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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 

「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位於臺中市西屯區原臺中航空站

（俗稱水湳機場）內之東南隅，本是日治時期陸軍航空隊建造之軍用設施，戰後

由中華民國空軍接收使用，其用途雖迭有變更，但仍以其具歷史文化價值、表現

地域風貌及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等因，經臺中市政府於 2010 年 10 月 14 日

以府授文資字第 0990294658 號，正式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對象包括基中大樓、

後勤大樓與宿舍等三棟建物。本調查研究案，將透過調查、紀錄、訪談及研究分

析等，藉以瞭解場域歷史脈絡、建築發展，並為未來修復工程之依據。 

 

■ 本案歷史建築位置關係圖（2006/12/31 攝） 

資料來源：底圖截自 Google Earth 

基中大樓 

後勤大樓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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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建築基本資料 

名    稱： 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 種  類： 軍事設施 

地    址： 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民航路 100 號 登錄別： 歷史建築 

建築本體： 基中大樓、後勤大樓及宿舍 

公告日期： 2010 年 10 月 14 日 

定著地號： 
北屯區陳平段 2309-6 地號（面積：3446.25 ㎡） 

北屯區陳平段 2309-7 地號（面積：1874.3 ㎡） 

登錄理由： 

1、具歷史文化價值。 

2、表現地域風貌。 

3、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 

三、計畫內容 

本案雖屬歷史建築，但調查研究仍依 2005 年發布施行之「古蹟修復及再利用

辦法」第三條之規定，應包涵以下 10 項內容： 

（一）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 

「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屬軍事設施，其相關檔案資訊自

然也屬軍事機密，因此在史料蒐訪上相對較為困難。本次在相關歷史方面，於背

景先交代區域環境沿革，以及日治時期日軍編制與中部地區航空部隊的配置；基

地部份則說明從日治時期的臺中飛行場到戰後水湳機場的演變歷程，接著再探討

本案三棟標的物的建築生命史。有關史料散見於《臺灣日日新報》、《臺灣總督

府府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央研究院美國空軍歷史研究部(AFHRA)

徵集成果、檔案管理局《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國防部《國軍史政

檔 案 》 等 ； 日 本 典 藏 的 文 書 檔 案 則 主 要 檢 索 「 亞 洲 歷 史 資 料 中 心 」

（http://www.jacar.go.jp/chinese/index.html），並參考相關研究或工具書，如《完本 日

本軍隊用語集》、《零戰と日本航空戰史》、《日本陸軍部隊總覽》等，皆有助

瞭解其區位與建築之演變，作為未來修復再利用之參考。此外，戰後歷經空軍司

令部第三飛機製造廠、空軍供應司令部第二供應區部、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等各

時期之使用單位，也或多或少留下相關圖相史料，可供未來恢復原貌之參考。本

項成果可參見第一章 歷史沿革調查。 



歷史建築陸軍三十六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利用計畫 

       3

（二）現況調查 

本項工作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等調查及破壞鑑定，繪製

現況圖說，藉以瞭解建物之現況，方能提出適當之修復計畫建議，給予正確的保

存修復。本項成果可參見第三章 建築現況調查。 

（三）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本案原有工法，值得深入研究談討，因此相關之工法材料等之調查研究，即

為本案之工作重點。本項成果可參見第二章 建築研究與調查。 

（四）必要之考古調查、發掘研究 

本項需視現場調查狀況方能決定是否有其必要，一般是在移除現場障礙物而

有重大發現時才會執行，以避免不當挖掘影響建築結構安全；周邊目前也在進行

「水湳經貿園區」相關建設計畫與整地作業，尚未通報發現考古遺址相關文物。 

（五）材料分析調查 

本案標的屬近代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建築，歷經戰火襲擊與戰後的修改建，

於屋面、室內隔間、外牆裝修材料分析上亦可藉以判別其修建斷代，部份相關材

料亦以現代科技加以分析檢驗，提供科學化數據，有助未來之修復。本項成果可

參見第二章 建築研究與調查。 

（六）修復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 

透過上述之調查研究後，本所即據以擬定妥適之修復計畫，為本案標的量身

訂製修復原則與方法，以免不當修復減損其文化資產價值；同時提擬修復經費之

概估，供作未來修復工程之參考。本項成果可參見第五章 修復計畫研擬。 

（七）必要解體調查之範圍及方法、建議 

本案因非傳統建築，無須進行解體調查，但仍委由結構技師作結構安全鑑定，

對各棟進行牆體鑽心及灰縫之剪力測試，以瞭解現有磚結構之耐震能力，再評估

進行結構補強之範圍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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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按比例之平面、立面、剖面、大樣等必要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本所除參考 1946 年所拍攝之照片外，並至現場重新測繪，製作按比例之平、

立、剖面圖等基本圖面，以及重要結構、工法的大樣圖，作為未來修復設計之重

要基礎資料。本項成果可參見附錄。 

（九）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理 

本工作將配合臺中市政府完成之「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配合水湳機場原址

地區整體開發）暨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細部計畫書」，

進行再利用之規劃，並提出經營管理方案之建議，以達到文化資產活化，社會教

育與彰顯其價值。本項成果可參見第六章 再利用與管理維護計畫。 

（十）其他相關事項 

除本案標的本身之建築特色與歷史沿革調查外，本所並將彙整有關大臺中地

區之日軍機場史料，以及各地現存相關陸軍營舍建築之討論，以釐清本案之歷史

與建築價值定位。 

四、歷史建築文化資產價值說明 

（一）臺灣近代航空軍事發展之見證 

（二）空間與外觀為日治後期陸軍兵營之典型 

（三）構造材料反應不同時期特色 

（四）現存少數有關軍事飛行之建築 

（五）都市變遷中的記憶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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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歷史沿革調查 

第一節  區位環境暨沿革概述 

本案為日治時期陸軍臺中飛行場（即戰後俗稱之水湳機場）之附屬建築，位

於臺中西屯區之東側。西屯區東與北屯區相鄰，南與北區、西區與南屯區接壤，

西則與沙鹿區、龍井區以大肚臺地相隔，北與大雅鄉相接；境內總面積約 39.769

平方公里，筏子溪與麻園頭溪斜貫流經域內。1  

 

【圖 1-1-01】縣市合併前臺中市暨鄰近行政區圖 
資料來源：黃秀政總纂，陳國川主持，《臺中市志‧地理志》，頁 8。 

 

                                                      
1 黃秀政總纂，陳國川主持，《臺中市志‧地理志》（臺中市：臺中市政府，2008），頁305。 

水湳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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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環境概述 

（一）地形與水文 

西屯區之地形含跨大肚臺地區與臺中盆地區兩部份，而以東半部臺中盆地區

所佔面積較大，約佔全區三分之二強。流貫臺中市的河川均注入大里溪，因此均

可視為大里溪水系。若再加以細分，西屯區主要是有筏子溪系統之筏子溪與港尾

溪流經，分述如下。 

筏子溪源於神岡區大竹圍北側，水源承接部份清代開鑿、日治 1923 年整合之

葫蘆墩圳餘水，至西屯區後轉向南流，大致與環中路平行，於南屯區中和里牛埔

子庄南方進入烏日區，再注入大里區。 

港尾溪為筏子溪之支流，源於潭子區潭雅路東寶橋附近，水源承接八寶圳與

葫蘆墩圳的部份餘水。港尾溪全長約 9 公里，自源地西南流至北屯區同榮里上七

張犁庄北方進入臺中市，再流至西屯區中港路三段東海橋北方 450 公尺處注入筏

子溪。2 

【圖 1-1-02】縣市合併前臺中市地面水系分佈圖 
資料來源：黃秀政總纂，陳國川主持，《臺中市志‧地理志》，頁 30。 

                                                      
2 黃秀政總纂，陳國川主持，《臺中市志‧地理志》，頁37-38。 

水湳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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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 

西屯區之土壤於大肚臺地部份屬洪積母質土壤，盆地部份則為砂頁岩新、舊

沖積土。前者於此屬陳厝寮土系，排水良好，為黏質壤土，一般呈強酸性至中度

酸性反應。後者之舊沖積土屬於此為詹厝園系、下湳子系、蘆竹湳系、草湳系、

潭子系、林厝里系、栗林村系、大里系等。整體而言，本區土壤之排水效果於盆

地區差，臺地區良好。3 本案基地所在位置之土壤，於 1988 年所做的調查資料中，

即被指為「雜地」，即已不算土壤之建地、河床、水庫、砂丘、墳地等，應與本

區被闢為機場有關，但由周邊土壤研判，原應屬砂頁岩新沖積土。 

【圖 1-1-03】縣市合併前臺中市土壤分佈圖 
資料來源：黃秀政總纂，陳國川主持，《臺中市志‧地理志》，頁 49。 

（三）風速與風向頻率 

氣候為影響飛機起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風速與風向頻率，更對飛航安

全影響甚鉅，故特於此加以說明，且以下所指稱之臺中市為縣市合併前，不包含

原臺中縣。 

臺中市的長年平均風速為每秒 1.7 公尺，若以季節分，則冬半年風速較強，

                                                      
3 黃秀政總纂，陳國川主持，《臺中市志‧地理志》，頁51-68。 

水湳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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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半年風速較弱；若和臺灣其他縣市相較，除宜蘭外，均比其他地區微弱。在強

風日數4方面，臺中市一年強風日數僅 1.8 天，是全臺出現強風日數最少的縣市。 

在風向風速頻率方面，臺中市的平均靜風（風速在每秒 0.3 公尺以下）頻率

為 23.3％，是全臺無風日數最多的地方。風向則以北風的頻率最高，為 27.2％其

他風向皆不到 10％。整體而言，因受緯度、地形和海陸分佈位置的影響，季風性

質顯著，且冬季季風遠較夏季季風強勁。5 由此可知，風速與風向對於水湳機場

之飛機起降影響均甚微弱。 

二、基地行政區劃沿革演變 

本案基地之所在，主要為清代之上牛埔仔庄中段，上石碑庄與下石碑庄（部

份文獻亦作石牌）之北部，以及陳平庄之西部公館聚落一帶，屬拺東下堡轄域。 

 
【圖 1-1-04】本案基地與臺灣堡圖套疊示意圖 
資 料 來 源 ： 描 繪 自 中 央 研 究 院 ， 「 臺 灣 百 年 歷 史 地 圖 」 ， （ 2012.06.19 ）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4 一日內出現10分鐘的平均風速達每秒10公尺以上者，即為強風日。 
5 上參黃秀政總纂，陳國川主持，《臺中市志‧地理志》，頁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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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埔仔」本指放牧牛群的荒埔地。6 上下石碑則與平埔族巴宰族（Pazeh）

岸裡社之社域界碑有關。1716 年時，諸羅縣知縣周鍾瑄出示的曉諭即載明該社可

以墾耕之地界為「東至大山，西至沙轆大山頂交界，南至大姑婆，北至大甲溪，

東南至阿里史，西南至捒加頭、貓霧捒交界」，1733 年 5 月並再得當時彰化知縣

陳同善之告示認可。7 此地界約為大甲溪以南、大肚山以東、旱溪以西，即今臺

中市豐原區、神岡區、潭子區、大雅區，以及北屯區與西屯區的北部。8 其中之

「大姑婆」，據稱原為姑婆芋茂生的荒埔，蓋即上下石牌與上下牛埔仔一帶。9 

爾後，1733 年 10 月岸裡社又與六館業戶以及漢人通事張達京（墾號張振萬）

完成「割地換水」的協議，本基地所屬之四庄，即於此次交易中，成為六館業戶

之墾地。如下圖所示： 

【圖 1-1-05】六館業戶、岸裡社、阿里史社及張振萬業戶土地分佈圖 
資料來源：柯志明，〈番小租的形成與演變：岸裡新社地域社番口糧田的租佃安排〉，《臺灣史

研究》，第 15 卷第 3 期，頁 117。岸裡新社地域各庄番小租數額分布圖。 

 

                                                      
6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北市：蕃語研究會，1938），頁169。  
7 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臺北：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頁 84-85。國家文化

資料庫，《岸裡大社文書》，乾隆五十五年（1790）潘明慈等赴理番分憲金 混告潘士興霸收公

租全案抄錄，編號AH2322，38-39。http://nrch.cca.gov.tw/ccahome/oldbook/（2012/6/4）。 
8 柯志明，〈番小租的形成與演變：岸裡新社地域社番口糧田的租佃安排〉，《臺灣史研究》，

第15卷第3期（2008.09），頁60。 
9 洪敏麟，《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臺中市：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84），頁45。  

本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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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陳平庄，據云則是取名自最初入墾此地者。而由《臺灣堡圖》中本案基

地於陳平庄主要在其小地名「公館」處，該名稱一般是指墾戶於該地設有租館，

用以徵收佃民租穀之用。10 

陳平庄、石碑仔庄與牛

埔仔庄，在六館業戶的開墾

下，至遲於乾隆年間（18 世

紀）即已成庄，於國立臺灣

博物館藏之兩張乾隆朝之

〈烏溪以西一帶庄社交通

路線圖〉與〈彰化縣聚落分

佈圖〉中，即可見到三處庄

名，但牛埔仔庄的坐落位置

則有異且不夠準確。至於石

碑庄分上下兩庄，目前所見

則以道光朝《彰化縣志》之

記載為最早。11 

【圖 1-1-07】清乾隆朝〈彰化縣聚落分佈圖〉中本案基地周邊之村落分佈 
資料來源：截自國立臺灣博物館藏，《岸裡大社數位文書典藏》。 

http://formosa.ntm.gov.tw/dasir/object_window2.asp?id=103（2012/6/4） 

                                                      
10 宮島虎雄編，《鄉土誌》（臺中：北屯公學校，1932），頁37。洪敏麟，《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第二冊）》，頁40、58。 
11 周璽，《彰化縣志》（臺北市：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7），頁49-50。 

 
【圖 1-1-06】清乾隆朝〈烏溪以西一帶庄社交通路

線圖〉中本案基地周邊之村落分佈 
資料來源：截自國立臺灣博物館藏，《岸裡大社數位文書典

藏》。（2012/6/4）

http://formosa.ntm.gov.tw/dasir/object_window2.asp?i

d=103 

陳平庄 石牌庄 

牛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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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改隸後（1895），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本區屬臺灣民政支部轄域，

1896 年「地方官制」頒布後，臺中縣成立，本區在經辨務署置廢等變革，以及 1901

年廢縣置廳後，劃歸臺中廳拺東下堡管轄。 

1920 年臺灣地方官制頒布，地方行政制度再有變革，廢廳置州郡，西部地方

原有之 10 廳整併為臺北、新竹、臺中、臺南與高雄等 5 州，州下設市與郡，市有

市尹，郡有郡守，郡下再設街庄。此後西屯區即屬臺中州大屯郡西屯庄，陳平則

屬大屯郡北屯庄，直到 1945 年日軍投降未再有變更。 

【圖 1-1-08】1920 年大屯郡西屯庄內大字分佈圖 
說    明：虛線範圍是本案所在位置之相關大字界 

資料來源：改繪自中央研究院，臺灣歷史文化地圖核心應用系統，「大正九年（1920）七月大

字界」圖，http://thcts.sinica.edu.tw/CCTS_WEBPAGE/openmap/openmap_cht.php 

1945 年 10 月 25 日，國民政府在臺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臺灣改由為中華

民國所轄。1946 年 1 月 11 日，臺中縣政府成立，縣址仍設於原日治時期之臺中

州廳廳舍。1 月 18 日，並將原有之郡，改設為區署，因此原大屯郡改作大屯區署，

由黃周當選為區長。1 月 21 日，臺中市政府成立，假原臺中市役所辦公，市長黃

克立將原 10 區整併為東西南北中 5 區。 

1947 年 2 月 5 日，長官公署核定將臺中縣大屯區之北屯、西屯與南屯三鄉併

入臺中市，當日並由大屯區長與臺中市長辦理交接手續；三大屯區正式劃歸臺中

林厝 

水掘頭

下七張犁 

八張犁
港尾子 

上牛埔子 

上石碑
下石碑 

何厝 
惠來厝

西屯

馬龍潭

潮洋

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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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迄今。12  

水湳機場之用地含括北屯區新平里、西屯區港尾里、鵬程里、大石里、西平

里，其與清代庄界及日治時期大字之承襲演變，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1-1-01】本案相關區里行政區劃演變表 
朝代 行政區劃演變 

拺東下堡 
清領 

港尾仔庄 牛埔仔庄 上石牌庄 下石牌庄 陳平庄 

大屯郡西屯庄 同郡 北屯庄 
日治 

港尾仔 上牛埔仔 上石碑 下石碑 陳平 

西屯區 北屯區 

戰後 

港尾里 西平里 鵬程里 
逢福里 
逢甲里 
上石里 
上德里 
上安里 

大石里 
大河里 
大福里 
大鵬里 

新平里 
陳平里 
大德里 
水湳里 
忠平里 

資料來源：整理自黃秀政總纂，陳國川主持，《臺中市志‧地理志》，頁 338、348-358。 
 

【圖 1-1-09】臺中市西屯區各里分佈暨新舊聚落名對照圖 
資料來源：黃秀政總纂，陳國川主持，《臺中市志‧地理志》，頁 386。 

                                                      
12 黃秀政總纂，孟祥瀚主持，《臺中市志‧沿革志》，頁153-154、166-167。 

新
平
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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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治時期在臺陸軍航空部隊之部署概要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之身份歷經「武官→文官→武官」之演變，其變革各與第

一次世界大戰與中日戰爭有關，在臺之軍事部署自也受此影響。13 本節擬以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為分界，先說明戰前日軍在臺的主要部署與重要演變，再說明開

戰後隨著戰局演變，至 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前後的整體情勢戰略，與在臺

軍隊的配合部署；且因其全軍體系甚為龐雜且多變，故將焦點著重於與本案相關

之陸軍航空部隊，海軍之航空部隊與其他陸海軍部隊則有待日後深入研究。 

最後，則針對與本案最直接相關，且是戰爭末期統轄全臺陸軍航空部隊之「第

八飛行師團」（司令部即設於臺中），以及其轄下之「第五野戰航空修理廠」作

較為詳細的論述，以明瞭本案基地使用單位之概況。 

一、中日戰爭前在臺日軍之部署（1895-1937） 

（一）統治初期（1895-1918） 

臺灣自乙未（1895）割讓改隸後，在臺最高統治機關臺灣總督府即握有行政、

立法、司法及軍事等大權。1896 年 3 月 30 日公佈之「臺灣總督府條例」，總督

府下設之軍務局，除陸、海軍兩部外，各地防禦則由駐軍各混成旅團維持，駐紮

於臺北、臺中、臺南三個守備混成旅團，基隆與馬公則置要塞砲兵。14 此時，不

論陸、海軍皆尚無航空部隊之編制。 

1903 年底，由於日、俄兩國關係漸趨緊張，臺灣軍事部署也隨之變動，改將

全臺劃分為南北兩個軍區，彰化、南投以北屬混成第一旅團，雲林以南及澎湖則

為第二旅團。後即以此陣勢應對隔年（1904）2 月爆發之日俄戰爭，迄戰爭結束

後皆未再有大幅度之變動。15 此時期，在臺之陸、海軍仍未設有航空部隊。 

 

                                                      
13 有關臺灣總督體制的演變可參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臺灣史》（臺北市：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180-184。  
14 臺灣總督府史料編纂會，《臺灣史料稿本》（臺北：編者，1896），臺灣總督府軍務局官制公

布セラル、臺灣守備混成旅團司令部條例公布セラル，頁00307-00310、00317-00320。 
15 劉鳳翰，《日軍在臺灣；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年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上）》（臺北縣：國

史館，1997），頁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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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軍司令部成立後（1919-1937） 

1918 年 9 月，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7-1918.11）末期，日本內閣進行改

組，由原敬擔任首相。不久，一戰後各地興起「民族自決」風潮，原敬內閣也擬

在臺推行殖民地文官制度，於 1919 年 8 月成立臺灣軍司令部16，由天皇直接任命

臺灣軍司令官；總督也不再限定僅能由陸海軍中（大）將出任，而改以任命文官

為主。 

臺灣軍司令部成立後，由中將出任軍司令官，下設臺灣守備隊司令部，以少

將擔任司令官。其下再設臺灣步兵第一聯隊（駐臺北）、臺灣步兵第二聯隊（駐

臺南）、臺灣山砲大隊（臺北）、基隆重砲兵聯隊、馬公重砲兵聯隊（澎湖島），

以及臺灣航空隊（松山、民雄、屏東）；其中臺灣航空隊於 1927 年 6 月改制為飛

行第八聯隊（駐屏東）。17 

臺灣軍司令部 臺灣守備隊司令部

臺灣步兵第一聯隊（駐臺北）

臺灣步兵第二聯隊（駐臺南）

臺灣山砲部隊（駐臺北）

基隆重砲兵部隊

馬公重砲兵聯隊（澎湖島）

臺灣航空隊（松山、民雄、屏東）

1927年改為飛行第八聯隊（駐屏東）

【圖 1-2-01】1919-1937 年臺灣軍司令部之編制 
資料來源：整理自古野直也，《臺灣軍司令部 1895-1945》，頁 140。 

                                                      
16 臺灣軍司令部之本部今為臺北市市定古蹟，管理人為國防部後備司令部。 
17 古野直也，《臺灣軍司令部1895-1945》（東京都：國書刊行會，1991），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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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戰爭後在臺日陸軍航空部隊之部署（1937-1945）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前（1937-1941） 

1937 年 7 月 7 日，日軍在中國發動「盧溝橋事變」，當時臺灣軍司令部變動

尚微，惟需留意的是設有第三飛行團，司令部於屏東，下轄飛行第八聯隊（屏東），

以及飛行第十四聯隊（嘉義）。18 11 月 18 日，日本天皇頒布「大本營令」，並

於 20 日正式成立。大本營為天皇之下的最高國軍統帥機關，主要機能為策劃戰略

與調和陸海軍的協同策應。19 

自 1938 年日軍計畫攻陷中國廣東省廣州起，陸軍航空部隊也將臺灣的機場作

為轉進之基地。隨著日軍擴大戰場、延長戰線，部隊停留或集結在臺灣的情況也

增加，因此開始重視臺灣各項軍事工事、軍港的增修興築。20 

隨著戰事的擴大與升溫，臺灣成為日本帝國南進作戰的重要基地。1941 年 9

月初，陸軍第四飛行團在臺編成。同年 10 月，大本營下令臺灣軍進行機場整備工

作，以及有關航空部隊的宿營、通信等作戰準備。11 月初，以參盟總長陸軍大將

杉山元、內閣總理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及軍令部長海軍大將永野修身為核心的

大本營，亦針對佔領南洋之戰事編成南方軍與南海支隊。南方軍總司令部於 11 月

6 日在臺北成立，其中有關陸軍航空部隊之第三飛行集團（第三、第七、第十二

飛行團）與第五飛行集團（第四、第十飛行團、第一挺進團，在屏東、佳冬、潮

州各機場），皆直屬於南方軍；臺灣軍司令部亦命令陸軍部隊著重防空態勢；此

外，第八十三獨立飛行隊當時之駐地即在臺中。12 月初，大本營下達臺灣軍管區

的戰時警備令，並指示臺灣軍實施防空。21  

 

                                                      
1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林石江譯，《從盧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臺北：譯者，1987），

頁148-149。  
1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賴德修譯，《大事年表與軍語：陸海軍年表》（臺北：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1991），頁610-611、724。 
20 劉鳳翰，《日軍在臺灣；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年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上）》，頁68-69。 
2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賴德修譯，《大事年表與軍語：陸海軍年表》，頁131、14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賴德修譯，《南進或北進之抉擇》（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

局，1989），頁989-991。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方志祿譯，《開戰與前期陸戰指

導》（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附錄一、二、附表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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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後（1941-1945）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攻擊美國珍珠港，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經國會同意而對日宣戰，正式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飛行第二十

四戰隊負責防衛臺灣。22 

至 1944 年 1 月 5 日，日軍在整個太平洋戰區中由盛轉衰，日本開始重視各地

防禦的力量，臺灣自然也不例外。3 月 22 日，發布大陸命第 972 號命令，將臺灣

軍改為作戰軍，直屬於大本營之第三十二軍；原第一航空軍之獨立飛行第二十三

中隊（戰鬥）也自 4 月 1 日起改受臺灣軍司令部指揮。另在大陸命第 974 號令中，

規定臺灣軍之作戰準備需依據「十號作戰準備綱要」，該綱要以航空作戰為首要

重點，準備工作需於 1944 年 7 月前完成，且防衛總司令官、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

第三十二軍司令官（負責西南群島）與臺灣軍司令官，得以互相使用對方作戰區

內之航空基地。當時規劃臺灣之宜蘭、花蓮港與屏東飛行場為根據航空基地；臺

東飛行場為機動航空基地。23 

1944 年 6 月 10 日，以大陸命第 1023 號成立「第八飛行師團」，6 月 22 日編

成，主要之目的即是防衛臺灣。而這也是在紛雜的日軍作戰編制中，與臺灣關係

最為明確之陸軍航空部隊編制，詳後討論。8 月，大本營視察臺灣軍的報告指出，

當時在臺之兵員與物資皆缺乏，並特別點出了機場補修用資材之準備不足的問

題。9 月 22 日，臺灣軍奉令改稱「第十方面軍」，統轄在臺之陸海軍，至終戰皆

未再有變革。其中特別值得留意的是，10 月 9 日參謀總長令第十方面軍之司令官，

負責掌管第五野戰航空修理廠，以及第五野戰航空補給廠，任務為修護與補給所

有在臺之航空武器，不論其是否屬第十方面軍麾下。24 10 月 12-17 日，美軍為準

備登陸菲律賓雷伊泰島而先對臺灣與沖繩發動空襲，對臺灣各飛行場與產業交通

設施造成重大傷害。25 

12 月 31 日，日本內閣為將臺灣軍事與統治事權統一，改任命第十方面軍司

令官安藤利吉，兼任臺灣總督，同時也是日治時期臺灣的最後一任總督。1945 年

                                                      
2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方志祿譯，《開戰與前期陸戰指導》，附表一。劉鳳翰，《日

軍在臺灣；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年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上）》，頁82。 
23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謝鴻嶷譯，《東條內閣之最後掙扎》（臺北：國防部史政編

譯局，1989），頁396-400、403-416。 
2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吳玉貴譯，《「捷」號作戰指導》（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

局，1989），頁4、205-206、448。 
25 有關該戰役之詳情可參杜正宇，〈日治下的臺南機場〉，《臺南文獻》，創刊號（2012.07），

頁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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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日本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當時臺灣陸海軍之指揮系統及主官姓名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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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2】1945 年終戰時日本第十方面軍（臺灣）陸海軍指揮系統及主官姓名圖表 
資料來源：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委員會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告》（臺北：正氣出

版社，1946），頁 23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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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八飛行師團之編制與沿革（1944-1945） 

自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軍的編制不論陸海軍及其所屬航空部隊，均隨

著戰事的變化而不斷作調整，而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引爆，

日軍戰局的日漸不利，更加快加大了調整的速度與幅度。這些調整不僅在於部隊

番號的整編與改隸，其駐地也會配合任務而改變。然而這些紀錄在當時屬於軍事

極機密，不見載於一般出版品中；美軍在戰時的航照與航測，雖對基地的建物配

置提供了相當珍貴的資料，但也僅限於攝影當時，對其前後沿革演變仍有賴其他

史料來加以瞭解；而戰後日本官方據當時檔案整理出版的文獻史料，又主要著眼

於整體戰事的發展，鮮少針對某基地或某部隊進行詳述。 

基於以上之原因，皆對本案之歷史研究造成史料上的限制。由於本案基地為

日治時期陸軍之臺中飛行場，因此在透過上述瞭解日治時期臺灣整體軍事概況

後，以下擬針對與本案關係最密切，同時也是終戰時的在臺陸軍航空部隊進行說

明。 

（一）第八飛行師團編制部隊說明 

二戰末期，日本陸軍的航空部隊編制，由大到小依序是航空軍、飛行師團（原

稱飛行集團）、飛行團以及飛行戰隊等。在說明有關第八飛行師團的編制之前，

擬先就其所編配之部隊名稱進行說明，以利一般讀者對於較陌生的日治時期陸軍

航空部隊能有初步的認識，便於後續閱讀。 

飛行師團為飛行部隊的戰略單位，其前身為 1939 年創設的飛行集團，經強化

改編後而於 1942 年 4 月成立。師團長的編階為中將，標準裝備架數約 350 架，至

終戰時共計有 13 個飛行師團。26 

飛行團為飛行師團的主要戰力，通常由戰鬥機隊、輕轟炸機隊、重轟炸與戰

鬥混合的機隊所組成，此外亦有依機種編成的飛行團。團長編階為少將，標準裝

備架數約 100 架。至於各飛行隊（中隊）的飛機數量，自 1943 年以後大致為戰鬥

戰隊本部 6、各中隊 12、司偵、軍偵、直協（直接支援）各中隊 9、輕重轟炸中

隊各 9，各戰隊的預備機為該戰隊飛機總數的三分之一。27 

                                                      
2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賴德修譯，《大事年表與軍語：陸海軍年表》，頁628。 
2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賴德修譯，《大事年表與軍語：陸海軍年表》，頁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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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航空通訊方面，陸軍航空部隊於 1938 年 5 月即有固定之通信機關，1941

年 5 月編成航空通信聯隊，1943 年中期後擴編而有航測隊、航空固定無線隊、陸

空聯絡隊（後改為航空無線隊）等編組，並為整合事權而於該年 7 月成立航空通

信司令部。1944 年 5 月，再度改組為航空通信團司令部，負責地面通信與航路安

全通信等相關事務，統轄有航空通信聯隊、航空固定無線隊、對究無線隊、航測

隊等。其中的航空通信聯隊，是由本部、有線、無線中隊及材料廠編組而成的部

隊。28 

此外，有關飛行場本身設施的則有飛行場設定隊與飛行場大（中）隊。飛行

場設定隊於 1920 年代中期即已編成，當時人力與機具皆較簡便。1942 年 10 月後，

由於戰事的激烈，遂編成 10 個使用土木機械的飛行場設定隊（編制員額 700 名），

以擔負地面軍設定飛行場、統制設定器材與修補等工作的任務。1943 年 9 月又擴

大編成飛行場設定司令部，主要有航技、建技、兵技等技術人員負責。至 1944 年

3 月，共有 3 個設定司令部，44 個設定隊（9 個機械化、35 個半機械化），派赴

絕對國防圈之前線。 

飛行場大（中）隊，原為 1939 年陸空分離制後從飛行部隊獨立出來之獨立部

隊，任務有整備、警備、補給、休閒等。1944 年後因將通信與飛行整備器材業務

撥出，而以補給、警備與飛行場整備為主要任務。29 

（二）第八飛行師團沿革 

1944 年 6 月 10 日，在「十號作戰準備」的指導下，依大本營命令而編成的

第八飛行師團，師團長為山本健兒中將，司令部設於臺中，主要的任務有促進航

空作戰準備、對太平洋與中支沿岸敵進攻企圖及敵航空狀況的準備搜索、對海軍

之海上交通作戰保護協力、空中勤務者的教育等。受轄於臺灣軍司令官。30 

成立後，曾先被派赴中國支援作戰。7 月 24 日，大本營下令實施捷號作戰準

備。配合此作戰，8 月至 9 月之間，第八飛行師團暫改受命於聯合艦隊司令官，

歸海軍第二航空艦隊之作戰指揮，配合擔負太平洋方面的哨戒、海上交通保護作

戰及要地防空等任務。10 月 10 日，美軍對琉球（即沖繩）進行轟炸，自此開始

                                                      
2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賴德修譯，《大事年表與軍語：陸海軍年表》，頁574-575。 
29 上參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賴德修譯，《大事年表與軍語：陸海軍年表》，頁628-629。 
3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吳玉貴譯，《「捷」號作戰指導》，頁4。〈第2章 10号作

戦準備（自昭和19年3月下旬至昭和19年7月中旬）／其の4 兵力の増減及兵力運用〉，頁25，
編號C11110353900，國立公文書館：http://www.jacar.go.jp/（201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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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串的臺灣近海空戰。但也因戰事的失利，大本營於 10 月 23 日下令第八飛行

師團脫離聯合艦隊司令官之指揮，復歸第十方面軍之統轄。31 

1945 年 3 月 23 日，美軍再度空襲琉球，日方隨後也應變展開「天一號作戰」，

過程雖對美軍造成一定程度之損害，但仍無礙於美軍於 6 月 21 宣佈佔領琉球。32 

6 月 26 日，大本營將第八飛行師團擴編，並賦予任務有 1、壓制西南（琉球）群

島方面美軍海空基地。2、摧毀進攻臺灣及光島列島方面之美軍。3、摧毀進攻浙

江及福建方面之美軍。至 7 月全臺陸海軍作戰飛機共約 800 架。33 

隨著戰況極為不利，8 月 10 日，大本營陸軍部將第八飛行師團轉入日本航空

總軍，在日本、朝鮮使用，但大多未調走即於 8 月 15 日宣佈投降。34 

1945 年 10 月 25 日中華民國來臺接收，成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以治理。在當

時的接收報告中，有張依據 1945 年 11 月 27 日臺灣地區官兵善後連絡部所呈送資

料繪製而成之「台灣地區日陸軍航空部隊（獨立中隊以上）位置要圖」，應即為

第八飛行師團在臺最後部署的實況。 

                                                      
3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吳玉貴譯，《「捷」號作戰指導》，頁141、199、468、554。 
3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林石江譯，《波茨坦宣言與投降》（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

局，1989），頁155-421。 
33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林石江譯，《波茨坦宣言與投降》，頁422-424、547-548。 
3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林石江譯，《波茨坦宣言與投降》，頁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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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3】1945 年駐紮中部之第八飛行師團兵力分佈圖 
資料來源：重繪自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委員會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

總報告》，「台灣地區日陸軍航空部隊（獨立中隊以上）位置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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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1945 年 11 月在臺日陸軍航空部隊（獨立中隊以上）位置表 
編號 今屬縣市 圖上地名 部隊名稱 

1 臺北市 第八飛行師團連絡支部一部 

2  第 61 飛行場中隊 

3 

臺北市 

 第五野戰航空修理廠 

4 桃園縣 龍潭 第 146 飛行場設定隊 

5  
第九飛行團司令部、飛行第 105 戰隊、獨立飛行第

24 中隊、第 62 飛行場中隊、第 307 獨立整備隊 

6 

宜蘭縣 

宜蘭 
飛行第 24 戰隊、獨立飛行第 43 中隊、第 63 飛行場

中隊 

7 大雅 第 139 飛行場大隊 

8 豐原 
獨立第 25 飛行團司令部、飛行第 29 戰隊、獨立飛行

第 48 中隊、第 188 飛行場大隊 

9  
第 52 航空地區司令部、第 115 獨立整備隊、第 145

獨立整備隊、第五野戰航空修理廠第四分廠 

10 臺中市 第八飛行師團連絡支部 

11  第 60 飛行場中隊 

12  獨立自動車第 354 中隊 

13  誠飛行無線隊 

14 

臺中市 

南屯 第 142 獨立整備隊 

15 鹿港 第八飛行師團連絡支部一部 

16  第 10 野戰氣象隊 

17 溪湖 第 151 獨立整備隊 

18  
高射砲第 161 聯隊、獨立飛行第 41 中隊、獨立飛行

第 49 中隊 

19  
第八飛行師團連絡支部一部、飛行第 108 戰隊、獨立

飛行場第 42 中隊、第 74 飛行場中隊 

20  誠第 1 飛行場中隊 

21 溪州 中央航空路部臺灣管區本部 

22 

彰化縣 

北斗 第八飛行師團連絡支部一部 

23  草屯地區隊本部 

24  飛行第 58 戰隊 

25  第 187 飛行場大隊 

26 南投 高射砲第 162 聯隊 

27  第 16 航空通信聯隊 

28 埔里 
飛行第 20 戰隊、桃園地區隊本部、第 158 飛行場大

隊、第 73 飛行場中隊 

29  
飛行第 10 戰隊、飛行第 17 戰隊、飛行第 21 戰隊、

誠第一飛行場大隊、第 59 飛行場中隊 

30 

南投縣 

 
獨立飛行第 71 中隊、第 38 航空地區司令部、第 112

飛行場大隊、第 133 飛行場設定隊、第九航測隊 

31 花蓮港 第 134 獨立整備隊 

32 

花蓮縣 

 第五野戰航空修理廠第五分廠、第 59 獨立整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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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林田 
第 22 飛行團司令部、飛行第 19 戰隊、飛行第 205

戰隊、獨立飛行第 23 中隊 

34 上大和 
第 42 航空地區司令部、第 138 飛行場大隊、第 3 飛

行場中隊 

35 民雄 第五野戰航空補給廠 

36  第 113 獨立整備隊 

37  第五野戰航空修理廠第三分廠 

38  飛行第 61 戰隊 

39  第 193 獨立整備隊 

40 水上 第 156 飛行場大隊 

41 

嘉義縣 

嘉義 飛行第 50 戰隊、第 53 航空地區司令部 

42 利家 飛行第 26 戰隊、獨立飛行第 47 中隊 

43 臺東  

44 

臺東縣 

旭 第 64 飛行場中隊 

45 屏東縣 屏東 

第八飛行師團連絡部支部一部、飛行第八戰隊、飛行

第 12 戰隊、飛行第 13 戰隊、第 39 航空地區司令部、

第 157 飛行場大隊、第五野戰航空修理廠第六分廠、

第 125 獨立整備隊、第 192 獨立整備隊、第 7 對空無

線隊 

46 高雄縣 小港 第八飛行師團連絡部支部一部 

資料來源：整理自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委員會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

報告》，「台灣地區日陸軍航空部隊（獨立中隊以上）位置要圖」。  

由上圖表之標示雖未精準，仍可知中部地區為飛行第八師團部署之重鎮。但

不論是上述資料，或者戰後日人整理之「日本陸軍飛行戰隊一覽表」（詳附錄一），

皆無「陸軍第三十六航空隊」之編制，甚至連「36」這個番號也未出現，因此本

案歷史建築之登錄名稱似有改訂之必要。 

（三）第五野戰航空修理廠 

1941 年底，大本營將野戰航空廠劃分為修理與補給兩部門，成立「野戰航空

修理廠」與「野戰航空補給廠」。前者設於飛行師團作戰地域，交通較為便利的

主要機場內，擔負航空兵器的修理與補給，並視狀況需要而派出游動修理班支援

飛行部隊作戰。1943 年後，取消游動修理班而改編成獨立性的整備隊。後者則是

對飛行師團補給燃料與彈藥，通常是一個飛行團派駐一個支廠以執行第一線的補

給，但依狀況仍有設置分所者。35 

 

                                                      
35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賴德修譯，《大事年表與軍語：陸海軍年表》，頁64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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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10 月下旬，大本營令第五野戰航空修理廠及補給廠配屬於第八飛行

師團轄下。至 1945 年國軍接收時，全臺共有 5 個修理廠，分別是臺北總廠（在新

店）、嘉義第三分廠、臺中第四分廠、花蓮港第五分廠以及屏東第六分廠，各分

廠所屬之獨立整備隊合計共 13 個。至於第五野戰航空補給廠則僅有一處，設於嘉

義民雄。36 茲將有關戰後接收時各修理廠及其所屬整備隊番號及人數，整理如下

表： 

【表 1-2-02】1945 年戰後接收第五野戰航空修理廠人數統計表 
第五野戰航空修理廠各分廠 所屬獨立整備隊 人數 

臺北總廠  1038 

 宜蘭第 307 獨立整備隊 250 

嘉義第三分廠  334 

 嘉義第 113 獨立整備隊 159 

 嘉義第 193 獨立整備隊 406 

臺中第四分廠  760 

 臺中第 158 獨立整備隊 286 

 臺中第 149 獨立整備隊 123 

 臺中第 145 獨立整備隊 155 

 臺中第 142 獨立整備隊 130 

 臺中第 115 獨立整備隊 137 

 臺中第 151 獨立整備隊 342 

花蓮港第五分廠  104 

 花蓮港第 143 獨立整備隊 111 

 花蓮港第 159 獨立整備隊 274 

屏東第六分廠  530 

 屏東第 192 獨立整備隊 275 

 屏東第 125 獨立整備隊 126 

總計 5540（人） 

資料來源：整理自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委員會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

總報告》，頁 267-268。  

其中之臺中第四分廠，為 1944 年 10 月 25 日起隸屬於第五野戰航空修理廠，

負責臺中州下之飛行戰隊後方整備工作。12 月 9 日起改由第八飛行師團參謀部陸

軍少佐平川亭吉接任分廠長。1945 年 3 月 26 日至 6 月 20 日參加「天一號作戰（琉

球之戰）」，負責飛行戰隊的後方整備。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後，隔日即停止一切

                                                      
3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吳玉貴譯，《「捷」號作戰指導：大本營陸軍部（九）》，

頁448。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委員會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告》，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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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行動，轉為保管兵器、糧秣等。8 月 30 日起並解除或解僱臺籍軍人或軍屬37之

身份。12 月 5 日起中華民國國軍開始接收，至同月 31 日分廠一切業務全部交接

完成。38 

第五野戰航空修理廠之各廠並非在某一特定區域範圍內，而是分散配置，但

似因交通便捷之考量，大致仍以各火車站周邊為主要單位集結地。臺中第四分廠

之本部即位於臺中火車站東側（約雙十路、南京路、進德路與自由路交接圍塑一

帶），國軍接收時之單位除本部外，尚有經理班、醫務班、工場倉庫、飛機另件

倉庫、消耗品倉庫、倉庫、第一兵器庫、第二兵器庫、第四兵器庫、第五兵器庫、

第一飛機工廠、第二飛機工廠、第三飛機工廠、汽車工廠、電精工廠、棚廠、第

一修理材料庫、第二修理材料庫、第一機械工廠、第一發動機工廠、第二發動機

工廠等 22 個單位（位置詳見下圖）。39 其中第一兵器庫與第二飛機工廠，即位

於本案基地之東南側。 

【圖 1-2-04】原第五野戰航空修理廠臺中第四分廠本部位置圖 
說明：底圖為 2006 年攝之航照圖，右下則截自 1945 年美軍繪製之臺中市地圖。 

資料來源：Google earth（2012/9/3）。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圖書館典藏， Taichu 
http://www.lib.utexas.edu/maps/ams/formosa_city_plans/txu-oclc-6565748.jpg。 

                                                      
37 軍屬被界定為不是軍人，而是於軍隊工作的勤務人員。原則上以日人為主，臺人為輔，要求至

少受過完整的初等教育，一般又分為文官、從事等同官吏的雇員與負責雜役的傭員等三類。蔡

錦堂編著，《戰爭體制下的臺灣》（臺北市：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98、109。 
38 〈戦史資料調書 第5野戦航空修理廠第4分廠〉，編號C11110398200。國立公文書館：

http://www.jacar.go.jp/（2012/8/31）。 
39 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委員會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告》，「台中五野

戰航空修理廠第四分廠分散配置圖」。 

臺中火車站 

原第五野戰航空修理廠

臺中第四分廠本部 

臺中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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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5】1945 年國軍接收時第五野戰航空修理廠臺中第四分廠分散配置圖 
資料來源：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委員會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告》，「台

中五野戰航空修理廠第四分廠分散配置圖」。 

 

 

本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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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原地上建築物幾已全遭拆除，成為一片公園綠地，並闢有南京立體停車

場、建國臨時市場以及臺中市滾球運動場等設施區域。惟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

立體停車場後方的空地上有一直徑約 30 公尺的大型土丘，作用不明，有待日後考

究。目前當地可見與軍方有關者，僅位於南京路與復興路口之憲兵隊與國軍英雄

館。 

 

【圖 1-2-06】原第五野戰航空修理廠臺中第四分廠建物多已拆除 成為一片綠地 

【圖 1-2-07】南京立體停車場後方的大圓形土丘 作用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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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臺中飛行場到水湳機場 

一、日治時期臺中地區之飛行場 

（一）「臺中飛行場」的再考證 

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第一座飛行場，為 1936 年 8 月 16 日竣工啟用之「臺中

飛行場」，也是中部第一個民航飛行場。據當時之報載，該飛行場耗費約 142,000

元，71,000 人工數，現場並有大小官員共三百多位參加開幕典禮。當日屏東飛行

第八聯隊並派 4 架戰鬥機至現場飛行演習祝賀，也派飛機在臺中州上方投射五色

宣傳單，日本航空運輸會社則令航行於日臺間的大型機新高號來臺中訪問，是日

熱鬧非凡。40 

【圖 1-3-01】1936 年 8 月 16 日臺中飛行場（今清泉崗機場）開場式一景 
資料來源：廖繼崎提供，臺中市立文化中心編，《臺中市珍貴古老照片專輯：第一集》（臺中市：

編者，1995），頁 293、295。 

以往許多論者皆以為 1936 年開幕之「臺中飛行場」即日後之水湳機場，但據

1937 年 1 月 16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之告示，其所在位置為「臺中州豐原郡大

雅庄埔子墘、大甲郡沙鹿庄公館」，也就是後來一般所俗稱之「公館機場」。41 又

日治時期主管全臺航空、郵務、電信、匯兌、儲金、簡易保險及郵便年金等業務

之監督與規劃的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在日治末期該單位的《事務概要書》

中，即明確指出該「臺中（公館）飛行場」是於 1941 年移交給海軍使用。42 而

                                                      
40 《臺灣日日新報》，1936.08.18，4版。 
41 〈臺中飛行場設置〉，《臺灣總督府府報》，第2882號（1937.01.16），頁26。國史館臺灣文

獻館，「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料庫」，http://db2.th.gov.tw/db2/view/，第2882號。 
42 有關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可參林滿紅，《從遞信部到國史館：建築的歷史》（臺北市：國

史館，2011）。遞信部編，《遞信部事務概要書》（無出版項，1942），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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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屬陸軍管轄之飛行場，因此基本上可以斷言，1936 年所完成的「臺中飛行

場」即日後所稱的「公館機場」，也就是現在空軍清泉崗基地的前身。本案所在

位置則是 1940 年代興建的陸軍「臺中飛行場」，即戰後俗稱之「水湳機場」。 

（二）戰時體制下臺中地區的飛行場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臺灣也跟著進入戰時體制。據研究，二戰時期臺

灣的飛行場主要有 5 種機能型態，6 種平面配置規劃；且部份為二戰以前即已設

立，並於戰爭爆發後予以擴建，亦有部份為戰爭期間緊急闢建，因此型態較為簡

陋。43 

【表 1-3-01】二戰時期臺灣飛行場類型表 
機能型態 配置規劃 

1、大型的航空基地。 1、多方向的多跑道分佈。 

2、可供許多軍機同時起飛的多跑道飛行場。 2、同方向多跑道分佈。 

3、連通飛機製造廠或維修場的飛行場。 3、V 形跑道分佈。 

4、訓練用的飛行場。 4、十字形跑道分佈。 

5、單一跑道分佈。 
5、相當簡易的飛行場跑道。 

6、無跑道（僅為空地）。 

資料來源：洪致文，〈二戰時期日本海陸軍在臺灣之飛行場〉，《臺灣學研究》，第

12 期（2001.12），頁 46-47。筆者整理製表。 

日治時飛行場區分為陸軍與海軍兩個系統，至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時，臺

中地區共有臺中、臺中東、大肚山、公館、新社與新高（梧棲）等 6 座飛行場，

以下將以本案基地為中心，再分別概述各飛行場之沿革。 

【表 1-3-02】二戰時期臺中地區飛行場一覽表 

機場名稱 隸屬軍種 現在位置/名稱 

臺中飛行場 陸軍 水湳機場 

臺中東飛行場 陸軍 今勤益科技大學附近 

大肚山飛行場 陸軍 今大肚區瑞井里一帶 

公館飛行場 

（北臺空臺中基地） 
海軍 後擴建為清泉崗機場 

新社飛行場 海軍 在今新社區 

新高（梧棲）飛行場 海（陸）軍 在今梧棲區 

資料來源：臺灣警備總司令部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告》（臺北：

編者，1946），臺灣日陸海軍飛機場一覽圖，頁 34 後附圖。 

                                                      
43 洪致文，〈二戰時期日本海陸軍在臺灣之飛行場〉，《臺灣學研究》，第12期（2001.12），

頁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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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中飛行場 

依 1945 年 8 月日軍呈繳資料轉製而成之《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本臺中飛

行場為 1940 年 10 月所建造完成。44 依前節有關戰情之整理，自 1938 年 9 月後，

臺灣即成為日本陸軍航空部隊飛往中國作戰的轉進基地，且隨著戰線延長與擴

大，對於飛行場的需求也隨之增加，臺中飛行場應即是在此背景下所興建。 

目前有關本機場之日本官方史料並不多見，僅就部份陸軍檔案公文得知其於

1939 年 5 月 16 日，時任臺灣軍經理部長生田正男即計畫施行「臺中飛行場整地

工事」，但其工事設計要領書及工事費仕譯書，則因別冊保管而未見。1940 年 7

月 12 日，生田氏再行文實施「臺中飛行場附屬設施其ﾉ一、其ﾉ二並臺中氣象觀測

所新設工事」。45 與上述 1940 年 10 月建造完成時間頗能吻合。 

此外，根據臺中市中正地政

事務所典藏之地籍資料顯示，該

部份土地於日治時期原為住在

大屯郡西屯庄上牛埔子 249 番

地之廖阿屘、廖萬順、廖萬送

（？）、廖繼桃（？）、廖繼失

等 5 人所共有，於 1940 年 7 月

7 日即賣給臺中州，同年 11 月

20 日完成移轉。1944 年 1 月 28

日臺中州再寄附給國庫使用，同

年 2 月 9 日正式完成移轉。由此

也可確定本飛行場之創建，即介

於 1940 年至 1944 年間。其於戰

後 接 收 時 登 記 之 地 號 為 陳 平

142-2 番地，地目屬雜類，面積

為壹分捌厘五糸，即約 17 公畝 51 公釐。46 

                                                      
44 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0034/913/4010.2。 
45 〈台中飛行場整地工事実施の件〉，編號C01002314700。〈台中飛行場附属施設其1、其2、台

中気象観測所新設工事実施の件〉，編號C01002353500。〈台中飛行場附属施設其の1、其の

2、台中気象観測所宿舎新設工事実施の件〉，編號C01002359800。國立公文書館：

http://www.jacar.go.jp/（2012/8/31）。 
46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藏，北屯區陳平段2309地號。 

【圖 1-3-02】日治時期 1940 年本基地即由臺中

州購得 
資料來源：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藏，北屯區陳平段 2309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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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6 月起第八飛行師團成立後，司令部設於臺中。身為全臺陸軍航空部

隊的最高指揮單位，不論就營區完整性與隱蔽需求，並能就近視導部隊，因此設

於臺中飛行場內應是最佳選擇。 

在二戰末期，美國曾派空軍對臺進行偵查與轟炸攝影，尤其軍事單位更是重

點之一，臺中飛行場因此留下不少珍貴照片。目前所見最早為 1943 年 11 月 22 日

所攝，以及美軍第 21 攝影偵查隊（21ST Photo Reconnaissance Squadron）於 1944

年 1 月 12 日所拍攝之臺中市及臺中飛行場航照圖。不過該照片雖附有判釋報告，

但多是依空拍照進行解讀，因此較為簡略，缺乏關鍵性的細部資料。為求焦點集

中，有關當時臺中飛行場建築配置的探討，將留待下章再行討論。 

 

【圖 1-3-03】1943 年 11 月 22 日美軍航照之臺中飛行場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

成果。THIRD PHASE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S 照片判釋報告。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wp-content/uploads/2010/02/part3_2.pdf

（20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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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04】1944 年 1 月 12 日美軍航照之臺中飛行場（TAICHU AIRDROME）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

果。THIRD PHASE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S 照片判釋報告。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page_id=1267（20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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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3 月 2 日，美軍第五航空隊第 38 轟炸大隊之第 405 轟炸中隊派出 9

架轟炸機，由東向西斜貫對臺中飛行場進行轟炸。該次行動除在該月之「美軍轟

炸任務月報」中有詳細描述外，並附有該次行動之摘要路線圖，以及轟炸時機場

照片 4 張。此外，另有兩張照片雖未在該份報告內，但由照片上的時間仍可判定

亦為該次行動所攝；其中一張並於左下角註為「Fox Holes」，此即所謂「散兵坑」

之單人掩體。 

 

【圖 1-3-05】1945 年 3 月 2 日美軍第五航空隊轟炸臺中飛行場路線圖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

果。美軍轟炸任務月報：405BQ, March 1945。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page_id=1121（20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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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06】1945 年 3 月 2 日美軍轟炸臺中飛行場所攝照片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

果。美軍轟炸任務月報：405BQ, March 1945。5 AIR FORCE PHOTOGRAPHS。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page_id=1121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page_id=1382（20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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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5 月，第五航空隊第 43 轟炸大隊之第 403 轟炸中隊，對臺灣各地進

行轟炸任務。從該月之轟炸任務月報中可知當時臺灣各大都市與軍事要地都是攻

擊目標，其中附有摘要路線圖屬臺灣者包括 15 日轟炸新竹、16 日臺中、18 日臺

南、22 日左營、29 日基隆、30 日高雄（TAKAO 打狗，高雄舊稱）、31 日臺北

（TAIHOKU）等。 

【圖 1-3-07】1945 年 5 月美軍繪製臺中飛行場圖 
說    明：圖上日期誤植為 1943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

徵集成果。美軍轟炸任務月報：403BQ, May 1945。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page_id=438（20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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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之接收，也代表著日治末期臺中飛行場的最後實況；該接收資料，同

時也是目前所見有關日治時期臺中飛行場最詳盡的史料。飛行場之土地主要為國

有地，面積約 240,000 平方公尺。跑道則有主、副兩條，並有總長約 9,000 公尺，

供飛機疏散滑行的「踈散道」，共有 90 個掩體；質料方面除副跑道有水泥鋪面外，

其餘皆為泥沙及石子。由於本地主要風向為北風，而飛機起飛時需逆風，因此跑

道均為南北向設置。接收時夜航設備已損壞，其他營建設施也大部分破損，但仍

屬堪用，並有負責通訊的收發報臺、自來水與地方電源，附近也有鐵道及公路，

交通便利。其餘詳情整理如下表： 

【表 1-3-03】臺中飛機場要圖狀況說明表 
機場名稱 臺中飛機場 

所在地 臺中州大屯郡 

與城鎮距離與方向 距臺中市北西 7 公里 

場面長寬度 長 2,000 公尺、寬 1,400 公尺，面積 240,000 平方公尺 

跑道(長、寬、厚) 
主跑道長 1,500 公尺、寬 100 公尺、厚 30 公分，土砂石鋪面； 
副跑道長 1,200 公尺、寬 25 公尺、厚 30 公分，水泥鋪面 

踈散道(長、寬、厚) 長 9,000 公尺、寬 10 公尺、厚 20 公分，砂泥及石子鋪面 

土質 黏質 

能載重量 1.5 噸 

恒風向 北 

標高 108 公尺 

附近障礙距離與高度 無 

經緯度 Ｎ24 度 11 分  S120 度 39 分 

磁差（一） 一、七五度 

夜航設備 已損壞 

雨霧情形 四-六（月）雨期 

排水情形 不良 

營建設施 大部分破損 

掩體個數 90 

與四周機場距離 
公館機場 7.5 公里、大肚山機場 8 公里、草屯機場 9 公里、三汴

機場（臺中東飛行場）9 公里、彰化機場 26 公里 

土地所有權 國有並借上 

機場建築日期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1940 年 10 月） 

通訊情形 有收發報臺 

水電情形 自來水及地方電源 

衛生情形 距二公里半有醫院所 

交通情形 附近有鐵道及公路 

現在情形 使用可能 

資料來源：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 0034/913/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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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08】1945 年接收時所繪之「臺中飛機場要圖」與說明 
資料來源：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 0034/913/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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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中東飛行場 

本飛行場因位於前述陸軍臺中飛行場之東側，故稱「臺中（東）飛行場」，

同樣屬陸軍轄下，並因鄰近三汴庄（今太平區東平里），故又稱「三汴機場」。

1944 年 9 月創建時，距離終戰已不到一年，時第八飛行師團也已成立。就其設備

規模而言，僅有跑道與疏散道，以及 30 個掩體，而無其他附屬設施，顯遠不及臺

中飛行場之規模，應是屬於僅提供飛機起降與掩蔽之小型飛行場。 

【表 1-3-04】臺中（東）飛機場要圖狀況說明表 
機場名稱 臺中（東）飛機場 

所在地 臺中州大屯郡 

與城鎮距離與方向 三汴西 1 公里 

場面長寬度 長 1,460 公尺、寬 100 公尺，面積 146,000 平方公尺 

跑道(長、寬、厚) 長 1,460 公尺、寬 100 公尺，砂泥及石子鋪面 

踈散道(長、寬、厚) 長 2,500 公尺、寬 6 公尺，砂泥及石子鋪面 

土質 砂質壤土 

能載重量 8 噸 

恒風向 北 

標高 117 公尺 

附近障礙距離與高度 無 

經緯度 Ｎ24 度 9 分  S120 度 43 分 

磁差（一） 一、七五度 

夜航設備 已損壞 

雨霧情形 六-七月雨期 

排水情形 良好 

營建設備 無 

掩體個數 30 

與四周機場距離 臺中機場 6 公里、草屯機場 21 公里 

土地所有權 民有地 

機場建築日期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1944 年 9 月） 

通訊情形 無 

水電情形 有地方電源 

衛生情形 無 

交通情形 機場附近有公路 

現在情形 使用可能 

資料來源：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 0034/913/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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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09】1945 年接收時所繪之「臺中（東）飛機場要圖」與說明 
資料來源：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 0034/913/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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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肚山飛行場 

大肚山飛行場創建於 1944 年 9 月，與金包里、樹林口、八塊（在今桃園縣八

德市）、上大和、池上及臺東等陸軍飛行場，同樣屬於州廳等地方居民所「奉獻」

而建造的。47 土地的所有權為民有，正好呼應上述說法，且其僅有跑道而無其他

營建設備，疏散道之掩體也僅有 22 個，與臺中東飛行場同樣屬於簡易型的飛行場。 

【表 1-3-05】大肚山飛機場要圖狀況說明表 
機場名稱 大肚山飛機場 

所在地 臺中州大肚山 

與城鎮距離與方向 臺中北西 11 公里 

場面長寬度 長 1,500 公尺、寬 1,500 公尺，面積 450,000 平方公尺 

跑道(長、寬、厚) 長 1,500 公尺、寬 1,50 公尺，砂泥及石子鋪面 

踈散道(長、寬、厚) 長 1,500 公尺、寬 10 公尺，砂泥及石子鋪面 

土質 壞質赭土 

能載重量 8 噸 

恒風向 北 

標高 245 公尺 

附近障礙距離與高度 無 

經緯度 Ｎ 24 度 11 分    S 120 度 34 分 

磁差（一） 一、七五度 

夜航設備 無 

雨霧情形 五-六月雨期 

排水情形 不良 

營建設備 無 

掩體個數 22 

與四周機場距離 公館機場 9 公里、臺中機場 8 公里 

土地所有權 民有地 

機場建築日期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1944 年 9 月） 

通訊情形 無 

水電情形 無 

衛生情形 無 

交通情形 機場附近有公路 

現在情形 使用可能 

資料來源：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 0034/913/4010.2。 

 

                                                      
47 〈第2章 10号作戦準備（自昭和19年3月下旬至昭和19年7月中旬）／其の6 作戦準備〉，編

號C11110354100。國立公文書館：http://www.jacar.go.jp/（201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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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0】1945 年接收時所繪之「大肚山飛機場要圖」與說明 
資料來源：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 0034/913/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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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館飛行場 

公館飛行場本為 1936 年 8 月所落成之「臺中飛行場」，屬民航機場，於 1941

年改隸為海軍之機場。因鄰近沙鹿公館（今臺中市沙鹿區公明里一帶），且為與

水湳之臺中飛行場有所區別，故一般又稱為「公館飛行場」。此外，因海軍將其

所屬之飛行場大致以濁水溪為南北之分界，故也被稱作「北臺空臺中基地」。至

於「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中記其建於 1943 年 8 月 11 日，應是相關軍事整備完

