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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利用參考案例 

（一）齊東詩社1
 

齊東詩社設立於齊東街日式住宅區，日本時期稱為幸町職務官舍群，約建於

日治時期大正至昭和年間。此區為總督所屬單位不同階級職務官舍的分佈區，南

端濟南路二段一帶為總督府及軍方重要高等職務官舍，其出現年代於1935年間；

北端齊東街一帶建築群發展較晚，為 1940 年間低階官署機構職員官舍舍，充分

反映日治時代晚期官舍之代表作品。光復後國民政府亦將此區沿用為中央政府官

員之宿舍群，其中濟南路二段 27 號在民國 38 年由當時空軍總司令部少將副總司

令王叔銘入遷，直到 81 年才遷出官邸。89 年，臺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臺關注齊

東街日式宿舍及老樹保存的重要性，並著手相關規劃。91 年 12 月里民源於對這

批建築歷史記憶空間的認同與情感，共同發起響應就地保存搶救活動。臺北市政

府文化局於 95 年 7 月，將齊東宿舍群與老樹街區劃設為「臺北市中正區齊東街

保存區及聚落風貌保存特定專用區」，遂有後續文化資產保存及修復行動相繼開

展。 

齊東詩社兩棟歷史建築房舍本身代表歷史、文化、營建科學的真確性與持續

性的原件，即是博物館另一種物件的蒐藏品。100 年 1 月開始進行屋舍修復，其

中濟南路二段 25 號建築工程以恢復舊有歷史風貌為原則，偏向於復原式的修復

方式；而 27 號建築在外觀上亦以維持舊有風貌為主，但內部空間則配合未來的

使用機能，以再利用的方式進行較為彈性地調整與改造。25 號保留了更多原來

日式宿舍的風貌，其修復策略為「維持舊觀」，採用最大保存，尊重原始結構、

用料及工法。27 號建築格局變動較多，修復時除了仍採最大保留，同時運用具

開放性與彈性使用之空間設計，將座敷空間下挖成為開放式活動空間，並打開天

花板展示其木構造形式與修復新舊材料之結合。修復後的 27 號建築開放式的活

動空間，除了原有的榻榻米外，民眾亦可自由坐在雅緻的蒲團上，享受輕鬆的文

學時光；入口的玄關處精選沙發、茶几、地毯與立燈，巧妙的與詩舍建築空間產

生對話，供大眾於此悠閒地談詩、論詩（相 8-1.1）。值得注意的是，27 號後期增

建之兩層樓加強磚造建築於本次修復予以保留，並規劃為多功能展示與使用空間，

值得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後續規畫參考。 

                                                 
1
 齊東詩社官方網站：qidong-poetrysalon.nmt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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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齊東詩社完成修復後之外觀  

  

（2）齊東詩社室內空間樣貌（主要居室架高地版移除） 

  

（3）齊東詩社展示空間配合原有空間形式規劃（天花板去除使屋架外露）   

【相 8-1.1】齊東詩社再利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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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投臺銀宿舍 

北投臺銀宿舍建於 1920 年代，是北投溫泉區三大特殊建築之一，早期用途

是溫泉旅社，一直到戰後成為臺灣銀行產業，才改成臺銀的俱樂部、招待所，用

以接待臺銀高層主管、外賓等等。整個宿舍由三棟建築組成，第 1 棟為旅館用途，

採取「書院造」型式，大部分使用榻榻米，延伸出獨立的客用空間及「床之間」。

門口的玄關形狀是「寄棟造」，屬於「重簷歇山」屋頂，多數日式旅館使用此做

為客人上下車的空間。第 2 棟是最著名的「和洋併置」形式建築：一樓的外觀是

洋式風格，外壁以紅磚及鋼筋水泥作成，外走廊有數根羅馬建築式或法國文藝復

興式蝸旋雕刻柱頭；二樓則是和式風格，木構建材多使用檜木，連外壁淋雨板也

為檜木製。兩樓分開的風格十分少見，不同於當時所流行的「和洋折衷」樣式，

而這樣少見的做法在結構上有一特色：即二樓的地板結構、圈樑與柱是以鐵件錨

釘固定於一樓的鋼筋混凝土上（相 8-1.2）。整個建築群沿著山形興建，3 棟建築

彼此交錯橫跨在溪流之上，每個房間都面向溪流，配置上屬於日式「雁行式」建

築。北投臺銀宿舍日前已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程序完成修復，後續將依相關

規定擬定管理維護計畫後適度開放。目前用途雖然尚未確定，但是在依原貌完成

修復後，藉由定期管理維護，使古蹟本體維持良好狀態。 

  

  
【相 8-1.2】北投臺銀宿舍修復後樣貌（資料來源：久鎮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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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銀行彰化日式宿舍再利用規劃 

臺灣銀行彰化日式宿舍兩棟歷史建築再利用規劃方向優先配合基地內增建

之分行規劃為休閒會館或活動中心，或由所有權人委外營運（營運用途以輕食餐

廳為優先考量，並結合住宿與文創商品展售等功能），使兩棟歷史建築度不僅能

獲得活化使用，也可藉由經營所得維持營運與日常管理維護所需經費；此外，亦

不排除提供當地文化團體使用（以一棟為限，所有權人收取適度租金，由使用單

位負責管理維護），藉由文化資產開放公共使用的方式提昇社區凝聚力，也增加

當地都市環境的豐富性（圖 8-1.1、2）。除了上述方式外，也可由主管機關主導

再利用之營運。上述再利用規劃方向與原建築用途大致相符，使用強度增加的程

度不致於過大，因此內部空間之規劃以回復原有空間型態為原則，配合增設適當

的家具與設備即可滿足需求，避免大規模變更原有構造與空間形式。而戶外空間

之規劃則需整合動線，並適度針對既有之構造與設施予以調整，以配合再利用之

需求。圖 8-1.3、4 則是戶外空間規劃。本案之再利用規劃方向可供彰化銀行繼光

街宿舍參考。 

 

 

 

【圖 8-1.1】臺銀彰化日式宿舍群再利用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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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臺銀休閒會館 

 

  

方案二：臺銀休閒會館與社區活動中心 

 

【圖 8-1.2】臺銀彰化日式宿舍群再利用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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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庭園空間已不可考，參考同時期類似案例復原。 

 

 
※利用原有之戶外遺構改建為適當之遊憩設施。 

【圖 8-1.3】臺銀彰化日式宿舍群戶外空間再利用建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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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改建之鋪面改為半透水材料，並增設照明設施或戶外家具以提高使用性。 

 

 
※圍牆降低至適當高度以兼具視覺穿透性與領域感。 

 

【圖 8-1.4】臺銀彰化日式宿舍群戶外空間再利用建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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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再利用規劃建議 

