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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咖啡文化產業之初探 

 
 
 

摘  要 

近年來古坑鄉產的台灣咖啡不斷的營造新聞與話題，使得華山地區儼然已成為台灣

人民觀光與休閒旅遊選擇的一個重要據點。行銷台灣咖啡主要是希望藉由咖啡文化產業

的領軍，結合華山的當地美食、民宿與農產等共同創造一個雙贏的經濟市場。 

 
關鍵詞：古坑鄉，華山地區，咖啡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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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 
    前總統也是農經專家的李登輝先生在民國 83 年曾指出，大部分的鄉鎮社區在經濟

上如果要繼續維持生機和活力，就必須往「文化產業」這一方向來發展，換言之就是將

原有的產業和地方的特色賦予文化意義，甚至開發新的文化硬體產業並提供較高級的生

活、遊憩和消費環境，讓初級產業轉型（蘇明如，2000）。因此，原本是以種植檳榔、

茶樹為主的雲林縣古坑鄉華山地區，在九二一大地震後嘗試以咖啡為賣點，並透過社區

營造進行產業轉型，成為休閒觀光景點的產業。透過咖啡產業的精緻包裝與行銷發展，

不僅和當地獨特文化環境條件有關，並應證產業與文化兩者在相互支持下而成的共生關

係。早在 1987 年，當時的聯合國秘書長斐瑞茲（Perez），在聯合國所關注的權利與需求

的概念就做了一個連結，他說：休閒為人類最重要的需求之一，它能提供心靈一股能量

與振奮精神（Perezde Cuellar，1987）。此外，吳松齡（2003）也認為休閒產業是多元化、

多面向的，包括休閒農業、文化創意產業、飲食文化產業、生態旅遊產業、地方特色產

業等。 
二、研究動機 
    自 1998 年政府推動週休二日起，台灣就開始興起休閒旅遊的風潮。古坑地區也順

著這一股趨勢，推廣咖啡產業。而政府也從以往只提供資金，轉變為積極推動鄉村文化

活動建設，並結合社區營造，文化產業等觀光風潮，再創造地方觀光發展之機會。因此

古坑咖啡在這一波政策的推動之下，迅速發展成十幾來家的咖啡景觀庭園，加上媒體的

催化作用，短短的四、五年內，古坑鄉內陸續有幾十來家咖啡店開業，儼然型成「古坑

咖啡城」，並成為台灣咖啡的起源。 

貳、咖啡之簡介 

一、咖啡的歷史  
     目前咖啡在我們的生活中已是不可或缺的飲料，然而在找尋咖啡漫漫的旅途上，

似乎可以感受到難以盡數的人們熱情與冒險的羅曼史，靜寂的森林深處悄悄自生的咖

啡，到底是如何被人們發現而廣為世界各地所接受的呢？還有，如何開始栽培的呢？在

無數的咖啡發現傳說中，有倆大傳說最令人津津樂到？那就是「牧羊人的故事」與「阿

拉伯僧侶」？前者是基督教發現說，後者是伊斯蘭教說。  
（一）牧羊人的故事 
  十六世紀衣索匹亞有個牧羊人，有一天發現自己飼養的羊只忽然在那兒不停的蹦蹦

跳跳，他覺得非常不可思議，仔細加以觀察，才明白原來羊只吃了一種紅色的果實。於

是他便拿著該種果實分給修道院的僧侶們吃，所有的人吃完後都覺得神清氣爽；據說此

後開果實被用來做提神藥，而且頗受一生們的好評。 
（二）阿拉伯僧侶 
  一二五八年，因犯罪而被族人驅逐出境的酋長雪克 歐瑪爾，流浪到離故鄉摩卡很

遠的瓦薩巴( 位於阿拉伯 )時，已經饑饑疲倦到再也走不動了，當時他坐再樹根上休息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文集 

4 

時，竟然發現有一隻鳥飛來停在枝頭上，以一種他從未聽過，極為悅耳的聲音啼叫著。

他仔細一看，發現那只鳥是在啄食枝頭上的果時後，才扯開喉嚨叫出美妙的啼聲的，所

以他便將那一帶的果實全采下放入鍋中加水去熬煮。之後竟開始散發出濃郁的香味，喝

了一下不但覺得好喝，而且還覺得疲憊的身心也為之一振。於是他便採下許多這種神奇

果實，遇有病人便拿給他們熬成湯來喝，最後由於他四處行善，故鄉的人便原諒了他的

罪行，讓他回到摩卡，並推崇他為「聖者」。 
（三）關於"coffee"名詞的由來 

所有的歷史學家似乎都同意咖啡的誕生地為衣索比亞的咖發 ( Kaffa ) ，至於咖啡

這個名稱則是源自於阿拉伯語"Qahwah"-意即植物飲料，後來咖啡流傳到世界各地，就

採用其來源地"KAFFA"命名直到十八世紀才正式以"coffee"命名。 
二、咖啡的文化 
     一六一五年從培尼西亞開始，向歐洲全土散播咖啡文化。那股強勢當然在各地掀

起摩擦。在羅馬也引起伊斯蘭教徒的飲料帶給基督教徒飲用，贊成與否兩個論調。 當

時的法王克雷門八世「雖說是惡魔的飲料卻是這般美味可口。將這種飲料讓異教荼毒占

了真是可惜。」因此接受了咖啡讓前來施受洗禮的基督教徒飲用。 

  在英國有無數的咖啡屋，紳士們的社交場所頗受歡迎。男人們在此討論政治、文學、

商業等。土耳其咖啡也傳到了法國。從土耳其的大使於一六六九年向路易十四獻上咖啡

開始。法國上流社會也受了咖啡魅力的影響而製作了無數的沙龍，嶄新的文學、哲學或

藝術因應而生。 

  那波咖啡文化也影響及一般市民街角的咖啡也開始充斥而生。特別在一六八六年誕

生的「咖啡 布洛哥布」。因為有八爾劄克，盧騷等文化人們不斷齊集，而以知性沙龍聞

名於世。不久在義大利那斯佈雷梭開始飲用法國研磨式咖啡，而引起咖啡飲用室樣的變

化。咖啡越來越受到大眾的喜愛，因此抱持栽培咖啡興趣的人當然也越來越多。 

  十三世紀製造廠商的巡禮者們將大 量的生豆攜出，將它植於各地，十七世紀也有

印度人在馬場、布丹在巡禮之際，從廠商盜取咖啡的果實到南印度的買騷爾種植。還有，

十八世紀前半曾有法國海軍上將校德 克魯用自己的飲用水灌溉咖啡幼苗而種植於法領

馬爾其尼克島的故事。不久咖啡將廣為傳到中南美洲，相對的咖啡的栽培也擴大至世界

各地。 

三、咖啡的種類 
項次 種    類 備          註 

1 KREIS KAFFEE 
(克萊斯咖啡) 

1963 年世界最早的真空包裝法被咖啡成即溶咖啡。在本地德

國受歡迎是理所當然，而在歐洲諸國也是廣受愛用的商標。還

有，柏林圍牆崩壞後的俄羅斯，東歐諸國都相當受歡迎。 
2 Geographic 

Special Colonbia 
Blend 

特徵微清新的甜味、酸味及農醇的風味。 

3 Special Made 
Royal Mountain 

混合了中南美與非洲山嶽地帶之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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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d 
4 LA TOUR 

D'ARGENT 
(拉杜爾 達爾

香) 

1582 年以料理旅館而創業的拉 杜爾 達爾香是由於德乃爾宮

的銀塔，可以一望拉 杜爾 達爾而得名。創業至今歷經 400
年以上的歲月，在世界上的廚師們「提到拉 杜爾 達爾香的法

國料理無人不知，無人不曉，品質至上」。甚至連一杯咖啡也

使饕客在芳醇感裏得到滿足。 
5 DALLOYAU 

 (達洛懷悠 ) 
達洛懷悠創業於華麗的拿破崙皇帝時代，自 1820 年以來，使

得享 190 年餘美食王國的法國饕客們食欲繼續得以滿足。也就

說食桌上的藝術品。 
6 La Tour D'argent 適合在優雅的氣氛中品嘗。 

 
7 Dalloyau 清新又柔和的 Pure Arabica Coffee。 

 
四、咖啡的主要產地與特徵 
項次 主要產地 特             徵 

1 巴西  
(南美) 

這個最大的咖啡生產地，各種等級，種類的咖啡占全球三分之一消

費量，在全球的咖啡交易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雖然巴西所面臨的

天然災害比其他地區高上數倍，但其可種植的面積已經足以彌補。

這裏的咖啡種類繁多，但其工業政策為大量及廉價，因此特優等的

咖啡並不多，但卻是用來混合其他咖啡的好選擇。其中最出名的就

是山多斯咖啡，它的口感香醇，中性，它可以直接煮，或和其他種

類的咖啡豆相混成綜合咖啡，也是很好的選擇。 
2 哥倫比亞 

(南美) 
這個產量僅次於巴西的第二大咖啡工業國，也是哥倫比亞 麥爾德

集團 ( 哥倫比亞、坦尚尼亞、肯雅 ) 中的翹楚 ( 注：哥倫比亞?
麥爾德集團是紐約交易所對產地別的分類之一，此外尚有阿薩 麥
爾德、安渥雪德 阿拉比卡、羅布斯塔 )。較有名的產地「麥德林」

「馬尼薩雷斯」「波哥大」「亞美尼亞」等，所栽培的咖啡豆皆為阿

尼卡比種，味道相當濃郁，品質、價格也很穩定，煎培過的咖啡豆，

更顯的大且漂亮。 
3 墨西哥 

 (中美) 
這個中美洲主要的咖啡生產國，這裏的咖啡口感舒適，迷人的芳

香，上選的墨西哥咖啡有科特佩(Coatepec)，華圖司科(Huatusco)，
歐瑞紮巴(Orizaba)，其中科特佩被認為是世上最好的咖啡之一。 

4 瓜地馬拉 
(中美)  

瓜地馬拉的中央地區種植著世界知名，風味絕佳的好咖啡，這裏的

咖啡豆多帶有炭燒味，可哥香，唯其酸度稍強。 
5 宏都拉斯 

(中美) 
山嶽地帶的水洗咖啡豆較受好評，而產於低地的咖啡豆則品質略遜

一籌。知名的產地有聖塔巴拉、格拉西阿斯、東方的科馬亞格亞、

鄰近尼加拉瓜的喬爾提卡。咖啡豆的大小有中到大型，其特徵是口

感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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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哥斯大黎

加 (中美) 
哥斯大黎加的高緯度地方所生產的咖啡豆是世上赫赫有名的，濃

郁，味道溫和，但極酸，這裏的咖啡豆都經過細心的處理，正因如

此，才有高品質的咖啡。 
7 古巴  

(西印度群

島) 

以出產糖、煙和咖啡而聞名的古巴，是由西印度群島中最大島古巴

及其它屬島所組成的共和國。咖啡是於十八世紀中葉，油法國人從

海地引進的，咖啡豆的特徵式中─大粒，顏色為明亮綠色的優質咖

啡豆。 
8 牙買加 

(西印度群

島)  

牙買加的國寶，藍山咖啡在各方面都堪稱完美無暇，就像葡萄酒

一樣，現在有許多的酒莊是被日本人買下來。 

9 肯亞  
(非州) 

肯亞種植的是高品質的阿拉伯克咖啡豆，咖啡豆幾乎吸收了整個咖

啡櫻桃的精華，有著微酸，濃稠的香味，是很受歐洲人的喜愛，尤

其在英國，肯亞咖啡更超越了哥斯大黎加的咖啡，成為最受歡迎的

咖啡之一。 
10 衣索比亞 

(非州) 
阿拉伯克咖啡的故鄉，生長在高緯度的地方，需要很多人工悉心的

照顧。這裏有著名的衣索匹亞摩卡，它有著與葡萄酒相似的酸味，

香濃，且產量頗豐。 
11 葉門 

 (非州) 
葉門的摩卡咖啡曾經風糜一時，在世界各地刮起一陣摩卡旋風，只

可惜好景不常，在政治的動盪及沒有規劃的種植之下，摩卡的產量

十分的不穩定。 
12 印尼  

(東南亞) 
 

說到印尼的咖啡，一定不能漏了蘇門答臘的高級曼特寧，它獨特的

香濃口感，微酸性的口味，品質可說是世界第一。另外，在爪哇生

產的阿拉伯克咖啡，是歐洲人的最愛，那苦中帶甘，甘中又有酸的

餘香，久久不散。 
13 夏威夷  

(夏威夷) 
到夏威夷觀光，除了美麗的海灘，可別忘了夏威夷咖啡豆-Kona。
口感甜美帶有愉快的葡萄酒的酸味，非常特殊。它是生產在夏威夷

西南海岸的 Kona，這是夏威夷最傳統且出名的咖啡。 
14 安哥拉  

（非洲） 
這是全世界第四大咖啡工業國，但只出產少量的阿拉伯克咖啡，品

質之高自不在話下，可惜的是，因其政治的動盪而導致每年的產量

極不穩定。 
15 秘魯 

（中南美） 
後起之秀的秘魯咖啡正逐漸的打開其知名度，進軍世界。它多種植

在高海拔的地區，有規劃的種植使得產量大大的提升，口感香醇，

酸度恰如其分，有越來越多的人喜歡上它。 
16 台灣咖啡 

（古坑鄉） 
自營農場，經有機栽培處理，咖啡豆經烘培沖煮後，不酸、不苦、

不澀、味甘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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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古坑咖啡城之介紹 

一、古坑咖啡的歷史 
 在清光緒年間英商來台貿易，意外發現台灣氣候與中南美洲相似，便引進咖啡到台

灣來種植，雖成效不錯，但當時並未引起種植咖啡的熱潮（朱蕙菁，2002）。到了日據

時代，因日本人逐漸接受咖啡飲品，並看好古坑地區不論氣候、土質或排水都相當適合

種植咖啡，便開始有計畫地在古坑荷苞山栽種阿拉比卡Arabica種的台灣咖啡，荷苞山

也因此贏得「咖啡山」的美譽。而日據時期在1931年「木村」先生再引進，並在古坑大

量栽，「木村」先生將大部份原豆運回日本。在台灣光復後國民政府接收圖南株式會社，

成立經濟農場管理直營地，當時咖啡直營地荷苞山為大宗，桂林、樟湖均有直營咖啡園

生產，並推廣至嘉義、台南山區種植且經農復（現農委會前身）補助興建前亞洲規模最

大之水洗式一貫作業之咖啡加工廠，產製良質咖啡，品質優良受到肯定。 
後來古坑遭逢九二一大地震及納莉風災的摧殘後，一度產業全部停擺，但在經過重

新整理後，將產業發展重心寄予咖啡產業上，結合觀光休閒產業共同行銷，成為鄉內重

要產業發展轉型的依據之一，加上自1998年推動過休二日起，台灣興起休閒旅遊的風

潮，導致消費習慣的改變。古坑正好位處偏遠地區，尚未被工業開發污染，有著良好的

自然環境，不但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鄉內更有知名的劍湖山遊樂世界，在交通現況

也因東西向快速道路及中二高通車後，所帶來的便利性，而大大的扭轉了位處偏遠的劣

勢，有了這些有利於地方產業發展的條件之後，在政府方面，也提出了多項政策，古坑

也順著這一波文化造節運動，推廣咖啡產業。而政府也從以往只提供資金及技術方面，

轉變為積極推動鄉村文化活動建設，並結合社區營造，文化產業化等觀光風潮，再創地

方觀光發展之機會。古坑咖啡也因上述政策的推動下，迅速發展成十幾來家的咖啡廰，

成為台灣咖啡的代名詞。現今雲林縣政府，希望藉由台灣咖啡產業推展成功之餘的同

時，推展縣內其他相關產業，並不定時的推出相關農產品活動來吸引消費者，讓消費者

了解到雲林不只有咖啡產業有名而已，其他相關農產品如：柑橘、柳丁、風梨等也足已

媲美於台灣其他地區相同產業。  

二、古坑地方文化發展 

 由於台灣咖啡故鄉古坑緯度位於 23.7 度，海拔 600 至 1,500 公尺，年雨量在 1,500

至 2,000 之間，每天下午「來得快、去得也快」的固定一場雨，讓咖啡樹能吸足水分，

加上土壤是排水性良好的礫土，也不至於吸水過多，華山走勢呈東西向，陽光呈半日照，

加上有樹蔭可以遮陽，種種條件讓咖啡樹能在此地安心長大。日據時代起，古坑即被日

人發現它得天獨厚的條件，開始栽種咖啡，集中在華山、華南、桂林、荷包等區域。（古

坑）的地理位置、氣候、濕度等條件頗適合咖啡樹的生長，因此在日治時期昭和年間日

本人就在古坑鄉荷包山栽種約八十公頃的咖啡樹，許多村民更曾受雇於日本人設立的咖

啡園，而當時栽種在當地的咖啡樹滿山遍谷，因此在古坑鄉荷包山一帶就有過「咖啡山」

的別稱。但是經歷了二次大戰期間古坑的咖啡園疏於管理，之後日本人戰敗離開台灣，

當時遺留的咖啡樹苗僅荷包山一帶存留衰敗的老咖啡樹約一萬七千餘株。在戰後台灣的

咖啡園移交給省政府農林單位接管，在民國四十五年至四十八年間農復會利用美援的補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文集 

8 

助，在斗六設立一家咖啡工廠從事咖啡產業的加工。之後因為美援的抽離、台灣喝咖啡

的文化尚未形成氣候，以及外銷成本無法與中南美洲國家競爭等等因素，而使得本地的

咖啡產業在六○年代到八○年代期間沒落了一陣子。 

三、獨特文化 不怕土洋夾擊 

古坑咖啡產業才剛起步，即面臨東山咖啡急起直追與國外進口咖啡豆競價危機，但

包括古坑鄉長謝淑亞、華山休閒產業促進會會長蔡顯勇均表示，古坑咖啡與東山咖啡各

有自己的優勢與特色，彼此競爭，不但會讓古坑咖啡名聲更響亮，也能加速提升國內咖

啡產業水準。 

四、古坑咖啡城的特色 
古坑咖啡煮起來很香、很醇、很濃、喝起來比較淡，顏色嘛，比一般黑咖啡也淡些，

古坑咖啡每個咖啡店泡出來的都不同， 所以喝起來口感都不同，因為他們都會以自己

的方式去泡除了咖啡。此時的古坑，咖啡花也飄香。山頭近百家咖啡館，今天帶你到位

居山稜頂點的幾家，坐擁山光夜景，賞花品咖啡，靜享閑適自在。小山頭，聚齊了超過

50 家的庭園咖啡、民宿業者，成了台灣新的咖啡休閒園區，沿著上山的路徑，還可欣賞

到結出通紅果實的咖啡園，往最高觀景點走，麥寮、六輕景色盡收眼底，能見度佳時，

還可看到雲林、嘉義、台南、彰化等中部縣市的景色，是中部地區民眾觀看日落、夜景

的新樂園。 

五、古坑鄉華山社區產業分類 

 

表 1  古坑鄉華山社區產業分類表 

類  別 名                                 稱 

美食類 仙地歐式庭園餐廳、桂竹林休閒農場、華山農特產品特賣會場、華山小吃部、

華山美食餐廳 

休閒類 十一石休閒庭園、山海關休閒農園、日盛點心食品、石頭公園、松園咖啡秀、

金咖啡、長盛酒莊、重點咖啡、桃之園、喜拉朵庭園咖啡、森野原味咖啡坊、

雲頂庭園咖啡坊、微風山林、綠色大地咖啡、銘傑交趾陶、螢火蟲原味餐廳、

賴嘉鴻、隨心所遇休閒餐飲、薰衣草莊園 

住宿類 一鄉民宿餐廳、大自然民宿、山中茅廬、天秀山莊、河岸咖啡民宿、茶園居、

華麗山景民宿、錦福園 

資料來源：（吳怡寬，2004）。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文集 

9 

六、古坑咖啡休閒園區簡介 

 

肆、華山地區咖啡產業 SWOT 之分析 

優       勢 劣       勢 

S1：有土生土長的咖啡加上視野

良好風景如畫的景觀 

S2：地方及中央的支持與投入建

設硬體 

S3：雲林縣內有豐富的觀光資源 

S4：地方組織運作多年 

S5：是華山國小戶外教學場地 

W1：指示牌凌亂無系統 

W2：有些民宿的經營無特色無法吸引客人 

W3：遊客人潮車朝無適當引導缺乏整體規劃 

W4：咖啡店及小吃店在硬體及平日經營手法上缺乏特色 

W5：商店業種一致整體商圈缺乏包裝與行銷 

W6：腹地狹小不易擴大開發 

W7：消費者多進行點狀消費無法擴大其他區域 

W8：除了自小客車外對外交通不便對旅客造成不便 

W9：防治土石流防治雖成功但對觀光客仍有負面心理影響

 

 

機 

 

 

 

會 

O1：鄰近社區資源串聯增進

效益 

O2：東西向快速道路全線通

車便利遊客前往 

O3：鄰近劍湖山世界可為本

區帶來大量觀光客 

O4：地方政府權力推動與支

持 

SO1：由咖啡結合旅遊景點

發展一系列周休假日旅遊行

程 

SO2：可結合景點與咖啡文

化辦理節慶活動 

SO3：邀請政府名流位活動

代言 

SO4：從小紮根將鄉土課程

WO1：由相關業者開會決定

是否統一招牌及設立單一窗

口 

WO2：由社區協會安排課程

提升店家及業者經營理念與

素養 

WO3：針對斗六到古坑華山

安排接駁車方便旅客 

WO4：積極推動社區營造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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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觀光節慶成為發展的新

趨勢 
融入本位課程中進行教學 發區民參與熱誠 

WO5：居民與政府協商解決

停車問題 

WO6：將商業動線延伸到鄰

近社區開發不同業種進行行

銷與包裝 

WO7：宣導自然生態工法讓

旅客對社區有更深的了解 

 

脅 

 

迫 

T1：淡季與旺季生意落差太

大造成成本 難掌控與浪費 

T2：商家多面臨冬季缺水困

境  

T3：其他縣市也有以台灣咖

啡為號招 

T4：本區仍有潛在性土石流

的威脅 

ST1：可定期在不同咖啡館

舉辦研習充實店家經營理念

ST2：尋求解決水資源方案 

ST3：將台灣卡菲注入地方

特色強調 

當地人文素養 

WT1：店家結合藝術活動製

造表演機會提升店家品質 

WT2：業者形成聯盟或建立

消費者會員制刺激再度蒞臨

消費 

WT3：建立回饋地方機制社

區型成生命共同體 

WT4：引進專家從旁協助社

區發展特色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古坑華山社區已加速轉型為順應社會需求的觀光旅遊與休閒產業，村民將田園中僅

存的咖啡加以維護，在短短幾年中華山地區的咖啡館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現今共聚集

了有四、五十家，儼然形成一個以咖啡文化產業為主的城鎮。在這些店家中，有的以夜

景、特色餐為主；有的卻以庭園造景、咖啡教學為招牌來吸引顧客。 

    此外，在咖啡文化的帶動下，觀光旅遊與休閒產業也隨之興起，連帶的也造就民宿

業者的興盛。目前華山地區的民宿業者共有十來家，每家業者都各出奇招，有的以建築

取勝，有些則以景觀或提供風味餐、自行研發的健康餐飲來招引顧客。有些業者更免費

提供華山地區的生態導覽，讓遊客不只喝咖啡、賞夜景及享用當地風味餐外，更體驗難

忘的生態之旅。 

二、建議 

    古坑華山社區以咖啡文化產業打響知名度，地方政府雖是個有力的推手，但是今後

社區本身如何搭配合宜的活動來提升知名度與形象、做好行銷的工作與提升完整的交通

軟硬體設備，讓遊客能對華山留下深刻的印象，並使當地各行各業能永續經營才是今後

的重要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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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Gukeng’s Unique 

Business of Coffee Culture 

 
Hui-Yu Lin, Yu-Ting Lo, Sheng-Pei Chen, Wei-Hong Lin & shou-pu Tsai 

WuF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 Leisure  
 

ABSTACT  

Taiwanese Coffee, as widely known, has become one specialty of Gukeng Township in 
recent years. The popular acceptance of Gukeng’s coffee culture make the Hua-Shan 
Community have been developing as a community with the feature of coffee, where people 
are willing to spend their leisure time. The emphasis on selling Taiwanese Coffee aims to 
establish a new tour and leisure business strategy in search of new markets for the creation of 
multiple benefits for the local delicacies business, Home Stay, and the busi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Key Word：Gukeng’s，Hua-Shan Community，Business of Coffe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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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對鰲鼓濕地發展生態休閒公園之探討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縣東石鄉鰲鼓地區對濕地環境的認知、發展濕地生態公園的態

度及其休閒效益，期盼藉由本研究讓當地居民深思「鰲鼓濕地」的未來前景與發展方向。

「鰲鼓濕地」位於嘉義縣東石鄉，是台灣面積最大的濕地，廣達 1031 公頃，其開發案

從工業區、軍事遊樂場、至中央於 92 年增設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理處及嘉義縣觀

光旅遊區，有意將此濕地規劃成兼具生態保育與生態旅遊為地區發展的主要考量。研究

以當地居民進行實地訪談與記錄，並以 SWOT 分析相關資料結果顯示：居民對發展生態

旅遊的態度是正面的；居民對自然資源的保育及當地歷史文化的保存是相當支持的。建

議主管單位能以當地生態公園開發與居民的經濟需求能兼顧發展，期能朝向生態保育、

地區觀光及國民旅遊做為「鰲鼓濕地」的永續經營目標之導向，使台灣-「鰲鼓濕地」

能形成一個國際知名的生態公園，媲美香港-米埔濕地。 

 
關鍵詞：認知，態度，休閒效益，鰲鼓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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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前言 

觀光遊憩產業早在一九九二年即在全球經濟體系佔有極重要的角色，此產業亦

是世界最大的產業，若再加上相關產業與政府公共開支，這規模就更可觀了。也因

此成長非常神速，根據世界觀光組織(Worid Tourism Organization)統計，全球觀光產

業以每年 4%的速率成長，在 1997 年中全球就約有 6 億人次的觀光客，其消費額高

達 4250 億美元，其中自然取向的旅遊方式更以每年介於 10%至 30%的速率快速飆

長(台灣生態旅遊網)。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世界旅遊組織」(WTO)共同擬定 2002 年為國

際生態旅遊年。並在 2002 年於加拿大魁北克省舉辦「世界生態旅遊高峰會」(the 
World Ecotourism Sunmmit)，秉承永續旅遊的精神，生態旅遊關心的是旅遊業對經

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並特別主張要以下列幾點為最高精神所在 1.積極投入自然

和文化遺產的保護。2 在計畫、開發或經營生態旅遊時，需納入當地居民和原住民

部落，並將成果回饋給當地。3.向遊客解說生態遊地的自然和文化遺產。4.將生態

旅遊定位為較適合自助旅行或有組織小旅行團。 

二、探討目的 

雲嘉南濱海地區於 92 年 11 月 21 日核定為「國家級」風景特定區-「雲嘉南濱

海國家風景區管理處」，將廣大且豐富的「濕地」生態，視為發展的利基，從北至

南有雲林縣口湖濕地、嘉義縣鰲鼓濕地、好美寮、朴子濕地、台南縣北門潟湖、七

股潟湖與台南市四草野生動物保留區，其中以鰲鼓濕地為台灣面積最大的濕地，(全

世界七大濕地之一)，生態豐富多樣化且完整。 

透過本研究，讓社區居民了解未來政府政策對該區域有所作為時，可能會對鰲

鼓村當地居民對發展生態旅遊所產生環境衝擊影響之調查；透過調查讓居民能對濕

地生態保育的意義；居民的參與；所產生利益；地方歷史文化及對環境；土地倫理

與責任等各問項有所省思；對未來鰲鼓濕地發展產生認同與支持，以朝向發展為生

態旅遊永續經營的目標，使鰲鼓濕地能媲美比國際級的香港米埔濕地，形成國際生

態公園。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居民對於濕地環境的認知、發展濕地生態公園的態度與發展濕地

公園休閒效益之關係。 

一、濕地的定義與功能 

(一)濕地的定義 

濕地到底是什麼？具備何種條件才叫濕地？這個問題在不同的國家有不同的定

義，因為有不同的定義，所以有不同的法律和管理方式。關於濕地，至目前尚未符合所

有領域所能接受的定義，有四個比較能得到共識的定義(國立台灣博物館，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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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一：濕地是指水陸兩域交匯處，其地下水位經常接近土表或土地常被淺水所覆

蓋的區域。其基本條件是必須具備一項特質：土地定期生育有優勢植物、地表基質大部

份為未被淹沒的濕潤土壤、基質為飽水狀態或被淺水所覆蓋。 

定義二：濕地是指永久或間歇性的被表面水淹沒或地下水所飽和的區域，在正常情

況下，可生長優勢植群。 

定義三：濕地是指地下水位經常接近或高於土表的區域，其土層中的濕潤度足以供

應，並影響該區域的生態運轉。 

定義四：濕地是指天然或人為、永久或暫時、被死水或活水、淡水或海水或淡水海

水混合的水淹沒的沼澤、草澤、泥沼、泥煤地或水域等區，其水深在低潮時不超過六公

尺者。 

(二)濕地的功能 

大體而言，濕地功能在社會經濟價值方面，能夠減緩洪水、保護海岸、補充地下水、

繁衍魚貝類做觀光遊憩及教育科學研究。在環境價值上，可以過濾與沈澱污染的水質，

製造水棲動物的養分、調節氣候。 

二、認知、態度及休閒效益 

為探討居民對環境認知與態度，因此本研究從這兩者理論彙整，作為本論文探討的

理論基礎。 

(一) 認知 

認知乃個體對一件事或某對象的認識與看法(曾文星、徐靜，1994)。張春興(1989)
認為「認知」乃指個體經由意識活動對事物認識與理解的心理歷程。舉凡知覺、想像、

辨認、推理、判斷等複雜的心理活動，均屬認知的範疇。 

Marcinkows ki(1988)認為主要的認知變項可包含三類，分別為(1)自然環境的知識：

包含生物學和生態學方面的議題，如生態系組成與功能、物質與能量在生態系的流動、

族群與群落、人類對生態系的影響等。(2)環境問題的知識：包含自然環境的資源及資源

過度使用產生的環境問題。(3)環境行動策略的知識與技能：環境行動的種類、使用適當

的行動解決問題，及使用環境行動的技能。 

(二)態度 

「態度」是指個人對人、事、物以及周圍世界憑其認知及好惡所表現的一種相當持

久一致的行為傾向，態度也是個人對態度對象的內在意向包括認知、情緒和行為的傾向

(張春興，1989)。李永展(1994)認為態度代表著對某種行為對象所學習到的持久情感及

信仰，因此使得具有這種態度的人，會以特定的方式對該對象做出特定的行為，和瞭解、

評估、以及預測個人行為有關。D .Kat z 認為態度是由認知(cognition)、感覺

(feeling)、行動傾向(action tendency)三個層面所構成。 

由相關理論得知，態度是個人對人、事、物或觀念等，憑個人好惡及認知所產生持

久性的信念，其心理和情緒感覺，就依個人對認知程度不同，所產生的反應而有所不同。

造成態度不同的因素有個人的價值觀、社經地位、教育程度或對人、事、物的支持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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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由居民對濕地環境的認知與對社區發展濕地生態公園的態度之關係，探討鰲鼓

居民的特性、社經背景不同時對濕地環境的認知會有差異，也會影響對社區發展為濕地

生態公園的態度。因此，藉此研究瞭解居民對濕地環境的認知與對發展社區濕地生態公

園的態度，來分析其間之差異性。  

(三)休閒效益 

本研究針對居民對發展生態公園所產生休閒效益，蒐集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探討

休閒效益之依據。Bright(2000)針對休閒效益是建構人類生活方式的全方面觀點中指

出，休閒對於人類生活的效益包括心理效益、生理效益、社會效益、經濟效益，以及環

境效益，茲分述如下： 

(1)心理效益：提升自我概念、表現自我價值、提供高峰經驗。 

(2)生理效益：心血管的健康、疾病的控制、心理與生理的復健。 

(3)社會效益：促進社會穩定、家庭團結、文化認同。 

(4)經濟效益：提供工作機會、增加收入、減少社會健康照顧的成本。 

(5)環境效益：環境的維護與保存。 

休閒效益是一種個人主觀經驗的感受，個人在休閒活動中，可使個人身心得到舒

解、調劑精神、拓展知識領域、改善人際關係、拓展社交範圍或滿足個人的需求現象。

並由文獻中將休閒效益的五個層面包含心理效益、生理效益、社會效益、教育效益、經

濟效益，作為本研究主要考量的範籌。 

三、國內濕地實地考察與國際級濕地作比較 

本研究參考相關之文獻外，並進行實地訪談，以當地居民、政府單位及保育人士對

鰲鼓濕地發展的看法，做以下陳述：  
(一)鰲鼓濕地田野調查報告 

實地訪談地方領袖及東石農場現任及退休各主官，結果顯示「鰲鼓濕地」發展為生態旅遊公

園皆取向正面支持態度，並對生態園區提供規劃參考意見。 

(二)關渡自然公園實地考察(國內) 

本研究與國內成功的溼地進行實地考察並訪問方副處長。 

訪談人物：關渡自然公園方副處長韻如。 

實地參訪國內較成功的案例~北台灣關渡自然公園後，再與鰲鼓濕地做比較深覺可行性蠻高

的，第一點土地面積大(約1030公頃)且取得容易(台糖土地)，可發展國際級濕地公園。第二點鰲

鼓濕地有豐富的生態，且相當多樣化的棲地。第三點與當地居民及地方領袖訪談後，對發展濕地

公園抱支持態度。第四點可比照關渡自然公園管理模式，託委保育團體進行管理。 

(三)花蓮馬太鞍濕地實地考察(國內) 

本研究與東部最大的濕地，進行實地考察，並訪問當地馬太鞍邦查文史工作室 拉藍.吾那克

(蔡義昌先生)，其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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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人物：馬太鞍邦查文史工作室 拉藍.吾那克(蔡義昌先生) 

透過此次的訪察，規模不甚太大的馬太鞍濕地，因種族間(漢人、原住民)利益分配不均，加

上管理必須加強規劃之外，亦深深感受到一個生態公園的存亡，除了當地的居民的想法外，也必

須有政府政策的配合，才能造就美好的前景。 

(四)香港米埔沼澤及后海灣內灣的濕地之比較(國外) 

本研究與遴近國際級的濕地相較，拉姆薩爾濕地評選準則與鰲鼓濕地自我評估其結果下： 

鰲鼓濕地具有拉姆薩爾濕地評選準則地之標準： 

1.據高雄鳥會對此區地理環境做過調查，發現區內有六種不同的棲地形態，包括水

田、旱田、防風林、草澤、深水沼澤及泥質灘地，由於環境複雜，適於生存的動

植物種類不少。(符合拉姆薩爾濕地評選準則地第一點) 

2.在鳥類方面具高雄鳥會記錄共有一百廿三種，其中留鳥占百分之廿九、冬候鳥百

分之三十九、過境鳥百分之廿二，另有數目較少的夏候鳥與迷鳥；不過根據文獻

的記錄，鳥會認為本區鳥類應在二百零七種以上，其中屬於保育類的有東方白鸛、

黑鸛、黑面琵鷺、唐白鷺、雀鷹、赤腹鷹、灰面鷺、魚鷹、諾氏鷸、彩鷸、小燕

鷗、蒼燕鷗、紅尾伯勞、台灣籃雀等。(符合拉姆薩爾濕地評選準則地第二點) 

3.常在鰲鼓濕地越冬的水鳥超過 25000 隻。(符合拉姆薩爾濕地評選準則地第三點) 

4.除了黑面琵鷺，鳥會人員也曾發現黑嘴鷗在鰲鼓濕地棲息度冬，數目約二十隻，

這種鳥在全球僅剩兩千隻左右，有百分之一到此棲息。(符合拉姆薩爾濕地評選準

則地第四點) 

綜上所述，鰲鼓濕地，因具有拉姆薩爾濕地評選準則地之標準，值得進行開發

與經營，故本研究針對此研究地點進行相關策略規劃。 

參、鰲鼓濕地發展休閒公園之 SWOT 分析 

一、鰲鼓濕地發展休閒公園之現況調查 

(一)目前鰲鼓地區較缺乏觀光標的，遊客不易辨認要從哪一個地方開始玩，缺乏明

確的旅遊商品，區內也缺乏公共服務及相關消費服務設施，如食宿供給等方面

大部分仍以農漁業生產為主，生態觀光的機制未建立，不能滿足觀光客的需求。 

(二)由於生態旅遊發展在起步狀態，到底能夠參與何種事業，社區居民採觀望態度。

社區或漁民對投資旅遊事業大多數不瞭解，社區社團運作生態旅遊模式與農漁

民接觸時不易被接受，需經過多重溝通與接觸後，始能進行合作，因此易產生

誤會與不愉快，且費時等情形產生。 

 

二、SWOT 分析鰲鼓濕地發展休閒公園之優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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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WOT 分析鰲鼓濕地發展休閒公園之現況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劣勢 (Weakness) 

