目，為一種台灣特有的傳統文化，是

最能讓外國朋友體驗台灣本土特色的地方，儼然以成為台灣在國際間打響知名度

的重要觀光文化(如：台北士林觀光夜市、台北饒河街觀光夜市、高雄六合夜市

和台中大里夜市等)。夜市文化在台灣已經超過一百年的歷史，與國人的生活密

不可分，逐漸成為了生活中的休閒遊憩與社交活動的重要場所，也是為一個重要

的觀光據點並兼顧了休閒與觀光的意義。 

饒河街觀光夜市鄰近地方信仰中心，曾被暫列第三級古蹟的松山慈祐宮、松

山國小，跨越基隆河的彩虹橋河堤公園，與捷運火車公車松山站之便利交通，彙

集了自然景觀、文物古蹟、歷史文化等地方特色，擁有相較於其他夜市的觀光優

勢，該如何將饒河街觀光夜市發揮其人文觀光遊憩資源的功能，增強自身的優勢

並將發揮到最大效益，藉此吸引更多遊客前來參觀造訪，不僅將其台灣夜市傳統

文化的傳承，也發展出具有國際化的觀光夜市型態，進而創造出地方的傳統產業

活絡與地方的文化內涵。 

二、研究方法 

據本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為基礎，探討饒河街觀光夜市意象與滿意度之間影

響關係。依研究目的，編製「饒河街觀光夜市意象與滿意度」之問卷，以李克特

(Likert)五點尺度量表施測。本研究觀光夜市意象量表的設計係參考吳佳華(2011)

所編製之觀光夜市意象量表及Correia and Oliveira (2008)的量表修訂而成，共計

16題；滿意度量表設計參考吳佳華(2011)與柳婉郁(2013)修改後編制，共計3題；

個人基本資料，本部分屬於人口統計變項，總計題，共計發放200份問券，有效

問券190份。將所收集的資料以SPSS 18.0 for Windows進行統計分析與檢定，並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研究生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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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作者 E-mail: m10445011@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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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敘述性統計、t檢定、相關分析、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迴歸分析進行分

析。 

三、研究結果 

(一) 遊客背景特性分析，本研究對象之背景特性包含性別、年齡、學歷、職業、

項目等4項。性別以女性遊客居多；年齡分布以21-30 歲為最多，共94人，

達49%；學歷以大學專科最多，共132人，達69%；職業則以服務業為多，

共64人，達34%。 

(二) 遊客目的地意象之分析意象的三個構面中，「夜市環境」、「夜市特色」及「親

民情境」之平均數分別為2.81、3.30、3.85。從中發現饒河街觀光夜市遊客

最同意的構面為「親民情境」，可能因為遊客多為服務業人員及學生，因地

利與交通之便，成為下班與放學後的一個能品嘗夜市特色小吃與玩樂的休閒

場所，並能與朋友和家人，體驗夜市的特有氣氛來增進感情。 

(三) 遊客滿意度之分析得知，滿意度平均數最高者為「商家服務」，顯示遊客對

饒河街觀光夜市裡的店家態度與服務較為滿意。滿意度平均數最的者為「整

體設施」。 

(四) 遊客目的地意象與滿意度之迴歸分析，針對遊客目的地意象與滿意度之迴歸

分析，為了探討遊客目的地意象與滿意度之預測力。以滿意度為依變項，並

以目的地意象的16個題項，總計3個構面為自變項，運用迴歸方式進行分析。

在目的地意象方面，本研究採用迴歸方式建立模式得知，3個構面均達顯著，

整體的R
2達到0.43，表示3個變項可以解釋滿意度43%的變異量，F值為46.34 

(p<.05)，以個別預測力來看，以「夜市環境」影響為最高，次之為「親民情

境」。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探討饒河街觀光夜市遊客意象對於滿意度的影響，透過描述性統

計、t檢定、相關分析、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迴歸分析進行分析，所得的結

果是為了瞭解兩者間的關係，藉由實證結果提供臺北市饒河街觀光夜市管理委員

會或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等經營管理者對於推廣觀光型夜市的參考與建議。本

研究結論如下： 

(一) 饒河街觀光夜市遊客背景中，性別以男性參與者居多；年齡分布以21-30歲

為最多；學歷以大學專科最多；職業則以服務業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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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饒河街觀光夜市遊客意象與滿意度分析顯示，目的地意象的「親民情境」

(M=3.85)平均數為最高，其中「夜市裡的氣氛是忙碌的」、「夜市裡的氣氛是

熱鬧的」、「消費價格是清楚明白的」等3題為遊客最為同意的題項。 

(三) 饒河街觀光夜市遊客意象與滿意度之迴歸分析模式中，遊客意象的「夜市環

境」及、「親民情境」及「夜市特色」、構面皆可預測滿意度，表示對滿意度

具影響力；又以「夜市環境」(β=0.4754)影響為最高，次之為「親民情境」

(β=0.23)。本研究結果與Bigne, Sanchez and Sanchez (2001)、林若慧、陳澤義

與劉瓊如(2003)等人研究相符，驗證目的地意象構面及整體意象會直接或間

接影響到滿意度。 

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 本研究從迴歸模式中，發現遊客之「夜市環境」意象對滿意度的預測力為最

