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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透過德菲法與層級分析法評選合適的休閒潛水場域決策準則的優先順序。根據環
境屬性理論，研究架構分為實質環境、活動環境、社會環境及經營管理等 4 個準則，共 19 項
子準則兩層。以具備 CMAS 或 PADI 教練級以上之 40 位專家為受訪者。研究結果顯示實質
環境屬性最重要，依次為活動環境、社會環境、經營管理環境。前五名子準則依序為水域能
見度、水域景觀可看性、海象狀態、潛水空間以及當地治安，多屬實質環境屬性。針對南台
灣四個休閒潛水地點進行實證分析，後壁湖最佳，依序為香蕉灣、南灣、佳樂水。本研究成
果不僅提供政府公部門未來評估休閒潛水場域之參考，亦指引民眾潛水場域之優劣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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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目的
海洋休閒的意識抬頭，漸漸的從事海洋休閒運動的人也趨於增長，而在眾多的水上活動
中，潛水是目前最為新興且快速成長的活動之一，例如澳洲、美國、及日本等地（Davis & Tisdell,
1995）
。然而選擇好的潛水環境也就變的很重要了，人們要從事這項運動前該如何選擇一個合
適的場域也變的格外重要。但目前鮮少有研究對於潛水場域評選提出一套客觀的決策模式，
因此本研究以潛水場域評估為研究課題，透過專家問卷及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方法，建立潛水場域潛力影響因子階層及因子權重，建立一套潛水場域潛力評
估模式。以利未來政府公部門規劃與管理休閒潛水場域之參考，更希望提供民眾挑選合適的
休閒潛水場域之相關建議。
1.2 研究流程

TAO

圖 1 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目的在發展一套適用的潛水場域潛力評估準則，採取二階段、四回合問卷的研
究方式實施。第一階段蒐集潛水相關文獻方式，先請專家學者經德菲法的方式評估各個評估
項目及因子的階層架構的適當性與合理性進行評估、暸解整體架構是否完善、影響因子的選
擇是否適當，能否達成休閒潛水場域潛力評估的目的經德菲問卷的歸納與分析並請專家提供
建議是否有需要刪除或補充的地方。第二階段以層級分析法操作，利用問卷的方式針對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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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感受給予權重。問卷的對偶比較的評估尺度採用九個等級量尺測量，藉由專家填寫各評
估項目與其它評估因子間的相互比較，作為最後求取權重的依據，如圖1所示。
二、文獻回顧
本研究首先闡述休閒潛水環境屬性（setting attributes）之理論，並說明德菲法(Delphi
method)與層級分析法之相關概念與應用。
2.1 環境屬性定義
遊憩環境乃休閒行為發生地點所賦予的實質、社會與經營管理等屬性的組合，其內容包
括自然環境屬性、遊客之間互動的社會屬性及經營管理者所提供的環境條件（Clark and
Stankey, 1979）。McCool et al. (1984)認為環境屬性(setting attributes)是指當某遊憩活動發生時
的地點特性，此特性包括該地點的自然資源、環境象徵及可經由管理而塑造的特性。Goodrish
將環境屬性定義為發生某種遊憩活動的地點之特性。
李清海（2006）就休閒潛水地區的特性，將環境屬性定義為顯現於潛水地區的岸邊、海
面與水中等空間中，有形或無形的特性，同時包含了人、物與自然相互間的特性，包括自然
資源的實質環境屬性、休閒潛水者與居民與遊客間互動及政府政策的社會環境屬性、潛水業
者所經營管理而形成的經營管理環境屬性，以及為增進活動體驗的活動設施環境屬性。
張啟良（1987）認為，將遊憩環境屬性區分為實質環境、社會環境、經營管理環境與活
動設施環境等四類，並分述其構成之四類環境屬性如下：
(一)實質環境屬性（physical setting attributes）
此為自然的景觀特徵，指遊憩區包括之自然環境，如地形、植被、水文或土境;人文環境，
TAO

