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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外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營造 

「無障礙環境」是人性化、自由化、獨立化之空間的實現，這種

理念的肇始緣由，係因瑞典、挪威、丹麥等北歐國家為解除身心障礙

者被社會隔離的現象，主張讓身心殘障者也能與一般人一樣在鄰里社

會過普通生活。因此從 1950 年起，開始形成「無障礙環境」設計的風

潮，主要確保所有的個體均能自由獨立的移動，且讓所有的人都能共

同參與整個社會的活動，達到社會整合、統合的目的，這種訴諸身心

障礙者權利，強調「只以健康的人為中心的社會並不是正常的社會」，

也是聯合國近一個世紀來努力推動重點工作之一26。 
Imrie﹙1996，15﹚更進一步的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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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是一種積極發展「人本交通」的作法，

更是所有人都能共同生活「正常化」之更積極思想之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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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世界各國的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規劃與設計等規

範分別介紹之。 
 

第一節  美國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營造 

美國為世界強國之一，也是聯合國創辦國之一，對於全球事務參

與不遺餘力。1952 年聯合國第 6次社會委員會，宣示「殘障者與正常
者一樣擁有完整人權的個體」。但在此回歸社會主流及「正常化」思潮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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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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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擊下，最初在美國之推動過程並不順遂，直到 1960 年代由於越戰

造成美軍大量傷殘，無障礙理念引起社會廣泛之重視。又鑒於美國的

身心障礙者人口比率於 2004 年約 18%、老年人口比率約 14%，又預估
2008 年 55 歲以上高齡勞動力將占美國人口的 30%，占勞動參與率的

36.8%，比 1996 年升高 6.8%﹙林萬億，2005：7﹚。因此，美國之無障
礙交通人行環境推動之法令及措施具有指標性意義，尤其如何落實無

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發展方向更可作為我國的借鏡，但若以永續發展的

層面觀之，則美國的發展較不如日本或歐洲國家。 

一、法令及推動措施沿革 

美國從 19世紀末開始發展政策研究機制，發展至今，美國聯邦政

府政策規劃可劃分為：公共議題認定、政策研究與規劃、政策合法化

等三階段。其政策規劃型態係重視政策的證據及知識基礎，因此併同

發展出「共識性標準之制定系統」，其係透過產業、官方及學界間的合

作，大力投入相關研究工作，並根據研究結果制定出各種標準

﹙standards﹚與規範﹙codes﹚。目前標準制定體系已發展成為非中央集
權，且極為龐大、多元化的民間自發性標準制定體系﹙田蒙潔、劉王

賓，1999：114；黃蘭媖，2006：59-75﹚。 
在美國民間自發性標準制定體系中，參與標準或規範制定之民間

機構均非營利事業機構，並多以謀求公眾福祉為依歸，因此由民間機

構制定出來的標準或規範，並不具任何法定約束力，但是由於具有科

技與理論基礎，並且客觀、公正、具有公信力，經常被各級政府引用

為強制性的法規或法規條文27。因此美國為實現「無障礙環境」之各項

設施或設備標準、規範，乃至於法律等也是這樣形成。依其規範力強

度之大小分類如下28，第 1 種約束力最大，第 3 種約束力最小，第 2
種約束力介於之間。 

1、法律：各級政府機關在引用相關標準與規範時，未必一定引用

                                                 
27資料來源：http://www.ansi.org/government_affairs/laws_policies/laws.aspx?menuid=6。 
28資料來源：http://www.ansi.org/about_ansi/overview/overview.aspx?menu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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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而是依其轄區內之實際狀況、需求與執行能力，引

用適當的版本作為強制性的法規。事實上，「美國殘障者法案」

﹙ADA﹚與各級政府的建築法規也幾乎都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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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為
法律或法規的一部分。 

2、共識性標準與規範：美國「無障礙環境」相關設施及設備之標

準雖由具公信力的機構訂定之，但為提升標準之客觀性、公平

性與實際可行性，故需要透過更多元的管道來檢驗這些標準與

規範，通常參與檢驗的成員大致分為三大類：﹙1﹚代表工業與
商業組織之生產製造者；﹙2﹚標準使用者，包括產品供應商、
政府機關等；﹙3﹚一般大眾。若通過檢驗程序後，則形成「共

識性標準與規範」，當然其亦將定期接受檢驗，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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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標準與規範：係以交通人行及建築物等相關設施為對象，為了

實現「無障礙環境設計」的技術標準，由具公信力的機構訂定

之。 
 
1961 年由美國民間組織「美國國家標準機構」﹙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 ANSI﹚，公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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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美國第一份「無障
礙環境」設計準則，並成為美國後來相關法令之重要的參考典範，其

中也開始注意人行道之坡度及斜坡道的設計，惟該規範為民間組織自

訂，僅為各州自發性地遵守實施階段，係屬技術參考並無法令強制約

束的效力﹙Grist，1996：3﹚；1964 年聯邦訂定「住宅法」﹙The Housing 
Act﹚與「都市大眾運輸法」﹙Urban Mass Transportation Act﹚，日後凡
接受政府補助之建築與交通系統，應符合身心障礙者與老年人之需求

與可及性﹙Batavia，1994：735﹚。 
另外，1969 年公佈「無障礙建築法案」﹙The Architectural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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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 ABA﹚，是首先落實ANSI-A117.1的法案﹙Grist，1996：3﹚；1970
年，「州立及地方建築法」29﹙State and Loacal Building Code﹚也將建
築物之可及性訂定於該規範﹙Salmen，2001：12.1﹚；1973 年「復健法

案」﹙The Rehabilitation Act﹚，規定受聯邦政府補助之新建築物及相關

公共設施，必須確保運輸障礙者使用之可及性及便利性，其係屬強制

性的規範﹙Grist，1996：3﹚；1974 年成立「建築及交通障礙消除委員

會」﹙The Architectural and Transportation Barriers Compliance Board , 
ATBCB﹚，其任務為確保建築與交通設施，皆符合聯邦相關規定之無障

礙環境設計標準，同年配合於首都華盛頓設立「國立無障礙環境中

心」；「建築及交通障礙消除委員會」於 1980 年代初期，制定「無障礙

最低指導與設計」﹙Minimum Guidelines and Requirements for 
Accessible﹚，要求除新建物外，對於舊有的建築物也應規範，並使用
與新建物同一標準﹙Quinn，1997：67-70﹚。 

美國政府考量 1973 年制定「復健法案」並無最低之無障礙設施依

循標準，因此 1984 年制定「統一聯邦政府採用標準」﹙Uniforn Federal 
Accessibility Standards﹚，係明確規範聯邦政府可遵循的最低統一標

準，適用所有政府機關建物，但仍未要求民間必須遵循。但是在「美

國殘障者法案」﹙ADA﹚未立法前，所有政府部門之無障礙設施必須遵

守「復健法案」及「統一聯邦政府採用標準」規定﹙Grist，1996：3﹚。
至於民間部分，則僅有 1988 年修正「公平住宅法案」﹙The Fair Housing 
Act﹚明定 4戶以上之集合住宅及人行通道須確保障礙者使用之便利性

﹙廖慧燕，2003：45﹚。 
1990 年通過「美國殘障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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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避免身心障礙者遭到歧視，並且融入社會。ADA通過
是美國自 1964 年人權法案﹙Civil Right Act﹚立法以來，被視為最重要

的公民權利法案。且為配合執行，美國當局配合制定「美國殘障者法

                                                 
29美國之建築法規並非均由中央統一規定，而是由民間協會制定，再由州政府因地制宜的全盤或選擇性的

引用民間制定法規，經州議院立法通過後正式成為該州之建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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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執行準則」﹙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 
ADAAG﹚，以落實ADA的規範。但是「美國殘障者法案執行準則，

ADAAG」執行 4 年後，卻也出現了 2項迷思與矛盾之處，其一係為太
過理想化技術性要求，專門設計為某一障礙者使用的方式，卻可能造

成其他使用者不便；另一為ADAAG是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因此並未把
所有可能情形全部考量，故仍不夠周延﹙Grist，1996：3-5﹚。另外，
1998 年制定「美國殘障者可及與使用之建築設施標準」﹙Accessible and 
Usable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係屬技術規定，為「建築基準協會」
再檢討修訂之技術規範30。 

值得一提，「美國殘障者法案」﹙ADA﹚擴大障礙者範圍，不再如

同以往的認知，造成主要生活不便者才視為障礙者。而是將行動不便

者、視障者、聽障者、其他心理障礙者均納入適用範圍﹙Grist，1996：
4﹚。另外，如果與其他法案的精神相違背或不一致時，則以 ADA法案
為最終的準則依據，因此該法係被定位為美國身心障礙者基本權利保

障的憲法﹙廖俊松，2003：72﹚。也就是說，ADA 法案為整個身心障
礙政策的最高政策指導原則，聯邦政府的具體作為是訂定該法規範的

最低實踐原則。 
由上述的永續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規範沿革可知，美國發展無障

礙環境中，在推動部門部分，首先從民間團體發聲後，公部門開始重

視推動；在法令管制類別部分，係從建築面向開始逐漸擴展至交通面

向，再擴大至整體面向；在無障礙環境之需求者部分，首先注意肢障

者、輪椅使用者需求，再逐漸注重視障者、聽障者，以及所有人的需

求。有關美國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規範沿革整理如表 3-1-1，目前參與

規劃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機關整理如表 3-1-2。 
 
 
 

                                                 
30美國住宅及社區發展部， http://www.hud.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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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美國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規範沿革  

年代 法令規範 效力 要點 備註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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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性 1、提供規劃設計建築物及
相關公共建物之可及

性參考及使用便利性。 
2、其中也開始注意人行道

之坡度及斜坡道的設

計。 

本身為技術

標準 

1964 「住宅法」﹙ The 
Housing Act﹚與「都

市 大 眾 運 輸 法 」

﹙ Urban Mass 
Transportation Act﹚ 

強制性 日後凡接受政府補助之建

築與交通系統，應符合身

心障礙者與老年人之需求

與可及性。 

聯邦政府訂

定 

1969 無障礙建築法案 
﹙The Architectural 
Barriers Act , ABA﹚ 

強制性 是首先落實ANSI-A117.1
的法案。 

 

