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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於擁擠緊張繁忙的都市中集合住宅依法留設開放空間來提升環境的

品質， 除可提升都市意象亦提供人休憩使用，且提供行人優質的道路行

徑與停等空間，但此些開放空間對行人之心理效益如何尚無相關研究探

討，故本研究欲探討集合住宅開放空間景觀對使用者注意力恢復之影響與

情緒效益。本研究以田野調查法針對都市中建築物週邊開放空間風格進行

調查分析發現在都市開放空間中很少有純幾何型的案例，主要屬自然型及

混合型，據此探討集合住宅開放空間不同景觀設計風格對於使用者注意力

恢復、情緒效益與環境偏好之影響。 

本研究選取臺中市設有開放空間之集合住宅案例進行拍照以選取各

風格具有代表性的照片，每種景觀風格挑選兩個案例，針對「沿街景觀」

及「公共藝術景觀」進行拍照，之後隨機挑選照片作為刺激媒體，以網路

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採用滾雪球法進行抽樣發放與回收後，依研究

假設以 SPSS 統計軟體分析。 

研究發現注意力恢復理論四構面、情緒效益、認知及行為問項結果「自

然風格」景觀皆在各個構面評值顯著高於「混合風格」景觀；而在生理構

面問項評值則無顯著差異。針對景觀美質問項分析，「自然風格」景觀在

複雜性及神祕性構面評值顯著高於「混合風格」景觀，但在一致性及易讀

性構面「混合風格」景觀評值顯著高於「自然風格」，顯示兩種風格在景

觀美質上各有特色。研究結果顯示「自然風格」景觀評值顯著高於「混合

型」可恢復使用者之注意力及增強情緒效益，主要是因為「自然風格」型

景觀有多樣元素，多種且配置富有層次的植栽使用，且有不規則型步道及

水景相互融合，形塑成令人喜愛且具有療癒功能的都市開放空間。建議未

來都市開放空間景觀營造上，可以多採用自然風格，除對都市的美質有所

提升，也更造福都市人身心靈的健康。 

【關鍵字】：開放空間景觀、恢復性環境知覺、情緒效益、環境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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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集合住宅依法留設之開放空間提供了使用者一個交流活動的場所，亦提

升居住環境生活品質，並供行人停等空間及休憩使用駐其觀賞，平衡恢復

都市發展中快速的腳步而藉此消除壓力，使生理及心理有正向的影響。 

「開放空間」在臺中市新市政中心專用區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基本構想第

三條:面臨建築線退縮十公尺至二十公尺建築所形成之帶狀步行空間及指定

集中留設之廣場式開放空間，俾便利行人集散並為車道與建築物間之緩衝

場所、以構成綠蔭盎然、優雅景緻的都市化地區。第四條第六項:規定建築

退縮帶狀開放空間、騎樓、迴廊、無遮簷人行道等人行空間，需維持至少

二點五公尺以上之人行步道淨寬為原則。第七項規定建築物留設之法定退

縮公共開放空間，除搭配景觀整體設計之告示牌、樹立型廣告、公用設備

等，不得設置有礙通行、公共活動或視覺景觀之障礙物。第六條、其他設

施之第十二項「公共藝術」配合建物造型及開放空間整體設計，以至少設

置一處為原則。 

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

綜合設計第二百八十三條所稱，指建築基地內依規定留設達一定規模且連

通道路開放供公眾通行或休憩之下列空間(內政部營建署)，另臺中市政府為

使建築基地之開放空間確實開放提供公眾自由通行或休憩，及增進市民使

用權益，特訂定「臺中市建築基地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要點」，並於 105 年 5

月 23 日府授都管字第 1050109043 號訂定發布。 

不同的開放空間景觀設計型態也會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庭園景觀可分為

三型自然型、幾何型及混合型，一般較少有純幾何型案例，主要屬自然型

及混合型，因此本研究探討集合住宅開放式空間營造出自然風格及混合風

格不同景觀，對民眾注意力恢復、情緒效益與景觀環境偏好等之影響結果，

以期本研究結果可作為後須續開放式空間景觀規劃設計參考。 



 

6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108 學年度） 

 



 

7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108 學年度） 

第二章  研究目的 

依據 Kaplan(1989)及戴大為(2013)恢復性環境觀點理論，Ulrich(1979)

及韓可宗(2002)情緒效益、生理、認知及行為理論，梁文嘉（2000）景觀環

境偏好一致性、複雜性、神秘性及易讀性理論做為整體架構，主要研究臺

中市集合住宅設有開放空間之景觀營造形塑出自然型及混合型不同設計型

式「沿街景觀」及「公共藝術景觀」景觀環境，對於使用者景觀知覺感受

與情緒效益感受之影響及重要性，以其做為住宅景觀規劃設計者提供更多

的實證依據，具體研究內容如下： 

 

一、探討開放空間自然型及混合型景觀不同風格環境對民眾恢復性知覺

之差異。 

二、探討開放空間自然型及混合型景觀不同風格環境對民眾情緒效益之

差異。 

三、探討開放空間自然型及混合型景觀不同風格環境對民眾環境偏好屬

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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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範圍為臺中市設有開放式空間集合住宅案例，對象滿 18 歲以上

至社經背景使用者對於不同風格之集合住宅開放式空間景觀感受認知，因

此選在臺中市區域有開放空間之集合住宅建案共四幢如下圖所示。 

 

 

 

 

 

 

 

 

 

 

 

 
自然 
B 

自然 
A 

混合 
A 

混合 
B 

臺中市開放空間集合住宅研究案例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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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田野調查法針對臺中市中建築物週邊開放空間風格進行調查

及拍攝臺中市區域之集合住宅案例，以「沿街景觀」及「公共藝術景觀」

型式為主。本研究主題為集合住宅設有開放空間景觀，研究內容是針對集

合住宅開放空間街道與公共藝術景觀有關的項目做知覺上的探討，並且是

在日間所拍攝呈現出的都市街道景觀，因此沿街及廣場的燈光設計、基地

面積、案例實價等則不在此研究內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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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流程 