如房屋、道路及橋樑等組成。
(二)社會環境屬性（social setting attributes）
指遊客在使用遊憩區和機能性元素，包括遊憩使用的結果、使用時間的長短、擁擠度、
經驗與期望。由於遊憩區是一個提供一般民眾使用的開放性公共地區，遊客彼此間因而產生
「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
(三)經營管理環境屬性（managerial setting attributes）
指開發單位或經營單位經過規劃設計後，應用管理理論，設定經營目標，由管理者、資
源、使用者三種綜合組成共同運作，利用管理、技術、財務、經營、維護等方法形成環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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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四)活動設施環境屬性（activity facilities attributes）
指在開發地區參與活動時，所需的靜態或動態性設施，可分為遊憩活動設施與服務設
施。遊憩活動設施包括機械式遊樂設施；服務設施包括解說、服務、公共設施、餐飲設施、
安全設施等。
2.2 環境屬性之構面
沈宛霖(2009)認為實質環境為自然環境特色或特殊景觀，如地形、植被、水文或岩質等，
這些遊憩活動基本天然狀態的材料，經營者可透過某種方法直接或間接影響環境條件，以達
到某種目標。林晏州、顏家芝（1995）指出有關遊憩活動的環境屬性分類，大都依照遊憩機
會序列（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ROS）的概念而分，包括：實質環境、社會環境及
經營管理環境等三大類。
社會環境是指環境中遊憩利用的機能元素與心理效益和社會效益有關，包含遊憩區的使
用時間、使用類型、接觸次數、擁擠度、經驗與期望等。第三，經營管理環境是屬於：由地
區開發及經營單位經過規劃設計後，應用管理理論，設定經營目標，由管理者、資源、使用
者三種，綜合組成、共同管理，利用管理、技術、財物、經營、維護等方式形成的環境特徵
（詹前志，2005）。除上述外，表1為對環境屬性構面之定義，說明如下：
表1 環境屬性之構面
作者
Beaulieu
&
Schreyer
McCool,
Stankey,
& Clark
Harris,
Driver, &
Bergersen
Virden &
Schreyer
Brunson
&
Shelby

年份

研究領域

環境構面

1984

荒野環境屬性選擇

實質環境、社會環境、活動環境、經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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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遊憩環境選擇過程

實質環境、社會環境、活動環境、經營管理

1984

釣點屬性偏好

實質環境、社會環境、活動環境、經營管理

1988

遊憩專門化指標與
環境偏好

實質環境、社會環境、活動環境、經營管理

1990

露營地環境屬性
需求層級

必需屬性、經驗屬性、適意屬性

張啟良

1987

劉毓妮
林晏州

1993

台灣地區森林遊樂
區環境屬性
秀姑巒溪泛舟
環境屬性

實質環境、社會環境、活動設施、經營管理
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活動屬性、經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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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麗如
林晏州
顏家芝
黃淑為
林晏州

1995
1999

葉茂生

2001

陳俊男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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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南灣海灘遊憩
環境屬性
東北角海釣活動
環境屬性
陽明山國家公園
步道環境屬性
澎湖吉貝島
環境屬性
七股鹽場鹽山
環境屬性

實質環境、社會環境、活動設施、經營管理
自然環境、人為環境、經營管理
自然環境、步道設施物、經營管理
實質環境、社會環境、活動設施、經營管理
實質環境、社會環境、活動設施、經營管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蒐集潛水環境相關文獻與資料，且藉由專家訪談式，並針對潛水環境相關的議題
一併進行研究。結合徳非法與AHP，彙整出優良的潛水環境之準則條件。
3.1 研究架構
綜整相關文獻得評估因子37個，並根據葉茂生(2001)之分類，將其分為實質環境屬性、
活動設施屬性、社會心理屬性與經營管理屬性等四個構面，架構如表2所示。
表2 休閒潛水場域潛力評估準則之建構說明
第一層

