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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概要說明 



計畫範圍 
• 基地位於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778-17、779-7、780-9地號(都市計畫
分區皆為「第二種商業區」)，共有500號、500-1號兩幢兩棟建築物。 

• 基地雖位於中山路500號，實則不緊鄰中山路。北側空地，未來擬設置
派出所，可整體規劃外部（景觀、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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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周邊可能受影響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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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號建築跨及西側780-70地號，且因位處街區內部，未來再利用可
能需要涉及其它的土地。經111.3.25現勘，初步結論係以保存既有毗
鄰私有地磚造圍牆方式處理。 



計畫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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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架構 

 計畫執行內容 報告書對應章節 

(一) 修復計畫及再利用計畫 

(1) 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 第貳章、第貳章第二節。 

(2) 現況調查 第參章第四節。 

(3) 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第參章第四節。 

(4) 必要之解體調查 評估無解體之需。 

(5) 必要之考古調查、發掘研究 評估無考古發掘之需。 

(6) 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 第參章第四節。 

(7) 文化資產價值之評估 第陸章第一節。 

(8) 修復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 第伍章。 

(9)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附錄六。 

(10)修復所涉建築、土地、消防與其他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第陸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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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 

第陸章第三節。 

(12)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第肆章第三節。 



計畫執行進度與問題 

7 

計畫執行內容 報告書對應章節 

(二) 再利用計畫 

(1) 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預估。 第陸章第三節。 

(2) 再利用原則之研擬及經費概算預估 第陸章第三節及第伍章第
四節。 

(3)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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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陸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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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陸章第三節。 

(6) 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理之建議。 第陸章第二節及第三節。 

(三) 安全防護及緊急修繕措施 第肆章第三節。 

(四) 其他 

(1) 辦理至少1 場相關座談會或說明會 第陸章第二節。 

(2) 摺頁及解說牌應於說明會前30 日曆天提送文字內容設計經 
機關審查通過後，提供可編輯、印刷之電子檔(含解說內容及
中、英文版) 

附錄三。 

(五)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之填寫歷程或相關證明文件。 附錄三。 



貳 

歷史研究 



歷史研究背景－土地、建物、門牌異動整理 
建號/地號 

/門牌 

發生日期 

778-17地號 

(500-1號主

要坐落土地) 

779-7地號 

(500號主要

坐落土地) 

780-9地號 2395建號 

(500-1號) 

500號門牌 500-1號門牌 備註 

1927/07/12 臺中州取得所有權。         因500號未有建物

資料記載，以土地

取得後始興建為推

論依據，此為最早

可能興建日期。 

1935/04/21 1935年新竹–臺中地震   

1949/12/31 

(收件日期) 

總登記。所有權人為臺中縣

政府。 

        其時登記資料顯示

臺中縣政府位於彰

化員林。 

1962/09/17         初始資料門

牌為中山路

116號，門牌

整編為500號。

  無門牌初編資料。 

驗證胡育才一家入

住時間之關鍵資料。 

1975/01/26       建物完成日

期。 

    500-1號完成日期。 

1975/03/31       因新建，進

行總登記。

所有權人中

國國民黨臺

灣省委員會。

門牌號碼

500-1號，面

積142.14平

方公尺。 

    門牌號碼、建物面

積俱與現登記資料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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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號/地號 

/門牌 

發生日期 

778-17地號 

(500-1號主

要坐落土地) 

779-7地號 

(500號主要

坐落土地) 

780-9地號 2395建號 

(500-1號) 

500號門牌 500-1號門牌 備註 

1988/05/18       因買賣，所

有權人轉為

顏慶宏。 

      

2010/12/25 臺中縣市合併   

2013/08/01       因贈與，所

有權人轉為

臺中市。 

      

2014/12/05 「豐原郡附屬官舍」公告登錄為臺中市歷史建築   

歷史研究背景－土地、建物、門牌異動整理 



日治時期整體街區建物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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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興建第二代豐原郡役所 

 轉移位置，原位於楔形街區以北，現
位於楔形街區內之西北角。 

 1927/07/12，臺中州取得500號今主
要坐落之779-7地號土地所有權 

+1927/09/18，第二代廳舍新築報導 

=500號可能隨第二代豐原郡役所廳舍
新築工程而興建 

 第二代豐原郡役所為兩層樓建物，並
獲期許為臺中州下最壯麗的郡役所。 

 



日治時期整體街區建物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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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興建之豐原武德殿 

 位於今500號西北側，為協助標
定500號位置之關鍵建築。 



日治時期整體街區建物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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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01/01兩張地圖 

 附於同卷宗，作成時間
應相近。 

 一有標示建築名稱，一
有針對建築與基地形狀
進行較為精準地描繪，
兩者可交相參照。 

 500號今坐落處仍標示
為庶務課長官舍，顯示
大地震後仍維持原功能。 

 左圖標示了較為精確的
建築範圍，與今500號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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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整體街區建物更迭 

1941/09/12 
「真正」第三代郡役所落成 

500號 

第三代 
郡役所 
(富春國小 
1950年後遷入) 

富春國小提供老照片 1945年1月24日美軍航照圖 

瑞穗國民學校， 
1950年後臺中縣 

政府遷入 

豐原家政女學校 
(豐原國中前身) 



日治時期整體街區建物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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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500號 

第三代 
郡役所 

第二代豐原郡役所 

豐原武德殿 

500號 



500號建物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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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500號建物之溯源，根據調查之整理，共有幾種可能： 
1. 以土地取得時間，最早可推至1927年7月27日臺中州取得主要坐落土地779-

7地號之所有權。因與豐原郡役所第二次興築(1927年9月18日報載將興築，
1928年7月8日舉辦落成式)時間相仿，可以推測為隨該次工程一同之附屬工
程設施。 

2. 最早於圖面標示者，為1933年12月4日臺中州豐原街市區現況概略平面圖，
標示為庶務課長官舍。 

3. 最早出現較為精確之基地範圍繪製，為1936年1月1日兩張豐原街市區(改正)
計畫平面圖，且仍標示為庶務課長官舍，顯示歷經1935年新竹–臺中大地震
後，該處仍維持原功能不變。 

4. 關於其它旁證，《水竹居主人日記》雖分別於1923/1925年記錄前往庶務課
長宿舍，但無可供辨別宿舍所在位置之敘述，無法成為關鍵性證據。目前蒐
集到老照片最早應僅能追溯至1942年，航照圖僅能追溯至1945年。 

1&2會遭遇是否因1935年大地震受損、重建問題，因第二代豐原郡役所&頂街派
出所於震後受判定為「大破」 ，並歷經改建，郡役所甚至拆除二樓。但《水竹居
主人日記》認為該兩項工程並非必要 & 下頁C圖顯示受損程度同為「大破」之武
德殿外觀無明顯損壞。 

