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31 

編號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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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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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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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木箱轉角卡隼色變 【照片 3】木箱把手設計扎實  編號 62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66.5  *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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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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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裝衣物部份蛀蝕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內裝男士棉襖（黑）上具文字、女性紅布衫（部份）蛀蝕          

  【照片 1】木箱及其內裝衣物 【照片 2】女性紅布衫繡花細膩 【照片 3】木箱鐵鎖具富貴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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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32 

編號 63 文物名稱 澆花瓶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金屬 尺寸 長 28   *寬  18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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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壺身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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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壺整體狀況大致良好 【照片 2】水壺壺身凹陷 【照片 3】水壺壺身附環狀裝飾設計 編號 64 文物名稱 男士衣物一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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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衣料脆化及蛀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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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堆疊及髒汙附著嚴重 【照片 2】衣料脆化破損 【照片 3】衣物整體保存狀況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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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5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31  *寬 36   *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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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受潮脫屑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內裝木製男帽兩頂         

  【照片 1】木箱外觀大致良好 【照片 2】木箱內部受潮脫屑 【照片 3】木箱簡易方正 編號 66 文物名稱 帽子 *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布料 尺寸 (大人)長 33 *寬 26 *高 19 (小孩)長 24 *寬 24 *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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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表體龜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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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整體髒污附著嚴重 【照片 2】帽子表體龜裂、受潮 【照片 3】帽子沾染灰塵、布料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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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34 

編號 67 文物名稱 木盒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22   *寬 16.5  *高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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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皮剝落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內裝剪報及便條紙(1973 年)         
  【照片 1】木盒表皮剝握 【照片 2】木盒內裝剪報及便條紙 【照片 3】木盒上部受損嚴重  編號 68 文物名稱 辦公桌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107  *寬 75  *高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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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潮致表皮起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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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桌整體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2】木桌具多鎖設計，把手精巧 【照片 3】木桌受潮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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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9 文物名稱 矮木櫃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51   *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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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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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抽屜底座剝離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附帶鎖抽屜          

   【照片 1】矮木櫃其一抽屜底座剝離 【照片 2】矮木櫃表面髒汙附著嚴重 【照片 3】矮木櫃表體嚴重刮傷 編號 70 文物名稱 工具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24.5  *寬 24.5  *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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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裝電線、零件       

   【照片 1】工具箱木盒受潮 【照片 2】工具箱內裝零件散置 【照片 3】工具箱髒汙附著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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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36 

編號 71 文物名稱 沙發椅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布料 尺寸 長 39   *寬 42  *高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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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椅凹陷、支架剝離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沙發椅受潮、損壞嚴重 【照片 2】沙發椅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3】沙發椅座椅凹陷、支架剝離 編號 72 文物名稱 竹簍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48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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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內置少許衣物          

   【照片 1】竹簍整體灰塵覆蓋嚴重 【照片 2】竹簍側邊支架剝離 【照片 3】竹簍內置少許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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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3 文物名稱 花椅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陶瓷 尺寸 直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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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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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椅整體沾染灰塵、缺邊 【照片 2】花椅存放環境不佳 【照片 3】花椅釉色鮮明 編號 74 文物名稱 竹簍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26   *寬 40  *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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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簍內雜物堆置 【照片 2】竹簍蓋破損 【照片 3】竹簍表面髒汙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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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5 文物名稱 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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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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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屜側邊具日文字體標示   

   【照片 1】抽屜存放狀況 【照片 2】抽屜受潮起霉斑、灰塵沾染 【照片 3】抽屜側邊具日文字體標示  編號 76 文物名稱 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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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鐘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2】時鐘雕花古典精緻 【照片 3】時鐘表面構件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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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7 文物名稱 皮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皮革 尺寸 長  57  *寬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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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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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潮起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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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箱表面毀損及髒污附著嚴重 【照片 2】皮箱側邊布料毀損 【照片 3】皮箱受潮起翹 編號 78 文物名稱 筆記本一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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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間位置 2 樓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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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蛀蟲蛀蝕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包含公學校課本、農事筆記、日與學習本            

