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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台灣都市街道之塑造長久以來以車輛交通為主，以車為本的街道規劃導

致都市空間與都市生活產生了許多改變，但在二十一世紀都市建設中，

應該更重視以人為本的精神，喚起民眾對於改善街道空間的重視，綜觀

現代建設中，利用電腦進行環境視覺模擬已成為一種有力的工具，除了

能有效幫助設計者於規劃設計階段的設計思考之外，亦有助於提供更直



接之視覺經驗，作為與民眾溝通協調的媒介。 因此，本研究之總目摽為

「以街景模擬操作提出街道空間改造的原則與建議」，並以新竹市東門

街東段做為設計操作之對象，而總目摽下有三個次目標為： 1.了解民眾

對新竹現有街道視覺景觀之認知與偏好 2.探討民眾對視覺模擬方案之互

動與認知 3.藉由街景模擬於街道設計之應用，建立優質步行環境之改善

與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包括相關理論及資料的蒐集與彙整、優良案例

之比較分析、設計模擬操作及成果呈現之驗證等，同時以新竹市東門街

東段作為探討，進行實地觀察與分析，本研究以下列三種方式進行： 1.

探討街道景觀設計準則擬定過程中的程序，並提出有助於提升街道景觀

與空間品質的設計準則。 2.研究街景模擬於街道上的景觀價值與發展潛

力，同時藉由問卷訪談得知民眾對於電腦視覺模擬的認知與偏好。 3.觀

察街道空間之構成與形式，並嘗試以步行者對環境之偏好去詮釋環境特

質對都市街道景觀的影響。 本研究經過文獻的歸納與整理，於街景構成

元素中，挑選出三項街道上主要的元素(樹形、鋪面、欄杆)提出作為設計

模擬操作的對象，同時將研究分析結果反應於設計項目之擬定上，分項

提出各種效果呈現之可能後，經由逐項評估選擇出最終操作設計，並以

2D、3D 模擬與街景視覺模擬圖、模型製作作為成果之呈現，最終給予街

道設計之具體建議，企圖能提供同性質之街道作為改善設計之參考。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緣起...............................1 第二節 研

究動機與目的.....................2~3 第三節 研究範圍..........................4~5 第四節 

研究限制............................6 第五節 研究方法............................6 第六節 名詞

界定............................7 第七節 研究流程與設計操作程序..............8~9 第八節 

預期成果...........................10 第二章 文獻回顧...........................11 第一節 人行

環境理論....................11~27 第二節 電腦視覺模擬與應用之探討..........28~32 

第三節 文獻回顧之結論..................32~33 第三章 基地實質分

析......................34 第一節 歷史背景分析...................34~36 第二節 基地分

析......................37~39 第三節 現況分析......................40~42 第四節 土地使用

分析...................43~52 第五節 小結.............................53 第四章 案例分

析.........................54 第一節 案例之選擇....................54~57 第二節 國內案

例......................58~62 第三節 國外案例......................63~69 第四節 小

結.........................70~72 第五章 實證分析研究.....................73 第一節 電腦模

擬系統操作流程之建立......73~75 第二節 實際操作.....................76~81 第三

節 問卷調查.....................82~93 第四節 小結...........................94 第六章 設計

應用........................95 第一節 理論分析到規劃設計原則.........95~97 第二節 

設計操作....................98~104 第三節 細部設計與街景模擬之操作.....105~112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113 第一節 結論..........................113 第二節 

後續建議......................114 參考文獻 .........................115~119 附錄 一、問卷

正稿........................120~130 二、模型製作........................131~133  

參考

文獻 

(一) 中文專書 1.田銀生、劉邵軍 著，《城市空間與建築設計-建築在都市

中的積極作用》，建築情報季刊，2001 2.呂以寧、林炯行 譯，John L. 

Moiloch 著，《景觀設計概論》，六合出版社，1999 3.沉丘陵 譯 Jan Gehl 



著，《戶外空間的場所行為》，六和出版社，民國九十四年八月 4.李麗

雪、洪得娟 譯，Richar d C.Smardon. James F.Palmer and John P.Felleman

著，《景觀視覺評估及分析》，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5.?素

馨、侯錦雄 譯，Booth, N.K.著，《景觀設計元素》，田園城市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1995 6.宋伯欽 譯，Lynch Kevin 著，《都市意象》，台隆書店

