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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傳統的五落大厝，民間對於西方風潮的調適模仿是表面的，南投張綰溪公祠、草屯敷榮堂和位於臺中外埔區的鐵砧山許宅也能看到這樣的應用。即便後來對於日本殖民者引進的西方文明經驗的接受度日漸提高，到了大正年間，地方鄉紳對「建洋樓」的思維仍少有打破空間格局的革命式營造，多為局部視覺重點的語彙模仿。【照 4-1-1、2】如地方工匠作品如汐止蘇少爺宅、烏日區陳宅聚奎居、大甲區王宅順德居、屏東滿州庄長邸尤氏桃源堂等，將視角拉至俯瞰，也可從屋頂看出平面為傳統棟架的做法。三層樓的大稻埕陳天來宅、汐止周再思邸和兩層樓的彰化和美陳虛谷宅，皆為看似全盤西化的高層建築，整體風格已為完全洋化，以及由受過學院訓練建築家所設計的臺北林熊光邸、宜蘭頭城盧纘祥宅，或倒置傳統配置，將合院放在洋樓之後，或將合院藏於建築之內，都仍保有合院。雖然已非具有進深的院落格局，也沒有遵守正身屋脊最高的位序規範，但合院象徵的家族意涵已深入漢人的空間哲學，直到現代主義空間革命後的普同性才將其全面瓦解。 

  【圖 3-4-1】於門柱模仿洋風的東區勝昌堂。 【圖 3-4-2】前軒使用西洋柱式的東區梅鏡堂。 同時期的日式格局宅邸，也會興建因應文明開化與現代化潮流而分為待客用的洋館，以及符合自身傳統生活習慣的和館兩棟宅邸互為表裡，在臺中地區的案例如張銀溪邸。日式住宅如彰化銀行招待所【圖 3-4-3】，也能看到在門柱等視覺印象強烈的構件採用洋式風格，成為「和洋」混和風格。但臺灣住宅卻讓「門面開化」與「傳統格局」這兩種需求在同一個建築量體中滿足，這在日式宅邸相較少見，本研究僅在臺中地區覓得神岡區某宅一例。造成此結果，或也有經濟條件或土地取得等因素影響，但將東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如此徹底融合，較之日本文化，面對文化衝擊時更有應變能力彈性的臺灣民族性或許才是主要因素。 在格局不變的情況下，表面的裝飾和語彙就顯得非常重要，成為文化擬仿的關鍵重點，加以發揮的自由度高，因而在民宅作品得到高度發展。如彰化和美陳虛谷宅，車寄立面裝飾有兩隻立獅共扶盾牌的灰泥浮雕，雖為西洋常見造型，但使用該裝飾原因實為風水師建議屋主取「雙獅抱球」的形勢之意，可見具體裝飾之意涵，具有脫離原有文化脈絡後被重新詮釋的特色。在霧峰區林家紅樓旁的閩式傳統合院，本該為西洋建築立面使用的勳章飾，則被置於日式屋瓦下的馬背山牆【圖
3-4-4】。而在后里區的河東堂，則可看到傳統三合院的格局【圖 3-4-5】，採用日式切妻造兩坡水斜屋頂，並且於室內格局多處採用抬高木板上置塌塌米的居住格局，為「閩和」混和的案例，而在原為柱樑接合的牛腿構件，卻又採用東南亞風格的大象雕飾【圖 3-4-6】，足見臺灣匠師取材的靈活與開放。脫胎自西洋古典建築或世界各地的各種風格語彙，在經過匠師的詮釋與再現，也呈現了有別於原生文化的形貌，卻更能融入漢人生活空間的需求，從此也可見證時代中文化交流的調適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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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3】彰化銀行招待所門柱 【圖 3-4-4】霧峰區林家紅樓合院馬背勳章飾（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都市計劃室，《臺灣霧峰區林家建築圖集》，

1988） 

  【圖 3-4-5】后里區河東堂 【圖 3-4-6】后里區河東堂象形雕飾 

 

二、中部社會背景與洋樓風格特徵 清領臺後，漢人移民之農業生活模式對土地的需求，使平埔族群改變原有的土地利用模式，將所屬土地讓出進行農業活動，與漢人建立番產漢佃的生產交換關係。在番產漢佃的生產模式中，平埔社群因擁有地權而能坐享其成收取地租，成為臺灣社會中漢佃稱為「番頭家」的優勢族群，但也因此被納入漢人貨幣經濟體系中，成為仰賴租穀的生活型態39。 在這片豐袤的臺中盆地之上，吸引許多因武功獲得官方認可社會地位的開墾者。同治、光緒年間，因協助朝廷平定太平區天國之亂和臺灣本島的內亂，受封的世家開墾有成，武功世家為了擺脫草莽性格，在鄉治社會地位晉升至鄉紳，慣於大興土木興建宅邸。即便在清光緒 17 年（1891），清廷放棄於臺中建府城之後，官方建築活動逐漸沉寂，民間卻因遠離政治核心，社會風氣自由，各類營造更加興盛，住宅華美程度首冠全臺，並且如洪文雄的形容，「充滿未經洗練的俚俗氣息」40。 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世家大族的後代逐漸由拓荒者轉為近代企業的資本家，與新興的中產階級共同成為上層社會的領導階層，發展實業聚積財富。在漢人逐漸放棄以武力抗拒外族殖民者之                            39楊護源，〈民間書寫的社群反映：清代臺中地區漢族與平埔族群經濟地位之更迭－以古文書契為研究場域〉，《海洋文化學刊》，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2011，p53。 40蔡明志，〈東海建築系洪文雄教授「臺灣傳統建築」教學之論析〉，《臺灣建築學術百年之路－－2012 臺灣建築史論壇》，臺北，2012，p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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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親近統治階層的企業家、仕紳與知識分子開始積極參與政治、教育等各層面的社會事務，這樣的活動型態表現在住宅空間中，反映出當時臺籍仕紳藉由模仿象徵文明的西洋建築樣式，彰顯自身社會階級的提昇，也呈現當時臺灣上層階級的生活美學品味，而各種在西方文化脈絡中反映不同社會思潮和風氣的風格與形式遞嬗，對於不在該脈絡中的臺灣模仿者而言，則僅為純粹的美學跟隨而已【圖 3-4-、8】。 

  【圖 3-4-7】具有巨大古典山牆的清水區楊家新專醫院。（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回想清水區牛罵頭老照片專輯》，1999） 

【圖 3-4-8】門窗線條帶有新藝術風格的大甲區街長李進興宅臥龍堂。（王正雄，《往日情懷：大甲區老照片徵展專輯》，
1994）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本土的學院訓練之建築設計人才，取法歐西各國建築風格，依照各人生涯機緣和業主偏好，分別被史家歸類為英、法、德、美等各派。其中來到臺灣的，雖然絕大多數為表人物辰野金吾的門生，但依照不同建築功能的需求，熟稔各國建築特色的專業技師，仍能隨需求選擇各國風格混合變化靈巧運用。總體而言，日本殖民初期的臺中公共建築，雖然構造技術工法相似，但是基本上可以從外觀區分出兩大文化系統。 其一是仿石造表面，擁有尺度攝人的巨柱和華美的裝飾語彙，像是歐陸南部天主教興盛地區的厚重古典系統，如州廳、州知事官邸、市役所、物產陳列館、彰化銀行總行等，表現出較具冷峻莊重的威嚴美感【圖 3-4-9】。再者是以裸露紅磚做為主要表情，其間點綴白色仿石帶飾，流行於英國和歐洲中北部新教民族國家的維多利亞風格（在日本又稱其為「辰野式建築」），如火車站、公會堂、大屯郡役所、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社、臺中一中和女中等皆屬之，表現出較為輕巧、庶民的公眾性格【圖 3-4-10】。 

  【圖 3-4-9】臺中州知事官邸（何培齊，《日治時期的臺中》，
2009） 

【圖 3-4-10】臺中公會堂（何培齊，《日治時期的臺中》，
2009） 

 這些在市區中的公共建築，對殖民者而言，是對殖民地展現文明開化的紀念碑，相較於漢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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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的傳統屋厝，西方歷史主義的高大結構，象徵的是帝國統治權力的伸展。而對於被殖民者而言，無論是具有民族情緒的反抗意識，或者願意仿效日本人生活的「協力者」，在營造自身居住空間時，這些公共建築就是最好的模仿對象，無論是仿石造表面的歐陸風格或者紅磚系統的英國風格，都能看到經過模仿再詮釋的民間版本。而經過本研究案參閱史料、實地走訪考察，也驗證了民間仕紳住宅與公共建築的諸多相似之處。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觀察近代住宅建築，來到臺灣的文化雖然依序為漢文化、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但是彼此相互影響的交融和調適，卻無一定的傳播方向和法則。從格局上而言，外觀顯著受到西洋風潮影響的近代住宅，在平面格局和使用機能上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四種： 類型（1）以閩南三合院的基礎的傳統住宅，加上擬洋風的裝飾或日式屋瓦。 類型（2）以日本書院造平面為基礎的日式住宅，附屬接待客人的洋館。 類型（3）獨棟格局的洋樓，但平面尚可細分為： 類型（3-1）中軸對稱平面。 類型（3-2）多屋頂拼接不規則平面，通常包含洋式格局接待空間與日式格局房間。 類型（4）狹長型店屋（街屋），前商後住，鄰街面寬窄小的牌樓厝。 而在「現代化」歷程中相對應於代表傳統的漢文化與日本文化，做為強勢文化象徵符號的西洋建築風潮，在幾項原本不存在於傳統建築中的元素嶄露無遺，通常最為可辨識的顯著特徵有六項： 臺中洋樓洋化特徵整理 

  【圖 3-4-11】（1）醒目山牆（牌樓）與繁複灰泥作雕花裝飾 臺中文青果組合會社。 

【圖 3-4-12】（2）屋頂開老虎窗造型之氣窗 霧峰區林階堂紅樓（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都市計劃室，《臺灣霧峰區林家建築圖集》，1988） 

  【圖 3-4-13】（3）融合古典柱式運用的對柱入口 外埔區鐵砧山許天催宅。 

【圖 3-4-14】（4）樓層向上垂直發展 大里區林慶源宅。（賴志彰，《臺中縣街市發展－－豐原區、太甲、內埔、大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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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15】（5）帕拉底歐母題（Palladio motif） 大甲區黃清波宅。 

【圖 3-4-16】（6）融合古典柱式運用連續拱圈。 臺中三十張犁林懋楊洋樓。（網路圖片， 

http://www.flickr.com/photos/lainmoon/sets/721576059135171

92/?page=2） 縱觀臺中地區受到洋風文化影響的近代住宅，可以觀察出幾個特點。在表格中被歸類為類型（4）的店屋（街屋）住宅，前店後屋，平面呈狹長型，空間是在西風東漸之前的傳統商業文化中即存在的。各家戶為了在大街上爭取營業空間，臨街面皆不會太寬敞，而屋主即必須在相較狹小的正立面上表達其對風格的品味，以及反映時代流行的脈動，因此就如面具一般將最精美的呈現於其上，如南區復興路的文青果組合會社，即仍採用以列柱與拱圈為主要語彙的古典主義歷史樣式，而在大甲區順天路的高積前宅，則已經表現出三○年代裝飾藝術風格的語彙特徵。 而純粹做為居住使用，受到洋化影響的住宅類型，從格局而言，在較多日人生活聚居的文教行政中樞臺中市區，出現較多洋化程度較高，在表格中被歸類為類型（3）的獨棟式洋樓。此種洋樓已然脫離傳統漢人住宅以合院虛空間為生活中心的特色，並且也不一定具有明顯的中軸對稱配置，而是隨著基地條件需求不規則的自由發展平面，建築座向則是依照基地週邊道路所定，如林烈堂邸、三十張犁林懋楊邸、宮原武雄邸、中正路店屋住宅等。此種源於西方理性思維，每個房間機能定義明確的作品，由於和日本傳統自由發展的書院造平面有相當的契合條件，並且受限於都市中土地取得的困難程度，遂於國外思潮較為普及的城市地區較多的出現此種，相對於傳統家宅而言可謂新潮的住宅形式。而較無增建需求的一次性完工格局，正可滿足城市中工商社會的家庭結構，家中成員於成年後多離家另組小家庭的家庭人口構成型態。 而被歸類為類型（1），如本案張天機宅這樣仍生活於傳統農業經濟體系社會的地方紳商家屋，雖然在外觀顯著的裝飾已經受到各個階段西洋歷史主義風潮的影響，樓層也隨空間需求日增和屋主財力許可而垂直向上發展，但建築的平面格局，卻還是不脫農業社會架構嚴明的中軸線對稱之合院配置，建築座向多依照地勢風水理氣脈絡而定。此為考量傳統漢人家族重視倫理關係，並且需依照空間維繫家族功能、區分長幼位序而延續的空間形式41。正身必然仍為擺放牌位之神明廳，兩側隨尊卑先左後右分配晚輩與家庭新成員的住所，如外埔區許天催宅，即在西方表情的立面裝飾背後，增建到左右各三條護龍的龐大規模。 在此種以合院格局為基礎，保留中軸對稱的擬洋化傳統家宅，有一系列建築語彙的類型值得特別說明。在模仿西洋歷史樣式建築的學習過程中，雙柱上橫樑開圓拱窗，形成三個垂直分割的立面開口語彙42，非常頻繁的出現在臺中地方的民間仕紳擬洋式住宅中，在本案張天機宅也可見得其做                            41沈祉杏，《日治時期臺灣住宅發展 1895-1945》臺北：田園城市，2002，p90。 42彰国社，《建築大辞典》東京：彰国社，1993，p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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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立面主要表情【圖 3-3-43】。此為脫胎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著名建築師帕拉底歐（Andrea Palladio, 

1508-1580）慣於使用的塞里歐語法（Serlian motif）。該語法的出現，最初做為大跨距的穹頂構造補強之用，爾後逐漸成為增添開口隆重的視覺效果。目前所知的最早期案例為西元 295-305年所建的羅馬帝國戴克里先宮，後來則在文藝復興時期於教會建築的神龕聖壇大量使用（Murray，2000）
43。 自從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師塞里歐（Sebastiano Serlio, 1475-1554）將其用於立面，使立體變化更加豐富的裝飾，逐漸成為一種固定的建築風格語彙，著名作品如聖索維諾（Jacopo d'Antonio 

Sansovino, 1486-1570）設計，建造於 1537-1588年的威尼斯聖馬可圖書館。而讓此種語彙發揚光大傳遍全世界的，則是將其運用在住宅建築的帕拉底歐44。最早是 1541年以後，當帕拉底歐經羅馬考察古建築，學習古典建築語言後回到威欽察設計的小型住宅作品凡馬拉納別墅（Villa Valmarana）【圖 3-4-17】，朝向庭院偌大的素淨牆面，塞里歐語法為建築決定了主要的表情，強調出開口的重要性。而到了 1549年，帕氏取得威欽察大會堂（Basilica Palladiana）修建的設計權，他為了解決舊結構強度不足的問題，而在外牆使用該種語法做為構造補強45【圖 3-4-1】。而與大會堂同時設計，帕拉底歐最為著名的鄉村住宅波亞那別墅（Villa Pojana） 也可見其運用。並隨英國建築師的模仿，最後在美洲新大陸持續流行，以至影響西化以後的日本設計思潮，此語彙也因此被稱為帕拉底歐母題（Palladio motif）。 此語彙歷經傳播詮釋，最初用於神龕的宗教神聖性逐漸消退，但增添入口重要性的視覺效果毋庸置疑【圖 3-4-2】。臺中地區洋樓對於此語彙的運用，尚無法確定明確的訊息接收方向，但幾乎都出現在正立面中軸線上的開間入口【圖 3-4-3】，而在官方營繕組織生產的臺中公共建築立面，雖然沒有直接看到帕拉底歐母題的運用，但是也有利用對柱加強入口意象的做法，如歷史主義式樣的州廳【圖 3-4-18】、市役所【圖 3-4-19】，乃至折衷主義的警察署【圖 3-4-20】和明治小學校（今大同國小）【圖 3-4-21】等諸多案例，對民間建築必然造成一定的影響。而侑於臺灣民居尺度不若該語彙在歐洲原生地多使用於大型別墅，沒有運用全半圓拱的空間，以及需要透過全拱支撐負重結構的大型跨距，大多數的運用也幾乎都是半弧拱或者平拱，這也說明了該語彙的出現，主要是做為強調開口重要性的裝飾使用，而非結構上的需求。閩南建築的洋化，除了使用轉化原本在傳統做法中以凹壽強調空間立體深度的廊道之外，帕拉底歐母題的運用，的確達到了某種程度對於強化入口重要性的功能。 

 

 

 

 

 

 

                             43 Murray, P.，《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蔡毓芬譯，臺北：地景，2000，p42。 44 Tavernor, R.，《Palladio and palladianism》蔡毓芬譯，臺北：地景，2001，p88。 45 Rybczynski, W.，《The Perfect House──A Journey with the Renaissance Master Andrea Palladio》楊惠君譯，臺北：木馬文化，2005，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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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帕拉底歐母題（Palladio motif）到對柱的傳播、演變與應用歷程 
            【圖 3-4-17】凡馬拉納別墅（Villa 

Valmarana）（網路圖片：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

commons/thumb/a/ae/VillaValmaranaB

resson20070717-4.jpg/1280px-VillaVal

maranaBresson20070717-4.jpg） 

【圖 3-4-1】威欽察大會堂（Basilica 

Palladiana），被稱為 Palladio motif 的關鍵作品。（Boucher, B，《Andrea 

Palladio: The Architect in His Time》.，
2007） 

【圖 3-4-2】雙柱效果強化入口重要性的說明圖示。（FRANCIS D. 

