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相關成果： 

緊急加固、活動舉辦、導覽摺頁及登錄類別評估 

 

8-1. 環境清理、遮蔽物清除與遊民驅離 

「臺中刑務所宿舍群」（北區）住戶搬遷後，此處荒廢、閒置已久。本計畫調查初期，

部分牆體與屋頂坍塌，且增改建幅度相當大、廢棄雜物堆疊、混雜在一起，多處室內無法

進入，必須清除遮擋物、整理出通道才能入內。另外，測繪調查階段發現，區域內至少有

五、六處是遊民駐足停留或居住的據點，生活雜物及垃圾到處堆置，環境及衛生條件非常

惡劣。 

一、環境清理與遮蔽物清除 

  

  

圖8-1  竹子、雜木等佈滿庭院，堵住通道，多處大門無法開啟-1 



8-2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圖8-2  竹子、雜木等佈滿庭院，堵住通道，多處大門無法開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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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  簡易裝修面板局部拆除，顯現既有格局與形式，掌握現況及損壞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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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4  簡易裝修面板局部拆除，顯現既有格局與形式，掌握現況及損壞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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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5  天花板與地板損毀處局部拆除，顯現既有基礎與構造，掌握現況及損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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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民違法占用區域及驅逐紀錄 

「臺中刑務所宿舍群」（北區）之 M 棟、N 棟、P 棟，以及 T 棟、Q 棟後側增建，都

有遊民駐留、占用，作為主要住居據點。現場堆置許多生活雜物、回收物及垃圾、排泄物

等，環境及衛生條件非常惡劣。駐留之遊民又有烹煮食物或因天冷燒炭取暖等情事，稍有

不慎，將對歷史建築產生極大損害。2018 年 8 月、9 月執行單位曾多次通報臺中市文化資

產處、臺中監獄等管理單位，也曾進行多次勸離，但隨即又回來；2019 年元月 15 日，臺中

監獄管理單位亦曾報警，由警方出面驅趕，不過旋即又繼續占用。 

 
圖8-6  遊民駐留與占用據點 

   
圖8-7  2019 年元月 15 日臺中監獄管理單位報警驅趕（影片擷取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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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8  遊民駐留、占用情況 

三、巷道封閉 

為杜絕遊民入內、駐留與大型廢棄物傾倒、垃圾亂丟，及便於歷史建築的管理維護，

臺中監獄於 2019 年 3 月底，利用簡易鋼浪板封閉巷道，控管出入通道（圖 8-9、圖 8-10）。 

  
圖8-9  簡易鋼浪板封閉巷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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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0 簡易鋼浪板封閉巷道-2 

 

8-2. 緊急保護措施 

本計畫依六棟歷史建築之損壞現況、文資價值（興築年代），以及謝文泰建築師與陳

博智結構技師現勘後之建議，對於緊急保護之迫切性、必要性等進行綜合評估後，主要針

對 L、M、O、Q 等四棟較必要緊急加固之建物進行保護措施。 

補強內容與防護方式請參見提擬與進行緊急保護工程的施作範圍如圖 8-11~圖 8-15；

依緊急保護工程前概況、簡易清理及拆除、緊急支撐及基礎調整、編竹泥牆體回撐及防護

施作、緊急保護工程完成等流程記錄，各階段之施作如圖 8-16~圖 8-22。 

本案執行之環境清理、簡易拆除與緊急加固及回撐防護施作等費用，如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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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1  歷史建築 L 棟、M 棟、O 棟、Q 棟之損壞現況與緊急保護施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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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2  歷史建築 L 棟之損壞現況與緊急保護施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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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3  歷史建築 M 棟之損壞現況與緊急保護施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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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4  歷史建築 O 棟之損壞現況與緊急保護施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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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5  歷史建築 Q 棟之損壞現況與緊急保護施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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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6  歷史建築 L 棟、M 棟、O 棟、Q 棟緊急保護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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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7  歷史建築 L 棟、M 棟、O 棟、Q 棟之簡易清理及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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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8  歷史建築 L 棟、M 棟、O 棟、Q 棟之緊急支撐及基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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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9  歷史建築 L 棟、M 棟、O 棟、Q 棟之編竹泥牆體回撐及防護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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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棟 55 號 

   
L 棟 59 號 

圖8-20  歷史建築 L 棟（55、59 號）緊急保護工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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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21 歷史建築 L 棟（59 號）緊急保護工程完成後 

  

  
圖8-22  歷史建築 M 棟（45 號）緊急保護工程完成 



8-20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圖8-23  歷史建築 M 棟（49 號）緊急保護工程完成 

  
圖8-24  歷史建築 O 棟（3 號）緊急保護工程完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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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25 歷史建築 O 棟（3 號）緊急保護工程完成-2 

  
圖8-26 歷史建築 Q 棟（10-1 號）緊急保護工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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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27 歷史建築 Q 棟（10 號）緊急保護工程完成 

表8-1 環境清理、簡易拆除與緊急加固等支出費用一覽表 

項次 項 目 內  容 單位 數量 單 價 總 價 分項總價 

一 拆除與清理 

天花板拆除 式 1 40,000 40,000  

雜物清理 式 1 1,4300 14,300  

營業稅 式 1 2,715 2,715  

小 計 57,015 

二 
拆除、清理與

除蟲 

進場前除蟲噴灑 棟 4 1,500 6,000  

簡易清理工資 工 6 2,000 12,000  

另料損耗（含除蟲草劑） 式 1 2,000 2,000  

拆除工資 工 6 2,800 16,800  

搬運雜工 工 6 1,500 9,000  

機具耗損、運費及勞安措

施 

式 1 3,200 3,200  

營業稅 式 1 2,450 2,450  

小 計 51,450 

三 

緊 急 支 撐 前

部 分 簡 易 裝

修拆除 

簡易清理工資 工 10 2,500 25,000  

拆除工資 工 10 2,500 25,000  

拆除搬運雜工 工 8 2,300 18,400  

機具耗損、運費及勞安措

施 

式 1 6,900 6,900  

營業稅 式 1  3,7

65 

3,765  

小 計 79,065 

四 屋 架 緊 急 支 基礎固定及調整等材料 式 1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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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 目 內  容 單位 數量 單 價 總 價 分項總價 

撐材料、設備

及工資 

結構支撐架購置 支 30 650 19,500  

木製角料及五金另料 式 1 12,000 12,000  

防護工具、另料及損耗 式 1 3,500 3,500  

緊急支撐工資 工 12 2,800 33,600  

基礎及現況調整工資 工 8 2,000 16,000  

機具耗損及安全措施 式 1 3,000 3,000  

營業稅 式 1 4,630 4,630  

小 計 97,230 

五 
牆 體 回 撐 及

防護、工資 

回撐支撐架購置 式 1 9,000 9,000  

C 型鋼或木製角料 式 1 17,800 17,800  

回撐及防護措施工資 工 12 2,800 33,600  

上下設備及運資 式 1 3,600 3,600  

機具及另料損耗 式 1 3,000 3,000  

營業稅 式 1 3,350 3,350  

小 計 70,350 

（一+二+三+四+五）總 價 355,110 

 

8-3. 再利用座談會及成果說明會 

為了讓本案的文化資產價值、區域特質更鮮明，未來再利用方向之提擬更具可行性與

宏觀視野，本計畫舉辦二場座談會，以釐清應密切關注的課題。 

第一場（4 月 19 日）主要聚焦於專家學者與委託單位、執行單位之對談，從都市公共

空間、綠地公園的角度切入，以孩童、高齡者為主要訴求對象，尋求另種文化空間再利用

的新突破，希冀能以文化治理面向、社福角度切入，成為全臺獨具特色的文資運作模式。 

第二場（5月 13 日）係與「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軸

組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聯合舉辦，著重由西區的環境特質與周邊文化資產的整體性來看二

案的定位與特色，採專家學者與附近居民、學校單位、有興趣之民眾參與方式來進行，以

期更貼近社區及公眾想法。 

8-3-1. 文資價值及再利用座談會：第一場 

一、舉辦時間：2019 年 4 月 19 日（五），13:30~16:30 

二、舉辦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4315 研討室 

三、與談人： 

（一）學界、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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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特聘教授 邱上嘉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 殷寶寧 

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張玉璜 

背包客棧論壇臺灣版版管 莊盛博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示組助理研究員 陳慧娟 

國立美術館副研究員 趙欣怡 

（二）委託單位：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處長 李智富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秘書 簡惠華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副研究員 施宜伶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古蹟歷建課課長 張儷馨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古蹟歷建課業務助理 楊鎧嘉 

（三）執行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副教授 方鳳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 高小倩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專任助理 陳建榮 