   【照片 1】筆記本封面遭蛀蟲蛀蝕 【照片 2】筆記本表面沾染灰塵 【照片 3】筆記本內頁紙張存放環境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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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9 文物名稱 鞋 *6雙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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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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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墊剝離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具女鞋半雙；鞋標籤：加納屋製          
  【照片 1】鞋整體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2】其中具女鞋半雙；鞋墊剝離 【照片 3】鞋類型多為同款；加納屋製 編號 80 文物名稱 辦公桌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94  *寬  50  *高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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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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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裝鞋及教科書等            

【照片 1】辦公桌 【照片 2】辦公桌內裝鞋及教科書等 【照片 3】辦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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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1 文物名稱 宮燈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玻璃 木料 尺寸 直徑   69   *高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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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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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塵厚度約 0.3 公分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為六角柱體、彩繪、葫蘆等吊飾          

   【照片 1】宮燈損壞嚴重 【照片 2】宮燈彩繪用色鮮豔 【照片 3】宮燈表面沾染灰塵 編號 82 文物名稱 宮燈 *3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玻璃 木料 尺寸 (大)直徑   26   *高  40  (小)直徑   22   *高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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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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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毀損嚴重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具向日葵花紋         

  【照片 1】宮燈沾染厚重灰塵 【照片 2】宮燈刻花依稀可見 【照片 3】宮燈垂釣處呈葫蘆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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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3 文物名稱 衣帽架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161  *寬 138  *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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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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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帽架 【照片 2】衣帽架 【照片 3】衣帽架支架具葫蘆狀設計 編號 84 文物名稱 油燈架 *6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金屬 尺寸 直徑   20   *高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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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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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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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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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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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5 文物名稱 竹燈籠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布料 尺寸 直徑   14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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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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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布料脆化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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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燈籠損壞嚴重 【照片 2】竹燈籠骨架尚存完好 【照片 3】竹燈籠外包布料脆化毀損 編號 86 文物名稱 宮燈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玻璃 木料 尺寸 直徑   69   *高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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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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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燈     【照片 2】宮燈 【照片 3】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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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文物名稱 木箱（KEE LONG）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69  *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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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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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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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月、基隆、楚火          

  【照片 1】木箱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2】木箱側面具 KEE LONG註記 【照片 3】木箱缺上蓋 編號 87 文物名稱 梳妝台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鏡面 木料 尺寸 長 200  *寬 106  *深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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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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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層之掀蓋門遺失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具風景及少女繪圖          

  【照片 1】梳妝台裝飾精緻 【照片 2梳妝台下層之掀蓋門遺失 【照片 3】梳妝台彩繪維妙維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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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8 文物名稱 家書五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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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間位置 2 樓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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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保存狀況良好 【照片 2】張泰華收受之書信 【照片 3】家書手稿字體工整 編號 89 文物名稱 書包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皮革 尺寸 長  30  *寬 26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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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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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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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包脆化嚴重 【照片 2】書包受潮起翹、產生霉斑 【照片 3】書包線角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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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0 文物名稱 門扇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玻璃 尺寸 長 218  *寬  46  *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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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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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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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文物名稱 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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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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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側支架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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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椅灰塵覆蓋嚴重 【照片 2】藤椅存放狀況 【照片 3】藤椅右側支架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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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2 文物名稱 竹躺椅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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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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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躺椅損壞嚴重 【照片 2】竹躺椅沾染厚重灰塵 【照片 3】竹躺椅把手具杯架設計 編號 93 文物名稱 牲品架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大)長 130 *寬 64  *高 156   (小)長 97  *寬 39  *高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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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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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缺失單邊支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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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品架具豬、羊之分 【照片 2】牲品架骨架厚實 【照片 3】牲品架灰塵覆蓋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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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4 文物名稱 衣帽架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161  *寬 138  *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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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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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部構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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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帽架表面沾染灰塵 【照片 2】衣帽架刻花精細 【照片 3】衣帽架上部構件缺失 編號 95 文物名稱 竹簍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直徑  56   *高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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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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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簍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竹簍把手特殊編織銜接 【照片 3】竹簍把手握部另加強結構支撐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49 

