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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序﹒論

本研究全生活樣式(life style)刊華河!<J完全人頭學的，建築學的 7] "6于關係分野~關心事項

全空間設計斗文化的價值斗告咀苦斗A司令司吟吟自然部落吾吾對象主主研究當于7] ~詢吐第

一次的咀丈獻研究。]1:于.研究內容毛主家族構造要建築告中心主主意干什部落水準。~]Ài~ 共

同施訣，外界斗~關係，部落~空間的構成斗部落持社會人類學的子Ã.3 斗持吐均等全

把握科主持古Ffff文'zl司， 急激堂都市化是羊毛告西歐化~影響寺斗持 傳統的'zl生活空閱.9j

構成方式會委7]鋪墊實麗的咀目的舍去五:U4.:;1.且 c守在4.

本研究完全吽斗持傳統的空間。~]叫詮師存司關心，研究業韻，關聯丈獻金第一次的土豆

調查詐.:;1. 0]量科關心領壤告位司且主持奄斗.

本研究告表題.9j吋令寺主主建築，住宅，外部空間，意匠， 7] "6干部落司空間構造等斗

關心全妥全分野吾主主斗亭吋四千吽吋人類學，社會學的關心事項金意圓的丘主除外吐

斗.立ij 1f研究.9j內容上共遁的關心分哥全包含λ~ 7']吋研究.9j性格上國內文獻甘告對

象土豆詮4.

研究分野告(1)文化民俗一般 (2) 自然部落﹒聚落 (3) 住宅﹒外部空閱(是〉建築技街 (5)

意匠土豆區分奄斗.

*本大學院造景學科助教授

科本研究告 1978年 UNESCO研究專業叫一環主主吋「建築設計9.j-文化的價直J呼叫贊比較研究持

之表題強社斗。1現金要約捕訂墊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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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格上本研究是全的土豆文獻調查咀林當吋關聯再是學術誌，單行本，民俗糞.

料，碩博士學位論文，定期刊行物，實捌調查資料等告中心主立研究範圍呻吟斗整理許E司

。1壹~註釋的文獻解題吾作成吐斗.

第 2章分野別研究概括

第 1 節文化﹒民俗一般

♀~文化~傳說的生活模式斗空間構成金主主空間意識斗闢係叫什言及世丈獻各民

俗學分野~比較的畫盛吐資料oJl互不拘詩之嘎嘎少數司研究實績吐。l 且。1 2..位老實情

吋Il~斗之且至1至全吋其中各分野別主+~~民俗資料吾約 10吐吐全國各道別呈現地調查

墊韓國民俗綜合調查報告〈文化財管理局 1969"'1977)持現在功夫1 7千寸廣範圈斗角l 總網羅

有T 資料立 2之 cu 斗. 0] 資料守外l 建築斗早在才Il!司老住生活調查報告全本研究斗l 泣。1λ1 7干啥

中心的cu 資料吾提示詮4. 風俗﹒民俗斗是補正司主:- ~]苦朴~]~研究完全于主傳統科意味吾

考察詐7] 叫世文化的， 意識的關心(李奎泰; 1977，李相日 1977，印權煥 1976，洪一種;

1973，黃茵根; 1970)斗國學斗民俗學~體係的關心(金泰坤 1969，丈化財管理局 1971'"

1977，印權煥 1978，金善聾 1973，李杜拉(外); 1974)丘立大別垂牛~.2..t9其外傳統文

化一般主立外國民性吋l 吐吐分析〈金烈圭 1977，朱南哲 1972，崔夏林; 1974) 苦。l 且吐

斗.立吋吟。1 司昔研究~ 0-] 9扑扑吽總體的世妾叫1]^1 甚千iJ傳統文化斗I 吐吐關心主主

持表題~內容外l 直接的cu 關係吾吾之文J. ~1全美詐吋吐~]文化的背景合理解許7] 剖哇

資料主持意味7} ~t:千五吽39. 4. 印權煥~韓國民俗學史(1978)完全民俗學刊吐吐 詛咒1扑扑

~ 7}苛體系的cu 整理斗之苦牛到至1斗.

第 2 節 自然部落﹒果落﹒都皂

」許司t-]-4~ 自然部落外l 關吐咀于生~于咀平司-~空間的特徵吋1 吐甘合于7]且9-~ 家族

構造，農村社會構造斗全立場外lλ1~ 迫于7} 大部分咀玉皇斗1] ~42...!i!.至1 斗. 自然部落外lτ有

証地理學的關心(李琦錦; 1968，金真一 1973，柳佑益; 1974, 李德、成 1976，玄斗鎔;

1977)金極少數。l 吋 村落司空間構造叫苦吐咀子(李廷根 1972，張聖凌; 1977，李相拉;

1979)完全 o}苟且文化的價值斗結付λ'] 7']7] 外1 告立概念定立外1] ~ 0-] ^1 準備設階叫11 ~斗之且

0] 吋吽斗持自然部落斗概念叫1 吐吐司司斗娃子喜司(崔在錫 1963，鄭晶; 1973)，正吐自

然部落~社會構造是考察言}完全 研究(梁會水; 1967，郭祖祖 1964，全宅圭 1964)7} -i'芒。1

司斗宗教斗苦功吽斗村落斗社會構造告說明許老例(閱泰圭 1976，張哲秀; 1976)全村

落斗空間構造壹告司司令研究斗全仕寸吐觀點斗差異7于~月1 唱亡于. 最近~村落全體斗

賞測調查(蔚山工大建築科; 1976)完全自然部落斗空間配置， 住宅形態去 總括的土豆丕λ于吐

吾土主主0] 完全吋 0] 旦吐于之音吋斗中心~三三件。]0-] λ? 住民4 日常生活斗空間~形成斗

是說明許7] 外1至全句斗。?吽全點。]~斗.以上賀科吾概括司芒斗咀表題斗內容外關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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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研究文獻金 7~ 91 全無意}t:守住宅建築2年村落司社會構造斗老各各91 吐位叫~ ^~吐對象

金司斗受苟吐去。1 大部分。]~吽. 立èJ丘立向後。1 兩者91 側面會結合λ~7] 告概念的

接近。1 千社必要詐哼立有1 然後 0] èJ電} 7~ 1吾吾91 空間的操作水準吾吾現地調查吾通吽吋

確認許台過程。1 必要贊美。1"'于.

