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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灣興起節慶熱潮，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下，台灣除了傳統的歲時節慶

外也開始出現各式「現代節慶」，節慶屬於文化觀光的範疇，而文化之所以迷人，

在於它與人們生活的緊密相存，我們既是享受者，也可以是創造者。我們目前對

文化觀光市場的了解仍停留在早期階段，正因大多數的研究仍將文化觀光客視為

無差別市場。然而，節慶的參與者是多元且非同性質的，不同主題的節慶與活動

會吸引不同類型的觀光客；即使是同一種節慶，觀光客也會因各種不同的理由前

往參與，由此可知節慶規劃者若要規劃出符合需求的節慶，則必須了解參與該節

慶的觀光客類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綜合文化與觀光領域，並將文化觀光視為差別市場，進

行亞維儂藝術季的市場區隔，主張擁有不同動機和體驗深度的文化觀光客其人口

背景特性、旅遊行為、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必會有所不同，「亞維儂藝術

季觀光客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於 2013年 7 月採立意抽樣的方式在法國亞維儂

藝術季進行問卷調查，發放問卷 207份，回收有效樣本 204份。本研究採用

McKercher(2002)於香港研究中提出的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 將造訪亞維儂藝術季

的樣本觀光客分成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the purposeful cultural tourist)、遊覽型文

化觀光客(the sightseeing cultural tourist)、隨意型文化觀光客(the casual cultural 

tourist)、偶然型文化觀光客(the incidental cultural tourist)和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

(the serendipitous cultural tourist)等五種，並綜覽國內外文化觀光客差異性的相關文

獻解釋之，希望能夠補足台灣在文化觀光研究領域中國際性案例的空缺，並以市

場區隔的方式探究文化觀光市場的特殊性，提供未來臺灣發展文化節慶的參考。 

關鍵字：亞維儂藝術季、文化觀光客類型、市場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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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modern 

festivals” in Taiwan. As suggested by McKercher et al.(2002), “The cultural tourism 

market is not homogeneous. ” However, only few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tourism market segmentation. To fulfuill the research gap, this research is 

directed to the tourist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 and cited 

McKercher(2002) research. 

“Survey of Avignon Festival Tourists”is the research tool of this master thesis, 

conducted in July, 2013, in Avignon Festival.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as surveying 

method, questioned the tourists on 7
th

 to 11
th

 of July who attended Avignon Festival. 

The issued questionnaires are 207 copies, but only 204 copies are eff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combine cultural and tourism theories by conducting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adopting the frame of five cultural tourists’ types created 

by McKercher(2002) with a case in Hong Kong, and has defined five cultural tourits’ of 

Avignon Festival.   

 This research aims at examing the frame of five cultural tourists’ types created by 

McKercher(2002) and to offer consultations of festivals in Taiwan. 

 

Key words: Avignon Festival; tourist typology; market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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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台灣興起節慶熱潮，二十世紀末戒嚴的解除後，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下，

台灣除了傳統的歲時節慶外也開始出現各式「現代節慶」(吳鄭重，王伯仁，2011)。

節慶屬於文化觀光的範疇，而文化之所以迷人，在於它與人們生活的緊密相存，

我們既是享受者，也可以是創造者。隨著地方節慶化的發展，節慶成為促進觀光

收入的一種產品，各地方政府無不抓緊在地特色推出各式口號的節慶，因此台灣

幾乎周周有節可過。在節慶如此氾濫的情況下，節慶似乎從最初的觀光萬靈丹，

成為各景點的雞肋活動，除品質的參差不齊外，缺乏創意的模仿與複製也成為台

灣節慶舉辦的詬病，2013 年黃色小鴨的熱潮蓋過了同期地方節慶的相關新聞，是

否台灣的節慶活動缺乏與觀光客的共鳴與連結，因而容易被遺忘，而黃色小鴨帶

來的人潮與商機是否又會帶來另一種的模仿與複製。 

 節慶熱潮並不只出現在台灣，國外行之有年的節慶不計其數，有些甚至已從

地方節慶轉為具高知名度的國際性節慶(例如：英國愛丁堡藝術季、法國亞維儂藝

術季、威尼斯面具節、南非國家藝術節、泰國潑水節、巴西里約熱內盧嘉年華等〉，

另外歐盟每年更選定數個城市舉辦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COC)，1985年從希臘開始舉辦，至今已逾三十年，值歐洲文化之都的城市無不

傾全力推廣在地文化與特色，除增加知名度外，ECOC 也為該城市帶來可觀的觀光

收入，在國內外皆如此「瘋節慶」的背景下，筆者興起研究節慶的興趣，尤其對

能夠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性節慶，是什麼樣的特質讓人們願意接受距離的阻

礙去參加，動機又是什麼？近幾年探討節慶發展的文獻不計其數，尤其是針對造

訪節慶的觀光客研究，Iso-Ahola(1991)認為欲瞭解觀光客的行為與偏好前，最重要

的是先探討觀光客的動機和滿意度。McKercher et al.(2002)指出，目前對於文化觀

光市場的瞭解仍停留在早期階段，且大多數的研究仍將文化觀光客視為無差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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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然而節慶的參與者通常是多元且非同質性的，不同主題的節慶、甚至是同一

節慶中不同的表演類型，均有可能吸引不同種類的觀光客，由此可知節慶規劃者

若要規劃出符合需求的節慶，則必須了解參與該節慶的市場區隔，如此一來節慶

管理者才有可能規劃出更符合需求的節慶活動。 

亞維儂藝術季(Avignon Festival)的成立背景和舉辦地點特殊，於南法亞維儂的

頗負盛名的教皇宮內舉辦，相對於當時的文化藝術重鎮巴黎而言，是一處強調文

化自主和多樣性的民主藝術舞台，除了有官方推出的內亞維儂(Avignon IN)還有私

人表演團體的外亞維儂(Avignon OFF)，許多新秀藝術家聚集於此，並自由選擇演

出使用的語言，但是亞維儂藝術季的官方語言仍為法語。亞維儂藝術季舉辦至今

(2014)年已第 68屆，筆者於 2013 年親自前往南法參與節慶時，感受到節慶中凝聚

了大量藝術和節慶氛圍的能量，所有的藝術從事者好似都將一整年醞釀的精華在

此展現。亞維儂藝術季相較於南法的其它城市，例如：尼斯(Nice)、坎城(Cannes)，

亞維儂藝術季所處的亞維儂舊城交通較不便利，且距離世界著名觀光城市－巴黎

有數小時車程，除此之外，亞維儂藝術季的官方語言為法語，雖然節目手冊有英

語版本，但多數標誌和海報宣傳均以法語為主，對於不通曉法語或是法國文化的

觀光客形成文化距離，許多研究都認為文化距離會影響觀光客對當地文化的接受

程度，進而影響造訪動機(Lee et al., 2000; Basala & Klenosky, 2001; McKercher & du 

Cros, 2003)。在文化觀光學上，探訪異文化、感受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是觀光客

參與文化觀光的主要動機之一(McKercher & Chow,2002)，顯示觀光客自身文化和

造訪目的地文化之間的距離，對觀光客的旅遊行為和實際能獲得的體驗有很大的

關聯和影響性，因此本研究欲瞭解不同類型的文化觀光客，其造訪亞維儂藝術季

的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是否有所不同，進而了解能夠提升觀光客滿意度

和重遊意願的方式。 

隨著台灣政府推廣「一鄉一特色」，許多小鎮必須藉由當地特色發展觀光，以

振興經濟發展，對應台灣的節慶現況來看，實有必要參考國外成功的節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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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維儂藝術季是法國一年一度相當重要的藝術慶典，每年均吸引大量國際觀光客

前往，2013年台灣新竹縣也推動築夢計畫，於 2014年舉辦關西藝術節，在人人搶

辦節慶的情況下，亞維儂藝術季獨特的原因是什麼？觀光客是為什麼願意造訪？

透過節慶不僅能增加觀光收入，也能重塑城市形象。 

在台灣，節慶的相關研究豐富，但是以國際性節慶與文化觀光議題相結合的

研究較少，多數研究仍聚焦在本土地方節慶，且多以觀光學的角度探討，本研究

以文化為經觀光為緯，目的在將量化後的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結果，從文化

的脈絡檢視之，期望藉由此研究拓展台灣在文化節慶的研究發展。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台灣目前對亞維儂藝術季的研究較少，且少數以亞維儂藝術季為題目的研究

多以質性為主，然而亞維儂藝術季成立背景和經營模式的特殊性，勢必會影響前

來參與觀光客的人口特徵與觀光特性，尤其來自不同國家，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

觀光客，必然會對有不同的感受與見解(Lee et al., 2000; Basala & Klenosky, 2001; 

McKercher & du Cros, 2003)。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選擇以亞維儂藝術季作為研究

案例，並提出以下三點研究目的： 

一、亞維儂藝術季的發展現況 

二、造訪亞維儂藝術季之五種文化觀光客分佈 

三、造訪亞維儂藝術季之五種文化觀光客在人口背景特性、旅遊行為、旅遊動機、

滿意度和重遊意願等構面的差異性。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將針對以下問題進行探討： 

一、參與亞維儂藝術季樣本觀光客之人口背景特性和旅遊行為現況為何？ 

二、參與亞維儂藝術季樣本觀光客之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現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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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亞維儂藝術季的五種文化觀光客分佈情形？ 

四、參與亞維儂藝術季的五種文化觀光客其人口背景特性和旅遊行為差異？ 

五、參與亞維儂藝術季的五種文化觀光客其旅遊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差異？ 

六、影響五種文化觀光客造訪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的因素為何？ 

第四節 相關名詞釋義 

一、觀光動機 

觀光動機(Tourism motivation)是個體受到刺激產生觀光需求，進而從事觀光活

動的一種驅力，針對不同的觀光目的、觀光類型、地點、活動等的不同，動機的

組成均有所差異。而由 Maslow需求層次理論衍生出來的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則屬於近幾年較常被使用的觀光客動機分析依據(Yuan & McDonald, 1990; 

Uysal & Hagan, 1993)。 

二、滿意度 

滿意度(Satisfaction)指個人感覺滿意程度的多寡，是一種相對的概念，是消費

者比較購買產品或服務前的期望與實際表現之間的差異函數(Kotler,1997)，當兩者

達到一致性時，觀光客會感到滿意，若結果不一致甚至有相當程度的差距時，則

會有較低的滿意度( Blackwall, Engle, J.F., 與 Miniard, 1993)。 

滿意度除受到消費者本身的因素影響外，亦受觀光客的社經背景與國籍文化

有關(侯錦雄,，1990)，或是受消費者所處環境與互動關係等變因影響。 

三、重遊意願 

當觀光客對觀光目的地滿意而願意再次造訪(Guest, 1995)，或依據先前觀光經

驗的認知而有重遊的意念，即稱為重遊意願(revisit intention)。重遊意願是自消費

者的再購意願延伸而來，當消費者在前一次的購買經驗中得到滿足，良好的滿意

度將影響顧客的再購意願，並不受時間改變的影響(Bhattacherjee, 2001) 。 

四、文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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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的概念最早由 Pierre Bourdieu 提出，意指文化和知識

的累積，同時為一種具權力和地位象徵的社會關係。根據 Bourdieu(1984)的說法，

觀光客教育程度會影響文化資本的持有，且受生活環境影響持續累積而成。 

 

五、文化距離 

文化距離(culture distance)為觀光客自身文化與造訪目的地之間的差異程度

(McKercher and Chou, 2001, p.23) 。許多研究都認為文化距離等會影響觀光客對藝

術文化的接受程度，進而影響參與該節慶的動機(Lee et al., 2000; Basala and 

Klenosky, 2001; McKercher and du Cros, 2003) 

 

五、目的地熟悉度 

 目的地熟悉度(destination familiarity)影響觀光客的觀光決策過程，換言之即與

觀光客造訪動機有關(McKercher and du Cros, 2003)，通常這決定於觀光客的先前經

驗，不管是前次造訪的記憶、過去曾準備的行前資料，甚至是來自外部資訊，包

含他人口耳相傳或是大眾傳播(包含電視、收音機、雜誌、報紙、網路等)。Chen and 

Gursoy,(2000)、 Gursoy and McCleary, (2004)和 Baloglu(2001)均認為目的地熟悉度

會影響觀光客的造訪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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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藝術節慶 

一、文化與節慶 

文化(culture)是一個既複雜又廣泛的概念，不管是從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

政治學、地理學或是歷史學去探討，都會有各種不同的見解，不同於現今對於觀

光(Tourism)有著定義(conceptual)和技術上(technical)的兩種定義，對文化理解仍屬

於百家爭鳴的狀態；由於族群間彼此生活環境、風俗習慣、自我認同和思考方式

的差異，對於「文化」也抱有不同看法(黃聿卉，2005)，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觀點

來看，文化被認為是一種植入各族群生活中的行為，若將其視作一種方式，則文

化是一種連續的、被融入的且持續改變的過程(Richards, 1996:21)。 

節慶提供了全面性的感官體驗，且表演場域是完全開放的，因此節慶被認為

是最適合觀光客融入當地，並擺脫日常生活的最好方式。節慶作為一種文化活動

已經數百年，最初節慶是人們生活中用來慶祝或放鬆的特定日子，特別是以宗教

為目的的慶典活動，然而人們看待節慶的價值觀隨著時代的移轉而有所變化，舉

例而言，在古希臘，人們舉辦節慶是為了景仰神或祈求戰爭勝利，但是到了中世

紀，節慶則傾向有更多的個人主義，因此慶祝男人的豐功偉業或藝術相關成就的

慶典較多。通常節慶被視為再述或再生地方文化或傳統的方式，並提供地方社群

一個能夠慶祝他們文化價值的機會(Smith, 2006)。 

一直到十九世紀，在倫敦水晶宮的 Handel Centenary Festival 節慶才開始明顯

地和觀光活動結合，Gimblett(1988)提到，戰後快速發展的觀光產業帶動了節慶的

舉辦和規模，Rolfe(1992)甚至表示現今英國仍在舉辦的藝術節慶中，有超過半數是

起源於 1980年代，知名者如愛丁堡藝術季，甚至連法國的亞維儂藝術季亦為戰後

發起的重要節慶之一(Smith, 2006)。 

Richards(1996)認為擁有高收入與高消費彈性的族群較能夠從事文化上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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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並且大部分的人都認為那些具高社經地位、高學歷、擁有較多自由時間或

從事文化與教育工作的族群是文化觀光的主要客群，Kim et al., (2007)也證實年齡、

教育程度和收入多寡都與參與文化觀光的意願呈正相關，然而隨著觀光產業的發

展，參與文化觀光不再需要高資本與大量時間，觀光規畫者也傾向將景點設計成

一般大眾較能接受的型式，因此相對於過往嚴謹的社會人口統計區隔，觀光客市

場區隔較適合現今的文化觀光型態(McKercher et al., 2002)。 

文化乃人類長久以來的生活習慣與行為，隨著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區別，世界

發展邁入現代化社會，流動性增加，人們對於異文化的接觸頻率也逐漸增長，無

形中造就了觀光行為的產生。McKercher & du Cros(2009)曾說：「人們常忽略一個

事實，最早的觀光型式就是文化觀光，他們忘了『文化』這個字眼是一個用來形

容『觀光』的形容詞。」(許巧瑜, 2011)。隨著近年來特殊興趣觀光(special interest 

tourism, SIT)的發展，「符號經濟」和「體驗經濟」的快速增長，文化也被視為一種

「產品」，由於節慶乃是基於傳統節慶而生，呈現當地的傳統、儀式與風俗民情等，

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文化觀光產品，節慶也因其歡愉的氛圍而最易讓人接受。隨著

文化觀光發展成為現今觀光觀光業中的主流型式之一。節慶，即在此潮流之中，

隨著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y)的大量出現而逐漸成為一種特定的文化觀光產品。 

節慶則是一種具主題性、公開性、有特殊儀式並在特定時間定期或不定期舉

行的活動。一般而言，節慶本身即是文化行為，它本身就是文化。然本文為了與

那些以商業為目的而舉辦的非文化性節慶有所區別，定義文化節慶(Cultural event)

為融合地方生活習慣、文化特色，因應時、地、環境發展而來，且以文化為目的

而舉辦的節慶。根據黃聿卉(2005)年整理的節慶類型，我們所熟知的節事，有「Mega 

event」、「Fair」、「Special event」或是「Festival」等說法。 

其中「Mega event」是指特大型慶祝活動，其投入資金與參觀人數都相當龐大，

由於能夠吸引大量媒體的關注，在經濟影響力上也非常可觀，諸如萬國博覽會、

奧運會、世界盃足球賽等。「Fair」為博覽會，是一種在短時間內能夠聚集大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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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銷售展示的活動類型，通常以商業性目的為主。 

本文的研究範圍以非商業性目的為主的「Festival」或是「Special event」，兩

者在性質上有些許差異，MacDonnell 的研究(2005：10)指出，「特殊節慶(Special 

event)是特別的儀式、表現、演出或慶祝，透過有意識的規劃與創造，來標記特殊

時刻，或達到特定的社會、文化或團體的宗旨與目標。」而「Festival」最初意指

宗教上的慶典活動，而後被轉化為使用於音樂或藝術類型的慶典，例如亞維儂藝

術季(Festival d’Avignon) (黃聿卉,2005)。兩者都是在時間範圍、背景、管理與人之

間的獨特調和，並且融合當地文化特色的節慶類型(Getz, 1997:4)。 

隨著節慶的發展，對於人們為何要參與節慶就顯得格外重要，Beech(2009)認

為「觀光」通常表示歡樂、為解悶而逃離現實、假期和享樂主義，熱鬧歡騰的節

慶，帶給觀光客們快樂興奮的體驗，將所有新奇、愉悅的事物集中在短暫時間，

然而相較於一般的娛樂性觀光，節慶的文化內涵亦影響了觀光客選擇節慶參與的

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同時，來自不同國家、具備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觀

光客，在節慶景點的選擇上亦會有所影響，本研究期望藉由文化節慶相關的理論，

去驗證影響觀光客觀光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的文化因素。 

 

二、亞維儂藝術季發展 

尚維拉曾說：「亞維儂藝術季來自一位詩人的靈感。」(孫麗翠，到亞維儂尋找

自己的舞台，2007) 

本文將 Avignon Festival 譯為「亞維儂藝術季」而非「亞維儂藝術季」，主要是

為了跟亞維儂藝術季中的「外亞維儂藝術節」跟「內亞維儂藝術節」有所區別。

亞維儂的整個七月都是藝術季，然藝術季內包括各種藝術節慶，當藝術季結束時，

藝術節也跟著結束，「季」與「節」的相輔相成，烘托了豐富精采的節慶氛圍。 

亞維儂藝術季為現今歐洲知名文化節慶之一，起源於 1947年，是法國相對於

首都巴黎的重要藝術中心。亞維儂是法國南部一個有著特殊歷史地位的城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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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法國擁有最多羅馬遺跡的地方，中世紀時羅馬教廷亦曾遷移至此，因此該城

市以豐富的歷史遺產著稱，尤其是 199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UNESCO)的亞維

儂舊城區，遺跡保存良好，每年七月舉辦的亞維儂藝術季便是在此舊城中舉辦，

一年一度的藝術慶典，亞維儂舊城總是塞滿愛好藝術的人群，牆上張貼來自各式

各樣的宣傳海報，可謂結合了大量不同元素的藝術型式，都一齊在這段時間盡情

綻放。 

「藝術季起始於 1947年。詩人藝術家瑞內‧夏(René Char)與藝評談論家克斯

廷‧崔弗(Christian Zervoz)在籌劃使用亞維儂教皇宮內的閒置空間舉辦畫展時，突

發奇想於周末時利用教皇宮場地演出艾略特(T.S. Eliot)的戲劇，於是 1946 年 12月

邀請當時在巴黎劇場身兼導演與演員的尚維拉(Jean Vilar)參與此構想，隔年 9月，

尚維拉舉辦了「亞維儂藝術週」(Semaine d’art en Avignon)，分別在亞維儂教皇宮

與市立劇院演出各式戲劇，並選用當代默默無名的冷門年輕劇作家作品，觀劇人

數雖僅 3000人，反應卻十分熱烈，自 1947年亞維儂藝術季創辦以來，每年均推

出具實驗性、前瞻性的演出，並引進歐美以外的劇場節目，例如 1994年的日本專

題、1995年的印度專題，以及 1998年的台灣專題(朱道力，薛雅惠，2006)；如今，

每年七月舉辦的亞維儂藝術季，成為各國藝術團體均競相參與的國際舞台，在這

裡可以一覽各種型態的藝術演出，是法國文化節慶中規模最大也最具指標性的活

動之一。 

亞維儂藝術季每年依個人專業與當代議題設定節慶風格，並於海內外遴選相

呼應的導演與表演藝術團體，並基於文化民主化的原則，力求整體節目多元，並

以表演設計的原始語言呈現，前亞維儂藝術季總監 Bernard Faivre d'Arcier 在 2013

年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演講中表示： 

 

亞維儂藝術季尊重藝術表演設計的原始語言，愛丁堡藝術季就不太喜歡非英語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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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亞維儂藝術季的文化民主性，尊重、包容多元文化在藝術表演上不同的

詮釋與展演方式，另外，亞維儂也特別強調「藝術創作」的精神，除表演語言尊

重原創外，每年的演出約有四分之三為新製創作，其中又可歸納為世界首演

(création mondiale)、全歐洲首演(création en Europe)或未曾在法國演出的法國首演

(création en France)(黃聿卉, 2005)，由此可知亞維儂藝術季力求創新，在節目的品

質上嚴格把關，只為每一年的藝術季都能帶給觀眾不同的體驗。  

從過去以來，巴黎一直是文化重鎮、藝術殿堂，之於歐洲如此，法國更是如

此，為了與巴黎僵化的官方藝術相抗衡，便於法國南部的歷史重鎮亞維儂舉辦藝

術季，並強調藝術與文化民主化的重要性，亞維儂藝術季因而不同於一般藝術節

慶的官方審理型態，其節目型態分成內亞維儂藝術節(Avignon IN)與外亞維儂藝術

節(Avignon OFF)兩種類型，內亞維儂藝術節簡稱 IN，外亞維儂藝術節簡稱 OFF。

IN 為官方推出的節目，因此以官方語言法語為主，許多是世界首演，包含具國際

級專業的知名團體或新秀藝術家，且演出場地多於具歷史氛圍的教皇宮中庭、希

斯汀修道院中庭(Cloître des Célestins)或加爾莫修道院中庭(Cloître des Carmes)，票

價相對高昂；而 OFF則是傾向大眾文化的私人表演團體，表演多以原始語言呈現，

相對於繼承維拉傳統風格的 IN，屬於年輕世代、默默無名或是實驗性表演的 OFF，

則以私人劇場、咖啡館、電影院、倉庫、民房，甚至是工廠改裝的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為表演據點(黃聿卉，2005)。兩種不同型態的表演讓這個節慶的舞台呈現百

家爭鳴的熱鬧氛圍；此外，亞維儂舊城內的街道與廣場會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街

頭藝人，不時還有 Avignon OFF的宣傳遊行活動，整個城市在節慶期間無處不是

熱愛藝術的人潮，充分體現藝術節的意義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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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亞維儂 IN的表演場地 – 教皇宮 

 

圖 2-2 觀光客最常駐足的教皇宮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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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時鐘廣場(Place de l’Horloge)，經常有來自世界各國的街頭藝人表演 

圖為台灣知名溜溜球表演藝人-楊元慶 

 

 

圖 2-4 亞維儂舊城內的街道貼滿各式各樣的表演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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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於亞維儂街頭遊行宣傳的 OFF 表演團體 

 

兩種表演類型均滿足了不同種類的觀光客需求，IN的票價雖然較高，卻具有

一定程度的水準保證，其舉辦的相關座談與辯論提供了觀眾與專業藝術工作者交

流的機會，但是表演內容以精緻的高尚文化(high culture)為主，觀眾需要較高的文

化資本(culture capital)，且 IN絕大多數以法語演出，若不熟諳法語或法國文化的觀

眾，欲理解表演內容會有一定困難程度；而 OFF傾向大眾文化，除票價較低外，

表演方式和語言也傾向多元，觀眾可透過 OFF遊行時與表演者互動，進而選擇自

己有興趣的表演，但是部分節目卻可能因無人把關而品質不一，或是表演內容為

票房收入而譁眾取寵，亞維儂前藝術總監於 1996 年訪台演講時曾說道1： 

這些職業或非職業的團體或個人，表演水準參差不齊，觀眾像是去舊貨市場

買東西，但其中仍有部分表演可能會在幾年後回到亞維儂成為重要節目。 

(劉蘊芳，1996) 

                                                      
1
 網路資料：臺灣光華雜誌網站-期待一個「臺灣藝術節」專訪亞維儂藝術季執行長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199618501116C.TXT&table=0&h1=5q235Y%

2By5paH5piO&h2=5p2x6KW%2F5paH5YyW (最後瀏覽日期：2014/12/26)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199618501116C.TXT&table=0&h1=5q235Y%2By5paH5piO&h2=5p2x6KW%2F5paH5YyW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199618501116C.TXT&table=0&h1=5q235Y%2By5paH5piO&h2=5p2x6KW%2F5paH5Y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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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 OFF 的節目就像在市場挑貨，選擇節目的好壞全憑觀眾的識貨功力，

但是對文化表演者來說，OFF 不受限的表演平台提供了與其他表演者交流的空

間，不僅可相互觀摩切磋，也可以直接得到觀眾的回饋與建議。「內」「外」亞

維儂互補勾勒出亞維儂藝術季的獨到之處，增加了城市的節慶意象，數十年吸

引來自世界各的熱愛藝術的人們，造就無數傑出的藝術表演者與表演團體。 

 

 

圖 2-6 觀眾正在排隊進入巷弄內的 OFF表演場地 

 

根據亞維儂大學文化與通訊研究室教授艾迪(Emmanuel Ethis)針對 2001 年參

加藝術節的觀光客所做的忠誠度抽樣調查，顯示重遊觀光客佔整體觀光客的76%，

其中，有近一半(43%)的觀光客曾參加過 4-10次，更有 20%的人參加過 10次以上

(Emmanuel Ethis ed.，2002：234，引述自黃聿卉，2005)，顯示參與的觀光客對亞

維儂藝術季有高滿意度，因而願意多次再訪，同時證明亞維儂每年力求節目的創

新，不僅吸引更多遠道而來的觀光客參與，也確保觀光客的再訪忠誠度。黃聿卉

(2005)整理亞維儂藝術季具高忠誠度的原因特質，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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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化：在節目的籌畫與準備上，藝術總監每年需花費大量時間往返各地

挑選合適的節目，有些跨國合作的計畫甚至需準備數年之久，此外，亞維儂藝

術季多年舉辦的經驗，累積了許多高度專業人才，尤其 1987年成立的「高等

劇場技術研究院」(Institut Supérieur des Techniques du Spectacle, ISTS)，更為亞

維儂建立了專業技術人員的人才庫。 

(2) 創造性：每年亞維儂藝術季有一定比例的表演為首演，儘管眾多初次展演

的作品會面對褒貶不一的評價，卻也是吸引觀眾願意一再前來的原因。 

(3) 包容性：舉凡戲劇、音樂、舞蹈、默劇，甚至雜耍，都曾是亞維儂藝術季

的表演內容，不只在表演的形式不予以限制外，亦尊重不同表演的原創語言。 

(4) 公民精神：前任主席達希耶認為，藝術節並非只是單純的商業與娛樂，背

負了過往的歷史意義，亞維儂藝術季更應適當地反映時事，並具備紀錄史實的

職責，因此亞維儂藝術季不僅只著重於美學的展現，更藉由藝術傳達對當傑政

治與社會的關懷與省思。 

2013年的亞維儂藝術季是自 1947年以來的第 67屆(2003年曾停辦)，節慶為

期將近一個月，舉辦期間為 2013年 7月 5日至 7月 26日，該年的演出型態依舊

多元，基於亞維儂創辦人的精神，每年均推出具實驗性與前瞻性的演出，主題橫

跨戲劇、舞蹈、音樂等表演藝術語文學作品展覽，2013年更激盪出歐洲與非洲文

化的火花。根據亞維儂官方統計，2013年的參與人次再創新高，售票總計高達 12.8

萬張(有 95%的上座率，前十年的上座率約為 76%)，其中更不包含粗估 1.3萬名免

售票和無任何售票紀錄的參觀觀光客。除了參與人數增加外，參與的觀光客年齡

也變得更年輕，平均參與年齡為 40歲，比 1996 年的造訪者平均年輕 5 歲，且購

買學生票的比例從 2012 年的 6%提升至 11%，顯示參與亞維儂藝術季有越來越普

及且年輕的趨勢。 

亞維儂藝術季獨特的成立背景與經營模式，不僅使亞維儂藝術季成為歐洲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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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藝術節之一，其獨特的 IN和 OFF展演方式，更在體制下維持良好的平衡關係，

亞維儂藝術季每年在節目的呈現上求新求變，節慶前的籌畫更是積極又縝密，隨

著節慶舉辦規模的壯大，仍保持對節目原創性的尊重，亞維儂藝術季的兼容並蓄，

實為觀眾願意一再造訪、熱愛表演藝術者的天堂。 

 

第二節 節慶中的文化觀光客 

節慶提供了全面性的感官體驗，且表演場域是完全開放的，因此節慶被認為

是最適合觀光客融入當地，並擺脫日常生活的最好方式。對於節慶而言，觀光客

是參與節慶觀眾的一部份，然而隨著文化觀光的多元發展，參與節慶的觀光客類

型也趨於複雜，根據世界觀光組織(The World Tourism Organisation/UNWTO)(2005)

的定義，觀光客為：「旅遊或停留在其生活範圍之外的地方，且與報酬目的無關，

從事休閒、商務或其他活動不超過一年者。」由此可見，只要在目的地從事非營

利行為者，幾乎都可被稱作是「觀光客」，除此之外， McKercher & du Cros(2010)

在文化觀光中一書中提到，根據最普遍定義文化觀光客的操作型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s)：凡是參與文化觀光中任一景點或活動的觀光客，都可被稱作為「文化

