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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一章 計畫緣起 

本計畫以臺中市 23 處古蹟保存區為作業範圍，並說明整體計畫調

查項目與內容，藉由古蹟保存綱要計畫與都市計畫保存區檢討項目，提

出後續都市計畫可銜接辦理作業之建議。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要點 

針對大臺中市尚未進行都市計畫保存區檢討之 23 處古蹟（不含國

定及墓葬類），透過基礎調查、法令研究、體制建構、管理維護及地區

發展等面向，研擬整體保存綱要計畫，並考量土地權屬、古蹟發展及管

理維護等因素，針對都市計畫保存區劃設進行檢討規劃，並辦理都市計

畫調整建議及民眾參與事項，合理解決保存區劃設之課題。 

瞭解古蹟保存區劃設現況，解析現況管理與經營課題，通盤檢討都

市計畫保存區，解決現況劃設課題，建立全市性保存區發展管理機制，

促進文化資產保存永續經營與發展，整體規劃保存區暨周邊地區，擴大

周邊歷史街區，營造景觀自明性及獨特性，透過古蹟節點及地區文化地

景之營造，邁向文化城之城市願景。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1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2

規定及文化部「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業

要點」辦理本計畫之研擬作業。 

                                            
1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為維護古蹟並保全其環境景觀，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擬具古蹟保存計畫後，依區域計

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並依

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 

前項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對於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積率、基地內前後側

院之深度、寬度、建築物之形貌、高度、色彩及有關交通、景觀等事項，得依實際情況為必要規定及採取獎勵措施。主

管機關於擬定古蹟保存區計畫過程中，應分階段舉辦說明會、公聽會及公開展覽，並應通知當地居民參與。 

2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三條及第五十六條所定保存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基礎調查、法令研究、體制建構、管理維護、

地區發展及經營、相關圖面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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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流程 

本計畫以 23 處古蹟為調查範圍，經由古蹟指定公告內容進行古蹟

本體及週邊土地使用介面、交通等調查，透過案例與法令分析研擬可行

之對策，再經由地方里長以說明溝通方式傳達本計畫之辦理方向。另外

將取得之 23 處古蹟都市計畫、地籍、及地形圖面套繪檢討土地使用分

區、所有權及現況建築土地使用狀況分析，提出建議後續都市計畫變更

辦理之基礎及保存區發展管理體制建立。完成檢討與未來保存綱要管制

方式後，以大甲日南車站、節孝坊、文昌祠與梧棲真武宮、官吏派出所

及宿舍群作為歷史街區規劃範例及提出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檢討建

議，相關作業流程說明，請詳如下圖 1-1 所示。 

 

圖 1-1 計畫流程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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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範圍 

臺中市直轄市尚未進行都市計畫保存區檢討之古蹟清單(不含國定

及墓葬類) 範圍含括 23 處古蹟保存區，經由本計畫彙整後顯示，目前

尚未進行都市計畫保存區各類古蹟分佈以大甲、神岡、清水、后里四區

各有 3處為最多，其中大甲區則有牌坊、寺廟、其他各 1處，神岡區主

要為 3處宅第，清水則分別為宅第 2處、其他 1處，后里則反之宅第、

車站各 1處、其他 1處，另以各類型而言，主要為宅第共計 9處，其他

分類有 5處，車站 3處，寺廟 3處，書院、產業設施、牌坊則各佔 1處，

相關數據統計與位置請詳下表 1-1、表 1-2 及圖 1-2所示。 

表 1-1 臺中市尚未進行都市計畫保存區檢討之各類古蹟與區位統計表(不含國定

及墓葬類) 

地區 牌坊 產業設施 書院 祠廟 宅第 車站 其他 合計 

大甲區 1 0 0 1 0 1 0 3 

潭子區 0 1 0 0 0 0 0 1 

大肚區 0 0 1 0 0 1 0 2 

梧棲區 0 0 0 1 0 0 1 2 

南屯區 0 0 0 1 1 0 0 2 

神岡區 0 0 0 0 3 0 0 3 

清水區 0 0 0 0 2 0 1 3 

潭子區 0 0 0 0 1 0 0 1 

后里區 0 0 0 0 1 1 1 3 

烏日區 0 0 0 0 1 0 0 1 

霧峰區 0 0 0 0 0 0 1 1 

西  區 0 0 0 0 0 0 1 1 

合  計 1 1 1 3 9 3 5 2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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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臺中市尚未進行都市計畫保存區檢討之古蹟清單位置(不含國定及墓葬類) 

所屬都市計畫 編

號 
類別 名稱 種類 

土地使用分區 
地址或位置 

變更大甲都市計畫（二通） 
1 市定 

林氏貞

孝坊 
牌坊 

古蹟保存區 

大甲區庄美里順天路

與光明路交叉口 

變更潭子都市計畫（三通） 

2 市定 

潭子鄉

農會穀

倉 

產業設施 商業區 

潭子區潭子街 3段 81

號 

變更大肚都市計畫（二通） 
3 市定 

磺溪書

院 
書院 

保存區 

大肚區磺溪村文昌路

60號 

變更大甲都市計畫（二通） 
4 市定 

大甲文

昌祠 
祠廟 

古蹟保存區 

大甲區孔門里文武路

116號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二通） 5 市定 
梧棲真

武宮 
祠廟 

住宅區 

梧棲區中和里西建路

104號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

（第三次通盤檢討）（有

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

區、部分體二用地、後期

發展區部分） 

6 市定 壹善堂 祠廟 

綠地 

南屯區文山里忠勇路

59號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7 市定 
社口大

夫第 
宅第 

古蹟保存區 

神岡區社口村文化街

70、72號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8 市定 
筱雲山

莊 
宅第 

古蹟保存區、保存區 

神岡區大豐路 116號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9 市定 

神岡呂

家頂瓦

厝 

宅第 

農業區 

神岡區三角村中興路

30巷 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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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都市計畫 編

號 
類別 名稱 種類 

土地使用分區 
地址或位置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二通) 10 市定 
清水社

口楊宅 
宅第 

住宅區 

清水區鎮新南路 116

巷 1號及 3號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二通) 11 市定 
清水黃

家瀞園 
宅第 

農業區 

清水區三美路 57號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12 市定 
摘星山

莊 
宅第 

古蹟保存區 

潭子區潭富路 2段 88

號 

變更后里都市計畫（二通） 
13 市定 

后里張

天機宅 
宅第 

農業區 

后里區敦南村南村路

332號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

區)(配合保存瑞成堂) 
14 市定 瑞成堂 宅第 

公兼兒 

南屯區永鎮巷 3號 

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15 市定 聚奎居 宅第 

住宅區 

烏日區學田路 405巷

36號 

中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 
16 市定 

縱貫鐵

路舊山

線－泰

安車站 

車站 
特定農業區、鄉村區-交通

用地 

后里區泰安村福星路

52號 

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17 市定 

縱貫鐵

路海線

－追分

車站 

車站 
鐵路用地 

大肚區王田村追分街

13號 

18 市定 
縱貫鐵

路海線
車站 

變更大甲（日南地區）都

市計畫（二通） 

大甲區孟春里臨江路

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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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都市計畫 編

號 
類別 名稱 種類 

土地使用分區 
地址或位置 

－日南

車站 

鐵路用地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二通) 19 市定 
清水公

學校 
其他 

國民小學用地 

清水區光華路 125號 

變更霧峰都市計畫（三通） 

20 市定 

原臺灣

省議會

議事大

樓、朝琴

館、議員

會館 

其他 

機關用地 

霧峰區中正路 734號 

變更后里都市計畫（二通） 

21 市定 
內埔庄

役場 
其他 

機關用地 

后里區墩西村公安路

84號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二通) 
22 市定 

梧棲官

吏派出

所及宿

舍群 

其他 
商業區、住宅區 

梧棲區梧棲路 142號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

有市區、後車站地區、後

庄里地區、北屯東山重劃

區附近地區、西屯中正重

劃區附近地區及西南屯地

區)細部計畫(部分第二種

住宅區與第三種住宅區為

機關用地) 

23 市定 

臺中刑

務所典

獄官舍 

其他 

機關用地 

西區自由路一段 87號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都市發展局，本計畫彙整，民國 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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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臺中市尚未進行都市計畫保存區檢討之古蹟位置圖(不含國定及墓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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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法令、計畫與文獻研究 

文化資產保存現階段法令對於本計畫保存維護及管理機制影響，將

由本章進行法規檢視說明，並透過相關計畫案例與文獻研究分析，作為

後續擬定機制之參考。 

 

第一節  保存區相關法令分析 

本計畫彙整國內有關古蹟與保存區相關劃定與規定法令如憲法、文

化資產保存法、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土地法、建築

法等，並檢視辦法、規則、細則等，作為未來綱要計畫擬定、內容檢視

與規劃範圍依據，以下則將依本計畫方針分作 1.保存區分區劃設依據、

2. 都市計畫區古蹟保存劃設、變更執行方式、3. 古蹟保存區之管制、

4. 所有權人之權益、5.管理維護與防災機制說明之。 

 

一一一一、、、、古蹟古蹟古蹟古蹟分區劃設依據分區劃設依據分區劃設依據分區劃設依據 

目前國內對於古蹟、歷史建築、遺址或文化景觀等使用地，主要依

據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國家公園法三大法規體制下作為劃設變更

基準，對於文化資產類型則無一定之用地變更標準，廣義而言多以變更

為保存區，較少確定變更作古蹟保存區使用，另有部分則因重劃作為公

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公園，或因特殊情形變更為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 

國內對於保存區定義於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6條：「保存

區為維護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保存之建築物，並保全

其環境景觀而劃定，以供保存、維護古物、古蹟、歷史建築、民族藝術、

民俗與有關文物及自然文化景觀之使用為限。」並無僅針對古蹟層級之

珍貴文化資產訂定，故可針對自然景觀、寺廟、住宅、藝術文化、文物

民俗風情等具有保存價值之景觀環境或建築進行劃設變更，但也因此分

區對於古蹟保存之適用性與適法性則無法明確，造成後續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擬定無法制訂明確管理準則，間接讓管理維護與獎勵補助等形成困

擾，以下對於國內古蹟土地劃設之相關分區內容，可分為都市計畫區之

古蹟保存區或保存區與屬區域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之非都市計畫區內

古蹟保存用地，相關內容說明與法令依據請參見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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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古蹟土地位處之分區劃設名詞與現行法令規範準則說明表 

名稱 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都都都都市計畫區市計畫區市計畫區市計畫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3條 

古蹟區於保存計畫擬

具後，應進行用地變更

分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56條 

為維護古蹟或文化

景觀並保全其環境

景觀，依相關法令規

定，編定、劃定或變

更為古蹟保存用地

或保存區、其他使用

用地或分區。 

配合文化景觀，保全其

環境，得以變更為保存

區等，用地範圍、利用

方式及景觀維護，得為

必要規定及獎勵措施。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第 14

條 

該分區中古蹟得以

劃設為第一項第八

款保存區或第十一

款其他使用區，必要

時得劃定為特定專

用區。 

古蹟得依實際發展情

形變更為保存區。 
保存

區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第 26

條 

定義保存區如為保

存古蹟建築，並保全

環境景觀而劃定，以

供作為古蹟、歷史建

築等使用為限。 

定義保存區劃設目的

與使用限制。 

特定

區計

畫 

都市計畫法第 12

條 

因其他目的而劃定

之特定地區，應擬定

特定區計畫。 

該類型多屬區域範圍

較大非指單一街廓或

建築、建築群，因此保

存區若必要連同保全

環境景觀，則可得以擬

定特定區計畫。 

都市計畫區或非都市都市計畫區或非都市都市計畫區或非都市都市計畫區或非都市土地土地土地土地 

都市計畫法 

第 32條 

都市計畫得視實際

情況劃定為特定專

用區。 

古蹟位處地區如以現

況情形特殊時，本計畫

得依該法劃設為特定

專用區，並予不同程度

之管制。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 

第 14條 

該分區中古蹟得以

劃設為第八項保存

區或第十一項其他

使用區，必要時得劃

定為特定專用區。 

古蹟得依實際發展情

形變更為其他使用

區，或考量特殊情形劃

定特定專用區。 

特定

專用

區 

區域計畫法施行

細則 

如位處於區域計畫

之國家公園內土

本計畫之泰安車站位
處非都市土地，因此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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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條 地，則得以劃設為國

家公園區，並依國家

公園法劃定。或依據

第十項劃定為其他

使用區或特定專用

區使用。 

用於本條所之第十項

劃定為其他使用區或

特定專用區使用。 

非都市非都市非都市非都市土地土地土地土地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3條 

古蹟保存用地於保存

計畫擬具後，應進行用

地變更編定。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56條 

為維護古蹟或文化

景觀並保全其環境

景觀，依相關法令規

定，編定、劃定或變

更為古蹟保存用地

或保存區、其他使用

用地或分區。 

配合文化景觀，保全其

環境，得以變更為保存

區等，用地範圍、利用

方式及景觀維護，得為

必要規定及獎勵措施。 

未產生經濟效益
之非都市土地之

古蹟保存用地認
定標準 

第 2條 

指依區域計畫法或

國家公園法等有關

規定，編定、劃定或

變更之古蹟保存用

地。 

定義非都市土地之古

蹟保存用地，屬未產生
經濟效益依據，作為社
會救濟申請之認定標
準。 

區域計畫法施行

細則 

第 15條 

依據第一項第十四
款定義古蹟保存用

地，得供保存古蹟使

用者。 

為屬非都市土地之古

蹟，得依該條第十四項
劃設為古蹟保存用地。 

古蹟

保存

用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第 3條 

依使用分區編定古

蹟可屬為古蹟保

存、特定目的事業等
使用地。 

古蹟一使用分區性

質，可劃設為古蹟保
存、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民國 102 年 4 月，本計畫整理。 

 

 

二二二二、、、、都市計畫區古蹟保存劃設都市計畫區古蹟保存劃設都市計畫區古蹟保存劃設都市計畫區古蹟保存劃設、、、、變更執行方式變更執行方式變更執行方式變更執行方式 

23 處古蹟現況位置中，22 處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1 處屬非都市

土地，對於古蹟保存範圍則依據公告地號進行指認，並需進行現況實際

用地情形檢討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劃設變更，因此下列法令整理匯集

古蹟土地進行劃設、變更分區或編定之依據說明與本計畫之關係，以符

合法令分區使用，相關法規請詳如下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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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古蹟位處土地之分區劃設、變更相關法令一覽表 

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文化資產法規範文化資產法規範文化資產法規範文化資產法規範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1條 

古蹟所在地都市計畫之訂定或變
更，應先徵求文化主管機關之意見。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2條 

除因國防或國家重大建設需要，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外，古蹟不得遷
移或拆除。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3條 

為維護古蹟並保全其環境景觀，於

擬具古蹟保存計畫後，依區域計畫

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

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古蹟

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

或分區，並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

存維護。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4條 

為維護聚落並保全其環境景觀，於
擬具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後，依
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

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

更為特定專用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102條 

修法前公告之古蹟，由文化主管機
關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依本
法規定，完成重新指定、登錄及公
告程序。 

古蹟歷史建築及

聚落修復或再利
用建築管理土地

使用消防安全處
理辦法 

第 3條 

古蹟得於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得先行
實施後，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不符者，於都市計畫區內，得請求
古蹟在地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迅行
變更；非都市土地，依區域計畫法
相關規定辦理變更編定。 

文資法修正前所
公告之古蹟應重
新指定、登錄並公
告，而古蹟所處之
都市計畫區與非

都 市 計 畫 區 土

地，進行計畫擬

定、變更、檢討
時，皆須先徵求文
化 主 管 機 關 意
見，配合古蹟保存

維護，依現況實際

使用情形進行分

區變更或變更編

定。 

都市計畫區都市計畫區都市計畫區都市計畫區 

都市計畫法 

第 12條 

因其他目的而劃定之特定地區，應

擬定特定區計畫。 

廣義解釋劃設大
範圍區域，屬群聚
建築或聚落之古
蹟宅第。 

都市計畫法 

第 15條 

市鎮之主要計畫擬定需視實際情形
表明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

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 

都市計畫進行擬

訂作業時，需以實
際情形表明古蹟

等 文 化 資 產 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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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都市計畫法 

第 27條 

古蹟之保存維護應屬「為配合中

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
設施」作業，必要時得辦理逕為變
更。 

古蹟範圍用地，變

更為古蹟保存區

或保存區作為管

理維護及保存使

用者，應屬重大設
施，故得依據 27

條第 4 項為劃設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2條 

古蹟除因國防安全或國家重大建
設，經提出審議核定外，不得遷移
或拆除。 

都 市 計 畫 規 劃

時，古蹟建築用地

除本條規定並經
審定外，不得進行
遷移或拆除。 

都市更新條例 

第 6條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

亟須辦理保存維護者，得優先劃定
為更新地區。 

古蹟建築因辦理

保存維護者，可配
合優先以都市更
新 方 式 進 行 作
業，取得容積獎
勵。 

 

