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97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臺北市政府 N206 會議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2 樓北區）
主持人：鄧主任委員家基
記錄：曾敬淳、李咏萱、姜宜美、周嘉萱
出席委員：鍾副主任委員永豐、王惠君、米復國、張崑振、郭瓊瑩、黃士娟、
黃英霓、詹添全、蔡元良、劉淑音、薛琴、蘇瑛敏、藍世聰(蕭
銀城代) 、林洲民(邵琇珮代)、彭振聲(李沐磬代)；（李乾朗、辛
晚教、李斌、林曉薇、堀込憲二：請假）。
出列席人員：
審議案一：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
審議案二：
國立臺灣大學
審議案三：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審議案四：
國立臺灣大學
審議案五：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余黃○○君
請余○○君協助轉交
劉○○君
李○○君
萬○○君
劉○○君

徐○○、陳○○
簡旻堃
胡家玲
羅○○、謝○○
廖介廷
許○○、李○○
(請假，書面意見)
(未出席)
余○○代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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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許○○君

嚴許○○

壹、 宣讀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96 次會議紀錄
結論：同意備查。

貳、 審議案：
案一：聚落「寶藏巖」擴大聚落區域範圍審查案
結論：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有關公告種類為其他(自力造屋)部分，請再確認。
二、 另除本次所提入口營房納入寶藏巖聚落範圍內之外，請文化局
調查寶藏巖聚落鄰旁相關之軍事設施，一同納入聚落區域變更
範圍。
案二：大安區「國立臺灣大學『鹿鳴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大安區「臺灣大學-鹿鳴堂」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未來新建工程時建議臺灣大學透過設計手法保
留「鹿鳴堂」部分構件，或將建築元素納入設計意象。
案三：直轄市定古蹟「草山水道系統」圓山水神社搶修計畫審查案
結論：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通過北水處所提「草山水道系統」圓山水神社搶修計畫。
另請北水處增設完整「草山水道系統」的古蹟解說設施，以
強化整體古蹟解說及環境教育場域。
案四：歷史建築「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戴炎輝寓所」
、
「國立臺灣大學日
式宿舍-戴運軌寓所」、「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潮州街 9 號」等 3
處具備古蹟潛力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同意指定中正區「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戴炎輝寓所」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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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戴運軌寓所」
、
「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
-潮州街 9 號」三處為直轄市定古蹟。公告內容如下：
(一)「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戴炎輝寓所」
1.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戴炎輝寓所。
2.種類: 宅第。
3.位置或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 1 巷 2 號。
4.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古蹟本體為戴炎
輝寓所建築本體及庭院，建物為中正區南海段二小段
233 建號（面積 154.55 平方公尺）
；建築物座落土地為
中正區南海段二小段 18 地號土地
（面積 555 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5.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戴炎輝為臺灣近代著名法學教授，曾任司法院院
長、司法院大法官。由戴炎輝主持整理工作及命名
的淡新檔案，為唯一現存的清代臺灣府縣檔案，該
檔案為研究清代臺灣行政、司法、社會的第一手史
料，極具學術價值。
(2) 建築內部格局具有特色，書房內的書櫃仍為原物，
由書櫃上的編碼可資證明為戴炎輝整理淡新檔案
時所用，本建物為紀念戴炎輝保存編纂淡新檔案之
歷史記憶場域。
(3) 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3 款評定基準。
(二)「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戴運軌寓所」
1.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戴運軌寓所。
2.種類：宅第。
3.位置或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潮州街 7 號。
4.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古蹟本體為戴運
軌寓所建築本體及庭院，建物為中正區南海段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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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建號（面積 248.62 平方公尺）
；建築物座落土地為
中正區南海段一小段 289 地號土地（面積 1,603 平方
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
5.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本建物日據時期為高等官二等官舍，曾作為臺大醫
院前身之臺北醫院醫長官舍使用，戰後為戴運軌寓
所。戴運軌為當年臺北帝國大學改制為臺灣大學之
重要推手，曾任臺大首任教務長及代理校長，為臺
灣物理界之教育及先驅研究者，本建物具歷史人文
之保存價值。
(2) 本建物室內格局保留完整，且仍保存原有構件，建
築規模及平面形式相當於後期之一等官舍，可看出
高等官舍之空間特色，具見證建築史之價值。
(3) 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2、3 款評定基準。
(三)「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潮州街 9 號」
1.名稱：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潮州街 9 號。
2.種類：宅第。
3.位置或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潮州街 9 號。
4.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古蹟本體為潮州
街 9 號建築本體及庭院，建物中正區南海段一小段 636
建號（面積 266.33 平方公尺）；建築物座落土地為中
正區南海段一小段 290 地號土地（面積 1,637 平方公
尺）（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5.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本建物日據時期為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官舍，戰
後省府要員官舍，以及台大職員宿舍等，按照空間
使用的演變，見證台灣教育及政治轉變歷史。
(2) 本建物室內格局保留完整，且仍保存原有構件，建
築規模及平面形式相當於後期之一等官舍，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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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官舍之空間特色，具見證建築史之價值。
(3) 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2、3 款評定基準。
二、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辦理後
續事宜。
案五：直轄市定古蹟「自由之家」擴大古蹟保存範圍審查案
結論：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自由之家」定著土地範圍及新增附
屬建築物。公告事項：
(一)古蹟定著土地範圍：
1、 原 92 年 1 月 21 日公告古蹟定著土地範圍臺北市中正
區南海段 5 小段 7-3、7-4、7-13、7-18、7-19 地號
土地，變更為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 5 小段 7-3、7-4、
7-13、7-18、7-19、7-12、7-14 地號，共計 7 筆土地。
2、 新增附屬建物為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0 巷 3 弄 26
號。
(二)變更理由及法令依據：
1、 變更理由：
(1)自由之家歷史價值反映自由中國「反共抗俄」時
期的時代意義。
(2)建築風格結合各時期的特色，也是 50 年代克難時
期少數留存至今的建築之一。
(3)愛國西路 20 巷 3 弄 26 號建物為日據時期臺灣銀
行頭取宿舍西北側附屬建築，為保存自由之家古
蹟定著土地所屬建物的完整性，也彰顯臺灣銀行
頭取宿舍的歷史特色。
2、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 條、古蹟指定及廢
止審查辦法第 5 條。
二、 有關市定古蹟自由之家及大同之家(含網球場)納入國定古蹟
巖家淦故居整體園區之後續再利用計畫，請園區規劃單位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及市定古蹟房地所有權人臺灣銀行，向本委
員會作再利用計畫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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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評估將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 5 小段 5、
48 地號等 2 筆土地，納入國定古蹟巖家淦故居保存範圍內，
以利古蹟保存之完整。
四、 另有關 7-14 地號土地地上物的權利義務，請土地所有權人
臺灣銀行秉職權與住戶循法律方式解決之，不在本委員會審
議範圍內。
參、 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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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97 次會議
民眾及出席單位意見

