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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中市綠園道系統在日治時期是為了防止都市擴張而做的外環綠帶，
歷經都市發展擴張於 1988 年綠園道被規劃具有觀光休閒的都市綠帶系
統，包括人行道廣場、自行車道規劃、戶外表演空間規劃，將帶狀園道
與面狀綠地廣場結合形成綠地網絡，此時綠園道的功能則更為重視休閒
遊憩等用途。台中市府於 2009 年提出草悟道計畫，並於 2013 年成功的
改造位於科博館至市民廣場的綠園道空間，透過景觀硬體設施改善，配
合著草悟道自然的地景變化與植栽設計配置，形塑出草悟道特有的空間
意象氛圍，再加上導入藝術文化活動如許多主題性的裝置藝術展覽、街
頭藝人表演及創意市集等，逐步發展出其空間魅力及城市文化特色，以
及周邊投資建案等發展，草悟道已成為台中市民戶外休閒去處。
本研究將探討使用者所感受之空間意象，及草悟道空間設計、景觀
元素、活動形式與裝置藝術的導入如何影響使用者對草悟道整體空間意
象之認知，透過現地直接觀察記錄與問卷調查，進行質化與量化資料收
集與分析。
由觀察法對草悟道的空間與使用者於空間分佈及活動情形分析結果
顯示，草悟道在線狀的基本結構創造出不同使用者的行徑速度，主要利
用不同的鋪面去界定使用空間，除座椅外，階梯部分也可作為街道家具
供人休息停歇；街道家具的排列配合著植栽配置，除圍合出廣場，並提
供舞台表演或攤販擺設等多種用途；在帶狀園道上的面狀廣場是民眾最
常聚集及觀賞市集與表演活動之處，特別是假日空間相當擁擠。草悟道
空間意象形塑的主要影響因子為: 有提供多樣活動的廣場空間配合著主
題性的裝置藝術展覽、主題性活動及街頭藝人表演一同形塑出空間特色，
氣氛受鄰近公共建築影響，使用者能與親友從事各種戶外活動也受群眾
活動而吸引的感染力氛圍。基於文獻回顧與現地觀察結果進行後續的問
卷設計，問卷採結構式問卷設計配合現地照片為刺激媒體，以 12 歲以上
有草悟道使用經驗者為問卷受測對象，問卷採網路問卷進行發放與回收，
問卷分析結果顯示，草悟道意象的強度依序為年輕活潑、藝術人文、綠
意生態、舒適放鬆等氛圍。草悟道豐富的視覺景觀元素如水幕、噴泉、
水池與植栽設計顯著影響親切友善、舒適放鬆的空間意象氛圍，主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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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藝術展覽與軟體活動的導入如創意市集、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表
演等顯著影響藝術人文、文化創意、年輕活潑等意象，草悟道空間意象
也顯著受周邊空間設施如餐廳、個性賣店等影響，因其形塑出其空間特
色，另外民眾喜愛在此活動因其他空間使用者的使用行為具感染力。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可做為未來都市綠帶的建構規劃設計、空間形塑
與活動導入的參考。
關鍵詞：空間意象、草悟道、帶狀園道、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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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草悟道」( Calligraphy Greenway )是近年來台中市民眾週休二日戶
外休閒遊憩的其一去處，原因為市府在 2009 年提出的「綠．園．道-都
會綠帶再生—台中市觀光綠園道改善工程規劃設計」案，成功的改造了
其中一段園道(科博館至市民廣場)，結合自然的地景變化與街道傢俱的
設計，加上周邊的藝術產業，形塑出一個「生活與藝文共榮的休閒文化
綠帶」(環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艾奕康有限公司，2010)。
因其界於科博館與美術館間，又導入藝術、文化、表演與各類展覽
活動，逐漸形成草悟道特有的空間意象氛圍，並成功的吸引了民眾前來。
本研究選定由台灣大道至公益路段(不含市民廣場)間之草悟道開放空間，
探討使用者所感受之空間意象，及草悟道空間設計、景觀元素、活動形
式與裝置藝術的導入如何影響使用者對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之認知。研
究結果希望能提供未來都市綠帶的建構規劃設計、空間形塑與活動導入
的參考。
本研究目的將探討使用者所感受之空間意象，藉由草悟道之開放空
間設計、景觀元素、活動形式與裝置藝術的導入，分析探討影響使用者
對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之認知。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吸引草悟道遊客之空間特質及所使用形塑空間的景觀元素
二、 探討草悟道空間之景觀元素與使用者空間意象氛圍塑造的關係
三、 提供未來都市空間帶狀園道的規劃設計與軟硬體導入之參考。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綠園道相關研究

一、綠園道的定義與內涵
吳國賓(2002)、林怡秀(2008)、王偉帆(2009)與林修合(2010)指出園
道早期以林蔭大道(boulevard)型態存在，主要座落於城牆外圍，爾後因
步道、馬車道設置衍生為休閒娛樂空間。十九世紀初期，林蔭大道無法
滿足需求而沒落。十九世紀中期應交通需求衍生出公園道(parkway)概念，
形成一種景觀、休憩及交通等功能結合之道路空間。至近期，沿續公園
道(parkway)概念形成現今強調自然生態保育、親自然休憩體驗與生態廊
道等觀念之綠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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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草悟道計畫

一、 計畫緣起
面對台中市新舊市區發展，配合生態及現代城市規劃理念並進，利
用綠環體系串連成為都市生態網絡。在 2007 年台中市政府開始一連串計
畫，使其成為全台第一條減碳綠園道，導入綠色生活社區及藝文氛圍、
建構水綠生態網絡、打造低碳人本生活廊道、提供市民健康都會環境、
凸顯台中市國際觀光魅力(環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艾奕康有限公司，
2010)，而後發展到今日的「草悟道」。
二、 計畫範圍
草悟道計畫範圍：北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前經國園道(含市民廣
場)、國立台灣美術館到美術園道之間綠帶，全長 3.6 公里。
三、 計劃目標及規劃理念
因此計劃鄰近科博館與美術館，希望藉由此藝術文化特質與綠園道
的自然結合，故計劃目標及理念如下：
計劃目標(一)：「藝境」，將科學及藝術氛圍與市民生活融合，塑造
具有動植物生態、科學與藝術美學文創生態的觀光文化綠帶。
計劃目標(二)：「文化」，結合並推廣美術館周邊文創產業，創造消
費商機，促使精緻商圈形成，建立附近商家認養回饋機制。
計劃目標(三)：「行草」，結合各種綠色能源、街道家具、夜間照明
及標示系統等設計元素，營造園道上日夜間之景觀環境收放、節奏快慢
多樣之空間氛圍，形塑全方位與全時段之都市空間。
計劃目標(四)：「綠園道」，以多色彩、多層次綠化配置，呈現出台
中市多元風貌的藝術地景。
四、 設計概念
(一)藝文行草綠園道：
經國園道「減碳之道」規劃設計概念，來自帶狀空間架構，沿線有
科博館、勤美誠品、藝術文化空間、美術館及餐廳街等活動節點，如書
法「行草」氣韻，時而緊湊、靜謐之活動強度、空間尺度與氛圍。
(二)行草悟道城市解讀：
規劃適合人行、自行車行及車行之活動空間，以行草概念的空間尺
度、活動密度與交通速度等觀點，進行都市開發 24 小時都市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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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規劃構想

