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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隨著都市化程度的急速擴張，台灣都市生活品質愈趨惡化。舊市中心商業

區正面臨交通惡化，生活品質低落所呈現的經濟衰敗危機。 台中市舊市中

心區因發展較早，現有的公共設施不足，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快速發展與

變遷、交通運具的轉變，形成都市範圍快速擴張的現象，而舊市中心區的

商機已逐漸沒落而面臨衰頹的現象。從台北市西門町對於步行空間的再規

劃，以及精明一街完善的休閒徒步的開發看來，步行空間的完備的確是重

塑良好商業中心的契機。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如何透過徒步街計畫來改善都

市的環境品質，將街道上之車輛交通適度的降低或移除，能使街道成為提

供市民多樣活動之空間，改善舊市中心的商業活力，並創造成具有環境魅

力的場所。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 回顧與舊市中心

商業區和行人徒步街相關的文獻??， 整?歸納出?好步?環境的組成要素。 

2. 了解台灣都市行人徒步街對舊市中心商業區再開發之可行性。 3. 以案例

研究分析檢討台灣與日本行人徒步街案例的優缺與成效。 本研究以下?三

種研究方法進?： 1. 回顧舊市中心商業區對都市的重要性、?人與徒步街的

關係。 2. 觀察與分析國內外徒步街成功案?的環境?為。 3. 訪談當地居民與

專業人士，並提出對於街道改善的構想與期望。 本研究分析之結果反應於

街道設計構想上，針對本研究理論與案例分析所得之結論，經彙整後提出

規劃設計之設計原則與方案，並以實體模型製作與電腦圖說作為成果之呈

現。  

摘

要

(英) 

Due to the fast urban expansion, the quality of Taiwanese urban life has gradually 

degraded. The historic business centers are facing the crisis of business loss that 

caused by serious traffic problems and the decline of urban life. The early developed 

historic business center of Taichung city has shown the inadequacy of public 

facilities. The business of the historic city center of Taichung has downgrad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economy and transportation 

methods. The development of pedestrian streets in Chimending, Taipei, and the 

well- managed pedestrian area in Jinming 1st street, Taichung, have both 

demonstrate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business centers by the 

improvement of pedestrian space. The present research discussed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planning of pedestrian streets. The 

implementation to reduce or remove certain vehicular traffic can help make streets a 

lively space for people, improve the business of historic city center and create a 

place with identity and character.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intentions, three 

research objectives are: (1) To review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area in 

historic city centers and the pedestrian streets in order to summarize the factors for 

making better pedestrian environment. (2) To understand the feasibility in 

implementing pedestrian area to historic city centers. (3) To review and study cases 

of pedestrian streets in both Taiwan and Japan. Three methods were used for the 



present research: (1) Site analysis for the existing historic city center in Taichung. 

(2) Observation of behaviors for both the study area and selected case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mappings. (3) Interview of local users and professional 

groups to summarize their expectations and responses for the proposal on pedestrian 

street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were summarized to inform the 

decision making of street design. Design principles and schemes were proposed as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Physical and digital design models were both 

used to present the design results. Keywords: Pedestrian Street; Taichung; Urban 

Life; Historic City Center; Behavio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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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1/3/17 

轉

檔

日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01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02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03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04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05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06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07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08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09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10 030540 2011.3.17 14:49 140.136.208.75 new 11 030540 2011.3.17 14:50 

140.136.208.75 new 12 030540 2011.3.17 14:50 140.136.208.75 new 13 030540 



2011.3.17 14:50 140.136.208.75 new 14 030540 2011.3.17 14:50 140.136.208.75 

new 15 030540 2011.3.17 14:50 140.136.208.75 new 16 030540 2011.3.17 14:50 

140.136.208.75 new 17 

異

動

記

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M 030540 Y2011.M3.D17 14:50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17 14:50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3.M8.D14 9:37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8.D14 9:37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