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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規劃沿革 
與我國現況問題探討 

第一節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規劃沿革 

一、無障礙環境規劃沿革 

20世紀初，歷經了多次大規模的浩劫，如第 1次世界大戰、1929
年經濟大恐慌、第 2 次世界大戰等，造成許多國家人民陷於失業、貧
困、飢餓困境中，尤以小孩、老人、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更差；又因

戰爭造成大量傷殘，迫使歐洲各國不得不正視並處理老人、傷殘等弱

勢族群安養問題。因此，當時即採建置獨立福利機構方式來集中照顧，

此稱為「設施福祉」﹙曾思瑜，2003：58﹚。 
「無障礙環境設計」的理念成為福祉政策是 1950 年後潮流，主張

讓身心殘障者也能與一般人一樣過普通生活，讓身心障礙者能與社會

全面的融合，回歸社會主流的目的。這種身心障礙者應在鄰里中與一

般人共同生活的「正常化、普遍化」思潮，也是聯合國近 1 個世紀來

努力推動重點工作之一13。 
自 1952 年起，聯合國即提出「殘障者與健常者一樣擁有完整人權

的個體」理念，1959 年歐洲會議通過「使公共建築容易為殘障者進入

之設計與構成」決議文；1963 年聯合國在挪威召開年會，正式提倡「正

常化、普遍化」的思維14，這樣的理念是歐美先進國家思考無障礙環境

之相關設計準則訂定的緣起。1969 年聯合國總會議決議「禁止因障礙

者所造成社會條件之差別」，同年國際復健協會﹙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制定「為殘障者設計」的標誌，以上歷程，也促使聯合

國 1974 年召開身心障礙者生活環境專家會議，該會議針對「無障礙環

                                                 
13資料來源：聯合國闡述國際殘障人權論述 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Enable/2005/treaty.htm。 
14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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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設計」開始進一步交流與討論﹙Batavia，1994：735﹚。 
邇後，聯合國對於「無障礙環境設計」的理念推動更為積極，自

1975 年起，聯合國正式提出「殘障者權利宣言」，此宣言係反映正常

化理念；1976 年聯合國於日內瓦召開專家會議，提出應去除公共建築

物、都市環境等實質障礙；1981 年訂為國際殘障者年，「正常化理念

之普及與完全、平等參與」想法普及世界各國，此時，我國也同步檢

討國內無障礙交通設施，而聯合國並進一步將 1983 年至 1992 年訂為

「殘障者的 10 年」。這個時期，國際復健協會也發表「八十年代國際

殘障復健宣言」，目的是希望各國應就其交通、社會、經濟、文化等各

項政策，逐一檢視是否已確實保障身心殘障者的權利﹙Quinn，1997：
68﹚。 

時至1993年，聯合國又發表一份「聯合國標準法則」﹙The Standard 
Rules of United Nations﹚，強調身心障礙者能與一般人一樣的權利應該

被促進的，且應享有參與社會的權利與平等，並就工作、環境、教育、

醫療、復健等項目共列 22條法則。其中第 5條主要係強調無障礙環境
的重要，因為其將影響身心障礙者的活動、與他人互動，以及資訊獲

得的機會﹙handicap friendly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help in 
conversing﹚，因此政府首先必須達成的基本要件係應確保街道、建築
物及運輸工具等相關規範存在﹙Quinn，1997：68-70﹚。也因為全球老

人人口急速增加，聯合國將 1999 年訂為國際高齡者年，並通過「聯合

國老人政策綱領」。直至此時，「無障礙交通人行系統環境」就不僅僅

消極顧及身心障礙者福利或個人尊嚴，也開始思考對孕婦、小孩、暫

時性運輸障礙者及一般人亦能同時受惠的積極意義。 

二、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理念 

永續發展理念的價值，在於確保人類在地球上未來發展能有最大

的福祉，這個理念起源為聯合國於 1980 年 3 月所提出的呼籲：「世界
各國必須研究自然、社會、生態、經濟以及資源利用間的基本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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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全球的永續發展」15。 
另外，聯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於 1987 年發表「我們共

同的未來﹙Our Common Future﹚」報告，該報告描述人類世界正面臨

一連串的經濟、社會與環境等重大問題，因此將「永續發展」定義為：

「能滿足當地的需要，同時不損及未來世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即認

為永續發展的精神應包含公平原則、永續原則及共同原則等 3 項特質
16。換句話說，在無障礙交通人行系統之工程建設方面須符合其建設功

能、安全需求、景觀造型及經濟效益；而在環境生態方面則須滿足生

態功能、環境需求、景觀融合及合適材料選用，使得生態環境與經濟

發展，社會安全能夠有效整合、妥善和諧維護。 
1992 年 6 月在巴西里約熱內盧召開「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其中通過「里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等重要文件，並簽
署了「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及「生物多樣性公約」，全面展現人類對於

「永續發展」之新思维及努力方向17。其中「21 世紀議程」呼籲各國
制定並實施永續發展策略，並同時加強國際合作以謀人類之福祉。其

重點為﹙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01；許添本，2002a：1﹚： 
﹙一﹚發展須以滿足當代人的需求，並不損及後代子孫福祉為度。 
﹙二﹚發展須不超出生態系統的承載能力﹙carrying capacity﹚而能改

變人類生活品質為度。 
雖然自 1980 年起，聯合國即為下一代人類生活環境發展作檢討與

準備，但是探討的議題集中在「環境保護」、「節省能源損耗」等較為

消極保守的層面。時至 1997 年於日本擬定的「京都協議書」與 2002
年約翰尼斯堡召開的地球高峰會開始轉變為積極因應的「生態自然

化」、「永續循環」層面。 
國際間大力倡導「永續運輸」理念係源於 1996 年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
                                                 
15資料來源：聯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之永續發展司介紹永續發展沿革

http://www.un.org/esa/desa/aboutus/dsd.html、http://www.un.org/esa/sustdev/about_us/aboutus.htm。 
16同註 15。 
17同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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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加 拿 大 舉 辦 的 邁 向 永 續 運 輸 會 議 ﹙ Towards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依據「邁向永續運輸會議實錄18」載錄，前揭會議緣

起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能源組織﹙IEA19﹚、歐洲運

輸部長會議﹙ECMT20﹚等組織在 1990 年至 1994 年間先後召開 6次會
議，上開會議議題圍繞在運輸、環境及能源層面之間的問題與解決對

策，也因為經過 6次會議討論，OECD在 1996 年舉辦的邁向永續運輸

會議，更將議題擴大到運輸管理、環境影響、經濟發展、人類社會、

能源管理等層面﹙OECD，1996：3﹚。 
依據邁向永續運輸會議實錄﹙OECD，1996：11﹚，將「環境的永

續運輸」﹙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Transport , EST﹚定義為：「運輸
在滿足行的需要時，不應該損害民眾的健康與生態系統，其發展應符

合 1.使用可再生資源的比率需低於資源再生的比率；2.使用不可再生

資源的比率需低於可再生替代資源的比率；3.排放污染比率需低於自

然界吸收的速度」，會中達成目前的運輸體系並非往永續性的方向發展

之共識。我們未來的挑戰即是在尋求一個安全且環境健康、社會公平

與經濟可行的方法以滿足我們的運輸需求。會中﹙OECD，1996：60-64﹚
同時確立永續運輸發展的 9項原則(nine principles put forward by the 
NRTEE concern)，介紹如下： 
﹙一﹚基本需要—可及性 
原則一：可及性﹙Access﹚ 

人們擁有合理自主移動，並接近其他的人、事、物的權利。 
﹙二﹚人類社會 
原則二：公平性﹙Equity﹚ 

讓所有需要基本運輸的人應獲得滿足，包括女人、窮人、農

村居民、行動不便者、小孩等所有人，國家、社區均應努力

                                                 
18資料來源：邁向永續運輸之會議實錄﹙Towards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The Vancouver Conference: 
Conference organised by the OECD﹚
http://www.oecd.org/searchResult/0,2665,en_2649_201185_1_1_1_1_1,00.html。 
19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ECMT: European Conference of Ministers of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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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社會、區域間與世代間之公平。 
原則三：個人與社區之責任﹙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所有的個人與社區均有責任扮演自然環境的管理者，並保證

對於個人的行動與消費均能有永續性的選擇。 
原則四：健康與安全﹙Health and Safety﹚ 

運輸系統的設計與營運應能保護所有人的健康﹙包括身體、

精神與社會福利﹚與安全，並增進社會之生活品質。 
原則五：教育與公眾參與﹙Educ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社區居民應被授權參與，並須充分參與永續運輸的決策過

程。 
原則六：整合規劃﹙Integrated Planning﹚ 

在規劃過程中，運輸決策者有責任尋求或提供更多整合的方

法，並應包括相關的領域，如環境、健康、能源、財政、都

市設計等。 
﹙三﹚環境品質 
原則七：土地與資源使用﹙Land and Resource Use﹚ 

運輸系統須有效率的使用土地與其他自然資源，同時保留動

植物棲地、保持生物多樣性。 
原則八：污染防治﹙Pollution Prevention﹚ 

滿足運輸需求所產生的物質，不應危害公共健康、全球氣

候、生物多樣性與生態過程的完整性。 
﹙四﹚經濟可行 
原則九：經濟可行﹙Economic Well-Being﹚ 

相關稅制與經濟政策﹙或策略﹚不應違背永續運輸的方向。

市場機制應包含現在與未來的所有社會、經濟與環境成本，

以確保使用者公平支付應負之成本。 
 

根據 OECD之加拿大的永續運輸會議實錄，可以試著將「永續運

輸之目的」定調為「在於強調對環境、社會與經濟的關心，是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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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影響運輸活動決定前即已納入考量」。而鑒於永續發展是未來人類發