博館路

整體空間架構：

科博館

健行路/博館路至英才路 470 巷範圍(以

台灣大道

1. 分區：

I.科藝之丘-生態園林
Science,Interaction

科博館為核心)

以各空間區段特色將經國園道氛圍五個區段，
分別為科藝之丘、藝文之心、零碳之道、蘇活 英才路 470
巷
之區、浪漫之濱(如圖 2-1 所示)。

II. 藝文之丘-品味生活
Lifestyle,Experience

2. 動線：
以流暢的線條串接園道內的活動與節點，運用
流暢及緩慢的書法概念於動線機能設計中。

英才路 470 巷至公正路範圍

公益路

(以勤美誠品為核心)

3. 生態植栽設計：
以現況植生系統為考量，保留現有喬木，融入

公正路

新的景觀設計中，移植的樹種盡量移植於既有
園道中。

III. 零碳之道-生態環保
Ecology,Sustainability

4. 生態設計系統：
以原有經國園道與附近其他綠廊串連做為都市
綠廊的架構。

公正路至民生路範圍
民生路

在經國園道中製造水景做為都市藍帶系統，以
生態草溝設計增加地下涵養水分的功能(如圖 2-2)。

國美館

IV. 蘇活之區-藝術街區
Vision,Art

五權西路

民生路至五權五街範圍
(以國美館為核心)
五權五街
V. 浪漫之濱-創意美饌
Culture,Entertainment

五權五街至柳川畔範圍
(以美術園道咖啡街為核心)

圖 2-2 生態設計系統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參考「綠．園．道-都會綠帶
再生—台中市觀光綠園道改善工程」規劃設計結案
報告書)

柳川西路
圖 2-1 經國園道分區特色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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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開放空間形式

龍宗彥(2004)、Krier(1992)、陳明竺(1992，1995)指出空間(Space)
是一種抽象感覺，代表人與物、人之間的距離和互動，空間提供給人使
用且是一種抽象名詞轉換成真實具體體驗。城市空間形態分成方、圓與
三角形三種基本型態。受到角度、片斷、添加、組合、重疊或混合、變
形等因素影響，產生規則、不規則各種空間形式。
「封閉」和「開放」常
用於現今空間形式當中廣義開放空間(Open Space)是建築群體的外部空
間，依不同時空背景及性質定位，可公共可私密，包含街坊小巷、都市
公園、都市廣場、河濱水域及都市週邊山林。

第四節

空間意象

吳佩芬(1997)認為意象是個人對某事物停留在腦中的心理圖像，包
含事物本身及相關周遭事物，隨個人經驗累積不斷重組。Schneider(1999)
則認為意象是人們對某事物、個體或行為印象、信念之總合。是一種五
感(眼、耳、口、鼻、舌)現象，包括認知與情緒，由個人主觀經驗和過
去經驗加以重組編整(栗志忠，1999)。意象也是一種態度概念，在遊客
作出決策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角色，遊客常因不同意象抽取過程做出
不同反應(薛凱峯、沈葦慈、李文馨、王麗媛，2010)。整合上述，意象
可定義為個人主觀意識，隨著個人接收訊息，心態轉變和外在刺激而可
能改變整體印象(謝夙亭，2011)。

第五節

景觀知覺相關研究

一、 景觀的定義
鐘政偉(2002)說明十六世紀末才有「景觀」(Landscape)一詞帶入英
國語系中，文獻中最早出現在聖經詩篇，描述對整個耶路撒冷美麗風景
事物的觀賞。在蘇格蘭語中“landscape”代表一個技術性專有名詞，指
美麗風景畫作；在希伯來文中，視覺美質的「景觀」這名詞與英文
“Scenery”用法極為相似；英國語原為“landskip”演變為“landscape”
而一直沿用至今，從美麗風景畫演變成鄉野風景、山丘與大型花園。
二、 景觀知覺理論探討
蔡奇翰(2006)說明景觀知覺，是由 Litton(1978)對景觀做出屬性，假
設視覺上先決條件在於景觀要素知覺，先確認景觀本質優勢性，如時間、
空間、形狀等認知因素，再確認觀察者位置、序列及距離等，描述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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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觀賞者之間關係，得出六種景觀，如：全景景觀、焦點景觀、主題景
觀、封閉景觀、小景觀、森林景觀及短暫景觀，強調景觀視覺客觀性，
不處理景觀偏好或共鳴等。

第三章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選擇樣點為草悟道台灣大道至公
益路段帶狀綠園道(不含市民廣場)：由台灣
大道起始至英才路 470 巷為第一區塊，再由
英才路 470 巷連接至公益路為第二區塊，園
道左側道路為中興街，右側為館前路。周邊
有全國飯店、勤美術館、勤美誠品、The One
及草悟廣場 (如圖 3-1) 。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化與量化兩種研究方式，

圖 3-1 區段一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轉繪於 google earth)

先以質化現地調查法針對研究範圍進行現地硬體空間設施調查，再利用

直接行為觀察法，進行軟體設施調查與紀錄，將此做為後續研究架構假
設與問卷設計研究依據。
一、 現地調查法與直接行為觀察法
(一)調查時間：平假日時間的草悟道，以凌晨五點開始每兩個小時紀錄
一次至晚上十二點，調查日期為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2 月之間平假日
共計 15 次。
(二)調查地點：如圖 3-1 所示區段一之範圍 (不含市民廣場)。
(三)紀錄方式：以繪製簡圖、照片、文字方式將觀察資料紀錄下來。
(四)現地調查法調查項目：
1. 園道使用者在園道分佈位置、從事的活動類型。
2. 景觀元素、設施、空間形式、空間配置、視覺形式、休憩空間、
植栽配置、種類、鋪面、周邊住商屬性、店鋪形式、建築形式。
(五)直接行為觀察法調查項目：
1. 遊客類型及其遊客行為、活動。
2. 各式主題性及展覽活動等軟體設施、活動節點位置及其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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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

