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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青少年暢遊大台南－台南市國中生旅遊現況調查

與旅遊方案設計研究 

 

摘要 

旅遊是一種令人放鬆心情的休閒運動，旅程中的所見所聞都能對內心帶來

啟發。近年台南市政府積極發展觀光產業，不論自然生態、古蹟文化、美食小吃、

文創藝文等都極具旅遊魅力，然而國中生卻因疫情與 3C 產品影響，旅遊次數逐

漸減少，非常可惜。 

因此研究者們以「台南市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調查問卷」瞭解目前國中生的

市內旅遊現況，得知市內旅遊時交通工具多為家長駕駛、同行人員多為家人親

戚、旅遊頻率近六成達每個月一次、旅遊花費多由家長提供、平均每日旅遊消費

500 元以內、喜愛景點類型為消費娛樂、旅遊動機多為放鬆身心、最常因為天氣

因素影響旅遊意願、近半數國中生會因為疫情解封而提高旅遊意願、多數會害怕

群聚感染而降低旅遊意願。 

依據旅遊現況調查結果，以交通方式、參與成員、景點類型、個人興趣等四

個不同變項，設計國中生市內旅遊方案「美食入口，99 留香」及「虛實共『遊』」，

經「台南市國中生旅遊方案設計滿意度問卷」得知，喜愛「虛實共『遊』」方案

比例略高。若欲設計國中生喜愛且願意參與的旅遊方案，應以消費娛樂類型景點

為主軸，搭配個人興趣為尋訪美食來設計主題，而與同學好友一同旅遊可以提升

旅遊意願，國中生也多能接受交通方式搭乘大台南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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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研究動機 

旅遊是令人著迷的休閒活動之一，旅程中所遇所見都能為內心帶來啟發與

改變，也能透過旅遊深入的了解自己。研究者們經常參與班級的旅遊活動，曾搭

乘大眾運輸前往虎頭埤、新化老街、奇美博物館等景點旅遊，也曾參與學校圖書

館辦理的走讀踏查探究課程，透過這樣的旅遊研究者們學到平常在教室中學不

到的生活能力，也能將課本中學到的知識實際運用在生活中。 

國中生受 3C 產品影響，一有假期就喜歡待在家使用社交軟體和玩手遊電

玩，加上疫情影響，旅遊次數逐漸減少；國中生也對電玩動漫、逛街消費較有興

趣，導致國中生逐漸減少前往台南引以為傲的古蹟。研究者們觀察周邊的同學

們，通常都喜歡在住家附近活動，最常前往的地方都是附近的超商或夜市，加上

父母擔心自己出門危險，所以很少有機會到較遠的景點。 

近期台南政府積極開發觀光產業，古蹟也是台南推廣之重點項目，吸引許多

慕名而來的遊客。台南更擁有名聞遐邇的農漁產品，不論自然生態、美食小吃、

文創藝文等都極具旅遊魅力。從小在台南長大的研究者們，也積極的想推展台南

的觀光，將在台南旅行的經驗與美好向其他國中生分享。 

基於此，研究者們想要瞭解目前國中生的市內旅遊現況，包含旅遊的動機、

頻率、同行人員、花費、影響因素等，依據旅遊現況調查結果來設計以國中生為

對象的旅遊方案，吸引國中生踏出家門，多接觸自然環境及台南市的著名景點，

並歸納出國中生喜愛的旅遊方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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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一)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調查與分析 

以性別、年級、個人興趣為樣本背景資訊，瞭解台南市國中生目前市內旅遊

的現況，包含旅遊的交通方式、同行人員、景點類型、旅遊目的、住宿情況、旅

遊意願影響因素、旅遊頻率、花費情況、疫情影響等，並分析不同性別的國中生，

其個人興趣、喜愛的景點類型的差異性。 

(二)國中生台南市旅遊認知印象調查與分析 

旅遊認知印象對於造訪意圖有明顯的影響，本研究欲瞭解國中生對市內的

旅遊認知印象，包含台南是否適合旅遊、台南的歷史古蹟是否有吸引力、台南的

美食是否美味、台南的交通是否便利、台南的環境是否乾淨整潔、台南的政府或

景點舉辦的活動是否吸引人等。 

(三)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設計與滿意度調查與分析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以個人興趣、景點類型、交通方式、同行人員等四個變