 研究流程表 

對應章節 研究流程 說明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研究目的 

 

 

 

1.訂立研究主題 

2.提出研究目的 

第三章 

文獻探討 

  

第四章 

研究設計

及方法 

 

 

 

 

  

1.進行基地選擇調查 

2.研擬研究方法 

3.問卷架構設計 

4.實證案例拍攝 

5.網路問卷發放與回收 

第五章 

分析結果 

 

1.問卷統計分析 

2.結果與討論 

第六章 

結論與政

策建議 

 

1.依結果提出建議 

擬定研究方法 

實證案例拍攝 

問卷設計 

結論與建議 

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定研究目的 

研究地點與對象 

文獻蒐集回顧 

恢復性環境知覺 開放式空間景觀 情緒效益 景觀環境偏好 

問卷調查與回收 

資料分析 

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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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集合住宅開放空間 

一、集合住宅 

定義: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所謂集合式住宅是指「具

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且有三個住宅單位以上之建築物」。通常

我國常見之公寓、別墅社區、高層純住宅大廈、住商大樓等皆屬於集合式

住宅。 

二、開放空間 

「開放空間」 於法令上的規定則是在中華民國七十三年(西元 1984 年)

二月十日內政部所頒布之「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第三

條之規定「開放空間係指建築基地內連通道路，長時間供公眾通行或休憩

之空間。分為沿街 歩道式、通路式和廣場式三種」首先出現，然而此法已

於民國 85 年廢止。 

另外，對於各專業領域人員對於「開放空間」也有不同的意涵，F. Stuart 

Chapin (1979）提出「開放空間」為都市計畫上等待開發的空間。目的一方

面保留土地已被都市未來再發展所需，另一方面提供都市居民戶外活動的

場所，促進都市經濟發展，同時兼具景觀、防災及教育功能。 Shirvani(l981）

對「開放空間」 所下的定義是所有都市地區的地景、 硬性景觀、公園與

休憩空間等。林進益(1986）認為「開放空間」係指都市中非建築實體，經

由人為的塑造與設計，產生可讓人感覺出來包括特殊風格的生態 、文化空

間，並且供給大眾享受戶外之休養、觀賞、遊戲等的活動空間。 

小結：建商可以依開發程度及開放空間獎勵下，以各種景觀元素營造形

塑不同景觀環境屬性，惟不同景觀環境風格，會對民眾視覺感受及心理效

益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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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景觀風格特色 

一、 景觀 

19 世紀中葉，將「景觀」作為 一個科學的術語引用到地理學的內涵，

並將其定義「為某個地球區域內的總體特徵」（Naveh and Lieberman,1984）。

王小璘(1998)認為景觀應為「以天為頂，以地為底，在一定範圍內之戶外空

間及其所包含之有機、無機、有形、無形之因子及其相互間之關條所產生

的自然效應組合」，可見，景觀是一種融合科學、藝術、文化和生活等不

同領域，在自然與人造環境之間從事規劃、設計和經營維護，使其達到最

適宜之土地利用，以謀求人類更佳的生活品質。 

景觀風格可分為三型自然型、幾何型及混合型，黃郁琇(2004)依庭園風

格可分為東方的自然式庭園及西方的規則式庭園，東方庭園國家以中國與

日本為主。西方庭園以義大利、法國古典主義庭園及英國風景式庭園最具

代表性(羅清吉，1997)。 

二、自然與人為景觀 

肖笃宁(1998)自然景觀可分為原始景觀和輕度人為活動干擾的自然景

觀兩類，自然景觀的共同特點是它們的原始性和多樣性。所以自然景觀乃

指受到人類間接、適量輕微或偶爾影響原有自然面貌未發生明顯變化的景

觀。人為(工)景觀或稱人類文明景觀是一種自然界原先不存在的景觀，完全

是人類活動所創造，如城市景觀、工程景觀、旅遊地風景園林景觀等。 (肖

笃宁，1998)。 

三、小結 

自然景觀乃指受到人類間接、適量輕微或偶爾影響原有自然面貌未發

生明顯變化的景觀。而人為景觀是人類作用和影響的產物，但發展規律卻

依從於自然規律去建設管理，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所以人們喜愛自然環

境勝過人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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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恢復性環境知覺 

一、注意力恢復理論 

Kaplan & Kaplan(1989)提出「注意力恢復理論」(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他們認為四項能夠使觀賞時注意力自疲中復原的環境特徵為:遠離日

常生活 (being away)、延展性 (extend)、魅力性 (fascination)與相容性

(comoatibility)，若環境中具有四項特徵便可稱為「恢復性環境」。 

 

二、小結 

經本研究整理幾年來相關研究發現，對於不同基地背景採取相片的實

驗方式都有程度上不同之感受，各構面影響其受測結果皆有顯著，所以景

觀景象對於恢復性知覺明顯有直接影響，因此本研究如何讓景觀現地基地

實際呈現在受測者眼前，讓受測者實際觀賞二種風格景觀照片結果及差異

是否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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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情緒效益 
一、 情緒反應 

情緒（emotion）是指環境中的某種刺激引發個體知覺的心理狀態，大

多是個體在環境中不斷累積經驗所得，感官元素則指的是在受到感官刺激

下，所產生的情緒反應。 

二、情緒體驗理論 

   Ulrich(1983)認為情緒是對環境資訊所受的刺激第一印象，然而情緒

並非一定是由認知所引發，而是一種立即直覺之情感反應。與自然環境接

觸有助於注意力疲乏的消除、頭腦認知的運作(Kaplan & Kaplan, 1989)。情

緒片段是指對事物的情緒感受，他涉及特殊生理、行為以及心理上的變化，

即一般所稱的「情緒」原型，也是心理學所研究的焦點，結合這三種情緒

狀態即成為「情緒體驗」 (高育芸，2003) 。 

三、小結 

情緒反應由生、心理很多感官元素所組成且為環環相扣，在感官刺激

同時傳遞生理獲得訊息，引發心理認知反應而達到復癒效益，故本研究以

情緒、生理、認知及行為四構面去判定二種景觀風格對於受測者的顯著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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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環境偏好 