1970 模式法規﹙Building 
Code﹚ 

參考性 考量障礙者及高齡者使用

公共建物之可及性、安全

性及操作性。 

納入美國國

家 標 準

ANSI-A117.1
1973 復 健 法 案 ﹙ The 

Rehabilitation Act﹚ 
強制性 規定受聯邦政府補助之新

建築物及相關公共設施，

必須確保運輸障礙者使用

之可及性及便利性。 

「美國殘障

者 法 案 」

﹙ADA﹚未
立法前，所有

政府部門之

無障礙設施

的規範。 
1980
年初

期 

無障礙最低指導與

設計﹙Minimum 
Guidelines and 
Requirements for 
Accessible﹚ 

強制性 要求除新建物外，對於舊

有的建築物也應規範，並

使用與新建物同一標準。 

「建築及交

通障礙排除

委員會」訂定

之。 

1984 統一聯邦政府採用

標準﹙Uniforn 
Federal Accessibility 
Standards﹚ 

強制性 明確規範聯邦政府可遵循

的最低統一標準，適用所

有政府機關建物，但仍未

要求民間必須遵循。 

「美國殘障

者 法 案 」

﹙ADA﹚未
立法前，所有

政府部門之

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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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法令規範 效力 要點 備註 
的規範。 

1988 公平住宅法案 
﹙The Fair Housing 
Act﹚ 

強制性 明定4戶以上之集合住宅

須確保障礙者使用之便利

性，亦包含人行道部分。 

 

1990 美國殘障者法案 
﹙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 
ADA﹚ 

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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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美國殘障者法案執
行準則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ADAAG﹚ 

參考性 提供規劃設計建築物及相

關公共建物之參考，以落

實ADA規範的執行準則。 

 

1998 美國殘障者可及與
使用之建築設施標

準﹙Accessible and 
Usable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 

參考性 提供規劃設計建築物及相

關公共建物之可及性參考

及使用便利性。 

本身為技術

標準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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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5。台北：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Batavia, Andrew I. 

1994  “Relating Disability Policy to Broader Public policy: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Handicap,”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1(4): 735-739. 

3、Grist, Robert R. 
1996  Accessible Design Review Guide. pp. 3-5. Braceland: U.S.A.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Inc. 
4、Quinn, Pe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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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營造之研究 

表 3-1-2 美國政府目前參與規劃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機關 
中央機關 負責單位 備註

運輸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聯邦交通運輸行政局（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 

 

退伍軍人部(Depar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退伍軍人權益局(Veterans Benefits 
Administration ) 

 

衛生服務部(Depar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 

老年局(Administration on Aging)  

住宅及社區發展部

(Depar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1.社區規劃與發展處(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ommunit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住宅處（Housing）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美國運輸部， http://www.dot.gov/ 
2、美國退伍軍人部， http://www.va.gov/ 
3、美國衛生服務部， http://www.hhs.gov/ 
4、美國住宅及社區發展部， http://www.hud.gov/ 

二、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政策及相關配套 

1975 年美國國會為近一步了解無障礙環境推動情形，即要求主計

處﹙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調查，該處指出，欲使身心障礙者與
一般生理機能正常者擁有政府服務與就業環境的相同權利與機會，公

共建築物與交通人行環境的可及性是相當重要的，而且如果身心障礙

者，乃至於老人或暫時性障礙者﹙如小孩、孕婦等﹚等運輸障礙者，

無法自由進出與使用公共建築物與交通人行環境，將無法參與公共事

務，以及獨立自主與自我支持，這將使得所有投入職業復健等努力變

的毫無意義﹙HUD，1977﹚。 
為落實推展無障礙交通人行的政策，美國 1965 年成立「排除建築

物障礙委員會」，以調查並排除建築物障礙計畫，也促成了 1969 年公

佈「無障礙建築法案」﹙ABA﹚，強制規定受聯邦政府補助之新建築物

及相關公共設施，必須確保障礙者使用之便利性，但是該法案執行時，

卻面臨瓶頸，其中涉及到組織分工的問題。社會行政部門31、住宅部32

                                                 
31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相當於我國的內政部社會司。 

65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營造之研究 

以及國防部33為該法案下的 3個負責單位，但也因主責單位多頭馬車，

而出現應由單一聯邦機構來管理的呼籲。也因為上述時空背景，1974
年成立「建築及交通障礙消除委員會」﹙ATBCB﹚，該委員會由交通、
衛生教育福利、住宅與都市發展、退輔會等單位組成，其任務為確保

建築與交通設施，皆符合聯邦相關規定之無障礙環境設計標準，亦負

責調查檢視建築、交通與社會態度上的障礙，並向總統與國會提出建

言，以及訂出分期改善目標等﹙Quinn，1997：67-70﹚。並於 1978 年

成立「合適環境研究中心」34﹙Adaptive  Environment﹚，即以如何改
善或健全生活環境之硬體設施，以期所有人均能使用為依歸。 

「建築及交通障礙消除委員會」係為眾望所歸下成立的跨局處的

機關，但因主要單位各自為政，無法發揮效率，該委員會主席感到非

常挫折﹙Goldsmith，1997﹚。但在國會重整組織的建議下，宣布增額委
員中需有一定比例的身心殘障者出席，至此「建築及交通障礙消除委

員會」成效不彰的情形有了轉變，其制定「無障礙最低指導與設計」

﹙Minimum Guidelines and Requirements for Accessible﹚，要求除新建物
外，對於舊有的建築物也應規範，並使用與新建物同一標準。但當時

各州或地方自訂的法規僅規範新建建築物，此舉雖深受身心障礙者的

支持，但卻造成了各地的反彈。迫於時勢，雷根總統即指派副總統布

希解散「建築及交通障礙消除委員會」，以降低為推動無障礙環境所需

之龐大的財政壓力，因此布希有機會與殘障團體溝通，更了解他們要

求獨立自主、給予尊重、不依賴他人等傳統美國精神﹙Pfieffer，1993：
724-730﹚。也促使布希對於身心障礙者權利的看法有相當大的轉變，

並於 1990 年任內公佈「美國殘障者法案」。 
其實美國從 1960 年開始推展無障礙環境至 1990 年「美國殘障者

法案」立法通過前，這 30 年來也作了許多的努力，但成效不彰，依據

Grist﹙1996：3-4﹚分析原因如下： 

                                                                                                                                                         
32Department of Housing，相當於我國的內政部營建署。 
33Department of Defense，相當於我國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34如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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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往許多標準或法規並不明確，或者僅適用特定殘障者。 
﹙二﹚政府機關﹙或官員﹚對建築物本身及擁有者，所要求無障礙標

準之強制力並無一致性作法。 
﹙三﹚1990 年以前，有關無障礙環境規範僅侷限於建築法規，而未擴

及至其他類別法規﹙如交通類﹚。 
﹙四﹚以往身心障礙者應該如同一般人，可以自由、獨立、便利的使

用環境權利，尚未被認定為身心障礙者所應得的公民權利。 
 
「美國殘障者法案，ADA」立法通過之最重要意義，即為無障礙

環境要求已非聯邦層級的建築法規，而是全國一致採用法規，並分為

5 大區塊﹙就業、公部門之公共服務及大眾運輸、私部門之開放空間
及公共設備、通訊、其他﹚，已不侷限於建築範疇，係強調所有人行環

境、交通設施，以及對外公開開放之公共建築物，皆應符合無障礙環

境標準，並且禁止在交通運輸、公共設施、就業環境上歧視身心障礙

者，政府有義務儘可能的排除交通、建築與社會態度之障礙，範圍更

擴大考慮視覺及聽覺障礙者需要的通訊系統之供給。除此之外，也訂

定申訴制度，若檢舉屬實則必須繳納罰款，以協助身心障礙者獨立自

主，擺脫過去被救濟的角色，轉變成一般納稅人的角色﹙Grist，1996：
3-4﹚。 

綜上，美國在法律、標準與規範制定體系所展現的精神，是運用

智慧去謀求大家共同而長遠的利益，運用智慧建立起大家都願意遵守

的規約，並建立系統來維護公共安全及人民福祉﹙田蒙潔、劉王賓，

1999：128﹚，這樣的精神其實與「永續發展」的意旨是相仿的。因此

美國道路系統﹙含交通人行環境等元素﹚雖分別由不同行政管轄單位

管轄，對其所管轄之道路規劃或設計均有基本之設置準則或規範﹙內

政部營建署，2003b﹚，其係參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於 1996
年在加拿大舉辦的永續運輸會議中確立的「永續運輸發展之原則」而

訂定之。其中亦包含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整理介紹如下。 
﹙一﹚道路與永續規劃設計之整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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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民參與。 
2、使用當地資源。 
3、進出方便。 
4、提高生活品質。 
5、大眾安全。 
6、教育訓練。 
7、尊重當地傳統。 
8、使居民認知永續規劃為生活共同體。 

﹙二﹚市區道路與永續設計之原則 
1、人性化之街道設計。 
2、道路設計以減緩交通為主，而非集中交通。 
3、道路設計形式應與當地自然地形配合。 
4、提供綠色植物花徑。 
5、減少非滲透性舖面之面積。 
6、提供多樣形式的停車場。 
另外，美國綠建材相關評估制度方面，雖有環保產品作評估之環

保標章 GREEN SEAL35，但實際上，美國的綠建材發展與使用並不如

歐洲或日本等國。但人行道舖面使用透水性材質之理論背景、設計與

分析方法，相對來說較具成果，係因 1970 年開始即於佛羅里達開始推

廣之﹙莊世隆，2002：12﹚。 

三、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設施之技術規範 

由前述美國無障礙環境發展及相關法令沿革，可發現美國認為，

身心障礙者享有平等接近及使用交通人行設施或公共建物是一種基本

之權利，而非福利。因此，美國在保障殘障者權利的一般法中，係為

保障其對建築物的可及性，也更需確保交通人行環境之無障礙性。在

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所有法律皆提供參考規範，其中美國國家標準

                                                 
35http://greense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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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技術規定雖然值得參考引用，但 Salmen﹙2001：12.7﹚也指出，
不論是 ANSI-A117.1 或是 ADA 等法案，其設計的樣本數不足的，也