出版，1994 7.林文鎮 著，《森林美學》，淑馨出版社，1991 年 5 月 8.徐

艾琳．吳榮心 譯，Stephen R. J. Sheppard 著，《視覺模擬》，地景出版

社，1999 年 1 月 9.章恆輔 譯 Simn Bell 著，《景觀視覺設計元素》，六和

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二月 10.許添籌、林俊寬 譯，新田伸三著，《植

栽理論與技術》，詹氏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 11.歐聖榮 著，《造

園》，三民出版社，1998 12.謝慶達 譯，Jim McCluskey 著，《圖解道路

形式與都市景觀》，田園城市，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 13.謝平芳、單玉

珍、邱茲容 著，《植物與環境設計》，知音出版社，2003 年 (二) 研究報

告書 1.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工程規劃及設計規範之研究，民國 90 年

12 月 2.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專題研究計畫報告，都市景觀電腦視覺模擬之

程序與技術之研究，1999 3.內政部營建署，新竹東門街行人環境規劃設

計，民國 96 年 2 月 4.台北市政府，台北市人行系統環境改善實施手冊，

民國 85 年 8 月 30 日 5.台北市政府，市區道路工程設計規範，民國 86 年

2 月 27 日 6.台北市萬華區公所，考察日本京都、大阪、神戶商圈改造及

文化古蹟，民國 95 年 2 月 27 日 7.交通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工程規劃及

設計規範之研究，民國 90 年 8.美國公路容量手冊，2000 9.台灣地區公路

容量手冊，2001 10.高雄市政府，市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民國 70 年 8

月 17 日 (三) 研究論文 1.王秀如，1993，《都市街道植栽設計方法之研究

──以台北市為例》，東海大學景觀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2.王梅娟，

1995，《街道--都市虛體空間之視覺品質分析》，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

究所碩士論文 3.石孝龍，2005，《從創造城鄉風貌規劃探討─新竹市中

正路公共空間環境改善之研究》，中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4.朱

念慈，1989，《大氣因子影響視覺景觀偏好之研究 ㄧ以陽明山國家公園

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碩士論文 5.朱俊璋，2003，《優型樹

的型態影響景觀美質之研究》，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碩士論文 6.李素馨，

1983，《視覺景觀資源評估之研究－以台北縣坪林鄉為例》，國立臺灣

大學園藝研究所碩士論文 7.李素馨、侯錦雄、王銘山，1996，《居民對

都市街道景觀類型偏好之研究》，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 1996 年年會及

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8.李明聰，2000，《地區性道路人車共存設施風險評

估模式建立與應用》，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9.李冠

賢，2005，《商業街道視覺品質改善之研究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碩士論文 10.呂玉芳，1995，〈行道樹樹形及高度對街道景觀美質影響之

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碩士論文 11.呂采芳，2006，《新市區

建設地區人行空間及步道系統動線配置規劃準則之研究》，國立成功大

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12.阮琴閔，1996，《不同常綠喬木造型組合之情緒

體驗研究》，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碩士論文 13.林育平，1990，《三重市

都市發展及其居民環境識覺之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 14.林文雄，1991，《台北市人行道設施服務等級之評估研究》，國立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15.洪政乾，2001，《鋪面路網維



修管理策略最佳化之研究》，淡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16.邵偉

榕，2001《樹木根系對人行道破壞之研究─ 以臺北市十種行道樹為

例》，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碩士論文 17.高必嫻，1995，〈居民對行道樹屬

性偏好之研究-以台中地區為例〉，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研究所碩士論文 

18.翁玉慧，1992，《景觀美質評估法與比較判法之比較研究》，國立中

興大學園藝研究所碩士論文 19.倪順成，2000，《電腦輔助歷史街道景觀

設計準則擬定之研究－以台南市中正路為例》，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碩士論文 20.徐宏昇，1995，《鋪面養護管理資料庫系統建立之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21.徐林，2001，《都市發展政策

民眾知覺分析—以高雄市為例》，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 22.梁又文，1990，〈電腦視覺模擬景觀表現之研究-台北市信義計

畫區之景觀模擬〉，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 23.粘倍韶，

2005，《虛擬實境中使用者方位判別之研究-巷道空間為例》，銘傳大學

媒體空間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24.許家偉，2002，《逛選街道空間視覺經

驗的分析與構成 一個建立在認知理論的設計》，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

士論文 25.陳碧君，1997，《行人對都市人行道舖面情緒體驗之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26.陳志豪，1999，《以電腦視覺

模擬探討使用者空間意象-以台北市漢中街為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

士論文 27.陳惠美，1999，《觀賞序列對視覺景觀資源評估作用之研究-兼

論視覺資源之永續經營管理》，台大園藝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8.陳俊鴻，

2003，《以視覺模擬方式研究機車駕駛人於路段中之駕駛行為》，國立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9.陳育文，2004，《廣告招牌及植