一、環境偏好定義 

「景觀偏好」(landscape preference)指經由觀賞者對景觀作出評價的一種

主觀心理判斷，目的在於瞭解景觀的特性與個人喜好，它可以是有形具體

景物，也可以是無形的心理意象(李素馨 1997)。景觀偏好是信度與效度均

高的景觀美質評估方法，利用大眾對於景觀的評價 產生對實質環境的刺

激，研究結果是相當客觀的，藉由統計方法將評估的項目給予標準化的數

值，以解決不同尺度的標準。（Daniel and Boster, 1976；Buhyoff and Wellman, 

1980；Brown and Daniel, 1986； 林晏州，2001；林國榮，2002；章錦瑜、

朱俊璋，2006）。 

二、景觀偏好四項因子 

Kaplan 與 Kaplan(1982)歸納四個會影響環境偏好的因子，環境中如果有

存在四個因子，景觀偏好程度則會增加。 

(一) 一致性(conerence) 

景觀環境中組成元素的排列有連貫特性，而且具有重複出現的現象，並

且在整體構圖中，具有層次感，給人有排列整齊，有次序的感覺（李英弘、

梁文嘉，2000）。 

(二) 易讀性(legibility) 

在環境中有明顯標的物可供辨認，使用者可以迅速的了解自己身在何

處，而不至於迷失於其中（李英弘、梁文嘉，2000）。 

(三) 神秘性(mystery) 

在景觀元素及類型的排列組合給人有幽深、迂迴的意象，而激發觀賞者

的好奇心，有想要有一探究竟的企圖（李英弘、梁文嘉，2000）。 

(四) 複雜性(complexity) 

景觀環境中，景觀元素及類型的種類繁多，排列不規則，使人有錯綜複

雜、富變化的感覺（李英弘、梁文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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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經本研究整理，對於集合住宅開放空間營造風格景觀空間之恢復性知覺

與療癒評估較少，大多是針對校園景觀或是單一空間景觀恢復性知覺及療

癒之研究。因此本研究將以臺中市集合住宅開放空間作為實驗，來探討自

然型風格與混合型風格開放空間造園景觀對於民眾較有顯著之知覺及療癒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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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開放空間法規 
一、相關法規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使建築基地之開放空間確實開放提供公眾自

由通行或休憩及增進市民使用權益，於 105 年 5 月 23 日訂定頒布臺中市建

築基地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要點，其中第十一點針對開放空間「沿街步道式」

及「廣場式開放空間」分別規定如下： 

(一) 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全線留設寬度一點五公尺以上連接供通行

使用者。 

(二) 廣場式開放空間，包括有頂蓋及無頂蓋部分，應至少於每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七時開放供公眾通行、休憩使用，開放之進出口

開口寬度應至少留設二點五公尺以上 。 

臺中市建築基地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要點第四條規定開放空間興闢完

竣，起造人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檢送竣工圖說及現況照片以憑勘驗，照片

拍攝角度及張數以能表示開放空間全貌為準。另於使用執照取得後應於明

顯處標利開放空間指示牌。 

二、小結 

 經田野式調查臺中市集合住宅開放空間統計後，沿街式步道開放空

間景觀規劃案例數量明顯多於廣場式開放空間，可能原因為廣場式開放空

間所需退縮較寬廣空間，對於寸土寸金的地區，且需有良好的地域面積條

件來符合規劃前述空間，建商相對設計意願較低，而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

之集合住宅案案量較高，因符合法規退縮規定並加上人行步道舖面統一後

所呈現設計效果可能較佳，故本研究針對沿街式步道開放空間景觀來做為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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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不同集合住宅開放空間景觀風格對於恢復性環境知

覺與復癒效益，以庭園景觀植栽規律性、多樣化及造景採以控制的視角高

度進行取景拍攝照片感受到療癒效果，據以了解受測者對不同風格景觀知

覺是否有不同的恢復性知覺感受、情緒效益及環境偏好程度的感受之關係

研究。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研究組分為二樣風格每樣風格實驗處理，一是因此本研究針對

集合住宅有開放式空間將以景觀空間植栽多樣化、無規則性及且多為曲線

型水景與步道等設計風格定義為「自然風格」，而在景觀設計有比較少變

化、稍有規則性及幾何造型水景或道路，搭配以複層多樣植栽景觀定義為

「混合風格」景觀，共二組實驗處理，探討不同風格所營造之景觀，對民

眾的恢復性知覺感受、情緒效益及景觀知覺偏好程度感受之影響。 

二、研究假設 

假設一(H1)：不同景觀風格對受測者的「恢復性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H2)：不同景觀風格對受測者的「情緒效益」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H3)：不同景觀風格對受測者的「環境偏好」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H4)：受測者對不同景觀風格，其恢復性環境知覺與情緒效益之間 

有顯著相關。 

假設五(H5)：受測者對不同景觀風格，其情緒效益與環境偏好之間有顯著 

相關。 

假設六(H6)：受測者對不同景觀風格，其恢復性環境知覺與環境偏好之間 

 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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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基地選定 