附
件
1

審議案五、

直轄市定古蹟「自由之家」擴大古蹟保存範圍審查案

臺灣銀行股

本次直轄市定古蹟「自由之家」擴大古蹟保存範圍審查案，

份有限公司

係為補正古蹟公告作業相關程序，本行尊重文資委員專業意
見。

余黃○○

我們是住在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五小段 7-14 地號土地上的合
法住戶；7-14 地號土地上房屋(有合法之證明，非一般違章建
築)：
(一) 有民國 52 年房屋稅籍完納稅捐證明。
(二) 建築法修正公布前興建之建築物，為「合法建物」。
(三) 自己出資而建築之房屋在完成後，不待登記，在民法上
即已原始取得其所有權。
(四) 地上權，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而使用其土地之義
務權。地上權的取得方式，為當房地分屬不同所有權人
時；法律規定：建物所有權人對土地享有地上權，此違
法律關係產生之「法定地上權」。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發文日期：106 年 6 月 3 日發文字號：文化
文資字第 10630459700 號行政處分公文：辦理台北市中正區
南海段五小段 7-14 地號土地及建物於 106 年 6 月 9 日進入古
蹟指定審議程序，為暫定古蹟，視同古蹟的行政處分。
7-14 地號土地及建物，遭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指定為市定古蹟
自由之家古蹟範圍，7-14 土地上合法住戶未受告知，在在輕
忽文化資產審議之正常程序，而造成文化資產利害關係人無
法預測之損害與程序浪費。文化局對 7-14 訂為暫定古蹟的行
政處分，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 條、第 39 條、第 111 條、
第 119 條及文資法第 24 條…等)。
審議委員及主管機關應考量人民的舉證證據，撤銷原行政處
分。希望行政主管機關依法詳實調查處理，短期內儘速另案
再議，還給人民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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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若銀行沒有提供 7-14 地號住戶同意書時，希望能暫停古蹟土
地容積移轉申請，還有整體的納入自由之家處分計畫。

