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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都市公園是最貼近市民的休憩場所，在都市居民的生活中扮演重

要角色，但根據行政院主計處，101年統計，臺中市都市計畫區內公

園、綠地面積僅占總面積百分之二，而每人僅擁有 4.36 平方公尺的

綠地面積。在寸土寸金的都市裡，提高綠地面積不易，相對地如何使

少量公園綠地資源的品質和使用效能充分發揮是更重要的議題。公園

的空間使用效率在於設計者是否關注並確實呼應使用者的期望與需

求。因此，除了檢視公園的空間形式、元素、設施有無確實呼應使用

者的需求，更應著重在基地的使用者行為觀察。 

基於前述動機，本研究之目的欲以使用者在公園內不同空間的使

用行為、使用率，進而探討分析該環境空間的布局（layout）與被使

用的情形，探討空間設計與使用者行為之間的關係。希望藉由透過觀

察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檢視公園的設計成效，以供未來公園管理單

位和設計師規劃設計之參考。 

本研究採三階段進行，以文心森林公園為研究基地，進行實地觀

察，分析不同公園空間對使用者行為的影響。首先以基地現況調查分

析公園內各空間的佈局、使用機能與環境特性，並經初勘得知公園使

用者的使用時間約在早上 5點至夜間 10 點活動；第二階段在 2014年

4 月 3 日至 20 日，選擇平日、假日時段共觀察四天，進行使用者於

公園中的活動類別與使用分布情形，自上午 5點以走動式觀察方式，

依固定路線繞行公園一圈紀錄至晚間 10 點，每小時紀錄一次，一天

記錄 13 小時四天共計 72 次紀錄；第三階段以問卷調查使用者對公園

設計的認知，自 2014年 4 月 22 日至 4月 29 日，回收有效問卷為 302

份，調查使用者的屬性、使用行為特性、偏好與使用的公園空間及其

原因。 

整體而言，公園的空間形式、元素、設施有確實呼應使用者的需

求。使用者青睞設計明亮、具安全感的空間。偏好的空間形式以較自

然的空間有草坪、適量的林木為佳，過多的植栽使空間幽暗、複雜，

反使使用者感到不舒適。公園的主要步道動線串聯了各空間分區，看

似配角的步道實為公園中使用率最高的空間。過去的公園中廣設座椅，

現今公園重視通用設計，制式的座椅由不同的空間元素，如花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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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矮牆、草坡等取代，使用者能更有創意的運用各項空間元素。在

生活空間狹窄的都市裡，公園的布局應重視空間感。 

建議未來在步道的設計應寬闊，讓不同速度、不同方向的使用者

能順暢通行。步道空間的設計除了通暢也應重視視覺感受與步道的變

化。乘坐空間的位置選擇需與較動態的活動保持距離，又可觀看人群

的地點為考量。在公園的空間分區中，應留設大片的草坪，以供使用

者自由的活動。在公園的空間布局上，應該重視各空間之間的對應連

結關係，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提高。公園的空間設計應多利用地形的

變化，不僅能增加趣味性與豐富性，滿足使用者登高眺望的需求。公

園設計是項複雜的工程與藝術設計，如何滿足各種不同使用族群的需

求與兼顧美學的要求是個重要的課題，透過公園使用行為的研究，有

助日後公園設計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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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設計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民國 101 年統計，臺中市每萬人公園、綠地、

兒童遊樂場、體育場和廣場面積平均為 4.36公頃，僅居於五都之中。

都市計畫區內綠地面積僅占百分之二，此數據遠低於《都市計畫法》

公園、綠地等其佔用土地總面積不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之規

定。且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指出，每人享有的公園綠地面積越大，

對該都市邁向永續發展越有助益。顯示出公園對市民和都市建設發展

都有其重要性。然而在寸土寸金的城市裡，要提高綠地面積固然重要，

但是除了增加公園、綠地數量，更應該注意如此少量綠地資源的品質

和使用情形，以提昇公園的使用效率，發揮公園的效能。 

公園的空間使用效率在於設計者是否關注並確實呼應使用者的

期望與需求。設計者用心為公園規劃了表演舞台，卻鮮少有表演者願

意在此演出、公園內的涼亭，不比樹蔭下的石塊適合聊天，有些已水

洩不通的空間還是吸引人群參與其中，可是仍有門可羅雀的廣場。公

園的各式空間具備了甚麼空間特質存在著甚麼空間元素，使其擠滿使

用者或是成為一個乏人問津的場所。公園沒有使用說明書，使用者是

以直覺和感受到的訊息去使用園內不同空間，包括步道、廣場、休憩

設施等。公園中的空間提供何種的訊息給使用者?或是使用者的認知

對於該公園的環境空間的偏好有所不同？ 

公園設計本就應以使用者需求為考量，以提供一個市民日常喜愛

與使用的戶外空間。Golicnik和 Thompson(2010)指出公園的設計者是

否能預估各項遊憩活動都有適切的空間與場所位置提供給使用者，滿

足其需求，對於設計師是一項考驗，而現今對於設計有太多經驗法則，

使得設計師容易忽略現地的使用者需求和使用習性，設計出可能不符

當地民眾期望的公園。這項盲點提醒設計師更應著重在基地的使用者

觀察。 

基於前述動機，本設計之研究目的欲以使用者在公園內不同空間

的使用行為、使用率，進而探討分析該環境空間的佈局（layout）與

被使用的情形,探討環境特性與使用者偏好的關係。本研究希望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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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觀察人與環境互動的關係，以此檢視公園的設計成效，並歸納公

園空間設計的原則、手法以供未來公園管理單位和設計師規劃設計之

參考。 
 

第二節 研究範圍	

公園的層級，會因為提供的機能和服務的群眾不同，影響公園在

初始設計時設計者對環境和設施有不一樣的要求。都市公園依園區大

小、功能可分為鄰里公園、社區性公園、全市性公園三種公園形式(于

明誠，1987)。 

本研究基地的選擇以空間規劃多元者為優先考量，以利本研究對

公園環境特性和使用者之間互動的分析探討。因此，選擇開放空間類

型多樣化的「文心森林公園」做為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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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一、研究問題 

(一) 公園內各空間的佈局、環境特性與使用者行為之關係? 

調查並分析公園內不同的空間環境與設施設計，是否會使使

用者產生不同行為。 

(二) 使用者是否依其偏好的空間選擇進行活動?  

 本研究欲了解使用者所從事的活動和偏好的空間環境是否相

關聯。 

(三) 使用率較高的場所是否為使用者偏好的空間? 

