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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由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為日治時期1920年前後所興建的「臺中地方法

院判任官官舍群」，共計四棟建物，保留了日式木造建築及空間紋理。文化資產所在地

於本市西區府後街2號、4號、6號、8號、10號、12號，與林森路24巷1號、7號、9號、11

號、15號、17號、19號(圖1.2)(表1.2)。但場域因閒置已久現況日亦損壞，爰著手辦理調查

研究。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105.07)》第16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建立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調查、研究、保存、維護、修復及再利用之完整個案資料。」。

緣此，本調查研究之目的即在實際進行修復前，對「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進行調查，

確認其歷史與建築上之價值、原有形貌與工法、必要之抗震、防災等措施，並提出適當

之修復與再利用計畫。本研究將就歷史建築本體與土地範圍等指定公告內容於調查完成

後一併檢討並提出建議。藉本計畫進行調查、紀錄、訪談及研究分析，藉以瞭解建築發

展並保存珍貴價值，以利緊急搶救作業並進行後續工程修復，達到文化資產活化與再利

用。 

1-2 調查研究方法 

一  、計畫主要執行內容  

（一） 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 

此項目包括:建築範圍（含區位圖、歷史建築區地籍圖、地籍圖）、文獻史料之蒐

集、歷史沿革之考證、環境調查(場域內構件殘跡清點，進行保護、存放及後續展出方式

研擬)。本區為原臺中地方法院官舍區與現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兩者關係相呼應。研究將

藉由現存與「臺中州」、「臺中地方法院」和「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所屬之相關史

料，並配合日治時期相關之公文史料與文獻等，進行「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歷史、

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之考證。 

涉及個資法規定之地籍謄本與相關資料取得需發函時，請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發文協

助。 

（二） 現況調查 

本案與鄰近市定古蹟「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臺中刑務所浴場」、歷史建築「臺

中刑務所官舍群」、「臺中刑務所演武場」等共同見證日治與戰後兩時期臺灣中部的法

制與獄政發展史。具整體地方法院官舍聚落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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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宿舍群的保存可連結西側相關聯的文化資產，東側與北側可連結臺中州廳

與官舍群、臺中市役所等，整體區位具有臺中州官舍區之意義，成為形塑臺中街區歷史

重要的一環。 

針對實地測量及建築主體建築結構與材質非破壞紀錄之調查項目，包括:環境、結構、

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調查及破壞鑑定，與分析針對建築所在之都市

計畫區提出檢討，並提出未來利用與再利用之區位、交通分析之關聯性。 

（三） 結構系統與評估 

第一部分為結構系統探討，包括在垂直載重及水平地震力作用下結構體之傳力機制

及牆體抵抗地震力之行為。第二部份則針對屋架、牆體在承載垂直載重以及水平地震力

作用時，各結構單元內桿件之受力情形，以判定各構件在上述外力作用下是否有破壞的

可能，以及後續是否有補強之必要。 

（四） 損壞調查及修復建議 

針對「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依其屋頂、屋架、牆體、基礎等主要構造部位進行

實地之現況損壞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等調查及破壞鑑定與原

因探究。以適當方式記錄後呈現其現況，用以判定後續修復之策略與經費概估之依據。

此外，針對普遍性以及範圍較大的破壞模式提出具體的修復方式建議。 

（五） 損壞調查及修復建議 

研究基於上述之目標，將針對未來之發展之進行潛力之分析與評估，進行後續再利

用計畫必要之設施評估、規劃與經費概算預估。另外，並進行日常管理維護及經營管理

規劃，以完成歷史建築永續經營之目標。 

（六） 再利用計畫應包括事項 

（七） 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 

損壞調查及修復診斷，提出修復對策、結構補強之技術與方法或緊急保護措施之建

議。修復將以歷史建築之修復原則為主，但針對修復過程中所發現之重要歷史文物或構

件，則需以歷史建築之修復方式對待。針對重要之構造部位，並進行必要解體調查之範

圍及方法、建議，作為後續修復之參考依據。 

（八） 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九） 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十） 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圍、方法及建議 

（十一） 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 

（十二） 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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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現況調查與修復圖說繪製 

按比例之平面、立面、剖面、大樣等必要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十四） 協助管理單位修正管理維護計畫、致災因子分析與建議、修復及再利用先期規

劃適宜性之評估、未來經營管理維護之建議。 

（十五） 進行現況必要之環境清理及必要性現場剩餘構建清整及保存，並建立工作執行

紀錄。 

（十六） 其他應配合事項 

1. 舉辦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討論座談會及成果發表說明會各一場。 

2. 研究調查暨修復再利用計畫報告書編製。 

3. 整體場域內建築群及老樹導覽地圖、解說牌、導覽摺頁設計，並提供可編輯、

印刷之電子檔(含解說內容及中、英文版)。 

4. 於契約簽訂後、計畫各期程審查完成及計畫結束後，將該研究計畫基本資料及

研 究 計 畫 相 關 資 料 登 錄 至 政 府 研 究 資 訊 系 統 GRB( 網 址 ：

https://www.grb.gov.tw/index)。(如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所定情形之委託研究計

畫，得於資料項中勾選後不對外提供查詢服務)。 

5. 其他相關事項(配合出席府內、外相關會議進行簡報、說明等)。 

二、研究方法與流程架構  

（一）調查研究方法 

1. 資料蒐集 

甲、 關於歷史沿革部份，包含區域發展及臺中地方法院建築群含本體與宿舍群

歷史發展之文獻蒐集。包括:《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法月報》、臺灣總督府

發行之《官報》、《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等行政機關發行之文書，其中以《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與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收藏之公文書為主。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是臺灣受日本統治期間最高行政機關臺灣總督府官房

文書課所收藏的公文書，目前殘存的部分收藏於臺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公文

書的查閱方式以微捲、光碟片為主，其中日治初期數年曾整理成中譯本，亦有以衛

生為主題的目錄彙整館方近年將公文書中所附大圖A3以上編印成冊可供觀閱，並將

部分公文書電子檔開放可供網路查詢。 

《臺法月報》收錄1905至1943年之臺法月報，為當時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今

「司法院之高等法院」）所出版，旨在介紹臺灣法令及判決為主，並作為引用、考

據與研究之用。雖其對於法院建築廳舍之著墨極少，但此文獻可一窺日本殖民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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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臺灣社會的法律體制之發展情況、臺灣走向西方法體制的歷史過程，並可就現代

法與傳統法比較各項法案與判例之同異性質。本計畫藉之研析與定位臺中地方法院

在日治時期之位階、層級、轄屬等重要意涵。此外，日本統治的五十年，是臺灣社

會法律發展的一段重要轉折期。王泰升教授之研究等著作，包括《臺灣法律史的建

立（1997）》、《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1999）》、《臺灣法律史概論（2001）》

等，為本計畫提供重要的制時空背景架構參考，非西方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於十九

世紀末，首度將近代西方法、現代法引進原本施行傳統中國法的臺灣。臺灣殖民地

立法的內容，逐漸從初期的舊慣溫存，演變為以日本化的西方式法律為主的規範架

構。 

建築部分，配合日治時期同類型案例所載之案例進行分析比對。一直到1929(昭

和4)年，殖民地臺灣建築學術刊物才由臺灣建築會發行《臺灣建築會誌》，直到日治

結束前一年1944（昭和19）年，共發行了16 輯《臺灣建築會誌》，是殖民地臺灣建

築活動最重要的紀錄。在此之前臺灣建築的相關資料大部分都刊載於日本建築會所

發行的《建築雜誌》。  

乙、 實地發現資料之蒐集：現場留存之建築現況或相關舊有文物之蒐集考證。 

丙、 相關人物訪談：包括法院職員耆老等相關人士、與先、後期之使用者進行

訪談，以瞭解不同時期建築空間之實際使用狀況。 

2. 建築研究 

甲、 建築型式格局、特色、規模、整體環境空間之研究以及使用材料、設計手

法的考證。 

乙、 建築物配置及周圍環境的實測、紀錄。 

丙、 建築本體平面、立面、剖面、屋頂平面等測量繪圖，構造與細部大樣記錄，

建立基本資料。 

丁、 建築物與附近環境之攝影記錄。 

戊、 其他同時期之廳舍之宿舍建築研究。 

3. 建築與相關文物損壞原因之調查 

對所有現況之損壞狀況，進行非破壞性調查，並以影像與文字描述進行紀錄，

進而分析損壞之原因，建立基本修復資料。 

4. 依前述調查研究結果，針對建築價值、建築現況、周邊環境條件、再利用可能

性與需求提出修復原則及修復方式，配合鄰近地區之景觀與開發計畫，提出整體修

復保存計畫。(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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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研究流程架構 (資料來源: 本計畫繪製) 

確立研究調查內容 

擬定工作計畫 

動機與目標 

現場調查與測繪 文獻史料蒐集 相關人員訪談 

建築研究 
(建築特色與價值調查) 

 

歷史研究 

文化資產價值判定 

結構系統與評估 

破壞調查及修復建議 

再利用計畫 
 

上位計畫、環境區位與地方

資源分析、經營管理與再利

用發展策略、因應計畫建議

與管理維護計畫 

修復原則與方法研擬 

結論與建議 

構造調查 

古蹟保存區整體計畫 

日治時期官舍標準概

述 

 

法院宿舍相關規定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

法院舊宿舍群」空間

特色 

 

舊宿舍群保存範圍規

模比對與空間變遷歷

程 

 

地面以下清際城牆之

試挖紀錄—B棟範圍 

臺灣西式法院建築

類型的出現與編制

變遷 

 

臺中城市區位研究 

 

日治時期臺中地方

法院建築群的規劃

與變遷 

 

土地權屬與戶籍變

遷 

本案屋頂與屋架構

造紀錄與標準比對 

 

本案牆體構造紀錄

與標準比對 

 

本案基礎與地板構

造紀錄與標準比對 

 

本案其他構造紀錄

與標準比對 

 

後期增建磚造量體 

各部位修復建議 

 

日式木造建築修復常

見問題與討論 

 

緊急加固與保護措施 

 

修復經費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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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書章節構成 

表1.1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報告書章節構成 

本案辦理事項與報告書章節構成 

依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

法》（民國106年7月27日公告

修訂）第三條 

依據契約第二條履約標的:(一)廠商

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由機關於

招標時載明)  

本報告書章節對照 

一 
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

復沿革考證。 

1、 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
證：建築範圍（含區位圖、歷史建築
區地籍圖、地籍圖）文獻史料之蒐集、
歷史沿革之考證、環境調查(場域內
構件殘跡清點，進行保護、存放及後
續展出方式研擬)。 

第二章 歷史調查 

第三章 建築調查 

第四章 構造調查與記錄 

第五章 現況損壞調查與
修復建議 

附錄 訪談 

二 

現況調查，包括環境、

結構、構造與設備、損

壞狀況等調查及破壞

鑑定 

 2、 現況調查：實地測量及建築主
體建築結構與材質非破壞紀錄之調
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
損壞狀況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調查及
破壞鑑定，與分析針對建築所在之都
市計畫區、區域計畫區提出檢討，並
提出未來利用與再利用之區位、交通
分析，以及提出歷史建築在聚落建築
群發展之關聯性。 

第四章 構造調查與記錄 

第五章 現況損壞調查與
修復建議 

第六章 結構系統與安全
評估 

三 
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

方法研究 

3、 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
究。 第四章 構造調查與記錄 

四 
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

圍、方法及建議 

4、 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圍、方
法及建議。 

第四章 構造調查與記錄 

第五章 現況損壞調查與
修復建議 

五 
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

掘研究 

5、 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 
第三章 建築調查(B棟) 

六 
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

分析調查 

6、 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
查。 

第四章 構造調查與記錄 

第五章 現況損壞調查與
修復建議(木材檢驗) 

七 文化資產價值之評估 

7、 文化資產價值之評估。 第二章 歷史調查 

第三章 建築調查 

第四章 構造調查與記錄 

第七章 文化資產價值評
估與修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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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復或再利用原則、方

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

概算預估 

8、 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
修復概算預估：損壞調查及修復診
斷，提出修復對策、結構補強之技術
與方法或緊急保護措施之建議。 

第七章 文化資產價值評
估與修復計畫 

九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

說 

9、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按比
例之平面、立面、剖面、大樣等必要
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附錄 現況測繪圖集 

十 

修復或再利用所涉建

築、土地、消防與其他

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

議 

10、 修復所涉建築、土地、消防及
其他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第八章 再利用及經營管
理計畫 

十

一 

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建

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

安全處理辦法第四條

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

建議 

11、 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
落建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
全處理辦法第四條所定因應計畫研
擬之建議。 

第八章 再利用及經營管
理計畫 

十

二 
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12、 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第五章 現況損壞調查與
修復建議 

十

三 

前條(即《古蹟修復及

再利用辦法》第二條)

第一款再利用計畫，應

包括下列事項： 

一、文化資產價值及再

利用適宜性之評估。 

13、 再利用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1) 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
之評估。 

第二章 歷史調查 

第三章 建築調查 

第四章 構造調查與記錄 

第七章 文化資產價值評
估與修復計畫 

二、再利用原則之研擬

及經費概算預估。 

(2) 再利用原則之研擬及經費概算
預估。 

第七章 修復計畫 
第八章 再利用及經營管
理計畫 

三、必要之現況測繪及

圖說。 

(3)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附錄 測繪圖集 

四、再利用所涉建築、

土地、消防與其他相關

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4) 再利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
與其他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第八章 再利用及經營管

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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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古蹟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

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

防安全處理辦法第四

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

之建議。 

(5) 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
落建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
全處理辦法第四條所定因應計畫研
擬之建議。 

 
第八章 再利用及經營管
理計畫 

六、再利用必要設施系

統及經營管理之建議。 

(6) 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
理之建議。 第八章 再利用及經營管

理計畫 

十

四 
 

14、 協助管理單位修正管理維護計
畫、致災因子分析與建議、修復及再
利用先期規劃適宜性之評估、未來經
營管理維護之建議。 

第八章 再利用及經營管
理計畫 

十

五 
 

15、 研究調查暨修復再利用計畫報
告書編製。 本報告書 

十

六 
 

16、 整體場域內建築群及老樹導覽
地圖、解說牌、導覽摺頁設計，並提
供可編輯、印刷之電子檔(含解說內
容及中、英文版)。 

各項要求詳如附件 

十

七 
 

17、 進行現況必要之環境清理及必
要性現場剩餘構建清整及保存，並建
立工作執行紀錄。 

第五章 現況損壞調查與
修復建議 

  

18、 舉辦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討
論座談會及成果發表說明會各一場。 

業於108/05/13辦理討論
座談會；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而契約變
更取消辦理成果發表會。 

  

19、 於契約簽訂後、計畫各期程審
查完成及計畫結束後，將該研究計畫
基本資料及研究計畫相關資料登錄
至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網址：
https://www.grb.gov.tw/index)。(如屬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所定情形之
委託研究計畫，得於資料項中勾選後
不對外提供查詢服務)。 

業於108/08/28進行文化
資產管理登錄平臺之項
目等相關設定。 

  

20、 其他相關事項(配合出席府內、

外相關會議進行簡報、說明等)。 

業於108/03/15(週五 )聯
合三案之工作會議；於
108/09/19(週四 )依機關
承辦要求指示，協助機關
代為城中城藝術團隊開
門鎖現勘與說明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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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工作範圍 

一、歷史建築基本資料  

主要調查對象為「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所在之基地與周邊地區(圖1.2)。有關本

案的文化資產基本資料與範圍: 

1. 歷史建築名稱: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 

2. 種類:宅第  

3. 公告日期:2016/05/23 

4. 公告文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500953971號 

5. 所在地理區域:西區  

6. 文化資產所在地:西區府後街2號、4號、6號、8號、10號、12號，林森路24巷1

號、7號、9號、11號、15號、17號、19號1 (表1.2)。 

7. 創建年代:日治時期 

8. 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2第2條第1項第1、2、3款所列基準。 

9. 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與定著土地範圍（詳保存範圍地籍圖）：  

(1)建築本體：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共計四棟建物)。  

(2)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西區三民段六小段9地號及9-5地號。 

周邊應保存範圍：臺中市西區三民段六小段9地號及9-5地號所涵蓋(A)、(B)、(C)、

(D)、(F)建物所轄L形範圍，面積約為3,303.75平方公尺。 

表1.2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保存範圍 

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 路名 門牌號 棟別 

歷史建築本體 地

址 

西區府後街 2號、4號、6號、8號、 「A棟」 

西區府後街 10號、12號 「B棟」 

西區林森路24巷 11號、15號、17號、19號 「C棟」3 

備註:新增「13號與21號」 

西區林森路24巷 1號、7號、9號 「D棟」 

登錄周邊應保存範

圍(藍色L形框) 

地

號 

臺中市西區三民段六小段9地號 

臺中市西區三民段六小段9-5地號 

「A棟」 
「B棟」 
「C棟」 
「D棟」 
「F棟」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文資處公告內容) 

 
1經現場勘查，新增「林森路24巷13號與21號」兩筆門牌。 
2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文化部文授資局綜字第 10630078941號令修正發布名稱「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及全文 10 條；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文化部文授資局蹟字第 

10830072341號令修正發布第 4、6 條條文。 
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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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土地登記謄本內容概要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西區三民段六小段  
0009-0000地號 

西區三民段六小段  
0009-0005地號 

民國108年01月公告土地現值 51,091元／平方公尺 68,834元／平方公尺 
當期申報地價(107年01月) 7,838.0元／平方公尺 10,551.0元／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管理者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管理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其他登記事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持分：一萬分之908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持分：一萬分之92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內容) 

 

圖 1.2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保存範圍地籍圖 
 

(資料來源:文資處公告府授文資古字第10500953971號；原有附圖「公告圖面」所示G棟處目前業已建成平

面停車場。詳測繪圖集A0-5「全區現況平面配置圖」標示P處。) 

依據上圖之現有公告資料，本計畫於民國105年之公告範圍內容，即係以六小段9地

號及9-5地號之街廓為主。該街廓除了前述之「A棟」、「B棟」、「C棟」、「D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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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F棟」以外之「E棟」、「F棟」、「G棟」、「J」區位、「H棟」、與「I棟」等各

建築量體現況: 

1. 「E棟」此區為二樓磚造之現職職員宿舍，係多戶之合法居住。依據府授文資

古字第10500953971號內容，無歷史建築文化資產身分(都市計畫圖所示:2B)； 

2. 「F棟」為一層磚造、無人居住。依據府授文資古字第10500953971號內容，無

歷史建築文化資產身分(都市計畫圖所示:1B)； 

3. 「G棟」「H棟」所在位置已夷為平地，現為地方法院使用之停車場； 

4. 「J」區位所示之左棟(靠近林森路)為現法院長宿舍、右棟為現檢察長宿舍，皆

為鋼筋混凝土造(都市計畫圖所示:4R、3R)； 

5. 「I棟」為一層磚造。依據府授文資古字第10500953971號內容，無歷史建築文

化資產身份(都市計畫圖所示:1B)。 

 

