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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優質的港埠經營對國家經濟與形象有顯著的影響。黃色小鴨以療癒幸福印象

進駐臺灣港口對港口經營策略帶來嶄新的衝擊。港埠自此與幸福感意象產生連

結。港埠存在對國家經濟成長之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港埠發展過程中決策者往

往較著重港埠「貿易經濟」功能，卻少關注其他非貿易面向。近年來，為提升港

埠國際競爭力，發展觀光遊憩逐漸成為積極進行的發展方向。幸福感的代表色是

橘色，是港埠經營新方向。因此本研究目的探討橘色港口認知類型。由於初探性

質，採取Q方法。以有效樣本28位訪客為對象，進行Q分類。研究結果發現訪客

對港埠幸福意向的認知有五種類型，包括「賞景放鬆型」、「闔家同遊型」、「自在

觀光型」、「療癒潮流型」與「懷舊感動型」五類。上述類型可協助政府單位、港

埠公司及港埠相關企業管理階層重新建構幸福港口意象，提升港口企業形象與競

爭力之另類思考。 

關鍵詞：港埠、橘色、幸福感、Q 方法 

緒論 

對於海島型經濟的臺灣而言，港埠是經濟發展的引擎。而世界貿易的成長，

新技術和更多樣的企業投入港埠營運導致港埠產業益發的複雜(Pallis et al. 

2010)。長久以來，港埠發展與營運一向以追求吞吐量成長之經濟面為主要績效

指標。另外也強調永續經營，如生態永續、經濟永續與社會永續(劉阿榮、謝登

旺，2009)。以往海運與港埠相關的研究多數以經濟永續為主，近十年來環境永

續之綠色港埠陸續有政府機構、港務單位以及學術界持續投入，然唯獨提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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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以改善和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為目的之研究相對稀少，本研究之目的即在

彌補此研究缺口。2013 年 5 月間荷蘭藝術創作家霍夫曼的黃色小鴨停留在香港

維多利亞港，吸引大批人潮前來觀賞，此舉為香港帶來龐大的觀光收益，也為民

眾帶來無限的歡樂，無形中也提升了香港國際觀光港口的地位。港埠的功能除經

濟面外，還應利用港埠相關資源，舉辦或贊助相關活動或展覽，讓民眾對我國港

埠產業發展的認知。 

如前所述，社會永續是以改善和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為目的，此一理念與近

年來在臺灣與世界各國，無論是政府或民間單位都在提倡之幸福感(well-being)

概念不謀而合。例如中央單位的國民幸福指數及臺北市政府、人力銀行、外商公

司所調查公布的幸福企業等。幸福經濟的時代已經來臨，企業應該採取何種策略

來提升幸福感，值得深入研究(劉仲矩、高淑芬，2013)。社會永續則強調橘色科

技帶來的幸福感議題。橘色科技起源於數百年來科技進步與發展引起物質化、貧

富懸殊、地球暖化等負面問題的反撲，重視人文精神提升、科技與人文平衡，期

許科技帶來人類健康幸福、人道關懷、世界和平與安居樂業(王駿發，2011)等議

題。藉其色彩顯現生命活力，關心追求幸福健康生活(劉世男，2011)的一種新思

維模式。從歷史考證來看，中國文化中橘色代表強大能源與刺激因素；日本文化

中橘色則是顯示快樂與愛；而在佛教僧侶文化裡則象徵謙遜的意涵(蔡承志，

2012)。本研究結合上述提及幸福觀念與港埠的功能演進經營，建構「橘色港口」

(Orange Port)的觀念，由於橘色港口屬較新的觀念，相關文獻探討較少，因此本

研究將此主題定位為初探性之研究。學術研究中之初探性議題，在針對態度或心

理層面研究方法中一般建議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為純粹質性又太過於主觀，因此

本研究採用質量都考慮到的Q方法(Q method)。Q方法強調人的意識可以衡量，借

用因素分析的相關概念，來加以發展分類；傳統上因素分析是以少數測驗來衡量

一大群人，然後找出影響受測者行為或態度的共同因素，Q方法則是以一堆問項

來測驗一小群人，根據結果，將此一群人對某一問題的態度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

(羅文輝，1986)。Schlinger(1969)認為在對群體進行態度、動機或需要等心理屬

性之分類時，Q方法是一個適當的工具 (Liu, 2015)。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在於

挖掘橘色港口認知類型，以期協助管理單位對港口的橘色幸福功能面向更加瞭

解，建構港口朝橘色幸福意象之經營新方向。本研究的目的有二：1.探討訪客對

幸福意象的橘色港口認知類型。2.針對各種橘色港口認知類型進行探討並提出可

能之管理建議。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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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回顧港口之相關研究，提出相關橘色觀念缺口，結合幸福感的理論與應