一、研究基地選址原則 

本研究針對臺中市集合住宅之開放空間沿街式及廣場式景觀之集合住

宅案例進行實地進行田野式調查拍照，彙整各案例後沿街式植栽景觀大致

可分為自然型、幾何型及混合型。 

自田野調查表案例統計結果顯示，「雙側臨路」在「自然型」佔比 28.6%、

沿街式景觀 33.33%及公共藝術設置 28.5%；「混合型」案例佔比 71.4%、

沿街式景觀 50%及公共藝術設置 66.6%；「幾何型」案例佔比 0%，沿街式

景觀 16.67%及公共藝術設置 1%。依統計結果「幾何型」案例佔比 0%且無

開放空間獎勵因素等原因，故本研究「幾何型」不列入研究，另以「雙側

臨路」「自然型」`及「混合型」二項開放式集合住宅景觀作為本案主要研

究架構。 

二、選址定案條件說明 

「自然型」及「混合型」各選取具有代表性案例，「自然型」風格挑選

兩案例符合「沿街景觀」植栽設計多樣化、無規則性、曲線型步道及曲線

型水景定義特色，與「公共藝術景觀」進行拍照作為刺激照片，「混合型」

風格挑選兩案例符合「沿街景觀」植栽設計少變化、排列稍有規則性、幾

何型步道及幾何型水景定義特色，與「公共藝術景觀」進行拍照作為刺激

照片取景拍攝時間皆在晴朗的白天，並於控制的視角高度進行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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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案例景觀照片挑選 

本研究實驗照片以田野調查法針對都市中建築物設有開放空間標示牌

進行調查拍攝，挑選依據法規檢討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 15 章「實施都市

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第二百八十三條規定所稱開放空間。 

 

第四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抽樣範圍設定廣泛，主要避免同儕或太過集中於某族群及

造成問卷結果較為偏頗，故採以網路式滾雪球法進行抽樣問卷作為測量工

具，再以 LINE APP 軟體做為問卷傳遞分享管道，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

分為受測者基本資料調查，內容為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知道

集合住宅開放空間是公眾可以自由進出使用及開放空間使用頻率等六個題

項，第二部分則是根據前述文獻內容來做設計，二種景觀風格四個實驗基

地風格分別對於恢復性知覺(四項特質:遠離性、魅力性、延伸性、相容性)、

環境偏好及情緒效益三部分為主要提問項。 

本研究問卷設計先對受測者進行上述主要提問項，每一提問項內各以

「自然景觀」及「混合景觀」二項風格景觀進行問卷填答，在填答問卷前

先給受測者觀賞「自然景觀」及「混合景觀」兩個案例，刺激媒體設定每

種風格 2 個案例各有相同沿街角度 2 張照片及開放空間公共藝術 1 張照片

由受測者觀賞完後再做問卷填答，並以李克特五點量表測量、變項訂定為

1~5 分，評為「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分為五選項，依序讓受測者之

自身感受給予每一問項內容做五點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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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分析 

本研究回收問卷後，利用統計軟體 SPSS 21.0 版及 Microsoft Office 2016

進行資料輸入、資料編碼、統計分析。分析方法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以次數百分比描述民眾的基本資料，統計項目有性別、居住地、

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經過頻率、對於集合住宅開放空間是公眾可以自

由進出使用的空間是否了解及開放空間使用頻率七個部分，以了解樣本的

分布情形。也利用次數百比統計受測者對於二種不同景觀處理之評估情

形，統計項目為民眾對於二種不同景觀處理之注意力恢復、情緒效益及環

境偏好以語意差異法五點量表進行評分，藉由平均數來分析受測者名眾對

於恢復性環境知覺、情緒效益及景觀知覺偏好的認同程度。 

二、 信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克隆巴赫係數（Cronbach's alpha），又稱 alpha 信度來檢測

分析自然風格及混合風格問卷恢復性知覺、情緒效益與環境偏好量表測驗

結果的穩定性、可靠性及一致性。 

三、 獨立樣本t檢定 

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比較「自然風格景觀」與「混合風格景觀」

(變項)平均數是否顯著。藉由分析檢驗民眾對於二種不同景觀處理之恢復性

環境知覺、情緒效益及景觀知覺偏好的顯著性的差異。 

四、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使用「自然風格景觀」與「混合風格景觀」兩種不同景觀進行量

化評分，可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民眾對於二種不同風格景觀之恢復性

環境知覺、情緒效益及景觀知覺偏好的顯著性的差異。 

五、 皮爾森相關分析(Person correlation test) 

本研究使用 Person 相關分析了解「自然風格景觀」與「混合風格景觀」

之各恢復性知覺與環境偏好屬性關係、恢復性知覺與情緒效益及情緒效益

與環境偏好屬性相關分析。 



 

23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108 學年度） 

第五章  分析結果及研究發現 

第一節  樣本分析 

本研究網路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 300 份問卷，有效問卷率 100%。就受

測者而言，男性有 129 位，佔全部受測者 43%；女性有 171 位，佔全部受

測者 57%，雖然女性較多人，但比例上算平均；受測者教育程度大多是大

學生，再者為專科生、高職生及及碩士生，而大學生有 133 人(44.3%)，專

科生及高職生各有 56 人(18.7%)；集合住宅開放空間是公眾可以自由進出的

了解性統計，了解 103 人(34.3%)、不了解 82 人(27.3%)、尚可 70 人(23.3%)；

對於建築物週邊之道路開放公眾通行或休憩空間進行綠美化的重要性了解

統計，非常認同 278 人(92.7%)、普通 21 人(7%)、不認同 1 人(0.3%)。 

 

第二節  信度分析 

檢定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恢復性知覺「遠離」、「延展性」、「魅力

性」及「相容性」之四構面 8 題項、情緒效益「情緒」、「生理」、「認

知」及「行為」之四構面 8 題項及景觀偏好問卷量表，總計以信度分析後，

其 Cronbach’s Alpha 係數內在一致信度α皆大於 0.9，代表量表內部一致性

是高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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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景觀風格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 

 
一、 恢復性知覺 

研究分析結果「自然風格」在遠離性「感受到與日常生活不同」(M=4.13)

