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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休閒活動在忙碌緊湊的都市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都市綠帶，具

備近距離享受綠意盎然的空間氛圍之功能。同時此類綠帶設計亦兼具都市

特有魅力之呈現。本研究探討步行空間中人、物與環境的關係，並提出都

市綠帶中區域特色的建立，以塑造藝術、文化氣質與城市魅力的都會特色

空間。 

臺中以完善的公共建設及深度文化，創造都會綠化再生的城市舞臺；

在全球提倡環保之際，大臺中已建築 18條綠園道；因此本研究選擇其中長

達 3.6公里，從國立科學博物館到國立美術館之間最精華的部分－草悟道

為研究場域。草悟道計畫於 101年 3月 7日重新整頓開放啟用，為全台灣

最長的城市綠帶。草悟道係以充滿律動與韻律之綠園道為步行空間，沿路

串聯起台中多項特色景點，包含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市民廣場、勤美誠

品綠園道、藝文空間、國立台灣美術館、美食街等活動結點，尤其晚上和

假日常會定點舉辦各式表演、藝文活動，因此吸引許多居民與絡繹不絕的

遊客到此放鬆心情、一探究竟。 

本研究針對此範圍內從事遊憩的遊客其休閒的屬性及行為進行研究，

並紀錄此範圍內的綠景、設置物及鋪面設計。透過深度訪談法與遊客進行

深入的訪談，以瞭解遊客對於都市綠帶的需求與期待，確認出獨具特色的

魅力因子。而先前研究常將研究場域與遊客的魅力知覺視為一種線性關係，

甚至少對魅力知覺屬性進行深入探討，本研究旨在透過 Kano品質模式之「雙

向問卷」、「決策矩陣」方法檢視遊客對研究場域不同魅力知覺屬性的需求，

研究成果預期可提供市府相關單位作為日後草悟道後續規劃與設計之建議

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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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言或研究緣起 

台中市草悟道於 102年 3月以都市中具有自然、藝文的都市空間之姿

開放啟用。園道沿途有著筆直濃密的樹蔭提供遊客休憩，並具有能夠聚集

人潮的大型草皮廣場之條件。沿途串聯自然科學博物館、勤美術館、勤美

誠品、市民廣場、美術館等周邊景點。不僅是台中市市民周末假日、午後

及夜晚的最佳休憩地點，更於「2013年全球國際宜居城市大賽」中以關懷

人文設計榮獲自然類首獎，堪稱是具有競爭力的國際型觀光魅力據點。 

然而除了提升區域的魅力外，營造出友善迷人的步行空間也是觀光客

願意不斷前來的基本要素。因此將針對遊客對於研究場域中，不同品質的

知覺屬性需求進行研究，期待對於台中草悟道的城市行銷，能夠提出更具

魅力及競爭力的發展建議及方向。 

 

四、研究目的與重點 

台中市政府定義「草悟道」為藝文行草綠園道，將綠園道打造出具有

都會特色的綠色空間，期待遊客能感受到台中文化的深度與質感，並流連

於擁有藝術氛圍的都市綠帶。然而遊客在體驗政府單位與設計團隊共同規

劃出的草悟道中，是否能夠感受到執行方所期待呈現出的核心價值，將是

後續發展的重要參考依據。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草悟道吸引遊客前來的魅力因子，並評估不

同魅力屬性對於滿意度的影響程度，辨識出其重要性的排序，提供市府單

位對於草悟道後續規劃重點與城市行銷的方向與建議。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目的及重點分為四點，說明如下： 

(1)分析草悟道現況與資源。 

(2)瞭解目前遊客對於草悟道滿意度及空間需求。 

(3)提出草悟道魅力因子及針對重要性進行排序以了解吸引人潮因素。 

(4)針對草悟道的未來發展提出建議，期盼能促進台中市城市行銷的發展方

向。 

 

五、文獻探討 

在本章節中將針對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進行收集與討論。依據內容

屬性可分別為(1)城市行銷 (2)綠園道及步行空間相關研究 (3)魅力因子



4 

 

相關研究等面向進行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中的理論基礎及調查時的參考依

據。 

5-1城市行銷 

5-1-1行銷目的  

行銷學大師 Kotler（1990）定義「行銷」乃是個人與群體經由創造或

交換產品與價值，滿足其需求與慾望的過程。AMA美國行銷協會（2004）提

出行銷是為了創造、傳達、分配價值給顧客的一項組織功能與一系列過程，

並且是使組織和其利害關係人皆能獲利的顧客關係管理過程。Drucker

（1973）說明行銷的目的在使銷售成為多餘，亦即行銷是在於真正瞭解顧

客，且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能完全符合其需要，產品本身就可達成銷售

之功能。 

5-1-2城市行銷的內涵 

莊翰華(1998)提到城市行銷的基礎乃將城市視為一種產品，為改善和

其他都市間的競爭能力以及達到不同目標族群的要求，盡可能的去將其包

裝和推銷。 

5-2綠園道及步行空間 

5-2-1綠園道規劃與設計原則 

歸納文獻後可得知綠園道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三個面向： 

˙人－減少都市人之間的疏離感，並增加社區的認同感。 

˙自然－彌補都市中的綠地面積，進而改善都市微氣候。 

˙交通－提供人車共享的空間，有效減少交通事故。 

5-2-2步行空間規劃與設計原則 

綜合文獻可得知在進行人行步道設計時有以下兩個重點： 

˙設施安全及意象－人行道的空間尺寸應注意活動的基本寬度，也

應符合無障礙空間標準；舖面則需兼具行走安全及意象美感；街道

設施除了透過評估遊客量來設置，也須注意整體景觀的意象呈現。 

˙綠景觀的角色－植栽設計須達到綠化城市、美化市容、提供市民

休閒場所的目標。 

5-3魅力因子相關研究 

此小節針對設計中重要的三個環節：環境、人、物三面向來探討「人

在環境中的行為及活動」、「環境意象」、「人與物的關係」，以了解彼此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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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中的關係性，進一步為後續的訪談及問卷研究提供有效資訊。 

