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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圖名 建物西南向（正立面）臺基損壞圖 圖號 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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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圖名 建物前步廊北側牆面損壞圖 
圖號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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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圖名 建物東北側（背立面）(依序為左次間、

正廳、右次間、右稍間、右盡間)損壞圖 圖號 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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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圖名 建物東北側（背立面）)損壞圖(依序左廚

房、後過水間、左盡間、左稍間 
圖號 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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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圖名 

左外護龍西側立面圖 
(依序左廚房、穀倉、穀倉)損壞圖 圖號 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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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圖名 左外護龍西側立面圖(依序穀倉、穀倉、

房間、客廳) )損壞圖 
圖號 C-06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1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編號 01 文物名稱 竹簍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直徑 50      *高 39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竹簍整體密附粉狀屑塊 【照片 2】竹簍收編竹條斷裂剝離 【照片 3】竹簍整體灰塵覆蓋嚴重 編號 02 文物名稱 竹躺椅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28   *寬 65   *高 80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前、後腳支架斷裂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竹躺椅整體脆化毀損 【照片 2】竹躺椅支架損壞嚴重 【照片 3】似芭蕉扇葉之特殊編織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附 4-2 

編號 03  文物名稱 藤椅 x 5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59   *寬 63.5  *高 82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其中一個保存良好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藤椅整體大致良好 【照片 2】藤椅把手斷裂起翹、竹條彈出 【照片 3】藤椅把手具杯座設計  編號 04 文物名稱 邊几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38   *寬 33  *高 81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前腳支架斷裂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邊几整體明顯壓迫變形 【照片 2】 邊几具特殊三角漏斗狀設計 【照片 3】邊几前腳支架斷裂、藤編受損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3 

編號 05 文物名稱 賽鴿籠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91   *寬 60  *高 27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具文字記述：賽鴿陸   

   【照片 1】賽鴿籠整體大致保存良好 【照片 2】內物菱紋編織交錯 【照片 3】賽鴿籠內尚餘穀物飼料  編號 06 文物名稱 賽鴿籠 x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大）長 76 *寬 52 *高 32 （小）長 58 *寬 42 *高 25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A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具文字記述：賽鴿 一号    
   【照片 1】賽鴿籠整體以纏繞及細鐵釘製作 【照片 2】 賽鴿籠收邊壓條密實 【照片 3】賽鴿籠具文字記述：賽鴿 一号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附 4-4 

編號 07 文物名稱 捷飛達_賽鴿手冊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紙質 尺寸 長 18   *寬 13  *高 0.5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A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_ 表面蛀蝕破損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賽鴿手冊書皮蛀蝕嚴重 【照片 2】陳述西德捷飛達水溶性產品效用 【照片 3】賽鴿手冊書背蛀蝕痕跡清晰 編號 08 文物名稱 茶几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33   *寬 34  *高 56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A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僅單一支架竹條脫離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茶几整體良好 【照片 2】把手螺旋及弧狀設計更加堅固 【照片 3】茶几僅單一支架竹條脫離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5 

編號 09 文物名稱 水缸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陶製 （木製） 尺寸 （缸）直徑 56  *  62(H) （蓋）直徑 62  *  0.5 (厚)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A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水缸整體保存良好並具直線壓紋 【照片 2】水缸併附木製水缸蓋 【照片 3】水缸蓋把手收邊削至弧狀  編號 10 文物名稱 長板凳 x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100   *寬 30  *高 50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A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其中一個保存良好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長板凳整體狀況大致良好 【照片 2】長板凳設計簡單實用 【照片 3】單一長板凳支架卡榫脫離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附 4-6 

編號 11 文物名稱 水缸 x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陶製 尺寸 （缸）直徑 46  *  46 (H) （蓋）大：直徑 48 * 0.3 (厚) （蓋）小：直徑 45 * 45 (H)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民國 70 年間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A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表面具螺紋         

   【照片 1】水缸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水缸表面具螺紋設計 【照片 3】水缸內裝物品繁雜  編號 12 文物名稱 竹籐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55   *寬 41  *高 47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竹籐收邊受損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接合處附竹皮及麻布          

