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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針對目前蕭壠文化園區遊客進行旅遊動機分析，瞭解不同遊客

特性是否動機就不同。讓管理單位能了解遊客特性，提升閒置空間再利用的

成效，符合蕭壠文化園區成立的宗旨。 

  本研究問卷以 SPSS 12.0 統計套裝軟體為統計分析之工具，,有效問卷

計 352 份。問卷內容分為「基本資料」、「旅遊特性」、「旅遊動機」三部分。

並利用 T 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遊客特性之間旅遊動機之差

異。 

  本研究有三點發現：第一，年齡不同，動機不同：「糖廠吃冰」是吸引

29 歲以下者來遊園的重要動機因素。而 20-40 歲者青壯年喜歡來拍照欣賞風

景，30-39 歲遊客喜歡來園區抒壓放鬆。第二，居住地不同，動機不同：「活

動取向」是吸引佳里區遊客前來的重要因素，園區舉辦的藝文活動或展覽會

吸引佳里及台南的民眾前來，相較之下就不是吸引外地遊客的重要因素。第

三，遊園次數不同，動機不同：「活動取向」在遊園次數來看是重要因素，

園區舉辦的藝文活動或展覽會吸引遊客重複前來，相較之下就不是吸引第一

次前來遊客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活動在地化、異業結

盟，文創商品銷售、園區旅遊及導覽資訊缺乏等三點建議提供園區管理者作

為永續經營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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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ourist Motivations for Soulangh Cultural Park 

Hwa-Sheng, Gau*  Jun Ting, Cheng**  Ting-Lun, Hu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motivations of the tourists who visit the 

Soulangh Cultural Park, in order to find out if different tourist characteristics can 

lead to different motivations, so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unit of the park can 

understand tourist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reusing deserted 

spaces so as to respond to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Soulangh Cultural Park. 

The questionnaire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analyzed with SPSS 12.0. A total 

of 35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ree parts constitute the 

questionnaire, which are Basic Information, Tourist Characteristics, and Tourist 

Motivations. The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s among touris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ere explored by using t-test and One-way Anova. 

The findings include three points. Firstly, different age groups lead to 

different motivations. For tourists below 29 to visit the park, the most important 

motivation is to enjoy ice pops in the sugar refinery; adults between 20 and 40 

come to the park to appreciate the scenery and take pictures; whereas tourists 

between 30 and 39 prefer to relax in the park. Secondly, people live in different 

regions can have different motivations. For exampl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ourists from Jiali District to come to the park is the activities; that is, cultural 

events or exhibitions held in the park can attract people from Jiali District and 

Tainan City to the park; however, they are not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ourists 

from other places. Thirdly, tourist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visits to the park can 

have different motivations. Activ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en it comes to the 

number of visits. Cultural events or exhibitions can attract tourists to come again; 

therefore, they are not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ourists who visit the park for the 

first time.  

Finally, the author offer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 localizing the events, 

forming strategic alliances with companies in the other sectors, selling creative 

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viding more tour/guided tour information – for the 

administrators’ reference in thei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park. 

 

 

Keywords: Soulangh Cultural Park, cultural policy, deserted spaces, tourist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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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台南是台灣文化的起源地，從荷蘭據台到成為清朝領地，都是台灣主要

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因此在大街小巷中，可見傳統歷史建物。雖然日

據時期政治中心遷移台北，但是在適宜氣候及肥沃土壤的條件下，台南成為

台灣重要的農作產地，尤其在政策推動下，日本政府不僅鼓勵農民種植甘

蔗，同時成立糖業株式會社，設立製糖工廠，為台灣賺取外匯，使甘蔗變成

台灣重要的經濟作物。 

   然而，隨著台灣工業的發展，加上世界生產環境的變化，台灣糖業也

逐漸沒落，糖廠房舍也逐漸被人冷落遺忘，最後變成所謂的閒置空間。陳郁

秀(2003)指出，人類因應時代變遷而出現的產業活動與文化，雖然貼近民眾

生活，但也是最容易為人所忽略。因此，保留產業文化資產，不但可以讓現

代的人們能和過去歷史文化聯結，也可以瞭解台灣文化與產業發展的歷史脈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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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直到 2001 年，政府正式提出「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文建會（現稱

