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之研究 

第三章  國外案例介紹 
本章將介紹國外大眾運輸車站周邊人行空間的現況及設計構想，分別為英國

倫敦 Canary Wharf 車站、美國加州 San Diego 市的 Mission Valley 車站、新加坡

Novena 車站等三個國外相關車站地區案例，作為國內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

計之參考。 

 

第一節 Canary Wharf 車站 

壹、發展狀況 

  Canary Wharf 車站位於英國

倫敦地系統 Jubilee 線上，是倫敦

最大的地鐵站，其車站設計空間

寬闊且具現代感(見圖 3-1)，運用

玻璃將自然光引入地下車站，巧

妙地以該光線為站內方向的指引

(見圖 3-2)，並且將屋頂設計成花

園與戶外藝廊使用，是由英國建

築大師 Norman Foster 所設計，已

成為現代車站的經典之作。                       

                                         

圖 3-1 Canary Wharf 車站外觀 

資料來源：http://www.billholmstrom.com 

Canary Wharf 所在地區是曾經名噪一時、繁榮的 Dockland 碼頭區，但隨著

船運業蓬勃不在，Dockland 地區的發展開始衰退，近十幾年才又重新發展，現

在，此區已成為倫敦最新的商業

及金融區，並有許多大樓興建於

此，產生與傳統英國截然不同的

地景風貌。此區除了有倫敦地鐵

經過外，還有 Dockland Light 

Railway(以下簡稱 DLR)的發展，

設置輕軌車站。Canary Wharf 發

展地區佔地面積 28.4 英畝，規劃

興建 22~26 幢建築物，提供約 112

萬平方公尺的面積，包括 93 萬平

方公尺的辦公室空間；10 萬平方 圖 3-2 Canary Wharf 車站內部設計 

資料來源：http://www.figure-ground. 
com/travel/image.php?london/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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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左右提供各式展覽、飯店、零售、娛樂等活動使用；6500 個停車位，計畫

總就業人口約 5 萬人。這樣一個具大規模的都市更新發展計畫，並不忽略細節部

份的規劃，除了在建築方面高標準的要求外，其他方面的規劃設計也非常周全。

Canary Wharf 是一個環境舒適的地區，具有健身運動俱樂部、托兒所、歌劇院、

電影院、會議中心、音樂會場所設備等，目的在為此地區工作的人員及來此參觀

遊玩的人提供一個輕鬆和健康的環境。 

 

貳、人行空間相關規劃設計 

  在高密度發展的 Canary Wharf 地區，尤其重視開放空間系統的配置與連結，

對行人動線有詳盡的設計，並提出行人步行的建議路線，讓行人可以充分運用。 

  1980 年代中期，許多世界知名的建築師及設計師共同參與這個地區的規劃

與興建，時至今日，Canary Wharf 已成歐洲知名的商業及金融服務專區，許多國

際知名的銀行及企業均在此設置辦公大樓。從 1987 年第一棟開始興建至今，不

同的建築大樓皆投注設計的重點於開放空間中。每一棟建築物的規劃配置可以參

考圖 3-3，其中有些建築物已興建完成，有些建築物則正在設計或興建當中。 

 

圖 3-3 Canary Wharf 地區建築物規劃配置圖 
資料來源： http://www.canarywharf.com/mainFrm1.asp 

 
此地區人行動線的設計結合歷史、建築及開放空間的美，將公園、廣場及濱

海散步走道串連，運用綠色植物的種植美化景觀，結合天然水景，形塑迷人、愉

快的視覺環境。Canary Wharf 的設計在於強調創造一個令人愉快的工作環境，同

時注重公共開放空間的提供，包括公園、廣場、濱海步道、林蔭大道及建築退縮

之人行道的規劃設計。茲將人行空間相關設計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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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anada Sguare Park 

