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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與文獻回顧 

成長管理制度在美國發展的肇始階段，便在於保護環境，追求資源之永續利

用，其理想與目標是與永續發展的訴求相近，但由於發展得較早，因而擁有豐富

的執行方法，其所追求的規劃目標與運用之策略，正可提供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的

策略手段(賴宗裕，2004)。美國四十年來成長管理制度發展，至今已發展出第三波

的「智慧型成長」理念，整合多樣規劃理念與工具，依循規劃、管理與法令三者

相互融合之運用模式，從環境保護、社會公平與經濟效率三個目標出發，設計相

關策略與工具，以達成導引都市邁向永續發展的理想境界。 

人行空間是都市發展的重要元素，如果能夠規劃良好的行人步行空間，提供

對於行人步行舒適美好的願景，人們可重新尋回彼此互動的街道生活，將會為我

們的都市環境發展產生重大的變化。 

本研究之理論基礎，在主張促進行人與大眾運輸的連結，此為新都市主義者

所謂的「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發展型態，在 TOD 理念之下，透過良好人行空

間的都市設計手段，鼓勵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進而完成智慧型成長的都市規

劃策略。同時，針對 TOD 之人行空間的規劃原則進行歸納，以利後續章節形塑

TOD 理念下人行空間評估因子。TOD 倡導混合土地使用、緊密城市發展、運用都

市設計手法及以大眾運輸為主要交通工具等，藉此減少私人運具的運用、降低環

境污染與社會成本，繼而形成一種新的規劃方向，上述說明每個理論及策略是相

互互補、相輔相成的關係，在發展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理念的同時，也須規劃一個

舒適的行人空間，以加乘放大其效果。 

緣此，本章希望透過 TOD 的相關文獻回顧，瞭解 TOD 的發展目標與解決都

市發展問題的關聯性，同時整理出 TOD 的規劃原則，分析設計對行人友善的步行

環境於 TOD 理念之重要程度，歸納出 TOD 理念下人行空間設計之重要規劃細項，

以利後續 TOD 理念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評估因子的選取及準則的擬定。因人

行空間之重要元素須藉由都市設計將不同事物組合成一種新的設計和安排，使

TOD 理念得以落實，故針對 TOD 與都市設計的部份進行回顧，以作為本研究後

續章節人行空間設計準則之形塑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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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TOD 與都市發展之關聯性 

壹、TOD 理念及發展背景 

美國 1954 年立法通過聯邦援助公路建設法案，公路建設結果使小汽車成為通

勤與購物旅次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造成都會區向外蔓延擴張，助長了郊區化發展，

都會區的大眾運輸旅次嚴重衰退。由於住業失調伴隨而來的交通問題更造成經

濟、環境與能源方面的衝擊。於是自 1980 年代起，一群嘗試突破傳統都市規劃原

理與流程的有志之士提出「大眾運輸導向之都市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簡稱 TOD）理念，試圖藉由混合土地使用（Mixed land-use）策略

與細緻的都市設計手法，以提高大眾運輸的總體搭乘旅次作為都市發展的主軸。

Calthorpe(1993)說明 TOD 的概念，是將中高密度的住宅，搭配合適的公共使用、

工作機會、零售與服務性空間，重點集中於區域性公共交通運輸系統上重要地點

的多用途開發。 

大眾運輸導向之都市發展從永續都市發展理念出發，以高效率的大眾運輸系

統為都市發展的主幹，全方位的落實大眾運輸優先觀念，鼓勵搭乘大眾運輸，抑

制私人運具使用，降低民眾對自用小汽車的倚賴，習慣以大眾運輸系統為主要運

輸工具，創造高品質的都市環境，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 (凌瑞賢、高鎮遠，2003) 。 

近年來，強調將大眾運輸系統與土地使用作一整合規劃之「新都市主義」已

經蔚為風潮，特別是沿大眾捷運線發展高密度、混合土地使用之大眾運輸導向發

展已成為世界各國都市計畫與大眾運輸規劃的一種新興趨勢(張學孔，2002：11)。

大眾運輸導向之都市發展打破過去以小汽車私人運輸工具為導向之城鄉發展理

念，陳勝智 (2001)認為新都市主義與大眾運輸導向的理論與設計原則，在許多方

面都是類似的，在多數的情況下，這些相關的理論也被視為等同，不過其間所強

調的重點，還是有其差異的。新都市主義後來發展出許多的設計原則，其主要歸

為兩個部份，第一是有關建築與規劃部份，主要源自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與

城市規劃運動（Town Planning Movements）的精神。其二為有關土地使用與大眾

運輸系統之間作連結的想法，其來自二十世紀初期沿鐵道的郊區發展方式，賴宗

裕(2004)稱此時期為「發展導向之大眾運輸」階段，郊區街車(streetcar)系統的廣泛

設置，造成街車場站之商業地區及節點達成均衡 TOD 的發展形式。 

新都市主義係對於現代都市為汽車導向都市發展的反思，認為汽車是造成現

代都市交通、環境汙染、大量能源消耗與缺乏人性關懷…等諸多問題的重要原因，

在許多情況下，必須透過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才有可能達到新都市主義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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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TOD 相關規劃理念介紹 

本節就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相關理念做一說明，簡述其發展之背景、論述與

主要內容。影響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理念的相關理念有成長管理、永續都市發展、

新都市主義等，這些理念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TOD 理念的發展，目的都在解決都市

發展所產生的問題，彼此間的關係如下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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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TOD 相關規劃理念關係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一、成長管理─智慧型成長方案 

成長管理最早的定義出現在 1975 年 ＂Management & Control of Growth＂這

套書的第一冊中，其對成長管理的定義為：「成長管理係政府利用種種的傳統及改

良的技術、工具、計畫與方案，企圖指導地方上的土地使用型態，包括土地開發

的態度、區位、速度與性質。」 

依據賴宗裕(2004)在成長管理與規劃經濟中，對成長管理之意義界定為：「運

用規劃的方法，配合管理的策略與技術工具，來規範都市發展及土地開發的區位、

時序、速度、總量及品質，同時考量公共設施的服務水準及成本，來執行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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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理與公共設施配置等多目標的土地使用政策。」成長管理不在於減少成長的

數量與速度為目的，而在於尋求再調節成長與開發活動之區位與時機，以降低對

環境、社會及財政的負面影響，換言之，成長管理強調管理成長，而非限制成長，

以便能在適當的時機引導成長到適當的地區，進行適量的開發活動。 

成長管理在不同地方及不同情況下，定義會稍有不同。由於經濟的發展及地

區的成長，對於土地需求的日益殷切，如何滿足發展之需求，又能兼顧生活環境

品質及資源保育，相對的證實了「一套完整的成長管理制度」之重要性(莊翰華，

2000)。 

根據美國近五十年來成長管理制度發展的過程，從早期第一代(1950s－1970)

的管制策略，以保護環境資源為目的，在郊區快速成長的社區上進行管制，來控

管土地開發的速度，由於個別社區或地方政府實施的管制方案，產生所謂的策略

外部性，造成相鄰行政轄區之困擾，因而引發州政府及區域部門開始接手成長管

理體制之建立，使得成長管理於 70 年代走進第二階段。 

  第二代(1970s 至 1990s)的成長管理特點，在於州政府立法建立制度，以計畫

目標指導地方政府實施成長管理方案，提昇生活品質為目標。 

  到第三代(1990s 至今)的智慧型成長方案，以新都市主義(new urbanism)之概

念，進行內都市改造，重塑都市空間意象，強化都市的適居性，改善都市景觀，

接續第二代之目標，紓緩蛙躍發展之壓力，引導人口及產業回流為目的，強化都

市機能，建構大眾運輸導向之發展模式，以達到提昇土地使用效率與生活品質之

目標。茲將成長管理之歷程發展以下表 2-1 所示。 

表 2-1 成長管理發展歷程與策略演進表 
發展歷程 時間 實施範圍 策略目標 策略特性 實施策略(列舉)

第一代 
成長管制 

1950s-1970 郊區社區、

地方縣市 
環境保護 總量、時間區

位 
綠帶、成長管制

線、總量管制 
第二代 
成長管理 

1970s-1990s 區域 
全州 

生活品質 
均衡發展 
 

區位、公共設

施總量、時間

成長管制線、資本

門改善方案、開發

影響費、發展權移

轉、平價住宅 
第三代 
智慧型成長 

1990s 迄今 全州 
全國各地 

生 活 品 質

環 境 、 經

濟、社會兼

顧 

區位、公共設

施總量、時間

都市設計、建

築設計 

大眾運輸導向發

展、填補式開發、

都市再發展、財經

誘因、都市設計

資料來源：賴宗裕，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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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管理第三代的智慧型成長方案已成為美國土地改革運動的主流。1996 年

民間成立智慧型成長網路(Smart Growth Network)，推動智慧型成長運動，並研擬

智慧型成長之十大原則(the principles for smart growth)，包括： 

(一)混合土地使用(Mix land uses) 

(二)利用緊密的建築設計(Take advantage of compact building design) 

(三)創造多元的住宅機會與選擇(Create a range of housing opportunities and 
choices) 

(四)創造適宜步行的鄰里環境(Create walkable neighborhoods) 

(五)支持形塑具有地方意識與特色的迷人社區(Foster distinctive , attractive 
communitie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lace) 

(六)保育開放空間、農地、自然景觀及重要環境敏感地區(Preserve open space , 
farmland , natural beauty , and critical environmental areas) 

(七 )加強並引導開發活動至既成社區 (Strengthen and direct development 
towards existing communities) 

(八)提供多樣的交通選擇(Provide a variety of transportation choices) 

(九)使開發決策具有可預期性、公平性及成本效益可行性(Make development 
decisions predictable , fair and cost effective) 

( 十 ) 鼓勵社區及利害關係人在開發決策過程中充分合作 (Encourage 
community and 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in development decisions) 

基本上，智慧型成長之概念在於以較少的空間，形塑一個較緊密的居住及商

業環境，並提供生活、生產及文化休閒之多元化機能的都市領域，結合大眾運輸

系統的優勢與特性，規劃出大眾運輸系統導向之開發策略，藉此引導都市發展與

土地使用區位，改善民眾對土地使用之態度與過度依賴私人運具之習慣，將民眾

之居住、商業與購物活動空間轉往捷運場站緊鄰地區進行(賴宗裕，2004)。 

二、永續都市 

自「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在「我們共同的未來」一書中倡導永續發展相關政策理念

後，已成為國際性組織面對全球環境變遷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此書中也對第三世

界及開發中國家之城市，探討所面臨的課題與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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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都市」之概念，乃是一種社經利益、環境及能源的利害關係相互調和，

確保連續變化的都市。基此，都市發展不再是採取抑制經濟發展的概念，而是朝

向永續經營的理念（施鴻志，1997）。然而，「永續都市」之觀念絕非僅止於環境

保護，它必須是需藉由經濟及社會的調整以減少對環境保護的需求。因此，已開

發國家在發展永續性都市時，其整合策略包括以下六項(黃書禮，2000)： 

(一)運輸規劃與交通管理—減少機動車輛的旅次。 

(二)土地使用與住宅規劃—抑制都市擴張。 

(三)能源保護效率—減少資源消費使用。 

(四)減廢與回收—減少不可回收性物品的使用。 

(五)改善社區的可居性—滿足人類需求、社會公平以及生態整體性為前提之

社會自主性。 

(六)永續性的行政組織—開放、非部門性、地方性與反科技導向之環保體系。 

在土地使用方面，在策略性規劃階段，可型塑一個較易減少環境污染的空間

環境，建立以生態為導向的土地使用型態，並符合下列三要項(黃書禮，2000：332)：

1.強調土地使用改變可能對環境產生的影響以及環境改變對土地使用之影響。2.

增加建地的使用密度以及提供作為其他使用的機會以減少對維生環境之破壞。3.

