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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 

中原大學景觀系自 2004年創系，即以「關懷本土環境，擴展國際視野，

透過服務學習與真實體驗，創造與自然共生生活的環境」為教學宗旨，各年

級教學策略依此訂定：一年級在於「啟蒙」，注重自主性學習、培養環境敏感

度、團隊合作、邏輯思考等與景觀專業相關之基礎特質，；二年級則開始「紮

根」，建立各項景觀專業學習的知識與技術基礎；三年級繼以「開發」，透過

自我學習漸進開展對景觀專業領域不同向度的探索，；四年級落實「整合」，

在前述個人自主性與在地關懷基礎逐步建立之下，開始加入景觀專業之「全

球視野」來做為「向內反思、向外拓展」，並經由畢業設計檢驗大學四年的學

習成長。 

依據上述中原景觀系整體教學策略規劃，「全球研習計畫」成為四年級

上學期關鍵性的學習項目與教學重點。「全球研習」教學計畫固定於每屆四年

級上學期以及學期開始前的暑假執行，具有「專業實習」以及「海外移地教

學」的雙重意義，並整合系上所開設的相關課程來進行。本年度法國組之計

畫目的如下： 

 

(1) 經由在國外進行專業操作之實習機會，讓學生從全球視野的角度來了解

景觀專業實際運作情形 

(2) 經由專業實習的機會，讓學生體會自身具備專業能力的價值與重要性，

讓學生能更加清楚自己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與事項 

(3) 希望有計畫的推動與歐盟國家的景觀專業與學術交流，並逐步建立海外

聯繫基礎。 



(4) 學生透過海外實地生活、實習與學習，體驗不同的景觀類型與營造方式，

回國後可以整合個人主體學習及專業實習所得，作為擬定畢業設計主題之依

據，一方面發掘本土真實議題，並與全球視野對話。 

2. 實習機構簡介 

中原大學景觀系於 2011 年曾經邀請法國 Vous Etes D’Ici 環境規劃事務所

負責人 Planchat 博士前來系上演講並結合設計課程指導地景工作坊之進行。

此一交流機會為本次前往法國進行專業實習建立了基礎。本次經由專業實習計

畫，讓中原景觀系之專業教育成果於法國展現，此種雙向交流有助於進一步加

強此一聯繫，一方面讓學生有出國發揮專業能力的機會，另一方面吸取歐洲國

家在景觀營造方面的理念、觀點與操作經驗。 

 

本次的實習機構 Vous Etes D’Ici 環境規劃事務所具有下列幾項專精的領

域： 

(1)整合生活、生產、生態因素之景觀分析與景觀規劃 

(2)參與式規劃的方法與技術 

(3)景觀知覺與詮釋 

其負責人 Planchat 博士之學術及專業專長主要在於參與式規劃方法、景觀研

究、環境教育，以及地方產業、地景與在地生物多樣性之關連。由於 Planchat

博士於 2011 年曾經獲得國科會補助受邀前來中原大學景觀系進行參與式規

劃以及地景閱讀之教學工作坊，因此與中原景觀系建立專業聯繫並且對於中

原景觀系學生的專業訓練內容與能力有一定程度之瞭解。 

3. 築夢計畫招生說明會與學生甄選 

本實習計畫具有長期總體目的，希望與歐洲國家就生活地景、文化景觀、景觀經

營等主題建立長期性的專業交流，並不是單獨在今年提出的偶發性計畫。實習之

主題內容係由負責策畫老師經過系課程會議仔細討論與協商，並列為系上教學的

延伸，同時也是教學成果的驗收，因此系上部分課程安排即與此一專業實習計畫

的主題具有關聯性，讓學生從課程來瞭解中原景觀系歐洲組築夢計畫所要強調的

主題。 

首先從大二、大三階段即開設有與本實習內涵有關的課程來提供學生此一方面的

知識與能力；另一方面此一專業實習也是課程群組設計的一部分。 



與實習內容相關的輔助性課程主要包括下列： 

(1).景觀規劃與分析 

(2).閱讀地景 

(3).景觀史 

(4).案例研究方法與分析 

與海外專業實習直接相關之課程群組包括下列課程： 

（1）.全球研習：由帶隊老師及海外老師共同負責評估，內容包括：實習作業工

作表現與團隊精神。 

（2）.專題報告寫作：以海外專業實習相關心得內容為主題，進行專題報告寫作

訓練。 

（3）.畢業設計（一）：以海外專業實習過程中的實習、案例參訪等內涵，經由

回饋、探討、比較，來檢視台灣景觀議題，協助學生評估其畢業設計主題

之選定。 

(4). 都市設計與社區設計：以「地景閱讀」與「參與」為課程核心，並結合海

外專業實習計畫提供移地教學機會 

 

