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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森林公園座椅屬性 

對座椅舒適性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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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戶外設施的滿意度探討是景觀專業領域多年來關注的一個議題。這些研究

著重於使用者偏好的戶外設施、座椅配置的位置與戶外傢俱的社交功能等議題。

然而，評估身體舒適性的研究仍需更多的討論。本研究主要想探討影響座椅舒適

度的因子。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園是台中市近年來使用率極高之公園綠地，而戶外

座椅之類型與使用率也極高。因此，本研究選擇此公園作為探討影響戶外空間座

椅之舒適性的因素。資料蒐集的部分，本研究挑選使用率較高之十個座椅，並收

集座椅材料、座椅高度、遮陰與使用頻率等相關資訊。接著，本研究訪談上述座

椅的使用者。訪談內容包含使用者之生理舒適感受、個人屬性、座椅使用經驗以

及對於座椅改善的建議。分析結果顯示，座椅的高度是影響舒適性最大的因素，

至於材質則是影響舒適感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此外，許多受訪者建議相關單位應

增加座椅靠背，以及將表面的水泥材質改為木頭材質。根據結果，本研究建議未

來戶外座椅設計應當著重考量座椅高度、座椅表面材質以及靠背等座椅屬性，方

能建構出一更符合大眾需求之戶外空間環境。 

 

 

前   言 

在台灣的都會地區邁入工商業與服務產業為主的時代後，城市人口密度持續增加，人

們的生活壓力持續上升，生活步調快速而急促，一種在都市尋找自然替代物(Calvino,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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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孕育而生，戶外空間成為人們期盼能遠離現實與解放自我的環境。因此，都市公園

的建闢成為城市邁向高品質生活環境的重要政策與理念，藉此提供居民一個休憩、且容易

抵達的公共休閒環境。曾國雄、曹勝雄與廖耀東(1992)便認為相較於鄉村地區，都會區居

民對公共環境品質相對重要性認知較高，而公共環境即包括公園綠地及開放空間等，代表

了居民對公園綠地及開放空間等環境品質相對重要性認知較高。 

Gehl (1996)針對公共空間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看法，他主張好的外在條件及戶外休憩空

間品質能夠鼓勵人們在戶外逗留、遊玩。林宏晉(2004)也認為，因對都市公園的需求提高，

都會地區民眾對公園戶外休憩空間之品質要求也隨之提高，因此公園中的休憩設施也受到

高度重視。陳本睿(2009)認為戶外座椅在所有的休憩設施中是與人接觸最為頻繁的設施，

因為座椅提供使用者適宜穩固的休息處，同時也能配合其他設施與活動引發的需求，進而

可以讓使用者對公園的滿意度大幅提昇。然而過去景觀研究相關研究(陳惠美，1995；陳

昭蓉，1996；林晏州，陳惠美，1998；陳美智，1994；凌德麟，1986)大多將議題聚焦在

都市公園的整體滿意度評估，卻鮮少有研究針對使用者對休憩座椅的使用後評估進行深入

之探討。因此，使用者是否能感受到公園座椅的屬性滿足個人需求，進而提升對公園的滿

意度，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議題。 

台中市之公園綠地面積占都市計畫區百分之七以上，綠地面積全國前三位，綠地空間

也成為台中市重要先進都市環境指標。文心森林公園自 2009 年正式開放使用以來，已成

為台中市居民日常與假日經常使用的休閒環境，以及許多團體舉辦大型活動的首選之地。

探討台中市民眾對於台中文心森林公園環境的使用後感受，將能對日後的經營管理提出具

體的建議。本研究以問卷與訪談瞭解該公園使用者對於座椅的感受，同時分析影響座椅舒

適性之因素，據此提供予未來休憩設施規劃與設計使用。因此提出下列研究目的： 

1.瞭解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園使用者對於座椅之舒適性感受 

2.探討不同座椅屬性與座椅舒適性之間的關聯性 

 

 