圖 1.3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都市計畫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2019；虛線框範圍為臺中市西區三民段六小段9地號及9-5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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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套繪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2019；另詳測繪圖集A0-5「全區現況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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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建築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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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公告 

(資料來源:文資處公告府授文資古字第105009539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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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籍圖謄本(2019.12版) 

 

圖 1.6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地籍圖謄本(2019.12 版) 

(資料來源: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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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登記圖謄本(2019.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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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7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土地登記謄本(2019.12 版) 

(資料來源: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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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歷史調查

2-1  臺灣西式法院建築類型的出現與編制變遷

一、 臺灣西式法院的誕生

在領臺二十餘年前，日本即已推動法律的近代化，明治政府花費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才

接納近代西式司法制度。因此，明治 28（1895）年正值日本剛確立近代歐陸式政治制度及

法律體系並達成國家統一與獨立的時期，而日對臺統治的態度與政策之一，乃是即時地將近

代西方法制及司法獨立的精神導入這個島嶼殖民地1。下文分述日殖民者如何對殖民地臺灣

擬定《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與《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以及兩套規制的要義。用以理解

和確立法院建築類型在臺灣創設與初始的基本立場。

(一) 《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

日殖民政府對臺灣最初採取軍政統治主義，以武力鎮壓的法制行動與裁判行為，僅依據

明治 28（1895）年 7 月 6 日公布的《施行於臺灣人民軍事犯處分令之諭示》2。同年 8 月 6

日，日方「大本營3」以「陸達字第七十號」訂頒《臺灣總督府條例》終止地方官制之施行

後，發布全島實施軍政。不僅依軍事需要建立軍事秩序，也考慮在軍事命令範圍內創設得以

馴順臺灣住民的司法制度。

上文所述依附於軍事官衙、以軍事權行使裁判權的景況，至 10 月 7 日臺灣總督樺山資

紀以「日令第十一號」頒佈《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發生了轉變。換句話說，臺灣將要出現

脫離行政建築而單獨設置的「法院」了。

爾後，總督樺山資紀再以「日令第二十號」通告這一裁判場所「法院」將自明治 28（1895）

年 11 月 20 日開院:「以軍事命令設立之法衙，在佔領地區仿效人民處分命令稱為「軍事法

院」似乎是比較適當。但平定後又不能隨即改為「裁判所」，若不得不繼續此法衙、而軍事

法院名稱又不適宜，思其實際名稱之變更種種不方便者，不如選用「與總督府軍事組織之類

無相同之名稱」。故最好稱為總督『法院』。4」，在定名上，日殖民母國似乎意圖擺脫他

1 吳密察，2000〈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的一些檢討〉，《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香，頁 177~208。
王泰升，1997《臺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三民，頁 99。 
2 簡稱「軍事犯處分令」，為處分軍事犯之特別法。其目的在憑藉殘暴的嚴刑，以鎮壓反抗破壞，以維護其國家

特定軍事秩序上的法益。構成本令軍事犯的行為共有十款，除各種反抗、破壞、間諜、擾亂等行為外，並包括

「對日本軍人軍屬交付鴉片、煙具及公用管舍」之罪。法定上本刑一律為死刑，其處分由軍事法庭或總督府民

政局為之。 
3 「大本營」為日本戰時最高的軍事組織。由大本營以陸達字第七十號制定此項臺灣總督府條例，足以顯示此際

之臺灣在法律上具有軍事占領地延長之性質，臺灣總督則具有軍事占領地軍事長官的性格。 
4 劉寧顏、郭家雄（著），1982〈日治時期臺灣法制之演變歷程及其性質〉《日治初期司法制度檔案》。南投縣：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48~52。（亦刊於《臺灣文獻》，v.25 卷 v.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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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殖民地臺灣單獨設置裁判所的軍事性格，不過，最初仍是由陸軍法官部來專管司法事務

5(圖 2-1.1)。 

 

圖 2-1.1 臺灣總督府編制表 

資料來源: 節錄自《臺灣總督府條例》（1895 年 08 月 06 日），〈明治二十八年甲種永久保存官房第一卷〉，《臺

灣總督府檔案》。 

 

5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5：v.11-17；黃靜嘉，2002，《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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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份《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的內容條列如下(圖 2-1.2(1))： 

第一條 總督府於臺北縣設置「法院」、於宜蘭、新竹、苗栗、彰化、雲林、埔里社、嘉

義、鳳山、恆春及澎湖島設置「法院支部」(圖 2-1.2(2)) (圖 2-1.2(3))。 

  第二條 總督府法院及支部，依各別表「所定管訴訟轄區」內，行使「臺灣住民」之「犯

罪及民事訴訟」之裁判。總督府法院對於所屬支部管轄地內之事件，有「總督之特

別命令」時可裁判之。 

  第三條 「總督府法院」設「院長」一人、「審判官」四人、「書記」四人，各支部設審

判官書記各一人或設二人。院長審判官由總督自總督府「高等官」中選任，書記由

總督自總督府「判任官」中選任。 

  第四條 總督府法院職掌包括總理本院之院務，以及監督支部審判官等下屬之職務。院長

得以審判官之身分行使職務。審判官行使有關刑事、民事裁判之職務。書記作成有

關裁判之調書及其他記錄，及從事庶務之工作。 

第五條 刑事民事之審判，以「主任審判官單獨辦理」行之，但刑事判決之決行，除另有

訂定者外，應「經總督之批准認可」。 

第六條 總督府法院及各支部置「通譯」及「庭丁」，依上官之指揮，辦理各項業務。6 

 

圖2-1.2 (1) 

 

6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5：v.3-7、v.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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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2) 

 

圖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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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4) 

 

圖2-1.2(5) 

圖 2-1.2《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 

(資料來源: 節錄自「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1895 年 10 月 07 日），〈明治二十八年甲種永久保存第三卷〉，

《臺灣總督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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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 

1896（明治 29）年第二任武官總督桂太郎廢止軍政施行民政，以「律令第一號」公布

《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的施行(圖 2-1.3(1))。臺灣進入日治民政時期後，依八條條例改組

司法機關編制。可得知本案宿舍群之主管機關「臺中地方法院」，在裁判訴訟轄區內民、刑

事第一審、以及刑事預審案件7；其法院判官為敕任或奏任；法院書記為判任。茲列於下： 

「第一條 臺灣總督府法院屬臺灣總督管理，掌理民事刑事之裁判。 

第二條 臺灣總督府法院分為高等法院、覆審法院及地方法院，其管訴訟轄區域依行政區域。 

第三條 地方法院在縣、支廰及島廳所在地各設一處，擔任其管訴訟轄區域內民事刑事之第

一審裁判。覆審法院於縣廳所在地設一處，對於其管訴訟轄區內各地方法院所為第

一審裁判覆審之機構。高等法院於臺灣總督府之所在地設一處，對各覆審法院所為

審判，有不適法時作廢棄糾正之機構。 

第四條 各法院置判官，為敕任或奏任，由臺灣總督任用之。依裁判所構成法非有判事資格

者，不得任為判官，但暫時之間地方法院之判官，不在此限。 

第五條 各法院置院長，以判官任用之。院長監督院內及所屬法院之裁判業務，於合議裁判

時，以院長為裁判長，院長不適合擔任時，以首席判官充任之。 

第六條 所有裁判案件，地方法院以一名，覆審法院以兩名，高等法院以五名判官擔任審問

裁判之。合議裁判以院長為其裁判長、院長有事故時，以其上席裁判充之。 

第七條 各法院置檢察官，檢察官敕任或奏任，由拓殖大臣提經內閣總經理大臣上奏，臺灣

總督任用之。檢察官負責刑事追訴，指揮裁判之執行，對於國家之訴訟代表國家。

上級法院之檢察官監督下級法院檢察官。檢察官得指揮警部長、憲兵軍官，警部及

憲兵士官，實施犯罪之搜查。地方法院檢察官之職務，得權宜由警部長及警部代理。 

 第八條 各法院置書記，書記由總督判任。書記擔任民事刑事裁判之記錄，會同於法庭作

成調查書及保管整理一切訴訟紀錄。書記除了前項之外，依上級之指揮，掌理法院

之各種雜物。8」 

檢視此份條例所界定的臺灣司法建築機制，不僅指出臺灣運作專職行使國家裁判權的

司法建築編制首以「三級三審」的制度技術設計，表徵此新設機關與西式審級思維接軌；

還出現上一份編制《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當中所缺席的「檢察官」角色。9 

 

7 民政部法務部，1917，1943；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45：390-391；戴炎輝等，1965：147-155。 
8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v.3-8、v.55-4、v.59-36。 
9 吳嘉真，2005，《臺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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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3(1) 

 

圖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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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3(3) 

 

圖2-1.3(4) 

圖2-1.3「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發布ノ件」 

(資料來源: 節錄自「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發布ノ件」

（1896年05月01日），〈明治二十九年甲種永久保存第

一卷〉，《臺灣總督府檔案》。) 

 

日總督府有以「1處高等法院、1處覆審法

院、13處地方法院」這套編制司法建築編制，

脫胎自軍事屬性展開之法院開始運作三級三

審之裁判模式，初試審級思維。這15個單位的

司法建築，配佈在總督府處在地及三縣廳一島

廳的地方行政區劃上10：於總督府所在地臺北

配佈一高等法院及覆審法院，於地方行政區劃

所在地宜蘭、新竹、臺北、鹿港（彰化）、苗

栗、雲林、「臺中」、恆春（臺東）、埔里社、

嘉義、鳳山、臺南、澎湖島等地共配佈13處地

方法院等三個層級的司法建築。這13處地方法

院乃是由原軍事法庭屬性的11處法院支部改

制後，增置臺北、臺中兩處地方法院而成。 

 

10 三縣廳一島廳即臺北縣（淡水支廳、宜蘭支廳、新竹支廳）、臺中縣、臺南縣（嘉義支廳、鳳山支廳、恆春

支廳、臺東支廳）、澎湖島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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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治時期臺灣司法制度變遷概述與臺中地方法院建置沿革 

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年間，臺灣法院體系的整個變遷經過，若以現代西方司法審級制度

的觀點切入，概可分成以下幾個時期11: 

1. 領臺初期（1895.11.20-1896.07.14）、 

2. 三級三審時期（1896.7.15-1898.7.19）、 

3. 二級二審時期（1898.7.20-1919.8.9）、 

4. 二級三審時期（1919.8.10-1927.7.9）—「審」「檢」均勢的呈顯 

5. 二級三審四部時期（1927.7.10-1943.2.23）、 

6. 戰爭末期（1943.2.24-1945.10.24）、 

7. 戰後至今—「審」「檢」分隸的落實 

下文以臺中地方法院為主體，分述說明各時期主要的司法制度變遷與建置沿革等內涵。 

(一) 尚無「臺中法院支部」的領臺初期（1895.11.20-1896.07.14）  

在日本剛領有臺灣的混亂中，依軍事命令《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所設立的「臺灣總督

府法院」自 1895（明治 28）年 11 月 20 日開始運作。在此之前的司法事務，先由各地方官

處理，自同年 8 月 6 日進入軍政後，改以軍事權行之，故由總督府內陸軍局法官部掌管，輔

以民政局民刑課。緣此，該總督府法院於設立時，性質上仍屬軍事法庭，且一審終結。 

設有 1 法院（位於臺北），及 11 個「支部」。法院支部的名稱各為：宜蘭、新竹、苗

栗、彰化、雲林、埔里社、嘉義、臺南、鳳山、恆春、澎湖島等支部，要注意的是，此時並

沒有「臺中支部」。雖隔年 3 月 31 日軍政結束，該總督府法院於法律上不再是軍事法庭，

但事實上持續運作到下一階段的法院開設為止。12 

 

(二) 增加了「臺中地方法院」的三級三審時期（1896.7.15-1898.7.19）  

依明治 29（1896）年 5 月律令第一號《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設立的總督府法院，係專

職行使國家司法審判權的一般法院13，自 1896 年 7 月 15 日開始運作。其設有地方法院、覆

審法院、高等法院，分掌第一審民刑事裁判、作為第二審的「覆審」、以及依第三審上訴（日

本法稱「上告」）所為的最終審。 

 

11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自刊，民 35 年），頁 390-391，表

127。與該表不同的是，筆者使用當時的紀元而非「民國前幾年」，對各時期冠以名稱，並增加一個時期。 
1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下卷）》（臺北，自刊，昭和 17
年），頁 3-5、9-10（以下簡稱「警察沿革誌」）；臺灣總督府法務部，《臺灣司法制度沿革誌》（臺北，自刊，

大正 6 年），頁 3-4（以下簡稱「司法誌」）。 
13 在司法史上意義，參見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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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三審制司法建築編制中的第一審民刑事裁判或刑事預審、控訴審（第一次判決再訴，

覆審針對事實審與法律審 ）、上告審（第二次判決再訴，最終審僅針對法律審），相應對

等地設置三種稱謂不同的司法建築：地方法院、覆審法院、高等法院。以之共行運作司法裁

判，實為臺灣本島引入一種追求能更接近真實的制度技術設計。14 

高等及覆審法院位於臺灣總督府所在地臺北，地方法院起初有 13 所，即由上揭 11 個支

部改制而來，加上臺北、臺中兩地方法院，於地方行政區劃所在地宜蘭、新竹、臺北、鹿港

（彰化）、苗栗、雲林、臺中、恆春（臺東）、埔里社、嘉義、鳳山、臺南、澎湖島等地共

配佈十三處地方法院等三個層級的司法建築。 

細查這十三處地方法院乃是由原軍事法庭屬性的十一處法院支部改制後，增置臺北、臺

中兩處而成。 

但後來有些地院遭裁撤15。在總督府及三縣四廳的地方行政區劃所在地，配佈「1 處高

等法院、1 處覆審法院、8 處地方法院(宜蘭、新竹、臺北、臺中、嘉義、鳳山、臺南、澎湖

島)」等三級三審模式之司法建築，來推動臺灣司法的近代化16。此外，依 1896 年 7 月 11 日

發佈的律令第二號，可設立由一般的司法官組成、管轄政治性案件、一審終結的「臺灣總督

府臨時法院」。17 

臺中地方法院在三級三審時期（明治 29.7.15-明治 31.7.19）的管轄事務與權限，包括以

單獨庭裁判訴訟轄區內民、刑事第一審，及刑事預審案件。18 

 

(三) 期間曾降格改設「臺北地方法院臺中出張所」的二級二審時期（1898.7.20-1919.8.9）  

1898（明治 31）年七月末，日統治者基於精簡殖民地臺灣經費，也認為為了日與臺兩

地法律解釋之統一，不宜同時存在兩個上告審（日本內地之大審院及臺灣本島的高等法院），

依七月十九日「律令第十六號」廢止「高等法院」，法院組織再度變更。改組以一處覆審法

院和數處地方法院共同採行二級二審的裁判模式。19改為僅由「覆審法院」管轄屬於最終審

的覆審，地方法院則職司第一審民刑事裁判，設有: 

 

14 王泰升，2001，《臺灣法律史概論》，臺北：元照。頁 235-238；滋賀秀三（1984）。《清代中國之法與審判》。

東京都：創文社。頁 71-72。 
15 詳民政部法務部，1917，1943；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45：390-391；戴炎輝等，1965：147-155；黃靜

嘉：2002；王泰升：2003。 
16 即臺北縣、宜蘭廳、臺中縣、臺南縣，恆春廳、臺東廳、澎湖廳。 
17《警察沿革誌》，頁 10-12；《司法誌》，頁 4-8。 
18 民政部法務部，1917，1943；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45：390-391；戴炎輝等，1965：147-155。 
19 詳「律令第十六號」〈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改正ノ件〉的第二條。另詳王對楠精一郎於《明治立憲制と司法

官》書中，將日本政府該決策的動機歸納有：「節儉臺灣經費」之考量、與「統一法律解釋，不宜有兩個上告

審」之考量；詳參王泰升，2001，《臺灣法律史概論》，臺北：元照。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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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地方法院，其下置新竹、宜蘭兩出張所； 

2. 臺中地方法院； 

3. 臺南地方法院，其下置嘉義、鳳山、澎湖三出張所等。20 

各地方法院及其出張所，自明治 32（1899）年 6 月起，開始辦理有關日本人（當時稱

「內地人」）的「建物登記」或其他日本民商法上登記，自明治 36（1903）年 12 月起，開

始依「公證規則」辦理公證事務；此外，地方法院出張所自明治 37（1904）年 5 月起，得

審理業經預審的刑事案件。211904（明治 37）年 3 月時，為節省經費，廢臺中地方法院，改

設「臺北地方法院臺中出張所」(圖 2-1.4)，以致全臺灣只剩 2 個地方法院22。臺南地方法院

則廢澎湖出張所，且令鳳山出張所僅辦理登記公證事務。 

為配合明治 38（1905）年 5 月律令第三號「臺灣土地登記規則」的施行，同年月律令

第四號規定地方法院及出張所應設置「登記所」，辦理包括業主權、典權、胎權、贌耕權等

在內的登記及公證事務。隔月，臺北地方法院設 4 個登記所、其新竹出張所設 2 個登記所、

臺北地方法院臺中出張所設 4 個登記所、臺南地方法院設 8 個登記所、其嘉義出張所設 3 個

登記所，同時廢止臺南地方法院鳳山出張所。1908（明治 41）年 8 月起再依律令辦理船舶

登記。23 

「臺中地方法院」在二級二審時期（明治 31.7.20-大正 8.8.9）的管轄事務與權限，包括

以單獨庭審判訴訟轄區內民刑事第一審及刑事預審案件、分掌地方法院一部分事務(出張所

時期)；「臺中地方法院檢查局」的管轄事務與權限，則是附設地方法院及地方法院出張之

處，主掌檢查事務並督導裁判之執行。24 

事實上，日人對司法建築在臺灣紮根與開展的建置意圖，在 1904（明治 37）年「臺灣

總督府管內略圖」圖面上點與線的網絡化關係清晰可見(圖 2-1.5)。司法機關建置再調整的

結果推致 1905（明治 38）年，臺灣全島 21 處登記所齊日開院的盛況。 

 

20 《警察沿革誌》，頁 15-18。 
21 《司法誌》，頁 20、27、31。關於日治時期登記制度及公證制度的詳細介紹，請參閱洪遜欣、陳世榮撰，《臺

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第二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49 年），頁 166-183、184-204。按至

1922 年年底為止，原則上限於涉及日本人（內地人）的民商事項，始能依用日本民商法，故僅在此情形下，才

能向法院辦理日本民商法上各類登記，但後述依「臺灣土地登記規則」所為的登記，不在此限。 
22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04-1905：v.5049-19 
23 《司法誌》，頁 31-34、41。 
24 民政部法務部，1917，1943；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45：390-391；戴炎輝等，1965：14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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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吾可解讀出日殖民繪圖者以訴訟轄區為界，將司法建築編制體系性之實體建