編號 96 文物名稱 嬰兒床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90   *寬 37   *高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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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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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床保存狀況良好 【照片 2】嬰兒床編織縝密 【照片 3】嬰兒床編織呈星狀設計  編號 97 文物名稱 茶壺籃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直徑  24   *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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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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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角形、內裝茶壺          

   【照片 1】茶壺籃竹籐編織細膩 【照片 2】茶壺籃內部存放茶壺及茶杯 【照片 3】茶壺籃內存放之茶壺彩繪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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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8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24  *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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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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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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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缺上蓋 【照片 2】木箱把手灰塵纏繞嚴重 【照片 3】木箱內具隔間設計  編號 99 文物名稱 火柴盒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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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間位置 2 樓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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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盒存放狀況 【照片 2】德用燐寸火柴盒 【照片 3】火柴盒沾染灰塵嚴重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51 

編號 100 文物名稱 竹簍 *6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直徑  55    *高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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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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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簍覆蓋厚重灰塵 【照片 2】竹簍編織縝密 【照片 3】竹簍存放環境不良 編號 101 文物名稱 鋼琴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38   *寬  38  *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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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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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鍵脫離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木製           

【照片 1】鋼琴琴鍵脫離 【照片 2】鋼琴整體毀損嚴重 【照片 3】鋼琴沾染灰塵嚴重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附 4-52 

編號 102 文物名稱 陶甕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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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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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甕沾染灰塵嚴重 【照片 2】陶甕口具特殊把手設計 【照片 3】陶甕內裝物品混置  編號 103 文物名稱 竹簍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直徑   58  *高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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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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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提手         

  【照片 1】竹簍整體灰塵覆蓋嚴重 【照片 2】竹簍具厚實環狀設計 【照片 3】竹簍內置雜物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53 

編號 104 文物名稱 木製圓桶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直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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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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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座部份脫落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功用不明          

  【照片 1】木製圓桶整體沾染灰塵 【照片 2】木製圓桶樸實耐用 【照片 3】木製圓桶底座部份脫落 編號 105 文物名稱 蒸籠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67  *寬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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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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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架亦完好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斗拱          

 
       

 

【照片 1】蒸籠整體保存情況良好 【照片 2】蒸籠 【照片 3】蒸籠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附 4-54 

編號 106 文物名稱 水桶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直徑  38    *高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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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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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桶沾染厚實灰塵 【照片 2】水桶存放狀況 【照片 3】水桶特殊半圓底盤設計 編號 107 文物名稱 水桶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大)直徑  54  *高   34 (小)直徑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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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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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盤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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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桶表面沾染灰塵 【照片 2】水桶 【照片 3】水桶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55 

編號 108 文物名稱 陶甕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陶製 尺寸 (大)直徑  33  *高   47 (小)直徑  27  *高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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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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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甕灰塵覆蓋嚴重 【照片 2】陶甕整體保存完整 【照片 3】陶甕具環狀刻紋設計  編號 109 文物名稱 木櫃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52   *寬  32  *高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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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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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皮受潮起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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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櫃表皮受潮起翹 【照片 2】木櫃沾染灰塵及蜘蛛網 【照片 3】木櫃木料厚實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附 4-56 

編號 110 文物名稱 燻香盒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金屬 木料 尺寸 長 14   *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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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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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布織、存於木櫃中 

  【照片 1】燻香盒表面布織、存於木櫃中 【照片 2】燻香盒具吊掛設計 【照片 3】燻香盒揮發散煙處 編號 111 文物名稱 書籍一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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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 年 ■日治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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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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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清素之國小教科書（約數十本）、現代女子書鑒、公學校聯絡部簿等         
 【照片 1】教科書數十本 【照片 2】公學校地理書附圖等 【照片 3】木櫃藏書概況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57 

