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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政府極力提倡退休後的高齡者應多參與休閒活動，以生態旅遊為

例，高齡者可藉由自然資源豐富的環境體驗，得到身心靈的舒壓與心情的愉

悅。本研究試圖以互動科技概念導入樂齡族生態旅遊體驗之未來情境設計，

讓樂齡族主動參與生態旅遊，感受到快樂而忘了年齡。本研究分三階段：（1）

場域現況調查以了解環境資訊（2）以問卷調查旅遊動機與服務需求（3）利

用文化探測法收集體驗與情感紀錄。研究結果之互動概念包含生態知識輕鬆

學習、五感體驗樂遊自在與即時雲端分享的服務，以滿足樂齡族生態旅遊體

驗需求。本研究提出的互動概念可提供未來樂齡族生態旅遊輔具設計或相關

研究之參考，讓樂齡族透過互動概念，達到生態學習與休閒放鬆兼具之目的。 
 
關鍵字：樂齡族、生態旅遊、旅遊體驗需求、互動情境 

Abstract 
Taiwan’s government today strongly advocates the aging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leisure activities after retirement, among which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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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them to relieve pressur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feel pleased and pursue 
happiness. The study attempts to import interactive technology to investigate the 
future contextual design of the aging groups’ ecotourism experience, so as to lead 
aging groups join the ecotourism actively, and then they will feel happy and forget age. 
The study falls into three phases: (1) field survey is adopted to underst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2) questionnaires are adopted for the survey on the aging 
groups’ ecotourism motivation and demand for services; (3) cultural probe is 
employed to collect the records about aging groups’ trip experience and mental 
emo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active concept must cover easy learning of 
ecological knowledge, comfortable traveling experienced by five senses, as well as 
real-time cloud-sharing services so as to meet the aging group’s ecotourism 
experience need. Interactive concept proposed in the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the aging groups’ ecotourism aids design or related researches, making the 
aging groups achieve the purpose of both ecological learning and relaxation in 
ecotourism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concept. 
 
Keywords: Aging group, Eecotourism, Travel experiential demand, Iinteractive 
context 

壹、 緒論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行政院經建會於 2012 年發表的人口推計報告，估計台灣 65 歲

以上的老年人口於 2025 年將達到 20%，2031 年可能上升至 30%，台灣

於 2017 年也將進入高齡社會。內政部與相關等團體於 2013 年 7 月 12
日研商修正的「人口政策白皮書」，其內容提到應注意老人退休後的休

閒活動，如何妥善運用時間從事社會參與及各項休閒活動，實屬重要。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 2013 年國人旅遊狀況調查的統計結果顯示，國人旅

遊以「自然賞景活動」的比率（58%）最高，其中 30.5%之受訪者以「森

林步道健行、登山、露營」作為主要遊憩活動，且對旅遊地點的「天然

資源與自然景觀維護」感到滿意，可見自然旅遊已是國人休閒選擇中佔

有非常重要的比例。 
隨著高齡社會來臨與政府相關政策推動，高齡者注重健康而選擇戶

外休閒活動，並希望可再有另類的學習機會，達到「活到老學到老」之

目的，生態旅遊正是一個兼具各類知性、感性的深度體驗自然旅遊，藉

由大自然釋放生活壓力，同時獲得休閒體驗與生態知識，達到快樂學習

之效果，使得未來的退休生活充滿無限可能，正與「樂齡」一詞概念相

同，「樂齡」源引自於新加坡對於老年人的尊稱（樂齡族），象徵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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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忘記年齡（教育部，2007）。 
但針對樂齡族的生態旅遊觀而言，身體機能退化影響樂齡族的參與

意願，林懷宗（2006）認為：「任何阻止或限制個人從事旅遊活動，或

是降低個人參與旅遊活動慾望的因素皆謂之休閒阻礙」。可見身心理的

阻礙都會造成高齡者在生態旅遊中無法獲得滿足與快樂，但根據歷年與

生態旅遊相關的研究調查中，研究對象並無詳細針對高齡者的服務進行

探討，隨著高齡社會的到來，樂齡族逐漸朝向生態旅遊的休閒活動，因

此，本研究將針對樂齡族的旅遊服務體驗進行探討，以滿足樂齡族的生

態體驗。 
本研究以樂齡族生態旅遊體驗式情境之互動性概念為主題，透過樂

齡族於生態旅遊進行旅遊體驗與服務需求調查，提供情境體驗之互動概

念，其研究結果也可提供未來以樂齡族生態旅遊體驗式情境設計之研究

參考。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朝體驗式與情感導向為基礎，提供未來適合於樂齡族進行生

