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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村美學問題之探索研究 
 

 

顏 梓 安 1)
     歐 聖 榮 2) 

 

 

關鍵字：農村、農村美學、審美 

 
摘要：自農村再生條例施行以來，臺灣在農村建設上有多方面的改善。再生計畫

中的單點式景觀改善雖有助部分社區環境的提升，卻仍然缺乏整體性美學。從近

年的農村建設現象中可發現，部分民眾對於農村之美的想像僅限於壁面的加工以

及建築的仿效，低估當地的景觀與文化價值，農村環境在美學方面始終沒有一個

明確的定義和標準。身為景觀專業者，如何協助呈現農村之美？是一項重要的任

務。本研究針對美學基礎概念及農村美學之文獻資料與現況推動政策進行彙整，

發現美感由人的主體情感面和認知所引發；農村之美包含人文、自然與在地之美，

且強調居民的參與。研究最後建議未來農村之美的相關規劃，可藉由居民和景觀

專業者的合作，針對農村自身的地方特色進行適當操作。 

 

 
前   言 

水保局農村再生計畫單點式的景觀改善雖然有助部分社區環境的提升，但還是缺乏整

體性美學 (陳和吳，2013)。在現今農村地區對於美的想像中，部分民眾之思考僅限於壁面

的加工或是建築的仿效，盲從潮流，低估當地景觀與自身文化價值。筆者走訪農村後發現

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如果我們只是想要表現卡通人物的討喜和鮮艷色彩，以傳統農村建

築作為畫布的今天，會不會太過奢侈？臺灣的農村，不管是自然產業還是傳統農村建築，

都有他們存在的道理，我們還沒有深入了解他們之前，就先用艷麗的塗料掩蓋住了，不是

太可惜了嗎。漢寶德 (2003)認為一個追求進步的落後國家，其人民的美感素養的提升，也

可以作如是觀，審美活動是有其個性內發的成份，但那要建立在普遍的美感之上才有價值。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針對農村環境建立相關的美學思考，期望能夠藉由議題探索現今的

臺灣農村風貌之美與其中問題。 

1) 國立中興大學園藝學系造園組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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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相關理論 