文 獻 回 顧 

一、都市公園的功能與定義 

Cranz (1978)認為雖然都市公園提供許多不同的功能，最首要的還是提供都市居民一

個鄰近地區的休閒遊憩空間。內山正雄(1994)則指出，都市公園綠地具有調節都市環境、

提倡生態保育、增進休閒遊憩、美化市容景觀、強化社會文化、提供避難防災等各項機能。

Solecki 和 Walls(1995)指出都市公園提供了主動性遊憩、被動性遊憩、環境保護、提供野

生動物棲息地、整合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之地區等機能。就本研究的論點而言，都市公園所

提供給使用者休閒遊憩的機能是相當重要的。 

周傑(1986)認為所謂「都市公園」者，必須位於都市行政範圍之內，其服務對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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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都市居民為主，亦須有特定的範圍及出入口，且有特定面積，而非指安全島、廣場之

類，同時具有特定設施，包含遊憩、遊樂、運動等設施。侯錦雄(1998)因此定義都市公園

為政府於居民生活環境周圍開闢休閒、運動、遊戲之用之公共綠地，包括都市計畫中之公

園、兒童遊戲場、綠地等，分佈較廣的戶外公共場所。本研究之地點-台中市文心森林公

園，是符合了上述學者對於都市公園的定義。 

二、使用後評估的概念與作法 

使用後評估(post-occupancy eoaluation, POE)觀念發展於 1960 年代的英國，是由一些

關注建築環境的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環境行為研究者等，針對使用者如囚犯、病患做的

評估研究 (陳惠美，1995)。所謂 POE 是一種對已開始使用的建築部分(空間或設施)建築

物或建築環境的研究方式，透過訪問、觀察、問卷調查等方式來瞭解使用者對建築物的各

種看法的工作。Zimiring 和 Reizenstein (1980)認為 POE 主要是想瞭解使用者對設計案的反

應。Preiser 等人(1988)認為 POE 是經過建築計畫、規劃、設計與使用後的評鑑階段，透過

有系統及精確的評鑑方式，聚焦於建築使用者及其需求上。 

因使用後評估的功能與影響性受到學術界與社會的重視，使得更多環境規劃與設計之

人士相繼投入參與(陳格理，1991)。使用後評估是針對使用者使用過後的看法而做出結

論，而不是拿來預支結果或者是測詴理論，因此最能貼近使用者的需求，能使設計者與使

用者能有雙方面的意見交流，也能了解不同使用者在同一空間上不同的使用需求。在過去

相關 POE 的研究中，經常會藉由 POE 系統性的調查步驟，根據使用者的心裡感受來評估

建物、開放空間等方面，如鄰里公共空間、公園空間等(表 1)。本研究參考過去研究評估

之項目與方法，對座椅舒適性評估將採用現地觀察、問卷調查與深入訪談的方式進行。 

 

 

表 1. 使用後評估之相關研究表 

Table 1. Studies of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作者 年代 評估項目 評估方法 

陳惠美 1995 植栽、動線、水電、鋪面、無障礙議題、

兒童遊具 

專業人員評估、專家訪談、現地

訪談、行為調查、現地調查 

毛斯漢 1999 水井設施之技術 現地調查、專家評估、問卷 

簡夙蓮 2003 開放空間、教室空間、活動與教學空間 專家訪談、現地訪談與調查、行

為觀察 

魏心儀 2006 療癒景觀庭園設計、醫院基地、戶外空

間、向外眺望視野、植栽、戶外傢俱 

專家訪談、現地訪談、現地調查、

滿意度調查分析 

                                                          資料來源：鄭欽志(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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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椅舒適性的相關論述 

過去攸關舒適性的定義相當多元，不同領域的研究對於舒適性有不同的定義與論述

(表 2)。部分學者認為舒適性是一種主觀的經驗，不同個體在不同時間地點所做的一種主

觀的反應。也有學者認為舒適性基本上是一種程度上的感受，是一個不舒服與沒有不舒服

感受之間的差距。而眾多定義中，與本研究目的較為相似的為 Slater (1985)所敘述之「在

生理、精神、心理和環境能達到和諧的一種狀態」。 

 