四、第一場座談會議程 

（一）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再利用方向討論與建議 

（1） 由西區的環境特質與周邊文化資產的整體性來看，本案的定位與特色可以是？ 

（2） 本案之適宜性再利用方向建議 

執行團隊初擬三個提案： 

提案一：「幸町新創遊園地」（延續東區再利用規劃與方向，由臺中市文資處接管） 

提案二：城市社福中心（臺中市社會局代管/委外經營）+森林秘境公園（臺中市建設局 維管） 

提案三：樂齡友善城市地景：兒童遊戲景觀（Playscape）+生態綠林（臺中市建設局 維管） 

（二）修復與再利用方式建議 

（1）除了公部門投入修復資金外，其他可能的方式或建議 

（2）「以修代租」的運作模式與執行經驗分享 

（3）潛在的媒合對象與可行性建議 

（三）營運管理方式分享與建議 

（1）值得學習的營運與再利用案例分享 

（2）由臺中市府（某單位）接管、由臺中市文資處接管…的再利用與營運方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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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持「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維護管理的再利用與營運方式建議 

（四） 國美館、科博館等機構或附近小學參與（介入）本區活化的可能性討論 

（1）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作為生活美學、自然科學體現的空間場域。與國美館

合作的可能性﹖國美館的兒童遊戲室、兒童繪本書深受孩童喜愛；國美館亦將成為臺中州

廳再利用為國際級美術館（建構近現代美術館暨攝影及影像博物館）的代管機構。是否有

機會成為另一據點﹖ 

（2）與科博館合作的可能性﹖成為科博館另一據點﹖ 

（3）循南郭國小模式，成為教學場域。如附近的忠孝國小﹖向教育部申請修繕經費﹖ 

（五）綜合討論 

五、第一場座談會討論、關注面向與會議記錄 

依據本次座談會的討論，與談人提醒與關注的面向包含： 

（一） 生態的能量，在城市中應保留與強化。 

（二） 刑務所宿舍群在各個都市中的角色盤點： 

 （1）強化刑務所在臺中市西區重要歷史定位的盤點；從都市任務分工的觀點，確認

臺中刑務所官舍區及其環境的定位； 

 （2）從全臺的獄政故事著手，在商業運行下，強化地方說故事的能力，將有助於文

化資產價值的存續，而不會因過度商業化而消失。 

（三） 再利用過程，不應該脫離社區及一般民眾生活。所以建議商業性營運及再利用的活

動辦理應該是不同的團隊，這樣可以擴大舉辦活動的面向，而非侷限在某一管理單

位的固有思維。 

（四） 建築物修復的急迫性；雖然目前修復經費短缺，但仍應將此視為要務，否則一再頹

圮所造成都市的觀瞻不佳，勢必造成更多社區居民的反彈。或許短時間內仍無法確

定其再利用方向，但仍應先修復，避免建築本體毀頹消逝。 

（五） 公部門應有宏觀的角度，以文化治理邁向空間治理的實質作為，並參考國外相關案

例，提出對城市未來願景的歷史想像。 

（六） 將環境視為是第三位教師，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可以作為一教育場域，提供各級學校

學生在這個場域進行各項學習行動，如：導入「USR模式」的可能性、1大學生社會

責任的實踐場域、環境美學空間的實踐、美感環境再造計劃等…….. 

（七） 盤點都市綠地（尤其是西區的綠地比、高齡人口數量與比率），將文化資產朝公園

化、福祉化方向，以服務老化的社區住民；透過保溫計劃與中繼計劃，維持城市中

秘境綠林的特質（也就是維持空間的秘境特質）。 

（八） 本區擁有難得的綠地與（規模較大的日式宿舍群）充裕的空間量，若能朝向旅宿型

                                                 
1 導入「USR 模式」的可能性討論（教師帶領學生以跨系科、跨校的結合力量，運用各自專長與所學，激

發學生在地就業或在地創意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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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操作，保留日式宿舍群的氛圍，不失為保留此地特色的方向。另外，若從都市公

共空間、綠地公園的角度切入，以孩童、高齡者為主要訴求對象，亦是另種文化空

間再利用的新突破，有機會成為全臺獨具特色的運作模式。相信，能成為相當吸引

人的再利用模式與獨步全臺的社福空間。 

（九） 可以嘗試從環境整理、損毀建築清理著手，例如，先將三民路與貴和街口的燒毀宿

舍拆除，將原本與鄰近街區的圍籬區隔打開，讓民眾有感於環境的逐漸改變。再慢

慢將城市權力的破口拓展到歷史建築的群落空間中。 

依據上述面向，整理以下三個具體方向，並納為本案再利用計劃提擬之基準： 

（一） 以臺中市文化治理的策略來論述，透過案例蒐集與分析，瞭解這個城市（或地方）

缺少什麼（如：美感教育）？主管機關應努力由文化治理邁向空間治理的城市發展。 

（二） 納入都市保溫與中繼計劃的概念，以短、中、長期進行各階段不同的建築修復及再

利用計劃。 

（三） 從臺中市所欠缺的面向來談、由市民需求著手，以福利政策作為提高都市治理的策

略，包含歷史再造、社會福利政策，將文化公共設施化作為主要再利用方向。 

六、第一場座談會活動紀錄與海報 

本次座談會活動實況與立式名牌、活動海報如圖 8-28~圖 8-30。 

  

  
圖8-28 第一場座談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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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29 第一場座談會立式名牌 

   
圖8-30 第一場座談會活動海報、第二場座談會活動海報 

 

8-3-2. 文資價值及再利用座談會：第二場 

本場次與「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軸組聯合建築師事

務所）聯合舉辦。 

一、舉辦時間： 

2019 年 5 月 13 日（一），14:00~16:30 

二、舉辦地點：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道禾六藝文化館-惟和館）；地址：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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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場座談會主持人： 

軸組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陳柏年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副教授 方鳳玉 

四、第二場座談會參與人員： 

（一）學界、產業界與談人： 

梭夢創意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沈孟穎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助理教授 陳正哲  

道禾六藝文化館（臺中刑務所演武場）館長 陳宥潔 

謝文泰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謝文泰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蘇睿弼  

（二）管理單位、有興趣之民眾： 

法務部矯正暑臺中監獄管理員 郭兆語 

法務部矯正暑臺中看守所管理員 王永祥 

臺中地方法院管理員 顏宗熙 

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股長 林建宏 

西區區公所課長 李錫祺 

西區區公所課員 黃于玲 

市議員張彥彤秘書 潘明秀 

市議員黃守達特助 張鎧麟 

市議員江肇國副主任 林聖翰 

立委黃國書助理 許晉瑋 

光明國中校長 胡金枝 

居仁國中總務主任 謝丁財 

忠孝國小幹事 楊凱維 

利民里里長 陳敏祥 

貓旅行店長 莊萬金 

許維蓉建築師事務所 陳毅強 

于我國際設計有限公司 江瑜倩 

中城再生文化協會 丁伯慶 

中城再生文化協會 黃伊萱 

中城再生文化協會 邱秀慧 

（三）委託單位：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處長 李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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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秘書 簡惠華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古蹟歷建課課長 張儷馨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古蹟歷建課業務助理 楊鎧嘉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古蹟歷建課課員 詹凱蔚 

（四）執行單位： 

軸組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陳柏年、吳嘉真、周曉恬）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方鳳玉、高小倩、陳建榮） 

五、第二場座談會議程 

（一）由西區的環境特質與周邊文化資產的整體性來看，二案的定位與特色可以是？ 

1. 都市設計對歷史軸線（如府後街）的保存 

2. 聚落建築群或歷史建築群之定位 

（二）修復與再利用方式討論 

1.  「以修代租」的運作模式與執行經驗分享 

2.  除了公部門投入修復資金外，潛在的媒合對象與可行性建議 

3.  導入「USR 模式」的可能性討論（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教師帶領學生運用各自專長與所學，激發學生在地就業或在地創意的意念）。 

（三）再利用方向建議與討論 

（四）綜合討論 

六、第二場座談會討論、關注面向與會議記錄 

（一）沈孟穎負責人（梭夢創意顧問有限公司）的發言概要 

1. 樂見於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提出不同於文創、餐飲類型的再利用型態，也認同於執行

團隊所提，成為具有社會關懷與公眾性的空間再生模式。 

2. 委外經營模式的建立，應思考能否跳脫目前公告地價的計費方式，尤其是經營團隊

若為公益機構或社會服務等機構或社團；宜建立一套新的執行模式，方能支持其經營管理。

3. 臺灣幾個文資空間委外經營的個案，大多呈現經費拮倨的情況。事實上，文資建築本體

的維護，應由房東（各縣市政府）支付維護、維修費用，而非由委外單位來承擔。 

（二）陳正哲助理教授（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的發言概要 

1. 嘉義舊監周邊百餘棟宿舍群的運作模式分享。其採取由單戶一百萬經費預算先進行

本體修繕，有使用需求後，其修護方式與程度依其需求而定。 

2. 採取民間小型資本投資的方式，以修代租之模式來進行，成為一種物質交換的方式。

5 年+5 年，共 120 個月，每月租金一萬元。先有人投入運作，慢慢發展成工作聚落。這裡

以林業、木業相關的上下游產業所組成。目前定位為「矯正塾」，私塾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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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些宿舍群的修繕工程公開化、透明化，在安全許可下，讓民眾可以參觀，瞭解其