態旅遊兼具知識獲取的休閒娛樂性之互動概念。主要以南投縣杉林溪生

態園區為例，研究目的分三階段：首先針對研究場域進行現況調查以了

解場域特色；接續調查大部分的樂齡族願意參與生態旅遊的動機與服務

需求；最後藉由樂齡族的體驗紀錄，詳細得知樂齡族的體驗感受與需

求，進而提出樂齡族生態旅遊情境體驗之互動性概念。具體研究目的條

例如下： 
（一） 樂齡族生態旅遊之研究場域分析； 
（二） 樂齡族生態旅遊之旅遊動機與服務需求調查； 
（三） 樂齡族生態旅遊之樂齡族場域體驗紀錄與情感分享。 

 

貳、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以樂齡族生態旅遊體驗需求之互動性概念為研究議題，探

討未來樂齡族生態旅遊的體驗與服務需求，進而設計出符合樂齡族的生態

旅遊體驗互動情境。因此，本研究之相關文獻包含：樂齡族的生態旅遊、

樂齡族的旅遊動機與服務體驗，分別說明如下： 

一、 樂齡族的生態旅遊 

（一） 樂齡族定義 
根據內政部訂定我國退休年齡為 65 歲（內政部，2010），老人福利

法與世界衛生組織分別訂定年滿 65 歲以上之成人皆稱為「老人」或「銀

髮族」（內政部，2012），而未來的 10 年間即將加入銀髮族行列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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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銀髮族」；張瓊齡（2013）曾提出熟齡者一詞，指年齡於 45 至 65
歲之間且即將退休或正進行退休計畫的族群，這與美國的「戰後嬰兒

潮」，日本的「團塊世代」年代一樣，除了身體狀況良好健康，其成長

背景、價值觀或工作觀與銀髮族有著明顯差異。此族群為了維持身體的

健康而從活動，其中還包含充實知識、體驗新事物、與親朋好友同遊聯

繫感情，或只是想暫時跳脫一成不變的日常生活等（李青松、劉德彥，

2011），與「樂齡」一詞概念相同。因此，本研究定義的樂齡族將是已退

休或正進行退休計畫的高齡者，年齡介於 45-64 歲之間具良好活動力的

「新銀髮族」、「熟齡者」，本研究之下文，將以樂齡族作為高齡者、

老人、新銀髮族、熟齡者之代稱。 
（二） 生態旅遊 

生態旅遊的規劃原則，除了考慮經營管理者與在地業者、資源，遊

客的接受度亦是生態旅遊規劃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依照不同地區的生態

資源屬性，以提供滿足遊客的生態旅遊體驗（生態旅遊，2013）。台灣

生態旅遊協會認為生態旅遊是一種自然、文化、知性、感性的觀光旅遊

概念，生態旅遊者以欣賞、學習、尊重、體驗和培養敏感度來融入當地

獨特的自然，遊憩的過程提供生態保育的相關知識，達到保育自然生態

與永續利用的多元價值。 
綜觀上述，生態環境是一個可滿足樂齡族的休閒活動，藉由休閒體

驗與生態知識獲取，不僅讓樂齡族獲得第二次學習的機會，導覽員的分

享更可激發樂齡族的思考與討論，以增進彼此的感情聯繫。除此之外，

當樂齡族以五感體驗生態環境，可使人體血壓下降、擁抱大樹讓人的心

靈獲得慰藉、透過深呼吸可吸收芬多精緩和緊張情緒（曾宇良、佐藤宣

子，2012），可充分改善樂齡族退休後的不安生活。 

二、 樂齡族的旅遊動機與服務體驗 

（一） 樂齡族的旅遊動機 
動機（motivation）一詞源自於拉丁文 movere，根據心理學定義：「動

機與行為是相對的兩個概念，後者為體外的活動，而動機則是促進活動

參與的內在歷程」（Zimbardo and Gerrig,1989；張春興，1989）。楊淑美

（2009）亦提出動機是一種內在行為表現，為需求刺激與內在歷程自我

決定的交互作用，區分為推力因素與拉力因素，兩種因素激勵人們為滿

足需求而採取行動的驅動力。張春興（2001）提出幾項與動機相關的概

念：需求與驅力、好奇與習慣、態度與興趣、意志與價值觀、刺激與誘

因，並將所有不同性質的動機歸類成兩類： 
1. 生理性動機：因個體身體上生理變化而產生內在需求，引起行

為的動機； 
2. 心理性動機：引起個體各種行為的內在心理原因多經學習而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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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本研究根據生理與心理的體驗進行樂齡族的旅遊動機探討，從動機

