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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植栽對建築物隔熱效果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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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不同綠化方式及植栽對建築物隔熱效果之影響。

藉由模擬建築物之方式，測量植物特性對建築物內部溫度、外牆溫度之影響，以

作為未來利用植物進行建築物綠化時之參考。不同綠化方式對建築物內部溫度的

影響之試驗，為比較「屋頂綠化」及「壁面綠化」兩種綠化方式，對建築物內部

溫、溼度之影響。而在攀緣植物特性對建築物內部溫、溼度之影響試驗中，是測

量「植栽覆蓋率」、「植栽層厚度」、「葉色」、「蒸散速率」等變項對建築物內部溫

度的影響。研究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 
1.在本研究所使用的試驗方法測量下，壁面綠化較屋頂綠化之隔熱效果佳。 
2.由壁面綠化對外牆表面溫度及室內溫度影響的兩組試驗結果，得知植栽特性中影

響隔熱效果最大的因子為「植栽層厚度」，其次是「植栽覆蓋率」，再者是「蒸散

速率」，而「葉色」對隔熱效果則沒有顯著的影響。 
3.試驗結果發現綠化植栽的「葉片密度」會影響建築物之隔熱效果。 

 
 

前   言 

台灣相較於其他國家，不僅是國內綠建築研究起步較晚，加上台灣的氣候及環境條件

並不同於其他地區，且至目前為止國內研究綠建築之文獻多數以建築外殼材料為主(徐忠

慶, 1976；嚴定萍, 1997；廖志中, 1998；廖鴻一, 1999；谷家恆, 2000；陳昶源, 2000；楊秉

純, 2000；吳協勳, 2001；王家珍, 2002)，較缺乏對綠化植物效能方面的研究，基於上述原

因，本研究希望提供從綠化的角度來探討建築物內部高溫之改善，以降低空調設備的耗電

量，達到永續環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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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可減輕結構物受溫度變化之影響，係因綠化植栽的表面溫度變化較一般的牆面穩

定，早在 1900 年於日本的研究中已實證室外的人工地基綠化中，用草皮綠化屋頂，可以

將傳到平面的熱量抑制在 1/4 以下(園原芳信、池田英男, 1990)，降低平面的表面溫度 12(近
藤等, 1987)~15℃(園原芳信、池田英男, 1990)。屋頂做綠化，屋頂下面一層房間的室溫可

降低 2.0~2.4℃(近藤等, 1987)。透過綠化減輕夏季的溫度上升、冬季保暖，可以達到減少

使用冷氣、暖氣的省能效果。Eumorfopoulou and Aravantinos(1998)在希臘屋頂栽植植物對

建築物熱防護的貢獻之研究中指出裸露的屋頂之溫度變化為 25℃，而綠化的的屋頂，因

為具屋頂花園的因素，其溫度變化則是 15℃，影響因素取決於建築技術、顏色、形式及

建築材料。在 Legnano 一個接近米蘭的大型都市地區中，Ferrante and Mihalalalou(2001)利
用兩個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工業建築進行試驗，結果顯示開放中庭通風可以使室內溫度下降

約 10℃，但屋頂綠化則可以下降約 11℃，兩個措施皆使用則可以下降約 13℃。 
屋頂栽植的熱傳遞不同於裸露的屋頂，在同樣的外部氣候因素下，包括受到太陽輻

射、外部氣溫、空中的相對溼度而影響，並藉由穿過覆蓋屋頂的葉子而減少。太陽輻射部

分是由植物生物的功能所吸收，像是光合作用、呼吸、蒸散及蒸發，當剩下的太陽輻射穿

過屋頂時才影響內部的溫度(Eumorfopoulou and Aravantinos, 1998; Krusche et al., 1982)。也

就是說綠化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蒸散及蒸發等，都會影響太陽輻射對建築物的影響。 
國內利用紅外線熱像技術觀測環境綠化之減溫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在所有時段實牆與

立面綠化的表面溫差值，立面綠化之溫度均較實牆立面之溫度低，並依朝向不同而有差

異，受陽最多南面之溫度差高達 3.8℃(高國峰, 2000)。 
在爬藤立面熱傳分析上，可發現在受陽面、陰面及疏密分布不同的條件下，熱傳透率

的數值均有所不同。實測結果顯示，攀緣植物密度高的受陽牆面，其熱傳率的值為

4.48(w/m2K)，換算熱阻為 0.223，以隔熱效果而言，等效於 1B 磚牆之構造(高國峰, 2000)。 
宋苾璇(2002)於壁面綠化隔熱效能之研究結果得知，在全覆蓋的情形下，透過葉片與