（一）再利用方案 

考量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之建築特性、基地條件以及管有單位之屬性，後續

再利用初步規劃為彰化銀行招待會所、日式餐廳以及社區學苑等三種方案。 

1.彰化銀行招待會所 

本方案大致維持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之原有空間用途，僅少量空間變更

用途以符合再利用規劃需求。本館會客室維持原有交誼空間功能，客廳與露

臺增建空間改為餐飲空間，一樓原有居間則做為休息室與住宿單元，臺所改

為簡易廚房，玄關北側空間則做為管理室，廁所均維持原功能；二樓亦維持

原有住宿功能。後期增建之加強磚造建築於一樓做為機房與儲藏室，二樓仍

維持住宿空間。別館則做為臨時性辦公空間與閱讀空間，供使用者臨時辦公

之需（圖 8-1.5）。 

2.日式餐廳 

國內日式木造建築於再利用做為餐飲空間已日漸普遍（相 8-1.3）。本方

案須適度調整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之原有空間用途，除了交誼廳與原有臺所、

廁所等維持原功能外，原本之居室空間大多改為用餐空間，部分改為櫃臺、

辦公室（含員工休息室）與儲藏室等；二樓亦做為單獨之用餐空間。後期增

建之加強磚造建築在一樓更為機房與熱食餐廳，二樓同樣規劃為餐飲空間之

用。別館建議做為文創商品展售空間。 

 

  
【圖 8-1.5】日式木造建築做為餐飲空間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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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彰化銀行招待會所 

 

 

方案二：日式餐廳 

【圖 8-1.6】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再利用建議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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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學苑 

由於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具有獨特之文化資產價值，無論建築形式、量

體規模、構造特色與環境紋理等均具稀少性及特殊性，為發揮其公益性並提

升當地居民之參與度，建議可規劃為社區學苑，結合社區教育以及文化展示

功能。如圖 8-1.7 所示，本館除了衛浴及臺所維持原功能外，一樓主要空間

均規劃為演講廳、教室、教師休息室與會議室等教學相關用途，其中教室設

置於座敷與露臺改建之空間，可藉由活動門扇之調整提高使用彈性；二樓亦

做為教室之用或另闢為主體展示空間。別館則做為學苑辦公室，並提供社區

文史團體使用，亦可結合旅遊資訊導覽功能。本館之附屬建築具有較佳之承

載力，兩樓層均做為書庫（結合閱覽用途），其中一樓部分空間同樣做為機

房。此方案建議可由地方教育機構向管有單位承租使用並執行管理維護工作，

公部門試需要提供必要之資源協助營運。 

以上各方案以及營運方式係供古蹟所有權人彰化銀行與後續修復設計

單位參考，具體再利用方案由彰化銀行與設計單位研提，並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相關規定提送修復再利用計畫及書圖予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審核後執行。

需注意的是，再利用之用途規劃應以保留原有空間風貌與構造特色（包含戶

外庭園與圍牆等）為原則，避免過度改變原有空間形式與格局而影響文化資

產特性及價值。 

 

方案三：社區學苑 

【圖 8-1.7】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再利用建議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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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外空間規劃 

1.方案一 

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戶外空間規劃如圖 8-1.8 所示：位於基地西側之庭

園以依原貌復原為優先考量，然而考量後期使用可能造成原貌不易考證，建

議得參考類似案例進行復原；基地西側與鄰房介面除了以植栽做為美化之外，

也可採用適當設施（例如適當高度之木格柵圍牆）柔化基地與鄰房之介面。

其他既有之圍牆宜適度降低高度或採適當形式增加基地內外之視覺穿透性，

並維持原有領域界定之功能，而在適當位置應留設救災動線之出入口。為了

增加建築本體與庭園之空間關係，緣側外可增設高木地板做為遊憩步道與庭

園觀景平臺，提供遊客觀覽空間與動線。基地北側之戶外空間考量再利用之

需求，西段後期硬鋪面敲除後美化（以石材或適當設施與庭園分隔），東段

後期增設之入口做為服務空間並預留臨時停車位，現有鋪面敲除後改為半透

水鋪面。基地入口周邊之庭園保存狀況良好，依原貌復原並保留既有植栽。

東側與北側之人行步道鋪面配合景觀工程全面改鋪石材或適當之半透水鋪

面，以強化整體古蹟周邊環境之領域感。 

 

 

 
 

【圖 8-1.8】方案一：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戶外空間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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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設 施 與 庭 園 分

隔） 

 

 

北側庭園與服務空

間以植栽區隔 

 

 

後期增設入口做為

服務空間（預留臨

時停車空間） 

 

服務空間後期硬鋪
入口庭園依

原貌復原 

圍牆降低高度或採用適當形式以增

加視覺穿透性並維持原界定空間之

功能 

人行步道鋪面改鋪石材或

適當之半透水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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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9】方案一：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戶外空間規劃示意圖（一）  

  

           
           

           

                      

南側圍牆內側以適當材質美化（原牆體降低高度）  南側圍牆預留救災動線出入口  

西側圍牆以木格柵牆

與植栽美化 庭園依原貌或參考類似案例復原 

                      

北側圍牆內側以適當

材質美化（須預留救

災動線出入口）  

庭園依原貌或參考類似案例復原 

緣側增設架高木地板做為遊憩步道

與庭園觀景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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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0】方案一：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戶外空間規劃示意圖（二） 

 

           

           

後期硬鋪面敲除後美化（以石

材或適當設施與庭園分隔） 
北側庭園與服務空間以植栽區隔 

後期增設入口做為服務空間（預留臨時停車空間，後

期硬鋪面敲除後改為半透水鋪面） 
圍牆內側以適當材質美化 

                      

           

           

圍牆降低高度並採用適當形式增加基地內外視覺穿透性 原人行道鋪面配合景觀工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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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案二 

本方案以恢復大正時期庭園風格為主，因大正時期年代較短，故其庭園

風格仍較接近明治時期的庭園。本方案由日本著名庭師北山安夫依據日治時

期明治末年、大正初期的庭園設計及臺灣日治時期社經條件的思考下，提出

本庭園之初步設計方案如圖 8-1.11。 

本庭園設計方案主要展現於後側庭園的景觀，以日式庭園為主，設置泉

池及瀑布一座，並搭配各種植栽與景石，再以步道串連。前院庭園以現況整

修為主，並配合枯山水、石燈籠作為點景。 

 
 

【圖 8-1.11】方案二：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戶外空間規劃建議 

  



第八章  再利用計畫 

493 

第二節  管理維護計畫 

古蹟歷史建築物管理維護之主要目的在於透過日常保養、檢測與維修，維護

古蹟歷史建築之構造、結構安全與使用機能。依據現今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範，

古蹟管理維護之內容應包括古蹟概況、管理維護組織及運作、日常保養及定期維

修、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防盜、防災、保險、緊急應變計畫以及其他管理維

護之必要事項。因此管理維護之研擬內容與建築物之構造類型、再利用與執行人

力息息相關。本計畫中兩棟建築物屬日式木造建築，附屬建築物則為加強磚造建

築，三棟建築物目前均屬於無使用狀態，僅有部分庭園做為停車場使用，彰銀平

日則無人長期駐點管理。日後再利用規劃朝彰化銀行招待會所、日式餐廳或社區

學苑三方案進行。 

本節將分別針對現況之管理注意事項以及再利用三個方案之使用機能，將前

述本古蹟構造特性、現況調查中之損壞紀錄，配合古蹟管理維護辦法中之項目，

建議適切之管理維護工作內容與執行細節。此外，對於後續方案之管理維護建議

事項，乃是以管理單位人力配置充足之條件建議，古蹟現況管理之工作事項則是

以現況使用條件為依據。 

8-2.1  現況管理維護項目 

本古蹟現況並無人員長期駐點，僅有做為停車空間使用，然而古蹟本體與庭

園現況已有多處損壞，且包含不同之破壞模式。對於現況之管理維護，乃至於年

度檢修均當以維持建築本體現況，避免損壞進一步劣化為優先，尤其是屋頂漏水

導致木料腐朽與白蟻問題，為必須先行處理之項目。 

另一方面，現況並無進一步用途，彰銀亦無人員安排於現場長期駐點管理，

此問題亦續納入管理管理維護重點，尤其是防盜、防災等問題。由於此部分牽涉

到機關人力，建議雖無常駐，但仍需每日固定巡視與清理建築物現況。 

一、日常管理維護工作 

以下針對本古蹟現況之日常管理維護工作，依據保養頻率、現況使用與管理人力，

建議如下： 

1. 每日保養工作 

每日保養工作以環境整理為優先工作，雖然現況並無人員駐點與再利用，

管理單位每日應派員維持招待所與辦公空間之環境整潔。其執行項目建議如

下: 

