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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古蹟調查清冊-清水公學校 

古蹟名稱 清水公學校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其他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3年 12月 23日

府授文資字第 0930011656

號 

地址 臺中市清水區光華路 125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清水區光華段 506號 清水區光華段 524號 

清水區光華段 507號 清水區光華段 525號 

清水區光華段 508號 清水區光華段 526號 

清水區光華段 509號 清水區光華段 527號 

清水區光華段 510號 清水區光華段 528號 

清水區光華段 511號 清水區光華段 529號 

清水區光華段 512號 清水區光華段 530號 

清水區光華段 513號 清水區光華段 531號 

清水區光華段 514號 清水區光華段 532號 

清水區光華段 515號 清水區光華段 533號 

清水區光華段 518號 清水區光華段 534號 

清水區光華段 519號 清水區光華段 652號 

清水區光華段 520號 清水區光華段 521號 

指定

範圍 學校用地 

清水區光華段 522號 清水區光華段 523號 

合計面積 4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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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管理人/單位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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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1897年，日人為使臺灣人學習本國語（日本語）而於鰲峰

山下成立“臺中國語傳習所牛罵頭分教場”，1898年獨立成

為“牛罵頭公學校”，1921年改名為“清水第一學校”，1925

年改為“清水公學校”(現今校舍建於此一時期)，1941年又改

名為“清水南國民學校”，光復後 1945年改為“清水國民學

校”，1968年改為“清水國小”。 

清水地區自移墾以來即文風鼎盛而能人輩出，當今政、學、

商、藝術乃至宗教界，皆有多位代表性人物於此校完成人格

養成的基礎教育，如早期政壇名人楊肇嘉先生、教育家楊丁

先生舉世聞名、萬人景仰的證嚴上人、臺中縣前輩畫家蔡加

龍先生…等，學校與地方發展、社會發展關係密切且不可分

離。 

格局與構造 1.構造：磚造。 

2.格局：U型教室結構系統 

3.特色概述：學校大門及園區內環境得天獨厚，保存著歷史

原味，U型教室建築設計精細，英式磚砌手法

為當時期典範，通風口、防蟲網等設施，都是

人性化考量，U型設計即是為了通風考量，可

以節約能源。南側尾端六間教室因 1935 年大

地震損毀，後來興建每間教室多設置 8根加強

柱(RC構造)，並於承重磚牆上方加圈樑。大禮

堂內部牆面以灰泥拉毛工法施作，天花及裝飾

樑等皆極具特色。日治時期學校建築典型風

格，洗石子與清水磚面是建築特色。教室、講

堂、宿舍所連結而成的歷史空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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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使用中  

周邊交通路網管 東向：光華路，路寬 11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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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西向：三民路一段，路寬 6公尺 

南向：光華路 117巷，路寬 6公尺 

北向：鎮南街，路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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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門口前住宅零售使用，建築正立面，有零星空地。 

2.西向：高架陸橋行經，下方為停車場使用，西北側為舊社

區住宅使用。。 

3.南向：圍牆外圍一般 2樓住宅使用。 

4.北向：立面為 2~3樓頂樓加蓋建築，多為一般住宅使用。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古蹟本體內部左側建築及右側之 4層樓校舍，建議日後改

建或修繕時，配合加入古蹟造型元素。 

2.臨光華路住宅樓層建議退縮及高度等管制；另臨路建築立

面應加入古蹟造型元素或週邊遺留日治時期建築元素

等，形成一完整古蹟歷史風貌街道區域。 

3.古蹟本體右側及後側鄰特一號高架道路，建議透過公共藝

術方式予以美化。 

  

東側校門口住商使用建築 南側舊社區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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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高架橋下停車場 北側 2~3樓加蓋之建築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路路 路路
 

華華 華華
 

光光 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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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清水公學校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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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古蹟調查清冊-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樓、朝琴館、議員會館 

古蹟名稱 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

樓、朝琴館、議員會館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其他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7年 4月 10日

臺中縣政府府授文資字第

0970002607號。 

地址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4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霧峰鄉人和段 761 霧峰鄉人和段 763-2 

霧峰鄉人和段 766 霧峰鄉人和段 770-4 綠地 

霧峰鄉人和段 771  

霧峰鄉人和段 749-1 霧峰鄉人和段 749-12 

霧峰鄉人和段 749-13 霧峰鄉人和段 749-21 

霧峰鄉人和段 751-1 霧峰鄉人和段 752-1 

霧峰鄉人和段 753-2 霧峰鄉人和段 753-3 

霧峰鄉人和段 756-1 霧峰鄉人和段 758-1 

霧峰鄉人和段 758-3 霧峰鄉人和段 760-1 

霧峰鄉人和段 762-1 霧峰鄉人和段 770-3 

道路 

霧峰鄉人和段 772 霧峰鄉人和段 777-1 

霧峰鄉人和段 757 霧峰鄉人和段 757-1 
機關 

霧峰鄉人和段 759  

霧峰鄉人和段 748 霧峰鄉人和段 748-1 

霧峰鄉人和段 749 霧峰鄉人和段 749-10 

霧峰鄉人和段 749-11 霧峰鄉人和段 749-2 

霧峰鄉人和段 749-3 霧峰鄉人和段 749-4 

指定

範圍 

住宅 

霧峰鄉人和段 749-5 霧峰鄉人和段 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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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鄉人和段 749-7 霧峰鄉人和段 749-8 

霧峰鄉人和段 749-9 霧峰鄉人和段 751 

霧峰鄉人和段 752 霧峰鄉人和段 753 

霧峰鄉人和段 753-1 霧峰鄉人和段 753-4 

霧峰鄉人和段 754 霧峰鄉人和段 754-1 

霧峰鄉人和段 755 霧峰鄉人和段 756 

霧峰鄉人和段 756-2 霧峰鄉人和段 758 

霧峰鄉人和段 758-2 霧峰鄉人和段 762 

霧峰鄉人和段 763 霧峰鄉人和段 765 

霧峰鄉人和段 770 霧峰鄉人和段 777 

霧峰鄉人和段 778-1 霧峰鄉人和段 779-1 

文小 霧峰鄉人和段 748-3  

霧峰鄉人和段 760 霧峰鄉人和段 770-1 

霧峰鄉人和段 770-2 霧峰鄉人和段 773 

霧峰鄉人和段 774 霧峰鄉人和段 775 

霧峰鄉人和段 776 霧峰鄉人和段 778 

霧峰鄉人和段 780 霧峰鄉人和段 781 

查無範圍

內資料 

霧峰鄉人和段 784  

合計面積 51,332㎡ 

土地影響保存範圍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霧峰鄉人和段 763-1 霧峰鄉人和段 767 

霧峰鄉人和段 769 霧峰鄉人和段 781-2 

霧峰鄉人和段 782-1 霧峰鄉人和段 782-2 

霧峰鄉人和段 783 霧峰鄉人和段 792 

霧峰鄉人和段 794 霧峰鄉人和段 795 

霧峰鄉人和段 796 霧峰鄉人和段 797 

指定

範圍 綠地 

霧峰鄉人和段 798 霧峰鄉人和段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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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鄉人和段 804 霧峰鄉人和段 805 

霧峰鄉人和段 806 霧峰鄉人和段 807 

霧峰鄉人和段 808-3 霧峰鄉人和段 812-2 

霧峰鄉人和段 814-2 霧峰鄉人和段 870 

霧峰鄉人和段 871 霧峰鄉人和段 888 

霧峰鄉人和段 889 霧峰鄉人和段 912 

霧峰鄉人和段 781-1 霧峰鄉人和段 784-1 

霧峰鄉人和段 785 霧峰鄉人和段 789 

霧峰鄉人和段 790 霧峰鄉人和段 791 

霧峰鄉人和段 793 霧峰鄉人和段 799 

霧峰鄉人和段 800 霧峰鄉人和段 801 

霧峰鄉人和段 803 霧峰鄉人和段 808-2 

霧峰鄉人和段 865 霧峰鄉人和段 866 

霧峰鄉人和段 867 霧峰鄉人和段 868 

道路 

霧峰鄉人和段 869 霧峰鄉人和段 913 

霧峰鄉人和段 783-1 霧峰鄉人和段 788 

霧峰鄉人和段 809 霧峰鄉人和段 810 

霧峰鄉人和段 811 霧峰鄉人和段 812 

霧峰鄉人和段 812-1 霧峰鄉人和段 813 

霧峰鄉人和段 813-1 霧峰鄉人和段 814 

霧峰鄉人和段 814-1 霧峰鄉人和段 852 

機關 

霧峰鄉人和段 854  

霧峰鄉人和段 804-2 霧峰鄉人和段 805-1 

霧峰鄉人和段 808-4 霧峰鄉人和段 871-1 

霧峰鄉人和段 872 霧峰鄉人和段 873-1 

霧峰鄉人和段 885 霧峰鄉人和段 886 

霧峰鄉人和段 888-1 霧峰鄉人和段 889-1 

住宅 

霧峰鄉人和段 890 霧峰鄉人和段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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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鄉人和段 912-1 霧峰鄉人和段 916 

霧峰鄉人和段 872-1 霧峰鄉人和段 873 
河道 

霧峰鄉人和段 873-2  

霧峰鄉人和段 782 霧峰鄉人和段 783-2 

霧峰鄉人和段 786 霧峰鄉人和段 787 
查無範圍

內資料 
霧峰鄉人和段 808 霧峰鄉人和段 808-1 

合計面積 33,539.76 ㎡(扣除 11筆重複地號面積) 

備註：公告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與指定地號重複如下 770-4、771、772、773、774、

775、776、778、780、781、784，共計 11筆地號。 

都市計畫 變更霧峰都市計畫（三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中華民國、何 OO等 

管理人/單位 1.臺灣省諮議會 

2.立法院中南部服務中心 

3.立法院議政博物館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創建於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樓：民國 46 年 3 月；朝琴館：

民國 52年 4月；議員會館：民國 46年 4月。臺灣省諮議會

係由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臺灣省議會逐漸演變遞嬗

而來。臺灣省光復之初，政府為實施民主憲政，推動地方自

治，於民國 34年 12月公布「臺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

次第成立村里民大會，鄉鎮（市）民代表會，縣（市）參議

會。至民國 35年 4月 15日各縣（市）參議會分別成立，即

依國民政府公布之「省參議員選舉條例」及「省參議會組織

條例」之規定，以間接選舉方式，由全省各縣（市）參議會

選出省參議員 30名，並採遴選遞補制度，於民國 35年 5月

1 日在臺北市南海路，正式成立臺灣省參議會。迨民國 39

年、40年間本省因分期調整縣市行政區域，而各縣（市）亦

先後普選議員成立縣（市）議會，省參議員由於原選區域全

部變更，已失其代表性，遂於民國 40年 12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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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參議會結束後，地方殷望早日成立省議會並充實成員，以

期健全省級民意機構之組織，奠定地方自治之基礎。惟中央

恪於省縣自治通則尚未公布，為求法理與事實兼顧，行政院

乃於民國 40年 9月令頒「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組織規程」及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選舉罷免規程」於同年 12月成立第 1

屆臨時省議會，全體議員仍採間接選舉方式，由各縣市議會

選出，任期 2年，嗣中央為期省議員能真正代表民意，乃修

正有關法規，改由各縣市公民直接選舉並採候補制度，任期

亦由 2年延長為 3年，並為配合與第 2屆縣市長選舉合併舉

行，故將第 1屆延長半年，而於民國 43年 6月 2日成立第 2

屆臨時省議會，接著於民國 46年 6月成立第 3屆臨時省議

會。 

臨時省議會冠上「臨時」二字，似乎被認為是暫時性的，不

能真正代表民意，妾身未明，議員及社會各界迭有建議，因

此，歷經 3屆任期未滿，中央為尊重民意，提高省級民意機

構之職權，行政院遂於民國 48年 6月 24日以行政命令改稱

臺灣省議會，即將臨時省議會第 3屆第 5次大會改稱為臺灣

省議會第 1屆第 1次大會，其職權仍舊照原規定，惟其成立

之法令依據則同時改為「臺灣省議會暫行組織規程」，但仍

以第 3屆臨時省議會議員之任期為任期，至民國 49年 6月 1

日屆滿。省議會共歷 10屆，至民國 87年 12月 20日因精省

裁撤，前後達 52年餘之久。民國 87年 12月 20日省議會因

精省裁撤、更名，同日省諮議會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第 1

項第2款及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暨行政

院令頒「臺灣省諮議會組織規程」之規定，於省議會原址成

立，承襲省議會所有之資產包括人員及軟硬體設施、設備。 

格局與構造 1.構造：鋼筋混凝土構造。 

2.格局：現代式建築格局。 

3.特色概述：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樓屬圓頂穹竉及白色牆



 

3-91 

面，朝琴館為平頂丁掛牆樓房，議員會館為平

頂白牆面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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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研究室、會議室公務使用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省議會停車場 

西向：中正路，路寬 20 公尺 

南向：育德路，路寬 7公尺 

北向：自立路，路寬 12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50、53、59、100、107、6235、

6268、6322、6871、6873、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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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山登山步道及山坡地，下午常有攤販零售使用。 

2.西向：為省議會園區內部花園空間。 

3.南向：連接中山路阻隔。 

4.北向：北側緊鄰霧峰國小教室後側圍牆。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違章建築管制。 

2.入口公告佈欄及亭置式變電箱美化。 

  

東側銜接後山步道 南側入口左側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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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中正路 北側霧峰國小校區圍牆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正正 正正
 

路路 路路
 

中中 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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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樓、朝琴館、議員會館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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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古蹟調查清冊-內埔庄役場 

古蹟名稱 內埔庄役場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其他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9年 6月 13日

九十府文資字第 3449號 

地址 臺中市后里區公安路 84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機關用地 后里區富民段 271 號  

公園用地 后里區富民段 209 號  

后里區富民段 239 號 后里區富民段 237 號 

指定

範圍 

道路用地 

后里區富民段 235 號  

合計面積 3,667㎡ 

都市計畫 變更后里都市計畫（二通） 

細部計畫 無 

所有人/單位 臺中市政府 

管理人/單位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內埔庄役場的新建築完成於西元一九三四年，在政治時序上

正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野心日熾，以臺灣為南進基地和推動

皇民化運動的前夕，若從臺灣建築發展史而言則是處於西元

一九二Ｏ年代「去西方歷史式樣建築」而趨向「現代建築」

和部份「帝冠式」建築或所謂「興亞式樣」建築的時期。 

整體上內埔庄役場的建築具有展現官方威權的形構，擁有前

後寬敞的院埕，重視使用者的舒適感，外圍僅以矮牆和短門

墩標幟著廳舍範圍，使空間感延伸擴大，凸顯出主體建築的

氣勢和地標作用，也呈現出作為地方街庄行政中心的自信與

優越，具有收攝震服殖民地民心的心理作用。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混凝土、磚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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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局：日式建築。 

3.特色概述：屋身結構線條簡單明暢且無繁複的裝飾，並搭

配拱窗、拱門的施作，具古典式樣建築的特

徵，外壁立面貼以「十三溝」面磚和仿石材面

磚，而正門前廊則施以四根巨大方座圓身理洗

石子的大柱增添官廳的氣勢，延續「大正時期」

的建築特色，屋頂則採日本傳統式大屋頂和四

坡水做法，具有「帝冠式」建築的色彩，內部

空間為求寬適高敞乃屏除柱子支撐的做法，改

採兩道主力牆加厚的處理方式，並劃分出主從

空間，此外內部窗沿有仿木質裝飾，頗有日本

趣味裝飾的做法。另外圍牆內配合著主體建築

的尚有典雅的內埔庄役場文庫（圖書室）木造

建築、他處絕無僅有且至今維護良好的太平洋

戰爭時期防空洞、磚砌焚化爐、倉庫，及西元

一九三五年的內埔庄震災紀念碑等，構成完整

的日治街庄行政中心建築空間的原貌，尤其難

得的保留著地方發展過程中重大事件的歷史

空間，這不僅對后里區有著重要意義，在學術

研究和鄉土文化的推動中亦極具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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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里區公所使用  

周邊交通路網管

制及大眾運輸調

查 

東向：中山路，路寬 11 公尺 

西向：三光路，路寬 11 公尺 

南向：公安路，路寬 14 公尺 

北向：信德路，路寬 6 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92、211、212、213、215、

217、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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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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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防火巷，緊鄰周邊住宅側向立面。 

2.西向：為三光路分隔。 

3.南向：住宅使用，立面 1~4樓高低不均。 

4.北向：一處宗教廟宇使用。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古蹟本體應有效與北向后里鄉育樂中心做區隔；臨 3m 信

德路乙運動場地應保持現狀，直接維護古蹟北向天際線之

完整性。 

2.在防火有效距離考量，古蹟左側鄰棟舊建築區隔距離應加

寬。 

3.古蹟左側臨公安路之建築，應於相對退縮距離內限制改建

高度，及搭配雙坡斜屋頂及古蹟造型等，保有歷史街區風

貌。 

4.古蹟右側臨三光路之建築應於相對退縮距離內限制改建

高度；另區公所辦公廳舍（臺中市后里區防災應變中心；

第二會議室）推測為光復後期興建建築，風格及樣式與古

蹟無明顯衝突，建議納入原貌管制，保有歷史街區風貌。 

5.公有廳舍之加建，其樣式及構築方式應有效管制與設計，

如后里區衛生所之鐵皮加建，間接影響古蹟周邊風貌。 

  

東側緊鄰防火巷及住宅側面 南側高低不騎的建築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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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三光路分隔 北側緊鄰廟宇使用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三 

光 

路 

公 

安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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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內埔庄役場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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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古蹟調查清冊-原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 

古蹟名稱 原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

舍群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其他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8日府

授文資字第 0990007921號 

地址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路

142 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梧棲區東建段 185號 梧棲區東建段 189號 

指定

範圍 商業區 

梧棲區東建段 186號  

合計面積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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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楊 OO等 

管理人/單位 朝元宮管理委員會 

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日治時期即建立警察制度，大正 8年（西元 1919）梧棲設

立隸屬於沙轆支廳第一監視區的「梧棲官吏派出所」，並在

現今梧棲路 142號（梧棲朝元宮旁）興建辦公廳舍及宿舍群。 

戰後官吏派出所改為臺中縣警察局清水分局梧棲分駐所，隨

著民國 60年代臺中港都市計畫開發，梧棲分駐所也隨之遷

移，舊辦公廳舍一度荒廢，後經地方人士倡議，由縣政府提

撥經費，於民國 93年（2004）整建修復完成，並做為梧棲

鎮發展藝文活動之空間。 

格局與構造 1.構造：磚構造。 

2.格局：日式平房建築。 

3.特色概述：宿舍群建築與官吏派出所同時期，木構屋架大

致保存良好，位處官吏派出所後方，且設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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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見證日治時期至國民政府時期之警政官

署制度及警政廳舍之完整配套，除有治安史價

值，官吏派出所建築外觀磚砌精美，基地環境

良好，建築群完整且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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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建路，路寬 11 公尺 

西向：梧棲路，路寬 11 公尺 

南向：民權街，路寬 8公尺 

北向：民族街，路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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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磚造及一般建築，多有加蓋。 

2.西向：梧棲老街，正向立面。 

3.南向：與朝元宮側立面相鄰，中間格有通道。 

4.北向：與鄰房住宅緊鄰。 

管理維護上必要

之限制或禁止事

項 

1.古蹟右側（北向）之緊臨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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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保存區後方（東向）臨東建路之住宅，應限制改建高

度，以維古蹟天際線景觀。 

  

東側分隔道路後的建築 南側與朝元宮間的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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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梧棲老街正向立面 北側一般住宅緊鄰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路
 

梧
 

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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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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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古蹟調查清冊-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 

古蹟名稱 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 

指定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其他 

公告函 

文號 

中華民國 102年 8月 26

日府授文資ㄧ字第

1020155569號 

地址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89巷 1號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地段地號  

利民段七小段 1地號 利民段七小段 1-2地號 

利民段七小段 3地號 利民段七小段 3-15地號 

利民段七小段 3-16地號 利民段七小段 3-17地號 

光明段七小段 1-1地號 光明段七小段 1-5地號 

光明段七小段 1-10地號 光明段七小段 2-1地號 

指

定

範

圍 

機關用地 

光明段七小段 3-14地號 光明段七小段 5-10地號 

合計面積 12,159㎡ 

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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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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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單位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管理人/單位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創建年代、歷史

沿革 

明治 32年（1899）10月，以 18萬預算的經費，預計以 3

年（一說 5年）的時間，在舊省城西門外砲兵隊舊營舍址

（即今臺中市歷史建築演武場周遭，三民路、林森路、自

由路與公館路交界之範圍，獄舍為原臺中市新生街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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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佔地約 1萬坪的新獄舍。整體工事於明治 36年 3月

竣工。建築經費則因當時的典獄高屋常三郎控制得宜，而

得節省 4萬元的費用，僅花費 14萬元即落成。 

格局與構造 1.構造：日式木構造。 

2.格局：和洋折衷式建築。 

3.特色概述：屋面型式屬寄棟造，為日治時期一層一戶建

高等官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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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路一段 89巷，路寬 7公尺 

西向：貴和街，路寬 15公尺 

南向：自由路一段，路寬 18公尺 

北向：林森路 25巷，路寬 5公尺 

大眾運輸：■公車站（市區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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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建國路，道路另一側為分隔島。 

2.西向：周邊歷史建築包圍，多為樹木環繞。 

3.南向：間隔貴和街，另一側為學校及空地，路邊人行道

有綠化。 

4.北向：周邊歷史建築包圍，且有林森路 25巷分隔。 

管理維護上必

要之限制或禁

止事項 

目前現況環境景觀尚無影響，唯路邊停車須進行管制，避

免造成沿線地景破壞。 

  

東側自由路分隔，道路兩旁綠化 南側貴和街分隔，道路兩旁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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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緊鄰歷史建築且有大量樹木 北側道路分隔相鄰歷史建築 

古蹟公告範圍圖 都市計畫分區圖 

  

 

自自自自 

由由由由 

路路路路 



 

3-106 

 

圖 3-23 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環拍現況視覺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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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23處古蹟範圍與周邊環境課題彙整表 

課題點 古蹟保存範圍內 古蹟保存範圍外周邊視覺景觀 

編

號 類型/名稱 

位處類型 
古蹟本體座

落與範圍地

號建議修正 

無使用或再

利用行為 

古蹟或範

圍區入口

不鮮明 

�無圍牆、綠帶 

△部分圍牆、綠帶 
鄰近既有巷道路 

農田或

溝渠 

環境髒亂

雜物堆積 

公共設施開

闢影響景觀 

鄰近建築

高度過高

影響景觀 

鄰近建築

外飾色彩

不協調 

鄰近建築屋

頂加蓋或設

生活設施物 

電線桿線

路或招牌

雜亂林立 

備註 

1 牌坊 林氏貞孝坊 都市型    � � 

前 6M道路 

左 3M巷道 

右 6M道路 

      � � � �   

2 產業設施 潭子鄉農會穀倉 都市型   �     無       � � �     

3 書院 磺溪書院 都市型       △△△△ 
前 6M道路 

左 2M通道 

�     � � �     

4 大甲文昌祠 都市型       
前 6M道路 

左 6M道路 

      � �   �   

5 梧棲真武宮 都市型    � � 右 3M道路       � � � �   

6 

祠廟 

壹善堂 都市型       前 10M道路   �   � � � �  

7 社口大夫第 都市型     左 6M道路   �   � � � �   

8 筱雲山莊 鄉村型 �    
前 3M道路 

左 6M道路 

�             施工中 

9 神岡呂家頂瓦厝 鄉村型   � � 左 2.5M巷道 �     � � � �   

10 清水社口楊宅 都市型 �   △△△△ 右 6M道路     � � � � � 
棚架保

護中 

11 清水黃家瀞園 鄉村型  � �  左 2.5M巷道 �           � 
棚架保

護中 

12 摘星山莊 都市型     大門為 2M巷道 �     � � �     

13 后里張天機宅 鄉村型     前 6M道路 �         �   
棚架保

護中 

14 瑞成堂 都市型    �  開闢中               
棚架保

護中 

15 

宅第 

聚奎居 都市型  � � △△△△ 前 2M巷道       � � �     

16 車站 舊山線－泰安車站 鄉村型 �  �  前 5M道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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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點 古蹟保存範圍內 古蹟保存範圍外周邊視覺景觀 