資材層後熱量衰減量佔垂直外日射量之 85.7％，空氣層衰減量佔其 11.9％，進入壁面之熱

流量僅佔其 2.4％；在半覆蓋情形下，透過葉片與資材層後，熱量衰減量佔垂直外日射量

之 63.7％，空氣層衰減量佔其 20.1％，進入壁面之熱流量佔其 16.2％。覆蓋率與壁面熱流

佔其垂直日照輻射之百分比之關係式如下：  
百分比＝－0.435X＋43.25(X 為覆蓋率)  (宋苾璇, 2002) 
黃菘苗(2003)於牆面綠化遮陽效能之評估研究結果得知，面狀覆蓋受日射方位與角度

影響不大，評估方式以植栽覆蓋率及植栽葉面日射透過率決定，評估公式如下： 
黃金金露花之日射取得率＝1－(植栽覆蓋率×0.94) (黃菘苗, 2003)。 
以上兩人之研究結果均顯示覆蓋率對建築物之隔熱效能呈現線性的關係。 
在國內外對建築物之綠化研究中，已證實綠化確實有減溫效能(Krusche et al., 1982；

Minke and Witter, 1982；Ohlwein, 1984；近藤等, 1987；園原芳信、池田英男, 1990；Barrio, 
1998；Eumorfopoulou and Aravantinos, 1998；Onmura et al., 2000；Ferrante and Mihalala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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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Theodosiou, 2003；Wong et al., 2003)，其中屋頂綠化所吸收日照輻射約為牆面的

兩倍，但就建築物而言，屋頂吸熱最大影響為頂層，而牆面吸熱則影響該牆面所涵蓋的每

一層樓，且綠化上較節省空間，因此本研究以壁面綠化作為主題，進行綠化效能之實驗，

並以植物的觀點，探討其減溫之效果，冀望在推廣壁面綠化時將有所助益。 
 
 

研 究 方 法 

研究第一部份以不同綠化方式測量其對建築物內部溫度、溼度的影響，比較「屋頂綠

化」及「壁面綠化」兩種綠化方式之隔熱效果。第二部份為攀緣植物特性對建築物內部溫、

溼度之影響試驗，其中測量「植栽覆蓋率」、「植栽層厚度」、「葉色」、「蒸散速率」等變項

對建築物內部溫、溼度的影響。本研究以實物試驗模擬之方式進行，溫度測量工具為 TK500
溫、溼度紀錄器及非接觸紅外線測溫器，分別量測建築物模型內部溫、溼度及外牆的表面

溫度。 
一、實驗設備 
(一)建築物模型 
1.材料：混凝土。 
2.規格：長 75cm，寬 75cm，高 150cm(圖 1)。 

(二)植栽材料 
挑選常用的綠化植栽材料，在屋頂綠化的草種選用馬尼拉草 Zoysia matrella，壁面綠

化的植栽則是選用地錦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炮仗花 Pyrostegia venusta、薜荔 Ficus 
pumila。 

 
 

 
 
 
 
 
 
 
 
 

圖 1. 不同處理下的模型示意圖(分別為無處理、屋頂綠化、壁面綠化) 
Fig. 1. The pictures of greening method (no greening, greening roof and greening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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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時間 
(一)研究不同的綠化方式對建築物內部溫度及溼度之影響 

本研究於下列時間進行試驗： 
09/23.24.25、09/30、10/01.02.03.04.05、10/12.13.14.15.16 

(二)探討不同植物特性對建築物內部溫度、溼度及外牆溫度之影響 
在此部分試驗中，試驗時間的間隔為每隔一星期進行一次試驗，但由於試驗期間長，

其中經歷多次颱風的影響，因此在調整試驗時間後，試驗時間如下： 
06/10.11.13、 07/07.08.11.12.13、 07/21.22.23.26、 08/04.05.07.09、 08/18.19.21.22、

09/01.02.03.04、09/17.18.19.20、10/01.02.03.04、10/12.13.1415 
三、分析方法 

資料分析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

進行結果的描述。 

 
 

