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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Graduate Studio II 訓練學生的目標：

奠基在過去空間設計的基礎上，加強學生在「設計論述」（拉高格局、發展關鍵議題、說故事）、
「Mapping」（決定重要因子、疊圖）、「從大尺度規劃到小尺度設計」（從建構景觀涵構到景
觀想像）間環環相扣的規劃設計能力。



        過去人類的發展主要著眼於人類的需求，其中，又往往以經濟發展作為最主要的決策重點，結局
就是，生態棲地大量喪失與地球過熱。生態棲地喪失造成生物多樣性大幅下降或滅絕，與地球過熱導
致極端氣候災害頻傳。到最後均危極生物及人類的永續生存。人類的生存與生物的生存息息相關，缺
一不可。換言之，沒有生物生存的環境，人類也將無法繼續生存。試想如果沒有蜜蜂與蝴蝶，我們還
能享受各式蔬果以為糧食嗎？如果沒有蝙蝠，我們還能不得到登革熱與其他病媒傳播的疾病嗎？因此，
創造一個人類與生物共存的豐富生態體系至關重要。

        極端氣候已然成形且越演越烈，強降雨、海平面上升、乾旱、颶風、熱浪、急凍、水患每天都在
地球上不同的角落輪番上演，地球上的每個成員－不管住在都市或城郊－都深感其害。過去人類賴以
維生、單一目標作法的灰色基礎設施，已不足以因應目前及未來環境的劇變。試想，未來人口總數還
會持續上升、開發還會持續擴大，我們應如何面對未來更艱鉅的挑戰？如果我們現在還未意識到問題
的嚴重性，將來只好等著被災難收拾！

      過去人造的灰色基礎設施 (grey infrastructure) －交通設施、下水道設施、污水處理設施、通訊
設施、垃圾處理設施－總是著眼於單一目標，效率較低。生物的生存需仰賴一個完整、互相連接、較

WHY Green Infrastructure? 
和 Grey Infrastructure 相比 Green Infrastructure 的好



大尺度的自然生態體系。綠色基礎設施 (green infrastructure) 並不只是把單一灰色基礎設施設計得
比較綠、比較環保與永續而已，更重要的是要把單一目標的灰色基礎設施，轉變為多目標使用、高效
率、彼此相互聯結的綠色基礎設施網絡，並將這個設施網絡提升到具有支持生態系統自主運作的功能，
即與周圍現存的綠色斑塊或廊道進行對接。

      以都市排洪道為例，過去常見的作法就是把自然河道轉變為硬質、二面或三面光的筆直溝渠，好
讓這些暴雨水儘快離開城市。這個作法的特色是：暴雨水迅速排走、通洪斷面無法應付迅速激增的暴
雨水量、無法滯洪而造成下游淹水、皮層不雅觀缺乏景觀美質、生物棲地減少降低生物多樣性、大量
植栽被移除失去淨化空氣的功能、且會增加都市熱島效應、無法提供人們休閒遊憩的機會、無法淨化
水質。但如果將都市「硬質的人工排洪道」轉化為「軟性的生態排洪廊道」，這個作法的好處是，除
可安全地滿足原本唯一的排洪功能外，還可達到其他的多元目標，大幅提昇該基礎設施的效益，創造
高效能 CP 值。這些效益包括：擴大通洪斷面以因應未來可能激增的暴雨水量、可滯洪以減少下游水患、
並補注地下水層 , 創造優美的都市皮層以增加景觀美質與周圍地區的地價（增加政府稅收）、創造生
物棲息地以增加生物多樣性、大量綠化既可淨化空氣又可減緩都市熱島效應、創造舒適綠地以提供人
們休閒遊憩的機會與降低高壓導致的文明病產生的比例、淨化水質。

               

－ by 黃宜瑜＠大肚山 2018.7.22

       



垃圾變黃金－廚餘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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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林殷旭