缺乏人體工學統計資料庫。雖然如此，有關美國之人體尺寸所對應無

障礙設施較適尺寸，衛生服務部(Depar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 ，統計美國成年人中，男性平均身高 180.5公分，女性平均

身高 160.5 公分，針對上述人體尺寸所對應之人行道無障礙設施較適

尺寸整理如表 3-1-3。 

表 3-1-3 美國之人體尺寸所對應之人行道無障礙設施較適尺寸一覽表 

項目  較適尺寸 備註 
走道寬度 輪椅 91.5公分 輪椅通行所需寬度較人行寬，故

應考慮輪椅寬度 
單扶手 86.5-96.5公分 需考慮髖骨高度 扶手高度 
雙扶手 86.5-96.5公分  
圓形 3.2-5.1 公分 
橢圓形 5.7公分最大 

扶手直徑 

方形周長 10-16公分 

扶手直徑主要需考慮手長度，以

利握住扶手。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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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0。台北：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衛生服務部， http://www.hhs.gov/ 

 
綜上，有關「美國殘障者法案, ADA」、「美國殘障者法案執行準則」

及「美國殘障者可及與使用之建築設施標準」等規定即考量上述人體

尺寸而制定相關技術規範。另外，美國的永續發展理念及綠建材發展

與使用較不如歐洲或日本等國，但人行道舖面使用透水性材質卻從

1970 年在佛羅里達開始推廣，目前美國透水性舖面的推廣係由「美國

連鎖磚舖面協會」﹙Interlocking Concrete Pavement Institute , ICPI﹚主導
之。有關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設施之相關技術規範羅列如下： 
（一）人行道 

1、寬度：120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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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度：無相關規範。 
3、坡度：坡度應低於 1/20。 
4、舖面： 
﹙1﹚目前並無強制性的技術規定，惟人行道舖面多採用透水磚。 
﹙2﹚「美國連鎖磚舖面協會」建議以柔性舖面設計法為原則，其係

將透水磚、連鎖磚與墊砂層視為一層。設計流程則為先將行人

交通量之平均值作為交通荷重，並應針對地區性之不同需求進

行考量與評估，以求得最適合之連鎖磚或是透水磚舖面基底層

後度與材料種類。 
5、其它：人行道上水溝蓋若有孔洞，則主要前進方向之寬度不得

大於 2公分。 
（二）坡道 

1、坡度：應低於 1/12；高低差 15公分以下，坡度得為 1/10；高低
差 7.5公分以下，坡度得為 1/8。 

2、寬：淨寬至少 91.5公分。 
3、平台：坡道起點、終點及方向變換處應設置平台，平台坡度應

為 1/48﹙人行道與建築物相接處之設施﹚。 
4、邊緣防護：未鄰牆的邊緣至少設置 10公分高之防護緣；兩邊應

有扶手﹙人行道與建築物相接處之設施﹚。 
5、坡道表面應穩定、堅固及防滑。 

（三）設施帶設置原則 
1、人性化之街道設計。 
2、人行道其他附屬設施及街道家具應配合當地環境美化。 
3、人行道其他附屬設施及街道之設置位置應有一定的序列，方便

視障者使用及辨別。 
 
四、小結 

由上述的永續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規範、政策及相關配套可知，

美國發展無障礙環境歷程之肇始、文化態度、推動部門及法令管制等

70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營造之研究 

要點整理如下：  
（一）發展肇始：與北歐從解除身心障礙者被社會隔離於機構之出發

點不同，係因 1960 年代越戰造成美軍大量傷殘的關係。 
（二）文化態度：一般人或身心障礙者均認為享有平等接近及使用交

通人行設施或公共建物是一種基本之權利，而非福利，因此應

協助身心障礙者獨立自主，擺脫被救濟的角色。同時，身心障

礙者也認為社會應營造獨立自主、受到尊重、不依賴他人等文

化、環境或工具等。   
（三）推動部門：首先由民間團體發聲，進而獲得公部門重視推動，

然後形成跨部門的機制（公部門＆私部門）。所謂跨部門的機

制，不但公部門中之各領域機關參與，同時也納入私部門的意

見，惟此機制之績效並不如預期，但仍有一定的貢獻。 
（四）最高政策指導原則：係為 1990 年立法通過之美國殘障者法案

（ADA﹚，凡供公眾使用之交通人行環境，均需符合無障礙環

境的標準，並訂有申訟機制及罰則。 
（五）法令管制：從建築面向開始逐漸擴展至交通面向，再擴大至整

體面向。 
（六）建築面向：有關建築面向之擴及範圍係從政府經管之公共建物、

住宅、以致於所有的公共建物及交通設施。 
（七）需求者類別：在無障礙環境之需求者部分，首先注意肢障者、

輪椅使用者需求，再逐漸注重視障者、聽障者，以及所有人的

需求。 
 

綜上，美國在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法令及推動措施的基本

精神，相當落實 OECD所定義「永續運輸之發展原則」之可及性及公
平性的原則，尤其是 1990 年所頒定的「美國殘障者法案」﹙ADA﹚，其
規定凡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人行道、交通設施等，均需符合無障礙

環境的標準，是目前世界上少數有如此完備的無障礙環境法令之國家

之一；而「共識性標準之制定系統」制度，讓產官學界合作並大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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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相關研究工作，讓美國人民可以全面性的參與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

環境之相關規範訂定，也是實現個人與社區之責任、以及教育與公眾

參與等原則的最大關鍵。 
在政策及相關配套方面，因為美國之各州政府對其所管轄之道路

規劃或設計均有基本之永續人行道環境之設置準則或規範，如鼓勵全

民參與、使用當地資源、提高生活品質及大眾安全等，因此對於落實

所有人之健康與安全及整合規劃的原則是有一定的成效。目前美國雖

有綠建材評估制度，惟尚未簽署「京都議定書」等，可知美國在土地

與資源使用及污染防治等原則仍有相當的努力空間。 
在設施之技術規範方面，考量美國在人體尺寸對應人行道無障礙

設施上的研究已耗費相當的資源，因此更加落實健康與安全原則。而

在人行道舖面型態上，目前雖無強制性的規定，惟人行道舖面多採用

透水磚，因此稍微落實土地與資源使用及污染防治之原則。 
綜上所述，美國的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的推動工作，大抵朝

OECD 之「永續運輸之發展原則」進行，但在土地與資源使用及污染

防治等原則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惟推動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之法令、政策配套工作、以及技術規範等層面，仍有許多值得我國學

習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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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營造 

英國推行無障礙環境時間較北歐稍晚，但是在 1960 年初，英國建

築師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Birtish Architects , RIBA﹚即整理出具實務

性的設計指南36，此與美國在 1961 年間所推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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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兼
具行政與設計之重要基礎。惟英國開始訂立無障礙環境之設計準則，

是因為深受傳統的福利思想影響，與美國基於身心障礙者獨立自主的

權利觀念之基本思想的差異性很大的。因此，英國的無障礙環境規範

的宗旨係以服務「身心障礙者」為依歸，以提供特殊福利服務的方式，

來滿足身心殘障者的需求37，有別於美國的無障礙環境乃為所有人準備

的意涵。 
歐洲地區運輸資訊交流組織38提出，在 2006 年間，英國人口大約

24%是曾有運輸障礙經驗，其中 14%是運輸障礙者﹙如老人、小孩、

孕婦及提重物者﹚，另 10%是身心障礙者。 

一、法令及推動措施沿革 

一般來說，英國政府為實現「無障礙環境」所採用的規範手法多

集中在建築技術規則中，其係為英國政府頒行之強制性法令，適用於

英格蘭﹙England﹚及威爾斯﹙Wales﹚地區39。其內容主要包括： 
﹙一﹚通則。 
﹙二﹚建築管理。 
﹙三﹚規定之放寬。 
﹙四﹚許可。 
                                                 
36資料來源：英國身心障礙委員會(Disability Rights Commission) 介紹英國無障礙環境之發展沿革
http://www.drc-gb.org。 
37同註 26。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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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資料來源：英國運輸、地方政府暨地區部， http://www.dtlr.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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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雜則。 
﹙六﹚技術部分皆另訂指引。 

 
受到美國於 1961 年由 ANSI 公佈 A117.1 的影響，英國建築師協

會在 1962 年提出「適應障礙者設計」﹙Design for the Disabled﹚；並於
1967 年提出「建築物殘障者可及基準」﹙Access for the Disable to 
Buildings﹚，同年又制定「英國施行標準規範」﹙British Standard Code of 
Pracitce﹚，其係針對身心障礙者之需求，提出建置無障礙環境規劃設計
建議，以上介紹的規範皆屬建議性，並無法令強制性規定﹙廖慧燕，

2003：40﹚。 
接著工黨國會議員 Alf Morris於 1970 年提出「慢性病與身體殘障

者法案」﹙Chronically Sick and Disabled Person Bill﹚，並於 1970 年 8月
公佈實施，針對身心障礙者等之需求提出對應之環境規劃設計方式，

成為身心殘障者之住宅以及附設於建築之人行道最早的法令規範﹙曾

思瑜，1996a：111﹚。該法案之第 4節主要規定公共建築物﹙含人行道﹚

應設置無障礙設施，惟法案之條文僅為「提供適當可用的設備」，並未

明確訂定主管機關或執行單位為何？有效的執行手段為何？以及罰則

為何？等細部的規定，雖為法令但約束力卻相當低。後來受到民間團

體反對聲浪，「慢性病與身體殘障者法案」雖於 1976 年修正第 4 節之
約束力強度，增加政府職責，但仍因政府機關間的相互推諉，該法案

執行成效仍不如預期﹙康美華，1998：20﹚。 
在交通人行環境設計方面，建設部40在 1978 年所提出「考慮障礙

者便利性之住宅設計標準」﹙Design of Housing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Disabled People﹚，亦將連接人行系統之坡道、出入口等予以規範，

