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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探討森林遊樂區遊客特性、遊憩行為及
心理變項之跨區域差異
劉耿佑

1

李介祿

2

【摘要】在文獻回顧中，提到跨區域居住地的差異，可能導致遊憩型態的不同。但在過去相關戶外
遊憩的研究，提供這方面的資訊較為有限，因此本研究以森林遊客為例進行探討。從2010年到2011
年，我們在惠蓀林場對遊客實施問卷調查，總計獲得767份有效問卷。根據內政部營建署 (CPAMI)
的區劃方式，將遊客以居住地分為台灣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區，並比較遊客特性、遊憩行為及心理
變項之差異。
結果顯示，居住區域不同的遊客，在遊憩型態上呈現顯著差異，尤以居住在北部的遊客與居住
於中部及南部的遊客差別較為明顯。因此我們將中部及南部之遊客結合，再與北部進行比較。結
果顯示，原先呈現顯著差異的部份仍舊存在，並發現相較於居住在中南部的遊客，居住於北部地區
的遊客，有較高的家庭收入及教育程度；但相反地，北部地區的遊客其生活品質及生活滿意度卻較
低。本研究將提供森林遊樂經營管理的參考及日後相關研究之方向。
【關鍵詞】跨區域差異、遊客特性、心理變項、遊憩行為、森林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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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ross-regional Differences in Forest
Recreation: The Perspective of Visitor Characteristics,
Recreation Behaviors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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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terature reviews revealed that cross-regional differences in residential areas might result in
different recreation patterns. Past studies provided limited information in this line of research. This study,
exploring this aspect in the context of forest recreation. From late 2010 to early 2011, visitor surveys were
conducted at Hui-Sun National Forest Recreation Area. Overall, 76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We
divided the visitors based on their residential areas, i.e.,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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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PAMI)
and compared visitor characteristics, recreation behaviors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visitors from different residential area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creation
patterns. In particular, visitors from the northern area showed differences from those of southern and central
regions. We also combined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compared with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e differences persisted, The finding revealed that visitors living in the northern area had
higher family income and educational level than those of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In contrast, the
northern visitors showed lower in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life satisfaction.Th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line are also provided.
【Key words】Cross-regional differences, visitor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recreation
behavior, forest recreation

Ⅰ、前言

區域之差異，往往顯現於文化、經濟、教育…

台灣近年來經濟持續發展，使得國民所

等方面，而其又將影響遊客之價值觀及行為

得及教育水準普遍提高；而周休二日制度的

(Chick, 1998, 2000；Zinn et al. 2002；Zinn and

實施，加以平均壽命延長及退休年齡提早，

Pierce, 2002)，因此本研究在惠蓀林場對區內

也意味著人們可用於休閒娛樂的時間相對變

遊客進行問卷調查，並試以內政部營建署區域

多，因此休閒活動參與也日益受到重視。平

計劃及交通部觀光局之區劃方式，將台灣分為

均每人國內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次數，已由

北中南東四區塊，作為此次探討的主要變項。

2000年的4.3次，上升至2010年的7.9次。而在
2009年中，93.4%的國人曾在國內旅遊，其中
73.2%的旅遊行程係利用假日出遊，旅遊目的
則以「觀光、休憩、度假」為主 (行政院主計
處，2011)。由此資料足見國人對休閒活動的
參與，在近十年有越發興盛的趨勢。而國內有
關於休閒遊憩的研究也因此蓬勃發展。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Ⅰ) 探討跨區域之遊客在遊客特性上是否具有
差異。
(Ⅱ) 探討跨區域之遊客在遊憩行為上是否具有
差異。
(Ⅲ) 探討跨區域之遊客在心理變項上是否具有
差異。

休閒娛樂與個人、家庭及社會福祉有密

資料分析後討論結果及原因，供林場相關

切相關。從事休閒活動可讓人們遠離工作及生

單位作為經營管理參考之用。希望可藉由了解

活壓力，兼具舒壓及強健體魄的功能，對個人

不同區域遊客之差異，了解其需求及想法，並

身心健康、人際關係及提升工作效率皆有正面

分別給予協助，以期提高遊客之滿意度及有助

積極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人為群體社會中

於提升社會的正義及公平性。

的一份子，從事休閒遊憩活動可加強對社會環
境的適應力，以及整合能力；在經濟層面上來
說，亦可創造出多元的觀光事業之發展，並帶
來更多的就業機會 (歐聖榮，2007)。