觀光客」；根據此一定義，舉凡參與文化節慶的觀光客均可被稱作為文化觀光客。

如此概略的定義，隨著交通與科技的快速發展，在流動性如此快速的現代社會中，

一日生活圈所涵蓋的範圍已超出難以預測的範圍，「觀光客」與「在地居民」越來

越難區分，且參與文化觀光的動機也趨於複雜。 

許多學者均對文化觀光客進行探討和研究，並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以分類文化

觀光客，這些所謂的文化觀光客，有何特殊性？現今區分文化觀光客的方式又有

哪些類型？不同類型的文化觀光客，其旅遊特性又為如何？本章節將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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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觀光客 

過去，文化觀光被視為一個小型的特殊市場，專屬於那些具特殊興趣與嗜好

的人們參與，然而時至今日，文化觀光已穩固發展成主流的大眾觀光活動。

ATLAS(2007)的文化觀光研究顯示，將近 70%造訪歐洲的文化觀光客傾向具有較高

的教育水準，且只有低於 30%的人從事文化相關的專業活動，且其中有 17%的人

是參加旅行團的團員。根據 McKercher & du Cros(2010)的描述，文化觀光客被視為

是一個誘人而易被區別的市場，相關研究均顯示文化觀光客與一般大眾相比，年

齡較長、教育程度較高、經濟狀況也更富裕，此外，女性在此市場中佔了較大比

例，但也有研究認為人口統計和簡要旅行特徵並非文化觀光客的可信指標(Prentice, 

Witt & Hamer, 1998)，但是較能肯定的是，隨著戰後嬰兒潮的人口老化，文化觀光

市場有規模成長的趨勢，可以理解的是，隨著年齡的逐漸增長，人們會更想要了

解自己的文化之根和歷史過往，且年紀較長的觀光客往往也意外著經濟能力較佳

且家庭羈絆較少，因此五十歲以上的銀髮族市場擁有文化觀光中最大的發展潛力

(McKercher, 2002)。 

一般而言參與藝術相關活動的觀光客，其背景與旅遊行為與文化觀光客較相

似，他們通常擁有較高的學歷、收入和文化接受能力，這種刻板印象經常出現，

舉例而言，人們多會認為造訪英國現代藝術相關博物館的觀眾，多半為白領中產

階級，且仍有少數的人認為藝術是高尚的參與活動類型，需要花費高昂的資金在

高級區域進行，這些傳統的偏見和負擔會限制藝術活動的參與族群，因此人們所

公認的高尚文化(high culture)(例如：歌劇、芭蕾、古典樂等)，通常吸引具有名聲

動機(prestige motivation)或追逐社會地位的觀光客參與(Zeppel & Hall, 1991, 轉引

自 Smith, 2006)，而那些以藝術為題的節慶、嘉年華或是演唱會等，由於其開放且

多元的性質，就不難理解為何能受到大多數的觀光客歡迎，參與此類型的活動可

及性較低，不管是在金錢的花費、語言的理解或是知識與文化接受程度等，門檻

都較高尚藝術低，相比而言也親民許多，另外，許多藝術節慶、嘉年華或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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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會有當地居民的參與，這不僅促進了區域的族群融合和社區向心力，參與活動

的觀眾類型也較廣泛而不局限於外部地觀光客(Smith, 2006)。 

 

1.1 文化觀光客的分類 

隨著文化觀光的發展，了解不同觀光客的特性日趨重要，Cohen(1972)是最早

進行文化觀光客分類的學者之一，將文化觀光客大致分為探險者(explorer)或漂泊

者(drifter)。綜覽二十年代後期的相關文獻發現，許多學者依據觀光客造訪目的地

後的體驗深度進行分類。Stebbins(1996)首先從觀光客體驗的深度進行探討，提出

「嚴肅休閒」(serious leisure)的觀點，認為文化觀光客都屬於沉溺於特定興趣的愛

好者(hobbist)，除了有專門的興趣之外，也具有在該興趣類別上不同程度的知識和

能力，而這些具有專業興趣的愛好者，又可細分為一般型文化觀光客(generalised 

cultural tourist)和專門型文化觀光客(specialized cultural tourist)兩種，一般型文化觀

光客會廣泛地造訪各種不同的觀光景點，從而具有廣博的經驗和文化知識；專門

型文化觀光客則專注於特定類型的觀光景點，為達到他對某一種興趣的鑽研和探

討，他會重複地造訪特定景點，譬如特定主題的藝術或歷史節慶與博物館等，對

某一類型的興趣研究是深入的。 

Stebbins(1996)認為文化觀光客是屬於具特殊興趣的觀光客類型，並且可依其

專精或涉略的廣度進行分類，卻沒有提到影響文化觀光客差異的因素。

Timothy(1998)認為，影響觀光客體驗深度的主要因素是景點本身與觀光客的聯結

(connectivity)程度，能否喚起觀光客的情感認同是決定觀光客能不能獲得深度體驗

的關鍵，並提出了四種與觀光客聯結程度的遺產觀光景點類型，包含世界型(world)、

國家型(national)、地方型(local)和個人型(personal)等。世界型遺產景點會給觀光客

帶來敬畏的心態，磅礡宏偉的震撼感，但是和觀光客個人的聯結程度較低；相對

而言，國家型、地方型和個人型的景點和觀光客的聯結程度較高，能從中感受到

較深度的情感，因此觀光客所得到的體驗也會比較深入。另外，Sharpley(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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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er & Lea(1999)和 McIntosh & Prentice(1999) 則是從真實性(authenticity)的角度

進行探討，認為觀光客追求並實際體驗到的觀光景點真實性，會影響觀光客的體

驗深度(轉引自McKercher, 2002)。 

由上述文化觀光客分類的相關研究可得知，不管是觀光客動機、觀光客體驗

深度或是觀光客追求的真實性，都涉及複雜的個人背景、外界影響和心理因素，

文化觀光所涵蓋的多元複雜變因，加深了解文化觀光客的困難程度，然而正是因

參與文化觀光的觀光客多元，才更添加了文化觀光的特殊性，不管是具有何種背

景或造訪動機的觀光客，都有可能從中得到深淺不一的文化體驗。 

 

1.2 五種文化觀光客 

隨著對文化觀光客的了解更加深入，學者也提出觀光行為並不僅只包含體驗，

而是分成造訪前動機與造訪後體驗兩部分，動機受到各種不同的因素影響，這是

驅使觀光客進行觀光行為的主要趨力，而體驗深度則是觀光客進行觀光行為時，

自我決定或受外在因素影響的涉入程度。不同的人對於相同文化景點的參與能力

會有所差別，文化觀光客是否能擁有深度的體驗，除了本身意願外，也受到個人

因素的影響，譬如觀光客的教育程度、對景點的預先了解、個人興趣、時間因素，

或是該觀光景點在當時的經營狀況等，都有可能會影響觀光客的體驗程度。以同

一文化觀光景點舉例來說，一個擁有較多空閒時間的自助旅行觀光客，可能就會

比只有十分鐘可逛的旅行團觀光客得到較深度的體驗，儘管兩位觀光客擁有相似

的造訪動機，也會因實際造訪的過程有所差異而得到不同的體驗。 

由此即可知，研究文化觀光客將不能僅從遊後的體驗深度進行探討，也必須

包括遊前的造訪動機。McKercher(2002)於是提出以觀光客動機和體驗深度為分類

象限的五種觀光客類型。這五種類型的觀光客分別是：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the 

purposeful cultural tourist)、遊覽型文化觀光客(the sightseeing cultural tourist)、隨意

型文化觀光客(the casual cultural tourist)、偶然型文化觀光客(the incidental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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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淺 

tourist)和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the serendipitous cultural tourist)等。 

五種文化觀光客的劃分如圖 2-7所示： 

 

 

 

 

 

 

 

 

 

 

 

圖 2-7 McKercher 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架構圖 

(資料來源：Mckercher, 2002) 

 

1. 目標明確型(purposeful)文化觀光客：此類型的文化觀光客，文化觀光是其

造訪某一目的地的重要因素，並且從中獲得深刻的文化體驗。 

2. 遊覽型(sightseeing)文化觀光客：對此類型的文化觀光客而言，文化觀光是

造訪某一目的地的首要或主要因素，但實際獲得的體驗較前者膚淺。 

3. 意外發現型(serendipitous)文化觀光客：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不因文化觀

光目的而旅行，卻在實際參與後獲得深刻的體驗。 

4. 隨意型(casual)文化觀光客：文化觀光對於隨意型文化觀光客而言，並不是

主要或次要的動機，且從中獲得的體驗是膚淺的。 

5. 偶然型(incidental)文化觀光客：偶然型文化觀光客不為文化觀光目的旅行，

在偶然地參加一些文化觀光活動後，也僅獲得了膚淺的體驗。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 

(the serendipitous 

cultural tourist)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 

(the purposeful cultural 

tourist)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 

(the casual cultural 

tourist)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 

(the casual cultural 

tourist)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 

(the sightseeing 

cultural tourist) 

 深 

尋
求
的
體
驗
深
度 

文化觀光在旅遊決策中的重要程度 

淺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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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了解自己造訪目的地的理由為何，這類型的文化觀光

客與 Stebbins(1996)描述的專門型文化觀光客相似，他們專注於特定類型的觀光景

點並重複造訪，對於某類型的文化觀光研究是深入的，由於具備此領域較多的能

力與知識，該類型的文化觀光客其實際造訪獲得的體驗往往也是深入的。 

在任一文化觀光景點，這五種文化觀光客都有可能同時存在，但是混合的情

形會因目的地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取決於目的地本身的知名度和名聲，擁有良

好知名度和名聲的景點，較能夠吸引目標明確型、遊覽型或是隨意型等決策參與

重要的文化觀光客，但是正如前面所述，觀光客是否能夠在實際造訪後獲得深刻

體驗，則有可能受到觀光景點本身、外在限制或是觀光客本身的能力等因素影響，

因此觀光景點並不會因為出名就受到理解，部分觀光客造訪的目的甚至只是為了

獲得個人地位，因此具有高度動機並不一定和獲得深刻體驗有著正向關聯。 

大多數的文化觀光客屬於前面四種類型，擁有高度參與文化觀光動機的觀光

客，通常會想要在其中獲得深度體驗，然而這兩項參數並不一定總會是正向相關，

許多抱持著高度想要獲取深度體驗的文化觀光客，最後也許會因外在的其它因素

或觀光客本身能夠理解的能力有限，而僅能得到膚淺的體驗，成為遊覽型文化觀

光客，與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相比，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是較普遍的觀光客類型，

畢竟觀光是一種休閒活動，人們往往會傾向追尋輕鬆愉快的娛樂體驗。然而隨著

文化觀光的快速發展，文化觀光成為一種不需任何條件就能參與的活動類型，也

才會有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出現，此類型的觀光客在無意間造訪文化觀光景

點，卻因這偶然的湊巧反而得到深度的體驗，和前面四種文化觀光客類型相比，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更能凸顯參與文化觀光的低門檻(MeKercher & du Cros, 

2002)。 

文化觀光客的組成視景點而異，包括目的地的市場定位、名聲和吸引的觀光

客類型，若是主題明確的觀光景點，通常也較能吸引到具特定興趣的目標明確型

文化觀光客或是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反之，若景點的主題或意象不夠明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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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觀光客也屬於動機較不明確的類型。 

除此之外，文化觀光客的構成也受到觀光客來源的影響。如同後面將會敘述

的文化距離理論，觀光客原生文化與造訪目的地間的差異程度會影響體驗觀光的

能力和深度，對國際觀光客而言，若是目的地文化和觀光客自身文化的距離越大，

參與此文化觀光須具備較高程度的文化知識，因此較容易吸引具高度動機的目標

明確型觀光客(McKercher & Chow, 2001)。 

 

1.3 文化觀光客行為 

不同的文化觀光客其旅遊行為上會有不同差別，一個人的旅遊習慣與風格會

影響旅遊的偏好和行為(Klenosky, 2001)。Cohen(1972, 1979)根據觀光客不同的旅遊

行為和偏好將觀光客分成四種類型，分別是旅行團群體式觀光客(the organized 

mass tourist)、個別群體式觀光客(the individual mass tourist)、探索者(the explorer)

和漂泊者(the drifter)。此四種觀光客對於觀光目的地的熟悉度和異文化的接受程度

都有所區別，旅行團群體式觀光客在旅遊中追求最大的熟悉感，傾向在環境泡泡

中體驗文化；個別群體式觀光客也喜歡被包裝好的文化景點，但是相比於團體群

體式觀光客，個別群體式觀光客的旅遊行程較彈性，喜愛遊覽大眾知名景點；探

索者喜歡自己籌畫行程，他們能夠離開環境泡泡去旅行並和當地居民互動，但仍

會選擇便捷的交通和舒適的住宿，倘若旅行的地方太過艱苦或是極不舒服，也有

可能會退回環境泡泡之中；漂泊者傾向完全自己規劃行程，以最經濟的方式旅行，

和當地居民交流是旅行最主要的目的，他們會避開知名觀光景點並選擇和當地居

民一同分享居所居所、食物和習慣。 

Plog(1974)的分類模式如同前面所述，依據觀光客能夠承受的壓力程度來分類，

大致分為三類，分別是他我中心型觀光客(allocentric tourist)，自我中心型觀光客

(psychocentric tourist)和中間中心型觀光客(midcentric tourist)。他我中心型觀光客能

夠接受較不一樣的文化，對於不熟悉事物的接受度較高；自我中心型觀光客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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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熟悉的文化，對於自身文化的依賴度較高；而中間中心型觀光客則局於中間

值，絕大多數的觀光客都屬於中間中心型觀光客。 

根據Mckercher & du Crosm 於 1999年在香港的研究，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

偏好一般博物館或美術館體驗，也會造訪知名度較低的文化景點，例如廟宇和歷

史遺產，他們喜歡遊走於地方市場以融入當地的居民生活。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則

傾向廣泛地造訪不同文化景點，追求大量不同的體驗，相比於目標明確型觀光客

而言，其追求的體驗深度較膚淺，他們喜歡造訪知名景點或是在區域內進行大規

模地跳點式觀光，瀏覽或欣賞街景是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最喜歡從事的觀光活動。 

 與目標明確型和遊覽型觀光客較不同的是偶然型、隨意型或是意外發現型文

化觀光客。偶然型文化觀光客傾向消費易於造訪的景點，偏好實際距離和知識上

較沒有挑戰的觀光景點，例如太空博物館、電影或是遺產主題公園(例如英國知名

的華威城堡主題公園 Warwick Castle)，必須是易於抵達且容易理解的文化觀光景點

類型。隨意型文化觀光客表現出的行為和偶然型文化觀光客相似，其最大的不同

在於，隨意型文化觀光客會順從他人建議前往較不知名的文化景點，他們可能會

比偶然型文化觀光客更專注於所見風景，但卻不如目標明確觀光客那樣專注與深

入。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行為最難定義，因其旅遊行為並沒有絕對的習慣和偏

好，McKercher(2002)認為此類型的文化觀光客傾向為人目地造訪，其文化探索的

目的性較低。  

觀光客是否選擇獨自旅行，往往受到對陌生環境接受度的影響；而觀光客決

定一同前往的旅伴，同時也影響了觀光客能夠獲得的體驗深度(Klenosky, 2001)。

Klenosky(2001)整理出四種觀光客傾向選擇的旅伴類型，分別是(1)獨自旅行、(2)

和家人、(3)和一位或是多位友人、(4)和旅行團團員。 

追求熟悉感的觀光客通常選擇參加旅行團，因此最常一同共遊的旅行同伴即

是旅行團團員；而那些追求新奇感的冒險型觀光客，為了避開過度受限的旅遊型

態，而傾向喜歡獨自旅行(Klenosky, 2001)。 

 



24 
 

根據McKercher(2002)在 1999年針對 2066名來自 6個國家和地區的赴港觀光

客的調查中也顯示，造訪香港文化觀光的文化觀光客中，目標明確型和遊覽型文

化觀光客，比其餘類型的文化觀光客更有可能是首次造訪或旅行團的成員；而意

外發現型和偶然型文化觀光客，在某種程度上更可能是商務旅客或是自由旅行的

散客。 

 綜覽學者對於觀光客分類的研究即可得知，不同類型的觀光客其自身文化和

目的地文化間的文化距離和熟悉度，均有可能影響觀光客的旅遊行為，從旅行的

規劃方式到旅遊型態等，除此之外，觀光客選擇的住宿和旅行同伴也和觀光客類

型而有程度上的差異。  

 

二、影響文化觀光客動機與體驗深度的文化因素 

觀光客是否要前往某一目的地進行觀光行為，其心理決策上經過很多個階段，

首先在感受到要前往觀光的需求後，受到外在刺激產生觀光動機，才會進而選擇

造訪特定觀光景點，每一個決策都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某些文化觀光客傾向造

訪與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目的地，而某些文化觀光客則無法離開他們熟知事物的

環境氣泡(environmental bubble)，由此可見文化觀光客對其觀光目的地的熟悉與否，

會影響他們的動機和體驗深度。本小節將介紹影響文化觀光客動機與體驗深度的

文化因素。 

 

2.1 文化資本 

文化觀光客普遍被認為是成熟、富裕的女性高知識份子，此種觀點成為文化

觀光客的符號象徵，進而影響文化觀光景點的規劃，使景點規畫者認為文化觀光

必須作為一種具高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觀光產品。文化資本的概念最早由

Pierre Bourdieu提出，根據 Bourdieu(1984)的說法，觀光客教育程度會影響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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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持有，且受生活環境影響持續累積而成。擁有高文化資本的觀光客傾向消費

高尚文化(high culture)的活動(例如：藝廊、歌劇院或是古典樂)，因此一個人的社

經地位經常被認為是判斷文化資本多寡的指標。所謂高尚文化的「高」來自於其

一般公認有能力參與的「高」階份子。十九世紀後隨著周休二日的出現，勞工階

級有更多的空閒時間，於是「理性娛樂(rational recreation)」開始流行於勞工階級，

藉由在空閒時間將教育視為一種娛樂，進而能夠更接近必須受過教育才能參與的

休閒活動，而此種藉由將高尚文化「自由化(liveralised)」的過程即被認為是教化大

眾階級進而鞏固民族主義價值的手段。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所謂的文化活動都被

歸類於高尚文化的範疇，一般而言必須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才能夠參與(Ivanovic, 

2008 ; p. 35)。於是許多相關文獻均指出觀光客的社經地位和參與的觀光活動有關，

Hall & Zeppel(1990)即表示參與藝術節的觀光客族群多半成熟專業且為高收入分

子；Hughes(1987)也認為高社經地位的族群更傾向造訪藝術和文化景點(例如：文

化和歷史遺產)(轉引自 Kim et al., 2007)。 

二十世紀中、後期，隨著電視機等大眾傳播科技的發明，所謂的「低」階文

化(low culture)也就是流行文化，才從文化階級中被釋放出來。Richard Peterson(1992)

是首位提出文化雜食(cultural omnivore)理論的學者。Peterson 觀察到高社經地位的

人(high social status)相比於對文化有獨特品味的菁英分子(elitist)而言，更願意接受

並參與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Peterson & Simkus, 1992)；社經地位為個人或族群

在社會中的位置或階級，此處的高社經地位意指在社會上擁有較多資本、權力或

名聲的族群，高教育水準比例高但不一定是必須。事實上，擁有高社經地位的人

反而更能夠廣泛的接受各種文化，因為他們必須要經營對於不同文化的品味。

Holbrook & al. (2002)認為在群眾裡，具有高社經地位的人比一般人更能夠且更喜

愛參與多元類型的活動。文化雜食理論和 Bourdieu 提出的文化資本理論相違背，

Bourdieu(1984)認為擁有越高文化資本的人，因為想要與眾不同而只願參與少部分

類型的文化活動；然而對於擁有高文化資本的人或族群而言，對於不同文化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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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程度反而較高(Toivonen, 2005)。自從 Peterson 提出文化雜食理論後，便開始有相

關專門探討該理論現象的研究，研究結果指出教育程度較高的歐洲人或是美國人

會擁有較多元的文化品味和參與能力，且喜愛的多元文化程度會隨著年齡增長，

直到老年才開始下降；另外，正如同文化觀光客的人口統計分布，女性在文化雜

食上比男性要更加顯著，女性更容易接受更多元的文化類型(Warde 2005, p.8. ; 轉

引自 Toivonen, 2005)。文化雜食理論除了探討個人或大眾對於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

外，也被使用在觀光學的討論上，Antti Honkanen(2004)研究歐盟的居民，發現經

常旅行者通常不會局限參與特定類型的活動或假期，有時參與文化活動，有時參

與體育活動，他們並不對自己設限，有時甚至把各種活動都結合在一起(Toivonen, 

2005)。 

隨著文化觀光景點的類型趨於多元，具有高文化資本的高階級分子已經不再

被認為是文化觀光客的代名詞(Kim et al., 2007)，Bourideu提出的文化資本理論僅

能陳述個人或族群擁有較高的教育背景或是較高的社經地位，卻不能代表擁有高

文化資本的個人或族群僅能參與高尚文化的活動。觀光客的文化資本多寡會影響

目的地的選擇，擁有較高文化資本的觀光客傾向擁有多元雜食文化的能力，反之，

擁有較低文化資本的觀光客能夠選擇的文化景點和活動則相對侷限。 

 

2.2 文化距離 

文化距離(cultural distance)意指觀光客的原生文化與造訪目的地之間的差異程

度(McKercher & Chow, 2001, p.23)；McIntosh & Goeldner(1990: 257)將文化距離定

義為：「觀光客出發的的文化與目的地文化的差異程度…出發地和目的地之間的文

化距離越大，他我中心型觀光客(allocentric tourist)就越可能前往該目的地觀光。」

同時，文化距離也經常被使用來檢驗文化間相似與相異的程度(轉引自 Crotts, 2013)。

文化距離對於觀光客造訪異文化時的行為有很大的影響性，因此相關研究經常被

使用於跨國商業決策或是在文化觀光領域上。Schneider(1988)認為文化距離在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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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合作上有很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觀光行為上，若觀光客自身文化和目的地

文化之間的距離越遠，國際觀光客越傾向參與風險低的觀光活動，尤其是那些對

不熟悉事物忍受力較低的觀光客，會花更多時間在行前準備上，且傾向選擇以旅

遊套裝行程、旅遊代辦或是旅行團的方式出遊。儘管文化資產與觀光客個人的文

化理解距離越大，互不瞭解的可能性就越高，但是在文化觀光領域上，探訪異文

化是觀光客參與文化觀光的主要動機之一，McKercher & Chow(2002)即指出文化距

離越大，文化觀光客實際造訪的體驗興趣就越大。 

文化距離除了自身文化與異文化之間的距離外，語言也是檢測文化距離很重

要的因素。Cohen & Cooper(1986)即認為目的地使用的語言對觀光客的旅遊決策和

行前準備有很重要的關聯，同時也會影響觀光客與當地居民的互動和實際得到的

體驗深度。語言是文化傳遞的媒介，語言使文化能夠被學習、被傳授、被傳遞與

分享，許多研究都認為語言對於瞭解當地文化所造成的隔閡，會影響觀光客對當

地文化的接受程度，進而影響造訪動機(Lee et al., 2000; Basala & Klenosky, 2001; 

McKercher & du Cros, 2003)。法國亞維儂藝術季與英國愛丁堡藝術季同為歐洲兩大

知名藝術節慶之一，且均在夏天舉辦，法國亞維儂藝術季選擇法語作為官方語言，

而愛丁堡藝術季則是以英文為主。國際觀光客在節慶的選擇上，語言可能作為旅

遊決策的重要依據，通曉法文者有可能傾向造訪亞維儂藝術季，反之則較可能選

擇以英文為主的愛丁堡藝術季，尤其特定類型的藝術表演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瞭

解(例如：歌劇)，若是再加上語言的隔閡，則表演本身想要傳遞的訊息將很難被傳

達給觀眾。 

儘管文化距離影響觀光客目的地的選擇與實際體驗的深度與否，Cohen & 

Cooper(1986)仍指出，根據過去的相關研究，觀光客的實際感受會受他們自身的意

願和需求影響。這意味著觀光客對語言和文化距離等不熟悉因子的接受程度，仍

視個人情況而有所區別。 

在文化觀光客的相關研究上，根據 McKercher & Chow 和McKercher & du C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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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針對兩次文化博覽會在 2001年和 2003年的研究顯示，與造訪目的地文化距

離較近的觀光客，因當地文化對他們而言無特殊性，進而追求膚淺的娛樂體驗；

反倒是文化距離較遠的觀光客傾向追求深度的文化體驗。追求異國文化的新奇體

驗是文化觀光客進行文化觀光的主要動機之一，因此相比於文化背景相似的文化

景點，文化距離較遠的目的地較能引起文化觀光客的興趣，進而追求深度的文化

體驗。 

 

2.3 目的地熟悉度 

目的地熟悉度(destination familiarity)影響觀光客的觀光決策過程，換言之即與

觀光客造訪動機有關(McKercher & du Cros, 2003)，許多經驗主義相關文獻都認為

觀光的行為特性(例如造訪次數)和資訊來源，都會影響觀光客對造訪目的地的熟悉

度與既定印象(Baloglu and Mangaloglu 2001; Beerli and Martin, 2004a, 2004b)。 

陌生和熟悉與一個人願意接受的已感知風險程度相聯繫。Plog(1974)以觀光客

能夠承受的壓力程度作為分類依據，其行為沿著一條常規的鐘形曲線分布，大致

分為三類。連續曲線的一端是他我中心型觀光客(allocentric tourist)，另一端是自我

中心型觀光客(psychocentric tourist)，而中間值則為中間中心型觀光客(midcentric 

tourist)。他我中心型觀光客盡可能多的對新奇體驗感興趣，尋求刺激或冒險並迴避

任何形式的環境氣泡；自我中心型觀光客只能承受微量變化的保守型觀光客，他

們無法接受太巨大的改變，因此目的地熟悉度對他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絕大多

數的觀光客都屬於中間值的中間中心型觀光客，此類型的觀光客主要為放鬆或逃

離日常節奏和壓力而前往旅行，會尋找一定程度的新鮮和刺激，但由於主要目的

為度假和娛樂，其所要求的變化程度是以不影響享受假期的能力為前提(McKercher 

& du Cros, 2002)。根據 Plog(1974)的研究即可得知，在觀光客選擇前往的旅遊假期

決策中，目的地熟悉度是重要關鍵，而目的地熟悉度同時也影響了觀光客對景點

的期望，和進行某些旅遊行為時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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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熟悉度決定於觀光客的先前經驗，不論是前次造訪的記憶、出發前準

備的行前資料，甚至是來自外部資訊，包含他人口耳相傳或大眾傳播媒體(包含電

視、收音機、雜誌、報紙、網路等)，觀光客對目的地的熟悉度都影響了旅遊目的

地的決策時間，除此之外更與安排行程的方式有所關聯。Chen & Gursoy(2000)、 

Gursoy & McCleary (2004)和 Baloglu(2001)均認為資訊來源影響觀光客的造訪動

機，但是對於第二次或第三次以上造訪的觀光客而言，過去經驗比外界資訊顯得

更重要。 

根據 Schmoll(1977)提出的旅遊決策過程模式，觀光客對旅遊目的地的決定受

到旅遊刺激(外部資訊)、觀光地特徵和特性(文化距離等因素)、外在變項以及個人

決定因素(內部資訊或個人背景等)的影響， Schomoll(1977)亦強調觀光客的認知是

決定最後是否前往觀光的關鍵因素。 

 

第三節 旅遊動機 

人們為何會想要旅遊？在日常生活中，激發了人們去特定目的地旅遊的原因

又是什麼？這答案牽涉了複雜的決策過程，人們會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前去旅遊，

為了瞭解並預測人們的行為，探討旅遊需求與動機的研究自 1960年觀光產業興起

後，便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張國森(101)將旅遊動機定義為，個體受到刺激產生觀

光需求，進而從事旅遊活動的一種驅力。由此可知，動機是人們將需求與渴望付

諸行動的主要原因，然而人們的決定涉及了許多不同的動機因素，針對不同的旅

遊目的、旅遊類型、地點、活動等的不同，動機的組成均有所差異。本章節整理

旅遊動機的形成，探討需求與動機在觀光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整理國內外以

「節慶」為題的觀光動機研究，來深度了解觀光客造訪節慶的動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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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遊動機的發展 

 大眾觀光興起於 1960年代，隨著戰後休閒假期的出現，人們開始有空餘的時

間與金錢去從事度假的行為，大眾觀光(mass tourism)興起，此時的觀光型態多以

地中海海濱度假為主，人們追求太陽、海灘、海洋的 3S(Sun-Sand-Sea)，需求的單

一性使此時的觀光屬於同質性市場，因此初期針對觀光的研究多將其視為無差別

市場。然而隨著觀光活動的蓬勃發展，二十年後，隨著交通與資訊的快速流動，

全球化(globalization)時代來臨，快速的火車、飛機和網路架起了世界各國的橋樑，

當接收來自地球對岸的新知與移動不再那麼困難時，人們開始追求不同型態的觀

光，嚮往更加獨特的人生體驗，傳統以休閒度假為目的的觀光型態轉變成為特殊

興趣觀光(special interest tourism, SIT)，當觀光型態從單一的海濱娛樂，轉變成為

依據人們多元的興趣而發展的觀光型態時，人們前往觀光的動機也就因而趨於多

元，人們日常最容易接觸到的文化觀光，也就隨著特殊興趣觀光的發展而逐漸興

起，成為近年來最主要的觀光型態。 

 

二、需求與動機在文化觀光行為裡扮演的角色 

根據Milena Ivanovic 於文化觀光一書中提到，Graham Dann(1977: 186)是第一

位試圖在觀光學中闡明推拉因素(push and pull factors)的學者。Dann(1981)認為，人

們實際造訪目的地的行為是受到先前的需求驅使。為了深入理解人們決定觀光的

過程，必須先檢視需求(need)和動機(motivation)在文化觀光裡所扮演的角色。 

 

2.1 文化觀光中的需求(need) 

觀光動機乃源由社會學及社會心理學的理論架構所發展，其構成的心理因素

相當複雜，許多研究觀光動機的學者均以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為研究動機理論的發展基礎，認為當基本需求被滿足後，才有追求更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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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動力。根據 1943 年提出的需求理論，Maslow提出五個層級的需求，分別