展之主要追求方向，永續發展理念更是全球潮流所趨，我國於 86 年 8
月行政院成立「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進行有關國家永續發展

的策略研擬。並於 88 年舉辦「國家永續發展論壇」，在圓桌會議成果

總報告中提出「永續運輸」的觀念，其即是一種交通運輸相關資源的

有效利用，為一技術發展導向，並且也是一種制度改變的過程﹙行政

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1999﹚。另外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95 年 4月 21日及 22日舉辦「國家永續發展會議－邁向永續環境行動

方案」會議之結論建議報告，亦提出與實現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之相關政策建議，如「以尊重原有樹木植被前提下，訂定樹木保護法，

檢討行道樹普遍衰敗情形，行道樹栽種應選擇各地方原生樹種」、「個

人社區共管等治理型態，皆宜納入整體環境治理的範疇」等，另外也

開始討論是否全面性的推動透水性舖面等政策﹙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2006﹚。 
考量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亦是「永續運輸」的一環，因此，以下

試著將「永續運輸」的觀念來衍生「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的相

關理念、內涵及意義等。 
﹙一﹚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理念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是一種積極發展「人本交通」21的作法，

其目的追求每個人、每一代皆可享有污染量的控制、人與物的流通、

安全的生活品質﹙許添本，2002b：5﹚。簡單來說，永續無障礙交通人

行環境推動策略與理念有： 
1、推展低污染、省能源之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1﹚規劃適合所有人使用之人行步道路線。 
﹙2﹚建立無障礙的人行步道系統，改善行人設施施工品質。 
﹙3﹚結合最新的科技，發展低污染的行人號誌系統。 
﹙4﹚無障礙的人行步道系統之建設，必須配套以綠化及景觀規劃。 

                                                 
21許添本「人本交通發展理念」：人本交通即為「以人為本」來發展交通系統，不論發展機動車輛、其它

大眾運輸工具或建設道路等，皆應以「人本為取向」，避免造成對人的傷害，妨礙人類永續美好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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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安全、健康及舒適的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1﹚全面檢討現有交通人行環境，以促進無障礙交通人行空間之人性

化。 
﹙2﹚建立具備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環保概念，以及與民眾參與精神

之無障礙交通人行系統規劃作業制度。 
﹙3﹚加強維護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教育與宣導。 
﹙二﹚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內涵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主要內涵是以永續發展精神為主，並追

求 3方面的平衡發展，分別為環境生態、社會公平及經濟可行等層面。

就環境生態方面而言，主張資源使用效率的提升及污染減量；在社會

公平方面，則是主張公平分配，要求人行系統的改善須公平顧及各階

層民眾的利益，滿足當代及後代全體人民的行的基本需求；在經濟可

行方面，主張無障礙人行設施必須有效率的使用與維護，成本概念不

宜僅著眼於現況，而應一併考慮未來付出的環境恢復的代價﹙許照雄

等，2004：2-3﹚。 
﹙三﹚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意義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的意義，在社會面部分，其除應滿足一

般正常人基本的可及性需求外，尚須考量孕婦、兒童、永久性障礙者、

暫時性障礙者等可及性問題，使之達到社會公平。而除了基本行的需

要之提供外，尚包括個人健康與安全的維護、生活品質的提升與社會

責任；在政策面部分，建立完整的政策架構，利用政策工具促進社會

公平與環境品質；在科技面部分，盡量以科技技術的創新方式，來滿

足所有人機動性與可及性之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需求﹙張勝雄、陳一

昌，2002：51﹚。 
所以如何讓身心障礙者或行動不便者從「設施福祉」轉換成與一

般人共同生活的「正常化、普遍化」手段，即應實現「永續無障礙環

境」為首要工作，提供「永續移動」的自由來保障所有人的生活品質

就是很重要的課題，也是社會公平的表現之一。是以，本研究範疇界

定在人行道的部分，國際相關規範變遷或歷程整理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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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及永續理念之相關規範之國際變遷  

 

年代 國際動向 

1952 聯合國第6次社會委員會﹙殘障者與健常者一樣擁有完整人權的個
體﹚。 

1959 歐洲會議通過「使公共建築容易為殘障者進入之設計與構成」決

議文。 

1961 美國：「美國身體殘障者易接近、方便使用的建築-設施設備的基
準式樣書--A117.1」的訂定，為世界上最早有關「無障礙環
境」設計規範。 

英國：建築家協會(RIBA)提出「Design for the Disabled」，集當時
歐美無障礙設計大成，更整理出實務設計指引。 

1963 聯合國：挪威奧斯陸會議﹙提倡正常化﹚。 

1969 聯合國總會議決「禁止因障礙者所造成社會條件之差別」。 
國際復健協會﹙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制定「為殘障者設計」
的標誌。 
日本：仙台市「擴大殘障者生活圈」、 「考慮殘障者需求的社區

營造運動」。 
瑞典：制定「障礙者建築法」﹙SBN67, Sweden Building Law﹚，規

定供公眾使用的建築物、人行通道須達到無障礙之標準。

1970 日本：施行殘障者對策基本法﹙殘障者住宅之確保、 公共交通設
施之整備﹚。 

1973 西德：制定DIN 18024  B1身體障礙者公共設施、B2高齡者公共
設施。 

1974 聯合國召開身心障礙者生活環境專家會議﹙無障礙環境設計﹚ 
美國：設置交通障礙委員會﹙ATBCB﹚；在首都華盛頓設立「國

立無障礙環境中心」。 

1975 聯合國「殘障者權利宣言」﹙反映正常化理念﹚。 
國際標準化機構ISO提出「考慮身心障礙者需要的 一般規格標準
化 系列」的設計指針綱領。 

1976 聯合國於日內瓦召開專家會議，提出應去除公共建築物、都市環

境等實質障礙。 
國際標準機構﹙ISO﹚成立身殘者設計研究小組，定名為IS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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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國際動向 

59/WG Physically Handicapped。 
美國：設立「殘障者旅行促進委員會」。 

1978 美國：設立合適環境研究中心﹙Adaptive  Environment﹚。 

1979 國際標準機構﹙ISO﹚提出，將身心殘障者使用問題納入標準化
系列﹙ISO/TC 59/WG 1宣言﹚，內容分2類：﹙1﹚殘障者類別、基

本要求；﹙2﹚兼顧身心殘障者要求的建築物細部設計。 

1980 聯合國提出「全球永續發展」理念。 

1981 國際殘障者年﹙正常化理念之普及、 完全參加與平等﹚。 

1983 聯合國殘障者的10年﹙1983-1992年﹚。 
國際復健協會發表「八十年代國際殘障復健宣言」，目的在於期盼

各國就其社會、文化、經濟背景、設計保障殘障者的政策計畫。

日本：運輸省「身體殘障者使用的公共交通運輸設施整備指針」。

1985 日本：建設省作成「公共交通機關視覺障礙者用點字磚設置指

針」。 

1987 聯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正式將永續發展定義為：「能滿

足當地的需要，同時不損及未來世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 

1988 英國：建設部修正「建築技術規則」，並發布技術指引，包括坡道
等10種設施之設計。 

1990 美國：通過「美國殘障者法案」﹙ADA﹚，規定凡供公眾使用之建
築物、交通設施等，均需符合無障礙環境的標準。 

1992 聯合國於巴西里約熱內盧召開「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中，通

過多項重要文件，全面展現人類對於「永續發展」之新思维與努

力方向。 

1993 聯合國發表「聯合國標準法則」﹙The Standard Rules of United 
Nations﹚，強調應促使身心障礙者能與一般人一樣，享有參與社

會的權利與平等，其中第5條係強調無障礙環境的重要性，因此政
府首先應確保有關街道、建築物及運輸工具等相關規範存在。 

1994 日本：運輸省制定「公共交通機關高齡者、殘障者設整備指針」。

1995 日本：制定身心障礙者計劃﹙正常化7年計劃﹚。 
新加坡：公共工程署修正「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規則」及「建築物

無障礙規範」，其中規範人行系統的寬度至少須為120公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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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國際動向 

1996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加拿大舉辦的永續運輸會議中
定義「環境的永續運輸」：運輸在滿足行的需求時，不應損害民眾

的健康與生態系統。 

1999 國際高齡者年，通過「聯合國老人政策綱領」。 

2000 日本：運輸省制定高齡者、殘障者方便使用的公共交通設施相關

法律。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田蒙潔、劉王賓 

1997  <無障礙環境何去何從（上）（下）—期以本文提供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建築師雜誌》 6：46-50。 

2、許添本 
2002  「都會永續運輸的願景與發展策略」，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頁 1-17。 
3、張勝雄、陳一昌 

2002  「永續運輸之量化指標研究」，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淡江大學運輸科學研

究所合作研究計畫，頁 7-21。 
4、曾思瑜 

2003  <從無障礙設計到通用設計—美日兩國無障礙環境理念變遷與發展過程

>，《設計學報》 8(2)：57-76。 
5、廖慧燕 

2003  《無障礙住宅環境規劃設計之探討—新建住宅無障礙化》。台北：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 
6、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6  Towards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The Vancouver Conference: Conference 
organised by the OECD, hosted by the Government Canada. 

7、Pirkl, Jame J. 
1984  Transgenerational Design Products for an Aging Population. pp. 227-228. 

Van Nostrand Reinhold, U.S.A. 
8、Pfieffer, David 

1993  “Overview of The Disability Movement: History, Legislative, Record,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1(4): 724-734. 