編

號 類型/名稱 

位處類型 
古蹟本體座

落與範圍地

號建議修正 

無使用或再

利用行為 

古蹟或範

圍區入口

不鮮明 

�無圍牆、綠帶 

△部分圍牆、綠帶 
鄰近既有巷道路 

農田或

溝渠 

環境髒亂

雜物堆積 

公共設施開

闢影響景觀 

鄰近建築

高度過高

影響景觀 

鄰近建築

外飾色彩

不協調 

鄰近建築屋

頂加蓋或設

生活設施物 

電線桿線

路或招牌

雜亂林立 

備註 

17 海線－追分車站 都市型 �  �  前 5M道路 �     � � �     

18 海線－日南車站 都市型 �  �  前 5M道路 �     �   �     

19 清水公學校 都市型      前 6M道路   � � � � � �   

20 
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

樓、朝琴館、議員會館 
都市型 �       前             �   

21 內埔庄役場 都市型 �     △△△△ 

前 6M道路 

後 3M巷道 

左 1M巷道 

右 6M道路 

        � �     

22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

舍群 
都市型   �   △△△△ 

前 6M道路 

後 6M道路 

  �   � �   �   

23 

其他 

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 都市型 �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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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分區劃設課題與對策分析 

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古蹟用地目前仍有古蹟用地目前仍有古蹟用地目前仍有古蹟用地目前仍有 17處維持原有分區處維持原有分區處維持原有分區處維持原有分區，，，，1處為保存區處為保存區處為保存區處為保存區，，，，5

處為古蹟保存區處為古蹟保存區處為古蹟保存區處為古蹟保存區，，，，現況使用與土地使用分區規定不符現況使用與土地使用分區規定不符現況使用與土地使用分區規定不符現況使用與土地使用分區規定不符。。。。 

說  明：本計畫 23 處古蹟位置，目前僅有 5 處為古蹟保存區，另

一處大肚區磺溪書院則為保存區，其餘未依現況實際使用

進行分區變更檢討（含一處非都市土地），且目前臺中市

都市計畫古蹟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訂定名詞為古蹟保存

區及保存區兩種名稱，未來擬定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

將不易統一，且不利配合本計畫之古蹟保存綱要計畫名詞

與內容之檢討與擬定。 

對  策：現行分區需依現況實際實用進行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

之分區以保存區而言，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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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古蹟保存區可以

保存區變更劃設，但以文化資產層級與後續管理補償獎勵

機制，則易產生指定分區名詞與法令規範之模糊空間，故

土地之變更與管制擬定建議如下說明： 

1.建議都市計畫之古蹟範圍之分區統一為古蹟保存區，且

對於古蹟建築所處位置建議主、細計畫亦需相同為古蹟

保存區。 

2.進行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檢討，針對 19處古蹟土地範圍

（含一處保存區及一處古蹟與保存區共存）之主要計畫

進行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3.於變更主要計畫作業完成後，續辦擬定細部計畫或修正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都市設計要點。 

4.現行為古蹟保存區之土地，則進行擬定細部計畫或修正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都市設計要點。 

5.位處非都市土地泰安車站古蹟範圍，則依區域計畫法施

行細則第 13、15條，變更分區為古蹟保存區或特定專

用區及變更編定為古蹟保存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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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現況地形現況地形現況地形現況地形、、、、地籍與都市計畫圖套繪地籍與都市計畫圖套繪地籍與都市計畫圖套繪地籍與都市計畫圖套繪，，，，並檢視古蹟指定地號並檢視古蹟指定地號並檢視古蹟指定地號並檢視古蹟指定地號

範圍產生範圍產生範圍產生範圍產生不符不符不符不符情形情形情形情形，，，，請詳下請詳下請詳下請詳下表表表表 2-25 所示所示所示所示。。。。 

說  明：以現況地形圖、地籍圖、都市計畫圖相互套繪，並經由現

況檢測與指定古蹟地號比對，產生之課題說明如下： 

1.變更古蹟或保存區之範圍與公告地號不符。 

2.變更為古蹟或保存區之分區範圍與現況比對後，產生劃

設範圍過大或太小之情形。 

3.古蹟公告之地號與現況使用情形嚴重不符，產生之地號

範圍因該筆地號若為長條型造成過大，超過古蹟建築面

積之情形，另一種為地號範圍太小，為現況調查時建築

屬同一區域類型，但卻無納入保存範圍，現況使用超過

地號範圍。 

4.緊鄰古蹟之鄰房越界違章至古蹟指定地號內，且非屬古

蹟所有權人，有違章情形與侵權之虞。 

對  策：1.申請調閱原位置新地號之土地所有權部內容，查閱該範

圍是否辦理地籍合併或該地段重測整編，並重新進行修

正公告。 

2.以實際現況使用範圍進行重新確認，配合都市計畫修正

變更分區，以利原規劃精神與土地使用之合法性，避免

拆除原有古蹟建築或促使週邊土地配合活化發展利用與

保存相關必要之環境景觀。 

3.古蹟公告地號以地號方式登錄，因此該筆地號若為長條

型造成範圍過大時，建議可採地籍分割後重新公告，地

號範圍過小時，應進行確認後辦理重新修正公告與古蹟

指定範圍確認。 

4.對於可能產生越界違章之建築，應先採鑑界方式確認公

告土地範圍界，再將越界違章興建之建築評估使否造成

古蹟本體災後之可能性，及拆除違章建築，避免災害擴

及影響與整體景觀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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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古蹟公告地號與現況課題彙整表 

古蹟保存區與現況嚴重不符 公告地號與現況嚴重不符 
古蹟 

分區與公告

地號不符 範圍劃設過大 範圍劃設過小 地號範圍過大 地號範圍過小 

鄰房越界違章至古蹟指定地號內，非古

蹟所有權人，且有違章侵權之虞 

備註 

林氏貞孝坊 � � － － － － 465地號為指定但非古蹟保存區內 

潭子鄉農會穀倉 － － － － － － 無地籍圖 

磺溪書院 － � － － － � 
1.北側 2318-1為住宅使用，2311西側部分為住宅使用 

2.變更為保存區與地號相符，但與古蹟範圍現況不符 

大甲文昌祠 � － � － － －   

梧棲真武宮 未變更用地 － － － － －   

壹善堂 未變更用地 － － － － －   

社口大夫第 � － － － － － 日式、傳統建築混合需再確認指定 

筱雲山莊 � － � � － － 南庭、北庭變更為保存區 

神岡呂家頂瓦厝 未變更用地 － － － － －   

清水社口楊宅 未變更用地 － － � － － 41-17地號需再確建築 

清水黃家瀞園 未變更用地 － － － － －   

摘星山莊 － － － － － － 無地籍圖 

后里張天機宅 未變更用地 － － － － －   

瑞成堂 未變更用地 － － － － －   

聚奎居 未變更用地 － － － － �   

縱貫鐵路舊山線－泰安車站 未變更用地 － － � － － 非都市土地 

縱貫鐵路海線－追分車站 未變更用地 － － � － －   

縱貫鐵路海線－日南車站 未變更用地 － － � － －   

清水公學校 未變更用地 － － － － － 查無地號資料 

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樓、朝

琴館、議員會館 
未變更用地 － － － � － 部分地號未納入，需再確認範圍 

內埔庄役場 未變更用地 － － � － －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 未變更用地 － － － － －   

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 未變更用地 － －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套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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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同一區域之古蹟指定同一區域之古蹟指定同一區域之古蹟指定同一區域之古蹟指定，，，，但分區變更則有古蹟保存區與保存但分區變更則有古蹟保存區與保存但分區變更則有古蹟保存區與保存但分區變更則有古蹟保存區與保存

區兩種區兩種區兩種區兩種，，，，將不利於未來古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將不利於未來古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將不利於未來古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將不利於未來古蹟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說  明：位於筱雲山莊之古蹟南庭與北庭，雖屬同一地區所指定古

蹟建築，但都市計畫分區變更為保存區，與主體建築之古

蹟保存區劃設分區不同，本計畫之擬定於相同古蹟指定基

礎下，則不易訂定管制綱要內容。 

 

對  策：對於古蹟建築指定之文化價值需再確認，若古蹟建築層級

則應以古蹟變更用地，則考量用地之彈性，且文化價值尚

可彈性開放容許變更使用，則建議調整古蹟保存範圍，而

劃設為古蹟之範圍，則需配合都市計畫分區變更與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擬定，進行用地管制與景觀地景控制，避免產

生破壞性開發行為。 

課題四課題四課題四課題四：：：：私有古蹟建築私有古蹟建築私有古蹟建築私有古蹟建築指定指定指定指定，，，，所有權人所有權人所有權人所有權人對於應有之權力無法充分瞭對於應有之權力無法充分瞭對於應有之權力無法充分瞭對於應有之權力無法充分瞭

解解解解，，，，產生對產生對產生對產生對財產權受損財產權受損財產權受損財產權受損疑慮疑慮疑慮疑慮，，，，未來對周邊管制亦可能發生未來對周邊管制亦可能發生未來對周邊管制亦可能發生未來對周邊管制亦可能發生

此情形此情形此情形此情形。。。。 

說  明：國內對於私有古蹟指定有明文強制規定，經指定後不得拆

損，所有權人基於保護所有權，唯恐財產權受損，而採取

抗爭、冒險毀損古蹟，未來對於周邊景觀保全維護範圍劃

設，恐也有此情況產生，進而造成社區全面反對聲浪。 

 

對  策：1.辦理古蹟公告前應先以說明會邀集居民參與共商，以凝

結周邊社區居民保存與未來發展共識或尊重地方僅以

現況保存。 

        2.透過說明會與文宣讓民眾充分瞭解應有之權益及相關

配套計畫與政策規定，以居民立場思考維護私有財產

權。 

3.對於現行容積移轉計算方式，應思考偏遠古蹟土地價

值，於文化資產特殊、珍貴性原則下，將容積移轉方式

重新檢討，並納入遠程修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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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量所有權人財產權益，若為指定古蹟時，可藉由「都

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

法」進行所有權交換評估。 

5.遠程計畫應考量建立古蹟專責容積移轉辦理協助窗

口，加速並簡化辦理行政程序，增加古蹟所有權人辦理

意願，並提供開發單位尋找需求容積之合法窗口，酌收

手續費與土地、容積移轉稅額，提供作為古蹟維護管理

之費用，降低政府財政負擔，亦可降低拆除古蹟建築衝

突之一再發生情形。 

6.劃定古蹟保存區應考量建物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若無

進行容積移轉及土地交換時，得視所有權人意願協助活

化建築本體使用，並維持古蹟正常使用機能，協商所有

權及管理維護權歸屬。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五五五五：：：：古蹟位處於古蹟位處於古蹟位處於古蹟位處於鄉村型鄉村型鄉村型鄉村型或都市型但周邊尚或都市型但周邊尚或都市型但周邊尚或都市型但周邊尚未未未未完全開發之完全開發之完全開發之完全開發之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現無管理機制建立現無管理機制建立現無管理機制建立現無管理機制建立，，，，則未來有開發之虞則未來有開發之虞則未來有開發之虞則未來有開發之虞，，，，已已已已發展之地區亦發展之地區亦發展之地區亦發展之地區亦

無管理方式無管理方式無管理方式無管理方式。。。。 

說  明：古蹟建築位於周邊未開闢之鄉村型與有部分建築興建完成

之都市型區域，現況僅對於建蔽率及容積率有所管制，但

對於古蹟及周邊景觀之都市設計則無規定，且已發展地區

土地及建築物依現行都市計畫相關管制內容與建築法令

興建，無考量古蹟視覺景觀及周邊土地與建築使用強度面

積及應保留空地比、容積率、前後側院之深度及寬度、建

築物形貌及高度，與交通、景觀、防災等相關事項，因此

將可能產生古蹟景觀廊帶破壞，並有周邊建築對古蹟產生

之災害蔓延之可能性發生。 

 

對  策：1.藉由細部計畫擬定或變更、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控

制古蹟內視覺景觀及周邊土地與建築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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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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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及寬度、建築物之形貌、停車場及建築物之高度，

以及有關交通、景觀或防火使用項目訂定。 

2.與古蹟週邊土地所有權人進行說明協商溝通，作為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擬定作業之基礎，訂定古蹟週邊緩衝之必

要景觀廊帶土地，得以容積移轉方式及補償獎勵機制，

進行管控。 

3.古蹟週邊土地之建築用地，若因土地使用管制，導致原

有權益受損時，依其所有權益受損之部分協助進行容積

移轉、補償獎勵機制。 

4.已興建完成之建築，則不追溯既往而重於未來管控，因

此已興建之建物於重建、整建時，得依新訂定管制項目

辦理，受損之權益得依損失進行補償、減稅與獎勵辦理

容積移轉之作業。 

課題六課題六課題六課題六：：：：再利用或出借使用場地再利用或出借使用場地再利用或出借使用場地再利用或出借使用場地，，，，現階段尚無完整之管理維護機制現階段尚無完整之管理維護機制現階段尚無完整之管理維護機制現階段尚無完整之管理維護機制。。。。 

說  明：現況調查中呂家頂瓦厝作為電影現場拍攝場景，具有極佳

之使用與宣傳文化資產效果，但對於古蹟本體與週邊環境

保護卻無一套管理及場地復原檢查機制，且對於布景、垃

圾等清運以現地焚燒後掩埋，對於古蹟及環境將會產生嚴

重破壞與影響。 

 

對  策：1.對於出借之場地需有使用前預計使用範圍申請計畫，使

用中清潔維護與保護機制，使用後退場計畫包含現場道

具清理、場地回復、管理單位派員檢視等機制。 

2.清潔及保護可由管理機關協助辦理相關事務，其所需費

用由場地租借中支付。 

3.出借古蹟場地前需善盡告知相關保護文化資產義務，若

造成損壞需報知文化主管機關，並按文化資產法規定進

行修復，無告知者按相關法令懲處。 

4.需動用明火、重機電設備時，需有防災管制保護計畫，

並需告知文化主管機關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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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古蹟及保存區範圍暨周邊檢討 

經現況調查後進行古蹟與周邊範圍歸類，為維護古蹟及保全其週邊

環境景觀進行檢討作業，23處古蹟範圍所處之位置為都市發展區內與發

展區外圍郊區兩類，但因古蹟面積與建築量體特性不同，則可分為兩大

類型： 

 

一一一一、、、、古蹟周邊具有隔離空間古蹟周邊具有隔離空間古蹟周邊具有隔離空間古蹟周邊具有隔離空間 

（一）古蹟周邊為綠帶（樹林、竹林等景觀植栽）。 

（二）古蹟周邊為空地及圍牆。 

（三）古蹟周邊為農業區或計畫道路隔離。 

 

二二二二、、、、古蹟周邊緊鄰建築古蹟周邊緊鄰建築古蹟周邊緊鄰建築古蹟周邊緊鄰建築或巷道或巷道或巷道或巷道 

（一）古蹟建築本體緊鄰建築。 

（二）古蹟建築本體緊鄰 1至 2公尺巷道。 

 

上述兩類古蹟景觀環境，以現況視軸進行拍攝檢討所需管制之景觀

廊帶，進而研擬必要之相關管制機制，因此本計畫初步研擬以清水黃家

瀞園及大甲文昌祠為例進行檢討作業，如下表 3-26、3-27說明。 

 

 

 

表 3-26 清水黃家瀞園具有隔離空間檢討 

  

視角1 視角2 

  
 
視角3 視角4 

都市計畫套繪地形圖 現況照片 



 

3-116 

管制說明 

 

現況航照 

1. 所有權人進行必要環境清理及

建築體的維護。 

2. 建議古蹟保存區內之綠帶受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36條管制。 

3. 古蹟保存區之週邊土地與保存

區界線有其相對退縮距離及管

制後續開發行為。 

建議管制範圍 

 

建議管制視覺位置圖 

  

建議平面視軸管制圖 建議立面視錐管制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3-117 

表 3-27 大甲文昌祠周邊緊鄰建築 

 

視角1 視角2 

 

視角3 視角4 

都市計畫套繪地形圖 現況照片 

管制說明 

 

現況航照 

1. 緊臨古蹟保存區東向、西向

及增建物納入管制。 

2. 古蹟保存區東向及南向臨

路建築限制興建高度、色彩

及造型。南向乙幢日治時期

街屋，納入保存維護與管

制。 

建議管制範圍 

 

 

 



 

3-118 

建議管制視覺位置圖 

 

建議平面視軸管制圖 建議立面視錐管制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古蹟周邊具有緩衝空間及綠帶設施者，因古蹟本體建築並無直接與

周邊建築相互影響，視覺空間上亦有緩衝效果，故未來管制上建議現有

周邊建築毋須退縮，但相鄰之建築立面須進行建築物之形貌、色彩、高

度（天際線）之外部管制。 

古蹟周邊緊鄰建築者因有災害延燒危害之虞，並考量保全其週邊環

境景觀，建議短期應先配合消防設施配置，後續加速進行建築管制，如

需重建、整建則以退縮方式興建周邊建築，並配合相關補助、獎勵，且

相鄰之建築立面須進行建築物之形貌、色彩、高度（天際線）之外部管

制。 



 

4-1 

第四章 古蹟保存綱要計畫研擬 

 

第一節  臺中市都市發展及保存政策分析 

一一一一、、、、臺中市都市發展歷程臺中市都市發展歷程臺中市都市發展歷程臺中市都市發展歷程 

都市進化應在每個節點上作局部之更新，以適應日新月異的產業結

構及不斷提升的生活水準和社會腳步；代表著都市發展記憶的古蹟等歷

史建築應與現代建設作新舊連續之結合，交融無間的使市民更了解生活

環境裡不同面向之歷史人文脈絡。 

臺中市轄區原分屬於臺中市及臺中縣，於 2010 年臺中縣市合併升

格為直轄市，除有效整合大臺中地區之政經與天然資源外，並著眼於提

升都市競爭力、促進區域城鄉發展均衡。依其都市發展歷程大致分為臺

中縣市合併前及合併後之都市發展兩階段來探討： 

  

 （一）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前之都市發展 

1.清領時期 

光緒 11年（1885年）臺灣建省，設二府八縣五廳(臺灣府與臺南府)。

光緒 13年（1887年）臺灣第一任巡撫劉銘傳來臺勘察後，確定選擇橋

仔頭作為省會，亦為臺灣府府治所在。建省後調整行政區劃，增設臺南

府成為三府十一縣四廳一州。 

光緒 15年（1889年）臺灣省城動工興建，由臺灣縣知縣黃承乙監

造、吳鸞旂為總理，範圍在臺中市南區頂橋仔頭到東大墩一帶，包含了

三分之一的東大墩街，另外也涵蓋了整條新莊仔街並至旱溪西側為止。

省城使用之土地東邊原為仕紳吳鸞旂所有，南邊與考棚東南邊的地原屬

霧峰林家，城中央原屬樹仔腳林家的地，而城北與西門外則是之前被抄

收的地，省城土地面積共計約 375甲 6分。光緒 17年（1891年）邵友

濂接任劉銘傳成為臺灣巡撫，以工程困難且經費拮据為理由，中止鐵路

營運與建設，並將未完工的省會移到臺北府。光緒二十年建議改臺灣省

會為臺北，讓臺北正式成為臺灣政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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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早期臺中盆地聚落關係圖 

資料來源：描繪自臺灣堡圖，1904 

 

2.日據時期 

明治 28年（1895年）臺灣縣更名為臺灣民政支部，當時部長兒玉

利國建議將臺中市規劃為「同心圓放射狀」都市。但僅有模糊概念圖，

後經葆森儀助「臺灣視察日記」記載臺中新區計畫圖中始描繪出兒玉利

國同心圓都市的規畫想法。明治 29年（1896年）由臺灣總督府設立臺

中縣（今之雲林縣、彰化縣、臺中市），在市區改正計畫中，民政長官

後藤新平採用了巴爾頓與濱野彌四郎的「臺中市街區計畫設計報告

書」，提出火車軌道穿越市區安排與棋盤道路規劃。 

明治 34 年（1901 年）改縣為臺中廳，公布「臺中市區改正圖」，

為配合整體都市發展同時設置公園預定地，明治 38年（1905年）因縱

貫鐵路經過臺中，將車站設於原公園預定（今臺中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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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兒玉利國同心圓都市規畫圖與巴爾頓棋盤道路圖 

資料來源：賴志章，1993 

 

大正 9年（1920年），改為臺中州；下設臺中市、彰化市及大屯、

豐原、東勢、大甲、彰化、員林、北斗、南投、新高、能高、竹山等十

一郡五十七街庄。州設州廳，郡市設郡市役所，街庄設街庄役場，分層

辦理地方事務。初期臺中市分為臺中、頂橋子頭、公館、東勢子、旱溪、

下橋子頭、樹子腳、番婆、半平厝、後壠子。 

 

昭和 10年（1935年）新竹、臺中兩州發生重大地震時，此兩州所

管轄的 18個市街隨即列入市區計畫，以便重新建設都市。 

 

而當時臺中州公告之「臺中市區擴張計畫圖」，即將邱厝子、賴厝

部劃入市區，計畫面積約 1801.80公頃，以提供都市重建及未來人口成

長、都市發展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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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日據時期都市計畫範圍擴張圖 

資料來源：張嘉玲，2004 

 

3.民國時期 

1945年戰後，原日據時期之臺中州改為「臺中縣」，縣治設於員林

鎮；原臺中、彰化兩市，獨立成為省轄市，大屯等十一郡改設區署（11

區），街庄改設鄉鎮（60 個）。1947 年將南屯、北屯、西屯三鄉劃入臺

中市，1949年，原東勢區和平鄉、玉山區信義鄉及能高區仁愛鄉合併增

設為中峰區；1950年臺中縣轄 12區，共 59鄉鎮。原臺中縣、彰化市合

併劃分為臺中、彰化、南投三縣，彰化市降為縣轄市，臺中縣縣治移往

豐原鎮。1954 年發布都市計畫， 1976 年豐原鎮改制為豐原市，1977

年完成擴大都市計畫，1986 年發布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1993 年

大里鄉改制為大里市，1995 年發布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1996 太

平鄉改制為太平市，當時臺中縣下轄 3個縣轄市、5個鎮、13個鄉，最

北面為海線地區的大甲鎮，最南面為霧峰鄉，而東面為和平鄉。民國時

期都市計畫範圍不斷擴張，於 2004年至 2007年亦分階段發布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 

文化資產之保存在民國時期開始被重視，於 1985 年即公告 6 處市

定古蹟、1995年公告 1處國定古蹟、1999年公告 2處市定古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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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告 3處市定古蹟、2007年公告 1處市定古蹟，另於 2002年至 2007

年公告劃定 38處歷史建築。 

 

（二）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後之都市發展 

在經濟成長與運輸系統轉變下，舊市區的核心區不再，火車站與中

港交流道雙核心相互競逐的結果，新市區顯然勝出，偌大的土地、寬闊

的道路及便捷的公路系統成了西屯區最大的優勢，遂逐漸的取代了舊市

區，成為臺中市空間發展的新重心。 

2002 年由臺中市議會通過「臺中縣、市合併升格」之決議，並將

新市府設於七期重劃區新市政中心。2009年行政院核准「臺中縣市合併

改制直轄市」案。 

 

 

圖 4-4 民國時期都市空間重心移轉圖 

資料來源：張嘉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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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2月臺中縣市正式合併升格改制為直轄市。由原臺中市的