修繕歷程。 

4. 建議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執行團隊，先訂一個群聚的主題，讓整區有清楚的定調後，

可先由局部做起，單棟修繕，慢慢拓展至整個北區。 

（三）陳宥潔館長（道禾六藝文化館）的發言概要 

1. 有關西區的活化再利用，應有市府層級來擬定城市政策，將市府資源整合，提出整

體的發展與再利用願展。 

2. 對於執行團隊所提，將此區成為具有社會性的再利用型態深受感動，讓文化資產也

可以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要能落實，著實需要市府資源的整合，才有機會與可能性。 

（四）謝文泰建築師（謝文泰建築師事務所）的發言概要 

1. 有關西區的發展與定位，應由整個臺中市的發展背景、歷史脈絡與空間紋理來看，

才能清楚其應扮演之角色與特質。透過各個節點的串聯，屬於這個城市的故事才能講得生

動、讓人瞭解。 

2. 營運自負盈虧的迷思。在營運成本的估算下， 幾乎只有朝餐飲才能有盈餘。 

3. 古蹟、歷史建築的修繕經費，究竟是如何決定的？決策機制是？應公開透明、合理。 

4. 不論是 NPO、NGO 或基金會等經營團隊的引入，應能突顯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或地

方法院宿舍群的特色，如何與北、南形成差異性？ 

5. 商業空間的導入是必要的，不論是咖啡廳或餐廳，來訪民眾都需要歇息的空間，只

要空間的比例合理、非無限擴大即可。 

（五）蘇睿弼助理教授（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的發言概要 

1. 臺中市府應盡速辦理移撥接管。不論修復的錢由公部門預算編列、或民間企業認

養….，應盡速進行歷史建築本體修復工程。 

2. 文資經營的模式，在國外還有一種 PFI 模式，係由民眾提供公共服務，且由市府付

資金給廠商來營運。本案或許可以考量、思考其可能性。 

3. 北區範圍挺大，一次到位的修繕經費可能不是那麼樂觀。可以提出分階段的執行策

略，先選 1~2 棟修繕，先進入使用，讓此區開始逐步開放。 

（六）李智富處長（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的發言概要 

1. OT 的法案（促參法）確實有修訂之必要。目前採收取權利金（可象徵性只收一元）

+公告地價的方式計費。若地點為市區，則其地價偏高，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 

2. 臺中清水眷村當時執行了保溫計畫，從 1~2 棟建物本體的修繕開始，慢慢拓展開來。 

3. 臺中監獄與臺中市文資處雖已於 107 年度的會議決議，同意移撥接管，但仍需由市

府主導，非單一的文資處可以承攬。建議執行團隊先擬定保溫計畫，採逐步、階段性任務

方式來運作，避免文資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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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二場座談會與會者的發言概要 

1. 西區利民里里長陳敏祥：建議盡量進行環境清理、建築修繕，避免成為治安死角，

且長期以來，環境髒亂、病媒蚊孳生，也有礙觀瞻、影響市容與西區發展。 

2. 光明國中校長胡金枝：光明國中的學生一直擔任文資的英文導覽義工，以「Life ABC」

推展教育文化。未來，我們也會繼續參與。 

3. 黃國書立委、江肇國議員、張彥彤議員、黃守達議員等辦公室代表出席，均關心同

樣一件事，即是今天座談會討論之兩案的再利用方向，以及移撥接管進程如何盡速推展開

來，避免都市中難得的大片文資與綠意空間，閒置與荒廢。 

4. 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股長林建宏：今天聽到執行團隊提出，未來北區有些許機會朝向

旅宿類型再利用，這樣的形態就與旅遊局有極大關聯了。個人提出二個思考方向，一般民

眾對於神秘的空間容易產生興趣，另外，對於年輕人來說，空間要有亮點、有特色，才會

獲得青睞。 

5. 法務部矯正暑臺中看守所管理員王永祥：臺中看守所長官再多次所內會議，均針對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的移撥接管時程提出質疑，希望市府盡速依 107 年度的會議決議，進行

後續相關行政程序及移撥作業。 

七、第二場座談會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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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執行成果說明會 

一、說明會相關資訊 

（一）舉辦時間 

   2019 年 10 月 18 日（五），14:00~15:30。 

（二）舉辦地點與協辦單位 

   市定古蹟「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 / 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87 號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中城再生文化協會 

（三）活動舉辦方式 

（1）簡報：執行成果簡報、每人一份執行成果說明會會議手冊。 

（2）展覽：計畫案執行成果 A0 大圖輸出（現場展示）。 

（3）活動小物：布質資料提袋、香茅皂（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自營產品） 

（四）議程安排 

（1）執行單位引言、委託單位與協辦單位致詞（10 分鐘） 

（2）執行單位成果發表（30 分鐘） 

（3）綜合討論與建議（30 分鐘） 

（4）再利用方案票選 

二、出席人員與發言概要 

（一）說明會出席人員 

姓  名 職  業 姓  名 職  業 姓  名 職  業 

陳怡瑤 自由 吳仁燦 導遊 郭兆語 臺中監獄 

陳榮文 無 蔡碧霞 退休公務員 李琦華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 

周嫦妙 退休 黃于玲 公 蘇睿弼 東海大學教師 

簡  愛 退休 朱炳燿 無 張鎧麟 黃守達議員服務處 

巫淑玲 服務業 莊振成 退休（任文資志工） 潘明秀 張彥彤議員服務處 

張泗福 退休 王永祥 公務員 林聖翰 江肇國議員服務處 

丁麗蓉 教師 邱閩南 教師 楊豐有 立法委員黃國書服務處 

朱炳燿 無 倪明和 光明國中教師 簡惠華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李金蘭 商 林進福 無 張儷馨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巫莉莉 家管 何曜辰 無 楊鎧嘉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二）意見表達與發言概要 

現場發言概要： 

黃守達議員服務處張鎧麟先生： 

（1）目前提出的再利用方案一、二未來實際執行，將會面臨許多空間困境及法規上的

諸多限制，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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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區在整個再造歷史現場處於交會點的地位，地段的優勢，應成為綠空動線的

串連。 

（3） 官舍群的再利用若能加入原住戶的生活想像，具故事性的展現更佳。 

未具名民眾： 

（1） 目前文資的再利用大多做為文創空間，或結合咖啡館之用途，應考量能否將嗅

覺、觸覺、聽覺等感官體驗加入，有些突破。 

（2） 應加入不同領域的人才，更廣泛的思考再利用機能。 

張泗福先生： 

（1） 畢業於忠孝國小，過去周邊曾有圖書館，未來再利用可思考作為念書的空間，

提供大眾一個可以讀書的地方。 

（2） 修復與再利用應保有原本的空間意涵，還原建築的特殊性與用途，也將原本的

構造特色展現出來。這些違章或增建物應該要適度地保留下來，展現過去生活

的樣貌。 

蘇睿弼老師： 

（1） 過去，官舍群即是生活的容器，在再造歷史現場的計畫裡，這一區被規劃為常

民生活的場域。 

（2） 這區的建築屬於丁種官舍，建築形式並無特殊形制，住戶來來去去，久住的情

況並非常態，應復原為哪個時間點? 目前提出的方案都很有發展的可能性。 

張彥彤議員服務處潘明秀先生： 

（1） 過去這裡曾有小吃店，也有很多生活的痕跡，這些簡易增建物是否該保留，是

否有價值? 

（2） 未來修復再利用應更具公眾性。 

意見會饋單： 

張泗福先生：「未來再利用的建議，1. 學生的念書空間。2. 講習、會議的空間。」 

丁麗蓉小姐：「1. 重現歷史。2. 感謝有此機會餐與討論，感恩!! 」 

倪明和先生：「1. 修復應該是恢復原貌，才能體現歷史及藝術的價值，可以是勉勵，也可

能是反思。2. 支持方案一的提案，結合歷史、建築、藝術的多元元素，給予兒童一

個嶄新的天地。3. 感謝工作團隊的用心，讓我們對於這個環境有許多的期待。」 

朱炳燿先生：「方案二老人交誼教育，提供年輕人服務長輩的場所，增進社會和諧環境，商

業活動應不是主要訴求。歷史意義，主要的記憶，人性的演繹，不要再重複不好的

歷史痕跡。統治中被奴化的傷痕。」 

未具名民眾：「1. 修復再利用之規劃，若可結合原使用空間之歷史意涵更佳，例如：刑務

所員工的一天。2. 承上，若能就歷史建築本身工法之特別性，以某棟建物、某處已

毀損之建物，展示木構建築之美，甚而有模型屋可供遊客親手試蓋。」 

未具名民眾：「1. 希望多樣化的發揮，而不是給老人照顧等這些少數人可使用的空間。2. 

