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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實例研究 

經由第四章第四節之民眾問卷調查後，主要將兩個車站的問卷資料進行分

析，以行人的意見，作為篩選評估因子的參考後，於第四章第五節提出一般捷運

車站周邊理想的人行空間設計原則架構。 

為了將理想的人行空間設計架構更貼近與現實車站周邊人行空間的距離，使

該準則更具實用性與參考價值，本節繼續針對一般通則性捷運車站周邊理想的人

行空間設計評估架構，透過實例地區的現況勘查後，作一調整，針對不足的部份

提出建議。期能找出在現實重重限制的環境下，行人步行權益的最大空間，建立

因地制宜的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評估準則。 

綜合上述，將本章形塑適合地方特性準則的流程，表示如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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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述流程將評估準則套用於實例地區後，茲將第四章所建立之評估準則

中，各評估因子與現況因素的應用對照圖示如下圖 5-2，使後章節各研究範圍之現

況問題、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能與人行空間評估架構中之評估因子對照串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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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實例研究地區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準則擬定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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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代號 評估因子 

1. 步行路線的連續程度 
2. 步行路線的障礙程度 
3. 捷運場站出入口之設計 
4. 無障礙設施 
5. 街道設施的設置 
6. 轉乘地點 
7. 停車地點 
8. 人行道鋪面品質 
9. 天候防護設施 

10. 人行道之寬度 
11. 照明程度 
12. 防災避難空間 
13. 人車衝突程度 
14. 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的設計

15. 增加人行空間使用彈性 
16. 允許利於行人之商店活動向

人行空間的延伸使用 
17. 人行動線與商店活動的串連

18. 植栽 
19. 公共藝術裝置 
20. 開放空間 
21. 空間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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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實例地區與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準則對照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評估架構 實例地區人行空間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第一節  頂溪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準則之應用 

壹、頂溪車站周邊環境概述 

本研究選定中和線距離台北市中心最近，亦是位於中、永和最早發展地區之

頂溪車站。本站位於永和路二段與中興街交叉口的北端，是中、永和地區北端的

入口。永和路是中、永和重要之南北向幹道，南接中和、新店。竹林路亦是中、

永和重要之區內幹道。永和路及竹林路兩側土地己發展為商業使用，由永和路、

竹林路及中興街所圍成三角形街廓為頂溪商圈，由於百貨公司與超市等大型消費

活動在此營業，使本地區商業領導性之地位更形重要，成為台北縣之重要商業圈。 

在土地使用方面，由於本站為中、永和發展較早的地區，受房地產飆漲的影

響，本站所鄰道路之沿線如雨後春筍般的興建大量新型公寓、住宅及辦公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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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數量的增加，造成嚴重的路邊停車問題，使得車流甚大的永和路、竹林路擁擠

不堪，尤其是尖峰時間更為嚴重，捷運設施的設置更有其必要性。 

本站為捷運系統中和線各站中出入旅次最高的一站，所需之交通設施量極

高，配合捷運系統的興建，應有更完善的相關配套規劃，以解決都市發展的問題。

綜合上述，由於頂溪站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是以商業使用為主，將其歸類為商業

機能為主，居住機能為輔之土地使用型態車站，此區實例研究範圍如圖 5-3 所示。 

 
圖 5-3 頂溪車站周邊研究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台北縣政府、本研究整理 

貳、現況問題與對策 

本研究將此案例研究地區按照街廓分成四個區域(如下圖 5-4 所示)，在利用機

車交通工具將各區域內之大街小巷予以實地觀察後，分別就各個區域描述其現況

問題，並提出相關解決對策。經由各區的分析，由小而大綜理頂溪車站此區域實

例研究範圍之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圖 5-4 頂溪車站周邊各區域研究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www.papag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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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頂溪車站區域 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以永和路以東、中興街以北、竹林路以南距離頂溪車站周邊半徑 500
公尺所圍成的街廓範圍。 區域範圍 

永和路是中、永和重要

之南北向幹道，北至台北，

南接中和、新店。竹林路亦

是中、永和重要之區內幹

道。永和路及竹林路兩側土

地已多發展為商業使用，由

永和路、竹林路及中興街所

圍成三角形街廓為熱鬧的頂

溪商圈。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1. 在此區域內於永和路上設置頂

溪捷運站 1 號出入口，發現轉乘

候車空間不足，以致於排隊候車

人潮影響行人之通行。 

將轉乘空間設計至捷運站周邊其他空間較為寬敞的地

方，與公車路線協調搭配，滿足轉乘者之需求。在永和路

上之轉乘地點應把公車站牌及計程車等轉乘空間由現況

捷運站 1 號出入口正前方移到往北之捷運通風口設備

前，設置矮牆、兼具藝術造型的可坐街道設施，提供休息

等候的場所。 

3.6.

2. 在此區域內頂溪捷運站 1 號出

入口旁腳踏車停車場之停放設計

不適當，造成對視覺環境品質的

負面影響。 

須與捷運車站作共同的考量，將該區腳踏車停車場作立體

式的利用，加上篷頂設施，並留設進出捷運車站的通道。

外部造型可利用與對街大樓形塑的特色，創造永和路與中

興街該路口節點的意象空間。 

21.

3. 除竹林路兩側人行道鋪面品質

良好之外，此區域其他部份則維

持舊有原貌，缺乏維護整修。 

應定期維護街廓內巷道之道路鋪面，可將捷運站出口與其

後之市集巷道空間鋪面作一延伸與串連，運用耐用防滑的

鋪面材質，強化空間特性。 
8. 

4. 此區域天候防護設施以騎樓為

主，捷運站後之市集巷道空間有

篷蓋及屋頂的搭建，其餘部份則

無。 

捷運站後之市集巷道空間有篷蓋設施、滿足行人日常生活

所需的商業活動及鄰近捷運車站的方便特性，已具有本研

究目的條件之雛形；惟有相關設計尚未完備，屋頂採光、

通風與防雨的功能必須再加強，可作一致性的整體裝修，

強化鋪面材質與排水功能。 

9. 

5. 此區域內騎樓、人行道與道路三

者之間常有高低落差的情況，缺

乏平順的連接介面；有些有設置

斜坡道的地方，卻產生鋪面破碎

與寬度不足的問題。 

人行通行動線中，騎樓、人行道與一般道路或巷道連接

處，應設置路緣斜坡、欄杆扶手、導盲磚、有聲號誌等服

務障礙設施。路緣斜坡寬度尚應考慮輪椅與嬰兒推車的使

用性。 
4.8.

6. 缺乏街道設施的設置。 由於此區域發展過快，都市空間嚴重不足，應針對基本必

要且已存在的街道設施設置作一重新檢討，例如老舊郵筒

於寬度不到 1.5 公尺的人行道上，檢討該物之必要性、裝

設的替代方式與環境整體搭配的適宜性。 

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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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1 頂溪車站區域 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7. 此區域主要交通道路只有在路

口標示通達地點與路名，巷口標

示巷弄名稱，缺乏可通達至區域

內目的地導引指示設施。 

街廓內之巷道應有明確的導引指示設施，於進入巷口開

始至沿途巷弄交叉點，應標明捷運站、連接的路名及生

活相關設施的方向；另外，對於囊底巷弄應標明死巷或

此路不通。 

5. 

