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 16(1), 27-52
DOI：10.6547/tassm.2016.0002

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生活型態
容忍度、遊憩衝突與滿意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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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地狹人稠的都會運動公園，遊憩活動的設計大部份為多元遊憩使用之規
劃。然而，因不同活動的參與者間資源競爭與遊憩目標受到干擾，造成遊憩衝
突的發生，因此本研究目的為瞭解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內團體
(自行車活動參與者) 與外團體 (散步者) 遊憩衝突程度，並探討自行車活動參
與者的生活型態容忍度、遊憩衝突及滿意度的關係。本研究方法為量化研究，
研究工具為信效度良好之封閉式問卷，並採便利抽樣法進行實地問卷調查，共
回收 371 份問卷；研究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相關分析與多元
迴歸分析。研究結果發現，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活動參與者： 1.生活型態容忍
度與遊憩衝突並無顯著負相關；2. 生活型態容忍度愈高，滿意度愈高；3. 知覺
遊憩衝突與滿意度無顯著負相關；4.知覺內團體遊憩衝突負向影響整體騎乘體驗
滿意度；5.生活型態容忍度比內團體遊憩衝突對整體騎乘體驗滿意度較具影響力。
為了提升整體騎乘體驗滿意度，本研究建議規劃自行車道分道以降低內團體衝
突，並且採用教育宣導活動共同遊憩價值與目標以提高生活型態容忍度；未來
遊憩衝突相關研究，建議可進行調適行為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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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gested urban area, sport parks were designed for multiple recreation
usages. However, different types of visitors perceived recreation conflict due to
resource competition and goal interferenc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recreation conflict between bikers (in-group) and hikers (out-group),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lifestyle tolerance, recreation conflict, and
satisfaction of urban sport park bikers.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quantitative and the
research tool was a closed-ended survey with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urban sport park’s bikers and were selected through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 total of 371 valid surveys were collected on-site.
Data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First, no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lifestyle tolerance and recreation conflict. Seco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between lifestyle tolerance and satisfaction. Third,
no relationship was determined between recreation conflict and satisfaction. Fourth,
while in-group conflict increased, biking satisfaction decreased. Fifth, lifestyle
tolerance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biking satisfaction than did in-group conflic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wo-way bike trails are recommended for decreasing
in-group conflict in urban sport parks. Moreover, enhancing lifestyle tolerance by
promoting bikers’ similar recreation value may increase biking satisfaction. For the
future recreation conflict research, coping behavior could be discussed.
Keywords: goal interference, multiple recreation usage, cop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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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2007 年國片「練習曲」意外掀起國人對自行車活動及自行車環島的熱潮，
加上相關活動之推廣，自行車活動參與在短時間內大幅增加。為因應相關需求
的蓬勃發展，政府積極舉辦自行車活動與規劃自行車道，教育部體育署自 2009
年起，積極推廣自行車活動，鼓勵民眾參與 (教育部體育署，2013) ，在 2010
年自行車活動已名列國人休閒活動參與之第二名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0) 。
為了滿足不同的運動與遊憩需求，地狹人稠的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道多以
多元遊憩使用概念進行規劃，然而自行車道規劃者，往往忽略了不同活動遊憩
者必須在同一空間進行活動的感受 (鍾文玲、林晏州，1993) 。根據本研究者觀
察，都會運動公園常有自行車快速的在自行車道上奔馳影響其他參與者，也有
散步者任意穿越自行車道造成衝突的情況，而遊憩衝突對遊憩滿意度有負面影
響，對規劃與管理者是重要議題 (Manning, 1999; Manning, 2011) ，因此引發了
本研究者在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道進行遊憩衝突研究之動機。
都 會 型 運 動 公 園 大 多 提 供 多 元 遊 憩 機 會 (Multiple-use for multiple
purposes) ，在此類型公園中，遊客參與不同的遊憩型態造成的衝突，主要來自
遊客間不同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 與社會常模 (social norm) 的衝擊 (Manning,
2011)。Jacob 與 Schreyer (1980) 在遊憩衝突模式中具體提出遊憩衝突四因子—
遊憩活動類型 (activity style)、資源特性 (resource specificity)、經驗模式 (mode
of experience) 及生活型態容忍度 (lifestyle tolerance) ，其中，生活型態容忍度
主要評估個人對他人生活型態的認同程度，也是遊憩衝突中社會價值衝突之研
究變項 (王正平，2004；Jacob & Schreyer, 1980; Manning, 2011) ，在山區的登
山步道的場域中，能穩定的預測自行車與健行遊客遊憩衝突 (王正平，2004) 。
戶外遊憩有高度場域差異性 (highly site-specific) (Manning, 2011) ，然而在擁擠
易發生衝突的多元遊憩使用型都會運動公園，卻缺乏探討生活型態容忍度與遊
憩衝突之相關研究，因此在遊憩衝突四因子中，本研究欲探討生活型態容忍度
與遊憩衝突之相關性，為本研究之另一動機。
不管是自行車活動參與者對散步者，或是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間，皆因同
一空間的遊憩資源競爭與相互影響，產生某種程度的衝突 (鍾文玲、林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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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Jackson & Wong, 1982; Jacob & Schreyer, 1980; Manning, 2011) 。而遊憩
衝突可由知覺衝突對象的活動差異，分為不同活動參與者間的 「外團體衝突」
(out-group conflict) ，與同一活動參與者間的 「內團體衝突」 (in-group conflict)
兩類 (Vaske, Dyar, & Timmons, 2004; Wang, 2001) ，相關研究發現外團體與內團
體間確實存在不同程度之遊憩衝突 (王正平，2004；林俐吟、張軒瑄、高俊雄，
2011 ；顏家芝、薛雅菁、徐慧蓉、趙又萱、廖梨棉，2002 ；Carothers, Vaske, &
Donnelly, 2001; Thapa & Graefe, 2004; Vaske et al, 2004) 。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
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活動參與者遊憩衝突與滿意度之關係外，也針對自行車活
動參與者之內團體 (自行車參與者) 與外團體 (散步者) 兩種不同遊憩活動參
與者造成之衝突做進一步之探討。
除了遊憩活動團體的差異會影響知覺遊憩衝突之程度外，相關研究也發現
(鍾文玲、林晏州，1993；Manning, 1999, 2011) ，不同類型活動參與者間之衝突
感，對其遊憩滿意度與體驗品質有負面之影響，因此探討都會運動公園規劃多
元使用之自行車道是否因遊憩衝突而影響其遊憩滿意度，在規劃管理上有進一
步探討之必要性，也引發了本研究另一動機。