用之文獻，作為本文研究方向與理論架構之參考。 

港口營運回顧 

港埠議題之研究屬於交通運輸之海運範圍，根據Pallis等人(2010)研究指出，

1990 中期以前，港埠的研究寥寥可數，但之後港埠經濟、管理與政策問題逐漸

受到重視，文章數量增長更是快速，其主因在於世界貿易增加，科技進步與自由

化及民營化趨勢使得港口產業的經營與管理愈發複雜，業界與學界紛紛投入此一

領域。對國家海運政策與港埠經營都提供相當具建設性的建議(交通部運研所，

2014)。近期港埠相關研究議題，本研究彙整大致可分為四類，分別說明如下：

港埠經營與管理、港口治理與法規、綠色生態港埠以及觀光遊憩港等議題。首先

在港埠經營與管理方面，如航商港口選擇行為與競爭策略(戴輝煌、黃承傳，

2007；Dekker & Verhaeghe, 2008；De Martino & Morvillo, 2008)。績效評估(趙時

樑、張貞德，2011；González & Trujillo, 2009)、行銷策略規劃(呂錦山、方菀萍，

2001；Cahoon, 2007；Lee et al. 2013)，港埠物流整合(Lee & Lin, 2013)、與港埠

創新(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4)等課題。其次是港口治理與法規方面，如港埠治

理(Pallis et al, 2010)。接著是綠色生態港埠方面，如發展綠色港口成功策略與關

鍵因素(Lam & Notteboom, 2012; Lirn et al. 2014；許鉅秉等人，2014)。最後是觀

光遊憩港方面，張志清、張婉君(2010)探討基隆港市之策略規劃，建議港務管理

單位則應著重旅客面的行銷。莊宗南、張嘉良(2009)建立一國際商業港埠地區觀

光發展評估模式。港埠的發展隨著年代的不同，功能分為幾個世代，第一為運輸

樞紐中心，第二代為裝卸和服務中心以及貿易和物流中心的第三代港口及第四代

港口「港城一體」概念(UNCTAD, 1999)，也就是說，「港即是城」或「城即是港」

二者合為一體。綜合言之，從港口發展的不同階段來看，第一、二代港口最主要

的特徵是貨流的匯集地和貨運作業的集散地。而第三代港口的特徵在於綜合運

輸、物流、供應鏈管理提供整體解決方案並進行港埠中運輸系統、物流與供應鏈

間的競爭。第四代港口之港市合一基本上已觸及本研究所主張的幸福港口概念，

論述如下節。 

橘色幸福感結合港口概念 

橘色科技所帶來的幸福感，已漸為人所討論。劉仲矩、高淑芬(2013)將橘色

意義歸納為代表活力、奉獻與讚賞，橘色在色彩學代表爽朗快樂及豐富人際關

係，是黃色和紅色混合體，屬激奮色彩，是最溫暖的顏色。並將此番橘色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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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應用於港口的經營。Pallis(2010)等人指出自 1990 中期以後，港口研究文獻

大都聚焦在貨櫃場站經營規劃、港埠物流與供應鏈、港口治理、港口設施規劃與

發展、港口政策與法規、以及港口競爭優勢與競爭力等經濟面議題，近年也有綠

色港埠議題被論及(Lirn et al. 2014)。然而營造前述所提結合橘色觀念所產生幸福

港口的觀念，帶動訪客親近港口，使城市發展與港口相輔相成，本小效益大。基

於上述幸福感的研究與實務上本研究試圖將橘色概念與所有港埠參與者對港口

認知相結合成為橘色港口，並定義橘色港口認知為讓人可以因參觀或身處港口場

域時，感受到港口的相關軟硬設施設備或景色氛圍所產生的幸福感。基於以上的

說明，可知港口相關研究，大致上有經營與管理、治理與法規、綠色生態與觀光

遊憩四個面向，相對地，關於港埠該扮演的社會永續功能中帶給民眾幸福感之橘

色港口研究卻鮮少被論及，此為本研究獨特貢獻之處。故本研究希能從訪客角度

出發，了解橘色港口的認知類型。 

研究方法 

Schlinger(1969)認為在對群體進行態度、動機或需要等心理屬性之分類時，

Q方法是一個適當的工具。 

抽樣設計 

本研究對象為目前有至港口進行觀光遊憩與休閒活動經驗者，稱為訪客，需

有經驗才可實際描述其在港口的主觀感受。Q方法的樣本數(P樣本)必須小於陳述

句(Q樣本)總數，也就是36個人以下，才不致影響統計的可靠性與穩定性。因此

本研究的P樣本採取小樣本的立意抽樣30位訪客，並加以編號。由於認知橘色港

口主題在取樣上比較難以用結構性的設計，因此採用立意抽樣的方式，其原則如

下：1.欣賞或瞭解黃色小鴨，知悉新聞與議題的經驗；2.本身有到過港口進行觀

光遊憩與休閒活動經驗者。列出受訪者基本資料，詳如表5，在30位研究對象的

人口統計方面，就性別而言，男性8位，佔26.7％，女性有22位，佔73.3％。 

陳述句之設計 

由於研究橘色港口認知型態的文獻缺乏，故陳述句收集來源有二:一是橘

色、幸福感與港口轉型相關文獻；二是兩位訪客請其說明在港埠觀光或居住附近

時所感受到的各種幸福的經驗。原始陳述句初步編制完成後，請兩位航運管理課

程相關的教授，進行文句語意理解度測試，將語意不清陳述句修改成接近橘色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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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認知主題的，經確定後，同意的陳述句提象有36句，符合粗略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的要求，最後確認Q分類的36題橘色港口認知陳述句，詳如表1。 

