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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應用多個層級、關聯隨機效果邏輯迴歸模型，分析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

運具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不僅可考量不變的組間共變項，也可考量隨時

間改變的組內共變項。以臺灣北、中、南及東四區主要車站與休息站，選擇

搭乘火車與自小客車的 1,162 位旅客為研究對象，蒐集人口基本統計變項及最

近 3 次國內觀光旅遊選擇交通工具的情況及其 10 項主要考量因素。結果發

現，除了婚姻、教育與職業等組間共變項之外，運具選擇行為仍會受到時間

長短、付款方式、節能減碳、服務態度、班次多寡、舒適程度、安全性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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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等組內共變項的影響。但是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僅受到距離遠近、班

次多寡及機動性的影響。這種方法與這項發現將可提供未來休閒旅遊者習慣

性的運具選擇行為研究及其改變策略的參考與依據。  

關鍵詞：隨機效果、邏輯迴歸模型、運具選擇行為、影響因素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pply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ing 

with correlated random effects to explore the traveler’s mode-choice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This type of model can be used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between-subjects covariates and within-subjects covariates on the correlated 

dichotomous response variable. A total of 1,162 travelers, who took a train or 

drove a car,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t the major train stations and 

highway rest stations in Taiwan. They were asked to report their three most recent 

leisure journeys and their ten major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choice of mo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traveler’s marriage status,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his/her mode-choice behavior is influenced by his/her major 

considerations, such as travel time, the form of payment,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quality service, train runs, comfort, safety, and flexibility. 

Nevertheless, the traveler’s habitual mode-choice behavior is influenced only by 

travel distance, train runs and flexibility. Therefore, these findings will provide us 

with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traveler’s habitual mode-choice behavior, and this 

type of model will be applied further to explore these kinds of related issues. 

Keywords: Random effect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Mode-choice behavior, 
Influential factors 

一、前言 

1.1 研究問題的重要性與背景 

1.1.1 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民眾休閒旅遊普遍使用 (或選擇) 私人運具 (如自小客車)，可以說是

目前石油能源加速消耗主要的原因之一；同時也間接地造成了二氧化碳排

放的增加，以及世界各地氣候暖化更加的劇烈。鼓勵民眾休閒旅遊善加使

用大眾運輸系統 (如鐵路或客運)，可以說是促使上述問題能夠獲得舒緩的

主要手段之一。為了鼓勵及促進休閒旅遊者使用大眾運輸系統，首先需要

了解旅遊者私人運具的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然而，旅遊者私人運具的

選擇行為會隨著時間或旅遊次數的累積而逐漸形成個人的習慣，雖然其中

有部分的旅遊者，會因為關鍵的理念改變或重要事件的發生，使私人運具

的選擇行為發生巨大的改變。因此，了解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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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響因素，無疑地是推行綠色運輸與綠色旅遊相當重要的議題，同時也

是決定決策者能否扭轉或改變旅遊者私人運具選擇行為成功的關鍵，進而

減緩能源的消耗與二氧化碳的排放。 

1.1.2 研究問題的背景 

過去探討旅遊者私人運具的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大部分都是利用

獨立樣本的運具選擇模型或迴歸模型，理由主要是因為蒐集的資料都是採

用靜態及橫斷面的調查設計 (cross-sectional survey design)，而這種類型的

研究設計特色，就是研究資料彼此之間呈現互相獨立，所以獨立樣本的選

擇模型就成為當時這種類型資料的主要分析方法，以探討旅遊者彼此之間

對於運具選擇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然而，旅遊者私人運具的選擇行為在

本質上不僅係屬於動態、連續，甚至形成了習慣，彼此之間具有密切的關

聯性，而且橫跨不同層級的影響因素可能導致選擇行為的改變。因此，為

了探討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資料的蒐集宜隨之採

用縱貫性 (longitudinal) 的調查設計，而且資料分析方法也就不宜再應用

上述獨立樣本的統計方法，而是應該充分利用多個層級、關聯樣本及隨機

效果 (random-effects) 選擇模型或邏輯迴歸模型。 

由於上述前者獨立樣本的運具選擇模型或迴歸模型，只考慮到獨立樣

本彼此之間的個體差異－亦即所謂的固定效果 (fixed-effects)，而且模型基

本上又假設觀察資料彼此之間是互相獨立的，所以這類型研究設計與分析

方法並無法有效的 (甚至根本無法) 估計樣本個體內觀察資料的改變或變

化－亦即所謂的隨機效果，如在目前研究中，主要的關心是休閒旅遊者

前、後互相關聯的運具選擇行為，以及其不變 (invariants) 與隨著時間改

變 (time-varying) 的影響因素。因此，為了探討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

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不但在資料蒐集上要採用縱貫性的調查設計，而且在

分析方法上，也要利用多個層級、關聯樣本、隨機效果選擇模型或邏輯迴

歸模型 (隨後簡稱為混合效果選擇模型或邏輯迴歸模型)，因為此類型的研

究設計提供了蒐集的資料具有前、後互相關聯的特性，而此類型的分析方

法，不僅可以對個體間或組間 (between-subjects) 的差異進行正確的推

估，而且也可以對個體內或組內 (within-subjects) 的變化進行深入的探討。 

1.2 研究問題的相關文獻 

對於休閒旅遊者的運具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探討，過去國內、外

大部分相關研究，不是從旅遊者的人口基本統計變項 (如年齡、性別、婚

姻、教育及職業等)，或運具本身具有的特質 (如費用便宜、候車時間、

班次、機動性、便利、舒適、安全、地點遠近及服務態度等) 角度去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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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就是針對運輸的結構與環境因素 (如加強道路設施、接駁服務及交

通運輸系統等) 改變去加以考量。而其中絕大部分的研究所探討的都是單

次旅遊的運具選擇行為，而且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也都以橫斷面的調查

設計與多項羅吉特 (或普洛比) 模型、巢式多項羅吉特 (或普洛比) 模型 

(nested multinomial logit or probit model) 為主。由於本研究試圖探討休閒

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所以研究方法即需要利用

縱貫性的調查設計，資料分析也需要應用上述特殊類型的統計方法。雖

然目前本研究只侷限在上述與前者相關的研究 (即個體層面) 上，但是上

述統計方法具有微觀與巨觀因素的擴展性，未來可以在不同或更高的層

級 (即組織或社會層面) 上，增加如運輸結構與環境等巨觀因素，以應用

於上述與後者相關的研究上。 

過去有關於探討上述前者之部分，不論是在國外或者在國內，都有為

數不少的研究。首先，在休閒旅遊者的運具選擇行為上，過去國內、外相

關的研究，有的是針對單一的運具選擇行為，如火車 (蔡明志等人，2011)、

國道客運或長途客運 (Prioni and Hensher, 2000；任維廉與呂堂榮，2004；

任維廉等人，2005)。另外，有的則是針對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運具選擇

行為，如大眾運輸系統 (公車、火車與捷運) 與自小客車 (Johansson et al., 

2006; Scheiner and Holz-Rau, 2007; Litman, 2008)、自小客車與高鐵 (郭奕

妏等人，2012)、火車、客運與航空 (Vo, 2013)、火車、客運、航空與自小

客車 (周榮昌等人，2004)、火車、客運、航空與高鐵 (周宏彥與許玄岡，

2007；楊志文，2007)。雖然過去研究都曾針對單一或不同的運具選擇行為

進行分析及其影響因素的探討，但是卻沒有進行連續性的運具選擇行為分

析及其影響因素的探討。因此，在考量了問題的聚焦性、資料的連貫性與

統計方法的複雜性等因素後，本研究將行為目標限定在多次連續搭乘火車

與自小客車這兩種不同的運具選擇行為上。 

其次，在休閒旅遊者的人口基本統計變項上，如年齡 (周榮昌等人，

2004；Johansson et al., 2006; Patchen, 2006；楊志文，2007；郭奕妏等人，

2012；Vo, 2013)、性別 (Johansson et al., 2006; Patchen, 2006; Vo, 2013)、婚

姻或有無子女  (Johansson et al., 2006)、教育  (Johansson et al., 2006; 

Patchen, 2006；郭奕妏等人，2012)、職業 (周宏彥與許玄岡，2007；Vo, 

2013)、所得或收入 (周榮昌等人，2004；Johansson et al., 2006；周宏彥與

許玄岡，2007；楊志文，2007；賴文泰與李俊賢，2007；賴文泰與呂錦隆，

2008；郭奕妏等人，2012；Vo, 2013) 等變項，都可能會間、直接地影響

休閒旅遊者的運具選擇行為。這些變項在規劃不同運具選擇的行銷管理

上，確實可以提供很多深具價值的訊息；但是這些變項與休閒旅遊者運具

選擇行為的關係不一 (即有時有差異或相關，有時卻沒有差異或相關)，雖

然在本質上實屬於運輸政策上比較無法加以改變的因素，不過卻仍然是運



多個層級、關聯隨機效果邏輯迴歸模型應用於探討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 

及其影響因素 

501 

具選擇行為重要的影響變項，不論是在理論或實際上，影響關係的時序性

上均發生在選擇交通工具的主要考量因素之前，而且為了確保選擇交通工

具的主要考量因素對於運具選擇行為具有真正說服性的影響，所以在本研

究中將先考慮這些變項對於習慣性運具選擇行為的影響。 

接著，在運具本身具有的特質上，如時間長短 (Prioni and Hensher, 

2000；周榮昌等人，2004；Johansson et al., 2006；楊志文，2007；Litman, 

2008；郭奕妏等人，2012；Vo, 2013)、付款方式 (Prioni and Hensher, 2000; 