研究架構假設與問卷設計

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動機目的、相關文獻回顧探討結論、現地觀察結果，找出
關鍵意象與影響因子後，再以問卷調查方式。了解草悟道上使用者是否
會因為社經背景、景觀軟硬體知覺，進而影響其空間意象之關係。研究
架構圖如下： 使用者社經背景

H1

1.性別
2.居地住
3.有無空設背景

空間意象認知
H3

4.年齡
5.教育程度

H2

6.職業

二、

研究假設

景觀軟硬體知覺
1.硬體
2.軟體

圖 3-2 研究架構圖

基於研究目的及文獻回顧結果，並就本研究架構，本研究提出的假設為：
假設一(H1)：不同社經背景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差異。
H1-1：不同性別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的差異。
H1-2：不同居住地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的差異。
H1-3：不同具有空設背景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差異。
H1-4：不同年齡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的差異。
H1-5：不同教育程度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的差異。
H1-6：不同職業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的差異。
假設二(H2)：不同的社經背景使用者產生景觀軟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H2-1：不同性別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的差異。
H2-2：不同居住地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的差異。
H2-3：不同具有空設背景使用者產生的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H2-4：不同年齡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的差異。
H2-5：不同教育程度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的差異。
H2-6：不同職業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的差異。
H2-7：不同性別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的差異。
H2-8：不同居住地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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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9：不同具有空設背景使用者產生的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H2-10：不同年齡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的差異。
H2-11：不同教育程度使用者產生的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的差異。
H2-12：不同職業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的差異。
假設三(H3)：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空間意象認知。
H3-1：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綠意生態氛圍認知。
H3-2：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商業氛圍認知。
H3-3：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新潮流行氛圍認知。
H3-4：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藝術人文氛圍認知。
H3-5：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文化創意氛圍認知。
H3-6：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年輕活潑氛圍認知。
H3-6：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年輕活潑氛圍認知。
H3-7：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親切友善氛圍認知。
H3-8：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舒適放鬆氛圍認知。
三、 問卷調查內容與設計
依據質化調查結果，進一步採用量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瞭解受測
者空間景觀知覺、體驗與感知，將資料編碼登錄，進行統計分析。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結構式問卷設計，內容分十一大部份，前十大部份以三個
問項重要影響因子延伸為主，配合照片為問卷提示，使受測者能清楚明
瞭問卷問項，照片以高度 150CM 視野角度進行現地拍攝，照片無後製，
拍攝空間設施照片時間為上午 6-8 點較少人群時，拍攝活動照片時間為
下午 3-5 時人潮多時，照片根據前十大部分擬定問項，分別依據對應項
目進行現地拍攝。
第三部份植栽與環境維護管理之植栽養護問項，現況草花坪易因人
潮眾多，受到踩踏養護不易影響植栽養護問項之回答，特意將此細分成
喬木、灌木養護及草花、草坪養護兩問項，以便清楚界定植栽養護缺失。
問卷基地範圍為台灣大道至公益路之園道(不含市民廣場)，但在問
項第六、第七部份照片酌量納入其周邊範圍，裝置藝術展覽放置於基地
範圍內的次數較少，但鄰近勤美術館與勤美誠品，常有裝置藝術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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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把此範圍擴大於周邊勤美術館與誠品之間；周邊空間設施經觀察也
是影響空間意象氛圍形塑重要環節，將照片範圍擴大到周邊其他街廓。
第十部份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與氛圍的形容詞，草悟道上多植栽，
使其有綠意生態氛圍；周邊有眾多商場、飯店，帶動周邊餐廳、個性賣
店等，使其商業氛圍濃厚；常舉辦創意市集，周邊許多具新潮流行個性
賣店，有新潮流行氛圍；鄰近美術館及藝術展覽，有藝術人文氛圍；創
意市集與各種展覽活動所影響，亦多了文化創意氛圍；草悟道舉辦活動
多吸引年輕人，有年輕活潑氛圍；草悟道綠意及舒適休憩環境，令人有
放鬆解壓感覺，能輕易與他人產生互動，形成親切友善及舒適放鬆氛圍。
(二)問卷內容
表 3-1 問卷設計彙整表
問卷部份

景觀硬體項目

第一部份

A.空間形式包含面狀

問項
A-1.有提供從事多樣活動的廣場空間

空間、適宜動線、地景 A-2.人行與腳踏車分道活動衝突性小
設計
A-3.地景變化豐富
第二部份

B.空間設施

B-1.有多種與景觀融合的街道家具
B-2.空間的鋪面類型豐富
B-3.有豐富視覺景觀元素(如水幕、噴泉、水池)

第三部份

C.植栽與環境維護管
理

C-1.喬木、灌木養護良好
C-2.草花、草坪養護良好
C-3.環境整齊清潔
C-4.設施維護管理良好(舖面、涼亭、燈具、座
椅)

第四部份

D.植栽設計與配置

D-1.整體植栽設計具美觀
D-2.植栽種類多樣豐富

(續下頁)

D-3.植栽營造舒適的休憩環境

第五部份

E.公共藝術

E-1.有具吸引力的公共藝術品

第七部份

F.周邊空間設施對草
悟道氛圍的影響

F-1.草悟道的氣氛受周邊餐廳影響
F-2.草悟道的氣氛受周邊各式特色風格賣店影
響
F-3.草悟道的氣氛受鄰近公共建築，如科博
館、美術館、文化中心等影響

問卷部份
第六部份

景觀軟體項目
G.裝置藝術展覽

問項
G-1.有主題性的裝置藝術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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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問卷設計彙整表(續)
問卷部份

景觀軟體項目

第八部份

H.草悟道導入的軟體活動對
其影響

問項
H-1.有創意市集形塑空間特色
H-2.舉辦各種主題性活動(如爵士音樂
節、節慶活動或路跑等..)形塑空間特色
H-3.有街頭藝人表演形塑空間特色

第九部份

I.使用者行為

I-1.能與其他人產生互動
I-2.個人與親友能從事各種戶外活動
I-3.喜愛群眾活動具感染力的氛圍

問卷部份
第十部份

空間意象項目

問項

J.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與氛

J-1.具綠意生態

圍知覺

J-2.具商業氛圍(氣氛)
J-3.具新潮流行氛圍(氣氛)
J-4.具藝術人文氛圍(氣氛)
J-5.具文化創意氛圍(氣氛)
J-6.具年輕活潑氛圍(氣氛)
J-7.具親切友善氛圍(氣氛)
J-8.具舒適放鬆氛圍(氣氛)