9、Quinn, Peggy 
1997  “Social Work and Disability Management Policy: Yesterday, Today and 

Tommorrow,” 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20(3): 67-82. 
10、RI (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 Office) 

1975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Review. pp. 9. New York, U.S.A.  
11、Transpotation Equity Act for the 21et Century， http://www.fhwa.dot.gov/te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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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資料回顧 

一、國外文獻回顧 

聯合國人類住居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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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係闡述促進老年人與生理殘

障者之居住環境品質的相關政策或計畫建議，其共分兩大層面探討，

第一層面係依序分階段的從都市計畫、鄰里地區設計、公共建物、住

宅、公共空間、幹線道路、運輸系統等硬體規劃著手；另一層面係從

經濟支持、法令規範、公民權利及義務等維護社會安全、安定等面向

著手。該研究第一層面中所談到的，所謂無障礙環境實踐應從都市計

畫階段就開始設想，如圖書館、學校或運輸系統場站等公共區域應儘

可能集中，降低運輸障礙情形；渠等區位之地理環境應儘可能平坦，

降低無障礙設施施作情形等﹙UNCHS，1993：17-53﹚。本文以較宏觀、
整體的角度來思考無障礙環境營造方法，其對應我國目前無障礙環境

營造係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策略，確有相當重要的啟發。 
另外，文中也舉例，有關瑞士的都市計畫已將發展行人步道網絡

系統列為規劃要項之一，其並將無障礙理念納入規劃要素中，有關規

劃原素如下，其亦可作為我國的借鏡﹙UNCHS，1993：32﹚。 
﹙一﹚行人步道網絡系統應包含連接學校通路、娛樂休閒處所、提供

大眾運輸場域等重要建物與地區，並應提供無障礙相關設備及

設施。 
﹙二﹚有關行人步道之無障礙設備或設施應考量肢體障礙者、老人、

小孩及行動不便者需求。 
﹙三﹚重要公共建物或政府機構處所之間，應具備空中廊道予以連結，

其空中廊道最好設有電扶梯及相關無障礙必要設備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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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據歐洲地區運輸資訊交流組織22﹙European Local Transport 
Information Service , ELTIS﹚提出，使人民能夠自由、獨立的行動是參

與社會最基本的公民權利，其即為營造「無障礙環境」中心思想。而

且若拒絕運輸障礙者得到自由行動權利，不僅使其無法自立，也將加

重社會的負擔。因此，很多歐盟會員國投注更多的資源在人行道之無

障礙環境營造上，其推動的重點與策略之原則歸納如下： 
（一）人行道淨通行空間不能被其他設施取代或佔據，且必須確保肢

體障礙者便利使用，尤其是輪椅使用者。 
（二）斜坡道若超過 900 公分應設置平台，且坡度也必須能讓輪椅使

用者可以單獨、方便的使用。 
（三）人行道設計應注意緣石、扶手、舖面等是否符合無障礙要求。 
（四）人行道舖面應使用防滑材質。 
（五）街道傢俱設計應重視安全性，特別是視線限制的部分。 
（六）人行道設計應特別注意的是行人與用路者衝突地帶﹙如行人穿

越道﹚。 
（七）無障礙設施設計儘可能將所有不同的障礙者需求包含進去，最

好也將一般人的需求予以考量。 
除上述策略原則外，歐洲地區運輸資訊交流組織也提出一個重要

的概念，對正常人教育是改變環境障礙的途徑之一，主要受教育對象

除一般大眾外，涉及交通或運輸提供者也是關鍵對象。大眾運輸者提

供者及員工，不願浪費資源去等待殘障者上下車時間，所以應思考提

供低底盤運具、輔助工具、無障礙設施等，讓殘障者更容易參與社會。

另外前揭設施設備施作，亦應邀請殘障團體一起參與。綜上，歐盟會

員國在推動無障礙人行道時，不僅考慮肢體障礙者，亦將運輸障礙者

﹙老人、小孩、孕婦等﹚，甚而一般人也考量進去。另外也指出，政府

不僅應在硬體上配合，對正常人以及交通或運輸提供者之教育也是改

                                                 
22該組織目的是提供各歐洲都會城市間之運輸資訊、知識、經驗等交流管道，參與成員有英國、義大利、

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資料來源: http://euronet.uwe.ac.uk/www.eemf.org/en/indexusr.htm、

http://euronet.uwe.ac.uk/www.eemf.org/en/concept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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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環境障礙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關無障礙環境論述，在歐洲地區，除了歐洲地區運輸資訊交流

組織積極參與外，歐洲身心殘障者論壇23（European Disability Forum , 
EDF）亦為重要的推動團體之一，其載錄有關歐洲城市之運輸首長會

議（參與的運輸首長共 40位）2003 年 4月 23日於布魯賽爾舉行第 50
週年年會，會議之重要議程之一為「促進大眾運輸發展」。在會議報告

中指出，大眾運輸系統最關鍵作用即是促使所有人的便利移動，使人

與人之間隔絕降到最低並達成社會內聚目的，故促進大眾運輸的可及

性是很重要的施政項目之一。其同時指出，無障礙環境構建是促進大

眾運輸發展之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在當次會議中所形成共識如下（資

料來源：http://www.edf-feph.org/en/policy/transport/trans_news.htm）： 
（一）為促進城市之大眾運輸發展，應制訂中央層級法令，強制規範

提升各類大眾運輸運具之周邊公共區域的無障礙環境。 
（二）政府當局應與大眾運輸營運者間互有協議或契約合作，以促進

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之可及性（如政府當局負責提升大眾運輸運

具之周邊公共區域的無障礙環境，大眾運輸營運者負責提升運

具之無障礙設施）。 
（三）政府當局應更重視大眾運輸發展以及無障礙環境構建，除提出

促進措施之短、中、長程計畫外，定期檢討報告公布亦為必要

的工作，前揭的計畫措施亦應納入身心障礙團體意見。 
（四）大眾運輸系統之運具、場站設施以及站位等均應達成無障礙要

求，以保證所有人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之可及性與便利性。 
（五）應考量最嚴重生理殘障的人，並為其創造專業的服務，以達成

運輸可及性之目的。 
（六）為促進大眾運輸發展以及無障礙環境構建，涉及運輸之執行者

                                                 
23該組織性質係為歐洲之身心障礙者發聲，自 1996 年成立以來，即監督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政府保障身

心障礙者之權利相關政策與措施。該組織會員包括參與歐盟及歐洲環境局之會員國（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EEA）。介紹論壇網址http://www.edf-feph.org/en/about/intro/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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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者也是受教育關鍵對象之一，政府當局應予重視並納入

相關計畫中。 
（七）大眾運輸系統之資訊或訊息傳達形式應考量身心殘障者需求。 

 
除上述國外機構的相關文獻或理念外，本研究亦蒐集相關國外文

獻整理如表 2-2-1，以可作為本研究後續的參考。 
 
 

表 2-2-1 國外無障礙或永續交通人行環境營造相關文獻 

作者年代 研究名稱 相關重點 
Goldsmith, 
Selwyn 
(1976) 

Design for the 
Disabled, 
Architecture and the 
Physically 
Handicapped 

本文主要介紹，美國及英國推動其身心障

礙者重要法典：「美國殘障者法案，ADA」
及「反歧視殘障者法，DDA」之立法沿革

及意旨，並比較兩國異同之處。 

UNCHS 
(1993)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Disabled 
People in Human 
Settlements 

本文主要闡述，促進老年人與生理殘障者

之居住環境品質的相關政策或計畫建議，

其共分兩大層面探討，第一層面係依序分

階段的從都市計畫、鄰里地區設計、公共

建物、住宅、公共空間、幹線道路、運輸

系統等硬體規劃著手；另一層面係從經濟

支持、法令規範、公民權利及義務等維護

社會安全、安定等面向著手。 
Grist, 
Robert R. 
(1996) 

Accessible Design 
Review Guide 

本文主要介紹，美國推展無障礙環境之歷

史及法規沿革，藉由本文可以了解美國在

推動無障礙環境之策略、歷程及相關檢討。

Imrie, Rob 
F. 
(1996) 

Disability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本文提出，供大眾使用的街道、廣場、公

園等公共設施及建物應該符合「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概念，即在設計之初，

即將所有人的需求納入設計考量﹙包含身

心殘障者、老人、小孩等﹚，而非在完成建

物後，再考量身心殘障者、老人、小孩等

族群的需求，而這樣的精神也應該呈現於

相關建築等法令規範中。 
OECD 
(1996) 

Towards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本文係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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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年代 研究名稱 相關重點 
加拿大舉辦的邁向永續運輸會議之會議實

錄。會中首先提出「永續運輸」理念並予

以定義，同時確立永續運輸發展的9項原
則。這樣理念引起世界各國響應，我國也

開始醒思。因此，本研究嘗試著以永續運

輸發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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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nn, 
Peggy 
(1997) 

Social Work and 
Disability 
Management Policy: 
Yesterday, Today and 
Tommorrow 

本文主要介紹，美國推展無障礙環境之法

規沿革及政府當局組織推展無障礙政策之

變革。 

Gihei, 
Takahashi 
(2001) 

From Accessibility 
for Disabled People 
to Universal Design: 
Challenges in Japan 

本文主要介紹，日本推展無障礙環境之歷

史及法規沿革，藉由本文可以了解日本在

推動無障礙環境之策略、歷程及相關檢討。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Grist, Robert R. 

1996  Accessible Design Review Guide. pp. 3-5. Braceland, U.S.A. 
2、Gihei, Takahashi 

2001  “From Accessibility for Disabled People to Universal Design: Challenges in 
Japan,” Universal Design Handbook. pp.30.1-30.19. R. R. Donnelley & Sons 
Company: U.S.A. 