結 果 與 討 論 

一、屋頂綠化對建築物隔熱效果之分析 
在屋頂綠化對建築物隔熱效果方面，在經過平均數分析之後發現屋頂植草的第一組試

驗與對照組比較之下，溫度的差值為 0.4℃；也就是說第一組屋頂綠化第一組處理下的室

內溫差降低了 0.4℃。而在第二組試驗與對照組比較之下，溫度的差值為-0.3℃；也就是第

二組屋頂綠化處理下的室內溫差升高了 0.3℃。 
根據其它的研究顯示屋頂綠化會降低室內溫度，但在本研究的第二組試驗中室內溫度

反而升高，推測原因為受外在因素的影響，因第二組試驗的位置位於建築物物中央，所受

到的建築輻射較高，且空氣對流亦沒有位於基地外圍的第一組試驗好，而造成了第二組將

比第一組的溫度高，而對照組的位置與第一組試驗相同，因此第二組屋頂綠化與對照組比

較後，室內溫度反而較高。 
二、壁面綠化對建築物隔熱效果之分析 
(一)綠化壁面和裸露壁面的表面溫度比較 

在外牆溫度的試驗上，經過平均數分析後，地錦植栽表面的溫度比對照組的牆面溫度

低 5.9℃；炮仗花 6.4℃；薜荔 8.3℃。而在地錦植栽覆蓋下的外牆表面的溫度比對照組的

牆面溫度低 7.6℃；炮仗花 7.8℃；薜荔 9.2℃。 
就外牆溫度的隔熱效果為：薜荔＞炮仗花＞地錦。 
而覆蓋率則因外牆溫度測量點為建築模型下部受植栽覆蓋的牆面之溫度，而各模型的

下部植栽覆蓋率相近，皆為高覆蓋率(80％以上)，因此在植栽特性對外牆溫度影響這部

份，則視各樣本的覆蓋率相等，並不予以探討覆蓋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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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植栽層的厚度則是取下部植栽層厚度的平均值，並非整個牆面的植栽層厚度

平均值。結果顯示：植栽層厚度之大小為：地錦＞炮仗花＞薜荔。 
葉色依葉綠素數測定儀之平均數結果為地錦 40.5、炮仗花 29.9、薜荔 44.3，因此葉色

深淺度為：薜荔＞地錦＞炮仗花。 
利用光合作用儀測得的各種類之蒸散速率值分別為地錦 3.45、炮仗花 0.44，、薜荔

3.81，試驗之結果為地錦與薜荔之蒸散速率值相近，而炮仗花卻遠低於前兩者，因此蒸散

速率為：薜荔＞地錦＞＞炮仗花。 
從文獻得知在日本的試驗結果為裸露壁面與綠化壁面之外牆溫度差為 10(野島等, 

1993)~14℃(前川等, 1987)，在台灣高國峰(2000)利用紅外線熱像技術觀測裸露壁面與綠化

壁面上植栽之表面溫度差為 3.8℃，而本研究測量裸露壁面與綠化壁面上之植栽表面溫度

差為 2.2~10.9℃，其中高國峰的試驗中為一日多個地點之觀測結果，而在本試驗則觀測時

間較長，因此所獲得的數據較完整。 
(二)壁面綠化對室內溫度之影響 

在壁面綠化對建築物隔熱效果方面，在經過平均數分析後得地錦之室內溫度為

31.3℃，比對照組低 2.5℃；炮仗花之室內溫度為 32.0℃，比對照組低 2.0℃(有 miss 值)；
薜荔之室內溫度為 32.1℃，比對照組低 1.7℃。 

就平均數觀測而言，壁面綠化對室內溫度之隔熱效果為：地錦＞炮仗花＞薜荔。 
植栽覆蓋率量測之平均值為：地錦＞炮仗花＞薜荔。 
植栽層的厚度之量測為整個牆面的植栽層厚度平均值，因此植栽層的厚度為：地錦＞

炮仗花＞薜荔。 
葉色與蒸散速率則同上述之測量結果。 

三、不同綠化方式對建築物內部溫度之影響 
本研究利用 t 檢定分析發現不同「綠化方式」，其「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達顯著差

異之結果(表 1)，表示綠化方式對建築物內部溫度之影響有明顯的差異。在本試驗中由平

均數分析得知壁面綠化對建築物的隔熱效果比屋頂綠化的效果佳。 
 
 

表 1. 「綠化方式」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之 t 檢定分析 

Table 1. The t-test analysis of greening method on internal temperature of buildings. 