成的時間。48 

據 1945 年 11 月 28 日的調查，駐紮於此的日軍部隊，為第二十九航空戰隊司

令部、北臺海軍航空隊公館派遣隊、基隆防備隊公館派遣隊、高雄海軍施設部公

館事務所，以及第六海軍補充部等單位。49   

戰後本機場由中華民國空軍接收。1953 年韓戰結束後，中華民國與美國於

1954 年 12 月 2 日簽訂《中美協防條約》，也因此有了將公館機場加以擴建的「陽

明山計畫」，並於 1959 年 11 月 28 日正式啟用。1966 年 3 月 20 日，公館基地正

式更名為清泉崗基地。然隨著越戰的結束，以及 1978 年的臺美斷交，終止了協防

關係，而全交由中華民國國軍使用。50  

後因臺中市區發展問題，於 2004 年將民用之臺中航空站自水湳機場遷移至清

泉崗基地之西南隅，因而成為軍民合用之機場。負責典藏「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

之機關「國家檔案管理局」，即基於本機場目前仍為軍方使用中，不開放一切複

製行為，因此無法將該圖呈現於本報告中。所幸 1943 年 11 月美軍來臺偵查攝影

之航照圖仍保存完好，對於研判日治時期公館飛行場的規模配置，仍提供相當珍

貴的史料依據。 

                                                      
48 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檔號0034/913/4010.2，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 
49 臺灣警備總司令部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告》，「臺灣地區海軍部隊位置要圖」。 
50 蔡怡心，〈台中縣清水鎮大楊油庫的集體記憶及其社會意函之研究〉（臺中市：逢甲大學都市

計畫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頁21-22、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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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1】1943 年 11 月 26 日美軍航照之公館機場 
說    明：中文為筆者所加註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果。

THIRD PHASE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S 照片判釋報告。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wp-content/uploads/2010/02/P_004_Hi.jpg（201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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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社飛行場 

新社飛行場位於新社庄舊大字水底寮，即今臺中市新社區東興、中和、福興

及慶西等里。51 創建時間為 1944 年 12 月 15 日，但至 1945 年 3 月 15 日仍持續

進行相關營建設施。基地土地為官有地，面積約 370,000 平方公尺，北北西向跑道共

有 2 條，各為 1,800 公尺與 1,200 公尺。疏散道總長約 4,800 公尺，寬 20 公尺。雖然規模

不算太小，但掩體數僅 28 個。接收時，駐紮於此的部隊有第 205 海軍航空隊、北臺海軍

航空隊新社派遣隊、高雄海軍病院新社分院、高雄警備府附屬飛行隊、第 61 海軍航空廠

新社地區。52 

【表 1-3-06】新社飛機場要圖狀況說明表 
機場名稱 北臺空新社基地 

所在地 臺中州東勢郡新社庄水底寮 

滑走距離並方向 NNW 1,800 米一本，1,200 米一本 

地面ﾉ長サト廣サ 1,800 米 200 米 

誘導路ﾉ長サ廣サ 延長 4,800 米 幅 20 米 

土質 砂質赤黏土 

全場面積 370,000 平米 

耐堪重量 20 瓲（噸） 

現在狀況 使用可能（要碾壓） 

恆風向 北方 

標高 294 米 

附近障礙距離及高度 南北ニ闊ヶ東西ニ山連 

經緯度 北緯 24 度 15 分 東經 120 度 48 分 

磁差 1 度 52 分 

夜間設備 無 

雨霧狀況  

排水情況 雨期排水不良 

營建設施 昭和 20 年 3 月 15 日（1940.03.15） 

掩體個數 無蓋掩體 28 

近接飛行場距離 臺中飛行場ヘ 18 粁（18 公里） 

土地所有權 官有地 

飛行場建設時期 昭和 19 年 12 月 15 日（1940.12.15） 

通信情況 無 

水道電氣情況 有 

衛生情況 概ネ良好 

交通情況 豐原驛ヘ 16 粁（16 公里） 

資料來源：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 0034/913/4010.2。 

                                                      
51 洪敏麟，《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頁210。 
52 臺灣警備總司令部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告》，「臺灣地區海軍部隊位置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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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2】1945 年接收時所繪之「新社飛機場要圖」與說明 
資料來源：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 0034/913/4010.2。 

6、新高（梧棲）飛行場 

本飛行場之資料相較於上述五座飛行場而言，較為稀少。1939 年臺灣總督府

在梧棲開工興建新高港，因此位於臺中海線的梧棲港，便有了新高港的稱號。53 在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的「台灣日陸海軍飛機場一覽圖」中，本

機場被歸隸屬於陸軍，但同書之「台灣地區日陸軍航空部隊（獨立中隊以上）位

置要圖」卻無陸軍部隊駐紮在此，反倒是「台灣地區日海軍部隊位置要圖」揭示

於「新高」駐有北臺海軍航空隊新高派遣隊與第六海軍燃料廠新高設施。另由於

該接收報告有不少圖面於據日方資料重繪時產生錯誤，因此研判所謂陸軍梧棲飛

行場，乃是海軍新高飛行場之誤植。惜因國軍檔案之「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並

無此飛行場之資料，因此對於其詳情尚不得而知。54 

                                                      
53 有關新高港的建設緣由，詳參戴寶村，《臺中港開發史》（臺中縣：臺中縣立文化中心，1987）。  
54 臺灣警備總司令部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告》，「台灣日陸海軍飛機場一覽圖」、

「台灣地區日陸軍航空部隊（獨立中隊以上）位置要圖」、「台灣地區日海軍部隊位置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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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中華民國接收）時期之臺中水湳機場 

（一）接收-空軍司令部第三飛機製造廠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於 1945 年 10 月 25 日在臺接受日本投降，並成立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至於軍事方面的接收，則由警備總部於 11 月 1 日組織「臺灣地區

軍事接收委員會」負責，依業務區分為陸、海、空軍、軍政與憲兵等 8 組。 

1945 年 11 月 1 日起，以臺北、臺南為基地中心，以南濁水溪迄秀姑巒溪為

地境線，北部由第一組空軍第二十三地區接收，南部則由空軍第二十二地區展開

接收工作。至於有關日俘人員兵器及資材等共分 13 個集中區，中部即佔了臺中與

公館兩區。後空軍第二十三地區遭裁併，因此自 1946 年 1 月 1 日起由第二十二地

區主持全臺日軍航空部與民航之接收事宜，並移駐臺北。55 

然而由於中日兩國軍隊建置不同，日本之航空部隊分屬海軍與陸軍之下，但

其用地則統一以海軍名義辦理，因此地權多屬於海軍。中華民國則有獨立之空軍

建置，奉令負責接收全臺軍民機場。此差異造成接收過程中，海軍與空軍對機場

產權的爭奪或推託之爭議。56 

戰後原臺中飛行場之首任使用單位，為中華民國空軍總司令部第三飛機製造

廠。該廠為 1942 年成立於四川省成都，戰後奉派來臺負責航空工廠接收事宜，廠

址先設於臺北府中街 50 號，於 1946 年 5 月 31 日已大致接收完畢。後奉命於本機

場建設新廠，定該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遷往臺中；當時廠內約有 200 人，其中臺灣

籍佔三分之二，餘之三分之一則由成都調來。57  

第三飛機製造廠遷來臺中後，隨即對因轟炸而殘破的機場營舍展開整修改

建。得標承包此次廠房新修建者，為設址於臺北市太平町六丁目十三番地之「永

大號」，負責人為陳來成。當時的廠長雲鐸，於 1946 年 10 月 3 日即函文臺灣拓

殖株式會社接管委員會（後該業務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林產管理

委員會第一組負責），請其同意購用所需之木材；後又有三元商號承包下石碑眷

舍（今大福新城）之營造工程。總計在該批相關可查檔案中，共由八仙山林場、

太平山林場與阿里山林場提供所需木材，共有栂松、杉木、檜木（紅檜）、扁柏、

                                                      
55 臺灣警備總司令部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告》，頁252-259。 
56 詳參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接收〉，《國史館學術集刊》，第17期（2008.09），

頁186-187、190。 
57 國史館臺灣文獻館藏，《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檔案》，〈空軍總司令部第三飛機製造廠遷移新

址函報案〉，典藏號：00301100011031。http://app.sinica.edu.tw/twhist/c_index.php（2012/9/14）。
不著撰人，〈中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座談〉，《民報（晚刊）》，1946.08.15，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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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杉等 5 種。58 其中栂松為承襲自日人稱之トガ（學名 Tsuga sieboldii），分類上

為松科鐵杉屬，常用於日式建築中「化粧材」，以八仙山林場所產最佳。59 

此外，當時職員人數之多，眷屬數量之龐大，雖已陸續建造眷屬宿舍仍不足

以因應，因此 1948 年 5 月仍可見該廠登報「重價招租眷屬住宅及公共宿舍」。60 

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之主要任務，為製造初級教練機及設計研製噴射教練機

與中運三運輸機。1951 年 4 月起，因中央政府已遷來臺，戰略改以固守，因此配

合實際需要，任務改以修護為主，設計製造工作至此告一段落。61 

（二）空軍供應司令部第二供應區部時期（1954-1977） 

1954 年 11 月 1 日，以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為基礎，將空軍補給總庫及九○

六汽車中隊等單位，合併改編為空軍第二供應區部，隷屬於空軍供應司令部；最

初下轄有 9 科，6 個執行單位，後編制陸續改組。1968 年，時值越戰期間

（1959-1975），與美軍訂約，協修美軍飛機；1971 年起再訂約協修空運貨板，1973

年並再修美軍之地裝及發電機。62 此時期單位之主要任務，據空軍軍史館典藏之

資料照片，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1-3-07】空軍供應司令部第二供應區部任務簡表 
修護 補給 基勤 

1.螺旋槳式飛機之擇要檢修。 1.飛機附件及零件。 1.飛機起降之安全管制

2.噴射及螺旋槳機之附件修理

（含個人裝備及照相裝備）。

2.工廠設備。 2.基地設施之計畫與維

護。 

3.修護支援及特別計畫之配造。 3.電器及照相器材。

4.特車及地裝 4.特車及地面裝備修理。 

5.降落傘投物傘及

救生設備。 

3.飛機失事救護與消防

設備之檢查維護。 

資料來源：空軍軍史館藏，《本部五十二年度各種重要視察及活動照相冊》。 

                                                      
58  相關檔案參請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系統識別號： 

LW2_03_041_0044 、 LW2_03_041_0041 、 LW2_03_041_0005 、 LW2_03_041_0046 、

LW2_02_003_0084、LW2_03_044_0084、LW2_03_049_0008。此外，識別號LW2_03_049_0073
述及有關三達營造廠承包之臺中市模範新村宿舍（西區模範街12巷，今模範新城）修建工程，

雖亦有購得太平山林場檜木之紀錄，但1947年8月6日「業務清查團」即調查指出其為「賣空案

件」，且並非位於本案機場周邊，故略之。 
59 臺灣總督府商品陳列館編，《臺灣商品槪說》（臺北：編者，1938），頁58。 
60 《民聲日報》，1948.05.20、22、24，1版。  
61 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全程業務發展照相史料（第一輯）》（臺中：編者，

1959）。另可參李適彰〈人類飛行百週年紀念：我國航空工業發展史拾零 我國臺灣地區航空

工業發展的關鍵機構--第三飛機製造廠〉，《航太工業通訊》，第49期（2003.09），頁45-50。 
62 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編，〈沿革概述〉（無出版項），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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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54 年空軍第 6 聯隊亦在水湳機場成軍，將原屬新竹第 2 聯隊之第 20

空運大隊、第 206 修補大隊、第 216 基勤大隊及第 6 醫務隊改隸屬於本部隊。1958

年 11 月並於轄下新成立「C-119 空運暫編中隊」，但隔年（1959）11 月第 6 聯隊

便整隊移駐屏東。63 

【圖 1-3-13】1954 年水湳機場俯瞰照 
說    明：1954 年水湳機場滿場可見 C-46 空運機，右方則是「部訓隊」的 AT-6 教練機。圖上箭頭所

指由上而下分別為本案之宿舍、後勤大樓與基中大樓。 

資料來源：時光琳將軍提供，收於劉文孝主編，《飛行戰彩：空軍的塗裝與徽誌》，頁 39。 

此外，臺灣省政府為維護林業，協助救災救護等工作，於 1967 年 5 月 1 日成

立「農林廳林務局直昇機隊」，進駐本機場。64 

（三）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時期（1977-2005） 

1977 年 7 月 1 日，原空軍供應司令部第二供應區部更名為「空軍第二後勤指

揮部」（簡稱二指部），改隸「空軍後勤司令部」。其主要之任務，為負責各型

螺旋槳飛機之翻修，螺旋槳及噴射機各種附件之修理，各種飛機零件之配造品管，

專業器材之補給與區域之輸補，並肩負水湳機場之基地勤務。65 

 

                                                      
63 劉文孝主編，《飛行戰彩：空軍的塗裝與徽誌》（臺北市：中國之翼出版社，1995），頁39。 
6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網站：http://www.forest.gov.tw/fp.asp?xItem=1616&ctNode=130&mp=1 

（2012/9/14）臺灣省政府秘書處編，《臺灣省政府公報》，六十二年冬字第六十二期（1973），

頁12。 
65 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編，〈沿革概述〉（無出版項），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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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國防部將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列為「軍工廠國有民營化」之單位，

包括其所屬之飛機機體修護配製工廠、飛機零附件修護配製工廠、車裝修護配製

工廠、航空器及車裝檢驗品管單位、零附件器材補給支援單位，形成一完整之飛

機修護中心。2005 年 10 月由「漢翔航空工業有限公司」代表與國防部訂約，同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釋商營運。66 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也隨之裁撤。此外，在其

他單位方面，1979 年 5 月 9 日內政部警政署成立空中警察隊，隊部設於臺北松山

機場，中部分隊便是在水湳機場，南部分隊則駐小港機場。67 

1986 年 1 月 18 日臺灣省政府發布「臺灣省政府交通處航空隊組織規程」，

將原農林廳林務局直昇機隊改隸擴編，以執行交通建設、林業資源調查與維護、

航空測量及協助救災救難事項。後又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俗

稱「精省」），而於 1999 年 7 月 1 日起再改制為「行政院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

隊」，並於 2004 年 3 月 1 日與內政部警政署空中警察隊、消防署空中消防隊籌備

處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空中偵巡隊整併，改制為「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迄今，

駐於機場之西南角。68 

 

【圖 1-3-14】基中大樓內藏 1996 年「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營區整體平面圖」 

                                                      
66 王方儒，〈軍工廠委託民間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以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為例〉（高雄：

國立中山大學管理學院高階經營碩士學程在職專班碩士論文，2006），頁1-3。 
67〈空中警隊昨授機 警政邁入新里程〉，《中央日報》，1980.01.15。 
68 臺灣省政府秘書處編，《臺灣省政府公報》，七十五年春字第十四期（1986），頁4。行政院

交通部編，《交通部公報》，第33卷1期（1999.07），頁69-70。 行政院編，《行政院公報》，

第10卷9期（2004.03），頁65-69。 

民航區 

本案位置 

省政府航空隊 

跑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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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用機場與水湳經貿生態園區 

戰後臺中地區的民航業務，最早為 1954 年 8 月 20 日於公館機場成立「臺中

航空站」正式開辦。69 後或因美軍「陽明山計畫」之施行，擴建公館機場（即為

日後之清泉崗基地），故轉為純軍用機場，民航業務則轉予本水湳機場。自 1957

年起，水湳機場已有國內民航班機。1970 年 6 月民航局更因運輸量增加，開始於

此興建航廈。1972 年 7 月成立「候機室」，同年 10 月正式創立「臺中民航站」

於此，除起降臺灣島內航線的民航班機，後亦陸續增設離島（金門、馬祖）航班。

但也因跑道受限，只能起降小型客機。 

此後，隨著臺灣整體經濟成長，機場飛機起降架次與載客量持續增加，於

1989-1993 年間，起降架次年平均成長率為 19.5％，旅客人數年平均成長率為 37.3

％。1993 年元旦奉行政院核定升格為「臺中輔助站」，隸屬於臺北國際航空站監

管。1996 年 2 月 1 日再升格為「臺中航空站」。在考量中部亦需有國際機場，以

及臺中市區土地利用開發漸趨密集等因素，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行政院於 2002

年 11 月 11 日核定水湳機場業務將與清泉崗空軍基地作整併，「臺中航空站」因

此陸續改遷移至清泉崗機場現址。70  

【圖 1-3-15】民航區位於水湳機場北側（2002 年攝） 
資料來源：Google Earth。 

 

                                                      
69 不著撰人，〈臺中航空站，昨正式開辦〉，《民聲日報》，1954.08.21，3版。 
70 黃秀政總纂，蕭景楷主持，《臺中市志‧經濟志》（臺中市：臺中市政府，2008），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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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08】水湳機場歷年民航營運量統計表 

年（月）別 起降架次 旅客人數 貨運噸數 3 
1971 年 756 38,235 202.2 
1976 年 2,451 79,194 554.6 
1981 年 1,798 15,127 208.7 
1985 年 4,428 50,792 377.8 
1986 年 5,426 55,197 369.1 
1987 年 5,634 79,483 431.8 
1988 年 6,833 97,912 356.0 
1989 年 9,824 147,729 315.2 
1990 年 7,305 137,246 553.6 
1991 年 9,546 188,965 696.7 
1992 年 15,139 349,547 1,288.9 
1993 年 20,055 525,505 1,051.9 
1994 年 28,081 799,862 1,963.8 
1995 年 36,714 1,181,390 1,014.3 
1996 年 44,501 1,595,824 1,393.6 
1997 年 50,402 1,878,247 1,811.0 
1998 年 42,257 1,498,153 1,676.4 
1999 年 42,095 1,545,297 1,921.9 
2000 年 38,029 1,378,995 2,068.5 
2001 年 36,829 1,246,307 1,683.2 
2002 年 33,289 1,071,303 1,876.5 
2003 年 27,940 944,839 2,035.8 

2004 年 1 月 2,347 85,200 179.4 
2004 年 2 月 2,103 71,081 134.3 

資料來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網站：http://www.caa.gov.tw/big5/content/ 

index01.asp?sno=1406（2012/11/26）。 
 

【表 1-3-09】水湳機場歷年民航航線航空公司對照表 
航線 立榮航空 華信航空 

臺中—高雄  ● 

臺中－臺北 ● ● 

臺中—馬公 ● ● 

臺中—金門 ●  

臺中—花蓮  ● 
臺中—臺東  ● 

臺中—南竿 ●  

臺中─恆春  ● 

資料來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網站：http://www.caa.gov.tw/big5/content/ 

index01.asp?sno=1406（20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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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0】水湳機場主要民用航空器一覽表 

荷蘭製福克 50（FK50） 離島航線使用德製 Dornier 228（DO-228）

加拿大 龐巴迪 Q 系列：Dash 8-300 型 

水湳機場最大可供 ATR72-500 型飛機起降 

資料來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機的操作與性能。 
http://www.caa.gov.tw/big5/files/%E6%B0%91%E8%88%AA%E6%A9%9F%E7%9A%
84%E6%93%8D%E4%BD%9C%E8%88%87%E6%80%A7%E8%83%B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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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1】水湳機場民航設施一覽表 
跑道 停機坪 候機室 

性

質 
長 

（m） 
寬 

（m） 
起降容量 

（架次/小時）

最大起

降機型

面積 
（㎡）

機位 
面積 
（㎡） 

軍民

合用 
1,620 30 32 ATR-72 40,800

FOK/DH-8：7 
直昇機：2 

8,027

跑道燈 滑行道燈 進場燈 

燈光設備 
邊燈， 
頭燈， 
末端燈 

邊燈 跑道頭閃光識別燈 
簡易精確下滑指示燈 

 

資料來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網站：http://www.caa.gov.tw/big5/content/ index01. asp? 

sno=1406（2012/11/26）。 

2004 年 3 月，水湳機場之民航業務正式遷至清泉崗機場。2005 年 7 月，水湳

機場周邊飛航管制禁限建規定解除。軍用土地部份則待國防部搬遷後，經財政部

核定將營區內軍備局經管之 23 筆土地（面積 142.59 公頃），地上建物 144 棟，

移交予國有財產局。民航局原經管之 18 筆土地、地上建物 6 棟（含原航站大廈）

也撥予國財局。再加上該局經管之 1 筆土地，總計面積約 145.1797 公頃，於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分期分區委託臺中市政府代管營區東半部之國有土地，其餘西半

部由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圍籬繼續使用。2008 年 2 月 21 日，市府管理之部份轉

交完成。目前，計畫以北至環中路、東接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八細部計畫區、南略

以河南路為界、西側緊鄰中山科學研究院、漢翔公司、逢甲大學等機構，並與第

十二期重劃區為鄰，整體開發為「臺中水湳經貿生態園區」。71 

 
【圖 1-3-16】2007 年 12 月 22 日「空軍水湳機場移交典禮」合影於基中大樓前
資料來源：軍聞社記者岳宗新，〈陳總統：水湳機場未來將成台中「中央公園」〉。中華民國

軍事新聞通訊社：http://mna.gpwb.gov.tw/mnanew/internet/NewsDetail.aspx?GUID=37488 

                                                      
71 臺中水湳經貿生態園區，http://tgpc.fcu.edu.tw/background.php?p=41（2012/6/10）。空軍司令部，

http://air.mnd.gov.tw/Print.aspx?cnid=1732&p=21576&Level=1。財政部網站：《國有財產》

2007/12/24，http://www.mof.gov.tw/fp.asp?xItem=42924&ctNode=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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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案歷史建築使用變遷 

本案之三棟歷史建築物，雖均創建於日治時期，但僅知為第八飛行師團之司

令部所在地，屬陸軍航空部隊之飛行場，至於更進一步之使用情形則尚無資料可

查知。建造者方面，唯一可知道的是，日陸軍有「建築勤務隊」之編制，負責各

種建築作業，主要任務是在戰地及要塞從事倉庫、廠舍及其他臨時建築物之建築

與修補，有時亦從事有關鐵道、橋樑或協助防禦工事之建築；海軍之則有類似從

事此任務與建設飛行場的「設營隊」。72  

戰後，1946 年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奉命將廠址遷至水湳機場，並開始大肆整

修營舍，也是目前所見現況之雛型。從當時修建前所攝的照片可知，全區各建物

受美軍轟炸而毀損甚為嚴重，大多僅剩鐵筋混凝土牆體樑柱，木造屋架與屋瓦大

多焚毀或坍陷，本案之三棟建物也無法例外。以下茲就各棟分述其於戰後歷經第

三飛機製造廠、第二供應區部以及第二後勤指揮部等三個時期之使用概況作說明。 

一、基中大樓 

本建築創建於日治時期，應與飛行場

同樣落成於 1940 年，1944 年之美軍航照圖

中即可明顯看見此建築之存在，惜未知當

時之用途。戰後初之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

時期，當時本建築屋面全毀，經修建後於

1947 年 5 月 12 日完工，作為「工務大樓」

使用（編號 12），登記之基層面積為 1,067

平方公尺，總面積則為 2,182 平方公尺，工作面積則為 620 平方公尺。另該資料

並註明本建築為「原有」，而非「新建」，且該次修建為發包給民間公司執行，

而非該廠自辦。 此外，在基地之南側還有一棟原有之建築，面積 157 平方公尺，

修建後為「晒圖間暨廁所」（編號 46）；西北側則有一座原有之「電臺發報站」

（編號 13），於 1947 年 8 月 5 日由軍方自行修建完成，其舊外型正面與本建築

頗為近似。73 

                                                      
7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編，賴德修譯，《大事年表與軍語：陸海軍年表》，頁571。 
73 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臺中：編者，1948）。 

【圖 1-4-01】1948 年「工務大樓」

（即今基中大樓）配置圖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

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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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02】1947 年電台發報站修復前 【圖 1-4-03】1947 年電台發報站修復後

【圖 1-4-04】1947 年「工務大樓」（即今基中大樓）修復前 

【圖 1-4-05】1947 年「工務大樓」（即今基中大樓）修復後 
資料來源：以上四圖均取自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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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11 月改制為空軍第二供應區

部，在 1974 年的資料中改稱「辦公室」

（D.O.L Office，編號 117），總面積為

2193.68 平方公尺，可容納 230 人。同時也

因為單位改制，不再製造飛機，因此原南

側之晒圖間暨廁所，也改建為純廁所（編

號 119）使用。西北側原有之電臺發報站也

因民用候機室之成立，其西側另建有塔

臺，因此也改建為可容納 30 人之辦公室（編

號 103）。74 

 

【圖 1-4-07】1959 年之「辦公室」（即今基中大樓） 
資料來源：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全程業務發展照相史料（第一輯）》。 

 

                                                      
74 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歷年興建廠房照一覽》（臺中：編者，1974）。 

【圖 1-4-06】1974 年「辦公室」（即

今基中大樓）配置圖 
資料來源：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

二供應區部歷年興建廠房照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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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後，單位又改制為空軍第二後

勤指揮部，由於該單位目前已裁撤，資料

徵集不易，僅知本建物於 1996 年之營區平

面圖被標注為「安管中心 VIP 室」，應即

指飛航安全管理中心；且從 1997 年 8 月所

攝之照片來看，當時之屋頂已改鋪紅色鋼

浪板，但尚未增築車寄。到了 2005 年因配

合軍工廠國有民營化政策而裁撤前，所繪

製之平面圖，本建築則被標注為「基中大

樓」，蓋即水湳空軍基地中心辦公大樓之

簡稱。其南側之廁所已拆除，改作為訓練

場；西北側仍是辦公室，設有崗哨亭，並增鋪停車場空間與花圃。 

【圖 1-4-09】1997 年之基中大樓尚未增築車寄空間 
資料來源：空軍軍史館典藏提供。 

【圖 1-4-10】2012 年之基中大樓東西兩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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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08】2005 年基中大樓周邊

配置圖 
資料來源：國防部提供。 



第一章 歷史沿革調查 

 58 

二、後勤大樓 

本建築亦創建於日治時期，於 1944 年

之美軍航照圖中即可看見此建築之存在，

尚未知當時之使用情形。戰後初之空軍第

三飛機製造廠時期，當時本建築屋面全

毀，牆面斑駁；同樣發包給民間修建後，

於 1947 年 5 月 12 日完工，作為「器材倉

庫」使用（編號 9），登記之基層面積為

1,260 平方公尺，總面積則為 2,520 平方公

尺，工作面積則為 650 平方公尺。 此外，

當時在基地東南側有座廁所（編號 72），

為 1948 年 5 月 14 日所新建落成。75 

 

【圖 1-4-12】1948 年「器材倉庫」（即今後勤大樓）南側新建之廁所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75 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圖 1-4-11】1948 年「器材倉庫」

（即今後勤大樓）配置圖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

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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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3】1947 年「器材倉庫」（即今後勤大樓）修復前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圖 1-4-14】1947 年修復中的「器材倉庫」（即今後勤大樓） 
資料來源：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全程業務發展照相史料（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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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5】1947 年「器材倉庫」（即今後勤大樓）修復後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1954 年 11 月改制為空軍第二供應區

部，在 1974 年的資料中改稱「辦公室」

（Office，編號 124）。總面積為 2406.60

平方公尺，可容納 200 人。南方西側新建

一棟面積 90 平方公尺之「庫房」（Ware 

House，編號 126）；南方東側則仍維持原

來的廁所（編號 127），可容納 16 人。76 

1977 年改制為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

後，在 1996 年的營區平面圖中被標注為「修

護大樓」，但當時南側之庫房與廁所皆已

拆除。而在 2005 年的配置圖中，南側改建

有一停車棚與左右車道。 

                                                      
76 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歷年興建廠房照一覽》。 

【圖 1-4-16】1974 年「辦公室」（即

今後勤大樓）周邊配置圖 
資料來源：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

二供應區部歷年興建廠房照一覽》。 

【圖 1-4-17】2005 年後勤大樓周邊

配置圖 
資料來源：國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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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宿舍 

本建築亦創建於日治時期，於 1944 年之美軍航照圖中即可看見此建築之存

在，但同樣尚未能查知當時之使用情形。 

【圖 1-4-18】1944 年美軍所攝之宿舍照片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

成果。美軍轟炸任務月報：5 AIR FORCE PHOTOGRAPHS。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page_id=1382（2012/6/10） 

戰後初之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時期，

當時本建築屋面全毀，牆面斑駁損毀；同

樣發包給民間修建後於 1947 年 5 月 12 日

完工，作為「器材倉庫」使用（編號 8），

登記之基層面積為 1,560 平方公尺，總面積

則為 3,120 平方公尺，工作面積則為 820

平方公尺，為本案三棟歷史建築中面積最

大者。其東側原有同類型之「器材倉庫」

（編號 7），北側則為 1948 年 4 月 17 日新

建落成之「大禮堂」（編號 54）。77  

 

 

                                                      
77 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圖 1-4-19】1948 年「器材倉庫」

（編號 8，即今宿舍）配置圖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

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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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0】1948 年落成位於「器材倉庫」（即今宿舍）北側之「大禮堂」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圖 1-4-21】1947 年修復前的「器材倉庫」（即今宿舍） 
說明：「器材倉庫」（即今宿舍）位於本照左上角，其東南方並有一圓形水池 
資料來源：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全程業務發展照相史料（第一輯）》。 

 

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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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2】1947 年「器材倉庫」（即今宿舍）修復前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圖 1-4-23】1947 年「器材倉庫」（即今宿舍）修復後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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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11 月改制為空軍第

二供應區部後，在 1974 年的資料

中改稱「辦公室」（Office，編號

181）。總面積為 2394 平方公尺，

可容納 200 人。南側新建有 84 平

方公尺之小型「辦公室」（編號

183），可容納 25 人，以及 36 平

方公尺之「廁所」（編號 184），

可容納 18 人；兩者之間並鋪有水

泥地坪。基地東南角，則仍存有

日治時之儲水池（編號 185），

佔地面積 3.89 平方公尺，容積則

為 3 噸。其東側之原器材倉庫，於 1967 年 5 月改建為「中正堂」（編號 182，又

稱「政戰部辦公室」），可容納約 200 人，此後至單位裁撤前皆未曾更換用途。

北側原「大禮堂」，則於 1969 年 6 月改建為「指揮官辦公室」（編號 177）。78 

 

【圖 1-4-25】1974 年「辦公室」（即今宿舍）東側之中正堂（左）與指揮官辦公室（右）
資料來源：以上兩圖取自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歷年興建廠房照一覽》。 

 

                                                      
78 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歷年興建廠房照一覽》。 

【圖 1-4-24】1974 年「辦公室」（即今宿舍）

周邊配置圖 
資料來源：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

歷年興建廠房照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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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改制為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後，在 1996 年的營區平面圖中被標注為

「補給宿舍」，但當時南側之小辦公室與廁所皆已拆除，儲水池也遭填平。而在

2005 年的配置圖中，南側改建為儲物場與車棚。 

【圖 1-4-26】2005 年宿舍周邊配置圖 
資料來源：國防部提供  

 

【圖 1-4-27】2012 年之宿舍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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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01】本案歷史建築相關大事記 
時間 相關事件 

1936 年（昭和 11 年） 
8 月 16 日，民用之臺中飛行場啟用，此即二戰時日海軍之「公

館飛行場」，即今之清泉崗機場前身。 
1937 年（昭和 12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臺灣也跟著進入戰時體制。 

1940 年（昭和 15 年） 
7 月 7 日，本案基地由西屯庄上牛埔子庄廖姓居民賣給臺中州。

10 月陸軍臺中飛行場建設完成。 

1941 年（昭和 16 年） 
12 月爆發日軍攻擊珍珠港事件，美國對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

戰開始。 

日
治
時
期 

1944 年（昭和 19 年） 
1 月 28 日。基地土地由臺中州寄附給國庫。 
6 月，第八飛行師團編成，司令部即設於臺中飛行場，下轄之

各飛行部隊，分佈於全臺各地。 
1945 年（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中華民國來臺受降，正式接收臺灣。 

1946 年（民國 35 年） 

10 月 1 日，空軍總司令部第三飛機製造廠遷往臺中，正式接收

本基地，隨即針對遭轟炸而殘破的營舍展開整修。此時該單位

之主要任務為製造初級教練機及設計研製噴射教練機與中運三

運輸機。 

1947 年（民國 36 年） 
5 月 12 日，本案三棟建築修復完成，分別作為工務大樓（今基

中大樓）與器材倉庫（今後勤、宿舍）使用。 
1949 年（民國 38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來臺灣。 
1951 年（民國 40 年） 第三飛機製造廠主要任務改以修護為主。 

1954 年（民國 43 年） 
11 月 1 日，原第三飛機製造廠改編為空軍第二供應區部，主要

任務為修護、補給與基勤。 

1957 年（民國 46 年） 水湳機場已有國內民航班機航線。 

1967 年（民國 56 年） 
5 月 1 日，臺灣省政府為維護林業、協助救災救護等工作，成

立「農林廳林務局直昇機隊」，進駐本機場。 

1970 年（民國 59 年） 6 月，民航局於本機場興建航廈。 

1972 年（民國 61 年） 7 月，成立「候機室」。10 月。正式創立臺中民航站。 

1974 年（民國 63 年） 
本年度出版之《空軍第二供應區部歷年興建廠房照一覽》，本

案三棟建物當時皆改稱辦公室。 

1977 年（民國 66 年） 

7 月 1 日，原單位又更名為「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主要任

務為負責各型螺旋槳飛機之翻修，螺旋槳及噴射機各種附件之

修理，各種飛機零件之配造品管，專業器材之補給與區域之輸

補，並肩負水湳機場之基地勤務。 
1979 年（民國 68 年） 5 月 9 日，內政部空中警察隊中部分隊成立，設於本機場。 

1993 年（民國 82 年） 
元旦，奉行政院核定升格為「臺中輔助站」，隸屬於臺北國際

航空站監管。 

1996 年（民國 85 年） 
2 月 1 日再升格為「臺中航空站」。基中大樓被標注為「安管

中心 VIP 室」，後勤大樓被稱為「修護大樓」，宿舍則是「補

給宿舍」。 

2004 年（民國 93 年） 
3 月 1 日，整併後之「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駐紮在此。民航

業務正式遷至清泉崗機場。 
2005 年（民國 94 年） 該年所繪之平面圖，即如同現稱之基中大樓、後勤大樓與宿舍。

2007 年（民國 96 年） 12 月 22 日將國防部將機場大部分用地移交給國有財產局。 

戰
後
時
期 

2008 年（民國 97 年） 
2 月 21 日，機場用地國有財產局再轉交由臺中市政府管理，規

劃為臺中水湳經貿生態園區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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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築研究與調查 

第一節  基地環境變遷 

一、飛行場位置的選定 

1944 年時任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航空官的間野峰，為鼓勵民間獻納建造

可供軍機起降的「簡易飛行場」，撰有〈飛行場の概念〉一文。該文提到飛行場

敷地的選定，包括與都市聯絡容易，腹地空間足以供飛機離著陸，周圍無影響飛

機起降之高樓、山丘等障礙物，雲、霧、降雨量、降雪量與能見度等氣象因子觀

測與適宜性以及相對之排水設施機能，未來擴張的可能性與水岸邊的都市是否興

建水陸兩用機場等。 

其中，氣象對於機場的配置影響甚深，如飛機起降時若有左右側風容易造成

飛機翻覆，因此飛行場所在地的盛行風向需常年固定，跑道方向即配合盛行風向

設置，且逆風可增加起飛時的浮力，縮短跑道的距離。另一方面，海拔高度與氣

壓也會影響機場的面積，因海拔越高，氣壓越低，空氣密度越小，飛機起飛時需

要更快的起飛速度才能有足夠的向上浮力，所需的跑道自然也越長。間野氏即提

出每增加 300 公尺的海拔高度，機場面積即需增加約 5％。此外，考量未來飛機

數量的增加，飛機製造大型化或高速度化的進步等，將需要更長的滑走距離，飛

行場面積也需隨之增加，因此周邊是否有可擴大之腹地也是考量之一。1 可見，

飛行場的建造將深深影響都市紋理的發展。 

以 1937 年 3 月公館飛行場建物選址之機密文件對於兵營及滑走道的設置考量

為例，下圖上方標示重要的季節風向，文中指出兵營地區道路便捷又有水道，滑

走道區域地勢平坦且有腹地可以擴展，西南側可以設置滑走路地區及支廠以挖掘

地下倉庫使用，此外因為距離市區不遠，建議使用市區原有之宿舍。 

                                                      
1 間野峰，〈飛行場の概念〉，《臺灣時報》，第292號（1944.05），頁122-123。另參洪致文，

〈風在城市街道紋理中的歷史刻痕：二戰時期臺北簡易飛行場的選址與空間演變〉，《地理學

報》，第59期（2010.08），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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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1】1937 年公館飛行場建物選址標

示圖 
資料來源：〈飛行連隊及航空支廠設定の場合を

顧意し臺中飛行場建物位置選定に関する意見

の件〉，編號 C01004302800。國立公文書館：

http://www.jacar.go.jp/（2012/8/31） 

【圖 2-1-02】1943 年 11 月公館飛行場空照圖
說明：在美軍研判報告中指出其大概配置，並概估

四周的疏散道附設掩體數量。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地理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

心，「美國國家檔案館典藏臺灣舊航空照片」，影

像編號 B07142-062。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fpmtw.aspx 以下相關

照片均出自本網址，不另說明。 

臺中飛行場為 1940 年代所建造之陸

軍飛行場，當時屬臺中州大屯郡西屯庄，

於 1904 年調製的《臺灣堡圖》與 1927 年

的《臺灣地形圖》中，基地所在位置主要

仍是大片田園景象，地勢平坦，住戶少而

疏落，確實適合飛行場之建置。又因位於

臺中市區的西北側，營區可以迅速連通快

速道路，便於軍需用品的流通及人員的出

入。臺中飛行場海拔高度約 110 公尺，而

海軍之公館飛行場（後稱清泉崗機場）高

度略高，為 200 公尺。本飛行場跑道為南

 
【圖 2-1-03】1940 年臺中與公館風向風速

資料比較表 
資料來源：不著撰者，《臺中滑空場の氣象》

（無出版項，資料內容含括 1934-1943 年）。

國立臺灣圖書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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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與本地常年盛行風向為北風有關，可提供逆風滑行的飛機在 小側風的穩

定狀態下，以 短距離獲得足夠的阻力快速起飛。另由美軍偵查拍攝的照片來看，

1943 年時西北角尚無四分之三圓疏散道，跑道亦不明顯，但至 1945 年時，除了

疏散道已配置完成外，跑道亦向北側延伸擴張。因此，臺中飛行場空間的發展與

上述條件實頗為吻合。 

 
【圖 2-1-04】1927 年《臺灣地形圖》中本基地所在仍是一片田園景象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年歷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圖 2-1-05】1943 年（左）與 1945 年（右）之臺中飛行場比較圖 
說明：弧型疏散道與跑道均為後期陸續擴張所完成，飛行場周邊也大多仍為田園。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果。

THIRD PHASE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S 照 片 判 釋 報 告 。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WP-CONTENT/UPLOADS/2010/02/PART3_2.PDF。
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 0034/913/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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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疏散道 

疏散道設置主要是為了疏散飛行場內跑道上的飛機，減輕敵軍轟炸時之損

壞；且為便於飛機迅速疏散，採用弧形路徑為主，配合飛機的旋轉半徑，避免轉

彎角度過大。路徑旁邊錯落設置飛機掩體，便於飛機分散停放，並加偽裝以防禦

及躲避敵機的攻擊。 

隨著美軍對臺轟炸激烈，島內的飛行場陸續開始將設備及機棚地下化並洞庫

化，以符合防空的需求。 1944 年 1 月所攝照片中，已經看到臺中飛行場西北角

落出現規整的圓弧疏散道，沿著既有道路邊緣設置，包圍住跑道區西北角落，而

跑道及營區之四周有明顯的溝渠設置，東北及西北側一帶邊緣已經有築成之飛機

掩體等設施，其他區外大量的疏散道在此照片上尚未出現，顯現因為戰事緊急而

陸續進行了疏散及掩護機體的工程。 

 

【圖 2-1-06】1944 年 1 月美軍拍攝臺中飛行場空照圖 
說明：將左上角放大後可以看到跑道區西北及東北角有掩體設施，規整的圓弧疏散道外觀已出現。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

果。THIRD PHASE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S 照片判釋報告。 

1945 年 3 月時，臺中飛行場境外的疏散道及飛機掩體已大體建置完成。作為

安置飛機的掩體（機堡）也陸續落成，終戰時共多達 90 個。今宜蘭縣進士里與思

源里共有 4 座飛機掩體登錄為歷史建築，均為 30 公分厚之鋼筋混凝土造之前高後

低之拱形掩體，符合當時飛機頭高尾低的樣式；上方覆土後再種植被，以達到掩

蔽欺敵的效果。2 

 

                                                      
2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進士里飛機掩體2。http://www.boch.gov.tw/b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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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7】1945 年 6 月 29 日臺中飛行場空照 
說明：最大的變化是疏散道的設置範圍寬廣眾多，沿著疏散道設置掩體設施。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地理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美國國家檔案館典藏臺灣舊航空照片」，

影像編號：B04187_079。 

 

【圖 2-1-08】日治時期臺灣其他飛行場單機（左）與雙機（右）掩體 
說明：飛行場旁的疏散道及飛機掩體，散落在廣闊田野中，此為單機掩體。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地理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美國國家檔案館典藏臺灣舊航空照片」，

影像編號：B04187-027、B0406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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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焦點集中於機場西北角之弧形疏散道，由 Google Earth 所提供的衛星照

片來看，2002 年時弧形道路仍完整，甚至其西南側（今福星北二街一帶）隱約仍

有飛機掩體的遺跡存在，但 2006 年時即因重劃而遭剷除，連帶弧形疏散道也僅剩

二分之一圓弧，即今同志巷、僑光路 45 巷、僑光路 42 巷與西苑路。 

【圖 2-1-09】2002 年時弧形疏散道仍完整 西南側甚至疑存有原飛機掩體 
資料來源：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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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0】2006 年（上）疏散道因重劃而成半圓弧 至 2012 年時皆未變動（下）
資料來源：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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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1】疏散道現況調查表 

1.僑光路 42 巷與福興北路口為弧形疏散道

現存較明顯的端點入口。 
2.周邊土地仍持續進行區段徵收，為日後

經貿園區規劃範圍。 

3.在狹窄的巷道中，很難想像當初是供飛機疏散，躲避轟炸之用。 

 

4.盡頭處以圍牆與機場做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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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眷村 

眷村為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國家為整編及安置大量「外省籍」3 軍

人及其眷屬而有計劃興建的公有住宅社區。眷村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也

可說是臺灣所獨有，並進而影響都市發展紋理，因而近年政府大力推動眷村之遷

改建。4 

據臺中市文化局 2006 年委託之眷村普查報告，當時之臺中市（即今東、南、

西、北、中、北屯、西屯與南屯區）共有 40 處空軍眷村，以北區 多。其中位於

水湳機場周邊者，共有 9 村，今均已拆遷，詳如下表： 

【表 2-1-02】戰後水湳機場周邊空軍眷村一覽表 
編

號 
村名 

主要

建材 
村址 

建村

時間
興建單位 

興建

戶數 
眷戶主要

遷入國宅

1 復華新村 磚木 
北屯區新平里復

華巷 
1960

空軍第二供應

區部 
96 陸光新城

2 貿易九村 磚木 
北屯區貿易北 4
巷 

1962
婦女反共聯合

會 
346 大鵬新城

3 慈恩二村 
四層 
RC 

北屯區貿易巷 120
弄 

1975
婦女反共聯合

會 
50 陸光新城

4 大鵬三村 磚木 西屯區文華路 1965
婦女反共聯合

會 
593 大鵬新城

5 大石東村 
日遺 
房舍 

西屯區大石里大

石 4 巷 
 

日遺房舍 55 陸光新城

6 大石新村 磚造 
西屯區大石里大

石 2 巷 
1949

空軍司令部第

三飛機製造廠 
42 陸光新城

7 大石西村 磚造 
西屯區大石里大

石 3 巷 
1949 空軍 427 聯隊 112 陸光新城

8 
下石碑 
西村 

日遺 
房舍 

西屯區中清路 65
巷 

1949 日遺房舍 50 大福新城

9 
下石碑 
新村 

磚造 
西屯區中清路 65
巷 59 弄 

1965 空軍司令部 47 大福新城

資料來源：嵐厝創意企業社，《臺中市眷村文化潛力發掘普查計畫報告書》（臺中：臺中

市文化局，2006），頁 43-44。 

 

                                                      
3 「外省籍」亦為歷史名詞，慣稱來自中國各省，非生長於臺灣之人士，與臺人自稱之「本省籍」

為對稱。昔日身份證上亦有籍貫欄，今已改為出生地。 
4 何思瞇，《臺北縣眷村調查研究》（臺北縣：臺北縣政府文化局，2002），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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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1】戰後水湳機場周邊眷村分佈位置圖 
說明：1.復華新村 2.貿易九村 3.慈恩二村 4.大鵬三村 5.大石東村 6.大石新村 
7.大石西村 8.下石碑西村 9.下石碑新村 
資料來源：底圖取自 Google Earth。 

在這 9 處眷村中，編號 4 之大鵬三村位於原日治時期臺中飛行場範圍內，戰

後因機場用地縮減而變成外於機場；5.6.7 之大里東西新村，則仍在機場範圍內，

甚至大石東村還沿用日治時期之房舍，顯然本區於日治時期部份應即做房舍使

用。其餘編號 1.2.3 之復華新村、貿易九村與慈恩二村亦緊鄰於機場邊，僅編號

8.9 之下石碑西、新村稍遠，位於水湳市場附近。今周邊眷村均已拆除搬遷或改建，

也象徵一個歷史世代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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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禁限建的解除 

依據《海岸、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與禁建、限建範圍劃定、公告及管

制作業規定》，水湳機場屬「重要軍事設施」中跑道長度在 1,000 公尺以上的大

型飛機場，其管制區禁、限建範圍如下： 

（一）機場禁止建築範圍 

1、跑道兩端各向外延伸 300 公尺，以及跑道中心線兩側各外展 150 公尺所構

成之矩形。 

2、滑行道兩側及機堡外緣起，各向外 50 公尺。 

3、滑行道及飛機疏散道之閉合區。  

（二）機場限制建築範圍及高距比 

1、進場面：指在跑道兩端特定之傾斜面。自跑道（副跑道）兩端禁建區外緣

起，向外各 15,000 公尺，其寬度內邊與禁建區同寬，外邊寬 4,000 公尺，

所形成喇叭口形之斜面。該進場面由內向外延伸至 3,000 公尺處，以跑道

端點道面高程為準，高距比為 1：50；其後延伸至 15,000 公尺處其高距比

為 1：40。  

2、水平面：飛機環場飛行所需維持之安全高度所構成之平面。以（各）跑道

中心點為圓心，在距機場標高 60 公尺之上空，以 4,000 公尺半徑（作圓弧，

各圓弧相交之切線範圍內）所構成之水平面。  

3、圓錐面：於水平面至飛機環場之 大半徑間，所需維持安全限高所構成之

斜面。自水平面之周圍以 2,000 公尺之水平距離向外側斜上方延伸所構成

之斜面，其高距比為 1：20。 

4、轉接面：自距跑道（副跑道）中心線兩側各 150 公尺處，向外 420 公尺、

並向兩端延伸至與進場面相接處所形成之斜面，其高距比為 1：7。  

在此法規限制下，雖各機場可依實際情況略作調整，管制區內也可以個案方

式申請通過後興建，但大致仍在此法規之限縮下。2004 年 3 月，水湳機場民航機

能轉移至清泉崗機場，國防部也在 2005 年 7 月解除機場周邊的禁限建管制，不再

受高 60 公尺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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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2】2005 年民意代表關心水湳機場禁限建問題並辦理說明會 
資料來源：國防部提供。 

 

（三）彈藥庫禁限建 

同樣依據《海岸、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與禁建、限建範圍劃定、公告

及管制作業規定》，具爆炸性廠庫管制區禁止建築範圍，依其庫儲方式、儲存爆

炸物品之數量、爆炸威力、地形、設施結構及防爆措施等，規定其限建範圍，

多可達 500 公尺。 

2002 年起，國防部空軍總部後勤署配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的建置，即有檢討

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彈二總庫之整彈藥配置案，中科的建設工程也於 2003 年 7 月

順利開展。5 

                                                      
5 臺 中 市 政 府 提 供 ， 〈 中 部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爭 取 推 動 簡 介 〉 。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ved=0CDMQ
FjAA&url=http%3A%2F%2F210.69.115.220%2Ftccgweb%2Fintro%2Finstitution%2Feconomy%2F
manage%2Feconamy%2Fupload%2Ffileup%2F%25E4%25B8%25AD%25E9%2583%25A8%25E7%
25A7%2591%25E5%25AD%25B8%25E5%259C%2592%25E5%258D%2580%25E8%25A6%258F
%25E5%258A%2583%25E9%2596%258B%25E7%2599%25BC%25E9%2580%25B2%25E5%25B
A%25A6.doc&ei=w8MAUcb5He2NiAfcgoHIBg&usg=AFQjCNE41NSkHx3HwYlVw-9NtqB51e8h
mw&sig2=pgU1xh5McwyOedeAOrJV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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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地配置變遷初探 

一、臺中飛行場整體配置 

臺中飛行場的配置目前所見 早為 1943 年 11 月 22 日美軍所拍攝航照圖，飛

行區域為南北向的長方形區域，營舍位於東南角落，為 L 形。1937 年後至 1941

年二次大戰爆發前，臺灣成為南進航空中心的地位確立，各項航空建設加速進行，

呈現蓬勃發展的狀態，加上原中部地區陸軍與民航併用的臺中公館飛行場，在 1941

年改由海軍管轄後，水湳飛行場為陸軍航空隊在臺中地區的重要據點，隨著戰事

吃緊而逐漸向西邊擴大飛行跑道區域。此時跑道區尚未出現明顯的固定跑道痕

跡，也沒有看到區外疏散道的設置。 

相較之下由陸軍主導於 1936 年興建，後來轉由海軍使用的公館飛行場，則呈

現使用較為頻繁的備戰狀況，同樣跑道為南北座向，跑道分隔成數道使用，營區

位於跑道區外東側中央，跑道西側邊緣有機棚，西南及南側已經有向外擴散的疏

散道及飛機掩體設施。 

【圖 2-2-01】1943 年本案臺中飛行場  
說明：1943 年 11 月 22 日美軍拍攝，注意東北角

的圓形疏散道尚未出現。 

【圖 2-2-02】1943 年公館飛行場  
說明：1943 年 11 月 22 日美軍拍攝。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

果。THIRD PHASE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S 照片判釋報告。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wp-content/uploads/2010/02/part3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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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3 月的空照則顯示臺中

飛行場已經整備完成，並且已經充

分使用中，此時跑道區內主跑道向

北擴充拉長，西側也出現一較窄而

短的滑行跑道，兩跑道之間在南側

有路徑相通，區內西側靠近邊緣也

有路徑通行，除圓弧內有出現固定

使用的疏散路徑外，西側、西南側

及東側皆向外延伸大面積擴充，將

當時四周或有農舍種植稻米的田地

或旱田，以徵收或徵借的手段取

得，擴建疏散道及飛機掩體，機場

的範圍蔓延廣遠。 

1945 年 3 月及 5 月美軍轟炸前所作臺中飛行場配置簡圖，可見跑道、滑行道

及飛機掩體的佈設情形，另一圖顯示美軍對於臺中機場的配置有更完整的掌握，

可看到完整的臺中飛行場，中央跑道、滑行道分佈於西側及東側，東南方為主要

的行政指揮區域，區內聯繫道路都明確的畫出。 

【表 2-2-01】1945 年臺中飛行場配置圖 

  
1、1945 年 3 月美軍轟炸月報

內，可看到完整的臺中飛行場，

中央跑道、滑行道及營區。 
 

2、1945 年 5 月美軍轟炸月

報內臺中飛行場針對跑道

及飛機疏散區域所作簡

圖，沒有標示營區。 

3、臺中飛機場要圖。 
 

資料來源：1、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

(AFHRA)徵集成果。美軍轟炸任務月報：405BQ, March 1945。 
2、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

徵集成果。美軍轟炸任務月報：403BQ, May 1945。 
3、檔案管理局藏，國軍檔案，「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檔號 0034/913/4010.2 

【圖 2-2-03】1945 年 3 月 23 日臺中飛行場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地理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美國國家檔案館典藏臺灣舊航空照片」，影像編號

G0348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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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各飛機場要圖」中臺中飛機場的配置圖與美軍 1945 年所繪簡圖相

近，惟東南角落行政區域僅以斜線表示，但跑道、滑走道等設施皆明確畫出並標

示尺寸，並有要圖狀況說明，揭露當時機場大致的狀況。其中機場建築日期標示

為 1940 年，由於同冊中的北臺空臺中基地（公館飛行場）建設時期標示為 1943

年 8 月，與《臺灣統治概要》的 1936 年年底設置，1942 年由海軍移管的紀錄不

同，因此臺中飛行場之興建年代，仍有待討論。 

戰爭期間美軍針對臺中飛行場的飛航照片判讀並標示出各式設施，雖不精

細，對於解讀臺中飛行場戰時的面貌都有所助益。總和兩份資料可大概描述當時

臺中飛行場之配置，可分為三區； 

1、跑道區：中央寬闊平坦的跑道區，總長 2,000 公尺、寬 1,400 公尺供各式

飛機起降，主跑道長 1,500、寬 100 公尺，泥土砂石鋪面厚 30 公分；副跑

道長 1,200 公尺、寬 25 公尺、表面水泥鋪面，厚 30 公分；跑道區角落及

側邊設置有戰壕及飛機掩體。 

2、疏散道：主要是西北角落的圓弧以及分散設置於跑道西側、西南側及東側

營區以北處，因應戰事需求而逐漸向外延伸，沿著疏散道兩側佈設有供容

納一至二架飛機的掩體構造物，其餘空間仍舊是農田，以及分散的民宅建

物。疏散道為沙泥混和石礫厚 20 公分的鋪面，總長約 1,500 公尺，分散的

小型飛機掩體數量眾多，要圖中紀錄為單座或雙機掩體共 90 座。美軍報

告則判定為 73 座，也有三個連在一起的，部分是有頂蓋的。 

3、營區：位於東南角落，計有指揮所 1 座、6 座大型機棚、類似兵營的建物

3 棟、辦公室的建物 4 棟，其他還有倉庫、水塔、車庫等大小建築超過 30

棟，營區的中心還有 1 座信號燈塔6，也可能是蓄水池，池水反光而造成誤

判。 

4、其他設備：有接收信號臺、夜航設備、位於營區北側的靶場等，除了指揮

所及機棚附近佈設有機槍（M/G），西南及東北角落也有配備機槍防衛，

輕型防空武器（LIGHT A/A）設在西南角落，戰壕以及容納 1-2 人的戰坑

分布於營區附近，此外營區南側設有溝渠，以利區內排水，並且可成為對

外的屏障。 

                                                      
6 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果。THIRD 

PHASE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S 照片判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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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4】1945 年 3 月 2 日美軍拍攝之臺中飛行場 
說明：美軍轟炸時所拍攝跑道區南側的溝渠旁空地佈滿了曲折的戰壕以及容納 1-2 人的戰坑，隔

著一條較為狹窄的戰壕，遠處為營區之機棚及其他小型建物。 
資料來源：臺灣文史資源(空間圖資)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美國空軍歷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

果。美軍轟炸任務月報：405BQ, March 1945。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page_id=1121（2012/6/10） 

 
【圖 2-2-05】日治時期臺中飛行場碉堡  
說明：位於跑道區東北角，無頂蓋可由上方對空射

擊。 

【圖 2-2-06】佳冬飛行場碉堡 
說明：有頂蓋，由上方側邊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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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時期臺中飛行場營區配置 

（一）日治時期 

軍隊駐紮使用除了辦公空間、設備廠房、機棚、庫房以外，飛行基地內的組

成單位包括有飛行師團聯絡支部、飛行隊、飛行場大隊、整備隊、飛行無線隊或

自動車隊等單位，兵員辦公、待命、住宿及其他附屬服務設施的需求日增，而逐

漸形成完整的區域。營區大致呈現長方形格狀道路系統，位於外圍溝渠以內，由

東南及東北角落銜接對外道路，西側面對飛行跑道設置有二層辦公室 1 棟（基中

大樓）及 6 座大型的機棚也就是格納庫，基中大樓所在位置及西面切斜角與屋梁

上揚的特殊設計，對於觀測飛機起降有良好的視角，且建物中央設置塔臺，似為

當時設置風力及風向儀器的風力塔，推測為當時飛行事務所或指揮所，西側前方

左右兩側有六邊形的兩層小型建物各 1 座。 

其他還有大型二層建物共 3 棟，配置於營區中間，東西長向並列，可能作為

營舍使用，指揮所東側、後勤大樓及宿舍北側有一類似操場的廣闊區域，即為平

時兵士操練集合的場所。操場北側有 1 棟大型單層建物，其他還有小型的辦公室、

兵營、工廠、倉庫、廁所、浴室、車棚、信號燈、蓄水池及水塔等，幾乎所有建

物皆為一字長條形狀或形狀方整，只是大小規模不同。大型建物的南側或東西邊

上皆有單層小屋，推測為衛浴、廁所或庫房等，為建物的附屬服務設施。宿舍以

南的區塊中設置有蓄水池及水塔。 

由於戰爭末期受到嚴重的轟炸，許多建物嚴重受損，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

本部於 1946 年 10 月 1 日正式由臺北遷移，進駐使用後，就開始積極建廠工程，

配合需求整建、遷建或新建，於 1947-1948 年左右陸續完成啟用。由於日治時期

的資料的不足，1948 年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所編輯《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

片一覽》中的整建資料更顯得珍貴。然這時期對建物的使用是否完全依照日治時

期，並無法進一步求證，至少可以作為參考，對當時營區的配置及建物規模可以

有進一步的了解。 

日治時期營區內建物作法統一，除了大型棚架為鐵骨構造，或特殊用途建物

如電臺、指揮塔等，其他建物依用途分類，相同類型建物大都使用同樣的構造、

建築語彙及形式，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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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字形平面較多，南北向水平配置，通風效果較佳，並減少東西向日光直

射。  

2、大型建物設外廊，減少日曬及雨淋。 

3、外廊使用圓柱，轉角處使用 L 形牆體加強。 

4、建物旁有附屬建物如廁所或庫房。 

5、磚牆與混凝土的併用的構造。 

6、臺基低矮，無通風口。  

7、外觀上梁外露，樓板突出梁柱外，形成水平飾帶。 

8、斜屋頂採用木屋架。 

9、小型庫房及軍械庫採用平頂。 

初建時與本案同樣類型的建物在宿舍之東側還有一棟(編號 7)，外觀及平面配

置皆十分類似，量體與後勤大樓相當，由南向照片觀察僅於中央設置一座樓梯，

規劃時將功能類似之建物使用同樣的建築空間及形式，再依使用細節上的不同或

人數的多寡加以變化，將模矩化的柱位增加或減少，並改變樓梯配置數量，可以

迅速有效率的進行設計並興建工作。透過臺中飛行場營區建物調查，可以了解戰

爭期間軍方營建部門在物資有限的狀況下，節省材料、控制品質，並有效的縮短

施工時間的做法及其成果。 

【圖 2-2-07】1946-1947 年臺中飛行場整建工程開始之際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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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日治時期營區建物示意圖 (表格內：建物編號/單層面積㎡) 

 

4 維護工廠/1283 5 器材倉庫/36 6 衛兵室禁閉室/153 7.8.9 二層器材倉庫 

10 飛機庫/2275，共六座 
11 指揮塔(試飛組) /113/

二層 
12 工務大樓/1067 13 電臺/113/二層 

14 飯廳醫務室/752 15 廠務部/735 16 濾水池/147 及水塔 17 油漆工廠鍋爐間/741

18 膠合工廠/375 19 電話總機/66 20 器材庫/154 21.23.27.28 軍械庫/30 

22 油料庫/222 24 警衛隊營房/780 25 小庫房/30 26 油料庫/151 

29 印刷間/348 30 儀表間/231 31 鍛鑄工廠/135 32 氧氣工廠/680 

33 衣服糧秣倉庫/360 34 游泳池/375 35 廠長室/539 36 會計室/383 

37 總務部、值日官室/682 38 衛兵室/45 39 修運組/360 40 瞭望臺/ 

42 水塔/20 
43/60.45/192. 