問卷部份
第十一部份

使用者社經背景項目

問項

K.個人基本資料

K-1.性別
K-2.年齡
K-3.教育程度
K-4.工作職業
K-5.請問是否具有空間設計背景?
K-6.居住地

(三)問卷刺激媒體
依據軟硬體設施的調查結果及問卷設計彙整表(表 3-1)，挑選出合適
的照片，並一併整理出各張照片其空間形式、使用者與活動與空間意象。
(四)問卷調查與執行
本研究以網路問卷進行資料蒐集。在正式發放前經過多次測試與修
正，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為 12 歲以上有草悟道使用經驗並且曾經親自到
訪過草悟道者，主要考量 12 歲以上受測者，對於問卷方有足夠理解力，
且受測者必需有草悟道空間實際使用的經驗方為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對象。
問卷使用 Google 雲端硬碟內建的程式「表單」進行網路問卷建置，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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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以手機通訊軟體及網路社群網站發送
問卷、填寫與回收以曾經到過草悟道方為採樣對象。
(五)測量工具
問卷測量工具採李克特五點量表等級尺度測量，變項訂為 1-5 分，
評價值依序為 5 分為「非常同意」、1 分為「非常不同意」等五個選項，
依受測者自身經驗感受，勾選其評價值。
(六)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問卷調查後，剔除作答不完整者，利用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2.0 分析，將資料進行編碼登錄。依研究假設，統計方法如下(表 3-2)：
表 3-2 研究變項假設檢定及採用統計方法表
自變項

依變項

統計檢定

研究假設

性別(男、女)
名義變項

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與氛
圍知覺

次序變項

獨立樣本 T 檢定

H1-1

居住地(台中市、外縣
市)名義變項

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與氛
圍知覺

次序變項

獨立樣本 T 檢定

H1-2

具有空間設計背景
(是、否)名義變項

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與氛
圍知覺

次序變項

獨立樣本 T 檢定

H1-3

年齡
尺度變項

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與氛
圍知覺

次序變項

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ANOVA)

H1-4

教育程度
次序變項

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與氛
圍知覺

次序變項

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ANOVA)

H1-5

職業
名義變項

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與氛
圍知覺

次序變項

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ANOVA)

H1-6

性別(男、女)名義變項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項目

次序變項

獨立樣本 T 檢定

H2-1

居住地(台中市、外縣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項目

次序變項

獨立樣本 T 檢定

H2-2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項目

次序變項

獨立樣本 T 檢定

H2-3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項目

次序變項

單因子變異數分

H2-4

市)名義變項
具有空間設計背景
(是、否)名義變項
年齡
尺度變項
教育程度

析(ANOVA)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項目

次序變項

次序變項
職業

單因子變異數分

H2-5

析(ANOVA)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項目

名義變項

次序變項

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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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

表 3-2 研究變項假設檢定及採用統計方法表(續)
自變項

依變項

統計檢定

研究假設
H3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
項目次序變項

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與氛
圍知覺

次序變項

雙變數相關分析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
項目次序變項

綠意生態氛圍

次序變項

多元迴歸分析

H3-1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
項目次序變項

商業氛圍

次序變項

多元迴歸分析

H3-2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
項目次序變項

新潮流行氛圍

次序變項

多元迴歸分析

H3-3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
項目次序變項

藝術人文氛圍

次序變項

多元迴歸分析

H3-4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
項目次序變項

文化創意氛圍

次序變項

多元迴歸分析

H3-5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
項目次序變項

年輕活潑氛圍

次序變項

多元迴歸分析

H3-6

草悟道景觀軟硬體
項目次序變項

親切友善氛圍

次序變項

多元迴歸分析

H3-7

註 1：草悟道整體空間意象與氛圍知覺-綠意生態、商業氛圍、新潮流行氛圍、藝術人 文氛圍、
文化創意氛圍、年輕活潑氛圍、親切友善氛圍、舒適放鬆氛圍。
註 2：草悟道景觀軟硬體項目-詳表 3-2 第一至九部分之問項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方法採取質化與量化兩種研究，故研究基地現況先以質化研
究現地調查法針對研究範圍進行現地硬體空間設施調查，再利用直接行
為觀察法，進行軟體設施調查。將基地現況調查範圍大小依據階段過程
由一至三，階段一將草悟道分五大區分析其空間形式，階段二調查是以
空間設施、植栽設計、維管設施、公共藝術品為分類進行現地調查，結
合遊客類型與活動類型行為觀察，階段三將各區位節點進行分析，階段
性調查完畢，再以直接行為觀察法，將軟體設施調查，以圖表分類呈現 。
接著依據調查結果，結合問卷設計彙整表(表 3-1)，進行問卷照片分
析，將問卷設計完畢，以利後面進一步量化調查。進行完問卷調查，將
結果以 SPSS 軟體做分析，並依研究假設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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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基地現況分析結果

現況調查基地分析，調查硬體空間設施，如空間形式、使用元素、
使用情況或各個空間特質、景觀配置等資料。第一階段調查依據區段一
基地分析的部分，就其規劃分區、藍綠帶分佈及面狀廣場位置，於草悟
台灣大道

道平面圖標示，調查狀況如下：
(一)草悟道規劃分區

科藝之丘-生態園林

A

本研究範圍由台灣大道至英才
英才路 470 巷

路 470 巷為一街廓，此街廓為科藝

B

之丘範圍內，以科博館為發展核心

C

。而英才路 470 巷至公益路為藝文

藝文之丘-品味生活

D

之丘範圍內，以勤美誠品為發展核心。

公益路

E

圖 4-1 草悟道規劃分區圖

(二)草悟道藍綠帶狀空間
綠帶部分-兩區塊皆以流動的

行草之舞廣場水幕

線條圍合出綠鋪面，配合硬舖面，

綠帶 a

行走於此或急或緩，複層植栽設計

樹陣小森水幕群

營造豐富生態綠意。利用視覺景觀
水韻廣場

元素中的水幕、噴泉、水池製造都

綠帶 b

市藍帶及聚集焦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整理(參考「綠．
園．道-都會綠帶再生—台中市觀光綠
園道改善工程」規劃設計結案報告書及

茵之下廣場
閱讀之森

基地施工詳圖)

(三)草悟道面狀空間

圖 4-2 草悟道藍綠帶狀與面狀空間分佈圖

帶狀綠帶上配置了三個面狀廣場(行草之舞、茵之下、閱讀之森)，
雖面寬不大，但卻提供草悟道多種活動形式的空間(詳圖 4-2)。
第二階段調查依據五大要素分別是園道意象、街道家具、帶狀綠園
道、照明設施和街道設施區分，依其景觀元素、設施、遊客類型、活動
類型等分析調查如表 4-1 所示，表內圖片請參照圖 4-1 標示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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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區段一現況調查表
區段一