內容歸納出樂齡族於生態旅遊的服務需求。 
（二） 樂齡族的服務體驗 

樂齡族的旅遊服務需考量心理、社會及靈性個層面之需求，協助樂

齡族整體功能及健康之維持（蘇子炘，2012）。Schmitt（1999）提出的

策略體驗模組有五項體驗型態，分別為感官、情感、思考、行動及關聯，

皆在於為樂齡族創造不同的體驗形式，其中的感官體驗（Sensory 
experiences）即是指藉由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所形成的知

覺刺激，引發使用者體驗的動機，提升體驗的效益，當樂齡族接近大自

然可以提供減輕日常生活壓力，並改善心靈狀態而產生療癒的效用，對

於樂齡族的體驗而言，可以運用加強外在環境或是情境的方式，提升五

感感受，甚至可補足高齡者其他感官退化的問題。 
綜觀上述，旅遊動機與服務體驗皆分別於內在與外在行為進行探討，而彼此

間具有一定的影響力，當樂齡族體驗符合自己年齡的生態服務需求，或許正是吸

引樂齡族再次前來體驗的旅遊動機，導致兩者關係互相連結。現今利用旅遊動機

及旅遊體驗在旅遊觀光領域是非常廣泛的，生態旅遊運用動機及體驗的關係作為

研究的主軸；即使如此，針對不同的研究地點、研究對象，仍然會發展出不同的

構面及結果（吳忠宏、黃宗成、邱廷亮，2004；Yoon & Uysal, 2005；梁家祜、

蔡智勇，2008），因此，本研究以樂齡族為研究對象，進而探討樂齡族生態旅遊

的動機與服務需求，透過調查結果設計出兼具旅遊體驗與快樂學習的感受，以達

到樂齡族與生態之間的互動體驗情境，著實為當今重要之研究議題。 

參、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場域現況調查 

本階段以「南投縣杉林溪森林生態渡假園區」作為研究場域，而杉

林溪具有十條生態步道，本研究以杉林溪「穿林棧道」為調查目標，並

進行環境現況調查與分析，提供第二階段旅遊動機與服務需求之問卷。 

二、 樂齡族旅遊動機與服務需求調查 

根據第一階段的場域調查結果與生態旅遊體驗相關文獻，第二階段

之問卷設計，其主要內容為：樂齡族基本資料、旅遊動機、旅遊體驗與

服務滿意度，透過問卷分析可了解樂齡族前來杉林溪的旅遊動機與尚未

獲得滿足的服務需求。本階段包含前測與正式施測：前測主要以開放式

問卷為主，並經由專家分析修正，施測日期：2014 年 7 月 10 至 12 日；

正式施測主要根據前測結果及文獻中的五大體驗型態，彙整旅遊體驗之

問項，並以李克特量表進行認同程度與滿意度調查，施測日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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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8 月 29 至 30 日。 

三、 樂齡族場域體驗紀錄與情感分享 

本階段藉由文化探測法，進行樂齡族個人對於杉林溪生態旅遊知識

獲取與休閒、放鬆等關注之事物，作拍照、日記撰寫等工作，以提供質

性面向資料，供後續互動體驗情境綜合分析之參考。本研究的主題設定

為：「1 線 2 點」穿林棧道生態體驗之旅，針對 1 線─穿林棧道、2 點─

隨意停與仙人台，完成五感體驗與情感紀錄，體驗過程不讓樂齡族感到

壓力，而是以放鬆、遊玩中學習生態知識的心情體驗生態旅遊，執行日

期：2014 年 9 月 13 日。邀請六位行動力尚佳、樂於學習新事物的樂齡

族，其年齡於 45-60 歲間，紀錄工具包含：體驗任務手冊、任務卡、拍

立得、三色原子筆、奇異筆、便利貼、紙膠帶、貼紙、杉林溪地圖，如

圖 1 所示。最後，體驗紀錄共回收 6 份資料，資料內容包含文字、照片

與相關插圖、貼紙紀錄等，紀錄卡如圖 2 所示。 
 

 
 