非都市非都市非都市非都市土地土地土地土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第 38條 

古蹟保存用地因徵收需拆除地上合
法住宅使用之建築物者，土地所有
權人得申請其自有土地變更編定。 

古蹟土地位於政
府需地辦理用地
徵收範圍內時，土
地所有權人得申
請自有土地變更

編定為古蹟保存

用地，以作為古蹟

管理維護保存。 

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第 40條 

古蹟保存用地因政府興辦公共工
程，徵收或撥用被拆除地上合法住
宅使用之建築物，被徵收土地所有
權人或公地管理機關得申請將毗鄰
土地變更編定，其面積以依畸零地
使用規則規定之最小單位面積扣除
剩餘建築用地面積為限。 

古蹟保存用地因

徵 收 進 行 拆 除
時，得以「剩餘建
築用地畸零狹小
得申請將毗鄰土
地變更編定」避免
古 蹟 被 拆 除 破
壞。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民國 102 年 4 月，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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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古蹟保存區之管制古蹟保存區之管制古蹟保存區之管制古蹟保存區之管制 

國內目前對於古蹟使用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對於文化資產相

關法令對於都市計畫區內、非都市土地及與建築、土地相關法令之規定

中，管理方式及項目內容皆有不同，以國內法令而言，對於古蹟保存管

制之內容，仍以文化資產保存法管制基地之使用內容較為完整規範，其

次為都市計畫法相關法，位於非都市土地內僅對於土地使用之建蔽率與

容積率管制，其他則以原則性進行管制規範，下列則以表列方式說明國

內現行法規對於古蹟保存之土地相關規定管制內容，請詳下表 2-3 所

示。 

 

表 2-3 古蹟保存區管制法令一覽表 

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憲法及文化資產相關法令對古蹟之位階與管制 

憲法 

第 108條 

古蹟之保存由中央立法
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
之，並於不抵觸國家法律
內得制訂單行法規。 

憲法 

第 166條 

國家應保護有關歷史、文

化、藝術之古蹟、古物。 

國家對於古蹟負有執行
保存、保護之責任，並應
以立法執行之，省縣則於
不抵觸國家法令下制訂
單行法規。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3條 

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

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

區，對於基地面積或基地
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
積率、基地內前後側院之
深度、寬度、建築物之形
貌、高度、色彩及有關交
通、景觀等事項，得依實
際情況為必要規定及採
取獎勵措施。 

古蹟之建築及環境空
間，得依實際保存需求進
行相關管制，對於管制之

內容則可制訂管制方式

並進行獎勵，促進古蹟及
周邊用地相關所有權人
參與保存維護之意願。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6條 

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

區，辦理下列事項之申
請，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會同主管機關辦理： 

一、建築物與其他工作物
之新建、增建、改建、
修繕、遷移、拆除或
其他外形及色彩之變

位於古蹟區內作業事項
限制，如須辦理時應申請
並會同文化主管機關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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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更。 

二、宅地之形成、土地之
開墾、道路之整修、
拓寬及其他土地形
狀之變更。 

三、竹木採伐及土石之採
取。 

四、廣告物之設置。 

暫定古蹟條件及
程序辦法 

第 9條 

暫定古蹟有未善盡管理
維護或遭受破壞之虞
時，應通知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採取必要維
護措施，予以保護。 

暫定古蹟所有權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應有管理維

護之責，如有未善盡管理
維護或遭受破壞之虞
時，應進行維護、保護措

施。 

都市計畫相關法令對古蹟使用之管制依據 

都市計畫法 

第 38條 

特定專用區內土地及建

築物，不得違反其特定用
途之使用。 

特定專用區僅可依特定

用途使用，古蹟土地使用
現況如有特殊情形，已超
越古蹟保存區所能規範
管制時劃設。 

都市計畫法 

第 39條 

都市計畫各使用區及特
定專用區內土地及建築

物得依據地方實際情

況，於本法施行細則中作

必要之規定。 

分區劃設為特定專用

區，則依現況使用情形，

於施行細則中擬定必要

之相關管制規定。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 

第 14條 

古蹟於都市計畫範圍內

得劃設保存區或其他分

區，並於細部計畫予以不

同程度管制。 

古蹟保存區之劃設，應依

古蹟現況實際使用，評估
類型規範，並可於細部計

畫中訂定管制細則。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 

第 32條 

古蹟劃設為保存區建蔽
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六
十，但古蹟原有建物已超
過者不在此限。 

古蹟內之建築，若古蹟本

體建物已超過建蔽率管
制則可免除管制之依據。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 

第 34條 

古蹟劃設為保存區容積
率為百分之一百六十，但
古蹟原有建物已超過者
不在此限。 

古蹟內之建築，若古蹟本

體建物已超過容積率管
制則可免除管制之依據。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 

第 35條 

擬定細部計畫時，應訂定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其內容為區內土地及
建築物之使用、最小建築

古蹟保存區內之土地使

用除依本細則管制外，都
市計畫擬定機關應與文

化主管機關依實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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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基地面積、基地內應保持
空地之比率、容積率、綠
覆率、透水率、排水逕流
平衡、基地內前後側院深
度及寬度、建築物附設停
車空間、建築物高度與有
關交通、景觀、防災及其
他管制事項。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都市計畫擬定機

關得視各都市計畫區實
際發展需要，訂定較本細
則嚴格之規定。 

需要訂定必要之管制內
容。 

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 7條 

古蹟於主要計畫辦理通
盤檢討時，應視實際需要
擬定都市發展歷史之「空
間紋理、名勝、古蹟及具
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

予保存建築之風貌發展
策略或計畫」。 

都市計畫應於通盤檢討
時依現況實際使用情形

檢視古蹟使用之土地，並

擬定風貌展展策略或計
畫。 

非都市土地內之古蹟土地使用之管制依據 

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第 9條 

古蹟若編定為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者其建蔽率、容
積率不受限制，但得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建築管
理、地政機關訂定。 

古蹟使用之土地，若無經
整體調查彙整保存綱要
管理時，以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則用地強度則由中
央及建築、地政機關會同
訂定。 

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條例 

第 6條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應考
量古蹟民俗文物維護。 

農村社區土地辦理重劃
時，應先行調查範圍內有
無古蹟等文化資產，並納
入未來管理維護考量。 

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條例 

第 13條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拆
遷，應注意古蹟、民俗文
物之保存。 

進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拆遷作業時，應避免古蹟
等文化資產，並保護管理

維護之。 

古蹟於其他法令中之管制依據 

土地法 

第 210條 

徵收土地，遇有名勝古
蹟，應於可能範圍內避免
之。名勝古蹟已被徵收土
地區內者，應於可能範內
保存之。 

進行用地徵收作業時，應
先行調查範圍內是否有
古蹟等文化資產，並避免
徵收，已徵收時則應進行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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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建築法 

第 102條 

古蹟保存區內之建築，應

分別規定其建築限制。 

古蹟保存區內之建築

物，應依現況實際使用進

行建築行為限制，避免災
害發生及做為保存維護
管理之依據。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民國 102 年 4 月，本計畫整理。 

 

四四四四、、、、所有權人之權益所有權人之權益所有權人之權益所有權人之權益 

目前國內對於古蹟稅額之減免，雖有明文公私有古蹟用地之課稅依

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8 條規定可免徵，但於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1-3

條則規定得視禁建及受限建築面積計算免稅額，最後又於平均地權條例

第 21條與土地稅法第 18條規定，如作為公共設施、教育、公益事業使

用，則不適用計徵標準，並得以由行政院訂定減免規定，容易造成所有

權人認知模糊。 

鑑此，國內私有古蹟所有權人對於規劃作為古蹟保存多屬認為土地

所有權力被剝奪之錯誤觀感，故本計畫針對古蹟所有權人之權益作依法

令檢視分析，盼從中說明所有權人應有之權益保障說明，並從中找尋出

提高所有權人進行保存維護意願誘因，進而作為後續修正及獎勵機制之

建議參考，相關內容請詳如下表 2-4 所示。 

表 2-4 古蹟所有權人權益與義務法令一覽表 

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文化資產相關法令對古蹟所有權之權益與義務之規定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28條 

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所有權
移轉前，應事先通知文化主管
機關；其屬私有者，除繼承者
外，文化主管機關有依同樣條
件優先購買之權。 

古蹟之移轉需事先通
知管機關，且文化主管
機關得有依同樣條件
優先承購之權力，避免
古蹟遭受任意買賣及
無法維護之疑慮。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5條 

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
關者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
定、劃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
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
部分，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地方
建築使用或享有其他獎勵措

古蹟劃設之土地，導致
原有建築權力受損，得
由容積移轉方式等值
移至其他建築用地使
用，避免所有權人財產
權受損，另一方面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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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施；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移轉地方係指同一都市土地
主要計畫地區或區域計畫地

區之同一直轄市、縣（市）內
之地區。但經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
同一直轄市、縣（市）之其他
主要計畫地區，一經移轉其分
區管制不得任意解除。 

增加所有權人參與保
存維護之意願。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90條 

捐獻私有古蹟予政府、維護文
化資產具有績效者，文化主管
機關得給予獎勵或補助。 

古蹟之捐贈及維護
者，政府得以獎勵或補
助相關稅額減免，增加
私有團體對文化資產
之熱心參與及鼓勵。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91條 

私有古蹟及其所定著之土
地，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 

古蹟所在位置及所劃
定著之土地將可免徵
房屋稅及地價稅，故古
蹟之公告需明確界定
建物與所劃設之變更

土地範圍，以利辦理稅
額免徵。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92條 

本法公布生效後前發生繼
承，但尚未核課或確定者適
用，私有古蹟及其所定著之土
地，因繼承而移轉者，免徵遺
產稅。 

私有古蹟辦理繼承，得
免徵遺產稅。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98條 

移轉私有古蹟及其定著之土
地所有權，未依第二十八條規
定，事先通知文化主管機關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私有古蹟之買賣、移
轉，未依規定告知文化
主管機關者，須依規定
罰鍰。 

古蹟土地容積移
轉辦法 

第 3條 

實施容積率管制地區內之古
蹟，使用用地或分區之劃定、

編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
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
分，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辦法

申請移轉至其他地區建築使
用。 

受古蹟劃設之影響土
地，導致原有建築權力
受損，得由容積移轉方
式至其他建築用地使
用，避免所有權人財產
權受損，另一方面亦可
增加所有權人參與保
存維護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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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土地容積移
轉辦法 

第 4條 

申請將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
容積受到限制部分，移轉至其
他地區建築使用之土地（以下
簡稱送出基地），其可移出容
積計算： 

一、未經依法劃定、編定或變
更為古蹟保存用地、保存

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

者，按其基準容積為準。 

二、經依法劃定、編定或變更
為古蹟保存用地、保存

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

者，以其劃定、編定或變
更前之基準容積為準。但
劃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

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

用地或分區前，尚未實施
容積率管制或屬公共設
施用地者，以其毗鄰可建
築土地容積率上限之平
均數，乘其土地面積所得
之乘積為準。 

前項第二款之毗鄰土地均非
屬可建築土地者，其可移出容
積由直轄市、縣（市）業務主
管機關參考鄰近地區發展及
土地公告現值評定情況擬
定，送該管都市計畫或區域計
畫主管機關審定。 

第一項可移出容積應扣除非
屬古蹟之已建築容積。 

古蹟土地容積移
轉辦法 

第 5條 

送出基地可移出之容積，以移
轉至同一都市主要計畫地區
或區域計畫地區之同一直轄
市、縣（市）內之其他任何一
宗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為
限。但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一
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
計畫地區。 

 

古蹟之辦理容積移轉
之標準與計算方式，及
接受基地之最高限制
規定說明，得作為本計

畫配合周邊景觀管制
用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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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土地容積移
轉辦法 

第 6條 

接受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因基
地條件之限制，而未能完全使
用其獲准移入之容積者，得依
本辦法規定，移轉至同一都市
主要計畫地區或區域計畫地

區之同一直轄市、縣（市）內
之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並

以一次為限。但經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
轉至同一直轄市、縣（市）之
其他主要計畫地區。 

古蹟土地容積移
轉辦法 

第 7條 

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
超過該土地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四十為原則。位於整體開發
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或面
臨永久性空地之接受基地，其
可移入容積，得酌予增加。但
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
積之百分之五十。 

古蹟土地容積移
轉辦法 

第 8條 

送出基地移出之容積，於換算
為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時，其
計算公式如下：接受基地移入
容積＝送出基地移出之容積
ｘ（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
地之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
告土地現值／申請容積移轉
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
值） 

前項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
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最
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
值平均計算之。 

前二項之可建築土地平均公
告土地現值較送出基地申請
容積移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為低者，以送出基地申請容積
移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古蹟土地容積移
轉辦法 

第 9條 

送出基地之可移出容積，得分
次移出。 

接受基地在不超過第七條規
定之可移入容積內，得分次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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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入不同送出基地之可移出容
積。 

未產生經濟效益
之非都市土地之

古蹟保存用地認
定標準 

第 3條 

非都市計畫區內之古蹟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外，均屬未產生
經濟效益： 

一、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或依其他法令規定申請土
地容積移轉或其他補助或
獎勵事項經許可者。 

二、其他經本法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定具有
產生經濟效益之事項。 

未產生經濟效益
之非都市土地之

古蹟保存用地認
定標準 

第 4條 

向戶籍所在地申請社會救助
者，所檢附之不動產清冊所列
土地，如屬非都市土地之古蹟

保存用地，地方主管機關應審
核是否列入未產生經濟效益
之古蹟保存用地。 

若古蹟土地所有權人

需申請社會救助時，得
依未產生經濟效益之
非都市土地之古蹟保

存用地認定標準辦理
證明，申請社會救助。 

都市計畫及土地相關法對古蹟土地權力處分之規定 

都市計畫法 

第 83-1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
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

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

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
轉方式辦理。 

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種
類、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
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
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
移轉方式、折繳代金、作業方
法、辦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
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都市計畫內之古蹟保

存維護及開放空間得
以容積移轉辦理。 

都市更新建築容
積獎勵辦法 

第 6條 

全部或部分保留、立面保存、
原貌重建或其他經各級主管
機關認可之方式保存維護更
新單元範圍內具歷史性、紀念
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得獎

勵容積以百分之十五為上
限，但如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
者，不適用本條獎勵。 

更新單為內之古蹟得
獎勵容積最高至百分
之十五，但若已辦理容
積移轉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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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 

第 14條 

名勝古蹟不得為私有，但日據
時期原屬私有，臺灣光復後登
記為公有，依法得贈與移轉為
私有者，不在此限。 

古蹟土地不得為私有
規定與除外條款。 

土地徵收條例 

第 7條 

申請徵收之土地應避免古
蹟，未能避免者，需用土地人
應先擬訂保存計畫，徵得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始得徵
收。 

土地徵收條例 

第 13-1條 

徵收計畫書應記載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徵收土地範圍內
有無古蹟，並註明其現狀及維
護措施。 

徵收土地實應避免古
蹟用地，且徵收計畫需
檢附範圍內有無古蹟
之證明。 

相關稅法對於古蹟之減免規定 

平均地權條例 

第 21條 

與土地稅法 

第 18條 

（內容相同） 

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按
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符合
供公共設施、教育、公益事業
等所使用之土地，其地價稅或
田賦得予適當之減免；減免標
準與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名勝古蹟用地地價

稅，若作為公共設施、
教育、公益事業使用，
則不適用計徵標準，並
得以由行政院訂定減
免規定。 

平均地權條例施
行細則 

第 33條 

與土地稅法施行
細則 

第 13條 

（內容相同） 

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使用之
土地，得依特別稅率按千分之
十計計徵地價稅。 

劃定古蹟保存區或編

定為古蹟保存用地之

土地，視禁建面積比例
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
規定，但如作為公共設

施、教育、公益事業使
用，則不適用計徵標
準，並得以由行政院訂
定減免規定。。 

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 7條 

名勝古蹟公有土地地價稅或
田賦全免。 

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 8條 

經文化主管機關依法指定之
私有古蹟用地，地價稅或田賦
全免。 

對於公私有古蹟土地
之地價稅與田賦免課
徵之條款，但仍須視第
11-3條規定，原土地是
否仍有作禁建或使用
及建築受限制情形而
減免，但如作為公共設
施、教育、公益事業使
用，則不適用計徵標
準，並得以由行政院訂
定減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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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 11-3條 

依法劃定為古蹟保存區或編

定為古蹟保存用地之土地，減
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左： 

一、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

造受限制者，減徵百分之
三十。 

二、禁建之土地，減徵百分之
五十；但因禁建致不能建
築使用而無收益者，全
免。 

劃定古蹟保存區或編

定為古蹟保存用地之

土地，視禁建面積比例
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
規定，但如作為公共設

施、教育、公益事業使
用，則不適用計徵標
準，並得以由行政院訂
定減免規定。。 

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 22條 

依第十一條之三規定減免之
土地（應由古蹟主管機關列冊
敘明土地標示、使用分區送稽
徵機關辦理）。 

古蹟用地經文化主管
機關列冊後送稽稅機
關辦理後，可申請減免
地價稅或田賦之課稅。 

房屋稅條例 

第 14條 

公有房屋供名勝古蹟使用
者，免徵房屋稅。 

古蹟為公有建築者，免
徵房屋稅，避免地方政
府或管理機關需編列
預算支應。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民國 102 年 4 月，本計畫整理。 