表1 Q分類的36題陳述句與參考文獻來源 

橘色港口認知類型Q問卷之題號與題項 參考資料 

1 我覺得港口有黃色小鴨進駐讓人覺得很幸福 劉阿榮、謝登旺(2009), 邱淑萍等人(2010) 

2 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海景讓人覺得很幸福 劉阿榮、謝登旺(2009) , 林佩瑩、廖學誠

(2008) 

3 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夜景讓人覺得很幸福 劉阿榮、謝登旺(2009) , 林佩瑩、廖學誠

(2008) 

4 我覺得港口周圍有小吃或夜市讓人覺得很幸

福 

劉阿榮、謝登旺(2009)  

5 我覺得港口周圍有咖啡廳讓人覺得很幸福 陳嘉鳳、周才忠(2012) 

6 我覺得港口有陽傘與雅座讓人覺得很幸福 劉阿榮、謝登旺(2009))，趙元鴻(2005) 

7 我覺得港口附近有藝術品讓人覺得很幸福 顧潔光、顧潔修(2009) 

8 我覺得港口附近有廟宇可以朝拜讓人覺得很

幸福 

莊宗南、張嘉良(2009) 

9 我覺得在港口看大船鳴笛進出港讓人覺得很

幸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4)，張通榮等人(2010) 

10 我覺得港口有橋式機裝卸貨物讓人覺得很幸

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4),張通榮等人(2010) 

11 我覺得港口開放讓民眾親近大海讓人覺得很

幸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4) ,張通榮等人(2010) 

12 我覺得港口有貨櫃車進出讓人覺得很幸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14) ，張通榮等人

(2010) 

13 我覺得港口有軍艦進駐讓人覺得很幸福 張志清、張婉君(2010) 

14 我覺得港口有戀人相偎依讓人覺得很幸福 劉淑女、朱維政(2009) 

15 我覺得港口附近有海洋文化館讓人覺得很幸

福 

林佩瑩、廖學誠(2008)；莊宗南、張嘉良

(2009)；顧潔光、顧潔修(2009) 

16 我覺得港口附近有美食餐廳讓人覺得很幸福 張志清、張婉君(2010)；Abdullah et al(2012) 

17 我覺得在港口搭船瀏覽沿岸景色讓人覺得很

幸福 

林佩瑩、廖學誠(2008)；Abdullah et al(2012)；

胡博硯(2011)；呂勇德等人(2010) 

18 我覺得港口有歷史解說人員介紹讓人覺得很

幸福 

莊宗南、張嘉良 (2009)；顧潔光、顧潔修

(2009)；林佩瑩、廖學誠(2008)；Abdullah et 

al(2012) 

19 我覺得港口有散步的步道讓人覺得很幸福 陳嘉鳳、周才忠(2012)；Abdullah et al(2012)；

曾聖文、蔡佳紋(2013) 

20 我覺得港口有提供免費WIFI讓人覺得很幸福 顧潔光、顧潔修(2009) 

21 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地標廣告讓人覺得很幸

福 

邱淑萍等人(2010)；Abdullah et al(2012)] 

22 我覺得港口有便捷的交通讓人覺得很幸福 張通榮等人(2010)；胡博硯(2011) 

23 我覺得港口有飲酒的吧台讓人覺得很幸福 陳嘉鳳、周才忠(2012)；Abdullah et al(2012) 

24 我覺得港口有適合全家出遊場地讓人覺得很

幸福 

張志清、張婉君(2010)；陳惠美、王美晶(2009) 

25 我覺得港口有星光大道讓人覺得很幸福 趙元鴻(2005) 

26 我覺得港口緊鄰公園讓人覺得很幸福 林佩瑩、廖學誠(2008)  

27 我覺得港口有購物中心讓人覺得很幸福 張志清、張婉君(2010) 

28 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建築物讓人覺得很幸福 趙元鴻(2005) 

29 我覺得港口舉辦海洋祭讓人覺得很幸福 張志清、張婉君(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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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Q分類的36題陳述句與參考文獻來源 

30 我覺得港口舉辦親子繪畫比賽讓人覺得很幸

福 

曾聖文、蔡佳紋(2013) 

31 我覺得港口舉辦音樂祭讓人覺得很幸福 張志清、張婉君(2010) 

32 我覺得港口舉辦美食展讓人覺得很幸福 張志清、張婉君(2010) 

33 我覺得港口有商船或漁船介紹讓人覺得很幸

福 

莊宗南、張嘉良(2009) 

34 我覺得港口有介紹船員奮鬥故事讓人覺得很

幸福 

莊宗南、張嘉良(2009) 

35 我覺得港口展示過往輝煌成就讓人覺得很幸

福 

莊宗南、張嘉良 (2009)；林佩瑩、廖學誠

(2008)；洪啟文、吳連賞(2011) 