 
 
 
       圖 1 文化探測紀錄工具                       

肆、 研究結果 

一、 杉林溪森林生態渡假園區穿林棧道場域分析 

杉林溪屬台灣中海拔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的渡假園區，園區內杉林溪自然

教育中心的成立，秉持維護自然生態，推廣環境教育的理念，運用著豐富的

自然與人文資源，藉由課程規劃、專業導覽員的講解引導，適合各種家庭、

朋友親近探索自然生態。穿林棧道為園區十條特色步道之一，屬普通級步

道，全長約 2000 公尺，步行約 50 分鐘，此棧道原是早年伐木運材的棧道，

位於杉林溪自然教育中心旁，其棧道終點可接至杉林溪的藥花園。沿途以泥

土、碎石小徑與木棧道三種步道為體驗特色，兩旁的柳杉樹高葉茂遮蔭氣候

陰涼，適合樂齡族體驗的平緩步道。 

 
圖 2 體驗紀錄任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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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穿林棧道地圖（本研究繪製）            圖 4 穿林棧道入口處 

 

穿林棧道內有四個特色景觀的休息區，分別為：隨意停、仙人台、親水

坪與三層嶺，本研究以隨意停與仙人台作為主要研究場域。隨意停（圖 5）

佔地面積為整條穿地棧道休息區中最寬廣的一區，柳杉高大林立，有時可看

到三五成群的好友一同與環境合影，可見隨意停是適合互動體驗的生態環

境；仙人台（圖 6）亦是一個適合進行各種體驗的休息環境，除了遠眺山景

之外，還可看見老鷹於空中展翅翱翔，平台下的潺潺流水聲讓人感到清涼無

比。 

           
      圖 5 隨意停                                圖 6 仙人台 

二、 樂齡族旅遊動機與服務需求調查 

本階段主要透過問卷調查方式，以研究杉林溪樂齡族的旅遊動機與

服務需求調查為主，前測問卷之受測者共 32 名，年齡介於 45-64 歲，

施測條件為必須完成杉林溪生態旅遊體驗的樂齡族。根據前測問卷的調

查結果，樂齡族的旅遊動機：希望藉由自然環境的體驗達到身心靈放鬆

（90.63%）、紓解壓力（53.13%）、運動健身（50%）與學習自然生態知

識（46.88%）等；旅遊體驗與服務需求的調查結果則可歸納為兩構面，

分別為：生態知識獲取與休閒放鬆，下一階段的正式問卷則根據此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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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進行深入調查。修正後的正式問卷，其探討內容包含：樂齡族基本

資料收集共 9 題；旅遊動機共 10 題，包含知識獲取、休閒遊憩、體驗

大自然等；旅遊體驗的問項共 16 題，針對穿林棧道、隨意停與仙人台

進行詳細調查與探討；服務體驗滿意度調查則是根據杉林溪現況的服務

進行探討，其問項共 11 題。正式問卷抽樣對象中，因本研究的研究對

象為 45-64 歲且願意完成問卷的樂齡族為主，因此，總樣本數為 32 份，

扣除無效問卷 3 份，有效問卷共計 29 份。 
（一） 受測者基本資料分析 

第二階段正式問卷施測結果，其對象以男性居多（55.17%）；

尚未退休者占 72.41%；杉林溪於台灣是個有名的渡假園區，遊客來

自於台灣各地，樣本數大多以北部（34.48%）、中部（34.48%）、南

部（31.03%）為主；受測者的職業以「工」居多；教育程度普遍擁

有高中職、大學專科（皆為 37.93%）的學歷；發放問卷的時間正值

暑假，許多為中年族群帶著家人、小孩一同出遊。同行伴侶以夫妻

（37.93%）、家人（37.93%）居多，同行人數大多為 3-5 人（44.83%），

多以自行開車到達杉林溪（96.55%）；受測者至杉林溪旅遊次數二

次以上（75.86%）占多數；另外，杉林溪腹地廣大，因此停留體驗

的時間以一天（41.38）為主。 
（二） 旅遊動機之問卷分析   

樂齡族的旅遊動機，根據前測的調查結果，共彙整出十個選

項，受測者須從十個選項中挑選出五項自己的旅遊動機，並進行認

同程度的排序，從排序結果得知，「休閒放鬆」構面為主要旅遊動

機，「生態知識獲取」構面則排序第二，詳細內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樂齡族旅遊動機之排序 