Ⅱ、前人研究
觀光乃指人離開平常工作居住地到觀光
地點的暫時性移動，所有人們在觀光據點從事

近年來的研究多以年齡、性別、社會經

之活動，以及符合觀光需求所有建設之設施

濟、族群為探討遊客特性、行為及心理變項差

(Mathieson and Wall, 1982)。而狹義觀光則是人

異之主要變項。而關於跨區域不同居住地所帶

們離開日常生活居住地向預定目的地移動，無

來的差異，則較少人就此進行研究，其實跨

營利目的，觀賞風土文物 (唐學彬，198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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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者對觀光之定義，都同時強調了離開居住

追蹤受訪者六個月，以測量其休閒活動頻率、

地此一部份，居住地的差異，通常在社會經濟

偏好與滿意度是否在短時間內有變化。而研究

發展情況、族群、文化、交通…等方面產生區

結果發現休閒行為在時間的變化上並不顯著，

域性的不同。但居住地之差異，是否造成跨區

但在區域空間上卻有明顯差異性。

域間遊客在其它變項上的不同，值得探討的問

而在台灣鄉鎮市區類型之研究中，使用

題。以下為過去國內外學者對居住地差異之研

了可以明確表徵鄉鎮市區差異的重要因子，包

究：

括人口組成結構、密度及經濟相關的各產業就

(Ⅰ) 以城鄉差異分隔不同居住地之研究

業人口百分比等，將台灣地區358個鄉鎮市區

吾人常界為「個人空間」此區域是個人最

分成七個不同類型的集群。在年齡層、教育程

熟悉的空間，包括家鄉與近鄰，這可被用來作

度、產業結構、職業層級及個人月收入等五項

為判斷其他地方印象之參考依據，傳統上人們

從卡方檢定與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前述之人

常以居住地周圍來評判其地方，因而有鄉村與

口基本變項在各集群間確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都市二分法在旅客的認知中常是最明顯的 (陳