8區及臺中縣的 3縣轄市、5鎮、13鄉改制為 29 個行政區、625里、

13,004鄰；其面積共計 2,215平方公里、人口數共計 269萬人。並訂定

目標年 2020將都市更新與城鄉新風貌作為願景與策略要項之一。 

合併後之「大臺中市」擁有全臺最大的地方政府轄區。日據時期的

臺中舊市區亦是都會區發展脈絡之重點。保存、再生都市歷史文化資

產，創新提昇公共開放空間與建築景觀品質，結合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

畫，並配合臺鐵高架化與幾近開發完成的新市區及市區捷運系統等，落

實成就永續發展之競爭力，開創令人大為讚嘆的都會區空間發展。 

 

二二二二、、、、文化資產與都市發展間之定位關係文化資產與都市發展間之定位關係文化資產與都市發展間之定位關係文化資產與都市發展間之定位關係 

文化資產之保存有其獨特之社會性與歷史發展進程，可顯示出不同

時間軸上所呈現的地位與面貌。臺中市在都市發展歷程中對文化資產保

存採取的政策與其變遷之關鍵結點加以條例，始有清楚之界分，進而將

其地理背景與都市空間的發展串聯，以釐清都市發展政策下文化資產與

都市發展間之定位。 

 

(一) 臺中縣市合併前之文資保存方針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的制度化，始於日據時期，歷經 1922 年至

1945 年之「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1945 年至 1982 年之「古物

保存法」、1982年至 2005年之「文化資產保存法」及 2005年之「文化

資產保存法」四個階段，其中的「古物保存法」並未被實際執行。 

1.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 

1922年由日本政府頒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是關於臺

灣文化資產保存的第一部相關法規，施行有 15 年之久，在文化資產保

存概念與行動上具有相當程度之貢獻。臺灣總督府於 1930 年公布施行

要旨及規則。並分別於 1933、1935、1941 年發布了 3次史蹟名勝指定

保存名單，共有 28處史蹟名勝、19件天然紀念物。至 1945 年各州廳

指定之史蹟部分共計 83 處，臺中州為 10 處、天然紀念物方面共計 87 

種，臺中州為 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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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資產保存法 

1982年由總統府頒布「文化資產保存法」，並分別於 1997年、2000

年、2002 年再次修正，本法將文化資產區分為以下 6 種：(1)古物；(2)

古蹟；(3)民族藝術；(4)民俗及有關文物；(5)自然文化景觀；(6)歷史建

築。 其中之「歷史建築」為 2000 年所新增。至 2005 年底，共指定古

蹟 616處，歷史建築 575處，自然文化景觀「自然保留區」19處，自然

文化景觀「珍貴稀有植物」5種。  

 

3.2005年之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資產保存」於 2005 年修正案明令公布：將文化資產調整為

七類九項：(1) 古蹟、歷史建築、聚落；(2)遺址；(3)文化景觀；(4)民俗

及有關文物；(5)傳統藝術；(6)文物；(7)自然地景。 

本次修法重點也添加了一些新思維，如：(1)設置「審議委員會」、

公有文化資產自辦、尊重私有權益；(2)強調主管單位基礎資 料的整理；

(3)聚落及文化景觀由居民申請登錄、擬定保存計畫、並透過都計相關法

令保存；(4)暫定古蹟觀念的引入；(5)經營管理可收費但要求專款專用；

(6)地方不作為可由中央機關介入。 

2010年 2月，臺中市政府率先響應文建會（今中華民國文化部），

於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成立「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籌備處」。 

 

(二) 臺中縣市合併後(現階段)之文資保存方針 

2010 年 12 月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

中心」正式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2012 年 5 月正式升格為「文

化部」，「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也正式更名為「文化資產局」，負

責自然地景以外的六類文化資產的管理及推動。 

至 2012 年 9 月文化主管機關公告的文化資產總數計有 3,266

項，其中古蹟為 753 筆（國定古蹟 90筆、直轄市定古蹟 377 筆、縣

市定古蹟 286 筆）、歷史建築 1,048筆、聚落 10筆（一般聚落 9 筆、

重要聚落 1筆）合計 1,811 筆；遺址 42 筆（含國定遺址 7 筆、直轄

市定遺址 19 筆、縣市定遺址 16筆）；文化景觀 36 筆；傳統藝術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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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155件（含重要傳統藝術 17 種、一般傳統藝術 136 種 138件）；民

俗及有關文物 98 種（含重要民俗及有關文物 10 種、一般民俗及有關

文物 88種）；古物 402 組 1,100 件（含國寶 169 組 442 件、重要古

物 260 組 315 件、一般古物 86 組 343 件）。自然地景 26 種（含自

然保留區 21 處、自然紀念物珍貴稀有植物 5種、珍貴稀有礦物 0 種） 

臺中縣市合併後，現階段著重於多元文化特色，而非單一文化的固

守，並將文化資產之真實性作為核心價值，結合社區民眾參與，由個體

性保存延伸到社會性保存，促進歷史與文化意識覺醒，串連至社會生活

環境的各種設施，在內部面對經濟發展與文資保護孰重的矛盾問題中取

得平衡點，積極推動文化資產保存資料的彙整、專業人材的培育等基礎

工作。 

 

第二節  文化資產與都市空間整合規劃 

針對本計畫所檢討之 23 處古蹟，經由各古蹟之相對位置及歷史關

係，以雙軸線，亦即山線（鐵道海線及國道 3號）與海線（鐵道山線與

國道 1號）之聚落發展帶動都市變遷，形成現今臺中市都會區之過程提

出探討。 

一一一一、、、、文化節點環境背景概述文化節點環境背景概述文化節點環境背景概述文化節點環境背景概述 

本計畫之 23處古蹟，其中屬市定古蹟有 22處，1處為暫訂古蹟，

概述如下： 

 

(一) 宅第 

1.社口大夫第： 

位於神岡區社口村，由林振芳購置吳張舊

宅加以改建，初期規模大致在清光緒元年

（1875年）完成，而護龍廂房的部分，則在

十幾年後，隨著家族人口增加才陸續增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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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筱雲山莊： 

位於神岡區大豐路，是前清舉人呂汝修

的祖宅，建於清同治 5年（1866年），至今

已有一百四十餘年的歷史，當年呂舉人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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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神岡呂家頂瓦厝： 

位於神岡區三角村，乾隆 36年(1771年)

紹安秀篆呂氏族人之呂祥省攜眷渡海來臺,至

乾隆 55年(1790年)定居於神岡三角庄,『呂

家等瓦厝』為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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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1826年)至今有一百八十年

左右。 

4.清水社口楊宅： 

位於清水區鎮新南路，道光 7年（1827

年）舒崑子芳英與叔舒獻、舒霧等三房分鬮，

同治 2年(1863年)舒崑孫楊克湖因團練鄉勇

有功賞戴藍翎，將二房與三房交界處西勢瓦

厝(同治元年大地震以前公廳)擴建為北、中、

南相連起來面寬百餘米之三座三合院『社口楊厝』。 

光緒 8年（1882年）舒霧子楊金波(芳西公)因中舉而得遷居社

口楊厝公廳(中棟)，中棟廳懸「明經進士」匾。楊金波官拜提督兼道

臺(光緒時福建省臺灣道置二府，道介於省與府之間)，外前埕置提督

旗竿座 2支。一家五代百餘口文風鼎盛，前後出了 13位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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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水黃家瀞園： 

位於清水區三美路，國姓里黃宅（瀞園）

興建於日據時代的昭和 6年（民國 20年），

為清水鎮著名米商黃茂林和他父親黃汝舟所

興建。當時共花了九萬元，歷時三年才興建完

成。 

6.摘星山莊： 

位於潭子區潭富路，位於臺中市潭子區潭

富路的摘星山莊，由清昭勇將軍林其中於清同

治十年（1871年）起建，至光緒 5年（1879

年）完工，是一座兩進多護龍的合院式傳統民

居建築。 

7.后里張天機宅 ： 

位於后里區敦南村，張天機宅約興建於民

國 20年，為兩進式的閩、洋融合式四合院建

築，初建時成為當時后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築。

張天機原住東勢，日據時代經毘盧寺一名師父

指點表示，張家必需到后里買地建屋才能大富

大貴，因此指引張天機遷居后里。不過另一說法是，日據時期稅賦課

稅依據是採設籍地課稅，當時庄長張勘為了增加后里稅收，曾給大戶

張天機房屋免稅，因此吸引張天機遷居后里蓋豪宅。 

8.瑞成堂： 

位於南屯區永鎮巷，創建於日據大正 4

年(1915年)，並歷經五次擴建及修整。為當

時大屯郡南屯庄長黃清江先生之故居，為傳統

三合院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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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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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聚奎居： 

位於烏日區學田路，建築於西元 1920年

創建，三合院二層樓型式。正身為 RC加強磚

造，護龍為磚造，正身二層洋樓式，山牆花綵

紋飾，中有堂號，女兒牆起落有致，線條流暢，

護龍則為平房，立面拱圈、柱廊，洗石子與紅

磚交織出溫潤視覺景觀，在現存傳統民宅已屬少見。 

 

(二) 祠廟 

1.大甲文昌祠： 

位於大甲區孔門里，大甲文昌祠又稱大甲

文昌宮，原為義塾。位於大甲城西門內，舊大

甲街西側，主祀文昌帝君、朱熹、韓愈、魁星。

臺灣光復後並配祀孔子，因此也通稱孔子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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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地為廟址，吧紳陳肇

芳、林鳳儀等人承命興建，於光緒 13年(1887年)三月興建，至光緒

14年(1888年)六月全部完成。 

日據時期文昌祠之東西廂房曾短暫做為一年級及幼稚班教室，至

大正年間恢復漢學教授，並有教習武藝，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來

臺，先後由裝甲兵團、保警大隊、退除役官兵等借住，整座廟宇遭受

到嚴重破壞，木樑蝕朽，護龍被違章搭蓋，情景不堪入目，民國七十

三年前大甲鎮公所遷移住戶，民國 74年(1895年)，經內政部公告指

定為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現為市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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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梧棲真武宮： 

位於梧棲區中和里，真武宮創建於清道光

29年（1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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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老集會議事的場所，更是兼具行館、信仰、經濟及教育等多項功能

的空間。民國 24年中部大地震，廟宇建築慘遭損壞，後經民國 42

年及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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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硬山式建築，屬泉派之

作法，目前宮中保存有一籤形木板，其上刻有「民前 63年歲次己酉

新建真武行宮總理集順號正董事蔡大聘、虎班副董事蔡金鈔、金輟暨

外二人同建，民國 42年仲秋月重修」，是為創建年代及重修時間的歷

史見證。另外並留有一「威昭瀛嶼」的匾額，其上款刻有「同治元年

陸月統帶淡勇防甲進攻梧棲海埔厝等庄二年十一月隨同 丁觀察克

復彰城皆叨」，下款刻有「神佑同治三年三月吉日信官王楨、鄭榮仝

叩謝」，係與平定戴潮春之亂有關，為當年彰化知縣王楨及守備鄭榮

為叩謝玄天上帝之神威顯赫而贈匾。真武宮歷經一百五十餘年的歲

月，廟觀古意盎然造型淡雅，在多數廟宇均已改建為北方宮殿式或改

採現代工法之後，真武宮是梧棲老街上唯一保留傳統格局之廟宇，實

記載著梧棲老街開發的歷史。 

3.壹善堂： 

壹善堂位於臺中市南屯區，係土角木造寺

堂，為本市三級古蹟之一。本堂乃廖梵隱之祖

先廖勃於光緒初年獨資創建「中和堂」於彰化

縣過溝仔。光緒 8年，復在現址創建本堂，

每年佛誕日，附近信徒多到堂誦經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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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書院 

磺溪書院： 

位於大肚區磺溪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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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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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發動社員

倡捐，興建文昌祠，做為遊藝論學之所。 

迨趙順芳之子趙璧舉秀才後，後起之秀輩出，崇文重道，蔚為風

氣。因思文風之推展與教育之普及，爰於光緒 1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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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完成。依據清朝禮制的規定，縣級以上的城市可以

在縣府治所在地建孔廟，供士人崇拜，而一般鄉鎮只能以次一級的文

昌帝君作為崇拜的對象。因此，建於文昌祠原址的磺溪書院，除了當

作教化的場所外，也繼續作為奉祀文昌帝君的祭祀空間。 

日據時期，磺溪書院曾充做大肚公學校，並在龍井、追分設立分

校，其後遷離磺溪書院成為大肚國民小學的前身。民國 74年磺溪書

院經內政部公告指定為第三級古蹟。 

 

(四) 產業設施 

潭子鄉農會穀倉： 

位於潭子區潭子街，其地點與傳統之交通

運輸鐵路有密切之關連。本建築為日據時期昭

和 6年，日人準備控制糧倉所建置，為日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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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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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牌坊 

林氏貞孝坊： 

林氏貞孝坊位於臺中市大甲區順天路與

光明路口，是為表彰當年的節婦林春娘而設

立，迄今已有一百五十餘年的歷史。林春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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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年

（1833年）經仕紳劉獻廷等報請旌表，道光 16年（1836年）獲准

建坊入祠，因家貧延至道光 2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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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春娘三度祈雨，化解大甲城危機，民眾都認係

春娘守節盡孝感動天地。同治 2年地方感念其貞孝，特塑「貞節媽」

寶像於鎮瀾宮中供奉，為大甲三神之一。 

 

(六) 其他 

1.縱貫鐵路舊山線－泰安車站： 

位於后里區泰安村，1998年舊山線停用

後，由於路線切換至新線，乘客需改至新設的

泰安車站乘車。站房及站場轉為觀光用途，站

內軌道與轉轍器仍維持廢站前的配置，但電車

線已被拆除，舊山線軌道只到本站站場的南端為止，並未銜接到后里

站。自 2010年，舊山線復駛觀光列車，12年來首次有列車進站。 

2.內埔庄役場： 

后里鄉公所位於后里區墩西村，建於

1933年，日據時代稱為內埔庄役場，張漢鄒

多方奔走之下，才免於 2000年被拆除的命

運，成為臺灣碩果僅存唯一的一棟現役地方政

府古蹟建築。並經歷了 1935年「關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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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99年「921」兩次七級以上大地震的嚴厲考驗之後，庄役場依

然完整，沒有受到任何損壞。尤其是 1935年大地震當時，庄役場還

是內埔庄『地震帶』通過唯一沒有倒下的建築物，並成為當時日本殖

民政府的前進救難指揮所。內埔庄役場原版矮牆內配合著主體建築

的，有內埔庄役場文庫（圖書室）建築、絕無僅有且維護良好的戰爭

防空洞、磚砌焚化爐、倉庫，及內埔庄震災紀念碑等，構成日據街庄

行政中心建築空間的原貌。內埔庄役場結構線條明暢，古典式樣的拱

窗、拱門。立面貼以「十三溝」面磚和仿石材面磚，正門前廊四根巨

大方座圓身的大柱，增添官廳的氣勢，展現日本「大正時期」的建築

特色。 

3.縱貫鐵路海線－追分車站： 

追分車站位於臺中市大肚區王田村追分

街 13號，為臺灣鐵路管理局海岸線、成追線

的鐵路車站。「追分」（おいわけ）為日文漢字，

為「分岐路」之意，因早期縱貫線行至追分這

裡之後路線開始分歧，其中一邊繼續沿海岸線

通往彰化，另一邊則經成追線通往山線之成功車站，形成三角線而得

名，而在日本也有多個因為相同緣故而命名為「追分」的車站存在。

除了站名的淵源之外，本站也因販售「追分－成功」紀念車票而聞名。 

4.縱貫鐵路海線－日南車站： 

日南車站位於大甲區孟春里，車站的命名

源自於以往此地平埔族社名的漢譯。1922年

落成啟用，日南車站是海線沿線尚存的五座木

造車站之一，其與談文、大山、新埔等站採用

的是幾乎一樣的建築式樣（洋和風型式的歇山頂建築），這些車站的

共同特色包括位於側面的牛眼窗、破風造主結構，西式木架屋簷，以

及雨淋板外牆等等。與大部分臺灣小型車站常用之跨線天橋方式不

同，日南車站的站房與月臺之間是以人行地下道相連。已被列為臺中

市市定古蹟車站建築保存狀態非常良好，因此日南車站反而成為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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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走訪的熱門地點之一，或甚至成為婚紗照業者取景的素材。另日

南車站仍有發售多站已停售的名片式車票，吸引許多車票收集者到

訪。 

5.清水公學校： 

位於清水區光華路，1897年，日人為使

臺灣人學習本國語（日本語）而於鰲峰山下成

立「臺中國語傳習所牛罵頭分教場」 ，1898

年獨立成為「牛罵頭公學校」，1921年改名為

「清水第一學校」，1925年改為「清水公學校」

(現今校舍建於此一時期)，1941年又改名為「清水南國民學校」，光

復後 1945年改為「清水國民學校」，1968年改為「清水國小」。   

教育是社會、國家民族進步的原動力，也是歷史文化不可缺席的

要角，清水地區自移墾以來即文風鼎盛而能人輩出，當今政、學、商、

藝術乃至宗教界，皆有多位代表性人物於此校完成人格養成的基礎教

育，如早期政壇名人楊肇嘉先生、教育家楊丁先生舉世聞名、萬人景

仰的證嚴上人、臺中縣前輩畫家蔡加龍先生…等，學校與地方發展、

社會發展關係密切且不可分離。 

學校大門及園區內環境得天獨厚，保存著歷史原味，U型教室建築設

計精細，英式磚砌手法為當時期典範，通風口、防蟲網等設施，都是

人性化考量，U型設計即是為了通風考量，可以節約能源。學者亦表

示完整保存後（含蓋校園所有日據時期校舍、宿舍等），將是全國第

一宗校園古蹟，且是唯一”活的古蹟”，結合古蹟教育與學校教育，

開全國先例。 

6.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樓、朝琴館、議員會館： 

    整體園區見證臺灣民主議會發展，且議

事廳是臺灣民主文化搖籃，具豐富文化意

涵。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

潛力，配合全區優美之庭園造景，成為獨立、

完整之行政園區，具戰後初期特殊議政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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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 

日據時期即建立警察制度，大正 8年

（1919年）梧棲設立隸屬於沙轆支廳第一監

視區的「梧棲官吏派出所」，並在現今梧棲路

142號（梧棲朝元宮旁）興建辦公廳舍及宿

舍群。 

  戰後官吏派出所改為前臺中縣警察局清

水分局梧棲分駐所，隨著民國 60年代臺中港都市計畫開發，梧棲分

駐所也隨之遷移，舊辦公廳舍一度荒廢，後經地方人士倡議，由前臺

中縣政府提撥經費，於 2004年整建修復完成，並做為梧棲發展藝文

活動之空間。 

  宿舍群建築與官吏派出所同時期，木構屋架大致保存良好，位處

官吏派出所後方，且設有防空洞，見證日據時期至國民政府時期之警

政官署制度及警政廳舍之完整配套，除有治安史價值，官吏派出所建

築外觀磚砌精美，基地環境良好，建築群完整且優美。 

8.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 

    臺中地院旁的典獄長舊官邸，位於西區自

由路，日據時代是臺中刑務所司獄長宿舍，

1954 年開始供典獄長住宿；1994 年因建物

老舊，前典獄長莊正忠退休之後，宿舍遷移到

對街，日式舊官邸從此閒置。閒置期間，有遊民進入躲雨，附近住戶

也反映舊官邸環境髒亂。今年七月間，臺中地檢署動用五十名社會勞

動人前往除草粉刷，重現木造建築的歷史景深，盼打造成市區文化景

點。 

官邸面積約兩百零八平方公尺，內有三房一廳，民眾可透過玄關

的矮梯入廳。斑剝的磚牆、鏽蝕窗櫺、日式黑屋瓦，都引人思古幽情。

未來計畫限時開放、由專人管理，也供校外教學使用。近來對外開放，

成為新人拍攝婚紗照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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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文化軸線規劃文化軸線規劃文化軸線規劃文化軸線規劃 

臺中市擁有相當豐富的自然、人文資

源，加上縱貫鐵路、國際機場、臺中港及

高鐵站之設置，在發展觀光產業上有無限

契機與挑戰。縱貫鐵路山海線本是文化歷

史發展所形成之結果。本計畫將以鐵路山

海線作為規劃主軸，並以山線文化軸及海

線文化軸來探討。 

 

(一) 山線文化軸 

今日的山線路線於清領時期已開始

規劃，由清末大臣岑毓英 主導，為利南

北通行，在 1881年於大甲溪搭建橋樑(今

日火車山線)，但隔年即遭大甲溪漲沖毀。早期從府城到淡水臺北的

南北往來道路尚未發達，且因山區番害，加上大安大甲兩溪惡水有

名，人民幾乎是靠海邊走，除為躲避番人，也因靠近出海口之河流較

緩，始得以船渡過；即便林爽文事件後番界重定，山區已較為安全，

但渡河問題仍無法解決。 

日本政府來臺後亦沿著清領時期這條已形成周邊聚落的牛車路

南進，但因路況簡陋且不利於運輸與補給，便以牛車路為基礎興建了

縱貫南北的簡易陸軍路，而在臺灣的縱貫鐵路完成後，再回頭以陸軍

路為基礎建設現代化道路。今日臺一線便是當時南北往來的唯一道

路，係由牛車路、陸軍路演變而來。當時日本於臺中建設新都市，加

上軍事考量，所以優先建築了山線鐵路，不僅聯絡臺中，因靠山區而

減低了被攻擊的機會。臺中山線交通除臺中線鐵道外，尚有 1978年

全線通車（基隆－高雄）之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號）。 

本計畫範圍沿臺中山線鐵道之歷史古蹟，主要有泰安這座具有特

色及歷史意義之車站、途中更有內埔庄役場、后里張天機宅、社口大

夫第、神岡呂家頂瓦厝、摘星山莊、筱雲山莊、潭子鄉農會穀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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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刑務所典獄官舍、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樓、朝琴館、議員會館、壹

善堂、瑞成堂、聚奎居、及等 13處古蹟等可供遊客參觀。 

 

(二) 海線文化軸 

海線鐵路之建築則因考量山區地勢陡峭、運輸效率不佳，應運而

生。早期興建的縱貫線是從基隆、臺北經由新竹、臺中到達臺南與高

雄，但因穿越中部路段多為山區，火車無法以一般速度行駛；進而影

響到南北的貨運運輸，於 1917 年發生了「滯貨事件」。臺灣總督府

為解決此交通瓶頸，決定於竹南到彰化間沿臺中港等中部沿海地帶新

築一條平行的新線，稱為「海線」，並將海線的尾端分別連接至臺中

和彰化，臺中段即是今日的「成追線」；而原來的竹南經臺中到彰化

的路段則稱為「山線」，後來定名為「臺中線」。海線於 1922年全線

通車後。 

    1979 年西部幹線鐵路電氣化後，經過苗栗、臺中縣市首要城鎮

的山線鐵路逐漸勝出，海線鐵路往來列車及停靠班次減少，淪為支線

地位，小站成為甲種簡易小車站，人事編制均減少。 

本計畫範圍沿臺中海線鐵道之歷史古蹟，主要有日南(北)、追分

(南)兩座具有特色及歷史意義之車站，沿途則有大甲文昌祠、林氏貞

孝坊、清水黃家瀞園、清水社口楊宅、清水公學校、梧棲官吏派出所

及宿舍群、梧棲真武宮、磺溪書院等 10處古蹟等可供遊客參觀，23

處古蹟交通山海線分佈請詳下圖 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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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臺中市交通山海線與 23處古蹟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三三三三、、、、主題性文化資產營造規劃主題性文化資產營造規劃主題性文化資產營造規劃主題性文化資產營造規劃 