設計議題

大多數的垃圾來自於家庭廢棄物，家庭廢棄物中廚餘平均佔約 40%。當這些含有大量水份的廚餘
混合其他垃圾，進到焚化爐燃燒後，便會產生有毒的戴奧辛氣體及增加難以處理底渣的數量，不
僅破壞環境、也會對人體造成危害，進而減少環境的生態服務能量與國民生產力，並且加重環保
與健保支出。

2. 將廚餘的有毒殘渣大幅減量；
3. 將垃圾量減少並轉化為有機肥料與正面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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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系統與額外收入概念圖

設計策略



設計內容

1. 建構食農基地單元，依該單元內預估
的每日家庭總廚餘量為基礎，進行堆肥
處理場及有機農場面積的估算。

2. 挑選一塊遠離社區與靠近農業區的基
地設置食農教育園區。並在園區內設置
堆肥處理場、有機農場、農夫市集、食
農教室、有機餐廳。

3. 為利園區永續經營，該園區生產的產
品將會包括：各式堆肥、有機農產品或
加工品、食農教育課程、市民農園出租、
堆肥解說遊程、有機農產採摘體驗遊程、
有機餐飲。

設計策略

建構一個循環農業系統（景觀涵構），將
原有的負向循環（廚餘 >> 戴奧辛＆底渣
>> 破壞環境＆危害人體健康 >> 環保支
出＆健保支出），轉變為正向循環（廚餘
>> 堆肥 >> 糧食生產＆垃圾減量＆碳排減
量 >> 農業收入＆土地修復＆食農教育＆
環境復育 >> 減少環保 支出＆健保支出），
有效減少碳排放，並達到友善環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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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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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意象

提供一個食農教育園區。園區內可見到具有現代風格的廠房，該廠房內設置有堆肥處理工場、有機農產
品展售中心、食農教育上課教室、烹飪教室、與有機餐廳。廠房外是一大片排列整齊有機農園。農園內
有正在製作堆肥的工作人員，也有正在進行有機耕作的農夫。這些農夫中有些是專職的農夫、有些則是
下班後過來休閒的都市農夫，有些則是專程過來享受田園採摘樂趣的遊客。採摘完畢後，這些遊客可將
農作物秤斤後購買回家，或是直接到烹飪教室進行烹調、趁新鮮即時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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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基礎設施的意涵：

焚化爐或垃圾掩埋場是常見處理垃圾的灰色基礎設施，本案使用食農教育園區作為處理廚餘垃圾的綠色
基礎設施。使用該設施的好處是：碳排減量（廚餘垃圾不外運、不焚燒）、不會產生有毒的戴奧辛氣體
與難以處理的底渣、堆肥與糧食的生產、改善農田土壤結構達到永續農耕、休閒遊憩與食農教育機會的
提供、額外產值的提供。



極端氣候下的新式農業－滯洪農園

          都市擴張不透水鋪面比例與都市排熱量激增，地球暖化導致極端氣候越演越烈，均加劇都市內澇問
題。每當內澇發生，都市交通系統受阻、基礎設施泡水導致都市無法正常運作。淹水也會造成都市居民生
命財產的損失及河道沿岸農業區的農產損失。種種災害的累加均造成都市的創傷、生命與財產的經濟損失。
更慘的是，這種災害發生的頻率與嚴重程度正逐年升高。

淹水危險度分析

淹水潛勢分析

筏子溪上游淹水原因：降雨導致的內澇 筏子溪下游淹水原因：未設置堤壩導致河水溢流

地下平均水位 疊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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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詠忱



休閒農園

洪澇治理策略 作物生產

食物

垂釣

蓄洪 / 滯洪 濕地建立 蔬菜 魚肉 雞 / 雞蛋 水稻

騎行 採摘

休閒活動

民宿

透過整地排水的規劃，建構一個上游種植陸生農作物、中游種植濕生農作物、下游種植水生農作物（景
觀涵構）的休閒農業園區。將原本容易遭受內澇損害、無滯洪能力、低產能的一級產業，轉型為不易遭
受內澇損害、具滯洪能力、高產能的一～三級產業，以達到降低農損、可滯洪、高經濟產出與休閒遊憩
的多元目標。

