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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台灣最早的民宿約在 1981 年前後，地點為墾丁國家公園附近。雖然民宿

不是新名詞，但卻是近幾年才被提出討論的，尤其伴隨著民宿管理辦法的

成立後，民宿成為消費者新興的住宿選擇。過去與民宿的相關研究多偏重



在建築與經營管理上，並沒有以消費者的角度探討對民宿之需求研究。本

研究選擇行銷學者普遍使用的生活型態做為市場區隔的方法，藉此反映消

費者在從事民宿活動時的消費特性並深入瞭解消費者的內心。 研究之主

要目的在瞭解消費者從事民宿活動時的消費特性（考慮因子、資訊來源、

參與成員、住宿費用…等），並分析他們對目前民宿在環境、設備、安

全、服務…等各方面的滿意程度，進一步使用生活型態來區隔不同特性之

民宿消費者，探討不同特性的消費者對民宿的喜好與需求，以提供民宿經

營者在經營時的方向，並給予日後民宿市場發展之參考依據。 本研究之

結果如下： 一、生活型態量表經過因素分析萃取出「休閒活動的規劃與

實踐因素」、「團體休閒活動的因素」、「家族旅遊的因素」、「追求新

奇的休閒因素」、「週末渡假的休閒因素」以及「精打細算且注重休閒品

質的因素」六個因素。並經由 K-Means 集群分析，將研究樣本區分成「家

族領袖型」、「創新冒險型」、「錙銖必較型」與「團體依附型」。 

二、研究假設檢定發現，四個集群在上述六個因素構面上皆達到顯著差

異。四個集群在人口統計變數及消費特性上，有部分變項達到顯著差異；

四個集群在社經地位上並未達到顯著差異；四個集群在住宿動機與滿意度

上，有部分變項達到顯著差異。 三、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的消費者喜歡

「景觀民宿」，且著重在「房間乾淨」與「具有特定主題」上，最常與

「親朋好友」、「家人」一同出遊。在獲得民宿的資訊上，「旅遊雜誌」

是消費者普遍所選擇的；其次是「親友介紹」與「網路資訊」。在消費者

選擇民宿的動機上，發現動機最高的是「濃郁的人情味」；而動機最低的

是「沒有其他住宿場所」。在消費者對住宿後的滿意程度上發現到消費者

對於「民宿當地的自然景觀」最滿意；而對民宿提供的「餐點品質」最不

滿意。 最後針對四個相異特性的消費族群做定位策略、產品策略、促銷

策略及定價策略上的建議，並進一步對目前廣大的民宿市場做產品定位、

價格制定、行銷通路與促銷方案之整體面建議。 

摘要

(英) 

The earliest Pension in Taiwan started in around 1981, and most of them located 

near the Kenting National Park. Pension is not a new term, but it was not discussed 

until recent years when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Management of Pension.” After that, Pension officially becomes a new alternative 

for accommodation. In the past, studies on Pension largely focused upon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P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life-style, and consumer behaviors. 

The major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obser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nsion 

consumers (including consideration factors, information source, participants and the 

expenditures, etc.) By analyzing consumer response on the environment, facility, 

security, and services of a Pension, this research will further categorize different 

consumption patterns by consumers of different life-styles, more than that, it will 

also investigate the preferences and needs of the consumer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can serve as a guide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Pension, as well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is busines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Through factor analysis, life-style scale can draw out six factors, 

namely "recreational activity plans and practice" , "group recreational activity" , " 

family traveling" , " novelty-finder recreation" , " weekend recreation", and 



"quality-and quantity-based recreation". Via K-Means cluster analysis, research 

sampl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namely " Family Leader Type ", "Innovative 

and Adventurous Type", " Meticulous Calculation Type", and "Group-Activity 

Type". 2.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ll the six factors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types. In terms of variables in demographic statistics and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s only partially among the 

four types. Yet, the four types do not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ocio-

economic positions. On the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scale, some of the variabl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The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most consumers prefer 

“scenic Pension” and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hygiene of the room and 

whether the Pension can provide a thematic entertainment or not. Most of them 

travel with friends, relatives and family members. In terms of resources of 

information, traveling magazines is the most often referred to material, it was 

followed by the information from friends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On the 

motivation scale, the top of it features “the warm feelings”, while “no access to 

other accommodations” falls to the bottom. Consumers are most satisfied with the 

natural scenery of the Pension and are least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food 

prepared by Pension. The last part of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offer suggestions on 

marketing, product design, as well as promotional strategies geared at these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consumers. It also examines and comment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price, marketing and promotiona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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