Litman, 2008)、距離遠近 (Prioni and Hensher, 2000; Scheiner and Holz-Rau, 

2007)、節能減碳 (Johansson et al., 2006)、服務態度 (Prioni and Hensher, 

2000；任維廉與呂堂榮，2004；周榮昌等人，2004；任維廉等人，2005；

周宏彥與許玄岡，2007；Litman, 2008；蔡明志等人，2011)、班次多寡 (Prioni 

and Hensher, 2000)、舒適程度 (Prioni and Hensher, 2000；任維廉與呂堂榮，

2004；任維廉等人，2005；Johansson et al., 2006; Litman, 2008；Vo, 2013)、

安全性 (Prioni and Hensher, 2000；周榮昌等人，2004；Vo, 2013)、機動性 

(周榮昌等人，2004；Johansson et al., 2006；周宏彥與許玄岡，2007；郭奕

妏等人，2012)、費用高低 (Prioni and Hensher, 2000；周榮昌等人，2004；

Johansson et al., 2006；賴文泰與李俊賢，2007；賴文泰與呂錦隆，2008；

郭奕妏等人，2012；Vo, 2013) 等因素，也都可能會影響休閒旅遊者的運

具選擇行為。更重要的是，在本質上這些特質是運輸政策上可能比較可加

以改變的因素，而且誠如前所述，為了確保這些特質具有真正的影響，所

以將先排除人口基本統計變項的影響，再探討這些特質對於習慣性運具選

擇行為的影響。 

最後，在研究方法、資料蒐集與統計模型上，國內對於探討旅客或乘

客的運具選擇行為，大部分都是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旅客或乘客為分析單

位 (在國內，學生群經常占較高的比例)，但不分旅次的目的 (包括探親、

訪友、返鄉、上班、商務、洽公或旅遊等)，蒐集橫斷面的相關資料，並利

用 (巢式) 多項羅吉特 (或普洛比) 統計模型進行資料分析，以決定運具選

擇行為的影響變項。如蒐集的資料是屬於潛在變項 (latent variables)，如服

務品質 (周榮昌等人，2004)、行為意向 (蔡明志等人，2011)、態度與人格

特質 (Johansson et al., 2006)、生活型態 (Scheiner and Holz-Rau, 2007) 

等，即先利用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加以處理，

然後再引進於上述羅吉特 (或普洛比) 統計模型中，探討這些潛在變項對

於運具選擇行為的影響。然而，由於本研究在於探討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

運具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所以研究方法即需要利用縱貫性的調查設

計，以蒐集休閒旅遊、搭乘火車或自小客車的乘客與駕駛，而且資料分析

也需要應用上述特殊類型的統計方法 (即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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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以了解影響各種不同運具選擇行為的因素有很多。同樣

地，可以類推到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搭乘火車或自小客車兩種運具選擇行

為的影響因素也很多，而且這兩種情形的影響因素無疑地會具有不少相似

的部分。由於本研究只針對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兩種運具選擇行為及其影

響因素進行初步探討，所以研究者透過上述相關文獻整理與探討，先行過

濾並選擇其中比較重要又具有區隔性的影響變項 (如時間長短、付款方

式、距離遠近、節能減碳、服務態度、班次多寡、舒適程度、安全性、機

動性與費用高低等)，以進行特殊類型統計方法的應用與問題的探討。而節

能減碳影響變項之所以會考量其中，主要是由於當今政府大力倡導綠色運

輸與綠色旅遊，以及全球暖化與綠色能源等議題受到普遍的關注。因此，

綠色運輸與綠色旅遊概念，在休閒旅遊運具的選擇上，究竟是否能扮演起

決定性的角色？這個議題也是迫切需要去加以了解的，以作為將來提高綠

色旅遊運具選擇的參考。 

過去有很多專家學者曾對統計方法作出了很多的貢獻 (Verbeke and 

Molenberghs, 2000;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Singer and Willett, 2003; 

Goldstein, 2011; Snijders and Bosker, 2012)。一開始是針對教育領域既存的

層級結構資料 (hierarchically structured data) (如學校－班級－學生)，試圖

提出具有系統性的統計方法，也就是後來多個層級統計模型 (multilevel 

statistical models) 的前身。隨後，統計方法隨著技術、經驗的累積與統計

軟體的發展，更加的擴展、應用到抽樣調查研究 (如地區－住戶－成員)，

甚至延伸到重複量數資料 (repeated measures data)、事件歷史模型 (event 

history models)、間斷反應資料、多變項模型、非線性模型、測量誤差、因

素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型及因果關係的實驗設計等。如果能夠充分的了解模

型如何分析重複量數與間斷反應資料，即可透過結合兩者模型的特性，將

方法應用於處理重複量數性質的間斷反應資料。因此，上述方法提供了本

研究對於綠色旅遊長期運具使用與選擇的探討。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即在於選擇並利用上述兩個層級的混合效果邏輯

迴歸模型 (mixed-effect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統計方法 (其中

第一個層級是組內層級，在於探討休閒旅遊者運具選擇行為及其旅遊次數

之間的關係，亦可包括隨著時間改變的組內影響因素，而第 2個層級則是

組間層級，在於探討每位旅遊者彼此之間的差異情形，亦可包括不隨時間

改變的組間影響因素)，探討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

素。更明確地說，就是採取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與Singer and Willett 

(2003) 建議的由下向上 (step-up) 模型構建策略，以休閒旅遊者搭乘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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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小客車為運具選擇的標的，先行探討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與國內觀光

旅遊次數彼此之間的關係；其次，根據 Victora et al. (1997) 提出的概念架

構變項層級分析方法 (hierarchical approach)，在排除國內觀光旅遊次數的

影響之後，再探討人口基本統計變項 (如年齡、性別、婚姻、教育及職業

等)，對於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的影響；最後，在排除國內觀光旅遊次數與

人口基本統計變項的影響之後，再探討每次旅遊選擇交通工具的主要考量

因素 (如時間長短、付款方式、距離遠近、節能減碳、服務態度、班次多

寡、舒適程度、安全性、機動性及費用高低等)，對於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

的影響。除此之外，在上述探討運具選擇行為的影響過程中，本研究亦將

同時檢視旅遊次數與其共變項 (covariates) 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效果，以

探討習慣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的理論基礎 

當兩分反應變項 (binary responses) 是以個人 (individuals) 為對象進

行重複測量 (repeatedly measured) 時，如果選擇一般邏輯迴歸模型 (亦即

所謂固定效果邏輯迴歸模型) 來進行資料分析，將無法滿足這種類型資料

彼此之間具有關聯的事實，因為基本上，一般邏輯迴歸模型假設這些觀察

值彼此之間是互相獨立的，可是很顯然地，這些重複測量的觀察值並非是

互相獨立的。然而，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合併了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

其中隨機效果提供此模型將這種重複測量產生的相關，整合到各項參數及

其標準誤的估計、區間估計與統計假設檢定中。至於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

型是如何進行迴歸參數估計與統計假設檢定，以及隨機效果估計？以下本

研究將以兩個層級的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應用於休閒旅遊者 (簡稱旅客) 

重複選擇交通工具 (其中亦包括習慣性的運具選擇) 為例來加以說明。 

2.1 基本的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 

假設 pij代表在第 i次國內觀光旅遊時，第 j位旅客選擇交通工具為搭

乘火車 (yij = 1) 的機率 (probability) (如以目前的資料為準，其中 i = 1, …, 

3或類推至 nj旅次，屬於第一個層級；j = 1, …, 1,162或類推至 N旅客，屬

於第 2個層級)，而 1 - pij則代表在第 i次國內觀光旅遊時，第 j位旅客選

擇交通工具為搭乘自小客車 (yij = 0) 的機率。另外，假設 xij代表第 j位旅

客的第 i次國內觀光旅遊 (簡稱為旅次)，即可以應用僅考慮旅次共變項的

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構建旅客選擇交通工具與觀光旅遊次數兩者彼此

之間的關係，亦即可以將這兩種交通工具選擇與觀光旅遊次數之間的關

係，表示成以下兩個層級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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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層級的次模型，又稱為個體內、組內或受試者內模型，目的是

在於建立旅客選擇交通工具與觀光旅遊次數之間的關係，前者通常是以對

數勝算的形式來加以呈現，即如下： 

ijjj

ij

ij
x

p

p

10

1
log ππ +=

⎟
⎟

⎠

⎞

⎜
⎜

⎝

⎛

−
 (1) 

第 2個層級的次模型，又稱為個體間、組間或受試者間模型，目的是

在於描述每位旅客上述兩者之間關係的變異情形，即如下： 

jj

jj

u

u

1101

0000

+=

+=

βπ
βπ

 (2) 