測試項目 壁面綠化 屋頂綠化 
t 值 

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41 0.423 0.05℃ 0.347 14.667*** 

註：***表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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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不同植物特性對建築物內部溫度及外牆溫度之影響 
(一)探討不同植物特性對建築物內部溫度之影響 
1.攀緣植栽之「植栽覆蓋率」、「植栽葉面層厚度」、「葉色」、「蒸散速率」與「建築物內部

之溫度差」之相關性分析 
在利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後發現攀緣植栽之「植栽覆蓋率」、「植栽葉面層厚度」與

「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相關，而攀緣植栽之「葉色」、「蒸散速率」與「建築物內部之溫

度差」則沒有顯著相關性(表 2)。 
本研究在植栽覆蓋率方面之研究結果，與黃菘苗(2003)在面狀遮陽評估上(僅考慮覆蓋

率的影響)，及宋苾璇(2002)在壁面綠化之隔熱效能之研究結果結果相符。 
在植栽層厚度方面黃菘苗(2003)之研究結果顯示，植栽在面狀覆蓋與其厚度小於五公

分時，在評估的因子主要受覆蓋率影響，且覆蓋率愈高，其隔熱效能越佳，但當覆蓋之植

栽厚度大於五公分時，方位角及高度角對遮陽效能之影響逐漸提高，與皮爾森積差相關分

析的結果植栽層厚度愈高，隔熱效果愈好的結果相似。 
 
 

表 2. 攀緣植栽之「植栽覆蓋率」、「植栽葉面層厚度」、「葉色」、「蒸散速率」與「建築物

內部之溫度差」之相關性分析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lanting cover rate, thickness of planting’s layer, leave color, 
and transpiration rate on internal temperature of buildings. 

測試項目 植栽覆蓋率 植栽葉面層厚度 葉色 蒸散速率 

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     
Person 相關 0.478*** 0.598*** 0.023 -0.069 

註：***表 p≦0.001。 

 
 

2.「植栽覆蓋率」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影響之分析 
本試驗欲了解「植栽覆蓋率」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之影響，因此參照黃菘苗(2003)

之試驗方法將植栽覆蓋率分為四個類別，分別將植栽覆蓋率之數值為 0.00～0.25 者歸為第

一類、0.25～0.50 歸為第二類、0.50～0.75 歸為第三類、0.75～1.00 歸為第四類，接著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為攀緣植栽不同的「植栽覆蓋率」，其「建築物內部之溫

度差」達顯著差異之結果(F=33.374，p=0.000)，因此「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會因「植栽

覆蓋率」之不同，而有所不同。同時依「植栽覆蓋率」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之平均

數及 Post Hoc 檢定可知，第三類及第四類中高及高覆蓋率的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異大於

低、中覆蓋率的第一類及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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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植栽葉面層厚度」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影響之分析 
將植栽層分為五個類別，厚度 0～2 公分為第一類，2～4 公分為第二類，4～6 公分為

第三類，6～8 公分為第四類，8～10 公分為第五類，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攀緣植

栽不同的「植栽葉面層厚度」，其「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達顯著之結果(t=27.234，p=0.000)。
由平均數及 Post Hoc 檢定分析可知，厚度大於 4 公分的三個類別，其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

較厚度小於 4 公分的大。黃菘苗(2003)之研究結果指出，植栽在面狀覆蓋與其厚度小於 5
公分時，隔熱效能主要受覆蓋率影響，當其厚度大於 5 公分時，方位角及高度角對遮陽效

能之影響逐漸提高。因此若將植栽葉面層厚度以 5 公分為區隔分為兩類，其對建築物內部

之溫度差將有明顯的影響，厚度超過 4 公分者，其隔熱效果比厚度小於 4 公分者較佳。本

研究之結果與黃菘苗(2003)之研究結果相似。 
4.「葉色」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影響之分析 

將植栽的葉色依照綠色深淺度分為三類，分別炮仗花 29.9 為最低，歸為第一類；其

次是地錦 40.5，為第二類；顏色最深的為薜荔，歸為第三類。再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分

析，分析後發現攀緣植栽不同的「葉色」，其「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達顯著差異之結果。 
由不同「葉色」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之平均數及 Post Hoc 檢定分析得知，中