3、Goldsmith, Selwyn 
1976  Design for the Disabled, Architecture and the Physically Handicapped. Royal 

Institution of British Architects. 
4、Imrie, Rob F. 

1996  Disability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15-20.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Ltd., London: U.K. 

5、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6  Towards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The Vancouver Conference: Conference 

organised by the OECD, hosted by the Government Canada. 
6、Quinn, Peggy 

1997  “Social Work and Disability Management Policy: Yesterday, Today and 
Tommorrow,” 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20(3): 67-82. 

7、UNCHS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1993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Disabled People in Human 

Settlements. pp. 5-40.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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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文獻回顧 

無障礙環境理念雖源自於殘障福利項下，但討論的風氣卻是由建

築界率先開始的，74 年起，建築師公會開始舉辦無障礙環境之相關座

談或研討會議﹙廖慧燕，2003：14﹚，同時建築師雜誌也發表相關文章，
並提出無障礙環境乃時代的潮流，可提升運輸障礙者參與社會的機

會，使用對象並非僅限於身心障礙者，包括小孩、孕婦、老年人、暫

時性行動不便者皆為受益者。除了上述座談會所發表的文章外，李政

隆參考日本相關硬體設計書籍後，於 1986 年編印「適應殘障者的環境

規劃」，成為國內推動無障礙環境第 1份參考依據。 
藍武王﹙1988：29-44﹚在「無障礙的交通環境」一文中指出，歐

美先進國家規定政府辦公大樓、公共場所、醫院、學校、復健場所等

建築物，以及交通人行環境與運輸工具等皆考量殘障者之便利性，反

觀我國此方面仍欠完備。該文中並介紹無障礙交通環境之基本理念、

運輸障礙者的定義、基本特性以及規劃原則，呼籲應從各項硬體改善

並修訂相關法規﹙如設施標準規範，訂定各種獎勵辦法或補貼方式，

加強運輸研究等﹚。有別於上述學術研究，1993 年間，殘障聯盟發表

「民間殘障福利需求分析報告」，則痛切的提出殘障福利措施之需求面

與供給面間落差等實際存在的問題﹙康美華，1998：29﹚。 
曾思瑜﹙1996b：1-16﹚進一步比較分析聯合國、歐美與日本諸國

相關法制與規範後發現，可將無障礙環境的理念分為 3 類：第 1 類，

由國家決定規範性的規格與條例，各地自治體決定是否以此為基準予

以採用，如日本與德國；第 2 類，擴大修正現行建築基準法的一般規

定，並加入對身心障礙者需求的考量，如瑞典等北歐國家；第 3 類，

在保障殘障者權利的一般法中，保障其對建築物的可及性，如美國。

我國的法制歷程即屬於上述第 3 類，而「建築技術規則」性質較偏向

第 2 類的規範手法，而且該規則為將高齡者納入考慮範圍，內容似較

簡略，部分條文規定未明確規範設置比例或數量，約束力薄弱，與歐

美國家相較落後甚多。透過上述分析，她認為，無障礙環境是各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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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整合，包含科技、衛生、建築、交通等，除社政單位之外，使用

者與其它有關機關皆應共同參與。另外政府責無旁貸，必須提供相關

支援或補助制度，培育相關的人才，這樣才能落實無障礙環境。 
另外，田蒙潔與劉王賓﹙1997：46-50﹚提出，我國在人口快速老

化下，無障礙環境可以防止老年人意外的發生並提升其生活品質，另

外對大多數人來說，也同樣具備障礙的預防功能，因此無障礙環境的

適用對象非常廣泛，所有人均能獲得好處。但是影響無障礙環境的因

素甚多，包括執行策略與手段、建築管理制度、專業能力、觀念等，

因此需要長期規劃及相關配套措施，並且應儘速建立正確的觀念，以

減少推動阻力。 
至於有關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中加入「永續」的理念之研究，以

許添本﹙2002a：18﹚在「都會永續運輸的願景與發展策略」一文中提

出，永續運輸的規劃發展，必須由社會面向強調「公平」，在以人為本

面向強調「安全」，由環境保護面向強調「低污染」與「資源再生」，

以及在經濟與資源的面係強調「效率」等基本原則。而都會區永續交

通環境的型塑，應朝「行人」、「腳踏車」、「大眾運輸」及「交通安全」

等 4 個基本方向予以重視與遵循。因此，推動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

境正可呼應並實踐永續運輸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另外，張勝雄、陳一昌﹙2002：51-54﹚「永續運輸之量化指標研

究」中提出，由經濟、環境、社會等 3 個面向所引發的運輸課題探討
永續運輸之意義，導引出永續運輸之價值、目標與目的，以初步構建

永續運輸量化指標體系的發展藍圖。其中人行道是否便民、友善及無

障礙設施設置情形亦屬量化指標的項目之一。本文正式提出，人行道

是否便民、友善及無障礙設施設置係為永續運輸之量化指標項目。 
有關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是否符合永續理念，其中重要項目之一

為人行道舖面的設置型態，而透水性舖面﹙permeable pavment﹚，能使
降雨由地表吸收，減少排水系統的負荷，並補充地下水，對減低因人

類開發而造成水土的破壞，有很大的幫助。舖面的設計是影響地表滲

透量最重要的因子，但也是控制基地保水性的最佳方式，要提高基地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營造之研究 

30 

的保水性方法為，一是增加地表水分滲透量；二為增加綠地面積﹙內

政部建築研究所，2005：59-62﹚。因此，人行道舖面是否符合透水性，

將是我國達成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很重要的指標之一，但目前我

國人行道仍多為不透水性舖面，為實踐永續理念，推動人行道施作透

水性舖面是很重要的工作。 
日本之人行道透水性舖面設計方法，首先針對透水舖面之力學作

詳實的分析與探討，而據以發展出數種「建議斷面」之設計方法。目

前國內之人行道設計手冊多參考日本的工法，研議幾種「建議斷面」

來供設計單位採用。惟國內鮮少有類似日本之相關的研究機制，僅在

人行道設計手冊中提到應考慮當地地質條件，而無確切之量化方法，

因此造成不符實際需求，進而無法推動之問題﹙林志棟，2005：22﹚。 
由於運輸障礙者主要包括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國內過去研究多

著重從建築計畫、復健醫學、社會福祉、社會學等範圍，並多集中在

安養機構等居住者特徵、身心障礙者的需求調查、養謢服務等的調查，

除了上述介紹外，其餘對於交通人行環境無障礙化設計規範研究探討

並不多，而加入「永續」的理念更是少數。但部分文獻如無障礙環境

設計手冊等的研究結果或資料（整理如表 2-3-1），仍可作為本研究參

考。 

 

表2-2-2 國內無障礙或永續交通人行環境營造相關文獻       

作者年代 研究名稱 相關重點 
李政隆 
編譯 
(1986) 

適應殘障者

之環境規劃 
本書參考日本經驗，從殘障者定義、國際

動向、殘障特性與設計作基本探討，針對

交通設施設計細部及範例皆有詳細說明。

藍武王 
(1988) 

無障礙的交

通環境 
介紹無障礙交通環境之基本理念、運輸障

礙者的定義、基本特性以及規劃原則，呼

籲應從各項硬體改善並修訂相關法規。 
林大煜等 
(1993) 

無障礙交通

環境規劃報

針對人行步道系統等項目提出行動計畫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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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年代 研究名稱 相關重點 
告--人行步道

系統 
華昌琳

(1996) 
台北市人行

系統環境改

善實施手冊 

檢視台北市部分重要人行道環境與可改

善處，並提出各類人行道設計方向，以設

計圖為主，圖例極為清楚。 
台北市政府

(1996) 
台北市無障

礙環境設計

手冊及簡冊 

針對公共建築物及人行道撰擬設計手

冊，以設計圖為主，圖例極為清楚。 

曾思瑜

﹙1996b﹚ 
國內外無障

礙環境設計

之比較研究 

分析聯合國、歐美與日本諸國相關法制與

規範後，發現無障礙環境是各種面向的整

合，包含科技、衛生、建築、交通等，除

社政單位之外，使用者與其它有關機關皆

應共同參與。 
田蒙潔、劉

王賓﹙1997﹚ 
無障礙環境

何 去 何 從

（ 上 ）

（下）—期以
本文提供一

個新的思考

方向 

無障礙環境的適用對象非常廣泛，所有人

均能獲得好處。但是影響無障礙環境的因

素甚多，需要長期規劃及相關配套措施，

並且應儘速建立正確的觀念，以減少推動

阻力。 

藍武王 
(1998) 

殘障者之交

通問題與規

劃 

介紹無障礙交通環境之基本理念、運輸障

礙者的基本特性，並提出相關問題及規劃

原則。 
黃耀榮 
(1999) 

無障礙環境

建設實作問

題調查研究 

本研究以各縣市之111個無障礙設施完全
改善之建築案例為對象，抽樣調查21個案
例，發現建置錯誤現象極為普遍，停車

位、坡道等錯誤率達80%，本研究以調查
分析為基礎，深入檢討相關的法令。 

柯平順、田

蒙潔、范文

良(2000) 

台北市大眾

捷運系統視

障引導通路

之研究 

本研究以實驗研究方式探討捷運車站之

規劃是否符合視障者需求，並提出具體改

善建議。 

內政部營建

署(2001) 
市區道路工

程規劃及設

計規範之研

究 

本規範以永續發展作為交通建設總目

標，同時導入永續性之規劃原則，探討都

市與道路系統之關係，道路空間佈設納入

人行、腳踏車、機車、公車、輕軌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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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年代 研究名稱 相關重點 
設施帶等，並將前揭各元素之比例重新審

