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5684 

狀態 NC093FJU0035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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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826078  

研究

生

(中) 

余志隆 

研究

生

(英) 

Chih-Lung Yu 

論文

名稱

(中) 

創意文化園區產業形塑空間之研究－以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為例 

論文

名稱

(英) 

A Research about Bussiness Sharp Model Spac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A Case Study of Hua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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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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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藝術、文化創意產業、閒置空間、再生 

關鍵

字

(英) 

Environmental Art,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Reuseing of Space, Regeneration 

摘要

(中) 

近年來國內對於空間的再造等相關議題已開始逐漸地受到關注，其不再象

徵著對於廢棄環境的想像或是都市失落的空間，轉而成為是重新凝聚文化

與藝術創造的機會，並且建立起與都市連結的關係。日前官方提出「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概念，而規劃「設置

創意文化園區」之計畫，並於公賣局的五大園區中，又以「華山創意文化

園區」是於台灣閒置空間發展歷程佔有重要的地位角色。加上華山於民國

九十三年轉型為創意文化園區後，作為創意產業進駐者和藝術創作者的活

動空間時，觀察華山創意文化園區於一再利用之閒置空間中，所建立的互

動平台之成效，以及試圖說明其對環境的影響和產業空間體現的關係。另

思索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體制下，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如何肩負起藝術教育的

社會實踐目的，進而達到良好的景觀改造環境，成為再造都市空間之文化

地景，是為本研究所欲探析之方向。故預期本研究成果係以環境藝術觀點

進行研究核心，檢視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內閒置空間所展現的創意效益，輔

以案例分析及實證地區操作方式，進而提出文化產業形塑創意空間之發

展。 

摘要

(英) 

The related subject about space creative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by domestic people 

gradually in recent years, it no longer symbolizes the imagination about discarded 

environment and the space that city lost ,become a opportunity to condense culture 

and create art, and establish a city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few days the 

polity proposed "Challenge 2008－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ositively advanced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concept, and 

proposed a plan "plan and establishment about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y center". In 

Taiwan Tobacco & Wine Monopoly Bureau five centers, Hua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dle space in Taiw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bout. In addition, Huashan made the transition afte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in 2004, used as activity space by creative industries 

entering and being stationed in and artistic creator's, we observe that Hua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established relate stage effect in reused idle 

space and try to explain the effect on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 on industries 

space experience. This research institute search aspect is to think that under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organization, Hua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how to 

bear the social fulfillment object about art education to reach well prospect 

reconstruct environment and become reconstruct city space cultural landscape. So it 

is respected that the bosom of this search is environment art viewpoint, overlook the 

creative effect that the idle space in Hua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demonstrate by the way of case analysis and proven region operation, and then 

proposed that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shape model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programm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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