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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緣起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

在現今社會中，因為不了解障礙者的身心特質與特殊需求，造成他們在學習、工作、

日常生活及休閒方面遭遇許多障礙與困難， 而『無障礙環境』就是為了將衣食住行的空間

環境以及設施、設備的規劃考量，都必須顧慮到有不同程度的身心障礙者和活動能力衰退

的老人使用，並且能夠依照不同的需求給予最好的照顧環境，建造一個愛與關懷、保障人

類安全、方便、舒適的生活環境。而生活環境中的各種障礙，規劃成共用環境，使身心障

礙者及活動能力衰退的老人都能夠像一般人一樣使用所有資源，設計一個無障礙的生活環

境，是各國的重要目標。

設計說明



1-2 空間與使用者設定、分析

使用者 年齡 身體狀況 照護關係 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

通用設計 室內環境保健控制綜合
指標(IEI)

父親 59 中風(需使用助行器) 需被照護   

母親 49 健康 照護者  

女兒 21 截肢(需使用輪椅) 需被照護   

兒子 18 健康 照護者  

地點：台北

居住狀況：三房二廳二衛

家庭結構：4人

既有建築空間坪數：27.2坪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設計說明



1-3.1 設計理念

〝家〞是人的第三層皮膚，為了使居住的人能安心、健康的生活，必須將照護者與被照護者兩方面都

考慮，本案將會採用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概念做為設計的出發點。而通用設計衍生自無障

礙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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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方向遵照

1.建築相關法規 5.室內環境保健控制綜合指標(IEI)

2.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6.通用性設計

3.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7.Life Time 住宅概念

4.綠建築-室內環境指標



室內環境保健控制綜合指標(IEI)

使用者 室內環境性能

光 溫熱環境 空氣品質

父親
照度亮
防眩光

照度均衡
降低輝度比

溫度衝擊
空氣乾燥

空氣出風口

（CO2)8小時值600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CO)8小時值2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細菌最高值 500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10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24小時值60μg/m3（微克/立方
公尺）。
臭氧（O3）8小時值0.03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一）。
溫度(Temperature)1小時值15~28℃（攝氏）。
床底下需保持通風避免懸浮微粒跟隨氣流吸入人體。
(詳備註)

母親 照度亮 正常

女兒 照度亮
防眩光

溫度衝擊

兒子 照度亮 正常

＊出處:室內空氣品質 (臺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

1-3.2                  室內環境品質

設計說明

備註

（一）1小時值：指1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1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二）8小時值：指連續8個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8小時累計採樣測值
（三）24小時值：指連續24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24小時累計採樣測值。
（四）最高值：依檢測方法所規範採樣方法之採樣分析值。
＊第1類：指對室內空氣品質有特別需求場所，包括學校及教育場所、兒童遊樂場所、醫療場所、老人或殘障照護場所等。



室內環境品質(音、光、熱、氣)性能指標與設計對應控制

＊出處：安全、健康、效率、舒適住宅室內裝修設計、施工、室內空氣品質測定報告書暨使用手冊(般若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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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環
境

a:將噪音控制於50db(A)內。
b:其他居室僅加設厚布窗
簾，以稍加阻隔外環境噪
音。
c:公共空間為改善顫動迴
鳴的音陷，以裝修手法改
變室形。

光
環
境

a:以晝光與人工光源相互
應用，並規劃各種照明模
式之點滅方式，與省電燈
具使用已達效能，另又考
量燈具、照度、色溫度、
配合。

溫
熱
環
境

a:運用自然通風與變頻空
調相互應用，溫度控制於
17℃~27℃，相對溼度
控制於40%~70%，確保
省能與健康。

空
氣
環
境

a:採自然換氣次數及機械
式換氣設備，作24小時
全面換氣，換氣次數0.5
次/小時，確保空氣品質
佳。
b:規劃有效的通風路徑並
加裝導流板，確保氣流暢
通，避免結露而造成生物
性污染。