項設計兩個以國中生為對象的台南市旅遊方案，並透過問卷瞭解國中生對旅遊

方案的滿意度，包含方案整體、景點類型、交通方式、同行人員、獎勵方式等，

分析不同性別在旅遊方案選擇上的差異，歸納國中生喜愛的旅遊方案模式。 

研究限制 

本研究問卷取樣方式為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無法涉及全台南

市的國中生，而旅遊方案設計以台南市中西區、北區、安平區、七股區等景點為

主，亦無法涉及全台南市的觀光景點，若有機會再另文比較討論其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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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旅遊的定義 

交通部觀光局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定義旅遊為個人離開日常生活圈到某地

從事旅遊活動，旅遊期間不超過 1 年者（含當日來回）。 

依據國人旅遊狀況調查資料，109 年 12~未滿 20 歲的國人全年至少從事 1

次國內旅遊比例較低，為 83.1%；居住在台南市的國人全年至少從事 1 次國內旅

遊比例為 87.2%，全國各縣市排名第 7，為六都中最低。由此可見台南市青少年

的旅遊相較其他六都較低。 

旅遊的目的與影響因素 

(一)國人旅遊目的 

依據國人旅遊狀況調查資料，旅遊活動包括觀光、休憩、度假、商/公務旅

遊、宗教性旅遊、探訪親友、健身運動度假、生態旅遊、會議度假等，109 年國

人旅遊目的以「觀光、休憩、度假」最高，占 79.2%。國人旅遊活動的目的主要

包含：純觀光旅遊(參訪各地景點)、宗教性質(參加廟會、宗教活動)、探訪親友

(回故鄉探訪親戚、朋友)、強健體魄(以動態活動為主)、放鬆身心(排解身心壓力)。 

(二)影響旅遊意願的因素 

了解旅客如何選擇觀光目的地，能以旅客需求的角度來整合觀光資源，有助

於觀光的整體規劃，進而平衡旅客的需求和觀光目的地的供給。而使用者的認知

對形塑旅遊景點的認知印象有正向的影響，更進一步對造訪意圖有正向影響。 

依據國人旅遊狀況調查資料，109 年國人未從事國內旅遊主要原因為「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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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時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沒有興趣」等因素。 

歸納影響旅遊意願的因素包含： 

1. 他人推薦：報章雜誌、媒體報導、朋友、網美打卡等旅遊消息。 

2. 心理需求：想抒發情緒、增加新知識等個人需求。 

3. 人文環境：當地特殊風俗習慣與文化。 

4. 休憩資源：交通、購物等各種資源。 

5. 城市熟悉程度：對當地特殊文化、生活習慣、法規等事項的熟悉程度。 

6. 新冠肺炎影響程度：疫情擴散程度、政府措施、施打疫苗等。 

7. 旅遊成本：旅遊時的各項支出，例如購買紀念品、停車費用等。 

8. 美食體驗：品嚐地方小吃滿足生理需要，能對當地產生獨特的情感。 

台南市觀光旅遊概況 

(一)交通方式 

除了自駕，台南市內可運用的大眾運輸工具，包含台鐵、市區公車、觀光公

車、計程車及公共腳踏車 T-BIKE 等。台南市觀光公車主要市區路線說明如下： 

1. 雙層巴士：由台南火車站前站出發，隨車有專業解說員進行城市導覽，

路線涵蓋赤崁樓、孔廟、五妃廟、祈典武廟等一級古蹟。 

2. 88 府城巡迴線：可參觀孔廟、臺南市立美術館、司法博物館、林百貨、

赤崁樓等，至友愛街、國華街品嚐台南道地小吃。 

3. 99 安平台江線：從臺南轉運站到七股鹽山，行經市區及安平景點，延駛

路線行駛至四草生態文化園區(大眾廟)及七股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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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南散步導覽 