第二層
實
質
環
境

休
閒
潛
水
場
域
環
境
屬
性

活
動
設
施
社
會
環
境
經
營
管
理

第三層
水域能見度
潛水水域的空間
天氣海象
海岸的類型
水域景觀可看性
交通網路便捷性
醫療設備的完善性
警告標語及安全維護之設置
環境衛生的完善性
生活機能
當地治安
當地居民對潛水活動的態度
當地居民對遊客的態度
政府對水域法令規範完善性
後勤補給方便性
潛水業者之服務態度
潛水活動資訊
潛水教練的專業程度
生態教育推廣度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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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2 德菲法
德菲法(Delphi Method)是一種結構性的團體溝通，過程中允許每位成員就某議題充分表
達其意見並受到同等重視，以求得在該複雜議題上意見的共識(王志斌，2009)。廣益的方式
以推測未來的現象。溝通過程中，允許每位成員充分表達意見，且所有成員的意見都會受到
同等重視，以利用得到的共識（Linstone and Turoff, 1975）。
德菲法又可以稱之為專家判斷法。屬於群體決策方法的一種。其進行過程主要針對某特
定議題，藉由專家特殊的經驗與知識，透過數回合的反覆回饋循環式回答，直到專家間提出
的所有意見差異性降至最低為止(Delbecq et al., 1975)。
研究過程中，參加者除了經由研究者所回饋之回答統計獲得資訊外，彼此並未有任何直
接之接觸及討論，故可以降低意見受到特定權威人士之影響而獨立表示意見，再經研究者透
過有系統的分析後，可將不同的看法逐漸縮小導向共識，使決策問題判斷更慎密(Somers et
al.,1984) 。
Duffield(1988)提出德菲法的四大優點：(1)達到集思廣益的效果，(2)維持專家獨立判斷的
能力，(3)打破時空的困境，(4)不需利用複雜的統計。
在進行德菲法的步驟時，首先必須由一決策者居中籌畫，擬定問卷並彙整專家意見，直
至專家意見趨於一致為止，其進行步驟如下（褚志鵬，2009；王志斌，2009）：
1. 選定對預測問題學有專精之專家為問卷調查受訪者。
2. 設計問卷，進行第一階段問卷調查。
TAO

3. 彙整第一階段問卷調查之專家意見找出專家意見評價之中位數，及中間50％意見，將此
彙整資料分別請每一專家參考斟酌，再答覆一次。
4. 整合專家修正後之意見、說明或答辯。
5. 檢定專家意見是否收斂於可接受範圍中。
6. 若無法達此目的, 則再重複步驟3至5步驟，直到找到趨於一致之結果。或是每位參與者
不再修正其意見為止。
3.3 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chy Process, AHP)為Saaty 於1971 年所發展出來的一套決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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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要應用在不確定之情況下，具有多項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AHP主要是透過系統分
解問題，將問題層級化後，採用兩兩成對比較方式，找出元素間相對重要性比值，排列出選
擇方案順序，成為最佳方案的選取依據(Saaty, 1990)。面對多目標或多準則的決策問題，AHP
是一種簡單又實用的方法(鄧振源、曾國雄，1989)。
當AHP進行群體決策時，其群體評估的整合 Saaty 建議利用「幾何平均數」整合群體意
見，而非算數平均數。原因為若一位評估者的評分為x 而另一位為1/X，其平均值應為1，而
n
非(x+1/x )/2。所以當有n位評估者，評估值分別為x1、x2、x3、…、xn，其平均值應為= x1x 2 x3...xn

以AHP作為研究方法時，可依據下列步驟(鄧振源、曾國雄 (1989)；盧敏雄(2003))：
1. 問題描述：進行層級分析法時，首先必須決定所希望得到的目標，再分析問題，將它的
前因後果與相對關係釐清，有助於後續層級的建立以及分析。
2. 建立層級結構：AHP層級結構是由目標(Goal)、要素或稱標的(Objectives)、子要素或稱評
估準則(Criteria)以及方案(Alternatives)構成。本階段必須決定達成目標之各項指標，確立
各指標的評估
3. 分析層級群組時應注意下列各點:
(1)最高層級代表評估的最終目標。
(2)將重要性相近的要素放在同一層級。
(3)層級內的要素不宜過多，最好不要超過7個，超出者可再分層解決，以免影響層級的
一致性。
TAO

