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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公路建設作業，思考面向侷限於工程技術及運輸效益，然因應環境永續價值，快速與安全運輸

已不再是公路建設唯一目標，生活美學與環境友善成為現階段工程師於技術規範外，最重要的設計核心

理念。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長期參與國家公共建設，感知時代脈動與工程環境美學發展趨勢，執行工

程計畫除深化工程專業技術，亦皆將環境保育、景觀美學與人本友善之工程美學精神納入規劃設計階段

之重點落實課題。

　　本期公路美學主題，擬就公路美學發展濫觴，並就近年辦理具工程指標代表性計畫之工程美學執行

內涵綱要說明，以為專業實踐佐參。基於不同工程屬性，思考重點不同，茲編寫以運輸服務為目標之公

路美學實踐―快板篇及以遊憩生活為目標之公路美學實踐―慢板篇兩篇。

1. 公路美學實踐―快板篇
     ■ 縫合都會邊緣綠帶環境之工程典範：國道1號五股林口高架橋工程
     ■ 融入環境紋理與部落文化之工程美學：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南澳和平段工程

2. 公路美學實踐―慢板篇
     ■ 體現運輸、生活、景觀與遊憩多元價值之公路美學：花東縱谷景觀大道
     ■ 人本友善永續路平之城鄉生活大街：羅東鐵路以東都市計畫公共工程

摘��要

Abstract

Highway Aesthetics Practice: Adagio

Traditionally, road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have been limited to engineering and transportation benefi ts. However, 
as a response to the nee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gineers are starting to pay increasing attention 
not just to speed and safety as key factors behind roadway design, but also to beauty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Having a great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these development trends, CECI has many years of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in public construction projects. Along with professional technical expertise, issu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humanity-oriented transportation are also gaining 
importance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oadways.

With this issue’s main theme being engineering project aesthetics,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several 
major projects undertaken in recent years which possess the representative features making them suitable 
material for practical reference use. Due to the conceptual emphasis differences in the way engineers approach 
highway aesthetics projects, two articles are being proposed: one, entitled Allegro, focuses on highways with 
transportation as the primary purpose; and the other, Adagio, considers projects where such main purpose is 
recreational experience.

1. Highway aesthetics: Allegro
 ■  Viaduct works for the National Freeway No.1 Wugu to Linkou section: a case of merging suburban areas’ 

green belt environment.
 ■  Suhua Highway improvement project Nanao to Heping Section: engineering aesthetics of incorporating 

environment texture with tribal culture.
2. Highway aesthetics: Adagio
 ■  East Rift Valley project: combining transportation, life, and landscape of roadway aesthetics.
 ■  Luodong East Railway Public Engineering: humanity-oriented friendliness with a safe and smooth street 

experience.

公路美學實踐
─慢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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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花東縱谷景觀大道

一、計畫緣起與規劃視野

近年來，公路遊憩行旅逐漸成為人們與

環境體驗的生活美學活動，從快捷的汽機車旅

行、自行車環島體驗到公路路跑活動，公路被

賦予更多元的發展思考，而花東區域環境綠色

資源，成為公路遊憩發展最具想像的場域空間

(如圖1)，交通部公路總局遂於105年10月提出

「台9線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是

為本計畫之上位計畫。

檢視花東區域發展規劃及交通運輸政策，

永續環境發展為核心價值，任何建設應以維護

優質的生活環境，以及永續利用獨特珍貴的綠

色資源為核心價值。就交通發展上，主張以

鐵路做為主要聯外運輸管道，內部則發展具地

方特色的綠色人本運輸服務。透過提升鐵路效

能，改善公路的安全性及可靠性，以公共運輸

銜接人本運輸形成運輸服務網，從而提升花東

地區的運輸服務品質。

  爰此，花東縱谷公路改善計畫所追求的目

標並不在於快速，而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服務

地方的用路需求，同時結合觀光產業的發展，

規劃為景觀道路，讓觀光客能夠放慢速度，欣

賞沿途獨特優美的自然與人文風情，且願意深

入聚落與部落，享受悠閒有深度的觀光旅遊活

動。因此，花東縱谷公路景觀規劃的目標及核

心理念包括：

(一)  提升用路安全：檢討公路線形及道路斷

面配置及交叉路口設計，以用路安全

為前提，提供便捷的交通運輸服務。

(二)  促進綠色人本交通：結合植栽帶與慢

行系統的設計，友善行人及自行車使

用者，促進綠色人本交通。

(三)  提升聚落生活品質：考量聚落生活環

境衝擊，評估公路繞道課題，並透過

綠美化設計及慢行系統，縫補聚落過

去被切割的生活紋理，提升聚落的生

活品質。

圖1 台9線花東縱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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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儘量將干擾與不便降至最低、透過公共討