每年在二、三月期間由負責籌畫的老師進行該年度實習企劃的初步內容說明會，

學生於三、四月期間依志願提出申請。甄選方式首先考慮實習機構所提出的人數

建議以及學生申請人數，再依學生語言程度、學習狀況、興趣與專業程度等做篩

選。 

4. 實習機構聯繫與生活安排 

由於本實習計畫預期要提交具一定專業品質之具體工作成果，需要相當程度的整

合性，並不是遵照指示進行單項內容操作，參與學生雖然受過三年的景觀基礎訓

練，然而在此項真實計劃中，如何進行有效之資料案例蒐集/分析、擬定工作標

的、與當地跨領域相關專業人士溝通對話以及如何將複雜的資料/資訊/意見/價

值/需求之間進行統整，而能夠成為一份完整報告，這些部份仍然需要老師的協

助。考量此一因素，並經過與實習機構聯繫溝通，確認此計畫宜由中原景觀系老

師陪同以協助學生達成良好品質的工作成果，確保海外實習機構以及當地相關人

士與單位對中原景觀系在景觀專業能力的表現能夠有一定的評價，如此才能維繫

雙方以後繼續合作的意願。 



計畫主持人：王光宇 老師（本系專任助理教授） 

工作內容與角色： 

1).負責整體實習計畫的策劃、整合、協調、聯繫，與實習機構針對實習工作

內容、工作範疇等事項進行協商，確認工作內容與景觀系同學之能力以及學

習目標具契合性。 

2). 協助學生於法國當地進行包含「景觀閱讀」、「景觀課題診斷」、「景觀

詮釋與表達」等工作內容之景觀計畫；協助學生與該計畫相關之專業成員進行

工作討論(包括當地地景生態多樣性、農業地景與農業產品、民眾參與及民眾

觀點、自然公園與觀光遊憩等)，工作標的擬定、課題研討以及基地勘查。並

提出符合實習機構所需工作成果。 

共同主持人：周融駿 老師 （本系專任助理教授） 

工作內容與角色： 

1). 出發前協助學生就此項景觀計畫所需之專業知識與能力準備、相關資料與繪

圖器材準備、工作事項、時程與同學工作分工等進行事先準備工作。 

2). 負責策劃並帶領學生於英國進行生態城市、步行城市與綠色交通等專題案例

調查，提供後續實習工作進行之比較與參考資料。同時並負責聯繫參訪英國當地

景觀建築事務所以及帶領同學拜訪與中原景觀系有課程交流協定之曼徹斯特大

學景觀系，延續兩系之聯繫。 

 

實習機構在專業上與生活安排上的協助主要有下列重點： 

1).生活安排: 

   協助在法國期間之交通聯繫、食宿安排以及爭取各項費用減免或補貼等。

學生抵達後協助生活需求設施介紹以及講解計畫案之內容、背景、成果要求、

基地區位基本條件等，讓學生在生活起居上能夠舒適方便以及專業工作上能夠

盡快進入狀況。 

2).基地現勘安排： 

   協助前往基地勘查以及安排與該計劃相關之人員與中原景觀系師生進行訪

談及工作討論，內容重點包括當地地景生態多樣性、農業地景與農業產品、民



眾參與及民眾觀點、自然公園與觀光遊憩等。 

3).工作環境安排: 

  協助安排工作場所、網路服務以及規劃書圖製作所需設施；安排成果發表會

及邀請相關人士出席發表會。 

5.行前說明會、實習機構報到 

1.出發前的準備(從四月即開始準備工作):  