惟此規範及標準亦僅止於建議性。 
在 1979 年間，英國建設部於建築技術規則﹙Building Regulation﹚

增訂「障礙者可及性部分」，強制供公眾使用之人行道等公共建物均須

                                                 
40英國中央政府機關，相當於我國內政部營建署，1988 年後，由於行政業務效率化之目的，該機關以轉

化為委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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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身心障礙者使用之可及性規定。並於 1987 年修正前述規則及發佈

技術指引﹙Technical Guide Document M. , Part M﹚，1991 年再修正前述

規則，擴大障礙適用對象範圍包括視障及聽障，1999 年更將適用範圍

擴大至所有新建建築物，包括人行道設施等﹙廖慧燕，2003：41﹚。在
1995 年底，英國公佈了「反歧視殘障者法」﹙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 DDA﹚，係全面性保障身心障礙者權利，該法乃仿效美國 ADA法
案制定而成，因此 DDA法案亦為整個身心障礙政策的最高政策指導原
則。 

  

表 3-2-1 英國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規範沿革 

年代 法令規範 效力 要點 備註 
1962 適應障礙者設計

﹙ Design for the 
Disabled﹚ 

參考性 集當時歐美無障礙設

計大成，更整理出實務

設計指引。 

英國建築師協會

受到美國1961年
由 ANSI 公 佈

A117.1的啟發。 
1967 建築物殘障者可及

基準 
﹙Access for the 
Disable to 
Buildings﹚ 

參考性 針對身心障礙者之需

求，提出建置無障礙環

境規劃設計建議。 

 

1967 英國施行標準規範

﹙ British Standard 
Code of Pracitce﹚ 

參考性 考慮身心障礙者對建

築物及人行道之可及

性等問題，提出技術性

規定。 

 

1970 慢性病與身體殘障
者法案﹙Chronically 
Sick and Disabled 
Person Bill﹚ 

強制性 針對慢性病患者及身

心障礙者之需求提出

對應之環境規劃設計

方式，成為殘障者福利

服務與住宅最早的法

令。 

1、工黨國會議員
Alf Morris提
出。 

2、法案中並未說

明如何強力執

行、執行單位

為何以及罰則

規定，故約束

力相當低。 
1976 「慢性病與身體殘 強制性 針對1970年的版本修 但仍因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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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法令規範 效力 要點 備註 
障者法案」修正版 正第4節之約束力強

度，增加政府職責。 
間的相互推諉，

該法案執行成效

仍不如預期。 
1978 考慮障礙者便利性

之住宅設計標準

﹙Design of Housing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Disabled 
People﹚ 

參考性 將連接人行系統之坡

道、出入口等予以規

範，惟此規範及標準亦

僅止於建議性。 

建設部訂之。 

1979 建築技術規則增訂
「障礙者可及性」 

強制性 強制供公眾使用之建

築物與人行道須符合

身心障礙者使用之可

及性規定。 

建設部訂之。 

1987 建築技術規則修正
及發佈Part M 

強制性 修正建築技術規則，以

及發布技術指引，包括

坡道等10種設施之設
計。 

建設部訂之。 

1991 建築技術規則二度

修正及發佈Part M 
強制性 擴大障礙適用對象範

圍包括視障及聽障。 
 

1995 反歧視殘障者法案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 
DDA﹚ 

強制性 全面性保障身心障礙

者權利。 
該法乃仿效美國

ADA法案制定而
成。 

1999 建築技術規則三度

修正及發佈Part M 
強制性 將適用範圍擴大至所

有新建建築物，包括人

行道設施等。 

 

2006 反歧視殘障者法案
﹙DDA﹚Part3修正 

強制性 將適用範圍擴大至所

有公共建築物內外設

施、私人俱樂部、運輸

工具等。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康美華 

1998  「無障礙環境政策發展之探究—以台北市推動無障礙環境為例」，國立台

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20。 
2、曾思瑜 

1996a  <無障礙環境的理念與台灣建築層面的規範>，《國立雲林科技學院學報》 
5(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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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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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0-41。台

北：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4、Goldsmith, Selwyn 

1976  Design for the Disabled, Architecture and the Physically Handicapped. Royal 
Institution of British Architects.  

5、英國運輸、地方政府暨地區部， http://www.dtlr.gov.uk/ 
6、英國身心障礙委員會， http://www.drc-gb.org/ 
   

英國的行政組織並無行政組織法之統一法典，且行政組織之新

設、改廢十分頻繁，因此以上所介紹的機關，目前並不一定仍存在，

惟仍提供目前英國政府參與規劃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機關如下

表所示。 

表 3-2-2 英國政府目前參與規劃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機關 

中央機關 負責單位 備註 
運輸、地方政府暨地區部 
(Deparment for Transport, Local 
Governmnet and the Regions) 

住宅環境局(Housing Corporation)  

工作暨退休金部(Depar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 
 

身心障礙委員會(Disability Rights 
Commission) 

 

環境、食品暨農業部

（Department for the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環境局Environment Agency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英國運輸、地方政府暨地區部， http://www.dtlr.gov.uk/ 
2、英國環境局， http://www.environment-agency.gov.uk/ 
3、英國身心障礙委員會， http://www.drc-gb.org/ 
 

二、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政策及相關配套 

由於受到美國的影響，英國建築師協會﹙RIBA﹚於 1962 年決議

設置英國標準機構﹙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ion﹚，並仿美國制定設計準
則，因此在 1962 年至 1967 年間，英國建築師協會陸續提出無障礙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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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規劃設計建議，雖然均屬參考性質並無法令效力。但正因為這些努

力，漸漸獲得國會的重視，「慢性病與身體殘障者法案」又於 1976 年

修正第 4 節之約束力強度，增加政府職責，但由於相關部門僅堅守自

身業務，對於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皆認為非其掌管範圍，如住宅環境

局僅處理住宅與住宅相關議題；建設部僅掌管公共建築物的設計須達

到衛生與安全的目標，但無障礙環境則不在建築管理的規範內，認為

該項業務屬於社會福利範疇﹙Goldsmith，1997：39-41﹚，也因此英國
政府推行無障礙環境並不順利。 

但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政府在推動無障礙環境相關政策並非不用

心，早在 1974 年間，英國即增設殘障福利部長一職﹙Minister for the 
Disabled﹚，首任部長由Alf Morris41擔任，其為推動無障礙環境政策，

即在 1976 年籌組無障礙委員會﹙Silver Jubilee Access Committee﹚。又
於 1979 年初，成立「反限制殘障者委員會」﹙Committee on Restrictions 
against Disabled People , CORAD﹚，負責了解社會對身心殘障者歧視的

問題及程度。調查報告於 1982 年出版指出，各地應籌組推動無障礙環

境之團體、政府應派專人負責業務、成立「英國無障礙環境推動委員

會」、設計適合身心障礙者使用之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相關立法等﹙康

美華，1998：21﹚。 
後來英國政府雖同意成立「英國無障礙環境推動委員會」，但其並

非一個獨立的機構，主要將無障礙環境相關建議﹙如人行道等﹚供政

府參考，但由於該團體對於英國的建築規定採無障礙設施係以服務「身

心障礙者」觀念來思考，因此對於後續相關法規或政策制定影響深遠

﹙Goldsmith，1997：75﹚。 
其實英國於 1980 年代即出現「身心障礙者」或是「所有人」設置

無障礙環境設施而爭論，雖然部分學者試著以「所有人」觀點來設置

無障礙環境設施，但提供特殊服務予身心障礙者的觀點總是佔上風，

也因此相關建築規則仍侷限於狹隘的觀點。雖然英國於 1995 年底公佈

                                                 
41推動「慢性病與身體殘障者法案」者，原任工黨的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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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反歧視殘障者法」﹙DDA﹚，主要確保身心障礙者在就業、交通、
經濟等層面應受保障或免受歧視的權利42，該法乃仿效美國ADA法案
制定而成。曾有學者認為英國DDA法案雖極力與美國ADA法案一較上
下，但是英國在很多方面仍無法與美國相比﹙Goldsmith，1997：
125-127﹚，觀點如下： 
﹙一﹚無障礙環境僅為「身心殘障者」量身設計，這樣的觀念普遍存

在於政府單位及民間殘障團體，因此相關法令規範制定之基本

邏輯也深受這種觀念的影響，當然無障礙環境推動之主政機關

也由社政單位負責，因此 1995 年後針對既有建築物制定規則的

單位即由社會安全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Social 
Security﹚負責。 

﹙二﹚英國的地理環境多為丘陵盆地且境內多山，再加上各城鎮的建

築各有特色，因此較難有統一的處理方法，反觀美國地理環境

多為廣大平原，先天上屬於無障礙環境實現之較佳之地理型態。 
﹙三﹚英國眾多的歷史建築物及附屬的人行道也是造成英國改善困難

的原因之一。 
﹙四﹚英國的財政狀況似較不如美國，因此改善範圍與進度也無法與

美國齊平。 
﹙五﹚英國 DDA法案仿效美國訂定申訴制度，因此如何保障使用者的

權益，成為該法案相當重要的觀念，但是英國卻不如美國有一

套完整之機制，來對抗不合理的歧視控訴，以有效的保障建築

物及人行道之所有權人應有之權益。 
 
前述問題在 2006 年底可能獲得改善，依據英國目前政府機關執掌

分野，身心障礙委員會係為英國政府三級機關﹙類似我國內政部社會

司﹚，隸屬於工作暨退休金部(Depar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其主要
執掌在消極面向係避免身心障礙者受到歧視；積極面向則促進身心障

                                                 
42資料來源詳如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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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與一般人一樣具備同等公民權利，以共同參與整個社會的活動。

