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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為探討在環境行為觀察分析與最終設計方案提出之間，如何以實驗

性的 設計介入實質環境來縮減行為觀察、設計意圖與實際使用之間的落

差，並藉此 操作手法提出一種局部逐步調整之環境改造做法，以相對於既

有台灣都市公共 空間往往全局翻新再造之模式。 實驗性介入實質環境的

研究與場所選定為台北縣新莊市中港厝市民休閒廣場， 此處為新莊地區新

興起之公共開放空間，起初設計意圖與實際使用狀況中有些 許落差與矛盾

之處。本研究在此以「微整型」的概念進行局部修正與加強，並 驗證最終

設計方案的可行性與潛力。微整型的出發點在於以既有的優勢進行局 部性

的「矯型」，而非全面性翻新的改造，實驗中，適當的局部調整與利用環 

境、使用者間有利之條件加以改善、發展。其實驗性的介入實質環境操作

流程 主要可分為以下四階段：(1)前導性環境行為觀察與分析、(2)設計溝

通、(3) 實驗性介入環境、(4)後續環境行為觀察與最終設計方案檢討。 實

驗過程中發現在環境行為觀察分析與最終設計方案提出間，實驗性的介入

操 作雖為臨時性對使用者接受度之試探，但過程中的確有相當程度的改善

與效 益，可提供做為後續最終設計方案的檢驗與修正依據。除此之外，操

作過程中 亦發現其它對都市公共空間開發與改善之建議，如下： 1. 每一

次實驗性設計介入的規模必須是空間範圍易於容納的，一個空間特性 較具

公共性與寬敞的基地，較能具有後續衍生設計介入的發展潛力。 2. 實驗性

介入的研究過程中除了發掘當地潛在之活動與需求外，也發現一些 不在預

期中的重要現象，透過不斷的設計修正與調整可以逐漸將原始設計 與實際

使用間之落差降低。 3. 除全面再造之際有模式外，公共空間的改造應該更

多整合既有環境的空間 與行為特性進行局部性的環境改善，以逐步提升環

境與當地使用行為間之 契合。 

摘

要

(英) 

The present research discusses how to reduce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original 

design intention and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by an experimental and physical 

design intervention. It also proposes a method of partial and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 compare to the current pattern of overal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ese public urban space. The present research chooses Chung Gang Zuo plaza 

in Hsin- Chung City, Taipei County, as the site to study design intervention. Chung 

Gang Zuo plaza is a newly developed public open space in Hsin-Chung. 

However,there was som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original design intention and the 

actual usage in post occupancy. The present research uses the concept of “partial-

reshape＂ to carry out a partial and gradual design process to verify the potential 

before the final scheme. The approach of “partial-reshape＂ is to utilize the 

existing advantage to carry out an partial “orthopedics＂ ( or modification) rather 

than an overall redevelopment. There are four major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a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actual intervention: (1)A prior environment behavior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2)Design communication、(3)An physical intervention 



to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 and (4)An post EB study and the review of the final 

design. During the experiment process, although the physical facility for intervention 

is temporary, the findings from the interaction and change are beneficial. They 

provide a basis for design evaluation and revision for the final design. In addi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experimental process suggested three key points for the physical 

intervention on public urban spaces: 1. The scale of every single increment of design 

intervention must easily be accommodated within the scope of physical space. A sit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e public and open has mor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for potential and continuous design interventions. 2. The process of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 not only help discovered the nature of potential activities and needs, but 

also found some unexpected but critical phenomena on site. Through a continuous 

design modification and revision,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original design and 

the actual use are gradually reduced. 3. Other than the current pattern of overall 

re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ace should integrate more of the 

existing spaci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to proceed for the pattern of partial-

reshape of the environment. Integrity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uses can 

then be gradually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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