二、 文獻探討
(一) 遊憩衝突 (Recreation Conflict)
戶外遊憩相關研究中，遊憩衝突之定義為他人的行為導致自身之遊憩目標
受到干擾 (Jacob & Schreyer, 1980) 。遊憩衝突主要概念來源有二：目標干擾
(goal interference) 與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s) (Manning, 2011) 。
1. 遊憩衝突相關理論
目標 干擾 (goal interference) 概念 主要 來自 「期 望理 論 (Expectancy
Theory) 」與 「落差理論 (Discrepancy Theory) 」。根據期望理論之論點，認
為人類行為乃目標導向，因此戶外遊憩參與者有期望達成之目標；而差異理論
在遊憩衝突的應用上，則著重在探討個人期望達成的遊憩體驗，因他人或其他
團體造成其需求與目標有落差時的不滿足感。
另外，因不同團體或不同遊憩類型的遊憩信念 (beliefs) 、價值 (values)
與社會常模 (social norms) 之差異造成的遊憩衝突，大部分來自社會價值理論
(social values) (Manning, 2011; Vaske, Needham, & Cline, 2007) 。而且社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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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差異造成的遊憩衝突，無須接觸或見到對方就可能產生，只要遊客意識到對
方或其他團體的行為可能會造成問題或干擾時，就會知覺衝突感 (Manning,
2011) 。
目標干擾與社會價值此二概念也有重疊之處，如目標干擾理論中提到的遊
憩衝突四因子中 (活動類型、資源特性、經驗模式與生活型態容忍度)，生活型
態容忍度 (lifestyle tolerance) 為活動參與者對於其他參與者傾向認同或不認同
與自身的生活型態之相似程度有關 (Manning, 2011)。而容忍度為一種心理的狀
態，會依個人生活環境以及背景的差異，對他人產生不同社會價值評價與不同
程度的容忍度 (Jacob & Schreyer , 1980) ，因此生活型態容忍度 (lifestyle
tolerance) 與社會價值較有關聯性 (Manning, 2011)。
本研究之遊憩衝突理論來源除了目標干擾理論外，更進一步探討自行車活
動參與者對於同類型參與者 (自行車參與者)以及不同類型參與者 (散步者) 之
生活型態容忍度與遊憩衝突之相關性，因此也包涵了社會價值理論。
2. 遊憩衝突模式 (Recreation Conflict Model)
Jacob 與 Schreyer (1980) 在 1980 年的遊憩衝突模式中提出遊憩衝突四因
子—遊憩活動類型 (activity style) 、資源特性 (resource specificity)、經驗模式
(mode of experience)及生活型態容忍度 (lifestyle tolerance)之後，遊憩衝突在國
內外被廣為探討。
在後續研究中發現「期望 (expectation)」 (Manning, 2011) 與「安全感
(safety)」 (李素馨、張淑貞、林妮瑱，2006；Blahna, Smith, & Anderson, 1995;
Vaske, Carothers, Donnelly, & Baird, 2000; Watson, Niccolucci, & Williams, 1994)
也 是遊憩衝突因子，因此 Manning (2011) 進一步提出遊憩衝突擴展模式
(Recreation Conflict Extended Model, p216) ，將 「期望 (expectation)」 與 「安
全感 (safety)」 二因子納入，成為遊憩衝突六因子。
而王正平 (2004) 在登山步道遊客與自行車使用者的研究中發現，生活型態
容忍度在四個衝突因子中較能穩定的預測遊憩衝突，且相關研究發現 (王正平，
2004 ；李美枝，1986 ；Ivy, Stewart, & Lue, 1992 ；Manning, 2011; Ramthun,
1995) ，生活型態容忍度與知覺遊憩衝突程度有關，因此本研究選擇生活型態
容忍度為主要討論之遊憩衝突因子。
3. 生活型態容忍度 (lifestyle tolerance)
本研究之生活型態容忍度定義為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道上之自行車活動參
與者，對於其他自行車活動參與者 (內團體) 與散步者 (外團體) 與自身生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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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相似度表示認同或是不認同之程度，認同度越高表示生活型態容忍度越高。
本研究參考 Vaske 等 (2000) 之研究，將生活型態容忍度分成生活型態、教育程
度、收入、環境態度、與區域價值觀等 5 項。
4. 衝突對象
本研究之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道主要衝突對象為—「外團體衝突」
(out-group conflict) 與「內團體衝突」(in-group conflict)。不同活動參與者之間
產生的衝突，稱為「外團體衝突」；相同活動參與者之間者，為「內團體衝突」
(Vaske et al, 2004; Wang, 2001) 。本研究之「內團體」指的是與自行車活動參與
者進行相同活動的自行車活動參與者；「外團體」為不同於自行車活動參與者
之公園散步者。
(二) 滿意度 (satisfaction)
滿意度是指遊憩者體驗遊憩活動之後的真實感受，是遊憩者在參與的遊憩
活動中所獲得的正面看法與感受 (Lee, 2009) ，此感受會受到社會因素、現場
遊憩體驗氣氛、心理狀態及群體互動等內外在因素所影響 (Bricker & Kerstetter,
2000; Crompton & Love, 1995; Lee, Graefe, & Burns, 2004) 。本研究除了對都會
運動公園自行車道之整體滿意度 (設施管理、自然環境、服務與便利、附加服
務以及解說動線) (許建民、鄭硯青，2011) 進行評估外，也對騎乘體驗做評
估 (王正平，2004) 。
(三) 調適行為 (coping behavior)
調適行為是個人在面對壓力時，為了恢復心理平衡減低壓力困擾，而採取
實際策略進行自我調整之反應 (Lazaru & Folkman, 1984) 。戶外遊憩領域中，
遊 客 面 對 負 面 壓 力 與遊 憩 品 質 降 低 時 所 採用 的 調 適 行 為 策 略 包括 ： 替代
(displacement) 、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及產品轉移 (product shift) (Manning,
1999, 2011)。Manning (2011) 提出的遊憩衝突擴展模型 (p216) 與相關研究進一
步發現，遊憩參與者面對遊憩衝突壓力與負面經驗時，若無法藉由調適行為來
因應，滿意度會降低；然而，若調適行為得以平衡衝突，滿意度則不受影響 (沈
芷君，2014；Festinger, 1957；Manning, 1999, 2011) 。
(四) 生活型態容忍度、遊憩衝突與滿意度之關係
相關研究發現 (王正平，2004； 李美枝，1986； Ivy et al, 1992; Ramthun,
1995; Manning, 2011) ，個人會因為生活環境及背景的不同造就不一樣的容忍度，
容忍度越高其知覺遊憩衝突程度越低，因此本研究提出之生活型態容忍度與遊
憩衝突呈負相關之假設。另外，Ivy 等 (1992) 、Ramthun (1995) 、Watso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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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與 Manning (2011) 發現，容忍度越高者滿意度越高，因此本研究依相關
研究結果提出生活型態容忍度與滿意度呈正相關之假設。
研究發現當活動參與者知覺衝突時，滿意度也隨著降低 (鍾文玲、林晏州，
1993；Manning, 1999) ，因此本研究提出遊憩衝突與遊憩滿意度呈負相關之假
設。雖然大多數研究發現遊憩衝突與遊憩滿意度有負相關，然而有些研究發現
遊憩衝突與遊憩滿意度無顯著相關性 (Manning, 1999) 。Manning (2011) 提及，
遊憩衝突與遊憩設施或環境滿意度較無直接相關，但與遊客之遊憩體驗較有直
接相關性，根據此論點，本研究另提出遊憩衝突與遊憩體驗呈負相關之假設。
為進一步了解生活型態容忍度與遊憩衝突對滿意度之影響程度，本研究也提出
相關假設。
(五) 遊憩衝突管理策略
遊憩衝突管理策略大致分為直接管理 (direct management action) 與間接管
理 (indirect management action) (Peterson & Lime, 1979; Manning, 2011) 。直接
管理主要採取限制與規範遊客行為，例如：罰緩、限制、分道、分區、分時；
間接管理主要是試圖在遊客行為之前影響其想法與決定，例如：教育解說與宣
導 (Chavez, 1996; Gilbert, Peterson, & Lime, 1972; Lime, 1977; Manning, 1999;
Manning & Anderson, 2012; Peterson & Lime, 1979) 。
Manning (2011) 發現實施分區 (zoning) 、分道 (separation) 與分時的策略
適合管理直接衝突 (direct conflict)；採用教育解說與宣導活動的相似度或價值
觀的相似度適合管理間接衝突 (indirect conflict) (王正平，2004) ；而有效的管
理，可視衝突狀況同時採用直接管理與間接管理策略 (Manning, 2011; Manning
& Anderson, 2012)。