  這公園種植了許多植物，在進入公園階梯的

兩旁擺設 12 個大型古銅色的直立花盆，此為著

名雕刻家的作品，並依不同的季節種植不同的

花，讓行人有四季變化的感覺。進入公園後，另

一藝術作品－Big Blue 佇立在公園的中央(見圖

3-4)，Big Blue 是一個大型的玻璃纖維物體，創

作者以不對稱的結構方式，並將作品表面作光亮

的處理，即使身處在周邊的建築物中，還是可以

很容易欣賞到這個前衛的藝術作品。此設計手法可增加環境的可親性。 

圖 3-4 藝術裝置作品 Big Blue 
資料來源：http://www.pbase.com

/image/26778995 

在 Canada Sguare 附近，許多購物服務與店家正不斷地擴張發展，外來的

觀光客與飯店房客能以步行方式在零售商店林立的地區內充分的享受購物樂

趣及飯店的服務(見圖 3-5 及 3-6)。此項設計將活動之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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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行可及的距離範

圍內來鼓勵行人活動。 

 

 

 

 

 

 

 

 

圖 3-6 Canada Sguare Park 周邊(II) 
資料來源：http://www.canarywharf 

.com/mainFrm1.asp 

圖 3-5 Canada Sguare Park 周邊(I) 
資料來源：http://www.canarywharf 

.com/mainFrm1.asp 

二、Jubilee Park 

  從 Canada Sguare Park 到 Jubilee Park 之間，有 Nash Court 和 Canary Wharf 

Underground Station 這兩個開放空間，前述四個地點皆有人行道作串連。進入

Nash Court 可以看見 6 個經過設計的時鐘設置在那，形成一個令人印象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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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空間(見圖 3-7 及圖 3-8)。此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便是運用特殊的景物地標

與優良之開放空間，塑造一個活動聚集之場所，營造當地地區特色，強化當地

地區發展，增加地方感及認同感。 

 

 

圖 3-7 Nash Court 意象空間(I) 
資料來源：http://www.sublimephotography.co.uk

/eastendphotos/isleofdogs/pages/clocks.htm 

圖 3-8 Nash Court 意象空間(II) 
資料來源：http://photos1.blogger.com

 

 

Jubilee Park 中的水景主要由 22 個天然

石灰岩所圍成的水池所組成，每個水池中皆

設計人造噴泉與水底的燈光照明設備，運用

水景系統中的流水與燈光效果，塑造 Jubilee 

Park 的空間主軸(見圖 3-9)。公園中種植優

美的草皮及各式不同的樹種，會隨著季節變

化產生不同的景色風貌。此設計手法與工作

項目是運用可休憩空間、植栽美化、自然元

素的裝置搭配等，讓行人更容易親近，能使

人們愉悅的坐下談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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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行人步行時的舒適性 

圖 3-9 Jubilee Park 水景元素 

資料來源：http://www.canarywharf 
.com/mainFrm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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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abot Sguare 

Cabot Sguare 於 1990 年興建完成，廣場外圍有種樹，由於廣場中提供坐下

休閒的設備；簡潔精緻物品的擺設及風格優雅的燈光照明，使這裏成為人們相

約見面最熱門的地點(見圖 3-10 與圖 3-11)。行人於步行空間活動時，該空間有

街道傢俱、日常活動之提供等，能滿足行人需求，因設置促使日常活動容易達

成之相關設施，又該廣場位於步行動線上，更增加以步行方式完成活動目的之

可行性與方便性。 

 

 

四、

種植的方式，塑造花園美麗的景色(見 3-12)。

出了花園向西走便連結泰晤士河河岸步道(

圖 3-13)； ，行人必須使用行人

屬感的空間

明性與可辨識性。 

圖 3-10 Cabot Sguare 人潮聚集(I)
資料來源：http://www.canarywharf

.com/mainFrm1.asp 

圖 3-11 Cabot Sguare 人潮聚集(II) 
資料來源：http://www.canarywharf 

.com/mainFrm1.asp 

Westferry Circus Garden 

花園中種植約 88 種不同種類及數量超過 4

萬株的矮樹及灌木，以圓形的花壇造型來設計

圖

穿越道並穿過交通分隔島才能往 Columbus 

Courtyard 欣賞水舞噴泉；或到 Hbbert Gate 觀

看具有歷史意義的建築；或是連接到 lndia 林蔭

大道往 Cabot Sguare 方向前進。此設計不但兼具步行路線的連續完整性，尚結

合天然水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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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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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見