視。其雖未直接提出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建議，惟人行空間配置比例增加，是有助

於發展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許添本 
(2001) 

永續發展與

都市道路規

劃設計  

本書探討我國道路規劃設計問題﹙其中也

提出我國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不良問

題﹚，並以人本交通發展理念，提出進行

街道再生、廣建交通寧靜區等策略作法。

而為落實永續都市道路規劃設計，應把都

市計畫、交通工程、景觀工程與道路規劃

設計﹙含人行道﹚相結合為宜。 
許添本 
(2002) 

都會永續運

輸的願景與

發展策略 

本文提出，探討永續運輸的規劃發展，必

須在經濟與資源的角度重視「效率」，在

以人為本角度重視「安全」，由環境保護

角度重視「低污染」與「資源再生」及由

社會角度重視「公平」等基本原則。而都

會區永續交通環境的塑造應遵循4個基本
方向，即為重視「行人」、「腳踏車」、「大

眾運輸」及「交通安全」。因此，推動永

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正可呼應並實踐

永續運輸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崔征國 (譯) 
（2002） 

高齡者、身障

者無障礙空

間設計 

翻譯日本學者楢崎雄之著作。分析日本高

齡者、身障者無障礙空間設計等相關建

議，以及實作的空間設計範例。 
張勝雄、陳

一昌（2002） 
永續運輸之

量化指標研

究 

分析國內外永續運輸之發展現況與趨

勢，並由經濟、環境、社會等3個面向所
引發的運輸課題探討永續運輸之意義，導

引出永續運輸之價值、目標與目的，以初

步構建永續運輸量化指標體系的發展藍

圖。其中人行道是否便民、友善及無障礙

設施設置情形亦屬量化指標的項目之一。

中國土木水

利工程學會 
(2002) 

綠營建工程

研討會論文

集 

探討綠營建內涵、指標項目、在公共工程

建設上之運用及國外發展的趨勢等介紹。

許添本 
(2002)  

人本交通發

展理念 
本書以「以人為本」來發展交通系統，更

進一步的說，行人的需求不只是給好的行

人空間使用，也應當考量老人、孕婦、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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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年代 研究名稱 相關重點 
童、永久性及暫時性障礙者，乃至所有人

的需求。 
行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

(2002) 

應用生命週

期成本分析

提高公共建

設效益之研

究 

引進生命週期的觀念，在設計階段適當的

選用高品質的規格，有效減低後續管理維

護費用，並達到耐久年之延長。 

廖慧燕 
(2003) 

無障礙住宅

環境規劃設

計之探討 -新
建住宅無障

礙化 

本研究蒐集國內外無障礙住宅環境相關

法令規定，並整理比較，初擬無障礙住宅

環境設計規範建議，再經過3次專家學者
座談會後，提出無障礙住宅環境設計規範

具體建議。 
內政部營建

署(2003b) 
台灣地區既

有市區道路

景觀與綠美

化改善計畫 

本計畫主要工作包括市區道路景觀發展

分析、既有市區道路空間模式分析、課題

與對策探討等。其中對無障礙交通人行環

境之綠美化改善有許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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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健康環境體系研究
彙編。台北：大佳出版社。 

2、藍武王 
1988  <無障礙的交通環境>，《特殊教育期刊》 26：29-44。 

3、曾思瑜 
1996b  <國內外無障礙環境設計之比較研究>，《建築學報》 18：1-16。 

4、田蒙潔、劉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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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建築師雜誌》 6：46-50。 
5、林大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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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9、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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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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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視目前所

蒐集的國內外無障礙或永續交通人行環境營造相關文獻發現，有關無

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營造之相關議題很少談及或關注是否永續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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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類整理如表 2-2-3）。雖然如此，惟目前所蒐集
的相關文獻資料仍有相當的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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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國內外無障礙或永續交通人行環境營造相關文獻之分類 
 

作者 
年代 研究名稱 無障礙

領域 
永續 
領域 

細部或

特定空

間設計

整體規

劃原則 
探討國

外經驗

國內經

驗實證

李政隆編

譯(1986) 
適應殘障者之環境規

劃 *  * * *  

藍武王 
(1988) 

無障礙的交通環境 *  * *   

林大煜等 
(1993) 

無障礙交通環境規劃

報告--人行步道系統 *  * *   

華昌琳

(1996) 
台北市人行系統環境

改善實施手冊 *  * *  * 

台北市政

府(1996) 
台北市無障礙環境設

計手冊及簡冊 *  *    

曾思瑜

﹙1996b﹚ 
國內外無障礙環境設

計之比較研究 *   * * * 

田蒙潔、劉

王賓

﹙1997﹚ 

無障礙環境何去何從

（上）（下）—期以本
文提供一個新的思考

方向 

*   * * * 

藍武王 
(1998) 

殘障者之交通問題與

規劃 *   *  * 

黃耀榮 
(1999) 

無障礙環境建設實作

問題調查研究 *  *   * 

柯平順、田

蒙潔、范文

良(2000) 

台北市大眾捷運系統

視障引導通路之研究 *  * * * * 

內政部營

建署(2001) 
市區道路工程規劃及

設計規範之研究 *  * *  * 

許添本 
(2001) 

永續發展與都市道路

規劃設計   *  * *  

許添本 
(2002) 

都會永續運輸的願景

與發展策略  *  * *  

崔征國 (譯) 
（2002） 

高齡者、身障者無障

礙空間設計 *  *  *  

張勝雄、陳

一昌(2002） 
永續運輸之量化指標

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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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研究名稱 無障礙

領域 
永續 
領域 

細部或

特定空

間設計

整體規

劃原則 
探討國

外經驗

國內經

驗實證

中國土木

水利工程

學會(2002) 

綠營建工程研討會論

文集  * * * * * 

許添本 
(2002)  

人本交通發展理念  *  * *  

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

員會(2002) 

應用生命週期成本分

析提高公共建設效益

之研究 
 *  * * * 

廖慧燕 
(2003) 

無障礙住宅環境規劃

設計之探討 -新建住
宅無障礙化 

*  * * * * 

內政部營

建署

(2003b) 

台灣地區既有市區道

路景觀與綠美化改善

計畫 
 * * *  * 

Goldsmith, 
Selwyn 
(1976) 

Design for the 
Disabled, Architecture 
and the Physically 
Handicapped 

*   * *  

UNCHS 
(1993)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Disabled People 
in Human Settlements

*  * * *  

Grist, 
Robert R. 
(1996) 

Accessible Design 
Review Guide *  * * *  

Imrie, Rob 
F. 
(1996) 

Disability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   * *  

OECD 
(1996) 

Towards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 *  *   

Quinn, 
Peggy 
(1997) 

Social Work and 
Disability 
Management Policy: 
Yesterday, Today and 
Tommorrow 

*   * *  

Gihei, 
Takahashi 
(2001) 

From Accessibility for 
Disabled People to 
Universal Desig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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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研究名稱 無障礙

領域 
永續 
領域 

細部或

特定空

間設計

整體規

劃原則 
探討國

外經驗

國內經

驗實證

Challenges in Japan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同表 2-2-1及表 2-2-2。 
註：*表示文獻所涉及或探討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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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相關法規探討 

我國於 86 年國民大會修憲過程中，已將無障礙環境納入增修條文

第 10條24，因此推對無障礙環境從法律位階提升至憲法層級，成為保

護身心障礙者該項權益之最高指導原則。而有關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之相關法令，有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建築技術規則、市區道路條例、

國民住宅等相關規定。另近年來，思考生態原則的工程已成為世界性

潮流，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亦積極推展生態工法，無障礙交通人行

環境構建也開始思考永續發展，以下即分別探討之。 

一、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我國於民國 69 年﹙1980﹚公佈「殘障福利法」，並於隔年﹙1981﹚
4月訂定「殘障福利法施行細則」，但是其範圍僅限於教育、職業訓練、

醫療等，並未涉及環境之方便性問題。 
殘障福利法於 86 年修正，並更名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該法

重新修訂，在理念上有二個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是身心障礙的消極福

利服務提供轉換為積極權益之保障，二是提升身心障礙權益行政的決

策層級與建構整合性的協調分工體系﹙廖俊松，2003：59﹚。 
因此，「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56 條規定，各項新建公共建築物

活動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在設計規劃階段，就必須設計符合規定無障

礙設施與設備，不符合規定者，不得核發使用執照，以供開放使用後，

方便身心障礙者使用。對於已領建築使用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之公共

建築物活動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不具無障礙設施或不符規定者或修

正後不符規定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令所有權人或管理機關負責

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建築構造等因素，若要設置無障礙

設施確有困難者，所有權人或管理機關須提具替代之改善計畫，呈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備後，並核定改善期限。是以，身心障礙者保

                                                 
24詳如第一章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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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第 56條立法意旨，確保供公眾使用的新舊建築物、活動場所及交

通工具必須設置符合無障礙設施，已利行動不便者使用，俾達到公平、

正義的精神﹙田蒙潔、劉王賓，1997：47﹚。 
因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56 條只規範必須設置符合規定的無障礙

設施，並無相關罰則。因此，同法第 71條規定未依限完成改善者，得
處其所有權人或管理機關罰緩，必要時得停止供電、供水或封閉、強

制拆除。其立法意旨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法源依據懲處違反第 56條
第 2項規定，落實第 56條的相關要求。 