8. 由於人行動線的中斷，在有設置

騎樓、人行道的地方，常見購物

逛街的行人成群步行至道路上，

增加人車衝突的危險。 

在不影響行人通行的條件下，允許有利於行人逛選、駐

足的活動延伸至人行空間，禁止並取締其他不相關之堆

放貨物、阻斷行人通行的使用。在舊有建築物未提供騎

樓空間的部份，應設置人行道或劃設行人步行專用道，

標示行人步行的權利，禁止車輛的停放；在新開發建築

物之規範，除了現行退縮建築、法定空地之留設外，應

將該空間作一整體環境的規範，步行動線、複合式活動

機能空間與開放空間的結合設計、街道設施的提供等，

以免個別基地的開發符合規定，卻無法整體協調一致，

降低行人步行要求的實用性。 

1.2. 

9. 防災避難空間嚴重不足。 此區域只有在竹林路旁有網溪國小可提供寬廣的避難空

間；區域內高密度建築使用，使建築物之間鄰棟間隔不

足，容易產生公共危險，建議可將閒置使用的土地，設

計為鄰里公園、兒童遊樂區等利用，同時提供作為防災

避難的空間使用。 

12. 

10. 由於機車停放的佔用，使得原本

不寬之人行道幾乎全為機車停放

使用；騎樓有一半以上的空間也

為機車停放之用，尤以永和路、

中興街靠近捷運站路段最為嚴

重。 

運用公權力取締汽機車的停放佔用問題，將部份汽車停

車場規劃成機車停車空間使用，可降低再尋找停放空間

的困難度，同時宣示不鼓勵小汽車於此周邊的停放使用。2.7. 

11. 缺乏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

放空間的結合設計。街廓內 10 公

尺以下沒有設置騎樓、人行道的

巷道，汽機車停放位置的凌亂，

減少較寬廣空間作為鄰里公園等

開放空間的使用。 

於廣場、鄰里公園、兒童遊樂區等地區向地下發展利用，

建造停車場、購物中心等，利用與車站出入口之地下通

道加以連結，沿途設置商店，同時可將前述地區結合轉

乘的設計，透過方便、舒適的步行路線將行人引導至轉

乘空間，可避免永和路擁塞的車行交通，縮短候車時間。

6.14.

17.20.

12. 在永和路有分隔綠島的設置並

種植路樹，其生長狀況良好，兩

旁人行道有零星的行道樹；竹林

路兩旁人行道雖有行道樹的種

植，但數量不多；中興街因本身

只有騎樓人行空間，無人行道的

設置，完全沒有路樹綠化的情

形。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的巷道，

植栽情況更不普遍。 

由於此區域發展過快，都市空間嚴重不足，除了永和路

分隔綠島種植路樹情況良好，可以提供綠色景緻，兩旁

人行道的行道樹應增加種植數量，選擇樹冠較高且易活

之樹種，以減少封閉視覺景觀所帶來的壓迫感；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的巷道，鼓勵以種植盆栽方式，綠化環境，

在空間允許的地方，種植樹木，增加建築物之間的隱密

性與居住的舒適性。 

1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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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頂溪車站區域 I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以永和路以東、中興街以南、中正路以北及竹林路 124 巷路口以西距離

頂溪車站周邊半徑 500 公尺所圍成的街廓範圍。 
區域範圍 

整體而言此區給人

景觀雜亂的感覺，有許

多低矮老舊的眷村建

築，且巷弄狹窄彎曲，

常為無法通行之死巷，

違規停車問題嚴重。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1. 此區域中正路旁內騎樓、人行道與

道路三者之間常有高低落差的情

況嚴重，缺乏平順的連接介面；有

些有設置斜坡道的地方，卻產生鋪

面破碎與寬度不足的問題，尤其是

位於人行道與巷弄及進入建築物

地下停車場車道之間的部份。 

人行通行動線中，騎樓、人行道與一般道路或巷道連

接處，應設置路緣斜坡、欄杆扶手、導盲磚、有聲號

誌等服務障礙設施，保障各類族群的行人。路緣斜坡

寬度尚應考慮輪椅與嬰兒推車的使用特性。 
2.4. 

8. 

2. 由於機車停放的佔用，使得原本不

寬之人行道幾乎全為機車停放使

用；騎樓有一半以上的空間也為機

車停放之用，尤以永和路、中興街

靠近捷運站路段最為嚴重，中正路

則以騎樓空間被機車停放所佔用。 

運用公權力取締汽機車的停放佔用問題，將部份汽車

停車場規劃成機車停車空間使用，可降低再尋找停放

空間的困難度，同時宣示不鼓勵小汽車於此周邊的停

放使用。 2.7. 

3. 此區域主要交通道路只有在路口

標示通達地點與路名，巷口標示巷

弄名稱，缺乏可通達至區域內目的

地導引指示設施。 

街廓內之巷道應有明確的導引指示設施，於進入巷口

開始至沿途巷弄交叉點，應標明捷運站、連接的路名

及生活相關設施的方向；另外，對於此區域為數不少

無法通行之囊底巷弄應標明死巷或此路不通。 

5. 

4. 缺乏街道設施的設置。 由於此區域發展過快，都市空間嚴重不足，應針對基

本必要且已存在的街道設施設置作一重新檢討，例如

老舊郵筒於寬度不到 1.5 公尺的人行道上，檢討該物

之必要性、裝設的替代方式與環境整體搭配的適宜

性。 

5.19.

21. 

5. 此地區騎樓、人行道與道路三者之

鋪面則維持舊有原貌，缺乏維護整

修。 

應定期維護街廓內巷道之道路鋪面，以耐用平整為鋪

面施工的目標。 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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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2 頂溪車站區域 I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6. 缺乏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

空間的結合設計。街廓內 10 公尺以

下沒有設置騎樓、人行道的巷道，

汽機車停放位置的凌亂，減少較寬

廣空間作為鄰里公園等開放空間的

使用。 

於廣場、鄰里公園、兒童遊樂區等地區向地下發展利

用，建造停車場、購物中心等，利用與車站出入口之

地下通道加以連結，沿途設置商店，同時可將前述地

區結合轉乘的設計，透過方便、舒適的步行路線將行

人引導至轉乘空間，可避免永和路擁塞的車行交通，

縮短候車時間。 

3.6.7.

14.15.

17.20
7. 防災避難空間嚴重不足。 此區域只有在竹林路旁有網溪國小可提供寬廣的避

難空間；區域內高密度建築使用，使建築物之間鄰棟

間隔不足，容易產生公共危險，建議可將閒置使用的

土地，設計為鄰里公園、兒童遊樂區等利用，同時提

供作為防災避難的空間使用，並鼓勵新開發建設的大

樓提供公共開放空間。 

12.20.