嚴許○○

我代表嚴家淦紀念協會，有關巖家淦故居整體再利用計畫，
協會已在三年前將計畫提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並且申請優
先經營者，我們是與文資局共同經營再利用的合夥人，建議
將南海段 5 小段 7-12、7-14 地號 2 筆土地納入古蹟範圍內，
才能完整呈現整體園區，土地上不會再有任何新建築出現，
僅會有景觀及門房，另有關占住戶的問題，應該與臺銀協商。
另建議再納入中正區南海段 5 小段 5 及 48 地號 2 筆土地古蹟
保存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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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97 次會議
委員意見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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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一、

聚落「寶藏巖」擴大聚落區域範圍審查案

王委員惠君：

同意。

米委員復國：

一、 依據新修正之《文化資產保存法》
，寶藏巖聚落類別由「聚
落」變更為「聚落建築群」，種類修正為「其他」。
二、 同意擴大原登錄範圍，包括福和段二小段 691 地號，該
地號上有一棟二層建物，為駐守臺北盆地南側之隘口，
建物具有軍事特色，應予納入。

張委員崑振：

一、 營房位處交通要衝，具軍事防衛特色，亦為水源地重要
管制角色。
二、 為周全寶藏巖的完整性，建議納入。

郭委員瓊瑩：

一、 同意擴大聚落區域範圍。
二、 並考量上方丘陵區之納入，俾利地貌地形之完整保存。
三、 應請文化部就整體「保存區」未來之使用規劃再利用作
一完整報告。

黃委員士娟：

建議寶藏巖和水源地之間的軍事相關設施也一併檢討是否納
入擴大範圍。

黃委員英霓：

增列其他軍方設施建築後，依文資法第 40 條召開公聽會。

詹委員添全：

為管理維護需要有擴大聚落區域範圍之必要性。

劉委員淑音：

同意。

蔡委員元良：

同意納入地號 691 及上方二層建物為寶藏巖擴大聚落範圍。

薛委員琴：

一、 同意擴大範圍。
二、 本件不應為「自力興建」
。

蘇委員瑛敏：

一、 同意變更「寶藏巖」聚落範圍，新增福和段二小段 691
地號及建物為聚落建築群建物。
二、 周邊制高點的軍事設施建議一併列入擴大範圍的考慮。

審議案二、

大安區「國立臺灣大學『鹿鳴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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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員惠君：

同現勘意見。

米委員復國：

鹿鳴堂原為 1960 年代僑委會所建立僑生活動中心，原稱「僑
光堂」，一樓原為餐廳，但目前多已調整改為學生活動及消費
使用，建議配合未來改建，保留局部意象。

張委員崑振：

經現勘小組決定辦理。

郭委員瓊瑩：

一、 同意不指定為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
二、 建議再考證原建築師為何？並納入未來廣場歷史記憶及
意象。

黃委員士娟：

同意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

黃委員英霓：

同意不指定、不登錄。

詹委員添全：

已獲臺大同意將鹿鳴堂部分構件或建築元素納入設計意象
內，以達供後人參酌之目的。

劉委員淑音：

建議臺灣大學在未來新建工程時，除以設計手法保留「鹿鳴堂」
構件或將建築元素納入設計，以透露本建築曾經存在過的訊息
之外，對於「僑光堂」的設計者，以及「僑光堂」的僑務歷史
亦有所調查與呈現。