綜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訂，不僅把提供無障礙設施之權益

行政的決策層級提升至中央的層級並構建整合性的協調分工方向；也

為提供交通人行環境之無障礙設施立下法源基礎。 

二、都市計畫法 

依據我國 91 年所修正「都市計畫法」之第 1 條規定，係為改善
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另同法第 4
條，更明確指出其立法意旨，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都市生活之經濟、

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樂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

並對土地使用作合理之規劃而言。 
同法第四章即針對「公共設施用地」專章予以規範，其雖未明確

指出永續無障礙環境推行依據，惟其中第 43 條：「公共設施用地，應
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狀及未來發展趨勢，決定其項目、位置

與面積，以增進市民活動之便利，及確保良好之都市生活環境。」，以

及第 44 條：「道路系統、停車場所及加油站，應按土地使用分區及交

通情形與預期之發展配置之。….」等相關規定，已賦予永續無障礙環
境應積極推行精神與意旨。 

另為辦理都市計畫相關審議工作，內政部及各級地方政府應依都

市計畫法第 74條第 2項規定設置都市計畫委員會，其組織設計係為永

續無障礙環境推動之把關的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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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技術規則 

內政部於 77 年在「建築技術規則」中，增訂「公共建築物殘障者

使用設施」專章，明訂升降機、樓梯構造、避難層級室內出入口、坡

道、室外引導通路、引導設施、設施標誌等設置規定。其後於 83 年，

由營建署邀集殘障團體及相關學者專家多次討論後，於 85 年 11 月發
布實施，其中修法最重要的精神在於使用對象由「殘障者」轉變為「行

動不便者」，並將名稱修正為「公共建築物供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

並擴大障礙種類範圍﹙包括聽障及視障者﹚，90 年再修正其中相關技

術性規定。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第 10 章之「公共建築物供行動不便者使用設

施」中對人行道之寬度及坡道的明確技術規範條文如下： 
﹙一﹚第 169 條第 2 項：室外引導通路，指建築物出入口至道路建築

線間設有引導設施之通路；該通路寬度不得小於 1.3公尺。 
﹙二﹚第 171條 

供行動不便者使用之坡道、其坡道不得超過 1比 12。供行動不

便者使用之內外通路、走廊有高低差時，亦同。 
前項坡道、通路、走廊之高低差未達 75公分者，其坡度不得超

過下表之規定。 
高低差

﹙公分﹚ 
75 
以下 

50 
以下 

35 
以下 

25 
以下 

20 
以下 

12 
以下 

8 
以下 

6 
以下 

坡度 1/10 1/9 1/8 1/7 1/6 1/5 1/4 1/3 

 
另 93 年間，內政部營建署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增

訂第 17 章「綠建築」，亦包括綠建材之相關規範。依據條文規定，所

謂綠建材係指符合生態性、再生性、環保性、健康性及高性能之建材；

而綠建材的適用範圍為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等，而人行道亦屬前揭應使

用綠建材的範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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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區道路條例 

市區道路條例第 3條、第 32條規定市區道路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應

依據維護車輛、行人安全、無障礙生活環境及道路景觀之原則訂定之。 
另同法第 9 條規定，市區道路兩旁建築物之騎樓地平面，應依照

工程標準建造，不得與鄰接之騎樓地平面高低不平；其已自行建造不

合標準者，應由主管機關統一重修，所需工料費，得向所有權人徵收。

該條立法意旨，確保人行系統動線一致性。同法第 16條規定，道路用

地範圍內，除道路及其附屬工程，暨第 8 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路範圍

內之各項設施外，禁止其他任何建築，其有擅自建築者，勒令拆除之，

並依第 33條之規定，予以處罰。該條立法意旨，確保人行系統人行通

過空間，避免鄰近商家侵占等路覇行為產生。 

五、國民住宅相關規定 

內政部「國民住宅社區規劃及住宅設計原則」第 4 條規定，國民
住宅社區規劃應注意配合老人、殘障者及兒童需求，提供無障礙環境，

惟僅提出原則未見具體規劃設計建議或執行策略，所以未能真正落實

國民住宅社區人行系統無障礙設計。 

六、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推展的生態工法 

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工法諮詢小組所定義的生態工法

﹙Ecotechnology﹚為：「係指人類基於對生態系統之深切認知與落實生

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而採取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程

方法，以減輕對自然環境造成傷害。它是一種依照不同工程類型，經

融入生態思危以後的營建方法，尤其特別重視生態系統結構、功能的

維續以及維護生物多樣性，其理念是以生態系統的自我設計及調和能

力為基礎，並充分考量尊重環境中生物的生存權利，主要目的係為減

輕工程建設造成生態環境破壞」﹙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4：
135﹚。因此，生態工法精神是在生態與安全上尋求一合理的平衡點，

除考量安全與美觀外，尚須注重當地環境維護，同理，永續無障礙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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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行環境營造亦應依上述精神規劃與設計。 

七、技術規範 

由於建築技術規則條文規定較為簡略，相關技術規範未盡周延。

是以，因應物理環境上建築物或人行系統等無障礙設施規劃與設計，

就陸續以手冊或圖集形式呈現，如 1995 年期間，不論是中央政府或民

間團體均編撰相關手冊，內政部營建署、社會司的「公共設施建築物

活動場所殘障者使用設備設施規範圖例說明」；中華殘盟的「無障礙環

境設計手冊」；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聯會的「無障礙生活環境設計參

考圖例」等。在 1998 年時，部分地方政府亦陸續完成手冊編列，如基

隆市政府的「基隆市推動無障礙生活環境手冊」；台北市政府的「台北

市無障礙環境設計手冊及簡冊」。同年內政部營建署也編訂「公共建築

物供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與設備設計施工手冊」。另針對人行道部分，

內政部營建署於 2003 年完成「市區道路人行道設計手冊」。上述的這

些手冊除文字概念性介紹外，亦有詳細圖示規範與標準，以補強相關

規範不足之處。 
另外，對於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營造，亦有相關的規範及準

則，如 2001 年，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道路工程建立綠營建工程

設計規範與設計準則」；另 2003 年時，內政部營建署完成「市區道路

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之訂定，其係為確保道路工程符合永續發展之

觀念，將綠營建25等相關「永續」理念應用於道路工程設計，其中對於

無障礙交通人行系統工程之規劃、設計、道路綠化、景觀提升以及交

通安全維護等作為重點探討，以作為現行無障礙交通人行系統設計及

施工技術規範等修訂探討基礎。 

八、法令理念或執行之問題 

政府政策所呈現的面貌，與其所堅持的意識形態、價值與信念是

                                                 
25綠營建在國外被稱為永續營建，此概念是由永續發展所衍生出來的，綠營建工程建設不僅只止於功能性

需求之滿足，其必須達到工程建設與生態環境共生共存之綠營建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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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一致性的。事實上，政府對於身心障礙的想法不僅僅對於國家的法

律與制度之建構有深遠的衝擊，同時也會影響身心障礙者所可能享有

的社會品質。因此，法令除檢視執行面的問題外，亦應同時對理念有

所探討。 
政府企圖回應身心障礙者的弱勢與不利情境，但卻從身心障礙者

個人與醫療功能的損傷為出發點，政策規劃目的是在緩和與改善這種

個人性的功能運作，而非積極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公民權益，以致於往

往造成身心障礙者與社會的隔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訂雖具理念之

創新及變革的意義，但整體身心障礙福利政策思考的方向仍不脫救助

與殘補之次等想法，行政體系對於身心障礙者之公民權益也未有正確

的認識﹙廖俊松，2003：59-62﹚，致使行政機關推行無障礙環境常有

「其非多數人受益」迷思。 
若從執行的部分來檢視上述的法令或規範，則雖在各項法令中給

予運輸障礙者﹙如身心殘障者、孕婦、小孩、暫時性障礙等行動不便

者﹚生活上安置或建築法規要求，但仍有檢討之處： 
﹙一﹚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建築技術規則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但人行系統部分設施卻與交通部所主管之業務相關，兩部之協

調工作於實際作業上聯繫是否足夠仍有疑慮。 
﹙二﹚目前人行系統有關技術部分規定未盡周延，上述介紹圖文並列

之設計手冊，版本眾多、品質參差不齊且有內容因引述文獻不

同而有所差異，甚至衝突的現象，且由於作者大多引用國外標

準與法規，並非國內基礎研究結果。以致依法施作新的人行步

道，其無障礙設施部分無法全數達到安全便利之基本要求；而

舊有人行步道在結構體限制下，也往往無法改善達到預期之效

果。 
﹙三﹚另外「永續」理念並未真正與交通人行環境的規劃與設計來結

合，導致了我國的無障礙設施，除出現了「設置」卻無法真正

完善「使用」問題外，亦有可「使用」但無法「永續使用」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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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現況問題 

我國從內政部於 69 年公佈實施殘障福利法以來，即將「無障礙環

境」理念導入國內，惟達到無障礙環境境界尚有相當大的差距，更遑

論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實踐。然因近十餘年來，社會開始逐漸

注重弱勢族群的權利、社會公平的維護及高齡化時代加速來臨等因

素，政府與民間開始重視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政府於 80 年 3月公佈「內政部獎勵改善公共設施建立無障礙生活

環境實施計畫」，以落實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2條規定，並有效推動建
立無障礙生活環境。首先針對重要道路及交通路口、大型重要的公共