 

五五五五、、、、管理維護與防災機制管理維護與防災機制管理維護與防災機制管理維護與防災機制 

下列則由保存區後續保存之管理維護與防災機制相關現行法令內

容說明，作為本計畫古蹟保存綱要計畫內容之依據，相關法令請詳下表

2-5 說明。 

表 2-5 古蹟管理維護與防災機制相關法令一覽表 

法源依據 內容說明 與本計畫關係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18條 

公有古蹟必要時得委外
管理維護，除政府機關使
用者外，得由文化主管機
關辦理撥用，私有古蹟若
需委外管理維護則需經
文化主管機關審查後為
之。 

公有古蹟之管理維護得

以委外進行，私有古蹟委
外辦理委外管理維護
時，則需經文化主管機關
審查委託之單位專業能
力同意後方可進行，將可
避免古蹟遭受不當之破
壞。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19條 

公有古蹟因管理維護所

衍生之收益，其全部或一
部得由各管理機關 (構) 

作為古蹟管理維護費

公有古蹟收益與使用、除
外規定，以支付作為古蹟
之管理維護開支使用，降
低政府財政預算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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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
條規定之限制。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20條 

古蹟之管理維護事項含
括內容，古蹟於指定後，
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並

報文化主管機關備查，擬
訂計畫有困難文化主管
機關應主動協助。 

古蹟劃設後應進行管理

維護計畫之擬定，若管理

者擬定有困難文化主管
機關應主動協助，本計畫
將可透過分類方式進行

管理維護細則訂定之參

考依據，促使管制內容符
合實際之需求。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6條 

古蹟土地範圍內，進行下

列事項，應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辦
理。 

一、建築物與其他工作物
之新建、增建、改建、
修繕、遷移、拆除或
其他外形及色彩之變
更。 

二、宅地之形成、土地之
開墾、道路之整修、
拓寬及其他土地形
狀之變更。 

三、竹木採伐及土石之採
取。 

四、廣告物之設置。 

古蹟內有破壞之虞作業
時，應進行申請，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
機關辦理，避免作業施行
時造成古蹟之破壞。 

古蹟歷史建築及

聚落修復或再利
用建築管理土地

使用消防安全處
理辦法 

第 2條 

古蹟之建築管理、土地使

用及消防安全等適用之
法令，由文化主管機關會
同土地使用、建築及消防
主管機關為之。 

古蹟進行修復或再利用
處理時，則以會同各主管
機關進行審查為在不破
壞古蹟本體建築下，追求
安全之原則進行使用及
管理維護作業。 

古蹟歷史建築及

聚落修復或再利
用建築管理土地

使用消防安全處
理辦法 

第 4條 

古蹟若因適用建築、消防
相關法令有困難，應基於
該文化資產保存目標與

基地環境致災風險分
析，提出因應計畫，送文
化主管機關核准。 

對於有潛災危險，但有建
築、消防安全疑慮之古
蹟，為保存文化資產，應

將潛災因素找出，並提出
解決對策與應變計畫，以
維護古蹟及人民財產之
安全，並納入對於外部安
全疑慮之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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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歷史建築及

聚落修復或再利
用建築管理土地

使用消防安全處
理辦法 

第 5條 

文化主管機關為審查前
條因應計畫，應會同古
蹟、歷史建築及聚落所在
地之土地使用、建築及消
防主管機關為之。 

審查災害管理因應計
畫，需會同相關主管機關
辦理，由各種專業考量進
行檢視，以達到古蹟安全
因子提升。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 

第 28條 

保護區內之土地，禁止名
勝、古蹟及史蹟之破壞或
毀滅之行為。但第一款至
第五款及第七款之行
為，為前條第一項各款設
施所必需，且經縣 (市) 

政府審查核准者，不在此
限。 

位於保存區內之土地，禁
止對名勝、古蹟及史蹟之
破壞或毀滅。 

災害防救法 

第 36條 

古蹟之搶修、修復計畫之
核准或協助擬訂，受災情
形調查、緊急搶救、加固
等應變處理措施時，為實

施災害復原重建，並鼓勵
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
理。 

古蹟災後復原重建計畫
與防救災，可依本條作緊
急處理，並鼓勵民間企業
協助投入資源辦理相關
事項。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民國 102 年 4 月，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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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都市計畫探討 

本計畫之 23 處古蹟，分別隸屬臺中市都市計畫、大甲都市計畫、

潭子都市計畫、大肚都市計畫、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高速公路豐原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后里都市計畫、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大甲（日南）都市計畫、霧峰都市計畫，共計十處都市計畫區內，

現況之土地使用分區則僅林氏貞孝坊、大甲文昌祠等六處劃設為古蹟保

存區或保存區，其餘土地皆尚未依現況實際使用情形進行都市計畫用地

變更檢討，而於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內容中，古蹟位處之都市計畫管轄九

處採主細計合併，臺中市都市計畫則以分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開擬定

管制，泰安車站為非都市土地，屬區域計畫所管，需依區域計畫法、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進行相關土地使用管制，目前現行之各都市計畫

為民國 102年 4月內容，請詳下表 2-6 彙整各計畫土管要點摘錄。 

現行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與都市設計而言，大甲、大肚、高速公路豐

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后里、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大甲（日南地區）、霧峰都市計畫，針對建蔽率及容積率訂定管制，

臺中市、潭子都市計畫與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則除建蔽、容積管制外，另

訂定都市設計管制要點，進而控管退縮建築、綠帶、圍牆、人行道等之

規定，指定古蹟之公告地號範圍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管

制，但對於古蹟建築周邊所帶來可能產生之環境影響與面對可能產生之

觀光旅遊衝擊，則無相關管制規則，因此基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

及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4、26 條之規定為保全其環境景觀而

劃定，並對於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積率、基地內前

後側院之深度、寬度、建築物之形貌、高度、色彩及有關交通、景觀等

事項，得依實際情況為必要規定及採取獎勵措施，且與當地居民進行雙

向溝通，鼓勵民眾共同參與。 

據上述古蹟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管制與都市設計內

容，各都市計畫應針對古蹟現況之使用情形進行專案變更或通盤檢討變

更現行主要計畫分區，與古蹟及週邊細部計畫內容研擬，作為後續控

管，以保全古蹟環境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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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古蹟位處之都市計畫主細土管及都設要點 

現行主要計畫名稱 主要計畫分區 古蹟及周邊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編

號 
名稱 種類 

現行細部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分區 
都市計畫圖 

古蹟及周邊用地都市設計說明 

 變更大甲都市計

畫（二通）  
古蹟保存區 

古蹟保存區：主要計畫無規定，依臺灣省施行細則。 

住宅區、商業區：主要計畫無規定，依臺灣省施行細則。 

1 
林氏貞

孝坊 
牌坊 

－ － 

 

查無規定。 

變更潭子都市計畫

(三通) 
商業區 

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惟建蔽率不大於 70%時，容積率得調整為大得大於

280%。 

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惟建蔽率不大於 50%時，容積率得調整為大得大於

200%。 

文小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鐵路用地：無規定。 

2 

潭子鄉

農會穀

倉 

產業

設施 

－ － 

 

商業區：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兩

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退縮）。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住宅區：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兩

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退縮）。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公共設

施：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退

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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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主要計畫名稱 主要計畫分區 古蹟及周邊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編

號 
名稱 種類 

現行細部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分區 
都市計畫圖 

古蹟及周邊用地都市設計說明 

變更大肚都市計畫(二

通) 
保存區 

保存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40%，容積率不得大於 120%。 

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綠地：無規定。 

3 
磺溪書

院 
書院 

－ － 

 

查無規定。 

 變更大甲都市計畫

（二通）  
古蹟保存區 

古蹟保存區：主要計畫無規定，依臺灣省施行細則。 

公園、住宅區、學校、商業區：主要計畫無規定。 

4 
大甲文

昌祠 
祠廟 

－ － 

 

查無規定。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

畫(二通) 
住宅區 

住四：建蔽率不得大於 55%，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商三：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500%。 

5 
梧棲真

武宮 
祠廟 

－ －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二分之一部分以上，應予植栽綠化。 

應植之樹木、花草，須於新建之建築物設計時一併配置，申請建造執照時一併審查。住宅區、商

業區申請基地面積大於 6,000 平方公尺或總樓地板面積大於 30,000 平方公尺者。建築基地內之法

定空地二分之一部分以上，應予植栽綠化。應植之樹木、花草，須於新建之建築物設計時一併配

置，申請建造執照時一併審查。住宅區、商業區申請基地面積大於 6,000平方公尺或總樓地板面積

大於 30,000平方公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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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主要計畫名稱 主要計畫分區 古蹟及周邊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編

號 
名稱 種類 

現行細部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分區 
都市計畫圖 

古蹟及周邊用地都市設計說明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

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第十

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地、後

期發展區部分） 

綠地 

綠地：無規定。 

住二：建蔽率 60%、容積率 220%，容積率上限 320%。 

住三之二：建蔽率 55%、容積率 280%，容積率上限 400%。 

商 1：建蔽率 70%、容積率 280%，容積率上限 400%。 

6 壹善堂 祠廟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文山及春

社里地區）細部計畫（一通） 
綠地 35 

 

公共設施用地，凡面臨七公尺（含七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應自計畫道路退縮

四公尺為無遮簷人行道。凡面臨未達七公尺計畫道路，以及面臨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應

由建築線（溝濱後）退縮０‧五公尺建築。 

住三之二、住二：高度比 1.5，後院深度 3米。住宅區與文教區臨排水道用地一側，自境界

線應退縮建築或留設後院深度部分應至少設置二公尺無遮簷人行道，供綠化及人行步道等

使用。住宅區、商業區及市場用地凡面臨七公尺（含七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

應設置騎樓或四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凡面臨未達七公尺計畫道路，以及面臨現有巷道之建

築基地，應由建築線（溝濱後）退縮 0.5公尺建築。 

商 1：後院深度 2米。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二通） 
古蹟保存區 

古蹟保存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160%。 

住宅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180%，臨接 15m 以上計畫道路(含 15m)

縱深 30m以內之內住宅區容積率提高至 200%。 

零售市場：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商業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80%，

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 
7 
社口大

夫第 
宅第 

－ － 

 

查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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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主要計畫名稱 主要計畫分區 古蹟及周邊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編

號 
名稱 種類 

現行細部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分區 
都市計畫圖 

古蹟及周邊用地都市設計說明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二通） 

古蹟保存區、

保存區 

8 
筱雲山

莊 
宅第 

－ － 

 

古蹟保存區、保存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160%。 

住宅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180%，臨接 15m以上計畫道路(含 15m)縱深 30m以內之內

住宅區容積率提高至 200%。 

乙種工業區、零星工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70%，容積率不得大於 210%。 

農業區：無規定。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二通） 

農業區 

農業區：無規定。 

9 

神岡呂

家頂瓦

厝 

宅第 

－ － 

 

查無規定。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

計畫(二通) 
住宅區 

住四：建蔽率不得大於 55%，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住四：建蔽率不得大於 55%，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10 
清水社

口楊宅 
宅第 

－ －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二分之一部分以上，應予植栽綠化。應植之樹木、花草，須於新建之建築物設計時一

併配置，申請建造執照時一併審查。住宅區、商業區申請基地面積大於 6,000 平方公尺或總樓地板面積大於 

30,000 平方公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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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主要計畫名稱 主要計畫分區 古蹟及周邊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編

號 
名稱 種類 

現行細部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分區 
都市計畫圖 

古蹟及周邊用地都市設計說明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二

通) 
農業區 

農業區：無規定。 

11 
清水黃

家瀞園 
宅第 

－ － 

 

查無規定。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古蹟保存區 

古蹟保存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160%。 

乙種工業區、零星工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70%，容積率不得大於 210%。 

農業區：無規定。 

12 
摘星山

莊 
宅第 

－ － 

 

查無規定。 

變更后里都市計畫（二通） 農業區 農業區：無規定。 

13 
后里張

天機宅 
宅第 

－ － 

 

查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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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主要計畫名稱 主要計畫分區 古蹟及周邊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編

號 
名稱 種類 

現行細部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分區 
都市計畫圖 

古蹟及周邊用地都市設計說明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不包括

大坑風景區)(配合

保存瑞成堂) 

公兼兒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容積率不得大於 5％，且後續不得申請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 

學校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150％。 

住 1-1：限制工業、樓地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之大型商場（店）、樓地板面積超過 300 平方公尺之大型

飲食店及殮葬服務業（含辦公室）之使用外，其餘建蔽率 50％，容積率 140%，上限容積 250%。 

14 瑞成堂 宅第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

畫（整體開發地區

單元五）細部計畫

（配合保存瑞成

堂）  

公兼兒 

 

學校用地面臨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1.應選擇一側退縮建築至少 10公尺，供綠化、人行步道、停車及學生接送專用車道等使用。 

2.面臨 25M-28號道路部分應退縮至少 60公尺，其中距道路境界線 4公尺部分應作為無遮簷人行道，其餘作

為開放空間，開放供公眾使用。該範圍應由重劃會依「臺中市公園綠地園道及行道樹管理自治條例」規範

施作完成，移交臺中市政府管理。其中作為公園使用面積不得低於 60％，作為兒童遊樂場使用面積不得低

於 32％，其餘應作為停車空間使用。 

3.面臨其他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至少 6公尺，其中距道路境界線 4公尺部分應作為無遮簷人行道。 

住 1-1：最小基地面積 140m2、高度比 1.5m、前院深度 6m、後院深度 3m、最小面寬 7m，應留設 6 公尺人

行道，臨建築線部分應留設 4 公尺作為無遮簷人行道。 

更高速公路王田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二通） 

住宅區 

住宅區 1：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商業區：建蔽不得大於 80%，容積率不得大於 320%。 

15 聚奎居 宅第 

－ － 

 

查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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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主要計畫名稱 主要計畫分區 古蹟及周邊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編

號 
名稱 種類 

現行細部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分區 
都市計畫圖 

古蹟及周邊用地都市設計說明 

中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 

特定農業區、 

鄉村區-交通用

地 

交通用地︰建蔽率 40%。容積率 120%，依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管理條例管制。 

16 

縱貫鐵

路舊山

線－泰

安車站 

車站 

－ － 

查無規定。 

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鐵路用地 

鐵路用地無規定。 

乙種工業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70%，容積率不得大於 210%。 

住 2：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 

17 

縱貫鐵

路海線

－追分

車站 

車站 

－ － 

查無規定。 

變更大甲（日南地區）

都市計畫（二通） 
鐵路用地 

鐵路用地：查無規定。 

商業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80%，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臨接 15m 以上計畫道路縱深 30m 範圍內，容

積率得調整為不得大於 300%。 

住宅區：住宅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180%，惟臨接 15m 以上計畫道路縱深 30m

範圍內，容積率得調整為不得大於 200%。 

農業區：無規定。 

18 

縱貫鐵

路海線

－日南

車站 

車站 

－ － 
查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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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主要計畫名稱 主要計畫分區 古蹟及周邊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編

號 
名稱 種類 

現行細部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分區 
都市計畫圖 

古蹟及周邊用地都市設計說明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二通) 
國民小學用地 

文小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住四：建蔽率不得大於 55%，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19 
清水公

學校 
其他 

- － 

查無規定。 

變更霧峰都市計畫（三

通） 
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綠地：無規定。 

20 

原臺灣

省議會

議事大

樓、朝

琴館、

議員會

館 

其他 

－ － 

查無規定。 

變更后里都市計畫（二

通） 
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320%。 

寺廟保存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21 
內埔庄

役場 
其他 

－ － 

查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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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主要計畫名稱 主要計畫分區 古蹟及周邊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編

號 
名稱 種類 

現行細部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分區 
都市計畫圖 

古蹟及周邊用地都市設計說明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

計畫(二通) 
商業區、住宅區 

商三：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500%。 

住四：建蔽率不得大於 55%，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商三：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500%。 

住四：建蔽率不得大於 55%，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22 

梧棲官

吏派出

所及宿

舍群 

其他 

－ － 

 

查無規定。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

畫(不包括大坑風景

區)(部分住宅區為

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廣場：不予規定。停車場：建蔽率不得大於 70%。 

社教 1：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住 2：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 220%，容積上限 320%。 

23 

臺中刑

務所典

獄官舍 

其他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

畫(舊有市區、後車

站地區、後庄里地

區、北屯東山重劃

區附近地區、西屯

中正重劃區附近地

區及西南屯地區)細

部計畫(部分第二種

住宅區與第三種住

宅區為機關用地) 

機關 

 