其中，由 u0j與 u1j所組成的隨機受試者效果 (random subject effects) 向

量，以 uj或 u為代表，並假設符合一個雙變項的常態分配 (bivariate normal 

distribution) ， 具 有 平 均 值 向 量 0 ， 與 變 異 數 － 共 變 數 矩 陣 

(variance-covariance matrix) Σu；亦即 u ∼ N (0, Σu)。 

如果上述兩個次模型 (1) 與 (2) 進行合併，即可以獲得下列合併模型 

(combined model)，亦即除了旅次時間共變項之外，不包含其他共變項的混

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 

( ) ( )
jijijijjjij

ij

ij
uzxxuux

p

p
''

1
log

101000
+=+++=

⎟
⎟

⎠

⎞

⎜
⎜

⎝

⎛

−
βββ  (3) 

如以目前合併模型為準，其中 xij為旅次共變項及其截距項 (intercept) 

所組成的向量，β為β00、β10所組成、待估計的迴歸參數向量，zij為隨機效

果變項及其截距項所組成的設計向量，而 uj則為待估計的隨機效果。 

然而，為了方便於隨後的迴歸參數估計與隨機效果估計，經常會將上

述模型中的隨機效果先進行標準化，即 uj = Tθj。TT′ = Σu是變異數－共變

數矩陣Σu的 Cholesky分解式 (Cholesky factorization or decomposition)，其

中，T被稱為 Cholesky因子 (Cholesky factor)，而θj是標準化的隨機效果。

因此，在隨機效果經標準化後，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可以改寫成如下。 

jijij

ij

ij
Tzx

p

p
θβ ''

1
log +=

⎟
⎟

⎠

⎞

⎜
⎜

⎝

⎛

−
 (4) 

另一方面，也可以將式 (4) 再改寫成如下，亦即以標準化的隨機效果

(conditional on the standardized random effects) θj為條件，選擇交通工具為

搭乘火車 (yij = 1) 的條件機率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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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1

1
)1Pr(

ijjijij

jijij

jijij

Tzx

Tzx
yp

ηψθβψ
θβ

θ

=+=

+−+
===

 (5) 

)''(
jijij

Tzx θβψ +  是邏輯累積分配函數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另外，在式 (5) 中，選取
jijijij

Tzx θβη '' += ，目的以簡化

運算中符號的表達。 

另一方面，以標準化的隨機效果θj為條件，選擇交通工具為搭乘自小

客車 (yij = 0) 的條件機率則是： 

)(1)''(1)0Pr(1
ijjijijjijij

Tzxyp ηψθβψθ −=+−====  (6) 

由於假設在已知隨機受試者效果的條件下，每一位受試者 (即旅客) 

在各旅次 (或各時間點) 的觀察值彼此之間是互相獨立的，所以即可以形

成 nj × 1反應向量 yj的條件機率或條件概似 (conditional likelihood)。 

∏
=

−−=
j

ijij

n

i

y

ij

y

ijj
yl

1

1

))(1()()( ηψηψθ  (7) 

因此，對於母群體的受試者來說， yj 的邊際機率  (marginal 

probability) 是： 

∫=
θ

θθθ dgylyh
jj

)()()(  (8) 

g (θ) 代表隨機效果的母群體分配，亦即 N (0, σu

2
)。由此可知，即可

以形成全部受試者的 yj反應類型邊際概似 (marginal likelihood) 與對數概

似 (Log-Likelihood, LL)，如下。 

∏
=

=
N

j

jyhL
1

)(  (9) 

∑
=

=
N

j

jyhL
1

)(loglog  (10) 

由於概似的最大值與對數概似的最大值是發生在相同點，而且對數概

似比較容易微分，所以即直接微分上述 (10)，並選擇參數向量η，以代表
迴歸參數β，或者隨機效果參數θ，即可以獲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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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ij

ηψ∂  是邏輯機率密度函數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等

於 ))(1)(( ijij ηψηψ − 。因此，如果針對迴歸參數β微分，即可以獲得： 

ij

ij
x'=

∂
∂

β
η

 (12) 

如果針對隨機效果參數θ微分，即可以獲得： 

[ ] ' )(
)(

ijjr

ij
zJ

T
⊗=

∨∂
∂

θ
η

 (13) 

為了求得上述微分方程  (12) 與  (13) 的解答，即可以使用

Newton-Raphson程序或 Fisher scoring方法 (Hedeker and Gibbons, 2006)。 

當上述重複疊代 (iterations) 的計算達成收斂 (convergence) 時，即可

以獲得一組最大概似估計值及其對應的標準誤，因為當樣本數足夠大時，

這一組估計值的變異數－共變數矩陣，就是上述訊息矩陣 (information 

matrix) 的反矩陣。因此，可以充分利用這組估計值及其對應的標準誤，

計算近似 z統計量 (asymptotic z-statistics)，建立對應的模型參數的統計假

設檢定與信賴區間估計。 

接著，可以應用各種不同的近似方法 (approximations) 去估計上述隨

機效果分配的積分。如果假設上述隨機效果呈現常態分配，即可以使用

Gauss-Hermite求面積法 (Gauss-Hermite quadrature rule) 的數值積分，相當

準確地獲得隨機效果分配的積分。附帶地，這種求面積近似法所產生的差

異 (deviance)，可以作為隨後巢狀模型 (nested models) 概似比統計檢定 

(likelihood ratio tests) 的依據。基本上，這種數值積分是以這項積分每個向

度 (dimension) 對應的求面積點 (quadrature points，如以 Q表示) 形成的

總和來近似這項積分。因此，對於轉換後的θ空間總和就是由這些求面積
點 Q

R
 (R是隨機效果的個數) 所形成。 

對於多變項的密度函數 (multivariate density function) 來說，如果隨機

效果的個數為 R，那麼求面積點 Q的 R個向度向量，即可以寫成： 

),...,('
1 qRqq B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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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qi是第 i 個向度面積點 Q 的最佳分割點 (optimal points) (i = 

1, …, R) (Stroud and Secrest, 1966)，對應的加權值 (weights) 可以寫成： 

∏
=

=
R

r

qrq BABA

1

)()(  (14) 

因此，透過求面積點及其加權值，模型中 jijijij Tzx θβη '' += ，即可以

改寫成： 

qijijijq
Tzx ββη '' +=  (15) 

並且對應的條件概似，即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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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近似的邊際概似，即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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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次微分，即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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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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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上述估計隨機效果分配積分的效率，如果採取具有彈性的步

驟大小 (step size)，調整分配的位置 (location) 與變異 (dispersion)，以控

制近似方法的誤差，即稱這種數值積分法為適性的 Gauss-Hermit求面積法 

(adaptive Gauss-Hermite quadratur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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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的擴大－增加組間共變項 

如果在第 2個層級的次模型中，再增加組間共變項，如年齡、性別、

婚姻、教育及職業等人口基本統計變項，並以 )()2()1( ,...,, ljjj xxx 等來加以表

示 (l = 1, …, 5)，第 2個層級的次模型即可以寫成如下： 

jljljj

jljljj

uxx

uxx

1)(1)1(11101

0)(0)1(0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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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βββπ
βββπ

 (19) 

如果上述兩個次模型 (1) 與 (19) 進行合併，即可以獲得下列合併模

型，亦即除了旅次時間共變項之外，還包含組間共變項的混合效果邏輯迴

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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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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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j為組間與旅次共變項、兩者交互作用項及其截距項所組成的

向量，β為待估計的迴歸參數向量，而 zij為隨機效果變項及其截距項所組

成的設計向量。即使在第 2個層級的次模型中，再增加組間共變項彼此之

間的交互作用項 (如年齡與性別交互作用)，上述 (20) 合併模型仍然具有

相同的形式。 

同樣地，如前所述，需要將上述模型中的隨機效果先進行標準化，即

uj = Tθj。因此，在隨機效果經標準化後，上述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亦可

以改寫成如式 (4)。至於隨後的迴歸參數估計與隨機效果估計過程，與上

述基本的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是相同的，所以就不再重述。 

2.3 基本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的再擴大－增加組內共變項 

如果在第一個層級的次模型中，再增加組內共變項，如時間長短、付

款方式、距離遠近、節能減碳、服務態度、班次多寡、舒適程度、安全性、

機動性及費用高低等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並以 )()2()1(
,...,,

lm

ijijij xxx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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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加以表示 (m - 1 = 1, …, 10)，第一個層級的次模型即可以寫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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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暫時不考慮新增組內共變項的隨機效果，也不考慮新增組內共變

項與組間共變項的交互作用效果，第 2個層級的次模型即可以寫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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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兩個次模型 (21) 與 (22) 進行合併，即可以獲得下列合併模

型，亦即除了旅次時間共變項與組間共變項之外，還包含組內共變項的混

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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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j為組間、組內與旅次等共變項，組間與旅次交互作用項，以