1). 週遭庭院、停車場清掃、環境廢雜物清理 

2). 室內空間清掃，由於現況屬於無開放使用狀況，室內環境清理為目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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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使用要項。 

3). 非為再利用之用途，建議室內空間不宜再堆積物品。 

4). 清理過程發現構造體有植生物附生處理。 

5). 清理過程可適時打開門窗，增加通風以避免水氣蓄積，濕度過高。 

2. 每月保養工作 

1). 戶外水溝、陰井之清理 

2). 庭院花草樹木修剪，尤其是春夏秋季，更是需要修剪。因為本區域庭院

之大型樹木甚為靠近建築本體，容易因生長而侵害古蹟本體，此部分尚

需要依據植物生長之現況再調整修剪時機。 

3). 推拉木門開闔檢查，此部分主要因應現況木構件多有損壞，透過定期開

盒，亦可簡易檢視門窗構件現況。 

3. 每半年保養工作 

1). 基礎、通氣孔欄柵清掃 

2). 戶外雨淋板是否有鬆脫 

3). 屋頂是否有漏水、屋面是否有變形 

4. 每年保養工作 

1). 通氣口鐵件等鐵件生鏽除鏽上漆 

2). 犬走、排水溝以及圍牆表面粉刷劣化與龜裂修復，此部分主要建議於年

度修繕時統一處理，避免現況持續惡化。另一方面，圍牆現況多有嚴重

損壞，且已有施做緊急支撐，建議每年應檢查緊急支撐是否有生鏽或者

是固定處鬆脫之情形。 

3). 以上之執行內容可整理如表 8-2.1，如有發現問題者，建議可依表 8-2.2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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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日常保養工作記錄表 

執行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7天） 

對 

象 

 

工作項目 

        備

註

 
        

每日 

週遭庭院、停車場清掃、環境廢

雜物清理 
         

室內空間清掃與廁所清理          

不常使用空間通風          

植物附生目視檢查          

空間雜物堆積          

每月 

戶外水溝、陰井之清理          

庭院花草樹木修剪          

門窗開合檢查          

每半

年 

基礎、通氣孔欄柵清掃          

戶外雨淋板是否有鬆脫          

屋頂是否有漏水          

屋面是否有變形          

每年 

通氣口鐵件等鐵件生鏽除

鏽上漆 
         

犬走、排水溝劣化檢視          

圍牆損壞檢視          

          

異 

常 

現 

象 

異常項目 發現者 會勘者 
備
註 

 
 
 
 
 

   

   

執行人員：                  複查人員：                   主管： 

 

註：1.打者表示該項目已執行，打者表示該項目未執行。 

    2.若執行者打，而複查者打，應請執行者再補做。 

    3.若執行者與複查者均打者，應於備註欄簡單說明原因。 

    4.若執行者於工作過程中發現有任何異常現象時，應評估進行修繕或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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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2】異常現象處理記錄表 

異常現象記錄 異常項目：  ˙現況照片 

 

 

 

 

 

 

 

 

 

 

 

發現日期：  

˙異常部位： 

   

 

˙現況內容：  

 

 

專業診斷記錄 診斷單位/人：  

診斷日期：  

˙引起原因： 

   

 

˙嚴重程度： 

   

 

˙處理建議：  

 

 

˙後續處理追蹤照片 

維修處理記錄 維護單位/人：  

處理日期：  

˙維修方式： 

   

 

 

˙處理內容： 

   

 

 

˙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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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修復前之檢修建議 

針對本棟之損壞現況，為避免部分致災原因持續造成建築物本體之損壞，就

現況使用或維護之層面，建議下列幾點宜早規劃應對，並納入檢修項目與年度檢

查要項。 

1). 白蟻問題 

    本棟白蟻危害嚴重，現況尚無相關白蟻防治，建議管理單位應立即進行，

考量本棟修復尚有一定時程，除針對現況白蟻進行撲滅之外，定期檢測為維

持現況木構件安全之必須工作。針對白蟻問題，在人員管理上，每日巡視之

過程，可多加注意是否有白蟻再次侵入痕跡。 

2). 屋頂漏水問題 

    屋頂漏水為目前急需進行修繕之另一要點，主要乃雨水侵入會造成木料

腐朽、含水率過高而強度降低，以及下方土壁溶解。管理單位應儘速針對兩

棟屋頂以及山牆之漏水進行修繕，防止未修繕前木料快速損壞。 

3). 建築內部線路問題 

    兩棟目前並無人員長期使用，用電需求已相對降低很多，然而各棟建築

物之線路已許久未曾整理，建議可先進行一次線路檢查，防止因線路老舊或

白蟻等啃咬造成保護層破損，導電起火之問題。另一方面，各棟若欲進行現

況展覽與使用，則線路之安全將須納入完整檢測。 

4). 內部環境整理 

    本古蹟在本館多處空間貼有散亂紙張，由於紙張之目的乃在於漏水遮擋，

現況顯得雜亂。此部分建議管理單位亦可規劃先進行清理，維持環境整潔。 

三、經營管理之建議 

本古蹟雖然目前並無人員長期駐點，使用作為停車場用途，若欲進行再利用

之經營與管理，則應先針對前述第二點之項目進行修繕，維持構造現況不再持續

惡化。 

1). 檢討與配置監視、防盜與保全 

    對於古蹟管理安全，雖然常駐人力有助於現地管理，但常常會遇到人力

不足之問題。對於本古蹟現況之管理人力不足問題，首要建議當為規劃至少

一位常駐人員。若就現況之之條件下，則須透過防盜、防災與救災設備予以

降低危害風險。有關此方面，建議彰銀規畫人員每日定期整理外，儘速依現

況重新檢討監視設備與防盜設備來改善。透過全區之監視、保全與災害警示

系統連線至附近彰銀辦公室，可以提高管理人員對於現況之掌握。倘若發生

災害，管理人員可以第一時間趕至現場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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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況使用限制 

