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veloping Attractions 



本章架構 

為什麼需要 

 

行動前如何評估 

 

各式各樣
Attractions建
立要點 



Why We Need? 

增加遊客人數 

增加地方經濟收入 

吸引遊客到某特定區域 

促進健康 

和其他遊憩區競爭 

開發新客源 

提供教育機會 

做為路標、地標 



行動前評估 

現有設施盤點 

遊客需求 

設立新設施 

NO 

1、是否符合顧客的需求？ 

2、滿足的程度為何？         

1、遊憩區域的管理目標？ 

2、遊憩區域的環境特質？ 

3、和既有設施的相容程度？ 

4、和既有遊客的相容程度？ 

5、開發成本？   



BMX Track 
資料來源：http://www.njbmx.org/bmxtracks.htm 

http://www.njbmx.org/hcbmx.html


各式各樣的Attractions 

人行步道 

Walks and trails 

殘障步道 

Disabled access trails 

腳踏車路徑 

Cycle route 

登山車路徑 

Mountain bike trails 

騎馬 

Horse riding route 

運動設施 

Sport facilities 

兒童遊憩設施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雕像、藝術 

Sculpture / Art 

觀景點 

Viewpoints 

自然風貌 

Wildlife features 

（文化）遺產 

Heritage attractions 

解說牌 

Interpretations 

活動 

Events 





Walks and trails 
從停車點開始規劃 設計有趣的路徑 

善用地行特徵，如河岸 要有美麗的風景 

易於行走的路面 易於使用(easily followed) 

好辨認（不會跟其他的路徑
混淆） 

中間可安排休憩站 

要有良好的基礎建設，如棧
道、柵欄等 

給予步行者足夠的安寧 

長度上符合使用者的體能負
荷及需求 

給遊客足夠的資訊，如小手
冊等指引他們 

環狀設計—最好路程的終點
就是回到起點 

可設計跨遊憩區域的步道 



Disabled Access Trail 
如提供視力不便、行動不便者合適的遊憩路徑 

資料來源： 

Pembrokenshire Coast 

Park Authority（2007） 
管理計畫書  p.35 

http://www.pcnpa.org.uk/w

ebsite/default.asp?sid=55 



Cycle Routes 
能與都市區域相連結 須提供停車場 

路徑要能夠連貫 富有優美風景的路段 

安靜的使用經驗 腳踏車乘客專屬使用的 

合理的長度 環形的道路設計 

好的路面 避免太陡的坡度 

提供租車服務 腳踏車停車場（鎖車） 

提供豐富的使用資訊 高品質的基礎建設 

設立休息站 可將路面延伸到遊憩區育之
外，如連上不使用的鐵路 



Mountain Bike Trails 
不平整的路面 高低不平的地形 

清洗腳踏車的設施 多重難度的路面設計 

讓專家到生手都能樂在其中 

資料來源：http://www.mbwales.com/gwydyr_forest/maps.htm# 

個案研討： Coed y Brenin 

長度設計：11-35km 

企業贊助： Karrimor， Red Bull 

地理設計：停車場為中心 

人力資源：雇用運動愛好者 

遊客人數：110,000 (1999) 

經濟效益：￡460 萬 



Horse Riding Routes 

適合馬匹
行走 

提供bridle 

gate，這樣
才不用一
直上下馬 

馬匹可飲
水的地方 

 

可以把馬
綁好的地
方 

足夠的資
訊與地標 

 

獨立使用 

除非有良好的的道路設施，騎馬者容易讓其他遊客有衝突
之感 

資料來源： Pembrokenshire Coast Park 

Authority（2007） 管理計畫書  p.35 

http://www.pcnpa.org.uk/website/default.asp?sid=55 



Sport Facilities 
 優先思考： 

 
需求量的是否夠大 誰來管理？   

遊憩單位 or 俱樂部 

成本的多寡 維護成本？ 

員工需求—人事成本 經濟效益？ 

保險等相關費用 

常見的戶外遊憩區域運動設施： 
1、射箭              2、球場（足球、橄欖球…）。   3、釣魚 
4、體適能設備      5、機車                               6、路跑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Sculpture / Art 

親子設施 

     1、家長青睞 

      2、設施推陳出新 

      3、安全與管理議題 
 

常使用的親子設施 
  遊樂場、冒險遊樂場、迷宮 

  、餵動物、高爾夫…等 

 

 

藝術與雕像 

     1、創造獨特的旅遊經驗 

      2、提升氣氛 

      3、做為解說的工具 

      4、做為地標 

      5、做為社區認同的標誌 

 

 

 

 



Wildlife Features 

 Wildlife Features 

    透過有效的管理流程以及
遊憩衝突預防，戶外休閒遊
憩區育的原始特徵，也可視
為一種Attraction 

 

  《遊憩資源》 

1、賞鳥（Bird hides） 

2、餵鳥（Bird feeding station） 

3、視訊 (video links ) 

4、動物觀賞 (captive animals) 

5、植物園 (Arboretums) 

6、放鷹打獵 (Falconry) 

7、蝴蝶館 (Butterfly Garden) 

8、望眼鏡 (Telescopes) 

9、解說 (Interpretation)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sanparks.org/parks/kruger/tourism/activities/Nthandanyathi.png&imgrefurl=http://www.sanparks.org/groups/birders/knp_bird_hides.php&h=375&w=500&sz=269&hl=zh-TW&start=9&tbnid=VsKGMSy0UqGt5M:&tbnh=98&tbnw=130&prev=/images?q=Bird+hides&svnum=10&hl=zh-TW&lr=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gyrfalcons.co.uk/falconry/2.jpg&imgrefurl=http://www.gyrfalcons.co.uk/falconry.htm&h=334&w=473&sz=14&hl=zh-TW&start=18&tbnid=mTOw4sRErHhC7M:&tbnh=91&tbnw=129&prev=/images?q=Falconry&svnum=10&hl=zh-TW&lr=&sa=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6/Bird_box@Bird_feeding_station@Tortworth_Court.JPG


Heritage Attractions 

Interpretation 

 Heritage Attraction 

      文化遺產常可以成為遊
憩區域最主要的吸引力，
輔以「管理」及「解說 

     」，將能有效地吸引遊客 

 

 Interpretation 

1、遊客中心 (visitor center) 

2、解說板 (interpretive panel) 

3、行動導覽 (guided walk) 

4、解說員 (guides) 

 

5、解說短片 (interpretive theatre) 

6、傳單 (leaflets) 

7、歷史鏡頭回顧  

      (historic re-enactment) 

8、錄音帶 / 幻燈片展示 

      (tape / slide sequences) 

9、影像 (video) 

10、仿古蹟的文物  

        (objective/ artifact) 

11、模型 (model) 

12、展示 (demonstrations) 



Events 
功用： 
   （1）宣傳                        （2）吸引遊客 

   （3）展示新的特徵            （4）提升印象 

   （5）產生收入                  （6）產生社區凝聚力 

   （7）提高知名度／關心度 
 

手法： 

 開幕日 新產品展示會 音樂節 手工藝市集 

市集 煙火秀 獵展 農產品展示 

Steam fair蒸
汽車（機）展 

運動賽會 古董市集 歷史重現 



海洋休閒遊憩相關節慶活動 

國立體育大學葉怡矜 



Events 

如何規劃 

曝光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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