在明瞭因果影響關係下，鼓勵混合土地使用。 

若將都市視為生活、生產與生態三個系統的組成，都市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其

能提供良好的生活與生產環境，大部份都市發展對都市週遭甚至於生態環境是具

負面影響。永續都市發展僅在明確規劃下才會產生，使用大眾運輸的旅次比例愈

高愈能減少交通能源消耗，換言之，鼓勵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以減少車輛旅次，是

達成永續都市的方式之一(何東波、陳美智，2000)。 

綜上所述永續都市發展是在尋找不會破壞生態環境的生活方式，在此概念

下，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規劃理念，基本上是在都市扮演永續運輸的角色，追求

都市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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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都市主義 

(一)新都市主義之發展 
新都市主義的精神開始於 Jane Jacobs，她於『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一書中提出市中心都市必須要以「對人友善」的規劃精

神，設計以步行為主的都市環境，另有鑑於都市快速發展所形成之擴張、汽車依

賴以及以汽車為主的規劃設計，以謹慎的態度有計畫的整合都市，主張以社區及

鄰里的概念，將人重回以前有活力、穩定、連續性的都市生活，且運用適當的傳

統象徵來重現居民過去的記憶。 

有鑑於當今郊區發展與都市蔓延，造成社會疏離與層出不窮的犯罪事件、環

境衰敗、交通壅塞等問題，美國自 1990 年代起，由若干建築師、社區規劃者成

立了「新都市主義協會(Congress for the New Urbanism)」。該協會集合 Randall 

Arendt…等專家學者合著出版之“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2000)書中提出

若干策略與原則：例如社區的設計應以人為主，人的重要性是大過於車輛；都市

鄉鎮地區應有計畫性的對公共空間及供大眾使用的建築物，作統一明確的設計，

使在地居民能更容易的進入使用；另外，對於都市空間的塑造須融合當地風土民

情、在地文化歷史、生態環境與建築特色等。 

美國在柯林頓政府主導之下，於 1998 年提出新都市主義之應用，亦稱之為

新都市學派（New Urbanist），主張都市發展應選擇明智的成長，朝向更緊湊的

發展，避免城市過度蔓延，導致交通擁塞和空氣污染，造成能源過度浪費。而寬

廣無效率的使用土地，導致公共建設和公共服務成本提高。控制城市蔓延的方法

包括設定成長界線、引導城市朝向某些適當地區開發、確立以軌道運具的運輸導

向之人口和產業發展、減少道路或公路的擴建、零售業朝減少依賴汽車的購物方

式開發、以財政和土地使用管制工具鼓勵誘導發展，將都市塑造為較高的居住和

就業地區之密度，減少汽車持有率，且不鼓勵郊區的開發(何東波、陳美智，2000)。 

鄭凱仁 (2001)研究指出新都市主義追求真正城鎮應有的特質，包括人行尺

度、中心和邊緣的自明性、統合並聯繫不同的使用以及公共空間的界定，鄰里社

區應有的社會涵構元素卻為汽車所分隔，沒有規劃永久性聯繫的空間，以孕育有

活力的鄰里社區或城鎮。因此新都市主義，可說其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與理想生

活空間的追尋，以及規劃與建築的再發現。基本上是對美國當代市郊住宅區生活

以及空間規劃設計模式的一種反動，欲尋回產業革命前歐洲傳統都市型態的恢

復，並以當時都市所具有的秩序及型態對當代都市空間提出檢討。 

陳勝智 (2001)提及新都市主義論述中最基本的元素是鄰里、分區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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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鄰里是都市化的地區，裡面有不同的人類活動空間，而分區則是單一活動

的使用；通道是將鄰里與分區做連結或區隔的元素。新都市主義認為鄰里之間必

須是緊密發展、混合使用與親近行人的；分區必須位於適當位置並具有其獨特

性；通道必須注重機能性與美感，並能整合自然環境與人類社區以形成一個永續

的整體。 

新都市主義就某種意義而言，是一種城市規劃理念的再發現，追求的是被忽

略了近半世紀的社區公共空間，街道、廣場及公園的設置應融入日常的生活中；

而鄰里則需融合不同類型的人及活動，不需開車就可步行至周圍的其他社區，使

之易於達成每日例行的工作，例如就業、就學、購物…等。新都市主義雖然是淵

源於美國當代市郊住宅區生活與空間規劃設計模式的反省，然而其所發展的形

式、手法與元素，不論於都市內的再發展與填充地區或新開發地區都一樣適用(陳

勝智，2001)。  

新都市主義在新開發的城鎮和社區中引入十九世紀英國、美國城鎮規劃的原

則，建造新的「舊城鎮」，包括佈局採用有機型態、街道嚴格實行行人和汽車分

流，主要的街道上不見汽車，建立所謂「行人親和」規劃，在建築上採用傳統手

法，所謂傳統手法，並非簡單的古典復興，主要是提倡借鑑歐美傳統城鎮和傳統

建築的手法和特點，特別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在 1900 年至 1920 年期間營造和建立

的一系列城鎮規劃模式(鄭凱仁，2001)。 

新都市主義有一特點，就是強調在新市鎮中創造在地就業的可能性，也就是

所謂在家上班的形式，二十一世紀科技的發展，使新都市主義的發展得到更好的

支援，如家庭辦公室、網路的發達，使少開車成為可能。新都市主義另外一個重

要的研究方向，就是舊城市中心的改造，使之重新成為城市的中心，滿足生活、

工作、商業、文化和娛樂的需求，成為城市的亮點。以原來、舊有的、有價值的

建築物去改造，配合當地特色，以「整舊如舊」為宗旨，創造具有歷史涵量之新

的舊城區。新都市主義主張興建密度比較高的社區，強調社區關係的重建，講究

步行距離，集中努力於少開車的重點(王受之，200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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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將新都市主義的主張整理歸納如下表 2-2。  

表 2-2  新都市主義的策略主張一覽表 
作者 主張策略 

★社區應以人為本的設計方式。 
★有計畫地對公共空間及供大眾使用的建築物，作統一明確的

設計，使在地居民能更容易的進入使用。 

美國新都市主義

協會(2000) 

★都市空間的塑造須融合當地風土民情、文化、歷史、生態環

境與建築特色。 
★不鼓勵朝向郊區發展，都市緊湊的發展，避免城市過度蔓延。

★設定成長界線、引導城市朝向某些適當地區開發。 
★確立以軌道運具的運輸導向之人口和產業發展、減少道路或

公路的擴建、零售業朝減少依賴汽車的購物方式開發。 
★財政和土地使用管制工具鼓勵誘導發展。 

何東波、陳美智，

(2000) 
 

★都市塑造為較高的居住和就業地區之密度。 
★新都市主義論述中最基本的元素是鄰里、分區與通道，認為

鄰里之間必須是緊密發展、混合使用與親近行人的。 
★整個都會區域該依循相似的設計原則，如同鄰里地區一樣，

以開放空間作為主架構，其動線系統要能支持步行空間，並且

兼具多樣性與層級分明，並有易於辨識的邊界。 

陳勝智  
(2001)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為達成新都市主義理想的重要途徑 
★注重人行尺度、中心和邊緣的自明性、統合並聯繫不同的使

用者以及公共空間的界定。 
★聯繫鄰里社區應有的社會涵構元素以孕育有活力的鄰里社

區或城鎮。 
★理想生活空間的追尋以及規劃與建築的再發現 

★引入十九世紀英國、美國城鎮規劃的原則，建造新的「舊城

鎮」，採用有機型態佈局。 

鄭凱仁 
(2001) 

★建立所謂「行人親和」規劃方式。 
★強調在新市鎮中創造就地就業的可能性。 
★舊城市中心的改造，使之重新成為城市的中心，滿足生活、

工作、商業、文化和娛樂的需求。 
★配合當地特色，以「整舊如舊」為宗旨，創造具有歷史涵量

之新的舊城區。 

王受之 
(2003) 

★強調社區關係的重建，講究步行距離，致力於減少開車的重

點。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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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行空間於新都市主義中之規劃手法 

十九世紀在汽車出現以前，最優秀的住宅環境是離開市中心不遠的近郊鄉

村，這些近郊住宅區具有良好的尺度，方便於行人的交通體系，也有比較好的自

然景觀。在眾多的 19 世紀居住社區可供參考的要素中，被認為具有比較高參考

價值的是「可步行性之社區」，以步行為主要交通方法。在道路設計、空間配置

設計、建築設計、商業區域設計等各個方面，都關注於行人的方便性。 

步行規劃除了解決交通問題與此相關的一系列問題之外，還可增進鄰里之間

的社會交流，促進社區的互動關係。「新傳統主義」在「步行距離」的計算上，

是以十分鐘步行距離做為設計的標準，或者使用半英哩(約八百公尺)為半徑的尺

度來設計與配置住宅、社區中心和商業據點(王受之，2003：411)。 

在街道的設計和佈局，設計師放棄以往絕大部份住宅社區採用的彎曲道路佈

局，而採用 19 世紀早期郊區城鎮常用的方格形街道佈局，住宅靠近街道，方便

進出，街道寬度設計儘量窄小一些。因為在其他住宅區域的開發中，把住宅離開

街道一段距離是為了避免汽車的噪音和干擾，而現在設計上基本把汽車控制在住

宅區的周邊，造成道路和住宅可以靠近的可能性。建築背後是服務道路，也供汽

車使用，可以通到住戶的停車庫、郵政信箱、垃圾桶處理都在建築背後的服務道

路，公共停車場則設在建築後面的空地上，使其儘量不被看見，努力減少汽車在

物理上、心理上和視覺上的存在可能性。而主要街道則是以步行街道為主，因此，

戶前道路重新成為人們交往、孩子玩耍的地方(王受之，2003：411~412)。 

綜上所述，新都市主義強調設計以步行為主的都市環境，建立以人為本的都

市生活，由於新都市主義是由對現代社會發展的反省而產生的理念，其主張都市

應回歸原來舊有社會的優點，應選擇明智的成長，朝向更緊湊的發展，避免城市

過度蔓延，導致交通擁塞，造成能源過度浪費。在此一理念下影響 TOD 理念的

產生與運用，TOD 理念除了貫徹早期都市人群回歸街道生活的想法外，更加入

大眾運輸系統之元素，以追求都市之永續發展。 

參、TOD 解決都市發展問題之剖析 

一、大眾運輸與都市發展之關係 

綜觀全世界各國不同城市之都市發展趨勢，往往伴隨著經濟成長，也增加都

市旅運總旅次，都會人口大量集中、各型機動車輛迅速增加、都市交通設施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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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衍生出環境污染、交通擁擠、生活品質低落等問題，這些問題不斷地惡性循

環而日趨嚴重，且非傳統交通改善措施可以解決，必須考慮都市大眾運輸系統，

方能以有限資源提供高效率與高品質的服務水準。 

 大眾運輸與都市發展的過程經過分析，可歸納三點如後(張有恆，2002：

53~54)： 

(一)因果效應 

便利的大眾運輸網路帶來大量人潮，尤其公車站與捷運站，更是民眾活動的

重心。因此，車站附近很快會出現了零售業、服務業等商業活動以及高密度高層

建築的住宅社區；尤其近年來廣為提倡的大眾運輸與社區或商業區的聯合開發，

使得三者間關係更緊密結合。 

(二)催化效應 

在都市中現有的人口與經濟活動，均會產生、吸引旅次，部份旅次會使用大

眾運輸，使得大眾運輸的需求增加；因此，政府著手建設大眾運輸系統，當政府

引進大眾運輸系統時，民眾就會預期車站附近將會快速發展而進行投資，致使人

口移入、商業活動與住宅需求增加，促使都市發展，形成一種相互的催化作用。 

(三)可及性效應 

大眾運輸係提供都市地區之民眾「行」的便利，增進整個社區與商業活動空

間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提高市民的易行性(Mobility) 。因此，大眾運輸的便

利能工作、購物、上學、娛樂、休閒等旅次發生；反之，若無大眾運輸系統的引

進，將會使得都市的各種活動功能，變得緩慢而沒有效率，使得都市主要經濟活

動衰退，阻礙對都市發展。大眾運輸不但扮演著社區發展催化劑的角色，也能夠

增進社區的可居性；以都市長期發展的觀點而言，促進市中心進一步發展，引導

商業活動與住宅社區沿捷運車站作簇群式發展，對環境與大眾運輸系統的自足性

才是最有利的作法。 

二、大眾運輸與土地使用對都市發展之影響 

國內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除了台北有捷運系統的經驗外，其他縣市尚在規

劃與施工階段。依台北都會區的快速成長情況，聚集大量的人口，造成都市的過

度擁擠，道路面積不敷使用，交通極度擁塞，停車空間嚴重不足；大眾捷運系統

提供台北市民一項便捷的交通工具，避免私人運具塞車、停車的困擾。也由於交

通的方便性與易達性，為捷運車站周邊地區帶來人潮，使得人們選擇近鄰捷運車

站的地方居住，也增加捷運車站附近的土地使用強度；人潮的湧現，造成各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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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頻繁，製造無限商機。 