及其截距項所組成的向量，β為待估計的迴歸參數向量，而 zij為隨機效果

變項及其截距項所組成的設計向量。即使在第一個層級的次模型中，再增

加組內共變項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項 (如旅次與第 m - 1個主要考量因素

交互作用 )1( −m

ijij
xx ，而對應迴歸係數γ1(m - 1) 上述 (23) 合併模型仍然具有相

同的形式。 

同樣地，如前所述，需要將上述模型中的隨機效果先進行標準化，即

uj = Tθj。因此，在隨機效果經標準化後，上述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亦可

以改寫成如式 (4)。至於隨後的迴歸參數估計與隨機效果估計過程，與上

述基本的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是相同的，所以也就不再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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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時候，可能想更進一步 (就如同旅次共變項一樣) 探討旅客

選擇交通工具與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之間關係的變異情形。這時，

可以將上述第 1、第 2個層級的次模型再加以擴大。 

三、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分別從臺灣北、中、南與東部各主要火車、高鐵及客運等車

站，以及高速公路休息站，按照當年度搭乘火車或自小客車休閒旅遊的配

額抽樣方式 (註：配額抽樣的方式是參考當年度觀光局調查國內觀光旅遊

搭乘這兩種交通工具的旅客人數比例，選取與搭乘這兩種交通工具比例相

當的研究對象樣本人數，以達成這兩組研究對象樣本人數的比例，與當年

度觀光局調查國內觀光旅遊搭乘這兩種交通工具的旅客數比例一致)，隨機

蒐集願意回答問卷內容的乘客與駕駛，經資料整理後，發現年齡 18 歲以

上，並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旅遊者，合計 1,162人，平均年齡為 31.20歲 (標

準差為 10.40歲，範圍從 18歲至 71歲)，其中北、中、南與東部等 4個地

區分別有 218 人、284 人、308 人與 352 人。如以性別來加以分類，男性

有 546 人 (47.03%)，女性有 615 人 (52.97%)，而有 1 人未填寫性別；以

婚姻狀況來加以分類，單身有 720人 (62.28%)，已婚有 436人 (37.72%)，

而有 6人未填寫婚姻狀況；以教育程度來加以分類，國、高中職有 264人 

(23.61%)，專科大學及研究所有 854 人 (76.39%)，而有 44 人未填寫教育

程度；以職業來加以分類，有正職者有 787人 (67.84%)，無正職者有 373

人 (32.16%)，而有 2人未填寫職業。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於應用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探討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運

具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對於調查主題，本研究是採用自編的調查問

卷，蒐集休閒旅遊者在最近 3次國內觀光旅遊時，使用與選擇交通工具的

情形 (但不考慮訪視當次所使用或選擇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基於訪視當次

運具選擇易受訪視地點的影響，以及訪視當次的目的有很高的比例並不是

休閒觀光旅遊)。問卷內容，除了基本資料 (年齡、性別、婚姻、教育與職

業) 之外，還有旅遊現況的了解與最近 3次國內觀光旅遊的紀錄。在基本

資料中，年齡採開放式填答，其餘均採勾選，性別分男、女，婚姻分單身、

已婚，教育分國高中職、專科大學及研究所，職業分有正職與無正職。在

旅遊現況的了解與最近 3次國內觀光旅遊的紀錄中，採用單選勾選觀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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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以觀光休閒為主，不含回家看父母、外出拜訪親戚朋友) 搭乘的主要

交通工具 (臺鐵、高鐵、客運與自小客車等)，以及採用複選方式，從以下

10個選項中，勾選一個或一個以上認為當次旅遊選擇上述交通工具主要的

考量因素，而這 10個主要的考量因素選項包括 (1) 時間比較短、(2) 付款

方式較簡便、(3) 離目的地較近、(4) 節能減碳、(5) 服務態度較好、(6) 班

次較多、(7) 舒適程度較好、(8) 安全性較高、(9) 機動性較高及 (10) 支

付費用較低等選項。 

至於最近 3次國內觀光旅遊，研究對象搭乘的主要交通工具及其主要

的考量因素描述如下：最近 1次國內觀光旅遊搭乘的主要交通工具，有 573

人 (49.31%) 搭乘臺鐵，有 589 人 (50.69%) 搭乘自小客車，而此次選用

上述交通工具的主要考量因素，時間長短  (時間較短 ) 有 599 人 

(51.59%)、付款方式較簡便有 298人 (25.67%)、距離遠近 (離目的地較近) 

有 513 人 (44.22%)、節能減碳有 235 人 (20.24%)、服務態度較好有 102

人 (8.79%)、班次多寡 (班次較多) 有 314 人 (27.05%)、舒適程度較好有

558 人 (48.06%)、較安全有 485 人 (41.77%)、機動性較高有 589 人 

(50.73%)、費用高低 (費用較低) 有 320人 (27.56%)。 

前 1次國內觀光旅遊搭乘的主要交通工具，有 263人 (42.08%) 搭乘

臺鐵，有 362 人 (57.92%) 搭乘自小客車，而此次選用上述交通工具的主

要考量因素，時間長短 (時間較短) 有 306人 (46.86%)、付款方式較簡便

有 166人 (25.42%)、距離遠近 (離目的地較近) 有 233人 (35.68%)、節能

減碳有 111人 (17.00%)、服務態度較好有 63人 (9.65%)、班次多寡 (班次

較多) 有 164 人 (25.11%)、舒適程度較好有 277 人 (42.48%)、較安全有

217人 (33.23%)、機動性較高有 345人 (52.83%)、費用高低 (費用較低) 有

188人 (28.79%)。 

再前 1次國內觀光旅遊搭乘的主要交通工具，有 149人 (38.70%) 搭

乘臺鐵，有 236 人 (61.30%) 搭乘自小客車 (註：搭乘這兩種交通工具的

研究對象比例與當年度觀光局調查國內觀光旅遊搭乘這兩種交通工具的

旅客數比例是十分接近的，這也正好呼應了本研究先前對於研究對象招募

的規劃－採取配額抽樣的方式)，而此次選用上述交通工具的主要考量因

素，時間長短 (時間較短) 有 204人 (47.55%)、付款方式較簡便有 106人 

(24.71%)、距離遠近 (離目的地較近) 有 176人 (41.03%)、節能減碳有 83

人 (19.35%)、服務態度較好有 48 人 (11.19%)、班次多寡 (班次較多) 有

115 人 (26.81%)、舒適程度較好有 198 人 (46.15%)、較安全有 156 人 

(36.36%)、機動性較高有 229人 (53.38%)、費用高低 (費用較低)，有 136

人 (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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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實施步驟 

首先針對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相關

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及閱讀，以確認運具選擇行為的主要考量因素 (如

時間長短、付款方式及距離遠近等)；其次，根據研究問題及其目的，進行

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理論基礎的探討，以及實證資料蒐集的規劃與調查

問卷的設計；接著，依照上述統計分析方法的統計檢定力，推估在理論上

應該召募的研究對象與樣本人數，並以北、中、南與東等四區運具使用或

選擇的主要場域 (如車站、休息站等) 為資料蒐集的地點；隨後，徵求各

地區問卷調查人員，編輯問卷調查訓練手冊，並進行事前問卷調查說明會

議，在會議中對於選用運具的主要考量因素題項做填答補充說明 (同時請

訪視員在進行訪視時，除了說明填答方式之外，還要特別提醒受訪者這個

複選題)，以蒐集國內觀光旅遊民眾運具選擇及其影響因素等相關資料；最

後，針對調查人員蒐集的資料，進行問卷資料鍵入與檢核，刪除嚴重缺失

與疑似亂答的資料，並根據下列統計方法規劃，進行資料分析與假設檢定。 

3.4 統計分析 

在應用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時，本研究是採取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與 Singer and Willett (2003) 建議的由下向上模型構建策略，在這些

共變項的影響時序上，是根據 Victora et al. (1997) 提出的概念架構變項層

級分析方法，而這些共變項在統計學上是否具有顯著性，是採取驗證性 

(confirmatory) 的假設檢定方式來加以進行。至於統計分析步驟如下：首

先，本研究選擇僅考慮旅遊次數為共變項的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以建

立休閒旅遊者選擇交通工具與最近 3 次國內觀光旅遊次數彼此之間的關

係，並且在對數勝算 (log odds，簡稱 logit) 上，將搭乘火車編碼為 1，而

搭乘自小客車則編碼為 0，而最近 3 次國內觀光旅遊次數 (即最近 1 次、

前 1次、再前 1次) 的編碼方式則是採用 0、-1、-2；同時，本研究只針對

這兩種交通工具選擇，進行資料分析與模型建立；其次，在上述模型的第

2個層級 (level-2 sub-model) 中，再增加人口基本統計變項等組間共變項 

(在編碼上，年齡採連續型數值，性別女、男採用 0、1，婚姻單身、已婚

採用 0、1，教育程度國高中職、專科大學及研究所採用 0、1，職業無、

有正職採用 0、1)，以建立休閒旅遊者選擇交通工具、觀光旅遊次數與人

口基本統計變項彼此之間的關係 (亦包括交互作用效果)；最後，在上述模

型的第 1個層級 (level-1 sub-model) 中，再增加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