論形成共識…等，都是本計畫執行過程的重要

原則。

二、環境調查分析

(一) 生態及環境敏感區分析

 考量台9線周邊自然環境的生態價值與

敏感性，套疊7項法定生態敏感地區(如圖

2)，建議優先迴避光復地區的馬太鞍國家

級重要濕地與舞鶴的保安林地。

 為細緻地處理計畫區域的生態議題，

以「生態敏感地區」為基礎，並納入動植

物棲地類型、連結度等資料，進一步分析

得出「生態敏感值」。從圖3更可進一步驗

(四)  促進觀光發展：加強串接至聚落及遊憩

點之道路節點設計，並結合公共運輸串

連周邊聚落及景觀遊憩點，形成面狀系

統，同時規劃公共運輸交通整合服務

所需的空間設施，以促進觀光發展。

(五)  彰顯獨特的人文及自然景觀特色：保

存周邊既有的優美人文及自然景觀，

並透過借景及修景提升景觀美質，各

項設計採用地方文化元素及在地原生

植物，以彰顯花東地區獨特的人文及

自然風情。

在執行過程中，除了上述工程技術專業思

考，納入公共工程民眾參與機制，建立聚落住

民友善溝通平台，傾聽地方居民的聲音、尊重

周邊聚落居民的生活、體貼農民農機的用路需

圖2 生態敏感區位圖 圖3 台9線兩側土地使用特性與生態敏感值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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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馬太鞍濕地為生態敏感值最高處，聚

落與生態的緩衝是考量重點，以減少台9線

對重要棲地的干擾；而大農大富地區則為

生態敏感值較高處，道路兩旁的造林生長

良好，可加強東西向的生態串聯。

(二) 道路景觀分析

 道路景觀為公路美學發展基礎，道

路沿線景觀，對於用路人而言大多是瞬間

的視覺印象。因此，道路景觀的創造應以

「景觀同質帶」的觀念為分析基礎。景觀

同質帶的概念是將具有同類型景觀資源

的地理區域整合為同一區，本計畫可歸

納為：「依山傍田」、「山田風景」、

「兩山包夾」、「田間遠山」、「山中遠

山」、「平地森林」、「山水交織」等7個

類型之路廊沿線-視覺景觀同質帶，以簡化

景觀資源系統間組成的複雜度。

 透過更細緻的觀點來看待台9線與前

述自然、文化與建成環境三大景觀資源系

統互動下，所交織出的豐富視覺景觀(如圖

4～圖7)。

三、多元價值重要議題指認與友善溝通

台9線為花東縱谷之主要道路，也是東部區

域內各主要鄉鎮之連絡交通幹道及觀光發展道

路，本計畫旨在提升台9線之道路景觀、交通安

全及環境保護等面向，未來公共參與模式將採

更多層次而友善的溝通形式，對象應不受限於

地主及地方民意代表，而將擴大至環保團體及

相關關懷組織，而探討之議題也可能擴及聚落

營造、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及景觀等面向，呈

現多元價值(如圖8)。

圖4 計畫路線道路景觀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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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光復瑞穗段地景分析

圖6 瑞穗玉里段地景分析

圖7 玉里富里地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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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掌握指認台9線拓寬工程可能引發關注

