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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全台露營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中華民國露營協會統計全台露營區超過 2000 處，

台灣常態性露營人口已突破 200 萬人，商機高達 3 億元」（華視新聞，2017）。這個數字仍不

斷持續上升中，這樣高的露營觀光效益十分驚人。 

 

一、研究動機 

 

為了迎接這龐大的觀光商機，許多露營地紛紛開創屬於自己的特色，吸引許多露營

愛好者前往朝聖。本小組以台中新社優質營地─小路露營地，作為研究主題，探討營地

魅力與露營客滿意度之間的關聯性。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露營的起源 

（二）人氣露營地列表 

（三）國內露營地類型及優缺點比較分析 

（四）小路露營地特色分析 

（五）探討營地魅力與露營客滿意度之間的關聯性 

 

三、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運用圖書資訊及電子資料庫蒐集關於小路露營地和露營相關  

   資料，並加以探討分析。 

 （二）問卷調查法：本組研擬問卷題目後，實地到台中新社小路露營地發放問卷 

   回收問卷後並進行數據分析。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圖一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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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露營的起源 

第一個把露營規模化及娛樂化的英國人霍丁，「露營的起源早在 1853 年，由露營之

父"霍丁"所提倡，並於 1908 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露營者手冊』」（睡外面，2012） 

最早的露營活動從 1861年開始，美國有一對夫婦為男孩子們辦了一所家庭學校。

當年夏天，夫婦帶領孩子們進行了兩星期的野外露營。後來野外教育活動長達了 12

年。隨著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和男青年會（YMCA）推廣出去，他們是第一個

宗教團體從 70 年代展開以教育和野外露營活動為目的。20 世紀的 10 年後，以宗教背

景創立的男童子軍（BOY SCOT）和女童子軍（GIRL SCOT）以及他們的露營地陸續

出現在美國，所以起初的露營活動是從童軍團開始。 

 

二、人氣露營地列表 

 

表一：人氣露營地列表 

露營區 尖石香杉露營地 小路露營地 天景露營地 清心忘憂露營地 

地點 
新竹縣尖石鄉錦

屏村 49 號 

台中市新社區崑

山里食水嵙 6-2號 

新竹縣五峰鄉花園

村 10 鄰天湖 205 號 

313 新竹縣尖石鄉義

興村馬胎 107-2 號 

景觀 山景 湖光山色美景 觀星、山景、雲海 山景、雲海、夜景 

價位 600 元 1100～1400 元 800～1000 元 800~1000 元 

排名 9 2 3 4 

圖片 
圖二：尖石香杉露

營地 

（圖二來源：朱雀

的鳥窩。2016 年

12 月 20 日，取自

http://rvcamp.biz/85

2） 

圖三：小路露營地 

（圖三來源：小路

官網。2016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www.nalu.co

m.tw/） 

 

圖四：天景露營地 

（圖四來源：雲豹

旅遊網。2016 年 12

月 21 日，取自

http://blog.yam.com/

tac0005/article/1084

42603） 

圖五：清心忘憂 

（圖五來源：K 露營

達人。2016 年 12 月

21 日，取自

http://camp20151011.

blogspot.tw/2015/12/b

log-post_21.html） 

（表一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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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氣露營地的列舉乃從各大新聞雜誌及知名露營網和露營相關書籍等排行榜上

整理而出，挑選標準為同時出現多次為主；由資料推估高人氣原因是周邊風景美不勝收

或環境衛生優質或服務態度良好等可能因素。本組就研究者地理位置之限，以中部地區

優質露營地─小路露營地做為研究主題，欲了解多次上榜原因，探究其中的魅力經營哲

學與露營客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三、國內露營地類型及優缺點比較分析 

 

截至目前為止，台灣營區具統計已多達 2000 多處，座落在台灣的各個景觀角落，

高山、海邊、鬧區、荒野、路邊、深山等，皆看的到營地的存在；而各個營地類型則

因地理環境及地質的不同，有著不同的優缺點。本組整理表格如下： 

 