素等組內共變項 (在編碼上，有、無列為考量因素採用 1、0)，以建立休

閒旅遊者選擇交通工具、觀光旅遊次數與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彼此

之間的關係 (亦包括交互作用效果)。至於以上所有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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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的數值運算，本研究都是採用 sas 9.3統計軟體所提供的 glimmix、iml、

nlmixed等相關統計與矩陣運算程序來加以完成，並且以α = 0.05為所有統

計假設檢定的顯著水準。 

四、結果 

4.1 旅客選擇交通工具與最近 3 次國內觀光旅遊次數彼此之間

的關係 

首先，根據以觀光旅遊次數與這兩種交通工具選擇所建立的第 1個混

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發現在「1. 固定效果」這部分的結果 (見表 1模型

1)，指出在最近 1次的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並

沒有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差異，因為β00 = -0.07，t = -0.17 (p > 0.05)；也

反應在最近 1 次的國內觀光旅遊這兩種交通工具選擇的次數分配上，有

49.31%選擇搭乘火車，有 50.69%選擇搭乘自小客車，所以兩者的比例是

十分接近的。其次，結果又指出在最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中，旅客選擇

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有逐步增加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達到了統計學上

的顯著性，因為β10 = 1.45，t = 3.62 (p < 0.001)；同樣地，也反應在次數分

配上，搭乘火車觀光旅遊在最近 3次 (最近 1次、前 1次及再前 1次) 的

比例，依序為 49.13%、42.08%及 38.70%，有逐步增加的趨勢，而搭乘自

小客車觀光旅遊，最近 1 次是 50.69%、前 1 次是 57.92%、再前 1 次是

61.30%，相對地則有逐步減少的趨勢。 

表 1 以觀光旅遊次數 (旅次) 與交通工具選擇、增加組間共變項、 

增加組內共變項，以及增加組內共變項交互作用效果等所建立的 

四個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效果/共變項 β/se (β)
c
 β/se (β) β/se (β) β/se (β) 

1. 固定效果：     

 截距 β00 -0.07 (0.43) 8.30 (1.99)*** 3.82 (3.22) 3.75 (3.04) 

 旅次 β10 1.45 (0.40)*** 1.97 (1.76) -0.80 (2.75) -1.27 (2.07) 

 年齡 β01  -0.11 (0.06) 0.08 (0.08) 0.09 (0.07) 

 性別 β02  1.11 (0.89) 0.18 (1.16) 0.11 (1.10) 

 婚姻 β03  -6.06 (1.40)*** -4.70 (1.58)** -4.51 (1.48)** 

 教育 β04  -2.83 (1.20)* 0.83 (1.49) 0.46 (1.39) 

 職業 β05  -2.17 (1.01)* -1.61 (1.28) -1.4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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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觀光旅遊次數 (旅次) 與交通工具選擇、增加組間共變項、 

增加組內共變項，以及增加組內共變項交互作用效果等所建立的 

四個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 (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效果/共變項 β/se (β)
c
 β/se (β) β/se (β) β/se (β) 

 旅次 × 年齡 β11  -0.03 (0.05) -0.01 (0.07) 0.07 (0.05) 

 旅次 × 性別 β12  0.51 (0.75) 0.65 (1.14) 0.41 (0.74) 

 旅次 × 婚姻 β13  -0.53 (1.12) 1.52 (1.56) 0.51 (0.93) 

 旅次 × 教育 β14  0.12 (1.02) 1.46 (1.57) 1.30 (1.09) 

 旅次 × 職業 β15  0.23 (0.84) -0.04 (1.23) 0.70 (0.85) 

 時間 β20   -3.59 (1.11)** -2.77 (0.98)** 

 付款方式 β30   6.42 (1.76)*** 6.30 (1.58)*** 

 距離 β40   -0.08 (0.95) -1.26 (0.94) 

 節能減碳 β50   12.21 (2.33)*** 10.08 (1.96)*** 

 服務態度 β60   -6.04 (2.42)* -5.39 (1.77)** 

 班次 β70   18.84 (3.03)*** 20.44 (2.93)*** 

 舒適 β80   -2.97 (1.23)* -2.73 (1.07)* 

 安全 β90   4.49 (1.29)*** 3.41 (1.11)** 

 機動性 β100   -20.82 (3.10)*** -20.59 (2.68)*** 

 費用 β110   -2.07 (1.32) -1.91 (1.24) 

 旅次 × 時間 γ11    0.01 (0.86) 

 旅次 × 付款方式 γ12    1.93 (1.24) 

 旅次 × 距離 γ13    -2.02 (0.88)* 

 旅次 × 節能減碳 γ14    -2.50 (1.73) 

 旅次 × 服務態度 γ15    1.36 (1.56) 

 旅次 × 班次 γ16    5.03 (1.42)*** 

 旅次 × 舒適 γ17    -1.24 (0.90) 

 旅次 × 安全 γ18    -0.73 (0.88) 

 旅次 × 機動性 γ19    -2.81 (0.78)*** 

 旅次 × 費用 γ110    -0.85 (0.96) 

2. 隨機效果：     

 截距 v (u0) 146.56 (25.66)*** 131.21 (18.98)*** 118.89 (33.83)*** 106.20 (26.01)*** 

 旅次 v (u1) 44.79 (8.41)*** 44.37 (8.60)*** 15.47 (7.81)**  

 -2LL 2,674.61 2,470.12 1,134.27 1,117.14 

 ∆ (-2LL) 37.11
a
 204.49 1,335.85 40.60

b
 

註： a: 隨機截距項邏輯迴歸模型的負 2 倍對數概似 (-2LL) 等於 2,711.72； 

 b: 隨機截距項邏輯迴歸模型 3 的負 2 倍對數概似 (-2LL) 等於 1,157.74； 

  c: se (β) 係指β的標準誤 (Standard Error, SE)；* p < 0.05，** p < 0.01，*** p < 0.001。 

至於在「2. 隨機效果」這部分的結果則指出，在最近 1次的國內觀光

旅遊旅客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變異，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

因為 v (u0) = 146.56，t = 5.71 (p < 0.001)；接著，又指出在最近的 3次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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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中，旅客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趨勢變異，也達到統計

學上的顯著性，因為 v (u1) = 44.79，t = 5.33 (p < 0.001)。因此，不論是在

最近 1次的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或在最

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中旅客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趨勢，都有

相當大的個人差異或變異。另外，在最近 1次的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這

兩種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與在最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中旅客選擇這兩

種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趨勢，兩者之間有顯著的關聯，因為 r (u0, u1) = 

0.50，t = 5.04 (p < 0.001)，所以最近 1次的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的交通

工具，與在最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中，選擇的交通工具趨勢具有中等程

度的關聯性；換句話說，對於最近 1次與最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旅客

選擇交通工具彼此之間有中等程度的一致性。 

4.2 旅客選擇交通工具、觀光旅遊次數與人口基本統計變項彼

此之間的關係 

首先，根據第 2個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適配的結果，發現在上述第

1個模型中，再增加人口基本統計變項之後，這個新模型對應的-2LL等於

2,470.12；如果比較第 1個模型對應的-2LL (2,674.61)，結果顯示，增加的

這些人口基本統計變項，以及其與旅遊次數交互作用項，其中至少有一項

不等於 0，因為這兩個巢狀模型的概似比統計檢定 (亦即模型 1 與模型 2

的-2LL差距) 等於 204.49 (p < 0.001)。 

接著，依照人口基本統計變項的主要效果分析結果顯示 (見表 1模型

2)，在調整了其他人口基本統計變項的影響之後，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

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仍會因為婚姻、教育與職業等變項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因為組間共變項對應的 t = -4.34，p < 0.001、-2.35，p < 0.05、-2.14，

p < 0.05，均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如果再以組間共變項對應的迴歸係數

來加以思考，結果進一步顯示，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婚姻狀態為單身的選

擇搭乘火車的機率，比婚姻狀態為已婚的來得多，因為β03 = -6.06；同樣地，

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下的，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比教

育程度為大專以上的來得多，因為β04 = -2.83；而旅客職業分類為沒正職

的，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比職業分類為有正職的來得多，因為β05 = -2.17。 

另一方面，結果亦顯示在調整了其他人口基本統計變項的影響之後，

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並不會因為年齡、性別等

變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因為這些組間共變項對應的 t = -1.91，p > 0.05、

1.25，p > 0.05，都沒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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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依照觀光旅遊次數與人口基本統計變項的交互作用效果分析

結果顯示 (見表 1模型 2)，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與觀光旅遊

次數的關係，並不會因為年齡、性別、婚姻、教育與職業等變項的不同而

有所差異，因為這些組間共變項與觀光旅遊次數交互作用項對應的 t = 

-0.55，p > 0.05、0.68，p > 0.05、-0.47，p > 0.05、0.12，p > 0.05、0.27，p 

> 0.05，均未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換句話說，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

擇交通工具，分別與年齡、性別、婚姻、教育與職業等變項的關係，並不

會因為觀光旅遊次數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4.3 旅客選擇交通工具、觀光旅遊次數與選擇交通工具的主要