 

表 2. 舒適性相關定義表 

Table 2. Definitions of comfort 

作者 定義 

Herberg (1958)  所謂的舒適感是較缺少不舒適感而已。 

Branton (1969)  一種感覺或身理反應狀態，為一種極端舒適到極端不舒適的主觀感覺。 

Fanger (1970)  一種主觀的感受，會隨著個體不同而有差異性。 

Corlett (1983)  將工作上的舒適性定義在操作員不會被分散注意力的範圍內，即可稱為

舒適的狀態。 

Pile (1979) 所謂舒適性應根據騎乘者的使用方式而定。 

Lueder (1983)  將不舒適定義為一種主觀的經驗，來自於生理與心理上，長時間於工作

上產生的疲勞所造成。 

Slater (1985)  在生理、精神、心理和環境能達到和諧的一種狀態。 

Hedberg (1987)  將舒適的定義為沒有痛苦的感受，不舒適定義為感受到痛苦。 

Reynolds (1993)  對於舒適的感覺，會隨著時間的不同而改變。 

資料來源：余銘倫(2004) 

 

 

舒適性可被概念性分為生理舒適性及心理舒適性兩種(郭炳宏、鄭雅華，2010)。座椅

生理舒適性就是由空間至設施提供人類所使用之設計都必須考慮到「人體工學」。合乎人

體工學之設計才能夠在設施、身體構造及使用的環境三者間達到良好的關係(郭炳宏、鄭

雅華，2010)。至於心理舒適性的概念，廖河信(2003)認為心理舒適的重要理論是擁擠感。

擁擠的感覺程度和每一空間單位中的人群秩序有關，是受許多因素與個人知覺的影響。本

研究中主要研究生理舒適性，因此以人體工學的項目為主要考量要素。 

四、影響戶外休憩設施舒適性的因子 

侯錦雄(1985)指出，一般設計師配置戶外休憩設施時，需考慮之因素分為四項，包括

設施的設計與位置必須配合其多項功能、設施位置受微氣候的影響、設施的尺寸與造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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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人體工學、設施附近空間所賦予的心裡感覺。陳本睿(2009)曾將影響戶外休憩設施舒

適性的因子分為尺寸、造型、材料三大影響因子。尺寸因子包括設施之高度、寬度及傾斜

度，設施的高度會影響到膝蓋的彎曲，最合適多數成年人的高度以 30~45 公分較合適；而

設施之寬度應依照人體腿部尺寸做設計，較適當的寬度以 35~45 公分為佳。造型因子包括

設施之靠背及扶手，設施如設有靠背，則需考慮人體背部尺寸，舒適高度至少在 35~40

公分；戶外休憩設施扶手的設計，可讓使用者有可依託的地方，提升舒適感；至於材料因

子主要在談質感，是一種由視覺和觸覺聯合產生的經驗，給予使用者在視覺與觸覺上不同

的感受，包括光滑、粗糙、柔軟、堅硬等物理性質，常使用的設施材料有木材、石材、金

屬、混凝土、塑膠材料等。依設施設置環境選擇合適的材料，將影響日後維護管理方便性。 

 

 

研 究 方 法 

一、研究地點與範圍 

本研究地點為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園（圖 1），位於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上，佔地 8.86

公頃，園內有一座可容納約三、四千名觀眾的大型表演戶外環型劇場－圓滿戶外劇場，四

周由文心路、向上路二段、大墩七街、惠文路等道路圍塑，緊臨大新國小、中華電信大樓、

惠文花市，和許多個性化餐廳等。 

 

 

 

1.主要入口區廣場 

2.劇場主體區 

3.觀眾席區 

4.多功能草坪觀賞區 

5.土丘休憩區 

6.溜冰廣場區 

7.親子遊憩區 

8.戶外活動草坪區 

9.自行車停車場 

10.小客車停車場 

11.機車停車場 

12.文心區公廁 

圖 1. 研究基地全區空間配置說明圖 

Figure1. Arrangement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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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調查顯示，研究地點全區共有十五種不同座椅，經現地觀察後發現僅十種類型的