依照使用者所從事活動的地點對照使用者偏好的場所是否相

同，並探討之間的關聯性。 

(四) 使用者偏好的空間與其空間環境特性是否有關。 

 調查並分析使用者認知偏好的空間是否和該空間的環境特性

相關。 

 

二、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問題及研究架構，擬定以下三個研究假設: 

 

假設一:不同環境的空間特性與使用者行為相關。 

 

假設二: 使用者偏好的空間與其空間環境特性相關 

  

假設三:使用行為與使用者空間偏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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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公園依其設計之目標、設計的原則創造出許多不同的空間、配置

設施，而使用者在公園內以感官接收空間所傳達的訊息有其各自的偏

好選擇進行不同的活動，可能是預想的活動亦可能是因公園引導而進

行停留位置、選擇了動線方向或選擇各式活動類型。本研究欲探討使

用者對公園空間的偏好和環境對使用者的行為影響，並就其觀察結果，

對研究基地檢討其設計成效，依此提出改善計畫。  

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擬定本研究之流程以作為本研究之執行，

以期能藉由有系統之步驟來達成，本設計研究之流程如下(參考圖

1-1): 

 

圖 1-1 研究流程圖 

其研究設計 

相關文獻回顧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範圍 

都市公園之定義、功能與設計原則 

戶外空間使用者需求及行為相關研究 

相關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 

資料分析 

結論與建議 

實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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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研究基地 

本研究基地位於臺中市南屯區的文心森林公園，總面積 8.86公頃。

公園臨七期、五期等住宅區。由文心路、向上路、惠文路、大墩七街

所圍塑(圖 2-1)，交通便利，為一處優質的住商區域。 

 

圖 2-1 文心森林公園基地位置示意圖 

 

依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0) 公布之文心森林公園規劃目標，將園

區的配置採用『以蒼穹為幕、綠草為席』的構想，希望市民們倘佯在

園區的大自然環境中，就像悠游於碧草藍天之間。全區的配置示意圖

參見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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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文心森林公園示意圖 

註: 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全球資訊網，本研究繪製

 
圖 2-3 文心森林公園園區動線示意圖 

註: 取自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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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文心森林公園的使用者，並將調查時間其分為假日與

平日，區分白天時段與晚上時段，並扣除公園舉辦活動之日期，以避

免干預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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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計畫之工作程序與說明	

本研究分為三階段進行調查，先進行基地的現況、空間特性與鄰

近週圍土地使用的現況分析、再進行園內的使用者行為觀察，繼而進

行問卷調查。以下就各階段進行之調查工作分述如下: 

一、-基地現況調查 

為了解文心森林公園內的環境配置及各空間的特性，首先針對該

公園之空間之分區參照臺中市政府之依空間機能的分區方式並配合

初步觀察結果進行更符合園內使用者的使用情形的分區，以利觀察記

錄。繼而在針對各分區之空間形式、設施與空間配置所營造的氛圍進

行調查及分析。 

文心森林公園周遭環境以住宅為主，其土地使用情形參見下圖

2-4。 

 

圖 2-4 文心森林公園基地周遭土地使用分區圖 

二、使用者行為現地觀察計畫 

 為了瞭解基地的空間和使用者行為之間的關係，運用現地觀察方

式調查文心森林公園的使用者空間使用分布、使用時段分布、使用者

公園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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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記錄方式礙於人力及物力，因此採取走動觀察以增加觀察的

範圍。廣場的紀錄方式為站在一處可觀看全區的地點記錄此區域這時

間內所看見之使用者所活動的地點；通道的紀錄以使用者經過觀測者

身邊時為記錄地點(見圖 2-5)。 

於 2014 年 3月 28、29日先行觀察園區使用者使用情形，使用者

多於早上 5點至夜間 10點在公園活動。故選擇 2014 年 4月 3日、4

月 8日、4月 19日、4月 20日，平日與兩天假日時段，從上午 5點

至晚間 10點於文心森林公園實地觀察與記錄，以繞行公園一圈約 30

分鐘為一時間紀錄單位，並間隔一小時紀錄公園內的使用者人數、分

布空間與觀察到的活動。於此部分計畫觀察紀錄時一天 17 小時共，

72次紀錄。 
  

 

 
圖 2-5 觀察紀錄路線示意圖 

三、問卷調查計畫 

依據前述之文獻回顧、研究概念與架構，研擬本研究之問卷內容。

問卷之目的為了解公園使用者對公園的的使用情形和公園空間偏好，

問卷結果將與觀察紀錄配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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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設計 

1.受訪者基本資料 

 表 2-1 受訪者基本資料問項說明表 

變項 問項 變項等級 

性別 請問您的性別為 類別尺度 

年齡 請問您的年齡為 類別尺度 

2.受訪者公園使用情形 

表 3-2 受訪者對文心森林公園使用情形問項說明表 

變項 問項 變項等級 

使用頻率 請問您多久來文心森林公園一次 順序尺度 

停留時間 請問您預計停留多少時間 順序尺度 

主要目的 請問您到文心森林公園主要的目的為 類別尺度 

同伴類型 請問您與誰來文心森林公園 類別尺度 

同遊人數 請問與您一同前來文心森林公園的人數為 順序尺度 

註:主要目的的選項包含由文獻過去學者在公園中所記錄的活動，區分出五種活動類型:

靜態活動、社交活動、運動、草坪活動和其他。 

3.使用者公園空間偏好 

表 3-3 受訪者公園空間偏好問線說明表 

變項 問項 變項等級 

停留空間 請問您最常去的場所為左圖 1.-14.何處 類別尺度 

空間偏好 請問您最喜歡的場所為左圖 1.-14.何處 類別尺度 

 

最後一題承接空間偏好問題，詢問為何喜歡此場所。 

 

(二)問卷抽樣方式 

依初步調查結果顯示，此開放空間非假日的使用者於清晨與傍晚

較多，而假日遊客人數比平常日多出許多，因此問卷之實際發放時間，

於平常日 2014 年 4月 22日、4月 24日清晨七點至八點以及傍晚 4

點至 6點半進行調查，而假日則為 2014 年 4月 26日、4月 27日下

午 4點至下午六點半進行實地問卷調查。雖公園晚間亦為使用人次較

多的時間，但因閱卷須於光源充足時進行，所以問卷發放時間只進行

至下午 6點半。共發放 317份問卷，有效問卷共 302份。 

 問卷的採現地發放，面對面訪談方式進行，以隨機抽樣調查在基

地內停留之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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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調查計畫分為兩個部分，在分析的過程中，也分為兩個