本次海外專業實習主要是協助實習機構於法國進行一項景觀計畫，並由中原景觀

系同學在老師帶領下完成其中部分工作。出發前由王光宇老師與實習機構針對實

習工作內容、範疇等事項進行協商，確認工作內契合景觀系同學能力以及學習目

標，並且會同周融駿老師於出發前協助參與學生就此項景觀計畫所需之各項專業

知識與能力準備、相關資料與繪圖器材準備、工作事項、時程與同學工作分工等

進行事先準備工作。 

為求達成法國實習成果之優質表現，行前準備包括由王光宇老師針對法國實習所

需進行之工作主題與項目，預先以小型作業讓同學分三組操作來增加練習機會，

並由老師協助經五次主要工作會議(4/22, 5/16, 6/27, 7/5, 8/6)，來進行檢視與檢討，

以便增加學生們對法國實習的工作特性與內涵的瞭解。這幾次工作會議除專業方

面的討論之外，同時並包括出國旅行與海外生活起居應注意事項的提醒與準備。

另外為配合法國工作成果需求項目其中之一的地景分析影片製作，計畫主持人王

光宇老師並聯繫國內資深景觀紀錄片導演，前來中原景觀系與學生進行一次影片

製作之專題講解(4/10)。 

2.倫敦、曼徹斯特地區：（第 1-2 週） 

在前往法國實習機構報到之前，由周融駿老師帶領學生於 8/11 從台灣出發先前

往英國針對生態城市、景觀特質等，協助實習機構蒐集專題案例調查資料，做為

後續實習工作之資訊參考。學生與老師於英國停留期間並藉此機會參觀英國當地

景觀建築事務所以及拜訪與中原景觀系有課程交流協定之曼徹斯特大學景觀

系，延續兩系之聯繫。 



3.法國中部 Auvergne 省 Sancy 及 Clermont-Ferrand 地區: (第 3-4週) 

中原景觀系團隊於 8/24抵達法國中部城市 Clermont-Ferrand向實習機構 Vous 

Etes D’Ici 環境規劃事務所報到，並由負責人 Planchat博士說明工作性質。

此一工作係由王光宇老師帶領中原景觀系學生，負責完成實習機構目前所進行之

一項景觀計畫案的部分內容。此項計畫的背景是法國 Auvergne省觀光發展部門

為結合地區觀光發展/地景的生活、生產、生態保育而進行的 Horizon 地景藝術

與景觀計畫。中原景觀系同學所需完成的工作標的，是以中原學生具景觀規劃設

計專業基礎訓練，但從「外來者的角度」來對此一地區進行「景觀閱讀」、「景

觀課題診斷」、「景觀詮釋與表達」等專業內容，並且完成一項報告，提供做為

該地區推動地區觀光發展的參考。實習工作進行分為四個階段： 

1).第一階段:前置案例資料蒐集 

   此部分由周融駿老師帶領學生於英國停留期間完成。 

2).第二階段：規劃區現地勘查及訪談(第三週) 

   本階段為期一週，中原師生及實習單位成員前往規劃基地 Sancy 地區進行

密集的現地勘查及各類訪談(法語部分由實習機構協助語言溝通)，學生們在老

師帶領下與該計劃相關之專業成員進行工作討論(包括當地地景生態多樣性、

農業地景與農業產品、民眾參與及民眾觀點、自然公園與觀光遊憩等)，工作

標的擬定、課題研討並且進行基地勘查，完成規劃地區之資料蒐集工作，做為

後續分析基礎。此一階段由實習機構協助安排學生獲得此計畫相關且必要的各

類知識與資訊，幫助學生在下一個階段能夠提出真實切合需求的工作成果產

出。本階段工作重點如下： 

a.Horizon 景觀計畫之地景藝術基地勘查：共計進行 7處分布在不同地點與不

同景觀條件之地景藝術基地現勘，並於基地現場進行景觀調查，包括風貌實體

環境調查、生態地景模式調查、生物多樣性之植被調查(由生態學者協助進行

穿越線調查法及辨識)、以及地景運作因素分析(人、水、風、氣候、地質、動

物、耕作)等。此部分之成果包括速寫、照片、影片、文字以及生態調查紀錄

手稿。 

b.行政單位人員訪談：包括 Horizon計畫觀光部門承辦人員、自然公園環境解

說部門人員 



c.藝術家、景觀建築師、建築師及地景藝術創作者訪談：共計邀請六位進行各

別訪談。內容主要為對本地區地景特質及特殊性的理解與詮釋，有助於從他們

的角度瞭解研究地區的特質與特質因素。 

d.當地主要農產業的農民訪談：農業是構成研究地區地景特質的重要因素，特

別是畜牧業。本次訪問三處農家，包括畜牛及牛乳起士農民、畜羊及羊乳起士

農民以及與本地植被生態環境息息相關的養蜂農民。經由這些訪談來瞭解農耕

活動與地景以及當地生態多樣性環境的關係，還有這些地景的重要 actor(也就

是農民們)對地景與生態多樣性環境的認知觀點。 

3).第三階段:資料匯整、分析及成果製作(第四、五週) 