美學 (aethetics)一詞源自於希臘文 (aisthetikos)，指的是「感官知覺」 (sensation)，意

思是用感官去感覺。經由科學的方法，對人類的感官以及感覺做細密的研究，讓人類能夠

更為深入的了解自身的感官世界，而美學歷經世界各地的發展與傳播，近年來更加精確的

意義為可兼談自然美與藝術美，同時也包括美感相關的活動內容，對美、藝術以及人的美

感進行思考並且能夠歸納出有系統和普遍性的觀點 (蔣，2006；李，2014)。因此，本研究

將美學定義為，透過感官知覺接觸能夠感受到的美，並經由科學的方法解析，能系統性歸

納出眾人普遍接受的觀點。 

在實用的和科學的世界中，事物都藉著和其他事物發生關係而得到意義，但在美感世

界中它卻能孤立、絕緣，卻能在本身現出價值 (朱，1995)。在審美的過程中人類可獲得心

靈的觸動與提升，在此一過程中，人類在情感上將呈現精神愉悅的狀態且產生無以名狀的

深層感動 (紀，2008)。美感的價值在於他並不需要有實際的益處，卻能帶給人們愉悅與感

動 (李，2014)。 

美感的歷程可能有兩個階段或是兩個方向，一部分是生理感官直覺對於客體外在形式，

不涉及個人、社會、文化等干擾因素，直接引發的美感 (較少認知的情感)；另一部分則是

透過社會感官的篩子，涉入記憶與聯想所引發之美感 (較多認知的情感) (李，2006)。以

Español-Echániz (2010)的研究為例，一名觀察者在感受一個地方時會產生諸多情緒如熟悉

感、喚醒感、思鄉感、格格不入感和孤獨感等，當旅行的人認同一些景觀有他們家鄉的特

點時，會喚起對家鄉的記憶，此部分即為較多認知的情感。李 (2006)研究發現，審美評估

之情感判斷，皆是過去經驗、記憶積淀深化在右腦及左腦語言體系中美感之呈現，所以皆

是情感之認知評價，進而形成主體心中所認為之美感，在他的研究結果中對國家公園回憶

聯想、現地聯想及感覺聯想越多、對國家公園現地印象與媒體印象越深的受訪者、對國家

公園熟悉度越高、自然知識越豐富及美學藝術涵養越好、童年接觸自然經驗頻度越高及目

前越常到自然從事休閒遊憩之受訪者、自然休閒遊憩興趣越高、受訪者當日心情愉悅度越

高和受訪者樂觀度越高，這些都會讓美感的評值越高，並在後續研究建議中提出，未來在

進行景觀美感之相關研究時，純粹客體因素部分可能只需考量構圖類型之影響效果。因此

我們可以了解，美感受主體自身的情感和認知評價的影響是最大的。 

而在主體與客體的互動中，過去文獻曾敘述關於審美主體對客體的投射相關論述，如

劉 (2012)提出“有一千個讀者就有一千個哈姆雷特＂說明不同的哈姆雷特都是每個讀者

心靈投射的結果；但這些不同的哈姆雷特都存在著某些共同特徵，這是由作品結構決定，

而又主體抽象出的結果。亦符合 Budd (1996)所述，即便是同一件事情，但並不是每個描

述都適用於每個人的感受。由此可以了解到，美感受主體影響而成，因此即便客體是同一

個對象，不一定會得到同樣的結果。 

綜上所述，美感的構成以審美主體 (人)透過感官去感受審美客體，喚起其回憶聯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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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狀態，進而產生美的感受。不同的審美主體面對相同的客體，亦會因個人素質和生命

經驗產生不同的結果。將美感經驗應用於景觀上，劉 (2012)提出優秀的景觀，除了能夠給

人以形式美感之外，還往往以深邃的內在結構給人以豐富、深刻的情感激喚﹐使人產生難

以言表的心靈感動，生發出無盡的意蘊，給人以美的享受。 

 

 
環境美學相關理論 

環境美學在 20 世紀中後段的分析美學中興起，在這之前，傳統的美學主要為藝術哲

學，美學忽視了自然界的反應，引發自然美學的復興，加上工業化的發展，嚴重破壞環境

品質，影響人們的生活。因此，以歐美為中心，有關環境的科學研究得到迅速發展，雖然

環境美學於過去四十年中才發展成西方哲學的一個子領域，但其具 18、19 世紀之自然美

學之根基，這其中包含無利害性、崇高美、風景如畫般的性質和肯定自然物皆具審美價值

的肯定美學。到了後期，越來越顯示與傳統美學的區別，發展兩派認知取向與非認知取向

的觀點，包含以卡爾松 (Allen Carlson)為代表的認知理論，以及以阿諾德．柏林特 (Arnold 

Berleant)的「介入美學」 (Aesthetics of Engagement)為代表的非認知理論。認知取向觀點

強調實質的知識，如神話、歷史、藝術與宗教等有助於自然欣賞；非認知取向主張透過感

官體驗、想像和融入的方式，才得以欣賞環境之美。前者以嚴格的分析哲學方法探討自然

問題，後者結合美國實用主義與法國現象學。非認知路線贊同者較為多元化方法也更為多

樣，包含赫伯恩的「多維審美」 (Multi-Dimensional Aesthetic)理論、諾埃爾．卡羅爾 (Carroll)

的「激發模式」 (arousal model)、齊藤百合子 (Saito)的「多元主義方法」、戈德拉維奇 

(Godlovitch)的自然美學思想等；環境美學從把重點立於自然環境中，發展到日常的美學調

查與環保主義，其哲學基礎由傳統的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延伸至生態主義，從鄉村景觀、