方向，觀察法的分析方法依照觀察記錄時圖面上的資料分門別類，探

討、比較之間的關係與差異。問卷的分析法以 SPSS分析，將資料輸

入進行分析。 

一、觀察紀錄分析方法 

將觀察紀錄結果依欲探討問題的相關資料疊圖，探討不同空間使

用者的行為、活動、延伸出的活動和不同族群的使用者對空間的使用

情形，並對照基地現況分析的各區域的空間設計與設施進行分析。 

 

二、問卷結果分析方法 

依據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擬定研究架構與假設及問卷調查內容，

並選取合適之統計方法進行分析，分別為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t

檢定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分析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利用描述性統計，以計算研究調查之各個變項的平均數、標準差、

百分比、資料排序等統計量，來描述各變項之分佈情形及高低順

序，了解抽樣所得之樣本情形，以作為後續分析之基礎資料。 

(二)卡方檢定 

卡方檢定用來推論母體中兩個類別變項間是否具有相互的關聯性，

並可使用交叉表以檢視其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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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結果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討使用者在公園內不同空間的使用行為、使用率，進

而探討分析該環境空間的佈局（layout）與使用行為及偏好的關係，

研究方法包含行為觀察與問卷調查，以下分別就研究基地的空間分區

與環境特性、使用者行為觀察和問卷調查結果分析說明如下。 

第一節 文心森林公園的空間分區和環境特性	

一、文心森林公園的空間分區 

為探討公園空間設計與使用者行為之關係，必須先對基地內部之

環境與設施配置，臺中市政府將文心森林公園機能將公園區分為 14

個場所:主要入口區廣場、劇場主體區、觀眾席區、多功能草坪觀賞

區、土丘休憩區、溜冰廣場區、親子遊憩區、戶外活動草坪區、自行

車停車場、小客車停車場、機車停車場、公廁、服務中心和公廁(臺

中市政府文化局，2010)。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討公園空間設計與

使用者之間的關係，經初步觀察使用者的空間分佈和使用情形，部份

空間在上述空間分區係以機能分區為主，部份空間尚未劃入分區，因

此將其空間分區重新劃分，以利後續探討空間的使用方式與空間之間

的關係。下圖 3-1的空間分區是本研究進行現場觀察的基本圖。 

 
圖 3-1 文心森林公園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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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心森林公園各分區的環境特性分析 

參照上述文心森林公園的空間分區，就各分區的空間形式、空間

感與實質環境條件分析其環境特性(見表 3-1文心森林公園空間分區

環境特性分析表)。 
表 3-1 文心森林公園空間分區環境特性分析表 

1. 臨停車場步道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淺色地磚、地被植物 
立面(主要):小葉欖仁、山櫻花 
地形:狹長空間，一側為高土丘，一側為
下凹停車場。 

統一、豐富。

空間感覺舒

適。 

空間有寬 2.5m 略有高低起伏的步道和

腳踏車道交錯，步道邊有可乘坐的矮

牆和階梯。交錯的步道、變化的鋪面、

步道中的綠地而植栽單純，不複雜，

高土丘植栽雖較複雜，但不在活動範

圍，反而使此空間增添自感度。 

2. 兒童遊戲區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淺色地磚(機車停車場)、草皮  
     (兒童遊戲區) 
立面(主要):小葉欖仁 
地形:無高低起伏、兒童遊戲區旁有連接

園區步道的高約 3m斜坡。 

統一、寬闊 
因為停車場

空間，大片的

地磚，形式單

一。 

此區為機車停車場和兒童遊戲區，機

車停車場少有機車停放，兒童遊戲區

有設置兩座遊樂設施和健身設施，一

旁的斜坡上有石座椅。兒童遊戲區上

有樹木遮蔽。 

3. 臨向上路步道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草皮、健康步道、混泥土 
立面:台灣欒樹 
地形:整體步道較一旁地面高約 1.5m 

統一、神秘 
 

此區為一廊道空間，為一靠近向上路

的步道，較兩旁空間 1.5m，上有三處
拱橋，橋下為人行道與公園的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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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1 文心森林公園空間分區環境特性分析表 

4. 劇場旁步道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白色方形小塊地磚 
立面:台灣欒樹、高約 2.5m劇場圍牆 
地形:平坦 

統一、步道中

間的樹穴和樹

加上圍牆空間

感覺壓迫。 

此區為圓滿戶外劇場圍牆邊廊道，

步道中間有兩排樹穴，種植草花和

樟樹。 

5. 臨文心路草坡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草皮 
立面:台灣欒樹 
地形:緩坡 

統一、單調 鄰近文心路的一處草丘，草丘旁為

公廁。 

6. 親子遊憩區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地磚、草皮、溜冰廣場 
立面:小葉欖仁、金龜樹 
地形:平坦 

寬闊、豐富 此區設施多元豐富、有草坪、溜冰

廣場、健身設施和可乘坐的石階。

7. 林下步道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草皮 
立面:金龜樹、小葉欖仁 
地形:一側為約土丘休憩區，一側為高約
1m的小土丘。 

神秘、複雜 雖然空間單純沒有其他設施，但密

植的樹木使空間幽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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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1 文心森林公園空間分區環境特性分析表 

8. 戶外活動草坪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草皮 
立面:小葉欖仁 
地形:平坦 

統一 文心森林公園中最大的草坪空

間。 

9. 大墩七街步道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腳踏車道 
立面:樹種多元、高灌木 
地形:平坦 

神秘 此區為腳踏車道，但亦有使用者

散步於此，豐富的植栽創造具變

化的空間。 

10. 惠中路入口廣場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地磚 
立面:檸檬桉 
地形:平坦、部分區域有植栽穴
的高低設計。 

複雜、豐富 入口廣場含延伸的一個廊帶空間

有延續的矮牆可供乘坐。 

11.多功能表演區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地磚、草皮 
立面:(無) 
地形:平坦、中間表演舞台略高 

單一 由三條步道圍繞，中間平台為多功

能表演區。沒有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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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1 文心森林公園空間分區環境特性分析表 

12. 草丘休憩區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草坪 
立面:小葉欖仁 
地形:兩座草丘，為公園中最高
的空間 

統一 此區土丘似高原，坡處較陡，但

上方為一平原，可眺望公園和公

園四周景色。 

13.  廁所上方平台 

    
空間形式 空間感 實質環境 
平面:塑木地板、抿石子 
立面:高低變化的牆面 
地形:平坦 

統一、神秘 為於廁所上方的空間較為隱

密，並有多處乘坐空間。 

 

 

文心森林公園空間形式豐富，有寬闊的草坪、高起的土丘、隱密

的休憩空間、遮陰的休息區、兒童遊戲區、腳踏車道和變化豐富的步

道空間……等。多樣化的空間形式能吸引更多使用者前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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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班於公園內進行課外活動或教學；下午 3點後使用者逐漸變多，