1.土地面積大，且取得容易(台糖土地)可發

展國際級濕地公園。 

2.鰲鼓濕地與紅樹林景觀變化較多樣。 

3.具有特殊性生態景觀，蘊藏豐富的生物、

植物，是有趣的觀察對象。 

4.西北隅是外傘頂洲與鰲鼓濕地相望，發展

沿海地區觀光潛力無限。 

5.嘉義縣沿海等宗教寺廟多，觀光客多。 

6.土地權屬問題單純，與雲林、台南連成一

線，成為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1.地處偏遠，道路缺乏完善規劃。 

2.目前較缺乏讓遊客認知清楚的觀光標的及

主題。 

3.生態觀光的機制未建立，缺乏明確的旅遊商

品及公共服務設施。 

4.社區或漁民對立，即可投資的旅遊事業不暸

解，需經過多重溝通與接觸。 

5.魚塭開發地層下陷情況日趨嚴重，紅樹林也

受影響生長情形不良。 

6.西南隅鹽漠地情況嚴重，無法種植作物。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1.92 年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理處之設

立。 

2.95-97 年嘉義縣鰲鼓濕地棲地復育計畫的

推動(已由農委會核定)。 

3.生態公園開發與居民的經濟需求能兼顧

發展。 

4.結合東石、布袋港之特色拼嘉義縣觀光景

點。 

5.由社區成立民宿班，培育導覽解說人才。 

6.96 年 7 月呂副總統參訪鰲鼓濕地後，表示

將成立專案小組永續經營。 

1.西部濱海沿岸濕地資源相似性高。 

2.距離鄰近之觀光景點稍遠。 

3.碼頭、食宿供給等方面缺乏相關設施，不能

滿足觀光服務。 

4.競爭力可能不如縣內阿里山、達那伊谷等知

名度高之主題式風景區。 

5.不當的人為設施建設，可能會造成負面影

響。 

6.地處偏遠要有完善的接駁交通工具。 

7.鰲鼓濕地水域污染情況，帶來生態負荷量的

問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饒富獨特生態、地景、人文、產業…等景觀的東石沿海，目前已劃入「雲嘉南濱海

國家風景區」，海邊的這個小村落「四股社區」，正位於全國最大陸封型濕地－鰲鼓

濕地中心，擁有豐富的鳥類生態，具有特殊的生態景觀，也是國家風景區的重點生

態保育區。 

(二)區內水路系統堵塞、淡水浥注不足、水質漸趨污染、棲地面積減少等等問題，以致

相關鳥類資源與溼地環境愈來愈惡化。因此，一個以維護本地溼地環境為原則之整

體規劃方案將是刻不容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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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針對鰲鼓濕地探討地區居民對濕地環境的認知、發展生態公園的態度與生態

公園的休閒效益之情形，其結論分述如下。 

(一)訪談當地居民，分析發現： 

1.居民對發展生態旅遊的態度是正面的，居民對自然資源的保育及當地歷史文化的

保存是相當支持的。 
2.居民之社經背景特性不同，對濕地認知的差異(影響)。本研究結果發現，社區居

民社經背景特性不同，對濕地認知的影響較大，其中以年齡、居住時間、居住區、

教育程度、是否為社區發展協會成員、利益依賴(包括個人收入、家庭收入與觀

光旅遊事業之相關程度)、社區依附程度(參與社區活動次數)及最具彰顯當地特色

的功能造成顯著差異；而社區居民社經背景特性中則以性別、每月個人收入、利

益依賴-預期家庭月收入(預期未來觀光事業帶來經濟收入)與參與本地發展會議

次數四項，對濕地認知較沒有顯著差異。 
3.居民之社經背景特性不同，對發展濕地公園態度的差異(影響)。本研究結果發

現，社區居民社經背景特性不同，對發展濕地公園態度，在人口變項中性別、年

齡、居住時間、居住區、教育程度、是否為社區發展協會成員、每月個人收入、

利益依賴、社區依附程度、參與本地發展會議及最具彰顯當地特色的功能皆有顯

著差異。整體而言居民對發展濕地公園態度是正面支持的。 
4.居民之社經背景特性不同，對發展濕地公園休閒效益的差異(影響)。本研究結果

發現，社區居民社經背景特性不同，對發展濕地公園休閒效益，在人口變項中性

別、年齡、居住時間、教育程度、是否為社區發展協會成員、每月個人收入、利

益依賴、社區依附程度、參與本地發展會議及最具彰顯當地特色的功能均有顯著

差異；唯有居住區沒有顯著差異。整體而言居民對濕地公園帶來的休閒效益都持

正面的看法。 
5.居民對濕地的認知與發展濕地公園的態度的相關性。本研究結果發現居民對濕地

的認知與發展濕地公園的態度有顯著的相關性。也就是說居民對濕地的認知持正

面看法者，其對發展濕地公園的態度較明顯且持積極態度。 
6.居民對濕地的認知與社區發展濕地公園休閒效益的相關性。 
本研究結果發現居民對濕地的認知與社區發展濕地公園休閒效益有顯著的相關

性。也就是說居民對濕地的認知持正面的看法者，其對社區發展濕地公園所產生

的休閒效益，均偏向正向積極。 
7.居民對濕地公園發展的態度與濕地公園休閒效益的相關性。本研究結果發現居民

對發展濕地公園的態度與對濕地公園所產的休閒效益呈現正相關，亦即居民對發

展濕地公園的態度愈正面，則其對濕地公園所產生的休閒效益亦愈正面。 

(二)在實地訪談及考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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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談地方領袖及東石農場現任及退休各主官，所得結果顯示「鰲鼓濕地」發

展為生態旅遊公園皆取向正面支持態度，並對生態園區提供規劃參考意見。 
本研究經由國內濕地實地考察，並對照本研結果驗證，獲致以下建議： 

1.實地考查國內成功濕地~台北關渡公園，並訪問園區副處長，對「鰲鼓濕地」未來

發展為生態旅遊公園之管理提出經驗建議，強調開發案的成敗，居民的態度佔著

極重要的因素。其次管理方面，若是在官辦民營的情況下，「環境保育」的費用

需明文規定所屬，才不致造成日後經費困窘導致經營管理困難。 
2.實地考察台東最大的濕地~馬太鞍濕地，並訪問當地文史工作室負責人，所得結論

是當地居民的想法及利益分配、規劃及管理，都關係著生態公園發展的成敗。 

另外本研究與香港米埔濕地作比較，發現「鰲鼓濕地」符合拉姆薩爾濕地評選準

則地之標準，無論就當地動、植物的物種、區域幅員的廣闊性及生態環境的多樣性與

國際級濕地相較之下均毫不遜色，若能汲取他人成功的經驗，再配合區域環境的整體

規劃，相信「鰲鼓濕地」會有無限的發展潛力。 

二、建議 

(一)可與多方地區團體結合如與沿海保育團體(牡蠣養殖協會)、農漁民及愛鳥團體

(野鳥協會)等結合，以增加其附加價值產業，促進社區居民福祉，進而能保持當

地農、漁業生產能力，同時提升觀光產業，另外加強與生態農業、生態漁業互相

結合，並透過旅遊服務業，來提升當地經濟。以當地的資源，解決當地的環境問

題。善用社會資源，串連多方人馬達成共同的訴求。 

(二)嘉義有遠近馳名的觀光景點阿里山，目前嘉義縣政府觀光旅遊局因高鐵通車後，

正積極規劃推出山、海區域旅遊配套措施，阿里山風景區目前已擁有穩定觀光人

潮，若能再連接東石漁人碼頭、規劃鰲鼓濕地生態區等地方風景區，以海景、山

景為主題訴求的景點，兩者結合看山觀海的美景，再配合交通部計劃在各高鐵站

設置的遊客服務中心，整合嘉義縣旅館業、民宿、旅遊、交通業等資源，共同來

創造嘉義觀光〝雙星〞，勢必造就嘉義觀光產業經濟發展的奇績。 

(三)整合台灣濕地(目前僅以關渡自然公園為成功案例)，與國際級的濕地生態公園相

較，進行可行性評估，再仿照國際級成功案例，進行整體開發、經營等相關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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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Residents, Opi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o-Gu Wetland to an  

Ecological Recreation Park 

 
Fan-Lan Hsu, Nien-I Liou, Shu-Hua Kuo, Yuan-Hui Shao 

WuF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 Leisure 
 

ABSTACT  

 
“ Ao-Gu Wetlands”, located in Tung-Si, Chia-Yi country, is the biggest wetlands in 

Taiwan. The area has extended to 1031 hectare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industrial park, 
military amusement park, national coastline scenic park office and Chia-Yi tourist park 
establish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03. The government intends to plan the wetlands 
featured of eco-nursing and ecotourism as a top priority to develop this region.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people’s knowledge of wetlands, the attitude to develop wetlands 
ecological park and recreational effects at Ao-Gu area, Chia-Yi.  We hope local residents 
could ponder the future prospects and developing direction at Ao-Gu area by this study.  It 
also could be provided to our government to plan region integral. The project would increase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residents’ economy needs.  And we hope that ecological 
nursing and ecotourism become a persistent operation at Ao-Gu area. It would become the 
second best to Mi-Pu wetlands, Hongkong. 
 

Key words:knowledge,attitude,recreational effects,Ao-Gu wet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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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里山地區民宿經營策略之研究 

 

 

 

摘 要 
  台灣近年來因為國民所得之提升，加上週休二日的關係，國人在國內從事旅遊的機

會遽增。為了使自己不再旅遊地點上走馬看花，大多數的遊客選擇在旅遊目的地留宿，

因此住的場所也就有了選擇，市場也因此產生。投宿旅館花費太大，民宿也就在此情形

下發展出來。由於發展至今，競爭實為激烈，若要能永續經營，必須積極建立本身特色，

或以專業方式投入民宿的經營。有鑑於此，本研究想了解民宿經營成功之競爭優勢來

源，再者，想進一步給有意從事民宿經營者一些建議。除了本身之特色，是否可以輔以

其他方式來增加本身之獲利來源。 

 
關鍵詞：阿里山，民宿，經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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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近年來因為國民所得之提升，加上週休二日的關係，國人在國內從事旅遊的機

會遽增。為了使自己不再旅遊地點上走馬看花，大多數的遊客選擇在旅遊目的地留宿，

因此住的場所也就有了選擇，市場也因此產生。 

  投宿旅館花費太大，民宿也就在此情形下發展出來。由於發展至今，競爭實為激烈，

若要能永續經營，必須積極建立本身特色，或以專業方式投入民宿的經營。 

  國內民宿之萌芽發展，公部門之休閒農場及原住民體系曾規劃輔導農民、原住民從

事民宿之經營，而在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及觀光景點附近亦有不少自發性將空閒之房

舍或以新建樓房出租給旅客住宿，惟此類民宿經營水準參差不齊，亦缺乏完善之管理制

度。政府為活絡農村、山村地區經濟，減輕加入ＷＴＯ後對農業之衝擊，乃於民國九十

年十二月十三日發布「民宿管理辦法」，藉以釐清民宿之定位，使有心經營者有所遵循，

並匡正假借民宿名義行違規經營旅館之風，期待透過輔導管理體系之建制，輔導提升民

宿品質，促進農業休閒、山地聚落觀光產業之發展。 

二、研究目的 

  有鑑於此，本研究想了解民宿經營成功之競爭優勢來源，再者，想進一步給有意從

事民宿經營者一些建議。除了本身之特色，是否可以輔以其他方式來增加本身之獲利來

源。 

三、研究對象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 

  台灣民宿的起源，起於 1980 年代墾丁國家公園附近，其後才往北擴展。因為本研

究是想給業者未來經營民宿一個小小的參考，所以並未有更深入的做進一步學術研究或

資料分析。因為這是一個純報告形式，只想了解各項和民宿經營成功有關的因素，所以，

暫不考慮民宿相關法則對民宿本身所構成之規範，以期許能獲得更多的資料與結果。 

(二)研究限制 

 (1)因為本研究是小小個案，且是以探討成功之因素，著重於「經營」，因此就先

不考各項民宿經營所形成之影響與限制。 

(2)由於民宿經營者不太願意提供一些相關的訪問答案，那研究結果必會有許多偏

差。 

(3)在許多層面，學生皆以一個十分報告的形式來從事之，因此有些內必會和文獻或

其他相關研究有所出入。 

貳、文獻回顧 

  本章共分為兩節，第一節在解釋研究中的相關專有名詞；第二節是民宿相關文獻回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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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詞解釋 

 (一)民宿的起源 

  國內外民宿的起源，大多是為解決觀光地區住宿設施的供需問題。以國外民宿起源

為例，德國是因為阿爾卑斯山區及觀光旅遊地區住宿設施不足，造成旅客投宿民宅而產

生；英國則是政府規定地主須維持農業歷史遺產的政策及民間空閒房間利用因素；至於

日本是因為遊憩活動造成濱海及滑雪地區附近住宿設施不足，而產生投宿民家的民宿產

業（姜惠娟，1997）。由上述國外民宿起源回顧，民宿具有解決觀光地區住宿供需、保

護農村景觀及空閒空間再利用的功能。 

 台灣民宿的起源，始於 1980 年代墾丁國家公園附近，其後擴展至阿里山等觀光地

區；另外如嘉義瑞里及雲林草嶺地區，亦因具遊憩資源而產生住宿需要。故台灣民宿產

生的原因，是始於觀光地區住宿設施不足，其初期發展模式與德國及日本相似。（廖榮

聰，2003）  

(二) 民宿的定義 
  在「民宿管理辦法」第三條，對民宿之定義說明如下：本辦法所稱民宿，指利用自

用住宅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林漁牧生產活動，以

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旅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在第六條又有提到：民宿之經營規

模，以客房數五間以下，且客房總樓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為原則。但位於原

住民保留地、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

休閒農業區、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離島地區之特色民宿，得以客房數十五間以下，且

客房總樓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下之規模經營之。前項偏遠地區及特色項目，由當地

主管機關認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並得視實際需要予以調整。 
(三)民宿的特性 
  民宿活動產生之動機除探訪親友、聯絡彼此感情之外，從觀光旅遊的觀點來看，其

通常位於具有豐富觀光資源的地區，一般而言，旅館提供了此地之主要的住宿服務，再

者民宿是遊客住宿選擇時的另一個選擇，而人情味濃厚且有家的溫馨感是民宿迥異於一

般旅館的最大不同處。韓選棠（1994）認為，民宿會有的特性是： 

（1） 解決觀光據點遊客住宿問題，並提供一個較為廉價舒適的住處。 
（2） 在住宿的同時，可讓住宿者在同時認識到各種農村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及增加農

業生產知識。 
（3） 民宿的發展，可將觀光所產生的收入帶入地方，並為居民提供兼業收入，尤其是

可為目前人口嚴重外流的農村地方，帶來新的觀光收入。 
（4） 適度地開發觀光地，而非大規模的濫墾濫建，在有計畫的措施中，保存了自然景

觀，故民宿的發展亦屬環境保護政策之一。 
（5） 農村民宿的發展，非但可解決農業生產及運銷問題，更可以直接銷售的交易的方

式提高農業生產之利潤，同時亦能以「民宿」發展為起點，改善整個農村之產業

環境、實質環境，並使農業的生產、生活、生態功能得以整體發展。 
二、 民宿經營理念 

  民宿經營之成敗，經營理念是最重要的一環。優質的民宿經營者必須具備良好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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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和態度，才能將民宿經營的有魅力而且有內容、有特色、有價值。好的經營理念是成

就優質民宿的基本條件，而經營者本身必須要有一個重要的認知，本身必須有終身學習

的概念，唯有不斷地學習，才能夠提升自己的能力和民宿的特色與魅力。另外，經營者

對於地方必須有清楚的願景，因為地方的資源是屬於大家的，必須兼顧生態保育、資源

的保護、文化的保存才能讓地方得以永續發展。 
  地方的永續發展是民宿經營的基礎，所以一個好的民宿經營者，必須對當地投入更

多的關懷；對地方的資源要充份地了解，才能扮演好民宿經營者的角色。換言之，其實

民宿經營者就是當地的經濟人，充分熟悉當地，然後分享當的資源，讓來民宿作客的人，

體驗當地的生活、了解當地的文化、認識當地的產業，更感受當地暖暖的人情。民宿經

營者其實是城鄉交流的最佳橋樑，除了對當地有清楚的認知外，更必須清楚都會人士的

需求。貼心的服務、舒適的空間和美好的環境，將是民宿經營的基本條件。充實自己，

營造更美好的社區、更是民宿經營者必須努力的方向。 
  好的民宿像是當地的接待家庭，除了住宿之外，餐飲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另外，

導覽解說也是民宿經營者必須具備的能力。有得住、有得吃、有得玩，是民宿提供的基

本服務。另外，對於空間的規劃、環境的設計，以及對生活的品味和用心，更是經營者

必須努力學習追求的。小而美是民宿經營的基本觀念，精緻而有特色更是民宿生存的不

二法門。 
  以市場需求而言，民宿經營者必須明白自己所經營的民宿，是想要提供給什麼樣的

客人，因為民宿所經營的是小眾的相對市場，不可能滿足、適合所有的人，經營者必須

有自己的方向與堅持，以滿足您所想要接待的人為訴求，用良好的理念作為經營的基本

原則，然後用心經營。往往因為良好的堅持，才能讓客人成為你的朋友，也成為你最大

的支持者。其實民宿的經營就是努力滿足你想要的那一群人，只有堅持良好的特色與風

格，選對合適的客人，才更能創造民宿本身的魅力與價值。 
  除了設定經營的客群和風格外，服務客人數的限定更是一個重要的觀念。優質的民

經營者必須了解所擁有的環境和空間可以容納多少人是舒適的；另外，更必須知道所有

的工作人員到底可以服務多少的客人，才能創造出更高的滿意度和品質。經營民宿必須

以高滿意度為經營目標，良好的滿意度和口碑，其實才是經營民宿最重要的部分。 
  建築風格和特色是民宿經營的主體，而建築的本身其實也反應出主人的品味、觀

念、風格和內涵。符合當地環境的建築是經營民宿者必要有基本認知，具特色且吸引人

的建築，再加上優美的自然景觀，絕對是魅力民宿的基本條件。不但建築要具美感，在

空間的營造上更必須細心打造溫馨舒適的度假空間，用主人的理念，創造出具主人特質

的環境空間，才能留住懂得彼此欣賞、互相分享的客人。而氣氛的營造也是經營者必須

學習的部分，環境是會說話的，絕對不能忽視環境中任何的細節，更重要的是必須將客

人當成朋友。 
  未來的民宿將是非常多元而且多樣的，如何建立吸引人的特色與風格，將是民宿經

營的一大課題。人性化且不要過度商業化是許多喜愛民宿者的共同認知。觀光地區的民

宿往往是提供給旅館住不下的客人，而未來台灣所要發展的民宿，應該是別於觀光區的

民宿模式，而發展出結合鄉村度假、知性旅遊、定點旅遊和生態旅遊的鄉村民宿，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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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農村、在山地部落、在海邊。擁有好山好水好人的好地方，將是未來台灣民宿共同

擁有的特色，而民宿也將成為未來鄉村度假的最佳選擇。經由民宿業者的終身學習，配

合地方的永續發展，則是民宿經營者一定要具備的理念。 

參、阿里山民宿成立概況與經營模式 

一、 阿里山閣大飯店成立概況與經營模式 

    阿里山閣位於阿里山森林遊樂區第一管制哨之內，是最靠近森林遊樂區遊覽路線起

點及姊妹潭、沼平車站、梅園等景點的飯店。原為阿里山鄉公所公共造產，更注重安全

與服務品質。座落在海拔2274公尺之阿里山山嶺，也是台灣唯一在高山上頗具有歷史的

飯店。 阿里山閣之前身原為木造二層樓房，是日人用來招待之用，起造於民國7年間，

後來因為觀光客增加之需要，民國71年改建為三層樓飯店，亦即現在之外觀。(地址阿

里山鄉香林村1號；網址http:// www.agh.com.tw) 
  民國八十七年，因阿里山觀光事業發展快速，為迎接全新之旅遊時代，及提昇飯店

服務品質，增建飯店各項設施。從典雅舒適的套房，到寬敝的會議廳，本飯店更增設咖

啡廳及販賣部。全新的裝潢，親切的服務，加上飯店優越的地理環境，不論是渡假、休

閒或會議，都是最佳的選擇。在阿里山閣大飯店，您可以欣賞濃濃的原住民風格裝潢與

擺設，感染鄒族的文化氣息。  
訂房方式：電話及傳真、網路。 

雙人房2200元、四人房3200元、五人房3600元、七人房4400元、八人房4800元。(以
上費用附早餐)，其服務項目有：導覽建議、專車接送。中餐廳、會議室、咖啡廳、販

賣部。 
阿里山閣大飯店的行程安排有一日遊行程、二日遊行程。 
一日遊程：阿里山森林遊樂區∕梅園∕沼平公園∕集材柱∕姊妹潭∕受鎮宮∕ 
          阿里山神木∕巨木群∕慈雲寺∕千歲檜∕樹靈塔∕旌功碑∕象鼻木。 
二日遊程：達娜依谷∕奮起湖老街∕夜宿文山賓館。搭乘小火車祝山觀日出∕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梅園∕沼平公園∕集材柱∕姊妹潭∕受鎮宮∕ 
          阿里山神木∕巨木群∕慈雲寺∕千歲檜∕樹靈塔∕旌功碑∕象鼻木。 
二、高峰大飯店的成立概況與經營模式  
  當您來到阿里山森林遊樂區，看著滿山遍野的櫻花起舞，與穿梭其間的飛霧流雲，

此時輕倚在歐式建築風格的高峰大飯店觀景平台上，您會發現自己彷彿置身異國他鄉，

而整個心情也全都放鬆了。不斷推陳佈新，並擁有各式明亮雅緻的蜜月套房、貴賓房、

典雅，高峰大飯店的巧思設計，提供阿里山遊客們最舒適的休憩環境，讓疲憊的您補充

再出發的原動力。(地址阿里山鄉中正村東阿里山41號。網址http:// 
www.alishan.net.tw/kaofeng/)。 
  已經擁有廿餘年優良傳統歷史，一貫的親切熱誠服務，為了再提高住宿品質，高峰

不惜巨資，打造阿里山獨一無二室外的子彈型透明觀景電梯，輕鬆地帶您直上白雲，將

阿里山的景致，雲海、日落、晚霞、森林盡收眼底。 
而如果您想見證阿里山的發展史，高峰的挑高大廳還有一幅當地最古老的運木材火車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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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在欣賞美景之餘，更帶領您穿越時空，緬懷阿里山的世紀風情。  
訂房方式可分為：電話訂房。雙人房3600元，四人房5500元，五人房6000元，平日七折

優惠。(以上費用未附早餐)高峰大飯店行程安排有一日遊行程、二日遊行程。 
一日遊程：阿里山森林遊樂區∕梅園∕沼平公園∕集材柱∕姊妹潭∕受鎮宮∕ 
     阿里山神木∕巨木群∕慈雲寺∕千歲檜∕樹靈塔∕旌功碑∕象鼻木。 
二日遊程：達娜依谷∕奮起湖老街∕夜宿文山賓館。搭乘小火車祝山觀日出∕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梅園∕沼平公園∕集材柱∕姊妹潭∕受鎮宮∕        
     阿里山神木∕巨木群∕慈雲寺∕千歲檜∕樹靈塔∕旌功碑∕象鼻木。 
三、青山別館成立概況與經營模式 
    其青山別館是由老闆親自設計、監工與打造的青山別館，一磚一瓦都有著李建成夫

妻最熱忱與感恩的心。位於阿里山森林遊樂區的旅社區中，不以大小取勝，而是以溫馨

的情感及幽雅的格調吸引著遊客們的目光焦點。當暢遊阿里山滿身疲累之際，貼近青山

別館的特殊造景，有時您會錯覺正置身在瑞士小別館的異國風情裡。(地址嘉義縣阿里

山鄉阿里山中正村42號，網址http://hotel.wingnet.com.tw)，訂房方式可分為：線上及電

話兩種方式。青山別館的行程安排有一日遊行程、二日遊行程、三日遊行程。 
一日遊程：阿里山森林遊樂區∕梅園∕沼平公園∕集材柱∕姊妹潭∕受鎮宮∕  
          阿里山神木∕巨木群∕慈雲寺∕千歲檜∕樹靈塔∕旌功碑∕象鼻木。 
二日遊程(1)：達娜依谷∕奮起湖老街∕夜宿文山賓館。搭乘小火車祝山觀日出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梅園∕沼平公園∕集材柱∕姊妹潭∕受  
             鎮宮∕ 阿里山神木∕巨木群∕慈雲寺∕千歲檜∕樹靈塔∕旌功 
             碑∕象鼻木。 
二日遊程(2)：從台北或高雄出發至嘉義交流道下高速公路即是159號縣道，行 
             駛入市區吳鳳北（南）路或彌陀路通往18號省道，路經後庄→頂 
             六→社口（吳鳳紀念園）→觸口（天長地久）→獺頭→隙頂→石 
             棹（奮起湖．達邦）→抵阿里山。 
抵阿里山青山別館訂宿→古老火車展示場→姐妹潭→受鎮宮→神木→三代木→光武檜

→慈善寺→高山博物館→落日晚霞．雲海→夜宿青山別館．山賓餐廳用餐。隔日清晨四

時搭登山小火車→祝山觀日樓、沐浴晨曦朝氣，感受旭日丰彩→登山步道森林浴→九時

搭森林小火車→觀賞自然界造物國寶級一葉蘭→十一時返回青山別館，山賓餐廳用膳→

返回嘉義。 
三日遊程：第一、二日同上。第三天早上由大門口加油站加足汽油→行駛新中 
          橫→自忠→雪峰檢查站→塔塔加鞍部→玉山國家公園觀景區→東埔 
          風景區（溫泉）→同富→望鄉→檢查站→信義→水里→集集→名間 
          →南投。 

肆、結果與建議 

一、結果 

  經由以上四家所提供的資料顯示，雙人房住宿每晚大約3200元起跳四人房約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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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跳，以墾丁民宿來說平均雙人房2400元起跳四人房4000元起跳

(ttp://uukt.idv.tw/uukt/033.htm)，而花蓮民宿平均雙人房2500元起跳四人房3200元起跳

(http://www.17357.com.tw/)，台東民宿平均雙人房1800元起跳四人房4000元起跳

(http://www.travel123.com.tw/)，比較之後阿里山上的民宿和其他地區的民宿普遍還要貴

了一些些。 
二、建議 

  對於現在的經濟而言將民宿價錢降低或是推出一套配合當地特產的優惠方案如賞

櫻花 觀雲海、賞日出，觀神木等等，可以吸引一些想去的家庭或是學生，對於雲嘉地

區的民眾可以提出一些活動，如配合阿里山小火車來趟阿里山2天1日的健行或是賞櫻等

都是不錯可以吸引遊客到阿里山遊玩住宿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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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  

  Because Taiwan the national income promotion, added the last week to rest in recent 
years second the relations, the people in domestic were engaged in the traveling the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suddenly. In order to cause oneself no longer to travel in the place to 
give a cursory look, the majority tourists choose in the traveling destination stay overnight, 
therefore lives the place also had the choice, the market therefore has also produced.Seeks 
lodging for the night the hotel expenditure too to be big, the people sleep also on after-crop in 
this situation unfold. Because develops until now, the competition actually is intense, if can 
continue forever to manage, must establish the itself characteristic positively, or invests the 
management by the specialized way which the people sleep.Has in this, this research wants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 sleep manage the successfu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originate, 
furthermore, wants further to intend to be engaged in the people to sleep operator some 
suggestions. Except itself characteristic, whether can auxiliary increase itself the profit origin 
by other ways. 

 

Key words: The people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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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學生對於零用錢的支配在休閒方面所佔的比例 

-以萬能工商為例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嘉義地區以萬能工商為例，青少年(高職學生)零用錢的支配在休閒

方面所佔的比例。以萬能工商學生為研究對象，300 人為施測對象。研究結果如下: 

一、以嘉義萬能工商為例，青少年零用錢主要花費於休閒項目排名前五項比例依序為: 

閱讀、逛夜市、手機聊天、網路遊戲、購買衣物，等休閒項目為主。 

二、零用錢花費在休閒項目的比例依次為 300 元以下(144 人)，平均人數達到受試者人

數的一半，其次為 301-500 元(50 人)，501-1000 元(40 人)，受試者選擇其他(31 人)，

特別註明沒有多餘零用錢可以花用在休閒方面。 

 

關鍵詞：高中職，零用金，支配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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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自八十七年政府率先實施隔週休二日，到民國九十年一月一日起的週休二日，國人

的有效休閒時間再度增加，從各種與休閒有關的媒體報導，書籍報刊等出版數量增加的

情況來判斷，民眾對休閒生活的重視已是無庸置疑了。國人對休閒生活的重視也延伸到

青少年身上，青少年時期是一段由孩童時期進入到成人的轉變時期，可以說是身心變化

最急遽的時期，這個時期的改變，在生理如：體型、外觀、第二性徵等發展，還有認知、

情緒、社會關係等心理上的發展。依據艾力克森（Erikson）在其心理社會發展理論中

認為，少年時期是人一生中發展的關鍵時期，其發展的任務是要達成「自我統整」的目

標，若能順利的完成此階段的發展任務，便能成就自我明確的觀念；反之，則導致「自

我混淆」，使生活缺乏目標，迷失在現實生活裡的各種角色中（張宏哲譯，1999；社區

發展季刊，1995）。心理學者的研究發現青少年時期對往後成年期，及對個人、家庭等

發展都有重要影響。 

    由於我國青少年所處的社會環境特別受到升學壓力的影響。在青少年休閒價值觀

（青輔會，1997）的研究中發現，青少年利用休閒活動來尋求解脫讀書與考試的壓力，

並致力於追求自主的休閒生活。國內學者近年來也不斷的進行與青少年休閒生活有關的

研究，而本研究重於青少年（高職學生）休閒活動現況之調查。 

二、研究目的 

研究的目的 1：探討青少年（高職學生）零用錢支配在休閒方面的比例。 

研究問題 1.1：青少年休閒活動主要類型為何？ 

三、研究流程與架構

 

                              圖 1 研究流程圖  

  文獻探討 

 研究目的 

  資料收集 

  綜合分析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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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休閒的意義 

     「休閒」的英文 leisure，源自拉丁文的 licere，意指「被允許」（to be permitted）
或「自由」（to be free）；希臘文的 schole 或 skole 涵義即為休閒，係指無拘無束的行動

或只擺脫工作之後所獲得的自由時間或所從事的自由活動；蓋希臘文化認為工作的目的

即為了休閒，一旦沒有休閒就沒有文化的產生（Iso－Ahola，1980；Kelly，1990）。 
    休閒是趨向於以自我實現（self-fulfillment）為終極目標，所自由選擇成為自己的可

支配使用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人們藉由休息放鬆而自疲憊中舒解，藉娛樂而去除無聊，

能夠發展身心嗜好的快樂，從功能專門化中解放出來。休閒來自於自由的選擇，從事休

閒活動的主要目標之ㄧ，就是參與有自我實現機會的活動（Murphy,et al,1988; 
Kaplan ,1975 ； Dumazedier＆McKenzie,1974；Neulinger1981）。  
二、青少年的意義 

    Adolescence 這一個字，源自於拉丁文的動詞，是「成長而自成熟」（to grow into 
maturity）的意思。青少年在現代社會中，由於適婚年齡與就業之間日益擴大的差距，

O'Donnel 認為青少年這個既不算是個小孩、也不算是個成人的灰色地帶，正在不斷蔓延

之中。少了聲望與特權，許多年輕人變得「充滿疏離感」，仰賴流行、音樂、男女朋友、

以及叛逆來建立他們自己的地位體系。     
    Edginton,et al（1995）等人分析青少年的性格，大約有如下的特質： 

1. 經常與他們在社會上模糊界定的角色「戰鬥」。 
2. 尋求個人認同以及從父母雙親處獨立出來。 
3. 增加自由以及增加接近社會資源的通路。 
4. 理想化和自我中心。 
5. 價值的混淆。 
6. 被同儕團體喜愛、接受，這是最重要的。 
7. 身體器官發育變化而至成熟。 
8. 對於身體的改變，心理的反應產生不和諧的現象。 
9. 對於異性的興趣增強。 

10.較多的休閒時間。 
    此外 Kelly＆Godbey（1992）將青少年分兩個階段：（1）在 12-15 歲的階段，青少

年所從事的休閒活動，較多是非正式的、流連徘徊的、消費預定的媒體，而不是直接的、

組織化的休閒活動。（2）在 16-20 歲的階段，休閒多半意指兩性互動的時間與場所。只

有少數經常參加運動或其他組織性的遊憩活動。性別分化與角色學習是工作或在學青少

年的必經軌跡。青少年花極多的時間去從事非正式的互動流連，消費大眾流行的文化－

如看電視、電影、上網等視聽媒體。許晉榮（2007）的研究發現高中職學生的生活型態

傾向，依序為電腦網路、流行時尚、樂衷交友、認真學業、樂衷運動、休閒娛樂六個取

向。 
  簡鴻檳（2004）研究結果發現高中生最常參與的活動有看電視、聽音樂或廣播、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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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小睡、上網查資料、聊天或收發 e-mail、籃球；朋友其次是同班同學是高中生獲得休

閒活動訊息主要來源及影響休閒活動選擇跟最常參與的人。 
三、研究青少年休閒生活、型態的重要性 

    青少年休閒問題的起源之ㄧ是不知道如何去運用所謂『休閒』的空餘時間，以致於

在心中形成無助（helplessness）或疏離（alienation）的感覺。陳南琦（2000）休閒無聊

感高的青少年最常參與之前五項休閒活動項目依序為看電視、逛街、閱讀、音樂欣賞、

沉思，而最少參與之前五項休閒活動項目依序為跳土風舞、看餐廳秀、跳社交舞、衝浪、

飆車。 
    青少年一方面藉由休閒活動來滿足自己的心理需求；一方面藉由休閒活動達到自我

認識、自我發展的目的。許義雄（1994）休閒活動對於青少年的成長具有積極而重要的

意義，休閒活動是一個人心理需求的表示，也是自我概念的顯現。林東泰（1997）的研

究發現，對青少年來說，生活中有許多有形無形的壓力，包括學業、工作、前途與家人

的關係等，有些壓力是自己或別人都無法察覺的，但是他們卻可以藉著合宜而適量的休

閒活動來加以舒解，也是青少年發洩多餘精力的管道之一。根據林東泰的調查發現，受

訪者所提出對於休閒的主要功能看法，包括：放鬆心情、拋棄責任、紓解壓力、擁抱快

樂、消除疲勞、調劑身心和鍛鍊身體等。 
    黃元田（2003）研究發現高中職學生在休閒動機方面可分為「擴展人際與專長」、「發

展運動能力」、「社交與歸屬感」、「舒解壓力」、「吸收新知」。而休閒態度方面，可分為

「休閒無用」、「休閒與工作並重」、「休閒至上」、「工作重要」、「人需要適當休閒」。而

休閒活動類型則可分為「技藝與美術類型」、「特殊育樂類型」、「消遣性類型」、「健身活

動類型」、「閱讀與寫作類型」、「運動類型」、「社會服務類型」、「音樂類型」、「博奕類型」

等九類。休閒動機中「擴展人際與專長」、「發展運動能力」與休閒活動類型中「運動類

型」，及休閒動機中的「舒解壓力」與休閒活動類型中「消遣性類型」最具正相關性，

表示受訪者的活動類型受到其休閒動機影響。此外，休閒態度中之「休閒無用」與休閒

活動類型中之「消遣性類型」為最大負關係，顯示受訪者認為休閒時間要用在放鬆身心

且能幫助自我成長的事物上。而休閒態度中「休閒無用」與休閒活動類型之「特殊育樂

類型」為最大正關係，顯示認為「休閒無用」的受訪者，平時休閒時偏向於從事上網咖、

網路聊天等逃避現實，尋求另一世界的精神慰藉之活動。同時，研究也發現「休閒態度」

中之「休閒至上」與「人需要適當休閒」之受訪者與休閒活動類型之「特殊育樂類型」

呈正相關，顯示認為休閒頗具有價值者也會去從事網咖、網路聊天等活動，表面與前述

認為休閒無用者也會去網咖、網路聊天之行為似表面有矛盾，唯似乎也凸顯 e 世代人類

對「休閒」定義與價值觀異於傳統且多元化，同時也益加暴露 e 世代族群在傳統價值系

統逐漸瓦解，而新價值體系尚待建立過程中之徬徨無依，實深值社會各界進一步關注。 
   錢嘉慧（2005）研究發現如下：1.接觸使用網路的學生年齡層已由最初的大學到高中

職降至現在的國中，此結果表示教育部推動中小學的資訊教育產生影響。2.由高中職生

使用網路的情形以及上網的主要活動來看，高中生承受的課業壓力顯然比高職生來的

大。3.在網路場域的使用上有世代的區隔，並不是所有年齡層都是使用相同系統。4.青
少年會因為要得到同儕之間的認同感或是受到同儕間的壓力，而在網路上使用表情符號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文集 