是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社交需求(love/belonging 

needs)、社會地位需求(esteem needs)與自我實踐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當人

們存在需求，才會有將心願付諸實行的動機，需求與動機有很直接的關係存在，

但是有需求不一定會成為動機，Milena Ivanovi 於《文化觀光》一書中提到，需求

只是動機產生的觸發點，人們可以選擇用不同的方式去滿足它。舉例來說，當某

個人出現社交需求時，為了滿足需求，他不一定要立即出門與朋友社交，社交需

求能被許多不同的解決方式替代，外出旅行不一定是唯一選擇。由此可見，人們

會有各種不同的需求，但是選擇要不要去滿足自己的需求？或是該如何去滿足？

則需要特定因素做為誘發行為動機的觸發點。 

許元國(2005)以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分析鶯歌陶瓷嘉年華會觀光客的觀光

動機，其得到結果以美的需求最高(欣賞陶瓷之美 72.5%)，其次為求知的需求(了解

陶瓷常識 39.9%)，更次之為愛與尊重的需求(與家人出來 32.1%)，對應到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人們對於追求美與追求知識的渴望，來自於自我實踐的需求，

這其中涵蓋了人們因興趣和理想而擁有的抱負，愛與尊重的需求則是較次之的感

情與尊重的需要，不僅滿足了感情的需求，也得到了社會認同。 

由此可見，在需求層次理論上，會引起文化觀光的需求屬社交需求與自我實

現需求為主，意味著文化觀光的消費傾向滿足較高層次的需求。 

 

2.2文化觀光中的動機(motivation) 

不同於前一小節探討的需求，動機是能直接誘發人們行動的因素，它連結了

作為需求的推力因素與景點本身的拉力因素，在相關的動機理論上，基於 Maslow

需求層次理論衍生出來的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則屬於近幾年較常被使用

的觀光客動機分析依據(Yuan & McDonald, 1990; Uysal & Hagan, 1993)，推拉理論

意指人們會因為其內在的個人需求驅使，而被推往旅行，拉力則是從觀光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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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出發，是將觀光客拉至景點的吸引力。Dann(1981)提出推拉理論以解釋人類

的觀光動機，解釋觀光客是如何受到推力動機(push motivation)與拉力動機(pull 

motivation)的影響而選擇目的地。Gnoth(1997)又更細部的認為，推力動機是使人們

進而尋求使內在成長的物體、情境或事件意象(sign)，而拉力則是外在知識與目標

的追求與達成。 

 

 

 

 

 

 

 

圖 2-8 推力因素與拉力因素在文化觀光中的交互作用 

(資料來源：Dann, 1977, 引自: Ivanovic,2008:266) 

`  

觀光客會選擇一個最能夠滿足其需求的景點，而景點規畫者唯一能改變或能試圖

影響的僅有拉力因素，最終驅使人們做出決定的種種因素即為動機，人們會選擇

最能滿足其需求的目的地，因此景點規畫者必須針對其潛在觀光客進行適當的宣

傳，傳達資訊給目標市場以增進吸引觀光客的拉力因素，景點才有可能會被消費。

文化觀光屬於特殊興趣觀光，由於以文化為目的的旅行通常有許多選擇，觀光客

動機因而更加複雜，為了預測觀光客的決策行為以規劃符合市場需求的景點，以

觀光動機為題的相關研究成為現今文化觀光景點發展的重要依據。 

 

 

需求、渴望與

文化動機 
文化遺產景點 

文化觀光的產生 文化觀光/目的地 

推力 拉力 

出發 抵達

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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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遊動機的定義與衡量 

現今的觀光相關研究隨著觀光活動的發展而快速增加，儘管影響觀光客行為

的因素眾多，觀光動機仍被視為預測觀光客行為的主要因素之一。  

觀光客動機的變數受到觀光客的興趣、教育程度、觀光時間、預算多寡、同

行夥伴…等項目影響(McKercher & du Cros, 2003)，儘管現今節慶的類型與主題多

元，研究不同節慶的觀光客動機仍有脈絡可循，Schneider & Backman(1996)和 Lee, 

Lee, & Wicks(2004)都表示，即使觀光客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參與節慶的動機亦

會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此現今以節慶動機為題的相關研究，儘管大多數的動

機變項是基於先前研究去測量(P. Schofield, 2007)，仍有部分的動機選項是專門為

節慶而設計。 

 

一、旅遊動機的分類 

在動機文獻中，國內外學者採用共同因素來萃取分類，Mclntosh(1977)提出四

種觀光動機分類，分別是生理動機(Physical motivation)、文化動機(Cultural 

motivation)、個人動機(Personal motivation)、聲望與地位動機(Prestige and Status 

motivation)，Brown(1998)依據其研究增添了第五種動機類型─精神動機(Spiritual 

motivation)。觀光客參與文化觀光，無可避免的會包含文化動機，而在第三類型的

個人動機中，包含了觀光客追尋與日常不同的生活體驗，當中囊括了觀光客對不

同文化活動追求與渴望，另外，因為精神或宗教目的的朝聖觀光，同時也屬於文

化觀光的範疇；第四類型的聲望與地位動機，其中之一是觀光客對學習的渴望，

當觀光客進行文化觀光時，不同的文化體驗為觀光客達到其學習的需求，不同於

觀光客環境的目的地，能夠激發於進行異文化探索的學習動機。此五種動機成為

往後研究文化觀光活動的動機項目產生(Mclntosh, 1999、Brown, 1998，引自

Ivanovic, 2008: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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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理動機(Physical motivation)：舒展身心，增進健康，運動，追求愉悅的

體驗(例如：娛樂活動、購物或浪漫等)。 

(2) 文化動機(Cultural motivation)：體驗或瞭解他人或異地，對音樂、藝術、

民俗技藝與建築的興趣，對歷史或造訪歷史遺跡的興趣(例如：戰場、教堂或

紀念碑等)。 

(3) 個人動機(Personal motivation)：造訪友人或親戚(VFR 觀光)，結交新朋友，

追求異地的特殊體驗(尋求文化改變)，逃離日常生活(此項動機特別來自「逃離

的需求」)，觀光的興奮感，朝聖(為了精神或宗教目的而拜訪某地或某人)或是

純粹的觀光渴望。 

(4) 地位與聲望動機(Prestige and status)：追求嗜好，學習深造，公事開會或參

與學術研討會，出差，追求自我歷練與專業經歷，追求流行。 

(5) 精神動機(Spiritual motivation)：自我追求，追求真實性(authentic)體驗，造

訪神聖之地以力行「奉獻」之意。 

 

在文化觀光上，Crompton(1979)是第一位根據推拉因素進行觀光動機研究的學

者，根據 Dann(1977)提出的推拉理論，Crompton(1979)找出九項造訪動機，七項屬

於推力因素，分別是逃離、自我探索、紓壓、名聲、回歸、家族團聚和社交；另

外兩項拉力因素則為新奇感與教育。Swarbook and Horner 於 2007年二版的《觀光

客消費行為(Consumer Behaviour in Tourism)》一書中提到，很少人會僅受單一動機

影響就付諸行為，大多數人的行為都是在受到眾多動機的影響下產生，並且會受

到觀光客背景影響，該書將多元而複雜的動機區分為六個類別，Swarbook and 

Horner觀光客動機類型的圖片於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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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Swarbook and Horner 觀光客動機類型 

(資料來源：Swarbooke and Horner, 2007:54) 

 

綜觀國內外學者針對觀光客研究動機的類型，可得知動機乃內在需求的驅動

力，主要由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延伸發展，且動機定義以 Dann(1977)的推拉理

論為主，本研究參考各學者提出的動機衡量構面，並從中選取包含文化動機構且

適合本研究的理論作為參考，詳述於同章第三節的觀光動機相關實證研究中。 

 

二、旅遊動機的衡量 

本研究參考各學者提出的動機衡量構面，並於參考國內外以觀光客動機為題

的文化節慶研究後選取適合研究對象動機構面。本研究以法國亞維儂藝術季為題，

考慮節慶與文化的特殊性，選擇逃離動機、新奇感、文化探索動機和節慶吸引力

動機等四項動機作為探討構面。 

 

 

 

觀光客 

生理(Physical)：休憩、

健康、運動 

情緒(Emotional)：懷

舊、浪漫、歡樂 

個人(Personal)：逃離、

拜訪朋友與親戚 

自我成長(Personal development)：

追求知識、學習新技能 

文化(Culture)：體驗新

文化、遊覽 

地位(Status)：私心、自

我履行、佔有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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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逃離動機 

觀光動機相關研究包含驅力理論(drive theory)、需求層次理論(need hierarchy )、

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與場地理論(field theory)

等五種，然而節慶的觀光動機則多以推拉理論為主，觀光客期望藉由參與節慶短

暫逃離一般的常規性生活，並追求娛樂性體驗，這是節慶最普遍的參與動機， Uysal 

et al.(1993)在美國的南卡羅來納州玉米節即採用「逃離因素」作為他五個動機變項

之一，發現此動機變項與人口統計因素間無顯著差異；Mohr et al.(1993)、Chneider 

& Backman(1996)、Lee(2000)和 Lee et al.(2004)均在節慶動機的研究中使用逃離因

素，Lee(2000)的研究中，本國與外國的逃離動機並無顯著差異，但是來自東方(日

本與韓國)和西方(美國和歐洲)的觀光客逃離動機程度卻有所不同。 

 

(2) 新奇感動機 

Crompton(1979)表示「新奇感」(Novelty)是一種節慶的拉力，吸引觀光客前往

的重要動機之一，且「好奇心」(Curiosity)可視為是新奇感的同義詞，是觀光客偏

好造訪尚未拜訪目的地的原因之一，造訪次數會影響觀光客的動機，首次造訪某

景點的觀光客會傾向有較多追求冒險與興奮感的動機(Uysal, 1998)，以滿足好奇心

與追求新奇事物的需求。跳離一般常規社交圈，結交新朋友、認識志同道合的人

們，成為節慶動機因素中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Crompton’s(1979)認為認為吸引人

們造訪節慶的因素可能是人而非地點，尤其具主題性的文化節慶，更是聚集大量

有相同興趣人們的一個場合，Formica & Uysal(1996)在義大利的翁布里亞爵士音樂

節的研究，便發現相較於外地觀光客，當地人參與此節慶很大原因是為社交目的。 

 

(3) 文化探索動機 

隨著文化觀光的流行，文化成為研究觀光的主題，尤其節慶本身即為文化觀

光的一種，「文化探索」(Cultural exploration)自然成為近幾年節慶動機研究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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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Lee, 2000、 Lee et al. ,2004、P. Schofield, 2007)，在 Crompton 與McKay和

Lee所提出的動機因素中，文化探索被認為是觀光的主要動機之一，各國相異的文

化成為吸引觀光客前往造訪的主要拉力因素(Compton & McKay, 1997; Lee, 2000; 

Wamwara-Mbugua & Cornwell, 2009)。 

在文化節慶上，有特殊專業興趣的觀光客會因追求文化體驗而造訪具特定主

題的節慶，尤其某些以當地傳統特色規劃的節慶，更吸引國外觀光客遠道而來體

驗當地文化(P. Schofield, 2007)，法國亞維儂藝術季縱使以現代藝術為主軸，但是

舉辦節慶的地點因其獨特的歷史地位與豐富的羅馬遺跡，讓遠道而來參與節慶的

觀光客能夠在歷史古蹟環繞的獨特氛圍中體驗節慶，因此文化探索項目亦為吸引

觀光客前往亞維儂藝術季的重要原因之一。 

 

(4) 節慶吸引力動機 

許多人造訪節慶僅是想感受當地的節慶氛圍，或是因為對該節慶有特殊偏好

而特地前往，因節慶本身的歡愉性質，人們前往參與節慶即可能是受到節慶的歡

騰氣氛所影響，或是單純想去湊熱鬧所致。 

節慶吸引力(Festival attraction)是吸引觀光客造訪的重要動機(Lee,2000)，此類

型的動機屬於景點本身的拉力，許多觀光客因為對節慶本身的內容感興趣而前往，

並不是因為其他的外在因素，因此本研究界定節慶吸引力動機為觀光客單純因為

喜歡節慶而參與，而非特地為該節慶的特殊性質或特殊目的而前往。 

 

四 旅遊動機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整理國內外之旅遊動機相關研究，進行研究結果之彙整。Mohr, 

Backman, Gahan & Backman(1993)研究觀光客參與熱氣球節慶的旅遊動機發現，初

訪與再訪觀光客在興奮、新奇感動機和滿意度上均有顯著差異。Backman, Bac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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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ysal, & Sunshine(1995)認為旅遊動機上的興奮因素在觀光客年紀與婚姻狀態上有

顯著不同。Formica & Uysal(1996)探討義大利爵士音樂節，提出節慶中居民與非居

民之間的旅遊動機差異，居民傾向以社交動機造訪，非居民則傾向以娛樂動機造

訪。Crompton & McKay(1997)研究觀光客參與節慶的動機發現，不同類型的節慶

傾向能夠滿足相同觀光客的需求，只是滿足程度不同而已。Formica & Uysal(1998)

以義大利的歷史節慶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觀光客市場區隔，找出熱衷者(enthusiasts)

和中庸者(moderates)兩種觀光客類型，以及他們在人口特徵變項上的差異，節慶熱

衷者以年長、高收入和已婚的族群為主，而節慶中庸者則屬於年輕、低收入且單

身的觀光客類型。Lee(2000)研究觀光客種族在旅遊動機的差異性，發現亞洲和高

加索地區的觀光客其旅遊動機有顯著不同。 Nicholson & Pearce(2001)分析紐西蘭

四種節慶中的觀光客旅遊動機，研究結果顯示觀光客的造訪動機主要受節慶主題

和提供活動影響。 

 

表 2-1旅遊動機之相關研究實證表 

年份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結果 

1993 Mohr, 

Backman, 

Gahan & 

Backman 

An investigation of 

festival  

motivations and event 

satisfaction by visitor 

type. 

探索參與熱氣球節慶的觀光

客動機，指出初訪與再訪的觀

光客在興奮、新奇性動機和滿

意度上有明顯差異。 

1995 Backman, 

Backman, 

Uysal, & 

Sunshine 

Event tourism and 

examination of 

motivations and 

activities. 

興奮因素在年紀和婚姻狀態

上有明顯不同，內在因素對應

到年紀；家庭因素對應到婚姻

狀態；社交因素對應到收入；

休閒因素對應到年紀。 

1996 Formica & 

Uysal 

A market segmentation 

of festival visitors: 

Umbria Jazz Festival in 

居民與非居民間的動機差

異。居民傾向受社交因素影

響，非居民傾向娛樂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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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y. 

1996 Scott A comparison of 

visitors’ motivations to 

attend three urban 

festivals. 

針對三個不同的節慶做動機

分析。 

1997 Crompton & 

McKay 

Motives of visitors 

attending festival 

events.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類型的節

慶，會傾向滿足相同的觀光客

需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1998 Formica & 

Uysal 

Market segment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historical  

event in Italy. 

分析參與節慶的熱衷者

(enthusiasts)和中庸者

(moderates)基本人口特徵變項

差別。 

熱衷者：年長、高收入、已婚 

中庸者：年輕、低收入、單身 

2000 Le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ucasian and Asian 

visitors to a Cultural 

Expo in an Asian 

亞洲和高加索地區的觀光

客，其觀光客動機有顯著不

同。 

2001 Nicholson & 

Pearce 

Why do people attend 

even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isitor motivations at 

four south island 

events. 

分析四種紐西蘭不同節慶的

觀光客動機，研究結果顯示：

觀光客的節慶選擇原因主要

受節慶主題和提供的活動影

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滿意度與重遊意願 

隨著觀光產業的蓬勃發展，與消費者意識的抬頭，瞭解觀光客感受並提升滿

意度成為企業經營的發展方向，透過了解觀光客造訪景點後的滿意度，管理者將

更能了解所需要的改變與調整為何，Gunn(1999)指出觀光業可藉提高顧客滿意度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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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發展，好的景點規劃需要造訪者的回饋，因此了解觀光客滿意度是必須的，此

外許多相關研究都指出，觀光客的不同社經地位與文化背景，會產生多變的態度、

偏好與動機，更會影響對目的地的滿意度與評價(侯錦雄，1990)。 

而觀光客重遊意願即與忠誠度有所關聯，好的景點或節慶會有良好的忠誠度

與重遊意願，在了解觀光客動機與滿意度後，最重要的即是該名觀光客仍願不願

意再訪，不管是觀光景點或是節慶，所需要的都是好的口碑與願意一再造訪的觀

光客，旅客因對目的地滿意而有意願重遊，對觀光業的經營管理與確知其需求是

相當重要的(洪啟明，2005)，因此了解觀光客再訪率將能進一步探究該節慶是否有

長期發展下去的可能，本章節將整理國內外研究觀光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文獻，

就定義、相關理論與構面等面向做探討。 

 

一、滿意度的定義 

滿意度(Satisfaction)指個人感覺滿意程度的多寡，為一種相對的概念，是消費

者購買產品或服務前的期望與實際表現之間的差異函數(Kotler,1997)，當兩者達到

一致性時，觀光客會感到滿意，若結果不一致或有相當程度的差距時，觀光客會

有較低程度的滿意度( Blackwall, Engle, J.F., 與 Miniard, 1993)。於行銷學中，顧客

滿意度提升會增加再購意願，滿意度測量對於當前市場調查的重要程度可見。 

在觀光上，滿意度泛指為遊憩前後「期望體驗」與「獲得體驗」的感知差異，

其整體感受則稱為「遊憩滿意度」或「假期滿意度」，Backer與 Crompton(2000)即

指出遊憩滿意度為，觀光客與造訪目的地互動後產生的心理感受與情緒。滿意度

除受到消費者本身的因素影響外，亦受觀光客的社經背景與國籍文化有關(侯錦雄，

1990)，或受消費者所處環境與互動關係等變因影響(李瑞興等，2007)，滿意度會

受觀光客於實際觀光時的人、事、時、地、物等因素影響，若能提高觀光客的滿

意度，其重遊意願也會增強。滿意度為觀光客造訪後的整體感受，最終也可能是

處於一種認知或情緒的狀態，經相關研究發現，不是每個人在經歷同樣的服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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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擁有相同的滿意度(Pizam & Ellis, 1999)。 

本研究從觀光角度出發，從上述文獻可知「滿意度」在觀光行為上，係指觀

光客在進行觀光行為後的想法與感受，主要為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後的差異函數。

綜合以上定義，本研究將觀光滿意度定義為，對比於旅遊前期望，觀光客於實際

造訪觀光景點後的感受差異稱為滿意度。 

 

二、滿意度的衡量 

觀光滿意度是觀光客是否願意再訪的關鍵因素，根據定義，是遊前動機、期

望與實際體驗後的感知差異，Drive 與 Brown (1975)提出觀光客受動機驅使並實際

觀光後，其生理和心理上對體驗的評價稱為滿意度。Fornell(1992)認為滿意度是可

以直接評量的整體感受。侯錦雄(1990)將滿意度分為「整體滿意度」與「分項滿意

度」，整體滿意度是消費者根據體驗的整體性評估，而分項滿意度則是針對產品各

項屬性的滿意度，Jonson 等(1995)認為整體滿意度更能直接影響忠誠度即再購意願。

本研究亦採用整體滿意度，以衡量觀光客在經歷遊憩過程後積累的心理感受。 

侯錦雄(1990)在遊憩動機與遊憩認知關係研究中將滿意度分成總滿意度和分

項滿意度，分項滿意度包括環境滿意程度、活動滿意程度及管理滿意程度等三個

概念。而總滿意度則受個人特性、旅遊動機、活動參與型態等因素影響。王彬如(1996)

以心理體驗、環境景觀、遊憩活動和遊程安排服務等四個變數探討滿意度，結果

發現觀光客整體滿意度受遊程安排和服務的影響程度最高，且整體滿意度與觀光

客重遊意願有顯著相關。謝金燕(2003)以心理體驗、遊憩環境、服務設施以及遊憩

活動等四項因素探討滿意度。周文樹(2003)針對台南縣尖山埤水庫風景區的觀光客

滿意度研究，以因素分析得出「景觀環境因素」、「體驗滿足因素」、「休閒社交因

素」、「服務品質因素」及「遊憩活動因素」等五個構面，並以行前期望理論解釋

旅遊動機與滿意度呈正相關影響的情形。廖雅芳(2004)依據過去滿意度相關研究，

將影響觀光客滿意度的因素分為下列四種類型：(一)個人因素、(二)活動因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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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素和(四)經營設施因素。范欣宜(2008)在臺北市立動物園的研究中，以遊憩

環境、遊憩活動、服務設施和心理體驗等四個面向探討觀光客滿意度。張國森(2012)

以遊憩環境、活動體驗、服務設施與心理感受等四項因素探討造訪金門的遊客滿

意度。綜合以上相關文獻可得知，測量遊憩滿意度經常使用的因素構面，本研究

參考以上學者的研究，以「服務與規劃」、「節慶活動」和「心理感受」等三個因

素作為測量滿意度的構面。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學者提出的滿意度衡量構面，並考慮法國亞維儂藝術季的

文化和特殊性，經因素分析後以服務與規劃、節慶活動和文心裡感受等三項因素

作為滿意度的探討構面。 

 

三 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整理 2000 年之後，國內以文化節慶為研究對象之滿意度相關研究，進

行資料蒐集與彙整。鄒文昇(2004)以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為研究主題，發現觀光

客的遊憩動機、期望和滿意度之間有相關性，除「好奇」的遊憩動機因素與滿意

度無顯著相關外，其餘皆與滿意度因素有顯著相關。林怡君(2005)以參與 2004年

三義木雕國際藝術節的觀光客為研究對象，發現受訪觀光客對活動的體驗感受普

遍感到滿意，重遊率高，且樂於向他人推薦此節慶。許芳瑜(2007)研究觀光客參與

原住民節慶的動機與滿意度，發現兩者具正相關。蔡心巽(2009)研究節慶活動遊憩

規劃與遊憩體驗滿意度，並以參與 2008年淡水文化季的遊客為研究對象，發現受

訪遊客對節慶遊憩規劃和遊憩體驗的重視度較高，且受訪遊客中以高中職、與家

人親戚同行、自助旅行者的整體滿意度較高。林思茵(2010)和陳詩文(2010)，均發

現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具有正相關。黃聖惠(2011)研究 2010年永安石斑魚文化節，

發現觀光客參與動機與行前期望及滿意度因素構面呈現顯著正相關。顯示針對節

慶的研究，發現觀光動機與滿意度有相關性。鄭兆景(2012)研究曾經參與墾丁春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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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活動的觀光客，研究結果顯示倘若觀光客的滿意程度愈高，對觀光地方認同

與依賴愈高，同時重遊的意願也愈高。 

 

表 2-2滿意度相關研究實證表 

年代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相關研究結果 

2004 鄒文昇 遊憩動機、期望與滿

意度之研究﹘以屏

東黑鮪魚文化觀光

季為例 

 觀光客遊憩動機、期望與滿意度

因素有顯著差異或相關。除「好

奇」的遊憩動機因素與滿意度無

顯著相關外，其餘皆與滿意度因

素有顯著相關。 

2005 林怡君 觀光節慶活動對觀

光客之吸引力、服務

品質與觀光客滿意

度及忠誠度關係之

研究－以三義木雕

國際藝術節為例 

 受訪觀光客對三義木雕國際藝術

節活動的體驗感受，普遍感到滿

意，且具有非常高的忠誠度。 

 觀光客不但重遊率高，而且樂於

向他人推薦三義木雕國際藝術節

活動。 

2007 許芳瑜 觀光客參與原住民

節慶之動機、滿意度

及遊後行為關係之

研究—以阿美族聯

合豐年祭及賽夏族

矮靈祭為例 

 觀光客的觀光動機直接影響滿意

度。 

2009 蔡心巽 文化節慶活動遊憩

規劃與遊憩體驗滿

意度之研究－2008

年淡水文化節為例 

 高中職、與家人親戚同行、自助

旅行者的整體滿意度較高。 

2010 林思茵 文化節慶遊憩規劃

與重遊意願關聯之

研究-以 2008泰山

獅王文化節為例 

 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具有正相關。 

2010 陳詩文 地方節慶的觀光吸  觀光客滿意度對重遊意願呈顯著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_9iD/search?q=auc=%22%E6%9E%97%E6%80%A1%E5%90%9B%22.&searchmode=basic
file:///C:/Users/Celia/Desktop/論文結果/2005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_9iD/search?q=auc=%22%E9%99%B3%E8%A9%A9%E6%96%8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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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觀光客滿意度

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正相關。 

 觀光客觀光吸引力愈高時，觀光

客滿意度就會提高；觀光客滿意

度愈高時，其重遊意願也會提高。 

2010 王怡月 大里杙音樂節聽眾

參與動機與相關因

素影響之研究 

 教育程度對吸引力、滿意度和遊

後行為有顯著影響。 

2011 黃聖惠 節慶活動觀光客滿

意度之研究-以 2010

永安石斑魚文化節

為例 

 觀光客參與動機與行前期望及滿

意度因素構面呈現顯著正相關，

觀光客行前期望與滿意度經檢定

具有顯著差異。 

2012 鄭兆景 節慶觀光環境、滿意

度、地方依戀與重遊

意願關聯性之研究 

 觀光客的滿意程度愈高，對觀光

地方認同與依賴愈高。 

 觀光客對觀光地方認同與依賴愈

高，重遊意願愈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重遊意願的定義 

Francken(1993)認為觀光客的重遊意願是由消費者的再購意願延伸而來，當消

費者對產品或服務感到滿意，將會產生再度購買的意願，而重遊意願係指觀光客

再度遊玩的意願。廖明豐(2003)同樣對重遊意願有同樣的見解，認為當觀光客對觀

光目的地滿意而願意再次造訪，或者依據先前觀光經驗的認知而有重遊的意念或

行為，即稱為重遊意願。Baker & Crompton(2000)在節慶的相關研究中，將重遊意

願定義為觀光客會想要再次回到先前旅遊地點的意圖。因此重遊意願是自消費者

的再購意願延伸而來，當消費者在前一次的購買經驗中得到滿足，良好的滿意度

將影響顧客的再購意願，當消費者從事某些消費行為，能夠滿足使用客的需求，

使得滿意度提升，則將會持續購買的意願，並不受時間改變的影響(Bhattacherjee, 

200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_9iD/search?q=auc=%22%E9%BB%83%E8%81%96%E6%83%A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_9iD/search?q=auc=%22%E9%84%AD%E5%85%86%E6%99%A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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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的研究，重遊意願的概念經常被延伸至觀光客對該目的地的忠誠度(Lee 

et al., 2007b)，因為受到實際體驗影響後的觀光客忠誠度，會直接決定觀光客是否

願意重遊(Lee, 2013)，而觀光客對景點的滿意度則和重遊意願或忠誠度有正向相關

性，擁有越高滿意度的觀光客其重遊意願或忠誠度亦越高(Lee et al., 2007b; Chi & 

Qu, 2008; Lee, 2009)。因此觀光客再訪意願或忠誠度經常可被用來判斷觀光客在實

際造訪後的整體感受，以用來作為景點管理者規劃的評量依據(Yoon & Uysal, 

2005)。  

 由上述整理可知，重遊意願是衡量觀光客在造訪後獲得滿意感受後，願意再

次前往的意念或行為，並且是衡量觀光客滿意與否的重要指標。本研究將重遊意

願定義為當觀光客對觀光經驗感到滿意，且願意再次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意念。 

 

五、重遊意願的衡量 

在重遊意願構面上，有各種分類方式，Backman and Crompton(1991)認為忠誠

度可分行為與態度兩部分，1.態度面：觀光客情感上的偏好程度；2.行為面：觀光

客參與特定活動、設施與接受服務的次數，並有多次參與的一致性。陳志遠(2006)

以觀光客是否願意重遊和是否推薦他人作為測量旅遊動機的構面。許多研究均指

出，再訪意願、向他人推薦、願意花費較多金額，以及口碑推薦，都反映了觀光

客對目的地的忠誠度(Lee et al., 2007b)。本研究測量參與亞維儂藝術季的觀光客，

以檢測觀光客旅遊動機或是滿意度是否對重遊意願造成影響。 

 

六、重遊意願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整理 2000 年之後，國內以文化節慶和其它相關景點作為研究對象之重

遊意願文獻研究，進行資料蒐集與彙整。伍亮帆(2005)研究嘉義市國際管樂節，發

現觀眾的參與動機和節慶吸引力間有正向影響，吸引力正向影響滿意度繼而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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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重遊意願。陳志遠(2006)以鹿港天后宮商圈為主要研究範圍，發現觀光客的社

經背景與重遊意願有顯著差異，且旅遊特性和重遊意願呈正相關性，觀光客的造

訪次數越多、花費金額越多，其重遊意願越高。顏良安(2012) 以宜蘭國際童玩藝

術節為研究對象，探討不同觀光客的造訪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

的關聯，發現此四項構面之間有顯著差異並呈現正相關。林秀萱(2012) 以東勢新

丁粄節慶為題，證明參與該節慶觀光客的其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有顯著正相

關影響。俞怡君(2013)研究台灣地方節慶，以府城開隆宮做 16歲成年禮為例，發

現觀光客的觀光動機對滿意度和重遊意願皆有顯著正向關聯。王俊豪(2012) 以黑

暗觀光(dark tourism)為題，研究台灣「國民革命忠烈祠」，發現不同觀光特性及人

口特徵變項對於情緒體驗、黑暗吸引力和重遊意願具有顯著差異，且可從觀光客

的情緒感受有效預測重遊意願。 

 

表 2-3 重遊意願相關研究實證表 

年代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相關研究結果 

2005 伍亮帆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

吸引力、滿意度與忠

誠度關係 

 參與動機對吸引力有顯著正向影

響 

 吸引力對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吸引力對忠誠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滿意度對忠誠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2006 陳志遠 從鹿港天后宮來探