平均數評值是最高的，平均數最低者為相容性「感受自己和這一地方融為

一體」(M=3.66)；綜合構面平均數評值最高為「遠離性」構面(M=3.975)，

平均數評值最低為「魅力性」構面(M=3.825)。 

「混合風格」在遠離性構面「感受到與日常生活不同」(M=3.82)平均數

評值最高，平均數評值最低者為相容性構面「感受自己和這一地方融為一

體」(M=3.44) ；綜合構面平均數評值最高為「遠離性」構面(M=3.70)，平

均數評值最低為「魅力性」構面(M=3.515)。 

恢復性知覺四項特質由 t 檢定可知，民眾對於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

「自然風格」四項特質 8 個問項皆顯著高於「混合風格」。 

由分析結果發現，民眾在觀賞照片時覺得兩種不同風格景觀照片之第

一印象有別日常生活所較難常見因素，所以都在各風格遠離性「感受到與

日常生活不同」問項最高及顯著，反之最低分皆為相容性「感受自己和這

地方融為一體」，可能民眾認為是開放性空間而無法真正身心理去與環境

融合所致。 

表 5-1 民眾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恢復性知覺平均數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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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緒效益 

本研究結果，民眾對於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情緒效益「自然風格」

四項構面平均數評值高於「混合風格」。由分析結果發現，「自然風格」

景觀四項特質除生理構面 2 反問項，於情緒構面、認知及行為構面平均數

評值皆高於「混合風格」景觀。 

由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可知民眾對於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情緒效

益之情緒構面、認知構面及行為構面「自然風格」評值皆顯著高於「混合

風格」。兩種風格平均數評值最高皆是情緒構面「這個地方可以讓我心情

舒緩」問項，應為民眾在觀賞案例照片之景觀能在視覺上感受置身其中而

能穩定情緒，反之在自然風格平均數評值最低為認知構面「注意力會集中

至這個地方的景觀佈置」，應為民眾在無規則性及曲線景觀下較難使注意

力集中在某景觀上所致，另外在混合風格平均數評值最低為行為構面之「我

想在這地方待久一點」，應為民眾在觀賞案例照片時景觀所呈現單一規則

性且有秩序景觀導致不想停駐過久之感受。 

 

表 5-2 民眾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情緒效益平均數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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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景觀環境偏好分析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民眾對於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自然風格」

在複雜性構面「這個環境中可以觀賞到很多不同於元素」平均數評值最高

(M=3.98)，易讀性構面「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並到達任何指定的地點」平均數

評值最低(M=3.6)；綜合各構面平均數評值最高「複雜性」構面(M=3.97)，

評值最低為「易讀性」構面(M=3.605)。 

民眾對於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偏好「混合風格」之一致性構面「這個

環境的組成很有秩序」及「這個環境的組成和結構很容易了解」及易讀性

構面「這個環境中很容易辨別方向」與「我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並到達任何

指定的地點」平均數評值顯著高於「自然風格」。 

民眾對於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偏好「自然風格」在複雜性構面「這個

環境中包含有很多事物」與「這個環境可以觀賞到很多不同的元素」及神

秘性「這個環境中有很多事物可以進一步探索」與「這個環境吸引我走進

其中並獲取更多的訊息」平均數評值顯著高於「混合風格」。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得知，民眾對於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偏好「自然風

格」複雜性及神祕性兩構面特質平均數評值較高應為自然景觀植栽多樣

化、無規則性及且多為曲線型水景所致；另外在「混合風格」之一致性及

易讀性兩構面特質平均數評值較高，應為混合景觀景觀設計較單一規則性

及人行道路較明顯因素。 

表 5-3 民眾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景觀環境偏好平均數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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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不同性別對開放空間景觀自然風格及混合風格之分析 

(一) 恢復性環境知覺 

分析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在自然風格及混合風格之遠離構面 2 問項、延展

性構面 2 變項、魅力性構面 2 變項及相容性構面 2 變項其評值皆無顯著差

異。 

(二) 情緒效益 

分析結果民眾不同性別在開放空間景觀自然風格及混合風格之情緒構

面 2 變項、認知構面 2 變項及行為構面 2 變項之評值無顯著差異。 

生理構面「能這個地方不會讓我呼吸變急促」變項不同性別在自然風格

評值無顯著差異，在混合風格女性平均分數 3.98 評值顯著高於男性平均數

3.58。「這個地方不會讓我手心冒汗」變項不同性別在自然風格評值無顯著

差異，在混合風格女性平均分數 4.15 評值高於男性平均分數 3.73。 

(三) 景觀環境偏好 

分析結果民眾不同性別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之環境偏好在自然風格一

致性構面「這個環境組成很有秩序」不同性別評值無顯著差異，但在混合

風格女性平均分數 4.20 評值顯著高於男性平均數 4.02。不同性別在「這個

環境組成和結構很容易了解」變項之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評值無顯著差

異 。複雜性構面 2 變項、神秘性構面 2 變項及易讀性構面 2 變項不同性別

在自然風格及混合風格評值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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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景觀風格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一、民眾於不同年齡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恢復性知覺感受 

針對恢復性知覺四構面指標八題項對不同受測者年齡「18 至 25 歲」、

「26 至 35 歲」、「36 至 45 歲」、「46 至 55 歲」、「56 至 65 歲」及「65

歲以上」之平均數與「自然風格」及「混合風格」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在遠離構面 2 變項、延展性構面 2 變項、魅力性構面 2 變項及相容

性構面 2 變項等 4 構面 8 變項分析結果在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對不同年齡

民眾評值沒有顯著差異。民眾於不同年齡對開放空間自然風格景觀之恢復

性知覺四構面指標評值最高在「遠離」，評值最低為「魅力性」；混合風

格評值最高平均在「遠離」、「延展性」、「魅力性」及「相容性」，評

值次高分為「遠離」，評值低分為「魅力性」。 

二、民眾於不同年齡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情緒效益感受 

由分析結果民眾於不同年齡對開放空間自然風格景觀之情緒效益 4 構

面 8 變項，其中評值最高及最低都為「情緒」指標之 2 變項。混合風格之

情緒效益 4 構面，其中評值最高在「生理」指標，最低分為「情緒」指標 。 

 