K.CHING，《Architecture: Form, 

Space & Order , Van Nostrand 

Reinhold》，2011） 

  【圖 3-4-18】臺中州廳門廊立面。 【圖 3-4-19】臺中市役所門廊立面。（網路圖片：
http://www.macroview.com.tw/macroview/articleImages/24

4/47//STYLE/O_133229_1.JPG） 

  【圖 3-4-20】臺中警察署門廊立面。（網路圖片：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8/%E5%

8E%9F%E5%8F%B0%E4%B8%AD%E5%B7%9E%E8%A

D%A6%E5%AF%9F%E7%BD%B2%E5%BB%B3%E8%8

8%8D.JPG） 

【圖 3-4-21】明治小學校門廊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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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閩洋混合宅院中軸立面語彙，紅框圈選處即為帕拉底歐母題與對柱的運用。 

 1.大甲區王宅順德居 3.烏日區陳宅聚奎居 5.清水區國姓里黃宅 7.神岡區陳清松宅 2.大安區中庄黃宅 4.大甲區黃清波宅 6.外埔區許添催宅 8.后里區張天機宅 【圖 3-4-3】圖片來源：（許雪姬、賴志彰 ，《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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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臺中近代住宅案例比較研究臺中近代住宅案例比較研究臺中近代住宅案例比較研究臺中近代住宅案例比較研究    

 【圖 3-4-4】選取案例分佈地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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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安區中庄黃宅【圖 3-4-22】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23】（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完成於 1937 年。 配置：座東朝西，正立面臨馬路，有前埕。 規模：共一進兩護龍之傳統合院，洋樓部分為三層。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磁磚與灰泥塑裝飾。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黃家祖籍福建南安，起造者為大安區壯丁團長黃煥然，原為傳統閩南合院。1930 年屋主大安區國小首任校長黃卿耗資一萬日圓改建為閩洋合併的風貌。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面寬五開間，三○年代改建第一進為三層仿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紅磚歷史主義洋樓，正面寬三開間設拱廊，做為可遠眺「大安區十景」的門樓「觀海亭」，特色為磚工多樣、花瓶欄杆、連續拱牆、灰泥辰野風格帶飾、女兒牆柱裝飾和造形窗飾，三樓並有以砌磚排列的雙囍窗，1935 年地震後再修建第二進正身為兩層樓，但仍保存閩南傳統風格，並有泥塑和剪黏。匠師為大甲區永師、羅師。    

【圖 3-4-24】磁磚與花瓶欄杆裝飾。 【圖 3-4-25】正身立面精美剪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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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安區黃宅旁合院【圖 3-4-26】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27】（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30 年代 配置：座北朝南，有前埕。 規模：一進兩護龍合院，一層樓。 構造材料：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局部洗石子，木構造，廊道有鐵件欄杆。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不詳。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頂覆日式寄棟造黑瓦屋頂的閩南三合院，前有護廊，看似第一進，實為僅有頂蓋之穿透性質虛空間。內院廊柱為以西式柱頭支撐中國迴紋的折衷風格，門窗與廊道開口轉角呈弧形，帶有現代主義語彙，為使用鋼筋混凝土特徵。外牆水泥做拉毛處理，增添粗石砌質感。 

 【圖 3-4-28】多元風格融合內院。 【圖 3-4-29】水泥外牆拉毛處理。 

 （3）大甲區王宅順德居【圖 3-4-30】（李乾朗，《臺灣近代建築》，1980）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31】（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20-1922 年 方位：座北朝南 規模：一進一護龍之兩層樓三合院。 構造材料：磚牆木結構，細部裝飾使用磁磚與灰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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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起造人王順德於大正年間從事鴉片買賣，後以所得於大安區港購地種植甘蔗，後又經營磚廠，於 1920 年建此宅。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屋頂採傳統馬背四坡水，匠師為鹿寮笨師，尺寸參考臺北大稻埕江山樓。正身以假三層上疊山牆做出宏偉立面，一二樓皆以外覆辰野帶飾的連續拱圈貫穿廊道立面，大門兩側水泥漏窗花狀排列精美，為地方匠師於三合院的格局基礎上，模擬西洋歷史主義文藝復興的文化融合之作。 
  【圖 3-4-32】西側護龍可見立面拱圈與辰野風格語彙。 【圖 3-4-33】門牆水泥漏窗。 

 （4）大甲區頂店德化黃清波宅【圖3-4-34】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35】（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24 年 方位：座西朝東 規模：五開間兩進兩護龍。 構造材料：磚牆木結構，細部裝飾使用灰泥塑。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黃家祖籍為泉州晉江，先祖嘉慶年間渡臺，與大陸對商從事鴉片與米穀買賣，所得投資土地，遠達宜蘭、竹山皆有產業，並開墾鐵砧山和日南等地，收租達八千石以上。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1924 年黃振金建此宅，堂號「江夏家聲」。第一進立面面寬五開間，採西洋歷史主義風格，山牆上有英文字母及動植物浮雕，明間採用帕拉底歐母題，左右次間均設有山牆及破山牆，前簷僅三開間設廊，梢間對外開設兩窗，整體清水區紅磚外露。室內可見由日本進口地磚、彩色和花紋玻璃，樑柱構造使用大陸福州杉，隔間用臺灣檜木，室內牆壁上繪有花鳥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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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36】次間山牆上祥獅雕飾。 【圖 3-4-37】凹壽內壁牆面英文字母「Liberty」雕飾。 

 （5）大甲區順天路高積前宅【圖 3-4-38】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39】（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4）店屋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座西北朝東南 規模：三層樓基地狹長店屋。 構造材料：鋼筋混凝土構，木構窗櫺，彩繪玻璃。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屋主高積前畢業於大甲區公學校與臺中一中，歷任大甲區信用組合監事、臺中州米穀組合評議員、臺中州協議會員、米穀統制組合長、大甲區農業會理事等職，此宅即為其家宅，正立面勳章飾上刻有「高」姓字樣。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使用大量棕紅色洗石子包覆外牆表面，為昭和時代常用手法。門窗造型多以木條分割幾何形狀，造型活潑，帶有三○年代流行之裝飾藝術風格。 

 【圖 3-4-40】西北向住宅廊道陽臺。 【圖 3-4-41】三樓陽臺彩色玻璃木作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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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大甲區農安路郭金柱宅（許雪姬、賴志彰，《臺中縣建築發展【圖 3-4-42】（民宅篇）：田野調查總報告書》，1992）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43】（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35 年 方位： 規模：正身二層樓，護龍一層樓之三合院。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外牆大量使用洗石子。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郭宅起建者原為林姓，後以兩萬圓日幣轉賣郭家。屋主郭金柱原為在神戶經商之批發商人，後回大甲區任保正，戰後曾任里長。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在傳統三合院的基礎上，外觀以灰泥製作，採用當時流行裝飾藝術風格的水平排列線條，但仍保有翻花印模製造之勳章飾等歷史主義裝飾元素，彩色花窗玻璃及地磚由日本進口，構造為檜木，室內隔間木板上繪有花鳥。 

 【圖 3-4-44】裝飾藝術風格之正立面中軸明間山牆（許雪姬、賴志彰，《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田野調查總報告書》，1992） 【圖 3-4-45】歷史主義古典風格之左護龍山牆。（許雪姬、賴志彰，《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田野調查總報告書》，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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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大甲區興安路某宅【圖 3-4-46】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47】（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座南朝北 規模：一進兩護龍 構造材料：磚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不詳。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以日式入母屋造屋頂覆蓋的閩南傳統三合院，週圍則加深屋簷，形成重簷，並覆蓋出有遮蔭之廊道空間，並以西方科林斯式柱頭支撐。面對馬路之中軸開口，覆以雙色洗石子和灰泥雕飾構成之水泥玄關，裝飾風格特異，兼有歷史主義與裝飾藝術風格。 
 【圖 3-4-48】玄關採用西洋風格，裝飾複雜。 【圖 3-4-49】由屋頂鬼瓦可清楚看出日式做法。 （8）外埔區鐵砧山許天催宅【圖 3-4-50】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51】（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21-1935 方位：座北朝南 規模：兩進六護龍，第一進正身為兩層樓。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洗石子裝飾。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許家祖籍為福建同安，光緒年間來臺，買地收租致富，建於 1921 年，1935 年大地震後將立面改建為今貌。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3-62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門聯「山屏靠後座，水鏡照門前」說明建築形勢，背倚鐵砧山，前現為廣大前埕，由於曾有族人畢業於臺中師範學校，返鄉擔任教師，故前埕空間曾做為地方推廣鄰里鄉民每日從事「廣播體操」運動所在46。整體雖為閩南合院格局，第一進和內側四護龍則於改建時融入日洋風格。正身屋頂採日式入母屋造，護龍山牆帶有裝飾藝術風格常用的幾何圖案，如女兒牆上的倒三角形與圓窗，第二進公媽廳仍保有傳統原貌。 
 【圖 3-4-52】門柱燈罩。 【圖 3-4-53】第二進為閩南傳統風格。 （9）外埔區長生路某宅【圖 3-4-54】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55】（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座北朝南 規模：長條型獨棟洋樓。 構造材料：磚牆外覆灰泥，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不詳。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位於許宅東側的長條型洋樓，南側帶有廊道為其立面重要特色，屋頂採寄棟造，並開五個老虎窗，正身三個為對開之長窗，兩翼則為半圓形。中軸玄關則以高出屋頂強調山牆的形式，塑造傳統建築「軒」的入口強化意象，但並未達到能夠成為「車寄」的深度。中央有古典桂冠、轉角則有裝飾藝術水平線條造型的洗石子表面灰泥裝飾，廊道開口轉角略帶圓角，為使用混凝土表現之現代主義特色，整體簡潔線條流利。  
                            46 陳玉麟，《外埔區情懷－－老照片專輯》臺中：外埔區鄉公所，19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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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外埔區黃來旺宅【圖 3-4-56】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57】（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35 年以後。 方位：座西北朝東南。 規模：一進兩護龍，全棟皆為兩層樓。 構造材料：鋼筋混凝土。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屋主黃來旺為黃成業養子明治 28 年（1895）生於外埔區庄。經營家業有成，熱心社會事業。任保正職。其四子為知名微體古生物學家黃敦友。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平面為三合院，由外型推測為 1935 年大地震後所建，一樓朝內庭側皆有陽臺廊道，裝飾簡潔，屋頂皆採寄棟造。兩護龍立面圓窗帶有和風與裝飾藝術的幾何造型特徵。 （11）后里區民生路張宅【圖 3-4-58】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59】（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1935 年以後。 方位：座西北朝東南 規模：單體獨棟單層。 構造材料：木骨夾泥牆。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經訪談得知屋主為后里區張堪家親戚，起造者曾任農會副總幹事。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規模小巧之獨棟房舍，屋頂為四坡水寄棟造單純造型，外牆使用雨淋版，為三○年代常見之公務員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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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后里區平安路某宅【圖 3-4-60】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61】（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1930 年代以後 方位：座西北朝東南。 規模：Ｔ字型平面之單層獨棟洋樓，左半側已改建為公寓。 構造材料：鋼筋混凝土。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不詳。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入口門柱為西洋風格，尺度巨大，磚造圍牆裝飾亦精美，可猜想當年完整規模時之宏偉。入大門後約 30 米進入建築本體，前埕廣大。玄關屋頂為日式切妻造型，內部天花為日式分隔線條，做工細緻，屋後有混凝土與卵石疊砌洗衣池。 

 【圖 3-4-62】造型特殊之門柱與圍牆。 【圖 3-4-63】日式風格玄關。  （13）后里區張運珠宅【圖 3-4-64】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65】（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2）：洋樓：不規則平面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座東北朝西南。 規模：單層洋樓，斜屋頂內有隔層。 構造材料：木骨夾泥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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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屋主張運珠為后里區聞人張天機族弟，該家族昭和初年由東勢來此開墾致富，後來從事多種製造業，分家後於靠進內埔市街之壽春路購地建房。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急斜屋頂在高緯度的原生地域，所要面對的自然環境是嚴寒氣候的龐大降雪量，在臺灣並不存在實際機能的需求，純粹為屋主對於何謂理想生活的世界潮流想像，以及藉此展露身份地位的認同象徵，宅邸如表現品味的華服，為土地條件足以提供擁有獨棟住宅的時代所允許，而北歐式的急斜屋頂，三○年代從日本至臺灣曾有諸多案例，而在臺灣尤以基隆顏家最愛此種樣式，家族於日臺兩地擁有數棟北歐式洋樓。目前張運珠宅則為同時期臺灣孤例，構造為木骨夾泥牆，外觀則覆上仿石造灰泥，門窗細部則帶有新藝術線條。 

 【圖 3-4-66】新藝術門框裝飾。 【圖 3-4-67】新藝術風格室內壁紙。  （14）后里區張銀溪宅【圖 3-4-68】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69】（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2）和洋 年代：1935 方位：座東北朝西南 規模：一和館，一獨棟洋樓比鄰。 構造材料：和館為木結構，洋館為鋼筋混凝土。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張銀溪為內埔庄長張（基）堪次子，昭和 20 年（1945）任內埔庄長，光復後續任后里區鄉長與后里區水利會主委，其宅邸見證地方發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且與本區古蹟張天機宅不論在歷史背景及建築形式上具呼應對照的歷史價值。 張堪先祖張圻招乾隆 20 年（1755）渡臺，子孫世居墩仔腳，日本時代五世祖張青雲被派任為內埔區長，任內籌設后里區公學校（今內埔國小），開地方教育先河。大正 9 年（1920）實施地方改制，內埔由區升格為庄，清雲次子張堪被任命為首任庄長，昭和 10 年（1935）墩仔腳大地震張堪亡故，次子張銀溪由東京帝國美術學校留學回臺，擔任日人庄長助役，並建此宅。十年後接任庄長，戰後接受委派續任，次年由鄉代會票選全票當選再續任，並獲選為第一屆縣參議會參議員。卸任後轉任后里區水利會主委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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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宅邸為和洋並置，和式部分為書院造宅邸，玄關馬賽克地板帶有洋風。室內有交誼室、餐廳、主臥、廚房、廁所和浴室等。床之間壁面材質特殊，「落し掛け」為特殊方竹構造，全臺少見。室內房間皆有「押入れ」，木門構造與天花線條具有裝飾藝術時期幾何造型特徵，若干櫥櫃門上壁紙亦為和風錦織布面原物。室外可見木作拼花棚架露臺，窗櫺拼接工法精巧，門窗五金構件俱全。圓窗玻璃有精美細緻壓花圖案，玻璃燈具亦為原物，具裝飾藝術風格。 由廊道串連之洋館為兩層樓半木結構，即一樓為鋼筋混凝土構造，二樓則為全木造之雨淋板結構，格局方正，版狀樓梯扶手可見 1930 年代常見特色。二樓有和室，並有傭人鈴。屋頂採入母造斜頂，和洋屋頂皆覆橘瓦。 除此之外另有傭人房、豬圈等附屬設施，根據附近鄰居訪談，原屋後尚有日式庭院，植有 4、5 棵臺灣罕見的日本五葉楓，其他為黑松、羅漢松等搭配水池、假山、小橋等十分精巧，可惜近年轉賣後植栽與庭園遭到清除破壞。 