三、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道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生活型態容
忍度、知覺遊憩衝突程度及滿意度，並進一步探討對內團體 (自行車活動參與
者) 與對外團體 (散步者) 之生活型態容忍度、知覺遊憩衝突、與滿意度之相關
性，以及生活型態容忍度與知覺衝突對滿意度之影響力。期望本研究結果有助
於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道管理者整體規劃、提升品質與學者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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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 研究架構

生活型態容
H2

忍度

滿意度
H1

自行車道

H4

騎乘體驗

遊憩衝突
外團體

H3

內團體

圖1

研究架構

二、 研究假設
(一) 假設
1. 假設 1 (H1)：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生活型態容忍度與知覺遊憩衝突呈負相關
(1) 假設 1-1：生活型態容忍度與知覺外團體遊憩衝突呈負相關
(2) 假設 1-2：生活型態容忍度與知覺內團體遊憩衝突呈負相關
2. 假設 2 (H2)：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生活型態容忍度與滿意度呈正相關
(1) 假設 2-1：生活型態容忍度與自行車道滿意度呈正相關
(2) 假設 2-2：生活型態容忍度與騎乘體驗滿意度呈正相關
3. 假設 3 (H3)：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知覺遊憩衝突與滿意度呈負相關
(1) 假設 3-1：知覺遊憩衝突與自行車道滿意度呈負相關
(2) 假設 3-2：知覺遊憩衝突與騎乘體驗滿意度呈負相關
(3) 假設 3-3：知覺外團體遊憩衝突與滿意度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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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設 3-4：知覺外團體遊憩衝突與自行車道滿意度呈負相關
(5) 假設 3-5：知覺外團體遊憩衝突與騎乘滿意度呈負相關
(6) 假設 3-6：知覺內團體遊憩衝突與滿意度呈負相關
(7) 假設 3-7：知覺內團體遊憩衝突與自行車道滿意度呈負相關
(8) 假設 3-8：知覺內團體遊憩衝突與騎乘滿意度呈負相關
4.假設 4 (H4): 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生活型態容忍度與遊憩衝突會影響滿意度