高，但也是遊客認為平均數得分最低的意象，因此饒河街自治會對夜市環境

度構面意象需要加強改善，讓遊客對夜市環境意象成為得分最高，提高饒河

街夜市的遊客滿意度。經研究者至饒河街觀光夜市觀察，多數遊客認為饒河

街觀光夜市的環境雜亂，建議自治會可以多增加垃圾桶方便遊客丟棄垃圾，

並加強清潔人員的巡邏次數，請商家將自身攤位的垃圾集中處理放置，讓夜

市環境空間是乾淨整齊的，也能讓街道更為寬闊，改善環境後。 

(二) 加入其他觀光夜市做比較，相同變相應用在不同的台北市觀光型夜市必會有

不同結果，透過與其他觀光型夜市比較可深入了解不同夜市的意象是否會影

響遊客對於目的地的滿意度。 

(三) 加入中介變項進行探討，建議後續研究者亦可加入體驗價值等變項進行更多

元且深入的探討，進而了解有可能影響目的地意象的其他因素，使研究更具

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觀光夜市、目的地意象、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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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象一致性與目的地依附關係之研究 

黃鐘慶1a
 劉瑞香2

 

摘要 

自我意象一致性是指個人對自我概念的意象與對產品或品牌意象之間的相

似程度(Sirgy, 1982)，此概念過去在消費者領域中常被提及，而 Chon (1992)則將

自我意象一致性概念運用在觀光領域中，其發現遊客對旅遊目的地的自我意象一

致性與滿意度具有顯著正關係，且 Beerli, Meneses, and Gil (2007)也發現，遊客與

目的地之間的自我意象程度越高，其拜訪該旅遊目的地的傾向則越高，此說明了

自我意象一致性在觀光旅遊領域中的重要性，其是影響遊客行為決策的重要因子

之一，乃值得深入探討。而過去探討自我意象一致性之相關研究，多將此變數視

為一前因變數，而與其一起探討的後果變數多為滿意度(Cowart, Fox, and Wilson, 

2008)、行為意圖(Usakli and Baloglu, 2011)、涉入(Kressmann et al., 2006)等，然而，

目的地依附為現今觀光研究領域與業者十分重視的變數之一，但卻鮮少有實證研

究探討自我意象一致性與目的地依附之間的關係，故本研究目的主要想瞭解自我

意象一致性對目的地依附的影響為何?且為了更深入地瞭解此兩變數之間的細部

關係，故會進一步探討自我意象一致性的構面是如何影響目的地依附的構面之關

係。 

過去研究指出，自我形象可分為真實自我(actual self)、理想自我(ideal self)

以及社會自我(social self)等三種，而真實自我是指：我自認為我是一個怎樣的

人；理想自我是指：我希望我是一個怎樣的人；社會自我是指：別人認為我是一

個怎樣的人(Sirgy, 1982)。然而，在測量的實務面上，研究者很難得到社會自我

的測量結果，因此許多研究多以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兩個構面去測量自我意象一

致性之變數(如 Beerli et al., 2007; Usakli and Baloglu, 2011)。 

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概念被運用在旅遊地時，又可被稱作目的地依附

(destination attachment) (Yuksel, Yuksel, and Bilim, 2010; Veasna, Wu, and Huang, 

2013)，其是指個人對一個特定地方所感受到的價值及認同程度(Williams and 

Roggenbuck, 1989)。目的地依附的構面通常包含了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ce)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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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兩個構面(Williams, Patterson, Roggenbuck, and Watson, 