離開花園向東走

圖 3-12 Westf n 周邊 
資料來源：http://www.barrettwells. 

erry Circus Garde

com/pictures.html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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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會場等，將各式活動、行人與大眾運

輸充分結合，作更佳的發展。 

，將各種都市活動配置作緊密發

使行人能離開車站後，在此區域

，應藉著緊密的實體

合的

 

 

 

 

圖 3-13 Canary Riverside 河岸步道 

資料來源：http://www.canarywharf.com/mainFrm1.asp

五、Cabot Place Building 

Cabot Place 以 DLR Canary Wharf 

Station 為中心，分為左右兩棟但互相連結的

建築，分別是 Cabot Place West 及 Cabot Place 

East(見圖 3-14)。Cabot Place 與 DLR Canary 

Wharf 車站連結在一起，其中更設置規模龐

大的零售購物中心、酒吧、飯店、會議中心、

圖 3-14 DLR Canary Wharf 車站連結大樓外觀

資料來源：http://photos1.blogger.com 

 

此設計將多樣性與緊密性的精神充分表現

展與混合式的土地使用，增加土地使用彈性，

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動。故緊臨大眾交通系統設施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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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度及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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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Mission Valley 車站 

壹、地理位置與交通發展 

  San Diego 位於美國加州，在洛杉磯南方約 200 公里處，該市中心在加州是

繼洛杉磯市區及舊金山海灣地區之後的第三大城市，San Diego 市區及郊區的人

口總計近 200 萬人。 

  在交通方面 San Diego Trolley 有橘線和藍線，Mission Valley 車站則位於藍

線運輸走廊上(見圖 3-15)，藍線連結南北的方向，為 Light Rail Transit(以下簡稱

LRT)系統，具有連接局部地區交通的功能，促使交通廊帶的發展，影響未來地

區發展的型態。LRT 車站的設置應儘量選擇在高度活動發展地區，能有效地提

供公共交通運輸的服務。該車站地區之設計應以行人使用為導向。 

 
圖 3-15 San Diego 電車路線圖 

資料來源：http://www.sdcommute.com/Rider_Information/trolley/trolleymap.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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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行空間之都市設計理念 

  在此介紹 Mission Valley 都市設計中，與人行空間相關的設計理念： 

一、天然水景 

  運用 San Diego River 天然資源，提昇 Mission Valley 設計的品質，以河的

水景作為活動發展的焦點，使視覺可以感受到自然的美景；都市中可在河的兩

岸並面向河岸方向發展，但在都市發展的同時應劃設河兩岸的保護區域範圍，

設置緩衝區，避免私人發展入侵，維護自然資源。 

二、植栽綠化 

  沿主要街道應種植行道樹，樹種應選擇深根、常綠、容易維護，能對抗病

蟲害，並在停車空間、車行與人行之間種植，提供行人步行時的安全，在行人

穿越地區種植，除了達到前述安全的目的外，更美化行人步行的空間。 

  為了維護行人能見度的水準，景觀美化的植栽應選擇樹冠較高植栽，而不

是矮小茂密的灌木；避免植栽種植影響景色及公共安全的視覺程度，在靠近 San 

Diego River 開放空間地區的街道，其行道樹的選擇應考量能與河岸原生植被共

處並存之樹種。 

三、人行道寬度 

  在地方性的街道中，人行道寬度應至少有 6 英尺的淨寬，在較高居住活動

發展地區(一英畝超過 30 個住宅單元以上)，人行道的淨寬應至少留有 8 英尺寬

在更高發展強度的地區，10~20 英尺寬的人行道空間是應該要視實際狀況來作

考量。 

四、開放空間 

  除了 San Diego River 水景及其沿岸緩衝區之開放空間，可提供民眾遊憩散

步的環境外，應將都市中廣場、公園及私人建築工程中的空地，一起納入地區

整體開放空間系統中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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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車地區 