如有可能性，可有商業或觀光方向，且編列預算做長期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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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傳海報與展覽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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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說明會實況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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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解說牌及導覽摺頁設計 

8-4-1. 解說牌設計 

一、解說牌之內容 

（一）文化資產價值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設置於原臺中刑務所之東、北兩側，為日治時期不同階級職員的居

住場域。目前留存之十五棟官舍興築於日治大正、昭和及戰後初期，建築格局包括判任官

之乙種、丙種官舍二戶建（雙併），以及丁種官舍單戶建（獨棟）、二戶建與四戶建（四

連棟）…等形制，構造類型則有木造加磚造、木造、加強磚造等。不僅建築形制多元，構

造類型也豐富，為臺中市區少數群落完整且保存不同階層與形態的官舍，得以見證臺灣司

法體系職工生活歷史，具備日治時期建築構造技術及官舍群落樣貌的保存價值。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與同一場域的「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臺中刑務所浴場」以及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等建物，呈顯獨特的獄政相關建築及時代風貌，見證了日治與戰後

兩時期臺灣中部的獄政發展史；更與周邊日治時期興建的官署、廳舍及宿舍群等，共同形

塑濃厚且獨特的日式氛圍。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The Taichung Prison Official Residence Cluster is located on the east and north sides of the former 

Taichung Prison; it was the residential area for officers of various class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15 officials’ residences that continue to be preserved were built in the Taiji 

Dazheng, Showa, and early post-war periods. The architectural form includes A-type housing for 

the judges, B-type semi-detached housing for officers, and C-type single-family housing (single-

building), two-family housing, and four-family housing (row house), etc. The types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include the wood and brick structure, wood structure, and reinforced brick. Not only are 

the buildings diverse in form, but a variety of structures were used to build them. As the number 

of these residences are small, Taichung City has been able to perfectly preserve the different levels 

and types of the official residence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se residences serve to document the life 

history of Taiwan's judicial system work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s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and the look of the official residences. 

The Taichung Prison Official Residence Cluster, along with the Taichung Prison Warden 

Residence, Taichung Prison Baths, and Taichung Martial Art Hall not only show the unique prison-

related buildings and styles but prison development of central Taiwan within the Meiji and post-

war eras. They form a strong and unique Japanese historical style with the nearby buildings of the 

other offices, halls, and dorms together in the area. 

The Taichung Prison Officer Residence Cluster, along with the Taichung Prison Warden Residence, 

Taichung Prison Baths, and Taichung Martial Art Hall not only show the unique prison-related 

buildings and styles but prison development of central Taiwan within the Meiji and post-war 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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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舍建置與變遷 

1. 臺中監獄署時期（1895~1900年）：明治29（1896）年監獄正名為「臺中監獄署」，仍沿

用「原臺灣城內舊考試堂」（即臺灣府儒考棚）作為新辦公處所，並借用臺灣府儒

考棚局部改建成宿舍。 

2. 臺中監獄時期（1900~1923年）：明治36（1903）年臺中監獄搬遷至新獄舍（原臺中市新

生街3號），陸續在監獄東側、北側新建官舍。 

3. 臺中刑務所時期（1924~1947年）：持續於監獄東側興建官舍、浴場等。 

4. 臺灣臺中監獄時期（1947~1992年）：官舍範圍包括監獄東側、北側等區域。 

5. 籌設「臺中地區司法園區」時期（1992年~2013年）：官舍遷建、閒置。 

6. 臺中刑務所官舍成為臺中市文化資產（2014~2016年）：十五棟官舍登錄為歷史建築。 

7.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修復與再利用階段（2015年~）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謹製 

 

Construction and Changes Record 

1. The “Taichung Bureau of Jail” Period (1895–1900): The part of the Taiwan Civil Scholar 

Exam Hall for converting into a dormitory. 

2. Taichung Jail Period (1900–1923): The new dorms were built successively at the east and 

north sides of the prison. 

3. Taichung Prison Period (1924–1947): The continuation of construction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prison with official residences, baths, etc. 

4. Taichung Jail of Taiwan Period (1947–1992): The officials’ residences includes the east 

side and the north side of the prison. 

5. The unused space to establish The Taichung Judicial Park Period (1992–2013): The unused 

official residences were being relocated. 

6. The officials’ residences of the Taichung Prison became a cultural heritage (2014–2016): 

The 15 officials’ residences were registered as historic buildings. 

7. The Taichung Prison official Residence Cluster on the phase of repair and re-use (2015 ~). 

Directed by: Taichung City Cultural Asset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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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說牌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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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說牌施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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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導覽摺頁設計 

本計畫針對「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設計了二款導覽摺頁，分別是： 

（一）導覽摺頁A版：依據臺中市文化資產處提供的範本設計（公版）。 

（二）導覽摺頁B版：內容著重建築與植栽之介紹。 

 

一、導覽摺頁 A（公版）之文字內容 

（一）文化資產價值 

與解說牌之內容相同（以下略）。 

 

（二）建置與變遷歷程 

1. 臺中監獄署時期（1895~1900 年）：借用臺灣府儒考棚局部改建成職務宿舍 

明治 29（1896）年監獄正名為「臺中監獄署」，仍沿用「原臺灣城內舊考試堂」（即臺灣

府儒考棚）作為新辦公處所，並借用局部改建成職務宿舍。 

2. 臺中監獄時期（1900~1923 年）：陸續在監獄東側、北側新建官舍 

明治 36（1903）年臺中監獄搬遷至新獄舍（原臺中市新生街 3 號），部份宿舍未立即隨

之遷移，但已陸續在新監獄的東側新建官舍。1910~1920 年代監獄周邊官舍大量興建。

除持續於東側建造官舍外，也向監獄北側拓展；北側官舍群即興建於 1918~1922 年間。 

3. 臺中刑務所時期（1924~1947 年）：持續於監獄東側興建官舍、浴場等 

臺中刑務所東側興建了一批官舍及獨身宿舍、公共浴場、演武場等建物。 

4. 臺灣臺中監獄時期（1947~1992 年）：官舍範圍包括監獄東側、北側等區域 

1947 年第二監獄改稱「臺灣臺中監獄」，監獄內附設「看守所」拘禁未決犯。 

臺灣臺中監獄（南屯區培德路 9 號）工程於 1989 年動工，1991 年完工並於 1992 年正式

落成啟用。 

5. 閒置、籌設「臺中地區司法園區」時期（1992~2013 年）：官舍遷建、閒置中 

2009 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檢察署、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等機關共同設立「臺中地區司

法園區」；擬保留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與部分官舍做為園區特色景點。 

6. 臺中刑務所官舍成為臺中市文化資產（2014~2016 年）：15 棟官舍登錄為歷史建築 

2014 年 12 月 3 日公告登錄 9 棟官舍為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 

2016 年 5 月 12 日公告變更保存登錄範圍，納入周邊 6 棟官舍，擴大登錄位置及其定著

土地範圍，涵蓋官舍共計 15 棟。 

7.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修復與再利用階段（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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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Changes Record 

1. The “Taichung Bureau of Jail” Period (1895–1900): The part of the Taiwan Civil Scholar Exam 

Hall for converting into a dormitory. 

 In Meiji 29 (1896), the prison was renamed the Taichung Bureau of Jail. The Taiwan Civil 

Scholar Exam Hall was still being used to become a new office, and the part of it was 

converted into a dormitory. 

2. Taichung Jail Period (1900–1923): The new dorms were built successively at the east and north 

sides of the prison. 

 In Meiji 36 (1903), Taichung Jail moved to a new site (No. 3, Xinsheng Street, Taichung 

City). Not all the dorms were moved immediately as they were meant to be successively 

built at the new site of the prison. In the 1910s and 1920s, a large number of officials’ 

residences were built around the prison. Along with the continued construction of the 

official residence on the east side, the north side of the prison was also being expanded; 

the officials’ residences on the north side was built between 1918 and 1922. 

3. Taichung Prison Period (1924–1947): The continuation of construction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prison with official residences, baths, etc.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Taichung Prison, a number of officials’ residences and single 

dormitories, public baths, and martial art fields were built. 