為文化部）1將此列為當年施政重點之一，並投入大筆經費全力推動，對於

老舊建築、空間再利用之觀念與案例開始在全台蔓延。為了保留文化資產，

文建會積極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民間也掀起許多老舊歷史建物再

利用的熱潮。在此政策下，台南市政府（前台南縣政府）驚艷於佳里糖廠的

歷史文化及產業建築工業之美，因此於 2003 年承租佳里糖廠大部分廠及部

分義典科技公司工廠用地，並命名為蕭壠文化園區。經由空間的重新規劃與

整理，將原本的閒置空間，改造成文化藝術園區，讓老舊的佳里糖廠，重新

注入另一股活力，而以嶄新的面貌重返人們生活之中。 

    台南縣文化局於 2005 年 1 月 15 日辦理「世界糖果文化節」的活動，作

為蕭壠文化園區揭幕時的首部曲。為期 45 天的活動，吸引了 103 萬的人潮，

遠遠超越縣政府所預期的 20、30 萬人數。成功打響名號後，蕭壠文化園區

正式於 2005 年 7 月 30 日正式開園，吸引許多遊客前來參與。經過改造後的

蕭瓏文化園區，仍經常舉辦各種活動，但人潮已逐漸不復往年盛況。舉辦活

動，是否為吸引遊客前來園區的重要原因?目前園區經營方向是否符合遊客

期待？因此本研究將針對目前前來蕭壠文化園區遊客進行旅遊動機分析，瞭

解不同遊客特性是否動機就不同。研究結果將提供園區管理單位參考，讓管

理單位能針對遊客特性舉辦更符合遊客需求的活動或設置各適合的硬體及

軟體的設施，以增加空間的使用率，符合蕭壠文化園區成立的宗旨。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目前園區的遊客背景及旅遊特性的描述性統計，瞭解遊園遊

客的特性。 

    （二）依園區遊客特性的不同，分別探討其「旅遊動機」的差異。 

    （三）藉由遊客旅遊動機之差異，提供管理者擬定吸引遊客的行銷策

略，提升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成效，並提供園區永續經營的參考。 

                                                 

1文化部前身是在民國 70年 11月 11日成立的文化建設委員會，配合中央政府組織改造的

啟動，101年 5月 20日文建會改制為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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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方法 

為瞭解遊客前來蕭瓏文化園區之動機，因此本研究將採用問卷調查法，

針對遊客進行問卷調查，並利用 t 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遊客

特性之間旅遊動機之差異。 

   （一）問卷設計 

首先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製作出問卷初稿。並先詢問二位學術界專家

之意見做第一次修改，再至園區與管理者做深度訪談以及給現場遊客試答問

卷，並以管理者及遊客的意見作第二次問卷修改。 

本研究問卷以 Cronbach’s α 來評估旅遊動機構面的內部一致性，本研究

的 Cronbach α 為 0.881，因此本研究的可信度很高。 

問卷內容分為「基本資料」、「旅遊特性」、「旅遊動機」三部分，並採用

李克式五點量表供遊客答題，問卷內容如下： 

1. 遊客個人基本資料：係指個人屬於無法隨意改變的特性，如性

別、年齡、職業、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個人月所得和居住地。 

2. 遊客個人旅遊特性:係指遊客可以隨意改變的特性，如到本地旅

遊的次數、交通工具、旅遊資訊來源、與誰旅遊、停留時間。 

3. 旅遊動機：係指遊客參與旅遊的動機，本研究問卷初稿設計後，

經過園區經營者深度訪談及遊客預試，最後修正為 24 題。  

   （二）抽樣方法 

    在本研究中由於受限時間、成本、人力及樣本有效性因素考量下，只在

特定期間進行抽樣，抽樣時間為民國 102 年 02 月 01 日起至 102 年 03 月 31

日每個週六、日假日，分成兩個時段進行發放問卷，分別為早上 09 點至 12

點間；下午 03 點至 05 點間，正式問卷共發出 400 份,共回收 370 份，回收

率為 92.5%，剔除填答不完整及答案完全一樣之問卷 18 份，有效問卷計 352

份，有效回收率為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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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過程 

  本研究問卷之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乃配合研究所需及各變數之性質，

將藉由 SPSS 12.0 統計套裝軟體作為統計分析之工具，對於問卷整體資料進

行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t 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肆、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一、文獻探討 

   （一）文化政策 

    2005 年頒布文化資產保存法，於第三條提及文化資產，只具有歷史、

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資產：1.古蹟、歷史建築、

聚落；2.遺址；3.文化景觀；4.傳統藝術；5.民俗及有關文物；6.古物；7.自

然地景。然而林君成（2010）提到文化，是生活的表徵；資產，廣義的詮釋

為文明的例證，所以文化資產可為生活之表徵與累積的表現。 

    於 2010 年 2 月 3 日公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提到文化創意產

業，源自創意或文化累積，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

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文化創意產業

中有一項是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所以蕭壠文化園區被市政府定位

展演設施，屬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角色的一環。 

    隨著文化政策的頒布，文化建設是持續的工作，難有立竿見影之速效。

而文化事務所涵蓋的範圍，隨著時代的演變，以從過去狹義的藝文工作大幅

擴張而日益龐雜，幾乎涵蓋任何知識領域與社會面向。因此文建會在 2010

年-2013 年中程施政計畫中訂下「扎根」、「平衡」、「創新」、「開拓」四個核

心概念，用以進行政策的研擬與推動，已達到下列之目標：1.灌溉以人為本

的文化沃土； 2.文化平衡與資源均衡；3.以創意帶動進步；4.透過文化交流，

讓世界認識臺灣。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政策的推行，讓民眾擁有許多遊憩休

閒空間；而蕭壠文化園區的目前定位在展演設施場所，目的在於培養藝文人

口，加上台南地區城鄉差距大，使得文化資源分配不均，運用蕭壠文化園區

的展演空間，不但可以增加民眾文化素養，亦可將文化產業與觀光做結合，

在這樣相輔相成之下，使得遊客認識在地文化，讓文化得以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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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閒置空間再利用 