藉由文獻探討之整理可了解到城市行銷的基礎即將城市視為一種產品，

而為了提升其都市的競爭力，以及達到不同目標族群的需求，應盡可能的

使該產品滿足市場需求及社會福祉，且比其他競爭城市更有效果且更有效

率的提供該產品，尤其在進行行銷的過程應注意：產品（Product）、價格

（Price）、通路（Place）及促銷（Promotion）等四個部分，以使得在經

營城市環境時面向更寬廣，同時也更永續。另外在綠園道及人行道的設計

原則下，草悟道的設計規劃應朝向提供人車分享、多元性的街道活動、舒

適而吸引人的逛街購物路徑和安全之學習環境、合乎人性的生活空間、有

效串連都市開放空間，同時人行步道上應注意鋪面的高低、透水性、防滑、

伸縮縫寬、堅固、地方特色（包含視覺及材質）、分區等重點。 

人在環境中易受到陽光、空地及人群的影響而聚集；在步行空間中會

逗留於十字路口、攤販前；休憩時會依照活動或能觀察人們行為的地點選

擇座位；遛狗則是一種參與街道生活、促進社交活動的方式。另外城市中

的廣場為聚集人群、製造熱鬧氣氛的無價之寶，商店街創造出的是迷人的

街景氛圍，然而藝術表演者及街頭藝人，則是吸引目光的重要因素；但步

行空間除了聯繫外，它還具備強化公共社群的功能，因此需要強而有力的

標的物可以經常引發和集中活動。設置物部分最受歡迎的座位是有木質靠

背、依人體工學設計的傳統長椅及活動椅，尤其若使用長椅者除了有機會

體驗它，還能改變它的位置、面向陽光，這樣的移動與調整將賦予周遭地

區蓬勃的生氣。 

而若欲打造國際級的魅力城市，突破全球化限制。就必須針對城市行

銷的概念來滿足市場需求及社會福祉，於設計規劃時注意友善的環境，且

應依照人的特性及環境的特點創造具有陽光、廣場等不同類型的空間，同

時創造如藝術表演者、街頭藝人及活動等容易讓人們停留的熱點，最終，

人會因為好奇心及喜愛觀察其他人的特性而吸引更多人群。 

 

六、研究設計、研究架構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調查包含環境實地調查、遊客訪談調查(遊客使用意識調查)與

問卷調查(遊客經驗調查) ，共三階段。藉由各階段之調查結果整理，最後

以統計量化方式進行分析與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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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為『環境實地調查』，此階段藉由現場調查的方式，在不同時

間點對草悟道上的遊客採取「觀察行為法」(Observation Behavior Method ，

OB)（王敏順，1988），分析環境空間與遊客之間的互動情形，及環境對遊

客行為的影響因子。過程以「非參與式觀察法」（Francis T.McAndrew，1995）

進行調查，研究人員以不干擾研究對象為原則，直接觀察並使用相機及筆

記方式紀錄遊客觀光的行為與過程。同時詳盡的紀錄草悟道周邊商家的類

型及分布，作為評估草悟道觀光魅力的客觀因子。 

第二階段為『遊客訪談調查』，為實際探討草悟道的魅力因子及使用行

為上所面臨的問題點及困擾，將分別針對 13位遊客進行初步訪談，且以文

獻探討與實地調查所歸納整理出的結果為基礎，進一步擬定相關問題，遊

客包含各個年齡層並以曾到過草悟道之遊客為主要訪談對象。 

訪談完遊客後以口語協定分析法(Verbal Protocol Analysis)（黃耀

榮，2000）分析其訪談內容，口語協定分析法是一種直接獲得研究對象口

述與認知過程的研究方法，此研究方法是可探究某些行為的動機與模式，

藉由研究對象經歷某些事件過程中所產生的言語或是事後追溯的言語紀錄，

從事認知過程的分析，它是具有認知心理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基礎且使用

上有具體的步驟可以遵循。透過此階段的調查歸納整理其分類的因子並進

行分析與結果討論，並作為後續實際問卷調查的評估依據。 

第三階段為『遊客問卷調查』，以 220 份有效問卷針對遊客進行驗證，

根據Kano, Seraku, Takahashi, and Tsuji (1984)的二維品質模式(即 Kano 

Model)，服務品質包含了源自 Herzberg (1959)的雙因子理論(two factor 

theory)，將此理論結合在二維的架構上，針對魅力屬性的特質加以分析，

評估不同魅力屬性對於滿意度的影響程度，並辨識出重要性排序，提供草

悟道後續規劃重點與設計的方向與建議。 

 

七、分析結果及研究發現 

7-1環境實地調查 

7-1-2周邊景點及商家型態 

觀察草悟道上的商家型態，可區分為「臨時性攤販」、「周邊商家」及

「大型景點」等三類，分別為： 

臨時性攤販（街頭藝人、藝品、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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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日及假日的午後，草悟道上常有臨時性的攤販吸引人潮的聚集，

為長廊型的草悟道增添許多活潑熱鬧的氣氛。街頭藝人主要以音樂、魔術、

繪畫表演為主，其他包含摺汽球、造型氣球等娛樂型攤販；販售冰淇淋、

滷味等小吃型攤販及販售布作藝品的攤販。 

周邊商家（服飾店、餐飲店、廠商、藝品店、美容美髮、金融業、補

習班、園藝店） 

台灣大道至公益路段的草悟道兩旁及巷弄內總計有 63間商家，其中以

「服飾店」(19家，30.2%)及「餐飲店」(17家，17%)為主，其他如廠商(7

家)、藝品店(6家)、美容美髮(5家)、金融業(3家)、周邊景點(3家)、補

習班(2家)、其他(1家)。在館前路一端的區域多為大型景點，店面商家則

集中在勤美誠品的一樓，以餐飲業為主，各店家紛紛於不同節日妝點店面，

期待草悟道上如織的遊客造訪，且多有室外的桌椅供遊客在享用美食的同

時，也享受到綠意盎然的草悟道氛圍。而中興街一端的店家則以服飾店為

主要的商家類型，在狹小的巷弄內，使出渾身解數布置櫥窗，令遊客造訪

時目不暇給。 

大型景點（勤美誠品、勤美術館、范特喜微型創意店、市民廣場） 

兩旁景點包含勤美誠品、勤美術館、范特喜微型創意店、市民廣場等

都是遊客來到草悟道逛街的主要目的，至於錯落在草悟道巷弄之間的餐廳

及特色商家，是遊客造訪時需要深入巷弄內探尋的驚喜。 

7-1-3設置物 

調查目前在草悟道上的設置物可依其屬性分為五大類，共 16 種設施，

依序為： 

(1)照明設施：長椅底部線狀照明、直立型路燈、地嵌式球型照明、情境燈 

(2)休憩設施：長椅、吧檯 

(3)資訊設施：地嵌式地名資訊圖、互動導覽旅遊資訊版、直立式導覽地圖 

(4)景觀設施：公共藝術、植栽、步道舖面、親水設施 

(5)機能性設施：垃圾桶、收費停車格、腳踏車停車架 

以下以詳細的說明分析草悟道設置物的型態與使用狀況： 

(1)照明設施 

草悟道上的照明設施分為「長椅底部線狀照明」、「直立型路燈」、「地

嵌式球型照明」及「情境燈」。「長椅底部線狀照明」主要設置於長型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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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位置，在夜間可有效辨識座椅位置，亦可防止被長椅絆倒的意外發生，