 38

和網路語言。經由研究結果得知，在青少年的網路語言世界裡，確實存在著規則理論，

為了得到同儕間的認同或歸屬感，遵守使用網路語言的規則；此外，在網路語言中，有

著青少年族群成員共用的意義與情感，透過其中可以解釋瞭解青少年的想法行為，從網

路語言盛行的現象中可以發現到符號融合理論的存在。閻玉民（2005）年青學子的課餘

網咖休閒已成為日常生活不可或缺的活動，政府相關單位、學校及教師、家長等，大致

持反對或禁止的態度，動則以法令、校規或其他處罰的方式來遏止，倒不如以疏導的方

式使網路活動能成為一個正常高級的正當活動。 
四、青少年消費者行為相關之研究 

    消費者消費行為的特性和形成，會受到文化因素、社會因素、個人因素、心理因素

的影響（Kotler，1997），從不同層面的影響因素去探討消費行為，有助於消費者行為的

瞭解。現今多元且複雜的社會中，由於科技的進步資訊傳播更便捷，外來的文化衝擊強

烈，青少年得以去模仿與學習其所崇拜的對象之機會隨之增加透過以自己為對方之想

像，藉以滿足心理需求，從而逐漸形成個人之價值觀念，張酒雄等（1993）。而廠商透

過媒介，將產品賦予特定象徵及符號之包裝，使消費者透過購買以滿足了想成為某種類

型人的渴望（Bocock，1993）。因此消費者透過所消費的商品尋找自我，並透過消費模

式中的符號使用，建構其自我感與認同感（Kellner，1992）。 
               
                        消費者 

                   Y 愛

      

圖 2.1  消費者行為的一般模式 

資料來源：（Brain Mullen，Craig Johnson 作；遊恆山譯（1996）。 

 

學習（聯想） 

情緒（感情） 

動機（欲望） 

刺激 

情境 

意向 行為 

內在歷程 

認知和記憶 

（信念和記憶）

社會背景 

知覺（意識） 

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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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樑（2003）研究結果發現高中職階段的青少年，其消費行為之「購買意圖」，

受偶像崇拜程度中「行為性認同」的影響最顯著，且消費行為主要受到「社會學習理論」

中「同儕誘導與增強」變相的影響。劉根維（2003）研究發現，不同生活型態的消費者

在消費行為上有不同的影響；不同知覺風險的消費者在資料搜尋與購買管道方面亦有顯

著性差異；而性別角色不同的消費者在消費行為也有不同的影響；性別角色與不同生活

型態的消費者在資訊搜尋上具有交互效果；此外性別角色與不同知覺風險的消費者在需

求確認與資訊搜尋上具有交互效果。林玉君（2006）研究結果如下：1. 青少年「炫耀性

消費行為」傾向「計劃式消費行為」。2.青少年對「生活型態」之選項較重視「休閒自主」

與「生活開創性」。3.青少年對「生活壓力因應策略」之選擇傾向「問題解決」模式。圖

4.1 為消費者行為的一般模式。 
以上所做的簡短文獻探討，可以得到的結論是：休閒生活對青少年及長大成人都有

重要的影響。而休閒是綜合了時間運用、活動參與及經驗獲得的一種體驗，也因每個人

的個人特質不同，對於休閒活動的選擇也不盡相同，也因如此必須以多種方法來加以研

究才能得到較為完整的結論。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瞭解高中職學生參與休閒現況之調查研究，將結果加以統計分析後,提

出結果與建議，已達到研究之架構，如下圖: 

 

研究問題與設計→萬能工商高級職業學校 →統計.分析 →結果與建議 

 

圖 3-1 研究實施流程圖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描述統計與圖示統計為研究法，利用問卷調查方式以一般高職生作為研

究對象。以萬能工商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抽樣 1-3 年級學生共 6 個班，每班約為 50 人，

總數為 300 人為施測對象。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研究工具。問卷內容為研究者自編「高中職學生參與休閒現況

之調查研究」採開放式問卷方式，並藉以進行瞭解就讀一般高職生參與休閒現況的比例。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嘉義縣私立萬能工商一般高職生為對象，其施測年齡範圍界定為十五歲至

十七歲，為一至三年級高職學生。此研究對象以男性居多。 

五、資料收集 

    本研究於民國九十六年十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二十六日，以問卷調查實施方式，委請

萬能工商該班班導師事先做簡單填寫之說明，並回答學生所提出的疑問後，當場利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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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分鐘以不記名方式填寫施測，填寫完畢後統一由班導師當場收回問卷，於該節下課

後，交回給研究者。本研究總計發放 300 份問卷，有效樣本數為 265，有效回收率為 95.62

％。全體受訪者中男性共有 188 位，為全體樣本數之 71％。女性共有 77 位，為全體樣

本數之 29 ％。。 

六、資料分析 

    本研究問卷於回收後，進行問卷分析，利用百分比、平均數、圖示等統計方式，進

行統計，以瞭解高中職生零用錢支配在休閒方面所佔的比例與休閒現況。 

肆、結果與討論 

一、受試者性別描述與圖示統計 

 

4-1-1 表 性別描述統計 

變項  資料選項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女 

總合 

188 

77 

265 

71% 

29% 

100% 

 

4-1-2 圖 性別圖示統計 

男女人數統計比例圖

男, 188,

71%

 女, 77,

29%

 
     

由上表描述與圓形圖示之統計得知，以性別狀況而言，在有效樣本 265 人中，男性 188

人(71%)，女性 77 人(29%)。本研究施測對象以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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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學方式圖
通車,

216, 82%

徒步或腳

踏車, 16,

6%
住宿, 33,

12%

 

二、受試學生通學方式描述與圖示統計 

 

4-2-1 表 受試學生通學方式描述統計 

資料選項 人數 百分比 

住宿 33 12% 

通車 216 82% 

步行或腳踏車 16 6% 

 

 

 

 

 

 

 

 

4-2-2 圖 受試學生通學方式圖示統計 

    

4-3-1 表 受試學生零用錢主要來源描述統計 

 

由上表描述與圓形圖示統計中得知，學生來往學校上學方式以通車生佔大多數，人

數為 216 人(82%)，其餘則是住宿生 33 人(12%)，與步行腳踏車 16 人(6%)。從此項問題

中得知，學生多數居住在嘉義縣市為主，其中以東石、布袋等學生居多。由此可證學生

中多以通車生為主。 

 

 

 

 

 

 

資料選項 人數 百分比 

父母 212 80%

打工 40 15%

親戚 4 2%

朋友 1 0%

其他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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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試學生零用錢主要來源描述與圖示統計 

 

 

 

 

 

 

 

 

 

 

4-3-2 圖 受試學生零用錢主要來源圖示統計 

 

由上列描述與圖示顯示，受試者零用錢主要來源為父母人數為 212 人(80%)佔所有

受試者的多數，由此可證學生因年紀關係尚無工作能力，便可得知高中職生零用錢主要

來源為父母，少數為打工賺取人數為 40 人(15%)，依序為其他 8人(3%)，親戚 4人(2%)，

朋友 1人(0%)。 

四、不同背景變項零用錢分配百分比分析表 

4-4-1 表 不同背景變項零用錢分配及百分比分析表 

背景變項 人數%     人數總和% 

每隔多久 

有零用錢 

 

人數 

百分比(%) 

ㄧ天 

98 

37 

ㄧ週 

93 

35 

ㄧ個月 

34 

13 

其他 

40 

15 

 

265 

100 

零用錢 

費用約 

多少金額 

 

人數 

百分比(%) 

200 元以下

134 

50 

300-500 元 

65 

25 

500-800 元 

21 

8 

其他 

45 

17 

 

265 

100 

扣除交通費.

三餐後,所剩

餘費用 

 

人數 

百分比(%) 

200 以下 

134 

42 

201-300 元 

65 

17 

301-500 元 

21 

23 

其他 

45 

18 

 

265 

100 

零用錢平均

花用在休閒

方面 

 

人數 

百分比(%) 

300 元以下

144 

54 

301-500 元 

50 

19 

501-1000 元 

40 

15 

其他 

31 

12 

 

265 

100 

 

零用錢來源

0

50

100

150

200

250

父母 打工 親戚 朋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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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圖 零用錢來源天數與零用錢費用統計人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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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圖 零用錢平均花費在休閒方面金額統計圖 

 

由上面不同變項零用錢分配分析表與兩圖表中，皆可清楚看見學生零用錢平均為一

天(98 人) ，與一週(93 人)向父母取得零用錢，由此可呼應前面 4-2-1 表與 4-2-2 圖中

結果，因學生多數為通車生，故零用錢取得頻率多數為一天或ㄧ週。費用為 200 元以下

(134 人)人數最多，此項結果也呼應零用錢取得頻率較為頻繁，故零用錢費用皆為選項

中金額最低項目為最多人選擇項目。陸續為 300-500 元(65 人) ﹐其他(45 人)，

500-800(21 人)，平均花費在休閒方面的零用錢費用為 300 元以下(144 人)，平均人數

達到受試者人數的一半，其次為 301-500 元(50 人)，501-1000 元(40 人)，受試者選擇

其他(31 人)，特別註明沒有多餘零用錢可以花用在休閒方面。 

五、零用錢主要花費休閒項目排名前五項 

    由下面 4-5-1-2 統計分析中，得知學生一般休閒活動，最多為逛夜市(183 人) ，有

大多數學生特別註明單純逛逛不消費為目的。這樣的統計數字也是出乎意料之外，呼應

前面 4-4 中零用錢的分配與比例中可以推測出，此項統計的結果。主要原因為學生尚未

有賺錢能力，零用錢來源皆為父母親，所有零用錢費用支出皆以一般日常生活所需為

主，所剩餘的費用才得以挪用到休閒活動。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文集 

 44

4-5-1 表  零用錢主要花費於休閒項目排名前五項比例分析表 

項目 A 閱讀 B 逛夜市 C 手機聊天 D 網路遊戲 E 購買衣物 
人數 78 183 70 102 77 
百分比% 10% 23% 9% 1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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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圖  零用錢主要花費於休閒項目排名前五項比例分析圖 

 

也因為如此學生的休閒活動，僅只能找到不以消費為目的活動作為選擇。其次為網

路遊戲(102 人)從此研究中還可看出，現在年輕學子將網路遊戲視為極重要的一項休閒

活動，與閻玉民(2005)研究相呼應。也許是一般家庭皆備有電腦網路，以及網咖林立各

社區，電腦網路資訊普及化，讓學生接觸機會增加，形成以往所沒有的網路休閒活動。

也促使更多學生沉迷於網路遊戲中，形成另一種社會現象。這應該是所有相關單位應該

加以重視的課題，該如何提升學生在休閒方面的活動，讓青青學子能脫離室內空間，多

多接觸與大自然相關戶外的休閒活動，才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以嘉義萬能工商為例，青少年零用錢主要花費於休閒項目排名前五項比例依序為: 

逛夜市、網路遊戲、閱讀、購買衣物、手機聊天，等休閒項目為主。 

(二)零用錢花費在休閒項目的比例依次為 300 元以下(114 人)其次為 301-500 元(50

人)，501-1000 元(40 人)，受試者選擇其他(31 人)，特別註明沒有多餘零用錢可以

花用在休閒方面。因受試學生多為嘉義縣東石、布袋等地區，經濟皆為農漁業居多，

多數家    庭皆為低收入戶，故農漁業家庭皆無多餘零用錢供學生花用在休閒項目

上。 

    本研究發現零用錢主要花費於休閒項目排名前五項比例依序為:逛夜市、網路遊

戲、閱讀、購買衣物、手機聊天閱讀，等休閒項目為主。與呂有仁(2006) 嘉義地區青

少年最常參與的休閒活動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文集 

 45

項目的前 10 名依序為：和朋友聊天、小睡休息、聽音樂、看電視、玩電腦遊戲、上網

找資料、幫忙家務、閱讀課外讀物、從事球類運動、戶外騎單車。研究有相似結果，有

趣的是本研究結果發現戶外休閒活動參與意願低，是否缺少公共戶外休閒活動場所，或

網路資訊過於發達、部落格使用普遍，導致網路成為學生與外界交流管道，此現象是否

影響學生戶外活動參與頻率，有待相關研究發現與探討。 

二、建議 

(一)對於青少年與家長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學生參與戶外休閒活動較低，家長忙碌之餘應多注重與子女間親子互

動，與戶外休閒活動參與以增進彼此間感情。 

(二)對於學校與教師之建議 

學校應提供多樣性的社團活動讓學生可以作為選擇，並落實社團活動運作，可以培

養青少年正當休閒參與習慣，促進學生之間的良好互動，因現今青少年課業壓力繁重，

應將休閒活動作為生活與課業壓力間調適，並提升學生組織與領導能力，有助於青少年

往後在社會上的發展。 

 

(三)對未來研究者的建議 

1.在研究方面，近年來尚無對於台灣地區青少年零用錢花費在休閒方面的比例做一整合

性之調查，若資源許可或可進行台灣地區普遍性的調查。 

2.研究工具方面若能統整、設計出一套標準化的零用錢之配在休閒參與測量問卷，對於

往後的休閒參與與研究將是一大助益與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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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問卷 

您好!此問卷為調查高中職學生零用錢花費在休閒方面的相關研究.請依下列問題填妥答案,

方便統計結果.謝謝您的合作!! 

1.請問你性別為何？□1）男 □2）女 

2.請問你是 □1）住宿  □2）通車  □3）徒步或腳踏車   

3.請問你零用錢主要來源為何？（單選） 

□ 1）父母 □2）打工 □3）親戚 □4）朋友 □5）其他      (請詳填)  

4.請問你通常每隔多久會有零用錢花用？ 

  零用錢的費用大約為多少金額? 

□1）一天 □2）一週 □3）一個月 □4）其他        。(請詳填) 

□）200 元以下  □）300－500 元  □）500-800 元 □）其他       。 

5.請問你扣除交通費、三餐後，你每個月還有多少零用錢可花？  

  □1）200 元以下  □2）201－300 元   

  □3）301－500 元 □4）其他       。(請詳填) 

6.請問你平均花用多少零用錢在休閒項目上？約為多少元? (請詳填) 

□1）300 元以下  □2）301－500 元  □3）501－1000 元 □4）其他       。7.請問

你零用錢主要花費於以下列何種休閒項目上？（請選出五名） 

一.         二.         三.       四.      五.       

 A.閱讀(看小說漫畫、報章雜誌、或休閒書刊)。 

 B.逛夜市。 

 C.手機通話。  

 D.看電影。 

 E.網路遊戲。 

 F.逛街購物(買衣服、飾品、剪染燙頭髮)。 

 G.收集運動明星卡或明星海報、CD。 

 H.買體育用品。 

 I.購買演唱會門票。 

 J.逛書店買文具等用品。 

 K.跟朋友聚會。 

 L.買 3C 產品。 

 M.遊樂園。 

 N.旅遊。 

 O.爬山、運動。 

 P.品嚐美食。 

 Q.其他                                     。(請詳填) 

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有無漏填之問項，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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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投手肩部運動傷害之探討 

 
 
 

摘  要 

棒球運動是現在國內最熱門、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而投手又是主宰棒球比賽中不

可或缺的一環。對於投手的各種球路我們總是對他們抱著神密又好奇的態度，想了解為

啥小小一顆球透過五根手指的操控後，會有如此多的變化？投手各種的投法和球路的握

法，透過力學的角度和肌動學的角度，分析我們所疑惑的變化球是如何產生變化，對於

打者會有怎樣產生視覺擾亂、欺騙，的效果。除了了解其變化外，還有就是從投手的姿

勢和投球的方法來觀察動作是否順暢，進而來了解投手常見的傷害是由哪種的機轉及姿

勢來發生，從中找出如何去預防傷害發生的方式，由於投手的手臂是其運動生命中最重

要的，所以如何去預防手臂的傷害非常重要，從其中找出姿勢及投球方式中需要注意的

地方，避免因不當的姿勢而使的傷害因累積而難以處理治癒。棒球運動的精采之一在於

投手投球的藝術，幫助他們了解自己的缺點及不正確的地方，預防傷害因積少成多而造

成無法彌補的傷害，也能了解其運動是否符合力學的原理及所運用的肌群，找出其易造

成受傷的關鍵，並且教導球員注重運動前的熱身和運動後的冰敷及和伸展，讓大家都擁

有基本的傷害防護的觀念，才能確實的預防傷害的發生，並為傷害防護盡上一份心力。 

 

關鍵詞：投手，肩部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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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前言 

    棒球是台灣的國球，是運動中少數能被社會各階層的朋友都能熱愛觀賞的運動項目

之一。專業的棒球訓練，是必須從小時候開始訓練做最基礎的動作訓練和觀念訓練，青

少年和成人時期則是著重在技巧、戰術和體能與力量的整體表現。不管是熱愛棒球的你

我或是正在接受訓練的球員，都必須知道棒球這項運動可能會造成的運動傷害以及預防

與治療的方法；這樣不僅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延續棒球運動生命。 

第二節、研究動機 

根據美國的醫學報導指出，棒球的運動對人體所造成的運動傷害百分比為：58％發

生在上肢，因長期、大量且反覆投擲動作所引起的，肩頸酸痛、手臂肌肉酸痛、肩旋轉

肌肌腱炎、肱二頭肌肌腱炎、手肘疼痛等問題。15％的運動傷害發生於腰部與軀幹，如

單側的下背肌肉拉傷等。27％的發生於下肢，如膝蓋軟骨磨損、膝蓋內外側韌帶拉傷、

腳後跟肌腱發炎等問題。 

二、探討動機與目的 

根據不同守備位置的選手均會出現不同類型的運動傷害，然而發生運動傷害的原因

可歸類出幾個原因：一、不良的運動技巧，棒球投球與打擊動作是一個必須全身上下協

調與平衡的動作，許多選手在適應動作的調整與訓練期間都會引發肩部肌肉疲勞的現

象，反覆以及大量的訓練之下就造成了所謂肩部肌腱發炎的現象；又如內野手中的捕

手，因為蹲姿的關係並不是一個好的投球動作，對於肩部肌肉的負荷也比其他內野手

大；外野手因為傳接球的距離遠，又必須快速回傳打擊出去的球，也常在情急之下造成

肩部或是腿部肌肉拉傷。二、熱身的不充足：許多選手的受傷是因為配合戰術與訓練內

容中突然的指令而改變動作所造成受傷，如盜壘、或是防守時免強接球，發生最多的是

內野手的腿部肌肉拉傷。三、復健治療與肌肉訓練不完整：不少選手因為求好心切，不

願意讓自己疲勞和受傷的身體受傷太久以導致球感和技巧的流失，很免強的讓自己再去

面對高強度的運動訓練，結果就是反覆性的受傷以導致演變出更嚴重的併發症，如骨刺

等問題。四、意外的發生：棒球運動之所以精采是在挑戰人類的視覺與動作反射的極限，

然而小白球的威力所造成的意外也不少，如觸身球、打擊時的自打球、撲壘或撲球所造

成的肩關節脫臼、滑壘造成踝關節韌帶拉傷等。 

貳、棒球投手狀況 

  在棒球的分類上，又以投手的投球份量最大，因而發生上肢傷害的比率來的比其他

守備球員大。而在投手上肢－肩關節傷害中，旋轉肌群的傷害是為一常見的軟組織傷害。 

投球動作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準備姿勢、舉臂動作、加速期、減速期、順勢動作。

針對肩部旋轉肌群的內旋及外旋的二個肌群來介紹其解剖構造。旋轉肌群受傷之機轉以

二個時期舉臂動作期和加速期的這二個時期為最易受傷來進一步分析。預防旋轉肌群受

傷的防護我把他分成內旋肌群的強化運動和外旋肌群的強化運動加上旋轉肌群的伸展

運動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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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先發投手平均一場球賽均投100球左右，投手在一場球賽中扮演著重要靈魂人

物。倘若先發投手不好的話會影響到一場球賽的勝算。 
貳、常見傷害： 
 一：重覆性傷害症候羣（syndrome） 

相關的診斷(Related Diagnoses) 
(一)棘上肌肌腱炎(Suraspinatus Tendinitis) 
        此病變通常靠近肌肉肌腱接合處，造成手高舉過頭時會有疼痛弧；在撞擊測試

時會痛(在肩胛骨固定時強迫將肱骨延著肩胛面上舉，使大結節撞擊到肩峰；或在肱

骨屈曲、內轉時以及在患者的手放在背後時觸摸在月峰下緣到前側的肌腱。)由於解

剖位置相近很難去辨別是部分裂傷或是三角肌下滑囊炎。 

(二)棘下肌肌腱炎（Infraspinatus Tendinitis） 

       此病變通常靠近肌肉肌腱交接處且在高舉過頭或向前舉的動作時會有疼痛弧。

在患者水平內收如外轉肱骨時觸摸肩峰下緣至後緣的肌腱時會痛。 

(三）二頭肌肌腱炎(Bicipital Tendinitis) 

      此病變影響到橫肱韌帶之下或未端的二頭肌溝中的長肌腱。此骨溝的腫脹具限制

性且使此問題更複亭而難以解決。當肩關節屈曲前臂在外旋姿勢用力(史必得現象

Speeed＇s sign)以及觸診二頭肌溝時會疼痛。肱骨下壓肌的斷裂或脫位可能會加劇

組織在肱骨上腔的夾擠。 

(四)其他肌肉肌腱的問題(Other Musculotendinous Problems) 

      受傷過度使用或重覆性傷害會發生在任何受到壓力的肌肉。當受傷肌肉。當受傷

肌肉擺在牽張姿勢或是抗阻力收縮時會產生疼痛。觸診此病變處也會引發類麼的疼

痛。 

(五)滑蘘炎 (三角肌下或肩峯下)(Bursitls Subdeltold Subacromlal) 

在急性期，症狀如同棘上肌肌腱炎。一旦發炎控制住了，給予阻力時則不會痛。 

(六)姿勢不平衡 肌肉長度 肌肉不平衡 

在此敘述了導致此部位不良機轉或發生疼痛症候羣的可能病因，也就是肩帶複

合體的姿勢組合顯現出前面緊繃而後面構造被牽張和無力的現象。可能也和不良的

脊椎姿勢有關。 

 二：夾擠症候羣（Impingement  Syndrome）                    

 三：肩部不穩定（Shouider  instability）不穩定已被認為可能是關節鬆弛造成的臨

床現象，但通常與旋轉肌環帶疲乏以及旋轉肌環帶合二頭肌長頭的動態穩定機轉不

足有關。肩峯下腔的組織可能會被夾擠或形成肌腱炎。肩關節的不平衡可以用其頻

率(急性 再發)、受傷程度(重大傷害、輕傷、不隨意、隨意的)、方向(前、後、下、

多方向的)合不穩定的程度(脫臼、半脫位)來診斷。 

四：旋轉肌環帶裂傷（Rotator Cuff Tears） 

一、 棘上肌肌腱炎（Supraspinatus Tendinitis） 

二、 棘下肌肌腱炎（Infraspinatus Tendinitis） 

三、 肩胛下肌（Subsopu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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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圓肌（Teres minor）旋轉肌環帶裂傷可以分為急性、慢性、退化性，部分或全

部斷裂。尼爾曾確認旋轉肌環帶裂傷是第三級的夾擠症候帬，是一種典型發生在超過40

歲而有旋轉肌環帶裂傷或二頭肌長頭的重覆性輕微受傷的狀況。隨著老化，棘上肌肌腱

末端部份特別容易因過度使用性拉傷的夾擠或壓力而受傷。由於退化性變化，會發生鈣

化而最後肌腱斷裂。肌腱承受張力造成慢性缺血以及老化後癒合不佳是可能的解釋，但

尼爾指出以他的經驗，百分之九十五的裂傷是起因於夾擠的耗損而非循環障礙或外傷。

部份裂傷可能發生在手張開時跌倒的老年人。在年輕患者裂傷經常是由於激烈的受傷。

裂傷可能是一部份或全部，可能有或沒有脫臼或結節的脫位性骨折。裂傷會疼痛且常見

肩部外展和外轉的肌無力。 

六：肩部肱骨關節盂內轉缺損症候群（Glenohumeral Internal Rotation 

Deficit-GIRD）肩部肱骨關節盂內轉缺損症候群，它的特徵就是投手在將手高舉過頭準

備將球投出的那一剎那會感覺到肩膀的疼痛和酸軟無力。這是因為在投球的動作中，一

開始投手往往會將肩膀高舉過頭，做一個過度外展與外轉，於是肱股頭會在關節盂內產

生往上及往後的滑動與移動，接下來將球擲出的瞬間，在關節囊的後方及下方便產生了

一個約體重80﹪的拉扯力道。這樣的一個不正常的動作應力便有極大的可能會導致關節

盂的撕裂傷甚至旋轉袖肌的部分斷裂。長久下來，因為這樣的一個過度且重複動作的拉

扯，引發了關節盂環的斷裂導致了肩關節的假性鬆弛。之後只要投手一做投球動作，接

著便會發生肩關節的內轉動作產生了障礙的情況。 

參、處理急性期 

      發生運動傷害時，應立即停止運動、立刻休息，同時在受傷部位進行冰敷、用彈

性繃帶施行壓迫性包紮、並抬高患部。休息的目的是為了減少疼痛、出血或腫脹，以防

傷勢惡化。壓迫和抬高也是為了止血止腫。冰敷除了上述作用外還具有止痛鬆筋的效果。 

急性運動傷害的「R、I、C、E」原則：  

R （Rest）：休息。 

I （Icing）：冰敷。 

C （Compression）：壓迫。 

E （Elevation）：抬高。雖說每個選手都有丟球..但投手對肩膀..手軸..手腕的使用率..

實在是大大超過野手群嚕!!重複..過度的使用同一肌肉群..易使週邊微血管破裂..破

裂後會在受損部位大量溢出血液並凝結..造成血路不通..進而導致受傷..所以要冰

敷.. 

另外受傷率第二順位就是捕手..因為投手投幾球..捕手就得回傳幾球..雖說沒用

力..但手臂使用率是同樣的..加上要牽制各壘跑壘員..尤其是長傳二壘!!更容易使其

受傷!! 

受傷率第三順位當然是外野手啦..因為要長傳回本壘..若稍一不慎使力錯誤..受

傷隨之而來..所以..並不是其他守位不用冰敷..只是時效性的問題罷嚕..投手不論在

使用率..受傷率都大大高於野手..故需立即冰敷..而野手若沒立即受傷..只要在黃金

24小時內冰敷完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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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冰敷法、冰敷的作用  

當我們從事運動時，肌肉、結締組織（含韌帶、肌腱等）、血管甚至骨骼，都可能

在運動過程中受到損耗。  

有些組織的破損，會導致血液、淋巴液等物質，在受損部位大量溢出並凝結，造成

「血路不通」。  

冰敷的作用，是透過降溫，讓這些受損的部位不要一下子溢出太多的血液、淋巴液

等，才不會「將血路堵住」。  

簡單的說，冰敷有「消腫止血」的作用。  

 

※冰敷的理想時機  

了解冰敷的作用之後，我們不難推測，冰敷應該在運動後或傷痛產生時盡快進行，

雖然有「24小時內冰敷都有效果」的說法，但愈早進行冰敷顯然愈好。  

以投手投球的例子來說，投球以後肩部微血管大量破裂，如果馬上冰敷，可以立刻抑制

血液從破損的微血管溢出，若等到投球後一小時候才冰敷，則讓血液有一小時的時間從

破損的血管中流出來，冰敷的成效就會打折扣。  

 

※最理想的冰敷方式  

冰敷的時候，最好每次能進行20至30分鐘，進行的時間若不夠，無法發揮效果，

冰過頭則可能傷害皮膚，所以最好能以每次20-30分鐘為宜。  

至於到底該冰20還是30分鐘？應該以個人的感受為主，有的人冰20分鐘就會痛得吱吱

叫，就不適合冰太久，有的人冰的時候好像沒什麼感覺，就可以冰久一點。  
當需要冰敷的時候，在24小時內，應該要盡量2-3小時一次、盡可能冰愈多次愈好，否

則冰敷結束後，體溫一恢復，冰敷的效果就會打折扣，能夠冰愈多次是愈好的。 
 
※冰敷的「有效期限」  

那麼，冰敷應該進行多久呢？依照最新的研究指出，48小時內都是冰敷的最佳時

機，如果症狀嚴重，甚至於必須連續72小時冰敷。 
 
急性期，發炎反應 
特        徴 : 血管的變化、細胞和化學物的滲出、血塊形成、吞作用，中和刺激物。 
臨  床 徵 狀 : 發炎、組織受阻力之前會疼痛。 
物理治療介入 : 保護期、控制發炎的影響、儀器、選擇性休息、固定促進早期癒合和預

防休息的不良效果、被動動作，按鈕和小心的肌肉定位收縮。 
 
亞急性期修復和癒合 
特        徴 : 移除有毒刺激物、微血管床生成、膠原形成、肉芽組織、非常脆弱，容

易受傷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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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 床 徵  狀 : 發炎減緩、組織受到阻力的同時會痛。 
物理治療介入 : 動作控制期、促進癒合；發展可動的疤痕、不具破壞性的主動、阻力，

開放和閉 鎖鍵穩定，以及肌肉耐力運動，強度和角度的進度要小心。 
 
慢性期成熟和重塑 
特        徴 : 結鍗組織的成熟、疤痕組織的攀縮、疤痕重塑、膠原隨壓力而排列。 
臨 床 徵  狀 : 發炎消失、組織受到阻力之後會痛。 
物理治療介入 : 功能恢復期、增[進疤痕的力量和排列；發展功能性獨立。漸進式牽張，

肌力加強，耐力訓練，功能性運動以及特定性訓練。 
 
一、使用拐杖協助肩關節旋轉，手臂在身體兩側。 
二、操縱桿運動。使用拐杖做自我協助式肩關節旋轉。也可以做屈曲 伸直和對角線模

式。 
三、耾骨在肩胛面外展的等長收縮阻力運動。肩關節白擺在肩胛面外展 30 到 60 度，對

耾骨施以控制性徒手阻力。 
四、等長收縮運動的自我阻力、肩關節屈曲外展和旋轉。 
五、使用牆壁提供等長收縮運動的阻力、肩關節屈曲外展和旋轉。 

對肩胛動作的徒手阻力。對上舉和下壓的阻力。對前突和後縮的阻力。患者的手跨

放在治療師的肩上以便治療師對啄突和肩峯突起施予阻力時保護肩胛骨；另一手放在肩

胛後方以阻力抗後縮。以上舉增加肩關節屈曲的自我牽張。 
以上舉增加肩關節外展的自我牽張。 
增加肩關節外轉的自我牽張。增加肩關節伸直的自我牽張。 
胸大肌的主動牽張。治療師將患者的肘關節停在終點姿勢，患者呼氣。 
胸大肌的自我牽張，手臂呈倒 T 的姿勢以牽張鎖骨部分，以及在倒 V 姿勢以牽張胸骨

部分。牽張胸大肌的棍棒運動。 
胸大肌的主動牽張。治療師在終點姿勢時固定住肩胛和啄徒突，患者呼氣。 
提肩胛肌的主動牽張。當患者吸氣時治療師固定其頭部和肩胛，患者抗阻力收縮肌肉。

當患者放鬆，胸廓和肩胛會下壓而牽張肌肉。 
提肩胛肌的自我牽張。肩胛向上旋轉和肩胛下壓。 
阻力性肩關節外轉。使用物質手握重量和牆上滑輪。 
肩關節的阻力式內轉。使用手握重量。將重量放在患者下方的手，以抵抗外轉阻力。 
士兵應舉。開始時手臂在身側外轉加上肘關節屈曲和前臂旋後，將重量高舉過頭部。 
在俯臥姿勢下以手握式阻力做肩胛後縮。 
肩胛前突；將彈性阻力帶向前推。閉鎖鏈肩岬和盂耾穩定運動。兩手靠在牆上以最小載

重做兩側支撐。在較不穩的平面做單側支撐。治療師在患者抵抗阻力穩定時或向兩側移

動時給予阻力。節律性穩定運動。患者以肩帶肌肉穩定抵抗治療師所施的阻力。屈曲-
伸直、外展-內收，和旋轉的阻力以節律的順序施予。 
肩胛內收運動，手臂擺在以重力為最大阻力的姿勢。更進一步可以將重量放在患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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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併抗阻力的肩胛內收加肩部水平外展和外轉。 
接有重量的(Plyoball)，以對腳線伸直模式和對角線屈曲模式。\ 

肆、預防運動傷害 

一、加強您的身體柔軟度，尤其是肩部各方向的伸展運動。 

二、訓練您的肌肉力量，協調的投擲動作上肢是不需要出很大的力量，反而是下肢與軀

幹的肌肉力量訓練比較重要，然而肩部的肌肉力量訓練必須著重在旋轉肌群的訓練。 

三、訓練與賽後的身體保養：您們是否注意過投手下場之後肩膀和手肘用彈性繃帶包裹

著一大包的樣子。那是棒球投手在賽後會以冰敷讓疲勞的肌肉所降低發炎的例子。

不論是肩膀、手臂、手肘、膝蓋、腳踝等部位。建議在長時間的比賽或訓練後，能

冰敷15-20分鐘。 

四、正確的復健觀念：復健中的物理治療，可以有效的控制疼痛，在體內建立一個良好

的復原環境，可以讓您快速的回到練習場上。 

五、正確的護具使用：為了避免意外的發生，棒球運動快速的變化之下建議您該擁有的

護具還是必須添購。如打擊安全帽，捕手護具、打擊護具等。加強肩部肌力訓練和

自我牽張運動(Stretch excise)。投手在一支球隊裡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投

手在於肩部需保護得很完美，才可使一支球隊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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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民俗療法對身體關節整復效益之探討 
 
 
 

摘 要 

運用民俗療法是中國民間流傳下來可以治療或紓緩身體不適症狀的方式之ㄧ。中

國的民俗療法有很多方式，本研究以太極勁推拿術及脊椎活化整療法，了解以此法進行

身體關節整復理療過程的療效為何？在理療保健過程中，運用太極勁推拿術可避免紮針

之痛及服藥之苦，運用此法有特殊的理療作用、理療原則及一定的理療範圍。本研究所

要探討的以太極勁推拿術的理療模式，針對骨骼系統、肌肉系統、神經系統所產生的病

因，了解發病機制、病理變化，更透過臨床的理療過程，使身體關節恢復原來的平衡狀

態；幫助身體內因活動所生成的廢物，以較快的新陳代謝速率，並透過血液將廢物排出

體外，主要目的是使身體關節功能逐漸恢復，達到舒筋活血，恢復體能增進身體活力。 

 

關鍵詞：民俗療法，身體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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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前言 

    由於健身活動的推廣，提升社會大眾對於公共衛生的重視，更藉由政府相關部門

對於醫療技術及儀器不斷研發及經營，使台灣社會已擁有高水準的醫療系統。再加上相

關單位的宣導，促使台灣民眾對於個人健康維護觀念意識抬頭，在日常生活起居上，重

視養成正確的生活習慣，減少一些文明疾病發生，更配合醫療機構的協助與診治，使得

人人都能過著康健的生活。 

二、研究動機 

  台灣目前的醫療體系是中西醫合併的方式進行，在中醫系統可區分為多種醫療方

式，而民俗療法目前尚未歸類在中醫正常體系中；但民俗療法在民間卻是一般民眾遇到

手腳與腰部扭傷、挫傷或脊椎異常時，尋找就醫的方法。雖然，民俗療法未列入正常醫

療體系中，卻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何時才能列入國內醫療體系中，是民俗療法從業

相關人員及有關單位需加油的地方。在民俗療法的領域裡，最主要的目的是恢復肌肉神

經骨骼系統，使身體體態處於最平衡狀態及避免身體關節疼痛。 

貳、民俗療法的起源與歷史沿革 

  人體有五臟六腑為其動力之根源，在中醫則叫作經絡。所謂的民俗療法在中華傳統

的民俗醫學裡，人體的的臟腑共有１２個經脈，例如：肝、心、脾、肺、腎、心包、膽、

小腸、胃、大腸、膀胱、三焦等等，臟腑各有各的功用，在身體的兩側各有一條穴道，

順脊椎而下左右各一條。而民俗療法則是以針炙、推拿、按摩、氣功等等，以經絡穴道

為基礎，加以治療，而達到人體保健的效果。 

一、民俗療法的種類                                                  

民俗療法一：刮痧…簡單易學，針對中暑效果佳，但是多數人都不懂裝懂，自以為用力

就是好，易造成二度傷害。 

民俗療法二：拔罐…基本上與刮痧接近，效果稍強，用途較廣但是使用上稍麻煩。 

民俗療法三：放血…除了拔罐擁有的特性之外，並擁有極佳的退熱，破瘀功效，在針灸            

前使用能明顯增加療效。 

民俗療法四：灸療…以通經活絡為主要功效，需注意燙傷的危險，也要避免在有風的地

方使用，應在通風良好處使用。 

民俗療法五：氣功…原本屬於養生術，如今被歸類為民俗療法，搭配其他療法效果較顯

著。 

民俗療法六：按摩…主要是以放鬆肌肉為目的，也有些為治療疾病的效果，但效果通常

不顯著 

民俗療法七：整復…能治療許多其他療法難以治療的疾病，以傷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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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療法八：青草藥…藥材平日易取得但是某些則具有副作用，應注意病人體質使用。 