根據賴宗裕（2004）從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整合性規劃中了解交通運輸與土

地使用的關聯性影響，其二者的關係可分為四個階段：一、單一面向階段：交通

運輸對土地使用的影響；二、反向思考階段：土地使用對交通運輸的影響；三、

雙向互動階段：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互為影響；四、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的轉變

階段。同時釐清提供以大眾運輸為主軸的土地使用規劃時所扮演的功能，另外，

再以永續發展及提昇土地使用效率的觀點發現，大眾運輸對土地使用相對於一般

運輸，有較多正面的影響，建構依計畫、有願景、以大眾運輸為主軸的土地使用

規劃方式引導都市邁向永續發展。 

大眾運輸系統除對人口分佈、產業分佈、附近地區、房地價、空間結構及可

及性與易行性等之影響外，最主要為運輸系統與土地使用之間具雙向互動影響關

係，由於土地使用產生運輸之需求，而運輸系統則提供土地使用所需之可及性。

從過去捷運系統之案例顯示，捷運系統對整個都市土地使用發展型態將產生顯著

之衝擊。就單一設站地區而言，捷運所提供之可及性將提昇設站地區發展之強度

及其活動之影響圈。因而串連各設站地區而成之廊帶，促使各項活動呈現較集中

之發展，不僅強度提高，影響圈亦擴大；而捷運路線交會之地點及其轉運中心之

發展潛能更將因乘數效果而擴大(倪國鈞，2003)。 

如圖 2-2 所示，透過有計畫性的，去整合土地使用和配置大眾運輸系統，將

對都市發展及都市結構產生如下之影響（賴宗裕，2004）： 

(一)改變都市內部空間結構，將都市內部人口、產業、活動及地價再結構，呈現

朝向大眾運輸節點集中的傾向。 

(二)引導都市發展，使都市發展更緊密、更向市中心回流。 

(三)可以抑制都市的蔓延及惡質的發展，具有改變都市發展型態的功能。 

(四)都市以大眾運輸發展為主軸，將提昇土地利用效率、減少交通擁擠、節省社

會與國家財政成本及降低環境污染。 

然而規劃者要如何有效開發及配置大眾運輸，達到強化土地利用及促進都市

永續發展的目標，即為現今都市發展政策中極為重要的課題。從國外都市發展的

策略及諸多研究發現，應用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理念，乃是解決過去公路導向發展

所衍生諸多課題的主要對策，其並可導引都市發展邁向智慧型成長與永續發展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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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 

大眾運輸 

整合 

土地使用 

 人口 

 產業 

 活動 

 地價 

空間結構 

 適密

 填入

 

都市發展 

 提昇土地利用效率 

 減少交通擁塞 

 節省個人與社會成本 

 節省國家財政成本 

 降低環境污染 

 保護生態環境 

改善都市發展問題成果 

 

圖 2-2 大眾運輸與土地利用對都市發展之影響關係圖 
資料來源：賴宗裕，2004 

三、TOD 對都市發展策略探討之相關文獻 

TOD 之發展策略方面，Calthorpe(1993)擬定 TOD 理念下美國都市發展的規

劃指導方針。張學孔等(2000)研究國外實施 TOD 理念之課題經驗，探討以大眾

運輸系統為導向之都市發展策略，並對台灣提出改善建議。杜雲龍(2000) 闡述

永續都市理念，綜合國外實施 TOD 理念之重要課題，並以淡海新市鎮為研究範

圍，提出 TOD 理念的實施對策。賴宗裕等(2003)以 TOD 理念研擬適用於台灣的

發展策略，建立都會區尺度之 TOD 規劃模式。李家儂(2003) 研擬都會區 TOD

理念之規劃模式，建構台灣 TOD 的體系目標與土地使用的規劃模式。 

TOD 理念闡述方面，李建佑(2003)闡述 TOD 理念並提出透過分區管制與設

計準則等相關法令及相關規劃原則來達成 TOD 的發展策略。許志堅等(2003)以

台北市為例，說明 TOD 的都市發展目標與策略。 

TOD 理念應用方面，陳勝智(2001)探討 TOD 相關理論及 Calthorpe 規劃之

指導方針，並以此規劃理念進行都市再發展之可行性分析。葉文瑛(2003)探討捷

運車站周邊之土地混合使用規劃課題，歸納出國內可參考應用的 TOD 規劃理念

及現況問題之相關改善建議。凌瑞賢等(2003)結合 TOD 理念塑造疏密有致的空

間結構並提出理想都市運輸系統的特性與發展策略，該與本研究相關的部份包括

（一）理想都市的運輸系統應該儘量滿足居民在居住、工作、休憩等不同活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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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快速移動的需求。（二）必須與鄰近的土地使用機能密切整合。（三）追求讓

人易於親近與人人都負擔得起，同時符合健康、環保的永續發展環境，創造一個

鼓勵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的環境。（四）強調三度空間都市設計的彈性配合更甚於

平面都市計畫的管制，尊重社區文化與社區價值，希望將運輸系統融入市民日常

生活的脈絡中。 

綜合上述之文獻說明，本研究認為 TOD 理念不論是在發展模式或應用方

面，透過各文獻中的實證案例，可以看到 TOD 理念解決都市發展問題的成效並

形塑一個更好的都市空間。茲將上述相關文獻彙整於表 2-3。 

 

表 2-3  TOD 理念相關文獻整理分析表 

作者 主旨 空間地區 重要結論 

Calthorpe 
(1993) 

針對美國都市發展危

機，勾勒都會發展的新

方向，因應都市無計畫

的擴張所帶來之問題。

盧屈克、山

克 拉 門 都

郡、亞特蘭

大中心區、

西拉古那、

黃金鄉農場

等 

以公共交通運輸、多用途並適於

步行之鄰里標準、公共領域的都

市設計政策等要素，構成公共交

通運輸導向開發的指導方針，並

由計畫個案的部份證明規劃原則

與指導方針的應用方式，提供能

夠真正產生作用的都市發展執行

概念。 
張學孔 
錢學陶 
杜雲龍

(2000) 

綜合國外實施 TOD 理

念之課題經驗，探討以

大眾運輸系統為導向之

都市發展策略。 

新加坡新市

鎮 
對台灣的現況提出改進或加強的

項目，包括接駁系統與社區的整

合、加強都市街道美化、改善步

行等，並認為 TOD 理念可以解決

都會區的交通困境。 
杜雲龍

(2000) 
闡述永續都市理念，並

綜合國外實施 TOD 理

念之重要課題，提出

TOD 理念的實施對策。

淡海新市鎮 認為 TOD 理念可以解決大都會

地區的交通問題，建議地區開發

之初，應以大眾運輸為主軸，其

理念更符合台灣地狹人稠的都市

發展。 
陳勝智 
（2001） 

探討 TOD 相關理論並

以此規劃理念進行都市

再發展之可行性分析。

高雄市鹽埕

區 
提出 TOD 理念與一般規劃設計

之不同之處，需強調三項特點

中，包括強調人行道的連接系

統。研擬都市再發展的設計準

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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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3  TOD 理念相關文獻整理分析表 

作者 主旨 空間地區 重要結論 

賴宗裕 
林楨家

(2003) 

建立都會區尺度之TOD
規劃模式。 

台北都會區 以 TOD 理念研擬適用於台灣的

發展策略，包括捷運車站四周之

土地使用規劃及居住、商業與休

閒等三種活動的配置規劃。 
葉文瑛

(2003) 
探討捷運車站周邊之土

地混合使用規劃課題。

台北都會區 歸納出國內可參考應用的 TOD
規劃理念，對土地混合使用的問

題與效益作出說明與改善建議。

李建佑

(2003) 
探討 TOD 理念相關理

論，並以 TOD 理念進行

台灣地區都市再發展之

可行性以建立都市再發

展之策略模式 

台灣地區 建構以通勤者為主的大眾運輸理

想藍圖，將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

規劃可透過 TOD 的理念加以配

合進行都市再發展，同時兼顧環

境保護面、經濟效率面及社會公

平面。 
凌瑞賢 
高鎮遠

(2003) 

以永續發展觀點探討理

想都市中與以往傳統規

劃理念極為不同的運輸

系統規劃模式。 
 

巴西南部聖

保羅以南的

古里提巴 

提出對於理想都市應強調回歸人

性、建立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塑造疏密有致的空間結構並提出

理想都市運輸系統的特性與發展

策略規劃手法，創造一個鼓勵使

用大眾運輸系統的環境。 
許志堅 
林育慈

(2003) 

說明 TOD 的都市發展

目標與策略。 
台北市 依捷運車站周邊地區之商業機能

區分四種不同類型站區的規劃模

式，以強化土地利用效能。 
李家儂

(2003) 
研擬都會區 TOD 理念

之規劃模式。 
台北都會區 建構台灣 TOD 的體系目標與土

地使用的規劃模式，其中包括以

行人為導向之都市設計，提供決

策者擬定計畫之參考，並驗證灰

參數與目標值之間的影響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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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行空間對 TOD 實踐之重要性 

TOD 理念倡導混合土地使用、緊密城市發展、都市設計及以大眾運輸為主要

交通工具等實施策略，藉此減少私人運具的運用、降低環境污染與社會成本等，

而發展 TOD 理念的同時，也須規劃一個舒適的行人步行空間，以加乘放大其效果。  

由於人行空間之概念在各種

都市規劃理論及計畫中皆有提

及，本研究欲整理 TOD 理念下人

行空間的規劃，剖析其如何應用

在 TOD 規劃中解決都市發展的

問題，以說明人行空間所扮演之

重要性。換言之，人行空間的妥

善規劃能吸引民眾以步行方式進

行移動，進而鼓勵民眾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的意願，以利推展 TOD

理念。 

故本節欲以 TOD 規劃原

則，歸納出人行空間在 TOD 理念

下之重要性，再仔細探究 TOD 理

念下人行空間細項的規劃原則，

達成鼓勵民眾步行意願的目標，

以利後續評估因子形塑的參考。

其關聯性如右圖 2-3 所示。 

 

TOD 

規劃 

原則 

TOD 

理念 

TOD 

人行空

間細項

規劃 

原則 

人行空間的

重要性 

目的 

 

鼓勵民眾使用步行的意願 

                             圖 2-3  人行空間對 TOD 實踐重要性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壹、TOD 之規劃原則 

TOD 理念包含多種面向的規劃手法，本研究只針對 TOD 相關文獻中有關人

行空間部份的論述及規劃原則作一整理，以瞭解人行空間於 TOD 規劃理念之重要

程度。 

Calthorpe(1993)在其指導方針中提出 TOD 規劃開發的原則當中就區域性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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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公共交通運輸導向開發區必須以緊密結實、同時在有公共交通運輸系統支

