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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 

 

一、中文摘要 

景觀道路是具景觀資源的線型路徑，可提供遊客欣賞停留的機會，以增

加行車愉悅感。由於景觀道路線型穿越不同地區，因此，它是代表”道

路＋風景＋鄉情”的文化串聯，串聯了各地區之文化鄉情及環境特色，

衍生各種賞景、休息、產業、風土、生態等附加價值。 

 

隨都市擴張及汽車交通的普及，顯現出交通建設需求之殷切，然台灣地

區道路交通建設常因缺乏景觀需求之考量，造成景緻優美路段面臨拓寬

而犧牲路邊綠地，減損原有風貌。為保有道路景觀，景觀道路的新建、

拓寬或改善，於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各階段，應有更嚴謹的景觀考

量。 

 

本計畫從目前國內外景觀道路現況案例，檢視分析其相關設施元素，並

分析景觀道路路線型態，建立標準化的路型景觀改善配套方式，並以 10

種不同設施種類為基礎：包括植栽設施、排水設施、觀景台、人行道、

腳踏車道、隔音牆、邊坡、隧道口、橋樑及護欄，分別提出其目的、形

式、基本要求、設計原則、現況檢討、設計施工參考圖及造價參考等建

議，並強調相關設施應融入道路所經及所連繫的環境特性，提供具選擇

性的改善建議方案。 

 

本計畫最後並以台 21 及台 27 為案例，進行踏勘與實地紀錄，探討其現

況特性及風貌，並提出設計檢核及改善模擬，作為相關道路景觀改善之

參考。因此，本計畫在整體上之目的在適度且彈性地提供一本具體化且

易於操作的參考手冊，以利道路景觀改善方向的檢核。 

 

本計畫性質係延續上位相關研究成果，包括「道路相關設施景觀設計準

則之研究」及「台灣地區觀光遊憩系統發展計畫」等研究計畫案，並為

了落實其成果之實用性，乃以易讀方式編輯，以利於國內行政單位、規

劃設計專業人員及公路維護管理人員等，在道路景觀設施規劃及設計時

之參考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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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摘要 

A scenic road combines landscape resources to provide the use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view and to enhance the driving experience. Since a 
scenic road goes through different areas, it represents a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roadway + scenes + memory of the land�. It 
integrate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rther creates additional values 
of sightseeing, resting, industry, culture and ecology. 
 
As the cities grow, and the automobile transportation increases, the 
demand for transportation related construction has also increased. 
However, the lack of landscape conside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ways in Taiwan often leads to the destruction of beautiful 
sceneri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along 
the roadway, it is crucial to incorporate landscape resources in the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roadways. 
 
This project trie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related elements of 
successful scenic roadways in Taiwan and abroad to establish typical 
roadway improvement alternatives. Furthermore, this project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to the 
desig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oadway related facilities and provides 
design criteria and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of 10 facilities, including 
planting, drainage, viewing deck, sidewalk, bike trials, sound barrier, 
roadside slope, tunnel portal, bridge and railing.   
 
This project uses Tai 21 and Tai 27 as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improvement alternatives through site analysis, design evaluation and 
study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roject will provide an easily readable and operable manual with 
many standardized design alternatives for future roadway design and 
improvement. 
 
This project further implements other related research, including 
�Study of the Landscape Design Guidelines of Roadway Facilities� 
and �Development Plan of Tourism System in Taiwan Area� and 
utilizes readable format to provide easy reference for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professionals and roadway 
maintenance personnel in the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cenic road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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