1992)，地方依賴是指，個人評估一個地點，認知該地具有相當重要性或多種獨

特功能屬性，能滿足個人需求或目標；地方認同則是指，個人對某特定地點的情

感連結，因而產生對該環境自我管理的過程(Hwang, Lee, and Chen, 2005)，而個

體通常是地方依賴先產生後，才會產生地方認同的感覺 (Moore and Graefe, 

1994)。此外，Bricker et al. (2000)則將地方依附新增加了第三個構面：社會連結

(social bonding)，此構面是指，某特定地方能夠提供個人人際之間的連結，尤其

適用在休閒活動中人與人之間會產生有意義的社會關係，這些關係會在某特定遊

憩場域中持續存在，換句說話，該遊憩場域促成了社會關係的產生(曹勝雄，孫

君儀，2009)。而本研究是以自然取向旅遊地為探討對象，而非休閒遊憩場所，

因此暫不將社會連結納入考量。 

在自我意象一致性與目的地依附的關係方面。過去研究指出，自我意象一致

性對產品、品牌或個人偏好等個人的行為有顯著的影響 (Dittmar and Druy, 

2000)，且Sirgy and Su (2000)發現，旅遊地意象和遊客自我意象是否相符合將會

影響到旅遊地的選擇，且會對旅遊行為產生正向的強化效果。此外，過去研究指

出情感性依附本質上是連結著個人的自我概念 (Kleine, Kleine, and Kernan, 

1993)，而有些學者認為消費者對品牌的依附是指，消費者將品牌視為他們一部

分的程度或能反應他們是誰的概念(Park et al., 2010)，因此，品牌越能反應消費

者本身，消費者就會覺得他們與品牌之間的連結性越高，故他們對品牌的依附就

會變得更強。而目的地就有如一個品牌，遊客就有如消費者一般，同理可推論，

遊客對目的地的自我意象一致性越高，則其對目的地的依附程度也會越高，據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假設： 

H1：自我意象一致性會正向影響目的地依附 

H2：自我意象一致性的構面會正向影響目的地依附的構面 

 

 

 

     

 

圖1  研究架構圖 

 

目的地依附 

● 地方認同 

● 地方依賴 

 

自我意象一致性 

● 真實自我 

● 理想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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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性定義方面，本研究將自我意象一致性定義為「遊客對墾丁意象與遊

客本身自我概念一致相符的程度」；將地方依附定義為「遊客和墾丁旅遊地之間

的一個關係連結程度」。在測量題項方面，自我意象一致性主要參考Sirgy et al. 

(1997)、Sirgy and Su (2000)、以及Helgeson and Suphellen (2004)之研究，真實自

我與理想自我各有3題；地方依附題項則參考Kyle, Graefe, Manning, and Bacon 

(2004)，地方依賴與地方認同各有4題題項。 

本研究總共收集312份至墾丁旅遊的遊客有效問卷，採用LISREL 7.8統計分

析軟體進行因果變數的分析，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各測量題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

量皆有達顯著水準，四個潛在變數之組合信度(>0.6)與平均變異抽取量(>0.5)亦有

達標準(詳如表1)，而平均變異抽取量的開平方根數值亦有大於各潛在變數之間

的相關係數(詳如表2)，故由以上分析結果可知，本研究各變數之測量具有收斂

效度與區別效度。 

表 1  驗證性因素分析 

變數、構面、題項 SFL CR AVE 

自我意象一致性    

真實自我   0.88 0.72 

墾丁和我看我自己有一致性的感覺 0.77   

我挺像墾丁目的地的性格 0.88   

墾丁的目的地性格就像我看我自己一樣 0.89   

理想自我   0.87 0.69 

墾丁的形象就如同我自己想要的形象 0.88   

我喜歡別人覺得我的意象神似墾丁的意象 0.86   

墾丁目的地性格與我看我自己的性格是一致的 0.75   

目的地依附    

地方認同  0.89 0.67 

墾丁對我有很深的意義  0.61   

我很認同墾丁這個旅遊地 0.85   

我很喜愛墾丁這個旅遊地 0.93   

我對墾丁這個旅遊地的環境與遊客有特別的好感 0.86   

地方依賴   0.82 0.54 

我覺得 墾丁比其他旅遊地更有樂趣 0.76   

我覺得 墾丁比其他旅遊地更為重要 0.63   

我不願意 墾丁被其他旅遊地取代 0.77   

相較於其他旅遊地，我更滿意墾丁這個旅遊地 0.79   

註：SFL為標準化之因素負荷量；CR為組合信度；AVE為平均變異抽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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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區別效度分析 

 真實自我 理想自我 目的地認同 目的地依賴 

真實自我 0.85    

理想自我 0.569*** 0.83   

目的地認同 0.464*** 0.385*** 0.82  

目的地依賴 0.557*** 0.325*** 0.260*** 0.73 

註：a 對角線數值為潛在構面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之平方根 

  b 
***表示相關數達顯著水準，p<0.05

 

而在整體模式分析方面，自我意象一致性會顯著正向影響目的地依附

(γ=0.56)，在構面層次的分析方面，真實自我分別會顯著正向影響地方認同

(γ=0.36)與地方依賴(γ=0.55)，而理想自我則會正向顯著影響地方認同(γ=0.18)，但

不會顯著影響地方依賴。 

 

 

 

 

註：*表示達顯著水準，p<0.05 

圖 2  整體結構模式分析結果 

 

 

 

 

 

 

 

註：*表示達顯著水準，p<0.05 

圖 3  各構面分析結果 

關鍵詞：自我意象一致性、目的地依附、結構方程模式 

自我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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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自我 

地方認同 

地方依賴 

0.05 

0.36**** 

0.55*** 

0.18** 

真實自我 

目的地依附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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