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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實務
學生經由團隊的合作，學習各部門的規劃、溝通及協調，並
自負財務之盈虧。實際體現課堂理論到實務營運的經驗。



 

2019 銀髮族遊程設計競賽 第八屆全國台江盃國家公園公益旅遊行程規劃 
 

觀光菁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 

105級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專題發表-競賽組 

指導老師：陳嫣芬 副教授 組員：王雅靖、許羽汶、周均如、楊景茵 

 

主辦單位：台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遊程名稱：童學嬉遊記，樂活趣台東 

參賽組數：初選 122組，決賽 50組

 
 主辦單位： 
規劃地區：台東 

規劃天數：三天兩夜 

本遊程以【樂活、養生、健走、無障礙】四大元素為設

計核心，結合台東當地擁有的豐富自然資源、知名景

點，以及「童學嬉遊記」之主題，特別為銀髮族遊客規

劃以回憶童年為主軸之一系列體驗活動，帶給銀髮族遊

客一個溫馨且難忘的旅程。 

總預算：雙人成行 5645元/人 

四人成行 4925元/人 

競賽成績：優等 

主辦單位：台南市安南區鹿耳社區發展協會 

遊程名稱：親愛的~隔江遊耳 

參賽組數：83組 

規劃地區：台江國家公園及鹿耳社區 

規劃天數：兩天一夜 

本遊程以「親子間愛的深度旅遊」為主軸，目標客

群設定為「親子家庭」且融入鹿耳社區的「隔代教

養家庭」。除了台江國家公園生態教育探索外，更針

對鹿耳社區的隔代教養家庭，規劃一系列親子牽線

的活動，透過「桌遊」增進彼此間的情感，特別邀

請社區媽媽，為「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帶來一桌充

滿愛和家鄉味的「辦桌」，希望藉由本遊程，達到深

度旅遊與慈善公益的雙重效益。 

總預算：一家三口 2588元/人 

一家四口 2594元/人 

主辦單位：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 

真理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 

 遊程名稱：親旅，幸福果客 

規劃地區：台南、高雄 

規劃天數：三天兩夜 

本遊程以【原鄉水果、養生、樂活】三大元素為設計

核心，結合台灣當地特色水果、知名景點，以及「幸

福果客」之主題，特別為親子家庭遊客以親子交流為

主軸規畫一系列體驗活動，結合以水果為主題之團康

遊戲，增進親子關係，帶給遊客一個溫馨且難忘的旅

程。在遊程中安排果農一日體驗，讓遊客親自採果，

學習知識，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總預算：雙人成行 7340元/人 

四人成行 5995元/人 

心得 

在大學最後的專題課程裡，

不僅在過程中增加競賽時的

相關知識、經驗累積，也透

過不斷的切磋磨合和溝通，

我們發揮了各自的長處，互

相配合，高效率的我們完成

了每一項考驗。 

透過指導老師專業的幫助，讓每次競賽都能夠獲得許多

的專業知識，因此對於指導老師有著滿滿的感恩之心。 

有著如此完美的團隊，我們每次努力及付出都是全力以

赴，不論最後結果好壞，至少我們都沒有愧對自己及夥

伴，而這份得來不易的團隊精神才是我們最大的收穫。 



 2019北台灣小鎮漫遊創意遊程
規劃競賽

第五屆全國休閒健康盃旅遊行程
設計創意競賽

 2019石碇宗教遊程規畫競賽

你農我農，稻宜蘭! (第一名)

一馬當先遊澎湖 (第二名)

碇在一線之緣

配合過動症孩童旺盛的精力，安排
刺激、富挑戰性的水上活動，提供
孩子陸地以外的新感官體驗。馬術
體驗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孩子理
解非語言互動的方式，學會觀察他
人的肢體動作及涵義。

傳說：九天玄女為了向母親王母娘娘祝壽，親手製
作麵線，獻給王母娘娘，麵線細長可口，香氣撲鼻，
王母娘娘讚不絕口。壽誕後，九天玄女在返家的路
上聽到凡人向上天祈求：「望上天賜我一技之長來
養活老母親。」九天玄女被感動，便下凡傳授麵線
的製作技術，從此麵線便在民間廣為流傳……