    歷史建築是人類過去生活空間的展示，也是當時居民共同生活之空間及

過去歷史所累積的精華。歷史空間的保存，說明了當地社會對特定空間與文

化的重視。然而，許多工業遺產的保存多在都市中心地區，這些工業遺跡雖

然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失去原有競爭力，但老煙囪下的新花園，卻是都市“活

化”的泉源，是都市改造與“再生”的契機（楊凱成，2005）。因此藉由閒置空

間、歷史建築再利用不僅重現歷史建築在產業上所扮演角色，同時也展現居

民與產業的關聯，讓大眾能瞭解在地文化產業內涵，深化人們對於在地關

懷，透過創新思維，將在地人文的歷史價值與精神不斷傳承推廣，讓在地文

化得以綻放光彩。 

    台灣有著特殊的殖民歷史，原先大規模的殖民企業至國營事業民營化，

使得土地、工廠、房舍均面臨公司產權轉移的歷程，包括工業遺產儼然成為

當時政府亟需解決的政策項目之一。然而閒置空間所牽扯的範圍太廣，政策

形成前，一些地方已經出現將閒置空間改造為藝文空間的案例。政黨輪替

後，文建會將閒置空間再利用列為施政重點，在台灣各地試辦，並給予輔助。

此後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內容變不斷擴大，除了許多舊宿舍、倉庫、廠房以外，

又加入古蹟與歷史建築，而與古蹟活化再利用政策混為一談。 

    能從龐大的歷史包袱中翻出新的聚光點，與社會脈動產生連結，也是許

多歷史空間亟待調整的角度（李宜君，2002）。閒置空間活用上，一方面保

留空間與建築的歷史原味，另一方面為了迎合現代人的思維，不得進行一些

活化創新元素，文化與創意有時要想辦法去做到一些平衡與取捨。 

    林崇熙（2007）指出文化資產的核心價值有幾個面向：1.文化資產確保

了智慧多樣性或智慧物種的保育；2.文化資產具有再生產性；3.文化資產在

保護人；4.文化資產具有有機性、系統性、整體性；所以透過活化再利用後

能重新的詮釋出文化資產的核心價值。簡顯光（2009）提到不同時期的建築

物有著不同的建築風格，保存歷史建物，也就是再保存建材、建築技術、建

築背景等歷史，讓建築物本身敘述歷史。許多歷史建築是民眾生活記憶的一

部分，保存建築本體並顯現空間脈絡與空間關聯性，可保留與建物共有的生

活記憶，以延續民眾生活集體記憶以及歷史記憶，藉由創新的經營方式再造

新記憶，是再生空間的重要價值。歷史空間創造出許多的價值下，這些價值



蕭壠文化園區遊客旅遊動機之研究 

大仁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四期                                                                        181 

 

將是引起遊客旅遊動機之目的。 

    國改研究報告提到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經營運作方式，大致可以分為既有

功能、公營公辦、公辦民營以及委外經營四項。台灣隨時代的進步，因文化、

產業與環境三者間共生關係，文化政策與產業發展漸漸地相互連結，在歷年

來，文化政策面對再利用，對於產業中就需要回歸經濟層面因素，使得產業

空間再利用發生微妙變化，由傳統產業轉變為觀光文化經營模式，因而改變

產業再生及當地城鄉風貌（漢寶德，2008）。蕭壠文化園區是經由政府承租

原先的台糖糖廠，進而進行活化再利用，使得原本閒置的空間獲得新生，經

營主要模式是公營公辦。 

二、理論基礎 

    遊客的特性與需求，將會影響遊憩旅遊動機及對旅遊地點的期待。因

此，瞭解藉遊客動機，將可讓經營者調整經營方向，改善旅遊設施與品質，

以符合遊客的期待。 

    （一）謝淑芬（1994）將人類動機常見理論分為幾點論述：1.本能論；

2.驅力理論；3.場地論；4.成就理論；5.認知論；6.誘因理論；7.需求階層理

論；其中第七個需求階級理論依據心理學家馬斯洛 1970 年的需求階層的動

機理論，將人類需求分為七個層次，構成金字塔型，由下而上分別是生理需

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的需求、尊重需求、知的需求、美的需求、自我實

現需求。張春興（2000）提到所謂動機（Motivation）是指引起個體活動，

維持並導引該活動朝向某目標進行的內在歷程和原因，其特點有：1.動機本

身不屬於行為活動的外顯行為，只是一種促成行為活動的內在作用。2.動機

不但具有發自內在的促發作用，對個體的行為、活動更可以說具有持續導引

的功用。3.個體由動機所促成的行為、活動，在持續的時間上可長可短，在

強度上可大可小，完全依個體是否達到需求，獲得滿足而定。4.動機屬個體

無形的內在歷程，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要瞭解動機必須從外顯行為來觀察

紀錄，再作進一步的研究探討。故動機是源自於不滿足的需要，而需要卻又

是多元化的因素，為了滿足其本身之需要而轉化為動機，進而在轉變為執行

的行動力。瞭解遊客之旅遊動機便能進一步瞭解到遊客之需要，這樣永續經

營才是有效的成功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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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遊憩動機乃基於個體對於休閒遊憩之需求，引起個體從事其遊憩

