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
文化景觀審議會第 108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臺北市政府 N202 會議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2 樓北區）
主持人：鄧召集人家基（鍾副召集人永豐代）
記錄：莊蕙綺、陳建豪、黃若瑜、林珈安
出席委員：鍾副召集人永豐、丘如華、米復國、李乾朗、張崑振、郭瓊瑩、黃
士娟、詹添全、劉淑音、蔡元良、薛琴、藍世聰(黃雯婷代)、林洲民
(張立立代)、彭振聲(李沐磬代)；
（王寶萱、宋苾璇、黃俊銘、劉益
昌、戴寶村、蘇瑛敏：請假）。
列席人員：
報告案一：
財團法人臺北市景美集應廟

羅○璘、高○秀、高○良

符宏仁建築師事務所

（未出席）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未出席）

審議案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張瓈云、劉亭安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玟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未出席）

張宏俊

（未出席）

黃淑琴

（未出席）

董馨蓮

（未出席）

徐漢珊

（未出席）

林定功

（未出席）

陳明達

（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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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二：
國立臺灣大學

李宜珊、林瑞瓊、張焜鴻、

築公坊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陳○忠、黃○斐

四方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未出席）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鍾興樺

宏霖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溫○義

頂禾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未出席）

誠美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葉○維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未出席）

臺北市大安區龍坡里辦公處

（未出席）

臺北市大安區大學里辦公處

吳沛璇、蕭佑君、陳慶容

審議案三：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未出席）

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郭○宗

王遯山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出席）

林欽城

（未出席）

林美伶

（未出席）

詹林桂花

（未出席）

詹子孟

（未出席）

吳明美

（未出席）

何湘蘭

（未出席）

葉偉裕

（未出席）

審議案四：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未出席）

財團法人艋舺清水巖祖師廟

周○平

承熙建築師事務所

詹○榮

臺北市議會王議員世堅

楊鈺慧(代)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郭怡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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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未出席）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楊登斌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王建智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王子蓓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張自強

臺北市萬華區新起里辦公處

楊詠恩

壹、 宣讀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
景觀審議會第 107 次會議紀錄
結論：同意備查。

貳、 出列席單位意見：(詳附件 1、2)
參、 報告案：
案一：直轄市定古蹟「景美集應廟」旁社區文化館新建工程案涉及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直轄市定古蹟「景美集應廟」旁新建工程(基地範圍文山區景美
段五小段 379、379-1 地號等 2 筆土地)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所列有破壞古蹟之完整，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通道之
虞，同意備查。