休閒四
10572026A余采芠
10572030A吳家莠
10572033A陳沛蓁
10572053A卓孟君
指導老師：顏怡音

活動宗旨：培養學生對觀光遊程規劃能力，深入
的將台灣自然、文化、特色景點、古蹟文物安排
進特色遊程規劃中，以促進台灣小鎮漫遊觀光發
展及校際交流，同時鼓勵青年學子發想創意。

活動宗旨：以「特殊族群、醫療觀光」的概念下，
遊程對象並非僅是銀髮長者此一族群，所規劃之旅
遊商品對象可針對遲緩發展之孩童、孕婦、身心不
便者者(輪椅族、視力障礙…等)及來台有醫療需求
的族群，以此概念下為旅遊路線設計核心，廣昭所
有英雄共襄盛舉。

活動宗旨：以石碇廟宇及附近商店觀光爲主，可跨系組
隊。創意遊程設計內容以 一日遊為主，整體設計以
「多元宗教與文化創意遊程」為主題，須結合地方廟宇
及商店為主題之旅遊行程，須在參考資料中選取至少三
處為旅游景點(包含宗教據點、商家)



       因台灣單身人口持續增加，
所以我們特別為這些青壯年們設
計了一個兩天一夜的輕旅行，藉
由各式小遊戲來增進彼此的互動
性，以達到廣結朋友的目的性。

 

【2019觀光數位創新遊程設計競賽】
主題：與你一起，花現美好

【2019 全國大專院校綠色旅遊創意遊程規劃競賽】
主題：幸福大鵬灣， 只想琉住你

       結合綠能環保及愛情產業，打破以往傳統思維中，異性交友
活動僅侷限在室內聊天，或是看電影、吃飯…等靜態活動的舊
思想。讓單身男女們透過遊程進行環保活動外，拓展自己的交際
圈。屏東大鵬灣及小琉球之三天兩夜的自然景觀、特殊地形和豐
富生態作為遊程地點。

【第五屆全國休閒健康盃旅遊行程設計創意競賽】 

主題：媽咪 BABY 的旗美慢悠時光

       在孕育生命最重要的過程中，讓懷孕中期的媽咪們放
鬆心靈，透過小旅行增加活動量，彼此也可以互相交流心
得。遊程中我們安排了媽咪們透過緩慢輕鬆的方式來體驗
美濃與旗山當地的傳統手作工藝，不但可以獲得成就感也
可以為懷中的寶寶留下一份特別的禮物。遊程中也設計了
符合媽咪們身體狀況且恰當的活動和運動，降低懷孕的焦
慮不安，建立信心迎接寶寶的到來。

【第八屆全國台江盃國家公園公益旅遊行程規畫比賽】

主題：台江黑琵GO 鹿耳益起來

       因應政府新南向政策，開發東南亞族群市場，帶領他們一同探索
台江國家公園冬季的美麗樣貌，也和鹿耳社區合作，關懷銀髮族，以
實際行動付出，度過這豐富的兩天一夜旅程。

【2019北台灣小鎮漫遊創意遊程規劃競賽】
主題：泡進暖【北】【投】-【士】【林】逗陣行

       遊程以東南亞遊客和青少年為主要目標市場，結合北臺灣冬
季的氣候和北投日治時代的歷史風情，讓來自東南亞的遊客以小
眾客群的包車模式，在兩天一夜內在專業翻譯的導覽解說下體驗
與眾不同的臺灣特色和異國的四季自然景觀。並提供機會讓遊客
參訪當地的東南亞文化景點，比較兩者獨有的特色。 

 

義守⼤學休閒事��理學�
105���專題

組員�⾞佩���宜庭�涂⼼��林澄鈺
���師�楊�欽  �師



現在臺灣的藝文場館比較多，遊客
會依據自己的需求來選擇參訪場館。
瞭解遊客對衛武營的品牌形象和服
務品質的認知，改善相應的硬體和
軟體設施，進一步提升衛武營的品
質，吸引更多的遊客，體現新聞性。