三、民眾於不同年齡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環境偏好感受 

分析結果發現環境偏好 4 構面指標 8 問項對不同受測者年齡與「自然風

格」及「混合風格」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一致性構面「這個環境組成

很有秩序」變項分析結果在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對不同年齡之民眾評值沒

有顯著差異。在「這個環境組成和結構很容易了解」變項分析結果在自然

風格對不同年齡之民眾評值有顯著差異，經以雪費法事後比較檢定後在「36

至 45 歲」評值顯著大於「18 至 25 歲」，「46 至 55 歲」評值顯著大於「18

至 25 歲」。而混合風格對不同年齡之民眾評值沒有顯著差異。複雜性構面

2 變項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對不同年齡之民眾評值沒有顯著差異。 

易讀性構面 2 變項在自然風格評值無顯著差異。在混合風格評值有顯著

差異，以雪費法事後比較檢定後在「36 至 45 歲」評值顯著大於「18 至 2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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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結果民眾於不同年齡對開放空間自然風格景觀之環境偏好四構

面指標平均分布在 3.0 至 4.14 之間，其中評值最高在「複雜性」，評值最

低為「神秘性」。 

混合風格之環境偏好 4 構面指標平均分布在 3.23 至 4.21 之間，其中評

值最高在「一致性」，評值最低分「神秘性」。 

 

   四、民眾不同教育程度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恢復性知覺 

針對恢復性知覺 4 構面指標 8 題項對不同受測者年齡「博士」、「碩士」、

「大學」、「專科」、「高中職」及「國中(含)以上」之平均數與「自然風

格」及「混合風格」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下: 

遠離構面「在這個地方，我可以感受到與日常生活環境的不同」在混合

風格對不同年齡之民眾在評值有顯著差異，經以雪費法事後比較檢定後「高

中職」評值顯著大於「大學」及「專科」。 

遠離構面「在這個地方，我可以從工作和例行公事中獲得解脫」變項

分析結果在混合風格對不同教育程度之民眾評值有顯著差異，經以雪費法

事後比較檢定後「高中職」評值顯著大於「專科」。 

延展性構面 2 變項在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評值沒有顯著差異。 

魅力性構面在「在這個地方，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瀏覽」變項在混合風格

對不同年齡之民眾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評值有顯著差異，經以雪費法事

後比較檢定後「高中職」評值顯著大於「大學」及「碩士」。在「這個地

方，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瀏覽」變項在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評值沒有顯著差

異。 

相容性構面在「我感受自己和這個地方融為一體」變項在自然風格評值

沒有顯著差異，在混合風格對不同年齡受測者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評值

有顯著差異，經以雪費法事後比較檢定後「高中職」評值顯著大於「碩士」

及「大學」。在「我喜歡在這個地方」變項在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評值皆

無顯著差異。 

由上述分析結果發現民眾於不同教育程度對開放空間景觀之自然風格

恢復性知覺四構面較評值無顯著性差異，在「混合風格」之「遠離」、「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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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性」及「相容性」三構面，「高中職」平均評值顯著較其它者高。 
 

六、 民眾不同教育程度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情緒效益 

針對情緒效益 8 題項對不同教育程度「博士」、「碩士」、「大學」、

「專科」、「高中職」及「國中含以下」之平均數與「自然風格」進行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表如下:  

情緒構面在「這個地方，我願意與人互動」及「到這個地方，可以讓我

心情舒緩」變項分析結果在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對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評

值均無顯著差異。 

生理構面「這個地方不會讓我的呼吸變急促」變項分析結果在自然風格

對不同年齡受測者評值有顯著差異，經以雪費法事後比較檢定後「碩士」

評值顯著大於「高中職」。混合風格對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評值無顯著差

異。在「這個地方不會讓我的手心冒汗」變項分析結果在自然風格與混合

風格對不同年齡受測者評值皆無顯著差異。 

認知構面「我對這個地方的景觀感到興趣」及「我覺得注意力會集中至

這個地方的景觀布置」變項分析結果在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對不同年齡受

測者評值皆無顯著差異。 

行為構面「我想再次來這個地方」及「我想在這地方待久一點」變項分

析結果在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對不同年齡受測者評值無顯著差異。 

由上述分析結果發現民眾於不同教育程度對開放空間景觀之情緒效益

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自然風格」在「生理」構面「碩士」評值顯著高於

「高中職」，而在「混合風格」之「認知」及「行為」構面在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雖評值呈現顯著性，但是以雪費事後比較檢定在不同教育程度評值

尚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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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民眾不同教育程度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環境偏好 

環境偏好 8 題項對不同教育程度「博士」、「碩士」、「大學」、「專

科」、「高中職」及「國中含以下」之平均數與「自然風格」與「混合風

格」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如下: 

一致性構面 2 變項在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對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在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評值有顯著差異，經以雪費法事後比較檢定後兩種風格評

值均無顯著性差異。 

複雜性構面「這個環境中包含有很多事物」變項分析結果在自然與混合

風格評值無顯著差異。在「這個環境可以觀賞到很多不同的元素」變項分

析結果在自然風格評值無顯著差異，混合風格評值有顯著差異，經以雪費

法事後比較檢定後「高中職」評值顯著高於「大學」。 

神秘性構面「這個環境中有很多事物可以進一步探索」及「這個環境吸

引我走進其中並獲取更多訊息」變項分析結果在自然風格評值無顯著差

異，混合風格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評值雖有顯著差異，經以雪費法事後比

較檢定後評值無顯著性。 

易讀性構面「在這個環境中，很容易辨認方向」及「無論何時何地，我

都能夠知道自己的位置，並到達任何指定的地點」變項分析結果在自然風

格評值無顯著差異，混合風格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評值雖有顯著差異，但

以雪費法事後比較檢定後評值皆無顯著性。 

由上述分析結果可知民眾不同教育程度對不同風格開放空間景觀之環

境偏好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混合風格」在複雜性構面「高中職」平均

數評值顯著高於「大學」，在「自然風格」之「一致性」構面及「混合風

格」「一致性」、「神秘性」及「易讀性」三構面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雖

評值呈現顯著性，但是以雪費事後比較檢定在不同教育程度評值無顯著差

異。 

 