肆、 審議案：
案一：大安區潮州街 55 巷 2、4、6 號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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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登錄「潮州街 55 巷 2、4、6 號」為歷史建築。
(一)名稱：潮州街 55 巷 2、4、6 號(林務局宿舍)。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潮州街 55 巷 2、4、6 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歷史建築本體為
潮州街 55 巷 2、4、6 號建築本體，建物為大安區金華段四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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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建號（潮州街 55 巷 2、4 號建物登記面積為 208.41 平方公
尺）
，建築物座落土地為大安區金華段四小段 155 地號 1 筆土地
（該筆地號面積 438 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
測數據為準）
。
(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潮州街 55 巷 2 號建物興建於日治時期，一層為磚造、二層為木
構造，為臺北市區少見之二層日式建築，二樓大樑為巨大木樑，
較為罕見，且屋頂木架、東北角之木樓梯亦保留完整，建物整體
仍維持原貌，具建築史之價值。
2.潮州街 55 巷 4、6 號為一層樓木造建物，建物保留尚稱完整，
且潮州街 2、4、6 號建物一併保存，除可保留原有空間紋理，亦
利於未來再利用之規劃，具保存價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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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款登錄基準
二、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二：民眾提報案件「溫州街日式宿舍群」列冊追蹤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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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東路一段 248 巷以西、溫州街 18 巷以南、泰順街以東、雲
和街以北」範圍：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二、「溫州街 52 巷 1、3、5、7 號及 2、4、6、8 號」
、「雲和街 117-1
號」：持續列冊追蹤。
案三：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 118 號、114 巷 27 號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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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 118 號、114 巷 27 號」建物不具文化資產
保存價值，不指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並同意解除列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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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於後續都市更新審議程序中，將立面裝飾及騎樓元素，併同納
入設計考量。
案四：直轄市定古蹟「艋舺清水巖」修復計畫審查暨古蹟定著土地範圍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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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修復計畫原則通過，請依委員意見修正或補充，送本局複核。
二、同意「右護龍」納入直轄市定古蹟「艋舺清水巖」古蹟本體範圍，
公告事項：
(一)名稱：艋舺清水巖
(二)種類：寺廟
(三)位置或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81 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古蹟本體為「艋舺清水
巖」建築本體(兩殿兩廊兩護龍)，建物為萬華區漢中段二小段
848 建號（登記建物面積為 927.78 平方公尺）
，建築物座落土地
為萬華區漢中段二小段 967(該筆地號面積 4,191 平方公尺)、
967-3(該筆地號面積 25 平方公尺)、964(該筆地號面積 240 平
方公尺)地號等 3 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
據為準）
(五)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艋舺清水巖」為大臺北地區祖師廟之祖廟，亦為萬華地區重要
宗教信仰中心，供奉主神為蓬萊祖師，見證早期閩南安溪移民歷
史及艋舺市街發展歷程，對臺北城市區域發展具有重要象徵意
義。
2.「艋舺清水巖」為兩殿兩廊兩護龍格局之寺廟，其正殿、三川殿、
過水廊、左右護龍間彼此相連，護龍後側並有二層閣樓之特殊作
法，其整體格局為臺灣傳統寺廟代表類型之一。
3.現存建物多屬同治年間遺留，並使用臺北地區少見的正殿龕後
穿廊作法。左、右護龍對稱性，為「艋舺清水巖」不可分割之一
部分，彰顯建築工整格局及古樸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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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2、3 款指定
基準。
三、本案請廟方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 條第 5 項規定辦理說明會、公
聽會，並將說明會、公聽會紀錄函送文化局後，再行依據文化資產
保存法、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備註：本次會議未審議案件順延至下次審議會審議。
伍、散會：下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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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
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第 108 次會議
民眾及出席單位意見
審議案二、

附
件
1

民眾提報案件「溫州街日式宿舍群」列冊追蹤審議案

陳 ○ 忠 ( 提 1.業務單位報告有關溫州街 52 巷 1~8 號 106/12/22 會勘結論(北
報人/築公

市文化文資字第 10632438300)與「具文資價值潛力，依據文資

坊規劃設計

法第 14 條予以列冊追蹤..」之事實不符，請更正。

顧問有限公 2.依文資法定義，聚落保存應涵蓋環境、歷史與建築之面向，不
司代表)

能僅以建築物狀況之保存優劣判定。
3.從地理位置來看，城南地區主要是由日治時期高等學校、帝國
大學、與戰後師範大學、台灣大學所建構而成的生活圈，這是
台灣最指標性的教育地景的一部分，也是建構完整的台北城市
歷史藍圖與都市紋理不可或缺的部分。
4.平坂恭介、芝龜吉、立石鐵臣、中村三八夫、高坂知武、世良
壽南、胡適、臺靜農、殷海光、丁肇中、陳振鐸、俞大維、周
德偉…等，來來去去的學者，付出畢生貢獻過台灣的人文藝術、
哲學、科學、醫學、農業、政治等學術先驅都曾在黑瓦屋簷下
閱讀、沉思，散發他們智慧的力量，是台灣邁入近代化成功非
常重要的一頁詩篇，這是一個看不見的無形文化資產，更應與
珍惜。
5.溫州街的歷史場景包含名人故居、學人風範、人才興國…的記
憶或事跡記載著台灣大時代歷史的演進，是非常清晰且重要的
聚落文化地景，應透過文化資產價值的評估、保護及容積調派
等合宜的發展計劃，留下見證。
6.溫州街區聚落建築是一個啟動台灣進入現代化非常重要的歷
史場景，這是有國家級意義的建築聚落群，有國定“重要聚落
建築群”的價值，因此強烈主張:目前僅存的日式建築一棟都
不能少。
第7頁