援的情況下進行有組織的發展，並將商業、住宅、工作、公園與市政府使用空間，

配置於公共交通運輸站周圍步行可及的距離之內，以創造出親近步行者、並且可

以直接連接至地方性目的地的街道網絡。 

Michael Bernick and Robert Cervero(1997)，在Transit Villages in the 21st Century

一書中倡導大眾運輸村的規劃手法，加以長遠的眼光與願景，運用TOD的理念，

重新塑造新的都市社區。並以大眾運輸場站為發展中心，透過混合土地使用、高

密度與人性化的都市設計，完成密度（Density）、多樣性（Diversity）、行人便利

(Pedestrian-friendly)設計的規劃原則，創造舒適、便捷及高品質的大眾運輸村生活

環境。 

張學孔等(2000)主張建築物有儘可能退縮的趨勢，利用建築物緊鄰街道構築，

以產生更多行人的活動空間，鼓勵都市設計，創造良好都市景觀，規劃同一發展

區域同時具有住宅與工作之機能並准予以高集中度發展的方式使用，使得居民願

意步行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降低小汽車的使用率。 

呂姍代(2001)認為應減少活動的路徑，在大眾運輸車站四周屬於都市居民每日

主要活動地點採取土地混合使用的措施，達到行人活動所需要封閉感及活動連續

性的空間，增加行人活動量與該地零售商業設置，並可依賴來往人群支持營運，

市中心街道的生命力也可因而增強，滿足都市居民每日生活需求之目的。 

賴宗裕等(2003)以捷運車站周邊 500 公尺為劃設 TOD 的規劃區域為最適範

圍，並對捷運車站周邊土地提高發展密度及混合使用以利行人為導向的都市設計。 

葉文瑛(2003)研究建議以混合使用的規劃型態，將居住及就業地點規劃設置在

捷運車站周邊一定區域內，使大眾生活機能更加健全，減少交通旅次。捷運車站

周邊連續的步道系統為 TOD 之基本理念，然而為了提高混合使用空間的舒適便利

性，良好步行環境的規劃是格外重要，例如與生活相關之零售商業配置於人行步

道旁、步道空間的景觀設計、綠美化的加強等。 

李建佑(2003)認為各都市大眾運輸的規劃概念依舊以工程建設及交通建設為

主，對都市空間向度的思考相當不足，失去利用捷運建設以帶動都市發展的契機。

應以一、混合土地使用方式使同一塊土地上有兩種以上之使用方式存在，且功能

之間彼此具有協調性與互補性。二、行人導向的都市設計，鼓勵住宅規劃於與其

他零售商店及就業地點步行可及的範圍內，做混合式之土地使用規劃。三、與既

有之交通系統網絡相結合而非自外於道路層級系統之外。四、提高土地使用強度，

配合充足的開發密度，鼓勵民眾使用大眾運輸設施，並將住宅、工作地點及零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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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規劃緊鄰大眾運輸系統設施附近。五、結合都市設計之指導原則，鼓勵步行

導向之居住環境，支持社區內交通動線之規劃。建構以通勤者為主的大眾運輸理

想藍圖，將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規劃可透過 TOD 的理念加以配合進行都市再發

展，同時兼顧環境保護面、經濟效率面及社會公平面。 

凌瑞賢等(2003)以大眾運輸村（Transit Village）規劃手法創造一個鼓勵使用大

眾運輸系統的環境，塑造緊密且混合使用的社區發展型態使得居民、工作者、購

物者在步行約五分鐘的距離之內即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社會層面，大眾運輸村

內區里行政中心與捷運車站的結合，可讓居民在步行的同時增加面對面的接觸，

藉以培養都市與社區的歸屬感。 

許志堅等(2003)規範各大眾運輸車站地區的集中發展範圍，以場站為中心，設

定可容忍的步行半徑距離，並於該步行半徑距離內提供設施，結合完善的人行系

統兼顧景觀協調與無障礙的交通環境設計，可有效提昇大眾運輸工具的使用效率。 

李家儂(2003)以車站為中心，對車站周邊創造有趣、舒適的步行空間，將零

售使用設置在沿街的地方，透過在人行道旁建築物加強展示櫥窗的設計，可吸引

人步行選逛的興趣，同時豐富了街道活動與景觀，以增加人們使用大眾運輸的動

機。針對鄰近地區和車站提供便利的行人通道來連接以確保一個連續的街道和路

網，街樹種植在人行道和道路之間，可以作為行人和車輛的緩衝，也提供行人夏

天可以遮蔭的地方。 

諸多研究顯示，大眾運輸導向之都市發展要推行成功必須涵蓋三個面向（合

稱 3D）(Cervero 等，1997；賴宗裕、林楨家，2003；凌瑞賢、高鎮遠，2003；李

家儂，2003；賴宗裕，2004)： 

一、密度（Density）：提昇車站周邊地區之土地使用度，到捷運車站合理的步

行範圍內要有足夠的居民及通勤者，以產生很高的搭乘旅次，增加大眾運輸系統

使用量。 

二、多樣性（Diversity）：適當地混合土地使用，提高活動便利性，產生居住、

商業、休閒等活動與運輸系統間多樣化的形式而增加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的意願。 

三、設計（Design）：在所有影響大眾運輸系統選擇的因子中，都市設計具有

影響力。良好而細緻的都市設計有助於步行、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等相關實體建築

與基地配置。車站周邊地區之環境設計以行人導向為原則，透過行人便利

(Pedestrian-friendly)的都市設計，加強與其他運具之轉乘及接駁，以塑造舒適的步

行與轉乘環境，對於鼓勵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減少私人運具的使用有很大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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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的基本原則大都簡單明白的，包括具多樣性的土地混合使用、以大眾運

輸為發展主軸及對行人友善的步行設計，與 Corbett(1999)等人指出大眾運輸導向

發展重要的三項目分別為土地使用、場所設計、供行人與大眾運輸使用的設備等，

其實所指即為以大眾運輸發展為主，透過良好的設計將行人以步行方式與各式各

樣活動作結合，在實施 TOD 地區可以達到不動產增值及稅收增加的經濟效果；有

更多的住宅選擇，增進社區居民生活的互動；也減少汽車的使用與降低污染的程

度(Corbett，1999：2~11)。 

綜合上述，本研究在 TOD 領域與人行空間相關應用方面，有下列啟發： 

一、多樣性方面，在實施 TOD 區域範圍內，必須包括各種都市活動，作混合

式的土地使用，增加土地使用彈性，使行人能在此區域完成日常生活所

需的活動。 

二、可及性方面，此實施 TOD 理念之區域範圍須在輕鬆步行方式可及的距離

內，藉由街道空間、步行捷徑設置及細部的設計規劃，形塑行人步行之

綿密路網。將各項活動儘量設置在街道面之兩側，方便行人的到達，設

計連接式的步道，串連核心商業區、學校、社區公園等地點。 

三、緊密性方面，在實施 TOD 區域範圍，其各項活動之配置須緊密發展，並

緊臨大眾交通系統設施附近，藉著緊密的實體環境架構和有效率的空間

安排，來鼓勵行人活動。在步行可及的距離範圍內，提高捷運車站周邊

人行空間與土地使用結合的強度及密度 

四、可居性方面，在實施 TOD 區域範圍內可透過植栽美化、開放空間、街道

傢俱設置等設計手法及工作項目，創造以人為主之便利、舒適人行空間，

串連各項商店活動及設施，並提高都市空間之品質。 

五、自明性方面，以大眾運輸系統引導都市空間結構，營造當地地區特色，

藉地標或優良之開放空間塑造活動聚集之場所，強化當地地區自然元素

特性或人文歷史的發展特色，可增加社會網路並形成地方感及認同感。 

回顧相關文獻，得知行人步行空間設計於 TOD 理念的重要性，因步行空間設

計之良莠會影響民眾步行的意願，故行人步行空間的妥善規劃將有助 TOD 理念的

執行。因文獻中之規劃面向眾多，本研究將各文獻之規劃原則列出，將其與人行

空間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相關部份整理為人行空間之設計要點，以供對照，作為

本研究形塑 TOD 理念之行人空間評估因子之參考，並瞭解各規劃面向與人行空間

設置的關聯性，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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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TOD 理念下人行空間設計手法彙整表 
作者/ 
年代 

文獻題

目 TOD 理念下之規劃原則 人行空間設計要點 

Calthorpe 
(1993) 

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 

一、就區域性層級而言，公共交通運輸導向開發區必須

以緊密結實、同時在有公共交通運輸系統支援的情況下

進行有組織的發展。二、將商業、住宅、工作、公園與

市政府使用空間，配置於公共交通運輸站周圍步行可及

的距離之內。三、創造出親近步行者、並且可以直接連

接至地方性目的地的街道網絡。四、提供各式各樣住屋

型式、密度與價位的組合。五、保留敏感的棲息地、河

岸區域、與高品質的開放空間。六、創造出以建築物面

向與鄰里活動為焦點的公共空間。七、在現有的鄰里中，

沿著公共交通運輸系統促進都市增建與再開發。 

★各活動據點緊密配

置。 
★活動設置於步行可

及的距離內。 
★綿密的街道網絡。 
★開放空間。 
★形塑行人聚會的公

共活動空間。 

Michael 
Bernick  

and  
Robert 
Cervero 
(1997) 

Transit 
Villages in 

the 21st 
Century 

倡導以大眾運輸村的規劃手法，加以長遠的眼光與願

景，運用 TOD 的理念，重新塑造新的都市社區。以大眾

運輸場站為發展中心，透過混合土地使用、高密度與人

性化的都市設計，完成密度（ Density）、多樣性

（Diversity）、行人便利的設計的規劃原則，創造舒適、

便捷及高品質的大眾運輸村生活環境。 
 

★運用都市設計的理

念整體規劃設計。 
★TOD 規劃範圍在步

行可及性高的距離

內。★鄰里行政中心與

捷運場站的結合。★各

活動據點緊密配置。 
張學孔 
錢學陶 
杜雲龍

(2000) 

大眾運輸

導向之都

市發展策

略 

建築物有儘可能退縮的趨勢利用建築物緊鄰街道構築，

以產生更多行人的活動空間，在市中心及場站提供商業

及民生的各項服務，包括鄰里性的社區活動，以鼓勵居

民以願意步行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良好的視野及舒適的

環境將提高民眾步行至車站的意願。 

★利用建築物退縮建

築，增加人行空間。★

促進行人與街道活動

結合。★塑造優美視野

景觀。★各活動據點緊

密配置。 
呂姍代

（2001） 
從都市日

常生活論

大眾運輸

車站周邊

商業空間

之規劃 

在大眾運輸車站四周屬於都市居民每日主要的活動地點

採取土地混合使用的措施。達到行人活動所需要封閉感

及活動連續性的空間，行人活動量就會增加。 

★各活動據點緊密配

置。 
★設計適中的封閉感

空間。 
★創造活動連續性的

空間配置情形。 
賴宗裕 
林楨家

(2003) 

捷運場站

周邊土地

使用規劃

模式之研

究－TOD
理念與多

目標規劃

方法之應

用 

一、劃設 TOD 的規劃區域，以捷運車站周邊 500 公尺為

最適範圍；二、捷運車站周邊土地提高發展密度及混合

使用；三、以人行為導向的都市設計原則；四、為了配

合上述三個原則的落實，須對建築物設計與市中心停車

加以管制。 

★設計範圍在步行可

及性高的距離內。 
★各活動據點於設計

範圍內緊密配置。 
★對建築物的管制創

造適合人性尺度的空

間與景觀。 
★針對停車位之規劃

配置與管制方式。 
葉文瑛

(2003) 
捷運車站

周邊土地

混合使用

之研究 

一、將居住及就業地點規劃設置在捷運車站周邊一定區

域內使大眾生活機能更加健全，滅少交通旅次。二、在

捷運車站周邊提供服務轉乘者使用的設施於土地混合使

用的概念中，使於尖峰與非尖峰時段皆能創造活力。三、

捷運車站周邊連續的步道系統為 TOD 之基本理念，然而

為了提高混合使用空間的舒適便利性，良好步行環境的

規劃是格外重要，例如與生活相關之零售商業配置於人

行步道旁、步道空間的景觀設計、綠美化的加強等。四、

捷運車站周邊生活空間的塑造:強調緊密的混合使用地

區之街景意象建立，使生活空間富有舒適感。 

★將各活動據點於車

站周邊緊密配置。 
★步行至轉乘空間的

設計與活動設置的連

結。★塑造步行連續性

的空間。★植栽綠化。

★創造優美視野景觀。

★塑造深具地方特色

的地標或讓人們喚起

當地意象的土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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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4  TOD 理念下人行空間設計手法彙整表 
作者/ 
年代 