討旅遊滿意度與重

遊意願 

 觀光客的社經背景與重遊意願有

顯著差異，且旅遊特性和重遊意

願呈正相關性。 

2006 陳文英 2006 澎湖海上花火

音樂季觀光客的旅

遊動機、滿意度與重

遊意願之 

研究 

 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達中等程度

正向相關。 

 滿意度與重遊意願達中等程度正

向相關。 

 旅遊動機與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

正向預測力，滿意度對重遊意願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_9iD/search?q=auc=%22%E6%9E%97%E7%A7%80%E8%90%B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_9iD/search?q=auc=%22%E4%BF%9E%E6%80%A1%E5%90%9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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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解釋力。 

2011 孫德修

等 

團體套裝旅遊消費

者之消費體驗、滿意

度與忠誠度關係之

研究 

 年齡、教育程度、跟團次數和旅

遊國家等四個變項對體驗達顯著

差異。年齡為 25歲以的消費者其

感官體驗程度最高；教育程度為

研究所以上者體驗程度最高。 

2012 顏良安 消費者休閒動機、體

驗價值、滿意度與忠

誠度之研究–以宜蘭

國際童玩藝術節為

例 

 構面之間皆為顯著正向相關，休

閒動機與體驗價值，對滿意度及

其中介影響上，皆對忠誠度有顯

著影響。 

2012 林秀萱 東勢新丁粄節慶活

動觀光客參與動

機、滿意度與重遊意

願之研究 

 東勢新丁粄節觀光客的參與動

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有顯著正

相關影響。 

2013 俞怡君 民俗節慶觀光動

機、觀光意象、滿意

度與重遊意願關係

之研究 -- 以府城

開隆宮做 16歲成年

禮為例 

 觀光客觀光動機對滿意度有顯著

正向關聯。 

 觀光客滿意度對重遊意願無顯著

正向關聯。 

 觀光客觀光動機對重遊意願有顯

著正向關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節探討節慶的意涵、亞維儂藝術季的歷史和現況，以及針對本研究問卷的

各變項做釋義與相關研究結果的分析和整理，發現亞維儂藝術季自創辦之始便具

備了文化節慶的重要元素：以文化為目的而舉辦，並且創新。後面小節藉文獻整

理得知旅遊動機是驅使觀光客前往旅遊的主要趨力，滿意度是個人實際體驗後整

體在心理上的比較結果，重遊意願則是藉由是否願意再次造訪、推薦他人與口碑

宣傳來表現，且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往往呈正相關性。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_9iD/search?q=auc=%22%E9%A1%8F%E8%89%AF%E5%AE%8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_9iD/search?q=auc=%22%E6%9E%97%E7%A7%80%E8%90%B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Q_9iD/search?q=auc=%22%E4%BF%9E%E6%80%A1%E5%90%9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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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半世紀的亞維儂藝術季，六十餘年的努力，每年都有大量人潮湧入，來

自世界各地的藝術表演者，無不嚮往在這樣的一個代表藝術文化民主性的舞台上

發聲 ，而觀光客之所以願意逐年造訪，其背後所蘊含的情感與內涵，值得我們一

探究竟。下面章節將針對本研究使用之研究方法進行相關敘述。 

 

  

 



49 
 

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參章介紹本研究使用之研究方法，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

節為研究流程，第三節為研究假設，第四節為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第五節為研

究工具，第六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經文獻探討後，本研究架構根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建構而成，本研究將旅

遊動機分成「節慶吸引力」、「文化探索」、「新奇感」與「逃離」等四個構面；滿

意度分成「服務與規劃」、「節慶活動」和「心理感受」等三個構面；重遊意願本

身為一個構面。人口特徵變項包含性別、居住地、年齡、教育程度和法語程度；；

旅遊行為包含資訊來源、造訪次數、停留天數、參與活動、花費金額和旅遊同伴。

本研究架構如圖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旅遊動機 滿意度 

 

重遊意願 

 

人口特徵變項 

（性別、居住地、年齡、

教育程度、法語程度、造

訪次數、資訊來源） 

人口背景變項 

旅遊行為 

（停留天數、參與活

動、花費金額、旅行

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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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碩論為量化研究，依量化研又程序共分為以下九個步驟，依序說明如下：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從現有文獻進行蒐集和分析，以確認研究者之研究核心概

念，進而形成初步問題意識並深入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二、文獻整理與分析：依據前揭研究問題蒐集相關文獻資料，並以相關變數(旅遊

動機、滿意度、重遊意願)作為文獻整理之依循方向和分類，消化分析現有研

究結果，進而建立適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三、確定研究主題：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釐清各變數定義與衡量構面後，形成

完整的研究主題意識，並著手規劃赴法研究之確切時間與相關行程。 

四、建立研究架構與流程：依據先前文獻探討之結果進，建立研究架構與流程。 

五、編制問卷：藉由整理國內外文獻彙整各變數之衡量構面，在蒐集相關資料並

瞭解亞維儂藝術季之實際狀況後編制適於研究對項之問卷，以發展為一個具

體且完整之研究工具。 

六、預試與問卷修訂：礙於現實無法提早一年前往亞維儂藝術季進行前測，故無

法進行預試，僅盡可能地閱讀並參考前人曾赴亞維儂藝術季的實際經驗。問

卷翻譯以雙向翻譯的方式檢測，避免單向翻譯造成的文意誤會。 

七、正式問卷施測調查：於 2013年 7月 7日至 7月 11日實地前往 2013 亞維儂藝

術季，採立意抽樣法，譬如排除年紀過小或過度匆忙不願停留的觀光客。 

八、資料處理與分析討論：返台後將法國回收之問卷進行編碼、輸入、檢視與遺

漏值處理，並使用 SPSS for Windows15.0 中文版統計軟體進行檢定與分析，以

了解研究結果進行探討。 

九、提出結論與建議：依據本研究問題、目的、資料分析和討論後之結果提出結

論，並提出可行之研究建議，再次確認研究結論與研究問題前後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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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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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研究提出下列 11項研究假設： 

H1：受測觀光客五種文化觀光客分佈與 McKercher的五種文化觀光客分佈不同。 

H2：受測觀光客之人口背景變項對旅遊動機無顯著預測性。 

H3：受測觀光客之人口背景變項與旅遊動機無顯著差異。 

H4：受測觀光客之人口背景變項對滿意度無顯著預測性。 

H5：受測觀光客之人口背景變項與滿意度無顯著差異。 

H6：受測觀光客之人口背景變項對重遊意願無顯著預測性。 

H7：受測觀光客之人口背景變項與重遊意願無顯著差異。 

H8：不同類型文化觀光客的人口背景變項無顯著差異。 

H9：不同類型文化觀光客的旅遊動機無顯著差異。 

H10：不同類型文化觀光客的滿意度無顯著差異。 

H11：不同類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無顯著差異。 

第四節 抽樣方法 

本節敘述本研究對象之抽樣方法，共分成預試和正式施測兩部分。 

一、預試 

十、 預試（Pilot study）影響問卷研究的可靠性與正確性，可幫助研究者事先

了解受試者在填寫問卷時可能遭遇之困難。本研究因研究對象之特殊性，於

經費和時間限制下無法預先前往當地進行前測，故退而求其次，盡可能地閱

讀並參考前人曾赴亞維儂藝術季的實際經驗。問卷翻譯部份，因問卷編寫最

初以英文方式進行，為避免單向翻譯造成的文意理解誤差，在問卷從英文翻

譯成中文後，又反推從中文翻譯回英文，確認無文意誤差後，再將英文問卷

翻譯成法文，接著將法文翻譯回英文，多次修正後作為正式施測的問卷版本。 

 



53 
 

二、正式施測 

(1) 正式施測時間：為亞維儂 OFF正式開始隔日，於 2013年 7月 7 日至 7月

11日進行，為期五天。 

(2) 抽樣方式：採立意抽樣法，於街頭以問卷訪問方式進行。 

(3) 抽樣地點：亞維儂舊城的教皇宮前廣場。 

(4) 抽樣對象：考慮受測者理解問卷內容的成熟與準確度，施測方式以立意抽

樣的問卷訪問流程進行，研究員以目測初步篩選，年紀低於 12 歲以下兒

童或匆忙不願停留的觀光客，予以跳過。本研究以探討觀光客造訪亞維儂

藝術季之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差異為目的，故抽樣對象不包含藝

術表演者和當地居民，因此研究員在進行施測時，除目測篩選外，會立意

詢問觀光客的受測意願和造訪目的，以區別一般觀光客、表演者和當地居

民的人口類型。 

(5) 抽樣數量：總計發放 207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之廢卷 3份，最後所得

有效問卷 204 份。 

 

圖 3-3 正在教皇宮廣場協助填寫問卷的受測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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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為確保測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題項採國內外現有文獻已發展的量表題項資，

再根據本研究目的及亞維儂藝術季的特色加以修改成適用的測量工具。問卷如附

錄所示，調查問卷於初稿編制完成後，送請相關學者專家進行審視，此外，為避

免觀光客閱讀問卷之語言限制，本研究問卷最初以英文為初稿編制，專家學者審

視後分別翻譯成中文和法文版本，完成後再反推譯回英文，以確保中、英、法版

本問卷語意相同且通順。 

 本研究採結構式問卷進行調查，本研究問卷主要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

觀光客動機量表，第二部分為觀光客滿意度量表，第三部分是亞維儂藝術季重遊

意願，第四部分則是人口特徵變項與旅遊行為調查。問卷各部分的相關題項內容

如下： 

一、旅遊動機量表 

 本研究旅遊動機量表參考多位學者的問卷架構，以 Crompton & McKay’s(1997)

的問卷為主，參考 Iso-Ahola(1982)動機變項中的「逃離」(escape)因素、Lee (2000) 

的「文化探索」（cultural exploration）因素和「節慶吸引力」(festival attraction)因

素等，並根據亞維儂藝術季的特性修改而成，共 18題，題項以項目分析、信度分

析和因素分析檢驗此量表之信效度。 

（一）計分方式 

 採李克特尺度(Likert type scale)，回答選項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給予 5分，「非常不同意」給予 1 分，依序給予分數作為標準，以此

衡量受訪觀光客對此動機問項的同意程度。 

（二）旅遊動機題項 

 旅遊動機量表的 18個題項主要分成四個構面進行設計，旅遊動機題項與相關

參考文獻如下表所示： 

 



55 
 

表 3-1 觀光客動機題項表 

題號 題項 參考文獻 

1 想觀賞各種表演 Schneider & Backman (1996)、

Formica & Uysal (1998)、Lee(2000)、

Lee et al.(2004)  

7 為了節慶的興奮感 

11 因為喜歡節慶的熱鬧人潮 

16 為了體驗節慶氛圍 

17 因為喜歡藝術節 

5 想體驗各種沒體驗過的事 Crompton(1979)、Mohr et al. (1993)、

Schneider & Backman (1996)、

Formica & Uysal(1998)、Lee(2000)、 

Lee et al. (2004)、P. Schofield( 2007) 

6 想要有個冒險 

12 藉此機會認識興趣相投的朋友 

13 藉此機會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14 想和一群朋友一起參與節慶 

8 想遠離自己原本的一般生活 Uysal et al.(1993)、Mohr et 

al.(1993)、Schneider & Backman 

(1996)、Lee(2000)、Lee et al.(2004) 

9 想讓身心放鬆 

10 為了打發時間 

2 想要學著欣賞不同類型的藝術 Lee (2000)、 Lee et al. (2004)、P. 

Schofield (2007)、Compton & McKay 

(1997)、Lee ( 2000)、 

Wamwara-Mbugua & Cornwell 

( 2009) 

3 想在亞維儂遺跡中體驗藝術文化 

4 想參觀亞維儂的歷史遺跡 

15 為了看特定的藝術表演 

18 我是個藝術愛好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項目分析 

 本量表以相關分析法及內部一致校標法進行分析，統計數據顯示第 14、15

題之校正題項與總分相關均小於 0.30，第 11、14題之因素負荷量小於 0.40，且第

14題刪除題項後 α值大於量表總信度 0.782，因此將 11、14、15題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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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旅遊動機項目分析表 

題

號 

題目 決斷值(CR) 

與總分

相關 

題項刪除後

的 α值 

1 想觀賞各種表演 52.000*** .311 .769 

2 想要學著欣賞不同類型的藝術 36.214*** .385 .764 

3 想在亞維儂遺跡中體驗藝術文化 40.267*** .302 .770 

4 想參觀亞維儂的歷史遺跡 37.171*** .254 .773 

5 想體驗各種沒體驗過的事 55.351*** .437 .762 

6 想要有個冒險 30.554*** .341 .767 

7 為了節慶的興奮感 47.578*** .476 .758 

8 想遠離自己原本的一般生活 41.259*** .517 .753 

9 想讓身心放鬆 39.139*** .440 .759 

10 為了打發時間 28.053*** .329 .777 

11 因為喜歡節慶的熱鬧人潮 31.747*** .326 .768 

12 藉此機會認識興趣相投的朋友 35.738*** .461 .758 

13 藉此機會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30.459*** .511 .754 

14 想和一群朋友一起參與節慶 28.689*** .115 .783 

15 為了看特定的藝術表演 36.070*** .158 .781 

16 為了體驗節慶氛圍 53.936*** .444 .761 

17 因為喜歡藝術節 52.558*** .452 .760 

18 我是個藝術愛好者 35.689*** .396 .7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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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素分析 

 本研究因素分析採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以最

大變異法直交轉軸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藉以檢驗本量表之因素結構。抽取因素

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經因素萃取後得出 4個構面，4個因素的命名將於第四章節

進行解釋，因素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本研究的觀光客旅遊動機項目共 18題，為

簡化變數及了解各項構面進行因素分析。原始資料經 KMO檢驗發現，此處的 KMO

值.708，Bartlett 球型檢定達.05顯著水準，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萃取後共取得 4個

因素，特徵值分別為 4.111、2.367、1.976和 1.405，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22.840%、

13.152%、10.976%和 7.805%。 

 

 因素分析後的四項因素命名均參考國內外學者在旅遊動機上的先前研究

(Mohr et al. 1993; Backman et al. 1995; Schneider & Uysal, 1996; Formica & Uysal, 

1996 ; Scott, 1996; Crompton & Mackay, 1997; Lee, 2000; Lee et al.,2004; Chang, 

2006)，以支持本研究在亞維儂藝術季得到的數據統計結果。 

 

(一) 因素一：是四個因素中解釋變異量最高的(22.840%)，包含「想觀賞各種表演」、

「為了節慶的興奮感」、「為了體驗節慶氛圍」和「因為喜歡藝術節」等 4個

題項，四個題項均屬於吸引觀光客前來的拉力，故將此因素命名為「節慶吸

引力」（festival attraction）(Schneider & Uysal, 1996; Formica & Uysal; Lee, 

2000)。 

(二) 因素二：解釋變異量(13.152%)僅次於「節慶吸引力」因素，包含「想要更瞭

解藝術」、「想在亞維儂遺跡中體驗藝術文化」、「想順道參觀歷史遺跡」和「我

是個藝術愛好者」等 4個題項，4個題項均屬於觀光客尋求與自身背景不同或

與藝術文化相關的體驗動機，故將此因素命名為「文化探索」（cultural 

exploration）(Crompton & McKay, 1997; Formica & Uysal, 1998; Lee, 2000;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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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4; Chang, 2006)。 

(三) 因素三：解釋變異量次之(10.976%)，題項包含「想要體驗各種沒體驗過的事」、

「想追求冒險」、「想認識有相同興趣的朋友」和「想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等四個題項。「想要體驗各種沒體驗過的事」和「想追求冒險」為對新奇

事物的追求；而「想認識有相同興趣的朋友」和「想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則屬於對外社交的需求，顯示該因素以對外尋求新的體驗或新的社交關

係為主要動機，故將之命名為「新奇感」（novelty）(Uysal et al., 1993; Mohr et 

al., 1993; Scott, 1996; Formica & Uysal, 1996; Crompton & McKay, 1997; Lee, 

2000; Lee et al., 2004; Chang, 2006)。 

(四) 因素四：解釋變異量為更次之(7.805%)，題項有「想遠離自己的一般生活」、「想

讓身心放鬆」和「為了打發時間」等。三個題項均為暫時擺脫一般生活責任

枷鎖，並尋求壓力紓解的渴望，屬於旅遊動機中的推力因素，故將此因素命

名為「逃離」（escape）(Mohr et al., 1993; Scott, 1996; Schneider & Backman, 1996; 

Lee, 2000; Lee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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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旅遊動機因素分析表 

題號 題項 
轉軸後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1 想觀賞各種表演 0.785    

7 為了節慶的興奮感 0.651    

16 為了體驗節慶氛圍 0.766    

17 因為喜歡藝術節 0.695    

2 想學著欣賞不同類型的藝術  0.716   

3 想在亞維儂遺跡中體驗藝術文化  0.780   

4 想參觀亞維儂的歷史遺跡  0.656   

18 我是個藝術愛好者  0.548   

5 想體驗各種沒體驗過的事   0.721  

6 想要有個冒險   0.857  

12 藉此機會認識興趣相投的朋友   0.564  

13 藉此機會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0.585  

8 想遠離自己原本的一般生活    0.716 

9 想讓身心放鬆    0.770 

10 為了打發時間    0.636 

特徵值 4.111 2.367 1.976 1.405 

解釋變異量% 22.840 13.152 10.976 7.8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滿意度量表參考 Beard & Ragheb(1980)之研究，並考慮亞維儂藝術季

的特性加以修改編製而成，共有 11題，各滿意度題項將以項目分析、信度分析和

因素分析檢驗其信效度。 

（一）計分方式 

 採用李克特尺度(Likert type scale)，回答選項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

依序給予 5至 1的分數作為衡量標準，以此衡量受訪觀光客對此問項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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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目分析 

 本量表以相關分析法及內部一致校標法進行分析，統計數據顯示 11 題的決斷

值均達顯著，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40，故保留原有題數。 

 

表 3-4 滿意度項目分析表 

題

號 
題目 

決 斷 值

(CR) 

與量表總分

之相關 

題項刪除後

的 α值 

1 節慶氛圍 70.092*** .459 .822 

2 文化與歷史內涵 42.436*** .380 .840 

3 交通的便利性 42.224*** .479 .821 

4 動線安排 54.037*** .638 .807 

5 藝術表演的品質 64.259*** .643 .807 

6 藝術表演的多樣性 66.528*** .478 .820 

7 票價 42.475*** .303 .834 

8 節目手冊的清楚程度 46.777*** .511 .817 

9 指示牌的明確度 46.687*** .573 .812 

10 工作人員的導覽或指引服務 49.921*** .609 .808 

11 工作人員的管理與服務品質 50.816*** .641 .8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因素分析 

 本研究因素分析採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以最

大變異法直交轉軸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藉以檢驗本量表之因素結構。抽取因素

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經因素萃取後得出 3個構面，3個因素的命名將於第四章節

進一步解釋，因素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本研究觀光客滿意度題項共 11 題，為簡

化變數進行因素分析。原始資料經 KMO檢驗發現，此處的 KMO值.821，Bartlett

球型檢定達.05顯著水準，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經因素萃取後共得出 3個因素，特徵值分別為 4.334、1.458和 1.104，解釋變

異量分別為 39.399%、13.256%和 10.034%。因素的命名如下列三點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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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素一：是三個因素中解釋變異量最高的(39.399%)，包含「節目手冊的清楚

程度」、「指示牌的明確度」、「工作人員導覽和指引」和「工作人員的管理和

服務」等 4個題項，均屬於節慶活動中提供的路線引導或相關服務，故將此

因素命名為「服務與規劃」。 

(二) 因素二：解釋變異量(13.256%)僅次於「服務與規劃」因素，包含「節慶氛圍」、

「動線安排」、「藝術表演的品質」和「藝術表演的多樣性」等 4個題項，均

與節慶提供的活動品質與內容有關，故將此因素命名為「節慶活動」。 

(三) 因素三：解釋變異量次之(10.034%)，題項包含「文化與歷史內涵」、「交通的

便利性」和「票價」和等三個題項。節慶在文化與歷史內涵上是否能喚起觀

光客的共鳴、抵達亞維儂藝術季的交通方式對觀光客而言是否便利，或是票

價對觀光客而言是否更親民，都會影響觀光客在心情上對該節慶的滿意程度，

故將此因素命名為「心理感受」。 

表 3-5 滿意度因素分析表 

題號 題項 
轉軸後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8 節目手冊的清楚程度 0.772   

9 指示牌的明確度 0.821   

10 工作人員導覽和指引 0.704   

11 工作人員的管理和服務 0.691   

1 節慶氛圍  0.775  

4 動線安排  0.563  

5 藝術表演的品質  0.677  

6 藝術表演的多樣性  0.682  

2 文化與歷史內涵   0.749 

3 交通的便利性   0.772 

7 票價   0.642 

特徵值 4.334 1.458 1.104 

解釋變異量% 39.399 13.256 10.03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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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遊意願量表 

 本研究重遊意願量表以「重遊意願」、「口碑推薦」和「宣傳意願」為檢測重

遊意願的三個指標項目，問項參考張國森(2012)的研究，共有 3題。 

 

表 3-6 重遊意願構面題項表 

構面 題號 構面題項 

重遊意願 

1 我願意再來亞維儂藝術季 

2 我會推薦親友來參加亞維儂藝術季 

3 我之後願意再參加其他類似的藝術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計分方式 

 採用李克特尺度(Likert type scale)，回答選項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

依序給予 5至 1的分數作為衡量標準，以瞭解觀光客再訪亞維儂藝術季之意願。 

（二）因素分析 

 重遊意願量表經因素分析，各題項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4，因素特徵值大於 1，

解釋變異量達 79.019%，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Cronbach’s α係數為 79.019，因素

分析結果如表 3-7所示： 

表 3-7 重遊意願因素分析表 

題號 題項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 α係數 

1 我願意再來亞維儂藝術季 .899 

.867 2 我會推薦親友來參加亞維儂藝術季 .904 

3 我之後願意再參加其他類似的藝術節 .863 

特徵值 2.371 

解釋變異量% 79.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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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特徵變項、目的地熟悉度和旅遊行為 

人口特徵變項為研究對象之社會背景之資料，目的地熟悉度為觀光客原先具

備對該目的地之瞭解程度，而旅遊行為則為觀光客經思考與規劃後選擇進行的觀

光行為。本研究在觀光客基本屬性、目的地熟悉度和旅遊行為之題項共有 11 題。 

「人口特徵變項」中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法語程度，「目的地熟悉度」

中的資訊來源、造訪次數，以及「旅遊行為」中的停留天數、參與活動、花費金

額、旅遊同伴等項目均為類別變數。 

類別變數中，為方便進行迴歸分析，藉由重新分組將順序尺度轉換為比例尺

度，使題項之間級數差距相同，可將類別變數視為連續變數，譬如造訪次數的三

個題項均為相差 1次的比例尺度，即可視為連續變數。 

於第四章節的統計分析中，為避免過於複雜的統計數據，本研究將類別變數

進行重新分組，除減少組別以清楚突顯討論項目外，亦方便後續迴歸分析的進行。 

人口特徵變項中可視為連續變數的比例尺度項目有「年齡」(級數差距為 10

歲)。目的地熟悉度中可視為連續變數的比例尺度項目有「造訪次數」(級數差距為

1次)。旅遊行為中可視為連續變數的比例尺度項目有「停留天數」(級數差距為 1

天)；而旅遊行為中的花費金額，原為分成 4組，為順序尺度，為了使題項之間的

級數差距相同，將花費金額重新分成 3組，使項目間的級數差距均為 30 歐元，因

此 3個題項經重新分組後的命名分別為：「我都沒有買票」、「30歐元(含)以下」和

「30歐元以上」。 

目的地熟悉度中，資訊來源原本分成 6組，為簡化分組以利後續數據分析，

將觀光書籍和傳播媒體合併為「傳統媒體」，是相對於網路等新興媒體的傳統傳播

類型，包括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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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人口特徵變項編碼表 

構面 測量項目 尺度 編碼 

人口統計 

變項 

1.性別 名目 男性編碼為 1，女性編碼為 2 

2.居住地 名目 法國為 1，法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為 2 

3.年齡 
比例 小於 20歲為 1，20(含)~29 歲為 2，30~39歲

為 3，40~49 歲為 4，50歲以上為 5 

4.教育程度 順序 高中(職)以下為 1，大學(專)為 2，研究所以上

為 3 

4.教育程度 順序 高中(職)以下為 1，大學(專)為 2，研究所以上

為 3 

5.法語程度 順序 沒學過為 1，不到 1年為 2，1(含)~4 年為 3，

4年以上為 4，法語是我的母語為 5 

目的地 

熟悉度 

6.造訪次數 比例 第 1次為 1，第 2次為 2，第 3次或以上為 3 

7.資料來源 

名目 重新分組前： 

觀光書籍為 1，網路為 2，傳播媒體(報紙、雜

誌、電視、廣播)為 3，親朋好友為 4，旅行社

為 5，我只是剛好經過為 6 

名目 重新分組後： 

傳統媒體 1，網路 2，親朋好友 3，旅行社 4，

我只是剛好經過 5 

旅遊行為 

8.停留天數 比例 1天為 1，2天為 2，3天以上為 3 

9.花費金額 

順序 重新分組前： 

我都沒有買票為1，30歐元以下為2，30(含)~49

歐元為 3，50歐元以上為 4 

比例 重新分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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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沒有買票 1，30歐元以下為 2，30歐元(含)

以上為 3。 

10.參與活動 名目 IN 為 1，OFF為 2，以上皆非為 3，都有為 4 

11.旅遊同伴 名目 自己一個人為 1，家人親戚為 2，朋友為 3，

旅行團為 4，家人親戚與朋友為 5，家人親戚

與旅行團為 6，朋友與旅行團為 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六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於街頭以問卷訪問方式進行，將實際收得的資料進行編碼整理，使用

SPSS 統計分析軟體，資料分析方法主要採用敘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因素分析、

集群分析與交叉分析。信度分析部分，使用 Cronbach α 係數來檢測問卷題目，以

確保各構面問項的內部一致性。 

（1）敘述統計  

 將回收之問卷先予以編碼量化，計算各問項的平均數，平均數越高者即該題

項越受到肯定與重視。本研究將樣本之人口特徵變項、目的地熟悉度和旅遊行為

進行次數分配，以百分比的方式呈現樣本資訊，以了解參與亞維儂藝術季的觀光

客樣本特性。 

（2）項目分析 

 本研究以相關分析法及內部一致校標法進行分析，觀察題項與所屬構面間的

相關係數，並刪除低相關的題項。 

（3）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來檢測問卷中各構面題項的一致性。 

（4）因素分析 

 針對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後的保留題項，進行因素構面萃取，採主成分分析

 



66 
 

法並以 Varimax 進行因素轉軸，藉以檢驗問卷量表的因素結構。 

（5）獨立樣本 t檢定 

 為檢驗差異是否存在，以獨立樣本 t檢定測試，本研究以 t檢定檢測不同性別、

不同居住地之觀光客在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6）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為了解觀光客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間的相關情形，使用皮爾森積差

相關法進行構面間的相關分析。 

（7）卡方檢定 

因計質性人口特徵變項(名目尺度)無法使用皮爾森積差進行考驗分析，故使用

卡方檢定予以檢驗，以進行構面間的相關分析。 

（8）多元迴歸分析 

 為得知對觀光客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影響的各項文化因素強度，以多元

迴歸分析瞭解解釋變數對於被解釋變數的解釋力大小，目的在取得人口特徵變項、

目的地熟悉度、旅遊特性分別對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的影響程度和旅遊

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的相互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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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節呈現問卷資料分析的結果，並分別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共分成六節。

第一節為問卷結果的敘述性統計分析；  

第一節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節主要在描述觀光客人口統計背景變項、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之

資料現況，共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觀光客人口統計背景變項之敘述性統計

整理，人口統計背景變項包含人口特徵變項與旅遊行為特性，第二部分為觀光客

旅遊動機之敘述性統計整理，第三部分為滿意度之敘述性統計整理，第四部分為

重遊意願之敘述性統計整理，第五部分為前四個部分的研究結果分析。 

 

一、觀光客人口背景變項之資料描述 

 性別：女性比例居多，佔 68.1%，男性佔 31.9%。 

 居住地：居住於法國者較多，佔 53.9%，居住於外國者佔 46.1%。 

 年齡層：小於 20 歲者最多，佔 26.0%，其次是 50歲以上者，佔 25.0%，30~39

歲以上佔 21.1%，20歲(含)~29歲者佔 16.2%，40~49歲者佔 11.8%。 

 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者居多，佔 35.3%，其次是大學(專)佔 34.8%，研究

所以上佔 29.9%。整體而言，教育程度為大學(專)以上的高知識份子佔 64.7%。 

 法語程度：以法語為母語者超過半數，佔 53.4%，其次為沒學過法語者，佔

22.1%，學過 4年以上者佔 15.2%，學過法語 1~4年者佔 7.8%，學法語不到 1

年者佔 1.5%。整體而言，扣除以法語為母語者的 109人，受測者有 95人不以

法語為母語，其中有 50人(52.6%)曾學過法語者，顯示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觀

光客有很高比例是以法語為母語或曾學過法語。 

 造訪次數：造訪次數為第一次的觀光客居多，佔 48.5%，其次為造訪第 3次或

以上者，佔 36.8%，更次之為造訪第二次者，佔 14.7%。合計受測者為重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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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佔 51.5%，顯示有超過半數的受測觀光客為多次造訪。 

 資訊來源：資訊來源以親朋好友最多，佔 52.0%，其次是傳統媒體佔 19.1%，

更次之為只是剛好經過意外發現 11.3%、網路 10.3%和旅行社 7.4%。 

 停留天數：停留天數以1天者居多，佔41.7%，其次為停留3天以上者佔37.7%，

停留 2天者佔 20.6%。整體而言，有在亞維儂藝術季過夜的受測者佔 58.3%。 

 花費金額：花費金額以都沒有買票者居多，佔 43.1%，其次為花費 30歐元以

下，佔 42.6%，次之為花費 30 歐元(含)以上者，佔 14.3%。整體而言，有在亞

維儂藝術季表演藝術上花費者，佔 56.9%。 

 參與活動：觀光客參與活動以亞維儂 IN和 OFF都沒有者最多，佔 43.6%，其

次為僅參與亞維儂 OFF者，佔 42.6%，IN 和 OFF都有參與者佔 9.8%，僅參

與亞維儂 IN者佔 3.9%。 

 旅遊同伴：旅遊同伴以朋友居多，佔 41.7%，其次為家人親戚，佔 35.8%，更

次之依序為旅行團員 10.8%、家人和朋友 7.4%、自己一個人 2.5%、家人和旅

行團員 2.0%。整體而言，有和旅行團員一同出遊的受測觀光客佔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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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測觀光客整體資料分佈統計表 