36 我覺得港口舉辦園遊會讓人覺得很幸福 趙元鴻(2005) 

信度與效度 

為驗證上述Q陳述句的信效度，發展出Likert 5點尺度量表，其中1代表非常

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進行項目分析，發現題項信度大致介於0.84-0.85左右，

在初探的狀況下，為可接受標準，將結果分別顯示於如下表2。 

表 2 本研究 Q 陳述句項目分析的結果(共 36 題) 

題項 

編號 
極端組比較 CR 值 

同質性檢定 

題目與總分相關 
校正題目 

與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後的 α 係數 

a1 
 

1.46 
 

-.26 
 

-.19 
 

.85 

a2 
 

1.22 
 

-.44* 
 

-.40 
 

.84 

a3 
 

0.91 
 

-.38* 
 

-.33 
 

.84 

a4 
 

2.48* 
 

-.45* 
 

-.39 
 

.84 

a5 
 

2.21* 
 

-.45* 
 

-.40 
 

.84 

a6 
 

3.02** 
 

-.46* 
 

-.42 
 

.84 

a7 
 

2.00 
 

-.41* 
 

-.36 
 

.84 

a8 
 

1.27 
 

-.10 
 

-.02 
 

.85 

a9 
 

2.33* 
 

-.43* 
 

-.37 
 

.84 

a10 
 

0.19 
 

-.02 
 

-.11 
 

.86 

a11 
 

1.92 
 

-.37* 
 

-.31 
 

.84 

a12 
 

0.84 
 

-.03 
 

-.10 
 

.85 

a13 
 

2.13* 
 

-.29 
 

-.21 
 

.85 

a14 
 

2.00 
 

-.42* 
 

-.36 
 

.84 

a15 
 

1.41 
 

-.46* 
 

-.41 
 

.84 

a16 
 

1.41 
 

-.37* 
 

-.32 
 

.84 

a17 
 

1.51 
 

-.56** 
 

-.52 
 

.84 

a18 
 

3.24** 
 

-.66*** 
 

-.63 
 

.83 

a19 
 

2.36* 
 

-.55** 
 

-.50 
 

.84 

a20 
 

0.57 
 

-.06 
 

-.01 
 

.85 

a21 
 

1.02 
 

-.20 
 

-.13 
 

.85 

a22 
 

2.05 
 

-.62*** 
 

-.5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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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 Q 陳述句項目分析的結果(共 36 題) 

a23 
 

1.845 
 

-.25 
 

-.16 
 

.85 

a24 
 

1.76 
 

-.55** 
 

-.49 
 

.84 

a25 
 

1.46 
 

-.31 
 

-.24 
 

.84 

a26 
 

1.76 
 

-.57** 
 

-.52 
 

.84 

a27 
 

1.48 
 

-.40* 
 

-.34 
 

.84 

a28 
 

1.52 
 

-.54** 
 

-.50 
 

.84 

a29 
 

3.51** 
 

-.61*** 
 

-.55 
 

.83 

a30 
 

2.89* 
 

-.52** 
 

-.46 
 

.84 

a31 
 

2.86* 
 

-.57** 
 

-.52 
 

.84 

a32 
 

2.79* 
 

-.49** 
 

-.42 
 

.84 

a33 
 

1.13 
 

-.41* 
 

-.35 
 

.84 

a34 
 

1.31 
 

-.35 
 

-.29 
 

.84 

a35 
 

3.00** 
 

-.55** 
 

-.49 
 

.84 

a36 
 

3.30** 
 

-.54** 
 

-.48 
 

.84 

*P<0.05; **P<0.01; ***P<0.001 

Q方法實施程序 

陳述句排序 

將36題陳述句分別寫在卡片及問卷上，以方便受訪者排列陳述句。進行步驟

如下：首先，要求受訪者將題項依其對陳述句的意見分成同意、沒意見、不同意

三堆；其次依表3要求，將陳述句從最同意、同意、不同意的等級開始排列題項

直到分配完畢，直到所有題項皆被安排至近似常態分配等級表如表3，採用9級尺

度計分，並以書面問卷記錄受訪者排列的結果。 

表3 Q分類等級卡片數 

        最不同意                                           最同意 

分數       1      2     3     4     5     6     7     8      9    

題項數     1      3     4     6     8     6     4     3      1    

資料來源：修改Cross(2005)，頁209。 

輸入資料進行因素分析 

Q分析的統計是以受試者為變項，對受試者分類。利用主成份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抽取因素，根據Kaiser(1958)所建議選取變異數大於1的因

素，參酌Cattell(1966)的陡階檢定法選擇顯著因素數目，利用最大變異轉軸法

(Varimax Rotation)，使各因素的意義變得比較清晰明確。受訪者的類型區分，原

則以對各因素的負荷量最高者為主，但是按Stephenson(1974)的經驗，因素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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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必須大於零相關的2.58倍才具有顯著性，即因素負荷量必須大於2.58/√ｎ，其