張聖竣(1977)科研究全苛吉l 素描的咀一次試圖。1 祖詐斗。1 苦。1=91 喧平均堂主立斗。于

在方向告提示意于全意于1.f91 努力土豆 λ~z于是斗.

第 3 節住宅. ，.屆﹒外部空間﹒庭團

.!f- ij 1..十 E十傳統文化奇斗I]^~ 民家應民住宅外lτ有証是甘金比較的什司苦。F叫lλT 巷口l是具

。].2 ~"'千五主且咀亡于.

風水地理斗擇里誌類91 吐禮金子主宅地91 立地。1] 吐吐吐甘金具。l 全吋(盧道陽 1970 ，

李熙率 1978，李在斗; 1975) 0]改金風水思想91 嘻嘻0] 現在井村司 研究外有?有1- OJ 守舍

且。1 全甘于1.f判斷面。l 吽 λ~z于是吽.住生活斗挂電;;>:]外民俗﹒風俗斗l 華社言及毛什叫苦。干

什苦朴.1t.0] 吋(朴鐘和 1958，李杜絃﹒李光奎 1973，金唯邦; 1923, 0] 吐司; 1973)，先史

家屋(金鴻植; 1976)0] 1..千家屋91 土俗學的﹒人類學的研究〈孫普泰; 1926, 1933, 1948，鄭慶

雲 1975)完全結局李朝時代科住宅樣式91 類型分額斗是關心丘主變轉斗完全背景的'll 影饗

金子.2~吽且具裁斗.

宮殿。1 斗鄉梭，樓亭斗在是全共建築斗fE 垂直J 民家住宅91 型式研究告現地寸外， 貫測

丕λF吾通司最近叫♀普普詮持豆牛習。1 且0] 完全吋1 各道全般叫i] 7，i且可巷金三λ}苟司合適

司電;;>:]主持吐吐苛吐4年，夸苛丕λ干且.2^ì (歪歪}Ã~ 吐ij 否i" 1968"'-'1977)吾哨 λl斗c有江原造山

村(金光彥; 1972)，全北一字型于正月(金光蒼; 1977)，濟州島(金榮敦; 1972) 等。l 且0] 吋 0] 吾

整理意干什住宅類型分類吾體系化詐司老試圖豆主=- ;;>:]音符才叫建築研究91 結果立且咱也吽

(申榮勳 1967， 1968，張保雄 1974，張聖竣; 1978，鄭寅國 1974，金正基 1970，朱南哲;

1976). 0] 哥叫iλ? 崔樁煥(1977)金構造基本樣式外叫吐第 2 嘻斗吾吾于香宮}.2 ~.2金一真

(1977)金「北部型J91 變型外1] J:1l奄研究吾且也].2玖吽.吐咀建築學91 立場外I]^~ ~傳統的

'll建築空間91 本質。1 斗毛;;>:]空間91 基本的'll特佳外1] J:1l奄考察。] ;;>:]'"年~~乙立斗E于斗.2~

告全昔牛~裂主去吋il (李星觀; 1975，安誤培; 197益，李鐘七 1976 ， 金濟東 1974， 朱南哲;

1976) 0]是金叫平苦苦吐91 吐寺母位階性，對稱性， r沿著」透過性等斗垂金表現 o 主立

實體吾說明詐ZEI斗之堂牛~斗.之吋吟。1 部類完全 τ有辛苦斗斗斗觀察立^~重要奄意

味神文lJLt司。!去。1 吾空問構造吾再表現許司全實用的世目的外全立-?;l.91 應用斗1λT 限界7}

~汁l 斗嘻 0] 斗.旦墊。1 部類斗研究台資料蒐集91 制約之立叫平岳宮闕，寺剎，上流住

宅外l 局限斗之欽岳。1 特徵。l 亡于.苦苦質上流住宅外1 吐墊 7}寸有用墊觀察令朱南哲

(1978, 1976)斗金鴻植(1968"'-'1977) 91 咀于吽且至~~前1 前者ff 宮關斗上流住宅告中心主

主主主建築平面發展91 史的立場0] .2 t業者全全國各道91 民家91 平面構成斗生活樣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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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關係吾吾中心主L主觀察許主持吐努力。1 斗之理解是斗.

住宅。1] 是墊 7] 毛~哇干7} 平主平面的構成~特徵金究明詐司主L 墊立場。]~q吐家

屋叫l 附屬再說喧鬧堂，別堂，國師堂金空間~性格乏主具。干什電牛氓。l 民俗信仰斗挂

電吽吋研究~:ï!.. ~全裁。1 特徵0] 斗詐至1吽.建築~外部空間吋l 叫吐吐甘令嘎嘎~喧，于

(安現培 1974，洪犬炯; 1978，金濟重; 1974)州l 持台平主軸性，空間~連續性，體系性等

土豆把擅當于:ï!.. ~~9 .:z.j.金住宅~內部空間~ .:z.j.斗大同小異詐q.TI.且至1 斗.