性別  資訊來源 

男 31.9% □ 傳統媒體 19.1% 

女 68.1% □ 網路 10.3% 

  □ 親朋好友 52.0% 

居住地 □ 旅行社 □ 7.4% 

法國以外的其他國家 46.1% □ 我只是剛好經過，意外發現有節慶 11.3% 

法國 53.9% □   

    

年齡 停留天數 

小於 20 歲 26.0% 1 天 41.7% 

20(含) ~ 29 歲 16.2% 2天 20.6% 

30 ~ 39 歲 21.1% 3天以上 37.7% 

40~49 歲 11.8%   

50 歲以上 25.0% 花費金額(歐元) 

  我都沒有買票 43.1% 

目前的教育程度  30 歐元以下 42.6% 

高中(職)及以下 35.3% 30 歐元(含)以上 14.3% 

大學(專) 34.8%   

研究所以上 29.9%   

 參與活動 

法語程度  亞維儂 IN 3.9% 

沒學過 22.1% 亞維儂 OFF 42.6% 

不到 1年 1.5% 以上皆非 43.6% 

1 (含)~ 4 年 7.8% 兩種都有 9.8% 

4 年以上 15.2%  

法語是我的母語 53.4% 旅遊同伴 

 自己一個人 2.5% 

造訪次數  家人親戚 35.8% 

□ 第 1次 48.5% 朋友 41.7% 

□ 第 2次 14.7% 旅行團員 10.8% 

第 3次或以上 36.8% 家人和朋友 7.4% 

  家人和旅行團員 2.0% 

  朋友和旅行團員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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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遊動機之資料描述 

 本研究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萃取，並以 Varimax 法進行因素轉

軸，共萃取出 4個因素，特徵值分別為 4.111、2.367、1.976和 1.405，解釋變異量

分別為 22.840%、13.152%、10.976%和 7.805%。 

 因素分析後的四項因素命名均參考國內外學者在旅遊動機上的先前研究

(Mohr et al. 1993; Backman et al. 1995; Schneider & Uysal, 1996; Formica & Uysal, 

1996 ; Scott, 1996; Crompton & Mackay, 1997; Lee, 2000; Lee et al.,2004; Chang, 

2006)，以支持本研究在亞維儂藝術季得到的數據統計結果。 

 

(一) 因素一：是四個因素中解釋變異量最高的(22.840%)，包含「想觀賞藝術表演」、

「為了節慶的興奮感」、「為了體驗節慶氛圍」和「因為喜歡藝術節」等 4個

題項，四項因素均屬於節慶本身的拉力，故命名為「節慶吸引力」(Schneider & 

Uysal, 1996; Formica & Uysal; Lee,2000)。 

(二) 因素二：解釋變異量(13.152%)僅次於「節慶吸引力」因素，包含「想要更瞭

解藝術」、「想要亞維儂遺跡中體驗藝術文化」、「想順道參觀歷史遺跡」和「我

是個藝術愛好者」等 4個題項，此項因素與「節慶吸引力」因素不同在於，

此類型的觀光客尋求不同於自身歷史或文化的深度體驗，故將此因素命名為

「文化探索」(Crompton & McKay, 1997; Formica & Uysal, 1998; Lee, 2000; Lee 

et al., 2004; Chang, 2006)。 

(三) 因素三：解釋變異量次之(10.976%)，題項包含「想要體驗各種沒體驗過的事」、

「想追求冒險」、「想認識有相同興趣的朋友」和「想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等四個題項。「想要體驗各種沒體驗過的事」和「想追求冒險」為對新奇

事物的追求；而「想認識有相同興趣的朋友」和「想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則屬於對外社交的需求，非對內部已知群體聯繫感情的行為，故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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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為「社交與新奇感」(Uysal et al., 1993; Mohr et al., 1993; Scott, 1996; 

Formica & Uysal, 1996; Crompton & McKay, 1997; Lee, 2000; Lee et al., 2004; 

Chang, 2006)。 

(四) 因素四：解釋變異量為更次之(7.805%)，題項有「想遠離自己的一般生活」、「想

讓身心放鬆」和「為了打發時間」等。四個題項均為暫時擺脫一般生活責任

枷鎖，並尋求壓力紓解的渴望，在許多研究中均被認定為是旅遊動機中的推

力，命名為「逃離」因素(Mohr et al., 1993; Scott, 1996; Schneider & Backman, 

1996; Lee, 2000; Lee et al., 2004)。 

 

在旅遊動機中，觀光客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主要動機為「為了體驗節慶氛圍」

(M=4.12)，其他旅遊動機題項平均數大於 3.50 的有，「想觀賞各種表演」(M=4.08)、

「因為喜歡藝術節」(M=3.96)、「為了節慶的興奮感」(M=3.91)、「想遠離自己原本的一

般生活」(M=3.82)、「想體驗各種沒體驗過的事」(M=3.78)、「想讓身心放鬆」(M=3.55)。 

在這 4個旅遊動機構面中，以「節慶吸引力」的平均值最高（M=4.02）；其次

依序為「逃離」（M=3.42）、「文化探索」（M=3.28）和「新奇感」（M=3.20）。觀光

客表示高度同意（平均數介於 4~5之間）的動機因素僅有「節慶吸引力」，表示造

訪亞維儂的觀光客有很高的旅遊動機是專程為亞維儂藝術季而來。 

根據下表統計數據顯示，觀光客選擇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原因，大多是因為

喜歡節慶本身，包括節慶提供的氛圍、興奮感和表演活動等，故「節慶吸引力」

的旅遊動機構面平均數最高；另外，觀光客自身也因為想要逃離生活常規、體驗

新鮮事物等推力因素，而選擇造訪能夠提供新奇體驗的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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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旅遊動機構面題項分析表 

因素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

荷量 

特徵

值 

解釋變異量 

因素一：節慶吸引力 4.02   4.111 22.840 

想觀賞各種表演 4.08 1.12 0.785   

為了節慶的興奮感 3.91 1.17 0.651   

為了體驗節慶氛圍 4.12 1.09 0.766   

因為喜歡藝術節 3.96 1.08 0.695   

因素二：文化探索 3.28   2.367 13.152 

想要更瞭解藝術 3.16 1.25 0.716   

想在亞維儂遺跡中體驗藝術文化 3.47 1.23 0.780   

想順道參觀歷史遺跡 3.20 1.23 0.656   

我是個藝術愛好者 3.27 1.31 0.548   

因素三： 新奇感 3.20   1.976 10.976 

想要體驗各種沒體驗過的事 3.78 0.98 0.721   

想追求冒險 3.12 1.46 0.857   

想認識有相同興趣的朋友 3.05 1.22 0.564   

想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2.83 1.33 0.585   

因素四： 逃離 3.42   1.405 7.805 

想遠離自己的一般生活 3.82 1.32 0.716   

想讓身心放鬆 3.55 1.30 0.770   

為了打發時間 2.88 1.47 0.63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滿意度之資料描述 

本研究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萃取，並以 Varimax 法進行因素轉軸，

共萃取出 3個因素，特徵值分別為 4.334、1.458和 1.104，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39.399%、

13.256%和 10.034%。節慶滿意度經常被使用來測量觀光客實際體驗後的感受，由

於一個節慶活動的體驗成分複雜，因素的問卷測量是經常被使用的方式(Lee, 2006)。

本研究題項經因素分析後的三項因素命名如以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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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素一：是三個因素中解釋變異量最高的(39.399%)，包含「節目手冊的清楚

程度」、「指示牌的明確度」、「工作人員導覽和指引」和「工作人員的管理和

服務」等 4個題項，四項因素均屬於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給觀光客的服務，故

命名為「服務與規劃」。 

(二) 因素二：解釋變異量(13.256%)僅次於服務與規劃因素，包含「節慶氛圍」、「動

線安排」、「藝術表演的品質」和「藝術表演的多樣性」等 4個題項，因素二

的 4個題項均以節慶本身的表演安排、節慶活動內容跟路線規劃為主，測量

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表演的滿意度，故將此因素命名為「節慶活動」。 

(三) 因素三：解釋變異量次之(10.034%)，題項包含「文化與歷史內涵」、「交通的

便利性」和「票價」等三個題項。此因素的三個題項均屬於心理的主觀意識，

故命名為「心理感受」。 

 

在觀光客滿意度分析中，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最滿意的題項為「節慶氛圍」

(M=4.20)，其它也大於 3.50的滿意度題項有「藝術表演的多樣性」(M=4.14)、「藝

術表演的品質」(M=3.83)和「工作人員的導覽和指引服務」(M=3.52)。整體滿意度

平均值為 3.48，介於 3（沒有意見）~4（同意）間，顯示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為

稍微滿意。 

本研究旅遊動機經信度分析和因素萃取後保留 11 個題項、3個因素，在這 3

個滿意度構面中，以「節慶活動」因素的平均值最高（M=3.91）；其次依序為「服

務與規劃」（M=3.38）、「心理感受」（M=3.06）。 

根據下表的研究數據發現，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最感到滿意的部分為節慶

氣氛和表演多樣性，其次為藝術表演品質和工作人員的導覽指引服務。顯示亞維

儂藝術季能使觀光客有良好滿意度，而願意多次再訪的原因為藝術節所提供的熱

鬧氛圍和豐富表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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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滿意度構面題項分析表 

因素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

荷量 

特徵

值 

解釋變異量 

因素一：服務與規劃  3.38   4.334 39.399 

節目手冊的清楚程度 3.40 1.12 0.772   

指示牌的明確度 3.18 1.17 0.821   

工作人員導覽和指引服務 3.52 1.09 0.704   

工作人員的管理和服務 3.42 1.08 0.691   

因素二：節慶活動  3.91   1.458 13.256 

節慶氛圍 4.20 1.25 0.775   

動線安排 3.47 1.23 0.563   

藝術表演的品質 3.83 1.23 0.677   

藝術表演的多樣性 4.14 1.31 0.682   

因素三： 心理感受  3.06   1.104 10.034 

文化與歷史內涵 3.24 0.98 0.749   

交通的便利性 3.37 1.46 0.772   

票價 2.56 1.22 0.6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重遊意願之資料描述 

在重遊意願分析中，觀光客在重遊意願構面的平均值為 4.20，介於 4（同意）

~5（非常同意）間，且構面中的 3個題項平均數都高於 4.0，其中以「我會推薦親

友來亞維儂藝術季」的平均數最高（M=4.38），其次為「我願意再來亞維儂藝術季」

（M=4.14）、「我之後願意再參加其他類似的藝術節」（M=407），顯示受測觀光客

對亞維儂藝術季具高等程度的重遊意願。 

重遊意願的資料描述表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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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重遊意願題項分析表 

題號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總平均數 

1 我願意再來亞維儂藝術季 4.14 1.02 

4.20 2 我會推薦親友來亞維儂藝術季 4.38 0.91 

3 我之後願意再參加其他類似的藝術節 4.07 1.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討論 

(一) 觀光客人口背景變項方面 

本研究得到的觀光客整體資料分佈與文化觀光客類型和 2013年亞維儂藝術季

官方提供的數據資料頗為接近。根據 McKercher & du Cros(2010)的描述，文化觀光

客被認為是以女性為主的高社經地位族群，本研究中女性參與的比例遠大於男性，

女性佔 68.1%，男性佔 31.9%，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的知識份子有 64.7%，顯示造

訪亞維儂藝術季的人口背景特性與文化觀光客人口背景特性相似。 

在年齡層分佈上，McKercher & du Cros(2010)認為年長者是文化觀光市場中較

有潛力的一群。本研究結果顯示，大於 50歲者是 5個年齡層分組中人數第二多的，

佔25.0%。但是整體而言，小於20歲的青少年和20歲(含)到29歲的青年人佔42.2%，

30歲到 49歲的壯年佔 32.9%，此研究結果與 2013 年亞維儂藝術季官方網站所提

供的數據資料相似2，根據歷年來的統計資料顯示，參與亞維儂藝術季觀光客的平

均年齡為 40歲，比 1996 年的造訪者平均年輕 5歲，且購買學生票的比例從 2012

年的 6%提升至 11%，顯示參與亞維儂藝術季的觀光客有趨於普及且年輕的趨勢。 

 觀光客居住地因研究者立意抽樣，故人數趨於平均。因觀光客居住地有 53.9%

為法國，法語程度分佈上亦有 53.4%是以法語為母語的觀光客，其餘有 24.5%的觀

光客曾學過法語，學過 4年以上者佔 15.2%，比學習法語 1(含)~4年者和不到 1年

者的比例都要來的多。整體而言，曾學過法語的觀光客佔整體受測者的 77.9%，顯

                                                      
2
 引自亞維儂藝術季官方網站：http://www.festival-avignon.com/fr/ 

 



76 
 

示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觀光客大多都具有程度不一的法語能力。 

 在目的地熟悉度上，觀光客獲知訊息的來源以親朋好友介紹為主，屬於口碑

宣傳的節慶活動，可知亞維儂藝術季在觀光客心目中具有良好印象，且重遊觀光

客佔 51.5%，此與 Ethis(2002)的調查結果稍微接近，顯示參與節慶的觀光客對亞維

儂藝術季大多有高滿意度，因而願意口碑相傳且多次造訪。 

 在觀光客旅遊行為上，可發現多數觀光客為過夜旅客，佔 58.3%，旅遊同伴以

家人親戚和朋友為主，顯示許多觀光客是特地為了亞維儂藝術季偕同親朋好友前

來。在參與活動上，56.4%的觀光客有參與亞維儂 IN或 OFF的表演活動，且以參

與亞維儂 OFF 的觀光客居多；花費金額上，超過半數的受測觀光客願意花錢購票

觀賞表演，佔 56.9%，此研究結果與 2013亞維儂藝術季官方統計資料相似3，根據

統計，2013年的參與人次創新高，售票總計高達 12.8萬張，顯示為了觀賞藝術表

演而專程前往的觀光客人數增加，願意購票參與表演的人數也相對提升，可見亞

維儂藝術季有越來越成功且受歡迎的趨勢。 

 

(二) 旅遊動機方面 

 本研究發現造訪亞維儂藝術季觀光客的前五項旅遊動機，以「為了體驗節慶氛

圍」的程度最高，其次依序為「想觀賞各種表演」、「因為喜歡藝術節」、「為了節慶的

興奮感」和「想遠離自己原本的一般生活」，五項旅遊動機中有四項屬於「節慶吸引

力」因素構面，是節慶本身對觀光客的拉力動機。顯示觀光客主要為了體驗節慶、

觀賞表演前來，尋求的是不同於一般生活的娛樂體驗，而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娛

樂氛圍和表演活動正是吸引觀光客的主要原因。 

 

 

 

                                                      
3
引自亞維儂藝術季官方網站：http://www.festival-avignon.co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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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滿意度方面 

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感到滿意的前五項排序，以「節慶氛圍」程度最高，

其次依序為「藝術表演的多樣性」、「藝術表演的品質」、「工作人員的導覽或指引

服務」和「動線安排」。顯示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氛圍和表演活動感到滿

意，這五個題項均與觀光客在節慶中感受到的環境品質有關，該研究結果與張國

森(2012)提出的「實質環境」認知類似，顯示觀光客藉由與實質環境的接觸以達到

紓解身心和增廣見聞的目的，因此亞維儂藝術季對於觀光客所感受到的實質環境

必須更加地營造並維護，以提升觀光客的滿意度。 

 

(三) 重遊意願部分 

在重遊意願部分，觀光客重遊意願的平均值為 4.20，代表受測觀光客對亞維

儂藝術季具高等程度的重遊意願。在 3個重遊意願題項中，以「我會推薦親友來

亞維儂藝術季」的平均數最高，顯示觀光客在實際造訪並獲得滿意體驗後，有很

高比例的觀光客會口碑宣傳亞維儂藝術季的優點，代表亞維儂藝術季建立的良好

印象，是吸引觀光客願意推薦並再訪的主要原因。 

 

第二節 五種文化觀光客之差異性分析 

本章節參考McKercher (2002)的五種觀光客類型，將本研究參與亞維儂藝術季

的受測觀光客，依據文化觀光學理論進行分類，以動機強度和參與活動作為劃分

觀光客的兩個象限，以檢驗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動機高低和尋求體驗的深淺差異。

本節參考McKercher(2002)和McKercher & du Cros(2003)分析香港文化觀光客的方

式，檢驗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五種觀光客類型，其在人口背景特性、旅遊行為和

旅遊動機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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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劃分 

 McKercher(2002)以觀光客「造訪該目的地在決策中的重要性」和「尋求的體

驗深度」作為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的分類象限，區分出（1）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

客、（2）遊覽型文化觀光客、（3）隨意型文化觀光客、（4）偶然型文化觀光客和

（5）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等，五種文化觀光客的差異與特色可於第二章節文獻

回顧中檢視之。 

 

(一) McKercher(2002)五種文化觀光客的劃分方式 

McKercher(2002)分類觀光客的測量方式，以李克特尺度法為主，篩選有造訪

觀光景點的香港觀光客，分別給予問卷進行調查。其中「造訪該目的地在決策中

的重要性」採李克特五點尺度，回答選項從「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依序

給予 1至 5的分數作為衡量標準；「尋求的體驗深度」採李克特四點尺度，回答選

項從「只是到處拍照瀏覽」到「深入了解香港當地的歷史和文化」依序給予 1至 4

的分數作為衡量體驗深度的方式。 

五種觀光客類型則以此兩種衡量標準作為劃分象限，分類方式如以下所示： 

（1）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有強烈地文化觀光動機，且於造訪期間獲得深度的文

化體驗，因此「造訪該目的地在決策中的重要性」得分為 4到 5分，「尋求的體驗

深度」為 3到 4分。 

（2）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有強烈的造訪動機但獲得較膚淺的體驗，故「造訪該目的

地在決策中的重要性」得分為 4到 5分，但「尋求的體驗深度」為 1到 2分。（3）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屬於中庸類型，「造訪該目的地在決策中的重要性」為 3分，但

是獲得體驗相對膚淺，故「尋求的體驗深度」為 1到 2分。 

（4）偶然型文化觀光客的文化觀光動機最弱，「尋求的體驗深度」為 1 到 2分，

且「尋求的體驗深度」同樣為 1到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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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文化觀光動機較弱，但是卻獲得深度體驗，故「造

訪該目的地在決策中的重要性」為 1到 3分，「尋求的體驗深度」為 3到 4分。 

 

(二) 本研究五種文化觀光客的劃分方式 

受限於本研究問卷設計與 McKercher(2002)的問卷設計不同，本論文選擇適於

亞維儂藝術季特色的題項，作為區分五種文化觀光客的測量象限和尺度。 

亞維儂藝術季不同於一般娛樂性節慶，觀光客聚集至此不只是為了享受熱鬧

的歡騰氣氛或品嚐當地美食，豐富且多元的藝術表演活動是亞維儂藝術季的主要

賣點。南法觀光景點眾多，暑假最知名莫過於蔚藍海岸(Côte d’Azur)以及普羅旺斯

(Provence)區的花海與山城，另外還有近幾年大受歡迎的印象派之旅，或是羅馬遺

跡等歷史遺產，都可能是分散國內外觀光客的競爭景點。亞維儂藝術季不如其它

南法城市的可及性高，例如尼斯(Nice)或是坎城(Cannes)，只要在其車站下車即可

馬上投入蔚藍海岸的擁抱，亞維儂藝術季在搭乘法國國鐵抵達亞維儂站後，還需

轉乘公車一段路才能抵達目的地，且節慶期間亞維儂舊城周邊的住宿價格昂貴，

亞維儂舊城外除了嘉德水道橋(Pont du Gard)無其它著名景點，因此若非專程前往

觀賞表演，僅少數觀光客會在當地長時間停留。正因亞維儂藝術季舉辦的特殊性，

觀光客越是為了該藝術節專程前往，其造訪期間的旅遊行為必定會與旅遊動機一

般程度的觀光客有所不同。 

亞維儂藝術季的主要節慶內容為藝術表演，不論是國內外的知名藝術家、當

代新秀或街頭藝人都會聚集至此，且表演類型和內容多元，遠遠超過一般節慶能

夠提供的表演數量和品質，且分成亞維儂 IN 和 OFF兩種主要類型，除了票數有限

外，也有特定的演出時間和演出語言，兩者的演出場域更是特別，尤其是亞維儂

OFF，其表演場地散佈於舊城中的各個角落，若想觀賞特定表演類型、特定演出者

或是特定價位的表演，勢必需要具備能夠研究節目手冊、地圖或事前規劃的能力

和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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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亞維儂藝術季在舉辦場地和表演類型的特殊性，本研究選擇以「旅遊動

機」和「參與活動」構面作為區分五種文化觀光客的基準線。「旅遊動機」構面為

測量McKercher(2002)研究中觀光客「造訪亞維儂藝術季在旅遊決策中的重要性」，

若旅遊動機越強，亞維儂藝術季在旅程中的重要性就越高。而另一條軸線則以觀

光客在亞維儂藝術季「參與活動」與否，作為McKercher(2002)研究中觀光客「體

驗深度」的測量。本研究的旅遊行為題項中，「停留天數」和「花費金額」都可能

作為「體驗深度」的測量依據，但是經統計數據經檢測後如下表所示，發現「參

與活動」、「停留天數」和「花費金額」的數據百分比差異不大，但是相較於「參

與活動」而言，「停留天數」和「花費金額」對於觀光客的體驗深度較不具代表性，

「停留天數」部分，觀光客可能因為拜訪親友、商業旅行或是其它因素造訪而必

須長期停留，其目的非參與亞維儂藝術季，因此造訪期間獲得體驗可能不深，故

無法以「停留天數」的多寡斷定造訪觀光客的「體驗深度」；而「花費金額」部分，

儘管花費金額越高者其觀賞的表演可能越多，但是亞維儂 OFF中也有許多活動是

不需付費即可入場，例如展覽藝術，因此「花費金額」越多不足以代表觀光客從

中獲得的體驗越深。故本研究選擇以「參與活動」作為檢測觀光客「體驗深度」

的題項，而非其它旅遊行為中的「停留天數」和「花費金額」。 

本研究問卷的「旅遊動機」構面採李克特五點尺度，回答選項從「非常不同

意」到「非常同意」依序給予 1至 5的分數作為衡量標準。「參與活動」部分共有

3個選項，分別為「亞維儂 IN」、「亞維儂 OFF」以及「兩種都沒有」，都沒有參與

亞維儂 IN和 OFF的觀光客佔總樣本數的 43.6%，有參與亞維儂 IN 或 OFF的觀光

客佔 56.3%，為避免觀光客人數比例過度分散，且無法藉由參與活動類型斷定參與

者參與亞維儂 IN或 OFF的體驗深度差異，僅能確定有參與活動的觀光客勢必比沒

參與活動的觀光客獲得較深的文化體驗，故本研究將「參與活動」變項以「有」

參與活動或「沒有」活動作為測量觀光客獲得「深」或「淺」體驗的依據。 

三種測量體驗深度變項之比較表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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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三種測量體驗深度變項之比較表 

 目標明確型 遊覽型 隨意型 偶然型 意外發現型 

參與活動 27.0% 21.0% 20.1% 2.5% 29.4% 

停留天數 29.4% 18.6% 20.6% 2.5% 28.9% 

花費金額 27.5% 20.6% 19.6% 2.9% 2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 

本研究將旅遊動機欄位中的題項得分平均，將平均為 1.0到 5.0的得分依程度

高低分組，作為代替McKercher(2002)研究中李克特的 1到 5點尺度，以「1.0~2.49」

代替「1~2」、「2.50~3.49」代替「3」；「3.5~5.0」代替「4~5」。本研究的五種文化

觀光客分類如以下所述： 

（1）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旅遊動機」強，因此「旅遊動

機」平均為 3.5到 5.0 分，且「有參與活動」。 

（2）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有強烈的造訪動機，但是與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相比僅

獲得較膚淺的體驗，故「旅遊動機」平均得分 3.5 到 5.0分，但是「沒有參與活動」。 

（3）隨意型文化觀光客屬於中庸類型，其「旅遊動機」為 2.5到 3.49分，但是僅

獲得相對膚淺的體驗，故「沒有參與活動」。 

（4）偶然型文化觀光客的文化觀光動機最弱，「旅遊動機」平均得分為為 1.0到

2.49分，且「沒有參與活動」。 

（5）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文化觀光動機較弱，但是卻於造訪期間獲得深度體

驗，故「旅遊動機」為 1.0到 3.49分，並且「有參與活動」。 

五種文化觀光客人數分佈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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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亞維儂藝術季之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本研究結果發現，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文化觀光客以意外發現型最多(29.4%)，

其次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27.0%)，更次之為遊覽型文化觀光客(21.0%)和隨意

型文化觀光客(20.1%)，四種文化觀光客人數相差不遠，以偶然型文化觀光客的比

例最少(2.5%)。超過半數的文化觀光客有參與藝術表演活動(56.4%)，但是僅 48.0%

的文化觀光客對造訪亞維儂藝術季抱持強烈旅遊動機(平均值分數為 3.5~5.0)。 

 此結果與McKercher & du Cros(2003)的研究不相符。在 McKercher & du 

Cros(2003)的研究中，造訪香港觀光客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僅佔 12.0%，且遊

覽型文化觀光客的人數比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人數多將近 3倍，顯示目標明

確型文化觀光客並不是香港觀光的主要利基市場。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對亞維儂

藝術季有高度造訪動機的目標明確型(27.0%)和遊覽型文化觀光客(21.0%)人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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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不遠，僅相差六個百分比，且有參與表演的受測者佔半數以上，代表亞維儂藝

術季的主要利基市場為前來觀賞表演的觀光客類型，且旅遊動機越強的觀光客，

往往也越是專程為觀賞亞維儂藝術季的表演前來，與 McKercher & du Cros(2003)

在香港的研究相比，因研究案例的特色與景點差異，會吸引的文化觀光客類型也

不同，顯示亞維儂藝術季的市場定位較明確，故旅遊動機強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

光客人數比例較多。 

二、五種文化觀光客的差異性分析 

 McKercher & du Cros(2003)將McKercher(2002)檢測香港觀光客的五種文化觀

光客類型進一步分析討論，分別從人口特徵變項、旅遊行為、文化距離、旅遊動

機等因素，探討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之間的差異性。本研究參考 McKercher & du 

Cros(2003)的作法，從各構面進行分析，以瞭解造訪亞維儂藝術季五種文化觀光客

類型的差異性。 

 

(一) 人口特徵變項 

 在人口特徵變項部分，本研究發現五種文化觀光客在性別、居住地、教育程

度和法語程度都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以居住於法國的女性居多，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者佔

61.8%，且有 65.5%是以法語為母語者，顯示此類型文化觀光客以女性、教育

程度大學(專)以上的國內觀光客居多。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有 80.0%為居住於法國的國內觀光客，年齡以 50歲以

上者居多(41.7%)，且46.7%為研究所以上的碩士或博士，85.0%以法語為母語，

顯示此類型文化觀光客多為居住於法國、且年齡較長的高知識分子。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中，女性人數是男性人數的 6倍，83.7%為居住於法國以外

國家的外國觀光客，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為多數(48.8%)，研究所以上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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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60.5%沒學過法語，但是有 20.9%的觀光客曾學過法語 4年以上，顯

示此類型文化觀光客以女性、教育程度高的外國觀光客為主。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中有 61.0%為女性，居住地多為法國以外國家(63.4%)，

39.0%為年齡 20 歲以下的青少年，58.5%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下，整體而言，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以女性、且居住於法國以外國家的青少年為主，此結果與

McKercher & du Cros(2003)的研究相符，證明隨意型文化觀光客傾向為較年輕

的族群。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以男性居多(60.0%)，居住於法國以外國家(60.0%)，年齡為

30~39歲(60.0%)的中年人為多數，此類型文化觀光客因人數少，故人口特徵

變項之間的差異性不大。 

五種文化觀光客之人口特徵變項差異表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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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五種文化觀光客之人口特徵變項差異表 

 偶然型 隨意型 遊覽型 意外發現型 目標明確型 統計數據 

性別      χ2=15.629 

df=4 

p=.004 

男 60.0% 39.0% 14.0% 45.0% 23.6% 

女 40.0% 61.0% 86.0% 55.0% 76.4% 

       

居住地       

χ2=51.389 

df=4 

p=.000 

法國 40.0% 36.6% 16.3% 80.0% 69.1% 

法國以外 60.0% 63.4% 83.7% 20.0% 30.9% 

      

年齡       

χ2=30.659 

df=16 

p=.015 

小於 20 歲 20.0% 39.0% 18.6% 20.0% 29.1% 

20(含) ~ 29 歲 0.0% 19.5% 11.6% 10.0% 25.5% 

30 ~ 39 歲 60.0% 17.1% 30.2% 15.0% 20.0% 

40~49 歲 0.0% 9.8% 18.6% 13.3% 7.3% 

50 歲以上 20.0% 14.6% 20.9% 41.7% 18.2% 

       

教育程度       

χ2=28.264 

df=8 

p=.000 

高中職以下 40.0% 58.5% 18.6% 28.3% 38.2% 

大學(專) 20.0% 24.4% 48.8% 25.0% 43.6% 

研究所以上 40.0% 17.1% 32.6% 46.7% 18.2% 

       

法語程度       

χ2=84.646 

df=16 

p=.000 

沒學過 20.0% 26.8% 60.5% 3.3% 9.1% 

不到 1年 0.0% 2.4% 2.3% 0.0% 1.8% 

1~4 年 20.0% 17.1% 4.7% 1.7% 9.1% 

4 年以上 20.0% 17.1% 20.9% 10.0% 14.5% 

法語是母語 40.0% 36.6% 11.6% 85.0% 6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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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旅遊行為 