中ｎ為陳述句的個數(Stephenson, 1974; Liu, 2015)。因此，本研究以因素負荷量

最高，且大於2.58/√36 =0.43左右為區分標準，共有2位不符合，刪除編號分別為

7、19，有28位可以歸入五群分類(詳見表4)。 

各群訪客計算各陳述句的因素分數 

利用Schlinger(1969)所介紹的方法，首先根據受測者在所屬類別的因素負荷

計算出權重，以此權重將受測者對各陳述句的評分加權，再將同一類別之受測者

的加權後分數加總，即可計算出此類型在各題目上之因素分數(factor score)，再

將各類型的因素分數按大小順序排列就形成因素序列(factor array)，在因素序列

中得分最高與最低的題項，即代表該類受訪者最同意與最不同意的題項。根據這

些陳述句敘述，進行命名與解釋(詳見表5與表6)。 

研究結果 

本研究根據前述Q方法分析步驟，將上述五種類型加以歸納整理，主要從因

子得點與因子排序表(詳見表4、表5與表6)歸納出下列的類型，將各類型結果呈

現並加以說明。 

表 4 Q 方法的分群結果與人口統計 

人員 
編號 

群別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職業別 工作性質 

笫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4 -.64 -.39 -.06 -.06 -.41 男 34-44 研究所 上班族 其他 

5 -.73 -.01 -.34 -.25 -.02 男 45-55 大學 上班族 行銷業務 

9 -.61 -.33 -.13 -.41 -.30 女 55 以上 大學 上班族 生產製造 

10 -.70 -.03 -.18 -.21 -.43 女 34-44 大學 上班族 行銷業務 

13 -.84 -.22 -.19 -.29 -.01 男 55 以上 大學 軍公教 其他 

14 -.64 -.22 -.21 -.22 -.29 女 23-33 大學 上班族 行銷業務 

15 -.68 -.12 -.22 -.28 -.01 男 45-55 大學 上班族 行銷業務 

16 -.63 -.39 -.39 -.19 -.11 女 22 以下 大學 其他 其他 

28 -.78 -.14 -.39 -.10 -.17 女 22 以下 大學 上班族 人事行政 

29 -.58 -.14 -.31 -.03 -.32 女 23-33 大學 工讀生 人事行政 

12 -.13 -.58 -.27 -.36 -.30 男 55 以上 專科 上班族 其他 

18 -.31 -.66 -.29 -.08 -.38 女 22 以下 大學 其他 其他 

20 -.19 -.75 -.34 -.25 -.08 女 22 以下 大學 工讀生 人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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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Q 方法的分群結果與人口統計 

22 -.39 -.64 -.38 -.25 -.19 女 22 以下 大學 工讀生 人事行政 

27 -.19 -.79 -.12 -.25 -.08 女 23-33 大學 其他 其他 

1 -.13 -.41 -.53 -.37 -.37 女 22 以下 大學 其他 其他 

2 -.16 -.21 -.74 -.16 -.05 女 22 以下 大學 其他 其他 

3 -.13 -.05 -.65 -.38 -.38 女 55 以上 研究所 軍公教 其他 

6 -.19 -.31 -.56 -.11 -.17 男 55 以上 大學 其他 其他 

8 -.30 -.24 -.64 -.10 -.27 女 55 以上 專科 軍公教 人事行政 

11 -.29 -.23 -.71 -.28 -.11 男 34-44 研究所 上班族 行銷業務 

17 -.46 -.24 -.08 -.69 -.02 女 22 以下 大學 其他 其他 

21 -.43 -.06 -.19 -.70 -.27 女 23-33 大學 其他 人事行政 

26 -.32 -.44 -.37 -.61 -.11 女 22 以下 大學 其他 其他 

30 -.20 -.45 -.23 -.73 -.22 女 22 以下 大學 工讀生 其他 

23 -.09 -.44 -.20 -.08 -.70 男 22 以下 大學 工讀生 生產製造 

24 -.40 -.03 -.10 -.26 -.73 女 23-33 大學 工讀生 人事行政 

25 -.48 -.01 -.13 -.10 -.67 女 23-33 大學 其他 其他 

註：共30人進入Q分析，取負荷值大於0.45者，故刪除編號7、19，最後28人。 

訪客對象原本30位，經上述因素分析步驟處理後，捨棄兩位，因此實際採用

者共28位，分為五群。以上述經過篩選後的各群人數，計算權重值來據以算出分

群陳述句的因素分數，所計算的結果如下表5與表6呈現。 

表 5 各群人員負荷量與權重值計算 

群 受訪者編號 因素負荷量 權重 

第一群 4  .64  1.07  

(賞景放鬆型) 5  .73  1.56  

 
9  .61  .96  

 
10  .70  1.40  

 
13  .84  2.75  

 
14  .64  1.08  

 
15  .68  1.27  

 
16  .63  1.06  

 
28  .78  2.01  

 
29  .58  .87  

第二群 12  .58  .88  

(闔家同遊型) 18  .66  1.17  

 
20  .75  1.70  

 
22  .64  1.07  

 
27  .79  2.12  

第三群 1  .5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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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群人員負荷量與權重值計算 