7.有老屋所以有老樹，造就了這個區域巷弄裡大樹特別多，故而
人稱「台北的綠鑽石」
，已形成都市生態跳島及綠洲，並可建構
歷史現場與城市的共生。
8.2003 年 12 月國立台灣大學委託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執行
『台大管有…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報告』中，建議將殷海光故居
周邊(台大公共宿舍)、新生南路三段 16 巷(紫藤廬古蹟區)及
溫州街 52 巷為保存區，其中更有登錄及指定歷建、古蹟之建
議。此三處保存區之建議正好皆在聚落提報範圍內。
9.2000 年 1 月台北市民政局委託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 薛琴教授
執行『台北市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專案報告』中有非常詳盡的日
式建築群資料，目前提報範圍未及會勘及周邊尚有一些日式建
築，建請文化局一併進行區域性的簡易文資價值評估調查，俾
利聚落建築群之完整。
10.溫州街 25 號建築之價值，依委員會勘意見仍應具建築樣式與
工藝價值，且在此範圍僅存日式建築中也是形式稀有的建築
物，加上臺靜農故居之人文意義，建議應予登錄或指定。
11.溫州街聚落之日式宿舍群、水道、自然生態、人居行為、移民
聚落、地方信仰、戰時遺址防空洞等，構成台灣歷史移民社會
群聚形成的多元風貌，尤其在城市中心區更屬難得與珍貴。
12.提報至今一年不到已經有四棟建築被拆除，聚落的保護非常
迫切，目前亦有歷史建築及保護樹木進行不當施工，請文化局
積極管理。
陳○德

溫州街聚落的價值不只是許多單棟建築物的聚集而已，而是區
域裡有許多有價值的元素，在群聚的加乘效益下，成就了溫州
街聚落的珍貴性。點與點的聚集、不同元素的點互相配合，造
就了面的價值，而點的位置，則定義了面的範圍。
以下就幾個面向闡述溫州街聚落的價值：
都市紋理：1945 年的美軍空照圖與現況地圖對比，可發現在街
廓的尺度、建築物的方位朝向、綠意、水圳等元素上，溫州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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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依然保留了以往的紋理，相當珍貴。
環境、街區：街道巷弄的尺度、建築物沿街面的退縮、建蔽與空
地的比例、圍牆等元素，以及這些空間容納的多層次植栽，是溫
州街聚落依然保存舊時街道宜人風貌的原因。
建築物與景觀協調：建築物與景觀的協調是聚落建築群的價值
定義之一，在溫州街聚落可見依然保留的大樹、綠籬、庭院與
建築物尺度，之間的協調性是溫州街聚落珍貴所在。
水圳：瑠公圳為清朝時期的水圳，引新店溪水供給臺北地區用水，
而霧裡薛圳歷史比瑠公圳更為悠久，後併入瑠公圳系統，是清朝
至日治時期台北地區重要的給水系統。溫州街聚落在溫州街 45 巷
附近的九汴頭，則是霧裡薛圳銜接瑠公圳的重要節點，近年來已
經恢復一小段水圳景觀，讓民眾得以一窺歷史的一頁。溫州街聚
落在泰順街 33 巷的水圳依然在，只是現況被違建覆蓋，若加以
保存，往後仍有打開的機會，可恢復舊時風貌。
老樹、古物：提報範圍內目前有 17 棵臺北市受保護樹木，是臺
北市受保護樹木密度相當高的一區，除了這 17 棵以外，還有許
多尚未被造冊之大樹，值得保存。另外，新生南路三段 38 號庭
院裡更有樹種珍貴的老紫藤，以及石燈籠殘件，是為舊貌庭園
高規格的證據，應予以保存。
建築價值：溫州街聚落不僅擁有眾多日式木造建築物，而且範圍
內有標準化的官舍及顯示屋主個人品味及風格的私宅、建築物規
格與風格多樣化，可說是臺灣日式建築的博物館。在許多細節上
亦可看出建築工藝上的價值，尤其是溫州街 25 號的入口雨遮唐
破風、五角形窗戶、窗戶欄杆花樣等，都是極具價值的。
最後再強調一次此次提報範圍內，現況位置散落的日式建築物，
如新生南路三段 16 巷與 22 巷、雲和街、泰順街上的日式建築物，
他們的存在正式舊聚落範圍的的證明，也是現今可窺探聚落範圍
的矛定點，其意義與價值極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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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