.48/157.66/157 廁所 
46 晒圖間及廁所/157 47 技工入口/1344 

50 塗料廠/30 52 人事室政工室/347 53 高壓開關室/30 56 器材庫/577 

資料來源：底圖為 1943 年 11 月 22 日臺中飛行場營區，中央研究院地理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美國國家檔案館典藏臺灣舊航空照片」，影像編號：B07142-055；建物編號依照第三

飛機製造廠所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第二章 建築研究與調查 

 86 

【表 2-2-03】日治末期營區建物照片一覽表 

7 宿舍旁邊的器材倉庫同為二層建物 14 飯廳、醫務室 

23 軍械庫，21.27 軍械庫規模較小 6 北側的衛兵亭及禁閉室 

24 西南角落的警衛隊單層營房 32 東北角落的氧氣工廠 

 
34 游泳池與遠處的水塔 36 營區東南側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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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北側的維護工廠 5 器材倉庫 

29 印刷廠，RC 構造木屋架，局部設廊，廊

下有兩座洗手臺。 
10 飛機棚，轟炸時大都毀損，只剩 11 號

旁一棟修復後續用，此為修復後之外觀。

北側 11 號指揮塔 (或試飛組)，與 13 的電

臺外觀相似，位於跑道旁，右邊為 10 號廠

棚。 

19 電話總機室未修理前 

22 油料庫整修前 26 電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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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總務部值日官室，位於東南側大門入口附

近，為轟炸時受損最少之建物。 
中央上方為東門技工入口，中間右側為游

泳池，左側為飯廳，左下角為器材庫。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空軍第二供應區部

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全程業務發展照相史料（第一輯）》。 

 

（二）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1946-1954）時期 

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時期營區

對外出入大門仍位於東南角落，大

門旁設置衛兵室以及值日官室，修

建營區四周圍牆，角落設置瞭望

臺。此外在原來的東、西、南、北

向對外通道加設大門管制，東門同

時也是技工的出入口，北門旁原有

衛兵室間禁閉室，西向與跑道之間

也設置大門管制，南門偏於西側。 

營區道路大致維持原樣，只有

局部道路因應新建物而改動，或者

因為圍牆的阻隔而變動。本案三棟

建物皆於戰時屋頂毀損，門窗大都損壞，於 1947 年 5 月 12 日修繕完成，基中大

樓旁原有機棚（編號 10）大都受損嚴重而拆除，只剩編號 11 旁邊一棟整修做為

飛機庫使用，其他 1、2 號（ 後裝配工廠及焊工、鋸工、鉗工工廠）為嘉義遷建

而來，3 及 63 號（機翼鍍鍊工廠、初步裝配白鐵縫工廠）則是自東港遷建，操練

場空地大都保留，只於東南角落興建大禮堂兼招待所（54），區內新建一棟 L 形

單身宿舍（55），東南角落大門附近加建停車庫及加油站，飯廳(醫務室)旁邊加建

【圖 2-2-08】1947 年修復完成之建物 
說明：位於宿舍的東側，在當時同樣作為器材倉庫使

用，外觀語彙與宿舍及後勤大樓相同。即後來改建之

中正堂，現已拆除。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空軍第三飛機製

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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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69），北門邊加建鍛鐵間（68）及油漆間（67），廁所（72、46、45、66）

毀損新建，2 號廠棚南側新建電石發生爐房（64、65）。新建分自辦及外包，此

外其餘建物幾乎都是日治時期留下，修復後使用。 

 
【圖 2-2-09】1948 年第三飛機製造廠時期的廠房配置示意圖 
說明：原有小型建物部分拆除以容納遷建的大型的廠房，其他大都是原有建物修建繼續使用。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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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4】1948 年營區建物照片一覽表 

營區與跑道之間加設西門隔開 71 大門入口一帶的停車棚 

64 電石發生爐房 51 庫房新建，48 廁所為原有修建 

55 新建之單身宿舍 72 器材倉庫後方廁所毀損新建 

68 新建的鍛鐵間 69 新建廚房位於餐廳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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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東港遷建而來的 3 及 63 號廠房，1948 年完工。水塔左邊有蓄水池，右側二層建物為

現在的後勤大樓，此時期作為器材倉庫使用。 

由嘉義遷建的 1、2 號廠房 圍牆轉角設瞭望臺 

資料來源：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編，《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房照片一覽》。空軍第二供應區部

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全程業務發展照相史料（第一輯）》。 

 

（三）空軍第二供應區部(1954-1977) 

「空軍第二供應區部」於 1954 年在第三製造廠的基礎上併入空軍補給總部的

一部分，加上 906 汽車中隊等單位所組成，主要任務螺旋槳飛機的修復、其他飛

機零件的補給及專業器材運補等。因應業務功能及人員的擴充，區內的新建物在

原有的配置上逐年增加，營區範圍向南及東北擴張興建庫房，與跑道區之間的圍

牆已部分拆除，原來的操練空地西側興建附件工廠（105），但仍保留部分空地，

設置康樂臺 （106 司令臺），供官兵休閒娛樂使用。東側及東北角落興建宿舍；

西南側跑道旁興建車輛修理工廠、消防車修理廠棚及飛修工廠等大型建物，基中

大樓前方空地興建餐廳、消防班及長官招待室，大型廠棚的西側設置過境停機坪。

原有的分區紋理大致仍存，利用原有空地興建大量的宿舍及庫房、辦公室使用，

增設道路，空地大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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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日治時期的機棚已經拆除，其他小建物有些也消失，但大型的建物如辦

公室及倉庫、游泳池皆留用，本案的三棟建物皆作為辦公室使用，原來的 7 號器

材倉庫改建為中山堂使用，第三飛機製造廠時期興建的招待所也改為辦公室，另

建招待所於康樂臺東側。 

【圖 2-2-10】1974 年 8 月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營區配置 
資料來源：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歷年興建廠房照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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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5】1974 年營區建物照片一覽表 

1954 年興建 82、83、85、86 號房舍。 1955 年興建的康樂臺 (106 司令臺)，旁邊

有招待所（155、156）。 

1964 年於氣體工廠旁興建辦公室（148）。 原 7 號倉庫 1965 年改建為中正堂（182）。

1967 年興建的附件工廠（105）。 1970 年興建的綜合及螺旋漿工廠（134、
135）。 

1971 年跑道邊興建的兩座機頭堡。 1970 年興建的基地營門（303）。 

資料來源：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歷年興建廠房照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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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1959 年 10 月 21 日美軍所拍攝臺中飛行場營區照片 
說明：注意西北圓弧形的疏散道仍清晰可見。右圖為營區放大之影像，可看到營區南側已經向外

擴充，原有圍牆與溝渠之間空的已經被建物填滿。。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地理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影像編號：A03598_112 

【圖 2-2-12】1969 年 10 月 CORONA 衛星所拍攝臺中飛行場營區照片 
說明：西北圓弧內及跑道西側逐漸出現建物，營區範圍大致維持。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地理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 CORONA 衛星影像」，影像編號：

DS1106-2086DF124_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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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1977-2004） 

1977 年更名為「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1979 年成立的警政署空中警察隊臺

中分隊也駐紮於此。 由 1996 年的營區平面圖，可以看到區內已經重新規劃，棚

廠增加且集中於西側以及跑道南側，有飛機維修廠、附件廠、直升機棚廠、螺旋

漿工廠等；中間區域為指揮部、補給工廠以及大量的庫房，南側靠近入口設置廣

場；東側為一般辦公及官兵休閒住宿區，如主計處、政戰部、宿舍、聯合餐廳、

俱樂部、福利站、中山樓、球場等，空地也集中留設於此區域，為人員提供舒適

且寬闊的環境。  

 
【圖 2-2-13】第二後勤指揮部營區配置示意圖 
說明：棚廠及工廠集中於西側，東側為一般行政及休閒住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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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物空間及構造特色分析 

水湳機場歷經了日治臺中飛行場及陸軍第五野戰航空修理廠第四分廠的使用

（約 1940 前後-1945），在二戰轟炸之下大部分建物倖存，戰後修復由空軍第三

飛機製造廠（1946-1954）、空軍供應司令部第二供應區部（1954-1977）、空軍第

二後勤指揮部（1977-2004）等單位持續使用，加上 1979 年設置內政部警政署的

空中警察隊中部分隊，及 1986 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的直升機隊之設置，民航業務

也自 1957 年起開辦，可說在臺灣航空發展史上佔有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而目前

僅存的本案三棟建築正是這段珍貴歷史的重要見證。 

雖日治時期的初建文獻目前並無所獲，加上戰時軍方資料屬於機密文件，亦

無老照片留存，所幸第三飛機製造廠入駐當時，對於廠區的建物修建前後皆予以

照相留存，因屋頂損毀修建使用，而留有請購木料的相關文件往返，才得以稍窺

當時建物之局部面貌及修建過程。軍方使用時期，雖經過數次大整修，粉刷更新、

門窗更換等而形成現今的面貌，日治末期及戰後初期的骨架及形貌大致維持。 

戰爭期間在物資有限的狀況下，營區內建物依功能區分，同一類型使用共同

的建築語彙及構造，採用固定的柱距，根據需要設定建物長度，屋架型式也依跨

度分類，這樣的模矩化概念，用於營區建物的規劃，既可快速施工，品質易於控

管，並節省材料縮短工時，迅速興建完成供軍隊使用，十分符合戰時需要，是當

時特殊時空背景下的產物。臺中飛行場基地無法完整保留，殊為可惜，碩果僅存

的本案三棟建物因此更形重要。 

由於三棟建物無論在空間格局或形式特色上皆具有共通的特性，因此將綜合

討論，再論述各棟特殊之處。 

一、空間格局  

（一）特色總述 

本案三棟建築空間格局上的特色可綜合為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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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坐南朝北並設置外廊 

日治時期為了因應臺灣亞熱帶夏日艷陽曝曬與雨季的問題，日本陸軍營繕技

師針對臺灣陸軍兵營建築不斷的研究與經驗累積，初期以印度為效法對象，後來

改至越南等東南亞熱帶地區考察，試圖發展出適應當地氣候的建築，在第二期的

臺灣永久兵營（1910-1920 年興建）即開始採用四周配置外廊的作法7， 本案建物

延續了永久兵營設計理念，皆為一字形平面，坐南朝北，外環四周皆有柱廊，為

臺灣炎熱多雨氣候提供了遮陽與通風的條件，增加建築的舒適度，這是臺灣日治

時期軍營的普遍作法。 

2、樓梯平臺設置於外廊 

建物內樓梯設置於南側，較為特殊之處為樓梯平臺位於外廊，由平臺可迴轉

登上二樓室內，也可由平臺左右兩側爬高至二樓外廊，使得高敞的一樓外廊，在

樓梯平臺下方逐漸降低高度，環繞四周的二樓外廊因此而有了高低的變化，而樓

梯側牆的設置也影響了立面形式。目前所見如成大校園中的陸軍步兵第二聯舍並

未見這樣的作法，但在日治末期 1941 年逐漸開發成為陸軍重要的軍事基地，目前

作為鳳山陸軍官校使用的營舍建築，樓梯皆採用此種配置，是否為此時期陸軍在

臺營舍的共同作法，有待後續的研究。 

【圖 2-3-01】宿舍南向立面 
說明：立面牆體處即為樓梯位置。 

【圖 2-3-02】鳳山陸軍官校營舍 
說明：同外廊採用牆體處為樓梯位置。 

                                                      
7 淺井新一，〈臺灣陸軍建築の沿革概要〉，《臺灣建築會誌》，第 4 輯第 4 號（1932.07），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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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3】基中大樓中央樓梯外廊平臺
說明：可往上進入二樓室內或外廊。 

【圖 2-3-04】鳳山陸軍官校日治時期營舍

背面 
說明：樓梯平臺下方之出入口。 

【圖 2-3-05】基中大樓一樓外廊 
說明：來到樓梯下方逐漸壓縮變低。 
 

【圖 2-3-06】鳳山陸軍官校日治時期營舍

一樓外廊 
說明：樓梯下方逐漸變低。 

3、以中央走道聯繫各空間 

建物內設置中央走道連通各空間並且可以通往東西側迴廊，樓梯間設置南北

向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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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中大樓 

基中大樓平面呈一字型，整體長

約 61.5 公尺、南北寬約 16.5 公尺的二

層建物，簡單的兩坡屋頂，緊鄰於飛

行跑道的西側西側削斜角，宛如 bay 

window，且將橫梁向上提高，同時擴

大水平與垂直方向的的視野，對於跑

道及空中的飛行動靜的觀測皆很有助

益；建物中間有高達三層的中央塔

臺，屋頂設置觀測平臺，這兩樣屬於

飛行場附屬建物之特點，使得本建物跳脫平面對稱的布局而與眾不同。 

由於初建時之空間名稱及機能，仍未能得知，亦無其他當時軍方飛行場類似

建築使用空間史料，有待日後更多史料釋出及軍方飛行場建物的後續研究。因造

型特殊，推測並非僅作為一般的營舍使用，而具有駐紮的飛行單位本部或指揮所

的功能。若作為飛行隊的本部使用，空間使用包括有隊長室、本部事務室、委員

事務室、下士官室、週番司令室、週番副官室、會報室、印刷室、講堂、會客室、

物置等。8 

一般飛行場的飛行事務所掌管事務包括有飛行場的使用、飛行機的離著陸、

航空氣象及航空機發著通報9，1936 年完工的交通局臺北飛行場事務所為一樓建

物，除了車寄、廊下及便所、浴室等一般性的空間以外，還具備有事務室、應接

室、場長室、會議室、觀測所事務室、測風氣球室、宿值室、小使室等空間，同

樣在斜屋頂的上方突出一方平臺作為「展望室」使用，並設置許多氣象相關儀器，

由於臺中飛行場並未有獨立的氣象觀測所，推測基中大樓的中央平臺也具有類似

的功能。而建物中除了上述的作戰指揮、會報、事務室、宿值等辦公空間以外，

也有氣象觀測等事務空間。 

                                                      
8 帝國軍人教育會編，《最新図解陸軍模範兵教典》（東京：編者，1937），頁 341。 
9〈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飛行場事務分掌規程〉，《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2556 號（1935.12.04），

頁 1。國史館臺灣文獻館，「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料庫」，http://db2.th.gov.tw/db2/view/，
第 2556 號。 

【圖 2-3-07】船首狀的外觀加上中央塔臺

為其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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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8】臺北飛行場事務所立面圖
說明：屋頂上突出矩形的展望臺。 
資料來源：《臺灣建築會誌》，第 8輯 3號（1936.06）

【圖 2-3-09】基中大樓西側 
說明：西側有著良好的展望視角 

中央設置突出屋頂平臺的作法，亦可見於屏東飛行場第八聯隊本部建築，以

及日本九州福岡太刀洗飛行場飛行大隊建物，不論主建物屋頂為何形式，塔臺皆

為平頂，推測具有觀測或設置氣象相關儀器，傳送相關氣候資訊以協助飛機之起

降。 

【圖 2-3-10】日本九州福岡大刀洗飛行場

飛行第四大隊舊照 
說明：四坡屋頂中央突出矩形塔臺。 
資料來源：まこと書房， 
http://www.e-furuhon.com/~makoto/cgi-bin/pi
cture.cgi?bangou=139497（2012/09/12） 

【圖 2-3-11】屏東飛行場飛行第八聯隊本

部 
說明：平頂中央突出塔臺。此建物目前仍使用中。

資料來源：早川政之輔編，《飛行隊見學》（臺

北：臺灣日日新報社，1930），封面後附圖。 

基中大樓共設置有兩座樓梯，分別位於中央以及東南側，樓梯間連通南北兩

側，加上中央走道的聯通，在地面層形成十字型的通道，在東西南北向各有一出

入口。二樓東側外廊於樓梯設置處本有較為寬敞的空間，但後期加建一小間衛浴

(2-25)於此，並將地坪抬高。二樓北側正中外廊處目前為一小間(2-6)，由室內進出，

阻隔了外廊的通行，側牆上方有牆體敲除重砌的痕跡。 

一樓及二樓室內皆以中央走道連通各個空間，基中大樓西側一端與走道連結

形成一個大空間，地面層的部分與中央走道銜接的開口後期加以封閉，需由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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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或外廊進出。 

【圖 2-3-12】二層以中央走廊貫通個個房

間以及出入口 
說明：走道寬 195 公分 

【圖 2-3-13】地面層中央走廊 
說明：通往西側處後期加設門扇管制進出。 

【圖 2-3-14】地面層西側盡頭的空間 
說明：原先與中央走廊貫通，後期以木板封閉，

改由兩邊進出。 

【圖 2-3-15】二層西側盡頭視野良好的大

空間 
說明：曾作為空勤管制使用。 

室內空間深度約為 440 公分，寬度則皆以柱位為模矩調整，一柱距約 370 公

分，通常採用 1 或 2 柱間，現況 大寬達 4 柱間。目前每柱間開設寬 170、高 200

公分的大窗，初建時下方為木板窗，後來才改為磚牆。其他以西側削斜角處 為

特殊，作為單獨的大空間（空間標號 1-10，2-12）使用，尺寸規模皆與其他不同，

此處有人孔及樓梯的痕跡（位置如下圖所示）；東側角落因為樓梯的設置也有些

微的差異；其他東南角落因為樓梯淨寬度僅 150 公分，影響此處的柱距尺寸，使

得樓梯旁的房間尺寸較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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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6】基中大樓復原平面示意圖 
說明：將早期敲除牆體殘構、後期增建牆體移除以及二樓戰後所設置之木摺天花位置所繪製。 

第三飛機製造廠時期，後方設置有晒圖間，作為第三飛機製造廠的工務中心

使用，二區部時期曾作為油料大隊辦公室，之後作為飛航管制中心使用，其空間

用途如下表所示，包括飛航管制、診療、氣象臺、營產室、飛管寢室、核生化展

示等，還增設置有 VIP 室，因應直升機隊的設置，做為重要官員或來賓的參訪及

等候等使用。三樓設置儲藏室，屋頂為水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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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01】基中大樓空間使用配置一覽表 

基中大樓現況平面示意圖 

空間

編號 
空間名稱 

空間

編號 
空間名稱 

空間

編號
空間名稱 

空間

編號 
空間名稱 

1-1 庫房 1-14 廁所 2-1 工程管制室 2-14 浴廁 

1-2 核生化陳列室 1-15 醫官寢室 2-2 電腦室 2-15 浴廁 

1-3 核生化教室 1-16 器材室 2-3 營產室 2-16 第五氣象臺 

1-4 偵消庫房 1-17 診療室及藥庫 2-4 隊長寢室 2-17 氣象臺臺長室 

1-5 膳勤分隊辦公室 1-18 男廁 2-5 隊長室 2-18 總班長辦公室 

1-6 女廁 1-19 男廁 2-6 隊長室 1-19 庫房 

1-7 醫務室 1-20 偵消分隊辦公室 2-7 庫房 2-20 設施分隊 

1-8 基中會議室 1-21 核生化陳列室 2-8 庫房 2-21 影印室 

1-9 VIP 室 1-22 核生化訓練室 2-9 行政室 2-22 設施分隊 

1-10 VIP 室 1-23 中央走道 2-10 女官寢室 2-23 輔導長室 

1-11 走道(VIP 室)   2-11 飛管寢室 2-24 輔導長室 

1-12 休息室   2-12 飛航管制中心 2-25 廁所浴室 

1-13 浴室   2-13 飛管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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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勤大樓及宿舍 

後勤大樓及宿舍平面皆呈一字型，二層高度，兩坡屋頂，南北寬度皆為 19.3

公尺，東西長向後勤大樓 60.5 公尺、宿舍長達 75 公尺，外環有寬約 195 公分的

柱廊，平面十分規整。樓梯兩座佈設於兩端中央，以中央走道聯繫各空間，室內

動線呈卄字型，加上樓梯間的出入口，共 6 個出入口，東西向各一，南北向各有

二處，配置十分合理。臺南陸軍步兵第二聯隊營舍亦採用類似的配置方式。 

 

 

【圖 2-3-17】臺南陸軍步兵第二聯隊第五第六中隊一、二層平面示意圖 
說明：同樣採南北向配置，中央走道外環走廊，中間及東西兩邊設置樓梯 
資料來源：徐明福主持，《國定古蹟原日軍臺灣步兵第二聯隊營舍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臺

南：國立成功大學，2007），頁 2-70 

 
【圖 2-3-18】臺南步兵第二聯隊本部平面示意圖 
說明：南北長向配置，配設外廊一圈，採光、通風及防止西曬的效果皆十分良好。 
資料來源：徐明福主持，《國定古蹟原日軍臺灣步兵第二聯隊營舍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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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大樓長向由東至西之間共十六柱間，柱心距約 329 公分，中間設置走道；

二座樓梯各據一個柱間，分別設置於自東西兩邊之外牆向內數來第四柱間之南

側，可以由設置樓梯處的北向位置外廊採用方柱及加設雨庇，推測早期地面層樓

梯旁邊以及對面的開間皆作為出入口使用，但後期已將北向入口門廳改為室內空

間使用，亦即北向柱廊目前並無出入口設置；中央走道旁側牆並非兩道平行線，

而是依柱間而時寬時窄，有時寬僅 176 公分，有時又寬達 218 公分，以二樓較為

明顯，房間之間有些設置有內部的門可以互通。 

走道兩邊空間大小不一，大都分隔為一或二柱間，淨深為 578 公分， 大的

一間位於地面層的西北角落，長達四柱間；每柱間均開有寬 172、高約 217 公分

的大窗；後期加設的衛浴空間則將開窗改小僅留高窗。 

樓梯中間平臺接上南側的外廊，可直接通往室內的二樓，也可轉往二樓的外

廊，不需另設通道通往外廊，空間使用十分精簡。但大雨時雨水隨著外廊樓梯向

下流洩至一樓，因此一樓樓梯間地坪向外洩水坡度十分明顯，是軍方長期使用後

之具體改善措施。地面層外廊梁下高達 360 公分，而可通行寬度僅 157 公分（壁

與柱之間的淨寬度），行至樓梯平臺下高度壓縮至 200 公分左右。 

 

【圖 2-3-19】後勤大樓現況平面示意圖 
說明：南北長向配置，外環廊道，中央設走道，兩側房間皆直接對外開窗，樓梯分設於兩邊外牆

向內的第四個柱間，位於外廊空間的樓梯平臺可轉往二樓外廊或進入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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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現況地面層南北兩邊平均分割出 20 開間，每間寬度約 3.1 公尺，深 5.8

公尺，2 座樓梯各佔據一個開間，分別設置於自東西兩邊之外牆向內數來第五柱

間之南側。因後期依柱位加設隔牆，現況有 18 開間作為房舍或衛浴設施，每開間

均開有大窗，北側作法相同。二層隔間較為寬敞，大都使用兩個開間，深度與一

樓相同，但東西兩側各有只佔一開間較小的房間，其中兩間後期加設有衛浴作為

套房使用，公共衛浴設施置於東西兩端。衛浴空間亦皆為後期所改建增設。 

一樓部分隔牆有明顯的加建痕跡，藉以推測復原初建時平面，中間以雙開間

為主要的隔間方式，旁邊再設置單開間。 

 

【圖 2-3-20】宿舍一樓平面示意圖 
說明：上為現況平面，下圖為推測復原平面，初建時隔間以二柱間為主。 

（四）營舍空間使用 

後勤大樓與宿舍初建時確實使用方式無法確認，飛行場要能確實運行，營區

內除了飛行隊以外，還有負責飛行整備作業、兵器保養及補給及無線通訊、照明

等的整備隊、負責飛行場對空對地的直接警備、有線通訊、自動車勤務、氣象、

搬運及一般勤務的警備隊等。以屏東飛行場飛行第八聯隊為例，主要有戰鬥一中

隊、偵查一中隊、聯本部以及材料廠10，自動車整備、無線電信、氣象觀測、機關

銃整備、寫真隊，以及電氣工廠、鍛工廠、被服、靴等縫製場等技術部門，此外

醫務室、廚房、販售部等也不可或缺。 

                                                      
10 早川政之輔編，《飛行隊見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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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1937 年《 新図解陸軍模範兵教典》內之〈軍隊內務書篇〉第四章「兵

營及室內裝置」，說明兵舍為一般兵士起居之建物，大隊下有四中隊，通常以一

個中隊編制為主集中使用，包括有中隊長室、將校室（中隊附中尉、小尉及見習

是官等）、事務室（曹長、下士官、周番士官等）、下士官室（內務班長、軍曹、

伍長等）、兵室（一般士兵）、預備室（見習士官、士官候補等）、物置（被服、

兵器等）以及其他盥洗空間。通常中隊長室、將校室位於一側，對面為預備室、

事務室等，兵室集中於中間配置。 

 

  

【圖 2-3-21】中隊兵舍及兵室內部圖解 
說明： 可以看出兵舍為長向配置，以中央走道連結中隊各兵室，便所及洗滌場設置於兩側外面。

資料來源：帝國軍人教育會編，《最新図解陸軍模範兵教典》，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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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室的佈設為兩邊側牆先設置放置私人物品物等的棚架，再放置床鋪，中間

擺設桌椅，槍架位於中央走道一側牆面，兵士腳朝兩邊牆壁就寢。參考 1917 年

改正之《陸軍各隊陣營具定數表》中的用具規格得知當時制式陸軍兵營使用家具

尺寸，如鐵製寢臺大小為六尺二寸 x 二尺一寸 x 一尺五寸（約 188x64 x45 公分），

六人桌六尺 x 三尺五寸（約 180x106 公分），單人桌三尺二寸 x 二尺二寸（約 97x67

公分）、雙人桌四尺八寸 x 二尺二寸（約 145x67 公分），高度皆為二尺五寸（約

76 公分），長凳六尺 x 七寸（約 180x21 公分），長三尺 x 七寸兩種（約 120x21

公分），高度為一尺四寸（約 42 公分）。11 

【表 2-3-02】1919 年日本陸軍寢室用具圖表 

  
1.鐵製寢臺：規格為六尺二寸及 x 二尺

一寸，高度為一尺五寸 
2.椅凳：寬七寸，長度六尺

及三尺兩種，高一尺四寸 
3.椅子：供將校使

用，椅面加襯墊 

資料來源：陸軍省編，《陸軍各隊陣營具定數表》，頁 1、5、7。 

軍隊人員編制以 1940 年衛戍臺中的飛行第五十戰隊編制為例，包括本部及 2 個

戰鬥中隊，編制定員有 187 人。1943 年戰鬥為主的獨立飛行中隊編制如下表，總

計 96 人，以輸送為主的飛行中隊編制多達 144 人。第五野戰航空廠的臺中第四分廠

編制定員為 132 人（包含整備及警備隊），雇員 60 名、工員 600 名。若為獨立整備

隊，每隊編制 172 人。兵舍使用常以容納整隊人員為主，以便發號施令與集體行動。 

【表 2-3-03】飛行第五十戰隊人員編制表 
飛行第五〇戦隊（戦闘）編制表要約              （ ）は隊数  

隊長  中（少）佐  

本部  ２９ ケ３  

戦闘中隊  ７９×２  （２）  

編制定員  １８７ ケ３ 

本部主計中（少）尉ケ１、  

軍医中（少）尉ケ１ 及衛生下士官ケ１ハ 

飛行場大隊附ノ兼務トス  

資料來源：昭和十五年軍令陸甲第二五号附表第六号其十 

http://www.fontessa.info/hikoubutai/hikousentai.html#15_25。 

                                                      
11 陸軍省編，《陸軍各隊陣營具定數表》（東京，川流堂小林又七，1917），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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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04】獨立飛行隊、獨立整備隊編制圖表 

少佐（大尉） 中隊長

尉官 7

准尉 6

曹長 11

軍曹（伍長） 15

兵 51

計 91

主計下士官 1

衛生下士官 1

衛生兵 3

計 5

合計 96

独立飛行第二四中隊（戦闘）編制表

大尉
隊

長
1

2

3

5

7

46

64

1

2

4

6

90

1

1

3

108

172

衛生下士官

衛生兵

計

独立整備隊編制表

編制定員

航技准尉

航技曹長

航技軍曹（伍長）

航技兵

主計下士官

曹長

軍曹（伍長）

兵

計

航技中（少）尉

中（少）

准尉

 
資料來源：1.昭和十八年軍令陸甲第一二〇号附表第十 

http://www.fontessa.info/hikoubutai/dokuritsuchuutai.html。 
2. 昭和十九年軍令陸甲第九三号附表第十九。 

http://www.fontessa.info/chijoubutai/shuurihokyuubutai.html。 

以 1899 年〈臺灣兵營增築の設計〉12臺灣第一期永久兵營工事中建議的兵士平

均使用 1.5 坪的面積計算13，宿舍一樓兩開間的空間 12.3 坪來佈設，可容納 8 人。

假設雙開間皆為兵士使用，其他單開間為將校室、下士官室及其他預備室、物置

等空間，共有 12 間兵室，依照一兵員 1.5 坪的標準可以容納 96 名士兵。假設每

間配置 12 人，平均一人僅得 1 坪左右空間，顯得十分侷促。兵室內部圖解中以槍

架及隔板區隔中央走道，後勤二樓局部中央走道磚牆為戰後興建，假設初建時即

無隔牆，每人以 1.5 坪配設，每間約容納 10 人左右。 

 
【圖 2-3-22】宿舍一樓及後勤二樓兵室使用示意圖 
說明：左圖為宿舍一樓每人 1.5 坪時，每間配置 8 名兵室使用，下士官若二人使用一開間，每人

約有 3 坪大小。右圖顯示如果每間配置 12 人時之使用狀況。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12 日本建築學會，〈臺灣兵營增築の設計〉，《建築雜誌》，第 13 輯第 148 號（1899），頁 105。 
13 為因應臺灣較為濕熱的天候而提高每兵員的使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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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飛行基地兵舍使用，與一

般的士兵空間是否有所不同？前引

1937 年《 新図解陸軍模範兵教

典》之〈軍隊內務書篇〉開宗明義

地說明其內容為兵士在兵營的生活

及其他相關規範，對象包括步、騎、

砲、工、航空、輜重等兵種。若操

縱飛機的飛行員官階至少為下士官

（包括曹長、軍曹等），參考明治

村名古屋第六聯隊兵舍中下士官室

之陳列方式，在單開間的空間中配

置兩人使用14，以宿舍建物為例，

每人分配約 3 坪大小的空間。 

昔日岡山飛行場附近仍有 2 層樓的海軍飛行員宿舍保留，為正規的飛行員提

供了相當優渥的居住條件，雖是集體生活，使用公共的衛浴，但每人有 7 坪大小

的獨立居室，居室中有六帖大的座敷以及八帖大的居室空間，且有獨立的洗手臺，

但如果是仍在教育訓練中的兵士，則集中居住於便於管理的大型倉庫教育訓練宿

舍中，每人僅有一吊床使用，可見正規飛行員受重視的程度。15 

目前屏東機場日治時期飛行第八聯隊兵舍仍作為辦公室持續使用中，建物同

為二層樓、一字形平面，衛浴及晒衣場等附屬設施位於建物側邊；其他飛行基地

應仍有不少日治時期營舍留存使用，日後若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將可以互相比

對，釐清當時臺灣飛行基地營舍的空間使用情形。 

 

                                                      
14 明治村名古屋第六聯隊兵舍中下士官室之陳列方式。 
15 陳啟仁等，〈日治晚期飛行員宿舍建築研究：以岡山醒村飛官宿舍為例〉，《建築學會第 20
屆第 2 次建築研究成果論文集》（2008.10）。 

 
【圖 2-3-23】1873 年名古屋步兵第六聯隊之兵室
說明：寢臺靠牆設置，牆上有置物棚，槍架位於走道

一側。 
資料來源：博物館明治村， 
http://www.meijimura.com/visit/s36.asp#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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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4】屏東飛行第八聯隊兵舍，現屏東空軍 439 聯隊十大隊辦公大樓 
說明：服務性空間置於兩側，陽臺上可見晾曬衣物。 
資料來源：《鞠園》文史與集郵論壇， 
http://www.5819375.idv.tw/phpbb3/viewtopic.php?f=5&t=10993&hilit=%E9%A3%9B%E8%
A1%8C%E5%A0%B4&sid（2012/09/12）。 

戰後第三飛機製造廠時期兩棟建物皆作為器材倉庫使用，由各地蒐集的日軍

點交器材以及美國提供的機器零件等集中於後勤大樓、宿舍及旁邊共三棟二層建

物中，二區部時期後勤大樓改為修護部門使用，宿舍則由補給部門使用，直到後

期才改為宿舍使用。 

二、形式特色 

三棟建物形式有其一致性，臺基低矮

並無通風口之設置，上下兩層四周皆由迴

廊包圍，迴廊以圓形立柱打破混凝土構造

方整的水平與垂直線條，與 1911 年日本

陸軍第二期永久兵舍計畫下所興建的臺

南步兵第二聯隊營舍建物之抬高基座、強

調連續圓拱以及裝飾華麗的樣式主義作

法已經有明顯的不同，1925-1929 年的第

四期永久兵營計畫中興建的屏東飛行的八聯隊建物形式概念較為相近。此期建物

以鐵筋混凝土造為主，外部以防水材料披覆、平屋頂、四面或南北兩側設置迴廊

等，材料及外觀形式已經逐漸轉化，造型上以混凝土柱梁延續了早期的磚拱造型，

但加以簡化成連續的弧拱，弧拱之間的垂直柱面自二樓貫通至地面層。再加以比

對成大校園中步兵第二聯隊 1939 年新建的兵舍，造型更為精簡，僅於梁下方處理

成弧形，上下兩層的立柱已經被向外突出的樓板水平線條打斷，建物轉角處加寬

牆面處理，在結構上亦屬合理。 

【圖 2-3-25】1946 年宿舍西、南側外觀
說明：轉角處使用 L 型牆體，中間以兩根立柱

分隔成三開間，強調樓板及梁的水平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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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6】1911 年臺南步兵第二聯隊

兵舍 
說明：日本陸軍第二期永久兵營之產物，建築形

式強調連續圓拱及出入口古典元素柱式的裝飾。

【圖 2-3-27】1939 年興建臺南步兵第二聯

隊新兵舍 
說明：弧形梁加上立柱，可以看出磚拱轉化之痕

跡，轉角處亦拉長牆體。 

 

 

1940 年前後興建的本案三棟建物形式可說是日治晚期日軍在臺灣興建兵舍建

築的概念具體呈現，外觀柱列簡潔整齊，毫無綴飾，強調水平流動線條，是戰時

體制及現代建築思潮影響下的產物，揚棄樣式主義之裝飾手法，機能至上，將構

造直接顯現於外。類似形式建物屏東飛行場第八聯隊及旁邊的航空支廠內亦有保

留並使用至今，與強調弧拱的鳳山陸軍官校日治時期營舍（約 1941 年）比較，平

面類似，本案建物顯得十分輕盈而具現代感。 

 
【圖 2-3-28】1938 年建海軍東港飛行場

航空指揮部 
說明：同樣強調梁及樓板的水平線條。 
 

【圖 2-3-29】基中大樓北向立面 
說明：梁柱外露，強調水平長向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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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0】屏東機場日治時期建物 1 
說明：目前為一指部辦公室，二層平頂建物。 

【圖 2-3-31】屏東機場日治時期建物 2
說明： 同樣使用圓柱的外廊及強調梁加上樓板

的水平線條，轉角使用牆體。 

資料來源：《鞠園》文史與集郵論壇（2012/09/12）
http://www.5819375.idv.tw/phpbb3/viewtopic.php?f=5&t=10993&hilit=%E9%A3%9B%E8
%A1%8C%E5%A0%B4&sid。 

【圖 2-3-32】鳳山陸軍官校日治營舍 1 
說明：平面配置與宿舍類似，外觀採弧拱造型，

同樣強調樓板的水平線條。 

【圖 2-3-33】鳳山陸軍官校日治營舍 2
說明：使樓梯平臺同樣位於外廊，使得弧拱立

面出現牆體，作法與本案建物類似。 

【圖 2-3-34】本案宿舍南向立面  
說明：牆體設置大型開口，量體十分輕巧。 

【圖 2-3-35】本案基中大樓北向立面 
說明：中央塔臺突出於屋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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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中大樓 

基中大樓外觀上東西兩側並不對

稱，西向立面角落削斜角及向上抬高的橫

梁，加上雙圓柱外廊及大片落地開窗，形

塑出昂揚向上的船首外形。南北長向立面

主要以外廊圓柱及簡單的扶手形塑出簡

潔輕巧外觀，中央塔臺的壁體打破樓板、

橫梁以及扶手的水平線條而向上拔高，成

為外觀上的焦點。 

由圓柱支撐的外廊在東北及東南側

轉角處以 L 形外牆加強結構，東側因為

設置樓梯，南向部分牆體面積多達兩開間，北側轉角處只有外廊寬度。相較之下

東向立面亦因支撐樓梯使用較多的牆體，而顯得較為封閉，中間開口設兩支扁方

柱，向外有懸挑雨庇，山尖設有氣窗。 

 
【圖 2-3-37】基中大樓現況立面圖 
說明：將後期增建的中央塔臺屋頂以及西側雨廊即大致呈現初建時之外型 

【圖 2-3-36】基中大樓西側 
說明：西側外廊橫梁向上抬高，增大觀測跑道

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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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8】西側立面 
說明：為便於觀察飛行場仍維持柱廊外型 

【圖 2-3-39】東向立面 
說明：因為樓梯的設置而於轉角處使用大片牆體

縮小中間開口的面積 

【圖 2-3-40】南向立面一隅 【圖 2-3-41】南向立面中間塔樓兩側柱廊

（二）後勤大樓與宿舍 

後勤大樓與宿舍在外觀極為類似，僅量體長短不同，其他只有細節上的小差

異。建築基座臺度高約 42 公分，外觀簡潔，左右對稱，東西向立面相同。外廊大

都採用圓柱，後勤大樓於西向的出入口使用方柱。二層外廊柱間均使用方形的扶

手中間加一根立柱支撐，十分簡潔。宿舍的扶手位於廊柱中央，而後勤與基中大

樓相同位於廊柱外緣。 

由於樓梯的中間平臺位於外廊，使得立面上南北兩側處理不同，北邊除了兩

側轉角牆面以外，中間全是通透的柱廊立面，外廊上下柱之間外露出水平梁及突

出的樓板外緣，在眾多柱體的垂直線調中強調出一道水平線條與基座及屋簷處的

線條呼應。南側由於樓梯設置處立面輔以大片牆體，牆體兩端做圓弧處理，牆體

也設大型開口，使得梯間採光良好，同時也減輕量體的沉重感；圓柱支撐之外廊

於轉角處改為Ｌ型的壁體，以加強結構，使得南側原本單純的柱廊立面有所變化，

出現轉角牆面、柱廊、樓梯牆面、中央柱廊、樓梯牆面、柱廊、轉角牆面，也就

是 a-b-c-d-c-b-a 的韻律。宿舍的 b 段柱廊寬 3 柱間及 c 段柱廊寬達 8 柱間，皆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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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大樓來得長，且樓梯側牆的開口大小也有所不同。 

東西兩側山牆面中間以兩圓柱分成三開間，現況山尖處外觀上同下方壁體皆

為外觀洗石子牆體，已無舊照中山牆雨淋板之痕跡。 

 

【圖 2-3-42】後勤大樓立面示意圖 
說明：西向立面前加雨庇。南向立面因為樓梯而設置的牆面與北向立面有明顯的不同。 

 
【圖 2-3-43】宿舍立面圖 
說明：北向為單純的立柱，南側立面因為樓梯的設置而改採用牆面，使得立面產生變化。東西向

立面造型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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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4】宿舍南向立面 
說明：中間即為樓梯平臺位置，使得立面較富變

化。 

【圖 2-3-45】宿舍北向立面 
說明：垂直圓柱下方、中間及上方以外露的臺

階、梁及扶手來強調水平線條。 

【圖 2-3-46】後勤大樓東向立面 
說明：中間以圓柱分隔為三開間，使得立面較富

變化。 

【圖 2-3-47】後勤大樓南向立面 
說明：垂直圓柱下方、中間及上方以外露的臺

階、梁及扶手來強調水平線條。 

三、構造特色 

（一）磚牆與混凝土構造  

構造上採用承重磚牆搭配鐵筋混凝土梁柱及樓板補強的系統，屋頂木屋架直

接架設於混凝土梁上方，當時鋼筋混凝土材料及技術逐漸發展，加上在防震、防

颱、防潮及白蟻的防治上皆有相當的效益，逐漸普及應用在軍方及官方公共建築。

三棟建物構造十分類似，在初建當時營區內的大型建物都採用相同的構造形式，

在縮短施工時間及施工品質的控管上，很有幫助。 

以 2B 磚砌築外牆，內牆 1.5B 磚牆，牆體與廊柱為十分規整的排列，無隔間

牆處以 RC 梁支撐樓板，南北向主梁較深而寬，東西向的梁搭接在主梁上，所有

的梁在搭接處接稍微斜向下放大接頭的部份，梁底下緣兩側削斜腳。樓板及樓梯

皆以鋼筋混凝土施作，樓梯平臺下方以梁柱及牆體加以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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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外牆上方設置雙層的混凝土圈梁，以承接木屋架，圈梁之間配合屋架立

短柱支撐，屋架兩端即跨鎖於短柱上的 RC 梁上，外廊屋架內側，則置於短柱旁

下層 RC 梁上。屋頂的木構造系統與外廊及屋身的梁柱系統，並無相對的關係。

1935 年中部大地震後，臺中州針對學校頒佈校舍構造參考圖說，其中混凝土圈梁

的設置是磚造屋身校舍構造補強的重點，直到 1939 年因戰事緊急，金屬資源珍

貴，才取消混凝土圈梁為必要設置，轉而使用其他木構件如火打梁等補強。16  

1、基中大樓 

外牆厚度約 54 公分，內牆約 39 公分，東西向柱心（牆心）距為 370 公分，

南北向以中間走道兩側的牆為主，牆心距為 231 公分，地面層上為密集的長方形

梁系統及樓板，梁間形成約為 205x330 公分大小的長方格，中央走廊部份稍小，

為 191x330 公分。西側盡間的指揮空間以磚砌築出盒狀空間，一樓上方出斜梁一

組接上中央走道兩側的主梁。外牆與廊柱之間皆出橫梁拉繫。 

【圖 2-3-48】一樓東側的外廊 
說明：入口雨庇內側橫梁接近廊柱處加深。 

【圖 2-3-49】一樓梁的接合處 
說明：稍微斜向下方放大，梁下兩側切斜邊。 

 
【圖 2-3-50】二樓樓梯支撐橫梁下緣逐漸

放大 

【圖 2-3-51】西側盡間斜出的梁 

                                                      
16蔡侑樺，〈由臺灣總督府公文檔案探究日治時期西式木屋架構造之發展歷程〉（臺南：國立成

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論文，2009），頁 P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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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混凝土圈梁於自中央樓梯兩側各向東西兩側延伸，上層混凝土梁頂部高

為 479 公分（即木梁底部高度），梁高約 36 公分，上下梁間距為 45-46 公分，下

方的梁主要用以拉繫結構牆體，底部距地面高度為 362 公分。上下梁之間配合木

屋架每隔約 200 公分就出混凝土柱，大部分柱梁間鏤空無填縫，西側盡間為盒狀

磚牆上加混凝土梁，高度與圈梁之上層等高。東西兩側山牆面及中央樓梯兩側主

要以紅磚砌築，磚牆上下及中間有補強的混凝土梁柱。下層梁在中央樓梯東西側，

每兩柱間出梁拉繫南北向牆體，以加強結構的穩定性。 

【圖 2-3-52】外牆上方之上下兩層梁 
說明：中間出立柱，上面安置木屋架。 

【圖 2-3-53】中央走道磚牆上混凝土梁
說明：以橫梁拉繫中央走道側牆。 

【圖 2-3-54】東側外牆 
說明：整體以紅磚砌築至上層混凝土圈梁。 

【圖 2-3-55】南北向外牆 
說明：上下兩層圈梁之間大都鏤空沒有築牆，

下方為紅磚牆體。 

【圖 2-3-56】中央樓梯東側牆體 
說明：紅磚局部有混凝土梁柱加強構造。 

【圖 2-3-57】中央樓梯西側紅磚牆體 
說明：牆面加附壁木柱及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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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8】基中大樓構造示意圖 
說明：一樓以磚牆及 RC 梁柱搭配，室內形成長方格梁系統；二層部分形成可以承接屋架的圈梁

系統，中央走道南北向之間出繫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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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板及樓梯皆以鐵筋混凝土施作，樓梯級深 31-32 級高 18-19 公分，兩座樓梯

皆設置木扶手，樓梯平臺下方以小梁及牆體加以支撐。中央樓梯三樓壁體有突出

牆面的立柱補強，中間立柱直達屋頂平臺的女牆，三樓至屋頂的樓梯平臺中間設

置有磚砌牆體，原有門用以分隔內外空間，並讓沒有屋頂遮蔽的屋頂在下雨時可

以阻隔雨水，隨著階梯而下的雨水由樓梯平臺向外排出。 

【圖 2-3-59】中央塔臺三樓室內東西側

壁出立柱 
【圖 2-3-60】中央塔臺一隅 
說明：可看到樓梯平臺中間加設門以分隔內外。

【圖 2-3-61】東側入口望向樓梯平臺 
說明：平臺下方出橫梁 

【圖 2-3-62】南側望向東側樓梯平臺下

方 
說明：樓板下方橫梁與牆面立柱的關係，牆上

長方形開口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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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後勤大樓與宿舍 

後勤大樓外牆為厚度約 53 公分的 2B 磚牆，內部牆體寬 40-42 公分的 1.5 B

磚牆，一樓樓板至地面高度為 368 公分，梁深約 38-35 公分，東西向柱心（牆心）

距約為 370 公分，南北向以中間走道兩側的牆為主，牆心距約為 237 公分，兩側

深度 604 公分左右，無隔間牆處，主梁為南北走向，除了中央走道外，東西兩側

再各加兩隻小梁，形成密集的長方形梁系統，每柱間形成大約 181.5x328 公分大

小的長方格，中央走廊部份稍大，為將近 209x328 公分大小，南北向主梁梁深約

43 公分，東西向梁深約 30 公分。 

一樓西北角落房間內於規整的梁系統中，加上兩隻小梁隔出一個方格，不設

樓板，作為上下兩層之間連通的另一管道，目前已經封閉，從一樓觀察只看到木

板，而二樓地板完全沒有痕跡。 

二樓採用混凝土圈梁補強作法；上層混凝土梁頂部高為 458 公分，梁高約 34

公分，下方的梁底距地面高度為 341 公分，上下柱梁間採木摺壁作法填縫。下層

梁在外牆之間出拉繫南北向外牆的橫梁，共出七道，以加強結構的穩定性。下層

圈梁向外出橫梁，與廊柱上方的梁搭接。室內隔間磚牆上有 RC 梁，位置與圈梁

的下層梁等高，僅東西兩道外牆上的 RC 梁，位置與圈梁的上層梁等高。現況兩

座樓梯之間的中央走道側牆僅為磚牆，推測為戰後所修建，是毀於轟炸或原本即

無隔牆?目前已無法確認。未設置中央走道隔牆，在日治時期作為營舍使用，也是

早期常見的作法。 

 
【圖 2-3-63】宿舍剖面示意圖 
說明：可以清楚看出混凝土結構與木屋架的關係，大跨距對束屋架橫跨在梁上，外廊的木梁架

在下一層的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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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4】後勤大樓構造示意圖 
說明：一樓以磚牆及 RC 梁柱搭配，室內形成長方格梁系統，較寬處為中央走道；二層部分形成

可以承接屋架的圈梁系統，中央走道南北向之間出 7 道繫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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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5】一樓外牆門框邊露出的紅

磚牆體 
【圖 2-3-66】一樓梁下外露的磚體構造 

【圖 2-3-67】以南北向梁為主 
說明：互相搭接形成長方格狀，與牆體搭接處梁

頭向下放大。 

【圖 2-3-68】一樓樓板上方原有開口現

已封閉 

【圖 2-3-69】二樓聯繫南北兩側的梁 
說明：推測下方原有牆體遭敲除。 

【圖 2-3-70】二樓外廊橫梁與外牆下層

圈梁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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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外牆厚度約 50 公分，內牆約 40 公分，東西向柱心（牆心）距為 370 公

分，南北向以中間走道兩側的牆為主，牆心距為 243 公分；一樓上方以南北向梁

為主，兩側再出兩道東西向小梁，形成約為 179x328 公分大小的長方格，走廊部

份稍大為 219x328 公分，一樓樓高 369 公分，梁深約 38-35 公分。 

【圖 2-3-71】梁與磚牆及樓板接頭 【圖 2-3-72】二樓中央走道兩側牆上出

互相拉繫的橫梁 

二樓上方混凝土圈粱頂部高為 458 公分，上層梁身高約 33 公分，下方的梁底

距地面高度為 349 公分，上下梁之間配合屋架距離，設置混凝土柱，柱梁間同樣

採木摺壁作法填縫。下層梁在兩側樓梯之間每兩柱間共出七道梁拉繫南北向牆

體，以加強結構的穩定性。 

隔間牆主要以紅磚砌築，上方銜接混凝土梁，樓梯兩側中央走道側牆及隔間

牆僅為磚砌且牆身較矮，樓梯中間部分牆體加有橫梁及立柱，推測皆為後期所建。 

【圖 2-3-73】圈梁出外廊與山牆銜接 【圖 2-3-74】外廊上的圈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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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5】宿舍牆體構造示意圖 
說明：一樓以磚牆及 RC 梁柱搭配，室內形成長方格梁系統，較寬處為中央走道；二層部分設

置承接屋架的圈梁系統，中央走道南北向之間出繫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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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6】二樓外廊轉角處可以看到

兩層的圈梁 
【圖 2-3-77】以紅磚填充山牆附壁屋架之

空檔 

【圖 2-3-78】二樓室內中央通道中間南

北向拉繫結構的橫梁及牆體 
【圖 2-3-79】一樓室內中央走道可看到樓

板下方梁等距配置 

【圖 2-3-80】二樓聯繫南北兩側的梁 【圖 2-3-81】二樓隔間牆與圈梁的關係
說明：隔間磚牆上方有 RC 梁，與下層圈梁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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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構造  

本案建物屋頂木構造有三大特點

為；1.室內採用大跨距木屋架，基中大

樓為棟束屋架，其餘兩棟使用對束屋

架。2.屋架密集配置，每隔 2 公尺配置

一組屋架。3.因戰時金屬物資缺乏，屋

架接合採用木料輔助，將金屬構件的使

用降至 低。 

三棟建物之屋架皆毀於轟炸，因區

內其他未損毀建物使用屋架形式類

似，推測戰後依原有形式加以修復。 

1935 年臺灣中部大地震以後對建築的防震更為注意，1936 年頒布的〈臺灣都

市計畫令施行規則〉要求地方政府普遍採用真束及對束小屋。17 根據當時的研究，

基本的「真束小屋」形式以應用在跨距 9 公尺以內為主，跨距加大時須增加「釣

束」與「方丈」， 合理與經濟的跨距約為 10 公尺左右18，跨距再加大則以「對

束小屋」較為適用。但經實際調查發現仍有少數實際案例如嚴家淦故居（1900）

跨距 11.7 公尺，臺北建國中學紅樓（1911）跨距達 14.5 公尺，均採用真束小屋屋

架，紅樓陸梁與合掌均為分段接合，嚴家淦故居除陸梁接合外，合掌也有特別加

強。19 基中大樓跨距 12.5 公尺，採用真束小屋形式，增加了釣束與方丈，陸梁分

兩段銜接，合掌並無分段。 

                                                      
17〈臺灣都市計畫施行規則〉，府令第 109 號，《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2871 號（1936.12.30），

頁 104。國史館臺灣文獻館，「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料庫」，http://db2.th.gov.tw/db2/view/。 
18 八木憲一等著，《高等建築學（第 8 卷）》（東京：常磐書房，1936 改版），頁 42。其中該

書之木構造部份為南省吾、森徹共同著作。 
19 林澤昇，〈臺灣日治時期洋式木屋架構造應用發展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

碩士論文，2005），頁 50。 

【圖 2-3-82】宿舍對束屋架 
說明：每 2 公尺設置一組，十分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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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3】真束小屋屋架接點構法示意圖 
說明：屋架銜接處大都以金屬構件固定。 
資料來源：篠原太郎，《洋式建築構造雛形》（東京：太陽社書店，1931），頁 92。 

對束小屋屋架原形使用跨距約為 30－45 日尺（約 9-13.5 公尺）之間，藉由增

加對束及方丈等組件，用於較大跨距；使用左右二組對束時，跨距可達到 45-60

日尺（13.64-18.18 公尺） 20。為增加耐風抗震性能，加設二重梁的真束小屋為必

要的做法，加上對束內方丈可以提高對束與二重梁之間的穩定性。21後勤大樓及宿

舍的對束小屋屋架型式，即增加了二重梁的真束與對束內方丈。 

【圖 2-3-84】接近原型的對束小屋構造

圖 
資料來源：山村弘，《和洋建築構造》（東京：

工業圖書株式會社，1942 改訂版），頁 114。

【圖 2-3-85】增加二重梁小屋的對束小

屋示意圖 
資料來源：八木憲一等著，《高等建築學（第 8
卷）》，頁 50。 

                                                      
20 中村達太郎編，《建築學階梯（中）》（東京：共益商社書店，1918），頁 65。 
21 八木憲一等著，《高等建築學（第 8 卷）》，頁 50。其中該書之木構造部份為南省吾、森徹

共同著作。 



第二章 建築研究與調查 

 130 

【圖 2-3-86】外廊屋架 【圖 2-3-87】二重梁上加真束小屋梁下

有對束內方丈補強 

屋架之間加上垂直筋違以及振止等構件加強防風防震的性能。外廊採用簡單

的出檐屋架，木梁架在底層梁之上，出兩根小短柱支撐屋頂，短柱以螞蝗釘固定。 

【圖 2-3-88】耐震的輔助構造說明 
說明：加上垂直筋違(櫸)等構件，可以防震。 
資料來源：篠原太郎，《洋式建築構造雛形》，

頁 184。 

【圖 2-3-89】宿舍外廊 
說明：屋架之間加上垂直筋違(櫸)等構件，可以

防震。 

因跨距大，陸梁為兩段或三段木料以「添板繼手」方式接合，陸梁本身為「十」

字形的榫接合；與左右兩側添板之間也以八枝「鯱」，又稱「太枘」的長方形木

料插榫以防止滑動，然後再加螺栓固定。合掌與真束、陸梁接合處以及真束（對

束）與陸梁的接合皆以木料與鐵釘接合固定取代金屬配件，稱為「木鎹」，除了

木鎹以外，局部也加上螺栓固定，屋架上接合的金屬僅使用螺栓、螞蝗釘、鐵釘

等簡單構件。22 

                                                      
22 竹山謙三郎，《木構造》（東京：丸善出版株式會社，1951），頁 159。長尾勝馬，《圖解 木

造建築の知惠》（東京：理工圖書株式會社，1982），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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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0】對束小屋屋架接點構法：接點處使用各種鐵件固定 
資料來源：篠原太郎，《洋式建築構造雛形》，頁 92。 

 
【圖 2-3-91】陸梁以添板繼手方式接合
說明：總共鎖了 10 支螺栓固定 

【圖 2-3-92】陸梁木料榫接 
說明：兩側加上木料以鯱（太枘）及螺栓固定。

 
【圖 2-3-93】陸梁添板繼手作法示意圖
資料來源：長尾勝馬，《圖解 木造建築の知惠》，

頁 499。 

【圖 2-3-94】基中大樓屋架真束與陸梁的

接合 
說明：使用木鎹，與方丈之間則使用螞蝗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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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5】「建築工事戰時規格」中的小屋組仕樣表對構件接合方式及材料

加以註明 
資料來源：〈建築工事戰時規格設定委員會報告〉，《臺灣建築會誌》，第 16 輯第 4、5、6
號（1945.05），頁 24、25。 

由於受到戰時物資匱乏的影響，1944 年「建築工事戰時規格設定委員會」所

提出的「建築工事戰時規格」圖說中，對於各種跨距提出適用的小屋組式樣及規

格，而建議採用「木鎹」替代，以解決鋼鐵材料不足之窘境，與之前大都採用各

式鐵件固定的作法有所不同，在一般的公共建築並不多見，除了本案建物，高雄

衛武營區內現存的日治時期鳳山倉庫建物，也採用此作法。是否為日治末期戰時

日本陸軍在臺興建營舍之通行作法，則有待後續的研究。 

【圖 2-3-96】衛武營籌備處真束屋架 
說明：陸梁及合掌接合處木鎹及螺栓，木　

由兩塊木料接合使用。 

【圖 2-3-97】衛武營三連棟對束屋架形

式與宿舍類似  
說明：二重梁真束兩間亦出振止，與本案建

物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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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05】屋架作法比較表 

建物名稱 屋架型式 
屋架跨

距(m) 

建物長

度(m)
屋架間距(m) 

屋架數

量(組)
附壁棟架 分段構件 

基中大樓 真束小屋 12.5 57.3 
2 (東西兩側屋架

間距略有變化) 
27 無 陸梁分兩段 

衛武營 

籌備處 
真束小屋 11.6 不明 約 2.4/8 尺 不明 不明 陸梁分三段 

後勤大樓 對束小屋 15.3 63.6 2 32 有(2 組) 
陸梁分三段、

合掌分兩段 

宿舍 對束小屋 15.3 78.4 2 39 有(2 組) 
陸梁分三段、

合掌分兩段 

衛武營 

三連棟 
對束小屋 14.6 約 72 約 2.4/8 尺 29 不明 

陸梁分四段、

合掌分兩段 

1、基中大樓 

基中大樓室內跨距 12.5 公尺，屋架型式為洋小屋中的棟束屋架（中柱式桁架

King-post truss），中央立柱稱為真束，真束兩旁出方丈，左右各出二組釣束（挾

吊木），釣束之間再出方丈，棟木與鼻母屋之間共置七道母屋（桁木）。屋架間

距約 2m，東側樓梯上方的兩道間距較小，西側盡間指揮室（含牆體之上）共出三

道距離較寬的屋架。山牆以磚牆為主並沒有附壁屋架，總長 57.4 米的屋身，共出

27 組屋架。 

【圖 2-3-98】基中大樓真束小屋屋架示意圖 
說明：基中大樓因跨距大每邊出兩組釣束及方丈 

屋架型式與「建築工事戰時規格」圖說中對 10.5 公尺的建議屋架型式相符，

仔細比對構件尺寸，本案的用料比圖說所建議 12 公尺屋架型式尺寸都來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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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9】真束小屋形式的屋架 
說明：每 2 公尺設置一組，真束兩旁出方丈，側

邊設置筋違與其他屋架連結。 

【圖 2-3-100】直接架在混凝土圈梁上方

的屋架 
說明：一側出釣束兩組及方丈，陸梁及合掌接

合處以木板加上鐵釘固定。 

【圖 2-3-101】「建築工事戰時規格」中對 10.5 公尺跨距所建議採用的真束小屋

形式 
說明：基中大樓跨距雖達 12.5 公尺但採用與此相似的屋架型式。 
資料來源：不著撰者，〈建築工事戰時規格（住宅平面圖、小屋組）〉，《臺灣建築會誌》，

第 16 輯第 4、5、6 號（1945.05），卷末附圖 6。 

 

【圖 2-3-102】「建築工事戰時規格」中對 12 公尺跨距所建議採用的小屋組形式
說明：每邊各出三組吊木及方丈，棟木與鼻母屋之間等距鋪設七道母屋（桁）。 
資料來源：同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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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03】「建築工事戰時規格」瓦葺小屋組寸法表 
說明：本表對 4.5 至 12 公尺不同跨距研擬出 6 種真束小屋組之構件規格，作為設計時的參考，基

中大樓所用木構件尺寸均大於此表。 
資料來源：〈建築工事戰時規格設定委員會報告〉，《臺灣建築會誌》，第 16 輯第 4、5、6 號（1945.05），
頁 25。 

此外每兩組梁架之間自真束兩側加上交叉的垂直筋違（櫸）構造，真束旁陸

梁上也有挾梁（震止）以增加耐震、耐風的強度，左右交互設置，以鐵釘固定，

與山牆或樓梯牆體之間僅採用垂直筋違拉繫。西側因牆體已經向內斜入， 後一

組屋架寬度縮小。 

【圖 2-3-104】每兩組棟架之間以垂直筋

違連結固定 
【圖 2-3-105】棟架每邊以兩組釣木固定

陸梁與合掌 

2、後勤大樓與宿舍 

後勤大樓與宿舍建築寬度 19.3 公尺，外牆以內使用寬達 15.3 公尺大跨距屋

架，與外廊的出檐分開，屋架形式為對束小屋（偶柱式桁架 Queen-post truss），

陸梁之上立左右對束，中間出內方丈，對束外側除方丈以外，左右再加上兩組挾

釣木，對束與合掌相接處上方加一組真束小屋，即二重梁及真束，對束之間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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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丈，棟木與外牆之間共置十二道母屋（桁木），往外直到外廊梁上方共有十五