1-3.2                  室內環境品質



2-1 現況與拆除新建平面圖

現況平面圖

圖例 說明 備註

既有牆面

拆除牆面

增建1/2B磚牆 不燃材料

增建輕隔間 1小時防火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圖面說明

拆除與新建平面圖 Scale:1/100



2-2 平面配置圖

1. 玄關

2. 廚房

3. 客廳

4. 餐廳

5. 復健空間

6. 男孩房

7. 女孩房

8. 主臥房

9. 衛浴

10. 陽台

平面配置圖 Scale:1/100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圖面說明



2-3 天花板平面圖

天花板平面圖 Scale:1/100

290cm

270cm

275cm

230cm

圖面說明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

圖例 說明 規格
數
量

備註

防眩型暖白色LED崁燈 5W；D15㎝*H10㎝ 13
色溫：3000~3500K
亮度測定值(Lum Flux) ：270~300lm

LED暖白色條燈 8W；L60㎝*W2.3㎝*H0.6㎝ 30
色溫：3000~3500K
亮度測定值(Lum Flux) ：480lm

LED圓型暖白色吊燈 5W*43；D40㎝*H15㎝ 1
色溫：3000~3500K
亮度測定值(Lum Flux) ：270~300lm

LED暖白色方型吊燈 5W*4；L100㎝*W15㎝*H22㎝ 1
色溫：3000~3500K
亮度測定值(Lum Flux) ：270~300lm

吸頂式自動感應燈 500W；D10.5㎝*H6㎝ 2
500W鹵素燈/500W鎢絲燈泡
感應範圍360度、12公尺內

LED上照式壁燈 5W；W15㎝*H26㎝ 1
色溫：3000~3500K
亮度測定值(Lum Flux) ：270~300lm

防爆LED吸頂燈 70W；D27.5㎝*H22.5㎝ 6 亮度測定值(Lum Flux) ：270~300lm

24hr換氣冷暖機 W40cm*D28cm*H16cm 1

變頻分離式冷氣
W105㎝*D25㎝*H29㎝ 3 一對多壁掛式冷暖機(另設室外機)

W120㎝*D24㎝*H34㎝ 1 一對一壁掛式冷暖機(另設室外機)

圖例



2-4 生活動線圖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

母親生活動線

圖面說明

父親生活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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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生活動線女兒生活動線

圖面說明

2-4 生活動線圖



2-5                          剖立面圖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

A-A’剖立面圖 Scale:1/100

圖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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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剖立面圖 Scale:1/100

圖面說明

2-5                          剖立面圖



圖三圖二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圖面說明

圖四

45 45

2-5                          剖立面圖

無障礙設施_衛浴

位置：廁所盥洗室應設於無障礙通路可到達之處。

地面：廁所盥洗室之地面應堅硬、平整、防滑，尤其應注意地
面潮濕及有肥皂水時之防滑。

高差：由無障礙通路進入廁所盥洗室不得有高差，止水宜採用
截水溝。(圖一)

淨空間：廁所盥洗室空間內應設置迴轉空間，其直徑不得小於
150公分。﹙圖二﹚

門把：門把距門邊應保持6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3-5
公分處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圖三﹚；門扇得設於牆
之內外側。

可動扶手：馬桶至少有一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起式或
水平移動式﹚，使用狀態時，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
線之距離為45公分，扶手高度與對側之扶手高度相
等，扶手長度不得小於馬桶前端且突出部分不得大
於15公分﹙圖四﹚。

衛浴C剖立面圖 Scale:1/100

圖一

24hr換氣冷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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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浴D剖立面圖 Scale:1/100

圖面說明

2-5                          剖立面圖
無障礙設施_洗臉盆

洗面盆：洗面盆前方不得有高差。

高度：洗面盆上緣距地板面不得大於85公分，且洗面盆下面
距面盆邊緣20公分之範圍，由地板面量起65公分內應
淨空（圖五）。

水龍頭：水龍頭應有撥桿，或設置自動感應控制設備。(圖六)

無障礙設施_移位式淋浴間

尺寸：淋浴間長度及寬度皆不得小於90公分，前方之無障礙淨
空間不得小於寬90公分，長120公分﹙圖七﹚。

扶手：兩側牆壁應設置水平扶手，其入口對向牆壁之水平扶手
長度不得小於45公分，扶手上緣距地板面75公分；入口
之牆壁近外緣處2側及座椅靠牆側，皆應設置垂直扶
手，其長度不得小於60公分﹙圖八﹚。

圖六圖五 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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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材料計劃

1/2
B磚

矽酸
鈣板

乳膠漆
米白色
平光漆

石英磚
白橡木海
島型地板

仿樺
木磚

米黃布
紋磚

美耐板
白霧噴砂
壓克力

符合規範

綠建材 防火

玄關    
天花板耐燃
一級

客廳     
天花板耐燃
一級

餐廳     
天花板耐然
一級

廚房      

天花板耐燃
一級
壁面美耐板
耐燃二級

主臥房      

天花板耐燃
一級

隔間牆防火
一小時

小孩房     

天花板耐燃
一級

隔間牆防火
一小時

衛浴      
天花板耐燃
一級



2-7                  材質、家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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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房 Bedroom

原色橡木138cm ×15.6cm

衛浴 Bathroom

米黃布紋磚30cm×30cm
仿樺木磚30cm×60cm

客廳 Living
石英磚60cm × 60cm

主臥 Master bedroom

單人電動床 105cm × 198cm

原色橡木138cm ×15.6cm



2-8                          燈光計劃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圖面說明