 【圖 3-4-70】和館主臥天花。 【圖 3-4-71】洋館廣間。  （15）后里區鄧阿喜宅【圖 3-4-72】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73】（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座東北朝西南。 規模：長型獨棟單層洋樓。 構造材料：木骨夾泥牆，外覆仿石造灰泥。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后里區商人鄧阿喜自建。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外觀具有現代主義特徵，原有廊下和式空間，整體仍為西方思潮的住宅配置。室內裝修則帶有新藝術特徵，木作門窗、牆面雕飾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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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74】簷下破損處露出木骨夾板。 【圖 3-4-75】室內裝修帶有新藝術風格特徵。  （16）后里區張花宅愛廬【圖 3-4-76】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77】（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1931 方位：座東北朝西南。 規模：獨棟單層洋樓。 構造材料：木造構架，磚牆外覆磁磚。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張花為后里區聞人張堪族弟，任職后里區郡役所任相當於今日秘書職，此宅為其假日宴客與吟詩作對的場所，也有一說為專門建予妾居住。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屋前有圓型噴泉水池，池中有地球儀、八仙過海。建築背倚山勢，為與民生路張宅類似的四坡水屋頂、長方型平面格局，磁磚色澤豔麗，據稱來自日本，做工精細。 
  【圖 3-4-78】屋前原型噴泉水池。 【圖 3-4-79】外牆腰線以下色澤鮮艷的磁磚。（網路圖片）http://blog.yam.com/ourfu/article/2998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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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豐原區榮春路高宅【圖 3-4-80】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81】（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不詳 方位：座北朝南。 規模：兩進一護龍合院。 構造材料：木造構架，磚牆或夾泥牆。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昭和初期豐原地區唯一的營造商高金昌的住宅，建物約於 1938 年自家建成，為豐原武德殿的營造廠商，受日本人教導，擅長日式建築之建造（詳見 P3-14）。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閩南傳統合院格局，上覆日式屋瓦，護龍屋頂於正立面收尾採入母屋造，正立面前做雨遮。臨馬路立面轉角使用日式凸窗「出格子」便於採光47，為日式住宅常見之空間運用，平面類似傳統四合院，面向中庭四向設廊道。 

    【圖 3-4-82】四合院格局，現況被分為三戶。 【圖 3-4-83】轉角凸窗為日式建築常見空間運用。 

                            47 堀込憲二，《日式木造宿舍：修復‧再利用‧解說手冊》南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2007，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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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清水區國姓三塊厝黃宅【圖 3-4-84】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回想清水區牛罵頭老照片專輯》，1999）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85】（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31-1934 方位：座東北朝西南。 規模：兩進四護龍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外部使用灰泥、洗石子、磁磚、剪黏等裝飾。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起造者為祖籍福建南安的渡臺第五代黃汝州，家族於大甲區日南與大安區擁有大片土地，因擔任清水區街長而於此地興宅。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第一進立面參考三峽民權街屋立面，委託清水區顏姓匠師施工，以西洋歷史主義風格為主，列柱與拱圈構成主要表情，並由多種大小造形不一山牆界定出入口主次。第二進為傳統閩南風格，以剪黏、泥塑、木雕、石雕、彩繪、洗石子、磁磚為裝飾手法，牆上書畫作品豐富，正廳通往護龍使用瓶門造型，廊柱柱頭則均使用回紋與愛奧尼克柱式融合裝飾。 

  【圖 3-4-86】中式回紋與西式愛奧尼克柱式融合的柱頭裝飾。（本研究攝。） 【圖 3-4-87】前廊天花木雕燈座。（本研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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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清水區中興路李宅【圖 3-4-88】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回想清水區牛罵頭老照片專輯》，1999）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89】（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座東朝西 規模：兩層洋樓 構造材料：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不詳。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日式入母屋造頂，上覆日本黑瓦，原東側有尖塔，1935 年大地震後考量安全因素拆除。住家與商號設兩入口，住家門柱鑄鐵裝飾精緻，正立面中軸上方女兒牆欄杆與張天機宅做法相似。呈 90度的獨特配置，臺基加高，兩入口皆另使用古典柱式加強入口意象。具有運用鋼筋混凝土材料特徵之水平出簷，外牆主要覆紅棕洗石子，並運用洗石子顏色區分強調構件重點。 

  【圖 3-4-90】女兒牆欄杆與張天機宅做法相似。 【圖 3-4-91】裝飾藝術門柱上之鑄鐵裝飾精緻，玄關運用鋼筋混凝土之水平出簷雨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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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清水區中興路楊宅【圖 3-4-92】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93】（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不詳。 方位：座東朝西 規模：兩層洋樓 構造材料：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不詳。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日式寄棟造屋頂，上覆日本黑瓦。二樓中軸為中柱，分隔左右兩平面，格局獨特。陽臺欄杆與支撐柱使用洗石子，略帶裝飾線條。 

 【圖 3-4-94】門柱簡潔無裝飾。  （21）清水區蔡年亨宅【圖 3-4-95】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96】（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2）洋樓：不對稱平面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座北朝南 規模：一層樓有中庭 構造材料：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清水區蔡泉成商號後代，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從事大甲區帽蓆貿易，曾任清水區帽蓆同業組合長、臺灣帽蓆同業組合副會長、殖產局囑託、清水區街協議會員、商工協會顧問、清水區信用組合專務理事等職、第三任清水區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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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臺灣都市計劃臨時委員，1941 年臺中州稅務課所轄郡部所得調查委員、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員、臺灣文化協會理事、臺灣民眾黨清水區支部主幹，《臺灣民報》社董事等職，此即為其家宅。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自由格局之獨棟洋樓，保留如同閩南傳統合院的「中庭」之虛空間。屋頂覆兩坡水日本瓦，門廊造型語彙採用不對稱之裝飾藝術風格，外牆局部與門柱上覆卡其色面磚，具昭和初期建築特徵。 

  【圖 3-4-97】入口花臺洗石子裝飾藝術風格水平帶飾。 【圖 3-4-98】附屬木建築斜撐防震構造。  （（（（22222222））））清水區蔡年松宅清水區蔡年松宅清水區蔡年松宅清水區蔡年松宅【【【【圖圖圖圖 3333----4444----99999999】】】】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圖圖圖圖 3333----4444----100100100100】】】】（（（（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對稱平面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座東南朝西北 規模：兩層洋樓。 構造材料：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蔡年松曾任清水區合作農場第一任理事主席。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正面五開間中軸對稱洋樓，上覆寄棟造日式屋頂。為避免北風直入屋內，二樓陽臺於立面附開窗外牆，一樓為鋼筋混凝土造，表層覆洗石子仿石古典柱列廊道，正面廊柱支撐平拱，側面為弧拱，中軸明間外廊柱對聯為陽刻浮雕，臺階洗石子灰泥裝飾精美。紅磚附屬建築立面線條分割保有閩南傳統風格，但連接西式圓拱門，拱圈開口邊緣外框灰色洗石子，與大甲區德化里黃宅相似。屋內天花燈座裝飾精美，造型圖案與清水區國姓里三塊厝黃宅相似，應出自同批匠師。室內隔間裝修仍為原物，毛玻璃圖紋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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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101】紅磚附屬建築。 【圖 3-4-102】壁面磨石子臺度與廊道地板六角分割。  （23）神岡區陳清松宅【圖 3-4-103】（賴志彰，《大甲區溪流域聚落與民居》，2008）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04】（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20 年代。 方位：座北朝南。 規模：一進兩護龍。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洗石子裝飾。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原為林淑景宅，後轉賣予陳清松48。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格局為閩南傳統三合院，屋頂為日本瓦，立面外露清水區磚，裝飾採用西洋歷史主義語彙。正身屋頂採入母屋造，護樓及正身前均有簷廊，正身立面與張天機宅創建時相似，包括明間正立面使用多立克柱式支撐之帕拉邸歐母題，以及壁柱花圈等裝飾特徵，推測可能為同一批工匠設計施作。正身木作門窗雕刻精美，做工精細。    
  【圖 3-4-105】正身門窗雕琢精美。 【圖 3-4-106】前廊覆洗石子精美雕飾洗手臺。                              48徐昆瑜《日治時期臺中地區洋樓式住宅外廊立面形式組成之研究》臺中：逢甲大學，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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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神岡區呂宅洋樓【圖 3-4-107】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108】（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1933 年。 方位：座南朝北。 規模：單棟一層樓洋樓。 構造材料：加強磚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神岡區呂氏祖籍福建漳州詔安，1771 年渡臺，1790 年定居神岡區三角里，1866 年建筱雲山莊。日本時代陸續在山莊週邊建造日式房舍與洋館，昭和初年建成此宅。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屋頂為垂直十字交叉的兩向度切妻造，上覆日本瓦。外牆全覆卡其色洗石子，開窗為古典樣式的三分隔半圓窗，大門門柱與建築本體玄關皆具重覆堆疊幾何線條的裝飾藝術特徵。前廊寬敞約三米。 
 【圖 3-4-109】裝飾藝術風格的門柱。 【圖 3-4-110】做為轉換使用之中介空的間前廊寬敞可置家具。 

 （（（（22225555））））神岡區林厝路某宅神岡區林厝路某宅神岡區林厝路某宅神岡區林厝路某宅【【【【圖圖圖圖 3333----4444----111111111111】】】】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圖圖圖圖 3333----4444----112112112112】】】】（（（（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類型：（2）和洋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座西朝東。 規模：單層書院造日式住宅。 構造材料：磚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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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平面為日式書院造，風格全為西洋風格語彙。屋瓦為橘色，立面有八角凸窗（bay window），主客分離雙玄關入口，客用入口腰線以下貼卡其色面磚，門柱為重覆堆疊幾何線條的裝飾藝術風格，具時代特徵。 
 

 

【圖 3-4-113】玄關帶有裝飾藝術風格。  
 （26）中區王宅【圖 3-4-114】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15】（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20 年代。 方位：座西南朝東北。 規模：單層一進二護龍。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裝飾為洗石子。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不詳。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閩南三合院格局，上覆日本屋瓦，座向倒置，入口位於正身後臨街面，有一寬大敞廊，以埃及式柱頭支撐抬樑式二通四柱閩南式木結構屋架。柱、欄杆與西洋歷史主義開口山牆皆覆灰色洗石子表面。 

【圖 3-4-116】三合院格局。 【圖 3-4-117】敞廊的傳統構架與西洋語彙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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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南區林子瑾宅【圖 3-4-118】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19】（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1920 年代 方位：座北朝南。 規模：單層獨棟洋樓。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起造者林子瑾為霧峰區林獻堂姪，叔姪曾共同創辦臺灣文化協會，後林定居北京未回，此即為其尚在臺時居所。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平面格局為「Ｅ」自行，後有庭院。屋頂為日式切妻造，外牆外露清水區紅磚，拱圈開口以灰泥框邊，玄關山牆上有翻印花之模花草紋飾，紋飾中原有老鷹，近年失竊。 

  【圖 3-4-120】東向側立面，柱間皆設置長窗，房間採光良好。 【圖 3-4-121】由植栽和磚牆新舊判斷大門原開於中軸線，後往東南側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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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南區陳文銘文青果組合會社【圖3-4-122】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23】（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4）店屋 年代：1920 年代 方位：座北朝南。 規模：兩層樓長條型店屋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起造人為從事香蕉等農產品外銷至日本的陳文銘，前半為組合會社，後為住宅。爾後售予帝國大學醫學博士鄭傳對，後人居住至今。 

  【圖 3-4-124】山牆上的帆船浮雕。 【圖 3-4-125】屋後立面直接露出清水區紅磚。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做為朝向馬路，一樓前有騎樓的店屋空間形式，立面山牆泥塑浮雕的裝飾華麗，收頭有老虎雕刻，圖案多有象徵意涵。鳳梨圖案代表其從事農產品商業、鳥類代表鴻圖大展、帆船代表從事貿易行業、梅花鹿與神橋所在的東瀛仙山代表貿易往來對象。二樓為由多立克式柱支撐的五個連續拱圈構成，一樓則以三組多立克式對柱支撐騎樓拱廊，頗得義大利文義復興神韻。洗石子僅只於正立面，側立面到背面則露出清水區紅磚，女兒牆做水泥拉毛處理和馬背造型，牆上開長窗與圓窗，造型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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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中區何耳鼻喉科【圖 3-4-126】（羅時瑋，《臺中日治時期建築與文化》，2009）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27】（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4）店屋 年代：1920 年代 方位：座南朝北。 規模：三連棟橫向「ㄩ」字型二層店屋 構造材料：加強磚造、磚牆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原為三棟店屋，產權分屬三人－－首任清水區街長和戰後首任民政廳長楊肇嘉、同為清水區楊家首任民選臺中市長楊基先以及何超英。出生於 1911 年的何火乘醫師，1937 年留日學醫返國買下三戶打通，做為診所兼住宅使用，執業至 2003年。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正立面開口以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補強，其餘主結構以磚砌承重，屋架與地板皆為木構。正立面以灰泥仿石造材質覆滿紅磚，佈滿各式歷史主義式樣語彙，如勳章飾、線腳、連續拱圈、列柱、牛腿窗臺、仿石砌分割線等，全為木作的室內門窗與樓梯也皆採西洋古典風格。屋後立面外露清水區紅磚，建築圍塑出一南向庭院。 

  【圖 3-4-128】木作室內樓梯與扶手。（羅時瑋，《臺中日治時期建築與文化》，2009） 【圖 3-4-129】南側外牆可見清水區紅磚直接外露。（羅時瑋，《臺中日治時期建築與文化》，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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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中區中正路街屋洋樓【圖 3-4-130】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131】（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2）洋樓：不規則平面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東北西南座向雙出入口。 規模：三層洋樓與兩層長條型店屋。 構造材料：加強磚造與木構造，外牆覆洗石子。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不詳。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此宅由巷內進入為住宅部分洋樓入口，正立面開窗大，室內門窗造型多變。燈具、家飾具裝飾藝術風格。洋樓與臨中正路店屋相連。店屋有三間店面，一樓為拱圈，二樓皆為兩柱三窗，與洋樓立面呼應。 
  【圖 3-4-132】室內門窗造型多樣，匠心獨具。 【圖 3-4-133】洋樓直接連結臨馬路店鋪，格局特殊。 （31）中區吳行全眼科住宅【圖 3-4-134】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135】（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4）店屋 年代：1919 年 方位：座西北朝東南。 規模：兩層店屋診所，後有兩層住宅。 構造材料：店屋為鋼筋混凝土造，住宅為木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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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原為日人醫師鈴木建於 1919 年的耳鼻喉科診所住宅，1930 年代改建為今貌。戰後贈與友人吳行全醫師。吳醫師 1937年畢業於名古屋醫科大學後返臺執業，戰後曾任第三、六、七屆臺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臨街店屋部分為診所，水泥表面採綠黃灰三色洗石子覆蓋，二樓立面採「２-３-２」排列共開七窗，簷帶以水泥做菱形鑽石狀凸飾。一樓柱廊則仿 1932 年落成之烏日區庄役場門廊，以倒階梯狀退縮幾何量體處理，診所內部柱樑相接牛腿亦可見此語彙，牆面腰線以下使用光滑面磚，樓梯與地版則以面磚和磨石子排列組合幾何圖案。門窗木作皆為檜木，整體以裝飾藝術風格為主。店屋後則有一小庭院，內有水池、小橋，庭院後為兩層樓雨淋板純日式住宅。 
  【圖 3-4-136】馬賽克磚與地板磨石子圖案。 【圖 3-4-137】診所後日式住宅凸窗。（羅時瑋，《臺中日治時期建築與文化》，2009）  （（（（32323232））））北屯區北屯區北屯區北屯區三十張犁林懋陽宅三十張犁林懋陽宅三十張犁林懋陽宅三十張犁林懋陽宅【【【【圖圖圖圖 3333----4444----138138138138】】】】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圖圖圖圖 3333----4444----139139139139】】】】（（（（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類型：（3-2）洋樓：不規則平面 年代：1924-1928 年 方位：無明顯座向。 規模：兩層獨棟洋樓帶附屬建築。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屋主林懋陽生於 1884 年，於南洋經商致富後回臺建此樓。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整體風格模仿英國維多利亞時期鄉村別莊，附屬建築外觀可見辰野帶飾、列柱與拱圈構成壁面，歷史主義語彙運用手法具學院派精神，應為受過學院訓練建築家設計。主樓多處以圓為母題，散見於窗戶、壁櫃、隔屏等多使用圓形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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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140】山牆可見辰野式風格帶飾。（網路圖片） http://www.flickr.com/photos/lainmoon/sets/72157622336082468/ 【圖 3-4-141】室內分割帶有新藝術風格特徵。（網路圖片） http://www.flickr.com/photos/lainmoon/sets/72157622336082468/  （33）中區林烈堂宅【圖 3-4-142】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43】（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2）洋樓：不規則平面 年代：1935 年代 方位：座東北朝西南。 規模：兩層獨棟洋樓 構造材料：牆體加強磚造，屋頂及室內裝修為檜木，屋瓦為綠釉陶瓷。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屋主林烈堂生於 1876 年，為霧峰區頂厝領導人物，林獻堂、澄堂、階堂族兄。曾任臺中廳參事、臺中州協議會員，並經營製麻、樟腦事業，以及參與華南銀行、工商銀行，創辦臺中一中、臺中州私立臺中商業專修學校。戰後轉賣吳家經營「三福大飯店」，後又開設「柳岸風情餐廳」，目前為「凱薩」酒店。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有「日治時期臺中第一豪宅」之譽（羅時瑋，2008），建材全為日本進口，設計者為竹中平一郎，監造者為畢業於日本武藏野高等工業學校的臺籍建築家－－清水區楊肇嘉堂侄楊貽柄，棟樑匠師為陳生奎，落成當月即發生墩仔腳大地震，後又經 921 大地震街無損傷。位於柳川河畔，週圍有日式庭院八百八十坪，近年拆除改建為加油站，僅存建築本體。原臨河面有觀景窗。平面近似正方形，玄關凸出，外牆覆卡其色面磚。室內可見木作家具、彩繪玻璃仍為原物。 
  【圖 3-4-144】大門雕飾。 （羅時瑋，《臺中日治時期建築與文化》，2009） 【圖 3-4-145】玄關與大廳隔牆彩繪玻璃。 （羅時瑋，《臺中日治時期建築與文化》，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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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北區宮原武熊邸【圖 3-4-146】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47】（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2）洋樓：不規則平面 年代：1929 年 方位：座東朝西。 規模：兩層獨棟洋樓。 構造材料：鋼筋混凝土樑柱加強磚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原屋主宮原武熊 1874 年生於鹿兒島川邊，畢業於日本愛知醫學校、東京帝國大學醫科，並負笈德國明興大學、柏林大學、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專攻眼科，並獲博士學位。回國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傳染病研究所研究眼科細菌學，曾於故鄉及東京開設眼科醫院。1925 年來臺任總督府醫院醫長，1930 年在臺中市開設眼科醫院，並任臺中州協議員，1945 年任私立臺中商業專修學校校長，並與臺籍文化界與政界人士共組東亞共榮協會。49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整體而言屬於昭和初期過渡至現代主義的簡約風格，鋼筋混凝土構成平屋頂，外牆表面以粗面水泥處理，附傭人房、車庫等附屬設施。保有少數歷史主義語彙的折衷樣式，如陽臺的古典柱式與花瓶扶手欄杆，簷帶下壁飾則略有新藝術風格。 

