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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拾壹、都市設計與景觀計畫 

  一、設計目標及構想 
(一)都市設計部分 

1.臨接計畫道路部份，依規定設置騎樓，串聯商業行為，統一設置店舖

招牌，使都市景觀及都市紋理具有整體性。 
2.認養鄰接羅斯福路與萬盛街部分之現有公有人行步道，統一舖面型式

予以整體規劃設計，塑造嶄新的都市人行徒步空間。除南側底端廢除

之現有巷外，本案所增設之人行步道及廣場空間皆與基地內外舊有步

道相結合，彼此串連，盡可能維持原有居民之生活路徑，並予以美綠

化，改善整體外部環境。 
3.提供植栽景觀變化適宜的照明，形成明亮乾淨細緻的意象，以塑造具

親切性的鄰里空間。 
4.本基地之開發將現有基地內低矮之老舊與違章建築加以更新，以落實

都市設計之有效實施。 
5.退縮建築並加強綠化植栽，以調和新舊建築之衝突，並降低交通噪音

之影響。 
6.另於基地內設置 a.都市結點廣場、b.社區活動廣場，提供休憩交誼等

外部空間，無條件提供公眾使用。 
7.本案退縮之人行步道、廣場等開放空間，皆完全開放供公眾通行使用

通行，且採無障礙設計，不設置圍牆，所有綠色資源也與基地外環境

相融合，增添都市綠意。 
 

(二)景觀計畫 

1.各棟建築物出入口能以最短之動線連接並在動線之外空間設置景觀花

園草皮與散步道，提供本案建築物充足之通風採光與消防安全。 
2.各棟建築物側面與後側之剩餘空地部分規劃休閒步道、戶外活動區、

景觀花園、戶外交誼區等，提供居民動態與靜態之休閒空間。 
3.考慮建築物外在的物理環境，基地左右兩側退縮適度距離，並作植栽

綠化，除提供本案建築物充足之通風採光與消防安全，並且能夠緩和

本案建築物對週周邊鄰棟建築物之新舊、高低視覺壓力，以獲得和諧

都市環境關係。 
 
 

 
 
 

4.建築主量體之安排，以集中設置於寬闊之羅斯福路及在萬盛街交叉口

處，旨在形成地標建築意向，並有利於鄰房建築之景觀視野及通風採

光。 
5.變更後本基地未來更新建築設計之設計建蔽率為 44.93%，實設空地

面積為 1,267.03 ㎡。 
 
 

 

 

 

 

 

 

 

 

 

 

 

 

 

 

 

 

 

圖 11-0：公有人行道認養及複層式植栽設計 

 

 

變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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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內容說明 

建築物空間規劃： 

1.規劃地下五層、地上 15 層(A 棟)、地上 15 層

(B 棟)、地上 13 層(C 棟)及地上 1 層(D 棟)之

建築群。 

2.規劃棟數：共規劃為四棟之建築開發。 

3.使用規劃：其使用地下 1 至 5 層為地下停車

場，A、B 棟 1 層規劃為入口大廳、一般零售

業、集合住宅，地上 2 至 15 層皆規劃為集合

住宅。C、D 棟 1 層一般零售與社區中心，2

層以上皆規劃為住宅。 

4.規劃戶數：共 228 戶。 

5.規劃高度：A 棟 49.95 公尺，B 棟 49.95 公尺，

C 棟 43.45 公尺。 

停車位設置： 

1. 汽車停車位檢討設置： 

            法定汽車停車位：     129 輛 

            獎勵增設汽車停車位：  34 輛 

            自行增設汽車停車位：   28 輛 

合計    汽車停車位： 191 輛 

2. 機車停車位檢討設置： 

            法定機車停車位： 152 輛 

            獎勵增設機車位：  17 輛 

            自行增設機車位：   0 輛 

合計機車停車位： 169 輛 

 

圖 11-1-1：開發內容說明(變更後)

變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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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規劃配置說明(變更後) 

S：1/400 

都市更新留設人行步道 

空間告示牌位置 

都市更新留設人行步道 

空間告示牌位置 

都市更新留設人行步道 

空間告示牌位置 

變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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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配置說明 