置，按其機關等級、實體對位到訴訟轄區範圍內的某個定點。 

諸司法建築在法院組織內機構關係，清晰地投影在臺灣土地上，傳達著均佈地網絡化

的建置情況、和呈顯區域密度殊異的建司法體系置思維。 

此一館內略圖說明了臺灣司法建築建置歷程到了日治上半葉的1900年代中，臺灣西半

部的司法建築體系已具備的網絡體系特質。而獨立於殖民母國裁判所體系的臺灣法院體系

的二級二審裁判運作痕跡顯影，交織全島(圖2-1.5)。26 

明治 42（1909）年 10 月再改為設置臺北、臺中、臺南等三地方法院，但僅剩宜蘭出張

所，原新竹、嘉義出張所已改成登記所，登記所最多時曾有 28 所。 

 

(四) 二級三審時期（1919.8.10-1927.7.9） —「審」「檢」均勢的呈顯 

大正 8（1919）年 8 月律令第四號對法院條例，做出重大修改。廢止了「覆審法院」，

改設恢復「高等法院」，院內置「上告部」與「覆審部」，前者為對於第三審上訴（「上告」）

或抗告的案件，做成最終的裁判，其法律見解拘束覆審部及各地方法院，後者為對於第二審

上訴（日本法稱「控訴」）及抗告，做成裁判；地方法院則除了對於民刑案件為第一審裁判

外，並處理刑事預審案件、非訟事件。 

此套司法建築編制較二級「二審」舊模式更具使當事人甘於臣服的條件。當時在臺灣

的日本辯護士，以及時任覆審法院長的谷野格，都認為三審制較符合近代型司法的要求，故

推動此項改革。27 

這項決策一舉解決了先前殖民母國與殖民地兩方不宜存有兩個上告審的難題；至於舊

屬臨時法院管轄案件和審理權全皆移至高等法院28。日統治者數度調整殖民地臺灣之法制政

策，至 1920 年代初，臺灣法院已具有完整的最終審裁判權。檢查制度則是持續突破。本階

段「檢察局」執行職務時已完全獨立於「法院」。 

 

26 吳嘉真，2005，《臺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第二章。 
27 王泰升，〈臺灣總督府法院文書目錄編纂について〉，《臺灣の近代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

研究所。頁 202。 
28 高濱三郎，1939，《臺灣統治概史》，東京：新行社，頁 189-190；吳嘉真，2005，《臺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

變遷研究》，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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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法院仍設置檢察局，檢察局轉

隸於臺灣總督，其管訴訟轄區與法院皆

同，檢察局預算、會計均為法院預算之

一部，法院機制內涵之檢查性格浮出檯

面。 

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官，掌管刑事

起訴指揮監督行使裁判之執行，有關法

院所管事務之民事訴訟，檢查局角色則

代表國民。 

圖右為谷野高等法院長、圖左為菅

野同檢察官長，兩者並列於高等法院廳

舍相片之上。此圖像透露1920年代後，

檢查機制獨立於裁判機制，法院內涵之

檢查性格浮出檯面，為本階段「審、檢」

機制相對關係的明朗化作一註解；可謂

審檢均勢(圖2-1.6)。29 

 

圖2-1.6 谷野高等法院長與菅野同檢察官長 

(資料來源: 臺法月報，1919.08.26 ，v.13-8 〈口繪－高

等法院廳舍〉) 

而前期的地方法院出張所，改為「地方法院支部」；以前的登記所，改稱「地方法院

出張所」，仍辦理登記公證。同時也廢除臨時法院，其管轄案件移由高等法院上告部審理。

當時設有臺北、臺中、臺南 3 個地方法院，以及宜蘭、新竹、嘉義 3 個地方法院支部。按日

本民商法自大正 12（1923）年 1 月 1 日起直接施行於臺灣，故此後臺灣人和日本人均得以

至法院辦理日本民商法上各種登記。30 

「臺中地方法院」在二級三審時期（大正 8.8.10-昭和 2.7.9）的管轄事務與權限，包括:

以三人合議庭或單獨庭審判訴訟轄區內審理訴訟轄區內民刑事第一審、刑事預審案件及非

訟事件，但有屬高等法院上告部特別權限之刑事案件不在此例。 

而「臺中地方法院檢查局」的管轄事務與權限，則是附設於地方法院，主掌檢查事務，

並督導裁判之執行。31 

 

 

 

29 吳嘉真，2005，《臺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頁 3-4。 
30《警察沿革誌》，頁 27-29；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39-142、160、317-318。地方法院支

部的權限，有可能小於地方法院，詳見《警察沿革誌》，頁 41-43。 
31 民政部法務部，1917，1943；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45：390-391；戴炎輝等，1965：14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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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級三審四部時期（1927.7.10-1943.2.23）  

昭和 2（1927）年，法院條例再為重要修改，並自同年 7 月 10 日開始實施。其於地方

法院內設「合議部」與「單獨部」，使不服地方法院單獨部第一審裁判者，得向地方法院合

議部提起第二審上訴（「控訴」），實質上等同於日本法上的「四級三審」制，只不過在臺

灣係由二級法院透過「四部」，來取代日本的「四級裁判所」。 

此外，因日本公證人法的施行於臺灣，故改由法院外專業人員，而非法院來辦理公證

事務，但法院轄區內無公證人時，得由法院書記官執行公證人職務。32 

此階段也是臺灣各主要城市司法機構升格調整的階段，包括： 

1. 昭和 8（1933）年，增設了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 

2. 昭和 11（1936）年，原臺北地方法院花蓮港出張所，升格為臺北地方法院的支部。 

3. 昭和 13（1938）年，原臺北地方法院新竹支部，升格為新竹地方法院。 

4. 昭和 15（1940）年，原臺南地方高雄支部，升格為高雄地方法院。 

此時的臺灣，自北至南已具備有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等 5 個地方法院，和宜蘭、

花蓮港、嘉義等 3 個地方法院支部，以及 38 個地方法院出張所。33 

「臺中地方法院」在二級三審四部時期（昭和 2.7.10-昭和 18.2.23）的管轄事務與權限，

包括以三人合議庭(合議部)審理下列案件並職掌豫審事務，但有屬高等法院上告部權限之事

項不在此例:第一審案件:訴訟標的價額超過二千圓或難以算定民事訴訟。人事訴訟。該當死

刑、無期或短期一年以上之徒刑或禁錮之犯罪。該當未滿期限一年之有期徒刑或禁錮或罰金

之罪案而經豫審終結者。第二審案件:不服地方法院單獨部判決之上訴。不服地方法院單獨

部裁定或命令之抗告。 

和以單獨庭(單獨部)審判訴訟轄區內審理民刑事第一審案件及非訟事件，但有屬地方法

院合議部權限及高等法院上告部特別權限之事項不在此例。 

而「臺中地方法院檢查局」的管轄事務與權限，則是附設於地方法院，主掌檢查事務，

並督導裁判之執行。34 

  

 

32 《警察沿革誌》，頁 37-39；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43。執行公證人業務之書記官所屬

地方法院出張所，有臺北地方法院臺東、花蓮港、玉里等出張所，以及臺南地方法院馬公出張所。見洪遜欣、

陳世榮撰，，《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第二冊》，頁 171。 
33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62，表 3-2。 
34 民政部法務部，1917，1943；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45：390-391；戴炎輝等，1965：14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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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戰爭末期的簡化（1943.2.24-1945.10.24）  

自 1943（昭和 18）年 2 月 24 日起，日本於二次大戰末期所制定的「裁判所構成法戰時

特例」依敕令施行於臺灣。35據此，特種民刑事案件，不得為第二審上訴（「控訴」），故

不服地方法院單獨部第一審判決，得直接上訴（「上告」）至高等法院覆審部；不服地方法

院合議部第一審判決者，則上訴（「上告」）至高等法院上告部。 

換言之，1937、38（昭和 12、13）年後，二次世界大戰氛圍瀰漫，日本本土實施更強化

的戰時體制。臺灣法院組織與日裁判所構成同步化至 1943（昭和 18）年二月之戰時階段，

日本鑒於二次世界大戰之進展便將其本土制定的《裁判所構成法戰時特例》依「敕令八十七

號」施行於臺灣36。 

據此《裁判所構成法戰時特例》，臺灣被納入戰時體制。已改成二審制。至同年 11 月

5 日，該戰時特例修改為：所有的民刑案件，均採如上所述的二審制。37 

不過，臺灣法院系統的編制種類及其建築數量，與上一個時期幾無兩樣。這同時也是日

治最末的臺灣司法建築建置結果：「1 處高等法院（上告、覆審），5 處地方法院（合議部、

單獨部；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3 處地方法院支部（宜蘭、嘉義、花蓮港）、

32-39 處出張所」，加以 9 個單位的檢察局部門，均佈在五州三廳38之地方行政區域上共行

二級（四部）三審之裁判模式運作，持續到戰後。39 

 

(七) 戰後至今—「審」「檢」分隸的落實 

戰後，由臺灣高等法院指派臺籍推事(即日據時期之判官)饒維岳暫代院長職務，負責接

收事宜，於民國 34 年 12 月 17 日接收竣事，改稱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接收初期，原

有臺籍職員，一律予以留用，繼續供職，計有書記官溫仁和等 13 名。 

至於日籍職員平岡龜吉等 12 人，為權宜計，則以各科主任級人員名義，暫予留用，以

協助業務之進行，至民國 35 年 3 月 28 日，日籍留用人員，才由政府全部遣返日本。40 

 

35 條約局法規課，《臺灣$委任立法制度（「外地法制誌」第三部$一）》（東京，自刊，昭和 34 年），附錄，

頁 50。 
36 黃靜嘉，2002。頁 218。 
37 同上註；戴炎輝、蔡章麟撰，《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第一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44 年），頁 311-313。 
38 日治下地方行政區域劃分自 1920 至 1945 年屬於州制時期；1926（昭和 1）年七月一日由五州二廳新添澎湖

廳，進入五州三廳時期；即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花蓮港廳、澎湖廳。整個成熟

階段皆涵蓋在行政區劃五州三廳之時域內（高濱三郎，1939：99-100）。 
39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62，表 3-2。只有地方法院出張所的數目多增加一個。 
4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官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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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隸屬於臺灣高等法院。為適應彰化縣民眾之需要，以便利訴訟當

事人，於 49 年 1 月 22 日成立彰化庭，設址於彰化縣員林鎮，管轄區域為彰化縣，受理民事

第一審案件、民事調解、民事執行案件及非訟事件等業務，至於刑事案件仍由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審理。嗣因案件增多，於 57 年 10 月 14 日在彰化庭之原址，設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之管轄區域只餘臺中市、臺中縣、南投縣。 

當今的「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回溯至日治時期，稱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局」。

其設址相當於現今之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1 段 91 號，管轄區域為臺中州，戰後更名為「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檢察處」。 

民國 39 年 10 月 15 日臺中州劃分為臺中縣、市及彰化、南投縣等 4 縣市，民國 57 年 8

月 31 日「彰化地方法院檢察處」成立，民國 78 年 12 月 24 日為配合法院組織法之修正，更

名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機關首長為首席檢察官改稱檢察長。41民國 83 年 7 月 1

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暨檢察署成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管轄區域為臺中市、臺中

縣，於 99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統稱臺中市。 

自「院(審)」、「檢」分隸以來，各級檢察署隸屬於法務部，與司法院或各級法院間組

織各別，非附屬關係，法官與檢察官角色功能、業務執掌互異，檢察署對應於法院係獨立行

使犯罪偵查、訴追之職權，為獨立機關，彼此地位平等，惟現行名稱易生民眾對院檢關係或

權責之誤解，且院檢招牌均冠上「法院」2 字。然而為避免民眾混淆及深根法治教育，並符

合院檢分隸原則，各級檢察署名稱不宜再冠以法院之名，也便於讓外界能了解法院與檢察署

之區隔。 

再者，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也曾決議檢察官署「去法院化」。故立法院會於 107 年 5 月 8

日三讀通過修正法務部組織法第 5 條條文42，將最高法院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分

別改稱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落實「審」「檢」分隸原則。院會也三讀通過增訂法

院組織法第 114 條之 2，地方法院檢察署改稱地方檢察署，故更名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 

  

 

41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官網介紹。 
42 法務部司改議題半年期程最新進度(更新至 107.5.17)。「打造專業與中立的司法體系-中立透明的檢察體系」:107
年 1 月起籌畫各級檢察署更新銜牌作業事項，於 107 年 1 月 12 日召集各檢察機關開會研商，並於 107 年 2 月 8
日全國各級檢察署同步更新銜牌。107 年 3 月 12 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明定各檢察署不再冠上「法院」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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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區位研究 

一、 從清領到日治的中部土地利用 

(一) 漢人遷入 

臺灣中部的漢人遷入係由南（鹿港、彰化城）而漸北移，康熙 56 年《諸羅縣志》卷七

兵防志記載如下：「於是四十三年，秩官、營汎，悉移歸治；而當是時，流移開墾之眾已漸

過斗六門以北矣。自四九年洋盜陳明隆稱其渠鄭盡心潛伏在江、浙交界之盡山、花鳥、臺州

魚山、臺灣淡水，於是設淡水分防千總，增大甲以上七塘；概數年間而流移開墾之眾，又漸

過半線大肚溪以北矣。」。 

臺中南屯附近之平埔族社已見於西元 1648 年至 1650 年間荷蘭戶口表，載為 Babusack43，

番俗六考、臺灣府志、諸羅縣志及彰化縣志中皆記載，即便寫法雖有不同，但音同為貓霧束

社。1710（康熙 49）年左右，漢人已漸漸移墾過大肚溪之北。 

1699(康熙 38)年，平埔族吞霄社抗清，時岸裡社巴則海族助清軍平亂有功；遂於 1716 

（康熙 55 年）岸裡社總土阿穆向諸羅知縣周鍾瑄請墾「東至大山，西至沙轆地界大山，南

至大姑婆，北至大溪，東南至阿里史，西南至拺加頭地」等地區，故現今臺中市轄區北屯區、

臺中縣轄區大甲溪以南、大肚山臺地至頭嵙山地間，皆屬岸裡社總土阿穆所有44，是為臺中

地區開拓之始。番俗六考中記述：「貓霧束諸社，鑿山為壁，壁前用木為屏，覆以茅草，零

星錯落，高不盈丈，門戶出入，俯首而行，屋式迴不同外社。」，此係描述 1722(康熙 61)年

左右平埔族社的狀況，其住屋皆以鑿山為壁，意指原犁頭店址已由漢人聚落替代，並用貓霧

束堡統稱巴布薩族與新入墾漢人聚落之區域。 

爾後，為求管理之便，清廷遂於 1725（雍正三年）割虎尾溪以北直至雞籠後山為止，

「定諸羅分設縣曰彰化」45。 

(二) 省城計畫 

清光緒 7(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巡臺時，感到臺灣中路防備不足，乃由臺灣府知府袁聞柝

傳令給臺灣道劉璈:「：臺灣孤懸海外，幅員遼闊，籌備防務須南北聲氣相通，方易措手查勘，彰

化縣治適居南北之中，應將臺灣道、府二缺，權其輕重難易，移一缺於彰化，俾可居中控制。」，

盼擅長堪輿的劉璈能查勘彰化縣附近地形46。清光緒 13(1887)年臺灣建省後，臺灣巡撫劉銘傳

來臺勘查下橋頭，於《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言「大墩地方，襟山帶海，控制南北，實天造省

 

43 洪敏麟，《從東大墩街到臺中市都市發展過程》，臺灣文獻，第 26 卷第二期。 
44 整理自《清代臺灣大租調查報告書》，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1963，頁 767－768、王建竹、

曾藍田等修：《臺中市志》卷一土地志，臺中市政府，1978，頁 99－100。 
45 藍鼎元撰：<東征集>，《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46 劉璈，《巡臺退思錄》，臺灣大通，1987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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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基」，且認為此地「地勢寬平，氣局開展，襟山帶海，控制全臺，實堪建立省會」47，於

是，奏請橋仔頭為省城所在，另分彰化東北之境，設首府曰臺灣府，附郭首縣曰臺灣縣，而原有

之臺灣府縣則更改為臺南府安平縣。奉准之後，劉銘傳便積極開始營建省城。 

 

圖2-2.1臺中省城圖(1895) 
 (底圖資料來源:臺灣百年歷史地圖)(加註色塊:本案地號街廓所在；A: 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在、B:今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第二辦公大樓所在；C:今道禾六藝文化館所在-臺中刑務所演武場；D: 今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所

在；E:今居仁國中所在；G:臺中市役所 F:臺中州廳) 

 

圖2-2.2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1898)與計畫現址疊圖 
(底圖資料來源:總督府土木局繪製（地理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堡圖》，1996，南天出版) (加註色

塊:同上) 

大墩街周圍已有不少聚落存在，東大墩街則位處於這些聚落的中心處，道路呈現放射

狀，因此雖毀於兵災械鬥中，有賴於周遭聚落的協助復興，直至同治 7 年(1868)才逐漸恢復

舊貌，同治 12 年(1873)大墩街更拓展為頂街、中街與下街三區，「頂街」有祭祀輔順將軍的

馬舍公廟，「中街」為商業最鼎盛的中心區，「下街」則以露天市場、墓地為主，而新街區

 

47 (清)劉銘傳撰：《劉壯肅公奏議》卷五〈擬修鐵路創辦商務摺〉，臺灣大通，1986 年，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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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向東延展，同一時期的西大墩(今西屯區)也逐漸興起，遂以「東大墩」之名做為區隔

並取代了原大墩街的稱呼。 

因此，日人治臺初期臺中城整體而言，還是個人口稀少、遍地荒蕪的小聚落。48日人用以

安頓駐守於中部的多數軍隊、及作為初期行政機關理事之所。由明治 31（1898）年，臺灣總督

府土木局測量繪製之「臺灣堡圖」(圖 2-2.1(1)、(2))，可見周邊均為阡陌農田。除了官署土地

可立即再利用之優勢外，臺中地區因發展遲緩，省城舊址四周仍幾為農村田野，較為發達的街

肆只有東大墩街，加上早期土地開發模式多為官田制之拓墾地，造成農地土地所有較為單純(圖

2-2.1)。 

二、 日治初期構想藍圖上的「法院」 

臺中市在清朝時期屬臺灣縣藍興堡捒東下堡49管轄區域。清朝時對於現今的臺中地區並

未定名，泛稱半線以北地區，或以行政分區來稱此地。自日軍領臺後，明治 28（1895）年 6

月 17 日，臺灣總督府成立，即依據《臺灣總督府假條例》50設臺灣總督府，正式在臺灣施政。 

換言之，日軍在未登陸臺灣之前，即於 5 月 21 日公布《臺灣總督府假條例》與《臺灣

總督府假條例制定》，提供相關政令的法源，並於 6 月 28 日公布《臺灣島地方假官制制定

件》，7 月 3 日公布《地方官假官制制定件》來劃設地方行政區，以清政府時期的三府一直

隸州為基礎，劃分三縣一廳，並在縣之下設有 12 支廳：1.臺北縣：基隆支廳、宜蘭支廳、

淡水支廳、新竹支廳；2.臺灣縣：苗栗支廳、彰化支廳、埔裏社支廳、雲林支廳；3.臺南縣：

嘉義支廳、鳳山支廳、恆春支廳、臺東支廳；4.澎湖島廳。51 

1896（明治 29）年 3 月 31 日《臺灣總督府條例》與《民政局官制》公佈，同時地方官

制也隨之公佈其全島臺北臺中臺南三縣籍澎湖島設廳。並且公佈諸官制，包括總督府稅關、

直轄學校、郵便及電信局燈臺所、測候所、製藥所各官制，總督府評議令章程、文官特別任

用令發布等。 

 