4. Taichung Jail of Taiwan Period (1947–1992): The officials’ residences includes the east side and 

the north side of the prison. 

 In 1947, the second prison was renamed "Taiwan Taichung Jail", and a detention center 

was attached to the prison to detain pending criminals. 

 The Taichung Jail of Taiwan (No.9, Peide Road, Nanxu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started 

their construction in 1989. It was completed in 1991 and officially opened in 1992. 

5. The unused space to establish The Taichung Judicial Park Period (1992–2013): The unused 

official residences were being relocated. 

 The Taichung Division Prosecutor Office of Taiwan High Court and the Taichung District 

Prosecutor Office established The Taichung Judicial Park during the 2009. The prison 

warden residence of the Taichung Prison was preserved, and along with the part of the 

officials' residences became a unique attraction of the park. 

6. The officials’ residences of the Taichung Prison became a cultural heritage (2014–2016): The 

15 officials’ residences were registered as historic buildings. 

 On December 3rd, 2014, it was announced that nine officials’ residences were registered 

as historic buildings with the name Taichung Prison official Residence Cluster. 

 On May 12th, 2016,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previously registered area had expand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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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ix surrounding officials’ residences; given the expanded location area of land, the 

registered area now covers a total of 15 officials’ residences. 

7. The Taichung Prison official Residence Cluster on the phase of repair and re-use (2015 ~). 

 

（三）交通訊息 

40345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55 號 

 

開車 

北上 中山五權交流道>>五權西路>>五權路>>林森路>>府後街口 

南下 中港交流道>>臺灣大道>>英才路>>林森路>>府後街口（園區旁備有大型公有停車場） 

搭乘公車  

■道禾六藝文化館站（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統聯客運：1路。臺中客運：8路、15路。仁友客運：21路。豐原客運：55路。 

■地方法院站（下車步行約5分鐘） 

豐原客運：51路。臺中客運：71路。統聯客運：75路。 

豐原客運：202路、203路、207路、271路、276路、277路。 

搭乘高鐵 

臺中新烏日高鐵站下車，搭乘接駁車或火車至臺中火車站（或三民站），再轉搭公車至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 

 

Traffic Information 

Address: No. 55, Linsen Road, West District, Taichung City, 40345 

By Car (large public parking lot is available next to the park) 

From North : Zhongshan Wuquan Interchange >> Wuquan West Road >> Wuquan 

Road >> Linsen Road >> Fuhou Street 

From South: Zhongxiang Interchange >> Taiwan Avenue >> Yingcai Road >> Linsen 

Road >> Fuhou Street  

  

By Bus 

Daohe Liuyi Cultural Center Station 

Tonglian Bus: 1 Road. Taichung Bus: 8 Road, 15 Road. Renyou Passenger: 21 Road.  

Fengyuan Bus: 55 Road. 

  

Local Court Station (walk from the bus stop for about 5 minutes) 

Fengyuan Bus: 51 Road. Taichung Bus: 71 Road. Tonglian Bus: 75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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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yuan Bus: 202 Road, 203 Road, 207 Road, 271 Road, 276 Road, 277 Road. 

  

By HSR (High-Speed Rail) 

Get off at the Taichung New Xinwuri High Speed Rail Station, take the shuttle bus or train to 

Taichung Railway Station, and then transfer to the Taichung Criminal Police Station by bus. 

 

 

二、導覽摺頁 B 之文字內容（著重建築與植栽之介紹） 

（一）文化資產價值 

與解說牌之內容相同（以下略）。 

（二）建置與變遷歷程 

1. 臺中監獄署時期（1895~1900 年）： 

   借用臺灣府儒考棚局部改建成職務宿舍 

明治 28（1895）年，臺灣中部由「臺灣民政支部」管轄，擇「原臺灣城內舊考試堂」（即

臺灣府儒考棚）作為新辦公處所。民政支部第三課主管警察、民刑事、衛生與監獄等相

關事務，監獄即附設旁側，利用臺灣府儒考棚局部空間改建而成。 

明治 29（1896）年監獄正名為「臺中監獄署」，仍沿用原場地與設備，並借用臺灣府儒

考棚之局部改建而成職務宿舍。 

明治 30（1897）年總督府民政局提出臺中監獄署改築他地之建議。新址在舊省城西門外

砲兵第二中隊舊營舍址（今三民路、林森路、自由路與公館路交界之範圍）。 

2. 臺中監獄時期（1900~1923 年）： 

   陸續在監獄東側、北側新建官舍 

明治 33（1900）年改稱「臺中監獄」，全臺各地監獄改隸屬於總督府統轄。 

明治 36（1903）年，臺中監獄搬遷至新獄舍（原臺中市新生街 3 號），部份宿舍未立即

隨之遷移，但已陸續在新監獄的東側新建官舍。 

配合新監獄落成，劃設了方整的官舍基地，也預留典獄官舍的敷地；典獄官舍於大正 4

（1915）年落成。 

1910~1920 年代監獄周邊官舍大量興建。除持續於東側建造官舍外，也向監獄北側拓展；

北側官舍群即興建於 1918~1922 年間。 

3. 臺中刑務所時期（1924~1947 年）： 

   持續於監獄東側興建官舍、浴場等 

大正 13（1924）年起，臺中監獄改稱為「臺中刑務所」；臺中刑務所之建設在 1920 年代

已大致完成。 

臺中刑務所東側興建了一批官舍及獨身宿舍、公共浴場、演武場等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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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臺中監獄時期（1947~1992 年）： 

  數十棟官舍，範圍包括監獄東側、北側等區域 

1947 年第二監獄改稱「臺灣臺中監獄」，監獄內附設「看守所」拘禁未決犯。 

1952 年成立臺中看守所，原址係撥用臺中監獄一隅之舊有舍房數棟。1991 年啟用南屯

區培德路 11 號新所。 

臺灣臺中監獄（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 號）工程於 1989 年動工，1991 年完工並於 1992

年正式落成啟用。 

5. 閒置、籌設「臺中地區司法園區」時期（1992~2013 年）： 

  官舍遷建、閒置中 

2009 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檢察署、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等機關共同設立「臺中地區司

法園區」；擬保留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與部分官舍做為園區特色景點。 

2011 年配合法務部矯正署成立機關改隸，修正全銜為「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6. 臺中刑務所官舍成為臺中市文化資產（2014~2016 年）： 

   15 棟官舍登錄為歷史建築 

2014 年 12 月 3 日公告登錄 9 棟官舍為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 

2016 年 5 月 12 日公告變更保存登錄範圍，納入周邊 6 棟官舍，擴大登錄位置及其定著

土地範圍，涵蓋官舍共計 15 棟。 

7.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修復與再利用階段（2015 年~）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區之修復工程進行中。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之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已完成。 

 

（三）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 交通訊息 

與導覽摺頁 A 之內容相同（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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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覽摺頁 A 版（公版）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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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導覽摺頁 B 版（著重建築與樹木介紹的版本）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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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登錄為「聚落建築群」之可行性評估 

根據〈6-1.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北兩區）建置歷程及文資價值評估〉及本案

建築特質、定著土地景觀之保存以及上述分析結果，建議「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

以「歷史建築」為優先考量，維持「歷史建築」登錄類別。唯考量周圍土地開發對文化景

觀風貌、都市涵構等衝擊，缺乏指導或限制依據，建議可擬定規劃設計準則來因應。 

然而，本案建築之損壞情況甚為嚴重，未來部分建物若因修復工程及經費等問題延宕，

恐加劇損壞程度，甚有取消歷史建築身份之可能性。若此，則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整體保

存與再發展缺乏指導或限制依據等問題衍生而出，亟應盡速推動歷史建築本體之修復。 

本計畫於〈7-5-1.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提及，為強化臺中刑務所獨特的獄政

相關建築及時代風貌，或可評估登錄為「聚落建築群」，考量將臺中刑務所相關建築、設

施整併為一群體，朝向整區之永續保存與發展來突顯其特色與價值。以下係針對「聚落建

築群」之定義與基準、文化資產指定或登錄類別衍生之差異事項等進行分析，進而提擬「聚

落建築群」之登錄理由與範圍劃定建議，僅供後續若有登錄需求時之參考。 

8-5-1. 「聚落建築群」之定義與基準 

一、定義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所定「聚落建築群」，係指建築式樣、風格

特殊或與景觀協調，而具有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之建造物群或街區。 

二、種類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所定「聚落建築群」，包括歷史脈

絡與紋理完整、景觀風貌協調、具有歷史風貌、地域特色或產業特色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群或街區，如原住民族部落、荷西時期街區、漢人街、清末洋人居留地、日治時期移民村、