  【圖 3-4-148】二樓陽臺環形扶手欄杆。（網路圖片） http://www.epochtw.com/9/6/24/115259.htm 【圖 3-4-149】現代主義風格窗線分割與雨遮。（網路圖片）http://crazygrass.pixnet.net/blog  
                            49王派仁，〈在紅磚拱廊下尋找宮原武熊〉，《臺中市第十二屆大墩文學獎作品集》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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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烏日區學田陳宅聚奎居 【圖 3-4-150】（維基百科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8/%E7%83%8F%E6%97%A5%E8%81%9A%E5%A5%8E%E5%B1%85.JPG）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51】（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20-1925 年 方位：座北朝南 規模：一進二護龍，正身為二樓。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正身為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起造人陳若時為詩人，經營米店，家族多代經商累積財富，繼承人為養子陳紹宗，後轉賣劉姓氏族。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正身屋頂採四坡水廡殿頂，山牆花紋中有堂號「穎川」，建築四週以約兩米寬大廊道環繞。正立面一樓以多立克式柱支撐的七個連續拱圈構成，二樓為九個，形成動態韻律，觀察拱圈線條，為地方匠師模仿西方文藝復興風格設計。明次間以圓、方、圓柱三柱區隔，表面覆洗石子。兩護龍圓拱開口部與柱身覆洗石子，其餘外露清水區紅磚，正身背立面也完全外露清水區紅磚。臺基正身抬高，中庭置海棠形水池。 

  【圖 3-4-152】呈現清水區磚材的背立面。 【圖 3-4-153】護龍山牆精美灰泥勳章雕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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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大里區林宅慶源堂【圖 3-4-154】（賴志彰，《臺中縣街市發展－－豐原、大甲、內埔、大里》，2005）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55】（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4）店屋 年代：1920 年代。 方位：座西朝東。 規模：臨街面為三間亭仔腳店面，洋樓為一樓與二樓兩棟並列，西側另設洋式大門。 構造材料：磚牆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原屋主林秋金生於 1866 年，曾任霧峰區林家總管、臺中米穀中盤商組合長、學務委員。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慶源堂臨老街面為亭仔腳三間店面，店後為一庭院，院中有高矮並置兩洋樓，兩者東側皆有前廊，女兒牆皆以水泥拉毛處理。南側一層洋樓，外表全覆仿石造洗石子，中有山牆凸起。北側兩層洋樓，玄關突出為二樓陽臺，二樓立面以三組三連拱，共九個連續拱圈構成，開口部以洗石子裝飾，並有開模翻製之灰泥作酒瓶欄杆。位於西北側的混凝土西洋歷史主義洋樓大門，立面也以拉毛處理裝飾，門上有破山牆，上有獎盃飾，後藏有小穹頂的做法與臺中州廳相似。 

  【圖 3-4-156】西北側洋樓大門。 【圖 3-4-157】由西側觀之可見高矮兩座洋樓並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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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太平區吳鸞旂別墅【圖 3-4-158】（林國彰，《史蹟研究學者林衡道勘查臺中太平區鄉吳家花園古蹟》，1993）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59】（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1922 年 方位：不詳。 規模：單棟長條形洋樓。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吳鸞旂祖籍福建省龍溪，光緒年監生，東大墩首富。臺灣建省時，巡撫劉銘傳命知縣黃承乙、棟字軍統領林朝棟及董工總理吳鸞旂等負責督工。日本時代任地方招安委員。1897 年敘勳六等，後任臺中縣參事、臺中廳參事。吳家大宅在臺中市區，太平區車籠埔冬瓜山「東山別墅」為其長子吳子瑜建，現存園林石橋與家族墓園。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由於僅供渡假時使用，吳家太平區別墅僅五間房間。洗石子基座抬高，外牆為清水區紅磚，四週環有以拱圈構成立面語彙之廊道，拱圈開口部以洗石子仿石造質感。建築整體具有洋行與領事館之陽臺殖民地風格。吳家花園分內、外院，外院為荔枝園，內院主要建築為紅磚洋樓，稱「東山別墅」。花園東南側為吳鸞旂墓園。1926 年吳子瑜加入櫟社，常邀社友和他社吟友至東山別墅舉辦雅集。根據櫟社社員張麗俊的觀察，別墅內廣置亭臺樓閣，植花果萬餘株，連園中通行小徑亦用水泥印成古木形，一步一塊，到處皆然，裝飾極為用心，張麗俊乃讚嘆當年石崇之金谷園恐怕亦不過如此。50 

  【圖 3-4-5】吳家東山別墅平面機能配置。（韓興興，《吳鸞旂墓園研究規劃》，2001） 【圖 3-4-160】園林內殘存洗石子表面石橋。 
 

                            50李毓嵐，〈日治時期霧峰區林家的婚姻圈〉，《臺灣文獻》第六十二卷第四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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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霧峰區林文欽宅五桂樓【圖 3-4-161】（網路圖片http://mookoo-liang.blogspot.tw/2011/10/photos-of-wu-gui-lou.html）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62】（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1）洋樓：中軸對稱平面 年代：1906 改建為現貌。 方位：座東朝西。 規模：兩層樓單棟洋樓。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萊園為林文欽（林奠國三子、林獻堂父親）於光緒 19 年（1893）癸巳恩科中舉後，為侍其母羅太夫人（林奠國夫人，林文欽之母）憩遊所草創，命名出自老萊子綵衣娛親的典故。園中五桂樓建於更早的光緒 13 年（1896），因其兩層樓高而取名步蟾閣，取其步月之意，而後改為「五桂樓」，既得自樓前的五棵桂樹，也代表對頂厝「五」位堂兄弟（紀堂、烈堂、獻堂、澄堂、階堂）的尊「貴」期望。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該樓屋頂採歇山頂，一樓做為起居之用，二樓露臺則是供羅太夫人看戲使用，戲臺則位於小習池的歌臺，也就是後來的飛觴醉月亭上。1906 年時任霧峰區區長和臺灣製麻取締役，並接掌家業的林獻堂，於整修時改建為一樓帶有七個連續西式拱圈外廊，屋頂為具有西方風格灰泥雕塑山牆和日式屋瓦的入母屋造的閩、和、洋等混合風格。 

  【圖 3-4-163】垂直動線設於中軸後方。（網路圖片）http://www.5819375.idv.tw/phpbb3/viewtopic.php?f=5&t=17962&start=20 【圖 3-4-164】山牆西式灰泥雕塑與側面木作雨庇。（網路圖片）http://www.5819375.idv.tw/phpbb3/viewtopic.php?f=5&t=17962&star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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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霧峰區林紀堂宅頤圃【圖 3-4-165】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圖3-4-166】（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1）閩洋 年代：1906 方位：座東朝西。 規模：一進兩護龍。 構造材料：磚牆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起造人為霧峰區林家頂厝系林紀堂，曾獲總督府紳章。其子林鶴年畢業於日本東洋音樂學院，戰後曾任首任民選縣長，頤圃遂做為接待政要與民間人事的縣長官邸。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格局為閩南傳統合院，但護龍很長，正身僅一開間，帶前軒。左廂有演奏空間，右廂房有宴客和起居空間。屋頂皆採用日式屋瓦，有入母屋造與切妻造。外牆以白色為主，正身臺度和護龍踢腳板以下為磨石子，有別於一般紅磚外牆的閩南傳統住宅。 

  【圖 3-4-167】閩南傳統架構與西洋柱頭結合。 【圖 3-4-168】帶有新藝術風格的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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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霧峰區林階堂宅紅樓【圖 3-4-169】（網路圖片http://mypaper.pchome.com.tw/socialwork1930/m/post/1321891465） 週邊環境與基地方位、配置 【圖 3-4-170】（Google Earth） 基本資料 

    
類型：（3-2）洋樓：不規則平面。 年代：1930 年代 方位：座東朝西。 規模：獨棟三層樓 構造材料：加強磚造與木構造。    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起造人為霧峰區林家頂厝系林階堂，東華名產株式會社社長、大東信託董事、臺灣民報社顧問、三五興業有限公司社長、大安區產業會社董事，1930 年代於霧峰區林家傳統宅邸西側約 100公尺建此宅。 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如后里區張運珠宅同為北歐式極斜屋頂獨棟洋樓，但規模更大，樓高三層，屋頂覆紅瓦，老虎窗不僅為氣窗，實為閣樓（三樓），為臺灣少見案例。玄關裝飾使用中式回紋，具有中西融合趣味。 

  【圖 3-4-171】樓梯壁面裝飾。（臺灣大學，《臺灣霧峰區林家建築圖集》，1988） 【圖 3-4-172】玄關門柱細部回紋。（臺灣大學，《臺灣霧峰區林家建築圖集》，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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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本章介紹案例現況與優先保存建議  行政區位置與案件名稱 保存現況與後續處理建議 建議保存優先程度（高、中、低、無） （1）大安區中庄黃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案例獨特，建議指定古蹟妥善保存。 高 （2）大安區黃宅旁合院 屋況完整，無人居住，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中 （3）大甲區王宅順德居 僅存右護龍，無人居住，建議登錄歷史建築，見證地方發展史。 低 （4）大甲區頂店德化黃清波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前埕遭鐵皮屋阻擋，建議屋主拆除。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 高；家族已主動申請登錄為歷史建築 （5）大甲區順天路高積前宅 已拆除，做為商辦建案用地。建議文化局設立解說牌，紀錄地方發展史。 無 （6）大甲區農安路郭金柱宅 已拆除，做為住宅建案用地。建議文化局設立解說牌，紀錄地方發展史。 無 （7）大甲區興安路某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中 （8）外埔區鐵砧山許天催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規模宏大，建議指定古蹟妥善保存。 高 （9）外埔區長生路某宅 屋況完整，無人居住，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中 （10）外埔區黃來旺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中 （11）后里區民生路張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 低 （12）后里區平安路某宅 尚存門柱、屋右半三分之二，有人居住，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中 （13）后里區張運珠宅 屋況完整，無人居住。案例獨特，建議指定古蹟妥善保存。 高 （14）后里區張銀溪宅 屋況完整，無人居住。規模完整，已通過決議登錄歷史建築，建議指定古蹟妥善保存。 已初勘， 尚未公告為歷史建築 （15）后里區鄧阿喜宅 無人居住，家族居住於旁。僅存屋左半三分之二，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中 （16）后里區張花宅愛廬 屋況完整，不定期開放，見證地方發展，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低 （17）豐原區榮春路高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中 （18）清水區國姓三塊厝黃宅 曾遭祝融，構造大致完整，無人居住，待修。目前為臺中市歷史建築，有保全看守，為臺灣建築史重要案例，建議指定古蹟妥善保存。 已指定 （19）清水區中興路李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高 （20）清水區中興路楊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 低 （21）清水區蔡年亨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中 （22）清水區蔡年松宅 主體構造尚存，有人居住，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中 （23）神岡區陳清松宅 屋況完整，無人居住，造型精美具藝術價值，建議指定古蹟保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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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位置與案件名稱 保存現況與後續處理建議 建議保存優先程度（高、中、低、無） （24）神岡區筱雲山莊呂宅洋樓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建議與相鄰祖厝筱雲山莊、和館等完整建築群一同指定為古蹟保存。 已指定為古蹟，納入筱雲山莊 （25）神岡區林厝路某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 低 （26）中區王宅 屋瓦破損，有人居住，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 中 （27）南區林子瑾宅 多處增建，有人居住，建議儘快進行相關研究調查，並維修之。 已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並尊重所有權人的要求 （28）南區陳文銘文青果組合會社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為臺灣街屋少數精美案例，建議指定古蹟保存。 高 （29）南區何耳鼻喉科 已拆除，做為商辦建案用地。建議文化局設立解說牌，紀錄地方發展史。 無 （30）中區中正路街屋洋樓 遭燒毀，洋樓部分尚存，街屋部分僅存牆體。為特殊空間形制，建議指定古蹟保存。 低 （31）中區吳行全眼科住宅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建築從風格至格局皆獨特，建議指定古蹟保存。 高 （32）北屯區三十張犁林懋陽宅 屋況完整，無人居住，目前為臺中市歷史建築，待修。風格精美獨特，建議指定古蹟保存。 已登錄 （33）中區林烈堂宅 屋況完整，目前為酒店使用，對臺中市發展歷史意義重大，室內裝修精美，見證三Ｏ年代技術與風格，建議指定古蹟保存。 高 （34）北區宮原武熊邸 屋況完整，目前為餐廳及藝文空間使用，目前為臺中市歷史建築。 已登錄，建議由「臺中市市長公館（宮原氏別墅）」更正為「宮原武熊邸（市長公館）」 （35）烏日區學田陳宅聚奎居 屋況完整，略有破損，無人居住，待修。建議儘快進行相關研究調查，並維修之。 已指定為古蹟 （36）大里區林宅慶源堂 屋況完整，有人居住，九二一後取得政府補助經費整修。建築格局獨特，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 中 （37）太平區吳鸞旂別墅 已拆除，做為住宅建案用地。建議文化局設立解說牌，紀錄地方發展史。 無 （38）霧峰區林文欽宅五桂樓 屋況完整，無人居住。九二一曾全倒，依照原貌重建甫竣工，目前為國定古蹟霧峰區林家宅園的一部分。 已指定 （39）霧峰區林紀堂宅頤圃 屋況完整，無人居住。九二一曾全倒，依照原貌重建，較早數年完工，目前為國定古蹟霧峰區林家宅園的一部分。 已指定 （40）霧峰區林階堂宅紅樓 已拆除，做為住宅建案用地。建議文化局設立解說牌，紀錄地方發展史。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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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綜觀日本殖民時期在臺中出現的近代住宅，可以發現多元文化思潮在這片土地上的具體呈現，至今皆為非常珍貴的文化樣本，卻並非都受到應有的重視和保護，此為臺灣私有產權產業保存的困境。但其中也有不少經過指定登錄和修繕再利用，而保存與管理維護完善的案件，顯見社會保存意識和觀念需要時間逐漸培養，公部門的行政彈性與積極度也與時俱進。 此類洋風漸至、文明開化時期的作品，以往在研究上較多著重於從平面格局分析歸類其位於漢、和、洋等何種基礎文化圈的譜系及各種文化佔有的比例，再觀察描述其有別傳統漢式宅厝的外觀形貌，將其給予「穿西裝戴斗笠」的評價。而除了從特定政權與世界潮流的時代背景下，觀察建築裝飾語彙美學風潮，以及其所隱含文化意義等具體表象的比較之外，隨著更多史料被挖掘而擴展的研究視野，未來的後續研究方向可以更加深入，從更多元的面向充實此研究領域的深度和廣度。包括從起造屋主個人的生命史、社交圈和生活經驗推測其對於住宅選址、形式和風格樣式等選擇因素；生產技術史、工具史等配合產業發展歷史的角度印證空間發展的時間順序；從地籍與土地登記等資料，推算土地持有者與建築建造的時間關係；從傳統匠師到近代營造系統的師承轉變和關係分析設計方法和慣用手法的流傳與變化；從地域性公共建築的營造經驗，對比民間營造與之相互模仿與影響的社會關聯性等；從社區營造的角度，研究地方居民對此類建築的共同記憶與情感認同等。最終目的皆為透過史料和論述的累積與交互印證，提升此類住宅建築於美術史、建築史、社會史和文化史上各方面的意義，達到由民間至官方，皆能從觀念認可，以至於在實務上保護使其得以長久續存的目的。 張天機宅是其中典型代表，並在家族的同意下得以幸列古蹟，它所代表的是臺中地區眾多擬洋風建築的一環，但它不是個案，如果未來現存案例都能獲得完善保存，並有機會一一深入研究，才能使臺灣建築史及匠藝研究更趨完整，於本次調查機會中將其他鄰近的相關建築逐一作清查，其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為未來的工作作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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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環境與建築調查 