針對主題性文化資產，將以文化觀光發展、教學教育意義及地方

凝聚力，三大面向來規畫，依本計畫所探討之臺中市 23處古蹟，按

其屬性說明如下： 

 (一) 項目屬性 

1.祠廟類文化資產 

祠廟類文化資產包含大甲文昌祠、梧棲真武宮及壹善堂，皆為地

方之信仰中心，可見證清領時期至日據時期該文化之歷史發展，極具

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2.宅第類文化資產 

宅第類文化資產包含社口大夫第、筱雲山莊、神岡呂家頂瓦厝、

清水社口楊宅、清水黃家瀞園、摘星山莊、后里張天機宅、瑞成堂、

聚奎居等歷史建築。宅第類文化資產為過去地方顯赫人士興建之建

築，由於其具有社會地位及雄厚財力。除作為觀賞及展示空間外，可

開放研究單位、建築或歷史學者進行深度研究，一方面可體驗建築之

美，另一方面則可重塑當時期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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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業類文化資產 

產業類文化資產主要為過去產業生產所遺留之設備或廠房，外觀

不似一般公共建築、宗教或民間建築等具有視覺藝術之美，需透過再

利用之方式，重新建構與都市之關係，主要有潭子鄉農會穀倉。藉由

產業元素分析結合，規劃為具教育、文化及休閒之文化園區，足具文

化資產再利用之潛力。 

4.其他類文化資產 

本計畫中其他類文化資產包括縱貫鐵路舊山線的泰安車站及海

線的追分車站與日南車站以及內埔庄役場、林氏貞孝坊、原臺灣省議

會議事大樓、朝琴館、議員會館、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臺中刑

務所典獄官舍、清水公學校、磺溪書院。由於其他類文化資產因未具

明確主題性，此類別文化資產可依其獨特性，與其他具主題性之文化

資產串連，作為主題性文化資產之延伸規劃。 

(二) 三大規畫面向 

1.文化觀光發展 

隨著經濟成長以及旅遊業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除一般觀光或刺激

性休閒旅遊型態外，文化觀光已是當今旅遊新趨勢。世界觀光組織將

文化觀光做狹義與廣義的二種解釋。狹義而言「文化觀光是指個人為

特定的文化動機，像是遊學團、表演藝術或文化旅遊、嘉年華會或古

蹟遺址等而從事觀光的行為」；廣義而言「文化觀光包含所有人們的

活動，它為了去滿足人類對多樣性的需求，並試圖藉由新知識、經驗

與體驗中深化個人的文化素養」，主題性文化資產營造規畫三大面向

請詳下圖 4-6所示。 

(1)本計畫將以「擁抱自然，探索文化」為號召，藉以自然景觀、文物古

蹟結合歷史文化之地方特色構成觀光首要吸引力。並導入與古蹟相

關之文化性主題活動供大眾參與。 

(2)搭配平面、多媒體、影像與網頁資訊等之宣傳活動。推動小聚落發展

結合區域型文化資產，並善用民眾對聚落的認同和情感、理想與信

念、營造舒適生活空間的期望，找到努力或落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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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教育意義 

本計畫希望透過教學教育的歷程，把延續文化資產觀念傳達給大

眾，藉由活動作為文化與教育的橋樑，更親近、了解、古蹟本身歷史

內涵。 

(1)推動週邊學校鄉土教學課程、舉辦古蹟與社區文化相關之創意競賽活

動與文化議題研討。安排古蹟巡禮，運用歷史時空背景再現的情境

模擬方式，讓大眾能親身體驗歷史情境，對當時的歷史背景有更深

層的體認。進而將古蹟再利用，結合當地生活方式，在城市空間布

局等，模擬古時候的人文風情，是為「仿古化」，讓大眾藉由眼睛所

見、親身經歷，體會前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也是古蹟活化再利

用的方式之一。 

(2)公有或私有古蹟，應適度開放參觀，並提供導覽，除公有古蹟外，一

般能列入古蹟之宅第，不論富或貴，都有先人奮鬥之歷程，及流傳

之文物。可將保留文物作分類、陳列供人參觀，亦可以私人文化館

方式對外開放，既能結合社區發揮鄉土文化教育功能，也能讓政府

的古蹟策略規劃與公共價值創造的理論建構結合。  

3.地方凝聚力 

    在透過各種環境管理、古蹟推展及傳統聚落串連節慶行銷後，吸

引更多遊客造訪，古蹟或歷史建築的保存不只是保有其建築表面的實

體價值，藉由大眾的參與獲得政策認同，及文化傳承來凝聚人心，對

於社群向心力、歸屬感，著實的強化了地方凝聚力。 

(1)古蹟是一項公共財，為大眾所共有，古蹟維護工作需由全民共同參與

才能達到保存與修復的真義。藉由制定相關法規與執行機制，在古

蹟、傳統建築保存策略中強化與落實「公民參與」之公共價值。有

地方居民積極熱忱的參與，將成為推動聚落文化保存與再發展的重

要力量。 

(2)深掘地方文化與智慧，以「整合保存」的概念，達成文化傳承、自我

實現，並學習以新視野突破困境，推動文化創意，凸顯臺灣文化或

在地文化的多樣性，擬成立地方故事館。同時，進行相關課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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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居民對歷史聚落文化與永續經營管理之能力。進而珍視自己生活

周邊的文化財。傳承文化，試圖建立永續經營管理的模式。使居民

瞭解文化政策的意義與方向，讓政府文化政策得以具體實現。 

 

 

圖 4-6 主題性文化資產營造規畫三大面向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為期保存活用古蹟之文化歷史價值，在社會發展歷程中，應避免

土地過度開發及計畫道路之開闢。隨著社經環境變遷，文化古蹟的保存

不再是與地方發展背道而馳。從早期傳統建築視為可變造之藝術文物到

近期的定點保存及整合性保存，已經歷多次轉型，漸有完善之文化資產

保存規章。當前應推動古蹟活化及再利用，除定點古蹟外，私有古蹟亦

導入城鄉景觀的整體規劃中，並積極培育大眾的藝術教育及文化素養，

進而達到活化策略來進行永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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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周邊景觀廊帶與發展策略評估 

古蹟保存周邊景觀廊帶經現況分析後，依屬性分為：1.公告範圍（一

級管制區）：古蹟本體建築與指定範圍之保存範圍；2.緊鄰建築群（二級

管制範圍）古蹟保存範圍與外部相互緊鄰之建築空間；3.緩衝區：分為

自然界線與人工界線之區域範圍，如道路、綠帶、溝渠等廊帶空間；4.

周邊建築群（三級管制範圍）：緊鄰於緩衝區外之周邊建築群所造成之

景觀影響範圍，而四處區域所構成之廊帶即為本計畫所探討之周邊景觀

影響區，請如下圖 4-7所示。 

 

圖 4-7 古蹟及周邊景觀廊帶影響暨管制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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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公告範圍內古蹟、新建築與周邊建築、街道之防災安全與視軸

線景觀保全，除天然災害發生因素外，未來應以本計畫以視覺研究探討

與防災法令說明為最基礎考量要素，在整體評估上須視實際現況執行結

果再行調整。地景之影響上，「建築本體」主要為建築退縮與前後院深

度、建築高度天際線，「使用性質」則為土地使用項目，「街道地景與動

線管制」上屬街道景觀之形貌顏色與植栽地景、交通管制動線，其餘則

為未來發展之保存核心價值與再利用方向，故下列說明視軸線管理概念

與防災法令及四項元素進行景觀廊帶分析。 

 

一一一一、、、、視軸線角度概念視軸線角度概念視軸線角度概念視軸線角度概念與防災法令說明與防災法令說明與防災法令說明與防災法令說明 

透過視覺角度作為本計畫研究基礎下，將 23 處古蹟周邊環境地景

歸類，以人的有效視角及視軸線分析，並考量土地使用、人為活動可能

產生之景觀影響進行分級管制概念，景觀視覺上當人活動視角愈趨近於

90度時，所帶來的景觀敏感度衝擊也將愈大，如下圖 4-8 所示。 

 

圖 4-8 景觀敏感度與景觀表面相對視角關係說明圖 

資料來源：景觀：文化、生態與感知，原著：俞孔堅，六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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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一位步行旅者視覺上分析，在都市地區建築景觀視域評估與

真實性之探討中則有研究指出以人高度之視覺軸線，可分為垂直與水

平，垂直面高度上當人步行前進時，10 公尺高度位置於前方距離 60～

80 公尺為高可見度，25～60 公尺為次高可見度，其餘為低可見度高度

或視景盲點區域。水平橫向距離上，以橫向左右側各約 1公尺，前方 3

～7 公尺為高可見度，10 公尺內為次高可見度，高過 10 公尺為低可見

度及盲點區域，建築立面與平面觀察者步行前進可見視域尺度，請詳下

圖 4-9 所示。 

 

 

圖 4-9 建築立面與平面觀察者步行前進之視域可見度尺度示意圖 

資料來源：都市地區建築景觀視域評估與真實性之探討，張效通，陳鵬元，2001。 

 

防災安全考量上，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10 條規

定：「防火構造建築物，除基地鄰接寬度六公尺以上之道路或深度六公

尺以上之永久性空地側外…」，另第 111條規定：「非防火構造建築物，

除基地鄰接寬度六公尺以上道路或深度六公尺以上之永久性空地側

外，建築物應自基地境界線 (後側及兩側) 退縮留設淨寬一．五公尺以

上之防火間隔。一基地內兩幢建築物間應留設淨寬三公尺以上之防火間

隔。前項建築物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之防火間隔超過六公尺之建築物

外牆與屋頂部分，及一基地內二幢建築物間留設之防火間隔超過十二公

尺之建築物外牆與屋頂部分，得不受本編第八十四條之一應以不燃材料

建造或覆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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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畫據此將，視覺軸線上之管制，本計畫垂直軸面以街道可

視距離作為未來劃設管制範圍依據，基地水平鄰接寬度上則考量防災安

全與橫向視覺可見度以七公尺為安全且最佳視軸間距，作為古蹟與周邊

建築管制等級之劃設原則。 

 

綜此上述，本計畫定義名稱及劃設原則如下說明： 

（一）一級核心管制區（公告範圍）： 

古蹟建築與指定公告之保存範圍。 

（二）二級防災景觀管理區： 

古蹟指定公告保存範圍外，與周邊相互緊鄰之建築群空間，

劃設原則為考量土地使用防災安全及周邊文化景觀環境保全，避

免災害延續與景觀軸線突兀情形產生，管制範圍採地籍完整地號

劃設。 

（三）緩衝區： 

為自然界線與人工界線之所形成之廊帶切割區域，如道路、

綠帶、溝渠等廊帶空間，該部分劃設為考量防災動線規劃，並配

合整體街道景觀形塑，提升環境品質，以達文化景觀環境保全。 

（四）三級文化景觀保全範圍： 

緊鄰於緩衝區外之周邊建築群，因景觀視覺軸線所造成之影

響範圍，該範圍劃設需考量原則說明如下： 

 

1. 古蹟內又非屬古蹟景觀之廣場、空地，但為同一公告範圍內時，

經文資委員會認定後，其外部範圍可劃設屬之。 

2. 劃設區域為同一道路所鄰街廓兩側之範圍。 

3. 地籍過深時，劃設管制深度以不低於面前道路寬度為基準。 

4. 其他經由現況詳細調查後，評估所呈現之必要範圍。 

5. 採臨相鄰立面地籍部分地號管制，基地管制深度依執行計畫內

容規範，並配合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修正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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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古蹟保存區內與周邊古蹟保存區內與周邊古蹟保存區內與周邊古蹟保存區內與周邊景觀影響性景觀影響性景觀影響性景觀影響性 

建築物對於古蹟之影響面向，本計畫評估景觀環境屬性為：1.古蹟

範圍內新闢之建物，2.周邊既有或可能新闢之建築，此兩種類型之建築

物為對古蹟產生景觀影響對象，因此下列藉由現況類型整合後，以景觀

視覺軸線廊帶研擬評估要點，其各項說明如下： 

 

（一）古蹟保存區內新闢之建築評估足夠空間要點 

1. 古蹟範圍內未來可能新闢之建築，應優先經由文化主管機關、

委員審議後再行提送都市設計審議，審議內容至少含括考量建

物之建築容積、前後側院之深度、寬度、外部形貌、高度、顏

色、招牌、車道進出動線、位置等，並得評估與古蹟相鄰位置

處則須視與古蹟之視錐、視軸相互搭配。 

2. 新闢建築應避免永久性之直接或間接連接物串連，降低火災延

燒發生，若需新闢則須與古蹟相鄰空間應達七公尺以上寬度，

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令檢討

辦理，應考量與古蹟之協調配合。 

3. 注意環境清潔避免可燃物堆置，禁止車輛停放等行為，隨時保

持淨空，經古蹟保存細部計畫防災檢討後，必要時得優先設置

緊急消防設備。 

 

（二）古蹟保存區外周邊既有或可能新闢之建物與基地評估要點 

1. 周邊既有建築不追溯既往，但若重新辦理拆除新建、重建、整

建時，得依新闢建築辦理。 

2. 周邊新闢之建築得依都市設計規定辦理。 

3. 未來可能新闢之建築，應優先經由文化主管機關、委員審議後

再行提送都市設計審議，審議內容至少含括考量新建築立面與

退縮、外部形貌、高度、顏色、招牌等，並得評估與古蹟相鄰

位置處則須視與古蹟之視錐、視軸相互搭配。 

4. 周邊既有建築或新闢建築，除經文化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外，不

可任意搭建連接物串連古蹟公告範圍，降低火災延燒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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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既有建築與古蹟相鄰空間未達七公尺以上寬度時，應注意環境

清潔避免可燃物堆置，且禁止車輛停放等行為，隨時保持淨空，

經防災計畫檢討後，必要時得優先設置緊急消防設備。 

三三三三、、、、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影響性影響性影響性影響性 

分區劃設的容許使用項目計畫分為古蹟公告範圍內之古蹟保存區

及外圍周邊土地使用，因古蹟指定後本計畫 23 處中僅 6 處土地使用分

區為古蹟保存區或保存區使用，其餘 17 處仍維持原有土地使用分區，

在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容許使用下，除原有古蹟指定範圍可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進行約制控管外，周邊土地使用則依循都市計畫法或細部計畫

容許使用項目辦理，因此使用強度與建築容積過高所產生對古蹟景觀環

境保全上，目前則無相關條文控管。 

鑑此，現況土地使用評估項目中，本計畫以土地使用現況可能造成

立即影響為優先檢討內容，其次則對於未來發展方向為觀光使用之古蹟

進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檢討，並提出法令修正建議。 

（一）現況土地使用影響評估要點 

1. 古蹟公告土地範圍現況作為「「「「教育教育教育教育、、、、觀光觀光觀光觀光或大眾使用或大眾使用或大眾使用或大眾使用」」」」，考量土

地使用彈性與避免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建議將原有都市計畫

分區統一變更為「古蹟保存區」，周邊經劃定後之範圍土地使用

分區則配合細部計畫或土地使用管制，依現況需求經文化主管機

關審定通過後，調整容許部分作為商業機能，以活化古蹟再利用

及促進地方發展活力。 

2. 古蹟現況為「「「「住宅住宅住宅住宅或私有空間使用或私有空間使用或私有空間使用或私有空間使用」」」」，則可視所有權人意願，配

合以申請或定時定期開放，其土地使用分區因主要仍作為一般起

居生活使用，除已完成變更之分區或所有權人要求辦理變更外，

其餘則維持原有都市計畫分區，暫不予進行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作

業，但經公告指定後之地號面積範圍，同時函知地政、都市計畫

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避免誤拆及分割公告地號等情形產生。 

3. 古蹟作為住宅或私有空間使用無觀光機能考量時，則維持既有土

地使用分區，提升周邊生活環境品質，避免周邊環境過度擴張開

發、高度使用，降低對文化景觀環境破壞與過度之土地容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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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發展策略方向影響評估要點 

古蹟為私有住宅空間使用須考量所有權人及周邊整體居民意願，進

行整體再發展利用規劃，並配合都市計畫調整相關土地使用規定；若作

為教育、觀光發展使用時，得評估變更指定範圍土地使用分區及檢討周

邊管制範圍之土地使用項目，作為變更土地使用管制或擬定細部計畫之

依據。 

四四四四、、、、街道地景與動線管制街道地景與動線管制街道地景與動線管制街道地景與動線管制 

街道寬度於本計畫中主要扮演為防災分隔與景觀綠美化功能，降低

周邊建築量體對古蹟之視覺衝擊，現況中除部分位於都市中心區之古蹟

建築有規劃人行道及綠帶美化外，其餘除完全緊鄰周邊建築外，大多數

皆為道路或天然界線分隔，因此即以道路寬度及動線探討管制方式，另

外古蹟街道地景上經查 23 處古蹟目前皆無設置步行專用管制範圍及單

行道路，部分僅對於古蹟前廣場整理鋪設紅磚方式處理，主要規劃方式

為一般道路功能使用，因此古蹟與周邊環境地景動線機能常因節慶活動

或觀光人潮車輛湧入時，造成暫時性擁塞、無法通行之情形，下列說明

為分隔寬度與動線管制影響評估要點。 

1. 大門或古蹟對外主要立面道路寬度，具有觀光出入動線使用者，

路寬至少須達十公尺以上，並且該道路應可串連通行至對外主要

道路使用。 

2. 大門或古蹟對外主要立面道路寬度，若僅維持既有住宅或申請參

觀使用，短期可以現有路寬劃設並禁止路邊停車，但考量參觀人

潮需求，遠程規劃應納入配合都市計畫檢討，保留規劃至少七至

十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 

3. 非主要立面之出入口及其古蹟範圍，考量通行時之視覺軸線景觀

廊帶，若現況道路未達七公尺以上路寬，在不破壞周邊文化地景

保存情況下，得由周邊管制範圍退縮建築，規劃人行步道、綠帶

及道路使用。 

4. 非主要立面之出入口及其古蹟範圍，若現況皆已發展建築使用，

且道路未達七公尺以上路寬，經文化主管機關會同相關單位審議

通過後，得限制一般車輛及大眾運輸車輛進入，配合鄰近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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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規劃行人徒步區銜接。 

五五五五、、、、未來發展之保存核心價值與再利用方向未來發展之保存核心價值與再利用方向未來發展之保存核心價值與再利用方向未來發展之保存核心價值與再利用方向 

文化資產保存是歷史記憶的留存，留存的價值是地方文化的唯一、

無法取代之空間場域，更是前人所走過留下的痕跡，文化資產不僅是古

蹟，更是兼具了傳統技藝、文化思想、人文歷史、民族文化的融合等代

表多元文化，而如何把保存價值介紹給下一代，留給後人美麗的空間，

本部分將提出再利用之方向。 

（一）古蹟保存核心發展價值 

文化資產保存之意義在於傳統匠師技藝傳承保存，將地方文化歷史

記憶空間保留，再將保存之文化資產再利用，成為都市活力與魅力據

點，充實民眾精神食糧，發揚多元文化。 

（二）活化古蹟再利用 

古蹟活化利用在使用者方面，本計畫分為提供社會大眾服務機能及

地方性公益機能兩大類，而大眾服務機能以提供全體國民共同參與之文

化教育使用為其一，另一種則屬國內外皆可服務之觀光旅遊機能使用。

地方性公益則是將古蹟作為凝聚社區共識精神之據點，並提供社區生活

休憩活動空間使用，相關說明如下及圖 4-10 所示。 

1.大眾服務機能 

（1）文化教育使用 

� 傳統技藝傳承- 木工、雕刻、彩繪等傳統匠師技藝，藉由文化

資產維護，將技藝一代傳承一代保留並達到技

藝的教育傳授。 

� 多元文化教育推廣-古蹟文化保存中有客家、閩南、原住民文

化，各時期中還有外來族群統治，如荷蘭、

日本等，這些各國多元文化色彩都是臺灣

古蹟特色中重要的一環。 

� 人文歷史留存- 古蹟建築包含地方傳統民俗與歷史特色紀

錄，當中當代詩詞作家、墨寶名師等多被重

金禮聘，創作中不少將當代歷史或民間故事

引入，也成為當地人文歷史保存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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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鄉土文化- 當時代表建築除了是地方鄉土文化表現，地方

仕紳要角顯現家族興旺的表現方式之一，而今

古蹟保存則是將原有地方鄉土歷史足跡原味

道保留，並成為延續地方文化特色方式之一。 

（2）觀光旅遊活動 

� 都市魅力據點- 文化資產為都市故事的起源，具有文化特色魅

力，極易形成觀光旅遊盤據焦點。 

� 城市行銷要素- 城市推廣特色中，古蹟常是不可或缺一環，也

是一個臺中市文化之都的代表要素。 

� 活絡都市經濟- 古蹟觀光活動引入，除導引人潮外，另有消費

力商機形成，間接帶動周邊產業效益，諸如住

宿、餐飲、交通、伴手禮等，因此也活絡整體

都市經濟效益。 

� 周邊經濟效益- 古蹟周邊經濟群聚效益為最高，觀光人潮注入

商業銷售，亦活絡周邊居民經濟發展，吸引居

住人口增加。 

2.地方性公益機能 

（1）社區據點 

� 凝聚社區共識場域- 古蹟保存需要周邊居民與社區共同支持

與保護，因此構思古蹟未來發展使用，

常會形成社區居民共識凝聚中心區。 

� 社區營造核心據點- 古蹟為地方族群文化代表性中心，因此社

區營造發展常以此為據點，共推特色發展

區，亦可成為醒目地標中心區位置，成為

社區特色發展方向。 

（2）地方休憩場域 

� 居民生活休閒場所- 指定古蹟具有公共文化場域，常成為鄰近

居民生活休閒共同聚集場所。 

� 日常運動慢活空間- 都市繁忙中，古蹟提供居民一處慢活空

間，兼具短暫休閒享受文化洗禮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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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古蹟保存核心價值與再利用構想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三）發展展望 

推動古蹟保存區管理及維護之指導原則，係藉由文化資產保存強化

城市魅力與人文歷史留存，因此於古蹟保存價值，以觀光、教育、城市

行銷為軸，期望將文化資產建構短、中、長程計畫目標，其說明如下： 

1. 短期規劃 

(1) 檢討古蹟保存區劃設範圍，加強古蹟保存觀念之推廣。 

(2) 普查全市古蹟及文化資產，並劃設周邊景觀環境保全範圍。 

2. 中程計畫 

(1) 凝聚市民文化資產保存意識，誘發住民自發式維護管理，使文化

資產得以永續傳承。 

(2) 強化古蹟及周邊景觀風貌，維護整體地景營造，發展文化觀光經

濟。 

3. 長期願景 

(1) 推動臺中市文化觀光城市行銷，締結國際文化城市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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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發展與文化保存並重，引領臺中邁向國際文化城之願景。 

 

六六六六、、、、現行法令檢討與現行法令檢討與現行法令檢討與現行法令檢討與方案方案方案方案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目前國內對於古蹟保存與管制上，則由文化資產保存法作為管制獎

勵制度，但在古蹟保存區外若要進行法令之景觀保存約束，除納入屬古

蹟或歷史建築用地範圍內，其他則無相關法令可進行制訂管制與獎懲機

制，故本計畫針對未來發展策略基礎上提出下列法令檢討方針建議： 

（一）現行管制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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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需管制範圍依

古蹟基地特性，其景觀影響範圍則依現況實際調查，則有含括到周邊基

地之情形，故以下對於本條規定之內容進行下列檢討說明： 

1. 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認定有保存價

值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又依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第二點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

地為都市計畫表明應保存劃定為保存區、古蹟保存區、寺廟保存

區之土地，或經文化主管機關指定之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所定

著之私有土地，並符合臺中市私有歷史建物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

自治條例之規定。該部分皆係指位處公告或劃定為古蹟範圍之土

地，另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三條：「…因古蹟之指定、古蹟

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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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中雖有提及因古蹟