水稻田

基地挑選

設計策略

+



農耕策略圖

場地分析圖

園區內共分為五個區，分別為餐飲住宿區，
果蔬生產區、濕地農耕區、茶室休閒區、
苗木培育區。創造半日遊、一日遊為遊客提
供不同的遊憩體驗

主要遊覽路線包含陸地水上各一條 , 陸地主要
園區寬 9 米，兼具一部分消防通道功能，設有
慢跑道及雙向自行車道。園內串聯主要景點，
同時設竹筏作為水上交通工具。

次要遊覽路線多分佈在農夫體驗區。路寬 5 米
可共自行車及行人使用。連接園內主要服務設
施和碼頭，自行車停靠點，便於遊人通行。

結合場地現有落羽松資源，增設民宿、農耕
採摘，餐廳和農夫市場。為遊客提供一日農
夫體驗的區域，增加吸引力。

維持都市計劃中用地性質，園區內以農業生
產為主，通過整地合理利用較高地下水位優
勢，營造不同水深的濕地農耕及魚類養殖區
域。

場地外種植耐水喬木，灌木，營造良好的景
觀，提供遮蔭並具備一定的經濟價值，保證
場地的生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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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農田高度，將稻田轉變為高經濟價值的濕地農田。一方面有效減少直接的農業損害，維穩物價；另一方面可
有效的吸納都市雨洪，維持都市運轉秩序，減少生命財產損失。



 設計內容

1. 挑選一大片堤防邊的農業區設置休閒農業園區。透過整
地在下游創造一個滯洪池區（種植水生農作物），在中游
創造一個濕生農作物區，並將挖掘出來的土方回填到上游
陸生農作物區與休閒區，以減少這二區的淹水發生的機率。
當無暴雨發生時，滯洪池區維持低水位景觀池面。當有暴
雨發生時，暴雨水便可以沿著區內水道，將暴雨水引導至
下游的滯洪池區與中游區，進行滯留與入滲，以達到市區
洪水減量的目標。

2. 園區內設置陸生農作物區（果蔬生產區）、濕生農作物
區（溼地農耕區）、水生農作物區（溼地農耕區）與休閒區（餐
飲住宿區、茶室休憩區）。休閒區內設置民宿、鄉間餐廳、
茶室、農夫市集、竹筏碼頭與自行車租借站。

3. 為利園區永續經營，該園區生產的產品包括：農田回用、
各式陸生、濕生與水生農產品或加工品、農業教育課程、
市民農園出租、農作物採摘體驗遊程、竹筏體驗遊程、民
宿住宿、腳踏車租賃、餐飲、釣魚體驗活動。

平面配置圖



景觀意象

提供一個令都市居民放鬆、紓壓的休閒農業園區。園區內幾棟舊三合院，可作為民宿、鄉間餐廳與農夫
市集之用。再建一棟簡單樸素的建物作為自行車租借站。園區由落羽松與竹林環繞，藉以創造出鄉間、
靜謐的休閒氛圍。從上游往下遊走，遊客會依序經過大片令人療癒的青葱陸生、濕生與水生農園，最後
到達可沈澱人心的湖水區。園區中間有一條蜿蜒的野溪貫穿全區，遊客可利用這條具有野趣的水道享受
竹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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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基礎設施的意涵

二面或三面光且筆直的大排洪道是都市常見處理暴雨水的灰色基礎設施，本案以休閒農業園區作為處理
暴雨水的綠色基礎設施。使用該設施的好處是：增加暴雨水處理容量、暴雨水滯留可減少下游水患、多
元農作物的生產、休閒遊憩機會的提供、紓壓療癒環境的提供、減少都市文明病發生的比例、額外產值
的提供。



樂齡狂想曲－銀髮天堂

老齡化趨勢

銀髮族的心理問題

設計對策

老年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問題是全世界要面對的重要議題。
目前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 14% 並遠超幼年人口，已步
入高齡社會。