排序 旅遊動機選項 

1 當地空氣新鮮，氣候也適合進行休閒遊憩 

2 想要體驗大自然、享受森林浴 

3 想要增進與親朋好友的關係，趁這次旅遊與親朋好友相聚 

4 想在自然環境下運動健身 

5 我想逃離生活壓力，想藉由自然環境獲得身心靈放鬆 

6 杉林溪是個安全的旅遊環境 

7 我想獲得自然生態知識、保育知識 

8 欣賞少見的動、植物 

9 想要獲得當地的歷史人文知識 

10 自我肯定的成就感 

（三） 旅遊體驗之「休閒放鬆」與「生態知識獲取」需求分析 
    根據旅遊體驗的統計結果可見，樂齡族對於杉林溪的體驗大致

感到認同，而生態知識獲取的方式則較為不易，整體問卷與排序結

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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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閒體驗 
受測者在體驗生態旅遊的當下，可滿足感官享受、運動健身、

與同遊的親朋好友彼此分享，但體驗紀錄方式與情感分享，不論是

建置於個人的旅遊體驗回憶或是當下與外地親朋好友的影像分

享，皆為未來可再加強改善的相關體驗。 
2. 生態知識 

目前受測者認為生態知識的傳遞尚須改善，如：未來可加強生

態動、植物的相關資訊與呈現方式，最重要的是希望可提供簡易操

作的系統以獲取的生態姿勢，以符合樂齡族的體驗與操作。 
表 2 樂齡族「休閒放鬆」與「生態知識獲取」細部體驗感受之統計與排序 

順

序 
「休閒放鬆」與「生態知識獲取」體驗重點 

平均

值（M）

1 進行戶外的生態旅遊時，可滿足我的感官享受（聽、觸、視、味、嗅）。 4.50 

2 杉林溪生態旅遊活動，可達運動健身之效果。 4.45 

3 穿林棧道隨意停的休息座椅，讓人感到舒適。 4.40 

4 我可藉由此次生態旅遊體驗，增進與親朋好友的互動機會。 4.35 

5 穿林棧道的仙人台，具有獨特視野與環境特色，我喜歡在此感受大自然。 4.30 

6 穿林棧道隨意停的柳杉林氣氛，讓我感到忘卻憂愁。 4.30 

7 杉林溪森林生態園區擁有有趣的生態旅遊體驗。 4.10 

8 我能透過生態旅遊體驗的過程紀錄與他人分享。 4.06 

9 當我進行旅遊體驗的過程，喜歡拍照並於當下與他人分享。 3.94 

10 可透過大自然的奧妙，享受森林浴而放鬆心靈、紓解平時的壓力 3.90 

11 希望未來可將所學的新知識或新體驗帶回家，作為往後的生態旅遊回憶。 3.90 

12 
當我進行旅遊體驗的過程中，發現與自己過往經驗有關的生態，能勾引

我的回憶。 
3.81 

13 
生態旅遊體驗過程，除了欣賞植物與感受自然，還可深入了解生態植物

的相關資訊。 
3.70 

14 此次的生態旅遊體驗，能引發出我的好奇心，對環境與保育產生興趣。 3.70 

15 
在生態旅遊途中，當我想了解我感興趣的生態知識或保育知識時，其獲

取方式是容易的。 
3.50 

總平均值 4.06 
（四） 服務體驗滿意度 

樂齡族於杉林溪的旅遊體驗，除了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服

務的提供更為重要，為了提供完善的旅遊服務，本研究根據正式問

卷之服務體驗滿意調查得知，受測者大致對於杉林溪的服務整體而

言介於普通至滿意之間（3.66），如表 3。分析說明如下： 
1. 休閒放鬆 

受測者對於杉林溪提供的休閒服務感到滿意之處為：自然生態

環境可滿足身心靈感受、仙人台與隨意停提供良好的環境氛圍、休

息區域的硬體設置可滿足休息乘坐的服務需求等，但希望可多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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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體驗與生態內容的互動機會。 
2. 生態知識 