三、 研究場域、對象與抽樣
(一) 研究場域
本研究場域為高雄市 「西臨港線自行車道」 ，此車道是由廢棄舊鐵路改
建而成，沿著高雄港西臨港貨運海岸線規劃，起點為漁人碼頭，路經駁二藝術
特區、真愛碼頭、光榮碼頭、新光碼頭以及星光水岸公園等觀光景點，終點為
夢時代商圈，全程共 12.6 公里長，除了提供當地民眾多元運動與休閒的遊憩空
間之外，也是遊客會選擇的景點。
(二) 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對象為 18 歲以上於高雄市西臨港自行車道進行自行車活動之參與者。
夏季為從事自行車活動之旺季，在夏季節進行抽樣較能測量遊憩衝突之狀況，
因此本研究於夏季實施。本研究抽樣法為具隨機精神之便利抽樣，隨機抽取時
段 (週間、週末、上午或下午) 與問卷發放點 (星光水岸公園、新光碼頭、光榮
碼頭、真愛碼頭、與駁二藝術特區腹地較寬廣之定點) 進行實地問卷發放，被
抽樣之樣本完成問卷後立即抽取下一位，遇到拒答則詢問下一位，直到願意填
達為止。本研究者於 2012 年夏季完成問卷調查，期間共抽樣 608 人，扣除婉拒
與無效問卷，共回收 37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61％。
本研究受試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背景 (表 1)，男性 (54%) 略多於女性
(46%)；年齡以 26-35 歲 (42%) 者最多；婚姻狀態已婚者 (57%) 多於未婚者
(43%)；居住地以高雄地區之當地居民 (83%) 為最多；職業方面以公教人員
(23%) 與學生 (21%) 最多；教育程度大多為大專、大學者 (63%)； 平均月收
入以 20,000 元以下 (21%) 與「30,001~40,000 元」(19%) 最多； 半年內造訪次
數最多為「1 次」(43%)，其次為「2-5 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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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試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人口背景特性描述性統計摘要 (n=371)
人口背景特性
性別
男
女
年齡
18-25歲
26-35歲
36-45歲
46-55歲
56歲以上
婚姻狀態
已婚
未婚
居住地
高雄地區
屏東地區
台南地區
其他地區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大學
碩士以上

樣本數

百分比

199
172

54
46

83
154

22
42

65

18

50
19

13
5

211
160

57
43

309
38
18
6

83
10
5
2

4
69
233
65

1
19
63
17

人口背景特性
職業
學生
公教人員
軍警
商
工
服務業
自由業
退休
其他
平均月收入
20,000元以下
20,001~30,000元
30,001~40,000元
40,001~50,000元
50,001~60,000元
60,000元以上
造訪次數
1次
2-5次
6-9次
10次以上

樣本數

百分比

76
84
34
14
30

21
23
9
4
8

68

18

26
13
26

7
3
7

77
66
72
57
41
58

21
18
19
15
11
16

159
124
35
53

43
34
9
14

四、問卷編制
本研究工具為信效度良好之封閉式問卷，問卷內容共 4 個部分，問卷之信度
採信度分析法，效度採表面效度與專家效度法。
(一) 問卷內容
1. 生活型態容忍度量表：本研究參考 Vaske 等 (2000) 信效度良好 (原始
量表 α=.73) 之生活型態容忍度量表，共 5 項 (表 2) ，衡量採順序尺度 1 (非
常不同意) 至 5 (非常同意) 。
2. 遊憩衝突量表：遊憩衝突量表參考王正平 (2004) 信效度良好 (原始量
表 α 值介於.84 至.89) 之遊憩衝突量表，此量表包含兩個構面「來自散步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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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 (外團體衝突) 共 5 項；及「來自自行車參與者的衝突」 (內團體衝
突) 共 9 項 (表 3) ，衡量採順序尺度，1 (沒有影響) 至 5 (非常嚴重)。
3. 遊憩滿意度量表：本研究遊憩滿意度量表主要參考許建民、鄭砚青
(2011) 符合信效度 (原始量表 α 值介於.78 至.91) 之「景點意象與遊憩滿意度
關係」遊憩滿意度量表，並在信效度分析後，將此量表分為五個構面「設施
管理」
、
「自然環境」
、
「服務與便利」
、
「附加服務」
、
「解說指標」共 26 項 (表
4) ；另外加上「整體騎乘滿意度」1 項 (表 4) ，衡量採順序尺度 1 (非常不
滿意) 至 5 (非常滿意) 。
4. 個人基本資料：為個人基本資料及遊憩屬性，主要為了暸解受訪者之基
本結構， 問項參考張尹薰 (2007) 研究中的基本資料設計，包括性別、年齡、
職業、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態、居住地及來訪次數 (表 1) 。
(二) 問卷信效度分析
由於戶外遊憩之特性為因地制宜性高 (highly site specific) ，除了引用信效
度佳之量表外，本研究為確保在不同場域施測問卷之信度，問卷回收後進行信
度分析進階功能之「刪除後的 α」分析。
「刪除後的 α」可顯示每項題目的信度
值高低及其精確性，若某項目的「刪除後的 α」高於所屬構面之內部一致性係
數，則表示將該指標刪除不予採計，有益於構面信度的提高 (邱皓政，2006) 。
本研究之問卷進行各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分析後，針對場域、活動與管理服務的
差異進行些微調與問卷修正。
1. 專家效度：本研究採用專家內容效度，詢問專家對本研究問卷之建議後，
進行修正。依據專家建議，在滿意度量表部分，新增「自行車停車架充足」，
並將原始量表「解說動線」構面名稱修改為「解說指標」
。另外並新增「整體
騎乘滿意度」之選項，以利區分自行車道滿意度與騎乘體驗滿意度。
2. 表面效度：本研究完成專家效度修正後進行問卷表面效度預試，預試後
將「汽/機車停車位充足」分為兩個問題「汽車停車位充足」與「機車停車位
充足」，以免研究結果無法區分汽車還是機車停車位之滿意度。
3. 信度考驗：信度考驗即是測量量表的可靠性與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
(邱皓政，2009) ，測量採用 Cronbach’s Alpha (α) 值做為量表信度之依據，α
值大於.7 以上為最佳水準，大於.5 以上為可接受水準 (Nunnally ＆ Bernstein,
1994) 。本研究量表與各研究構面「刪除後的 α」顯示各量表之項目皆無需刪
除，且 α 值皆高於.7