第 4節神堂﹒團師堂﹒堂型

住宅~附屬建物主持外部空間斗聯關司老建築空間各神堂，國師堂， λ于寸寸，堂2甘苦。l

0] 部額外1 包含塾斗.只1 音方tÃ] 科研究完全 SE吋lλ1 言及是前1立大部分民俗信仰斗吉~~~o] 斗完全

可j 啥叫 Ã~ 考察~:ï!.. ~全{l7cl斗~~斗之且咀吽(金泰坤 1665， 1969，張音響根 1968，趙芝勳;

1963). 0)吾空間~日常生活斗~關係告空間~性格 o 立且斗機能。I 分明奄寺吐。1 斗-

01量。]~唔 7]守主主特蝶狀況斗持村落~規模主轉用~~Ã]全全商學的操究7} 載斗.

世主是村落~標識物(landmark)主持長柱﹒蘇塗吋lτ有量是位名一般的司l 風俗~理解(李

杜拉 1970，李宇碩; 1976)刊持民俗學科立場斗持科解釋(李相臼; 1976，孫吾泰 1932，許

回觀; 1972)持Ã) ~~l..午五千表題判內容0])適合司全關心3年全兮兮iï) 才 ij7于電q:ï!..聾

午~t:于.以上~咀于是吐Ã] 長柱~村落空間0])λq~ 日常生活叫~Ã~~ 關係 立ij :ï!..蘇塗~

意味斗起源，長桂斗~區分吋~.=.;君主知識吾吾.提供吐斗辛苦午~至1斗.

第 5節建第技街﹒沮喪其他

建築技術斗司在電主持毛去。1 分野科研究告溫突~起輝(孫普泰 1936，黃英哲; 1964)斗 。1

是斗建築平面叫聲遲〈鄭鎮珠; 1975) 州l 叫世關心。l 少數立且也)1'司叫辛基金現代住宅吋

~~λ1 熱損失，熱劫率0])咕咕墊子(朴斗桶，李戌鎮 1978，李建永; 1976)外~~1'司，農村

叫住宅建築技俯斗司令令刊吐吐吐子(~註7cl牛 1974，李光魯 1977，申丈澈; 1975)并且

<ll"C干. 0) 分腎~研究O]H五木造建築科技術叫l 吐吐言泉。1 一部且喧薯地方材料科利

用斗定住形態斗樣式斗~吐才l吾佳哼古于全研究全且O)Ã) 替老斗.

第 6 節君臣﹒敏樣. 71 E~ 

傳統紋攘外1 對華調查研究告主持汁，家具，咱噎平斗，繪置， 7) E干~民俗關係工藝資料斗I)Ãì

比較的聾富剖斗斗L千五~~l.干〈申柴勳 1976，張潤字; 1974) 建築斗吐均I)~ 全紋樣研究全

露戶(朱南哲; 1972) , 7] 斗，夸主~ ~干等叫~ Ã~ 散漫意于現l 斗斗1千五 ~~9 0) 喜a} 建築~

「個世化J (personaliza tion) '*全意味州lλT 紋樣~多樣化過程刊吐吐研究實竄。.}已。) Ã] 替老

斗. 0) 是相生去♀王司~民俗工藝寺~紋樣~特性斗日常生活判文化的價值觀全連結λ] 卅

一種~造形意識含究胡君啊。干吽完全研究外必要塾呂定主主且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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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闢係丈獻解題

第 1 節文化，民俗一般

(1)文化財管理局，韓國民俗結合調查報告，各道繭， 1969"'1977. 

民俗現地調查資料吋l 吐吐限電;;I~扑扑扑哥總括的電1 研究.

(2) 高大民族丈化研究所，韓國論者解題，社會民俗藝術篇 1972.

(3) 文化財管理局聽書閣事務所，國學資料 1-27號， 1971"'1977. 

(4) 金泰坤，韓國民俗學 l立， 3立， 1969 韓國民俗學關係文獻目錐 1945"'1960.

(5) 高大民族文化研究所，民族文化研究 1號， 1964, 1945以前科民族文化關係文獻目錄.

(6) 朝鮮總督府中樞院，李朝各種文獻風俗闢係資料概耍，昭和 14，時， 19.

(7) 印權慎，韓國民俗學史位話黨，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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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學科歷史的展開叫l 吐吐註釋的文獻研究，現在方'}^1 .9J 7于寸芒7j~~論著總目錄

(8) 李奎泰，“空間意識九韓國人.9J意識構造(下)，文理社， 1977, pp. 316-321. 

灰色.9J空間告設定吽主主外吐寺斗禮寺~咀2星.9J美意識。1 吾♀司司空間意識。i 斗

會.即......吐苛啥是吐社司夸吐金共有社斗. ^~吟唱令吾甚~2..立私有許台吋甘]搏，

噎苛7J金茍位有2..立苦千卡墊吽. ^~兮苟岳王。1 是 ~31......主:C:J扑扑五世司是苦吐白1

吐喝吽才l 嘻嘻司老吋墊石于7J.9J帶^1 苦。1 1..十官1 吐。1011 全符告司正 ~31 當司117} 不可能

合于立于.::L司 71 刊^~兮^J .9J 1lJ-告斗.2..咱甘于主叫苦含 L千名毛主玉宇益。l 外界斗 等許台商)

有T苛^J .9J寸告 l十五L哇五司均1正 o}-y .2..內界主 o} \::l r吐寺.9J ..:g-吐」叫11 1.午7}全 呂定。1'!{!

斗.苦黑五。于斗♀叫玉:.. o}\::l灰色.9J空間 01 形成是斗.云云...

(9) 金善壺，“民俗學闢係論著總覽七月刊文學 40， 1973. 

(10) 李相日，“文化意識斗傳統衝擊斗創造，創元社， 1975. 