現況說明

園

兩側喬木前方搭配左側水幕圍合廣場，配合階梯式草坪。
(一)景觀元素：喬灌木草皮植栽、水幕廣場、地景。

道
意

(二)設施：街道座椅、階梯座椅、照明設施。
(三)遊客類型：青少年居多。

象 A.「允執厥中」公共藝術品

(四)活動類型：滑板、騎腳踏車 (如右圖)。
高低土丘植栽製造不同路徑，形成可自由進出圍封廣場。
(一)景觀元素：喬灌木草皮植栽、廣場、地景、土丘。

街
道
家
具

(二)設施：街道座椅、照明設施。
(三)遊客類型：早晚居民居多，其他時間
遊客居多，各年齡層都有。
B. 園道修改後

(四)活動類型：舉辦節慶活動、騎腳踏
車、散步休憩等 (如右圖)。
地形變化，樹叢錯落園道間，植栽形塑空間活動自然形成。

帶
狀

(一)景觀元素：喬灌草皮植栽、碎石鋪面、地景土丘。
(二)設施：街道座椅、照明設施。

綠
園
道

(三)遊客類型：早晨夜晚居民居多，其
他時間遊客居多，各年齡層都有。
(四)活動類型：街頭藝人、散步休憩、

C.園道修改後

溜各種寵物等活動(如右圖)。
增設許多照明設施，步道視野開闊。
照

(一)景觀元素：喬木植栽。
(二)設施：街道座椅、照明設施、腳踏車停放區。

明
設
施

(三)遊客類型：早晨、夜晚以居民居多，
其他時間以遊客居多，各年齡層都有。
(四)活動類型：散步慢跑、騎腳踏車等

D.夜間照明(修改後)

(如右圖)。
書報攤，提供民眾閱讀書籍等作用，利用木平台區隔空間。
街

(一)景觀元素：喬灌木植栽、木平台。
(二)設施：涼亭、照明設施、木平台及階低座椅。

道
設
施

(三)遊客類型：早晨、夜晚以居民居多，
其他時間以遊客居多，各年齡層都有。
(四)活動類型：街頭藝人、散步休憩、

E.戶外書報攤

溜各種寵物、擺設攤位等 (如右圖)。

註：表內圖片請參照圖 4-1 標示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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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調查依據各區位中節點，作空間配置、視覺型式和休憩空
間等分析如表 4-2 所示，表內各節點之空間名稱源自「綠.園.道-都會綠
帶再生─台中市觀光綠園道改善工程」規畫設計結案報告書。
表 4-2 區段一各節點分析表
位置圖

現況照片

調查
分析
A
行草之舞廣場
(一)空間位置：位於台中市主要道路台灣大道上，政府將其位置規劃為台中門戶。
(二)空間配置：以曲線水霧廣場與周邊路樹圍合成一廣場，使用者可在此廣場活動。
(三)視覺形式：由水霧廣場虛實圍合，將視覺焦點帶入後方公共藝術品，吸引遊客。
(四)休憩空間：此區以廣場為主，座椅部分只配置在水霧廣場旁。
調查
分析
B
綠毯地景與音符之丘
(一)空間位置：接續行草之舞廣場的延伸焦點，上面放置公共藝術品。
(二)空間配置：階梯式綠毯地景，改變原有步道，配合幾何線條雕塑品，整合空間。
(三)視覺形式：灰色鋪面轉換成綠色地毯，將都市煩悶一成不變硬餔面改變成草地。
(四)休憩空間：此區為階梯式草皮，使用者可自由在此坐臥。
調查
分析
C
休憩之林
(一)空間位置：位於台中市全國大飯店前方。
(二)空間配置：音符之丘後接續階梯式地景與硬舖面交接，配合幾株景觀喬木。
(三)視覺形式：較密集景觀植栽形成自然雨庇，視覺聽覺上遮擋住都市中繁華喧囂感。
(四)休憩空間：夜晚在此區有街頭藝人表演，階梯式的自然座椅，民眾可於此休憩。
調查
分析
D
樹陣小森
(一)空間位置：位於台中市全國大飯店前方與英才路 470 巷路口。
(二)空間配置：以都市中的小森林為此區意象，搭配三座與路面垂直向度水景霧雕。
14

(三)視覺形式：有綠樹形成小森林，加上水景點綴，成為全國大飯店前最好視覺景象。
(四)休憩空間：街道座椅與流動水幕配合徐徐微風，是午後最佳休憩場所。
調查
分析
E
觀光資訊站
(一)空間位置：位於台中市全國大飯店斜前方的綠園道上，旁邊是勤美術館的後方。
(二)空間配置：主要配置位置為遊客從台灣大道或全國飯店沿著園道往南步行的節點。
(三)視覺形式：線條鋪面設計，引領遊客視線往南方移動，街樹有秩序成列於兩側。
(四)休憩空間：在兩側的路樹旁配置幾張座椅，讓人可以在此短暫休憩停留。
調查
分析
F
水韻廣場
(一)空間位置：位於英才路 470 巷路口與中興街一側。
(二)空間配置：接續上方音符之丘，猶如利用水流將音樂往南帶入至另一個廣場中。
(三)視覺形式：地景高差形塑出兩條藍帶，使動線方向自動分流，增加步道的有趣性。
(四)休憩空間：街道座椅設置於樹群兩側，與園道平行，盡量不影響到步道人行空間。
調查
分析
G
活氧步道
(一)空間位置：位於台中市全國大飯店斜前方的綠園道上，旁邊是勤美術館的後方。
(二)空間配置：兩側開闊步道與樹陣排列，搭配街道家具 。
(三)視覺形式：線條鋪面設計，引領遊客視線往南方移動，街樹有秩序成列於兩側。
(四)休憩空間：在兩側的路樹旁配置幾張座椅，讓人可以在此短暫休憩停留。
調查
分析
H
茵之下廣場
(一)空間位置：位於綠園道此區段(英才路 470 巷至公益路)的中間部位。
(二)空間配置：利用微地形變化抬高 45 公分，兩側維持原有黑板樹，形成帶狀小廣場。
(三)視覺形式：地景高差形塑出藍帶，使民眾動線方向可自動分流，增加步道有趣性。
(四)休憩空間：街道座椅設置於樹群兩側，與廣場平行，盡量不影響到廣場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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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區段一各節點分析表(續一)
位置圖

