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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藉由文獻探討，重新思考歷史建築的保存與再利用之價值，並透過問卷調
查，探究㆒般民眾與學生對太平路歷史建築的認知與看法，並探討歷史建築的保存問
題，提出具體建議與改進方法，以供文建會、縣市㆞方政府、及相關單位之參考。本次
研究調查得到以㆘具體結論：
1. 由受訪者得知㆒般居民對太平路㆖特色的認知以歷史建築所佔比例最高，而到太平路
的主要目的除購物、逛街外，亦有19.7%的民眾是為欣賞太平老街的建築風貌；對於
太平路的歷史街屋被列為歷史建築，有86.9%的受訪者看法是趨向同意。對太平路㆖
的歷史街屋是否應妥善保存，有93.4%受訪者的態度是同意。有93.4%受訪者認同太平
老街是㆒項文化資產。有86.9%2的受訪者認為保有太平老街歷史建築是斗六市民的驕
傲與榮譽，由此可見，㆒般居民與年輕的㆘㆒代對歷史建築保存的價值與認知頗高。
2. 關於歷史建築的保存與活化，不妨藉由各項活動打造社區意識，拉近當㆞居民的歸屬
感和參與感，鼓勵居民㆒同投入㆞方文化資產的維護與再利用。
關鍵詞：歷史建築、文化資產、社區總體營造設計
萬㆟㆖㆘。正因這樣的發展情況，讓雲林縣的城
鎮不致於過度發展，而城鎮內的史蹟建築也因而
逃過因開發可能帶來的拆除與破壞。斗六市是雲
林縣的政治行政㆗心，也是雲林的最大城鎮，城
鎮的發展和㆟口的成長，或許較其他鄉鎮來得明
顯，但是總體而言，斗六仍不脫是嘉雲平原㆖典
型的小城鎮，而它的成長，和歷史淵源也有著深
厚的關係。

㆒、 緒論
（㆒）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在㆒片高喊歷史建築再生維護聲
㆗，各㆞歷史建築修復的工作正積極的展開，然
而，是正確的修護觀念、程序、手法卻㆒直未能
建立，㆒般民眾及政府對於歷史建築所採取的態
度，仍然停留於「古蹟式凍結保存」與「完全拆
除」之兩個極端。不僅未關注到這些建築所隱藏
的發展潛能，也未能賦予這些建築物㆒個新的生
命力；以融入我們的生活㆗，與環境相結合。若
是能藉由歷史建築的再生，來賦予建築物新生
命，除能重新恢復㆞區特色及促進㆞區的再發展
外，更能肯定歷史建築在都市發展㆗所具有的價
值及意義。

斗六市為雲林縣主要之行政㆗心與工商㆗
心，其㆗的太平路為雲林縣少有的古老街屋區，
其建築年代從㆓十世紀初期、㆗期至晚期皆有，
不但完整㆞呈現了台灣建築發展史，其㆗數十棟
有八、九十年以㆖歷史的明治末期與大正初期建
築更是彌足珍貴。
太平路在改頭換面後，面臨最大的考驗就是
居民對老街的定位與經營理念有很大的岐異性，
太平路全長約 600 公尺，行政區域橫跨㆕個里，
而且商業型態頗為複雜，其㆗以服飾業、金飾業、
眼鏡業及醫藥業為主要型態。太平老街因路段過
長及營業型態複雜而意見分岐，因此造成屋主與

雲林縣是㆒個典型的農業大縣，雖然前些年
有台塑六輕來此設廠，但大體而言，雲林的工商
業和其他縣市相比，並不是那麼的興盛。而㆟口
的成長也較為緩慢，長久以來㆒直維持在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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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承租戶間因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難有共識。加㆖
許多房東不住在此㆞，對於老房子的感情日淡而
疏於維修，至於承租戶如何改裝也毫不在意；更
甚者，有數間因為產權複雜，而閒置荒廢以至於
殘破（黃也瑜，2002）。

被指定為古蹟，直到台北土㆞銀行、台南㆞方法
院，在專家學者的建議㆘，終於排除萬難被指定
為古蹟，但在台灣仍有許多精美的日據時期建
築，在文化資產保存法㆖其㆞位，仍屬於妾身未
明之際。故無法與古蹟同樣使用「古蹟」㆒詞稱
之。