視覺上與草悟道線性特質相呼應，呈現出律動的氛圍。而「直立型路燈」

平均間隔約 5m建置於草悟道兩旁，材質以金屬為主，曲線的造型似豆芽般，

為人工營造出的空間增添有機造型的元素。「地嵌式球型照明」位於草悟道

的音符之丘，以嵌入式光源為夜間行走於草地上的遊客提供照明，能在提

供功能性的同時，不佔體積的隱身於空間之中。另外，「情境燈」有「草悟

道」字樣及在木板上投影出樹影兩種，皆能為草悟道的夜晚妝點浪漫的氣

氛。 

(2)休憩設施 

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包含「吧檯」及「長椅」兩種型態，吧檯式座椅

提供桌面及投影燈的照明，白天桌面的高度提供遊客背對桌面時腰部的支

撐，夜間遊客多於吧檯上進行閱讀及用餐。而「長椅」的材質以石造硬質

為主，由於椅子長度適合三兩好友或單獨前往草悟道的遊客自由選擇乘坐

的距離，因此在遊客的使用度上廣受喜愛。 

(3)資訊設施 

資訊設施包含「地嵌式地名資訊圖」、「互動導覽旅遊資訊版」、「直立

式導覽地圖」。「地嵌式地名資訊圖」由於嵌在草悟道的地面上，對於站在

遠方的遊客不容易發現，導致功能無法彰顯。而「互動導覽旅遊資訊版」

位於草悟道的水韻廣場，是最多遊客會使用的觀光資訊站，常見遊客站立

於資訊站前尋找旅遊的相關資訊，並藉此了解草悟道的重點特色。另外「直

立式導覽地圖」設置於草悟道兩旁，提供遊客清楚自身位於草悟道上的相

關位置。 

(4)景觀設施 

景觀設施包含「公共藝術」、「植栽」、「步道舖面」及「水的設施」。其

中「植栽」包含喬木、灌木及草皮。樹種主要為大葉桃花心木（Swietenia 

macropnylla）及黑板樹（Alstonia scholaris），中間穿插種植羊蹄甲

（Bauhinia variegata），及零星的鳳凰木（Delonix regia）、火焰木

（Spathodea campanulata）、小葉欖仁（Terminalia mantalyi）及美人樹

（Chorisia speciosa）不同的樹種具有不同的景觀意象，在四季變換之際，

也為草悟道增添豐富的景觀特色，讓都市中忙碌緊湊的人們漫步於此有放

鬆及舒緩壓力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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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範圍長約 462.4m，其舖面設計是以不同明度的灰階為主要色調

的硬質鋪面，以長形及韻律的方式排列，企圖於草悟道上營造出活潑、律

動的氛圍。其中位於音符之丘具有緩坡的鋪面設計，提供遊客運動及近距

離親近公共藝術－允執厥中雕塑。 

在梵谷藝術廣場中央的公共藝術是由故宮博物院中國古代美術史家楚

戈先生所設計的「台中市建府百週年紀念碑」，其設計概念是將草書的「中」

字轉變成為三度空間的立體雕塑，下方的紀念碑下刻著「允執厥中」。詩人

鄭愁予還在此留下《美自八方來》這首新詩，為草悟道帶出了精神力的展

現，呈現出浪漫、藝術的氛圍。 

草悟道上「親水設施」設置於行草之舞的水幕水景，採時間性啟動，

主要目的為隔絕草悟道兩旁車輛的噪音，夜晚還搭配 LED燈不同的燈光效

果，營造出寧靜、自然的空間供遊客盡情的放鬆漫步於此，別有一番風味。 

(5)機能性設施 

機能性設施分類為「腳踏車停車架」、「收費停車格」及「垃圾桶」。「腳

踏車停車架」以不鏽鋼曲線製成，在假日常會有滿停的狀況。另外「收費

停車格」由於沒有明顯劃分出車輛的大小位置，常見遊客將機車違規停放

於停車格上，造成開車的遊客使用不便。而「垃圾桶」設置於草悟道兩旁，

9個垃圾桶中其中 5個只有一般垃圾，另外 4個一般垃圾桶旁配置有臨時設

置式的分類垃圾桶，臨時設置的分類垃圾桶主要分布於靠近公益路口人潮

較集中之處，但常有未裝置垃圾袋的狀況，亦容易因天候或人為因素使垃

圾袋破裂，造成衛生及美觀度不佳等問題。 

7-1-4遊客行為 

假日及平日午後來到草悟道的遊客絡繹不絕，多為三兩好友、親子、

情侶等關係之遊客，各從事不同的行為活動，而本研究經過觀察分析及歸

納後將多數遊客的行為分類為三大類，分別為： 

(1) 參與當地特色景點及活動： 

參與當地特色景點及活動分類為「逛街」、「用餐」、「流浪狗認養」、「街

頭藝人的欣賞」、「爵士音樂節」、「創意藝術市集」及「其他季節性活動」

等。在平日及假日的午後，常見魔術表演、音樂演奏、繪畫表演藝術等不

同類型的街頭藝人於草悟道進行表演活動，遊客多聚集於附近長條型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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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或階梯處乘坐欣賞，為草悟道帶來熱絡的街頭氣氛。 

另外草悟道兩旁眾多的景點，如誠品書局、勤美術館、市民廣場、范

特喜微型創意店等景點亦吸引大量遊客前往造訪，勤美術館更是經常性地

舉辦定期展覽和演講，將此地打造成藝文的發散中心。豐富的周邊景點依

市民所需，提供教育、藝術、餐飲、休閒等不同面向的選擇，每到假日人

潮便蜂擁而至，使草悟道成為一條貫穿台中市特色景點的綠色廊道。除了

周邊景點外，草悟道於每個周末舉辦流浪狗認養的活動，每月的第三個星

期六舉辦創意藝術市集，並於每年的十月份舉辦一年一度的爵士音樂節。

眾多活動不斷在草悟道上演，為台中市帶來活力與生命力。 

(2) 運動行為： 

運動行為分類為「散步」、「跑步」、「騎腳踏車」、「滑板」及「競技單

車」。觀察多數的遊客多散步於草悟道平坦處。跑步及騎腳踏車則圍繞在兩

旁的專屬人行道，以避免與中央的人群發生搶道的狀況，但有時音符之丘

的緩坡也成為騎腳踏車使用者的趣味型路線。而在草悟道上進行滑板活動

的使用者，多利用長型座椅成為私人的練習道具，嚴重影響遊客的使用安

全。另外競技單車常佔據草悟道接近台灣大道處的廣場，雖有其他遊客圍

觀但也成為草悟道安全的隱憂。 

(3) 休閒行為：  

休閒行為分類為「聊天」、「休憩」及「遛狗」。許多遊客受到人群聚集

的吸引力影響，會停留在吧檯式座椅的周邊，也特別喜歡於階梯上聊天、

用餐、閱讀、滑手機，甚至坐著的遊客除了欣賞草悟道上的動態活動，也

有喜歡觀察環境、觀察人群等多元的行為產生。由於草悟道是都市中難得

的綠地，在午後及周末便出現許多附近居民及遊客帶著寵物來到此地共遊，

除了貓狗之外，偶爾可見有特殊寵物類型如：大型蜥蜴、貂等，吸引不少

其他遊客的目光。飼主們便於此機會交流分享養寵物的心得和經驗談，寵

物們更是打打鬧鬧的在草悟道上嬉鬧、翻滾，為草悟道的景緻增添豐富的

趣味性。 

7-2遊客訪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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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將先透過對草悟道遊客訪談調查與相關現有文獻調查，掌握遊