考量因素彼此之間的關係 

4.3.1 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的主要效果 

首先，根據第 3個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適配的結果，發現在上述第

2 個模型中，再增加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之後，這個新模型對應的

-2LL等於 1,134.27；如果比較第 2個模型對應的-2LL (2,470.12)，結果顯示，

增加的這些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其中至少有一項不等於 0，因為

這兩個巢狀模型的-2LL差距等於 1,335.85 (p < 0.001)。 

接著，這些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的主要效果分析結果顯示 (見

表 1 模型 3)，在調整了人口基本統計變項與其他主要考量因素的影響之

後，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仍會受到時間長短、

付款方式、節能減碳、服務態度、班次多寡、舒適程度、安全性及機動性

等因素所影響，因為這些組內共變項對應的 t = -3.23，p < 0.01、3.65，p < 

0.001、5.24，p < 0.001、-2.49，p < 0.05、6.21，p < 0.001、-2.42，p < 0.05、

3.48，p < 0.001、-6.72，p < 0.001，均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 

如果再以這些組內共變項對應的迴歸係數來加以思考，結果進一步顯

示，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搭乘火車的主要考量因素為付款方式、節能

減碳、班次多寡及安全性等因素，意即 (1) 如付款方式較簡便，旅客選擇

搭乘火車的機率就比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來得高，因為β30 = 6.42；(2) 如

有考量節能減碳，旅客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就比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來得

高，因為β50 = 12.21；(3) 如火車班次較多，旅客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就比

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來得高，因為β70 = 18.84；(4) 如有考量安全性，旅客

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就比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來得高，因為β90 = 4.49。 



多個層級、關聯隨機效果邏輯迴歸模型應用於探討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 

及其影響因素 

517 

至於選擇搭乘自小客車的主要考量因素，則為時間長短、服務態度、

舒適程度、機動性等因素，意即 (1) 如有考量時間較短，旅客選擇搭乘自

小客車的機率，就比搭乘火車的機率來得高，因為β20 = -3.59；(2) 如考量

服務態度是否較好，旅客選擇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就比搭乘火車的機率

來得高，因為β60 = -6.04；(3) 如考量舒適程度是否較好，旅客選擇搭乘自

小客車的機率，就比搭乘火車的機率來得高，因為β80 = -2.97；(4) 如考量

機動性是否較高，旅客選擇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就比搭乘火車的機率來

得高，因為β100 = -20.82。 

另一方面，結果亦顯示在調整了人口基本統計變項與其他主要考量因

素的影響之後，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並不會受

到距離遠近、費用高低等因素所影響，因為這些組內共變項對應的 t = 

-0.09，p > 0.05、-1.57，p > 0.05，都沒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 

4.3.2 旅遊次數與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的交互作用效果 

如果在上述第 3 個模型 (但不考慮旅次的隨機效果) 中，再增加旅遊

次數與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的交互作用項，結果發現，這個新模型

對應的-2LL等於 1,117.14；如果比較第 3個模型 (但不考慮旅次的隨機效

果) 對應的-2LL (1,157.74)，那麼結果顯示，增加的旅遊次數與這些選擇交

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的交互作用項，其中至少有一項不等於 0，因為這兩

個巢狀模型的-2LL差距等於 40.60 (p < 0.001)，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 

旅遊次數與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結果顯示，在

調整了人口基本統計變項、主要考量因素以及旅遊次數與其他主要考量因

素交互作用項的影響之後，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與觀光旅遊

次數的關係，仍會受到距離較近、班次多寡與機動性等主要考量因素所影

響，因為這些交互作用項對應的 t = -2.28，p < 0.05、3.53，p < 0.001、-3.60，

p < 0.001，均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如果再以交互作用項對應的迴歸係

數來加以思考，結果進一步顯示，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如有考慮火車班次

較多，隨著觀光旅遊次數的改變，選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即愈高 (意即

旅客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比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來更高)，因為γ16 = 5.03；

另一方面，旅客如有考慮離目的地較近，那麼隨著觀光旅遊次數的改變，

選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即愈低 (意即旅客選擇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比搭

乘火車的機率來更高)，因為γ13 = -2.02；再者，旅客如有考慮機動性是否

較高，隨著觀光旅遊次數的改變，選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亦愈低 (意即

旅客選擇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比搭乘火車的機率來更高)，因為γ19 =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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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與結論 

如以本研究參與調查的研究對象為討論的基準，在最近一次的國內觀

光旅遊旅客選擇搭乘火車與自小客車的比例是沒有差異的；然而，如改變

觀光旅遊次數的編碼方式 (即分別為 1、0、-1與 2、1、0) (Biesanz et al., 

2004)，即可以發現，在前 2次 (前 1次、再前 1次) 的國內觀光旅遊旅客

選擇搭乘火車與自小客車的比例卻是有顯著差異的 (*β00 (se) = -0.72 

(0.25)、-2.97 (0.68)，p < 0.01、0.001)，特別是在再前 1次的國內觀光旅遊

旅客選擇搭乘火車的比例 (38.70%) 遠不及旅客選擇搭乘自小客車的比例 

(61.30%)。並且，在最近的 3 次國內觀光旅遊中，旅客選擇搭乘火車的比

例有逐步增加的趨勢；然而相對地，旅客選擇搭乘自小客車的比例卻有逐

步減少的趨勢。至於造成前 2次選擇交通工具比例有差異，以及這 3次選

擇交通工具比例逐步增、減趨勢的原因，除了本研究探討的人口基本統計

變項與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之外，還有很多本研究未加以考慮的變

項，這也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之一。特別是對於最近 3次國內觀光旅遊，

研究對象選擇搭乘火車的比例有逐步增加的趨勢，這項結果可能只是研究

對象呈現的觀察現象而已，但是因為運具選擇行為有發生改變，所以本研

究才能夠繼續進行影響因素的探討。因此，在進行這項結果的解讀與應用

時，宜更加的謹慎、小心，以避免對此結果作過度的推論，反而造成結果

推論的錯誤。 

另外，不論是在最近 1次的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

的對數勝算，或在最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中，旅客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

的對數勝算趨勢，都有相當大的個人差異或變異；換句話說，其中有不少

旅客在最近 1次國內觀光旅遊雖然是選擇搭乘火車，但是前 2次卻可能選

擇搭乘自小客車；同樣地，也有不少旅客在最近 1次國內觀光旅遊雖然是

選擇搭乘自小客車，但是前 2次卻可能選擇搭乘火車。雖然最近 1次的國

內觀光旅遊或最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具

有很大的變異，但是最近 1次與最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

工具彼此之間卻仍具有中等程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說，如果在最近 1次的

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搭乘火車 (或自小客車)，那麼在最近的前 2次國內

觀光旅遊，旅客有較高的機會也是選擇搭乘火車 (或自小客車)。 

根據這種統計分析方法的隨機效果變項特性，如將最近的 3次國內觀

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視為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潛在變項，可以將上

述發現進一步解釋為旅客運具選擇行為會受到習慣潛在變項的影響。雖然

這種對於習慣變項的操作性定義，與 Haustein et al. (2009) 是不同的，他

們對於習慣變項的界定是採取 5種自小客車使用情況的次數與強度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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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這項發現卻與他們的結果是十分相近的，均發現習慣是影響國內

觀光旅遊旅客運具選擇行為的重要變項。不過，上述對於習慣變項的操作

性定義仍然有很多討論與改進的空間，如究竟要取多少次旅遊才可以視為

習慣等，都是未來更加嚴謹的研究需要深入去思考的問題。當然，未來的

研究如能增加研究參與者更多的觀光旅遊行程紀錄，對於這項議題的探

討，將更具有理論與實務上的深層意義與價值。 

在第 1個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中，再增加組間共變項，如年齡、性

別、婚姻、教育與職業等人口基本統計變項之後，結果發現，在國內觀光

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會因為婚姻、教育與職業等變項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但是卻不會因為年齡、性別等變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項

發現，部分與 Johansson et al. (2006)、Vo (2013) 的結果是相近的，如教育、

職業，但也有部分是不同的，如性別、婚姻。如進一步探討其中的差異所

在，即可以發現，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婚姻狀態為單身的，選擇搭乘火車

的機率比婚姻狀態為已婚的來得多；同樣地，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下的，

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比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的來得多；職業分類為沒正職

的，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比職業分類為有正職的來得多。 

由於當初在蒐集人口基本統計變項時，本研究考量到民眾對於詢問個

人所得問題相當的敏感，而個人所得與個人社經地位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 有密切的關聯，個人社經地位則由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這兩

者加權所組成，所以只調查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變項資料，並未直接調查

所得變項資料。如今發現不僅教育程度變項對於運具選擇行為具有顯著的

影響，而且職業類別變項對於運具選擇行為也具有顯著的影響。由此推

測，個人社經地位對於運具選擇行為「理當」也具有顯著的影響。為了證

實這種推測的正確性，本研究選擇加權方式創造了個人社經地位新變項，

取代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這兩個共變項，重新構建模型 2。分析結果發現，

個人社經地位對於運具選擇行為確實具有顯著的影響 (βSES (se) = -0.40 

(0.12)，p < 0.001)。因此，雖然過去有不少研究發現所得變項也是運具選

擇行為一個重要的影響變項，但是在本研究沒有直接調查所得變項的情況

下，或許可以從個人社經地位對於運具選擇行為的影響，進而間接地反應

個人所得在運具選擇行為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如再考慮觀光旅遊次數，分別與這些人口基本統計變項的交互作用效