現況照片

調查
分析
I
綠韻之坪
(一)空間位置：位於茵之下廣場的下方，旁邊為勤美術館。
(二)空間配置：由茵之下廣場硬舖面轉換成高低變化地景草坪，猶如走進都市叢林般。
(三)視覺形式：草坪如音符般高低起伏，綠樹穿梭其中，有種將人自然被覆的感覺。
(四)休憩空間：街道座椅分配在綠韻之坪外側，此地無座椅，民眾可席地而坐。
調查
分析
J
閱讀之森
(一)空間位置：位於綠園道偏公益路口的位置，位於勤美誠品與勤美術館交界處。
(二)空間配置：微地形變化抬高 45 公分，形成木平台廣場，民眾席地而坐觀賞表演。
(三)視覺形式：綠園道上有木地板區段之一，搭配旁邊勤美誠品書店，提倡藝文活動。
(四)休憩空間：此木平台為開闊空間，無配置街道座椅，可利用平台高低差席地而坐。
調查
分析
K
戶外書報攤
(一)空間位置：位於閱讀之森旁邊，接近公益路口。
(二)空間配置：以涼亭式的戶外書報攤，提供民眾不受天候影響的戶外閱讀場所。
(三)視覺形式：此涼亭以三角幾何形式構成，夜晚看起來有如一艘船矗立在此。
(四)休憩空間：配合高架的座椅，書報攤形式有如吧檯。
調查
分析
L
轉角咖啡廣場
(一)空間位置：位於公益路與館前路口的位置，勤美誠品側門入口旁。
(二)空間配置：硬舖面處理的開放空間，園道出入口處(轉角咖啡廣場)，提供市集擺攤。
(三)視覺形式：退縮的轉角空間，無景觀植栽，呼應對面勤美誠品之入口。
(四)休憩空間：此為園道之出入口，並無提供座椅等休憩空間。

根據第一至三階段現地調查，草悟道硬體空間設施構成要素如下：
一、在空間形式上豐富性高，每區塊內製造小節點，使人停留於園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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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路徑上，自然有機形式，像書法行草般創造出許多微地形變化。
三、在邊界上，每個區段看似清楚卻又模糊，地景設計將邊界處理合宜。
四、在休憩座椅上，將此設計一併帶入，結合地景或鋪面設計。
五、在植栽配置上，植栽配置方式較平均，陽光可均勻灑落於園道上
接著利用直接行為觀察法，將使用者從事行為活動、各種主題性及
展覽活動等軟體設施調查。就其活動節點、動靜態活動分區，於草悟道
平面圖標示，觀察狀況如下：
(一)草悟道活動節點
此活動節點為民眾使用時
依其適合活動區域而形成聚集
人潮的節點。
(二)動態活動分析
依現地觀察的遊客動態行
為界定出動態活動區域位置。

滑板練習場
滑板練習場
街頭藝人表演區
主題性活動區

戶外書報攤
創意市集區

街頭藝人表演區
休憩區

街頭藝人表演區
創意市集區

園道兩側為圖 4-5 綠色線條為
腳踏車道與人行道，為動態活

圖 4-3 草悟道活動節點圖

動區；橘色圓點為青少年滑板、
競技腳踏車活動區域；紫色圓點為主題性活
動區域，包含節慶活動市集及散步、腳踏車
區域；紅色圓點為街頭藝人表演區域，依照
其表演性質與所需場地大小合適地點，地點
也與人潮聚集處相關。

圖 4-4 草悟道動態活動分析圖
註：照片參照表 4-3

表 4-3 動態活動分析現況照片對照表

園道兩側腳踏車人行道(圖 4-4 綠色線條)

競技活動區域(圖 4-4 橘色圓點部分)

主題性活動區域(圖 4-4 紫色圓點部分)

街頭藝人表演區域(圖 4-4 紅色圓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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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三)、靜態活動分析：
c

依現地觀察遊客靜態行為界定出。靜態活動區域位置。
d

其遊客的活動行為皆為坐在街道座椅上休憩、聊天、觀看其

e

他遊客、觀看街頭藝人表演、放鬆及享受草悟道綠意生態等。

f
h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整理(參考「綠．園．道-都會綠帶再生—台
g
中市觀光綠園道改善工程」規劃設計結案報告書及基地施工詳圖)
圖 4-5 草悟道靜態分析圖
表 4-4 靜態活動分析現況照片對照表
註：a~h 節點照片參照表 4-4

a 行草之舞廣場

b 音符之丘

c 綠毯地景

d 水韻廣場

e 茵之下廣場

f 綠韻之坪

g 閱讀之森

h 戶外書報攤

第二節

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 受測者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透過網路滾雪球的抽樣方式實際發放測試問卷後回收 400 份，
扣除無到訪過草悟道者為無效問卷份數 6 份，回收率為 98.5%，有效問
卷 394 份，有效問卷率為 100%。問卷受測者以女性居多佔 64%，年齡
以 21~30 歲者居多佔 53.8%，教育程度以專科/大學居多佔 68%，工作職
業以服務業居多佔 24.6%，無空設背景居多佔 63.5%，以台中市民居多
佔 73.9% 。
二、 景觀軟硬體知覺與空間意象認知描述性分析
(一) 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
利用描述性統計分析來分析檢定，可得知草悟道空間意象形塑的七
個因子(平均數皆大於 4 者)依序為: 有主題性活動(M：4.14)、主題性的
裝置藝術展覽(M：4.13)、街頭藝人表演(M：4.08)與提供多樣活動的廣
場空間(M：4.08) ，也受群眾活動而吸引的感染力氛圍(M：4.07)一同形
塑出空間特色，氣氛受鄰近公共建築影響(M：4.05)，使用者能與親友從
事各種戶外活動(M：4.00) 。
18

(二) 空間意象認知
草悟道意象強度(平均數皆大於 4)依序為年輕活潑(M：4.11)、藝術
人文(M：4.06)、綠意生態(M：4.02)、舒適放鬆(M：4.01)等氛圍。
三、 研究假設檢定
假設一(H1)H1-1~H1-6、假設二(H2)H2-1~H2-12 及假設三 H3-1~H3-8，
參照第五章第一節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獲得 394 份有效問卷，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與分
析，草悟道空間意象形塑因子依序為: 主題性活動、主題性的裝置藝術
展覽、街頭藝人表演與提供多樣活動的廣場空間，也受群眾活動而吸引
的感染力氛圍一同形塑出空間特色，氣氛受鄰近公共建築影響，使用者
能與親友從事各種戶外活動。其中提供多樣活動的廣場空間及氣氛受鄰
近公共建築影響兩因子屬於硬體設施，其餘五個因子皆為軟體設施。所
以影響草悟道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以軟體設施為要，硬體設施為次。亦
得知草悟道意象氛圍的強度依序為年輕活潑、藝術人文、綠意生態、舒
適放鬆等氛圍。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彙整如下：