文獻題

目 TOD 理念下之規劃原則 人行空間設計要點 

李建佑

(2003) 
以大眾運

輸導向發

展理念建

立都市再

發展之模

式 

一、提高土地使用強度：配合充足的開發密度，鼓勵使

用大眾運輸設施，將住宅、工作地點及零售商店規劃緊

鄰大眾運輸系統設施附近。二、混合土地使用：同一塊

土地上有兩種以上之使用方式存在，且功能之間彼此具

有協調性與互補性。三、行人導向的都市設計：鼓勵住

宅規劃與其他零售商店及就業地點於步行可及的範圍

內，做混合式之土地使用規劃。四、與既有之交通系統

網絡相結合，而非自外於道路層級系統之外。五、結合

都市設計之指導原則，鼓勵步行導向之居住環境，支持

社區內交通動線之規劃。 

★各活動據點緊密配

置於車站附近。★步行

可及性的距離內，作混

合式之土地使用。★塑

造地區自明性吸引行

人的聚集。★提高土地

使用強度。★與原有街

道系統結合設計。★鼓

勵行人步行之動線規

劃。 
凌瑞賢 
高鎮遠

(2003) 

理想都市

的 
運輸系統 

 

確定都市發展邊界並宣示大眾運輸優先原則，規劃高效

率的運輸系統串連都市主要活動地帶，在站區周邊採用

混合、高強度的土地利用型態，外圍則配置公園綠地等

低密度的公共設施用地，藉以塑造疏密有致的都市空間

結構。 

★以大眾運輸為都市

發展主軸。★混合土地

使用。★都市活動配置

與大眾運輸相互結合。

許志堅 
林育慈

(2003) 

大眾運輸

導向的都

市發展目

標與策略

─以臺北

市為例 

在站區步行範圍內，允許一定程度的土地平面混合、立

體複合使用。二是站區規劃準則的確立：為規範各大眾

運輸場站地區的集中發展範圍，以場站為中心，設定可

容忍的步行半徑距離，提供設施。三是捷運與人行空間：

大眾運輸路網結合完善的人行、自行車行系統，可有效

提昇大眾運輸工具的使用效率，並兼顧景觀協調與無障

礙的交通環境設計。 

★各活動據點緊密配

置。★都市設計準則的

確立。★步行可及的距

離之內。★完善的人行

系統  (包含連續性的

步行空間與完整的街

道網絡)。★優美視野

景觀。★無障礙的交通

環境設計， 
李家儂

(2003) 
都會區大

眾運輸導

向發展之

規劃模式 

一、提供有趣、舒適的步行空間：大多數的行人無法在

一個大的開放空間裡感受到舒服步行的感覺，而透過在

人行道旁的建築物加強展示櫥窗設計，則可吸引人步行

的興趣以增加人們使用大眾運輸的動機。二、以行人導

向為主的土地利用模式：其零售使用應設置在沿街的地

方。三、鄰近地區和車站應有便利的行人通道來連接：

1.提供人們想要去之地方的連結：一個好的路線聯絡網

最基本可提供行人和騎腳踏車的人可以到不同目的地之

機會；2.保證一個連續的街道和路網；3.提供通過大樓的

連接：提供一個走捷徑的路線通過較長的大樓，將能增

加行人的便利。四、發展地區特色：創造車站成為社區

的焦點，它們能夠結合便利商店、餐廳或其他鄰里設施，

結合這些使用加強焦點，使其成為社區真實的一部份。

五、大眾運輸與地景：街樹和其他形式的地景提供了一

個愉悅的對比和舒緩都市環境。藉由混合自然特色在建

築中，使街景更有生氣。街樹種植在人行道和道路之間，

可以緩衝行人和車輛，也提供行人夏天可以遮蔭的地

方。六、棋盤式的街道型態：是為了方便每條道路都能

與大眾運輸系統相連結。 

★行人與街道活動結

合。 
★各活動據點緊密配

置。 
★綿密的街道網絡。 
★步行連續性的空間。

★設置必要的人行捷

徑。 
★深具地方特色的地

標或讓人們喚起當地

意象的土產。 
★植栽。★優美視野景

觀。 
★行人步行安全性。 
★遮陽避雨之街道傢

俱設置。 
★適中的封閉感空間。

賴宗裕

(2004) 
成長管理

與 
規劃經濟 

提高使用強度、就業密度，集中混合土地使用等特性，

透過都市設計手法形塑舒適的空間環境將提高民眾步行

至車站的意願。 

★各活動據點緊密配

置。★活動連續性的空

間。★都市設計準則的

確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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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行空間於都市發展之功能 

一、人行的特性 

由於小汽車的發展提供點對點、高及戶性的特性，使人們常處在汽車空間中

移動而逐漸減少步行的使用，讓我們在現今快速發展的社會中淡忘原本人行社會

結構下的好處。一般而言，步行有以下特性 (趙晉緯，2003)：  

(一)步行速度較其他運具慢。  

(二)步行是無污染、不耗能源的運輸兼運動休閒方式。 

(三)行走距離較其他運具短。  

(四)步行與車行相衝突時，步行者有較大之安全顧慮。  

(五)步行行為能促進人際交流及交易行為。  

(六)步行較其他運具不受空間的限制。  

(七)步行雖廉價，但旅行時間成本較高。  

(八)步行易受氣候因素的影響。  

由於步行之特性，人行空間的設計應對車輛進行各項的管制措施及緩衝設

施，維護行人安全；提供行人休息與擋風遮雨等設備。但也由於步行緩慢的特性，

可以與人接觸得知各種訊息，參與街道上的人群活動，追尋人類基本需求。依莊

建德(1985)研究認為為行人設置步行街道的理由有：1.改善環境，減少污染程度。

2.減少對汽車的依賴，節省能源，降低於交通工具上的花費。3.加強市民對城市

的地域感及認同感。4.保護步行者的安全，減少交通意外傷害。5.促進街道周邊

商業繁榮，提高投資意願，獲取較高的土地評價。6.鼓勵大眾使用開放空間，增

加遊憩機會。7.管理維護措施的整體性及持續性以維護環境。8.提高商業利益以

增加商人與政府的收入，從而吸引更多民眾活動。9.依人的尺度及感覺以創造一

具有美感且和諧的活動空間。10.步行街道將成為市民生活中最佳的社交場所，

更是獲取生活經驗的教育工具，以鼓勵市民的參與。 

劉嘉瑩(2002)之研究指出，從步行空間發展的歷程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步行

空間對都市的經濟、社會及文化層面都有很大的影響。從經濟面來看，一個好的

步行空間提供了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可以創造地區的環境價值，也是國外許

多行人徒步區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從外部性的角度來看，鼓勵行人步行

抑制機動車輛，將有助於減少環境污染及意外事故，並可減少能源的消耗。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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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來看，步行空間提供多樣性的活動，藉由豐富的都市活動將可拉近人與人間

的距離，使人們的生活重新回到街道上，降低都市化所造成的社會疏離感。從文

化面來看，最明顯的例子就是歐洲國家將古蹟建築周邊劃設為行人徒步區，不但

促進了古蹟保存，增加觀光效益。此外，一個好的步行空間可透過街道公共藝術

及諸多藝文活動，提昇都市文化活動的活力。 

由上所述，不難看出行人步行空間設置的必要性，除了保障行人步行的安全

與方便之外，亦可促進步行街道旁商業的繁榮，形塑人與人之間鄰里單元的凝聚

力量。 

二、人行道基本形式分類 

國內人行道設計並沒有統一的規範，且受限於不同之環境條件，衍生出多種

型式之行人步行空間，依據市區道路人行道設計手冊之研究計畫實際現地調查，

將國內行人步行空間，歸納五種基本型式(詳如表 2-5)，其中退縮騎樓地作為行

人通行用地雖非該手冊研究所研定之範圍，但此類型之空間卻普遍存在於都市環

境當中，故進行道路規劃時仍應將路側是否有騎樓空間納入考慮。 

本研究認為，TOD 理念中須建構綿密的步行路網，除了這五種型式之行人

步行空間外，尚包括沒有設置人行道、騎樓及退縮空間的巷弄空間，以及穿越建

築物牆面的進出通道等。所以，TOD 理念下車站周邊之人行空間規劃應有更廣

的思維，以增加步行便利性，使行人容易接近街道的目標來進行規劃。 

 

表 2-5  國內人行空間基本型式表 
基本型式  特點說明 
人行道 

 

․人行道側無騎樓及退縮空間，鄰側土地使用大多為住

宅區。 
․人行道相關設施設計特點，較易突顯於整體環境中。 
․由於台灣氣候的特性，人行易受雨天、烈陽之影響。 

退縮騎樓地 

 

․退縮騎樓地不屬於道路路權範圍，但提供作為行人通

行用地。此種形式普遍存在於都市環境中。 
․退縮騎樓地使道路斷面視覺開闊，但空間易被佔用。 
․騎樓提供行人遮陽蔽雨之行走空間。 
․臨人行道側之一樓住戶私密性易受侵擾。 
․臨人行道側之商業櫥窗展示效果較佳。 

2-23 



第二章  理論與文獻回顧                                                               

人行道＋退縮空間  

 

․一般設在學校、公園或公共建築等開放空間附近。 
․人行空間寬廣，可設置較完整之街道傢俱系統。 
․人行道設施設計，可配合退縮空間塑造地區特色。 
․由於台灣氣候的特性，人行易受天雨、烈陽之影響，

可考慮避雨遮陽設施。 

人行道＋騎樓(一)  

 

․此種形式之人行道寬度過窄（一般寬度小於 2 公尺），

僅能提供為候車及埋設管線之空間，步行仍以騎樓為

主。 
․騎樓提供行人遮陽蔽雨之行走空間。 
․臨人行道側之商業櫥窗的展示效果較佳。 
․利用騎樓設置候車空間、掛壁式電話等，可減少人行

道之設施量體。 
․臨人行道側之一樓住戶私密性易受侵擾。 
․人行道無障礙環境設計，考量與騎樓間的界面整合。 

人行道＋騎樓(二) 

 

․人行道較寬闊（一般寬度大於 2.0 公尺），可設置較完

善之街道傢俱系統，步行空間選擇性大。 
․雨天或烈陽曝曬時，可利用騎樓空間躲避，但空間易

被佔用。 
․人行道無障礙環境設計，需考量與騎樓間的界面整合。

․臨人行道側之商業櫥窗展示效果較佳。 
․臨人行道側之一樓住戶私密性易受侵擾。 

資料來源：市區道路人行道設計手冊，2003 

三、TOD 理念下之人行空間規劃 

一個適於步行的環境，是 TOD 規劃理念的關鍵部份，如果人們不能舒適地

從公共交通運輸場站步行到他們的目的地，或是以步行完成一天當中的工作任務

時，每個人都會希望擁有一台汽車以為代步。TOD 希望將許多滿足目的的點帶

到步行可及的距離之內，使各個行程得以相互結合。在所有設有信號燈的交通幹

道十字路口，都應該要提供行人穿越道，在已開發區域中，除非為解決重要的通

行問題外，Calthorpe(1993)認為其餘的情況下並不鼓勵為行人設計地下道或是天

橋，因為其造價高昂，而且其路線通常迂迴冗長，缺乏為民眾大量所使用的路線。

里鄰的發展希望規劃更適於步行、綜合性更高的社區，可減輕對汽、機車的依賴。 

步行路線應該沿著所有街道而設，或是位於從街道便可看見的地方，這是

形塑安全空間的必要條件(Fisher，1994：2)，必須提供清潔、舒適且直接通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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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商業區與公共交通運輸場站的通道。主要的步行路線應該由住宅正面、公園、

