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深澳鐵道自行車休閒需求分析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臺灣最美海岸支線鐵道深澳支線，在日治時期是一條輕便鐵路，載運糖、鹽
及煤至港口轉運出海，曾風光一時，與平溪線並駕齊驅。隨著煤礦產業沒落，深
澳支線停駛，直至 2014 年因應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啟用，部分路段恢復客運。
2019 年，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跨域合作，於停駛的
八斗子站至深澳站區間打造深澳鐵道自行車，一台台可愛河豚車在鐵道上供遊客
以腳踏方式騎乘，全長 1.3 公里，賦予廢棄鐵軌嶄新的生命力。
在「青春山海線」的環保旅遊概念之下，深澳鐵道自行車結合沿岸海景、生
態、礦坑、鐵道特色，打造全新的觀光體驗。更連接周邊深澳漁港、象鼻岩、潮
境公園、海洋科學博物館及九份金瓜石等景點，形成一迷人的觀光廊道，共同激
發深澳、八斗子、瑞芳的觀光能量。
深澳鐵道自行車自 108 年 1 月 18 日營運以來深受民眾歡迎，綜觀粉絲專頁
後台及現場問卷調查數據，女性族群對本設施較感興趣，且參與後滿意度表現亦
較佳；而來遊玩的遊客中，又以家庭同遊為主要型態。本文將近一步分析相關數
據，並參考文獻資料，歸納不同族群參與深澳鐵道自行車活動之需求，做為後續
環境設施及活動改善方案之基礎，提升方便性並完善旅遊體驗及性別友善之觀念。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 遊客性別及滿意度
根據深澳鐵道自行車 108 年遊客滿意度調查，回收之有效問卷共 164 份，其
中女性較多，佔 66%，男性佔 34%（圖一）。同時，深澳鐵道自行車 Facebook 粉
絲專頁數據亦顯示，在 17,371 位追蹤者中，女性佔 71%，男性佔 28%（圖二）。
綜合上述資料，足見本設施對女性族群具吸引力，可規劃相關行銷活動使女性遊
客數量持續成長，並將該族群在意之安全、貼心服務納入經營策略中，完善其旅
遊體驗。

圖一、108 年深澳鐵道自行車滿意度調查，遊客之性別及年齡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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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深澳鐵道自行車 Facebook 粉絲專頁追蹤者之性別及年齡
資料來源：深澳鐵道自行車 Facebook 粉絲專頁。

上述資料同時顯示本設施對男性族群相對吸引力不足，在 108 年遊客滿意度
調查中，亦呈現男性在騎乘後之平均滿意度表現較女性差（圖三）。根據教育部
體育署《108 年運動現況調查》，男性每次運動強度較女性高，且較常從事較激
烈的運動類型（如球類運動）
。自行車運動相關研究指出，男性較可能因挑戰性、
維持體態等原因從事運動觀光，女性則較可能因增進親友情感而從事運動觀光
（郭正德、吳宜穎，2013）。由此推知，深澳鐵道自行車全長僅 1.3 公里，全程
坡度平緩，採兩人共騎一台河豚造型車的方式遊玩，與多數男性追求挑戰、刺激、
達一定強度的運動休閒型態不同。然而，仍可針對男性族群從事挑戰性的運動觀
光休閒需求納入套裝遊程，結合鐵道自行車規劃相關活動，提升深澳鐵道自行車
對男性族群的吸引力，並提高其參與後之滿意度。

圖三、108 年深澳鐵道自行車滿意度調查，遊客滿意度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二) 遊客年齡與同遊人數
進一步由上述資料分析遊客年齡層比例，填寫 108 年遊客滿意度調查者以
30-39 歲最多（31.1%），40-49 歲次之（30.5%）；Facebook 粉絲專頁追蹤者中，
亦以 35-44 歲佔 43%為最高，25-34 歲次之（27%）。再者，從問卷結果得知遊客
造訪本設施之同遊人數以 3~5 人佔 42%為最多（圖四），實際觀察現場狀況，多
數遊客為攜帶小孩與家人同遊。相關研究指出，已婚有小孩的自行車道使用者，
對於自行車道所提供之品質要求較高（紀伯欣，2016），且已婚者更注重運動的
附加價值，希望過程中可以讓孩子吸收新知識，也讓自己身心靈放鬆，同時與家
人增進情感、欣賞到美好的風景（郭正德、吳宜穎，2013）
，此外，針對 40-4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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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行車騎乘者，在對於美感體驗的注重程度高於年齡 20 歲以下者，可知中年
齡層的騎乘者較重視身體健康和身心休息，並希望感受大自然之美（郭正德、吳
宜穎，2013）。因此，除了持續維護並提升深澳鐵道自行車設施及環境品質外，
亦需透過遊程設計及創新活動規劃，豐富家庭遊客之體驗，強化美感與自然美景
的遊程結合，滿足其與家人創造美好回憶之期待，同時加強自然環境對於身心靈
健康的附加價值的宣傳，用於行銷手段中亦可獲得較佳之回應。

圖四、108 年深澳鐵道自行車滿意度調查，遊客之同遊人數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三) 遊客交通方式
根據 108 年遊客滿意度調查，男女均以自行開車為主要交通方式，而女性利
用火車前往的比例（18%）為男性（9%)的兩倍（圖五）。因此，需評估深澳鐵道
自行車周圍大眾運輸之連結，提升遊客往返之便利性。