差異，意昧著這六個集群分類真有高度的分辨

武全，2004)。

力 (侯佩君等，2005)。而根據羅明訓 (1998) 研

國外學者早期的研究中指出，都市化

究桃園縣國小六年級學童休閒活動發現，市區

的影響，促使在休閒活動類型出現更多長

學童的休閒參與多於海邊的學童。不只在休閒

期性變化。在農村和城市地區長大的兒童通

參與類型上有所差異，在參與時間和頻率上也

常習慣不同類型的休閒活動，而青年時期的

有所差異。張文禎 (2002) 研究顯示不同居住

活動類型與成年後的休閒活動類型選擇有

地區之國小學生，在整體休閒參與類型有顯著

很大的關係 (Burch, 1969；Buse and Enosh,

差異。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學童因城鄉教育機會

1977；Christensen and Yoesting, 1973；Scott

與教育資源尚未達到均等的地步，造成學童的

and Willits, 1989；Sofranko and Nolan, 1972；

休閒活動參與和市區有極大的落差 (蔣益生，

Yoesting and Burkhead, 1973)。

2003)。

國內部份學者研究單一空間中休閒活動或

(Ⅱ) 有關交通、距離及文化差異分隔不同居住

影響該休閒活動參與的動機 (張隆順，1982；

地的研究

葉光毅、黃幹忠，2000；凌德麟等，2001；

在一份關於女性的研究報告中，交通的

魏勝賢，2002) 等；而部分研究則深入分析城

不便與缺乏運具是女性休閒參與阻礙(Deem,

市與鄉村兩個不同空間中居民所從事休閒活

1986；Searle and Jackson, 1985)，許多學者研

動的差異 (魏素芬，1997；黃耀榮，1997；張

究顯示不同的旅遊距離會影響旅遊參與型態

俊彥、趙芝良，1999；張俊彥，2000) 等。研

(陳昭明，1981；辛晚教，1986；經建會住都

究文獻中，只有于錫亮等人利用時間與空間

處，1991；顏家芝，1993)。辛晚教 (1986) 以

兩個向度來探討休閒活動的差異 (于錫亮等，

個人所得、自由時間、運輸設施、國民社會經

2002)。對於1990以及2000年國人的休閒活動

濟及文化等因素對「國民生活活動空間範圍」

類型分析結果，城鄉的休閒活動呈現無差異的

進行劃分，而所謂「國民生活活動空間範圍」

社會現象 (陳彰儀，1990；宋明順，1991；行

就是生活圈的概念。劃分如下：

政院主計處國民生活調查報告，1995；葉智

1. 日常活動：如工作、就學、購買日常用品，

魁，1996；湯尹珊，2004)。于錫亮等對於休
閒行為時間與空間變化之研究中，同時探討時
間與空間的二維向度。該篇的研究設計為連續

其半徑於都會區可達40公里。
2. 一週一次之活動：如娛樂、遊憩、社交、購
買，半徑40公里至8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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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季一次之活動：如觀光、購買特殊用品、

本研究地點為中興大學位於南投縣仁愛鄉

辦理私人特殊事物，半徑自80公里至200公

之惠蓀林場。林場位於北緯24°2-24°6，東經

里以上。

120°59-121°59之間，面積為7447 ha，海拔分

美國的一項研究中表明，不同區域的居民

布從450 m到最高2419 m之間物種豐富，其主

參加某些戶外休閒活動的比例有顯著性差異。

要功能以教學研究與森林遊樂為主 (中興大學

1994-1995年美國的全國性調查 (Cordell et al,

實驗林管處，2008)。林場之地勢雄偉，景色

1999) 中指出，相較於東北部地區 (包括賓夕法

秀麗，林相變化多端，且動植物資源豐富，距

尼亞州) 的居民，山區和平原的居民 (包括科

台中市僅60餘Km，對外交通便捷，前往的遊

羅拉多州)，更有可能參與露營 (38%和24%)，

客日益增加。而此次調查主要發放問卷之地點

非機動車和電動步道使用 (48%和35%)，狩獵

有咖啡園、涉水步道、研習中心、柑仔店、香

(13%和9%)，和捕魚為 (28%和31%)。這些活

杉林以及紅屋餐廳等六處。

動參與上的差異，可能源自多種原因，包括地

(Ⅱ)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調查時間為2010

區之間環境，生態和文化的差異以及都市化的
影響。

年12月至2011年1月，共調查5次，主要針對惠

另一項研究比較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與科

蓀林場內參觀與從事休閒遊憩活動之遊客為對

羅拉多州受訪者的戶外遊憩活動，結果指出，

象。一共發出的問卷為850份，有效問卷767

對於戶外遊憩活動形態的理解，跨區域間的

份，有效回收率為90%

文化差異比社會人口特徵更為重要 (Li et al.,

(Ⅲ) 研究工具

2003)。多元文化的人群有著不同的價值觀，

關於心理變項的題目，本研究問卷採李克

而價值觀則影響行為偏好 (Chick, 1998, 2000；

特 (Likert-type) 五尺度量表，1代表「非常不

Zinn et al. 2002；Zinn and Pierce, 2002)，在自

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題目可分為遊

行車參與者休閒涉入與休閒效益之研究中，居

客基本資料、旅遊情況、參與活動、心理變量

住地差異在受訪者之活動休閒效益上，產生顯

(服務品質、遊憩益處、生活滿意度、生活品

著差異 (張國振，2007)。

質)七大部份。而統計分析則分為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則以內政部營建署及交通部觀光局

及推論性統計兩大部份：

之區劃方式，將遊客依居住地分為北中南東四

敘述性統計：遊客基本資料。

區。

推論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北區：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宜蘭

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
中區：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