客對於草悟道之使用性與魅力因素的認知，並整理相關因子，進而分析與

探討，同時作為下階段問卷之參考依據。 

7-2-1訪談對象選定 

訪談對象之樣本選取，針對有去過草悟道經驗之遊客，並願意接受與

配合訪問的遊客為主；訪談對象總計 13位遊客來進行訪談，其中男性 8位，

女性 5 位。年齡多分布於學生到上班族之間 20-30 歲年輕人，去過草悟道

次數為：10次以上佔 8位，5-10次佔 4位，1-5次佔 1位；而職業狀況為：

學生佔 5 位，上班族佔 6 位，家庭主婦佔 1 位，自由業佔 1 位，透過遊客

之訪談以獲得更有效的調查結果與數據。 

7-2-2訪談結果與分析 

此部分利用口語協定分析法分析比較其編碼結果，並依照遊客訪談調

查中所歸納整理之相關範疇與分類因子，根據所得將分類為「實質景觀」、

「知覺景觀」、「未來發展」來進行編碼討論與分析。以下將從『編碼討論

結果』、『實質景觀範疇之探討』、『知覺景觀範疇之探討』、『未來發展與建

議之探討』四方面之相關結果說明如下。 

1.編碼討論結果 

由數據可明顯看出，在『魅力因素』與『活動』的總斷句數目較多；

魅力因素佔 165 句，活動佔 97 句，周邊景點佔 55 句，減分因素佔 43 句，

造景及設置物佔 43句，環境意象佔 39句，期待內容則較少，佔 23句；遊

客對於魅力因素的評價明顯高於減分因素，顯示出訪談的遊客有近八成對

草悟道有正向評價。另外在草悟道上舉辦的活動每晚皆有街頭藝人，且周

末常舉辦小型活動，是能讓遊客深刻體驗到的部分，因此在實質景觀的範

疇裡對於活動的描述較多；而草悟道周邊擁有不同類型的景點，能滿足不

同族群與目的的遊客，因此對於周邊景點的描述僅次於活動。 

最後在實質景觀及知覺景觀的總數差異不大即代表，草悟道上造景及

設置物、活動、周邊景點及環境意象等內容帶給遊客豐富體驗的知覺感受，

所以在訪談過程中可見遊客對於實質及知覺兩大部分皆有相當比例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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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2.實質景觀範疇之探討 

藉由遊客訪談調查中得到相關範疇與因子歸類後，將其分為三大範疇；

分別為「實質景觀」、「知覺景觀」和「未來發展」三方面，其中「實質景

觀」可再分成(1)造景及設置物(2)活動(3)周邊景點(4)環境意象等四大類

分別探討如下。     

(1)造景及設置物 

遊客認為草悟道是在都市中難得的綠帶，樹木形成的林蔭提供炎炎夏

日乘涼、避暑的地方。而遊客也認為市民廣場在都市中有此類形態大片草

地可供休憩、野餐、遛狗等休閒活動是很迷人的。對於草悟道上噴霧裝置

具有消暑及氣氛營造之功能表達認同，但其他關於水的設置物及造景較少

提及，顯示此類水的設置尚未獲得青睞。而在草悟道鋪面的部份，遊客認

為高低起伏的設計能增添變化度，並不會造成正常人行走上的困擾，唯須

考量到行動不便者的安全顧慮。街道家具的部分多認為目前設置的數量足

夠，在型態方面認為長條狀的設計可以滿足多人共同使用的功能，但座椅

尾端漸變至地面的設計反而容易造成意外。裝置藝術「允執厥中」的部分

遊客則認為增加草悟道的藝術氣氛及代表性。另外設置於草悟道中段的「遊

客互動導覽資訊站」，目前為故障狀態，因而降低遊客對此的印象與評價。 

(2)活動 

來到草悟道上的遊客多以散步、運動及遛狗為目的，認為在草悟道的

步行空間中行走是吸引人的。對於每日午後及傍晚的街頭藝人表演均表達

肯定與支持，認為能增添空間中的活潑度。而定期舉辦的展覽活動亦成為

吸引遊客不斷前來的重要魅力，認為依時間變化不同主題的展覽內容，能

為其帶來期待與驚喜。在定期舉辦的活動中，如每周末的流浪狗認養及每

年舉辦的爵士音樂節均能吸引一般大眾前來草悟道同樂，也是容易參與及

親近的活動。由於頻繁且受歡迎的大小活動在草悟道上不斷上演，因此遊

客對於活動的描述比例也相對最高。 

(3)周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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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悟道沿途有許多不同類型的景點，如商場型態的誠品書局、NOVA；

具教育性質的植物園、自然科學博物館、勤美術館、國立美術館；具文化

創意特色的范特喜微型創意店；大型的綠地空間：市民廣場及各富異國風

趣的餐廳。遊客多為商場型態的商家前來，也因草悟道串起各種不同機能

的景點，使得遊客來到此地可滿足不同需求而停留數個小時。 

(4)環境意象 

遊客均認為草悟道是都市中難得擁有綠意盎然的空間。在氛圍營造的

部分達到休閒、藝術的氣氛，能為都市裡忙碌的生活空間留下些許空白。

而聚集在草悟道上人群的氣質則為此步行空間帶來放鬆及友善的感染力。 

3.知覺景觀範疇之探討 

而「知覺景觀」則分成(1)魅力因素(2)減分因素等二大類，分別探討

如下： 

(1)魅力因素 

遊客認為草悟道吸引人的魅力在於具有休閒感、安全感、自在感、新

鮮感及藝術人文的氣息，其中休閒感主因為人群散發出的氛圍及景觀綠化、

遮蔭性使遊客心情隨之放鬆。安全感及自在感則因此步行空間人車分道，

較能安心行走於步道上，其一因素為聚集在草悟道上的其他遊客氣質友善，

令人感到活動於此安全無虞。而新鮮感來自於草悟道上依時間、季節變化

的多樣性活動，諸如公益性活動(流浪狗認養)、社會性活動(反核遊行、同

志遊行)、藝文性活動(街頭藝人、爵士音樂節)及同樂性活動(千人植栽、

千人彩繪風車)等，及其豐富的周邊景點，讓遊客能針對不同需求做選擇，

也因此多數人認為此地是具有魅力的。 

(2)減分因素 

遊客認為草悟道印象減分之主因為規劃及設備不足，提出停車處距離

草悟道太遠、夜間燈光昏暗，容易造成行走時意外等減分因素。在鋪面部

分有多處起伏，並無考量到無障礙設計，使行動不便者及高齡者很難單獨

活動於草悟道。其次為假日人潮太多，有擁擠感。及遊客認為常有騎 BMX

腳踏車及玩滑板的使用者佔用草悟道空間及公共座椅，高速的動態活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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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其他遊客有不安心感。另外草悟道上的設計元素重複性過高，例如鋪