度的葉色的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值最大，但據傳熱理論推斷顏色最淺的炮仗花應該有最高

的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而實驗結果並非如此，可能是因為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受到覆蓋

率及厚度的影響更大，亦可能因不同葉色的樣本數不足，因此分析葉色時，反受其它因素

所影響。 
5.「蒸散速率」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影響之分析 

分析結果為不同的「蒸散速率」，其「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未達顯著差異之結果(t= 
-1.034，p=0.303)。因此攀緣植栽不同的「蒸散速率」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沒有顯

著影響。 
6.攀緣植栽的「種類」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影響之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攀緣植栽的「種類」，其「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達顯著差異之結

果(t=35.619，p=0.000)。由攀緣植栽的「種類」對「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之平均數及 Post 
Hoc 檢定分析，可知地錦的隔熱效果最佳，其次是炮仗花，而薜荔的效果則最差。 
(二)探討不同植物特性對建築物外牆溫度之影響 

在探討植物特性對建築物外牆溫度之影響時，因試驗方法不同於建築物內部溫、溼度

的測量，其測量建築模型下部受植栽覆蓋的牆面之溫度，而各模型下部的植栽覆蓋率相

近，皆為高覆蓋率(80％以上)，因此在植栽特性對外牆溫度影響這部份，則視各樣本的覆

蓋率相等，並不予以探討覆蓋率之影響。另一方面亦是因測量位置為建築模型下部，所以

植栽層的厚度則是取下部植栽層厚度的平均值，並非整個牆面的植栽層厚度平均值。因此

不同植物特性對建築物外牆溫度之影響此部份之試驗，僅就其中的「植栽葉面層厚度」、「葉

色」、「蒸散速率」三項因子進行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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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攀緣植栽之「植栽葉面層厚度」、「葉色」、「蒸散速率」與「建築物外牆溫度差」之相關

性分析 
在利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後發現攀緣植栽之「植栽葉面層厚度」、「葉色」、「蒸散速

率」與「建築物外牆溫度差」相關，其中「植栽葉面層厚度」呈高度負相關性，其次「葉

色」為正相關，而「蒸散速率」之相關性較低(表 3)。 
「植栽葉面層厚度」之分析結果，與黃菘苗(2003)之研究，厚度愈高，其隔熱效能越

佳的試驗結果相反，推斷係因下層的植栽厚度較大者其覆蓋的密度小，葉子雖多但也較稀

疏，反而不如厚度小但密度高的效果佳，但也有可能是受其它因素所影響。 
「葉色」之分析結果呈顯著正相關，這與傳熱理論不符，因此這部份的結果可能受其

它相關因素所影響，如植栽種類。 
「蒸散速率」的正相關性表示，蒸散速率值愈高，隔熱效能越佳，此部份證實

Eumorfopoulou and Aravantinos(1998)及 Krusche(1982)的概念。 

 
 

表 3. 攀緣植栽之「植栽葉面層厚度」、「葉色」、「蒸散速率」與「建築物外牆溫度差」之

相關性分析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lanting cover rate, thickness of planting’s layer, leave color, 
and transpiration rate on the temperature of outer wall surface. 

測試項目 植栽葉面層厚度 葉色 蒸散速率 

建築物內部之溫度差    
Person 相關 -3.98*** 0.278** 0.212*** 

註：*表 p≦0.05，**表 p≦0.01，***表 p≦0.001。 
 
 

2.「植栽葉面層厚度」對「建築物外牆溫度差」影響之分析 
經分析後發現將攀緣植栽不同的「植栽葉面層厚度」，其「建築物外牆之溫度差」達

顯著差異之結果(t=8.953，p=0.000)。其中厚度較小的 1～3 公分、3～6 公分兩個類別其建

築物外牆之溫度差大於厚度較大的 6～9 公分、9～12 公分兩個類別，這與黃菘苗(2003)
之研究結果相反，推測因下層的植栽厚度較大者其覆蓋的密度小，其效果反而不如厚度小

但密度高的效果佳，但也有可能是受其它因素所影響。 

3.「葉色」對「建築物外牆之溫度差」影響之分析 
在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攀緣植栽不同的「葉色」，其「建築物外牆之溫度差」

達顯著差異之結果。由平均數及 Post Hoc 檢定分析得知，顏色最深的薜荔其隔熱效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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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但據傳熱理論推斷顏色最淺的炮仗花應該有最高的建築物外牆之溫度差，而實驗結果