表二：國內露營地類型及優缺點比較分析表 

類型 說明 優點 缺點 

草皮區 

最普遍的營地種類，草地生長速度

快、一年四季皆綠、草地茂盛，是露

營地最常見到的類型。 

草皮柔軟，不受地

形約束，比較好釘

營釘。 

草地濕氣不易排掉，下

雨後草地較潮溼。 

棧板區 

大多使用木板訂製而成，帳棚不會碰

到地面，帳棚底部比較不容易濕，也

可以維持帳棚底部的乾淨度。 

遇到地上有水灘

時，帳棚不會直接

接觸地上的水。 

木板尺寸有固定，會限

制帳棚的大小。 

碎石區 

車子可直接開進去，可以帶軟墊鋪設

在碎石上面，因為石頭過硬，會導致

睡眠品質不佳。 

比起草皮區較不容

易受地面濕氣影

響。 

地質較硬，因此下營釘

較費力。另，碎石易產

生移動上的聲響，晚上

活動時容易影響到其

他露營客。 

雨棚區 

上面有屋簷可遮蔽太陽及雨水，有分

為全雨棚和半雨棚兩種。 

有雨棚遮蔽不易受

到外面天氣影響。 

場地大小有限制，屋簷

若為金屬材質，下雨時

滴落聲響大，容易影響

睡眠品質。 

森林區 

山林未經開發，可感受到大自然的芬

多精，夏天時也可享受到大自然的涼

爽。 

樹林茂密，不易被

太陽照射到。 

樹下容易有昆蟲，落葉

會導致帳棚髒亂，限制

場地類型。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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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泥土區 

大部分地質為黃土，雨天時容易有泥

巴，風大時灰塵較容易附著在帳棚

上。 

地面鬆軟，較容易

固定營釘。 

天氣不佳時場地泥濘

不堪容易發生意外，風

大時容易起沙。 

水泥區 

水泥地因為地質太硬無法用營釘固

定帳棚，可用繩索固定。 

 

地面較光滑，坑洞

較少。 

地質太硬無法下營

釘，必須要靠繩索固

定，下雨時地面易濕

滑。 

（表二資料來源：本組參考搖滾布丁露營專欄自行整理。2017 年 1 月 20 日，取自

http://rockpudding95.pixnet.net/blog/post/318097041） 

 

四、小路露營地特色分析 

 

（一）小路露營地起源 

 

小路露營地於西元 2007 年成立，位處台中新社雙翠湖峽灣內，環境清幽且風景

生態絕佳。地處偏僻的林境蜿蜒小路內，也正是小路露營地「小路」二字的由來。 

 

小路露營地在整體規劃上係以不破壞自然生態並同時符合露營客需求為主要的

雙重優質營地。老闆小鐵的經營理念為的就是讓每位來小路露營的客人能持著最輕

鬆愜意的心情享受這片大自然的懷抱；在營地內更可以見到老闆和員工們不時穿梭

在營地周圍為客人解決任何大小問題。在營地倍出的今日，能夠有以一傳百的好口

碑，靠的就是小路的親民哲學。 

 

  （二）小路露營地價位收費標準 

 

   小路露營地生態資源豐富，營位命名也以營區出現的多種樹蛙蛙種為題。 

 

表三：小路露營地營位價位收費表 

每個營位 1100元 莫氏樹蛙 1～5（草皮）、黑蒙西氏 2（碎石）、小雨蛙（草皮）、面天樹蛙（草

皮）、日本樹蛙 1、2（碎石）、古氏赤蛙 1（碎石）、古氏赤蛙 1（碎石）、

古氏赤蛙 2（草皮） 

每個營位 1200元 長腳赤蛙（草皮）、金線蛙（草皮）、虎皮蛙（草皮）、梭德氏赤蛙 1（草皮）、

梭德氏赤蛙 2（草皮）、日本樹蛙 3（草皮）、景觀碎石區 

每個營位 1300元 白頷樹蛙（木板）、中國樹蟾（木板）、褐樹蛙（木板）、澤蛙（木板）、莫

氏樹蛙 3（木板）、黑蒙西氏 1（木板）、貢德氏赤蛙（木板） 

每個營位 1400元 景觀木板 1～4（太陽能遮陽板，帳棚高度不超過 210 公分） 

（表三資料來源：小路營地官網。2016 年 12 月 22 日，取自 http://www.nalu.com.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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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路露營地的特色列表 

 