圖五、108 年深澳鐵道自行車滿意度調查，遊客之交通方式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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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 新北市深澳鐵道自行車休閒需求建議
深澳鐵道自行車位於北海岸景點之中線，運用腳踩方式遊玩，兼具休閒及綠
能的旅遊方式，為「青春山海線」的一大亮點。由於路程不長亦無陡坡，能夠輕
鬆欣賞沿線風情，受到家庭遊客青睞。根據第一部分之來客性別分析，可知深澳
鐵道自行車對於女性的吸引力大，可在女性注重之增進情感交流層面加強行銷推
廣，提供可提升朋友間互動性的遊程規劃，並提升既有服務及設施以滿足女性在
安全、貼心服務上的需求。同時，為提升本設施對男性顧客之吸引力與滿意度，
可結合男性有興趣之主題辦理活動如聯誼、情人節等，因男性注重挑戰性的活動，
建議可與周邊獨木舟、衝浪、浮潛、出海夜釣等具挑戰性且在地特有的行程搭配，
提升男性對鐵道自行車遊程的興趣。另根據第二部分統計分析結果，家庭遊客為
主要族群，故除了持續維護並提升深澳鐵道自行車設施及環境品質外，可設計更
符合親子需求的遊程與活動，包含教育性、美感體驗、自然保育與欣賞等內涵，
滿足其對休閒活動附加價值之需求。
綜合上述觀察與分析，本局提出之性別改善方案計有兩案，方案一為「創造
親子友善環境設施」，即升級環境設施，使深澳鐵道自行車對女性及親子遊客更
加貼心友善；方案二為「規劃不同性別族群導向之休閒活動」，即針對女性、男
性及家庭遊客不同休閒需求，規劃適合不同族群的設施與活動，使個別群體都能
擁有良好的旅遊體驗。相關之方案可詳表一。
表一 新北市深澳鐵道自行車營運管理改善之提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 創造親子友善環境設施
名稱
升級環境設施，使深澳鐵道自行車
對女性及親子遊客更加貼心友善。
(一) 增設 4 人車型，家庭同遊不需
分車，父母和小朋友可以同樂。
(二) 提高女性廁所比例，減少女性
遊客排隊等候時間。
方案 (三) 規劃親子廁所，使父母帶小朋
內容
友如廁更安全方便。

規劃不同性別族群導向之休閒活動
保持吸引女性遊客之既有優勢，加
強行銷與推廣。
(一) 沿途結合山海景致與彩繪牆設
置網美拍照打卡點，工作人員
協助為遊客留下美好紀念。
(二) 結合周邊海景咖啡館及風景名
勝，包裝精緻悠閒的遊程，加以
推廣。

(四) 於服務台提供尿布及衛生棉， 推動吸引男性顧客的活動策略。
服務更加貼心。
(一) 結合周邊景點之水上活動如衝
浪、獨木舟、浮潛、夜釣等，包
裝推廣運動類型遊程。
(二) 結合情人節、聯誼、婚紗活動
等，推動男女皆可同樂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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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行銷。
設計適合家庭遊客的體驗活動與設
施。
(一) 於車站或周圍腹地增設娛樂設
施，例如吉祥物造型的兒童遊
樂場。
(二) 舉辦親子體驗活動，例如吉祥
物彩繪或沙畫，呼應民宅段可
愛的彩繪牆，也提升娛樂性。
(三) 沿線增加設施或語音導覽，介
紹該區域歷史與生態等知識，
寓教於樂，豐富親子同遊體驗。
(一) 4 人車建置成本較 2 人車高昂， 廠商將增加部分營運成本，但評估
且佔地面積廣，綜合評估鐵道 此方案亦能帶動遊客數量成長，故
及月台長度，可能導致設施效 整體能提升觀光效益。
率降低。
辦理 (二) 由於車站腹地狹小，增建女性
成本
廁所較難執行。
(三) 於男女廁設置親子馬桶蓋及於
服務台提供尿布及衛生棉，廠
商將增加部分營運成本，但能
夠提升便利性及旅遊體驗。
相關環境設施更貼近家庭遊客需 針對不同性別及需求之族群設計體
未來
求，父母帶小朋友來遊玩時能夠滿 驗活動，豐富旅程的娛樂性，吸引
效益
足其需求。
更多遊客造訪參與。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二)衍伸議題
依前述遊客交通方式分析，得知女性利用火車的比例較男性高出許多，未來
將與相關機關研討，加強周圍大眾運輸，改善旅遊的便捷性，同時完善「青春山
海線」綠能旅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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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新北市深澳鐵道自行車休閒需求建議」預算類型屬「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
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茲編列如表二。
表二 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109 年

預算數

0元
(本案為委託營運，由營運廠商辦理，可列入營運評估之建議)

決算數

類型 3 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

類型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四)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本計畫決議以方案二「規劃不同性別族群導向之休閒活動」執行，業已招開
相關討論會議，並由本局風景區管理科執行，期提升本計畫執行成效。會議相關
資料如表三所示。
表三 會議情形

會 議 情 形

會 議 決 議 重 點

109 年 2 月 5 日深澳鐵道 研商會議重點摘錄：本局為提升深澳鐵道自行車服
自行車營運服務會議

務品質，針對現行服務、活動進行相關規劃討論。

109 年 5 月 15 日深澳鐵 研商會議重點摘錄：本局為提升深澳鐵道自行車服
道自行車營運服務會議
務品質，針對現行服務、活動進行相關規劃討論。
109 年 6 月 12 日 109 年 研商會議重點摘錄：為推動鐵道自行車不同族群相
深澳鐵道自行車營運 說 關之行銷推廣，針對鐵道自行車未來活動、遊程模
明會議
式進行討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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