指定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以移轉，但目

前劃定古蹟之公告範圍時，則尚無考量周邊文化景觀保全之範

圍，未來可爰引該法劃定影響範圍。 

2.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古蹟保存區基地內保留空地之比率、容

積率、基地內前後側院之深度、寬度、建築物之形貌、高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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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其管制對象為古蹟本體外之新闢建築。 

3. 交通、景觀則屬古蹟保存區外部環境，且以整體地景環境考量，

則周邊建築之保留空地之比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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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納入考量評估範圍，

避免環境視覺軸線與外部天際影響古蹟保存環境，另可避免災害

蔓延發生而受災。 

 

（二）古蹟與周邊文化景觀保全定位與檢討 

1931 雅典憲章第五點1提及有歷史價值可引發普遍興趣及教育之古

建築應保留且配合都市規劃使城市有發展契機，並健全路網但避免道路

穿行古建築區。1987 年華盛頓憲章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十五點2更指出

所要保存的特性包括歷史城鎮和城區的特徵以及表明這種特徵的一切

物質的和精神的組成部分，任何危及特性之威脅，都將損害歷史城鎮和

城區的真實性。保護古蹟作業首先應鼓勵、引發與古蹟周圍居民共同參

與，此為文化資產保存成功重要關鍵，並且為使文化資產保護成為全民

運動，得先從小教育文化資產保存觀念做起。而 2005 年西安宣言中提

到承認周邊環境對古蹟重要性與獨特性之貢獻，即指古蹟周邊環境與緊

靠古蹟之具有延伸、影響之重要性，並包含過去、現在及未來之影響芬

圍，透過理解、紀錄與呈現於不同條件下之周邊環境，因此需考量歷史

                                            
1
 雅點憲章第五點：歷史價值-有歷史價值的古建築均應妥為保存，不可加以破壞。（一）真能

代表某一時期的建築物，可引起普遍興趣，可以教育人民者。（二）保留其不妨害居民健康者。

（三）在所有可能條件下，將所有道路避免穿行古建築區，並使交通不增加擁擠，亦不使妨礙

城市有轉機的新發展。在古建築附近的貧民窟，如作有計畫的清除後，即可改善附近住宅區的

生活環境，並保護該地區居民的健康。 

2 華盛頓憲章第二點第二點第二點第二點：所要保存的特性包括歷史城鎮和城區的特徵以及表明這種特徵的一切物質

的和精神的組成部分，特別是：(一)用地段和街道說明的城市的形制； (二)建築物與綠地和空

地的關係；(三)用規模、大小、風格、建築、材料、色彩以及裝飾說明的建築物的外貌，包括

內部的和外部的；(四)該城鎮和城區與周圍環境的關係，包括自然的和人工的；(五)長期以來

該城鎮和城區所獲得的各種作用。任何危及上述特性的威脅，都將損害歷史城鎮和城區的真實

性。第三點第三點第三點第三點：居民的參與對保護計畫的成功起著重大的作用，應加以鼓勵。歷史城鎮和城區的

保護首先涉及它們周圍的居民。第十五點第十五點第十五點第十五點：為了鼓勵全體居民參與保護，應為他們制定一項普

通資訊計畫，從學齡兒童開始。與遺產保護相關的行為亦應得到鼓勵，並應採取有利於保護和

修復的財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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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等特性，透過規劃手段、現代科學方法紀錄、監控及科技方式簡化

且有效紀錄管理。更進一步於 2005 年魁北克宣言以場所精神保存為宗

旨，思索古蹟場域精神應再思考，瞭解其有形的文化精神與無形的場域

元素，場域之精神及元素可由數種組成，且由不同群體所共享、共存、

共生，場域之精神亦會受環境之氣候變遷、觀光破壞、軍事衝突與城市

發展等因素威脅、瓦解，面對這些威脅情況下應先加以防範，提出數位

科技透過不同領域專家及當地資源提供者建議，達到永續之解決對策與

準備。 

現階段私有古蹟之指定，僅真對於古蹟建物所著之範圍進行公告、

劃設，而對於私有建築容積權益部分，則採古蹟容積移轉辦法將受限制

之容積移出，並無針對周邊建築有所控管、劃設範圍，唯一遵循方式為

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管理，因如此周邊環境發展方式則無法與古蹟保存

有關連，且原有街道紋理亦無納入都市計畫整體發展規劃檢討考量，造

成古蹟周邊既有文化地景消逝，建築形貌凌亂、發展密集、天際線過高

等情況產生，周邊居民逐漸對於相鄰古蹟淡忘、忽略至遺忘存在，最後

對文化資產向心力消逝，而古蹟保存之價值也就無法達到保存、教育、

文化傳承之目的。因此古蹟建築保存與周邊文化景觀保全，除需納入都

市計畫整體規劃思考外，對於周邊居民亦應增加共同參與機會，藉以教

育、傳達文化資產保存、共同維護共識及觀念。 

 

（三）法令與政策檢討建議 

1.近程計畫： 

近程計畫階段將依以現行法規基礎下進行，提出古蹟保存綱要計畫

中除古蹟保存計畫與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外，應含括古蹟周邊環境保全計

畫，以視覺軸線將周邊文化景觀保全範圍納入，並促使民眾參與及環境

景觀維護共識下進行辦理範圍確認，另外將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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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行解釋或放寬標準，納

入因周邊文化環境景觀保存，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

分亦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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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遠程計畫 

逐步調整古蹟等文化資產視為全體國民之公共財，於所有權人同意

下辦理容積移轉，由政府取得土地與建物所有權，供作全體人民教育、

觀光及文化傳承使用。對於古蹟文化資產價值認同與維護周邊景觀環境

保護之共識下，配合容積銀行提存移轉登錄，並得視古蹟保存與文化景

觀保全情況下，酌予獎勵所有權人，增加所有權人共同參與之意願及共

識，詳細建議說明如下： 

(1) 容積移轉計算方式 

A.建議檢討修正「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古蹟建築及土地若

以捐獻方式給予機關，經機關取得所有權後酌情獎勵，獎勵方

式得以新法修正後訂定，但移入容積得受該都市計畫區之基地

最高容積限制。 

B.古蹟及周邊管制範圍容積移轉計算，得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

法辦理，保有現況建築之使用之所有權，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

基準容積受限制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法申請移轉至其他地

區建築使用，其移轉部分於所有權加註，但移入容積得受最高

容積限制，辦理移轉之範圍土地依都市設計等規定自行綠美化

或配合周邊提升整體文化景觀保全者，文化主管機關得予以獎

勵，獎勵方式得由相關文化主管機關協商後辦理。 

C.古蹟及周邊管制範圍之容積移轉方式，以同一都市計畫區內為

主，並可配合未來容積銀行制度將可移出之容積存入容積銀

行，其移出面積、筆數不受限制，但容積銀行得按筆收取手續

費用及容積移轉之稅額。 

(2) 容積移轉辦理及土地交換、彈性使用活化方式 

A.古蹟及周邊管制範圍容積銀行概念，建立古蹟及周邊管制範圍

專責容積移轉辦理協助窗口，加速並簡化辦理行政程序。 

B.考量所有權人土地斯有財概念，若為指定古蹟時，可藉由「都

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進行

所有權交換評估。 

C.若現階段尚無考量移轉或交換，則劃定古蹟保存區應考量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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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若無進行容積移轉及土地交換時，得視

所有權人意願協助活化建築本體使用，並維持古蹟正常使用機

能，協商所有權及管理維護權歸屬。 

 

(3) 建立容積銀行制度 

A.建立專辦窗口 

建立古蹟及周邊管制範圍專責容積移轉辦理協助窗口，加速並

簡化辦理行政程序，增加古蹟所有權人辦理意願。 

B.補償獎勵機制 

古蹟周邊土地之建築用地，若因土地使用管制，導致原有權益

受損時，依其所有權益受損部分，得自提受損估算書或由提報機

關經現勘估算後提送，經由文化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協助進行

容積移轉、補償獎勵機制。 

C.收入與運用 

提供開發單位尋找需求容積之合法窗口，酌收單筆手續費與土

地交換、容積移轉稅額，提供作為古蹟維護管理基金使用，其手

續費及稅額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地區特性，於細部計畫或

土地使用管制中進行協議訂定。 

 

D.現有建築管制 

已興建完成之建築，則不追溯既往而重於未來管控，現階段為

變更使用機能則暫不依本辦法規範，俟建物於重建、整建時依新

訂定管制項目辦理，受損之權益得依損失進行補償、減稅與獎勵

辦理容積移轉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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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古蹟保存綱要計畫 

為維護古蹟及周邊環境景觀所圍塑之歷史文化氛圍，除進行古蹟修

復外，結合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法令及現行國內區域計畫、都市計畫、都

市設計、建築使用等審查體系機制，依古蹟與周邊環境之屬性不同，進

行制訂執行管理機制，訂定古蹟保存綱要計畫，以收古蹟永續保存之效。 

古蹟保存綱要計畫針對古蹟本體建築、古蹟保存區及周邊環境景觀

廊帶之概念與功能予以劃設，由文化資產保存概念下將整體文化地景環

境納入景觀管制規劃手法，使周邊環境景觀成為結合古蹟保存區中重要

之內涵，並研擬古蹟保存區整體性指導原則，提供未來劃定古蹟保存區

及有效保全古蹟周邊環境景觀之依循。為保全古蹟保存地區文化資產及

景觀環境資源管理、維護，文化主管機關應進行擬訂臺中市市定古蹟之

古蹟保存綱要計畫，並就下列事項表明及圖 4-11所示。 

1.計畫緣起。 

2.基礎調查與民眾意見初探。 

3.法令研究。 

4.課題對策與發展構想。 

5.劃定保存、管理維護範圍。 

6.古蹟古蹟古蹟古蹟保存計畫保存計畫保存計畫保存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 

7.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 

8.古蹟古蹟古蹟古蹟周邊環境保周邊環境保周邊環境保周邊環境保全全全全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 

9.其他應加表明事項其他應加表明事項其他應加表明事項其他應加表明事項。。。。（（（（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 

10.都市計畫配套措施。 

11.後續推動程序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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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古蹟保存綱要計畫擬定內容與作業流程圖 

 

保存綱要計畫中所指之執行計畫包含 6.至 9.項，內容應含括之項目

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古蹟保存計畫古蹟保存計畫古蹟保存計畫古蹟保存計畫 

（一）古蹟建築 

古蹟本體屬於核心管制範圍，主要為維護及保全古蹟本體建築的形

貌與功能正常使用為古蹟保存的重點內容，應依循下述管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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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蹟主要立面或景觀無論在於維持建築精神或表達歷史演進所遺留

下的建築與空間語彙方面，皆為古蹟本體保存之重點。 

(2)古蹟本體應維持原材質、原風貌、原工法，且不得加設窗臺、護欄、

鐵窗、棚架、招牌等外露之構造物與設備。 

(3)古蹟為配合生活或再利用，所需之附加管線、空調機電等設施，應結

合古蹟立面作整體設計，管線應予地下化；空調機電設施應退縮於

建築線內，並以中低明度、彩度之顏色處理。 

(4)古蹟本體不得掛設廣告招牌，但具歷史意涵且屬古蹟保存之一部分者

得以除外。 

（二）古蹟保存範圍風貌 

1. 古蹟保存區內增建或新建之構造物形式與色彩，須以古蹟立面形

式、色彩、材料為原則，並考量與古蹟之整體協調性。 

2. 古蹟保存區內非經文化主管機關及文化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古蹟必要

增建或新建空間不得鄰近古蹟本體，如經審定通過有接合之必要建

築，應充分考量其防災及耐震設計。 

3. 古蹟保存區內圍牆或綠籬形式，考量與古蹟之整體協調性，應依循

古蹟圍牆建築形式風貌與材質，或以新建材詮釋圍牆與古蹟之關

係，並須經古蹟管理機關同意後始得辦理。 

4. 古蹟保存區內應擬具合宜之景觀與植栽計畫，並須經古蹟管理機關

同意後始得辦理。 

5. 古蹟保存區所鄰接道路側向或古蹟建築正立面，應以種植低矮灌木

為原則，並與古蹟建築本體保持一定距離。 

6. 古蹟保存區內新設置之告示牌、休憩用桌椅之材質與色彩應與古蹟

本體相近。 

7. 古蹟保存區內不得設置廣告招牌及樹立廣告。 

8. 古蹟管理機關應於保存區內提供一處介紹古蹟沿革及宣導古蹟保存

教育之場所，形式不拘但須考量與古蹟之整體協調性，得以展示、

傳播、導覽等方式為之，以能達成教育傳承與觀光導覽之效為原則。 

9. 應將古蹟保存區內公共建設工程設計納入文化資產及都市設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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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以保全古蹟視覺主體性與周邊環境景觀。 

10. 透過傳統技藝養成、人才培育與經營管理策略，維護傳統文化藝術

產業及保存與傳承，並同中求異藉由古蹟發展再利用，再造文化創

意新人才。 

（三）古蹟土地使用分區檢討 

古蹟公告範圍與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之適宜性進行檢討，必要時

辦理變更作業，以符合未來古蹟再利用之需求。 

 

二二二二、、、、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古蹟管理維護計畫 

配合古蹟整體之管理維護需於古蹟保存計畫中擬定古蹟管理維護

計畫，其主要內容至少需包含下列各項： 

（一）古蹟概況。 

（二）管理維護組織及運作。 

（三）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 

1. 日常保養 

(1) 全境巡察。 

(2) 構件及文物外貌檢視。 

(3) 古蹟範圍內外環境之清潔。 

(4) 設施及設備之整備。 

(5) 良好通風及排水之維持。 

2. 定期維修 

(1) 結構安全。 

(2) 材料老化。 

(3) 設施、設備及管線之安全。 

(4) 生物危害。 

(5) 潮氣及排水。 

（四）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 

（五）防盜、保險。 

1. 防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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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將古蹟內重要構件及文物列冊，定期清點，並作成紀錄。 

(2) 依實際需要設置防盜監視系統、安排值班人員或委託保全服務等

防盜措施。 

(3) 必要時得請當地警察機關加強巡邏。 

2. 保險 

(1) 依實際狀況，就古蹟之建築、文物或人員等，辦理相關災害保險。 

(2) 保險契約訂定或續約後，應報文化主管機關備查。 

（六）緊急應變計畫之訂定。 

1. 對於重要文物、構件之搬運撤離。 

2. 救災中容易受損之具重要價值而不可移動之構件，應特別訂定對

策，以確保救災過程中文化資產價值損失降至最低。 

3. 災害發生時，古蹟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立即進行災害現場

管制防護，禁止閒雜人進出，防止重要構件或文物再次受損或遺失。 

4. 依通報系統報請文化主管機關派員勘查災害現場，並依災情輕重程

度或依古蹟及歷史建築重大災害應變處理辦法規定之程序，進行災

後處理。 

（七）其他管理維護之必要事項。 

三三三三、、、、古蹟古蹟古蹟古蹟周邊環境保全周邊環境保全周邊環境保全周邊環境保全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古蹟周邊環境保全著重於古蹟保存區相鄰及其景觀環境影響範

圍，考量古蹟保存及周邊環境景觀保全，依現況特性擬具計畫至少須有

下列事項表明，並配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及管制檢討辦理。 

（一） 劃定周邊管制範圍。 

（二） 地區文化資產特色分析： 

1. 文化資產與都市空間整合規劃。 

2. 古蹟及地方文化創意特色系統建構融合。 

（三） 工作項目： 

1. 土地使用項目。 

2. 建築管理內容。 

3. 環境景觀、地景植栽管制內容與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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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管制範圍及實施、改善方式。 

5. 管理及獎懲、補償機制。 

（四） 環境改善實施期程。 

（五） 經費概估。 

（六） 預期效益。 

第三項工作項目之內容，應於下列原則下進行規劃說明： 

（一） 透過古蹟視覺景觀調查保存周邊老街步道系統、強化社區共同

記憶。 

（二） 將歷史記憶空間與生活空間連結，作為文化活動與環境永續營

造之共通平臺。 

（三） 需注重整體環境視覺規劃廊帶，古蹟保存區及周邊環境景觀包

括街道、鄰宅及公共設施等，應配合整體空間環境規劃，促使

古蹟風華再現。 

（四） 建築沿街立面之騎樓、陽臺、窗臺及屋簷等水平線之延伸，確

保新、舊建築物立面形貌之協調，並考量建築高度及街道視覺

廊帶天際線。 

（五） 建築沿街立面材質及色彩，應考量既有建築物間之協調性、確

保新、舊建築之整體性，延續周邊廊帶街區空間意象，並考量

街道景觀植栽綠美化。 

（六） 招牌廣告物應以簡化、輕量化且減量設計為原則，融合各家產

品特色做整體規劃設計，形塑街道景觀之和諧感。 

（七） 街道傢俱之形式應融入當地傳統藝術或宗教意象之風格，並與

週遭環境相協調。 

四四四四、、、、其他應加表明事項其他應加表明事項其他應加表明事項其他應加表明事項 

（一） 防災計畫 

防災為古蹟保存基本條件，亦為保存首要項目，舉凡天然或人為災

害發生，所造成之毀損都近乎毀滅性破壞，因此防災計畫中強化災害預

防及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及善後處理，並加強災害教育宣導，

以提昇災害應變能力即顯重要性。本計畫希冀透過都市計畫中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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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都市設計手法，針對古蹟與周邊建築部分擬訂相關防災準則，達到防

範與減少災害發生機會，並配合整體都市計畫防災體系建立、評估與檢

討，於都市防災計畫中，就其救災避難系統、防災建設、防災宣導演習

及教育訓練等事項進行系統性之規劃。 

 

1. 救災避難系統 

主要內容含括：救災及避難動線、避難空間、救災指揮中心三項目，

說明請詳見下表 4-1 所示。 

 

表 4-1 救災避難系統說明表 

項目 規劃內容說明 

救災避難路線 

主要為針對連接古蹟、救災中心、醫療系統及避難空間等地

點之交通軸線中，並考量其最短路徑後，按其所能連接之20

公尺以上道路規劃為主要消防救災路線，於災害發生時應予

以管制人車通行，以道路兩側之人行步道作為避難動線，道

路用地則作為救災車輛行動使用，以減少兩者間的重疊性，

另配合古蹟救災使用，應規劃由主要道路連接古蹟周邊相鄰

道路，連接路網至少需有二條作為進、出口使用，其一條須

可達古蹟主要出入口位置，並且路寬至少應可供消防車輛使

用之路型連接，以利緊急搶救災用。 

避難空間 

古蹟之避難空間以古蹟保存區內經評估後認定安全無虞之空

地或廣場為主，其次配合古蹟鄰近適當區位之廣場、公園、

綠地、停車場等開放空間使用，以提供受災人員、救災物資

急救運輸需要。 

救災指揮中心 

以臺中市政府為第一防救災指揮基地，統一防災任務之調度

及協調救災物資之分配與運送；其餘則依配合各區行政中心

作為防救災指揮中心，以達便利、快速之效。 

 

2. 防災建設 

非明火動用空間劃設、火災外部延燒阻隔帶、建築內部連續性防火

通道、逃生救災路線、防災設備面向，說明請詳見下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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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防災建設說明表 

項目 規劃內容說明 

非明火動用空間

劃設 

古蹟重要文物存放區、彩繪、雕刻等位置，及堆放除物空間

區域，嚴禁明火使用，如因施工等必要使用，須辦理申請經

文化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機關派員或由設計監造方派員監督

方可施作。 

火災外部延燒阻

隔帶 

強調開放空間的連結，古蹟鄰近之開放空間、道路、人行道

連結成避難系統，形成延燒防止或遮斷地帶，種植耐火性植

物，以防止災害的蔓延。 

建築內部連續性

防火通道 

以連續性防火通道連接，作為火災延燒阻隔帶，將防火通道

時效分為兩種等級並繪製火災設備圖以供救災時使用，其主

、次要防火通道說明如下： 

1.主要防火通道（防火時效120分鐘）： 

(1) 為逃生次要通道連接之路線，可直達外部安全開放

空間。 

(2) 需規劃主要通道連接，作為可供搶救通行至古蹟重

要文物存放區、彩繪、雕刻等位置。 

2.次要防火通道（防火時效60分鐘）： 

  除上述主要文物存放區位置外之空間，供人使用、居居之

空間，主要以考量提供足夠之逃生時效，故以次要時效規劃

設計。 

逃生救災路線 

藉由連續性防火牆設計，連接至各空間主、次要通道，並於

古蹟最為重要之文物存放區、彩繪、雕刻等位置提高防火牆

之時效，達到逃生、救災人員撤出時間。 

防災設備 
管線耐震與防火設計、消防栓、手提式滅火器、警報設施等

設備，應於保存計畫中明確設計其位置及分佈狀況。 

 

3. 防災宣導演習及教育訓練 

防災觀念之宣導演習及教育訓練，主要重於平日之組織演習與訓練

作業，於災害發生時緊急調員救難團隊與政府救難組織應變，使其相互

配合，讓防災體系能更加完善，說明請詳見下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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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防災宣導及訓練說明表 

項目 規劃內容說明 

防災觀念宣導 

防災觀念宣導著重於日常使用觀念之防範，宣導概念與辦理

情形說明如下： 

1. 定期檢查結構安全、管線設備老化，並進行換修維護。 

2. 強化周知救災及避難動線、避難空間、救災指揮中心位

置等資訊。 

3. 動用明火安全觀念。 

4. 建立古蹟開放、關閉全場使用S.O.P.檢查作業機制。 

5. 不定時檢核消防設備損壞情形，並配合防災計畫定期檢

核消防設備使用期限。 

6. 隨時注意、紀錄有災害發生之虞情形、位置並予解決，

無法解決時，則提報文化主管機關處理。 

模擬災害演習 

定期舉行防救災演習，配合防災計畫之救災動線、避難空間

救災指揮中心演練，以S.O.P.作業流程動員，確定人員組織

與動員聯絡方式，且詳實記錄演習過程，於實施後進行討論

改善。 

防災教育與討論 

藉由防災教育講習，與古蹟及周邊居民相互討論日常使用情

況，改善潛藏災害危機，並將防火、防災、避難、緊急搶救

等方式，傳授民眾瞭解。 

防災組織成立與

訓練 

於執行保存計畫中，提出由周邊居民組織配合地方政府或中

央救難團隊相互合作之機制，並配合接受給薪之消防、救災

訓練，使之救助精神及防範效果達到最高效益。 

 

（二） 交通計畫 

古蹟周邊路網交通系統與都市交通、都市環境、公共安全關係密

切，因此古蹟之交通計畫規劃，應能彙整古蹟與交通相關之計畫、周邊

地區交通可及性、人行與車行空間之配置等資料加以剖析，並以未來發

展之需求提擬相關因應策略，以催化交通與古蹟空間整合的節能、提升

引入、疏散動線效率與降低空污影響古蹟達淨化環境效果，營造安全、

便捷與舒適均衡發展之交通系統，說明請詳見下表 4-4 所示。 



 

4-48 

表 4-4 交通計畫說明表 

項目 規劃內容說明 

交通系統現況 

施作古蹟及周邊道路設施調查、道路系統路網類型分析、觀

光客、居民商家交通服務需求調查、既有觀光巴士與公車、

客運調查、停車空間數量分析、行人徒步系統調查等。 

交通資料分析 交通量、交通資源分配及大眾運輸使用率等。 

交通系統改善 

針對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巷道之車道規劃及停車管制，並

考量防災路線，提出改善之策略，建議道路指標系統之設計

、需管制區域劃設及聯外交通路線之指派路徑。 

（三） 環境評估計畫 

於管制區內不得進行其他建設工程、爆破、鑽探、挖掘、工廠廢污

水排放、空污等有破壞古蹟建築之虞行為，但因特殊情況需有其他建設

工程、爆破、鑽探、挖掘等建設行為時，須經由文化主管機關審核同意

後方得施工，必要時文化主管機關得派員方可辦理，其他環境影響則依

現行相關法規辦理。 

管制區內不得因工程、環境污染或其他鄰避行為發生影響古蹟及周

邊景觀，對於現況已造成之污染行為則需立即處理，並由環境污染機關

勒令限期改善、禁止相關行為發生。 

五五五五、、、、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計畫主要保存管制為古蹟範圍內與周邊環境管制，因此涉及在未