老年人口的激增使銀髮族的心理問題日益凸顯，由於大腦功能退化和退休前後生活的急劇變化，銀髮族中 85% 的人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孤獨，焦慮緊張，無用等心理問題，除了帶蓋自己痛
苦外也給家人許多煩惱。未來銀髮族的比例仍會持續上升，如何讓銀髮族有個舒適度晚年十分重要。

醫學報告顯示：運動、培養愛好、學習、積極參與社交活動均對銀髮族的晚年生活有非常大的幫助。對無用感、失落感、孤獨感、抑鬱感、焦慮恐懼等心理問題有良好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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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林娜



 設計議題

台灣已正式進入高齡社會，在少子化趨勢的助長
下，扶老比快速增加，加重年輕世代的扶養與
賦稅負擔。孤獨感、焦慮緊張感與無用感是許
多高齡者常見的心理問題，除帶給自己痛苦外，
也增添家屬額外的照護負擔。許多兒女在外地工
作或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顧，也常無法就近照
顧自己父母的晚年生活。因此，如何讓高齡者
擁有一個身心安適的晚年，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設計策略

建構一個高齡長照社群網絡（景觀涵構），透過
共學、共耕、共食與共營等四大平台，除滿足高
齡者基本的用餐需求外，還可提供高齡者運動、
培養興趣、社交、學習的機會，讓每個高齡者
擁有一個身心健康的安適晚年生活。

設計內容

1. 選擇一處鄰近社區、農業區與具休閒遊憩潛
力的基地，建構一個可供數個托老所使用的樂
齡園區。園區內設置共學（室內與室外教室）、
共耕（農田、休閒遊憩運動空間）、共食（廚
房與食堂）與共營（儲藏、理貨與販賣空間）
等四個平台。
2. 為利園區永續經營，該園區生產的產品包括：
農產品販售、共食服務、共學課程、共耕課程、
托老服務。
3. 高齡者可按自己的特長、體能狀況與身心需
要，挑選一至數個角色。建議初老與中老者可多
擔任幹部、照顧者或服務提供者（減少無用感），
老老者可選擇作為學員、被照顧者或被服務者
（減少孤獨感與焦慮緊張感）。實現高齡者過
一個互相幫助、身心安適的晚年生活。

老年人口的激增使銀髮族的心理問題日益凸顯，由於大腦功能退化和退休前後生活的急劇變化，銀髮族中 85% 的人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孤獨，焦慮緊張，無用等心理問題，除了帶蓋自己痛
苦外也給家人許多煩惱。未來銀髮族的比例仍會持續上升，如何讓銀髮族有個舒適度晚年十分重要。

醫學報告顯示：運動、培養愛好、學習、積極參與社交活動均對銀髮族的晚年生活有非常大的幫助。對無用感、失落感、孤獨感、抑鬱感、焦慮恐懼等心理問題有良好的改善作用。



     提供一個樂齡園區。園區主要分為三大區域。第一為具有濃厚輕鬆、休閒氛圍的共學共食區。在這公園
式的休憩區中可見到許多高齡者在環狀步道上疾走或散步、在樹林間跳舞或打太極拳、在室內外共學教室
學習、在共食食堂內與朋友一起聊天與享受餐點、或在販賣部內販售農產品。第二為具有休憩氛圍的共耕
農作區。在這裡可見到許多高齡者正在田間享受快樂農耕，或正在休憩平台或廊道中小歇片刻或與跟朋友
們一起處理剛出土的收成。第三為具有自然野地景觀的河濱休憩區。在這裡可看到高齡者正在欣賞大自然
美景、或與朋友們一起聊天或運動，也可以看到一些高齡者正在河邊享受垂釣之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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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意象



      位於建築物內的托老所是常見的灰色高齡照護基礎設施，本案使用具有社群網絡之樂齡園區作為綠色高
齡照護基礎設施。使用該網絡系統好處是：提供高齡者發揮的舞台可減少無用感之發生並降低營運成本、
減輕中壯族群蠟燭二頭燒的生活壓力、提供耕種與運動機會以維持體能與促進健康、提供社交活動機會以
減少孤獨感、提供賺取零用錢的機會以提昇高齡者經濟水平與有用感、戶外休閒遊憩機會的提供、額外產
值的提供。