之重要議題(如圖9)臚列如下：

(一)  安全課題：包括部分路口之安全改

善、易肇事路段之安全提升、學生通

學安全之提升、聚落段老人穿越台9線

之安全、聚落段減速方案…等。

(二)  拓寬與徵收範圍的課題：目前多數受

影響地主皆希望縮減中央分隔島寬

度，以減少徵收土地之面積，但中央

分隔島之寬度乃為留設左轉車道而

設，惟拓寬配置或寬度是否可以彈

性？穿越聚落段是否可在減速的前提

下，調整路線平斷面配置，避免車輛

圖8 多元友善溝通策略

圖9 多元價值與議題掌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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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對於生態造成的影響有限，惟周

邊農田、河谷、疏林草地、淺山區、

台地區等仍保有較為良好的生態環

境，為不少動物的棲息及避難空間。

因此，拓寬工程仍應考量降低對於周

邊生態的干擾，並解決已知的生態問

題，如三民路段家燕路殺、沿線生態

敏感區考量設置緩衝區或生態廊道，

進一步提升台9 線的生態保護功能。

(六)  環境保護課題：既有台9線舞鶴路段配

合山丘地形蜿蜒布設，本路段若採拓

寬30公尺道路工程處理，勢必大規模

開挖與填土，可預期的將引起環境衝

擊，並於滿足用路需求的情況下，思

量透過工程設計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七)  環境紋理配合之工程介面問題：台9線

沿線有農田、聚落、學校、商家、公

共服務設施(醫院、派出所等)…等，拓

寬工程將對沿線環境產生各種不同的

影響(噪音、空污、農田作業受影響、

高速穿越聚落造成危險，減少房屋拆

遷，降低對民眾生活的影響？

(三)  路樹保存與否課題：樹木生長需要時

間，目前保留路樹段的景觀較拓寬新

植移植段的景觀為佳，許多民眾反映

希望未來拓寬段能保留這些樹齡已三、

四十年以上之路樹，綠資源的保全再

利用已是普世價值，尤其，部分路樹

已成為台9線上具特色景觀之風景(如圖

10)。

(四)  繞道與否課題：台9線的拓寬影響聚落

生活甚鉅，包括行人穿越之安全性、拆

除沿線房舍與商店、部分公共設施未來

將更加緊鄰台9線，缺乏緩衝空間、噪

音與空污問題、施工期間影響沿線居

民生活…等，爰此，不少居民希望能

以繞道處理，但也有居民認為穿越聚

落才能保有商機，希望原線拓寬。

(五)  生態課題：台9線為既成道路，拓寬

圖10 既有路樹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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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學安全、聚落生活安全、公共設施

留設的緩衝帶消失、商家無法營業

等)，工程介面宜有更細緻的處理以避

免衍生更多安全問題，同時減少對居

民及環境的干擾，以期能就拓寬計畫

達成共識。

四、規劃原則

(一) 道路選/改線原則(如圖11)

1.  依現有台9線拓寬：兩側拓寬＋優先選用

公有地＋以路就樹

2.  聚落：採斷面縮減或外環道，減少拆遷

數量

3. 地質敏感區：改線或以路堤形式通過

4. 丘陵區：避免大填大挖

(二) 景觀規劃原則

 從路廊空間營造概念出發，建構多樣性

視域景觀，其主要的景觀規劃原則如下：

1.  強化節點自明性：於風景區入口節點與

聚落入口，如大農大富入口與富里聚落

入口，設置以落葉性觀花觀果的重點喬

木，做為指標性植栽意象。同時，也須

一併整合周遭遊憩資源的指標系統，包

括生態連結、田園景致、河谷開闊高架

路段、聚落與高地等，運用植栽的不同

特性彰顯地景特色。

2.  借景-觀賞地景的休憩空間：區分為道路

過彎段封閉性、聚落半封閉性及河谷開闊

性綠帶空間，植栽配置應隨視域範圍景觀

而異。建議可在新建橋上設置人行道與觀

景空間，如中興橋、樂樂溪橋與秀姑巒溪

橋。另外，平面道路上的優美路段，也

可設置休憩空間，觀賞依山傍田或山田

風景，如289K、311K與315K等路段。

3.  修景-遮避不良景觀：屬於封閉視野景觀

的路段，若路外景觀不佳(如公墓)，可

運用具有阻隔道路效果的多層次植栽配

置，掩蔽不良景觀。半封閉視野景觀則

圖11 整體路廊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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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台9線的未來，從原本單一而獨