面材質與公共座椅設計元素單調，行走於此空間時易感到元素重複而缺乏

多元性。 

4.未來發展與建議之探討 

經由歸納分析後發現，草悟道活動及周邊景點多元，具有豐富吸引遊

客的魅力。但對於草悟道仍有些未來期待，依據遊客訪談內容的描述中，

歸納出四大內容為「整體性的規劃」、「增加設置物及設施」、「豐富元素」、

「增加藝文類活動」四大類並說明如下： 

(1)整體性的規劃 

草悟道長達 3.6 公里，中段有部分尚未進行一致性的規劃，造成遊客

誤以為草悟道僅至市民廣場，後端則像一般公園。另一期待為草悟道周邊

的巷弄能擴大規劃範圍，增加其不同訴求街區形成獨特之魅力。而長條形

的空間則應分段進行空間機能的劃分，讓草悟道每一段皆有其所屬的功能

性，活絡整體空間並分散人潮。 

(2)增加設置物及設施 

遊客認為應增設停車空間，且需鄰近目前周邊景點最為豐富的草物道

中段。並應注意到草悟道上無障礙空間的設計，確保任何族群的遊客來此

觀光皆能無障礙的使用空間設施。 

(3)豐富元素 

遊客認為草悟道整體的規劃可依不同區段作劃分，設計系列的元素，

豐富行走於長型綠帶上時的感官體驗。另外造景應多增加綠色植物的層次，

使草悟道上的生態更為多樣化。 

(4)增加藝文類活動 

如目前的爵士音樂節，每到活動時皆吸引大量的外縣市甚至是外國遊

客前來共襄盛舉。多舉辦一般民眾可輕鬆參與同樂的大型藝文類活動，也

是能提升草悟道魅力的方式之一。 

7-3遊客使用意識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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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訪談調查之分析歸納，瞭解遊客對草悟道的魅力因子及減分因子。

整體來說，遊客對於草悟道的現況表達滿意，尤其是休閒感、自在感等氛

圍的營造，多數受訪者表達認同並享受其中。其次為規劃完善、休憩完善、

動線佳等部分，認為從綠園道重新規劃成草悟道後，整體空間之運用大幅

提升，也吸引更多遊客前來休憩。再者於都市中能有此綠意盎然、享受休

閒的步行空間供大眾緩解都市中忙碌的生活，是多數受訪者深受其吸引之

因素。 

從上述遊客訪談調查後，亦從中得知遊客在草悟道上的使用情形與問

題點，主要為停車場數量不足或停車場位置離草悟道距離過遠而感到困擾，

其次認為草悟道並無規劃完善的無障礙設計，擔憂行動不便或年邁者在使

用時容易造成意外。另期待未來規劃時多增加其設計元素，豐富草悟道的

層次與行走時的驚喜感。最後歸納出「造景及設置物」、「活動」、「周邊景

點」、「環境意象」四方面進行調查，且透過彙整之減分因素為依據來進行

下階段分析與進一步之討論。 

7-4問卷整理分析 

根據實地調查與訪談的結果，將影響遊客對於草悟道之因素作為問卷

調查之基礎，藉此進行更深入之調查與探討，並瞭解遊客對於草悟道的活

動、周邊景點、環境意象、造景及設置物等面向的吸引力與評價，並找出

遊客使用草悟道之困擾點與對未來的期待。問卷調查部分，有現場及網路

問卷兩種方式，總共發放 226 份，並回收 220 份有效問卷，針對有到過草

悟道的遊客為主要對象，從問卷內容中來進行分析與比較。以下將分別針

對受訪者基本資料、經驗與偏好、Kano 雙向問卷及重要度進行分析比較及

討論。 

7-4-1樣本特徵調查 

7-4-2受訪者基本資料 

由 220 位受訪遊客的性別組成中，男性為 97 人(44%)，女性為 123 人

(56%)。年齡依序為：17歲以下(少年)、18～24歲(青年)、25～44歲(壯年)、

45～64歲(中年)(James,W.,2008)與65歲以上(老年)(中華民國內政部社會

司)。由圖 5-2 可顯示在年齡層分布中以「青年」(18～24 歲)最多，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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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人(51%)，其次為「壯年」(25～44歲)，占有 92人(42%)，老年族群樣

本數則為 0 人。遊客的工作型態中以學生為最大族群，共計 103 人(47%)，

其次為上班族 86 人(39%)。由圖 5-3 可知，造訪草悟道遊客多為學生及上

班族。居住在台中市的遊客多達 160 人(77%)，其次為北部地區(基、北、

桃、竹、苗)24人(12%)，而中部地區(彰、投、雲、嘉)、南部地區(南、高、

屏)及居住在國外的遊客人數相對少量。另外東部地區的遊客人數為 0 人，

顯示造訪草悟道的遊客多因地緣關係而前來。 

7-4-3受訪者經驗與偏好 

遊客造訪草悟道的時段集中在下午時段，尤其以假日下午高達 96 人

(44%)，其次為平日下午有 51 人(23%)，另外晚上時段以平日人數占較多，

有 34人(15%)假日晚上則有 28人(23%)，上午造訪草悟道的遊客多為零星。

而遊客到達草悟道的交通方式中，機車占 137 人(62%)，其次為汽車 48 人

(22%)，公車人數占 23人(10%)，步行占 8人(4%)，腳踏車占 3人(1%)。可

顯示目前遊客到達草悟道的方式中，有超過八成的人藉由汽機車前來。另

外遊客將車輛停放在附近巷子內的情形最為普遍，占有 83 人(39%)。其次

也有73位民眾(34%)將車輛停放在誠品書局旁停車格內，卻只有兩成(45人)

的遊客將車輛停放於停車場內，由進一步訪談中得知，遊客多認為停車場

距離草悟道較遠，或收費較高，因此遊客多找尋附近巷子內免費的空間停

車，其次才會選擇路邊的收費停車格。 

遊客於草悟道觀光的停留時間中，有 72%遊客會做 2-3小時的停留，有

約兩成的遊客停留在草悟道時間僅僅 1小時內，另外約一成的遊客停留 4-5

小時，由此可知只有少數遊客會做長時間的停留。因此政府單位在推廣草

悟道時應思考如何使遊客願意在草悟道上從事多種不同的活動，以延長觀

光體驗的停留時間。而在草悟道遊客的同行人數中，有高達 180人(82%)為

2-5人同行，另外有 40人(18%)為 1人前往。顯示有八成的遊客會與親朋好

友共同來到草悟道觀光，是個適合呼朋引伴共同體驗的步行空間。  

有 45%的遊客來草悟道的次數已達 10 次以上，其次為占 31%有 2-5 次

造訪草悟道的經驗，另外有 17%的遊客造訪草悟道的次數為 6-10 次，只有

約 7%的遊客是第一次造訪。顯示遊客對於草悟道的再訪次數比例很高，可

見得草悟道有其吸引人的獨特魅力。另外遊客造訪草悟道最主要的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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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街，占 157 人(71%)，其次為散步或運動與用餐約各有 53%的人，另外參