2&3會出現宿舍等級與官職不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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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1933/05。遭武德殿附屬
設施遮擋/視角疑似未拍攝
到今500號位置 D。1942。右側建築疑似為今500號  

C。1935。箭頭指處疑似為今500號  



類別 
任

別 
官等 俸級 官舍等級 

建築面積 
建物與基

地倍率 

基地面積 

建築形式 
坪數 m2 坪數 m2 

高等

官 

敕

任 

一等   
高等官舍第一種(敕任官) 100 330.579 7 700 2314.053 

一戶建 

二等   

奏

任 

三等 

其下另

分俸級 

高等官舍第二種(高等官三等) 55 181.81845 5.5 302.5 1000.00148 

四等 

高等官舍第三種(高等官四等以下) 46 152.06634 4.5 207 684.29853 
五等 

六等 

高等官舍第四種(高等官六等以下) 33 109.09107 4 132 436.36428 
七等 

八等 

九等 

判任

官 

判

任 

一等 

特級 

判任官舍甲種(判任官2級俸以上) 25 82.64475 4 100 330.579 

二戶建 

1級 

2級 

二等 

3級 

判任官舍乙種(判任官5級俸以上) 20 66.1158 3.5 70 231.4053 4級 

5級 

三等 

6級 判任官舍丙種(判任官6級俸以下) 15 49.58685 3.5 52.5 173.553975 

7級        

8級        

四等 

9級        

10級        

11級        

判任官舍丁種 13 42.97527 3 39 128.92581 四戶建 

 

 

經實測，500號原建築面積108.88平方公尺，為一戶建形式，應屬高等官舍第四種 



 

 

 1920年改為豐原郡前，豐原地區最高長官－支廳長依照官等俸級，僅能居住判任官舍丙種 
=1920年前應非500號建築可能興建之時期 

 1920年改制為豐原郡~1933年地圖出現標示，庶務課課長依照官等俸級，不能居住高等官
舍第四種=500號建築一大特殊之處 

任

別 
官等 俸級 官舍等級 

1920年8月(豐原

郡設置前) 

1920年12月(初設豐原

郡) 

1928年(第二代郡役所

啟用) 

1933年(地圖出現庶務

課長宿舍標示) 

敕

任 

一等   
高等官舍第一種 

        

二等           

奏

任 

三等 

其下另

分俸級 

高等官舍第二種         

四等 
高等官舍第三種 

        

五等       豐原郡郡守五等5級 

六等 

高等官舍第四種(500

號應屬等級) 

    豐原郡郡守六等6級   

七等   豐原郡郡守七等8級     

八等         

九等         

判

任 

一等 

特級 

判任官舍甲種 

        

1級         

2級         

二等 

3級 

判任官舍乙種 

      庶務課課長3級 

4級         

5級   警察課課長5級 庶務課課長5級 警察課課長5級 

三等 

6級 判任官舍丙種   庶務課課長6級 警察課課長6級   

7級   葫蘆墩支廳長7級       

8級           

四等 

9級           

10級           

11級           



二次戰後整體街區與建物更迭(1976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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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500號建築東側(圖片右方)，今500-1號坐落處
顯示新增建物，即為現500-1號(建物登記資料顯
示建物完成於1975年1月26日)。 

因畫質清晰，可觀察500號與500-1號較早期之屋
頂形式。 

另與1973年7月9日航照圖相比，500號建築北側
與西側(圖片上方與左方)疑似出現增建物。 

原豐原武德殿，因畫質清晰，可觀察武德殿屋頂
形式。 



二次戰後整體街區與建物更迭(1976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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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號西側(圖片左方)臨中山路，與1973年7月9
日航照圖相比，原建築拆除，新建大樓，致使
500號在原第二代豐原郡役所拆除改建、原豐原
武德殿臨路處新建臺中縣青年育樂中心後，再進
一步受到遮擋，更難從中山路側觀察到其之存在。 

原瑞穗國民學校校舍/臺中縣政府於1950年遷入
豐原後初始廳舍，悉數遭到拆除。 



二次戰後整體街區與建物更迭(1992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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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500號建築與500-1號建築。出現較多違建。 

原豐原武德殿正殿處(虛線框內左側)遭拆除作為
停車空間。 



二次戰後整體街區與建物更迭(2008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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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500號建築北側新建房舍屋頂出現損壞。新聞
指出該年9月28日，胡家老房子不堪強風豪雨吹
襲，屋頂破損、嚴重漏水，屋外積水10餘公分。 

原豐原武德殿附屬建築(虛線框內右側)亦遭到拆
除。僅剩中間部分據2019年4月Google街景顯示
仍有部分結構殘存，應為2014年歷史建築登錄資
料所描述之武德殿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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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Google街景顯示疑似仍殘留之豐原武德殿遺構，應為2014年歷史建築登錄資
料所描述之「武德殿遺構」 



二次戰後整體街區與建物更迭(現代航照圖) 

25 

因遭大樓陰影遮蔽，本圖經調色。今500號建築
北側新建房舍拆除。 

500號與500-1號北側(虛線框處)所有結構物街遭
到拆除，闢設為停車場及空地。 



500號建物接續使用與500-1號建物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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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號： 

 1954/11/05報載豐原中山路116號胡育才局長公館失竊。比對門牌異動記錄為今500號。 

 對比1955年臺中縣政府職員宿舍供不應求，近百戶有眷屬者僅有廿戶可入住新建宿舍，胡
育才局長擁有獨棟，可養九隻大母雞之公館，待遇堪稱尚佳。 

 胡育才於1949/06/16到任臺中縣政府民政局長，並因當時縣府仍在員林，曾有在員林活
動之記錄，但於其前另有一任局長，故非「臺中縣政府第一任民政局長」。 

 根據議會質詢記錄，胡育才以局長身分備詢之記錄止於1968年。 

 2008年新聞報導胡育才遺孀胡武敬熙因風雨受困日式宿舍，女兒胡木蘭向豐原派出所求援。 

 500-1號： 

 建物登記資料顯示500-1號完成於1975/01/26，但目前500-1號內有胡倫清之物件，時間
為1976/12/31。若胡倫清為胡育才家人，則表示胡家於建物完成後不久即搬入，則其與
兩任所有權人－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以及顏慶宏之關係非屬一般。 

 707聚餐聯誼會 

 在地耆老張世明代書表示，「豐原郡附屬官舍」原為臺中縣議會招待所，但： 

 臺中縣議會1954/08/17遷入豐原，1954/11/05即報導胡育才一家住於今500號，中間
僅３個月空檔。 

 根據胡倫清留下文物，胡家也可能在500-1號完成後不久即搬入。 

 