立的線性幹道，逐漸過渡到多元與人本

的面狀廊道，成為花東地區的景觀基盤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

 除了提供基本的運輸服務及道路安全

外，更應該體現多元價值，縫合廊道環境及

形塑豐富道路景觀，建構宜居宜遊空間：

■  友善聚落之慢行需求，維繫地方情感

■  提供旅人之休閒漫遊，感受縱谷環境

■  修復生物之棲地環境，豐富多樣物種

 我們想像新台9線是「縱谷遊廊」(如

圖12及圖13)：

 用路人行駛其間，可欣賞風景、體驗

鄉情、感受生態。

以透空、開闊之景觀植栽設計手法延伸

視域範圍。

4.  增加透水面積，建立公路雨花園：車

道兩側新設綠帶提出「雨水花園(Rain-

Garden)」概念，透過生態草溝及適當植

栽的種植，處理車道表面逕流，提高綠

帶生機，並可過濾夾帶化學物質的雨水

直接排入水溝，降低區域水體的環境負

荷。結合生態設計的公共設施可以納入

台9景觀大道，配合人本交通慢遊系統成

為觀摩示範亮點。

五、規劃構想

(一) 新台9定位

 經由各方面意見蒐集及多元價值掌握： 

圖12 路廊發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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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願景

1. 提升交通安全與道路服務品質

(1)  減少交通事故：透過車道配置檢討、路

口的調整、道路線形改善、易肇事路段

的改善、增設中央分隔島區隔對向車

道…等措施，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提

升用路安全 (如圖14)。

(2)  避開地質敏感帶以減少道路損毀：台9

線既有之玉里大橋路段，位於活動斷

圖13 縱谷遊廊願景概念

圖14 友善安全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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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慢行道改造：台9線繞道聚落後，

原道路將規劃對人行友善的慢行道系

統，縫補聚落生活空間的同時，也藉由

景觀設計設計提升環境品質，吸引遊客

停駐。

(3)  通學道：台9線沿線有許多中小學校，

接近中小學之路段，應以通學道的角度

設計慢行系統，並結合周邊腹地留設家

長接送空間，提升學童通學安全。

(三)  串連周邊景點與遊憩系統，以綠色運

輸系統發展為核心(如圖16)

1.  提升觀光服務：加強台9與周邊聚落、觀

光景點及遊憩系統的串連。透過指標、

入口意象、節點設計、植栽、色彩的變

層-池上斷層之地質敏感地區，建議改

道以避免道路損毀造成的事故。

(3)  提升服務品質：台9線為環島公路網的

主要路線，除區域幹道運輸外，為服務

沿線聚落、觀光行旅及日益增加的自行

車、徒步環島者，宜提升慢行系統的服

務品質，規劃寬度足夠的自行車道供行

人與自行車共用，並透過植栽設計隔離

車道，提供遮蔭。

2. 服務周邊聚落、提升生活品質(如圖15)

(1)  以繞道取代穿越聚落：評估台9線繞道

或改線的可能性，以提升聚落生活品質

及交通安全。

圖15 友善聚落環境構想

圖16 綠色運輸系統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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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LID設計示意圖