第一節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分述如下：
H1：不同的社經背景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的差異。
(一) H1-1：不同性別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的差異。
不同性別使用者對於草悟道空間意象認知無顯著差異。
(二) H1-2：不同居住地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的差異。
不同居住地使用者對草悟道空間意象認知無顯著差異。
(三) H1-3：不同具有空設背景使用者對場所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差異。
具有空間設計背景之使用者對草悟道意象氛圍影響在藝術人文、文
化創意、年輕活潑、舒適放鬆與綠意生態氛圍知覺有極顯著差異，其餘
空間意象氛圍無顯著差異。
(四) H1-4：不同年齡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差異。
不同年齡之使用者對草悟道的空間意象認知在文化創意與親切友
善氛圍知覺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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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H1-5：不同教育程度使用者對場所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差異。
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對於草悟道空間意象認知無顯著差異。
(六) H1-6：不同職業之使用者對場所的空間意象認知有顯著差異。
不同職業的受測者對於草悟道空間意象認知在親切友善、舒適放鬆
氛圍上有顯著差異發生。
綜合以上結果，H1-1、H1-2 與 H1-5 無顯著差異發生，即不同性別、
居住地及教育程度使用者面對草悟道空間意象認知並無差異存在。H1-3、
H1-4 與 H1-5 有顯著差異發生，即不同年齡使用者對文化創意與親切友
善氛圍；有無空設背景使用者對藝術人文、文化創意、年輕活潑與舒適
放鬆氛圍；不同職業使用者對舒適放鬆氛圍皆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一、 H2：不同社經背景使用者產生景觀軟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一) H2-1：不同性別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不同性別使用者對草悟道產生景觀硬體知覺感受無顯著差異。
(二) H2-2：不同居住地之使用者產生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不同居住地之使用者對草悟道產生的景觀硬體知覺感受只在草花坪養
護良好、環境整齊清潔與公共藝術品上有顯著差異。
(三) H2-3：不同具有空設背景使用者產生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具有空設背景者感受在硬體的草花坪養護良好、植栽設計美觀、植栽種
類豐富、公共藝術品有顯著差異。
(四) H2-4：不同年齡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不同年齡的受測者產生的草悟道景觀硬體知覺只在公共藝術品上有顯
著差異。
(五) H2-5：不同教育程度使用者產生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不同教育程度的受測者產生草悟道景觀硬體知覺只在公共藝術品上有顯
著差異。
(六) H2-6：不同職業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硬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不同職業的受測者產生草悟道景觀硬體知覺在喬灌木養護、公共藝術品、
鄰近公共建築上有顯著差異。
(七)H2-7：不同性別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H2-7 不同性別使用者對草悟道產生景觀軟體知覺感受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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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H2-8：不同居住地使用者產生的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不同居住地使用者對草悟道產生景觀軟體知覺感受無顯著差異。
(九)H2-9：不同具有空設背景之使用者產生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具有空設背景者感受在軟體的個人親友活動上有顯著差異。
(十)H2-10：不同年齡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不同年齡的受測者產生的草悟道景觀軟知覺無顯著的差異。
(十一)H2-11：不同教育程度之使用者產生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產生草悟道景觀軟體知覺無顯著差異。
(十二)H2-12：不同職業之使用者產生的景觀軟體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不同職業的受測者產生草悟道景觀軟體知覺在個人與親友從事活動上
有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結果，H2-1、H2-7、H2-8、H2-10 與 H2-11 無顯著差異，
即不同性別使用者對草悟道產生景觀硬體知覺感受無不同；不同性別、
居住地、年齡、教育程度使用者對草悟道產生景觀軟體知覺感受無不同。
H2-2、H2-3、H2-4、H2-5、H2-6、H2-9 與 H2-12 有顯著差異發生，
即不同居住地使用者對景觀硬體知覺感受在草花坪養護良好、環境整齊
清潔與公共藝術品；有空設背景者感受在硬體草花坪養護良好、植栽設
計美觀、植栽種類豐富、公共藝術品，軟體知覺感受在個人親友活動；
不同年齡、教育程度者產生硬體知覺在公共藝術品；不同職業者產生景
觀硬體知覺在喬灌木養護、公共藝術品、鄰近公共建築上有不同看法。
具有吸引力的公共藝術品是在不同居住地、有無空設背景、年齡、
教育程度與職業都有顯著的差異的唯一問項，顯然大家對公共藝術品的
吸引力會影響草悟道的硬體知覺見解都不同。
二、 H3：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空間意象認知。
(一) H3-1：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綠意生
態氛圍的認知。
景觀軟硬體設施極顯著會影響綠意生態氛圍，其中鋪面類型豐富、
喬灌木養護良好、植栽營造舒適環境顯著影響綠意生態氛圍，其可解釋
綠意生態氛圍的變異量達 52.4%。
(二) H3-2：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商業氛圍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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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軟硬體設施極顯著影響商業氛圍，多樣活動廣場、鄰近公共建
築顯著影響商業氛圍，其可解釋綠意生態氛圍的變異量達 8.1%。
(三) H3-3：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新潮流
行氛圍的認知。
景觀軟硬體設施極顯著影響新潮流行氛圍，其中設施維管良好、植
栽種類豐富、創意市集、主題性活動、街頭藝人表演、群眾感染力會顯
著影響新潮流行氛圍，其可解釋新潮流行氛圍變異量達 34.7%。
(四) H3-4：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藝術人
文氛圍的認知。
景觀軟硬體設施極顯著會影響藝術人文氛圍，其中地景豐富、植栽
設計美觀、群眾感染力會顯著影響藝術人文氛圍，其可解釋藝術人文氛
圍的變異量達 52.2%。
(五) H3-5：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文化創
意氛圍的認知。
景觀軟硬體設施極顯著會影響文化創意氛圍，其中創意市集、街頭
藝人表演、個人親友從事活動、群眾感染力會顯著影響文化創意氛圍，
其可解釋文化創意氛圍的變異量達 51.6%。
(六) H3-6：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年輕活
潑氛圍的認知。
景觀軟硬體設施極顯著會影響年輕活潑氛圍，其中多樣活動廣場、
人腳踏車分道、周邊餐廳、周邊特色賣店、與他人互動、群眾感染力會
顯著影響年輕活潑氛圍，可解釋年輕活潑氛圍變異量達 51.3%。
(七) H3-7：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親切友
善氛圍的認知。
景觀軟硬體設施極顯著影響親切友善氛圍，地景豐富、植栽營造舒
適環境、公共藝術品、與他人互動、個人親友從事活動、群眾感染力顯
著影響親切友善氛圍，可解釋親切友善氛圍變異量達 46.2%。
(八) H3-8：不同使用者感受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會影響使用者對舒適放
鬆氛圍的認知。
景觀軟硬體設施極顯著會影響舒適放鬆氛圍，其中多樣活動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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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豐富、街頭藝人表演、個人親友從事活動會顯著影響舒適放鬆氛圍，
其可解釋舒適放鬆氛圍的變異量達 56.7%。
綜合以上結果，不同使用者感受所有的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皆影響
使用者對草悟道上空間意象認知，其中各氛圍的解釋變異量分別達：綠
意生態 52.4%、商業氛圍 8.1%、新潮流行 34.7%、藝術人文 52.2%、文
化創意 51.6%、年輕活潑 51.3%、親切友善 46.2%、舒適放鬆 56.7%。
以軟體的群眾感染力、街頭藝人表演、個人親友從事戶外活動；硬
體為多樣活動廣場空間、地景豐富對空間意象氛圍認知影響次數最多。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假設檢定結果，供主管機關及後續未來都市空
間帶狀綠園道相關規劃研究者之規劃設計、軟硬體導入與空間意象氛圍
塑造之參考，提供建議如下：
一、 對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空間意象
草悟道(已改造部份不含市民廣場)成功達成草悟道計畫之計劃目標
及規劃理念：藝境、文化、行草、綠園道，形塑出年輕活潑、藝術人文、
綠意生態、舒適放鬆等氛圍。不同社經背景民眾對草悟道空間意象認知
有不同看法，欲塑造不同空間意象，需依賴景觀軟硬體設施規劃與運用。
(二)景觀軟硬體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說明，空間的景觀軟硬體知覺情形確實會影響使
用者對空間意象的認知，中不同社經背景使用者對草悟道的硬體設施較
有其不同的看法，根據 H2-2~H2-6 研究假設之檢定結果，與現況調查與
觀察的結果提出建議並說明如下：
1. 植栽養護方面：建議喬木定期注意鑄鐵蓋板是否影響樹幹生長，
下方作蓄水區及增加土攘肥力含氧量；灌木需注意缺株及選種，
於喬木下選擇耐蔭植物；草坪建議混種種植、定期鬆土施肥。
2. 環境整潔維管方面：建議假日遊客眾多，須增加清理垃圾次數，
並提倡民眾垃圾不落地、寵物便溺清潔、志工與店家維管認養。
3. 公共藝術品方面：建議增加專業解說介紹，除了設置解說牌外，
與觀光資訊站外，以 APP 軟體及 NFC 裝置結合，利用影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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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互動式裝置增加趣味性，提高民眾對公共藝術品的認知。
4. 自行車道建議修改鋪面顏色以利分辨，加註標示，並宣導自行
車請騎乘自行車道。
二、 對未來規劃研究者之建議
(一)就規劃者而言
未來若要針對目前已有規劃的草悟道各區段進行改造，本研究根據
規劃中不同區段欲塑造之分段特色空間意象氛圍(詳圖 2-1)，依照表 5-1
建議軟硬體導入之方向如下：
1. 零碳之道-此區段規劃構想為生態環保，可營造綠意生態的氛圍。
建議在硬體方面需注意鋪面類型不過於花俏複雜、簡潔即可；利
用各種植栽去營造舒適環境，並注意喬灌木等植栽的養護。
2. 蘇活之區-此區段規劃構想為藝術街區，可營造藝術人文、文化
創意、親切友善、舒適放鬆等氛圍。建議藝術人文氛圍方面，在
地景的設計規劃上需豐富，製造空間趣味性，植栽設計需美觀，
利用植栽的特性(樹形、花季等)，軟體方面吸引民眾前來自然會
有感染力的行為產生；文化創意氛圍，建議從軟體方面導入創意
市集、街頭藝人表演、個人與親友能從事戶外活動及群眾感染力；
親切友善氛圍，硬體方面朝營造豐富地景、植栽營造舒適環境及
公共藝術品設置，軟體則為能與他人互動、提供民眾從事戶外活
動空間與群眾感染力；舒適放鬆氛圍，規劃能提供多樣活動廣場，
亦有地景設計需豐富，街頭藝人表演與從事戶外活動，如步行空
間、駐留場所、各種大小尺度的空間可自在活動與社交。
3. 浪漫之濱-此區段規劃構想為創意美饌，搭配現有周邊餐廳，去
營造文化創意與舒適放鬆氛圍。文化創意氛圍，在此區可配合創
意市集擺設及街頭藝人表演，於用餐完畢進行觀賞及交流，亦是
從事各種戶外活動小坐休憩或散步，同樣受群眾感染力影響；舒
適放鬆氛圍營造，則可在廣場上進行各式活動，地景可製造高低
起伏路徑，串連各小節點，節點中配置各種不同街頭藝人，營造
小劇場感覺，或規劃各種戶外活動可使用空間，如綠地草坪等。
4. 除草悟道規劃外，亦提供其他縣市規劃設計帶狀空間與園道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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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空間意象氛圍影響之軟硬體導入統整表
空間意象