48 篠原正巳，《臺中日本統治時代の記錄》，財團法人臺灣區域發展研究院臺灣文化研究所，1996 年 9 月，

頁 91-95。 
49 藍興堡是臺灣中北部自清治時期至日治初期的一個行政區劃，其範圍包括今臺中市的太平區全部、大里區全

部、烏日區東北部、中區全部、東區全部、西區東部及南區全部。 藍興堡西邊為大肚下堡，北邊捒東下堡、捒
東上堡，東邊為蕃地，南邊為北港溪堡、貓羅堡。 1916 年 11 月 3 日臺中街脫離藍興堡，單獨成為一堡里。捒
東下堡又名拺東下堡、栜東下堡、梀東下堡，是臺灣中北部自清治時期至日治初期的一個行政區劃，其範圍包

括今臺中市的大雅區全部、西屯區全部、南屯區全部、北屯區西部、北區全部、西區西部及烏日區西北部一小

塊地區。(《臺灣堡圖》，臺灣總督府，1904) 
50 《臺灣總督府假條例》於 1896(明治 29)年 5 月 1 日公佈實施，假條例即臨時條例。 
51 《臺灣大年表》地方官制變遷之順序為：三縣一廳（明治 28 年 6 月-8 月）、一縣一廳二支部（明治 28 年
8 月-明治 29 年 4 月）、三縣一廳（明治 29 年 9 月-明治 30 年 5 月）、六縣三廳（明治 30 年 5 月-明治 30 
年 6 月）、三縣三廳（明治 31 年 6 月-明治 34 年 11 月）、二十廳（明治 34 年 11-明治 42 年 11 月）、十二

廳（明治 42 年 11 月-大正 9 年 7 月）、五州二廳（大正 9 年 7 月-大正 15 年 6 月）、五州三廳（大正 15 年
6 月-昭和 7 年 12 月）詳參《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一》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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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府仍沿用清朝分界，初期下設民政、軍務兩局，地方機關則分為臺北、臺灣、臺

南三縣、與十二個支廳、及一個澎湖島廳分別掌管全島北、中、南之事務。而中臺灣的統治中

心是為臺灣縣。臺灣縣知事是兒玉利國，縣廳則選定於彰化城（八卦山山簏）52。明治 28（1895）

年 8 月，臺灣縣改隸為臺灣民政支部，臺灣民政支部仍為中臺灣的統治中心，支部長仍由兒玉利

國就任、支廳仍為彰化城。 

但因臺灣人民抗日事件不斷，遂於同年 12 月 5 日乃將民政支部廳舍遷移至舊省城的考棚

53，自此，臺中便取代彰化，成為中部地區的統治中心。次年的 3 月 31 日，因臺灣內部軍事活

動暫告段落，即廢軍政，復歸民政54，制定了《臺灣總督府條例》55，於總督府設民政局（掌行政、

司法）及軍政局。臺灣總督府官制發布，臺灣遂進入民政時期，社會也漸入常軌。統稱「臺灣」，

並將三縣中之「臺灣縣」改稱「臺中縣」（今之臺中市、彰化縣及雲林縣），「臺中」之稱

始於此56。 

自全臺複歸民政後，行政區劃的變革頗為劇烈，臺中地區於 1896 年 4 月 1 日至 1901 年 11 月

8 日為「臺中縣」所轄、1901 年 11 月 9 日至 1920 年 9 月 1 日屬「臺中廳」所轄及 1920 年 9 月 1

日至 1945 年止屬「臺中州」所轄，此三時期的轄區範圍隨著行政區劃的演變時大時小，但其治事

之縣廳舍、廳舍及州廳仍與民政支部廳舍同坐落於臺中。 

以下表列為今臺中市自日治時期初始的數個都市計畫。在臺灣總督府正式調查完畢，市

區改正計畫正式公告之前，臺中就已出現了由民政支部長兒玉利國於明治 28(1895)年所提

出的同心圓市街以及英國技師巴爾頓和濱野彌四郎隔年所建構的「新市街計畫」兩個基礎構

想57。 

表 2-2.1 日治時期臺中市都市計畫發佈歷程 

 時間 計畫名稱 告示文號 

1 1895 兒玉利國同心圓市街 -- 

2 1896 巴爾頓與濱野彌四郎臺中市區新設 -- 

3 1900 臺中市區設計圖制定 臺中縣告示第 5 號 

4 1911 臺中市街市區計畫及其地域決定 臺中廳告示第 178 號 

5 1914 臺中市區計畫部分變更 臺中廳告示第 127 號 

6 1916 臺中市區計畫變更 臺中廳告示第 19 號 

7 1921 臺中市區計畫變更 臺中州告示第 72 號 

8 1928 臺中市區計畫區域編入及部分變更 臺中州告示第 43 號 

 

52 篠原正巳，1996，《臺中日本統治時代紀錄 》，財團法人臺灣區域發展研究院臺灣文化研究所，頁 118。 
53 張勝彥編纂：《臺中市史》，臺中市立文化中心，1999，頁 98。 
54 《律令制度沿革》，臺灣總督府官房審議室，1940 年。 
55 《臺灣總督府條例》於明治 29(1896)年 3 月 31 日敕令 88 號，4 月 1 日起實施。 
56 1896 年，總督府評估全臺民情趨於穩定，於是恢復三縣一廳，但臺灣縣改為臺中縣，這個更名的動作，也正

式產生「臺中」這個地名，而「出張所」也全部調整成「支廳」。 
57 張嘉玲，《臺中都市空間體系的建構與擴展》，2004，成功大學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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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30 臺中市區計畫部分變更 臺中州告示第 390 號 

10 1935 臺中市區擴張計畫 臺中州告示第 1 號 

11 1942 臺中都市計畫區域變更 總督府告示第 273 號 

(資料來源：黃武達《日治時代(1895~1945)臺灣近代都市計畫歷程之建構》) 

(一) 兒玉利國的構想(1895.08) 

日治之初臺中屬臺灣縣所轄，臺灣縣知事為兒玉利國，縣廳擇於彰化城。明治 28(1895)年 8

月將臺灣縣改臺灣民政支部，兒玉利國為民政支部長，廳舍設於為彰化，同年 12 月兒玉利國令

民政支部廳舍移至東大墩舊省城的考棚。 

初遷支廳舍時，臺中地區仍遍地荒蕪，兒玉利國遂將自己對於城市規劃的理想訴諸於臺中，

在短短半年就任民政支部長任期內即提出欲將臺中規劃為「同心圓」都市的想法（圖 2-2.4）。 

然而限於資料不足，只能由公文類纂《臺中市街區劃設計報告書》58中的兒玉利國的圓

形臺中市區概念圖及葆森儀助的《臺灣視察日記》中窺知兒玉利國對於臺中市區的構想。 

兒玉利國提出的計畫藍圖，雖未與現在臺中都市發展有直接關聯，但兒玉利國的呈請

也促使總督府重視臺中市區的未來，並特聘內務省衛生工程顧問巴爾頓(W.K.Barton)來臺，

特別為臺北、臺中作下水道調查並提出市區改正建議案。 

(二) 巴爾頓與濱野彌四郎「臺中縣城內市區計畫」中的法院(1896.11.25) 

巴爾頓(W.K.Barton)與濱野彌四郎二位技師到臺中作衛生工事調查，於明治 29(1896)年 11 月

25 日呈上《臺中市街區劃設計報告書》及《臺中市區新設》二文(圖 2-2.3)，內文大意: 

「臺中曾經是清朝有市區新設之設計，但未至著手之前，臺灣已歸我領地所以其市街還單純，尚

未至於複雜，因此市區改正甚便易而寧可不稱改正，可稱新設，…，雖然其正是初新之事業，而應

更以將來為繼續永遠利益做好設計，特別注意周到，其方法要極緻密…」 

這透露出日人對於臺中新設市區計畫的重視，不僅對兒玉利國的計畫優缺加以評估與修正，更依

當時臺中環境對土地區劃、道路寬度、水流變換提出精闢的見解。 

巴爾頓認為同心圓都市規劃有其優點，直通的道路連接中心不論交通、軍事上都相當方

便，但對於日本傳統町屋建築會產生影響，於圓邊的規劃易導致建築上的不便，再者，中央

區過度集中，易造成內外圈發展不均衡，而圓形市區對於即將推行的自來水工事會造成施工

與經濟困難。 

 

58 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三一卷之四二，明治 29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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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29（1896）年 11 月間，英籍衛生顧問巴爾頓同民政局技師濱野彌四郎致民政局長

水野遵「臺中市區新設」的建議內容，該文在土地使用分區上，基於市區內機關用地，提出

應考量的三大面向，即都市防災、公園綠地與開放空間59，內容意譯: 

「在公共設施之設置方面，公園具有慰勞精神培養氣息之功，為健康及防災上之必要，應於

市內利便的場所設一大公園，以防人口稠密處發生祝融時，可成為避難、物資置放之所；小型

公園應置於適宜處、市役所、「法院(裁判所)」、市場附近，因這些設施與人民有直接關係，故

應設於市區中央區域；至於病院、博物館、圖書館及共同倉庫等則盡量避開中央區；監獄署、

練兵場、兵營舍等需要廣大區域亦可選在市街之外部； 

此一設計規模，充分考慮臺中現在需求及將來擴展之程度，而計畫一個經濟且具彈性的新

市街。在公共設施之座落方面，市區中央約二町地作為諸公所之建築地之一，其周圍約一

町之地常作為公園地；北東之端為大公園之地，長寬皆二町，應臨靠大道路（上公園四周之道

應為二十間），且公園內設立博物館、圖書館等。西北之端為病院之地，長二町，寬一町。鐵道

用地，可彈性選擇經市外近城之地，若火車站有必要進入市區，稍微將線路迂迴應非難事。」 

 

圖 2-2.3(1) 

 

59 林良哲、袁興言，2003《第六期臺中歷史建築發展回顧》。臺中文獻。臺中：臺中市文化局，頁 84 註 15。 



「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2-24 

 

圖 2-2.3(2) 

 

圖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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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4) 

 

圖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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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6) 

 

圖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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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8) 

 

圖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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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10) 

  

圖 2-2.3(11) 

圖 2-2.3 臺中縣城內市區計畫設計(1896.12) 

(資料來源: 節錄自「臺中縣城內市區計畫設計バルトン顧問及浜野〔彌四郎〕技師報告」（1896 年 12 月 24 日），

〈明治二十九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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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中地方法院建築群空間規劃變遷 

(一) 自彰化移轉入臺中與未實現的方案(1897)  

在法院初始建置的正值臺灣全島廣設地方法院規劃歷程的摸索與試驗過程中，臺灣中

部地區的法院出現頻繁的司法機構裁廢、合併現象。明治 30（1897）年十月底，受理件數

不多且效率不彰的彰化與埔里社兩地方法院，全皆閉廳。於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兩地方法院

廳舍皆閉廳，而相關院務則併入地理區位接近的臺中地方法院。60在彰化與埔里社地方法院

支的裁判職務、民刑訴訟事件處分記錄、及庶務會計帳簿記錄等轉予臺中地方法院後，大量

轄務的移交造成臺中地方法院廳舍狹隘不敷使用61。 

1897（明治 30）年十、十一月間，臺中地方法院接收彰化與埔里社兩地院職務。因其

轄區擴大，臺中地方法院院長倉岡逸品、加藤禮次郎、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官石部雄海等人致

民政局長後藤新平，於 1897（明治 30）十一月，擬自彰化移轉入臺中，隔年，預定將臺中

地方法院落定於「臺中縣藍興堡大墩街城內」。此區周遭全皆官有地，東鄰「臺中縣廳」、南

屬縣廳敷地62。不過，這個以「臺中縣、臺中城內、臺中運輸部停車場、南部」區域為臺中

地方法院主體廳舍和附屬宿設的法院建築群的構想，因為與正在進行中的臺中市街設計有

出入，故此方案並未實現，展開了另一階段的用地變更與定案。 

圖 2-2.4 「臺中地方法院廳舍臺中縣ニ於テ保管」（1897 年 11 月 12 日） 

 

(資料來源: 節錄自「臺中地方法院廳舍臺中縣ニ於テ保管」（1897 年 11 月 12 日），〈明治三十年乙種永久

保存第三十三卷〉。) 

 

60 吳嘉真，2005，《臺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第二章。 
61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8：v.4519-8〈恒春．埔里社兩法院閉廳ニ付事務引繼ノ要領ヲ鳳山、臺中兩法院ヘ
通達〉。両法院の閉廰【日刊】（明治 30 年 1897-09-16。臺灣日日新報，第 02 版。 
62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8：v.289-8〈臺中城內官有地使用方向地方法院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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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臺中地方法院移轉」（1897 年 11 月 13 日） 

 

(資料來源:節錄自「臺中地方法院移轉」（1897 年 11 月 13 日），〈明治三十年甲種永久保存第八卷〉。) 

 

 
圖 2-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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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5(2)                              圖 2-2.5 (3) 

 

 

圖 2-2.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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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臺中地方法院建築群預定地（一） 

(底圖資料來源:節錄自「臺中城內官有地使用方臺中地方法院ヘ認可」（1898 年 04 月 18 日），〈明治三十一

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卷〉，《臺灣總督府檔案》。) 

 

 

1897 



第二章▌歷史調查 

 

2-33 

 

圖 2-2.7 (1) 

 

圖 2-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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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3)                               圖 2-2.7(4) 

 

圖 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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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6) 

 

圖 2-2.7 臺中地方法院建築群預定地（二） 
(底圖資料來源:節錄自「元臺中地方法院建物敷地臺中縣ヘ保管轉換認可」（1898 年 08 月 30 日），〈明治

三十一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加註: 吳嘉真，2005，《臺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

變遷研究》)  

〈凡例〉 

1 官有地   

2 臺中縣廳（縣廳敷地） 

 基地總坪數：350 坪 

其內建坪：127 坪 4 合 9 勺 

「元臺中地方法院建物敷地

略圖、『臺中縣藍興堡大墩

街城內地地番ナシ」、一敷

地坪數三百五拾坪、一建物

坪數百二十七坪四合九勺、

一建物ノ種類瓦葺平家建土

煉瓦造」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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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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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地變更與定案(1898-1899) 

臺中地方法院建築群設置區位的落定，因配合上位性之臺中市街計畫，歷經兩次用地規

劃。這兩次用地規劃，開始自明治 31（1898）年 3 月、終結於明治 32（1899）年 9 月底、

定案於明治 34（1901）年。 

1898（明治 31）年 10 月，經過縣方退案後，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官石部雄海、臺中地方

法院長倉岡逸器遂於當年 11 月間，再與臺中縣知事村上義雄共同進行預定地的協議與調整，

以因應臺中城內市區計畫的變更。 

此次法院預定地的變更，規劃於 1899（明治 32）年 7 月，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官石部雄

海和臺中地方法院長代理判官大津金九次郎，決定將建築群用地定案於「臺中縣、臺中城內、

沿城廓之大西門、北部城墎」空地 (圖 2-2.8)63，總計壹萬兩千七十四坪的五邊形用地，一改

先前以「臺中縣、臺中城內、臺中運輸部停車場、南部」區域為臺中地方法院主體廳舍和附

屬宿設的法院建築群的構想。 

 

圖 2-2.8(1) 

 

63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9.07-09：v.397-38〈臺中地方法院廳舍宿舍敷地變更〉；賴志彰，1994，〈行政官廳調

整下的土地利用〉《臺中文獻》，v.4，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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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2)                            圖 2-2.8(3) 

 
圖 2-2.8 (4)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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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5) 

  
圖 2-2.8(7)                        圖 2-2.8(6) 

圖 2-2.8 臺中地方法院建築群預定地變更64 
 
資料來源:節錄自「臺中地方法院廳舍宿舍敷地變更」（1899 年 08 月 03 日），〈明治三十二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十

六卷〉，《臺灣總督府檔案》。 

  

 

64 吳嘉真，2005，《臺灣日治時期司法建築變遷研究》，頁 2-28~29。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8：v.289-8〈元

臺中地方法院建物敷地臺中縣ヘ保管轉換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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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院監獄等公共設施的蒙昧未顯(1900.01) 

明治 33（1900）年 1 月 6 日臺中縣告示第五號為首張公告實施的臺中市區計畫案(圖 2-

2.9)。自此臺中進入一個依循人為計畫而發展的都市型態，明治 33（1900）年的計畫承襲了

部份巴爾頓技師對於新市街想法而劃設的新市街。 

由縣知事木下周一提出，規劃基地以清代臺中省城範圍內，東大墩聚落的南側，面積約

為臺中省城的五分之三，並於東半部空地留作陸軍用地。在土地使用分區與計畫方面，設有

一長寬各二町的公園於市中央，於西北端設置臺中縣廳等諸公所建築，在東側市區內設置陸

軍用地。換言之，格子式街廓採偏移 45 度65，計畫內容對照巴爾頓的想法差異如下： 

 

圖2-2.9 舊臺灣府城內(1900) 

1. 市中央約二町地原應作為諸

公所之建築地之一，其周圍做

小公園，東北端做長寬二町的

大公園。實際上，市中央卻劃

設為大公園，諸公所用地則遷

就於舊省城之公有地，設於西

北端。 

2. 練兵場、兵營舍等需求廣大土

地原應設於市街之外部。然

而，東側大片市地（約佔計畫

面積的1/3），卻劃為陸軍用地

以安頓日軍第二旅團等軍方

人馬。可見得在日治初期軍方

對於都市政策具有一定影響

力。 

3. 病院、博物館、圖書館、監獄

署、法院(裁判所)、市場等公

共設施的設置，未出現於此計

畫圖面上。 

(資料來源:節錄自「明治三十三年臺中縣告示第五號臺中市區計畫」（1900年02月05日），《臺灣總督府檔

案》。) 

(四) 官有地交換—清季的武巡捕廳(1900.03) 

省城之建設與現今臺中城市的空間架構，這兩者基於時空的差距，其關聯已薄弱。然而，在

 

65 顏良純，《臺中市都市發展與流域空間變遷之研究─從日治時期到 2010 年》，2013，中興大學，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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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地方法院主廳舍、附屬宿舍群、與周遭官廳、監獄等空間系統交換用地、擇址、諸官廳連結、