其中，推動無障礙環境工作亦為英國身心障礙委員會重要施政項目之

一，經觀察其由法令面向、供給者面向、需求者面向等 3 項層面來推

動無障礙環境實現43，相關作法介紹如下： 
﹙一﹚法令面向 

英國在 1995 年底公佈了 DDA法案，係全面性保障身心障礙者
權利，亦為整個身心障礙政策的最高政策指導原則。2005 年已

進行 DDA 法案 Part3 修正，並預定於 2006 年底實施，本次修

改重點如下： 
1、原本 DDA 法案﹙1995 年版﹚所規範範圍係為部分重要或大型

之公共機關及建物，惟此次則將所有公共機關或建物一併納入

規範。 
2、以往因為身心障礙者生理缺憾而無法參與私人俱樂部之某些活

動，本次規範私人俱樂部業者應予正視及改善。 
3、促進住宅無障礙化部分，販售者、出租者、所有權人等均被賦

予新的責任與義務。 
4、將運輸工具之無障礙化納入規範，亦為本次最重要的修正重點。 

﹙二﹚供給者面向 
值得學習的是，DDA 2005 雖加重服務提供者必須履行無障礙

環境的義務，同時也顧及其實行無障礙環境的困難或需求，當

了解服務提供者困難或需求後，也併提出相關財務、技術等支

援配套措施，其對 DDA 2005之實現有相當大的幫助。經英國
身心障礙委員會調查服務提供者所面臨的問題並整理如下： 

1、身心障礙者獲得服務提供者之相關服務的過程中，所面臨的困

難為何？ 
2、實行無障礙措施的步驟。 

                                                 
43整理自英國身心障礙委員會官方網站之相關資料，資料來源：

http://www.drc-gb.org/docs/2008_448_CON5.doc、
http://www.drc-gb.org/your_rights/services_and_transport/2004-_what_it_means_for_disabl.aspx、
http://www.drc-gb.org/your_rights/services_and_transport/how_to_talk_to_an_organis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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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行無障礙措施的費用。 
4、無障礙措施是否對一般人造成不便或混淆。 
5、有多少資源可以獲得，以支應實行無障礙措施的花費。 
6、服務提供者已投入實現無障礙措施的資源。 
7、是否有任何財務協助。 

﹙三﹚需求者面向 
另外，英國身心障礙委員會教導及鼓勵身心障礙者或陪伴者，

如何向服務提供者、相關組織或團體要求無障礙環境。這樣的

方式，可能因為身心障礙者有不同的生理障礙而造成服務提供

者的無所適從，但從供給面的角度來說，這樣的方式其實可以

讓第一線的服務提供者更有機會了解各種身心障礙者的需求，

並更願意﹙或動力﹚去改變硬體或軟體措施以逐漸達成無障礙

環境。另外從需求面的角度來說，除了身心障礙團體透過政府

機關要求服務提供者的力量外，同時讓許多身心障礙者或陪伴

者學習直接向服務提供者提出具體的建議，如此兩股力量可更

強力促成無障礙環境實現。相關方法整理如下： 
1、要求直接面見負責的人並提出要求，如負責人不在，亦應得到

他們的名字及聯繫細節。 
2、解釋你面臨的問題，給他們明確及建設性之改善建議。另外，

服務提供者並非很了解各種生理障礙區分與需求，因此，提供

他們洽詢的管道（如英國身心障礙委員會之官方網站）。 
3、嘗試解釋無障礙環境實現的易行性，如改變街道家具排列位置

等，這樣改變並不需要花費許多成本就能達成。 
4、如果你是身心障礙團體或任何促進無障礙環境組織的成員，可
以向服務提供者提及，因為你的組織可能已向他們提出建議方

案。 
5、如果服務提供者同意你的建議，請他們正式給你一封信，以利

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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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英國相關政策依循及制度設計其實是仿效美國

的，但也由於英國的政經環境與福利觀念與美國是不盡相同的，因此

英國的永續交通無障礙人行環境政策推動是有些挑戰。 
也因此英國政府漸漸調整，由 1999 年所公佈的英國永續發展策略

中，已將無車階級、農村地區及傷殘人士的可及性作為永續運輸發展

的相關指標。並於 2001 年向國會提報的「身心障礙政策白皮書」就肯

定身心障礙者與其他人民一般，可以過著一個有價值的生活，提出身

心障礙福利政策的核心四大原則：權利、獨立、選擇、融合。另外，

歐洲地區運輸資訊交流組織44﹙European Local Transport Information 
Service , ELTIS﹚也指出，英國大約有 14%的人口有運輸障礙的經驗﹙如
孕婦、小孩、老人、提重物者等﹚，而身心障礙人口約占 10%，因此近
四分之一的人口均為運輸障礙者。因此政府相關部門積極推動，如何

能解決身心障礙者之社會隔離問題，提出較佳的生活機會。也因此逐

漸發展出以永續的精神來看待交通人行環境如何更強化的政策方向，

積極的讓所有人(包含運輸障礙者﹚都能自在尊嚴的與社會接觸接軌。 
另依據高雄市政府 2004 年「英國人行道建設及管理考察報告」中

指出，良好而適宜步行的街道環境是維持城市的競爭力非常重要的因

素之一，所獲得的觀察重點如下： 
﹙一﹚英國大倫敦地區在以往推動都市更新計畫時，並未將重點投注

在既有道路步行空間及其景觀之改善上，以致於這類計畫執行

結果，其所能影響的僅是少部份特定區域的公共空間。因此，

英國政府已逐漸不再只將眼光放在的能帶來少部份特定區域良

好管理的都市更新計畫，而將目標及行動放在更新管理現存道

路步行空間及其景觀風貌。 
﹙二﹚在英國，公、私部門協力開發，或類似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方式，

進行都市更新計畫或開發計畫的案件極為普遍，因此，街道步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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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營造之研究 

行環境與其景觀改善的計畫，亦能夠隨附在這類都市更新計畫

或開發計畫中，透過公、私部門共同參與建立伙伴關係的方式

解決經費問題。 
因此英國政府為突破推動永續交通無障礙人行環境龐大經費問

題，已透過公、私部門共同參與建立伙伴關係的方式解決經費問題，

這或許也是我們未來可能的思考方向。 
此外，在人行道之舖面技術方面，英國自 1986 年開始，相關研究

機構即針對透水性的舖面之抑制逕流及防治污染等功效執行一連串的

研究，並證實了透水性舖面對於降低排水量及尖峰逕流有相當顯著的

效果﹙王建智，2003：15﹚，對於環境生態是有相當的益處。惟英國目

前尚無綠建材相關評估制度，惟仍鼓勵人行道上之無障礙設施設備應

朝綠建材等永續方向來思考。 

 

三、無障礙交通人行設施之技術規範 

有關英國之無障礙交通人行設施之實際規範，在「反歧視殘障者

法」﹙DDA﹚45之第 6章即提出無障礙環境之硬體設施提供之準則，該
章節中明確指出建築物本身、周邊人行空間設施、建築物內部傢俱設

備等硬體均應為無障礙環境。所謂無障礙環境至少具備下列設施設備： 
﹙一﹚通路、通道、門等寬度均應足敷輪椅使用者通行。 
﹙二﹚電梯旁應有盲人點字設備。 
﹙三﹚進入建築物時應有扶手、欄杆等設施。 
﹙四﹚停車空間應顧及障礙者使用需求。 
﹙五﹚人行穿越道或危險區域應具備警示燈光，以提醒視障者。 
﹙六﹚提供加大之號誌或標誌。 

 

                                                 
45「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1995」法案之原文資料來源：

http://www.dundeecity.gov.uk/pman/edu/act1995。本章節在DDA2006版本並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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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建築技術規則及 Part M，1999」及 DDA2005 法案則對無
障礙交通人行設施之技術規範有相當完整的規範。至於透水性舖面之

相關設計原則，則參照英國預鑄混凝土協會﹙British Precast Concrete 
Federation , BPCF﹚規範，羅列如下： 
（一）人行道 

1、寬度：150公分以上。 
2、高度：淨高 200公分以上。 
3、坡度：坡度應低於 1/20。 
4、舖面：設計方法分為水文設計因子以及荷重因子，其將降雨量

之觀念導入，配合交通荷重以及現地試驗，以進行舖面厚度之

設計。 
5、其它： 
﹙1﹚如無法設置坡道，應有符合無障礙規定之階梯。 
﹙2﹚人行道上水溝蓋若有孔洞，則主要前進方向之寬度不得大於

2公分。 
（二）坡道 

1、坡度：應低於 1/20；坡道長度小於 450公分，坡度得為 1/12。。 
2、寬：100公分以上。 
3、平台：坡道長度超過 900公分，應有平台，長度至少 100公分
﹙人行道與建築物相接處之設施﹚。 

4、邊緣防護：未鄰牆的邊緣至少設置 7.5 公分高之防護緣；坡道
及平台兩邊應有連續性扶手﹙人行道與建築物相接處之設施﹚。 

5、坡道表面應為防滑材質並應適合輪椅運行。 
（三）設施帶設置原則 

1、人性化之街道設計。 
2、人行道其他附屬設施及街道傢俱應配合當地環境美化。 
3、人行道其他附屬設施及街道之設置位置應有一定的序列，方便

視障者使用及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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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由上述的永續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規範、政策及相關配套可知，

英國發展無障礙環境歷程之肇始、文化態度、推動部門及法令管制等

要點整理如下：  
（一）發展肇始：與北歐從解除身心障礙者被社會隔離於機構之出發

點相仿。 
（二）文化態度：係以服務「身心障礙者」為依歸，以提供特殊福利

服務的方式，來滿足身心殘障者的需求。 
（三）推動部門：首先亦由民間團體發聲，進而獲得國會重視，再督

促公部門推動，並成立英國無障礙環境推動委員會（諮詢性

質），提供公部門建議，目前英國身心障礙委員會為主要負責機

關。 
（四）最高政策指導原則：係為 1995 年立法通過之反歧視殘障者法

﹙DDA﹚，凡供公眾使用之交通人行環境，均需符合無障礙環

境的標準，惟未訂有申訟機制，成效因而打折。 
（五）法令管制：從建築面向開始逐漸擴展至交通面向，再擴大至整

體面向。 
（六）建築面向：有關建築面向之擴及範圍係從政府經管之公共建物、

住宅、以致於所有公共建築物內外設施、私人俱樂部、運輸工

具等。 
（七）需求者類別：在無障礙環境之需求者部分，首先注意肢障者、

輪椅使用者需求，再逐漸注重視障者、聽障者，目前已開始注

意一般人需求。  
 
綜上，英國在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法令及推動措施的發展，仍

屬落實 OECD所定義「永續運輸之發展原則」之可及性的原則；但由
於英國自發展之初即認為無障礙設施係服務「身心障礙者」，因此制定

政策時較不在意公平性的原則。 
另英國目前尚無綠建材相關評估制度，但仍鼓勵無障礙交通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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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舖面等相關設施設備應朝綠建材等永續方向來思考，惟此對實現污