    對於現況之使用方面，由於結構安全評估之結果在現今地震下有危害風

險，現況木構件與壁體也有程度不一之使用，由於地震何時發生無法預期，

雖然小地震可保不倒塌，但再法規地震力下建築物嚴重損壞風險較高，因此

並不建議在未修復前辦理大型之活動。另一方面，現況木樓板下方多處有白

蟻蛀蝕痕跡，在未有詳細之解體修復下，雖然透過前述之白蟻防治可去除白

蟻為害問題，但卻未有修復行為。因此本計畫白蟻調查所列危害空間以及本

館二樓，建議避開大量人員駐留，並應納入管理經營限制。 

3). 提高滅火與災害警示能量 

    火災為木造房子主要之致災風險，現況火災之致災風險甚多，包含電路、

缺乏人員管理、木構件之可燃性等，透過前述之線路檢討應可降低電線走火

風險，增加防盜、監視也可增加人員縱火搶救時間與喝止。然而衡量本古蹟

現況之滅火與警示設備較為缺乏，應在未修復前增加滅火器或添購滅火設備

外，在管理上可與監視設備系統整合，一併連線到基地附近之管理人員辦公

室。另外，也可以加裝簡易型偵煙或偵熱設備，可於火災時讓周邊民眾知道，

並納入救災體系 

4). 緊急應變計畫 

緊急應變計畫用意在於當古蹟遭受火災、地震、風災水患或其他災害時，

能由事先成立之自衛消防編組，依據擬定的緊急應變處理程序進行災害處

理。 

(1).自衛消防編組 

自衛消防編組為古蹟管理人第一時間進行自救之工作，其人員編成須依

據管理單位之人力來編組。在現況人力條件下，除管理單位自救組織，將管

理人員外與辦公室同仁外皆應納入緊急應編組織外。本古蹟現場無常駐人員，

建議彰銀應與周邊居民培養良好關係，提高共救之能量，期使災害發生時可

協助通報或救災。本計畫針對管理單位之人力與本古蹟之救災與逃生避難之

現況，建議基本自衛消防編組組織與分擔工作: 

 指揮班:進行指揮工作以及消防單位到火場時之現況匯報，並協助通報

與滅火工作。 

 通報班:進行通報工作，包含消防局、主管機關與警察局。人員編制不

足時，可由指揮班兼任。通報班之工作除由前述之監事或警報設備掌握

發生災害之狀況外，居民為本古蹟現場人力不足時之重要夥伴。 

 避難引導班:宜設有兩人，協助引導人員朝最近出入口逃生。當人員確

認引導出火場後，協助管制周邊秩序，並引導消防隊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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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火班:宜設有兩人以上，必要時指揮班與通報班加入支援。 

    上述之緊急搶救體系仍須由機關後續管理模式進行調整。 

(2).災害通報系統 

災害通報系統應包含臺中市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周邊警察與消防單位、彰

銀之管理單位等 

(3). 防災訓練演練 

自衛消防編組於災害時能迅速因應，達到救災之效果，主要須依靠平日確

實之防災訓練。為確保上述的防災計畫與緊急應變計畫能確實執行，需定

期對編組人員與管理維護者進行相關防災訓練與演練，當災害發生時，才

能依程序完成分內工作，相關重點如下： 

• 防護小組需確實了解防災計畫執行內容並熟悉緊急應變程序，以便在災

害發生時提供必要支援。 

• 應變小組需定時舉辦防災演練，並參與政府、警消單位所舉辦有關防災

之講習或訓練。 

• 本古蹟後續如有開放參觀，則在參觀前建議透過相關說明會及文宣等

方式提供必要的防災與緊急應變的相關知識。 

(4).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緊急應變處理程序包含災情陳報通報、初期災情控制、人員傷亡搶救，

處理程序與內容如下列所述: 

1). 災情陳報通報 

A.立即通知古蹟範圍內之人員，由於目前尚未有廣播系統，可先大聲呼喊。 

B.依災害類型的需要通報警消及醫療單位支援，詳細內容如下： 

a.建築物名稱、地點。 

b.災害類型。 

c.受損情況。 

d.是否有人員傷亡。 

C.依災害的類型、規模、現況陳報文資局。 

2). 初期災情控制 

依災害類型的不同，進行初步的處理，分別如下所列： 

A.火災 

a.應變小組立即使用現場之滅火器或簡易水源進行初期控制。 

b.移除其他易燃物品。 

c.清出消防動線，引領消防人員搶救。 

d.切斷不必要之電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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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協助現場人員撤離。 

B.震災 

a.人員撤離疏散。 

b.關閉電氣設備。 

c.巡視設備管線有無損壞，必要時切斷電源。 

d.安置及加固傾倒的物品，以防後續餘震破壞。 

e.檢視木軸組與壁體是否有明顯裂損。 

 

 

 

 

 

 

 

 

 

 

 

 

 

 

 

 

 

 

 

 

 

 

 

 

 

 

 

 

 

【圖 8-2.1】災害緊急應變計畫處理程序圖 

  

程  序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人) 

防範措施 ˙災害防護組織 

˙災害通報系統 

˙防災訓練演練 

自衛消防編組 
+ 

古蹟主管機關 
+ 

當地消防醫療團體 

災情陳報通報 

初期災害控制 

人員傷亡搶救 

自衛消防編組 
+ 

當地消防醫療團體 
初期應變 

現場管制防護 

災害勘察鑑定 

自衛消防編組 

訂定處理原則 

自衛消防編組 

災害處理 

緊急搶修計畫 

緊急搶修工程 

緊急修復計畫 

緊急修復工程 

復原使用 

․古蹟主管機關 
․古蹟所有（使用
或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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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風災 

a.發布颱風緊報後，立即對不穩物品進行加固作業，尤其門窗。 

b.確認電源關閉。 

c.應變小組隨時注意風雨大小，並巡視古蹟安全。 

d.發現漏水現象的應急處理，尤其是目前屋頂與山牆等已有漏水現象之區

域。 

e.古蹟範圍內如發生淹水時，啟用機械式抽水機應急。 

f.停電時，確認緊急用電設備的正常運作。 

 

3). 人員傷亡搶救 

災害發生時，除第一時間於出入口處疏散人群外，其後應立即清查現

場是否有其他人員傷亡，協助離開災害現場，並依需要請求消防醫療單

位前來協助處理。 

 

4). 災後處理： 

災後處理主要在確認古蹟本體、人員、重要文物是否有損失，包括 

(i)現場管制防護： 

A.管理人員配合警消單位監控災害現場，確認損失狀況。 

B.全面檢查各設備損壞情形並提出報告。 

C.對受損的重要構件進行保護措施。 

D.暫時封鎖現場，禁止閒雜人等進入，待狀況排除後恢復電廠參觀

機能。 

重大災害發生後，應立即將受損狀況陳報主管機關，等待主管機關

之協助。 

(ii)緊急搶修及修復： 

針對災害損嚴重者，應由主管機關現勘後，輕微者屬修繕範圍

者，可以透過管理維護修繕機制進行修繕。對於受損嚴重時，則應

趕緊提出緊急搶修計畫，進行後續修復。 

 

8-2.2  方案一：彰化銀行招待會所 

本方案之空間機能包括，本館會客室交誼空間，餐飲空間，休息室與住宿單

元，簡易廚房，管理室、機房、儲藏室、辦公空間與閱讀空間等。對於餐飲與廚

房空間，在電力與空調使用需求上較高外，用餐行為較易產生油汙，亦為後續管

理維護加強項目。住宿機能則因應現代使用需求，將可能引進生活機能所需之電

氣設備以及衛浴設備。辦公空間則是以先增電力、空調以及管理使用需求。對於

方案彰化銀行招待會所後續日常管理維護工作，依據保養頻率之不同，建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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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日保養工作 