(表 5) ，為信度良好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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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 SPSS 套裝統計軟體做為分析工具，採用之統計方法包含描述
性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

參、結果
一、 生活型態容忍度、遊憩衝突與遊憩滿意度
(一) 生活型態容忍度
都會運動公園受試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生活型態容忍度為中高程度 (M=3.37)(表
2)，認為與其他參與者之 「生活型態」 (M=3.57) 及「環境態度」 (M=3.57) 之相似
度最高，其次為「區域價值觀」 (M=3.53) 與「教育程度」(M=3.26)，而以「收入」(M=3.10)
最低 。

表2
都會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生活型態容忍度描述性統計摘要 (n=371)
構面

項目
(平均數 M)

生活型態容忍度
(M=3.37)

平均數

標準差

(1-5)*
1. 生活型態

3.57

.78

2. 教育程度

3.26

.81

3. 收入

3.10

.85

4. 環境態度

3.57

.80

5. 區域價值觀

3.53

.78

註：*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4＝同意；5＝非常同意

(二) 遊憩衝突
都會運動公園受試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整體遊憩衝突為普通程度(M=3.03)
(表 3) ，來自「內團體衝突」 (M=3.04) 高於「外團體衝突」 (M=3.01) ，反而
同樣是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相互干擾與衝突較散步者嚴重。而各項目中以「其他
騎乘者逆向行駛會干擾我的騎乘活動」 (M＝3.50) 之衝突情況最嚴重，其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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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遊客隨意至自車道兩側穿越或進入，會干擾我的騎乘活動」(M＝3.38) 與
「散步遊客隨意至自車道兩側穿越或進入，會干擾我的騎乘活動」(M＝3.37) 。
表3
都會自行車活動參與者遊憩衝突之描述性統計摘要
構面
(平均數 M)

外團體衝突
(散步者)
(M=3.01)

(n=371)
平均數
(1-5)*

標準差

1. 我經常差點就會與行走的遊客發生擦撞

2.67

1.08

2. 許多散步遊客在車道上行走干擾我的騎乘活動

3.04

1.06

3. 散步遊客過度吵雜喧囂會干擾我的騎乘活動

2.62

1.10

4. 散步遊客在自行車道跑跳嬉戲會干擾我的騎乘活動

3.33

1.08

3.38

1.05

6. 我經常差點就會與其他騎乘者發生擦撞

2.67

1.05

7. 其他自行車車輛在追逐嬉戲，會干擾我的騎乘活動

3.16

1.08

8. 我常被其他車輛所發出的鈴聲/煞車聲驚嚇

2.73

1.02

9. 我常被其他騎乘者從後方快速超過而感到不舒服

2.63

1.13

10. 車道上車輛過多，我需時時注意行車安全

3.37

1.06

11. 車道上車輛太多會干擾我的騎乘活動

3.30

1.04

12. 其他車輛寛度佔據路面會干擾我的騎乘活動

3.17

.98

13. 其他車輛車速太慢會妨礙我的騎乘活動

2.87

1.02

14. 其他騎乘者逆向行駛會干擾我的騎乘活動

3.50

1.08

3.03

.75

項目

5. 散步遊客隨意至自車道兩側穿越或進入，會干擾我的騎
乘活動
內團體衝突
( 自 行車 參與
者)
(M=3.04)

遊憩衝突
註：*1＝沒有影響；2＝些微影響；3＝普通；4＝嚴重；5＝非常嚴重

(三) 滿意度
自行車活動參與者整體滿意度為中高程度 (M=3.38) (表 4) ，自行車道滿意
度為中等偏滿意 (M=3.25) ，各構面中以「自然環境」 滿意度最高 (M=3.48) ，
第二為 「服務與便利 (M=3.26) ，滿意度相對較低者為「附加服務」(M=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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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指標」 (M=3.13) 與「設施管理」(M=3.17)。各項目中以「寬廣的視野」
(M=3.73)、
「多樣化的海港景緻」(M=3.66)、與「美麗的自然景觀」(M=3.63) 最
為滿意；「汽車停車位充足」(M=2.93) 、「自行車停車架充足」(M=2.98)、 「巡
邏警網安全維護規劃」 (M=2.99) 與「涼亭與座椅數量充足」 (M=2.99)偏不滿
意；而 「騎乘體驗滿意度」(M=3.50)比自行車道滿意度高(M=3.25)。
表4
都會自行車活動參與者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摘要
構面