2020義守大學休閒系畢業專題海報
藝文場館品牌形象及服務品質對遊客參訪意願的影響

——以衛武營國家文化藝術中心為例——

本研究以參訪衛武營的遊客為研究對
象，探討品牌形象、服務品質與遊客
參訪意願的關係，遊客的社經背景及

旅遊行為對參訪意願之差異。

前言

研究動機

指導教授： 楊英欽 博士
學 生：楊鈴一 10572308A  張子權 10572032A  陳長志 10572039A  

前田朋美 10572310A

• 品牌形象與服務品質有顯著相關
• 品牌形象對參訪意願未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 服務品質對於參訪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 遊客社經背景、旅遊行為對參訪意願具部

分顯著影響

(結論)

(建議)
• 致力於品牌形象的經營
• 加強精進一線員工的專業態度與素養
• 安排適當數目的機動人員
• 依不同族群偏好設計藝文活動方案
• 票價更加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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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歡銀作伙來中投               

▪ 地點：台中、南投 

▪ 目標市場：銀髮族                                  

▪ 企劃特色：結合古蹟文化與當季花海，銀髮族們一

方面可以感受了解自然生態，另一方面可以回憶與

認識台灣的人文歷史。讓銀髮族朋友享受大自然，

透過活動認識其他同齡好友，拓展交友圈，增進人

際互動。 

 

 

▪ 主題：綠意盎南 

▪ 地點：台南、高雄 

▪ 目標市場：親子族群 

▪ 企劃特色：親子家庭綠遊南台灣，

透過親子教育，以自然人文環境為

主要學習場域，啓發感官與心靈的

覺知能力。在旅遊的同時，自主探

索學習對環境生態的欣賞與尊重，

以及對客家文化的認識，並培養環

保意識及人文關懷，付諸行動守護

大自然，為兒童植下綠色童年。 

 

顏子軒 潘敬傑 

黃筱絜 謝邵汶 

▪ 主題：與馬偕暢遊北海岸 

▪ 地點：淡水、北海岸 

▪ 目標市場：自由行旅客            

▪ 企劃特色：針對觀光客設計一個以北海岸為

主軸分為兩條路線，跟隨馬偕一同瞭解歷史

文化，欣賞東北角大自然的奧妙。一次北海

岸熱門打卡景點收集完成！以熱門網路平      

台的方式去呈現。因旅客型態不同，所        

            以根據偏好排定特色行程，讓旅客           

自行組合旅遊更享受其中。 

 

 

▪ 主題：17走訪南海岸               

▪ 地點：台南 

▪ 企劃特色：有別於以往的台南遊程

排，走訪台17線景點漫步沿海漁

村，細細體驗海線的人文風景與品

嚐現撈的海鮮料理，安排教育解

說，更加認識台灣沿海生態，也提

升對環境保育的觀念一起感受台南  

                        海線最道地的衝擊吧 ! 



105 級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專題發表－競賽組

指導老師：陳嫣芬副教授 組員：鄒昉、郭書伶、楊翊瑄、陳詩樺

結語：和理念相近的夥伴們，選擇了競賽組。

經歷了許多事情，從一開始的比賽選擇，因多樣化
而難以選取，遲遲定不下來，導致進度落後，最後
透過多次討論和時間的規劃才有了決定，並進行設
計、製作和與指導老師陳嫣芬一連串的meeting及
修改，完成了這年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四個比賽。
在這些比賽中，我們體會過落選的感覺，但不氣餒
看著入選的作品，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應用在
下次的全國遊程競賽中，也成功在七十幾組中，進
入十組的決賽名單，並拿下佳績，雖然下學期因為
疫情的影響，沒辦法參加比賽，我們也還是積極的
想拿出成果，錄製報告影片，想讓自己的專題有個
圓滿結果。最後，感謝教授和同學們的幫助，解決
各種困難，獲得這麼棒的經驗。

2019 銀髮樂活輕旅行
浪漫台三線客庄人文之旅

指導單位：教育部
遊程名稱：銀遊客庄 健康漫遊
遊程理念：

本遊程希望藉由此次的遊程規劃去推廣客家文
化的流傳及活動深度的體驗價值，讓客家文化不僅
僅只是在客家人中流傳，而是能讓更多的人知道，
在短短的兩天一夜裡，一般銀髮族們能了解客家之
美。