來發展上將就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適宜性進行檢討，其中包含古蹟公

告範圍位置現行土地使用分區之合理性，古蹟未來作為觀光、教育等機

能，周邊文化景觀保存影響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檢討，配合變更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作業進行，以符合分區使用法令之規定。 

而街道景觀及災害預防上，則藉由都市設計規定加以控管，以土地

使用分區類型規範都市設計細部管制內容之建築、街道、及公共設施空

間規劃設計方向，並作災害發生時縮小影響範圍之控制。 

交通系統改善與檢視方面，則由現有道路系統、交通流量預測及改

善方式策略擬定，短期作為路網系統與交通運具調派改善，並提供未來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作為道路規劃重新檢討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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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蹟與周邊發展管理體制建立 

古蹟周邊地景環境發展強度，將連帶對古蹟視覺與安全環境造成衝

擊，過高強度之土地使用與建築興建，對於古蹟產生視覺壓迫，間接影響

日照、陰影導致整體古蹟自然環境破壞，另外高度使用火、用電之環境，

亦是造成災害高潛力區，相對環境的安全性降低，雖然快速、便利商業發

展使用，但對古蹟環境傷害也隨之提升，所以本章將對古蹟與周邊發展管

制上進行制度之建立作業說明，期望能將古蹟與周邊環境導引至活化及安

全發展雙向軌道進行。 

 

 

第一節  保存區發展管理體制建立 

空間管制上主要以古蹟主要立面為重點管制介面，再將周邊區域分為

一至三級管區，古蹟介面之主要立面定義上，本計畫以動線、特殊立面、

審定立面三方向作為定義，詳細說明主要立面定義說明。 

 

一一一一、、、、主要立面定義主要立面定義主要立面定義主要立面定義 

（一） 具備主要出入口動線 

主要出入口係指古蹟本體建築正向立面位置，或外圍牌樓面連接對外

通行道路動線位置。 

（二） 具有特色或特殊性之立面 

除古蹟正向立面外，側面或背立面，經提報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認

定，具有特殊風貌之立面。 

（三） 其他經認定之立面 

古蹟本體外，指定範圍內其他空間，經提報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認定

具有代表性、特殊性等之立面。 

 

二二二二、、、、23處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說明處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說明處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說明處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說明 

古蹟與周邊景觀環境，經整理後古蹟本體構成除建物本身外，還包含

指定範圍影響之土地，該地面上有些是屬於閒置空地、植栽花園，另外古

蹟若為於較為郊外地區，與相鄰土地邊界則多以圍牆分隔，再者以竹林、

樹木、溝渠等作為阻隔邊界，都市中心位置相鄰土地則為道路居多，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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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現況調查後之屬性分別以 11種類型立面說明，並藉由圖面呈現以步行

者視覺角分析，各種類行所產生之視軸線影響範圍。 

 

 

類型一 古蹟本體與外部建築緊鄰 

 

類型二 古蹟本體銜接道路及外部建築 

 

類型三 古蹟本體銜接人行道、道路及外部建築 



 

5-3 

 

類型四 古蹟及影響範圍內有植栽花園、溝渠、圍牆，外部建築緊鄰 

 

類型五 古蹟及影響範圍內閒置空地、圍牆，外部建築緊鄰 

 

類型六 古蹟及影響範圍內有植栽花園、溝渠、圍牆，銜接道路及外部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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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七 古蹟及影響範圍內有植栽花園、溝渠、圍牆，銜接人行道、道路及外部建築 

 

類型八 古蹟及影響範圍內閒置空地、圍牆，銜接道路及外部建築 

 

類型九 古蹟及影響範圍內閒置空地、圍牆，銜接人行道、道路及外部建築 

 

類型十 古蹟及影響範圍內有植栽花園、溝渠、圍牆，外部農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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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十一 古蹟及影響範圍內閒置空地、圍牆，外部農業使用 

圖 5-1  11種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三三三三、、、、古蹟及周邊景觀發展管理體制古蹟及周邊景觀發展管理體制古蹟及周邊景觀發展管理體制古蹟及周邊景觀發展管理體制 

本計畫經由 11種類型古蹟與周邊地景整合分析，透過對周邊影響屬性

分為三大類分析，藉由分隔類型作為基礎，將景觀管理體制分級以屬性、

對古蹟所產生之影響性進行劃設管制分區，此些屬性構成定義說明內容如

下。 

 

（一）古蹟周邊影響屬性三大類 

1. 緩衝隔離類型 

該類型可分為天然界線如竹樹林綠帶、河川溝渠等，另一類屬為人工

興建方式作為隔離界線，如一般道路、人行步道、圍牆等。 

2. 空間機能類型 

該空間屬於具備機能使用類型，影響性考量包含：間距過窄、周邊建

築密集、強度過高時，有防災之虞且影響視覺軸線及天際線，而間距寬度

足夠時，則可考量配合作為交通道路、防災阻隔使用，並有降低周邊因建

築密集、強度過高時之視覺景觀影響。 

3. 區域發展類型 

周邊建築現況達規模使用，如觀光老街或已具有聚落群特色，但尚未

發展未來需配合階段性管理，避免周邊土地及景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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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級管制概念 

1.1.1.1. 一級管制區一級管制區一級管制區一級管制區    

該管制區屬直接管制範圍，以古蹟建築座落為主，其次為指定之影響

地號面積，區域內依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法規限制、保護及獎懲，為主要核

心重要區域。 

環境因子管制環境因子管制環境因子管制環境因子管制：：：： 

(1)古蹟本體建築特色要點需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法令法規定之建築

風格、色彩等內容辦理。 

(2)古蹟指定範圍內之土地景觀風貌，則需考量與古蹟本體建築特色

之適宜性，經由具備古蹟修復經驗之建築師及主管機關審定後方

可施作。 

2.2.2.2. 二級管制範圍二級管制範圍二級管制範圍二級管制範圍    

該層級屬於古蹟緊鄰之次核心區域，主要以古蹟指定影響範圍外緊鄰

之周邊景觀土地，具有災害延續性影響之虞，且無七公尺以上道路或天然

界線分隔之情形，該區域產生之問題常為緊鄰建築為廚房、浴室使用，有

發生火災延燒之虞，建築背立面為廚房排煙設施，立面美觀不佳且油煙影

響古蹟，建築側面作為大幅廣告看板，與古蹟整體色差突兀，造成視覺極

度不良之情況。 

環境因子管制環境因子管制環境因子管制環境因子管制：：：：    

(1)有產生災害危險之可能。 

(2)有直接或間接性污染影響。 

(3)有視覺直接影響或突兀之情形。 

3.3.3.3. 三級管制範圍三級管制範圍三級管制範圍三級管制範圍    

三級管制範圍為古蹟外圍區域，具備古蹟建築及指定影響範圍相隔七

公尺以上道路或天然界線，該區域通常產生之問題為建築立面招牌雜亂、

頂樓違章建築、建築過高影響天際線。 

環境因子管制環境因子管制環境因子管制環境因子管制：：：：    

(1)建築立面凌亂，影響環境美觀。 

(2)違章建築有公共安全及天際線過高產生日照、陰影投射及廊道視

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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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都市計畫分區變更建議 

古蹟保存範圍目前主要以地籍作為指定公告範圍，且分區變更原則尚

無一定準則依據，故如需配合發展再利用時，常受困於現行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因此本節針對古蹟現行分區、現況及未來使用探討，將 23

區提出劃設範圍、變更等變更建議，以期能符合古蹟發展之需求。 

 

一一一一、、、、指定範圍檢討指定範圍檢討指定範圍檢討指定範圍檢討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將現行公告古蹟地號範圍，檢討之原則以都市計畫圖、現況測量圖及

地籍圖進行三圖合一整合檢討作業，透過原有公告函示建築座落重新確認

古蹟位置，校核公告影響土地範圍界線，再以都市計畫圖、地形測量圖及

地籍圖套繪，檢視提出檢討建議，經 23 處檢視後，目前共通之情形說明

如下： 

（一）公告地號地籍過大，與古蹟座落實際影響範圍不符之情形，建議經

再確認後，進行地號分割重新公告。 

（二）公告範圍已變更為古蹟保存區，但古蹟保存區與公告地號及古蹟座

落不符，建議經再確認後，調整公告地號或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三）古蹟座落與公告地號範圍不符，部分地號未含括，建議增列地號辦

理修正公告地號。 

（四）現況使用土地影響範圍較原公告地號範圍大，建議增列地號辦理修

正公告地號。 

（五）同一古蹟中，古蹟公告地號之土地使用分區已完成變更，但分區卻

有古蹟保存區與保存區同性質使用卻兩種不一樣名稱情形，將會造

成管制規則重複，建議將古蹟指定範圍統一變更為古蹟保存區。 

（六）因該地區辦理地籍重整，原公告地號與現況地號不符，建議依重整

後地號重新公告，並請地政局於古蹟公告範圍辦理地籍重整時，行

文告知以利同時辦理地號修正公告作業。 

（七）同一古蹟公告範圍，座落為置有巷道分隔，建議刪除地號，重新辦

理公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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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分區範圍分區範圍分區範圍分區範圍調整原則及變更調整原則及變更調整原則及變更調整原則及變更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古蹟保存區公告範圍檢討，由現況土地使用及地籍與都市計畫分區套

繪後進行檢討，並將原有公告地號與上述三圖檢核，於民國 102年 7月 3

日與文化資產管理中心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提出範圍修正建議、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建議及優先管制地號範圍建議三大項，另三級管制區則於本計

畫之劃設原則下，由各保存計畫擬定辦理，請另詳附件一所示，依會議決

議建議請詳如下表 5-1 所示。 

都市計畫分區變更建議之檢討原則，以現況主要作為供公共使用或所

有權人已無居住、使用之古蹟，如廟宇、宗祠、作為觀光之宅第等，則建

議優先檢討變更為古蹟保存區，以利後續配合再利用規劃完善之設施。其

餘用地變更檢討則以公告地號、現況、地籍及都市計畫分區範圍，分別依

古蹟之屬性不同提出土地使用變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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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古蹟分區、範圍檢討建議及工作會議決議表 

編號 名稱 指定範圍 建議增減地號 周邊建議管制地號 工作會議決議 

第 1區 林氏貞孝坊 孔門段 

465、464 

無。 孔門段 

451、459、460、460-1、461、463、463-1、

464-1、467、470、471、471-1、497、496、

500、468、568-1、469、472 

1. 增加 465地號為商業區變更古蹟保存區。 

2. 同意依古蹟保存區範圍，增加公告地號。 

3.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範圍。 

第 2區 潭子鄉農會

穀倉 

潭秀段 

919、899、903、903-3、

913、919、936、895、896、

897、898 

潭秀段 

903-6、903-5、895-3、894、895-5 

潭秀段 921、922、923、924、925、926、927、

928、929、931、934-1、932、933、920、934、

935、940、941、945、946、949、950、951、

952、953、954、937、938、939、938-1、942、

944、943、947、948、948-1、956、956-5、

956-3、956-6、956-7、956-1、956-8、956-2 

1. 指定範圍變更為古蹟保存區，公告地號過長、過大

情形辦理分割，另送討論。 

2. 古蹟座落未同意增減地號建議。 

3.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3區 磺溪書院 文昌段 

2311、2311-1、2311-2、

2318-1 

文昌段 

9015-39、9015-50、9015-33、

9015-32、2310-3、2310-1 

文昌段 

2319、2319-2、9015-38 

1. 指定地號範圍修正指定地號範圍修正指定地號範圍修正指定地號範圍修正，，，，另送討論另送討論另送討論另送討論。。。。 

2. 同意增加地號範圍建議。 

3.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4區 大甲文昌祠 孔門段 1023、1027、

1030、188、1025、1026、

1027-1、1028、1029、1022 

孔門段 

1031、1006 

孔門段 1036、1053、1053-1、1053-2、1036-3、

1036-4、1036-5、1036-6、1036-7、1036-8、

1036-9、1036-10、1036-11、1036-12、1036-13 

1. 古蹟座落分區維持現況，暫不調整，俟通盤檢討再

行變更。 

2. 建議增加地號，依都市計畫樁檢討確認後修正。 

3.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5區 梧棲真武宮 西建段 

484、627 

西建段 

350-5、483、482、469、468、459 

西建段 350-8、351、352、353、354、355、

354-1、350、350-3、350-2、350-6、346、350-4、

346-3、346-4、349、347、348、342、341、

338、337、485、490、490-2、491、495、496、

497、503、504 

1. 同意指定範圍變更為古蹟保存區。 

2. 同意建議增加地號並調整變更為古蹟保存區。 

3.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6區 壹善堂 保安段 656 保安段 655 無 1. 同意變更為古蹟保存區。 

2. 同意增加地號範圍建議。 

第 7區 社口大夫第 圳前段 

557-2、881～891、406～

圳前段 

增：881-1、881-2      減：452 

圳前段 413～431、432、432-1、433、433-1、

433-2、436、437、441、442、443、444、445、

1. 同意修正公告地號範圍，變更為古蹟保存區。 

2. 同意建議增加地號，及減少原有公告地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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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指定範圍 建議增減地號 周邊建議管制地號 工作會議決議 

412、453、414、415、454、

455、456、457 

446、447、448、449、450、451、504、456、

455、456-1、499-1、503、500、500-1、498、

499、458、458-1、460、405、893、892、910 

3.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8區 筱雲山莊 三角子段 

191、191-5、195-1、196、

196-2、245、245-3、

367-6、367-7、191-1、

191-6、191-2、191-3、

191-8、191-9、196-3、

245-1、245-2、245-4、

368-7、367-12、900-81 

三角子段 

191-4、9003-70、190-3 

三角子段 

193-19、9003-71、193-8 

1. 依建議同意統一保存區變更為古蹟保存區。 

2. 公告地號公告地號公告地號公告地號過長過長過長過長、、、、過大情形辦理過大情形辦理過大情形辦理過大情形辦理分割分割分割分割，，，，另送討論另送討論另送討論另送討論。。。。 

3. 同意增加地號範圍建議。 

4.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變更分區不予同意，維持

原有分區。 

第 9區 神岡呂家頂

瓦厝 

三角子段 

155、157、158、159、160、

163-1 

三角子段 

154 

三角子段 

153、161、162-3、162-2、162-2、162-1、162、

163、169、164、164-2、164-3、164-4 

1. 同意增加地號範圍建議。 

2.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10區 清水社口楊

宅 

社口段社口小段 

41、42 

社口段社口小段 

41-17 

社口段社口小段 20-13、20-21、20-39、20-37、

20-35、20-33、20-31、20-29、20-27、41-10、

41-11、41-12、41-13、41-14 

1. 修正指定範圍不予同意，公告範圍維持不變。 

2. 增加地號建議另送討論。 

3.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11區 清水黃家瀞

園 

朝天段 451、450、452、

453、454、455、456、457、

458、459、460、461 

無。 無。 維持現況使用及管制。 

第 12區 摘星山莊 大埔段大埔厝小段 

原公告地號：328、331、

332、333、350、351、354。 

現地號：34。 

無。 大埔段大埔厝小段 

33-21、33-22、33-23、33-24、33-25、33-26、

33-27、33-28、33-29、33-30、33-31、33-32、

33-33、33-34、33-35、33-36、33-37、33-11、

341、37-13、37-12、37、37-11、37-3、34-1、

340、33-14、35-13、35-14、35-15、35-16、

35-17、35-18、35-19、35-20、35-21、35-26、

1. 同意依現行地號重新辦理公告。 

2.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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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指定範圍 建議增減地號 周邊建議管制地號 工作會議決議 

35-27、35-37、35-38、35-43、33-12、33、

33-16、33-18、33-19、33-46、33-9、33-63、

33-64、33-65、33-66、33-67、33-69 

第 13區 后里張天機

宅 

墩南段 

805 

墩南段 

806、801 

墩南段 

802、803、804、799、798、808、809、807 

1.同意 806地號先納入增加地號範圍，另 801地號俟

都市計畫檢討再予辦理。 

2.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14區 瑞成堂 鎮安段 

239、239-2、239-1 

無。 無。 維持現況使用及管制。 

第 15區 聚奎居 成功嶺段 

330 

成功嶺段 

344、345、346 

成功嶺段 301、342、341、340、339、337、

336、335、334、343、343-1、343-2、338 

1. 增加地號範圍建議不予同意，維持現有指定範圍。 

2.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16區 縱貫鐵路舊

山線-泰安車

站 

七塊厝段 

10-8、463、8-1 

無。 七塊厝段 

10-3、7、10、14、15、16、27、28、29、31、

32、40、45、50、51、72、73、74、75、76、

77、78、79、80、81、85、18-5、9003-14 

1. 公告地號過長、過大情形辦理分割，配合用地變更

檢討範圍。 

2.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17區 縱貫鐵路海

線-追分車站 

追分段 

378 

無。 追分段 

351-27、351-29、378-1、351-13、351-14、

351-15、351-16、351-17、351-34、351-30、

351-9、351-10、352-5、352-6、352-8、352-13、

351-31、352-11、352-12、378-2、9012-59、

351-6、352-4、378-3、350-89、350-66、

350-65、350-64、350-63、350-62、350-61、

350-60、350-59、350-58、350-57、350-56、

350-55、350-54、350-53、378-4 

1. 公告地號過長、過大情形辦理分割，配合都市計畫

變更檢討範圍。 

2.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18區 縱貫鐵路海

線-日南車站 

臨江段 

144、144-6 

臨江段 

30、31、32、33、34、35、36、

37 

臨江段 

185、183、188、182、179、178、177、176、

175、174、173、172、180、171-1、173-1、

185-1、170、169、167、164-1、166-1、144-5、

1. 公告地號過長、過大情形辦理分割，配合都市計畫

變更檢討範圍。 

2. 同意增加地號範圍建議。 

3.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並依站前空地範圍調整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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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指定範圍 建議增減地號 周邊建議管制地號 工作會議決議 

164、166、163、165、162、168、161、144-4 大管制地號。 

第 19區 清水公學校 光華段  

原公告地號：506～515、

518～534、652。 

現：506 

無。 無。 1. 同意依現行地號重新辦理公告。 

2. 維持現況使用及管制。 

第 20區 原臺灣省議

會議事大

樓、朝琴

館、議員會

館 

無。 無。 無。 維持現況使用及管制。 

第 21區 內埔庄役場 富民段 

271、209、239、235、237 

富民段  

增：235、224、236、237 

減：239 

富民段 

210、211、234、233、224(部分）、238、270(部

分）、268、267、265（部分） 

1. 同意刪減地號建議，巷通不納入指定範圍。 

2.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22區 梧棲官吏派

出所及宿舍

群 

東建段 

185、186、189 

無。 東建段 

181、182、180、179、177、174、173、169、

170、167、190、193、194、197、198、199、

200 

同意周邊管制地號建議。 

第 23區 臺中刑務所

典獄官舍 

暫定古蹟，暫定地號 

利民段七小段 1、1-2、3、

3-15、3-16、3-17， 

光明段七小段 1-1、1-5、

1-10、2-1、3-14、5-10 

無。 無。 1. 另提供公告地號。 

2. 維持現況使用及管制。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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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區變更及管制範圍配套措施與推動機制 

經工作會議商討 23 處古蹟保存範圍及土地使用分區，配合後續保存

計畫辦理，由下列說明管制配套措施與推動機制，相關研議內容請詳附件

一。 

 

一一一一、、、、檢討分區檢討分區檢討分區檢討分區變更原則變更原則變更原則變更原則：：：： 

23處古蹟經套繪圖面檢討後，提列出公告地號範圍檢討及辦理方式建

議，並由機關決議後作為後續辦理之基礎，與都市計畫分區變更急迫順序

方針，23處古蹟分區檢討建議及決議如下表說明。 

 

表 5-2 古蹟分區檢討建議及決議一覽表 

編號 種類 古蹟名稱 建議辦理方式 會議決議說明 備註 

1 牌坊 林氏貞孝坊 

1.建議原商業區

465地號變更為

古蹟保存區。 

2.依都市計畫分

區土地使用完

整性，建議增列

463等地號共計

六筆。 

1.變更 465地號變

更為古蹟保存

區。 

2.原公告範圍不

變動調整。 

 

2 
產業

設施 

潭子鄉農會

穀倉 

1.建議商業區變

更為古蹟保存

區。 

2.古蹟座落部分

地號未含括，建

議增列。 

3. 部 分 地 號 過

長，建議辦理地

號分割。 

 

1.同意辦理變更

為古蹟保存區。 

2.同意為含括地

號增列。 

3.公告地號過長

辦 理 分 割 情

形，另送文資委

員會審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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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類 古蹟名稱 建議辦理方式 會議決議說明 備註 

3 書院 磺溪書院 

1.公告地號範圍

與古蹟現況不

符，建議修正公

告地號範圍。 

2.依古蹟現況使

用範圍，建議增

列公告地號，並

變更分區。 

2.修正都市計畫

分區「保存區」

名稱變更為「古

蹟保存區」。 

1.原公告地號範

圍修正另送文

資委員會審議

討論。 

2.同意增列公告

地號辦理分區

變更作業。 

3.同意修正都市

計畫分區「保存

區」名稱變更為

「 古 蹟 保 存

區」。 

 

4 祠廟 大甲文昌祠 

1.古蹟座落位置

與公告地號不

符，但現階段為

公園用地，無變

更急迫性，建議

俟通盤檢討再

行變更。 

2.依都市計畫分

區土地使用完

整性，建議依都

市計畫樁位檢

討確認後，決議

是否增列 1031

等二筆地號。 

1.同意建議，維持

現況俟通盤檢

討辦理變更作

業。 

2.同意依建議方

式辦理。 

 

5 祠廟 梧棲真武宮 

1.建議原住宅區

變更為古蹟保

存區。 

1.同意辦理變更

為古蹟保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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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類 古蹟名稱 建議辦理方式 會議決議說明 備註 

2.依現況使用，建

議增列 350-5等

地號共計六筆。 

2.同意增列地號。 

6 祠廟 壹善堂 

1.考量管理維護

權責，建議原綠

地變更為古蹟

保存區。 

2.考量緩衝及壹

善堂所有權完

整，建議增列

655地號。 

1.維持現況俟通

盤檢討辦理變

更作業。 

 

2.同意增列地號

建議。 

 

7 宅第 社口大夫第 

1.建議原住宅區

變更為古蹟保

存區。 

2.公告地號範圍

與古蹟現況不

符，建議增列

881-1 等二筆地

號，減少 452地

號修正，辦理重

新公告地號範

圍。 

1.同意辦理變更

為古蹟保存區。 

2.同意修正地號。 

 

8 宅第 筱雲山莊 

1. 部 分 地 號 過

長，建議辦理地

號分割。 

2.建議增加 191-4

等地號共計三

筆。 

3.一處古蹟劃為

1.公告地號過長

辦 理 分 割 情

形，另送文資委

員會審議討論。 

2.同意增列地號。 

3.都市計畫名稱

統一另送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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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類 古蹟名稱 建議辦理方式 會議決議說明 備註 

保存區及古蹟

保存區兩種名

稱，易造成後續

管 制 規 定 擬

定，建議統一變

更為「古蹟保存

區」。 

委員會審議討

論。 

9 宅第 
神岡呂家頂

瓦厝 

1.現階段為農業

區，且周邊亦為

農業區，尚無開

發之可能，但建

議可變更為古

蹟保存區。 

2.考量古蹟之完

整性，建議增列

154地號。 

1.同意後續階段

辦理。 

2.同意增列地號。 

 