8. 在永和路有分隔綠島的設置並種

植路樹，其生長狀況良好，兩旁人

行道有零星的行道樹；中正路兩旁

人行道雖有行道樹的種植，但數量

不多；中興街因本身只有騎樓人行

空間，無人行道的設置，完全沒有

路樹綠化的情形。街廓內 10 公尺以

下的巷道，因許多土地荒廢使用，

所以區內植栽情況較其他區域為

多，但缺乏適當的照顧。 

由於此區域發展過快，都市空間嚴重不足，除了永和

路分隔綠島種植路樹情況良好，可以提供綠色景緻，

兩旁人行道的行道樹應增加種植數量，選擇樹冠較高

且易活之樹種，以減少封閉視覺景觀所帶來的壓迫

感；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的巷道，部份更新地區應儘

量保留原植物，營造較為開闊的視覺空間，並規劃複

合式活動機能廣場空間的設計，形成鄰里居民活動聚

會的場所。鼓勵以種植盆栽方式，綠化環境，在空間

允許的地方，種植樹木，增加建築物之間的隱密性與

居住的舒適性。 

14.18.

9. 由於人行動線的中斷，在有設置騎

樓、人行道的地方，常見購物逛街

的行人成群步行至道路上，增加人

車衝突的危險。此區域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沒有設置騎樓、人行道的

巷道，有許多無法通行之死巷弄，

使得行人無法透過完整的步行路

網，通達四方，降低步行的可及性。 

在不影響行人通行的條件下，允許有利於行人逛選、

駐足的活動延伸至人行空間，禁止並取締其他不相關

之堆放貨物、阻斷行人通行的使用。在舊有建築物未

提供騎樓空間的部份，應設置人行道或劃設行人步行

專用道，標示行人步行的權利，禁止車輛的停放；在

新開發建築物之規範，除了現行退縮建築、法定空地

之留設外，應將該空間作一整體環境的規範，步行動

線、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空間的結合設計、街

道設施的提供等，以免個別基地的開發符合規定，卻

無法整體協調一致，降低行人步行要求的實用性。將

地區作全盤性的考量，調查土地所有權的歸屬，應以

公有土地為優先進行無法通行死巷的貫通。 

1.5. 

14.15.

20. 

10.在此區域 10 公尺以下沒有設置騎

樓、人行道的巷道中，有許多低矮

老舊的眷村建築，且巷弄狹窄彎

曲，常為無法通行之死巷，雖然有

設置滅火器，但仍無法降低公共危

險程度，防災避難空間明顯不足。 

應將整體低矮老舊的眷村建築予以更新，並結合閒置

堆放雜物、長滿雜草的空地一起規劃設計，提供街廓

內鄰里公園等開放空間的使用，加強地區的安全性與

步行路線的連續性。 
1.10.
12.2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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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頂溪車站區域 II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以永和路以西、仁愛路以南、中山路以北距離頂溪車站周邊半徑 500
公尺所圍成的街廓範圍。 

區域範圍 

此區建築物較高，沿

著中山路一段、保福路二

段、信義路與仁愛路有許

多地方性的零售商業活

動；汽機車停放問題嚴

重，且公共開放空間嚴重

不足。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1. 此區域中山路與仁愛路旁內騎樓、人

行道與道路三者之間常有高低落差的

情況嚴重，缺乏平順的連接介面；有些

有設置斜坡道的地方，卻產生鋪面破碎

與寬度不足的問題，尤其是位於人行道

與巷弄及進入建築物地下停車場車道

之間的部份。 

人行道及騎樓動線與一般道路或巷道連接處，應

設置路緣斜坡、欄杆扶手、導盲磚、有聲號誌等

服務障礙設施，保障各類屬性的行人。路緣斜坡

寬度尚應考慮輪椅與嬰兒推車的使用特性。 
2.4. 

5.8. 

2. 防災避難空間嚴重不足。 此區域可將閒置使用的土地，設計為鄰里公園、

兒童遊樂區等利用，同時提供作為防災避難的空

間使用，並鼓勵新開發建設的大樓提供公共開放

空間。 

12. 

20. 
3. 此區域主要交通道路與街廓內之巷

弄，由於汽機車停放的佔用，使得視覺

景觀凌亂，妨礙行人通行。此區沿著中

山路一段、保福路二段、信義路與仁愛

路有許多地方性的零售商業活動，包括

中藥商、髮廊、小吃店、便當店、洗衣

店、牙醫診所、汽機車修理業等，所以

汽機車停放問題嚴重。 

運用公權力取締汽機車的停放佔用問題，將部份

汽車停車場規劃成機車停車空間使用，可降低再

尋找停放空間的困難度，同時宣示不鼓勵小汽車

於此周邊的停放使用。另外增加行人步行時的舒

適度，減少步行的阻礙，方便步行至零售商業活

動地點，增加當地居民步行的意願，完成日常生

活需求的活動。 

2.7. 

17. 

4. 缺乏座椅等可休息之街道設施；老舊

郵筒設置於寬度不到 1.5 公尺的人行道

上；電力、電信通訊及消防設備阻礙行

人通行的空間，有礙視覺景觀。 

由於此區域發展過快，都市空間嚴重不足，應針

對基本必要且已存在的街道設施設置作一重新檢

討，檢討該物之必要性、裝設的替代方式與環境

整體搭配的適宜性。電力、電信通訊及消防設備

等相關設施，優先考慮以地下化的方式隱藏，若

實際狀況有困難者，應以種植灌木叢或是其他低

矮的植物用以遮擋，但須考量維修檢查使用的方

便性。 

5.18.

21. 

5. 此地區騎樓、人行道與道路三者之鋪

面則維持舊有原貌，缺乏維護整修。 
應定期維護街廓內巷道之道路鋪面，以耐用平整

為鋪面施工的目標。 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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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3 頂溪車站區域 II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6. 此區域主要交通道路只有在路口標

示通達地點與路名，巷口標示巷弄名

稱，缺乏可通達至區域內目的地導引

指示設施。 

街廓內之巷道應有明確的導引指示設施，於進入巷

口開始至沿途巷弄交叉點，應標明捷運站、連接的

路名及生活相關設施的方向；另外，對於此區域為

無法通行之囊底巷弄應標明死巷或此路不通。 

5. 

7. 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沒有設置騎樓、

人行道的巷道，汽機車停放位置的凌

亂，減少較寬廣空間作為鄰里公園等

開放空間的使用，例如：在信義路 25
巷中有一較為寬闊的空間，現況停放

約 14 輛汽車之用。 

可在較為開闊的空間設計廣場、鄰里公園、兒童遊

樂區等地區，並向地下發展利用，建造停車場，將

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空間的結合設計，營造

開放的視覺景觀，同時可作為防災避難空間之用。

7.12.

20. 

8. 由於此區建築物普遍較高，有較多

的大樓，所以有為數較多進入建築物

地下停車場的車道，這部份增加人車

衝突程度與造成人行動線的中斷。此

區域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沒有設置騎

樓、人行道的巷道，仍有部份無法通

行之死巷弄，使得行人無法透過完整

的步行路網，通達四方，降低步行的

可及性。 

在不影響行人通行的條件下，允許有利於行人逛

選、駐足的活動延伸至人行空間，禁止並取締其他

不相關之堆放貨物、阻斷行人通行的使用。在新開

發建築物之規範，除了現行退縮建築、法定空地之

留設外，應將該空間作一整體環境的規範，步行動

線、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空間的結合設計、

街道設施的提供等，以免個別基地的開發符合規

定，卻無法整體協調一致，降低行人步行要求的實

用性；在舊有建築物未提供騎樓空間的部份，應設

置人行道或劃設行人步行專用道，標示行人步行的

權利，禁止車輛的停放，留設卸貨暫停的車位，因

應此地區零售商業活動的頻繁。 

1.2. 