組織與大正年間的市區改正等都市計畫事業重新建構的過程中，臺灣清領時期省城建設的紋理痕

跡，確實有其一定的影響性。 

臺中市在清朝時期，係屬臺灣縣藍興堡及捒東下堡66管轄區域，省城正確範圍僅有部分文

獻，以文字方式約略描述省城的範圍與面積。清領末期，劉銘傳興建省城時，所為了建造諸官

署而大舉徵收的土地與興建未使用的官署，在日軍來臺之初，日人便順理成章地接收這些土地。 

圖2-2.10 日本政府接收清省城所轄地內譯表 

 

(資料來源：「臺中城內官有地ト陸軍監督部保管土地ト交換」（1900年03
月09日），〈明治三十四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十九卷〉，《臺灣總督府檔

案》。)  

至於省城真正建城的位

置，目前史料僅限於圖面之

探討。且以相關年代的地圖資

料觀之，每幅準確度差異甚

大。經對照中日文獻、本案歷

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

舍群」之座落位置進行套圖

疊，相當於清季「武巡捕廳」、

日陸軍接收「補給廠臺中支

廠」。本計畫將日本政府於

1896-1911年間接收清省城官

舍、官地之進行對照，如圖表

所示，可見初期官署用地幾

被軍方所控制，隨著政局漸穩

才移轉至其他單位使用。 

清省城時期 
舊有建物名稱 

官地陸軍接收單位 
1896 年接收 

官地行政接收單位 

1901 年接收 1911 年接收 

臺灣縣衙 步兵第四、九大隊  專賣局 
武營 砲兵第二大隊  監獄 

試院  臺灣民政支部廳舍 1895 
臺中縣廳 1900 

臺中廳舍 

演武廳 衛戍病院分病房 臺中郵便電信局 
現時專賣局支局 
公園 

專賣局 

武巡捕廳 補給廠臺中支廠 法院  

文巡捕廳 陸軍墓地  醫院敷地 
孔孟堂 工兵第二中隊 電話交換局 郵便局 

 

66 《臺灣堡圖》，臺灣總督府，1904 年。藍興堡，是臺灣中北部自清治時期至日治初期的一個行政區劃，其範

圍包括:今臺中市的太平區全部、大里區全部、烏日區東北部、中區全部、東區全部、西區東部及南區全部。 藍
興堡西邊為大肚下堡，北邊捒東下堡、捒東上堡，東邊為蕃地，南邊為北港溪堡、貓羅堡。 1916 年 11 月 3 日

臺中街脫離藍興堡，單獨成為一堡里。捒東下堡又名拺東下堡、栜東下堡、梀東下堡，是臺灣中北部自清治時

期至日治初期的一個行政區劃，其範圍包括今臺中市的大雅區全部、西屯區全部、南屯區全部、北屯區西部、

北區全部、西區西部及烏日區西北部一小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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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剛憨專祠 臺灣守備混成第二旅團司令部 
第十四憲兵本部 臺灣守備騎兵第二支隊 
補給廠臺中支廠 補給廠倉庫敷地 

  

吳鸞旂宅邸 憲兵隊區隊 陸軍永久用地、臺中醫院 火車站、醫院病室 

文廟 衛戍病院 陸軍永久用地 臺中糖廠 

城隍廟 衛戍病院分屬病房 陸軍永久用地  

大西門附近 經營部臺中出張所 
臺中兵器支廠 步兵守備隊 

專賣局臺中支局預定地  

大北門附近  陸軍永久用地 衛戍病院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中文獻》第四期，賴志彰，臺中市政府)  

圖 2-2.11 臺中城內略圖(1900.03)與臺中市區計畫圖(1899)局部對照 

  

 

 

 (底圖資料來源：節錄自「臺

中城內官有地ト陸軍監督部

保管土地ト交換」（1900 年

03 月 09 日），〈明治三十四

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十九

卷〉，《臺灣總督府檔案》。) 

 

 

(五) 法院等官廳公共設施用地的劃定成形(1901) 

明治 34(1901)年的市區計畫案則沿襲明治 33(1900)年計畫案的輪廓做部分修正與區域的

劃分。明治 34 年 6 月 18 日（1901 年）隨即公佈臺中縣告示第七十五號，為第二個市區改

正計畫(圖 2-2.12)。與首次計畫只有一年半之差，其告示目的主要為「臺中市區改正區域以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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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屬地域準照」，即確立市區改正區域的附屬地區域。 

計畫中所劃定的附屬地域，分成二部分，一為東北角的區域本區係為陸軍的附屬地，另

一附屬地為北邊舊街肆即東大墩街區，此區係屬市區改正的附屬地。這是自清劉銘傳建省城

以來第一次將東大墩這個自然形成的街市納入市區內。明治 34(1901)年計畫內容異動為： 

1. 公共設施的增設。在公園地的東北側設臺中醫院；縣廳西南側設地方法院，並於公園

地、縣廳、法院間設置多筆官衙敷地。 

2. 臺中縣廳與臺中公園地間的弦線取消。原本被弦線切割零碎的街廓更趨完整。 

 

圖2-2.12 臺中市區改正區域(1901) 

(底圖資料來源: 節錄自「臺中縣告示第七十五號臺中市區改正區域并附

屬地區域」（1901年07月20日），《臺灣總督府檔案》。) 
(虛線範圍:1901年「法院」範圍。) 
(標註文字: 本計畫加註。) 

3. 預定河線的變換。此時

已納東大墩地區為市

區附屬地域，預定河線

的計畫也隨之變動，放

棄了1900年截直柳川

的計畫，將與東大墩街

肆息息相關的柳川河

段保持原貌，直自柳川

出東大墩後始沿市街

外緣順流時下，至於綠

川的河道則完全拉直

由陸軍用地旁筆直穿

越市區。二河仍於市區

外圍西南側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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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明治 34(1901)年臺中城內公共建築與官舍計畫圖中，顯見，在清末臺中的臺灣府城

內低度開發地區所規劃的法院、專賣局、郵便局、停車場及臺中辨務署長官等預定地(圖 2-

2.13)。 

 

 圖 2-2.13 臺中城內官有地(1901) 
 
(底圖資料來源: 節錄自「臺中城內官有地ヲ臺中專賣支局廳舍等新築敷地トシテ引渡」（1901 年 07 月 06 日），

〈明治三十四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十六卷〉，《臺灣總督府檔案》。標註文字由本計畫加註。) 
(虛線範圍:1901 年「法院」範圍。) 
 

(六) 法院等官廳公共設施用地的劃定成形與使用連結(1902、1904) 

 

由明治 37(1904)年官有財產異動之資料圖

面顯示，臺中地方法院院區規劃圖之主體廳舍

與附屬建築物量體，此時已在五邊形街廓範圍

內具體成形 (圖 2-2.14)。 

在一份「建物增減異動報告」內位於「臺中

廳、藍興堡、北門街、臺中地番五三（號）」之

財產異動紀錄中，可知臺中監獄與臺中地方法

院這兩單位在明治 38(1905)年這個時間點，有官

舍上「保管轉換」之財產異動(圖 2-2.15)。 

圖 2-2.14 臺中廳藍興堡臺中街臺北地方法院臺中出
張所官舍敷地建物配置圖 

(底圖資料來源:「明治三十七年官有財產異動(安平稅關,
澎湖廳,臺北監獄,臺中監獄,臺南監獄,覆審法院,臺北地方

法院,臺南地方法院,臺中廳)」，〈明治四十年十五年保存

追加第三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 

  

1901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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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5 臺中監獄與臺中地
方法院明治三十七年度建物
增減異動報告 

(資料來源：同前。) 
 
 

再對照明治38(1905)年8月的新聞報導所指出，關於臺

中地方法院(時稱:「臺北地方法院臺中出張所」)與臺中監獄

之間道路兩側面前道路新築宿舍工程、與「市區改正」「地

下水溝」兩項工程，可知法政、獄政、等政府官廳的主體廳

舍和附屬宿舍，在市區改正地都市空間系統變動下，逐步構

成一明確的網絡化的空間組織關係。 

圖2-2.16「臺北地方法院臺中出張」所面前道路 
(資料來源:臺中の彰化街道【日刊】（明治 38 年 1905-08-22）。臺灣日日

新報，第 04 版。)  
 

(七) 外部之城南端景與內部空間之使用連結(1902、1905) 

此一空間層次明朗化的空間組織關係，梳理其中關鍵性的脈絡，包括:「市區改正事業」

之介入、亦為外部城市(如報導所述之彰化)通往「臺中地方法院出張所」之「僅一條路徑」

是「左方輕鐵線路」，以臺中廳(州廳)為城市視與動線覺端景的「近頃臺中廳之此大道路為

遮止」、臺中地方法院與臺中監獄之「保管轉換」、「道路兩側宿舍新築」、「囚人兩百餘

名引揚」等。以都市層面的區為意義而言，相對於臺中廳與鐵路而言，臺中地方法院與臺中

監獄這一區塊的建築群，可謂沿鐵道軸線往城南向的城市端景。 

臺中地方法院新廳舍於明治 35（1902）年二月竣成。正式新興的西式法院即將為臺灣

人民注入新式裁判經驗(圖 2-2.17、18、19、20、21)。以本體空間之使用連結而言，法院附

屬宿舍位於廳舍主體左右兩側，以單棟高等官舍為主。同一街廓內的角落，相當於法院廳舍

的後方區位，始有二戶建的附屬宿舍的量體配置，形制樣貌多元，反映使用者構成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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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眾友會事件於臺中地方法院公判(1934-1937) 

「眾友會」事件發生於昭和 9(1934)年 9 月，乃昭和 9 年(1934)發生於臺中清水的反日

活動。直至昭和 11(1936)年 10 月，臺灣總督府才解禁報導該事件。源於西元 1927-1928 年

間之臺中眾友會事件係屬臺灣人非武裝抗日階段(1914-1937)之一，其與西元 1930 年間的霧

社事件，乃至左翼圖謀武裝暴動等事件，其抗日行為實則仍具有武力抵抗的本質。但大致而

言，此事件是日人在臺完全奠定統治後，臺人以近代政治結社、或披上合法外衣的政治鬥爭

型態為主70源於臺中州大甲郡清水街清水觀音廟紫雲寺境內，有以賣卜為業之曾(朝)宗者，

曾宗不滿于臺灣總督統治，在中華民國援助之下，所謂藉武力革命，企圖顛覆臺灣總督政治

以排除臺灣之日本帝國統治權，而將臺灣復歸于中華民國治下。昭和 9(1934)年，清水人蔡

淑悔組織「眾友會」抗日被日人逮補監禁，稱蔡淑悔事件。71 

下左圖示之報章(4)，為昭和 12(1937)年 02 月 02 日報導該案於臺中地方法院公判情況。

時任搜查之檢察官為高等法院檢察官下秀雄、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官志熊三郎(本籍廣島、職

等三等、薪俸四級、位階陸軍三等主計從五勳六、居住於臺中市村上町三ノ六)、臺南地方

法院檢察官柳澤七五三治；從事預審階段之判官為臺中地方法院預審判官福田重雄(本籍熊

本、職等五等、薪俸七級、職稱合議部判官兼單獨部判官、居住於臺中市初音町七丁目一)、

臺南地方法院預審判官志邨守義。72 

 

 

圖2-2.46眾友會事件於臺中

地方法院公判情景 

 
(資料來源:臺中法院に於ける眾

友會事件の公判【日刊】(昭和

12年1937-02-02)，寫真畫報

（４）。《臺灣日日新報》，

05版。) 
 

   
圖2-2.47蔡淑悔等治安維持法違反祕密

結社眾友會事件の概要 

 

(資料來源: 節錄自「蔡淑悔等治安維持法

違反祕密結社眾友會事件の概要」(昭和11
年1936-11-01)。《臺灣警察時報》，05版。

第49-57頁。)  

 

70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一八九五～一九 O 二），1986，臺大出版中心，文史叢刊 74。頁 2-3。 
71 陳瑤塘編，1998，《清水鎮志》，清水鎮公所，頁 606。被補者尚有陳癸森、陳宗魁等，後蔡淑悔被判懲役十

二年。 
72 「蔡淑悔等治安維持法違反祕密結社眾友會事件の概要」(昭和 11 年 1936-11-01)。《臺灣警察時報》，05 版。

第 49-57 頁。括號內出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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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地權屬與戶籍變遷 

本案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宿舍群所屬之土地，現土地標示「臺中市、三民路、六小段、

地號九、地類壹類、地目建」等，在日治時期土地係屬「臺中市、利國町、六丁目、五番地」。

根據現有調閱之日治時期地籍資料所呈顯的內容: 

1. 這筆土地最早的「登記日期（受附）」是日治時期大正 15（1926）年 4 月 1 日； 

2. 土地的「所有權人（取得者）」是臺中州，「管理者」是臺中州知事。 

3. 根據地籍資料所載，大正 15（1926）年 4 月 1 日首次進行之土地登記，其導因於

大正 10（1921）年 4 月之土地移轉。該次之移轉主要是透過賣土地之契約（賣渡證書）

為證明。 

依據資料判斷，「臺中市、利國町、六丁目、五番地」於大正 10（1921）年間曾透過買

賣將土地轉讓給臺中州。 

此筆土地至大正 15（1926）年才進行首次之登記。推測其登記應導因於大正 15（1926）

年間，土地因都市土地之重劃而分割，故於分割後首次進行地籍登記（表 2-4.1）。本次之

土地登記資料雖載明土地曾於大正 10（1921）年間透過買賣將土地移轉。 

 

表 2-3.1「臺中市、利國町、六丁目、五番地」業主權（甲區）與不動產表示（表題部）地籍資料 

甲 

壹 番        
番
順 
號
位 

         

移  

轉  

 

受
附  

大
正
拾
年
〇
月
貳
參
日 

         

第
參
五
九
參
號 

 

原
因  

賣
渡
證
書 

 

取
得
者  

臺
中
州 

 

管
理
者  

臺
中
州
知
事 

 

右
登
記
ス 

右
登
記
簿
ニ
依
リ
之
ヲ
移
ス 

大
正
拾
五
年
四
月
壹
日 

事
項
欄 

 

 
(左:原件解讀；右:原件翻拍。資料來源：臺中

市西區中山地政事務所；〇表字跡難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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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五貳 第 登記
番號 

（示表產動不）部題表 

番壹 番表 
號示 

 

受
附 

大
正
拾
五
年
四
月
壹
日 

 

臺
中
市 

利
國
町  

六
丁
目 

        

五
番 

一
田 

八
毛 

叁
系 

 

右
登
記
簿
分
設
區
劃
變 

更
ニ
因
リ
臺
中
登
記
第 

  

七
貳
貳
六
號 

ヨ
リ
移 

  

大
正
拾
五
年
四
月
壹
日 

表
示
欄 

 
(左:原件解讀；右:原件翻拍。資料來

源：臺中市西區中山地政事務所) 

 

表 2-3.2「臺中市、三民路、六小段、地號九」地藉登記資料 

 

都市土地   號 肆伍 第 
登記

番號 

次貳 
先權 

後利 

收
件 

民
國
五
三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字
四
六
二
〇
號 

坐
落 

三
民
段 

六
小
段 

地
號 

九   

地
類 

一
類 

地
目 

建   

等
則 

地
積 

零
公
頃 
七
零
公
畝 

叁
零
公
厘 

 

備
註 

因
改
測
合
併 

所
有
權
部 

 
(左:原件解讀；右:原件翻拍。資料

來源：臺中市西區中山地政事務所) 

 
 

次壹 
先權 

後利 

收
件 

民
國
卅
八
年
五
月
二
日 

字
七
七
七
一
號 

登
記 

民
國
卅
九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國
有 

管
理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卅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受 

奉
會
接
受 

囑
託
登
記 

大
正
拾
五
年
四
月
壹
日 

所
有
權
部 

 
(左:原件解讀；右:原件翻拍。資料來源：臺

中市西區中山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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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築研究 

3-1  日治時期官舍標準概述  

一、 臺灣日治時期官舍建築發展概要 

臺灣日治時期，由於日人懷鄉及有意識地移植日式文化，所以出現了不少木造住宅與

其衍生出的建築類型，在臺灣城鎮與鄉村中的景觀獨樹一格。1日式宿舍類型，大致可分為

「宿舍體系住宅」、「營團住宅」、「住宅組合」、「私宅」以及「移民村住宅」等類型。

其中，宿舍體系住宅又由「官舍」與「社宅」所組成。宿舍體系住宅則是指日本近代化過程

中所形成之官舍、社宅及私宅等2。臺灣日治時期官舍建築是指官方營繕組織興建，為因應

日籍官員來臺居住需求，供官員及公務人員居住之宿舍；隨著大量的駐軍、官員及商人來

臺，日式宿舍形式便在臺灣各地相繼出現，初期大部分是為滿足來臺工作之公務人員所需。

而社宅則為由企業或社團興建之員工宿舍；「宿舍體系住宅」可分為高等官舍、以及判任官

舍這兩大類。 

日治五十年，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解決日人在臺灣就業時的居住問題，興建了大量的官

舍。文官官舍依職務分為高等官舍及判任官舍(一般官舍)。3而官舍住宅類型，主要依據〈臺

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以及〈判任官官舍以下設計標準〉等頒

布條文4，由官方營繕組織興建，供官職人員居住。而這類官舍係依據官職員之階級分配各

級宿舍，再分為兩大類:一為高階官員之住宅「高等官舍」、另一為基層官職員之宿舍「判

任官舍」。在《臺灣總督府宿舍建築標準之研究》中，臺灣日治時期之官舍建築標準分為: 

第一期「無統一標準1895-1905」(表3-1.2)、第二期「以判任官官舍設計標準為主1905-1922」

(表3-1.3)、第三期「將高等官官舍與判任官官舍整合1922-1945」(表3-1.4)等三個時期。 

下文茲就始自明治38（1905）年之官舍標準，對日治時期之官舍建築依序進行三個時

期變遷內容的說明，以作為本案「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在空間形制與建

築變遷層面的判讀。 

(一) 第一期為日治初期（1895-1905年）—無統一標準 

這一個階段的官舍設計，是一個無沒有統一設計標準的時期。日治初期，在臺灣總督府

草創和地方官廳規模有限的條件下，官舍的營建主要由中央與地方營繕機構分工合作，並各

依相關委託機構的內規來設計官舍。 

 
1 傅朝卿，2019.04，《圖說臺灣建築文化史—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建築變遷》，頁477。 
2 日治時期住宅發展初期，臺灣的日式宿舍大部分由官方主導，透過日本官員及移民引進，直到1942（昭和17）
年左右，才有民間的住宅營團的設立，興建小型住宅。 
3 傅朝卿，2019.04，《圖說臺灣建築文化史—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建築變遷》，頁478。 
4「臺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大正11（1922)年頒布；「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大正6（1917)年頒布；「判任官

官舍以下設計標準」明治38（1905）年頒布。資料來源：陳錫獻，2002，《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官舍標準化形成

之研究》，頁：38、47、陳信安，2004，《臺灣總督府宿舍建築標準之研究》，3-1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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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中央和地方分制所造成的結果，導致各地所轄官舍層級的內規，不僅內容不一致，