編號 112 文物名稱 木盒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24  *寬  18  *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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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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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三個抽屜、表蓋剝離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照片 1】木盒具三個抽屜、表蓋剝離 【照片 2】木盒頂蓋受潮嚴重 【照片 3】木盒內部灰塵密覆 編號 113 文物名稱 木盒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37  *寬 19  *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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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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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蓋式開啟         

  【照片 1】木盒灰塵密佈 【照片 2】盒身受潮起斑 【照片 3】木盒接合處採斜角設計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附 4-58 

編號 114 文物名稱 木盒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22  *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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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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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個抽屜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具紅符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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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42  *寬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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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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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保存完好 【照片 2】木箱表面覆蓋厚實灰塵 【照片 3】木箱鎖頭受潮嚴重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59 

編號 116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61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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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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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頂蓋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內裝瓷碗           

  【照片 1】木箱缺頂蓋 【照片 2】木箱部份破碎 【照片 3】木箱沾染灰塵 編號 117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27  *寬 52  *高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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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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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頂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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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內裝油燈玻璃罩 【照片 2】木箱側身具商標 【照片 3】木箱側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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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60 

編號 118 文物名稱 木櫃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183  *寬  63  *高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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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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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櫃表面沾染灰塵 【照片 2】木櫃表面受潮嚴重 【照片 3】木櫃內裝棉被 編號 119 文物名稱 門扇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182  *寬 52  *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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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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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扇整體保存完整 【照片 2】表面髒汙附著 【照片 3】門扇支架具線角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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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20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64  *寬  44  *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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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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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表面毀損 【照片 2】木箱側身註明台灣專賣局 【照片 3】木箱內盛瓷碗等物件 編號 121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86  *寬  30  *高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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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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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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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         

   【照片 1】木箱表面髒汙及灰塵附著 【照片 2】木箱受潮嚴重 【照片 3】木箱內裝小木盒   



臺中市定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附 4-62 

編號 122 文物名稱 竹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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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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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簍表面沾染灰塵 【照片 2】竹簍內裝物品繁雜 【照片 3】竹簍編織縝密  編號 123 文物名稱 竹簍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直徑  27    *高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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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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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金屬提手          

  【照片 1】竹簍具金屬提手 【照片 2】竹簍竹編外觀 【照片 3】竹簍沾染灰塵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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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24 文物名稱 竹架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41  *寬 30  *高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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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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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頂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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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架缺頂蓋 【照片 2】竹架表面沾染灰塵 【照片 3】竹架外框具旋鈕設計 編號 125 文物名稱 電熨斗燙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138  *寬 45  *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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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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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熨斗燙毀損 【照片 2】電熨斗燙支架脫離 【照片 3】電熨斗燙卡隼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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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26 文物名稱 洋琴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78  *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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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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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線缺失斷裂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木製         

   【照片 1】洋琴受潮及灰塵附著嚴重 【照片 2】洋琴琴線缺失斷裂 【照片 3】洋琴為少見早期木製樂器 編號 127 文物名稱 桌子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162  *寬 41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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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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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架全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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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整體腳架缺失 【照片 2】抽屜內裝文件及照片 【照片 3】桌內抽屜內存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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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128 文物名稱 相片（張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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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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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報紙        ） 空間位置 2 樓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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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新聞晚報夕刊          