與當地活動的遊客人數為 95 人(43%)，為了周邊景點而造訪草悟道的遊客

也有 79 人(36%)。由於該題設定為複選題，因此在提供遊客多樣化選擇的

條件下，平均勾選的項目為 2.6 項，表示遊客造訪草悟道的目的多為複合

式的目的，也顯示草悟道串連起的機能性多元，可供遊客不同需求做選擇。

最後每2-3個月來的遊客占108人(49%)，其次為每個月來的有69人(31%)，

而帶有不確定性的選項有 38 人(17%)表達可能再來。其中有確定再造訪意

願的遊客就高達八成。顯示草悟道擁有普遍遊客皆有意願再訪之魅力。 

7-5.Kano雙向問卷分析 

7-5-1項目屬性分類 

(1) 魅力品質 

歸類在「魅力品質」的項目共有 7 項，其內容主要都集中在「活動」、

「周邊景點」與「造景及設置物」的構面中，內容包括：『有舉辦爵士音樂

節、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草悟道旁

有教育性質的景點（例如：科博館）』、『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草

悟道旁有更多不同類型的商家』、『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例如：范特喜

微創）』、『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例如：寫書法、千人彩繪風車）』。說

明上述項目的正向條件當「具備」時，就能大幅地提升藝術街的魅力程度，

但是當「不具備」時，遊客也不會感到特別不滿。 

(2) 一元品質 

被歸類為「一元品質」的共有 8 個項目，較集中於「造景及設置物」

構面，其餘分布在「周邊景點」、「環境意象」與「活動」。內容包括：『都

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特質』、『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步、逛

街、運動)』、『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寬敞舒適』、『草悟道旁有藝文

方面的景點（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勤美術館）』、『草悟道的氛圍營造，

具備迷人的魅力』、『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例如：誠品書局、勤美

誠品、NOVA）』、『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與『草悟道上的休

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表示此 8個項目的績效與滿意度之間呈現線性關係，

「滿意度」會隨「正向條件」的完備性，有成正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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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差異品質 

被歸類為「無差異品質」屬性的項目有 3項，即『「聚集的遊客」具有

悠閒氣氛的感染力』、『草悟道上有規劃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例如：

水幕、水流、噴霧）』與『「遊客的聚集」使草悟道具有熱鬧的氛圍』。表示

無論該項目之「正向條件」與「反向條件」具備與否，都不影響遊客的滿

意程度。 

7-6綜合因素評價分析 

7-6-1重要程度評價 

在項目的評分方式中採取李克特量表架構，將項目的重要程度劃分為：

毫不重要(1分)、不重要(2分)、普通(3分)、重要(4分)以及很重要(5分)

的 5 分位模式實行。再將 220 位有效樣本的母體平均數進行由高至低的排

序(如下表)。 

    下表為構成因子之重要性排序 

排序 因子 重要性 構面 

1 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特質 4.43 環境意象 

2 
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 

(例如：散步、逛街、運動) 
4.40 活動 

3 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寬敞舒適 4.37 造景及設置物 

4 
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 

（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勤美術館） 
4.21 周邊景點 

5 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 4.19 環境意象 

6 
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 

（例如：誠品書局、勤美誠品、NOVA） 
4.16 周邊景點 

7 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4.05 造景及設置物 

8 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 3.97 造景及設置物 

9 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3.94 造景及設置物 

10 有舉辦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 3.90 活動 

11 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的景點（例如：科博館） 3.80 周邊景點 

12 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 3.71 活動 

13 草悟道旁有更多不同類型的商家 3.67 周邊景點 

14 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例如：范特喜微創） 3.54 周邊景點 

15 「聚集的遊客」具有悠閒氣氛的感染力 3.50 環境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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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 

（例如：寫書法、千人彩繪風車） 
3.35 活動 

17 「遊客的聚集」使草悟道具有熱鬧的氛圍 3.20 環境意象 

17 
草悟道上有規劃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 

（例如：水幕、水流、噴霧） 
3.20  造景及設置物 

 

7-6-2魅力與減分因素 

為了能更明確的瞭解遊客對於草悟道的魅力因子評價內容，本研究於

問卷中設計此複選題，讓受訪者在「魅力因素」與「減分因素」兩大題中

勾選其認為條件成立之選項。以下將各別以排序方式進行討論，並針對前

五大因素作分析說明。 

(1)魅力因素排序 

魅力因素題目設計為：「請問草悟道吸引您的魅力因素是？」 ，引導

遊客勾選作答此單元的 16個選項。在統計各項目的累積次數後，可得知五

大魅力因素可知內容有：『自在的感覺』、『具有文化、藝術氣息』、『具有休

閒感』、『景觀綠化得宜』及『周邊景點豐富』，其中前四大魅力因素皆有超

過一半的遊客認為條件成立，可見遊客主要是被草悟道成功營造之氣氛所

吸引，其次為景觀綠化得宜亦受遊客所認同，另外也有超過四成遊客認為

周邊景點豐富也是草悟道吸引人的魅力之一，綜合上述高比例認同的魅力

因素，因此常見每到下午遊客便湧入草悟道進行各項活動，尤其假日時更

有大量遊客絡繹不絕的為其魅力吸引而前來觀光。 

(2)減分因素排序 

減分因素題目設計為：「請問草悟道讓您印象不佳的因素是？」 ，引

導遊客勾選作答此單元的 10個選項。在統計各項目的累積次數後， 220份

有效問卷中，遊客認為草悟道的減分因素前五大項內容為：『停車場不足』、

『垃圾桶設置不足』、『周邊建築施工』、『不安心感(草悟道上有人騎單車、

玩滑板』及『休憩設施不足』等內容。從遊客基本資料的「交通方式」可

得知有超過八成的遊客以汽機車為到達草悟道為主要交通工具，其中又有

超過一半的遊客皆認為停車場不足是對草悟道印象不佳之主因，另外有三

成遊客認為草悟道上的垃圾桶設置不足，常令人感到不方便，其次因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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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有部分建築物及停車場正在修建中，影響到來此觀光之感受。另外造

成遊客不安心感主因為常可見騎乘單車者及玩滑板的使用者穿梭於草悟道

上，甚至占用街道家具當成競技工具，使得遊客需要注意其危險性，降低

步行空間的安心感。第五項減分因素中也有近兩成的遊客認為休憩設施不

足。 

7-7設置物使用評價 

根據先前的問卷結果可得知遊客皆認為草悟道步行空間中的構成極為

重要，除因步行空間中的設置物會影響行走時的舒適度及空間的友善度外，

對於氣氛營造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本研究針對草悟道上的設置物

再進行逐項細部的問卷調查。總計發出 11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101 份，

其中性別特徵為：男性遊客占有 32 人(31.7%)，女性遊客占有 69 人(68.3%)，

年齡特徵為：少年占有 10人(9.9%)、青年占有 31人(30.7%)、壯年占有 54

人(53.5%)、中年占有 5人(5.0%)與老年占有 1人(1.0%)。 

7-7-1重要程度評價 

針對步行空間評價項目的內容對遊客進行重要程度的調查，藉此瞭解

遊客對於不同步行空間構成項目的觀點。由 101 份有效樣本的平均數進行

整體排序後可瞭解遊客首要重視的層面是以步道空間的舒適及安全性

(No.1)為優先考量，以及垃圾桶(No.2)是否達到方便丟棄垃圾的數量，另

外公共藝術的美感和創造性(No.3)則是被認為具草悟道代表性而居於第三，

其次為休憩設施(No.4)及照明(No.5-6)。但對於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