本研究以環境行為的觀點，檢視太平路歷史
建築維修及街區再造計畫實施後，商家及居民的
反應。並以使用者的角度，探討市街保存與歷史
街屋再利用的狀況，及其所面臨的問題。故將以
實際的案例探討㆒條昔日曾經繁榮活絡的老街左
面臨時代的衝擊與考驗時，為什麼仍然值得保留?
而保留的過程㆗又將產生什麼問題？本研究不僅
希望探討斗六市太平老街的再造，更想藉由其㆗
衍發的歷史建築相關議題深入了解。

依 1990 年 2 月 9 日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
與 1984 年 2 月 22 日發布《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
細則》作解析。歷史建築：指未被指定為古蹟，
但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古建築物、傳統聚落、
古市街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跡。
㆓、 文獻回顧
（㆒）歷史沿革

（㆓）研究目的

「斗六」之名來自「斗六門社」
，係平埔族之
社名；此㆞自荷蘭時期起即有「斗六門」
、
「柴裡」
、
「柴裡斗六」等稱呼。漢㆟在斗六㆞區的發展，
是因為明末清初漢㆟勢力自台南北㆖，沿著㆗央
山脈在往林圯埔（今南投縣竹山鎮）的路㆖，斗
六門適為掌握古坑山區、嘉雲平原、濁水溪流域、
南投山區㆕者交會的交通要衝，因而漢㆟逐漸在
此叢聚而形成街市。

1. 探討太平路歷史街區文化資產內涵及其價值。
2. 探討居民對歷史建築保存的認同感及歷史街屋
可能面臨的保存問題，以作為日後再利用計畫
㆖的參考。
3. 了解使用者對環境的認知、經驗與感覺，進而
回饋於後續有關的規劃設計，以建立更合乎使
用需求的環境。
4. 探討私有建築轉化為歷史建築所遭遇的問題及
其解決方案。

從清朝時期以至日本時代，斗六的主要商店
街為現今之太平路，光緒㆓十年(1894)倪贊元《雲
林縣採訪冊》㆗的「大街」即是；此乃沿通南北
之鄉村聯絡道路而形成者，即今北通南投竹山、
南達斗南、古坑之要道。斗六街之重要社會機能
大都分佈於太平路㆖，如從清朝至日本時代，太
平路即有「街頭媽祖間，街尾觀音亭」之俗諺，
「街
頭媽祖間」即指太平路起點之現今圓環（昔為祭
祀㆝㆖聖母之受㆝宮）
，往南至太平路尾端奉祀觀
音菩薩的永福寺（建於道光廿八年，1848）
，即為
「街尾觀音亭」
。此外，街尾有乾隆年間公建之池
王爺廟（代㆝宮），街㆗有光緒年間重修之福德
廟，街頭則有於提倡文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龍
門書院。日本時代富田芳郎早期的商店街鋪分佈
調查明白㆞顯示了太平路的繁盛商業機能（林崇
熙，1999）。

（㆔）名詞釋義
歷史建築（Historical Buildings）
對歷史建築有㆒個清楚的認知。依 1990 年 2
月 9 日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與 1984 年 2 月 22
日發布《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所指的古
蹟類似歷史建築這個名詞，但法規㆗對於古蹟的
指定過於狹隘不能包含所有歷史建築的範疇，尤
其是古蹟㆒詞所傳達的概念容易讓㆟認為是「古
老的遺跡」，不能表現歷史建築的精神。
故具有重大歷史和文化藝術價值的古代建築
作品；與重大歷史建築事件或重要的㆟有聯繫的
歷史建築或紀念物；具有某種文化意義的建築物
或構造物；在城市規劃和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
義的建築物或構造物，例如構成城市主要元素的
建築物，和城市主要廣場相聯繫的建築物，尚存
的歷代城牆和牆門等。只要是符合其㆗㆒項均可
稱之為歷史建築。

（㆓）歷史建築考察
斗六太平路㆒帶的歷史性街屋建築與街道肇
因於日據時期的都市規劃，據日㆟富田芳郎於
1940 年（民國 29 年、昭和 15 年）所完成的調查
記錄㆗所述，日治時期斗六郡的主要大街（今之
太平路）為「昭和㆓年（1927 年）以來因市區改
正，逐次施行改築店鋪，撤除南面之㆒部概見完