   於 Sancy地區完成為期一週之基地勘查、訪談以及資料蒐集工作之後，中

原景觀系工作團隊返回 Clermont-Ferrand之實習機構，由王光宇老師協助同

學進行資料匯整、分析以及成果報告製作，期間並與實習機構持續溝通有關工

作內涵與其呈現方式。主要項目包括「景觀閱讀」、「景觀課題診斷」、「景

觀詮釋與表達」，並根據實習機構所需之成果形式提交。 

4).第四階段：成果報告 (第五週) 

完成工作後，實質成果包括兩項： 

a.提交成果報告給實習機構 

b.會同實習機構進行工作成果發表，內容包括資料陳列(速寫、現地調查手稿、

圖片、照片等)、ppt投影簡報以及一段約十分鐘的影片。到場參與成果發表會

包括下列人員： 

 a).當地觀光部門主管(Horizon 景觀計畫的主辦機構) 

 b).AgroParis Tech 位於 Clermont-Ferrand 校區之校長及環境規劃系所教

師 

 c). UMR Metafort 環境規劃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d).當地景觀建築師、建築師、環境藝術家 

4.巴黎及其周邊地區：(第 6週) 

海外專業實習之行程安排係經由巴黎回台灣，並於回程前於巴黎短暫停留，進

行包括巴黎市區及其週邊地區的都市景觀參訪並且拜訪目前正與中原景觀系



密切協商課程交流的凡爾賽景觀建築學院(Versailles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此一學校為法國景觀設計最高學府，許多知名的法國景觀建

築師來自此一學校。在凡爾賽景觀建築學院拜訪時，中原景觀系同學再次就法

國中部專業實習成果向該校師生，包括系主任、專任教師及當時在學校進行暑

期課程的該校景觀系學生進行發表。 

5. 回國後心得整理: (第 7-9週) 