(n=371)

項目

(M=平均數)

設施管理
(M=3.17)

平均數

標準差

(1-5)*
1. 自行車道行進方向劃分

3.42

.81

2. 自行車道寬度適宜

3.25

.81

3. 非自行車車輛進出的管制

3.07

.89

4. 自行車道綠美化與植栽設計

3.57

.80

5. 各項收費 (停車、租車) 價格合理

3.11

.74

6. 自行車道週邊環境清潔維護

3.34

.81

7. 汽車停車位充足

2.93

.89

8. 機車停車位充足

3.00

.86

9. 自行車停車架充足

2.98

.86

3.07

1.35

10. 自行車道兩旁安全措施設置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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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
都會自行車活動參與者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摘要
構面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5)*

(M=平均數)
11. 美麗的自然景觀

3.63

.78

12. 寬廣的視野

3.73

.79

13. 清新的空氣品質

3.16

.98

14. 多樣化的海港景緻

3.66

.87

15. 豐富的生態環境

3.35

.87

16. 優雅寧靜的環境氣氛

3.34

.90

17. 導覽摺頁內容豐富多元

3.25

.74

18. 服務人員態度與素養

3.24

.71

19. 自行車租借便利

3.35

.76

20. 餐飲服務便利

3.19

.79

附加服務

21. 巡邏警網安全維護規劃

2.99

.85

(M=3.11)

22. 涼亭與座椅數量充足

2.99

.85

23. 鄰近旅遊景點豐富

3.36

.88

解說指標

24. 各項安全警告標誌設置

3.13

.84

(M=3.13)

25. 解說與指示牌位置明顯恰當

3.10

.87

26. 遊覽動線指標充足明確

3.16

.88

3.25

.54

3.50

.71

3.38

.60

自然環境
(M=3.48)

服務與便利
(M=3.26)

自行車道滿意度
騎乘體驗滿意度

27. 整體騎乘體驗

滿意度
註：*1=非常不滿意；2=不滿意；3=普通；4=滿意；5=非常滿意

一、 生活型態容忍度、遊憩衝突與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一) 生活型態容忍度與遊憩衝突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發現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生活型態容忍度與知覺遊憩衝突之間無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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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負相關 (表 5) ，假設 1 (r=-.03, ns) 、假設 1-1 (r=-.01, ns) 、假設 1-2 (r=-.03,
ns) 皆不成立。
(二) 生活型態容忍度與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生活型態容忍度與滿意度 (r=.22, p<.001) 以及自行車
道滿意度 (r=.23, p<.001) 呈顯著正相關 (表 5) ，也與騎乘體驗滿意度呈正相關
(r=.18, p<.001) ，假設 2、2-1、2-2 皆成立。
(三) 遊憩衝突與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根據本研究結果 (表 5) ，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知覺遊憩衝突與滿意度之間無
顯著負相關 (r=-.07, ns) ，假設 3 不成立；另外遊憩衝突與自行車道滿意度
(r=-.03, ns) 與騎乘體驗滿意度 (r=-.09, ns) 也無顯著負相關，假設 3-1、3-2 不
成立；而知覺外團體衝突與滿意度 (r=-.03, ns) 、自行車道滿意度 (r=-.003, ns) 、
以及騎乘體驗滿意度間 (r=-.04, ns) 無顯著負相關，假設 3-3、3-4、3-5 不成立；
知覺內團體衝突與滿意度 (r=-.08, ns) 、自行車道滿意度無顯著負相關 (r=-.04,
ns) ，假設 3-6、3-7 不成立；然而內團體衝突與騎乘體驗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
(r=-.11, p<.05) ，假設 3-3 成立。
表5
生活型態容忍度、遊憩衝突與滿意度之相關分析摘要
構面

α

Mean

SD

生活型
態容忍
度 (r)

遊 憩
衝 突

(r)

外 團
體 衝
突(r)

內 團
體 衝
突(r)

滿
意
度

(r)
生活型態容忍度

.79

3.37

.80

1

遊憩衝突

.84

3.03

.75

-.03

外團體衝突

.87

3.01

1.07

-.01

.90

內團體衝突

.89

3.04

1.04

-.03

.96

.73

.82

3.38

.60

.22***

-.07

- .03

- .08

自行車道滿意度

.90

3.25

.54

.23***

-.03

- .01

- .04

.91

整體騎乘滿意度

a

3.50

.71

.18***

-.09

- .04

- .11*

.94

滿意度

註：*p<.05; **p<.01 ; ***p<.001； a:為單項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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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行
車 道
滿 意
度(r)

1
1
1
1
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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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活型態容忍度、內團體遊憩衝突對滿意度之影響分析
以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生活型態容忍度與遊憩衝突為自變數、滿意度為依變
數，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假設 4 (表 6) 。本研究發現生活型態容忍度對騎乘體驗
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β=.21, p < .001) ，內團體遊憩衝突則顯著負向影響
騎乘體驗滿意度 (β=-.10, p < .05) ，且生活型態容忍度與知覺內團體遊憩衝突會
影響騎乘體驗滿意度 (R2=.04, p < .001) ，雖然兩變數對騎乘體滿意度影響程度
貢獻度低，但發現生活型態容忍度影響騎乘體驗滿意程度較知覺內團體衝突高
(騎乘體驗滿意度＝3.12+.21*生活型態容忍度-.10*內團體遊憩衝突) 。
表6
生活型態容忍度與內團體遊憩衝突對騎乘體驗滿意度之迴歸係數表
未標準化係數
Ｂ估計值
(常數)