活動，並導引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內在歷程，藉遊憩行為的發生來滿

足需求（潘孟安，2010）。謝淑芬（1994）觀光心理學一書中提到，在McIntosh

和Gupta有提出以下基本的旅遊動機：1.生理動機；2.文化動機；3.人際動機；

4.地位和聲望動機。然而在楊明賢（2002）觀光學概論一書有提出將旅遊動

機依據需求分為以下四類：1.身體方面的動機；2.文化方面的動機；3.人際

方面的動機；4.地位和聲望方面的動機。故引發遊客從事旅遊之動機有其內

外在因素的影響，研究探討旅遊動機時將其動機因素做適當分類，對於遊客

旅遊動機便於研究與討論。 

    （三）劉純（2002）認為旅遊是複雜的社會行為，旅客要透過旅遊來滿

足自己的需求，旅遊行為涉及許多動機，他利用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將旅遊

動機分類如下七種需要：1.社交、尊重和自我完善的需要；2.基本知識的需

求；3.探索的需要；4.冒險的需要；5.一致性的需要；6.複雜性的需要；7.

多樣性的需要。林國賢（2004）也談到動機之特性旅遊動機多樣化的形式中，

構成其複雜並多元化的特性：1.旅遊動機具有「差異性」；2.旅遊動機具有

「交叉性」；3.旅遊動機具有「調整性」；4.旅遊動機具有「順序性」；5.

旅遊動機具有「特定性」；6.旅遊動機以「低需求層次為主」；依照特性理

論看來旅遊動機不能從單一個面向來討論，旅遊動機是多方面，綜合各項因

素結合後而形成的行為模式，如能瞭解遊客至蕭攏文化園區各方面旅遊動

機，就可掌握到蕭壠文化園區永續經營之方向。 

    （四）由於旅遊動機多元，因此學者對於旅遊動機的分類，有著不同的

看法。Falk, Moussouri, and Cloulson（1998）將博物館觀眾的參觀動機分為

六類：1.視為休閒、娛樂或文化活動的場所；2.是為資訊、美學和文化教育

機構；3.參觀是生命階段中重要活動；4.參觀是與朋友交往、家人溝通或個

人獨處的重要事件；5.參觀是為了娛樂，例如放鬆、審美和富於趣味性等；

6.參觀是因為符合現實條件，如地緣接近性、時間許可、人潮問題和價格適

切（陳雪雲，2005）。依據屠如驥、葉伯平（1999）的分類，共分為九項：

1.求實的動機：以追求旅遊商品實際使用價值為主要目的的旅遊動機。2.求

新的動機：是追求旅遊的超時和新穎為主要目標的心理動機。這種心理動機

的核心為時髦和奇特。3.求實又求新的動機：此類型的人喜歡嘗試新東西，

但並不強烈要求要變化多樣。他們非常重視受到人們的尊重。4.求名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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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這是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聲望為主要目的的旅遊動機。此種動機的核

心為顯名和炫燿。5.追求美心理的動機：一種以追求旅遊商品的欣賞價值為

主要目的的旅遊動機。6.好勝心理的動機：一種爭強好勝為目的的動機。7.

愛好心理的動機：一種以滿足個人特殊愛好為目的的旅遊動機。8.求知心理

的動機：以追求知識為目的的旅遊動機。9.訪古尋友的動機：慎終追遠的心

理動機，是種族上的一種旅遊動機，這種動機以老年人較多。所以旅遊動機

的產生是經由許多因素結合而成的，加上依據每一個不同環境條件還有不同

人為因素的旅遊動機相對也有所差。 

    （五）林晏州（1986）研究日月潭風景特定區之遊憩活動特性與需求研

究時，利用因素分析將遊客動機因素分成六因素如下：1.接近大自然；2.滿

足成就感；3.認識朋友；4.增廣見聞；5.增強個人形象；6.增進感情。在臧芷

伶（1993）研究結果發現遊客對淡水鎮「西式古蹟」主要遊憩動機可分為八

種：滿足好奇心、利用休閒時間與家人共處並享受知性安謚的活動、聯絡同

伴間之情感、朝聖與感受宗教氣息、追求藝術與美感、享受寧靜氣氛、追求

自我獨處的感覺、追求學習上的滿足。王偉哲（1997）研究結果指出休閒農

場遊客之遊憩動機仍以一般性休閒需求為主，重視「遠離人群，接近大自

然」、「緩和自己工作壓力，抒解精神」、「增加家人相處機會，促進親密

關係」等三項需求動機，顯示國人前往休閒農場之動機仍是以接近大自然為

主要訴求。林威呈（2001）在台灣地區休閒農場假日遊客旅遊行為之研究指

出將遊客的旅遊動機分為「人際關係與能力培養」、「身心鬆弛與修養」、

「積極求知與學習」、「獨處與靈感尋求」即「親情與友情培養」等五種構

面。吳怡蓉（2006）在遊客旅遊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以安平港歷史風貌園

區為例的研究中，將旅遊動機分成七個影響因素，分別為放鬆、自我成就、

學習求知、心靈歸屬、健康身心、 社會互動占及地方特色，其中以放鬆、

自我成就、學習求知占最多。不同的旅遊目的地就有不同的旅遊動機。 

    （六）王嘉麟（2005）旨在瞭解溪頭森林遊樂區遊客的遊憩動機、對溪

頭森林遊樂區環境屬性的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忠誠度，研究發現經旅遊動

機經因素分析後得到「自我滿足動機」、「活動取向動機」、「放鬆心靈動

機」和「社交接觸動機」等四個遊憩動機構面，而透過統計分析後發現：遊

客之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婚姻、個人平均月收入、到遊次數、上次到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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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同遊夥伴及交通工具等變項會造成其遊憩動機上之差異。陳文亮