由王光宇老師及周融駿老師負責，由學生進行本次海外實習活動行程、課程、學

習心得相關資訊整合與整理工作，並於10/23日向景觀系全系師生以及中原大學

教務處、國際事務處等單位進行實習成果報告。 

6.交流之具體效益 

本實習計畫涉及幾項關鍵專業領域「閱讀地景、文化景觀與景觀經營」，其重要

性、前瞻性及效益性如下： 

台灣社會的價值潮流經歷了 60年代十大建設、80年代公園綠地與生態保育、 90

年代風貌美化與文化資產，在 100年之後累積了前面各階段的基礎逐漸醞釀出結

合永續意涵的景觀價值潮流。這幾個歷程的演變，顯示台灣隨著經濟發展與所得

提升，社會大眾對於生活與環境品質的要求逐漸凝聚成為對於「景觀」的關切與

重視，但是對於何謂「景觀」，以及何謂「營造景觀」也一直在轉變與摸索之中。

但很明顯的，從專業界到社會對於何謂「景觀」與「景觀營造」，逐漸超越它只

是以「風貌美觀的塑造」為範疇的認知，於是目前主要以工程手法與新建方式進

行景觀的規劃、設計以及營造的模式逐漸不能符合人們的期待。台灣社會為了追

求經濟成長，整個地景經歷了劇烈的擴張發展，現在應該思考如何從生活的、生

產的、生態的整合，再加上人們對環境的感知認同為基礎作為何謂「景觀(地景)」

的理解，並且以一種結合軟體、硬體措施的綜合性手法並兼具環境實體與人們情

感認知，來「經營」景觀。此項觀點與其實踐，在歐洲地區因為其歷史文化特性

的緣故，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 

歐洲地區長期以來的歷史發展，普遍的社會價值對於「景觀」(包括了他們的生

活、文化與實體環境的總和)一向相當重視，歐洲地區不論都市、城鎮、鄉村、

聚落、建築、田野，在長期歷史文化發展以及人與環境不斷經營互動之下，其實

都成了文化景觀，並且具有特殊的風貌與豐富的內涵。歐洲的景觀專業發展也因

為這種背景，而有其特色與專長。本次法國組的實習內容，即是與地景閱讀以及

他們對於景觀特殊的認知、因應與經營模式有關。此一經驗對於台灣下一階段景

觀專業典範的移轉以及景觀發展的推動，有相當的重要性與前瞻性價值。 

經由本次實習計畫，一方面學生以過去三年所接受的景觀專業訓練來參與/協助

法國實習機構進行景觀計畫，但同時經由實習工作過程，也吸取歐洲國家在這一



方面的理念與操作經驗。 

1).參與學生獲得在國外從事景觀專業實務操作經驗，並且瞭解在另一個國家、

文化、環境背景之下，人們對景觀的價值觀點是甚麼？想解決甚麼問題？以及它

們如何尋求解決等。 

2).完成一項包含「景觀閱讀」、「景觀課題診斷」、「景觀詮釋與表達」等工

作內容之景觀計畫，並提出兩項具體成果包括： 

a.提交報告給實習機構 

b.對法國當地相關單位(stakeholder)進行工作成果發表，內容包括： 

a）.資料陳列(速寫、現地調查手稿、圖片、照片等)。 

b）.ppt投影口頭簡報（由中原學生進行英文口頭簡報） 

ｃ）.一段約十分鐘的影片。 

3).與法國 Vous Etes D’Ici 環境規劃事務所以及其關係機構 UMR Metafort 景

觀與環境規劃研究中心建立專業實習交流並朝向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4).強化中原大學景觀系與法國凡爾賽景觀建築學院以及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規劃

與景觀系之聯繫，增進國際景觀專業教學之交流。 

5).參訪英國及法國景觀建築事務所；參訪法國巴黎、克萊蒙費宏與英國倫敦、

曼徹斯特等都市型態之景觀實例，以及參訪法國中部 Auvergne省結合生活/生產

/生態與世界文化襲產的鄉村型態景觀實例。 

7. 計畫執行感想與建議 

１).本次海外專業實習非常成功，一方面實習機構非常滿意工作成果，同時讓

法國方面瞭解中原景觀系（或台灣的景觀教育）在景觀專業方面的能力，為後續

台灣景觀系學生或景觀專業前往歐洲發展打開契機；另一方面對於學生而言這是

非常少有的學習經驗，然而此次如果沒有學海築夢經費補助，這些都無法實現。

原因有幾點： 

a.歐洲在景觀專業方面仍具有相當優勢與自信，並且在景觀發展特色上不同

於美國。雖然目前台灣的景觀教育水準客觀上來說與歐洲國家相比並不遜

色，但是這一點在現階段不見得能被歐洲國家所認知。再加上當前歐洲經濟

情況不理想，許多景觀事務所與規劃機構本身的維持並不容易，在此種情況



下，要讓歐洲國家的景觀事務所與規劃機構以直接的金錢待遇來進行專業實

習交流，在現階段這會減少很多台灣學生前去展現實力的可能機會。本次學

海築夢計畫能夠提供經費補助，可以說造就了這次的成功經驗。 

ｂ.景觀實務工作具相當專業性，並不僅是勞力與時間付出就能有成果。以本

次幫實習機構所完成的工作為例，需要兼具專業知識、技術以及相當高的經

驗判斷。這些工作若由學生單獨進行仍有困難，但在老師協助之下則可以勝

任。另一方面歐洲各類費用都高，雖然實習機構已盡其所能在各類食宿、交

通、解說等事項提供代為接洽聯繫的服務、爭取優惠或提供贊助，但由於停

留時間長，食、宿、交通連同教師的機票旅費等，其整體費用還是偏高，若

無額外補助，而需由學生與老師自行負擔，則勢必很難實現。 

ｃ.由以上兩點可以瞭解到學海築夢的經費補助具有極高的價值與意義。 

 

２).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同學們經過此次法國專業實習之後一方面因為

完成的成果受到法國方面肯定而有成就感，但同時他們自己也感受到幾項他

們平日自我學習上的不足： 

ａ.「英語能力不足」有妨礙國際交流溝通 

ｂ.「表達能力不足」有妨礙溝通效果 

ｃ.「知識整合能力不足」造成他們無法將所獲得或接收到的各類資料、訊息、

概念轉化成為完整可論述的知識 

這些經由海外專業實習過程，讓學生自發性的感受到自我學習上的缺失，其

實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也是真正尋求進步的開始。期待本次參與的同學們能

在這些項目尋求自我成長與進步。 

 

