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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知覺評估方法之基礎研究 
 

 

陳 佩 君 1)   歐 聖 榮 2) 

 

 

關鍵字：專家模式、心理物理模式、認知模式、經驗模式 

 

摘要：景觀知覺相關研究可區分為專家模式、心理物理模式、認知模式及經驗模

式。本研究目的在比較不同景觀知覺評估模式之異同，以了解不同模式之基礎及

其著重之處、相關方法、理論，並探討不同景觀評估模式之優、缺點與其間的相

關性，作為景觀評估方法選擇之參考。本研究以文獻回顧方式論述景觀知覺評估

之重要性與其在研究及實務上的應用，並分別列舉不同模式常用之方法。 

研究結果顯示，專家模式著重於實質景觀元素的組成與分級。心理物理模式

則以人類對實質景觀元素的刺激之反應為主要研究重點；認知模式關注於景觀帶

給人們的意義，研究人們對景觀訊息處理的結果；經驗模式研究以人與景觀互動

的經驗為主。不同模式在相關研究間具有方法或評估重點的共通性可作為使用上

的考量。 

 

 

前   言 

景觀知覺的研究自 1960 年起，即因立法確認保存自然景觀美質與確保環境適意性對

民眾的重要，及因規劃設計、景觀維護管理的需求，使景觀知覺的研究受到重視。景觀知

覺研究是未來環境品質評估重要之基礎研究。由於景觀與人的關係是密切的，人對景觀的

知覺是動態且複雜的，人類與景觀的互動亦是隨著不同時代人們的價值觀轉變而發生變動

(聶筱秋、胡中凡譯，2003；Scotta, et al., 2009)。隨著時代的推演，人類的價值觀已由以

人類為中心轉變為以自然為中心。在此同時，對景觀知覺的研究應再深入探討景觀帶給人

們的意義，對於景觀美質的討論，也應隨著觀賞者價值觀的改變而需討論更多景觀內含的

意義與景觀價值的所在，才能確保相關單位對於景觀維護管理的方向是符合大眾對景觀的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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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景觀知覺評估方法分類以 Zube 等人(1982)為基礎，並進行不同方法之文獻回

顧，目的在了解不同的景觀知覺評估方法之操作與限制，及整理歸納後續研究景觀知覺評

估相關理論及應用方法。 

 

 

文 獻 回 顧 

一、景觀知覺(landscape perception)： 

景觀知覺為人類與景觀交互作用的結果(Zube, et al., 1982)。景觀知覺是一複雜的生理

與心理過程(圖 1)，知覺(perception)為對刺激之組織且賦予解釋的主動過程或心理現象。

景觀知覺過程為景觀有形景物及無形意象之整體環境引起觀賞者內心的反應以滿足人類

之需求效應，其中包含感覺及認知過程。感覺(sensation)是人類感覺器官對單純刺激之直

接反應活動或生理現象(聶筱秋、胡中凡譯，2003；李英弘、梁文嘉，2000；曾慈慧、凌

德麟、毛慧芬，2002)。認知(cognition)過程即個體以過去的經驗、目前的需求及對將來的

期望，將感官訊息潤飾及意義化，並認識個別事物間關係的心理歷程(Zube, et al., 1982)。 

 

 

 

圖 1. 景觀知覺過程 

Fig. 1. Landscape percep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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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知過程中，對於環境訊息的處理包括思考、詮釋、賦予意義及加以記憶，並因此