1.考量外部公益性的公共開放空間計畫 

(1)將法定空地之開放空間留設帶狀式開放空間並與都市綠帶人行步道及行道樹整

體集中規劃留設。 

(2)設置二處廣場作為舒緩都市空間、景觀的綠帶，讓附近居民能獲有健康休閒安

全的步道系統。 

2.考量人車安全性的車行動線系統配置 

在車行動線的規劃上集中於基地後方，在汽機車道前端留設充足之緩衝空間，提高

行車與行人交通之安全性與舒適性。 

3.獨立使用利於管理的社區入口配置 

本更新單元以住商使用為定位，獨立共用之社區主入口位於萬盛街上，以展現社區

門面之寬闊氣度，並考量將來使用及管理上的便利性。 

 

4.尊重自然環境與都市紋理的建築量體配置 

因基地形狀為東西狹長形，面對校園汀州路側配置次要建築量體並採退縮設計以避

免對汀州路造衝擊，主量體配置在羅斯福路及萬盛街上，以考量整體都市景觀以及

與相鄰街廓建築物之座落方位相互協調性等問題。 

5.考量物理環境的節能平面計畫 

(1)一樓之平面規劃作為一般零售業、社區入口門廳、社區交誼空間使用，讓空間的

管理與使用上功能單純化。 

(2)二樓至十五樓標準層規劃集合住宅，為讓內部空間使用方整性與彈性，柱樑結構

系統規劃上以方正與柱梁外露方式設計並可增加遮陽面積，內部動線規劃上，精

簡動線規劃，節省走道，提高建築空間之使用效率，減少單層公共設施的負擔。 

(3)考量住宅居住環境之物理環境與景觀視野等因素，各棟間留設適當棟距並配錯落

配置的社區庭園，讓戶戶各房間皆能有自然通風採光設計。 

建築量體及配置計畫 

住戶主出入口 

社區活動廣場 

汽機車出入口 住戶主出入口 

羅  斯  福  路  五  段 

汀  州  路  四  段 

圖 11-3-1：建築量體及配置計畫(變更後) 

變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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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1：開放空間配置說明(變更後) 

變更後 

Ａ 留設公共街角廣場 

規劃公共廣場空間，提升

都市景觀與戶外活動休閒

空間品質。 

一般零售業店面，及建築量

體圍塑之轉角活動廣場，提

供都市生活開放之交誼空

間，亦容許多元行為與社區

文化之發生。 

Ｂ 一般零售業 Ｃ 退縮騎樓 
將商業店舖集中設置，騎樓空間，

串聯成帶狀式商店街，美化步道配

合地坪舖面設計，提供豐富空間，

創造良好之城市街景，亦提供社區

及都市環境之軟性區隔。 

Ｄ 保留現有巷道 
保留原始基地行為模式與需

求降低開發造成之衝擊與影

響並藉由緩衝空間、交誼停駐

空間之提供，新增原始空間之

趣味性及安全性。 

汽、機車坡道以 1/８設計、汽

車坡道以 1/８設計，以確保行

車動線順暢及安全；其地面並

以防滑材料處理。 

Ｅ 地下停車場出入車道 

退縮 3.5~6M 以上人行步道，並種植喬

木及灌木綠意, 亦提供社區及都市街

景，亦提供社區及都市環境之提供本地

區居民具均齊性、完整性。 

Ｇ 退縮人行步道 

提供社區居住之自明性環

境，亦可供社區居民集會、活

動之多元化戶外空間，平日供

作休憩及兒童遊戲使用。 

Ｆ 社區活動廣場 

開放空間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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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1：室內空間規劃說明(變更後) 

室內空間規劃說明 

變更後 

1.各戶空間配置，朝向自然景觀面，綠意及水景盡收眼底，創造頂級的住宅品質。 

2.結構柱梁的位置，及隔戶、隔間牆的配置，使室內梁柱空間減少，創造方整之室內隔局及富彈性的空間機能。 

3.精簡之室內動線規劃，節省不必要之走道空間，提高建築空間之使用效率。 

  維持各單元三面之採光通風面 

4.舒適之公共設施空間，維持梯廳的自然採光及通風。 

5.結構設計力求簡單方正，並設置制震器以提高建築結構之耐震性，有效抵抗地震力，增加建物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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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方位 
與鄰近地區建築 量體  配置  說明 

在量體、色彩及造型方面本案考量與週遭環境的融合提出以下說明： 

附近已完成建築，量體大部分為 4至 8樓之建築物，為早期之建築物之類型。 

 

 

 

 

圖 11-6-1：建築量體配置說明(變更後)

