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11981 

狀態 G0497826047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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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826047  

研究

生

(中) 

李典桂 

研究

生

(英) 

Tien-Kuei Lee 

論文

名稱

(中) 

都市與校園間友善界面之參與式設計－以基隆市東信、正濱兩國小為例 

論文

名稱

(英) 

Co-design Applied in Green Fences of Elementary School-The Case Studies of 

Dung Shin and Jheng Bin Elementary School, Keelung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王秀娟 

指導

教授

(英) 

Syou-Jywan Wang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1.12.3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1.12.3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1.12.3 

檔案

說明 
封面 摘要 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參考文獻 

電子

全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100 

出版

年 
100 

語文

別 
中文 中文 

關鍵

字

(中) 

校園友善界面 參與式設計 永續校園 通學步道 

關鍵

字

(英) 

Friendly Interface Involvement Design Sustainable Campus Commuting Path 

摘要

(中) 

民國 90 年起，綠色校園的觀念開始在台灣醞釀，92 年教育部推行綠色學

校與綠校園改造理念，而後為符合世界永續發展之潮流目標，自民國 94

年起再推行「永續校園推廣計畫」，補助校園環境改善。921 災後重建的

新校園運動中，校園圍牆的形式也成為綠校園設計的重要一環，因此帶

動近年來許多縣市學校以綠化、簡約、透空、生態綠色廊道替代傳統硬



式實體圍牆，期望重構校園與社區介面關係與通學環境品質。   相關

文獻指出校園邊界的設計或改造思考並不僅限於既有硬體圍牆拆除改以

植栽綠籬，而應以積極的方式重整校園周邊空間，結合城市路廊與社區

通學散步路徑，並因應各校環境的不同凸顯在地特色，成為校園對外與

向內的友善界面。 校園邊界的改造作為綠校園理念實踐的開端之一，更

能帶動社區居民對於校園環境的關注與「綠化」的生態概念，並藉由校

園籓籬的解放串連更多綠地，帶動社區、地區乃至都市綠地系統的建

構。 本文依據上述理念與經驗，以基隆市東信國小與正濱國小為基地，

探討參與式設計應用於校園友善界面的實證過程與結果。論文除探討校

園友善界面的基本理念與型式及參與式設計應用在校園規劃的理念與做

法外，並說明兩校併濟之一系列為期兩個月的參與設計過程，包含理念

的傳達溝通、學童的觀察發想、模型的創意呈現與親師生的共同參與，

以形成最具共識之設計成果。期望透過活潑的參與式互動過程，讓學童

有機會實際表達對校園環境的看法與改善的可能性，並總結提出校園友

善界面環境設計之基本原則與研究參與之效益評估，以期幫助後續校園

友善界面相關發展之操作。 

摘要

(英) 

The function of a fence or wall is used to identify a school’s boundary. However, 

a tall wall creates blind spots in campus and does nothing good to a school’s 

image and eco-environment. Therefore, a school should use a low fence or even 

without fence, and use planting material to create a friendly interface for necessary 

buffering. Design of this friendly interface can involve ideas and imagination from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idea of friendly interface promotes open and free 

atmosphere of a school, and increase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chool and its 

surrounding community. It can be also connected with the community walking 

paths to a school and the city greenway to show the uniqueness of local 

environmental ecology. In this report we present, by studying existing cases, how 

involvement design can be applied to designing a school’s friendly interface, its 

procedures and the final outcomes. We recommend that there should be friendlier 

interface in the future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s open space green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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