   【照片 1】竹籐箱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2】竹籐箱接合處附竹皮及麻布 【照片 3】竹籐箱竹編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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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13 文物名稱 門扇 x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199   *寬 45  *高 52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受潮形成水漬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門扇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2】門扇受潮形成水漬  編號 14 文物名稱 鳥籠 x 5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鐵 *3 塑膠 *2 尺寸 直徑 45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方*3、圓*2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外露鐵件鏽蝕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各式鳥籠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鳥籠鐵件鏽蝕 【照片 3】鳥籠把手之裝飾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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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15 文物名稱 皮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皮件 木料 竹編 尺寸 長 65   *寬 37  *高 19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40 年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收邊皮革損壞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具博覽會標籤貼紙（朝鮮、滿州）；內裝女性衣物   
   【照片 1】皮箱整體狀況大致良好 【照片 2】皮箱收邊皮革損壞 【照片 3】皮箱貼附他國博覽會標籤貼紙  編號 16 文物名稱 西裝盒與衣（張泰恭）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瓦楞紙 （布料） 尺寸 長 55   *寬 35  *高 10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_ 內裝衣物保存良好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  具字述：張泰恭     

   【照片 1】金甲洋服部製 【照片 2】西裝盒具泰恭字樣 【照片 3】西裝盒內裝大衣一件及布料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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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17 文物名稱 皮箱（張和田）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皮件 尺寸 長 66   *寬 36  *高 20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民國 53 年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把手剝離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內裝巧克力盒藏大頭照        
   【照片 1】皮箱整體狀況大致良好 【照片 2】巧克力鐵盒內藏大頭照等 【照片 3】內具張和田物品及衣物少許  編號 18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95   *寬 47  *高 67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布料蛀蝕破損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內裝橫匹：國恩家慶；背文：張三嵌    

   【照片 1】木箱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木箱內裝橫匹等布廉 【照片 3】橫匹：國恩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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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19 文物名稱 八仙布廉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布料 尺寸 長 458   *寬 67  *高 1.2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布料蛀蝕破損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布廉背面註記商號：張三嵌        
   【照片 1】八仙布廉整體狀況大致良好 【照片 2】布廉蛀蝕破損，手工縫製精細 【照片 3】布廉背面註記商號：張三嵌  編號 20 文物名稱 布廉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布料 尺寸 長 288   *寬 40  *高 0.2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料蛀蝕破損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布廉背面註記（久ホに丈以辰）      

   【照片 1】布廉整體狀況良好，具 11相 【照片 2】呈相多以線體表現，面部多色 【照片 3】布廉背面註記（久ホに丈以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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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21 文物名稱 桌布廉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皮件 尺寸 長 99   *寬 86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布料蛀蝕破損、受朝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正面刺繡具五師      

   【照片 1】布廉整體狀況良好，用色鮮豔 【照片 2】布廉以手工迴旋縫製 【照片 3】布廉背面註記：張三嵌  編號 22 文物名稱 竹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大）長 80 *寬 48 *高 26 （小）長 57 *寬 42 *高 17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內裝小竹箱；小竹箱內裝白布     

   【照片 1】竹籐箱內置箱中箱 【照片 2】竹籐箱接合處附竹皮及麻布 【照片 3】竹籐箱竹編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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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23 文物名稱 洋傘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鐵件 尼龍 尺寸 直徑：103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_支撐桿彎曲變形、傘柄斷裂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光影投射洋傘圓洞之呈相 【照片 2】松原工業公司監製 【照片 3】洋傘支撐桿彎曲  編號 24 文物名稱 木椅*3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54   *寬 64  *高 92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木椅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2】木椅扶手收邊特殊 【照片 3】木椅靠背及扶手皆具雕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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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25 文物名稱 木椅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59   *寬 58  *高 92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木椅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2】木椅設計樸實 【照片 3】木椅弧狀收邊  編號 26 文物名稱 布沙發 *3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海綿 尺寸 長 44   *寬 44  *高 77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B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_座墊表皮受損、破洞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布沙發沾染灰塵 【照片 2】布沙發花紋設計溫韻 【照片 3】布沙發表皮塑膠層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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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7 文物名稱 木桌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120   *寬 66  *高 88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受潮起霉斑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木桌整體沾染灰塵及堆砌雜物嚴重 【照片 2】木桌把手及線角設計精良 【照片 3】木桌受潮嚴重  編號 28 文物名稱 洗面台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陶瓷 尺寸 長 37   *寬 49  *高 23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僅存洗面台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洗面台整體保存良好但髒汙附著 【照片 2】洗面台表面具菱格設計 【照片 3】洗面台設計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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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29 文物名稱 板凳 *3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73   *寬 19  *高 48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受潮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板凳整體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2】板凳設計樸實 【照片 3 板凳霉斑嚴重  編號 30 文物名稱 咖啡壺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金屬 尺寸 （大）長 22  *高 22  （小）長 15  *高 15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     _      