17.22.

9. 永和路上有分隔綠島的設置並種植

路樹，其生長狀況良好，兩旁人行道

有零星的行道樹；中山路一段、保福

路二段、信義路與仁愛路兩旁人行道

雖有行道樹的種植，但數量不多；街

廓內 10 公尺以下的巷道，區內植栽

情況不普遍，只有零星盆栽種植。 

由於此區域發展過快，都市空間嚴重不足，除了永

和路分隔綠島種植路樹情況良好，可以提供綠色景

緻，兩旁人行道的行道樹應增加種植數量，選擇樹

冠較高且易活之樹種，以減少封閉視覺景觀所帶來

的壓迫感；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的巷道，鼓勵以種植

盆栽方式來綠化環境，在空間允許的地方，種植樹

木，增加建築物之間的隱密性與居住的舒適性。 

1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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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頂溪車站區域 IV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以永和路以西、仁愛路以北、文化路及忠孝街以南、頂溪國小以西

距離頂溪車站周邊半徑 500 公尺所圍成的街廓範圍。 
區域範圍 

此區域和前述三個區域

相較之下顯得零售商業活動

較不頻繁，整區的感覺幽

靜；區域中心有整片的 2 層

眷村建築，看得出來有經過

翻修與整理，但街廓內之巷

弄複雜，在忠孝街以北才有

新興的建築物，同時街道空

間的規劃比較整齊。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1. 此區域和前述三個區域相較之下顯得零

售商業活動較不頻繁，整區的感覺幽靜；

區域中心有整片的 2 層眷村建築，看得出

來有經過翻修與整理，但街廓內之巷弄複

雜，而此區域主要交通道路只有在路口標

示通達地點與路名，巷口標示巷弄名稱，

缺乏可通達至區域內目的地導引指示設

施。 

街廓內之巷道應有明確的導引指示設施，於進

入巷口開始至沿途巷弄交叉點，應標明捷運

站、連接的路名、鄰里活動中心及生活相關設

施的方向；另外，對於此區域為無法通行之囊

底巷弄應標明死巷或此路不通。 5. 

2. 此區域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沒有設置騎

樓、人行道的巷道，仍有部份無法通行之

死巷弄，使得行人無法透過完整的步行路

網，通達四方，降低步行的可及性。 

除了現行退縮建築、法定空地之留設外，應將

該空間作一整體環境的規範，步行動線、複合

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空間的結合設計、街道

設施的提供等，以免個別基地的開發符合規

定，卻無法整體協調一致，降低行人步行要求

的實用性；在舊有建築物未提供騎樓空間的部

份，應設置人行道或劃設行人步行專用道，標

示行人步行的權利。 

1.22.

10. 

3. 此區域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沒有設置騎

樓、人行道的巷道中，某些路口人車事故

頻仍。 

人車共存的街道應針對車輛作路面駝峰等減速

設施、限速規定、停車格的位置設計、影響駕

駛者視覺景觀的設計手法等相關措施，保護行

人及行車的安全，但應不妨礙救護車或消防車

等緊急通行車輛的進出。 

10.13.

4. 此地區騎樓、人行道與道路三者之鋪面

則維持舊有原貌，缺乏維護整修。 
應定期維護街廓內巷道之道路鋪面，以耐用平

整為鋪面施工的目標。 8. 
5. 此區域亦有騎樓、人行道與道路三者之

間高低落差的情況，缺乏平順的連接介面

與寬度不足的問題，尤其是位於人行道與

巷弄及進入建築物地下停車場車道之間

的部份。 

人行道與騎樓之動線與一般道路或巷道連接

處，應設置路緣斜坡、欄杆扶手、導盲磚、有

聲號誌等服務障礙設施，保障各類族群的行

人。路緣斜坡寬度尚應考慮輪椅與嬰兒推車的

使用特性。 

2.5. 

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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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5-4 頂溪車站區域 IV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6. 缺乏座椅等可休息之街道設施；老

舊郵筒、電力、電信通訊及消防設備

阻礙行人通行的空間，有礙視覺景

觀。 

由於此區域發展過快，人口居住密度過高，都市空

間嚴重不足，應針對基本必要且已存在的街道設施

設置作一重新檢討，檢討該物之必要性、裝設的替

代方式與環境整體搭配的適宜性。電力、電信通訊

及消防設備等相關設施，優先考慮以地下化的方式

隱藏，若實際狀況有困難者，應以種植灌木叢或是

其他低矮的植物用以遮擋，但須考量維修檢查使用

的方便性。 

5.18.

21. 

7. 在此區域內在永和路旁有頂溪捷運

站 2 號出入口建築正在施工當中，目

前無法觀察將來轉乘候車空間的設

計與建築形式的樣貌。 

此捷運車站出入口應留設足夠的轉乘候車空間，以

免排隊候車人潮影響行人之通行，並設置矮牆、兼

具藝術造型的可坐街道設施，提供休息等候的場

所。運用提供寬廣的空間及有別一般建築物的造

型，將此點形塑成行人聚集的意象空間。 

3.5.6.
9.10.
21.22.

8. 此區域永和影城與旁邊商店前之寬

闊騎樓空間為機車停放的使用，使得

視覺景觀凌亂，並妨礙行人通行。 

運用公權力取締汽機車的停放佔用問題，若為私人

用地，應建議作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的設計或利於

行人之商店活動向人行空間的延伸使用；將該區域

中部份汽車停車場規劃成機車停車空間使用，可降

低再尋找停放空間的困難度，同時宣示不鼓勵小汽

車於此周邊的停放使用。另外增加行人步行時的舒

適度，減少步行的阻礙，方便步行至零售商業活動

地點，增加當地居民步行的意願，完成逛街、購物、

休閒與娛樂活動的需求。 

2.7. 

14.15.

17. 

9. 此區防災避難空間嚴重不足。 此區域只有在文化路旁有頂溪與及人國小可提供寬

廣的避難空間；區域內高密度建築使用，使建築物

之間鄰棟間隔不足，容易產生公共危險，建議可將

閒置使用的土地，設計為鄰里公園、兒童遊樂區等

利用，同時提供作為防災避難的空間使用。 

12. 

10. 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沒有設置騎樓、

人行道的巷道，汽機車停放位置的凌

亂，減少較寬廣空間作為鄰里公園等

開放空間的使用，例如：在仁愛路 40
巷 9 弄中有一面積大約 270 平方公尺

寬的空間，現況作為停放汽機車之

用。 

可在較為開闊的空間設計廣場、鄰里公園、兒童遊

樂區等地區，並向地下發展利用，建造停車場，將

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空間的結合設計，營造

開放的視覺景觀，同時可作為防災避難空間之用。

7.12.

14.20.