廣場或商業使用空間所圍繞，主要的人行步道系統應該與街道系統同時存在，任

何無法達成街道聯結的地方，應設置簡短的步道或在商業中心周圍穿越牆面而提

供通道，以提供住宅區與零售區之間的聯結；應該避免規劃任何穿越停車場或住

宅開發區背面的路線，以免形成遠離街道的步道。公園附近應該提供替代路線供

夜間使用；直通公共交通運輸場站的步道，應該沿著活動區域而設，並且加以設

置遮蔭避雨的設施，換言之，停車場、購物區等應配置通往交通運輸站的通道上，

以滿足行人的需求，提昇步行的意願(Calthorpe，1993)。 

人性尺度的設計元素是成功吸引行人步行於街道上之重要原因，這影響到

步行空間環境的品質。步道中的障礙物與不方便的步行路線，將會使行人降低步

行去使用公共交通運輸的意願，在缺乏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情況下，我們還是可

以創造出一個健全的步行環境，但是如果沒有行人，一個公共交通運輸系統便無

法存在，可知吸引行人步行意願的設計有其重要性(Hecimovich，1998：8~9)。 

Howland(1995)在 TOD 座談會報告書中，以大眾運輸導向在 California/Lake 

station 地區的再發展情形，作為示範討論的案例，其中在車站南邊的兩個街角空

間設計成廣場，透過人行天橋與車站連接，具有交通轉運與行人聚集的功能，同

時允許零售業與服務業在該區域發展；提供天候防護設施，並運用變化不同的鋪

面材料與燈光裝飾，塑造特殊的環境；種植一些樹木，尤其在建築物轉折或邊緣

處種植會使空間更具人性尺度。 

參、人行空間相關文獻介紹  

國內在人行空間方面有部份文獻是針對行人步行做相關的研究，包括在步行

的速度、所需空間寬度及人流概念的實證分析，有文獻亦對人行道路的鋪面設計

及其材質的研究、都市與行人空間的分析、人行設計規劃理論的探討與步道系統

細部元素的設置及建議等。本研究係對與人行空間相關議題之文獻作一回顧(見下

表 2-6)，企圖瞭解步行街道的內涵並歸納一個舒適怡人街道空間應具備的面向條

件，進而形塑該空間的設計準則，改善現有都市中混亂之行人步行環境。 

本研究希望透過人行空間的妥善規劃，吸引民眾採取步行方式，以協助 TOD

理念的達成，而莊建德(1985)之研究中以檢討人類行為與街道空間的相互影響關

係，分析本省中心商業區的步行空間，並建立一個豐富的街道空間及滿足個人需

求的活動空間，此檢討人類行為與街道空間的相互影響關係角度，可以提供本研

究對 TOD 理念車站周邊之人行空間的規劃因子作更進一步的思考。 

2-25 



第二章  理論與文獻回顧                                                               

TOD 理念強調車站周邊步行距離範圍內，各種活動的空間配置要能滿足行人

上班、上學、購物…等日常生活需求，然而鄭元良(1985)對學生步行上、下學所經

的路徑，即所謂的「通學道路」進行實質環境及問卷調查，找出影響「通學道路」

安全、便利及舒適的問題因素，以作為「通學道路」設計的參考。此可作為本研

究對 TOD 理念下車站周邊之人行空間規劃評估因子選取之參考。 

TOD 理念目的希望鼓勵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減少汽車的使用，但汽車仍

有其使用方便與自由度高的優勢，透過盧錫璋(1986)之研究對人與車之間所形成的

種種不協調問題，並重新檢討都市土地使用的合理性，設法重新安排都市的活動

空間，提供本研究對汽車的管制或轉換等規劃手法有更多的認識，可於車站周邊

人行空間規劃時平衡人車方面的問題。 

由於永續都市發展的概念與 TOD 理念所追求的目標一致，故本研究希望透

過吳孟勳(2001)在探討生態街道與城市永續發展之關係中，對未來街道規劃的趨

勢，作一瞭解，供本研究於街道自然生態環境評估因子方面，有更進一步的參考。 

TOD 理念車站周邊之人行空間中，住宅與商業性質的混合土地使用是不可或

缺的重要元素。住宅方面，黃淑娟(1995)探討步行空間在住宅社區的角色與地位，

設計住宅社區步行空間開發的準則及規劃手法。而在蕭向吟(2003)之研究中試圖釐

清不同類型商業街道的特性，並以土地使用及空間形式之因子作為探討商業街道

類型之分析項目，藉此強化商業街道之識別性及特質。故上述二者之研究對空間

形式方面之影響因素，可為本研究對 TOD 理念下車站周邊之人行空間規劃評估因

子選取之參考。 

以大眾運輸導向都市發展的概念下，趙晉緯(2003)用系統性之步驟，找出人

行空間評估架構中所有可能影響人行空間評估之因素，對人行空間建構出綜合評

估指標。該研究雖是以 TOD 理念為引發人行空間評估指標之建構，但其以建構指

標為研究重點，較少在 TOD 方面進行探討，而本研究係針對 TOD 理念之層層關

聯進行分析，試圖導出 TOD 理念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中的重要影響因子，故其研

究亦能為本研究對 TOD 理念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規劃評估因子選取之參考。 

環境優美、舒適的步行空間除了對一般視覺正常之行人有正向的效果之外，

尚且需要考慮視障行人在步行時另一方面的需求。根據張龍生(2003)對視障者在步

行方面所作的研究，可以瞭解視障者在步行時所面臨的問題、習性及對人行空間

方面的需求，以利本研究在車站周邊行人步行空間的規劃設計評估因子選取方面

能更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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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行人步行街道空間相關文獻一覽表 

作者 主要內容與結論 

莊建德 

(1985) 

檢討人類行為與街道空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並分析本省中心商業區的步行空

間以瞭解步行街的內涵，提出十項設立步行街的理由，建立一個豐富的街

道空間，提供一滿足人們社會需求及個人需求的活動空間。  

鄭元良 

（1985） 

找出影響「通學道路」不安全及不舒服的問題因素，探討學生步行交通安

全問題、學生步行便利與愜意的因子及步行相關理論最後提出改進的建

議，以作為「通學道路」設計的參考，並發現為學區劃分的原則。 

盧錫璋 

（1986） 

瞭解人與車之間所形成的種種不協調問題，配以有效之人車規劃手法，並

重新檢討都市土地使用的合理性，設法重新安排都市的活動空間，合理的

分散交通量或減少交通需求，然後針對各地區的需要，採取適當的分離、

管制或轉換等之規劃手法。在關心行人時也能使行車的人獲益，有系統的

整理各種解決對策與規劃方法，以求各種平衡人車問題的解決途徑。 

黃淑娟 

(1995) 

瞭解步行空間之內涵，以步行空間的環境設計來探討步行空間在住宅社區

的角色與地位，同時探討步行空間開發依循的準則及規劃手法，以提出良

好改善建議。 

吳孟勳 

(2001) 

說明台灣整個城市發展上以交通運輸為考量，失去昔日街道上生動的情景

以及兩旁幽雅的景觀。因而探討生態街道與城市永續發展之關係，追求自

然生態及人為開發之間的平衡，提出未來街道規劃應著重於自然生態環境

上的改善，引入永續生態的理念，才能真正達成街道的永續發展。 

蕭向吟 

(2003) 

試圖釐清不同類型商業街道的特性，以土地使用及空間形式之因子作為探

討商業街道類型之分析項目，藉此強化商業街道之識別性及特質。指出在

空間形式方面之影響因素為：街道寬度、空間尺度、路徑形式、空間介面、

步行環境等，說明上述因素對商業街道類型之影響。並經由土地使用及空

間形式的分析，將個案研究之商業街道分為三種類型並提出不同類型之商

業街道特質、差異性及規劃建議。 

趙晉緯 

(2003) 

以大眾運輸導向之都市發展的發展概念，用系統性之步驟，找出人行空間

評估架構中所有可能影響人行空間評估之因素，評估人行空間街道元素的

客觀績效，並從人行空間的交通功能性討論「效率」問題，從使用親和性

討論「品質」問題，從社會永續性討論「公平」問題，以對人行空間建構

出綜合評估指標。 

張龍生 

(2003) 

研究瞭解視障者在步行時所面臨的問題及習性，以訪談方式在步行環境方

面，整理視障者其平常步行的路徑上所遭遇之問題，認為目前步行環境最

需要加強的是步道障礙物的清除、多設置導盲磚與語音號誌等，加強空間

設計以及相關法令規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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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綜觀都市發展的歷史，人行空間原本在中古世紀歐洲地區田園村莊的恬適生

活中之重要程度，因工業革命之後，科技突飛猛進，汽車時代的來臨，都市的快

速發展，而漸漸受到人們的忽略，都市交通規劃方面也因此以汽車為主的規劃方

式，人口的聚集，都市發展產生諸多問題。反觀國外都市發展情形，由於普遍使

用汽車所造成的問題，已一一浮現，都市規劃領域的政府部門至專家學者無一不

在思索解決問題的辦法，產生許多的理論與學說，各有其優缺點，但共通點皆在

處理人與車在都市環境下應如何共存，尋求人類合理、舒適的生存空間。 

綜合上述，可知現今我們身處的都市環境，不利於行人步行，在行人步行空

間的相關研究方面，許多文獻都以台北市為研究案例，其所得的結果對於目前的

規劃設計有許多不足與需要改進的地方，強調首善之區的台北市如此，遑論其他

都市地區的發展能有更好的規劃設計。故在本節首先針對 TOD 理念相關文獻中有

關人行空間部份的規劃原則作一整理，以瞭解人行空間於 TOD 規劃理念之重要程

度，可歸納出以大眾運輸車站之人行空間半徑須在輕鬆步行的範圍內，且有綿密

的步行路網，其中佈滿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動場所，以滿足工作、購物、休閒等各

種都市活動，加以配合良好都市景觀設計及街道設備，創造迷人、舒適環境的功

能。另外，就相關人行步行空間的文獻回顧，可供本研究在 TOD 理念下車站周邊

人行空間規劃評估因子的選取參考，使在 TOD 理念下車站周邊之人行空間設計能

具體更完善的人行條件。茲將人行空間領域文獻回顧後對於本研究主題相關之設

計手法與工作項目分述如下： 

一、安全性方面，透過清晰的照明、人車關係的設計、人車緩衝地帶的設置、

良好的鋪面品質及防災避難空間的留設等，使行人步行時避免意外發

生，提供用路人的安全保護。  

二、舒適性方面，可運用天候防護設施、可休憩空間、植栽美化、人行道之

寬度增加、街道藝術裝置等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讓行人更容易親近，

能愉悅的使人們坐下談話，促使社交活動發生，免除汽車噪音、震動、

廢氣之干擾，避免因交通引起的不適而撤離。 

三、方便性方面，行人於步行空間活動時，該空間有無障礙設施、導引指示

設施、資訊提供設施、街道傢俱、日常活動之提供等，所能滿足行人需

求及促使該活動容易達成之相關設施，配合步行動線之設計，增加步行

完成活動目的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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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及性方面，行人為達到其活動之目的，可藉由完整的步行網路設計及

穿越捷徑步行路線的設置，增加由一地至另一地之便捷程度。 

五、自明性方面，行人街道記錄著空間的歷史，人們以此場所有別於他處而

感到自豪，人行空間非僅是一個通道路線，還是發生事件的場所。可透

過獨特的環境條件來塑造，例如：景觀、小溪、老樹或一棟特別的房子

等。 

故妥善的人行空間規劃在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觀點下之混合土地使用、緊密城

市發展、都市設計及以大眾運輸為主要交通工具等策略中，是不可或缺的一環，

攸關 TOD 的執行成效。以上這些實施策略環環相扣，若能突破現有發展困境，必

能真正建立永續、高品質的都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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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都市設計對 TOD 實施之關聯性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有關都市設計的部份，主要是為了支持車站地區成為地區

發展核心的作法，因此不論是空間形式或步行系統的規範，都應該以此作為最終

目的，以增加大眾運輸之使用，故 TOD 之規劃希望將有助於步行、搭乘大眾運輸

系統等相關實體建築、基地配置與美學設計融入都市設計法規中，以行人導向設

計為原則，創造良好都市景觀，提高民眾步行的意願。 

本節針對都市設計進行基本分析與瞭解，希望以都市設計中以人為主的考量

為出發點，補強現有人行空間領域中有關都市設計理念部份之不足，或雖有文獻

加入部份類似有關都市設計之觀念，但本研究希望透過都市設計領域之文獻回

顧，能彙整出更完善且適合本研究主題之相關應用特性，將 TOD 理念下之人行空

間規劃原則，運用都市設計準則的手段，落實 TOD 理念之人行空間規劃，以利後

續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都市設計準則之應用。茲將上述關聯以圖 2-4 表示之。 

都市設計

之目的與

功能 

手段 

都市設計 

準則 

TOD 理念下之人行

空間規劃原則 

目的 

創造舒適人行空間 

提昇民眾步行的意願 

 
圖 2-4  人行空間與都市設計關係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壹、都市設計理念  

一、沿革發展 

都市是人類文明發展具體成果，亦是人類為適應群居生活而發展形成的聚居

環境，從人類開始利用其智慧去創造與建設都市文明起，都市設計的行為便應運

而生，此時都市設計便受到自然環境現象(如地形、地勢、氣候、生態環境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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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環境特質(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安全、交通、美觀等)而影響，