道。屋坡斜率為 26 度，每隔約 2 公尺一道均佈在混凝土圈梁之上，加上山牆面的

附壁屋架，後勤大樓有 32 組屋架，宿舍多達 39 組屋架。 

 

【圖 2-3-106】後勤大樓屋架示意圖 
說明：大跨距對束屋架中間加二重梁及真束，二重梁下交內方丈。 

陸梁及二重粱兩側與合掌接合處輔以螺栓及木構件補強，陸梁由三段木料採

用「添板繼手」 方式接合組成，合掌以兩段木料銜接，接點正位於對束之上；此

外每組梁架之間對束兩側加上垂直筋違（櫸）構造以及挾梁（震止），左右交互

設置，以鐵釘固定，增加耐震、耐風的強度。 

【圖 2-3-107】陸梁採用「添板繼手」方

式接合 
說明：從下方可以清楚看到 8 枝「太枘」嵌合在

木料之間。 

【圖 2-3-108】拆卸後剩下的木料中可以

看到陸梁銜接斷面突出十字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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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09】屋架構件之節點多處採用

「木鎹」做法 
【圖 2-3-110】對束與陸梁接合處兩邊加

上木料以鐵釘固定 

軍方遷離後無人看管，2012 年由於屋架部份陸梁被人鋸斷竊取，於是臺中市

文化資產管理中心緊急辦理加固工程施作，將所有的木屋架陸梁中間被破壞竊取

部份，以烤漆圓鋼棒加上鋼板滿焊以拉繫兩側僅剩的木梁固定修復，防止屋架繼

續損壞變形。 

【圖 2-3-111】以烤漆圓鋼棒加上鋼板滿

焊拉繫兩側僅剩的木梁固定修復 
【圖 2-3-112】在鋼板中夾入舊木料固定

寬度以取代被竊之木梁 

四、修繕及變遷 

（一）基中大樓 

以 1946 年舊照以及當時營區配置圖，並與營區內其他建物相較，可見本建物

外觀之基本形狀並未改變，建築元素也都有保留，但室內空間經過長時間的使用，

不同的空間需求，增改建頗多，但除了第三飛機製造廠的修建以外其他並無確切

的資料可以佐證修改的年代，僅能就構造及材料形式來加以分析紀錄。 

1、1946 年修建：屋頂新作、門窗新作、結構修補 

1945 年的轟炸，使得屋頂全毀，屋架已蕩然無存，結構體局部受損，門窗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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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戰後由第三飛機製造廠籌畫修建，應是比對廠區內其他倖存的屋架，參考施

作。根據當時的紀錄此棟建物為「原有」、「出包」，證實此建物為日治時期興

建，1946 年外包由永大商號承包修建，基層面積 1,067 ㎡，總面積 2,183 ㎡，工

作面積為 620 ㎡，完工日期為 1937 年 5 月 12 日。廠區內建物修繕及新建工程陸

續進行，本建物修繕後作為工務大樓使用，由當時的配置圖可知其南側有一單層

的晒圖間及廁所，亦標註為「原有」、「出包」，面積為 157 ㎡，與主建物同時

期完成，因此推測初建與此時期建物內並無設置廁所，二樓木摺板天花亦完成於

此時期或稍後。 

2、1954-1977 年建物記錄 

空軍第二供應區部歷年興建廠房照一覽現有建物記錄編號為 117，設施名稱

為「辦公室(D.O.L office) 」，面積 2193.68 ㎡，可供 230 人使用，建物層級屬 B

級，此時尚有附屬建物廁所一棟，面積 143.17 ㎡，容積紀錄為可供 28 人同時使

用，亦為 B 級。但此資料並無建物興建或修建等資料。 

3、財產清單上的整修建記錄  

根據軍方 2007 年的財產清單，本建物為原有而未建帳，於 1987 年專案編列

經費進行大規模的整新工程，申請經費為 4,249,142 元，至 1990 年 1 月確實建帳

完成。推測此次整新包括建物外觀的洗石子、地坪磨石子、明架天花板以及室內

的大型衛浴設施皆為此時期所施作。2004 年另申請經費 1,667,335 元進行修繕工程。  

4、室內的增改建 

（1）原有隔牆敲除及後期增建 

一樓內天花板上可以明顯看到有紅磚牆體敲除的殘構，分別位於 1-22、1-21、

1-5、1-9、1-10 及 1-12 等空間中，有些可以明顯看出是後來加砌的磚牆如 1-13 及

1-14 衛浴隔牆，1-15 及 1-16 之間的隔間牆等，空間 2-13 內初建磚牆敲除後期又

新建磚牆於同樣位置。 

（2）二樓木摺板天花及當時隔牆 

建物二樓內現有明架天花板上方有兩種早期的天花做法，一為木摺板天花收

邊，中間為甘蔗板，大部分木摺板收邊仍舊存在，但中間部分已經大都損壞，由

收邊可以清楚看出設置時隔牆之位置。少部分空間內是暗架的甘蔗板天花（2-6、

2-22）。木摺板天花上還可以看到早期磚牆敲除之痕跡，可見此時期室內隔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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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加以修改使用。初建時期之屋頂既已全毀，推測當時天花板亦無法倖存，此殘

留之木摺板天花應為戰後初期所設置，當時修改了部分的隔牆使用，樓梯對面的

空間亦納入室內空間使用。之後再次變更室內空間加築隔牆（2-1、2-2 及 2-3 隔

牆，2-4 與 2-5 隔牆、2-10 及 2-11 隔牆，2-14、2-15 及 2-13 之隔牆，2-20、2-21

隔牆）如現況所示。裝置木摺板天花之時，室內空間較為寬廣的大間，有些寬達

4 開間。 

（3）第三座樓梯的痕跡 

二樓空間 2-11 內有一道隔牆，淨寬為 86 公分，木摺板天花並未涵蓋這道牆

以西的小隔間，自一樓天花以上有磚牆及 RC 構造敲除的痕跡，此處二樓樓板下

緣未粉刷，與他處不同，較其他樓板高，疑為後期所封閉，靠近外廊處留有 90 公

分見方改以金屬板支撐二樓地坪，鐵板上有噴漆字樣，標示為 ASTM 標準之鐵板。 

二樓兩道隔牆之間的天花板型制與其他地方都不同，靠近中央走道處為木企

口板天花，靠近外廊處有較窄的木摺板收邊，中央為格狀甘蔗板，片狀之間上下

有高差。推測此處二樓地板曾經設置樓梯或人孔，後來又將其拆除，其方向為自

二樓中央走道向北側往下，但並無法確認。 

【圖 2-3-113】空間 1-9 與 1-10 之間  
說明：此處二樓樓板為後期所作。 

【圖 2-3-114】空間 1-9 與 1-10 之間  
說明：旁邊以鐵板封填的樓板 

【圖 2-3-115】2-11 與 2-12 之間 
說明：甘蔗板天花，板材之間有凹凸，高差約 2
公分。 

【圖 2-3-116】2-11 與 2-12 之間 
說明：木企口板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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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17】基中大樓木摺板天花設置時之二樓室內隔間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歷史建築陸軍三十六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利用計畫 

      141

（4）增設衛浴空間 

由於衛浴管線皆可以看到後期管線埋設的施工痕跡，推測為 1987 年大修時所

作。東側由外廊進入的廁所建議拆除，恢復樓梯原有較為寬廣的外廊空間。 

5、增建西側門廊（車寄） 

根據照片，推測於 1997-2001 之間所加建，推測包括二樓外廊柱間扶手敲除

設置門廊，以及室內西側、中央走道及貴賓室重新裝修，壁面加木板後貼設壁紙，

門窗新作，地面鋪設石英磚等，以及茶水間、房間內小型衛浴之加建皆為同時間

所施作。 

6、中央塔臺鐵皮屋頂 

2001 年照片中尚未出現，推測為 2004 年修繕時所加，未加屋頂之前，雨水

的流洩由屋頂地面孔洞以及樓梯平臺角落的洩水孔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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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勤大樓與宿舍 

1、1946 年修建：屋頂新作、門窗新作、結構修補 

1945 年的轟炸，使得屋頂全毀，屋架無存，結構體局部受損，門窗毀損。戰

後修建，應是比對廠區內其他倖存的屋架，參考施作，根據當時的紀錄為「原有」、

「出包」，證實為日治時期興建，1946 年外包由永大商號承包修建，後勤大樓基

層面積 1,260 ㎡，總面積 2,520 ㎡，工作面積為 650 ㎡；宿舍基層面積 1,560 ㎡，

總面積 3,120 ㎡，工作面積為 820 ㎡，完工日期皆為 1947 年 5 月 12 日，兩棟建

物當時皆作為器材倉庫使用。  

後勤大樓南側有一單層的廁所，標註為「新建」、「自辦」，面積為 42 ㎡，

1948 年 5 月完工。美軍空照圖顯示宿舍南側原有兩棟小型附屬建物，但此次修建

並未將其復原。宿舍二樓部分牆體砌築法特殊，應為轟炸毀損此次修繕新築。 

2、1954-1977 年建物記錄 

空軍第二供應區部歷年興建廠房照一覽現有建物記錄，後勤大樓編號為 124，

設施名稱為「辦公室(office) 」，面積 2406 ㎡，可供 200 人使用，建物層級屬 B

級，此時附屬建物廁所一棟(編號 127)，面積 43.2 ㎡，容積紀錄為可供 16 人同時

使用，應是第三製造廠時期所新建留用。另有新建庫房一棟(編號 126)，面積 90

㎡。此時期作為修護部門使用。 

宿舍編號為 181，設施名稱為「辦公室(Office) 」，面積 2394 ㎡，可供 200

人使用，建物層級屬 B 級，建物南側此時新建有辦公室(編號 183) 面積 84 ㎡、附

屬建物廁所一棟（編號 184）， 面積 36 ㎡，可供 18 人同時使用，東南角落還有

3.89 ㎡蓄水池一座，可儲備 3 噸水量。此時期曾作為補給部門辦公室使用。 

3、財產清單上的整修建記錄  

根據軍方 2007 年列印的財產清單，後勤大樓登錄為 1967 年獲得，並於當年

編列經費準備進行大規模的新建工程，申請經費為 6,850,000 元。推測此次整新包

括建物外觀的洗石子、地坪磨石子、暗架天花板、室內的大型衛浴設施以及二樓

外廊的洗手臺皆為此時期所施作。2003 年另申請經費 819,000 元進行修繕工程。 

宿舍登錄資料則為「原有」而未建帳，於 1987 年專案編列經費準備進行了大

規模的整新工程，申請經費為 8,223,138 元，至 1990 年確實建帳完成。推測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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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新包括建物外觀的洗石子、地坪磨石子、明架天花板以及室內的大型衛浴設施

皆為此時期所施作。2004 年另申請經費 3,112,665 元完成整建工程後，由聯勤儲備

中心使用。 

4、建物之變更及修建 

（1）東西立面山尖牆體 

東西山尖牆體依戰後照片為雨淋板外牆，1946 年屋頂新作時仍然維持此作

法，現況於附壁棟架之間及外側砌築磚牆，洗石子外觀。後勤大樓推測為 1967 年

整新工程時所變更。宿舍則遲至 1987 年整新工程或之前所變更。 

（2）後勤大樓北側出入口 

後勤大樓北側兩個出入口現況皆已封閉，改為窗戶，原有樓梯對面空間改為室

內（編號 1-4）單獨使用或（編號 1-10）與其他空間合併成為一大間使用，原為強調

出入口位置廊柱改用方柱，並向外出雨庇，地面以階梯銜接道路。推測為 1967 年修

繕工程時變更。 

【圖 2-3-118】宿舍西向出入口 
說明：山尖為磚牆牆面洗石子。 

【圖 2-3-119】後勤大樓樓梯對面原為

出入口 
說明：後期改為房間使用，北面外廊仍可見

採用方型廊柱及雨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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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二樓之間樓板方形人孔 

後勤大樓人孔設置於房間編號 1-10 內靠近中央走道一側，樓梯的對面旁邊，目

前以木板封閉，觀察開孔旁之小梁及樓板收邊作法細節與其他橫梁相同，推測初建

時即已設置，現況並無其他附屬設施痕跡，究竟是用來緊急疏散人員或輸送物品，

確切用途無法得知。封閉之作法將下方圓木桁兩側埋於混凝土梁中，與暗架天花支

架作法相同，推測與旁邊樓梯間之牆壁敲除改成室內空間時同時施作，可能亦為

1967 年整新工程所變更。宿舍之方孔則位於房間標號 1-14 內靠近中央走道一側，

目前也以木板封閉，周圍小梁斷面方整，無斜角等細節，封閉時間不明。 

 
【圖 2-3-120】後勤大樓人孔 
說明：以木板及木桁封閉。 

【圖 2-3-121】宿舍一、二樓之間人孔 
說明：以木板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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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築現況調查 

第一節  基中大樓 

一、環境與植栽 

（一）環境 

基中大樓坐落於跑道東側，建築呈

南北長向配置，東南西北向各有出入口

及道路向外延伸。此為 1943 年空照圖

中即可看到的配置方式，保留使用至

今，當時北向及東向出入口外設置圓

環，北側道路可以向西進入飛機跑道區

域，南側以小徑連接廁所等服務設施的

小型建物。戰後初期大致維持原樣，但

因為西側與跑道區之間築起圍牆管制

進出，北向道路已無法向西貫通。1974

年的配置顯示東側的橢圓形圓環已經

取消，但南側廁所仍持續使用中。 

現況主出入口面朝北側，從外廊以階梯銜接到鋪設簡單水泥碎石的路徑，前

方橢圓形花臺外環以矮牆，中間植正榕一棵，四周植草，沿著入口向外設置的道

路旁有以卵石堆砌的簡單排水明溝，明溝旁植灌木，並有卵石造景。 

【圖 3-1-03】北側出入口 
說明：道路沿著橢圓形花臺佈設，花臺正中栽植

一棵正榕。 

【圖 3-1-04】沿著道路旁的排水明溝、卵

石造景及灌木 

【圖 3-1-01】1943 年東北西側皆有道路

向外連通  

【圖 3-1-02】1948 年的配置與跑道之間

已經有圍牆管制隔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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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立面前方近年設置車寄（雨廊），並以石英磚鋪面的走道銜接飛機跑道，

西側立面與雨庇銜接處兩邊各向南北側築有磚牆，分隔跑道與基中大樓旁的綠地。 

附屬的服務設施設置於南側，南向出口旁接近建築物處有長方形的水泥基

座，由基座上的痕跡似乎原有簡單的圓管棚架屋頂，地面並殘留有大型瓷質電纜

線固定器（碍子）及管線，推測為供應建物用電的緊急發電設備；西南側草地中，

有一水泥鋪面停車場，上有簡單的車位格線，西南（六孔）及東南角落（三孔）

靠近建物處皆有化糞池的水泥圓孔蓋鋪設於地面；其餘四周地面皆為草地與植栽。 

【圖 3-1-05】2006 年基中大樓衛星照 
說明：Google 衛星地圖顯示基中大樓植栽主要集

中於北側，西側突出後期增建的雨廊。 

【圖 3-1-06】南側出口道路旁設置停車場
說明：水泥地面上畫有停車格。 

【圖 3-1-07】基中大樓南向出口化糞池 
說明：出口旁靠近建物處設有一較大型的化糞

池。 

【圖 3-1-08】南側緊急發電設施水泥基座
說明：地上仍有管路及埋設金屬管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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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栽 

依據戰後遭轟炸尚未修復前的照片觀察，可以看到建物西南側一帶已有高大

的喬木，西側及西北一側則僅見疏落低矮的樹叢，另一張戰後 1947 年建物修繕完

成的照片則顯示建物東北側空地植栽稀疏，看不出規則，植物仍低矮。由 1997 年

資料照片顯示南側的喬木已不復見，可以完整地看到南側整體立面。 

現況環建物外圍四周植栽茂盛，建物的東側入口一帶植有印度橡膠樹、正榕

及垂榕，南側靠近建物共有垂榕 5 棵，西南角落稍遠處有 2 棵菩提樹，北側前方

與道路之間栽種大量的芒果樹，接近入口處有檸檬鞍及正榕，區內樹木皆已編號

記錄，掛上標示牌。北側沿著道路旁栽植有榕科灌木，其他泥土地面雜草茂盛。 

【表 3-1-01】基中大樓植栽調查表 

植栽名稱 特色介紹 學名 

正榕 共 11 棵，北側入口前處有一棵老樹樹徑達 162 公分 Ficus microcarpa，桑科 

垂榕 共 6 棵，大多位於南側 
Ficus benjamina，桑科 
科 屬：桑科 

芒果 共 54 棵，集中在北側 Mangifera indica L.，漆樹科 

菩提 2 棵，位於西南角落  Ficus religiosa L. 桑科 

印度橡膠

樹 
1 棵，東側入口前，樹徑 63 公分。為根系發達的喬

木 

Ficus elastica Roxb，桑科，榕屬 

檸檬桉 
共四棵，樹徑自 28-39 公分不等，集中在北側入口前

左邊。 
Eucalyptus citriodora Hook.， 桃金

孃科，桉樹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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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戰後舊照西南側邊已可看到大型喬木 2.1947年東北側四周許多獨立植栽分散在草

地中 

3.東側入口前沿著道路栽植有正榕、印度

橡膠樹及芒果樹 

4.西北轉角處栽植芒果樹為主 道路旁邊植

榕科灌木 

5.西北側的圍牆以內種植喬木以芒果樹

為主 圍牆以外為草地 

6.南向偏西處有垂榕兩棵 旁為三孔化糞池

以及混凝土墩 

照
片
暨
說
明 

7.西南側的圍牆內遠處栽植兩棵菩提樹 8.北向入口前的榕樹灌木叢及芒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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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礎 

（一）基礎與犬走 

臺基高約 41 公分，並無通氣設

施，由粉刷剝落處可以看到局部紅磚牆

面，基礎並無開挖，作法形式需待日後

探知。臺基牆面大都為簡單的水泥粉

刷，西側一帶與車寄相接處後期加貼磁

磚。臺基上緣為厚 12 公分地坪，向外

突出約 7 公分。臺基與犬走接合處部份

產生裂縫，局部表層粉刷脫落，可以看

到砌磚以及混凝土廊柱的下緣。 

基礎四周設有一圈犬走及明溝，犬

走寬 42 公分，下方為磚砌，上面混凝

土級配層厚約 15 公分，表面水泥粉刷

厚 1.2-1.5 公分，為利雨水流洩至排水

明溝，表面稍微向外側傾斜。部分柱子

旁犬走上有固定排水管的凹槽，由表層

脫落處可以看到由參雜大小不一卵石

的混凝土級配；犬走表面為水泥粉刷，現況因地震或植栽攀附有裂縫產生，粉刷

層剝落的情形，也有因後期管線設備的添加或更改而出現挖鑿以及補修水泥之

處。因日久材料老化，混凝土層與紅磚底座之間稍有鬆脫導致出現表面的水平長

條裂縫。 

犬走外圍明溝寬 30 公分，圓弧形的溝底，深 36 公分，旁邊以紅磚砌築矮牆，

東南角落設有接近正方形的陰井。明溝於北側出入口順著道路一側向外排水，西

南側接有一道暗溝向南側排水。明溝側牆部分表面粉刷脫落、紅磚鬆脫或青苔附

著於表面，有些側牆因為旁邊喬木根系的擠壓或埋設管線施工以至於出現傾斜扭

曲的狀況。溝內大多落葉及雜物淤積，植物寄生。 

損壞狀況大致可以分為； 

 

【圖 3-1-09】臺基與犬走接合處產生裂縫

可以看內部 RC 柱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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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座側壁及與犬走接合處因年代久遠或因地震部分出現裂縫及空洞，部分

材料流失掏空，修復進行前須進一步檢視損壞狀況。2.粉刷層龜裂或整片剝落。

3.後期管線設備的添加及更改而出現挖鑿以及補修水泥的痕跡，因修補不當而導

致孔洞。4.裂縫及粉刷脫落處植物寄生。5.四周喬木生長茂盛處，根系擠壓明溝側

牆而導致傾倒位移。6.日照不易，表層發霉，苔蘚附生。 

【表 3-1-02】基中大樓犬走及明溝現況調查表 

 

  

西

側 

1.西南轉角犬走因混凝土層與紅

磚之間鬆動而導致側壁出現長向

裂縫，表層粉刷龜裂脫落。 

2.犬走表面龜裂破口，側壁粉

刷脫落 

3.犬走明溝側牆表面產生裂縫 

 
4.犬走加築磚砌花臺(左側)，管

線附著，表面出較大裂痕，與臺

基接合處出現孔洞。 

5.明溝側牆受植物根系推擠而

傾斜。 

6.後期埋設管線，犬走表面水泥

修補 

 

南

側 

7.不同時期埋設之管線，分別為

鐵管及 PVC 管，明溝側牆表面粉

刷脫落 

8.管道埋設導致犬走邊緣掏

空，臺基表面局部粉刷脫落苔

蘚附生 

9.犬走側壁水平長向龜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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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側 

10.犬走裂縫植物寄生，排水明溝

及陰井側牆粉刷及磚塊鬆脫 

11.入口旁明溝積滿泥土與落

葉 

12.植物寄生，垃圾堆積。 

 
13.犬走有較大的裂縫，臺基表面

布滿苔蘚 

14.基座及犬走滿布苔癬，管線

附著 

15.入口旁臺基下方掏空出現小

孔 

 

北

側 

16.犬走側牆水平長向裂縫，表面

布滿苔蘚，植物根系附著 

17.犬走排水凹槽局部損壞，與

臺基轉折處布滿苔蘚 

18. 明溝側牆表面粉刷脫落 

（二）出入口 

現況東側及北側出入口出懸挑雨庇，地面現為緩坡，推測原本為階梯；南側

出入口牆面有曾經設置廊道頂棚的痕跡，地面維持原有犬走及明溝，並沒有特別

設置階梯，西側近年加設車寄，將二樓欄杆敲除。損壞狀況大致可為 1.表面粉刷

片狀剝落。2.輕微缺損。3.潮濕發霉、苔蘚蔓生。4.植物寄生。 

【表 3-1-03】基中大樓出入口現況調查表 

北
側
出
入
口 

1.北側入口上方出雨庇，以平緩路

面連接建物 

2.北側入口雨庇上方有預留的

鋼筋，水泥粉刷表層發霉長青苔

3.階梯側牆裂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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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側
出
入
口 

4.東側入口使用方形立柱 5.雨庇上方局部粉刷脫落 6.階梯側牆表面粉刷片狀脫落

及裂縫，以紅磚加砌花臺 

 

西
側
及
南
側
出
入
口 

7.西側入口前近年加設車寄，側邊

植物寄生 

8.以四根洗石子立柱支撐的車

寄外觀 

9.南側入口壁上有原有廊道頂

棚之痕跡，地面並沒有設置階梯

 

三、磚牆及混凝土構造 

（一）磚牆 

牆體大都有表面裝修，但由粉刷剝落處或二樓天花板以上未裝修處可以看到

紅磚牆面，上方再搭配鐵筋混凝土梁及樓板等，此外廊柱及外廊扶手欄杆亦為鐵

筋混凝土構造。外牆厚度約 54 公分的 2B 磚牆，一樓內牆為 1.5B 磚牆，約 39 公

分厚，二樓部分磚牆為 1B 厚度。隔間磚牆大都配合外廊混凝土柱距模矩而砌，除

了三樓室內空間中間出突出牆面的立柱以外，其他室內壁面並無突出的柱體。一

樓磚牆高度約 300 公分，二樓中央走道兩側混凝土梁下磚牆高 365 公分。山牆面

及樓梯側牆亦以紅磚砌築，加上混凝土梁柱補強，二戰時遭轟炸屋頂損毀，牆體

局部損傷，戰後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時期加以修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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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磚尺寸為 22.5-24x11.5-12x5.8-6 公分，室內空間用途改變將牆體拆除，如

西側 VIP 室（1-10）內以及房間 1-5、1-7、1-9、1-21、1-22、2-13 等，2-14 之間

隔牆則拆除後又新建。新建牆體則有 2-1 與 2-2 之間隔牆、2-4 與 2-5 隔牆、2-10

與 2-11 隔牆、2-20 兩側隔牆、2-10 與 2-11 隔牆、2-15 與 2-16 隔牆、2-19 與 2-20

隔牆。目前所見磚面並沒有紋路或字樣，無法得知來源或出處。大多為一丁一順

的英式砌法，日後若有局部解體或修復設計時須特別留意。 

 
【圖 3-1-10】1.5B 磚英式砌法  
資料來源：吳卓夫、葉基棟，《營造法與施工》，

頁 227。 

【圖 3-1-11】敲除的 1.5B 磚牆下緣可以

看出其砌法 
 

建物構造之安全性以結構檢測為主，紅磚牆體目視大致完整，目前以中央樓

梯東側紅磚牆面風化剝落情形較為嚴重，其他外露的磚面被灰塵、屋頂滲水的水

漬及其他物質如白華及混凝土附著造成灰色髒污表面，也有白蟻的蟻路附著在牆

面上（西側山牆），部分磚面溝縫灰漿剝落，牆體局部有龜裂痕跡，其他大多為

後期修改開窗大小，或安裝設備或管線，而在牆體上挖鑿穿孔，打釘修補等的附

著物或痕跡，樓梯側牆與屋坡接合處滲水，導致磚面有髒污水漬，此外北向立面

出入口外牆有植物附生的問題。 

【表 3-1-04】基中大樓磚牆調查表 

照
片
暨
說
明 

1.房間 1-10 紅磚牆體下方敲除之殘構 2.樓梯側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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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樓天花板以上可看到磚牆及上方混凝土

梁 

4.二樓外牆混凝土圈梁下的紅磚牆面挖洞

牆面上有突出的半磚 

5.山尖以紅磚砌牆，上方有 RC 斜梁 6.磚砌牆體上有雨水滲漏等髒汙的痕跡 

7.樓梯磚牆與斜屋頂銜接的紅磚表面風化 8.突出牆外的半磚 

照
片
暨
說
明 

9.一樓(1-5)室內天花板脫落後可看到樓板下

磚牆的殘構 
10.西側外牆上出現水平裂縫 



歷史建築陸軍三十六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利用計畫 

       155

（二）混凝土 

混凝土構造包括廊柱、梁、樓板、樓梯以及外廊扶手，一樓雖然有天花板但

梁表面大都有灰泥粉刷，與牆面或梁身互接之處都向下稍微放大，梁身下緣兩側

削斜邊；二樓天花板以上可以看到表面未修裝的混凝土梁或磚牆表面預埋木磚，

藉以釘附天花支架等裝修材料，可以避免構造之損傷，這是日治時期常見的作法。

模板的痕跡明顯，與磚牆接合處有殘留的混凝土漿並未加以整理清除，表面有固

定模板的鐵線殘留。 

【圖 3-1-12】一樓混凝土梁及樓板灰泥粉刷

線腳示意圖 
說明：梁身兩側削斜邊，樓板灰泥粉刷收邊。 

【圖 3-1-13】二樓混凝土梁 
說明：下方預埋木塊，提供之後釘附物

件時使用，可避免構造的損傷。

二樓樓板於空間 1-9 與 1-10 之間有一小段作法較為特殊，似為後期所施作，

靠近北側有 90 公分見方的大小由鐵板支撐，鐵板上有「9519-00-153-3405  

TEEL5’x12’ 1PLATE METAL GR-55 ASTM-A515 HT-136463 DLA 

500-88-C-0207-12  811813 01/96 SM」等字樣。其他的同樣為混凝土樓板但下緣

較一般樓板高，高差約 23 公分，鐵板下緣又高約 3.5 公分。靠近中央走道一側，

可以看到 RC 梁及樓板拆除後剩下的鐵筋，鐵筋無竹節，直徑 1.5 公分，梁身配筋

為上 2 下 3，四周箍筋高 28、寬 18 公分，以鐵絲綑綁，拆除之樓板厚度約 18 公

分，上方有階梯狀的 RC 構造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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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4】一樓 1-9 及 1-10 間的樓板
說明：此處 rc 樓板較他處為高，局部為鐵板 

【圖 3-1-15】架在牆上的鐵板 
說明：以鐵板替代樓板的一部分。 

【圖 3-1-16】一樓 1-9 及 1-10 之間的樓

板靠近中央走道側 
說明：有 RC 梁及板拆除痕跡 

【圖 3-1-17】一樓 1-9 室內  
說明：敲除之磚牆及旁邊 RC 梁。 

東西側立面山牆於廊橫梁上砌築磚牆，磚牆上緣加混凝土斜梁與屋頂銜接。

樓梯側牆的補強柱立於中央走道偏北一側的橫梁上方，柱上方接橫梁一道，橫梁

正中也就是中脊下加一根小立柱。由於曾遭轟炸屋頂損毀，無法確定破壞的狀況，

觀察現況可以看到部分山牆及樓梯側牆的混凝土澆灌都較為疏略，且水泥混和比

例較低，以至於多有石礫外露或有空隙出現的狀況；且色澤稍有不同，部分表面

再以混凝土抹修，推測為戰後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時期所修建。 

鐵筋混凝土構造損壞狀況大致可以歸類為：1.由於管線及天花板的固定構件

直接釘附在樓板下緣，導致樓板局部出現挖鑿坑洞。2.年代久遠、材料劣化及地

震的影響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裂縫。3.局部混凝土層剝落、鐵筋外露。4.樓板裂縫

滲水。5.西側及樓梯側牆局部有白蟻蟻道痕跡。由於部分天花板仍舊留存，修復

工程進行時，須再度仔細檢視並紀錄天花以上之損壞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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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5】基中大樓混凝土構造調查表 

1.二樓磚牆與梁接合處，梁

下緣有流到模板外的混凝

土漿。 

2.一樓梁的接合處稍為斜向

下方放大，梁下兩側切斜

邊。 

3.二樓梁身上有固定模板的

鐵線殘留。 

4.樓梯側牆，以混凝土柱及

梁補強。 
5.東側山牆與外牆之間以混

凝土梁拉繫。 
6.西側外牆與山牆以混凝土

梁拉繫，山牆上方以混凝土

梁銜接屋頂。 

7.外廊柱與橫梁相接處，可

以看到外露的鐵筋，以及混

凝土未灌滿的空隙。 

8.二樓外廊扶手混凝土及表

層粉刷脫落。 
9.北側以懸臂梁向外出挑的

雨庇。 

照
片
暨
說
明 

10.樓梯間安裝管線而導致

樓板混凝土脫落，鐵筋外

露。 

11.東側外廊樓板混凝土脫

落露出鐵筋。 
12.廁所內壁面鑿出管線大

小的凹槽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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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梯 

兩座樓梯皆以鋼筋混凝土施作，樓梯平臺於外廊下方有輔助小梁及牆面立

柱，樓梯級深 31-32 公分，及高 18-19 公分，一樓至二樓由下而上階數為 13 階加

7 階，迴轉入二樓室內多一階，且多出來的最上階，階級深只有 15 公分。通往屋

頂樓梯平臺中央加設洗手臺及隔牆，屋頂加設的鐵皮屋使得雨水不會沿著樓梯向

下傾瀉到平臺，平臺上鐵皮屋頂未裝設前，下雨時雨水流瀉至樓梯平臺後再排出，

平臺中的隔牆可分別內外並將雨水阻隔於外。 

樓梯使用木作扶手，斷面 16x16 公分的扶手柱立於混凝土矮墩上，高 97.5 公

分，上有 1.5 公分寬的凹槽裝飾，扶手寬 9 公分，厚度 4.6 公分，以螺栓及鉚釘固

定於混凝土基座上，每隔一段距離以兩根立柱貫穿上下，樣式簡潔，現況外表以

咖啡色油漆塗刷。 

整體而言樓梯構造大致完好，木製扶手亦完整，損壞狀況大致可以歸類為：

1.粉刷層裂縫或構造輕微的缺損。2.表面材料如東南樓梯階級前方之止滑銅條被

竊，或如中央樓梯塑膠地坪脫落，內側的混凝土層受損。3.管線吊架配件等釘附

於表面或埋入。4.裂縫。5.滲水導致材料劣化產生壁癌，表面材料剝落。 

【表 3-1-06】基中大樓樓梯調查表 

 

中
央
樓
梯 

1.中央樓梯上下兩層平臺中

間的外側牆面突出立柱 
2.中央樓梯平臺下方梁柱及

側牆。 

3.通往屋頂層樓梯平臺加裝

洗手臺，旁有洩水孔以利雨

水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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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樓
梯 

4.中央樓梯三樓轉折處斜梁

產生裂縫，木製扶手下方沒

有底座。 

5.中央樓梯開口處的橫梁表

層剝落。 
6.推測二樓地坪後期有墊

高，以至於扶手的底座變淺。

東
南
樓
梯 

7.東南樓梯底層，止滑銅條

拔除，落葉堆積。 
8.東南側樓梯平臺由側牆及

橫梁支撐。 
9.木製扶手及欄杆。 

四、屋頂 

基中大樓屋架構造為洋式木屋架中的真束小屋，也就是中柱式桁架（King-post 

truss），自東到西，除了中央樓梯以外，與混凝土圈梁的短柱配合，共 27 組木架，

規律間距約 196 公分，東側因為樓梯隔牆位置，末兩組屋架間距縮小為 106.6 公

分，西側末端的三組屋架之間的間距則加大，樓梯側牆僅有簡單的木梁或木柱以

固定拉繫的垂直筋違，無附壁棟架。無論是初建或戰後的屋頂補修都是正值物資

缺乏的困窘時期，在固定構件處大多以木製品取代金屬構件，大量使用木鎹為本

建物屋架的特色之一。主要用於真束與合掌、真束與陸梁接合處，取代了一般慣

用的一字型及 U 字型鐵件，陸梁與合掌之接合仍舊以螺栓固定但兩旁貼加木鎹強

化，其他部位使用的金屬固定件只有螺栓、螞蝗釘（鎹）及鐵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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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8】木屋架常用之固定鐵件 
說明：包括一字型及 U 字型鐵件及螺栓  
資料來源：篠原太郎，《洋式建築構造雛形》，頁 92。 

構件尺寸如真束 20（寬）x15（厚）公分，陸梁 25.5（高）x 15（厚）公分，

方丈厚 10-10.5 公分深度與真束同，吊束 15（寬）x7.2-7.8（厚）公分，合掌厚度

同陸梁為 15 公分，高度為 20 公分，垂直筋違 11（寬）x6（厚），梁挾 10（寬）

x4.5（厚），母屋（桁木）斷面 10x10 公分，母屋後面所加的轉止長 24 公分，厚

度 9 公分。 

外牆以內每邊合掌上共有母屋八枝，最末端母屋合掌末端並未與陸梁相接，

陸梁以螺栓直接鎖在混凝土圈梁上。母屋上的棰木直接延伸至外廊，外廊屋架木

梁內部同樣以預埋的螺栓固定在下層的混凝土梁上，外端則架在外廊柱上混凝土

梁之上。外廊屋架立柱與木梁以榫接，至於榫的形式待日後修復解體時須加以確

認；與母屋之間用螞蝗釘固定，屋坡末端的母屋以螺栓固定於外廊混凝土梁上。

螺栓有不同尺寸，小型的墊片為 4 公分見方，厚 0.4 公分大小，桿徑 1 公分，六

腳螺栓寬 2.5 厚 0.6 公分，較大者墊片為 5.5 公分見方，厚 0.4 公分大小，桿徑 1.7

公分，六腳螺栓寬 3 厚 1.2 公分，螞蝗釘長 16 公分，寬 1.3 公分。 

外廊屋架於西側盡端牆體（飛航管制室）開始削斜角處出最後一道，自西側

算來最後一組屋架較其他屋架短，兩端直接架於山牆斜梁上方，倒數第二組屋架

則因為牆體已經斜向內，因此兩端突出於牆體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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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9】西側屋架示意圖 

 
【圖 3-1-20】西側外廊 
說明：西側第二組屋架兩端凸出外牆懸在外廊

之上 

【圖 3-1-21】外廊所見西側第一組屋架 
說明：兩端架於山牆上，下方為外牆 

屋頂現況為紅色鋼瓦，屋坡有滲雨水的情況，兩側無集水槽，雨水直接流洩

至地面。西側屋頂邊緣後期包覆金屬板收邊，雨水集中至兩側，沿著柱邊流洩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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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7】基中大樓屋架節點調查表 

節點位置 固定構件說明 照片 

真束與合掌 

木鎹：主要為長方形木塊，兩端配合

屋坡斜度修整成為梯型，共兩片，以

鐵釘釘合固定真束與兩側合掌。 

真束與陸梁 

木鎹：長方形木塊兩片夾住真束與陸

梁接合處以鐵釘固定，下緣較陸梁下

方突出約 4公分，構件尺寸

64x14.2x7.5 公分。 

合掌與陸梁 

木鎹：梯形，高 37 公分，長度為 61

與 42 公分，厚 5公分。兩構件除了用

木　以鐵釘固定外也以螺栓固定(如

右圖)。 

方丈 
螞蝗釘：方丈與陸梁、合掌及真束皆

使用螞蝗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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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束 
螺栓：釣束與陸梁及合掌大多使用螺

栓。少數使用鐵釘固定。 

 

垂直筋違 螺栓：利用螺栓固定於真束兩側。 

梁挾(振止) 鐵釘：僅以鐵釘固定 

陸梁接合 

以添板繼手接合，兩段陸梁之間除了

以十字榫相接以外，兩側加上

151(長)x20(高)x 

7.5(厚)的木塊後以螺栓固定 

陸梁與混凝土梁 
陸梁以螺栓固定在上層混凝土圈梁

上。 

外廊木梁與混凝土梁 
木梁固定在混凝土立柱旁，螺栓預埋

在混凝土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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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廊短柱 以螞蝗釘固定短柱與母屋 

外廊末端母屋 螺栓固定於混凝土梁上。 

兩邊屋面與樓梯側牆接合處處理不當滲水情況嚴重，導致母屋、野地板及棰

木皆受到雨水浸蝕，西側屋頂邊緣以金屬包邊將雨水集中於南北兩側排出，檐口

處木料因此嚴重腐蝕，構造表面佈滿水漬及污痕。 

屋架現況外觀大致完整，損壞狀況主要為：1.白蟻啃蝕的損壞，許多木構件

上有明顯的蟻路。2.屋頂滲漏使得木架構件及屋面襯板（野地板）因腐蝕嚴重而

脫落，木料表面出現白色水漬。3.固定鐵件脫落導致木料鬆脫的情形。因滲漏情

況持續，且白蟻肆虐腐朽程度迅速，木作修復工程進程之前要進行木料檢測，詳

細檢視並評估木料的損壞狀況，再進行後續的處理工程。 

鋼板屋頂材料老化滲漏情況嚴重，屋頂野地板到處都有雨水浸潤的痕跡。屋

面金屬板外觀檢視雖大致完整僅有小破損，因材料質變，使得接縫處無法密合而

普遍滲漏，建議將屋頂材料更新檢視，徹底解決滲水問題。 

【表 3-1-08】基中大樓屋架及屋頂現況調查表 

照
片 

說
明 

1.靠近東側立面屋架真束旁的方丈鬆脫垂

落 
2.陸梁繼手處稍微位走位，構件鬆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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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棟木及垂直筋違上有明顯的蟻路 4.蟻路及滲水痕跡 

5.屋面板損毀脫落 6.陸梁尾端有滲水及蟻路痕跡，旁邊混凝土

梁上有腐蝕鬆脫的木料 

7.轉角處外廊屋架以螺栓固定在混凝土梁

上，此處母屋皆有滲水情形，也有明顯的

蟻路。 

8.牆上的附壁木料被白蟻啃食腐朽鬆動 

照
片
暨
說
明 

9.垂直筋違鬆脫掉落 10.陸梁繼手接合處稍微鬆脫也有白蟻的痕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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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央樓梯東側牆面與屋坡接合處嚴重漏

水，屋頂桁木嚴重腐壞 
12.棟木及母屋都被白蟻啃食，部分棰木已

經損毀脫落，筋違也有白蟻的痕跡。 

照
片
暨
說
明 

13.材料劣化，使得接縫產生縫隙，

固定處也產生破口。 
14.紅色鋼板屋頂 

五、裝修 

（一）地坪 

室內及外廊地坪大部分為灰白色磨石子地板，以鑲嵌銅線分割，一柱間大小

的室內空間，除了邊緣的收邊條以外，大約分割成 16 格，約 102.5x6 5 公分的大

小。牆體及立柱周圍以較小粒且色調偏灰的磨石子收邊，樓梯梯級表面也使用顆

粒較小的磨石子，同樣也分中間與收邊兩種色澤，收邊大都有塗刷黑色油漆，原

有磨石色澤難以分辨；外廊材料與室內相同，一樓外廊的磨石子收邊條表面加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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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漆。西側盡頭兩間 VIP 室及休息室地坪貼石英磚(1-9，10，11，12)，衛浴空間

(1-6,13，14，18,19；2-14,15,25)地坪貼磁磚；二樓北側自東邊算起第二間（2-2 工

程管制室），部分地坪在磨石子上貼木質地板。中央樓梯階梯一至二層目前貼有

塑膠鋪面，其餘為洗石子鋪面，東側樓梯亦為洗石子地坪，兩者收邊皆為磨石子

表層，現況有黑漆披覆。 

【圖 3-1-22】地坪磨石子 
說明：中間與收邊的石粒大小以及色澤明顯不

同，鑲嵌銅條分割。 

【圖 3-1-23】外廊地坪收邊 
說明： 採用較小石礫，表面黑漆逐漸脫落。 

 
【圖 3-1-24】外廊洗石子收邊比較 

說明：一樓西側外廊雙柱外緣黑

灰色洗石子收邊。 
說明：一樓外廊順著圓柱邊緣

收邊。 
說明：二樓外廊外緣收邊較寬

且無黑漆批覆，與一樓不同。 

地坪的高程以室內空間與中央走廊最高，中央樓梯向西一側的地坪提高約 8

公分，進入西側後期裝上的門扇後，地坪後期加貼石英磚，厚度增加，外廊地坪

只略低於中央走廊。較特別的是地面層設置中央樓梯的柱間地坪，有由北向南明

顯的洩水坡度，至南側出入口處，較兩側外廊為低；二樓中央走道地坪較外廊高

約 8 公分。 

磨石子地坪大致完整，損壞包括 1.髒汙、水漬。2.裂縫。3.外廊過於潮濕，表

面發霉及苔蘚附生。4.表面塗刷油漆，有脫落磨損的情形。5.樓梯階級前端的止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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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條被偷，使得下方的混凝土層破碎剝落。6.樓梯底層下方小空間，室內為混凝

土地坪，未加以處理，表面有碎裂的情形。7.中央屋頂平臺地板鋪設瀝青油毛氈

防水材，邊緣可以看到多次塗刷瀝青及 PU 防水材，後加的鐵皮屋立柱旁邊防水

材料起翹，混凝土層外露。8.埋設管線挖鑿，以水泥修補，部分固定構件殘留。 

【表 3-1-09】基中大樓地坪裝修材料及現況調查表  
地

坪
裝

修
材

料
及

損
壞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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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編號 現況描述 照片 

1-11 與磨石子接合處出現高差 1-12 膨拱 

1-9 

1-10 

1-11  

1-12 

以及一、二

樓 西 側 雨

廊地坪 

 裝修材料：石英磚 

 現況說明 
1.大致完整，表面髒汙

及水漬。 

2.膨拱 

3.裂縫缺損 

4.植物寄生 

 

二樓西側雨廊，大致完整 

西側入口前石英磚，灰縫中雜草

寄生，局部破損。 

1-6 

1-18 

1-19 

2-14 

2-15 

2-25 

 裝修材料：磁磚 

 現況說明 
1.大致完整，表面髒汙

及水漬。 
2.裂縫缺損 

 1-14 磁磚面完整 1-18廁所地坪貼 4x4公分小口

磁磚。 

2-23 裂縫 2-24 裂縫 

1-1 裂縫 1-1 地面挖鑿穿管 

其 他 室 內

空 間 及 中

央走道 

 裝修材料：磨石子及

磨石子收邊 

 現況破壞說明 
1.表面髒汙及水漬，膠

帶污痕。 

2.裂縫及缺損。 

3.管線埋設之缺損或

修補痕跡。 

 

中央走道收邊處出現裂縫 中央樓梯下的小間，地坪混凝土

碎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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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側出口，地坪長向龜裂 東南側外廊，埋設管線導致地坪

缺口 

一樓外廊地坪 

 裝修材料：磨石子地

坪，磨石子收邊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污、水漬、苔蘚 

2.設備之固定鐵件殘

留 

3.裂痕 

4.埋設管線之坑洞 

5.收邊局部以黑漆批

覆  

一樓北側外廊裝設明管，以水泥

固定 

北側外廊裂縫  

東側外廊裝設管線而受損，表層

脫落 

北側外廊設置明管及廢棄的設

備堆置，發霉長苔 

外廊 

二樓外廊地坪 

 裝修材料: 磨石子地

坪，磨石子收邊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污、水漬、苔蘚 

2.設備之固定鐵件殘

留 

3.裂痕 

4.裝上管線修補不當

之損壞 

5.局部油漆批覆 

6.管線沿著牆邊排設 

7.粉刷層片狀脫落 

8.植物寄生 西側地面裂縫 南側邊緣固定管線的釘痕及小

孔，局部黑漆批覆 

樓梯 

 裝修材料: 磨石子地

坪，磨石子收邊，中

央樓梯一至二層上面

貼塑膠地磚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污 

2.止滑銅條拔除之缺

損 

3.裂痕 

4.兩側收邊以黑漆批

覆 

中央樓梯一至二樓階級中央貼

塑膠地坪。 

東側樓梯梯級表面磨石子，兩側

收邊披覆黑漆。止滑銅條被拔除

破壞。 

 

屋頂平臺 

 裝修材料: 水泥粉刷

加防水層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污 

2.鐵皮屋頂立柱破壞 

3.挖鑿洩水孔 

4.防水層材料劣化起

翹脫落 髒汙 鋼柱固定以及洩水孔挖鑿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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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牆體  

1、內牆裝修 

目前室內牆面大多以白漆粉刷，檢

視天花以上的壁面，可知早期為灰泥粉

刷為主，在石灰中依比例摻以貝殼灰、

沙、麻絨、海菜等材料調和，抹塗於牆

面、天花板等處，不論附著面為混凝土

牆、磚牆、木板條皆可以施作。殘留於

磚牆邊緣粉刷層有前後兩次施工的痕

跡，下層厚度約 0.8 公分，上層為 1-1.2

公分。分底塗與上塗兩道，底塗厚度

0.7-0.9 公分，表層厚度 0.1-0.3 公分。

後期大都於內牆表面施以水泥砂漿粉刷後塗刷白漆，天花板以上大都保留原樣或

局部水泥粉刷，下方踢腳以水泥粉光為主，表面黑漆披覆；廁所及茶水間等空間

室內牆面貼白色磁磚。由於局部天花板仍舊留存，修復工程進行時，須再度仔細

檢視並紀錄天花以上的牆壁及樓板之損壞狀況。 

內牆面的損壞大致為 1.灰塵聚集的髒污或雨水滲漏的污漬、白華。2.表層粉

刷起泡、或整片脫落剝離。3.設備、開關及管線的裝設或移除引起的損毀，挖鑿

孔洞。4.管線滲漏引起壁癌。5.結構裂縫，長期滲漏引起材料質變脫落等。6.白蟻

腐蝕。 

【表 3-1-10】基中大樓室內材料及現況調查表 

【圖 3-1-25】一樓內牆粉刷層有兩次施作

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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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一樓現況說明及照片 

 牆壁：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後期以 11x11 或 20x25

公分磁磚貼面 

 地坪：4x4 或 20 x 20 公分磁磚地坪髒污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已大都脫落，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滲水受損。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板相接處

之線腳脫落。5.早期天花圓桁埋設挖鑿梁身受損 

 
1-6 粉刷脫落 1-13 表層粉刷剝落 1-19 上方牆面粉刷因埋設天花

支架而剝落 

 

衛浴

空間 

1-6 

1-13 

1-14 

1-18 

1-19 

1-6 樓板粉刷片狀脫落 1-14 牆面貼磁磚 1-18 壁面粉刷層剝落、樓板龜裂

滲水 

 牆面:天花以上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髒汙及水漬，局部踢腳缺損。 

 天花板:1-1，1-4，1-11 暗架天花，其他為明架，板材局部脫落。 

 樓板及梁:局部龜裂、滲水、管線挖鑿、粉刷片狀脫落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 

 
1-1 踢腳缺損 1-2 壁面汙漬 1-3 壁面汙漬 

 

其他

室內

空間 

1-1 

1-2 

1-3 

1-4 

1-5 

1-4 壁面汙漬 1-5 表面漆泡起 1-5 髒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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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面:天花板以下粉刷層髒污，輕微龜裂，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天花:後期增設之明架天花板材局部脫落，上方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龜裂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3 天花板以上牆面粉刷剝落，局部

與樓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 

1-7 龜裂滲水 1-8 樓板滲水，梁局部粉刷脫落 1-11 壁面粉刷脫落 

1-7 

1-8 

1-11 

1-7 樓板缺損，鐵筋外露 1-8 表面粉刷剝落，梁身設備穿孔 1-11 牆面髒汙，設備穿孔，粉刷

脫落 

 牆面:天花以上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髒汙及水漬，天花以下牆面釘木板，表面貼壁紙。 

 天花:明架天花，板材局部脫落。 

 地坪: 石英磚，1-12 局部膨拱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3 與樓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4.牆

面木板白蟻腐蝕嚴重。 

1-9 牆上線腳局部鑿除，粉刷局部脫

落 
1-10 木板牆內白蟻肆虐腐損 1-12 天花損壞，地面膨拱 

1-9 

1-10 

1-12 

1-9 壁面汙損，雜物堆積 1-10 牆身粉刷脫落，樓板龜裂滲水 1-12 設備鑿孔，天花吊架固定損

壞 



第三章 建築現況調查 

 174 

 牆壁: 天花板以下粉刷層髒污，輕微龜裂，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及挖鑿的孔洞。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垃圾等，輕微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部分脫落扭曲，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或滲水。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與樓板相接處之

線腳脫落。5.早期天花圓桁埋設挖鑿梁身受損。6.梁及樓板龜裂。 

 
1-15 牆面水漬 1-16 梁及樓板龜裂滲漏 1-17 壁癌 

 

1-15 

1-16 

1-17 

1-15 設備鑿洞缺損，粉刷片狀脫落 1-16 樓板及梁龜裂滲水 1-17 樓板龜裂滲水 

 牆壁: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垃圾等，輕微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部分脫落扭曲，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或滲水。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板相接處之

線腳脫落。5.早期天花圓桁埋設挖鑿梁身受損 

 
1-20 梁粉刷層脫落 1-21 牆面髒汙剝落，粉刷片狀脫

落、裂痕滲水痕跡 
1-22 牆面髒汙，輕微裂痕 

 

1-20 

1-21 

1-22 

1-20 牆面髒汙，表層膨起剝落 1-21 隔牆敲除遺構 1-22 牆體上方粉刷長向龜裂脫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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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壁: 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垃圾等，輕微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部分脫落扭曲，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或滲水。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板相接處之

線腳脫落。5. 衛浴空間走道牆面壁癌。 

1-6 外，壁癌 樓梯間 樓梯間 

1-23 

樓梯

間及

中央

走道 

樓梯間樓板及側牆上方粉刷剝落 中央走道壁面粉刷局部剝落 1-18 外中央走道牆面壁癌 

 牆壁: 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垃圾堆積及輕微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部分脫落扭曲，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或滲水。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窗臺下方壁面水

漬。5.踢腳輕微缺損。6.白蟻蟻路(2-6 側壁)。7.樓板下緣龜裂，粉刷片狀脫落、鋼筋外露(2-6)。 

2-1 

2-2 

2-3 

2-4 

2-5 

2-6 

2-1 屋頂及窗戶滲漏壁面汙漬 2-2 窗戶滲漏壁面汙漬、地面龜裂 2-3 窗臺下壁面水漬、灰塵、發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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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窗戶進水壁面水漬 2-5 樓板下緣龜裂 2-6 壁面粉刷脫落，天花板以上牆

面白蟻蟻路，樓板龜裂粉刷脫落

 牆壁: 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垃圾堆積及輕微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部分脫落扭曲，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或滲水。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窗臺下方壁面水

漬。5.踢腳輕微缺損。 

2-7 汙漬及水痕 2-8 壁面汙漬及粉剝落 2-9 水漬、及設備固定孔洞 

 

2-7 

2-8 

2-9 

2-10 

2-11 

2-12 

2-10 汙漬及水痕 2-11 地坪缺損 2-12 牆面上方粉刷剝落 

 牆壁：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 20x25 (2-14,15)及 10x10

公分磁磚貼面(2-25) 

 地坪：20x20 公分磁磚地坪髒污貼面 

 天花：明架天花，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滲水受損。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牆體設備移除

開口僅以木板封閉 

  

2-14 

2-15 

2-25 

2-14 牆面磁磚完整 2-15 牆面磁磚完整 2-25 牆面磁磚大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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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壁: 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垃圾堆積及輕微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部分脫落扭曲，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或滲水。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窗臺下方壁面水

漬。5.踢腳輕微缺損。 

2-13 壁面裂痕 2-16 壁面污漬 2-16 汙漬及龜裂 

2-13 

2-16 

2-17 

2-18 

2-17 壁面因屋頂滲漏出現明顯水

漬 
2-17 地坪裂縫 2-18 壁面塗鴉、汙漬、及屋頂滲

漏水漬 

 牆壁: 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垃圾堆積及輕微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部分脫落扭曲，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或滲水。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窗臺下方壁面水

漬。5.踢腳輕微缺損。 

2-19 污痕及水漬 2-20 汙漬及剝落，隔間牆設木門，

上方以木板封閉 
2-21 壁面汙漬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2 壁面汙漬龜裂 2-23 地面裂痕，牆面汙漬 2-24 地坪墊高，表面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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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壁: 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垃圾堆積及輕微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部分脫落扭曲，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或滲水。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窗臺下方壁面水

漬。5.踢腳輕微缺損。 

樓梯間樓板因埋設管道而毀損鋼

筋外露 
樓梯表面粉刷起翹剝落 樓板及梁龜裂、表面粉刷剝落缺損

 

2-26

樓梯

及中

央走

道 

二樓中央走道壁面髒汙局部壁癌 中央走道樓板損壞鋼筋外露 中央走道地坪及強面髒汙 

 牆壁: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屋頂女兒牆牆面剝落 

 地坪: 三樓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及輕微裂縫；屋頂平臺防水層材料異化起翹 

 天花:三樓室內暗架天花，部分脫落，有滲水痕跡，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或滲水。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牆體龜裂。4 水漬及壁癌。5.踢腳輕微缺損。

6.白蟻 7.排水孔洞挖鑿損壞 

三樓室內水漬髒汙及粉刷剝落 三樓樓梯間樓板及梁粉片狀刷脫落

龜裂及滲 
三樓樓梯平臺粉刷片狀脫落，樓

板下方發霉 

三
樓
及
屋
頂
平
臺 

三樓樓梯滲水生壁癌，粉刷剝落 屋頂平臺排水孔破壞地坪及牆體 屋頂女兒牆表面粉刷脫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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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牆裝修 

外牆現況以灰白色調洗石子為主，應為後期修繕所做，為十分普遍的作法。

無踢腳，牆體中央偏高處有一道黑色分割線。外廊圓柱及二樓扶手以及橫梁外觀

使用白色洗石子而特別凸顯，與灰色調的牆面有所區別。樓板外露於廊柱以外的

部分則延續地坪的塗黑收邊作法，在立面形成黑色的水平帶。外廊柱的轉角承重

牆體內外兩面亦皆為灰色洗石子。 

屋頂女牆內側表面粗糙似以短毛刷處理，下緣與地坪交接處可見加塗綠色的

PU 防水層或瀝青等防水漆處理，部分已經乾裂剝離，於地面及女兒牆接合處挖鑿

排水孔洞。一樓樓梯下方小空間內牆面為水泥粉光，現有油漆塗鴉。西側屋頂邊

緣以金屬包覆處，雨水集中滲漏，導致柱身髒汙，黴菌及苔蘚附著，植物寄生。 

外牆面的損壞大為 1.灰塵聚集的髒污或雨水滲漏的污漬、白華。2. 材料劣化

產生裂縫、塊面脫落。3.設備、開關及管線的裝設或移除引起的損毀，挖鑿孔洞。

4. 開窗修改之修補痕跡。5.植物寄生破壞。6.門窗框拆除導致粉刷脫落，結構體

受損。 

 

 

【圖 3-1-26】基中大樓東西側外牆修裝材料及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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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7】基中大樓南北側外牆修裝材料及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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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1】基中大樓外牆修裝材料及現況調查表 

位置 現況 照片 照片 

外牆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塊面脫落

3.管線裝釘形成孔洞 

4.開窗修改之修補痕跡 

設備管線殘留、屋頂滲漏水漬 髒汙、發霉、苔蘚 

東南側牆面滲水髒汙發霉、粉刷修

補痕跡、裂痕及粉刷層片狀脫落 
一樓東北角內側牆蟲類寄生 

轉角牆內側髒汙及破損 轉角牆內側管線固定件殘留 

東
向
立
面 

外廊:廊柱、欄杆及轉角牆體 

 裝修材料:洗石子，梁、圓柱及

欄杆表面白色洗石子，其他為

灰色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 

3.植物寄生破壞 

4.屋頂雨水集中滲漏污漬 

牆面固定鐵件殘留 牆面管線固定鐵件及釘孔殘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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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面髒汙、開孔及管線附著 二樓壁體開窗修補痕跡明顯 

外牆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塊面脫落 

3 開窗修改之修補痕跡 

4.滲水生壁癌 

5.門框拆除周圍壁面受損 

一樓牆面裂縫 門及窗框旁牆面修補痕跡明顯，牆

面有水漬 

髒汙、發霉、苔蘚 壁面輕微水漬，橫梁表面白漆剝落

欄杆表面裂縫 欄杆表面苔蘚，側面有裂縫 

 

西
向
立
面 

外廊；.廊柱、欄杆 

 裝修材料:洗石子，梁、圓柱及

欄杆表面白色洗石子，其他為

灰色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脫落 

3.植物寄生破壞 

4.屋頂雨水滲漏污漬 

5.管線附著以及裝設毀損或修補

痕跡 

山牆面雨水匯流局部水漬 西南側轉角柱面因滲水髒汙發

霉、樓板外緣表層粉刷片狀脫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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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體下緣長苔蘚，設備管線留置 東南轉角處牆面長向裂縫 

外牆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以及滲漏之

水漬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片狀脫落

3.植物寄生破壞 

4.管線裝釘形成孔洞 

5 開窗修改之修補痕跡 

 

牆面埋管挖孔 壁面滲水發霉及水漬 

苔蘚、植物寄生 中央樓梯內牆水漬、白華 

外廊:廊柱、欄杆及牆體 

 裝修材料:洗石子，梁、圓柱及

欄杆表面白色洗石子，其他為

灰色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以及滲漏之

水漬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 

3.植物寄生破壞 

4.屋頂雨水滲漏污漬 

5.後期修補痕跡 

牆面破損粉刷脫落 柱身粉刷脫落，裂痕 

南
向
立
面 

牆面汙漬、粉刷脫落、植物附生 一樓轉角牆體內側設備附著修補痕

跡 
柱面細微裂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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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霉、苔蘚 管線附著 外牆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以及滲漏之

水漬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 

3.植物寄生破壞 

4.管線裝釘形成孔洞 

5 開窗修改之修補痕跡 

二樓牆面設備附著處 牆面裂痕 

中央入口牆面水漬發霉痕跡 欄杆立柱裂痕 

北
向
立
面 

廊柱、欄杆及轉角牆體 

 裝修材料:洗石子，梁、圓柱及

欄杆表面白色洗石子，其他為

灰色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以及滲漏之

水漬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 

3.植物寄生破壞 

4.屋頂雨水集中滲漏污漬 

扶手缺損 柱面管線附著後移除痕跡，欄杆缺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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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花板 