綠色基礎設施的意涵



音景盛宴－竹溪之聲

居住在都市的人們，每天生活在水泥叢林與充斥著各式各樣由工廠與汽機運轉、電視放映與商場叫賣的
噪音中，這樣的環境令人心浮氣躁、神經緊張、心理壓力大增。而壓力正是許多文明病發生的原因之一。
這些文明病的產生，不但會破壞個人的生活品質，也會造成城市總體生產力下降與大量的醫療支出。本
案希望將作為都市排洪用之二面或三面光的竹溪，打造成為適合各種生物安歇的棲息地。並藉此引進各
種悅耳的蟲鳴鳥叫（尤其是畫眉鳥），讓人們的耳朵有機會從都市噪音中獲得釋放；讓人們的眼睛有機
會從灰色的都市叢林中獲得解放，最後達到減少心理壓力與紓散身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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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聲音時間軸

設計議題

司博書



設計策略

建構一個適合各式生物（尤其是畫眉鳥）生長的棲息地與藍綠帶系統（景觀涵構），將原有的負向
因子（環境噪音、硬質的灰色河堤、污濁的空氣、高溫），透過環境設計轉變為正向因子（悅耳的
蟲鳴鳥叫、軟化的綠色河堤、乾淨的空氣、低溫）。並透過本基地藍綠帶系統的延伸，串連大台南
地區西側山區綠帶，讓山裡的生物可沿此系統，遷徙到竹溪公園中與都市的人們進行互動。



設計內容

1. 建構食物鏈系統，創造一個平衡、穩定的生物棲地。
2. 透過對蟋蟀、青蛙與畫眉鳥棲地及林地、農地、公園的研究，建立一條「森林－農園－公園」間暢通的藍綠帶廊道。
3. 創造多樣的生態棲地，讓使用者可在不同區段的竹溪裡，享受不同的自然樂音。例如草叢區的蟋蟀聲、溼地區的蛙鳴、樹叢間的畫眉鳥鳴與蟬鳴。
4. 溪流沿線設置賞鳥屋與賞音屋，在儘量不干擾生物棲息的狀況下，讓使用者可以盡情地享受大自然的優美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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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構想



設計內容

1. 建構食物鏈系統，創造一個平衡、穩定的生物棲地。
2. 透過對蟋蟀、青蛙與畫眉鳥棲地及林地、農地、公園的研究，建立一條「森林－農園－公園」間暢通的藍綠帶廊道。
3. 創造多樣的生態棲地，讓使用者可在不同區段的竹溪裡，享受不同的自然樂音。例如草叢區的蟋蟀聲、溼地區的蛙鳴、樹叢間的畫眉鳥鳴與蟬鳴。
4. 溪流沿線設置賞鳥屋與賞音屋，在儘量不干擾生物棲息的狀況下，讓使用者可以盡情地享受大自然的優美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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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配置圖



景觀意象

提供一條可作為綠色基礎設施的都市排洪道。都市中的噪音被寬厚的樹牆隔絕開來，自然的樂音便可在基地中被凸顯出來。

公園中除有可紓緩壓力、療癒人心的滿眼綠意外，溪谷中各式各樣悅耳的蟲鳴鳥叫更是令人心情愉悅。清晨時台東火刺木叢

裡畫眉鳥會不時的出現鳴唱；夜晚溪邊的灌叢裡則有青蛙咕咕低鳴；傍晚跑步者在地形起伏的芒草堆中，被夕陽映照臉龐時，

則可聽見蟋蟀的唧唧樂音。

效果圖

建構畫眉鳥棲息地



綠色基礎設施的意涵

二面或三面光的排洪道是都市中常見處理暴雨水的灰色基礎設施，本案使用以綠為基底的排洪道作為
綠色基礎設施。使用該設施的好處是：減少碳排（水泥減量）、淨化都市空氣、紓緩都市熱島效應、
增加人居環境的舒適性、促進生物繁衍、休閒遊憩與運動機會的提供、紓壓療癒環境的提供、減少都
市文明病發生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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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音景排洪綠廊道





