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5679 

狀態 NC093FJU00356002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景觀設計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1826124  

研究

生

(中) 

張恩凱 

研究

生

(英) 

En-Kai Chang 

論文

名稱

(中) 

歷史街區景觀管制與保存計畫之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A study on landscape control and conservation programme of historic-district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張德煇 

指導

教授

(英) 

Te-Hui Chang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6.08.30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3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歷史街區、古蹟保存、景觀管制、保存計畫 

關鍵

字

(英) 

historic-district, historic preservation, landscape control, conservation programme 

摘要

(中) 

台灣的古蹟保存運動，以往大多偏重於單棟古蹟建築的保存與修復。但

由於台灣社會快速的都市發展，在都市建設與房地產的開發壓力之下對

於一些具歷史意義的營造環境之破壞更是快速。 保存有許多方式，但最

簡化的保存方式不外乎是凍結式的保存。歷史街區的保存因而必須改變

觀念，以呈現歷史文化的風貌，將歷史景觀的重現作為首要之急。 本研



究試以利用景觀的角度探討，保存歷史街區的各種可能性，包括視覺景

觀、文化地景的部分。從歷史景觀之構成、都市景觀計畫之發展、歷史

街區保存理論之形成與發展、相關保存法令與國外保存案例之回顧與分

析，進而探討國內案例，對國內歷史街區的保存計畫比較優劣，提出值

得改善之課題。再利用研究分析所得，嘗試建構台灣歷史街區景觀管制

與保存計畫。 歷史街區的保存由於其複雜的文化特性，是一種具有延續

性的工作，因此歷史街區的保存計畫必須結合多種策略、工具或方法。

歷史街區的保存計畫中，新舊建築的保存與融合是一個所須注意的重

點，居民的生活是則另一要點，兩者並須相互配合。保存與發展並重，

才是歷史街區保存成功之道。  

摘要

(英)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building in Taiwan always focuses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 single historical building. Due to fast-growing 

urbanization in Taiwa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has expeditiously destroyed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city which is meaningful and 

historic. There are many ways of preserving historical buildings, but the simplest is 

the so-called “freezing type”. Thu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should change our 

assumption about how to preserve, namely, to present the styles and features of 

historical culture, that is, representing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landscape should be 

the primary focus. From the landscape point of view, this study explores various 

possibilities of preserving the historic-district, which include vision view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n historical landscape composition, 

planning on city landscape development,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n 

preserving historic-district, relevant preservation regulations, and case studies on 

foreign countries’ experiences, this study seeks to conclude the pros and cons of 

domestic cases for improving the previous issue. Furthermore, using the 

conclusions derived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study aim to construct an 

improved landscape control and conservation programme of historic-district. 

Preserving the historic-district is a job that needs persistency and is complicated 

due to it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us, the plan for preserving the historic-district 

must comprise multi strategies, tools, and methods. In such programme, the 

preser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old and new buildings is important, and the 

residents’ life is important as well. The two must be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In sum, the key to success in preserving the historic-district is keep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qual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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