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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過去國內的交通與建築環境，多半為正常人所規劃設計，而台灣

自民國 60 年代後期經濟起飛後，對於身心障礙人口開始關懷，並慢慢

注意到其對無障礙環境的需求。但仍然較少考慮到老人、孕婦、小孩、

輪椅者、拄杖者、負傷者、拖行重物者、推嬰兒車者，以及視障者等

特殊需求，上述行動不便者在本研究中即統稱為運輸障礙者。因此，

運輸障礙者為達成各項生活目的之衍生性需求--「行」的環境是否便利

為近十餘年來重要討論項目之一。我國於 86 年國民大會修憲過程中，

亦將無障礙環境納入增修條文1中，因此推動無障礙環境已提升至憲法

保障層級。 
再者，近年來生活水準提升，除了環保意識日益增強外，民眾對

於交通人行環境建設需求越來越重視「無障礙」的要求，惟目前無障

礙交通人行環境之工程、建築、景觀設計等大都未能正視生態問題的

關聯性，亦甚少納入永續經營的概念。而所謂的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

環境，即是符合社會、環境等層面之永續發展的需要，並能支撐經濟

層面之負擔，這樣的精神即是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營造的中心

思想。 
依據目前所蒐集的國內外無障礙或永續交通人行環境營造相關文

獻中，似未單以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層面的角度，來探討是否合乎

永續發展的理念，或更進一步討論永續發展理念是否有帶入無障礙交

通人行環境規劃與設計之可能性，因此本文嘗試以這樣的想法來研究

探討。 
「無障礙環境」是人性化、自由化、獨立化之空間的實現，其主

要確保個人之自由獨立移動的權利，且讓所有的人都能共同參與整個

社會的活動。但是每個人都有可能是運輸障礙者，也就是人生中某些

                                                 
1增修條文第十條第六項：「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的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練與就業輔導

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與保障，並扶助其自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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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如幼兒、懷孕、老年或受傷等時期是有極大的可能存在有障礙

的狀況中，而這些時段的累積至少佔人生的三分之一。我國從內政部

於民國 69 年公佈實施殘障福利法以來，將「無障礙環境」理念導入國

內已經 30 餘年，但仍未能具體落實實施。至 94 年我國身心障礙人口

比例約 3.8%，老年人口比例 10%，且依行政院經建會 92 年推估至民

國 110 年，老年人口比例 15.9%，至民國 120 年老年人口比例高達

22.6%，即每 5 人中將有一位老年人口2。其實就算正常健康者，60％
至 70％一生中也將遭遇或多或少的移動困難階段，成為暫時性之運輸
障礙者（RI，1975：9）；而隨著人的成長過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
生狀態是在有障礙的狀況下渡過的。廣義的「無障礙設施」應是包含

以上兩者的正常使用，不應只視為「障礙人士」之特殊社會福利設施

而已﹙曾思瑜，1997：79﹚。因此，如何提升我國「永續無障礙環境」
是值得重視的課題，本研究期望藉由世界各國經驗來省思我國人行環

境問題，並進而創造行永續無障礙的生活環境空間。 

 

                                                 
2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料及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1-140 年人口估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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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人工建物從規劃、設計、施工、管理、維護等共經歷 5 種歷程，

每一階段對下一階段均有環扣式之影響，每一階段之疏忽都可能造成

日後使用上之障礙，而與管理或維護相關之問題較容易修正；施工之

技術性的問題與使用障礙關係較低；但是通常規劃、設計所產生之問

題則影響較為廣泛且深遠，更改也較不容易。在一般私領域或小規模

之建物，若產生規劃、設計之錯誤，其影響層面較小，應該較不危及

民眾的權益；但若為城市之通路環境，任何一點之疏失將會影響廣泛

且深遠（朱君浩，2003：10）。 
為使運輸障礙者能更安全、方便、自主而有尊嚴的與一般人具有

相同之生活條件，減少社會人力浪費與負擔，增加社會資源與財富，

保障運輸障礙者於人造環境中，享有「安全」、「平等」與「便利」之

無障礙使用條件，是最為基本之人造環境要求，亦是全世界交通人行

環境規劃與建設發展潮流﹙Grist，2001：3-4﹚。在以上三個訴求之中，
安全之訴求為最重要，因為此訴求關係到個人之生命財產之安危。而

平等之訴求，在美國都市大眾運輸法3（The Urban Mass Transportation 
Act，1970）中指出，無障礙設施之目的即是使運輸障礙者能和一般人
一樣無障礙的使用運輸設施，故平等之原則乃基於對人權之尊重，不