圖18 既有路樹保留規劃方案示意

(五) 休憩與全區景觀提升

1.  保留既有優形樹與老樹：台9線為已開闢

道路，道路兩旁樹木蓊鬱，爰此，路型

斷面的設計宜儘量保留兩側路樹景觀，

以路就樹(如圖18)。

2.  擴大串聯周邊綠帶系統：台9線周邊有豐

富的人文及自然資源，本計畫擴大串連

周邊綠帶空間，景觀設計宜回應該區人

化等凸顯聚落/景點聯絡道的入口，吸引

民眾至周邊景點、聚落參訪觀光。

2.  加強台9線與周邊遊憩次系統的串連：如

光復自行車道、馬太鞍濕地…等，改善

與次系統相接的入口節點，提升台9 線

的觀光遊憩服務功能。

3.  整合大眾運輸系統的軟、硬體：加強公路

客運、自行車、計程車、鐵路等運輸工

具的面狀整合為目標。台9線周邊宜規劃

交通整合服務所需的設施空間，如結合

交通資訊系統的候車空間或服務站等。

(四) 兼顧生態與環境保護

1.  生態廊道設計：於生態敏感路段進行生

態廊道設計，指認保護物種及其需求，

以增設樹冠層或提供穿越式動物通道，

以連結兩側的生態敏感區；在動物路殺

熱點處則避免動物穿越。

2.  因應極端氣候威脅：設計上以設施減量、

去水泥化、提升透水面積為目標，以雨

水花園或其它低衝擊開發(LID)設計，增

加雨水的入滲及有效利用(如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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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融合地景之玉里大橋景觀構想

圖20 路廊觀景休憩節點初步構想

文及生態特色，兼顧生態、環境保護與

景觀需求，新植植栽宜儘量採用當地民

俗植物、原生植物，反映地區人文及自

然風貌。

3.  景觀橋梁與眺望點設置：除考量路廊地

景焦點景觀構造思考(如圖19)，選擇良

好視野與優美景觀處設置休憩空間，並

設置解說設施與提供停駐需求，路廊觀

景休憩節點初步構想(如圖20)。

貳、�羅東鐵路以東細部計畫市計畫
公共設施工程

一、計畫緣起

宜蘭縣羅東鎮地處蘭陽平原溪南之心臟

位置，全鎮地勢平坦開闊，與鄰近之五結、冬

山、三星等鄉均有便捷公路幹線通達，是宜蘭

生活圈交通、商業、公共服務的發展中心。該

地的西側隔羅東溪與三星鄉相望，北及東北側

與五結鄉相接，南及東南側於五結鄉境內分別

設置國道5號二結及羅東交流道，並以東西向羅

東交流道聯絡道銜接環鎮道路(台9線)，由於區

域交通便利性及易行性之提升，羅東城鄉發展

未來趨勢可期。

宜蘭縣政府為解決水患問題，改善都市

公共空間，並提升人本環境品質，提出三大計

畫：羅東水網計畫、人本系統計畫與都市區域

開發(本計畫)。其中都市區域發展內容，將配合

健全羅東都市發展，變更羅東都市計畫，變更

計畫包含以下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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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羅東空間發展意象示意圖

(一)  變更羅東都市計畫(配合擬定鐵路以東

地區細部計畫)

(二)  變更羅東都市計畫(竹林地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

(三)  變更羅東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及保護

區通盤檢討)

茲以「變更羅東都市計畫(配合擬定鐵路以

東地區細部計畫)」為例，說明工作團隊在計畫

執行上，如何從區域定位、周邊環境分析、景

觀視覺分析，發展基本設計理念，並研提整體

景觀配置方案、道路及人行道設計構想，與業

主深度工作專業討論訂定細部設計執行方向，

進而發展以步行、綠色運輸為主的人本道路系

統。

二、環境閱讀與設計發想

上圖(如圖21)為宜蘭縣羅東空間發展意象示

意圖，該縣的位置緊鄰臺北都會，其公共建設

政策一直有別於西部工商業城鎮發展模式，是

以幸福城鄉做為縣政願景(如圖22)。

相對於山前大臺北都會快速匆忙的工商

業生活步調，羅東城有一種優雅慢板的環境質

感，樸實的農園、經典美學的羅東運動公園、

伐木歷史的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及綿密湧水埤

圳及湧泉公園。面對這樣的場景，計畫導入緩

慢友善城市主義核心理念，勾勒羅東城面貌的

可能，於是水岸溫暖家園、親水生態綠廊、低

碳樂活鐵馬道、友善個性街巷、寧靜生活道

路、光點幸福小廣場及許多有趣的發想開始泉

湧(如圖23)。

當慢活文化逐漸成為新世紀生活價值，生

圖22 宜蘭縣空間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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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及呼吸林埕為空間發展意象(如圖24)，主要