而在台灣由於受早期被統治的影響，㆒直無
法釋懷被日本帝國統治的心態，以致有許多日據
時代的精美建築受到了破壞甚至被拆毀，均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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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這條大街主要沿著南北向的鄉村聯絡道路，
「街頭」位於道路北邊斗六車站與圓環附近，接
續東北方向的鄉村㆞帶，
「街尾」則由觀音亭、郵
局㆒帶向南延伸，並連接通往大崙糖廠的鄉村聯
絡道路，沿途商店街屋接連不斷，商業極為鼎盛
（當時商店率高達百分之百）
，形成連續帶狀分佈
的街道形式（富田芳郎，1995）。

開口部的處理大局㆖極為統㆒，仍以對稱、均等
的㆔等分為原則，限於立面的寬度，開窗多作成
垂直感較強的長條窗，並因而造成街道景觀㆖強
烈的統㆒感，但在統㆒感之餘，窗台、窗楣、雨
庇等部分則出現各種豐富變化的細部造型，部分
造型乾淨俐落，忠實表現紅磚的原始材質，部分
運用拱型、㆔角拱型等造型，並配合突出的雨庇
線腳，形成較為華麗的型態。開口之間的屋身磚
牆部分，㆒般而言均簡單處理，用以烘托出㆖方
女兒牆的華麗雕飾，但亦有部分街屋著重裝飾效
果，加㆖假壁柱，並作成柱頭托住㆖方的假山牆。

太平路位於市㆗心，由街㆖林立的建築風格
可見當時的繁華與熱鬧，亦為本市商業發展最早
時的集散㆞，太平路起點為火車站附近的斗六圓
環，終點為郵局附近的永福寺。全長約為全長約
為 600 公尺，全屬商業區，包括㆕維里、光興里、
信義里、㆗和里，是日治時期早期住商混合型態
的商業使用的傳統街屋形式（林崇熙，1999）。

最㆖方女兒牆部分，應是本時期街屋㆗，最
為華麗的裝飾重點，這種作法亦正是 20 年代街屋
建築的主要特徵之㆒。女兒牆部分以磚造成是泥
作線腳與㆘方的屋身分隔，除少部分處理成簡易
的平頂形式之外，多數街屋將之作成各種豐富華
麗的造型，㆔角形假山牆、圓拱型假山牆、破山
牆、書卷型式、鏤空欄杆形式不㆒而足，同時各
式泥作雕飾，如㆟物、西洋花草、吉祥獸、太極、
菱形幾何圖案、彩磁拼貼、剪黏、家族姓氏等均
為經常使用的裝飾主題（林崇熙，1999）。

斗六市太平路㆖，存在許多分建於日據不時
期的歷史街屋建築，據當㆞耆老的說明，某些太
平路㆓樓磚造街屋建築的興建年代早於八十年之
前（民國初年）
，而根據富田芳郎的說明，則說明
於昭和㆓年斗六施行市街改正之後，當㆞興築大
量紅磚露面的街屋，但不論其確切的興築時間為
何，可以肯定的是，斗六太平路的歷史老街為雲
林縣現存老街區㆗，年代最為久遠，保存最為完
整的街區。這些清水紅磚造的街屋在形式㆖有著
以㆘的營建風貌：

太平老街的造街運動的起源，是源自民國八
十七年左右，㆞方土對文史和歷史建築約有心㆟
士，例如住在太平路㆖的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林崇
熙教授和㆒直致力雲林縣歷史建築保存的劉銓芝
教授等㆟，他們透過㆞方諺語「街頭媽祖廟、街
尾觀音亭」
，開始注意到斗六城鎮的歷史發展與㆞
方互動關係，發現到這條極具歷史意義的太平老
街，正因為歷史和城鎮發展的變遷，而逐漸喪失
其原有的商業機能，於是這群㆞方的關心㆟士便
組成「大街文史工作室」
，著手調查太平老街的社
區和文史資源，並透過調查的資料思考太平老街
未來重生的可能性，這便是造街運動的開端。透
過大量專業的文史及建築普查，太平老街的確有
其保存的歷史價值。不過，如何讓這㆒段如此美
麗叉有價值的老街保留㆘來，並活化再利用，為
當㆞居民創造新的生機，是大街文史工作室的首
要課題（楊彥騏，2001）。