應使運輸障礙者在使用無障礙設施時，有次等國民、矮人一節之疑慮。

最後之訴求為「便利」，基於對運輸障礙者與社會中廣大弱勢族群之人

道關懷，對於身心能力本就處於弱勢之運輸障礙者，提供特別、專屬

且條件較為優渥之服務設施。 
因此，本研究以相關文獻探討分析方式進行，主要目的在探討國

內目前交通人行環境現況、相關法令規範及執行的問題，分析比較各

國交通人行之無障礙環境的理念、法令規範及相關作法，期望篩檢出

                                                 
3資料來源：

http://www.fta.dot.gov/transit_data_info/reports_publications/reports/tenth_anniversary_ada/celebration/1023_9
712_ENG_HTM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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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可行建議參考。 
另外，考量以往的研究中，似未單以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層面

的角度，來探討是否合乎永續發展的理念，或更進一步討論永續發展

理念是否有帶入無障礙交通人行系統規劃與設計之可能性。故本研究

嘗試著將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營造，來導入永續發展理念與作法，

研擬符合國內特性之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規劃設計基本原則，輔

導既有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設計規劃，期能改正國內以往不重視永續

的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規劃與設計方式，使交通人行環境可達最基本

的安全便利標準，玆作為政府公部門管理者參考，以創造一個相對完

整的永續無障礙人行環境，使運輸殘障者﹙老人、孕婦、小孩、輪椅

者、拄杖者、負傷者、拖行重物者、推嬰兒車者，以及視障者等﹚都

可盡量過獨立的生活，維持個人尊嚴，並作為後續研究者設計研究議

題的依據。 
我們每天都在逐漸的老去，當我們處於弱勢之狀態時，也會希望

有更多之禮遇與關懷。本研究即是希望能使每一個過去、現在與未來

處於運輸障礙的人，能享有一個更為美好之永續無障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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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人行道系統範圍 

日本「國土交通省道路局」4指出人行道系統的功用包含交通安全

及空間機能兩類，在交通安全方面，人行道系統除提供步行者、腳踏

車等之通行與滯留外，亦有著都市的骨幹及街區形成功能；在空間機

能方面，則有延燒防止、避難場所及消防活動等防災功用，亦為城市

環境中重要的人的交流空間、綠化空間。 
人行道系統主要的目的在於使人車分離，讓行人無障礙、安全、

舒適與方便的達到目的地。依據黎韋利﹙1999：19﹚觀察，一般而言，
人車分離的方式有 4 種，分別為平行分離，如路邊人行道、騎樓；垂

直分離，如地下道、人行陸橋；時間分離，如交通號誌之全紅(All Red)
時段；連接走道，如樓梯、斜坡、自動扶梯、電梯等不同的人車分離

狀態。 
另依據我國目前人行空間之環境現況簡略分為 7 大類型，分別為

1.幹道類型、2.社區巷道類型、3.徒步區類型、4.學校類型、5.醫院類

型、6.河濱公園類型、7.人行穿越道類型﹙華昌琳，1996：2-1-2﹚。 

二、運輸障礙者之定義與分類 

﹙一﹚身心障礙者之基本定義 
Harris 在 1971 年的「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損傷或傷害

（impairment）、失能（disability）及障礙（handicap）的分類，這三種

分類是歐美國家近年來對障礙有關名詞的使用分類，如下介紹

（Oliver，1993：61），也是我國歷年對於「身心障礙者」之認定依據

﹙周月清，2000：19﹚。 
1、損傷或傷害（impairment）：任何心理、生理或器官組織有功能喪

                                                 
4http://www.mlit.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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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不正常情況者。 
2、失能（disability）：因傷害而造成生理上的限制或缺乏從事某種活