台南市觀光旅遊局提供一系列的散步導覽行程，景點類型涵蓋藝文展館、宗

教廟宇、自然生態等，於網站預約後即可參加，市區主題包含： 

1. 府城歷史散步孔廟線：回到歷史現場重溫古蹟之美，景點包含國立台灣

文學館、鶯料理(鷲嶺食肆)、林百貨、吳園藝文中心、台南武德殿等。 

2. 西濱宗教漁鹽巡禮：瞭解台南沿海文化及曬鹽歷史，景點包含四草綠隧、

七股鹽山、井仔腳瓦盤鹽田、台灣鹽博物館、北門水晶教堂等。 

3. 探索五條港的絕代風華：探索五條港舊城區的風華，景點包含神農街、

接官亭石坊、兌悅門、老古石街、水仙宮、金華府、風神廟等。 

(三)台南的旅遊魅力 

台南身為全臺歷史最悠久的都市，極具旅遊魅力，早期是產糖重鎮，帶有甜

味的小吃風靡全台；歷史悠久的古蹟建築、具特色的地標吸引遊客前來拍攝；自

然的拍照秘境、緩慢的生活步調、濃濃的人情味，都是吸引旅客造訪的主因。 

遊程規劃與設計 

遊程規劃原則需兼顧景點安全性，選擇合法認證的景點與住宿，依據遊客需

求確認可行性，讓遊客體驗不同季節的特色，更要讓旅遊業者有獲利生存空間。 

遊程規劃可讓旅客深入瞭解在地文化，促使旅客親近大自然，推廣當地的旅

遊觀光資源，降低旅客出遊的不便與風險，兼顧旅遊市場趨勢與旅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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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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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為兼顧量化與質化資料，以下列方法進行研究。 

(一)問卷調查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蒐集資料。基於疫情影響採用線上問卷，完成問卷設

計後產生問卷連結，採便利抽樣方式透過好友圈、通訊軟體等方式發放。 

(二)人物訪問 

以填寫問卷的同學為對象抽選後進行訪問，深入瞭解國中生對於研究者設

計的旅遊方案滿意度，及無法於問卷中呈現的質性感受。 

(三)文獻分析 

透過相關文獻的檢索與問卷資料的分析，歸納旅遊方案設計的變項，依此以

國中生為對象設計旅遊方案。 

肆、結果與討論 

台南市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調查 

以研究者自行編製之「台南市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調查問卷」(如附件)瞭解

國中生旅遊現況與台南市旅遊認知印象，結果如下： 

(一)樣本資料描述 

問卷採便利抽樣方式，以台南市國中生為發放對象，共回收問卷 141 份。 

1.性別與年級 

男生 54 人，占 38.3%；女生 79 人，占 56.0%；8 人不願透露性別。國中一

年級有 14 人，占 9.9%；二年級有 32 人，占 22.7%；三年級有 95 人，占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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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人興趣 

國中生感興趣的事物如圖 1，手遊電玩有 87 人；戶外活動有 91 人；閱讀書

籍有 47 人；應援偶像有 40 人；分享生活有 28 人；旅遊遊憩有 78 人；廟會遊

行有 8 人；尋訪美食有 48 人；運動健身有 46 人；其他有 9 人，包含學習日文、

看動漫、買東西、彈奏樂器、畫圖等。可知國中生對戶外活動較感興趣，其次為

手遊電玩、旅遊遊憩，最不感興趣的則為廟會遊行。 

 
圖 1  樣本資料之個人興趣長條圖 

圖 2 為國中生從事上述活動的原因圓形圖，打發時間占 2.3%；獲得成就感

占 0.7%；放鬆心情占 40.8%；提升身體健康占 3.8%；單純喜歡占 22.3%；感到

開心占 13.1%；增廣見聞占 3.1%；感到有興趣占 13.8%。可知有四成的國中學生

從事活動的原因為放鬆心情，僅有極少數人是為了成就感。 

 
圖 2  樣本資料之從事個人興趣活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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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南市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 

1.國中生市內旅遊的交通方式 

國中生從事市內旅遊活動主要的交通方式如圖 3，由家長駕駛占 63.1%；騎

乘腳踏車(T-Bike)占 16.3%；搭乘大眾運輸占 11.3%；騎乘電動車占 2.8%；步行

占 5.7%；搭乘計程車占 0.7%。可知六成國中生在台南旅遊的交通仰賴家長駕駛。 

 
圖 3  國中生市內旅遊的交通方式 

2.國中生市內旅遊的同行者 

最常與國中生旅遊的同行者如圖 4，和父母一起旅遊的有 113 人；和親戚一

起旅遊的有 47 人；和朋友一起旅遊的有 70 人；和同學一起旅遊的有 55 人。可

知八成的國中學生多是和父母一起旅遊，僅近四成的學生是和同學一同出遊。 

 
圖 4  國中生市內旅遊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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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中生市內旅遊的喜愛景點類型 