設計理念如下：

■  全工程生命週期觀點，多元價值服務思

考。

態、簡單、感性成為現代人生活追求的健康基

調，在一個充滿湧泉藍色活水與綠色環境美學

的環境裡，計畫團隊希望可以體現一種緩慢浪

漫的經典美學質感。

三、規劃設計理念

傳統道路配置於機能之思考面向較為單

純，工程設計核心考量係以交通運輸服務與車

器之尺度為主，對工程於環境生態、土地發展

演化及人文活動之影響則為次要考量因素。現

階段工程則應朝向科技、人本、生態兼重之新

思維，道路設計之理念亦從單一交通量量化數

據轉化之工程尺度，調整為全工程生命週期觀

點，建構多元價值服務及考量地域環境紋理特

質與時間坐標互動之設計概念。

計畫區道路系統規劃，以羅東空間歷史紋

理及特質為思考基礎，規劃以樂活城市、生活

圖23 環境創意美學發想

圖24 空間發展意象圖24 空間發展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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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地域環境紋理特質、與時間座標互

動之有機設計概念。

■  多層次機能架構(聯外、連絡、幹道、生

活服務、休閒)形塑區域風貌，賦予場所

性格(道路景觀)。

■  涵納社會價值，減碳、環保、永續、人

本友善概念(如圖25、圖26)。

圖25 人本道路元素

圖26 友善人本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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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設施帶及分隔帶空間布設，以維護道

路路面平順。

■  無障礙友善服務，人行道通行淨寬應大

於1.5公尺(扣除設施障礙物)，公共設施

帶植栽槽圍石頂應與人行道鋪面齊平。

■  導入LID設計概念，綠帶入滲排放設計。

五、區域道路系統結構

道路系統為城鄉發展與生活聯繫之骨幹，

以交通、生活及休閒為道路服務內涵，檢視羅

東鎮區域道路系統(如圖27)及都市計畫，道路規

劃重點為建構分層之道路系統、檢核地區交通

需求及建構綠色交通環境(如圖28)。

四、規劃設計原則

■  路面寬減量思考，思考區域環境特質，

連結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創造人本友善

緩慢生活空間，納入寧靜區概念，整體

考量退縮帶空間，建構完善人行動線，

型塑優質道路空間機能環境。

■  考量減碳價值及綠色交通，規劃完整串

連性之通勤生活服務之自行車道系統。

■  道路規模減量設計及道路空間資源使用

合理化，道路斷面配置以不設置路邊停

車帶為原則，於必要需求區，以利用路

側設施帶規劃臨時緊急停車彎。

■  交通號誌與標誌系統共桿整合設計，塑

造簡潔道路景觀。

■  公共管線設施配置宜以共同管纜方式規

劃，管線設施及維修人、手孔，儘量利

圖27 區域道路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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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區域道路系統架構

圖29 計畫道路平面系統圖

六、人本道路的發展與實踐

(一) 滿足基本交通需求

 本區道路設置主要須滿足計畫區開

發後衍生之交通量，經初步評估區內道路

(如圖29)，車道數須配置雙向2車道，惟

本計畫位於羅東地區主要的交通轉運樞

紐，為確保行車之順暢性，建議於細-28、

北-41、北-46及廣(1)道路需配置雙向4車

道，以提供臨停接送、大客車進出及未來

轉運站之運轉等需求。



3
專
題
報
導

No.115│July, 2017│ 213

邊，依不同用路人如轉乘旅客、居民、逛

街遊客及學生等使用需求，並考量人行目

的及設想動線之連貫性，初步模擬各別步

行動線，詳如圖30所示，並作為本計畫人

行步道配置考量。

(二) 人行系統分析與串聯

1. 人行動線系統模擬分析

 　本區位於羅東火車站及臨時轉運站周

外來客主要步行動線圖 居民主要步行動線圖

逛街遊客主要步行動線圖 通學路徑及聯外動線圖

圖30 用路人步行模擬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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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人本步道分級配置圖