11. 永和路上有分隔綠島的設置並種植

路樹，其生長狀況良好，兩旁人行道

有零星的行道樹；文化路、忠孝街、

信義路與仁愛路兩旁人行道雖有行

道樹的種植，但數量不多；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的巷道，因許多土地荒廢使

用，所以區內植栽情況不普遍，只有

零星盆栽種植。 

由於此區域發展過快，都市空間嚴重不足，除了永

和路分隔綠島種植路樹情況良好，可以提供綠色景

緻，兩旁人行道的行道樹應增加種植數量，選擇樹

冠較高且易活之樹種，以減少封閉視覺景觀所帶來

的壓迫感；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的巷道，鼓勵以種植

盆栽方式綠化環境，在空間允許的地方，種植樹木，

增加建築物之間的隱密性與居住的舒適性。 

1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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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頂溪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構想方案 

實地觀察時，有看到零星飲料商家在維持行人步行的通暢下將桌椅搬至騎

樓，使行人與商業活動結合，產生不同的視覺景象，為道路注入新的生命力。在

對中興街有整齊招牌與服飾販售的空間意象有深刻的印象，透過建築形式的管

制，可確保並加強其特色。 

本研究認為此區應以僑品電腦、誠品書局此棟街角大樓為中心，以 Lynch 的

觀點，運用節點（Nodes）及地標（Land Mark）等都市元素，利用街角建築退縮

的三角空地，作為人潮聚集的空間，舉辦特賣會、展示會等將室內與室外作連接，

將旁邊星巴克咖啡店的座椅允許向人行空間延伸使用，使人行動線與商店活動的

串連，並結合中興街服飾街的特色，形成人潮與活動匯集的空間意象。同時建議

將對面街角，目前為捷運車站腳踏車之停車空間進行改善計畫，利用捷運交通將

人潮導入的功能，創造頂溪捷運車站永和路與中興街路口節點的繁榮意象空間。 

在觀察的過程中，一個有別於其他環境的空間映入眼簾，為與本研究區域往

北不遠之博愛街，有永和地區藝術街之稱，楊三郎美術館位於此地。博愛街前後

路口處有設置雕刻圖騰之青色圓柱體佇立在兩側，該街充分運用兩旁路樹交織的

視覺景象；造型獨特的招牌、路燈；變化活潑的道路鋪面；家家戶戶門前配合整

體環境景觀以深褐色水缸養殖水草植物，基座以枕木為底，整條街以整體共同設

計為原則。採人車共存的設計手法，容許路邊停車與通行，將電力、電信通訊設

備以經過造型設計之銅條裝飾予以遮擋，並在其面向街道面以公佈欄的型式設

計，達到兼顧遮擋與活動、資料傳遞的功能，不但美化街道環境亦創造行人駐足

停留的機會。 

博愛街之街道設計已具有本研究部份的設計手法與工作項目，從部份設計手

法與工作項目的執行就已產生與周邊街道環境明顯的差異，使本研究對於研究之

評估架構深具信心，惟此區域有其發展的時空背景（見第四章第三節），中、永和

都市地區因人口激增，都市發展過快，空間嚴重不足，想將準則全盤套用，實際

上困難度很高，故有賴於專家學者的問卷調查，讓本研究能在眾多紛亂的環境條

件與因素中，利用權重排序結果，在必須選擇的情況下，就部份重要的準則予以

落實，盼能發揮如博愛街街道設計的成效。 

經由現況實地勘察與上述案例研究中各區域的分析後，同時參酌民眾與專家

問卷調查結果，將適合地方性之設計準則與工作項目，於下節與景安車站分析後

共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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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景安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準則之應用 

壹、景安車站周邊環境概述 

本站位於中正路、景平路與景安路之交叉口，本地區原為公家宿舍集居地

區，大多做為住宅使用。又本站位於台北縣特一號道路旁，且為未來與台北縣環

狀中運量捷運之交匯點上，未來進出本站的人口吞吐量必然相當的大。 

在土地使用方面，車站附近地區幾乎全為住宅使用，但受景平路的拓寬及中

正路的闢建，沿路商業行為漸漸興起，不少土地開發者為因應未來發展的需求亦

在其道路的沿線上興建不少的辦公室與住宅。唯目前本站附近之交通流量相當

大，交通服務水準日趨低下，依現況分析，景安車站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是以住

宅使用為主，將其歸類為居住機能為主，商業機能為輔之土地使用型態車站，此

區域實例研究範圍如下圖 5-5 所示。 

 
 
 
 
 
 
 
 
 
 
 
 
 
 

圖 5-5 景安車站周邊研究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台北縣政府、本研究整理 

貳、現況問題與對策 

本研究將此案例研究地區按照街廓分成三個區域(如下圖 5-6 所示)，並分別就

各個區域描述其現況問題，提出相關解決對策。經由各區的分析，由小而大綜理

景安車站此區域實例研究範圍之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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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景安車站周邊各區域研究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www.papago.com.tw 

 
表 5-5 景安車站區域 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以景安路以東、景新街與景安路路口以南、景平路以北、景新街及安平

路以西距離景安車站周邊半徑 500 公尺所圍成的街廓範圍。 
區域範圍 

此區域內除了景平

路與景新街兩側有熱鬧

的商業活動外，其他區

域商業活動少，相對的

街廓內 10公尺以下沒有

設置騎樓、人行道的巷

道，提供滿足住宅使用

的交通需求，在視覺環

境上有較為整齊的建築

景觀。  

現況問題 代號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1. 此區域景安路、景平路與景新街旁騎

樓、人行道與道路三者之間常有高低落

差的情況，缺乏平順的連接介面；有些

有設置斜坡道的地方，卻產生鋪面破碎

與寬度不足的問題。 

人行通行動線中，騎樓、人行道與一般道路或巷

道連接處，應設置路緣斜坡、欄杆扶手、導盲磚、

有聲號誌等服務障礙設施。路緣斜坡寬度尚應考

慮輪椅與嬰兒推車的使用性。 

2.5.8.

10. 

2. 由於機車停放的佔用，使得人行道幾

乎全為機車停放使用；亦有多數的騎樓

空間也為機車停放之用，尤以景安路、

景平路靠近捷運車站路段最為嚴重。 

運用公權力取締汽機車的停放佔用問題，將部份

汽車停車場規劃成機車停車空間使用，可降低再

尋找停放空間的困難度，同時宣示不鼓勵小汽車

於此周邊的停放使用。 

2.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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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5 景安車站區域 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3. 景安路上由於人行動線的中斷，在

有設置騎樓、人行道的地方，常見購

物逛街的行人成群步行至道路上，增

加人車衝突的危險。 

景安路之騎樓下攤販的擺設尤其以靠近捷運車站

路段最為嚴重，故應規範留設的寬度，在不影響行

人通行的條件下，允許有利於行人逛選、駐足的活

動延伸至人行空間，禁止並取締其他不相關之堆放

貨物、阻斷行人通行的使用。在舊有建築物未提供

騎樓空間的部份，應設置人行道或劃設行人步行專

用道，標示行人步行的權利，禁止車輛的停放；在

新開發建築物之規範，除了現行退縮建築、法定空

地之留設外，應將該空間作一整體環境的規範，步

行動線、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空間的結合設

計、街道設施的提供等，以免個別基地的開發符合

規定，卻無法整體協調一致，降低行人步行要求的

實用性。 

1.5. 