國中生喜歡的旅遊景點類型如圖 5，喜歡歷史古蹟景點(如赤崁樓)有 30 人；

喜歡自然生態景點(如七股鹽山)有 18 人；喜歡觀光工廠景點(如黑橋牌香腸博物

館)有 22 人；喜歡宗教廟宇景點(如麻豆代天府)有 12 人；喜歡藝文展館景點(如

奇美博物館)有 27 人；喜歡戶外運動景點(如烏山登山步道)有 28 人；喜歡公園

綠地景點(如台南公園)有 44 人；喜歡休閒農漁景點(如將軍漁港)有 31 人；喜歡

溫泉度假景點(如關子嶺風景區)有 43 人；喜歡主題樂園景點(如頑皮世界)有 49

人；喜歡消費娛樂景點(如花園夜市)有 97 人；喜歡景觀吊橋景點(如大內西拉雅

吊橋)有 24 人；喜歡風景區景點(如虎頭埤風景區)有 34 人。可知近七成國中生

喜歡消費娛樂景點，最不喜愛宗教廟宇景點。 

 
圖 5  國中生市內旅遊的喜愛景點類型 

進一步調查國中生最常前往的景點類型，歷史古蹟類型景點(安平古堡、赤

崁樓、孔廟、億載金城等)占 25.7%；自然生態類型景點(走馬瀨農場、新化林場

等)占 1.5%；休閒農漁類型的景點(漁光島、黃金海岸、觀夕平台等)占 11.8%；

消費娛樂類型景點(安平老街、武聖夜市、花園夜市、萬昌街、國華街等)占 26.5%；

藝文展館類型景點(美術館、圖書館、史博館等)占 16.2%；宗教廟宇類型景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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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海安宮等)占 2.9%；公園綠地類型景點(台南公園、河樂廣場、林默娘公園、

都會公園等)占 12.5%；風景區類型景點(虎頭埤風景區、烏山頭水庫等)占 2.9%。

可知國中生較常前往消費娛樂與歷史古蹟景點；較不常前往自然生態、風景區、

宗教廟宇景點；也可觀察出國中生經常前往的景點多離住家不遠。 

 

圖 6  國中生市內旅遊的常去景點類型 

4.國中生市內旅遊的旅遊動機 

國中生參與市內旅遊動機如圖 7，參觀景點為 74 人；放鬆身心為 116 人；

強健身心為 20 人；探訪親友為 19 人；小吃美食為 75 人；拍照打卡為 33 人；

宗教活動為 6 人；家長要求為 18 人；打發時間為 60 人。可知高達八成的國中

學生是因放鬆身心而出遊，其次為參觀景點、小吃美食。 

 
圖 7  國中生市內旅遊的旅遊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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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中生市內旅遊的住宿情形 

市內旅遊時有 16 人會選擇在外住宿，占 11.3%；有 125 人選擇不在外住宿，

占 88.7%。接續調查會在外住宿對象的住宿類型如圖 8，露營野宿占 6.3%；飯

店占 50%；民宿占 37.5%；親友家 1 人 6.3%。可知近九成國中生市內旅遊不在

外住宿，會在外住宿則大多選擇在飯店或民宿下榻。 

 

圖 8  國中生市內旅遊會在外住宿的類型 

6.國中生市內旅遊的旅遊意願影響因素 

影響國中生市內旅遊意願的原因如圖 9，天氣優劣有 110 人；交通情況有

60 人；心情好壞有 69 人；同行人員有 53 人；預算多寡有 51 人；網路評價有 42

人；名人推薦有 9 人；個人興趣有 82 人；景點特色有 55 人；特殊情況有 1 人；

疫情有 1 人。可知近八成國中生多數會因天氣優劣而影響旅遊意願，其次為個

人興趣，較不受名人推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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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國中生市內旅遊的旅遊意願影響因素 

7.國中生市內旅遊的旅遊頻率 

國中生參與市內旅遊的頻率如圖 10，一星期一次占 12.1%；二星期一次占

14.2%；三星期一次占 13.5%；一個月一占 18.4%；二個月一次占 2.8%；三個月

一次占 8.5%；半年一次占 7.1%；鮮少出遊占 22.7%；一天一次占 0.7%。可知國

中生市內旅遊的頻率不低，近六成的國中生一個月會出遊一次以上，而近三成國

中生半年以上才出遊一次。 

 