二、民俗療法的起源 

民俗療法起先以推拿隱身而來，推拿又稱按摩，從推拿發展的歷史來看，明代以前以 

稱按摩為主，至明代按摩發展迅速，應用於治療小兒疾病，故推拿一詞開始出現，一 

直沿用至今。 

關於推拿，按摩的名稱問題，在『厘正按摩要術』講得十分清楚，推拿者即按摩之名也。 

推拿最初只是用於自我的醫療保健，隨著對推拿的實驗、認識和發展，被廣泛地應用

於疾病的治療，並逐漸形成了推拿這門學科的雛形。 

三、民俗療法的歷史沿革 

  據現存史料記載，兩千多年前扁鵲治療號太子尸厥病，其弟子子游按摩法，這是我

國最早關於推拿的文字記錄《周禮疏案》。又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秦漢時期，我

國就有第一部推拿專著《黃帝歧伯按摩經》十卷(此書以佚)。在戰國時期成書的《黃帝

內經》中，有數千篇目記載了推拿可以治療痹痿、真心痛、熱厥、譫妄症等，並發明有

圓針、矮針等推拿工具。1973 年，長沙馬王堆古墓出土的西漢文物《導引圖》，描繪有

用擴胸、搥背、按腰等各種導引姿勢防治疾病的推拿圖資料。可見當時自我推拿較為流

行；到了東漢時期，推拿已有了一定的發展，某些推拿價值已經用於醫療實驗。名醫淳

于意善用寒水推、張仲景《金匱要路》中有〝膏摩〞的記載，並首創手法急救醫療，魏

普時期推拿已較多地應用於急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葛洪，他在《肘後救卒方》中介

紹了關節脫位的整復手法，用推拿治療〝卒心痛〞、〝抓人中治猝死〞、〝抓臍上三寸〞；

拈取其脊骨皮的方法治療卒腹痛等。拈取脊骨皮的方法為後世小兒揑脊椎法奠定了基

礎。 

  隋唐時期是推拿發展的鼎盛時期，推拿已成為一門獨立學科。隋太醫署(當時全國

最高的醫學教育機構)已經設有按麼博士這一教學職務。唐代按摩科已列入太醫署四個

醫學部門之中，臨床按摩與按摩教學已有某種程度上的分工，設有按摩治療為主；按摩

博士從事教學，並在按摩師、按摩工的輔助下，教按摩生「導引」、「除疾」、「療傷」、「正

骨」的方法。 

 這一時期推拿發展具有以下特點： 

（一）、自我推拿盛行，主要用於養生保健(見巢元方《諸病原候論》 

（二）、推拿已不局限於軟組織損傷及骨傷病的治療，而廣泛地應用於內科、外科、小

兒科，見《唐元典》。 

（三）、小兒推拿興起，主要用於「鼻寒」、「涕出」、「夜啼」、「腹脹滿」、「不能哺乳」

等疾患，見孫思邈《千金要方》。 

（四）、按摩輔以價貫(膏劑)治療盛行，發展了藥物外用與手法結合的治療方法，且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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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種類很多，可根據不同病情選擇應用，並用於小兒防病保健。 

（五）、隨著唐代經濟、文化的繁榮，交流活躍，外按摩交流也日益頻繁，中醫按摩開

始傳入日本、朝鮮等國，同時受佛教文化的影響，古印度的「婆羅阿按摩法」等

也傳入我國，可見唐代已經開始了國際間推拿學術交流。 

  宋金元時期雖然未將按摩列為專科，但推拿作為一門獨立的學科，仍顯示初其強大

的生命力。推拿治病的範圍得到進一步的拓展，具體表現在： 

（一）、推拿開始應用於婦產科，如宋醫龐安的按摩催產「十愈八九」創手法助產之先

列。 

（二）、推拿應用於眼科疾病的治療，開眼病推拿之先河。 

（三）、推拿療法的理論體系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和完善，中醫理論與推拿作用的緊密結

合，如張家正認為推拿同樣具有汗、吐、下作用的新見解，見『儒門事業』『經

濟總錄』則明確指出推拿具有斡旋氣機、周流榮護、宜搖百關、疏通凝滯的作

用。 

（四）、正骨推拿更趨發展，廣泛應用於關節脫臼、骨折、扭內挫傷等症見（世醫得救

方），（經濟總錄）為後世的正骨推拿奠定了基礎。 

（五）、有推拿專著的出版，如據宋史 芸文志記載，宋有（按摩法）（按摩要方）各一

卷，可惜已佚。 

    到了明代，推拿又被列為太醫院十三科之一，並進行規範的醫學教育，沒有醫官．

醫生，醫士等分別，擇師而教，學制三年，五年。 

  推拿的發展具體： 

（一）、推拿這一名稱開始出現，由按摩改稱推拿，這在推拿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

義。 

（二）、推拿在兒科疾病治療上具有重大發展，形成了小兒推拿理論、手法、穴位等方

面獨特的推拿體系。 

以上這兩個特點，在清代張振鑿<<更正按摩要術>>．一書中描述得非常清楚。此外，

推拿手法種類明顯增多，如增加推法，拿法，掐法等，並有複合式推拿手法應用臨床。

還有小兒推拿專注的出版，如<<小兒按摩經>><<小兒推拿方法活嬰密旨全書>><<小兒秘

訣>>等，都是最具影響的推拿專著。 

  清代推拿的主要成就有：出版了<<幼科推拿秘書>><<厘正按摩要術>>等十餘部推拿

專著，出版了我國第一部<<推拿圖解>>使後人易學易懂，便於掌握要領，在正骨推拿的

基礎上，<<醫宗金鑑正骨心法要旨>>將正骨推拿歸納為摸、接、端、提、按、摩、推、

拿八法，使正骨推拿發展成為相對獨立的學科體系。經過不懈的努力，推拿已發展成各

具特色的兒科推拿、正骨推拿、一指禪推拿、滾法推拿、武功推拿、經穴推拿等眾多的

學術流派，使民俗療法的內容更為豐富，也推動了民俗療法的領域學科有了重大發展。 

  總之，民俗療法中之推拿是一門古老而又年輕的學科，說它古老，已有了近五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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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具有強大的生命力；說它年輕，推拿尚有許多奧秘和作用原理，推拿的內涵和

外延有待於進一步探索和研究，隨著人類對非藥物，無創傷的自然療法的偏愛，推拿將

以其獨特的療法和卓著的療效，無毒副作用及簡便驗證的優點，而成為最具發展前途的

醫療學科之一。 

參、民俗療法臨床應用概述 

一、頭皮針療法-以刺激頭皮功能為主，尤其腦血管病變療效。 

二、頭皮功能區拿穴法-以頭皮功能區拿穴為主，尤其頭部疼痛療效特性。 

三、傳統推拿-種類繁多技術參差不齊，長期工作易積內傷。 

四、拔罐療法-種類繁多，技術參差不齊，對於急性病均有舒緩的作用，內出血禁用。 

五、刮沙療法-功能類似拔罐療法，急慢性病痛均有舒緩的作用，內出血禁用。 

六、董氏針灸-台灣董氏特殊針灸術，手術簡單安全，安全有效。 

七、耳穴療法-刺激穴為時間長，可自行理穴治療。 

八、拍擊療法-以竹板拍擊刺激，非常疼痛，止痛效果快速。 

九、整脊療法-全身機能性調整，台灣普遍技術參差不齊。 

十、腳底按摩-全身機能性調整，台灣普遍流行。 

十一、筋絡療法-以刺激緊繃筋肉為主，非常疼痛，對止痛效果快速。 

十二、邱式太極勁推拿術 

  這種推拿術是以太極拳武術發勁的原理，結合中西醫學理論所發展的一種特殊推拿

手法，在工作中不會累積內傷，力量穩定持久，勁道收發自如，長期練習可強身健

體、修練身心，更有改善體型嬌小缺憾之功，發揮最大潛能掌握自己的末年。 

十三、AMCT 脊椎活化整療法 

    Activator Method Chiropractic Technigue（AMCT）最主要的特色是分析兩腳長

度的變化，來理療整個身體關節在活動當中不適時的病理變化，依 AMCT 的通則來理療

身體關節的各部位，在 AMCT 的領域中來分析兩腳長度變化方法，包括分離測試，壓力

測試與應力測試，透過這些測驗可以找到人體軀幹骨架以及四肢關節的半脫部位，當病

患俯臥時，來分析其兩腳長度變化，找出短的一腳，用以 AMCT 來理療，找出骨盆病變

的腳，可以找出受嚴重外傷，產生疾病，身體結構或神經系統受損時，可以從兩腳的長

短變化來理療。 

肆、何謂太極勁? 

   太極勁是一種藉太極拳中的鬆勁來發勁的一種推拿手法，太極勁推拿不僅能運用本

身的重量轉換成力量的特性， 也因為用力少， 工作時間才能更持久，更穩定，如果身

心都鬆弛時， 本身的觸感最敏銳，更能感覺受施者對力量抵抗的反應， 進而達到具有

聽勁(觸感)的推拿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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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極勁推拿術有何特色 ? 

(一)不會累積內傷的用力方法 

(二)勁道收發自如安全、穩定、有效率 

(三)力量持久、勁道十足、不會力不從心。 

 

二、推拿對人體有什麼功能？ 

(一)活血通絡: 動脈供應養分與氧氣提供能量。靜脈必須儘快把使用過的廢用性物質運

回心臟。推拿有直接擠壓動靜脈的作用，增強新陳代謝功能。 

(二)鬆筋(正筋正骨)調節臟腑功能 : 太極勁棉掌推拿可以勁透深層肌肉及五臟六腑，

促進新陳代謝功能，恢復肌力。 

(三) 調節整體平衡 : 工作中姿勢不平衡，長期勞損，肌腱過度疲勞產生酸痛，這是身

體前後左右失去平衡。簡單的說，運用推拿手法恢復肌腱控制平衡的能

力，達到鬆肌肉，鬆關節，甚至於鬆大腦，平衡的調整能力才能恢復。    

 

伍、民俗療法效益探討 
    利用實際百位患者運用民俗療法，以理療方法身體關節整復後，從人體運動引起筋

傷疾病的因素之部位，整理統計資料分析如表一： 

 

表一 百位患者人體關節理療部位統計表 

部位 下肢 腰椎 胸椎 頸椎 上肢 總計 

男 16 7 1 1 6 31 

女 37 9 6 8 9 69 

合計 53 16 7 9 15 100 

資料來源：研究者統計製作 

 

一、 下肢 

    下肢的主要功能是步行，腳、腳踝、膝和髖關節，間的相互複合體提供站立的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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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和走路及跑步的活動基底。下肢功能失調會改變身體其餘部分的功能容積，特別是

在骨盆。 

（一）膝關節 

    膝關節為人體較複雜的關節，所以，我國醫學有膝為筋之府的說法，在膝部有許多

筋膜，筋絡、筋肉（韌帶、肌腱、肌肉起點以及半月板），而勞動和日常生活中，膝部

所受槓桿作用很大，因此易受到扭挫外力的作用而致膝部傷筋，膝部傷筋後，局部氣血

瘀凝阻滯，腫痛，活動受限，治法已活血化瘀舒筋治絡為主。 

 【病因病理】膝關節是全身關節滑膜最豐富的關節，並在上側形成一個滑膜囊一髖上

滑囊。髖上滑囊位於股四頭肌下部之後和股骨之前方，亦稱股四頭肌滑液囊，與膝關節

相通，上界距離 6厘米，其滑膜細胞分泌滑液而滑利關節，和滋養關節軟骨，促使關節

能正常活動。 

    由於打擊、跌倒、扭傷或過度運動，可致膝關節的滑膜充血甚至出血。如不及時治

療則滑膜發生增後，年連進而由於股四頭肌萎縮，使關節不穩。 

  【臨床表現】膝關節腫脹及病變，其疼痛症狀的臨床特點是：膝關節主動極度伸直時，

特別抗阻力時髖下部疼痛，在試圖被動極度屈曲時也很顯著。 

  【理療方法】基礎檢視通則 

    下肢部位：膝部與足部。當檢查足部時一定從 PD 腳的膝部內側開始。 

膝部內側壓力測試—檢查膝部內側是否脫位時，應自膝部內側的韌帶處經加壓，其施力

方向為向外、向下，而且力道必須能穿透腳膝關節。如果在同一位置時，双腳長度變得

比覺較等常時，即可矯治該腳的距骨及膝部內側。 

    矯治方法—上述壓力測試結果為陽性時，依據 AMCT 矯治通則，應對患者進行矯治，

此時距骨應是向前、向下、向內脫位，矯治時接觸點在距骨下方內沿，亦即內腳踝的前

下方，施力方向為向後、向上、向外。 

    膝關節通常是向內，向上半脫位，先按壓膝關節內側韌帶，為了能將儀器尖端置於

正確地方，在觸診時，可以將膝關節做前伸及後展的動做作，以便找出脛骨在膝關節內

側突出的部位。矯治時接觸點在接近脛骨高丘的上方，施力之方向為向外、向下推向膝

關節。 

1.膝部外側 AMCT 法 

    膝部內側經順壓測試及矯治後，双腳長度如果仍然未變等長，或長短差未見改善，

應即進行膝部外側的診治。 

    壓力測試—自膝部外側韌帶施壓，不要接觸到腓骨。施力方向為向內、向下，力道

要能穿透膝關節，經此壓力測試後，如果病人於第一位置時，双腳變等常或長短差異有

所改善，即可對股骨及膝部外側進行矯治。 

    矯治方法—壓力測試判定膝部外側有問題後，依據 AMCT 矯治通則，對該腳股骨及

膝部外側進行矯治。在所有腳骨中，股骨最常脫位，而且通常會向前、向下、向外半脫

位。矯治接觸點為股骨下方外側，亦而股骨及集五腳掌的接合據的後方，施力方向為向

後、向上、向內。 

    膝關節也可能會向外、向上半脫位，先用按壓膝關節外側韌帶，為了能將儀器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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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正確地方，在觸診時，可以將膝關節做前伸及後展的動做作，以便找出脛骨在膝關

節內側突出的部位。施力方向為向內、向下直接推向膝關節。 

    膝蓋骨向下脫位的處理，應力測試—將一手指致於大腿下緣，靠進膝蓋上緣，將膝

蓋腳骨下拉，然後現察 PD 腳在一位置是否變短。矯治方法—將小腿抬至 90 度，施力點：

膝蓋骨下緣，施力方向：向上。膝蓋向外脫力位的處理。應力測試—將一手手指置於膝

蓋內側與治療法之間，經地將膝蓋鼓骨向外推動。然後現查 PD 腳位置—是否變短。矯

治方法—特小腿抬離治療層面，施力點：膝蓋骨体緣；施力方向：由外向內。 

2.膝部邱氏太極脛推拿術 

  【理療方法】膝關節一般病症治療套路手法 

    膝關節是人體最大的屈成關節，由股骨、髖骨及脛骨組成，負重與屈伸運動，主要

是靠韌帶來維持穩定，所以膝關節滑液囊，內、外側副韌帶、交叉韌帶等，因過度疲勞

所產生的損傷，在臨床上是最常見的。 

    治療原則以膝周圍的肌肉，如股四頭肌、骼絡脛束、膕肌，半腱半膜肌、腓腸肌等

為主，達到活血通絡的目的， 

    治療要訣： 

（1）、鬆筋：推擦痛點周圍肌肉，（四頭肌、脛前肌、腓腸肌、兩側副韌帶）。 

（2）、膝關節屈伸拮据法各的五次。 

（3）、肘壓脛骨外側骨經三穴（足理、上為虛、下為虛）每穴約 15 秒後，在請盡

力背屈髁部各約五次。 

（4）、屈膝拉拔法三次。 

（5）、外敷消炎鎮痛膏。 

（二）髁關節 

    髁關節由脛腓骨下端及距骨形成，內側有三角韌帶，外側有腓跟，腓距韌帶。在脛

骨與腓骨下端之間有一個很堅固的脛腓韌帶。髁關節以屈伸為主，內翻的活動範圍較外

翻為大。 

   【病因病理】髁關節傷筋以關節扭傷較常見，由內翻引起的外側副韌帶損傷為最多。

患者常因在勞動及運動中，因場地道路不平或負重過大及上下樓梯斜坡時，突然失腳，

都可引起足科強度向內或向外反轉扭傷。外翻所致的單純內側副韌帶損傷較少，多合併

有內髁或外髁骨折。 

   【臨床表現】有急性扭傷病史，髁部出現明顯腫脹疼痛，不能著地，內、外髁前下

方均有按痛，皮膚呈紫色。外髁扭傷時將足部內翻，則外髁發生劇痛，並在外側有壓痛。

外側關節囊及距肥前韌帶損傷時腫脹主要在關節外側，外髁前下方。內髁扭傷時，將髁

關節外翻，則內髁疼痛加重，患者走路不便，甚至不能走路。 

1. 髁關節 AMCT 

【理療方法】 

（1）跟骨向內脫位的處理 

應力測試－在跟骨外側，施予由外向內的力量。標準的測試方式是使用叩診器輕     

敲，然後觀察 PD 腳在位置－是否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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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方法－施力點：跟骨的前下緣，施力方向由內向外， 

（2）跟骨向上脫位的處理 

應力測試－術者以午掌球貼住患者午髁骨，姆指按位跟骨，四指同時將腳背向下，向後

板動，然後觀察 PD 腳在位置－是否變短。 

矯正方法－施力點，跟骨後上緣，盡量靠近阿基里代腱末端，施力方向，由上向下。 

（3）舟狀骨向前，向上脫位的處理 

應力測試－術者以拇指及食指捏住在舟狀骨突出部的肌肉組織，施予向前，向上的拉

力，然後觀察 PD 腳位置－是否變短。 

矯正方法－施力點：在距骨及脛骨遠端關節前之ㄧ英吋，施力方向，向後、向下朝向腳

跟。 

2. 髁關節邱氏太極勁推拿術 

【理療方法】髁關節損傷治療方法 

    運動時，由於踏在不平的地面上，而致髁關節過度內翻或外翻而扭傷時， 

當衝擊力超越了韌帶衝擊能力，則可能造成韌帶撕裂，斷裂或骨折，脫位急性期的

損傷，原則上先予法正筋正骨後，冰敷消炎止痛為主，陳日性的傷痛，依個人經驗

處置如下： 

（1）、鬆弛腿後腓腸肌阿基里腱。 

（2）、髁關節遮屈拮抗法。 

（3）、拉拔髁關節，同時做拉拔拮抗法。 

（4）、肘壓脛前肌（足浬、上下巨虛）三穴後背屈髁部，勾起再下壓（脛前肌壓迫拮抗

法 

（5）、肘按患側公孫，照再三穴做趾屈伸拮抗法。 

（6）、外敷鎮痛消炎膏。 

（三）髖關節 

    【病因病理】髖關節解剖結構上相當穩定，因間接暴力，引起骶髂部韌帶撕裂傷或

關節半脫位，稱為髂骶關節扭傷，當抬持或搬運重物時斜扭或因摔倒時臀部或半身著

地，身體向左或向右扭轉而使骶髂關節產旋轉剪力。輕者引起關節周韌帶損傷（撕裂

傷），重者可造成骶髂關節半脫位，局部可有出血或腫脹，產生疼痛，功能障礙。 

    【臨床表現】當髖關節扭傷後，走路會頗行，除了髖關節痛外並且還會產生膝粗。

平臥時大腿常處于曲屈外展和外旋部，不願伸直其腿，以鬆弛臀大肌的張力，減少疼痛，

兩腿比較時有極輕徹的長與健側的感覺。 

1. 骨盆髖關節 AMCT 

【理療方法】足膝部經過上述矯治之後如果雙腳仍未變等長，即應進行骨盆壓力測

試。 

AS 腸骨的矯治 

    壓力測試－向下、向內按壓 PD 腳兩側的腸骨膌，腸骨膌的旋力平面與腸薦關節面

平行。隨後檢查病人雙腳在同一位置時，是否變成等長，或長短差異變小；若是，則表

示此側腸骨為 AS，應施與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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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治方法－矯治 AS 腸骨須以 Activator 打三槍，位置分別為： 

（1）、節一薦椎拮節向外半英吋，的薦椎基部後方，施力方向、向前、向下。 

（2）、PSIS 法約一英吋的腸骨膌，施力方向：向下、向內。 

（3）、坐骨結節上方，施力方向：向前、向下。 

    完成 AS 的腸骨矯治之後或做完壓力測試之後，如果雙腳長度差異沒有改善，則須

考慮進行 PD 側的 P2 腸骮矯治。一般而言，PI 腸骨的發生率較高。 

PI 腸骨的矯治 

    壓力測試－以拇指向後，向上，向外按壓 PD 側的薦椎結節韌帶，施力平面與腸薦

關節面平行，隨即檢視在第一、第二位置時腳長變化。 

    矯治方法－矯治 PI 腸骨須以 Acitvator 打三槍，位置分別為： 

（1）、PD 側坐骨脊靠近坐骨結節內側，施力方向，向後、向上、向外。 

（2）、隨即矯治薦椎，施力點為坐骨以內薦椎結節韌帶下方，施力方向，向後、向上、

向外。 

（3）、腸骨凹槽側背後（靠近腸薦關節的外側）。施力方向，向前、向上。 

    通常在做完足膝部及 AS 及 P2 腸骨矯治之後在第一及第二位置時的雙腳應是等長。

最後就骨盆的矯治而言，還需考慮一個問題－恥骨聯合的半脫位。 

恥骨聯合 

  分離測試－請病人將兩腳膝夾緊觀察 PD 腳在第一位置時是長變短。若是，將雙腳

抬至第二位置，再檢視雙腳長度變化，若 PD 腳變長，表示 PD 側內恥骨向上脫位，若變

短，表示恥骨在 PD 腳對策向下脫位。 

  恥骨向上脫位的矯治方式－將仰臥施力點在恥骨上緣（靠近恥骨結節上沿）施力方

向：向下。 

  恥骨向下脫位的矯治方式－將仰臥施力點在恥骨方下緣（靠近恥骨聯合外側）施力

點方向：向上。 

薦椎，骨盆及其相連部位 

  如果根據基本通則的矯治方法， 仍無法消除腸骨 AS 及 PI 所引發的問題，則有必

要進一步依下列原則進行矯治。當下背痛會延伸至臀部，降低腸薦關節的活動度，有時

亦會引起尾椎疼痛。在進行腳長測試時，也可能會有腸薦關節及腰薦關節的情況發生。 

薦椎向上或向下脫位 

  分離測試－將雙腳抬至位置三後放回位置一，檢視腳長變化，如果 PD 腳變短，再

將患者雙腳抬至位置三，再觀察腳長變化，如果 PD 腳在位置三變長，表示薦椎與脊椎

的角度變小：反之，如果變短，則表示薦椎向下脫位，薦椎及脊椎的角度變大。 

  薦椎向上脫位的處理 

施力點：薦椎第三結節上緣，施力方向：向下。 

  薦椎向下脫位的處理 

矯正方法－施力點：第一薦椎結節下緣，施力點方向－向上。 

  尾椎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指示患者用力夾緊臀部，觀察 PD 腳在位置一是否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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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PD 腳變短，將患者雙腳抬至位置二以決定矯正方向。如果 PD 腳在位置二變長，

則尾椎尖部偏離 PD 腳：如果 PD 腳方向，如果 PD 腳在位置二變短則尾椎尖部偏向 PD 腳。 

  矯正方式－施力點：再位置二腳長一側的尾椎基部外緣。施力方向：向上向外。絕

不可直接用活化器對尾椎尖部施打。 

2. 骨盆髖關節 邱氏太極勁推拿術 

【理療方法】髖關節 

髖關節酸痛的特效方法－屈伸拮抗。 

  髖關節直腿或屈腿無力抬高時以屈伸拮抗法，視病患耐受度，施行 2-3 次，可立即

增強抬高力量，如果是完全無力者，可用趾筋刺激法，以木指（木製器材）點刺腳底趾

筋，藉患者不自主屈膝收縮，順練股四頭肌力量，這樣反覆刺激約 5-10 次，訓練一個

月以後，萎縮的肌肉得到復原，且足部的刺激亦可讓大腦神經中樞感覺足部的觸覺訊息。 

二、腰椎 

  腰椎和骨盆帶包括許多結構，這些結構異常足以引起下背痛，應以夠去判定和理療

骨骼肌肉系統的功能異常，而在臨床上，結構診斷過程結合骨盆帶、下半身和下肢骨科

及神經檢查，使得能區分腰椎和骨盆功能異常，更對於下背疼痛的來源，即可找出原因。 

  【病因病理】腰部支持為人體的上半部，它在身體本身各部運動時起為樞紐作用，

成為日常生活和勞動活動最多的部分之一，因此也是最容易受傷之處。而使腰部的肌肉

筋膜、韌帶、椎間關節受到劇烈的扭轉、牽拉和挫撞，而辛然受傷。 

  腰部急性扭傷多發生在腰骶，腰骶關節處和兩側胕轉機。腰骶關節是脊柱的樞紐，

胕骼關節是軀幹與下肢的橋樑，體重的壓力和外來的衝擊力多集中在這些部位，故受傷

機會較多，人體在彎腰時，先由脊椎兩旁的伸脊肌（特別是骶轉肌）收縮，達到維持軀

幹的位置和抵抗體重的目的。韌帶和肌肉的損傷相互之間有密切聯繫，如韌帶損傷後，

在屈腰過程中的支持力量勢必減弱，需要由肌肉來代償，日久又會引起肌肉的損傷。 

  【臨床表現】久見於從事體力勞動或平時缺乏勞動鍛鍊，一般多在不良的姿勢下負

重受傷，部分患者有類似損傷史或有腰背軟組織勞動病史。 

  都是由於稍一扭挫而腰部一側或兩側驟然發生劇痛，腰部不能挺直，俯仰屈伸、轉

側起坐切感不便，腰肌常有痙攣、深呼吸、咳嗽等均能加重疼痛脊椎多向患側傾斜，扭

傷在左側，則身體向左側屈時，疼痛加重。部分患者訴說在扭傷時聽到腰部有＂挌答＂

響聲。 

  急性扭、挫傷，局部腫脹和壓痛較明顯，壓扁點固定的多屬於淤血凝聚，不通則痛，

以傷血腫，如扭傷後外無顯著腫脹，壓痛點不明確，有痛＂無定處＂竄動的感覺，多屬

傷氣，俗稱盆氣，但氣血不能分割，而是相互影響的，所以一般臨床多見氣帶血淤型，

即既有傷血又有傷氣的症候。 

  【理療方法】測試並矯治骨盆之後，依據 AMCT 基礎檢視通則 L5.L4.L3.L2.L1.進行

測試。 

第五腰椎 L5 

  分離測試－請將 PD 側的首至於下背部。 

  矯正方式－依據長短定律決定側患所在，接觸點為乳頭突，施力方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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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腰椎 L4 

  分離測試－將 PD 腳對策的手置於下背部。 

  矯治方式－依據長短定律決定患側所在，接觸點為乳頭突，施力點方向：向    

  前：向上，施力點通過關節的平面緣。 

第三腰椎 L3，脫位的處置 

  L3 脫位可能同時引起膝蓋不通，活動度降低，皮膚異常等問題。 

  分離測試－矯正完 L4 之後，指示將手放回床上，分離 L3 的做法是紙將 PD 

  側的臀部輕輕抬離床面，動作不用太大，只需讓前上腸棘（ASIS）些微離開 

  床面即可，其目的是分離腰椎中段的 L3 附近的肌肉及關節，觀察 PD 腳在位 

  置－是否變短。 

  矯治方式－依長短定律判定患側，施力點：乳突。施力方向：向前：向上：  

  與關節面平行。 

第二腰椎 L2 

  分離測試－將雙手置於下背部。 

  矯治方式－依據長短定律決定患側所在，接觸點為乳頭突，施力方向：向前： 

  向上，施力點通過椎關節的平面線。 

第一腰椎 L1 

  分離測試－將 PD 對側置於下背，PD 側的手置於頭部外側置於床上，其目的 

  是分離腰椎中段的 L1 附近的肌肉及關節觀察 PD 腳在位置一是否變短。 

  矯治方式－依據長短定律判斷患側。 

  施力點：乳突，施力方向：向前：向上：與關節面平行。 

  【理療方法】腰部疼痛推拿治療流程表 

1. 輕鬆背（棉掌透勁） 

  推拿路線從鬆腰起，是為了避免緊張型的患者，推背時容易引起咳嗽過程中並

非鬆膀胱經而已肩部，背部腰部都要同時兼顧。 

2. 腰椎脊突肘壓法 

以肘間側壓突脊向左右旋轉，手法要訣在於肘間抵脊突旋轉脊椎，手法要穩 

定而緩，刺激量（劑量），視病況加減。 

3. 封腰（補中益氣加強療效） 

以拿法封脾俞、胃俞、三焦俞、腎俞（命阿穴旁）氣海俞、大腸俞。拿法要 

訣：以身體重量運動勁於指（四指併攏）五指向下壓拿，手法要穩定，持續 30-50 秒。 

4. 分推臗關節（鬆薦推） 

  先屈一腿或 4字型，一手按髖骨側緣，另一手按壓膝部，分推向下向外，兩側輪流

操作 2-3 次中間。 

5. 刺大腿解痙攣緣鬆腰 

以劍指或切指法壓迫縫匠肌並以另一手切指輕壓腹部，勁道以患者腹部緊縮 

上挺為度，左右腿各操作 2-3 次，對於薦推緊繃酸痛療效明顯。 

6. 大腿內收肌群與外展肌群拮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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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收肌群拮抗法是令患者－腳屈膝，操作者一手輕按腸骨前緣，一手按膝拮 

抗，不可雙腳同時操作，對展肌群拮抗法，則必須雙腳同時操作，這兩種手法主要以腰

部無力久站、坐骨神經痛、中風後遺症、行走無力、婦女經痛、頻尿等症狀為主，操作

時視病況調整劑量。 

7. 脊椎旋轉拮抗法（轉腰疼痛的特效手法） 

令患者在腳屈膝，左腳向左側旋脊椎，施者一手輕按膝蓋，一手按股外側， 

令患者盡力旋轉左腳回上位藉以增強夾脊肌群的肌力，對腰部疼痛特效。 

二、胸椎 

  胸椎由 12 個椎體構成，而且往後凸，胸椎與肋廓相關而且以單一單位來運作，改

變的胸椎功能會影響肋廓，改變肋廓功能也會影響胸椎，而對於呼吸治療上，胸椎的重

要性是在提供最理想的胸廓呼吸和循環的功能，胸椎也對神經很重要，因為它和自主神

經系統的交感神經分支有關，所有 12 節胸椎的脊髓是交感神經節前神經纖維的起源，

由胸椎的椎間和出口，和交感神經節側索相接或者橫過交感神經節側索到肋椎關節的前

方，回憶起源於交感節前神經在第一段 4-5 節的胸脊椎是從橫膈上進入身體和內臟，而

在橫膈以下的交感神經節前神經纖維是由 T5 以下的胸椎推來的，而許多組織結構不正

常時診斷為身體性功能失調，可以表現在改變分泌動作，豎毛運動、以及皮膚內臟的血

管運動功能，因為交感神經系統是分段的組織，皮膚臟器和體內臟器共享許多交感神經

系統反射，內臟和體節共享椎髓前神經支配的來源，證明組織結構不正常可能會引起功

能失調疾病。 

【病因病理】 

1. 由於外來暴力如跌打、碰撞、隨墬或爆炸氣浪沖擊所傷，可導致胸壁肌 

膚溢血或肺破裂出血而發生氣胸、血胸病變。 

2. 由於舉重扛抬、用力不均或動作突然，而致氣血驟然壅聚，上述兩種病症屬 

於新傷。 

3. 由於傷後失於治療或治療中輟，致使氣血不和，或瘀散而未淨，病情纏綿不 

癒，並正屬於陳傷。 

【臨床表現】 

（1）胸部倂傷是指胸部扭近盆氣傷，多以傷氣為主，單純傷氣者，有扭傷或併傷史，

在扭併盆氣之後，當時無自覺症狀，活動如常人，當經休息之後，感覺胸部扳緊

不舒牽挚隱痛，疼痛不固定於一點，所謂＂痛無定處＂，如傷氣及血或氣血兩傷，

在傷後立即自覺胸部扳緊挚痛、胸悶不舒、甚至牽引背部，先者呼吸、咳嗽均可

引起陣痛，或可見傷處略有腫脹等狀。 

（2）胸部挫傷，是指胸部跌打挫擊傷，多為氣血兩傷，胸部有直接挫擊外傷史，局部

疼痛明顯，可見腫脹及明顯壓痛點，傷有重、輕、中之分。輕型，胸部受傷後，

胸椎肌膚或肋骨骨膜挫損，經絡破裂，外型可見輕度腫脹、或見膚色青紫、局部

疼痛、壓痛明顯，但無骨折現象；中型，為胸壓肋膜，挫傷腫痛顯著，並伴有肋

骨單純性骨折，有擠壓痛體徵，或兼痰中帶血；重型，除有上述傷痛症狀外，並

伴有多根肋骨移位性骨折，或併發氣胸、血胸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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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肋廓 

  肋廓包括：十二個胸椎、十二對肋骨。胸骨：相關的韌帶和肌肉。肋骨維持胸廓的

型態，一個圓錐形內臟的房屋，主要有心臟、大血管、肺臟、氣管和食道，胸腹隔膜的

功能可當做胸廓椎體的活塞，改變呼吸時相對的負壓，除了主要的呼吸肌之外，橫膈膜

是靜脈壓，和淋巴系統的主要幫浦。 

【病因病理】 

（1）肋廓併傷，多在工作或體育運動之間，驟然用力過猛，輕則氣機阻滯，壅聚分道，

為氣傷則痛，重則血管破裂，營血液於肌膚之間，為形傷則種；再則氣瘀血兩傷，

腫痛並見。 

（2）胸腹挫傷，可由於跌、打、撞受傷。輕則腹壁經絡破損，營血阻溢於經隧內外；

重則損傷由表反應內動臟腑，如胃腸震擊挫傷，則出現腸胃弱的病理症狀；更嚴

重者可至臟腑破裂，穿孔改至血管斷裂，引起腹腔內大出血或腹腔慢性感染。 

【臨床表現】 

（1）肋廓併傷，有急性與慢性兩種，急性迸發傷多是氣血兩傷，慢性迸傷多以傷氣為

主，前者症起人體活動之間，傷後而痛，輾轉困難，咳嗆疼痛加劇，腹壁肌肉板

模，觸之僵硬，壓痛或推按；後者症起緩慢，因工作過久，腹肌勞累所致，當時

無所苦楚，經休息之後，再行工作時即出現，腹部隱痛，嚴重不舒，咳嗆時牽製

疼痛，不能負重工作等現象。 

（2）胸腹挫傷，有輕重不同，腹壁挫傷屬於輕型，內臟挫傷或破裂穿孔均屬於重型。 

【理療方法】 

  腰椎矯治之後，依據 AMCT 基礎檢視則應該診斷下胸椎的 T1 至 T12，依胸椎則視狀

況分別予以矯治。 

第十二胸椎（T12） 

  分離測試－將 PD 的手舉至於頭部上方的治療台。 

  矯治方法－依據長短定律決定患側所壓，接觸點為橫突，施 D方向：向前， 

  向上稍向內 60 度角，施力點通過椎關節的平面線。 

第十二肋骨 

  分離測試－將 PD 側的手上舉至於頭部上方的治療台（與第十二胸椎的分離 

  測試相同），深吸一口氣後作短暫屏息，比如動作應該會使肋、椎連接處受 

  到壓力，若是，依長短定律決定患側。 

  矯治方式－接觸點為橫突外側的半英吋處。施力方向：向外、向下 45 度， 

  有時十二肋骨會向下、向外脫位，此時施力點方向為向內、向上。 

第八胸椎 

  分離測試－將雙手舉至於頭部上方的治療台。 

  矯治方法－依據長短定律決定患側所在，接觸點為橫突。施力方向：向前、 

  向上、稍向內，施力點通過椎關節的平面線。 

第八肋骨 

  第八胸椎矯治後即做對側肋骨的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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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矯治方式－接觸點為橫突，外側的半英吋處。施力方向：向外、向下 45 度。 

第六胸椎（T6） 

  分離測試－將臉朝向 PD 側後倂持此一姿勢。 

    矯治方式－依據長短定律決定患側所在，接觸點為橫突。施力方向：向前、 

  向上稍向內，施力點通過椎關節的平面線。 

第六肋骨 

  第六胸椎矯治後，即做對側肋骨的矯治。 

  矯治方法－接觸點為橫突外側的半英吋處。施力方向：向外、向下 30 度。 

第四胸椎 

  分離測試－此時臉仍然朝向 PD 側，並請將 PD 側的肩膀向後（即向天花板的 

  方向），離開治療台，然後放原位。 

  矯治方式－依據長短定律決定患側所在，接觸點為橫突。施力方向：向前、 

  向上、稍向內，施力點通過椎關節的平面線。 

第四肋骨 

  第四胸椎矯治後，即做對側肋骨的矯治。 

  矯治方式－接觸點為橫突外側約半英吋處。施力點：向外、向下 20 度。 

第一胸椎 

  分離測試－臉仍朝向 PD 側，並請雙肩向頭部方向聳動乙次後放鬆。 

  矯治方法－依據長短定律決定患側所在，接觸點為橫突。施力方向：稍向內，  

  施力點通過椎關節的平面。 

其他肋椎及肋骨的脫位問題的測試與矯正 

T10 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完成 T12 的測試之後，PD 側的手臂仍置於頭部外側置於床上， 