在旅遊行為部分，本研究發現五種文化觀光客在資訊來源、造訪次數、教育

程度、停留天數、花費金額和旅遊同伴都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資訊來源以親朋好友為主(61.8%)，41.8%是造訪 3

次以上的重遊觀光客、40.0%是初次造訪，人數差距不大，目標明確型文化觀

光客多數為初次造訪，此與 McKercher(2002)的研究相符。停留天數為 3天以

上者超過半數(57.8%)。72.7%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在表演上花費為 30歐

元以下。旅遊同伴以朋友(54.5%)最多，其次為家人親戚(32.7%)。值得一提的

是，受測觀光客僅 5人獨自造訪亞維儂藝術季，其中有 2人屬於目標明確型

文化觀光客(3.6%)，是五種文化觀光客當中比例最高的。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有 68.3%的資訊來源為親朋好友，且超過半數的觀光客

是造訪 3次以上(50.0%)的重遊觀光客，停留天數有 88.8%的觀光客停留 2到 3

天以上，其比例比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還高。有 68.3%的觀光客在表演上花

費的金額為 30歐元以下，旅遊同伴以家人親戚(45.0%)最多，其次為和朋友

(33.3%)。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有 34.9%資訊來源為親朋好友，有趣的是，其次有 27.9%的

觀光客資訊來源為旅行社，是五種文化觀光客當中比例最高的。遊覽型文化

觀光客當中有 79.1%為初次造訪觀光客，此與 McKercher(2002)的研究相符。

停留天數有 60.0%僅停留一天，88.4%的觀光客都沒有在表演上花費，旅行同

伴有 41.9%為旅行團員，顯示有許多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是參與旅行團行程的旅

行團員。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資訊來源有 36.6%來自親朋好友，其次為傳統媒體(29.3%)

以及剛好經過(22.0%)，剛好經過意外發現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比例，是五種

文化觀光客當中比例最高的。此類型文化觀光客有 48.8%為初次造訪，51.2%

為造訪 2次或 3次以上的重遊觀光客，當中有 68.3%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僅停

 



87 
 

留 1天，87.8%沒有在表演上花費金額，旅遊同伴以朋友最多(46.3%)，其次為

家人親戚(39.0%)。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有 60.0%的資訊來源為傳統媒體，80.0%是初次造訪的觀光

客，100.0%只停留 1天，100.0%都沒有買票，60.0%的觀光客選擇與家人親戚

一同前往旅行。 

五種文化觀光客之旅遊行為差異表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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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五種文化觀光客之旅遊行為差異表 

 偶然型 隨意型 遊覽型 意外發現型 目標明確型 統計數據 

資訊來源      χ2=66.606 

df=16 

p=.001 

傳統媒體 60.0% 29.3% 11.6% 23.3% 9.1% 

網路 0.0% 12.2% 11.6% 3.3% 16.4% 

親朋好友 20.0% 36.6% 34.9% 68.3% 61.8%  

旅行社 0.0% 0.0% 27.9% 0.0% 5.5%  

剛好經過 20.0% 22.0% 14.0% 5.0% 7.3%  

造訪次數       

χ2=27.854 

df=8 

p=.001 

第 1次 80.0% 48.8% 79.1% 31.7% 40.0% 

第 2次 20.0% 12.2% 7.0% 18.3% 18.2% 

3 次以上 0.0% 39.0% 14.0% 50.0% 41.8% 

停留天數       

χ2=56.623 

df=8 

p=.000 

1 天 100.0% 68.3% 60.5% 12.0% 25.6% 

2 天 0.0% 19.5% 25.6% 32.0% 16.7% 

3 天以上 0.0% 12.2% 14.0% 56.0% 57.8% 

花費金額       

χ2=135.065 

df=8 

p=.000 

我都沒有買票 100.0% 87.8% 88.4% 8.3% 7.3% 

30 歐元以下 0.0% 7.3% 7.0% 68.3% 72.7% 

30 歐元(含)以上 0.0% 4.9% 4.7% 23.3% 20.0% 

旅遊同伴       

χ2=71.178 

df=20 

p=.000 

自己一個人 0.0% 2.4% 0.0% 3.3% 3.6% 

家人親戚 60.0% 39.0% 20.9% 45.0% 32.7% 

朋友 40.0 46.3% 32.6% 33.3% 54.5% 

旅行團員 0.0% 4.9% 41.9% 1.7% 1.8% 

家人和朋友 0.0% 2.4% 2.3% 15.0% 7.3% 

家人和旅行團員 0.0% 4.9% 2.3% 1.7%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旅遊動機 

本研究將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與四種旅遊動機構面進行交叉分析，為檢視五

種文化觀光客在各項旅遊動機中的認同程度，依據本研究問卷中李克特五點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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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定，分數 1到 5依序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因此本節將 4個構面的旅遊

動機數值平均，將平均值為「1.0~2.49」設為動機「程度弱」，「2.5~3.49」設為動

機「程度中」，平均值「3.5~5.0」設為動機「程度強」，並列出五種文化觀光客各

構面動機的平均值，為方便閱讀表格，將構面中最高的平均值劃上底線。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動機以「節慶吸引力」最高(M=4.54)，有 98.2%的目標

明確行文化觀光客有強烈的「節慶吸引力」動機。「文化探索」動機的平均值

為 3.64，僅次於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平均值 3.78。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

「新奇感」(M=3.85)和「逃離」動機(M=4.05)平均值都是五種文化觀光客當中

最高的，顯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除「文化探索」動機外，其它三種旅遊

動機都是最強烈的。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旅遊動機中以「節慶吸引力」最高(M=3.87)，「文化

探索」動機次之(M=3.05)，4種旅遊動機中以「新奇感」動機(M=2.48)最低，

有超過半數(55.0%)的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不為此動機構面造訪，顯示亞維

儂藝術季對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新奇感較低。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 4種旅遊動機程度都很強，尤其是「節慶吸引力」動機

(M=4.26)，僅次於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除此之外，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文

化探索」動機是五種文化觀光客當中平均值最高的(M=3.78)，有 67.4%的遊覽

型文化觀光客強烈認為，他們造訪亞維儂藝術季是為了探索、學習並了解當

地的文化。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 4種旅遊動機中，同樣以「節慶吸引力」平均值最高

(M=3.58)，其次為「逃離」動機(M=3.12)，平均值最低的為「文化探索」動機

(M=2.66)，有 43.9%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認為，「文化探索」不是他們造訪亞

維儂藝術季的主要動機。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是五種文化觀光客當中旅遊動機最弱的，且所有偶然型文

化觀光客都不為「節慶吸引力」造訪，其平均值僅 1.50，4種旅遊動機構面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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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偶然型文化觀光客以「逃離」動機的平均值最高(M=2.67)，有 40.0%的偶

然型文化觀光客認為，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原因是為逃離一般生活。 

 

表 4-8 五種文化觀光客之旅遊動機差異表 

 偶然型 隨意型 遊覽型 意外發現型 目標明確型 統計數據 

節慶吸引力      χ2=117.183 

df=8 

p=.000 

程度弱 100.0% 7.3% 2.3% 3.3% 0.0% 

程度中 0.0% 34.1% 7.0% 20.0% 1.8% 

程度強 0.0% 58.5% 90.7% 76.7% 98.2%  

平均值 1.50 3.58 4.26 3.87 4.54  

       

文化探索       

χ2=51.922 

df=8 

p=.000 

程度弱 60.0% 43.9% 2.3% 20.0% 3.6% 

程度中 20.0% 34.1% 30.2% 46.7% 32.7% 

程度強 20.0% 22.0% 67.4% 33.3% 63.6% 

平均值 2.60 2.66 3.78 3.05 3.64  

       

新奇感       

χ2=104.988 

df=8 

p=.000 

程度弱 40.0% 19.5% 2.3% 55.0% 1.8% 

程度中 60.0% 61.0% 25.6% 31.7% 20.0% 

程度強 0.0% 19.5% 72.1% 13.3% 78.2% 

平均值 2.60 2.85 3.75 2.48 3.85  

       

逃離       

χ2=64.982 

df=8 

p=.000 

程度弱 60.0% 19.5% 7.0% 36.7% 7.3% 

程度中 0.0% 51.2% 20.9% 41.7% 12.7% 

程度強 40.0% 29.3% 72.1% 21.7% 80.0% 

平均值 2.67 3.12 3.81 2.82 4.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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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滿意度 

本研究將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與整體滿意度以及 3種滿意度構面進行交叉分

析，為檢視五種文化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各項構面的滿意程度，依據本研究問

卷中李克特五點尺度的設定，分數 1到 5依序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因此本

節將滿意度數值平均，將平均值為「1.0~2.49」設為「不滿意」，「2.5~3.49」設為

「沒意見」，平均值「3.5~5.0」設為「滿意」，並列出五種文化觀光客滿意度的平

均值，為方便閱讀表格，將構面中最高的平均值劃上底線，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當中，有 69.1%對亞維儂藝術季有高滿意度(M=3.78)，

尤其是在「節慶活動」構面(M=4.29)，有 98.2%的目標型文化觀光客對此感到

滿意，但是在「心理感受」構面中，僅 34.5%的觀光客感到滿意，且平均值是

3種滿意度構面中最低的(M=3.15)。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整體滿意度平均值為 3.33，在滿意度的 3 個構面當

中，有 78.3%的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對「節慶活動」感到滿意(M=3.73)，但

是在「心理感受」部分，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是五種文化觀光客當中滿意

度最低的(M=2.79)，有 28.3%的觀光客強烈認為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服務，無

法滿足他們在「心理感受」上的需求。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的整體滿意度(M=3.53)僅次於目標明確型

文化觀光客(M=3.78)，且 3個滿意度構面中，以「節慶活動」的滿意度最高

(M=4.02)，有 79.1%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對此感到滿意；其次為「心理感受」

構面(M=3.31)，是五種文化觀光客當中平均值最高的，有 48.8%的遊覽型文化

觀光客對此感到滿意；整體而言，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對「服務與規劃」的滿

意度最低，平均值為 3.20，僅次於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和意外發現型文化

觀光客。顯示亞維儂藝術季的「服務與規劃」雖然不能滿足此類觀光客的需

求，但是在「心理感受」層面卻最能貼近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心。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整體滿意度不高(M=3.29)，僅次於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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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3個滿意度構面中，有 20.0%和 29.3%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分別對亞維儂藝

術季的「服務與規劃」和「心理感受」構面感到不滿意，均為五種文化觀光

客當中不滿意比例最高的。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的整體滿意度最低的(M=3.15)，且對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

「節慶活動」感到滿意(40.0%)比例是五種文化觀光客當中最少的，平均值也

最低(M=3.40)。 

 

表 4-9五種文化觀光客之滿意度平均差異表 

 偶然型 隨意型 遊覽型 意外發現型 目標明確型 統計數據 

整體滿意度      χ2=17.428 

df=8 

p=.026 

不滿意 20.0% 4.9% 7.0% 5.0% 1.8% 

沒意見 40.0% 63.4% 39.5% 48.3% 29.1% 

滿意 40.0% 31.7% 53.5% 46.7% 69.1%  

平均值 3.15 3.29 3.53 3.33 3.78  

       

服務與規劃       

χ2=18.724 

df=8 

p=.016 

不滿意 9.8% 20.0% 9.3% 10.0% 3.6% 

沒意見 48.8% 60.0% 58.1% 43.3% 25.5% 

滿意 41.5% 20.0% 32.6% 46.7% 70.9% 

平均值 2.85 3.20 3.20 3.33 3.73  

       

節慶活動       

χ2=24.747 

df=8 

p=.002 

不滿意 0.0% 2.4% 0.0% 3.3% 0.0% 

沒意見 60.0% 31.7% 20.9% 18.3% 1.8% 

滿意 40.0% 65.9% 79.1% 78.3% 98.2% 

平均值 3.4 3.59 4.02 3.73 4.29  

       

心理感受       

χ2=22.008 

df=8 

p=.005 

不滿意 0.0% 29.3% 11.6% 28.3% 21.8% 

沒意見 80.0% 39.0% 39.5% 60.0% 43.6% 

滿意 20.0% 31.7% 48.8% 11.7% 34.5% 

平均值 3.2 3.01 3.31 2.79 3.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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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重遊意願 

本研究將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與重遊意願進行交叉分析，為檢視五種文化觀

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的重遊意願程度，依據本研究問卷中李克特五點尺度的設定，

分數 1到 5依序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因此本節將重遊意願數值平均，將平

均值為「1.0~2.49」設為重遊意願「程度低」，「2.5~3.49」設為重遊意願「程度中」，

平均值「3.5~5.0」設為重遊意願「程度高」，並列出五種文化觀光客重遊意願的平

均值，為方便閱讀表格，將構面中最高的平均值劃上底線，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90.0%)和遊覽型文化觀光客(90.7%)均有高度重遊亞

維儂藝術季的意願，以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最高(M=4.55)，而意外發

現型文化觀光客(72.0%)和隨意型文化觀光客(61.0%)亦有過半的觀光客表示高度

願意再訪，僅偶然型文化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的重遊意願偏低(M=3.47)。  

表 4-10五種文化觀光客之滿意度平均差異表 

 偶然型 隨意型 遊覽型 意外發現型 目標明確型 統計數據 

重遊意願      χ2=29.687 

df=8 

p=.000 

程度低 20.0% 9.8% 2.3% 3.3% 0.0% 

程度中 40.0% 29.3% 7.0% 20.0% 3.6% 

程度高 40.0% 61.0% 90.7% 76.7% 96.4%  

平均值 3.47 3.73 4.39 4.12 4.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討論 

本小節參考McKercher(2002)的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將本研究參與亞維儂藝

術季的受測觀光客依據文化觀光理論進行分類，並檢視五種文化觀光客在人口背

景特性、旅遊行為、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的差異情形。研究結果發現，

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受測觀光客中，以意外發現行文化觀光客最多(29.4%)，其次

依序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27.0%)、遊覽型文化觀光客(21.0%)、隨意型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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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客(20.1%)，人數最少的是偶然型文化觀光客(2.5%)。 

整體而言，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屬於追求深度文化體驗的觀光客類型，與

Plog(1976)的他我中心型觀光客(allocentric tourist)相似，本研究發現，目標明確型

文化觀光客在亞維儂藝術季的「停留天數」和「花費金額」都比其他類型的文化

觀光客高，且「自己一個人」前往亞維儂藝術季的比例也最高，顯示該類型的文

化觀光客具備學習與探索的旅遊目的，且與其他文化觀光客相比，目標明確型文

化觀光客追求深入的文化體驗，因此停留的天數比較多、在藝術表演上的花費也

比較高。旅遊動機方面， McKercher & du Cros(2003)認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

傾向追求能促進自我成長的深度文化體驗。亞維儂 IN和 OFF為亞維儂藝術季的主

要活動內容，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具高度參與藝術表演的比例，且造訪動機以

「節慶吸引力」最強，顯示此類型文化觀光客專程為深度體驗亞維儂藝術季中的

表演活動前來，對亞維儂藝術季的「節慶活動」感到最滿意，此研究結果與

McKercher & du Cros(2003)的論述相符。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人數僅次於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相對文化觀光中的

深入體驗，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更喜愛短時間內大量參與不同的活動，與

Stebbin(1996)提出的一般型文化觀光客(generalised cultural tourist)相似(McKercher 

& Chow, 2001)。本研究發現，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資訊來源以旅行社為主，且旅

遊同伴多為旅行團員，顯示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其組成有極

大可能多為參與旅行社既定行程的旅行團員。在人口特徵變項部分，有八成的遊

覽型文化觀光客為居住於法國以外國家的外國觀光客，六成完全沒學過法語，顯

示遊覽型文化觀光客跟法國之間的實際和文化距離都很遙遠。McKercher & 

Chow(2001)和McKercher & du Cros(2003)均認為文化距離遠的觀光客會追求深度

的文化體驗。本研究發現，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文化探索」是五種文化觀光客

當中最強烈的，且「新奇感」和「逃離」動機的造訪動機也很明確，顯示此類型

文化觀光客具有深度的文化探索動機，同時又想追求以娛樂為主的愉悅體驗，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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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文化距離較遠的觀光客傾向追求深度的文化探索，但回歸觀光的本質，以娛樂

為主的休閒體驗仍是不可或缺的。  

 滿意度部分，Lee et al.(2004)於南韓世界文化節慶的研究中發現，外國觀光客

的整體滿意度比國內觀光客的整體滿意度還高，因為「文化體驗」是外國觀光客

造訪的主要動機，而文化節慶即提供了外國觀光客體驗異國文化的機會，此結果

與 Lee et al.(2002)的研究結果相同，且和 McKercher(2002)的研究結果相呼應，顯

示與造訪目的地文化距離較遠的外國觀光客，體驗異文化的興趣就越高，旅遊動

機越強烈，其滿意度就越高。本研究結果發現，以居住於法國(80%)為多數的「意

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和以居住於法國以外國家(83.7%)為多數的「遊覽型文化觀

光客」相比，「遊覽型文化觀光客」(M=3.53)的整體滿意度比「意外發現型文化觀

光客」還高(M=3.33)，且「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心理感受」滿意度(M=3.31)

是五種文化觀光客當中最高的，即使多數觀光客對「心理感受」構面中的「票價」、

「交通的便利性」和「文化與歷史內涵」都感到不滿意，從節慶中獲得異國文化

體驗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仍對這些項目抱持著正面評價，顯示外國觀光客對

文化觀光的滿意度，尤其是心理層面的感受部分，普遍較國內觀光客的滿意度高。 

  隨意型和偶然型文化觀光客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旅遊動機弱，且沒有參與任

何表演活動。亞維儂藝術季的藝術表演特殊，其可及性不如一般節慶的娛樂活動

可及性高，除了語言對不通曉法語者所造成的隔閡外，亞維儂 IN和亞維儂 OFF

表演的特殊性亦增加了觀光客參與的困難度，不僅需購票入場，參與前也需針對

欲觀賞的表演進行資料蒐集和規畫，McKercher & du Cros(2003)於探討五種文化觀

光客旅遊行為不同時便提到，隨意型和偶然型文化觀光客均傾向不做行前規劃，

部分甚至為「只是剛好經過」的觀光客，McKercher & Chow(2001)也認為隨意型和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會選擇易於消費、可及性高且娛樂性高的活動參與，McKercher 

& du Cros(2003)和McKercher & Chow(2001)的論述均與本研究結果相符。亞維儂

藝術季的藝術表演中最易於消費和觀賞的活動為街頭藝人表演和遊行，此兩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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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可及性低，於街頭隨處可見，且能自由選擇是否打賞付費，因此隨意型和偶

然型文化觀光客在藝術表演上「花費金額」的意願較低，有 100%的偶然型文化觀

光客和 87.8%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都沒有在表演活動上消費。 

意外發現型、.隨意型和偶然型文化觀光客與 Plog(1974)提出的自我中心型觀

光客(psychocentric tourist)相似，傾向接受熟悉的文化，對於自身文化的依賴度較

高，因此文化觀光的在旅遊決策中的動機程度較低。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在旅

遊行為上旅遊動機上較難界定其特殊性(McKercher & Chow, 2001)，本研究發現意

外型文化觀光客多數為法國人，高達九成的觀光客以法語為母語，「停留天數」和

「花費金額」都只僅次於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且資訊來源以「親朋好友」的

比例最高，旅遊同伴以「家人親戚」和「朋友」為主，且「文化探索」的旅遊動

機最低，此研究結果與McKercher & du Cros(2003)的論述相符，認為意外發現型文

化觀光客的旅遊動機以娛樂和內部社交為主，且對自身文化的依賴性較高，選擇

從熟悉的管道接受資訊，並與熟知的人一同前往觀光。 

 

第三節 旅遊動機與相關變項之影響性分析 

 本研究於本章第二節探討五種文化觀光客的分類與差異性，發現亞維儂藝術

季的文化觀光客在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都有顯著差異，因此後續三節將

分別探討影響五種文化觀光客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的因素，以深入了解

能夠提升觀光客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的方式。 

 本節先從旅遊動機進行探討，在進行相關性分析探討人口背景變項與旅遊動

機之間的關係後，再將與旅遊動機顯著相關的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瞭解顯著影

響旅遊動機的人口背景變項特性。 

一、旅遊動機與變項之相關性分析 

 進行迴歸分析前，為確保變項之間具相關性，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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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和卡方檢定進行考驗分析，探討人口背景變項，

包括性別、居住地、年齡、教育程度、法語程度，以及旅遊行為中的資訊來源、

造訪次數與旅遊動機相關性。由於資訊來源和造訪次數屬於實際造訪亞維儂藝術

季前即具備的旅遊行為變項，故在此列入探討其對觀光客旅遊動機的影響性。 

變項中的性別、居住地和資訊來源為名目尺度，年齡層、教育程度、法語程

度和造訪次數為順序尺度，而旅遊動機為五點尺度的計量變數。本研究在進行統

計檢定時，比例性和順序性的個人資料當作計量尺度來與旅遊動機進行相關分析；

計質性人口特徵變項(名目尺度)對旅遊動機採卡方檢定。 

 

(一) 計量尺度與旅遊動機之相關性分析 

年齡層對旅遊動機的相關性達顯著水準，呈正相關，顯示年紀越長者其旅遊

動機越強烈。教育程度與旅遊動機的相關性未達顯著水準。在法語程度部分與旅

遊動機達顯著水準，呈正相關，顯示法語程度越高者其旅遊動機越強烈。造訪次

數亦與旅遊動機達顯著水準，並且呈現負相關，顯示造訪次數越多者其旅遊動機

相對地越弱。分析結果如表所示。 

表 4-11 計量尺度與旅遊動機之相關性分析 

變項 旅遊動機 年齡 教育程度 法語程度 造訪次數 

旅遊動機 1 .259** .098 .326** -.139* 

年齡  1 -.202** -.029 -.025 

教育程度   1 .466** -.236** 

法語程度    1 -.139* 

造訪次數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計質尺度與旅遊動機之相關性分析 

 性別、居住地和資訊來源均為計質的名目尺度，故採交叉分析檢定其與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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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的相關性。統計結果顯示，僅資訊來源與旅遊動機有顯著關聯(χ²=211.752, 

p=.021) 。 

 

表 4-12計質尺度與旅遊動機之相關性分析 

 χ2 df p-value 

性別 50.996 43 .188 

居住地 49.264 43 .237 

資訊來源 211.752 172 .0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旅遊動機與相關變項之影響性分析 

 經相關性檢定後發現，與旅遊動機呈顯著相關的變項為年齡、法語程度、造

訪次數和資訊來源。第二部分把這四個項目與旅遊動機進行迴歸分析，以檢測項

目之間的影響程度。 

 由於資訊來源為類別變數，不同於計量變數可視為連續變數，因此需重新編

碼為虛擬變數進行複迴歸分析。本研究將資訊來源中的「只是剛好經過，意外發

現」設為參考組(reference group)，其他資訊來源則依序重新編碼為：傳統媒體

(1,0,0,0)、網路(0,1,0,0)、親朋好友(0,0,1,0)、旅行社(0,0,0,1)。 

 

(一) 五種文化觀光客各構面動機之影響性分析 

因迴歸模型中「資訊來源」的 4個變項是虛擬變數，為避免逐步迴歸法將虛

擬變數剔除，故採強行輸入法。「節慶吸引力」(F=0.879,  p-value > 0.05)和「逃離

動機」(F=1.292,  p-value > 0.05)與年齡、法語程度、造訪次數和資訊來源等相關變

項的迴歸分析 F值均不顯著，顯示相關變項對「節慶吸引力」與「逃離動機」的

迴歸模型不成立，且不具統計意義，故未將此兩項動機列入表中。 

而「文化探索」(F=3.126,  p-value < 0.01)和「新奇感動機」(F=7.084,  p-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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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與相關變項的迴歸分析 F值達顯著水準，顯示其對「文化探索」與「新奇

感」動機的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以下分別就五種文化觀光客，探討其

「文化探索」和「新奇感」動機的相關構面影響性，研究結果如表所示。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文化探索」(F=2.014, p-value < .05)和「新奇感」動

機(F=2.332, p-value < .05)的迴歸分析 F值均顯著，顯示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

預測力。 

自變數中，「年齡」因素對「文化探索」動機（t= 2.348, p < .05）和「新奇感」

動機（t= -2.311, p < .05）的影響性均達顯著水準，但是「文化探索」因素部

分的年齡自變數迴歸係數為正、「新奇感」因素部分的年齡自變數迴歸係數為

負，顯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年齡越長，其「文化探索」動機越強、但

是「新奇感」動機就越弱。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文化探索」(F=2.010, p-value < .05)動機的迴歸分析 F

值顯著，顯示「文化探索」的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與旅遊動機相關的自變數中，僅「造訪次數」對「文化探索」動機（t= 2.206, p 

< .05）的影響性達顯著水準，估計值為負，代表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造訪

亞維儂藝術季的次數越多，其「文化探索」動機就越弱。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文化探索」(F=2.014, p-value < .05)和「新奇感」動機

(F=2.317, p-value < .05)的迴歸分析 F值均顯著，顯示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

測力。 

自變數中，「資訊來源-旅行社」因素對「文化探索」動機（t= 2.348, p < .05）

的影響性達顯著水準，且但是「資訊來源-旅行社」的估計值為負，顯示相對

於其他資訊來源，以旅行社為主要資訊來源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其「文化

探索」動機較不強烈。 

「新奇感」動機部分，自變數中僅「法語程度」（t=-2.008, p < .05）對「新奇

感」動機的影響性達顯著水準，估計值為負，代表越不通曉法語的遊覽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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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觀光客，其「新奇感」動機越強烈。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文化探索」(F=2.235, p-value < .05)的迴歸分析 F 值顯著，

顯示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自變數中，僅「年齡」對「文化探索」動機（t=1.969, p < .05）的影響性達顯

著，估計值為正，與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相同，年紀越長，則文化觀光客

的「文化探索」動機就越強烈，且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年齡」估計值(.204)

大於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年齡」估計值(.179)，顯示年齡層對隨意型文

化觀光客「文化探索」動機的影響性，比對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影響性

更加顯著。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文化觀光客的人數過少，故無法進行迴歸分析。 

 

五種文化觀光客的文化探索和新奇感動機之迴歸分析表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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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五種文化觀光客構面動機之迴歸分析表 

  偶然型 隨意型 遊覽型 意外發現型 目標明確型 

文化探索動機      

常數 估計值 - 1.950 3.027 4.973 3.873 

年齡 
估計值 - .204 - - .179 

t 值 - 1.969* - - 2.348* 

造訪次數 
估計值 - - - -.301 - 

t 值 - - - -2.285* - 

資訊來源

-旅行社 

估計值 - - -.206 - - 

t 值 - - -2.112* - - 

R值 - .567 .400 .463 .480 

R²值 - .322 .206 .214 .231 

調整後的 R²值 - .178 -.008 .109 .116 

F值 - 2.235* 2.010* 2.206* 2.014* 

新奇感動機      

常數 估計值 -  4.363 - 4.427 

年齡 
估計值 -  - - -.166 

t 值 -  - - -2.311* 

法語程度 
估計值 -  .-124 - - 

t 值 -  -2.008* - - 

R值 - .457 .488 .442 .508 

R²值 - .208 .238 .195 .258 

調整後的 R²值 - .014 .135 .034 .147 

F值 - 1.241 2.317* 1.212 2.332* 

註：因版面限制，僅列出與各構面動機具顯著影響性的變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討論 

 本小節探討影響五種文化觀光客旅遊動機的相關人口背景變項，相關性分析

結果顯示，人口特徵變項部分僅年齡、法語程度、造訪次數和資訊來源變項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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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動機呈顯著相關，進一步迴歸分析後發現，觀光客的人口特徵變項對旅遊動機

構面中的「節慶吸引力」和「逃離」因素均無顯著影響性，僅「文化探索」和「新

奇感」動機具顯著影響性，兩者均屬於探索、追求節慶中新事物體驗的動機類型。 

 本研究經迴歸分析後發現，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文化探索」和「新奇

感」動機均受年齡顯著影響，年齡越長、「文化探索」越強，年齡越輕、則「新奇

感」動機越強。Ivanovic(2008)認為年齡越長的觀光客其尋根慾望越強，因此學習

和探索文化歷史的旅遊動機往往也越強烈；而年齡較輕的觀光客則想要體驗各種

新事物並追求娛樂性體驗，故「新奇感」動機較強烈，此結果與McKercher & du 

Cros(2002)的研究相符，顯示年齡的確對觀光客的旅遊動機差異有所影響。 

 McKercher(2002)認為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不為文化觀光造訪，卻往往於實

際參與後獲得深刻體驗。本研究於本章第二節的五種文化觀光客旅遊行為和旅遊

動機差異性分析時發現，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與亞維儂藝術季的實際和文化距

離均較近，旅遊動機以「文化探索」次之，且超過半數為造訪 3次以上的重遊觀

光客。迴歸分析顯示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文化探索」動機受造訪次數顯著

影響，代表相對於初次造訪的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而言，多次造訪的意外發現

型文化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的活動內容更加了解，想要深入探索的動機也更加明

確，但是與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和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相比，意外發現型文化觀

光客的「文化探索」動機的程度仍然較低。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文化探索」動機受旅行社的顯著影響，顯示相對於從

其他管道接收資訊的觀光客而言，選擇接受旅行社資訊的觀光客其「文化探索」

動機程度較低。本研究於第二節發現，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有部分是參與旅行社行

程的旅行團團員，且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實際和文化距離均與亞維儂藝術季較遠，

Lee(2000)認為「文化探索」是觀光客進行文化觀光的主要動機之一，因為異國文

化是使觀光客想要體驗、進而造訪的拉力因素(Crompton & McKay, 1997; 

McKercher, 2002)。但是迴歸分析卻發現資訊來源以旅行社為主的遊覽型文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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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其「文化探索」動機程度卻較弱，本研究推論旅行社提供的資訊和對亞維儂