每日保養工作以環境整理為優先工作，以維持招待所與辦公空間之整潔

與參觀環境。 

1). 週遭庭院清掃、環境廢雜物清理 

2). 室內地坪清掃 

3). 室內住宿空間之清理(住宿使用加強項目) 

4). 衛浴設備清理(住宿使用加強項目) 

5). 廚房空間清理(住宿使用加強項目) 

6). 木地板、塌塌米、牆體與玻璃汙損清除(餐飲空間加強項目) 

7). 垃圾分類清運 

8). 廁所清洗 

9). 室內外易燃物清除 

10). 衛生設備器具清洗 

11). 損壞燈泡更換 

12). 再利用置物、置鞋柜清理 

13). 辦公空間與閱讀空間桌櫃清理除塵 

14). 清理過程發現構造體有植生物附生處理 

2. 每月保養工作 

1). 告示牌、解說牌清潔 

2). 戶外水溝、陰井之清理 

3). 庭院花草樹木修剪 

4). 空調機濾網清洗 

5). 推拉木門開闔檢查 

6). 天花板、木地板是否有發霉、蛀蝕或變色 

3. 每半年保養工作 

1). 電力箱（盤）保養(加強保養項目) 

2). 消防設備保養(加強保養項目) 

3). 廚房烹煮設備安全保養(加強保養項目) 

4). 屋面樹葉與排水天溝清理 

5). 監視設備系統保養 

6). 飲水設備系統保養(餐飲加強保養項目)  

7). 空調主機保養 

8). 污水處理設備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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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礎、通氣孔欄柵清掃 

10). 戶外雨淋板是否有鬆脫 

11). 屋頂是否有漏水、屋面是否有變形 

12). 庭院植物枝幹修剪，特別是生長過於靠近建築本體。 (加強保養項目) 

4. 每年保養工作-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年度因應計畫查核 

1). 消防設備運轉保養 

2). 避雷接地設備保養 

3). 結構補強施做處檢視 

4). 通氣口鐵件等鐵件生鏽除鏽上漆 

5). 犬走、排水溝以及圍牆表面粉刷劣化與龜裂修復 

6). 戶外 PC 地坪是否有裂損 

 

8-2.3  方案二：日式餐廳 

方案二主要分為本館作為用餐、廚房與辦公空間，別館則是文創商品展售。

餐廳機能在使用管理上與方案一相近，別館之文創展示則是有電力、照明、空調

等展售空間之需求。以下針對方案二後續日常管理維護工作，依據保養頻率之不

同，建議如下: 

1. 每日保養工作 

每日保養工作以環境整理為優先工作，以維持室內外空間之整潔。 

1). 週遭庭院清掃、環境廢雜物清理 

2). 室內地坪清掃 

3). 木地板、塌塌米、牆體與玻璃汙損清除(餐飲空間加強項目) 

4). 垃圾分類清運 

5). 廁所清洗 

6). 室內外易燃物清除(廚房、餐廳加強項目) 

7). 衛生設備器具清洗 

8). 有損壞燈泡更換 

9). 再利用置物、置鞋柜清理 

10). 文創展示櫃清理除塵 

11). 清理過程發現構造體有植生物附生處理 

2. 每月保養工作 

1). 告示牌、解說牌清潔 

2). 戶外水溝、陰井之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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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庭院花草樹木修剪 

4). 空調機濾網清洗 

5). 推拉門開闔檢查 

6). 天花板、木地板是否有發霉、蛀蝕或變色 

3. 每半年保養工作 

1). 電力箱（盤）保養(加強保養項目) 

2). 消防設備保養(加強保養項目) 

3). 廚房烹煮設備安全保養(加強保養項目) 

4). 屋面樹葉與排水天溝清理 

5). 監視設備系統保養 

6). 飲水設備系統保養(加強保養項目) 

7). 空調主機保養 

8). 污水處理設備保養 

9). 基礎、通氣孔欄柵清掃 

10). 戶外雨淋板是否有鬆脫 

11). 屋頂是否有漏水、屋面是否有變形 

4. 每年保養工作-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年度因應計畫查核 

1). 消防設備運轉保養 

2). 避雷接地設備保養 

3). 結構補強施做處檢視 

4). 通氣口鐵件等鐵件生鏽除鏽上漆 

5). 犬走、排水溝以及圍牆表面粉刷劣化與龜裂修復 

6). 戶外 PC 地坪是否有裂損 

 

8-2.4  方案三：社區學苑 

本方案之空間機能包括，本館演藝廳、教室、輕食餐廳、教師休息室、展覽

空間等，別館則是做為學苑辦公空。對於本館而言，人員使用頻率高，在電力與

空調使用需求上較高。輕食餐廳則須注意用電與用餐行為較易產生油汙，皆為後

續管理維護加強項目。別館辦公空間則是須注意電力、空調以及管理使用需求。

對於方案社區學苑後續日常管理維護工作，依據保養頻率之不同，建議如下： 

1. 每日保養工作 

每日保養工作以環境整理為優先工作，以維持學苑與辦公空間之整潔與

參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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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週遭庭院清掃、環境廢雜物清理 

2). 室內地坪清掃 

3). 教室與展示廳之清理 

4). 衛浴設備清理(住宿使用加強項目) 

5). 廚房空間清理(住宿使用加強項目) 

6). 木地板、塌塌米、牆體與玻璃汙損清除 

7). 垃圾分類清運 

8). 廁所清洗 

9). 室內外易燃物清除 

10). 衛生設備器具清洗 

11). 展示設備與各空間損壞燈泡更換 

12). 再利用置物、置鞋柜清理 

13). 辦公空間與閱讀空間桌櫃清理除塵 

14). 清理過程發現構造體有植生物附生處理 

2. 每月保養工作 

1). 告示牌、解說牌清潔 

2). 戶外水溝、陰井之清理 

3). 庭院花草樹木修剪 

4). 空調機濾網清洗 

5). 推拉木門開闔檢查 

6). 天花板、木地板是否有發霉、蛀蝕或變色 

7). 展示櫃構造現況檢查 

3. 每半年保養工作 

1). 電力箱（盤）保養(加強保養項目) 

2). 消防設備保養(加強保養項目) 

3). 廚房烹煮設備安全保養(加強保養項目) 

4). 屋面樹葉與排水天溝清理 

5). 監視設備系統保養 

6). 飲水設備系統保養(學苑設置飲水機需加強保養)  

7). 空調主機保養 

8). 污水處理設備保養 

9). 基礎、通氣孔欄柵清掃 

10). 戶外雨淋板是否有鬆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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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屋頂是否有漏水、屋面是否有變形 

12). 庭院植物枝幹修剪，特別是生長過於靠近建築本體。 (加強保養項目) 

4. 每年保養工作-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年度因應計畫查核 

1). 消防設備運轉保養 

2). 避雷接地設備保養 

3). 結構補強施作處檢視 

4). 通氣口鐵件等鐵件生鏽除鏽上漆 

5). 犬走、排水溝以及圍牆表面粉刷劣化與龜裂修復 

6). 戶外 PC 地坪是否有裂損 

 