染防治的原則仍有相當進步的空間。另在整合規劃的原則，雖然法令

已規定政府各部門間應合作推動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的工作，但由於

政府機關間的相互推諉，因此這個原則推動並不如預期。 
惟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是最早針對慢性病患者及身心障礙者之需

求提出對應之環境規劃設計方式，成為殘障者福利服務與住宅在世界

上最早集大成的法令；另外英國政府為突破推動永續交通無障礙人行

環境龐大經費問題，已透過公、私部門共同參與建立伙伴關係的方式

解決經費問題。綜上，英國在推動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的努力仍有即

多可參考之處。 
綜上所述，英國的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的推動工作，雖仍有

相當的空間可朝 OECD之「永續運輸之發展原則」進行，惟推動永續

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法令層面，仍有許多值得我國學習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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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日本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營造 

日本早在 1949 年即制定身體障礙者福利法，但因當時設施福祉集

中在郊區，部分身體障礙者因為到城市工作之沿途交通不便，故從 1969
年開始主張無障礙環境是一種公民權，身體障礙者不應該被隔離在郊

區，而應該給予為社會付出的機會。因此從 1971 年開始，日本政府雖

然沒有明文倡導「正常化」理念，但這股思潮也與歐洲一樣開始醞釀

﹙Katsushi，2001：59.1﹚。 
但社會上真正開始關心「無障礙環境」是因為人口老化現象的普

遍性，日本老人人口比例從 1970 年、1994 年至 2000 年間，由 7%逐
漸攀升至 14%及 17.5%，根據 2004 年的預測，時至 21世紀中期，每 3
個日本人就有一個老年人口﹙65 歲以上﹚，是世界上面臨人口老化問

題相當嚴重的國家之一﹙林萬億，2005：1﹚。惟日本之推動方式與歐
美國家之作法極為不同，日本無障礙規定法制進度較為緩慢，但其因

應人口急劇高齡化問題，整合福利措施結合軟硬體服務系統之作法，

確有值得參考之處。 

一、法令及推動措施沿革 

一般來說，日本政府為實現「無障礙環境」所採用的規範手法依

其規範力強度之大小分類如下，第 1 種約束力最大，第 5 種約束力最

小，其餘約束力依序為之﹙藤本尚久等，1995：24﹚： 
﹙一﹚法律：制定法律規條加以控制，比條例更具強制力，其為法規

的層次。 
﹙二﹚條例：為根據交通設施規範、建築基準法或地方自治法為主而

制定相關條例，其為法規的層次。 
﹙三﹚設計實施綱要：係以交通人行及建築物等相關設施為對象，為

了實現「無障礙環境設計」的技術標準，伴同其運用的規則，

制定設計實施綱要，其為行政指導的層次。 
﹙四﹚設計指針：仍以交通人行及建築物等相關設施為對象，惟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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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較「設計實施綱要」稍小，如制定有關「無障礙環境設計」

的技術指導綱領、指南等設計指針，其為行政指導的層次。 
﹙五﹚宣傳、報導：使用簡介、手冊、相關設施雜誌等加以推廣啟蒙。 

 
由於人口急劇高齡化之環境背景，1970 年頒布的「心理與肢障人

士基本法」﹙The Organic Law for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Disabled 
People﹚之意旨在幫助殘障人士的公共福利措施的貫徹執行提供法律的

保障。當年對於輪椅使用者之無障礙環境取得更為重視，因此 1973 年

召開全日本輪椅使用者公民會議，也主張政府提供無障礙環境設施的

作為是實現其參與社會的公民權。自此之後，無障礙環境推展如火如

荼的在日本展開﹙Gihei，2001：30.2﹚。 
1973 年厚生省46開始在全國積極推動都市層面之無障礙環境，制

定「推動身體殘障者福祉都市事業」，其適用對象擴大到孕婦、老人、

小孩等。隔年東京都汀田市訂定公共建築物的「福祉環境整備綱要」，

各縣市隨後也訂定相關綱要與執行方針。在各縣市的積極反應後，中

央政府也創設「殘障者的福利示範都市」辦法，規劃出資獎勵各縣市

建構無障礙環境，最後因為無障礙環境觀念的改變，使得「為身心障

礙者而建築」的舊有想法，修正為「為大眾福利著想的都市」 (林玉
子，1992：98-100)。 

雖然日本從 1970 年開始努力，但在 1976 年，日本發生了第 1次
肢體障礙者集眾向交通巴士公司抗議遭到歧視事件﹙同年瑞典也發生

類似事件﹚﹙Gihei，2001：30.3﹚。因此，日本建設省47在 1981 年發表

「政府機關建築物考慮身障者設計指針」，強制規定政府新建之人行道

等公共建物須符合無障礙需求；1982 年所頒布「考慮身障者設計指

針」，也僅為參考並無強制效力；1983 年運輸省48訂定「公共交通機關、

車站考慮殘障者用設施整備指針」，開始改善交通設施；1985 年建設

                                                 
461984 年因應市民要求，仙台市內的百貨公司增設考慮殘障者需求之設備，市中心走到部分之高低差也

設置殘障斜坡道。 
47日本中央政府機關，相當於我國內政部營建署，建設省於 2001 年併入國土交通部。 
48日本中央政府機關，相當於我國交通部，於 2001 年併入國土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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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規定，人行道應鋪設引導材質供視障者辨別使用；1988 年建設省制

定「福祉造街模範地區設備指針」，隨後各縣市政府也開始訂定「無障

礙環境」的造街整備之方針；1990 年，日本大阪市將「美國殘障者法

案，ADA」理念落實在該市之無障礙環境之相關法令中﹙Gihei，2001：
30.3-30.5﹚。 

日本為解決高齡化的時代所面臨的問題，1989 年提出「黃金計畫」

（Gold Plan），其中也包含落實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相關措施；1994
年建設省發布「促進高齡者與殘障者便利使用特性建築物之建築相關

法令」49，但是身心障礙者並不滿意，Gihei分析原因如下﹙2001：
30.3-30.5﹚： 
﹙一﹚法令之罰則不明確。 
﹙二﹚法令未明確規範身心障礙者權利為何。 
﹙三﹚僅有少數及特定的建築物需要適用這個法令。 
﹙四﹚法令並未適用到學校、交通設施及其他日常生活所應包括的基

本活動場所。 
另外 1994 年再將「黃金計畫」修正為「新黃金計畫」（New Gold 

Plan）。經過了上述歷程及國外影響，建立一個沒有障礙的社會，在這

個社會裡，殘障者可以自立自強，自由的投身於當地社區的各種社會

活動，這種「正常化」概念深植日本人民心中。因此，中央政府 1995
年制定「正助殘行動計畫—正常化 7 年戰略」，此一計畫要求大力促進

殘障者的獨立自強﹙日本國土交通省，http://www.mlit.go.jp/﹚。 
而日本在 21世紀也持續推動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前所提到

1970 年肢體障礙者第 1 次集眾抗議事件後，經過 30 年努力，終於在

2000 年時，運輸省通過「高齡者、殘障者方便使用的公共交通設施相

關法律」；另國土交通省於 2004 年將「中心市街地再生基本計畫」納

入交通政策白皮書中，包括機場、火車站、路面溝渠、道路交通工具，

以及都市內不同交通工具等，其係整體通盤觀點來考量舊有中心市街

                                                 
49高齢者、身体障害者等が円滑に利用できる特定建築物の建築の促進に関する法律(ハートビ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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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人行環境之再生工作﹙日本國土交通省，http://www.mlit.go.jp/﹚。
因此，國土交通省道路局於 2004 年先後訂定「道路設計指針方案」及

「 人 行 步 道 建 構 之 基 準 」﹙ 日 本 國 土 交 通 省 道 路 局 ，

http://www.mlit.go.jp/road﹚。 
另外，國土交通省決定於 2007 年導入街坊整備行政的新政策，即

讓居民組織自行管理地方的道路、人行道、公園等街坊設施。即由方

居民成立「組合」，該組合取代中央與地方政府訂定的地區管理計畫、

景觀管制措施等，並營運之。前述政策企圖通過釋出公共設施的維持

與管理權責，以提升街坊建設的效率﹙日本經濟新聞，

http://www.nikkei.co.jp/，2006.6.1.﹚。 
由上述的永續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規範沿革可知，日本發展無障

礙環境中，在推動部門部分，雖然也是從民間團體開始而後公部門重

視推動，但地方政府又比中央政府更加積極；在法令管制類別部分，

係從建築面向開始逐漸擴展至交通面向，再擴大至整體面向；在無障

礙環境之需求者部分，首先注意肢障者、輪椅使用者需求，再逐漸注

重老人、孕婦等，以及所有人的需求。但特別的是，近年來日本積極

推展人行道、街坊之更新政策，在更新的歷程中，也納入無障礙環境、

環保永續、景觀管制等重要概念。有關日本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規範

沿革整理如表 3-3-1。 

表 3-3-1 日本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規範沿革 

年代 法令規範 機關 效力 要點 
1949 身體障礙者福利

法 
厚生省 強制性 屬於醫療、經濟等層面福利訴求，

惟尚未提出無障礙環境概念。 
1969 推動無障礙生活

環境運動 
仙台市 自發性 呼籲「擴大殘障者生活圈」、 「考

慮殘障者需求的社區營造運動」。

1970 心理與肢障人士

基本法 
﹙The Organic 
Law for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Disabled People﹚ 

厚生省 強制性 1、幫助殘障人士的公共福利措施

的貫徹執行提供法律的保障。 
2、殘障者住宅之確保、 公共交通
設施之整備。 

3、屬於法規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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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法令規範 機關 效力 要點 
1973 在全國積極推動