初建時一樓直接於樓板灰漿粉

刷，管線露明鋪設，並未另外設置天花

板。現況中央走廊及房間大都為明架天

花，一般室內空間使用礦纖板，浴廁使

用塑膠板材，少數房間及走道採用暗架

天花；一樓現有天花板高度約 286 公分

左右，天花板以上有少數用來固定天花

板木架的圓木桁殘留，木桁兩端埋在梁

中，此部分應為戰後初期所施作；二樓室內皆為為明架天花，上方有戰後初期設

置的木摺板天花。三樓室內為暗架天花。 

【圖 3-1-29】一樓橫梁上的圓桁用來釘附

早期的暗架天花板 
【圖 3-1-30】二樓舊天花板四周以木摺

板作出線腳表面再加以粉刷 

【圖 3-1-31】二樓樓梯間與中央走道之木

摺假梁作為天花裝修的一部份 
【圖 3-1-32】二樓中央走道天花與樓梯

間樓板處以木摺板做成橫梁外形 

二樓所殘留早期天花板固定木架大多數仍留存，介於屋架之下，現有天花板

之上。中央走道天花木架直接固定於兩側牆體中，板材高度相同，樓梯間旁中央

走道天花板以木摺板做成假梁，為天花裝修的一部分；房間的天花裝修稍有變化，

四周以木摺板作法釘成一圈寬約 27-29 公分的水平線角，底部高度約 334 公分，

【圖 3-1-28】脫落的木摺天花木條及粉刷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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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天花板材再抬高約 5-10 公分佈設，依殘留的天花觀察，有多種不同的形式，

主要先分為方格或長方格形狀，然後再加以變化圖形，主要為甘蔗板材，樣式簡

潔，方整交錯。 

【圖 3-1-33】木摺天花分格圖樣示意圖 
說明：依據空間大小而有不同尺寸之分格，分格中再加以變化圖形。 

【圖 3-1-34】可看出原來天花的分隔樣式 【圖 3-1-35】以長方格基準再跳格分成

三格的圖樣 

四周木摺板收邊主要先以角料釘製木架，再覆以 7-8 片木板條，釘成平整外

形，稱為「下地」，講究的做法木條間距要控制得宜，外敷灰泥時才能咬合平整，

需經底塗、中塗、上塗等多次手續而成，本建物的木條釘合並未十分講究，寬度

約 27-29 公分，粉刷灰泥厚 1.2-1.4 公分，有下、中、上三層。較為特殊的是西側

盡間 2-12 因室內寬廣，舊有天花四周的摺板下緣高達 425 公分，使用兩片木條轉

折向上，再接上中央的天花板材。現況中央甘蔗板材已大多損壞，但局部殘留的

分隔木條可以判斷出分割圖形，修復工程進行時明架天花拆除後應仔細檢視紀

錄，再據以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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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6】木摺天花大樣示意圖 

【圖 3-1-37】2-12 天花四周木摺板 
說明：下方為現有明架天花板，木摺板轉折向上再接上中央天花板 中央天花支架仍存 

【圖 3-1-38】二樓的早期天花板 
說明：木架固定在屋架 中央走廊的木架主要固定

在兩側牆上 

【圖 3-1-39】木摺板天花上方以角木固

定 

空間 2-11 與 2-12 之間有局部特殊的天花如下圖所示，一為長條形木企口板天

花，一為木摺板收邊之甘蔗板天花，中間甘蔗板之間互疊形成高低差，四周木摺

板收邊寬度僅 18 公分，形制較為特殊與其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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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0】木摺天花大樣示意圖 
說明：右上為甘蔗板天花木摺收邊，右下為企口板近照。 

其他空間如外廊一、二樓皆裝設暗架金屬條狀天花，每隔一定間距有維修方

孔，樓梯下緣為直接塗刷白漆的平頂天花。整體而言外廊天花大致完整，屋頂出

簷下方以暗架支撐木板包覆於外，因滲水導致嚴重腐朽局部損毀；西側出簷以金

屬板包覆，金屬板外觀完整，但雨水集中滲漏嚴重，牆面水漬蔓延。 

 
【表 3-1-12】基中大樓天花材料及現況調查表 

天花材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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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4 

1-11 
3 樓 

室內暗架天花 

 材料:甘蔗板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滲水水漬 

2.脫落、外力毀損 

3.管線或設備裝設時損壞 

  
三樓暗架天花，局部板材脫落 一樓暗架天花，板材滲水，局部

脫落 

一樓室內明架天花板脫落 一樓樓梯間明架天花板脫落 

一樓外廊樓梯下緣混凝土構造

水泥粉刷，局部剝落 
二樓外廊金屬條狀天花，大致

完整，部分維修孔板材鬆脫 

其
他
一
、
二
樓
室
內
空
間 

室內明架天花 

 材料: 大多為礦纖板，衛

浴空間使用塑膠板材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水漬 

2.脫落 

3.框架扭曲、脫落變形 

一樓外廊金屬條狀天花，大致完

整 

 
一樓外廊東側入口處金屬天花

局部損壞變形 

二
樓
木
摺
板
天
花 

二樓室內早期天花板 

 材料: 木摺板收邊，中央

為甘蔗板 

 現況破壞說明 

1.收邊木摺板表面粉刷脫落

2.木摺板腐朽損壞，脫落變

形 

3.天花板中央甘蔗板材大都

脫落不存  

二樓木摺天花收邊，表面灰泥大

多脫落，部分木板腐朽毀壞 
二樓樓梯間與中央走道交接處

的木摺板假梁，局部粉刷脫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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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室內與

2-12 
之間 

 材料: 木摺板收邊，中央

為甘蔗板；木板天花 

 現況破壞說明 

1.收邊木摺板表面粉刷脫落 

2.甘蔗板材料劣化變形脫落 

3.木板天花板材局部脫落 
甘蔗板損壞脫落 木企口板缺損脫落 

屋
頂
出
簷 

出簷 

 材料: 大都以暗架木板包

覆，西側以金屬板包覆 

 現況破壞說明 

1.滲水木板嚴重腐損 

2.金屬板生鏽，髒汙 
 

屋頂出簷下方以暗架板材包

覆，因為雨水滲漏大都腐朽。

屋頂出簷以金屬板包覆 

 

六、門窗與設備 

（一）門窗 

目前所見門窗都為後期所更換的鋁門窗，一般房間窗戶分為上中下三格，中

間較大，使用橫拉窗。室內隔牆之間開口大都採用木門。多數門窗扇都已經佚失，

有些連窗框都已經拔除。仔細觀察鋁框剝離之處發現有早期的木料殘留，但並不

完整。二樓指揮室使用固定窗，玻璃外貼隔熱紙。除了門窗以外，牆上還有裝設

冷氣設備的開口，目前已經移除，大雨時雨水進入室內導致牆壁髒污地面積水。 

【圖 3-1-41】1947 年修復後採用木門窗、西側立面一二樓皆採用落地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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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3】基中大樓門窗調查表 

1.1997 年照片顯示已經改用白色鋁窗，但與

現況不同。 

2.現況西側立面採用大片玻璃窗。 

3.現況鋁窗，只剩局部的窗框。 4.樓梯間窗框尚存，窗扇大都佚失，最上層

僅以板材遮蔽窗開口。 

照
片
暨
說
明 

5.室內鋁門框。 6.原本互通的室內，以木板隔牆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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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暨
說
明 

7.東側樓梯下方小間後設之木門 8.隔間牆互通的木門 

 

（二）設備 

由於建物軍方持續使用，搬離時將設備大都拆遷，只留下設備空箱或已經毀

損的設備，大都為後期陸續添加電器及、電信、空調設備，設備的管線及廁所、

茶水間進排水的管路，大都露明固定或是鑿壁埋設，排水管因應需求錯落設置，

大大小小的開關盒附於壁面上，眾多電線被拔除銅芯後棄置於樓梯間。 

地面建物四周設置明溝排水，東南角落以陰井集水向南側排出，西南側後期

增設有向南排水溝，屋頂目前並沒有設置天溝，雨水直接流洩至地面，臺基壁面

上雖有固定落水管的鐵件，犬走上也有排水凹槽，並無其他構件留存。中央平臺

也僅於地面鑿洞排水，未裝設金屬屋頂前，雨水流洩至樓梯平臺再向外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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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2】排水方向示意圖 

【圖 3-1-43】犬走上有排水凹槽 【圖 3-1-44】南側出入口旁 
說明：臺基側牆有固定鐵件及排水管殘留的

痕跡 

較早期的設備大都已不存，但部分管線仍舊保留，如混凝土梁或牆壁上緣有

預埋的鐵管，便於管線配設，屋架或舊天花支架上釘附有固定電線的陶瓷碍子和

早期的電線，屋架上有些配線排列整齊，頗具美感，碍子有大小不同尺寸，直徑

有 2.6 及 3.5 公分兩種，高度分別為 4.3 及 5 公分。 

【表 3-1-14】基中大樓設備調查表 

照
片
暨
說
明 

1.壁扇開關 2.樓梯側壁的電信箱 3.內牆上空調設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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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源總開關箱，位於一樓

南側外牆 
5.設置於一樓外牆上的開關龍

頭 
6.樓梯旁壁面上裝設的電

氣箱 

7.露明固定的電信管線及開

關盒 
8.埋於地板拉出的電纜線及壁

上電信盒。 
9.二樓樓梯側牆上的兩座

電設備箱。 

 
10.藏在天花板上的電線管

路 
11.屋頂平臺上的水箱 12.裝設於外廊轉角處的公

用電話固定座 

照
片
暨
說
明 

13.屋頂平臺上的預埋鐵管 14.屋頂平臺上的預埋鐵管 15.南側外牆上的線路固定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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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埋在樓板的鐵管，有橫向

也有直向。 
17.混凝土梁中的預埋鐵管 18.二樓外廊柱外樓板直接

鑿孔洩水，犬走上有洩

水槽承接雨水。 

 
19.固定在屋架下的碍子及

配線 
20.屋架上仍可見早期配線的

陶瓷碍子 
21.附著在舊天花板下緣的

陶瓷燈座 

22.2-18 室內電錶箱 23.中央平臺天線 24.南側外牆上的鐵鉤 

照
片
暨
說
明 

25.中央樓梯二樓，樓板下方

兩側埋設穿線鐵管 
26.南側外牆上的電信設備 27.西側山牆戶外燈具 

七、現場文物 

目前現場所留下文物包括有牆上的財產編號牌以及軍方搬遷前所使用的辦公

桌椅、文件櫃、櫃檯桌椅等，部分留在使用的房間，有些則集中於一樓西北側的

VIP 室(1-9)；入口及樓梯間壁面上有貼在牆上的標語、告示板等，房間內有貼於

牆面的提示紙張，如品質目錄等或品質代表等內容，二樓北側偏東的電腦室(2-2)

牆上有 1997 年 6 月 1 日所製作大幅的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營區整體平面圖，比例

為 1: 1100，說明當時整體營區包括跑道、停機坪、建物配置及使用以及民航區域

等，也有高壓電力迴路、給水站、變壓站及水管管線的配置，顯示當時使用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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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5】基中大樓現場文物調查表 

 
1-9集中於北側VIP室的辦公桌

及文件櫃 
一樓樓梯間，北側主入口內側

牆有告示欄，門邊貼示標語 
1-10 入口櫃臺 

 
1-2 牆上張貼的 A4 大小的標語 2-2 掛在牆上的 1996 年營區配

置圖及下方的檔案矮櫃 
1-10 藤椅 

 
1-10 入口接待櫃臺 1-9 辦公桌(2) 1-10 附輪藤椅(3) 

 

1-9 檔案櫃(2) 二樓樓梯間壁面標語 1-10 壁面「總統蒞臨」字樣 

 
1-7 門上標示牌 1-8 門上標示牌 1-9 門上標示牌 

 

照
片
暨
說
明 

北側外廊柱上的財產編號牌 2-16 壁面標語 2-4 檔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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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勤大樓 

一、環境與植栽 

（一）環境 

後勤大樓坐落於宿舍之西側，兩棟

建築皆呈南北長向並列，中間有一道路

分隔。1944 年的空照圖可以清楚看到

此建物坐落於長方形區塊中的西北位

置，由西側及北向可以快速與道路連

結，南側有兩棟小屋，應為衛浴等服務

設施，東向立面之前有一小徑可快速連

通北方道路。日治時期東、西及北向出

入口皆有道路連通區內，南側出入口主要為通往附屬設施使用；1947 年第三飛機

製造廠時期則以北側通道為主要出入口，廁所改設於西南角落，1974 年的配置圖

顯示東側設置的通行道路，南側除了廁所以外，並增建了一間庫房。 

現況四周道路位置大致相同，西側的道路變寬，使得西側出入口與道路更為

接近，建物南側的附屬設施也有所不同。 

【圖 3-2-02】1944 年後勤大樓空照圖 
說明：坐落於長方形的區塊中，當時西側與道路

的距離較遠，附屬建物位於南側中央，四周尚未

有大型植栽。 

【圖 3-2-03】1947 年後勤大樓配置圖 
說明：南側興建了大型的廠棚，主要出入口設置

於北側，廁所改於東南角落。 

【圖 3-2-01】後勤大樓於營區裁撤前配置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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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4】1974 年後勤大樓配置圖 
說明：顯示東側前方增設通行道路，南側除了廁

所外增建了一棟庫房。 

【圖 3-2-05】2006 年後勤大樓空照圖 
說明：GOOGLE 地圖，北向及西向植栽茂密，

東南側空地主要為停車場，下方及左側的大型廠

棚已經拆除。 

現況由東西北三側均可連通區內道路，附屬服務設施如化糞池、發電設備及

纜線基座等大都皆設置於南側，南側偏西出入口外有大片的電力設備基座，基座

與另一出入口在草地之間有混凝土路面互相連通；東向出入口前道路及南側為劃

有停車格的混凝土鋪面的大面積停車場，除了簡單鋪設水泥碎石的路徑及其他設

備基座以外大都為草地，四周植栽茂盛，各向入口以階梯或斜坡道銜接道路，與

宿舍分隔的道路側邊上有一排水明溝，溝邊地上立有刻著「通信設施」小混凝土

柱，東北側有漆成天藍色的方形混凝土花臺兩座，及一小型混凝土墩，北向及西

向出入口出雨庇，西側雨庇以兩根方形立柱支撐。 

【表 3-2-01】後勤大樓環境調查表 

照
片
暨
說
明 

1.南側的化糞池、電力設備基座及纜線矮墩，

自電力設備基座還有混凝土路面連通另一出

入口。 

2.通信設施立柱上有「通信設施」字樣，藍色

混凝土花臺共有兩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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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側入口與道路距離很近，兩側種植正榕，

前有電線桿一枝。 
4.東北側的混凝土花臺中間以多層線腳向內縮

照
片
暨
說
明 

5.東向入口前的通道，右邊為停車場及混凝土

基座，正前方可以看到宿舍。 
6.西南側地面上有一段向南方排水的明溝。 

（二）植栽 

參照目前所見的 1947 年戰後修繕前後的照片，可看到建物南側一帶植栽較為

茂盛，西側入口前有少數樹叢，東側入口前為草地，北側狀況不明，只見到東北

側有喬木。 

目前西側及南北側皆有施工圍籬隔絕，圍籬以內西向入口兩側各植正榕一

棵，西北轉角處有大葉欖仁及櫻樹；北向建物旁直到與宿舍間隔的道路邊植有一

整排芒果樹，道路旁以種植正榕為主；東向道路側邊遍植正榕，以及大葉桉及尤

加利各一棵，南側除了化糞池以及發電設備等的基座以外，只有苦楝及正榕 2 棵，

接近西側種植有大葉欖仁、櫻樹、龍眼以及正榕。其中以正榕及芒果數量 多，

正榕大多種植於建物外圍道路旁，有樹徑達 159 及 252 公分的老樹，分別位於東

北及南側；芒果樹多栽植於北側，主要植於靠近建物，正榕以內之地帶，夏季盛

產時，站在二樓北側外廊，芒果垂手可得。目前大樹皆已掛上標示牌，編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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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註明樹徑大小。其餘地面除了停車、通道及設備基座等硬鋪面以外多為草地。 

在西向立面因為正榕枝葉過於繁茂，緊靠著入口雨庇處，以至於雨季時落葉

阻塞排水孔而使得建物表面水漬及青苔蔓延，須定期適度的修剪，並清除淤積落

葉，西南側有喬木緊貼建物生長，南側有爬藤寄生攀爬於二樓外廊柱皆應盡早予

以清除，以免損及建物。 

【表 3-2-02】後勤大樓植栽調查表 

植栽 

名稱 
特色介紹 學名 

正榕 共 16 棵， 主要分散於四周道路旁 Ficus microcarpa，桑科 

大葉欖仁 共 5 棵，大多位於南側偏西 Terminalia catappa，使君子科 

芒果 共 27 棵，集中在北側、西北及東北 Mangifera indica L.，漆樹科 

大葉桉 1 棵，位於東側與宿舍間隔的道路旁  Eucalyptus robusta，桃金孃科 

櫻樹 2 棵，種植於南側偏西 Prunus subhirtella（Miq.）Sok.，薔薇科 

苦楝 1 棵，位於南側。 Melia azedarach L.，楝科 

龍眼 1 棵，位於西南轉角處 Dimocarpus longan，無患子科 

尤加利 1 棵，位於東側與宿舍間隔的道路旁 Eucalyptus globulus，桃金孃科 

白千層 
6 棵，位於東側與宿舍間隔的道路旁，花期

為夏末至冬初。 
Melaleuca leucadendron L.，桃金孃科 

後勤大樓植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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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7 年修繕中的後勤大樓，可以看到南側植

栽茂盛，東側面前方為草地。 

2.1947 年修繕完成後的後勤大樓西側立

面前方種植喬木，北側轉角處已有喬木

成長至二層高度。 

3.東邊道路旁南側的植栽，右邊是大葉桉，其

他是白千層。 
4.東邊道路旁北側植栽，自左而右是兩株

正榕、尤加利及正榕。 

5.南側的正榕鬚根垂至地上 6.南側植栽較少，左為苦楝，其他是正榕

照
片
暨
說
明 

7.西南轉角處植栽，左起為正榕及大葉欖仁，

最右邊枝幹較細的兩株是櫻樹。 
8.西北側轉角處植栽，靠近建物種植芒

果，臨道路邊為正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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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南側芒果樹 10.東北側芒果樹群 

11.東北角落植榕樹及尤加利 12.東側與宿舍之間道路旁植多種喬木 

照
片
暨
說
明 

13.緊靠著建物生長的喬木應盡早予以清除 14.大樹枝葉蔓生到建物外廊阻礙通行 



歷史建築陸軍三十六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利用計畫 

       203

二、基礎 

（一）基礎與犬走 

基礎高約 40 公分，並無通氣設施，

上緣厚約 17 公分的混凝土板向外突出於

臺座之外 5 公分，基礎並無開挖，作法需

待日後探知。四周設有寬 36 公分的犬走

一圈，洩水坡度約 1:10，以利雨水流洩至

排水明溝中。犬走下方為磚砌，上面混凝

土級配層厚約 15 公分，表面水泥粉刷平

整，部分柱子下方的犬走上築有排水凹

槽。因地震或年久材料劣化不同材質間產

生裂縫，表面粉刷膨拱龜裂，植物攀附寄

生，粉刷層片狀剝落，也有因後期管線設備的添加或更改而出現挖鑿以及補修水

泥之處。犬走與臺基或牆體接合處亦局部產生裂縫或空孔，部分有植物寄生，須

盡早予以清除，以免損及建物。 

明溝寬 30、深約 36 公分，環建物一圈，於西南側接有一道明溝向外排水，

明溝側牆為紅磚砌築，側牆部分表面粉刷脫落，紅磚鬆脫或青苔附著於表面，有

些側牆因為旁邊喬木根系的擠壓或埋設管線施工，以至於出現傾斜扭曲的狀況。

溝內大多落葉及雜物淤積，植物寄生情況嚴重。 

【圖 3-2-07】現況無陰井 西南側設置明

溝向外排水 
【圖 3-2-08】犬走上的排水凹槽 

【圖 3-2-06】後勤大樓犬走及明溝構

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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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狀況大致可以分為；1.基座側壁及與犬走接合處因年代久遠或因地震出

現部分裂縫及空洞，部分材料流失掏空，修復進行前須進一步檢視損壞狀況。2.

粉刷層龜裂或整片剝落。3.後期管線設備的添加及更改而出現挖鑿以及補修水泥

的痕跡，或因修補不當而導致孔洞。4.裂縫及粉刷脫落處植物寄生。5.四周喬木生

長茂盛處，根系擠壓明溝側牆而導致傾倒位移。6.日照不易，表層發霉，苔蘚附

生。7.明溝內泥沙及落葉等雜物淤積。 

【表 3-2-03】後勤大樓基礎現況調查表 

 

西

側 

1.臺基側牆出現長向大型裂縫，

植物根系寄生。 
2.犬走側壁長向裂縫 3.犬走明溝側牆表面產生裂縫 

4.犬走管線附著，植栽寄生須盡

早清除。 
5.犬走植物寄生，粉刷龜裂脫

落，明溝側牆粉刷脫落。 
6.管線附著，植物寄生，苔蘚蔓

生 南

側 

7.犬走及基座之間產生裂縫，犬

走表面易龜裂，側牆粉刷脫落 
8.管道埋設導致犬走邊緣掏

空，臺基表面局部粉刷脫落,
苔蘚附生 

9.管線鑿孔，犬走側牆粉刷脫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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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側 

10.犬走裂縫植物寄生，排水明溝

及陰井側牆粉刷及磚塊鬆脫 
11.植物寄生 12.植物寄生，管線附著。 

13.犬走表面及側牆裂縫，植物寄

生 
14.犬走與臺基出現裂縫空洞 15.基座及犬走滿布苔蘚，溝中

積滿落葉 
北

側 

16.表面龜裂，植物附著 17.犬走植物寄生，明溝嚴重淤

積 
18.明溝嚴重淤積 

（二）出入口 

東側及南側出入口皆無特別處理，無雨庇也無階梯，以道路直接銜接入口；

北側出入口設置階梯兩側也做成階梯狀的矮牆，上方雨庇懸挑向外。西側出入口

雨庇為後期所加建，以橫梁搭接在二樓圓柱，下方出兩根方形立柱支撐，側邊洩

水孔位置在樓板邊緣，以至於部分雨水匯積於二樓外廊，除了雨庇上積滿落葉，

堵塞排水孔，導致壁面長青苔，粉刷層剝落且有植栽附生，也導致此處建物構造

長期受雨水浸潤而受損。原來設置階梯後期改為以 Y 字形混凝土路面銜接外廊。 

表面皆為簡單水泥粉刷，損壞狀況大致為：1.日照不足表面因潮濕而生苔蘚、

發霉、水漬。2.粉刷層龜裂、整片剝落或缺損。3.植物寄生。4.雨庇上方排水孔不

通，雨水集中流洩而導致水漬壁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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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4】後勤大樓出入口現況調查表 

 

北
側
出
入
口 

1.上方出雨庇，地面設置階梯 2.雨庇以短梁懸挑向外 3.階梯側牆產生裂縫，表面水漬

苔蘚，階梯表面略缺損 

 

西
側
入
口 

4.東側入口前加兩支方形立柱支

撐雨庇，雨水集中滲漏，導致廊

柱表面髒汙 

5.雨庇上方局部粉說脫落，發

霉、水漬及苔蘚蔓生 
6.雨庇下方壁癌 

 

南
側
及
東
側
出
入
口 

7.南側(西)入口，牆上有以前設置

通廊的痕跡。 
8.南側(東)出入口，以混凝土路

面銜接 
9.東側入口並無特殊處理 

三、磚牆及混凝土構造 

（一）磚牆 

牆體大都有表面裝修，只能由一樓室內梁底天花板以上牆面粉刷剝落處、山

牆或二樓牆體上緣可以看到紅磚面，外牆為厚度約 53 公分的 2B 磚牆，內牆牆體

為寬 40-42 或 22-24 公分的 1.5 B 至 1 B 磚牆。隔間牆體大都依照柱位砌築，一樓

牆高約 337 公分，二樓中央走道兩側東西向牆體寬 24.5 公分，高度 34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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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為東西兩側外牆體高達 423 公分，砌至上層圈梁的下方，南北向隔牆加上方的

混凝土繫梁高度為 375 公分，寬度 22 公分。 

二戰時遭轟炸屋頂損毀，由舊照可以看到構造外觀，戰後空軍第三飛機製造

廠時期加以修補使用，山尖處原為雨淋板外牆，現況改為磚砌。有些混凝土梁下

緣粉刷剝落露出紅磚，推測早期原有隔間牆。山牆面內側填塞附壁棟架之間的紅

磚牆外露。南北向混凝土圈梁之間大都為木摺板牆，東西向山牆混凝土梁之間以

紅磚砌築填縫。目前所見牆體砌法混亂，大都為丁順排列的英式砌法，紅磚尺寸

為 23.5-24x11-11.2x5.7 公分，目前並未見紋路或字樣，日後若有局部解體或修復

設計時須特別留意。 

紅磚牆體大致完整，部分無粉刷的磚面風化，或被灰塵、屋頂滲水的水漬及

其他物質如白華及混凝土附著，造成灰色髒污表面；部分牆體有龜裂痕跡以及白

蟻的蟻路，其他大多為後期修改開窗大小、或安裝設備或管線，而在牆體上挖鑿

穿孔打釘修補等而受損或附著物痕跡，門窗框拆除時部分牆體受損。 

【表 3-2-05】後勤大樓磚牆調查表 

1.梁底露出 1.5b 厚的砌磚 2.二樓南北向拉繫橫梁下方外露的磚面 

照
片
暨
說
明 

3.二樓，部分磚牆厚度僅為 1B 4.一樓中央走道，1B 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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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紅磚牆面粉刷剝除處紅磚有風化現象 6.東西向山牆混凝土梁之間以紅磚砌築填

縫，與南北向牆體做法不同 
照
片
暨
說
明 

7.裝設管線粉刷剝除處紅磚外露，壁面有雨水

滲漏的污痕。 
8.天花板以上壁體挖洞,蟻路蔓延，粉刷剝落。

（二）混凝土構造 

廊柱、梁、樓板、樓梯以及外廊扶手皆為混凝土構造，現況一樓雖然有天花

板但部分空間的天花板整體脫落，可以看到梁與樓板面大都有粉刷層，與牆面或

梁身互接之處都向下稍微放大，梁身下緣兩側削斜邊，與基中大樓做法相同，混

凝土梁側邊鑿洞埋設天花板木桁以固定天花板暗架，目前這些木料部分被白蟻蛀

蝕掉落，露出梁身的凹槽、剝落的混刷層以及白蟻蔓延的蟻路。一樓外廊樓板高

372 公分，梁深 37 公分，梁身兩側亦削斜角，但兩端與牆、柱接合處並沒有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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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9】混凝土圈梁表面 
說明：大都為模板脫模的痕跡，部分有混凝土隨

意塗抹的痕跡。 

【圖 3-2-10】模板痕跡不同 
說明：推測部分牆體毀於轟炸，修建時以混凝土

補齊。 

【圖 3-2-11】混凝土梁上方有不同時期修

補的粉刷層 
【圖 3-2-12】一樓混凝土梁 
說明：因花板木料埋設挖鑿以及白蟻蛀蝕受損較

為嚴重  

二樓可以看到表面未裝修的混凝土梁，模板拆除的痕跡明顯，與磚牆接合處

合處有殘留的混凝土漿並未加以整理清除，梁表面有固定模板的鐵線殘留，混凝

土有不同的色澤，為不同時期所作，混凝土成分配比不同所致，修復時應將這些

不同時期的外觀予以保留展示。有些梁身的混凝剝落，露出摻雜大小不一的卵石

粒及其中的鐵筋。南北兩側外牆上下圈梁之間大都以木摺板牆填縫。 

混凝土圈梁斷面為 34 公分見方，梁之間的淨高為 46-48 公分，上下兩層圈梁

之間按照木屋架的位置出立柱，柱寬 35 公分。中央走道南北向的混凝土繫梁高為

28 公分，寬度為 22 公分；有些牆面上的拆卸混凝土模板痕跡面積較一般的梁範

圍大，推測部分牆體為轟炸所毀，修建時以混凝土灌注至與其他梁等高所致。 

現況 1-10、1-11 及 1-15 天花板整體脫落，鐵筋混凝土造樓板現由於管線及天

花板的固定構間接直接釘附在樓板下緣或埋入梁中，導致坑洞以及裂縫，二樓積

水順著裂縫滲漏至樓板內部，日久材料劣化質變，表層混凝土剝落，部分鐵筋外

模板痕跡大於梁的尺寸 

模板脫模的痕跡 

混凝土隨意塗抹的痕跡 

後期砂漿混凝土抹平 



第三章 建築現況調查 

 210 

露，因而氧化鏽蝕，也出現明顯而密集的白蟻蟻道。 

西北角落大開間(1-10)中原有人孔，目前下方以角料及木板封閉，但雨水滲漏

情況嚴重，除了木料腐朽外，下方的梁身表面出現大量水漬，也有裂痕及粉刷脫

落現象。 

二樓外廊扶手處加建洗手臺兩座，分別位於西南側及東南側樓梯附近。一樓

南側外廊樓板及梁部分有裂縫，有些霉菌及苔蘚附著，並有粉刷剝落，有些混凝

土層中的鐵筋外露，北側外廊偏西側一帶則有火燒煙燻痕跡。 

【表 3-2-06】後勤大樓混凝土構造現況調查表 

1. 一 樓 南 側 中 央 的 房 間

(1-15)，梁側邊木料被白蟻

啃食後脫落留下的凹槽。 

2.地面層西側出入口及外廊，

梁下出現裂痕樓板下方粉

刷層剝落，雨庇滲水髒污長

青苔。 

3. 二樓中央走廊上方的繫

梁，混凝土剝落露出內部的

鐵筋。 

4.一樓西北大房間內(1-10)梁
下隔牆拆除殘構。 

5.1-10 內以角木及木板封閉的

樓板，雨水滲漏嚴重 。 
6.東北處出入口雨庇及外廊

混凝土梁表面粉刷脫落。 

 

照
片
暨
說
明 

7.由外廊所見混凝土圈梁及

外廊橫梁。 
8.混凝土造西側樓梯，構造大

致完整。 
9.一樓樓板嚴重裂縫雨水滲

漏。 

鐵筋混凝土構造損壞狀況大致可以歸類為:1.由於管線及天花板的固定構間接

直接釘附樓板下緣或埋入側邊，導致樓板及梁身出現坑洞缺損。2.年代久遠材料

劣化及地震的影響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裂縫。3.局部混凝土層剝落。4.鐵筋外露鏽

蝕。5.樓板裂縫滲水痕跡導致材料質變。6.白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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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梯 

兩座樓梯皆為混凝土構造，造型簡單，採用方形金屬柱欄杆，上緣為木扶手，

應為後期所改建。樓梯平臺由外廊處的牆體梁柱支撐，由地面登 12 級階至外廊平

臺，再登上 7 階至二樓外廊處，平臺與外牆相接處牆面突出立柱。樓梯中央樓梯

階面前端止滑條被拔除導致混凝土剝落，部分樓梯下緣及牆面混凝土表面粉刷剝

落，扶手鐵欄杆生鏽、扭曲，木扶手接縫稍有鬆脫。西南側樓梯通往外廊處後期

以簡單木板隔牆封閉阻斷通行，木板面已經破損，應該將其拆除恢復通行。 

整體而言樓梯構造大致完好，扶手為後期所更新，損壞狀況大致可以歸類為:1.

粉刷層裂縫或構造輕微的缺損，2.表面材料如止滑銅條被竊，3.管線吊架配件等釘

附於表面或埋入。4.裂縫。5.扶手金屬支架扭曲變形，上端木扶手接合處鬆脫。 

【表 3-2-07】後勤大樓樓梯現況調查表 

 

西
南
側
樓
梯 

1.西側樓梯外廊平臺，階級

止滑銅條被拔除受損 
2.樓梯外廊處以木板封閉無法

通行 
3.二樓扶手金屬立柱扭曲變

形。 

東
南
側
樓
梯 

4.一樓西北大房間內梁下隔

牆拆除殘。 
5.同左空間內以角木及木板封

閉的樓板，雨水滲漏嚴重 。
6.木製扶手稍微鬆脫、掉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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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屋頂 

後勤大樓屋架構造為洋式木屋架中的對束小屋，也就是中柱式桁架（King-post 

truss），自東到西，與混凝土圈梁的短柱配合，加上附壁屋架共 30 組木架，規律

間距約 204 公分。無論是初建或戰後的屋頂補修都是正值物資缺乏的困窘時期，

在固定構件處大多以木製品取代金屬構件，大量使用木鎹成為本建物屋架的特色

之一，其他使用的金屬固定件只有螺栓、螞蝗釘（鎹）及鐵釘。其中對束與陸梁

及二重梁接合處 為複雜，陸梁也於此分段相接，由於兩側有木鎹包夾，無法看

出各構件之間的關係，日後若解體時須特別加以注意。木鎹主要用於對束與合掌、

對束與陸梁及真束與二重梁接合處，主要用來取代了一般慣用的一字型及 U 字型

鐵件，陸梁與合掌之接合仍舊以螺栓固定但兩旁貼加木鎹強化，其他部位使用的

金屬固定件只有螺栓、螞蝗釘（鎹）及鐵釘。 

【圖 3-2-13】以木鎹取代鐵件或加強之節點位置示意圖 

構件尺寸如對束為 20.5（寬）x15（厚）公分，陸梁 25（高）x15（厚）公分，

吊束尺寸為 14.2-14.5（寬）x7.1-7.4（厚）公分，內方丈寬度 14.5 公分，厚與對

束同，外方丈寬 15 公分，厚度也與對束同，合掌厚度同陸梁，高度為 25.3 公分，

垂直筋違 7.7（寬）x7.4（厚）公分，梁挾（振止）則為 10（寬）x4.5（厚）公分，

母屋（桁木）斷面 10x10 公分，母屋後面所加的轉止長 24 公分，厚度 10 公分。 

外牆以內每邊合掌上共有母屋 12 枝， 末端的母屋（鼻母屋）並未與陸梁相

接，而是位於合掌的尾端，陸梁以螺栓直接鎖在混凝土圈梁上。母屋上的棰木直

接延伸至外廊，外廊屋架木梁內部同樣以預埋的螺栓固定在下層的混凝土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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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端則架在外廊柱混凝土梁之上。外廊屋架立柱與木梁以榫接或鐵釘固定，至於

榫的形式待日後修護解體時須加以確認，與母屋之間用螞蝗釘固定，屋坡末端的

鼻母屋架在木梁尾端以螺栓固定於外廊混凝土梁上，與混凝土梁之間有空隙。 

螺栓有不同尺寸，小型的墊片為 5.4-5.5 公分見方，厚 0.4 公分，桿徑 0.9 公

分，六腳螺栓寬 2 厚 0.9 公分，較大者墊片為 7.5 公分見方，厚 0.6 公分大小，桿

徑 1.6-1.7 公分，六腳螺栓寬 3-3.7 厚 1.5-2.1 公分，長 35.2-37 公分，螞蝗釘長

14.8-15.7 公分，寬 1.1-1.3 公分，側邊總長 4.5-4.6 公分。 

 
【表 3-2-08】後勤大樓屋架節點調查表 

後勤大樓屋架構件接點示意圖 

節點位置 固定構件說明 現況 

真束與合掌 

主要為長方形木鎹，兩端配合屋坡斜

度修整成為梯型，共兩片，以鐵釘釘

合固定真束與兩側合掌。 

真束與二重梁、二

重梁與內方丈 

1.內方丈與添梁削斜角相接處以螞

蝗釘固定。 

2.內方丈上緣加上添梁與二重梁固

定，添梁與二重梁之間以螞蝗釘固

定。 

3.二重梁及下方的添梁外加長方形

木鎹，以鐵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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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束、二重梁與合

掌 

1.合掌與二重梁之間以螺栓及梯形

木鎹固定。 

2.對束上方與二重梁之間固定角度

的貓木以兩組螺栓固定。 

3.合掌木料相接延長處以兩片長方

形木　包夾用鐵釘固定。 

對束與陸梁、對束

與內方丈 

1.長方形 49x15.5 公分木　兩片包夾

對束與陸梁以鐵釘固定。 

2.內方丈與對束之間以螞蝗釘固定。

合掌與陸梁 

1.木鎹為梯形，高 36.8 公分，長度為

35 與 54 公分，厚 5 公分。 

2.除了用木鎹以鐵釘固定外也加兩

支螺栓固定。 

外方丈與合掌及

陸梁 
外方丈與合掌使用螞蝗釘固定。 

吊束 

1.較靠近對束的一組使用螺栓固定。

2.較遠處且較小的吊束則僅使用鐵

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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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筋違 利用螺栓固定於對束兩側。 

梁挾(振止) 以鐵釘固定，目前大都拆解外移。 

陸梁接合 

以添板繼手接合，兩段陸梁之間除了

以十字榫相接以外，兩側加上

142(長)x25.5(高)x6.5(厚)公分的木塊

後以 16 根螺栓固定。 

陸梁與混凝土梁
陸梁以螺栓固定在上層混凝土圈梁

上。 

外廊木梁與混凝

土梁 

木梁固定在混凝土立柱旁，螺栓預埋

在混凝土梁中。 

外廊短柱與母屋 以螞蝗釘固定短柱與母屋 

外廊末端母屋與

混凝土梁 
以螺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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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緊急加固工

程施作，將所有的木屋架陸

梁中間被破壞竊取部份以

烤漆圓鋼棒加上鋼板滿焊

以拉繫兩側僅剩的木梁固

定修復，防止屋架繼續損壞

變形，因為裝設鋼板而拆解

的振止構件暫時置於對束

旁，修復時要加以注意，統

一固定於同樣位置。緊急加

固後，除了東西山牆的附壁

棟架外，有 10 組仍維持完整全木屋架。 

【表 3-2-09】後勤大樓屋架及屋頂現況調查表 

1.以鋼板包夾木料代替原有陸梁，原固定在對

束側邊的振止也被拆解置於一旁。 
照
片
暨
說
明 

2.中間及一側陸梁缺損以鋼板包夾，中間加上

舊有木料固定。 
3.因為新作鋼板，將木鎹拆解後外移重新以

鐵釘固定，旁邊又加一螞蝗釘。 

【圖 3-2-14】陸梁中斷被鋸除緊急以鋼板及烤漆鋼

棒拉繫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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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留原有木料，僅於截斷處以鋼烤漆圓鋼棒

加上鋼板滿焊拉繫兩端。 
5.屋架遭竊緊急加固施工圖說 

6.木構件大致完好 7.木料局部開裂 

照
片
暨
說
明 

8.附壁棟架內方丈佚失，被磚牆填滿 9.木料開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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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屋頂漏水木料表面出現白色水漬 11.西側屋頂滲漏屋頂野地板出現水漬 

照
片
暨
說
明 

12.南向屋頂，不同色澤的鋼瓦。 13.屋頂外觀大致完整 

屋架現況經緊急搶修後，大致完整，損壞狀況主要為 1.屋頂滲漏使得木架構

件及屋面襯板（野地板）表面出現白色水漬。2.少部分木構件上有蟻路的痕跡。

3.東西兩側附壁棟架部分構件佚失。4.木料有局部開裂的情況。因滲漏情況持續，

木作修復工程進程之前需進行木料檢測，詳細檢視並評估木料的損壞狀況，再進

行後續的處理工程。 

現況屋頂材料為鋼瓦鋪設，應是後期修繕所更換，外觀沒有明顯的破損或變

形，但因年久材料老化，搭接處孔隙變大，固定構件鏽蝕孔洞，而導致局部滲漏，

屋面板等木料出現水漬。 

屋頂多處損壞建議重新鋪設，修復時屋頂拆除之際，屋面板、棰木及屋架修

復時需重新仔細檢視損壞狀況，進行抽換，避免過度解體，且需著重防水設施以

及屋頂排水問題。原有屋架木構件局部有蟻道痕跡與滲雨之破壞，清除後需施行

白蟻防治措施，以免蟻害擴大，並保持室內通風，以維持木料之品質。緊急搶修

時為裝設鋼板而拆解的振止等構件暫時置於對束旁，修復時要加以注意，統一固

定於同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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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裝修 

（一）地坪 

地坪因戰後多年來軍方使用單位的更換及整修，目前所有外廊及室內地坪除

了衛浴以外，表面為七厘至二分的寒水石磨石子地坪，溝縫以銅條嵌入，劃分成

方格狀。牆體、立柱及房間收邊部分使用以較細的五至七厘石子施作，環繞個空

間一圈，兩者外觀色澤不同，外廊收邊表面有些地方後期以黑色油漆塗刷；二樓

西南角落房間（2-10）室內於磨石子地坪上後期加鋪高架地板，目前以大都脫落，

建議將之移除。衛浴空間內地坪抬高表面貼防滑磁磚或小口磁磚，磁磚尺寸為

20x20 公分，一樓西北角落大房間（1-10）西側靠牆處有高三階的舞臺，舞臺表面

貼 20x20 公分磁磚。一樓南側（1-15）中央房間內地坪沿著東、西、南側牆壁有

一凹槽，深 19、寬 15 公分，槽上以鐵片覆蓋。部分地坪表面出現細微的裂縫，

但大致完整，廁所磁磚局部脫落受損。 

【圖 3-2-15】外廊與中央走道地坪皆為磨

石子 
說明：兩者收邊使用的石子色澤不同。 

【圖 3-2-16】中央走道磨石子地坪 
說明：牆面踢腳也是磨石子處理。 

【圖 3-2-17】中央走道與房間地坪皆為磨

石子處理 

【圖 3-2-18】1-10 室內新舊踢腳並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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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9】1-15 內的溝槽上面以鐵片覆

蓋 

【圖 3-2-20】二樓外廊磨石子地坪 
說明：邊緣加洗石子收邊，因積雨而生苔蘚。

內牆大都採用 15 公分高度的磨石子踢腳，一樓東北角落大空間（1-10）內有

一處可以看到新舊踢腳並置，早期踢腳高 23 公分，厚 1.5 公分，表面塗刷黑漆，

以目視及觸摸質感並非磨石子作法而是灰泥粉刷，日後修復時須小心清除表面髒

污予以保留。 

外廊與室內地坪作法相同，在牆邊與外側都有一圈不同色澤大小的磨石子收

邊。後期修繕時二樓樓板磨石子地坪外緣上加上洗石子收邊，將立面樓板邊緣洗

石子直接轉折至二樓，使得邊緣提高約 0.5 公分，雨水無法全部直接向外流洩，

部分蓄積於地面，苔蘚附生。 

磨石子地坪大致完整，損壞包括 1.髒汙、水漬。2.裂縫。3.外廊過於潮濕，表

面發霉及苔蘚附生。4.表面塗刷油漆，有脫落磨損的情形。5.樓梯階級前端的止滑

銅條被偷，使得下方的混凝土層破碎剝落。6.樓梯底層下方小空間，混凝土地坪，

表面有碎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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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0】後勤大樓地坪裝修材料及現況調查表 

 
地

坪
裝

修
材

料
及

損
壞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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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編號 
現況描述 照片 

1-13 磁磚 4x4 公分，局部脫落破

損 
1-12 膨拱 

1-12 
1-13 
1-10 
1-20 
1-21 
2-12 
2-13 

 

   
 裝修材料:磁磚，4x4，及

20x20cm 

 現況說明 
1.大致完整，表面髒汙及水

漬。 
2.膨拱 
3.脫落、破損 

1-21 污漬 1-10 局部階梯狀地坪表面貼磁

磚 

1-2 裂縫 1-2，3 之間，踢腳片狀脫落 

1-19 裂縫 2-15 地面孔洞及粉刷脫落 

2-6 地面長向龜裂 2-5 地面小缺損及黏膠污痕 

其
他
室
內
空
間
及
中
央
走
道 

 裝修材料 : 磨石子及磨

石子收邊，2-10 加設高架

地板 

 現況破壞說明 
1.表面髒汙及水漬，膠帶污

痕。 
2.裂縫及缺損 
3.管線或設備固定之缺損

或修補痕跡 
 

2-10 磨石子地坪上加設高架地

板，大都損壞 
2-7 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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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樓南側出口，地坪長向龜裂 一樓東南側外廊長向裂痕 

一樓外廊地坪 
 裝修材料 : 磨石子地

坪，磨石子收邊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污、水漬、苔蘚 
2.設備之固定鐵件殘留 
3.裂痕 
4.埋設管線之坑洞  
5.植物寄生 

一樓東側外廊管線孔洞 一樓北側外廊植物寄生  

  
西側外廊 西北側轉角處裂痕 

外
廊 

二樓外廊地坪 
 裝修材料 : 磨石子地

坪，磨石子收邊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污、水漬、苔蘚 
2.設備之固定作或鐵件殘

留 
3.裂痕 
4.裝上管線修補不當之損

壞 
5.管線沿著牆邊排設 
6.粉刷層片狀脫落 
7.植物寄生 
 西南角落的立磚砌凹槽內部水

泥砂漿粉刷 
南側管線以水泥沙漿固定於地

面 

樓
梯 

 裝修材料 : 磨石子地

坪，磨石子收邊現況破壞

說明 
1.髒污 
2.止滑銅條拔除之缺損 
3.裂痕及小缺損 
4.粉刷片狀脫落 東南樓梯外廊臺階粉刷片狀脫

落。 
樓梯梯級止滑銅條被拔除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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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牆體  

1、內牆裝修 

目前室內牆面大多以油漆粉刷，檢視天花以上殘留的壁面粉刷，可知早期為

灰漿粉刷為主，是在石灰中依比例摻以貝殼灰、沙、麻絨、海菜等材料調和使用，

抹塗於牆面、天花板等處，牆面可以看到前後不同時期粉刷層，底層厚約 1.6 公

分，後期外加粉刷層約 1.3 公分，外刷白漆。現況室內天花板以下大都重新以水

泥砂漿粉光後塗刷白漆為主。少數壁體粉刷剝落，主要有灰塵聚積、管路固定或

張貼物品的痕跡；天花板以上的牆面部分仍保留部分原來的灰漿粉刷，多數外層

粉刷剝落，加上管線或天花板施作的挖鑿或釘孔痕跡。目前以東北角落大房間以

及北側中央的房間內，天花板架被白蟻蛀蝕而脫落，可以明顯看到白蟻的蟻路蔓

延在壁面，及管路挖鑿的痕跡。 

【圖 3-2-21】中央通道門框側邊 
說明：牆面有多次粉刷痕跡 

【圖 3-2-22】東側外廊轉角牆內側 
說明：後期粉刷脫落後可見到早期之粉刷層表面

為鵝黃色澤。 

二樓的混凝土梁多數為混凝土模板取下後的外觀，但局部可以看到早期粉刷

層仍舊殘留，牆體大都後期以水泥砂漿抹平，天花板以下再以白漆塗刷。上下圈

梁之間採用木摺壁體，將 11 片寬度 3.5 公分的木板，木板縫隙 0.7-0.8 公分，釘附

於 36 公分左右間隔的 5.2 公分見方角材上，固定在混凝土構造中作為框架，外表

再以灰泥粉刷，日治時期的標準作法有下塗、中塗、上塗三道程序，灰泥與兩旁

的混泥土色澤不同，現況灰泥大都脫落，木條外露或受損。 

  

【圖 3-2-23】混凝土圈梁之間木摺板壁詳圖 右圖為從外廊看到的木摺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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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牆面的損壞大致為 1.灰塵聚集的髒污或雨水滲漏的污漬、白華。2.表層粉

刷起泡、或整片脫落剝離。3.設備、開關及管線的裝設或移除引起的損毀，挖鑿

孔洞。4.管線或雨水滲漏引起壁癌。5.結構裂縫，長期滲漏引起材料質變脫落等。

6.白蟻腐蝕。 

【圖 3-2-24】一樓天花板以下牆面經多次

粉刷 
說明：天花板以上大都沒有處理，粉刷被敲除或

剝落，且有明顯的白蟻蟻路。  

【圖 3-2-25】二樓天花板線上下壁面裝修

明顯不同 
說明：梁身局部殘留有灰泥粉刷層。  

【圖 3-2-26】上下圈梁間使用的木摺板牆
說明：表面灰泥粉刷。梁上方有少數殘留的粉刷

層。  

【圖 3-2-27】室內壁體後期以水泥重新粉

光 
說明：天花板以下以白色水泥漆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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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後勤大樓室內材料及現況調查表 

編號 一樓現況說明及照片 

 牆壁: 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後期以 10x10 或 20x25 公

分磁磚貼面 

 地坪: 4x4 或 20 x 20 公分磁磚地坪髒污，局部脫落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局部脫落，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滲水受損，鋼筋外露。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粉刷層或磁磚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及管線挖鑿破壞，構

造缺損。4.早期天花圓桁埋設挖鑿梁身受損 5.梁及樓板龜裂，滲水，鋼筋外露。6.白蟻 

 
1-12 牆面髒汙 1-13 設備脫落，牆面磁磚局部膨

拱、脫落  
1-13 樓板粉刷片狀脫落鋼筋外

露，部分牆面僅水泥粉光處理 

 

衛浴 

空間 
1-12 
1-13 
1-20 
1-21 
2-12 
2-13 

1-21 髒汙，門框拔除側邊磁磚受

損 
2-12 設備脫落，牆面髒汙 2-13 壁面瓷磚大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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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面: 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髒污，輕微龜裂，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天花板:暗架天花，板材局部脫落。上方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局部龜裂滲水。 

 樓板及梁:局部龜裂、滲水、管線挖鑿、粉刷片狀脫落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早期天花圓桁埋設

挖鑿梁身受損。5.梁及樓板龜裂，滲水，鋼筋外露。6.白蟻 

1-1 牆面汙漬 1-2 壁面汙漬，踢腳剝落 1-2,3 隔間牆壁面裂痕 

其他

室內

空間 

1-1 

1-2 

1-3 

1-4 

 

1-3 壁面汙漬，掉漆 1-4 壁面及天花黑煙及汙漬，

樓板及牆面粉刷層脫落 
1-4 煙燻汙漬 

 牆面: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髒污，輕微龜裂，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天花: 暗架天花，板材局部脫落。上方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局部龜裂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早期天花圓桁埋設

挖鑿梁身受損。5.梁及樓板龜裂，滲水，鋼筋外露。6.白蟻 

1-5 煙燻汙漬 1-5 樓板滲水，梁局部粉刷脫落 1-6 樓板反刷層脫落 

1-5 

1-6 

1-7 

1-8 

 

1-7 汙漬，局部掉漆 1-8 牆面汙漬、掉漆  1-8 樓板龜裂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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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面: 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髒污，輕微龜裂，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天花: 暗架天花，板材局部脫落。上方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局部龜裂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早期天花圓桁埋設

挖鑿梁身受損。5.梁及樓板龜裂，滲水，鋼筋外露。6.白蟻 

 
1-9 汙漬，樓板鑿洞受損 1-10 牆及樓板有蟻道痕跡 1-12 天花損壞，地面膨拱 

 

1-9 

1-10 

1-11 

1-14 

1-11 壁面及樓板粉刷片狀剝落，局

部鋼筋外露，蟻道及龜裂滲水痕跡 
1-14 牆身粉刷脫落 1-14 牆面裂縫及煙燻痕跡 

 牆壁: 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髒污，輕微龜裂，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垃圾等，輕微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部分脫落扭曲，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支架而挖鑿，龜裂或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早期天花圓桁埋設

挖鑿梁身受損。5.梁及樓板龜裂，滲水，鋼筋外露。6.白蟻 

 
1-15 粉刷片狀脫落，裂縫及白蟻蟻

道痕跡 
1-15 管線挖鑿損壞壁體，樓板龜裂

滲水 
1-17 牆面汙漬，天花整體垂落 

 
1-16 牆面汙漬，上方粉刷脫落 1-16 樓板及梁龜裂滲水，牆面 1-17 牆面髒汙，樓板龜裂滲水 

 

1-15 

1-16 

1-17 

1-18 

1-19 

1-18 牆面髒汙，樓板龜裂滲水 1-19 隔間牆下方壁癌 1-19 地面長裂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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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壁: 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髒污，輕微龜裂，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水漬、垃圾等，輕微裂縫 

 天花: 暗架天花，板材局部脫落。上方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局部龜裂滲水。 

 破壞情形: : 1.粉刷層龜裂，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早期天花圓桁埋

設挖鑿梁身受損。5.梁及樓板龜裂，滲水，鋼筋外露。6.白蟻 

 
中央走道 1-20 衛浴牆面壁癌 1-16 外中央走道，壁癌 中央通道東側，門框拔除構造

受損 

1-22 

樓梯

間及

中央

走道 

 

中央走道 1-11 外，漆劣化 西南側樓梯與 1-13 之間牆面壁

癌 
中央走道西側牆面裂縫粉刷

剝落 

編號 二樓現況說明及照片 

 牆壁: 牆面下方後期水泥粉刷表面白漆，上方灰泥粉刷或構造外露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已拆除  

破壞情形:1.下方壁面灰塵、汙漬、發霉。2.裂縫。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踢腳輕微缺損。5.木摺

板牆或磚牆粉刷脫落。6.木摺板缺損 

2-1 

2-2 

2-3 

2-4 

 

2-1 牆面髒汙、木摺板牆局部損壞 2-1 木摺缺損，粉刷局部脫落 2-2 牆面髒汙、木摺板牆局部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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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木摺板牆粉刷剝落，早期粉刷

局部留存 
2-3 窗臺下壁面汙漬 2-4 牆面髒汙，廢棄管線附著 

 牆壁: 牆面天花板下方後期水泥粉刷表面塗刷白漆，上方灰泥粉刷或構造外露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已拆除  

 破壞情形:1.下方壁面灰塵、汙漬、發霉。2.裂縫。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踢腳輕微缺損。5.木

摺板牆或磚牆粉刷脫落。6.木摺板缺損 

2-5 汙漬 2-6 木摺板牆粉刷剝落 2-6 窗下水漬，牆面髒汙 

  

2-5 

2-6 

2-7 

2-8 

2-9 

2-7 木摺板受潮，粉刷剝落 2-8 壁面汙漬 2-9 木摺板牆粉刷剝落 

 牆壁: 牆面下方後期水泥粉刷表面白漆，上方灰泥粉刷或構造外露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已拆除  

 破壞情形:1.下方壁面灰塵、汙漬、發霉。2.裂縫。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踢腳輕微缺損。5.木

摺板牆或磚牆粉刷脫落。6.木摺板缺損 

2-10 紅磚及木摺板粉刷局部脫落 2-11 木摺板牆粉刷局部脫落 2-14 壁面汙漬 

2-10 

2-11 

2-14 

2-15 

2-16 

2-15 壁面汙漬，木摺板牆粉刷脫落 2-16 壁面汙漬，木摺板牆粉刷脫落 2-16 壁面汙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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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壁: 牆面下方後期水泥粉刷表面白漆，上方灰泥粉刷或構造外露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已拆除  

 破壞情形:1.下方壁面灰塵、汙漬、發霉。2.裂縫。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踢腳輕微缺損。5.木

摺板牆或磚牆粉刷脫落。6.木摺板缺損 

2-17 入口處牆壁龜裂 2-17 牆面汙漬,木摺板牆粉刷脫落 2-18 壁面汙漬，木摺板粉刷脫落

2-17 

2-18 

2-19 

2-20 

2-21 

 

2-19 木摺板粉刷局部剝落 2-20 壁面汙漬，木摺板牆粉刷脫落 2-21 木摺板牆粉刷脫落 

 牆壁: 牆壁: 牆面下方後期水泥粉刷表面白漆，上方灰泥粉刷或構造外露 

 地坪: 磨石子，地坪髒汙、裂縫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已拆除  

 破壞情形:1.下方壁面灰塵、汙漬、發霉。2.裂縫。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踢腳輕微缺損。5.木

摺板牆或磚牆粉刷脫落。6.木摺板缺損 

中央走道東側外牆 中央走道東側 東側樓梯間，木摺板表面粉刷脫落

東側樓梯間壁面裂縫 中央走道東側樓梯壁面脫漆 中央走道 2-18 外牆體裂縫 

2-22

樓梯

間及

中央

走道 

中央走道 2-17 外壁面龜裂 中央走道上方(2-14 與樓梯間)之繫

梁 
西側樓梯間木摺板牆粉刷局部脫

落，圈梁下方早期天花裝修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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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牆裝修 

外牆、外廊柱、扶手以及轉角牆體外側採用洗石子表面處理，牆面為灰色，

廊柱及扶手則為白色洗石子。外牆面下方出踢腳，壁體中央有黑色分割縫，外廊

轉角牆體及樓梯外牆內側為水泥粉光後以白漆塗刷。 

洗石子表面局部髒污、水漬及裂縫，滲漏雨水較多處發霉且長苔，部分已經

遷移的設備架或固定鐵件、管路仍舊留在牆上；開關箱挖除後壁體管線外露。 

外牆面的損壞為 1.灰塵聚集的髒污或雨水滲漏的污漬、白華以及潮濕長苔、

發霉等。2.龜裂、粉刷片狀脫落剝離。3.設備、開關及管線的裝設或移除引起的缺

損及修補。4.長期滲漏壁癌。 

【圖 3-2-28】外牆及踢腳洗石子表面處理 【圖 3-2-29】外廊轉角牆體外觀開口四周

皆用洗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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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2】後勤大樓外牆修裝材料及現況調查表 

外牆裝修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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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現況 照片 照片 

牆身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裂縫、脫落 

3.管線設備固定  牆面材料劣化出現水漬及白華 轉角處裂縫 

山牆面粉刷拱起剝落  水平飾帶下方開裂 

二樓轉角牆邊柱下方龜裂，牆

體表面掉漆 
廊柱龜裂 

東
向
立
面 

外廊:廊柱、欄杆及轉角牆體 

 裝修材料: 洗石子，梁、圓

柱及欄杆表面白色洗石

子，其他為灰色；樓梯及

轉角牆體內側水泥粉光刷

白漆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 

2.裂縫 

3.植物寄生破壞 

4.粉刷片狀脫落 

5.管線設備固定 

一樓轉角牆內側粉刷脫落，設

備固定構件殘留 
欄杆立柱及廊柱龜裂 

一樓轉角處龜裂 二樓牆面殘留設備固定構件 
西
向
立
面 

牆身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苔蘚、水漬 

2.管線附著設備固定件殘留

及修補痕跡 

3.裂縫 

牆面修補痕跡 山牆長向裂縫 



歷史建築陸軍三十六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利用計畫 

       235

廊柱及欄杆表面汙漬、長苔 

欄杆立柱龜裂 

外廊；廊柱、欄杆及轉角牆

體 

 裝修材料: 洗石子，梁、

圓柱及欄杆表面白色洗石

子，其他為灰色；樓梯及

轉角牆體內側水泥粉光刷

白漆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脫落

3.植物寄生破壞 

4.滲漏壁癌 

5.管線附著設備固定件殘留

及修補痕跡 轉角牆內側壁面汙漬、龜裂、

粉刷脫落 
轉角牆邊柱下方龜裂 

牆體下緣長苔蘚，設備管線留置 牆面汙漬 

南
向
立
面 

牆身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脫落

3.植物寄生破壞 

4.管線附著設備固定件殘留

5 開口修改之修補痕跡 

設備固定件殘留，壁面髒汙 牆面髒汙管線及設備架殘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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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杆龜裂 植物寄生 

外廊:廊柱、欄杆及牆體 

 裝修材料:洗石子，梁、圓

柱及欄杆表面白色洗石

子，其他為灰色；樓梯及

轉角牆體內側水泥粉光刷

白漆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或脫落 

3.植物寄生破壞 

4.設備附著及固定件殘留 

5.後期修補痕跡 

 

西南轉角牆內側牆面裂痕 東南轉角牆外側管線附著植物

寄生 

 

南
向
立
面 

植物附生、一端埋於牆中的固定

鐵線 
樓板外緣飾帶粉刷片狀脫落 原有通廊屋頂拆除，粉刷層剝

落 

1-1 外牆面發霉，設備固定鐵件

殘留 
1-5 外，設備附著固定件殘留

 

北
向
立
面 

牆身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 

3.管線設備固定件殘留及孔

洞 

4.開口修改之修補痕跡 

5 滲水 

 

1-4 外牆封閉牆體改建痕跡 牆面上方管線附著，側廊柱內

汙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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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附著 1-10 外牆上開口未修補 西北轉角牆面裂縫 

東北轉角牆邊柱下方龜裂，牆體

表面掉漆 
二樓立柱內側上方以及梁底水

漬 

廊柱、欄杆及轉角牆體 

 裝修材料: 洗石子，梁、

圓柱及欄杆表面白色洗石

子，其他為灰色；樓梯及

轉角牆體內側水泥粉光刷

白漆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 

3.植物寄生破壞 

4.滲漏 一樓廊柱表面污痕及水漬 一樓柱面青苔及水漬 

 