4. 層級內的各要素具獨立性，若有相依性(Dependence)存在時，可先將獨立性與相依性各自
分析，再將二者合併分析。
5. 最低層級的要素即為替代方案。
6. 建立成對比較矩陣：層級完成後，對同一層級中各要素做兩兩比較後建立「成對比較矩
陣」(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Saaty提出利用它的特徵向量求取同一層級間各評估要
素間的相對權數。
Saaty (1980)認為某層級內有要素A1、A2、A3、… 、An，每一要素的權重為w1、w2、w3、… 、
wn，以此建立成對比較矩陣，其中任兩項Ai與Aj的相對重要度以ai j表示，而要素A1、A2、
A3、… 、An 的成對比較矩陣為 A = [ ai j]，若權重w1、w2、w3、… 、wn為已知，則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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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矩陣A = [ ai j]可以方程式(1)表示：

(1)
其中aij=wi/wj，aji=wj/wi，i，j=1，2，…，n
求取最大特徵向量及特徵值。根據成對比較矩陣，可求出最大特徵值所對應的特徵向量
或稱優勢向量(Priority Vector)，即權重分配。將成對比較矩陣A乘以各準則權重
所構成的向量w： w =(W1，W2，W3，…Wn)T

(2)
成對比較矩陣A乘以w等於n乘以w的值；即Aw=nw。n即為A的特徵值，而w為成對矩陣A
對應於特徵值的特徵向量，如方程式(2)所式。成對矩陣具有下列性質(謝瓊嬉，1999；盧敏雄，
2003)：
1. 矩陣A 對稱元素相互間為倒數關係，即a i j = 1 / a j i。
2. 矩陣A的所有元素均為正值，且在對角線兩側之要素互成倒數(Reciprocal)，因此亦稱
為「正倒值矩陣」 (PositiveReciprocal Matrix)。
3. 成對比較矩陣A的秩(Rank)為1。因為每一列皆為第一列的常數倍，所以其特徵值λi
(i=1,2,… ,n) 中，只有一個非零，其餘均為零，而非零的特徵值以λmax表示。
TAO

4. 矩陣A 具有正的特徵值，其中最大的特徵值λmax所對應的特徵元素也都為正值。
5. 矩陣A 的對角線和為n。從特徵值的特性知特徵值的和也為n，故λmax = n，所以決策判
斷前後若具有一致(Consistency)，其特徵值必須等於n。
實際進行成對比較時，由於 a i j 是由主觀判斷而得，因此與真實的wi /wj 必有某
種差距，成為a i j » wi / wj。當a i j有微量變動時，特徵值也會跟著變動，當特徵值不再
等於n時，λmax還是主要的特徵值，並且非常接近理論權重時的特徵值。即λmax取代 n，
成為方程式(3)。
A w =  max 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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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算最大特徵值λmax 的步驟如下：
1. 將成對比較矩陣A乘以已求得之特徵向量w，將得到一新的向量w’，如式(4) (5) ：
A． w = w

(4)

(5)
2. 將w’之每一個向量值分別對應除以原w之每一向量值，再將所得的所有數值相加起來求
算數平均數，即可求得λmax，如方程式(6)：

(6)
3. 一致性檢定。當特徵值不再等於n時，可用λmax 與n差異的程度作為衡量評估者判斷前
後的一致性標準，此過程稱為一致性檢定。 (Saaty, 1990) 建議以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 與一致性比率(Consistency Ratio, CR)來判斷矩陣一致性。
4. 一致性指標(CI)。CI 計算方式如方程式(7)，當CI = 0 時表示評估者前後判斷完全具有一
致性，而CI [0.1 時表示誤差在可接受 範圍內。
CI=(λmax – n ) / (n-1)

(7)

5. 一致性比率(CR)。在相同階數的矩陣下，CI值與RI值的比率稱為一致性比率(Consistency
Ratio, CR)，CR 計算方式如 (8)，根據D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與 Wharton School
進行的研究，從評估尺度1-9 所產生的正倒值矩陣，在不同的階數(Order)下，產生不同
TAO