東海景觀研究所簡介

本系旨在培育景觀規劃設計專業人才，運用其專業知識有效地使用及維護各項資源，以創造適合人類居住
之高品質生活環境為職志。在授課方式上除景觀專業理論知識的傳授外，更強調 Studio 的景觀專業實務
訓練，以小班制教學設計，重視學生個別差異，因材施教。創系至今卅餘載，畢業系友就業之景觀專業職場，
更遍及歐、美、亞洲，為當今華人世界景觀專業教育最富盛名的標竿系所。 

鑑於臺灣地區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人與環境之間的衝擊亦日益增加，導致環境資源過度開發，相關環境
污染及自然與文化資源保護等問題隨之而起，為因應社會整體對環境設計規劃、景觀保育及復育等專業人
才之迫切需求；東海大學乃於民國 70 年成立園景學系，並於民國 78 年更名為景觀學系，以培養景觀專
業人才。民國 80 年成立景觀學研究所，致力培養具國際水準之景觀專業人才；民國 95 年成立景觀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景觀專業終生學習教育，期能協助國內景觀業界提升景觀相關理論之研究、規劃設計、經
營管理及決策水準之素質。

在程前校長的大力推動下，原設於農學院下的本系，96 學年度起與「建築系」、「工設系」、「美
術系」、「音樂系」整合共同成立『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以共享教學及設備資源。此一改革，將
使本系教學及研究績效更上一層樓，另為強化景觀學系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教學，以及系所教師們的研
究，民國 96 年成立「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環境及景觀模擬實驗室」（Environmental and Landscape 
Simulation Laboratory），以提升數位教學品質。特別是電腦繪圖和模擬方面（Computer graphics 
and simulation），視覺景觀模擬及環境模擬在景觀專業領域內之重要性除突顯本系特色外，亦可配合「創
意設計及藝術學院」的成立，以提供對其他相關系所在教學及研究上的支援。

為改善本系教學空間，本系 103 學年提出興建新系館之教學空間改善計畫，規劃增加二間大製圖室與一
間多功能評圖教室，總地板面積約 250 坪。經學校經費補助，與各界人士 ( 系友 ) 大力捐款，於 105 年 5
月景觀學系「系館教學空間改善工程」正式動工，於 106 學年落成，提供更多教學空間，大符改善師生
教學與學習品質。

21 世紀，非常迫切需要創意的景觀師，而本系高等景觀教育的目標與架構，將充實未來景觀實務、理論研究、
與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的指導方針，以邁入一個由大尺度環境所構成的新紀元。因此，本系以提昇國內景
觀研究與教育之品質為職志，為國家社會培育高等景觀專業人才，使得景觀師具有更高層的景觀設計與研
究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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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景觀研究所師資

專任師資：

李麗雪

黃章展

原友蘭

何立智

陳建名

黃宜瑜

吳佩玲

李麗雯

鄒君瑋

兼任師資：

沈同生

莊士瑩

廖賢波

侯錦雄

林宗賢

李英弘

AECOM 中國區建築與人居環境

American G&D Group

綠波國際環境設計公司

虎尾科技大學文理學院

逢甲大學景觀與遊憩管理學程

逢甲大學專業建築學院

教授 & 系主任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副總裁

主持人

主持人

院長

教授

副教授

*師資可能會有異動，以當年度公告為準。



東海景觀研究所課程內容

設計操作

潮流議題 

PM 養成 

邏輯深化

理論進深

設計 STUDIO I ( 韌性城市 )、 設計 STUDIO II ( 綠色基礎設施 )

 都市設計、療癒景觀、綠色基盤與低衝擊開發

專案管理、社區營造 

研究方法 & 論文寫作、多變量分析

視覺景觀、永續景觀、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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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可能會有異動，以當年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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