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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論文回顧北投地方產業發展與生活空間的改變，探究景觀資源以何種角

色融入鄰里環境，而有助於社區空間的改善，並且找尋現今根源於當地景

觀資源的環境素材。主要從環境脈絡下，探討生態博物館與社區發展的關

係，瞭解歷史意義與時空特性的轉變，進而釐清社區空間為何成為博物園

區的一個部分。同時，回歸到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試著調整林泉里社

區的空間結構，透過節點與路徑的連結動作，藉此呈現出社區環境的縮

影，以社區型博物園區做為地方生活文化圈的突顯。 本研究蒐集北投地方

文史資料、產業變遷與空間構成，進而訪談熟知林泉里景觀資源應用與空

間演變的受訪者，藉由問題的討論釐清地方現象與社區議題。首先針對景

觀資源與地方產業發展做一釐清，其次探討生態博物館與社區空間的關

係，最後探索景觀資源於生態博物館空間應用的方式。 研究實地調查與訪

談發現，林泉里具有再利用價值的景觀資源為北投水道系統、新北投火車

站以及閒置的社區空間。研究結果試圖構築林泉里的主題路徑模式，融入

當地的景觀資源、節點、社區空間以及常民活動，以本土藝術造街、環境

觀察體驗、養生保健文化做為路徑模式的發展向度。 景觀資源做為社區型

博物園區空間應用的環境素材，應重視資源本身的「可塑性」與「再利用

效度」。景觀資源於生態博物館空間應用的價值，乃在於以在地資源的活

用改造當地的生活環境，生態博物館在林泉里成為社區空間改善的手法，

也是景觀資源再利用的有效方式。主題景觀路徑的構成旨在展現溫泉鄉的

生活文化，讓參訪者認識林泉里社區空間豐富的環境資源與產業文化活

動。  

摘

要

(英

) 

The study tracks back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industry in Peitou, an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living place’s transition in Linquan Village. The main idea is 

trying to find more our own ways of utilizing landscape resource under humanistic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context. In order to know diachronic transforma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museu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why living places transform into a part of public spaces of 

Eco-museum.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learned to make an adjustment in Linquan 

Village’s community structure of Peitou Eco-museum. The path connects nodes and 

others through different parts of the topic scenery routes in Linquan. Therefore, 



Visitors may be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people’s life in this community. The 

study collects Peitou local data,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ving places. Besides,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has interviewed 

with the people which intelligent about the applications of landscape resources an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pace transition in Linquan Village. Firstly, the study was 

going to underst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andscape resources and local industry. 

Secondly, the author observed community issues about public spaces of Eco-

museum. And then, this thesis trie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The study 

finally realized that how to apply landscape resources in the public spaces of Eco-

museum. The major researches in this thesis were the reuse potential of landscape 

resources including Peitou water supply system, the old structure which was built 

because of the erection of the Xinpeitou railway station in the past, and discarded 

public spaces in Linquan.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plan the topic routes 

in Linquan Village, which combined landscape resources with paths and nodes, 

including public spaces and residents’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s. The topic scenery 

routes were hot spring which followed the development of street-making through 

local art, environment experience, and health maintenance. The application and 

planning of community Eco-museum should utilize local landscape resources as 

environmental materials in the public spaces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utilization of landscape resources ought to available and reuse more. It is worth that 

living places were rebuilt by the utiliz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Linquan Village 

utilized the concept of Eco-museum as a way to improve public spaces in the 

community. It’s also an available way to reuse landscape resources. The main idea 

is building topic scenery routes to show Xinpeitou home of hot spring’s humanistic 

style and features. The visitors will be know that the living places are abundant in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local industry cultural activity in Linquan Village by 

topic scenery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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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1/3/18 

轉

檔

日

期 

 

全

文

檔

030540 2011.3.18 8:26 140.136.208.75 new 01 030540 2011.3.18 8:26 

140.136.208.75 new 02 030540 2011.3.18 8:27 140.136.208.75 new 03 030540 

2011.3.18 8:27 140.136.208.75 new 04 030540 2011.3.18 8:27 140.136.208.75 new 



存

取

記

錄 

05 030540 2011.3.18 8:27 140.136.208.75 new 06 030540 2011.3.18 8:27 

140.136.208.75 new 07 030540 2011.3.18 8:27 140.136.208.75 new 08 030540 

2011.3.18 8:27 140.136.208.75 new 09 030540 2011.3.18 8:27 140.136.208.75 new 

10 

異

動

記

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M 030540 Y2011.M3.D18 8:28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18 8:28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18 8:41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18 8:41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5.D9 14:33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1.M8.D15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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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2013.M8.D14 9:30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