而產生對應於此環境之動作，或是建立信任與安全感及滿足個體的需求。知覺過程具有對

環境訊息選擇性的接受、重組的活動，這些均受控於知覺的判定(聶筱秋、胡中凡譯，2003；

Kaplan, et al., 1989；李英弘、梁文嘉，2000)。環境所提供的訊息可分為周邊及核心的訊

息，且訊息量遠多於接受刺激時所能處理與理解的數量，人類會對這些訊息做選擇性的處

理、定義及經驗此環境，因而賦予此環境象徵性的意義(王小璘、吳靜宜，1997)。 

景觀知覺評估的範圍依 Zube 等人(1982)之分類可區分為對人、景觀、互動過程與互

動結果之探討。其中對人類個體或團體之探討，包括個人的經驗、文化的影響、教育程度、

社會背景的影響，或是基於不同的期望與動機而產生不同的互動關係。而對景觀的了解主

要以景觀實質元素、區域背景、人造物、形態、組成結構等之研究，在人與景觀互動結果

的研究則包括如人與景觀互動下行為的改變、景觀所提供或暗示的活動與機會、景觀訊息

之處理過程或是價值觀在於人與景觀互動中對於景觀或是對於個人的影響之研究。 

二、景觀評估方法的分類 

Zube 等人(1982) 依照景觀知覺模式－人與景觀的互動結果，將分析評估景觀知覺的

方法，區分為專家模式、心理物理模式、認知模式及經驗模式，並區別不同模式的概念和

理論基礎。在這些不同的模式中分別有其著重之處，如專家模式著重於景觀之實質屬性；

心理物理模式則在於人對景觀屬性刺激之反應；認知模式是以景觀所提供之訊息經人的認

知過程處理後的反應，著重於互動結果的探討；經驗模式則是以人為主要研究對象，強調

不同經驗、社會、動機、文化背景的人與景觀互動之體驗的結果，與此結果如何在不同的

景觀互動過程中，再度影響個人的景觀經驗。以下就各景觀知覺評估模式方法加以討論： 

(一)專家模式(Expert Paradigm) 

Zube 等人(1982)對專家模式之定義為：由具備藝術、設計、生態或資源管理技術和經

過訓練的觀察者對景觀品質的評價。假設經過訓練的專家能客觀地分析風景美質，並將景

觀品質轉化為可用於設計的程式。其方法為純藝術方法或生態學方法。專家模式著重於景

觀的分級歸類，如形、線、顏色、質感，並以觀察者位置如上位、常位、下位，及距離等

為考量。評估因子以實質景觀資源之環境屬性為評估因子，如地形、植被、水體、人為設

施、自然度等及大氣景觀資源、動物景觀資源、人文景觀資源。主要之評估準則為變化性、

一致性、生動性、獨特性、統一性等等(王小璘、邱江利，1995；曹正，2007)。 

1.專家模式常用方法 

美國土地管理局視覺資源經營系統(Visual Resource Management，VRM)、美國林務署

視覺經營管理系統(Visual Management System，VMS)及美國土壤保護局土地經營管理系統

(Land Management System，LMS)。其共同點為將景觀品質描述(形狀、顏色、線條、質地)

與景觀實質屬性(VMS：地形、植被、水體及 VRM：岩石、人為改變、鄰近景觀、稀有性)

依變化度分級(VMS：卓越、普通、最小級或 LMS：特殊、一般、最差)，依敏感度分級(VMS：

高、中、低)，依觀賞者距離或景觀可見度分級(VMS：前景、中景、背景及 VRM：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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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背景、幾乎看不到，及 LMS：可見程度高、中、低)，可將基地依屬性分級表繪製分

析圖疊套為景緻分級圖。視覺經營管理目標分級可用於區域景觀的經營管理、維護或決定

修正或變更程度(曹正，2007；李麗雪等人譯，1996；邱裕瑄、林晏州，1998) 

侯錦雄、林宗賢(2001)，以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為例，參考視覺資源管理系統(VRM)方

法，進行景觀單元及特徵分類，劃分景觀同質性單元與依照觀賞者因子和景觀因子之景觀

敏感度評估，兩者經疊圖後得到視覺品質評估圖，再與依坡度、植被及土壤為基礎之視覺

接受度評值(VAC)套繪產生景觀經營目標設定圖。其設定有五種不同經營管理目標：保護、

保持、部份保持、修飾、大幅修飾。經研究之結果為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之整體景觀資源之

經營目標為保持及修飾，及部份地區之保持及保護。 

邱裕瑄、林晏州(1998)，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為評估地區，探討影響景觀偏好之環境屬