1. 其立面型態「…赤磚露面，色調帶赤，難謂純
粹之昭和型之建築，可謂由大正型轉昭和型之
遷移型者」
，這類街屋興築之時，尚依據大正時
期延續㆘來的營建習慣，以清水磚造配合部分
水泥粉刷、洗石子及泥作古典雕飾，形成磚造
為主的屋身立面，與昭和時期隱藏磚造材質、
簡化雕飾、形式簡練的營建風格相異其趣。
2. 本時期的街屋，在立面構造㆖以磚為主要建
材，並開始使用鐵筋混凝土構造，主要運用在
臨街立面兩廊柱間的混凝土梁，以承接「亭仔
腳」㆖的樓身，各棟之間並以共同必壁相連，
構造㆖更加強固。
3. 在立面處理㆖通常分為㆕段造型組合，最㆘段
為廊柱與內凹的「亭仔腳」
，柱身多數作成清水
磚造，並附有平頂柱頭以承接混凝土梁，但亦
有部分街屋將柱身作成洗石子表面處理，並銜
接橫梁材質，形成統㆒的質感。

1.古蹟、歷史建築維修或保存的準則
傅朝卿（2002）曾指出，古蹟修護並不需要
㆒定要回溯到最原始的風貌，這在《威尼斯憲章》
第十㆒條㆗也陳述的非常清楚。事實㆖，世界㆖
著名的古蹟在整修時都會接受過去改變的事實，
並不會試圖恢復到最原始的創建風貌，㆒棟古蹟
往往兼容有不同時期的風格。然而在台灣，文資
法㆗的原有形貌卻經常被曲解或誤用，而將現存
的建築拆掉，試圖恢復到更早的年代。在此過程
㆗往往必須拆掉㆒些歷代的修改建結果。另有㆒

㆒樓柱身之㆖，為混凝土梁與窗㆘磚牆所共
同構成的水平帶，此㆒部分通常仍以水平線腳分
割成明顯的兩條帶狀，並以泥作或是洗石子完成
表面處理，雕飾較少，但因位於舒適視覺高度的
所在，多數街屋皆於梁㆖或是窗㆘作成店招。
水平帶以㆖為主要的屋身立面以及開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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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況，修護者會依主觀判斷，決定古蹟的某㆒
部份依某年代，結果仍然是必須更換㆒些歷代的
修改建的材料。其實這兩種認定都是有問題，因
為其都是把價值觀建立在㆒個已消失的假設建物
㆖。

(3)教育價值

近年來台灣本土意識抬頭，各㆞也都有社區
營造的工作在進行，在歷史城鎮之維護㆖理應可
以順利的推動。然而在許多實際的案例㆗，不用
說是整個歷史城鎮，即便是線狀的老街，在保存
㆖也都不是非常的順利。以台南的安平與台北的
迪化街為例，㆓者都是在文化資產保存法實施之
前就受到許多㆟的注意，可是至今在㆓㆞都還是
可以看到被拆除的房舍或者閒置的建築，其㆗㆒
個原因乃是我們缺乏㆒個提綱式的城鎮保護概
念。
《華盛頓憲章》㆗的原則與目標是我們在強化
文資法㆗對於城鎮聚落或歷史㆗心的保護與維護
時，可以參考的對象（傅朝卿，2002）。

歷史建築再生思考㆖，應建立具有建築觀點
的論述，其同時涵蓋美學、造型及理論，因為歷
史建築對歷史文化的重要，主在能具體表達各個
時代的特殊歷史背景，是㆒部活的歷史教科書。
經由實質的空間體驗，將有助於學術的研究及提
昇教學效果，特別是對建築史的教學或研究影響
更大而在西方先進國家都將工匠技藝 22 的保存，
視為與歷史建築再生保存相同重要的因素之㆒。
國內由於長久以來對工匠技藝保存的漠視，以致
許多傳統技術大都濱臨失傳。若把工匠技藝與歷
史建築再生視為㆒體兩面，愈多的歷史建築再
生，則工匠的就業機會也會隨之增加，因此工匠
技藝得以傳承。同時，若工匠技術保存愈完善，
相對的歷史建築再生保存修護，則會更加精確與
順利。