8-2.5  日式建築一般管理維護檢測與執行項目 

除了上述日常保養外，部分較為重要、專業之維護項目則需再規劃委由專業

廠商協助進行定期之檢測，每年亦須辦理相關防災規劃，其包括 

1. 白蟻檢測：白蟻危害為造成木造建築物損壞嚴重之最主要原因，建議日後管

理維護上，應委託專業之白蟻防治廠商，訂定適切之檢測頻率。 

2. 電力設備總檢測：此部分包含電力箱(盤)、電路及開關插座，以及空間用電

容量之評估檢測，特別是後續使用之住宿、文創展間、以及辦公空間均會新

增電力需求，建議每半年委託專業機電公司檢測。 

3. 消防設備檢測：此部分須配合後續修復設計規劃之消防系統，不論是偵煙設

備、滅火設備均須定期進行檢測，此部分建議可參考配合因應計畫之查核機

制，每年委託專業消防公司檢測，並進行消防安全申報。 

4. 給水設備水質檢測：此部分主要係針對提供飲用水之設備，特別是兩方案均

有做為餐廳使用，建議每半年委託相關飲水機設備公司檢測。 

5. 建築結構安全檢測：針對日式木造建築物之結構安全檢測項目包括：木軸組

系統、基礎、日式牆體、屋架、以及相關之補強措施等，此部分建議可參考

配合因應計畫之查核機制，每年委託古蹟修復結構專長之專家學者協助檢

測。 

年度防救災演練：防救災演練主要針對致災因子進行規劃，日式木造建築常見地

震與火災災損。防災演練須依據後續管理單位之實際人力規劃演習，建議每年應

辦理一次防災演練。 

8-2.6  文化資產價值重點項目與現況既存問題預防 

    除前述針對現況、再利用方案之使用機能與行為、以及本古蹟構造特性所研

擬之管理維護項目與修繕、檢測重點外，依據本棟之文化資產價值與現況既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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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後續對於建築本體與庭園管理維護上應將下列幾點納入重點項目: 

1). 各棟重要構造之保存 

本古蹟在構造上保有大量日治早期作法以及少見之特殊構造，這些構造不

論是否修復，在後續皆須以保留原貌構造為管理維護原則，在相關修繕時

均依原構造修繕。此部分包含: 

 本館之入口門廊、出窗雨披、簷口屋面、主量體與二樓山牆、二樓迴

廊欄杆、欄間、門窗扇、會客室天花板與外牆、原露臺增建量體屋架。

天溝、落水管等之亞鉛板製構件，門窗與家具之五金樣式等具工藝價

值構件。 

 別館之和小屋構造樣式，入口雨披、山牆垂直板材、山牆簷口造型與

採複合構造外牆之構造部位。 

2). 原建築與增建空間介面處之破壞 

本棟原有木造宿舍與增建空間處因為構造介面關係，後續修復後仍需納入

日常管理維護重點，除平日應多加注意此處是否有拉扯破壞外，亦須注意

上方屋面是否有漏水情形。 

3). 壁面與天花之不當修繕 

本棟壁面與天花均有多處因損壞或使用貼附或釘著紙張與物品，後續使用

機能不論做為旅館、展覽、教室等機能外，多有可能須利用牆面進行釘著、

掛附與裝修等，此部分應多加規範，避免造成牆面損壞。 

4). 木造二樓之使用管制 

本館二樓採用木地板，在後續因應計畫檢討時，將會針對使用人數進行規

範，此部分於實際使用時應嚴格遵守再利用之人數與設備載重規範。 

5). 屋頂與木地板下方白蟻問題之掌握 

現況白蟻之問題嚴重，後續雖可透過專業委託，請相關白蟻專業公司進行

定期檢測，但白蟻之蛀蝕速度快且多易躲在一般人難以觀察區域，例如現

況之屋頂與地板白蟻蛀蝕嚴重問題一樣。因此在後續管理維護時，應該多

加注意這些空間之白蟻侵入表徵，例如蛀蝕遺留木屑、蟻道等。 

6). 本館與別館山牆之密封性 

兩棟木造建築之山牆採用垂直式封板，為其重要文化資產特色。但是此構

法受到側向力擾動易產生間隙，造成雨水滲入，進而導致木料腐朽之惡性

循環。此部分建議於後續颱風或地震後應列入檢查項目，尤其在風雨後有

助於檢視是否有漏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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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因應計畫概要 

古蹟或歷史建築由於興建年代通常較為久遠，且其興建時期相關建築、消防

法令規定較為寬鬆，以致修復或再利用時難以符合目前法令規定之檢討，且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 24 條規定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原則的特殊性，無法於修復或再

利用計畫中整修相關設施以符合現行建築、消防法規之規定。本文根據彰化銀行

繼光街宿舍之歷史、建築、構造等調查結果，依其文化資產特性提出因應計畫概

要。根據「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

辦法」第 4 條規定：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於適用建築、消防相關法令有困

難時，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除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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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主管機關核准。前項因應計畫內容如下： 

一、文化資產之特性、再利用適宜性分析。 

二、土地使用之因應措施。 

三、建築管理、消防安全之因應措施。 

四、結構與構造安全及承載量之分析。 

五、其他使用管理之限制條件。 

因應計畫得排除部分或全部現行法令之適用，若因公共安全之使用有特別條

件限制者，應加註之，並由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責執行。以下即針對上

述規定內容提出因應計畫概要： 

一、文化資產之特性、再利用適宜性分析 

（一）文化資產特性 

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為日治大正時期日人在臺興建大型住宅之代表性案例，

各部位構造與工法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營造技術水準，也記錄了日治時期木造建築

極具特色之構造形式，包含本館入口門廊、出窗雨披、簷口屋面、主量體與二樓

山牆、二樓迴廊欄杆、欄間、門窗扇等，均呈現日式木造民宅細膩優雅之外型與

作工，有別於日治時期木造官舍相對平實之做法，極具特殊性與稀少性。別館屋

架採用之和小屋組單元以斜向構件構成穩定三角形單元、屋架單元之間以單向斜

撐與單側水平夾撐連接等做法，顯示已有將和小屋組融入西式桁架之結構觀念，

為和小屋組融入西式桁架單元概念之早期案例，記錄當時營建技術觀念發展過程。

特別是國內目前具文化資產身分之兩層樓日式木造建築有總爺糖廠木造招待所

（市定古蹟）、中央廣播電臺民雄分臺招待所（歷史建築）、豐原林務局宿舍群逸

仙莊 70 號（市定古蹟）與本案等四例，相對於前三例均具公用建築之性質，僅

本案屬私有建築，在文化資產價值上更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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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利用適宜性 