開始有年輕族群出現，使用族群年齡漸趨分散，晚間 6點至 8點為平

日使用高峰時間，雖可見各年齡層的使用者，但依然以 50 歲以上的

族群為主，並有 5-6組團體在公園內活動。9點過後使用者逐漸減少，

20-40歲是主要的使用族群。 

 

二、公園使用者空間分布情形 

公園的使用者族群扣除在步道空間散步、運動的使用者外，於空

間分布上有明顯的區別，兒童遊戲區使用者多為幼兒與家長；廁所上

方的空間使用者多為年輕人，又以關係較為親密的朋友為主；溜冰場

周遭的使用族群較多元，有使用健身器材的年長者、帶小孩來溜冰的

家長、坐在石階上的夫妻、年輕人…等；傍晚時分公園草坪上充斥的

遛狗、草坪活動的人群，且多為年輕人，晚上雖為尖峰時間但草坪上

的使用者減少；土丘休憩區從下午時分就可看見遛狗的群眾、在草地

上休憩的人群，直至晚間使用者人數不減，土丘休憩區的使用者多為

年輕族群。 

 文心森林公園地形變化大，有許多高低起伏的空間和步道，或是

運用不同設施創造出許多空間，依觀察的結果發現，年長的使用者多

使用步道空間，且使用方式為繞行固定動線多次，而較年輕的族群則

多使用具有休憩功能的空間，親子族群多使用兒童遊樂區或是平坦的

草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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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園使用者活動紀錄 

將觀察到的活動紀錄下來，共觀察到 17種活動 (詳見表 3-2文心

森林公園休憩活動類型表) 。文心森林公園使用行為多元，依其使用

的方式與空間的需求將部分活動進行分類。 

 
表 3-2 文心森林公園休憩活動類型表 

活動類型 活動名稱 

靜態活動 坐、臥 

社交活動 野餐 

運動 散步、跑步、使用遊戲設施、使用健身設施、騎單車、

溜冰、健身操 

草坪活動 遛狗、風箏、嬉戲、踢足球、玩旋風球、定點活動 

其他 買賣、演奏 

 

一天當中，不同的時間點，有不同類型的活動發生(詳見表 3-3、

表 3-4)。觀察紀錄中發現散步是公園中最常發生且各個時段皆可以看

見的活動，而因為天氣因素，中午時間散步人數最少，也是所有活動

發生次數最少的時段。跑步的人數不及散步的人數多，公園中的使用

者較多，跑步易與其他步道上的行為發生衝突。下午至晚間公園裡坐

著休憩的群眾較上午多出許多。在白天時間看到溜冰場有溜冰教學，

草坪上會有附近國小、幼稚園的班級上體育課。不同的空間使用行為

會因為使用者的屬性和空閒時段而產生公園使用上時間分布的不

同。 

假日公園使用與平日相仿，主要差別在下午尖峰時間的使用情形。

根據觀察紀錄，假日下午人數增加平日一倍以上，主要差別在公園中

進行定點活動、遛狗、家庭出遊和乘坐休息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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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是公園中最常發生的行為，其次為乘坐休憩行為和定點活動，

而團體健身操雖是特定使用者的活動，但早晚皆有多場活動，活動人

次也相當多。公園空間使使用者於空間中停留，進而產生社交性活動，

使空間更為熱絡。 
 

  

表 3-3 文心森林公園平日活動次數表 

 
散步 跑步 騎單

車 
坐 臥 野餐 溜冰 使用遊

樂設施

使用健

身設施

團體健

身操

玩旋

風球 
踢足

球 
定點

活動 
其他總計

4/1(二) 563 130 43 182 7 11 37 68 116 154 0 21 148 61 1541

4/8(二) 514 115 50 278 11 18 41 73 117 281 2 117 339 65 2021

平日平均 539 123 47 230 9 15 39 71 117 218 1 69 244 63 1781

表 3-4 文心森林公園假日活動次數表 

 
散步 跑步 騎單

車 
坐 臥 野餐 溜冰 使用

遊樂

設施

使用

健身

設施

團體

健身

操

玩旋

風球

踢足

球 
定點

活動 
其他 總計

4/19(六) 769 129 103 422 44 30 92 135 195 113 14 10 456 65 2577

4/20(日) 692 116 112 407 32 29 67 137 207 128 10 30 490 100 2557

假日平均 731 123 108 415 38 30 80 136 201 121 12 20 473 83 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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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卷分析結果	

一、基礎樣本描述 

本研究回收的有效樣本數為 302分。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樣本之

特性: 性別、年齡、使用目的、公園使用頻率、停留時間、使用場所、

同伴類型、同遊人數、喜歡場所等，詳見表 3-5。 
表 3-5 受訪者基本資料次數分配表 

變項名稱 類別 次數 百分比
(%)

變項名稱 類別 次數 百分比

(%)
性別 男 138 54.3 年齡 13歲以下 20 6.6

女 163 45.7 13-25歲 91 30.1
總計 302 100 26-35歲 67 22.2

使用目的 靜態活動 64 21.2 36-45歲 36 11.9
社交活動 22 7.3 46-55歲 40 13.2
運動* 177 58.6 56-65歲 33 10.9
草坪活動 34 11.3 65歲以上 15 5.0
其他 5 1.7 總計 302 100.0
總計 302 100.0 同遊類型 自己 60 19.9 

使用頻率 第一次來 36 11.9 家人 130 43.0 
幾乎每天都來 28 9.3 朋友 109 36.1 
1禮拜2-3天 49 16.2 同事 2 0.7 
1禮拜4-5天 19 6.3 其他 1 0.3 
1禮拜一次 40 13.2 總計 302 100.0 
2禮拜一次 40 13.2 同遊人數 0人 57 18.9 
一個月一次 44 14.6 1人 95 31.5 
半年一次 46 15.2 2人 74 24.5 
總計 302 100.0 3-5人 65 21.5 

停留時間 0-30分鐘 75 24.8 6-10人 9 3.0 
31-60分鐘 155 51.3 11人以上 2 0.7 
61-120分鐘 53 17.5 總計 302 100.0 
121-180分鐘 7 2.3 使用目的 靜態活動 64 21.2 
180分鐘以上 11 3.6 社交活動 22 7.3 
總計 302 100.0 運動* 177 58.6 

 草坪活動 34 11.3 
其他 5 1.7 
總計 302 100.0 

  