（2005）研究中提到畢璐鑾與陳仲杰（2005）在從事休閒運動之動機因素中

「休閒運動」是休閒活動重要選項之一，是人類追求健康以及優質生活的新

指標。但是參與運動的動機會因為不同研究者，照著不同的研究對象、研究

目的與休閒動機等構面，會呈現不同的動機因素。對於遊客不同的旅遊特性

或是不同的對象也會影響到遊客遊園之動機。 

伍、資料分析與討論結果 

一、資料分析 

本研究先探討目前園區的遊客基本資料及旅遊特性的描述性統計，瞭解

遊園遊客的特性。而後進一步依園區遊客特性的不同，分別探討其「旅遊動

機」的差異。 

    （一）遊客基本資料與旅遊特性 

    由表4-1來看，本次受訪遊客客居住地區以台南地區（佳里區除外）最

多，占50.6％；其次為佳里區，占25.9％；再其次為外地遊客，占23.6％。

顯示距離是民眾決定前往遊玩的便利性優勢，可見蕭壠文化園區是台南市民

（尤其是佳里區）重要的休憩場所，有明顯的地緣關係。 

    此次受訪遊客前來的次數以4次以上最多，占42％；其次是第1次來，占

36.1％。顯示將近4成的遊客重遊性很高，來訪4次以上者49.3％皆為佳里區

民眾，37.8％為台南民眾，表示佳里區的遊客忠誠度相當高，重複來遊玩4

次以上者，佳里區居民就占了一半，而所有居住在台南地區的遊客就占了重

遊4次以上的近九成。 

    在遊客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方面，以小客車為最多（59.7％），機車次之

（26.4％）。顯示蕭壠文化園區地處偏遠，遊客前往多自備交通工具，較少

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旅遊訊息以親友推薦最高，占45.2％，其次是順道經過，占20.2％。顯

示遊客顯少透過大眾傳播了解旅遊訊息，但親友間口耳相傳建立了好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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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遊客基本資料及旅遊特性分析表 

    （二）旅遊動機之因素分析 

    本研究在旅遊動機的部分，先透過 Kaiser-Meyer-Olkin（KMO）及 Bartlett

球形來檢定，再利用因素分析進行萃取成分，來簡化原始的變數以保持原本

的資料結構（余姿慧，2009）。本研究針對遊客的「旅遊動機」變項進行因

素分析，並以主成份分析(PrincipalComponents Analysis）萃取因素構面，以

最大變異法進行轉軸，區分出主要因素。 

項目 樣本數 比例(％) 項目 樣本數 比例(％) 

性別 
男  175 49.7 

次數 

第1次 127 36.1 

女 177 50.3 第2次 56 15.9 

年齡 

19歲以下 101 28.7 第3次 21 6.0 

20-29歲 84 23.9 4次以上 148 42.0 

30-39歲 120 34.1 

交通 

步行 2 .6 

40-49歲 34 9.7 機車 91 25.9 

50-59歲 10 2.8 小客車 210 59.7 

60歲以上 3 0.9 遊覽車 4 1.1 

婚姻 
已婚 148 42.0 大眾運輸 6 1.7 

未婚 204 58.0 自行車 39 11.1 

教育 

程度 

國小 2 .6 

訊息 

親友介紹 159 45.2 

國中 12 3.4 廣告看板 26 7.4 

高中 97 27.6 電視廣播 8 2.3 

專科 58 16.5 報章雜誌 10 2.8 

大學 156 44.3 網際網路 47 13.4 

研究所 27 7.7 旅遊業 4 1.1 

職業 

農林魚牧 5 1.4 順道經過 71 20.2 

工 46 13.1 其他 27 7.7 

商 24 6.8 

同伴 

獨自前來 10 2.8 

服務業 75 21.3 親戚家人 200 56.8 

公教軍警 40 11.4 同學朋友 130 36.9 

學生 102 29.0 同事 1 .3 

自由業 13 3.7 旅行團 1 .3 

無 11 3.1 其他 10 2.8 

其他 36 10.2 

停留 

1小時 87 24.7 

月收入 

無收入 111 31.5 2小時 158 44.9 

2萬元以

下 
43 12.2 

半天 
87 24.7 

2-3萬 66 18.8 一天以上 20 5.7 

3-4萬 67 19.0 居住地 

 

 

佳里 91 25.9 

4-5萬 29 8.2 台南 178 50.6 

6萬以上 36 10.2 外地遊客 83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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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針對 24 個動機項目進因素分析，KMO 值為 0.838，因此本研究

