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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課號當期課號 1913 Course Number 1913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Instructor  
中文課名中文課名 都市生態與綠化 Course Name Urban ecology and greening
開課單位開課單位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四日)四A Department  
修習別修習別 選修 Required/Elective Elective
學分數學分數 2 Credits 2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本課程希望由剖析都市生態系統中的
綠網結構、水循環、碳循環、微氣候
環境等與人類的開發與活動的關係，
進而介紹如何由節能、水資源再利
用、生物多樣性基地的創造、綠網的
建構與都市綠化(包括生質能源利用)
來營造一個完整的都市生態系統與達
成減碳都市的目標，本課程將由藉由
相關學理的探討、生態都市的案例分
析與都市綠化物種與實務介紹參訪，
來強化學生生態規劃設計能力。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course are
described below:
1.To introduc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urban green structure,
water cycle, carbon cycle and bio-
climate, etc.
2.To analyze how human activiti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fluence and
chang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3.To introduce how to create well
functioning urban ecological system
for eco-city and low carbon emission
city through energy saving, water
reuse, biodiversity habitat creation,
green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reening practices (including bio-
energy uses).
The course is aim to improve
students’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rough
introducing theory and case studies
and conducting field trips.

教材教材

王兆基(譯) 日本材團法人都市綠化技
術開發機構 新綠化空間設計指南
(1)(2)(3) 普及手冊 地景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王思慶等(譯) (小形研三 高原榮重 著)
1995 造園意論匠-綠地設施設計 田園
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李叡明 (譯) 1995 最先端綠化技術 淑
馨出版社
許添壽 林俊寬(譯) 新田伸三 著
(1990) 植栽理論與技術 詹氏書局
許榮輝 徐德生(譯) (Feucht, J.R. and
Butler, J.D.著) 1997 植栽維護管理 地
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游以德 你也能做屋頂花園 民生報叢
書 
賴明洲 李叡明 (譯) 1994植栽配置實
務 設計 施工與養護 地景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賴明洲 李叡明 (譯) 1994植栽配置實
務 設計 施工與養護 地景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賴明洲 李叡明 (譯) 1997綠化工技術
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明洲 李叡明 1995建築空間綠化手
法 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aching
Materials

(Feucht, J.R. and Butler, J.D.著) 1997

成績評量方式成績評量方式

主題報告(分組報告)20 %
參訪與演講心得(含上課筆記) 40%
課堂表現情況(包括出席) 20 %
花壇植物培育與展場佈置實習 20% Grading

Report on special topic (group report)
20%
Lectures and visiting report40%
Attendance and course performance
20%
Practice results on bedding plants
nursing and exhibition display 20%

教師網頁教師網頁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1. 植物生理學
2. 基礎園藝學
3. 各種綠化技術介紹 
4. 綠化資材認識
5. 綠化技術 案例探討
6. 花壇植物育苗與花箱佈置(配合展
場佈置)

Syllabus

1.Plant physiology
2.Basics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3.Introduction to greening techniques
4.Introduction to horticultural
instruments and tools.
5.Cases study in urban greening
6.Bedding plants nursing and
exhibition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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