圖 10  國中生市內旅遊的旅遊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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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國中生市內旅遊的花費情況 

國中生市內旅遊的花費來源，105 人由家長長輩提供，占 74.5%；31 人用零

用錢自籌，占 22%；5 人是兩者兼具，占 3.5%。可知逾七成國中生的旅遊花費

都是由家長長輩提供。 

此外，國中生市內旅遊時，包含飲食、交通、門票、購買紀念品等旅遊支出，

平均每日花費金額圓形圖如圖 11，花費 100 元內的有 13 人；100~500 元的有 62

人；500~1000 元的有 39 人；1000~1500 元的有 18 人；1500~2000 元的有 5 人；

2000 元以上的有 2 人；不知情的有 2 人。可知近六成國中生市內旅遊平均每日

花費金額小於 500 元，平均每日花費金額達 1000 元以上相對較少，僅約一成五。 

 

圖 11  國中生市內旅遊平均每日花費金額 

9.新冠肺炎疫情對國中生旅遊意願的影響 

疫情解封降級後，與解封之前相比，更想出門旅遊的有 64 人，占 45.4%；

57 人不會提升旅遊意願，占 40.4%；20 人覺得無差別，占 14.2%。可知近五成

國中生的旅遊意願會在解封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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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調查會降低市內旅遊意願的防疫因素如圖 12，戴口罩麻煩有 55 人；

怕群聚感染有 109 人；防疫措施不完善有 78 人；實施實名制有 38 人；疫苗普

及率有 31 人；大眾運輸風險高有 43 人；2 人覺得沒有影響。可知近八成國中生

多數害怕群聚感染問題而減少旅遊意願，只有 2%覺得沒有差別。 

 

圖 12  國中生市內旅遊疫情影響因素 

10.不同性別的國中生其個人興趣的差異 

不同性別的國中生個人興趣百分比累積長條圖如圖 13，手遊電玩、戶外活

動、運動健身為興趣的男、女生比例差異不大；個人興趣為應援偶像、分享生活

的女生人數明顯多於男生；個人興趣為廟會遊行則是男生人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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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性別與個人興趣累積百分比長條圖 

11.不同性別的國中生其喜愛景點類型的差異 

不同性別的國中生喜愛景點類型百分比累積長條圖如圖 14，喜愛歷史古

蹟、自然生態、公園綠地和休閒農漁等景點類型的男、女生的人數差異不大；喜

愛觀光工廠、主題樂園、景觀吊橋、藝文展館等景點類型的女生明顯多於男生；

喜愛宗教廟宇等景點類型則是男生較多。可知個人興趣與喜愛景點有相關性。 

 

圖 14  性別與喜愛景點類型累積百分比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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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生台南市旅遊認知印象 

1.台南旅遊的整體認知印象 

國中生對於台南市是適合旅遊的城市認知印象圓形圖如圖 15，可知近七成

國中生同意台南市是適合旅遊的城市。 

 
圖 15  台南旅遊的整體認知印象 

2.台南旅遊的歷史古蹟認知印象 

國中生對於台南的歷史古蹟很有吸引力認知印象圓形圖如圖 16，可知近六

成國中生同意台南的歷史古蹟具有吸引力。 

 

圖 16  台南旅遊的歷史古蹟認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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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南旅遊的小吃美食認知印象 

國中生對於台南的美食十分美味認知印象圓形圖如圖 17，可知接近九成的

國中生同意台南的美食很美味。 

 
圖 17  台南旅遊的小吃美食認知印象 

4.台南旅遊的交通方式認知印象 

國中生對於台南的交通十分便利認知印象圓形圖如圖 18，可知僅有四成的

國中生認同台南的交通很便利。 

 
圖 18  台南旅遊的交通方式認知印象 

5.台南旅遊的環境整潔認知印象 

國中生對於台南的環境十分乾淨整潔認知印象圓形圖如圖 19，可知僅有四

成國中生認同台南是環境乾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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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台南旅遊的環境整潔認知印象 