表四：小路露營地的特色列表 

圖六：夜間生態導覽實況 

（圖六來源：小路官網。2016 年 12

月 5 日，取自 http://www.nalu.com.tw） 

每週六 20：00 點皆有免費夜間生態導覽，必須由家長

陪同，天色非常黑暗所以要記得攜帶手電筒；此外需

要走山路，務必穿著球鞋。生態導覽過程中可以看到

都市中沒有的夜間動物及豐富蛙種。 

 
圖七：親子會館 

（圖七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拍攝） 

親子會館二樓為積木桌遊館，館內有多款樂高積木及

桌上遊戲可提供露營客遊玩，還有手工點心 DIY 的課

程，能讓孩子學習到作蛋糕的樂趣，也能藉此增加親

子彼此之間的感情。 

圖八：盥洗設備 

（圖八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拍攝） 

位於親子會館一樓館區，為全新五星級衛浴設備。廁

所區，提供吹風機、冰箱、飲水機、溫控淋浴龍頭、

兒童專用馬桶、坐式及蹲式馬桶、洗髮沐浴露。洗澡

等待區設立一台液晶電視，讓等待洗澡的露營客不會

無聊。盥洗設備有工讀生定時且頻繁地前往打掃。 

 

圖九：戲沙區 

（圖九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拍攝） 

戲沙區在帳棚旁，家長們能愜意又安心在一旁看著孩

子嬉戲玩耍，孩子也能享受玩沙的樂趣，肚子餓時，

也能立刻回帳棚吃點心，填飽肚子。 

 

圖十：滑草區 

（圖十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拍攝） 

可以讓大人、小孩體驗滑草的樂趣，營內有販售滑草

板，因為安全起見，如果遇到下雨天不會開放滑草區。 

另，在安全及露營品質的考量下，園區場地規劃方式

則是帳篷區在上面，滑草區在下面，孩童活動時較不

影響其他露營客。 

（表四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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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露營客對於小路露營地滿意度之調查 

 

本研究小組問卷設計內容以小路露營地滿意度為主要探討。實地進行問卷發放共發

放 200 份問卷，經過整理分析，有效問卷 196 份，無效問卷 4 份，問卷回收率 98%。 

 

表五：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分析 

圖十一：性別基本資料圖 

由圖十一的資料顯示，男生的比率佔了 41％；女生

的比率佔了 59％，由此可推男女露營客對於露營這

項休閒活動的參與上是平均的。 

 

圖十二：年齡分布圖 

由圖十二的資料顯示，前往小路露營地的露營客中

30 歲~39 歲的比率是最多的，佔 43％；次之是 40 歲

~49 歲，佔 20％；19 歲以下佔 16％；最少的為 20~29

歲，佔 10％。由此可推估，露營的消費族群較受中

壯年青睞。實地施測時，多為家長帶學齡孩子前往。 

 

圖十三：職業分部圖 

由圖十三的資料顯示，露營客中社會人士的比率佔

76％；學生的比率佔 24％。由此可推估小路露營地

的露營客族群主要是社會人士，且學生族群陪同前往

露營的比例上偏少。圖十三職業分部圖可以對照圖十

二的年齡分布圖，顯示出年輕或是學生族群（29 歲

以下，26％）參與露營此項休閒活動偏少。 

 
圖十四：居住地區分布圖 

由圖十四的資料顯示，露營客從南部來小路露營地

露營的比率最高，佔 35％；次之從中部來露營的比

率，佔 34％；從北部來露營的比率佔 18％；從東部

來露營的比率佔 10％；從離島來露營的比率佔 3

％。由此可看出小路露營地的消費族群主要在中部

和南部。 

 

表六：露營客露營行為基本資料分析 

 

圖十五：露營頻率圖 

由圖十五的資料顯示，比例最多的為 3 到 4 個月露營

一到兩次（經常露營），比率佔 37％；其次為 1 到 2

個月露營一到兩次（頻繁露營），比率佔 34％；半年

以上露營一到兩次佔 29％（偶爾露營）。藉由數據顯

示可推估 71％（37％+34％），露營客對於休閒活動的

安排已將露營視為習慣性旅遊活動之一。 

                                                                         續下表 

16% 
10% 

43% 

20% 
11% 

19歲以下 
20歲~29歲 
30歲~39歲 
40歲~49歲 
50歲以上 

24% 

76% 

學生 

社會人士 

18% 

34% 35% 

10% 3%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離島 

34% 

37% 

29% 

露營頻率 1-2個月至少一到兩次 

3-4個月至少一到兩次 

半年以上至少一到兩

次 

41% 

59%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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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圖十六：露營場地費願意支付意願圖 