(ANOVA)，並利用LSD法作事後檢定、卡方檢
定。以上各種分析均由SPSS統計軟體17.0版進
行。

縣、雲林縣、金門縣
南區：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區：花蓮縣、台東縣
並使用統計分析方法、探討跨區域間之各
種差異及可能原因。

Ⅳ、研究結果
(Ⅰ) 信度分析及遊客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主要問項進行Cronbach’s Alpha
值之信度分析，分析結果發現其Cronbach’s
Alpha值高達0.94，顯示這些問項具有相當高的
信度。

Ⅲ、研究方法
(Ⅰ) 研究地點

本研究之惠蓀林場遊客基本資料如表1，
遊客中男性人數 (54.7%) 略多於女性。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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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訪者社會人口統計資料
Table 1. The socio-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變

項

人

數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399
331

54.7%
45.3%

年齡

20歲以下
21歲-40歲
41歲-64歲
65歲以上

95
320
324
28

12.4%
41.7%
42.2%
3.7%

族群

閩南
客家
外省
原住民

539
81
58
14

77.9%
11.7%
8.4%
2.0%

居住地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199
314
139
2

25.1%
56.7%
17.9%
0.4%

居住地距離林場

40 Km以內
40-80 Km
80-200 Km
200 Km以上

20
250
161
217

3.1%
38.6%
24.8%
33.5%

教育程度

中學 (含以下)
專科
大學 (含肄業)
研究所以上

137
172
287
121

19.1%
24.0%
40.0%
16.8%

家庭收入

20萬以下
20-40萬
40-60萬
60-80萬
80-100萬
100萬以上

104
115
103
78
75
166

16.2%
17.9%
16.1%
12.2%
11.7%
25.9%

年齡則以41-64歲最多 (42.2%)，21-40歲居次

以上居次 (33.5%)，80-200公里次之 (24.8%)。

(41.7%)，兩者合佔83.0%。族群以閩南族群為

教育程度上，大學學歷最多 (40.0%)，專科學

主 (77.9%)，客家族群有 (11.7%)。遊客居住地

歷次之 (24.0%)。家庭稅前年收入以100萬以

最多為中部 (56.7%)，與觀光局2007年的統計

上最多 (25.9%)，其它區間差異不大 (11.7%-

資料比較，居住在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地

17.9%)。

區的民眾，皆以在居住地區內從事旅遊較多之

表2可看出居住在中部的遊客平均距離林

調查結果相符，東部所佔比例過低 (0.4%)，因

場62.7 Km，南部 (206.4 Km)與北部 (215.7 Km)

此在後續討論中，將捨棄此族群。居住地與林

都在200 Km以上，中南部平均則為106.0 Km。

場距離以40-80公里者最多 (38.6%)，200公里

(Ⅱ) 北中南三區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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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中可看出，居住地差異在旅遊情況

冒險的感受」和「增進自身的能力」兩題有顯

之十題問項中，「過去一年參觀其它戶外遊憩

著差異。在生活品質 (共五題) 及生活滿意度

區次數」及「一年之中參觀其它戶外遊憩區天

(共五題) 方面，居住於北中南三區之遊客並無

數」兩題有顯著差異。而服務品質二十二題問

顯著差異。最後則可發現遊客基本屬性方面，

項中，僅與「在林場內，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

不同居住地的遊客在教育程度及家庭收入有顯

地方」此一問項有顯著差異，其它題項皆無。

著差異。
由事後檢定中發現，中部與南部組別間常

在戶外遊憩的益處十七個題項中，則與「提供
表2. 各區域遊客人數及平均居住距離

Table 2. The number of visitors and average travel distance in three regions
北

部

中

部

南

部

中南部

遊客數 (人數)

199

314

139

453

平均居住距離 (Km)