的樣本適合進行動機因素分析。經過因素分析共選出七個因素構面(表

4-2)，依據各因素內所包含動機變項之意涵，以及參考文獻，將七個因素構

面逐一分別命名為「舒緩壓力」、「成就感」、「景點推薦」、「活動取向」、

「休閒興趣」、「增廣見聞」、「糖廠吃冰」，此七個因素對於遊客到蕭壠

文化園區的動機解釋總變異量為 63.972%。 

表4-2遊客旅遊動機因素構面分析表 

 紓緩壓力 成就感 景點推薦 活動取向 休閒興趣 增廣見聞 糖廠吃冰 

親近大自然 .838       

擺脫緊張抒壓 .811       

休息 .763       

心裡放鬆 .753       

聯絡感情 .629       

增加互動 .430       

運動  .800      

保持身體健康  .754      

愛現  .608      

追求靈感  .539      

慕名而來   .747      

親友推薦   .708     

曾經來過     .772    

參加活動    .760    

離家近    .644    

參觀展覽    .522    

欣賞風景     .709   

拍照攝影     .680   

免費設施     .524    

參觀歷史建築      .679  

文化      .644   

消磨時間      .454  

途中經過        .843 

吃冰       .501 

轉軸後特徵值 3.946 2.654 2.552 2.493 1.934 1.696 1.339 

解釋變異量％ 15.248 10.209 9.814 9.588 7.437 6.525 5.150 

累積解釋變異量％ 15.248 25.457 35.271 44.859 52.296 58.821 63.972 

KMO值 0.838 

Bartlett球形檢定 3934.827(顯著性=.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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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遊客基本資料與旅遊特性與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針對遊客基本資料及旅遊特性，在旅遊動機上有顯著差異(表

4-3)。性別與「紓緩壓力」、「景點推薦」等動機有顯著差異。年齡與旅遊

動機有顯著差異者為「紓緩壓力」、「休閒興趣」、「糖廠吃冰」。教育程

度與旅遊動機有顯著差異者為「成就感」、「休閒興趣」。職業與旅遊動機

有顯著差異者為「成就感」、「休閒興趣」、「糖廠吃冰」。職業與旅遊動

機有顯著差異者為「景點推薦」、「休閒興趣」、「增廣見聞」、「糖廠吃

冰」。居住地與旅遊動機有顯著差異者為「活動取向」。遊園次數與旅遊動

機有顯著差異者為「景點推薦」、「活動取向」、「糖廠吃冰」。交通工具

與旅遊動機有顯著差異者為「景點推薦」、「休閒興趣」、「糖廠吃冰」。

資訊取得與旅遊動機有顯著差異者為「成就感」、「景點推薦」、「活動取

向」、「糖廠吃冰」。停留時間與旅遊動機有顯著差異者為「成就感」、「景

點推薦」、「休閒興趣」、「增廣見聞」、「糖廠吃冰」。 

表4-3遊客基本資料與旅遊特性與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表 

 紓緩壓力 成就感 景點推薦 活動取向 休閒興趣 增廣見聞 糖廠吃冰 

性別 

(T值) 
-.525

＊
 0.951 -2.365

＊
 0.412 -2.588 0.095 0.489 

年齡 

(F值) 
4.689

＊＊
 1.867 1.276 0.964 7.182

＊＊
 3.538 8.757

＊＊
 

教育程度 

(F值) 
3.087

＊
 6.788

＊＊
 1.896 0.861 10.080

＊＊
 0.748 0.438 

職業 

(F值) 
1.180 2.682

＊
 1.478 0.520 3.459

＊＊
 1.734 3.982

＊＊
 

個人月收入 

(F值) 
1.196 2.392 4.662

＊＊
 0.445 6.179

＊＊
 3.600

＊
 7.342

＊＊
 

居住地 

(F值) 
0.835 3.167 0.482 71.410

＊＊
 1.897 2.552 1.974 

遊園次數 

(F值) 
1.900 0.777 4.469

＊＊
 66.796

＊＊
 2.058 1.092 3.327

＊
 

交通工具 

(F值) 
0.481 2.434

＊
 5.074

＊＊
 3.442

＊＊
 5.857

＊＊
 2.863

＊
 3.270

＊＊
 

資訊取得 

(F值) 
2.241

＊
 5.541

＊＊
 9.686

＊＊
 4.468

＊＊
 1.775 1.245 0.278

＊＊
 

停留時間 

(F值) 
1.282 4.972

＊＊
 6.978

＊＊
 1.788 4.906

＊＊
 3.398 4.976

＊＊
 

註：*代表p<0.05，表示在95%的信賴水準之下，具有顯著差異。 

   **代表p<0.01，表示在99%的信賴水準之下，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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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結果 