座椅有遊客使用，因此選擇這十類座椅（表 3）作為行為觀察、問卷調查與訪談之範圍。 

 

 

表 3. 研究地點全區座椅表 

Table 3. The pictures of chairs in Study area  

編號 座椅圖片 座椅材質及尺寸 編號 座椅圖片 座椅材質及尺寸 

1 

 

材質：塑膠 

尺寸：長：200cm 

      寬：54cm 

      高：48cm  

6 

 

材質：大理石 

尺寸：寬：30cm 

  高：25cm  

2 

 

材質：大理石 

尺寸：長：169cm 

  寬：50cm 

  高：50cm  

7 

 

材質：大理石 

尺寸：寬：60cm 

      高：54cm 

3 

 

材質：水泥 

尺寸：高：30cm  

8 

 

材質：木頭 

尺寸：寬：40cm 

  高：40cm  

4 

 

材質：大理石 

尺寸：長：123cm 

      寬：40cm 

      高：40cm  

9 

 

材質：木頭 

尺寸：寬：42cm 

  高：32cm  

5 

 

材質：塑膠 

尺寸：寬：100cm 

  高：30cm  

10 

 

材質：大理石 

尺寸：長：100cm 

  寬：50cm 

      高：40cm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園座椅設施使用者做為研究對象。於九十九年七月暑假

期間至文心森林公園進行問卷調查。進行問卷與訪談的對象為有自主意識可獨立思考，最

少接受過基本教育者為對象，避免年齡過小而使問卷無效或無法回答訪談員之問題。 

三、 研究概念與架構 

本研究主要以使用後評估的概念探討公園座椅之舒適性度之研究，基於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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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重心聚焦於在使用者對於公園座椅生理舒適性的評估中，以及探討公園座椅屬性

與生理舒適性之間的關係。研究概念如圖 2 所示。 

 

 

 

 

圖 2. 研究概念圖 

Figure 2. Research Concept 

 

 

四、調查內容說明 

包含設施屬性、座椅生理舒適性與建議、個人社經背景屬性及個人經驗。 

(一)設施屬性 

依據研究基地現況座椅資料蒐集分類設施屬性，分別有座椅材質、靠背、座椅高度、

座椅維護狀況。 

(二)座椅生理舒適性與建議 

由受訪者依據所使用之座椅，以自評方式填答肩頸、腰背、臀部與膝蓋小腿舒適性（表

4）。量表內容共計 5 題，題項記分方式，採等距尺度評分，依受訪者對題項之同意程度分

不適～舒服等七個等級，分別給予 1-7 分。本部分量表得分越高，代表使用者對於座椅設

施使用舒適程度愈高。此外，訪談者會訪問其對座椅的建議，並將其錄音記錄。 

(三)個人社經背景屬性 

包含性別、年齡、身高、體重（表 5），由受訪者填寫。 

(四)個人經驗 

由受訪者填寫個人經驗，包含公園使用頻率、到達公園使用之時間（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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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問卷第一部份：座椅舒適性表 

Table 4. The part I of questionnaire: the physical comfort of chairs 

1. 舒適性感覺評比(不適→舒服)：  

 頸肩部位 1 2 3 4 5 6 7 

腰背部位 1 2 3 4 5 6 7 

臀部部位 1 2 3 4 5 6 7 

膝蓋小腿部位 1 2 3 4 5 6 7 

         

         

         

 

2.設計改善建議:  

 

 

 

 