問卷共計十題，前九題為單選題。而第十題承接第九題，接續詢

問使用者喜歡此公園空間的原因，為填空題。第九題，受訪者最喜歡

的空間中，填答草丘休憩區最多，佔總樣本數的 29.8%。而喜歡此空

間的原因多為視野佳、空間舒適…等原因；喜步道空間的次之，喜歡

的原因多為覺得是一個舒適的散步、運動空間；喜歡空間 13的喜歡

原因多為可以坐著聊天、安靜…等；喜歡空間 8(草坪區)多為草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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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事活動、舒適…等；喜歡空間 6(親子活動草坪)的喜歡原因多

為可以坐著、運動、人很多…等。多數喜歡的空間原因都因為感受到

空間舒適的氛圍。 
 

二、使用者屬性與公園空間使用情形分析 

 問卷結果顯示使用者性別與空間使用情形無關聯；年齡與使用行

為、空間偏好、活動的選擇和使用場所之間有相關。  

1.公園使用者年齡層與公園活動分析 

受訪者在使用族群和活動選擇上，根據問卷統計資料顯示，13~25

歲、26~35歲和 36~45歲的年壯年族群，在公園的主要使用目的有運

動和靜態活動。而扣除上述 13~45歲外，公園使用者主要使用目的為

運動。 

2.公園使用者年齡層與公園同遊類型分析 

受訪者在公園使用同伴類型的統計資料顯示，13~25歲和 26~35

歲的同伴類型多為朋友，而 13歲以下和 36歲以上的受訪者同遊類型

多為家人，且 56歲以上獨自前往公園運動的比例增加，在受訪者中

65歲以上的使用者有六成是獨自前往公園運動。 

3. 公園使用者年齡層與公園空間使用場所分析 

受訪者中，46歲以上的使用者較常使用的空間為步道空間，其次

為草丘空間和親子遊憩區；13歲以下使用者多使用親子遊戲區；

13~25歲空間使用較為分散，其中土丘區、廁所空間上方平台、步道

空間為其主要使用空間；26~35、36~45歲歲的主要使用空間為兒童

遊戲區、土丘區和步道空間。 

4.公園使用者年齡屬性與公園空間喜歡分析 

受訪者中，13歲以下的使用者多數喜歡有草坪的空間，親子遊憩

區和戶外活動草坪區；13~25歲喜歡的空間較多元，但以草丘區和廁

所上方平台為主要偏好的空間；26~35和 36~45歲喜歡的空間場所主

要為草丘區；46歲以上偏好的場所主要為草丘區和步道空間。 
 

  



23 
 

第四節 假設驗證	

 本研究依觀察與問卷分析結果驗證研究假設一、二、三。 

 

一、假設一-不同環境的空間特性與使用者行為相關驗證結果 

 研究以觀察計畫所得之文心森林公園空間形式與問卷分析結果

中公園使用者使用目的與使用空間分析檢視各分區空間中的使用型

態與空間的關係  

公園空間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方式，設施形式傳遞了訊息給使用者，

使用者接收到訊息，依照需求使用公園。 

 (一)公園空間設計與行為分析結果 

 由問卷分析歸納出使用者使用空間所選擇的活動類型對照觀察

紀錄觀察到的活動，再比對空間形式，以探討使用者對空間形式與行

為之間的關係。根據支應性文獻回顧與觀察計畫中文心森林公園空間

形式與問卷分析結果，可以分析出文心森林公園空間中存在的支應行

為見下表 3-6 文心森林公園環境潛在支應性列表。 
  表 3-6 文心森林公園環境潛在支應性列表 

空間特性 實質環境 可能被察覺之活動支應性 

整體平坦的表面 硬舖面、草地 散步、溜冰、跑步、打球、放風箏、跳舞、

打拳、與寵物玩、健身操、坐著休息、團

體活動、野餐 

傾斜平坦的表面 硬舖面斜坡、草

坡 

散步、騎單車、跑步、與寵物玩、登高望

遠、溜滑板、坐下、躺下、玩旋風球 

可乘坐的物件 基座、花台、階

梯、座椅、矮牆

坐下、躺下、倚靠、野餐、拉筋、閱讀 

陰影 樹下、建築物 躲藏、遮陰、坐下 

 

文心森林公園在許多空間皆能看到運動、乘坐行為，但並非每個

空間設有座椅和運動設施，顯示使用者會依使用習慣在空間中創造出

不同的活動。根據上述情形，設計師在空間設計時，應思考使用者的

使用習性，並依其設計出具變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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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行為與公園空間之關係 

 就活動所需的特定空間條件，將使用者所從事的活動分為步道活

動(散步、跑步、騎單車)、乘坐活動(坐、野餐)、草坪活動 (遛狗、

放風箏、踢足球…等)、團體活動 (健身操、戶外課程…等)，以下分

就各類活動與空間的關係逐一分析說明。 

1.步道活動空間分布 

 文心森林公園空間高低起伏變化多端，而步道也隨著地形呈現高

低變化，提供了比平坦的步道更豐富的步行空間(見圖 3-3)。大部分

於公園健走的使用者以逆時鐘方向運動。 

在公園空間調查時，發現四條沒有鋪設地磚、階梯的通行空間(圖

3-4、圖 3-5、圖 3-6、圖 3-7)，俗話說「路是人走出來的」，這四條步

道時常可見使用者使用，且在較陡峭的地方甚至有自行放置的石磚以

利通行。這四條步道皆是位於土丘的後方，亞歷山大在「建築模式語

言」一書中提到，當一空間在使用者步行 30公使後無法找到入口後

使用者會失去耐性，土丘是個吸引人的空間，使用者自行開闢了四條

通往土丘的步道，使通往土丘上的通道平均分配四方。 
 

 

 

圖 3-3 公園動線示意圖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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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公園使用者自闢道路路線 A現

況圖 

圖 3-5 公園使用者自闢道路路線 B現況圖 

 
 

圖 3-6 公園使用者自闢道路路線 C現

況圖 

圖 3-7 公園使用者自闢道路路線 D現況圖 

 

 這四條使用者自行走出來的步道空間雖然坡度略偏陡，但在觀察

過程中發現能有許多散步、運動者當其為動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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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乘坐活動空間分布 

許多乘坐中行為多圍繞著使用者較常使用的場所，或是位於較高

視野較寬闊的地點。Albert J. Rutledge 於「大眾行為與公園設計」一

書中強調，看與被看的使用行為，書中說，公園裡每天不斷上演的活

動就是看人與被看。這個論點符合文心森林公園中的乘坐行為分布與

使用空間分布兩者所呼應的區域。 
 

  