第一節 環境與敷地、植栽調查 

一、區位環境   

（（（（一一一一））））區域交通區域交通區域交通區域交通  本案位於都市計畫外之農業區內，四周主要景致為農田和民宅，在交通上西南側鄰近 1 號中山高速公路后里收費站和台灣高鐵烏日站，東北側鄰近台鐵后里火車站，南側為國道 4 號台中環線。一般假日至后里區觀光的民眾很多，主要以學生青年為主，一般搭台鐵火車至后里車站，在到當地租腳踏車至周邊觀光。其周邊景點有后里馬場、后里鐵馬道等。日後古蹟張天機宅可納入觀光景點，其位置由后里車站騎腳踏車沿甲后路至大圳路往南約 15 至 20 分鐘即可至。另亦有豐原至此的公車其站牌在南村路上張宅入口。 

 【圖 4-1- 1】張天機宅所在位置交通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2012年拍攝。 

（（（（二二二二））））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張天機宅周圍重要的公共設施主要有學校、派出所、消防單位、醫院，分布狀況如下圖所示。就學校而言，古蹟是最佳的鄉土教材，是培養民眾愛惜古蹟文物最佳的實物；本古蹟北側一至二公里處

張天機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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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 所學校，其中 1 所幼稚園（私立德佑）、6 所小學（后里、內埔、泰安、育英、月眉、七星）、1 所國中（后里）、1 所高中（后綜）、1 所啟明學校，其中七星國小離古蹟最近。而醫院、行政機關主要集中於一公里內的市區路上（中正路、西村路、甲后路）約有 10 間以上；而消防局在一公里外僅有 1 處，為位於文明路上的消防局后里分隊；派出所在一公里左右有 2 處，對於未來古蹟再利用與防護方面可善加利用。 

  【圖 4-1- 2】張天機宅周邊的消防單位 【圖 4-1- 3】張天機宅周邊的醫院 

  【圖 4-1- 4】張天機宅的周邊派出所 【圖 4-1- 5】張天機宅周邊的學校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2009年拍攝。） 

（（（（三三三三））））觀光景點觀光景點觀光景點觀光景點 后里區每到假日就湧入許多觀光人潮，目前以青少年居多，主要以租腳踏車觀光，因此在后里車站附近興起了許多一日遊的腳踏車租出店，附近也有許多民宿，對於古蹟未來再利用的經營發展，可考慮將本古蹟結合此處眾多景點，規劃二日旅遊。 此區著名的景點，有位於后里鐵路與寺山路上的后豐鐵馬道；位於后里火車站後側，通往東勢的寺山路上，1962 年 5 月成立的后里馬場；於同路上有創建於 1928 年 12 月 10 日，直到 1930 年才完工的著名的佛教聖地毘盧禪寺；從后里火車站沿甲后路至三豐路上有 1959 年賈振東神父來后里傳教，在 1965 年買下土地興建教堂后里天主堂；另同路上至公安路上的著名遊樂園，屬於台糖月眉農場的「月眉育樂世界」，及創立於 1909 年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小松楠彌氏創廠取名『大甲製糖所』的月眉糖廠，現轉型為觀光糖廠。另外，后里區從 1947 年開始發展西洋樂器的製造，產出台灣第一支薩克斯風，而成為全國製造西洋樂器的重鎮，擁有全台灣最密集的銅管樂器製造工廠，現在公安路旁有張

張天機宅 張天機宅 

張天機宅 張天機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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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大圳路上亦有薩克斯風玩家館（餐廳）。 現后里區著名的古蹟有位於三光路與公安路旁后里區公所為「市定古蹟」，前身為「內埔庄役場」，於日治時期 1934（昭和 9）年 3月 11 日舉行落成，與張天機宅同樣歷經 1935（昭和 10）年「墩仔腳」及 1999（民國 88）年「九二一」兩次大地震，仍然屹立不搖。在區公所後側的鎮安宮旁則有座紀念1935 年 4 月 21 日「大震災內埔庒殉難者追悼碑」，由當時大甲郡清水街許成財琢造。   

  【圖 4-1- 6】原「內埔庄役場」的市定古蹟后里區公所 【圖 4-1- 7】三光路與公安路旁后里區公所- 

  【圖 4-1- 8】三光路與信德路旁的鎮安宮 
【圖 4-1- 9】三光路與信德路旁的「大震災內埔庒殉難者追悼碑」 

  【圖 4-1- 10】位於后里鐵路與寺山路上的后豐鐵馬道  【圖 4-1- 11】三豐路與成功路旁的后里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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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12】寺山路上的后里馬場 【圖 4-1- 13】寺山路上的毘盧禪寺 

  【圖 4-1- 14】大圳路上薩克斯風玩家館 【圖 4-1- 15】公安路上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 

  【圖 4-1- 16】甲后路上的月眉糖廠 【圖 4-1- 17】雲頭路田中原名「樟樹公」的澤民樹 

二、基地環境與配置 

（（（（一一一一））））    基地四周環境基地四周環境基地四周環境基地四周環境 本古蹟位於后里區的西南側，在地勢上由高處后里車站逐漸向下，基地位於區域的下坡低地。在交通上在主要道路南村路上，有一公車站牌位於出入口旁；四周景致因地理位置逺離市區，又位於村莊邊緣，周圍農田圍繞，仍留存著古樸的鄉野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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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住址為臺中市后里區南村路 332 號（原台中縣后里鄉南村路 27 號），座落於臺中市后里區墩南段 805 地號 1筆土地上，土地面積為 5,978,12平方公尺，從日治時期至今地目皆為建地，當時四周為田地，現今西北側有一鄰房三合院，西南側有農田和大甲溪支流牛稠坑及南村橋，後方東北側。基地面前有 12米寬的南村路，往東南可至豐原，往西北至市區后里車站。  
   宅地西南側的三合院鄰房 基地後方（東北側）農田與民宅 基地東側農田與民宅 

 

 宅前入口通往豐原的客運站 

 張天機宅周邊航照圖資料來源：Google earth，2012年拍攝。 基地東南方南村橋下牛稠坑 

   宅地前的南村路通往后里車站 宅地前農田景致 宅地前的南村路通往豐原 【圖 4-1- 18】張天機宅敷地周邊環境 

 

張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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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19】1983 年張天機宅地籍圖-台中縣后里鄉屯子段 274地號  資料來源：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臺中縣后里鄉屯子腳段十六幅之內第八號民 72年 8月複製日治時期地籍圖。〉 

【圖 4-1- 20】2012年張天機宅地籍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臺中市后里區墩南段 805地號，共一筆，
2012/1/3申請〉 

 【圖 4-1- 21】2008年 5月 17日張天機宅保存範圍與使用配置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張天機宅指定為臺中縣定古蹟時所做的保存測量圖） 

張家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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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基地建物基地建物基地建物基地建物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由南村路進入基地的南側，位於主建物左前方有一門樓，為早期的進出入口，現在其旁開一入口方便車子進入外埕；外埕現無曬穀，多種植果樹和充當停車場用，前有一半月池，因南村路擴建而部分被拆除，基地後側以大卵石圍砌邊坡，前側以磚砌圍牆圍束半月池，牆內植栽於基地三方，即建物的前後右側；水路由基地左後側引入水圳漫入建物內的水溝，再進入半月池，然後由半月池右側流出基地外側水溝。 基地內之建物依照略成圓形之地籍線配置，後高前低，主建物為四合院，略位於基地的東北側，座東北朝西南；建物由左側向外增建兩護龍，二進右末間後側亦有增建。附屬建物豬圈雞舍蓋於後側。左三護龍後側有新建水塔、廁所、廚房和舊有洗滌池、豬圈；右護龍後側有一間倒塌的廚房、廁所和二處豬舍。 

 【圖 4-1- 22】張天機宅配置航照圖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2012年 

  【圖 4-1- 23】門樓與新入口 【圖 4-1- 24】外埕停車和庭園空間   

門樓 
鄰房 

南村路 入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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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北側的倒塌廁所、豬圈 基地後方（東北側）豬圈、農舍 位於基地東北側的水圳、農田與民宅 

 

 基地東北側的飲用水塔 

 張天機宅平面配置圖 基地東北側的洗滌池 

   宅地虎邊養雞場 宅地前的外埕庭園 宅地前的外埕車道與停車庫 

   宅地前的半月池 半月池前的石景 半月池的矮牆 【圖 4-1- 25】張天機宅敷地內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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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圍牆圍牆圍牆圍牆 張宅的外牆由許多不同的材料和構造所疊砌，可能是因應各個不同時期所需或曾經傾毀修而繕而過。目前位於基地前側的圍牆，是 1979（民國 68）年 2 月拓寬南村路後所建之圍牆43，為 1B 順砌磚造圍牆，外粉刷水泥砂漿，每隔 2米有一磚柱補強其結構，其範圍從門樓舊圍牆兩側連接至基地西側

和東側；南側的圍牆也為磚造，但其厚度與高度不同於西南側的圍牆，應為後期為方便車子進出所修                            
43

 后里鄉公所，《后里鄉志》，后里鄉公所，臺中縣后里鄉，1989，p40。 

   基地東北側的混泥土加卵石的圍牆 基地後方（東南側）的圍牆 基地東南側新建之磚牆有嚴重龜裂 

 

 

 基地西側之圍牆有嚴重龜裂 基地平面配置圖 新建入口之圍牆有嚴重龜裂 

   西側之圍牆有外傾現象 因南村路拓寬所砌之新牆 門樓兩側之舊圍牆 

   外牆有油漆污損 粉刷層剝落磚結構外露 外牆粉刷層剝落龜裂 【圖 4-1- 26】張天機宅外圍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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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目前位於西北側之圍牆有龜裂的痕跡，部分粉刷層剝落紅磚裸露；西側靠近南村路之圍牆有外頃現象，東南側圍牆有嚴重龜裂。 靠進建物左右兩側之外圍牆，為舊有圍牆，以卵石加混凝土為結構，圍牆內側有放腳增大，增加其結構的穩定，目前保存狀況良好，僅有表面有部分風化現象。  後側無圍牆，僅以卵石為檔土邊坡高度約為 150 公分左右。目前雜草重生，北側的邊坡有坍塌的情形。 門樓之舊圍牆其裝飾與構造同主建物，應為同一時期興建，為磚造外層以洗石子仿石材做裝飾，另在牆上做一開口，並混以凝土材料所一窗櫺，同建物二樓女兒牆欄杆。保存狀良好，表面無任何損壞和剝落。 基地內的圍牆位於半月池的周圍，為磚砌表面以洗石子為裝修，欄杆則為混泥土內置圓形鋼筋，圍牆約高 60 公分左右，每隔 2米以磚柱加強結構的穩定性。目前損壞嚴重，多處圍牆龜裂，直條欄杆遺失，左側圍牆混凝土欄杆整面毀壞，鐵筋銹蝕外露，現場遺留部分構材。  

  【圖 4-1- 27】右護龍後側卵石加混凝土之檔土牆，部分崩塌 【圖 4-1- 28】左護龍後側之檔土牆，以卵石加土疊砌 

  【圖 4-1- 29】門樓兩側之舊有圍牆 【圖 4-1- 30】舊牆開口部以石窗櫺為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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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31】半月池之洗石子圍牆 【圖 4-1- 32】小門柱閘門遺失 

  【圖 4-1- 33】左側欄杆完全崩塌 【圖 4-1- 34】圍牆斷裂錯開 

2、、、、「「「「化胎化胎化胎化胎」」」」（（（（花花花花臺臺臺臺）））） 傳統客家建築的正廳後方會以土填高，呈半月形的土堆名稱為「化胎」，代表房子的靠背，在風水上有安穩的象徵，同時也代表「有後」、「化育萬物」，即祈福後代萬世昌隆，希望子孫綿延不斷；並有孕育萬物之一切事務，及此地為承受天地之氣場所在。通常上面會種植花草，因而有人稱為「花臺」。 化胎其位置就像家宅背後的支撐一般，張天機宅後側有三階以卵石為材料所做的花臺，形式似雲朵，以建物正廳為中軸，平均對稱於建物後側。花台於轉折處以 23.5x23.5 公分之正方形混凝土柱固定形式，各階約高 30 公分，其上種植果樹。目前花臺保存狀況良好，除右側虎邊因後側建物崩塌，部分花台之卵石被土堆所掩埋，無法正確的瞭解其邊緣狀況。 
 【圖 4-1- 35】建物後側的化胎 

(化胎)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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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36】建物後側有三階花臺 【圖 4-1- 37】側邊以混凝土塊固定卵石花台 

（（（（二二二二））））水路水路水路水路 水路為傳統建築重要的配置之一，一般水分為食用水與雨水，受風水左尊右卑的觀念，故食用水以「左」側入水，「右」側出水；而雨水則需由屋頂曲折漫入半月池中，則因水需「漫」出不能「流出」，流出代表散財。 張天機宅依地形地勢建構，水路遵照風水觀念，引後側水圳之水源分由左右護龍後側進入宅前水池，形成「山抱水迴必有勢」的吉地形式。 在基地內的水路，共有六條路徑，第一條為食用水由後方水圳引入早期的水井，再至左二護龍後側的水缸，再漫出至明溝，然後匯至左前側明溝至半月池。第二條由後方水圳沿左後側外圍牆上特別設置的水路，漫流至洗滌池，再流出至另一明溝，同樣匯至左前側明溝至半月池。第三條水路引水圳之水後，至左側浴室內的水缸，再漫流出明溝，最後與上兩條水路同樣。第四條水路為銜接中庭內落水管之雨水及後廳地板之水，由中庭內之明溝面流至虎邊廊下的暗溝，再轉折至一進右稍間內的陰井，之後轉折至後步廊，之後推測再轉折至前廳，至前步廊後在左次間前的前步廊轉出至屋前明溝，後同上幾條明溝匯至。第五條水路為銜接屋外各落水管的雨水明溝，最後同樣匯流至進入半月池的明溝。第六條水路為沿著虎邊外圍牆內側的明溝，為早期專供菜園（現為空地）之使用，其流向為直接漫流至半月池。以上六條水路進入半月池後，最後從半月池的右前方漫出。現水從半月池流出後，沿著外牆的暗溝至南村路對側在左轉至南村橋下的牛稠坑。 水路通道部份因雜草和淤泥的掩埋，以及部分人工水道損壞，使得水流不通，到處流竄，造成地坪犬走潮濕，易損壞基礎結構。 
   位於基地左後側的水圳 第一條進入水井的水路 漫流至左護龍廚房後側的水池和明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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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水路由外圍牆上的水道進入 牆上的水道流至洗滌池 從洗滌池漫流出至明溝 