(11) 印權煥，“傳統文化科認識豆子課題高大文化 12， 13, 1976. 7. 

(12) 洪一植，韓國傳統文化科本質，民族文化研究 6， 1973. 11. 

(13) 李杜拉，張籌棍，李光奎，韓國民俗學概論，民眾書館， 1974. 

(14) 黃洹根，韓國.9J羹，乙西文庫， 31 , 1974. 4. 

燈，忽戶，古家，庭圈，石橋，誠門，大門斗l 吐吐普遍的'ù韓國傳統判說明金文獻斗

性格上地域的'Ù::L至131. 具體的世對象金念頭外1 千五 ~^1 詩三~l，..于傳統意識刊 對華

通時的'ù立場吋 λ1 日常生活斗關係斗。1 說明有~.

(1日金烈圭，“韓國﹒韓國人全分析吐斗九中央新書， 1977. 7. 

4-:c:J 斗斗民俗文化理解告為証簡明証解說書.蘇塗﹒長柱叫1 吐吐之tEF奄說明參照.

(16) 朱南哲，“傳統繼承空間.96.

(17) 崔夏林，韓國人.9J -:楚，知識產業社，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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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為吽斗才斗苦，造圈，疇，碑叫1 吐吐部分的位說明毛序論的通峙的解說.

第 2 節 自然部落﹒聚落﹒都皂

(1)崔在錫，“自然部落研究九中大論文集第 8 輯， 1963. 

♀iJ 斗斗全般的'ù自然部落s:j概念外l 吐吐素描的接近.

(2) 閔泰圭，“韓國自然部落司傳統的 UtopiaoJl 是社研究持告大碩士論文 pp. 71-72. 

傳統的 Utopia判概念含巫俗﹒佛﹒儒﹒道教s:j理想觀。l 斗老人文條件斗韓國的風水

說。1 斗全自然條件丘主理解，即......r奄苛茍咀風水地理說什完全司一致許台自然叫

什么莘莘吋「光明白] 7}哥在」斗斗'ù值告中心主主斗什「大同s:j仕Bl1 J持「極樂斗昔

Bl1 J，自然斗一體7} !司老「無為斗仕叫 J7} .2..干華。]~才吽尋岳之一部主構成是

人間世界外~至全 P}告...

(3) 李廷根，“韓國自然部落司空間構造待全大碩士論文， 1972. 

7，þ]主 57~ 部落s:j事倒吾通司部落斗空間構造吾 3毆階s:j privacy形態主持把握.

(4) 李琦錫，“舊芭聚落叫1 吐吐研究地理學 3 : 1, 1968. 6, pp. 31-43. 

京載道s:j舊巴金沒落型，停滯型，因春型，大都市圈編入型乏主分類言}JL 0] 量均戶數，

人口，公共機關， .:z..iJ辛辛基~丘立芭內s:j家屋分布告把握會.舊旦旦J 進化之全交通

機關s:j發達斗公共機關s:j 0] 社外l 直接關聯碧告且包.

(5) 張哲秀，“信仰村落s:j構成斗人間關係人類學論集 2輯， 1976. 

孟晶龍山位主址白岩洞s:j信仰村落s:j現地調查吾通司信仰構造吾 7]乏主社家族構造

告說明告.

部落s:j家屋配置s:j略圍7} 且咀.

(6) 金宅圭，“同族部落s:j生活構造青丘大論文， 1964. 

安東洞回s:j農村綜合民俗誌.

(7)鄭話，“自然部落s:j形成九慶北師大論文第 8 ， 1973. 

(8) 玄斗鎔，“韓國建築斗腸宅論什吐吐研究九弘益大學校碩士論丈， 1977. 

(9) 張聖援，“斗告s:j領域化外1] t:Jl吐考察明知大論文集 10， 1977, pp. 620-622. 

吽告司領域告空間斗位階﹒座向﹒軸丘主持理解井之安東土溪洞口}全s:j倒立說明智.

空間s:j物理的配置斗部落s:j社會的意味量結合λl 丹咱老概念的接近.

(10) 蔚山工大建築學科，直仁 12 位斗告， 甘苦牛吾-^]于割苛苟叫型文;三斗，圖面資料集，

1976. 

水沒地區吐安東宜仁村科吽合形態去全部數貨謝意干什住宅，馬場，令苦，外寸，江事

7] 吽共同施設司配置斗值數斗精密古l 收錄噩.獎南宅s:j實測平面圍fE 平朝上流住宅

s:j貴重華資料.日常生活斗家族構造外I 吐量研究全「洞祭」斗叫世說明以外oJ]完全 2已

。] -^]。于1--)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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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兮立哩，“韓國.9.J量進九空間， 1974. 4. pp. 的-77.

韓國的吾吾斗斗詮空間構成.9.J愛情的觀察.

(12) 張香寧根﹒孟仁在，“洞回o}金民俗資料調查報告書，文化財管理局， 1979. 1. 

(13) 李相蝕，“河回洞.9.J情緒空間， 1979. 1. pp. 7丑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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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回o}含住民斗日常生活斗關聯:A1 -%l說明司完全吽含.9.J景觀寫真金吽含.9.J空間構造的

特徵告看把普牛到全夸口l立全資料.

土壁，是啥， 71 斗苦，上堂，斗金風景，三神堂哥豆豆過毛主斗昔1 緒惰的.

{l4) 金俊吉，“λ?全都心.9.J干啥村月刊中央 1世 7， 1968. 10. 

{15) 金真一，“農村部落.9.J集住化研究"，地方行政， 1973. 9. 

(16) 柳佑盆，“韓國定期市場斗是証地理學的研究駱山地理第 2 號， 1974. 

寸司司店舖配置坐三千五七市場構造是把鐘吽71 叫墊有益挂資料.