我要說明溫州街聚落建築群百年歷史的獨特性、珍貴性與完整
性。
這個區塊昭和町聚落在台灣的教育史、建築史、藝術文化史、
學術史上意義非凡。
除此之外，從這個區域的住民的觀點來看，
1. 昭和初年，起造聚落的第一代住民(日本人)的記憶完整，灣生
與戰後、當代住民交流密切，歷史記憶與土地的記憶沒有斷
裂而被承續下來。
2. 後續成為戰後來台之外省人(第二批住民)的庇護所，也被台生
視為故鄉；承續書香氣息、學風鼎盛。
3. 當代經營者進駐，活化利用，舉辦各項公益文化活動，成為
市民教育的場所，以永續的方式保護老屋。
2018 年 6 月當地舉辦「昭和町日」活動，從點、線、面，完整
地呈現聚落歷史與文化內涵，也獲得市民迴響熱烈。
民間已經看出這個聚落的能量與潛力，並用充滿活力的方式經
營運作，備受台、日媒體關注。
希望政府也能看得這個大區塊的文史價值！

田○

溫州街聚落牽動台灣、甚至東亞的科學脈動。這個地方絕對是
最能代表台大科學精神的地方。但我在台大這一年中，我發現
嚴重的現況：大多數同學和我一開始一樣，對於學校的歷史脈
絡其實並不熟悉。我們頂著第一學府的光環，卻不曉得這個光
環是怎麼造就的。近年來我們也常聽到學校的負面消息：像是
世界排名的退步、台灣菁英青年不再選擇台大就讀。台大同學
們也很失落、很迷惘，找不到未來的定位，但大家都忘了我們
有這麼輝煌的過往、溫州街聚落就誕生了好多科學之父。再加
上學校歷史資訊的斷層，同學很難取得歷史資料，因此很少人
出手幫助岌岌可危的文資。
我不希望當我們開始想回顧過去、關心長久被忽略的歷史時，
老屋變大樓停車場，所有歷史痕跡都不在了。我們對於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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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往往趕不上歷史的被滅絕。
台大的大家都很希望成為偉大的學校、也希望能夠進步，但進
步不就是踩著前人的步伐、繼承他們的精神前進嗎？但我們如
果連歷史都看不到了，我們又要怎麼進步呢？
偉大的學校都會珍惜與捍衛自己的歷史，全世界的名校都是這
樣的，自居全台灣第一學府的我們怎麼會是例外呢？
最後，我們希望溫州街聚落全區保存，讓歷史價值還給台大。
林○

大家都知道國立臺灣大學，但是大家卻很少知道這個代表臺大
的標準體書法是出自臺靜農先生之手。
認識臺靜農先生的人，會覺得他真是一個傳奇人物。曾是魯迅
的學生，也與陳獨秀先生是忘年之交，在中國戰前三次入獄，
竭力營救他的其中包含蔡元培先生等人。民國 35 年受邀至臺灣
大學中文系任教，自民國 37 年起擔任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長達
二十年，為臺灣最早的中文系奠定自由開明的學風與新舊兼
融，古今並進之規模，培育青年才俊無數，貢獻卓著。
臺先生一輩子的學問涉略廣泛，於 1984 年與梁實秋同時得到中
華民國國家文藝獎，1985 年獲得行政院頒發的行政院文化獎，
受到國家認同；同時也是一代書法大家，行書發展出風格獨特
之臺氏行書結體，且受張大千推崇。可謂是 20 世紀的教育、文
史學界、書畫界泰斗級人物，《聯合文學》雜誌，也稱許是中國
「新文學的燃燈人」
。
除了影響臺大中文系的學生之外，蔣勳也在訪談節目中也提到
臺靜農先生對於他們這一代學子的影響與傳承。蔣勳分享從臺
先生身上看到是「雖然經歷過這些災難，但如果在社會裡面要
做一點事情，不強調自己做過的事情，把自己壓低，沒有英雄
主義，該做的做就是了。」讓當時沮喪的蔣勳有了人生的轉
念。可見臺靜農先生在處世哲學與人生哲理上對後輩的影響與
傳承。
而這樣對臺大中文系、當時的學子們、臺灣中國文學奠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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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麼大影響與傳承的臺靜農先生在 1946 來臺之後就是落腳溫
州街 18 巷 6 號台大宿舍─名其書齋曰「歇腳庵」的日式木屋 40
餘年。可以從許多回憶與臺老師互動的文章、紀錄相片，例
如：林文月老師〈從溫州街到溫州街 〉、
〈龍坡丈室憶往〉
；張
照堂先生拍攝的照片等等，看到他在溫州街生活的身影，以及
與同輩文人、後輩學子之間的互動。
民國 79 年高齡 89 歲的臺靜農先生從溫州街 18 巷 6 號搬至溫州
街 25 號。也可從相關文章中看出要離開生活 40 多年宅邸的惆
悵與不捨。在搬進溫州街 25 號不到一年，臺靜農先生於此度過
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溫州街可以說是臺靜農先生來到臺灣的起點與終點。來臺居住了
40 多年的溫州街 18 巷 6 號，早已改建成水泥公寓，讓人遺憾；
但溫州街 25 號，這真真實實成為臺靜農故居的日式房舍，仍可作
為臺老師、在溫州街這塊充滿時代故事的區域，了解、敘述臺老
師生命脈絡不可或缺的一塊！請保留溫州街 25 號─臺靜農故居，
請留下大師的足跡！
張○婉