 

32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108 學年度） 

第五節  不同景觀風格 Person 相關分析  

針對不同的社經背景對「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兩種景觀恢復性

知覺、情緒效益及環境偏好以網路問卷方式進行所屬各構面問項量化評分

總和後之平均數，透過統計分析方法來驗證，因此採用 Person 相關分析進

行檢驗。 

一、 民眾對開放空間不同風格景觀之恢復性知覺、情緒效益及環境 

偏好相關分析 

(一) 「自然風格」與恢復性知覺、情緒效益及環境偏好相關 

分析民眾檢定結果「自然風格」的恢復性知覺與情緒效益相關係數達

0.714，顯示變項評值呈現顯著高度正相關；恢復性知覺與環境偏好相關係

數達 0.69，顯示變項評值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情緒效益與環境偏好相關

係數達 0.704，顯示變項評值呈現顯著高度正相關。 

由結果發現當民眾對開放空間「自然風格」景觀之情緒效益感受強烈

時，其恢復性知覺及環境偏好相對高度強烈，而恢復性知覺與環境偏好為

相對中度強烈。 

 

(二) 「混合風格」與恢復性知覺、情緒效益及環境偏好相關 

分析民眾檢定結果「混合風格」的恢復性知覺與情緒效益相關係數達

0.748，兩者變項評值呈現顯著高度正相關；恢復性知覺與環境偏好相關係

數達 0.676，顯示變項評值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情緒效益與環境偏好相關

係數達 0.699，顯示變項評值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 

由結果發現當民眾對開放空間「混合風格」景觀之恢復性覺與情緒效益

感受強烈時，其恢復性知覺與環境偏好呈現中度正相關，而恢復性知覺與

環境偏好為中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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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眾於開放空間景觀在不同風格與恢復性知覺、情緒效益及 

環境偏好相關比較 

自然風格在恢復性知覺、情緒效益及環境偏好與混合風格在恢復性知

覺、情緒效益及環境偏好相關比較結果評值皆呈現高度顯著正相關性，由

此結果得知開放空間之景觀風格在「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皆對於受

測者的感受呈現正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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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一、不同景觀風格之恢復性知覺 

假設一(H1)：不同景觀風格對受測者的「恢復性知覺感受」有顯著差異。 

本項假設主要了解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及混合風格之不同景觀與恢復

性知覺是否有差異，經驗證後顯示假設一成立。 

經本研究描述性統計分析「自然風格」景觀恢復性環境知覺的四項特質

數值皆高於「混合風格」。經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自然風格景觀之

民眾感受的遠離性、延展性、魅力性及相容性各皆顯著高於混合風格景觀，

應為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植栽多樣化造景、無規則性及曲線步道或水景形

塑，能吸引受測者的注意力與好奇心所致。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男女性別

對於兩種風格之恢復性知覺結果皆無顯著差異，可見不同性別對於其感受

並太大影響。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性別及不同年齡層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對景

觀恢復性知覺感受結果為不顯著。另分析不同教育程度自然風格與混合風

格對景觀恢復性知覺感受，結果在「混合風格」在遠離特質「在這地方能

感受與日常生活不同」「高中職」顯著大於「專科」及「大學」，遠離特

質「在這個地方我可以從工作和例行性公事獲得解脫」「高中職」顯著大

於「專科」，魅力性特質「在這個地方，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瀏覽」與相容

性特質「我感受自己和這個地方融為一體」「高中職」顯著大於「大學」

及「碩士」，由前述結果顯示「高中職」學生對於混合風格有規則性及幾

何造型水景景觀較有顯著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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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景觀風格之情緒效益 

假設二(H2)：不同景觀風格對受測者的「情緒效益」有顯著差異。 

本項假設主要了解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及混合風格之不同景觀與情緒

效益是否有差異，經驗證後顯示本研究假設二成立。 

經本研究描述性統計分析「自然風格」情緒效益的四項特質數值皆高於

「混合風格」，其中自然風格之「情緒」特質「這地方可讓我心情舒緩」數

值最高，混合風格之「情緒」特質「這地方可讓我心情舒緩」數值最高，經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自然風格」之「情緒」、「認知」及「行為」三構面

各皆顯著高於「混合風格」景觀，由前述結果應為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景觀

於第一視覺在情緒反應上較為放鬆、舒緩，及較易融入此環境。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性別民眾自然風格對情緒效益四項構面評值

結果不顯著，混合風格對情緒效益「情緒」、「認知」及「行為」三構面項

構面評值結果不顯著，反問項「生理」構面「這地方不會讓我呼吸變急促」

及「這地方不會讓我手心冒汗」兩問項民眾評值結果顯著；不同年齡層自然

風格與混合風格對情緒效益四項構面評值結果皆不顯著。另分析不同教育程

度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對情緒效益感受，在「自然風格」在生理特質「在這

地方不會讓我呼吸變得急促」「碩士」民眾顯著高於「高中職」。可能為學

歷高的民眾對於自然風格及混合風格景觀植栽造景形塑於融入觀賞時的生

理上有更佳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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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景觀風格之景觀環境偏好 

假設三(H3)：二種景觀處理，對受測者的「環境偏好」評價，有顯著差

異。 

本項假設主要了解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及混合風格之不同景觀與環境

偏好是否有差異，經驗證後顯示本研究假設三成立。 

經本研究描述性統計分析「自然風格」之複雜性及「混合風格」一致性

較高，其中自然風格之「複雜性」特質「這個環境可以觀賞到很多不同的元

素」數值最高，應為自然風格造景讓受測者對於多樣化、有層次堆疊植栽景

觀，搭配著曲線型步道或水景環境偏好讓人有療癒效果。混合風格「一致性」

特質「這個環境組成很有秩序」數值最高，應為景觀造景上的構成為有規則

性植栽，且為點線面式的步道所致。經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自然風格」複

雜性構面及神秘性構面二問項皆顯著高於混合風格，「混合風格」一致性構

面與易讀性構面皆顯著高於自然風格。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性別在混合風格「一致性」特質「這個環境

