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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論文之主要目的在於找出戶外空間中吸引老年人停留的景觀元素、配置

及設計之原則，並證明戶外停留空間對老年人及安養機構的重要性。 根據

文獻回顧發現，戶外空間所帶來的休閒生活，能有效改善老年人的生理、

心理狀況並提高生活滿意度；此外，老年人在戶外時，多半從事靜態的休

閒活動。為了深度了解老年人對戶外停留空間的感受及需求，本研究以雙

連安養中心為案例，採用環境行為觀察、深度訪談及計量研究之問卷調

查，將質性研究及計量研究之成果結合，以呼應研究之預期目的。 研究結

果顯示，百分之 77.6 的老年人每天固定要使用戶外停留空間，以及百分之

83.66 的老年人以戶外停留空間為選擇入住安養機構的主要考量之一。在

戶外規劃方面：空間的大小並不是重點，老年人需要的是方便到達及無障

礙的戶外空間；停留空間中也不宜有汽機車動線，因為這將造成老年人的

壓力，所以在規劃時應將停車場地下化；而停留空間的設計方向亦應以自

然景觀元素為主，並具有遮蔭效果好之自然遮蔭設施，部分有陽光直射之

戶外停留空間，其周遭應種植落葉樹，以供老年人夏季能遮陽，冬季能享

受溫暖的陽光；池塘或溪流等水景則深受老年人的喜愛。在設施選購方

面：需重視戶外鋪面的防滑性，以避免老年人滑倒造成傷害；同時應設置

數量足夠並符合老年人人體工學之運動器材及座椅，而設置地點亦需避開

風口。 本研究結果推論，倘若政府及安養機構經營者，重視安養機構中戶

外停留空間的規劃及設計，將能有效給予老年人生理及心理實質上的幫

助，使老年人擁有舒適健康的生活品質。 

摘

要

(英)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find out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outdoor spaces which 

can attract the elderly people to stay and to improve the importance of outdoor 

spaces to nursing homes and retirement communities by utiliz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environment behavior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lso by 

designing a questionnaire against the elderly people. Based on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lderly people not only use the 

outdoor spaces (almost) everyday, but also take the outdoor spaces as a 

consideration when choosing the nursing homes or retirement communitie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ideal outdoor spaces to the elderly people 

should be convenient to approach and b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the parking lot 

should be constructed underground to prevent from pressure; the outdoor spaces 

should equipped with some shades and landscapes elements; trees and gardens 

should be built around these spaces; the deciduous trees can provide shades during 

the summer time and sunbeam during the winter time. When talking facilities, the 

slip resistance floor should b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when constructing the outdoor 

spaces; all the seats and fitness equipments should meet the criteria of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to the elder people; there should also be enough seats located at the 

spots where are not windy; and furthermore, the pond and stream are also welcomed.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ould be a useful reference and guidelines to the 

authorities, to the people who plan to run nursing homes or retirement communities 

and to the elder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when evaluating which nursing home or 

retirement community to settle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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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頁

數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12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09/6/12 

轉

檔

日

期 

2009/06/15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5826108 2009.6.14 2:35 60.250.88.64 del 01 495826108 2009.6.14 2:35 

60.250.88.64 del 02 495826108 2009.6.14 2:35 60.250.88.64 del 03 495826108 

2009.6.14 2:39 60.250.88.64 new 01 495826108 2009.6.14 2:45 60.250.88.64 new 

02 495826108 2009.6.14 2:52 60.250.88.64 new 03 495826108 2009.6.14 3:01 

60.250.88.64 new 04 495826108 2009.6.14 3:09 60.250.88.64 new 05 495826108 

2009.6.14 3:10 60.250.88.64 new 06 495826108 2009.6.14 3:16 60.250.88.64 del 01 

495826108 2009.6.14 3:16 60.250.88.64 del 02 495826108 2009.6.14 3:16 

60.250.88.64 del 03 495826108 2009.6.14 3:16 60.250.88.64 del 04 495826108 

2009.6.14 3:16 60.250.88.64 del 05 495826108 2009.6.14 3:16 60.250.88.64 new 06 

495826108 2009.6.14 3:19 60.250.88.64 del 06 495826108 2009.6.14 18:33 

60.250.88.64 new 01 495826108 2009.6.14 18:37 60.250.88.64 new 02 495826108 

2009.6.14 18:45 60.250.88.64 new 03 495826108 2009.6.14 18:51 60.250.88.64 new 

04 495826108 2009.6.14 18:56 60.250.88.64 new 05 495826108 2009.6.14 19:03 

60.250.88.64 new 06 495826108 2009.6.14 19:05 60.250.88.64 new 07 495826108 

2009.6.14 19:05 60.250.88.64 new 08 495826108 2009.6.14 19:05 60.250.88.64 new 

09 495826108 2009.6.14 19:05 60.250.88.64 new 10 495826108 2009.6.14 19:06 

60.250.88.64 new 11 495826108 2009.6.14 19:06 60.250.88.64 new 12 495826108 

2009.6.14 19:07 60.250.88.64 new 13 495826108 2009.6.14 19:12 60.250.88.64 new 

14 495826108 2009.6.14 19:19 60.250.88.64 new 15 495826108 2009.6.14 19:27 

60.250.88.64 new 16 

異 C 495826108 Y2009.M6.D12 0:35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2 0:35 



動

記

錄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3:30 118.160.144.149 M 495826108 

Y2009.M6.D13 3:52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3:58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3:59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4:00 118.168.163.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4:02 118.168.163.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4:05 118.160.144.149 M 495826108 Y2009.M6.D13 14:12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14:15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14:16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14:16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14:16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14:19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14:19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14:47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15:29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3 16:15 

60.250.88.64 M 495826108 Y2009.M6.D14 3:42 60.250.88.64 M laar2391 

Y2009.M6.D14 19:29 60.250.88.64 M laar2391 Y2009.M6.D15 9:57 140.136.125.4 

M laar2391 Y2009.M6.D15 9:57 140.136.125.4 I 030540 Y2009.M6.D15 13:01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5.D3 13:57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5.D3 14:48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