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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單車日活動參與者行前期望、實際認知與重遊意願之關

係，並以參與 2013 年新北市單車日之民眾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是以便利取

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計回收 350 份問卷。根據分析結果，所得結論

如下： 一、受試者以「男性」、「已婚」、「41~50 歲」、學歷為「大學

（含專科）」、職業為「工」、每月收入為「20,001~40,000 元」、居住

「北部」、「2~10 人集團騎車」、「未曾參加車隊」者居多。 二、行前期

望構面得分最高為「活動吸引力」，最低為「運動量」。 三、實際認知構

面中得分最高為「活動吸引力」，最低為「活動整體規劃」。 四、單車日

活動行前期望、實際認知與重遊意願有顯著相關，顯示行前期望或實際認

知愈高之單車日活動參與者，重遊意願也愈高。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e-tour 

expectations, actual perceptions and re-visit intention of the 2013 New Taipei City 

Biking Day participants. The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and collected 350 valid responses. The study found: (a) 

a typical subject of the study was male, married, aged 41-50 years old, college 

graduated, a blue-collar worker, with monthly income of NT$ 20001-40000, from the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riding with a group of 2-10 people, and was not a member 

of any riding teams; (b) the “Attraction of the Activity” scored the highest among 

the pre-tour expectation subscales, with “Exercise Loading” the least; (c) the 

“Attraction of the Activity” scored the highest among the actual perception 

subscales, with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Activity” the least; and, (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cores of pre-tour expectation or actual 

percep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 that is, subjects with a stronger pre-tour expectation 

or actual perception level had higher re-visit intention of the biking da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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