  T10 的分離測試，只須將該手臂放回原位（身體側邊）。 

  矯治方式－依據長短定律來判定患側。施力點：橫突，施力方向：向前、向 

  上、為向內與關節面平行。 

  接著矯治錯測對邊的 R10。施力點：橫突外測半英吋處。施力方向：向外、 

  向下約與身體成 45 度。 

T11 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完成 10 矯正之後患者雙手應是置於身體兩側。此時，指示患者 

  抬起 PD 對側的手臂，置於頭部外側置於床上。 

  矯正方式－依據長短定律判定患側。施力點：橫突，施力方向：向前、向上， 

  微向內與關節面平行。 

R11 的處理 

  分離測試－重複 T11 的分離測試指示患者抬起 PD 對側的手臂，置於頭部外 

  側置於床上，然後做一次深呼吸，稍作屏息，其作用壓迫肋椎接合，當患者 

  吐氣時，檢視 PD 腳在位置是否變短。 

  矯治方式－施力點：橫突外測半英吋處。施力方向：向外、向下約身體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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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度。 

T9 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完成 T11 矯正之後，患者 PD 對側的手臂，仍置於頭部外側至於床上，此   

  時指示患者將手臂放回身體側邊，呈雙手置於兩側狀態。 

  矯正方式-依據長短定律判定患側。施力點：橫突；施力方向：向前、向上、微向  

  內與關節平行。 

    接著矯治患側對邊的 R9。施力點：橫突外側半英寸處；施力方向：向外、向下約  

  與身體成 45 度。 

T7 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完成 T8 矯治之後，患者雙手仍置於頭部兩側。此時指示患者將雙手放回 

  身體兩側後雙肩向後(天花板方向)指離床面，然後放回雙肩。 

  矯治方法-依據長短定律判定患側。施力點：橫突；施力方向：向前、向上、微向 

  內與關節平行。 

  接著矯治患側對邊的 R7。施力點：橫突外側半英寸處；施力方向：向外、向下約 

  與身體成 35 度。 

T5 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完成 T6 矯正之後，讓患者臉部仍然保持面向 PD 側。此時指示患者將 PD 

  對側的手臂置於頭部外側置於床上。 

  矯治方法-依據長短定律判定患側。施力點：橫突；施力方向：向前、向上、微向 

  內與關節平行。 

  接著矯治患側對邊的 R5。施力點：橫突外側半英寸處；施力方向：向外、向下約 

  與身體成 25 度。 

T3 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完成 T4 矯正之後，患者臉部應面向 PD 側。雙手置於身體兩側。此時指 

  示患者保持臉朝 PD 側姿勢，但 PD 側的手臂要抬至頭部外側置於床上。 

  矯治方法-依據長短定律判定患側。施力點：橫突；施力方向：向前、向上與關節 

  平行。 

  接著矯治患側對邊的 R3。施力點：橫突外側半英寸處；施力方向：向外、向下約 

  與身體成 5~15 度。 

T2 脫位處理 

  分離測試-矯正 T3 後，患者應面臉朝 PD 側。PD 側手臂在頭部外側置於床上。此時 

  指示患者保持臉朝 PD 側，將 PD 側的手臂放回身體側過置於床上。 

  矯治方法-依據長短定律判定患側。施力點：橫突；施力方向：向前、向上、向內 

  與關節平行。 

  接著矯治患側對邊的 R2。施力方向：向外、向下約與身體成 5度。 

二、 頸椎 

    頸椎在整個脊柱是很重要的一個區域。功能是用來支持頭顱以及提供日常生活的活

動，〈病因病理〉一般由於跌打閃挫頸部的突然扭轉，改筋肉等軟組織受傷，特別是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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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過度疲勞或體內素有寒溫外邪停留之人，更易患此。由於睡眠時體位部正或 

墊枕過高，或因受風寒而引起肌肉痙攣狀態，俗稱落枕。 

〈臨床表現〉有外傷史或睡眠時體位不正受寒等情況患者往往於傷後或起床後發現

痙項部有牽拉、疼痛等不適，頭向一側歪斜，活動受限制。再受傷一側的痙部 

、肩部或肩胛間等處有明顯壓痛點，肌肉痙攣(但都無紅腫，頸椎無明顯壓痛及畸形)沿

脊柱繼軸方向衝擊頭頂，無頸椎部疼痛。 

 

（一）頸椎  AMCT 

﹝理療方法﹞頸椎 

第七頸椎(C7) 

分離測試-做上胸椎分離測試時，臉足朝向 PD 側，再將轉回面朝下的自然姿勢。 

矯治方法-接觸點為椎莖一板連接觸。施力方向：向前、向上、稍向內。 

第五頸椎(C5) 

分離測試-完成第七頸椎測試之後，病人的臉部應是朝下的姿勢。將頭輕輕後仰，

然後擺回原來臉朝下的自然姿勢。 

矯治方法-接觸點為椎莖一板連接觸。施力方向：向前、向上、稍向內，施力點通過椎

關節的平面線。 

第一、二頸椎 

分離測試-第五頸椎測試後，臉部應處於自然朝下狀態。將原胸部原下巴，在第一

位置時，PD 腳變短，則將雙腳抬至第二位置，現察 PD 腳的長度變化，如果變長，表示

第一頸椎向 PD 側脫位，如果變短，表示第二頸椎向 PD 對側脫位。 

矯治第二頸椎方法-接觸點為 PD 對側，椎原與椎原根的連接處。施力方向：向前、向上、

稍向內，施力點通過椎關節的平面線。 

矯治第一頸椎方法-接觸點為橫突最外側，施力方向：直線向內。 

 

 ﹝理療方法﹞：其他頸椎脫位問題的矯治  AMCT 

C6 脫位的處理分離測試-完成 C7 的矯治之後患者頭部應處於標準的俯臥姿勢(臉朝

地面)。此時指示患者向頭部方向聳動雙肩。檢視 PD 腳在位置-是否變短。 

矯治方式-施力點：患側 C6 椎原根；施力方向：向前、向上、微向內、與關節面平行。 

C4 脫位處理 

分離測試-完成 C5 的矯治之後，患者頭部應處於標準的俯臥姿勢(臉朝地面)。此時

指示患者抬頭轉向 PD 側，向上(頭頂方向)看，然後回到標準的俯臥姿勢(臉朝地面)檢

視 PD 腳在位置-是否變短。 

矯治方式-施力點：患側 C4 椎原根；施力方向：向前、向上、微向內、與關節面平行。 

C3 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完成 C4 的矯治之後，患者頭部應處於標準的俯臥姿勢(臉朝地面)。此時

指示患者抬頭轉向 PD 側，向下(肩膀方向)看，然後回到標準的俯臥姿勢(臉朝地面)檢

視 PD 腳在位置-是否變短。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文集 

 74

矯治方式-施力點：患側 C3 椎原根；施力方向：向前、向上、微向內、與關節面平行。 

 

﹝理療方法﹞AMCT 

C2-C5 相互影響的脫位問題的處理 

分離測試-依據基本通則 C1、C2 的分離測試是讓患者收下顎(下巴盡量貼近胸部)矯

正完其中之一(即 C1 或 C2)後再重複上原分離測試的動作。如果 PD 腳在位置-變短，則

將患者雙腳抬至位置三，觀察卻長變化。若 PD 腳在位置三變長，表示 C2 轉突向上脫位，

若 PD 腳在位置三變短，則表示 C2 轉突向下脫位。 

六、 上肢 

    上肢和軀幹唯一的關節是胸鎖骨關節和上肢有關的許多肌肉證明上肢和頸椎胸椎

胸廊十分相關。 

（病因病理）：崗上肌是肩部旋轉肌群（岡上肌、岡下肌、小圓肌和肩胛下肌）中主

要肌肉之ㄧ，各肌起於肩胛骨的不同部位但其止端則共同形或馬蹄狀（半圓周）的腱祕，

附著于肱骨的解剖頸。 

（一）肩關節 

    肩關節圍圍炎是肩部關節囊和關節周圍組織的損傷性變性和炎症的ㄧ種廣泛性類

型：慢性閉塞性湯囊炎、肩關節粘連、五十肩等名稱，俗稱“漏肩風＂。 

【病因病理】：症狀可能是自發的禍因輕微的扭轉或傷力而引起，ㄧ般認為主要的病理

細慢性退行性變化而引起關節囊和關節周圍組織一種慢性炎症反應亦有認為定是繼發

于崗上肌腱炎，岡上肌腱破裂或肩峰下滑囊炎。此外局部受風寒溫外邪侵襲，及長期勞

損等均有關係。 

【臨床表現】發病後肩部有較廣泛的疼痛劇烈有如刀割樣，壓痛部位較多或不明

確，肩部主動，被動地作手臂外展，內外旋方向活動均受限制，甚至不能梳頭穿衣；疼

痛晚間加重。急性期患者不需壓著患肩睡眠。病期可為數週到數個月甚至數年之久，病

程長者肩部肌肉顯著萎縮尤以三角肌最為明顯肌肉初起痙攣，但邊速地發生粘連，結果

肩關節周圍產生強度粘連，而使所有動作都受限制，臨床上形成所謂“凍結肩＂。 

其他肘腕于掌問題 

    近端橈骨向後，向上脫位及用狀骨向前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指示患者在患側握掌(俯臥標準姿勢)檢視 PP 腳在位置-是否變短 

矯治方式步驟：第一提示患者將患側手璧抬至頭外側，施力點近端原骨頭後端，施力方

向：(解剖位置的)向前、向下。第二指示：患者將手放回身體側邊，掌口朝向尺原版方

向。施力點：掌人口面的原狀骨施力方向：向後。 

    尺骨向下內脫位及腕骨向後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提示患者的患側手腕做 mill test 及手腕內屈 

矯正方式-分兩步驟：第一俯臥標準姿勢患側掌心轉向天花板，此時，患者肩膀應原向

外展，手肘微屈。施力點：尺骨前原，施力方向：向上、向外。第二掌心轉向床面，施

力點：原側腕骨，施力方向：向原，打二原三槍。 

     關節脫位的處理 

分離測試-提示患者將拇指橫放於掌心，然後四指握住成掌狀，檢視 PD 腳在位置是

否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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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治方式-施力點，與一掌骨基部。施力方向：向下與元-掌骨平行 

1.肩關節 AMCT 
（理療方法）肩膀半脫位一肩胛骨向內與向外半脫位 

分離測試-首先進行 PD 側肩膀所分離測試然後再做對側的分離測試。測試時 PD 側

的手肘向身體夾緊使肩膀帶產生原力作用。如果在第一位置時 PD 腳變短，即表示有肩

膀有半脫位現象然後再將雙腳抬至第二位置受測試ㄧ側的肩胛骨下再會向第二位置時

腳長的方向半脫位。 

肩胛骨向內半脫位的矯治方法-矯治肩胛骨向內半脫位的方法，包括肩胛骨、原骨、元

骨與月狀骨原四個有相互運動關聯的部位 

  （1）接觸點為肩胛骨翼下三分之ㄧ處，施力方向-向外 

  （2）接觸點為肱骨外側，靠近三角肌結節未原原。施力方向：向上(原向肩，肱        

      關節窩) 

  （3）接觸點為原骨頭的後上方。施力方向為沿著原骨，向前向下 

  （4）接觸月狀骨的正面(與掌心同面)。施力方向：向後。 

矯治肩胛骨向外半脫位包括肩胛骨，肱骨，R骨與腕骨原有相互運動關聯的部位 

  （1）接觸點為肩胛骨翼下三分之ㄧ處。向外、稍向上 

  （2）接觸點為肱骨外側，靠近三角肌結節末端。施力方向：向下(指向手肘) 

  （3）接觸點為上尺骨頭的前方。向外、稍向上 

  （4）接觸手臂腕骨靠近手掌處。施力方向：向前。對大部份而言，需要打兩槍 

對手掌較大的則可打三槍 

2.肩關節邱氏太極勁推拿術 

【理療方法】點穴提肩拉拔法 

    點穴、提肩、拉拔這樣一氣呵成的治療肩部雜病手法，對於陳舊性關節炎或肩關節

囊性黏連是臨床特效手法主要原理是原點穴分散拉拔肩膀時的疼痛感及保護性的抵抗

一般肩膀的黏連會影響肩關節的活動範圍，用劇烈的拉拔手法愈度疼痛會讓患者產生保

護性的肌腱收縮，即有可能產生使碰硬的現象，因此使用局部點穴原病原理，可以減少

病患的疼痛，提高療效。 

（理療方法）點穴拉拔法-腕關節 

    腕關節因工作，運動過度疲勞或外力扭挫傷而導致疼痛腫脹，如發炎性疼痛時直接

按摩痛點，容易引起患者產生對原緊縮，這種治療手法並不容易鬆開腕關節（肌肉原原

的收縮）所以利用點穴手法先移疼治病（轉移疼痛）再以利拔法拉開腕關節就能達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每次治療後，自己原是可以享受患者驚訝的表情，手法熟練後效果是非

常神奇的！ 

 

陸、民俗療法對身體關節整復後的效益與結論 

一、民俗療法對身體關節整復後的效益 

(一)可使關節周圍的血液和淋巴液循環增強，從而消除關節內炎症。 

(二)促進損傷的韌帶、肌腱的修復，恢復其彈性和柔韌性。 

(三)可鬆解關節粘連，軟化疤痕增生組織，恢復關節活動功能。 

(四)糾正異常的解剖位置，整復關節錯逢脫臼及肌腱位移滑脫。 

(五)可使關節局部溫度升高，用於治療關節冷痛症狀。 

二、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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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療法是最早用來治病的方法之一，在幾千年的實驗證明推拿治病方便又實用，

且療效確切無副作用，就算在現代醫學發達的今天，民俗療法仍以其獨特的理療方式及

療效在臨床上發揮著重要作用。民俗療法是一種信息療法，透過信息交流的方式達到理

療的目的，這種信息交流是雙向性的，一方面當機體發生病變時，就會產生某種異常信

息傳遞到體表的特定部位或某一系統，透過手法的觸摸感覺這種信息，並為理療提供客

觀的依據。另一方面以其獨特的理療方法－即用手法刺激的方式，產生某種形式的信

息，這種信息必須是有益的，並透過特殊的傳輸形式和載體，輸入到有關病變的部位，

對異常信息進行干預和調整，從而達到恢復平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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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custom therapy to bodily joint benefit 
Chiu Pao-hsiang  Chan Mei-lou  Chuang Yung-i  Hu Ying-kai  &  Tsai Ming-chien 

WuF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 Leisure 
 

ABSTACT  

 
Is the Chinese folk spreads down using the folk custom therapy may treat or relieve the 

bodily ill symptom the way China's folk custom therapy has very many ways, this research by 
the primal chaos vigor massage technique, understood why carries on the bodily joint 
adjustment restoration physical therapy process by this law the curative effect? In the physical 
therapy health care process, may avoid using the primal chaos vigor massage technique 
performing acupuncture the pain and takes medicine the pain, utilizes this law to have the 
special physical therapy function, the physical therapy principle and the certain physical 
therapy scope.This research institute must discuss by the primal chaos vigor massage 
technique physical therapy pattern, in view of the osseous system, the muscular system, the 
nervous system has the cause of disease, understood the pathogenesis, the pathological change, 
penetrate the clinical physical therapy process, makes the bodily joint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state of equilibrium; The help body internal cause activity produces the waste, by the quicker 
metabolism speed, and the penetration blood discharges the waste in vitro, the main goal is 
makes the bodily joint function gradually to restore, achieved extends the muscle to invigorate 
the blood, to restore the physical ability to promote the bodily vigor. 

 
Key word: Folk custom therapy, bodily joint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文集 

 79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附設進修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專題製作 

 
 
 
 
 
 
 
 
 

 

 製作群： 陳怡靜  99515025  進二技運休二 A 

   黃俊銘  99515031  進二技運休二 A 

   曾婕妮  99515056  進二技運休二 A 

   鄭素芳  99515059  進二技運休二 A 

   林佳蓉  99515064  進二技運休二 A 

 

   指導老師：肖咏梅 講師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

觀光夜市對消費者休閒目的之

研究-以嘉義市嘉樂福夜市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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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夜市對消費者休閒目的之研究- 

以嘉義市嘉樂福夜市為例 
 
 
 

摘 要 

 

  觀光夜市的魅力因而成為特殊休閒文化，足以代表台灣的文化之寶。從交通部觀光

局進行「來台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排名以「夜市」（59％）居首，旅客遊覽觀光夜市

以到訪士林夜市者（每百人有 40 人）最多，華西街夜市（每百人有 7人）次之。且於

「2008 年觀光客倍增計畫」之行銷策略中提到，欲將既有之觀光景點重新包裝，將其發

展為具有觀光魅力景點加以行銷，強調以夜市、美食等之魅力，代表台灣地方特色之具

吸引力的旅遊產品。而嘉義嘉樂福觀光夜市及文化路夜市又是遊客遊覽嘉義時之首選，

故藉由來嘉義嘉樂福觀光夜市及觀光遊客作為研究對象，來探討了解觀光夜市產業的現

況及未來可能面對的種種課題，讓觀光夜市應可激發更多的遊客，並滿足遊客們新奇追

求與體驗觀光購物，以能使台灣的觀光夜市文化產業更加繁榮並發展出其特色。 

 

關鍵字：消費者休閒目的，觀光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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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前言 

本專題探討觀光夜市產業，將「觀光夜市」定義為：：「具觀光資源、完善的自治組

織、公共設備及一定的知名度，結合政府、消費者及攤販業者三者間的交互作用，並

在政府有效輔導下使其經營合法化，並且提供消費者一個整齊衛生、舒適與便利性之購

物環境，滿足其生理及心理需求之休閒娛樂的夜間營 業場所。」全台灣目前叫的出名

字的夜市就有五十多個，台灣二十三個縣市、三百一十九個鄉鎮市之中，幾乎都有夜

市的足跡。一種兼具消費與休閒功能的夜間市集地，與人民的生活密切結合，而且幾

乎每個城市都會有夜市的存在，夜市是台灣所特有的文化，「越夜越美麗」的情景也是

另一特色，各地的夜市到了午夜仍然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它的活力與生命力，反映

了這個程式與文化的一面。 

觀光夜市的魅力因而成為特殊休閒文化，足以代表台灣的文化之寶。它所蘊藏的

美食、購物、娛樂，在在呈現在地文化，使得歷年來總是榮登台灣觀光景點第一名，

它是台灣人的精神食糧、更以台灣縮影擄獲外國人的心。華人的飲食文化淵遠流長，

舉世聞名。對於台灣人而言，吃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文化表現，尤其台灣特殊的歷

史背景，使得飲食文化更加多元化，不僅各地的中華菜餚在此發揚光大，更匯集來自

全球各地的精緻飲食。 

從交通部觀光局進行「來台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排名以「夜市」（59％）居首，

旅客遊覽觀光夜市以到訪士林夜市者（每百人有 40 人）最多，華西街夜市（每百人有

7 人）次之。且於「2008 年觀光客倍增計畫」之行銷策略中提到，欲將既有之觀光景

點重新包裝，將其發展為具有觀光魅力景點加以行銷，強調以夜市、美食等之魅力，

代表台灣地方特色之具吸引力的旅遊產品。 

夜市即是台灣人重要的觀光遊憩資源，而嘉義嘉樂福觀光夜市及文化路夜市又是

遊客遊覽嘉義時之首選，故藉由來嘉義嘉樂福觀光夜市及觀光遊客作為研究對象，來

探討了解觀光夜市產業的現況及未來可能面對的種種課題，讓觀光夜市應可激發更多的

遊客，並滿足遊客們新奇追求與體驗觀光購物，以能使台灣的觀光夜市文化產業更加

繁榮並發展出其特色。 

二、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轉變，今日台灣人本土意識提高，它的存在即代表著地方文化軌跡的一

種代言，夜市成為台灣夜生活中的一項特色，不僅能夠提高社會經濟價值，亦具有觀光

休閒價值，亦能夠突顯地方特色，其商品多樣化足以滿足消費者心理價值，達到促進情

感交流。並隨時代轉變，為能吸引更多觀光客，發揮其作為人文觀光遊憩資源的功能，

夜市雖為傳統文化傳承，卻也發展出具有「國際觀」的觀光夜市型態，夜市提供夜間休

閒遊憩生活體驗，匯集了逛街、餐飲、購物、觀光瀏覽、地方文化特色，成為當地民眾

及外來遊客夜間休閒活動的重要一環，夜間觀光活動場所，便成為亞洲國家（如香港、

馬來西亞及泰國等）的重要觀光遊憩資源之一。 

從交通部觀光局為了解來台旅客旅遊動機、消費情形和滿意度，國際的觀光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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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要體驗不同風俗民情，喜歡在觀光夜市購物，『尋奇』是遊客在觀光夜市消費的主要

動機，主張休閒導向的購物與外食是觀光客密不可分的消費模式，『夜市』是台灣重要

觀光遊憩資源，而觀光夜市又是遊客遊覽之首，若藉由觀光夜市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夜

市遊客的社經地位、消費思考模式及購後影響，並配合政府有關單位之宣導，觀光夜市

可激發更多遊客，並滿足遊客追求與體驗觀光夜市，使觀光夜市文化更加繁榮並發展出

其特色。 

三、研究目的 

增加觀光吸引力，爭取遊客的停留，對當地經濟發展必有助益，藉由觀光夜市發

展，使來觀光夜市人數增加，帶動地方經濟成長，達到觀光夜市發展蓬勃。本研究擬

定之研究目的如下： 

1.了解觀光夜市消費者不同的社經地位。 

2.了解觀光夜市消費者從事夜市夜生活影響因素及消費體驗。 

3.了解觀光夜市消費者的購後行為。 

4.探討消費者不同的社經背景、從事夜市夜生活影響因素及消費體驗及購後行為三者之

間的關聯性。 

社經地位 

從事夜市夜生活影響因素及消費體驗 

購後行為 

                          圖 2007(黃俊銘製) 

 

貳、文獻探討 

一、觀光夜市文獻回顧 

夜市之起源，從中國社會到台灣社會，從農業到工業的轉化中，一直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中國社會市集發展，追溯至周朝集中市場設立開始。市集漸漸發展到清朝時期

始引入台灣，進而延續至今日。台灣早期市集大都是因廟會或地緣之便等因素之關系而

產生，而漸漸形成一個市集。其最早在舊市中心（如台北大稻埕）出現，開始由小吃攤

聚集逐漸聚市而形成夜市。因此夜市開始在台灣形成時，即以每晚皆開市的型態出現，

而非由趕集式的「定期市」逐漸增加開市日期縳變而來(楊嵐鈞，2004)。現今在都會區

邊緣及鄉下地區盛行的流動夜市（即定期市），則是 1970 年代後期交通發達後才盛行的

現象，而到了 1980 年代，台灣夜市才開始蓬勃發展，以攤販之營業時間來分類，可分

為早攤、日攤、夜攤、及全日攤。夜攤之營業時間為下午六時至十二時，亦即所謂之夜

市。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1998）在攤販調查報告中指出，攤販係由過去農業社會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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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廟會」所延續產生之經濟活動，早期的社會由於交通不便，商店稀少，一般大眾 

平時娛樂機會不多且消費能力較低，流動攤販遂因應運而生，有部分流動攤販逐漸集中

形成市集，或形成固定於某一定點之固定攤販，並且加長其營業時間而形成夜市。 

夜市在台灣勞力密集、小型資本為主的製造業於 1960 年代興起後開始快速成長，

70 年代中期的石油危機所造成的訂單退貨更促使夜市成為切貨及低價品的銷售中心，今

天夜市除了依舊是外銷製造業瑕疵品銷售的管道外，更是島內無數以國內市場為主之小

型製造廠所賴以維生之銷售網絡。 

在學術研究上，學者對「夜市」定義略有不同解釋，歸納夜市消費者對夜市的形

容後，表示夜市是晚上攤販集中的地方、是個什麼東西都有賣的地方，其性質為親切方

便、家庭化、適合全家出遊、想去就去，是個人多熱鬧的地方。另外夜市具有兩個特點：

其乃由沿街的商業及攤販所組成，營業時間以夜間為主，且夜間活力為白天幾倍之多。 

依照攤販管理規則第五條之規定，夜市需有攤販許可證，在一定場所販賣物品者，

且具有非正式的自治組織，由各縣市的市場管理處管轄；其營業位置於室外的空地上，

營業時間以夜晚為主；提供民眾休閒、社交的場所，且能鮮明地反應一個國家、地區生

活文化，並且具有滿足人們物質需求之功能。 

綜合以上眾多學者對夜市之定義，可知顧名思義，夜市即為於夜間營業之市集，

其乃由許多攤販共同聚集而形成，主要為提供民眾隨性消費、休閒、社交及放鬆的一個

場所。詹月雲、黃勝雄(2002) 

就觀光事業界而言，只要能針對觀光夜市市場需要提供商品與勞務，夜市便是一

項可獲利機會，結合觀光與夜市之定義將觀光夜市定義為具有觀光資源與完善的自治組

織，結合政府、攤販業者、消費者三者間之交互作用，並在政府有效輔導下提供消費者

一般商品消費服務與便利性，及休閒娛樂之夜間場所。 

觀光夜市是以行人徒步區的方式將道路封閉，管制車輛的通行，白天後將街導開

放讓車輛通行，管制時間儺限於晚間，所以在規劃觀光夜市時，亦需表現與一般徒步區

不同之特點，才能達到觀光與休閒的目的。 

觀光夜市是由政府相關單位輔導原本所謂攤販集中夜市為整齊、規劃良好的觀光

區，並結合當地特色俾使成為觀光休閒的場所。因此當政府相關單位在規劃觀光夜市需

注意路面整修，還需考量到徒步區的特性之外更應表現出與一般徒步區的不同點。然而

欲成為觀光夜市仍有其必要條件，否則祇能說是一般的夜市而已；因此參照觀光夜市規

劃原理、特點及台北市觀光夜市規劃準則詳述觀光夜市的相關規定： 

觀光夜市規劃原理  

（一）吸引力：吸引力表現最明顯的地方就是觀光夜市的入口處，如 臨江觀光夜市入

口處的牌樓即可吸引遊客前往。 

（二）多樣性：觀光夜市的規劃需按照營業種類分區，例如劃分飲食區、百貨區、古玩

區、遊憩區、民俗區和冰果區，各區有不同的特色才能滿足遊客的不同的慾望。 

（三）民俗區：觀光夜市和一般攤販臨時集中場最大不同點在於觀光夜市有民俗表演，

如果沒有民俗表演，只能稱為普通夜市。 

（四）安全區：觀光夜市開始營業時應禁止車輛進入，改以行人徒步區方式辦理，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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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遊客行的安全避免發生意外。 

（五）連續性：觀光夜市規劃時比較適合一條連續道路整體規劃，避免中間有十字路口

或紅綠燈才能有整體感，否則觀光夜市被劃分為兩截，可能會產生兩地區營業情

況差距。 

（六）舒適性：觀光夜市需具備休息區供遊客休息，並有公廁設備，燈光亮度適當，能

使遊客產生賓至如歸的感覺。 

（七）一致性：觀光夜市的招牌和電燈等設計應一致性，避免不同規格，給遊客一種複

雜零售的感覺。道路可用不同顏色與一般道路灰黑色路面不同，給予遊客適當的

逛街空間感覺。 

（八）道路寬度需在 12 公尺以上長度在 300 公尺以上且連貫一致才宜規劃為觀光夜市。

因為觀光      夜市有許多特點必須在觀光夜市中表現出來，必須有足夠寬度與

長度的道路才可設置這些特殊設施來吸引遊客。 

（九）建立明確的觀光夜市組織章程 

觀光夜市是需具備上述條件才得以成立，但不禁令人欲探究政府相關單位將一般

夜市輔導為觀光夜市的原因，因此觀光夜市對都市發展或是遊客的影響亦是值得

關注的一點 。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及參考文獻，整理出以下的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參考文獻來源：蘇影倫，2006，國際觀光客對台灣觀光夜市之觀光意象、

旅遊體驗與旅遊購後行為關係之研究，碩士論文，銘傳大學觀光研究所，台北。 

二、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的歸納與本研究之目的、研究架構圖，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假設一：不同的社經地位對從事夜市消費體驗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各種不同的消費體驗與其購後行為有顯著差異。 

1 研究對象 

由於到訪觀光夜市之遊客難以定義，故本究以從事夜市體驗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本

研究對象設定為年齡 20 歲以上，到訪觀光夜市從事夜市體驗之消費者。 

2 抽樣方法 

觀光夜市乃為遊客最喜歡前往之地點，其興起是以嘉義嘉樂福觀光夜市為中心向外

擴張，並以各種地方小吃聞名，促使遊客慕名前往，加上其所在位置購物後的休憩去處，

交通便捷、週邊交通管制及位於嘉義市西區，促使大量遊客在購物後之後，皆會順道至

嘉樂福觀光夜市飲食或娛樂。因週休二日的實施，設定夜市週末時為本研究之問卷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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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星期五、六、日的晚上六點至十二點，於嘉樂福觀光夜市出口處（星期五、六、

日發放），發放問卷，對剛從事完嘉樂福觀光夜市之消費者，隨機抽樣中的便利抽樣方

式，利用受訪者在休息、等人、等車之時間，先說明研究者來意，獲取受訪者同意並確

認研究對象後，填寫問卷(如附件)。 

肆、消費體驗 

消費體驗研究報告，共設計 8 個題目，做為評量受訪者對嘉樂福觀光夜市消費體

驗的問題項目。問卷設計採用五點李克特尺度(Likert scale)為衡量受訪者從事夜市消費

體驗之工具，回答選項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沒意見』、『不同意』、『非常不同意』

五項，依序分別給予 5、4、3、2、1分數值標記，以『非常同意』為對嘉樂福觀光夜市

各方面消費體驗同意程度最高，『非常不同意』為對其同意程度最低，藉以評量受訪者

之嘉樂福觀光夜市之消費體驗。 

Schmitt(1999)在體驗行銷研究中，將策略體驗模組(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SEMs)分為知覺體驗(感官，sense) 、情感體驗(情感，feel) 、創造性認識體

驗(思考，think) 、身體與整體生活體驗(行動，act) 、以及與特定一群人或是文化相

關的社會識別體驗(關聯，relate)。「關聯行銷」目的則為藉由使消費者與特定「社群

（community）」連結，使得消費者可從互動中獲得慰藉、協助、訊息交換、價值感等的

等「社群關係體驗」。這兩種體驗通常都在人際互動時衍生，雖然某些身體體驗及行為

也許會被歸類成個人體驗，仍可稱之為「共享體驗」（Schmitt, 1999）。 
Schmitt 所提的五種策略體驗模組，目的在於創造顧客不同消費體驗形式，也就是

將消費過程中對產品或服務的感覺所產生的反應劃分成不同的體驗形式： 

(一)感官體驗(sense)： 

主要來自五種感官的知覺刺激，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經由知覺處

理後而產生的反應結果。 
(二)情感體驗(feel)： 

是由輕微的正負面心情及強烈的激情或感情，所組成的各式基本或複雜的情緒。情

緒的產生，是由事件(消費情境)、觸媒(人、機構、場所)及目標(品牌或產品)三大層面所

觸發且大部分情感的體驗是在消費期間發生的。 
(三)思考體驗(think) 

來自於對不同訊息的刺激，所引發的對該訊息做出集中式或分散式思考。而思考

體驗主要是用創意的方式使消費者創造認知、與解決問題的體驗。Schmitt(1999)指出，

思考體驗的重點在於是要引起顧客對一個公司與品牌產生創意的思考。成功的思考行銷

是先創造一種驚奇感，然後添加誘發作為配方，最後再放一劑刺激，而達到目標。 

(四)行動體驗(act)： 
來自於血肉之軀所經歷或環境所誘發的身體慾望及個人長期累積的生活方式、及個

人與他人、社群接觸、交流的結果。 
(五)關聯體驗(re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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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於個人與他人、某種社群(如性別、職業別、種族別、生活型態別)或社會實體(如
國家、文化)，經由品牌的購買與使用產生連結，而獲得社會識別及歸屬感。 

 

感官、情感、思考之目的及策略表現，在於提供消費者知覺的刺激、使之對公司

產生情感、進而鼓勵從事較費心的思考，亦即欲創造消費者感官、情感、認知的體驗，

而這三種體驗都是個人獨有的體驗，稱之為「個人體驗」（Schmitt, 1999）。換句話說，

基本上行銷策略的設計都是在觸發這些個人體驗，鎖定的都是消費者個人獨有的官能

感、識察力、與創造性思維方式（Schmitt, 1999）。認為人類的活動若以追求幸福為目

的，當發現有幸福感時「沈浸體驗（flow experience）」便伴隨產生。故行動行銷之目

的為設計、創造會讓消費者產生沈浸體驗的行為活動。 

本問卷設計採用五點李克特尺度(Likert scale)，做為衡量受訪者在購後行為中

滿意度的工具，回答選項分為『非常滿意』、『滿意』、『沒意見』、『不滿意』、『非常不滿

意』五項，依序分別給予 5、4、3、2、1分數值標記，以『非常滿意』為對嘉樂福觀光

夜市的各種滿意程度最高，『非常不滿意』為對其滿意程度最低。而衡量忠誠度的工具，

回答選項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沒意見』、『不同意』、『非常不同意』五項，依序

分別給予 5、4、3、2、1 分數值標記，以『非常同意』為對嘉樂福觀光夜市旅遊之忠誠

度同意程度最高，『非常不同意』為對其同意程度最低，由以上兩者來評量受訪者之購

後行為在滿意度及忠誠度的感受。如附件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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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進行問卷設計，以便利抽樣方式收集調查所需之

資料，加以整理，進行資料分析處理。根據研究目的及假設，本研究是以從事嘉樂福觀

光夜市之消費者做為主要研究對象，利用從事夜市觀光消費者的社經地位、從事夜市夜

生活影響因素及消費體驗、購後行為之差異，分析三者之間的影響性。主要是希望透過

不同社經地位，在從事夜市消費體驗後，其對購後行為的影響。故其成果將可用來建議

政府在相關管理作為參考，針對不同消費者屬性差異及感受，做為嘉樂福觀光夜市改良

之參考依據，畢竟嘉樂福觀光夜市一直以來都是嘉義地區遊客量最多及長期經營的夜

市，若能從中分析遊客的社經地位、從事夜市夜生活影響因素及消費體驗、購後行為之

影響，並配合政府有關單位政策與計劃之宣導，觀光夜市應可激發更多的遊客，並滿足

遊客們新奇追求與體驗觀光購物，以能使嘉樂福觀光夜市更加繁榮並發展出其特色。 

 

陸、個案研究結果 
嘉樂福觀光夜市 SWOT 分析 

Ｓ(Strenght)內部優勢 

1.具有知名度與吸引力。 
2.擁有汽機車停車場。 
3.有巡警巡視與管理。 
4.迎合都會夜生活宵夜及休閒需求。 
5.攤位具有多樣性。 
6.夜市規劃具有連續性。 

 

Ｗ(Weakness)內部劣勢 

1.餐具、食料洗滌清潔度仍待改善。 
2.休息區與公廁設備不完善。 
3.攤位沒有一致性。 
4.沒有建立明確的組織章程。 
 
 
 
 

Ｏ(Opportunity)外部機會 

1.週休二日之實施。 
2.政府推動觀光產業發展。 
3.為地方特色具有吸引力 
 
 

Ｔ(Threat)外部威脅 

1.各縣市著名觀光夜市景點多。 
2.文化路夜市歷史悠久與知名度高。 
3.無避雨設施若天候不佳將無法營業。 
4.沒有民俗表演活動。 
  

 

二、觀光夜市再包裝 

逛夜市是來台觀光客重要活動之一、夜市所能產生的潛在經濟效益遠大於其他任何

景點，因此夜市的再包裝使其更具國際化水準、更有消費吸引力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一）發揮夜市磁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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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的發展應獨具特色與地域化才能吸引相同的夜市觀光族群。 

（二）健全夜市自治會功能： 

銷售品質的維護與提昇是夜市蓬勃發展的重要指標，內控機制的健全更是維繫夜市生存

的關鍵，申訴管道的暢通與被信任感則是夜市自治會成立首要的任務。 

發展夜市的專有特色，並統計各類商品銷售的狀況，才能鎖定消費目標及行銷方

式，累積生生不息的無限商機。衛生稽核的落實應予重視，並由夜市自治會貫徹執行。 

（三）貼心的細膩美化： 

夜市有規劃完善的攤位及編號，其他夜市應可參照引用，另如商品及指標之英日語標誌

亦應強化，走道的清潔攤位的美觀化更應注意改善，夜市英日語巡迴服務志工的招募培

訓，及巡警的安全巡查等工作亦可增加逛街者的親切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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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問卷設計：社經地位 

本研究參考蘇影倫(2004)、詹明甄(2004)的研究報告，共設計 8個題目，做為評量

受訪者的社經背景調查問題項目。 

 
 
 
 
 
 
 
 
 