動的能力，而這些是一般人可以輕易做到的。 
3、障礙（handicap）：因損傷或障礙而成為弱勢者，因此限制或阻礙
一個人無法勝任其溝通、生理自立、社會整合、就業、經濟等自

我實現之目的。 
﹙二﹚國內外之運輸障礙者分類 
各國對於運輸障礙者定義與分類不盡相同，我國並無法定的運輸

障礙者之定義，惟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係將身心障礙者分類為 15
類：1.視覺障礙、2.聽覺障礙、3.平衡機能障礙、4.聲音語言障礙、5.
肢體障礙、6.智能障礙、7.重要器官失去功能、8.顏面損傷、9.植物人、
10.失智症、11.自閉症、12.慢性精神病患、13.多重障礙、14.因罕見疾

病致身心功能障礙、15.其他﹙含頑性癲癇﹚等。 
以美國都市大眾運輸法（The Urban Mass Transportation Act，1970）

已將運輸障礙者之認定跳脫出「身心障礙者」之狹義定義，而將廣泛

之「若無特殊運輸設備或特別計畫的幫助就不能和一般人一樣無障礙

的使用運輸設施者」視為廣義之「身心障礙者」5。 
聯合國經濟及社會委員會之西亞分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 , ESCWA﹚對無障礙環境使用者
對象區分為 4 類，分別為輪椅使用者、行動不便者、視﹙弱﹚障者、

聽障者。其中行動不便者包含老人、小孩等6，其已對運輸障礙者之認

定跳脫出「身心障礙者」之狹義定義。 
聯合國人類住居署﹙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 

UNCHS﹚對無障礙環境使用者對象區分為 5 類，分別為視﹙弱﹚障者、

聽障者、行動不便者、肢體障礙者、多重障礙或疾病者。其中行動不

便者包含老人、小孩等7，其已對運輸障礙者之認定跳脫出「身心障礙

                                                 
5如註 3。 
6資料來源：http://www.un.org/esa/socdev/enable/designm。 
7資料來源：http://www.unchs.org/content.asp?typeid=19&catid=281&cid=1262&activeid=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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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狹義定義。 
2003 年所舉辦歐洲城市運輸首長第 50週年年會提出8，歐洲地區

平均人口之 25％是運輸障礙者，形成運輸障礙者原因除了由於身體、

精神生理殘障外，攜帶重物或與小的孩子一起旅行者也包含在內，其

同時也對運輸障礙者之認定跳脫出「身心障礙者」之狹義定義。 
綜上，相較於國內的狹義定義，國外對於運輸障礙者之定義，確

可作為我國之借鏡。 

三、本研究定義與分類 

日本建築協會及日本健康環境體系列研究會於1985年出版9之「適

應殘障者之環境規劃」，係最早有系統將運輸障礙者依其障礙內容區分

為：一、情報障礙10，二、移動障礙11。以障礙發生之時間長短又可分

為永久性障礙（即狹義之身心障礙者），與暫時性障礙（即廣義之障礙

者）（李政隆，1986：12）。聯合國人類住居署12於 1993 年所發表「促

進老年人與生理殘障者之居住環境品質之研究」﹙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Disabled People in Human 
Settlements﹚，文中提及有關提升各類運輸障礙者之無障礙環境之設施

                                                 
8資料來源：http://www.edf-feph.org/en/policy/transport/trans_news.htm。 
9資料來源：http://www.aij.or.jp/aijhomej.htm。 
10情報障礙：也就是指譬如失去視聽覺、色盲或其他患有精神病等障礙者，其在生活環境中，有知覺和情

報訊息的掌握之障礙。這些障礙者，對於環境的使用，較著重導引系統的建立，以及警示系統的規劃與

操作上，而如何補足其訊息障礙情報的獲得，是其對環境處理的特性。 
11移動障礙：也就是因為身體的障礙，而衍生行動的不便。當然，這種障礙，除了有些需要手杖、拐杖，

甚或坐輪椅等以助行走外，也可包括盲者，因視覺不佳而衍生的移動障礙在內。現在先進國家許多公共

建築物，像市政廳、醫院、學校、車站、銀行或百貨公司等，都有明文規定。設計時都需考慮提供這些

障礙者使用的設施。 
12聯合國人類住居署之主要任務：資料來源 http://www.unhabitat.org/categories.asp?catid=10﹚。 