眷村、近代宿舍群及產業設施等。 

三、登錄基準 

依據《聚落建築群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二條聚落建築群之登錄，應符合下列

基準之一： 

（一）整體環境具地方特色者。 

（二）歷史脈絡與紋理完整且風貌協調具保存價值者。 

（三）具建築或產業特色者。 

 重要聚落建築群之登錄基準，係擇前項已登錄之聚落建築群中對全國具特殊意義者。 

四、相關日式建築聚落保存之作法 

「臺北市青田街日式宿舍聚落保存」、「臺北市齊東街日式宿舍聚落保存」等二案的

日式建築群的保存方式，係未經文資法所認定為聚落建築群，而是被登錄為歷史建築，再

依都市計劃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辦理主要都市計畫變更，並將日式建築之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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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變更為聚落風貌保存專用區、第三住宅區（特）（日式宿舍）及第三種商業區（特）

（日式宿舍）等，由此二案之都市計畫的變更方式，可知聚落保存不一定要依文資法指定

為「聚落建築群」。不過，透過文資法指定為古蹟、或登錄的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仍有

其重要性，如該建築或聚落之管理維護、修復及再利用所需經費，主管機關得酌予補助，

且經過文資委員會審查，可確保風貌維護之品質。 

五、已登錄為「聚落建築群」者 

截至 2019 年六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所載列的聚落建築群共有十三筆2。這些聚

落建築群依其形成的型態，可分為自然群聚與人為規劃形成兩大類。自然群聚類型包括：

原住民部落、傳統聚落與違建而產生之非正式住宅聚落等；人為規劃形成者，則有眷村、

教師宿舍與伴隨產業發展而存在的住屋群等。 

表8-2 已登錄為「聚落建築群」之個案分類與登錄理由彙整表 

類型 名稱 坐落區位 登錄理由 

傳統聚落 

金湖鎮瓊林聚落

建築群 
金門 

1. 瓊林聚落之整體環境區塊分明，建築群依循宗族社會

之秩序發展，佈局工整，極具地方特色。 

2. 瓊林聚落之歷史脈絡深厚，除充分展現地方宗族，尤

其蔡氏家族外，其紋理清晰，除保存有形文化資產

外，亦兼具無形文化資產之保存。  

3. 瓊林聚落保存了各種規模、形制之傳統建築，除其構

造外亦有豐富多樣之各式裝飾，匠人巧藝，藝術價值

極高。 

望安花宅聚落 
澎湖縣望安鄉

中社村 

聚落核心為民宅群，以傳統建築為主，有部分新式建築

及少數洋樓式建築。聚落外圍為農作區及墓葬群。 

大埔聚落 
連江縣莒光鄉/

東莒島 

大埔聚落靠近海邊，風景優美。村落中的居屋多石築傳

統式樣其中有具特色者村落亦自成一體系。不同類型之

建築組成漁農兼容的有機聚落，見證大埔聚落的發展。

雖然聚落人口有外移現象，仍具有保存價值。 

芹壁聚落 馬祖 

芹壁聚落整體紋理清晰可見，建築與地形密切配合，木

石結合的閩東傳統建築，在我國之文化資產中獨樹一

格，具有高度的保存價值。 

津沙聚落 馬祖 
聚落整體脈絡清晰可循，且建築物深具地方特色，有聚

落保存之價值。 

鹿陶洋江家聚落 臺南市楠西區 

1. 鹿陶江家聚落為目前臺灣保存完整的最大傳統單姓宗

族聚落，居民能有共識，認同家族意象，具先民來臺

開發研究上的意義。  

2. 江家聚落風貌大致完整，維持原有空間紋理。  

3. 鹿陶洋江家古厝聚落在整體保存、建築多元樣貌及宋

江陣等無形文化資產均足堪保存。  

4. 江家聚落建築格局橫跨多重年代，各年代之建物均展

                                                 
2 網站揭示聚落建築群共有十四筆，但望安花宅聚落重複出現，故僅有十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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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名稱 坐落區位 登錄理由 

現在同一場域之上，有如臺灣建築的演進史。 

五溝水 屏東縣萬巒鄉 

1. 歷史脈絡與紋理具保存價值。 

2. 整體環境具地方特色。 

3. 客家建築設計形式具藝術特色。 

應保存之重點包括：歷史脈絡與紋理、聚落中溝渠及周

邊之自然生態環境、諺語與建築藝術等無形文化資產、

五溝村內祈福、作福活動及元宵節傳統攻炮城活動、墓

葬群。 

原住民部

落 

Tjuvecekadan（老

七佳部落）石板

屋聚落 

屏東縣 

臺灣原住民族現存石板屋聚落保存最完整的地方。 

1. 整體環境具地方特色。  

2. 歷史脈絡與紋理具保存價值。  

3. 原住民石板屋建築設計形式具藝術特色。 

眷村、職

務 宿 舍

群、產業

群落住屋 

虎尾建國一村及

建國二村 
雲林縣虎尾鎮 

1. 日治時期及國軍來臺空軍發展歷史的見證場域。 

2. 為臺灣少見之散置型眷村，同時建築為庫房兵舍結合

增間，極為特殊。  

3. 為日治時期軍用機場之附屬設施，光復後延續眷村功

能，型態保存完整。  

4. 具再利用活化之潛力。 

北投中心新村聚

落 
臺北市北投區 

1. 居住者大多數為國軍北投醫院與三軍總醫院退職員工

與眷屬，是少數仍維持軍事單位與眷舍之空間社會關

聯的眷村。  

2. 中心新村包含日遺眷舍、婦聯會眷舍與撥地自建列管

的眷舍，眷村建築類型多樣，反映當時之聚落形式。  

3. 中心新村為臺北少數僅存規模完整之眷村，具保存與

朝向公共使用之潛力。 

政治大學化南新

村 
臺北市 

1. 化南新村為國立政治大學於 1960 年代起陸續興建之

教職員宿舍，許多知名政大教授曾居住於此，人文薈

萃，為政大在臺復校之重要見證，保留了遷臺初期政

大復校的教育文化記憶。  

2. 建築群分為甲、乙兩區，住宅為二層樓加強磚造之雙

拼建築，建物內部空間精簡，反映 1960 年代的經建條

件。建築設計特色包括架高樓板以避免淹水；具抗震

功能之樓梯間牆面與呈十字交叉之分間牆，具有低矮

建築優良結構系統之特徵；具特色之紅磚砌築式，如

圍牆平面之 z 字型轉折等，以當時可以利用之材料、

工法，建築設計及施工品質皆具水準。  

3. 建物為南北向，對日照、氣候有合理之反應。建築高

度與巷道寬度比例適當，區內巷弄、圍牆圍塑的家戶

關係，及甲、乙區間留設小公園，形成極富特色的鄰

里景況，空間規劃良好且街巷紋理保存完整。 

林 田 山

（MORISAKA）
花蓮縣鳳林鎮 

全為木造住屋，為不同型式之日式木造住屋建築，並伴

隨林業發展而存在，具保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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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名稱 坐落區位 登錄理由 

林業聚落 林田山林場位居萬里溪以南馬太鞍溪以北，早期有小上

海之稱，在政府禁止伐木政策後，林田山洗盡鉛華回歸

自然，但林田山之美，除原始山川景觀與生態外，林場

遺留的檜木房屋，仍屹立於繁花綠林間，留下「東臺灣

林業開發史」的歷史見證。 

非正式營

造之違建

聚落 

寶藏巖聚落 臺北市公館 

公館小觀音山下寶藏巖聚落為戰後臺灣城市裡，非正式

營造過程所形成的聚落，是榮民、城鄉移民與都市原住

民等社會弱勢者，在都市邊緣山坡地上自力造屋的代

表，有歷史的特色。寶藏巖為民國 60 年初發展為非正式

住宅聚落，為戰後典型因住宅需求所自然發展出由退役

榮民組成的違建聚落。 

 

8-5-2. 文資類別衍生之差異事項分析 

以本案而言，較適切之文化資產登錄類別為「歷史建築」與「聚落建築群」，相關差

異事項比較，請參見表 8-3、表 8-4。二者主要衍生的差異事項分析如下： 

（一） 是否需提送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條規定，「聚落建築群」需提送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且提送審議。並得就其建築形式與都市景觀制定維護方針，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特定專用區。為定著土地之保

存方案依據，及周圍土地對文化資產於風貌、都市涵構等保存維護，提出必要限制

發展或導引的重要依據。「歷史建築」則免提送保存及再發展計畫，亦無相似指導

原則作為依據。 

（二） 是否具周圍土地開發之審議限制： 

「歷史建築」得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四條審議，然其未明確載明應經審議

之情形、程序，恐因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主動會知，致錯失適當時機。「聚落

建築群」得要求建築管理機關協助管理，較具有一定程度管制，但建築管理事項繁

雜，一般應僅能以原則性來限制。 

（三） 是否能無償取得土地建物： 

依現行《國有財產法》及《各級政府機關相互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

則》3，僅「古蹟」、「歷史建築」兩類別的文化資產可以辦理無償撥用，其餘類別

之文化資產尚須為有償撥用。 

                                                 
3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所需公有不動產，依法申辦撥用時，以無償為原則。但下列不動產，應辦理