變項名稱 數值類別 問項內容 引用文獻 

性別 
Nominal 

Scale 
□男性   □ 女性 蘇影倫，2004 

年齡 
Ordinal 

Scale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 歲（含）以上
蘇影倫，2004 

婚姻狀況 
Nominal 

Scale 
□已婚   □末婚 高少芸，2005 

子女數 
Ordinal 

Scale 

□無 □1人 □2人 □3人以

上 
高少芸，2005 

教育程度 
Nominal 

Scale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研究所 
蘇影倫，2004 

職業 
Nominal 

Scale 

□學生  □上班族 

□家庭主婦 □退休 

□待業中 □其它＿＿＿＿＿ 

蘇影倫，2004 

平均月收入(新台

幣) 

Ordinal 

Scale 

□20,000 元（含）以下 

□20,001 元~40,000 元 

□40,001 元~60,000 元 

□60,001 元以上 

詹明甄，2004 

目前居住地 
Nominal 

scale 

□台北縣市 □基隆市 □桃園縣

□新竹縣市 □苗栗縣 □台中縣

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嘉義縣市 □台南縣市 □高雄縣

市 

□屏東縣 □宜蘭縣 □花蓮縣

市 

□台東縣市 □澎湖縣 □金門縣

□連江縣 □其他＿＿＿＿ 

詹明甄，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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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購後行為中滿意度調查表 

親愛的遊客  您好！ 

非常感謝，您接受問卷調查，本問卷僅作學術研究之用途請安心作答，謝謝！

1.您對於嘉樂福觀光夜市消費價格得如何？ 

2.您對於嘉樂福觀光夜市營業內容覺得如何？ 

3.您對於嘉樂福觀光夜市消費前感覺覺得如何？ 

4.您對於嘉樂福觀光夜市消費時感覺覺得如何？ 

5.您對於嘉樂福觀光夜市消費後感覺覺得如何？ 

6.您對於嘉樂福觀光夜市公共設施感覺覺得如何？ 

7.您對於嘉樂福觀光夜市的整體感覺覺得如何？ 

8.您對於嘉樂福觀光夜市的發展覺得如何？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見』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見』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見』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見』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見』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見』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見』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見』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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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鳳 技 術 學 院 

附設進修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專題製作 

 
 
 
 
 
 
 
 
 

 

 製作群： 許粽凱  99515009  進二技運休二 A 

   謝櫳陞  99515029  進二技運休二 A 

   謝櫳基  99515030  進二技運休二 A 

   陳威良  99515034  進二技運休二 A 

   王崇耀  99515038  進二技運休二 A 

 

指導老師：黃成志 老師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 

運動代表隊建教計畫案之建構 

-以吳鳳技術學院棒球隊與 

星堡保全公司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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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代表隊建教計畫案之建構 

-以吳鳳技術學院棒球隊與星堡保全公司為例- 

 
 
 

摘  要 

棒球是目前世界上最熱門的運動項目之ㄧ，也是國內最具發展遠景的一項運動。本

校於八年前加入國內大專棒球運動的推展行列，並成立大專甲組棒球隊。這當中雖無外

界企業的奧援，但在學校全力的支持下尚可勉強維持球隊的營運。棒球運動有別於其他

運動項目的是需要有更多資金的挹注（如：球棒、球、裝備等）。因此，本校在推動大

專棒球運動發展的過程中，誠摯希望能獲得在地企業社會熱心的贊助（建教）與支持。

借由企業的贊助除可協助延續嘉義縣地區大專棒球運動的發展之外，進而提昇贊助企業

的知名度與公益形象。 

 

關鍵詞：運動代表隊，棒球，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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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棒球是目前世界上最熱門的運動項目之ㄧ，也是國內最具發展遠景的一項運動。本

校於八年前加入國內大專棒球運動的推展行列，並成立大專甲組棒球隊。這當中雖無外

界企業的奧援，但在學校全力的支持下尚可勉強維持球隊的營運。棒球運動有別於其他

運動項目的是需要有更多資金的挹注（如：球棒、球、裝備等）。因此，本校在推動大

專棒球運動發展的過程中，誠摯希望能獲得在地企業社會熱心的贊助（建教）與支持。

借由企業的贊助除可協助延續嘉義縣地區大專棒球運動的發展之外，進而提昇贊助企業

的知名度與公益形象。 

貳、吳鳳技術學院棒球隊的歷史與現況 
一、學校成立棒球隊的理由 
    棒球是臺灣最令人振奮精神的運動，嘉義地區又是臺灣棒球運動的大本營，本校董

事會之辦學又特別重視體育運動，早年本校的排球隊與進年表現優異的柔道隊、籃球

隊，都在國內大專比賽贏得無數的光輝戰役。民國 89 年，本校李故董事長旭光先生，

有鑑於臺灣棒球運動的蓬勃發展，環視當時雲嘉地區的大專棒球發展不如其他地區，思

欲藉成立棒球隊來改善延續嘉義棒運的發展，於是在當年八月，隨即延聘黃成志老師至

本校任教，黃老師是美國阿肯色州立科技大學體育教育碩士，又歷任臺灣大聯盟聲寶太

陽隊隊員，是一位學識、技術、經驗兼優的老師，黃老師一到校隨即展開籌組棒球隊事

宜。適逢嘉義高工棒球隊有 15 名隊員畢業，無法就近在雲嘉地區升學，亦無法繼續練

球，正感學業與球技會因此中斷之際，董事長得知此消息，立即辦理運動績優招生而延

攬至本校繼續培養，當年即以此嘉義子弟兵為班底，再加上其他地區來的好手組成吳鳳

技術學院棒球隊，此乃球隊成立的始末。 

二、棒球隊近年來的成長    
學校自八十九學年成立甲組成棒隊後，每年皆嚴加訓練，並且積極參與國內棒球協

會所舉辦的各種甲組成棒的大小賽事。球隊經過幾年國內成棒聯賽的洗禮，都有不錯的

表現，曾在幾次大賽中贏過國內成棒勁旅如:台灣體院（富邦公牛）、國立體院（台灣啤

酒）、嘉義大學（中信鯨）等。茲將歷屆棒球賽況以下表呈現： 

表 1 球隊近年來成績表 
年度 比賽名稱 特殊比賽成績 備註 

89 1.大專杯 二負  

90 1.大專杯 

2.甲組春季聯賽 

1.一勝四負 

2.二勝十四負(勝中信鯨

嘉義大學隊） 

2.黃國城 江宏吉入

選第一輪國家培訓

隊。 

91 1.大專杯 

2.梅花旗 

3.甲組春季聯賽 

4.協會盃 

1.二勝四負(勝台灣體院

第六名) 

2.一勝四負(勝國立體院)

3.三勝二十二負 

4.一勝四負 

 

92 1.大專杯 1.二勝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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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組春季聯賽 

3.梅花旗 

4.協會盃 

2.三勝二十二負 

3.五負 

4.一勝四負 

93 1.大專杯 

2.甲組春季聯賽 

3.梅花旗 

1.二勝四負(勝嘉義大學)

2.六勝十九負 

3.一勝四負 

2.甲組聯賽潘志軒打

擊率排行第六名，具

有報考替代役資格。

94 1.大專杯 

2.梅花旗 

1.三勝四負(勝嘉義大學)

2.四負 

 

95 1.大專杯 

2.梅花旗 

3.甲組春季聯賽 

1.五負 

2.四負 

3.三勝一和二十負 

 

96 1.大專杯 

2.協會盃 

3.梅花旗 

4.甲組春季聯賽 

1.六負 

2.四負 

3.二負 

4.十六負 

 

     
    至於本校棒球隊在成立五年之後，除了在學期間比賽成績優異之外，部份的同學

甚至榮獲入選大專培訓隊之殊榮，本校亦培養不少的選手到其他高階球隊繼續發展棒球

之路；畢業後的隊員不管在升學與事業發展也都有很不錯的成績，目其已有三位畢業隊

員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資格，現今也都在各中學擔任棒球的教學工作，為棒球的薪傳克盡

心力，也有隊員加入職棒二軍的行列，為追球自己的棒球夢想努力奮鬥中。以下茲將本

校棒球隊近年的發展狀況列表如下： 

二、近年球員之發展狀況表 
年

度 

招生

人數 

就讀科系 球員現況 備註 

89 

 

10 二專進修部 

應用日文科 

江宏吉、黃國城、蔡明紘、潘亦凱、

吳進吉、林政嶸、杜忠憲、藍永吉

(以上7位同學畢業就讀台灣體院)

其他同學畢業服兵役 

江宏吉(新竹仰德中

學體育教師 ) 

90 10 二專 

應用日文科 

周益民(畢業後就讀輔仁大學) 

林坤男(畢業後就讀文化大學)  

賓清華(畢業後就讀國立體院)  

 

林坤男(台北新埔國

中體育教師 ) 

賓清華(屏東美和中

學體育教師 ) 

周益民(高雄前金國

中棒球教練) 

91 9 四技 

應用外文系 

宇招任(轉學至輔仁大學) 

鄭欣明、彭怡千(轉學至嘉義大學)

羅少均(轉學至嘉南科大) 

宇招任(米迪亞職棒

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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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度 

招生

人數 

就讀科系 球員現況 備註 

李新邦(轉學至立德管理學院) 

92 9 四技 

應用外語系 

潘志軒(現役球員) 

羅同盛(轉學至嘉義大學) 

 

93 12 四技 

保全管系、 

應用日文系 

林亦鐘、盧睿哲、揚智凱、宋志鴻

(現役球員) 

陳炫倫(La new 職棒二軍) 

胡博閔(轉學至嘉義大學) 

高源偉(轉學至台灣體院) 

其他同學因為個人因素退出球隊 

 

94 8 四技 

保全管理

系、 

林家榮、林家源、黃睿責、簡志安、

賴裕元、陳威宇(現役球員) 

 

 

95 9 
四技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黃俊嘉、高宏哲、何宗翰、游澤宇、

曾治捷、黃國凱、黃緯閔、田英佑、

林俊緯 

 

96 10 
四技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蕭順福、陳勝雄、林建合、王峻瑋、

楊俊乾、李一威、張一元、李建興、

李冠譽、王文賢 

 

96 25 
四技 

運動健康與

休閒系 

預計在七月招收 25 名棒球隊成員  

 
三、棒球隊現今的狀況 
 教練 

  姓名：黃成志   年齡：38 歲   婚姻：已婚 

  學歷： 屏東美和中學 

        文化大學（體育系） 

        美國阿肯色州立科技大學（體育教育研究所畢業） 

  經歷：美和中學青棒隊 

        文化大學棒球隊（美孚巨人、聲寶巨人） 

        陸光棒球隊 

        聲寶太陽職業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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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照：棒球國家 A級教練證 

  現職：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助理教授兼棒球隊教練） 

     茲附黃成志教練之簡傳以供參考，如下： 

黃成志，臺灣臺北市人，民國六十年二月生。自幼喜愛體育運動，並自許以體育為

終身職志。美國阿肯色州立科技大學體育教育碩士，歷任臺灣大聯盟聲寶太陽隊隊員，

現為嘉義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助理教授暨棒球隊總教練。 

    北市士林國中階段，即參加棒球校隊，在鐘國泰教練啟蒙下展開棒球生涯；國中畢

業後，因成績優異，球技精湛，在教練推薦下，進入南臺灣棒球傳統名校：屏東縣美和

中學。在李瑞麟教練帶領下，參加全國高中選拔賽，榮獲八十五年度名星球員；並以此

優異成績保送文化大學體育系，並在美孚巨人建教合作下，深獲學長彭誠浩之獎勵提

拔，大學期間，深獲楊清瓏、徐生明老師之指導，積極練球，為日後奠定堅實基礎，期

間曾多次榮獲全國甲組聯賽冠軍。 

    完成學業生涯，隨即投入軍旅，又獲選為陸光棒球隊，曾任隊長，帶領全隊弟兄為

國軍締造無數光容戰績。除役後，隨即加入職業棒球之生涯，曾效力於臺灣大聯盟聲寶

太陽隊，職業生涯中曾榮獲單場 MVP，本隊亦曾拿下臺灣大聯盟職棒二年總冠軍。有感

於多年來前輩、教練之栽培提攜，為了經驗之傳承，負笈前往美國取經，在美國阿肯色

州立科技大學修習體育教育碩士，期間對棒球運動的教學與訓練用力頗深，並參加該校

之球隊訓練，充分吸收美式訓練之球風及其優點，這對返國後擔任教練一職無疑是相當

大的助力與幫助。 

    在美國取得碩士學位後，隨即返臺投入棒球基礎札根工作，自八十九年起即任教於

嘉義吳鳳技術學院，前兩年獲評鑑為優良教師，並擔任棒球校隊之籌組與訓練工作。在

學校的高度配合之下，展開積極的訓練，在球員兵員不足的情況下，第一年雖然戰績平

平；但在球員的辛勤練習下，成軍第二年球隊就已能夠挺進全國甲組球隊，令吾人欣慰

的是，九十一年度的全國的大專盃，已能擊退許多棒球傳統名校，進入複賽之資格，取

得優異的成績表現。同年更在同時間參加全國協會盃之球賽，在多場艱難的賽事中，又

再次獲得晉級複賽之資格。以上為投入基層棒球幾年來的成績。 

(二)現有球員概況 

    目前本校棒球隊共有隊員 22 人，四年級生有 2人，三年級生有 4人，二年級生有

6人，一年級生有 10 人，分別就讀本校保全管理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這些選手，成

員來自全國各高中棒球名校（如美和、華興、強恕、東石等高中）。球員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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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球員名單表 

序 職稱 姓名 
球衣

號碼
就讀科系/年級 

身高

(cm)

體重 

(kg) 
備註 

1 隊長 盧睿哲 65 
保全管理系 

3 年級 
175.0 95.0 

補手 

RR 

2 選手 林亦鐘 14 
保全管理系 

4 年級 
188.0 100.0 

投手 

RR 

3 選手 楊智凱 47 
保全管理系 

4 年級 
175.0 70.0 

外野 

RR 

4 選手 林家榮 8 
保全管理系 

3 年級 
170.0 65.0 

外野 

RR 

5 選手 林家源 7 
保全管理系 

3 年級 
170.0 65.0 

外野 

RR 

6 選手 陳威宇 10 
保全管理系 

3 年級 
175.0 75.0 

內野 

RR 

7 選手 黃國凱 2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2年級 
175.0 75.0 

外野 

RR 

8 選手 曾致捷 9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2年級 
175.0 73.0 

捕手 

RR 

9 選手 田英佑 10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2年級 
175.0 80.0 

內野 

RR 

10 選手 高宏哲 23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2年級 
170.0 64.0 

內野 

RR 

11 選手 何宗翰 41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2年級 
180.0 75.0 

投手 

RR 

12 選手 黃緯閔 43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2年級 
170.0 65.0 

外野 

RR 

13 選手 蕭順福 48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年級 
175.0 72.0 

外野 

RR 

14 選手 陳勝雄 13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年級 
175.0 65.0 

內野 

RR 

15 選手 林建合 18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年級 
172.0 65.0 

內野 

RL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文集 

 99

序 職稱 姓名 
球衣

號碼
就讀科系/年級 

身高

(cm)

體重 

(kg) 
備註 

16 選手 王峻瑋 3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年級 
177.0 85.0 

投手 

RR 

17 選手 李一威 52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年級 
176.0 75.0 

投手 

RR 

18 選手 張一元 20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年級 
175.0 65.0 

內野 

RR 

19 選手 李冠譽 31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年級 
176.0 75.0 

內野 

RR 

20 選手 楊俊乾 5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年級 
178.0 100.0 

內野 

RR 

21 選手 李建興 60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年級 
178.0 75.0 

投手 

RR 

22 選手 王文賢 29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年級 
170.0 65.0 

外野 

RR 

由上表可以發現，高年級的同學有嚴重的流失現象。事實上，近三年來在雲嘉南三

地陸續成立三支成棒隊（台糖嘉南科大、劍湖山環球學院、立德學院），加上原有的二

支球隊（吳鳳學院與嘉義大學）共有五支球隊，有些學校球隊有優厚的獎助學金，有的

學校有優渥的建教合作贊助金，有的學校在招生宣傳上標榜只要打球，就可以順利畢業

的口號，因此讓本校吸收或留住優秀棒球選手到校就讀。所幸這樣的情況漸有改善，從

上表亦可以看出，一年級的新生幾乎都是運動健康與休閒系的新生，這批學生的興趣(練

球)可以和專業(就讀學系)結合，相信學生的學業退學會大符縮減，當然學生在這個系

也看到了願景，所以學生轉學轉系流失的現象應該也會就此打住，當然目前本隊基極地

爭取與形象良佳的廠商企業建立合作的關係，無非是希望借由企業的贊助，以協助本校

棒球隊的永續發展，更是希望能延續嘉義縣地區甲組成棒運動的發展。 

四、學校近年來的成長與硬軟體設備 

(一) 學校近年來的成長 
本校自創辦以來，歷經商專、工專、工商專及技術學院階段，校友人數已超過 3萬

人，民國 89 年奉教育部 89.04.19 台(89)技(二)字第 89044085 號函核定，自 89 年 8 月

1 日起改制為「吳鳳技術學院」，為嘉義地區第一所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的學校。 

本校學制設有大學部並附設專科部，目前大學部設有光機電暨材料 1個研究所，機

械工程、電機工程、電子工程、化學工程、資訊工程、國際企業管理、資訊管理、財務

金融、電子商務、應用英語、應用日語、幼兒保育、運動健康與休閒、保全管理、消防

學等 15 個系，專科部設有機械工程、電機工程、電子工程、化學工程、資訊工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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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貿易、資訊管理、應用日語等 8科，分別隷屬工程學群、商管學群、人文社會學群及

安全學群等四大學群。現有日間部研究所碩士班 2班，學生人數 28 人，大學部含二技

及四技，共 89 班，學生人數 3,347 人，專科部二專及五專共 31 班，學生人數 910 人；

進修部共 62 班，學生人數 1,922 人；在職專班共 1班，學生人數 32 人，進修學院二技

及二專共 34 班，學生人數 1,259 人。現有專任教師 299 人，兼任教師 28 人(4 人折算 1

人)，教師合計 327 人。 

本校現有校舍計有文鴻樓、國棟樓、生有樓、花明樓、學生宿舍、校長宿舍、教學

一館、教學三館、招待所、警衛室等等。除此之外，目前正在興建一座可容納 185 車位

之停車場、一棟可容納 4,200 人集會活動之大型體育館和一座 400 公尺 PU 跑道及標準

田徑場等工程，以上 3項工程預計在民國 96 年 3 月底皆可完工啟用。本校校園配置圖如

下圖： 

 

圖 1 吳鳳技術學院校區配置圖 

本校全體教師務實地在實務教學及應用研究上努力耕耘，累積相當多的專業經驗與

成果，頗受產業界、政府機關、學術界及研究機構之肯定與重視。本校利用現有之師資

人力及設備，進行各項技術之推展，並接受政府單位如工業局，職訓局及企業單位之委

託辦理各種工程技術推廣班。參與本校所開設之推廣教育班的學員，不論在社會教育類

或技術訓練類，均頗有好評，尤其語言課程，與電腦課程方面更是為雲嘉南地區造就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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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才，技術訓練課程培育更是雲嘉南從農業縣轉型的搖籃。 

本校自改制 6年以來，即以科技大學之理念與精神，作為校務規劃與發展之依據，

積極提升教學、研究、服務品質，加強產官學合作與國際學術交流，以期培養更多、更

專精的技職專業人才，提升產業技術水準，以因應國家社會之需要，趕上國際情勢之發

展。目前本校刻正為改名「科技大學」積極準備中，預計近年內會完成科大願景。 

(二) 學校的軟應體設備 
自民國 89 年改制技術學院以來，本校軟硬體設施各方面均有顯卓的成長。截至今

年 9月止，本校擁有土地所有權狀之校地面積總計共為 13.285762 公頃，校舍面積共計

128,529.74 平方公尺，目前已超過改名科技大學之標準。為加強師生教學生活之機能更

完整，民國 94 年 10 月斥資約 3億 7千萬元興建體育館與 400 公尺標準 PU 跑道，民國

96 年 3 月份完工正式使用。 

除了目前即將完工的體育館、田徑場，本校尚有多座籃排球場、一座棒壘球場。為

了積極發展本校棒球隊，學校特別應允興建一座專用的棒壘球場，目前已積極整地施工

中，近期本校棒球隊就即將擁永專屬的練習場地，配合原有照明設備的打擊練習場(內

有棒球發球機)，供球隊練習用，這對本隊的訓練與發展，無疑是增添了無上的助力。 

此外，本校新建體育館內有重量訓練室、體適能檢測室、運動(生理、心理、力學)

實驗室及視聽教室，可供本球隊訓練，可以這樣說，本校棒球隊配合訓練的各項軟、硬

體設備完善。茲將重要之設備列表介紹如下： 

表 5 體適能與重量訓練室器材設備一覽表 

訓練部位 編號 訓練器材 備註 

1 跑步機 四台 心肺有氧 

2 踏步機 四台 

3 仰臥推舉架  

4 擴胸蝴蝶機  

5 二頭肌訓練機  

6 三角肌肩部推舉架  

7 平條訓練機  

8 多功能訓練機(滑輪下拉、坐姿划船、

仰臥推舉機) 

 

上身(肢) 

9 槓鈴、啞鈴 若干 

10 背部訓練機  

11 羅馬椅  

腹背肌 

12 平條訓練機  

13 蹲舉訓練機  

14 坐式蹬腿機  

15 後腿屈腿機  

下身(肢) 

16 坐姿勾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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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部位 編號 訓練器材 備註 

17 腿部下斜∕上斜推蹬機  

18 多功能訓練機(舉踵訓練機)  

19 槓鈴 若干 

 

 

體適能檢測室器材一覽表 

編號 測驗項目 測驗器材 數量 

1 體適能檢測 IC 卡體適能檢測軟體 一套 

2 身高體重 IC 卡全自動身高體重測定器 一套 

3 體脂肪 IC 卡體脂肪測量器 一套 

4 柔軟度 IC 卡坐姿體前彎測定器 一套 

5 腹肌 IC 卡一分鐘仰臥起坐測定器 二套 

6 爆發力 IC 卡立定跳遠測定器 一套 

7 上肢肌力 IC 卡握力測定器 一套 

8 下肢肌力 IC 卡硬舉測定器 一套 

9 心肺功能 IC 卡三分鐘蹬階測定器 六套 

 
 

參、大學棒球與企業贊助 
衡諸目前臺灣各大學棒球運動的發展，企業的贊助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以大家熟知

的傳統棒球大學名校與知名企業的合作案例來看，可以說大學棒球與企業贊助，創造了

前所未有雙贏互利的「運動行銷」。茲將國內大學棒球與企業贊助之合作情形列表如下： 

表 3-1 現階段甲組成棒大專校院建教合作之情形表 

學校 建教合作企業 建教金額 備註 

文化大學 美孚建設 年/約八百萬  

輔仁大學 泰安產業 年/約六百萬  

台北體院 榮工處 年/約五百至六百萬  

林口體院 台灣啤酒 年/約八百萬  

台灣體院 富邦集團 年/約六百萬  

環球技術學院 劍湖山樂園 年/約三百萬  

嘉南科大 台糖公司 年/約三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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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往年曾經有建教合作之學校之情形 

學校 建教合作企業 建教金額 備註 

文化大學 竹林寺、味全、聲寶企業 年/約六百萬  

輔仁大學 葡萄王、養樂多、中興保全 年/約六百萬  

嘉義大學 中國信託、 

台鹽公司 

年/約六百萬 

年/約三百萬 

 

 

在此合作機制下，大學球隊在企業挹注大量資金的贊助下，球隊可以無後顧之憂地

專心練球，而不必憂慮訓練的設備消耗費用，更不必為南北參加比賽的交通食宿費用而

進退維谷，因此大大地提升了訓練的質量與比賽的成績；相對的，企業亦從與學校的合

作中得到諸多回饋，有形的諸如與學校產業合作開發、員工專業訓練、使用合作學校圖

書設備運動設施、舉辦員工運動休閒活動……等；無形的廣告效益更是無遠弗屆，以下

試著分析贊助企業在各種媒體上的曝光效益，球隊比賽時一定是標榜贊助場企業廠商的

名稱、旗幟，比賽球衣一定有贊助企業的名稱與商標，各項賽事在報章、新聞一定會有

賽前的系列報導，比賽時更有體育台長達 3至 4小時的轉播，請試著想像標舉著貴公司

商標的旗幟飄揚在比賽的場地，精神抖擻球藝精湛的球員穿著以貴公司為隊名的球衣奔

跑在球場上，然後透過現場轉播放映的在無數熱愛棒球的國人面前，還有什麼行銷比這

個更正面、更有效益呢？ 

久聞貴公司是一家優良的企業，不僅七十八年榮獲經濟部核發優良廠商證明書，更

可謂中台灣以南優秀保全公司之一。貴公司在網路上的創辦理念宗旨更是令人動容。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理念，自民國 80

年開始，便於每月提撥新台幣壹萬元整，於公司成立「社會急難救助金」，幫助社福單

位或媒體報導最需要幫助的人；更發揮為善不落人後之關懷心，每年提撥新台幣五萬至

十萬元幫助『創世基金會』。民國九十四年十月，更協助一群善心人士成立以關懷學齡

兒童為宗旨的『緣起文教協會』，並提供各項資源與支援，以實踐創辦人關愛社會的理

想。 

本校非常認同貴公司的創辦精神與理念，又深知貴公司長期深耕雲嘉南地區，在此

設立了諸多據點：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南台南分公司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中台南分公司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新營分公司 

星財科技有限公司 

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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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星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大淳科技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為了讓本校棒球運動能夠發展的更好，也為了能讓貴公司能實踐創辦理念宗旨，因

此本校棒球隊非常希望能與貴公司合作，誠摯地盼望貴公司能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

於社會」的理念，來贊助本校棒球隊，讓我們再一起創造前所未有雙贏互利「運動行銷」。

肆、所需經費明細 

甲組成棒之賽事，為增加企業體在媒體曝光率，都安排在職棒休息之期間，大都在

每年的 10 月至隔年 3月舉行。以企業體之名稱參賽，一年大約有 40 至 50 場之賽程。

茲將一年球隊所需之經費運用規劃、編列明細如下： 

一、經費使用順序 
參賽費、器材費、教練費、學雜、住宿與伙食費。（所有經費之使用均公正、公開，

並全數使用於球隊選手、外聘教練、 器材及參賽經費上） 

二、經費預算來源 
表 4-1  經費需求表 

單位 金額 備註 

學校代表隊 年/約二十五萬  

行政院體委會 年/約一十萬 只補助甲組聯賽 

建教廠商 年/約六十五萬 希望金額 

總金額：一百萬元  

三、相關經費編列明細： 

參賽費（一年）＝609,750 元 

器材費（個人裝備器材費）＝186,000 元 

器材費（團體裝備）＝151,400 元 

教練費（寒暑假客座教練車馬費）、雜費＝52,850 元 

      合計：1,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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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參賽費（一年）： 

 交通費 住宿費 膳食費 小計 備註 

甲組聯賽 5,000 元×15 場 

＝75,000 元 

400 元×25 人×15

場＝150,000 元

150 元×25 人×30

天＝112,500 元

337,500

元 

比賽地點 

台中、嘉義、高雄

協會杯 8000 元×2 趟 

＝16,000 元 

400 元×25 人×7

場＝70,000 元

150 元×25 人×天

＝26,250 元 

112,250

元 

比賽地點 

台北、新竹 

梅花旗    80,000

元 

 

大專杯    80,000

元 

學校名參賽 

總計：609,750 元 

2.器材費（個人裝備器材費）： 

編號 項目 單價 數量 小計 備註 

1 棒球衣褲 1,500/套 2 套×30 人 90,000 元  

2 棒球內衣 250/件 4 件×30 人 30,000 元  

3 練習衫 250/件 4 件×30 人 30,000 元  

4 球帽 200/頂 60 頂 12,000 元  

5 皮帶 200/條 30 條 6,000 元  

6 襪子 100/雙 6 雙×30 人 18,000 元  

總計：186,000 元 

3. 器材費（團體裝備）： 

編號 項目 單價 數量 小計 備註 

1 球棒 1,500/支 50 支 75,000  

2 練習球/比賽球 6000/箱（10 打）10 箱 60,000  

3 捕手護具 4,500/套 2 套 9,000  

4 球棒袋/球袋 600/個 4 個 2,400  

5 打擊噴劑 250/瓶 20 瓶 5,000  

總計：151,400 元 

 

伍、本校建教合作優點暨延伸性的結合與發展 
一、本校建教合作優點 

(一)增進清新、健康的公司形象 

(二)建立回饋學校、社會的公益形象 

(三)提供職工閒暇參與體育活動的機會與向心力 

(四)贊助（建教）相關經費可抵扣稅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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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伸性的結合與發展 

(一)提供學校優質運動場館與設備，作為企業員工的休閒活動場所 

(二)代為規劃與辦理職工休閒運動，增進企業員工身心之健康 

(三)本校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免費提供企業員工健康體適能與健康、休閒相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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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鳳 技 術 學 院 

附設進修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專題製作 

 
 
 
 
 
 
 
 
 

 

 製作群： 陳皇叡  99515002  進二技運休二 A 

   籃邑民  99515006  進二技運休二 A 

   謝鍾仁  99515028  進二技運休二 A 

   安榮進  99515039  進二技運休二 A 

   洋慶輝  99515055  進二技運休二 A 

   指導老師：劉家瑜 講師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

發展觀光對原住民經濟的影響－  

以阿里山鄉南三村鄒族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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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光對原住民經濟的影響－  

以阿里山鄉南三村鄒族為例  

 

 

 

摘 要  

自從1998年開始實施週休二日以後，景氣雖不佳，然國民旅遊市場仍快速成長，為

少數持續發展與穫利的產業，而過去遊客旅遊的場次中的原住民觀光，並未對原住民帶

來實質的利益，反遭受觀光發展種種的負面影響，所以，現在原住民有識之士就比較會

思考未來如何結合「生態旅遊」與「文化觀光」的新型態觀光，善用原住民本身少數族

群文化特質，以獨樹ㄧ格的文化生態旅遊，在商業化的競爭中，永續經營觀光產業，掌

握觀光產業與文化詮釋的主控權。若希望觀光發展為原住民社會帶來什麼好處的話，應

找回地方的自主性為重要前提，也唯有以考慮地方居民為前提的自主性的觀光發展，才

有可能在部分文化商品消費的同時，使原住民可以得到經濟之外的利益，亦即在原住民

自有自覺及組織地和遊客良性互動下，建立起文化交流和學習的朋友關係，並在這種互

動下更有尊嚴地生活著。  

 

關鍵詞：原住民，經濟，鄒族。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

文集 

 109

壹、緒論  

一、前言  
日出、晚霞、雲海、森林、鐵路是阿里山五大奇景，早期因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而聞名中外，為台灣地區主要旅遊勝地，也是大陸人士最希望前往觀光景點之ㄧ。

由於嘉義縣政府大力推動觀光發展，促成交通部觀光局於90年9月正式在嘉義縣番路

鄉觸口村設置「阿里山國家風景管理處」來對梅山、竹崎、番路、中埔、阿里山等

鄉的各風景區做整體規劃開發，讓阿里山的定位由過去的以林業為主，轉型為綜合

性的觀光發展，帶動地方經濟，把原來以高山林場的型態，蛻變為高經濟價值的觀

光產業，這不僅是嘉義地區的大事，也是國家發展觀光的重要里程碑（山美達娜伊

谷整體規劃、阿管處、2002）。  

阿里山遊憩系統完成後，其所提供的遊憩的活動是多元化的，配套包裝有森林

資源、高山鐵路、鄒族文化、生態旅遊，亦可結合玉山國家公園等，可繁榮嘉義地

區的觀光產業，增加居民在地就業機會，開創阿里山另ㄧ個春天。  

二、研究動機  
自1998年週休二日開始實施，台灣觀光旅遊風氣短短幾年快速發展，根據交通

部觀光局的觀光年報指出2001年國人旅遊人數較1999年成長34％，平均每人國內旅

遊次數為5.26次，高於1999年的4.01次（觀光年報，2002）。由於國際視觀光遊憩環

境為一個經濟市場，將觀光遊憩資源視為商品，並以市場價值觀與商業經營的手法

來管理，使得主管觀光發展的政府機關及從事觀光事業的民間業者為要滿足日益增

加的觀光遊憩需求，皆大肆開發環境擷取資源，使的與觀光發展相關聯的環境與資

源正面臨被破壞甚至消失的危機。（張玲玲，2004） 。 

而觀光發展對原住民地區來講，主要就是「生態觀光」又稱為「綠色觀光」（green 
tourism），根據亞太旅遊協會（PATA）所定義之生態觀光：「基本上是經由一個

地區的自然、歷史、及固有文化所啟發的一種旅遊型態。生態觀光者應以珍視、欣

賞、參與及敏感的態度和精神，造訪一個未開發之地區，並且不消耗任何野生或自

然資源。同時也能克盡一己之力，對該地區的各種保育活動和特別的地方需求有所

貢獻。生態觀光同時也意謂著地主或區域，應透過管理的方式，結合居民一起來建

設並保護這一特定地區，適當的推廣並建立規則，且借助企業的力量來推動土地的

管理和社區的發展。」生態觀光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1991）也下了一個註

解，認為「生態觀光是一種具有環境資源責任感的旅遊，不但要保育自然環境，也

要增進當地居民的福祉。」（劉祥修，2006）。  

三、研究目的  
綜觀以上對「生態觀光」所作的定義或操作模式，似有對原住民部落的經濟發

展帶來契機，尤其在全球經濟低迷，失業居高不下的情況下，生態旅遊事業可讓原

住民回到自己的原鄉，而不在為餬口而離鄉背井出賣勞力，本研究及欲探討生態觀

光發展對鄒族部落經濟利益有何改變及影響？是經由共同參與部落公共事務，發揮

原住民分享互助的精神，演變成部落意識覺醒，凝聚部落族群意識與團體，讓原住

民文化、產業藝術、經濟再興？在傳統／創新、貧窮／發展之間，原住民是否已逐

漸摸索出最適合本身的版本，同時，體認必須將觀光之主、客體扭轉回原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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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之「原住民族自主之觀光的關係」（張玲玲，2004） 。 

四、研究內容  

本研究選定嘉義的阿里山鄉南三村（山美村、新美村、茶山村）鄒族作為研究

對象，居民約一千餘人，約8成為鄒族人，少數為布農族及漢人約各占1成。數十年

來觀光客大都習慣往阿里山賞櫻，每每花季人滿為患，大小車輛停放附近，年來在

「阿里山國家風景管理處」的妥善規劃下，遊客已不再大量湧入阿里山，而逐漸的

往原住民鄒族文化之旅及南三村自然生態之旅，尤其山美社區成功發展達娜伊谷自

然生態公園，自1995年成立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後，影響了國民旅遊生態，隨之

而來的正面效益，使當地原住民所得增加，振興部落文化，原住民意識抬頭，凝結

社區力量。鄰近的新美社區與茶山社區也希望透過發展觀光產業來振興部落，使他

們脫離窮困。  

貳、文獻回顧  

一、原住民觀光的內涵與意義  
聯合國將1993年訂為「國際原住民年」，同時，全球也興起ㄧ股對於前往「偏

遠」、「新奇」、「異樣風情」的原住民地區從事觀光活動熱潮。而台灣國民旅遊

急遽上升，原住民地區擁有吸引遊客的最佳組合，如豐富的生態與獨特的文化、藝

術及異族風格，使原住民地區每到假日充塞大小車輛急欲「尋幽探奇」的觀光客。

如欲瞭解原住民觀光，有必要先界定其內涵與意義。  

東海大學景觀研究所（1997）將發展原住民地區的觀光,定義為將可供觀光之自

然，人文資源由原住民本身從事觀光所須之接待、交通、財物、資訊、休閒遊憩等

軟硬設施來吸收觀光客的一種服務事業。紀駿傑認為「異族觀光」是民族、文化商

品化呈現的方式之ㄧ。謝世忠（1994）認為，所謂的異族觀光，就是指到一個與己

文化、種族、言語或風俗習慣相異的社區或展。 

示定點參觀他們，除了看物、看地方，更把看人當作最重要的目的，也是異族

觀光的基本類型。  

前述對「原住民觀光」的定義而言，學者觀點集中在空間（自然資源、偏遠部

落），觀光遊憩內容（異民族風情體驗、文化展演），觀光主體（觀光客與原住民

互動模式、原住民觀光經營的自主性）等面向。 

檢視台灣觀光產業近年來的發展方向，文化觀光將逐漸地佔有一定的重要性，

而文化觀光中,筆者認為原住民文化是很重要的資產，如它的語言、服飾、樂舞、建

築、工藝、生態、智慧等；這些都可以透過原住民適當的設計與安排，而從觀光活

動中得到意想不到的收穫，建立原住民觀光的主體性，讓原住民觀光活動導向應有

的主、客關係，而得到經濟、文化等多面向的長遠利益。  

二、台灣原住民觀光演變歷程  
要了解原住民觀光發展的脈絡與問題根源，首先得回溯台灣是如何從農業經濟

轉型為工商業社會，進而被納入全球經濟體系與觀光消費市場。  

根據陳永龍在第四世界全球虛擬網路圖書館網站的論述「觀光發展與台灣原住

民」一文中指出，台灣的觀光事業發展源於1950年代末的美援時代，提供駐台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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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假勝地，開啟了國際觀光的大門。直到1970年代後，國內休閒需求增加，觀光業