215.7

62.7

206.4

106.0

表3. 北中南三區具顯著差異題項
Table 3. The significant items among three regions
北 部

中

部

南 部
F值

Eta值

4.24

10.36***

.19

6.40 a

7.00

7.02**

.16

.76

3.88 ab

.76

3.99*

.11

3.65 b

.78

3.70 b

.77

3.87*

.11

.80

3.86 b

.73

3.96 b

.64

4.66*

.12

4.62 a

1.63

4.17 b

1.70

3.95 b

1.62

7.26**

.15

3.99 a

1.84

3.51 b

1.81

3.26 b

1.72

6.60**

.15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過去一年參觀其它
戶外遊憩區次數

5.71 a

10.47

9.83 b

15.95

4.12 a

一年之中參觀其它
戶外遊憩區天數

9.57 a

17.31

13,91 b

23.37

3.76 a

.77

3.95 b

提供冒險的感受

3.48 a

.85

增進自身的能力

3.71 a

教育程度
家庭2010年稅前
年收入 (新台幣)

遊客旅遊情況

服務品質
在林場內，我可以
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戶外遊憩的益處

教育程度及收入

註：1. *表示顯著 P < 0.0；** P < 0.01；*** P < 0.001
2. eta值即關聯測量法，值的範圍在0到1之間，值越大自變數及依變數關聯程度越高，值小於0.1
為低度關聯；0.1到0.3為中度關聯；大於0.3為高度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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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顯著差異，但對於北部則存在顯著差異，因

戶外遊憩的益處題項中，與「提供冒險的感

此將中部與南部樣本合併為一組，嘗試與北部

受」和「增進自身的能力」兩題項有顯著差

族群作比較分析。

異。生活滿意度方面，「我對目前的生活感到

(Ⅲ) 北與中南兩區差異分析

滿意」此一題項及生活滿意度所有題項之平均

由表4中可看出，遊客旅遊情況中「過去

有顯著差異。生活品質方面，「有足夠金錢負

一年參觀其它戶外遊憩區次數」、「我下一趟

擔需求」此一題項以及生活品質所有題項之平

旅行很有可能再來此地」有顯著差異。服務品

均有顯著差異。遊客基本屬性方面，不同居住

質「在林場內，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及

地的遊客在教育程度及家庭收入有顯著差異。

「有足夠野餐的地方」此二題項有顯著差異。

表5之卡方檢定中，不同居住地在旅遊情

表4. 北與中南兩區具顯著差異題項
Table 4. The significant items between north and central-south region
北

部

中南部
F值

Eta值

13.8

4.46*

.09

3.94

.79

4.60*

.09

.77

3.93

.76

7.11**

.10

3.82

.76

3.95

.75

4.45*

.08

提供冒險的感受

3.48

.85

3.67

.78

7.37**

.11

增進自身的能力

3.71

.80

3.89

.70

7.60**

.11

我對目前的生活感到滿意

3.86

.69

3.98

.61

4.40*

.08

生活滿意度全部題項之平均

3.71

.62

3.82

.57

4.74*

.08

有足夠金錢負擔需求

3.51

.97

3.66

.85

4.03*

.08

生活品質全部題項之平均

3.53

.56

3.70

.63

5.13*

.13

教育程度

4.62

1.63

4.10

1.68

12.84***

.14

家庭2010年稅前年收入 (新台幣)

3.99

1.84

3.44

1.79

11.50***

.14

Mean

SD

Mean

SD

過去一年參觀其它戶外遊憩區次數

5.71

10.47

8.14

我下一趟旅行很有可能再來此地

3.78

.87

在林場內，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3.76

有足夠野餐的地方

遊客旅遊情況

服務品質

戶外遊憩的益處

生活滿意度

生活品質

教育程度及收入

註：1. *表示顯著 P < 0.05；** P < 0.01；*** P < 0.001
2. eta值即關聯測量法，值的範圍在0到1之間，值越大自變數及依變數關聯程度越高，值小於0.1
為低度關聯；0.1到0.3為中度關聯；大於0.3為高度關聯

探討森林遊樂區遊客特性、遊憩行為及心理變項之跨區域差異

116

表5. 北與中南兩區具顯著差異題項
Table 5. The significant items between north and central-south region
是