(自在觀光型) 2  .74  1.65  

 
3  .65  1.13  

 
6  .56  .82  

 
8  .64  1.08  

 
11  .71  1.42  

第四群 17  .69  1.30  

(療癒潮流型) 21  .70  1.37  

 
26  .61  0.97  

 
30  .73  1.58  

第五群 23  .70  1.39  

(懷舊觀光型) 24  .73  1.54  

 
25  .67  1.22  

註: 公式：權重=loading/1-loading2 (Schlinger [10]) 。 

表 6 Q 方法的分群陳述句的因素分數 

題項 第一群 題項 第二群 題項 第三群 題項 第四群 題項 第五群 

a20 -47.64  a24 26.71  a17 -20.83  a10 -17.57  a28 -13.99  

a30 -46.49  a20 16.49  a20 -18.33  a30 -16.63  a25 -13.84  

a50 -32.99  a30 15.49  a30 -17.31  a20 -15.66  a3 -06.90  

a60 -23.96  a40 12.25  a28 -14.58  a16 -12.22  a6 0-6.26  

a70 -23.24  a17 11.48  a50 -11.65  a28 -10.98  a16 0-5.83  

a14 -21.63  a30 11.35  a22 -11.06  a40 -09.83  a24 -05.72  

a19 -20.14  a31 11.12  a16 -10.06  a50 -08.86  a20 -05.69  

a24 -15.20  a19 08.70  a29 -09.60  a24 -05.16  a23 -05.48  

a16 -14.85  a14 08.14  a31 -09.50  a19 -04.20  a29 -05.40  

a17 -10.92  a70 06.63  a19 -08.74  a17 -03.37  a70 -05.36  

a90 0-9.98  a29 04.57  a24 -08.72  a14 -03.21  a14 -04.47  

a28 -09.98  a28 04.49  a32 -05.62  a36 -02.06  a31 -04.00  

a22 0-9.92  a32 03.70  a27 -02.76  a22 -01.86  a17 -03.97  

a10 0-7.72  a60 03.25  a90 -01.67  a32 -01.45  a19 -03.97  

a15 0-7.63  a26 03.02  a60 -01.40  a31 -01.17  a34 -02.46  

a23 0-4.95  a22 02.24  a40 -01.31  a20 -00.94  a35 -01.25  

a18 0-4.17  a36 01.70  a36 -00.57  a30 -00.20  a26 -00.32  

a26 0-1.12  a21 01.27  a70 00-.02  a6 -0-.07  a30 -00.32  

a11 0-1.09  a10 01.09  a18 0-2.25  a18 -0-.27  a15 -00.29  

a40 0-1.91  a20 00.61  a20 0-2.28  a70 -0-.96  a11 -00.17  

a35 0-3.49  a15 00.16  a11 0-3.20  a25 0-1.23  a50 -0-.17  

a80 0-4.41  a16 00.07  a26 0-3.67  a34 0-1.50  a90 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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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Q 方法的分群陳述句的因素分數 

a34 0-5.45  a50 0-1.22  a30 0-6.11  a15 0-1.58  a10 0-2.78  

a30 0-6.27  a18 0-4.61  a14 0-7.17  a23 0-2.40  a18 0-2.93  

a33 -11.96  a34 0-5.93  a80 0-7.57  a27 0-2.74  a20 0-3.65  

a29 -14.07  a80 0-6.87  a34 0-8.16  a35 0-2.75  a36 0-3.94  

a36 -14.33  a25 0-6.90  a23 0-8.20  a90 0-3.79  a22  -4.15  

a31 -15.77  a11 0-6.94  a21 0-8.61  a26 0-4.38  a33  -4.32  

a20 -18.42  a90 0-8.47  a35 0-9.37  a21 0-6.05  a21  -4.61  

a27 -19.23  a33 0-9.37  a25 0-9.74  a29 0-6.52  a27  -5.36  

a32 -22.43  a35 -10.15  a10 -10.08  a80 0-6.87  a32  -5.51  

a25 -24.43  a27 -14.15  a15 -10.46  a33 0-7.77  a40  -6.90  

a21 -32.17  a10 -18.08  a33 -11.18  a11 -14.29  a13  -9.69  

a13 -35.56  a12 -19.59 a10 -11.78  a12 -15.66  a80 -11.55  

a10 -38.90  a23 -20.72  a13 -15.79  a13 -18.21  a10 -12.45  

a12 -44.83  a13 -21.58  a12 -18.05  a10 -18.33  a12 -15.06  

上述所示，本研究類型的命名乃是基於最同意的前五句陳述句加以綜合判

斷，並融入訪客意見增強外部效度。發現橘色港口認知類型可區分為賞景放鬆

型、闔家同遊型、自在觀光型、療癒潮流型、懷舊感動型此五種類型。綜合上述

表5與表6，將各構面結果與最同意五項並輔以訪客的意見說明如下： 

賞景放鬆型 

歸納表五與表六，本類型人數最多，共有 10 人，其中男性有 4 位，女性有

6 位；年紀在 22 歲以下有 2 位，23～33 歲有 2 位，34～44 歲有 2 位，45~55 歲

有 2 位，55 歲以上有 2 位。最同意的前五句為：2.「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海景讓