    （一）年齡與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 

    表4-4為年齡在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表中顯示旅遊動機中「紓緩壓

力」、「休閒興趣」、「糖廠吃冰」等三項因素，在不同年齡層有顯著差異

者。表4-5經Sheffe事後檢定發現，在「紓緩壓力」動機方面，30-39歲者顯

著程度大於19歲以下者；「休閒興趣」動機方面，20-29歲及30-39歲者顯著

程度大於19歲以下者。「糖廠吃冰」動機方面，29歲以下者顯著成度大於30-39

歲、40-49歲及50-59歲。 

    本研究顯示30-39歲者來園區為了心靈放鬆、休息等「紓緩壓力」動機

較未成年者要大；對20-40歲青壯年者來說，來園區欣賞風景或拍照等「休

閒興趣」動機是高於未成年者；而「糖廠吃冰」對29歲以下年輕人來說是極

大的誘因，遠高於30-59歲者。換句話說，29歲以下年輕人喜歡來糖廠吃冰，

20-40歲青壯年喜歡來拍照看風景，30-39歲者喜歡來園區放鬆。 

表4-4年齡與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 

 紓緩壓力 成就感 景點推薦 活動取向 休閒興趣 增廣見聞 糖廠吃冰 

1.19歲以下 

平

均

數 

-.2330140 .1448533 .0660874 .0663556 -.4229649 -.1092339 .2497532 

2.20-29歲 -.0100698 -.2513944 .0994665 -.1511463 .1576712 .3643496 .2861567 

3.30-39歲 .2264477 -.0195956 -.1015401 .0026431 .2504229 -.0630924 -.2044532 

4.40-49歲 -.0075307 .1697129 .0755407 .1450414 .1939854 -.3106949 -.4253304 

5.50-59歲 -.6787137 .2039777 -.5960653 -.1407884 -.5075232 -.2461137 -1.190968 

6.60歲以上 1.416578

8 
.3427979 .1823553 .7178949 -.6986503 .3410384 .5476924 

F值 4.689 1.867 1.276 .964 7.182 3.538 8.757 

P值 .000** .099 .274 .440 .000** .004 .000** 

註： *代表p<0.05，表示在95%的信賴水準之下，具有顯著差異。 

**代表p<0.01，表示在99%的信賴水準之下，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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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年齡與旅遊動機之 Sheffe 事後檢定 

依變數 
(I) 年齡 (J) 年齡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紓壓 19歲以下 30-39歲 -.45946171(*) .13162052 .034 -.8999557 -.0189677 

休閒興趣 
19歲以下 20-29歲 -.58063605(*) .14156622 .006 -1.0544153 -.1068568 

19歲以下 30-39歲 -.67338779(*) .12945503 .000 -1.1066346 -.2401410 

糖廠吃冰 

19歲以下 30-39歲 .45420635(*) .12814010 .030 .0253602 .8830525 

19歲以下 40-49歲 .67508356(*) .18815119 .026 .0453985 1.3047686 

19歲以下 50-59歲 1.44072177(*) .31458719 .001 .3878937 2.4935498 

20-29歲 30-39歲 .49060985(*) .13499729 .023 .0388148 .9424049 

20-29歲 40-49歲 .71148706(*) .19288663 .020 .0659539 1.3570202 

20-29歲 50-59歲 1.47712528(*) .31744209 .001 .4147427 2.5395078 

    （二）居住地與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 

    表4-6為居住地與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本研究發現，居住地與旅遊動機

有顯著差異者為「活動取向」。表4-7經Sheffe事後檢定發現，在「活動取向」

動機方面，佳里區居民顯著成度大於台南市其他區居民，再大於外地遊客。 

    換句話說，園區舉辦的藝文活動或展覽會吸引台南的民眾前來，尤其又

以佳里區居民最高。本研究發現目前園區舉辦的藝文活動是社區型態的小型

活動，以服務園區周遭鄰近的居民為主，比較無法吸引外地遊客前來。 

表4-6居住地與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 

 紓緩壓力 成就感 景點推薦 活動取向 休閒興趣 增廣見聞 糖廠吃冰 

1.佳里 平

均

數 

-.0192176 .2243076 -.0730635 .6167569 -.1186426 .0879332 .1586964 

2.台南 -.0472158 -.0660899 .0490813 .0991203 .1018296 .0550302 -.0939737 

3.外地遊客 .1223278 -.1041926 -.0251529 -.8887745 -.0883035 -.2144253 .0275416 

F值 .835 3.167 .482 71.410 1.897 2.552 1.974 

P值 .435 .043 .618 .000** .152 .079 .140 

註： *代表p<0.05，表示在95%的信賴水準之下，具有顯著差異。 

**代表p<0.01，表示在99%的信賴水準之下，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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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遊園次數與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 

    表4-8為遊園次數與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本研究發現，遊園次數與旅遊

動機有顯著差異者為「景點推薦」、「活動取向」、「糖廠吃冰」。表4-9

經Sheffe事後檢定發現，在「景點推薦」動機方面，來2次者顯著成度大於

來4次以上者；在「活動取向」動機方面，來2次以上者顯著成度大於第1次

來者；在「糖廠吃冰」動機方面，第1次來及來4次以上者顯著成度大於來3

次者。 

換句話說，園區舉辦的藝文活動或展覽會吸引遊客重覆前來，相較之下

就不是吸引第一次前來遊客的重要因素。 

表4-8遊園次數與旅遊動機之差異分析 

 紓緩壓力 成就感 景點推薦 活動取向 休閒興趣 增廣見聞 糖廠吃冰 

1.第1次 
平

均

數 

.1183339 .0851029 .1205121 -.7783686 .1083893 .0042357 .0067933 

2.第2次 -.2050524 -.0974767 .2957038 .1285666 -.0383184 .2015321 .0395817 

3.第3次 -.2667138 .1407856 -.0820495 .3734177 -.4639333 .0142199 -.6521268 

4.4次以上 .0138886 -.0561207 -.2036582 .5662926 -.0126825 -.0819078 .0717253 

F值 1.900 .777 4.469 66.796 2.058 1.092 3.327 

P值 .129 .508 .004** .000** .106 .352 .020* 

註： *代表p<0.05，表示在95%的信賴水準之下，具有顯著差異。 

**代表p<0.01，表示在99%的信賴水準之下，具有顯著差異。 

 

