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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銀髮族、孕婦與小朋友、發展遲緩的復健者、身心障礙者、行動不便者，騎單車族都

能在公園裡"自由行"，設立寵物友善區在都會生活形態上讓狗狗有新的活動版圖，在硬體環

境上透過台中文心森林公園友善設施上，都能享受公園的友善設施給予成長經驗，「心理的

無障，加上環境的無障礙」，建構出完整的無障礙友善環境。 

    本文發現：1.銀髮族友善環境：運動散步、跳舞、練氣功、下棋，文心森林公園清新的

空氣與寬廣的草原四處充滿森林裡的芬多精，更是銀髮族鍛鍊體魄連結友誼的大自然場所，

創造幸福感之進步城市的模式。2.寵物友善環境：占地約500多坪的狗狗友善環境，是台中市

第二座毛孩公園，設立了入園規定，前後出入口設置2處排便垃圾桶及提供垃圾袋，是對狗很

友善的公園。 

關鍵詞：友善環境、無障礙設施、銀髮族友善、臺中市文心森林公園。 

 

Research on the Friendly Environment of Wenxin 

Forest Park in Taichung City 

 

Abstract 

Gray-haired people, pregnant women and children,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cyclists can "freely walk" in the park. The establishment 

of pet-friendly areas will give dogs a new life in the city.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friendly facilities of Taichuang Wenxin Forest Park, you can enjoy the 

park’s friendly facilities to give you a growth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plus 

environmental barriers" create a complete barrier free Friendly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finds: 1. The friendly environment of the gray-haired tribe: walking, 

dancing, practicing qigong, playing chess, the fresh air of Wenxin Forest Park and the 

wide grasslands are full of phytoncide in the forest, and it is the gray-haired tribe that 

exercises physical fitness and connects friendship. A place of nature, a model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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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ve city that creates a sense of happiness. 2. Pet-friendly environment: The 

dog-friendly environment covers an area of more than 500 square meters. It is the 

second furkid park in Taichung City, regulations are set up, two defecation bins and 

garbage bags are provided at the front and rear entrances. It is very friendly to dogs. 

 

Keywords: Friendly environment, Barrier-free facilities, Friendly gray-haired people,    

Wenxin Forest Park in Taichung City. 

 

一、緒論  

為研究文心森林公園友善環境設施的使用,在於是否確實呼應使用者的期望

與需求，實地瞭解行動不便者、真正地需求及提昇行動不便者、婦幼及需要受照

顧者的休閒權益,將實地勘查文心森林公園友善空間設置與使用情形，以提昇公園

創造友善環境，發揮公園友善環境的最佳效能為終旨。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無障礙環境」是一種人性化空間的實現，主要在確保身為人類的「移動權」，