人覺得很幸福。」；3.「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夜景讓人覺得很幸福。」；5.「我覺

得港口周圍有咖啡廳讓人覺得很幸福。」；6.「我覺得港口有陽傘與雅座讓人覺

得很幸福。」；7.「我覺得港口附近有藝術品讓人覺得很幸福。」。此種類型的人

可能強調港口休閒遊憩設施的開發與建設，包括日間與夜間的相關景色，例如夜

間港口美麗的夜景對比船體等，強調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兼容並蓄。  

闔家同遊型  

從表 5 來看，本類型人數共有 5 人，其中男性有 1 位，女性有 4 位；22 歲

以下有 3 位，23~33 歲有 1 位，55 歲以上有 1 位。最同意的前五句為 24.「我覺

得港口有適合全家出遊場地讓人覺得很幸福。」；2.「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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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覺得很幸福。」；3.「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夜景讓人覺得很幸福。」；4.「我

覺得港口周圍有小吃或夜市讓人覺得很幸福。」；17.「我覺得在港口搭船瀏覽沿

岸景色讓人覺得很幸福。」。誠如訪客編號 18 認為「全家出遊的場地很溫馨」；

訪客編號 20 認為「能跟家人在一起是最幸福的事」；而訪客編號 22 提到「海景

本來就是港口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因素」；訪客編號 27 也認為「大人小孩一起玩會

讓人覺得很放鬆」。基本上此類型者與前述類型較大的差異在於其親人或家庭共

遊，享受天倫之樂，因此在港口的建構與發展，應在基礎設施上多設計一些滿足

親子共遊共享的設施與活動。 

自在觀光型 

根據表 5 與表 6，本類型共有 6 人，其中男性有 2 位，女性有 4 位；年紀在

22 歲以下有 2 位，34~44 歲有 1 位，55 歲以上有 3 位。最同意的前五句為 17.

「我覺得在港口搭船瀏覽沿岸景色讓人覺得很幸福。」；2.「我覺得港口有美麗

的海景讓人覺得很幸福。」；3.「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夜景讓人覺得很幸福。」；

28.「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建築物讓人覺得很幸福。」；5.「我覺得港口周圍有咖

啡廳讓人覺得很幸福。」。至於本類型最不同意的前五句分別為：15.「我覺得港

口附近有海洋文化館讓人覺得很幸福。」；33.「我覺得港口有商船或漁船介紹讓

人覺得很幸福。」；10.「我覺得港口有橋式機裝卸貨物讓人覺得很幸福。」；13.

「我覺得港口有軍艦進駐讓人覺得很幸福。」；12.「我覺得港口有貨櫃車進出讓

人覺得很幸福。」。誠如訪客編號 1 所提及的「海邊沿岸風景很漂亮」；訪客編號

2 也認為「港口可以看的就屬海景最直接」。此種類型的人，基本上，強調港口

可以當成觀光遊憩的場所，除了希望有美景以外，也希望沿岸的景色可以透過搭

船遊港來加以介紹，接觸一般民眾比較沒有接觸到的地方，滿足民眾對海與海岸

的好奇心與想像。 

療癒潮流型  

在表 5 與表 6 中，本類型人數較少，共有 4 人，均為女性；年紀在 22 歲以

下有 3 位，23~33 歲有 1 位。最同意的前五句為：1.「我覺得港口有黃色小鴨讓

人覺得很幸福。」；3.「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夜景讓人覺得很幸福。」；2.「我覺

得港口有美麗的海景讓人覺得很幸福。」；16.「我覺得港口附近有美食餐廳讓人

覺得很幸福。」；28.「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建築物讓人覺得很幸福。」。歸納本

類型訪客的看法，訪客編號 21 認為「看完景色又能吃美食填飽肚子，滿足各種

需求」；訪客編號 26 也提到「美麗的夜景讓人心情放鬆」；訪客編號 30 則是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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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黃色小鴨有特別偏好」。此類型的人可能喜歡跟隨現今潮流，例如黃色小