城市景觀、工業場所等延伸至個人生活空間與院落環境等，朝日常的實踐和生活運用邁進 

(陳，2007；劉，2010；楊，2015；Carlson, 2016)。 

環境美學的興起讓學界從單純的藝術欣賞，延伸至日常環境的應用。張 (2004)對環境

定義為，環境的形成很少是單個人的作品，而更多的是集體和自然共同創造的結晶，是不

斷生成的，流動不拘，時刻都在變化，不是僵死不動的，並且擁有與藝術不同的審美標準。

陳 (2010)也提到環境體驗不一定完全是視覺的，它是綜合的，涵蓋了所有的感覺形式。環

境美學將審美行為侷限於博物館、音樂廳等特殊地點與時間中抽離出來，美學不再是一項

引人注目或超乎尋常的事物，而是在大眾文化中也可以找到不亞於精緻藝術的審美趣味，

環境美學並不單單涉及單獨的建築或單一場所，更涉及人們的參與，人是環境美學中最重

要的因素 (Berleant,1992)。當人把自然環境作為價值物時，會面對兩種情形，一是資源，

二是環境，過去將自然界一味看成資源的觀念應該有所轉變，人應當適度開發自然資源，

保護好自然環境，因為它是我們人類的家 (陳，2010)。在環境美學中，環境被視為家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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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資源，重視環境用情感塑造成人類的家園，人與環境的「合一」，這樣的觀念不是成就

環境的自然屬性，而是促成了家園感；環境美學將家園區分成三個層次，分別為「宜居」、

「利居」和「樂居」，並將「樂居」視為環境美的最高功能，「宜居」只考慮到基本的生存

需求，「利居」重視環境的硬體與設施，忽略了精神文化，「樂」居則是情感性的，除了包

含前述宜居和利居的功能之外，亦滿足了精神層次的需求(陳，2010；陳，2010)。而 (2012)

提出人類的三種生活環境、自然、農村以及城市中，農業發展時期的定居方式，人們才開

始有了家園的概念，既然環境的本質認定為「家」，將環境美的本質認定為「家園感」，那

原始農業實際上是環境美學的胚胎，那麼當今環境美學建設中，我們理應關注環境美學的

母體－農業。 

綜上所述，環境美學不拘泥於特殊時間地點，環境體驗源自於所有感官的感受，可以

細微至日常生活的衣著服飾，大至自然生態的保護，環境美學重視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取得對人類來說，環境是資源或是家園環境的平衡點；而環境美學與前述美感的定義有部

分衝突之處，兩者不同的面向為，環境美學所附加的「實用」和「效益」性質，有助其美

感的深化，與美的無用觀點大相逕庭，且環境美學強調人的參與，與美學中「心距說」及

「靜觀說」的審美方式截然不同。環境美學在近代的理論延伸至「家園感」一詞，在陳望

衡的論述中，家園感分成三種層次，最終追求的層次為基本生理、環境硬體以及精神層次

皆滿足的「樂居」模式；而就「家園」環境來深入探究，又以農村為最開始有了「家園」

的雛型概念；前述文獻回顧從基礎美學，延伸至日常實務應用的環境美學中，若要將美學

實際運用於臺灣現況，可從農村之審美為起始點。 

 

 
農村美學相關理論 

本研究統整過往學者論述何謂農村之美，並將之分門別類為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在

地性三者。 

一、自然之美 

過往研究將農村景觀資源分類出自然景觀資源 (林，1995；林，2003)，或在意象或元

素分類出自然景觀之類型 (洪，2005；賴，2007)。王 (2012)提出，農村美學的基礎在於其

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五感體驗的認知以及不同於都市之魅力。人類的村落環境，主要是

農業人口聚居的地方，而農業雖非自然地景，但卻是人類生產活動中較為接近自然且擾動

較少的土地利用景觀，舉目可見若非原生態的自然就是農作物的自然；且由於自然條件不

同，加上居民從事農業活動的差異，使農村類型變得相當豐富，環境也出現了多樣化，過

往研究就提出臺灣農村產業現況可分為八種景觀類型，如高臺農作類、平原農作類、縱谷

農作類、溪谷農作類、梯田茶園類、近山林野類、濱海水鄉類以及海岸田園類；而村落環

境隨自然中物候的變化，一年四季出現不同之季相，使村落變得更加絢麗多姿。而過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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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就都市居民的角度敘述，不僅自然化的景觀受到喜愛，與傳統農業相關的景觀同樣的也

