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5682 

狀態 NC093FJU00356006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景觀設計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1826045  

研究

生(中) 
張光豪 

研究

生(英) 
Chang,Kuang-Hao 

論文

名稱

(中) 

道路景觀型式之研究設計 

論文

名稱

(英) 

Research design of path landscape pattern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葉美秀 

指導

教授

(英) 

Ye,Mei-Xiu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3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道路景觀 景觀設計 

關鍵

字(英) 
Landscape Pattern Landscape Design 

摘要

(中) 

在道路景觀的形式之研究設計的研究與歸納整理中，我們可以將其分為

三個較主要的部分： 一、市道路本身的層級規模。 二、是路本身外的

附屬設施設備。 三、是道路與周邊環境圍塑的空間。 這三層程級是設

計道路景觀的重要考量，可依主要的設計主題做修正，但是大方向是不

太會變動。在本研究案中，有學理的研究和道路相關的設計參考，在各

個項目分?中有不同的考量。 第一部份道路主要的設施，有高速公路、

公車專用道、自行車道、快、慢車道、人行道和殘障步道。因應不同的

特性，各有不同的考量重點，車道大小和速度是重要的關鍵，高速時的

景觀手法以單一或簡單為原則；一般常速時以安全為主，防眩光、防撞



擊行人等然後才是景觀的變化性或多樣性。而速度落到人行時，不管視

角視距都落在近距的位置，所以除了功能性的遮蔭和坐椅之外，整體的

景觀就變得很多樣性的設計，在道路主要的設施論述的重點便在於此。 

第二部份次要設施是以非道路自身的設施與設備作為主要的訴求分項，

以汽機車用、行人用和地下設備三項做大分類，再細分隧道、高架橋等

大型設施；再縮小規模到公車亭、陸橋和地下道等，探討次要設施的相

關設計原則。而這個部份的大處著眼點在於環境的衝擊，如何以設計的

手段讓設施物與環境調和，縮到小規模時，有效的反應並解決場所的不

同需求，這樣成為本段的主要課題。 在第三部份中是以除了前兩大項以

外的附屬設施為主，像是陸島、護欄、車阻、號誌等等，分別以汽機車

用、人行用和交通號誌為大分項，探討相關的設計原則。這個部份就會

加入一些安全因素的考量和無障礙的觀念，設計的部份就需要注意相關

淨空的防災概念，讓設施的存在更加的便利、美觀。 第四部份道路景觀

設施以街景觀為主，以街道家具和景觀植物為分項，細項分為坐椅、電

話亭、夜間照明、植群植穴及公共藝術等，探討景觀設計原則與相關事

項。這個部份其實沒有好壞之區分，只是以多樣性為主，提供設計時的

多種靈感，和更多的可能性，像是電話亭有自主性，有地域性，或有一

致性，只要有想法都可能是好設計。 道路與周邊的環境關係是第五部分

的主要探討的區塊，並分別以人造環境、自然環境、古蹟的分項探討與

周邊環境的關係。這個部份是考慮環境對標的物的相互關係，融入環境

是第一首選，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時，則需與環境對話，並找出環境的

各項潛在因素，才能使道路因環境加分，或是對環境的衝擊減到最低。  

摘要

(英) 

In in the path landscape research design form research and the induction 

reorganization, we may divide into it three comparatively main parts: I. City path 

itself level scale II. Outside road itself attached facility equipment III. The path 

and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encircle the space which models These three 

Cheng Chi is designs the path landscape th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may depend 

on the main design subject to make the revision, but the general orientation not 

too can change. In this research document, has the scientific theory or principle 

the research and the path correlation design reference, □center has the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in each project minute. The first partial path main facility, has the 

highway, the public vehicle special-purpose road, the cycle track, is quick, 

Machine traffic lane, the sidewalk and remnantly bonds the footpath. In 

accordance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respectively has the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key, the traffic lane size and the speed are the important key, the 

high speed time landscape technique take sole or is simple as a principle; General 

speed when by the security primarily, guards against dazzles, guards against hits 

the pedestrian and so on then is the landscape change or the multiplicity. When 

the speed falls to the person line, no matter the angle of view apparent distance all 

falls on the short-range position, therefore besides function providing shade with 

the chair, the overall landscape changes the very much multiple design, then lies 

in this with emphasis in the path main facility elaboration. The second partial 

secondary facility is by the non- path own facility and the equipment took the 

main demand sub-item, by the steam locomotive with, the pedestrian with makes 



the big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underground facilities three items, again subdivides 

the tunnel, the viaduct and so on the large-scale facility; Again reduces the scale 

to the public vehicle pavilion, Lu Ch'iao and the subway and so on, the discussion 

secondary facility correlation principle of design. But this partial main point 

objective point lies in the environment the impact, how designs the method lets 

the fac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is well distributed, when shrinks to the small 

scale, the effective response and solves the place different demand, like this 

becomes this section the main topic. In the third part is by besides the first two 

major terms attached facility primarily, the picture is the continental island, the 

guard rail, Che Tsu, number will and so on, respectively take the steam 

locomotive with, the person line with with the transportation number will as the 

big sub-item, discusses the related principle of design. This part can join some 

safety factors the consideration and the non- barrier idea, the design part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rrelation clearance to take measures against natural disasters 

the concept, lets the facility the existence even more convenience, be artistic. The 

fourth partial path landscape facility take the street landscape primarily, by the 

street furniture and the landscape plant as a sub-item, the thin item divides into 

the chair, the telephone booth, at night illuminates, plants the group dibble and the 

public art and so on, the discussion landscape principle of design and the related 

item. This part actually does not have discrimination the quality, only is by the 

multiplicity primarily, provides when the design the many kinds of inspirations, 

with more possibilities, the picture are the telephone booth have the 

independency, has the region, or has the uniformity, so long as has the idea all 

possibly is the good design. The path and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 relations are 

the fifth part of main discussion sub-area, and respectively by artificial 

environ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historical site sub-item discussion and 

peripheral environment relations. This part is considered the environment to the 

sign thing reciprocity, melts into the environment is the first first choice, when the 

fish and the bear's paws cannot have both, then must with the environment 

dialogue, and discovers the environment each latency, can make the path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to add the minute, perhaps reduces to the environment impact to 

is lo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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