歷史研究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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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與相關性： 

 僅500號為日治時期所創建，並可能與1927~1928年第二代豐原郡役所新建工程同期。而
後再於1933年地圖獲標示為「庶務課長官舍」，為實際與「豐原郡」相關者。 

 500-1號則依照航照圖比對與建物登記資料，確認新建於1975年，與「豐原郡」不相關。 

 建物本身歷史價值： 

 500號之建築面積與形制=高等官舍第四種  vs. 「庶務課長」依官等俸級=判任官舍乙種/
丙種，形制不符是其特色之一。 

 500號於1954年報導顯示居住於今500號，但胡育才非臺中縣政府第一任民政局長，且史
料記載多與其行使民政局長職權有關。除根據史料顯示，其於1954、1955年，臺中縣政
府職員宿舍仍短缺之際，即享有較優良居住條件之500號建築外，無較為特別之處。 

 500-1號因尚無法覓得關鍵史料或關鍵人物受訪，故仍有待解之處。就既有史料判斷，目
前特殊之處在於，是由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在公有土地上興建500-1號建築，且實際使用
人甚至同為胡家人；若初始使用人確為胡家人，則500-1號新建時間與胡家遷入500-1號
時間皆在胡育才於1969年，再無擔任民政局長記錄後，胡家與兩任所有權人－國民黨臺灣
省委員會以及顏慶宏之關係，可能為另一特殊之處。 

 707聚餐聯誼會依照史料之時序對比，無論是500號或500-1號，其合理性均較低；惟因年
代久遠，耆老所知也僅來自聽聞，本項功能較難獲得驗證。 



歷史研究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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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位歷史價值： 

 豐原地區自清代漢人開墾以來，於清末到日治初期，已形成一定規模
之市區，但主要街區之西界約略為今源豐市前街口。 

 日治時期主要街區開始西擴：尤以1928年第二代豐原郡役所落成後為
最。 

 二次戰後主要街區繼續西擴：1950年臺中縣政府遷至豐原，於
1950~1970年間，拆除部分既有日治時期興建廳舍並重建、新建設施，
象徵此街區在日治末期的發展後，又於二次戰後初期獲得持續發展。 

 隨著日治時期興建之廳舍以及臺中縣政府遷至豐原後初期興建之建築
皆紛紛遭到拆除改建後，500號建物成為少數能見證這段豐原主要街區
於日治中期至二戰後初期西擴歷史的建築物。 



參 

建築研究 



上位計畫及相關法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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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計畫 

(一)台中市國土計畫 
豐原區被列為水岸花都策略區，配合后里花卉產業以及豐原河岸掀蓋

計畫，將朝向水岸花都結合生態發展，另以中科后里基地為主要核心，發
展生技創研、綠能科技，並推動潭子聚興產業園區、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
期、神岡產業園區等，打造物流、科技拔尖轉型計畫。 

(二)台中市區域計畫 
藉由兩棟歷史建築再生利用，可以強化觀光遊憩資源的開發與保育，

結合周邊零售產業與遊憩景點，吸引外來遊客，穩定就業條件，從而反
轉可能的人口外流現象。 

相關法規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略 
(二)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略 



環境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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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環境：位在臺中盆地北端大甲溪沖積扇扇頂，臺中市中北部。 

二、水文：豐原區北臨大甲溪，其支流及灌溉渠縱貫全境。 

三、地形：東面為丘陵地，地勢較高，西面為盆地，地勢平坦。 

四、地質與土壤：屬丘陵地帶，境內大部分屬現代堆積之沖積層，主要由礫石、細
砂及黏土所組成 

五、日照：日照最短日約 10小時38 分鐘；最長日有13 小時38 分鐘的日照。 

六、氣溫：一年中最熱月份是7 月，最冷月份是1 月，春秋兩季氣候宜人。 

七 、雨量與相對溼度：降雨最多月份是 6 月，降雨最少的月份是12 月。 

八、風向：多風時間從9 月下旬至 2 月下旬，以12 月最大；較少風的時間是從2 月
下旬至9 月下旬，以 5 月最小。 

九、小結：觀光旅遊時間應以四月至六月以及十月到十一月最為合適。 

 



建築構造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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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郡附屬官舍」共兩棟 

 中山路500號，推估興建於日治昭和年間，屋根由兩切妻屋根
所交疊而成，形成類 「入母屋破風」及「切妻破風」格局 

        500號建物雙風切丸瓦（壓制風力） 

 中山路500-1號，興建於光復後，屋頂形式為標準的寄棟屋根，
由棟瓦、隅瓦將屋面分割為四坡水屋面 

 

中山路500號  中山路500-1號  



鬼瓦 

袖瓦 

破風板 

棟瓦 

風切丸瓦 
(筒瓦) 

熨斗瓦 

巴瓦 

透氣窗 

下見板 

押緣(英式) 

增建空間 

軒瓦 

棧瓦 

整體構造說明-中山路5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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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屋頂形式，如二棟切妻屋
根形式的堆疊，產生類似破風的
造型(入母屋破風、切妻破風)  

建物屋瓦特色說明  

門柱外觀為洗石子，以線腳裝飾  圍牆有木製窗花、上置巡邏箱，
凸顯建築物或使用者的特殊性  



風呂 台所 

整體構造說明-中山路5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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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山牆處，多見日式宿舍專屬
構件，如：透氣窗、下見板、連
子窗、犬走等  

北側緣側外設有踏石方便進出
庭院擺放鞋或木屐  

南側側門與500-1號大門相鄰，
門柱外觀為洗石子，並透過線
腳垂直裝飾  

建物東側台所、風呂上有類百頁
通氣窗  



整體構造說明-中山路5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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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接室上方為木槢抹泥天花，
因嚴重破損，恐損及安全，已
於2022年2月9日拆卸清除  

隔間牆為編竹夾泥牆  

北側緣側設有加建紙糊隔間牆
板（襖門），紙張上載有「大
正五年八月二七日貨物積出案
內」等文件  

天井主要為平竿緣天井  



整體構造說明-中山路50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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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屋頂為寄棟屋根  

建築構造形式，根據建物謄本
為加強磚造，水泥粉光後上漆  

建物屋頂屋瓦說明  

紅磚矮牆(有扶壁柱，矮牆應為原
高度)為區隔鄰棟建築物之用。鄰
棟冷氣室外機外掛至基地  



整體構造說明-中山路50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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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柱為抿石子，無線腳裝飾，
粒徑較500號大，且多數呈尖
銳形狀  