10.14.

20. 

4. 此區域主要交通道路只有在路口標

示通達地點與路名，巷口標示巷弄名

稱，缺乏可通達至區域內目的地導引

指示設施。 

街廓內之巷道應有明確的導引指示設施，於進入巷

口開始至沿途巷弄交叉點，應標明捷運站、連接的

路名及生活相關設施的方向；另外，對於囊底巷弄

應標明死巷或此路不通。 

5. 

5. 缺乏方便行人使用街道設施，相關

電力、電信通訊及消防設備阻礙行人

通行的空間，有礙視覺景觀。。 

應針對基本必要且老舊的街道設施設置作一整體

性的考量，釋放更多的人行空間，檢討該物之必要

性、裝設的替代方式與環境整體搭配的適宜性。 
5.21.

6. 除景平路與景新街兩側人行道進行

鋪面工程與設置情形之外，此區域其

他部份則維持舊有原貌，缺乏維護整

修。 

應定期維護街廓內巷道之道路鋪面，可將捷運站出

口與其他相關活動路線連接，包括跨越景安路路口

的行人穿越道，運用與捷運站出口人行道同樣鋪面

作一延伸與串連，強調行人通行的特性。 

8. 

7. 在此區域中有台貿七村等國宅，雖

有中庭的設計，經實地走訪，也多為

停放車輛之用，防災避難空間嚴重不

足。 

此區域靠近景新街與明仁街之巷弄有較多新興大

樓之建築，由於退縮建築有提供較為寬廣的空間，

可為防災避難使用；區域內高密度建築使用，使建

築物之間鄰棟間隔不足，容易產生公共危險，建議

可將閒置使用的土地，設計為鄰里公園、兒童遊樂

區等利用，同時提供作為防災避難的空間使用。 

12.14.

8. 此區域除了景平路與景新街部份新

建大樓有較寬的人行道外，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沒有設置騎樓、人行道的巷

道，大多為 6~8 公尺寬，故此區人車

衝突情況嚴重，路口人車事故頻仍。 

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希望有足夠寬度的空間，使

行人方便步行，但於實際鄰里街廓中狹窄的巷弄，

為增加行人步行的空間，於人車共存的街道應針對

車輛作路面駝峰等減速設施、限速規定、停車格的

位置設計、影響駕駛者視覺景觀的設計手法等相關

措施，保護行人及行車的安全，但應不妨礙救護車

或消防車等緊急通行車輛的進出。 

10.13.

9. 缺乏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空

間的結合設計。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

沒有設置騎樓、人行道的巷道，汽機

車停放位置的凌亂，減少較寬廣空間

作為鄰里公園等開放空間的使用。例

如：在景新街 210 巷 2 弄中有一大面

積的空間，現況作為停放汽車之用。 

利用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的設計，將原本停放汽車

使用之廣場，可向地上或地下發展利用，建造停車

場、購物中心等，結合捷運車站周邊步行可及範圍

的特性，透過方便、舒適的步行路線將行人引導至

此，減少車行交通的擁塞與車輛的使用。 

7.14

1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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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景安車站區域 I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以景平路以南、復興路以北、景平路與景平路 239 巷路口及和平路

76 巷以西、中興街以東距離景安車站周邊半徑 500 公尺所圍成的街

廓範圍。 
區域範圍 

此地區與區域I、III有很

大的差異，本區因有和平黃

昏市場一直到與南勢角興

南觀光夜市連接，呈現人車

眾多的熱鬧景象，以景安路

與和平路為主軸人潮逐漸

向外遞減。此區除景平路與

和平路之間有低矮老舊建

築與狹窄的巷弄外，其他地

方發展良好。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1. 此區兩側人行道鋪面品質以景

安路為最佳，且有足夠的寬度，

其他部份則維持舊有原貌，缺乏

維護整修。 

原有人行道鋪面應定期維護，保持路面之平整；可將捷

運站出口與其他相關活動路線連接，包括跨越景平路路

口的行人穿越道，運用與捷運站出口人行道同樣鋪面作

一延伸到景安路兩側人行道與和平路整條路面，強調行

人通行的特性。 

8. 

2. 在此區域在景平路旁上設置公

車站牌，轉乘候車空間足夠，但

缺乏候車亭等相關遮陽避雨及休

息坐下的設施。 

應於轉乘候車空間在不影響行人通行的情形下，設置篷

蓋、資料看板、矮牆燈具、兼具藝術造型的可坐街道設

施等，提供行人休息候車的空間。 

5.6. 

19. 
3. 由於人行動線的中斷，例如在南

山路的某些路段沒有設置人行

道，或在有設置騎樓、人行道的

地方發生被佔用的情形，常見購

物逛街的行人成群步行至道路

上，增加人車衝突的危險，此區

域以和平黃昏市場情況最為嚴

重。 

在不影響行人通行的條件下，允許有利於行人逛選、駐

足的活動延伸至人行空間，禁止並取締其他不相關之堆

放貨物、阻斷行人通行的使用。在舊有建築物未提供騎

樓空間的部份，應設置人行道或劃設行人步行專用道，

標示行人步行的權利，禁止車輛的停放；在新開發建築

物之規範，除了現行退縮建築、法定空地之留設外，應

將該空間作一整體環境的規範，步行動線、複合式活動

機能空間與開放空間的結合設計、街道設施的提供等，

以免個別基地的開發符合規定，卻無法整體協調一致，

降低行人步行要求的實用性。對於和平黃昏市場的路

段，應採取某個時段限制各式車輛進入，搭配鄰近南勢

角的機車停車場，鼓勵步行購物，增加行人逛街選購的

舒適性。 

1.5. 

13.14.

20. 

4. 由於機車停放的佔用，使得原本

不寬之人行道幾乎全為機車停放

使用；騎樓有一半以上的空間也

為機車停放之用，尤以景安路靠

近捷運站路段最為嚴重。 

運用公權力取締汽機車的停放佔用問題，將部份汽車停

車場規劃成機車停車空間使用，可降低再尋找停放空間

的困難度，同時宣示不鼓勵小汽車於此周邊的停放使

用。 
2.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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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6 景安車站區域 I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現況問題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代號

5. 此區域雖有較開放的視覺景觀，

且於板南路與復興路之間有兩處公

園與停車空間，但在景平路與和平

路之間有低矮老舊建築與狹窄的巷

弄，此區之防災避難與開放空間嚴

重不足。 

此區域景平路與和平路之間有低矮老舊建築與狹窄

的巷弄中，高密度建築使用，使建築物之間鄰棟間隔

不足，容易產生公共危險，建議可將閒置使用的土

地，設計為鄰里公園、兒童遊樂區等利用，同時提供

作為防災避難的空間使用。 

12. 

6. 在板南路以南帶狀綠地公園的後

方有一帶狀的汽車停車場，雖有綠

色植物遮擋，但缺乏便捷通行的步

行出入口。 

可以充分運用公園綠地的植栽，美化步行進出停車空

間的通道，出入口方向應結合帶狀綠地形成連接景安

路與和平路之人行動線，提供舒適優美的景觀環境，

方便行人逛街、購物的目的。 

1.7. 