(17) 李德成，“韓國定期市場外叫証人類學的考察人額學論集 2輯， 1976. pp. 的-91.

農村社會判定期市場告市場園主主持把盤古Hl:>r. r面」單位叫兢換外中心土豆司正

敢告舍江原道平昌都 6個所現地調查吾通司確認清.

移動商人斗才1毛寸吋l 吋吐調查苦地域社會科移動性(mobility) 叫l 吐吐研究.9.J必要

性告示唆會.

(18) 韓相福，“韓國山間村落科研究社會學論叢 1輯， 1964, pp. 133-169. 

(19) 全京秀，“居住地叫擴散過程韓國文化人類學 9輯， 1977. pp. 3, 9-66. 

無文士器時代平司現在井:A1 .9.J全南珍島.9.J居住地叫生態的主謹斗11 .9.J奄「地坡的擴

散」外1 吐吐戶別，人口學的研究.村落司空間的變化苦地域的規模(regional scale) 

斗持理解吽持証第一次的試圖.

(20) 梁會水，韓國農村.9.J村落構造，高大亞細亞問題研究所， 1976. 7. 

農村村落構造吾理解詐71 副董農村社會學的接近.

第 3 節住宅﹒←居﹒外部空間﹒庭園，其他

(1)盧道陽，“擇里誌解說韓國科名薯，玄岩吐， 1970. 

八道生活風俗金←居總諭吋Il À1 論述噩.

(2) 李春寧，“山林經濟解題"韓國.9.J名著，玄岩社， 1910. 

第一志〈←居〉叫老實學思想什基礎鞋家屋.9.J構造，形態，建築.9.J工程方法。1 記述噩.

(3) 朴鐘和，“民眾生活〈住宅)"，鄉土持全 3， 1958. 

傳統的咀住居生活刊對詮宅地，空間利用立ij .:;L 關野貞.9.J朝鮮建築觀吋l 對華批評，

溫突.9.J特長oj1 叫司言及.

(4) 金唯邦，“鎖國時代吋1 堂司祖千ij .9.J住宅制 7~ 疇， 32號， 1923, pp. 51-59. 

♀司傳統家屋斗住生活.9.J特長﹒鐘點舍生活方式斗比較合干什改善堂蘊含民眾叫1 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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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導管.

(5) 金鴻植，“先史家屋構造.9.J研究韓國文化人類學， No. 8, 1976, pp. 74-78. 

舊石期時代叫1]-^1 韌期鐵期時代方'};Z].9.J家屋構造.9.J闡式的說明. 住居樣式.9.J韌期形態

吋l 叫吐關心.

(6) 孫普泰，“朝鮮家屋形式叫人類學的土俗學的研究新民， 16-18, 1926. 

(7) 孫普泰，“朝鮮民家型式考九民俗學 5.9.J 5, 7, 9, 1933. 

之吋.9.J朝鮮民家吾 47r^] 形式主主區分吽吋半地T型，累木型，天墓型，穹盧型主主

說晚會.

(8) 孫普泰，“朝鮮古代民家型考朝鮮民族文化科研究，乙商文化社， 1948, 1. 

(9) 金光彥，“江原道山間家屋 4棟九文化人類學 4輯， 1972. 12, pp. 223一234.

社咀玉仕右才;Z]司}.9.J山聞家屋中 r1-Ì斗~j ， r~ 茍 j， r君王司 ~j.9.J建築構造斗l 吐墊詳細

吐記述.

(10) 金光彥，“全北地方判家屋韓國丈化人類學 9輯， 1977. PP. 75-88. 

扶安郡山內面格浦里華斗pr告.9.J一字型住宅.9.J 唔唔噎通貨;即l調查， ~;z] BJ- J@~斗外
合刊吋吐生活聞習吋l 夸口l 吾且自12 .::g-在利用吶!叫吐部分的說明.

(11) 金榮軟，“濟州島民家三棟民俗資料調查報告書，文化財管理局， 1972. 

(1訕。l 'Ù司，“李朝時代.9.J住生活吋l 吐吐小考叫世 7r;;tà 叫詩苛司 ;Z]， 1973. 7. 

(13) 像東撞，“李朝時代科住宅小考九嶺南大工專論丈集 9， 1972. 

(14) 崔春煥，“韓國木造建築基本形式類型分類吋吐語研究九 明知大論文集， 10, 1977. 

pp. 51-58. 

李朝﹒高麗告中心主立木造建築樣式.9.J r包」外1 吐吐區分主主λ? 把盤古'r2 .!f-司斗斗

樣式.9.J祖型會挂心包第一形式丘主確認斗吋第 2 形式斗嚴格司區分禮金究明.

(1日申榮動，“韓國古建築斷章空間， 1967,......1968. 

今司斗斗古建築.9.J構造要素別立.:z..~.9.J故衛的咀史的'ù丈獻﹒現地調查司總括的'ù

研究.

古建築.9.J仆樣式斗技法叫l 關吐現在汐'};Z].9.J井旁結合的咀內容。]1.于資料.9.J寬集上展

民建築金制限噩.

(16) 張保雄，“韓國民家形式分額外吐吐試論東國大師苑， 3，哇， 1974. 

(17) 張保雄，“新里東活星.9.J倒入型民家考東國大師苑， 5, 1975. 

(18) 李光奎﹒金光蒼，“火田部落.9.J家屋曳民具民俗資料調查報告書，文化財管理局， 35,. 

1971. 

(19) 林鍾圈，“漢城 4址 l有i.9.J住宅"世代， 105, 1972. 

漢鐵.9.J住宅，撞地，別莊，洋屋。11 吐吐社會風俗野史.摸按地誌.9.J解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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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李杜拉﹒李光奎，“住生活韓國生活史，韓國放送通信大學， 1973, pp. 76-87. 