讓所有的人能共同參與社會活動。「公園是都市之肺、遊戲是啟動孩子靈魂的鑰

匙」公園不再是罐頭遊俱的大眾臉；融合在地生態與感知，且更多元刺激、具

互動性有趣的遊戲場，孩子玩得開心激發潛能，對於身體發展及專注力的訓練

也有幫助。我國從內政部於民國六十九年公佈實施殘障福利法以來，將「無障礙 

環境」的理念導入國內已經三十餘年，但仍未能具體落實實施。近年來隨著高齡

化、少子化 ，身心障礙人口逐年增加，行政院主計總處 綜合統計處110 年 3 月

底我國身心障礙者人數計 119.8 萬人占總人口之 5.1％， 107 年 6 月台中市身

心障礙人口有12 萬 2,650 人(占本市總人口 4.39%)，國人對無障礙環境的認知 

仍相當狹隘、片斷及模糊，多數認為無障礙環境殘障福利法所規定，僅是為佔少

數的身心障礙者、高齡者所設置。「共融式遊戲場」，讓兒童包括不同障別的孩

子都能擁有自在的遊戲空間。「共融式遊戲場」（Inclusive Playground）係指能提

供所有兒童成人一同玩樂、遊戲、發展能力的遊戲空間，這裡指的兒童包括一

般兒童及具特殊需求之兒童甚至多元到能提供給成人（例如自閉症、心智障礙、

肢體障礙、視覺或聽覺障礙者等），應具有無障礙環境、適合不同障別、多元刺

激、寬敞、安全、具互動性、有趣及舒適等特色。 

    在銀髮族、孕婦與小朋友、發展遲緩的復健者、身心障礙者、行動不便的者，

騎單車族都能在公園裡"自由行"，設立寵物友善區在都會生活形態上讓狗狗有新

的活動版圖，在硬體環境上透過台中文心森林公園友善設施上，貫徹於幼童與各

類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的成人，都能享受公園的友善設施給予成長經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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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障，加上環境的無障礙」，建構出完整的無障礙友善環境。 

 

(二) 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探討無障礙設施及友善環境。探討銀髮族、孕婦與小朋友、發展遲

緩的復健者、身心障礙者、行動不便的者騎單車族都能在公園裡"自由行"，設立

寵物友善區在都會生活形態上讓狗狗有新的活動版圖。讓「有愛無礙」更能深入

社會各階層，在軟體上公園設計上能發揮友善共融環境，無障礙友善環境能廣泛

深植民眾衛生教育理念，讓共融且友善環境成為新時代的國人素養。其研究目的: 

   1.暸解文心森林公園友善環境之現況。 

   2.調查文心公園硬體設施及軟體設施與民眾使用之現象。 

   3.彙整及分析文心森林公園友善環境之特色及缺失。 

 

二、文心森林公園使用之現況 

2-1 園區配置 

   本研究基地位於七期南側8.88公頃的綠地,一旁結合IKEA北歐家具賣場,有超

高樓層建築住宅,大型學區及辦公大樓密集商業區域，以文心森林公園,由東側文

心路、北側向上路、西側惠文路、南側大墩七街所圍塑區域，本研究對公園友善

環境設施和使用者之間互動關係的分析研究。因此，選擇開放空間類型友善環境

多樣化的「文心森林公園」做為研究範圍(如圖2-1.1所示)。  

   全區空間配置：1：主要入口區廣場  2：劇場主體區  3：觀眾席區  4：多功

能草坪觀賞區 5：土丘休憩區  6：溜冰廣場區   7：草皮遊憩區   8：戶外活動

草坪區  9：自行移車停車場   10：小客車停車場、友善設施 11：機車停車場、

友善設施 12/B/J:公共廁所含無障礙設施 13:友善遊戲設施 14:狗狗友善設施 

15:捷運站 16:東南角出口廣場 17:西南角出口廣場 18:西北角出口廣場(如圖

2-1.2所示)。 

     

 

 

  

 

 

圖 2-1.1 文心森林公園基地位置示意圖       圖2-1.2全區空間配置 

2-2 動線引導 

    文心森林公園約有1500棵喬木，市民漫步在都市叢林裡有舖設人行步道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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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高低草皮邱陵豐富了活動空間的多樣性，自行車的行駛動線界分環繞在

公園與人行區域中，及東北入口區設置亞洲最大戶外圓滿劇場，具備寬敞無阻礙

的大型車輛等車行動線以提供萬人觀賞活動，園內西邊惠文路與向上路設置汽車

與機車停車區及入口旁有設置12感官遊樂設施的婦幼友善設施圖示如下: 

(一)車行動線:於文心路與向上路口有圓滿劇場的入口，圖示中紅色車行動線，在 

向上路與文心路上東北角均設置出入口，設置寬廣的車行動線，車輛可進入可繞

行劇場一圈，以利展演道具的大卡車貨車及急難救護車、警備與消防救火車等通

行動線。 

(二)人行動線:公園廣場中設置人行舖道與草皮中由景石踏磚穿越樹林，透水磚設

置於外四周等步道上，粉橘色為人行動線分布(如圖2-2.1所示)。 

(三)腳踏車動線:於文心路上有拓寬4.5米結合捷運與自行車型之自行車專屬步道

以利於都市中自行車的安全與快車道的距離，綠色動線圖示為水泥粉光拉毛防滑

的自行車公園步道使得自行車的路徑更為安全與區隔步行民眾區域(如圖2-2.2)。 

                               