  停車場的位置通常與街道系統有密切的關係，停車場邊緣應以大而濃密的

灌木與街道隔開，在進出停車場之通道利用樹與其他植物美化景觀，在停車場

的部份，應至少有百分之十的面積來作環境美化使用。 

六、人行空間 

  人行空間的設計重點在於提供安全的路線、行人聚集的地方和相關的娛樂

設施，人行空間的範圍包括街道、橋樑、行人穿越道、商業區大樓連接之空中

走道、廣場等，其儘可能地與交通車輛分離，維護步行時的安全，在行人步行

的區域可透過特別的鋪面材料，來減少車輛的通行與車速的降低，透過人行鋪

面的變化、景觀美化、街道兩邊的零售使用、公開活動的舉辦(例如：音樂會、

其他集會、食品的販售…等)、藝術品的公開展覽，藉以引起步行者的興趣，提

昇行人的使用程度，此外，行走及坐下休息的地區，須有足夠的照明。 

七、車站周邊空間 

  車站周邊設計應以行人使用為導向，其設計應包括遮陽蔽雨的蓬蓋，鋪面

變化的人行道、資訊涼亭、長椅還有其他利於行人使用的設施。 

八、地標的運用 

  在社區或地方之特殊建築物，或是廣場之紀念物，應在視覺容易發現的地

方，同時在地標所在區域應維持視覺的視野及景觀的美化，以增加地標所在地

方的可視性。 

九、商業活動 

  街道兩旁的商業發展應面向街道，首在建築物面對街道的樓層作商業使

用，在大樓的正面應作對行人有吸引力的設計，吸引行人的駐足，同時商業活

動須透過行人動線的連結，使行人能夠安全到達。 

十、建物外觀 

  建物的相關機械設備應該設計得不被看見，或者是其外觀有經過包裝、裝

飾(例如：冷卻水塔，必要時，可被設計為噴泉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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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Novena 車站 

壹、發展背景與現況 

  在 1995 年，新加坡掌管都市再發展的主管機關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以下簡稱 URA)宣佈發展 Novena 指導發展計畫，希望將 Novena 發展

成為極接近城市且具有豐富多樣性商業和居住發展的一個都市社區。這個計畫策

略之一，是將大眾捷運系統 Mass Rapid Transit(以下簡稱 MRT)之 Novena 車站周

邊土地發展成為一個中心都市外圍的次中心發展區域，從那以後，URA 的都市

設計計畫已經引導後續的發展，並作為站區開發的銷售處理和銷售後指導方針，

使創造 Novena 的計畫能更容易的被實施，時至今日，Novena 已成為具有特色的

成熟發展地區。 

  Novena 廣場現已成為此地區的一個運輸中心，MRT 車站直接設置在 Novena

廣場下面，URA 的計畫將公車站、計程車站、小汽車停放區域和 MRT 入口結合

在一起，使不同交通工具運輸模式之間的轉移是無縫的，並使乘客搭乘交通運輸

工具不受天氣影響，MRT 的使用者在搭乘 MRT 後之出口則直接接通購物中心，

而且很方便地直接連接到站外計程車停車道入口及公車站。 

貳、人行空間之相關設計 

一、人行系統的連結 

在URA的Novena都市

設計計畫裡的關鍵提議之

一，是提供一個有屋頂通道

的走廊(如圖 3-17)，以此方

式所建構的步行網路，包括

地下通道穿越不同的街

廓，使不同的發展地區和

Novena MRT 車站之間的移

動變得更容易。 

圖 3-16 Novena 車站周邊略圖 

資料來源：http://www.hua.com.sg/branches.htm 

  為了使行人能夠舒適

地從 Thomson 路到 Sin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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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及 Tan Tock Seng