2019 觀光數位創新
遊程設計競賽

指導單位：教育部（深耕計畫）
遊程名稱：藝童趣郊遊
遊程理念：

本遊程設計的動機是希望能透過
三天兩夜的旅遊增加親子間的互動讓
家長放鬆孩子也能玩的開心。透過家
庭式的旅遊活動，開啟一段認識馬偕
博士的知性之旅。藉由藝童趣郊遊的旅程，不但能
從中了解馬偕博士對台灣的貢獻，還能從活動體驗
中凝聚家庭的向心力。

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盃
原創桌上遊戲設計比賽

主辦單位：龍華科大數位內容多媒體技術研發中心
桌遊名稱：偷薪大盜
設計理念：本桌遊設計，是結合了
聽位辨識和推理邏輯，進行猜測然
後找出此案「偷薪」的人究竟為誰
。想藉由感官，使遊玩者更專注在
遊戲上面，並且快速運轉大腦，想
出任何一個可能，讓桌遊不分年紀
，在這場推理秀，得到滿滿的成就
感!

多元文化創意遊程規劃競賽
指導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遊程名稱：「原」味
遊程理念：

本遊程設計主要客群是針對家族，不論老少都
適合來體驗的旅遊，希望能透過三天兩夜的旅遊增
加整個家族的情感。透過家庭式的旅遊活動，開啟
一段認識原住民文化的旅程。藉由此次不但能從中
感受原住民「熱情、純真」的心，還能從活動體驗
中凝聚家庭的向心力。



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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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大樹區創意遊程設計競賽
主題:回歸。自然-瓦就愛呷旺來(第一名)
遊程是以高雄大樹區的在地特色產業-
瓦窯、鳳梨為主角，回歸船傳統、體
驗自然，貫穿整個遊程概念，除了藉
由專人導覽來認識各產業外，也讓遊
客能親自體驗DIY來體驗瓦窯及鳳梨

的魅力

2019石定宗教遊程規劃競賽
主題:自然•沉心-虔進石碇趣(佳作)
這次主題以回歸自然、沉心祈福，貫
穿整個遊程概念，除了藉由領隊導覽
來認識石碇外，也讓遊客能親自DIY

來體驗在地產業。

第八屆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
主題:果然·自在-輪轉鹿野

這次的遊程將進入到台東縣的鹿野鄉，其曾
在2013年榮獲台東縣宜居城市的總冠軍，
此外鹿野鄉是以農立鄉，農業是他們的根
本，本身有相當豐富的自然觀光資源以及多
樣化的農產品，如水果、茶葉和稻米等等。
在此次遊程中，將聚焦在水果、茶葉和自行

車上。

組員:陳彥豪 汪志庭 黃明慧 林廷融
指導老師:林錦玲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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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王宏義 老師 

組員：彭羿淳 蕭鈺駿 李欣頴 蔡金燕 

 

2020客家桐花季(鐵馬遊新北) 