圖 2-2.1 文心森林公園園區動線示意圖  圖 2-2.2民眾騎自行車動線圖 

2-3 活動行為 

為了瞭解基地的友善空間和使用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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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公園使用情形。觀察公園內的活動，紀錄到31種

活動 (詳見表2-3.1) 。文心森林公園使用行為多元，依其使用的方式與空間將部

分活動進行分類。 

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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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臥、寫生、下棋、攝影、素描。 

  運動 

 

跑步、散步、使用遊樂設施、使用健身設施、騎單車、溜直排輪、氣

功、土風舞等。 

社交活動 學童戶外教學、野餐、男女團體聯誼。 

草坪活動 野餐、童玩、遛狗、遛寵物、風箏、踢足球、完旋風球、定點活動。 

  其他 小丑氣球販售、買賣。 

   依據觀察之中，依不同時段會有不同類型的活動進行，不管是在晨間或是夜間

涼爽的晚餐後，公園內散步人口是最大宗，大人帶小孩，上班族、健走者，會在

公園四周的走廊步道上來回幾圈地活動，照顧者推著輪椅的民眾及推嬰兒車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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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大多漫步在草原外圍第一圈走道舒緩地散步，而慢跑者、競走民眾，大多會

跑最外圍靠近馬路會或主動與散步民眾拉開距離以防碰種危險。公園活動人數最

少是中午時段，早上10:00或下午2:30後會有幼兒園在草皮樹蔭下玩體育活動，及

國小的戶外教學認識樹種與植栽花卉，放學後就有足球、羽毛球 練習，遛冰場練

習從下午2:30到傍晚5:00陸續會有人使用草皮及廣場區域，依據不同空間的使用

行為會讓公園使用者的屬性與空間時段，產生了使用者的分布不同。 

對於婦幼人口使用公園相對人數多，假日裡記錄到6位位坐輪椅的長者由陪伴

者推著輪椅走草皮外的走道繞行公園或聚集在健身器材區域活動筋骨，而根據觀

察假日白天在公園內活動者，是平日的人數四倍以上約900~1000人，友善遊樂設

施在只有一組圓盤盪鞦韆處就大排長龍，小朋友尚遵守秩序排隊，沙坑成了幼童

的堆城堡天堂，沙坑旁區平台堆放多座嬰兒推車，公園裡的遊樂設施為幼童家庭

戶外踏青的誘因，假日來公園使用的人數也倍增，民眾大多集中在草皮樹蔭下鋪

設野餐墊及溜冰場及有樹蔭的觀賞台座區。 

              三、無障礙環境使用之探討 

    身權法第57條第2項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至少於其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

扶手、…等其他必要處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第3項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

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

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

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

關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並核定改善期限。 

3-1 無障礙坡道及標誌 

    於五期與七期南側的文心森林公園，由各種不同坡度形成活動區塊動輒5米

高度山丘與各式1-3米高度土方，形成與文心路向上路車水馬龍的空間區隔，在環

境空間富有高低豐富性與隱密性中，設置了無障礙坡道及標誌設施，提供行動不

便者順暢的引導動線。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利行動不便及一般民

眾通行於公園內外，在無障礙廁所設施與無障礙標誌、無障礙通路坡度、坡度寬

度、坡度迴轉平台、坡度迴轉半徑、「路平」且順暢度更提升。 

(一) 無障礙坡道：1.範圍：在無障礙通路上，高差超過20公分，應設置坡道。2. 

其坡度：1/12以下。3.寬度：淨寬90公分以上。4.地面：應平整、防滑且易於通

行。5.平台：兩端、轉彎處設150x150公分以上平台，每高差75公分設與 坡道同

寬或更大，長150公分以上平台。6.扶手：平台間高差在20公分以上者設扶手。7.