的CI 值，稱為隨機指標(Random Index, RI)。若CR≦0.1時，則認為矩陣的一致性程度令
人滿意。
CR=CI / RI

(8)
四、研究結果

4.1 問卷設計與發放
根據葉茂生（2001）所提出環境屬性之四大構面，包含實質環境、社會環境、經營管理
環境、活動設施環境等四構面，作為問卷題目之擬定主軸加以修飾，並參考劉毓妮、林晏州
（1993）
、對環境屬性之相關研究，進一步修改其問項內容，加以增減問項細節，以符合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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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用於休閒潛水場域潛力評估指標系統之建構。
本研究以具潛水專業背景之學界專家學者為訪談對象，挑選九位具PADI或CMAS等潛水
協會之教練為受訪者。本研究透過科學化的方式構建潛水場域評選模式，首先採用德菲法
(Delphi method)界定評估準則，受訪者需符合擁有PADI或CMAS潛水教練級以上證照之必要
條件。透過9位專家經由德菲法的三回合問卷調查決定評選準則後，達成專家們對休閒潛水場
域評選準則的一致性的意見後，確立本模式的19項評選準則。
接著應用 AHP 決定評選準則之權重並建立評選模式，最後實際以台灣南部知名之潛水
點為例，應用此模式。因此，休閒潛水場域選擇問題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為目標層（選擇
選擇最適合初學者之休閒潛水場域），第二層為四項評估主準則，第三層為 19 項次準則，第
四層為替選方案，分別為後壁湖、香蕉灣、南灣及佳樂水。以 40 位具 PADI 或 CMAS 證照
者為受訪對象，共回收有效問卷 40 份。
4.2 研究結果
專家的一致性比率(CR)均小於 0.1，符合一致性原則。實質環境屬性（0.387）＞活動環境
屬性（0.228）＞經營管理環境屬性（0.195）＞社會環境屬性（0.190），各構面及細項的結
果如表 3 所示，說明如下：
1. 實質環境屬性：專家認為評選休閒潛水場域最重要的準則為實質環境，其中又以水域能
見度（0.272）為最重要的次準則，其次為潛水最主要觀賞目的之水域景觀可看性（0.218）
，
接著是天氣海象（0.199），最後還有潛水水域的空間(0.173)以及海岸類型(0.137)。
2. 活動環境屬性：醫療設備的完善性（0.265）仍是活動環境當中最重要的指標，其次是環
TAO

境衛生的完善性（0.197）
，再來是生活機能（0.186）及警告標語及安全維護之設置(0.186)，
最後是交通網路便捷性(0.166)。
3. 社會環境屬性：當地治安（0.353）是一個場域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條件，其次，政府對水
域的法令規範完善（0.248）。再者，當地居民對潛水活動的態度（0.202）。最後是當地
居民對遊客的態度（0.197）。
4. 經營管理環境屬性：以潛水教練的專業程度(0.272)為第一，潛水業者之服務態度(0.227)
排名第二，後勤補給方便性(0.184)為第三，生態教育推廣度(0.161)及潛水活動資訊(0.156)
分別為四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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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準則權重
構面
實質環境
0.387

活動環境
0.228

社會環境
0.190

經營管理環境
0.195

準則
水域能見度
水域景觀可看性
潛水水域的空間
天氣海象
海岸的類型
醫療設備的完善性
生活機能
環境衛生之完善性
警告標語及安全維護之設置
交通網路的便捷性
當地治安
政府對水域的法令規範完善性
當地居民對潛水活動的態度
當地居民對遊客態度
潛水教練專業程度
潛水業者之服務態度
後勤補給方便性
生態教育推廣度
潛水活動資訊

準則權重
0.272
0.218
0.173
0.199
0.137
0.265
0.186
0.197
0.186
0.166
0.353
0.248
0.202
0.197
0.272
0.227
0.184
0.161
0.156

整體權重
0.105
0.084
0.670
0.077
0.053
0.060
0.042
0.045
0.042
0.038
0.067
0.047
0.038
0.037
0.053
0.044
0.036
0.031
0.030

將本模式套用在台灣南部知名之潛水點進行方案的整體性評估，最後排序為替選方案的
優先順序，以分數最高者為本個案最佳的休閒潛水場域，其得分結果依序為後壁湖(0.516)為
最高分，依次是香蕉灣(0.256)、南灣(0.151)及佳樂水(0.078)，根據本個案的驗證結果後壁湖
即為潛水教練評選之最佳潛水地點。
五、結論與建議

