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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

台灣市區道路

歷史悠久城市的蛻變通常需要許多人的共同努力，再加上許多資源與時間的投入才能慢慢改變，台

灣各地之城市也是這樣的情形，內政部營建署為了逐步改善市區道路品質，從 2007年開始針對人行環境
與道路養護分別開始進行考評，考評目的係輔導各縣市政府把相關軟硬體設施做到更完善與更能符合民

眾的期待，經過 7年之後，各縣市政府都已經了解改善的重點與方法，為了讓市區道路和人行環境能更
符合使用者期待，已是進行整合設計的時機了，於是在 2015年開始，將人行環境與道路養護合併辦理考
評，更融入交通設計與景觀設施，期待地方政府的相關建設能更全面性考量，期間持續地精進各種相關

作為，藉由考評來引導各縣市政府建構以人為本的市區道路友善環境，在這幾年更積極以前瞻基礎建設

來補助各縣市政府改善市區道路相關環境，經過 16年來的努力，許多成果已慢慢地呈現，不僅是在六都
，更是在一般的縣市或者是小鄉鎮，皆可看到相當豐碩的成果，這是過去 16年來點點滴滴累積出來的，
也許進步的不夠快，但是，從中央到地方都一直秉持初心去改善我們的城市，期許共同管線納入考評後

，台灣市區道路環境能達到更完善境界，持續改善市區道路總體環境是台灣每一個人共同責任，也是永

不停止的 PDCA，期待我們的城市越來越偉大與友善。

關鍵詞： 市區道路、考評、以人為本

以考評計畫檢查與輔導

優質人行環境所應具備之條件包括：安全、無障

礙、連續完整、與周圍環境互動良好等特質，內政部

營建署自 2007年起迄今持續辦理「市區道路養護管理

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為提升國人以「人」為

本之觀念，持續輔導各縣（市）政府，透過人行環境、

道路養護及交通工程等面向及觀點改善市區道路規劃

與管理。藉由過去「點」與「線」中的錯誤經驗，持

續改善及學習新知，迄今各縣（市）政府可以「面」

的觀念進行市區道路改善，且逐步建立良善之步行生

活圈，並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期以透過道路景觀

風貌再造與形塑，讓道路環境品質全面性升級與進化。

內政部營建署歷年分別辦理「市區道路養護管理績

效考評作業」及「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

畫」二項考評計畫，因應受評縣（市）之作業需求，朝

向兩項考評整合之方向著手研擬相關考評作業，於 2015

年始合併辦理考評作業，並已於 2016年完成考評整體

合併，以減輕各縣（市）政府配合前開二項考評作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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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並縮短相關作業期程，隨著各縣（市）越趨熟知