藝術季塑造的意象以娛樂型體驗為主，因此相比於親朋好友口碑推薦或是上網蒐

集資料，資訊來源以旅行社為主的觀光客其「文化探索」動機程度較弱，娛樂性

體驗的動機可能較強。此外，迴歸分析也發現法語程度對「新奇感」動機有負程

度的影響性，Crompton(1979)認為「好奇心」是「新奇感」動機的同義詞，顯示不

通曉法文、對法國文化越不了解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其受好奇心驅使而想要體

驗不同新事物的旅遊動機就越強烈。 

 本研究發現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年齡普遍較輕，有 39.0%為

年齡 20 歲以下的青少年，且「文化探索」動機的平均值是四個動機構面中最低的，

顯示此類型文化觀光客不以文化探索為主要造訪目的，但是本研究於迴歸分析中

卻發現年齡層對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文化探索」動機具顯著影響性，顯示即使

是對「文化探索」較不具興趣的觀光客類型，年齡越長的文化觀光客其「文化探

索」的意願也會增長，與 Ivanovic(2008)的論述相符。 

 

第四節 滿意度和重遊意願與相關變項之影響性分析 

本節探討滿意度和重遊意願與相關變項之影響性，先進行相關性分析，探討

人口背景變項、旅遊動機與滿意度和重遊意願之間的關係，再將與滿意度和重遊

意願顯著相關的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瞭解顯著影響文化觀光客滿意度和重遊意

願在各相關變項之間的差異性。 

一、滿意度與變項之相關性分析 

進行迴歸分析前，為確保變項之間具相關性，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法和

卡方檢定進行考驗分析，探討人口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居住地、年齡、教育程

度、法語程度，旅遊行為中的資訊來源、造訪次數、停留天數、花費金額、參與

活動和旅行同伴，以及旅遊動機與滿意度的相關性。其中，性別、居住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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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參與活動和旅行同伴為名目尺度，年齡層、教育程度、法語程度、造訪次

數、停留天數、花費金額為順序尺度，而旅遊動機和滿意度為五點尺度的計量變

數。本研究在進行統計檢定時，比例性、順序性的個人資料和連續性的旅遊動機

當作計量尺度，與滿意度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性分析；計質性人口特徵變項對滿

意度採卡方檢定分析。 

 

(一) 計量尺度與滿意度之相關性分析 

僅旅遊動機對滿意度的相關性達顯著水準，呈正相關，顯示旅遊動機越強的

觀光客，其滿意度就越高。其它人口背景變項和滿意度的相關程度均不達顯著水

準，即年齡、教育程度、法語程度、造訪次數、停留天數、花費金額與滿意度高

低均無顯著關聯性。 

表 4-14計量尺度與滿意度之相關性分析表 

變項 
滿意度 旅遊

動機 

年齡 教育 

程度 

法語 

程度 

造訪 

次數 

停留 

天數 

花費 

金額 

滿意度 1 .422** -.021 -.074 .021 .032 .122 .070 

旅遊動機  1 -.139* -.025 -.236** -.139* .075 .063 

年齡   1 .259** .098 .326** .032 .070 

教育程度    1 -.202** -.029 .184 .075 

法語程度     1 .466** .172 .122 

造訪次數      1 .379
**

 .184
**

 

停留天數       1 .454
*
 

花費金額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計質尺度與滿意度之相關性分析 

性別、居住地、資訊來源、參與活動和旅行同伴均為計質的名目尺度，故採

交叉分析檢定其與滿意度的相關性。統計結果顯示，性別、居住地、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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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和旅行同伴與滿意度的相關程度均不達顯著，代表性別、居住地、資訊

來源、參與活動和旅行同伴與滿意度的高低無顯著關聯性。 

表 4-15計質尺度與滿意度之相關性分析表 

 χ2 df p-value 

性別 27.640 32 .687 

居住地 25.397 32 .790 

資訊來源 150.096 128 .089 

參與活動 93.629 96 .549 

旅行同伴 175.934 160 .1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滿意度與相關變項之影響性分析 

本研究經過相關性檢定後發現，性別、居住地、年齡、教育程度、法語程度、

資訊來源、造訪次數和滿意度均無顯著關聯性，僅旅遊動機與滿意度呈顯著相關，

因此進一步探討旅遊動機中，四個構面對滿意度的影響性，以檢測項目之間的影

響程度。 

 

(一)五種文化觀光客滿意度之旅遊動機影響性分析 

滿意度和旅遊動機的迴歸分析僅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達顯著(F=3.059, 

p-value < .05)，顯示其滿意度與旅遊動機的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自變數

中，僅「節慶吸引力」因素對滿意度（t= 2.618, p < .05）的影響性達顯著水準，且

自變數迴歸係數為正、，顯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造訪亞維儂數節的「節慶吸

引力」動機越強烈，其滿意度就越高。 

其餘的意外發現型、遊覽型、隨意型的滿意度和旅遊動機 F值均不顯著，而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的人數過少，故無法進行迴歸分析，整體而言僅目標明確型文

化觀光客的旅遊動機與滿意度具正向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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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五種文化觀光客滿意度之旅遊動機迴歸分析表 

  偶然型 隨意型 遊覽型 意外發現型 目標明確型 

常數 估計值 - - - - 2.040 

節慶吸引力 
估計值 - - - - .331 

t 值 - - - - 2.618* 

R值 - .169 .298 .198 .443 

R²值 - .028 .089 .039 .197 

調整後的 R²值 - -.080 -.007 -.039 .132 

F值 - .264 .925 .736 3.059* 

註：因版面限制，僅列出與滿意度具顯著影響性的旅遊動機變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重遊意願與變項之相關性分析 

此部分主要探討人口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居住地、年齡、教育程度、法語

程度、資訊來源、造訪次數，旅遊行為包括停留天數、參與活動、花費金額、旅

行同伴，以及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之間的相關性和影響性。其中，性別、

居住地、資訊來源、參與活動和旅行同伴為名目尺度，年齡層、教育程度、法語

程度、造訪次數、停留天數和花費金額為順序尺度，而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

意願為五點尺度的計量變數。本研究在進行統計檢定時，比例性、順序性的變項

和連續性的旅遊動機、滿意度當作計量尺度，與重遊意願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性

分析；計質性變項對重遊意願採卡方檢定分析。 

 

(一) 計量尺度與重遊意願之相關性分析 

計量尺度中，旅遊動機、滿意度、造訪次數、停留天數和花費金額與重遊意

願的相關性達顯著水準，且呈正相關，顯示旅遊動機和滿意度越強的觀光客，其

重遊意願越高；造訪次數、停留天數和花費金額越高者，其重遊意願也越高。 

計量尺度與重遊意願之相關性分析表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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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計量尺度與重遊意願之相關性分析表 

變項 重遊意願 旅遊動機 滿意度 造訪次數 停留天數 花費金額 

重遊意願 1 .425
**

 .415
**

 .172
*
 .163

*
 .200

**
 

旅遊動機  1 .422
**

 -.139
*
 .075 .063 

滿意度   1 .032 .122 .070 

造訪次數    1 .379
**

 .184
**

 

停留天數     1 .454
*
 

花費金額      1 

註：因版面限制，僅列出與重遊意願有顯著相關的變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計質尺度與重遊意願之相關性分析 

性別、居住地、資訊來源、參與活動和旅行同伴均為計質的名目尺度，故採

交叉分析檢定其與重遊意願的相關性。統計結果顯示，性別、居住地、資訊來源、

參與活動和旅行同伴與重遊意願的相關程度均不達顯著，代表性別、居住地、資

訊來源、參與活動和旅行同伴與重遊意願的高低無顯著關聯性。 

表 4-18計質尺度與重遊意願之相關性分析 

 χ2 df p-value 

性別 8.757 10 .555 

居住地 8.865 10 .545 

資訊來源 64.778 50 .078 

參與活動 36.156 30 .203 

旅行同伴 46.328 50 .6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重遊意願與相關變項之影響性分析 

本研究經過相關性檢定後發現，造訪次數、停留天數、花費金額、旅遊動機、

滿意度和重遊意願均呈顯著相關，因此進一步探討各變項對重遊意願的影響性，

以檢測項目之間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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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遊意願與相關變項之影響性分析 

重遊意願與人口背景變項的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造訪次數、停留天數、花

費金額和重遊意願均呈顯著相關，由於重遊意願與造訪次數、停留天數和花費金

額之間具高度相關性，對目的地滿意度越高的觀光客，其造訪次數、停留天數和

花費金額相對也比較高，為避免複共線性的現象，採逐步迴歸分析法，結果發現

僅造訪次數和花費金額與五種文化觀光客動機具影響性，停留天數卻被排除，顯

示變數間有高度相關的傾向。以下分別就五種文化觀光客的迴歸分析結果進行探

討，研究結果如表所示。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相關人口背景變項與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 值不顯

著  (F=.473, p-value > .05)，迴歸模型不成立，顯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

人口背景變項對重遊意願無顯著影響性。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觀光客相關變項和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值

達顯著水準(F=2.014, p-value < .05)，顯示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與重遊意願相關的自變數中，「造訪次數」（t= 2.086, p < .05）和「花費金額」

（t= 2.084, p < .05）對重遊意願的影響性達顯著水準，估計值均為正，代表意

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次數越多、或是停留期間在藝術表

演的花費金額越高，其重遊的意願就越高。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相關人口背景變項與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值不顯著 

(F=.617, p-value > .05)，迴歸模型不成立，顯示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人口背景

變項對重遊意願無顯著影響性。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文化觀光客人口背景相關變項和重遊意願的迴歸

分析 F值顯著(F=2.014, p-value < .05)，顯示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與重遊意願相關的自變數中，「造訪次數」（t= 2.550, p < .05）對重遊意願的影

響性達顯著水準，估計值為正，顯示隨意型文化觀光客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

次數越多，其再次重遊的意願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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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文化觀光客的人數過少，故無法進行迴歸分析。 

 

表 4-19 五種文化觀光客重遊意願之相關變項影響性分析表 

  偶然型 隨意型 遊覽型 意外發現型 目標明確型 

常數 估計值 - 2.594 - 2.884 - 

造訪次數 
估計值 - .414 - .284 - 

t 值 - 2.550* - 2.086* - 

花費金額 
估計值 - - - .307 - 

t 值 - - - 2.084* - 

R值 - .487 .210 .324 .165 

R²值 - .237 .044 .205 .027 

調整後的 R²值 - .175 -.029 .107 -.030 

F值 - 3.830* .617 2.288* .473 

註：因版面限制，僅列出與重遊意願具顯著影響性的變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五種文化觀光客重遊意願之旅遊動機影響性分析 

重遊意願與旅遊動機的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旅遊動機和重遊意願呈顯著相

關，為探討變項間的影響性，進一步進行迴歸分析，以下分別就五種文化觀光客

的迴歸分析結果進行探討，研究結果如表所示。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值達顯著水準  

(F=2.383, p-value < .05)，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與重遊意願相關的旅遊動機自變數中，僅「節慶吸引力」（t= 2.445, p < .05）

對重遊意願的影響性達顯著水準，估計值均為正，顯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

客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節慶吸引力」動機越強烈，其重遊的意願就越高。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觀光客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值

達顯著水準  (F=3.194, p-value < .05)，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與重遊意願相關的自變數中，「節慶吸引力」（t= 2.086, p < .05）對重遊意願的

影響性顯著，且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節慶吸引力」估計值大於目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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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客的「節慶吸引力」估計值，顯示「節慶吸引力」動機對意外發現

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影響性，大於對目標型文化觀光客的影響性。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觀光客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 值達顯

著水準  (F=7.834, p-value < .01)，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與重遊意願相關的自變數中，「節慶吸引力」（t= 5.256, p < .01）和「新奇感」

動機（t= 2.322, p < .05）對重遊意願的影響性均達顯著水準，且估計值均為正

值，顯示遊覽型文化觀光客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節慶吸引力」和「新奇感」

動機越強烈，其重遊的意願就越高。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旅遊動機與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值達顯著水準  

(F=2.085, p-value < .05)，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自變數中，僅「文化探索」（t= 2.338, p < .05）對重遊意願的影響性達顯著水

準，且估計值均為正值，顯示隨意型文化觀光客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文化

探索」動機越強烈，其重遊意願越高。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文化觀光客的人數過少，故無法進行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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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0五種文化觀光客重遊意願之旅遊動機影響性分析表 

  偶然型 隨意型 遊覽型 意外發現型 目標明確型 

常數 估計值 - 2.204 -.013 2.229 2.173 

節慶吸引力 
估計值 - - .660 .522 .372 

t 值 - - 5.256*** 3.373** 2.445* 

文化探索 
估計值 - .420 - - - 

t 值 - 2.338* - - - 

新奇感 
估計值 - - .281 - - 

t 值 - - 2.322* - - 

逃離 
估計值  - - - - 

t 值  - - - - 

R值 - .434 .672 .434 .358 

R²值 - .188 .452 .188 .128 

調整後的 R²值 - .098 .394 .129 .058 

F值 - 2.085* 7.834** 3.194* 2.3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五種文化觀光客重遊意願之滿意度影響性分析 

重遊意願與滿意度構面的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旅遊動機和滿意度呈顯著相

關，為探討變項間的影響性，進一步進行迴歸分析，以下分別就五種文化觀光客

的迴歸分析結果進行探討，研究結果如表所示。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值達顯著水準  

(F=2.743, p-value < .05)，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與重遊意願相關的滿意度自變數中，僅「節慶活動」（t= 2.412, p < .05）對重

遊意願的影響性達顯著水準，估計值均為正，顯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對

亞維儂藝術季的「節慶活動」構面越強烈，其重遊意願越高。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觀光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值達

高度顯著水準  (F=6.468, p-value < .01)，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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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重遊意願相關的自變數中，「節慶活動」（t= 3.143, p < .05）對重遊意願的影

響性顯著，且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節慶活動」構面估計值大於目標型

文化觀光客的「節慶活動」構面估計值，顯示「節慶活動」滿意度對意外發

現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影響性，大於對目標型文化觀光客的影響性，代

表同樣對「節慶活動」有高滿意度的觀光客，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

意願大於目標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觀光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值達顯著

水準  (F=3.071, p-value < .05)，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自變數中，「服務與規劃」（t= 2.172, p < .05）和「節慶活動」（t= 2.359, p < .05）

對重遊意願的影響性均達顯著水準，估計值為正，顯示若遊覽型文化觀光客

對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服務與規劃」和「節慶活動」構面越滿意，其重遊

的意願也越高。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的迴歸分析 F值達高顯著水準  

(F=5.029, p-value < .01)，迴歸模型成立，具顯著預測力。 

自變數中，僅「節慶活動」（t= 2.195, p < .05）和「心理感受」（t= 2.424, p < .05）

對重遊意願的影響性達顯著水準，且估計值均為正，顯示隨意型文化觀光客

對亞維儂藝術季的「節慶活動」和「心理感受」的滿意度越高，其重遊意願

越高。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文化觀光客的人數過少，故無法進行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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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五種文化觀光客重遊意願之滿意度影響性分析表 

  偶然型 隨意型 遊覽型 意外發現型 目標明確型 

常數 估計值 - 1.040 3.098 1.458 2.851 

服務與規劃 
估計值 - - .237 - - 

t 值 - - 2.172* - - 

節慶活動 
估計值 - .554 .425 .734 .483 

t 值 - 2.195* 2.359* 3.143** 2.412* 

心理感受 
估計值 - .423 - - - 

t 值 - 2.424* - - - 

R值 - .541 .437 .507 .373 

R²值 - .292 .191 .257 .139 

調整後的 R²值 - .235 .129 .218 .088 

F值 - 5.092** 3.071* 6.468** 2.7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討論 

(一) 滿意度 

 本研究經滿意度與觀光客人口背景變項和旅遊行為的相關性統計結果發現，

亞維儂藝術季觀光客的人口背景變項和旅遊行為與滿意度均無顯著相關，僅旅遊

動機和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顯示亞維儂藝術季觀光客的背景和旅遊行為不影響

其獲得體驗後的滿意程度，反倒是觀光客造訪的旅遊動機類型能夠預測滿意度。 

 本研究經迴歸分析後發現，僅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節慶吸引力」動機

對亞維儂藝術季滿意度具顯著預測性，顯示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服務傾向較能滿

足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在「節慶吸引力」動機上的需求。 

(二) 重遊意願 

 重遊意願的相關性分析部分，本研究發現，重遊意願與旅遊動機和滿意度呈

正相關，另外在重遊意願與人口特徵變項和旅遊行為的相關性分析中發現，僅造

訪次數、停留天數和花費金額對重遊意願呈顯著正相關，但是進一步迴歸分析中

 



114 
 

發現，僅造訪次數和花費金額對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有顯著預測性。 

重遊意願是觀光客想要再次回到旅遊造訪地的意圖(Baker & Crompton, 2000)，

擁有越高滿意度的觀光客其重遊意願越高(Lee et al., 2007b; Lee et al., 2007; Chi & 

Qu, 2008; Lee, 2009)，因此觀光客的重遊意願可被用來判斷觀光客實際造訪後的整

體感受。本研究發現，五種文化觀光客中，除「偶然型文化觀光客」外，其他四

種文化觀光客都有至少 6成以上的人數比例對亞維儂藝術季抱持高度的重遊意願，

四種文化觀光客當中，重遊意願最高的類型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有 96.4%

表示高度願意再訪亞維儂藝術季，「遊覽型文化觀光客」亦有 90.7%表示有高度重

遊熱忱。 

本研究經迴歸分析後發現，目標明確型、意外發現型和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

重遊意願均受「節慶吸引力」動機顯著影響，且「節慶活動」滿意度也對目標明

確型、意外發現型和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具顯著影響性，顯示亞維儂藝

術季提供觀光客良好的節慶氛圍與藝術活動，使以此為主要造訪動機的觀光客能

夠獲得滿意體驗，進而願意再訪。 

此外，本研究發現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除受「節慶吸引力」動機影

響外，也受「新奇感」動機影響，顯示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新奇體驗足以滿足文

化距離較遠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但是「節慶吸引力」動機對遊覽型文化觀光客

重遊意願的影響性仍比「新奇感」動機的影響性高。滿意度部分，遊覽型文化觀

光客的重遊意願除受「節慶活動」構面影響外，也受滿意度中的「服務與規劃」

構面影響，本研究於第二章的滿意度敘述性統計時即發現，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對

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服務與規劃」感到最不滿意，進而在迴歸分析中也發現此

構面對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具正向影響性，顯示亞維儂藝術季若能提升

其在「服務與規劃」對外國觀光客的友善程度，將能有效提升遊覽型文化觀光客

的重遊意願。 

隨意型文化觀光客較特殊，旅遊動機中僅「文化探索」構面對重遊意願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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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響性。McKercher(2002)認為隨意型文化觀光客在旅程中，其文化觀光目的在

旅遊決策中的重要程度較低，顯示此類型文化觀光客不專程為文化體驗造訪文化

觀光景點，本研究於敘述性統計也歸納出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普遍年紀較輕，且

「文化探索」動機是四個旅遊動機中程度最弱的，與 McKercher(2002)的論述相符，

但是迴歸分析卻發現「文化探索」動機對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有正向顯

著影響性，即「文化探索」動機越強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其重遊的意願越高。

顯示在普遍都以娛樂性體驗目的為主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中，若少數幾位抱持著

相對高的「文化探索」動機，其能夠於亞維儂藝術季得到的體驗相對較深入，重

遊意願也相對較高。 

滿意度部分，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除受「節慶活動」構面影響外，

也受「心理感受」構面影響，本研究於第二章的滿意度敘述性統計時即發現，隨

意型文化觀光客於亞維儂藝術季的「心理感受」最不滿意，進而在迴歸分析中也

發現此構面對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具正向影響性，顯示亞維儂藝術季若

能提升其在「心理感受」構面中「票價」、「交通的便利性」以及「文化歷史內涵」

使觀光客不滿意的原因，將能提升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重遊意願。 

在人口特徵變項部分，統計迴歸分析中發現，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造

訪次數」和「花費金額」對重遊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性。本研究發現造訪亞維儂

藝術季的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多為年齡較長、教育程度高的法國觀光客，為典

型的文化觀光客類型，且敘述性統計中顯示，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有半數以上

是造訪 3次以上且花費 30歐元以下的重遊觀光客。整體而言，此類型文化觀光客

不具強烈的造訪動機，但是其深度體驗的意願較強，因而往往能夠獲得較滿意的

文化體驗，其重遊意願相對較高，因此超過半數均為多次造訪的重遊觀光客。 

另外，迴歸分析也顯示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的造訪次數對重遊意願有顯著影響

性，隨意型文化觀光客以年齡層較輕的國外觀光客為多數，其能夠負擔高昂票價

的能力較低，因而有 87.8%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都沒有買票，但是卻有 51.2%的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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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型文化觀光客曾重遊 2到 3次以上，顯示造訪次數越多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

即使其能夠負擔的票價能力較低，從中獲得滿意體驗也使他們願意多次再訪。 

  

 



117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McKercher(2002)的五種文化觀光客出發，引介法國亞維儂藝術季為

研究個案，以人口背景變項、旅遊行為、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等理論檢

視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五種文化觀光客差異和特殊性。Kotler(1999)指出任何一種

市場，都包含許多各自擁有不同需求和渴望的消費者類型。在動機、行為和消費

意願上有同質性的觀光客可被區分為同一組別(Sollner & Rese, 2001)，將造訪該觀

光景點的觀光客進行市場區隔，不僅能了解不同類型造訪者的旅遊動機和尋求體

驗，也能協助景點管理者更有效率的規劃出符合市場需求的觀光景點(McKercher & 

du Cros, 2003)。本研究結合文化觀光客類型的理論，檢視國內外文化觀光客人口

背景變項、旅遊行為、旅遊動機、滿意度和重遊意願差異性的相關文獻，將五種

文化觀光客的特性結合理論進行比較和分析。本章分為三個小節，第一小節為研

究結果發現與討論，重申研究發現與相關理論，全面性地檢視此五種文化觀光客

於各變項間的差異性。第二小節為台灣節慶實務建議，藉由本研究結果分析給與

台灣節慶規劃者實務操作的建議。第三小節為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果發現與討論 

 節慶始於人們於限定時間與地點內進行的「儀式」，特別以宗教的慶典為主，

隨著時代價值觀的轉變有所變化，直至今日文化節慶已成為結合歷史文化和商業

目的的觀光產業。舉辦節慶促進地方觀光產業發展的發展策略行之有年，台灣也

在此熱潮下，除了原本的傳統歲時節慶外，也開始舉辦許多以觀光為目的的新興

地方節慶，然而節慶舉辦的最終目標為永續發展，而永續必須是在文化和觀光達

成平衡，節慶的組成除了時、地與文化外，最重要是要有人的參與，持續有觀光

客為了參與節慶而來，該節慶才能達到最初舉辦的目的並彰顯地方價值。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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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節慶永續發展的關鍵回歸其本質，從探討觀光客組成開始，以提供節慶管理者

更有效率的節慶規劃依據。McKerche & du Cros(2003)認為文化觀光客的組成非同

質性市場，不能單就參與文化觀光的觀光客人口背景變項斷定該景點的文化觀光

客特性，故本研究參考 McKerche(2002)的五種文化觀光客研究，將造訪亞維儂藝

術季的受測觀光客進行分類，抽絲剝繭分析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的差異性，是本

研究最重要的發現與貢獻。以下就本研究發現之五種文化觀光客差異進行論述： 

 

一、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 

 本研究發現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多半為女性(76.4%)、

教育程度為大學(專)以上(61.8%)、居住地為法國(69.1%)的國內觀光客。在旅遊行

為上，資訊來源以親朋好友為主(61.8%)，有 40.0%為初訪觀光客，停留天數長，

有超過半數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57.8%)停留 3天以上，72.7%在藝術表演

上花費 30歐元以下，且旅遊同伴以朋友(54.5%)最多。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與

McKercher(2002)所界定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相符，屬於造訪動機明確、

追求深度文化體驗的觀光客類型，與 Plog(1976)提出的「他我中心型觀光客」或與

Stebbins(1996)提出的「專門型文化觀光客」相似，此類型文化觀光客具備較多對

造訪目的地的知識和涉入能力，因此「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能夠從中獲得的

體驗，比同樣有強烈造訪動機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能夠獲得的體驗還要深刻。

McKercher & du Cros(2003)認為，「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不僅具備強烈的文化

學習動機，同時也將旅行視為一種能夠使自我成長的過程，本研究發現「目標明

確型文化觀光客」獨自一人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比例(3.6%)，是五種文化觀光客當

中最高的，與McKercher & du Cros(2003)的研究結果相符。同時，本研究也發現「目

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停留的天數和在藝術表演上的花費金額也比較高，顯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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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是亞維儂藝術季造訪觀光客中，最具消費潛力的觀光客類

型，屬於McKercher & du Cros(2010)論述中以女性為主、教育程度較高且經濟狀況

較富裕的典型文化觀光客類型，該市場同時也被認為是一個誘人且具發展潛力的

市場。 

 在旅遊動機部分，「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的「節慶吸引力」(M=4.54)、「新

奇感」(M=3.85)和「逃離」動機(M=4.05)都是五種文化觀光客中最強烈的，僅「文

化探索」(M=3.64)動機略低於「遊覽型文化觀光客」(M=3.78)，顯示專程造訪亞維

儂藝術季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主要是為了參與節慶中的藝術表演前來，

代表亞維儂藝術季的節慶意象以藝術表演為主，而非法國地方歷史和文化的展現，

而「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也於「節慶活動」(M=4.29)中獲得滿意體驗後，表示

高度再訪亞維儂藝術季的意願(M=4.55)。 

 「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是文化觀光市場中，造訪動機最明確的文化觀光

客類型，該類型觀光客的造訪目的往往也是該景點主要的意象和市場定位。本研

究發現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專程為「節慶吸引力」前

來，顯示亞維儂藝術季普遍帶給觀光客歡騰節慶氛圍和豐富藝術活動的意象。 

 

二、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 

本研究發現「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是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五種文化觀光

客當中人數最多的，此類型觀光客多數有 80.0%為居住於法國的的國內觀光客、年

長者居多，46.7%為研究所以上的碩士或博士，85.0%以法語為母語。整體而言，「意

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多半為居住於法國、年齡較長的高知識份子，且因為此類

型文化觀光客與亞維儂藝術季的實際距離和文化距離近，其可及性較高，故「意

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能夠造訪的次數和停留天數都比較多。 

McKercher(2002)於研究中界定「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屬於不為文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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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習目的旅行，但是卻能夠於實際造訪後獲得深刻體驗的觀光客類型，也認為

此類型觀光客較難界定其特性，因為「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傾向為滿足個人

需求而非文化目的進行文化觀光(McKercher & Chow, 2001)。McKercher & du 

Cros(2003)於造訪香港的文化觀光客研究中發現，香港的「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

多數來自實際距離和文化距離近的亞洲等鄰近國家。本研究中，造訪亞維儂藝術

季的文化觀光客以「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人數最多，且多數來自居住於法國

當地的國內觀光客，在距離屬性上與 McKercher & du Cros(2003)的研究結果相符。

而旅遊動機部分，「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以「節慶吸引力」動機最高(M=3.87)，

其「文化探索」動機(M=3.05)，遠低於「目標明確型」(M=3.64)和「遊覽型」(M=3.78)

文化觀光客的「文化探索」動機強度，顯示與造訪目的地實際和文化距離較近的

觀光客，其造訪香港目的多半是為了滿足個人需求，而非以進行文化探索為目的

前往。旅遊行為部分，「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資訊來源以「親朋好友」的比

例最高，旅遊同伴以「家人親戚」和「朋友」為主，McKercher & du Cros(2002)

認為「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與 Plog(1974)提出的自我中心型文化觀光客相似，

對不熟悉事物的接受度低，傾向選擇文化距離近的活動參與。本研究發現「意外

發現型文化觀光客」的旅遊目的以娛樂和內部性社交為主，對自身文化的依賴性

高，選擇從熟悉的管道接受資訊，並與熟知的人一同前往觀光，此研究結果與

McKercher & du Cros(2003)和 Plog(1974)提出的研究發現相符。 

 在滿意度和重遊意願部分，「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的滿意

度以「節慶活動」構面最高、「心理感受」構面最低，顯示「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

客」在實際參與亞維儂藝術季的表演活動後，即使獲得滿意且深刻的體驗，仍對

「心理感受」構面中的「票價」、「交通便利性」和「文化與歷史內涵」感到不滿

意，Lee et al.(2004)認為國外觀光客的滿意度普遍較國內滿意度高，因國外觀光客

的文化觀光目的是為體驗異國的文化，而以國內觀光客為主的「意外發現型文化

觀光客」，其文化距離近、造訪次數多，「文化探索」非此類型文化觀光客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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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目的，因此對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周邊服務要求較高，其滿意度和重遊意願

因此都比文化距離較遠的「目標明確型」和「遊覽型」文化觀光客低。 

 

三、遊覽型文化觀光客 

 McKercher(2002)認為「遊覽型文化觀光客」與 Stebbins(1996)提出的一般型文

化觀光客相似，相較於深入造訪同一景點，更喜歡廣泛蒐集各式不同的體驗。

McKercher(2002)於香港的研究中發現，「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大多來自與香港實際

目的地和文化距離都較遠的歐美籍文化觀光客。本研究結果發現，造訪亞維儂藝

術季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以居住於法國以外國家(83.7%)的外國觀光客為主，

且有 60.5%沒學過法語，代表「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在實際距離和文化距離上都與

造訪目的地較遠。旅遊行為部分，因造訪不易，「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多為初次造

訪、短暫停留，且資訊來源和旅行同伴多為旅行社以及旅行團團員，顯示造訪亞

維儂藝術季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其組成有極大可能為來自外國的旅行社團員，

McKercher & du Cros(2003)認為「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會於實際旅行前做充足的行

前規劃，並且喜歡在有限的時間內大量參與不同活動(McKercher, 2002)。本研究中

「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屬於實際和文化距離均較遠的觀光客類型，亞維儂藝術季

的可及性低，且語言隔閡使具強烈造訪動機的觀光客較難以獲得相關資訊，因而

必須仰賴旅行社，旅行社的行程安排多為短時間內大量跳點的行程，使觀光客能

於一次的旅行中快速瀏覽各式景點，因此即使「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造訪動機

強烈，也僅能在亞維儂藝術季短暫停留，且受限於文化和語言的接受能力，因此

從中能夠獲得的體驗深度相對有限。 

旅遊動機部分，「遊覽型文化觀光客」的「文化探索」動機是五種文化觀光客

當中最高的，顯示與造訪目的地距離遠的觀光客因自身文化與造訪目的地差異大，

因而追求較深度的異國文化體驗，研究結果與 Lee(2000), McKercher & Chow(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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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McKercher & du Cros(2003)的論述均相符，即文化距離越遠的觀光客其文化探索