   【照片 1】咖啡壺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壺蓋及把手具菱格及弧線設計 【照片 3咖啡壺內精巧濾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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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1 文物名稱 西裝盒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紙質 尺寸 長 52   *寬 36  *高 8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收納盒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受潮紙質軟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西裝盒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西裝盒受潮紙質軟化 【照片 3】西裝盒略受髒汙附著  編號 32 文物名稱 西裝盒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紙質 尺寸 長 100   *寬 30  *高 50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收納盒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_受潮並有蟲卵附著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西裝盒角落灰塵附著嚴重 【照片 2】堆疊至第二層之紙盒狀況良好 【照片 3】西裝盒外蟲卵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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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33 文物名稱 機具 *5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金屬 尺寸 1. 長 22  *寬 12  *高 13 2. 長 28  *寬 12  *高 12 3. 長 36  *寬 41  *高 12 4. 長 98  *寬 22  *高 12 5. 長 21  *寬 8   *高 13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金屬鏽蝕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機具金屬鏽蝕 【照片 2】機具輪軸具雕花設計 【照片 3】機具僅存構件  編號 34 文物名稱 淺木盆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直徑 52  *寬 11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底部具裂痕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具鐵線綑合         

   【照片 1】淺木盆表面髒汙附著嚴重 【照片 2】淺木盆底部具裂痕 【照片 3】淺木盆具鐵線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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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5 文物名稱 鏡子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金屬框 尺寸 長 68   *寬 48  *高 3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1953 年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右下文字：台灣省軍鴿教養會 台中縣支會敬贈                             左列文字：四十二年度第九屆秋季蘇澳豐原間軍鴿比賽大會          

   【照片 1】鏡面表面髒汙附著嚴重 【照片 2】鏡面具雕花等設計 【照片 3】此鏡為台灣省軍鴿教養會致贈  編號 36 文物名稱 燈具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金屬 塑膠 尺寸 直徑 78  *寬 16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推測為一進後廊燈     

 【照片 1】燈具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燈具具刻花設計 【照片 3】燈具表面沾染灰塵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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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7 文物名稱 電風扇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金屬 尺寸 長 35   *寬 43  *高 55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_金屬鏽蝕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 光新牌電風扇 SHINKUAN IN SHIN ELECTRIC MACHINERY WORKS        

 

     
 

【照片 1】電風扇    編號 38 文物名稱 祝賀布廉 *4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布料 尺寸 1. 長 166  *寬 40  *高 0.1 2. 長 160.5 *寬 48  *高 0.1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祝張和城；反共抗俄、還我山河     
   【照片 1】祝賀布廉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慶祝張和城榮譽入伍之布廉 【照片 3】時局所現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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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9 文物名稱 女衣 *6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衣物 尺寸 長   *寬   *高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_皺褶嚴重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女衣多為旗袍式、短襖、領巾*4    

   【照片 1】女衣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女衣多為旗袍式 【照片 3】旗袍式連身女衣  編號 40 文物名稱 張泰恭六十大壽 壽比南山祝壽牌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玻璃 金屬 尺寸 長 45   *寬 38  *高 14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 暫 時 原 位 保 存         □ 集 中 保 存  於         □ 應 盡 快 移 至 別 處                 ■其他_壽牌存於玻璃箱，具福祿壽三仙；豐原消防分隊 敬贈         
   【照片 1】祝壽牌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張泰恭六十大壽祝壽牌 【照片 3】祝壽牌具福祿壽三仙及金龍繚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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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1 文物名稱 軟木塞雕畫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紙質 壓克力 尺寸 長 66   *寬 25  *高 2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受潮嚴重，具霉斑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軟木塞雕畫受潮嚴重 【照片 2】軟木塞雕畫上述文字遺失 【照片 3】軟木塞雕畫雕琢精細  編號 42 文物名稱 衛道書包 *3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麻布料 尺寸 長 33   *寬 24  *高 13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1964 年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衛道書包保存情況良好 【照片 2】書包內含張和善書信及生活日誌 【照片 3】衛道書包表面沾染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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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3 文物名稱 陶甕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陶瓷 尺寸 直徑 35   *高 45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底座破損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陶甕底座破裂 【照片 2】陶甕沾染厚重灰塵 【照片 3】陶甕壓紋設計  編號 44 文物名稱 摺疊椅 *8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92   *寬 42  *高 8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摺疊椅表面髒汙附著 【照片 2】摺疊椅圓弧座椅設計 【照片 3】摺疊椅保存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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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5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39   *寬 41  *高 35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木箱保存情況良好 【照片 2】木箱內置馬簧釘一把及棒球手套 【照片 3】木箱雕琢樸實  編號 46 文物名稱 出版年鑑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紙質 尺寸 長 30   *寬 22  *高 20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1937 年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頁面破損、封面缺失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出版年鑑頁面破損、封面缺失 【照片 2】1937 年印刷出版 【照片 3】出版年鑑為線裝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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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7 文物名稱 日期時期教科書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紙質 尺寸 長    *寬     *高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1925 年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 暫 時 原 位 保 存          □ 集 中 保 存  於         □ 應 盡 快 移 至 別 處                    ■其他_張泰恭中學時教科書、樂譜、讀者文摘、雜誌   _      
   【照片 1】張泰恭中學時之樂譜 【照片 2】張泰恭中學教科書 【照片 3】張泰恭中學教科書，封面具簽字 編號 48 文物名稱 音響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51   *寬 38  *高 31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_小部份零件脫落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音響狀況良好，僅表面灰塵沾染 【照片 2】音響內擺放黑膠唱片 【照片 3】音響構件產生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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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9 文物名稱 掀蓋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95.5   *寬 54  *高 86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內具夾層板 2 片，可鎖  

