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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面對過度發展與機能需求變遷的商圈或市集，環境改善的介入有其必要

性，但環境改善往往帶來實質空間特性上的改變。在過去市集環境上的

改善，為達整體乾淨目的，普遍採取一致化的手法，卻也同時抹滅掉商

圈或市集部分潛在的特質，改變原有氣氛。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提

出保留五分埔成衣市集在地特質，改善外部巷弄街道環境策略與手



法。」透過文獻以了解巷弄街道、中介空間、街道使用者行為及環境改

善的相關學術理念與作法；再由實質觀察、訪談法等釐清五分埔市集巷

弄街道空間結構、特質、氣氛與構成因素等。 最後透過綜合評估與分

析，包含三個層面的探討：包含學術理念(中介空間)、實質空間、技術層

面(法規、結構)，提出「彈性」的概念來改善在地特質豐富多元、隨時間

週期性改變的外部環境。再由彈性架構概念重新檢視在學術、實質空間

改善運用及技術層面的可行性。本研究結果透過分析及評估可知彈性架

構是一種隱藏在五分埔外部環境上的原則，以一種最簡單方法給予複雜

多元空間最大可能性的概念。  

摘要

(英) 

Facing excessively developmental and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business area or 

market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environment, but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 often change its characteristics . In past when we used the same 

method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problem,we actually simultaneously erased 

partial special character- istics of business area or markets,and the atmosphere of 

trading area or markets were changed.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mprove exterior environment of the streets in Wufenpu Market without erasing it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We integrated studies understand Streets, In-Between 

Space, Behaviors of Street Users,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 And then we 

comprehend the composition,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and the atmosphere of 

Wufenpu Market by observing environment and interviewing the users inWufenpu 

Market. Finally by overall assessments and analyzes that were included the three 

discussions: theories (In-Between Space), contexts,and technics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ucture),w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Flexibility Framework "to 

improve the colorful and various streets in Wufenpu Market. We reinspected how 

Flexibility Framework works in the theories ,contexts,and technic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as that Flexibility Framework is rule of exterior of Wufenpu Market by 

assessing and analyzing. Flexibility Framework was the concept which we can 

make the complex context the biggest possible by the most simpl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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