蔡委員元良：

同意專案小組會勘意見續辦。

薛委員琴：

不指定、不登錄。

蘇委員瑛敏：

鹿鳴堂歷經數次整修已失原貌，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審議案三、

直轄市定古蹟「草山水道系統」圓山水神社搶修計畫審查案

王委員惠君：

同意(通過)。

米委員復國：

同意所提之搶修計畫。

張委員崑振：

同意。

郭委員瓊瑩：

建議設置解說牌說明昔日「引水系統」並結合陽明公園內之水
道系統，有完整之考證與圖解。

黃委員士娟：

同意(通過)。

黃委員英霓：

同意擬處意見。

詹委員添全：

事屬災害應變，應變計畫得宜，應予同意。類似緊急搶修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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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先行辦理再予審查。
劉委員淑音：

同意(通過)。

蔡委員元良：

依審議後之自來水處搶修計畫後續辦理。

薛委員琴：

一、 同意搶修計畫。
二、 今後宜加強管理維護。

蘇委員瑛敏：

同意自來水事業處所提搶修計畫。

審議案四、

歷史建築「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戴炎輝寓所」、「國立臺灣
大學日式宿舍-戴運軌寓所」
、
「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潮州街
9 號」等 3 處具備古蹟潛力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王委員惠君：

一、 可加以確認潮州街 7 號與 9 號原來興建時的目的，可能
其中一棟是臺北高商的校長宿舍，高等官舍等級也可以
確認，做為指定理由會更有依據。
二、 潮州街 9 號將屋頂防水列為指定理由，由於土居葺，以
木片做為舖瓦底層的做法，在當時是一般的做法，可以
從其他更具意義與特色的方面來做為指定理由。
三、 建議進一步經史料調查後，加以補充修正，下次會議紀
錄報告中再予以確認。

米委員復國：

一、 潮州街 7 號及 9 號：原已登錄歷史建築，經調查研究後
發現其基地規模及建物格局較為罕見，故建議指定為古
蹟。
二、 南昌路二段 1 巷 2 號：原已登錄歷史建築，經調查研究
後確認書房中仍保有書櫃二座，為戴炎輝整理清代重要
臺灣文書之《淡新檔案》
，故建議指定為古蹟。

張委員崑振：

同意。

郭委員瓊瑩：

除指定外，建議市府應積極再向中央提案應由文化部、內政
部、財政部及相關部會橫向協商，各古蹟所有權者之義務，以
及對於務實可行之機制(含人力、財政、稅制)與再利用活化之
後續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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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士娟：

同意。

黃委員英霓：

同意改為「指定古蹟」，將原登錄之「歷史建築」公告處分予
以廢止。

詹委員添全：

旨揭三處建物均具歷史、人文、技術之特色，足堪認定為市定
古蹟之價值。

劉委員淑音：

一、 同意三處建物指定為直轄市定古蹟。
二、 三處建物目前均閒置中，屋況惡化中，建議責成管理單
位確實採取管理維護之責。

薛委員琴：

同意。

蘇委員瑛敏：

同意三棟登錄為直轄市定古蹟。

審議案五、

直轄市定古蹟「自由之家」擴大古蹟保存範圍審查案

王委員惠君：

同現勘意見。

米委員復國：

一、 同意擴大「自由之家」原指定範圍，新增 7-12 及 7-14
地號土地。
二、 新增地號有一建物，為臺銀頭取宿舍之附屬建物，仍為
日式木造宿舍，應可納入「自由之家」古蹟之一部份。

張委員崑振：

同意。

郭委員瓊瑩：

有關違章戶搬遷補償問題應請臺銀與住戶循法律解決之。

黃委員士娟：

同意。

黃委員英霓：

一、 同意變更。
二、 原指定處分應予廢止。
三、 重新指定處分。
(以上二、三程序已經文化部文資局會議確定)

詹委員添全：

旨揭自由之家鄰屋與自由之家原為臺銀頭取宿舍之一部分，屬
同時期同用途之建築，理應予以納入。

劉委員淑音：

同意。

薛委員琴：

一、 同意。
二、 現有佔用戶，宜由古蹟所有人合理協調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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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委員瑛敏：

一、 同意變更「自由之家」直轄市定古蹟定著土地範圍及新
增附屬建築物。
二、 自由之家、大同之家及嚴家淦故居整個區域修復後之再
利用計畫不詳，宜請主管機關一併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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