並非如此，推測可能建築物外牆之溫度差受到其它因素之影響更大。 
4.「蒸散速率」對「建築物外牆之溫度差」影響之分析 

分析結果為不同的「蒸散速率」，其「建築物外牆之溫度差」達顯著差異之結果。且

蒸散速率高者，隔熱效果較佳。 
5.攀緣植栽的「種類」對「建築物外牆之溫度差」影響之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攀緣植栽的「種類」，其「建築物外牆之溫度差」達顯著差異之結

果(t=35.619，p=0.000)。因此攀緣植栽的「種類」的確影響「建築物外牆之溫度差」。 

 
 

結   論 

一、研究結論 
(一)在本研究所使用的試驗方法測量下，壁面綠化較屋頂綠化之隔熱效果佳。 
(二)在比較綠化壁面和裸露壁面表面溫度的試驗中，「植栽覆蓋率」相同的情況下，植栽

之隔熱效果以薜荔最佳，炮仗花次之，地錦的效果則最差。 
(三)壁面綠化對室內溫度之影響經分析後得知，隔熱效果為地錦最佳，炮仗花次之，薜荔

的效果最差。 
(四)由壁面綠化對外牆表面溫度及室內溫度影響的兩組試驗結果，得知植栽特性中影響隔

熱效果最大的因子為「植栽層厚度」，其次是「植栽覆蓋率」，再者是「蒸散速率」，而「葉

色」對隔熱效果則沒有顯著的影響。 
(五)試驗結果顯示壁面綠化對建築物內部的降溫效果越佳，其相對溼度則會越高。 
(六)試驗結果發現綠化植栽的「葉片密度」會影響建築物之隔熱效果。 
二、植栽應用建議 
(一)在進行綠化工作選擇植栽材料時，假如要挑選隔熱效果較佳的植栽，首先可以植栽特

性中的「植栽層厚度」做為優先考量，日後生長的植栽層厚度大於五公分者有較佳的隔熱

效果，但還需有高的葉片密度；其次考量「植栽覆蓋率」，未來可達到的植栽覆蓋率愈高，

隔熱效能愈佳；再者則考量其「蒸散速率」，蒸散速率愈高，隔熱效能愈佳，但另外還需

注意其相對帶來較高的溼度。 
(二)由試驗過程得知，本試驗所採用的三種植栽中以地錦的生長速率最快，若是要在短時

間內達到綠化的效果，地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前提是需考慮其具有季節性，在冬季休

眠呈落葉狀態。而若只考慮植栽對建築物的隔熱效果，不考慮其生長速度，則建議選擇薜

荔作為綠化植材。若考慮植栽的美觀性，這三種植栽中只有炮仗花具開花的特性，有豔麗

的花色，是美化環境、增加視覺注意力的良好植材。 
三、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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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觀美質：建議未來綠化植材的相關研究可以針對不同植栽所營造的景觀加以探討，

對未來利用綠化植栽時，可以有另一個參考方向。 
(二)綠視率對心理的影響：另外壁面綠化為都市所帶來的立面綠視率，可滿足人們在都市

中對綠色的滿足度，建議未來可朝綠視率對心理的影響進行實驗，分析其對生活緊張的現

代人，是否有放鬆心理壓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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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Plantings on Buildings’ Cool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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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s of greening methods and 
different plantings on building’s cooling effect.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tudy results provide 
guidelines for designers when using plants as major elements in greening building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tudy purpose, this study creates the simulated buildings to obtain the temperature 
of outer wall surface and internal temperature of the simulated buildings. In the part of different 
greening methods, this study measures differences of building’s internal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between roof greening method (using turf as a greening material) and outer wall 
greening method (using climbing plants as greening materials). In the part of different 
plantings, this study measure the influences of planting cover rate, thickness of 
planting’s layer, leave color, and transpiration rate on building’s internal 
temperature/humidity.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es, such as descriptive analysis, t-test,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is study has obtain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Outer wall greening method has a better cooling effect than that of roof greening method. 
2. In the influence of wall greening on the temperature of outer wall surface and building’s 

internal temperature, the most effective factor is the thickness of planting’s layer followed by 
planting cover rate and transpiration rate. While, the factor of leave color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emperature change. 

3. The leave density has an influence on building’s cool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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