首都博物館群是臺北市長重要政策之一：文化局打算將城南區
塊的人文、生態特色加以串聯，從中正橋為起點，沿線如紀州
庵文學森林、客家文化公園、十字樓、嘉禾新村、自來水博物
館園區、寶藏巖、煥民新村、溫羅汀人文街區，打造城南博物
館，彰顯城南舊回憶、舊眷村、移民社會、客家文學、藝術、
生態等。
客家人自清朝、日治到民國的聚集及遷徙，從台北舊城區遷移
至城南，進入溫州街聚落。
要如何敘說台北的人文景觀？台北建城不過百餘年，歷史很
短。要建立屬於“台北人”的故事。
城南博物館區域擁有的珍貴寶藏：無圍牆博物館、溫州街青田
街日式建築群、大學城生活圈、人文藝術巷弄、瑠公圳與霧裡
薛圳、時光膠囊---記憶博物館、名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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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有許多全區保存舊城紋理，轉化為城市博物館的成功案
例，
1.日本京都－合掌村
2.歐洲中世紀古城－愛丁堡、法國亞維濃
溫州街聚落也可以是一個成功的城市博物館案例：
• 名人故居＋小型博物館眾多處。
• 讓老建築為台北說故事。
台灣小小的島嶼留下了大航海時代的城堡、清朝的城門、色彩繽
紛的廟宇，還有日本時代多樣的和式建築、洋樓、宏偉的官
廳……，每幢建築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人的記憶。
黃○斐

椰風專案是臺灣大學自民國 88 年起實施的計畫，為提昇成為世
界一流之研究大學，吸引更多留學生及客座教授，興建學人宿舍。
專案共 10 處基地，拆除日式建築，興建共計 130 戶宿舍。
民國 92 年，臺大拆除溫州街日式宿舍，引起嚴重反彈，眾多市
民、學者、團體聯署，要求臺大停止拆除日式宿舍，並對校產中
之日式宿舍，公開所有相關資料，進行全面清查、造冊，清查過
程應有社區之參與。
自椰風專案至今，15 過去了，臺大在世界大學的排名持續滑
落。值得嗎？台大是否深思過今日被拆除的日式建築正是，百
年前學校替學人所建築的家。
日式宿舍的毀滅依然持續進行，只要停止配宿、無作為任其衰
壞，即可因屋況不佳而逕行拆除，並進行都更。
去年，民國 106 年，新生南路三段 22 巷 13 號、新生南路三段
16 巷 6 號，即循此方式，已被拆除；新生南路三段 16 巷 2 號則
處於無作為任其衰敗的狀況。
歷經這麼多管理的日式宿舍的火災、毀壞、破敗、拆除，管理單
位台大應該要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建築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
教育的根本，尊重人與歷史是台大人真正可以自豪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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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玲