TAO

本文以業者及一般潛水民眾選擇休閒潛水場域之觀點，利用德菲法與AHP建立一套休閒
潛水場域之評選模式，本研究也實際以台灣南部知名之潛水點為例，做為應用及驗證之範本。
本章將彙整實際案例套用本評選模式後的結果，提出研究發現、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5.1 結論
台灣目前缺乏明確、客觀的評估方法在實務上評選一最佳潛水場域時，一直，因此，本
研究之目的不但希望發展出一套客觀量化的模式作為休閒潛水場域的評選工具，也期望評選
模式發展後，能輔助潛水業者或一般欲從事潛水之民眾往後在面對評選問題時，藉此找出符
合其需求的潛水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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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採用德菲法來凝聚專家共識，找出評選休閒潛水場域時的關鍵準則，接著應
用AHP 來決定準則之相對權重、替選方案之排序並選出最佳者，並以台灣南部知名之潛水點
為例，藉著決策者在評選休閒潛水場域時，應用此模式進行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根據德菲法歸納出的評選準則可分為四個構面，其中，
1. 在實質環境屬性構面中，包含「水域能見度」、「水域景觀可看性」、「潛水水域的空
間」、「天氣海象」及「海岸類型」等五項準則；
2. 活動設施屬性構面包含「醫療設備的完善性」、「生活機能」、「環境衛生的完善性」、
「警告標語及安全維護之設置」及「交通網路便捷性」等五項準則；
3. 在社會環境屬性構面中，包含「當地治安」、「政府對水域的法令規範完善性」、「當
地居民對潛水活動的態度」、「當地居民對遊客的態度」等四項準則；
4. 在經營管理屬性構面中，包含「潛水教練的專業程度」、「潛水業者之服務態度」、「後
勤補給方便性」、「生態教育推廣度」及「潛水活動資訊」等五項準則。
建構層級結構之後，利用AHP決定準則權重，確立評選模式，並將南部知名的四個潛水
點套用模式做總評分的排序。研究結果發現，經由模式評選後最佳休閒潛水場域依序分別為
後壁湖，依次是香蕉灣、南灣及佳樂水，故本研究最後選出後壁湖做為休閒潛水場域之最佳
方案。此外，本研究發現，決策者在評選休閒潛水場域時，最受重視的準則層面為實質環境、
其次為活動環境、第三為社會環境、最後才是經營管理環境。其前五名之準則依序為水域能
見度、水域景觀可看性、天氣海象、潛水水域空間、當地治安。
5.2 建議
TAO

本模式提供潛水業者或一般民眾在評選休閒潛水場域時，一套客觀且系統化的方法，讓
決策者可針對其組織本身需求，選擇最合適之休閒潛水場域。本研究模式之運用，即替選方
案之評估數據套入後，得到最高分數者為最佳之休閒潛水場域。提出幾點建議以供未來研究
之參考：
1.

本研究所提出的休閒潛水場域評選準則，未來後續研究可以此為參考，進一步針對船潛、
夜潛等進行研究，觀察其權重比例是否有所不同。

2.

由於本研究主要以潛水教練作為訪談對象，欠缺一般民眾角度對潛水場域的看法，未來
關於休閒潛水場域的相關研究，可依本研究提出之潛水場域評選模式為架構，加入有效
的「觀眾看法」資料或數據，進行質化或量化的延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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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decision criteria for recreational diving site by environmental
attribute theory

Lee, meng tsung

Wu, guan lin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e prioritization of decision criteria for selecting a suitable recreational
diving site by combining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Based on
environmental attribute theory, the structure is divided into two layers which including 4 criteria
and 19 subcriteria. The 4 criteria are physical setting, social setting, managerial setting and activity
facilities attribute. We interviews with 40 experts equipped with CMAS or PADI instructor levels at
least.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on is physical setting attribute that social setting, managerial setting
and activity facilities attribute follow. The top five subcriteria are in turn visibility, landscape
richness, marine meteorology, diving space, and local public security, mostly belongs to physical
setting attribute. The four diving sites in southern Taiwan, Houbihu, Siangjiaowan, Nanwan, and
Jialeshuei, were selected to fit these criteria. Houbihu was the best site, followed by Siangjiaowan,
Nanwan, and Jialeshuei. The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 for administration to evaluate
diving sites but also guides tourists to choose better one.
Key Words: Assessment of recreational diving site,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theory,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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