韓國住居生活樣式斗lτ哥華入門的紹介.

(21)李熙奉，“韓國建築.9J記號學的構造斗遍周刊且在華研究九 Ãì全大碩士論文， 1978. 

住宅司空間構造吾陰陽思考斗「沿著」斗概念之立 把握吽吋哈哈一吋苟-<ll-t:z于有去一甘于

香t:z}寸-t:z}含一持咀.9J連續含 5殷階.9J r址幹」主主豈有得管.

(22) 張聖援，“安東土灑洞.9J住宅類型外l 司董研究建築， 22咀 81立， 1978, 3-哇， PP. 3-

安東地方洞溪﹒溪南.9J現地調查量通鵡安東特有判中流住宅主主持告司「口」字咱畸

形成叫1 叫補考察會. 土灑洞水沒地區司村落配置賓測圖嗅宗家平面園是貴重社

資料.

(23) 朱南哲，“苟于五司司執1平詞有i尋外， 1969. 5. 

(24) 李在斗，“韓國建築文化科傳統吋1 吐吐研究檀國大學校碩士論文， 1975. 

(2日李星觀，“韓國傳統的建築空間構成外l 吐吐研究持全大碩士論文， 1975. 

韓國空間科特質金融通性，開放性，位階性，過程性，相補性.E...立把揖會.

(26) 安漠培，“韓國建築.9J外部空間久空間， 1974. 

寺剎中心.9J外部空間金融體的<ll是叫 71主持說明詩之碎骨.

(27) 金寺苟，“世主干干~社吾哥哥社于咕廷大碩士論文， 1970. 

(28) 李鐘七，“朝鮮時代上流住宅司空間的特性娃子九 λf金大碩士論文， 1976. 

空間特徵金會暑苟，含有巷，司!卓有唔， 41 為n -^.3.E...立把撞告.

(29) 金濟束，“世奇古建築5司配置斗斗毛外部空間構成吋關吐考察九 Ãì金大碩士論文，

1974. 

構成原理苦連讀性，體系性，閉鎖住，貫通性主立把握詩之陰陽五行斗風水.9J立場。tl

Ã1 建物配置壹且主持會.

(30) 洪大桶，“全州鄉校.9J外部空間丹是吐考察"，建築， 22型 81玄， 1978, 3-4, pp. 11-

16. 

鄉校.9J外部空間全築斗主﹒副司空間.E...立把擅芯~}3!.吽吽λf 丈朝部〈神的空間〉金對

稱的﹒定型的咀配置斗哥拉希 ;:.]7于禹。ì~主主副空間主主持校堂部主去實用的世空間.E...

主持空間構成斗持多樣性斗自由乙二司告。]2i!.咀吽.實側平面配置圖資料收錄.

(31)尹弘渾，“自然觀。l 建築空間斗斗羽毛去嘻嘻"，建築， 23卷 86號， 1979. 1-2, pp. 3-9. 

「斗斗Þj J.9J東洋的自然觀斗「斗斗立呂定J.9J西歐的自然觀。l 建築空間構成.9J 7] 甚有l

丑。]1:i 0] 9J.告會再確認.

(32) 鄭在勳，“新握宮苑池<ll雁鴨池吋l 對意}o:j"，韓國造景學會話、， 6, 1975, pp. 21-27. 

神仙思想金背景之主墊雁鴨池造成立1 史的辛司， 1974"'74年發掘調查叫苦才墊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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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資料全且0] -^] ~~毛主.

(33) 金一鎮，“汐于夫l 干嘻嘻吋l 吐吐早在九建築， 21世 78立， 1977, 9一10， pp. 39-43. 

「北部型」叫聲型乏主持安東水沒地叫什發見!êJ平~~功夫l 于苟且也叫l 叫吐住宅型式發

達過程叫1λ'I.9j位置吾辛荷華華斗五千世。Hl名「一字」草家.9j內部空間司機龍的變

形型。l旱，什吐唷芒。1 五千堂。Hl .9j競模攝大立啥是有2 苟司。1 ·句， 功利于苟且也〈再念l

o:j社司〉令慶北地方外1λT 自生吐 2自主吾土豆把撞吽主主~斗.

(34) 朱南哲，串正真，“朝鮮時代，宮關建築.9j欄干樣式斗1 吐奄研究建築， 22型 83豆，

1978, 7-8, pp. 10-16. 

景福宮，昌德宮，德壽宮5司欄千吋 τ有証材料，構成方式，形態等.9j ccl子.

(35) 金興中，“韓國古建築意匠。1] 吐吐研究九建築， 22型 8甚立， 1978. 9一10 ， pp. 14-23. 

三國時代斗且現并-^1 州lλ'I.9j社尋.9j寸金主主水平方向.9j發展叫1 意匠的平仕禮金平

Z 空間.9j均齋性主主苦吋叉子吋吋I]Ãi 7] 咀吐互吾.9j 7}社令為1] .9j組合。l 且咀吽.

(36) 鄭寅國，韓國建築樣式論，一志社， 1974. 8. 

寺剎，宮擻，按門，樓亭，廟堂，鄉梭，書院書堂斗 斗墊樣式史主持zp:面配置外11 .9j一

定司法則性合究明詐司主努力吐試圖。1.司木造建築吾吾中心 o 立墊。1 分腎.9j 充實

有T 資料集戚，住宅 o 主持上流住宅.9j平面子^à 呵1 )呵地方的特性且E于全社會的身分斗

苟焉。>11 均有T 知識斗 71 主持建築樣式告決定井之玖斗告觀察，生活樣式斗關聯-^]告

叫土豪的性質斗儒生的 J官司宣判區分芒社會的身分五年制度。11 7] 委科 Ãi 觀點告擴大

λl 是必要性。.!主咀.