邊緣防護：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超過20公分者，應設置防護設施(如圖3-1.1及圖

3-1.2所示)。無障礙平台坡道起點及終點，應設置長、寬各150公分以上，且坡度

不得大於1/50之平台。坡道高差超過75公分，中間應設置長150公分以上之平台。 

 

表3-1.1 無障礙坡道高差與坡度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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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差 20公分以上 5-20公分 3-5公分 0.5-3公分 0.5公分以下 

坡度 1/12 1/10 1/5 1/2 免 

                                       
   圖 3-1.1  無障礙坡道照片                    圖3-1.2 無障礙坡道標誌 

(二) 無障礙標誌：公園裡高土坵與樹林連結到各區域除了地面材質相接合處要平 

整外，也需環境友善。坡道設計 : 坡道引導標誌：坡道儘量設置於建築物主要入

口處；如未設置於主要入口處者，應於入口處及沿路轉彎處設置引導標誌(如圖

3-1.3及圖3-1.4所示)。  

                  
圖 3-1.3 無障礙坡道照片圖                圖 3-1.4 無障礙標誌照片圖 

3-2 無障礙廁所 

公園內無障礙廁所設置有三處，包含：便器、洗手台、扶手、求助鈴、沖水

閥及兒童更衣空間，使得本廁所兼具兒童友善廁所之功能(如圖3-2.1及圖3-2.2)。 

             

圖3-2.1   無障礙廁所立面照片圖               圖3-2.2 無障礙廁所標誌圖  

3-3 無障礙車位 

   無障礙車停車格， 均有設置在公園出入口及停車場出入口位置，達到友善環

境以利身心障礙者停車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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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障礙汽車：位公園南側大墩七街靠文心路口設置2格無障礙停車位，大墩七 

街與惠文路口設置親子汽車停車格1格，及惠文路停車場入口外人行道旁2格親子

停車格停車場內入口處兩側設置有無障礙汽車停車格6格，親子汽車停車格5格一

般停車格95格(如圖3-3.1及圖3-3.2所示)。 

                

圖 3-3.1 無障礙汽車位照片      圖 3-3.2 無障礙停車位標誌照片圖 

(二) 無障礙公車等待區與無障礙機車格：公園文心路口有設立無障礙等待區，公 

車應有設置輪椅延伸坡道板供用路人使用，坡道應直線出入無高地平順防滑，以

達行動不便者搭乘時友善環境，園內無障礙機車格入口設置於向上路口，屬於公

有收費機車停車場，於友善遊樂設施有相通出入口,可供行動不便的機車族停放。

設置無障礙機車格4格，一般機車格為227格(如圖3-3.3及圖3-3.4所示)。 

      

圖 3-3.3 無障礙公車照片圖            圖 3-3.4 無障礙機車照片圖 

四、友善環境認知 

4-1 銀髮族友善環境 

    對於65歲以上老年人之尊稱（樂齡族），為鼓勵老年人快樂學習而忘齡，人都

會老，人們在步入中年起都將為自己未來長壽與樂活預做準備，固定地休閒活動、

使用運動設施，運動路走、跳舞、練氣功、下棋，文心森林公園清新的空氣與寬

廣的草原，多樣的喬木植物四處充滿森林裡的芬多精， 更是銀髮族鍛鍊體魄連結

友誼的大自然場所，創造幸福感之進步城市的模式(如圖4-1.1及圖4-1.2)。 



                     第十九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8 

 

        
   圖4-1.1 銀髮族逛公園照片             圖4-1.2 銀髮族練習氣功照片 

4-2 婦幼友善環境 

    為考量女性、高齡、身障者幼童哺乳婦女等不同使用需求，可以討論公園婦

幼空間友善性，在平時也能開放哺集乳室讓空間能充分使用，並於靠近共融遊戲

區應增設一處哺集乳室以貼近幼童遊樂的距離友善，而很少見過行動不便者兒童

玩沙坑與盪鞦韆，希望增加共融式遊具讓設施更友善，自然的歡樂在公園裡學習

互動社交，透過遊戲行為讓人的溝通更加輕鬆自然(如圖4-2.1及圖4-2.2所示)。 

      