北
向
立
面 

封簷板腐朽 二樓廊柱粉刷脫落(2-4 外) 欄杆裂痕(2-3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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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花板 

現況一樓室內除了衛浴以外皆為暗架天花，作法是在混凝土梁側邊鑿洞，埋

設圓木桁兩端，用來固定下方天花板木架，天花板材料為方形礦纖板，板面有凹

洞紋飾，天花板下緣以木線腳收邊。天花板脫落處可看到原有固定燈具的圓形木

板以及走管線的木鎹，推測原建時一樓並無設置天花板，而是可以直接看到樓板

灰泥粉刷後直接外露，也就是所謂的平頂天花，樓板下緣與牆體接合處有上下各

出一線角的斜向收邊；外廊也採用此作法，後期修繕時以水泥漆塗刷。增建的浴

廁內使用明架塑膠板天花，現況已局部脫落，支架變形，建議予以拆除。 

【圖 3-2-30】暗架天花脫落後 
說明：僅剩部分木桁仍存 梁身木桁痕跡明顯 

【圖 3-2-31】一樓外廊為結構外露的平

頂天花 

【圖 3-2-32】一樓室內暗架天花局部出現

水漬 

【圖 3-2-33】二樓外廊 PVC 企口天花 
說明：屋頂出簷木料外露沒有包覆 

二樓室內天花板在緊急搶修時已經拆除，但室內牆面白色粉刷的上緣即為後

期天花板位置，從樓梯平臺上方的橫梁下也可以看到較早施作的天花下緣。外廊

為暗架的塑板條狀天花（PVC 企口天花），天花板局部脫落。外牆及外廊柱之間

的混凝土橫梁下方也有白色的粉刷層，是早期天花板的殘留。旁邊上方牆面上有

預埋木磚，作為之後裝修固定構件的釘著點，為當時避免破壞構造體強度的普遍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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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室內暗架天花主要受白蟻啃食，使得木料腐朽無法支撐天花板的重量，

局部漏水滲透，板材受損而有水漬或脫落。浴廁內的明架天花板也大都走位鬆脫

的現象。二樓外廊 PVC 企口天花部分木架鬆脫板材脫落。 

一樓暗架天花推測為 1967 年時所設置，由於損壞部分可見樓板及梁均有受

損，且白蟻的蟻道痕跡到處可見，需將其拆卸，檢測建物構造並修復，建議將其

徹底除蟲後局部復原，保留下軍方使用的歷史痕跡。 

【圖 3-2-34】梁下灰泥粉刷為早期的天花

裝修 
【圖 3-2-35】早期的天花裝修 
說明：二樓南側外廊橫梁下有早期的天花裝修，

旁邊壁面上有預埋的木磚。 
 

【表 3-2-13】後勤大樓天花材料及現況調查表 

 
天花材料及損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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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編號 

現況描述 照片 

衛浴 
空間 
1-12 
1-13 
1-20 
1-21 
2-12 

室內衛浴明架天花 

 材料:塑料板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水漬。 

2.脫落、外力毀損 

3.支架扭曲變形 
1-13 局部板材脫落，支架變形 2-12 大都脫落，支架扭曲 

1-19 天花板局部脫落，板材邊

緣可以看到密集的蟻道 
1-4 板材被煙燻黑，局部脫落 

其
他
一
樓
室
內
空
間 

室內暗架天花 

 材料:礦纖板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水漬。 

2.脫落 

3.白蟻腐蝕 

4.整體脫垂(1-10，1-11，

1-15) 

1-5 曾發生火災，天花板燻黑 1-15 天花板之架鬆脫垂落 

南側粉刷片狀剝落，鐵筋外露 南側粉刷剝落、滲水 

 

一
樓
外
廊 

 材料:構造外露的平頂

天花 

 現況破壞說明 

1.大部分都表層油漆劣

化，局部起泡剝落  

2.粉刷層片狀剝落 

3.裂縫滲水、發霉、壁癌 

4.鐵筋外露銹蝕 

南側外廊 (東 )樓梯下緣粉刷脫

落 
東南角落，粉刷剝落，滲水生

壁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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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樓
外
廊 

 材料: PVC 企口天花 

 現況破壞說明 

1.板材局部脫落 

2.板材料劣化變形下垂 
3.管線裝設破壞 

北側局部板材脫落 東側 

六、門窗與設備 

（一）門窗 

依據第三飛機製造廠修建廠房時所拍攝的轟炸後及修復後照片，可以大概看

出早期門窗的形式，作為修復的依據。轟炸後照片可見原建時東向立面二樓中間

入口門上方出中歸樘表示上方有氣窗，側牆開窗上方及中間有兩道上歸樘，上方

氣窗位置有中樘梃，而修建後改為兩扇外推門，並沒有高窗；南側面的開窗當時

窗戶開口下方僅於地面留設矮牆，窗身分成四部分，下方為木片，中間為左右對

開的玻璃窗，上方也為玻璃窗，中間的部分由於有橫檔，應是左右推拉窗扇或是

旋窗。 

【表 3-2-14】後勤大樓門窗原樣調查表 

1.轟炸後二樓中央走道的大門只剩門上的木歸樘，窗中間可看到兩道木歸樘，及氣窗位置的

木樘梃。 
照
片
暨
說
明 

2.1947 年修繕後，一樓開窗分成上下及中間共

四分隔，下方為木片，中間及上方為玻璃窗。

3.修繕後，中央通道入口門採用木製雙開門

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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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見開窗下緣木板已經改為牆體，門窗皆為後期更換常見的鋁門窗形

式，門扇及窗扇大都已經拆除，部分連框都已經拔除。每一柱間開設一窗，大部

分為規則的開窗尺寸，一樓為高 217 公分、寬 172.5 公分，部分房間因應使用需

求也開設高窗，部分房間之間的隔牆上除了進出的門以外也有設置玻璃窗；二樓

狀況與一樓類似。後期改建時增加衛浴空間將大窗縮小，改為高窗使用。後期於

房間隔間牆敲除設置簡單的夾板木門，樓梯間下方小間使用鐵門。 

【表 3-2-15】後勤大樓門窗現況調查表 

 
1.一樓開窗，左邊為規律尺

寸，右側為特殊規格。 
2.門扇皆已佚失。 3.室內房間(2-5)隔牆設置開

窗及出入門扇。 

 
4.鋁擠型窗框，部分被拔除。 5.一樓東北角落大開間1-10入

口門，僅剩上面的玻璃。 
6.二樓中央走道靠近東側處

曾增設木隔牆及鋁門管制。

  

照
片
暨
說
明 

7.一樓南側出入口旁邊樓梯下

方的小間舊入口鐵門仍存。 
8.西南樓梯出入口，旁邊鐵門

門扇仍存。 
9.1-10 外牆上的設備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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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暨
說
明 

10.二樓西南角落房間(2-10)少
數仍存的鋁窗及鐵窗。 

11.一樓北側外廊所見窗開口。12.室內隔間牆設置木門

(2-15) 

（二）設備 

由於建物軍方持續使用，設備大都已經陸續配合需求修改或增設，搬離時將

設備大都拆遷，只留下設備空箱或已經毀損的設備，大都為後期陸續添加電器及、

電信、空調設備，設備的管線及廁所進排水的管路，或是露明固定或是鑿壁埋設，

排水管因應需求錯落設置，大大小小的開關盒附於壁面上，電線拔除。 

現況屋頂兩側沒有設置天溝，雨水直接流洩至地面，由明溝匯流至西南角落

排水溝向西南側排出。壁面上未見早期落水頭及落水管的固定構件，二樓外廊扶

手處加建洗手臺兩座，分別位於西南側及東南側樓梯附近，進排水 PVC 管直接懸

掛在外牆，須加以整理，重新規畫建物進排水路線。 

【圖 3-2-36】排水方向示意圖 

雖較早期的設備大都不存，但少數管線仍舊保留，如混凝土梁或牆壁上緣有

預埋的鐵管，便於管線穿管配設，一樓樓板及梁下釘附有固定電線的木製線、陶

器燈座，可見當時此處採用外露的配線方式，修復時暗架天花拆卸後須仔細檢視

保留。屋架上配線已大都清除，但外廊屋架木料上仍可以看到少數殘留的碍子及

電線，中央走道有埋設於地面的金屬管，修復時須注意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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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6】後勤大樓設備調查表 

 

1.1-11 舊的電線管路以木製

線固定，梁下可見早期的陶

瓷燈座。 

2.1-18 一樓樓板還有早期使用

的木製線　 
3.中央走道地板上埋設的金

屬管。 

4.一樓房間 1-15 地坪溝槽中

的鐵件設備。 
5.外廊橫梁預埋鐵管(1-15 外) 6.1-19 室內圓形金屬線盒，及

陶瓷插座 

7.二樓 2-16 壁面風扇管及設

備箱。 
8.二樓東南角落的開關箱。 9.壁面開關盒。 

照
片
暨
說
明 

10.固定於一樓中央走道西側

入口的開關設備。 
11.1-11 電風扇開關。 12.1-16 壁面開關盒，有的金

屬盒仍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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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樓南側中央房 1-16間牆

上的風管。 
14.2-4 風扇及埋入式開關箱。 15.北側外廊的設備箱。 

16.東南角落牆上的碍子，為

電力的引入固定配件。 
17.二樓東南側樓梯旁外廊扶手

處加建的洗手臺。 
18.二樓西南樓梯外廊扶手加

建洗手臺。 

19.西北側轉角牆內電話保安

器 
20.西側外牆上的設備箱體 21.北側出入口廊柱內側電話

保安器 

 

照
片
暨
說
明 

22.二樓東側外廊，設備箱 23.二樓北側外廊設備箱，有埋

入和壁掛兩部分 
24.2-2 外牆，埋入式設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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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樓1-16南側外牆電力及

弱電設備箱 
26.1-16 南側風管出口 27.1-11 配線使用的木通以及

陶瓷燈座及木底座 

 

照
片
暨
說
明 

28.中央走道 1-5 外高處開關

匣 
29.南側外廊壁上電話設備貼壁

引上 
30.東側轉角牆開口，埋入設

備固定鐵件 

 

七、現場文物 

目前現場所留下文物包括有軍方搬遷前壁面上的標語、懸掛於房間入口的單

位標號牌、佈告欄、紙張等，是建物使用的歷史痕跡。緊急搶修所拆卸下來的木

料及鐵件也堆置於一樓的房間中，其中木料部分擷取重複使用，剩下的都是已經

裁切過較小的木料，建議將其中有不同榫口的部分檢出加以保留，鐵件也揀選不

同的式樣及大小清理防鏽後保留展示。 

【表 3-2-17】後勤大樓現場文物調查表 

 

照
片
暨
說
明 

1.拆卸下來的鐵件堆置於一樓

1-1 房間。 
2.1-18 堆置拆卸剩下的木料。 3.1-21 門口的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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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東南牆上噴漆的財產標號 5.1-11 壁面布告欄 6.1-10 室內牆面標語 

7.1-1標示工作目標的標語及布

告欄 
8.1-1 牆面標語 9.南側出入口柱身財產編號牌

 
10.二樓中央走道(接近 2-1) 11.2-1 室內 2002 年營區單位電

話表 
12.2-7 單位財產保管卡 

 

照
片
暨
說
明 

13.2-9 機房值勤守則 14.2-16 牆面飛機圖形 15.2-1 牆面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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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宿舍 

一、環境與植栽 

（一）環境 

宿舍坐落於後勤大樓之東側，兩棟

建築皆呈南北長向並列，面朝北側。共

有六個出入口，1947 年的配置以兩個北

向出入口為主，建物南側已有兩層樓高

的喬木，西側僅有灌木大小的植栽。

1974 年的配置圖顯示六個出入口對外

都有路徑連通，南側增設小辦公室、廁所以及儲水池。2007 年的財產清冊中南側

只剩一座 1961 年發包興建儲物場。建物所在的街廓範圍大致維持，並沒有改變。 

現況西側立面前方設置單槓一座，旁有單槓使安全用說明立牌，南側有大片

空地，出口道路旁，設置有簡單的棚架三座，靠近中間棟較小，僅單開間，靠近

東邊寬兩開間，偏西處規模 大寬達三間，均由圓型金屬管簡單搭接而成；南側

偏東角落接近建物有凸出地面的混凝土設備基座，化糞池也設置於南側共兩座，

分散於西南以及東南側。西北角落地面埋有圓形混凝土設備管道陰井；西北處的

設備陰井為長方形。四周植栽以正榕及芒果樹為主，主要種植於東側及南北兩側

外圍與道路間的空地上。 

【表 3-3-01】宿舍環境調查表 

照
片
暨
說
明 

1.1947 年配置圖顯示以北方出入通道為主 2.1974 年南側有辦公室(183)、廁所(184)以及

儲水池(185)等設施 

【圖 3-3-01】2006 年 GOOGLE EARTH
清楚顯示宿舍周邊及植栽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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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側的鋼管棚架共有三座 4.以圓形金屬管作為屋架，屋頂為金屬浪板

鏽蝕嚴重 

5.西北角落的混凝土圓管 6.西側前方設置的單槓及使用安全規定的說

明牌。 

7.東南角落的長方形混凝土設備基座 8.南側共三座停車棚，及化糞池 

照
片
暨
說
明 

9.南側的長方形磚砌凹槽 10.靠近西南角落的長方形設備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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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栽 

建物四周的喬木目前只有正榕與芒果樹兩種，由舊照片所見到 1945 年美軍轟

炸後建物南側中央一帶有生長至二樓高度的喬木及較為低矮的植物，1947 年修建

完成後南側偏西依然喬木挺立，西側前方有較為低矮的樹叢；目前南側靠近建物

已無大型喬木，只有大片草地與設備棚架及化糞池，西側前方目前為芒果樹與舊

照不同。 

【圖 3-3-02】轟炸後南側的喬木仍存 【圖 3-3-03】1947 年建物修繕後四周的

植栽狀況 

現況環建物外圍四周道路旁遍植正榕，芒果樹則栽種於西側及北側的正榕與

建物之間，為後期軍方所栽植，東側立面以外植栽已經移除，施工圍籬隔絕。目

前正榕約有 46 棵，芒果樹數量約為 47，皆已編號記錄，掛上標示牌編號記錄並

註明樹徑大小。其餘地面除了棚架、通道及設備基座等硬鋪面以外多為草地。 

【表 3-3-02】宿舍植栽調查表 

植栽名稱 特色介紹 學名 

正榕 共 46 棵， 主要分散於四周道路旁 Ficus microcarpa，桑科 

芒果 共 47 棵，集中在北側及東側 Mangifera indica L.，漆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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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北側的喬木生長狀況良好。 2.南側有較大的空地，正榕沿著道路種植。

3.西側出入口前的正榕與芒果。 4.北側植栽較多，沿道路種植正榕，內部種

植芒果。 

照
片
暨
說
明 

5.西南側大榕樹及芒果樹。 6.東北側的植栽，由左到右為 2 棵正榕及芒

果。 

二、基礎 

（一）基礎與犬走 

基礎高約 41 公分，並無通氣設施，基礎並無開挖，作法需待日後探知。環建

物設有寬 35 公分的犬走一圈，犬走以砌磚作底，上面灌注厚約 11 公分的混凝土

層，表面水泥砂漿粉刷層厚約 2.5 公分，稍微向外側傾斜，以利雨水流洩至排水

明溝中；排水明溝寬約 29 公分，深約 33 公分亦環繞建築一圈，表面水泥砂漿粉

刷，局部以混凝土塊疊砌，應為後期修補所做；西南角落設有方形陰井，向南側

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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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狀況大致為 1.基座側壁及與犬走接合處因年代久遠或因地震，部分出現

裂縫及空洞，局部下陷，部分材料流失掏空，修復進行前須進一步檢視損壞狀況。

2.粉刷層龜裂或整片剝落。3.後期管線設備的添加及更改，而出現挖鑿以及補修水

泥的痕跡。4.裂縫及粉刷脫落處植物寄生，須盡早予以清除，以免損及建物。5.

四周喬木生長茂盛處，因日照不易，使得表層滿佈青苔。6.明溝及陰井內泥沙及

落葉等雜物淤積。 

【圖 3-3-04】北側臺座側邊有早期埋設之

鐵管 
【圖 3-3-05】西南角落設置磚砌陰井 
說明：井內側牆上埋設 PVC 水管。 

【圖 3-3-06】犬走上方有水泥洩水槽痕跡
說明：臺基側壁有固定管子的鐵件殘留。 

【圖 3-3-07】犬走底層為砌磚 
說明：上方澆灌混凝土層後表層水泥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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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3】宿舍基礎及犬走現況調查表 

西
側 

1.犬走因混凝土層與紅磚之間

鬆動而導致側壁出現長向裂

縫，表層粉刷龜裂脫落。 

2.犬走表面粉刷缺損 3.基座與犬走之間產生裂縫 

4.犬走表面略為塌陷，與牆體

銜接處出現裂縫。 
5.犬走側壁混刷層龜裂脫

落。 
6.犬走損壞嚴重內部掏空可

以看到廊柱的下緣 
南
側 

7.犬走上有排水凹槽脫落的痕

跡 
8.後期衛浴管道的埋設 9.南側入口前路面破損 

東
側 

10.排水明溝側牆以混凝土塊

取代紅磚。 
11.排水溝及犬走植栽寄

生，垃圾淤積 
12.東南轉角犬走表層粉刷大

片脫落，露出混凝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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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
側 

13.西側轉角處粉刷表層長苔

蘚以及裂縫。 
14.基座及犬走滿布苔癬，水

溝側牆缺損。 
15.水溝紅磚側牆改以水泥塊

替代。 

（二）出入口 

現況西側出入口設置階梯出入，無雨庇；北側及東側現況以混凝土緩斜取代

原有階梯，下方架空維持明溝的排水功能，兩側階梯狀的矮墩為原有階梯之附屬，

後期改為緩坡道時仍然保留，於表面塗刷黑漆。東側出入口斜坡與建物銜接處放

寬呈 Y 字形，南向則更為簡單，僅為水平路面跨於明溝之上，皆無雨庇。雨庇及

臺階、斜坡等皆為混凝土構造表面水泥粉刷，大致完好，南側偏西側入口路面破

損，北側雨庇上方苔蘚附生，邊緣粉刷層脫落。 

【表 3-3-04】宿舍出入口現況調查表 

 
1.北向偏東入口外觀 2.北向偏東入口斜坡旁原有

階梯側牆缺損 
3.北向偏西入口階梯側牆缺

損 

 

北
側
出
入
口 

4.北向東側入口雨庇上方粉

刷龜裂，長滿青苔 
5.北向西側入口雨庇 6.北向西側雨庇上方長苔 

 

其
他
出
入
口 

7.東側出入口路面 8.偏南西側入口混凝土局部

損壞 
9.西側入口臺階邊緣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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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磚牆與混凝土構造 

（一）磚牆 

外牆厚度 40-51 公分不等，一樓內牆體為寬 40 公分的 1.5 B 磚牆，二樓部分

內牆厚度僅為 14 公分，但有附壁柱以及橫梁加強。隔間牆體大都依照柱位砌築至

樓板下方，一樓牆高約 331-335 公分，部分隔間牆磚砌於混凝土梁之下與其他牆

體不同，推測為後期作為宿舍使用時所加築，其中位於空間編號 1-6、1-7 之間的

隔間磚牆並未砌築至梁下，空間 1-5、6 之間初建時有隔牆，拆除後又加建隔間牆。 

【圖 3-3-08】空間 1-5 與 1-6 之隔間牆 
說明：初建磚牆敲除至賸下頂部，後期又加建 1B
磚牆於下方。 

【圖 3-3-09】空間 1-6 與 1-7 中間隔牆 
說明：為後期所加建，並未砌至頂端，而是留下

間隙，加上磚塊墊於縫隙中。 

二樓牆體高度達 349 公分，部分隔間牆在中央走道處向外突出，或是加寬砌

築，宛如突出牆面的磚柱，有些還將兩邊磚柱連結設置，在一樓中央走道形成寬

約 184、高 201-259 公分的門洞，二樓南北繫梁下方也有加築牆體者，形成寬度僅

達 183、高度 262 公分的門洞。 

【圖 3-3-10】一樓中央走道 
說明：磚牆向外突出縮小通道寬度形成宛如門洞

一樣的開口。 

【圖 3-3-11】二樓中央走道 
說明：側牆體向外突出，繫梁下方加砌紅磚牆體，

形成長方形門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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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遭轟炸除屋頂損毀，戰後初期加以修補使用，山尖仍維持雨淋板外牆，

但現況改為磚砌，山牆面內側填塞附壁棟架之間的紅磚牆面外露。南北向混凝土

圈梁表面有灰泥粉刷層，中間空檔以木摺板牆填縫，東西向外牆混凝土圈梁之間

則以磚填縫砌築，部分牆面有半磚突出。紅磚尺寸為 23.5-24x11.5x5.8 公分，外露

的牆面大致可以看出一皮丁、一皮順的英式砌法，山尖填縫處砌法較為混亂。磚

面並未看到紋樣。 

二樓牆體新舊雜混，一種是 1.5B 磚牆厚度，且上方有加 RC 梁，梁位與圈梁

的下層梁同高，推測為初建時所作；一部分為戰後及加設衛浴及隔間時所砌築，

部分於室內一側突出梁柱補強，有些則無，兩座樓梯之間與初建牆體同高，此部

分推測為轟炸時毀損後期修復，其他兩側牆身較低，約 310 公分左右，少數只有

252 公分左右的高度。 

紅磚牆體大致完整，部分無粉刷的磚面被灰塵、屋頂滲水的水漬及其他物質

如白華及混凝土附著，造成灰色髒污表面，部分牆體有龜裂痕跡，其他大多為後

期修改開窗大小或安裝設備、管線而在牆體上挖鑿穿孔打釘修補等而受損，或附

著物痕跡殘留、局部有白蟻蟻道痕跡，及門窗框拆除時部分牆體受損。 

【表 3-3-05】宿舍磚牆調查表 

1.窗框拔除處可以看到壁體的紅磚。 2.一樓紅牆牆面可以看出丁順砌的磚面。 照
片
暨
說
明 

3.二樓中央走道旁的磚牆，上有混凝土梁。 4.二樓中央走道為紅磚牆體，上接混凝土

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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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暨
說
明 

5.山牆面混凝土圈梁之間以紅磚填縫，磚

面突出於混凝土梁以外，山尖附壁棟架

間隙也以紅磚填補。 

6.二樓少數隔間牆厚僅 14 公分，加砌柱梁

支撐。 

（二）混凝土構造 

廊柱、梁、樓板、樓梯以及外廊扶手皆為混凝土構造，一樓大梁與樓板面大

都有粉刷層，與牆面或梁身互接之處都向下稍微放大，梁身下緣兩側削斜邊，與

基中大樓做法相同。一樓樓板高度為 369 公分，中央走道梁深 38 公分，房間中的

東西向的小梁寬 28 公分，深 28 公分；一樓外廊樓板高 372 公分，梁深 37 公分，

梁身兩側削斜角，但兩端與牆、柱接合處並沒有放大，樓板四周都有簡單的線腳

收頭，室內外做法相同，樓板鋼筋以長方形格狀鋪設。室內 1-14 空間內樓板設有

人孔，於梁格之間在加兩支小梁支撐，目前以木板封閉。 

【圖 3-3-12】一樓混凝土梁及樓板灰泥粉刷線腳示意圖及照片 
說明：梁身兩側削斜邊，樓板灰泥粉刷收邊。 

混凝土圈梁上下兩層之間按照木屋架的位置出立柱，立柱之間以木摺板牆填

縫，室內表面大都有粉刷層，室外則無混刷層，混凝土拆模痕跡明顯，綁繫模板

的鐵筋仍殘留在表面。南北向的混凝土繫梁高為 33 公分，寬度為 22 公分。西側

外廊除了原有的混凝土梁以外，有力霸式鋼梁補強，在鋼梁與原有的混凝土梁上

架設一圓形金屬物體，用途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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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3】二樓東側外廊力霸鋼架及上

方固定之鐵環 
【圖 3-3-14】一樓 1-4 樓板人孔現況以木

板封閉 

二樓混凝土梁表面有不同的混刷層，粉刷脫落處有些模板拆除的痕跡明顯，

與磚牆接合處有殘留的混凝土漿並未加以整理清除，梁表面有固定模板的鐵線殘

留，混凝土不同的色澤，為不同時期所作，成分配比不同所致，修復時應將這些

不同時期的外觀予以保留。 

現況損壞大致以一樓的梁或樓板 為嚴重，室內空間中的樓板均有龜裂滲水

痕跡，因為天花釣線固定或管道挖鑿裝設而損壞，加上地震等其他因素而構造龜

裂，滲水而導致材料質變毀損，嚴重者粉刷層及混凝土剝落，露出摻雜大小不一

的卵石粒及其中的鏽蝕的鐵筋，輕微的僅出現凸起、裂縫或表層粉刷剝落。其中

以後期改設為衛浴的空間（編號為 1-1，18，19，36 以及 12，17，20，35 套房室

內之廁所）因為密集挖鑿埋設糞管及排水等管路而導致損壞 為嚴重，其次為樓

梯間及其他室內空間的損壞，大都皆有裂痕、滲漏水以及粉刷整片剝落的痕跡。 

【圖 3-3-15】1-36 衛浴空間樓板及梁受損
說明：管線、天花板等等的埋管固定所造成。 

【圖 3-3-16】1-31 室內梁身嚴重龜裂 
說明：梁身結構裂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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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7】一樓南側外廊柱身嚴重龜裂 【圖 3-3-18】樓梯間橫梁嚴重缺損 

外廊柱以圓柱為主，僅北側出入口處柱身為方形，二樓外廊扶手位於柱子正

中，與其他兩棟設置於柱子外側與圓柱邊緣切齊的做法不同；一樓南側外廊柱身

出現嚴重裂縫（房間編號 1-20、21 之間，29、30 之間，以及東南樓梯出口側牆邊

柱），西南側樓梯側牆旁扶手下緣嚴重受損剝落。北側地坪（空間 1-1 外廊）出

現大坑洞，為後期埋設管道後修補不當所造成，加上植物寄生於洞口使得破口變

大，樓板及梁身出現裂縫及滲水痕跡，嚴重者鋼筋外露鏽蝕。 

鐵筋混凝土構造損壞狀況大致可以歸類為：1.由於管線及天花板的固定構件

直接釘附在樓板下緣，導致樓板局部出現挖鑿坑洞。2.年代久遠材料劣化及地震

的影響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裂縫。3.局部混凝土層剝落鐵筋外露。4.樓板裂縫滲

水。5.白蟻蟻道痕跡。修復工程進行時，須再度仔細檢視損壞狀況。 

【表 3-3-06】宿舍混凝土構造調查表 

照
片
暨
說
明 

1.一樓改建為浴廁在混凝土構造挖鑿埋設管

線。 
2.一樓混凝土梁及樓板相接處以線腳處

理，牆體為磚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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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樓西側外廊上加鋼梁補強，上方有一圓

形鐵件。 
4.一樓天花吊架鑽孔使得樓板混凝土內的

卵石外露。 

5.南北向繫梁與下層混凝土圈梁等高。 6.中央走道上方可以看到七道南北方向的

繫梁，側牆向中間突出。 

7.外廊所見混凝土圈梁，模板拆卸痕跡外

露，部分混凝土梁缺損。 
8.上下圈梁之間以木摺板壁填縫，外觀整

體灰泥粉刷。 

照
片
暨
說
明 

9.二層梁表面粉刷脫落。 10.外廊處的山尖牆體以混凝土構築，中間

則為磚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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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屋頂 

人字型屋頂採用洋式木屋架中的

對 束 小 屋 ， 也 就 是 中 柱 式 桁 架

（King-post truss），中央共 37 組屋架，

附壁屋架兩組。固定構件處大多以木製

品取代金屬構件，大量使用木鎹為本建

物屋架的特色之一，其他使用的金屬固

定件只有螺栓、螞蝗釘（鎹）及鐵釘。

其中對束與陸梁及二重梁接合處 為

複雜，陸梁於此分段相接，由於兩側有

木鎹包夾，無法看出各構件之間的關

係，日後若解體時須特別加以注意。 

 

構件尺寸與後勤大樓相近，如對束為 20 （寬）x14.5（厚）公分，陸梁 25（高）

x15（厚）公分，釣束尺寸為 14.2-14.5（寬）x7.1-7.4（厚）公分，內方丈寬度 14.5

公分，厚 14.5 公分，外方丈寬 15 公分，厚度也與對束同，合掌厚度同陸梁，高

度為 25.3 公分，垂直筋違斷面 7.7X7 公分，振止為 9.5X4.5 公分，母屋（桁木）

斷面 10x10 公分，母屋後面所加的轉止長 24 公分，厚度 10 公分。 

外牆以內每邊合掌上共有母屋十二枝， 末端的母屋（鼻母屋）並未與陸梁

相接，而是位於合掌的尾端，陸梁以螺栓直接鎖在混凝土圈梁上。母屋上的棰木

直接延伸至外廊，外廊屋架木梁內部同樣以預埋的螺栓固定在下層的混凝土梁

上，外端則架在外廊柱混凝土梁之上。外廊屋架立柱與木梁以榫接或鐵定固定，

至於榫的形式待日後修護解體時須加以確認，與母屋之間用螞蝗釘固定，屋坡末

端的鼻母屋架在木梁尾端以螺栓固定於外廊混凝土梁上。 

螺栓有不同尺寸，小型的墊片為 5.4-5.5 公分見方，厚 0.4 公分，桿徑 0.9 公

分，六腳螺栓寬 2 厚 0.9 公分，較大者墊片為 7.5 公分見方，厚 0.6 公分大小，桿

徑 1.6-1.7 公分，六腳螺栓寬 3-3.7 厚 1.5-2.1 公分，長 35.2-37 公分，螞蝗釘長

14.8-15.7 公分，寬 1.1-1.3 公分，側邊總長 4.5-4.6 公分。 

 
 
 

【圖 3-3-19】營區另一棟未被美軍炸毀

的屋頂舊照 
說明：其屋架型式與宿舍相同，可看到合掌在對

束處分成兩段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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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0】屋架固定鐵件 
說明：螺栓及螺帽。 

【圖 3-3-21】屋架一隅 
說明：緊急搶修工程以鋼板及鋼棒替代陸梁。 

 
 

【表 3-3-07】宿舍屋架節點調查表 

節點位置 固定構件說明 現況 

真束與合

掌 

主要為長方形木塊，兩端配合屋坡斜度修整

成為梯型，共兩片，以鐵釘釘合固定真束與

兩側合掌。 

真束與二

重梁、二重

梁與內方

丈 

1.內方丈與添梁削斜角相接處以螞蝗釘固

定。 

2.內方丈上緣加上添梁與二重梁固定，添梁

與二重梁之間以螞蝗釘固定。 

3.二重梁及下方的添梁外加長方形木鎹，以

鐵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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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束、二重

梁與合掌 

1.合掌與二重梁之間以螺栓及梯形木鎹固

定。 

2.對束上方與二重梁之間固定角度的貓木以

兩組螺栓固定。 

3.合掌木料相接延長處以兩片長方形木　包

夾用鐵釘固定。 

對束與陸

梁、對束與

內方丈 

1.長方形 49x15.5 公分木鎹兩片包夾對束與

陸梁以鐵釘固定。（僅剩附壁屋架） 

2.內方丈與對束之間以螞蝗釘固定。 

合掌與陸

梁 

1.使用梯形木鎹，高 36.8 公分，長度為 35

與 54 公分，厚 5 公分。 

2.除了用木　以鐵釘固定外也加兩支螺栓固

定。 

方丈與合

掌及陸梁 
外方丈與合掌使用螞蝗釘固定。 

 釣束 
1.較靠近對束的那組使用使用螺栓固定。 

2.較遠處且較小的釣束則僅使用鐵釘固定。
 

垂直筋違 利用螺栓固定於對束兩側。 

梁挾(振

止) 
以鐵釘固定，目前大都拆解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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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梁接合 

以添板繼手接合，兩段陸梁之間除了以十字

榫相接以外，兩側加上

142(長)x25.5(高)x6.5(厚)公分的木塊後以 16

根螺栓固定。 

陸梁與混

凝土梁 
陸梁以螺栓固定在上層混凝土圈梁上。 

2012 年屋架被鋸斷竊取，緊急加固工程施作，除了附壁屋架以外，所有的木

屋架陸梁中段以烤漆圓鋼棒加上鋼板滿焊拉繫兩側僅剩的木梁固定修復，兩側陸

梁損壞則以兩片鋼板包夾木料替代陸梁或合掌，與合掌接合處改用鋼板取代木鎹

固定，其他如方丈、吊束等構件也以小塊鋼板及螺栓固定。 

目前現場的屋架構件從外觀檢測並無明顯的腐朽及損壞狀況，部分有蟻路及

滲水的痕跡，屋頂構件因雨水滲漏而受損嚴重，部分野地板受潮腐朽變形，局部

脫落，棰木及母屋亦因受潮而損壞，部分表面泛白，有泥水滲漏的水漬痕跡或者

開裂。屋頂後期鋪設的文化瓦部分脫落，雨水嚴重滲漏，南側屋坡嚴重變形。 

建議屋頂多處損壞應重新鋪設，修復時屋頂拆除之際，屋面板、棰木及屋架

修復時需仔細檢測損壞狀況，進行抽換，且需著重防水設施以及屋頂排水問題。

原有屋架木構件局部有蟻道痕跡與滲雨之破壞，清除後需施行白蟻防治措施，並

保持室內通風，以維持木料之品質。緊急搶修時拆解的振止等構件暫時置於對束

旁，修復時要加以注意，統一固定於同樣位置。 

【表 3-3-08】宿舍屋架暨屋面現況調查表 

照
片
暨
說
明 

1.陸梁中斷被鋸除，緊急以鋼板及烤漆鋼

棒拉繫固定。 
2.以鋼板包夾木料代替原有陸梁，合掌與陸

梁接合處以鋼板取代木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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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丈加鋼板固定。 4.西南側外廊屋頂漏水導致野地板腐朽脫

落，棰木及母屋嚴重受潮。 

5.木料出現裂痕，野地板潮濕泛白。 6.合掌側邊有水漬，下方出現蟻路痕跡。 

7.西南側屋頂破損漏水野地板曾經更換，

棰木及母屋嚴重受潮。 
8.滲水痕跡明顯 

照
片
暨
說
明 

9.西側山牆附壁屋架，木構件表面有水

漬，野地板及母屋受潮泛白，母屋局部

出現蟻道。 

10.搶修後以鋼板取代局部合掌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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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漏水情況嚴重導致檐板腐朽破損。 12.東南側屋頂出簷下方蟲蟻巢穴附著，封

簷板腐蝕 

照
片
暨
說
明 

13.屋頂脫落的文化瓦。原為紅色，瀝青澆

淋成黑色。 
14.屋頂多處破損，漏水情況嚴重，導致屋

坡變形下陷。 

 

五、裝修 

（一）地坪 

地坪因戰後多年來軍方使用單位的更換及整修，目前所有外廊及室內地坪除

了衛浴以外，表面為灰白色磨石子，溝縫以銅條嵌入，劃分成方格狀。作法是將

混凝土表層清理乾淨，以水泥砂漿打底後按照設計定墨線預埋銅條，待銅條腳固

定後，拌合水泥、色粉調色，再加上大小不同的礫石確實粉鏝面層，使用粒料主

要為大白石，粒徑七厘石至一分二不等，以小滾輪緊壓使密實，經硬化後，先粗

磨，以水泥砂漿灑縫填補砥痕後中磨、細磨，清洗後再以機械打蠟磨光。地坪收

邊使用較小石礫、色澤較黑的材料施作，因而也產生灰黑色澤，樓梯地坪與市內

其他空間相同。外廊沿著牆體及柱身一側也以不同配比磨石子收邊，也採用磨石

子地坪。衛浴空間內地坪抬高鋪設磁磚，磁磚尺寸為 20x2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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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9】宿舍地坪裝修現況調查表 

1.室內磨石子地坪。 
2.一樓外廊中央淺灰色磨石子地坪，收邊磨

石子上披覆黑漆。 

3.二樓外廊磨石子地坪收邊上塗刷黑漆。 4.衛浴地坪貼磁磚。 

照
片
暨
說
明 

5.樓梯磨石子地坪收邊上塗刷黑漆。 6.一樓外廊磨石子地坪。 

目前由於屋頂破損漏雨加上窗戶缺損，下雨時雨水聚積，造成室內外積水滲

漏破壞。地坪損壞大致可分類為：1.磨石子表面髒汙及水漬。2.裂縫。3.過於潮濕，

苔蘚附生於表面。4.管線及設備固定造成缺損或修補痕跡，其中南側外廊地坪中

間（空間標號 1-1 外）因挖鑿埋設管路重新以水泥砂漿填補，部分受損形成坑洞，

植物寄生。5.外廊及樓梯收邊以黑色油漆塗刷於磨石子表面。6.廁所磁磚大致完

好，表面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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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0】宿舍地坪材料及現況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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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編號 現況描述 照片 

1-19 髒污 1-36 髒污 

衛浴空間

1-1,1-18, 
1-19, 1-36 
;2-1,2-13, 
2-14,2-25 
 
以及 
 
1-2,1-17, 
1-18,1-19; 
2-2,2-12, 
2-15,2-24 
之廁所 

   
 裝修材料 : 地坪貼

20x20 磁磚 

 現況破壞說明 
1.大致完整，表面髒汙

及水漬。 
2.管線設備固定破壞 
3.門檻因門框拔除而

受損 
 

1-20 室內之衛浴 1-1 髒汙 

 
1-2 髒汙 1-25 地面貼膠帶 

其
他
室
內
空
間
及
中
央
走
道 

 裝修材料: 磨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表面髒汙及水漬，貼

膠帶。 
2.裂縫 
3.管線、設備及門扇固

定破壞 
 

2-7 裂縫 2-8 固定設備引起的地坪缺損 

一樓東南轉角處，地坪龜裂 1-1 北側外廊，地坪坑洞植物寄生

 

外
廊 

一樓外廊地坪 
 裝修材料: 磨石子地

坪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污、水漬、青苔 
2.設備之固定鐵件殘

留 
3.龜裂痕跡 
4. 管 線 埋 設 修 補 坑

洞，植物寄生 
5.埋設管線表面以水

泥粉刷修補 
6.收邊以黑漆批覆 

一樓外廊西南側(1-32 外)樓梯牆

邊地面固定構件殘留 
北側外廊(1-5 外)，後期埋設管道以

水泥修補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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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濕發霉及苔蘚痕跡 黑漆批覆及裂痕 

二樓外廊地坪 
 裝修材料: 磨石子地

坪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污、水漬、苔蘚 
2.設備之固定鐵件殘

留 
3.裂痕 
4.修補不當之坑洞 
5.黑漆批覆 

北側外廊地坪輕微龜裂痕跡 南側外廊地坪裂痕 

西側樓梯踏階收邊黑漆披覆 東側樓梯，踏階側面粉刷片狀脫落
樓
梯 

 裝修材料: 磨石子地

坪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污 
2.止滑銅條拔除之損

傷 
3.裂痕 
4.粉刷層片狀脫落 
5.黑漆批覆 

樓梯平臺邊緣裂縫 樓梯止滑條剝除造成損傷 

（二）牆體  

1、內牆裝修 

目前室內牆面大多以油漆粉刷，檢視天花以上殘留的壁面粉刷，可知早期為

灰泥粉刷為主，一般作法是在石灰中依比例摻以貝殼灰、沙、麻絨、海菜等材料

調和使用，抹塗於牆面、天花板等處。經過多次的維修以後，目前天花板以下大

都以水泥砂漿粉刷後塗刷白漆為主，天花板以上的牆面部分仍保留原來的灰泥粉

刷層，總厚度約 2.5-2.8 公分，底層約 1.5 公分。 

【圖 3-3-22】磚牆表面的粉刷層 【圖 3-3-23】混凝土梁側邊粉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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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的磚牆上層及混凝土梁表面多數有早期粉刷層殘留的痕跡，牆體大都後

期以水泥抹平，天花板以下再以白漆塗刷。上下圈梁之間木摺壁體局部粉刷剝落

可以看到木摺板牆體的作法，將寬度 3.5 公分的木板，以縫隙 0.5-0.8 公分釘附於

等距的 5 根角材上，外面再加以粉刷。日治時期木摺板牆的標準作法有下塗、中

塗、上塗三道程序，現況粉刷與旁邊 RC 梁表面一體，厚度約 1.5-1.8 公分。 

【圖 3-3-24】混凝土圈梁之間木摺板壁詳圖 右圖為從室內看到少數受損的木摺板

內牆現況主要損壞為下列數種，1.灰塵聚集表面髒污。2.材料年久劣化、地震

影響，形成長向裂縫。3.天花上方牆面粉刷層脫落。3.受潮產生裂縫、污漬、膨起

或脫落。4.開窗改變或管道裝設修補，或損壞修補痕跡，遷移的設備架或固定鐵

件、管路殘留。5.衛浴管道滲水而發霉質變，產生壁癌。6.木摺板牆損壞脫落。 

【圖 3-3-25】白漆粉刷與洗石子裝修 
說明：窗框可以明顯看出內牆為白漆粉刷，外牆

為洗石子表面處理 

【圖 3-3-26】混凝土圈梁牆面 
說明：粉刷局部脫落露出混凝土層以及木摺板牆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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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1】宿舍室內現況調查表 

編號 現況說明及照片 

 地坪:磁磚 

 牆壁: 上方牆體有挖鑿的孔洞，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後期以 20x30

磁磚貼面 

 天花:後期明架天花板，已大都脫落，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及天花釣線而挖鑿龜裂滲水嚴重受

損。 

 破壞情形: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板

相接處之線腳脫落。5.樓板及梁龜裂。6.鋼筋外露。 

 

1-1 

1-18 

1-19 

1-36 

1-1 牆及樓板挖鑿缺損 1-36 樓板及梁龜裂，粉刷剝落 1-19 管線挖鑿孔洞，牆麵粉挖剝

落 

 地坪:磁磚 

 牆面:天花板以下 20x30 公分磁磚牆面，天花板以上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天花:後期增設之明架塑膠板天花，少數脫落，大多仍完整，樓板埋設管線而挖鑿龜裂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

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5.樓板及梁龜裂。6.鋼筋外露。 

 

1-2 

1-17 

1-20 

1-35

廁所 

1-4 磁磚牆面大致完整 1-17 樓板粉刷剝落，鋼筋外露 1-35 樓板粉刷剝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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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坪:磨石子 

 牆面: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輕微龜裂，1-2 室內增設衛浴處壁面生壁癌，上方牆

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 

 天花:後期增設之明架塑板天花已脫落，只剩局部的壓條，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龜裂滲

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

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5.樓板及梁龜裂。6.鋼筋外露。 

1-2 壁癌 1-3 牆上線腳局部脫落 1-4 牆上線腳局部鑿除，樓板龜裂

 
1-2 粉刷片狀脫落 1-3 樓版粉刷塊狀脫落，裂縫有滲水

痕跡 
1-4 牆面髒汙 

 地坪:磨石子 

 牆面: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汙漬、輕微龜裂，部分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

鑿除或脫落，線腳局部脫落以水泥修補，1-6 與 1-7 之間隔牆局部敲除後又以木板封閉。 

 天花:後期增設之明架礦纖板天花已脫落，只剩局部的壓條，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龜裂

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

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5.樓板及梁龜裂。6.鋼筋外露。 

1-2 

1-3 

1-4 

1-5 

1-6 

1-7 

1-5 牆上線腳局部鑿除，粉刷局部

脫落 
1-6 樓板及牆面粉刷脫落 1-7 梁及樓板鋼筋外露 



第三章 建築現況調查 

 274 

 
1-5 窗臺下方水平裂縫及髒汙 1-6 牆體外露未粉刷 1-7 多處粉刷剝落 

 地坪:磨石子 

 牆面: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汙漬、輕微龜裂，部分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

鑿除或脫落，線腳局部脫落以水泥修補。 

 天花:後期增設之明架礦纖板天花已脫落，只剩局部的壓條，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龜裂

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

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5.樓板及梁龜裂。6.鋼筋外露。 

1-8 樓板龜裂粉刷剝落 1-9 牆體上方線腳局部脫落，樓板龜

裂滲水 
1-10 牆體上方線腳局部脫落，樓板

龜裂滲水 

 

1-8 

1-9 

1-10 

1-11 

1-12 

1-13 

 

1-11 樓板龜裂滲水 1-12 樓板嚴重龜裂 1-13 樓板粉刷剝落，龜裂 

 地坪:磨石子 

 牆面: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汙漬、輕微龜裂，部分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

鑿除或脫落，線腳局部脫落以水泥修補。 

 天花:後期增設之礦纖板天花已脫落，只剩局部壓條，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龜裂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

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5.樓板及梁龜裂。6.鋼筋外露。 

1-14 

1-15 

1-16 

1-17 

1-20 

1-21 

 

1-14 人孔以木板封閉嚴重滲水 1-14 龜裂及修補痕跡 1-15 嚴重龜裂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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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鋼筋外露 1-16 粉刷脫落鋼筋外露 1-17 嚴重龜裂，粉刷大片脫落 

1-20 粉刷大片脫落 1-21 多處粉刷片狀脫落 1-21 鋼筋外露 

 地坪:磨石子 

 牆面: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汙漬、輕微龜裂，部分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

鑿除或脫落，線腳局部脫落以水泥修補。 

 天花:後期增設之明架礦纖板天花已脫落，只剩局部的壓條，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龜裂

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

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5.樓板及梁龜裂。6.鋼筋外露。 

1-22 粉刷大量剝落，鋼筋外露 1-23 壁癌 1-23 嚴重龜裂 

1-24 鋼筋外露 1-25 樓板受損龜裂，牆面線腳局部

脫落 
1-25 踢腳局部脫落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6 樓板龜裂滲水 1-26 龜裂滲水 1-27 龜裂粉刷脫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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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坪:磨石子 

 牆面: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汙漬、輕微龜裂，部分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

鑿除或脫落，線腳局部脫落以水泥修補。 

 天花:後期增設之明架礦纖板天花已脫落，只剩局部的壓條，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龜裂

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

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5.樓板及梁龜裂。6.鋼筋外露。 

1-28 牆體上方線腳局部脫落，樓板

龜裂滲水 
1-29 裂縫 1-29 壁癌 

 
1-29 粉刷剝落鋼筋外露 1-30 粉刷剝落 1-30 梁及樓板龜裂 

1-31 梁身及樓板龜裂，粉刷剝落 1-31 壁癌 1-32 樓板龜裂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3 龜裂 1-34 梁龜裂，粉刷大片脫落 1-35 鋼筋外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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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坪:磨石子 

 牆面:踢腳為磨石子，天花板以下粉刷層汙漬、輕微龜裂，部分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

鑿除或脫落，線腳局部脫落。 

 天花:後期增設之明架礦纖板天花已脫落，只剩局部的壓條，樓板及梁因埋設管線而挖鑿龜裂

滲水。 

 破壞情形: 1.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

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5.樓板及梁龜裂。6.鋼筋外露。 

西側樓梯間(中央走道) 西側樓梯間北側外牆龜裂，踢腳粉

刷脫落 
東側樓梯間梁身龜裂鋼筋外露 

樓梯間壁面輕微壁癌 中央走道 1-15 外，樓板粉刷大片剝

落，鋼筋外露 
西側樓梯間，壁體及樓板粉刷大量

剝落，局部鋼筋外露 

樓
梯
間
、
西
側
樓
梯
間
、
一
樓
中
央
走
道 

中央走道 1-8 外 中央走道西側 1-3 外 中央走道 1-12 外，壁面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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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坪; 20x20 公分磁磚 

 牆壁: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後期以 20x30 磁磚貼面 

 天花:已拆除 

 破壞情形:1. 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新增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與樓

板相接處之線腳脫落。 

2-1 

1-13 

1-14 

2-25 

 

2-14 磁磚面大致完整，上方壁體

粉刷局部剝落外有白蟻蟻道 
2-13 磁磚面大致完整，只有設備移

除的開口 
2-25 磁磚牆面上方局部缺損脫落

 地坪; 20x20 磁磚 

 牆壁: 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後期水泥砂漿粉光外刷白漆 

 天花: 已拆除 

 破壞情形:1. 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管線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木摺

板牆損壞。 

   

2-2 

2-12 

2-15 

2-24 

之衛浴 

2-15 衛浴 2-12 磁磚牆面大致完整，設備移

除開孔 
2-24 天花以上磁磚面局部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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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坪:磨石子 

 牆壁: 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後期水泥砂漿粉光外刷白漆 

 天花: 後期暗架天花板，已拆除 

 破壞情形:1. 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管線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木摺

板牆損壞。 

2-3 木摺板毀損 2-3 裂縫 2-4 髒汙 

2-2 

2-3 

2-4 

2-5 

2-6 

2-7 

2-5 水漬，局部粉刷脫落 2-6 牆面髒汙，局部粉刷脫落 2-7 兩窗之間長向裂縫 

 地坪:磨石子 

 牆壁: 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後期水泥砂漿粉光外刷白漆 

 天花:已拆除 

 破壞情形:1. 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管線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木摺

板牆損壞。 

2-8 牆面汙漬 2-9 粉刷剝落 2-10 壁面窗下長向裂痕 

2-8 

2-9 

2-10 

2-11 

2-12 

2-11 外牆長向裂縫 2-11 粉刷剝落 2-12 壁癌 



第三章 建築現況調查 

 280 

 地坪:磨石子；保存情況尚可，出現裂縫及小坑洞 

 牆壁: 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後期水泥砂漿粉光外刷白漆 

 天花:已拆除 

 破壞情形:1. 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管線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木摺

板牆損壞。5.踢腳局部缺損。 

 
2-15 外牆窗下有長向裂縫，與

2-14 隔牆下方壁癌 
2-16 粉刷剝落，露出木摺板 2-17 牆體上方粉刷剝落，梁上排列

鋼筋 

2-15 

2-16 

2-17 

2-18 

2-19 

2-18 上方粉刷局部剝落 2-19 兩窗之間長向裂縫 2-19 牆面髒汙，上方粉刷脫落 

 地坪:磨石子 

 牆壁: 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後期水泥砂漿粉光外刷白漆 

 天花:已拆除 

 破壞情形:1. 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管線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木摺

板牆損壞。 

2-20 上方粉刷剝落 2-21 窗邊裂縫 2-22 壁面汙漬，粉刷局部剝落 

2-20 

2-21 

2-22 

2-23 

2-24 

2-23 兩窗之間長向裂縫 2-23 木摺壁損壞 2-24 窗旁兩側均有長向裂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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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壁: 上方牆體表面灰泥粉刷層部分鑿除或脫落，天花板以下後期水泥砂漿粉光外刷白漆 

 天花: 後期暗架天花板，已拆除 

 破壞情形:1. 粉刷層龜裂隆起局部脫落。2.汙損、發霉。3 管線設備破壞牆體及粉刷。4 木摺

板牆損壞。 

2-17 外繫梁表面粉刷剝落 東側樓梯間 東側樓梯側牆壁癌 

東
、
西
樓
梯
間
及
2-26
中
央
走
道 

西側樓梯間 2-23 中央走道牆壁龜裂 中央走道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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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牆裝修 

外牆、外廊柱、扶手以及轉角牆體外側採用洗石子表面處理，洗石子在日治

時期是模仿石造建物相當盛行的手法，且施工簡便，材料取得容易，現有灰白色

洗石子表層應是後期所軍方所重新整修，初建時外牆推測僅為簡單的粉刷，加防

水漆。現況壁體中央作黑色分割縫。外廊柱及梁、扶手為白色洗石子表層。與後

勤大樓不同，轉角牆體內側亦為洗石子處理。 

外牆洗石子表面的破壞主要為下列數種，1.灰塵聚集表面髒污。2.材料年久劣

化，形成裂縫及脫落。3.受潮產生裂縫、污漬、膨起或脫落。4.潮濕而發霉且長苔

蘚。5.開窗改變或管道裝設修補，或損壞修補痕跡，遷移的設備架或固定鐵件、

管路殘留。6.壁癌。 

【圖 3-3-27】外牆灰白色洗石子 【圖 3-3-28】外廊柱白色洗石子 

【圖 3-3-29】外廊轉角牆內也是洗石子

表層 
【圖 3-3-30】外牆壁癌及裂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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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2】宿舍外牆修裝現況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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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現況 照片 

 

牆身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片狀脫

落 

3.管線設備固定或拔除之損

壞 

4.開窗修改之修補痕跡 

5 滲水、壁癌  

一樓東南側牆面滲水髒汙 二樓牆面水漬 

水平及垂直向裂縫 龜裂及水漬 

梁底壁癌及汙漬 轉角牆內側潮濕發霉 

 

東
向
立
面 

外廊柱面 

廊柱及牆體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片狀脫

落 

3.植物寄生破壞 

4.管線設備固定或拔除之損

壞 

5.滲水、壁癌 

外側髒汙、發霉，管線固定破壞 二樓東南角落管線固於內側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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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面髒汙水漬 髒汙、發霉、苔蘚 

牆身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 

2.管線設備固定或拔除之損

壞。 

3.開窗修改之修補痕跡。 

4 滲水、壁癌。 

一樓牆面裂縫及水漬 一樓入口門框拔除粉刷剝落 

臺基苔蘚及植物寄生 突出的水平飾帶龜裂 

欄杆表面髒汙水漬 牆體下方受潮材料劣化脫落 

西
向
立
面 

外廊柱面 

外廊柱列及牆體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片狀脫

落 

3.植物寄生破壞 

4.管線設備固定或拔除之損

壞 

5.滲水、壁癌 

西南側轉角牆長苔蘚，管線附著 西南側轉角牆內因裝設管線而導

致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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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斜向裂縫 東南轉角處牆面滲漏，梁、樓板及

牆體皆嚴重受潮 

牆身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片狀脫

落 

3.管線設備固定或拔除之損

壞 

4.開窗修改之修補痕跡 

5 滲水、壁癌  

滲水生壁癌 壁面滲水 

欄杆嚴重缺損(2-16 外) 廊柱龜裂(2-20 外) 

牆面汙漬 梁面水漬，樓板水平帶下緣髒汙、

發霉 

屋頂雨水滲漏污漬 樓梯牆面髒汙、發霉，植物寄生 

 

南
向
立
面 

外廊柱面 

外廊柱及牆面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片狀脫

落 

3.植物寄生破壞 

4.管線設備固定或拔除之損

壞 

5.滲水、壁癌 

一樓東南轉角牆內側後期修補痕

跡 
二樓西南樓梯側牆邊柱裂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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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霉、苔蘚 粉刷塊面脫落 牆身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 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片狀脫

落 

3.管線設備固定或拔除之損

壞 

4.開窗修改之修補痕跡 

5 滲水、壁癌 

西側梯間門框拔除受損 二樓牆面裂縫(2-1 外) 

西側轉角牆體下方粉刷剝落生苔 扶手表面裂縫，雨庇長青苔 

牆面汙漬，欄杆及梁表面水漬 雨庇粉刷局部脫落,潮濕生苔 

北
向
立
面 

外廊柱面 

外廊柱及牆面 

 裝修材料:洗石子 

 現況破壞說明 

1.髒汙、發霉、苔蘚。 

2.材料劣化產生裂縫、片狀脫

落 

3.植物寄生破壞 

4.滲漏污漬 

5.滲水、壁癌 

雨水滲漏污漬及苔蘚 水漬、發霉、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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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花板 

一樓室內為明架礦纖板天花，支架的釣線直接固定在樓板下，衛浴為明架塑

膠板天花、外廊為樓板外露的平板天花；二樓室內天花於緊急搶修時已經拆除，

由樓梯上方殘留物可知其為暗架木板天花，與外廊相同，廊外屋頂出簷，下方也

以暗架平板包覆。目前室內天花幾乎都已損壞或拆除，只剩天花支架及釣線極少

數板材，二樓外廊也大都毀損，但因屋頂破損滲水嚴重，殘留的板材也呈現嚴重

浸水受損的外觀；二樓外廊混凝土梁的下緣殘留有白色粉刷為早期的天花裝修的

一部分。側壁可以看到構造中預埋的木頭角料，為牆體施工時所預留，作為之後

的裝修固定點，以免損傷構造所做。 

一樓室內牆面有水泥砂漿重新粉刷層，混凝土梁側邊也並未看到明顯的早期

天花板構件痕跡，推測初建及 1947 年的修復工程並未另設天花板，而是直接結構

外灰漿粉刷後外露的平板天花，樓板下緣與牆體接合處有上下各出一線角的收邊。 

【表 3-3-13】宿舍天花現況調查表 

一
樓 

1.一樓後期增設明架天花，現況板材已大都

脫落。 
2.一樓外廊為結構外露的平頂天花。 

二
樓 

3.屋頂南北側出簷以木板封閉包覆，因為漏

水而大都腐朽。 
4.東側屋頂出簷，包板損壞脫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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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樓室內樓梯上方殘留的天花，顯示室內

天花作法與外廊相同，為暗架木板天花。

6.二樓外廊條狀暗架天花，角木下方釘附木

板。 
二
樓 

7.二樓中央走道早期天花板埋在牆中的木

磚。 
8.從樓梯上方可以看到不同時期天花板的位

置。 

六、門窗與設備 

（一）門窗 

依據第三飛機製造廠修建廠房時所拍攝的轟炸後及修復後照片，可以大概看

出早期門窗的形式。轟炸後照片可見原建時東向立面二樓中間入口門上方出中歸

樘表示上方有窗，側牆開窗上方及中間有兩道上歸樘，上方氣窗位置有中樘梃，

而修建後改為兩扇外推門；當時窗戶開口下方僅於地面留設矮牆，窗身分成四部

分，下方為木片，中間為左右對開的玻璃窗，上方也為玻璃窗，中間的部分由於

有橫檔，應是左右推拉窗扇或是旋窗的形式。 

 

 



第三章 建築現況調查 

 290 

【表 3-3-14】宿舍門窗原樣調查表 

1.轟炸後二樓中央走道的大門只剩門上的木歸樘，窗中間可看到兩道木歸樘，及氣窗位

置的木樘梃。 照
片
暨
說
明 

2.1947 年修繕後，一樓開窗分成上下及中間共四分隔，下方為木片，其他為玻璃窗。 

經過軍方長久以來的使用及修繕，開窗下緣木板已經改為牆體，門窗皆為後

期更換常見的鋁門窗形式，目前門扇及窗扇大都已經拆除，部分連框都已經拔除。

現況每一柱間開設一窗，大部分為寬 174 公分、高 158 公分的規則開窗尺寸，二

樓狀況與一樓類似，後期改建時增加衛浴空間將大窗縮小尺寸改為高窗使用。樓

梯下方的小間裝設鐵門或木門。除了門窗以外，牆上還有裝設冷氣或其他設備的

開口。 

近年門窗被竊，窗框也部分拔除，軍方遷移設備後，牆上開口無遮擋，大雨

時雨水進入室內導致牆壁髒污地面積水，平時須注意積水的即時清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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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5】宿舍門窗現況調查表 

1.北側出入口大門 2.一樓開窗 3.二樓開窗 

4.鋁框拔除後露出內側的木條 5.東側樓梯下方空間鐵門 6.東側樓梯下方小間，鐵

門門片略微變形 

照
片
暨
說
明 

7.東側樓梯下方小間，門扇固

定鐵件鏽蝕略鬆。 
8.西側樓梯下方小間門扇佚

失，簡單木門框仍存。 
9.目前幾乎所有門窗皆

佚失，僅有局部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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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備 

由於建物軍方持續使用設備大都已經陸續配合需求修改或增設，搬離時將設

備大都拆遷，只留下設備空箱或已經毀損的設備，大都為後期陸續添加電器及、

電信、空調設備管線及廁所進排水的管路，或是露明固定或是鑿壁埋設，排水管

因應需求錯落設置，大大小小的開關盒附於壁面上，電線被拔除。 

現況屋頂兩側沒有設置天溝，雨水直接流洩至地面，壁面上未見早期落水頭

及落水管的固定構件。地面排水由明溝匯流於西南角落的陰井後向南側排出。 

【圖 3-3-31】排水方向示意圖 

雖較早期的設備大都不存，但少數管線仍舊保留，如混凝土梁或牆壁上緣有

預埋的鐵管，便於管線配設。屋架上早期的配線已拆除，僅外廊天花板上屋架木

料上仍可以看到少數殘留的碍子及電線，一樓混凝土梁內預埋金屬管以利管線鋪

設，日後修護工程進行時須予以保留。二樓外廊轉角牆邊柱上的螺旋狀鐵件，另

一側已經切除，鐵件之功能不明，但在基中大樓也可以看到切除後之殘跡。 

【表 3-3-16】宿舍設備現況調查表 

其
他
設
備 

1.二樓東側外廊轉角牆面的

電力管線，自樓板穿出，以

木條固定。 

2.一樓(1-2)南側外牆上金屬

開關箱內盒。 
3.一樓 (1-2)南側外牆金

屬設備箱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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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樓東側外廊轉角牆面的