表 5. 問卷第二部份：個人社經背景表 

Table 5. The part II of questionnaire: socioeconomic status 

1. 性別： □男  □女 

2. 年齡： □20 歲以下□ 20~24 歲□25~29 歲□30~34 歲□35~39 歲 

□40~49 歲□50~59 歲□60~69 歲□70 歲以上 

3. 身高： □150 公分以下□151-155 公分□156-160 公分□161-165 公分 

□166-170公分 □171-175公分□176-180公分□181-185公分 

□186 公分以上 

4. 體重： □40 公斤以下 □41-50 公斤  □51-60 公斤  □61-70 公斤 

□71-80 公斤  □81-90 公斤  □91 公斤以上 

5. 使用頻率： □每天至少一次 □2-3 天一次 □一週一次 □一個月一次 

□三個月一次   □一年一次  

6. 使用時間： □清晨(5-8 時)   □早上(8-11 時)   □中午(11-14 時) 

□下午(14-17 時) □傍晚(17-20 時)  □晚上(20-2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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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於民國九十九年七月暑假期間執行。對象為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園現場使用者，

由於從事活動的地點是開放空間，以隨機抽樣的方式，至公園內進行問卷之發放。受訪者

須在公園對該環境區域座椅設施有所體驗，否則不進行填答。抽樣方式採定點隨機抽樣原

則。對回收問卷進行測詴後，將問卷回答不完整，或其他因素沒有全部回答完畢之問卷剔

除，有效樣本共六十五份(十種不同座椅)。 

六、資料分析方法 

正式問卷調查後，主要以平均數及次數分配之描述性統計分析母體的基本背景資料，

對座椅材質舒適性與生理舒適感覺評比度等距問項的平均值、標準差之分析，瞭解使用者

對不同座椅舒適性之整體感覺。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一、受訪者個人社經背景與個人經驗屬性描述 

從性別看來，男性 21 位(20%)，女性有 44 位(67.7%)，女性略多於男性，男性與女性

的比例約為 2：1。年齡方面，以 30-34 歲最多，有 20 人(30.8%)，其次為 20-24 歲，有 15

人(23.1%)；再次之為 35-39 歲 9 人(13.8%)，最少為 60-69 歲以上，僅 1 人(1.5%)。受測者

身高方面，以 151-155 公分最多，有 13 人(20%)，其次為 150 公分以下、166-170 公分、

171-175 公分，各有 11 人(16.9%)，第三多為 161-165 公分，有 9 人(13.8%)，最少的為 186

公分以上，僅 1 人(1.5%)。體重方面，以 51-60 公斤最多，有 23 人(35.4%)；第二多為 41-50

公斤，有 16 人(24.6%)；第三多為 61-70 公斤 11 人(16.9%)，最少為 81-90 公斤及 91 公斤

以上，僅各 1 人(1.5%)（表 6）。 

使用頻度方面，最多分佈在一周一次(27 人，41.5%)，第二多為三個月一次(9 人，

26.2%)，分佈比例最少為每天至少一次(1 人，1.5%。從受測者使用時間來看，傍晚(17-20

時)為最多數，共 49 位(46.7%)，其次為下午(14-17 時)，共 10 位(15.4%)（表 6）。 

二、各座椅之舒適性評估與建議分析 

本研究針對座椅之舒適性評估主要以受訪者填答的方式為主，此部分將針對每個公園

座椅之生理舒適性平均分數（表 7），以及訪談受訪者所得到之設施改善建議進行說明。 

(一) 各座椅之舒適性描述性分析 

編號 1 的座椅在肩頸與膝蓋小腿部位的舒適性分數較高，腰背與臀部的舒適性較低，

本研究將結果與訪談內容作比較，推測可能造成舒適性降低的原因為椅面已經破壞，因此

臀部的舒適性較低。 

編號 2 與 3 的座椅在膝蓋小腿部位的舒適性分數較高，其他部分的舒適性則小於 4

分，本研究推測此座椅的高度在受訪者坐下時，應能減輕膝蓋小腿的壓力，而編號 2 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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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對於座椅周遭環境的建議則是感覺太熱，希望能多一點遮陰；至於編號 4 的座椅

在四個生理舒適性的分數都偏低，本研究比對訪談之結果，判斷椅面的造型是一個重要的

舒適性關鍵，因為受訪者普遍認為座椅太斜，並不好坐。 

編號 5、編號 6、編號 7 與編號 10 的座椅同樣是評比較低的座椅，根據現況與分數進

行比較，推測該 2 個座椅因為高度較低，可能是造成舒適性降低的重要關鍵。另一方面，

本研究於編號 5 之座椅上訪談五位 50 歲以上之受訪者，其表示如果能有靠背會更加舒服。 

 

 

表 6. 使用者社經背景與使用經驗次數分配表 

Table 6. Frequency of individual’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using experience. 