也無法銜接，更出現主管機關因地制宜的人治色彩。在無統一設計標準之條件下，導致官舍

在衛生、經濟、待遇方面，不論在設計或施行上皆有少數不合適的情況5。臺灣官舍雖已出

現一些規範，但全臺灣一致性的圖說標準尚未被強制的建立。6 

(二) 第二期為日治中期（1905-1922年）—以判任官官舍設計標準為主 

明治38（1905）年至大正11（1922）年間，則是第一代官舍設計標準實施的期間。明治

34（1901）年，由於地方官官制變更，廢「縣」設「廳」，各級分支機關亦大幅增加，這導

致官舍需求量大增。在地方官廳方面，由於缺乏建築專業人員，因此，在無法獨立執行總府

交付的工事與廳內建築設計業務等條件下，促使總督府開始去訂定官舍與廳舍統一的建築

標準，據以滿足地方官舍大量需求和專業人士不足的窘況。這一次體制的變革，促成了明治

35（1902）年「標準官舍圖」、和明治38（1905）年「官舍建築標準」的制定。這也導致官

舍設計呈現出中央集權之傾向。 

在這一階段由臺灣總督府所頒訂之令規，主要包括：〈判任官以下官舍設計標準(1905)〉

（表3-1.2）、〈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1917)〉（表3-1.3）、與〈臺灣總督府官舍標準(1922)〉

（表3-1.4）等三種。在判任官官階的官舍方面，當時總督府已制定府內外與地方官廳一體適

用之〈判任官以下官舍設計標準〉，這一標準持續施行至大正11（1922）年為止。要注意的

是，這一階段的官舍標準規範僅以判任官官階的官舍為主，至於高等官官階的宿舍之設計標

準並沒有納入規範內容7。 

(三) 第三期為日治後期（1922年之後）—高等官官舍與判任官官舍整合 

承襲前揭所提的以判任官舍設計標準為主的第一代官舍建築設計標準(1905-1922)，接續

的第二代官舍建築設計標準實施時期（含戰時體制）的期間介於大正11年至昭和20年（1922-

1945）。在這一個階段，高等官官舍、與判任官官舍都被整合在同一份「官舍建築設計標準」

內容中。換言之，廢止舊制的判任官官舍標準、再重訂新制；高等官官舍部分，屬於新增訂

的標準。 

由於大正9（1920）年，地方制度再次變革。改「廳」置五「州」二「廳」，又於大正15

（1926）年再改制為五州三廳。相對來說，在營建相關之課係方面，州內設有「土木課營繕

係」；郡、市內，再設置「土木係」；部分市役所則設有「土木課」。從此，各州、郡、市

分別轄有一批建築專業人員，可以獨立執行相關之建築業務，前述形成一種「地方分權」制

度。 

在這個階段，相關令規僅有三種。其中最重要的令規，即是總督府所頒訂之〈臺灣總督

府官舍建築標準〉8。該標準將高等官舍區分為四個等級，對官員階級、建築面積、建蔽率

 
5 陳信安，2004，《臺灣總督府宿舍建築標準之研究》，P3-8。 
6 傅朝卿，2019.04，《圖說臺灣建築文化史—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建築變遷》，頁482。 
7 陳信安，2004，《臺灣總督府宿舍建築標準之研究》：P3-9、3-10、3-14。 
8 同上註：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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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築形式都加以規範，同時也對判任官舍增修一些規範。臺灣現存許多日治時期的日式宿

舍，都是根基於此標準而設計興建，然而部分案例還是與此規範有些落差。9 

二、 判任官官舍設計標準變遷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為從日殖民內地招募各類官吏來臺以協助龐大殖民地事務，包括:

統治管理、行政財務、建築、文書、庶務事務、戶籍及衛生事務等專門需求。因而於明治29

（1896）年臺灣總督府條例規定中設「民政局官制」，這不僅是殖民地廢軍政實施民政，也

在同年11月27日，民政局公布了「民政局官舍規則」10。這也就是官舍制度標準化的開端。 

爾後，依次歷經明治37（1903）年「官舍ノ種別等級及設備方ヲ創定シテ民政長官、法

院長、檢察官郡長、所屬民政各官衙長ニ內訓ノ件」11、明治38（1904）年「官舍ノ種別等

級及設備方決定內訓」12之後，依據明治39（1906）年4月「官舍ノ種別等級及設備方改正ノ

件」13內容(表3-1.1)，將先前對於官舍「種別等級」與「設備」提出相對應的標準再提出修

正。 

為了改變臺灣人的居住方式及居住品質，日人陸續頒佈了各項法令，嚴格規定及管理。

更趁著天然災害震毀大批房舍之際，嚴格執行興建新的日式宿舍。新式住屋的通風採光良

好，衛生方面較佳，一般人也樂於接受這種住宅形式，造成當時日式宿舍大量興建，而成為

日治時期住宅興建的主要形式。14 

本計畫「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建築群之空間級別

與空間規模，經初步之判斷，係屬日治時期建築標準之判任官官舍。承上文分析，判任官官

舍標準內容，係初始於明治38（1905）年頒布之〈判任官官舍以下設計標準〉15 (表3-1.2)。 

(一) 明治38（1905年）〈官舍種別等級及官舍設備備品改正〉 

官舍的設備如下表所示，三等官舍配置的設備品有桌子1個、椅子5腳、桌子掛1枚等以

上物品，四等以上的官舍至少皆配置有一張桌子。兩者差異的原因，推測在於高等官與高位

階的判任官的官舍設置有「應接室」的空間，通常應接室作為主人接待客人的洋式空間，故

配給洋式家具。反之，傳統的日本和式起居空間，起居作息皆在榻榻米之上，沒有桌子與子

的需求(表3-1.2)。 

 
9 傅朝卿，2019.04，《圖說臺灣建築文化史—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建築變遷》，頁485。 
10 「民政局官舍規則」（1896年11月27日），〈明治二十九年甲種永久保存第十一卷〉，《臺灣總督府檔案》，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1「官舍ノ種別等級及設備方ヲ創定シテ民政長官、法院長、檢察官郡長、所屬民政各官衙長ニ內訓ノ件」（1903
年09月09日），〈明治三十七年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 
12 「官舍ノ種別等級及設備方決定內訓」（1904-01-01），〈明治三十七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永久保存第二十

卷會計課〉，《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13 「官舍ノ種別等級及設備方改正ノ件」（1905年04月21日），〈明治三十八年永久保存第五十七卷〉，《臺灣

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4 薛琴，2000，《臺北市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專案報告書》。臺北市：臺北市政府。 
15《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判任官以下官舍計設標準各廳通牒件 〉冊號：1329 門號：11 門別：土木 類別：

營繕〈 判任官以下官舍計設標準各廳通牒件 〉日期：1907/05/30 保存：永久保存。《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

要》〈判任官以下官舍設計標準〉p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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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明治38（1905年）〈官舍種別等級及官舍設備備品改正〉 

時
間  

官
舍  

〈官舍ノ種別等級及設備方改正ノ件〉 
官舍等級別 
【原件別表第一】 

官舍設備備品目  
【原件別表第二】  

明
治

3 8
年(1905)  一

等 

參事官長、  

警視總長、  

覆審法院長、  

覆審法院檢察官長、  

稅關長、  

桌子大小各2個、 

椅子20腳、 

帽子掛2個、 

桌子掛大小各2枚、 

隅棚2個、 

書棚2個、 

靴拭2個、 

電話 

二

等 

民政部各局長、  

鐵道部技師長、  

專賣局長、  

土地調查局長、  

地方法院長、  

地方法院檢察官長、  

廳長  

桌子大小各1個、 

椅子10腳、 

帽子掛1個、 

桌子掛大小各2枚、 

隅棚2個、 

書棚2個、 

靴拭2個、 

電話 

三

等 

參事官、事務官、秘書官、警視、技

師、海事官、翻譯官、編修官、判官、

檢察官、通譯官、鐵道部事務官、鐵

道部技師、土地調查局事務官、土地

調查局監督官、土地調查局技師、專

賣局事務官、專賣局技師、專賣局翻

譯官、糖務局事務官、糖務局技師、

稅關事務官、稅關監視官、稅關鑑定

官、國語學校長、國語學校教授、國

語學校舍監（奏任）、醫院長、醫院

醫長、醫院醫員、醫院藥局長、醫學

校長、醫學校教授、醫學校助教授

（奏任）、醫學校舍監（奏任）、一

等郵便電信局長、通信事務官、通信

事務官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

教官（奏任）、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

桌子 1個、  

椅子 5腳、  

桌子掛 1枚（其中警長配有電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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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舍監（奏任）、海港檢役所長、海

港檢役所醫官、築港局事務官、築港

局技師、師範學校長、師範學校教

授、典獄、月俸百元以上囑託員雇

員、舊慣調查會委員、舊慣調查會補

助委員(月額百元以上者) 

四

等 

屬警部、技手、通譯、書記、

監視、鑑定官補、監吏、助教

授、教喻、舍監、調劑師、教

官、通信書記補、警部補、海

港 檢 疫 官 補 、 海 港 檢 疫 醫 官

補、海港檢疫調劑手、監獄監

吏、監獄醫員、囑託員雇員  

 

月俸參拾圓以下囑託員雇員、舊慣

調查會補助委員(月額百元以下者) 

桌子1個、 

椅子5腳（其中警務課長配有電話設備） 

 
五

等 
月俸參拾圓以下囑託員雇員 只提供官舍沒有上述之配備  

 

表 3 - 1 .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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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 1 ( 2 )  

 

表 3 - 1 . 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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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 1 ( 4 )  

 
表 3 - 1 . 1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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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 1 ( 6 )  

 
表 3 - 1 . 1 ( 7 )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原件節錄自「官舍ノ種別等級及設備方改正ノ件」（1905年04月21日），〈明治三

十八年永久保存第五十七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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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治38（1905年）〈判任官官舍以下設計標準〉 

明治38（1905）年，總督府首度對臺灣判任官等級的官舍，單獨發佈一套標準化的規

格，清楚的分成甲、乙、丙、丁四種等級官舍，並有詳細的建築圖面作為營建的參考(表3-

1.1)。 

臺灣總督府在1905年（明治38年）首次制訂判任官官舍標準中，在甲、乙、丙、丁四種

等級的判任官官舍中均設置外廊。16其中乙、丙、丁三種官舍的外廊設置在正立面，甲種官

舍則是在其中一側面之後半部以柱列支撐屋簷出挑之作法。此外，在乙、丙、丁三種官舍的

背面設有緣側，甲種官舍亦在外廊的相對側設置緣側。外廊與緣側的寬度都在三尺（約90公

分）左右。 

判任官官舍甲、乙、丙、丁等級之面積形制等空間規模通則，依級別概要如下: 

表3-1.2「判任官官舍以下設計標準」 —明治 3 8（ 19 0 5）年  

時間  官舍
種別  

判任官舍  
甲種  乙種  丙種  丁種一號  丁種二號  

明
治

3 8
年(1905)
判
任
官
舍
以
下
設
計
標
準 

官等
配給  

獨立官衙長、

各 官 衙 部 課

長、覆審法院

及 地 方 法 院

監督書記、覆

審 法 院 及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官監督書記 …
等判任官。  

五 給 俸 以 上

之 地 方 廳 各

系 長 及 同 等

級首席者。  

六 給 俸 以 下

者。  
支 廳 勤 務 之

警部補、看守

部長等。  

巡查看守  

建築
面積  2 3坪  1 8坪  1 3坪  1 1坪 5合  1 0坪 2合 5勺  

空間
構成  

應 接 室 八 疊

(普通瓦敷 )   
—  —  —  —  

座敷八疊  座敷八疊  座敷六疊  座敷六疊  座敷七疊  

居間六疊  居間四疊半  

二室  

居間四疊半  居間四疊半  居間三疊  

玄關二疊  玄關二疊  玄關二疊  玄關二疊   

炊事場二疊  炊事場二疊  炊事場  炊事場  炊事場  

浴室、  

炊事場、  

踏込、  

便所等。  

踏込、  

便所等。  

踏込、  

便所等。  

踏込、  

便所等。  

踏込、  

便所等。  

 
16 陳信安，2003，《臺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論文。林思玲，2003， 
《日本殖民臺灣建築氣候環境調適的經驗》。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博士論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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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節錄自「判任官以下官舍設計標準民政長官通達」（ 1 9 0 5年 1 0月
2 5日）〈明治三十八年會計永久保存第一冊〉，《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堀込憲二，2 0 0 7，
《日式木造宿舍修復再利用解說手冊》： P 2 3）  

1. 判任官甲種官舍: 

為判任官二給俸以上，獨立官衙長、各官衙部課長…、覆審法院及地方法院監督書

記、覆審法院及地方法院檢察官監督書記…等判任官等官員所住。其建築坪數約為

23坪以內。 

2. 判任官乙種官舍: 

為五給俸以上之地方廳各系長及同等級首席者等所住。其建築坪數約為18坪以內。 

3. 判任官丙種官舍: 

為六給俸以下者所住。建築坪數約為13坪以內。 

4. 判任官丁種官舍: 

為支廳勤務之警部補、看守部長、巡查看守等所住。其建築坪數約為11坪 5合、

10坪 2合 5勺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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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正6（1917）年〈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 

爾後，上述之設計標準於大正6（1917）年及大正11（1922）年間進行修正（表3-1.2）

（表3-1.3）。 

表3-1.3「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 —大正 6（ 1 9 17）年  

時
間  

官舍  
種別  

判任官舍  
甲種  乙種  丙種  丁種  

大
正

6
年(1917) 

判
任
官
舍
標
準
改
正 

官等  
配給  

各官衙課長、同支廳長、法

院監督書記、監獄支監長、

二 等 郵 便 局 長 、 稅 闗 支 署

長、專賣局支局長、其他之

レニ準スベキ者。  

五 給俸以 上ノ
者。  

判 任 官 六 給

俸以下。  
巡 查 看 守

及 之 レ ニ
同 等 ノ 待

遇官。  

建築  
面積  

2 5坪  
2 0坪  

(二戶 3 0坪 )  

1 5坪  

(二戶 3 0坪 )  

1 2坪  

(一戶 7坪 )  

各等  
級官  
舍戶  
數之  
上限  

一戶  二戶建  二戶建  四戶建  

 
表 3- 1.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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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3 (2 )  

 

 
表 3- 1.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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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3 (4 )  

 

 
表 3- 1.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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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3 (6 )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⑴ ~⑸節錄自判任官官舍標準改正ニ付民政長官依命通達」（ 1 9 1 7
年 0 6月 0 5日）〈大正六年會計永久保存第一冊〉，《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⑹節錄自「丁

種官舍標準改正民政長官通達」（1914）〈大正三年會計永久保存第一冊〉，《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表格參考 :堀込憲二， 2 0 0 7，《日式木造宿舍修復再利用解說手冊》： P 2 3）  

 

(四) 大正11（1922-1945年）〈臺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 

1922（大正11）年之後，臺灣總督府官舍進入標準化重要的一個確立時期。從這份官舍

建築標準化公文內容來看，17其劃分標準是以1904年（明治37年）1月臺灣總督府所公佈的

〈總督府官舍等級標準〉與1905（明治38）年〈判任官等級官舍設計標準〉的基礎上，再加

以明確劃分出「高等官」與「判任官」官舍的敷地建築面積的關係。 

階級文化反應出日本人對於「官舍與身份」的地位關係，殖民地官階反應出判任官基本

上是一種基層官吏。因此在住居空間的分配上則明顯比高等官官舍不同，不論是空間坪數或

室內配備及生活空間，待客的公共社交空間及私家居住空間方面，其待遇與福利則有明顯的

差別。而根據這些判任官官舍的標準形式，除了甲種官舍是「獨棟建築」之外，其餘皆是「二

戶建連續戶官舍」。 

  
 

17出自臺北州知事官房文書課編纂1931（昭和6）年《臺北州令規類纂》，原件為〈臺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

總督府內訓第13 號1922（大正11）年6 月24 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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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臺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大正11（1922）年  

時間  
官舍

種別  

判任官舍  

甲種  乙種  丙種  丁種  

大
正11

年(1922) 

總
督
府
官
舍
標
準 

官等

配給  

判 任 官 二 給 俸 以 上 州 廳 郡 課

長、支廳長、法院監督書記、

監獄支監長、二等郵便局長、

稅關支署長、專賣支局長 …等

與同等級官員。  

判 任 官 五 給

俸 以 上 郡 課

長 … 等 與 同

等級官員。  

判 任 官 六

給 俸 以

下。  

巡守、看守及

同 等 待 遇 官

等官員。  

建築

面積  
2 5坪以內  2 0坪以內  1 5坪  1 2坪  

基地

面積  

/建築

坪數  

4倍  3 . 5倍  3 . 5倍  3倍  

基地

面積  
1 0 0坪以內  7 0坪以內  

5 3 . 5 坪 以

內  
3 6坪以內  

建築

型式  

二戶建  

(雙併木造住宅 )  

四戶建  

( 四 戶 連 棟 住

宅 )  

總督府所公佈的「官舍建築標準」內容如下： 

「條 文 內 容 
第一條 官舍建築得依照本規則 
第二條 官舍的設計、構造、考慮堅牢與實用為主以成為適當的住宅。 
第三條 官舍建築可分為下列八種 
（1）、高等官官舍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第四種。 
（2）、判任官官舍甲種、乙種、丙種、丁種。 
第四條 官舍等級依照上一條所規定的順序為主 
第五條 官舍的敷地面積建物延坪數、官舍配當與建築坪數標準，依照下列規定之包含樓

地板面積厚度都算是。 
（1）、二階建以上場合的階段室（樓梯）也算入建築坪數 
（2）、石、煉瓦、混凝土建物的牆壁厚度也算入坪數 
第六條 官舍得必須設置2 坪乃至10 坪以內附屬建物（物置車置場類） 
第七條 官舍區分為獨棟與連續建建築種類 
（1）、一戶建 高等官官舍第一種-第四種 
（2）、二戶建 判任官官舍甲種、乙種、丙種 
（3）、四戶建 判任官官舍丁種敷地 
第八條 第五條 如果無法遵照此規則得經過臺灣總督認可方可實行 
附 則 
第九條 其它市街庄、公共團體得適用宿舍建築標準規則 
第十條 有關官舍建築以前的規定就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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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臺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 內訓第十三號 會計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適用ノ場合

通知方ニ付總務長官通達並本件所属局所長ヘ通牒 大正十一年永久保存第二門第八類ニ納ムム 會計法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ヲ適用ノ場合通知方ニ付總務長官通達並本件所属局所長ヘ通牒 大正十一年永久保存第二門第

八類ニ納ム 會計規則第八十七條第五號ニ依ルル契約書省略方總務長官通達並本件所属局所長ヘ通牒 大正

十一年永久保存第二門第八類ニ納ムム」（1922年06月24日）〈大正十一年會計永久保存第一冊〉，《臺灣總

督府專賣局檔案》。表格參考:堀込憲二，2007，《日式木造宿舍修復再利用解說手冊》：P23。以上尚不列入

與本案無涉之高等官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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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法院宿舍相關規定  