果可以發現，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與觀光旅遊次數的關係，

並不會因為年齡、性別、婚姻、教育與職業等變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換

句話說，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分別與年齡、性別、婚姻、

教育與職業等變項的關係，也不會因為觀光旅遊次數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如果將最近 3 次的觀光旅遊 (即觀光旅遊次數) 視為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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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潛在變項，上述結果發現，即顯示旅客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 (即選擇

交通工具與觀光旅遊次數的關係) 並不會受到這些人口基本統計變項的影

響。因此，如按照人口基本統計變項，試圖區隔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

選擇行為差異並規劃行為改變策略，其實質的成效可能會不如計畫的預期。 

在第 2個混合效果邏輯迴歸模型中，再增加組內共變項，如時間長短、

付款方式、距離遠近、節能減碳與服務態度等主要考量因素之後，結果發

現，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仍會受到時間長短、付

款方式、節能減碳、服務態度、班次多寡、舒適程度、安全性與機動性等

因素所影響，但是卻不會受到距離遠近、費用高低等因素所影響。這項發

現與周榮昌等人 (2004)、Johansson et al. (2006)、Litman (2008)、蔡明志等

人 (2011)、Vo (2013) 的結果有部分是相同的，如時間長短、服務態度、

舒適程度、安全性與機動性等。如進一步探討其中的影響及其程度，即可

以發現，在國內觀光旅遊如付款方式較簡便，有考量節能減碳，火車班次

較多，或者有考量安全性，旅客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都比搭乘自小客車

的機率來得高；然而，如有考量時間較短，考量服務態度是否較好，考量

舒適程度是否較好，或者考量機動性是否較高，旅客選擇搭乘自小客車的

機率，則都比搭乘火車的機率來得高。 

如上所述，雖然距離遠近與費用高低等考量因素，在文獻探討上是選

用交通工具的重要影響變項，但是在本研究中卻發現這群研究對象，在國

內觀光旅遊選擇交通工具上，並不會受到距離遠近與費用高低考量因素所

影響。不過，如果按照過去的研究結果，費用高低 (費用較低) 共變項對

應的迴歸係數卻呈現非預期的符號，所以令人懷疑是不是由於多元共線性

所造成的。如進一步檢視這些共變項之多元共線性，結果發現，這些共變

項彼此之間並沒有發生多元共線性的情形，因為這些共變項對應的檢核指

標，如變異數膨脹指標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或容忍值 

[tolerance]) 都沒有大於 10 (或小於 0.1)、特徵值 (eigenvalue) 也沒有小於

0.01、條件指標 (Condition Index, CI) 也沒有大於 30等，都在合理的範圍

內。因此，費用高低共變項的符號，可能只是偶發的現象而已，特別是這

個共變項對應的標準誤，也在合理的範圍內。 

另一種可能的思考方式，就是在本研究中題項是在於詢問這群研究對

象「在主觀上」最近 3次國內觀光旅遊，選用交通工具的主要考量因素，

所以受訪者可能考量的並不是「客觀上」自行開車的有形成本通常較高的

角度，反而是搭乘火車的無形成本，如預先購票與付款、到達車站、等候

班車、再到達目的地等都需要花費時間，這些成本「在主觀上」都是很高

的。因此，反而使費用高低 (費用較低) 共變項對應的迴歸係數呈現與過

去研究結果預期相反的符號。除此之外，如果將不顯著這些變項加以移除

後重新估計新模型，結果發現，這些保留的共變項不僅仍然維持著統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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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顯著性，而且正、負符號也與第 3個模型相同，標準誤也都在合理的範

圍內。因此，對於第 3個模型，這些共變項的參數估計及其標準誤，都是

可信而且穩定的。 

為了探討上述這兩組共變項 (組間與組內) 的影響大小，如果選取模

型 1為比較影響大小的基準，比較模型 2 (增加組間共變項) 與模型 3 (再

增加組內共變項) 的-2LL增加量，可以發現模型 2的-2LL增加量 (204.49) 

遠小於模型 3的-2LL增加量 (1,335.85)，所以本研究探討的這些選擇交通

工具主要考量因素變項，對於旅客選擇交通工具的影響遠大於這些人口基

本統計變項。至於選擇交通工具各主要考量因素，對於旅客選擇交通工具

的影響又是如何？同樣的，如進一步以模型 3的-2LL為比較的基準，結果

可以發現，促進旅客選擇搭乘火車的重要影響變項依序為火車班次是否較

多，是否有考量節能減碳，付款方式是否較簡便，或者是否有考量安全性；

然而，導致旅客選擇搭乘自小客車的重要影響變項，則依序為是否有考量

機動性較高，考量服務態度是否較好，考量時間是否較短，考量舒適程度

是否較好。 

如再繼續考慮觀光旅遊次數，分別與這些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

的交互作用效果，可以發現，在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交通工具與觀光旅

遊次數的關係，仍會受到距離較近、班次多寡、機動性等主要考量因素的

影響，但是卻不會受到其他主要考量因素 (如時間長短、付款方式、節能

減碳、服務態度、舒適程度、安全性與費用高低) 的影響。如上所述，如

果將最近 3 次的觀光旅遊 (即觀光旅遊次數) 視為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

潛在變項，上述結果發現，即顯示旅客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 (即選擇交

通工具與觀光旅遊次數的關係) 會受到距離較近、班次多寡、機動性等主

要考量因素的影響。因此，如按照這些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規劃

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促進策略，在理論上應可以發揮運具選

擇行為改變的功效。 

如再以這些交互作用項對應的迴歸係數來加以思考，結果可以發現，

在國內觀光旅遊選擇搭乘火車上，如增加火車班次數，隨著觀光旅遊次數

的改變，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就會比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來得更高；然

而，在國內觀光旅遊選擇搭乘自小客車上，如增加考慮離目的地較近，隨

著觀光旅遊次數的改變，選擇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就會比搭乘火車的機率

來得更高；同樣地，如增加考慮機動性是否較高，隨著觀光旅遊次數的改

變，選擇交通工具搭乘自小客車的機率就會比搭乘火車的機率來得更高。

因此，在規劃旅客綠色旅遊運具選擇行為的促進策略上，如將上述選擇交

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列為促進及阻礙綠色旅遊運具選擇的內容，就如同

Thøgersen and Møller (2008) 一樣，在理論上應可以發揮旅客休閒旅遊運具

選擇行為改變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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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可獲知在最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中，研究對

象選擇搭乘火車觀光旅遊有逐步增加的趨勢，而搭乘自小客車觀光旅遊相

對地則有逐步減少的趨勢，這種增、減消長變化的趨勢雖然只是一種特定

群體的觀察現象而已，但是與研究對象在選用交通工具的主要考量因素

上，如主觀上認為火車的班次有較多這項因素有密切的關聯。雖然本研究

利用可以做因果推論的混合效果邏輯迴歸分析，探討變化趨勢背後的影響

因素，但是由於本研究設計並不是一種介入型的實驗研究，而且也沒有探

討研究對象在最近 3 次國內觀光旅遊時鐵路局採取相隨的行銷策略的影

響，所以研究對象主觀上認定火車班次較多與選擇搭乘火車觀光旅遊的機

率增加確實是有關聯，但是卻仍不宜作過度的推論，說改變趨勢是因為鐵

路局採取了行銷手法或者運具優勢因素，使得綠色運輸效果變大或運輸市

占率真有改變。因此，如果為了進一步的應用與行銷目的，規劃並進行實

驗研究就是更加謹慎求證不可或缺的步驟。 

根據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的主要效果分析結果，發現在國內觀

光旅遊旅客如有考量到節能減碳，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確實會比搭乘自小

客車的機率來得高。然而，再根據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的交互作用

效果分析結果，卻發現在最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旅客選擇搭乘這兩種

交通工具的對數勝算，卻不會因為是否有考量到節能減碳而有所不同；換

句話說，旅客一開始如沒有考量到節能減碳而選擇搭乘火車去從事國內觀

光旅遊，在最近的 3次國內觀光旅遊並不會因為是否有考量到節能減碳，

進而改變選擇搭乘火車去從事國內觀光旅遊。因此，對於推動綠色旅遊來

說，如果只是一味地宣導節能減碳，卻沒有搭配其他的正向誘因或抗拒阻

礙等因子，如接駁服務 (周宏彥與許玄岡，2007)，優惠票價 (賴文泰與呂

錦隆，2008)，以及方便的資訊交通網 (Beale and Bonsall, 2007) 等促進行

為改變策略，可能就無法達成預期的結果。 

研究發現，如能進一步以實驗研究加以證實，而且關係也確實是如

此，在推廣民眾從事國內觀光旅遊多加選擇搭乘火車上，對於當次的觀光

旅遊就可以從付款方式、節能減碳、火車班次、安全性、服務態度與舒適

性等角度加以切入。如增加火車車票付款方式的簡便性，就可以提高民眾

國內觀光旅遊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而增加付款簡便性的策略，除了透過

電話、網路、手機與便利商店等簡便的付款方式之外，還可以考慮增加現

場塑膠貨幣 (如悠遊卡、信用卡等) 過站感應付款或扣款等方式，甚至自

動劃位。如增加火車的班次，也可以提高民眾國內觀光旅遊選擇搭乘火車

的機率，而增加火車班次的策略，除了固定時段的班次之外，如能像客運

一樣，以更具有彈性的方式，增開或調撥假期加班車次、接駁車次等，都

是促進民眾選擇搭乘火車很好的策略。 

除此之外，如提高民眾對安全性的要求，也可以提高民眾國內觀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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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而提高民眾主觀上對於搭乘火車的安全感，可以