否

卡方值
Cramer’s V值

N

%

N

%

北部

147

72.4

56

27.6

中南部

200

44.1

254

55.9

3

1.5

199

98.5

23

5.0

433

95.0

17

8.4

185

91.6

128

28.1

328

71.9

北部

102

50.5

100

49.5

中南部

278

61.0

178

39.0

北部

123

65.4

65

34.6

中南部

376

85.6

63

14.4

北部

43

22.9

145

77.1

中南部

45

10.3

394

89.7

北部

32

17.0

156

83.0

中南部

29

6.6

410

93.4

第一次參觀
46.12***

0.27

4.67*

0.08

31.48***

0.22

6.29*

0.10

33.14***

0.23

17.38***

0.17

16.30***

0.16

從事迎新宿營
北部
中南部
從事野餐
北部
中南部
從事郊遊

閩南族群

客家族群

外省族群

註：1. *表示顯著 P < 0.05；** P < 0.01；*** P < 0.001
2. Cramer’s V值是種測量關聯性的方式，值小於0.1為低度；0.1到0.3為中度；大於0.3為高度

形題項，「是否第一次參觀」有顯著差異。活

(Ⅰ) 北中南三區差異分析

動參與中，「迎新宿營」、「野餐」及「郊

在北中南三區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事後

遊」之參與三項呈現顯著差異。而不同居住地

檢定中，可看出「過去一年參觀其它戶外遊憩

之「閩南」、「客家」及「外省」三族群有顯

區次數」及「一年之中參觀其它戶外遊憩區天

著差異。

數」此二項目上，中部顯著高於北部及南部，
推測可能的原因為，中部距離台灣南北兩端之

Ⅴ、討論

距離皆不至於過遠，而距離因素為影響旅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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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重要因素之一 (謝淑芬，2002)，此也代表

及外省族群 (北部17.0%與 中南部6.6%)，亦與

中部地區的遊客較其它地區有更多至戶外遊憩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在2011年之調查結果相近。

區旅遊的機會。在服務品質問項中，「在林場

呼應眾多研究所發現之多元文化的人群有著

內，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問項，中部遊

不同的價值觀，而價值觀則影響行為偏好。

客滿意度高於北部，可能是因為中部遊客對此

(Chick, 1998, 2000；Zinn et al., 2002；Zinn and

地較為熟悉所致。而在戶外遊憩的益處題項

Pierce, 2002)

中，「提供冒險的感受」和「增進自身的能
力」兩項，北部遊客之滿意度顯著低於中部及

Ⅵ、結論

南部遊客。最後在經濟和教育程度方面，北部

經過研究之後，證實了跨區域間，在遊

遊客亦顯著高於中部及南部，此與台灣現今社

客特性、遊憩行為及心理變項上，皆有顯著差

會狀況相符。

異，而其中以北部與中南部的差異性最大。跨

(Ⅱ) 北與中南兩區差異分析

區域間存在的差異，由族群組成、經濟、教育

將中部與南部合併後，除了原先就存在

程度、環境、文化…等因素交互影響，而並造

的差異外，在「我下一趟旅行很有可能再來此

成心理及行為上的不同，這是很值得學者研究

地」、「有足夠野餐的地方」、「我對目前的

的一個方向，但國內關於跨區域之研究非常有

生活感到滿意」、生活滿意度所有題項之平

限，多於城鄉間之差異比較，希望此一研究能

均、「有足夠金錢負擔需求」、生活品質所有

作為後續相關探討時之參考依據，並提供有關

題項之平均，這些題項上皆出現了顯著差異。

管理單位在經營上的參考。

「我下一趟旅行很有可能再來此地」此一
題項，中南部遊客的同意程度高於北部遊客，

Ⅶ、誌謝

可能仍然與距離因素相關。「有足夠野餐的地

本研究承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專題

方」，中南部遊客之滿意度高於北部遊客，呼

研究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05-052) 與

應下述野餐活動之參與，推測可能與文化因素

國立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經費支持，以及中

有關。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北部遊客在經濟及

興大學森林系，森林遊樂暨生態旅遊研究室同

教育程度都顯著高於中南部遊客，但生活滿意

學們協助資料收集，特此致謝。

度及生活品質卻顯著低於中南部遊客，是否反
應了北部地區高收入，但高消費水平及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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