性及專家法與大眾偏好法評估結果之相關性，其中實質環境屬性之調查，以視覺資源經營

系統(VRM)為依據，選取七項評估因子對每個空間單元之環境屬性評定等級，依 VRM 系

統之景觀品質評估表評估現地景觀空間實質環境屬性，計算出各空間單元之景觀品質評分，

並將七項評分加總作為該景觀空間單元之整體景觀品質評分。另以相片問卷方法測定民眾

視覺景觀偏好。針對同一空間之照片景觀進行偏好評估，藉由 SBE 法轉換出各空間單元

之景觀美質評值。並將兩者以統計方法檢測景觀美質評值與大眾偏好評值之相關性。結果

顯示專家法經迴歸預測方程式調整後與大眾評估法兩者之相關係數約 0.74，對於專家法之

評估因子、準則、權重及操作方法可作適當之調整與校估，有潛力作為預測或代表大眾偏

好之評估結果(邱裕瑄、林晏州，1998；林晏州，2001)。 

但專家法係將參與評估之受過相關專業訓練的人員的主觀評判假設為客觀的判定。然

而，不同之專業基礎即可能引發評估之偏誤，更遑論評估過程中無法避免其他評估者個人

因素之介入而影響評估結果(邱裕瑄、林晏州，1998；林晏州，2001；Danieal, 2001)。此

外，相關研究亦證實專家或立法者與一般大眾之景觀偏好是有顯著不同的(Howley, et al., 

2012)。 

(二) 心理物理模式(Psychophysical Paradigm) 

此模式為測試一般大眾或經挑選之特定群體對景觀美質或特定景觀屬性的評價。其中

之假設為，景觀外部屬性與觀察者對刺激－反應關係的評價與行為具有直接關聯，景觀的

價值來自它的刺激屬性，這個價值可不經由認知過程而知覺到(Zube, et al., 1982)。心理物

理模式主要建立受測者景觀偏好反應與景觀實質特徵間之數學函數關係，且研究成果可直

接應用於經營管理上(林晏洲，2001)。 

1.心理物理模式常用方法 

景觀美質評估(SBE，Scenic Beauty Estimation Method)：比較數個不同景觀區的評值

範圍便可以區分觀察者不同判斷準則的差異，相同觀察者對於數個景觀知覺差異會與評值

差異一致，目的在以 SBE 透過統計方法消除觀察者判斷準則差異的模糊性，提供景觀美

質知覺的量化指標，是較原始評值更能客觀比較出景觀美質之差異程度 (歐聖榮、林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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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李麗雪等譯，1996)。 

歐聖榮、林擎天(1996)，以景觀美質評估方法對民眾進行森林景觀偏好測試，以喬木、

地被、枯木量、蔓藤、坡度為實質景觀特徵自變項，採取照片問卷方法量測學生團體之

SBE 值，探討森林景觀因子對景觀美質之影響。由 32 個自變項經多元迴歸分析得知有 7

個自變項對景觀美質具有影響，其中以地被對景觀美質之影響最大，而蔓藤則與景觀美質

具有負面影響。 

Clay 與 Daniel (2000)調查不同行政管轄區的廊道對大眾風景美質評值的影響。試圖了

解研究中之道路廊道，在不同管轄區域的差異下其景觀的顯著特徵與民眾感知評價。藉由

研究在管轄區域之間的風景美質評值差異，以確定哪些管理方面的相關變項可能造成這些

美質評值之差異。由研究結果推知，不同管轄區放牧政策不同下使植被組成具有差異，衍

生兩個管轄區風景美質之差異。 

心理物理模式假設刺激與反應的結果是不經由認知過程，而可以直接反應於對景觀美

質偏好的評價。然而，由不同的研究中證實受訪者受到各種刺激和過去經驗的影響，並且

不同人口統計學上的團體對農村景觀或生活景觀的偏好是具有差異的(Howley, et al., 2012; 

Aoki, 1999; Zheng,et al., 2012; Swanwick, 2009)。 

(三)認知模式(Cognitive Paradigm) 