10 宅第 
清水社口楊

宅 

1.建議原住宅區

變更為古蹟保

存區。 

2.建議分割 42 地

號，部分作為管

制區。 

3.建議增列 41-17

地號。 

1.同意辦理變更

為古蹟保存區。 

2.42 地號維持現

況。 

3. 41-17地號增列

另送文資委員

會審議討論。 

 

11 宅第 
清水黃家瀞

園 

現 階 段 為 農 業

區，且周邊亦為農

業區，尚無開發之

可能，但建議可變

更為古蹟保存區。 

同意後續階段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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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類 古蹟名稱 建議辦理方式 會議決議說明 備註 

12 宅第 摘星山莊 

原公告地號與現

行地號已調整，建

議重新辦理公告

地號。 

依建議辦理。  

13 宅第 
后里張天機

宅 

1.現階段為農業

區，且周邊亦為

農業區，尚無開

發之可能，但建

議可變更為古

蹟保存區。 

2.考量古蹟之完

整性，建議增列

806地號。 

3. 801地號建議依

都市計畫樁位

檢討確認後，決

議是否分割、增

列。 

1.同意後續階段

辦理。 

2.同意納入 806地

號。 

3.依建議辦理。 

 

14 宅第 瑞成堂 依現況管理。 依建議辦理。  

15 宅第 聚奎居 

1.建議原住宅區

變更為古蹟保

存區。 

2.考量古蹟之完

整性，建議增列

344 等三筆地

號。 

1.同意辦理變更

為古蹟保存區。 

2.原公告範圍不

變動調整。 

 

16 車站 

縱貫鐵路舊

山線－泰安

車站 

1. 部 分 地 號 過

長，建議商請文

資委員審議討

1.依建議辦理。 

2.配合範圍檢討

變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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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類 古蹟名稱 建議辦理方式 會議決議說明 備註 

論辦理地號分

割。 

2.現階段為交通

用地，無變更急

迫性，但建議可

變更為古蹟保

存區。 

17 車站 

縱貫鐵路海

線－追分車

站 

1. 部 分 地 號 過

長，建議商請文

資委員審議討

論辦理地號分

割。 

2.現階段為交通

用地，無變更急

迫性，但建議可

變更為古蹟保

存區。 

1.依建議辦理。 

2.配合範圍檢討

變更分區。 

 

18 車站 

縱貫鐵路海

線－日南車

站 

1. 部 分 地 號 過

長，建議商請文

資委員審議討

論辦理地號分

割。 

2.現階段為交通

用地，無變更急

迫性，但建議可

變更為古蹟保

存區。 

3.考量古蹟車站

之完整性，建議

1.依建議辦理。 

2.配合範圍檢討

變更分區。 

3.同意增列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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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類 古蹟名稱 建議辦理方式 會議決議說明 備註 

增列 30 等八筆

地號。 

19 其他 清水公學校 

原公告地號與現

行地號已調整，建

議重新辦理公告

地號。 

依建議辦理。  

20 其他 

原臺灣省議

會議事大

樓、朝琴館、

議員會館 

依現況管理。 依建議辦理。  

21 其他 內埔庄役場 

考量古蹟之完整

性，建議增列 235

等 地 號 共 計 四

筆，刪除 239 地

號。 

原公告範圍不變

動調整，同意刪除

239地號，巷道不

納入公告範圍。 

 

22 其他 

梧棲官吏派

出所及宿舍

群 

建議原商業區、住

宅區變更為古蹟

保存區。 

依建議辦理。  

23 其他 
臺中刑務所

典獄官舍 

現階段為機關用

地，無變更急迫

性，但建議可變更

為古蹟保存區。 

依建議辦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另外目前本計畫中之古蹟保存區中，建議未來對於古蹟使用之土地應

進行都市計畫用地變更作業，考量古蹟保存與維護安全之輕重緩急順序分

為三階段進行，其中第一階段以目前用地與分區、地號範圍不符，且可能

供作為其他使用，具有急迫變更需要之土地為優先，第二階段為目前用地

屬農業區，尚無開發之可能但須注意周邊開發計畫與用地變更申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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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則屬土地無供其他建築使用，屬公共設施用地者，可配合通盤檢討作

業進行整體檢討再行商議變更，各階段古蹟變更建議如下： 

第一階段變更： 

1.潭子鄉農會穀倉，2.磺溪書院，3.梧棲真武宮，4.社口大夫第，5.清水社

口楊宅，6.聚奎居，7.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 

 

第二階段變更： 

1.神岡呂家頂瓦厝，2.清水黃家瀞園，3.后里張天機宅，4.縱貫鐵路舊山線

－泰安車站，5.縱貫鐵路海線－追分車站，6.縱貫鐵路海線－日南車站，7.

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 

 

第三階段變更： 

1.林氏貞孝坊，2.大甲文昌祠，3.壹善堂，4.筱雲山莊。 

 

二二二二、、、、管制範圍配套措施與推動機制管制範圍配套措施與推動機制管制範圍配套措施與推動機制管制範圍配套措施與推動機制 

考量古蹟及周邊文化景觀保全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意願，建議辦理古

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檢討，配合地方發展需求，加速辦理私有古蹟公有化，

建議管制措施與推動獎勵機制原則及後續辦理流程權責單位，如下要點及

表 5-3、圖 5-2說明，另其相關辦理內容則由各古蹟保存計畫內容詳述說明。 

（一）建議文化部檢討「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對現有私有古蹟得作所

有權人意願，辦理捐獻，相關捐贈之建物及土地後，文化主管機關

得酌情給與適當合理之容積獎勵，原所有權人除得將原依法可建築

之基準容積移轉，並其古蹟建築造價換得之容積移轉至其他地區建

築使用，但移入容積應受該都市計畫區之基地最高容積限制容積獎

勵方式得以新法修正後制定。 

（二）變更古蹟保存區為考量地方發展需求及所有權人權益，建亦得另以

附帶條件方式配合未來地方重大建設發展需求，整體規劃需配合古

蹟及周邊文化景觀保全進行用地變更檢討作業並得以市地重劃及區

段徵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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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古蹟及周邊管制、說明 

 一級核心管制

區 

二級防災景觀

管理區 

緩衝區 三級文化景觀

保全範圍 

備註 

管制

內容

說明 

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等相關法

規辦理。 

1. 街道家具。 

2. 地面鋪設材

質。 

3. 街道照明。 

4. 緊鄰之建築

立面形式顏

色、退縮空

間。 

5. 緊鄰建築需

考量防災、

火災延燒阻

隔設計。 

6. 景觀植栽。 

7. 禁止懸掛廣

告物。 

8. 整 建 、 增

建、重建、

新建之建築

高度（天際

線），不得影

響古蹟整體

空間之以不

影響古蹟視

覺通廊，且

需送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議通

1. 街道廣場

空間 

2. 街 道 家

具。 

3. 地面鋪設

材質。 

4. 街 道 照

明。 

5. 街道景觀

植栽。 

1. 建築立面形

式顏色、退

縮空間。 

2. 懸掛廣告物

廣告形式、

位 置 、 尺

寸、型式、

材質及顏色

須經審查。 

3. 整 建 、 增

建、重建、

新建之建築

高度（天際

線），需依視

覺通廊評估

分析，且送

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審議通過後

辦理。 

既 有

之 建

築 量

體 空

間 則

不 予

管

制，未

來 整

建、增

建、重

建、新

建 則

需 依

管 制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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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核心管制

區 

二級防災景觀

管理區 

緩衝區 三級文化景觀

保全範圍 

備註 

過後辦理。 

獎懲

機制

說明 

1. 古蹟減免稅

額與中央法

規相同時，

得 擇 優 辦

理。 

2. 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等相

關法規獎懲

辦理。 

 

1. 配合道路留設徒步空間綠美化，進行未來新建

築物退縮興建或舊有建築立面拉皮費用，文化

主管機關得得配合臺中市建築風貌及環境景

觀改造補助案優先辦理。 

2. 因受限制損失之原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得辦理

容積移轉。 

3. 辦理移轉之範圍土地依都市設計等規定自行

綠美化或配合周邊提升整體文化景觀保全

者，文化主管機關得予以獎勵，獎勵方式得由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商後辦理。 

4. 違反本規定者，不予辦理使用執照，且視同違

章，並依違章相關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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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分區變更及管制範圍辦理流程及相關權責單位說明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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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土地使用管制計畫與都市設計綱要研擬 

使用管制規定藉由細部計畫或土地使用分區研擬訂定，控制古蹟及周

邊管制範圍內視覺景觀及周邊土地與建築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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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寬度、建築物之形貌、停

車場及建築物之高度，以及有關交通、景觀或防火使用項目訂定，本計畫

以現行制度進行古蹟與周邊使用之土地使用管制計畫及都市設計綱要研

擬。 

 

一一一一、、、、土地使用管制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計畫 

依據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擬定細部計畫時，應於

都市計畫書中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並得就該地區環境之需要，訂

定都市設計有關事項。各縣（市）政府為審核前項相關規定，得邀請專家

學者採合議方式協助審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之土地及建築物使

用，都市計畫擬定機關得視各都市計畫區實際發展需要，訂定較細則嚴格

之規定。 

本計畫依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擬定內容： 

（一）古蹟及周邊管制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二）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三）基地內應保持空地之比率。 

（三）容積率。 

（四）綠覆率植栽綠化。 

（五）透水率。 

（六）排水逕流平衡。 

（七）基地內之退縮緩衝空間、前後側院深度及寬度。 

（八）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九）建築物高度與有關交通。 

（十）景觀及視軸軸線廊帶之配合評估。 

（十一）防災及其他管制事項。 

（十二）違反懲罰與獎勵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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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都市設計作業都市設計作業都市設計作業都市設計作業 

古蹟及周邊地景審議，建議由現行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內容調整

含括周邊建築評估辦理，對於都市設計審議作業項目內容如下： 

（一）土地使用管制： 

1. 土地使用強度管制 

土地使用強度為天際線與都市空間密度之管制要件，故各分區土地使

用強度，應遵照臺中市政府所公佈之細部計畫作為規範，依其土地使用類

別其審查要點包括：建蔽率(%)、容積率(%)、高度比、最高高度、最小前

院深度(m)、最小後院深度(m)、最小側院深度(m)、基地面積最小面寬(m)

及最小基地面積(㎡)等。 

2. 獎勵措施 

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設置公益性設施及實施綠美化，訂

定獎勵措施，其審查要點包括：設置公共開放空間比、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比、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等。 

（二）景觀及開放空間： 

1. 地坪與舖面 

審查重點包括：地坪高程處理、鋪面材質及顏色、空間的隱喻識別性

及鋪面透水性等。 

2. 無障礙設施 

審查重點包括：坡度、位置、扶手欄杆及止滑性等。 

3. 資訊傳達 

審查重點包括：設施物位置型式高度及尺寸大小等。 

4. 法定空地 

審查重點包括：開放空間、庭院及空地，應栽植花、草、樹木予以綠

化等項目。 

（三）建築與色彩： 

1. 文化資產(歷史古蹟)建築之維護與增建  

審查重點包括：地區紋理、建築型式、色彩、材質、廣告招牌及資源

保存等。 

2. 周邊建築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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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的重點包括：建築物立面造型、建築物屋頂形式、與古蹟之協調

配合等。 

3. 周邊建築色彩  

建築色彩的審查重點包括：與古蹟及周圍建築物之顏色協調或對比、

主色調運用、自然環境之融入以及材料與質感等。 

（四）交通系統與停車空間：  

1. 車行道路 

審查重點包括：是否配合全區景觀意象、車道寬度、車道位置、車道

坡度(通常用剖面來表達)、警告標誌及車道出入口的數量及位置(例如避免

過多的車道出入口阻斷主要人行步道的連續性、車道位置不得設於主要道

路以避免造成交通衝擊等)。 

2. 人行空間 

審查重點包括：人行步道寬度、連續性及指標系統(包括逃生指標)、

陸橋及人行地下道之型式、動線、材質及色調等。 

3. 停車空間 

審查重點包括：汽、機車設置基準查核(不同的使用機能，因引起的停

車需求量不同，故其停車規定數量亦應以不同標準規定)、停車種類(如貨

車、轎車、自行車等)、出入口數(以避免過度集中一個出入口造成交通衝

擊)以及位置、出入以車道方式或以升降設備方式處理說明等。 

4. 離街裝卸場。 

（五）景觀植栽綠美化： 

審查重點包括：樹種、樹形(可形塑街道的美質和空間感)、樹性(落葉

樹、常綠樹、枝葉茂密、稀疏等)、生態(環境機能、生長空間)、綠覆率植

栽綠化、密度、樹穴型式、深度、寬度及種植方式(單植、群植、複層)等。 

（六）街道傢俱： 

1. 一般原則 

審查重點包括：鋪面、街俱、植栽及解說設施等。 

2. 公共藝術 

審查重點包括：雕塑、水景、綠景、壁飾、牌坊、鐘樓等，並考量其

設計造型、色彩、材質以及設置地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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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明設施 

審查重點包括：建築物外部空間照明及開放空間照明等之照具造型、

照度、氣氛營造及特色。 

4. 戶外傢俱 

審查重點包括：座椅、電話亭、電線杆、突出物、解說及標誌、電信

箱以及變電箱等之造型特色、材質、數量、位置、可及性及色調等，以同

時滿足功能及塑造空間風格的需求。 

（七）廣告物：  

審查重點包括：廣告形式、位置、尺寸、型式、材質及顏色等。 

（八）管理維護計畫。 

（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說明書其他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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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古蹟保存區及周邊歷史街區規劃 

本計畫預計將五處市定古蹟作為歷史街區規劃之主軸，並依現況調

查，將其相鄰可串連之位置作為三區歷史街區規劃。 

 

第一節  「林氏貞孝坊」歷史街區檢討與規劃 

一一一一、、、、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 

「林氏貞孝坊」為直轄市定古蹟，位處都市型，編列為「牌坊」類型，

公告地號為大甲區孔門段 464、465地號，都市計畫分區為古蹟保存區、商

業區，如圖 6-1；但公告範圍依現況劃設，以致分區非全屬古蹟保存區，

其中 465地號商業區土地，為臺中市政府所有，另劃設之古蹟保存區範圍

含括現況部分商店街建築，依都市計畫分區劃設後，則造成原有舊街道路

紋理消失。建議將以現況及公告地號為準，由商業區變更為古蹟保存區，

並配合整體都市計畫檢討，依舊有街道紋理調整保存區範圍。另依現況將

貞孝坊面前鄰道路土地一併調整為周邊環境景觀管制範圍地號，以符合都

市計畫完整區塊規劃精神及古蹟景觀環境保全，建議範圍地號 463、471。 

 

圖 6-1 林氏貞孝坊-古蹟公告範圍及都市計畫分區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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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述調整後之地號範圍，因所有權非屬私有土地，且現況為古蹟範

圍使用無急迫變更調整需要，建議後續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進行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內容為詳如下表 6-1及圖 6-2所示。 

 

表 6-1 林氏貞孝坊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古蹟貞孝坊北側

臨順天路 121巷 
商業區 古蹟保存區 

配合古蹟保存實

際現況範圍調整。 

 

 

建議變更都市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都市計畫示意圖 

圖 6-2 林氏貞孝坊-初步建議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二二二二、、、、周邊歷史街區用地周邊歷史街區用地周邊歷史街區用地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一）古蹟周邊主要道路如圖 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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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林氏貞孝坊-周邊主要道路平面圖 

（二）古蹟街區景觀及現況說明如下： 

1. 古蹟東側，如圖 6-3 (E)：順天路街道，路寬 8公尺，為市場及商業店

面使用居多，招牌樣式及遮陽棚設置未統一，屬於傳統鬧區市場舊貌，

如圖 6-4。 

 

圖 6-4 林氏貞孝坊-東側順天路街道現況照片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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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蹟西側，如圖 6-3 (A、D)：現況緊鄰平房建築物，為住家及早餐店

使用，斜屋頂有磚瓦及鐵皮樣式，與古蹟有不融洽之貌；若不慎引發火

警，古蹟則有首當其衝之危害，如圖 6-5、6-6。 

 

 

 

 

圖 6-5 林氏貞孝坊-西側現況照片 A 

 

圖 6-6 林氏貞孝坊-古蹟西側現況照片 D 

3. 古蹟南側，如圖 6-3 (C)：光明路街道，路寬 8公尺，為住家及商業店

面使用居多；兩側騎樓及人行道佔用，用路安全實屬堪憂，如圖 6-7。 

 

圖 6-7 林氏貞孝坊-南側光明路街道現況照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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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蹟北側，如圖 6-3 (B)：順天路 121巷，路寬 2.5公尺，緊鄰後方住

宅區，電線紊亂，造成安全堪慮，街景亦不佳，如圖 6-8。 

 

圖 6-8 林氏貞孝坊-北側順天路 121巷現況照片 B 

5. 古蹟東南側，如圖 6-3 (F)：鄰順天路、光明路、水源路街道，現況為

商業店面居多，如圖 6-9。 

 

圖 6-9 林氏貞孝坊-東南側街道現況照片 F 

 

三三三三、、、、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古蹟與周邊景觀環境，經整理後古蹟本體構成除建物本身外，還包含

指定範圍影響之土地，依現況調查「林氏貞孝坊」在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

型之屬性為第一類型(古蹟本體與外部建築緊鄰)及第二類型(古蹟本體銜接

道路及外部建築)，立面說明如圖 6-10，以步行者視覺角分析，各種類型所

產生之視軸線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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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林氏貞孝坊-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示意圖 

本計畫經由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與周邊地景整合分析，「林氏貞孝

坊」周邊影響屬性分為三大類：1.緩衝隔離類型、2.空間機能類型、3.區域

發展類型，藉由分隔類型作為基礎，將景觀管理體制分級以屬性、對古蹟

所產生之影響性進行劃設管制分區，分級管制區原則說明如下。 

（一）一級核心管制區（公告範圍）：古蹟建築與指定公告之保存範圍。 

（二）二級防災景觀管理區： 

1. 古蹟指定公告保存範圍外，與周邊相互緊鄰之建築群空間。 

2. 劃設原則為考量土地使用防災安全及周邊文化景觀環境保全，避免災害

延續與景觀軸線突兀情形產生。 

（三）緩衝區： 

1. 為自然界線與人工界線之所形成之廊帶切割區域，如道路、綠帶、溝渠

等廊帶空間。 

2. 該部分劃設為考量防災動線規劃，並配合整體街道景觀形塑，提升環境

品質，以達文化景觀環境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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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級文化景觀保全範圍： 

1. 緊鄰於緩衝區外之周邊建築群，因景觀視覺軸線所造成之影響範圍。 

2. 古蹟內又非屬古蹟景觀之廣場、空地，但為同一公告範圍內時，經文資

委員認定後，其外部範圍可劃設屬之。 

3. 劃設區域為同一道路所鄰街廓兩側之範圍。 

4. 地籍過深時，劃設管制深度以不低於面前道路寬度為基準。 

5. 其他經由現況詳細調查後，評估所呈現之必要範圍。 

（五）周邊街區管制建議說明： 

1.光明路、水源路及順天路會經點之周邊商業區招牌、遮陽棚，建議採符

合古蹟風格統一規劃設置，塑造商圈特色。 

2.古蹟南側之光明路街道，兩側騎樓及人行道佔用，影響用路安全，應於

實際查明後規勸取締，以惟用路安全。 

3.古蹟周邊紊亂之電線，需有效整理及掛附適當位置，以惟安全及景觀美

化。 

4.順天路及光明路交叉口之日據時期街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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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古蹟管制範圍內之建築外觀應依分級管制作合適之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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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甲文昌祠」歷史街區檢討與規劃 

一一一一、、、、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 

大甲文昌祠為直轄市定古蹟，位處都市型，編列為「祠廟」類型，公

告地號為大甲區孔門段 188、1022、1023、1025、1026、1027、1027-1、

1028、1029、1030，都市計畫分區為「古蹟保存區」、「公園」、「道路」；古

蹟保存區與現況不符，都市計畫古蹟保存區範圍劃設過小，如圖 6-11。 

 

 

圖 6-11 大甲文昌祠-古蹟公告範圍及都市計畫分區對照圖 

 

二二二二、、、、周邊歷史街區用地周邊歷史街區用地周邊歷史街區用地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一）古蹟周邊主要道路如圖 6-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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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大甲文昌祠-周邊主要道路平面圖 

（二）古蹟街區景觀及現況說明如下： 

1. 古蹟東側，如圖 6-12 (H)：雁門路，路寬 12公尺，住商混合使用，樓

層最高 5樓，立面裝設冷氣、鐵窗招牌等，如圖 6-13。 

 

圖 6-13大甲文昌祠-東側街道現況照片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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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蹟東北側，如圖 6-12 (F)：緊鄰快餐店，屬瓦斯災害堪慮範圍，如圖

6-14。 

 

圖 6-14大甲文昌祠-東北側街道現況照片 F 

 

3. 古蹟東南側，如圖 6-12 (E、G)：鄰文武路及雁門路，周邊皆為商業店

面使用，如圖 6-15、6-16。 

 

圖 6-15大甲文昌祠-東南側街道現況照片 E 

 

 

圖 6-16大甲文昌祠-東南側雁門路街道現況照片 G 

 

4. 古蹟西側，如圖 6-12 (C)：現況緊鄰建築及空地，如圖 6-17。 

 

圖 6-17大甲文昌祠-東西側街道現況照片 C 



 

6-11 

5. 古蹟南側，如圖 6-12 (D)：文武路，路寬 12公尺，商業使用鐵皮屋及

最高五樓商業建築，部分有閒置建築，如圖 6-18。 

 

圖 6-18大甲文昌祠-南側街道現況照片 D 

6. 古蹟北側，如圖 6-12 (A、B)：文昌街，路寬 12公尺，平房日式建築，

如圖 6-19、6-20。 

 

圖 6-19 大甲文昌祠-北側街道現況照片 A 

 

圖 6-20 大甲文昌祠-北側街道現況照片 B 

二二二二、、、、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古蹟與周邊景觀環境，經整理後古蹟本體構成除建物本身外，還包含

指定範圍影響之土地，依現況調查「大甲文昌祠」在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

型之屬性為第一類型(古蹟本體與外部建築緊鄰)及第二類型(古蹟本體銜接

道路及外部建築)，立面說明如圖 6-21，以步行者視覺角分析，各種類型所

產生之視軸線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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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大甲文昌祠-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示意圖 

本計畫經由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與周邊地景整合分析，「大甲文昌

祠」周邊影響屬性分為三大類：1.緩衝隔離類型、2.空間機能類型、3.區域

發展類型，藉由分隔類型作為基礎，將景觀管理體制分級以屬性、對古蹟

所產生之影響性進行劃設管制分區，分級管制區原則說明如下。 

（一）一級核心管制區（公告範圍）：古蹟建築與指定公告之保存範圍。 

（二）二級防災景觀管理區： 

1. 古蹟指定公告保存範圍外，與周邊相互緊鄰之建築群空間。 

2. 劃設原則為考量土地使用防災安全及周邊文化景觀環境保全，避免災害

延續與景觀軸線突兀情形產生。 

（三）緩衝區： 

1. 為自然界線與人工界線之所形成之廊帶切割區域，如道路、綠帶、溝渠

等廊帶空間。 

2. 該部分劃設為考量防災動線規劃，並配合整體街道景觀形塑，提升環境

品質，以達文化景觀環境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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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級文化景觀保全範圍： 

1. 緊鄰於緩衝區外之周邊建築群，因景觀視覺軸線所造成之影響範圍。 

2. 古蹟內又非屬古蹟景觀之廣場、空地，但為同一公告範圍內時，經文資

委員認定後，其外部範圍可劃設屬之。 

3. 劃設區域為同一道路所鄰街廓兩側之範圍。 

4. 地籍過深時，劃設管制深度以不低於面前道路寬度為基準。 

5. 其他經由現況詳細調查後，評估所呈現之必要範圍。 

（五）周邊街區管制建議說明： 

1.古蹟東北側：增建物應加強管理，避免影響古蹟本體安全。 

2.古蹟北側：臨文昌街旁留有日據時期建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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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東側：臨雁門路住宅外觀納入管制。 