2.歷史建築所期望再生之價值

㆔、 研究方法

(1)使用價值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蒐集相關資料，探究歷
史建築的保存與再利用，並以問卷調查，瞭解㆒
般民眾、雲科大及斗六國㆗的學生對斗六市太平
路歷史建築的認知與看法。調查對象總計 76 ㆟，
其㆗包含公務員 12 ㆟佔 15.8%，教職 7 ㆟佔
9.2%，學生 55 ㆟佔 72.4%，其他 2 ㆟佔 2.6%。調
查對象㆗，戶籍設在斗六者為 43 ㆟佔 56.6%，因
求學而到斗六者 25 ㆟佔 32.9%，因工作到斗六者
6 ㆟佔 7.9%，其他 2 ㆟佔 2.6。居住在斗六的時間
1 年以㆘ 13 ㆟佔 17.1%，2~5 年 23 ㆟佔 30.3%，
6~10 年 6 ㆟佔 7.9%，10 年以㆖ 34 ㆟佔 44.7%。

再生歷史建築後新增的使用價值，是針對歷
史建築的特殊空間型態或指歷史建築的機能有其
特殊性與歷史的價值而言，其代表了當時期社會
或科技發展的縮影。因為歷史建築的內部空間組
織或空間單元在歷史、建築、文化等方面有其特
殊的價值，因而被加以延續再生之。
故透過㆒種新的使用方式，使歷史建築原有
的不合宜利用被取代，轉而賦予歷史建築㆒個新
身份，並能給予新建者成立的理由與特殊性；例
如奧塞博物館、蘇活區的藝術家工作宅。這都是
起於㆒單純的機能使用改變，透過舊有者所原存
的歷史感與氣氛，轉化為設計鋪陳的主軸，塑造
特別的風味，並在經濟㆖得以實現互利共存。

㆕、 實施概況與調查結果
（㆒）現況與問題
隨著社會的變遷，太平路的面貌也㆒直改
變。古老的建築仍然屹立著，但是此㆞的居民與
生活內容卻隨著社會發展與價值觀的改變而變
化。斗六市雖然是雲林縣極少數社會㆟口沒有負
成長的㆞區，但是太平路的居民組成卻發生重大
變化，即原住戶逐漸將街屋租給別㆟做生意；換
句話說，現有的使用住戶與屋主不㆒定相同，其
可能的結果是現有住戶與屋主都不會對歷史建築
有愛惜之意。所以，在內政部營建署-創造城鄉新
風貌計畫尚未執行時，太平路的歷史建築充斥著
不當的商店招牌，騎樓到處窒礙難行，完全失去
了歷史街屋可能有的文化風貌。藉由該計畫的推
動，將歷史街屋立面清洗、招牌統㆒與整條街㆞
坪鋪面美化。自民國八十八年的端午節開始，不

(2)經濟價值
再生歷史建築後經濟價值㆖考量的是引進合
適的新機能，藉由經濟的再開發而使歷史建築免
於被拆除的命運，引入新的空間活動需求，促使
㆟的行為與活動進入，獲取再使用之後的現代經
濟價值。
而將經濟活動與文化資產的結合與開發可成
就相當的經濟效益，但歷史建築再生作為觀光資
源時，應將開放觀光建立在保存歷史文化資產的
基礎㆖，而非建立在經濟利益的價值㆖。我們必
須認清「經濟存活」仍只是歷史建築保存再生的
㆒種手段而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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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

定期的舉辦活動引進各種藝文活動做為媒介，展
現了街道其實也是㆒個社區空間，在這個空間
裡，透過居民的參與，加入各種可能的想像，㆒
條已經趨於平淡的商店老街，突然活絡起來，而
居民也在這親身參與的活動㆗，看到老街新生的
生命動力，為這個造街計畫注入了第㆒個希望。

此外，針對太平路㆖顧客群所做的調查結果
如㆘（林崇熙，1999）：
1. 顧客到太平路最主要的目的是「購物」（佔
56%）
，
「逛街」佔 15%，
「接洽業務」佔 10%，
約有半數經常到太平路購物，由此可見，老街
仍有其相當之商業機能存在。
2. 顧客很少來太平路逛，究其原因約有半數認為
「停車困難」
，其次是「商店沒有特色」及「街
道景觀沒有特色」。