認知模式探討心理維度的表明或對景觀的依附。觀察者由視覺接受訊息，並加入個人

的經驗、期待和社會文化面之條件，而賦予景觀意義(Zube, et al., 1982)。對景觀認知與偏

好方面的探討，是為了要了解外界環境影響觀賞者心理的感受，在個人的選擇過程當中發

生的識覺、情感及認知等心理作用均會反應在偏好上而影響評估的結果(顏家芝，1995)。

過去經驗和所接受之資訊，會影響使用者對景觀美質的認知，因此實質環境對觀察者的刺

激必頇先透過知覺與認知過程，方能產生反應(陳惠美、林晏州，1997)。 

1.認知模式之相關理論： 

進化理論(evolutionary theories)：人類共同的進化歷史塑造景觀認知與偏好，據此，景

觀美學維度被視為人類適應和生存的考量，景觀品質滿足人類的生物需求。全體人類具有

基於演化基礎的類似之景觀評價。其中以眺匿理論和訊息處理理論兩者最廣為引用。眺匿

理論認為人既是狩獵者也是獵物，偏好可利用景觀訊息，並可隱匿自身之景觀(to see 

without being seen)。而訊息處理理論則為人類利用種種景觀資訊去預測、探索未來的生活

空間訊息(Tveita, et al., 2006)。認知過程包含兩個重要的訊息處理：理解與涉入，“理解”

意指環境訊息的組織，使人能在環境中理解自己所在位置；“涉入”指一個環境能結合與提

供人們關注的訊息過程(Herzog, 1985)。由於空間的組織方式提供觀察者大量關於可以作用

於其間的訊息，此理論主要基於知覺過程包含由一個人由環境中所提取之訊息，而非著眼

於特定實質屬性而產生對此景觀之評價(Kaplan, et al., 1989)。 

文化偏好理論(cultural preference theories)：對景觀的感知和體驗主要是立足於觀察者

的文化背景和個人屬性例如年齡、性別、職業、嗜好、學術背景、熟悉度等形成之景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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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化偏好理論聚焦於景觀功能的感知(Tveita, et al., 2006)。 

Kaplan 等人(1989) 研究四種不同範圍的變項：實質屬性、地覆屬性、訊息模式、知

覺對解釋環境偏好的預測能力，結果證實在對於環境偏好上必需同時考量不同屬性之變項，

而非單單依賴某一特定的範圍。探索環境合適的屬性維度是重要且富有挑戰性的。在視覺

資源管理中容易量測的特質是重要的，然而空間資料庫中容易量測的環境屬性和已得到公

認的屬性不一定是達成預測目標最有用的屬性。而訊息模式之景觀偏好矩陣將景觀訊息結

構區分為理解與探索兩部份，及觀察者涉入程度區分為立即的及暗示的景觀訊息。然而，

景觀偏好矩陣雖經過多年的研究確定其具有一定的預測能力，但在此研究中之預測能力偏

低。此外，景觀實質屬性的使用受限於地形變化豐富的地區；而人類的偏好在不同的景緻

中亦存在著變化，故特定的預測因子只在特定形式的環境中有效。此研究闡明這些議題必

需同時考慮環境取樣和環境特質。 

(四)經驗模式(Experiential Paradigm) 

如同 Zube 等人(1982)所述，經驗模式認為景觀價質是基於人類－景觀互動的經驗，

並且價值和經驗在互動過程中相互影響。經驗模式著重於人與景觀互動的經驗，了解景觀

予人的意義，深入的探討景觀與人的互動所產生的結果，與此結果會如何的再度影響人與

景觀互動的經驗。其主要討論有關家(home)、歷史景觀(historical landscape)、視覺亮點

(visual blight)等等。經驗模式對景觀的評估不僅在於討論景觀實質屬性或景觀美質(Zube, 

et al., 1982; Ohta, 2001)，更深入探討人與景觀互動經驗的過程。由於經驗模式考量個人取

向對景觀之關切，且經驗與個人對環境的認識相關，隨著經驗不同的環境而產生個人對環

境及場所的知覺偏好，所以可提供較有效的景觀知覺評估(李素馨，1998；王小璘、吳靜

宜，1997)。 

經驗模式方法主要可分為：(一)對文學作品、畫作等藝術創作的深入分析，包括作者

創作的時代背景脈絡、作品傳達的意喻等。由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的回顧，了解表現於圖