(37) -l于:'1>>唔，“苟且曾告唱什么方rl~ 傳統斗現代空間， 1978. 12. pp. 21-24. 

生活樣式斗挂電局告傳統的空間利用方式合現代都市型中產層聯立住宅吾吾通司表

現許主持電試圖.

(38) 金正基，“李朝時代.9j住居現代建築， Vo1. 1, No. 2. 

(39) 金鴻撞，“住生活"韓國民俗綜合調查報告書， 1968"'1977，慶南，慶北，全南，全北，忠

南，忠北，江原，濟州騙，文化財管理圖.

材料司空間的分布吋 關心于7] 且已于全民家建築.9j內部空間告中心主主平面構成告

空間利用，生活方式斗.9j吐功立斗把揖會.建物.9j平面舍地域型 o 立區分吽七分類

斗斗士志于各別途.9j觀點全且咀.調查表樣式斗調查方式各建築空間斗生活樣式合

連結-^]令全研究分野叫!垂♀吐標準的試圖.

{40) 鄭度雲，“韓國民家.9j基礎的研究東洋文化， 1975. 

{4日朱甫哲，“韓國建築斗11 ~oiÃi 世外華吐吐子"韓國文化研究院論叢 38集，梨花大，

1976. 

(42) 朴萬植，李鐘允，李達勳，“忠清地方叫李朝上流住宅考"自濟研究 6輯， 忠南大學百濟



環境設計斗文化的價值叫l 娃娃文獻調查研究 39 

研究所， 1975. 

懷德問春先生古宅(忠南大德郡德面宗村里)，同春堂， .::L 2l3I.芭內里所在霄月堂.

秋史古宅〈禮山郡新岩里新宮里)，禮山郡大述面所方山里叫李朝李南圭參判9j古宅

刊是墊上流住宅平面9j調查研究喧.

{43) 尹張壁，朱南哲，張聖泣，林吉鎮，“太古享斗朴燒民家"建築， Vol. 16, No. 祉， 1972. 

慶北達成郡何賓面妙洞所在吐 A.D. 1747年苟9j朝鮮中期住宅叫 賣例調查研究t

(44) 朱南哲，“韓國住宅斗變遷斗發達吋1 吐吐研究"

{4日朱南哲，“朝鮮時代住宅建築司空間構成斗是吐研究持全大博士論文， 1976. 

朝鮮時代均住宅金小單位科基本空間金華神(棟〉玲司吋 01 量。1 集合司。1 大單位叫

住宅空間舍。1平均喧斗全觀點，朝鮮時代9j住宅型金戚鏡道型，平安道，中部，南部，

濟州， À1告型 o 旦分頓會. 平疇， 斗卒， 可}9j配置， 統合方式。1 類型區分9j 71甚

。1 碧.

朝鮮時代住宅平面發達系統圖告住宅平面發展史9j內容9j吾有乏主持。1 模型外1 吟

斗時代的，地域的，發展告說明智.

朝鮮時代斗建築告廳民，中流，上流住宅9j區分外11 Ài 地域型 o 立把握吽3I. 01 吾9j傳

統的發展9j樣式含辛有苦.~民住宅9j 內部空聞名房9j分化主持理解吽之中上流

住宅毛主H棟〉單位司分化主Ài 把握會.

建築構造別要素吾基壇，礎石， 71寺，苛刻，甘于斗，只l寺吾;有斗，只l寺，范芳，惡戶，

大門，壩，苦尋呼朴;>;1 帶唱~詐汁l 分析會.外部空間主主持 u}寸金 中心主主意r::: 日

常生活9j生活方式合風俗的主立添加會.朝鮮建築9j空間的特徵金結論的主立中國

科棟9j分化斗日本斗聞9j分化外1 吋司棟::房9j分化吽台商面。1 且01 3I.儒教9j

<>ð守主主'ù吐空間利用司階級性，男女區分斗1 吽毛性別內外區分， 自然地形斗1 吽芒

空間配置司位階性，全體的'ù空間9j連續性立吋Z 平面司非對稱性世.

建築構造主告官司木造單層干丕主基撞.91苟咕。l 千古4甘于五尺度使用什泣。1吋斗融遍

性，座式生活峙中心 o 主'ù吐觀照型庭園構成方式，機能9j苛斗碎， 密戶9j樣式主

主芒空間9j外面鹿鎖住，內面開放性，立2l3I.庭園9j自然要素斗9j非完型的調和

等。l 朝鮮建築空間司特徵主主論述噩.朝鮮時代建築研究主持台 詛咒1朴;>;1 9j咀子寺

外寸包括的。1 ""1諭攘敢告毯子咀.

(46) 李燦，“中部地方9j民家形態研究概要地理學斗地理教育 4輯， Ài告大學校教育大學

院， 1975, 的. 27一甚O.

中部地方司民家叫叫司λf 位置，向，平面，平哥哥λl 電吋I 嘻嘻統計的調查.

第 4節神堂﹒圓師堂﹒堂型其他

(1)金泰坤，“韓國神堂研究"奇。1 哥是詩 29. 196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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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斗斗神堂E-1種書頁，起源，系通，機能全 Animism斗 TheismE-1過程之立把握主

持在

(2) 金泰坤，“Àì 哈哈研究李相圭固甲論文集，教文社， 1969. 

(3) 張籌根，“韓國科神堂形態考高大民族文化研究所， 1, 1964. 

(4) 張籌根，“國師堂文化財管理局調查報告書， 1968. 

(5) 趙芝黨，“累石壇﹒神村﹒堂~信仰研究高大丈理論集 7， 1963. 