   【照片 1】張景秀相片 【照片 2】相片背面附註時間 【照片 3】明治 34 年台灣新聞晚報 編號 129 文物名稱 張泰壽證件等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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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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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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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泰壽證件 【照片 2】張泰壽講習證書 【照片 3】張家與其他組織關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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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0 文物名稱 二胡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4.6  *寬 5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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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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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整體損壞嚴重 【照片 2】二胡頂部受損 【照片 3】二胡把手刻印細膩 編號 131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70  *寬 42   *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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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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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木箱於廈門訂做 ；內附一、何福隆興；二、保證書：萬順正記         
 【照片 1】木箱表面毀損 【照片 2】木箱內部受潮嚴重 【照片 3】木箱表皮脫屑起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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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2 文物名稱 老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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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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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        ） 空間位置 2 樓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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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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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寫真館：結婚照         
 【照片 1】昭和八年金鍾先生結婚照 【照片 2】昭和十一年豐原音樂同好會合影 【照片 3】蟲卵附著老照片  編號 133 文物名稱 眷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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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和財及月英小姐結婚祝賀         ） 空間位置 2 樓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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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著蛀蟲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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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和財及月英小姐結婚祝賀 【照片 2】鴛鴦意旨百年好合 【照片 3】沙鹿消防小隊致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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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4 文物名稱 竹籃 *2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直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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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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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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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籃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竹籃編織縝密 【照片 3】竹籃蓋印吉祥圖騰 編號 135 文物名稱 燭台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金屬 尺寸 長 147  *寬  115  *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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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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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台型似葫蘆 【照片 2】燭台具吊掛勾設計 【照片 3】燭台擺放蠟燭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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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6 文物名稱 鏡架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88   *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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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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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面已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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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架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鏡架壓線及裝飾設計典雅 【照片 3】鏡架覆著厚實灰塵 編號 137 文物名稱 書（張和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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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年 ■日治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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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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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物品、卡片、書信          

 【照片 1】出版品受潮 【照片 2】明信片 【照片 3】私人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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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8 文物名稱 木箱（黑）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65  *寬 42  *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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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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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開啟         備註  建議： ■暫時原位保存                      □集中保存 於               □應盡快移至別處                    ■其他  內裝張和田書籍      

 
       

 

【照片 1】木箱表面受潮 【照片 2】木箱內貼附製造證明書 【照片 3】木箱表面髒汙附著  編號 139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69  *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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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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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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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表面受潮 【照片 2】木箱內貼附製造證明書 【照片 3】木箱表面髒汙附著    



附錄四 文物調查表  

附 4-71 

編號 140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48  *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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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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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未能開啟 【照片 2】木箱表面沾染灰塵 【照片 3】木箱整體狀況尚可 編號 141 文物名稱 木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80  *寬 50   *高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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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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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表面灰塵沾染 【照片 2】木箱內衣物、包包擺放整齊 【照片 3】木箱側身把手設計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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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42 文物名稱 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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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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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輓聯(張和田)、張泰恭書籍《明治大帝》） 空間位置 2 樓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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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內裝之輓聯 【照片 2】張泰恭藏書《明治大帝》 【照片 3】張泰恭親筆簽名  編號 143 文物名稱 音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木料 尺寸 長 27   *寬  24   *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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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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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箱整體保存良好 【照片 2】音箱木紋清晰可見 【照片 3】音箱鎖頭設計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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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44 文物名稱 竹箱 填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材料 竹子 尺寸 長 75   *寬 45  *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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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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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含吊床         

  【照片 1】竹箱表面毀損 【照片 2】台灣豐原后里張泰恭 C.T.K 【照片 3】內具吊床一架 編號 145 文物名稱 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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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泰恭、張泰之藏書         ） 空間位置 2 樓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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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日契約書、南投地籍圖、武士刀         