本計畫區內機關用地之建築基地實施開發建築時，其規劃設計宜考量毗鄰演武場之歷史建築及都市景觀之塑

造，且臨接社教用地之範圍，應退縮 6公尺建築。 

社教 1、廣場、停車場：面臨七公尺（含七公尺）以上計畫道路之建築基地，應自計畫道路退縮四公尺為無

遮簷人行道。凡面臨未達七公尺計畫道路，以及面臨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應由建築線（溝濱後）退縮○‧

五公尺建築。 

住 2：原「臺中市擴大都市計畫北屯地區細部計畫」、「臺中市擴大都市計畫後庄里地區(中國城附近)細部

計畫」、「臺中市擴大都市計畫干城、西南屯地區細部計畫」之住宅區及商業區內所規劃之八公尺出入道路

於建築時，免設騎樓，但應自道路境界線退縮二公尺以上之開放空間，其中至少留設二公尺之無遮簷人行道，

退縮部份得計入法定空地。  除前項外之住宅區及商業區，凡面臨七公尺（含七公尺）以上計畫道路之建築

基地﹐應設置騎樓或無遮簷人行道。凡面臨未達七公尺計畫道路，以及面臨現有巷道(含重劃增設道路)之建

築基地，應由建築線（溝濱後）退縮○‧五公尺建築。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民國 102 年 4 月，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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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古蹟保存案例研究分析 
 

目前國內外對於古蹟與周邊地景管制及稅務等補助策略之案例說

明，本計畫藉由他山之石作為本案推動之參考與研究解析。 

 

一一一一、、、、國外古蹟保存制度案例國外古蹟保存制度案例國外古蹟保存制度案例國外古蹟保存制度案例 

法國保存管制制度之方式，係藉由充分民意與環境之調查與解析，

固本計畫希透過法國於古蹟保存維護制度上之經驗，瞭解由結合使用者

視覺管理概念，進而作為古蹟文化景觀管制維護之依據，另外日本則對

於導引歐美經驗，且累積相當之時間，於觀光與保存、教育制度上則有

喚起民眾保護意識上之作法，且日本於文化資產上相關補助、優惠稅務

等法令及民情與本國相似，可作為我國法令檢討上之參考，因此以法國

及日本作為本計畫之國外案例說明。 

（一）法國文化資產的保護機制、規劃及管理 

歐洲各國對於古建築皆致力於保護，因此在文化資產方面都有相當

之經驗與管理維護法令制度，以法國文化資產保護政策推動為例，從

1940年代即開始大力推行，故於成效之管理制度面而言，則擺脫固有框

架式劃設之土地與建築管理方式，因此本計畫規劃研究上則以此為借

鏡。 

法國的文化資產保護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歷史紀念物周圍區域；

保護區；建築、城市和風景遺產保護區，保存區段上處理相關部門，可

分為由公共建設交通運輸住宅部、文化宣傳部及國家秘書處等部會之跨

部會行政命令完成公告。文件中內含保存區段簡介（ rapport de 

presentation）、規範（reglement）及管制圖（plan reglementaire）三大元

素。受到國家保護的紀念建築有 42,000處，大約有 300多萬公頃列入保

護區，其比例佔法國國土面積的 6%，且部份城市比例高達 50%，因此

文化遺產已成為生活環境之一環。 

以下說明法國文化資產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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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蹟與環境保存方式 

法國對於文物建築周圍的環境與建築物本身的歷史價值與美學價

值是直接聯繫在一起的；1940年代起，開始立法保護文物建築的周邊環

境。紀念物周邊環境需依據『紀念物周邊環境法』相關規定規劃設計： 

（1）一座建築須根據『歷史紀念物法』列級或登錄。 

（2）經登錄後即刻生效，在其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的建設都將受到一

定制約，並受紀念建築視線通廊條件的限制。 

（3）從紀念建築位置到周邊建築或從周邊建築位置到紀念建築兩者相

互之間的關係可得到保護。但此一約束條件之規定，對於任何可

能變更歷史紀念建築周邊面貌的方案，則須經由法國國家建築師

批准。因此，在該 500 公尺半徑的周圍範圍內，拆除和建設許可

證一定要取得法國國家建築師同意後方可進行。 

（4）文物建築周圍區域的保護方式，如下說明及圖 2-1所示： 

A.嚴格控制區域內的一切建設活動。 

B.修復與文物建築緊鄰的建築。 

C.保存圍繞文物建築的街道廣場的空間特性，如：街道家具、地面鋪面、

街道照明。 

D.保護文物建築周圍的自然環境，如：樹木、植栽等。 

 

圖 2-1 法國古蹟建築與地景保存區管制圖 

資料來源：http://www.driee.ile-de-france.developpement-durable.gouv.fr 



 

2-30 

2.保護與價值重現規劃 

以都市歷史相關的所有資料作為紀錄，以 1/500為規劃圖面作為繪

製比例，劃設保護與利用的專用之圖例。圖面是以街坊為單位。圖面依

三類作為重現規劃，如下： 

（1）歷史建築的保護、修繕與利用：須遵守歷史建築的整體、立面及

殘餘碎片完全保護。 

（2）新建建築：須遵守土地徵收許可，與相鄰現況建築形成連續街道

立面。 

（3）都市空間改善：包括綠化及開放空間。 

保護與價值重現規劃的執行與監督，由地方政府與中央相關部門共

同合作之下進行。 

 

3.改善居住計畫 

推動歷史建築修繕、居住街區更新的主要政策為『改善居住計畫』。

其中有兩個基本目標：第一為改善街區的居住環境，使衰敗的歷史街區

重獲生命力，融入房地產市場；二是在街區物質環境振興的同時，保證

貧困人口能夠繼續居住生活在老城區，避免歷史街區社會結構的劇變。 

 

法國整體保存制度而言，對於文化資產本體與周邊環境保存，採行

視覺風貌管制，以維持既有老街區特色，對於周邊建築也進行拆除與興

建管理，並於全民對於文化保存共識基礎下交由專家進行審議執行。另

外對於周邊景觀環境之管理，考量外部空間屬於共有，因此以區域保護

方式進行相關管制規定，而除硬體設施外，軟體「人」的生活、歷史、

文化空間與結構，則也避免因導引觀光人潮後所產生之劇烈變化，而喪

失對原有環境歷史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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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文化資產的保護與政策 

1868 年日本明治維新近 400 年來，文化資產保護經歷長期探索，

累積豐富的經驗，特別在 1950 年制定了「文化財保護法」後，對於文

化資產保護之法規制度已較趨於完善制度，以日本文化財概念而言，包

括不動產、動產與無形文化資產三大類別，而戰後文化財保護制度的確

立，制定相關概念如下說明： 

1.文化財保護法之制定 

法令之擬定則屬於國家法律層級，其內容確立有關文化資產之調

查、指定、管理、保護、利用之制度體系，並建立文化資產損失補償與

產權保障制度，作為文化資產能受到妥善且完整之保存維護方式，對於

私人所有權用於公共使用之權力上，則進行補償，並透過民間力量進行

保存維護工作，以優惠稅額減免等方式獎勵。 

 

2.文化財之基本概念 

文化財保護法將文化財分為：有形文化、無形文化、民俗文化財、

紀念物、文化景觀和傳統建築群六大類別，另外除此六大類之文化財

外，文化財保護法還規定對文化財保存技術和地下埋藏文化財之保護辦

法，對於歷史保護之對象，則由大區域之城廓至地方公共空間如廟宇、

茶室等，而私人建築部分則有民居等地方傳統風俗建築，請詳如下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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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日本文化財保護體系圖 

資料來源：日本，文化廳 



 

2-33 

3.文化保存沿革與制度 

日本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以 1897 年制訂的古社寺保護法開

始，迄今約有 100 多餘年歷史，並於 1975 年導入歐美廣泛應用之登錄

制度，因此在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體制，一直採取以國家為中心。 

重要文化財指定之建築物修繕整治，其補助率平均為 70％以上，

而且稅制上另有優惠政策，如 1995 年文化廳的諮詢機構，提出導入文

化財登錄制度之建議，1996年通過對文化財保護法新修改，其中主要內

容包括文化財登錄制度的導入，而登錄制度導入是喚起民眾保護意識之

重要手段之一，以下則為文化財登錄制度之特點，另如下表 2-7、8 所

示： 

（1）依照文化財保護法制定的國家制度。 

（2）與過去的重要文化財指定制度並存使用。 

（3）以有形文化財中的建造物為對象，重要文化財及地方公共團體指

定文化財除外。 

（4）登錄文化財被指定為國家或地方的重要文化財後，則從登錄名單

中註銷。 

（5）對那些必須聽取文化財保護審議會的意見，在文化財登錄原本上

記載；登錄時不一定須徵得所有者的同意，但實際執行時，必須

獲得所有者的同意。 

（6）對文化財價值有影響的現況變更需申報許可，維修等小規模的變

更不需申報。 

（7）雖然沒有重要文化財同等程度的優厚待遇，但在地價稅，固定資

產稅方面有優惠措施，對保護修繕的設計與監理費用提供資助，

為活用、整治工程提供低利息貸款。 

對於文化財保存維護之獎勵，現階段主要之優惠措施為： 

（1）保存、活用而進行必要的修理（修繕、整治），其設計、監理費的

1/2由國家補助。 

（2）減免房屋地價稅的 1/2。 

（3）市町村對住宅固定資產稅在 1/2以內，可適當減輕。 

（4）改建等必要的資金，銀行可提供低率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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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日本文化關係稅收制度表（國家稅） 

事項  措置内容  適用年度  

【公益法人】 

（文部科学大臣認定） 

．芸術の普及向上に関する

業務を行う法人 

．文化財の保存活用に関す

る業務を行う法人 

．登録博物館の設置運営に

関する業務を行う法人 

．登録博物館の振興に関す

る業務を全国規模で行う

法人 

昭和 51年

度（登録博

物館に係

る業務を

行う法人

について

は平成 9

年度） 
特定公益増

進法人  

【独立行政法人】  

．国立美術館 

．国立文化財機構 

．国立科学博物館 

．日本芸術文化振興会（平

成 15年 10月～） 

平成 13年

度  

認定特定非

営利活動法

人  

・学術，文化，芸術又はス

ポーツの振興を図る活動 

【個人の寄附金】 

「寄附金（所得金

額の 40%を限度）

－2千円」を所得

控除（所得税）  

【法人の寄附金】 

一般の寄附金とは

別に「（所得金額の

5.0%＋資本等の

金額の 0.25%）× 

1/2」を損金算入

（法人税）  

平成 13年

度  

国

税 

指定公益信

託  

・ 芸術の普及向上に関す

る業務（助成金の支給に

限る）を行う公益信託  

・ 文化財の保存活用に関

する業務（助成金の支給

に限る）を行う公益信託 
 

出捐金について特

定公益増進法人に

対する寄附金と同

様の取扱い（所得

税・法人税）  

昭和 62年

度  



 

2-35 

【公益法人】  

・重要文化財の修理・防災

施設の設置に要する費用 

昭和 40年

度  

指定寄附金 

【独立行政法人】  

・国立美術館・国立文化財

機構・国立科学博物館に

よる重要文化財の収集・

保存修理に要する費用  

【個人の寄附金】 

「寄附金（所得金

額の 40%を限度）

－2千円」 を所得

控除（所得税）  

【法人の寄附金】 

寄附金を全額損金

算入（法人税）  

平成 13年

度  

【公益法人】 

（文部科学大臣認定）  

・ 芸術の普及向上に関す

る業務を行う法人  

・ 文化財の保存活用に関

する業務を行う法人  
 

昭和 52年

度  

【独立行政法人】 

．国立美術館 

．国立文化財機構 

．国立科学博物館 

．日本芸術文化振興会（平

成 15年 10月～） 

平成 13年

度  

相続財産の

寄附  

【認定特定非営利活動法

人】  

・学術，文化，芸術又はス

ポーツの振興を図る活動 

非課税（相続税） 

平成 13年

度  

重要文化財

等の 

譲渡所得  

・国，地方公共団体，独立

行政法人国立美術館・国

立文化財機構・国立科学

博物館に対する重要文化

非課税（所得税） 昭和 47年

度  



 

2-36 

財（動産または建物）の

譲渡  

・国，地方公共団体，独立

行政法人国立美術館・国

立文化財機 

・国立科学博物館に対する

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財（動

産または建物）の譲渡（平

成 26年 12月 31日まで） 

1/2課税（所得税） 
昭和 47年

度  

・国，地方公共団体，独立

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財機

構・国立科学博物館に対

する重要文化財・史跡名

勝天然記念物として指定

された土地の譲渡  

2,000万円を限度と

する特別控除（所

得税），損金算入

（法人税）  

昭和 45年

度  

・重要文化財である家屋等

（土地を含む）の相続・

贈与  

財産評価額の

70/100を控除（相

続税・贈与税）  

平成 15年

度  

・登録有形文化財である家

屋等（土地を含む）の相

続・贈与  

財産評価額の

30/100を控除（相

続税・贈与税）  

平成 15年

度  

重要文化財

の 

相続・贈与 

・伝統的建造物（文部科学

大臣が告示するもの）で

ある家屋等（土地を含む）

の相続・贈与  

贈与財産評価額の

30/100を控除（相

続税・贈与税）  

平成 15年

度  

登録美術品

の相続  

・納付すべき相続税額につ

いて，登録美術品を相続

税として物納  

物納の優先順位を

第 3位から第 1位

に繰り上げ  

平成 10年

度  

資料來源：日本，文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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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日本文化關係稅收制度表（地方稅） 

 

資料來源：日本，文化廳，2013。 

 

文化財登錄制度拓展文化遺產保護之範圍，將歷史遺產之保護與日

常生活環境改善結合，將文化遺產與現代生活作相互連結，防止建設性

破壞、開發性破壞，延續都市特色與歷史環境更新及永續利用，而歷史

遺產為人類生產活動、社會活動和審美活動中累積的知識、技能和方法

或者其物化成果之遺存，因此日本對於固有文化保存上，則堅守國家歷

代所傳承之精神與文化，永續保存維護，形塑活化作為觀光、教育等資

源使用，相對亦成為他國所無法取代之文化特色景點與歷史文化資源。 

 

（三）日本-歷史的風致維持向上計畫 

日本在重要文化財產保護上，於西元 2008 年制定歷史城市規劃法

（歴史まちづくり法）並於「古都保存法」下將都市生活環境與歷史文

化保存分別納入整體都市規劃考量，以保全文化財產整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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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劃設概念 

2012 年國土交通省都市局在「歷史和文化資產的基本復原規劃再

利用」中提出，為瞭解保全文化資產的整體性規劃考量，可透過現況調

查、訪談、資料收集（如古地圖、照片等）、潛藏災害及災害發生區域、

地形圖等進行圖面套疊整合，經由專業人員與機關各部門彙整進行商

討，做為未來歷史城市規劃及範圍劃設之基礎，其概念請詳如下圖 2-3 

所示。 

 

圖 2-3 歷史城市復原整合概念圖 

資料來源：歴史・文化資産を活かした復興まちづくりに関する基本的考え方，日本國土交

通省都市局。 

 

2.申請方式 

歷史城市規劃法推動下，國土交通省針對日本全國推動「歷史的風

致維持向上計畫」，由各地方政府以該計畫架構方針下提出保存方針等

內容，再由主央政府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協助經費與制定維護

規則，申請流程內容請詳如下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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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歷史的風致維持向上計畫申請制度與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mlit.go.jp/toshi/rekimachi/index.html，日本國土交通省。 

3.重點區域劃設 

該計畫補助之重點地區依文化資產層級與內容進行進行範圍劃定

保全，其中包含舊城遺址周邊重點地區、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周邊

重點地區、極重要文化財周邊重點地區等，補助範圍劃設概念請詳如下

圖 2-5 所示。 

 
圖 2-5 歷史的風致維持向上計畫補助重點區域劃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mlit.go.jp/toshi/rekimachi/index.html，日本國土交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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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補助範圍 

經劃定後對於範圍內所提各項事業計畫，中央依各項內容進行經費

補助及相關指導管理規則擬定施行，其中包含歷史的環境形成總和支援

事業、都市公園事業、城市建設補助金（由現行上限 40％提高至 45％）、

景觀形成總和支援事業、都市計畫制訂支援事業、都市再生區劃整理事

業、都市交通系統整備事業、街區環境整備事業、歷史的環境形成總和

支援事業、地域水環境整備事業、農村振興綜合整備事業及田園整備事

業等，相關內容請參閱下圖 2-6 所示。 

 

圖 2-6 事業計畫補助內容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mlit.go.jp/toshi/rekimachi/index.html，日本國土交通省。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 

文物保護法定於 1982 年，該法案主要對於不可移動文物、考古挖

掘、館藏文物、民間收藏文物、文物出境進境及其相關法律責任訂定。

而與本計畫相關之條文為：第二章不可移動文物-第 16 條至第 19 條，

第七章法律責任-第 67、69、70之規定。 

1.不可移動文物規定 

都市發展建設規劃，應依據文物保護需要，事先由成相建設規劃部

門會同文物行政機關進行商討並納入規劃中辦理，而對於劃設之保護範

圍內，則不可進行其他建設工程或爆破等具有破壞性之行為，但特殊情

形則需經核定批准後方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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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物保護之需要，可於古蹟所處周邊公布、劃設一定之建設控