  圖4-2.1 共融遊樂設施照片               圖4-2.2 婦幼補集乳室照片 

4-3 寵物友善環境 

    占地約170多坪的狗狗友善環境，是台中市第二座毛孩公園，狗狗除探索公園

各處以外，更可讓狗兒可以在圍籬安全地跑跳、嬉戲、滾草，讓害怕狗狗的小朋

友放心地在公園內走動玩耍，設立了入園規定，有6座歇息區，前後出入口設置2

處排便垃圾桶及提供垃圾袋，是對狗很友善的公園，水源在圍籬外在夜間不熟悉，

會稍有不便，草皮很快被踩禿了是有點惋惜，狂野奔跑的狗狗讓塵土飛揚了些，

要隔離幾天養護草皮，讓草皮也能感受環境的友善(如圖4-3.1及圖4-3.2所示)。 

                       

  圖4-3.1 狗狗友善園區垃圾桶設施照片    圖4-3.2 狗狗友善園區設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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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結果將可提供推廣銀髮族、身心障礙、婦幼友善環境營造與改善，可

以讓彼此在公園活動互動間產生環境友善的溝通，同理心、行動友善、與多元融

合並且交到朋友、公園除了透過休閒運動促進身心健康，希望公園內環境與設施，

能歸納出對環境有貢獻，促進公園的無障礙環境更友善，能讓更多行動不便與身

心障礙者及婦幼族群，不再待在家玩線上遊戲，樂於走出戶外迎接陽光與友善的

環境。 

(一) 文心森林公園使用 

1. 車行動線:在向上路與文心路上東北角均設置出入口，可進入繞行劇場一圈，

以利展演道具的大卡車貨車及急難救護車、警備與消防救火車等通行動線。 

2. 人行動線:公園廣場中設置人行舖道與草皮中由景石踏磚穿越樹林。 

3. 腳踏車動線：於文心路上有拓寬4.5米結合捷運與自行車型之自行車專屬步道

以利於都市中自行車的安全與快車道的距離。 

(二) 無障礙環境使用 

    無障礙車停車格，均有設置在公園出入口及停車場出入口位置，達到友善環

境以利身心障礙者停車之便利。 

1. 無障礙汽車：公園南側大墩七街靠文心路口2格無障礙停車位，大墩七街與惠

文路口設置親子汽車停車格1格，及惠文路停車場入口外人行道旁2格親子停

車格停車場內有無障礙汽車停車格6格，親子汽車停車格5格一般停車格95格。 

2. 無障礙公車等待區：公園在文心路口捷運口附近有設立無障礙等待區，公車

應有設置輪椅延伸坡道板供用路人使用，坡道應直線出入無高地平順防滑，

以達行動不便者搭乘時友善環境。 

(三) 友善環境認知 

1. 銀髮族友善環境：人們在步入中年起都將為自己未來長壽與樂活預做準備，

固定地休閒活動、使用運動設施，運動路走、跳舞、練氣功、下棋，文心森

林公園清新的空氣與寬廣的草原四處充滿森林裡的芬多精，更是銀髮族鍛鍊

體魄連結友誼的大自然場所，創造幸福感之進步城市的模式。 

2. 寵物友善環境：占地170多坪的狗狗友善環境，是台中市第二座毛孩公園，設

立了入園規定，有6座歇息區，前後出入口設置2處排便垃圾桶及提供垃圾袋，

是對狗很友善的公園，水源在圍籬外在夜間不熟悉，會稍有不便，草皮很快

被踩禿了，要隔離幾天養護草皮，讓草皮也能感受環境的友善。 

5-2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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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盪鞦韆遊具可增設。幼兒在前額葉是腦掌管情緒發展區域，醫學中證實透過

適當的搖擺，可強化腦內愉快因子釋放，增設可讓身心障礙成人、行動不便者使

用，讓童年的回憶氛圍瀰漫並創造公園友善環境。 

(二)溜滑梯上的木球因沙子阻塞無法滾動，已不具溜動滑順功能，兒童紛紛站著

走在滾珠上，家長要求孩子扶著扶手走在原木球上滑梯道，恐有危險疑慮， 

有待改善溜滑梯滑道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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