藉由日治大正年間發布施行之〈法院宿舍規程報告(1913年)〉與國治時期〈司法院暨所

屬各機關宿舍管理規則(1991至1998年廢止)〉之內容，以作為本案標的物「臺中市歷史建築

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宿舍分配指定之居住使用者、使用者與家族的涵蓋關係、入住順序

依據、官舍不足時的因應措施、宿舍退舍或返還等住宿規則之理解和參考。 

由於本案現有史料呈現之戶籍紀錄，係截至民國85年(詳第三章3-3各棟之「國治時期居

住者與戶籍變遷」除戶年度為時間斷點參考。)，故該時期以外之後續宿舍管理〈司法院及

所屬各機關宿舍管理要點〉採用附錄呈現。 

一、 法院宿舍規程報告18（1913年施行） 

大正2(1913)年三月十七日，覆審法院長檢察官代理早川彌三郎、與覆審法院長石

井常英向臺灣總督府伯爵佐久間左馬太殿，以訓令發布〈法院宿舍規程報告〉，本計畫

將之翻譯內容如下: 

「法院宿舍規程 

第一條 借貸給法院檢察局職員的宿舍，依照此規定。 

所謂宿舍，指稱的是「官有家屋」及第三條所謂的「借入家屋」。 

本規定所謂的家族，指的是祖父、祖母、父、母、妻子、孫子、以及其他必須接

受保護的兄弟姊妹。 

第二條 宿舍借貸(貸付)的順序，依官舍的等級。高等官以下者，以席次高的為優先。 

第三條 「官有宿舍」不足時，可先利用「租借(借入)家屋」充當之。 

第四條 涵蓋所有的法院、檢查局一共設置三名宿舍委員。所謂前項的委員，可由書記長、

監督書記、會計係上席書記，充當之。 

第五條 委員掌握關於職員入舍、轉舍之指定，以及宿舍風紀與衛生之一切有關事項。前

項關於委員對於上級高階官員之居住者(上官)，有取締的責任。 

第六條 需要申請宿舍分配指定時，可透過口頭或以書面的方式，向委員提出之。 

第七條 獲得宿舍分配指定的時候，需在指定簿所示的期間內，辦理入舍或轉舍的工作，

且向委員進行入舍或轉舍的申報。 

第八條 宿舍居住者對於宿舍的保存併衛生風紀等事項，有注意維持(保存)相關設施的責

任。 

第九條 宿舍居住者有以下事件時，應直接向委員申報，包括:傳染病患者(或疑似)；死亡

者；除了前項以其他發生的事變時。 

第十條 各宿舍居住者若沒有得到管理者的許可，不得對其土地或建物做任何天付加工。 

 
18「法院宿舍規程報告（覆審法院檢察官長、覆審法院長）（1913年04月01日」），〈大正二年十五年保存第四

十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日譯中:蔡侑樺、吳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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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獲得許可進行宿舍之附添加工，在未經管理者的許可之下，不可妄自拆除。

包括宿舍裡面的植栽、或其他東西，皆不可隨便拆除。 

第十二條 若居住者未經許可，擅自變更宿舍的構造，致宿舍損毀或附屬物件的亡失等

等，可命令予以賠償。 

第十三條 居住者不可在宿舍內飼養家畜(除了貓之外)，也不得放養家禽。 

第十四條 因旅行、歸省(日本)、或其他事故，致全家族六十天以上不在宿舍的情況，應

將宿舍返還(返納)，但因地制宜可有相關緩衝處理。 

 

圖3-2.1(1) 

第十五條 在宿舍內，若要進行歌舞音曲類的

教授或學習，必須事先(豫)向委員提

出同意，並獲得委員的同意認可。 

第十六條 居住者、傭人、或同居人，若發生

不妥適(都合)的情況，得命令予以退

舍。且已繳交之宿舍費用(宿舍料金)

不得退回。 

第十七條 居住者若因暫停職務(休職)、解除

職務(解職)、轉職、懲戒革除(免職)

等任免上的問題，接到人事命令(辭

令)時，應於十四天內辦理退舍。 

附則  

此規程自大正二年四月一日施行之」 

 
圖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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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3) 

 

圖3-2.1(4) 

 

圖3-2.1(5) 

圖3-2.1 法院宿舍規程 
 
（資料來源：法院宿舍規程報告（覆審法院檢察官長、覆審法院長）」（1913年04月01日），〈大正二年十五

年保存第四十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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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宿舍管理規則(1991年施行、1998年廢止)19 

1. 廢止時間: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司法院（88）院臺秘二字第04285號函發

布廢止 

2. 法規沿革: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日司法院（86）院臺秘二字第12390號函修正

發布全文 19 條；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七日司法院(80)院臺秘五字第03646號函訂

定發布 

3. 法規內容 

「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 本規則所稱宿舍管理係指有公用宿舍之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對左列宿
舍配住、借用及管理等事項： 

一、首長宿舍。（限現職首長任用） 

二、眷屬宿舍。（指一般性之眷屬宿舍） 

三、職務宿舍。（指動支民事強制執行案款與刑事保證金所押租之宿舍及七
十年度起所編列預算興建之庭長、法官、公設辯護人，住用之宿舍） 

四、單身宿舍。 

五、其他租賃、典押等宿舍。 

第二條 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宿舍之管理、分配、檢修等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宿舍之管理、分配、檢修等之擬辦事項，由秘書處
（所屬機關由總務單位）負責辦理，涉及人事、會計部分由人事處（室）會
計處（室）會同辦理。 

 

第二章   分配 

第四條 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編制內之正式人員均得依照後列規定申請配住眷
屬或單身宿舍、職務宿舍或租賃、典押房屋。配住標準如左： 

一、凡有直系親屬或配偶隨居任所者得申配眷屬宿舍。 

二、凡無眷屬隨居任所者，得申配單身宿舍。 

三、符合配住職務宿舍及單身宿舍者（限庭長、法官、公設辯護人），得
依職務需要申請配住職務宿舍；其服務機關並得審酌實際狀況租賃、典押
私有房屋以供居住。 

四、因職務調動在任職地區，無房屋居住且符合借用宿舍規則之庭長、法
官、公設辯護人，得優先申請配住職務宿舍或單身宿舍。 

五、司法院調用人員（限法官）應在支薪單位申請配住職務宿舍。 

 
19 廢止後之修正「司法院及所屬各機關宿舍管理要點」暨修正條文對照表(民95年版)、司法院及所屬各機關宿舍

管理要點(民102年版)等內容，詳參本報告書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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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均不得再向司法院或所屬各服務機關申請配住公有眷屬
或單身宿舍或租賃、典押私有房屋： 

一、凡配偶或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在軍公教機關服務之一方已由其服務
機關配住眷舍者。 

二、曾由政府輔助購置國民住宅或公教住宅者。 

三、曾承購公有眷舍房屋、基地或房屋及基地者。 

四、派赴國外進修、工作，攜眷同住者。 

五、留職停薪、待命進修或因案停職者。 

六、配偶在實施用人事費，單一薪給事業機關服務者。 

七、凡編制內員工，已配住公有宿舍或曾由政府輔購公教住宅貸款者，因
職期輪調或隨首長異動至新任法院不便通勤者，得申請配住單身宿舍。 

第六條 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宿舍分配之積點計算標準如左： 

一、級職：最高總點數佔百分之廿，依據官階、職務之高低計點。 

二、年資：最高總點數佔百分之廿五，簡、薦、委任職工按到職先後計
點，在其他機關服務之年資仍予計點；惟非司法機關服務之年資應減半計
點，退休後再任職者其退休前之年資，不予計點，雇員年資比照委任級年
資計點。 

三、考績：最高總點數佔百分之廿，按其最近三年內考績等第計點。 

四、眷口人數：最高總點數佔百分之廿，視其直系親屬人數（以同戶籍為
準）之多寡計點。 

五、符合申配公有宿舍資格又無自用住宅而賃屋居住者佔最高總點數百分
之十五。（積點數依附件一、分配宿舍計點標準表列計） 

第七條 申配宿舍，經審查符合規定者，依次登記就適當之宿舍按積點之多
寡，簽請依序核配。積點相同，宿舍不敷分配，無法決定優先順序時以抽籤
決定之。 

新到職人員自到職日起滿三個月後，始得併入與登記在先者按積點多寡依序
分配。 

前條及前二項之規定，於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秘書長及最高法院
院長、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行政法院院長或經專案層報司法院核定者
不適用之。 

第八條 司法院暨所屬機關職工，凡合於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者，由
申請人填具申配宿舍申請單（如附件二）送司法院秘書處（所屬機關總務單
位）審核辦理，並同時繳驗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第九條 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眷舍、宿舍分為 

一、簡任級（舊廿八坪、新四十坪） 

二、薦任（舊廿坪、新三十六坪） 

三、委任級（含雇員舊廿坪、新三十二坪）經機關首長特准者，不受
前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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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宿舍經核准配住後，即以配住通知單（如附件三）通知受配人，應於
十五日內檢具填妥之承諾書（如附件四）、公證請求書（如附件五、六）、
宿舍配住契約書（如附件七）、切結書（如附件八）並完成公證手續後送宿
舍管理機關認可，經認可後始可將宿舍交與受配人進住。 

第十一條 宿舍經核配後不得挑選、更換，如配住通知單送達十五日內不辦妥前
條規定手續時，除有特殊原因，經事前報請核准者外，以放棄論，且不得保
留其原登記次序，並於二年內不得再申請登記。 

 

第三章   管理 

第十二條 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調、離、免、撤職；退休人員居住各原單位配住宿
舍（含租賃、典押房屋）規定事項如次： 

一、調離職人員應於「調、離職生效日起三個月內」將其配住之宿舍，
回復原狀後騰空交還，且不得要求任何補償，逾期不交還時除經報請各
機關首長核准借用或延期者外，各經管機關應依本辦法規定及公證書等
約定，向管轄法院依法聲請強制執行或起訴。 

二、受撤職、免職或解僱人員應於撤職、免職或解僱生效日起一個月內
比照前款規定辦理之。 

三、資遺人員應於資遣生效日起三個月內，比照前兩款規定辦理之。 

四、退休人員凡居住於本規則第一條各款所定之宿舍，應在退休生效日
起三個月內遷出；惟於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廿九日「事務管理規則」修正
前配住，而於修正後退休之人員，其所配住宿舍係修正前規則所定之
「眷屬宿舍」者，應依照有關法令及契約等規定辦理。 

第七條 宿舍配住人，不得將房屋轉讓，租借他人使用，或有其他違反契約約定
之行為。宿舍配住人違反前項規定，即取消其配住權利，配住人並應即
時將宿舍回復原狀後騰空交回；配住人未遷入居住或僅擺放傢俱衣物而
未在宿舍起居生活者亦同。 

第八條 宿舍之交還應向司法院秘書處（所屬各機關總務單位）辦理點交手續。 

第九條 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宿舍配住人應妥為維護，並經常保持整潔，如有人
為破壞或未盡善良管理人責任致招毀損，均應負修繕賠償責任。 

第十條 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宿舍配住人，應將所置宿舍內燃料妥慎存儲並與火
種隔離，如非因天災或不可抗拒之事致引起火災，而造成公有財物之損
失，配住人應負一切責任。 

第十一條 宿舍內不得酗酒、賭博、喧嘩、放置違禁物及其他不正當行為。違反前
項規定依事務管理規則有關規定及宿舍配住契約書之約定辦理。 

第十二條 宿舍之維護、修繕等依本院暨所屬各機關職工宿舍維修辦法規定辦理
之。 

第十三條 本規則簽奉院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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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空間特色  

一、空間部位與機能  

本案A、B、C、D等四棟日式宿舍，現狀有15戶門牌號碼。依照其棟別，分別是:A棟2、

4、6、8號四戶；B棟10、12號二戶；C棟11、13、15、17、19、21號六戶；與D棟1、7、9號

三戶。 

在歷經日治時期與戰後之國治使用歷程之變遷，多數的空間機能已為多所調整。其保存

較完善者，分別是: A棟8號、B棟12號、與D棟7號。 

下文將比對傳統日式宿舍慣用之空間配置與使用方式，對本日式宿舍建築群之空間類

型與特性進行說明。依空間規模比對，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這一批建築群在

空間位階上，係屬於判任官官舍等級。而判任官官舍的職位在日本社會裡所象徵的，是屬於

中間階層的社會族群20。 

判任官官舍設計標準主要必須符合「衛生」、「經濟」、「實用」等三個考量重點。換

句話說，判任官官舍所重視的是「實質層面」的生活21，故判任官官舍空間基本是以「和式」

的生活空間型式為主，其內部空間有:「玄關、應接室、座敷、居間、臺所、炊事場、便所」

等。 

此外，判任官官舍是屬於職等較基層之公職宿舍，其居住空間與機能接近於一般民宅。

換言之，除了判任官甲種官舍具有「應接室」之外，其它的判任官乙、丙、丁種官舍則沒有

這樣的空間。由於判任官在整個官吏階層當中屬於基層，社交活動與來往的人通常侷限於同

等級的同仁或朋友，因此，對於洋式的生活機能空間，不為總督府官舍設計者所考量進去。

同時，除了判任官甲種官舍是「獨棟建築」之外，其它的判任官乙、丙、丁種官舍皆是以「二

戶建」為一個單元，並且以連續戶的方式興建。 

以下論述將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之空間依：「玄關（genkan)」、「座敷(zasiki)」、

「次之間(tuginoma)」、「茶之間（chanoma）」、「臺所（daidokoro）炊事場(suijiba)勝手(katte)」、

「風呂(huro)」、「緣側(engawa)」及「便所(benjo)、洗面所(senmenjo)」等空間檢視之。 

由於日式宿舍（官舍）空間名稱使用者認知的差異，加上其多功能使用之目的，造成

空間常會產生各種不同稱謂、或有相似屬性空間難以定義之情況。依據傳統日式宿舍慣用

之空間名稱，並針對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日式宿舍群之空間名稱及特性進行定

義與說明，將宿舍內之空間名稱與特性整理如下： 

 
20根據福武直1985《日本社會的結構》P.31，將日本國內分成三個階層，其中中間層包括判任官、農民（五公頃

以下自耕農）、漁民（繳納營業稅者）、獨立技能者（醫師、教師、技師、僧侶、神官、自由業）、恩給生活者

（舊制判任官）等。 
21所謂「實質層面」的生活是指判任官官吏等級過的是一般平民生活，少了高等官那種社交性活動的生活空間。

因此判任官的社交生活通常只是在自家的官舍裡（部份有應接室）作一些消遣式的生活，或到萬華的遊藝街或

新公園散步、打球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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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日式宿舍空間名稱一覽表 

空間名稱 空間元素 空間使用特色 

過度

空間 

玄關（genkan) 下馱箱、 

踏込（土

間） 

建築物主要之出入口。一般得分為踏込（土間）及玄關

二部份，亦得做為脫鞋進屋後擺放鞋子及外出用具的地方。

在大型住宅會於玄關後與各空間連接處設置「廣間」作為中

介空間。 

起居

空間 

座敷(zasiki) 床之間、 

違棚（神

棚） 

功能相當於現今客廳、神明廳，是日式住宅尊位的空間，備

有床之間，是日人生活的重心，並在此會客及舉行祭祀活動。 

次之間

(tuginoma) 

押入(osiire)、 

納戶(nando) 

為座敷之前置空間，通常與座敷成對設置。部分案例中，

會將類似座敷功能之空間稱為「居間」，而與之相鄰空間則稱

為「客間」。 

押入是置物櫃。大小約一張榻榻米大小。全面裝設有不透

明的橫拉門板「襖」，主要是用來收納財務、寢具、與生活雜

務。 

納戶是具有固定牆面的封閉性房間。大小可供人在內行動。

早期是農家主臥室的名稱，現在則演變為一般住家用來收納衣

服、貴重物品的封閉空間。 

茶之間

（chanoma） 

棚 餐廳兼起居室(「居間」)，一般會設置在靠近廚房的地方，為

用餐或飲茶的場所。 

服

務

空

間 

臺所

（daidokoro） 

炊事場(suijiba) 

勝手(katte) 

流理臺、 

水槽、 

食器棚、 

勝手口 

即廚房，在部分案例中，會將其分為兩部分，在廚房空間

木質地版處稱為「臺所」，而在土間處則稱為「炊事場」。 

浴室空間，設有浴槽。 

風呂 (huro) 風呂場、 

浴室 

即廁所，廁所的使用又可再分為大便器與小便器所屬的兩

個及洗面所不同空間。 

便所(benjo) 

洗面所

(senmenjo) 

洗臉臺、 

大小便器 

過

渡

空

間 

緣側(engawa) 障子、雨

戶 

位於榻榻米房間與庭院之間。住宅室內通往後院的中介

空間，也是各居室間的聯絡通道。是較窄的外廊，有採光功能。

舖有木地板的狹長型緩衝空間，是日式住宅內特有的空間，兼

具走廊的功能。緣側再房間側設有透光紙拉門「障子」，臨庭

院側則設置「雨戶」或玻璃落地窗。因此，緣側既非室內、也

非室外的是緩衝類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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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計畫彙整分析。參考堀込憲二，2 0 0 7，《日式木造宿舍修復再利用解說手冊》：P 5 9 ~ 6 8；
薛琴，《臺北市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專案報告書》，P111。底圖: 本計畫測繪) 

 

（一） 玄關 

自大門進入後為正式之出入口。玄關之處，高程較低之「踏込」以架高之地板

做區隔有以架高地板分隔踏込與玄關。 

由於一般地坪常以泥土地為主，此處亦可稱為「土間」。架高地板處設置「下駄

箱」，即鞋櫃，如此可避免外出用鞋之塵土帶入家中（圖 3-3.1、3.2-2）。傳統日式宿

舍在踏込與玄關間亦設有門作區隔，現況的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日式宿舍

皆已拆除，僅留下門軌，推測舊貌為「襖」。 

而踏込與玄關處之天花板為傳統之「竿緣天井」，二側牆面臺度部分則採用垂

直向配置之「羽目板」（圖 3-3.6）。玄關與座敷與茶之間相鄰，並以襖做區隔。座敷

與玄關間亦設有雙扇之門作，推測舊貌為「襖」（圖 3-3.5、3-3.8）玄關與踏込交接

處改採 PC 地坪。「襖」軌道，襖已佚失（圖 3-3.5、3-3.6）。 

 

 

虛線為玄關剖面示意 

圖3-3.1玄關平面圖 
（資料來源：〔乙種二戶建官舍新築工事平面及建

圖〕） 

圖3-3.2玄關剖面圖 
（資料來源：〔乙種二戶建官舍新築工事平面

及建圖〕） 

踏込 

玄關 

紙張障子 羽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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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3 A棟6號玄關 
說明:玄關與踏込交接處舊貌不存，改無高差PＣ地

坪。(拍攝日期20181206) 

 

圖3-3.4 A棟6號玄關 
(拍攝日期20181206) 

 

 