受到高程度的偏好；但亦有研究在調查一般大眾對農村景觀偏好時提出，即便是自然景觀，

無人管理的草木和沼澤為受訪者最不好偏好之景觀。而現代化的集約農業和對環境感到冷

漠在大眾眼中有強烈相關，不同族群和個人對環境的價值取向亦會讓景觀偏好而有所差異，

如居住於農村的居民，相較於都市地區會給予農業景觀與水景較高度的評價 (周與劉，

1993；蔡，2008；王，2012；陳，2012； Howley, 2011；Almeida et al.,2015)。 

二、人文之美 

過往研究將農村景觀資源分類出空間結構與人文活動 (林，1995)，亦或農村文化景觀

(林，2003)，或在元素與意象上歸咎出人文景觀之類型 (洪，2005；賴，2007)。Howley (2011)

針對鄉村景觀的研究結果發現，文化景觀是民眾在視覺上除了水景之外較為偏好的景觀，

在其研究中文化景觀包含古建築、紀念碑、雕塑等空間設施結構物。劉和洪 (2003)指出農

村景觀資源包含非實體景象農村特質，如人文、釆風、信仰、習俗、生命歸屬感等。王 (2012)

提出，農村美學的基礎其一在於人文之美。過往研究也曾探討在人文特色如農村生活經驗

等，創造出農村美感經驗之案例 (蔡，2012)。農村審美中，除了親自然性和生活環境的廣

闊性之外、更有與自然生命交流、豐富的人際交流之特性 (陳，2012)。 

三、在地性 

林 (2004)認為，社區常常看不到「在地性」的重要，若透過不斷的對話、反省，或許

在決定社區發展時就能夠沉澱出在地自然、環保、生態、美學、鄉土多元的社區風格。農

村空間的美學在於傳承和保留其道德觀、在地化、自然生活空間和獨特魅力，農村社造不

是單純改變農村村貌，而是再現原鄉風情 (蔡，2012)。農村的在地包含了永續的在地、農

業的在地、環境的在地、景觀的在地、社區的在地和文化的在地，其中景觀的在地在於是

否能夠詮釋在地的環境特質、風俗文化、人類需求等特徵，並形成一種在地的環境秩序、

景觀美感和意象傳遞 (周，2010)。農村的建設應盡量避免泛都市化意象的強植，需顧及聚

落、空間與農業三者的互動環境，若按照城市模式改造農村，實際上就是消滅農村 (祝，

2008；陳，2012)。 

綜上所述，農村有產業中最接近自然環境的特性，加上臺灣農村地形和生態的豐富性，

讓農村有其無可替代的自然之美，而所謂的自然之美，除了純粹的自然環境，也包含了農

業景觀；但依照自然環境以及農業形式的不同，其不見得全部能被大眾接受其與環境之美

相關。除了自然之美，農村之美也建立在有形和無形的文化景觀，有形如空間設施結構，

無形如農村的生活經驗和人文活動，兩者皆能夠為代表其美之部分，並創造美感經驗。農

村環境本身的環境特徵與風貌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農村之美的基礎應當建立於在地化上，

所有的營造需依循地方風情與風格，而不是單純社區改造或是複製都市化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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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村美學發展現況與農村美學之問題 

農村美學相關計畫自 95 年開始即有農村景觀空間美學教育訓練之推動，近期相關計

畫如農村景觀美學營造競賽、景觀美學共識營和農村再生計畫窳陋空間改善等，於綠化造

景、生態、人文方面推廣相關知識及經驗，並於農村景觀中導入地方生態、文化、產業元

素，農村美學日漸抬頭(見表 1)。在農村居民的角色上，近期實施計畫如農村再生，期望

啟發社區居民主動投入社區活化再生的工作，鼓勵青年返鄉，透過培根訓練建立居民之間

的共識，從生活滿足、環境改善至心靈的成長與改變，而農村美學亦然，期望先由在地認

同、再來是農民主導至親身實作，最後達到環境共榮的效果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2012；王，2012；陳與吳，2013)。在景觀專業者的角色中，除了實質環境營造的參與

外，亦須扮演環境教育與大眾之間的橋樑，並協助業主跳脫資本邏輯的角色，啟發其審美

意識的價值與意義 (許等，2006)。 

陳 (2012)提到農村美學有四個主要的問題，一為過往讚美農村風光、欣賞農業美的，

主要非農民，而是城市居民；二為農村特色為農業景觀，那就是田野、牧場、種植基地等，

不要讓這些景觀消失於新興之農村；三為農村建設需有自己的特性，不可同一套圖紙；最

後則為在建設上，需注意與當地地形地貌和傳統文化的和諧。農村社區在農村再生條例和

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公布施行後，社區環境有比過往乾淨整齊，但隨著農村休閒需求的