使用者基本屬性 使用者基本屬性 

 變項 樣本次數 百分比%  變項 樣本次數 百分比% 

性

別 

男 21 32.3% 

體

重 

40公斤以下 4 6.2% 

女 44 67.7% 41-50公斤 16 24.6% 

年

齡 

20 歲以下 3 4.6% 51-60公斤 23 35.4% 

20-24 歲 15 23.1% 61-70公斤 11 16.9% 

25-29 歲 6 9.2% 71-80公斤 9 13.8% 

30-34 歲 20 30.8% 81-90公斤 1 1.5% 

35-39 歲 9 13.8% 91公斤以上 1 1.5% 

40-49 歲 7 10.8% 

頻

率 

每日至少一次 1 1.5% 

50-59 歲 4 6.2% 2-3天一次 9 13.8% 

60-69 歲 1 1.5% 一週一次 27 41.5% 

身

高 

150cm以下 11 16.9% 一個月一次 9 13.8% 

151-155cm 13 20.0% 三個月一次 17 26.2% 

156-160cm 5 7.7% 一年一次 2 3.1% 

161-165cm 9 13.8% 

使

用

時

間 

5-8時 3 4.5% 

166-170cm 11 16.9% 8-11時 1 1.5% 

171-175cm 11 16.9% 11-14時 0 0% 

176-180cm 4 6.2% 14-17時 10 15.4% 

186cm以上 1 1.5% 17-20時 49 75.4% 

    20-23時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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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編號 8 的座椅在臀部與膝蓋小腿部位的舒適性分數較高，本研究推測因為座椅面

的材質為木頭，且高度較能達到膝蓋小腿部位的舒適性。至於編號 9 的座椅除了腰背舒適

性不到 4 分以外，其他部分的平均分數均大於 4 分，推測理由與編號 8 的座椅相似。 

 (二) 各座椅之不同部位舒適性比較 

肩頸舒適性方面，平均分數最高的座椅為編號 1 (4.3 分)，最低為編號 6 的座椅(2.8

分)，本研究依照現況之調查與訪談推測，編號 6 肩頸舒適性較低的原因可能是座椅高度

較低之因素。至於腰背舒適性方面，普遍分數都不高，平均分數最高的座椅為編號 7 與 9 

(3.5 分)，最低為編號 6 的座椅(2.6 分)，本研究依現況調查推測，編號 9 高的原因與其有

靠背相關，至於編號 6 肩頸舒適性較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座椅高度較低造成腰背負擔之因

素（表 7）。 

臀部舒適性的分數中（表 7），平均分數最高的座椅為編號 8 (4.5 分)與編號 9 (4 分)，

最低為編號 7 的座椅(3 分)，本研究依照現況之調查推測，臀部舒適性與椅面材質有很大

的關係，木頭材質的臀部舒適性較高，至於大理石的材質分數則較低。而在膝蓋小腿舒適

性方面，平均分數最高的座椅為編號 9 (4.5 分)與編號 9 (4 分)，最低為編號 5 的座椅(3 分)，

本研究依照現況之調查推測，座椅高度過低會減輕膝蓋小腿的舒適性。 

三、生理舒適性與座椅屬性之交叉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造成身體各部位舒適性之原因，本研究針對各部位之舒適性與座椅屬性

作交叉分析，分析結果如下，相關數據詳見表 8。 

 (一) 材質與舒適性比較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材質與生理舒適性的關聯性較小。然而，塑膠材質座椅在肩頸與