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3.12

.24

.21

.06

-.10

.04

t值

p值

Beta 分配
13.02***

.000

.17

3.69***

.000

-.10

-2.16*

.031

生活型態
容忍度
內團體
遊憩衝突
R值

2

R

調整過後的 R

F值

平方值
.21

.04

.04

9.53

.000

註: *p<.05; **p<.01 ; ***p<.001

肆、討論
一、結論
(一) 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參與者之生活型態容忍度、遊憩衝突與滿意度現況
高雄市都會運動公園之「西臨港線自行車道」自行車活動參與者，大
部份居住在高雄市，其生活型態、環境態度與區域價值較為相似，因此其
生活型態容忍度也較高；而遊憩衝突為普通程度，自行車道上之遊憩衝突
主要「來自自行車遊客衝突」；滿意度部分為中等偏滿意，而騎乘體驗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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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高於自行車道滿意度 (資源、設施與服務) ，印證了王正平 (2004) 的
發現，活動參與者在遊憩滿意度 (設施與服務)和體驗滿意度的評價上有
所不同。
受試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生活型態容忍度為中高程度，相關研究發現
( 王 正 平 ， 2004 ； 李 美 枝 ， 1986 ； Ivy, et al, 1992; Manning, 2011;
Ramthun,1995) ，個人生活環境及背景的差異造就不同之容忍度，本研究
結果發現受試者大多居住於高雄市 (82%)，當生活型態、環境態度與區域
價值觀較相似者時，其容忍度較高。
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遊憩衝突為普通程度，比預期程度低，但其滿意
度仍為中高程度，可能參與者已進行調適 (coping) (沈芷君，2014；Festinger,
1957; Manning, 1999、2011) 。另外，來自自行車活動者內團體間的干擾
與衝突較散步者嚴重，相關研究 (Todd & Graefe, 1989) 確實發現遊憩衝
突也存在於同一活動參與者間，特別是在空間有限之都會運動公園，同一
活動共用相同資源之競爭，較容易造成衝突 (鍾文玲、林晏州，1993；
Jackson & Wong, 1982; Jacob & Schreyer, 1980; Manning, 2011) 。
(二) 生活型態相似度較高的都會運動公園，生活型態容忍度較無法穩定的預測
遊憩衝突
相關研究發現生活型態容忍度與遊憩衝突呈現負相關 (王正平，
2004；Manning, 1999; Vaske et al, 2004) ，且王正平 (2004) 在登山步道與
自行車道的研究發現，生活型態容忍度較能穩定的預測遊憩衝突，然而本
研究發現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生活型態容忍度與知覺遊憩衝突之間無顯
著負相關，與相關研究結果有差異 (王正平，2004；Vaske et al, 2004) 。
本研究之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活動參與者，除了認同其他參與者之生活型
態相似度為中高程度外，且知覺衝突程度並不高，可能因本研究為實地問
卷調查，仍舊選擇此場域之自行車參與者，可能對其他參與者生活型態容
忍度較高之外，也可能在知覺衝突時已採取調適行為 (coping behavior)，
以降低其負面知覺及焦慮感 (Manning, 2011) 。
(三) 容忍度越高者較能認同他人也較具包容力，滿意度也較高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生活型態容忍度愈高之自行車活動參與者，對
自行車道滿意度與騎乘體驗滿意度也較高，與相關研究結果相似 (李美枝，
1986；Ivy et al., 1992; Manning, 2011; Ramthun, 1995; Watson et al, 1994) 。
人因生活環境、背景、社會價值差異，造就不同的生活型態容忍程度
(Manning, 2011)，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活動參與者對於其他自行車活動參
與者 (內團體) 與散步者 (外團體) 的生活型態表示認同相似程度高者，
其滿意度也較高。
(四) 遊憩衝突主要影響遊憩體驗滿意度
本研究發現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知覺遊憩衝突與自行車道滿意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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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負關係。根據文獻探討得知，較多研究結果發現遊憩衝突與滿意度呈負
相關 (鍾文玲、林晏州，1993；Manning, 1999) ，然而也有研究發現遊憩
衝突與遊憩區之滿意度無直接相關性 (Manning, 2011) 。本研究結果發現
知覺遊憩衝突並不會影響遊客對遊憩區軟硬體的評價 (資源、設施、服
務) ，但卻影響其騎乘體驗滿意度，印證了王正平 (2004)與 Manning (2011)
之論點，遊憩衝突乃遊憩體驗之負向感受，因此主要影響遊憩體驗滿意度
而非遊憩區設施與服務滿意度。
(五) 使用共同且侷限的資源競爭，使自行車參與者間之內團體衝突高於外團體
本研究結果顯示來自於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活動參與者間 (內團體)
之衝突，負向影響其整體體驗滿意度，與相關研究發現相同 (王正平，2004；
Manning, 1999; Vaske et al, 2004) 。本研究證實遊憩衝突並非僅發生在不
同的活動間 (王正平，2004；Manning, 2011; Schreyer, 1990) 也發生在相
同的活動之間 (Todd & Graefe, 1989) 。
然而 Manning (2011) 提到，大部分戶外遊憩研究發現，知覺相似程
度越高之團體越能相互包容，因此知覺外團體衝突程度會高於內團體。然
而，本研究結果有別於 Manning (2011) 之論點，活動參與者知覺內團體
衝突程度反而高於外團體。可能因為本研究場域位於地狹人稠空間、資源
有限之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參與者僅能在自行車道上騎乘，然而在車道
未分道的情況下，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知覺較高衝突來源，反而是來自共用
使同一車道之內團體 (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直接的資源競爭確實造成遊
憩衝突 (鍾文玲、林晏州，1993; Jackson & Wong, 1982; Manning, 2011) 。
(六) 生活型態容忍度比內團體衝突對騎乘體驗滿意度較具影響力
本研究發現提高生活型態容忍度與降低內團體遊憩衝突會提升騎乘
體驗滿意度，且生活型態容忍度之影響力高於知覺內團體衝突。在資源與
空間有限的都會運動公園，若遊憩衝突較無法避免時，參與者可能已採取
調適策略以降低其負面體驗感受 (Lazaru & Folkman, 1984) ，而容忍度高
者較可能成功採取調適策略(Manning, 2011) 。