增加，農村和休閒農業區存在這景觀美學上的問題，如單點式的空間改善無法將整體性的

美質提升；雖然有研究提出空間改善工作已在空間區位 (整體性)和功能效益 (正當性)上

發揮正面意義，但在融入文化藝術內涵和創意發明等方面需加強，建議透過農村美學概念

以全面提升農村整體美質 (陳與吳，2013；石，2014)。農村形塑的關鍵點，在於農村社區

是否能夠透過聚落、空間與農業三者間的互動環境，營造出具歷史痕跡之農業風貌 (祝，

2008)。 

綜上所述，農村在空間環境上雖然已經有所改善，若能藉由農村美學概念加以深植，

更能做整體性的改善，而農村美學希冀能夠由地方居民的角度探討，用其美學眼光重新審

視農村景觀，在建設上避免失去農業景觀、避免制式化、避免失去在地性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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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農村社區之美學相關計畫 

Table 1. Aesthetics plans of rural communities. 

名稱 單位 內容 

95 年 

農村景觀空間美學教育

訓練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透過農村景觀案例影像的賞析及教育課程，

提升相關單位人員、設計施工單位、以及地

方居民對於農村生活空間的美學涵養。 

95-96 年 

十大經典農漁村選拔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推動「新農業運動」的背景下，鼓勵傳統農

村推動新觀念、訂定新目標、吸引新農民，

以生活、生產、生態三面向之為選拔標準。 

99 年 

農村美學幸福講座規劃 

水土保持局

臺中分局 

邀請專業人士交流分享空間營造、綠化、環

保、節能生活等相關專業知識與技巧。 

101 年 

農村美學研討會 

水土保持局

臺北分局 

邀請國內具農村規劃及營造經驗之專家學

者，提供交流與學習的機會。 

101 年 

彰投雲嘉農村景觀美學

營造及推廣計畫 

水土保持局

南投分局 

配合農村社區窳陋空間改善工作導入美學概

念，篩選出培根組 20 個社區及輔導 3 處再生

社區，辦理「2012 彰投雲嘉農村景觀美學競

賽」，提升農村社區對空間美學之知識，促進

農村景觀營造與維護邁向自主。 

101 年 

南區農村景觀美學營造

及推廣計畫 

水土保持局

臺南分局 

針對轄區內各農村社區不同特性與需求進行

景觀美學營造輔導，並藉由社區參與過程增

進居民環境美學的概念。 

102 年 

彰投雲嘉農村景觀美學

營造及推廣計畫 

水土保持局

南投分局 

配合農村社區窳陋空間改善工作導入美學概

念，彰、投、雲、嘉四縣之農村社區於分局

競賽後，推薦 10 社區參加總局評選，以鼓勵

農村社區對空間美學之知識提升，展現在地

農村社區窳陋空間改善之成果。 

102 年 

北區窳陋空間改善示範

推廣計畫『紆余．窳

喻』-北區綠珠環串行動 

水土保持局

臺北分局 

透過在地團隊帶領及輔導社區，使社區了解

環境改善之重要性，提升社區美學涵養。 

102 年 

窳陋空間改善示範推廣

計畫 

水土保持局

臺東分局 

改善社區窳陋景觀，將更多美學因子帶入農

村，並展現社區凝聚與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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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農村社區之美學相關計畫 

Table 1. Aesthetics plans of rural communities. 