膝蓋小腿部位舒適性都較高，至於水泥材質的座椅在四個部位的舒適性皆很低。 

(二) 高度與舒適性比較 

分析結果發現高度在 40-60 公分之間的座椅其肩頸舒適性較高，而如果座椅高度越

低，肩頸舒適性則較低；而在腰背舒適性方面。50-60 公分的高度是較不會造成不舒服的

感覺，高度越低，同樣舒適性則越低；在臀部舒適性方面，分數同樣顯示有高度越低，越

容易產生不舒適感受之傾向，最後在膝蓋小腿的舒適性方面，40-50 公分是較容易達到高

舒適性的高度，太低會造成不舒適感受，至於太高，同樣會產生不舒服的感受。 

(三) 有無靠背與舒適性比較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靠背的有無對於肩頸與膝蓋小腿的舒適性差異較小，而對於腰背與

臀部舒適性的差異較大，分析結果顯示，有靠背的座椅對於腰背與臀部的舒適性都有提升。 

(四) 有無維護管理與舒適性比較 

分析結果顯示，有維護管理的座椅在臀部舒適性的分數要來的高，而其他則多是維護

管理不良的座椅分數比較高，經比較樣本後發現，因此次調查維護管理不良的座椅樣本較

少，可能是造成與預計結果有落差之情況，而也有可能是因為維護管理所影響的內容以臀

部舒適性為主，因此對其他的部位較難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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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座椅生理舒適性之分析表 

Table 7. The analysis of the physical comfort of chairs. 

評估項目 生理舒適性  照片 座椅材質與尺寸 

座椅編號：1 肩頸 腰背 臀部 膝蓋小腿 

 

材質：塑膠 

尺寸： 

長：200cm 

寬：54cm 

高：48cm  

（N＝6） 

平均分數 
4.3 3.3 3.3 4 

改善建議 太高、椅面裂掉、維護管理不好、材料坐起來不舒服 

座椅編號：2 肩頸 腰背 臀部 膝蓋小腿 

 

材質：大理石 

尺寸： 

長：169cm  

寬：50cm 

高：50cm  

（N＝10） 

平均分數 
3.5 3.3 3.4 4.1 

改善建議 改善日曬、材質過熱、太硬、增加椅背、多一點遮陰 

座椅編號：3 肩頸 腰背 臀部 膝蓋小腿 

 

材質：水泥 

尺寸：高：30cm （N＝4） 

平均分數 
3 3 3.7 4 

改善建議 無  

座椅編號：4 肩頸 腰背 臀部 膝蓋小腿 

 

材質：大理石 

尺寸： 

長：123cm 

寬：40cm 

高：40cm 

（N＝10） 

平均分數 
2.9 3 3.4 3.5 

改善建議 不符合人體工學、材質太硬、太斜、 

座椅編號：5 肩頸 腰背 臀部 膝蓋小腿 

 

材質：塑膠 

尺寸： 

寬：100cm 

高：30cm 

（N＝11） 

平均分數 
3.3 3 3.1 3.2 

改善建議 有靠背會較適當 

座椅編號：6 肩頸 腰背 臀部 膝蓋小腿 

 

材質：大理石 

尺寸：寬：30cm 

  高：25cm  

（N＝8） 

平均分數 
2.8 2.6 2.6 3.3 

改善建議 無  

座椅編號：7 肩頸 腰背 臀部 膝蓋小腿 

 

材質：大理石 

尺寸： 

寬：60cm 

高：54cm 

（N＝2） 

平均分數 
3.5 3.5 3 3.5 

改善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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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生理舒適性  照片 座椅材質與尺寸 

座椅編號：8 肩頸 腰背 臀部 膝蓋小腿 

 

材質：木頭 

尺寸： 

寬：40cm 

高：40cm  

（N＝2） 

平均分數 
3 3 4.5 4.5 

改善建議 無  

座椅編號：9 肩頸 腰背 臀部 膝蓋小腿 

 