西側側門上方有ㄇ形雨遮，外
部設有洗手槽  

圍牆為紅磚牆上水泥粉光，上
下層牆砌磚樣式有落差，疑後
期大門更改及圍牆增高  

500-1號地坪與南側空地地坪高
差約60公分  



屋頂與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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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構件 
 500號屋頂屋瓦為和瓦樣式之水泥瓦，瓦條但屬隱蔽處，暫難判
斷材質；野地板初步判斷為杉木材質；垂木有撐起野地版及固
定的作用；最後則為具有結構性質的木構件和小屋形式。 

 500-1號屋頂主要構件與500號相仿，惟木構件為洋小屋，野地
板為大面積夾板材，另透過破損處得知其防水面材為塑膠布 

 

 

 

野地板初步判斷為杉木材質  野地板夾板剝落  



屋頂與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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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瓦 

 500號約興建日治昭和年間(1935年)，扣除增建物皆為耐風瓦
(和瓦樣式之水泥瓦、水泥瓦文化型) 

  500-1則為1945年之後所興建，高壓弧脊水泥瓦(雙槽水泥瓦)，
尺寸約為27X 42公分或29X 42公分，厚度約4公分。 

 

耐風瓦 (500號)  高壓弧脊水泥瓦(500-1號)  



屋頂與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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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瓦 
 500號屋瓦構件(水泥瓦)尚有棟瓦、鬼瓦(類雲型覆輪付跨鬼)、
袖瓦、風切丸瓦、熨斗瓦、巴瓦、軒瓦。 

 500-1號屋瓦構件(水泥瓦)仍有棟瓦、鬼瓦(類京覆輪雲水跨鬼)、
偶瓦、巴瓦、軒瓦。 

雲型覆輪付跨鬼  500號鬼瓦  京覆輪雲水跨鬼  500-1號鬼瓦  



耐風瓦 

(和瓦樣式之水泥瓦)  

軒瓦，圓直徑8公分 
長寬為30X32公分 

(和瓦樣式之水泥瓦)  

特許一二五二六五 
耐風瓦 

(和瓦樣式之水泥瓦  

案  新 
瓦隆永 

(和瓦樣式之水泥瓦)  

筒瓦(500-1號) 
長寬為13X35公分 

(水泥瓦)  

筒瓦(500號) 
長寬為13X32公分 

(水泥瓦)  

高壓弧脊水泥瓦(2款) 
長寬為27X42公分 

長寬為29X42公分   

鬼瓦(500-1號) 
長寬為30X40公分 

(水泥瓦)  



屋頂與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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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架 
 500號建築物為和式屋架（和小屋組），係日式傳統建築屋頂構
法，因屋架無斜撐桿件，穩定性較差 

500號屋架木構件位置示意圖  



500號屋架
木構件名稱  

500號屋架 
木構件尺寸 



屋頂與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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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架 
 500-1號建築物為西式屋架（洋小屋組），係日本受西方建築技
術影響，以桁架觀念所組成屋架，正同柱屋架(King Post)。 

500-1號屋架木構件尺寸說明  



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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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號日式建築天井除後期增建部分及應接室外，其餘皆採
用「平竿緣天井」。 

 500-1號為木作天花，屬較為常見的天花夾板材質。 

500號平竿緣天井  500-1號夾板天花  



牆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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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號除增建處其餘皆在柱梁架
構內除應接室(木摺牆)外皆採編
竹夾泥牆(小舞壁)所構築的「真
壁造」 

 土壁如包括中塗層與表面上
塗層總厚度約7~8公分 

 垂直、水平的柱樑主構架
(斷面10公分×10公分)皆外
露，屬於「露柱式」的構造 

 

 

 

 其餘增建物皆為1/2磚所構築，
牆厚約14公分 

 



牆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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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號建築物牆體構造並無鋼筋混凝土梁柱，屬磚造建築物，外
牆為1B磚，內牆為1/2B磚。物牆面現況為水泥砂漿打底，再以石膏
修補抹平，最後塗抹白色油漆 

 

 

500-1號牆壁現況照片  



基礎/床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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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號 

基礎部分除應接室(磨石子地坪)、風呂(水
泥地坪)、台所外(水泥地坪貼磁磚) ，皆為
日式傳統作法(基礎+床組) 

 基礎：布基礎+床束組成 

床束(詳右圖)： 

傳統日式樣式：短木+束石 

台灣樣式：磚束 

 床組：大引+根太+床板 

床板：離地約70 公分高 

大引：約直徑10 公分圓木 

 

布基礎位置 

床束類型分布 



基礎/床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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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氣孔 

大引 

大引 

床束 

土台 

通氣孔 

床束 

通氣孔 

布基礎 

床板 



相關建築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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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調研測繪、相關史料分析及訪談後，對於後續修復及再利用構想
初步經參考「彰化縣歷史建築北斗郡守官舍(彰化縣二二八暨人權紀
念館)」等案例及說明會相關建議而研提。 

 

彰化縣歷史建築北斗郡守官舍照片  



相關建築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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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案比較得知： 

項目 豐原郡附屬官舍500號建築物 北斗郡守官舍 
興建年代 興建年代最早可能追溯到1927年7

月。 
北斗郡守官舍係大正改制後增建，
最遲於昭和12(1937)年前建成。 

歷史背景 日治時期豐原郡官署及官舍集中處，
見證大正9(1920)年臺中州行政制
度調整之歷史。 

大正9(1920)年的行政區重劃，便
是北斗街為中心而劃設的，北斗郡
役所的設置，使原本的官舍區有了
更多的需求與利用。 

歷任入住官員 庶務課長、民政局長。 郡守、警察課長、庶務課長、街長。
空間格局 高等官四等，一戶建官舍，並有獨

立庭院，建築面積約達33坪。空
間使用配置與北斗郡守官舍雷同。 

高等官三等，一戶建官舍，並有獨
立庭院，建築面積約達48坪。空
間使用配置與豐原郡附屬官舍雷同。

屋頂型式 和小屋組 和小屋組 
天花板 平竿緣天井 平竿緣天井 
入口大門及外
圍牆 

洗石子大門帶磚牆，外牆圓曲狀退
縮作為入口大門，造型較為儉樸 

洗石子大門，門柱上覆帶狀磁磚、
裝飾性格較強 



建築研究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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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號 

 係日治時期建築，為該鄰近區域所剩不多之保存案例。 

 由兩個切妻屋根所交疊而成，形成類「入母屋破風」及「切妻破風」。 

 雙風切丸瓦。 

 屋架採和小屋組。 

 應接室木摺漆喰壁(木條灰泥牆)。 

 外牆則為日式雨淋板(簓子下見板)。 

 內牆形式僅應接室為大壁造，其餘為真壁造之構築特色。 

 天井僅應接室為木摺，其餘為竿緣天井。 

 北側緣側中央設有後期增設之紙糊隔間牆板，其內襯紙張上記載有「大正五
年八月二七日貨物積出案內」以及貨物交付清單上蓋有「45.6.2」等日期戳
記，似為明治45年之貨物交付文件等。 