制地帶，範圍內禁止對於歷史風貌破壞，工程設計也須視古蹟受保護層

級經文化主管機關同意後才可施作。另外周邊不得有具有污染性之設

施，以致影響古蹟環境及設備，現況已有之污染行為則應限期治理。 

2.法律責任 

對於以劃定之保護範圍若遭受嚴重破壞，則文化主管機關可撤除古

蹟及保存範圍名稱，並對相關管理人員進行檢討處分。造成保護範圍內

環境污染破壞之相關設施應限期進行檢討改善，為在規定內完成時由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進行處罰。 

二二二二、、、、國內古蹟保存制度案例國內古蹟保存制度案例國內古蹟保存制度案例國內古蹟保存制度案例 

（一）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計畫 

安平舊聚落見證臺灣歷史之演進，深具歷史意義，且安平舊聚落目

前尚維持原有歷史風貌、文化價值，成為重要之歷史街區。「安平港歷

史風貌園區」計畫整體空間規劃主要包含歷史、自然、地區、社會地方

產業等四大主題，共計十四處分區計畫，並整併於三個主要計畫（歷史

核心計畫、觀光發展計畫、漁港建設計畫）之下，其內容分述如下及圖

2-7 所示： 

 

圖 2-7 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分項計畫位置圖 

資料來源：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整體計畫成果紀錄與後續發展暨臺南市永續發展，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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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於民國 95 年 3 月公告

發佈實施，並於民國 100 年 12 月進行第一次通盤檢討完成，主要計畫

檢討內容分為兩大面向，第一維持舊市區再發展之風貌，第二營造新開

發區成長之機會，故以開發計畫、都市計畫及更新再造三方面作為整合

之通盤性檢討。 

整體檢討中古蹟保存區用地處理上，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如下： 

（1）原古蹟保存區範圍以建築實際使用之土地範圍檢討變更分區，促

使週邊土地活化符合現況使用內容，並達到文化資產保存之目標。 

（2）修正使用分區名稱，使主細計分區名稱一致，利於統一管理。 

另外第一次通盤檢討則於民國 101年 3月完成，細部計畫檢討內容

分為兩大面向，第一調整土地使用分區之合理性，第二為配合修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其中有關本計畫古蹟保存區相關之分區管制內容彙

整說明如下： 

（1）舊部落地區街廓內現有巷道維持舊有紋理及環境意象塑造。 

（2）建築物色彩基準訂定。 

 

圖 2-8 建築物色彩管制區位說明圖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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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定留設開放空間視覺走廊規定 

 

圖 2-9 指定留設開放空間位置說明圖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101年。 

 

（4）最大建築高度管制 

 

圖 2-10 最大建築高度區位說明圖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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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動線、建築照明設計 

 

圖 2-11 夜間照明景觀規範區位圖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101年。 

（6）其他元素規定 

 

圖 2-12 廣告物審查範圍圖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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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平舊聚落歷史風貌維持更新計畫 

臺南市政府積極保存並重現安平舊聚落之歷史風貌，特別推動《臺

南市安平舊聚落歷史風貌維持更新計畫》，透過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的手

段，建立舊聚落風貌維持機制，並以補助安平聚落當地住民進行傳統建

築的修繕維護，以重現安平歷史風貌，至 99年底園區經費中，補助 2.6

億元進行舊聚落老宅的原貌整建，共有 73棟，面積約計 39公頃。 

整建皆依照老宅舊有的形式，呈現古樸風味，如有多年無人居住毀

壞嚴重，整修後原貌重現；並規定五年內屋主不得任意更動外觀，目的

為希望藉由老宅整修，吸引更多的觀光客，讓老街重生。園區內整建維

護工程的設計準則包括三個方面：一、以風貌維護為主要原則，並考量

文化代表性；二、滿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例如通風採光安全及衛生等；

第三即在落實傳統工法及綠建築設計。 

臺南市政府為保存、維護及改善本市安平舊聚落之歷史風貌，為達

成安平舊聚落歷史風貌維持更新計畫目標，特訂定『民居整建維護補助

申請須知』。本項申請採民眾提具申請書主動向臺南市政府申請補助方

式辦理，完全充分尊重居民意願。其補助項目限制條件有，一是計畫範

圍內私有建築物之外觀整建維護工程，新舊不拘；二是一般私有建築物

為限，並以此須知作為申請補助之依據。 

 

圖 2-13 安平舊聚落整建更新補助成果案例照片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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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臺南市安平舊聚落歷史風貌維持更新計畫』民居整建維護補助計

畫申請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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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縣（現新北市）三峽老街保存歷程案例 

1.發展歷程 

三峽民權老街保存過程歷經古蹟指定，1992 年居民抗爭成立「自

救委員會」，堅決反對列為古蹟，1993年三度呈報省府民政廳解除古蹟

指定，1997年文建會主委林澄枝邀集相關單位協商，確定三峽老街不朝

「指定古蹟」的方向發展，將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規定，「具紀念

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的建築物」相關規定進行檢討，居民參與街區歷

史風貌保存，2003年，臺北縣（現新北市）都委會通過變更三峽都市計

畫(三角湧老街區在發展方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案等階段，

保存過程自起始的由上而下強制保存轉變為由下而上之居民參與形成

保存共識。 

2.環境保全管理 

依據「變更三峽都市計畫（三角湧老街區再發展方案）（土地使用

管制要點修正）案，以公權力執行建築物的保存主要包含風貌保存、原

貌復舊、風格管制三種形式。對於整體環境保全，都市計畫於土地使用

分區上以「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劃設，以文化景觀特色為宗旨訂定容

許使用項目，鼓勵發展具有文化歷史產業活動進入，並限制本該計畫區

特色不容易且容易引起交通、環境衝擊之活動、產業進入，相關產業項

目則由都市設計委員會審查排除，鼓勵之產業則由交通部觀光局另訂。 

建築整體景觀與街景方面，則除建蔽率與容積率規定外，另考量視

覺仰角天際線、修建、整建、新建依風貌保存、原貌復舊、風格管制三

種形式計畫管制、原地方信仰建築之尊重等，作為整體景觀風貌保全之

設計規劃基礎。 

3.容積獎勵與移轉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公權力執行計畫，為了減少居民阻力和保

障所有人權益，特別訂定容積獎勵和容積轉移之相關規則，使發展方案

得以順利落實。容積獎勵主要針對建築物保存的三種形式：風貌保存、

原樣復舊、風格管制分別訂立獎勵額度，並對相鄰街屋之整體保存凡五

棟以上相鄰之街屋，基地面積 600㎡以上，依相關規定得再增加容積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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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控管老街風貌和天際線，保存歷史建物，老街容積可移轉至三

峽都市計畫地區或臺北大學社區特定區，建物保存部份不計入建蔽率計

算，作為保存區的容積獎勵。 

表 2-9 國內外案例與本計畫關係分析表 

案例名稱 案例重點說明 與本計畫之關係 

法國文化資

產的保護機

制、規劃及管

理 

1. 將文化資產保護分為三

個層次，紀念物周圍區

域、保護區、建築城市風

景之位置。 

2. 登錄後半徑500公尺範圍

內受到制約，並受建築視

線通廊條件限制。 

3. 500公尺範圍內拆除、建

設許可證需取得法國國

家建築師同意後方可進

行。 

法國案例主要於管制範圍

劃設原則上之規則，可提供

本計畫有適用於國內都市

計畫與建築上參考，故採行

法國經驗說明。 

1. 本計畫依法國經驗將古

蹟受約管制範圍劃設出

周邊管制區、主體古蹟及

古蹟指定範圍進行分級

管制。 

2. 受限於都市腹地、民情差

異，檢討以法國 500公尺

劃設之精神，作為制約基

礎，並以現況 23 處調查

後經驗統計特性分析，以

建築視線通廊條件擬定

制約。 

3. 我國文化資產上對於建

築師並無如此規定之權

限，且團隊認為若施行於

國內則建築師須接受文

化資產相關訓練認證或

經驗證明，再賦予於制約

範圍內發放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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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資

產的保護與

政策 

日本對於民間保護文化財

上，提供之優惠稅額、獎勵

補助等措施，且於保護修繕

之設計與監造費用，提供資

助低利貸款等措施。 

該案例可作為我國對於古

蹟保存修復及未來管制周

邊景觀之參考，檢視我國目

前獎勵及減稅機制，對於所

有權人之公平性，並達到鼓

勵古蹟與周邊民眾對於古

蹟、環境之認同，達到互創

雙贏。 

日本-歷史的

風致維持向

上計畫 

藉由調查資料整合套疊圖

面為基礎，作為後續規劃保

存範圍劃定之參考，依據各

事業計畫內容提供經費之

原及審查機制標準，並以規

劃區域作通盤性文化資源

整合。 

劃設出之保存完整範圍經

過各項歷史及現況調查資

料套疊劃定，且對於未來使

用規劃具備各項事業計畫

通盤考量，制定出完成補助

及規範。 

中華人民共

和國文物保

護法 

都市建設規劃應納入古蹟

及影響範圍，避免破壞與污

染行為產生，並明文訂定古

蹟（保存區）廢除機制。 

都市規劃建設中先將古蹟

及保全影響範圍納入整體

考量，並避免周邊具有污染

行為產生，對於遭破壞之古

蹟則廢除及相關人員應負

之責任機制。 

安平港歷史

風貌園區 

臺南安平案例主要以都市

設計概念作為管制基礎，由

都市區域整體考量，將古蹟

或歷史建築點與周邊環境

進行檢討，並作道路空間、

建築色彩、開放空間、建築

高度、夜間照明及廣告物設

置進行制定規則，對於有文

化價值之老舊建物，則採

臺南安平為地方文化古

都，為保留許多地方文化特

色建築，作為推廣歷史風貌

園區，於都市計畫管制手段

進行，對於文化特色據點保

留則同時考量環境地景等

因素，可提供本計畫對於古

蹟保存與周邊管制做為評

估參考原則。 



 

2-50 

短、中、長期循序漸進由點

保存至面的整體文化資產

景觀區域，達到推動全區文

化保存之效用。 

安平舊聚落

歷史風貌維

持更新計畫 

透過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的

手段，建立舊聚落風貌維持

機制，並以補助安平聚落當

地住民進行傳統建築的修

繕維護，以重現安平歷史風

貌，採民眾提具申請書主動

向臺南市政府申請補助方

式辦理，完全充分尊重居民

意願。 

以現行都市更新獎勵方式

維護舊聚落風貌，採依民眾

保存意願提出補助申請辦

理，促使歷史風貌街區發展

具有共同之共識，避免古蹟

無共識下保存，造成當地民

意與發展方向相駁之情形

發生。 

臺北縣（現新

北市）三峽老

街保存歷程

案例 

為一處由民眾自主保存老

街歷史街區案例，並透過由

下而上力量共商街區管

制，藉由都市計畫公權力方

式成功保留及活絡地方產

業，並將原有容積透過獎勵

移轉方式辦理，同時也減少

居民阻力和保障所有人權

益。 

藉由充分民眾意見發展，非

受文資法管制，呈現以充分

民意保存共識下，街區發展

與整體保存具有重大之意

涵，另一方面也以容積獎勵

移轉方式保障民眾之權益。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法國案例探討中，登錄後以半徑 500公尺為範圍受到制約方式，政

府採以柔性保護原則管理，而文化資產對於民眾而言屬於全體人民之榮

耀與記憶，故能於相互督導情況下完整保存及維護周邊景觀風貌。反觀

我國文化資產仍視為私有財產，且有處分之權力，民眾對於文化資產保

存及周邊環境景觀共同維護尚未達成熟共識，且我國國情目前仍傾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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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明文規定方式，原則性半徑劃設方式精神可為本計畫參酌，但落實

於現況操作上，無論於管制圓弧面內與外之土地或建築界定，將會產生

爭議，並有各圓弧交接面之景觀道路與建築立面遺漏所衍生之爭議，故

本計畫以其精神參酌納入評估管理。日本方面國情相近於臺灣，對於操

作方式也較為符合本計畫需求，因此在基礎資料分析、事業計畫、審查

機制及整合上為有系統，到對於細部範圍認定劃設，規範出所需之實際

範圍則日本屬全區域特色保存，尺度較大不是用於臺灣古蹟保存現況使

用，因此本計畫將與法國視覺軸帶管制精神相互彌補，而中國大陸則將

文化資產一併納入都市建設規劃中，並免破壞、污染行為產生，藉由各

發展區特色進行規劃導向發展，將都市新建設與文化脈絡分述融合整體

開發，避免開發建設影響古蹟保存發展及利用。 

在法令規範限制基礎下，未來我國施行建議應朝向獎懲並行方式，

對私有產權應有補償或鼓勵機制，對於周邊住宅視覺環境改善、修繕則

以優惠稅額、獎勵補助等鼓勵維護，而整體環境則依提出之工作事業計

畫內容，經由主管機關審查給予必須之經費施作，被限制之容積，則可

透過移轉及容積獎勵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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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中市古蹟及保存區範圍檢討 

 

經由 23 處古蹟保存現況之調查作業，清理出都市計畫、地籍、現

況使用情形逐一清冊說明，再將各處之保存、景觀、產權、分區等課題

提列出解決對策，於基礎調查資料與對策作為基礎下，進行用地範圍檢

討及建議，並初擬管制方式說明。 

 

第一節  臺中市古蹟及保存區基礎調查 

現況調查係以都市計畫圖及地形測量圖進行現場檢測古蹟範圍內

及週邊環境景觀視覺，由古蹟通行之道路動線為軸，紀錄各動線交叉節

點之視軸線，另環拍方式說明週邊環境影響古蹟之要素，如保留空地或

綠帶、容積與建築高度、形貌、色彩及有關交通動線、景觀廊帶之空間

形塑或緊鄰可能造成之災害延燒因素。 

古蹟公告之地號則經彙整後以地籍圖範圍套繪都市計畫圖，進行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檢測，並將公告之地號重新檢視地籍資料，確認現

行地政資料與文化資產古蹟公告之地段地號是否相符或調整變更，進而

提出後續課題解決對策。 

古蹟再利用已是目前所有權人與管理單位之共識，除能有效吸引人

潮參觀外，更具有教育意涵，再利用方式中則以多媒體拍攝場景最具效

果，而於本計畫調查紀錄中發現，對於再利用後之場地回復，缺乏一套

有效管理機制與通報系統，對於古蹟本體及週邊環境影響甚劇，故由下

列各處調查說明古蹟範圍現況環境與週邊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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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古蹟調查清冊-林氏貞孝坊 

古蹟名稱 林氏貞孝坊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牌坊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74年 8月 19日

七四臺內民字第 338095

號 

地址 大甲區庄美里順天路與

光明路交叉口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指定

範圍 古蹟保存 孔門段 464 商業區 孔門段 465 

合計面積 298㎡ 

都市計畫 變更大甲都市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中華民國、臺中市政府 

管理人/單位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創建年代、歷

史沿革 

林氏貞孝坊位於臺中市大甲區順天路與光明路口，是為表彰節

婦林春娘而設立，迄今已有一百五十餘年的歷史。林春娘生於

清乾隆四十三年（西元 1778年），，因家貧從小就給大甲區余

家當童養媳。未婚夫余長榮，是余家的獨生子，從小與寡母相

依為命，十七歲時（西元 1789年）不幸於赴鹿港經商途中被海

浪捲走溺斃。當時春娘生父以其年幼，而余家既窮且貧，乃要

求春娘返家擇夫改嫁，惟為春娘所拒絕。 

據臺灣全誌淡水廳第十卷記載：「姑目疾幾瞽，以舌日舐，焚香

虔禱，未半載而癒，姑復拘攣。日侍床褥，沐浴浣濯，甘旨躬

親。及歿，哀毀逾常」。 

春娘早起晚眠日夜紡織，一生辛勤節儉，家中漸有積蓄即立族

子余致祥為嗣，娶媳巫氏（苗栗縣通宵鎮巫萬義之女，後以節

孝旌表，卻又感染重病而逝，春娘偕媳撫育幼孫，道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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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833年）經仕紳劉獻廷等報請旌表，道光十六年（西元

1836年）獲准建坊入祠，因家貧延至道光二十八年（西元 1848

年）在各官紳協助下，始建坊於大甲街南門外的通衢上。 

同治元年（西元 1862年）臺灣中部發生戴潮春之亂，王和尚糾

眾進攻大甲城，採斷水之計，眾人請貞女春娘祈雨，果然大雨

傾盆。半月後王和尚再度圍城斷水，春娘二度祈雨，頓時風雨

交加，大甲城轉危為安。半年後，林日成再攻大甲城，因水道

屢斷，春娘三度祈雨，雨竟降臨，大甲城遂又解危，民眾都認

係春娘守節盡孝感動天地。同治 2年 2月 13日，林春娘病逝，

享年八十六歲。地方感念其貞孝，特塑「貞節媽」寶像於鎮瀾

宮中供奉，為大甲三神之一。 

格局與構造 1.構造：石構造。 

2.格局：四柱三間形式 

3.特色概述：林氏貞孝入口處有石獅，並且 正面刻有「聖旨」

字樣，旁立有石碑主要為「奉獻漳泉牌記碑」、「東門義路碑」

等。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周邊交通路

網管制及大

眾運輸調查 

東向：順天路，路寬 8公尺 

西向：無 

南向：光明路，路寬 8公尺 

北向：順天路 121巷，路寬 2.5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公車站牌:順天路 85巷，順天路 13號   