從提供以日、美為主的國際觀光市場，轉為提供以國民休閒為主的國內旅遊市場。 

陳永龍將台灣原住民發展觀光的演變歷程，自1914年－1990年，詳細區分為五

個時期：（1）1896－1945年為日據時代，原住民傳統生活領域收歸國有。（2）1945
－1950年台灣光復時期，原住民發展受限。（3）1951－1970年原住民觀光萌芽，觀

光資源淪入資本家。（4）1970年代，國內休閒需求劇增，大規模觀光發展造成原住

民衝擊。（5）1980－1990年，鉅額資本的原住民文化村與國家公園相繼成立。1990
年以後為部落生態旅遊。  

2002年聯合國將它定為國際生態旅遊年，政府亦同步配合推動，期符合國際潮

流。原住民地區具有豐富且珍貴的生態與文化資源，深具發展潛力，但也具有高度

的脆弱性與稀有性，一旦遭受到破壞，將導致無法回復的惡果。  

筆記認為，為維護部落自然生態的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的保存，避免遊憩對環

境與文化的衝擊，同時達成環境經濟、保育生態與環境教育兼具為目標，須政府與

原住民不斷的溝通、協調,提出一個雙贏的最佳對策。  

三、原住民觀光的影響  

原住民地區土地大多座落於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或林務局林班地內，在土地

使用上受到政府種種法令限制，發展觀光，原住民沒有自主權，且欠缺經驗及相關

經營管理上的技能。因此，原住民部落在大量旅客進入後，便面臨許多影響。任何

的開發均會對當地產生若干衝擊，觀光旅遊亦然，觀光發展並不是地方的萬能丹，

其對地方之影響正負兼具。當觀光客大量湧入部落，負面衝擊接踵而來，諸如部落

經濟，傳統社會組織與價值觀的崩解，使原住民難以招架。 

有關觀光發展影響的研究，在1960年代，大部份的重點在經濟層面。1970年代

開始逐漸關切環境及社會／文化層面，到了1980年代初期，普遍認為觀光開發對當

地影響應充分涵蓋了3個層面，即經濟層面、社會文化影響、及實質環境影響，依衝

突結果，可分為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可歸納成下表：  

表1  觀光發展對原住民經濟優缺分析表  

層面  優勢  劣勢  

經  

濟  

1. 振興原住民部落經濟。  

2. 創造就業機會。  

3. 個人及家庭收入的增加。  

4. 生活水準與物質條件改變。 

5. 職業型態改變。  

6. 增加地方稅收與國家外匯。 

7. 增加土地利用與經濟結構。 

8. 產業多元化。  

1. 外來財團壟斷經濟利益。  

2. 原住民多從事低收入的基層工作。  

3. 原住民消費模式改變，視物質主義。  

4. 物價上漲、生活費用提高。 

5. 財富分配不均造成貧富差距更大。  

6. 喪失對土地的控制權。  

7. 地價上漲、土地所有權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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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文  

化  

1. 振興原住民文化、使傳統藝術再

復興。  

2. 強化族群意識與認同感。  

3. 增進不同族群間的溝通及文化的

交流機會。  

4. 提升原住民的形象。  

1. 原住民傳統文化與價值觀遭受衝擊、逐漸被

同化。  

2. 神聖傳統祭儀被商品化。  

3. 母語、傳統文化流失。  

4. 衍生社會問題，如色情、犯罪率提升。  

5. 手工藝品質低落、或出現大量生產的仿製品。

6. 遊客歧視的眼光使居民產生自卑感，喪失文

化的自尊。 

7. 觀光客與居民發生糾紛衝突。  

8. 生意競爭造成當地人際關係衝突，漸趨功利

與冷漠。  

9. 可能改變當地原有社會制度或階層組織。  

實  

質  

環境 

1. 交通幹線得到改善維護。  

2. 自然生態環境獲得完善的保護。 

3. 社區基礎建設的改善和整建。  

4. 形塑部落新風貌。  

5. 生活環境品質改善。  

1. 加速資源的耗損與生態的破壞。  

2. 觀光客侵犯當地人的生活空間。  

3. 環境汙染嚴重，如塞車、噪音干擾、垃圾、

生活品質每況愈下。  

4. 山坡地過度開發造成崩塌及土石流。 

 

資料來源：張玲玲(2004)  

阿里山地區原住民對觀光發展衝擊及對觀光發展的態度對於發展觀光事業，生

態觀光、文化觀光及產業觀光等層面，都表示支持，他們認為觀光發展所帶來的經

濟及社會文化的衝擊正面多於負面，能夠振興地方經濟，增加個人收入，增進不同

族群文化交流，改善並提昇本地形象，道路獲得改善，生活品質提升。但實質環境

衝突卻是負面多於正面，居民普遍認為發展觀光使社區髒亂及垃圾增加，假日交通

擁擠（張玲玲，2004）。 

觀光是21世紀最具潛力的經濟活動之ㄧ，扛著無煙囪工業的旗幟，讓人深陷「觀

光產業較不具環境汙染與公害」的迷思，發展觀光真是百利而無害嗎？這項部落新

興的全民經濟活動，未來走向如何？目前尚無法預測及掌控，公部門試圖以發展主

義的意識型態，鼓吹「觀光客倍增計畫」帶領部落「經濟起飛」，其實並非全盤適

用於原住民部落，既然觀光發展勢不可擋，部落除了須審慎評估經濟及社會文化面

的衝擊，成為守護生態環境的最後一道防線，否則一旦大規模開發，引進觀光客，

資源過度消耗，恐怕最直接威脅到原住民最後的生存權。「商業開發」與「自然保

育」，在邏輯上，原本就是兩個相異又對立的觀念，要解決這矛盾與衝突，或許換

個角度，試著回歸到原住民傳統文化智慧，與對環境負責任，兼顧生態保育與社區

居民幸福、利益回饋社區的生態倫理的觀點來思考（張玲玲，2004）。 

筆者肯定發展觀光對原住民是持正面的，主要著眼點在於能振興原住民的經

濟，增加收入，落後原住民地區的道路亦可獲得改善，並提昇生活品質等，而自然

生態觀光是資源保育與經濟利益平衡的永續發展模式；因此，生態旅遊的經營需高

度的且多元的專業，發展較落後的原住民地區這方面是缺乏的。生態旅遊要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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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需長時間的關注，政府政策也應有一貫性、長遠性的規劃，讓原住民生態旅遊

業者有所遵循，永續經營，將負面的衝擊降到最低。 

 

參、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因許多原住民部落謀生不易導致人口外流嚴重,在缺乏產業經濟及人口的支持

下，部落空間逐漸凋零、沒落，慶幸於1995年代有山美社區部落居民的覺醒，而將

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經營成功的經驗，使新美村及茶山村也開始積極地從保護其

聚落空間之生態、健全生產環境、改善生活環境著手，將環境資源轉化為遊憩資源

來發展觀光產業，藉由觀光產業帶動地方經濟，回復原住民部落土地發展之功能。

本文為一篇文獻回顧之研究，在國家發展觀光的驅動下，為維護南三村自然生態及

文化的多樣性，筆者以拋磚引玉的心情，期能獲得諸公先進更多的指教。  

二、建議  
（一）觀光產業能提供部落居民在地就業的機會，但原住民欠缺經驗與經營管理及

行銷的技能，政府部門應培育各類專才，如導遊、翻譯、餐飲、經營管理、

解說導覽、休閒遊憩企劃人才等。  

（二）修改相關法令或降低創業貸款門檻，協助原住民觀光發展，原住民想要發展

觀光產業，最大的障礙就是資金缺乏，另外就是無法與旅行業建立合作機制，

使現有豐富的文化產業及生態旅遊，無法發揮應有的加值效果。  

（三）提高社區部落居民參與，共享觀光所得利潤。南三村已將發展觀光視為社區

居民的事業，當每一位都能參與，提出意見並被重視採納，共同爭取地方觀

光事業的成功，創造部落經濟發展，更能凝聚部落居民的力量。 

（四）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水保局、交通部觀光局及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

局等中央部會應責成所屬地方單位與原住民謀求更完善的伙伴關係，如組成

聯盟共同經營、落實利益回饋部落，同時聘請在地原住民作為當地生態旅遊

的解說，認養維護自然生態保護區，摒棄各部門各自為政的門戶私念，真正

為原住民部落競爭力的提升共同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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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the impact on aboriginal's economy of the tour－
As the example with NanSan the Zou's of villages of 

township of Alishan 
 

 

Hwang-Rey Chen Yi-Ming Lan Zhong-Ren Xie Rong-Jin An g Ching-Hway Yan 

WuF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ACT  

Since beginning to stop for two days in week in 1998, prosperous, but the national 
tourist market still grows up fast, develop continuously for minority and lucrative 
industry. And the aboriginal in the session that visitors travelled visited in the past, have 
not brought the interests of the essence to the aboriginal, is visited and developed all sorts 
of reverse side influence instead. So aboriginal knowledgeable people can think how 
combine ' the eco-tour ' visit with the new-type attitude that ' culture is visited ' future 
relatively now, make the best of the aboriginal's cultural speciality of a few ethnicities, 
with the only tree The cultural eco-tour of dose, in the commercialized competition, 
manage the tour industry continuously forever, master the initiative that tour industry and 
culture annotate. If what advantage aboriginal's society brings to hope to visit and 
develop into, it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 find local independence. Only in order to 
consider resident develop for the visiting of independence of the prerequisite the place 
too, just while some culture goods are consumed probably, enable aboriginals to receive 
the interests not including economy. Namely and under visitor benign and interdynamic 
ownly to organize consciously in aboriginal, set up friend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study, and is living more dignifiedly under this kind of interdynamic.  
 
Keyword：The aboriginal, economy, Zou Zu.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7 級畢業專題論文集 

 116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附設進修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專題製作 

 
 
 
 
 
 
 
 
 

 

製作群： 吳佳賢  99515024  進二技運休二 A 

 馮郁發  99515042  進二技運休二 A 

 馮奕霖  99515069  進二技運休二 A 

  

 

 

指導老師：卓世鏞 助理教受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 

嘉義市柔道之發展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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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柔道之發展現況調查 
 
 
 

摘 要 
嘉義地區在台灣省運動會、台灣區運動會的柔道比賽上，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歷

史，隨著時光的流逝及種種因素，逐漸為人們遺忘，本組希望將過去嘉義區柔道發展的

過程與資料加以整理整理，以探討其發展過程的演變。嘉義區柔道發展曾經輝煌蓬勃稱

霸全國,但因社會環境改變,升學壓力增加,對運動的價值觀改變,柔道運動的推行障礙重

重.故收集近年來柔道參與人數變化與其教育程度的關係,以提供未來柔道發展之參考。 

 

關鍵詞：柔道，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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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嘉義地區在台灣省運動會、台灣區運動會的柔道比賽上，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歷

史，隨著時光的流逝及種種因素，逐漸為人們遺忘，本組希望將過去嘉義區柔道發展的

過程與資料加以整理整理，以探討其發展過程的演變;此乃動機一。 

二、研究目的 

嘉義區柔道發展曾經輝煌蓬勃稱霸全國,但因社會環境改變,升學壓力增加,對運動的

價值觀改變,柔道運動的推行障礙重重.故收集近年來柔道參與人數變化與其教育程度的

關係,以提供未來柔道發展之參考, 此乃動機二。 

貳、柔道歷史與起源 

今日所謂之「柔道」是於西元 1882 年（日本明治 15 年）經嘉纳治五郎綜合全日本

國內柔術諸派，經改革定名為「柔道」。

 
圖1  西元1878年18歲時的嘉納治五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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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877 年（日本明治 10 年）嘉納治五郎，師福田八之助學習柔術，西元 1879

年（日本明治 12 年）福田歿，改師磯正智學習天神真楊流，西元 1881 年（日本明治 14

年）磯正智過世，又師飯保久恒年學習起倒流，西元 1882 年（日本明治 15 年）5月，

嘉納治五郎先生融合各流派創設柔道於東京下谷北稻荷町永昌寺內。而考其淵源，乃是

由我國的擒拿術和摔角中脫胎而產生，柔道當初在日本被稱為「體術」又改稱「柔」或

「柔術」，而後眾多精研柔術者，紛紛自立門戶，傳授門徒。 

參、台灣柔道起源 

西元1898年（日本明治31年）7月,日本在台設立「台灣總督府警察官與司獄官練習

所」推行武道訓練,此時柔道運動在國民學校已被列為正式體育課程之一，在警察訓練所

規定巡查部長(巡佐)升學時必須具備柔道初段的資格，否則不准入學，每個巡查(警員)

每一週必須參加二次以上的柔道訓練，藉以增強自衛的技能。 

設備方面各中學校以及州廳都有很完備而富麗堂皇的武德殿(訓練柔道場所)。經常

舉行比賽，用物質或精神來獎勵優勝的選手。一時學習柔道運動蔚成風氣，極為流行。

但是台灣光復後因乏人提倡便漸漸沒落了。 

至民國41年10月第七屆全省運動會在屏東舉行時，黃滄浪先生鑒於柔道運動有提倡

價值，提請主辦單位增設柔道項目為表演項目，並建議台灣省體育會成立全省柔道協

會，經數次申請後始准予在第七屆全省運動會臨時增列柔道為表演項目，該次參加者有

60餘人，當時以本省濁水溪南北為界，分成龍虎二隊對抗比賽。民國42年第八屆省運又

將柔道項目列為表演項目，參加隊數共11縣市，該次比賽後於10月30日台灣省體育會正

式成立全省柔道協會。民國43年第九屆省運時柔道便列入正式比賽項目，各地柔道訓練

班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立，愛好柔道運動人士亦風起雲湧競相參加。 

參、台灣柔道之嘉義區柔道發展 

一、日治時代嘉義柔道運動之發展（西元 1938～1946 年） 
日治時期嘉義地區柔道運動的的發展由以下三個地方推展 

(一)武德殿： 

日治時期，日人希望發揮武術道德，在全台興建許多武道場，供日裔軍警和民眾練

武強身，名為武德殿。光復後曾變為警察柔道訓練場，及跆拳道訓練場。殿內地板下埋

有兩座大缸，只要有人於殿內練武，腳踏地發出的震撼聲，再加上屋頂及整個房子的回

音，那虎虎生風震天地之氣勢，足以震攝人心。     

    柔道運動就是在日人進入台灣的同時，被帶進台灣本土的，因為日人統治台灣是利

用「三段警備」、「保甲制度」等的警察制度來維持治安，採用大量的警察來統治臺灣

人民，而日本警察在日本受警察養成教育時柔道項目是必修武道課程之一，且日本警察

到台灣後除勤務外，還必需在固定時間接受柔道課程的訓練，由此可得知柔道運動在殖

民與被殖民中，已被傳入台灣。 

日本統治台灣的同時，也在各地廣建武德殿來訓練巡察（警察），而嘉義地區柔道

運動也在這一時期開始萌芽，武德殿內除用來訓練軍警之外，也會有一般愛好柔道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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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與民眾來參與練習，由民國28年（日本昭和14年）嘉義郡役所武德殿柔道場合影

出現的人物有當時嘉農柔道部教練、嘉義郡役所武德殿柔道教官角田、邱錦章當時擔任

台灣銀行嘉義分行行員、翁焜輝、蔡永昌、陳再乞、林良立等柔道先進，由此可見日治

時期嘉義地區柔道運動的的發展武德殿佔有重要的地位。 

 

民國28年（日本昭和14年）台南州嘉義郡役所武德殿柔道場合影（後排左5陳再乞、

中排左2林良立、左3翁焜輝、左4邱錦章、左5角田傑、前排右2蔡永昌先生）                     

二、嘉義農林學校 
嘉義農林學校是嘉義地區柔道運動推展的重鎮，創立於民國八年的嘉義農林學校，

培養出多位柔道精英如：謝龍波、吳柏堂、歐壽昌、楊在福、邱德雄、陳再乞、陳戊寅、

何秋生、林良壽、李茂琳、陳欲仁、陳阿祥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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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1年（日本昭和17年）嘉農第20回柔道部畢業生合影 

三、嘉義中學 
創立於民國 13 年（日本大正 13 年）的嘉義中學原名為台南州立中學校，是日治時

期嘉義地區柔道運動發展代表性學校之一，柔道部代表性學員有楊立三、陳活源等。 

 
（圖3-3）民國29年（日本昭和15年）嘉中第12回柔道部畢業生合影 

（中間穿黑西裝者為教練江頭計太、3排右5為楊立三先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嘉義柔道運動之發展（西元 1946～1961 年） 

民國 34 年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降，結束二次世界大戰，依照開羅宣言日

人離開台灣，結束日本統治台灣長達 50 年時間。日治期間學習柔道的諸多台灣柔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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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基於興趣與推展柔道的使命感，陸續於嘉義市區內成立柔道訓練場館，當時成立的

多是簡陋的訓練場所，大多位於庭院內及空地上,比較具代表性的約有十一處場館。 

(一)惠柔齊柔道場：館長黃輝煌先生（西元 1909～1976 年）日本早稻田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畢業，柔道五段，大學畢業後到滿州國（現東北）發展，台灣光復後回台灣, 黃
輝煌先生於民國 38 年與國術專家王家瑞先生共同成立惠柔齊國術館教授國術與柔

道（現嘉義市延平街 136 號）， 

 

                   右為黃輝煌先生（柔道五段） 

 

(二)玄道館柔道場：館長翁焜輝先生（西元1913～1990年）    

 民國2年（日本大正2年）出生於台南州嘉義郡雲霄厝（今嘉義市民權路與共和路

角）。民國17年（日本昭和3年）中學畢業時獲得晉升初段，民國19年（日本昭和5年）

京大講武會有段者比賽獲晉升二段，民國21年（日本昭和7年）京大講武會有段者比賽

榮獲晉升三段，是日治時代臺灣人極少數獲此殊榮者，民國24年（日本昭和10年）創立

東門柔道訓練所, 民國40年東門柔道訓練所更名為「玄道館柔道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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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54年翁焜輝（前排右2）先生於玄道館柔道道場與學生合影   

(三)朴子柔道場：負責人潘老世先生  

創設於民國 44 年，負責人潘老世先生，出生於民國 10 年，日治時代擔任警員的工

作，柔道場鋪設於潘老世先生家中庭院，民國 55 年以後朴子柔道場結束練習吳水蔥先

生帶著黃輝雄、涂清木等兩位年輕好手到嘉義和平館接受陳戊寅先生指導，延續朴子柔

道運動的輝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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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民國 46 年朴子柔道隊參加嘉義縣第 6屆縣運柔道賽爭獲得團體冠軍合影 

四、建成柔道館：館長蔡永昌先生 
民國 12 年（日本大正 12 年）出生於台南州嘉義郡，小學就讀白川國民學校（今大

同國小）初中開始到武德殿學習柔道，接受台南州警察教官角田先生、邱錦章先生、翁

焜輝先生、林良立等人指導，民國 46 年成立建成柔道館，（今嘉義市新榮路太和醫院旁），

柔道場地約 20 面柔道墊， 

       
                民國32年（昭和18年）蔡永昌先生於廣島世羅中學留影       

五、中山堂柔道場：館長李茂琳先生（西元 1924～2000 年）  
民國 32 年（日本昭和 18 年）畢業於嘉義農林學校，是嘉農第二十一屆畢業生，民國

46 年開始李茂琳先生在嘉義中山堂旁（民權路忠義街口）舊棉花株式會社宿舍內，擺設柔

道墊 30 面教授柔道，民國 50 年後因選手大部分都移至和平館練習，中山堂旁柔道場才結

束為期 5年的開館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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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14）李茂琳先生民國78年留影                          

六、博愛柔道館：館長林良壽先生（西元 1924～1988 年） 
位於嘉義市北香街（現國華街過鐵路）出生於民國 32 年（日本昭和 18 年）畢業於

嘉義農林學校，民國 47 年於北香街（現國華街）成立博愛柔道館教授柔道 ,一直開設到

民國 50 年和平館成立後才結束。 

 
                           林良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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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嘉義醫院柔道場：館長陳活源（西元1924～1996年）    
是早期嘉義柔道前輩中少數擁有高學歷者（1983獲醫學博士學位），曾任省立嘉義

醫院外科主任、副院長，省立雲林醫院院長，省立嘉義醫院院長,因為興趣，於閒暇時

在嘉義醫院內擺設柔道墊教授柔道，柔道場地約20坪面柔道墊。 

 

陳活源先生民國66年攝於和平館 

八、林務局阿里山林場柔道場   館長邱雲鴻 
    邱雲鴻先生擔任台灣省農林廳林務局運材課課長間，阿里山林場內幅員廣闊，因為

工作的需要，防止盜林者的入侵，因此林務局阿里山林場特別商請邱雲鴻先生擔任柔道

教練教授柔道與國術以為防身，組合的成員以當時林務局阿里山林場員工與眷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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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24） 民國40年阿里山林場棒球隊後排左2邱雲鴻先生 

九、育仁柔道館：館長林朝慶（西元1910～2000年）                     
林朝慶先生出生於民國前2年，日治時代擔任刑警的工作，擁有大日本武德會二段

的柔道實力，育仁柔道場就設於嘉義市台斗（坑）街過鐵路陸橋北邊炮竹工廠內（現已

拆除），約有25面柔道墊， 

 
林朝慶先生 

十、北興柔道館：館長賴新宗 
賴新宗先生是嘉義二次世界大戰後本土栽培的柔道選手，初期學習起源於中山堂旁

李茂琳先生所經營的柔道場，李茂琳先生結束道場之後，柔道墊移至嘉義市北興國中前

方博愛陸橋下繼續由賴新宗先生經營。 

 
民國48年第十四屆省運嘉義縣代表隊留影（前排左1黃正男、左2賴新宗 

十一、和平柔道館：館長陳戊寅先生（西元 1922～1994 年）      

    陳戊寅先生民國 11 年（日本大正 11 年）出生於朴子鎮六腳鄉魚寮村，民國 2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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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2 年）進入嘉義農林學校就讀，民國 31 年（昭和 17 年）畢業，    民國 50 年，

陳戊寅先生始遷至嘉義市，並以柔道專長，設立「和平柔道館」，開館授徒之餘，本身

亦勤練柔道、武術，在「柔」壇雄霸一方，備受國內、外柔道界人士讚揚。民國 83 年 3

月 4 日凌晨零時 20 分陳戊寅先生因為心肌梗塞，病逝於和平館內，享年 73 歲。陳戊寅

先生一生對於柔道的貢獻不是三言兩語可以形容，門徒遍佈全台灣，尤其擔任教練工作

再教授學生，影響之深遠有目共睹，畢生事蹟留給眾多門生無限追思。 

 

                           （圖 3-29 ）陳戊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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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柔道運動發展淵源圖 

嘉          中        武    德    殿      嘉          農       

高橋 江頭計太 佐藤       翁焜輝 角田傑 邱錦章     濱田 角田傑岩淵佶 

（日治時期） 

楊立三 陳活源                                                 民國 18 年 

-（戰前）-----              

蔡永昌              林良壽                陳再乞         謝龍波   吳柏堂 

                                                 何秋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           

玄道館      惠然齊國術館         陳阿祥  陳戊寅  

            翁焜輝     黃輝煌 王家瑞                           民國 35-40 年 

              洪志甲                                                （戰後） 

朴子柔道館                                                           

潘老勢                                                           

--------------- 

吳水蔥    阿里山林場      嘉義醫院       中山堂後        東石農校           

    邱雲鴻         陳活源         李茂琳         陳戊寅  民國 41-45 年 

邱宏修           蔡惠然      賴新宗        

                           張聖雄                 

---------------               

 

   建成柔道館  博愛柔道館    育人柔道館            北興柔道館 

          蔡永昌      林良壽        林朝慶                 賴新宗  

孫建將 黃國村               陳活源               賴仲和、侯英才 

陳義勇                    陳欲仁                 賴華台 

 

 

    黃正男         郭瑞陽 黃文良  沈博和                        民國 46-50 年 

                                                

                                         李賢德 張尚賢 

  朴子柔道館 

潘老勢 吳水蔥                                                             

陳森川 涂清木 黃輝雄                                       

---------------- 

                                                                   民國 

                    和平館 陳戊寅        50-83 年 

 

（圖 1-2）嘉義柔道運動發展之百家爭鳴到萬流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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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嘉義柔道運動人口近年來變化狀況(94 年至 96 年) 

一、以性別分類統計 
               單位：人                               表1 

     年度 

性別 
94年度 95年度 96年度 

男 219 218 173 

女 59 60 60 

統計結果: 一、人數變化不大。 
                                   二、男生多女生少。 

二、以受教育時段分類統計: 
               單位：人                               表2 

     年度 

教育 
94年度 95年度 96年度 

國小 100 98 83 

國中 36 37 72 

高中 53 51 29 

社會 89 88 45 

統計結果：一、國小生變化不大。 
          二、國中生增加。 
          三、高中生減少。 
          四、社會生減少。 

陸、嘉義柔道運動人口近年來變化原因分析與建議      

一、以性別分類統計結果分析 
  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家長依然停留在武術運動是男生的運動,女生不適合從事。 
二、以受教育時段分類統計結果分析 
(一)國小時段功課壓力不大, 家長喜歡讓小孩嘗試各種才藝的學習,所以人數仍維持一定

的數量,雖然人數增加不多,但從教授的場館數增加一倍之多 ,可見此一時段仍大有

可為。 
(二)國中生數量倍增應是國小生興趣的延續,從國小生的教授場館數的增加,可預見將來

國中生的人數將快速成長。 
(三)高中生的減少應與目前大學林立人人有大學可念,不必像以前靠運動專長來換取加

分或保送大學有關,國中生培育就更加重要了,在國中時如能確實教授,讓國中生都能

達到一定程度,可增加其成就感因此也可讓他在高中時更加的投入了。 
(四)社會生一直都是比較難掌握的區塊,因為社會生所面對的環境比較複雜,加上目前經

濟衰退謀生困難,社會生面對生計困境自然無心參與,此乃大環境所致實難以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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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一)應以現代觀推崇現代女性在全世界的武術成就 ,世人應以有為者亦若是的眼光來正

視。 
(二)積極與各國小柔道教授場館連繫 ,擴大招生數量, 並進行規劃國小生進入國中後的

培訓通路,以免人才流失。 
(三)國中生應增加武德及人格教育,使其成為謙恭有禮的君子,這對於叛逆期的孩子有很

大的幫助,也能使家長樂於讓小孩來學武術。 
(四)經常舉辦比賽讓選手有更多交流學習的機會,並請媒體廣為宣傳,以帶動武術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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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中信飯店之經營管理模式研究 
 

摘  要 

本研究之動機在探討嘉義地區飯店經營模式之分析，以嘉義市中信飯店之經營管理

模式研究為例，研究方法以蒐集相關文獻回顧並進行訪談，分析探討得知：1.嘉義中信

大飯店的受訪者近有八成年齡集中在20-39 歲青壯年；2.嘉義中信大飯店的受訪者對休

憩場地在滿意度的調查中是最低的。最後筆者提出現在的消費趨勢傾向休閒，因此建議

嘉義中信大飯店可搭配提供嘉義市店商折價抵用卷。 

關鍵詞：中信飯店，經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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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自從政府來台後，早期所有的政府均以軍事為主。且經濟尚得依賴外援，自無法考

量到有關民生旅遊的發展；直到50 年代社會或經濟開始由穩定步向成長，才開始進一

步考量旅遊業的發展，在加強國防安全及經濟建設政策背景下，行政院在民國58 年7 月
公佈「發展觀光條例」制定了觀光發展重要法規，又再民國60 年6 月成立了「交通部

觀光局」，對觀光發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里程碑。之後，相繼如民國76 年開放國人赴

大陸探親，及民國91 年開放大陸人士來台觀光，都是觀光發展的重要歷程。 

由於時代的變遷，在物質水準上不斷提升，不但使消費大眾在生活型態上有了明顯

的轉變，也使消費者的休閒意識覺醒，且觀光事業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為一面賺取外匯、

發展國內經濟及促進人類社會交流的重要無煙囪產業。為了有效達到休閒活動的蓬勃發

展及推動台灣觀光產業，行政院結合產官學界成立觀光推動小組，是針對觀光發展進行

的跨部會溝通協會，並且要求觀光局強力執行「推動台灣觀光新戰略行動執行方案」。

此政策的大力推廣，政府於民國八十七年開始實施週休二日制度，帶動民營企業逐步跟

進實施，國人的休閒活動因此而增加，使得國民以往的工作型態和假期結構因而產生了

改變，刺激了國民旅遊意願，也使台灣進入了另一個休閒生活的重要里程碑。 

觀光事業為ㄧ具有多目標與複合功能之綜合性事業，需要其他的相關事業相互配

合，如觀光資源、交通運輸、旅館事業、餐飲娛樂業及相關行業等，以構成整體發展，

而旅館業更是觀光相關的事業中最具關鍵性的一環，功能除了一般所認知之旅客住宿與

餐飲外，尚擴及社交、會議、健康、娛樂、購物等多方面，在現代生活中已扮演了一個

提供多元、豐富和資訊的空間，經營型態更是多樣化，有國際觀光旅館、一般旅館、渡

假旅館、民宿等形態，而其服務品質之高低，客房敗量之多寡，經營管理之方法，則影

響觀光事業。 

觀光事業的發展，隨著生活水準的進步，休閒風氣盛行，更豐富了其多元化。而人

類最基本的需求是物質上的需求，要先滿足吃得飽穿得暖等基本生存需求，才會想到將

多餘的時間和金錢來享受休閒生活。當有多餘的時間和金錢去從事休閒活動之後，就會

不斷創新想出不同多樣化的休閒活動，使休閒活動大幅增加，尤其是週休二日實施後，

使得人們對於休閒活動的重視程度日益提高，在這股休閒熱潮裡，最受矚目的莫過於飯

店業，然而在飯店的經營管理中，服務品質為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在觀光飯店的營運與

服務範圍很廣泛，包含了食衣住行各方面，而其特有的營運方式與服務項目皆需要專業

知識和技能，由此可見飯店是一種以銷售個人服務為主之行業。不過相對的，業者所提

供的服務及其經營策略成功因素，也是我們要加以探討與分析的。 

二、研究目的 
隨著各國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工作時間縮短，閒暇時間增加，然而觀光業隨之變

的受人民重視，渡假飯店在現代經濟體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足以為國際上地域性

的指標，凡從飯店定位到設計及經營管理，有其重要性，自有探討的意義與價值，因此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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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觀光行銷之定義與發展 
觀光事業是一種全方位、多元性的綜合產業，舉凡觀光旅館、旅行業、交通運輸業、

遊憩據點，旅遊仲介資訊媒體及觀光推廣組織等屬於觀光事業的一環。而面對市場潛力

雄厚、競爭壓力劇增的年代，如何藉由行銷活動的落實來滿足目標市場的需要，並達成

企業獲利的目標，是企業本身最為關心的課題。 

二、觀光行銷之定義 
曹勝雄（2001）認為觀光行銷(tourism marketing) 的觀念是在引導一個觀光產業組

織確定目標市場的需要和慾望，並提供業者一種比競爭對手更具效率的行銷管理方式，

以及提昇產業效能的經營法則，進而提昇觀光產品與服務品質，以取得潛在商機。觀光

事業所涵蓋的範圍很廣，除了旅館住宿業、旅行業、餐飲業、運輸業、遊樂服務業等。

如圖1 所示。 

需要→慾望→需求→產品→交換→市場→行銷→觀光行銷  

圖1 觀光行銷發展過程（資料來源：曹勝雄著，2001） 

三、觀光行銷環境 
曹勝雄（2001）提出行銷人員所從事的行銷活動都受到許多無法控制的外在因素

所影響。行銷計畫能否成功，除了需要檢視企業內部的營運因素之外，還必須考慮到企

業外部的行銷環境因素。外部的行銷環境因素，說明如下： 

(一)競爭環境 

 競爭在觀光業中是一種變化激烈的過程，當某一家企業在執行一項新的行銷策略之

後，他的競爭對手便隨即會有因應對策。尤其是旅遊產品，由於產品極易模仿，只要能

贏得消費者的口碑，市場上隨即會出現類似性的產品。這也是為什麼同樣是美西線的產

品，從這一家飯店到那ㄧ家飯店都大同小異的原因了。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在競爭的環

境當中守成不變，因此對於行銷人員而言，隨時觀察並追蹤對手的行銷活動，並適時彈

性修正企業本身的行銷計畫是非常重要的。觀察企業所面臨的競爭來源可分成五種類

型，及（一）現有競爭對手的威脅（二）替代性產品的威脅（三）潛在競爭者的威脅（四）

供應商的議價力（五）購買者的議價力。 

(二)政治環境 

企業的行銷活動會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政府單位、法律以及壓力團體的影響。企業所

有行銷決策都必須在政治環境的管制規範下來進行。曹勝雄（2001）將規範納成以下類

型： 

 單位：政治的施政作為會影響到等個觀光市場的需求以及企業的行銷活動。以近幾

年政府開放國人出國觀光市場的相關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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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觀光市場開放條例 

1.民國76年我國實施「開放天空」與開放大陸探親政策。 

2.民國77年開放旅行業執照申請之後，國人出國觀光需求即呈現大幅攀申。 

3.民國83年政府開放12 個國家國民來華的免簽證措施，使得衰退的來華旅客需求再度

出現成長。 

4.87年我國實施「隔週休二日」的政策。 

5.91年我國開放大陸旅外人士來台的觀光政策，也使得國內旅遊市場展現蓬勃生機。 

（資料來源：觀光年報，2001） 

(3)法律 

為了維護企業之間的良性競爭、保護社會大眾的利益，政府會制定一些規範企業經

營活動的法律，並影響企業的行銷決策。 

1.八十三年公佈消費者保護法對旅行業的定型化契約予以規範。 

2.八十四年四月通過的「民法債篇部分條文修正案」，特別增訂了「旅遊」專節，

作為旅遊交易行為之規範，對於消費者保護上有了更進一步的保障。 

(4)壓力團體 

 曹勝雄（2001）指出在民主社會中，壓力團體對於政府部門及立法部門都會產生影

響力，像消基會中的旅遊委員會除了針對民眾發生的旅遊糾紛與訴怨，給予協助處理之

外，並會定期邀請政府部門與相關業者加開會議，檢討與消費者有關之權益或相關法令

之適宜性問題，對於旅遊業的行銷活動產生極大影響。 

(5)經濟環境 

民國八十九年，台灣經濟衰退失業率攀升，所以經濟不景氣也對台灣的觀光產業造

成影響，不但公司辦理員工旅遊活動的次數與天數減少了，連尾牙聚餐的預算也縮水

了，旅行業與餐飲業的經濟大都受到衝擊。由此可看出，經濟環境的變化確實會對觀光

產業的經營造成影響。 

 

-----------------------> 

  

  

----------------------> 

 

 

-----------------------> 

 

 

    圖2  目標行銷步驟圖（資料來源：Philip Kolter，1998）  

(二)市場區隔化(market segmentation) ：依據購買者對產品或行銷組合的不同需求，將市

場分化成幾個可加以確認的區隔，並描述各市場區隔的輪廓。 

1. 確認區隔變化並區隔市場 

2. 描述各市場區隔的理論 

3. 評估每一區隔的吸引力 

4. 選擇目標市場 

5. 為每一目標區隔確認可行 

  的定位觀念 

6. 選擇發展並表現所選定的 

  定位 

市場區隔化 

選擇目標市場 

市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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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擇目標市場(marketing targeting) ：選一個或多個所想要進入的市場區隔。 

2.市場定位(market positioning) ：建立產品在市場上重要且特殊的利益，定與目標

顧客溝通。三、市場區隔與市場定位理論(一)市場區個定義與內涵 

根據Dibb（1994）就市場區隔定義為：為了便於對不同區隔設計出吻合的行銷組合，

而將對產品有相同需求者劃分成同一群體。是為市場細分的過程。 

企業在決定進行市場區時，尚需要考量欲採取的區隔策略。Steven P Schnaars，
（1991）指出區隔策略依據(一)單一區隔市場；(二)多個市區隔分別有不同的較可行策

略： 

1.單一區隔市場：目標對準最大區隔、專注在避免競爭、在成長的區隔中建立佔有率、

重新分配。 

2.多個區隔市場：提供多樣產品給多個市區隔、集中點在少數區隔，單一產品提供給多

個區隔。Philip Kotler（1998）認為，在評估不同市場區隔後，企業必須決定要以哪 

些區隔作為目標市場。一般而言，言有以下五種目標市場的選擇型態： 

3.單一區隔集中化：在最簡單的情況下，企業只選一個區隔。集中行銷的風險較高。 

4.選擇專業化：企業選許多個市場區隔，且每個市場區隔皆吸引力，亦能配合企業的目

標與資源。此種多重區隔涵蓋(multi-segment coverage) 具有分散風險的優點。 

5.產品專業化：指企業專注於製造一種產品並供應給不同的區隔。企業雖然可能在特殊

產品領域上創造了專業代商譽，但若代替產品出現，企業將面臨銷售顯降的風險。 

6.市場專業化：指企業專注在服務某特定顧客群體的各種需求。 

7.整個市場涵蓋：係指企業想要以所有的產品來服務所有顧客群體的需要。 

此又分為無差異行銷(undifferentiated marketing) 與差異化行銷(differentiated 
marketing) ，無差異化行銷則是企業不考慮市場區隔的差異性，對整個市場僅提供一種