有償撥用： 
八、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不動產、特定專用區容許住、商、工業使用知不動產，或非都市

土地經編定為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及其地上建築改良物，且其非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國有不動產撥供中央政府機關使用。 

（二）撥供古蹟、歷史建築、社會住宅、道路或溝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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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 指定古蹟、登錄歷史建築或聚落建築群之程序比較表 

類別 

基準與程序 
古 蹟 歷史建築 聚落建築群 

指定/登錄基準 

一、具高度歷史、藝術

或科學價值者。  

二、表現各時代營造技

術流派特色者。  

三、具稀少性，不易再

現者 

一、表現地域風貌或民

間藝術特色者。 

二、具建築史或技術史

之價值者。  

三、具地區性建造物類

型之特色者。  

一、整體環境具地方特

色者。 

二、歷史脈絡與紋理完

整且風貌協調具保存價

值者。 

三、具建築或產業特色

者。 

指定 /登

錄程序 

現勘 應辦理 應辦理 應辦理 

公聽會 得召開 免 應辦理 

審議會 應辦理 應辦理 應辦理 

公告 應辦理 應辦理 應辦理 

提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應辦理 應辦理 應辦理 

 

表8-4 指定/登錄不同文化資產之類別應辦理事項比較表4 

類別 

事項 
古 蹟 歷史建築 聚落建築群 

審 議 應

辦 理 事

項 

保存計畫 應辦理 無 應辦理 

再發展計畫 無 無 應辦理 

公聽會說明 應辦理 無 應辦理 

保存計畫檢討 無 無 定期檢討，未明訂時間 

定 著 土

地處理 

定著土地之變

更都市計畫 
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區 保存區 特定專用區 

定著土地之都

市計畫規定 

依保存計畫並應修正於

都市計畫中 
得規定於都市計畫中 

應依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辦理 

定著土地之開

發行為 
應會同主管機關審議 應會同主管機關審議 

應依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辦理 

定 著 土

地 之 周

圍 土 地

處理 

周遭土地開發

審查 

有遮蓋外貌或阻塞觀覽

者，應經主管機關審議。 

周邊土地開發於都市計

畫之審議時，應會同主管

有遮蓋外貌或阻塞觀覽

者，應經主管機關審議。 

有遮蓋外貌或阻塞觀覽

者，應經主管機關審議。 

保存及再發展計畫經審

議通過後，送該地區建築

                                                 
4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各級政府機關相互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

償劃分原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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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事項 
古 蹟 歷史建築 聚落建築群 

機關。 管理機關協助管理。 

周遭範圍 
所在街廓及隔都市計畫

道路之相鄰街廓為範圍。 

定著土地鄰接、隔道路

鄰街之建築基地。 

定著土地鄰接、隔道路鄰

街之建築基地。 

修 復 過

程 
舉辦說明會 應辦理 無 無 

收 益 歸

屬 
產生之收益 

不受《國有財產法》第

七條、《國營事業管理

法》第十三條及其相關

法規之限制。 

不受《國有財產法》第

七條、《國營事業管理

法》第十三條及其相關

法規之限制。 

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

條、《國營事業管理法》

第十三條及其相關法規

之限制。 

公 有 不

動 產 之

撥用 

劃分原則 無償 無償 有償 

 

8-5-3. 「聚落建築群」之登錄理由與範圍劃定建議 

一、背景概述 

本案之評估對象位於臺中市西區，是臺中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充滿歷史古蹟與人文

氣息，從清代的省城、日治時期的刑務所官舍、戰後的監獄宿舍到現在的市定古蹟與歷史

建築群，地理位置上由城市的邊緣發展成都市的中心商業區、住宅區，都讓本區在臺中都

市的發展史，扮演獨特的角色。現存之臺中刑務所相關建物、設施及官舍，擁有悠久的創

建歷史，連同臺北刑務所、宜蘭支監、新竹少年刑務所、臺中刑務所、臺南刑務所等五座

監獄建築，同屬於日治時期創建的監獄建築。截至目前為止，其他多所監獄建築，已隨著

時代更替而拆除或改建，包括原臺中刑務所。因此，臺中刑務所於日治時期創建的相關建

築與設施，更顯其珍貴的歷史見證價值。 

現存之臺中刑務所相關建物與官舍群坐落之街廓內，已有二棟建物指定為古蹟、二處

登錄為歷史建築。前者分別是「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臺中刑務所浴場」；後者則包

括：「臺中刑務所演武場」、「臺中刑務所官舍群」等。除了「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區

有幾棟為戰後興修改建的建物，以及北區幾乎燒毀的官舍、1980 年代增建之建物（因道路

開闢，半毀）文資價值較低外，街廓內之臺中刑務所相關建物均已指定或登錄，具有文化

資產身分。然而，為了讓原本臺中刑務所周邊這些屬性相關之建物，及其歷史、文化價值

更具系統性的保存，維護整體街區風貌，登錄為「聚落建築群」能確保未來聚落內之街區

紋理、配置型態與建築形制等之保存與再利用發展，維持日式建築型態及整體環境品質。 

二、登錄名稱 

建議登錄名稱為：「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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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文資價值評估 

明治 36（1903）年臺中監獄遷建至西區位址（原新生街 3 號）後，除了興築臺中監獄

相關建物與設施外，也陸續興建供作職員或眷屬住用的宿舍，包含奏任官舍（「臺中刑務

所典獄官舍」）、判任官舍（「臺中刑務所官舍群」）等。圍繞著臺中監獄周邊興建的「臺

中刑務所官舍群」，與圍牆、前庭後院、周邊巷道，以及公共空間等，其歷史脈絡與空間

紋理保存尚完整且風貌協調，承載了日治時期司獄人員生活舊貌及臺灣司法體系職工生活

歷史。 

「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位於三民路、林森路、自由路、貴和街圍塑之街廓中。其

中，「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為刑務體系位階最高的長官居住空間，「臺中刑務所浴場」

是一般級別公共使用的場所，「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則為刑務所裡各個不同階級職員居住

的場域，皆足以作為見證臺灣司法體系職工生活歷史的代表；再含括一旁的「臺中刑務所

演武場」，則是臺灣現有日治時期刑務所系統下，相關設施保存最為完整的群體，對臺中

核心區及全臺獄政類型之建築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包括：「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高等官舍-獨棟單戶建）、

「臺中刑務所浴場」（雜屋）、「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臺中刑務所演武場」等建物，興

築年代含括了日治中、末期及戰後初期，為臺中市區少數群落完整且保存不同階層與型態

的官舍；其巷道尺度、圍牆、前庭後院等生活場域保存尚完整，具備日治時期官舍群落樣

貌及建築構造技術之保存價值，共同見證日治與戰後兩時期臺灣中部的獄政建築發展史。 

「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興建於大正 4（1915）年，為日治時期三大監獄之典獄長宿舍

之一，具有數量稀少之特點，亦是臺中重要官署之相關附屬建築，屬木造一層一戶建之高

等官舍，屋面型式屬寄棟造，整體屬和洋折衷式建築。外部形貌大致保持完整，內部西式

應接室、待合室等屬高等官宿舍獨有之空間格局構法有其特殊處並維持良好，浴室、自然

石型踏脫石等皆保存狀況尚佳。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包括東區九棟與北區六棟，共計十五棟官舍。興築年代主要分

為三個階段，從大正 7~11（1918~1922）年間、昭和年間（1940 年代初），到戰後初期（1950

年代）；構造則包括了木造加磚造、木造、加強磚造等類型，空間格局也含括判任官之乙

種雙併二戶建、丙種雙併二戶建，以及丁種獨棟單戶建、雙併二戶建與四戶建等。不僅構

造類型豐富、建築形制也多元，反映日治時期官舍的不同階層標準與形制，具備日治時期

官舍群落樣貌及建築構造技術之保存價值。 

另外，當時因判任官丁種官舍與其他等級更低之職工或傭員宿舍等，其內部皆無浴室

配置，因應而設「臺中刑務所浴場」，現為全臺少數尚存之日式公共浴場，亦是臺中重要

官署之相關附屬建築，為一層樓木造建築，室內空間組成為踏込、更衣室、沖洗身體的洗

場與水槽，以及浸泡用的浴槽。外觀上，中央屋頂上方另設有通氣窗，室內則為磁磚鋪設

之浴槽與水槽，具日治時期建築營造技術及品質之軌跡及參考價值。「臺中刑務所浴場」

歷經興修改建，現況成形於昭和 16~20（1941~1945）年間。 

一旁的「臺中刑務所演武場」興建於昭和 12（1937）年，當時係獄方為司獄官警日常

練武所設之武道館舍，屬本市僅存之演武場，歷史原貌保存完整，極具保存、再利用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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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研究價值。演武場建築群包括演武場主體建築及東側附屬建築，主體建築依對稱型式建