建物等設施予以改善，但其係屬獎勵的性質。隨後，內政部營建署再

次提出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計畫，督促直轄市、縣﹙市﹚政府落

實執行清查及改善工作。但是真正大刀闊斧的作為是行政院身心障礙

者權益促進委員會 91 年 8月 28日第 3次委員會議決議，請內政部營
建署全面檢討騎樓、人行道要通暢平順﹙例如騎樓高層標準之訂定﹚、

市容景觀要美化，並研究訂定景觀條例、檢討騎樓人行道等之立法落

實可行或相關配套措施規劃。並於 93 年 1月 7日第 5次委員會議決議，
應持續督導各地方政府加強改善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因此，內政部

營建署﹙2004：102-103﹚自 93 年開始全面抽查各地方政府執行無障

礙生活環境工作成效。 
雖然政府與民間團體作了許多的努力，但仍有相當的空間需要努

力，惟依據 93 年度及 94 年度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報告，以及台

北市無障礙環境推動委員會 1995 年至 2005 年之歷次會議紀錄得知，

目前我國推展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仍有政府相關行政作業及無障礙設

施與設備之設置缺失等問題。 
本文在第一章第三節即界定研究範圍為交通人行環境中之人行道

部分，區分為「幹道類型」及「社區巷道類型」﹙不含人行穿越道﹚，

該兩種類型若依不同之地理環境，則分別以「人行道（>2m）+騎樓」、

「人行道（<2m）+騎樓」、「退縮騎樓地」、「人行道＋退縮空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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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道」等 5種基本型式出現（如圖 2-4-1至圖 2-4-5）。因此以下分別依
此兩種人行道類型之現況問題提出分析。 
﹙一﹚幹道類型 

主要幹道之人行道多由人行道主體、騎樓或退縮空間共同組成，

總寬幅較寬，但因人行密度高、各類突出物多或違規佔用率高，致使

人行道實際淨寬幅並不符合永續無障礙之原則。有關本類型之人行道

尚可區分 3種型態，相關現況問題如下： 
1、有騎樓之人行道或退縮騎樓地 
﹙1﹚沿線人行空間多為商業土地使用，間或有機關、學校。其中商業

行為佔據騎樓，包括販賣衣物、飲食業等。 
﹙2﹚人行道與騎樓間有高低差，騎樓縱向亦有高低差情形。 
﹙3﹚機車停放佔用人行道，一般人都必須由密排的機車間擠過，才能

進出人行道與商店，甚毋遑論運輸障礙者。 
﹙4﹚「永續」理念並未真正與交通人行環境的規劃與設計來結合，導

致了我國的無障礙設施，除出現了「設置」卻無法真正完善「使

用」問題（如圖 2-4-6）。 
﹙5﹚公德心教育的不彰嚴重，如台北市人行道更新政策已實施數年，

但部分已更新路段仍有問題，如人行設施遭人為破壞、各種不同

類別的障礙者使用不當，或機車未按規定停放、路覇、攤販佔據

空間等（如圖 2-4-7）。 
﹙6﹚人行道舖面破損率高，且未使用透水性材質，不符永續理念（如

圖 2-4-8）。 
﹙7﹚部分區域之人行道上設置私有設施，如告示牌、廣告物、招牌等，

管理單位之管理效能不彰（如圖 2-4-7及圖 2-4-9）。 
﹙8﹚不瞭解視障者之行動需要而錯用導盲磚。 
﹙9﹚街道傢俱設計不良，如少數殘障電話亭除佔據人行空間過多外，

經常因開口朝向不當致使前方淨空間不敷輪椅使用。 
﹙10﹚部分區域之綠化植栽不足。 
2、騎樓中斷或整個街廓建物在退縮騎樓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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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使用上，因機關學校與商業地帶連結，圍牆多設在退縮線上；

新發展地、高樓住宅、行政大廈退縮空間寬廣而不置騎樓。 
﹙2﹚缺少遮陽、蔽雨設施。 
﹙3﹚騎樓中斷情形多，都市景觀亦受影響（如圖 2-4-10）。 
﹙4﹚大街廓退縮往往有車道穿越，行人必須上、下人行空間多次（如

圖 2-4-11）。 
3、人行道被中斷 
﹙1﹚人行密度高的區域，主要幹道與 8公尺以下巷道交口處中斷人行

道。 
﹙2﹚大街廓退縮往往有車道穿越﹙如機關學校、醫院、飯店等﹚，行

人必須上、下人行空間多次。 
﹙二﹚社區巷道類型 

一般而言，社區巷道大多沒有劃設人行道或騎樓，常因人車共道

或車速太快，而發生意外。尤其巷道違規停車，行人幾乎無行走空間，

更徨乎無障礙環境的實踐，有關本類型之人行道尚可區分 2 種型態，
相關現況問題如下： 
1、無騎樓、狹窄人行道 
﹙1﹚因人行道狹窄，故無機車停放阻礙人行情形，但卻在路邊停放機

車，而阻礙一般人進出人行道（如圖 2-4-12）。 
﹙2﹚但在狹窄空間內，有路燈、變電器及其他地上突出物妨礙行走的

順暢，甚至有時必須踏入車道以繞過障礙（如圖 2-4-7）。 
﹙3﹚幾乎均未設置無障礙相關設施。 
2、無人行道亦無騎樓之街巷 
﹙1﹚絕大多數純住宅區之街巷，目前缺乏人行道，更無騎樓。行人必

須在停車空間與汽車道之間躲躲閃閃的行走。 
﹙2﹚此類街道巷弄因停車之需求，難以劃分出人行空間。 
﹙3﹚幾乎均未設置無障礙相關設施或綠化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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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依據本章前述各節之說明與分析，本研究整理了我國永續無障礙

交通人行環境之相關問題，本節將對應檢視不符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之「永續運輸之發展」的 1.可及性、2.公平性、3.個人與社
區之責任、4.健康與安全、5.教育與公眾參與、6.整合規劃、7.土地與
資源使用、8.污染防治、9.經濟可行等 9項原則情形如下： 

一、法令及推動措施方面 

﹙一﹚法令問題 

1、無障礙環境常有「其非多數人受益」迷思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訂雖具理念之創新及變革的意義，但整體

身心障礙福利政策思考的方向仍不脫救助與殘補之次等想法，

行政體系對於身心障礙者之公民權益也未有正確的認識，致使

行政機關推行無障礙環境常有「其非多數人受益」迷思。 
2、相關政策之主管機關分屬不同部門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建築技術規則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但人行系統部分設施卻與交通部所主管之業務相關，兩部之協

調工作於實際作業上聯繫是否足夠仍有疑慮。 
3、地方制度法實施之影響 
我國之地方制度法實施以來，各地方身心障礙福利之差異越見

明顯，身心障礙者基本福利之需求有待落實保障。 
4、技術規定缺乏強制性 
技術規則中無障礙設施之技術規定未盡周延，雖然目前部分縣

市及內政部營建署已編印相關之設計手冊，惟該手冊之適用對

象多為一般公共建築物，其對交通人行環境的介紹較少。又因

手冊未具法令效力，缺乏強制性。 
5、永續發展之相關規定仍顯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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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雖於 86 年 8 月成立「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進行

有關國家永續發展的策略研擬，行政院工程會推展生態工法，

而且我國綠建材標章制度已於 93 年 7月開始進行。但我國在永

續發展之相關規定仍顯不足，缺乏整體性及強制性。 

﹙二﹚缺乏整體「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政策 

1、缺乏整體政策規劃 
國內各相關部會雖有推行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推展永續發展

及綠建築、鼓勵民間認養人行道等政策，惟未經通盤考量，亦

無整體「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政策。 
2、人行空間連續性不足 
人行空間之不連貫，包括人行道經常被垂直方向的車道出入口

或巷道所阻斷，以及部分騎樓空間因開放空間而被中斷等問題

﹙如圖 2-4-10及圖 2-4-11﹚。另外，依據永續發展精神來規劃人

行空間作為亦屬薄弱。 

﹙三﹚觀念及教育不良等問題 

1、永續「無障礙環境」理念未竟普及 
我國從內政部於民國 69 年公佈實施殘障福利法以來，即將「無

障礙環境」理念導入國內，但時至今日，無障礙環境理念傳達

尚多停留在身心障礙團體及政府部門，一般普羅大眾知曉程度

是很低的，更遑論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實踐。也由於部

分地方政府執行人力普遍缺乏專業背景，無法深切體認並認同

身心障礙人士的心理感受，多半以一般正常人的觀點來思考、

看待身心障礙業務的推行，對於身心障礙政策及其內容缺乏明

確清晰的理念認同，無法深刻體會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執

行之正當性與必要性。 
2、公德心教育 
現有人行系統無法實踐無障礙理念所存在最大的問題，不是土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營造之研究 

49 

木技術等問題，而是公德心教育的不彰，如台北市人行道更新

政策已實施數年，但部分已更新路段仍有問題，如人行設施遭

人為破壞、各種不同類別的障礙者使用不當，或機車未按規定

停放、路覇、攤販佔據空間等。這樣的公德心教育不彰的問題

不僅存在台北市，我國各縣市也均有這樣的問題。 

二、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政策及相關配套 

﹙一﹚整體問題 

1、「永續」理念未全面落實 
由 93 年度及 94 年度之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報告得知，雖