6.台南旅遊的官方活動安排認知印象 

國中生對於台南的政府或景點舉辦的活動吸引人認知印象圓形圖如圖 20，

可知接近五成的國中生認為台南政府或景點舉辦的活動有吸引力。 

 
圖 20  台南旅遊的官方活動安排認知印象 

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設計研究 

(一)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設計 

1.設計依據 

透過「臺南市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調查問卷」結果得知，國中生認同台南是

適合旅遊的城市，也較認同台南的歷史古蹟、小吃美食，相對的較不認同台南旅

遊的交通方式與旅遊活動，因此本研究嘗試設計兩個不同變項的旅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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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臺南市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調查問卷」結果，多數國中生的市內

旅遊交通方式多為家長親友接送，搭乘公車的相對少數；多數國中生常與家人親

戚一同出遊，與同學好友相對較少；多數國中生常去的景點類型多為消費娛樂，

相對較少的是自然景觀；多數國中生較感興趣的是手遊電玩，相對較不感興趣的

是尋訪美食。因此本研究分別以交通方式、參與成員、景點類型、個人興趣等四

個不同變項來設計兩個不同的旅遊方案，旅遊方案一、二設計變項如下表： 

變項\方案 方案一  美食入口，99留香 方案二  虛實共「遊」 

交通方式 台南公車 家長接送 

參與成員 同學朋友 家人親戚 

景點類型 自然景觀 消費娛樂 

個人興趣 尋訪美食 手遊電玩 

2.方案一 「美食入口，99 留香」 

依據「臺南市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調查問卷」中較不感興趣或頻率較低的變

項來設計，採用交通方式—台南公車、參與成員—同學好友、景點類型—自然景

觀、個人興趣—尋訪美食。方案一「美食入口，99 留香」海報設計如圖 21，透

過此方案引導國中生與同學好友搭乘大台南公車，親近大自然景點，藉此讓國中

生認識在地的台南美食，並搭配獎勵措施的設計，吸引國中生參與此旅遊方案，。 

研究者從大台南公車路線中，選擇沿途自然景點最多的觀光公車 99 安平台

江線，沿途有四草生態文化園區、台灣鹽博物館、安平燈塔等景點，再從此路線

中選擇了蚵仔、鹹冰棒等兩種特色美食，設計三個活動任務透過社群媒體上傳至

FB 或 IG ，tag「美食入口，99 留香」分享： 

(1) 到四草生態文化園區附近尋找與蚵仔有關的美食，拍下與好友們一起吃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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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片，並回答「台南哪些地方盛產蚵仔？」。 

(2) 拍一張鹹冰棒與台灣鹽博物館的合照，並回答「鹹冰棒主要成分是什麼？」。 

(3) 到觀夕平台堆一座沙堡，並與它合照（照片背景必需有安平燈塔）。 

其中旅遊花費的金額估計約 500 元，包含公車票價來回 72 元、台灣鹽博物

館門票 110 元、搭乘「四草綠色隧道」竹筏 200 元，及進行美食任務的費用。 

 

圖 21  國中生台南市旅遊設計方案一「美食入口，99 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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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二  「虛實共『遊』」 

依據「臺南市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調查問卷」國中生較喜愛或頻率較高的變

項來設計，採用交通方式—家長自駕、參與成員—家人親溪、景點類型—消費娛

樂、個人興趣—手遊電玩。方案二「虛實共『遊』」海報設計如圖 22，引導國中

生與家人一同出遊到國中學生喜歡的消費娛樂場所進行消費，並結合國中生喜

愛的手遊電玩，提高國中生出遊意願。 

 

圖 22  國中生台南市旅遊設計方案二「虛實共『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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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同行人員為家人，因此交通方式為家長自駕。研究者挑選三個台南著