鴨風潮，造成香港的旋風，也希望黃色小鴨或類似的商品或活動可以在本地港口

舉辦。 

懷舊感動型 

在表 5 與表 6 中，本類型人數最少，共有 3 人，其中男性有 1 位，女性有 2

位；年紀在 22 歲以下有 1 位，23~33 歲有 2 位。最同意的前五句為：28.「我覺

得港口有美麗的建築物讓人覺得很幸福。」；25.「我覺得港口有星光大道讓人覺

得很幸福。」；3.「我覺得港口有美麗的夜景讓人覺得很幸福。」；6.「我覺得港

口有陽傘與雅座讓人覺得很幸福。」；16.「我覺得港口附近有美食餐廳讓人覺得

很幸福。」。誠如訪客編號 23 認為「能夠享受身心靈，達到真善美」；訪客編號

24 認為「美麗建築物使人賞心悅目」；訪客編號 25 認為「在港口散步，腳痠了

還能有座位坐下是一大享受，下雨天也有陽傘(或大晴天)可遮風避雨」。此類型

的人強調港口的歷史與制度的運作，希望港口或許如同鐵路般成為一個懷舊與想

念的地方，因此對於港口管理單位，應該積極開發與開放擁有歷史故事未整理的

環境，經營成一個可以懷舊思念的地方。 

結論與建議 

結論 

本研究結合港口新世代，強調港市合一的觀念，以訪客參觀港口及其周遭環

境所認知的幸福感觀念加以發展，研究發現橘色港口可分為五類：賞景放鬆型、

闔家同遊型、自在觀光型、療癒潮流型及懷舊感動型。綜合上述結果，歸結說明

研究意涵如下：首先，第一種類型「賞景放鬆型」，欣賞港口所塑造的整體美景，

賞心悅目的感覺讓人心曠神怡；其次，訪客在從事觀光旅遊時，如能滿足全家大

小的需求，讓家人都能在港口遊憩時充分得到滿足感，同時也可以帶動港口附近

各種觀光與產業的進步與壯大，是屬於「闔家同遊型」；接著，有些訪客強調在

沿岸的觀光，比較接近海邊，欣賞海水與船，甚至是相關的沿岸步道，有種智者

樂水的類似境界，是屬於本研究的「自在觀光型」；另外一種，是順應世界上最

新的潮流如黃色小鴨的進駐，讓整個港口的遊憩更加的有趣，吸引更多的人潮，

讓人充滿幸福的感覺，稱之為「療癒潮流型」；最後一類是「懷舊感動型」，認為

港口是一種歷史，也是一種人文的關懷，藉由對過往歷史事物的懷念，強化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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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印象。 

對港埠管理者的建議 

    從實務運用與學術研究之觀點， 本研究提出各項建議如下：首先，港埠

存在對國家經濟與民生之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港埠發展過程中決策者往往只

在意港埠「貿易經濟」功能，卻忽略「觀光休憩」及「追求幸福感」等功能發展

可為港埠帶來可觀的附加價值，也因此本研究定位為對橘色港口的認知。結合新

時代港口的觀念，強調港市合一的經營理念。其次，過往國外有所謂愛之船影集，

強調郵輪觀光所帶動地區的經濟效應，有稱為碼頭經濟或港埠經濟，因此連結各

項港埠建設強化訪客幸福感的連結，建議積極發展每個港埠的特色進而連結國外

光觀資源；接著，臺灣環島除四大國際商港之外，尚有許多漁港與遊憩港，建

議政府管理單位可參考本研究提出的類型，確認出之不同的訪客對港埠多樣

期望與需求， 擬定不同的幸福港口定位與行銷策略，考慮港埠本身資源的情

況，選擇目標市場做為發展觀光遊憩港之利基，例如基隆港與高雄港都有深遠

的人文歷史，適宜發展「懷舊感動型」之幸福橘色港口等。最後，本研究期望透

過塑造橘色港口幸福意象，訪客們包括外部顧客(旅客與一般民眾)感受幸福感

之外，同時也能夠讓港口居住民(港口相關產業之從業人員或在地民眾)重新認

識港口所帶來的意義與啟發，提供相關單位擬定港口政策之參考。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力求嚴謹，囿於研究主題的初探，在內涵上無法直接有大量文獻可

採用，故採取Q方法，難免會有些研究限制，本研究對限制加以說明並提出修正

與建議，讓橘色港口認知類型的相關主題能夠拓展更多的空間：首先，在樣本代

表性上的問題，以訪客為樣本探討，做為一般性的推論可能會有所限制，可朝向

不同對象如政府單位、第三公正人等觀點出發，因此列為未來研究的改進方向，

建議可以朝向以多元的樣本收集，結合德菲法(Delphi)互相檢視，也就是所謂的

「三角交叉檢視法」(Jack & Raturi, 2006)以增加其正確性，將可以得到更加概化

且周延的探討結果；此外，可將開放式調查結果中所萃取的構面，加以發展成量

表問卷，進行嚴謹的實證研究，結合如訪客滿意度；訪客忠誠度等觀念，提供更

廣大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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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rt operating has played a profound impact on national economy and image. 

Known by its powerful functions of healing and well-beings, Hofman’s giant rubber 

duck docked at Taiwanese ports had brought brand new influences on port 

corporation’s business strategies. The port had been connected with the new image of 

happiness since. However, since always the Government te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trade” functions instead other non-trade aspects when made strategic plan and 

allocated resources regarding port development. Recentl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orts, policymakers has actively involve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functions in ports. The color of orange represents 

happiness, and to shape the “happiness” image will become a new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port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orange port cognitive 

type. Due to the preliminary nature, this study used the Q method. Q classification 

was conducted with 28 valid samples. The study found that visitors are categorized 

into five types, including "sightseeing and relaxation", "family travel", " pursuit of 

freedom", " pursuit of healing" and " “reminiscence”. Identifying the cognition types 

can help the government units, port companies and connected business to re-build the 

image of old port, enhance the port image and competitiveness by make good use of 

innovative orange happiness concept and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from the 

competitors. 

Keywords：Port, Orange, well-being, Q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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