1.未開發國家：協助此類國家之人民均有基本住居條件之住居處所，如人人均有足夠的遮蔽空間、乾淨的

飲用水、適當的醫療資源等。 

2.開發中國家：促進此類國家之人民的住居環境逐漸降低噪音、空氣、水質等各類污染，除顧及都市、城

鎮的發展外，並符合環保、綠美化、無障礙空間等目標，提升人民居住環境品質。 

3.已開發國家：營造此類國家之人民的住居環境，使其都市、城鎮發展不超出生態系統的承載能力而能改

變人類生活品質（如無障礙環境營造等），並逐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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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設計、系統規劃、法規制度等基本理念。 
因國內一般對於無障礙之論述多侷限於永久性（狹義的、法律明

訂的）障礙者之需求，但實際上，許多暫時性障礙者如不良於行之老

者、小孩、孕婦、攜帶重物之旅客等，亦需要輔助行動之設施。再進

一步研究各類型障礙者之後，發現各類型障礙者所需之服務設施各

異，雖同為運輸障礙者，但須供給之服務亦有層面廣窄之分。 
綜上，本研究係參照聯合國人類住居署與日本建築協會對無障礙

環境之相關看法，茲整理「提升各類運輸障礙者之無障礙環境之設施

設備設計、系統規劃、法規制度等理念的因應之道」如表 1-3-1，以作
為後續探討研究的方向。另迫於時間、人力之有限，本研究無法全面

檢討「永續無障礙」各面向之問題，故挑選其中與交通人行環境最為

相關之運輸障礙者為研究對象；研究範圍則界定為交通人行環境中之

人行道部分，並區分為「幹道類型」及「社區巷道類型」﹙不含人行穿

越道﹚。 
 

表 1-3-1 提升各類運輸障礙者之無障礙環境 
之設施設備設計、系統規劃、法規制度等理念的因應之道 

運輸障

礙類別 障礙特性 法規制度理念 系統規劃理念 設施設備之 
設計理念 

視﹙弱﹚

障者 
 
 

「情報

與移動

均為障

礙」 

1.文盲；色
盲；全盲

﹙ 永 久

性障礙﹚

 
2.眼傷；弱
視﹙暫時

性障礙﹚

立法訂定導盲犬管

理等相關法規（如

可進入辦公室及餐

廳）。 

1.應對此類障礙者

施行生活教育訓

練（如食衣住行

等）。 
2.涉及公民之公共
利益政策、措施等

相關資訊，應透過

多媒體管道傳達

（如廣播、發送傳

單等）。 

1.所有公共指示標
誌號誌等資訊傳

達，應以顯而易懂

為設計理念。 
2.應興建大型、妥適
資訊傳達設備（如

有聲號誌系統）。

 

聽障者 
 

「僅有

情報障

聽 力 障

礙；全聾

立法訂定聽障者在

公共處所應獲得安

全保障之相關規範

（如警鈴運用時間

公共場域應提供特

殊入口、欄杆、扶

手、坡道無障礙設

備。 

公共場域應提供助

聽工具或設置相關

緊急燈號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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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障