配置關係 

變更後 

基地環境現況(羅斯福路) 
建築設計：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1.人行步道的退縮與庭園綠意的共享 

認養萬盛街、羅斯福路側之公有人行步道，沿汀州路
側退縮留設 3.5~6m人行步道，供公眾通行使用。 

2.建築物量體與都市關係 

基地本身為狹長型不規則形基地，由基地形態破碎，
因此建築量體配置，不適合往超高層發展，因此量體
規劃控制在 15樓以下，高度不超過五十公尺。 
並將建築配置在基地上寬深度較充足的三處位置。 
另外配置上建築物與地界及鄰棟建築物間都保持良
好的間距。 

3.留設開放式的廣場 

原有基地內空地予以保留，設置開放式廣場，成為
文康設施之戶外活動空間，並開放供公眾活動使
用，串連原現有巷，形成新的生活路徑，維持社區
原有的歷史記憶和當地的生活互動。 

 

量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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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1：建築造型色彩設計說明(變更後)

與鄰近地區建築 造型  色彩  說明 

變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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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1：立面造型說明(變更後)

立面造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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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1：材質計畫(變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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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車動線設計原則 

 

人行動線 

1.基地沿羅斯福路、萬盛街設置騎樓，沿汀州路退縮 3.64m 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 

2.羅斯福路與萬盛街結合公有人行步道系統，讓行人可獲得更寬敞之步行空間。 

3.可由汀州路四段經過社區活動廣場，通往社區通道(現有巷道汀州路四段 23 巷)及更新範圍

外之現有巷道羅斯福路五段 60 巷至羅斯福路五段。 

車行動線 

1.車輛由羅斯福路接萬盛街轉汀州路，進入地下室停車場。外出車輛則經由汀州路離去。 

2.上下乘客車輛設於萬盛街進出口處，可避免造成車輛擁擠現象。 

建築設計：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圖 11-10-1：人車動線設計說明(變更後)

變更後 

人車動線說明 

圖例  S:1/400 

汽機車出入口 

住戶主出入口 

人行動線(主要動線) 

人行動線(次要動線) 

人行動線(連接範圍外巷道) 

汽機車出入口 
住戶主出入口 

社區活動廣場 
 

住戶主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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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1：景觀設計說明(變更後)

建築設計：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四、景觀植栽設計構想 
Ａ認養退縮人行步道，在塑造街角廣場，提供無障設置，提升都市景觀與戶外活動休閒

空間品質。 
 

 
Ｂ留設 17mx11m 社區廣場,增進都市公益，並供作都市防災廣場使用。 
 

庭園景觀說明 

變更後 

      8M  汀州路四段      

 
 
40M萬盛街   

36M  羅斯福路五段        無障礙人行道 人行步道順平，無突出物。 

(都市防災廣場) 

(採無障礙設計) 

公有人行道予以認養， 舖面設計採

整體規劃，設置無障礙坡道，以坡

道連接基地內外之開放空間及廣場 

無障礙通行動線 

街角廣場 

11m 17m 

無障礙人行道 人行步道順平，無突出物 

無障礙人行道 人行步道順平，無突出物 



變更臺北市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 53-20 地號等 60 筆(原 6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26 

 
 
 
 
 
 

變更後 

景觀植栽說明 

基地內受保護樹木檢討： 

依台北市文化局公佈之台北市受保護樹名單，

本基地無”受需要保護之老樹”。 

基地退縮人行步道，種植綠化效果佳、樹蔭空間

優美、本土原生種”台灣櫸木”，下方種植”金

葉雪茄”成為”複層式植栽”，以都市綠肺概念

發想成優良帶狀開放空間。 

圖 11-12-1：景觀植栽說明圖(變更後) 
現有行道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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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認養鄰接羅斯福路與萬盛街部分之現有公設人行步道，並與更新單元內留設之人行步道結合起來，除提供地區民眾休閒活動之空間，亦有助都市景觀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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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棟建築物側面與後側之剩餘空地部分規劃休閒步道、戶外活動區、景觀花園、景觀水池、戶外交誼區等，提供居民動態與靜態之休閒空間。
	3.考慮建築物外在的物理環境，基地左右兩側退縮適度距離，並作植栽綠化，除提供本案建築物充足之通風採光與消防安全，並且能夠緩和本案建築物對週周邊鄰棟建築物之新舊、高低視覺壓力，以獲得和諧都市環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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