二、建議
(一) 實務管理建議
1. 提升滿意度
評估都會運動公園「西臨港線自行車道」滿意度中，
「寬廣的視野」、
「多樣化的海港景緻」與「美麗的自然景觀」最令自行車活動參與者感
到滿意，而「整體騎乘體驗滿意度」更達中高程度。多樣化有特色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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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海港自然景致之自行車道頗受青睞，因此可做為未來自行車道選址規
劃上之參考。
然而在滿意度評估結果尚有低於整體表現之項目，特別是在自行車
道設施與服務滿意度較低，較需改善的面向為「附加服務」、「解說指
標」以及「設施管理」，尤其在「汽車停車位充足」、「自行車停車架
充足」、「巡邏警網安全維護規劃」與「涼亭與座椅數量充足」各項評
價皆不滿意。因此管理單位不能只仰賴美麗的海港景致，特別在停車(汽
車與自行車) 與休憩設施不足、以及「安全」維護上，須進一步改善。
2. 採取遊憩衝突管理策略
(1) 直接管理策略：以分道的方式規劃車道降低內團體衝突
本研究結果得知，在有空間限制的都會區運動公園自行車道中，內
團體 (自行車與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間) 之遊憩衝突負面影響自行車活
動參與者整體騎乘經驗，特別是「其他騎乘者逆向行駛會干擾我的騎乘
活動」之衝突情況最嚴重。相關研究 (Manning, 2011) 發現分區 (zoning)
與分道 (separation) 的策略適合管理直接衝突 (direct conflict)，因此本研
究者建議分道策略，管理者可以分隔線與箭頭劃分自行車道行進方向，
降低自行車活動參與者間的衝突。
(2) 間接管理策略：以教育宣導來提高生活型態容忍度
Hammitt 等 (1982) 發現教育與解說相關規範可降低知覺衝突程度，
在本研究發現散步遊客隨意穿越自行車道而嚴重干擾到自行車活動參與
者，因此建議在各個觀光景點的自行車道出入口，增設安全指標與用路
禮儀規範解說牌，或是安排現場人員進行解說宣導，提醒散步遊客以及
自行車活動參與者，在此路段應提高警覺性以避免干擾到其他休閒遊憩
者或是產生危險，可進一步降低知覺衝突程度。
本研究結果發現自行車活動參與者之生活型態容忍度越高者，其滿
意度越高 (Ivy et al, 1992; Manning, 1999、2011; Ramthun, 1995; Watson et
al, 1994)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提升生活型態容忍度比降低自行車參與
者間的衝突較能影響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體驗之滿意度。因此，本研究
建議優先採用教育解說及宣導策略，強化活動與團體間的相似度或共同
價值 (如：追求自行車道環境品質與美好體驗)，提升活動與團體間的瞭
解與包容，進而提高其生活型態容忍度 (Watson & Niccolucci, 1992a、
1992b) ，以降低知覺衝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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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研究建議
1. 研究變項
由於本研究場域位於都會運動公園，比起荒野或山區相對地狹人稠，
較容易發生擁擠與遊憩衝突，因此願意繼續留在運動公園參與自行車活
動者，可能已採取調適行為 (coping behaviors) 策略去調適當下的衝突感
(沈芷君，2014；Festinger, 1957) ，未來研究可針對都會運動公園遊憩衝
突之調適行為進行相關研究。
此 外 ， 雖 然 生 活 型 態 容 忍 度 為 遊 憩 衝 突 四 因 子 之 一 (Jacob &
Schreyer, 1980)，且能穩定的預測遊憩衝突 (王正平，2004) ，然而本研
究發現認為自己與他人生活型態相似度高的都會運動公園或類似的場域
中，生活型態容忍度較無法穩定的預測遊憩衝突。在 Manning (2011) 提
出的遊憩衝突延展模式中，除了遊憩衝突四因子之外，另新增「安全
(safety)」與「期望 (expectation)」
，或許在都會運動公園知覺活動「安全」
或是「期望」較能預測遊憩衝突，特別是「安全」議題在本研究結果發
現受試者普遍覺得應該改善，未來研究可針對此概念做探討。
2. 研究範圍與抽樣
(1) 在不同路段進行抽樣：為考量受試者填答問卷的安全性，本研究進行
現場問卷發放時，為了避免影響自行車活動參與者騎乘動線，因此選
擇較空曠的地點，因此自行車活動參與者填答當下可能低估其自行車
道整體遊憩衝突程度，未來研究建議，可針對較擁擠之路段進行調查，
較能具體顯示知覺衝突之實際狀況。
(2) 針對不再前來之未參與者進行研究：本研究進行實地 (on-site) 抽樣，
因此在現場僅能抽樣到尚能接受該運動公園自行車道品質或已採取調
適行為 (coping behaviors) 的參與者，卻無法抽樣到無法容忍遊憩衝突
或遊憩品質而不再前來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不再前來之研究對
象進行研究，可更全面的探討生活型態容忍度、遊憩衝突與遊憩體驗
滿意度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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