(No.7)、導覽資訊(No.8)及水的設施(No.9)對遊客來說反而感到重要程度

較低。 

7-7-2滿意程度評價 

遊客對於草悟道現況的滿意程度在空間平坦好走、寬敞舒適(No.1)感

到最為滿意；其次為草悟道上的遊客認為座椅數量及舒適度達到滿意

(No.2)，草悟道的夜晚華燈初上，路燈的點綴依舊吸引遊客流連忘返(No.2)；

另外公共藝術(No.4)、植栽造景(No.5)、照明(No.6)等也平均有 3.5-3.6

分的滿意程度，最後遊客針對水的設施(No.7)、垃圾桶數量(No.8)及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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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資訊(No.9)反應出不滿意。 

7-7-3設置物小結 

「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寬敞舒適」此項目重要度及滿意度皆

位於首位，顯示草悟道的遊客最在意的是空間鋪面的平坦性及步行空間的

舒適度，且對於現況感到相當滿意，當人們最重視的得到最大滿足的同時，

也或許是草悟道絡繹不絕的原因。針對項目「草悟道上的休憩座椅是充足

完善的」的部分，重視程度達到第四名，滿意程度達第二名，呈現出遊客

的休憩需求是被滿足的。 

另外項目「設置多處垃圾桶，使遊客方便丟棄垃圾」的重要程度位居

第二，滿意程度卻落在倒數第二，代表遊客認為垃圾桶在長條型的步行空

間中是重要的，但目前數量及分類皆不盡人意，垃圾筒適當數量的設置可

有效減少亂丟垃圾的機會，成為影響草悟道觀感重要的因素，因此應為政

府部門急需解決的問題。 

7-8問卷調查小結 

從 Kano雙項問卷分析結果與重要程度之排序做比較分析，可得知三項

Kano 分類中，各分類中因子的重要程度，意即可於魅力品質、一元品質及

無差異品質中，作優先發展順序之排列。以下針對各分類作討論。 

(1)魅力品質 

所屬於「魅力品質」的因子其特性為，當品質特性具備該條件時遊客

相當滿意，但不具備該條件時，遊客也不會因此而不滿意。意即此品質為

創造區域魅力獨特性之重要關鍵。是令遊客感到驚喜、有魅力之條件因素。 

然所屬 7 項魅力品質中，重要度的因子依序為『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

人的氣氛』、『有舉辦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草悟道旁有教

育性質的景點（例如：科博館）』、『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草悟道

旁有更多不同類型的商家』、『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例如：范特喜微創）』

及『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例如：寫書法、千人彩繪風車）』。可見得

在遊客心中，具重要程度的魅力條件，除了草悟道夜間的氣氛營造成功，

還包含舉辦動態性的藝文活動及周邊具有教育與文化特色的老街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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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些條件成立時，會大幅增加遊客對於草悟道的滿意度。 

(2)一元品質 

「一元品質」之因子特性為當品質具備該條件時遊客相當滿意，但不

具備該條件時遊客會因此而不滿意，即具線性之特性。特別於此類品質中

皆為重要程度相當高之因子，代表此類品質中的因子為草悟道基本應具備

之條件，政府單位在設法創造區域魅力特色的同時，必須並列發展之基本

盤。 

屬於一元品質條件中 8項之因子內容依序為：『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

人的特質』、『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步、逛街、運動)』、『草悟

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勤美術館）』、『草悟道的

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例如：誠品

書局、勤美誠品、NOVA）』、『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草悟

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及『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寬敞舒

適』。可見草悟道之主要訴求的都市綠園道相關之條件為遊客首重的關鍵，

其次為步行空間中應有適合活動之環境條件，另外包含藝文方面景點及商

場型態之景點亦為需要並列發展的部分。 

(3)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之因子特性為無論品質條件具備與否，遊客滿意度皆

不受影響。此所屬品質內之因子共有 3項，分別為：『聚集的遊客具有悠閒

氣氛的感染力』、『遊客的聚集使草悟道具有熱鬧的氛圍』及『草悟道上有

規劃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例如：水幕、水流、噴霧）』。其品質中

的因子皆為低重要度，顯示此類關於遊客散發出的感染力及熱鬧的氛圍並

不影響遊客對於草悟道之滿意度。其次為水的設施亦為無差異品質，意即

草悟道上有無此項建設，對於遊客來說並不影響其對於草悟道之魅力條

件。 

 

八、結論及政策建議 

存在於都市中的綠園道，扮演著都市之肺的角色，在此地活動的人們

得以放鬆心情及進行各項活動，其中綠色造景與氛圍的營造不僅影響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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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環境感知，進而影響到對於草悟道之魅力評價。本研究以使用者

觀點探討草悟道中的人、環境與設置物之關係，找尋創造草悟道魅力因子。

預期可作為政府單位未來進行草悟道的規劃與發展時的參考指標，期盼能

將草悟道推向國際級景點，塑造出獨具特色的都市綠帶。 

8-1綜合討論 

本研究章節就第五章結論中，以 Kano雙向問卷分析出的魅力品質與一

元品質作進一步討論，與各因子間的重要程度作交叉比對，進而提出有效

創造草悟道差異化價值的因子及穩固遊客之滿意度的條件，以期提供政府

單位在進行後續發展與設計時，有優先順序的考量與規劃。 

8-1-1魅力品質 

【打造與眾不同的觀光體驗價值】 

－令遊客感到驚艷，大幅提升草悟道差異化 

在魅力品質中，屬於活動類的範疇內容為：『有舉辦爵士音樂節、街頭

藝人等表演活動』、『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及『有舉辦各項藝文參

與活動（例如：寫書法、千人彩繪風車）』；屬於周邊景點的內容為：『草悟

道旁有教育性質的景點（例如：科博館）』、『草悟道旁有更多不同類型的商

家』及『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例如：范特喜微創）』；屬於造景與設置

物範疇內的有：『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整理如下表。 

而魅力品質中，屬於活動及周邊景點的構面各包含 3 項因子，顯示遊

客對於草悟道上舉辦的活動及沿路串起豐富的周邊景點，認為是具有創造

草悟道魅力及建立差異化之魅力因子，因此若能針對這兩大項構面進行更

深入的品質提升，例如在草悟道上的路燈部分作氣氛的營造，及舉辦參與

性的動態式藝文活動，更進一步於草悟道周邊規劃更多不同類型的商家，

並且具有寓教於樂的教育性質相關景點都將能創造遊客具有價值的觀光體

驗而流連忘返。     

   下表：魅力品質與構面之統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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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 