「點、線」之改善，整體考評制度於 2017年起於直轄市

型試辦街廓考評，並於 2019年起全面實施（金門縣及連

江縣除外），期以透過「面」的改善，以追求考評成果能

更貼近民眾感受，讓各縣（市）府整合所有資源集中進

行整體人行環境之改善，逐步建立步行生活圈，使民眾

對於市區街道的環境改善更有感（如圖 1） [1-5]。

評比內容

「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其

考評內容分「政策考評」、「現地考評」及「街廓考評」，

其中「政策考評」由各縣（市）就其政策作為提出簡報說

明，再由考評委員就其所提供之訂定相關自治事項法令、

道路養護先期作業計畫及養護經費編列與分配、人行道整

體改善規劃、跨局處之聯合專案計畫、人行環境管理改善

措施、創新作為等進行評分；「現地考評」由縣（市）考

評當天現場抽選受評路段後並簡報說明，委員再至現場考

評，內容包括：道路鋪面平整及管挖回填情形、排水設施

功能、交通號誌、標誌、標線之辨識度及損壞狀況、人行

道淨寬、淨高、無障礙設施、穿越道路安全設施、人行

道水溝格柵蓋版設置狀況、植栽養護等進行現地勘查並評

分；「街廓考評」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由各縣市

就其考評街廓提出簡報說明，第二個部分由考評委員實際

走訪考評街廓，主要就其道路養護、人行環境、交通工

程、停車規劃與管理及節點進行勘查評分；直轄市型針對

安全性之考評項目中，近年來更新增全盲評級，此考評項

目係請全盲人士親身參與考評行程，由全盲人士採無提

示方式進行，其考評內容主要為路口定位點、通行動線

之障礙物、路面平順及整齊邊界線等，依委員實際感受

提供意見，期以相關無障礙設施之建設能更符合身心障

礙人士實際需求。另自 2019年起亦新增「秘密客問卷」

實地調查部分，採實際至各直轄市受評街廓周邊針對居

民及店家進行問卷調查，以反映真實民意，問卷設計部

分，以舒適性、平整度、生活便捷度、設施管理及安全

性為主要構面，透過各項評估準則，以了解民眾對於市

區道路之感受及重視程度。

過去與現在

過去，民眾思維以「車」為主，認為人行空間為

非必要之建設；社福團體認為，政府不重視身心障礙團

體之需求。而現在，民眾希望駕駛人能夠抱有「以人為

本」的觀念，還路於民，使用路人能夠安心地行走於人

行道上；社福團體認為，雖仍無法達到完全的「通行無

礙」，但能夠感受到政府持續改善的決心與用心。

內政部營建署 16年來致力於執行「市區道路養

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針對全臺 22縣

（市）市區道路之建設與改善進行把關，透過計畫的

執行，實際檢視各縣（市）之建設成果，16年間，開

出逾 30,000餘條缺失，持續追蹤改善全臺市區道路的

人行環境、交通工程及道路養護之品質（如圖 2）。

本計畫推動之目的，為因應未來都市發展趨勢與改善

國內過去都市發展中，長期對於幼童、老年人、身心障礙

者空間使用的輕視。在面臨現況社會環境老年化人口增長

與社會福利需求增加因素下，期能透過公共建設與友善環

境規劃，重新定位社區空間服務機能，以健全基礎公共空

間與無障礙設計，由活動中心、校園、公園、綠帶、兒童

遊戲場、街角空間、騎樓至建物公共通行空間等，輔以友

善、安全與無障礙的環境規劃，達到以環境規劃為主體的

社會照顧，進而落實全民照護責任，同時提升都市社會服

務機能與滿足空間品質需求 [6-10]。

圖 1   追求考評成果，貼近民眾感受

Vol. 49, No. 4   August 2022  土木水利  第四十九卷  第四期16



圖 2(a)   道路養護常見缺失及優良範例

圖 2(b)   人行環境常見缺失及優良範例

圖 2(c)   交通工程常見缺失及優良範例

辦理前瞻計畫補助縣市政
府新建與改善相關設施

內政部營建署於考評過程中發

現，地方政府常因經費不足無法對道

路進行全面性的改善，為協助各地方

政府全面改善市區道路環境並引導改

善重點，因此於前瞻基礎建設中提

出提升道路品質計畫，並擬定九大指

標，期以落實全面改善，打造優質市

區道路人行環境（如圖 3）。為了解

各縣（市）政府辦理市區道路人行環

境建置及養護管理之成效，於 2021

年度起將針對亮點及優良案例進行

評選，冀望各縣（市）政府在道路

養護作為上能夠讓每一分投入的金

額，能夠創造最大的效益，提升整

體市區道路服務品質，並同時提升

道路防災性、安全性、生態性、暢

行性、經濟性與永續性等，透過道

路景觀風貌再造與形塑，讓道路環

境品質全面性升級與進化 [11-15]。

九大指標包含：

  既有道路養護整建、

  綠色生態路網建置、

  打造綠色運輸系統─建置自行

車路網、

  辦理共同管（線）溝整合與建

置、

  設立街道幸福設施、

  型塑城鄉人文地景街道、

  城市街道市容管理及改善、

  都市無障礙系統建置、

  社區照顧環境建置。

城市不斷的蛻變中

經過 16年的共同努力，無論

在道路養護、人行無障礙環境、交

通工程與景觀設計上都有長足的進

步，也看到許多貼心的設計慢慢地

「鋪面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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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雖然我們不斷在困難中獲取經驗，也不斷地在

綜整大家觀點來取得共識，在全台灣各地無論是人口

集中的六都，或是人口較稀少之鄉鎮，皆可看到我們

共同努力的痕跡，雖然我們的城市過去或是現在仍有

許多需要改進之處，但經過我們點點滴滴的努力，慢

慢地形成一個宜人環境，我們 16年來點點滴滴改善的

部分如圖 4所示，從以前困難重重到現在街道上可以

尋找到我們想要的小確幸或大幸福，證明我們只要持

續的去改變、持續的去努力，有一天我們的城市會將

更偉大。圖 3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九大指標」

圖 4   十六年有成 –市區道路整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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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道看到幸福與愛

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法則，誰都必須要遵守這個法

則，人的一生當中除了睡覺與休息外，很多時間是花在

走路上，每個人為了不同的目的走路到自己的目的地，

或者是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但是，如果街道只是讓人

匆匆走過，僅有冰冷冷的感覺，那真的是缺乏人情味，

我們的城市將不再溫暖動人，如果，把我們的城市塑

造成讓老弱婦孺都能安心在街道自由自在慢行與交流情

感，行人與自行車也能自由自在的舒活悠遊，那我們社

會將會更加的祥和與溫暖，這也是內政部營建署道路組

過去 16年來積極想營造的環境，這幾年我們在現場捕捉

到令人感動的照片如圖 5所示，希望這樣的照片以後在

台灣不是特別景象而是常態，離此目標的路應該還很漫

長，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只要我們往前踩踏一步就

離我們的夢想更進一步，一起加油。

結語

過去 50年台灣從力求經濟，發展到重視生活品質，

也開始重視人本觀念，跟國外一樣在一開始的時候困難重

重，但是，經過 16年來中央、地方與民眾共同努力，市

區道路確實逐步建構出能讓行人更加安心走的人行環境，

一個偉大城市的蛻變需要不斷地在逆境中學習成長，不斷

圖 5   在街頭看到愛與幸福

圖 6   馬路好行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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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對挑戰進行修正，未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

府會秉持著同樣的精神繼續為大家的共同環境

而努力，期待我們的未來會更加美好，也期待

我們的城市再次偉大，達到馬路真好行的最終

標的，圖 6為今年馬路好行頒獎典禮情形。

「鋪面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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