礙類別 障礙特性 法規制度理念 系統規劃理念 設施設備之 
設計理念 

礙」 與設計規範）。 
行動不

便者 
 

「僅有

移動障

礙」 

1.平衡感
差；協調

能 力 不

好﹙永久

性障礙﹚

 
2.負傷；拖
行 重

物；推嬰

兒車﹙暫

時 性 障

礙﹚ 

立法訂定實施無障

礙環境相關規範

（如建築、交通等

領域法規應修改相

關設計或管制規

範）。 

政府當局應有系

統、分階段的推動

無障礙環境之相關

工作（如坡道、廁

所、車位等設施應

考慮殘障者需求

等）。 

1.人行步道避免有

突出障礙物，鋪面

平整（如人行道或

室內步行空間）。

2.公共場域所提供
的軟硬體設備應

具有易於使用、低

動能等特性。 

肢體障

礙者 
 

「僅有

移動障

礙」 

手指或手

臂無力，

難以操作

機具；膝

蓋較難彎

曲，難以

蹲坐；腳

部肢體障

礙造成步

行不易；

輪椅使用

者 

立法訂定實施無障

礙環境相關規範

（如建築、交通等

領域法規應修改相

關設計或管制規

範）。 

政府當局應有系

統、分階段的推動

無障礙環境之相關

工作（如坡道、廁

所、車位等設施應

考慮殘障者需求

等）。 

1.避免有突出障礙
物，鋪面平整（如

人行道或室內步

行空間）。 
2.人行空間應考量

輪椅者或其餘肢

體障礙者的需求

及安全設計。 
3.公共場域應設置
休息區、等候區、

廁所等設施。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李政隆 (譯) 

1986  《適應殘障者之環境規劃》，日本建築學會、日本健康環境體系列研究會

彙編，頁 20。台北：大佳出版社。 
2、UNCHS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1993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Disabled People in Human 
Settlements. pp. 5-6.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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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流程 

一、研究方法 

考量我國無障礙環境推行及永續發展的實踐尚屬萌芽的階段，本

研究嘗試著將永續發展理念帶入無障礙交通人行系統規劃與設計，期

以永續發展精神來長久維持無障礙交通人行系統環境，因此，吸取世

界各國推行永續無障礙環境經驗是很重要的。目前我國對於整個永續

無障礙交通人行系統探究是較為不足的，本文即以此範圍來研究探

討。因此，本文採用研究方法，列述如次： 
﹙一﹚文獻回顧 

進行國內外有關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理念、詳細法令規範、

配套措施及實務相關作法等資料蒐集回顧工作，以作為本研究規劃參

考。 
﹙二﹚歸納探討 

就目前現行國內外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特性進行探討，包括

人行道舖面、寬度、斜坡道、設施帶及配套措施等之比較分析與探討。

並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於 1996 年在加拿大舉辦的永續運輸會議中確立

「永續運輸之發展 9 項原則」來檢視國內外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發展情形，藉以釐清我國目前不足之處。 
﹙三﹚分析評估 

依上述資料再據以與我國情形對照比較，期能獲得一些啟發。並

綜合比較分析國內外相關法令制度與及實務相關作法等，以玆對臺灣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相關政策提出具體建議。 

二、研究之相關名詞界定 

有關本文之相關名詞界定，列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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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續發展：能滿足當代的需求，同時不損及未來世代滿足其需

要之發展。 

﹙二﹚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符合社會、環境等層面之永續發展

的需要，並能支撐經濟層面之負擔。 

﹙三﹚運輸障礙者：本研究所稱運輸障礙者即包括老人、孕婦、小孩、

輪椅者、拄杖者、負傷者、拖行重物者、推嬰兒車者，以及視

障者。 

﹙四﹚綠營建：為確保生態永續，促進公共設施與環境相調和，減緩

人為施作對自然的衝擊，於工程規劃、設計、施工與營運養謢

階段採行必要手段所完成之營建工程稱之。 

﹙五﹚綠建材：符合生態性、再生性、環保性、健康性及高性能之建

材。 

﹙六﹚人本交通：以人為本位，追求人類永續美好生活所必須之交通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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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圖 1-4-1所示。 
 

 
 
 
 
 
 
 
 
 
 
 
 
 
 
 
 
 
 
 
 
 
 
 
 

 

研究範圍界定 

1.研擬相關法令修正建議 
2.研擬永續無障礙交通人
行政策與相關配套建議 

3.研擬永續無障礙交通人
行環境設計規範建議 

結論與建議 

探討美、英、日等國永續無

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營造 

探討永續發展及無障礙環境在涉及交通

人行道部分之相關沿革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之規劃沿革 

1.法令及推動措施 
2.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政策及相關配套

3.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設施之技術規範

1.檢討現行相關法令、政策、規範及配

套措施 
2.國內相關文獻回顧，探討運輸障礙者
特徵，對應交通人行環境需求 

3.檢討國內交通人行環境現況問題癥結

檢討我國交通人行環境之

現況問題 

我國交通人行環境永續無

障礙化之推動 

綜合比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