高於地平面的結構物如階梯、花台、矮牆、路緣石…等，公園中

的使用者能將其轉換為乘坐休憩的空間，但高度和寬度甚至是靠背的

有無，會引響使用者乘坐的時間，可以倚靠的乘坐區域如階梯(圖 3-10)。

高度和寬度足夠的乘坐區(圖 3-11)，雖然不如有倚靠的結構舒適，但

卻能發現更多樣式的使用行為，如野餐、閱讀、躺著…等。而草坡也

是公園中許多使用者喜歡的休憩空間(圖 3-9、圖 3-12、圖 3-13)，草

坡不僅可以坐、臥，還能奔跑、遛狗…等。 

 
圖 3-8 公園乘坐活動空間分布示意圖 



 

圖

相同

並依

 

 

 

圖 3-9 文心

圖 3-12 

 

雖同為

同。因此設

依其習性配

心森林公園可

文心森林公

「坐著」，

設計者在

配置遭環

可乘坐矮牆

圖 3-11 文

公園草坡 

不同需求

在規劃乘坐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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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文心森林公園

 

求的使用者

坐空間時，

圖 3-10 文心

園可乘坐石階

圖 3-13 文

者需要或喜

應設想使

心森林公園有

階 

文心森林公園

喜歡的空間

使用者「為

有靠乘坐空間

園擋土牆 

間卻不一

為何坐下

 

間 

 

 

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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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草坪活動空間分布 

在此所指的草坪活動泛指空間需求較大的活動行為，如玩旋風球、

放風箏、飛盤、聚會、踢足球、追逐奔跑…等活動。這些活動多發生

於平坦、空間廣闊的場所，且在草坪上。因此透過公園草坪活動空間

紀錄可以看到，活動多出現在廣大的草坪上(圖 3-14)，將圖上四處空

間進行空間的探討，會發現雖然都為寬闊的空間，但其空間型態和所

發生的活動略有不同之處。C處為平坦的大草坪，在此可以看到最多

種形態的草坪活動，C空間比 A、D大，而 B為草丘上的平原空間依

草丘的型態為一較長形的空間。踢足球就不會在 B空間看到。A空間

實為機車停車場，但入口處的標示不清，且公園外有其他停車空間，

機車停車場停放數量極少。而停車場平坦、廣大的空間型態支應為需

求空間較大的草坪活動，因此可與此看到踢足球、玩旋風球等活動，

但停車場的空間型態不如公園其他空間優美，發生活動的時間多為尖

峰時間，其他使用場所皆被使用時。且聚會型活動也較少會在此發

生。 
 

  

圖 3-14 公園草坪活動空間示意圖 

 

A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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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團體活動空間分布 

鄰近住宅區的文心森林公園，是許多附近居民重要的運動場所，

而運動的形式有很多種，有繞行步道健走、慢跑、使用健身設施和團

體健身操活動。占地 8.86公頃的文心森林公園，有許多空曠且平坦

空間，這些空間提供前述所提到的草坪活動外，在每日的尖峰時間，

都會有固定佔據一個空間進行活動的團體(圖 3-15)。其中以 F區最為

熱門，此區在文心路口和大墩七街路口旁，雖然空間不大，但早上和

晚上皆有活動與此進行。團體活動需要平坦且寬度足夠的空間外，在

選擇空間時喜歡選擇有可放置隨身物品如水瓶、衣物…等之平台。 

 團體活動佔據公園尖峰使用時間一小時至兩小時不等，團體

之間沒有交集，卻也不互相干擾，而這些空間的使用也與其他使用者

沒有很大的衝突，且充滿活力的團體活動更使公園展現另一番活力。 
 

圖 3-15 公園團體活動活動空間分布示意圖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使用者不須公園使用說明也能依目的在公園

中找尋合適的場所。且空間配置所影響活動之發生不僅是該行為的空

間需求，使用者在選擇空間時會考量周遭環境提供衍生行為之可能，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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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帶寵物來的使用者空間需求、從事團體活動的空間需求、野餐的空

間需求…等，以提供完善的空間，並可增加各空間的豐富與趣味。 

 

二、假設二「使用者喜歡的空間與其空間環境特性相關」驗證結果 

 302位問卷受訪者中有 90位喜歡草丘休憩區，49位喜歡公園的

步道空間，34位喜歡戶外活動草坪(詳見表 3-6)。喜歡步道空間的受

訪者使用情形多為散步，因此所用到的空間也以步道為主。扣除喜歡

步道空間的受訪者，喜歡草丘休憩區與戶外活動草坪的人數高達 139

位，顯示近半數喜歡此空間形式。依先前對環境特性所做各空間特性

分析，兩空間皆有廣大的草坪，統一的空間元素，受訪者亦表示喜歡

此二空間的開闊感、視野良好和寬廣的草坪空間，部分受訪 

者覺得草丘休憩區能觀看他人；戶外活動草坪則提供良好的活動空

間。 

14個空間選項中有 49位受訪者填答喜歡步道空間，顯示步道對

於公園的重要性，雖然公園有多種空間分區與設施，但從事散步運動

者在整體使用人次中高達三分之一，不可忽視步道空間於公園的重要

性。喜歡的空間填答步道空間之受訪者除了覺得可以散步外，也覺得

文心森林公園的步道提供一處安全、舒適且多元的運動空間。 
 

表 3-7 問卷受訪者各喜歡空間次數分配表 

空間 人數(位) 百分比(%)
臨停車場步道 11 3.6
兒童遊戲區 17 5.6
臨向上路步道 4 1.3
劇場旁步道 10 3.3
臨文心路草坡 7 2.3
親子遊憩區 17 5.6
林下步道 6 2.0
戶外活動草坪 34 11.3
大墩七街步道 9 3.0
惠中路入口廣場 6 2.0
多功能草坪觀賞 18 6.0
草丘休憩區 90 29.8
廁所上方平台 24 7.9
步道空間 49 16.2
總計 3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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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文心森林公園的步道形式，隨著公園地形的高程變化，步道

也隨之有高低起伏，能增加步行時的趣味也能提高運動時功效。步道

統一的地磚(見圖 3-16)提高空間的一致性，而淺橘色地轉使空間感較

為明亮。反觀公園主要步道中劇場外步道的地磚為 10cm*10cm的灰

白色地磚(見圖 3-17)，整體空間感較為昏暗，加上此區周遭環境較為

生硬，且高於 1.5公尺的劇場圍牆，使人感到較為封閉，以致此空間

雖提供多處支應乘坐的空間卻鮮少有人使用。 
 

  