 【照片 1】水缸整體狀況良好 【照片 2】木箱內存之武士刀 【照片 3】木箱內存之剪紙  



附錄五 張天機宅居住變遷年表  

附 5-1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    張天機宅張天機宅張天機宅張天機宅居住居住居住居住變遷變遷變遷變遷年表年表年表年表    西 元 年 號 日 本 年 號 中國傳統 中華民國年號 人物事件 居住變遷 1819 文政 2 年  乙卯年 清嘉慶 24 年 張天機祖父張斯源出生於1819年 1月 14日~ 1885 年 1 月 4日享年 67 歲   1846 弘化元年 丙午年  清道光 26 年 張斯源 28 歲生子：張天機大伯張傳盛出生於1846 年 8 月 29 日 已來台-東勢下新庄 1859 安政 6 年   清咸豐 4年 張斯源 40 歲生其三子張景秀：安政六年 4 月29 日（張天機之父）    1877  明治 10 年 丁丑年 清朝光緒 3 年 張傳盛 32 歲其弟張景秀 19 歲：張天機出生1877 年 12 月 9 日出生   1885  明治 18 年 乙酉年   清朝光緒 11 年 1885 年張天機 8 歲-祖父張斯源去世   1895  明治 28 年 乙未年-日治  清朝光緒 21 年 1895年張天機18歲-其大伯為戶長張傳盛50歲 戶籍地：臺中廳捒東上堡東勢角庄土名下新 230 番地(臺中州東勢郡東勢庄東勢字下新 230 番地、臺中州東勢郡東勢街東勢字下新 230 番地) 1897  明治 30 年 丁酉年  清朝光緒 23 年 1897 年張天機 20 歲入東勢公學校學習日語   1898  明治 31 年 戊戌年  清朝光緒 24 年     1899  明治 32 年 己亥年  清朝光緒 25 年 1899年張天機22歲其長子張泰壽出生9月 3日   1904  明治 37 年 甲辰年  清朝光緒 30 年 1904 年張天機 27 歲，張天機與父親張景秀，和二房張法乾一起遷居到后里舊社，其二子張泰全出生 2月 3 日 居住地：1904.3.7 苗栗廳苗栗三堡舊社庄 110 番地 1907  明治 40 年 丁未年  清朝光緒 33 年   居住地：1907.2.10 退去苗栗廳苗栗三堡舊社庄 110 番地 1908  明治 41 年 戊申年  清朝光緒 34 年 1908 年張天機 31 歲與父親張景秀，再和二房張法乾一起遷居到苗栗三堡四塊厝庄 居住地：1908.3.10 苗栗廳苗栗三堡四塊厝庄 166 番地(戶主：張法乾) 1909  明治 42 年 己酉年 清朝宣統元年 1909 年張天機 32歲其三子張泰華 1月 13 日出生 居住地：1909.8.14 苗栗廳苗栗三堡四塊厝庄 166 番地獨立成戶 1912 明治 45 年/大正元年 壬子年 民國元年 1912 年張天機 35 歲 ，二房張法乾於年初去世，張天機庶子（第四子）張泰恭 11 月 3 日初生 居住地：1912.6.30 退去苗栗廳苗栗三堡四塊厝庄 166 番地 1915 大正 4 年  乙卯年 民國 4   居住地：1915.11.21 臺中廳苗栗三堡四塊厝庄 169 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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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大正 6 年 丁巳年 民國 6 1917 年張天機 40 歲出任四塊厝第一保保正   1918 大正 7 年 戊午年 民國 7   居住地：1918.1.25 臺中廳苗栗三堡四塊厝庄 169 番地獨立成戶 1926 大正 15 年/昭和元年 丙寅年 民國 15 張天機 49 歲父張景秀 68 歲 7月 7日去世   1929 昭和 4 年 己巳年 民國 18   1929年張泰壽30歲遷居至大甲郡大甲街 1930 昭和 5 年 庚午年 民國 19 張天機 53 歲，大房 2月 27 日張傳盛 85 歲去世<張傳盛張法乾張景秀三房分家分戶 居住地同戶籍地：1930.11.25 分戶到臺中州豐原郡內埔庄四塊厝 169 番地(原臺中廳苗栗三堡四塊厝庄 169 番地) 1931 昭和 6 年 辛未年 民國 20 張天機宅興建 1931 年 居住地同戶籍地：1931.1.14 臺中州豐原郡內埔庄屯子腳 274 番地(本案張宅所在) 1933 昭和 8 年 癸酉年 民國 22 張天機 56 歲其四-長孫張和城出生   1935 昭和 10 年 乙亥年 民國 24   墩仔腳大地震 1935年 4月 21日早上 6點 2 分 1937 昭和 12 年 丁丑年 民國 26 張天機 60 歲其孫張和財出生 1937 年張泰壽 38 歲由張天機遷出，落戶於大甲 1940 昭和 15 年 庚辰年 民國 29 張天機 63 歲其孫張和善出生   1943 昭和 18 年 癸未年 民國 32 張天機 66 歲其孫張和田 8月 8 日出生   1946 昭和 21 年 丙戌年 民國 35 張天機 69 歲其孫張和川與張和丙出生   1947 昭和 22 年 丁亥年 民國 36     1948 昭和 23 年 戊子年 民國 37 張天機 71歲 1948 年 9 月 18 日去世   1965 昭和 40 年  乙巳年  民國 54 1965 年 11 月 13 日，國共烏坵海戰  張泰恭三子-張和田-國共內戰烏坵之戰   