4.古蹟南側：乙幢日據時期街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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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西北側：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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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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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海線日南車站」歷史街區檢討與規劃 

一一一一、、、、都市計畫分區使都市計畫分區使都市計畫分區使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用檢討用檢討用檢討 

縱貫鐵路海線日南車站為直轄市定古蹟，位處都市型，編列為「車站」

類型，公告地號為大甲區臨江段 144、144-6，現有分區仍為「鐵路用地」，

尚未變更用地；但公告地號過長、過大需辦理分割並配合都市計畫變更檢

討範圍。為整合鄰近地號，作完整區塊之規劃，建議增加公告地號 30、31、

32、33、34、35、36、37，如圖 6-22 

 

圖 6-22 海線日南車站-古蹟公告範圍及都市計畫分區對照圖 

 

二二二二、、、、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 

（一）古蹟周邊主要道路如圖 6-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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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日南車站-周邊主要道路平面圖 

（二）古蹟周邊景觀及使用狀況說明如下： 

1. 古蹟站前景觀如圖 6-23(A)及站內景觀 6-23(C、D)：如圖 6-24及

6-25、6-26。 

 

圖 6-24 日南車站-站前景觀現況照片 A 

 

圖 6-25 日南車站-站內景觀現況照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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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6 日南車站-站內景觀現況照片 D 

 

2. 古蹟東北側，如圖 6-23 (F)：往社區街道路線，道路常有路邊停車，如

圖 6-27。 

 

圖 6-27 日南車站-東北側現況照片 F 

 

3. 古蹟西北側，如圖 6-23 (G)：站前通行道路，兩側為一般住宅正立面，

及空地搭建汽車停車棚，常有路邊停車，如圖 6-28。 

 

圖 6-28 日南車站-西北側現況照片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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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蹟東南側，如圖 6-23 (H)：車站候車月臺及農地使用，如圖 6-29。 

 

圖 6-29 日南車站-東南側現況照片 H 

 

5. 古蹟西南側，如圖 6-23(E)：廁所及空地、倉庫使用，空地常有路邊停

車，如圖 6-30。 

 

圖 6-30 日南車站-西南側現況照片 E 

 

三三三三、、、、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古蹟與周邊景觀環境，經整理後古蹟本體構成除建物本身外，還包含

指定範圍影響之土地，依現況調查「日南車站」在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

之屬性為第一類型(古蹟本體與外部建築緊鄰)及第四類型(古蹟及影響範圍

內有植栽花園、溝渠、圍牆及外部建築緊鄰)，立面說明如圖 6-31，以步行

者視覺角分析，各種類型所產生之視軸線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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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 日南車站-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示意圖 

本計畫經由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與周邊地景整合分析，「日南車站」

周邊影響屬性分為三大類：1.緩衝隔離類型、2.空間機能類型、3.區域發展

類型，藉由分隔類型作為基礎，將景觀管理體制分級以屬性、對古蹟所產

生之影響性進行劃設管制分區，分級管制區原則說明如下。 

（一）一級核心管制區（公告範圍）：古蹟建築與指定公告之保存範圍。 

（二）二級防災景觀管理區： 

1. 古蹟指定公告保存範圍外，與周邊相互緊鄰之建築群空間。 

2. 劃設原則為考量土地使用防災安全及周邊文化景觀環境保全，避免災害

延續與景觀軸線突兀情形產生。 

（三）緩衝區： 

1. 為自然界線與人工界線之所形成之廊帶切割區域，如道路、綠帶、溝渠

等廊帶空間。 

2. 該部分劃設為考量防災動線規劃，並配合整體街道景觀形塑，提升環境

品質，以達文化景觀環境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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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級文化景觀保全範圍： 

1. 緊鄰於緩衝區外之周邊建築群，因景觀視覺軸線所造成之影響範圍。 

2. 古蹟內又非屬古蹟景觀之廣場、空地，但為同一公告範圍內時，經文資

委員認定後，其外部範圍可劃設屬之。 

3. 劃設區域為同一道路所鄰街廓兩側之範圍。 

4. 地籍過深時，劃設管制深度以不低於面前道路寬度為基準。 

5. 其他經由現況詳細調查後，評估所呈現之必要範圍。 

（五）周邊街區管制建議說明： 

1.古蹟東側為廣闊農地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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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西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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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第四節  「梧棲真武宮」歷史街區檢討與規劃 

一一一一、、、、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 

梧棲真武宮為直轄市定古蹟，位處都市型，編列為「祠廟」類型，公

告地號為梧棲區西建段 484、627，現有分區仍為「住宅區」，尚未變更用

地；建議變更為古蹟保存區，並整合鄰近地號，作完整區塊之規劃，建議

增加公告地號 350-5、459、468、469、482、483地號並調整變更為古蹟保

存區，如圖 6-32。 

 

 

圖 6-32 梧棲真武宮-古蹟公告範圍及都市計畫分區對照圖 

經上述調整後之地號範圍，現況為古蹟範圍使用，建議辦理變更作業

內容請如下表 6-2及圖 6-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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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梧棲真武宮-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市定古蹟梧棲真武宮 住宅區 
古蹟 

保存區 

配合古蹟保存實

際現況範圍調

整。 

 

 

建議變更都市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都市計畫示意圖 

圖 6-33 梧棲真武宮-初步建議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二二二二、、、、周邊歷史街區用地周邊歷史街區用地周邊歷史街區用地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一）古蹟周邊主要道路如圖 6-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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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 真武宮-周邊主要道路平面圖 

（二）古蹟街區景觀及現況說明如下： 

1. 古蹟東側，如圖 6-34(B、F)：梧棲老街住商建築後方，有三層樓建築

與古蹟僅隔 1M巷道，如圖 6-35、6-36。 

 

 

圖 6-35 梧棲真武宮-東側現況照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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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 梧棲真武宮-東側現況照片 F 

2. 古蹟西側，如圖 6-34(C、D)：臨 2M道路，周邊為 1至 2層樓建築，

如圖 6-37、6-38。 

 

圖 6-37 梧棲真武宮-西側現況照片 C 

 

圖 6-38 梧棲真武宮-西側現況照片 D 

3. 古蹟南側，如圖 6-34(A)：臨廣場，周邊為四層樓建築，如圖 6-39。 

 

圖 6-39 梧棲真武宮-南側現況照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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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蹟北側，如圖 6-34(E)：臨小腹地，周邊為一般住宅使用，如圖 6-40。 

 

圖 6-40 梧棲真武宮-北側現況照片 E 

三三三三、、、、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古蹟與周邊景觀環境，經整理後古蹟本體構成除建物本身外，還包含

指定範圍影響之土地，依現況調查「梧棲真武宮」在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

型之屬性為第一類型(古蹟本體與外部建築緊鄰)，立面說明如圖 6-41，以

步行者視覺角分析，各種類型所產生之視軸線影響範圍。 

 

 

圖 6-41 梧棲真武宮-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示意圖 

本計畫經由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與周邊地景整合分析，「梧棲真武

宮」周邊影響屬性分為三大類：1.緩衝隔離類型、2.空間機能類型、3.區域

發展類型，藉由分隔類型作為基礎，將景觀管理體制分級以屬性、對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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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影響性進行劃設管制分區，分級管制區原則說明如下。 

（一）一級核心管制區（公告範圍）：古蹟建築與指定公告之保存範圍。 

（二）二級防災景觀管理區： 

1. 古蹟指定公告保存範圍外，與周邊相互緊鄰之建築群空間。 

2. 劃設原則為考量土地使用防災安全及周邊文化景觀環境保全，避免災害

延續與景觀軸線突兀情形產生。 

（三）緩衝區： 

1. 為自然界線與人工界線之所形成之廊帶切割區域，如道路、綠帶、溝渠

等廊帶空間。 

2. 該部分劃設為考量防災動線規劃，並配合整體街道景觀形塑，提升環境

品質，以達文化景觀環境保全。 

（四）三級文化景觀保全範圍： 

1. 緊鄰於緩衝區外之周邊建築群，因景觀視覺軸線所造成之影響範圍。 

2. 古蹟內又非屬古蹟景觀之廣場、空地，但為同一公告範圍內時，經文資

委員認定後，其外部範圍可劃設屬之。 

3. 劃設區域為同一道路所鄰街廓兩側之範圍。 

4. 地籍過深時，劃設管制深度以不低於面前道路寬度為基準。 

5. 其他經由現況詳細調查後，評估所呈現之必要範圍。 

（五）周邊街區管制建議說明： 

1.古蹟東側空地上三層樓建築與古蹟僅隔 1M 之巷道，對古蹟安全堪慮，

建議移設。 

2.古蹟西側之民國 72年增建之辦公室與倉庫，考量防火安全性，為維古蹟

安全，建議移設。 

3.古蹟本體之周邊為屬舊有聚落建築，建議西建路以西及古蹟北側空地兩

側應予以保留或限制高度、限制後續興建行為樣貌，以保有古蹟與周邊

景觀風貌。 

4.古蹟管制範圍內之建築外觀應依分級管制作合適之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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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歷史街區檢討與規劃 

一一一一、、、、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檢討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為直轄市定古蹟，位處都市型，編列為「衙

署」類型，公告地號為梧棲區東建段 185、186、189地號，現有分區仍為

「商業區及住宅區」，尚未變更用地，如圖 6-42。 

 

圖 6-42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古蹟公告範圍及都市計畫分區對照圖 

 

經上述調整後之地號範圍，現況為古蹟範圍使用，建議辦理變更作業

內容請如下表 6-3及圖 6-43所示。 

表 6-3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市定古蹟梧棲官

吏派出所及宿舍

群 

住宅區 

商業區 

古蹟 

保存區 

配合古蹟保存實際現

況範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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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變更都市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都市計畫示意圖 

圖 6-43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初步建議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二二二二、、、、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現況 

（一）古蹟周邊主要道路如圖 6-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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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4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周邊主要道路平面圖 

（二）古蹟街區景觀及現況說明如下： 

1. 古蹟東側，如圖 6-44(C、G)：東建路，路寬 11 公尺，平房磚造及一

般建築，多有加蓋，如圖 6-45、6-46。 

 

圖 6-45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東側現況照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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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6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東側現況照片 G 

2. 古蹟西側，如圖 6-44(A、B、D)：梧棲路，路寬 11 公尺，梧棲老街，

正向立面，如圖 6-47、6-48、6-49。 

 

圖 6-47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西側現況照片 A 

 

圖 6-48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西側現況照片 B 

 

圖 6-49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西側現況照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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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蹟南側，如圖 6-44(E)：民權街，路寬 8公尺，與朝元宮側立面相鄰，

中間格有通道，如圖 6-50。 

 

圖 6-50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南側現況照片 E 

4. 古蹟北側，如圖 6-44(F、H)：與鄰房住宅緊鄰，如圖 6-51、6-52。 

 

圖 6-51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北側現況照片 F 

 

圖 6-52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北側現況照片 H 

三三三三、、、、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周邊歷史街區用地管制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古蹟與周邊景觀環境，經整理後古蹟本體構成除建物本身外，還包含

指定範圍影響之土地，依現況調查「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在古蹟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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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景觀視軸類型之屬性為第一類型(古蹟本體與外部建築緊鄰)及第二類型

(古蹟本體銜接道路及外部建築)，立面說明如圖 6-53，以步行者視覺角分

析，各種類型所產生之視軸線影響範圍。 

 

 

圖 6-53 梧棲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示意圖 

 

本計畫經由古蹟環境景觀視軸類型與周邊地景整合分析，「梧棲官吏

派出所及宿舍群」周邊影響屬性分為三大類：1.緩衝隔離類型、2.空間機能

類型、3.區域發展類型，藉由分隔類型作為基礎，將景觀管理體制分級以

屬性、對古蹟所產生之影響性進行劃設管制分區，分級管制區原則說明如

下。 

（一）一級核心管制區（公告範圍）：古蹟建築與指定公告之保存範圍。 

（二）二級防災景觀管理區： 

1. 古蹟指定公告保存範圍外，與周邊相互緊鄰之建築群空間。 

2. 劃設原則為考量土地使用防災安全及周邊文化景觀環境保全，避免災害

延續與景觀軸線突兀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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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緩衝區： 

1. 為自然界線與人工界線之所形成之廊帶切割區域，如道路、綠帶、溝渠

等廊帶空間。 

2. 該部分劃設為考量防災動線規劃，並配合整體街道景觀形塑，提升環境

品質，以達文化景觀環境保全。 

（四）三級文化景觀保全範圍： 

1. 緊鄰於緩衝區外之周邊建築群，因景觀視覺軸線所造成之影響範圍。 

2. 古蹟內又非屬古蹟景觀之廣場、空地，但為同一公告範圍內時，經文資

委員認定後，其外部範圍可劃設屬之。 

3. 劃設區域為同一道路所鄰街廓兩側之範圍。 

4. 地籍過深時，劃設管制深度以不低於面前道路寬度為基準。 

5. 其他經由現況詳細調查後，評估所呈現之必要範圍。 

（五）周邊街區管制建議說明： 

1.古蹟北側緊臨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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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保存區東側臨東建路之住宅，應限制改建高度，以維古蹟天際線景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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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五處歷史街區規劃與營造 

本計畫探討五處市定古蹟作為歷史街區規劃之主軸，依據現況分析調

查，串連古蹟相鄰之位置，共規劃為三大歷史街區，相關構想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大甲林氏貞孝坊大甲林氏貞孝坊大甲林氏貞孝坊大甲林氏貞孝坊、、、、文昌祠文昌祠文昌祠文昌祠-「「「「廟埕文化巡禮廟埕文化巡禮廟埕文化巡禮廟埕文化巡禮」」」」 

大甲區以發展宗教觀光文化為主軸，近年來更打造為「國際媽祖文化

重鎮」，結合豐富的觀光資源及具特色之地方產業，營造大甲鎮優質而豐富

多元的觀光遊憩環境。 

林氏貞孝坊位於臺中市大甲區順天路與光明路口，為大甲區市中心，

並鄰近大甲鎮瀾宮及大甲文昌祠，皆為臺中鐵道海線之歷史古蹟，深具歷

史文化意義，透過歷史街區規劃，將串起更完整之發展藍圖。初步規劃構

想說明如下： 

（一）周邊相關計畫及慶典活動： 

1.大甲區再生計畫：大甲名列為臺灣十大觀光小鎮，為吸引更多民眾到大

甲旅遊，市府推動大甲區再生計畫，是為總體改造，除停車問題，大甲

區攤販多、騎樓環境雜亂，也是未來整頓改善的目標。 

2.商圈管理委員會：由鎮瀾宮周遭七十家商家所組成，獲市府補助，規劃

以接駁車方式，從軍營停車場接駁遊客到鎮瀾宮、文昌祠、貞節牌坊等

處，以紓解大甲區交通，如圖 6-54(G)。 

3.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每年四月舉辦，以信仰文化、武藝文化、戲

曲文化、產業文化、藝術文化、觀光旅遊文化、學術文化等七大主軸貫

穿，希望結合地方產業再升級的各項活動帶動地方發展，如圖 6-54(A)。 

4.大甲文昌祠祭孔慶典活動：每年九月舉辦，為表達對中國至聖先師的崇

敬之意。並藉由教育文化傳承的意義，帶動區域振興與發展。文昌祠並

於不定時舉辦各類薪傳活動，如圖 6-54(B)。 

（二）街區規劃構想及里民訪談： 

初步構想為利用古蹟駐足休閒及文化美食饗宴作為更完善之歷史街

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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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4 大甲林氏貞孝坊、文昌祠歷史街區規劃示意圖 

照片資料來源：大甲區公所、Google 街景 

 

1.提升古蹟知名度：結合古蹟周邊慶典活動及地方產業，如國際媽祖節、

著名糕餅店等地方特色美食，導入商業活動，以主次廣場特色、文化美

時特色，強化古蹟印象，如圖 6-54 (A、C、D)。 

2.規劃假日徒步區：每逢假日，鎮瀾宮周邊因人潮及車潮導致交通阻塞。

建議以順天路鎮瀾宮為中心，北至文武路，南至光明路，規劃為假日徒

步區，由鎮瀾街之停車場即可步行至順天路徒步區，可減少交通阻塞問

題，如圖 6-54 (F)。 

3.古蹟巡禮：可規劃為團體或學生之教學參觀，以順天路特色商店街為主

軸，規劃廟埕文化巡禮步行空間由北至南為文昌考試季、媽祖文化季、

地方文化季成為街區巡禮；猶如時空廊道，極富歷史文化意義。 

4.社團活動：規畫較為靜態之社團活動，如打太極拳、外丹功或寫生活動

等，可帶動周邊發展及居民情誼。 

5.綠地運用：古蹟周邊綠地應善加規劃，除增加古蹟周邊景緻外，亦可提

高居民使用率。 

6.里民訪談：古蹟街區規劃應符合地方特色及當地民情，本計畫亦對古蹟

所屬順天里居民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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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順天里居民們表示皆樂意古蹟發展所帶來之周邊效益，惟招牌門面配

合改善及爾後整體營造之公設維護權屬仍需作後續商討。 

(2)居民希望在古蹟朝觀光發展之際能一併規劃完善之交通計畫。 

(3)列入二、三級管制區之居民，對於將來配合辦理事項或受到管制影響

事項皆採保守及被動態度，希望政府盡可能以回饋方式規劃配套措

施，提供居民作為補償。 

二二二二、、、、縱貫鐵路海線日南車站縱貫鐵路海線日南車站縱貫鐵路海線日南車站縱貫鐵路海線日南車站-「「「「鄉野故事鄉野故事鄉野故事鄉野故事．．．．慢活歷史步道慢活歷史步道慢活歷史步道慢活歷史步道」」」」 

日南車站位於臺中市大甲區孟春里臨江路，為臺中鐵道海線五大木造

車站之一，海線鐵路通車時建竣，迄今已有 90年歷史，同時也保留著許多

從建站至今仍持續使用的鐵道文物。透過歷史街區規劃，將串起更完整之

發展藍圖。初步規劃構想說明如下： 

（一）周邊相關計畫及慶典活動： 

大甲鎮九張犁庄休閒步道計畫：步道全長約 1,900 公尺，內含鐵道文

化區、農業水圳文化園區、兩處祭祀區(三庄媽九張犁公埕、太白里福德祠

及聚落文化，如圖 6-55。 

（二）街區規劃構想及里民訪談： 

初步構想為利用古蹟建築活化、文化廣場型塑及空間主題串連，作為

更完善之歷史街區規劃。 

 
圖 6-55 海線日南車站-歷史街區規劃示意圖 

照片資料來源：梧棲區公所、Google 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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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古蹟為主體，形塑日南車站廣場意象，活化空間利用，營造日南生活

環境新風貌，如圖 6-55(B、F)。 

2.古蹟周邊建築，配合老街再造，統一風格建築立面及招牌廣告，作為日

南街區說故事觀光空間，如圖 6-55(F)。 

3.社團活動：規畫較為靜態之社團活動，如教學參觀或寫生活動等，可帶

動周邊發展及提高古蹟知名度。 

4.建構人行步道：利用古蹟西南側閒置空間規劃設置人行步道，並延伸連

結至九張犁步道，串聯既有農業休閒景點、社區特色景點，漫遊在傳統

碾米廠、紅磚房、土角厝的鄉野慢活樂趣中，如圖 6-55 (c)。  

5.建構自行車道：於古蹟周邊建構適宜之自行車道，串連古蹟、老街、鄉

野風情趣三大空間主題，塑造駐足停留魅力景點，提高周邊老街發展潛

力。 

6.里民訪談：古蹟街區規劃應符合地方特色及當地民情，本計畫亦對古蹟

所屬孟春里居民進行訪談。 

(1)孟春里居民們表示日南車站周邊老街已沉寂落寞皆樂意由古蹟發展帶

動周邊效益，惟招牌門面配合改善及爾後整體營造之公設維護權屬仍

需作後續商討。 

(2)居民希望在古蹟朝觀光發展之際，能一併規劃完善之環境維護及交通

計畫。 

(3)列入二、三級管制區之居民，對於將來配合辦理事項或受到管制影響

事項皆採保守及被動態度，希望政府盡可能以回饋方式規劃配套措

施，提供居民作為補償。 

三三三三、、、、梧棲真武宮梧棲真武宮梧棲真武宮梧棲真武宮、、、、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武德再塑老街風華武德再塑老街風華武德再塑老街風華武德再塑老街風華」」」」 

梧棲區以港口及海線寺廟宗教文化為觀光主軸，為強化宗教文化觀光

機能，結合民間組織及各項宗教祭典活動；但多為配合傳統節日與民生習

慣所舉行，舉辦動機較為被動，活動內容亦較無新意。 

梧棲真武宮位於臺中市梧棲區西建路之梧棲老街上，並鄰近梧棲官吏

派出所及宿舍群、朝元宮等各廟宇，皆為深具歷史文化意義之宗教寺廟，

透過歷史街區規劃，將串起更完整之發展藍圖。初步規劃構想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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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邊相關計畫及慶典活動： 

1.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102-105年)：補助人行道之騎樓整平計畫。 

2.臺中市梧棲老街景觀再造新風貌：整合、塑造梧棲老街街區建築物立面

整建維護，營造老街場所空間語彙的環境氛圍，如圖 6-56(B、F)。 

3.朝元宮媽祖聖誕遶境跑大轎：每年農曆 3 月舉辦，此項雜藝活動具有百

年以上歷史，當一里寺廟神明出巡時，其他各廟神轎就跑大轎迎接，象

徵鄉里團結，如圖 6-56 (A)。 

4.蔡姓大普渡：於真武宮廟外周圍，每十八年舉辦一次。 

5.梧棲海洋文化季：每年五月舉辦，內容包括討海人馬拉松接力賽、采風

健行遊海軍敦睦艦隊等，以及社區媽媽班親手烹飪的海鮮好料，提供遊

客免費品嚐，如圖 6-56 (E)。 

（二）街區規劃構想及里民訪談： 

初步構想為利用廟埕空間結合及建築美化修復、休憩據點營造作為更

完善之歷史街區規劃。 

 

圖 6-56 梧棲老街-歷史街區規劃示意圖 

照片資料來源：梧棲區公所、Google 街景 

1.結合梧棲老街，配合廟埕空間、社區既有開放空間，營造商店街駐足休

憩據點，將周邊路網指標重新規劃及動線安排，如圖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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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梧棲老街再造，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新風貌，申請臨街面特色建築

的門面拉皮、整修，如圖 6-56 (B、F)。  

3.整合老街景觀立面與古蹟、廟宇據點，重造日式派出所風華，如圖 6-56 

(B)。 

4.結合古蹟周邊慶典活動，及地方產業導入之商業活動，提升古蹟知名度，

如圖 6-56 (A、C、D、E)。 

5.古蹟目前使用情形為開放空間，可規劃為教學參觀之古蹟巡禮或較靜態

之社團活動，如打太極拳、外丹功或寫生活動等。 

6.古蹟街區規劃應符合地方特色及當地民情，本計畫亦對古蹟所屬中和里

居民進行訪談。 

(1)古蹟西側西建路居民提及市府欲拓寬西建路，評估將拆除該排建築，

盼市府能以整合老舊建築立面為主，避免拆除之困境。 

(2)居民們皆樂意古蹟發展所帶來之周邊效益，惟招牌門面配合改善及爾

後整體營造之公設維護權屬仍需作後續商討。 

(3)列入二、三級管制區之居民，對於將來配合辦理事項或受到管制影響

事項皆採保守及被動態度，希望政府盡可能以回饋方式規劃配套措

施，提供居民作為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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