由圖十六的資料顯示，排名第一為願意花費 1001 到

2000 元，比率佔 61％；其次為願意花費 1000 元以下，

佔 28％；最後則為願意花費 2001 以上，佔 11％；

由此可推知半數以上受訪者較願意選擇中間價位，

認為價位太低相對會有品質上的疑慮。而小路露營

地的價位水準正值 1001 元~2000 元之間。 

 
圖十七：前往露營主要對象分析圖 

由圖十七的資料顯示，露營對象主要是和家人的比率

最高，佔 65％；其次和朋友情侶，佔 23％；最少比例

和社團團友，比率佔 12％；由此可知半數以上露營受

訪者認為露營此項休閒活動最能和“家人”之間產

生更多親情上的共鳴，也能藉此享受天倫之樂。 

 

表七：露營客對於小路露營地各項滿意度之分析表一 

 
圖十八：營區風景滿意度 

由圖十八的資料顯示，小路露營地風景滿意度比率

最高為滿意，佔 56％；次之為非常滿意佔 24％；

普通佔 20％；0％感到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由此

可推估小路露營地對於營區風景的規劃上以親近

大自然生態的設計、無商業化的點綴，成功吸引了

多數露營客的青睞。 

 
圖十九：盥洗設施滿意度 

由圖十九的資料顯示，露營客對小路露營地盥洗設

施非常滿意的比率佔 46％；滿意佔 45％；普通佔 9

％；不滿意佔 0％；非常不滿意佔 0％；換算下來，

共計 91％的露營客對於小路露營地的盥洗設施感

到滿意程度以上。旅客出遊最在意的不外乎就是盥

洗設備的清潔，可以讓人對於該景點感到放鬆、舒

適。而小路露營地站在客人的角度對於盥洗設施的

用心及在意，甚至耗資打造全新親子大樓，內附五

星級盥洗設備及熱水裝置，這樣的舒適度成功擄獲

露營客的超高滿意度。 

 

圖二十：環境衛生滿意度 

由圖二十的資料顯示出，露營客對小露露營地環境

衛生滿意度，比率最高為滿意，佔 47％；其次為

非常滿意佔 38％；第三為普通佔 15％；不滿意佔 0

％；非常不滿意佔 0％；由此可看出 85％民眾對營

地衛生感到滿意（47％+38％）。推估其因，有賴於

小路露營地會聘請多位工作人員作環境定點清潔

及巡邏，隨時保持環境的最高整潔標準，讓露營客

有最舒適的空間。 

 

28% 

61% 

11% 

願意花多少場地費 

1000元以下 
1001元-2000元 
2001元以上 

6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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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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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洗設施滿意度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0% 
0% 

15% 

47% 

38% 

營地環境衛生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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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露營客對於小路露營地各項滿意度之分析表二 

 
圖二十一：營區活動滿意度 

由圖二十一資料顯示，露營客對於營區活動滿意

度，最高為滿意，佔 59％；其次為非常滿意，佔

34％；普通的比率僅佔 7％；不滿意與非常不滿

意的比率皆為 0％；小路露營地將搭帳區及活動

空間分區規劃，提高彼此營客間的露營品質；另

外還開闢積木桌遊館、滑草區、戲沙區、夜間生

態導覽等，讓露營客充份地和自然生態融為一

體，享受大自然的洗禮。 

 
圖二十二：營區人員服務滿意度 

由圖二十二的資料顯示，露營客對小路露營地的

服務滿意度，最高為滿意，比率佔了 53％；次之

為非常滿意，佔 33％；普通的比率佔了 14％，不

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的比率皆為 0％；由此可看出

露營客對服務人員服務滿意度持高滿意狀態。推

論此因，可歸功於小路露營地 24 小時的服務人員

機制，只要一通電話，則會有專人前往解決露營

過程中的疑難雜症，包含其他營客的干擾行為也

都會一併處理。著實讓露營客感到貼心及放心。 

 

表九：露營客對於小路露營區投保認知調查 

 

圖二十三：露營客對投保公共意責任險認知 

由圖二十三的資料顯示出，不知道小路露營地

會幫客人投保安全意外險的露營客比率居多，

佔了 63％；知道的露營客偏少，佔 37％；由此

可看出絕大部份的露營客不知道小路露營地有

幫客人投保 4800 萬公共意外責任險。 

 