7. 此區域主要交通道路只有在路口

標示通達地點與路名，巷口標示巷

弄名稱，缺乏可通達至區域內目的

地導引指示設施。 

街廓內之巷道應有明確的導引指示設施，於進入巷口

開始至沿途巷弄交叉點，應標明捷運站、連接的路名

及生活相關設施的方向；另外，對於囊底巷弄應標明

死巷或此路不通。 

5. 

8. 街道設施方便行人使用種類設置

的不足與佔用人行空間的情況嚴

重。 

應針對基本必要且老舊的街道設施設置作一整體性

的考量，釋放更多的人行空間，檢討該物之必要性、

裝設的替代方式與環境整體搭配的適宜性。 
5.21.

9. 此區域內騎樓、人行道與道路三

者之間常有高低落差的情況，缺乏

平順的連接介面；有些有設置斜坡

道的地方，卻產生鋪面破碎與寬度

不足的問題。 

人行通行動線中，騎樓、人行道與一般道路或巷道連

接處，應設置路緣斜坡、欄杆扶手、導盲磚、有聲號

誌等服務障礙設施。路緣斜坡寬度尚應考慮輪椅與嬰

兒推車的使用性。 

2.4. 

5.8. 

10. 缺乏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

空間的結合設計。街廓內 10 公尺以

下沒有設置騎樓、人行道的巷道，

汽機車停放位置的凌亂，減少較寬

廣空間作為鄰里公園等開放空間的

使用。例如：在景平路 221 巷之空

地，現況作為停放汽車與堆放雜物

之用。 

利用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的設計，將原本停放汽車使

用之廣場，可向地上或地下發展利用，建造停車場、

購物中心等，結合捷運車站周邊步行可及範圍的特

性，透過方便、舒適的步行路線將行人引導至此，減

少車行交通的擁塞與車輛的使用。 

7.14.

1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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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景安車站區域 II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以景安路以西、明禮街以南、中正路以北、南華路以東距離景安車站

周邊半徑 500 公尺所圍成的街廓範圍。 
區域範圍 

此區域有許多新建大

樓，少則 6 樓多則 17 樓不

等，以中興街、南華路與景

平路為目前興建較密集的

區域。靠近景安路的區域多

為低矮老舊建築與狹窄的

巷弄，有為數不少閒置的土

地與不通之巷弄。其他地方

則多為高級之獨棟建築與

新蓋大樓。  

現況問題 代號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1. 在此區域內在景平路上設置景安

捷運站出入口，雖然將轉乘候車空

間依不同目的地予以分散，但缺乏

天候防護設施，以致於排隊候車人

潮容易受到天候的影響。 

應於轉乘候車空間在不影響行人通行的情形下，設置

篷蓋、資料看板、矮牆燈具、兼具藝術造型的可坐街

道設施等，提供行人休息候車的空間。 
5.6.9.

11.19.

2. 此區域主要交通道路只有在路口

標示通達地點與路名，巷口標示巷

弄名稱，缺乏可通達至區域內目的

地導引指示設施。 

街廓內之巷道應有明確的導引指示設施，於進入巷口

開始至沿途巷弄交叉點，應標明捷運站、連接的路名

及生活相關設施的方向；另外，對於囊底巷弄應標明

死巷或此路不通。 

5. 

3. 在此區域內捷運站出入口旁腳踏

車停車場之停放設計，造成對視覺

環境品質的負面影響。 

須與捷運車站作共同的考量，將該區之腳踏車停車場

作立體式的利用，加上篷頂設施，並留設進出捷運車

站的通道。外部造型特色，可創造景安捷運站出入口

的節點意象空間。 

3.9. 

21. 
4. 缺乏方便行人使用街道設施，相關

電力、電信通訊及消防設備阻礙行

人通行的空間，有礙視覺景觀。。 

應針對基本必要且老舊的街道設施設置作一整體性

的考量，釋放更多的人行空間，檢討該物之必要性、

裝設的替代方式與環境整體搭配的適宜性。 
5.21.

5. 此區域有許多新建大樓，少則 6
樓多則 17 樓不等，產生人行通行動

線中，騎樓、人行道與道路三者之

間常有高低落差的情況，缺乏平順

的連接介面；有些有設置斜坡道的

地方，卻產生鋪面破碎與寬度不足

的問題。 

此區域有許多新建大樓，少則 6 樓多則 17 樓不等，

產生人行通行動線中，新設之騎樓與人行道應對現

況，尤其是與原存在建築人行道與一般道路或巷道連

接處，相關人行空間的轉換進行連結時應設置路緣斜

坡、欄杆扶手、導盲磚、有聲號誌等服務障礙設施，

方便行人的使用與安全。路緣斜坡寬度尚應考慮輪椅

與嬰兒推車的使用性。 

2.4.5.

8.2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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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7 景安車站區域 III 之問題與對策分析表 

現況問題 代號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6. 在景平路與中正路路口有分隔綠

島的設置並種植路樹，其生長狀況

良好，兩旁人行道有零星的行道

樹；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的巷道，植

栽情況尚可，新建大樓的綠化成效

增添街道的生命力；區域內荒廢閒

置或低度使用的土地，植栽雜亂情

況普遍存在。 

除了景平路與中正路路口分隔綠島種植路樹情況良

好，可以提供綠色景緻，兩旁人行道的行道樹應增加

種植數量，選擇樹冠較高且易活之樹種，以增加視覺

優美之景觀；街廓內 10 公尺以下的巷道，鼓勵以種

植盆栽方式綠化環境，在空間允許的地方，種植樹

木，增加建築物之間的隱密性與居住的舒適性；區域

內荒廢閒置或低度使用土地之開發，應儘量保留其原

生樹種，運用綠色資源美化環境。 

18. 

7. 由於機車停放的佔用，使得原本不

寬之人行道幾乎全為機車停放使

用；騎樓有一半以上的空間也為機

車停放之用，尤以景安路與景平路

靠近捷運站路段最為嚴重，因此，

購物逛街的行人、乘坐輪椅者等因

騎樓、人行道被佔用，而行走至道

路上，增加人車衝突的危險。 

運用公權力取締汽機車的停放佔用問題，將部份汽車

停車場規劃成機車停車空間使用，可降低再尋找停放

空間的困難度，同時宣示不鼓勵小汽車於此周邊的停

放使用。在不影響行人通行的條件下，允許有利於行

人逛選、駐足的活動延伸至人行空間，禁止並取締其

他不相關之堆放貨物、阻斷行人通行的使用。在舊有

建築物未提供騎樓空間的部份，應設置人行道或劃設

行人步行專用道，標示行人步行的權利，禁止車輛的

停放。 

2.7. 

8. 區域內荒廢閒置或低度使用的土

地很多。 
區域內有些低矮老舊建築與狹窄的巷弄，使建築物之

間鄰棟間隔不足，容易產生公共危險，建議可將閒置

使用的土地，設計為鄰里公園、兒童遊樂區等利用，

同時提供作為防災避難的空間使用。 

12.14.