   第三條水路由外牆水道流至浴室  由外側水管流至浴室水池 排出之水流至浴室外側明溝 

 張天機宅水路流向圖  

水圳進入處 

流至南村橋下的牛稠坑和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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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中庭水路-後廳內的排水孔 中庭明溝的出水孔 一進右稍間地坪下的陰井孔 

   第五條水路-虎邊的明溝，泥土淤積 一進前承接柱內水管的明溝 總匯集水路的明溝，通往半月池 

   第六條水路-沿基地右側內牆的明溝 半月池的出水處 半月池右側流出外側的出水孔 【圖 4-1- 38】張天機宅基地內的水路圖 

（（（（三三三三））））植栽植栽植栽植栽 張天機宅基地內之植栽，無一般傳統宅園種植竹林叢來「環抱」建物，但有利用農舍、豬舍、小丘、水池及其他植物作為圍束。其中主要的植栽以果荔枝樹為主，它圍繞於前、後院及右側果園。目前調查的植栽共有 48株，其種類及保存狀態如下所示。 植栽保留原則建議： 1.保留主景樹龍柏及羅漢松、黑松。 2.保留主人栽植之果樹荔枝及龍眼等 3.保留前埕之開闊性，清除雜木；右側庭院及後院植栽雜草叢生，應定期修剪，避免雜亂。 4.喬木高度已達 7 米以上者（檳榔及椰子樹除外），樹幹胸高圓周長達 1米以上者，應予優先保留。 5.基地現場部分灌木類，因日照不足等因素生長不良，建議移分別合植或群植；大株的建議單植。 
6.其他建議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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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1】植栽現況表  編號 植物代碼 植物名稱 規格（CM） 保存建議  樹徑 圓周（直徑∮） 樹冠約寬（W） 高度（H） 1 A1 荔枝 113 733 350 建議保留  2 A2 荔枝 230 1025 460 建議保留  3 A3 荔枝 234 970 400 建議保留  4 A4 荔枝 147 860 390 建議保留  5 A5 荔枝 128 550 340 建議保留  6 A6 荔枝 105 540 340 建議保留  7 A7 荔枝 150 620 330 建議保留  8 A8 荔枝 82 530 250 建議保留  9 A9 荔枝 185 910 490 建議保留  10 A10 荔枝 360 800 240 建議保留  11 A11 荔枝 195 770 360 建議保留  12 A13 荔枝 180 600 340 建議保留  13 A13 荔枝 180 600 340 建議保留  14 A14 荔枝 70 480 360 建議保留  15 A15 荔枝 180 490 350 建議保留  16 A16 荔枝 140 770 420 建議保留  17 A17 荔枝 110 770 250 建議保留  18 B1 龍柏 110 370 340 建議保留  19 B2 龍柏 80 340 490 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20 C1 龍眼 180 1100 700 建議保留，但須做特別修剪 21 C2 龍眼 200 1200 750 建議保留，但須做特別修剪 22 D 羅漢松 100 650 700 建議保留，但須做特別修剪 23 E 觀音宗竹 / / / 建議保留，留在原地 24 F 文殊蘭 / 80 160 移植-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25 G 芭蕉 / 290 200 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26 H 虎尾蘭 / / / 移植 27 I1 密梭倫榕 / 240 150 保留 28 I2 密梭倫榕 / 240 150 保留 29 J 黑松 / 160 230 保留 30 K 變葉木 / 140 170 保留 31 M1 火龍果 / / / 移植 32 M2 火龍果 / / / 移植 33 M3 火龍果 / / / 移植 34 N 朱蕉 / 50 180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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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O 洋落葵 / / / 過多蔓枝，須做適度修剪 36 P 羊蹄甲 / 150 150 保留 37 Q 竹蕉 / 60 70 移植 38 R 曇花 / / / 過多蔓枝，須做適度修剪 39 S 紅刀豆 / / / 過多蔓枝，須做適度修剪 40 T 象腳木 / 50 200 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41 U 川七 / 50 70 保留 42 V 黃金榕 / 100 80 保留 43 W 可可椰子 120 750 500 生長不佳，建議移植他處 44 X 樟樹 125 750 370 保留 45 Y 楊桃 120 430 380 保留 46 Z 美人蕉 / 260 150 可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47 ㄅ 蓮霧 90 420 350 保留 48 L 樹葡萄 / 160 220 可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表 4-1- 2】基地植物種類一覽表  名稱 數量 植物類別 特色與功能 A 荔枝 17 喬木 果樹,數量最多 B 龍柏 2 喬木 觀樹型植物 C 龍眼 2 喬木 果樹 D 羅漢松 1 喬木 全庭院最高樹 E 觀音宗竹 / 灌木 觀葉植物 F 文殊蘭 / 灌木 觀花植物 G 芭蕉 / 灌木 果樹 H 虎尾蘭 / 灌木 觀葉植物 I 密梭倫榕  小喬木 觀樹型植物 J 黑松 1 小喬木 觀樹型植物 K 變葉木 1 灌木 觀葉植物 L 樹葡萄 1 小喬木 果樹 M 火龍果 3 灌木 果樹 N 朱蕉 / 灌木 觀葉植物 O 洋落葵 / 藤本 爬藤植物 P 羊蹄甲 1 小喬木 觀樹型植物 Q 竹蕉 1 灌木 觀樹型植物 R 曇花 1 藤本 觀花植物 S 紅刀豆 / 藤本 爬藤植物 T 象腳木 1 小喬木 觀樹型植物 U 川七 1 灌木 觀葉植物 V 黃金榕 1 灌木 觀樹型植物 W 可可椰子 1 喬木 熱帶棕梠植物 X 樟樹 1 喬木 觀樹型植物 Y 楊桃 1 喬木 果樹 Z 美人蕉 / 喬木 觀花植物 ㄅ 蓮霧 1 喬木 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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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3】植栽配置說明圖表 

 植栽種類位置圖 
   1-A1-荔枝 1-A1-果樹 1-A1-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2-A2-荔枝 2-A2-果樹 2-A2-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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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3-荔枝 3-A3-果樹 3-A3-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4-A4-荔枝 4-A4-果樹 4-A4-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5-A5-荔枝 5-A5-果樹 5-A5-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6-A6-荔枝 6-A6-果樹 6-A6-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7-A7-荔枝 7-A7-果樹 7-A7-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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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8-荔枝 8-A8-果樹 8-A8-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9-A9-荔枝 9-A9-果樹 9-A9-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10-A10-荔枝 10-A10-果樹 10-A10-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11-A11-荔枝 11-A11-果樹 11-A11-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13-A13-荔枝 13-A13-果樹 13-A13-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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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A14-荔枝 14-A14-果樹 14-A14-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15-A15-荔枝 15-A15-果樹 15-A15-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16-A16-荔枝 16-A16-果樹 16-A16-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17-A17-荔枝 17-A17-果樹 17-A17-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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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B1-龍柏 18-B1-觀樹型植物 18-B1-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19-B2-龍柏 19-B2-觀樹型植物 19-B2-建議保留，但須做特別修剪 

   20-C1-龍眼 20-C1-果樹 20-C1-建議保留，但須做特別修剪 
   21-C2-龍眼 21-C2-果樹 21-C2-建議保留，但須做特別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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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D-羅漢松 22-D-觀樹型植物 22-D-建議保留，留在原地 
   23-E-觀音宗竹 23-E-觀葉植物 23-E-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24-F-文殊蘭 24-F-觀花植物 24-F-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25-G-芭蕉 25-G-果樹 25-G-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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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H-虎尾蘭 26-H-觀葉植物 26-H-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27-I1-密梭倫榕 27-I1-盆景植物 27-I1-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28-I2-密梭倫榕 28-I2-盆景植物 28-I2-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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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J-黑松 29-J-盆景植物 29-J-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30-K-變葉木 30-K-盆景植物 30-K-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31-M1-火龍果 31-M1-果樹 31-M1-建議保留，但須做特別修剪 
   32-M2-火龍果 32-M2-果樹 32-M2-建議保留，但須做特別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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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M3-火龍果 33-M3-果樹 33-M3-建議保留，但須做特別修剪 
   34-N-朱蕉 34-N-觀葉型植物 34-N-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35-O-洋落葵 35-O-爬藤植物 35-O-過多蔓枝，須做適度修剪 

   37-Q-竹蕉 37-Q-觀葉型植物 37-Q-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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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S-紅刀豆 39-S-爬藤植物 39-S-過多蔓枝，須做適度修剪 

   40-T-象腳木 40-T-觀樹型植物 40-T-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42-V-黃金榕 42-V-觀葉型植物 42-V-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43-W-可可椰子 43-W-棕梠植物 43-W-生長不佳，建議移植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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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X-樟樹 44-X-觀樹型植物 44-X-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45-Y-楊桃 45-Y-果樹 45-Y-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46-Z-美人蕉 46-Z-觀花型植物 46-Z-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47-ㄅ-蓮霧 47-ㄅ-果樹 47-ㄅ-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48-L-樹葡萄 48-L-果樹 48-L-建議保留，重新規劃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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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礎、犬走 
一、臺基 為針對建物地面之上，牆體之下的結構，其功能為防止屋內遭受雨水侵入和受潮，因此一般會較室外地坪略高，且本身亦有象徵性的作用，用來彰顯建築本體的宏偉，以高度來顯示屋主的身份地位，通常尊卑原則以整體建築而言，為後高前低，室內高戶外低，中軸線上之空間高於兩側，即正廳臺基高於護龍臺基。一般臺基包括柱之柱礎，和大於屋身的部分（日文稱犬走），以及其配件臺階；臺基高度依身份一般四品以下至庶民，約一尺（約 30 公分）。 張天機宅從地勢來看，前低後高，較一搬傳統建築高，前廳有前步廊臺階，其級數則受傳統陰陽觀念的影響以奇數為主；犬走高度則依傳統面向內埕的高於外側。左右護龍的外側犬走以水泥砂漿整平。臺階則以洗石子為裝飾，階梯為有裂痕。  
基地內之台基均有龜裂的痕跡，尤其第一進多處階梯均有一公分以上的裂縫；犬走則因

堆積髒物，亦積水受潮。水溝無清理，植栽叢生影響排水。 

            前廊台基多處龜裂 護龍犬走雜物堆積髒亂 第二左護龍前之階梯有龜裂痕跡 

            水溝植栽叢生影響排水 右護龍地坪為水泥粉刷仿方磚 左護龍入口處為洗石子台階 【圖 4-2- 1】臺基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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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坪鋪面 傳統建築之地坪鋪面主要以「三合土」、「石板條」、「磚」為主。三合土是指以石灰、砂及泥土按一定比例調配，其具有良好之耐水性及硬度，一般用於農家；石板條因為較高級之建材，多用於於宮殿或寺廟，或富豪之家和鄰近產區之住宅，尋常人家較為少用。磚材早期亦為高級鋪面材料，多是有能力之鄉紳大宅在使用。地磚一般分為釉面與素面兩種，前者多用於室內，後者多用於戶外。傳統鋪面之使用原則，在於依其不同的地位以及使用空間的不同而不同。 張天機宅之鋪面在正廳和私廳用傳統正六角形地磚，其大小約為 41cm×35cm，室內地磚的溝縫較大約為 3公分且上黑色染料，一進後步廊之地磚形式與前廳相同；其他步廊與簷廊則較小為 1 公分。其他空間則是將三合土加水泥砂漿鋪於卵石之上。另前步廊之地坪作法為正廳前以水泥砂漿仿六角地磚，兩側則仿方形地磚，左右稍間步廊則仿斜方磚，尺寸較前步廊之方磚大。另各廊地坪以柱位的寬度，用磨石子收邊。其他除左護龍之廚房以水泥砂漿仿方形地磚外，其他空間皆用三合土地坪。 目前現場前步廊主要的損壞來自地坪不規則的裂縫，其他保存尚可 。   

 【圖 4-2- 2】地坪鋪面材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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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空間廳、堂及中庭廊道，鋪六角紅磚 前廊地坪為水泥粉刷仿石條形式 第一進前步廊地坪為水泥粉刷仿六角地磚形式 

            一般空間的地坪，已用水泥砂漿粉光 廚房為傳統三合土夯實的地坪 外廊水泥砂漿粉光邊緣仿石條形式 【圖 4-2- 3】地坪鋪面材料狀況  【表 4-2- 1】地坪現況調查表 空間 編號 空間名稱 使用材質 單件規格（CM） 損壞狀況 長（L） 寬（W） 厚（H） 空間尺寸(CM)W× L 1-1A 一進 前廳（門廳） 鋪六角紅磚，勾縫 3 公分 40 40 (邊)20 保存狀況良好 425.8× 540 1-1B 一進 左次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376.8 × 524 保存狀況良好 1-1B’ 一進 右次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376.8 × 524 保存狀況良好  1-1C 一進 左稍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粉刷仿石塊形式 780 × 772 保存狀況良好  1-1C’ 一進 右稍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粉刷仿石塊形式 780 × 772 屋頂漏水，地坪有積水現象 P01-1 前步廊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粉刷仿紅磚形式 60 60 (邊)30 水泥砂漿地坪破損，卵石裸露 425.8× 540 P01-2 左前步廊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粉刷仿石條形式 100×50  尚可，有龜裂痕跡 224× 734.5 P01-3 右前步廊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粉刷仿石條形式 100×50 有嚴重龜裂痕跡 224× 734.5 P02 後步廊 洗石子＋鋪六角紅磚，勾縫3 公分 40 40 (邊)20 保存狀況良好  - 1-2A 二進 後廳（正廳） 鋪六角紅磚，勾縫 3 公分 318.9 × 435.4 保存狀況良好 1-2B 二進 左次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355.5 × 437.8 保存狀況良好 1-2B’ 二進 右次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330.5 × 437 尚可 1-2C  二進 左稍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381.8 × 435.1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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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 二進 右稍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381.8 × 435.1 尚可 1-2D 二進 左盡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320.2 × 436.0 尚可 1-2D’ 二進 右盡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324.5 × 437.81 尚可 1-2E 二進 左末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324 × 441 尚可 1-2E’ 二進 右末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 雜草叢生 1-2F’ 二進 右末間增建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 雜草叢生 P06 後步廊 洗石子＋鋪六角紅磚，勾縫3 公分 40 40 (邊)20 保存狀況良好 1287(邊) × 251.7 L1A 左第一護龍 左私廳 鋪六角紅磚，勾縫 3 公分 40 40 (邊)20  尚可 L1B 左第一護龍 左次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 尚可 L1B’ 左第一護龍 右次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 尚可 P02 左簷廊 洗石子＋鋪六角紅磚，勾縫1 公分 40X40(邊)20  保存狀況良好 RA 右護龍 右私廳 鋪六角紅磚，勾縫 3 公分 40X40(邊)20 保存狀況良好 RB 右護龍 左次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 水泥砂漿地坪部分龜裂 RB’ 右護龍 右次間 三合土＋水泥砂漿整平 - 水泥砂漿地坪部分龜裂 P05 右簷廊 洗石子＋鋪六角紅磚，勾縫1 公分 40X40(邊)20 保存狀況良好  
三三三三、、、、修復建議修復建議修復建議修復建議    1.台基與地坪龜裂處，建議未來修復時做結構地坪的檢測。 2.地坪應做全面污損與清潔檢修，依各空間之材料予以原樣復原。 3.後進右端坍塌處堪用磚材應整理後重新舖回，不足者以新燒之同形制者補全；三合土地坪處則應重新夯實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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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牆構造 屋身一般係指由柱樑及牆身所構築的部分，其功能為支撐屋頂，圍束空間。張天機宅為承重牆。從立面來看屬七開間的廳堂，由屋頂和隔間來看應為三開間。 
一、牆構造 建物之牆體主要由磚柱加土埆牆為構造，一搬土埆牆以卵石為牆基在鋪一皮磚，其上以土塊疊砌。土塊是以稻梗、米殼和土為材料，將其放置木框內搗實曬乾，再添加黑糖、石灰等粘結物而成，本身怕日曬雨水，故表面多刷一層白灰。目前張宅之牆體多為土埆牆，外牆下層表面以洗石子或一層磚砌，上層則用白色灰泥砂漿粉刷或瓦片以石板方式裝釘成魚鱗形式，保護土埆構造。  
二、牆損壞狀況  目前損壞最嚴重的地方為二進右側從稍間至末間增建的房間，已完全崩塌，以及一進右稍間外牆，整體牆面均已損壞，內部構材磚造及楣樑鐵筋裸露，並可清楚的看出磚柱加土磚的構造。此處在調查的過程中，張家人以自行請人修補。其損壞位置如下所示： 