圖二十四：露營客會因為貼心投保而提高意願 

 

圖二十五：願意口耳相傳推薦小路 

由圖二十四的資料顯示出，知道營地貼心投保

後，會提高前往旅遊露營的意願佔全面，100

％；由此可知，露營客對於此舉是持高度認同

的狀態。 

由圖二十五的資料顯示出，露營客願意把小路

露營地推薦給其他人為全數比例 100％；不願意

把此露營地推薦給其他人的民眾比率為 0％。綜

合上述以上，小路露營地的經營哲學值得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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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水泥叢林中的塵囂與喧嘩，忙碌與挫折，漸漸地讓人們選擇在屬於自己的休閒時間前往

綠色世界，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旅遊活動中，接近自然取代百貨公司與 3C 世界，是現

在許多民眾的首選。本研究小組以中部地區優質營地─小路露營地為研究主題，茲就研究結

論與研究建議整理如下： 

 

一、研究結論 

 

（一）大手拉小小手，露營活動讓感情連結性高。 

 

藉由研究結果顯示，中壯年以上的露營客比例居多，多半都會攜家帶眷，且 71

％的露營客已將露營視為常態性休閒活動。私下訪談過程中，50 歲的陳姓露營客表

示：「很累啦！但是可以和自己的親人朋友共同解決戶外生活的困難，享受其中帶來

的學習及相處，很棒！」，有別於科技時代的休閒，接近大自然的露營活動顯得充滿

濃濃人情味與甜蜜歡笑。 

 

（二）小路露營地完善規劃營地空間及極度注重環境衛生，以客為中心的貼心式經

營學，整體提高營區滿意度。 

 

小路露營地完善規劃營地空間，設置積木桌遊館、滑草區、戲沙區、夜間生態

導覽等，讓露營客充分地和自然生態融為一體，享受大自然的洗禮，也著實提高了

露營客對於小路露營地的整體滿意度。此外，隨時駐派工作人員作定點清潔，包含

草皮、廁所及淋浴間，讓客人享受最優質的衛生環境，據圖十九和圖二十，更顯示

出了露營客對於小路露營地衛生清潔方面的高度滿意。 

 

（三）主動為露營客投保 4800 萬公共意外責任險，讓客人玩得開心又安心。 

 

近年來，露營已成國人熱門的休閒活動，商機巨大，「業者紛搶灘闢建露營區，

卻因無專責法令管理，導致露營區品質良莠不齊，不但破壞生態，民眾安全更無人

把關」（今周刊，2015）。而小路露營地主動為來營地的露營客投保 4800 萬的公共意

外責任險，這在露營地如雨後春筍般盛出的當下，是很難得一見的。 

 

二、研究建議 

 

（一）營區安全性，業者須多加以要求，露營客也要為自身安全把關。 

 

為了搶賺露營財，部分不肖商家，搶開發山坡地或靠海地，讓民眾得以紮營；

但這些未經安全評估的背後，可能是建在土石流潛在區，可能是海砂流石區，可能



那一夜住在星空下的夜晚─露營客對小路露營地滿意度之探討 

10 
 

是在懸空的山崖邊駐足幾根少少的鐵架，如此多的疑慮及安全性有賴全民共同監督，

也有政府審核，共同打造安全的露營王國。 

 

（二）強化營地硬體及軟體服務，鼓勵更多「初露」旅客及「家庭」的參與，擴充

更多觀光商機。 

 

克難式露營，包括體積極大的睡袋、上廁所及洗澡極度不方便的衛生環境、讓

人一看到就望之卻步的衛生環境，是許多尚未接觸露營或是少數露營體驗不佳的旅

客心中的共鳴。打破所謂的刻板印象，提升營地的方便性、安全性及乾淨性，可以

大幅提高民眾對於露營的意願，為整體旅遊環境增加更多旅遊型態新商機。 

 

此外，親子方面的連結性強，是本次研究小組依據圖十七所分析得出，藉由鋪

地布、舖內帳、穿骨架、撐起內帳到搭外帳、釘營釘、拉營繩等步驟，教導孩子們

從做中學的概念。建議其他營地可以強化營區內的親子設備，吸引更多家庭地加入，

締造更多那一夜許多人住在星空下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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