工作團隊成員及工作內容  

 

工作團隊成員及工作內容工作團隊成員及工作內容工作團隊成員及工作內容工作團隊成員及工作內容    職     稱 姓 名 / 簡 歷 於本研究中擔任具體之工作 主持人 黃俊銘 中原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及系主任 內政部公告之古蹟修復工程採購辦法勞務主持人 1.協助研究及調查工作之策劃 2.研究人員之訓練及工作指導 3.建築分析及修復技術規劃 4.相關文獻蒐集及研究 5.報告書之審稿 結構檢測顧問與團隊 施忠賢老師、曾鴻程 施忠賢結構技師事務所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1.針對結構部分作調查研究 2.提出結構檢測安全評估建議 3.報告書第五章第一~五節結構檢測安全評估之撰寫 木質檢測顧問與團隊 蔡明哲老師、柯良翰、林佳慧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1.針對木質、蟲害部分作調查研究 2.提出蟲菌防治建議 3.報告書第五章第六節木質檢測及蟲菌防治之撰寫 文物顧問 林仁政老師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研究所 木材科學組 博士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1.針對家具文物部分作調查研究 2.提出家具文物保存的基本建議 3.報告書第四章第十節家具文物保存建議之撰寫  專任研究助理 顏淑華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1.執行研究調查工作之進行，進度之控制 2.行政事務執行與協調 3.現場調查及測繪 4.電腦測繪圖繪製 5.相關文獻蒐集及研究 6.協助數位化資料庫建立 7.報告書之撰寫（第一章、第四章第一~六節、第八節、第九節一~二、四~五） 8.報告書編輯、校對 兼任研究助理 俞怡萍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1.現場調查及測繪 2.電腦測繪圖繪製 3.相關文獻蒐集及研究 4.協助數位化資料庫建立 5.報告書之撰寫（第三章第一~三節、第四章第九節三、第六章） 6. 報告書編輯、校對  兼任研究助理 吳梅瑛 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1.文獻史料之蒐集與調查 2.報告書之撰寫（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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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人員 
廖胤呈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1. 現場調查及測繪 2. 電腦測繪圖繪製-門樓、細部大樣 3. 報告書之撰寫（第四章第八節） 凌宗魁 臺灣大學城鄉所碩士 1. 現場調查及測繪 2. 報告書之撰寫（第三章第四節） 羅世松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1. 現場調查及測繪 2. 報告書之撰寫（附錄四文物調表整理） 賴昭樺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 1. 現場調查及測繪 2. 電腦測繪圖繪製-細部大樣 黃博昌 文化大學景觀系 1. 現場調查及測繪 2. 電腦測繪圖繪製-景觀家具細部大樣樣 3. 報告書之撰寫（景觀調查表） 許厚安 文化大學景觀系 1. 現場調查及測繪 2. 電腦測繪圖繪製-景觀家具細部大樣樣 3. 報告書之撰寫（景觀調查表） 簡佑丞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現場調查及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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