 

 

 

表4-7居住地與旅遊動機之Sheffe事後檢定 

依變數 (I) 居住地 (J) 居住地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活動取向 

佳里 台南 .51763669(*) .10886682 .000 .2500105 .7852629 

佳里 外地遊客 1.50553148(*) .12822271 .000 1.1903229 1.8207401 

台南 外地遊客 .98789480(*) .11228488 .000 .7118660 1.263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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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不同的遊客特性旅遊動機之差異比較，依照本研究論

述與研究目的，茲歸納前述旅遊特性及遊客基本資料後，對於各遊客特性進

行差異分析，呈現蕭壠文化園區不同遊客特性之旅遊動機，進而提出結論與

建議，期許能給予蕭壠文化園區永續經營之參考。 

一、結論 

    對於本研究中遊客至蕭壠文化園區動機差異因素分析結果如下： 

    （一）年齡不同，動機不同：「糖廠吃冰」是吸引 29 歲以下者來遊園的

重要動機因素。而 20-40 歲者青壯年喜歡來拍照欣賞風景，30-39

歲遊客喜歡來園區抒壓放鬆。因此園區管理者可依年齡層的不同

作園區規劃的參考。 

    （二）居住地不同，動機不同：「活動取向」是吸引佳里區遊客前來的重

要因素，園區舉辦的藝文活動或展覽會吸引佳里及台南的民眾前

來，相較之下就不是吸引外地遊客的重要因素。有佳里區居民表

示，「蕭壠文化園區舉辦了很多親子互動的課程，還有圖書館、兒

童遊戲館，只要有空幾乎每週都會前來」，目前園區舉辦的藝文活

表4-9遊園次數與旅遊動機之Sheffe事後檢定 

依變數 (I) 次數 (J) 次數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活動取向 

第1次 第2次 -.90693517(*) .12833337 .000 -1.2674515 -.5464189 

第1次 第3次 -1.15178631(*) .18846438 .000 -1.6812237 -.6223489 

第1次 4次以上 -1.34466117(*) .09677063 .000 -1.6165109 -1.0728115 

第2次 4次以上 -.43772600(*) .12551630 .007 -.7903286 -.0851234 

景點推薦 第2次 4次以上 .49936204(*) .15461279 .016 .0650211 .9337030 

糖廠吃冰 

第3次 第1次 -.65892007(*) .23326167 .048 -1.3142028 -.0036374 

第3次 4次以上 -.72385211(*) .23090156 .021 -1.3725048 -.07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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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以服務園區周遭鄰近的居民為主。雖然大型活動能在短期衝

高遊園人次，但以長期效益來看，透過鄰近居民的參與才能永續

經營，並符合目前蕭壠文化園區服務偏鄉的經營目標。 

    （三）遊園次數不同，動機不同：「活動取向」在遊園次數來看是重要因

素，園區舉辦的藝文活動或展覽會吸引遊客重覆前來，相較之下

就不是吸引第一次前來遊客的重要因素。顯示第一次前往園區的

遊客雖不是園區舉辦的活動所吸引，但會重複前往園區的遊客，

舉辦活動就是很重要的動機。 

二、建議 

    （一）活動在地化：在本研究發現居住在佳里及台南的民眾重遊率很

高，因此若針對這些遊客規劃設計藝文活動，如短期才藝班、結

合校園營隊、舉辦園區藝文比賽等，將蕭壠文化園區深植入周遭

居民生活，長期效益來看能夠永續經營。 

    （二）異業結盟，文創商品銷售：本研究發現，台糖冰品是吸引 30 歲

以下遊客的重點項目之一，許多遊客僅僅前往糖廠吃冰，順道逛

逛蕭壠文化園區。因臺灣遊客旅遊習慣仍喜歡購買紀念品及品嚐

當地特色小吃，若能利用糖廠冰品吸引力，或是規劃開發專屬蕭

壠文化園區特色文創商品於園區販售，能吸引更多遊客前往消

費。不但能用盈餘辦理更多活動，也能彌補目前經費籌措的困

境，進而吸引更多遊客。 

   （三）園區旅遊及導覽資訊缺乏：遊客對於蕭壠文化園區資訊是缺乏

的，遊客許多是透過親友間口耳相傳前來，更有遊客不知道自己

身在蕭壠文化園區，還以為是台糖糖廠，應將相關導覽手冊放置

遊客常經過地方，或是增加導覽標示，並加強各種管道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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