豐原客運:光明路 196號。 

 

周邊景觀及 1.東向：順天路街道，為市場商業使用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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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狀況 2.西向：現況為緊鄰建築使用 

3.南向：光明路街道，為住商使用。 

4.北向：緊鄰後方住宅區使用。 

管理維護上

必要之限制

或禁止事項 

1.光明路、水源路及順天路會經點之周邊商業區之招牌與建築外

觀應有所管制。 

2.順天路及光明路交叉口之日治時期街屋，建議納入林氏貞孝坊

保存區範圍或應納入管制，塑造一歷史文化街景，亦可成為

林氏貞孝坊在順天路上另一視覺節點。 

 

 

古蹟牌坊前環拍街景 

  

光明路與水源路口 水源路與順天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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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正面及後側緊鄰建築 古蹟面前人行步道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順 

天 

路 

光 明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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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林氏貞孝坊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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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古蹟調查清冊-潭子農會穀倉 

古蹟名稱 潭子農會穀倉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產業設施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100年 3月 17

日府授文資字第

1000041281號 

地址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街 3

段 81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潭子區潭秀段 899 潭子區潭秀段 903 

潭子區潭秀段 903-3 潭子區潭秀段 913 

潭子區潭秀段 919 潭子區潭秀段 936 

潭子區潭秀段 895 潭子區潭秀段 896 

指

定

範

圍 商業區 

潭子區潭秀段 897 潭子區潭秀段 898 

合計面積 1,502.58㎡ 

都市計畫 變更潭子都市計畫（三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中華民國 

管理人/單位 臺中市潭子區農會 

創建年代、歷史

沿革 

本建築為日治時期昭和 6年，日人準備控制糧倉所建置，

為日治時期戰時糧食政策之重要歷史證據。穀倉建築反映

臺灣早期產業發展之重要歷史脈絡及社會經濟意義。基本

架構、部分產業設施仍保存完好，建築本體包括穀倉 10

間、碾米機房、粗糠間、糙米倉庫、太子樓等，設計功能

複雜、完善，其木桁架長達 21公尺，結構精細。 

格局與構造 1.構造：磚構造。 

2.格局：外有日式「鋸屋根式」的屋頂與「太子樓」，內

有西方國家的「偶柱式木桁架」與閩南式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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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方面有「中央輸送帶」與「傾斜槽」等，堪

稱是當時自動化的設備，另有「通氣柱」，儼然

是今天的空調設備。 

3.特色概述：穀倉建於 1931年，已有 78年之歷史，在當

時時空背景下如此先進的穀倉，確實是一價

值不凡的建築。穀倉具有防潮、防鼠之建築

技術，代表當代的技術特色，具技術史之保

存價值。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閒置，尚未開放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火車鐵軌 

西向：中山路 2段，路寬 24公尺 

南向：無 

北向：雅潭路(15公尺)銜接潭子街三段，路寬 5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鐵道使用。 

2.西向：為商業區建築背立面。 

3.南向：牛排館停車場。 

4.北向：農會信用部建築。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停車場規劃需配合古蹟出入口使用與設計。 

2.現有住宅後側立面禁止違章建築，並輔導立面整理。 

3.配合農會信用部之使用，規劃再利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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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鐵路 南側牛排館停車場出入口 

  

西側商業區後方 北側農會信用部後方出入口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路 

中 

山 

二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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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潭子農會穀倉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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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古蹟調查清冊-磺溪書院 

古蹟名稱 磺溪書院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書院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74年 11月 27日

七四臺內民字第 357272號 

地址 大肚區磺溪村文昌路 60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大肚區文昌段 2311 號 大肚區文昌段 2311-1 號 

指定

範圍 保存區 

大肚區文昌段 2311-2 號 大肚區文昌段 2318-1 號 

合計面積 3,486㎡ 

都市計畫 變更大肚都市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磺溪書院管理委員會 

管理人/單位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磺溪書院俗稱文昌祠，為昔時大肚地區的文教中心。清嘉

慶 4年（西元 1799年），大肚士紳趙順芳與烏日士紳楊占

鰲為提倡文風，乃成立西雝社。西雝社成立之後，又發動

社員倡捐，興建文昌祠，做為遊藝論學之所。因思文風之

推展與教育之普及，爰於光緒 13年（西元 1887年）由趙

順芳倡議在文昌祠創設書院，名為「磺溪書院」，全部工程

於光緒 16年（西元 1890年）完成。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木構造。 

2.格局：七開間兩進兩護龍帶四垂亭的四合院式建築。 

3.特色概述：座南朝北，由外向內分別為山門、拜殿及正

殿，兩側均有廂房，正殿與廂房間則有過水

相連。第二進為三開間的講堂，中央供奉文

昌帝君，前有八柱歇山屋頂的四垂亭，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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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與護龍齋舍相連接的過水廊外牆，是

磚雕製作最為精美的所在。除作為奉祀文昌

帝君的祭祀空間外，亦為當地讀書會、書法

社教授及社區居民活動之所。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文昌一街 8巷，路寬 7公尺 

西向：無 

南向：文昌一街 22巷 8弄，路寬 2.5公尺 

北向：文昌一街，路寬 12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鐵皮工廠建築。 

2.西向：三樓違章加建住宅緊鄰。 

3.南向：廣場及道路使用。 

4.北向：磚造合院式平房。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為保留舊聚落、舊建築群納入管制維護，將古蹟與住民

生活融入一文化景觀。 

2.古蹟本體東南向現為工廠設施應於後續營建行為有所管

制，短期內對消防安全應有所加強與考核，以維護古蹟

安全。 

3.前埕及 5m溝渠應維持現狀；而農耕區域有興建建物之行

為時，應有效管制與農業道路相對退縮距離。 

4.西側緊鄰建築後為方廚房使用，亟需注意防火及火災延

燒問題，應立即禁止或加強防範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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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側合院建築 西側緊鄰民宅 

 

東側鐵皮工廠建築 東側緊鄰磚造平房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文
昌

一
街

8
巷

 

文昌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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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磺溪書院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3-15 

表 3-4 古蹟調查清冊-大甲文昌祠 

古蹟名稱 大甲文昌祠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祠廟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74 年 11月 27 日

七四臺內民字第 357272號 

地址 臺中市大甲區孔門里文武路

116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古蹟保存 大甲區孔門段 188號 大甲區孔門段 1027號 

大甲區孔門段 188號 大甲區孔門段 1025號 

大甲區孔門段 1026號 大甲區孔門段 1027號 

大甲區孔門段 1027-1號 大甲區孔門段 1028號 

公園 

大甲區孔門段 1029號  

大甲區孔門段 188號 大甲區孔門段 1022號 

指

定

範

圍 

道路 

大甲區孔門段 1023號 大甲區孔門段 1030號 

合計面積 2,823㎡ 

都市計畫 變更大甲都市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中華民國、臺中市政府、李 OO、文昌宮 

管理人/單位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創建年代、歷史

沿革 

清同治年間，大甲人何清霖（同治六年丁卯科舉人）鑑於大

甲地方開闢甚早，明永曆年間已設通事，又為南北交通交會

之所，不僅人才薈萃，文教也相當發達，但迄無主文運崇教

化的場所。經向官府請設義塾以崇揚大甲文教獲准，惟因經

費龐大及廟地無著，一時無法齊備而作罷。 

光緒元年(1875年)臺灣行政區域變更，大甲由淡水廳大甲堡

改隸新竹縣竹南四堡。光緒十一年(1885年)新竹知縣方祖蔭

與恩貢生陳肇芳再度倡議興建文昌祠，經例貢生謝棠華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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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地為廟址，吧紳陳肇芳、林鳳儀等人承命興建，於光緒十

三年(1887年)三月興工，至十四年(1888年)六月全部完成。

民國三十八年此廟曾先後由裝甲兵團、保警大隊、退除役官

兵陸續佔住，以致毀損，幸未曾翻建，仍保有創建時之原貌。

民國七十四年(1895年)十一月廿七日，經內政部公告指定為

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現為市定古蹟。 

格局與構造 1.構造：傳統木構造。 

2.格局：三開間、兩進、兩廊帶左右護龍之四合院。 

3.特色概述：建築特色偏閩南式，前埕寬敞遼闊，第一進山

門為檐廊形式，三段燕尾翹脊，筒瓦屋面為典

型清代祠廟型制，可稱為書院與廟宇之複合建

築。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周邊交通路網

管制及大眾運

輸調查 

東向：雁門路，路寬 12公尺 

西向：無 

南向：文武路，路寬 12公尺 

北向：文昌街，路寬 12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

用狀況 

1.東向：住商混合使用，樓層最高 5樓，立面裝設冷氣、鐵

窗招牌等。 

2.西向：緊鄰建築及空地。 

3.南向：商業使用鐵皮屋及最高四樓商業建築，部分有閒置

建築。 

4.北向：平房日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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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上必

要之限制或禁

止事項 

1.古蹟保存區東北向增建物應加強管理，避免影響古蹟本體

安全。 

2.古蹟保存區北向臨文昌街旁留有日治時期建築及 50年代

磚構一層房屋納入保存維護與管制，與古蹟保存區共同形

成一文化景觀。 

3.古蹟保存區東側臨雁門路住宅外觀納入管制。 

4.古蹟保存區南向乙幢日治時期街屋，納入保存維護與管

制，與古蹟保存區共同形成一文化景觀，餘住宅外觀納入

管制。 

5.古蹟保存區西北側空地應應自保存區線界退縮相對距離，

並限制興建高度及使用行為。 

 

 

 

  

東側高樓層建築 

 

南側鐵皮及商業、閒置建築 

  

西側建築與空地 

 

北側日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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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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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大甲文昌祠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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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古蹟調查清冊-梧棲真武宮 

古蹟名稱 梧棲真武宮 

指定類別 直轄市古蹟 

種類 祠廟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2年 3月 28日府授

文資字第 09201028001號 

地址 梧棲區中和里西建路 104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指定

範圍 住宅區 梧棲區西建段 484號 梧棲區西建段 627號 

合計面積 494㎡ 

都市計畫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梧棲真武宮管理委員會 

管理人/單位 梧棲真武宮管理委員會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武宮創建於清道光二十九年（西元一八四九年），由當時的

行郊「集順號」正董事蔡大聘、蔡虎班、副董事蔡金鈔、

蔡金輟及另外不知名者二人共同籌建，供蔡姓（蓮塘蔡）

族群及中和里民信仰膜拜。早期為地方耆老集會議事及談

天說古的場所，更是兼具有行館、信仰、經濟及教育等多

項功能的空間。 

日治時期昭和 10年(西元 1935年)中部大地震，廟宇建築

慘遭損壞，後經民國四十二年及六十五年二次整修，始有

今日之廟貌，就整體廟宇建築而言，尚能保有原本閩南式

寺廟的建築風格與形制。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木構造。 

2.格局：三川殿、拜殿、正殿格局。 

3.特色概述：寺廟坐北朝南，然因建築基地較為狹小，拜

殿延伸而與三川殿相接，三川殿門面尚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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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為硬山式建築，大木結構造型典雅，

瓜筒造型優美，屬泉派之作法，線條流暢簡

潔，細部裝飾樸實素淨，完全展露地方匠藝

的傳統風貌。建築材料以磚、石、木為主。

兩側以實心紅磚牆承重，為昭和十年修建後

遺留至今，內牆以白灰粉刷修飾，外牆不施

粉刷。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梧棲路，路寬 11公尺； 

西向：西建路，路寬 4 公尺； 

南向：路寬 1公尺； 

北向：西建路 112號，此為緊鄰的小巷(路寬約 2~8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128.169.6856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緊鄰住商老街屋後方。 

2.西向：隔有道路，周邊為 1至 2層樓建築。 

3.南向：為廣場前方為三樓建築。 

4.北向：隔有小腹地，及一般住宅使用。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古蹟本體左側空地上建築物應移設。 

2.古蹟本體右側之民國 72年增建的辦公室與倉庫應移設。 

3.古蹟本體之週邊為屬舊有聚落建築，建議西建路以西及

古蹟本體左側空地左右兩側應予以保留或限制高度或限

制後續興建行為樣貌，以保有古蹟本體周邊景觀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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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緊鄰建築 南側廣場與周邊建築 

  

西側 1至 2樓建築 北側巷內建築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西
 

建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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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梧棲真武宮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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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古蹟調查清冊-壹善堂 

古蹟名稱 壹善堂 

指定類別 市定古蹟 

種類 祠廟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11日府

授文資第 1010076914號 

地址 南屯區文山里忠勇路 59號 

 

使用 

分區 
地段地號  

指定

範圍 

綠地 南屯區保安段 656號 

合計面積 673㎡ 

都市計畫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

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

地、後期發展區部分） 

細部計畫 文山及春社里地區細部計畫（一通） 

所有人/單位 廖壹善堂 

管理人/單位 廖 OO 

創建年代、歷史

沿革 

壹善堂，開山師父俗名廖勃，後曾至大陸福建的鼓山寺出

家，法號智深，壹善堂傳承至今仍由其第四代孫所管理。壹

善堂創建於光緒 8年(1882)，距今已百餘年。壹善堂經過兩

次的馬路拓寬，原本傳統三合院的建築形制，目前僅剩正身

部分。惟「壹善堂」為臺中地區重要的齋教建築之一，具歷

史、文化價值。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木構造。 

2.格局：原為傳統三合院建築，目前僅剩正身部分及左右兩側廂房。 

3.特色概述：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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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文山三街，路寬 11公尺 

西向：文山二街，路寬 8公尺 

南向：忠勇路，路寬 20公尺 

北向：忠勇路 65巷，路寬 6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臨 12m寬忠勇路。 

2.西向：建物普遍加建設施物。 

3.南向：有土石磚牆遺構臨時搭建建物及雜木。 

4.北向：有土石磚牆遺構臨時搭建建物及雜木。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西側新建或改建或增建之建物，應自保存區線界退縮相對

距離，並限制改建高度及使用行為。 

2.左右兩側有土石磚牆遺構、臨時搭建建物及雜木，環境不

佳，易影響周邊住民生活品質與安全。短期應加強環境清

潔、建築遺構保護或移除等維護安全，後續之開發行為應

自保存區線界退縮相對距離，並限制改建高度及使用行為。 

3.古蹟保存區西向之計畫巷道尚未開設，惟為有效加深景觀

保護淨深度及留存既有巷道氛圍，且經勘查現有巷道尚無

影響居民行之便利。 

4.古蹟保存區東向面前公寓大廈 1樓廣告看版應受管制。 

 

 

東側面前 12m道路 南側綠地開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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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建築加建情形 北側綠地開闢中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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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壹善堂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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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古蹟調查清冊-社口大夫第 

古蹟名稱 社口大夫第 

指定類別 直轄市古蹟 

種類 宅第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74年 11月 27日七

四臺內民字第 357272號 

地址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村文化

路 76號  

使用分

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圳前段 557-2號 圳前段 881號 

圳前段 891號 圳前段 882號 

圳前段 883號 圳前段 884號 

圳前段 885號 圳前段 886號 

圳前段 887號 圳前段 888號 

圳前段 889號 圳前段 890號 

福隆段 406號 福隆段 407號 

福隆段 408號 福隆段 409號 

福隆段 410號 福隆段 411號 

福隆段 412號 福隆段 453號 

福隆段 414號 福隆段 415號 

福隆段 454號 福隆段 455號 

指定

範圍 

古蹟 

保存區 

福隆段 456號 福隆段 457號 

合計面積 12,136㎡ 

都市計畫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林 OO等 

管理人/單位 林 O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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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年代、歷史

沿革 

社口林宅又稱「社口泰孚第」、「社口大夫第」。「泰孚第」為

社口仕紳林振芳在光緒元年（1875年）購入吳張舊宅後修

建，大體建築則約在光緒四年(1878年)左右落成。林振芳，

臺中廳拺東上堡社口庄人。生於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

卒於日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享年七十有四，前後歷經道

光、咸豐、同治、及光緒四朝與日治時期。因經商致富，加

以為人精明俐落，擅長處理地方性的事物，故雖本人只受過

三年的鄉塾教育，卻能夠在清代捐授至「同知」職銜，並在

日治時期歷任保良局局長，臺中農會副會長等職位。當他在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因病去世時，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