圖3-3.5 A棟8號玄關 

說明:玄關與踏込交接處留有舊貌。「襖」軌道，

襖已佚失。(拍攝日期20181019) 

 

 

圖3-3.6 A棟8號玄關 

說明: 兩側保留垂直向配置之「羽目板」。 

(拍攝日期20181219) 

 

圖3-3.7 B棟12號玄關 

(拍攝日期20181019) 

 
圖3-3.8 B棟12號玄關 

(拍攝日期20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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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座敷 

玄關側為「座敷」，為日式宿舍內最重要的房間。一般會在木地板上鋪設榻榻米，並採

用日式傳統之竿緣天井。座敷一般被視為客廳使用，因此亦以「客間」稱之。傳統日式住宅

於座敷處會設置有「床之間」、「床脇」22及「付書院」，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座敷

為規模較小住宅之簡化作法，僅設有床之間，且以儲物機能的押入取代床脇空間。明治以後

的日式住宅主要原型起源於書院造建築。主要構成之空間元素，包括玄關、座敷(床之間、

書院)、襖(不透光拉門)、衫戶、障子、雨戶等組成。其所發展出的建築住宅樣式為數寄屋建

築。23更精確而言，臺灣日式宿舍應歸類於數寄屋風書院造。24下圖為空間構成基本原型，供

以對照本案空間部位說明（圖3-3.9）。 

 
圖3-3.9書院造室內構成 

（資料來源：《圖解木構造》p:196） 

 

圖3-3.10座敷平面示意圖 
 

圖3-3.11座敷剖面圖 
說明:虛線為剖面示意。（資料來源：〔乙種二戶建

官舍新築工事平面及建圖〕。） 
說明:c-c’剖面示意(資料來源：〔乙種二戶建

官舍新築工事平面及建圖〕) 

 
22 「床脇」主要由「棚」、「天袋」、「地袋」等構成。「違棚」為位於床脇中央之置物架，供擺放書籍、茶
具及硯臺盒等文藝用品。 
23 堀込憲二， 2 0 0 7，《日式木造宿舍修復再利用解說手冊》：頁 3 7。  
24 同上，頁38。 

竿緣  天井版 

 

欄間 

落掛            長押   床脇天井 

長押 鴨居 

【床之間】 

書院欄間      床柱          

               違棚【床脇】 天袋 

書院障子                       

付書院                   沖潜                  襖 

 

立足束    床框                        地袋 

                 地板    

c c’ 

玄關 

座敷 

紙障子 硝子障子 



「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3-28 

 

圖3-3.12 A棟2號座敷 
說明:押入床之間等置物空間，業經大幅改造 
(拍攝日期20181206)。 
 

 
圖3-3.13 B棟12號座敷 
說明:天花板處的竿緣、橫向的落掛、垂直向的床柱

等空間元素，保有舊貌(拍攝日期20181219)。 
 

 
圖3-3.14 B棟12號座敷 
說明:圖右押入，是置物櫃。大小約一張榻榻米大小。

全面裝設有不透明的橫拉門板「襖」。座敷與居間也

是以襖相隔(拍攝日期20181219)。 
 

 

 
圖3-3.15 A棟8號座敷 
說明:天花板處的竿緣、橫向的落掛、垂直向

的床柱等空間元素，保有舊貌。不透明的橫

拉門板「襖」(拍攝日期20181219)。 
 

 

圖3-3.16 B棟12號座敷 
說明:床之間位於座敷內，兩側設有床脇。上方

水平向長押，構架保持(拍攝日期20181206)。 
 

 

圖3-3.17 B棟12號座敷 
說明:不透明的橫拉門板「襖」 
(拍攝日期20181219)。 

座敷在天井之作法為傳統之緣棹天井（圖3-3.13），並設有水平推拉之木作出窗（圖3-

3.12），出窗下方並設有類似無雙窗之通氣孔。「床之間」位於座敷內，兩側設有「床脇」，

一般日式住宅床之間主要是作為裝飾用的空間，並不設置傢俱，它的正面牆上通常會吊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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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而下方則擺放香爐、花瓶、燭臺或古董類等藝術品。違棚則由兩片棚板上下錯開架

設，一般較高之棚架必須靠近床之間安裝。天袋為位於床脇上部之櫥櫃，地袋則為下方之櫥

櫃，兩者皆做有櫥櫃門。位於床之間與床脇之間，做為二者分隔之木柱圍「床柱」（圖3-3.15），

一般會使用材質木料，用以展現建築質感。床柱後設有區隔二空間之「床脇壁（境壁）」，

為能增加床脇的通風與採光，床脇壁會設有開口，再依造設置高度的不同，分為「沖潜」與

「洞口」。「沖潜」為床脇壁下方之開口，在設有沖潜的床脇之中，地袋無法整個做滿。 

（三）緣側 

與座敷及次之間相鄰之空間為「緣側」。緣側為位於室內（一般為鋪設榻榻米之房間，

如座敷、次之間及寢間等）與庭院間之過渡空間，鋪設木地板，兼具廊道與遮陽之功能。歷

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日式宿舍群之緣側設置宿舍之後方（圖 3-3.18、3-3.20、3-3.22、

3-3.23）。 

「緣側」亦可發揮與外廊相同之遮陽擋雨的功能。中央研究所技師富士貞吉即指出「緣

側」具有調適氣候的功能，在防風雨的考量下，設置推拉門可使「緣側」隔絕外界，閉合後

的緣側可阻擋日射強烈時外界高溫的氣流進入室內。25一般日式宿舍緣側在與房間相鄰側會

設有透光之紙拉門「障子」，採橫拉開關方式，障子係以細長之木格為框架，且在一側貼上

可透光之薄和紙或玻璃之木門。障子使座敷及緣側空間兼具私密與開放之特性:當障子開設

時，緣側與室內空間就形成開放之空間，成為室內空間之延伸；而當障子關閉時，除了空間

成為私密外，緣側也成為獨立的廊道空間，這在建築物理環境的功能上，也達到遮陽避雨之

效果（圖3-3.19）。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現況的緣側，在端部設有「棚」，即儲物櫃。現況舊有

落地玻璃窗扇破損，緣側與座敷處之障子佚失（圖 3-3.20、3-3.23）。也由於木製門框構造

較為脆弱，加上私密性等問題，因此，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日式宿舍群的障子保

存狀況不佳，僅於 A 棟 8 號、B 棟 12 號宿舍存有部分構件，且已經位移或重置於它處，其

餘則已完全拆除且佚失（圖 3-3.22）。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現今保存之障子形制有二，其一為「豎額入障子」，即

長方形木格門框中，除將和紙貼於外側外，亦於門身加入垂直向玻璃之作法。而緣側在面對

庭院側會設置落地玻璃窗及「雨戶」。當落地窗扇和雨戶關閉時，具有遮風避雨、遮蔽烈日

及防盜之功用，而當二者開啟時，除可導入庭院之涼風，緣側更成為位於室內與庭院間之半

戶外空間。雨戶裝設在落地玻璃窗扇之開口處周邊，為用來遮蔽風雨及防盜的門板，部份雨

戶會設置「無雙窗」作為通氣孔，平時收納在「戶袋」之中，傍晚或風雨來襲時，藉由設於

緣側外之門軌（緣框）之溝槽滑動予以開關，其上加裝「上猿」、「落猿」、「橫猿」之類

的鑰匙來達防盜效果。「戶袋」為儲藏雨戶之儲櫃，一般得分為「妻板戶袋」及「柱建戶袋」

兩類（圖 3-3.22）。 

 
25 詳閱《臺灣建築會誌》第8輯第3號＜防暑家屋の構造に關する諸家の研究竝に余等の研究の綜合的資料＞（富

士貞吉，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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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8 A棟8號緣側 
說明: 緣側處舊貌僅剩木作天花構架，板材已置換

(拍攝日期20181219)。 
 

 

圖3-3.19 A棟8號緣側 
說明: 臨庭院側則設置雨戶或玻璃落地窗(拍攝

日期20181206)。 
 

 
圖3-3.20 B棟12號緣側 
說明:緣側端部接連便所。次之間與緣側處設有

「 障子」，原側玻璃通氣窗，況部份窗扇破損。

由緣側擴增外推增建的空間在端部設有「棚」及儲

物櫃(拍攝日期20181219)。 
 

 
圖3-3.21 D棟7號緣側 
說明: 緣側擴增外推增建的空間。緣側與座敷處之

障子佚失(拍攝日期20181206)。 

 

 
圖3-3.22緣側平、斷面與雨戶詳細圖 
(資料來源：〔乙種二戶建官舍新築工事平面及建

圖〕) 
 
 
 

 
圖3-3.23 B棟12號緣側 
說明: 現況舊有落地玻璃窗扇破損，緣側與座敷

處之障子佚失(拍攝日期20181019)。 

緣側 

戶袋 

居間 茶之間 

洗手臺 

便所 小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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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之間 

與座敷相鄰空間為「次之間」。次之間做為居室空間，室內設有儲放寢具之儲藏櫃，

即「押入」（圖3-3.24）。押入設有橫拉之襖襖為橫拉開關之木製拉門，其兩側皆貼上

數層不透光之紙或布，當襖打開時，座敷與次之間能形成一連結之廣間，而當襖關閉

時，二者則分別形成各自獨立之私密空間（圖3-3.25）。 

傳統日式住宅次之間地坪為木地板上鋪設榻榻米，因空間有限，常採多目的之使用

方式，因此在與座敷和與床之間中間牆面會以襖做為區隔，上方並設欄間做為通氣窗

（圖3-3.25)）。現況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座敷與次之間的襖，部分仍保存

舊制。 

 

 

 
圖3-3.24 B棟12號次之間 
說明:有橫拉之襖襖為橫拉開關之木製拉門，其兩側皆

貼上數層不透光之紙或布。(拍攝日期20181219) 

 

 

 
圖3-3.25 A棟8號次之間 
說明:次之間與座敷相鄰。居室空間室內設有儲放

寢具之「押入」。(拍攝日期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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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26 B棟12號次之間 
說明: 空間區位對應的為次之間，採抬高作法(拍攝日

期20181219)。 

圖3-3.27 B棟12號次之間 
說明 :遺構對應的空間區位為次之間 (拍攝日期

20181206)。 

（五）茶之間 

玄關進入後與「茶之間」直接相鄰（圖3-3.30）。換言之，在空間組織上，玄關另

側為茶之間。茶之間即餐廳，為家人用餐兼起居之場所。一般亦設置於臺所（炊事場）

旁，茶之間與臺所間設有食器棚（櫥櫃），食物與餐具得透過相連之櫥櫃進行送、收餐，

並具儲藏之功能（圖3-3.28、3-3.29）。茶之間為現況設有棚（櫃），與玄關和次之間

間設有連通之出入口，推測舊貌為襖。茶之間面後院處設有水平推拉之木作玻璃門，並

與臺所（廚房）間推測舊制以障子或襖區隔，現況已改制。 

 

圖3-3.28 B棟12號茶之間 
說明:茶之間與臺所間設有食器棚（櫥櫃）(拍攝日期

20181219)。 

 
圖3-3.29 B棟12號茶之間 
說明 :由茶之間看設有食器棚的臺所(拍攝日期

20181219)。 

 

圖3-3.30 虛線為剖面示意 

 
 

圖3-3.31 d-d’剖面示意圖 

d 
d’ 

居間(次之間) 

居間 

(次之間) 茶之間 

緣側 

炊事場 

座敷 玄關 

茶之間 臺所 

襖 襖 

 洗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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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所、炊事場 

「臺所」又稱「炊事場」，即現代之廚房。臺所一般設置有櫥櫃及料理臺，料理

臺上並設置有出窗處以增加通風，臺所亦設置有獨立之出入口，目前多有增改建情

況(圖3-3.32、3-3.33、3-3.34、3-3.35）。 

 

 
圖3-3.32 A棟2戶臺所炊事場 
說明: 緣側處舊貌僅剩木作天花構架，板材已置換(拍攝

日期20181219)。 
 

 
圖3-3.33 B棟12號臺所食器棚 
(拍攝日期20181206) 

 
圖3-3.34 C棟21號 
說明:業經改造的臺所炊事場(拍攝日期20181206)。 

 
圖3-3.35 D棟9號臺所炊事場 
說明:業經改造的臺所炊事場。設有料理臺(拍攝日期

201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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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風呂、便所、洗面所 

「風呂」即為有泡澡式浴槽之浴室，一般會設置在臺所處。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

群之浴室設置於建築之後側，並透過緣側與便所及各居室相連（圖3-3.41），衛浴多已改

建為現代設備（圖3-3.36），無法確認舊貌。傳統日式宿舍會將廁所與浴室分開設置，並設

置有洗手臺、小便所及大便所等，而各空間則以舞良戶作區隔。。舞良戶為木製之門框，其

特徵為門板上安裝橫向細長之棧，且在門板中央附近會有一根棧可進行，作為門閂。 

  

圖3-3.36 A棟8號增建空間 
(拍攝日期20181219) 

 
圖3-3.37 B棟12號位於緣側一端

接連的風呂 
(拍攝日期20181219) 

 
圖3-3.38 B棟12號位於緣側另

一端接連便所 
(拍攝日期20181219) 
 

 

圖3-3.39 C棟11號業經改造使用之風呂便所 
(拍攝日期20181206) 

 

圖3-3.40 D棟9號業經改造使用之風呂便所 
(拍攝日期201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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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41浴室及便所空間 
(拍攝日期20181021) 

圖3-3.42 炊事場、浴室及便所剖面圖 
說明:e-e’剖面示意圖(資料來源：〔乙種二戶建官舍

新築工事平面及建圖〕) 
 
 

二、空間規模與尺度特色  

日治時期之木造建築常會以模矩作為訂定規模與尺寸之依據。換言之，將空間與構材

尺寸的比例關係，進行有系統的模矩化與組織化。 

圖3-3.43 京間法田舍間法之說明圖 

京
間
法
之
說
明
明
圖 

 

田
舍
間
法
之
說
明
圖 

 

 
(資料來源:王惠君，2005，〈日治時期臺灣日式木造住宅之「木割法」探討〉，《臺北文獻》154 期，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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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與構材尺寸的比例上，以柱心距為出發的尺寸計畫，稱之為「柱割」；而以榻

榻米出發的尺寸計畫，則稱之為「疊割」。疊割發展成京都地方常用的「京間」；而「柱

割」則發展成關東地方常用的「田舍間」（圖3-3.43）。京間與田舍間不同之處在於，京間

是以榻榻米為固定尺寸，它的尺寸多是以 3.15×6.3尺計算，1「間」約為 6.5尺；而田舍間則

是以柱心到柱心之間距為計算，這一種算法一間為6尺（約為181.8公分）。26 

依上述原則來檢視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它的建築平面即是以「田舍

間」為設計，也就是以柱心距為出發的一種尺寸計畫。基本上建築的柱心距是以3尺，即0.5

間（約910mm）為最小之單位（模矩），而空間尺寸則以3尺之倍數推算，分別為3尺、6尺

（一間）及9尺為單位。座敷處規模為12尺×12尺（約8疊，不含床之間），客間規模為12尺

×9（6疊），次之間規模為9尺×12（6疊）（圖3-3.44）。 

 
 

                      
圖3-3.44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空間規模尺度特色—以A棟8號戶為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底圖節錄自本計畫測繪圖) 

3-4  舊宿舍群保存範圍規模比對與空間變遷歷程 

 
26王惠君，2005，〈日治時期臺灣日式木造住宅之「木割法」探討〉，《臺北文獻》154 期，頁120。 

6尺    3尺   6尺     3尺       9尺       3尺  

6尺
    3尺

       9尺
      6尺

      6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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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存範圍 

歷史建築「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為日治時期大正後期所興建的判任官官舍群，共計

ABCD等四棟建物。如下圖所示，文化資產所在地於本市西區府後街2號、4號、6號、8號、

10號、12號，與林森路24巷1號、7號、9號、11號、13號、15號、17號、19號、21號。鄰近之

12之1號、12之2號為現今臺中地方法院院長與地檢署長宿舍。公告範圍之後方現為為臺中地

方法院方停車場（表3-4.1）。 

下文分別以「現況測繪圖」「空照圖」「日治時期原貌還原推測」「國治時期增改建量

體」「官舍標準對照(含案例)」「國治時期居住者與戶籍變遷」進行各棟基本資料之建置。

（表3-4.2至5） 

表3-4.1保存範圍棟別與門牌戶號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左上圖:歷史建築公告範圍，2016；右下圖:臺中市空間地圖查詢系

https://gismap.taichung.gov.tw/address/index.cfm) 

  

              B棟 

 

 

    A棟 

 

 

 

 

C棟 

          D棟 

 

 

F棟(不具文資價值) 

現況:停車場 

拍攝日期20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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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面以下清際城牆之試挖紀錄—B棟範圍 

本案於「臺中市區改正計

畫(明治43年、西元1910)」、

「臺中街實測圖（明治44年、

西元1911）」、「臺中水道鐵

管配置圖(大正5年、1916) 」

等圖面上，讀到疑似清際府城

計畫範圍之線狀元素，故進行

初步的套疊與試挖。 

清 際 城 廓 興 建 時 期 為

1889( 光緒 15) 至 1891( 光緒

17)。城廓基礎由小型盤石壘

積，後一丈五尺、城門高一丈

三尺五吋。 

省城實際工事未竟，完成

部分為大北門、經小北門至西

門一段約650丈長(2.2公里)左

右，除此之外，大多僅築成1.5

公尺高之牆基。27 

圖3-4.1 地面下試挖紀錄—B棟基地範圍(一) 

說明:以當代都市計畫、本次測繪圖與日治時期市街圖之套疊圖 

 (本計畫製作) 

團隊經由圖面對比與現勘

放樣，在考量不破壞歷史建築

之情況，選出5個可能的位置，

以1m*1m*1m人工徒手試挖。

其中編號2與編號3因出現地

下水位過高情況，且編號3近

化糞池有惡臭溢散，故編號3

停止試挖，而將編號2面長寬

各擴大約15公分，不影響樹

根。編號4位置下有水管埋管。 

經嘗試人工挖掘探測後，

以目前之深度和選點，尚未發

現疑似清際省城計畫之殘跡。

建議後續修復工程時再進一

步精確與機具進場調查探測。 

 
圖3-4.2 地面下試挖紀錄—B棟基地範圍(二) 

說明:以當代都市計畫、本次測繪圖與日治時期市街圖之套疊 
 (本計畫製作；編號1、編號2、編號3、編號4、編號5) 

 
27 《臺中文獻》，第六期，頁19。《臺灣通史》〈城池志〉，連橫，1918，頁466。對照1895年之臺灣省城圖。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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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編號 4、5 試挖(2019.07.29-30) 

 

說明: 編號 2、3 試挖；地下水位高(2019.07.29-30) 

 

   

說明(左): 編號 1 尺寸測

(2019.08.04) 

說明: 編號 2 試挖 

 (2019.07.29-30) 

 

說明(中): 編號 4、5 復原回填

(2019.08.04-05) 

 

  

說明: 編號 1、2、3 復原回填(2019.08.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