➢ 遊程名稱：與你桐在．拜客(Bike)遊新北 

➢ 遊程地點：新北市 

➢ 遊程理念：針對青年及家庭所規劃的行程，在

桐花綻放的期間，深度體驗客家文化、精神及

美食，以健康慢活的方式回歸大自然，放鬆身

心欣賞桐花與景點。 

 第五屆全國休閒健康盃 

➢ 遊程名稱：輪嘉才不想被礙搞得這麼南 

➢ 遊程地點：嘉義、台南 

➢ 遊程理念：針對海外輪椅族來台從事醫療觀

光，讓遊客認識不一樣的台灣之美，體驗台

灣在地特色及傳統的「台灣味」。 

2019觀光數位創新遊程設計競賽 

➢ 遊程名稱：「一淡」有你，「鐵」定好玩 

➢ 遊程地點：淡水 

➢ 遊程理念：將地圖遊戲與遊程結合，使親子

透過遊戲深入了解當地人文自然與景點，並

藉此增加互動與情感。 

2019銀髮族遊程設計競賽 

➢ 遊程名稱：返老還童走跳嘉南 

➢ 遊程地點：台南、嘉義 

➢ 遊程理念：我們將「樂活、養生、健走」融入遊程，藉由懷舊風格的體驗，使長輩們憶起

年輕時的過往、互相交流彼此的故事，並且利用景點中的各種特色作物，親手製作出屬於

自己的特色相框。 

2019北台灣小鎮漫遊創意遊程規劃競賽 

➢ 遊程名稱：鐵馬向新北 

➢ 遊程地點：淡水 

➢ 遊程理念：針對忙碌上班族所規劃的行程，將

自然、文化與古蹟融入遊程中，以自行車的方

式漫遊小鎮，藉此舒緩壓力、充實自我，讓旅

客享受生活中的喜悅。 

深度旅遊 

創新遊程 

主題特色 

心得 

在大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堂專題課程裡，我們發揮四年裡所學到的，透

過與組員間溝通、想法及學習相關在競賽中所獲得的知識，讓彼此更有

互相琢磨的學習機會。大家發揮個人所長，同心協力規畫遊程，致力將

我們獨特的風格發揮的淋漓盡致，雖然沒有在競賽中獲得好成績，但也

因此獲得不少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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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王宏義 老師 組員：蔡涵、張庭嫣、李嘉屏、邱鈺婷

2019北台灣小鎮漫遊
創意遊程規畫競賽

遊程名稱：深『三』文化，玩走『鶯』陶
規劃地點：三峽、鶯歌
旅遊天數、人數：兩天一夜、20人
遊程理念：

以「在地文化」、「手作體驗」、「親子互動」
為主軸。深入當地社區、融入多項當地資源體驗，使
參加者能了解地區特色，並拋開在生活中的工作或課
業壓力，深入當地獨特文化與體驗休閒活動，並享受
自然樂活。

全國多元文化創意
遊程規畫競賽

遊程名稱：趣臺東、綠悠遊
規劃地點：臺東、綠島
旅遊天數、人數：三天兩夜、6~10人
遊程理念：

以「健康慢活」、「輕旅行為」發想，將地點
選在有山有海的臺東、綠島，藉由自然景觀以及當地
資源體驗，讓參與者遠離生活中的各種壓力與塵囂，
深入當地獨特文化與體驗休閒活動，享受自然樂活。

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盃
原創桌上遊戲設計比賽

2019淡水商圈
創意行銷企劃競賽

桌遊名稱：1881
遊戲類型：派對、陣營、推理
玩家人數：4~12人(需雙數)
桌遊主題：

以「聲音」，盡情發揮創新思考來設計可能發
生在這個環境與角色間的有趣桌遊！
桌遊理念：

對桌遊設計富有想法、熱情的青年人，用無窮
的創意拓展更多的桌遊可能性。

行銷設計對象：淡水遊滬中心
目的：

鼓勵青年學子發揮創意共同與社區投入地方
特色行銷活動，希望透過年輕人的眼光和參與，
從創意行銷之角度出發，強化淡水文化生活圈與
遊客和在地民眾之連結。
行銷活動設計：

1. 收集印章換禮品
2. 不定期舉辦小活動
3. 增加接駁車、包車服務



 

 

 

研究結果 

  功利主義(H1)對購買意  
圖和享樂主義(H2)對購買
意圖都有顯著影響。進階
分析發現便利性對購買意
圖不具顯著影響。 
  造成上述這種現象的原
因可能是消費者認為使⽤
外送平台訂餐與直接去店
裡消費所花費的整體時間
相差無幾，從問卷中也可
看出受測者重視運輸速 
度勝於其他項⺫，因此造
成上述⼀個因⼦不顯著的
現象。 

研究⽅法 

發放⽅式▶網路平台以及社群軟體 

發放時間▶109年1⽉20⽇ 
　　　　　　　　起⾄109年2⽉10⽇ 

抽樣⽅法▶滾雪球法 
有效問卷▶466份 
統計⽅法▶迴歸分析、相關分析

研究假設 

H1：功利主義對消費者購買意圖具顯著正向影響。 
    H1a：資訊性對消費者購買意圖具顯著正向影響。 
    H1b：便利性對消費者購買意圖具顯著正向影響。 
    H1c：易⽤性對消費者購買意圖具顯著正向影響。 

H2：享樂主義對消費者購買意圖具顯著正向影響。 
    H2a：⾓⾊性對消費者購買意圖具顯著正向影響。 
    H2b：划算性對消費者購買意圖具顯著正向影響。 
    H2c：社會性對消費者購買意圖具顯著正向影響。 