   【照片 1】掀蓋木箱內具夾層板 2 片 【照片 2】掀蓋木箱表體灰塵覆蓋嚴重 【照片 3】掀蓋木箱具鎖頭 編號 50 文物名稱 衣物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布料 尺寸 長     *寬     *高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存放於掀蓋木箱中      

   【照片 1】掀蓋木箱中衣物擺放狀況 【照片 2】推測為男性衣物 【照片 3】衣物表面汙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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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1 文物名稱 個人照片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壓克力框 木框 尺寸 長     *寬    *高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_個人照片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 木錶框；存放於掀蓋木箱中  _     

   【照片 1】軟木塞雕畫受潮嚴重 【照片 2】軟木塞雕畫上述文字遺失 【照片 3】軟木塞雕畫雕琢精細 編號 52 文物名稱 張泰恭紀念狀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紙質 尺寸 長      *寬     *高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1971 年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獎狀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木錶框；存放於掀蓋木箱中     _     

  【照片 1】張和田紀念狀存放於掀蓋木箱中 【照片 2】張和田念狀保存良好 【照片 3】張和田紀念狀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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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3 文物名稱 張和田旌忠狀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紙質 尺寸 長      *寬      *高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1965 年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_  旌忠狀 _      

   【照片 1】張和田旌忠狀存放於木箱中 【照片 2】軟木塞雕畫上述文字遺失 【照片 3】軟木塞雕畫雕琢精細 編號 54 文物名稱 地圖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紙質 尺寸 長      *寬      *高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1930 年 07 月 10 日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地圖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地圖存放環境不佳 【照片 3】地圖封面以山脈代表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附 4-28 

編號 55 文物名稱 明信片 * 86張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紙質 尺寸 長      *寬      *高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明信片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包裝具文字：多蒙厚待       
  【照片 1】明信片保存狀況良好 【照片 2】明信片及其封面極具保存價值 【照片 3】台北城鳥瞰圖 編號 56 文物名稱 木箱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66.5  *寬 41  *高 24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內部具受潮現象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空箱        

  【照片 1】木箱狀況良好，僅表面灰塵覆蓋 【照片 2】木箱把手精細典雅 【照片 3】木箱為空箱，有受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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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7 文物名稱 慶賀匾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框 尺寸 長  70  *寬 40  *高 1.5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祝賀張和城先生榮升后里消防小組長誌慶         

   【照片 1】慶賀匾保存狀況良好 【照片 2】慶賀匾為祝賀張和城先生所贈 【照片 3】梅花層次鮮明，畫風精細  編號 58 文物名稱 將軍牌電視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寬      *高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_     _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將軍牌電視保存狀況良好 【照片 2】旋鈕設計精良 【照片 3】將軍牌電視整體採早期木框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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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9 文物名稱 賽鴿獎碑 *3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金屬 大理石 底座木製 尺寸 長 18   *寬  8  *高  52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1980 年*2、1981 年*1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台灣省信鴿協會台中省后里支會敬贈        

  【照片 1】賽鴿獎碑表面髒汙附著嚴重 【照片 2】賽鴿獎碑秋季、春季、冬季各一 【照片 3】賽鴿獎碑裝飾及刻紋細膩  編號 60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63  *寬 41.5  *高 24     單位：公分 年代 ■戰後  □日治 類別 □ 家具           ■ 可移動之文物             □ 紙類（ □手稿  □印刷品 □捐獻等收據    □財產帳冊類       □其他         ） 空間位置 2 樓 1C 損壞狀況 □損壞嚴重 □表面毀損 □表面髒汙附著 ■表面沾染灰塵 ■保存情況良好 □其他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空箱       

   【照片 1】木箱表面沾染灰塵 【照片 2】木箱色彩豔麗 【照片 3】木箱轉角卡隼設計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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