醫院之間通行，URA 的

計畫必須將 Novena 廣

場 的 底 層 建 築 在

Novena MRT 車站的上

方，以提供行人一個有

頂篷的穿越通道來連

接，另外還有一條連接

Novena 廣場到 Goldhill

中 心 的 通 道 ， 串 連

Thomson 路和 Newton

路，除此之外，一些商業

活動像是食物或其他貨品零售商店的產生，沿著通道兩旁設置，提供行人消費

使用，結果在 Novena 廣場發展成一主要的購物大街。在車站上建造一高聳的

大型拱廊，提供購物時的方便性。對於出售相似商品的供應商家，會被要求在

Sinaran Drive 賣場供應最新的商品，以確保此處具購物大街連貫及活潑的特性。 

圖 3-17 Novena 廣場騎樓使用現況 

資料來源：http://www.ura.gov.sg/ 

  在 URA 的規劃當中，連接 Novena 廣場到 Goldhill 中心的人行通道，原本

開發商所設計的地下

人必須從地下行人

通 道 走 出 來 到

Novena 廣場，沿著

有頂篷的走道到達

MRT 車 站 的 入

口，此種設計，經

過 URA 與開發者

的密切討論，合作

探索各種的規劃方

式，最終選擇了直

接從 Goldhill 中心

連結到 MRT 車站

的通行走道，並且

當初在規劃時，為了

心旁邊的 United 廣場也正經歷大範圍的翻修計畫。 

行人通道並沒有直接連結至 MRT 車站，此設計意謂著行

將來此條通道開通所增加的行人交通流量，在 Goldhill 中

圖 3-18 Novena 車站周邊活動地點位置圖 

資料來源：http://www.ura.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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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綜合路網方面，另外規劃在 Sinaran Drive 賣場，其開發者被要求提供一

個連接 MRT 車站到賣場，及與另外一邊可通至 Tan Tock Seng 醫院的通道，如

行入口與步行舒適等功能方面外，URA 在行人眾多擁擠的

MRT 車站周邊地區亦規劃提供大面積的公共空間。當初 Novena 廣場都市設計

三、工作機會增加 

建一棟具關鍵性的商業大樓，由於 Novena 廣場形塑

Novena MRT 車站周邊區域具特殊意象的空間發展，此兩者的結合，吸引人潮，

建築的住宅，已在附近區域出現，依照這個地區的規劃，

約有 8 個住宅居住開發計畫案正在執行建構當中。例如，27 層樓的 Moulmein 

i

0.78 平方公頃的場所，創造出 32855 平方公尺的總樓地板面積，此區域允許開

發管

此至醫院探病的訪客將可搭乘捷運並舒適地以步行方式到達，提供行人購物等

多方面的需求。 

二、公共空間 

  除了行人通

計畫將其創造為一個公共的廣場，使其發展成為一個供公眾使用，可以讓民眾

聚集的空間，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廣場已成為此地區域的地標焦點，並充分

運用噴泉及水的元素，塑造廣場的特性，不論是白天或晚上，可見有許多的上

班族群、年輕人在此聚會，也可看見父母帶著小孩來此遊玩，現在，這個地方

已成為一個受歡迎的聚集處，同時也是節日慶祝活動及定期戶外活動舉辦的場

所。 

    Novena 中心有興

繁榮發展，時至今日，已超過 15000 人在這個區域工作，同時，此區域的稅收

占國內稅收的比例仍在持續增加當中。 

四、住宅機會增加 

  許多高密度、高層

R se 及 30 層樓的 Thomson Euro-Asia 大廈。這些住宅開發計畫充分強化土地的

使用，且具有鄰近 Novena MRT 車站的優勢，也由於這些住宅離 Novena 廣場

及 MRT 車站很近，居民可以很容易地步行至此享受購物及品嚐美食的樂趣。 

Sinaran Drive中有一位於Novena MRT車站屋頂上的white site 是一個面臨

理者靈活運用，選擇會吸引人群、增加行人活動最佳的混合使用項目，內

容包括商業、住宅、飯店、市政機構和團體社區公共使用等，逐步強化並滿足

Novena 地區在辦公、購物、美食、居住等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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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分析 