產品，集中力量於消費者的一般需求，不去辨認其間的差異所在；而差異化行銷則是企

業決定兩個以上的市場區隔經營，並為不同的市場區隔設計不同的行銷方案 

四、市場區隔的功能 
進行市場區隔究竟可以帶來什麼樣的具體利益？劉錦桂（1992）曾提出，市場經營

管理者利用市場區隔可獲得的利益包括：可調整或設計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及行銷組

合；能深入了解特定市場的特性與動態，易於發掘和比較行銷機會；可對市場發展的趨

勢做未來的預測；可針對特定的區隔市場修正行銷策略以維持市場佔有率。 

五、消費者行為 
（一）消費者行為定義  

Pratt（1974）清楚說明消費者行為之定義「消費者行是指決定購買的行動，也就是

以現金或支票交換所需的財貨或勞務」。Walters（1978）提出「消費者行為是人們購買

和使用產品與服務時，所有相關的決策行為」說明消費者行為與產品及服務間之關係。

（Horner＆Swarbrooke，1996）提出「關於人們購買產品的原因及購買決策之研究。」

此時消費者選擇購買或使用產品或服務的過程即為消費者行為。（Engel、Blackwell、
Miniard，1995）定義為：「消費者行為是為獲得、消耗及棄置產品和服務的一連串活動，

包括這些活動之前之後的決定過程。」此定義強調了過程中心裡部份之重要性，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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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經歷的購買前到購買後階段。 
（二）消費者行為研究之步驟 透過消費者之購買決策過

程，了解旅客對旅客之定位。鮑敦瑗（2000）利用5W1H 的
行銷理論，將消費者選擇飯店的行為分為以下六個步驟：  
誰在購買（WHO ）：誰是旅館的消費者購買何物（WHAT ）：消費者想從飯店

得到什麼為何購買（WHY ）：消費者選擇該飯店住宿之因素如何購買（HOW）：

消費者如何取得飯店之相關資料何時購買（WHEN ）：消費者住宿飯店之季節時

機何處購買（WHERE ）：飯店之配銷管道 
（三）影響消費者行為之主要因素  

郭振鶴（1999）影響消費者購買行為之因素說明如下：文化因素：包括文化；次文

化與社會階級因素。社會因素：包括參考群體、家庭、角色與地位因素。個人因素：

包括年齡與生命週期階段、職業、經濟環境。生活因素：人格與自我觀念因素。心

理因素：包括動機、認知、學習、信念與態度等因素。 
（四）消費者行為模式  
Solomon（1996）認為在整個消費者購買過程，實際上有許多行動者（actors） 涉入其

中，且購買者與使用者未必同一人。人和組織都會採取一些行動來影響購買過程，例

如家庭就是組織之一種。Solomon 的模式已在學術研究中普遍採用。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遊客會受個人的內在的因素及外在刺激影響，而體認到各式的

旅館需求之產生。而有此需求時，便會主動或被動去收集飯店的相關資訊。然後根據所

得的資訊，依自己的興趣並參考相關群體的意見。進行方案評估的工作，綜合各種因素

之後，遊客作出最後的購買決定。在購買之後，遊客會比較實際與預期之差距，出現對

產品或服務的滿意與不滿意的結果。這種滿意程度會成為往後遊客是否再度住飯店的意

願，也就是作為下次評估時的基礎。從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可以了解遊客住飯店的原因、

如何蒐集資料、對飯店品質要求的重要度、購買決定及對各項飯店所提供的服務之滿意

狀況等， 

六、飯店行銷組合 
（一）飯店產品策略 

企業要確定市場行銷組合，首先要研究和確定用何種產品來滿足市場的需求。

市場需求直接影響企業的產品策略，同時，旅遊產品通過市場行銷活動又會刺激旅

遊市場，增加市場需求。 

研究旅遊產品策略，為的是產品更能滿足市場需求，及產銷合一。旅遊產品的品質

對開拓旅遊市場，引導市場消費，提高企業在旅遊市場中的競爭地位，都起著關鍵的作

用。（二）產品的定義 

（Michaiel J.Etzl，行銷學，2001）提出產品（product）是一組有形無形特色，包括

包裝、顏色、價格、品質和品牌，加上賣方的服務和商譽等。產品可包括、貨物、服務、

地點、人員和創意。（三）飯店產品種類 

曹勝雄，（2001）將住宿業的類別根據其服務性質、營業方式分成各種不同的

分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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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旅館 主要客源是商務旅客(business traveler)，提供服務的內容採精緻

風格。此外，商務中心、游泳池、三溫暖、健身俱樂部等，也是該類型旅館所固定

提供的設備。過境旅館 此類旅館靠近於機場附近，主要在提供便捷服務已因應旅客

需要，求其主要特色為接送旅客來回機場之便捷服務。渡假旅館 主要客源是前往渡

假休閒的顧客，此類旅館通常設置於遠離都市塵囂、或風光明媚的山麓和海濱。 經

濟形旅僅提供清潔、衛生、簡單的房間設備，其他服務項目與設備未完整，也未提

供餐館 飲服務設施，客源大多是希望經濟實惠的預算形消費者。 汽車旅館 此類旅

館種類繁多，為取得交通之便捷性。  

施涵蘊、陳綱（1996）指出飯店開發的組合產品多種多樣，飯店可根據企業銷

售的需要、賓客對象、飯店產品和服務的特色，應用創造力，開發各種受賓客歡迎

的組合產品並歸納出幾個常見的組合產品： 

表4 飯店組合產品 

公務客人  公務客人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服務， 飯店可將幾天的住宿和某些特殊

組合產品  服務組合在一起提供給賓客。  

會議組合  會議組合產品一般包括使用會議廳、會議時間供應點心， 使用會議設

產品  備如幻燈機、投影機等。  

家庭住宿  家庭組合產品中包括：雙人房供全家住宿，小孩與父母同住免費加 

組合產品  床，小孩免費使用康樂設施和遊戲室。  

蜜月度假  蜜月渡假產品由於是像新婚夫婦， 一般需要漂亮而寧靜的客房以及一

產品  些特殊的服務。免費奉贈香檳酒，客房裡供應鮮花等。  

婚禮組合  這類產品主要針對當地居民市場。婚禮需要許多服務， 將這些服務組

產品  合起來，可以減少婚禮主持人的麻煩，並使他們節省費用。  

周末組合  這項產品應該包括一些娛樂或體育活動。如週末晚會。周末滑雪等 

產品  等，將娛樂性活動加上飯店的食宿服務組合價格便宜的套裝產品。 

淡季度假  許多飯店為推銷淡季， 往往以一週、十天住宿家膳食， 以套裝總價提

產品  供給賓客。同時，爲了吸引賓客飯店還組織賓客免費享受娛樂活動。 

特殊活動  飯店利用設施和活動組合產品，這些活動與飯店的食宿組合在一起， 

組合產品  不僅能吸引客人，而且能提高飯店的聲譽和形象。  

資料來源：師涵蘊、陳綱著（1996） 

（五）飯店定價策略 

價格對產品的銷售，企業實現利潤，都有密切的關係。無論從經濟學的觀點，還是

從事行銷學的觀點來看，價格都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價格是活潑，是隨時可以變動

的，應該根據市場變化做出活的反應。定價是一門科學，也是一種藝術。價格是市場行

銷的重要工具，價格能調節需求，幫助應付競爭局勢，反應飯店形象。有效的價格政策

能使飯店提高收入，增加利潤。 

七、價格的定義 
訂價問題之產生，主要因未了解價格之定義。（Michaiel J.Etzl ，行銷學，2001）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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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價格（price）是為獲取一項產品所需金錢與其他實用性事務之總額。因此價格可

能包含金錢以外的東西。 

表5飯店產品定價策略   

政府的價格政策  在確定價格時，飯店首先要遵守政府價格政策的規定。因此制定價格

時應充分了解政府對於價格的有關規定。 

政治、經濟、文  飯店所在地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變化，對飯店的價格政策有很

大的影響。客源區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同樣也會影響飯店的價格。 

化等因素影響 

飯店的競爭狀況  飯店管理人員在制定價格政策時要分析飯店所處的競爭局勢以及相

對的競爭地位，要了解競爭者的價格及其價格政策，分析競爭者對本

企業價格變動的反應。 

飯店的市場情況  在制定價格政策時需分析飯店市場需求的變化，了解賓客對飯店產品

價值的評估。針對不同類別的賓客確定不同的價格和價格折扣政策。 

飯店的經營狀況  飯店制定價格政策時要考慮飯店經營狀況，客房和餐飲的價格要能使

飯店在經營上和經濟上可行。 

資料來源：飯店行銷管理，施涵蘊、陳綱著（1996，

p90） 

 

八、定價的具體策略 
（一）新產品的定價策略 

在產品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企業都應考慮價格調整問題。但在產品的引進階段，

定價工作更加重要。（曹勝雄，2001）將飯店在制定新產品價格時，分為以下策略： 

去脂定價策略（price skimming ）在產品引進階段制定高價，以便在短期內把錢賺回來。

當產品進入成長階段或成熟階段再降價，以便吸引對價格較為敏感的區隔市場。 

滲透定價策略（penetration pricing）：採用滲透定價的企業把價格訂得很低，以便

滲透市場，增加售量，盡快獲得市場佔有率。 

（二）旅客心理的定價策略。 

表6  旅客心理的定價策略 

尾數定價策略，尾數定價有使標價減少一個位數的功能，它可以給消費者一個價又稱奇

數定價策格低、價格向下的概念，因而可以促價購買。例如：1990 元、990略 元等。  

超整數定價策略 例如：旅遊商品中的工藝品，按成本加乘法價格為995 元，這是三位

數，用超整數定價策略，可標價為1000 元，變成四位數、提高了身價，

給追求聲望的消費者以心理上滿足，有利於高級品銷售。  

合理尾數定價策 人們常有「一分錢一分貨」的心理，標價時有意加上尾數，使人 

略  感到這是合理算出來的價格，因為計算合理，購買行為也就合理了。  

資料來源：飯店行銷管理，施涵蘊、陳綱著（1996，p106）  

（一） 中間商定價策略  

表7 中間商定價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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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折扣（quantity  
discounts ）  

在飯店業， 常見的數量折扣形式有公司價、團體價、常

駐旅客價、會議價等。 
現金折扣（cash 
discount）  

許多西方旅館使用賒銷方式，客戶如以現金付款或提前

付款，飯店就會給予他們一定的折扣。 
飯店除了給予旅行社優先訂房權之外，還給予他們一定

的折扣或折讓。 
經銷折讓（brokerage  
allowances）  

 

資料來源：施涵蘊、陳綱著（1996） 

九、飯店通路策略 
（一）行銷通路的定義 

（Kotler＆Amstrong，1994）提出配銷通路（distribution channel）或通路的定義：

取得製造某產品所有權的機構或個人；或將製造者的產品（服務）轉到消費者手上的機

構或個人。行銷通路的基本模式 

（1）直接通路：旅遊企業－最終消費者直接銷售通路對商務性飯店特別重要。向大公

司、大商社和大消費團體直接組織客源，是當前飯店業直接銷售的重要途徑。 

（2）間接銷售通路：飯店選用間接銷售通路，可以節約固定成本，避免風險，間接銷

售通路按中間環節的多少和使用通路的情況分為三種。 

1. 一階行銷通路：旅遊企業→零售商→最終消費者這種行銷通路僅適宜於代銷批量不

大，地區狹窄或單一的客源市。 

2. 二階行銷通路：旅遊企業→旅遊批發商→旅遊零售商→最終消費者。這種行銷通路具

有兩個中間環節：第（1）環節是從旅遊企業到旅遊批發商，第（2）環節是從旅遊

批發商到旅遊零售商，利用大的旅遊批發商這一中間環節，比直接與零售商打交道

的優點是：大的旅遊批發商其自身的銷售規模、手段、網點比零售商要大的多，成

本也要低的多，而且銷售地區廣，客源量大。 

3. 多階多元行銷通路多階多元行銷通路是由各種銷售環節和行銷通路所組成的，它實際

上存在著五條並列的行銷通路，多階多元行銷通路應該根據旅遊客源市場的大小和

其結構來選用，選擇一種或若干種行銷通路加以組合使用。具體說，根據客源的有

無、大小，決定是否撒網，客源大處撒大網，客源小處撒小網。 

在激烈的市場競爭中，行銷的競爭是企業贏得市場競爭的必要手段。行銷中的競

爭，實質上就是一個以產品為基礎，以爭取顧客為基本目標的，企業之間為獲得更多經

濟利益在市場經營中所發生的衝突。這種衝突，以前常表現在商品的價格上，價格成為

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企業為獲得更多的市場份額，常圍繞著價格而進行市場行銷競

爭。所謂削價競爭是指企業為改善產品的交易條件和增加產品的銷售量，而單純以降價

讓利為手段的競爭。 

 

參、案例分析-以嘉義中信飯店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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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文獻回顧法，搜集相關資料，內容涵蓋消費者的行為及市場區隔。為有效衡

量相關資訊，主要藉由相關的理論跟參考資料彙整分析，包括觀光旅遊的需求程度、消

費者對旅館重視的整體條件、旅遊行為、體驗飯店住宿後的滿意程度和個人社經背景等

五大部分。 

一、消費休閒旅遊的需求程度和方向 

（一）瞭解國人消費休閒旅遊的需求程度和方向，共計五項，分別為「個人多久安排一

次旅遊」「喜歡透過哪些媒體提供資訊」「兩天一夜國內旅遊住宿合理之價格」「住宿旅

館的選擇」及「個人選擇飯店的重要環節」。（二）消費者對旅館重視的整體條件 

在於瞭解旅客於旅館遊憩前的重視，共有16 題,由「最重視」至「非常不重視」分

成五個區間，藉此衡量旅客於旅館知休閒遊憩的重視程度。（三）體驗飯店住宿後之滿

意程度在於瞭解旅客在旅館遊憩後的體驗，共有16 題,由「最滿意」至「非常不滿意」

分成五個區間，藉此衡量遊客在旅遊住宿體驗後的滿意程度。（四）旅遊型態 

包括「住宿原因」、「選擇飯店的類型」、「同遊人數」、「資訊來源」、「交通

工具」、「希望飯店提供哪些服務」和「最想去雲嘉地區的哪個風景區」等。(五)社經

背景包含年紀、教育程度、性別、職業、婚姻狀況、居住地區、個人每月的收入共七項。 

二、消費者之休閒旅遊的選擇 
（一）多久安排一次度假休閒 

多久安排一次度假休閒，在到嘉義中信大飯店以「每半年」為最多，樣本個數有 29 

份，佔有效樣本的 29.6%。（二）旅遊住宿時比較喜歡選擇哪種飯店旅客對住宿飯店的選

擇項目中，嘉義中信大飯店以「度假旅館」為最多，樣本個數是 59 個，佔有效樣本的

60.2%。（三）旅客選擇飯店的時候，最重是何種環節旅客選擇飯店的時候，最重要的環

節項目中，嘉義中信大飯店前三項以「合理房價」為最多，其分布比例 78.6%；第二項

為「人員服務態度」，其分布比例為 69.4%；第三項是「休閒設施多樣化」，其分布比例

為 63.3%。（四）旅客對住宿旅館的主要資訊來源在旅客對住宿飯店的主要資訊來源中，

嘉義中信大飯店以「旅遊資訊」為最多，樣本個數 48 個，佔有效樣本的 49.0%。 
 

表8  消費者旅遊需求程度分布 

嘉義中信大飯店                                      百分比分佈 

多久時間安排一次度假時間  每月                                25（25.5%） 

                          每季                                19（19.4%） 

                          每半年                              29（29.6%） 

旅遊住宿時較喜歡哪種飯店  商務旅館                            13（13.3%） 

                          渡假旅館                            59（60.2%） 

                          經濟型旅館                          17（17.3%） 

                          人員服務態度                        68（69.4%） 

選擇旅館時，最重要的環節  合理房價                            77（78.6%） 

有效度複選                休閒設施多樣化                      62（63.3%） 

                          交通便利性                          5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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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設施                            40（40.8%） 

                          旅遊資訊                            48（49.0%） 

主要資訊來源              網際網路                            21（21.4%） 

                          促銷活動                            15（15.3%） 

二天一夜的旅館住宿較合理  2000元以下                          36（36.7%） 

的價格                    2001-3500元                         48（49.0%） 

                          3501-5000元                         11（11.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旅遊型態相關性調查 
瞭解國人旅遊型態的相關特性調查包括多(本)次住宿最主要原因、旅遊住宿所述選

擇飯店的種類、同遊人數、旅館主要資訊來源，主要交通工具、旅客選擇飯店比較希望

飯店可提供何種服務、旅客最想去雲嘉地區哪個風景區或遊樂區等主要原因共七個變

數，進行頻次分析後如果如《表9》所示。 

（一）本次住宿的最主要原因受訪者此次會住宿飯店的主要原因，嘉義中信大飯店以「主

題旅遊」為最多，樣本個數是46 個，佔有效樣本的46.9%。 

（二）本次旅遊住宿所述選擇飯店的種類旅客對住宿飯店的選擇項目中，嘉義中信大飯

店以「度假飯店」為最多，樣本個數為57 個，佔有效樣本的58.2%。 

（三）本次旅遊同遊人數在遊客到飯店的同遊人數項目當中，嘉義中信大飯店以「兩人

以上四人以下」為最多，樣本個數為35 個，佔有效樣本的35.7%。 

（四）本次飯店住宿的主要資訊來源旅客選擇飯店的時候，如何得知旅館的主要資訊來

源項目中，嘉義中信大飯店前三項以「網路」為最多，其分佈的比例為49.0%；其

次為「朋友」、「雜誌」，其分佈比例皆是36.7%。 

（五）本次旅遊主要的交通工具在主要交通工具項目中，旅客到嘉義中信大飯店以「自

用小客車」為最多，樣本個數為67 個，佔有效樣本的60.9%。 

（六）本次旅客選擇飯比較希望飯店提供何種服務旅客選擇飯店時，希望飯店提供哪些

服務如何得知飯店項目中，嘉義中信大飯店前三項以「市區導覽手冊」為最多，

其分佈的比例為63.3%；其次為「免費接送」其分布比例為56.1%；第三項「上網

服務(免費播接)」，其分佈比例是30.6%。 

（七）本次旅客最想去雲嘉地區哪個風景區或是遊樂區 

請問您最想去雲嘉地區哪個風景區或是遊樂區，嘉義中信大飯店前三項以「阿里

山森林遊樂區」為最多，其分佈的比例為51.0%；其次為「劍湖山世界」其分布比例為

37.8%；第三項是「關子嶺風景溫泉區」，其分佈比例是35.7%。劍湖山王子大飯店前

三項以「劍湖山世界」為最多，其分布比例為67.3%；第二項為「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其分布比例為53.6%；第三項是「關子嶺風景溫泉區」，其分布比例為34.5%。 

 

 

表9  旅遊型態相關特性分佈 

   嘉義中信飯店                                                  百分比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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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主要原因                 主題樂園                               5(5.1%) 

                             主題旅遊                             46(46.9%) 

                             季節性行程                           27(27.6%) 

本次住宿會選擇哪             商務旅館                             23(23.5%) 

                             度假旅館                             57(58.2%) 

種住宿飯店                   經濟型旅館                           15(15.3%) 

                             兩人                                 35(35.7%) 

本次旅遊同遊人數為何        三人                                 14(14.3%) 

                            四人以上                             35(35.7%) 

                            團體旅遊                             10(10.2%) 

如何得之旅館的主要資訊      雜誌                                 36(36.7%) 
來源-複                     電視廣告                             23(23.5%) 

                            網路                                 48(49.0%) 

                            朋友                                 36(36.7%) 

主要交通工具                遊覽車                               14(14.3%) 

                            自用小客車                           67(68.4%) 

                            市區導覽手冊                         62(63.3%) 

希望飯店提供哪些            市區一日遊                           29(29.6%) 
服務-複                     免費接送                             55(56.1%) 

                            上網服務                             30(30.6%) 

                            代訂門票、入場卷                     29(29.6%) 

                            劍湖山世界                           37(37.8%) 

最想去雲嘉地區哪            奮起湖風景區                         30(30.6%) 
個風景區或遊樂區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50(51.0%) 
-複                         關子嶺風景溫泉區                     35(35.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旅客社經背景的資料 
瞭解旅客社經背景資料包括多本次受訪者性別、年紀、教育程度、職業、婚姻、

個人月收入、居住地區等原因共七項變數，進行頻次分析後結果如《表10》所示。（一）

本次受訪者性別分佈 

受訪者中，嘉義中信大飯店在性別方面，以「女性」為較多數，樣本個數59 個，

佔有效樣本60.2%。（二）本次受訪者年紀分佈 

受訪者中，嘉義中信大飯店在年紀方面，以「30-39 歲」「20-29 歲」比例都佔38.8%。

（三）本次受訪者教育程度的分佈 

嘉義中信大飯店就旅客抽樣調查樣本的教育程度分佈情形來看，以「大學(專)」為

較多人數，佔有效樣本65.3%；第二項是「高中(職)」程度，佔有效樣本25.5%。（四）

本次受訪者職業的分佈 

嘉義中信大飯店就職業分佈情形來看，以「私人企業員工(上班族)」為較多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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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效樣本63.3%。（五）本次受訪者婚姻的分佈 

嘉義中信大飯店就受訪者婚姻情形而言，以「未婚」為較多人數，樣本個數57 個，

佔有效樣本58.2%。（六）本次受訪者月收入分佈 

嘉義中信大飯店個人每個月平均收入的情形來看，以「10，000-25，000 元」為

較多人數，佔有效樣本43.9%。（七）本次受訪者居住地點分佈 

嘉義中信大飯店就旅客抽樣調查樣本的居住地點分佈情形來看，以「北縣市區」

為較多人數，佔有效樣本37.8%；第二項是「中區」，佔有效樣本30.6%。 

表10 背景相關特性分佈 

 

嘉義中信飯店                                                    百分比分佈 

性別               男                                             39(39.8%) 

                   女                                             59(60.2%) 

年齡               19 歲以下                                    3(3.1%) 

                   20-29 歲                                     38(38.8%) 

                   30-39 歲                                     38(38.8%) 

                   40-49 歲                                     13(13.3%) 

教育程度           國中                                         4(4.1%) 

                   高中(職)                                     25(25.5%) 

                   大學(專)                                     64(65.3%) 

                   一般公教                                     8(8.2%) 

職業               私人企業員工                                 62(63.3%) 

                   勞務工作者                                   7(7.1%) 

                   學生                                         9(9.2%) 

                   10，000 元(含)以下                           10(10.2%) 

月收入             10，000-25，000 元                           43(43.9%) 

                   25，000-40，000 元                            35(35.7%) 

                   北縣市區                                     37(37.8%) 

居住地點            中區                                        30(30.6%) 

                   雲嘉南區                                     14(14.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受訪者對休閒飯店的滿意度 
《表11》為受訪者對休閒飯店的滿意程度，主要是瞭解受訪者對所住宿的休閒飯店

的滿意程度。其中嘉義中信大飯店以「家人或朋友增進感情」、「住宿設備與舒適性」、

「釋放生活壓力」的平均數最高，在3.9 以上，其他項目也在3.5 以上。由嘉義中信大

飯店滿意度較高的前三項可以發現，飯店住宿的舒適性跟家人增進心靈的交流較為旅客

所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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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受訪者對休閒飯店的滿意度 

嘉義中信大飯店                           休閒飯店的滿意度 

                            各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飯店的路線指引 

(指標、找尋難易)             98                3.73                .73 

飯店地理位置便利             98                3.83                .77 

性 

住宿設備與舒適性             98               ●3.97               .82 

休閒遊憩場地與設             98               ○3.50                .85 

施 

安全設施是否屬觀             98                3.84                .78 

光局核定標準 

清 潔 設 施                  98                3.88                 .75 

人員服務態度                 98                3.93                 .79 

休閒活動產品的價             98                ○3.60               .77 

位 

旅館所提供大自然             98                ○3.60               .78 

體驗活動 

旅館對當周邊景點             98                3.61                 .73 

與美食介紹 

旅館所提供的促銷            98                 3.69                  .77 

活動 

維持身體健康與體            98                 3.83                  .73 

驗大自然 

釋放生活壓力                98                 ●3.96                .72 

告示、解說(牌) 、           98                 3.81                  .77 

旅館路線指引 

與家人或朋友增進            98                 ●4.02                .76 

感情 

旅館規模大小                98                 3.63                  .7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六、受訪者跟旅遊型態消費的相關情形 
（一）嘉義中信大飯店受訪者與旅遊型態的消費情形研究為了瞭解旅客

旅遊型態特性與人口統計變數之間的差異，此藉卡方檢定來了解其

間關係，如《表12》所示 

表12  中信受訪者基本資料與旅遊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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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別 年  齡 教 育 程 度 職業 婚   姻 月 入 居  住 地  

P值 

住宿原

因 

0.0031

＊ 

0.700 0.001＊ 0.210 0.685 0.001

＊ 

0.836 

旅遊種

類 

0.367 0.370 0.899 0.928 0.883 0.914 0.743 

同遊人

數 

0.353 0.374 0.583 0.099

＊ 

0.389 0.523 0.081＊ 

交通工

具 

0.381 0.001

＊ 

0.949 0.075

＊ 

0.645 0.128 0.026＊ 

註：＊表P值＜0.1   

 

（二）不同性別方面，再來住宿的原因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結果發現，男性與女性皆認

為本次住宿原因是主題旅遊。 
（三）不同年齡層方面，在交通工具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結果發現，年齡大部分分佈在

20-39 歲之間，其交通工具也以自用小客車為主。 
（四）不同教育程度方面，在住宿原因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結果發現，教育程度普遍以

高中(職)以上為主，其住宿原因是以主題旅遊為主。 
（五）不同職業方面，在同遊人數跟交通工具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結果發現，以私人企

業員工為主，在同遊人數以兩人及四人為主，交通工具以自用小客車為主。 
（六）不同月收入方面，在住宿原因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結果發現，月收入在10001-40000 

元之間，住宿原因以主題旅遊為主。 
（七）不同居住地方面，在同遊人數跟交通工具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結果發現，以北縣

市區同遊人數為兩人居多，交通工具以自用小客車為主，在中區同遊人數以四人

為主，交通工具也以自用小客車為主。 
（八）不同教育程度的旅客，在對於住宿原因及選擇旅館種類具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發

現，教育程度普遍以高中(職)以上為主，其住宿原因普遍是以劍湖山世界為主要

吸引力，選擇旅館種類的普遍以讓自我身心靈可以得到適當放鬆度假型飯店為

主。 
（九）不同職業的旅客，在選擇旅館種類跟交通工具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結果發現，以

私人企業員工為主，對於選擇旅館大部分的人也以度假飯店為主要選擇，交通工

具以自用小客車為主。 

（十）不同婚姻狀況的旅客，在同遊人數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結果發現，以已婚方面以

四人同遊為主，在此符合家庭型態旅遊(夫妻與子女兩人)，在未婚方在未婚方面，

以兩人及團體旅遊為主。 

（十一）不同月收入方面，在交通工具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結果發現，月收入在10000(含
以下)-40000 元之間，在此符合國人的平均收入，主要的交通工具皆是自用小客

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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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不同居住地方面，在交通工具有顯著差異，經分析結果發現，以北縣市區及雲

嘉南居多，在雲嘉南交通工具以自用小客車為主，北縣市以遊覽車為主。 

因素一休閒體驗 

在這個因素中，每一項變數的因素負荷量皆大於0.5，按照因素負荷量的大小排序、

其依序是「休閒遊憩場地跟設施(SPA 療程、PUB、游泳池、健身房等等)」、「旅館規

模大小」、「休閒活動產品的價位(門票、餐飲、房價、教學活動)」、「飯店地理位置

的便利性」。綜觀之，由於這些體驗變數皆是表演出一種對自己放鬆心情及調劑身心的

特性，所以命名為『休閒體驗因素』。因素二旅館安全 

得知每個變數的因素負荷量皆大於0.5，而排列順序依次是「安全設施是否屬觀光局

核定標準的旅館(警告標誌、建築物結構、照明燈…等等)」、「清潔設施(更衣室、廁所、

垃圾桶…等等)」、「飯店的路線指引(道路指標、找尋難易」、「人員服務的態度(接待、

訂房、餐飲..等等)」。綜觀以上變數都與住宿安全及清潔設施的要求，故將此命名為『旅

館安全因素』。因素三促銷方案 

在此因素中，每一項變數之因素負荷量皆大於0.4，按照因素負荷量的大小排列、其

依序是為「旅館所提供的促銷活動」「旅館對當地周邊景點與美食介紹」、「告示、解

說(牌)、旅館路線指引設施」、「旅館所提供介紹的大自然體驗活動(海岸風光、森林、

山岳、風景區…等等」、「與家人或朋友增進感情」。綜觀這些變數，皆是與飯店提供

促銷及周邊景點介紹的動機因素，所以命名為『促銷方案因素』。因素四釋放壓力 

在此因素中，每一項變數的因素負荷量皆大於0.5，依序為「釋放生活壓力」、「維

持身體健康與體驗大自然、住宿設備與舒適性」。由於這兩項變數表現出一種釋放生活

壓力的心裡表現，故命名為『釋放壓力因素』。 

以中信飯店取樣，為有效衡量相關資訊，主要藉由相關的理論跟參考資料彙整分

析，包括觀光旅遊的需求程度、消費者對旅館重視的整體條件、旅遊行為、體驗飯店住

宿後的滿意程度和個人社經背景等五大部分。受訪者對飯店各方面的，週邊設施、核心

服務、休閒設施、景觀設計、外部價格及基本設施等。 

肆、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論 
本研究藉由對嘉義中信大飯店住宿旅客進行問卷調查分析，以獲得休閒飯店消費者

之基本人口屬性背景、旅遊需求程度、旅遊行為、住宿體驗及消費後滿意度的資料，並

配合統計分析以了解遊客對各構面間之相關關係，以提供飯店業者對未來選擇目標市場

所參考之依據與經營管理的參考及改善飯店軟硬體設施之方向。 

二、嘉義中信大飯店旅客特性分析 
（一）社經背景 

本次研究發現在嘉義中信大飯店中，受訪者普遍每半年規劃一次休閒渡假，且較傾

向渡假型旅館，對旅館的重要環結要求是合理房價為第一優先考量，通常旅遊資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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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訊息來源，且二天一夜的旅館住宿價格皆以2001-3500 元為合理接受區間。 

受訪者皆以主題旅遊的重要誘因，如何里山森林遊樂區的櫻花祭，而規劃住宿，同

遊人數以二人和四人以上結伴遊玩，對住宿旅館資訊的取得以網路得知，其交通工具普

遍以自用小客車為代步工具，並希望飯店提供當地市區導覽手冊，讓住宿旅客能藉著釋

放壓力過著充實的二天一夜。 

受訪者男女分佈女性高於男性，年齡則以20-39 歲的居多，教育程度也以高中

（職）、大學（專）較多，且普遍受訪者為私人企業員工，平均月收入在10000-40000 萬

區間，居住地點以北縣市區為主。 

（二）嘉義中信大飯店消費者本次旅遊型態對社經背景交叉分析結果如下二點，如（表

13）所示： 

表13 嘉義中信大飯店本次旅遊型態對社經背景之交叉分析表 

社經背景     項目        住宿原因      旅館種類      同遊人數    交通工具 

性別         男          主題旅遊 

             女          主題旅遊 

年齡         20-39 歲間                                         自用小客車 

教育程度    高中（職）以 主題旅遊                     

上 

職業        私人企業員工                                 2人     自用小客車 

                                        4人     自用小客車 

月收入      10001-40000元間 

居進地       北縣市                                    2人     自用小客車 

              中區                                     4人     自用小客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

理 

 1. 本次旅遊的男性或女性皆以主題旅遊為本次住宿主要原因，在學歷以高中（職） 

 以多數（符合國人的基本學歷），月收入也集中在10001-40000 元間（國人平收入

在此之間）。 

2 2. 本次住宿同遊人數為二及四人，在職業分部以私人企業員工為多數（符合國內私

人企業），交通工具以自用小客車為主。 

 

三、遊客選到休閒嘉義中信大飯店之利益追尋動機相關分析 
「釋放壓力因素」在性別方面具有顯著性，以女性對此因素的動機大於男性，而且

嘉義中信大飯店本次消費在滿意度中「住宿的舒適性」及「釋放生活壓力」均排行在前

三項中，中信在經營時秉持著「最佳飯店」的理念，提供消費者有如家一般的感受，以

最輕鬆的心情來住宿，表示女性在選擇嘉義中信大飯店時，以能否讓自我釋放壓力為最

大考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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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方案因素」在婚姻狀況及教育程度上具有顯著性，已婚的住動機高於未婚，

且在教育程度方面普遍以中（職）以上學歷，對於飯店是否推出促銷專案動機最高。

顯示已婚的消費者本身會考量生活經濟上的壓力，且學歷高中（職）以上的消費者對

於飯店的促銷資訊相當重視，嘉義中信大飯店在行銷策略主要利用網路，本次受訪者

有近五成利用網路為主要資訊來源，所以嘉義中信大飯店在網站上提供促銷資訊，也

相對提高住宿的動機。 

「旅館安全因素」在職業方面具有顯著性，以私人企業員工的動機最高，表示該

族群對於自身的安全相當關心，旅館的安全設施是否充足，嘉義中信飯店本身憑著連

鎖型飯店，本身的品牌形象佳，所以私人企業員工對於中信的安全設施相當有信心，

也相對增加選擇中信的動機。 

四、建議-嘉義中信大飯店 
(一)嘉義中信大飯店的受訪者有近八成年齡集中在20-39 歲青壯年，在40 歲以上中老

年人只佔一成左右，但是在此時期的年齡層在其事業家庭皆處於穩定的狀態，所以

飯店業者可針對此族群可推出「二度蜜月」的組合性產品，例如：在房間設計上採

用較為浪漫的氣氛；而在餐點方面可推出情人燭光晚餐如此可以增加飯店的經營特

色。 

(二)嘉義中信大飯店的受訪者對休憩場地在滿意度的調查中是最低的，所以業者可以增

加休憩設施，例如游泳池、SPA、視聽娛樂設施等，以加深旅客的印象，藉以可以

増加飯店的經營特色，増加飯店提高住房率。 

(三)由本研究嘉義中信大飯店本次旅遊行為對社經背景之交叉分析表，發現旅客的性

別、年齡、教育程度、月收入的住宿原因皆以主題旅遊為主要目的，故本研究建議

嘉義中信大飯店可做市場的商業結盟或聯盟，作主題旅遊的介紹搭配製作旅遊組合

套餐與折價或附贈抵用券使用。在本次的受訪者最希望前往雲嘉南風景區前三項分

別為：阿里山森林遊樂區、劍湖山世界、關子嶺風景溫泉區，以上這些資料可以提

供業者在主題旅遊搭配參考之意見，來提升結盟或聯盟的宣傳效果，及彼此飯店業

者的住房率，以創造另一個經營績效。 

(四)本研究建議嘉義中信大飯店可搭配提供嘉義市商店折價抵用券，例如中正公園商圈

或文化路商圈的美食與購物，以掌握住宿於嘉義中信大飯店的旅店，藉以提升對嘉

義市商圈消費情境的意願，促進獲取飯店與商圈之密不可分合作獲利的機會。 

現在的消費者比較注重休閒，傾向住宿於度假型飯店，希望可以加強除了住宿或是

餐飲的服務，例如spa、游泳池，即使單獨在飯店也有放鬆的感覺，飯店的房間設計可

增加氣氛，例如每間房間都有異國風主題，使消費者有新鮮感或有二度蜜月的浪漫。可

以增加消費者的住宿率。主題旅遊像是賞櫻、阿里山森林遊樂區、關子嶺溫泉遊樂區..
等為誘因，交通工具普遍為自用小客車，希望可從飯店得到市區導覽手冊，可以藉由一

趟出遊放鬆身心壓力。飯店也可藉由網路釋放出促銷方案或組合方案，可吸引更多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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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 of this research is into the analysis about  

administer mode in Chia-yi Chinatrust Hotel  
Sen-Luo Zheng Chi-Chu Yeh Mai-Pei Hui & Ying-Tsen Chen  

WuF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 Leisure  

ABSTACT  

The cause of this research is probe into the analysis about hotel’s administer mode in 
Chia-yi, for example about Chinatrust Hotel administer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method is 
antiquarianize about literature and look back on proceeding the interview, to hear about the 
research：1. The participant in Chia-yi Chinatrust Hotel have eighty percent of life is focus on 
20 to 39 years old；2. The rests place's is the lowest of the investigation on degree of 
satisfaction for the partucipant in Chia-yi Chinatrust Hotel. Finally the author offer the 
expense tendency of leisure, therefore, to suggest Chinatrust Hotel can offer the shopping 
district gives a discount ticket in Chia-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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