名的消費娛樂景點，分別是孔廟商圈、國華街、花園夜市，從三個活動店家擇一

完成消費與拍照任務，透過社群媒體上傳 FB 或 IG 後 tag「虛實共『遊』」分享： 

(1) 花園夜市：統大碳烤香雞排、二師兄古早味滷味、紅妃香腸大腸。 

(2) 國華街：富盛號碗粿、阿松割包、修安扁擔豆花。 

(3) 孔廟商圈：府城陶坊、茶布屋、戲棚下煮椪糖。 

其中旅遊的主要花費為消費任務，可依照自己的喜好調整花費額度。 

(二)台南市國中生旅遊方案設計滿意度 

以研究者自行編製之「台南市國中生旅遊方案設計滿意度問卷」(如附件)瞭

解國中生對旅遊方案設計的滿意度，研究結果呈現如下： 

1.樣本資料描述 

問卷採便利抽樣方式，以台南市國中生為對象發放，共回收問卷 31 份，其

中男生 12 人，占 38.7%；女生 18 人，占 58.1%；1 人不願透露性別。填寫問卷

的國中二年級有 3 人，占 9.7%；三年級有 28 人，占 90.3%。 

2.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一滿意度 

方案一「美食入口，99 留香」設計的滿意度調查如圖 23，可知國中生不排

斥旅遊方案一，近六成滿意交通方式搭乘大台南公車，近七成能接受消費金額，

約半數對自然生態景點感興趣，逾六成能接受同行人員為同學好友，近六成認為

個人興趣符合尋訪美食，近六成認同觀光夜市消費抵用卷的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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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一「美食入口，99 留香」滿意度 

此外，方案一「美食入口，99 留香」設計最喜愛的部分如圖 24，有 2 人最

喜歡景點類型是自然景觀，占 6.5%；有 14 人最喜歡同行人員是同學朋友，占

45.2%；有 3 人最喜歡交通方式是搭乘大台南公車，占 9.7%；有 12 人最喜歡個

人興趣搭配尋訪美食，占 38.7%。可知國中生最喜歡方案 1 的「同行人員為同學

或者朋友」的設計。 

 
圖 24  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一「美食入口，99 留香」最喜愛部分 

更進一步透過問卷文字填寫與訪問方式瞭解國中生對方案一的看法，認為

方案一能讓國中生更認識台南的景點和美食，如果疫情好轉，此方案的設計會提

高參加的意願。對於方案一的建議包含：需考量不吃蚵仔的人如何完成任務、合

照時不願意露臉、可增加安平古堡相關的歷史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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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二滿意度 

方案二「虛實共『遊』」設計的滿意度調查如圖 25，可知國中生幾乎不排斥

旅遊方案二，逾七成滿意交通方式為家長自駕，逾六成能接受消費金額，逾六成

能對消費娛樂景點感興趣，近七成能接受同行人員為家人親戚，近七成認為個人

興趣符合手遊電玩，僅逾四成認同遊戲儲值點卡的獎勵方式。 

 
圖 25  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二「虛實共『遊』」滿意度 

此外，方案二「虛實共『遊』」設計最喜愛的部分如圖 26，有 14 人最喜歡

景點類型是消費娛樂，占 45.2%；有 3 人最喜歡同行人員是同學朋友，占 9.7%；

有 3 人最喜歡交通方式是家長自駕，占 9.7%；有 11 人最喜歡個人興趣搭配手遊

電玩，占 35.5%。可知國中生最喜歡方案 2 的「景點類型是消費娛樂」設計。 

 
圖 26  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二「虛實共『遊』」最喜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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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透過問卷文字填寫與訪問方式瞭解國中生對方案二的看法，認為