  上述各節介紹三個國外有關於大眾運輸車站周邊人行空間的設計案例，以符

合 TOD 行人導向設計理念為介紹的主軸，採用廣義的人行空間，結合商業、住

宅等土地使用活動為內容，將人行空間各元素之設計整合成果一一呈現。在達到

塑造捷運車站周邊優質的人行空間目標下，可借助國外設計實施的經驗與成效，

作為本研究於國內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的參考。茲就前面各節案例之人行

空間特性說明如後。 

  Canary Wharf 車站周邊是一高度發展地區，土地使用皆以商業金融活動為

主，在大樓林立的環境中，充分運用開放空間與視覺景觀的元素，包括樹木、花

卉等植栽；公共藝術裝置；特殊意象的街道傢俱…等，提供該地區行人隨時可以

坐下休息、聊天、曬太陽的公共空間。對於行人步行系統路線進行規劃與串連，

保持行人步行時的連續性，結合公園、廣場與濱海步道，使步行環境具舒適性。

此地區發揮本身地理環境特性，結合天然水景的特色，形塑獨特之空間意象，而

高聳特別的大樓及水岸景觀，顯現該地區空間的自明性。 

在車站土地使用方面，結合各種商業零售等使用於同一高層建築物內，將行

人引導至活動地點同時滿足行人的需求，提高行人購物的方便性，以步行方式便

能完成車站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活動的連結。這些特性，皆有利於行人步行意願

的增加與步行的使用。 

  Mission Valley 車站方面，由於聖地牙哥郡對聖地牙哥市實施 TOD，以市區

內各個捷運車站之附近地區，為聖地牙哥市 TOD 計畫的發展重點目標。該市周

邊地區車站因此也開始實施，在 Mission Valley 之都市設計當中，將該地區保護

的範圍、開發的限制、社區發展、街道設計及行人區域的設計等，納入設計管制

的項目，以達當地公部門所規劃的願景。 

  Mission Valley 車站地區之設計理念，運用 San Diego River 的天然水景，使

視覺可以感受到天然的美景，並結合社區或地方特殊建築物與紀念物，創造令人

印象深刻的聯想空間意象，增加環境的自明性。在街道沿線種植綠色植物，美化

環境並提供行人與車行之間的保護屏障，確保行人步行時的安全性。特別在鄰近

車站周邊地區之設計表明應以行人使用為導向，於人行空間中強調行人的安全性

與提昇行人步行意願之設計，包括人車分離的設計、街道兩邊的零售使用、行人

聚集的空間、公開活動的舉辦……等。其中對於商業活動與行人動線的連結，亦

3-13 



第三章  國外案例介紹                                                                

非常重視，使行人能夠順暢無礙的通行到達，提高行人使用的意願。 

  新加坡 Novena 車站周邊充分結合 TOD 土地混合使用的理念，並以車站為

人步行的安全性與可及性。在此規劃之下，車站廣場已成

為民眾步行聚集的空間，拉近環境空間與行人的親近程度，形成此地區的地標焦

點，提供民眾身心放鬆的公共開放空間。由於土地混合使用及以行人為導向的成

功設計，Novena 車站地區吸引大量人潮，創造許多就業機會，繁榮地方發展。 

 