新平立即致函弔唁，由此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木構造。 

2.格局：兩進多護龍形式四合院建築。 

3.特色概述：採坐北朝南偏西方位。中央門廳、正廳及第一

進兩側成退凹的形式，以強調入口的空間感。

早期的林宅左右各有三排護龍，左右外護龍的

前段以及左右內護龍的連結空間之上，各設有

兩層的「銃櫃」四座，作為觀察及防禦賊匪侵

襲之用。雖然左右外護龍與三座銃櫃，因為損

壞或拆除，今日都已不存。不過就整體建築物

而言，仍保存得相當完整。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中山路 614巷，路寬 8 公尺 

西向：文政街 40巷，路寬 公尺 

南向：緊鄰.鄰居 

北向：中山路 614巷 69弄，路寬 8 公尺鄰文化街 12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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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間隔道路，但緊鄰則有臨時搭建物。 

2.西向：3樓新建物完成。 

3.南向：3樓別墅型建築，有零星空地。 

4.北向：3樓新建物完成。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需管制中山路 614巷與 614巷 69弄交叉口之住宅增搭鐵皮

樓層情況。 

2.古蹟本體東向臨中山路 614 巷，緊靠古蹟之圍牆有相當之

臨時性車庫、農業臨時搭棚架需移除。 

3.古蹟本體南向，周邊臨房之鐵製水塔及增搭鐵皮樓層頻

繁，影響景觀需管制。 

4.古蹟保存區西向臨地雖為雜林木，惟應自保存區線界退縮

相對距離，並限制興建高度及使用行為。  

 

  

東側道路及緊鄰臨時搭建物 

 

南側半月池前建築 

  

西側新建建築 北側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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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中
山

路
6

1
4
巷

 

中山路 614巷 69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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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社口大夫第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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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古蹟調查清冊-筱雲山莊 

古蹟名稱 筱雲山莊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宅第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88年 5月 17日

府民俗字第 117638號 

地址 臺中市神岡區三角村五

鄰大豐路 116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1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1-5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5-1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6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6-2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245-3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367-6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367-7號 

保存區 

神岡區三角子段 245號 
農業區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1-1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1-6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1-2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1-3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1-8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1-9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96-3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245-1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245-2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245-4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368-7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367-12號 

指

定

範

圍 

道路用地 

神岡區三角子段 900-81號  

合計面積 25,413㎡ 

都市計畫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臺灣省臺中農田水利會、呂 OO等 

管理人/單位 呂 OO等 

創建年代、歷史

沿革 

筱雲山莊是前清舉人呂汝修的祖宅，建於清同治五年（西元

1866年），至今已有一百四十餘年的歷史，當年呂舉人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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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呂炳南，因奉養慈母，為使歡娛晚年而特別興建的，同時

由於呂家富有，又好結交文士，一時名流雲集，名聞遐邇。 

同治年間，廣東名士吳子光來臺，曾在此當西席多年，因此

造就不少英才之士，中部文風之盛，實與此關係至深。按連

雅堂臺灣通史云：「時吳子光設教呂氏之筱雲山莊，藏書富。

逢甲負笈從，博覽群籍，遂以詩文鳴里中。」三角村呂氏是

中部望族，家富好客，庭院恢弘，除了樓臺花木外，就是以

筱雲軒最為有名，在此藏書數萬卷，自經史子集以迄籙碑之

類，無所不備，吳子光曾為此作藏書記，有題聯云：「筱環老

屋三分水，雲護名山萬卷書。」又說：「新築第宅一區，樓臺

花木，壯麗甲於海東。」由此可知其堂皇富麗的一斑。後來

此地又出了二位詩人，那就是呂厚庵與呂蘊白，均為霧峰櫟

社社員，當時，臺灣淪日，他們更以鼓吹詩教，發揚民族文

化不遺餘力。 

日治時期，呂家與新統治當局的穏定友好關係，成為筱雲山

莊後續發展的基礎；山莊內的文教經營由傳統漢學教育進入

日式近代教育，經濟發展則延續農地經營而成為庄內最大業

主，反映在筱雲山莊的建築上則是持續的增修與日式洋風建

築的新建。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混合構造。 

2.格局：門樓，三開間兩層樓。篤慶堂，創建期為兩落單護

龍。筱雲軒，抬樑式木屋架。迎賓樓，樓高兩層。 

3.特色概述：筱雲山莊門樓位於東南角，格局為三開間兩層

樓，厝脊為翹脊。門樓上置有銃眼，除了門面

的象徵及風水的考量外，又兼具防禦的功能。 

篤慶堂係筱雲山莊的主屋，創建期為兩落

單護龍的形制，前落明間為門廳，後落明間為

大廳，是呂氏家族的精神中心所在。前落之厝

身以斗栱出挑屋簷的作法，構造方式為「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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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其厝身未作檐廊，明間作凹壽處理。後

落之厝身為具檐廊之屋身，兩側房前另置隔牆

以步口廊分隔房與深井，以增其私密性，構造

方式亦採「混合構造」。 

筱雲軒位於篤慶堂東側，為筱雲山莊讀

書、藏書之所，構造方式為「柱樑結構」，採抬

樑式木屋架，牆體材料以杉木、檜木、木板、

土墼磚以及編竹泥牆為主。 

南側迎賓樓為招待賓客之用，樓高兩層厝

身作法北向正立面置以檐廊，東、西及南向則

以履出檐。構造形式為「混合構造」，其外牆為

承重牆構造，隔間牆則為柱樑結構，壁體以土

墼為材，基座置以三層卵石，柱位處再改置紅

磚以承重。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目前整修中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大豐路，路寬 15 公尺； 

西向：三社路 53巷，路寬 5公尺； 

南向：三社路 53巷，路寬 5公尺； 

北向：三社路，路寬 6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農業灌溉溝渠及計畫道路與一般建築。 

2.西向：零星工業使用廠房。 

3.南向：部份建築延及農地。 

4.北向：道路間隔後為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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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臨農業灌溉溝渠之部份建築應有效管制（尤其臨古蹟保存

區之民宅高度及其增建物），並於有效建地上及相對溝渠之

退縮距離內限制改建高度。 

 

2.古蹟保存區南向之面前農田，應相對三社路 53巷道界線之

退縮距離內限制建物興建高度與行為。 

 

3.古蹟保存區西向、北向及東向，應相對古蹟保存區或道路

或巷道，於相對界線之退縮距離內限制改建或興建高度及

行為。 

 

  

東側農業灌溉溝渠 

 

南側農地 

  

西側工業廠房 

 

北側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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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三三三三 社社社社 路路路路 大大大大 

豐豐豐豐 

路路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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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筱雲山莊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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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古蹟調查清冊-神岡呂家頂瓦厝 

古蹟名稱 神岡呂家頂瓦厝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宅第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3年 10月 22日府

授文資字第 0930011690號函 

地址 臺中市神岡區中興路30巷32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神岡區三角子段 155 神岡區三角子段 157 

神岡區三角子段 158 神岡區三角子段 159 

指定

範圍 農業區 

神岡區三角子段 160 神岡區三角子段 163-1 

合計面積 2,320㎡ 

都市計畫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呂 OO等 

管理人/單位 神岡呂家頂瓦厝管理委員會、呂順源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根據文獻記載，在西元 16世紀明朝嘉靖末年，已有許多漢

人商船、漁船進入北港、雞籠（基隆）、淡水一帶活動，而

至西元 1683年清廷收復臺灣，閩粵移民入臺開墾者日漸增

多。 

乾隆三十六年（西元 1771年）詔安秀篆呂氏族人之呂祥省

攜眷渡海來臺，至乾隆五十五年（西元 1790）定居於神岡

三角庄，「呂家頂瓦厝」為呂氏渡臺在三角仔庄所建的第二

座宅第，建造年代推測大約在清道光六年（西元 1826年）

迄今約有一百八十年左右，是目前已知且尚存的第一代客屬

移民建築中較早的案例。 

同治五年（西元 1866年）筱雲山莊落成，族人陸續遷出，

頂瓦厝日治時期也曾修建後落屋頂改為水泥瓦，但後期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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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居住，增、改建較少，致使建築保留較多原鄉地的特質，

東海大學故洪文雄教授曾讚其文化資產價值不凡。 

921地震後呂家頂瓦厝牆體裂損、倒塌，屋瓦掀除損毀嚴重，

由前臺中縣文化局緊急搭設帆布棚架保護，並輔導業主申請

震災修復補助，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核定全額補助經費

進行修復工程，前臺中縣政府於 93年 4月 13日公告登錄為

歷史建築，93年 12月 22日公告指定為縣定古蹟，縣市合

併後逕改為直轄市定古蹟。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木構造。 

2.格局：二進雙護龍。 

3.特色概述：大木構架，採透雕束仔及以斗承楹作法，呈現

潮州木構特質，大廳未設燈樑，亦屬客籍作

法。裝飾作法，有石雕、木雕、磚雕、泥塑、

書法、剪黏等，其中石雕、木雕作品線條細緻

流暢，雕工精細，呈顯出俐落、纖細之美。前

落正面必身之泥塑作品，以仿磚雕方式呈現，

風格古樸且優雅，具有極高藝術價值。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中興路 30巷，路寬 3 公尺 

西向：綠地 

南向：三社路，路寬 6公尺 

北向：中興路，路寬 6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農地及閒置空地。 

2.西向：農地及一棟平房建築。 

3.南向：東南向為農地，西南向為工業廠房，出入至 6m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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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路，需借三社路 139號面前廠房進出，無路標指

示。 

4.北向：乙 2.5左右產業道路，銜接至 6m中興路，該產業

道路為竹林圍塑。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建議規劃三社路劃設道路連接古蹟保存區。 

2.古蹟保存區西南向工業廠房型態巨大，對於後續申請建築

行為時，應於相對退縮距離內限制改建高度。 

3.古蹟保存區北向產業道路及延路竹林應採景觀保存方式

維護，可直接維護古蹟北向天際線之完整性。 

4.古蹟保存區西向及東向農地，應於相對古蹟保存區界線退

縮距離內限制建物興建高度與行為。 

5.作為多媒體拍攝場景時，對於作業前中後場地保護與回復

應有管理、清理、保護機制。 

 

東側空地 

 

南側空地與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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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農地與建築 北側農地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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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神岡呂家頂瓦厝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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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古蹟調查清冊-清水社口楊宅 

古蹟名稱 清水社口楊宅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宅第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9年 7月 12日文

資字第 0990004921號 

地址 臺中市清水區鎮新南路

116 巷 1 號、3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指定

範圍 住宅 
清水區社口段社口小段 41 號 

清水區社口段社口小段 42

號 

合計面積 5,239㎡ 

都市計畫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祭祀公業楊 OO等 

管理人/單位 祭祀公業楊 OO 管理者楊 OO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楊家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約在乾隆年間遷臺，原居於

鰲西勢庄，至楊金波時遷至社口庄。  

楊金波於光緒八年(西元 1882年)中舉，因軍功賞戴藍翎，

官拜提督兼道臺，其家族經商有成，管理土地極為廣大，富

甲一方。日治時期，楊澄若任清水區長，其子楊肇嘉為首任

清水街長，後來赴日早稻田大學進修，並致力於臺灣民主運

動，為臺灣民主先趨。楊宅建築群原為三組三合院並列組

成，兼有清朝及日治時期建築，但民國九十九年，日治時期

建築遭族人拆除，清朝建築部分則緊急召開文化資產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指定為古蹟。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木構造。 

2.格局：三組坐東朝西之三合院組成，各組為雙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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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圍牆，護龍多出一間銜接圍牆，合圍成封閉

的內院。  

3.特色概述：清朝建築創建於同治 2年（西元 1863），分有

楊金波宅及楊清珠宅二座合院建築，皆為穿斗

式桁架，楊金波因其中舉，堂前懸有「明經進

士」匾，屋頂則為燕尾翹脊型式。至今木構大

多保留原貌，彩繪則兼有清領時期及日治時期

之彷西洋畫透視法之彩畫，極富歷史意義及保

存價值。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鋼棚架保護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鎮新南路 116巷，原始路寬 4 公尺.目前加上空地 

      總寬為 15公尺 

西向：西社路，路寬 10 公尺 

南向：鎮新南路，路寬 15公尺 

北向：海濱路，路寬 8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新闢道路及建築空地。 

2.西向：計畫道路間隔。 

3.南向：計畫道路間隔，目前新建建物已完成。 

4.北向：緊鄰新建 3樓建築。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古蹟本體北側之新建住宅區具壓迫感，應適度退縮與管

制。 

2.注意古蹟本體面前空曠地後續開發行為及設定退縮與管

制。 

3.古蹟北體 1樓住宅屋齡高，短期注意使用者用火安全，長

期注意是否有發行為及退縮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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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計畫道路開闢完成，並留有建築腹地 南側計畫道路分隔 

  

西側計畫道路分隔 北側緊鄰建築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鎮 

新 

南 
路 

西 

社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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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清水社口楊宅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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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古蹟調查清冊-清水黃家瀞園 

古蹟名稱 清水黃家瀞園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宅第 

公告函 

文號 

缺 

地址 清水區三美路 57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清水區朝天段 450號 清水區朝天段 451號 

清水區朝天段 452號 清水區朝天段 453號 

清水區朝天段 454號 清水區朝天段 455號 

清水區朝天段 456號 清水區朝天段 457號 

清水區朝天段 458號 清水區朝天段 459號 

指定

範圍 農業區 

清水區朝天段 460號 清水區朝天段 461號 

合計面積 8,853㎡ 

都市計畫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黃 OO等人 

管理人/單位 黃 OO等人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黃家瀞園創建主黃汝舟日治時期擔任清水區長，其子黃茂林

經營碾米廠生意，經常往返臺北，由黃茂林參考三峽民權老

街街屋立面形式繪圖，再委託清水顏姓匠師設計，鳩工興

建，創建年代於 1926年，竣工於 1929 年。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混合構造（混凝土、磚、木）。 

2.格局：合院式，兩落雙護龍。 

3.特色概述：後落檐廊可通至兩側護龍，廊牆置以屏門上有

泥塑裝飾，其後依序為矩形門，明暗相間，空

間層次極為豐富。裝飾部份為第一進西方式

樣，有七處以洗石子工法浮飾花草紋樣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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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柱式簷廊亦極少見.屋頂為臺灣傳統屋瓦,第

二進則以臺灣閩南風格主導，屋脊剪粘裝飾華

麗。兩側有造型典雅之花瓶門，牆面貼飾較現

代面磚，整體而言其建築兼融合臺灣、西洋、

日本建築風格。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鋼棚架保護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農田 

西向：農田 

南向：三美路，路寬 8 公尺； 

北向：三美路 81巷，路寬 7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周圍為舊有建築聚落、旱田、工業廠房 

2.西向：農地使用。 

3.南向：入口為 3m產業道路連接 6m寬高美路，179號市公

車行經李厝站牌。 

4.北向：林木環繞阻隔視覺無法看到古蹟。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所有權人進行必要環境清理及建築體的維護。 

2.建議按原地景所在地劃設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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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 南側 

  

西側 北側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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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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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清水黃家瀞園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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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古蹟調查清冊-摘星山莊 

古蹟名稱 摘星山莊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宅第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86年 12月 262

日八六府民俗字第 345483

號 

地址 臺中市潭子區潭富路 2段

88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大埔段大埔厝小段 0328 大埔段大埔厝小段 0331 

大埔段大埔厝小段 0332 大埔段大埔厝小段 0333 

大埔段大埔厝小段 0350 大埔段大埔厝小段 0351 

指定

範圍 古蹟 

保存區 

大埔段大埔厝小段 0354  

合計面積 7,944㎡ 

都市計畫 變更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臺中市政府 

管理人/單位 臺中市政府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位於臺中市潭子區潭富路二段八十八的摘星山莊，由清昭勇

將軍林其中於清同治十年（西元 1871年）起建，至光緒五

年（西元 1879年）完工，是一座兩進多護龍的合院式傳統

民居建築。林其中，字樂卿，號在矣，生於道光 12年（西

元 1832年），弱冠從軍，任鄉勇，咸豐四年（西元 1854年）

隨霧峰林文察赴福建，歷經建陽、建德、汀州等諸役，太平

天國之役又隨軍入浙，屢建奇功，時人稱為「大老」，是傳

說中臺灣助平太平天國之役十八大老之一。同治 2二年（西

元 1863年）臺灣中部戴潮春之役時，隨軍返臺助勦，解甲

歸鄉後，建造摘星山莊以安享餘年。在現存的臺灣傳統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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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中，摘星山莊可說是一座保存完整，形制宏偉、且頗具