方案二結合多數國中生喜歡的手遊，能提升參加的意願。對於方案二的建議包

含：景點間距離不宜太遠、需考量零用錢多寡、獎勵對未玩手遊者無吸引力等。 

4.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喜好分析 

同時比較方案一、二的喜好，喜愛方案一「美食入口,99 留香」有 13 人，占

41.9%；喜愛方案二「虛實共『遊』」有 18 人，占 58.1%。可知方案二較受國中

生喜愛。更進一步透過問卷文字填寫瞭解其背後原因，包含：符合年輕人需求、

符合個人興趣、喜歡虛擬角色和手遊、可以吃美食等。 

此外，自由組合方案的不同變項累積百分比長條圖如圖 27，可知國中生喜

愛的旅遊方案設計，均有超過半數選擇景點類型為消費娛樂、同行人員為同學朋

友、交通方式為搭乘公車、個人興趣為尋訪美食。 

 
圖 27  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組合設計喜好 

5.不同性別的國中生其喜愛旅遊方案的差異 

由圖 28 可知喜愛方案一、二的女生均多於男生，符合女生喜愛消費娛樂類

型景點的比例高，女生個人興趣為尋訪美食的比例也較高等兩項調查結果。 



28 

   
圖 28  不同性別國中生其喜愛旅遊方案的差異 

伍、結論 

結論 

(一)台南市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 

1. 國中生較感興趣的事物為戶外活動、手遊電玩與旅行遊憩。 

2. 國中生市內旅遊的交通方式多為家長駕駛；同行者多為家人親戚；較喜

愛消費娛樂類型景點，也較常前往消費娛樂、歷史古蹟類型景點；旅遊

動機多為放鬆身心，其次為參觀景點和小吃美食；市內旅遊幾乎不會外

宿；最常因為天氣因素影響旅遊意願，其次為個人興趣、心情好壞，不

受名人推薦影響；旅遊頻率近六成一個月會出遊一次以上；旅遊花費多

由家長提供，平均每日花費多為 500 元以下；近半數會因為疫情解封而

提高旅遊意願，多數會害怕群聚感染而降低旅遊意願。 

3. 個人興趣與景點類型的喜好有關聯。女生個人興趣多為應援偶像、分享

生活、尋訪美食、閱讀書籍，相對的喜愛觀光工廠、主題樂園、景觀吊

橋、藝文展館等景點類型的女生比例較高；男生個人興趣為廟會遊行明

顯多於女生，相對的喜愛宗教廟宇類型景點的比例也明顯多於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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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生台南市旅遊認知印象 

近七成同意台南市是適合旅遊的城市；近六成同意台南的歷史古蹟具有吸

引力；接近九成的人同意台南的美食很美味；僅四成認同台南的交通很便利；僅

四成認同台南是環境乾淨的城市；近五成認為政府或景點舉辦的活動有吸引力。 

(三)國中生台南市旅遊方案設計研究 

1. 以交通方式、參與成員、景點類型、個人興趣等四個不同變項，設計國中生

市內旅遊方案一「美食入口，99 留香」及方案二「虛實共『遊』」，方案一設

計中最喜愛的部分是「同行人員為同學或者朋友」，方案二設計中最喜愛的

部分是「景點類型是消費娛樂」。其中喜愛方案二的比例略高於方案一。 

2. 設計國中生喜愛且願意參與的旅遊方案，應以消費娛樂類型景點為主軸，搭

配個人興趣為尋訪美食來設計主題，而與同學好友一同旅遊可以提升旅遊意

願，國中生也多能接受交通方式搭乘大台南公車。 

建議 

(一)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設計之旅遊方案，只以書面設計邀請國中生填答滿意度問卷。建議未

來疫情緩和，可實際執行方案後再調查滿意度，更能呈現真實感受。 

(二)規劃國中生旅遊方案的建議 

國中生喜愛與同儕相處，主要興趣為手遊電玩，喜愛前往消費娛樂類型的景

點，若能搭配尋訪美食的旅遊活動，當日旅遊花費控制於 500 元以內，提供如觀

光夜市消費券等獎勵，應可有效吸引國中生踏出家門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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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附件一－臺南市國中生市內旅遊現況調查問卷 

問卷表單 https://forms.gle/dGtn5KYmYTGrSH9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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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附件二－臺南市國中生旅遊方案設計滿意度問卷 

問卷表單 https://forms.gle/DRgAc7EVYKjbZ9k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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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7 

附件三－臺南市國中生旅遊方案設計訪問逐字稿 

1.對於這兩份旅遊方案的看法如何？ 

同學 A：方案 1可以使國中生更認識台南的小吃和美食方案 2結合 3C多少可以讓國中生願

意出門 

同學 B：第一個方案可以讓許多的國中生認識台南在地小吃和美食。第二個方案結合 3C可

以讓大部分的國中生們願意出門透氣 

同學 C： 

方案 1可以讓國中生更了解台南的小吃，也可以讓國中生多出去走走看看 

方案 2現在許多國中生都喜歡玩手遊，所以如果結合手遊可能可以增加出遊的意願。 

 

2.因現代國中生一有假日就待在家使用 3C產品，而運用了這兩份方案是否提升在台南旅遊

的意願? 

同學 A：不會，因為疫情危險和我不喜歡出門 

同學 B：應該是不會，因疫情問題和我不想在外面人擠人。 

同學 C：如果疫情好轉，天氣不這麼熱，可能會提升。 

 

3.有什麼新的想法可以提升國中生在台南旅遊的意願? 

同學 A：禮品吸引人或結合喜歡的東西 

同學 B：增加多一點有趣的活動。 

同學 C：減少會曬到陽光的地方，增加活動 

 

4.國中生在旅遊中有什麼收穫? 

同學 A：可以更認識台南的景點和美食 

同學 B：可以了解台南的在地景點和在地美食 

同學 C：了解更多台南美食和景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