除了增加生態動植物相關資訊外，當下的環境資訊更為重要，

以目前的地圖資訊無法明確提供當下的所在位置與休息地點，路旁

解說牌提供的步道資訊亦無法清楚標示全程距離及可能花費的時

間，樂齡族的身體功能退化，可能因身體不適而無法完成體驗，因

此，進入步道體驗前的環境評估相對得更加重要，也是目前最需改

善的部分。 
表 3 樂齡族服務體驗滿意度之統計與排序 

順

序 
服務體驗滿意度重點 

平均值

（M）

1 杉林溪提供的自然生態環境，對於身心靈感受 4.10 

2 穿林棧道的仙人台所呈現的環境氛圍 4.10 

3 穿林棧道的隨意停所呈現的環境氛圍 4.00 

4 
穿林棧道的仙人台，從坐在椅子上眺望的視野與角度、環境空間

的設置與生態資訊的提供 

3.90 

5 目前自然生態教育中心所提供的生態知識，與其知識傳遞的方式 3.60 

6 
目前園區所提供的生態旅遊體驗服務（與動植物的接觸體驗、生

態知識的獲取） 

3.52 

7 
穿林棧道的隨意停，其坐椅位置的安排、環境空間的設置與生態

資訊的提供 

3.50 

8 杉林溪生態園區目前所提供的地圖資訊 3.40 

9 
目前園區提供的步道資訊（如：步道全長距離、步道需花費的時

間等）   

3.30 

10 
目前在杉林溪生態步道中，對於意外發生之緊急應變措施設置與

數量 

3.20 

總平均值 3.66 

 
綜合旅遊體驗與服務體驗滿意度的結果，受測者對於環境的休閒體

驗感到認同與滿意，且喜愛杉林溪的環境氛圍並樂於進行各種體驗，但

環境的資訊與個人體力的衡量將影響是否願意前往的意願，因此，生態

知識與相關資訊的服務需加強改善，提供樂齡族更了解環境特色以增加

更豐富的生態旅遊體驗。 

三、 樂齡族體驗探索情感與期許分析 

本階段除了透過體驗記錄提供設計的靈感與線索，找出體驗模式與

主題之外，最重要的是清楚了解樂齡族對於生態體驗方式與情緒感受。

本階段分為三目標進行資料彙整與分析，其目標分別為：穿林棧道、隨

意停與仙人台，說明如下： 
(一) 1 線─指整體「穿林棧道」體驗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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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穿林棧道體驗紀錄 

 體驗內容 情緒感受 

休

閒

體

驗

視 

柳杉豎立於森林之

中 
對於柳杉垂直林立的山景感到好奇 

山壁間的菇類 擔心其他遊客於體驗過程碰觸到毒菇 

樹幹上的苔癬 打從心裡感到無比舒暢 

蕨類 對於平時不常見的植物感到新鮮有趣 

雲霧繚繞 
雲霧繚繞下更提升山中的清幽感，令人想呈放

空狀態，用心感受森林的自然奇景 

看不到當地特色 
動物 

生態動物總是無法如期遇到，但如巧遇即可增

加驚喜度 

解說牌的古詩詞句 藉由古詩，可引導樂齡族進入生態情境 

休息區髒亂 部分休息區可看見垃圾，影響視覺與體驗感受

聽 

流水聲 
潺潺的流水聲似乎可使當下氣溫瞬間下降 2-3
度，充分感受到環境的舒適 

蟲鳴鳥叫聲 感受許多生態動物仰賴著大自然生存著 

嗅 霧氣、芬多精 紓解壓力、神清氣爽 

觸 

清風 避暑勝地 

不同材質的棧道，

如：木屑、石子、

木頭 

不同棧道除了增加體驗的驚喜，木屑地還可降

低徒步時的壓力紓解，對樂齡族而言是個符合

體驗需求的設計 

階梯濕滑 
當下雲霧繚繞水氣較重，樂齡族擔心青苔地容

易讓人跌倒而受傷 

生態知

識獲取 

a. 解說牌的內容可提供樹名、橫切面（年輪）、分布、用途與構

造等，提供較為生活化、簡單易懂的資訊 
b. 生態種類繁多，希望提供可隨時查詢資訊的服務系統，藉由感

測獲取生態資訊 
c. 未來可設置自行探索的提示解說牌，提供遊客親自找尋生態資

訊以增加體驗的趣味性 
d. 生態中對人有害或含毒的植物，如：踩上青苔地，一不注意就

會滑倒受傷、外表亮麗的毒菇深怕小孩子碰觸而中毒等，應設

置警告牌提醒 
 

(二) 2 點─隨意停 
表 5 隨意停體驗紀錄 

 體驗內容 情緒感受 

休

閒

體

視 

六角亭 可提供乘涼、休息，感到舒適 

柳杉紋路 感受到樹的生命力，堅韌、毅力 

毛毛蟲、生態動物 心裡感到害怕，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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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聽 樹梢的沙沙聲 聲音的呈現，更讓人感受環境的寧靜 