都市層面之無障

礙環境 

厚生省 參考性 考慮障礙者對都市環境需求，規劃

興建。 

1974 殘障者的福利示

範都市辦法 
建設省 參考性 出資獎勵各縣市建構無障礙環

境，因本辦法實行而使無障礙環境

觀念的改變，使得「為身心障礙者

而建築」的舊有想法，修正為「為

大眾福利著想的都市」。 
1981 政府機關建築物

考慮身障者設計

指針 

建設省 強制性 1、強制規定政府興建之建築物須
符合無障礙需求。 

2、屬於行政指導的層次。 
1982 考慮身障者設計

指針 
建設省 參考性 1、符合無障礙需求之設計指針。

2、屬於行政指導的層次。 
1983 公共交通機關、車

站考慮殘障者用

設施整備指針  

運輸省 參考性 1、開始研議改善交通設施符合障
礙者使用的指針。 

2、屬於行政指導的層次。 
1988 福祉造街模範地

區設備指針 
建設省 參考性 1、隨後各縣市及地方自治體也著

手於「無障礙環境」相關的福

祉造街整備指針。 
2、屬於行政指導的層次。 

1989 黃金計畫（Gold 
Plan） 

厚生省 強制性 其中也提出落實無障礙交通人行

環境之宣示。 
1990 建築、交通相關法

令納入無障礙環

境理念 

大阪市 強制性 將「美國殘障者法案，ADA」理

念落實在該市之無障礙環境之相

關法令中。 
1994 促進高齡者與殘

障者便利使用特

性建築物之建築

相關法令 

建設省 強制性 1、醫院、劇場等不特定且為多數

人利用之建築物，應符合無障

礙設計規定。 
2、屬於法規的層次。 

1994 新黃金計畫（New 
Gold Plan） 

厚生省 強制性 「黃金計畫」修正版。 

1995 正助殘行動計

畫—正常化 7年戰
略 

建設省

厚生省

強制性 1、幫助障礙者的公共福利措施的

貫徹執行的戰略行動。 
2、屬於行政指導的層次。 

1997 研擬「京都議定

書」 
環境廳 參考性 日本政府對於推動無障礙交通人

行環境是否符合永續發展理念更

顯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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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法令規範 機關 效力 要點 
2000 高齡者、殘障者方

便使用的公共交

通設施相關法律 

運輸省 強制性 屬於法規的層次。 

2004 中心市街地再生
基本計畫 

國土交

通省 
指導性 1、2004年之交通政策白皮書。 

2、即以整體通盤觀點來考量舊有

中心市街地的再生工作，其中

亦包含步行空間的整理工作。 
3、屬於行政指導的層次。 

2004 道路設計指針方

案 
國土交

通省道

路局 

強制性 1、分別對道路之「設計目的及方

向」、「地形概略檢討」、「預備

設計」、「實體設計」、「施工」、

「維護管理」等提出細項設計

策略，其中也提到人行道之設

計策略。 
2、有關道路或人行道設計均應以

本指針為最低實踐原則。 
2004 人行步道建構之

基準 
國土交

通省道

路局 

參考性 提供人行步道之寬度、高度、坡

度、坡道及設施帶等相關最低標

準。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林玉子 

1992  <日本無障礙環境之現狀>，《建築師雜誌》 5(18)：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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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厚生勞動省， http://www.mhlw.go.jp/ 
4、日本國土交通省， http://www.mlit.go.jp/ 
5、日本國土交通省道路局， http://www.mlit.go.jp/road 
6、日本環境省， http://www.env.go.jp/ 

 
日本為提昇國際競爭力，於 1996 年設置「行政改革會議」進行政

府組織改造，藉以澈底改變原較缺乏彈性之行政體系，於 2001 年完成

政府組織改造工作。目前中央政府組織中，厚生勞動省係由原厚生省

及勞動省整併而成；國土交通省係由北海道開發廳、國土廳、運輸省

及建設省整併而成；環境省係由環境廳升格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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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日本中央政府因自 1996 年採行獨立行政法人制度，故為數眾多

之省廳所屬機關許多以改制成獨立行政法人，目前日本政府參與規劃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機關如表 3-3-2所示。 

 

表 3-3-2 日本政府目前參與規劃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中央機關 負責單位 備註 
厚生勞動省(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障礙保健福祉部(Dept. of Health 
and Welfar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老健局(Health and Welfare Bureau 
for the Elderly) 

 

國土交通省(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道路局(Road Bureau) 
住宅局(Housing Bureau) 

 

環境省（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綜合環境政策局 
環境管理局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日本厚生勞動省， http://www.mhlw.go.jp/ 
2、日本國土交通省， http://www.mlit.go.jp/ 
3、日本環境省， http://www.env.go.jp/ 

 

二、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政策及相關配套 

日本在國土綜合開發的架構下長期穩定的持續推動道路及人行道

的建設，自 1954 年起依「道路整備計畫」以 5 年一期定期檢討。為配

合各項公共建設環境影響評估量化資料之需求，日本環境廳每 5 年會

提出全國之國勢調查，提出完整之環境監測觀察報告，如雨量、氣溫、

地層結構等變化，這些調查成果均是道路及人行道建設規劃之重要參

考﹙許照雄等，2004：2-23﹚。自 1973 年起，當時東京都建設局為改

善行道樹之生長環境，而開始進行人行道透水性舖面之相關研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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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從規劃、設計、施工到後續追蹤調查等，可謂為全方位之研

究。因此在 1982 年間已技術成熟，並應用於全國人行道，是以日本於

1999 年間，全國已累積了 1,000萬平方公尺以上的施工經驗﹙莊世隆，

2002：11﹚；2004 年人行道達到面層保水技術，有助於氣溫改善。 
上述工作其實與 1980 年 3月由聯合國提出呼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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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

全球的永續發展」之永續發展理念是相通的，又由於京都議定書於 2005
年 2月 16日正式生效，日本政府對於推動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是否符

合永續發展理念更顯積極。而日本國土交通省 2004 年交通政策白皮書

之「中心市街地再生基本計畫」，即以整體通盤觀點來考量舊有中心市

街地的再生工作，其中亦包含步行空間的整理工作。但是值得一提，

日本因為地小人稠，因此發展出「人車共行街巷」的另類想法，以解

決住宅區之巷道狹窄，無法劃分人行空間的問題﹙華昌琳，1996：
2-1-9﹚，即為人行、兒童嬉戲、停車與行車，共同使用一個空間，並於

東京都的部分社區試行成功。 
另外，日本於 1986 年展開環境標章工作並成立「環保標章推進委

員會」，於 1989 年開始推動環保標章制度—Eco Mark50。Eco Mark考量

生命週期，包括資源採取、製造、流通、使用消費、廢棄物、再利用

等階段，以環境與健康作為制定基準。其中在建材方面，Eco Mark考
量因素可歸納如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5：18-20﹚，而這樣永續
發展理念也同樣落實於無障礙交通人行設施之建材選擇上。 
﹙一﹚性能方面：考量耐久性、耐水性、強度、隔音性、吸音性、隔

熱性等。 
﹙二﹚環保方面：考量天然材、使用再生材、省資源、減少熱能的產

生、廢棄物再利用等。 
﹙三﹚健康方面：控制有害物質含量，如鉛、鉻、重金屬等有害物質。 

 

                                                 
50http://www.jeas.or.jp/ecomar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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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依據日本國土交通省道路局 2004 年所頒定之「道路設計指

針方案」51，分別對道路之「設計目的及方向」、「地形概略檢討」、「預

備設計」、「實體設計」、「施工」、「維護管理」等提出細項設計策略。

其中也提到人行道之設計策略。下列僅針對人行道之設計要點摘述如

下： 
﹙一﹚設計目的及方向：明確注意人行道特性、設定人行道整體無障

礙及景觀目標並擬訂基本方針。  
﹙二﹚地形概略檢討：考量人行道沿線之道路等級屬性，山景、水體

等遠景要素，以及文化、歷史等地域特性，並應考量如何維護

無障礙設施及景觀資源等，使之得以永續利用。 
﹙三﹚預備設計：詳加考量無障礙人行道空間之配置，及與周圍地形、

土地使用的協調性。 
﹙四﹚實體設計：對於無障礙人行道之結構物、交通人行號誌、設施

帶、植栽等各類元素之相對組成關係，並需審慎加以處理，相

關設施建材亦以綠建材為主，並應注意國際的脈動。 
﹙五﹚施工：對於施工進度及品質應明確掌握，而工期及其他替代人

行道動線亦應事先宣導並清楚標示。 
﹙六﹚維護管理：應注意無障礙人行道之環境清掃、設施修繕及使用

限制，並應結合沿道居民用戶力量，共同維持管理，使之得以

永續使用。 

                                                 
51国土交通省では、「道路デザイン指針検討委員会」を設置し、道路のデザインに関する考え方を示す

「道路デザイン指針」を検討して参りました。

http://www.mlit.go.jp/road/sisaku/roaddesign/roaddesign.files/rd20.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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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日本永續無障礙人行道整備流程及配合事項    

永續無障礙人行道整備事業流程 配合及考慮事項 

設計目的

及方向 

1、人行道特性的明確化 
2、無障礙人行道整備目標的設定 
3、無障礙人行道基本方針的設定 

路線的概

略檢討 

1、人行道景觀資源的應用、維護及

保育 
2、遠景要素﹙山、建築物、水景等﹚
3、地域特性﹙歷史、典故、自然、

文化等﹚ 
4、沿線狀況﹙道路等級屬性、未來

的預測及控制﹚ 

預備設計 1、橫斷面的構成，幅員﹙植樹帶等﹚
2、採用與地形、土地協調之線形 
3、採用對地區景觀影響小的結構 

實體設計 1、結構物、無障礙設施、交通人行

號誌、公車站位、照明、植栽等人

行道構成要素﹙造型、設計、色彩、

表面處理、材質等﹚ 
2、上述建物材質鼓勵以綠建材為原

則 

施工 1、施工進度及品質應明確掌握 
2、工期及其他替代人行道動線應事

先宣導並清楚標示 

維護管理 

各種條件、需要的整理 

 