研究價值的古厝，尤其在磚雕、石雕、交趾陶、泥塑、大木

結構、裝飾彩繪及防禦體系上，都有相當精緻的表現，而被

譽為當今臺灣傳統民居的典範。 

民國八十六年，這座風格獨具，堪稱中部傳統民居表率的建

築，在地主賣給建商後面臨拆除的命運，造成前廳右角間、

內護龍前間、右山門、右外護龍等空間，均遭人為的嚴重破

壞。幸經有心人士、中央、省及臺中縣政府的奔波及努力，

及時於民國 86年 12月 26日由臺中縣政府公告指定為縣定

古蹟，才阻止了更進一步的破壞。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木構造。 

2.格局：兩進多護龍合院式建築。 

3.特色概述：摘星山莊主要係由前埕、前廳、正廳、左右護

龍、左右外護龍與左右外外護龍等空間組成，

在主體建築的東南有獨立的門樓一座，門楣上

以鑲深藍色字交趾陶燒門匾一方，額題：「摘

星山莊」四個大字。另在門廳之前有一半月形

的池塘，池水來自基地後方，並與建築物的引

水道及飲水系統相連，形成有排水功能，兼具

養魚、防火、灌溉與風水等作用的設施。 

主體建築分兩進，第一進是全建築中最為精美

的部分。入口上方有一「文魁」匾，在中門左

右則有「八仙帶騎」、「加冠錦上花」及「琴棋

書畫」等交趾陶牆堵，另室內雕飾繁複的抬樑

結構、原樣保存的彩繪和深淺合宜的雕飾，將

大木結構的機能與裝飾的美感，發揮得淋漓盡

致。 

第二進正廳內供奉林氏祖先神位，入口的額枋

上，懸有中式第二百零一名的林文炳所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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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匾一方。檐廊上的五爪瓜柱三疊斗及隨樑

上細膩的雕刻，道出了雙喜臨門、祈求吉慶、

富貴如意的吉祥意涵。另摘星山莊的外牆多用

斗砌土墼磚砌成，磚色紅潤優美，質地堅硬鏗

然，牆面丁順隅角及眠磚直交接頭，都用各式

榫接及陰線雕飾，分佈之多，組合之美，堪稱

全臺民居之冠。而利用紅磚丁順砌成的山牆面

與山門，構成高低有致的變化，不僅美化了建

築的天際線，也延展了空間橫向佈局的規模。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潭富路二段 86巷，路寬 8公尺 

西向：潭富路二段 160巷，路寬 4公尺 

南向：潭富路二段，路寬 8公尺 

北向：農田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零星工業使用，且有農地使用。 

2.西向：一般住宅及部分作為工廠使用。 

3.南向：住宅使用，緊鄰古蹟圍牆部分為增建廚房。 

4.北向：農業使用。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東、南西向之現有住宅及工業廠房，應自保存區線界退縮

相對距離，並限制改建高度及使用行為。 

2.北向農田，應自保存區線界退縮相對距離，並限制興建高

度及使用行為。 

3.原古蹟本體之門樓，為摘星山莊主要入口動線，其主要動

線兩旁應有效退縮相對距離，並限制興建高度及使用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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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門樓緊鄰工廠及住宅後門 南側一般住宅後側增建緊鄰 

  

西側一般住宅及工廠 北側農業使用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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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摘星山莊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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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古蹟調查清冊-后里張天機宅 

古蹟名稱 后里張天機宅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宅第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7年 7月 30日府

授文資字第 0970005362號 

地址 臺中市后里區墩南村南村

路 332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指定

範圍 農業區 后里區墩南段 805號 

合計面積 5,978㎡ 

都市計畫 變更后里都市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張 OO等 

管理人/單位 張 OO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張姓祖先是廣東梅縣人，約在道光年間來臺，原居東勢，後

來到四塊厝、后里一帶買了許多土地（十三張附近）。日據

時期繳租時，雖地在后里仍在東勢繳稅，當時庄長張堪勸他

搬到后里，在后里繳稅，張天機答應在后里但沒有合適的建

地，張堪乃和他換地，將自己的七、八分地換給張天機，張

氏乃在此築屋，約築於民國二十年左右。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混合構造（混凝土、磚、木）。 

2.格局：兩進七開間四合院。 

3.特色概述：門樓相當精緻 ，並有風水池，前後兩進的建

築手法及表現截然不同。第一進牆面全是磨細

石子，以灰、淺褐兩個色調。第一進正身幾為

西式的，不論屋面裝飾藝術、廳廊上配置的洗

手臺、庭中的養魚池（缸）、廊下的座椅皆設

計精美。前後兩進間的庭園花木扶疏、幽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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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後進則是以閩南式為主的傳統建築，後進

正身顏曰「受書第」，正方彩繪裝飾縟麗，但

書中人物已不再是傳統式的八仙過海或其它

忠孝節義的故事，而是由「石莊」所繪的民初

人物，雖顏色已有剝落仍可窺其全貌，其中也

有林伯璿（社口林宅林振芳之子）的題字。（節

錄自臺中縣建築發展史民宅篇－田野調查總

報告）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鋼棚架保護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無 

西向：無 

南向：南村路，路寬 8~12 公尺 

北向：農田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211號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主要出入口處，旁有閒置雜草、樹木綠帶。 

2.西向：三合院建築，臨路有一鐵皮搭建餐飲店。 

3.南向：間隔馬路，為農地使用。 

4.北向：農地使用。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古蹟保存區右側、後側及左側農地，對於申請建築行為時，

應於相對退縮距離內限制改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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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出入口位置 南側主要通行道路 

  

西側合院式建築 北側農地使用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路 
村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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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后里張天機宅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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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古蹟調查清冊-瑞成堂 

古蹟名稱 瑞成堂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宅第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100年 9月 29日

府授文資第 1000191852號 

地址 南屯區永鎮巷 3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南屯區鎮安段 239 南屯區鎮安段 239-2 

指定

範圍 公園兼兒

童遊戲場 南屯區鎮安段 239-1  

合計面積 3,191㎡ 

都市計畫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保

存瑞成堂) 

細部計畫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五）細部計畫（配

合保存瑞成堂） 

所有人/單位 黃 OO等 

管理人/單位 黃 OO等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為臺中州大屯郡南屯庄長黃清江創建，落成於昭和 2 年

(1927)。本古蹟建物位於臺中市南屯區永鎮巷 3號，此區目

前由臺中市高鐵新市鎮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進行重劃，

「瑞成堂」座落於重劃單元五之 25M-28主要計畫道路上，

本市於 100 年 7 月 11 日進行「暫定古蹟」審議，100 年 9

月 9日召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指定為市定古

蹟保存，未料於 100年 9月 20日凌晨遭受破壞，造成門樓、

內圍牆及第一進正身簷廊嚴重毀壞，目前依據「古蹟及歷史

建築重大災害應變處理辦法」規定，辦理災後清理及安全防

護。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木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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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局：三合院。 

3.特色概述：外圍設有門樓「務本居」，四方刺竹林圍繞，

保存早期「竹圍仔」防禦形式，正身步口棟架

高聳，捲棚作法、彩繪裝飾皆屬典雅精美之

作，屋瓦為黑瓦，簷柱受日治時期西洋建築風

影響，採類西洋柱頭樣式，外採洗石子方式展

現。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鋼棚架保護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重劃區開闢中。 

西向：重劃區開闢中。 

南向：重劃區開闢中。 

北向：永鎮巷，路寬 4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整地中。 

2.西向：計畫道路開闢中。 

3.南向：整地中。 

4.北向：古蹟範圍內留有竹林，分隔 4m道路後為農地使用。 

5.其他：自辦市地重劃區內，目前古蹟保護，周邊開闢中。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重劃後之公園規劃需配合古蹟保存範圍管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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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整地中 南側整地配合計畫道路開闢 

  

西側整地開闢公共設施 北側間隔道路與農地使用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巷 
鎮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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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瑞成堂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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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古蹟調查清冊-聚奎居 

古蹟名稱 聚奎居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宅第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14

日府授文資第 1010197493

號 

地址 烏日區學田路 405 巷 36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指定

範圍 住宅區 烏日區成功嶺段 330號 

合計面積 1,329㎡ 

都市計畫 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陳 OO等 

管理人/單位 陳 OO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約建於日治大正九年（1920），為傳統詩人陳若時的故居。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混凝土、磚構造。 

2.格局：西洋式兩層，左右兩側為對稱圓拱廊乙層樓房建築。 

3.特色概述：裝飾則為華麗的巴洛克樣式洋樓，豐富的裝飾

語彙、迴廊、圓柱、泥塑等保存完整，顯其特

色。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閒置，尚未開放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無 

西向：學田路 341巷，路寬 3 公尺 

南向：學田路 405巷，路寬 3 公尺 

北向：便行巷，路寬 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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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26.70.99號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向：通行道路，留有小型廣場腹地。 

2.西向：學田路通行道路，為古蹟後方，留有一處退縮空間。 

3.南向：一般住宅後方立面，有增建情形。 

4.北向：目前圍籬搭建，準備興建房子。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古蹟本體西向及東南向臨既有建築，建議就後續建物改建

或增建行為，應予以高度等之限制。 

2.注意古蹟本體北側乙宗閒置土地後續發展情形，並應自保

存區線界退縮相對距離，限制興建高度及使用行為，以免

再度影響古蹟景觀。 

 

  

東側通行巷道 南側住宅背立面 

  

西側學田路 北側緊鄰建築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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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學
 

田
 

路
 

341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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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聚奎居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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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古蹟調查清冊-縱貫鐵路舊山線-泰安車站 

古蹟名稱 縱貫鐵路舊山線-泰安車站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車站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13日 90

府文資字第 6709號 

地址 臺中市后里區泰安里福興路

52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鄉村區 

交通用地 
后里區七塊厝段 10-8號  

指定

範圍 

特定農業區 

交通用地 
后里區七塊厝段 8-1號 后里區七塊厝段 463號 

合計面積 99,990㎡ 

都市計畫 中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細部計畫 無，非都市土地，福安農地重劃區 

所有人/單位 中華民國 

管理人/單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中運務段 

創建年代、歷史沿革 明治四十三年（西元 1910 年）創設，原稱「大安溪信號

場」，僅辦理列車避讓及交會，大正元年（西元 1912年）

十一月一日升級為「大安溪停車場」，大正九年改稱為「大

安站」，至民國四十三年改稱為現今之「泰安」。初建時站

房為木造建築，因昭和十年（西元 1935年)發生墩子腳大

地震，苗栗--臺中山線鐵路沿線之橋樑、隧道受損嚴重，

費時三年才修復完成，於是於月臺右側設有「臺中線震災

復興紀念碑」，現今站房即為當年地震後重建之樣式。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混凝土、磚構造。 

2.格局：日式建築舊車站。 

3.特色概述：站內石柱由粗而細鼎立，窗戶皆為木窗上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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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位於谷地中，為配合兩端路線高度，

將站房設置低於路基，入口在地面，形成月

臺、鐵路在上方二層的現象。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               

周邊交通路網管制

及大眾運輸調查 

東向：無 

西向：無 

南向：臺鐵(舊)路 

北向：福興路(泰安車站)，路寬 5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211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狀

況 

1.東向：綠林、鐵道。 

2.西向：候車庭及廁所、鐵道。 

3.南向：候車月臺、鐵道。 

4.北向：一般站前住宅。 

管理維護上必要之

限制或禁止事項 

1.福興路林立之舊街屋之相當進深內，建議保存及管制改

建行為，其後之限制改建高度及風貌，以維護舊街區風

貌。 

2.古蹟保存區之東及西向狹長，兩向周邊農地後續開發行

為，尚不影響古蹟本體周邊景觀。 

3.古蹟保存區南向山坡面應限制開發，以維護古蹟本體南

向天際線之完整。 

4.古蹟本體周邊及保存區範圍內應管制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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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樹林及面前道路 南側月臺候車亭 

  

西側面前道路及公車候車亭 北側站前住宅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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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縱貫鐵路舊山線-泰安車站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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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古蹟調查清冊-追分車站 

古蹟名稱 追分車站 

指定類別 市定古蹟 

種類 車站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6日

府文資字第 09101154501號 

地址 臺中市大肚區王田里追

分街 13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指定

範圍 鐵路用地 大肚區追分段 378號 

合計面積 61,869㎡ 

都市計畫 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中華民國 

管理人/單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中運務段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興建於日治時期，西元 1922年 10月 11日，距今已近九十

的歷史。早期因舊山線段（三義至豐原間），坡度過大使列

車速度與載重噸數受到很大限制，後即於一九一九年開始

興建海岸線，就是現在竹南至彰化的海線，完成後臺鐵長

程線都改經海線行駛，舊山線只行駛區間車，為方便豐原、

臺中的旅客搭乘長程列車，特在追分、成功，興建成追線，

方便山線旅客轉乘，因此追分站曾被賦予臺灣鐵路運輸重

大責任。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木構造。 

2.格局：日式建築舊車站。 

3.特色概述：追分車站結構形態與日南車站相仿，牆身為真

壁式牆，屬海線標準形的木造站房，面向鐵道

的立面形式為破風樣式，從月臺側看，可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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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醒目的牛眼窗就鑲在高處。牆身為真壁式

牆，牆基、柱礎等部份為石材。屋架及簷廊為

紅檜木料。屋面為水泥瓦。門、窗為扁柏木料。

為日治時期海線車站「和洋風式」風格，採用

木構造、洋式屋架構造形式。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車站營運中  

周邊交通路網管制

及大眾運輸調查 

東向：無 

西向：追分街，路寬 10公尺 

南向：追分街，路寬 10公尺 

北向：沙田路一段，路寬 25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93、105、6360、6362、6863）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狀

況 

1.東向：鐵道及車站周邊相關建築使用。 

2.西向：外部連接追分街，古蹟內為倉庫及廁所，且有機車

腳踏車停放。 

3.南向：月臺及候車亭，後方為農地使用。 

4.北向：站前廣場空間，一般住宅正立面。 

管理維護上必要之

限制或禁止事項 

1.車站附屬建築、鐵道西側面農耕區域及鐵道往北右側之福

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圓筒型倉庫及廠房，應儘量維持現

狀，保有追分車站原設置之運輸轉運機能及寬闊地景氛

圍。 

2.車站面前左右兩側高層建物及加設設施（水塔等）應有效

隱藏或管制設置，避免車站北向天際線景觀持續惡化。 

3.車站西向廣闊農耕區域，對有興建建物之行為時，應有效

管制與鐵路用地之退縮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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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車站相關建築 南側候車亭及農地 

  

西側倉庫及機車、腳踏車停放 北側站前建築立面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田田 田田
 

沙沙 沙沙
 

路路 路路
 

一一 一一
 

段段 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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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縱貫鐵路海線-追分車站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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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古蹟調查清冊-日南車站 

古蹟名稱 日南車站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車站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6

日府文資字第

09101154501號 

地址 臺中市大甲區孟春里臨江

路 14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鐵路用地 大甲區臨江段 144 大甲區臨江段 144-6 

指定

範圍 

道路用地 大甲區臨江段 144-6  

合計面積 31,606㎡ 

都市計畫 變更大甲（日南地區）都市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中華民國 

管理人/單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中運務段 

創建年代、歷史

沿革 

日南車站為海線五大木造車站之一，與追分車站一樣均於日

治大正 11年（1922年）海線鐵路通車時建竣，迄今已有 80

餘年歷史。民國 83年 3月改成甲種簡易站，由大甲站管理，

目前只有通勤類客車停靠。在鐵路電氣化後，車票改為電腦

印製，但車站內仍舊發售著民國 5、60年間印製的舊式硬質

紀念車票，同時也保留著許多從建站至今仍持續使用的鐵道

文物。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木構造。 

2.格局：日式建築舊車站。 

3.特色概述：日南車站結構形態與追分車站相仿，牆身為真壁

式牆，屬海線標準形的木造站房，面向鐵道的立

面形式為破風樣式，從月臺側看，可以見到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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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牛眼窗就鑲在高處。牆身為真壁式牆，牆基、

柱礎等部份為石材。屋架及簷廊為紅檜木料。屋

面為水泥瓦。門、窗為扁柏木料。為日治時期海

線車站「和洋風式」風格，採用木構造、洋式屋

架構造形式。 

使用情形 □開放空間，無需申請     ■全區定時開放參觀        

□尚未開放，得申請參觀   □居住使用，得申請參觀    

■其他：車站營運中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無 

西向：無 

南向：中山路二段 140巷，路寬 8公尺 

北向：中山路二段，路寬 12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客運站（經國道）  

          □捷  運、火車站      □計程車招呼站 

周邊景觀及使用

狀況 

1.東北向：往社區街道路線，道路常有路邊停車。 

2.西北向：站前車道，西向一般住宅正立面，東向空地搭建汽

車停車棚。 

3.東南向：車站候車月臺及農地使用。 

4.西南向：廁所及空地、倉庫使用，空地常有路邊停車。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古蹟保存區東向為廣闊農地區域，若有建築行為時，應自保

存區線界退縮相對距離，並限制改建高度及使用行為。 

2.古蹟保存區西向左右兩側為閒置空地有效再利用或景觀綠

美化；另林立於中山路 2段之住宅高度及頂層加設設施高度

等應適度限制。 

3.中山路 2段 150號周圍有數棟舊有紅磚街屋，及車站面前左

右兩側紅磚樓房建築，建議納入管制保護，以利將車站及舊

有街廓元素之氛圍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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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側往社區街道 西北側站前通行道路 

  

東南側月臺及農地使用 西南側廁所及空地、倉庫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段段 段段
 

二二 二二
 

路路 路路
 

山山 山山
 

中中 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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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縱貫鐵路海線-日南車站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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