根據上述文化資產價值特性，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後續再利用應尊重原有構

造工法與空間形式，規劃上優先考量與原用途相同或相近之方案，避免使用強度

過高而減損建築本體之使用性；若與原用途有明顯差距，亦應維持原有空間與構

造形式，而新增設備、設施應降低對原構造與空間形式之干擾。另外，應善加利

用後期增建之加強磚造建築，利用其優勢配合再利用需求，避免於基地內另行增

建其他建物。戶外空間應以回復原有樣貌為優先考量，若原貌已不可考，再參考

同時期同類型案例適度復原，或配合再利用需求妥善規畫適當用途，並適度降低

圍牆高度或改採適當形式以增加古蹟本體與周邊環境之外部關係。此外，宜考量

配合當地社區需求，藉由社區力量協助所有權人及公部門推動再利用之營運。圖

8-3.1 為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各空間安全性與再利用適宜性分析。 

（三）文資價值維護因應重點 

後續進入設計階段，應針對原特殊構造與工法加以保留，尤其本案各部位構

造、構件與物件保存狀況良好，應確實做好原貌之記錄與考證工作。若有不堪使

用之精美或特殊構件，應妥善保留做為文物保存或展示之用。各構造部位或構件、

物件如留有歷年使用重要痕跡等，於修復設計圖說明確標註保留。施工階段除應

妥善擬定上述部位之施工計畫外，並應於施工過程採取適當保護措施予以保護。

需注意的是，庭園景觀與排水工程施作過程極可能發現早期遺構，如有相關發現

即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7 條規定辦理。再利用階段則應針對上述具保留價值

之部位或構造、物件等擬定維護計畫。 

二、土地使用及再利用之因應措施 

為符合後續再利用之土地使用相關法令規定，應根據本案建築座落之土地地

號進一步確認其土地使用分區、編定使用類別、建蔽率及容積率管制及其許可使

用細目等，以此檢討再利用之規劃設計用途是否滿足相關規定。如為強化全區保

存之完整性（包含建築本體之保全與環境景觀之維持），建議得由主管機關進一

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7 及 39 條規定，會同有關機關擬具保存計畫後，依區

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保存區或其他使用用地、

分區，明確訂定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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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依

實際情況為必要規定及採取獎勵措施。 

三、建築、消防安全設備之因應措施 

由於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興建時期相關建築、消防法令規定寬鬆，因此必須

提出適當的因應措施以兼顧建築風貌之保存以及使用安全性之需求。相關法令檢

討以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為主，根據建築現況，檢討之主要項目大致如下（圖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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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1】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各空間安全性與再利用適宜性分析  

※加強磚造量體 

1. 文化資產特性： 

（1）後期增建量體，記錄當時加強磚造建築之構造特色與工法。 

（2）二樓出窗、樓梯與同時期建築相較，施工品質較為優良。 

2. 再利用適宜性： 

（1）耐火性與承載力均較佳。 

（2）適合做為廚房、機房等耐火性與承載力需求較高之用途。   

3. 致災因子：屬加強磚造建築，地震力作用下構造弱點易發生

脆性破壞，宜適度於構造弱點補強。  

※本館一樓北側量體 

1. 文化資產特性：構造形式屬

典型日式木造建築。 

2. 再利用適宜性： 

（1）為原有之居室空間，壁量

較多。 

（2）適合做為住宿或餐飲等主

要營運空間。   

3. 致災因子： 

（1）屬韌性木結構，地震力作

用下牆體變形量大，宜於

牆體適度補強。 

（2）主體構造不具耐燃性，應

加強消防設施之設置以及

降低火載量。   

※本館一樓中央量體 

1. 文化資產特性： 

（1）包含典型日式木造與後期改建木構造。 

（2）各部位構造施作品質精良。  

2. 再利用適宜性： 

（1）為原有之公共空間，壁量較少，視野條

件良好。 

（2）適合做為交誼或餐飲等主要營運空間。   

3. 致災因子： 

（1）屬韌性木結構，地震力作用下牆體變形

量大，宜於牆體適度補強。 

（2）主體構造不具耐燃性，應加強消防設施

之設置以及降低火載量。   

※本館二樓量體 

1. 文化資產特性： 

（1）日治時期私人木造建築代表案例。 

（2）呈現日式木造民宅細膩優雅之外型與作工，有別於日治時期木造

官舍相對平實之做法，多處構造部位極具特殊性。  

2. 再利用適宜性： 

（1）保留原有完整構造，再利用盡可能維持原用途。 

（2）適合做為交誼、住宿或餐飲等主要營運空間。   

3. 致災因子： 

（1）屬兩層樓韌性木結構，地震力作用下牆體變形量大，宜於牆體以

及柱樑結點適度補強。 

（2）主體構造不具耐燃性，應加強消防設施之設置以及降低火載量。 

（3）屋瓦受風力作用較大，修復時應加強固定。    

※別館 

1. 文化資產特性：結合西式與和式構

造，記錄當時營建技術觀念發展過

程。 

2. 再利用適宜性： 

（1）保留原有完整構造，再利用盡可

能維持原用途。 

（2）具獨立性，空間規模適合做為辦

公或展售等服務空間。   

3. 致災因子： 

（1）屬韌性木結構，地震力作用下牆

體變形量大，宜於牆體以及柱樑

結點適度補強。 

（2）主體構造不具耐燃性，應加強消

防設施之設置以及降低火載量。 

※本館一樓東側量體 

1. 文化資產特性：（同上）  

2. 再利用適宜性： 

（1）為原有之服務空間，壁量

較多。 

（2）適合維持原有服務空間。   

3. 致災因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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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裝修限制：目的藉由裝修材料耐火性能之規範達到控制火災規模之目

的，並爭取逃生時間。日式木造建築同樣可藉由適當裝修材料之耐火性能

提升或自動灑水設備之裝設控制火災規模，繼光街宿舍本館與別館均為純

木造結構，僅後期增建之加強磚造建築具耐火效果，後續應依個別再利用

之使用強度需求，視其既有條件採用不同之內部裝修材料，尤其新增之再

利用構造與設施，應進一步確認其材料之安全性。尤其後續之使用強度較

高，可視需求適度使用防火材料，結合牆體補強之板狀構材提升牆體之耐

燃效果。 

（二）防火避難設施：確保火災發生時使用者得以安全避難。日式木造建築進行

再利用之規劃檢討側重於主要動線之暢通，尤其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本館

平面規模較大，原空間形式造成動線較為曲折，應確保動線規劃暢通，另

可輔以具標示性之材質鋪設於主動線增加辨識度。別館則因動線簡潔暢通，

周邊戶外空間寬廣，較無上述問題。 

（三）防火間隔：藉由與基地鄰接建築物之間隔限制，防止本棟建築火災往延燒

或遭鄰房火災波及。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座落地點周邊戶外空間寬廣，較

無防火間隔問題；惟本館與別館兩棟之間距離較近，彼此間雖尚能保持足

夠之防火間隔，但為強化安全需求，建議應增設自動灑水設備防止火勢向

外蔓延。另外，後續再利用規劃如有增建物之設置必要，應為防火構造建

築物，且須與建築本體之間保留適當防火間隔。 

（四）消防設備：建築物依其用途須設置滅火設備、警報設備及標示設備（數量

與構造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規定），以利火災前的預警、逃生以及

火災發生後火勢規模的控制。由於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本館與別館兩棟建

築均非屬防火構造建築物，發生火災的風險相對較高，應視後續再利用需

要設置適當之消防設備（例如室內外自動灑水設施、增加滅火器之數量與

放置地點、妥善利用景觀水池做為消防水源等），並兼顧原有空間形貌之

保存。 

（五）無障礙設施：主要在改善身障人士之使用環境，包括無障礙之動線、指示

標誌、如廁空間、停車位以及相關服務必須之設施。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

本館與別館兩棟建築屬日式木造建築，包含庭院動線、本館入口之架高地

板、室內走廊進入各空間均有高地差，將對無障礙通行有顯著影響，後續

必須納入因應計畫考量，規劃適切改善斜坡或設備。在無障礙廁所方面，

本館原有廁所位於室內，原建築物之出入口寬度無法符合現行無障礙廁所

入口寬度之要求，拆除擴大開口部將會破壞原有構造，此部分可利用別館

廁所進行規畫考量。在停車車位方面，本棟原有停車空間充足，建議庭園

再利用時應配合庭院動線，規劃無障礙停車位。無障礙設施規劃除須符合

無障礙空間環境之要求外，由於多屬增設設備以求改善，皆應兼顧原有空

間形貌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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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意圖僅供參考，具體措施由後續設計單位於設計或因應計畫階段研提。 