電力管線，木架外端有碍

子。 

5.二樓外廊轉角牆邊柱上的

螺旋狀鐵件，另一側已經

切除。 

6.一樓西南側外廊轉角

牆內側的纜線管道。 

 
7.樓梯間牆上的金屬預埋

管，有直向及橫向兩種 
8.一樓南側出入口旁 (1-23)
外牆上的電信設備 

9.一樓西南側出入口樓

梯外牆開口上方的電

信設備 

10.一樓 1-17 室內梁下的金屬

圓形接線盒。 
11.東南側屋架上殘留的　

子 
12.一樓南側(1-2 外)出入

口樓梯外牆開口上方

的電話設備 

 

照
片
暨
說
明 

13.西側立面轉角牆面電話設

備上貼壁引上 
14.東南轉角處電話設備 15.一樓北側(1-2 外)設備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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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現場文物 

目前現場所留下文物包括有軍方搬遷前壁面上的標語、懸掛於房間入口的單

位標號牌、佈告欄、紙張等，緊急搶修所拆卸下來的木料及鐵件堆置於一樓的房

間中，其中木料部分擷取重複使用，剩下的都是已經裁切過或較小的木料，上面

大都有鐵釘，建議將其中有不同榫口者檢出加以保留，鐵件也揀選不同的式樣及

大小清理防鏽後保留，集中保管。 

【表 3-3-17】宿舍現場文物調查表 

  
1.北側出入口柱上財產編號牌 2.1-15 堆置拆卸下的鐵件 3.1-22 堆置拆卸下來的木料

 
4.一樓東側出入口旁外牆上噴

漆的財產編號 
5.2-9 室內門旁鐵件 6.2-9 室內門旁鐵件 

 

照
片
暨
說
明 

6.2-23 室內金屬盒 7.2-17 室內鐵掛勾 8.1-22 外中央走道牆上方木

架 
 

 



歷史建築陸軍三十六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利用計畫 

      295

第四章 結構系統檢測評估 

第一節 結構系統概要及缺陷說明 

主體結構為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整體建築量體為二層樓建築，結構大致完

整，主要損傷有「裂縫破壞」、「灰縫黏結劣化」、「受潮劣化」及「不當之增

建」等，日後調查可作牆體鑽心及灰縫之剪力強度測試，並將數值置入電腦程式

分析以了解現有磚結構之耐震能力。補強將著重於整體耐震能力是否可符合現今

法規標準，其餘如山牆、屋頂圈梁、開窗與磚牆角隅，容易產生應力集中之處，

亦為補強重點。木屋架損壞情況則見於接頭鬆脫、五金鏽蝕及木料腐朽等本身屋

架保存問題，較不涉及整體建築結構安全的連結問題，故修繕之重點為保持原構

造之完整性。 

【表 4-1-01】結構系統概要表 
建物名稱 建築規模 結構系統 抗震系統 抗垂直力系統 

基中大樓 
地面 2 層 
無地下室 

RC 加強磚造 
(RC 柱及 RC 梁僅做為嘉進磚

牆之用，不具抗震行為) 
磚牆 

屋頂為木構架 
其餘垂直力由牆面及 RC
柱承擔 

後勤大樓 
地面 2 層 
無地下室 

RC 加強磚造 
(RC 柱及 RC 梁僅做為嘉進磚

牆之用，不具抗震行為) 
磚牆 

屋頂為木構架(目前已進

行過補強工程) 
其餘垂直力由牆面及 RC
柱承擔 

宿舍 
地面 2 層 
無地下室 

磚造、RC 加強磚造 
(RC 柱及 RC 梁僅做為嘉進磚

牆之用，不具抗震行為) 
磚牆 

屋頂為木構架(目前已進

行過補強工程) 
其餘垂直力由牆面及 RC
柱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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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2】基中大樓結構損壞照片表 

 
【表 4-1-03】後勤大樓結構損壞照片表 

 
 

編號 編號 編號

1 
說
明

立面現況 
2 

說
明

梁底水平向裂縫 
3 

說
明

原有隔間牆位置拆除現況

 

編號 編號 編號

4 
說
明 牆面水平向裂縫 

5 
說
明 樓板混凝土剝落 

6 
說
明 屋突層鋼構增建現況 

 

編號 編號 編號

1 
說
明 正面現況 

2 
說
明

走廊樓板保護層不足 
鋼筋外露鏽蝕 3 

說
明 樓板及大小梁系統現況

 

編號 編號 編號

4 
說
明

隔間牆拆除造成 
梁銜接面不連續 5 

說
明

屋頂木構架補強現況 
6 

說
明

屋頂木構架補強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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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4】宿舍結構損壞照片表 

 

 

編號 編號 編號 
1 

說
明

室內樓板混凝土剝落 
鋼筋外露鏽蝕 2 

說
明

走廊外圓柱混凝土裂縫
3 

說
明

走廊外圓柱混凝土裂縫

編號 編號 編號 
4 

說
明

側所穿管切割梁深 
造成鋼筋外露鏽蝕 5 

說
明 梁底水平向裂縫 

6 
說
明

室內 12cm 磚牆採 
RC 梁柱加勁增加穩定性

編號 編號 編號 
7 

說
明

室內 12cm 磚牆採 
RC 梁柱加勁增加穩定性 8 

說
明

室內 12cm 磚牆現況 
9 

說
明

屋頂 RC 圍梁位置不同

編號 編號 編號 
10 

說
明

屋頂 RC 圍梁位置不同
11

說
明

屋頂木構架補強現況 
12 

說
明

屋頂木構架補強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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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勘查發現之結構缺陷說明如下： 

一、主要結構系統 

外牆大多為 48cm 磚牆，室內大多為 24cm 磚牆，惟宿舍區部分室內隔間牆為

12cm 磚牆加上 RC 梁柱加勁，且牆體上方大多有 RC 圍梁束制，而現場梁柱僅提

供磚牆加勁、圍束效果，並無法單獨抵抗垂直力或垂直力，故主要結構系統仍為

磚造牆面。 

二、樓板系統 

樓板系統主要為鋼筋混凝土樓板搭配部份 RC 梁組合而成，但因施工品質不

良造成鋼筋保護層不足，使得鋼筋鏽蝕膨脹擠壓混凝土，造成混凝土剝落。 

三、屋頂系統 

屋頂主要為大型木構架組合而成，但因本案三棟標的物荒廢許久，有部分屋

頂木構架遭切除或損傷，而進行過木構架補強，木構架僅承擔垂直力，依補強方

式研判補強後屋頂結構強度尚稱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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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試驗取樣位置數量與結構評估方式 

為準確掌握結構體之強度，針對標的物進行材料強度檢驗，試驗項目規劃應

包含：1.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試驗。2.混凝土鑽心試體中性化檢驗。3.混凝土鑽心

試體氯離子檢測。4.鋼筋配置檢測。5.磚牆鑽心試體剪力強度試驗。 

各棟標的物檢測項目、數量及位置規劃如下 

【表 4-2-01】本案結構檢測規劃表 
項  目  名  稱 基中大樓 後勤大樓 宿舍 合計 

混凝土鑽心取樣回補 
混凝土試體抗壓試驗 

6 6 6 18 

混凝土試體中性化程度試驗 6 6 6 18 
混凝土氯離子檢測 2 2+2 2+2 6 
混凝土保護層厚度檢測 10 10 10 30 
鋼筋配置檢測 10 10 10 30 
磚牆砂漿抗剪強度試驗 4 4 4 12 

一、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結果（試驗報告詳附錄二附件一） 

依據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結果，研判本案建築物混凝土強度良好，未來對於

鋼筋混凝土部位之結構強度檢核時，將採用混凝土鑽心結果與原設計強度之保守

值進行評估。 

【表 4-2-02】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結果表 
基中大樓 

樓層 
試體 
編號 

試驗抗壓強度
kgf/cm2 

樓層平均強度
kgf/cm2 

原設計強度 
kgf/cm2 

備註 

1F-1 269 
1F-2 401 

1F 
(RF 梁) 

1F-3 170 

354.0 
(剔除 401) 

取 210 
分析採用 210 

kgf/cm2 

2F-1 468 
2F-2 263 

2F 
(RF 梁) 

2F-3 366 

314.5 
(剔除 468) 

取 210 
分析採用 210 

kgf/cm2 

後勤大樓 

樓層 
試體 
編號 

試驗抗壓強度
kgf/cm2 

樓層平均強度
kgf/cm2 

原設計強度 
kgf/cm2 

備註 

1F-1 222 
1F-2 298 

1F 
(RF 梁) 

1F-3 247 
255.7 取 210 

分析採用 210 
kgf/cm2 

2F-1 224 
2F-2 329 

2F 
(RF 梁) 

2F-3 241 
264.7 取 210 

分析採用 210 
kgf/cm2 

宿舍 



第四章  結構系統檢測評估 

 300 

樓層 
試體 
編號 

試驗抗壓強度 
kgf/cm2 

樓層平均強度
kgf/cm2 

原設計強度
kgf/cm2 

備註 

1F-1 297 
1F-2 222 

1F 
(RF 梁) 

1F-3 375 
298.0 取 210 

分析採用 210 
kgf/cm2 

2F-1 329 
2F-2 378 

2F 
(RF 梁) 

2F-3 162 
289.7 取 210 

分析採用 210 
kgf/cm2 

二、混凝土中性化試驗結果（試驗報告詳附錄二附件二） 

混凝土中性化試驗結果，發現三棟建築物都有局部中性化深度過深之現象，

研判主要原因為這三棟建築物因長期未使用，造成直接暴露於與潮濕等環境下，

且並未定期進行整理維護，故水份直接與混凝土接觸，使得混凝土內之鹼性物質

與外界之酸性物質中和，讓混凝土變成中性化而失去對於混凝土內鋼筋的保護作

用。 

 
【表 4-2-03】混凝土中性化試驗結果表 

基中大樓 

樓層 試體 
編號 中性化深度(cm)

1F-1 1.5 
1F-2 1.5 

1F 
(2F 梁) 

1F-3 8.5 
2F-1 0.5 
2F-2 2.8 

2F 
(2F 梁) 

2F-3 4.8 

後勤大樓 

樓層 試體 
編號 中性化深度(cm)

1F-1 7.0 
1F-2 5.5 

1F 
(2F 梁) 

1F-3 6.0 
2F-1 9.2 
2F-2 4.6 

2F 
(2F 梁) 

2F-3 2.3 

宿舍 

樓層 試體 
編號 中性化深度(cm)

1F-1 6.1 
1F-2 4.2 

1F 
(2F 梁) 

1F-3 2.2 
2F-1 4.7 
2F-2 3.0 

2F 
(2F 梁) 

2F-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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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離子含量檢測（試驗報告詳附錄二附件三） 

（一）依據 CNS3090 混凝土中最大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規定為 0.3kg/m3（設計

當時並無水溶性氯離子含量之相關規定）。 

（二）本案三棟建築物除「基中大樓」外，其餘二棟除預計取樣之數量有氯

離子含量過高之現象，後續分別多取樣之兩顆試體亦有氯離子含量過

高現象。 

（三）氯離子含量過高雖不會影響混凝土強度，但會造成鋼筋與氯離子接觸

產生鋼筋生鏽之化學反應，生鏽後進而膨脹擠壓混凝土，造成混凝土

剝落現象，而影響到使用性。 

 
【表 4-2-04】氯離子含量檢測結果表 

基中大樓 

試體 
編號 

試體氯離子含量
kg/m3 CNS 標準 kg/m3 

1F-1 0.1765 
2F-1 0.0604 

0.3 

後勤大樓 

試體 
編號 

試體氯離子含量
kg/m3 CNS 標準 kg/m3 

1F-1 0.5041 
1F-2 0.6040 
1F-3 0.4832 
2F-1 0.0999 

0.3 

宿舍 

試體 
編號 

試體氯離子含量
kg/m3 CNS 標準 kg/m3 

1F-1 0.3810 
1F-2 0.2950 
1F-3 0.5854 
2F-1 0.0836 

0.3 

四、鋼筋配置及混凝土保護層厚度檢測(試驗報告詳附件四) 

本案無原始設計圖，未來對於鋼筋混凝土部位之結構強度檢核時，將採用鋼

筋掃描結果分析，但需符合最小鋼筋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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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5】鋼筋配置及混凝土保護層厚度檢測結果表 

基中大樓 
位
置 編號 桿件別 單側 

主筋 箍筋 保護層+
粉刷層

原設計 
單側主筋

原設計 
箍筋 備  註 

1 1F 柱下端 8-#6 約#3@21cm 約 8.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2 1F 圓柱下端 3-#6 約#3@19cm 約 8.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1F 
3 1F 圓柱下端 5-#6 約#3@19cm 約 7.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19.7cm

7 2F 柱下端 5-#6 約#3@15cm 約 7.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2F 

10 2F 圓柱中端 4-#6 約#3@13cm 約 8.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14.0cm
位
置 編號 桿件別 單側 

主筋 箍筋 保護層+
粉刷層

原設計 
單側主筋

原設計 
箍筋 備  註 

4 2F 梁端底部 2-#6 約#3@22cm 約 5.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5 2F 梁端底部 2-#6 約#3@16cm 約 6.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1F 
6 2F 梁端底部 2-#6 約#3@17cm 約 7.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11.7cm

8 RF 梁端底部 2-#6 約#3@17cm 約 5.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2F 

9 RF 梁端底部 3-#6 約#3@17cm 約 6.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17.0cm

後勤大樓 
位
置 編號 桿件別 單側 

主筋 箍筋 保護層+
粉刷層

原設計 
單側主筋

原設計 
箍筋 備  註 

1 1F 圓柱下端 8-#6 約#3@19cm 約 8.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2 1F 柱下端 3-#6 約#3@25cm 約 9.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1F 
3 1F 圓柱下端 8-#6 約#3@20cm 約 7.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21.3cm

7 2F 柱下端 3-#6 約#3@14cm 約 6.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2F 

8 2F 圓柱中端 5-#6 約#3@20cm 約 7.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17.0cm
位
置 

編號 桿件別 
單側 
主筋 

箍筋 
保護層+
粉刷層

原設計 
單側主筋

原設計 
箍筋 備  註 

4 2F 梁端底部 3-#6 約#3@15cm 約 8.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5 2F 梁端底部 2-#6 約#3@12cm 約 5.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1F 
6 2F 梁端底部 2-#6 約#3@32cm 約 4.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19.7cm

9 RF 梁端底部 2-#6 約#3@18cm 約 7.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2F 

10 RF 梁端底部 2-#6 約#3@14cm 約 8.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16.0cm

宿舍 
位
置 編號 桿件別 單側 

主筋 箍筋 保護層+
粉刷層

原設計 
單側主筋

原設計 
箍筋 備  註 

1 1F 圓柱下端 3-#6 約#3@20cm 約 9.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2 1F 柱下端 8-#6 約#3@19cm 約 8.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1F 
3 1F 柱下端 8-#6 約#3@21cm 約 9.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20.0cm

7 
2F 柱下端 3-#6 約#3@30cm

約
10.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2F 

9 2F 圓柱中端 4-#6 約#3@20cm 約 7.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25.0cm

位
置 編號 桿件別 單側 

主筋 箍筋 保護層+
粉刷層

原設計 
單側主筋

原設計 
箍筋 備  註 

4 2F 梁端底部 2-#6 約#3@15cm 約 5.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5 2F 梁端底部 2-#6 約#3@17cm 約 5.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1F 
6 2F 梁端底部 2-#6 約#3@8cm 約 6.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13.3cm

8 RF 梁端底部 2-#6 約#3@15cm 約 6.0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2F 

10 RF 梁端底部 3-#6 約#3@20cm 約 7.5cm 缺少資料 缺少資料 
箍筋

Savg=1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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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紅磚灰縫抗剪強度試驗（試驗報告詳附件五） 

因紅磚灰縫剪力強度變異性較大，本案主要抗地震力系統為磚牆，為確保有

效及可靠的掌握耐震能力，將依據各棟紅磚灰縫剪力試驗結果，取其較小值進行

評估，以確保補強後耐震能力足夠。 

【表 4-2-06】紅磚灰縫抗剪強度試驗結果表 

基中大樓 

樓層 試體 
編號 

試驗抗壓強度
kgf/cm2 備註 

1 4.2 
1F 

2 2.7 
分析採用 2.7 

kgf/cm2 
3 6.5 

2F 
4 15.5 

分析採用 2.04 
kgf/cm2 

後勤大樓 

樓層 試體 
編號 

試驗抗壓強度
kgf/cm2 備註 

1 8.5 
1F 

2 14.2 
分析採用 2.04 

kgf/cm2 
3 2.6 

2F 
4 2.0 

分析採用 2.0 
kgf/cm2 

宿舍 

樓層 試體 
編號 

試驗抗壓強度
kgf/cm2 備註 

1 17.4 
1F 

2 2.7 
分析採用 2.7 

kgf/cm2 
3 24.3 

2F 
4 3.8 

分析採用 2.04 
kgf/cm2 

 

六、結構評估方式 

本案主要結構型式為加強磚造撘配屋頂為木構架系統。結構調查應著重於全

面性現況調查，現況調查主要工作為結構尺寸、接合方式、基礎、材料強度、結

構材料劣化情況、現況破壞情形、建築傾斜度調查等。再將調查結果分為不同危

險等級，並於結構強度計算時考量現況損壞程度，以了解建築於地震力或風力作

用下之動態行為，並能找出現況破壞主因與結構之弱點等。 

（一）建築物整體耐震能力 

建議可採用樓層極限剪力係數法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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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7】樓層極限剪力係數法評估表 

詳細評估方法 適用範圍 檢核要點 
樓層極限剪力係數法 
參考文獻：高小旺、王金妹、

王菁，〈典型磚砌體房屋震害

預測方法〉，《建築結構》，

第 7 期（1993）。 

1. 純磚造 
2. 磚造含 RC 圈梁 

1. 計算各樓層之受震力 
2. 分配各方向各牆體之受震力 
3. 計算各方向牆體之耐震力 
4. 計算各方向牆體之極限剪力係數 
5. 計算各方向樓層之極限剪力係數 
6. 修正耐震有利因素與不利因素 
7. 壁體面外強度檢核 

（二）建築物 RC 樓板垂直承載能力 

需考量未來使用功能，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應考量之活載重進行檢討，若

RC 樓板垂直承載能力不足，即需進行補強或限定使用之活載重強度。 

（三）屋頂木構架垂直承載能力 

依據現有木構架尺寸、接合方式進行應力檢討，以確保現有結構強度可滿足

正常使用之需求。此外，亦須檢討屋頂木構架與現有磚牆頂部（或 RC 圍梁）之

結合強度，以確保屋頂載重或水平力可均勻傳至建築物或基礎上，避免局部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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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耐震檢測與評估 

一、耐震補強標準 

採用目前規範標準（2011.7.1 規範）： 

（ 一 ） 本 案 標 的 物 位 於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 震 區 設 計 水 平 譜 加 速 度 係 數

SDS=0.70、SD1=0.40、SMS=0.90、SM1=0.50。 

（二）依據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工程地質與防災科技研究室臺灣活

斷層查詢系統(http://140.115.123.30/act/actq.htm)查詢結果，距車籠埔

斷 層 約 7.314km ， 介 於 5~8km 之 間 ； 距 屯 子 腳 斷 層 約

10.311km>10km，比較兩條斷層放大效應後，以考慮車籠埔斷層之放

大效應最大，故設計地震調整因子 NA=1.07、NV=1.22；最大考量地

震設計地震調整因子 NA=1.10、NV=1.30。 

 
【圖 4-3-01】基地周邊活斷層分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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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採用位於基地約 2 公里之「高速公路拓寬工程」之地質鑽探資料，依

最新「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2011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規

定，計算其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力波速 VS30 值

>270m/s，判定為第一類地盤（堅硬地盤），工址放大係數 Fa=1.00、

Fv=1.00。 

 

 

 

基地

地質鑽探孔

約 2.0km

 
【圖 4-3-02】基地周邊地質鑽探資料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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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耐震標準計算 

1、工址短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DS = (NAxSDS) xFa=0.749。 

2、工址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D1 = (NVxSD1) xFv=0.488。 

3、短週期與中週期的分界 T0D =SD1/SDS = 0.488/0.749= 0.652。 

4、工址短週期之最大考量地震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MS = (NAxSMS) 

xFa=0.990。 

5、工址一秒週期之最大考量地震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D1 = (NVxSD1) 

xFv=0.650。 

6、短週期與中週期的分界 T0M =SM1/SMS = 0.650/0.990= 0.657。 

7、475 年迴歸期地震地表加速度 Z=0.4x0.749=0.2996g。 

8、考量未來用途將作為教學使用，故用途係數 I=1.25，故耐震能力標準

AT=IxZ=1.25x0.2996=0.3745g=367gal（需達到抵抗六級地震之標準）。 

二、耐震能力評估結果彙整 

（一）基中大樓（詳細計算結果詳附錄二附件六） 

(1) 設計靜載重值：(依經驗值調整)
屋頂層 -- 屋瓦 = 0.050 t/m

2

隔熱層 = 0.005 t/m
2

木構架 = 0.100 t/m
2

天花板、燈具及其他管線 = 0.010 t/m2

SUM = 0.165 t/m
2

一般層 -- 地版 (T=12cm RC) 0.12 (m) X 2.4 t/m
3

= 0.288 t/m
2

舖面 = 0.022 t/m
2

粉刷層 0.01 (m) X 2.0 t/m3 X 1 = 0.020 t/m2

SUM = 0.330 t/m
2

(2) 設計活載重值：(依本案使用現況採規範標準值輸入)

樓層別 用    途 活載重值

屋頂層(R1F) 100 kg/m2

一層(1F)室內 辦公室 300 kg/m2

(3) 建築物各層自重計算：

樓層 單位面積自重 面積

(t/m
2
) (m2)

R1F 0.6000 1036.45

2F 1.0000 1036.45

單層自重 備   註
(t)

621.87  

地震力重量

(t)
673.69

計入50%活載重

(t)
51.82

1036.45 155.47 11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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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層總自重計算 ：

層  別 構  件 淨高(m) 淨長(m) 單位重(t) X 數  量 = 總  重 (t) 備   註

R1F 斜屋面及木構架  0.165 X 1191.92 = 196.666  

磚牆 1.80  3.294 X 89.68 = 295.416  

RC柱 1.80 0.605 X 42.00 = 25.402

RC柱 1.80 0.864 X 8.00 = 6.912

RC梁 132.61 0.168 X 132.61 = 22.278 25x40cm

面  積 = 1036.45 m
2

合  計 = 546.674 t

平  均WD = 0.527 t/m
2

分析採用值WD = 0.600 t/m
2

分析採用值WL = 0.100 t/m
2

2F 樓版  0.330 X 1036.45 = 342.029  

磚牆 3.20  5.856 X 92.02 = 538.840

RC柱 3.20 1.075 X 34.00 = 36.557

RC柱 3.20 1.536 X 6.00 = 9.216

RC梁 217.00 0.168 X 217.00 = 36.456 25x40cm

面  積 = 1036.45 m
2

合  計 = 963.097 t

平  均WD = 0.929 t/m
2

分析採用值WD = 1.000 t/m
2

分析採用值WL = 0.300 t/m
2

 
(A)1F 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2.43 1.05

*考慮不利因素：

X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x= 0.9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x= 1.0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x= 0.9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折減 r4x= 0.80
5.開口率大於1/3                    ==折減 r5x= 0.8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折減 r6x= 0.8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折減 r7x= 0.90
得：rix = 0.373
Y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y= 0.9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y= 1.0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y= 1.0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 折減 r4y= 1.00
5.開口率大於1/3                    ==折減 r5y= 0.9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 折減 r6y= 1.0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 折減 r7y= 0.90
得：riy = 0.729

0.907 <0.95(NG)，無法滿足規範耐震需求

0.763 <0.95(NG)，無法滿足規範耐震需求ξRY,m=ξRY*riy=

ξRX=nx/Σ(ξRXi)= ξRY=ny/Σ(ξRYi)=

ξRX,m=ξRX*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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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耐震評估結果判斷：

本案標的物耐震能力標準為AT 0.3745 g， =367gal

依前述計算得本案標的物在X向與Y向之樓層極限剪力係數ξRX、ξRY結果

經不利因素修正後，在法規地震力作用下

X向破壞程度屬於 「輕微破壞 」，AP = 0.3575 g < AT，NG!!!

Y向破壞程度屬於 「輕微破壞 」，AP = 0.3008 g < AT，NG!!!

破壞狀況 基本完好 輕微破壞 中等破壞 嚴重破壞 倒塌

ξR範圍 >0.95 0.95~0.75 0.74~0.55 0.55~0.35 <0.35

ξR與破壞狀況對照表

 
(B)2F 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4.49 3.24

*考慮不利因素：

X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x= 0.9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x= 0.9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x= 0.9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折減 r4x= 0.80
5.開口率大於1/3                    ==折減 r5x= 0.8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折減 r6x= 0.8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折減 r7x= 0.90
得：rix = 0.336
Y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y= 0.9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y= 0.9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y= 1.0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 折減 r4y= 1.00
5.開口率大於1/3                    ==折減 r5y= 0.9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 折減 r6y= 1.0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 折減 r7y= 0.90
得：riy = 0.656

1.508 >0.95(OK)，滿足規範耐震需求

2.129 >0.95(OK)，滿足規範耐震需求

九、耐震評估結果判斷：

本案標的物耐震能力標準為AT 0.3745 g， =367gal

依前述計算得本案標的物在X向與Y向之樓層極限剪力係數ξRX、ξRY結果

經不利因素修正後，在法規地震力作用下

X向破壞程度屬於 「基本完好 」，AP = 0.5946 g >AT，OK

Y向破壞程度屬於 「基本完好 」，AP = 0.8393 g >AT，OK

破壞狀況 基本完好 輕微破壞 中等破壞 嚴重破壞 倒塌

ξR範圍 >0.95 0.95~0.75 0.74~0.55 0.55~0.35 <0.35

ξRY,m=ξRY*riy=

ξR與破壞狀況對照表

ξRX=nx/Σ(ξRXi)= ξRY=ny/Σ(ξRYi)=

ξRX,m=ξRX*rix=

 
【圖 4-3-03】基中大樓耐震能力評估結果彙整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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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勤大樓（詳細計算結果詳附錄二附件六） 

(1) 設計靜載重值：(依經驗值調整)
屋頂層 -- 屋瓦 = 0.050 t/m2

隔熱層 = 0.005 t/m2

木構架 = 0.100 t/m2

天花板、燈具及其他管線 = 0.010 t/m2

SUM = 0.165 t/m2

一般層 -- 地版 (T=12cm RC) 0.12 (m) X 2.4 t/m3 = 0.288 t/m2

舖面 = 0.022 t/m2

粉刷層 0.01 (m) X 2.0 t/m3 X 1 = 0.020 t/m2

SUM = 0.330 t/m2

(2) 設計活載重值：(依本案使用現況採規範標準值輸入)

樓層別 用    途 活載重值

屋頂層(R1F) 100 kg/m2

一層(1F)室內 辦公室 300 kg/m2

(3) 建築物各層自重計算：

樓層 單位面積自重 面積

(t/m
2
) (m2)

R1F 0.4200 1235.69

2F 0.9500 1235.69

單層自重 備   註
(t)

518.99  

地震力重量

(t)
580.77

計入50%活載重

(t)
61.78

1173.91 185.35 1359.26

(4)各層總自重計算 ：

層  別 構  件 淨高(m) 淨長(m) 單位重(t) X 數  量 = 總  重 (t) 備   註

R1F 斜屋面及木構架  0.165 X 1421.04 = 234.472  

磚牆 1.80  3.294 X 63.89 = 210.454  

RC柱 1.80 0.605 X 36.00 = 21.773

RC柱 1.80 0.864 X 8.00 = 6.912

RC梁 188.16 0.168 X 188.16 = 31.611 25x40cm

面  積 = 1235.69 m
2

合  計 = 505.222 t

平  均WD = 0.409 t/m2

分析採用值WD = 0.420 t/m2

分析採用值WL = 0.100 t/m2

2F 樓版  0.330 X 1235.69 = 407.778  

磚牆 3.20  5.856 X 113.20 = 662.899

RC柱 3.20 1.075 X 36.00 = 38.707

RC柱 3.20 1.536 X 8.00 = 12.288

RC梁 188.16 0.168 X 188.16 = 31.611 25x40cm

面  積 = 1235.69 m
2

合  計 = 1153.283 t

平  均WD = 0.933 t/m2

分析採用值WD = 0.950 t/m2

分析採用值WL = 0.300 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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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F 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3.09 2.07

*考慮不利因素：

X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x= 0.8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x= 0.9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x= 0.9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折減 r4x= 0.70
5.開口率大於1/3                    ==折減 r5x= 0.8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折減 r6x= 0.9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折減 r7x= 0.80
得：rix = 0.261
Y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y= 0.8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y= 0.9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y= 1.0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 折減 r4y= 1.00
5.開口率大於1/3                    == 折減 r5y= 0.9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 折減 r6y= 0.8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 折減 r7y= 0.80
得：riy = 0.415

0.807 <0.95(NG)，無法滿足規範耐震需求

0.859 <0.95(NG)，無法滿足規範耐震需求ξRY,m=ξRY*riy=

ξRX=nx/Σ(ξRXi)= ξRY=ny/Σ(ξRYi)=

ξRX,m=ξRX*rix=

九、耐震評估結果判斷：

本案標的物耐震能力標準為AT 0.3745 g， =367gal

依前述計算得本案標的物在X向與Y向之樓層極限剪力係數ξRX、ξRY結果

經不利因素修正後，在法規地震力作用下

X向破壞程度屬於 「輕微破壞 」，AP = 0.3183 g < AT，NG!!!

Y向破壞程度屬於 「輕微破壞 」，AP = 0.3387 g < AT，NG!!!

破壞狀況 基本完好 輕微破壞 中等破壞 嚴重破壞 倒塌

ξR範圍 >0.95 0.95~0.75 0.74~0.55 0.55~0.35 <0.35

ξR與破壞狀況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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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F 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2.66 1.98

*考慮不利因素：

X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x= 0.8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x= 0.9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x= 0.9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折減 r4x= 0.70
5.開口率大於1/3                    ==折減 r5x= 0.8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折減 r6x= 0.9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折減 r7x= 0.80
得：rix = 0.261
Y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y= 0.8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y= 0.9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y= 1.0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 折減 r4y= 1.00
5.開口率大於1/3                    == 折減 r5y= 0.9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 折減 r6y= 0.8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 折減 r7y= 0.80
得：riy = 0.415

0.694 <0.95(NG)，無法滿足規範耐震需求

0.820 <0.95(NG)，無法滿足規範耐震需求

九、耐震評估結果判斷：

本案標的物耐震能力標準為AT 0.3745 g， =367gal

依前述計算得本案標的物在X向與Y向之樓層極限剪力係數ξRX、ξRY結果

經不利因素修正後，在法規地震力作用下

X向破壞程度屬於 「中等破壞 」，AP = 0.2737 g < AT，NG!!!

Y向破壞程度屬於 「輕微破壞 」，AP = 0.3234 g < AT，NG!!!

破壞狀況 基本完好 輕微破壞 中等破壞 嚴重破壞 倒塌

ξR範圍 >0.95 0.95~0.75 0.74~0.55 0.55~0.35 <0.35

ξRY,m=ξRY*riy=

ξR與破壞狀況對照表

ξRX=nx/Σ(ξRXi)= ξRY=ny/Σ(ξRYi)=

ξRX,m=ξRX*rix=

 
【圖 4-3-04】後勤大樓耐震能力評估結果彙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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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宿舍（詳細計算結果詳附錄二附件六） 

(1) 設計靜載重值：(依經驗值調整)
屋頂層 -- 屋瓦 = 0.050 t/m

2

隔熱層 = 0.005 t/m
2

木構架 = 0.100 t/m
2

天花板、燈具及其他管線 = 0.010 t/m
2

SUM = 0.165 t/m
2

一般層 -- 地版 (T=12cm RC) 0.12 (m) X 2.4 t/m
3

= 0.288 t/m
2

舖面 = 0.022 t/m
2

粉刷層 0.01 (m) X 2.0 t/m
3
 X 1 = 0.020 t/m

2

SUM = 0.330 t/m
2

(2) 設計活載重值：(依本案使用現況採規範標準值輸入)

樓層別 用    途 活載重值

屋頂層(R1F) 100 kg/m2

一層(1F)室內 辦公室 300 kg/m2

(3) 建築物各層自重計算：

樓層 單位面積自重 面積

(t/m
2
) (m2)

R1F 0.6000 1437.37

2F 1.1000 1437.37

單層自重 備   註
(t)

862.42  

地震力重量

(t)
934.29

計入50%活載重

(t)
71.87

1581.11 215.61 1796.71  
(4)各層總自重計算 ：

層  別 構  件 淨高(m) 淨長(m) 單位重(t) X 數  量 = 總  重 (t) 備   註

R1F 斜屋面及木構架  0.165 X 1652.98 = 272.741  

磚牆 1.80  3.294 X 140.31 = 462.165  

RC柱 1.80 0.605 X 42.00 = 25.402

RC柱 1.80 0.864 X 8.00 = 6.912

RC梁 132.61 0.168 X 132.61 = 22.278 25x40cm

面  積 = 1437.37 m
2

合  計 = 789.498 t

平  均WD = 0.549 t/m
2

分析採用值WD = 0.600 t/m
2

分析採用值WL = 0.100 t/m
2

2F 樓版  0.330 X 1437.37 = 474.332  

磚牆 3.20  5.856 X 171.79 = 1005.985

RC柱 3.20 1.075 X 42.00 = 45.158

RC柱 3.20 1.536 X 8.00 = 12.288

RC梁 217.00 0.168 X 217.00 = 36.456 25x40cm

面  積 = 1437.37 m
2

合  計 = 1574.219 t

平  均WD = 1.095 t/m
2

分析採用值WD = 1.100 t/m
2

分析採用值WL = 0.300 t/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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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F 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3.69 1.76

*考慮不利因素：

X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x= 0.8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x= 0.9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x= 0.9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折減 r4x= 0.70
5.開口率大於1/3                    ==折減 r5x= 0.8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折減 r6x= 1.0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折減 r7x= 0.80
得：rix = 0.290
Y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y= 0.8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y= 0.9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y= 1.0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 折減 r4y= 1.00
5.開口率大於1/3                    ==折減 r5y= 1.0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 折減 r6y= 1.0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 折減 r7y= 0.80
得：riy = 0.576

1.072 >0.95(OK)，滿足規範耐震需求

1.015 >0.95(OK)，滿足規範耐震需求

九、耐震評估結果判斷：

本案標的物耐震能力標準為AT 0.3745 g， =367gal

依前述計算得本案標的物在X向與Y向之樓層極限剪力係數ξRX、ξRY結果

經不利因素修正後，在法規地震力作用下

X向破壞程度屬於 「基本完好 」，AP = 0.4226 g >AT，OK

Y向破壞程度屬於 「基本完好 」，AP = 0.4003 g >AT，OK

破壞狀況 基本完好 輕微破壞 中等破壞 嚴重破壞 倒塌

ξR範圍 >0.95 0.95~0.75 0.74~0.55 0.55~0.35 <0.35

ξRY,m=ξRY*riy=

ξR與破壞狀況對照表

ξRX=nx/Σ(ξRXi)= ξRY=ny/Σ(ξRYi)=

ξRX,m=ξRX*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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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F 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6.48 5.12

*考慮不利因素：

X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x= 0.8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x= 0.9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x= 0.9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折減 r4x= 0.70
5.開口率大於1/3                    ==折減 r5x= 0.8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折減 r6x= 1.0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折減 r7x= 0.80
得：rix = 0.290
Y方向
1.施工品質不良                     == 折減r1y= 0.80
2.牆體上部無水平圈梁         == 折減r2y= 0.90
3.牆體高寬比大於2/3            == 折減r3y= 1.00
4.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臨開口
   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     == 折減 r4y= 1.00
5.開口率大於1/3                    ==折減 r5y= 1.00
6.開口位置配置不規則分佈 == 折減 r6y= 1.00
7.標的物年代久遠、有裂損 == 折減 r7y= 0.80
得：riy = 0.576

1.882 >0.95(OK)，滿足規範耐震需求

2.951 >0.95(OK)，滿足規範耐震需求

九、耐震評估結果判斷：

本案標的物耐震能力標準為AT 0.3745 g， =367gal

依前述計算得本案標的物在X向與Y向之樓層極限剪力係數ξRX、ξRY結果

經不利因素修正後，在法規地震力作用下

X向破壞程度屬於 「基本完好 」，AP = 0.7418 g >AT，OK

Y向破壞程度屬於 「基本完好 」，AP = 1.1634 g >AT，OK

破壞狀況 基本完好 輕微破壞 中等破壞 嚴重破壞 倒塌

ξR範圍 >0.95 0.95~0.75 0.74~0.55 0.55~0.35 <0.35

ξRY,m=ξRY*riy=

ξR與破壞狀況對照表

ξRX=nx/Σ(ξRXi)= ξRY=ny/Σ(ξRYi)=

ξRX,m=ξRX*rix=

【圖 4-3-05】宿舍耐震能力評估結果彙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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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1】三棟建築物耐震結果彙整表 

基中大樓 

耐震能力標準 AT=0.3745g=367gal 

地震力作用方向 X 方向 Y 方向 

1F 
ξRX,m=0.907<0.95 

APX=0.3575g 

ξRY,m=0.763<0.95 

APY=0.3008g 

2F 
ξRX,m=1.508>0.95 

APX=0.8393g 

ξRY,m=2.129>0.95 

APY=0.5946g 

評估結果 1F 耐震能力不足 1F 耐震能力不足 

 

後勤大樓 

耐震能力標準 AT=0.3745g=367gal 

地震力作用方向 X 方向 Y 方向 

1F 
ξRX,m=0.807<0.95 

APX=0.3183g 

ξRY,m=0.859<0.95 

APY=0.3387g 

2F 
ξRX,m=0.694<0.95 

APX=0.2737g 

ξRY,m=0.820<0.95 

APY=0.3234g 

評估結果 1F、2F 耐震能力不足 1F、2F 耐震能力不足 

 

宿舍 

耐震能力標準 AT=0.3745g=367gal 

地震力作用方向 X 方向 Y 方向 

1F 
ξRX,m=1.072>0.95 

APX=0.4226g 

ξRY,m=1.015>0.95 

APY=0.4003g 

2F 
ξRX,m=1.882>0.95 

APX=0.7418g 

ξRY,m=2.951>0.95 

APY=1.16344g 

評估結果 耐震能力足夠 耐震能力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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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補強方案建議 

一、各棟耐震補強方案 

經上述之檢討後，各棟補強方案主要配合未來牆面配置，針對有開孔處之牆

面，進行補強。建議採用鋼板貼附原有磚牆、或碳纖維貼附原有磚牆補強，可不

影響未來使用空間之需求，且可避免老舊建築物大量敲打所造成之二次損壞。靠

近廁所處牆面若需補強，可能會有水電管線穿孔問題，可先配置水電管線後再進

行碳纖維補強。 

【圖 4-4-01】磚牆貼覆碳纖維網修復詳圖 
 

 
【圖 4-4-02】磚牆鋼板補強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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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3】基中大樓一（下）、二樓（上）牆體補強示意圖 

DN

DNDN

DN

DNDN

UPUP

鋼板補強

碳纖維補強

【圖 4-4-04】後勤大樓一（下）、二樓（上）牆體補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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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5】宿舍一（下）、二樓（上）牆體補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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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有樓板載重檢討及補強方案 

依據各棟混凝土鑽心試驗結果，混凝土平均強度皆大於 fc’=210kgf/cm2，但

考量有部分混凝土試體強度較低，且部分樓板有混凝土剝落現象，故評估樓板強

度時，混凝土強度保守採用 fc’=175kgf/cm2。鋼筋強度 fy=2800kgf/cm2(不分號

數)，並依據現場勘查發現之現況樓板鋼筋約採用#3@25cm，檢討 3.5mx6.5m 尺寸

之樓板承載能力如下： 

 fc'＝ 175 ㎏/cm2   fy＝ 2800 ㎏/cm2 (#5及以下)

vc ＝ 7.01 ㎏/cm2   fy＝ 2800 ㎏/cm2 (#6及以上)

ds'＝ 3.0 ㎝   fy＝ 5000 ㎏/cm2 (WIRE MESH)

dl'＝ 4.0 ㎝   Bw＝ 25.0 ㎝

2F WD= 0.26 T/m2  WL= 0.20 T/m2   Wu= 0.6955 T/m2

S1 Ls= 3.50 ｍ  LL= 6.50 ｍ vu/φ= 1.27 ㎏/c㎡

T= 12.0 ㎝  N= 0    

 ALT.CUT    

短向= -Mu= 0.62 T-M As= 2.82 1.58 cm2 #3@25  OK    

+Mu= 0.47 T-M As= 2.10 1.18 cm2 #3@25  OK    

長向= -Mu= 0.28 T-M As= 1.42 0.79 cm2 #3@25  OK    

+Mu= 0.21 T-M As= 1.06 0.59 cm2 #3@25  OK    

現況樓板可承受約 200kgf/m2之活載重，

相當為法規規定一般住宅之活載重，未來

應控制使用活載重不可大於 200kgf/m2，若

需變更使用用途，超過一般住宅之活載重

者，應進行樓板補強。 
 

【圖 4-4-06】本案三棟歷史建築樓板承載能力說明圖 

若樓板尺寸大於 3.5mx6.5m 或使用之活載重大於 200kgf/㎡，則應進行補強，

補強方式建議可採用施工較容易之工法，如貼覆碳纖維補強工法。 

 

【圖 4-4-07】樓板貼覆碳纖維補強大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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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修復計畫研擬 

第一節  文化資產價值解析 

一、臺灣近代航空軍事發展之見證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隨著戰情發展，本案所在之「臺中飛行場」也於 1940

年左右落成，隸屬於日本陸軍所管轄，推測本三棟建築物在當時即已落成，1943

年起即出現於美軍偵查攝影的照片中，1945 年終戰時由日軍第八飛行師團駐在管

轄使用。戰後，由中華民國空軍整建修復使用，歷經第三飛機製造廠、第二供應

區部與第二後勤指揮部等三階段，發揮後勤補給功效。此外，基地於 1950 年代起

即有民航班機起降，成為軍民合用之機場，便利中部民航交通，至 2004 年才將民

航業務移予清泉崗機場。基於此，本案三棟建築歷經二戰末期在臺日本陸軍航空

部隊的創建利用，戰後肩負中華民國空軍的後勤補給功能，以及基地成為軍民合

用機場之見證。 

二、空間與外觀為日治後期陸軍兵營之典型 

空間上採南北長向布局一字形平面，四周設置迴廊，是日軍針對臺灣氣候及

環境建設永久兵營多年的研究及實踐的一致作法；且樓梯平臺設置於外廊，影響

了空間及立面的處理，作法特殊。 形式外觀上毫無多餘裝飾，水平流動線條與垂

直線條並重，為初期現代建築之概念，造型上迴異於早期永久兵舍樣式建築之作

法，為日治末期日本陸軍在臺兵營設計概念的延續發展。 

三、構造材料反應不同時期特色 

構造上以鐵筋混凝土搭配紅磚承重牆體，是日治後期當時營建材料發展使用

的實際案例。此外，戰時金屬物資匱乏，而以木料替代金屬固定件的屋架組合作

法，雖然見諸史料，但在一般民間及官方建築均十分罕見，本案與高雄衛武營區

內為少數可見案例。又本案屋架因二戰末期美軍轟炸而焚毀，國軍接收後委由臺

灣民間營造廠進行修繕，並大體承襲日治時期之工法，也見證了政權轉移過渡時

期的權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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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存少數有關軍事飛行之建築 

飛行場跑道旁與飛行任務相關的建築，必須有良好視野，易於觀察飛機起降

以及通訊功能，且必須對飛行場氣候有所觀測與紀錄，基中大樓因此而形式特殊，

不同於其他的兵舍建築，是少數目前仍保留的日治時期飛行相關建築。 

五、都市變遷中的記憶節點 

在可預見的未來，基地將成為經貿園區中文教區的一部分，而有關日治時期

陸軍臺中飛行場，以及戰後國軍的水湳空軍基地的使用歷程，隨著園區內工程的

進行而多遭拆除，無從追索。因此，有關此段歷史記憶，即有賴本案三棟歷史建

築的保存來加以見證，供作後人憑弔。 

 

此外，經本研究成果，目前歷史建築登錄名稱「陸軍三十六航隊廠房及兵舍」

似有改訂之必要，因查日軍相關檔案，「航隊」主要是指海軍航行部隊，「航空

隊」亦是屬海軍用語；陸軍的飛行戰鬥部隊稱為「飛行戰隊」，其餘相關部隊也

沒有航隊的稱呼，甚至連「三十六」的部隊番號也未出現。基於此，在其日治時

期歷來駐紮單位仍缺史料可考的情況下，建議以日軍 後駐紮之「原臺中飛行場

（水湳機場）日軍第八飛行師團司令部營舍」為歷史建築登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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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修復計畫 

一、修復目的 

基於前述之本案文化資產價值，如何透過妥適的修復方式，讓建物得以長期

保存，展現其歷史文化價值，傳承其建築傳統工藝；並配合未來使用規劃，提高

使用安全性、符合構造功能性與創造整體美觀性，整合周邊相關資源，以充分達

到活化再利用之目的。 

歷史建築 保存

活化再利用

修復

1.提高使用安全性
2.符合構造功能性
3.創造整體美觀性

歷史建築 保存

活化再利用

修復

1.提高使用安全性
2.符合構造功能性
3.創造整體美觀性

 

二、修復原則與方針 

修復計畫的擬定常涉及歷史斷代點的問題，建築歷經了不同年代的損壞修

復，同時也呈現了各時代的材料使用及作工，亦因使用單位的不同、主觀功能需

求之轉變，會做必要之增、改建。這些改變也正是文化資產珍貴之處，所以針對

修復計畫之擬定必須經過詳盡之調查、研判後，方能訂出合宜之修復原則、計畫。 

由目前的破壞狀況分析，因使用材料之種類，以混凝土材料自然老化是造成

破壞的主要原因，不同時期之使用增、改建，亦造成部分之損壞。特別是後勤大

樓與宿舍因營區撤廢後，遭宵小闖入並破壞竊取其五金構件與部份木屋架，影響

結構安全，幸已於 2011 年 9 月經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委託進行緊急加固工程

設計監造作業，主要針對中央陸粱、左右陸粱與合掌等三種部位進行接合補強，

並業於 2012 年 3 月竣工。因此僅需特別留意基中大樓之屋架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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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復原則 

1、經調查後現況原貌已改變者，應確認其原貌，對於近來配合使用修改建及

破壞之部分盡可能予以恢復，對於無法考據的現況，不作臆測性之修建或

改建。 

2、現況仍保存原有形式、構造部

分，視其損壞狀況予以適度修

復，使其不再繼續劣化，不作過

度或無謂之修復。 

3、修復材料、工法之選用須考量：

可辨識性、可逆性、永續性、安

全性、環保性、美觀性。 

（二）修復條件 

1、因本案基地日後之整體開發計畫尚未明確，本次規劃僅能以建築物主體修

復為重點。 

2、空間規劃原則：提供日後接管使用單位多元化之彈性使用空間。 

3、文化資產保存：依現況構造分析其文化資產價值高低，訂定修復保存強度。 

4、結構補強：依結構取樣試驗進行分析，針對結構力不足部份進行補強。 

5、水電消防設備：配合主體修復預留相關設備管線，以利後續擴充銜接。 

（三）修復方針 

整體修復依構造別：結構與構造、視覺品質、使用目的各別分析後，決定各

部位的修復原則，以達文化資產保存目的及增加日後再利用之適宜性。 

1、文化資產價值：文化資產價值高者，保存原有構造形式，原貌保存並修復。

中等者原構造遭局部改變，配合空間使用規劃調整。較低者原構造已佚

失、改變，以構造功能為考量，必要時以現代化之材料取代。 

2、結構安全：以現代化工法、材料提升結構安全性。 

3、構造功能：依原有工法材料恢復其原有構造機能。 

4、美觀性：規劃時考量整體修復美觀性。 

 

【圖 5-2-01】修復材料工法選用基準示

意圖 

材料、工法 

安全性 

環保性 

可辨識性

永續性

可逆性

美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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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本案修復層級分析表 

構造 
文化資

產價值 
構造

功能 
構造

安全 
美觀

性 
修復

層級
現況材質 修復計畫 

屋面 ★ ★★★ ★★ ★ 低 
基中、後勤 
(鋼瓦)  
宿舍(文化瓦) 

鈦鋅板屋面 
或日本和瓦屋面 

木構架 ★★★ ★ ★★  高 木質(檜木) 原貌保存並修復 

天花 ★★ ★ ★ ★★★ 中 

基 中 ( 木 槢 天

花) 
後勤、宿舍(已
拆除) 

基中(原貌修復) 
後勤、宿舍不作 

門窗 ★ ★★★  ★★ 低 遭竊 
以 鋁 門 窗 新 作 替

代 

柱牆樑版 ★★  ★★★ ★ 中 RC 結構補強 

外牆飾材 ★ ★★  ★★★ 低 
洗 石 子 ( 表 面

風化) 
損 壞 剔 除 油 漆 替

代 

內部隔間 ★ ★★★  ★★ 低 
磚牆面水泥粉

刷 
局部拆除 
保留部份補強 

地坪 ★ ★★★  ★★ 低 磨石子 
原 樣 保 存 清 理 修

復 

 

屋面★
鈦鋅板屋面
或日本和瓦屋面

木構架★ ★ ★
原貌保存修復

門窗★
鋁門窗新作

柱牆樑版★ ★
結構補強

外牆飾材★
損壞剔除油漆替代

內部隔間★局部拆除
保留部份補強

地坪★
原樣保存 清理修復

天花★ ★
損壞修復

屋面★
鈦鋅板屋面
或日本和瓦屋面

木構架★ ★ ★
原貌保存修復

門窗★
鋁門窗新作

柱牆樑版★ ★
結構補強

外牆飾材★
損壞剔除油漆替代

內部隔間★局部拆除
保留部份補強

地坪★
原樣保存 清理修復

天花★ ★
損壞修復

【圖 5-2-02】本案修復層級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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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修復策略 

由於未來本案所在基地屬水湳經貿園區之文教區，因此為避免外部氛圍受新

周緣環境影響而破壞，應維持既有植栽配置，以及各棟南北兩側綠地空間，特別

是基中大樓北側之車道，均不做過度的變動；同時，可參考並融入早期機場其他

軍事設施之元素，以加強三棟建築之連結性，確保其外部歷史氛圍。至於各棟建

築修復策略，分述如下： 

（一）基中大樓 

1、環境與植栽： 

（1）環境設施配合再利用計畫，拆除非必要性，且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之設施。 

（2）植栽保存，進行疏枝。 

2、基礎與犬走： 

（1）損壞部位粉刷表面敲除，檢視結構裂縫修補。 

（2）面飾材依原樣水泥粉刷新作復原。 

（3）恢復原有排水系統。 

3、磚牆及混凝土構造： 

（1）室內隔間配合再利用計畫，拆除後期增建之磚砌隔間牆。 

（2）混凝土構造損壞修補，並配合結構分析結果進行補強。 

4、屋頂： 

（1）屋架：A.原樣保存修復，損壞嚴重抽換仿作，榫接補強。 

B.五金：除鏽防鏽處理，佚失仿作。 

（2）屋面：A.屋面板配合屋面新作材質調整（木質屋面板或金屬板）。 

B.屋面材質：日本和瓦、金屬瓦。 

5、裝修： 

（1）地坪：磨石子地坪原樣保存清理修復。 

（2）牆體：A.內牆（粉刷油漆）：狀況良好保存，損壞處敲除重新粉刷油漆。 

B.外牆（洗石子）：（A）損壞處剔除油漆替代。 

（B）細微裂縫處原樣修復。 

（3）天花板：原樣保存修復。 

6、門窗與設備： 

（1）門窗：配合再利用以現代化材質新作。 

（2）設備：具文化資產價值者，保存展示。 

7、現場文物：清理保存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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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勤大樓、宿舍 

1、環境與植栽： 

（1）環境設施配合再利用計畫，拆除非必要性，且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之設施。 

（2）植栽保存，進行疏枝。 

2、基礎與犬走： 

（1）損壞部位粉刷表面敲除，檢視結構裂縫修補。 

（2）面飾材依原樣水泥粉刷新作復原。 

（3）恢復原有排水系統。 

3、磚牆及混凝土構造： 

（1）室內隔間配合再利用計畫，拆除後期增建之磚砌隔間牆。 

（2）混凝土構造損壞修補，並配合結構分析結果進行補強。 

4、屋頂： 

（1）屋架：A.依加固後之現況保存修復，桁木損壞嚴重抽換仿作，榫接補強。 

B.五金：除鏽防鏽處理，佚失仿作。 

（2）屋面：A.屋面板配合屋面新作材質調整（木質屋面板或金屬板）。 

B.屋面材質：日本和瓦，金屬瓦。 

5、裝修： 

（1）地坪：磨石子地坪原樣保存清理修復。 

（2）牆體：A.內牆（粉刷油漆）：狀況良好保存，損壞處敲除重新粉刷油漆。 

B.外牆（洗石子）：（A）損壞處剔除油漆替代。 

（B）細微裂縫處原樣修復。 

（3）天花板：原貌已遭拆除，採屋架露明展示，天花板不進行仿作。 

6、門窗與設備： 

（1）門窗：配合再利用以現代化材質新作。 

（2）設備：具文化資產價值者，保存展示。 

7、現場文物：清理保存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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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工項修復構想 

（一）屋面 

1、現況課題 

經現場調查現況留存之屋面材質應皆為近期更換，現況材料老化情形嚴重，

造成多處漏水。 

 
基中大樓-鋼瓦 後勤大樓-鋼瓦 宿舍-文化瓦 

【圖 5-2-03】本案歷史建築屋面材料皆為近期所更換 
 

2、屋面修復計畫 

（1）考證調查其原有屋面材質，評估其材料現階段市場取得難易度、材料耐候

性、結構安全性，以現代化材料替代。 

（2）現況鋼瓦拆除，建議可以採用鈦鋅板或日本和瓦材料修復，並施作現代化

防水、隔熱層，增加防水隔熱等功能。 

（3）屋面板調查損壞情形，並進行結構安全分析，必要時增加面板厚度，延長

使用壽命（現況屋面板厚度為 1.2 公分，必要時增加至 1.5 公分）。 

（4）鈦鋅板或日本和瓦鋪設，加強屋瓦固定，以提供屋面之抗風能力。 

【表 5-2-02】屋面修復計畫分析表 
棟別 現況使用材料 材料狀況 修復建議材料 

基中大樓 鋼瓦 
材料老化 
漏水嚴重 

日本和瓦或鈦金屬板屋面 

後勤大樓 鋼瓦 
材料老化 
漏水嚴重 

日本和瓦或鈦金屬板屋面 

宿舍 文化瓦 
局部破損 
漏水嚴重 

1、 現況文化瓦保留，不足部份仿作。 
2、 或更換為鈦金屬板屋面。 

備註：1、目前建議修復材料係依使用壽命及建築整體外觀協調性為考量。 
2、規劃時需配合實際再利用計畫及經費需求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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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新鋪鈦鋅板

下層鍍鋅烤漆圓浪鋼板

金屬簷口板(新作)

(0.9mm)

 

中脊

日本和瓦

屋瓦結構層（防水毯、洩水條、掛瓦條）

屋面板

木結構

簷口板

簷口底部天花板

【圖 5-2-04】屋面修復構造示意圖 

 

屋面新鋪鈦鋅板

下層鍍鋅烤漆圓浪鋼板

鍍鋅方管桷材
(4.5*4.5cm))

(0.9mm)

既有桁木

鈦金屬板 

日本和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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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構造 

1、現況課題 

本案後勤大樓及宿舍建築寬度 19.4 公尺，外牆以內使用寬達 15.3 公尺大跨距

屋架，與外廊的出檐分開，約每隔 2 公尺一道均佈在混凝土圈樑之上，加上山牆

面的兩道，一共有多達 37 道。日前後勤大樓及宿舍之屋頂木棟架與室內五金構件

遭蓄意破壞竊損，於 2011 年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委託進行結構緊急加固工程

規劃設計，工程亦順利完成。現遭破壞之部份已完成加固工作，整體結構已呈穩

定狀態，然部份之木構件因屋面漏水長時間含水率過高造成腐菌孳生，需進行檢

測確認其堪用狀況，其餘大部份之木構件保存狀況尚稱良好。 

 
【圖 5-2-05】後勤大樓及宿舍屋架立面圖 

【圖 5-2-06】緊急加固成果-現況保存 【圖 5-2-07】緊急加固成果-現況保存 

 
【圖 5-2-08】後勤大樓木棟架現況 【圖 5-2-09】木棟架與牆體交接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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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0】外廊出簷及木棟架與牆體交接處理大樣 

 
【圖 5-2-11】屋面漏水造成屋面板及木棟架局部腐朽 

【圖 5-2-12】木棟架（陸梁）接合方式 【圖 5-2-13】外廊出簷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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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木構造修復計畫 

棟架經實地檢測調查，已完成遭竊木構件加固，目前整體狀況尚佳，並無重

大之損壞問題。僅於屋面漏水部位損壞情形較為嚴重。以下為計畫之修復方式： 

（1）不進行解體落架，以現地修復方式執行。 

（2）抽換材料依原有材質（現況多為檜木）。 

（3）已完成加固部份，依現況保存（後勤大樓、宿舍）。 

（4）所有接合五金鐵件檢視、除銹、調整、加固，佚失部份依原樣仿作復原。 

 
【圖 5-2-14】木造屋架接合點示意圖 

（三）天花 

天花板為室內裝修 主要部份，除可提供機電設備和燈光照明穿越、固定外，

其外觀造型亦可代表施作當時的流行藝術風格，可以營造及帶動整體空間氛圍。

本案目前除基中大樓仍留存外，後勤大樓及宿舍二樓部份皆已遭拆除。 

1、現況課題 

（1）1 樓灰泥粉刷天花- 表面全面塗上油漆，部份有表面粉刷剝落、鋼筋外露

情形。 

（2）基中大樓 2 樓木槢板天花損壞嚴重，因屋面漏水造成木槢板嚴重變形沉陷。 

（3）後勤大樓及宿舍 2 樓天花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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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5】後勤大樓及宿舍 2 樓天花建議不復原，棟架露明展示 

【圖 5-2-16】現況室內 1F 輕鋼架天花 【圖 5-2-17】2F 天花遭拆除 

【圖 5-2-18】灰泥粉刷天花 【圖 5-2-19】灰泥粉刷天花粉刷剝落、

鋼筋外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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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花修復計畫 

（1）1 樓灰泥粉刷天花：依原有構造形式（含線腳），配合再利用計畫擬定修

復原則，部分損壞嚴重處不作過度之修復；目前保存狀況較佳多以表面清

理維護方式修復，建議僅針對剝落處進行仿作復原。 

（2）基中大樓 2 樓木槢板天花：修復部位建議依原有傳統工法仿作復原。 

 

【圖 5-2-20】木槢板天花示意圖 

【圖 5-2-21】木槢板天花殘跡-1 【圖 5-2-22】木槢板天花殘跡-2 

 
【圖 5-2-23】木槢板天花殘跡-3 【圖 5-2-24】線角施作要求製作樣板模

具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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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牆面 