的動機越強烈。 

 Lee et al.(2004)於研究中發現，外國觀光客的滿意度平均比國內觀光客的滿意

度還高。本研究發現，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整體而言都呈

現高滿意度(M=3.53)，即使是對普遍觀光客都感到不滿意的「心理感受」構面，「遊

覽型文化觀光客」仍感到滿意(M=3.31)，顯示以文化探索為重要造訪動機的「遊覽

型文化觀光客」，在亞維儂藝術季滿足其體驗異國文化的需求後，「票價」、「交通

便利性」和「文化與歷史內涵」等項目帶來的不滿意感受程度相對較低，顯示外

國觀光客普遍滿意度較國內觀光客滿意度高，與 Lee et al.(2004)的論述相符。 

但即使「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整體都抱持高滿意度，其對「服

務與規劃」構面的滿意程度仍是本研究測量的 3 個構面中滿意度最低的(M=3.20)，

顯示「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對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節目手冊清楚程度」、「指示

牌明確程度」、「工作人員導覽指引」和「工作人員管理服務」普遍感到不滿意。 

亞維儂藝術季的表演活動繁多，光是亞維儂 OFF的節目手冊就厚如辭海，且

提供的資訊以法文居多，當地的觀光諮詢服務處有提供旅客相關藝術表演資料，

也有提供亞維儂舊城的地圖，地圖上標記著所有展演空間的位置，但即使按圖索

驥，舊城內的指標相當不明確，初次造訪的觀光客單憑地圖要找到表演場地仍十

分困難。筆者於 2013 年造訪亞維儂藝術季時，想要觀賞亞維儂 OFF 默劇大師 Peter 

Shub 的表演，單是從厚厚一大本的表演資料中找到想觀看的場次，再找到地圖上

對應的表演場地就耗費大量心力，尤其表演場地接近舊城外圍，筆者於巷弄中穿

梭近半小時才終於找到目的地，若非長期停留或對亞維儂藝術季相當熟悉的觀光

客，欲觀賞亞維儂藝術季中的表演勢必需花費大把時間和心力。但是「遊覽型文

化觀光客」與法國亞維儂藝術季的文化和實際距離遠，受限於旅行社的緊湊行程

安排，能夠於當地停留的時間較短，且當中有 60.5%沒學過法語，欲觀賞亞維儂 IN

或 OFF表演的困難性高，顯示亞維儂藝術季提供的「服務與規劃」對不通曉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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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國觀光客較不友善，因此「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在此構面的滿意程度較低。 

 

圖 5-1 於旅客資訊中心等候諮詢的觀光客 

圖 5-2 位於亞維儂舊城中一角的亞維儂 OFF 服務處 

四、隨意型文化觀光客 

McKercher(2002)認為「隨意型文化觀光客」不為文化目的造訪文化觀光景點，

因此傾向造訪可及性高且易於消費的景點類型。本研究發現「隨意型文化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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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39.0%)、居住於法國以外國家(63.4%)的外國觀光客為主，年齡多為 20歲

以下(39.0%)的青少年，資訊來源來自親朋好友(36.6%)，初次造訪者佔多數(48.8%)，

停留天數短且大多沒有在藝術表演上花費(87.8%)，旅行同伴也以朋友居多。 

整體而言，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以消費能力較低的外

國青年觀光客為主，此類型觀光客的「節慶吸引力」(M=3.58)和「逃離」動機(M=3.12)

強，顯示「隨意型文化觀光客」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目的多為逃離一般生活和享

受娛樂性假期。McKercher & du Cros(2003)於香港的研究中發現，「隨意型文化觀

光客」平均年齡較輕，且傾向參與可及性低、易於消費的娛樂性體驗，但是又比

「偶然型文化觀光客」更樂於造訪文化型景點，其造訪動機介於「遊覽型文化觀

光客」和「偶然型文化觀光客」之間，其論述與本研究結果相符，本研究發現造

訪亞維儂藝術季的「隨意型文化觀光客」以年齡 20歲以下的青少年為主，其造訪

目的大多是為了娛樂性體驗，亞維儂藝術季中最易於消費和觀賞的娛樂性活動為

街頭藝人表演和遊行，此兩種表演類型的可及性低，且可自由決定付費金額，因

此「隨意型文化觀光客」在藝術表演上花錢的意願較低，此類型觀光客造訪亞維

儂藝術季的目的不為深刻的文化或節慶體驗，因此停留的時間較短，只需從中感

受愉悅的節慶氛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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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以吸引年輕人為主的娛樂性街頭表演 

五、偶然型文化觀光客 

本研究中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偶然型文化觀光客」人數不多，故人口特徵

變項之間的差異性不大。McKercher & du Cros(2002)認為「偶然型」、「隨意型」和

「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均與 Plog(1974)提出的自我中心型觀光客相似，對不熟

悉事物的接受度低，傾向選擇與自己文化距離近的活動參與，因此文化觀光不為

這些類型觀光客的主要造訪目的。本研究發現「偶然型文化觀光客」以法國國內

的觀光客居多，且資訊來源多為傳統媒體，傳統媒體是相對於近幾年新興的網路

媒體，包括以平面媒體為主的電視、報刊和廣播等，這些媒體均為以法國國內為

主的資訊傳遞媒介，顯示本研究中的「偶然型文化觀光客」資訊接收方式較傳統，

其對新事物接受的程度較低。McKercher & du Cros(2002)認為「偶然型文化觀光客」

的旅遊動機與「隨意型文化觀光客」相似，均以娛樂性體驗為主，但是其進行文

化性活動的意願又比「隨意型文化觀光客」更低。本研究發現，造訪亞維儂藝術

季的「偶然型文化觀光客」全部都沒有在表演藝術上花費，且都只短暫停留 1天，

4種旅遊動機中以「逃離」因素最高(M=2.67)，顯示此類型文化觀光客以逃離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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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休閒體驗為主要造訪目的，其觀光客組成可能來自亞維儂周邊的居民，或

是旅經南法順道來亞維儂藝術季湊熱鬧的法國觀光客，因此其造訪動機弱，涉入

程度和體驗深度也較低。 

第二節 實務建議 

本研究以McKercher(2002)的研究做為基石，站在前人的努力上，我才得以看

得更遠，仰賴國內外知名學者在文化觀光客的傑出研究，筆者才能夠於現有的框

架下結合相關理論，以法國亞維儂藝術季為題，增添國內一則從非同質性視角觀

看文化觀光市場的研究，因此特別感謝前人的努力以及在節慶上給予協助的學者

和老師，以及先前於節慶專題課堂上，參訪新北市潑水節時專員提供的國內地方

節慶舉辦資訊，都對本論文提供了莫大的支持。本節就研究發現，在實務面給予

亞維儂藝術季以及台灣節慶規劃的微小建議，希冀本碩論能於文化觀光的節慶研

究中提供微薄貢獻，並使後續欲進行相關議題的研究者能夠更深入的探討。  

一、亞維儂藝術季 

亞維儂藝術季舉辦至今(2014年)已第 68屆，在節慶的規劃與舉辦上越來越成

熟，參與的觀光客有越來越普及且年輕的趨勢。筆者於 2013年走訪亞維儂藝術季

時，其歡騰的節慶氣氛壟罩著整個亞維儂舊城，好似參與節慶的所有觀光客都為

此感到瘋狂，即使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藝術好似節慶中的共通語言，

整座城市散佈了各種類型的藝術，小自亞維儂 OFF的宣傳單，大至亞維儂 IN的舞

台設計，整個亞維儂藝術季薈萃了一整年來自世界各的藝術工作者的心力，其節

慶的氛圍和藝術能量是筆者於台灣從未體驗過的，因此筆者希望能將參與亞維儂

藝術季的經驗帶回台灣，並從剖析文化觀光客的組成出發，探究觀光客欲造訪亞

維儂藝術季的原因以及滿意構面，進而提供台灣未來開發文化節慶的參考。因此

筆者分別就亞維儂藝術季以及台灣未來規劃節慶等兩方面提出相關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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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針對亞維儂藝術季的部分，本研究發現亞維儂藝術季的觀光客特性為

典型的文化觀光客類型，普遍年齡較長、教育程度高、且與女性觀光客為主，且

造訪觀光客的旅遊動機以「節慶吸引力」為主，最滿意的構面也是「節慶活動」，

顯示亞維儂藝術季的市場定位明確，文化觀光客多為節慶本身的氛圍以及藝術表

演前來。五種文化觀光客部分，亞維儂藝術季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人數

比例較McKercher(2002)香港研究中的「目標明確型文化觀光客」人數比例高，且

亞維儂藝術季中旅遊動機明確的「目標明確型」和「遊覽型」文化觀光客人數差

距不遠，顯示較多觀光客是專程前往參與亞維儂藝術季，且亞維儂藝術季的藝術

活動均集中於舊城內，因此與香港的文化觀光客相比，造訪亞維儂藝術季的文化

觀光客較容易從中獲得深度體驗。 

滿意度部分，以法國國內觀光客為主的「意外發現型文化觀光客」，其最不滿

意的構面為「心理感受」，構面中的「文化與歷史內涵」、「票價」以及「交通便利

性」題項以「票價」的平均滿意度最低(M=2.56)，且此類型文化觀光客的資訊來源

多為親朋好友的口碑相傳，顯示若欲提升法國國內觀光客的來訪率，可稍微將亞

維儂 IN和 OFF的票價微調至較親民的價格，或推出預購的優惠專案，以增進國內

觀光客的滿意度、建立良好印象，使觀光客願意多次再訪並轉換為日後源源不絕

的口碑推薦，吸引更多國內潛在的文化觀光客造訪。 

其次為以國外觀光客為主的「遊覽型文化觀光客」，此類型觀光客普遍對亞維

儂藝術季感到滿意，僅在「服務與規劃」構面，「遊覽型文化觀光客」對此滿意度

偏低。顯示亞維儂藝術季在「服務與規劃」構面提供的「節目手冊清楚程度」、「指

示牌明確度」、「工作人員導覽指引服務」和「工作人員管理服務」對文化距離較

遠且不通曉法語的文化觀光客較不友善，當中以「指示牌明確度」的平均滿意度

最低(M=3.18)，顯示若欲提升外國觀光客的滿意度，可將導覽書和舊城內的指示牌

改版成更容易閱讀並附上英文註解，或規劃亞維儂藝術季地圖的 GPS 導航服務，

讓觀光客能夠省卻更多時間研究節目手冊和地圖，能促進外國觀光客藝術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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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率，進而提升滿意度增加再訪意願。 

二、反思台灣 

文化節慶被視為是促進當地觀光發展的契機，可短暫吸引大量觀光客造訪，

並增加曝光率，因此台灣近幾年除傳統歲時節慶外，各式的地方節慶如雨後春筍

般的冒出，在幾乎周周有節慶可參與的狀況下，該如何使節慶帶來的成效延續，

並使之能夠成為如亞維儂藝術季般，具高度重遊觀光客比例且年年仍有來自世界

各地觀光客造訪的成功節慶？本研究於剖析參與亞維儂藝術季的五種文化觀光客

類型後，就研究發現給予台灣未來發展節慶的相關微薄建議。 

筆者是表演藝術的愛好者，幾乎每年都會撥冗參與臺北藝穗節，臺北藝穗節

首辦於 2008年，至今(2014年)已第 7屆，目的在提供青年藝術家展演的平台以及

匯聚城市的藝術能量，然而在實際參與臺北藝穗節，並與 2013年造訪亞維儂藝術

季的經驗相比後，發現臺灣的臺北藝穗節其表演場地太過分散，共分成 7個區域，

北自北投區，南至萬華區，到處都有表演場地，美名為提供市民更方便參與的機

會，藝術表演的能量卻因此無法集中，缺乏周邊環境融入，節慶氣氛因而淡薄，

好似只是一個同時有許多藝術表演活動的企劃而非一個在特定時、地能夠參與的

節慶，且宣傳媒介過於官方，缺少表演團體的熱情參與，反觀亞維儂藝術季，其

表演活動均聚集於舊城內，不僅能減少亞維儂居民的反彈，亦能使節慶氛圍凝聚

於此，且亞維儂藝術季中的表演者無不熱情參與宣傳活動，當參與的觀光客能夠

感受到表演者的熱情，其參與意願和觀賞意願亦會提升。因此建議臺灣的節慶能

夠選擇於特定場域中舉辦，鼓勵表演者參與宣傳活動，並對過去曾參與臺北藝穗

節的市民做市場區隔調查，以了解參與者的主要動機與滿意構面，進而創造一個

符合市場需求的成功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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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首先，關於本研究採用的 McKercher(2002)的五種文化觀光客理論架構，尚未

有太多直接結合節慶的相關討論和研究，且本研究問卷設計無法完全與

McKercher(2002)最初設計的分析構面相貼合，僅能選擇最貼近的方式，雖然端看

目前的研究發現確實與 McKercher(2002)的研究結果有相符之處，且選擇的參考文

獻亦能為本研究結果提供不少的佐證，然而此五種文化觀光客的使用與界定，於

未來研究中勢必需要經過更多的驗證。 

在研究操作執行面，為取得亞維儂藝術季的第一手資料，筆者於 2013 年 7月

7日至 7月 11日進行，為期五天，每日下午兩點進行至晚上七點在亞維儂舊城內

的教皇宮廣場前施測，夏天歐洲的日落時間約晚上九點至十點，因此早晨的亞維

儂舊城相對冷清，中午過後才會聚集較多的人潮直至深夜，筆者因旅費有限，故

選擇住宿距離亞維儂舊城半小時車程的旅館，每天晚上為了趕最後一般公車所以

無法持續發放問卷至日落，此外，歐洲詐騙與乞討手法猖獗，法國人普遍不輕易

接受陌生人的搭訕，請求填寫問卷時經常吃閉門羹，且七月南法天氣不穩定，施

測的五日內即遇上多次的強風和陣雨，儘管歐洲人不習慣撐傘，但是仍有大半機

率會放棄問卷的填寫，諸多施測限制以及意料之外的突發狀況，使本研究蒐集的

樣本僅 204份，進行五種文化觀光客分類時，部分類型的文化觀光客人數過少，

即使仍能看出其特殊性，信效度仍偏低，僅能藉由相關文獻進行資料補足。另外，

本研究問卷設計未將亞維儂 IN亞維儂 OFF的特殊性放入，題項僅包含是否參與亞

維儂 IN或 OFF，因此無法細部分類觀光客的體驗深入。 

 

 

 



130 
 

二、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最大貢獻乃彙整國內外文化觀光客差異性的相關文獻，並首次將

McKercher(2002)的五種文化觀光客類型套用至節慶案例上，以供將來文化觀光客

市場區隔的進一步研究，未來也建議學者可以採用其他類型文化觀光的市場區隔

研究，文化觀光隨著近幾年的新興發展，其文化觀光客的組成已趨於複雜，若進

行適當的市場區隔研究，將能夠更準確的規劃出符合需求的觀光景點或節慶。實

務操作的部分，建議未來若欲前往歐洲節慶訪察的研究者，盡可能地選擇周邊的

住宿，或將訪察時間拉長，以減低氣候或交通因素帶來的不便，此外，建議身上

配戴清楚的身分證明文件，最好附上國際學生證，必要時可帶數張名片以備不時

之需，並選擇有遮蔽物的建築物下進行研究，過程必定會順遂許多。 

於本碩論撰寫期間，臺灣新竹縣關西鎮於 2014年舉辦第一屆的關西亞維儂藝

術季，表演場地為至今仍妥善維護的傳統閩式、客式和日式建築，且居民參與意

願高，至今仍持續於當地的歷史遺跡東安古橋舉辦音樂祭，有很高的發展潛力，

建議未來的學者能夠進行國內的文化節慶市場區隔調查，經量化研究後進一步訪

談，以了解最適於當地的節慶規劃方式，使研究能夠臻於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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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亞維儂藝術季觀光客調查問卷(中文版) 

亞維儂藝術季觀光客調查問卷 

 

親愛的觀光客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問卷調查，您的填答將有助於本研究瞭解亞維儂藝術季的

觀光客特殊性，研究結果僅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使用。本問卷採不記名

方式，您的意見與資料絕對保密，請安心地依照自己的感受填寫，謝謝您的協助! 

 

第一部分：觀光客的節慶造訪動機 

請問您為何會選擇造訪亞維儂藝術季呢？請在適當□內勾選 

(非常不同意 1 ; 不同意 2; 沒有意見 3; 同意 4; 非常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1 2 3 4 5 

想觀賞各種表演 □ □ □ □ □ 

想要學著欣賞不同類型的藝術 □ □ □ □ □ 

想在亞維儂遺跡中體驗文化 □ □ □ □ □ 

想參觀亞維儂的歷史遺跡  □ □ □ □ □ 

想體驗各種沒體驗過的事 □ □ □ □ □ 

想要有個冒險 □ □ □ □ □ 

為了節慶的興奮感 □ □ □ □ □ 

想遠離自己原本的一般生活 □ □ □ □ □ 

想讓身心放鬆 □ □ □ □ □ 

為了打發時間 □ □ □ □ □ 

因為喜歡節慶的熱鬧人潮 □ □ □ □ □ 

藉此機會認識興趣相投的朋友 □ □ □ □ □ 

藉此機會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 □ □ □ □ 

想和一群朋友一起參與節慶 □ □ □ □ □ 

為了看特定的藝術表演 □ □ □ □ □ 

為了體驗節慶氛圍 □ □ □ □ □ 

因為喜歡藝術節 □ □ □ □ □ 

我是個藝術愛好者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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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觀光客重遊意願 

請問您造訪亞維儂藝術季後的感覺如何呢? 請在適當□內勾選 

(非常不同意 1 ; 不同意 2; 沒有意見 3; 同意 4; 非常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1 2 3 4 5 

我願意再來亞維儂藝術季 □ □ □ □ □ 

我會推薦親友來亞維儂藝術季 □ □ □ □ □ 

我之後願意再參加其他類似的藝術節 □ □ □ □ □ 

 

 

第三部分：觀光客滿意度 

請問您對亞維儂藝術季的滿意度為何呢? 請在適當□內勾選 

(非常不滿意 1 ; 不滿意 2; 沒有意見 3; 滿意 4; 非常滿意 5)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1 2 3 4 5 

節慶氛圍 □ □ □ □ □ 

文化與歷史內涵 □ □ □ □ □ 

交通的便利性 □ □ □ □ □ 

動線安排 □ □ □ □ □ 

藝術表演的品質 □ □ □ □ □ 

藝術表演的多樣性 □ □ □ □ □ 

票價 □ □ □ □ □ 

節目手冊的清楚程度 □ □ □ □ □ 

指示牌的明確度 □ □ □ □ □ 

工作人員的導覽或指引服務 □ □ □ □ □ 

工作人員的管理與服務品質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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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個人基本資料與旅遊特性 

 

1. 性別: □ 男 □ 女  

2. 居住地: 

□ 法國以外的其他國家 □ 法國 

3. 年齡: 

□ 小於 20 歲 

□ □20(含) ~ 29 歲 

□ □ 30 ~ 39 歲 

 

□ □ 40 ~ 49 歲 

□ □ 50 歲以上 

□  

4. 目前的教育程度: 

□ 高中(職)及以下 □ 大學(專) □ 研究所以上 

5. 請問您學法文多久了? 

□ □ 沒學過 

□ □ 不到 1年 

□ □ 1(含) ~ 4 年 

□ □ 4 年以上 

□ □ 法語是我的母語 

6. 這是您第幾次來亞維儂藝術季? 

□ □ 第 1次 

□ □ 第 2次 

□ □ 第 3次或以上 

 

□ 7. 請問您怎麼知道亞維儂有藝術節? (選最主要的 1個) 

□ □ 旅遊書籍 □ □ 親朋好友 

□ □ 網路 □ □ 旅行社 

□ □ 傳播媒體(報紙、雜誌、電視、廣播) □ □ 我只是剛好經過，意外發現有節慶 

□ 8. 請問您會在亞維儂藝術季停留幾天? 

□ □ 1 天 □ □ 2天 □ □ 3天以上 

□ 9. 請問您約花了多少錢在亞維儂藝術季看表演呢? (歐元) 

□ □ 我都沒有買票 □ □ 30(含)~50歐元 

□ □ 30歐元以下 □ □ 50 歐元(含)以上 

□ 10. 請問您今年參與了亞維儂哪些類型的表演呢? 

□ □ 亞維儂-IN □ □ 亞維儂-OFF □ □ 以上皆非 

□ 11. 這次的旅遊同伴是? 

□ □ 自己一個人 □ □ 朋友 

□ □ 家人親戚 □ □ 旅行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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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亞維儂藝術季觀光客調查問卷(英文版) 

Survey of Avignon Festival Visitors 
This survey is designed for investigating the reason why you want to attend Avignon 

Festival. Your answers will be considered totally confidential and used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completing this research project, so please feel free to express your opinion. 

Your assistance in this survey will be crucial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ourist 

motivation in Avignon Festiva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Part 1: Reasons for Attending the Festival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to show, in 

your opinion, WHY you want to attend Avignon Festival at first? 

The level of agreement from very small to very great is 1 to 5 

                                 Very small                 very 

great 

 1 2 3 4 5 

To enjoy art performances □ □ □ □ □ 

To learn to appreciate different types of arts □ □ □ □ □ 

To experience culture in Avignon’s historical 

settings 

□ □ □ □ □ 

To visit Roman heritage sites □ □ □ □ □ 

To see or to experience new and different 

things 

□ □ □ □ □ 

To seek adventures □ □ □ □ □ 

I expect the festival offers me excitement □ □ □ □ □ 

To get away from routine life □ □ □ □ □ 

To relax □ □ □ □ □ 

To relieve boredom □ □ □ □ □ 

Because I enjoy festival crowds □ □ □ □ □ 

To be with people of similar interest □ □ □ □ □ 

For a chance to make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 □ □ □ □ 

To see the festival with a group together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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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e certain artists’’ performances □ □ □ □ □ 

To enjoy the festival atmosphere □ □ □ □ □ 

I enjoy arts festival □ □ □ □ □ 

I am an arts lover □ □ □ □ □ 

 

Part 2: Willing to revisit Avignon Festival 

How do you feel after attending Avignon Festival? 

The level of agreement from very small to very great is 1 to 5 

                                  Very small               very 

great 

 1 2 3 4 5 

I would like to visit Avignon Festival again □ □ □ □ □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Avignon Festival 

to others 

□ □ □ □ □ 

I would like to join similar festival 

afterwards 

□ □ □ □ □ 

 

Part 3: Satisfaction  

The level of satisfaction from little to strong is 1 to 5 

                                  Very little               very 

strong 

 1 2 3 4 5 

Festival atmosphere □ □ □ □ □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 □ □ □ □ 

Arrangement of performance venues □ □ □ □ □ 

Quality of programs □ □ □ □ □ 

Variety of programs □ □ □ □ □ 

Price of tickets □ □ □ □ □ 

Clarity of program brochure □ □ □ □ □ 

Clarity of signage □ □ □ □ □ 

Festival staff provided good guide 

services 

□ □ □ □ □ 

Quality of management and servic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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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atmosphere □ □ □ □ □ 

 

 

Part 4: About yourself 

1. Are you? □ Male □ Female  

2.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 Abroad (Other country) □ France 

3. How old are you? 

□ < 20 years old 

□ □ 20 ~ 29 years old 

□ □ 30 ~ 39 years old 

 

□ □ 40 ~ 49 years old 

□ □ > 50 years old  

4. What is your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 High school or less □ University □ Postgraduate  

5. How long have you learned French? 

□ □ Never 

□ □ < 1 year 

□ □ 1 ~ 4 years 

□ □ > 4 years 

□ □ My first language is French 

6.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visited Avignon Festival? 

□ □ 1 time 

□ □ 2 times 

□ □ 3 times or more 

 

□ 7. How do you know about Avignon Festival? (choose the major one) 

□ □ Guide books □ □ Family or friends 

□ □ Internet □ □ Travel agency 

□ □ Mass media  

□ (newspaper, TV, magazine…etc. ) 

□ □ I am just on the way 

□ 8. How many days do you stay in Avignon Festival? 

□ □ 1 day □ □ 2days □ □  3 days or more 

□ 9. How much did you pay for the tickets of Avignon performances?(€) 

□ □ 0 € □ □ 31~50 € 

□ □ 1~30 € □ □ more than 50 € 

□ 10. What kind of performances did you attend in Avignon Festival this year? 

□ □ Avignon-IN □ □ Avignon-OFF □ □ None of the above 

□ 11. You visit Avignon Festival with whom? 

□ □ By myself □ □ With friends 

□ □ With my family □ □ With touris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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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亞維儂藝術季觀光客調查問卷(法文版) 

Sondage pour les touristes assistant au Festival d’Avignon 

Ce sondage a pour but d’évaluer la raison qui vous pousse a assister au Festival 

d’Avignon. Vos réponses sont considérées confidentielles et utilisées au seul propos de 

compléter ce projet de recherche, sentez-vous donc libre d’exprimer votre opinion. 

Votre participation à ce sondage est cruciale pour mieux appréhender la motivation des 

touristes qui fréquentent le festival. Merci beaucoup pour votre temps ! 

 

Partie 1: Raisons pour assister au Festival 

Pour chacune des propositions suivantes cochez la case appropriée, afin de renseigner 

pourquoi vous voulez assister au Festival d’Avignon au départ. 

Niveau d’acquiescement gradué de 1 à 5 

                            Pas du tout d’accord         Tout à fait 

d’accord 

 1 2 3 4 5 

Pour apprécier des spectacles artistiques □ □ □ □ □ 

Pour apprendre plus sur different l’art □ □ □ □ □ 

Pour enrichir ma culture dans l’environnment 

historique d’Avignon 

□ □ □ □ □ 

Pour visiter les sites du patrimoine □ □ □ □ □ 

Pour voir et expérimenter de nouvelles choses □ □ □ □ □ 

Je recherche l’aventure □ □ □ □ □ 

Je m’attends à ce que le festival m’offre des 

choses enthousiasmantes 

□ □ □ □ □ 

Me distraire de ma vie quotidienne □ □ □ □ □ 

Me relaxer □ □ □ □ □ 

Pour éviter de m’ennuyer □ □ □ □ □ 

Parce que j’aime la foule des festivals □ □ □ □ □ 

Pour rencontrer des gens ayant les mêmes 

centres d’intérêts 

□ □ □ □ □ 

Pour avoir la chance de me faire des amis 

venus du monde entier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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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assister au festival avec un groupe □ □ □ □ □ 

Pour voir les spectacles de certains artistes □ □ □ □ □ 

Pour profiter de l’atmosphère du festival □ □ □ □ □ 

Je m’amuse bien dans les festivals artistiques □ □ □ □ □ 

Je suis un grand amateur d’art □ □ □ □ □ 

 

Partie2: Je revisiterai volontiers le festival d’Avignon 

Comment vous sentez-vous après avoir assisté au festival d’Avignon ? 

Le niveau d’accord de petit a beaucoup 

                                       un peu              beaucoup 

 1 2 3 4 5 

Je voudrais revenir au Festival d’Avignon □ □ □ □ □ 

Je recommanderais le Festival d’Avignon 

aux autres 

□ □ □ □ □ 

Je voudrais assister à des festivals similaires 

dans le futur 

□ □ □ □ □ 

 

Partie 3: Satisfaction  

Le niveau de satisfaction est faible à forte est de 1 à 5 

                                     très faible              très forte 

 1 2 3 4 5 

Atmosphère du Festival □ □ □ □ □ 

Facilité de transport □ □ □ □ □ 

Disposition des salles de spectacle □ □ □ □ □ 

Qualité des programmes □ □ □ □ □ 

Variété de programmes □ □ □ □ □ 

Prix des billets □ □ □ □ □ 

Clarté des brochures □ □ □ □ □ 

Clarté des signes directionnels □ □ □ □ □ 

Le personnel du festival assure un bon 

service de guidance 

□ □ □ □ □ 

Qualité de management et service □ □ □ □ □ 

 



147 
 

En gros, je suis satisfait du festival □ □ □ □ □ 

Partie 4: sur vous 

1. Vous êtes? □ Homme □ Femme  

2. D’où venez-vous? 

□ Etranger  □ France 

3. Quel âge avez-vous? 

□ < 20 ans 

□ □ 20 ~ 29 ans 

□ □ 30 ~ 39 ans 

 

□ □ 40 ~ 49 ans 

□ □ > 50 ans 

4. Quel est votre niveau supérieur d’éducation ? 

□ Lycée ou moins □ Fac □ Diplômé   

5. Depuis combien de temps apprenez-vous le francais ? 

□ □ Jamais 

□ □ < 1 an 

□ □ 1 ~ 4 anneés 

□ □ > 4 années 

□ □ Ma langue maternelle est le  

□    français 

6. Combien de fois avez-vous visité Festival d'Avignon? 

□ □ 1 fois 

□ □ 2 fois 

□ □ 3 fois ou plus 

 

□ 7. Comment avez-vous connu le Festival d’Avignon ? (choisir le majeur) 

□ □ Guide touristique □ □ Famille ou amis 

□ □ Internet □ □ Agence de voyages 

□ □ Medias de masse 

□ (Journal, TV, Magazine…etc. ) 

□ □ Je suis juste de passage 

□ 8. Combien de jour êtes-vous resté au festival d’Avignon ? 

□ □ 1 jour □ □ 2 jours □ □ 3 jours ou plus 

□ 9. Combien avez-vous payé vos tickets d’entrée au festival ? (€) 

□ □ 0 € □ □ 31~50 € 

□ □ 1~30 € □ □ plus de 50 € 

□ 10. A quel genre de spectacles avez-vous assisté au Festival d’Avignon cette 

année ? 

□ □ Avignon-IN □ □ Avignon-OFF □ □ Aucune de ces réponses 

□ 11. Avec qui visitez-vous le Festival d’Avignon ? 

□ □ Moi seul □ □ Avec amis 

□ □ Avec ma famille □ □ Avec une groupe de touri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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