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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反省現今都市住宅區街道以車輛為主的設計概念，提

升及重塑行人環境，改變追求車輛最大便利性的道路使用方式。以「生

活化道路」和「交通寧靜區」為主要之設計概念，有效達到「行人優

先」的住宅區街道使用內涵，增加居民彼此互動以提升整體社群意識。

簡單來說，就是希望以住宅區街道人行空間的改善來提升整體生活品



質。 本研究之文獻回顧歸納出適合台灣街道改善的資料，整理可供改善

設計之概念，同時以台北民生社區作為探討案例，進行基地實地觀察與

分析。以下列三種方法進行研究： 1.運用數位攝影與步行線性紀錄之環境

行為觀察，發現與探討街道環境存在的問題與行人 行為模式，真實的瞭

解現況街道人行空間存在的議題。 2.依據問卷調查來反應當地居民對街道

現況的態度，並提出對於街道改善的期望。 3.配合國內外街道改善成功案

例的分析，增加居民對於未來街道改善的願景，利於街道空間改善時的

推動。 設計操作過程重點在於將本次研究內容所做出的改善與居民互

動，配合民眾參與說明會，喚起居民對於本身居住環境的重視。最後對

實質街道空間改善設計的進行本研究從：一、實質空間整頓 二、居民改

善意向 三、設計研究與環境互動，三方面來擬定施作程序，並呈現真實

環境的改善設計，提供民生社區街道改善的依歸，提供其他住宅社區參

考。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lies in re-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motor-vehicle 

dominated street design for residential area. Furthermore, it puts the stress on how 

to enhance and renovate the pedestrian space as well as how to change the car-

oriented street use. Besides,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main design concept of 

“Woonerf” and “Traffic Calming” to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idea of 

“Pedestrian Priority” in the street of residential area, to increase more interaction 

for resid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brief, it expects 

to enhance the whole living quality of residential districts by means of improving 

the pedestrian space of streets. The Literature reviews integrate some information 

and concept that suits the condition of street design in Taiwan.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ase study of Taipei Min-Sheng Community, by using the following three 

methods: 1. By using digital photograph (still image and moving pictures) and 

linear walking record to observe environment behavior, it finds out the street 

problems and the pattern of pedestrian behavior to summarize the issues of 

pedestrian space. 2. In accordance with questionnaire, it reacts the residents’ 

opinion of street using condition, and then brings up the expectation of the 

improvement. 3. Integrating the analysis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good practices of 

street design, it provides a vision of the improvement in residents’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and is beneficial for driving this idea. The design process 

emphasizes on having more interactive with residents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executing the research, holding the references to integrate their opinion, evoking 

more residents’ attention to think of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arrying out the 

design of the physical street spac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1）

reorganization of physical space, （2）residents’preferences for improvement,

（3）design and interaction with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makes the implement 

procedure to present the design in the real environment, and provides the case study 

of “the street improvement in Min-Sheng Community” to other residentia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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