吸頂式感應燈
高10.5cm，寬10.5cm，深6cm
感應範圍達360度，可針對時間
及亮度調整

LED暖白色條燈
長60cm，寬2.3cm
色溫：3000k~3500k

端景壁燈
高26cm，寬15cm，深22cm
材質：木質邊框+玻璃燈罩
適用燈泡：E27燈泡 (燈泡另購)

客廳主燈
直徑40cm，高15cm
適用光源：E27-5W燈泡x43
(燈泡另購)，可換裝省電燈管

餐廳吊燈
長100cm，寬15cm，高22cm
適用光源：E27-5W燈泡x4(燈泡另購)

防眩型E27橫插崁燈白色
高10cm，寬17cm，深17cm
適用燈泡：LED-E27-5W暖白色燈泡
(燈泡另購)

防水防爆LED吸頂燈
直徑27.5cm，高22.5cm
亮度測定值(Lum Flux)：550~600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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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D透視模擬圖 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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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D透視模擬圖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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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D透視模擬圖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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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D透視模擬圖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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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D透視模擬圖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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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D透視模擬圖 主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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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D透視模擬圖 男孩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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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D透視模擬圖 女孩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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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核心價值是「人本關懷」。人因有性別、年齡、能力、身體特性
等差異，形成各種不同且多元的需求，為了對應這些需求，便需要以人為出發點的設計，以滿足人們在
生理、心理及精神生活上的需求。

通用設計的演進始於1950年代，當時人們開始注意殘障問題。「通用設計」由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
大學Accessible Housing Center 的Ronald L. Mace 教授所命名，中譯名稱有「通用設計」、「全球性
設計」、「共通設計」與「全方位設計」，通用設計衍生自無障礙空間設計(barrier design)及廣泛設計
(accessible design)等概念。 (出處:第五屆臺灣建築論壇-建築創意文化)

1. 1990年美國發表通用性設計(Universal Design)型錄
LIFE STYLE × LIFE STEP        Universal Design其代表的意義是所有設計應將所有不同使用者的元素及需求
考慮在內，強調所有產品與環境的設計能讓所有人使用，並且考慮每一個個體如高齡者、兒童或是身心障
礙者等，而不只是考慮正常使用者而已。 （出處： 1990年美國發表通用性設計(Universal Design)型錄）

2. 英國提出(Life Time 住宅)概念,認為住宅設計 必須滿足人一生的需求，並且能隨著年齡身心狀況的變化
而有不同的內容與調整。1991聯合國46總會[高齡者專屬聯合國原則]決議(高齡者的自立 參與 照護 自我
表現 尊嚴 5原則) （出處：終身住宅－1990英國提出『 Life Time 住宅』概念）

附錄



原則一︰使用的公平性---設計應適應許多不同種類使用者。

原則二：適應性的使用方法---設計能適應不同人的喜好與方法。

原則三：簡單易學的、符合人性直覺不論使用者的經驗、知識、語文能力及專注程度，其使用
方法應簡潔易懂。

原則四：提供多管道媒介的訊息不論周遭環境狀況，有效的透過不同 的溝通媒介，讓使用者有
效了解相關設計訊息。

原則五：容錯設計（可回復功能）產品設計應盡量降低因意外或因不注意所引之錯誤。

原則六：省力之設計-設計應要有效率省力，舒服並不費力。

原則七：適當的體積與使用空間。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

通用設計=七大原則+三項附則

七大原則敘述

附錄

平等的使用方式 迅速理解的資訊

彈性使用 迅速理解的資訊

簡單易懂的操作設計 降低身體負荷

合理的尺寸與空間

可長久使用具經濟性

品質優良及美觀

對人體及環境無害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 友善空間設計競賽附錄

參考資料

1.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2.無障礙設計規範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新版無障礙環境設計與施工實務

3.空氣品質
◎室內空氣品質(臺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安全、健康、效率、舒適住宅室內裝修設計、施工、室內空氣品質測定報告書暨使用
手冊(般若設計公司)

4.通用設計
◎第五屆臺灣建築論壇-建築創意文化
◎臺灣通用設計發展現況及未來機會-緒論
◎1990年美國發表通用性設計(Universal Design)型錄
◎終身住宅－1990英國提出『 Life Time 住宅』概念

5.無障礙福祉輔助工具
◎日本TOTO網站(無障礙設施)
◎信望愛國際有限公司(實用型牽引機)

6.圖片來源
◎圖一_日本TOTO網站福祉機器商品P.28~P.29
◎圖二、圖三、圖四、圖五、圖七、圖八_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圖六_臺灣TOTO網站龍頭及淋浴設備(淋浴用控溫龍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