畫、詩詞中對景觀之反應及個人的、社群的和文化的景觀發展(Bishop, et al., 2001)。(二)

以現象學方法了解人們詮釋、描述景觀的示現和對景觀的理解。現象學是以還原的現象學

方法或詮釋的方法了解和詮釋人們生活中對事物、情況及意義的經驗(Schroeder, 2007; 

Bishop, et al., 2001)。在景觀知覺的研究上主要為了解美學品質在景觀對人們的意義，由

人們的生活經驗瞭解人們與自然的關係和變化，以深入訪談的方式建構人與自然的關係。

經驗模式認為：沒有景觀是純粹客觀存在的，主體的體驗是景觀必備的條件。方法上常使

用對個人的細節訪談或空間使用、移動的行為觀察，其目的在於檢視處於自然的態度下較

為準確且真實的了解人們的參與模式(Zube, et al., 1982; Bishop, et al., 2001; Schroeder, 

2007; Skar, 2010；李開然、瓦斯查，2009)。 

1.經驗模式常用方法 

(1)現象學方法： 

現象學方法是以受訪者之經驗描述為分析對象，將經驗對象還原與描述，揭露現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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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境的置身結構(李維倫、賴憶嫺，2009)。現象學方法之操作步驟可分大致區分為：存

而不論(避開一切預設)、現象學還原(引導我們回到所經驗世界之意義與存在的根源)、想

像變形(掌握經驗的結構性本質)及意義與本質的綜合(將組織脈絡與結構性描述統合為對

現象的經驗本質統一的陳述) (汪文聖，2001)。 

Ohta (2001)透過現象學方法了解人們對自然景觀的感知，以深度訪談方式，透過受訪

者對於景觀照片(9 張日本風景照片)的敘述，描繪出景觀感知過程中個人背景、經驗的作

用。研究關注於主體經驗，探知人如何主觀詮釋景觀，在整體景觀認知的關係中了解景觀

偏好與評估的特徵。結果顯示自然景觀認知的一般結構，即不同風景會喚起受測者的記憶、

背景，並且影響個人對訊息的過濾，且每個人都具有發生於人與景觀互動間特定異動的獨

特影響因子。 

Scotta 等人(2009)立足於現象學和經驗的認識論，在動態的、多方面的、社會經濟的

自我認同和個別的知覺經驗，以即時的反應記錄，萃取出人們對景觀複雜而確實的評價。

利用操作、實現論、和各種知覺經驗的概念做為研究方法，經由現象學方法解構個別受訪

者對景觀的經驗。研究建議景觀感知是個人的且難以精確掌握全部過程；民眾對景觀的感

知或許是不具有共識的。研究呼籲在景觀評估和政策處理上，需認識不同群眾以不同方式

體驗和回應景觀的重要性，並了解結合視覺和非視覺構成要素的重要意義。 

(2)文獻回顧方法： 

是對文學作品、畫作等藝術創作的深入分析，包括作者創作的時代背景脈絡、作品傳

達的意喻等。由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的回顧，了解表現於圖畫、詩詞中對景觀之反應及個

人的、社群的和文化的景觀發展(Zube, et al., 1982)。景觀體驗的產生是即時的，且是來自

個人心智狀態與事件之間互動的結果，透過詩詞中作者對景觀的描述、主體體驗的表達，

產生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珍貴資料。 

李開然、瓦斯查(2009)研究中國傳統組景序列所表現景觀感知體驗模式中，經由對組

景序列的詩意命題，例如古剎聽經、西湖梅風等等，了解文人的景觀感知體驗和景觀本體

要素的關鍵記錄，由組景序列中可了解作者之景觀感知方式，如感官、視點、動態的時間

過程、焦點、想像、心理活動和對自然的欣賞方式。此外，畫作或景觀詩亦可能包含了景

觀在空間的順序、重要程度或優美程度的排序，透過對中國古代組景序列實例的研究，了

解文人畫家來自多種感官的景觀感知，記錄直接視覺所反映的景觀外，其與特殊的季節、

氣侯、節日、事件之相關聯。組景序列使用詩意的隱喻指出體驗的方式和延續性的時間深

度、身體多種感官的參與等。以組景序列作為一種記錄和表達的方式，強調並提醒景觀的

多重感知維度：感官上的、心理層面的、時間維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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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綜合以上文獻回顧，四種主要方法：專家模式、心理物理學模式、認知模式及經驗模