運輸中心來發展，將各式運具的轉乘做妥善的連結設計，方便行人步行搭乘，並

運用車站四通八達的出入口，引導行人至活動地點，在通道兩側設置各項零售活

動，滿足行人的需求，增加行人步行時的舒適性、方便性及與活動之連結性。車

站周邊完整的行人步行路網，結合廣場等開放空間，在地狹人稠的情況下，有地

下街的設置，與各建築物作連接，方便行人的通行，避免天候的影響，使人車呈

現分離的狀態，達到行

本研究將前述各車站周邊人行空間的設計予以特性及功能的說明後，茲將各

案例可運用於國內車站周邊人行空間的設計手法整理如表 3-1，以作為國內捷運

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的參考。 

表 3-1 國外案例可應用於國內人行空間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彙整表 

案例車站地區 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 

將公園、廣場、濱海步道、林蔭大道及建築退縮之人行

道進行串連，確保行人步行的連續性。 

Canary Wharf 車站 

運用綠色植物的種植美化景觀，並結合天然水景，形塑

迷人、愉快的視覺環境。 

注重公共開放空間的提供。 

利用水舞噴泉與燈光效果、具有歷史意義的建築、公共

藝術等元素形成一個令人印象深刻的意象空間。 

廣場中提供坐下休息的設備，運用簡潔精緻物品的擺設

及風格優雅的燈光照明，使廣場成為人們相約見面的熱

門地點，提供行人聚集的場所。 

將零售購物中心、酒吧、飯店、會議中心、展示會場等

各式活動把行人與大眾運輸充分結合，作更佳的發展，

達到行人與商業活動的連結目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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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1 國外案例可應用於國內人行空間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彙整表 

案例車站地區 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 

沿主要街道種植行道樹，美化行人步行的空間，避免植

栽種植影響公共安全的視覺程度。 

在行人穿越地區與車行、人行與停車空間之間種植植

栽，提供行人步行時的安全。 

在較高居住活動發展地區要視實際狀況來增加人行道

寬度，以提供足夠的通行及活動空間。 

應將都市中廣場、公園及私人建築工程中的空地，一起

納入地區整體開放空間系統中考量，因為開放空間的留

設可以提供民眾遊憩散步的環境，舒展身心。 

停車場的位置通常與街道系統有密切的關係，運用巧妙

Mi sion Valley 車站 

的設計將停車場的位置作不妨礙步行之妥善設置，利用

樹木與其他植物美化進出停車場之通道景觀。 

提供行人聚集的地方和相關娛樂設施。 

人行空間的範圍包括街道、橋樑、行人穿越道、商業區

大樓連接之空中走道、廣場等，儘可能地與車輛交通分

離，維護行人步行時的安全。 

行人步行的區域可透過特別的鋪面材料，以減少車輛的

通行與車速的降低。 

透過街道兩邊的零售使用、公開活動的舉辦(例如：音

樂會、其他集會、食品的販售…等)、藝術品的公開展

覽等，藉以引起步行者的興趣，提昇行人的使用程度。

在行走及坐下休息的地區，提供足夠的照明。 

塑造鋪面變化的人行道。 

提供資訊涼亭、長椅還有其他利於行人使用的設施。 

增加地標所在地方的可視性。 

在建築物面對街道的樓層作商業使用，並在大樓的正面

作對行人有吸引力的設計，以吸引行人的駐足。 

商業活動須透過行人動線的連結，使行人能夠安全到

達。 

s

視性。 

建物的相關機械設備應該設計得不被看見，或者是其外

觀有經過包裝、裝飾，增加景觀的可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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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1 國外案例可應用於國內人行空間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彙整表 

案例車站地區 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 

將公車站、計程車站、小汽車停放區域和 MRT 入口結

合在一起，使不同交通工具運輸模式之間的轉乘與使用

是方便的。 

搭乘 MRT 後之出口則直接接通購物中心等各項活動地

點。 

提供有屋頂通道的走廊。 

地下通道穿越不同的街廓使不同的發展地區和 Novena 

MRT 車站之間的移動變得更容易。 

提供購物大街連貫及活潑的特性。 

沿著通道兩旁設置商業活動，像是食物或其他貨品零售

商店等，提供行人消費使用。 

提供大面積的公共空間。 

將車站廣場塑造成受行人歡迎的聚集空間，同時也是節

日慶祝活動及定期戶外活動舉辦的場所。 

運用噴泉及植栽的元素，增加廣場的特性，使之成為此

地區域的地標焦點。 

於車站周邊提供住宅使用，由於居住地點距離 Novena

廣場及 MRT 車站很近，居民可以很容易地步行至此享

受購物及品嚐美食的樂趣。 

Novena MRT 車站 

 

於車站周邊選擇會吸引人群、增加行人活動的混合使用

項目。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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