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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大陸觀光團體旅客人口特性及旅遊偏好，計算在臺

旅遊期間消費金額，並利用關聯分析找出人口統計變項與各旅遊特性變項

間的關聯情形。研究結果發現：一、2011 年大陸觀光團體旅客在臺旅遊期



間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為 155.44 美元，帶來 1,316.35 百萬美元的觀光外

匯收入。二、旅遊決策方面「是否看過臺灣旅遊資訊」與「年齡」、「教

育程度」有顯著關聯。三、旅遊消費行為方面「購物次數」與「年收入」

有顯著關聯；「購物物品價格」與「年齡」有顯著關聯；「是否辦理退

稅」與「年齡」、「教育程度」、「年收入」有顯著關聯；「消費型態」

與「年齡」、「職業」、「年收入」有顯著關聯；四、旅遊動向方面「最

喜歡的景點」與「年齡」、「職業」有顯著關聯；「是否會再度來臺」與

「年齡」、「教育程度」有顯著關聯；「再度來臺原因」與「教育程度」

有顯著關聯。此研究結果能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或觀光產業，擬訂觀光行銷

策略、開發設計旅遊行程以及操作經營大陸觀光團體業務之依據，並供後

續研究參考。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roup touris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ravel preferences, to compute their amount of 

consumption in Taiwan, and further to ident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travel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in 2011 a group of 

mainland tourists, on average, attained daily consumption amount of U.S. $155.44 

per person. At the same time them brought up U.S.$ 1,316.35 millions tourism 

foreign exchange. Second, "Taiwan’s Travel Information" and "Age", "Educ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hird, "Shopping Trips" and "Annual Incom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Shopping Product Prices" and "Age"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Refunds" and "Age", "Education", "Annual Incom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Age", "Occupation", "Annual Incom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Fourth, "Favorite Spots" and "Age", "Occup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Revisit Taiwan" and "Age","Educ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Reasons to Revisit Taiwan” and "Educ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The study results provide the relevant units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tourism industry, to draw up 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ies, 

develop and design tour plans, run relevant businesses based on management of 

mainland tourist groups, and provide the future studies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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