β＝0.350（t＝8.449; p<0.001)

β＝0.150（t＝3.477; p<0.05)

β=0.124(t=2.274; p<0.05)

β＝0.131(t=3.340; p<0.05)

β=0.157(t=3.186; p<0.05)

R2＝.473

前⾔ 
  電⼦商務發展迅速⽽現今智慧型⼿機及
網際網路⽇漸普及下，消費者訂購⻝物的
⽅式已在全球範圍內發⽣變化，形成餐飲
外送市場上⼀股不容忽視的⼒量。然⽽外
送平台是⼀個新興的產業，在相關的消費
者研究上⾯是貧乏的。因此本研究以美⻝
外送平台的使⽤者為研究對象，探討消費
者訂餐的功利主義、享樂主義、購買意圖
之間是否存在顯著性的影響。 

   「為“胃”來指定世界」

消費者對於美⻝平台使
⽤意圖之探討 

指導教授：趙仁⽅ 博⼠ 

學生：岡崎咲也華 ⺩思媛 郭佳芊 朱炤榕 



指導老師:江育真教授 組員:黃紫珩、胡睿家、方沛妍、林柔廷

• 自媒體時代來臨，網紅成為一種新興行業，YouTube影音平台種類多元，美食種類為
風潮，故以此探討消費者在選擇餐廳和美食小吃時，是否因網紅而產生其購買意圖。

•根據Ohanian(1990)文獻：

1.吸引力(Attractiveness)：在外表樣貌、行為舉止，或是時髦造型，帶給大眾的觀感和吸引力。

2.可靠度(Trustworthiness)：本身的專業性，包含公正、客觀和講求誠信的行為。

3.專業性(Expertise)：在此產品領域具備的專業知識和受訓練的相關經驗，可讓消費者有更高
程度的購買意願。

利用此三面向，探討消費著是否因YouTuber具備以上三面向，而影響其購買意圖。

•本研究以兩位美食YouTuber為研究對象，分別是千千和丁丁。再以南部大學生為問卷發放之對象，
共分兩次作為測試，分別為前測和正式。

•以SPSS18作統計分析

•信效度分析、敘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迴歸分析

•不同「性別」在四個構面中「吸引力」較有顯著差異，研究發現女性對於吸引力的認同程度
高於男性，在此研究結果是無影響，最終認定均為無顯著差異，但差異也可在未來之研究上
加以探討。

•吸引力、專業性和可靠性三大面向對購買意圖的影響台灣美食YouTuber具有吸引力、專業性
與可靠性，皆對消費著的購買意願突有正向之意義。

1.考慮加入北部大學生一起做為研究

2.用剪輯的方式把多部影片剪輯成一分鐘以內的影片了解其特色風格

3.利用訂閱書較相近的美食YouTuber作為比較

4.美食YouTuber是否具有相關烹飪專業知識標準差差異較高，在未來可以把研究對象的背景作
為參考

5.美食YouTuber的影片標明業配中標準差較高，顯示影片如果為業配對於廠商唯有利益關西進
而影響訊息的正確性，在未來可以針對影片中有業配的主題進行更廣泛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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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美食 YouTuber 的吸引力與消費者購買意圖之間有顯著關係 

 

H2:美食 YouTuber 的可靠性與消費者購買意圖之間有顯著關係 

 

H3:美食 YouTuber 的專業性與消費者購買意圖之間有顯著關係 



五、結果與討論
（2）研究資料顯示三個變數，

其Cronbach’s α值均達0.7以上，

因此本研究三個變數信度分析具有一致性。

表1 休閒涉入、知覺價值、購買意願之信度分析表

（3）成年粉絲最近半年購買的周邊商品種類

主要是「CD/DVD」「演唱會周邊」

（4）休閒涉入、知覺價值與購買意願的關係

經迴歸分析後，發現休閒涉入與知覺價值

對購買意願有顯著關係，休閒涉入與知覺價值

能夠解釋購買意願59.0%的變化，且共線性VIF均小於10。

可得知此方程式，y=購買意願，a=常數，

購買意願=0.54+(0.63*休閒涉入) +(0.19*知覺價值)。

表4 賃居情形與購買意願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p <0.001

當休閒涉入每增加1單位，購買意願就增加0.62單位；

當知覺價值每增加1單位，購買意願就增加0.18單位。

圖1 休閒涉入與知覺價值對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結果

實線表示有顯著之關係；需線表示無顯著之關係；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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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108學年度專題
粉絲群的休閒涉入、知覺價值對購買意願之研究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學生：李珣、王薇、孫巧薇、蘇家琦
指導教授：林錦玲 博士