圖 3-16 公園步道主要地磚 圖 3-17 公園劇場外圍(空間 4)磁磚 

而較少受訪者填寫的空間為臨向上路步道、臨文心路草坡、林下

步道和惠中路入口廣場。臨向上路步道高低起伏的設計和支應乘坐的

斜坡是豐富的空間，但此步道與其他步道並不相連，且高低起伏的坡

道較陡，兩側水泥牆面無隨步道起伏改變高低，形成壓迫。平時雖可

發現使用者於步道上追逐、照相….等，卻少有人喜歡此空間；在觀

察過程中發現，高於周遭平面的空間因為有較大的視野且能觀看人群，

因此受使用者喜愛。臨文心路草坡空間，雖為草坡，過於鄰近大馬路

中間卻沒有緩衝或是林木形成阻隔，不管是小朋友追逐、遛狗或是進

行團體活動都較無法提供一處安全的活動空間；林下步道是文心森林

公園中林木最密的空間，茂密的林木能調整空間的微氣候使此區較為

涼爽，但這一區沒有支應乘坐的元素，雖然與戶外活動草坪相鄰但之

間高約 1.5公尺土丘阻擋了視線，也觀看不到人群。 

受訪者喜愛的空間與較不受使用者喜愛的空間比較發現受使用

者喜愛的空間多為較寬廣或是有支應乘坐的空間。速度越快的行為應

與慢速或是靜態的活動分開，如:腳踏車道應與支應休憩的空間保留

一段緩衝區域、馬路、車道則應有更大的緩衝空間甚至是視線上的阻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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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三「使用行為與使用者空間偏好相關」驗證結果 

 根據問卷使用者喜歡空間與使用空間分析結果顯示使用者於空

間選擇時，與喜歡空間形式相關聯。問卷結果 302位受訪者之中有半

數以上所填寫的使用空間與喜歡空間相同，其中又以填答戶外活動草

坪(空間 8)、草丘休憩區(空間 12)和廁所上方平台(空間 13)三處為多

(參見圖 3-19)。 

 
圖 3-19 文心森林公園問卷受訪者喜歡空間與使用空間選擇相同次數圖 

  

戶外活動草坪為一處元素單純的空間，寬闊且平坦的草坪卻能提

供多種活動類型:踢足球、追逐、遛狗、野餐…等。水平的草地與外

圍垂直的小葉欖仁，水平中出現垂直元素能使用間更加平穩、舒適。

小葉欖仁優美的樹型空間、小片樹葉微微透過的陽光讓空間明亮、乾

淨，提供遮陰和安全感。壅擠的城市裡寬闊的草坪空間是相當重要的，

這樣的空間能提供除了散步、跑步外更多的活動類型，並能提高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 

 草丘休憩區是所有公園中受訪者填達喜歡空間人數最多的，雖與

戶外活動草坪同為草坪和外圍種有小葉欖仁的空間形式，但地形上的

不同卻創造出不一樣的使用行為。球體會向低處滾，因此草丘區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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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活動範圍較廣的球類活動，運動等行為也較少出現。依支應性理

論傾斜的草丘與平坦的草坪皆支應乘坐行為，也因此較少動態活動的

土丘休憩區較草坪更適合靜態活動如野餐、聊天、靜坐…等活動。高

於地面 3至 4公尺的草丘休憩區，能觀看公園中來往的人群，也能看

到四周的樓房。「視野佳」、「安靜」是在填答問卷中喜歡空間的原因

中時常出現的答案。 

 檢視廁所上方平台，在觀察過程中是較少使用者使用的空間，但

卻受許多受訪者喜歡。喜歡此空間和使用此空間的多為年輕族群，且

使用目的多為靜態活動、社交活動。沒有主要動線經過，要進入此空

間皆須透過階梯，而階梯會阻礙空間與空間的來往(Gehl，1996)。因

此跑步、散步等行為不易經過，形成相對安靜的區域，安靜、支應乘

坐行為、不易被打擾的空間，是年輕人喜歡的空間。 

不同年齡層喜歡的空間與所使用的空間有些不同。年長者到公園

散步、帶兒孫出來玩、使用健身器材；中年使用者多為繞行公園主要

步道，早晨與晚間有團體健身操，假日會與家人在草坪、草丘休憩；

年輕人於公園中使用時段多為傍晚以後，遛狗、休憩、聊天，較少運

動。兒童則多追逐、使用兒童遊樂設施、球類活動。不同的活動對空

間的需求亦不相同。依上述使用場所與喜歡空間交叉分析表，使用者

喜歡所選擇的空間並能依空間所提供的機能進行活動。 
  

  



35 
 

第三章 可行性分析	

 觀察過程中發現公園中有部分空間是使用者較少的，且問卷分析

結果也顯示這些空間較不受受訪者喜愛。依照公園設計原則將上述空

間進行改造。 

第一節 方案一‐	

 使用者喜歡明亮、視野佳的空間，且對視線被遮蔽的空間易產生

不安全感。公園中應避免不必要的牆面結構、樹木能提供遮陰而過多

會使空間較為陰暗。在規劃遮陰空間時，應一同考慮周遭的配置，避

免設計出封閉的空間。 
 

表 4-1 空間改造方案一可行性說明表 

空間 3 臨向上路步道 
 

    將窄小步道的矮牆高度降低，可減少壓迫感，而降低高度的矮牆能提供乘坐休憩。且空

間中色彩的使用應選擇淺色、亮色，讓空間感覺更為明亮。混泥土鋪面下雨天較濕滑，且步

道高低起伏，於步道中設置止滑的凹槽，增添鋪面變化、提高步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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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 空間改造方案一可行性說明表 
空間 4劇場旁步道 

步道中的兩排花圃、植樹和劇場的圍牆使空間較壓迫，10*10cm 的地磚和其深色縫隙使

空間更加灰暗。將步道舖面改為和公園中其他步道空間的鋪面相同，淺橘色地磚使空間較明

亮，統一的地磚也能提高公園的整體性。將花圃移除，改以植栽綠帶種植一排樹木，使空間

更加明亮、舒適。 

 
空間 7 林下步道 

原空間示意圖 改造後空間示意圖 

    空間 7 林下步道與空間 8戶外活動草坪之間有一草坡，阻隔兩區之間的視線

和動線，不僅始之沒有交集，過於幽暗的步道空間也降低使用者的使用意願。將

草坡移除，視線能穿透，並可增加之間的互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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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方案二‐	

 休憩乘坐空間固然重要，但如何創造舒適的乘坐空間。在觀察過

程中發現，文心森林公園中有許多乘坐空間，但使用的目的卻不盡相

同。有些是「累了，坐一下」、野餐、聊天…等，依停留時間的長短、

活動之必要性或選擇性對空間的要求亦不相同。停留時間長和選擇性

的活動對空間的要求較高，舒適度、安全性、安靜皆為使用者考量的

因素。靜態活動和動態活動之間雖不一定相衝突，但速度上的差距會

讓人避免於相近的空間活動。 
 

表 4-2 空間改造方案二可行性說明表 

空間 1 臨停車場步道 

原空間示意圖 改造後示意圖 

 