栽對視覺認知與街道景觀偏好之影響》，逢甲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 30.陳

建蓉，2005，《人行道外側植栽型式影響景觀偏好之研究》，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碩士論文 31.郭瑞坤，1955，〈電腦動畫模擬與視覺模擬在都市

景觀評估與管理之應用〉，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32.郭婕妤，2005，《都市景觀電腦模擬與實景影像之主觀反應比較研

究》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 33.郭建佑，2006，

《台北市的街道生產及空間經驗之研究—以忠孝復興商圈、天母商圈、

南京西路商圈為例》，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34.張文峰，2000，

《以使用者行為的觀點探討都市公共空間─以台北市西門行人徒步區為

例》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 35.張光豪，2005，《道路

景觀型式之研究設計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36.張光中，

2005，《立體化道路系統周邊景觀規劃之分析研究--以台中市立體化道路

系統周邊為例》，大葉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37.黃漢洲，1987，《都

市街道景觀管制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碩士論文 38.黃茹蘭，1996，《行道樹視覺景觀偏好影響因素之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39.黃俊杰，1999，《都市人行道組

成型態對行人知覺影響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40.黃曉菊，2003，《行道樹根系對人行道硬體破壞之研究--以高雄市 10

種行道樹為例》，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碩士論文 41.黃映捷，2006，《市中

心商業區步行環境改善之研究－－以台南市中心商業區為例》，國立成

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碩士論文 42.趙晉緯，2003，《人行空間綜合評估指

標建立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43.董娟鳴，



2005，《步行者空間認知對空間選擇影響之研究─以台北西門徒步區為

例》，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論文 44.曾智霖，2004，《街道附加

物對文化景觀街區之視覺影響評估研究-以迪化街北段為例》，中國文化

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 45.葉建甫，2000，《一個商業造街

的形塑與蛻變-由「仕紳化」角度看台中市精明一街》，東海大學建築學

系碩士論文 46.葉壯，2001，《建築物施工前電腦模擬影像與完工後實景

之比較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 47.葉集

豪，2005，《都市住宅區街道人行空間之探討及設計--以民生社區為

例》，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48.廖育揚，2006，《影響行道樹

景觀偏好及美質效益因素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所

碩士論文 49.蔡榮峰，1998，《景觀道路兩側土地開發之美質評估研

究》，逢甲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 50.黎韋利，1999，《人

行道服務水準評估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論文 51.

劉建成，1993，《人行道鋪面設計之初探--以和平東路步行廣場設計方案

為創作範例》，國立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 52.鄭建志，1999，《新

竹市中正路空間紋理構成之研究》，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

論文 53.賴俊呈，1999，《都市景觀道路電腦視覺模擬之研究》，國立成

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54.鍾政偉，2002，《景觀知覺偏好與地景結構

指?關係之研究》，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系碩士?文 55.戴祖亮，

1985，《都市中心商業區街道景觀之研究 》，東海大學建築(工程)研究

所碩士論文 56.簡臣佑，2003，《人行道維護管理系統之研擬 》，國立台

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技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57.蕭朝明，1999，《電腦視

覺模擬輔助都市設計審議之可行性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

士論文 58.蕭向吟，2003，《台灣地區商業街道土地使用及空間形式類型

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碩士論文 (四) 期刊 1.呂兆良，

「都市森林中的第一線---行道樹」，造園季刊，14 卷，P16∼21，1993 年

6 月 2.林六合、陳秋銓，「行道樹栽植與維護管理作業手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章錦瑜，「對鋪面具破壞力之行道樹」，中華民國

造園季刊，2001 年 6 月。 4.章錦瑜，「較不易造成人行道鋪面破壞的行

道樹--小喬木」，中華民國造園季刊，2002 年 6 月 5.黃俊杰、林晏州，

「都市人行道界面組成型態對行人知覺之影響」，造園學報，2000 年 7

月 6.新竹園區生活雜誌，2007 年 1 月號 7.路統信、鄭瓚慶，「都市行道

樹」，中華林學季刊 16(3)，p.287~p.302，1983。 (五) 相關網站 1. 日本道

路協會 http://www.road.or.jp/ 2. 新竹市政府 http://www.hccg.gov.tw/ 3. 東京

青山通委員會官網 http://www.aoyamastreet.jp/ 4.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http://www.pps.org/ 5. http://www.newlifeformainroads.org.uk 6. 

http://zh.wikipedia.org/wiki/心齋橋 7. http://www.backpackers.com.tw  

論文

頁數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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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 140.136.208.75 new 01 030540 2011.3.17 14:45 

140.136.208.75 new 02 030540 2011.3.17 14:45 140.136.208.75 new 03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M 030540 Y2011.M3.D17 14:46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17 14:46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3.M8.D14 9:30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8.D14 9:30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