並隨人類文明的發展而產生不同型態與特徵的都市設計，因此都市設計是隨時空

的變遷及自然與社會環境所面臨問題的不同而有所不同，以下為不同時期都市設

計的發展的概況(陳錦賜等，1999)： 

(一)古代文明時期─都市設計用環境規劃技術來擇地，受政治、軍事、宗教等影

響甚鉅。 

(二)中古文明時期─此時期都市設計受文藝復興新文化藝術的影響，發展出理想

都市理論，並以幾何圖形型態來設計都市，以為未來發展之方向。 

(三)近代文明時期─交通工具的發展深深影響都市設計的時空價值觀，都市蔓延

發展使文藝復興以來作為政治控制手段的都市設計已完全不合時宜。 

(四)現代文明時期─都市設計受工業化與都市化兩者的衝擊，造成經濟與環境保

護等諸多課題，因而都市設計的議題又成為都市發展的主要議題。 

都市問題千頭萬緒，隨著都市問題的日益嚴重，在 1950 年代「都市設計」

正式成為美國環境規劃設計專業的研究領域，1960 年於美國哈佛大學成立都市

設計研究所課程，同年紐約及舊金山亦於政府的都市計畫局內設立都市設計小

組，使都市設計的工作逐漸受到重視。在台灣，民國六十年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成立都市設計組，成為台灣地區第一個設立都市設計相關研究課程之學系，並開

始台灣地區都市設計及規劃的業務推動。民國七十九年於「中華民國都市計畫學

會」內所設立的「都市設計委員會」，為台灣地區早期正式從事都市設計相關業

務的正式組織；民國八十三年則由學術研究人員及相關專業人士所共同成立台灣

地區第一個都市設計學術組織團體「中華民國都市設計學會」；其專職都市設計

專業工程之開展，改善並塑造都市之功能與環境，且從事管理及維護性的服務事

項(劉玉屏，2002)。在法規方面，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八條明訂：  

『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下列地區應辦理都市設計，納入細部計畫： 

(一)新市鎮。 

(二)新市區建設地區：都市中心、副都市中心、實施大規模整體開發之

新市區。 

(三)舊市區更新地區。 

(四)名勝、古蹟及具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建築物之周圍地區。 

(五)位於高速鐵路、高速公路及區域計畫指定景觀道路二側一公里範圍

內之地區。 

(六)其他經主要計畫指定應辦理都市設計之地區。 

都市設計之內容視實際需要，表明下列事項： 

(一)公共開放空間系統配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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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行空間或步道系統動線配置事項。 

(三)交通運輸系統配置事項。 

(四)建築基地細分規模限制事項。 

(五)建築量體配置、高度、造型、色彩及風格之事項。 

(六)環境保護設施配置事項。 

(七)景觀計畫。 

(八)管理維護計畫。』 

將都市設計正式明文規定於法條當中，使都市設計有法源依據對都市空間進

行管制。 

綜合上述，由於現今都市問題錯綜複雜，從過去的經驗已深刻體驗現行制

度、工具運作之不足，於是有都市設計的規劃手法產生，希望對於實質居住的空

間品質，藉由管制的手法，結合景觀與建築的專業，以人性需求為基本考量，作

整體空間環境之改造。對於工業革命所帶來人類文明急劇變遷的都市環境，人類

面臨未曾遭遇過的都市問題，透過都市設計的機制，可確保都市空間環境品質，

尋求人與環境間的平衡，喚起民眾的共識，追求公共的利益。從國內外的趨勢發 

展皆可看出都市設計的重要性。 

二、都市設計之目的 

都市設計係指對一定區域內有關都市活動、交通動線、建築及構造物之配

置、造型與外觀、開放空間、都市景觀等事項予以規劃，塑造都市風格與提昇生

活品質。陳明竺(1992)指出都市設計是三度空間的設計，具有其在藝術、創意與

技能方面的共通性，若能兼顧藝術與科學領域才能發揮設計的功效。都市設計是

都市計畫中屬於實質建設的一個步驟，當要對都市作設計安排時，都市中所有的

素材分別出現，並將其作一有系統之組合，這份成果並非僅為工程上的成就，而

是結合人文、社會視野，自有其本質的都市組合。都市設計之目的，即在於求得

此一組合，不僅要求其機能合理，更要求其外觀及空間令人愉悅或覺得合宜。但

須注意都市設計不是設計建築物而是為了解決都市真實生活所引發的一連串決

策的過程。(謝慶達、莊建德譯，1989) 

廖世璋(1999：53)認為就都市設計之目的為(一)連接都市計畫與建築管理之

落差。(二)塑造地方風格及環境意象。(三)避免環境不當開發。(四)保存具有歷史

人文價值之空間場所。(五)使都市環境建設作有秩序之發展。(六)建設現代化的

人性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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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可作為本研究在進行 TOD 理念下車站周邊之人行空間設計

準則研擬的參考，以達創造均衡、有秩序的都市環境。 

三、運用都市設計之偏差 

都市計畫主要決定「在何處做？」與「做多少？」，而都市設計的工作是決

定「如何做」，但都市規劃師往往著重於資源分配，較少考慮到三度空間的問題，

建築設計者則著重單一或少數基地個別的建築表現，忽略了都市整個風格，因此

都市設計在都市整體發展過程中扮演著上下聯繫與整體協調的角色，是一連串都

市行政的過程(陳明竺，1992：177)。而今日的城市，為解決多數的問題，已呈

現單就技術面的規劃考量，但城市的根本問題，並非只是設計或創造出一個看似

整體的城市解決方法而己，而應是從城市本身的問題及特質著手(黃瑞茂譯，

1994：177）。現今講求都市服務系統功能之提昇、都市規模之擴展，卻無其都市

應有的風格。都市計畫往往忽略當地城鎮空間結構所隱含之文化形式特質，只追

求流行的建築創意表現以及私利重於大眾公共活動空間品質的過度都市開發；都

市的快速發展，規劃的過程中造成都市活動的連貫及環境可居性的實質內涵嚴重

地被忽略(林欽榮，1995：14~15)。 

以上所述可使本研究在後續 TOD 理念下車站周邊之人行空間規劃準則的

擬定中，避免流於表面的規劃，而應注意到都市其應有的內涵與特質。 

四、都市設計之特徵與功能 

都市設計最主要的特質，乃是將不同事物組合成一種新的設計和新的安排，

不僅考慮設計物體之本身，更重要的是安排諸多物象間的相互關係。都市設計有

其特質：(一)都市設計應注意各物象之相互關係。(二)都市設計應注意人們的反

應。(三)都市設計應注重尺度的觀念(陳明竺，1992：10~14)。都市設計功能包括

確保都市環境品質、增進都市景觀、提昇都市空間之人性使用機能、指認都市未

來環境發展秩序，以及保障都市房地產優值；而藉由都市設計之執行，可以連接

都市計畫與建築管理之落差、塑造地方風格及環境意象、避免不當開發、保存具

有歷史人文價值之空間場所、使都市環境建設做有秩序之發展、建設現代化的人

性居住環境。 

都市設計之功能有下列各項(一)確保都市環境品質。(二)增進都市景觀。(三)

提昇都市空間之人性使用機能。(四)指認都市未來環境發展秩序。(五)保障都市

房地產價值（廖世璋，1999：51~53）。都市設計最重要的是須兼顧量體（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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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棟建築物或群體建築物之處理）的設計與敷地計畫(亦即開放空間的處理)。一

個場所的認同，就是場所的一種心理性結構（Mental Structure），不但使人與場

所的功能有效地發生關係，而且是一種情感的安全、愉快和體認，撫慰民眾心靈

過度的反應。都市景觀對居民視覺心理上有很大的影響，其中「尺度」是設計中

一種量度的方法，它是一種使人與物及物與物相互間有一定關係的說明方式。 

詹裕亨(1986)認為「都市設計」應具有下列五個條件： 

(一)是人類對實質環境操縱的設計行為之一。 

(二)是基於對人類行為、知覺及歷史尊重。 

(三)是將三度空間的實質環境做整體性的安排，並考慮時間的因素。 

(四)是為都市未來的成長與變遷，提供可以隨著需要而調整的具體架構或實

質系統。 

(五)其目的在滿足人類生活上機能、社會、經濟及美觀上的需求。 

都市設計的思潮自 1920 年代相繼在歐美等地興起，包括烏托邦主義、人文

主義、紀念主義…等諸多理論的提出，近十年來，都市設計理論有較系統性與原

則性的發展，包括永續都市型態的分類、社區都市設計理論、都市設計準則體系

及地方政策…等。終極目的都是在追求人於都市環境中能有更好的生活品質，由

於時代背景的不同，所面臨的問題與發展狀況不同，都市設計著重的焦點必然有

所改變。現今都市設計注重於建立明確的都市發展主題，塑造地方特色風格；注

重環境保育與保存，健全都市的防災功能；加強都市設計教育，鼓勵民眾參與。 

綜合上述，對都市設計領域之相關文獻回顧後，將參考之相關文獻彙整於表

2-7，並對本研究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相關設計之啟發，茲分述如下： 

(一)可居性方面，將「人」納入設計優先考量的因子，注意人們的心理需求，

運用公共空間及各種多元特性的使用空間來塑造安全、舒適的環境。 

(二)可視性方面，強調以人為主體，對空間進行實質的規劃及設計，以適宜的

街道尺度使人們在移動時，對都市形貌及空間能有所感受與體驗。 

(三)自明性方面，透過重要地景的軸線聯繫與節點空間的形塑，運用整體環境

架構的觀點，尋找發展地域性特色之基礎，將都市街廓、建築物、空間等，

塑造具有可辨識性，形成一種能令地方居民與此地空間使用者產生認同感

與歸屬感的空間型態特質。 

(四)可親性方面，都市活動是一種動態的模式，而其活動必須依空間而建立串

連的關係，因此除了容納都市活動的實體外，對支援都市活動之都市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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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也應充分考慮。所以易於行走的街道、可及性高的開放空間與方便

行人步行的動線系統有助於人行空間環境與行人間之親近程度 

本研究希望透過都市設計相關文獻，尋找都市成長的關鍵與其內部的結構，

瞭解人性尺度的重要性，擬定適切的捷運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準則，提高行人步行

去搭乘捷運的意願，減少汽車的使用，解決都市本身的問題。 

 

 

表 2-7 都市設計相關文獻整理分析表 
作者 題目 主旨 重要結論 
張煥生 
(1972) 

都市設計 
模式之研究 

此論文由都市史的分類，

對古代及近代的都市模式

加以敘述，進而對現代提

出的都市設計方法予以介

紹，並提出新鎮及新都市

發展時都市設計手段的運

作模式。 

此一研究偏向於從歷史的角度來看都

市設計。「都市設計」是一種可供運用

之手段。 

詹裕亨 
(1986) 

台北市都市

設計準則 
擬定之研究 

此一研究先針對都市設計

之理念、時代意義及準則

的意義進行探討，並對國

內外之都市設計經驗加以

比較，進而藉由對台北市

之實質環境解析的結果，

試圖由都市、地區及特定

建物等不同尺度的準則擬

定進行模擬，提出具體之

目標及要點。 

此文首次從台北市的實質環境、歷

史、活動等不同層面進行探討，導入

都市設計準則之層面，是一完整之「都

市設計制度」論述。認為「都市設計」

為一特定之制度型態亦是一種改善都

市實質環境功能及視覺品質的技術，

主要功能是將都市計畫中用預期的三

度空間品質具體的表達出來。 

Jonathan 
Barnett 

謝慶達、 
莊建德譯

(1989) 

都市設計 
概論 

探討都市設計發展與相關

議題。 
提出都市設計是在城市變遷中對都市

實質環境設計的過程，涵蓋都市與鄉

村、景觀與建築物之保存、維護及更

新等。其中更提到都市型態的形成，

強調都市外表的形成是無意義的行

為，有意義的是其形成的過程。 
李得全 
(1991) 