  



38 
 

續表 4-2 空間改造方案二可行性說明表 

空間 5 臨文心路草坡 
原空間示意圖 改造後空間示意圖 

    臨文心路的草坡與喧囂的車子過於接近，且中間沒有樹木、綠籬阻隔，將此區坡

面改朝向公園內部，避免使用者直接面對馬路，降低為車速對人造成的威脅感。 

  

文心森林公園為一處設計良好且使用率高的都市公園，若於空間

設計時多考慮使用者心態，設想使用者的生理需求與心理需求；使空

間達到最佳使用的可能性，避免出現較少人經過、使用的場所(步道)；

注意空間與空間之間的連結，使各區塊創造出支應不同活動特性而之

間卻能相互關聯的公園空間；了解使用習性，以簡單的設施創造多元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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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在探討公園空間設計與使用者行為之關係，基地為文心森

林公園，經觀察分析發現，此公園多數空間皆受使用者喜愛，且公園

中能看到多種活動發生，顯示文心森林公園的空間配置符合市民使用。

分析各空間形式與學者對公園空間設計原則於使用者之行為與感受，

整理出以下公園空間設計原則以供後續公園規劃者參考。 

第一節 都市公園空間佈局	

一、設計方針 

都市公園最重要的目的為提供全體市民休憩、運動的育樂場所。

所以一處優質的公園，應以滿足市民為主要目標: 

1.不同年齡層對公園的需求皆不相同，設計者應規劃兒童、青年、

成年、老年都能自在使用公園空間。兒童喜歡追逐、玩遊樂設施、攀

爬；青年會在公園聚會、進行社交活動；成年族群主要使用目的為運

動；老年群使用健身設施、樹下乘涼，這些簡單平凡的活動皆為民眾

生活中重要的一環。 

2.公園的設計應考量市民的使用習性，了解市民喜歡的空間形式

和使用習性不僅能提高公園的使用率，避免不良的空間形成治安死角，

良好的公園設計亦能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 

 

二、設計手法 

利用通用設計原則，使公園設施能有效且多元的使用。並需營造

友善、明亮並具豐富感的公園空間。 

1.在有限的都市空間中，要如何創造一處受人喜愛的公園，平面

的空間是有限的，因此在空間規劃時應創造地形的變化，利用地勢的

高低可區分不同的空間、並增添公園變化和趣味性。 

2.使用者到公園中除了能進行休閒活動外，公園更是都市裡重要

的綠地，因此應降低公園中的泥作設施，重視營造自然的氛圍，增加

綠地與植栽。 

3.公園中有不同的使用族群，因而要如何在有限的空間中創造最

高的機能，應降低制式的設施，創造多元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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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園設施設計原則	

使用者到公園中找尋合適的空間從事運動、做操、野餐、踢球…

等活動，而使用過程中可能延伸出其他活動，這所延伸出的活動是因

空間元素所傳遞之訊息予使用者，而使用者接收訊息並依需求進而產

生活動。公園設計者在規劃設計時應重視產生活動的可能，並設法將

使用者留在公園，讓公園富有生氣。 

 

一、步道活動空間設計 

 步道不只是串聯公園中個空間的動線，更是市民重要的運動

場所，許多使用者到公園的目的為散步。年長者快步於公園中健走；

年輕人在公園中漫步，除此之外，步道上亦有慢跑、遛狗逗留的人。 

1.步道的設計應寬敞，以提供不同速度、不同方向行進的使用者

一處安全自在的步道空間。 

2.良好的步道空間應順暢、明亮和行走自在，因此在選擇鋪面時

應選擇淺色且止滑的地磚，而步道需有高地變化，但坡度應低於 8%

以利輪椅、嬰兒車和行動不便者通行。 

3.動線的規畫應有主要動線和次要動線，主要動線須以能符合大

眾使用為主；次要動線則可規劃具空間趣味的步道。 

4.公園空間通道設計應秉持約 30公尺一處進出口的原則，使使用

者能清楚的通行公園不同空間，且能維護公園內的草坪和綠籬，並防

止不當通行而產生的意外。 

 

二、乘坐活動空間設計 

乘坐空間的規劃是公園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唯有使人在空間中停

留，方能創造更多的互動機會，並使空間更加活絡。要使人能久留於

公園中，乘坐空間不可或缺。 

1.過去公園設計者會以制式的座椅作為乘坐設施，現今公園重視

通用設計，制式的座椅可由不同的空間元素取代。當結構物為 27至

40cm高時可支應乘坐行為，在設計花台、階梯、矮牆、草坡時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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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高度設在上述高度之間，則使用者能更有創意的運用各項空間元素，

亦讓公園更具變化與趣味。 

2. 跑步、腳踏車、球類的速度對靜態活動會產生威脅感，乘坐空

間的規劃需與動態的活動保持距離。 

3.雖然乘坐的目的多為休息、聊天…等，但使用者在選擇乘坐空

間時多會找尋具有良好視野或可觀看周遭使用者的空間。因此規劃乘

坐環境時需同時留意周邊或視線可及範圍活動發生的可能。 

 

三、草坪活動空間設計 

生活空間狹窄都市中草坪能讓使用者從事追逐、踢足球、放風

箏…等活動。草坪空間提供除了跑步、散步外另一種舒展身心的運動。

因此寬闊、平坦的草坪空間對生活於都市的市民相當重要。 

1.草坪活動的類型相當多元，且多與球類、兒童、寵物等相關，

因此設計者要設想所設計的空間是否易使球類滾出去、兒童和寵物跑

出草坪。應盡量避免上述事件發生以免發生危險。設計時可用草坡、

矮綠籬區隔草坪與其他空間或步道地面的連結。 

2.草坪平坦的特性有支應乘坐行為，但設計時亦可以草坡創造出

明確的乘坐空間，並避免泥作等堅硬的設施物以防碰撞受傷。 

 

四、團體活動空間設計 

團體活動的類型相當多元，聚會、健身操、跳舞…等，這些團體

活動通常為固定時間、固定日地點在公園中發生的活動，通常進行一

至兩小時。伴隨活動的音樂、節拍等聲音能為公園注入生氣。 

1. 團體活動多發生於廣場空間，因人數而對空間的大小需求有所

差異。近年來環境保育意識抬頭，公園較少設置硬鋪面廣場，而寬闊

的步道成為團體活動的發生地點。 

2. 團體活動不僅僅是市民運動、做操，亦為大家相聚、聊天、互

道近況的時間，因此設計廣場不只應重視平面空間的適用育與安全性，

也該重視周遭的休憩空間並設有放置物品、乘坐聊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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