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新港墘港─信義街 

 

(1) 你聽過信義街嗎? 

□聽過 □沒聽過 (跳至第 3 題)  

(2) 你聽到信義街「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早午餐  □兌悅門  □廟宇  □舊港道  □其它      

(3) 你會想去信義街嗎? 

□會  □不會 (跳至第 5 題) 

(4) 為什麼想去信義街? (可複選) (跳至第 6 題) 

□早午餐好吃 □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很有歷史意義 □其它      

(5) 為什麼不想去信義街? (可複選) 

□沒什麼特色  □商家太少  □沒什麼活動  □其它         

(6) 你認為要如何宣傳信義街才會出現人潮? 

□多舉辦活動  □透過部落客的宣傳  □旅遊網站  □其它         

(7) 你知道和信義街相似的古街道神農街嗎? 

     □知道(跳至第 8) □不知道 (跳到第 10 題) 

(8)你對神農街的印象是? 

□古色古香 □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有販賣機 □其它      

(9) 你會(再)去嗎? 

     □會，原因：         □不會，原因：        

(10) 你會想去嗎?(作第 8 與 9 題的免作) 

     □會，原因：         □不會，原因：        

(11) 你對神農街變成販賣機街的觀點? 

     □新潮，能夠活絡經濟  □不符合老街的元素    □造成環境髒亂 

(12)你知道神農街清代的名稱嗎? 

□北勢街 □南勢街 □新街 □其它      

(13) 你對海安路的認識是? 

□很多美麗的牆面  □很多餐飲店  □很多奇怪的出入口 □其它      

(14)你對海安路廢掉牆面藝術的看法是? 

     □贊成  □不贊成，原因：       

(15)你對神農街的整體印象與建議是?  

 

(16)對於海安路兩側出入口是不是該美化?若該美化建議是? 

 

 

 

 

 

 



2.佛頭港─新美街 

(1) 你聽過新美街嗎? 

□聽過 □沒聽過 (跳至第 3 題)  

(2) 你聽到新美街「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早午餐  □米街  □廟宇  □其它      

(3) 你會想去新美街嗎? 

□會  □不會 (跳至第 5 題) 

(4) 為什麼想去新美街? (可複選) (跳至第 6 題) 

□早午餐好吃 □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很有歷史意義 □其它      

(5) 為什麼不想去新美街? (可複選) 

□沒什麼特色  □商家太少  □沒什麼活動  □其它         

(6) 你認為要如何宣傳新美街才會出現人潮? 

□多舉辦活動  □透過部落客的宣傳  □旅遊網站  □其它         

(7) 你知道和新美街相似的古街道神農街嗎? 

     □知道(跳至第 8) □不知道 (跳到第 10 題) 

(8)你對神農街的印象是? 

□古色古香 □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有販賣機 □其它      

(9) 你會(再)去嗎? 

     □會，原因：         □不會，原因：        

(10) 你會想去嗎?(作第 8 與 9 題的免作) 

     □會，原因：         □不會，原因：        

 (11) 你對神農街變成販賣機街的觀點? 

     □新潮，能夠活絡經濟  □不符合老街的元素    □造成環境髒亂 

(12)你知道神農街清代的名稱嗎? 

□北勢街 □南勢街 □新街 □其它      

(13) 你對海安路的認識是? 

□很多美麗的牆面  □很多餐飲店  □很多奇怪的出入口 □其它      

(14)你對海安路廢掉牆面藝術的看法是? 

     □贊成  □不贊成，原因：       

(15)你對神農街的整體印象與建議是?  

 

(16)對於海安路兩側出入口是不是該美化?若該美化建議是? 

 

 

 

 

 

 

 



3.北勢港─神農街 

 

(1) 你是從那兒知道神農街? 

□親朋好友介紹  □部落客的宣傳  □旅遊網站  □其它         

(2) 你是第幾次來到神農街? 

□１  □２  □３  □４次以上 

(3) 你聽到神農街「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販賣機 □古色古香 □廟宇 □老工藝匠 □文創駐點   □其它      

(4) 你知道這裡以前是清朝時代的北勢港(南勢港)嗎? 

□知道  □不知道 

(5)你知道神農街因為在北勢港旁，所以清代稱為北勢街嗎? 

□知道  □不知道 

(6) 在神農街，你願意停留多久? 

□10 分鐘  □30 分鐘  □ 1 小時  □半天 

(7) 你會再來嗎? 