式，分別有其著重之處或是在應用上的不同。在景觀管理之實務使用上以專家模式為主流，

而在學術研究上則是以心理物理學及認知模式為多。這四種評估方法，可分別由其探討重

點、探討因子、相關理論、優缺點、相關性等加以深入比較。見表 1，專家模式主要探討

景觀元素之組成，及其形狀、顏色、質地等之造型、均衡、對比、多樣性等，其優點為經

濟、實用性高且結果較為一致。 

心理物理模式則著重於景觀外觀屬性對感官刺激所造成生心理反應的結果，優點為信、

效度及實用性皆被認為是較具有公信力的。心理物理模式和專家模式一樣是與研究問題相

關的研究，同時著重於對景觀屬性和特質的掌握，研究結果對於特定的規劃、設計、管理

議題可作為立即的應用。 

認知模式則是在於瞭解景觀訊息予人的意義和訊息處理過程的結果，其信度與效度亦

高，但和心理物理模式方法一樣亦有評估變項受限於操作人員而使結論片斷化之缺點。 

經驗模式則是以每日經驗的世界之陳述為研究重點，因其敏感性高且能完整的了解人

與景觀的發展，然而因為研究結果難以量化，且資料分類以研究者判斷為主，因而被認為

是主觀且信度低的方法。經驗模式與認知模式同為與景觀理論相關的研究，且都是著重於

景觀意義與瞭解景觀知覺過程和其結果的研究方式。其中，人類在景觀評估中所扮演的角

色是由被動的觀賞者轉為對景觀主動的參與經驗者；且對景觀的評估則非單一維度的，而

是對景觀整體且多元的考量。 

 

 

 

討   論 

在景觀知覺研究中，專家模式因其經濟性及實用性高，一直是實務操作的重心。然而，

近年來專家模式方法已被證實專家或立法者對景觀偏好上與一般使用者具有顯著的不同

(Howley, et al., 2012)。景觀知覺研究中比較不同群眾與景觀互動的結果，往往有不同的差

異存在，認清不同群眾個體以不同方式體驗景觀與偏好上的差異，對景觀規劃和管理者而

言是重要的(王小璘、吳靜宜，1997；侯錦雄等，1995；Scotta, et al., 2009; Tilt, Kearney & 

Bradley, 2007; Tveita, et al., 2006)。此外，景觀知覺評估之目的是希望得知景觀資源之價值

及影響人們景觀偏好之因素，藉由評估結果瞭解景觀的真正意涵，將人類對於環境的感覺

表達出來。因此，以大眾為評估對象方能真正傳達出景觀之重要意義及做為規劃管理之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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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景觀知覺評估方法比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landscape evaluation paradigm. 

模式 專家模式 心理物理模式 認知模式 經驗模式 

評估

人員 

專家 非專家之大眾 

模式

基礎 
美學、生態學基礎 知覺基礎 

探討

重點 
景觀元素組成 刺激-反應 意義，資訊 

人-景觀互動的經

驗 

探討

因子 

景觀實質屬性 

造型、均衡、對

比、多樣性、性質 

景觀外觀屬性 

地被、水體、形態、

結構 

視覺模式的資訊收

集處理過程 

神秘性、易讀性、

複雜性、一致性… 

每日體驗的世界 

熟悉、改變、體驗

陳述 

相關

方法

與理

論 

純藝術觀點；生態

學觀點 

支應性理論 

偏好 

喚起理論 

訊息處理理論 

人類演化：眺匿理

論 

現象學；文章、藝

術作品回顧 

代表

方法 

VMS 

VRM 
SBE 景觀美質評估 環境偏好矩陣 現象學 

優點 

經濟、實際應用

多，確保一致性及

專業考量 

效度、信度高 

實用性高 
效度、信度高 

敏感性高 

完整的了解人與景

觀的發展 

缺點 

假設專家的主觀

為客觀，信度、效

度低 

評估變項受限於操

作人員 

片斷的結論 

評估變項受限於操

作人員 

片斷的結論 

無法量化、資料分

類過於主觀, 信度

低 

相關

性 

與問題相關的研究、屬性和特質的掌握 與理論相關的研究 

特定的規劃、設計、管理議題的立即應用 景觀的意義 

評估方法的建立 了解景觀知覺發生的過程 
 

資料來源：Zube 等人, 198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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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物理學模式及認知模式，在研究方法的操作上是較容易可行的。然而，由 Aoki 