３).建議學海築夢計畫未來在補助對象上能夠保持某種穩定性。以本次法國

實習為例，包括實習機構及參與成果發表會的環境規劃中心以及當地的景觀

與建築事務所等都表達與中原景觀系在後續年度繼續合作的高度意願，但中

原景觀系團隊此種主題型、任務型的海外專業實習計畫明年是否能再度成

行，其重要關鍵在於是否能獲得學海築夢的補助。在法國方面表達明年度繼

續合作的高度意願之下，若能獲得我方某種程度的確定，則明年度雙方合作

的構思其實從即刻起就開始從各種可能的機會中聯結，而學生在申請上與旅

費評估上也有較好的參考。如果要到明年接近時才知是否能成行，那麼要雙

方即時冒出一個景觀計畫方案來進行，以及學生在旅費與申請志願的抉擇上

都會增加許多不確定性。建議未來有一個成果報告的預審機制，針對績效良



好並且有意願持續進行的系所與計畫，給予某種評等，並且列為下年度優先

補助對象。如此可以讓好的計畫具有持續性，並且這些計畫能提早在合作機

構雙方之間開始準備，如此會有更大的成效。  

8. 附件 

1).海外實習機構負責人致中原景觀系的一封信。信中表達對這一次專業實習成

果的滿意以及後續持續合作的意願，並且提到先前受邀來台灣所建立對中原景觀

系(或台灣景觀教育)的瞭解，以及學生對某些操作主題具有前置接觸的經驗等，

對於本次實習的成效有相當大的幫助。 

2).本次實習成果發表的部分資料。 

 

 

(容量限制 8MB; 請勿整合學生心得作為成果報告) 





The seeing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dscape 

A journey and story of the Team 6+2 
                      in Sancy, Auvergne  



The “LBF” Landscape Workshop 2013 

The medium 

Art: Horizon Project  

farmer interview 

Lectures & exercise 

To see 

Scenery 

Visual oriented 

To understand 

Farming Biodiversity 

Landscape 

Comprehensive: 
Visible + invisible 
component + process 
 
 

? 

Constructing the landscape understandings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is landscape 
through the art and the workshop  

Landscape 

Biodiversity Farming 

Diversity 
Dynamic 
Stories 



The diversity of Landscape  

colors 
lines and shapes 

contrast 
scale 



Colors 





Lines and Shapes  -  
the Geomorphology 

dome peaks cliff 

plateau lake valley 



Lines and Shapes  -  
the farming & settlement 

building animal path boundary 

road path railing 



Contrast 
“There are lots of contrasts. Some of the mountains are 
smooth, but some are rocky. And the changes of the light 
and weather are quickly.”                           - Christophe Gonnet 

The landscape characters felt by the artist: 



The trail of the 
artwork is horizontal 
to the mountain. 

The triangular 
constructions 
represent the 
peak behind.   

Interpretation through art work: 



                Large Scale : 

              Ecosystem level 
                                 
    

Elements: 
．Forest 
．Valley 
．village 
．Pasture 
．lake 
．mountain 
 
 
 

Scales 

The volcano geomorphology 
gives this area rich in spatial 
experience and biodiversity with 
the change of scales    



Medium Scale : 

  Habitat level 
   

 Elements: 
．Climax  forest 
．Planted forest 
．Farm houses  
．Fertilized  pasture 
．Animal herd 
．River 
．Wetland 
 



Small Scale : 

     Species level 
  Elements: 
．Individuality of trees   
．Individuality of plants 
．Material with details 
．Individuality of  animals 



Micro Scale : Genetic level 

Elements: 
． Blue-green algae 
(Gephyrocapsa oceanica/ 
diatomée) 



The dynamics of Landscape  

activities 
actors  
linkage 



Active,   
 violent 

Calm, 
 serene 

Dynamic 

Activities of landscape 



   Landscape is never static! It has many expressions 





Landscape from macro aspect 
        (calm and static) 

Landscape from micro aspect 
        (busy and active) 



The  Actors      

Movement of sheep in landscape 
          (farmer interview) 



Trace 

 

Sound 



linkage 





The stories of Landscape  

wind 
flavor  

heritage 
label 

              

Every landscape element tells a story behind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The visible: trees, grass, water surface 

wind 

The invisible: wind 

Workshop: 
「how to use photography to understand landscape」 



Blueberry Pie 
Wetland and blueberry pie Flavor 



heritage 

The context is to work on time.  
By the construction of earth to collapse and the vegetation to grow. 

The reminiscent of the disappearing landscape elements and local knowledge. 



label 

AOP – The specific producing area.   
            Good productions connected  
            to the good environment. 

Selling the cheese by selling the 
landscape. 

PDO: protected denotation of origin 

Globalization: indifference of location  
v.s. 

(Farm visit and farmer interview) 



 eyes and minds : see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landscape we understand The landscape we see 

The reality 

aesthetics knowledge 

(balance) 



The workshop is completed. What have changed is  the mind and the 
ways to see. The landscape of Sancy is still beautiful as it was when we 
first arrived, but it is more than beautiful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