     □會，原因：         □不會，原因：        

(8) 你對神農街變成販賣機街的觀點?(可複選) 

     □新潮能夠活絡經濟 □不符合老街元素 □造成環境髒亂 □過多有點氾濫 

(9) 你認為要神農街怎麼改善才會讓遊客停留時間拉長?(可複選) 

    □多舉辦代表神農街的街區活動  □有展示館可知道老街的特殊文化    

    □有屬於神農街特有的文創店舖    □有屬於神農街特有的在地美食    

    □有屬於神農街特有街道氛圍      □老宅設置互動介紹的 QRC 履歷       

    □其它        

(10) 你對海安路的認識是? 

□很多美麗的牆面  □很多餐飲店  □很多奇怪的出入口 □其它      

(11)你對海安路廢掉牆面藝術的看法是? 

     □贊成  □不贊成，原因：       

(12)你對神農街的整體印象與建議是?  

 

(13)對於海安路兩側出入口是不是該美化?若該美化建議是? 

 

 

 

 

 

 

 

 

 



4.南河港─接官亭 

 

(1) 你聽過接官亭嗎? 

□聽過 □沒聽過 (跳至第 3 題)  

(2) 你聽到接官亭「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南河港  □風神廟  □和平街  □其它      

(3) 你會想去接官亭嗎? 

□會  □不會 (跳至第 5 題) 

(4) 為什麼想去接官亭? (可複選) (跳至第 6 題) 

□附近早午餐好吃 □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很有歷史意義 □其它      

(5) 為什麼不想去接官亭? (可複選) 

□沒什麼特色  □沒有什麼商店  □沒什麼活動  □其它         

(6) 你認為要如何宣傳接官亭才會出現人潮? 

□多舉辦活動  □透過部落客的宣傳  □旅遊網站  □其它         

(7) 你知道和接官亭一樣都在清代就出現的神農街嗎? 

     □知道(跳至第 8) □不知道 (跳到第 10 題) 

(8)你對神農街的印象是? 

□古色古香 □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有販賣機 □其它      

(9) 你會(再)去嗎? 

     □會，原因：         □不會，原因：        

(10) 你會想去嗎?(作第 8 與 9 題的免作) 

     □會，原因：         □不會，原因：        

 (11) 你對神農街變成販賣機街的觀點? 

     □新潮，能夠活絡經濟  □不符合老街的元素    □造成環境髒亂 

(12)你知道神農街清代的名稱嗎? 

□北勢街 □南勢街 □新街 □其它      

(13) 你對海安路的認識是? 

□很多美麗的牆面  □很多餐飲店  □很多奇怪的出入口 □其它      

(14)你對海安路廢掉牆面藝術的看法是? 

     □贊成  □不贊成，原因：       

(15)你對神農街的整體印象與建議是?  

 

(16)對於海安路兩側出入口是不是該美化?若該美化建議是? 

 

 

 

 

 

 



5.安海港─正興街 

 

(1) 你是從那兒知道正興街? 

    □親朋好友介紹  □部落客的宣傳  □旅遊網站  □其它        

(2) 你聽到正興街「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早午餐  □牛磨後  □蜷尾家  □貓   □其它      

(3) 你會想(再)去正興街嗎? 

□會  □不會 (跳至第 5 題) 

(4) 為什麼想(再)去正興街? (可複選) (跳至第 6 題) 

□小吃好吃 □喜歡街道的氛圍 □很有歷史意義 □其它      

(5) 為什麼不想去正興街? (可複選) 

□沒什麼特色  □商家太少  □沒什麼活動  □其它         

(6) 你認為要如何宣傳正興街才會出現回客人潮? 

□多舉辦活動  □透過部落客的宣傳  □旅遊網站  □其它         

(7) 你知道和附近和正興街齊名的古街道神農街嗎? 

     □知道(跳至第 8) □不知道 (跳到第 10 題) 

(8)你對神農街的印象是? 

□古色古香 □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有販賣機 □其它      

(9) 你會(再)去嗎? 

     □會，原因：         □不會，原因：        

(10) 你會想去嗎?(作第 8 與 9 題的免作) 

     □會，原因：         □不會，原因：        

(11) 你對神農街變成販賣機街的觀點? 

     □新潮，能夠活絡經濟  □不符合老街的元素    □造成環境髒亂 

(12)你知道神農街清代的名稱嗎? 

□北勢街 □南勢街 □新街 □其它      

(13) 你對海安路的認識是? 

□很多美麗的牆面  □很多餐飲店  □很多奇怪的出入口 □其它      

(14)你對海安路廢掉牆面藝術的看法是? 

     □贊成  □不贊成，原因：       

(15)你對神農街的整體印象與建議是?  

 

(16)對於海安路兩側出入口是不是該美化?若該美化建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