透過廣告、看板等傳媒的方式，告知搭乘火車發生事故機率遠低於搭乘其

他交通工具 (特別是搭乘自小客車)，使民眾觀光旅遊對搭乘火車安全性的

依賴。由於火車提供的服務與舒適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及強度，迫

使很多民眾在觀光旅遊時選擇搭乘自小客車，所以，如提供更佳優質的服

務態度與舒適程度，也可以提高民眾捨棄搭乘自小客車而轉變選擇搭乘火

車的機率，而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態度與舒適程度的策略，可以仿效租車業

者的全套旅遊規劃與安排，使民眾選擇搭乘火車也可以感受到極高規格的

禮遇與對待。對於促進搭乘火車的行銷策略，更重要的是行銷促進策略都

宜同時搭配平面、網路及視訊等多種介面傳媒，主動告知民眾選搭火車觀

光旅遊的便利訊息。 

另外，政府如能更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概念的各項行銷策略，也可

以提高民眾國內觀光旅遊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而增加「節能減碳」概念

在火車運具選擇上的優勢行銷策略，莫過於直接訴諸於具有能直接感受到

的優惠火車票價，如同過去國外推行大眾運輸使用的票價優惠一樣，可以

大幅度地提高民眾國內觀光旅遊選擇搭乘火車的機率。當然，免費 (或促

銷折扣)、方便的轉乘與接駁服務，也是提高民眾搭乘火車、推動「節能減

碳」概念重要的搭配策略。然而，在推廣民眾從事國內觀光旅遊多加選擇

搭乘火車上，對於連續性 (或習慣性) 的觀光旅遊，只能從火車班次增加

的角度去加以切入。如能使民眾有感的覺得火車班次確實較多 (相對地，

就方便、具機動性)，才有可能改變民眾在觀光旅遊時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

為。而讓民眾有感的覺得火車班次較多，除了如上所述之外，還需要做到

火車班次訊息能快速、直接的接觸到觀光旅遊的民眾，如充分運用手機簡

訊，也是另一種行銷手法。 

在休閒旅遊者的運具選擇行為上，雖然在最近 1次與最近的 3次國內

觀光旅遊中，有很多的旅遊者在運具選擇行為上是相當一致的 (也就是最

近 1 次如選擇搭乘火車，最近的 3 次國內觀光旅遊也都可能選擇搭乘火

車)，但是卻也有不少的旅遊者是不完全一致的 (意即雖然最近 1次是選擇

搭乘火車，但是前 2次卻可能選擇搭乘自小客車)。這項發現提供本研究探

討這項主題的意義性及重要性。至於在運具選擇行為的影響因素上，本研

究發現除了人口基本統計變項 (如婚姻、教育與職業) 之外，運具選擇行

為也會受到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 (如時間長短、付款方式、節能減

碳、服務態度、班次多寡、舒適程度、安全性及機動性) 的影響。再者，

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並不會因為人口基本統計變項之不同而有所差

異；然而，卻會受到選擇交通工具主要考量因素 (如距離較近、班次多寡

及機動性) 的影響。因此，在推行綠色運輸與旅遊上，這項發現可提供將

來提出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改變策略的參考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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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限制 

本研究所應用的統計分析方法，不僅可以探討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運

具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 (即固定效果)，而且也可以探討本身個體內的各

種變異與其趨勢變化 (即隨機效果)，特別是針對縱貫性調查設計的習慣性

運具選擇行為。然而，由於研究上的限制，雖然研究中並沒有引進潛在變

項 (如人格特質)，或增加更高層級的結構變項 (如區域)，但是從上述理論

基礎的探討，可以了解在模型中引進潛在變項，以及在擴大層級模型中增

加更高層級的結構變項，都是十分可行的，而且也相當的容易。不過，雖

然在模型中引進或增加變項只是上述理論的擴大應用，但是在實際的應用

上，如在模型中增列隨機效果的估計，仍可能遭遇到運算時間過久、收歛

無法達成，或者發生非正定矩陣等問題。因此，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亦是應

用統計分析方法的一項限制。 

如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於應用兩個層級的混合效果邏輯

迴歸模型統計分析方法，探討休閒旅遊者習慣性的運具選擇行為及其影響

因素。在樣本選取上，本研究雖然是採取休閒旅遊者搭乘這兩種交通工具

的比例配額抽樣方式，也有考慮到地區與場域上的差異，同時本研究的樣

本數所對應的統計檢定力也超過 0.80 (Dang et al., 2008)，但是如果在上述

兩個層級模型中增加了更高層級的結構變項 (如第 3個層級，地區)，將不

僅可能使得研究問題變得更加的複雜，而且也可能造成上述模型在實際的

數學運算上遭遇更多的問題。如果在資料分析時，將地區的差異考慮到構

建的模型中，並且將地區共變項當作第 3個層級來加以處理，本研究首當

其衝的就是原先在各地區蒐集的研究對象人數可能需要再增加，否則無法

達到事先預設的統計檢定力 0.80，以及配額抽樣比例。換句話說，如果以

目前現有的樣本人數進行三個層級的模型構建，地區為第 3個層級，這份

樣本的性質及其人數將可能影響到本研究結果最終的推論，無疑地成為了

本研究的一個限制。因此，將來相關的研究如果欲獲得以地區為區隔而且

更具有推論性的結果，以地區為層級的代表性樣本基本上是不可以或缺

的，意即取樣的層面及其大小都是需要列為未來研究深入討論的一項重大

議題。 

另外，在縱貫性的調查設計中，經常需要去面對所謂的資料 (或觀察

值) 遺漏或缺失 (missing) 議題。雖然本研究所應用的統計方法對於缺失

資料的處理具有高度的彈性 (如以本研究為例，參與調查的每一位研究對

象並不需要提供完整的最近 3次觀光旅遊資料)，但是在理論上，本研究對

於蒐集的資料是假設完全隨機缺失  (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MCAR)或隨機缺失 (Missing at Random, MAR)，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最

大概似估計都是屬於不偏的 (unbiased) 估計 (Graham, 2009)。然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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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的資料並不是這兩種情況之一，而是屬於非隨機缺失 (Missing not at 

Random, MNAR)，獲得的最大概似估計不但是具有偏差，而且也是沒有效

率的。因此，對於蒐集的資料，確實需要做好資料品質的調控或確保缺失

的情況是隨機，以盡量減少缺失資料對於研究人員所構建的模型的影響。 

再者，本研究所探討的影響變項，除了人口基本統計變項之外，就如

同前言所述，基本上是限制在本研究認為可能比較重要、具有區隔性的影

響變項而已，而且之所以特別聚焦在選用這些交通工具的主要考量因素 

(如時間長短、付款方式、距離遠近、節能減碳、服務態度、班次多寡、舒

適程度、安全性、機動性與費用高低等) 上，主要是基於這些影響變項在

運輸政策上是比較可以加以改變的，研究發現將來就可以在運輸政策上加

以應用、管理及行銷推廣。但是無法抹滅的是，除了這些影響變項之外，

仍然還有很多影響運具選擇行為的重要變項，如在人口基本統計變項上，

就可能還有個人或家庭所得、同行人數、職業身分 (特別是學生) 等重要

變項 (Bhat, 1995, 1998；周榮昌等人，2004；Vo, 2013)，而在選用交通工

具的考量因素上，也可能還有候車時間、接駁系統與服務等重要變項。因

此，在解讀研究發現時，請勿忽略了上述限制，而作出太多或過度的結果

推論。 

本研究所探討的研究對象，在地區上僅限於臺灣北、中、南與東部各

主要火車、高鐵、客運等車站，以及高速公路休息站，但是由於人力、經

費、時間與駐點的考量，並沒有蒐集所有車站與休息站的乘客與駕駛，而

且在性質上，各地區樣本大小的蒐集，當初是聚焦在選擇這兩種交通工具

的比例上，並非按照人口基本統計變項 (如年齡、性別等) 進行分層隨機

機率抽樣 (random probability sampling) 的方式進行，而是採取比例配額抽

樣的方式招募，並且以願意回答問卷內容的乘客與駕駛為資料蒐集的研究

對象，所以不論是在地區或人口基本統計變項上，研究樣本是否具有代表

性仍然需要進一步去加以探討，對於研究結果請勿做任何過度的推論。另

外，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重點是聚焦在搭乘火車與自小客車這兩

種交通工具的運具選擇行為上，雖然此調查問卷的題項可以蒐集到其他不

同的運具選擇，如高鐵、客運等，但是由於上述研究目的與樣本大小 (如

相較於本研究這兩種運具選擇，願意接受調查搭乘高鐵的人數就少很多，

而且有繼續記錄前 2次的人數更少) 的考量，所以僅針對這兩種運具選擇

行為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探討，並沒有擴及所有的大眾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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