一、緒論
(一)研究動機

• 崇拜偶像為時下的休閒娛樂行為之一

• 「偶像」是陪伴粉絲一起成長的存在

• 大部分的民眾對崇拜偶像第一印象都是不太好的感觀

• 粉絲之間因喜愛偶像，彼此產生互動與交集，有了討論的對象，甚至間
接影響對商品的知覺價值與購買意願。

(二)研究目的

• 探討成年粉絲的休閒涉入、知覺價值程度對購買意願程度之關係

• 探討成年粉絲的社經背景對購買意願的影響程度

• 改變大眾對崇拜偶像的粉絲的舊有認知

三、研究架構 探討成年粉絲的休閒涉入、知覺價值程度對購買意願程度之關係

休閒涉入

知覺價值
購買意願

Ｈ2

Ｈ1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α

休閒涉入 5.36 1.15 0.90

知覺價值 4.97 1.17 0.93

購買價值 5.40 1.07 0.89

二、研究流程

文獻回顧與
探討

專題撰寫
量化問卷
擬定

專家指導
刪減修改
提項

正式問卷
發放與回收

資料分析 討論與建議

六、結論與建議
(一)休閒涉入對購買意願之探討

當粉絲的休閒涉入越高對於購買意願也會隨之提升，例如購買周邊影音商品、代言商

品等。其中以吸引力構面為最高，透過參與偶像相關活動會令粉絲感到愉悅，其次則是自

我表現構面，透過欣賞的明星更加了解自我增加自信心，關於生活中心性構面，也因偶像

而與朋友產生了共同話題，且樂於分享瀏覽偶像個人頁面的快樂。

(二)知覺價值對購買意願之探討

當其知覺價值越高，購買意願也會隨之提高，其中以情感價值居高，參與活動可以緩

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壓力，在觀看偶像相關影片時，會較易放鬆紓解，也有機會能增廣見聞，

其次則是功能價值，因喜愛的偶像明星可能是海外人士，為了聽懂他說什麼而學習語言，

又或者偶像的才華為其學習的榜樣，再者為社會價值，會想邀請親朋好友和自己一同參與，

最後是經濟價值，對於購買偶像的周邊商品或代言商品，粉絲依然會衡量商品是否有符合

自己的期望，訂價過高或CP值未達標的商品，仍然會降低其購買意願。

(三)理論與實務含義

本研究發現偶像代言、商品價值、參與活動的體驗都會對粉絲的購買意願有直接或間

接的影響。實證結果指出，粉絲會因性別、居住地和賃居情形有影響，購買的商品為

CD/DVD與演唱會周邊居多，可見粉絲是會受到環境影響的，尤其是參與體驗特別重要。對

於粉絲而言，對商品的認知瞭解，業者對此可著重在參與體驗類型的商品上，將此視為行

銷的重點。

(四)後續研究建議

過去相關研究大部分為代言人代言之商品，且也有使用相似的變相因素進行探討，然

而本研究特別以粉絲群的觀點來探討休閒涉入、知覺價值如何影響偶像周邊商品的購買意

願之價值，因此建議未來研究這方面的研究者可以考慮在休閒涉入、知覺價值、購買意願

這些基點上，再增加其他變相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以便能更深入了解不同變項對購買意願

的影響。

自變項 關係係數 r B 值 β 值

休閒涉入 0.76 0.63*** 0.62 

知覺價值 0.68 0.19*** 0.18 

常數 0.54

R平方 0.59***

β＝0.62***

β＝0.18***

R2＝0.59休閒涉入

知覺價值
購買意願

H1：成年粉絲的休閒涉入對購買意願有顯著關係

H2：成年粉絲的知覺價值對購買意願有顯著關係
（1）探討成年粉絲的休閒涉入狀況

（2）探討成年粉絲的知覺價值狀況

（3）探討成年粉絲的購買意願狀況

（4）探討成年粉絲的社經背景對購買意願程度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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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年購買的周邊商品次數分配表