造，中央後側設有神龕，左側為劍道場，右側為柔道場，演武場內僅單側設有座席，與同

時期類似建築武德殿相較，屬較小之武道設施。建築形式屬日治時期典型演武場，座基抬

高，立面仿木結構及壁柱飾樣，屋頂入母屋造，有大型收脊瓦（鬼瓦）及博風板。 

四、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之登錄理由建議 

（一） 為見證原臺中刑務所相關建築與設施之設置歷程、發展脈絡的重要場域。留存的「臺

中刑務所典獄官舍」、「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臺中刑務所浴場」、「臺中刑務

所演武場」等建物，為獨特的獄政相關建築，承載著臺灣司法體系職工生活歷史，

見證了日治與戰後兩時期臺灣中部的獄政發展史。 

（二） 「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興築年代含括日治中、末期及戰後初期，為臺中市區少

數群落完整且保存不同階層與形態的獄政相關建築，區內之巷弄、圍牆圍塑的家戶

關係及街巷紋理保存完整，具備日治時期官舍群落樣貌及建築構造技術的保存價值。 

五、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之範圍劃定建議 

（一）已指定為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的保存範圍彙整 

「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四周綠樹扶疏、建築富有日式風情及獨特歷史意義。目前，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與市定古蹟「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臺中刑務所浴

場」等之修復與再利用工程已完工，其與周邊「臺中地方法院官舍群」、「大屯郡守官舍」、

「林森路 75 號日式宿舍」、「朝陽街日式宿舍群」等文化資產，可成為市中心另一兼具休

閒娛樂與文化觀光之旅遊重心。 

關於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之保存範圍，建議是以既有文化資產公告的建

物定著地號及應保存範圍為主，涵蓋土地地號包括： 

（1）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周邊應保存範圍，共計 22 筆： 

（a） 北區（共 9 筆地號）：臺中市西區東昇段七小段 7、7-4、7-5、10、10-2、10-5

地號，與三民路七小段 1-3、1-8、3-22 地號等。 

（b） 東區（共 13 筆地號）：臺中市西區利民段七小段 1、1-2、3、3-14、3-15、3-16、

3-17 地號，與光明段七小段 1-1、1-5、1-10、2-1、3-14、5-10 地號等。 

（2）市定古蹟「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西區光明段七小段 1-5 地號。 

（3）市定古蹟「臺中刑務所浴場」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西區利民段七小段 3 地號。 

（4）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保存範圍：臺中市西區三民段七小段 1-4、3-9、3-23

地號，與利民段七小段 1-2、1-3、3-2、3-3、3-11、3-12、3-13 地號，共 10 筆地號。 

「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包含上述四筆文化資產，其建物定著地號與應保存範圍共

計 34 筆地號，扣除重複的光明段七小段 1-5 地號、利民段七小段 1-2 地號與 3 地號（共 3

筆），以及道路用地（利民段七小段 1-3 地號，建議扣除）後，共計 30 筆地號，如圖 8-31

（坐落區位如圖 8-32，範圍以紅色虛線標示）。具文化資產身份之古蹟、歷史建築的保存

範圍及所有權屬，彙整如表 8-5、圖 8-33、圖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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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劃定之保存範圍建議 

除前述已劃定之保存範圍及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與建設局管理之地號外，街廓範圍內尚

有（東區）光明段七小段 1-3、2-2 地號（道路用地）與（北區）東昇段七小段 10-1（住一）、

10-3（細機）地號等 4 筆，均屬於臺中看守所管理。其中，光明段七小段 1-3、2-2 地號，

之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為利於日後整體環境的維護及營運管理之運作，建議管理單位變

更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而東昇段七小段 10-1（住一）建議整併為 10 地號（屬國有財產

署），10-3（細機）整併為 10-2 地號（屬臺中看守所），一併納入保存範圍。若地號未整

併，則建議劃設「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之保存範圍為 32 筆地號（圖 8-35），包括： 

（1） 東昇段七小段 7、7-4、7-5、10、10-1、10-2、10-3、10-5 地號； 

（2） 三民路七小段 1-3、1-4、1-8、3-9、3-22、3-23 地號； 

（3） 利民段七小段 1、1-2、3、3-2、3-3、3-11、3-12、3-13、3-14、3-15、3-16、3-17 

地號； 

（4） 光明段七小段 1-1、1-5、1-10、2-1、3-14、5-10 地號等。 

另外，建議可將「臺中刑務所演武場」保存範圍中的光明段七小段 1-3 地號刪除。 

六、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保存推動可能面臨之困境 

（一）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屬都屬於中華民國，但管理單位不同，聚落發展難以達成共

識：由土地及建物產權調查可知，「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土地所有權均屬

於中華民國，管理單位則分別屬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法務部矯正署臺中

看守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等（圖8-33、圖8-34）。 

（二） 聚落建築修繕及再利用所需之經費龐大，管理單位對於修復與再利用的意願不

高，難有共識和願景。 

（三） 目前「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區歷史建築的修復工程正進行中，若登錄為聚落

建築群，則須依規定提送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至審議會審議，並應依保存及再發

展計畫辦理。若此，恐造成修復工程變更與時程延宕等情事發生。再者，若登

錄為聚落建築群，則「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之建物與土地，尚須為有償撥

用，無法如歷史建築採無償撥用。 

七、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推動契機 

前述雖說明了「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推動聚落建築群之過程可能遭遇一些困境，

但並不表示無法推動。表面上，土地及建物產權不一似乎影響聚落發展之共識，但保存區

內建築物屬於公有機關所有，建物多為公有財產，且二處市定古蹟「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

「臺中刑務所浴場」已於 2018 年底修復完成，而「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區的修復工程亦

已進行中。因此，對於「臺中刑務所官舍群」的修繕，僅餘北區之建物，相對所需經費較

少，且因群落中的古蹟與歷史建築將於近年陸續完成修復，也接續執行了再利用規劃，未

來更能呈現「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的獨特風貌與整體景觀，推動登錄為聚落建築群之

可行性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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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1 臺中刑務所相關建築與設施：指定為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的保存範圍彙整（2019 年 8 月） 



8. 相關成果：緊急加固、活動舉辦、導覽摺頁及登錄類別評估 8-63 

 
圖8-32  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坐落區位與周圍環境5 

表8-5 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保存範圍與周邊之地號與所有權屬彙整表 

分區 段名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原因發生日期 

北

區 

歷

史

建

築

保

存

範

圍 

東昇段七小段 7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東昇段七小段 7-4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東昇段七小段 7-5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東昇段七小段 1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東昇段七小段 10-2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東昇段七小段 10-5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1-3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1-8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3-22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周

邊

地

號 

東昇段七小段 7-3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東昇段七小段 10-1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東昇段七小段 10-3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東昇段七小段 10-6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1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管理

持分 21/64）、法務部矯正署臺

中看守所（管理持分 29/6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管

理持分 14/64） 

民國 86 年 12 月 10 日 

                                                 
5 圖面來源：https://lohas.taichung.gov.tw/webgis/index.html（臺中市政府地政局-158 空間資訊網） 



8-64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分區 段名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原因發生日期 

東

區 

古

蹟

及

歷

史

建

築

保

存

範

圍 

三民段七小段 1-4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3-9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3-23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1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1-2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1-3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2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3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11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12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13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14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15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16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17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光明段七小段 1-1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5 年 03 月 01 日 

光明段七小段 1-5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光明段七小段 1-10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光明段七小段 2-1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5 年 03 月 01 日 

光明段七小段 3-14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光明段七小段 5-10 中華民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民國 77 年 12 月 01 日 

周

邊

地

號 

利民段七小段 1-1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5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利民段七小段 3-18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光明段七小段 1-2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光明段七小段 1-3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民國 35 年 03 月 01 日 

光明段七小段 2-2 中華民國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民國 35 年 03 月 01 日 

光明段七小段 2-3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民國 35 年 03 月 01 日 

三民段七小段 1-6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3-15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3-16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3-18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3-22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三民段七小段 3-24 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 

 



8. 相關成果：緊急加固、活動舉辦、導覽摺頁及登錄類別評估 8-65 

 
圖8-33 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地籍圖與土地所有權套繪圖（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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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4 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地籍圖與土地使用分區套繪圖（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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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5 聚落建築群「臺中刑務所附屬建築群」保存範圍劃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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