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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現今台灣都市公園植栽設計多以景觀植栽為主，講求對稱整齊、線性排

列，然而過分強調形式美的景觀，非但不能使自然景觀和生態系統增添

任何附加價值，反而從根本上偏離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永續自然生態的

目標，因此若能利用生態觀念的種植手法呈現於公園中，則可同時達到

最佳的視覺綠美化效果且兼具生態環境的完善效益。 本研究以「植栽種

植形式」、「植物種類多樣性」及「植物分層結構」三項因素探討民眾

對都市公園植栽配置偏好影響，並針對受測者的背景特性對景觀偏好的

影響。個人背景特性包括「年齡」、「性別」、「學歷」、「專業課

程」、「環境喜好」、「是否經常接觸自然」等變項，以找出符合民眾



偏好又具有生態永續觀的設計原則。 本研究以生態植栽隨機形式、生態

植栽集落形式、景觀植栽規則形式和景觀植栽自然形式四種植栽種植形

式搭配三種植物多樣性層級與三種植物分層結構，共三十二張照片模擬

都市公園植栽種植形式照片來進行民眾景觀偏好問卷的調查。 經過三因

子變異數分析與單因子 T 檢定分析整理後，結果顯示： （一）植栽種植

形式：民眾對於景觀植栽自然形式的單排喬木最為偏好，其次為喬木搭

配低矮草本層。而最不受民眾偏好為生態植栽隨機形式大喬木搭配灌木

層以及草本植物層。單以生態植栽種植形式討論，民眾偏好生態植栽集

落形式高於生態植栽隨機形式。 （二）植物種類多樣性：以喬木搭配小

灌木的景觀植栽規則形式最受到民眾偏愛。 （三）植物分層結構：民眾

對景觀規則形式以及生態集落形式中分層結構越接近天然林大喬木搭配

中等灌木叢以及低矮草本叢的豐富層次感偏好度較高。 （四）受測者的

背景特性：結果顯示僅有受試者「環境喜好」以及「是否接受過相關專

業課程」兩項背景特性對於植栽景觀偏好有明顯差異。 研究結果俾供後

續研究作為參考意見，使未來能建立符合民眾偏好，更能達到生態環境

需求，真正永續景觀機能的都市公園。  

摘要

(英) 

Plantations of Taiwan’s urban parks are mostly designated with landscape 

planting as their vital appearance symmetrically arranged in neat orders and 

patterns. However, landscape which is excessively emphasized on manifestation 

beauty not only will fail to provide any added value to natural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status but also will rather gravely deviate from the goals such as the 

diversity of preserved creatures and sustainability of ecological nature. If 

plantation technique with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planting is applied to a park, it 

can achieve the best effect of visual beauty and green plantation both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more, it would favor an ideal advantag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research, the three elements namely “Planting Styles”, “Biodiversity of 

Planting Types” and “Layered Structures of Plants” shall be applied for 

studying of the publics preference in a city park. Moreover, the impact of 

landscaping preference shall be studied mainly with backgrou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test receivers.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variations such as “age”, “sex”, “educational 

background”, “professional major”,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 and 

“whether or frequently exposed to nature” etc. shall be applied to the seeking 

of design principles to fulfill people’s prefer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comprise sustainable ecological nature. Four plantation techniques such as random 

style of ecological plantation, gathering style of ecological plantation, geometrical 

style of landscaping plantation and natural style of landscaping plantation are 

applied to match with 3-type plant’s diversity and 3-type plant’s different 

layers of structure with a total of 32 photos mocking up the styles of urban park 

plantation for processing questionnaires to people for their landscaping 

preferences. After analyzing the 3-element variations and integrating the analysis 

of single-element T-tests, the result reveals: (1) Planting Styles: people’s top 

preference is single-row trees of natural style as landscaping plantation. The 

runner-up is trees matched with short or low herbaceous layers. Nevertheless, 



people don’t like big trees in ecological plantation of random style matched with 

bush layers and herbaceous layers. Specifically on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plantation styles, people prefer gathering style of ecological plantation much more 

than that of random style ecological plantation. (2) Biodiversity of Planting 

Types: people most prefer the landscaping plantation of principle style using trees 

matched with tiny bushes. (3) Layered Structures of Plants: Among landscaping 

of principle styles and gathering styles of ecological nature, the closer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structure resemble the natural trees matched with medium 

bushes and the more layer appearance of short or low herbaceous, the higher the 

people’s preference to such manifestation. (4) Backgrou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st receive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obvious differences of landscaping 

preference only exist to test receivers of 2 types of backgrounds and 

characteristics namely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 and whether or not relative 

“professional major” is received. The outcome of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further research in order to construct urban parks that meet 

people’s preferences and further fulfill the deman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 

that actually sustainable landscaping functions are available to all such urban 

parks aroun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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