 後院有龍眼一株，其上附生雀榕。 

 500-1號 

 屋面分為四坡水屋面，屋坡以水泥瓦包覆。 

 大門開口處有圈梁，其餘門窗雨庇植筋。 

 內牆1/2B磚牆，外牆為1B磚牆。 

 高壓水泥瓦。 



肆 

損壞調查 



現況損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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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號建築物 

 外圍牆 龜裂及混凝土剝落，可見磚構造，多處水漬污損痕跡 

 門柱 安裝線路痕跡，鐵門鏽蝕 

 建物 滲水及受到生物蛀蝕，導致多處木構件、真壁、天井損壞 

外圍牆水泥粉刷層剝落與龜裂，磚體
局部露出  

外圍牆水泥粉刷層剝落與龜裂，磚體
局部露出  



外門柱孔洞疑燈座佚失，大門鏽蝕且
油漆層局部剝落  

外側木窗框框架局部損壞，外圍牆龜
裂約0.3cm  

建物入口雨遮木構件及五金損毀嚴重，
導致木片嚴重脫落  

窗戶(W2-1)玻璃局部破裂佚失，圍牆
水泥粉刷層脫落，磚體局部露出  



窗戶玻璃局部破裂或佚失  外牆水漬痕跡髒污  

緣側障子戶玻璃局部破裂或佚失  近500-1側鐵門鏽蝕，分隔兩幢建築
物之圍牆，為後期增建  



天井水漬及污損，編竹夾泥牆剝落  編竹夾泥牆泥土剝落，骨架外露(割竹)  

木板及牆面水漬污損  屋架有爬藤類植生痕跡  



滲水導致真壁受微生物迫害，粉刷層
嚴重剝落  

敷居起翹，牆面粉刷層剝落  

大引白蟻蛀蝕嚴重  土台受白蟻嚴重蛀蝕 



基礎與床板嚴重混損，床板現已拆除  天井崩塌，現已局部拆除  

木板與木料嚴重毀損  台所押入與緣側處，真壁因天井局部
塌陷而崩毀，木柱傾斜，敷居蛀蝕  



天井夾板崩塌；與台所銜接牆面粉刷
層嚴重剝落  

因裝潢夾板局部損毀，可見簓子下見
板，牆面粉刷層局部剝落及天井污損  

因裝潢夾板局部損毀，可見簓子下見
板，天井因屋頂滲水污損，牆面粉刷
層局部剝落  

天井因屋頂滲水，嚴重受到微生物損
害，導致局部夾板剝落，多處污損  



現況損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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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號建築物 

 外圍牆 增建加高痕跡、龜裂及水泥沙漿剝落、可見磚砌構造、
水漬污損痕跡 

 門柱 安裝過線路痕跡、鐵門鏽蝕 

 建物 滲水及受到生物局部侵害、野地板損壞、牆面大面積白華 

 天井 受潮局部損毀及崩塌 

鐵門鏽蝕，門柱線路雜亂，水泥地坪
破裂受損  

外圍牆粉刷層剝落，紅磚構造外露，
上層似有增建加高  



入口牆面水泥粉刷層剝落污損 圍牆水漬，垃圾堆積，地坪積水 

屋簷板腐蝕、天溝破裂，外門破損 野地板為夾板，因受潮毀損嚴重，局
部可見防水層 



屋頂滲水，造成天井嚴重損壞，野地
板水漬 

大門佚失，牆面白華嚴重，大面積油
漆剝落 

天井夾板起翹，牆面白華嚴重，大面
積油漆剝落 

天井夾板起翹，牆面白華嚴重，大面
積油漆剝落 



結構安全初步評估 

 經綜合計算分析，在不拆除本案內部隔間牆情形下，500號
其edQu / Qr =1.39≥ 1.5，為正常情況下安全等級。 

 經綜合計算分析解果，在不拆除本案內部隔間牆情形下，
500-1號其edQu / Qr =1.57≥ 1.5，為安全等級。 

 結構合板補強+改善接合方式。 

 500號壁體建議採結構合板及斜撐補強。 

 

接合部I 詳圖 

第I型接合鐵件補強詳圖 結構合板補強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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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及緊急修繕措施
（合約委辦指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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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於2021年11月3日與管理單位及後續與紅樹營造林健民先生一同
現勘 ，後經討論，緊急修繕項目如下： 

 
 A區應接室：拆除天花板。 

 B區座：拆除床板 

 C區茶の間：拆除床板、局部
天花。 

踏込 

廣間 

應接間 

茶の間 

風呂 

台所 

便所(女) 

便所(男) 
座敷 次の間 

B地板拆除 

A天花板拆除 

C地板拆除 



座敷床板中層、底層局部損壞  

茶の間床板損壞嚴重全數拆除 

座敷底層床板蛀蝕嚴重  座敷床板拆除完成  

拆除後之板材及垃圾，全數清運，並整理環境  

安全防護及緊急修繕措施 



損壞調查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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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鐵件鏽蝕嚴重(含木桁架、建具等構件)。 

 外圍牆水泥粉刷龜裂嚴重。 

 500號 

 局部真壁、大壁白灰粉刷剝落嚴重。 

 木柱局部遭人為破壞，例如釘鐵釘。 

 木桁架多處腐朽菌腐蝕、白蟻蛀蝕、水痕、乾裂等。 

 雨林板多處脫落、押條起翹、腐朽菌腐蝕、白蟻蛀蝕等。 

 基礎及床組多處腐朽菌腐蝕、白蟻蛀蝕嚴重。 

 天井多處水痕及白蟻蛀蝕塌陷。 

 建具多處玻璃/內襯紙佚失、木構件乾裂、五金鏽蝕嚴重。 

 局部藤類植生。 

 500-1號 

 內/外牆油漆粉刷汙損嚴重、局部剝落。 

 天花板/野地板多處受潮崩壞及水痕。 

 木桁架局部水痕及白蟻蛀蝕 

 本計畫兩棟於整體建築設計時，宜相對寬列經費，務使執行團隊深入調查
測試建物隱蔽處，以獲得較為精準的修復設計圖說與經費。 



伍 

修復計畫 
與經費概算 



修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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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號建築物 

 屋瓦 保存部分良好，盡量予以留用，不足處仿作添補。 

 野地板與防水層 按原尺寸規格仿製，新作木料先以防蟲防腐處理。 

 屋架 屋架除部分腐朽、蛀蝕情形較為嚴重外，其他大樑構件均可局部
留用或經修繕後使用。 

 母屋 保留堪用構件予以修繕或接續留用。 

 垂木 受損嚴重，不建議拆解後重組，且已受水漬，建議悉數新作。 

 