嗅 

芬多精 
適合放空感受環境的寧靜，有時仰望天空

伸開手臂，如擁抱自然般的紓解壓力 

樹木霉味 因為發霉引發對於樹種的好奇 

觸 赤腳碰觸石子地 可進行腳底按摩的運動效果 

生

理 
厚重雲霧繚繞 

厚重雲霧可能造成生理不適，感到高山壓

力，擔心有高山症 

生態知

識獲取 

希望未來可提供感測樂齡族身理訊號之系統，透過系統了解身體狀

況。 

環境 

硬體 

木製座椅容易潮濕，可考慮更換為防水材質的仿木貼皮，以滿足樂

齡族乘坐休息的服務需求 

(三) 2 點─仙人台 
表 6 仙人台體驗紀錄 

 體驗內容 情緒感受 

休

閒

體

驗

視 

像桑葚的植物 樂齡族對於新奇形狀的生態感到好奇 

遠眺雲霧繚繞的山景 
雲霧繚繞，如同看電影般，必想像自己如

同仙人、仙女般的與世隔絕且心曠神怡 

蕨類外觀形狀 
樂齡族把植物形狀與禪繞畫作聯想，提升

心中的寧靜與放鬆感 

古詩詞句 
讀著詩句、看著山景，呈現古意盎然的自

然情境 

突如其來的蝴蝶 蝴蝶突然於飛過眼前，令人感到又驚又喜

聽 滾動的流水聲 
聽著流水聲的感受水的流向，彷彿山景的

綿延不絕，增加自然的寬廣度 

觸 苔癬植物 
質感有如地毯，看見苔蘚上的小露珠，令

人想拍下瞬間的美景 

生態知

識獲取 

未來可多設置與當下環境相關解說牌提供樂齡族更了解仙人台的

環境特色 

環境 

硬體 
希望未來可設置垃圾桶，不讓垃圾影響生態體驗的情緒 

 

根據上述問卷與體驗紀錄的分析得知，受測者對於杉林溪穿林棧道的體驗結

果具良好的評價，並認為大自然的感官體驗無法被任何科技產品給取代，但如何

加強體驗或生態知識的即時傳遞則是未來可加強改善的方向，而有關「加強休閒

體驗」與「生態知識獲取」之未來體驗互動情境概念，本研究認為樂齡族進行穿

林棧道體驗之前，可先請樂齡族配戴導覽耳機與附有衛星定位功能的裝置系統，

進入體驗的過程，如有特殊的生態值得觀察其特色時，該裝置將根據衛星定位連

結耳機提供該位置的提示聲，接著同時呈現語音導覽與影像內容，引導樂齡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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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當樂齡族找到該植物時，可透過裝置拍下內容以留存紀念，並上傳至雲端分

享個人的旅遊體驗。亦即樂齡族可藉由語音導覽系統快速獲取相關資訊，並利用

GPS 減少解說牌的設置而影響視覺感受，且裝置系統可輔助影像的呈現並上傳雲

端與他人分享。期望此概念可給予樂齡族一個簡單暨輕鬆的生態體驗，並達到樂

齡族快樂學習而忘記年齡之效果。 
 

伍、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場域的現況調查、樂齡族的旅遊動機與服務需求調

查，以及樂齡族的情感體驗探索，探討樂齡族生態旅遊時的體驗與服務需求，以

提供未來情境之互動概念。研究結果顯示，樂齡族認為生態旅遊是適合退休生活

的休閒活動之一，而穿林棧道擁有豐富的自然物種，可提供樂齡族進行體驗與探

索，探索生態可增加體驗的豐富與趣味性，獲得身心靈的放鬆，目前樂齡族於穿

林棧道的探索過程無法即時獲得生態知識，因此，未來可利用語音導覽改善知識

的即時傳遞，以探索情境設計讓樂齡族以個人的感官親自體驗生態，最後設計體

驗的科技輔助紀錄方式，讓樂齡族可重拾當初的體驗情境，並作適當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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