個數 百分比

（1）描述性統計分析

•性別以女性佔93.7%

•年齡以18~25歲居多佔62.2%，其次為26~33歲佔21.8%

•職業以學生居多佔44.2%，其次為上班族佔38.9%

•教育程度以大專學院佔76.3%最多

•居住地以北部地區居多佔44.6%，其次南部地區佔26.5%

•賃居情形以與親人同住佔76.0%最多

•平均半年購買周邊商品數量以購買1~5個最多佔42.3%

•平均半年購買周邊總價以1,001~5,000元最多佔43.1%

•每月收入/零用金以20,001~30,000元居多佔23.2%，

其次為5,001~10,000元佔20.0%

四、資料蒐集
• 採用李克特七點尺度(Likert 7-point)量表衡量

• 問卷投放在9個Line粉絲群組(共1706人)
• 以Google表單進行網路問卷抽樣調查(2020.5/1~5/3)
• 採用立意抽樣法，共回收651份問卷，剔除1份無效問卷，
共650份有效問卷

• 問卷以Excele格式保存檔案，以便隨時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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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科技接受模型

資訊品質的好壞影響著食記評價可

信度(陳啓亮，2008)

 IG貼文第一眼吸引人的關鍵在 於

娛樂性是否足夠(Moon&Kim，2001)

 「是否有用」為追蹤IG帳號及閱讀

食記的主因

 IG讀者期望食記之資訊是容易使用

的(張惠民，2015)

 IG讀者會受食記負評所影響(陳仲豪，

2010)

二、文獻探討

⑴半結構式訪談法

⑵預試

⑷研究對象

「經常」使用Instagram的人
追蹤美食食記相關帳號2個以上

⑸紮根理論

⑶訪談綱要

三、研究方法

研究生:
謝宛均、王瓊婷
王國勛、徐育祥
指導老師:顏怡音博士

▲使用IG平均為5.4年

▲平均年齡為22歲

▲使用IG平均一天時間
為1小時09分

▲追蹤食記帳號
平均為4~5個

訪談時間:2020.1月中到2020.3月初

四、受訪者資料

訪談人數：16位

六、後續研究建議

跨足各個年齡層
研究其他食記平台
加入探討Hashtag
以量化的方法研究

五、結論

109學年度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影響觀看INSTAGRAM食記之因素探討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 41.3%在決定美食類消費之前，
會先上網瀏覽相關口碑資訊

（創世紀，2010）
• 食記內容大致上包含餐點圖片、
店家資訊、對餐廳的評論，這
些正面或負面的評論逐漸累積

• 隨著Instagram使用者持續增加
，介紹美食餐廳相關帳號日漸盛行

• 本研究將探討會

影響觀看Instagram食記的因素



 
 
 
 
 
 
 
 
 
 
 
 
 
 
 
 
 

 
  

指導老師:吳宗霖 老師 組員:林政諺、林昆逸，鍾凱名，謝旻妤 

2020休管 105級畢業專題海報 

水寮國小校慶: 

希望藉由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以及水

寮國小共同努力下， 營造歡樂氣氛以慶祝校

慶，特舉辦園遊會及運動競賽和環境教育活

動，以陶鑄更活潑、更有朝氣的水寮兒童。 

 

小農夫體驗營 

想以農田牧場為主軸，結合當地農業特

色,讓餐與者了解農田環境器具及耕種體

驗，讓參與者體驗當地農業體驗。 

後因疫情影響暫停舉辦。 

台江盃遊程競賽 

此遊程是設計給想來台灣

玩，卻又不知道如何規劃

行程的歐洲朋友所安排。

讓他們了解最在地台南人

文風情及古蹟歷史。 

心得分享 

畢業專題雖中間遇到許多困

難，組員們卻也因著這次的

困難獲得許多經驗，也學會

了在面對困境時用平靜的心

去看待，讓我們的心智更加

成長。 



日 期：108年 12月 11日

時 間： 10:00–17:00

地 點：統嶺社區發展協會

活動項目：在地水果飲調體驗/

氣球活動

統坑溝淨溪

主辦單位｜大樹統嶺社區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社區在地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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