當然，活動只是媒介，真正的造街與否，在
於和居民的溝通以及居民的意願和投入的熱情。
民國八十八年到八十九年，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
協進會舉辦了十餘場的「社區希望學堂」
，透過學
者專家的學術專業，傳輸各種社區及造街的觀念
和實務經驗，而居民也透過學堂的機制，瞭解造
街的內涵與意義，也和學者專家做面對面的溝
通，許多造街㆖的困難與問題，都在學堂㆗慢慢
從質疑到信賴，從反對到支持（楊彥騏，2001）。

受訪顧客認為太平路亟需改善的十大問題依
序為：1.停車問題；2.招牌太亂；3.騎樓雜亂；4.
行㆟散步空間不足；5.街道狹窄；6.街道景觀不
佳；7.騎樓高低不平；8.櫥窗景觀老舊；9.行業不
符潮流；10.行業沒有特色。

林崇熙（1999）曾對太平路現住戶進行調查，
其㆗發現以㆘幾點：
1. 太平路街屋目前使用狀況以住商混合之80%最
高，而純工商使用亦有15%；再從受訪現住戶
之職業屬性以商業之75%最多，顯示太平路是
典型的商業街。此和㆓百年來的發展路徑是㆒
致的。
2. 在受訪者之年齡分佈來看，20至39歲佔45%，
40至64歲佔44%，而65歲以㆖僅佔10%。則見太
平路年齡老化之程度並未嚴重。
3. 就太平路街屋之營建年代來看，橫跨了百年來
㆕個重要的建築風格年代，而且其分佈空間相
當各自集㆗，而顯示出不同風貌。相較於大溪
老街等齊㆒風格之街屋，太平路之街屋樣態乃
全台灣少見的老街形式。
4. 在目前街屋所有權狀況而言，自家擁有雖然佔
了51%，但出租率也高達46%。「出租」意味著
老街街屋之實際使用者有著變動性的存在。另
外，1%的共業狀況，雖然比例甚小，但對於哪
㆒、兩棟街屋之維護亦恐有潛在之問題。
5. 現住戶使用街屋之時間長短㆖。有28%的現住
戶，使用街屋時間少於五年，六至十年之間則
佔20%。住戶之流動率，會是街屋保存的㆒大
變數。使用十㆒至廿年之現住戶佔12%，廿㆒
年以㆖者有40%之多，亦可看出此㆞居民並未
如雲林縣其他㆞方有著甚高之㆟口流動。如果
能將現住戶之社區意識激發，則將能使太平路
之永續經營更有希望。
6. 對於太平路㆖高達八十六棟歷史街屋的未來，
有41%居民認為值得保存與再利用，而有21%
居民想要改建。在想改建的這些意見㆗，許多
是因年久失修，與空間狹小，需要擴充。
7. 有23%居民不同意將老房子列為古蹟，但有38%
居民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將歷史街屋列為古

（㆓）調查結果
本研究再針對斗六市居民、學生（包含由外
㆞來此工作、求學者）共76㆟進行調查，其結果
如㆘：
1. 知道斗六市太平老街的特色者有38㆟佔50%，
不知道者有50㆟佔50%，顯示知道與不知道太
平老街的特色者各佔50%。
2. 所有接受調查者，皆到過太平老街。
3. 到太平路主要目的：(1)購物：34㆟佔44.7%，(2)
逛街：31㆟佔40.8%，(3)欣賞太平老街建築風
貌：15㆟佔19.7%，(4)其他（如路過）
：14㆟佔
18.4%，(5)接洽事務：2㆟佔2.6%，(6)訪友：1
㆟佔1.3%。
4. 太平路㆖有何特色吸引㆟：(1)歷史建築：56㆟
佔73.7%，(2)周遭為完整的商圈，購物辦事方
便與有特殊的商店或景觀：皆為12㆟，各佔
15.8%，(3)集市：8㆟佔10.5，(4)其他：3㆟佔
3.9%。
5. 對於太平路的歷史街屋被列為歷史建築，受測
者的看法是：非常同意12㆟佔15.8%，同意54
㆟佔71.1%，不同意4㆟佔5.3%，不知道6㆟佔
7.9%。
6. 太平路㆖的歷史街屋是否應妥善保存，受測者
的看法是：非常同意20㆟佔26.3%，同意51㆟佔
67.1%，非常不同意2㆟佔2.6%，不知道3㆟佔
3.9%。
7. 太平老街是㆒項文化資產，受測者的看法是：
非常同意9㆟佔11.8%，同意62㆟佔81.6%，不同
意3㆟佔3.9%，不知道2㆟佔2.6%。
8. 保有太平老街歷史建築是斗六市民的驕傲與榮
譽，受測者的看法是：非常同意12㆟佔15.8%，
同意54㆟佔71.1%，不同意2㆟佔2.6%，不知道8
㆟佔10.5%。
J-5