屋架、母屋與垂木 



修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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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號建築物 

 牆體 

(1)牆體檢修：植物附生，需進行根系移除，部分牆體因增建違建受損開
裂，開裂處進行部分拆解、回砌。 

(2)粉刷層：表面有劣化、剝落，可以粉刷層剔除重做之方式；進行外層
灰泥調製，應依配比調製泥料並先行試做。 

 地板除次間外，現況蛀蝕嚴重，部分甚已拆除，重新更換木地板。 

 



修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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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號建築物 

 屋瓦 屋瓦現況良好，應盡量予以留用。 

 野地板與防水層 500-1號野地板為夾板，修復方式仿500號材質修復
方式，新作木料應先以防蟲防腐處理。 

 屋架、母屋、垂木 同500號。 

 牆體 

(1)牆體檢修：狀況較500號相對良好。 

(2)粉刷層：部分牆面粉刷剝落嚴重，進行粉刷層剔除重做之方式，較完
整處以修補方式回復原貌。 

 地板保留現況，除污清洗。 

 

 



景觀植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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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植物 

500號：一棵龍眼樹（其上附生雀榕） 

500-1號：二棵芒果、一棵茄苳樹 

建議基地栽種物種（適地適種） 

楓香樹、榕樹、茄苳、樟樹、芒果、黃連木、玉蘭花、木麻黃、肯
氏南洋杉 

茄苳 榕樹 楓香樹 



經費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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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號修繕經費  

 直接工程費15,613,750元 

 發包工程費18,214,221元 

 修復工程總經費為21,106,478元。 



經費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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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號修繕經費  

 直接工程費5,115,714 元。 

 發包工程費5,967,736 元。 

 修復工程總經費為7,568,577 元。 



陸 

再利用 
與因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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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錄資料建議修正公告 

項目 修正公告 原公告 

1、 名稱 豐原郡附屬官舍 豐原郡附屬官舍 

種類 宅第 宅第 

位置或地址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0號、500-1號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0號、500-1號 

2、 歷史建築及
其所定著土
地範圍之面
積及地號 

1.所定著土地範圍：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779-7、
778-17、780-9地號。 

2.土地影響保存範圍: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779-7、
778-17、780-9地號，共計852平方公尺。 

1.所定著土地範圍：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
779-7、778-17、780-9地號。 

2.土地影響保存範圍: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
779-7、778-17、780-9地號，共計852
平方公尺。 

3、 登錄理由 

1.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500號為豐原
郡役所官舍群唯一保存的高等官舍建築物。 

2.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500號為高等官第
四種官舍，配有應接室，具和洋折衷空間形式，
屋架為和小屋組上覆丸瓦，具建築史稀少性。
500-1號屋架為洋小屋組，保存完整，為加強磚
造與木桁架複合結構，具建築技術價值。 

3.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無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基準。 

「豐原郡附屬官舍」係日治時期建築，為
該區域所剩不多之保存案例，緊鄰武德殿
遺構，見證1920年代臺中州行政制度調整
之歷史，其構造大體為完整，保留始建時
之狀態，材料亦較一般官舍更為細緻，具
保存價值及再利用潛力，符合歷史建築登
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2、
3、4款評定基準。 

4、 法令依據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
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條及第5條規定辦理。 

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3、
4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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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建築清冊建議表 

*公告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103 年12 月5 日府授文資古字第10302490161 號 

*名稱 豐原郡附屬官舍 其他別名 

*地址或位置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0 號、500-1 號 

*種類 宅第 

*歷史建築本體 
500 號：中山路500 號，經扣除後期增建、違建，建築面積約108.9平方公尺（面積應以實際測

繪資料為準）。 
500-1 號：中山路500-1 號，建築面積約147.9 平方公尺（面積應以實際測繪資料為準）。 

*定著土地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779-7 、778-17、780-9 
地號，等3 筆土地，保存範圍面積共852 平方
公尺（面積應以實際測繪資料為準）。 

面積：852 ㎡ 

*所有權屬 公有 

*登錄理由及 
其法令依據 

登錄理由： 
500 號建築物所在位置原為為日治時期豐原郡官署及官舍集中之處，其見證了1920 年代
臺中州行政制度調整的歷史，極具有歷史意義及歷史價值。建築物約興建於日治昭和年代，
為高等官舍第四種，木構造建築，建築形式為獨棟建築一間造，建築外觀為非典型切妻雙
屋根形式，建築物屋頂形式，如二棟切妻屋根堆疊，產生類似破風的造型；屋頂為「和小
屋組」，屋架完整，屋根尚有具特色之鬼瓦與丸瓦，部分構造保留始建時時狀態，玄關旁
設有應接室，具和洋折衷之空間使用型態；應接室旁牆身為木摺壁、為「真壁造」；其餘
空間牆身為編竹灰泥牆，採「大壁造」，除建具門窗開口外，皆外飾雨淋板，為簓子下見
板。500-1 號興建於1975 年，起造人為當時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屋架型式為西式洋
小屋組，為正同柱式桁架屋架，上覆水泥瓦，木屋架作工精細，牆身砌磚，開口部上覆圈
梁，呈現現代與傳統建築融合的風貌與建築技術。 
登錄基準：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 條第1項第1 款、第2 款所列基準。
法令依據：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 條及第
5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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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年代 
500 號約興建日治昭和年間。 
500-1 號興建於1975 年。 

*歷史沿革 

建物興修記錄 2022 年2 月9-11 日併同本計畫緊急搶修經費辦理。 

相關歷史敘述 
 

就區位價值而言，豐原地區自清代漢人開墾以來，於清末到日治初期，已形成一定規模
之市區，但主要街區之西界約略為今源豐市前街口。日治時期葫蘆墩支廳廳署、第一代
豐原郡役所、第二代豐原郡役所的設址均為主要街區之西側。其中1928 年第二代豐原
郡役所落成後，反映了豐原主要街區的西擴。 
「豐原郡附屬官舍」共有500 號、500-1 號兩幢兩棟建築物，其中僅500 號為日治時期
所創建；依照土地取得時間，最早可追溯至1927 年，並可能與第二代豐原郡役所新建
工程同期。而後再於1933 年地圖獲標示為「庶務課長官舍」，為實際與「豐原郡」相
關者。建物歷史價值共可分為建物本身與區位。於建築本身，1933 年地圖所標註之使
用者「庶務課長」依官等俸級僅能入住判任官舍乙種甚或丙種，但500 號建築面積與形
制經比對<臺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內訓第十三號>應為高等官舍第四種，而當年豐原
郡內能居住該等級官舍者，僅豐原郡郡守；居住者官等俸級與官舍形制不符是其特色之
一。 
500-1 號則依照航照圖比對與建物登記資料，確認新建於1975 年，應與「豐原郡」相
關歷史脈絡不相關，然與臺中縣政府行政治理與轄區更迭（1950 年臺中縣政府由員林
遷徙至豐原）或中國國民黨地方發展史部分仍有其脈絡可尋。 