 

 

 

 

 

 

 

 

 

    人行道構造設計 

    人行道附屬物等配置計畫 

    運作管理計畫 

 

 

 

施工計畫 

 

 

 

 

 

 

1、清掃、修繕等﹙修剪、重新塗刷﹚
2、人行道佔用物等的規則 
3、結合沿道居民用戶力量，共同維

持管理 

維護管理 

人行道整備基本方針之訂定 

構造物規格的決定 

預備設計 

人行道本體施工 

設定比較路線 

詳細設計 

綜合判斷 

路線決定 

附屬物等設施 

﹙本研究整理﹚ 
註：1.本表係參考日本国土交通省道路局之2004年所頒定之「道路設計指針方案」繪製之。

2.資料來源：では、「道路デザイン指針検討委員会」を設置し、道路のデザインに関する考え方を示す「道

路 デ ザ イ ン 指 針 」 を 検 討 し て 参 り ま し た 。

http://www.mlit.go.jp/road/sisaku/roaddesign/roaddesign.files/rd20.pdf。 

96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營造之研究 

三、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設施之技術規範 

日本在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相關規範雖尚未全面法制化，

惟相關之參考技術規範極多，尤其日本之人體尺寸與無障礙設施兩者

間之研究頗為完整，目前日本成年人平均身高，男性 171.4 公分，女

性 159.1公分；老年平均身高，男性 158.9公分，女性 146.8公分﹙日
本厚生勞動省，http://www.mhlw.go.jp/﹚，針對上述人體尺寸所對應之
人行道無障礙設施較適尺寸整理如表 3-3-3。 

表 3-3-3 日本之人體尺寸所對應之人行道無障礙設施較適尺寸一覽表 

項目  較適尺寸 備註 
走道寬度 輪椅 80公分 輪椅通行所需寬度較人行寬，故

應考慮輪椅寬度 
單扶手 75-85公分 需考慮髖骨高度 扶手高度 
雙扶手 80-85公分  

扶手直徑 圓形 4-4.5 公分 扶手直徑主要需考慮手長度，以

利握住扶手。 
﹙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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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0。台北：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日本厚生勞動省， http://www.mhlw.go.jp/ 

 
綜上，有關「促進高齡者與殘障者便利使用特性建築物之建築相

關法令」、「日本對應高齡社會住宅規劃設計指針補充基準」及「人行

步道建構之基準」等規定即考量上述人體尺寸而制定相關技術規範，

至相關建材則鼓勵以綠建材為原則，以期達成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

境，其設施之相關技術規範羅列如下： 
（一）人行道 

1、寬度：90公分以上，且應設置交會空間。 
2、高度：無相關規範。 
3、坡度：應低於 1/20（1公尺高、20公尺寬的比例），若無法達成，

97 



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營造之研究 

至少應低於 1/12；另坡道高低差每 75 公分應有一個長度 150
公分平台。 

4、舖面：採用對地表逕流具良好透水性之產品，符合基地保水指

標之要求，並鼓勵使用綠建材的產品。有關人行道透水性舖面

之面層材料以透水性瀝青混凝土、連鎖磚、天然砂礫、橡膠屑

等為主；標準斷面之分層與厚度依序為地表、透水性面層﹙3
公分至 4公分﹚、透水性底層﹙10公分﹚、過濾層﹙5公分至 10
公 分 ﹚、 路 基 等 ﹙ 國 土 交 通 省 道 路 局 ，

http://www.mlit.go.jp/road/sisaku/sisaku-kankyo.html﹚。 
（二）坡道 

1、坡度：應低於 1/12；高低差 16公分以下，坡度得為 1/8。 
2、寬：120公分以上。 
3、平台：坡道高低差每 75公分應有一個長度 150公分平台﹙人行

道與建築物相接處之設施﹚。 
4、邊緣防護：坡道面向外側時，應設置至少 5 公分高之防護緣，
且至少應有單邊扶手﹙人行道與建築物相接處之設施﹚。 

5、坡道表面應為防滑材質。 
（三）設施帶設置原則 

1、進行人行道規劃設計時，應儘可能保存既有植栽，而構成人行

道設施帶的各種設施中，以植樹帶為優先必須設置者。 
2、為配合地區及人行道特性挑選樹種之方法： 
（1）寬度大於 2 公尺的人行道，可以採用樹枝整齊且具高格調的

大型喬木，或有完整樹形的樹種。 
（2）寬度小於 2 公尺的人行道，可採用線形明顯的喬木，但不宜

栽種大型喬木，且必須經常修剪樹枝，以便維持形狀並避免

造成景觀的擁擠。若位於住宅區則可呼籲沿線民宅採用植栽

牆方式處理。 
（3）位於住宅區或水岸邊的人行道，可採用具柔性印象的樹種。 
3、人行道其他附屬設施及街道傢俱之設置位置應有一定的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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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當地環境美化。如日本大阪市之人行道設計施工細膩，

包括排水溝蓋、人孔，皆加以美化，工程細部收邊工作確實，

值得仿效﹙如圖 3-3-2及圖 3-3-3﹚。 
  
圖  圖  

 
 
 
 
 

 
四、小結 

由上述的永續無障礙環境相關法令規範

日本發展無障礙環境歷程之肇始、文化態度

要點整理如下：  
（一）發展肇始：日本發展無障礙環境歷程

但與北歐等國家較為相近，都是從解

於機構之角度出發的，Katsushi﹙20
雖然沒有明文倡導「正常化」理念，

開始醞釀。 
（二）文化態度：一開始日本社會也認為無

者福利的表徵，但逐漸的在 1973 年

所有大眾均受惠的公共政策」意象，

言的是因為日本高齡化時代來臨背景

造無障礙環境政策之思考邏輯均不盡

（三）推動部門：首先也如同美國、英國，

部門開始重視推動，後來也形成跨部

比中央政府更為積極。 
（四）策略指導原則：近年來日本積極推展

歷程中，納入無障礙環境、環保永續

99 
3-3-3 特色溝蓋隔
3-3-2 行人徒步空間
、政策及相關配套可知，

、推動部門及法令管制等

之肇始原因與美國不同，

除身心障礙者被社會隔離

01：59.1﹚也提及日本政府
但這股思潮也與歐洲一樣

障礙環境是提供身心障礙

間形成「無障礙環境建構是

而這種意念的形成，不諱

因素，此與美國或英國營

相同。 
係從民間團體發聲後，公

門的機制，甚至地方政府

人行道、街坊之更新政策

、景觀管制等重要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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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特別的是，日本推動無障礙人行環境的策略是較美國、英

國更具嚴謹性與規劃性。最後值得一提的，近年來日本積極推

展人行道、街坊之更新政策，在更新的歷程中，也納入無障礙

環境、環保永續、景觀管制等重要概念。這些在美國或英國的

推動策略上似較少見。 
（五）法令管制：從建築面向開始逐漸擴展至交通面向，再擴大至整

體面向。 
（六）建築面向：有關建築面向之擴及範圍亦從政府經管之公共建物、

住宅、以致於所有的公共建物及交通設施等。 
（七）需求者類別：在無障礙環境之需求者部分，首先注意肢障者、

輪椅使用者需求，再逐漸注重視障者、聽障者，以及所有人的

需求。 
 
綜上，日本在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法令及推動措施的基本精

神，相當落實 OECD所定義「永續運輸之發展原則」之可及性及公平
性的原則；而各縣市自發性的訂定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之綱要與執行

方針，也有一定程度的喚起個人與社區之責任的原則。 
在政策及相關配套方面，因為日本自 1954 年起依「道路整備計畫」

每 5 年定期檢討道路及人行道，並依相當嚴謹的整備程序新作、維護

及改善，因此對於落實所有人之健康與安全及整合規劃的原則是很有

成效的。而日本於 1986 年展開環境標章工作，以及「京都議定書」係

由日本起草研訂等，可知日本在土地與資源使用及污染防治等原則是

付出相當的努力。 
在設施之技術規範方面，考量日本在人體尺寸對應人行道無障礙

設施上的研究相當多元細膩，且人行道舖面型態亦全面採用透水性舖

面，因此更加落實健康與安全、土地與資源使用及污染防治等原則。 
惟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日本民族性及國情與西方國家較不相同，

因此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是否符合教育與公眾參與的原則，似仍待商

榷；而相關法令訂定及政策執行等層面是否符合經濟可行的原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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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來說，著墨較少。 
綜上所述，日本的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的推動工作，大致朝

OECD 之「永續運輸之發展原則」進行，雖然教育與公眾參與及經濟

可行等原則尚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惟推動永續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之法令、政策配套工作、以及技術規範等層面，仍有許多值得我國學

習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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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由本章各節的介紹發現美國、英國及日本之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

營造的策略及作法是逐漸朝永續理念發展的，而這些作為與達成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之「永續運輸之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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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原則之連結

關係，以及目前達成狀況比較整理如表 3-5-1。另為擷取各國可資效法
之處，亦將第二章所介紹的我國現況與美國、英國及日本共同比較，

以作為下一章研提改善建議之參考。 
 

表 3-5-1  各國與我國推動無障礙交通人行環境成果符合「永續運輸發展原則」

之情形 

 
永續運輸之發展原則 美國 英國 日本 台灣 備註 
原則一﹙可及性﹚ +++ +++ ++ + 基本需要 
原則二﹙公平性﹚ +++ + +++ + 人類社會 
原則三﹙個人與社區之責任﹚ ++ X + *  
原則四﹙健康與安全﹚ + + ++ +  
原則五﹙教育與公眾參與﹚ +++ X + *  
原則六﹙整合規劃﹚ ++ * +++ +  
原則七﹙土地與資源使用﹚ * * ++ * 環境品質 
原則八﹙污染防治﹚ * * +++ +  
原則九﹙經濟可行﹚ X + X X 經濟可行 
註：1、本表係依據前揭各節資料評定之。 

2、+至+++表示推動的成果顯著程度；*表示效果不明顯；X表效果未知。 
3、OECD於 1996 年在加拿大舉辦的永續運輸會議訂定「永續運輸之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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