 【圖 4-3-1】建物牆體損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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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右稍間之牆面潠壞嚴重  右護龍山牆瓦片剝落嚴重 

  右護龍之土埆牆，因屋頂漏水，牆體受潮崩塌 一進左稍間之外牆，磚柱與土埆磚相偕處有裂縫產生 

  右護龍次間牆體崩壞 一進左護龍盡間閣樓牆體損壞狀況 【圖 4-3- 1】牆體構造與裝修材料 

三三三三、、、、修復建議修復建議修復建議修復建議    1.牆體坍塌處多因屋頂損壞，造成漏水，故應先整理屋頂防止漏水產生。 2.依照結構技師檢測後之建議，土牆損壞處，可將其毀損的土磚重新替換，再補以不鏽鋼網補強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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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屋頂 
一一一一、、、、屋頂屋頂屋頂屋頂        傳統建築可從屋頂之裝飾、高低、形式看出其地位、輩份的尊卑。張天機宅之屋頂為硬山頂，正廳屋頂最高，其次是靠內的護龍臥房，而後才是末端房間。   屋頂之坡度為屋檐至脊檁的投影線長度的四分之一，依「周禮.考工記」規定，「茸屋三分，瓦屋四分」。屋頂之構造主要由椽條、望瓦、座灰、瓦片及屋脊疊組合而成。即在樑架上，等距釘上寬15 公分，厚 3公分椽條（桷仔），椽條上在鋪一層方磚（望磚）或木板（望板）。在望磚上覆蓋一層灰泥（座灰），防漏水並增加屋頂重量以防風之浮力，另可固定將放置其上之瓦片。 張天機宅之屋頂以前言方式疊砌，使用之瓦片為板瓦（布瓦中不上釉之素燒瓦片），就現況得知其鋪設瓦之方式為「仰合瓦」，即以仰板瓦為底在各瓦溝間覆蓋俯板瓦。另為增強防漏效果在仰板瓦上鋪設板瓦。 

  一進右側屋頂已坍塌  一進屋頂與右護龍搭接處之天溝，防水層破損 

  屋瓦破損有修繕的痕跡 
一進屋脊與左護龍搭接處上方屋脊，有龜裂痕跡，整個屋脊有向內側傾斜的現象 【圖 4-4-2】屋頂損壞現況  目前屋頂主要損壞的地方為二進右側稍間的屋頂，以完全坍塌，另一進稍間屋頂損壞嚴重，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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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與右護龍之屋頂搭接處之天溝，有龜裂痕跡部分損壞，造成其下樓板牆體受潮崩壞，木料有白蟻侵蝕。其他屋頂損壞位置及材料如下圖所示：  

 【圖 4-4-3】屋頂種類及其損壞位置  
二二二二、、、、屋架屋架屋架屋架    傳統建築可從間架中看出地位高低，輩份尊卑。其中「架」是指樑架，衡量進深之單位。奇數為陽，偶數為陰；即二、四、六為凶，三、五、七、九為吉。張天機宅屋架需從二樓觀看，其樑架主要架於土埆牆上，從二樓可看到其樑架最多為十一架。前後廳無傳統燈梁，有樓板和天花板為裝修 。 主要損壞的地方，為屋頂漏水，侵蝕牆體，造成牆體構造崩塌，無法承接木樑構造。另有多處牆體傾斜，木樑遺失。  

  一進閣樓木樑上屋頂損壞漏水 二進閣樓屋頂漏水，承重山牆龜裂，粉刷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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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閣樓屋簷下之木樑腐壞 一進閣樓屋頂漏水，承重山牆龜裂，粉刷層剝落 【圖 4-4-4】屋架狀況    

 【圖 4-4-5】屋架受潮腐壞位置 

 

三三三三、、、、修復建議修復建議修復建議修復建議    1.屋頂損壞處，若有倒塌之虞，應拆除重建一個屋頂。 2.部分有局部裂痕者，需做防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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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門窗 舊有門框以其內之兩扇門扉稱之為「門」，一扇門扉稱為「戶」，兩者合稱為「門戶」。門戶依其構造部分為門框與門扇；門框依其材料、構造，可分為多種，張宅之門框以矩形居多，主要材料為木料。而門扇（門扉），依其形式分為「板門」及「軟門」。「板門」依其作法分為「鏡面板門」及「拼組板門」；「軟門」為邊框中嵌以薄板或「櫺子」，依其作法分為「牙頭護縫」、「合板」、「鳥頭」及「格子」（格扇）張宅之門以拼組板門為主，目前皆保存良好。 張宅之門扇有精緻五金及優美之門楹，門扇上之門鈸有八卦圖形。一般傳統門的配件有連楹又稱上門臼 、門簪 、門鈸 、門環 ， 栓杆又稱門栓和門閂 、伏兔 、插關 、連二楹又稱下門臼（ 荷葉墩（木料荷葉形式的連二楹）。張宅保存的門扇狀況良好，大部分的五金仍留存著。 傳統建築的窗除為了通氣、採光外，更隱含著極深的隱喻與比擬。其主要構件為窗孔、窗框、窗櫺。若依材料可分為木窗、磚石窗（含陶、瓦、灰泥等）。 

  【圖 4-5-1】門窗櫥櫃編號圖  

一、門作 張天機宅共有 45扇門，主要材料均為木門；就工法而言，正廳與私廳間主要為雙扇板門，其他則採用拼組板門工法。就形式而言，由內埕進入屋內皆為雙扇板門，各空間與空間的出入，採用單扇板門。在配件方面，下門臼因為石造花形且多有留存，上門臼為木造上雕刻精美圖形，至今仍留存良好。  門扇多有留存，部分門鈸遺失，留存者其上有八卦圖形，門環部分遺失；雙扇板門有拴杆均保存著。在裝飾上，門框外以磚組砌為邊框再加上洗石子做之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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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門現況調查表 空間 編號 空間名稱 位置編號 形式 作法 材料 配件 備註（現況） 門臼 門簪 門鈸 門環 栓杆 伏兔 插關 T01 門樓 D45 雙扇板門 拼組板門 木  有上下門臼 無 無 無 有 無 無 保存狀況尚可 1-1A 一進 前廳（門廳） D1 雙扇板門 鏡面板門 木  有上下門臼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保存狀況良好 1-1B’ 一進 右次間 D2-2 雙扇板門 鏡面板門 木 有上下門臼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保存狀況尚可 1-1C 一進 左稍間 D5-1 單扇板門 鏡面板門 木 上下門臼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保存狀況尚可 1-1C 一進 左稍間 D6-1 單扇板門 鏡面板門 木 上下門臼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保存狀況尚可 1-2C 二進 右稍間 D9-1 雙扇板門 鏡面板門 木 有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保存狀況尚可，表面有上新漆 1-2C 一進 右稍間 D9-2 雙扇板門 鏡面板門 木 有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保存狀況尚可，表面有上新漆 1-2C 二進 左稍間 D18 四扇拉門 - 木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保存狀況良好 1-2C’ 二進 右稍間 D18’ 四扇拉門 - 木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損壞嚴重 L2F-1 左房間 D23-2 單扇板門 拼組板門 木  有上下門臼 無 無 有 無 無 無 保存狀況尚可，表面有上新漆 L2A 左廚房 D24 單扇板門 拼組板門 木 有上下門臼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保存狀況良好，表面油漆剝落 L3b1 增建廚房 D31 單扇板門 拼組板門 木  有上下門臼 無 無 有 無 無 無 保存狀況尚可，表面有上新漆 
   門樓之門 D45 D45-花形上門楹 D45-拼組版門 
   前廳木門 D1-1 木門 DW1、DW2 正面  木門 DW1、DW2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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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廳木門之上門楹 D1-1 左私廳-外加鐵門 D9-1 右私廳-木門 D9-2 
  木門 D24 之門鈸  二進右稍間木拉門 1D18’  二進左稍間木拉門 1D18 

  二進左稍間木門 D11-1 一進右稍間木門背面 D2-2 左護龍木門 D23-2 

   左護龍 D5-1（一進左稍間）-  右護龍 D6-1（一進左稍間） 增建左護龍木門 D31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4-40 

二、窗作 在建物中共有 29種窗，大部分為木窗，鐵欄杆窗櫺已遺失。窗扇之配置以正廳和私廳為中心，對稱設計，現窗櫺為簡易木角材釘作 。窗框皆為木料，表面已上新漆，部分窗戶早期為上下拉窗，部分以更改為左右拉窗。門樓圍牆上有兩扇洗石子做的類似書卷窗的窗櫺。 【表 4-5-2】窗現況調查表 空間 編號 空間名稱 位置編號 種類名稱 構件形式、材料 備註（現況） 窗孔 窗框 窗櫺 五金 T01 門樓 W29 通氣窗 矩形 洗石子 洗石子 無 保存狀況良好  1-1C-3 一進 左稍間 W2-1 木窗 上下拉窗 矩形 木框 垂直木 鐵製 保存狀況良好，鐵製窗櫺遺失 RB 右護龍 W5-3 木窗 矩形 木框 鐵製 鐵製 窗扇框損毀 L1A  左私廳 W6-2 木窗 上下拉窗 矩形 木框 垂直木 鐵製 保存狀況良好，鐵製窗櫺遺失 1-1D 前左過水間 W16-2 木窗 上下拉窗 矩形 洗石子裝飾窗框 垂直木 鐵製 保存狀況良好，鐵製窗櫺遺失 RB’ 右護龍 W27 通氣孔 矩形 無 鐵製 垂直木 鐵製 已遺失窗櫺 2-1C 一進左二護龍閣樓  W28 木窗  左右拉窗 矩形 木框 無 鐵製 保存狀況尚可 1-2A 後廳  W29 通氣窗 六角形 木框 鐵製 無 保存狀況良好 
   門樓 T01 圍牆上的洗石子窗 W26 右護龍 RB’之通氣孔 W27 左二護龍閣樓之窗戶 W28 

   後廳 1-2A 氣窗 W29 前左過水間 1-1D 之木窗 W16-2 右護龍 RB 木窗 W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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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稍間 1-1C-3 之木窗（外）W2-1 左稍間 1-1C-3 之木窗（內）W2-1 L1A 左私廳之木窗 W6-2 
三、額題及對聯 依照傳統建築左尊右卑，內尊外卑的概念，門上的額題，應由左向右讀，或以中庭為中心由內往外方向讀。張宅位於廳堂之門框有洗石子對聯，門廳為三字，簷廊門洞上則為兩字（一般廂房出入門為也二字），為了區分尊卑與公私。 對聯上之文字間充滿了客家的勤儉、孝悌、書香之德。其中二進左右門洞的對聯，面對中庭側，皆因西曬嚴重之故，字跡已模糊，僅留部分字跡。 目前額題及對聯的損壞，主要來自於經年累月面對戶外的日曬、風吹、雨淋，使得字跡褪色，剝落，最後模糊不清；日後修復應考量部分建材需定期維護，才能長久留存。傳統古厝不只是外在建

物之美，更因為其上之文字使其更具優美與古意。 【表 4-5-3】額題及對聯調查表 空間 編號 空間名稱 位置 額題 門框對聯（門） 備註（現況） 1-1A 一進 前廳（門廳） 匾額 孝友傳家  保存良好 1-2A 二進 後廳（正廳） 門框 受書第 左：「-」 右：「書聲琴韻逍遙秋月春暉」 保存良好 L1A 左私廳 門框 務茲室 左：「西園翰墨忽起鐵畫貧銀鉤」 右：「東璧圖書漫云荒草無必識」 保存良好 RA 右私廳 門框 餘慶居  左：「潤屋潤身且把琴書養生氣」 右：「培蘭培桂故留苓草陪進芳」 保存良好 P06 二進 左步廊 門框 鳳起 左：「-」 右：「奐輪濟美桂蘭馨」 左側因西曬嚴重，無法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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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天花板、樓板、樓梯   張宅融合了洋式建築於傳統四合院內，故做了閣樓與天花板和樓梯。在天花板上做了精緻的木製燈座，作為裝飾，前後廳燈飾與天花板裝飾一樣。左右簷廊燈飾相同，目前僅有部分燈飾仍使用舊有燈具，部分已更改為新式燈具。 目前天花板皆有水漬痕跡，因是其上屋頂損壞有部分漏水導致。宜先將漏水問題尋出，才能避免漏水現象不斷產生。右護龍天花板損壞嚴重應盡快處理屋頂漏水。 通往閣樓的樓梯有兩種，一進之樓梯較為精緻，木製把手有精美雕刻。二進樓梯僅以實用為目的，故用鐵製欄杆。目前木製樓梯除一進樓梯之扶手有腐壞現象外，其他木製踏板仍保存良好。 【表 4-6- 1】天花板樓梯閣樓現況表 

   左護龍簷廊，留有舊有燈具  前廳天花板有水漬痕跡  左私廳內，有保留完好之壁燈 
   前步廊右側天花板損壞嚴重。  前步廊右側天花板一樓留有舊有燈飾 左右護龍，各房間的閣樓 
   左側護龍之閣樓保存較為完善  右護龍左側的房間，位於天溝下，閣樓板損壞嚴重 後過水間之天花板，受潮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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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右側護龍之木梯 木梯扶手與欄杆鬆動分離 二進通往閣樓之木梯 修復建議： 1. 樓梯含樑木，全面清潔檢修，腐朽者抽換，鬆動者重新固著，木雕花飾檢修 2. 天花板，含木製燈飾應全面清潔檢修，腐朽損壞者應依原雕飾修復。 

 【圖 4-6-2】天花板損樓板損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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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設備 本節針對張天機宅建築物使用上的建築設備為主要討論對象，根據現況設備調查來看，主要可分為提供電力來源之電氣設備系統、給排水衛生設備系統等，以達到建築機能的使用及良好生活環境的維持。各種設備的使用情形總括來說，其中有些設備構件及管線等因老舊、損毀而更換材料，或新增現代用品，部分也維持舊有型態，未來將可保留作為展示研究之用，並配合再利用計畫進行規劃使用，整理目前設備使用現況如下。 
一、電氣設備  經由現場調查可見張天機宅的電氣設備可分為強電流設備及弱電流設備，強電流設備主要為電燈、開關、給水馬達用電等；弱電流設備則為電信設備系統。現況強電流設備主要是經由屋外門樓台電電桿線拉引電線進入室內，並透過陶器、五金的構件固定於牆體後，再經由安全開關、電錶（又稱瓦時計）後，連結至室內配電盤，由配電盤控制室內電燈、插座、電扇等電力開關使用。目前於第一進簷廊及前過水間外牆可見電線引入固定於牆體上，經由電錶、配電盤後，電線經由天花板內配線至各空間，值得一提的是，於第二進右稍間可見舊有的配電盤是採用壁體埋入方式的木箱體，尺寸 38.2＊63公分，木製線樋寬 26.7公分，以及採用舊式閘刀開關來控制電源的應用；另在第一進右稍間走廊亦有一壁體埋入方式的配電盤，而在左護龍前過水間及前後廳屋頂倉庫層內皆可發現舊有的木棉電線固定於陶瓷碍子的配線方式，木棉電線直徑為 0.5 公分，陶瓷碍子有直徑 3公分，高 4.5 公分和直徑 3.5 公分，高 6 公分兩種尺寸。此外，為了美觀及保護木棉電線，在室內空間及第一進中庭簷廊可見用壁體埋入式的木製線樋配線方式保護，其尺寸約寬 4.6 公分，厚 2 公分；而在第一進門廳簷廊及屋頂倉庫層內，可見露明的木棉電線轉折處會以陶管保護之，其尺寸為直徑 1.5 公分，長 14.5 公分。 另在室內前廳、後廳、右私廳等空間以及中庭簷廊皆可見舊有的燈座開關位置及木製線樋配線方式，燈座開關亦改為現代用品；在燈具上亦多改採現代燈泡、日光燈等，惟中庭簷廊仍可見舊有的吊燈樣貌，推測應為舊有材質，未來盡可能原處原物保存再利用，各空間電氣設備管線現況保存及使用情形詳見電氣設備現況調查表。 另在第一進左稍間屋頂倉庫層內，亦發現一個舊有燈具，和右私廳外簷廊燈具相同型式，因此，推測應該為左私廳外簷廊之燈具，其尺寸燈管直徑 1.6 公分，含燈罩總長 83公分；而房間內的燈具大多採用簡易型的陶器燈座。在電信設備方面，電信線路由半月池外牆電桿線拉引線路固定於右簷廊外牆柱上，經由貼壁引上與保安器後固定於天花板配線至所需空間，目前於前廳簷廊、左護龍穀倉(房間)外牆上可見電信設備之貼壁引上與保安器。依據現場調查結果，新設電線配置較為紊亂、露出電線情形居多，未來擬訂電線配置計畫時，應考量收納方式，以避免意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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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2】電氣設備調查與修復建議表 設備項目 功能特色 現況破壞與說明 修復建議 電氣設備 室內一般用電來源係透過變電箱與配電盤，以及屋內配線計畫來提供各空間電力的需求，而電力的提供，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形態，夜晚照明延長了生活作息，電信設備系統則拉近人們的溝通距離。 
現況電氣設備及其管線皆為現代用品，並安裝配置於牆面上，線路紊亂。第二進右稍間可見舊有的配電盤及閘刀開關等構件，以及屋頂或天花板所遺留的碍子、木棉電線，建議可保留作為展示之用。 