2. 人行道分級與配置

 　依人行動線分析及考量未來發展需

求，擬將計畫區人行道分級設計如下，步

道分級圖，詳如圖31所示。

■  休閒生活服務步道：步道廣度2.0 m以

上、AC舖面為主、減害植栽

■  一般產業服務步道：步道廣度1.5 m以

上、AC舖面為主

■  重點商業服務步道：步道廣度3.0 m以

上、廣場舖面、景觀植栽

■  公共交通週邊步道：步道廣度3.0m以

上、延續光榮路陶磚舖面、減害及景觀

植栽

(三) 行動對策

1. 道路空間整合利用

 　羅東環境基調以林業文化及緩慢城市

為核心，依景觀整體空間概念，本區規劃

以生活大街、森林社區、寧靜道路及人本

共享為基礎理念，道路規劃將型塑宜居宜

遊之慢活空間質感。

 　本計畫除主要道路，大部分道路路

幅不寬，研擬建議都市計畫管制條例，將

整合兩側局部(2公尺)建築退縮空間(如圖

32)，整體考量車、人、綠帶及公共設施管

線完善規劃，重建道路亦是生活空間得一

部分，道路斷面配置構想如下：

■  車道及人行道配置依據區域道路系統及

街廓土地使用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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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下地設置外，其餘皆設置於設施帶及人

行道上，以提升道路舖面品質，並確保用

路人安全(如圖33)。

 　考量後續街廓開發影響，為避免道

路及人行道重複開挖，造成區內道路回填

不平整，本工程於退縮帶先行設置用戶接

管，除有利後續民眾申請民生管線接管使

用，並可管制路面挖掘，以長效保持路面

平整。

 　全區道路斷面規劃，透過人行道與建

築退縮帶空間整合、公共設施帶管線人孔

與排水及集水井細膩配置，續於施工階段

配合嚴謹施工安排協調，完成公共工程具

示範性之人本友善與永續路平成效之具體

案例(如圖34)。

■  友善人行服務，以納入退縮帶2公尺寬人

行空間整體規劃為原則。

■  配合街廓退縮帶整體考量人行空間、綠

帶及設施帶需求。

■  街廓土地使用為公有者，建議退縮帶視

需求納入道路工程整體設計及施工。

■  非一般新開發區，人行道配置得配合基

地現況既成區調整。

2. 友善路平設計

 　新闢道路應以「順、暢、平」為設

計原則，對區外鄰近的既有道路也將併同

整平，以提昇道路服務品質，提高行車速

率，確保公共安全，期使達到「道路平，

街景美、交通暢」的目標。本計畫於光榮

路以東部分，建置共同管道大幅減少路面

孔蓋之數量，而新設之人孔蓋僅部分於路

圖32 道路斷面整合退縮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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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落實人本道路

(1) 解決羅東轉運站交通壅塞問題

  羅東轉運站緊鄰火車站，為宜蘭區域主

要聯外交通樞紐，轉運站前道路北-41公正

東路運具動線複雜，道路配置須細膩考慮

臨停接駁服務。

  由於既有轉運站原進出動線交織，且緊

鄰傳藝路與陽明路路口，易受路口號誌及

車流交互影響，致使車流回堵至光榮路而

影響交通。另外，原規劃臨停接送區改為

國道客運臨停區及計程車招呼站，致使臨

停接送車輛與市區巴士共用臨停區，造成

臨停空間不足。

  本計畫於北-41及廣(1)道路用地上增加

2處島式停車空間，提供大客車停靠、小客

車臨停空間及計程車排班需求，友善大眾

運輸使用；另改善大客車進、出轉運站動

線，並配合號誌連動設計，減輕對轉運站

圖34 永續路平與人本友善施工

圖33 永續路平纜線管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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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道路之影響。此外為提供優質之候車

空間，於島式月台上設置風雨走廊，建置

舒適人行及候車環境(如圖35)。

(2) 延續歷史文化記憶

  太平山林業的發達，造就了羅東周邊產

業發展與經濟基礎。由於本區鄰近林業文

化園區舊儲木池及火車站，經調查本計畫

區過去產業是以木材加工為主，本計畫蒐

集羅東後站地區木材加工產業極盛時期之

工廠分布位置，為增加民眾對於在地歷史

文化之閱讀性，將道路街道家具導入以木

材與軌道符號為意象之設計元素，並且於

停(1)和綠(10)位置設立解說牌，藉以記錄

羅東木材加工業，詳如圖36所示。

圖35 既有轉運站改善方案及現況

圖36 羅東後站地區極盛時期的木材加工廠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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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路口街道家具車阻設施設計