都市設計 
實施制度之

研究─台北

市的個案 

此研究針對何以台灣在信

義計畫區開始實施都市設

計制度後，於近幾年遭受

顯著的批評與質疑做一論

述，皆著針對都市空間研

究之方法，美國都市與台

北市都市設計制度形成的

差異與台北市實施之意

義，功能與角色提出建

議。 

該研究對空間研究方法，美國及台北

市的實施狀況加以探討，首次從台北

市的都市脈絡、專業論敘與實踐之可

能進行台北市都市設計制度之建構，

首次出現審議制度之論述。「都市設

計」在此一論文中是以「制度」的形

式直接被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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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竺 
(1992) 

都市設計 介紹都市設計之內涵、特

質等基本觀念，並就國內

都市發展過程中，都市設

計所扮演的角色進行分

析。 

將古代中西方的都市型態進行回顧，

介紹西方近代都市設計思潮的演進，

說明都市空間中各項元素間相互影

響，和空間的結果與特性發生關係。

另外闡述都市設計的理論、後續管理

與維護，強調民眾參與的重要性。 
陳蓓如 
(1993) 

都市設計在

都市計畫 
過程中角色

之研究─以

台北市為例 

此研究針對「到底都市設

計在都市計畫之規劃過程

中扮演什麼樣的角色？」

及「台北市的都市設計目

標為何？」進行研究，提

出台北市都市設計計畫，

將都市設計概念納入都市

計畫，建立由下而上之都

市設計體制，建立健全目

標體系及分期分區計畫等

建議。 

本篇論文從都市計畫觀念下導入都市

設計，對於都市設計思潮的沿革，改

變及當時台北市都市設計的實施地區

規定有完整的整理說明。 
本文對「都市設計」的重點仍在於都

市設計制度的課題及準則。 

鄧培華 
(1993) 

新市區建設

都市設計之

研究－以 
林口中心 

商業為個案 

此一研究針對國內、外已

擬定或已實施都市設計之

新市區建設案例進行檢視

與分析，並就林口新市鎮

中心商業區都市空間之發

展提出實施都市設計之建

議，主要是經由新市區建

設的過程，探討都市設計

的意涵及內容，最後仍以

落實到都市設計準則之擬

定為主。 

本文偏重於整體空間設計的探討。都

市設計是一個改善空間的機制，空間

品質被型塑的好壞主要取決於準則之

內容。提出都市設計內涵為「規範私

人，公共建設行為，為製作公決規程

及為將被使用之空間元素創作原型與

『框架計畫』之單純整合都市環境設

計之專業層次，並是積極介入環境決

策之參與過程」。 
 

Christopher 
Alexander 
黃瑞茂譯

(1994) 

新的都市 
設計理論 

從城市本身的問題及特質

著手重新建構新的都市設

計理論。 

提出一個具系統化、整體化且含細部

處理，有別於傳統都市設計的方法，

整理都市成長的七個規則。 

何鴻志 
(1994) 

都市河岸開

放空間及臨

水區都市設

計之研究－

以高雄市仁

愛河為例 

針對各河段的環境空間特

色提出規劃構想，在強化

河岸活動與地區意象的前

提下，對臨水區以都市設

計的管制手段作出規範構

想。 

除強調「虛體」的河岸空間外，更進

一步對圍蔽河岸的臨水區建築「實體」

部份加以管制，透過對「虛」、「實」

的控制，突顯出仁愛河對臨水區在時

間與空間上的影響關係。 

林欽榮 
(1995) 

都市設計 
在台灣 

剖析台灣都市所遭遇公共

空間環境品質低落的關

鍵，探討如何使都市設計

有效支援都市環境發展問

題。 

將都市設計在台北執行的經驗與在整

個台灣的發展中，作出詳盡的說明，

同時把國外都市設計的制度比較分

析，於台灣的都市設計法令與公共策

略方面提出建議，建構都市設計的本

土地位。 
廖繼仲 
(1999) 

城市風格 
形塑之研究 

以「台東市」進行城市風

格形塑之案例研究，將居

民、外地人士的印象認知

作為城市風格形塑的起

延續產、官、學及地方居民共識，透

過模糊專家問卷式歸結出有優先次序

的風格形塑策略，提供永續城市風格

形塑之經驗參考。建議城市風格的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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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獲得台東市之發展定

位，並藉由專家學者經驗

知識提供台東市「觀光生

態城市」可依循的風格形

塑重點與都市設計機制建

構方向。 

造應同時兼顧外部形象與內部機能的

振興。而民眾參與的概念是地方發展

共識的關鍵，對於各群體及公私部門

認知的整合將有助於城市風格形塑的

共識凝聚。 

廖世璋 
(1999) 

都市設計 
應用理論與

設計原理 

探討都市設計之基本領域

與建構一全面性之環境規

劃操作基礎的工具書。 

探究城市原型與空間設計的理論，將

都市設計基本概念作一整理，針對土

地使用、車行、人行、建築物與開放

空間等環境作一規劃配置的說明。 
林潔如 
(2000) 

老舊商店街

再利用之都

市設計─以

堀江商場為

例 

本文以鹽埕地區之意象及

文化特質等條件，檢視該

區域土地使用狀況，擬定

有利於商業發展的都市設

計準則。 

採取懷舊的建築形式–以「拱廊街」為

主題，其發展目的為混合使用並強調

住商混合、連通步道、大眾運輸導向

的交通系統、開放空間連接建築量體

的都市設計原則，對堀江商場地區提

出再發展的設計準則。 
陳威延 
(2001) 

以都市設計

之觀點探討

台灣現行開

發手段之問

題─以台南

市五期重劃

區為例 

探討台灣當前土地開發管

制架構下，土地細分所扮

演的角色、權責與程序，

並制定合理可行的都市設

計規範，作為未來新市區

開發手段的依據與方向。

以台南五期重劃區為都市設計規範改

善新市區問題之案例實証對象，驗証

了土地細分管制是塑造都市形貌的首

要步驟。土地細分管制實為有效實施

都市設計的機制，能引導都市新開發

地區之發展，建構都市系統的整體性

與連貫性，並提出重劃地區規劃的程

序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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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都市設計準則 

都市設計的部份，主要是為了支持車站地區成為地區發展核心的作法，然而

各場站均有其自然或人文特色，可反映出不同的都市意象，為使各場站融入當地

發展，強化原地區的特色、調和不同機能，建議以兩種手段塑造地區意象(許志堅、

林育慈 2003)： 

一、選定都市設計重點地區，塑造都市地區意象。 

二、研訂都市設計準則，予以都市設計管制，解決景觀不協調的問題，設計準則

的內容規劃管制包括道路、街道家具、無障礙設施、防災系統、開放空間系

統、自行車道、植栽、廣告招牌…等。 

都市設計準則(Urban Design Guidelines)係指針對特定的都市地區範圍中特定

的活動、空間型式所制訂的規則，然而這些規則絕對不可以單獨從設計的角度抽

離，而只論造型美醜、形式構成的事項而已。更重要的是，須經由理解都市環境

涵構以及它自身環境所承載的活動特質，該兩者間空間與活動的合理對應關係，

去制訂出符合該地區的空間形成過程中，最關鍵性的空間設計規範。因此，都市

設計準則之目的與內容，就其為支援完整都市設計計畫的環境品質控制，分別因

應不同層次與不同範疇的都市設計計畫，而有不同的目的與內容 (林欽榮，1995：

230~235)。因此對於都市設計準則之擬定，應瞭解其普遍性及特殊性的功能、方

能針對地區之需要建立都市設計準則。 

依據賴光邦、許育瑞(2003)在「都市設計公共開放空間系統規範之研究」中所

言，相關文獻提及設計準則的內容雖為「準則」一詞，但其本質實為目前一般使

用的「規範」，其對規範的界定，準則亦為規範之層級之一，因此賴光邦等之研究

將依據規範形成之認知，探討規範欲達成之目標與效果，以提出可供依循的都市

設計規範。其對都市設計規範之定義為「都市設計規範(Urban Guideline)是將純正

價值與經驗落實到實質環境規劃的法則，其呈現型態因施行地區特性而有所不

同，依據規範內容的明確程度，包括了陳述抽象的純正價值觀之目標(Goal)、支持

目標理想實現的明確事項之標的(Objectives)、達成標的事項的具體設計依循之準

則(Criteria)」。 

都市設計準則作為都市設計的執行工具，它涉及兩個基本意涵：一為準則的

價值系統，二為準則的操作系統，價值系統包含了準則形成的依據，這部份通常

反映當時社會環境的時空背景與行政、立法者的基本心態，為都市設計準則形成

的深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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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準則會以兩種形式表現，一為定性的非度量準則，二為定量的度

量性準則，依地區狀況不同而定。探討規範之形成過程，進而瞭解規範背後的價

值體系，以及規範構成的深層意義，使擬定的規範能充分反映社會環境與時空背

景。 

 

 

 

準則的價值系統 

深層的意識型態 

準則之美學倫理 

準則之關心課題 

準則的目標及欲達成的效果

圖 2-5  準則價值系統示意圖  
資料來源：賴光邦等，2003 

 

準則的操作系統包含準則的形成機制、管制的對象、呈現型態與運作方式，

此操作系統與社經條件與法律環境有全然的依存關係，須依賴嫻熟的行政技術，

針對不同的課題與不同的對象，因地制宜採用不同的操作模式(賴光邦等，2003)。 

 

 

 

 

 

 
林欽榮(1995：33)在都市設計的觀念與應用中認為，準則之運用，必須因地制

宜，準則過多不見得是一件好事，可能產生好的設計作品出不來，完全符合準則

要求但空間設計品質卻相當差的都市設計方案。在擬定準則時必須考量規劃理念

與現行法規體制下找尋一個適當之路，所訂定之準則才具有真正的可行性，以避

免在未來開發階段時引起準則內的規定與相關法規相互矛盾的紛爭(廖世璋

1999：66~67)。 

綜合上述，各地區因實際生活上各個面向不同的考慮，形塑不同的準則價值

系統，而透過準則的操作系統，擬定因地制宜的都市設計準則，以達準則的目標

及所欲達成的效果。 

圖 2-6  準則操作系統示意圖 

資料來源：賴光邦等，2003 

準則的操作系統 因地制宜的都市設計準則 準則管制之對象 

準則形成的機制 

準則呈現的型態 

準則運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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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小結 

都市設計所處理的對象，幾乎都是關於空間的課題，空間乃是因為有「人」

生活其中，所以都市設計在環境態度上應以著重人類之尺度，去做一個較完整且

有系統的規劃與管制，處理有關空間與活動關係(林欽榮，1995：39)。台灣都市缺

乏獨特風格的都市風貌，無論在哪個都市，所看到的是如出一轍的水泥建築體，

且同樣呈現出視覺環境品質與公共景觀雜亂的景象，公共人行空間品質極度不受

保護，城市無法滿足可供人行的空間尺度及完善之人行設施，亦缺乏環境品味與

內涵。 

就都市設計之操作內容而言，一個完整的都市設計作業，含括了都市環境規

劃設計方案之提出、都市設計準則之擬定、都市設計審議方式與組織之組成等，

都市設計內容廣泛，但更重要的是誠如 Alexander(黃瑞茂 譯，l987：55)所指出遠

景的重要性不只是存在於人性當中，人性的真實是其內在所見的種種，遠景是活

生生的，所以須回歸到人的身上，強調其對於都市整體性的產生是必要的，我們

必須懷有遠大的理想。  

台灣地窄人稠的情形下，土地集約使用已是既存的事實，必須思考以最佳的

規劃方式，提供不同階層人口所需求的住宅、各種多元性的使用空間、方便行走

的街道、明顯的公共空間、政商中心的交融和可及性高的開放空間，並結合大眾

運輸系統的規劃，形塑適合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都市環境。TOD 為當代城市規劃

提供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向，由於強調對城市生活精神、建築形態的重視，以人為

本的價值觀，將「人」的因素加入都市規劃中，期望以步行的方式，有方便行人

步行之動線系統，營造一個吸引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環境；透過土地的混合

使用，提倡以人性「步行」的方式，將居住、工作、購物等日常生活需求集中，

滿足行人的需求，並塑造社區的公共中心，促進鄰里的活力與包容性，達成很高

的可及性，吸引行人的聚集；但這全端賴都市設計工具，使此一規劃理念得以落

實，達永續都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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