名稱 單位 內容 

103 年 

農村社區景觀美學及窳

陋空間改善推廣專管計

畫「農村社區景觀美學

教育訓練」 

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辦理 6 場並邀請各分局所轄之農村社區幹部

及成員，加強窳陋空間改善成功案例推廣課

程，以提升社區實務操作品質、管理維護及

農村景觀美學觀念。 

103 年 

「南區窳陋空間改善示

範計畫」南區窳陋美學

共識營 

水土保持局

臺南分局 

邀請美學景觀、綠化造景、窳陋改善經驗等

專業講師授課，鼓勵社區幹部共同參與學習

綠化、美學營造相關專業知識 

103 年 

農村窳陋空間改善競賽 

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鼓勵社區選擇適當窳陋地點，透過居民自主

參與與雇工購料方式，提升景觀及生態品

質。 

104 年 

臺東地區農村社區景觀

美學推廣計畫 2 天 1 夜

共識營 

水土保持局

臺東分局 

提升參與者設計概念、學習實際案例的美感

與實務經驗，為農村社區推動自主營造之僱

工購料及窳陋空間改善參考。 

104 年 

彰投雲嘉 

＂發現農村．真善美＂ 

農村社區景觀美學營造

競賽 

水土保持局

南投分局 

訂出可食地景、友善環境、棲地營造、鄉土

回憶社區環境空間營造計畫，提昇農村社區

生活環境品質及整體景觀。 

101-104 年 

農村再生計畫 

＂老地方、新色彩＂ 

窳陋空間改善 

水土保持局

臺中分局 

透過農村窳陋空間的改善，希望藉此讓社區

自主參與，使居民能夠重新審視在地特色與

環境的關聯，凝聚再生的力量。  

105 年 

中苗農村社區景觀美學

成果發表活動 

水土保持局

臺中分局 

以可食地景、農夫市集、古法技藝、友善環

境、文化脈絡等主題面向引導營造，讓農村

窳陋空間改善成效更顯著，發揮在地特色。 

105 年 

農村景觀美學整合加值

計畫 

水土保持局 辦理社區觀摩研習、美學課程講座、工程景

觀指導等，藉由計畫安排景觀相關專業者與

農村營造規劃參與者等，彼此交流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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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農村社區之美學相關計畫 

Table 1. Aesthetics plans of rural communities. 

名稱 單位 內容 

106-107 年 

第一屆金牌農村競賽選

拔計畫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暨 96 年十大經典農漁村選拔後，為樹立臺灣

農村典範使農村社區發展有所依循，透過競

賽選拔機制，促進中央及縣(市)政府合作投

入農村發展，激發農村向心力，營造特色風

貌，邁向多元永續發展之目標。 

 
 

結   論 

身為景觀專業者應探究目前的社會現象，反思何謂農村之美的真正樣貌。因此，針對

美學基礎概念及農村美學之文獻資料與現況推動政策進行彙整，本研究以現有的文獻解構

農村之美可能涵括的面向，將農村之美分類為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在地性。農村之美在

於它的素色面貌，在於它與自然的親近性，在於它的傳統在地文化，在於它相對於都市狹

窄的個人空間的寬敞，這些都是不需要刻意脂粉就擁有的優勢，而這些美的感受，回顧美

感的構成以及環境美學的宗旨，都起因於審美主體 (人)對審美客體 (農村)的認知、聯想、

情感與實際參與。 

綜合以上國內外的文獻回顧與探討提出以下幾點結論，以作為未來農村美學相關規劃

之參考： 

一、 保留農村之美並不代表著就不需操作，在日新月異的現代，用更細膩的方式維護其地

方自然、人文風貌，營造具地方特色與多樣性的農村景觀，是未來農村之美在營造上

的課題。 

二、 農村美學希冀由居民角度去探討，農村美學的概念若能藉由專業者的指導，與社區居

民達到共識與相互理解，深植於農村社區中，更能協助改善現今的空間營造盲點。 

三、 建議未來對農村具有情感和了解的農村居民投入農村美學的建設，挖掘和開發外人看

不到的在地農村之美和特色，並且與專業者經由詳細縝密的討論、溝通後，再進行軟

硬體的建設；期望農村之美不再流於膚淺的圖樣和形式，而是能夠感受大地賜與豐饒、

前人生活智慧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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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ve Study on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Rural 
Aesthetic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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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ince Rural Rejuvenation Act practice, there are a lot of constructions being done in Taiwan, 

but it still lacks of integrity aesthetics.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aesthetics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was built up with good intentions in Taiwan, however when observing the 

phenomen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we need to ask ourselves that is it really what residents need.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landscape professionals show the beauty of rural communities, therefore 

the study collected and analyzed literature about basic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s of rural 

communities. We found that subject factors directly influenced feelings and cognition of aesthetic. 

Beauty of rural communities includes culture, nature, and localization and emphasizes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Finally, the study recommends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e aesthetics of rural 

communities could start from residents and landscape professional’s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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