  另外，藉由道路路口節點擋車柱頂鑲嵌

圓形小陶板(如圖37)，得代表就近的木工廠

名稱或符號，以達延續歷史之教育意義。

(3) 道路斷面設計

■  主要道路斷面：

 本計畫主要道路為銜接光榮路或傳藝路

等聯外道路，係以提供臺鐵車站區及轉運

站區域聯絡服務，共計有北-31、北-41、

北-43、北-43-1、北-45及北-46等計畫道

路，道路斷面設計上留設設置雙向4車道之

路面空間，並提供行人服務及臨停空間較

高需求服務。本道路兩側整合建築退縮地

2公尺空間，設置5公尺以上之設施帶及人

行空間，除提供道路及管線相關設施設置

外，並搭配種植喬木及灌木，打造優質舒

適之人行空間，圖38為主要道路北-41道路

斷面示意圖，圖39為道路完工現況。

圖38 主要道路北-41道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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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性道路斷面：

 本計畫服務性道路除提供街廓住民進

出通行，亦肩負串聯廣場之重要通道，其

服務性道路共計有細-3、細-7、細-15、

細-16、細-20、細-24、細-26、廣(4)、廣

(5)及廣(7)等計畫道路，道路斷面設計上留

設雙向2車道之路面空間。考量廣(4)、廣

(5)及廣(7)計畫道路為提供未來民眾通行之

主要動線，於道路設計上參考寧靜區的觀

念設計，於主要路口將路面由7.2公尺寬束

縮為6公尺寬，令車輛轉彎時行車速度放

慢，且縮短行人路口穿越距離，以增加行

人穿越之安全性。另外道路兩側雖整合退

縮地2公尺空間，由於整體空間仍屬有限，

僅於單側設置設施帶，兩側人行道空間為

1.5公尺，圖41～43為服務性道路斷面示意

圖及施工現況。

■  次要道路斷面：

 本計畫次要道路為銜接主要道路及區內

服務性道路，共計有細-18、細-22及細-28

等計畫道路，道路斷面設計上留設設置雙

向2車道之路面空間即可，惟細-28道路為

未來轉運站及停(4)之周邊道路，考量大客

車及小客車進、出停等需求，將設置雙向4

車道以滿足轉運站交通之運轉需求。道路

兩側整合退縮地2公尺空間，設置3.75公尺

以上之設施帶及人行空間，除提供道路及

管線相關設施設置外，並搭配種植喬木及

灌木，打造優質舒適之人行空間，圖40為

次要道路細-28道路斷面示意圖。

圖39 北-41道路完工鳥瞰



3
專
題
報
導

220 │No.115│July, 2017

圖40 次要道路細-28道路示意圖

圖41 服務性道路細-3、7、15、16、20、24、26道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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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服務性道路施工現況圖

圖43 服務性道路路口束縮設計及施工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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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人本友善公路美學進行式

圖45 公路韻律美學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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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公路美學進行式

以道路建設而言，區域中長程快速路網

的建立仍將深度影響空間結構，然其面向卻有

更豐富的質感與更寬廣躍昇；在都會區，高度

立體化交通動線仍將快速蔓延建構，然都市環

境中追求人性化、精緻化可親尺度的街區改造

運動亦將更為蓬勃，都市交通運具將有更多可

能，大眾軌道捷運、快捷街車、自行車、人行

將成為街道的主角，甚至成為都市建設的主

體。另一方面，鄉區道路開始跨越交通聯繫角

色，成為聚落生活與休閒觀光的帶狀長廊，道

路配置的規劃考量主要因素不再是車器尺度，

道路成為一種多元而有機的廊帶空間(如圖44)。

二、專業學習

道路工程師傳統專業學習具侷限性，設計

者依據路線工程規範，僅能達成公路建設安全

運輸之基本服務，需重整思考脈絡，建構導入

環境生態與景觀美學的規劃設計理念，成為公

路設計師專業技術操作的核心工具。推動以科

學理性與感性美學之公路設計師之養成，使公

路建設成為可以感動用路者、融入環境、成為

地景韻律及住民記憶主角，進而體現公路廊帶

空間生活美學與行旅移動美學之願景(如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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