 

【圖 8-3.2】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因應計畫示意圖 

 

四、結構與構造安全及承載量之分析 

本文已針對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本館與別館進行耐震能力進行評估，結果顯

示兩棟建築之耐震力均明顯不足，在中度地震作用下均可能發生明顯損壞，主要

原因為原設計之壁量偏低，建議後續應針對結構弱點（包含牆體轉折處、編竹夾

泥牆與加強磚造牆體之介面、二樓樓板柱樑結點等）採用適當工法進行補強，並

藉由牆體單元補強以提升整體抗震力，同時降低兩軸向抗震力之差異。而軸組框

架與磚砌勒腳牆之間的固結效果亦應加以提升。除了結構抗震力之提升外，後續

設計單位應進一步檢討本館二樓樓板與附屬建築二樓樓板之承載力，並視需要進

行必要之分析，以做為參觀人數限制之依據。 

五、其他使用管理之限制條件 

本案其他使用管理之限制條件檢討內容大致如下： 

（一）基地應預留地震或火災時人員之逃生空間，此空間應規範一定大小，且應

靠近主要通道。室內通達此一逃生空間之路徑應保持暢通，且為最短路徑。

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開放空間充足，較無此方面之問題，然而建築本體與

圍牆預留救災動線

出入口 

救災動線出入口 

水池做為消防水源 

逃生方向與動線 

補強牆體結合耐燃

構材 

戶外自動灑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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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邊雖有足夠腹地預留逃生空間，如能適度配合再利用景觀規劃調整

部份圍牆之設置，可進一步提升逃生之安全性與救難之便利性。 

（二）基地應預留救難人員與車輛之救災空間與路徑，且應靠近主要通道。本案

兩棟建築緊鄰道路，對於救難人員與車輛之救災路徑規劃十分便利。惟基

地北側巷道寬度較小，對於建築本體西側之救災可能造成影響，建議應納

入檢討，或於圍牆預留救災動線出入口。 

（三）再利用所需之建造物應與建築本體之間保留適當距離，且限制其高度，避

免干擾周邊環境外觀。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本館後期增設之加強磚造建築

因量體與造型完整，較無另行增建之需求，如因應後續再利用之需求而有

增建必要，即應考慮上述限制條件。如因應後續再利用之需求而有增建相

關建造物之必要，除應與古蹟本體保持適當距離與高度，也應在建材、色

澤、建築造型及語彙適度規範，並注意與周邊保留之既有環境紋理呼應。 

六、相關法規檢討 

（一）致災因子檢討 

如前所述，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因興建年代久遠，難以符合現代建築與消防

法令之規定，尤其在結構耐震、構材之耐燃性等方面常形成致災因子的主體。以

本古蹟建築而言，自然災害之致災因子以地震與颱風為主，前者主要造成牆體結

構之損壞，後者往往造成屋面破損而影像後續之使用性以及構材之耐久性。由於

繼光街宿舍基地地勢與周邊相當，儘管排水系統完整，仍有一定受水災侵襲之可

能性，而基地內排水設施若不足以排除驟雨產生之水量，即有發生積水之可能。

自然災害以外則以火災為最大之致災因子，尤其屋架、牆體、地板等主體構造均

為非耐燃之木構造，一旦發生火災將造成嚴重損失。後續因應計畫應側重於致災

因子可能引起之相關法規檢討。 

（二）土地使用檢討 

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定著土地為都市土地第一種商業區，如前所述，為加強

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全區以周邊適當範圍之保存完整性，得依文資法與都市計畫

法相關規定（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6 條）將其定著土地以及周邊適當

範圍劃定為保存區，除了針對定著土地範圍進一步規定使用外，亦可對基地以外

適當範圍用地規範建築形式、高度、量體等，使古蹟周邊環境維持適當風貌。若

基地周邊無嚴重影響環境風貌之狀況、基地內亦維持適當規畫使用，則無保存區

劃定之必要，直接以古蹟修復再利用計畫或管理維護計畫進行必要之土地使用管

理。 

（三）其他相關法規檢討要項 

以下為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於後續因應計畫應檢討之其他相關法規要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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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上之內部裝修限制、防火避難設施、防火間隔以及消防設備等項目外，主要

尚包含防火區劃、走廊淨寬度、停車空間、通風與日照、直通樓梯步行距離、避

難層出入口數量及寬度以及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等： 

1.防火區劃：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 1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按

每 1500 平方公尺，以具有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

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防火設備並應具有 1 小時以上之

阻熱性。前項應予區劃範圍內，如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算其有

效範圍樓地面板面積之 1/2。防火區劃之牆壁，應突出建築物外牆面 50 公

分以上。但與其交接處之外牆面長度有 90 公分以上，且該外牆構造具有

與防火區劃之牆壁同等以上防火時效者，得免突出。建築物外牆為帷幕牆

者，其外牆面與防火區劃牆壁交接處之構造，仍應依前項之規定。彰化銀

行繼光街宿舍為木造建築，儘管編竹夾泥牆符合防火區劃分間牆之性能需

求，然而滿足上述規定仍有一定困難，須藉由其他措施提高消防安全性能，

包含室內裝修材料之改善、增設消防設備、限制使用人數等。 

2.走廊淨寬度：同一樓層內之居室樓地板面積未滿 200 平方公尺走廊二側有

居室者及其他走廊寬度需為 1.2 公尺以上。繼光街宿舍多處走廊與樓梯寬

度均不符現行規定，為兼顧古蹟原貌保存與逃生安全，除前述增加消防措

施外，應適度限制使用與參觀人數，並於管理維護階段加強消防演練。  

3.停車空間：超過 500 平方公尺部分，每 350 平方公尺設置 1 部。考量繼光

街宿舍庭園風貌之復原，後期停車場建議拆除，保留必要之無障礙停車位

以及救災、服務用之車位。 

4.直通樓梯步行距離：非防火構造或非使用不燃材料所建造之建築物，不論

任何用途，應將本款所規定之步行距離減為 30 公尺以下。繼光街宿舍本

館二樓不符上述規定，建議可於附屬建築二樓樓梯平臺處設置適當之逃生

設施，並於管理維護階段加強消防演練。 

5.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及寬度：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B-1、B-2、D-1、D-2 組者，

應在避難層設出入口，其總寬度不得小於該用途樓層最大一層之樓地板面

積每 100 平方公尺寬 36 公分之計算值；其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1500 平方公

尺時，36 公分應增加為 60 公分。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避難層出入口數量

與寬度符合規定，除加強消防演練，應妥善規劃逃生動線與必要之指示。 

上述列舉要項係供後續因應計畫執行單位參考，詳細之項目由執行單位進一

步依現況及需求進行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