政府努力落實無障礙生活環境，但是政府將「永續」理念運用

落實無障礙生活環境觀念仍非常薄弱。也因此「永續」理念並

未真正與交通人行環境的規劃與設計來結合，導致了我國的無

障礙設施，除出現了「設置」卻無法真正完善「使用」問題外，

亦有可「使用」但無法「永續使用」的情形﹙如圖 2-4-6﹚。而
這樣的情形，中央政府也未要求各地方政府應重視或改善。 

2、道路系統偏重車行、忽視人行 
自 18世紀工業革命以來，都市化的現象遍及全球，也因為機動

車輛的普及，讓都市設計之肇始--整體的道路系統就朝偏重車

行、忽視人行之方向規劃，這樣的情形時至今日也仍是主流，

當然我國也不例外，因此，在道路系統設計概念中仍先思考車

行的需求後，剩餘的資源才思考人行的需求﹙許添本，2002b：
5﹚﹙如圖 2-4-13及圖 2-4-14﹚。 

3、政府資源分配不均及城鄉差距 
我國財政資源歷年來的配置不均，造成城鄉資源是有相當的差

距，這樣的情形雖逐漸改善但仍存在。而我國的人口的分布，

本就呈現「都市多青壯年，鄉下多老人」的現象，因此造成需

要更多資源去執行無障礙人行空間的地區之實際資源是不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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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4、本土資料缺乏 
國內缺乏人體尺寸量測統計資料、人體工學研究等，目前技術

規定多參考國外之標準訂定，缺乏本土性基礎﹙曾思瑜，1997：
74；廖慧燕，2003：80﹚。 

﹙二﹚政府行政作業檢討 

1、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金之會計制度建立及基金管理運用不

彰 
有關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金，僅有少數縣市依據規定建立

會計制度，多數財主單位仍不願辦理，相關推諉的理由，如基

金金額太小，基金建立會計制度後增加作業麻煩等。再者，部

分縣市未成立基金之管理委員會，或雖已成立但無召開會議，

功能成效不彰，應予儘速改善﹙內政部營建署，2004：102﹚。 
2、各地方政府無障礙生活之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成效不彰 
部分縣市成立之小組未落實召開會議或辦理諮詢工作，未能發

揮實際功效。 
3、各地方政府之列管、清查清冊或相關之建檔作業不夠確實 
各地方政府並未落實交通人行路段清查或改善資料建檔工作，

或建檔作業進度落後，影響後續改善作業推動﹙內政部營建署，

2004：102﹚。 
4、相關機關之分工及作業聯繫不足 
相關機關之分工及作業聯繫不足，部分縣市未共同成立作業推

動之專責團隊，或雖已成立但無召開會議，功能成效不彰。 
5、中央政府督導或提供地方政府推展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效力或

鼓勵誘因不足 
依據內政部 93 年 2月 17日召開「93 年度中央對地方政府執行

社會福利績效考核相關事宜會議」決議，93 年度中央對台灣省

各縣市社會福利補助款，將該年度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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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併入行政院主計處所掌 20%分數內計算成績。上述作為確可

強化地方政府推展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工作，惟除此之外，中

央政府在督導或提供地方政府效力或鼓勵誘因較為不足，因此

本部分尚有很大的努力空間。 

三、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設施之技術規範 

﹙一﹚管理問題 

1、固定物及活動物之不當設置造成的阻礙 
人行寬間中設置的固定物涵蓋地面突出物及懸掛物，而活動物

包括如：機車停放、機車行駛人行道、雜物、活動攤販等。過

多的地上突出物，除將減少可行走的淨空間外，並對靠輔助工

具行動者造成不便。尤其對視障者而言，最大的困擾是在一般

路徑中出現「不規則」與「非預期」的突出物，包括不規則設

置的固定物與臨時設置物出現，都有可能對其造成傷害﹙如圖

2-4-16﹚。 
2、不瞭解視障者之行動需要而錯用導盲磚 
導盲磚之設置應侷限在無任何輔助性引導設施之處，如空間附

近無牆面、突出物或無聲音指示之大廣場等特殊情況才使用，

而非將所有定義為無障礙空間之處都加鋪導盲磚。如在殘障坡

道上鋪設導盲磚是很不合理，因視障者寧可走階梯而絕少使用

殘障坡道，因此反而造成輪椅使用者不便。另外，人行道導盲

磚不良的鋪設，有強迫視障者轉彎繞路而行或引向危險地帶之

可能。沿著人行道中央鋪設之導盲磚，有違視障者之行動慣性

﹙視障者多走人行道邊﹚，亦可能讓一般人行走時容易被絆倒。

因此，自 87 年以後更新的人行道﹙如台北市﹚都已改正本項錯

誤，惟部分為更新的人行道或較為老舊的公共建築物之無障礙

設施仍有導盲磚的鋪設。 
3、少部分人行道路段工程品質仍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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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政府及民間公益團體的努力，我國的人行道相關的施作規

定不斷的進步中，但仍有少部分的人行道路段工程品質有瑕

疵，並沒有真正考慮運輸障礙者使用的需求，依據 93 年度無障

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報告指出，部分路段之交叉口順接無障礙

斜坡設置不當，坡度不符規定，造成輪椅使用者的不便﹙如圖

2-4-17及圖 2-4-18﹚；導盲邊界設施不完善，部分道路人行道邊

界鄰接土地高差有掉落之虞但未設置防護措施及引導設施等。

而 95 年初所爆發的台北市民意代表疑似勾結官員，對人行道更

新工程偷工減料貪瀆案件更令人痛心。 

﹙二﹚技術問題 

1、坡道太陡及舖面不當，對輪椅及手杖使用者造成危險 
目前人行空間上多數之殘障坡道坡度過大﹙我國法令規定坡度

不得大於 1/12﹚，使輪椅上斜坡十分困難，尤其人行道轉角處更

易導致輪椅打滑造成危險﹙華昌琳，1996：2-2-10﹚。又如部分
舖面接縫過大或凹凸面的凹槽鋪設方向與輪椅行進方向平行，

常使輪椅陷在坡道上進退兩難。另外，舖面材料止滑性不足，

容易使人滑倒；惟若表面過於粗糙又令人行走不適﹙如圖 2-4-17
及圖 2-4-18﹚。 

2、人行道舖面問題 
台灣大多數的人行道舖面之選材尚符合耐久、美觀、經濟等特

性，但鋪設施作方式卻採不透水混凝土舖裝，多無法透水，不

符生態工法，不僅暴雨時，增加地表逕流，更不利地下水之涵

養﹙莊世隆，2002：9﹚。目前市區道路換裝舖設人行道仍以不

透水舖面為主﹙如圖 2-4-8﹚，其施工方式係將地面水泥化，惟

將造成都市透水率降低，更犧牲了環境生態與都市保水功能，

實違反永續發展之理念。 
另外，我國的人行設施遭人為破壞問題是時有所聞的，因為各

種不同類別的障礙者使用不當，或機車騎乘上人行道，甚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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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店家所擺放路覇等破壞舖面結構問題是很常見的﹙如圖 2-4-7
及圖 2-4-9﹚。 

3、人行道與騎樓之高低差 
人行空間高低不一，如行人穿越道與人行道有高低差、騎樓不

平整或與人行道之高度不一致等，成為通行的障礙、阻隔。人

行空間的高低變換頻繁，不僅對運輸障礙者﹙孕婦、小孩、老

人、身心障礙者等﹚，即使對一般人亦造成行走的困擾﹙如圖

2-4-10及圖 2-4-15﹚。 
4、街道傢俱設計不良 
少數殘障電話亭除佔據人行空間過多外，經常因開口朝向不當

致使前方淨空間不敷輪椅使用。而 93 年度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

督導報告亦指出，水溝格柵蓋版孔隙太寬不合規定，蓋版安置

方向錯誤，柵孔方向與輪椅行進方向垂直，易使輪椅陷落﹙如

圖 2-4-19及圖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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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至圖 2-4-5  我國人行道現況分類 

 
 

     （台北市中正區）                    （台北市中山區） 

 
 
 
 
 
 

（桃園縣蘆竹鄉）                       （台北市中正區） 
 
 
 
 
 

 
 

（桃園縣蘆竹鄉） 

 
 
 
 
 
 
 
 

圖 2-4-1 人行道（>2m）+騎樓

圖 2-4-3退縮騎樓地 

圖 2-4-2 人行道（<2m）+騎樓

圖 2-4-4 人行道＋退縮空間

圖 2-4-5 人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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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6至圖 2-4-20  我國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現況與問題 

 
 
 
 
 
 
 
 
 
 
 
 
 
 
 
 
 
 
 
 
 
 
 
 
 
 
 

圖 2-4-6 （台北市文山區） 
無障礙設施出現「設置」卻無法真

正完善「使用」問題 

圖 2-4-7 （台北市中山區） 
 
路覇、攤販佔據空間 

圖 2-4-8 （台北市信義區） 
 
人行道舖面未使用透水性材質 

圖 2-4-9 （台北市中正區） 
機車停放管理不當，致正確導盲磚

鋪設方式，反造成輪椅使用者障礙

圖 2-4-10 （台北市中山區） 
騎樓中斷情形多，人行空間連續性

不足 

圖 2-4-11 （台北市中正區） 
街廓退縮往往有車道穿越，行人必

須上、下人行空間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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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2 （台北市中山區） 
因人行道狹窄，路邊停放機車，阻

礙通行 

圖 2-4-13 （台北市中正區） 
 
道路系統偏重車行、忽視人行 

圖 2-4-14 （美國舊金山市區） 
 
道路系統偏重車行、忽視人行 

圖 2-4-15 （台北市中正區） 
 
行人穿越道與人行道有高低差 

圖 2-4-16 （台北市中正區） 
一般路徑中出現「不規則」與「非

預期」的突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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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7 （台北市中正區） 圖 2-4-18 （台北市信義區） 

路段之交叉口順接無障礙斜坡設置

不當，坡度不符規定 

圖 2-4-19 （桃園縣） 圖 2-4-20 （台北市中正區） 

水溝格柵蓋版安置方向錯誤，柵孔

方向與輪椅行進方向垂直，易使輪

椅陷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