力 

品 

質 

構面 因子 

活動 

有舉辦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 

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 

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例如：寫書法、千人彩繪風車） 

周邊 

景點 

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的景點（例如：科博館） 

草悟道旁有更多不同類型的商家 

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例如：范特喜微創） 

造景與 

設置物 

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8-1-2一元品質 

【創造美好觀光體驗】 

－創造遊客對觀光體驗的基本滿意度 

在一元品質中，屬於造景與設置物範疇的內容有『草悟道上的植栽造

景具備迷人的魅力』、『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及『草悟道的

步道空間平坦好走、寬敞舒適』；屬於環境意象的內容有『都市中的綠帶具

備吸引人的特質』及『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兩項；屬於

周邊景點的內容為『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

勤美術館）』及『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例如：誠品書局、勤美誠品、

NOVA）』；而屬於活動範疇內的只有『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步、

逛街、運動)』，整理如下表。 

屬於一元品質的構面中，造景與設置物、環境意象、包含藝文型態及

商場型態的周邊景點皆涵蓋兩項以上的因子，顯示遊客對於草悟道基本的

綠色造景、基礎設施及部分周邊景點認為是會隨著建設程度而線性影響滿

意度的因子。因此若能維持並朝向都市中綠帶之環境條件持續發展，創造

出適合遊客活動的空間條件，並改善休憩設施不足之問題點，輔以草悟道

兩旁藝文方面及商場型態之景點，即能提升遊客對於草悟道的滿意度，創



25 

 

造出美好的觀光經驗。 

   下表：一元品質與構面之統整表 

一 

元 

品 

質 

構面 因子 

造景與 

設置物 

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 

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寬敞舒適 

環境 

意象 

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特質 

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 

周邊 

景點 

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 

（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勤美術館） 

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 

（例如：誠品書局、勤美誠品、NOVA） 

活動 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步、逛街、運動) 

8-2改善建議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實地調查、訪談調查及問卷調查後將問題點與

困擾作整理，整體來說，遊客對於草悟道現況多表達滿意，尤以氛圍的創

造更表達了高度肯定，但使用上仍有部分問題點，也提出對於未來之期待。

本研究綜合所得，針對草悟道需要改善之處進行討論與建議，依訪談所得

草悟道魅力特色之分類及減分因素中未能歸納於其他構面中的交通部分，

針對「活動」、「周邊景點」、「環境意象」、「造景及設置物」及「交通」等

各項進行討論與建議。 

1.活動 

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等文藝活動深受遊客喜愛，唯每到年度舉辦的

爵士音樂節時，便湧入大量人潮，此時應該將草悟道規畫不同區段有不同

主題的活動以分散人潮；而建議未來能依照季節舉辦多項大型活動，創造

不同的節慶式活動，吸引遊客同樂於其中，以提升草悟道豐富度及觀光魅

力。 

另外所屬於活動中的一元品質因子為：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



26 

 

散步、逛街、運動、跑步)。表示在草悟道中應維持適合活動之空間條件，

因此若行人與動態的活動(如騎腳踏車、玩滑板)使用共同空間進行，會造

成遊客不安心感，建議腳踏車道應予以分道規劃，另闢場域提供動態活動。

整理如下表說明如下： 

表 6-3：活動具體建議 

構面類別 具體建議 

活動 

 規畫不同區段有不同主題性的活動，以達到有效分散人潮 

 依季節舉辦大型活動，創造不同的節慶式、祭典式活動。例如：中秋闔家賞月趣 

 腳踏車應予以分道規劃，另闢場域提供動態活動 

 

2.周邊景點 

建議增加更多不同類型具有特色的商家，以吸引遊客選擇不同景點作

長時間的停留，例如目前已規劃的文創老街(范特喜微創)，就受到多數遊

客認同。同時應將草悟道進行全面性周邊景點的規劃，活化草悟道第三段。

同時應於不同區段設置導覽系統，讓遊客到達此地後，可直接選擇需求景

點作觀光。整理如下表說明如下： 

下表：周邊景點具體建議 

構面類別 具體建議 

周邊景點 

 增加更多不同類型具有特色的商家，例如：台中老故事老照片文化館 

 全面性周邊景點的規劃 

 不同區段設置導覽系統 

3.環境意象 

遊客對於環境意象中的氣氛營造表達高度肯定，主要是因草悟道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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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叢林中，遊客可近距離的感受到悠閒、自在的環境氣氛，進而讓遊客

享受到彷彿置身於大自然中，以達到舒緩心情之目的。若以此為環境意象

中最主要經營之目標，建議可豐富草悟道上的生態景觀，意即包含不同棲

地的設計(如水池、草地、樹林等景觀)，使其擁有不同層次之生態系統，

此時草悟道將除了能達到目前悠閒及人文藝術氣氛之外，更進一步擁有生

態教育的資源。另外將草悟道兩旁目前規劃的汽機車輛停車格取消，可有

效提高草悟道景觀單純化，創造更美好的步行空間。整理如下表說明如下： 

下表：環境意象具體建議 

構面類別 具體建議 

環境意象 

 豐富綠色景觀的種植種類(例如：種植四季不同景觀的台灣特有種) 

 豐富草悟道上的生態景觀(例如：設計不同棲地(水池、草地、樹林等景觀)) 

 改善汽機車雜亂景象(取消誠品書局兩旁汽機車格) 

4.造景及設置物 

在造景及設置物部分，目前遊客針對休憩設施、夜間照明、無障礙設

計等方面提出困擾點。本研究建議在增設休憩設施的同時，需考量到與草

悟道景觀的協調性，或是用生態造景方式達到休憩功能，亦能減少景觀上

的衝突。而在夜間照明的部分，除了達到基本安全照明的標準外，若能成

功營造出夜晚時草悟道獨具特色的氛圍，將能有效提升草悟道之魅力，例

如可在不同時間點作燈光的變化，讓遊客感受到時間於草悟道上的流動。

另外無障礙設計建議可重新檢視草悟道上的各項設施之使用狀況，秉持著

無障礙設計的考量，使所有遊客皆能盡情享受都市中難能可貴迷人的休憩

空間。整理如下表說明如下： 

下表：造景及設置物具體建議 

構面類別 具體建議 

造景及 

設置物 

 增設休憩設施(例如：利用生態造景方式達到休憩功能) 

 豐富夜間燈光變化(例如：在不同時間點作燈光的變化) 



28 

 

 重新檢視草悟道上的各項設施之使用狀況(無障礙設計) 

5.交通方面 

針對周遭停車處不足的問題，建議可新建大型停車場，增加停車空間，

並於大型活動時加開多線的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供民眾使用。整理如下表

說明如下： 

下表：交通方面具體建議 

構面類別 具體建議 

交通方面 
 新建大型停車場，增加停車空間 

 於大型活動期間加開多線旅遊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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