組成很有秩序」女性對一致性屬性的認知顯著高於男性。在不同年齡層自然

風格「一致性」特質「這個環境組成和結構很容易了解」民眾年齡在「36

至 45 歲」及「46 至 55 歲」其評值顯著高於「18 至 25 歲」，而 36 至 55 歲

階段年齡層對景觀環境的體認「一致性」特質「這個環境組成和結構很容易

了解」明顯高於 18 至 25 歲年齡族群。混合風格「易讀性」特質「無論何時

何地我都能知道自己的位置，並能到達指定的地點」民眾年齡在「36 至 45

歲」其評值顯著高於「18 至 25 歲」。另分析不同教育程度自然風格與混合

風格對環境偏好感受，民眾在「混合風格」複雜性特質「這個環境可以觀賞

到很多不同的元素」其民眾學歷在「高中職」評值顯著高於「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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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景觀風格之恢復性知覺與情緒效益相關分析 

假設四(H4)：受測者對不同景觀風格，其恢復性環境知覺與情緒效益之

間有顯著相關。 

此部分主要了解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二種景觀風格

之恢復性環境知覺與情緒效益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經驗證後顯示本研

究假設四成立。並經由 Person 相關分析結果，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

與「混合風格」之恢復性知覺與情緒效益皆呈顯著高度正相關。 

五、不同景觀風格之情緒效益與環境偏好相關分析 

假設五(H5)：受測者對不同景觀風格，其情緒效益與環境偏好之間有

顯著相關 

此部分主要了解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二種景觀風格

之情緒效益與環境偏好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經驗證後顯示本研究假設

五成立。並經由 Person 相關分析結果，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之情

緒效益與環境偏好呈顯著高度正相關，「混合風格」之情緒效益與環境

偏好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 

六、不同景觀風格之恢復性知覺與環境偏好相關分析 

假設六(H6)：受測者對不同景觀風格，其恢復性環境知覺與環境偏好

之間有顯著相關。 

此部分主要了解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與「混合風格」二種景觀風格

之恢復性知覺與環境偏好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經驗證後顯示本研究假

設六成立。並經由 Person 相關分析結果，受測者對於「自然風格」與

「混合風格」之恢復性知覺與環境偏好皆呈顯著中度正相關。 

在民眾恢復性知覺評值中，自然風格景觀之感受到與日常生活環境的不

同、我可以從工作和例行公事中獲得解脫、能融入其中，不會感受到拘束、

可以延伸出許多美好的聯想、想要花更多時間仔細瀏覽、有很多東西可以

吸引我的注意力、感受自己和這個地方融為一體、喜歡在這個地方等 8 問

項皆顯著大於混合風格，自然風格的開放空間對於民眾較能達到恢復性知

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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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眾情緒效益評值中，自然風格景觀之這地方我願意與人互動、到這

個地方可以讓我心情舒緩、這地方的景觀感到興趣、注意力會集中至這個

地方的景觀布置、我想再次來這個地方及「我想在這個地方待久一點」等 6

問項皆顯著大於混合風格；自然風格景觀在這個地方會讓我的呼吸變急促

及這個地方會讓我手心冒汗為反項顯著於混合風格。由前述二項結果可知

開放空間景觀如形塑成植栽多樣化及非規則形之步道造景，可讓使用者提

高恢復性知覺及增強情緒效益。 

在環境偏好評值中，自然風格景觀之這環境中包含有很多事物、這個環

境中可以觀賞到很多不同於元素、這個環境中有很多事物可以進一步探索

及這個環境吸引我走進其中並獲取更多訊息等，4 題項皆顯著高於混合風

格。混合風格景觀之這個環境組成很有秩序、這個環境組成和結構很容易

了解、在這環境中，很容易辨認方向及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並到達任何指定

的地點 4 問項皆顯著高於自然風格。由前述結果顯示兩種風格在景觀美質

上各有特色，自然風格在開放空間景觀植栽豐富且多樣性及增強民眾好奇

心探索性有療癒效果，混合風格在開放空間景觀有一致性幾何環境排列組

成及易讀性環境的清楚辨識方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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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研究田野調查臺中市集合住宅留設開放空間指示牌處，並非在顯眼易

見之處，亦或遭景觀爬藤等植物覆蓋住；另調查期間常有「黑衣人」(保全

人員)站崗使民眾產生隔閡距離感不易靠近確認並使用，故建議臺中市政府

於審查時能將開放空間指示牌結合於公共景觀設施，並打造臺中市開放空

間專屬 LOGO 標示或嵌入景觀設施或地坪上，使民眾行經時輕易可見及使

用以達留設之目的，另以不同景觀造景形塑臺中都市多樣化風格，並加深

臺中市景觀街道意象及印象。 

本研究結果期可作為日後建設廠商或景觀設計人員在規劃集合住宅留

設開放空間營造景觀時之建議，留設能讓住宅使用者或行人停等休憩之空

間，搭配不規則性的水景及其他庭園造景營造出富有豐富之無規則性多樣

化且不同元素景觀，並與公共藝術品融合造景，以達到開放空間設置之目

的，形塑出真正能讓行人行經時停駐休憩及集合住宅用戶使用該空間作為

人與人之間交流場所，使用能讓心靈沉澱之複層景觀植栽使其彰顯開放空

間景觀之意義；公共藝術品隱身於開放空間中，對於本研究在自然風格的

開放空間景觀上能相互呼應於景觀除可增加活潑性及趣味性，亦可使民眾

停駐觀賞使其有療癒效果。 

本研究後續建議臺中市政府審查及建設公司規劃開放空間沿街式景觀

時，另可加強夜間集合住宅開放空間景觀造景，增加民眾實際使用頻率，

使其與白日有不同樣貌景觀，但有相同療癒效果，有效發揮開放空間在法

規上留設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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