(6) 李相日，韓國科長牲位話堂， 1976. 

長柱E-1全國的咀卦布斗。] 01] t[于毛說話，口傅全互叫主長牲全部落E-1空間構造主持

說明堂吋合于1.fE-1標識物(landmark) 以上E-1要素主持理解許現l 許老調查資料，宗教的J

形象全美的構固立A司令口1 吽琦老態度.

(7) 李社錯，“長桂"空間， 1970. 6, PP. 47一54.

長柱祭叫1 是在奄仔細詮發展形成斗慶州郡申部面奄美里科長柱之外寺E-1寫真資料台

長拉吋l 關吐一般的司l 理解.

(8) 張吾泰，“長柱考"朝鮮民族文化科研究，乙茵文化社， 1948. 

尚州Ã] 勾E-1 99個部落司長桂祭禹調查報告0] 斗蘇塗，玄石，累石壇叫起跟外;j吐吐現

在井Ã] E-1 7t苦根據玖全諭考.

(9) 李字頓，“寸兮"韓國E-1美，國際新報， 1976, 3. 

(10) 孫音泰，“蘇塗考民俗學 4E-1 4, 5E-1 4, 1932. 

蘇塗起頓，神斗E-1相關，別皂，越境苦蘇塗E-1綜合的理解操究.

(11) 許固觀，“蘇塗斗1 吐吐研究慶熙大學校史學會， 3, 1972. 

蘇塗吋1 吐吐平均Ã] 見解寺，聖域別臣說斗神竿說中社只lE-1咀寸金擇會. 別區

(assylum)E..立外起源吽吋後斗 。1 別昌4年吋l 神司降下階授主主存在現有1 神竿址。l

「妥吋 J r主10Jl J r告1OJl J E-1 0] 主守主主各部落E-1守護神之主持殘存許汁1] .!ëJ~9-完全見解.

(12) 尹棟俊，春雜記，四想社，大函， 1976. 

「吟。于」吋l 吐電司老形態種類，吐嘻建築于三三吋1] ];司吐民俗賓料.

第 5 節建第技衛﹒沮喪﹒其他

(1)孫音泰，“溫突考"朝光， 1936. 

吾吾斗起跟斗傳摺E-1苟立外1] t有吐咀電吐昔子， 5吋1]7] 茍卅五子才叫什嘻嘻吐金量

金吐子Ã] 寸金通司中國斗1] 12斗1] 7] 7s傳承正|試之高麗建國以後半島南方01] 主社斗.!ëJ

試吽又是.

(2) 朴斗誦，李戊鎮，“農村科住宅構造吋}吽芒熱管理要透溫現象州l 吐吐考察建築

22卷 85號， 1978. 11-12, pp. 23-31. 

慶北當唔，型寺， 苟位丑E-1 3個自然部落~民家吾熱管理科觀點什IPì 調查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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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材料立λ'1.2j保溫材料科利用工法判必要性， 單家;0:]苦司保溫， 防露.2j♀牛Ä.:J 0] 

;0:]司司吋家屋判構造上熱損失﹒部位7} ;::(]茍疆、

(3) 司茍牛，“農漁村住宅緝名吾.2j科學化斗開發方案叫1 吐吐迫于(11)" , 大韓建築學會

誌， 17號，扭扭.

(4) 李建永，“農村住宅.2j熱管理吋l 吐吐咀干大韓建築學會誌 69號， 1976. 4. 

(5) 李光魚，“農村住宅判構造的堅固性斗叫l 吋 Ã] 節約。1] 吐吐研究t:Jl吐吐弄守主司只:] 22 

屯，佇立， 1977. 8. 

(6) 申丈澈，“λijPt金農魚村住宅改良金為墊州立是暖房法斗立構造叫l 早在電咀于九大

韓建築學會誌， 19卷， 62號， 1975. 2. 

(7) 黃英哲，“韓國住宅溫突起頓刊對証研究 λT金大碩士論文， 1974. 

溫突~汁禮金鐵製農器具吾製作告時機斗同一奄年代主持 地方材料主~ 板石斗

粘土司利用。] 0]吾可能到1 會.

(8) 鄭鎮誅，“社苛緝名吾斗平商唔唔唔社吋1 吐吐娃子 Ãì去大碩士論文， 1975. 

朱南哲~♀吋斗斗住宅分類型吋吽立斗主主平當斗平墊，毛吾吾1lJ-~叫去l刊吐社組

合主主持住宅構造方式合主主持社

(9) 表淘動，“毛主音符熱劫率大韓建築學會誌， 21卷 75號， 1977. 4. 

(10) 朴鍾稽，“醫學上土豆芒溫突朝光， 1936. 

第 6節意巨﹒敵機. ='1 E~ 

(1)千炳玉，“朝鮮住宅司帶斗茍意匠九空聞 120. 1977. 4. pp. 80-87. 

李朝中上流住宅~平面子主迫唔，空間~汗毛子卅一次的關心金委主細部 t:J畸型吋

扑扑言及.!ë].:ïL ~.E.. 1.午斤斤的.

(2) 張潤守，“工藝呻吟吽吐韓國傳統較接九誠信女師大論集， No. 7. 1674. 

雷文土器外~ 1.午吽t.-j-全雷丈~ pattern叫賣?JlIJ調查研究.

(3) 申槃勳，“韓國~丈樣空間社， 1976. 1. 

序諭斗持韓國科文樣oJ]叫奄諸說告網羅會.高麗， 李朝判陶磁丈樣吾吾除外許咀部

分的土豆 7] 斗，木家兵，積墓吋l 垂証文樣。1 且啞巴于.

(4) 朱高哲，“韓國憲戶吋l 吐吐研究輯國文化臨論叢 19集，梨花女大，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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