資料來源 
 

「臺中市歷史建築豐原郡附屬官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
學(中華民國111 年7 月) 

*建築特徵 主體座向 
500 號建築呈東西長向配置。 
500-1 號建築呈南北長向配置。 

樓層數 
500 號：一層樓 
500-1 號：一層樓 

建築面積 
500 號：面積約108.9 平方公尺（經扣除後期增改建）。 
500-1 號：面積約147.9 平方公尺。 

現狀 宿舍現無人居住。 

構造方式 
500 號：官舍為木構造，樣式為「和小屋組」。 
500-1 號：宿舍為加強磚造，樣式為「洋小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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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特徵 

外觀特徵 

500 號：依據日治時期1922 年頒佈之「台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本歷建為高等官舍第
四種，建築形式為獨棟建築一間造，建築外觀為非典型切妻雙屋根形式，建築物屋頂形式，
如二棟切妻屋根形式堆疊，產生類似破風的造型(入母屋破風、切妻破風)。建築物瓦作扣除
後期增建部分皆為耐風瓦(和瓦樣式之水泥瓦、水泥瓦文化型)，其中「雲型覆輪付跨鬼」鬼
瓦與雙風切上的「丸瓦」則為本棟建築物特色之一。西側山牆處，多見日式宿舍專屬構件，
如：透氣窗、下見板、連子窗、犬走等，其中「和小屋組」水平垂直木構架形式隱約可見。
北側緣側（外緣側）外設有踏石方便進出庭院擺放鞋或木屐。南側外緣側因增建拆除，惟束
石等基礎部分仍可見。東側台所、風呂上有類百頁通氣窗。外圍牆有木製窗花、上置巡邏箱，
凸顯建築物或使用者的特殊性。外牆以雨淋板（簓子下見板、ささらごばり）批覆。後期增
建物，將於修復再利用時一併拆除。與一般日式木造官舍相較，屋頂構造為其特殊之處。 
500-1 號：建築物興建於光復後1974 年，建築構造形式為加強磚造，牆體水泥沙漿粉光後
上漆。屋頂形式為標準的寄棟屋根，由棟瓦、隅瓦將屋面分為四坡水屋面。磚造牆體正同柱
式桁架屋架所構成，宿舍牆身為加強磚造，外飾水泥沙漿後塗抹油漆，屋頂為四坡水屋面，
屋面最主要的瓦材分為耐風瓦及高壓弧脊水泥瓦(雙槽水泥瓦)，經由瓦片樣式比對70年代瓦
作，應為始建樣態。大門入口外挑部分面貼磁磚，其入口採不對稱且有缺角的作法較為罕見。
門柱為抿石子，無線腳裝飾，粒徑較500 號大，為後期作品，且多數呈尖銳狀。外圍牆為紅
磚牆水泥粉光，上下層牆砌磚樣式有別，應為後期大門興建時更改圍牆高度。 

室內特徵 

500 號：玄關旁設置應接室，具和洋折衷的空間形式；主體構造含有真壁造與大壁造兩種類
型；牆體於應接室為木摺壁；於其他空間則為編竹灰泥牆；應接室採書屋類型設計，窗臺外
突、天花上置通氣口；平竿緣天井保存完整；座敷與次間相連，次間床板設置活動維修口；
押入地板雖佚失，清楚可見編竹夾泥牆下方土台(木地檻)、布基礎、氣窗。於外緣側襖門處
內襯紙可見有「大正五年」、「苗栗廳長」等文字，有似為明治45（1912）年之戳記。 
500-1 號：室內以磚牆隔間，可供居室使用，室內側門可連通與500號建築之後院；於天花
板拆除後，室內可見其正同柱式屋架，且作工與材料幾為完整保留，為其最大特色。未來修
復，宜保留此一外露桁架，展示木構造之美，並創造較佳的通風環境。 

使用情形 閒置。 

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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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現況 

土地使用分區或 
編定使用地類別 

都市計畫地區「第二種商業區」。 

周邊景觀 

基地於500 號、500-1 號各設有大門乙座，500 號大門兩側圍牆採內縮作1/4 
圓曲狀，500-1 號大門門柱上置平板門楣，基地於鄰近巷弄空間處設有圍牆，
其中或有後期增建提高牆身；基地內大型喬木有龍眼一棵，芒果二棵，茄苳一
棵，餘則雜草叢生或為混凝土鋪面；500號、500-1 號各設有大門一座，緊鄰
巷弄，並以同一巷弄連接中山路與市前街（豐原第一市場）。 

使用狀況 閒置。 

其他相關事項 
500-1 號未辦有保存登記。 
500-1 號前庭院有鄰房外掛室外空調主機。 

其他事項 
未來再利用規劃設計時，宜納入周邊派出所預定地，整體規劃開放空間
與連外動線。 



再利用原則與初步規劃 

81 

 再利用管理維護與保存原則 

1. 空間指認與保存範圍分析：現階段以歷史建築所登錄之建築物與
土地範圍為範圍。 

2. 保存維護分級分區與管制原則：以秘書處為管理單位，採ROT的
方式，將「公益與回饋項目」納入運營單位評選標準之一。 

3. 保存管理維護方法與人力組織：資本門與一定時間內之經常門由
政府支付；以地方民間非營利組織為運營單位。 

4. 監管與營運使用方案評估：每次委託經管期限二年，管理機關每
半年考評營運績效乙次，考評及格者，得逕為續約一次。 

5. 短中長期保存策略與活化發展規劃與建議： 

短程：建議由地方組織研提「社造類」（社規師、社區營造中心）計畫爭取
經費，環境維護，啟動關懷團體參與，設置解說牌，不定期舉辦校園活動或
地方導覽活動。 

中程：兩幢建築物保存情況尚可，內部格局尚存；未來修復時，建築外觀以
維持現狀去復舊整修，另外內部格局可因應空間機能作使用上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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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會主要議題 

 「豐原郡附屬官舍」修復保留重點 

隱藏在街廓內，有隱性的公共危險問題 

考量市府有限的財務資源 

拆除違建，恢復原貌 

 「豐原郡附屬官舍」空間再利用 

基地現階段腹地過小，若未來再利用時，
能整合基地旁邊停車場（派出所預定地） 

應有地方文史特色與地方產業融入 

未來應加入在地國小的課程與活動參與 

 「豐原郡附屬官舍」再利用與周邊發展 

結合廟東夜市等其他觀光景點 

結合毗鄰派出所用地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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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再利用建議 