㆗華民國設計學會第八屆設計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應出當㆞居民真正的需求，而且其後續的維持與
經營也才有「永續經營」的可能性（林崇熙，
1999）。

五、結論
文化資產保存與都市發展並非互斥的敵對關
係，相反的，在面臨經濟、社會、文化全球化之
衝擊時，站在世界的舞台㆖，必須能脫穎而出、
展現㆞域特性。而㆞區自明性的表達、歷史建築
保存的永續發展，兩者間的合作亦將是互補的關
係。所以都市發展（計畫）如何擷取歷史建築保
存之資產，使其成為發展㆖的優勢，以及歷史建
築之文化資產如何借助空間規劃設計之方式，使
其成為活化保存的機會，更是值得進㆒步的深入
探析與研究。

本次研究調查得到以㆘具體結論：
1. 由受訪者得知㆒般居民對太平路㆖特色的認知
以歷史建築所佔比例最高，而到太平路的主要
目的除購物、逛街外，亦有19.7%的民眾是為欣
賞太平老街的建築風貌；對於太平路的歷史街
屋被列為歷史建築，有86.9%的受訪者看法是趨
向同意。對太平路㆖的歷史街屋是否應妥善保
存，有93.4%受訪者的態度是同意。有93.4%受
訪者認同太平老街是㆒項文化資產。有86.9%2
的受訪者認為保有太平老街歷史建築是斗六市
民的驕傲與榮譽，由此可見，㆒般居民與年輕
的㆘㆒代對歷史建築保存的價值與認知頗高。
2. 關於歷史建築的保存與活化，不妨藉由各
項活動打造社區意識，拉近當㆞居民的歸
屬感和參與感，鼓勵居民㆒同投入㆞方文
化資產的維護與再利用。

向來是斗六市民心㆗大街的太平老街，擁有
斗六市區最古老的建築物，完整保存了日據時代
㆔種建築風格，在今日的歷史街區㆗，多樣式的
建築風格並不多見。她們曾經是㆒個繁華的景
點，留給走過五十年代以前的㆟們無限的懷想。
有鑑於外來文化衝擊，居民逐漸與土㆞情感
疏離，建成七十幾年且擁有八十幾間歷史街屋的
斗六太平老街，經過數年社區居民自主性的重視
保護文化古蹟的社區運動，終於獲得營建署創造
城鄉新風貌專款補助，完成了歷史街屋立面清
洗、招牌統㆒與整條街㆞坪鋪面美化等工程，整
條街因而展現洋溢著思古幽情的風貌。為宣揚保
護歷史建築及提昇雲林縣文化風氣，更不時舉辦
街頭音樂會配合咖啡雅座，期望以精緻的音樂藝
術與飲食文化來塑造常民生活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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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路的開發歷史與歷史過程㆗所遺留㆘來
的各項文化資產，包括街屋建築、歷史街道景觀、
古老建築細部、商店市招、宗教活動等部分，本
身即是說明在㆞發展歷史的重要歷史證據，同時
也是太平路不同於其他商業街道景觀的部分，應
可視為街區㆗重要的發展資源。
重視歷史大街並藉由歷史大街來塑造㆞方魅
力的作法，慣見於歐美㆞區的歷史性城鎮之㆗，
㆒個具有歷史特質的歷史街道往往是市鎮居民的
共同驕傲，也是吸引外㆞遊客的重要景點，然而
本㆞太平路的㆒般住戶與商家並未意識到本身所
特有的文化資源，街道㆖之歷史性街屋立面往往
遭到改建破壞，殊為可惜。
城鄉新風貌的建立，除了必須在空間與景觀
方面進行全面性的檢討與整理，完成硬體建設，
以及適度活絡當㆞產業特色，加強軟體建設之
外，另㆒項重要的的工作應屬「居民意識」的問
題，任何有關㆞方的改善計畫事宜，唯有獲得當
㆞居民的高度認同與積極參與，規劃結果方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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