9. 由於區域內許多土地尚未開發，以

致於產生許多無法通行的巷道，使

人行動線中斷，行人無法透過完整

的步行路網，通達四方，降低步行

的可及性。 

在新開發建築物之規範，除了現行退縮建築、法定空

地之留設外，應將該空間作一整體環境的規範，步行

動線、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空間的結合設計、

街道設施的提供等，以免個別基地的開發符合規定，

卻無法整體協調一致，降低行人步行要求的實用性。

將地區作全盤性的考量，調查土地所有權的歸屬，應

以公有土地為優先進行無法通行死巷的貫通。 

1.14.

10. 缺乏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與開放

空間的結合設計。街廓內 10 公尺以

下沒有設置騎樓、人行道的巷道，

汽機車停放位置的凌亂，減少較寬

廣空間作為鄰里公園等開放空間的

使用。 

於廣場、鄰里公園、兒童遊樂區等地區向地下發展利

用，建造停車場、購物中心等，利用與車站出入口之

地下通道加以連結，沿途設置商店，同時可將前述地

區結合轉乘的設計，透過方便、舒適的步行路線將行

人引導至轉乘空間，不侷限轉乘地點只在景安路與景

平路，避免景安路與景平路擁塞的車行交通，縮短候

車時間。 

6.7. 
14.1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19 



第五章  實例研究                                                                     

參、景安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構想方案 

景安車站各區域空間使用各有其特性，綜合表 5-5、5-6、5-7 之環境與現況課

題之描述，可以歸納出景安車站區域 I 屬於穩定且老舊之發展區域，相關設計與

設施已不合時宜；區域 II 屬於發展成熟之繁榮地區，相關設計與設施雖部份符合

現代都市生活的需求，但無法因應快速發展所產生的課題；區域 III 未來有較多的

發展潛力，除了有尚未使用發展的空間外，街廓與道路條件也適合，需要突破的

困難點比較少，對於區內混合使用與區域特性發展有較強的可塑性。 

在此研究案例中，40 公尺寬的景平路上，有一明顯巨大的交通建設─八里到

新店之東西向快速道路，然而此交通設施對於本區之視覺景觀必定有重大的影

響，為減少厚重水泥橋墩與高架道路的壓迫感，應以爬藤植物或其他塗鴉藝術、

廣告創意看版等設計手法加以美化，夜晚時佐以優美燈光，強化前述設計表達的

意念，使行人能夠感受此環境特殊的風格與氣氛，增加符合人性尺度的軟性建築

環境，吸引並提高行人駐足、使用的意願。 

民眾問卷之調查結果發現景安捷運車站周邊之人行空間現況滿意度調查中，

滿意度較高的項目是屬於對滿足購買各項商品與行人走路需求的基本面，這也凸

顯出現況僅只於這個層面的努力；而專家問卷之調查方面，在促進行人與大眾運

輸的連結，實踐 TOD 的規劃理念下，專家群體決策的結果除了基本步行相關要求

外，應著重商業經濟活動、轉乘地點、開放空間與行人步行活動的連結。 

經由現況實地勘察與上述案例研究中各區域的分析後，同時參酌民眾問卷與

專家問卷之調查結果，瞭解實例車站區域研究範圍之優勢、劣勢，將形塑捷運車

站周邊優質人行空間之評估因子，在確認促進行人與大眾運輸的連結，實踐 TOD

規劃理念目標之前提下，作一適合的調整。 

綜理兩實例研究車站優先執行之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內容如下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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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頂溪與景安捷運車站周邊人行空間設計方案準則表 

設計準則及工作項目 

項目 代號 內容說明 
1.降低人車衝突

程度 
街道寬度在 10 公尺以下者，若寬度不足無法另設人行道，應採用人車

共存共用的設計，並輔以減速設施、限速規定、停車格的位置設計、

影響駕駛者視覺景觀的設計手法等相關措施，保護行人的安全，但不

妨礙救護車或消防車等緊急通行車輛的進出，並可視其人行流量可改

為「行人專用道」或「有時間限制的行人專用道」。 

13. 

2.促進人行動線

與商店活動的

串連 

主要街道與街廓內之巷道應有明確的導引指示設施，於進入巷口開始

至沿途巷弄交叉點，應標明捷運站、連接的路名及生活相關活動設施

的方向。 
17. 

3.允許利於行人

之商店活動向

人行空間的延

伸使用 

在不影響行人通行的條件下，允許有利於行人逛選、駐足的活動延伸

至人行空間，同時規定劃設使用的範圍，禁止並取締其他不相關或阻

斷行人通行的使用。 16. 

4.減少步行路線

障礙程度 
加強公權力取締汽機車的停放佔用問題，將部份汽車停車場規劃成機

車停車空間使用，減少人行動線路面之高低落差及建築基地停車場車

道出入口的數量，以保持人行空間的通暢。 
2. 

5.運用複合式活

動機能空間的

設計，增加開 

可將閒置使用的土地或既有停車空間，設計為鄰里公園、兒童遊樂區

等利用，同時提供作為開放空間與防災避難的空間使用，並往地下作

集約的使用，結合零售、展覽、停車等功能，塑造行人聚集與活動的

中心。 

14. 
放空間 

6.轉乘地點與捷

運場站出入口

之配置設計 

應於轉乘候車空間在不影響行人通行的情形下，設置篷蓋、資料看板、

矮牆燈具、兼具藝術造型的可坐街道設施等，提供行人休息候車的空

間，避免天候的影響。 
3.6. 

7.保持步行路線

之連續程度 
在舊有建築物未提供騎樓空間的部份，應設置人行道或劃設行人步行

專用道，標示行人步行的權利範圍，禁止車輛的停放，以利與現有之

騎樓空間與人行道串連，建立步行路網。 
1. 

8.塑造空間意象 運用複合式活動機能空間的設計與顏色鮮艷、活潑之行人通行路線舖

面，塑造行人專用通行及行人聚集的空間意象，強化步行之特性。 21. 
9.種植植栽美化

環境  
此區域之植栽綠化不足，無法形塑舒緩身心的空間環境，透過植栽美

化環境，增加行人步行時的愉悅感，形塑親切的人行空間尺度。。 18. 
10. 維護人行道鋪

面品質，強化 
除了既有鋪面應定期維護，保持路面之平整；可將捷運站出口與其他

相關活動路線連接，包括跨越路口的行人穿越道，運用與捷運站出口

人行道同樣鋪面作一延伸到活動地點，強調行人通行的特性。 
8. 

行人通行特性 
11. 增加並維護無

障礙設施 
對於新建建築物要求新設之騎樓與人行道須對現況，尤其是與原存在

建築之人行道與一般道路或巷道連接處，在相關人行空間的轉換進行

連結時應設置路緣斜坡、欄杆扶手、導盲磚、有聲號誌等服務障礙設

施，方便行人的使用與安全。路緣斜坡寬度尚應考慮輪椅與嬰兒推車

的使用性。 

4. 

12. 設置方便行人

使用種類之街

道設施  

應針對基本必要且老舊的街道設施設置作一整體性的考量，釋放更多

的人行空間，檢討該物之必要性、裝設的替代方式與環境整體搭配的

適宜性。避免設施設置影響行人的通行。 
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代號欄中之評估因子項目代碼請參閱本章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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