(1999)對景觀評估的研究中發現受訪者通常受到各種知覺的刺激和過去記憶的影響。且

Howley 等人(2012)之研究亦發現對農村景觀之偏好，在不同的人口統計之團體間是具有差

異的，特別是個體環境價值觀的影響。同樣以瞭解影響人們景觀偏好或美質評值之因素的

研究中，認知模式則著重於環境影響觀賞者心理的感受，在個人的認知過程心理作用之影

響及反應於偏好之結果。因此以認知模式作為景觀知覺評估之研究方法，其結果應可較貼

近人們於景觀體驗產生之景觀評價，與瞭解影響人們景觀偏好之因素。然而，Ohta (2001)

則認為景觀偏好相關研究中，大部份的量化研究太過單純化的以數字表示人們與景觀互動

的結果，並未能說明人們對於景觀主觀的偏好或評價的關鍵因素。 

由文獻回顧中發現，對景觀知覺評估維度更完整的研究實有其必要性。因此，如欲發

掘民眾未來期盼與需求，以經驗模式了解人們與景觀互動的結果是較能提取完整的景觀經

驗與意義。Scotta、Carterb、Brown 與 Whited (2009)亦呼籲認識人們與景觀互動經驗，及

了解與重視不同使用者的觀點。Tveita 等人(2006)認為在分析景觀的改變中，將視覺景觀

視為一個描述對象是重要的，但在詮釋這個改變則必頇將觀賞者的經驗一併考量進去。這

需要考量景觀美質評估在不同個體間的差異及找尋景觀對人們的意義之客觀量測方法。由

此可知，上述學者認為在景觀評估中了解不同觀賞者之差異及對景觀的詮釋與所產生的意

義是重要的。因此，景觀評估應是整體、多元且深入的了解景觀美質及意義。 

經驗模式的研究方面，因為其方法的實踐及分析資料之取得是較窒礙難行的，且研究

結果往往被認為不具有代表性，所以一直是以大眾為研究對象之景觀知覺研究中較少採用

的方式。但經驗模式相較於專家模式、心理物理學模式和認知模式，在景觀知覺研究的完

整性是較足夠的，且能真正反映出人對景觀的體驗。 

綜合以上，認知模式及經驗模式方法同為著重於人與景觀互動過程中經驗、記憶、情

感、詮釋與評價之作用與其結果，因此結合或比較此兩種不同模式的方法，應可獲得人與

景觀互動過程中影響人們對景觀評價的關鍵因素。這兩個方法同樣是對景觀整體且多元的

評估，其評估結果除了是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本質上的不同外，對其研究結果的應用與如

何結合此兩者之優點，做為提供景觀知覺評估中理論發展或實務使用更多的思考，亦是未

來在景觀知覺評估與研究重要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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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Landscape perception research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expert paradigm, psychophysical 

paradigm, cognitive paradigm and experiential paradigm.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different landscape perception paradigms to underst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se paradigms about 

what they focus on, approaches and theories. It can be the consultation of choice between 

landscape evaluation methods through discusses advantage and weakness of these four 

paradigms and their correlation. This study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assess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al by literature review, further recite 

common methods of these paradigm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expert paradigm is focus on the component of 

physical landscape element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The main focus of psychophysical 

paradigm is human’s response of stimulation of physical landscape elements. The cognitive 

paradigm concern on the meaning bring to people and the result of landscape information 

process. The experiential paradigm is focus on the experien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landscape. There are some mutuality between approach and evaluation priorities in these 

paradigms that can be a consideration while ad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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