 宜適度還原室內空間格局。 

 兩棟建築物間既有圍牆拆除。 

 巷弄圍牆拆除或降低高度。 

 增設夜間照明。 

 引入活動促使空間活化。 

 展示地方文化或活動宣導資訊、社區與
學校活動。 

項 
目 

500 號再利用建議 
《葫蘆墩生活故事館》 

500-1 號再利用建議 
《豐原文創生活館》 

空 
間 
方 
案 

文創商品展示 
豐原歷史與文物展示 
一般會議與集會空間 

豐原郡民宿體驗館（特約） 
戶外空間：市集活動 

文創商品販售 
社區活動 
在地伴手禮 
餐飲販售 

戶外空間：市集活動/餐飲休憩 

葫蘆墩 
生活 
故事館 

服務 
空間 

豐原郡 
專區 

旅遊 
資訊 

社區 
活動 

社區 
交流 

展示 
空間 

地方
文史 

社區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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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因應計畫架構
表 項次 主要項目 主要工作內容 

(一) 致災風險分析 

(二) 土地使用因應措施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之現況檢討 
使用概述 

(三) 建築管理、消防安全之因應
措施 

建築管理法令檢討 
排除法令事項之因應措施 
消防法規及消防設備檢討 
排除消防法令事項之因應措施 
相關表格及文件 

(四) 結構與構造安全分析 結構安全評估 
修復補強建議 

(五) 其他使用管理之限制條件 日常管理維護建議 
災害緊急應變計畫及應變小組 
防災訓練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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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災風險分析 

防災計畫的目的便在於減少或避免各類自然災害所帶來的破壞，
因此各種災害防護對古蹟而言甚為重要。 

1. 水災致災因子：無，仍建議將建築物周邊之排水系統施作完好。 

2. 風災致災因子：颱風，若遇強風侵襲時，應提前做好防風對策，
防止強風損壞。 

3. 地震致災因子：威脅程度較弱必要時啟動緊急修復，嚴防地震災。 

4. 火災致災因子：明火使用(嚴禁明火使用)、電線走火(汰換老舊電
線)、人為縱火(消防預警設備與平時管理者定時巡邏)。 

5. 生物(蟲蟻等)及微生物(腐朽菌等)致災因子：有，新舊木料，皆
應加強防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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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因應措施 

「台中豐原郡附屬官舍」土地使用現況 

項目 500 號 500-1 號 

建物面積 
154.33 m2 
(約14.9m2 疑似占用私有土地) 147.87 m2 

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地段 豐原段 

地號 778-17 779-7 780-9 

土地面積 404m2 341m2 107m2 

總土地面積 404 m2+341 m2+107 m2=852 m2 

土地權屬 臺中市 

使用分區 商業區-第二種商業用地 

法定上限 80% 320% 

現況使用 

1. 建物面積=500 號+500-1 號
139.43+147.87=287.3 
2. 建蔽率=總建物面積/總土地 
面積=33.72% 
287.3/852=33.72% 

1. 本歷建為單層樓，
故總樓地板面積等
於建物面積 
2. 總樓地板面積/
土地面積 
287.3/852=33.72
% 

本歷建與地籍套疊占用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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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管理、消防安全之因應措施 

1.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考量使用者需求，添購斜坡板附煞車輪。 

2.防火區劃：建議增設消防設備。 

3.內部裝修材料：木構件採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耐燃二、三級標準以上防火塗料。 

4.無障礙衛生設備：於500-1 號設置一處無障礙衛生設備。 

5.其餘詳見報告書說明。 

 依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消防設備檢討 

建議設置項目如下，其餘項目不予設置，詳見報告書說明。 

1.滅火器設備。 

2.緊急廣播設備：建議依法設置，以不破壞建築本體樣貌為原則。 

3.標示設備。 

4.緊急照明設備。 

5.排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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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使用管理之限制條件 

主管機關 
(暫為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專業顧問團隊 緊急應變小組 

管理維護單位 
(民間非營利組織) 

歷史建築管理單位 

「豐原郡附屬官舍」管理維護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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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原郡附屬官舍日常保養建議 

 頻 
率 

工作項目 

環境 建造物 設備 

每 
日 

 環境及設施清掃 
  環境廢雜物清運 

 建造物地坪清掃（洗） 
 避難道路障礙物清理 
 地坪柱牆髒黏物清理 
 垃圾廚餘處理 

 緊急照明燈充電 
 損壞燈泡更換 

每 
週 

四周路面灑水清洗 
外水溝清掃 

地坪內外牆面植生物處理 
打開不常開啟門窗 

各類電力箱（盤）保養 

每 
月 

排水溝渠陰井雜污物清理 壁面、天花、飾物、除塵 消防偵測設備運轉保養 
各類給水介面保養 

每 
季 

大門轉軸、鏈條、滾輪上潤滑油 屋頂天溝雜污物清理 
屋頂植生物清理 

飲水設備保養 
監視設備系統保養 

每 
半 
年 

植物修剪清理 
人孔鑄（鐵）蓋及橡膠密 
封條保養 

油漆表面油污清洗 
開口部及門窗框扇清洗 

各類排水管路保養 

每 
年 

各類鑄（鐵）製設施油漆 
  庭園木製設施保護漆 

外牆面塵土清洗 
屋面屋脊及事務清除塵土 

污水設備保養 
供水設備清洗保養 

不 
定 
期 

颱風豪雨來臨前 
  大排溝渠疏通清理 
  開口部臨時止水牆設施 

颱風豪雨來臨前 
附屬飾物臨時穩定設施 

依有效期限更新滅火器 
豪雨來臨前各類排水管污
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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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劣化檢測工作建議 

頻 
率 

工作項目 

環境庭園 建造物 設備 

每 
年 

各設施物基礎及構造之材料
劣化與構造損壞 

各設施物結構安全評估蟲蟻
檢測 

屋架等隱密構材與接點之材料
劣化與構造損壞 木構蟲蟻檢測 

定期更換滅火器設備 
空調系統材料劣化與構造損
壞及器具安裝穩定性 

每 
三 
年 

基礎、構件、柱、梁、牆體之
材料劣化與構造損壞建造物之
結構評估 

不 
定 
期 

颱風、豪雨、地震、火燒或其
他災害發生後全面材料劣化與
構造損壞檢診 

各類災害發生後全面性材料劣
化與構造損壞檢診 

各類災害發生後，各類設備之
性能及構造損壞檢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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