硬體導入

軟體導入

氛圍
綠意生態
商業

鋪面類型豐富、植栽營造舒適環境、 喬灌木養護良好
多樣活動廣場、公共建築

新潮流行

設施維管良好、植栽種類豐富

創意市集、主題性活動、街頭藝人
表演、群眾感染力

藝術人文

地景豐富、植栽設計美觀

群眾感染力

文化創意

-

創意市集、街頭藝人表演、個人親
友從事活動、群眾感染力

年輕活潑

多樣活動廣場、人與腳踏車分道、周 與他人互動、群眾感染力
邊餐廳、周邊特色賣店

親切友善
舒適放鬆

地景豐富、植栽營造舒適環境、公共 與他人互動、個人親友從事活動、
藝術品

群眾感染力

多樣活動廣場、地景豐富

街頭藝人表演、個人親友從事活動

註 1. -:無建議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以網路問卷調查為主，配合問卷照片刺激媒體，雖以自身體
驗為主，照片為提示作用。但受測者亦可能會受到照片與現況差異等問
題，而影響到自身的認知情形，導致在問卷填答時，會對答案有所保留，
而造成誤差。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採現地問卷或訪談法進行調查，更能彌
補網路問卷之不足，使其研究更加完善。
問卷照片只針對白天景象做測試，因夜間較無法清楚判斷植栽方面
的感知情形，故本研究問卷階段無採取夜間的氛圍探討。但夜間仍有民
眾進行活動，特別是大型活動之舉辦(爵士音樂節)等，缺少此方面的研
究探討，建議後續研究者亦可朝向夜晚的草悟道活動、照明設施及燈光
計畫等進行研究探討，或許感受氛圍會有不同，以得到更精確的結果。
(三)就研究範圍而言
草悟道計畫範圍甚大，因本研究宥於人力、時間等因素限制，將研
究範圍訂定在草悟道台灣大道至公益路段帶狀園道(不含市民廣場)此範
圍內，只針對帶狀園道部分探討，面狀廣場並無研究，可蒐集的資料及
觀察易受限，建議後續研究者可繼續將草悟道各個分區調查研究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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