材質：木頭 

尺寸：寬：42cm 

  高：32cm  

（N＝3） 

平均分數 
4 3.5 4 4.5 

改善建議 無  

座椅編號：10 肩頸 腰背 臀部 膝蓋小腿 

 

材質：大理石 

尺寸： 

長：100cm 

寬：50cm 

高：40cm 

（N＝10） 

平均分數 
2.8 2.7 3.2 3.3 

改善建議 無 
 

 

 

 

表 8. 座椅屬性與生理舒適性交叉分析表 

Table 8. The cross table of chairs attributes and physical comfort. 

屬性 
生理舒適性 

肩頸舒適性 腰背舒適性 臀部舒適性 膝蓋小腿舒適性 

材質 

塑膠 4.00 3.33 3.33 4.00 

木材 3.67 3.33 3.53 3.47 

大理石 3.56 3.09 3.44 3.91 

水泥 3.00 2.75 3.00 3.58 

高度 

20-30cm 3.26 2.95 2.84 3.37 

30-40cm 3.39 3.68 3.14 3.71 

40-50cm 4.00 3.38 3.31 4.31 

50-60cm 4.00 3.00 3.50 3.50 

靠背有無 
有靠背 3.50 4.25 4.50 3.75 

無靠背 3.52 3.03 3.30 3.75 

維護管理 
良好 3.47 3.08 3.37 3.73 

不良 4.00 3.33 3.33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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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與 建 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使用後評估的概念探討受訪者對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園座椅之生理舒適性感

受，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座椅的生理舒適性感受是偏低的，在七點李克特尺度的量表

中，大多落於 2-4 分之間，因此建議相關單位應針對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園內座椅進行設施

檢討與修正，以其更能滿足使用者之需求。 

另一方面，本研究根據交叉分析之數據初步推斷，影響生理舒適性之最主要因素為「高

度」，其中 40-60 公分高度的座椅是較能達到肩頸舒適性，50-60 公分高度的座椅較能達到

腰背之舒適性，而在膝蓋小腿的舒適性方面，40-50 公分是較容易達到高舒適性的高度，

至於「材料」與「有無靠背」之屬性也可能是影響生理舒適性之重要因子，交叉表說明了

水泥可能是造成舒適性減低的因素。至於有靠背的座椅較能提升腰背與臀部舒適性。 

二、未來建議 

本研究主要透過描述性統計與交叉分析探討公園座椅之生理舒適性感受，分析結果雖

顯示出座椅屬性與生理舒適性可能有關聯性存在，然仍未進一步進行統計驗證，因為本研

究期盼在下一個階段能夠在每一個座椅地區能有足夠的樣本以便進行統計之分析訪談，另

一方面，由於接受訪談的受訪者大多是因為腿部運動後才使用座椅，因此膝蓋與小腿的生

理舒適性的感受相對於其他部分會較為強烈，也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在抽樣的時候，可

以針對進行不同活動之使用者進行訪談，將能得到更為精確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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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relative works of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outdoor furniture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landscape academic filed for years. These researches focused the issues on users’ 

preference recreation facilities, the arrangement of seats,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outdoor 

furnitures. However, the studies on assessing the physical seat comfort still need more 

discussion.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seat comfort in the Taichung Wenxin 

Forest Park. As a result, this study chooses ten seats with high use rate, and collected the 

information of seat material, seat height, overshadows near the seat, and usage frequency of the 

seats in the Taichung Wenxin Forest Park. And then, this study interviewed the users who used 

the chosen ten seats. The interview content included the feeling of physical comfort, personal 

physical feature,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the seats, and the suggestion of improving the sea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eight of the seat was the main factor which affects the 

physical comfort, and the material of seat surface was the second critical factor. Furthermore, 

many respondents suggested that the relevant unit should add the seats back and change seat 

surface material from cement to woo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seat 

height, seat surface material and the seat back should be put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outdoor 

sea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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