於再利用規劃時應先擬定電力配線計劃，收納完整，並注意防止電線意外走火之措施，舊有開關箱構件、碍子電線等應盡可能原處原物保存。 

 【圖 4-7- 1】電氣設備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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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3】電氣設備現況調查表  設備類別  空間編號名稱 電氣設備        設備類別  空間編號名稱 電氣設備 電燈 電線碍子 木製線樋 電燈開關 電燈 電線碍子 木製線樋 電燈開關 第一進 前廳門廳 ○ ○ ● ●○ 右護龍 右私廳 ○ ○ ● ○● 右次間 ○ ○ － ○ 右廂房 2 ○ ○ ● ○  右稍間 ○ ○ ● ●○ 簷廊 ● － － －  左稍間 ○ ●○ ● ○ 第二進 明間正廳 ○ ●○ ● ●○  前簷廊 ○ ●○ － ○  右次間 ○ ●○ ● ●  中庭簷廊 ● ● ● ●  左次間 ○ ●○ ● ○  前過水間 ○ ● － ○  右稍間 － ●○ ● －  立面山牆 ◎ ● － －  左稍間 ○ ●○ ● ○ 左護龍 簷廊 ○ － － －  後過水間 ○ ●○ － ○ 門樓 門樓立面 ◎ ● － －  左廚房 ○ ●○ － ○ 備註：○表示已更新設備  ●表示舊有設備  ◎表示破壞或佚失  －未發現或無此項設備  
   【圖 4-7- 2】門樓旁台電電桿線 【圖 4-7- 3】電線引入固定於牆體屋簷 【圖 4-7- 4】配電盤及電錶接線箱 

   【圖 4-7- 5】前過水間室內可見現代用品的配電盤 

【圖 4-7- 6】第二進右稍間留有舊的壁體埋入式配電盤及閘刀開關 

【圖 4-7- 7】於第一進屋頂內可見舊有陶器碍子及木棉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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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8】入口簷廊天花板留有陶器碍子但電線為現代用品 

【圖 4-7- 9】左護龍前過水間可見舊有木棉電線及陶管保護 

【圖 4-7- 10】前廳燈具已改為現代日光燈管 

   【圖 4-7- 11】入口檐廊天花板燈具改為燈泡型式 

【圖 4-7- 12】中庭簷廊保留舊有吊燈樣貌 

【圖 4-7- 13】右私廳燈具雖改為現代用品仍維持舊有吊燈型式 

   【圖 4-7- 14】於第一進左稍間屋頂倉庫層內發現之舊有燈具 

【圖 4-7- 15】前廳電燈開關改為現代用品 

【圖 4-7- 16】中庭簷廊可見舊有燈座開關及木製線樋 

   【圖 4-7- 17】正身右次間房間內可見舊有燈座開關 

【圖 4-7- 18】房間燈具大多採用陶器燈座 

【圖 4-7- 19】門樓燈具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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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20】出入口外牆可見燈具設置遺跡 

【圖 4-7- 21】第一進右外牆柱設有電信設備貼壁引上及保安器 

【圖 4-7- 22】左護龍外牆設有電信設備保安器與貼壁引上 

二、給排水及衛生設備 水是日常生活重要的資源，尤以日常衛生方面的水與人的關係最為密切，張天機宅內的用水需求空間有廚房、廁所、浴室、洗滌池等空間，以及簷廊洗手台、外埕水池和具有防火、養魚、洗衣、理氣風水等實用功能的半月池等處，而這些空間使用的水源主要由建物化胎後方的農田灌溉水圳，和自來水蓄水塔而來，其水源引入的位置以理氣風水的角度而言，水源由左護龍（即建物左後方）後方進入到建築物內，出建物後排入魚池中，再經由魚池右前方溢流出水口「漫出」，係受民間風水觀念的影響，未來即可做為展示導覽故事的媒材。經由現況瞭解，目前全區排水水路路線共有六條，左側護龍之間有三條排水水路，最後集中於前埕排水水路進到水池；右側廂房外排水水路和中庭排水水路，經由前廳簷廊連接至前埕排水水路進到水池；另一條水路則沿右側圍牆排水水路進到水池。由以上可知，張天機宅外圍是由農田灌溉水圳環繞，亦藉由灌溉水圳引進宅內日常生活、魚池使用，除生活用水功能，亦有理氣風水之用，而未來修復再利用時，應注意宅內區域排水水路與灌溉水圳之間的關係，如水路的暢通、暫停使用時的阻絕方式、或經常需保持魚池常有水源之狀態等，需考量蓄水及用水的設施，及避免後方地勢較高的灌溉水圳因流量大，造成宅內淹水情形發生。 另值得一提的是，本建物在第一進簷廊及左護龍日井各有設置洗石子裝修的洗手台，係本建築物特色之一，另在第二進右末間和左護龍浴室各設置一座約長 48.4 公分，寬 37.5 公分，高 21 公分的白色陶瓷洗手台，洗手台下方印有成立於 1917（大正 6）年的日本東洋陶器株式會社標誌，第二進右末間的洗手台有龜裂紋路，左護龍浴室的洗手台保存完整，而洗手台面上方兩個菱形孔洞推測應是當時冷熱水龍頭的位置，現況水龍頭管線都另外裝置於洗手台上方，因此，推測亦有可能為由別處移至現在的位置使用，建議保存良好的洗手台於再利用時可繼續使用，第二進右末間有龜裂紋路的洗手台則可做為展示之用。此外，位於第一進左稍間屋頂倉庫層內，亦發現一個印有同樣為東洋陶器株式會社生產標誌的白色陶瓷洗手台，現況保存良好，未來再利用時可考量繼續使用或作為展示解說之用。 而左護龍新設的廁所、浴室、洗滌池、廚房等空間，目前有閒置、做為儲藏間等情形，未來再利用時除清潔整理外，應配合檢討空間使用的規劃及可對外公眾使用的考量。 【表 4-7- 3】給排水及衛生設備調查與修復建議表 設備項目 功能特色 現況破壞與說明 修復建議 給水及衛生設備 給水設備置於建築物後方置高點，因水壓充足可提供各用水空間所需。而半月池的水源透過理氣風水 現況給水蓄水塔鐵架爬藤植栽生長茂盛。洗石子洗手台及左護龍浴室洗手台保存良好，位於第二進右末間的洗手台有龜裂紋路，未來可保 未來再利用計畫時，應全面檢討空間使用規劃，將閒置、植栽生長雜亂空間整理後，可適度開放部分空間給予參觀民眾了解早期傳統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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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布局，讓此宅第更具故事性。 留展示導覽之用。而廁所、浴室、洗滌池、廚房等空間目前為閒置、儲藏間的使用情形，較顯為雜亂。 生活空間的體驗，以及傳統風水觀念在張天機宅呈現的方式。 

 【圖 4-7- 23】給排水及衛生設備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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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24】蓄水塔 【圖 4-7- 25】化胎後方的灌溉水圳 【圖 4-7- 26】後方灌溉水圳水源經由洗滌池外進入排水水溝 

   【圖 4-7- 27】洗滌池現況 【圖 4-7- 28】洗滌池牆體上方引水水路 【圖 4-7- 29】灌溉水圳水源由後過水間排水溝進入 

   【圖 4-7- 30】灌溉水圳水源經由左護龍日井排水溝排出至戶外半月池 

【圖 4-7- 31】前庭院灌溉水圳水源溝渠設有溝蓋 

【圖 4-7- 32】灌溉水圳水源分流至半月池及敷地外灌溉溝渠 

   【圖 4-7- 33】因道路修建而部分被拆除的半月池現況 

【圖 4-7- 34】半月池右前方設有溢流管線至敷地外灌溉溝渠 

【圖 4-7- 35】左護龍排水水溝可見 PVC給水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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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36】中庭新設水槽 【圖 4-7- 37】左護龍日井設有洗石子裝修的洗手台 

【圖 4-7- 38】第一進簷廊設有洗手台 

   【圖 4-7- 39】第二進右末間留有舊式洗手台 

【圖 4-7- 40】洗手台印有成立於 1917（大正 6）年的日本東洋陶器株式會社標誌 

【圖 4-7- 41】左護龍浴室現況 

   【圖 4-7- 42】左護龍浴室現況留有舊式洗手台 

【圖 4-7- 43】左護龍廁所現況 【圖 4-7- 44】第二進左稍間置有尿桶 張天機宅排水設施可分為屋頂、落水管、地上排水溝三個部分，經由現場調查，可見原有屋頂排水天溝及落水管線大多已更換為現代用品 PVC 材質或佚失情形，僅於右廂房中庭簷廊可見舊有的落水管線，其落水頭造型似漏斗形式 16.5＊16.5＊65 公分，管線直徑為 7公分，五金構件為 1.5＊0.7 公分，整體來看已銹蝕嚴重，一般而言，簷頭落水管天溝多半為半圓造型金屬板製品，以亞鉛鍍鐵板最為常用，尤以日式建築斜屋頂運用最為廣泛，因此，張天機宅原有的天溝落水管線推測亦應為此材質。 第一進右次間屋頂的排水水路可見排水天溝有植栽生長及屋頂防漏覆蓋物散落的情形，左次間屋頂排水孔可見修繕痕跡，且未設置防異物掉落的落水罩頭，垂直的落水管線則埋設於梁柱結構內，雨水由此排至一樓排水溝內，因此，未來修復計畫應考量排水設施構件的設置，以維持排水系統的運作。另左護龍與左外護龍之間的中庭屋頂排水天溝雖為現代 PVC 材質，目前其排水功能維持良好；在左外外護龍方面，僅戶外廚房屋頂上方設有 PVC 排水天溝，其餘皆由屋頂直接排水至地面排水溝。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進前廳、左右次間屋頂因有露臺關係，屋頂排水路徑係排至左右稍間屋頂排水天溝後，再排至地面層。 另在右廂房及左廂房外側的落水管下端採隱蔽式設計埋設於犬走內，管徑直徑 6公分，雨水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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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排入排水溝。另後廳明間門後地板可見一直徑 10.5 公分排水孔，推測應是清潔地板用，其排水水路埋設於台基內，廢棄汙水由此排至中庭排水溝。而中庭的排水溝寬約 26 公分，深 8公分，主要將中庭內的雨水及廢水引流至右廂房台基下的排水口，並經由簷廊排出至第一進右稍間走廊後，轉至第一進中庭簷廊，因排水溝為隱蔽式設計，其排水流向推測應由右次間或左次間進入，最後於左次間前簷廊台基排水口排出至排水溝。 此外，張天機宅排水水路構造可分為卵石構造及紅磚造、石材構造三種方式。全區排水水路皆為卵石砌外覆水泥砂漿 U型構造排水水路；紅磚造及石材構造主要分布在暗溝排水水路，紅磚構造為前廳簷廊柱內落水管排水水路，石材構造則為右廂房、前廳台基下的排水水路。 依據現場調查結果，建議未來再利用設計時予以檢修排水系統，落水管線及其五金構件仿作，犬走和排水溝破裂部分應予以修復，容易堆積垃圾、植栽生長、泥沙淤積等處，應恢復排水功能，並於日後管理維護加強檢視，以維持排水系統順暢。 【表 4-7- 4】給排水及衛生設備調查與修復建議表 設備項目 功能特色 現況破壞與說明 修復建議 排水設備 雨水、生活廢水主要透過排水設備系統，排出敷地之外，避免建築物周邊積水災害造成生活環境的污染及人體的健康。 現況落水管及其五金構件有佚失、脫落及更換為現代用品的情形。屋頂天溝排水水路、地面排水溝有五金構件佚失或未裝設落水罩頭，以及犬走、排水溝破裂、植栽生長、泥沙淤積等情形，影響基礎結構、建築物的周圍環境。 
未來再利用規劃時，應重新檢討周圍地面排水系統的功能，屋頂天溝排水水路及地面排水溝應予以清除垃圾雜物並裝設排水設施五金構件，以維持排水水路的順暢，未來日常管理維護應定期檢查、檢修排水水路有無損害、阻塞情形。另為將來建築物立面的美觀維護，建議考慮落水管線的設計，以不影響整體美觀為原則，可參考右廂房舊有的樣式仿作。  

 【圖 4-7- 45】屋頂天溝排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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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46】第一進左次間屋頂排水天溝現況 

【圖 4-7- 47】第一進右次間屋頂排水天溝植栽生長及屋頂防漏覆蓋物散落情形 

【圖 4-7- 48】第一進前廳屋頂排水孔可見修繕痕跡 

   【圖 4-7- 49】第一進前廳屋頂排水孔現況 

【圖 4-7- 50】第一進左次間屋頂排水孔可見修繕痕跡 

【圖 4-7- 51】中庭右廂房可見舊有落水管線 

   【圖 4-7- 52】舊有簷頭落水管為似漏斗造型 

【圖 4-7- 53】中庭落水管大都改為 PVC材質 

【圖 4-7- 54】舊有落水管直徑 7.5cm，五金尺寸 1.5*0.7cm 

   【圖 4-7- 55】中庭排水由右廂房台基下排出至第一進右稍間 

【圖 4-7- 56】第一進右稍間地板可見排水溝檢修孔 

【圖 4-7- 57】台基下石材構造排水溝泥土砂石淤積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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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58】第一進簷廊台基下可見紅磚構造落水管排水暗溝 

【圖 4-7- 59】第一進左次間外台基內排水溝可見泥土砂石淤積情形 

【圖 4-7- 60】左廂房外側天溝落水管為
PVC材質 

   【圖 4-7- 61】右廂房外側天溝落水管佚失 

【圖 4-7- 62】左右廂房外側犬走可見直徑 6cm隱蔽式落水管排水設計 

【圖 4-7- 63】左護龍天溝落水管為 PVC材質 

   【圖 4-7- 64】左護龍外側卵石砌構造排水溝渠廢棄物淤積 

【圖 4-7- 65】正廳明間門後方可見一地板排水口 

【圖 4-7- 66】正廳明間地板排水至中庭排水溝 

三、通風構造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為讓在台日本人定居生活，以及大力推動環境的改善，因此透過法令的規範要求家屋建築通風衛生的設置，以確保民眾居住的健康，所以在家屋建築規則44即明訂地板下需設風窗以流通空氣；閣樓之採光窗、樓板及天花板間之空隙、樓板下之通風窗皆須防止鼠族的進入；在室內部分亦有天花板通氣口的設計，可增加室內與壁體樓版、屋頂層之間熱氣的流通，降低溫度，以維持建築木結構材料避免濕氣過重，造成結構上的損害等規定。由以上可知，創立於日治時期的張天機宅亦有這些通風構造的設施，依據現場調查，在屋頂瓦隴可見通氣孔的設置，以及側立面山牆上的圓形孔洞，皆具有通風功能。在左右廂房外牆屋頂交界處可見設置採光窗以增加室內天花板通風，第一進及第二進二樓亦設置採光通風之窗扇，此外，於天花板與屋頂層間設置鏤空木雕，除藝術價值美觀外                            
44

 關於相關法令條文參閱《台灣總督府報》1900.8.12 之律令第 14 號台灣家屋建築規則。1900.9.30 之府令第 81 號台  

  灣家屋建築規則施行細則。1907.7.30 之府令第 63 號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施行細則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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