經比對相關老照片（1947 年），後勤大樓及宿舍二棟建築山牆面原應為雨淋

板構造形式，從該建築內部調查發現山牆面現況以紅磚疊砌，外側以洗石子方式

處理，現疊砌之作工粗糙，並已有龜裂情形產生，為維修復後結構安全及恢復建

築物原有外觀形貌，該部位於本次修復擬進行後期磚砌構造拆除，建議後期拆除

磚砌結構，恢復既有雨淋板山牆樣貌。 

山牆斷裂

 
【圖 5-2-25】山牆面復原位置示意圖 

【圖 5-2-26】1947 年整修後之後勤大樓

山牆形式 
【圖 5-2-27】1947 年宿舍山牆形式 

【圖 5-2-28】後勤大樓山牆現況-洗石子 【圖 5-2-29】宿舍山牆現況-洗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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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6

38
8

磚砌山牆切除恢復既有雨
淋板形式

 
【圖 5-2-30】山牆面復原示意圖 

（五）外牆 

本案建築立面外牆現況為洗石子材

質，樑、柱及欄杆部位為白色洗石子收

邊，其餘牆面則以灰色系洗石子處理。

經比對 1947 年老照片外牆形式（色澤、

紋路研判）、基中大樓屋突層舊有牆面

及現況洗石子破損剝落處，發現原有外

牆使用材料應為水泥粉刷粗糙面處理材

質，故現況洗石子面應為後期修改建而

成。現況洗石子雖非原貌構造形式，考

量目前保存狀況大致良好，應避免過度

修復。 

【圖 5-2-32】基中大樓屋突層舊有牆面 【圖 5-2-33】洗石子剝落處可以發現原

有牆面材料 

符號性的痕跡現況保留

【圖 5-2-31】戰後軍方符號性痕跡應予

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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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況課題 

整體保存狀況尚稱良好，目前多存在表面髒污及水漬附著之問題，基中大樓

及宿舍則於白色洗石子部份外加塗佈油漆。經測試現況牆體濕度僅 18%（高度 100

公分），狀況良好。 

【圖 5-2-34】內牆溼度檢測：離地 100
公分處相對濕度 13 

【圖 5-2-35】內牆溼度檢測：離地 30
公分處相對濕度超過 20 以上 

 

2、洗石子試洗 

（1）試洗材料：不含氯化烴或二

氯甲烷、沒有刺鼻的氣味、

打開瓶蓋之後，不會很快乾

涸、長效性適合大面積施工

使用。 

（2）材料成份：主要成份「乙基

二鹼酯」含量至少 50％以上。 

（3）材料說明：剝漆劑能迅速有

效的分解漆黏著劑及一般水

性乳化漆，可使用於室內外

之耐溶劑之表面塗料。 

（4）剝漆原理：所含有機化學成

份，能擴散滲入原油漆，使

其溶解，膨脹後自次層塗料

或底材剝離。 

 
【圖 5-2-36】圓柱洗石子面油漆剝除測試

前位置標定 

 
【圖 5-2-37】剝漆劑塗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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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試洗作業： 

A.先 測 試 消 耗 量 及 適 當 的 剝 除 時

間。 

B.時 間 因 塗 料 及 氣 溫 不 同 而 有 差

異，氣溫愈高，效果愈快。 

C.請將門窗、玻璃、植物加以覆蓋

保護。 

D.塑膠材料可能受損。 

（6）使用量：依塗料性質約 1000-1200

毫升/平方公尺。 

（7）使用工具：刷子或滾筒、抹刀或

無氣噴槍。 

（8）施工方法： 

A.塗抹工具：應使用毛刷、無氣噴

槍。 

B.剝漆劑必須塗上適當的厚度以達

剝離之效果。 

C.有效時間應自 4 到 48 小時。 

D.使用清水或軟性刮刀或沖洗機，清除剝離之塗料，請由底部往上清除。 

（9）事後處理：廢棄物處理收集並過濾廢水及剝除之塗料。 

3、外牆修復計畫 

建議以現況保存修復方式處理，損壞嚴重部份，可採區塊式剔除，並以塗料

方式修復。 

【圖 5-2-40】外牆洗石子修復示意圖 

 

【圖 5-2-38】已反應的廢漆塗刷中 

【圖 5-2-39】試洗完成面為純白色的大

理石碎石洗石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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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門窗修復構想 

1、現況課題 

門窗啟閉功能在使用過程中容易受到變動改造致使通風採光的機能喪失，如

空調設備的引進、管線增加穿孔破壞、防盜的考量等。此部份不僅影響通風採光

的功能，更直接影響到建築外觀與室內環境風格的維繫，在後續再利用設計中應

就使用管理方式妥善考量後，重新就門窗啟閉功能進行全盤整體的規劃以符應新

需求。目前現況門窗皆為後期設置之鋁製門窗，門窗扇遭竊。 

2、門窗修復計畫 

原有門窗皆已佚失，建議可以不更改原有形制、量體的情況下，配合再利用

的使用方式，作適度的調整，以現代化之材料新作（例如鋁、不鏽鋼等）。 

 
【圖 5-2-41】門窗扇遭竊  

 

（七）地坪修復構想 

1、現況課題 

現況磨石子保存狀況尚佳，僅部

份有裂縫情形。 

2、地坪修復計畫 

（1）建議按現況保留檢修。 

（2）裂縫處小開鑿依原有材質填

補。 
【圖 5-2-42】地坪修復構想示意圖 



第五章 修復計畫研擬 

 340 

 
【圖 5-2-43】基中大樓室內磨石子地坪

現況 
【圖 5-2-44】基中大樓走廊磨石子地坪

收邊部位塗佈油漆 

 
【圖 5-2-45】後勤大樓室內磨石子地坪

現況 
【圖 5-2-46】後勤大樓走廊磨石子地坪

收邊部位為洗石子 

 
【圖 5-2-47】宿舍室內磨石子地坪現況 【圖 5-2-48】宿舍走廊磨石子地坪收邊

部位塗佈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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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點保存項目 

本案三棟建築創建於 1940 年代日治末期，因屬軍用設施，飽受戰火襲擊，於

國府接收後曾大肆整修使用，歷經時空變遷而留存至今，實屬可貴。惟日後修復

時，應針對以下部份採取 嚴謹之保存修復方式，以確保其文化資產價值。 

（一）屋架 

本案屋架雖為戰後 1947 年修復時所作，但基本仍承襲日治時期之工法。基中

大樓屋架使用臺灣三大林場生產之檜木，採真束小屋形式，跨距為 12.5 公尺，約

每 19.6 公尺設置一組，東西兩端者間距略有增減，共有 27 組木架。 

後勤大樓屋架皆採對束小屋形式，自西到東與混凝土圈樑短柱配合，加上附

壁屋架共 32 組，間距為約 20.4 公尺，跨距則達 15.3 公尺，在物資缺乏的時空背

景下，大量使用木鎹成為其特色。近雖因木料遭竊，仍有 10 組維持完整的全木屋

架。宿舍之屋架亦採對束小屋，中央共 37 組屋架，附壁屋架則有 2 組。與後勤大

樓相同，有大量使用木鎹之特色。此外，其木造簷口部位也應將其視為一體，予

以重點保存。 

綜上所述，本案建築之屋架跨距之大，數量之多，建築材料之珍貴，並體現

自日治時期過渡到戰後初期之工法權變性，均為全臺所罕見。故為確實維護文化

資產，未來修復時仍應全面再加以檢視抽換或修補，至於 2012 年已完成加固部份

則依現況保存。 

 
【圖 5-2-49】基中大樓真束小屋屋架保存範圍示意圖 

屋架重點保存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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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0】基中大樓屋架形制仍完整 

 

【圖 5-2-51】後勤大樓與宿舍對束小屋屋架保存範圍示意圖 

【圖 5-2-52】後勤大樓與宿舍屋架已完成加固部份保存展示 

 

 

屋架重點保存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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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中大樓木摺板天花 

基中大樓為本案歷史建築中，唯一

於二樓留有早期木摺板天花，建議未來

修復時依原有工法仿作復原；至於中央

天花板才主要為甘蔗板，未來可配合再

利用空間考量，局部復原即可，以利屋

架之展示。需特別注意的是，未來修復

工程進行時，仍應於現有明架天花拆除

後，仔細檢視紀錄各天花樣式，以作為

展示規劃之參考，並為歷史留下見證。 

UP

DN

DN

DN DN

DN

【圖 5-2-54】基中大樓二樓木摺板天花修復示意圖 

 

（三）標語 

目前現場三棟建物，均留有戰後軍方使用單位所佈置之標語，即便未來教育

單位入駐使用，除以珍珠板等臨時性材料製作者外，其餘應將標語視為文物的一

部分，予以適當保存，以呈現其歷史氛圍。現存標語之座落位置，除宿舍無需保

留者外，其餘分棟標示如下。 

【表 5-2-03】本案建議留存標語位置圖表 

 

UP

DN

DN

DN DN

DN

±0 ±0 -8

+24+10

-15 -15

-15

露臺 11

1.空軍水湳基地 Elevation 330 ft 基中大樓建議保留標語位置 

 
【圖 5-2-53】基中大樓木摺板天花殘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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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UP

22

3344

55

66

後勤大樓建議保留標語位置 

 
2. 編號：BB060131-093 3.落實預算編用合一 

精實後勤施政成效 
強化整體後勤支援 
精進武器壽期管理 
加強後勤戰備整備 
全力支援作戰任務 

4.○○○○管理環境 

提昇後勤工作效率 
提倡終身學習風氣 
增進後勤專業素養 
貫徹危安防治工作 
確保官兵作業安全 

 
5.建立計劃性修護與備 
料經驗常數與法則 
推動資產透明化 

建立成本歸戶機制 
強化可修件管理 
精實預算支用與管理 

6.編號：010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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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備暨其他 

1、碍子與電線 

碍子為固定電線的絕緣體，現況於基中大樓屋架上配線排列整齊，且有 2.6

及 3.5 公分兩種大小；宿舍則是在外廊天花板上的屋架木料，存有少數的碍子與

電線。未來修復時，儘管配合再利用工程而電力設備將另行架設，但這些早期的

碍子建議採取現地清理保存展示。 

 
【圖 5-2-55】基中大樓屋架碍子與電線保存良好 

【圖 5-2-56】宿舍東南側屋架碍子 【圖 5-2-57】宿舍二樓東側外廊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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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有窗扇 

目前三棟建物之窗扇多已佚

失，就其痕跡研判也多於後期改為

鋁製門窗。惟於調查中發現，在後

勤大樓一樓西北側，發現有遭封閉

之窗洞，並留有原木質窗框與窗

扇，曾因後期增建而遭封閉，但為本案所僅見。日後修復時，於後期牆面拆除後，

可視其整體狀況，採取整修方式保存展示。 

 
【圖 5-2-59】後勤大樓一樓原木造窗戶現況照片 

 

 

UPUP

【圖 5-2-58】後勤大樓一樓木造窗戶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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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修復經費概估 

本案歷史建築本體部份修復經費約 100,900,814 元，計入間接工程費、設計監

造費、施工紀錄費等費用，共約 126,206,000 元。屋面概算方式部份，本案屋面經

費概估以更換為鈦鋅板屋面形式估算。 

 
【表 5-3-01】歷史建築陸軍三十六航空隊廠房及兵舍修復經費概算表 

計畫名稱：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

項次 項 目 及 說 明 總  價 備 註

甲-1 直接工程費

壹 發包施工費

一 全區假設工程 1,500,000.00                   全區

二 基中大樓修復工程 31,277,939.00                 1053m2*2層

三 後勤大樓修復工程 25,439,825.00                 1236m2*2層

四 宿舍修復工程 27,945,050.00                 1523m2*2層

五 水電消防工程 14,738,000.00                 全區

小計 100,900,814.00               A

甲-2 間接工程費

貳 工程品管費（約A*1％） 1,009,008.00                   

參 勞工安全及衛生管理費（約A*1％） 1,009,008.00                   

肆 營造管理費及利潤（A*7％） 7,063,057.00                   

小計 109,981,887.00               B

伍 工地營造保險費(A*0.5％） 503,793.00                      C

陸 營業稅（(B+C)*5%) 5,524,320.00                   D

116,010,000.00               E

乙 行政作業管理費 1,099,377.00                   

丙 設計監造費(含因應計畫) 6,500,000.00                   

丁 施工紀錄費 2,000,000.00                   

戊 空污費 596,623.00                      (E-D)*0.54%

總計 126,206,000.00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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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

項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甲-1 直接工程費

壹 發包施工費

一 全區假設工程

1 臨時工務所及辦公設備費用 式 1.00 420,000.00 420,000.00 

2 施工安全維護及警告設施 式 1.00 120,000.00 120,000.00 

3 臨時水電設備費用(含申請) 式 1.00 240,000.00 240,000.00 

4 甲種圍籬增設夜間警示燈 式 1.00 150,000.00 150,000.00 

5 甲種圍籬拆除(含施工期間維護措施) 式 1.00 60,000.00 60,000.00 (含折舊回收)

6 工程告示牌 面 1.00 10,000.00 10,000.00 

7 材料檢驗費用 式 1.00 200,000.00 200,000.00 

8 試作費用 式 1.00 200,000.00 200,000.00 

9 施工大樣圖及竣工圖繪製 式 1.00 100,000.00 100,000.00 

合計 1,500,000.00      

二 基中大樓修復工程

1 假設工程

1.1 內部施工架 M2 2,000.00 300.00 600,000.00         

1.2 外部搭鷹架及防塵網 M2 1,960.00 340.00 666,400.00         

1.3 施工期間屋面防護措施 M2 1,440.00 600.00 864,000.00         

小計 - 2,130,400.00      

2 拆除工程 - 

2.1 既有屋面拆除 M2 1,440.00 250.00 360,000.00         含運棄

2.2 露臺鐵皮屋拆除 式 1.00 20,000.00 20,000.00           (含折舊回收)

2.3 屋面板及桷木拆除 M2 1,440.00 250.00 360,000.00         含運棄

2.4 室內天花拆除工程(含簷廊) M2 1,040.00 200.00 208,000.00         含運棄

2.5 室內壁體粉刷鬆脫部份敲除 M2 554.00 220.00 121,880.00         含運棄

2.6 洗石子壁體鬆脫龜裂部份敲除 M2 100.00 220.00 22,000.00           含運棄

2.7 室內牆體拆除 式 1.00 60,000.00 60,000.00           含運棄

2.8 既有廁所地坪及設備拆除 M2 193.00 350.00 67,550.00           含運棄

2.9 平頂屋面粉刷敲除(含露臺) M2 3.70 220.00 814.00                含運棄

小計 1,220,2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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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

項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3 地坪工程

3.1 既有磨石子地坪裂縫修復 式 1.00 60,000.00 60,000.00           

3.2 磨石子新作 M2 172.00 3,000.00 516,000.00         

3.3 樓梯磨石子修復 式 1.00 60,000.00 60,000.00           

3.4 踢腳磨石子修復 M 521.00 250.00 130,250.00         

3.5 既有磨石子地坪清潔打蠟 M2 2,082.00 300.00 624,600.00         

3.6 樓梯止滑銅條新作 式 1.00 50,000.00 50,000.00           

3.7 露臺重新防水粉刷 M2 3.70 350.00 1,295.00             

3.8 屋頂層地坪防水新作面鋪隔熱磚 M2 63.00 1,350.00 85,050.00           

3.9 廁所地坪鋪30*60cm地磚 M2 79.00 2,000.00 158,000.00         

3.1 地坪鋪設實木地板 M2 50.00 3,500.00 175,000.00         

小計 1,860,195.00      

4 牆面工程

4.1 牆面表面清理重新批土油漆 M2 3,213.00 180.00 578,340.00         

4.2 新砌牆體(含粉刷油漆) M2 100.00 1,800.00 180,000.00         

4.3 牆面重新粉刷 M2 554.00 400.00 221,600.00         

4.4 牆面貼30*60cm磁磚 M2 145.00 2,000.00 290,000.00         

4.5 洗石子牆面清理 M2 1,263.00 300.00 378,900.00         

4.6 洗石子牆面修復 M2 60.00 1,500.00 90,000.00           

小計 1,738,840.00      

5 天花板工程

5.1 平頂表面清理重新批土油漆 M2 1,040.00 250.00 260,000.00         

5.2 平頂粉刷敲除重新粉刷 M2 1,040.00 300.00 312,000.00         

5.3 屋面木槢天花修復 M2 10.00 2,800.00 28,000.00           

5.4 屋面木槢天花新作 M2 758.00 2,800.00 2,122,400.00      

5.5 簷廊金屬天花新作 M2 259.00 1,000.00 259,000.00         

5.6 廁所天花新作 M2 79.00 800.00 63,200.00           

小計 3,04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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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

項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6 屋架工程

6.1 木構架清理、檢測、編碼、記錄 式 1.00 200,000.00 200,000.00         

6.2 木屋架鐵件清潔及防鏽處理 式 1.00 150,000.00 150,000.00         

6.3 木屋架修補 式 1.00 1,500,000.00 1,500,000.00      

6.4 木屋架抽換 式 1.00 3,000,000.00 3,000,000.00      

6.5 桁木修補 才 2,000.00 100.00 200,000.00         

6.6 桁木抽換 才 1,440.00 400.00 576,000.00         

小計 5,626,000.00      

7 屋面工程

7.1 桷木新作 M2 1,440.00 1,000.00 1,440,000.00      含固定鐵件

7.2 屋面底板新作 M2 1,440.00 600.00 864,000.00         

7.3 Lock-Seam 鈦鋅屋面工程 M2 1,440.00 5,200.00 7,488,000.00      

7.4 鈦鋅屋脊工程 M 72.00 2,550.00 183,600.00         

7.5 鈦鋅收邊工程 M 40.00 1,650.00 66,000.00           

7.6 鈦鋅御水板工程 M 40.00 1,650.00 66,000.00           

小計 10,107,600.00    

8 門窗工程 式 1.00 1,800,000.00 1,800,000.00      

小計 1,800,000.00      

9 雜項工程

9.1 金屬欄杆新作 M 104.00 2,800.00 291,200.00         

9.2 犬走粉刷新作 M 162.00 350.00 56,700.00           

9.3 排水明溝修復 M 162.00 500.00 81,000.00           

9.4 入口階梯修復 座 4.00 15,000.00 60,000.00           

小計 488,900.00 

10 結構補強工程 式 1.00 5,000,000.00 5,000,000.00 

小計 5,000,000.00 

合計 31,277,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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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

項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三 後勤大樓修復工程 - 

1 假設工程

1.1 內部施工架 M2 1,600.00 300.00 480,000.00 

1.2 外部搭鷹架及防塵網 M2 1,857.00 340.00 631,380.00 

1.3 施工期間屋面防護措施 M2 1,450.00 350.00 507,500.00 帆布防護

小計 1,618,880.00 

2 拆除工程

2.1 既有屋面拆除 M2 1,450.00 250.00 362,500.00 含運棄

2.3 屋面板及桷木拆除 M2 1,450.00 250.00 362,500.00 含運棄

2.4 室內天花拆除工程(含簷廊) M2 1,180.00 200.00 236,000.00 含運棄

2.5 室內壁體粉刷鬆脫部份敲除 M2 200.00 220.00 44,000.00 含運棄

2.6 洗石子壁體鬆脫龜裂部份敲除 M2 60.00 220.00 13,200.00 含運棄

2.7 室內牆體拆除 式 1.00 50,000.00 50,000.00 含運棄

2.8 既有廁所地坪及設備拆除 式 1.00 60,000.00 60,000.00 含運棄

2.9 平頂屋面粉刷敲除(含露臺) M2 21.00 220.00 4,620.00 含運棄

2.10 山牆切割打除 處 2.00 100,000.00 200,000.00 含運棄

小計 1,332,820.00 

3 地坪工程

3.1 既有磨石子地坪裂縫修復 式 1.00 50,000.00 50,000.00 

3.2 磨石子新作 M2 30.00 3,000.00 90,000.00 

3.3 樓梯磨石子修復 式 1.00 50,000.00 50,000.00 

3.4 踢腳磨石子修復 M 504.00 250.00 126,000.00 

3.5 既有磨石子地坪清潔打蠟 M2 2,183.00 300.00 654,900.00 

3.6 樓梯止滑銅條新作 式 1.00 40,000.00 40,000.00 

3.7 露臺重新防水粉刷 M2 21.00 350.00 7,350.00 

3.8 屋頂層地坪防水新作面鋪隔熱磚 M2 7.50 1,350.00 10,125.00 

3.9 廁所地坪鋪30*60cm地磚 M2 85.00 2,000.00 170,000.00 

小計 1,198,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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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

項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4 牆面工程

4.1 牆面表面清理重新批土油漆 M2 6,300.00 180.00 1,134,000.00 

4.2 新砌牆體(含粉刷油漆) M2 30.00 1,800.00 54,000.00 

4.3 牆面重新粉刷 M2 200.00 400.00 80,000.00 

4.4 牆面貼30*60cm磁磚 M2 206.00 200.00 41,200.00 

4.5 洗石子牆面清理 M2 1,260.00 300.00 378,000.00 

4.6 洗石子牆面修復 M2 60.00 1,500.00 90,000.00 

4.7 山牆雨淋板復原 M2 66.00 3,200.00 211,200.00 

小計 - 1,988,400.00 

5 天花板工程 - 

5.1 平頂表面清理重新批土油漆 M2 1,180.00 250.00 295,000.00 

5.2 平頂粉刷敲除重新粉刷 M2 60.00 300.00 18,000.00 

5.5 簷廊金屬天花新作 M2 245.00 1,000.00 245,000.00 

5.6 廁所天花新作 M2 85.00 800.00 68,000.00 

小計 626,000.00 

6 屋架工程

6.1 木構架清理、檢測、編碼、記錄 式 1.00 100,000.00 100,000.00 

6.2 木屋架鐵件清潔及防鏽處理 式 1.00 80,000.00 80,000.00 

6.3 木屋架修補 式 1.00 600,000.00 600,000.00 

6.4 木屋架抽換 式 1.00 200,000.00 200,000.00 

6.5 桁木修補 才 600.00 100.00 60,000.00 

6.6 桁木抽換 才 500.00 400.00 200,000.00 

小計 1,240,000.00 

7 屋面工程

7.1 桷木新作 M2 1,450.00 1,000.00 1,450,000.00 含固定鐵件

7.2 屋面底板新作 M2 1,450.00 600.00 870,000.00 

7.3 Lock-Seam 鈦鋅屋面工程 M2 1,450.00 5,200.00 7,540,000.00 

7.4 鈦鋅屋脊工程 M 65.00 2,550.00 165,750.00 

7.5 鈦鋅收邊工程 M 46.00 1,650.00 75,900.00 

7.6 鈦鋅御水板工程 M 130.00 1,650.00 214,500.00 

小計 - 10,316,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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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

項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8 門窗工程 式 1.00 2,100,000.00 2,100,000.00 

小計 2,100,000.00 

9 雜項工程

9.1 金屬欄杆新作 M 113.00 2,800.00 316,400.00 

9.2 犬走粉刷新作 M 168.00 350.00 58,800.00 

9.3 排水明溝修復 M 168.00 500.00 84,000.00 

9.4 入口階梯修復 座 4.00 15,000.00 60,000.00 

小計 519,200.00 

10 結構補強工程 式 1.00 4,500,000.00 4,500,000.00 

小計 4,500,000.00 

合計 25,439,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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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

項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四 宿舍修復工程

1 假設工程

1.1 內部施工架 M2 2,000.00 300.00 600,000.00 

1.2 外部搭鷹架及防塵網 M2 2,180.00 340.00 741,200.00 

1.3 施工期間屋面防護措施 M2 1,790.00 350.00 626,500.00 

小計 1,967,700.00 

2 拆除工程

2.1 既有屋面拆除 M2 1,790.00 250.00 447,500.00 含運棄

2.3 屋面板及桷木拆除 M2 1,790.00 250.00 447,500.00 含運棄

2.4 室內天花拆除工程(含簷廊) M2 1,530.00 200.00 306,000.00 含運棄

2.5 室內壁體粉刷鬆脫部份敲除 M2 600.00 220.00 132,000.00 含運棄

2.6 洗石子壁體鬆脫龜裂部份敲除 M2 500.00 220.00 110,000.00 含運棄

2.7 室內牆體拆除 式 1.00 50,000.00 50,000.00 含運棄

2.8 既有廁所地坪及設備拆除 式 1.00 50,000.00 50,000.00 含運棄

2.9 平頂屋面粉刷敲除(含露臺) M2 10.00 220.00 2,200.00 含運棄

2.10 山牆切割打除 處 2.00 100,000.00 200,000.00 含運棄

小計 1,745,200.00 

3 地坪工程

3.1 既有磨石子地坪裂縫修復 式 1.00 50,000.00 50,000.00 

3.2 磨石子新作 M2 98.00 3,000.00 294,000.00 

3.3 樓梯磨石子修復 式 1.00 50,000.00 50,000.00 

3.4 踢腳磨石子修復 M 1,200.00 250.00 300,000.00 

3.5 既有磨石子地坪清潔打蠟 M2 2,885.00 300.00 865,500.00 

3.6 樓梯止滑銅條新作 式 1.00 40,000.00 40,000.00 

3.7 露臺重新防水粉刷 M2 10.00 350.00 3,500.00 

3.8 廁所地坪鋪30*60地磚 M2 175.00 2,000.00 350,000.00 

小計 1,95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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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

項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4 牆面工程

4.1 牆面表面清理重新批土油漆 M2 5,000.00 180.00 900,000.00 

4.2 新砌牆體(含粉刷油漆) M2 50.00 1,800.00 90,000.00 

4.3 牆面重新粉刷 M2 600.00 400.00 240,000.00 

4.4 牆面貼30*60cm磁磚 M2 144.00 2,000.00 288,000.00 

4.5 洗石子牆面清理 M2 1,500.00 300.00 450,000.00 

4.6 洗石子牆面修復 M2 200.00 1,500.00 300,000.00 

4.7 山牆雨淋板復原 M2 66.00 3,200.00 211,200.00 

小計 2,479,200.00 

5 天花板工程

5.1 平頂表面清理重新批土油漆 M2 1,530.00 250.00 382,500.00 

5.2 平頂粉刷敲除重新粉刷 M2 1,530.00 300.00 459,000.00 

5.5 簷廊金屬天花新作 M2 270.00 1,000.00 270,000.00 

5.6 廁所天花新作 M2 175.00 800.00 140,000.00 

小計 1,251,500.00 

6 屋架工程

6.1 木構架清理、檢測、編碼、記錄 式 1.00 100,000.00 100,000.00 

6.2 木屋架鐵件清潔及防鏽處理 式 1.00 120,000.00 120,000.00 

6.3 木屋架修補 式 1.00 600,000.00 600,000.00 

6.4 木屋架抽換 式 1.00 500,000.00 500,000.00 

6.5 桁木修補 才 800.00 100.00 80,000.00 

6.6 桁木抽換 才 1,800.00 400.00 720,000.00 

小計 2,120,000.00 

7 屋面工程

7.1 桷木新作 M2 1,790.00 1,000.00 1,790,000.00 含固定鐵件

7.2 屋面底板新作 M2 1,790.00 600.00 1,074,000.00 

7.3 Lock-Seam 鈦鋅屋面工程 M2 1,790.00 5,200.00 9,308,000.00 

7.4 鈦鋅屋脊工程 M 79.00 2,550.00 201,450.00 

7.5 鈦鋅收邊工程 M 46.00 1,650.00 75,900.00 

7.6 鈦鋅御水板工程 M 130.00 1,650.00 214,500.00 

小計 12,663,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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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

項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8 門窗工程 式 1.00 2,000,000.00 2,000,000.00 

小計 2,000,000.00 

9 雜項工程

9.1 金屬欄杆新作 M 140.00 2,800.00 392,000.00 

9.2 犬走粉刷新作 M 196.00 350.00 68,600.00 

9.3 排水明溝修復 M 196.00 500.00 98,000.00 

9.4 入口階梯修復 座 4.00 1,500.00 6,000.00 

小計 564,600.00 

10 結構補強工程 式 1.00 1,200,000.00 1,200,000.00 

小計 1,200,000.00 

合計 27,945,050.00 

五 水電消防工程

5.1 電氣配(分)電盤設備工程 式 1.00 985,000.00 985,000.00 

5.2 電氣設備及管線工程 式 1.00 3,485,000.00 3,485,000.00 

5.3 電氣設備PVC線槽工程 式 1.00 620,000.00 620,000.00 

5.4 弱電設備及管線工程 式 1.00 1,020,000.00 1,020,000.00 

5.5 弱電設備PVC線槽工程 式 1.00 620,000.00 620,000.00 

5.6 給排水衛生設備及管路工程 式 1.00 2,140,000.00 2,140,000.00 

5.6 給排水衛生設備及管路工程 式 1.00 5,868,000.00 5,868,000.00 

合計 14,7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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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再利用與管理維護計畫 

第一節  基地分析及建築物座落位置 

一、基地位置 

本案建築物座落於「水湳經貿生態園區」基中大樓、後勤大樓與宿舍，履約

地點為臺中市北屯區民航路 100 號（北屯區陳平段 2309-6、2309-7 地號），經臺

中市政府於 2011 年 11 月 29 日發布之「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水湳機場原址整體

開發區）細部計畫案」，重新劃定為文教區，基中大樓位於「文教 20」之編號；

後勤大樓及宿舍位於「文教 21」之編號。 

【圖 6-1-01】臺中市整體開發單元示意圖 

二、交通及環境 

（一）道路系統 

以「水湳經貿生態園區」之外圍進入「文教 20」、「文教 21」用地之道路系

統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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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湳經貿生態園區外圍：北側為中山高速公路及環中路；西側緊鄰中清路；

南側緊鄰河南路；東側為西屯路、青海路及中港路。靠近清泉崗國際機場

及高鐵烏日站，對外交通便利。 

2、水湳經貿生態園區內圍：園區內以 30M-83 計畫道路貫穿南北，並緊鄰「文

教 20」、「文教 21」用地，道路北端銜接環中路，南端與河南路銜接。 

（二）周邊發展 

1、附近學區：西南側緊鄰逢甲大學；西北側緊鄰僑光科技大學；新興國小、

仁愛國小、大鵬國小、陳平國小、大德國中、西苑國高中、文華高中等。 

2、商圈：西南側緊鄰逢甲商圈，接近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大遠百百貨公司及

老虎城等百貨商圈。 

3、市集：鄰近水湳市

場、櫻花市場等傳統

市場。 

4、公園：鄰近福星公

園、大德公園、敦化

公園、陳平公園、逢

甲公園、仁愛公園、

大福公園、瀋陽公

園、臺中都會公園

等。 

5、行政機關：臺中新市

政中心、第五分局水

湳派出所、消防局水

湳分隊、中區國稅

局、中央健康保險

局。 

【圖 6-1-02】水湳經貿生態園區基地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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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令檢討及因應措施 

一、都市計劃相關法令 

依據擬定臺中市都市計畫（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細部計畫案，有關本

基地座落位置「文教 20」及「文教 21」用地相關之規範及因應措施檢討。 

 

【圖 6-2-01】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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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使用計畫 

為解決中部地區私立大專院校用地需求，並以發展為大學城為目標，故細部

計畫共劃設文教區 5 處，本案歷史建築即座落「文教 20」及「文教 21」用地範圍。 

【表 6-2-01】基地面積統計表 
土地使用分區編號 面積（公頃） 計畫使用單位 

文教20 10.38 供私立大專院校使用 
文教21 5.73 供私立大專院校使用 
合計 16.11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針對文教區用地之限制如下： 

1、建築基地使用強度： 

【表 6-2-02】建築基地使用強度一覽表 

使用 
分區 

建蔽率

％ 
容積率

％ 

最高建

築高度

（M）

容積移

轉接受

基地 

基地最

小開發

規模 
高度比

基地最

小面寬 

文教區 40 250 50 - 全街廓 1.5 - 

2、後院深度：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內建築基地之後院深度為 3 公

尺。 

（三）公共開放空間 

1、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內指定沿街面留設公共開放空間之寬度

及型式：街廓內應留設帶狀性公共開放空間之位置與規模，詳如下圖所示。 

 

 

建築基地指定退縮10公

 

【圖 6-2-02】文教 20、21 用地建築指定退縮 10 公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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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區內具歷史意義之建築物或紀念性地景之保留與維護規定如下： 

（1）「文教 20」及「文教 21」範圍內經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歷史建築

及周邊環境劃定之區域（詳圖 6-2-03），不得新建、增建建築物，但除已

建築之基地範圍外，得計入法定空地計算；該範圍內應留設 8 公尺人行通

道（詳圖 6-2-04），並與中央公園以立體人行設施銜接。 

 
指定不得新建、增建建築物範圍

【圖 6-2-03】指定不得新建、增建建築物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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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廊道內留設至少8公尺以上之人行通道 

留設至少12公尺寬之立體人行穿越道以連接中央公園 

【圖 6-2-04】指定留設通道及立體人行穿越道位置示意圖 

（2）歷史建築應照原有形貌保存，其修護與再利用應按臺中市有關歷史建築

修復或再利用之相關規定辦理；如經臺中市文化局同意，依規由進駐之

大專院校認養再利用。其建築樓地板面積得不納入該街廓允建容積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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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化資產特性及再利用適宜性分析 

一、文化資產特性 

（一）為臺灣現存少數日治時期日本陸軍航空部隊營舍建築。 

（二）見證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戰後水湳機場之發展。 

（三）數量多、跨距大之屋架系統具建築價值。 

二、再利用適宜性分析 

（一）區位條件 

計畫基地位於「水湳經貿生態園區整體開發計畫」東南方 ，基地街廓完整，

北側為園區高使用強度之文化商業專用區，東側緊鄰中央公園，基中大樓面對未

來臺灣塔興建預定地，一個對街兩種建築風情，一個象徵 21 世紀的臺灣精神，臺

中市未來的重要地標；一個述說著地區的發展史，一個整體開發地區所保留的片

段回憶。一個依照新世代之新材質、新工法所創造具時代意義的超高層建築；一

個依循舊世代之傳統樣貌、傳統工法所修復之二層樓加強磚造之木棟架廠舍建築。  

現存三棟建築位屬「文教 20」及「文教 21」兩塊基地區分為南北兩側，日後

規劃、使用應將空間屬性予以連結，力求基地空間之連結性，避免造成空屬使用

性質不同，破壞基地完整性。 

（二）基地使用模式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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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式一：將面臨 30M-83 計畫道路之基中大樓基地劃設為公家機關用地或

其他使用，「文教 20」及「文教 21」用地仍保存完整。惟破壞整體校園

規劃之完整性及日後供民眾洽公之單位認定造成模糊之判斷，為較不恰當

之基地規畫方案。 

2、模式二：將保存區範圍之基地規劃為公家機關用地或其他使用，造成「文

教 20」及「文教 21」用地之相連性消失，無法形成一完整之校園空間規

劃使用；且易造成不同使用單位之空間管理維護之困難，為最不利之基地

規畫方案。 

3、模式三：將保存區範圍之基地完整保留為文教用地，配合校園之完整規劃

使用，保存區內之建築物能完整保留，開放民眾參觀使用不會造成民眾面

對管理單位不同衍生之問題，為最合適之基地規畫方案。 

（三）建築使用機能分析 

本所基於上開模式分析結果選用模式三之方向規劃，依「水湳經貿生態園區

整體開發計畫」空間結構屬性及基地區位使用機能性區分，可以對外性強、中、

低使用分區來界定本計畫三棟歷史建築之再利用機能定位。藉由機能定位可以更

明確計畫日後再利用之屬性，並訂定其更明確之空間機能。各棟之分析如下： 

 

 
【圖 6-3-01】空間關聯及使用強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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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中大樓：座落位置面對臺灣塔及緊臨文化商業專用區，人潮往來較密集

頻繁，使用上以開放（對外）屬性高之方向規劃，強化其座落區位特性。 

2、後勤大樓位於本基地之中心位置，使用上可作為基地內使用之服務空間，

可達到使用機能與中心區位之適宜性之使用特性。 

3、宿舍：本棟建築座落於基地之最東側緊臨 15M-222 計畫道路，對面為創

新研發專用區及公園用地，對外之聯繫強度較弱，但為三棟歷史建築中空

間規模最大，日後使用機能較為多元，使用機能可朝校園內部性高之使用

性質規劃。 

 
【圖 6-3-02】基地對外人潮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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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利用說明 

綜上分析結果，依其外部空間與基地內部之使用強度及其建築物外觀及規模

屬性發展其再利用規劃。 

 

    依使用分區供學校使用為再利用規

劃準則，結合周邊之使用分區，公139之

臺灣塔用地及創新研發專業區2用地，在

歷史氛圍的建築空間中結合文創、大眾

消費的多元化使用方式及提供藝術創作

的人文養份豐富大學校園空間風貌，進

一步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表 6-3-01】建築再利用使用對照分析表 

建築物 
名  稱 

建築形式 
對外使

用強度

對內使

用強度
功能分區 空間單元 

基中大樓 

構造：加強磚造 

屋架：真束小屋 

樓層數：2層+屋突 

強 弱 

商業交易/

陳列展售

 

接待室、展覽室、多媒

體視聽室、校史室、值

員辦公室、服務空間 

後勤大樓 

構造：加強磚造 

屋架：對束小屋 

樓層數：2層+屋突 

強 強 
休閒、參觀

閱覽、教學

教室、辦公室、服務空

間、展示室、閱覽室、

休閒區 

宿舍大樓 

構造：加強磚造 

屋架：對束小屋 

樓層數：2層+屋突 

弱 強 
研發及產

學合作 

研究室、視聽室、辦公

室、會議室、服務空間

（五）課題研究及對策： 

舊建築之修復再利用，除調查建築物本身之建築特色、構造及損壞狀況予以

修復外，依其未來之使用模式賦予其適宜的使用空間、氛圍；適法性的使用環境、

安全及舒適的空間規劃。但面臨未來使用單位不明確之問題，對於本案再利用規

劃整理之課題及因應之對策如下： 

1、使用單位未明確：本案再利用分析規劃僅能針對現況歷史建築內部空間，

依土地區位使用條件進行規劃，無法明確得知日後使用單位賦予本案三棟

建築之使用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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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規劃方向，主要針對現存空間問題進行改善，一樓部份屬於近

期施作（或非主要）隔間拆除，二樓部分保留主要結構樑柱及牆體，建立

廁所、茶水間、機房等服務機能設施，增加日後空間使用之適宜性、多樣

性。 

2、基地整體開發規劃方式未確定：本案三棟建築為基地內之現存保留建築，

其戶外開放空間需配合進駐校方整體規劃，目前僅針對土地管理之限制條

件及現存保留之樹木及草坪作非侵入性之敷地配置規劃，並強化保存其外

部空間軍事設施氛圍。 

本案建築所在基地之建蔽率為 40％，容積率為 250％，高度則不得超

過 50 公尺，後院深度需達 3 公尺。公共空間方面，建築基地指定退縮 10

公尺，且歷史建築周緣劃定區內不得有新增建物，但須流設至少 8 公尺以

上之人行通道，並與西側之中央公園以 12 公尺以上之立體人行穿越道銜

接。未來若增設戶外空中廊道，仍需配合此等規範。 

3、外部氛圍之保留與營造：未來原水湳機場之軍用設施將僅存本案三棟建

物，因此日後新增之設施如空中廊道等，可參考早期機場內其他設施之元

素，不論是構造材料或型式等，以期加強原屬軍事建築之色彩。如下圖為

1971 年 10 月興建落成之機頭堡，其力霸鋼架與頂部之疑似石棉板材，均

可作為日後新增設施之參考。 

【圖 6-3-03】1971 年水湳機場之機頭堡 
資料來源：空軍第二供應區部編，《空軍第二供應區部歷年興建廠房照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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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再利用規劃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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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常管理維護計畫 

文化資產建築在修復完成後之重點為日常之管理維護。本案歷史建築在水湳

機場遷至清泉崗機場後，機場土地移交國有財產局管理，部分交由臺中市政府代

管，即無人使用至今。建築物首先遭到的破壞是人為的盜竊，如門、窗框等拆卸

傷及周邊之粉刷層，樓梯銅條之拆卸損壞表面之粉刷，設備管線之拆除，其中因

熔取電線金屬造成後勤大樓之火害，幸因一樓構造為不燃材質之構材，僅造成結

構表面之煙熏，若起火地點於二樓。恐造成嚴重之木棟架燒毀，屋頂塌陷等重大

損傷。然後勤大樓及宿舍之木棟架遭竊取等人為之破壞。另生物之入侵如榕樹種

子之附著，白蟻等侵入結構，依時間增長，進而擴散結構破壞範圍等；以及天然

之災害如風災造成宿舍大樓之屋瓦局部掉落，造成屋面漏水致屋面板受潮腐壞

等。綜上之損壞皆為缺乏管理維護造成。可見要保存文化資產之完整性，人為之

管理維護極其重要。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古蹟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第

20 條古蹟之管理維護，係指下列事項： 

1、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 

2、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 

3、防盜、防災、保險。 

4、緊急應變計畫之擬定。 

5、其他管理維護事項。 

文化資產於指定或登錄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

並報主管機關備查。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擬定管理維護計畫有困難時，主管

機關應主動協助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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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彙整本案日常管理維護之分析如下： 

一、日常管理維護做為防災之因應 

基地內可燃物控管，歷史建築周邊定期檢視清理延燒（易燃）物，如植栽、

落葉等，以及各棟建築電器設備、建築物之日常維護檢查。管理維護工作分為三

個層級：一級維護（每日例行清掃維護）、二級維護（查驗歷史建築本體及周邊

環境的變化）、三級維護（依建築各營建項目內容擬定檢查項目及計畫）等，分

別於每日、每半年、每年定期進行前述各級維護檢查，另外每三年進行深入檢查，

請專業修復人員提出針對問題的鑑定及修繕計畫。 

（一）機電設備管理（一 、 二級維護） 

【表 6-4-01】機電設備日常管理維護表 
項目 日常維護工作內容說明 二級維護 緊急處理 

監
視 

防
盜
系
統 

例行性清塵保養。 

監 視 系 統 主 機 功

能、監視攝影機功能

檢閱調校、監視系統

訊號連結檢測。 

於一般時間內接獲故障

通知時，應於一日內，派

遣技術人員至維護地點

維修。  

電
話
系
統 

電話交換機功能、總機系統

程式（含語音軟體）功能檢

閱調校、電話話機訊號連結

測試。 

例行性清塵保養。 

以上維護完畢後，機器上機

架，須調整及測試。 

每月至少保養1次，

並附上經簽認之保

養報告書。 

臨時叫修：現有設備發生

任何運轉不當之情形，應

於通知後24小時到達現

場檢修。 

總機及其設備如有臨時

故障，經通知修理，整套

無法使用當日處理，一般

話機故障，以2個工作天

完成檢修。 

機
電
服
務 

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及用電

設備檢驗維護管理規則及

臺灣電力公司規定項目檢

驗，並填製報表。 

每月巡視檢查 

每年以精密儀器檢

查用電設備乙次 

遇緊急事故或電話通知

立即派員處理，並恢復供

電。 

 

 



歷史建築陸軍三十六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利用計畫 

      371

（二）環境清潔保養（一 、 二級維護） 

有關環境清潔與各系統設備維護事宜，由使用管理單位委託相關廠商辦理。

維護保養原則以每日或每月定期進行維護保養，不定期維護則請委託廠商接獲故

障通知時，派遣技術人員至維護地點處理。 

【表 6-4-02】環境清潔保養日常管理維護表 

項目 定期維護工作內容說明 維護頻率

1.日常清潔維護作業： 
每日進行建築物內外、周圍環境之清潔維護工作。 
完成廁所清潔、室內地板面與樓梯之清掃、建築物內窗戶玻璃與

積塵清理、垃圾清理、灰塵積聚清理。各項機器設備之表面除塵

清理、室內垃圾清運處理、行政區等未對外開放之區域清理。 

每天 

環
境
清
潔
維
護
工
作 

2.定期清潔維護作業 
每週清潔維護：室內積塵清理，室內外空調送風機外殼表面、濾

網清洗。 
每月清潔維護：每月以機器及使用對歷史建築無害之清潔劑刷

洗、窗戶每月清洗等項目。 
每月清潔維護：每月清理檢查建築物之周邊排水系統（含屋頂排

水口）每年 6 月及 12 月各清除外牆牆面之樹根、雜草及青苔，如

有必要噴灑除草藥劑，需經確認對建築無害，方可施作。 

每週/每月/
半年 

（三）建築本體檢測（二級維護） 

1、檢測頻率：每年進行全面性檢查，每半年定期檢查指定項目。 

2、檢測重點：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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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03】建築本體檢測日常管理維護表 
檢測頻率 

項目 檢測重點 
每年 每半年

外牆面 
檢視牆面塗料、黏著劑、青苔、氧化，以及牆面髒

污劣化狀況，龜裂或其他受破壞情況。 
△  

外牆裝飾 
檢視其固著狀況，裝飾面之完整度，髒污劣化狀況，

龜裂或其他受破壞情況。 
△  

內牆面 
檢視牆面之完整度，是否產生龜裂或其他受破壞情

況。油漆是否脫落，有無水漬、潮氣或滲水、壁癌。 
△  

牆 

內牆裝飾 
檢視裝飾泥塑是否有鬆脫的現象，表面是否出現裂

痕、或其他破壞現象；有無水漬、受潮。 
△  

屋架 防蟲蟻檢測 △  

防水層 
檢視防水面材是否出現老化、破損、龜裂、剝離，

植物附生或其他破壞情形 
△  

屋
頂 

屋瓦 檢視屋瓦是否因為天災受損、掉落 △  

室外 
檢視地坪的平整度，是否有龜裂、受潮、污漬或其

他破壞情形。 
△  

室內 
檢視地坪的平整度，與牆角材料的轉接處，表面是

否有缺漏、嚴重磨損、龜裂、受潮、污漬或其他破

壞情形。 
△  

地
坪 

半戶外 檢視地坪是否有龜裂、受潮、污漬或其他破壞情形。 △  

金屬門扇 
檢視是否有鏽蝕的狀況，表面處理（漆）有無剝落，

功能是否完善 
 △ 

木作門扇 防蟲蟻檢測  △ 
門 

五金配件 檢視其五金配件是否鬆脫、脫落  △ 

金屬柵欄 檢視鐵件是否有鏽蝕的狀況  △ 

金屬窗 檢視鐵件是否有鏽蝕、滲水的狀況  △ 窗 
木作窗 防蟲蟻檢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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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日治時期日本陸軍飛行戰隊一覽表 

戰隊名 
文字

符 
編成地 編成時期 最終戰隊長 使用機種 終戰時所在地

飛行第 1 威 各務原 1938.7.5 四至本廣之丞 97 戰、1 式戰 崎玉縣 高萩 

飛行第 2 威 各務原 1938.7.31 鈴木剛一 92 貞、97 貞、98
直協、100 貞 

1945.7.15 第 12
獨立飛行隊 

飛行第 3 誠 八日市 1938.8.31 並木好文 98 輕、99 雙輕、

100 貞、 
能代 

飛行第 4 天風 芦屋 1938.8.31 町田久雄 
94 貞、95 貞、97
戰、97 司貞、2
式複戰 

山口縣 小月 

飛行第 5 天鷲 立川 1938.8.31 山下美明 97 戰、2 式複戰、

5 式戰 
愛知縣 清洲 

飛行第 6 隼魁 平壤 1938.8.31 廣田一雄 95 戰、97 輕、98
輕、99 襲 

朝鮮 大邱 

飛行第 7 靖 浜松 1938.8.31 高橋 猛 93 重、97 重、100
重、4 式重 

伊丹 

飛行第 8 誠 屏東 1938.8.31 長屋勝重 97 司貞、97 輕、

99 雙輕、100 貞 
臺灣 屏東 

飛行第 9 隼魁 會寧 1938.7.1 平 家輔 95 戰、97 戰、2
式戰 

南京 

飛行第 10 誠 嫩江 1938.8.31 新沢 勉 94 貞、97 司貞、

98 輕、100 貞 
臺灣 臺北 

飛行第 11 燕 哈爾濱 1938.8.31 溝口雄二 97 戰、1 式戰、4
式戰 

高萩 

飛行第 12 誠 公主嶺 1938.8.31 浜田益生 伊式戰、97 重、

100 重 
臺灣 屏東 

飛行第 13 誠 加古川 1938.8.31 丸川公一 
95 戰、97 司貞、

97 戰、1 式戰、2
式複戰、4 式戰 

臺灣 屏東 

飛行第 14 燕 嘉義 1938.8.31 吉田大八 97 重、4 式戰 新田 

飛行第 15 威 新京 1938.8.31 高橋勝夫 
94 貞、97 司貞、

97 輕、98 直協、

100 貞 

サイゴソ 

（西貢，今越南

胡志明市） 

飛行第 16 隼魁 海浪 1938.8.31 佐籐大六 97 輕、99 雙輕、

2 式複戰、4 式重 
平壤 

飛行第 17 誠 各務原 1944.2.10 高田義郎 3 式戰、5 式戰 臺灣 花蓮港 

飛行第 18 天翔 調布 1944.2.10 黑田武文 97 戰、3 式戰、5
式戰 

松戶 

飛行第 19 誠 明野 1944.2.11 栗山美晴 3 式戰 臺灣 花蓮港 

飛行第 20 誠 伊丹 1938.12.1 深見和雄 1 式戰、4 式戰 臺灣 小港 

飛行第 21 誠 河內 1942.10.20 佐籐 熙 97 戰、2 式複戰 臺灣 桃園 

飛行第 22 隼 福生 1944.3.5 北島榮一 2 式戰、4 式戰 朝鮮南部 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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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第 23 天翔 印旛 1944.10.11 谷口正義 1 式戰、2 式戰 印旛 

飛行第 24 誠 哈爾濱 1938.9.1 庄司孝一 97 戰、1 式戰 臺灣 宜蘭 

飛行第 25 隼魁 漢口 2942.1.20 金沢知彥 1 式戰、4 式戰 
朝鮮南部 水原

飛行第 26 誠 衙門屯 1942.10.2 永田良平 
97 戰、97 輕、99
襲、1 式戰、3 式

戰 
臺灣 臺東 

飛行第 27 誠 石家莊 1938.8.1 後藤清敏 94 貞、98 輕、99
襲、2 式複戰 

所沢 

飛行第 28 天翔 新京 1934.6.1 上田秀夫 97 貞、97 輕、98
直協 

千葉縣 東金 

飛行第 29 誠 各務原 1934.7.15 小野  勇 
97 司貞、97 輕、

98 直協、99 襲、

2 式戰、4 式戰 
臺灣 臺中 

飛行第 30 高 東京城 1943.10.1 佐籐真一 99 襲、1 式戰、

試作複座戰鬥機 
1945.5.5 自臺灣

屏東復歸 

飛行第 31 威 南苑 1938.8 西    進 97 輕、99 襲、1
式戰 

1945.5.30 自新加

坡復歸 

飛行第 32 鏑 杏樹 1939.10.5 安源  勤 97 輕、99 襲 北 海 道 東 部  計

根別 

飛行第 33 高 杏樹 1938.8.1 勝田悅夫 94 戰、97 戰、1
式戰、2 式戰 

1945.6.20 自印尼

棉蘭市復歸 

飛行第 34 洋 金邊 1942.10.15 田中祐晴 99 雙輕 1944.8 自新幾內

亞復歸 

飛行第 38 鏑 大谷 1938.4.15 木村拙郎 
100 貞 1945.7.10 帶廣に

あいて第 8 獨立

飛行に改編 

飛行第 44 隼魁 漢口 1939.7 沢山義治 97 貞、98 輕、99
軍貞 

朝鮮南部 大田

飛行第 45 威 安慶 1938.7.27 竹下福壽 98 輕、99 雙輕、

2 式複戰、キ 102 
茨城縣 鉾田 

飛行第 47 天風 柏 1942.5.30 奧田  暢 2 式戰、4 式戰 山口縣 小月 

飛行第 48 隼魁 牡丹江 1938.7.30 鏑木健夫 1 式戰 中國 泰縣 

飛行第 50 誠 臺中 1940.9.10 河本幸喜 97 戰、1 式戰、4
式戰 

臺灣 嘉義 

飛行第 51 威 小月 1944.4.28 池田忠雄 1 式戰、4 式戰 下館 

飛行第 52 威 防府 1944.4.28 高野  明 1 式戰、4 式戰 調布 

飛行第 53 天翔 所沢 1944.4.3 兒玉正人 2 式複戰 千葉縣 藤ケ谷

飛行第 54 鏑 柏 1941.7.26 武田  勇 97 戰、1 式戰 札幌 

飛行第 55 鷲 大正 1944.4.30 小林賢二郎 3 式戰 大阪 佐野 

飛行第 56 天鷲 大正 1944.4.26 古川治良 1 式戰、3 式戰 伊丹 

飛行第 58 誠 公主嶺 1938.8.31 中䲵隆廣 伊式戰、97 重 臺灣 草屯 

飛行第 59 天風 各務原 1938.7.1 西    進 97 戰、1 式戰、3
式戰、5 式戰 

蘆屋 

飛行第 60 威 彰德 1938.8.1 渥美  光 97 重、4 式戰 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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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第 61 誠 齊齊哈爾 1938.8.31 堀川正三郎 93 重、97 重、100
重、4 式重 臺灣 嘉義 

飛行第 62 灘 帶廣 1941.11.14 小野祐三郎 97 重、100 重、4
式重 

茨城縣 西筑波

飛行第 63 洋 八戶 1943.2.25 原  孫治 
97 戰、1 式戰 1944.7.25 自西部

新幾內亞的サル

ミ（Salmi）復歸

飛行第 64 高 彰德 1938.8.1 宮邊英夫 
97 戰、1 式戰、2
式戰 

越南的クラコー

ル 

飛行第 65 威 會寧 1938.7.27 吉田  穆 
94 貞、98 輕、1
式戰、2 式複戰、

99 襲 
福岡縣 目達原

飛行第 66 鷲 平壤 1942.3.31 藤井榷吉 99 襲 
福岡縣 太刀洗

飛行第 67 誠 八戶 1943.2.25 佐籐辰男 99 襲、2 式複戰 1945.5.30 ザソポ

アソガ 

飛行第 68 真 會寧 1941.7.29 貴島俊男 97 戰、3 式戰 1944.8.20 自西部

新幾內亞的サル

ミ（Salmi）復歸

飛行第 70  天翔 杏樹 1941.3.5 坂戶篤行 97 戰、2 式戰、2
式複戰、4 式戰 

千葉縣 松戶 

飛行第 71 誠 龜山 1944.9.17 綾部逸雄 1 式戰、4 式戰 防府 

飛行第 72 威 北伊勢 1944.5.16 移野道雄 1 式戰、4 式戰 1945.5.30 自呂宋

島復歸 

飛行第 73 威 柏原 1944.9.17 三隅輝男 1 式戰、4 式戰 1945.5.30 自オロ

ラ（關島 Aurora）

復歸 

飛行第 74 威 公主嶺 1942.12.20 丹波多四朗 97 重、100 重、4
式重 

茨城縣 西筑波

飛行第 75 輝 北京 1938.6.1 中川範治 98 輕、99 雙輕、

キ 102 
青森縣 八戶 

飛行第 77 翔 南京 1938.7.30 井上重俊 95 戰、97 戰、1
式戰 

1944.8.20 自東部

新幾內亞復歸 

飛行第 78 真 杏樹 1942.3.31 泊  重愛 97 戰、3 式戰 1944.8.20 自西部

新幾內亞復歸 

飛行第 81 高 彰德 1941.9.20 鈴木正雄 97 司貞、100 貞、

キ 102 
緬甸．仰光附近

的レグー 

飛行第 82 隼魁 漢口 1944.10.31 奧村房夫 100 貞 京城 

飛行第 83 灘 海林 1941.3.1 綾部節夫 98 直協、99 軍貞 1945.5.30 自婆羅

洲島的クチソ復

歸 

飛行第 85 隼魁 孫家 1941.3.7 齊藤藤吉 97 戰、1 式戰、2
式戰、4 式戰 

京城 

飛行第 87 富 哈爾濱 1941.3.1 中野豬之八 97 戰、2 式戰 蘇門達臘島的タ

ソジュソバト 

飛行第 90 隼魁 南苑 1938.8.1 鈴木武男 97 輕、99 雙輕 虹橋 濟南 

飛行第 95 威 拉林 1944.1.30 大沢進一 100 重 1945.5.10 自帶廣

復歸 

飛行第 98 靖 上海 1938.8.15 宇木素道 依式重、97 重、4
式重 崎玉縣 兒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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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第 101 靖 北伊勢 1944.11.10 坂本美岳 1 式戰、4 式戰 崎玉縣 高萩 

飛行第 102 靖 北伊勢 1944.7.25 林  岩男 1 式戰、4 式戰 1945.7.30 自東京

成增復歸 

飛行第 103 靖 北伊勢 1944.7.25 東条道明 1 式戰、4 式戰 淡路島 由良 

飛行第 104 羽 小月 1944.8.15 岡崎弥助 1 式戰、4 式戰 滿州 鞍山 

飛行第 105 誠 臺中 1944.7.25 吉田長一郎 3 式戰 臺灣 宜蘭 

飛行第 106 靖 各務原 1944.10.24 須子正雄 100 貞 
1945.4.20 福岡復

歸 

飛行第 107 燕 浜松 1944.11.10 吉田大八 4 式戰、キ 109 
1945.7.30 浜松復

歸 

飛行第 108 誠 嘉義 1944.7 下旬 古川日出夫 1 式雙練、97 重、

99 雙輕、100 輸 
臺灣 樹林口 

飛行第 109 威 新加坡 1944.10.8 高梨  稔 100 輸、1 式輸 仏印的フーミ

飛行第 110 靖 浜松 1944.10 草刈武男 4 式重 熊本縣 隈之庄

飛行第 111 帥 明野 1945.7.10 石川  正 4 式戰、5 式戰 小牧 

飛行第 112 帥 新田 1945.7.28 擣原秀見 4 式戰、5 式戰 群馬縣 新田 

飛行第 144 帥 豐岡 1941.7.30 小林照彥 97 戰、3 式戰 
1941.11 第 244 戰

隊改編 

飛行第 200 威 明野 1944.10.12 高橋  武 4 式戰 
1945.5.20 所沢復

歸 

飛行第 204 誠 ラソダーソ 1944.2.22 村上浩 97 戰、1 式戰 臺灣 花蓮港 

飛行第 208 靖 牡丹江 1941.3.31 加島誠輝 97 輕、98 輕、99
雙輕 

1945.5.20 所沢復

歸 

飛行第 244 帥 調布 1941.11 小林照彥 97 戰、3 式戰、5
式戰 

滋賀縣 八日市

飛行第 246 天鷲 加古川 1942.8.30 石川貫之 97 戰、2 式戰、4
式戰 

大阪 大正 

飛行第 248 洋 小月 1942.8.10 黑田武文 1 式戰 
西部新幾內亞的 

ホーラソツア復歸 

資料來源：椎野八束編，《日本陸軍部隊總覽》（東京：新人物往來社，1998），頁 198-201。 

 

依據上表之整理，以臺中為編成地或最後終戰時所在地的是飛行第 29、50、

105 戰隊，其使用機種包括 97 司貞、97 輕、98 直協、99 襲、1 式戰、2 式戰、3

式戰、4 式戰、97 戰等，茲將相關圖照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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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島 1 式戰鬥機「隼」】 【中島 2 式單座戰鬥機「鍾馗」】 
資料來源：椎野八束編，《日本軍用機總覽》（東京：新人物往來社，1998），頁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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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 2 式複座戰鬥機「屠龍」】 【川崎 3 式戰鬥機「飛燕」】 
資料來源：椎野八束編，《日本軍用機總覽》，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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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島 4 式戰鬥機「疾風」】 【三菱 97 式司令部偵察機「神風型司偵」】 
資料來源：椎野八束編，《日本軍用機總覽》，頁 15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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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島 97 式戰鬥機】 

【三菱 97 式輕爆擊機】 

 

【立川 98 式直接協同偵查機】 

 

【三菱 99 式襲擊機．軍偵察機】 

資料來源：椎野八束編，《日本軍用機總覽》，頁 153、176。 

 



歷史建築陸軍三十六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利用計畫 

       385

附錄二  結構檢測附件 

本案結構經委託結構技師檢測，其相關重點已於本報告第四章結構系統檢測

評估進行論述。其各項詳細檢測報告，因篇幅所限，其內容均完整收錄於本書所

附之電子檔光碟，在此僅列出各附件目次如下： 

 

 
附件一  各棟混凝土抗壓報告 

附件二  各棟中性化試驗結果 

附件三  各棟氯離子試驗 

附件四  各棟鋼筋探測試驗 

附件五  各棟紅磚試驗 

附件六  各棟磚造極限剪力係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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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測繪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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