我要講的是溫州街聚落對於台灣科學史研究的價值，就目前的
研究我們已經可以得知，這塊地方曾經孕育出對於台灣自然科
學研究極具貢獻的學者，例如在日治時期的高坂知武、野副鐵
男、富田芳郎、福山伯明、中村三八夫，戰後的丁肇中、丁觀
海、俞大維等人，這些學者立足於此地，為台灣的近代科學發
展提出重大貢獻，意義重大，而現在我們對他們的研究才剛起
步，大部分仍未明瞭，其歷史脈絡也尚未清晰，實在不應以建
物的好壞來判斷保留與否，應該要以全區保留為第一目標，才
能對這裡的歷史人文研究有所幫助。
而近年來台北市對於古蹟保留已有經驗與成績，我們看到像是
位於城南同安街的紀州庵，在修建前因為火災與管理不善，曾
是荒蕪一片的廢墟，更被視為是居民眼中的都市毒瘤，但經過
修復後反而成為一大亮點，成為城南一個新的地標，更是柯市
長政績的一大重點，而位於南昌街的前南菜園古蹟群也是被認
為殘破不堪，但在文化局及當地居民努力奔走之下也已展開修
復。
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如果有心去做，在現在的修復技
術下絕對做得到，而綜觀溫州街聚落的發展，如果能妥善修復
與運用，不僅對社區發展有其意義，更能延續這些歷史脈絡繼
續挖掘台灣文史的瑰寶，尤其是像溫州街這樣具有規模，且相
關人士資料尚未完全消失的狀態下，如果再不及時做出適當的
決定，對於未來及文史研究的傷害極大，希望委員們能再思考
評估，將全區列為保留，為城市的歷史研究與維護立起典範。
根據我們多次舉辦「走讀溫州街」活動的經驗，一般市民對走
入歷史場景、體會人文風情非常感興趣；也發現保存完整的史
蹟對民眾的感染力，相較於具體場景已消失的「遺址」更勝百
倍。
溫州街早期群聚的文人故居，在辛亥路以南只剩零星保存，辛
亥路以北則保存完整。我們在導覽中明顯察覺：
一、民眾的感受度、興趣度落差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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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存老屋若無善加保存，正快速消失中。因此，希望積極
保存北溫州的歷史場景，不要讓南溫州的遺憾發生在北溫州。
在溫州街留下足跡的文人無數，其中殷海光因為「殷海光故
居」保存完整而最為人所熟知。我們希望以下重要學者的雪泥
鴻爪也能被完整保存，以供後人參訪、體會台灣近代學術發展
的珍貴性：
臺靜農先生：1948~1968 年擔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長達 20 年，
引領台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20 年，影響重大。其文集《龍坡
雜文》即以其住居「龍坡丈室」為名，亦即位於溫州街龍坡
里。
彭明敏教授：1965 年起，彭教授被軟禁於溫州街 18 巷 4 號，成
為 6 號住戶臺靜農先生的鄰居；1970 年易容逃出溫州街的嚴密
監控，離開台灣，溫州街便是這戲劇性史實的歷史場景。
灣生畫家立石鐵臣：旅居台灣 18 年，與陳澄波、楊三郎等人創
立「臺陽美術協會」
，對台灣近代美術影響深遠。戰後日人引揚
返日的種種社會現象，均在其畫作中呈現。任教於台北師範學
校期間居住於溫州街，其房舍亟需積極保存。
溫州街也孕育了許多文學家、文學作品，例如：李渝《溫州街
的故事》《九重葛與美少年》、楊佳嫻《雲和》
、金恆杰《昭和町
六帖》
、白先勇《台北人》
；作家劉墉也用繪畫詳細描述了記憶
中的溫州街生活圈。
而今，溫州街仍是文人經常出沒的街廓，如：楊澤、駱以軍、
楊佳嫻等。
因此，衷心期盼溫州街的歷史場景能像「殷海光故居」這樣被完
整保存。
呂○揚

溫州街聚落曾經居住許多重要的人文與自然科學學者，在還沒清
楚研究這些歷史之前，不可貿然單純依建築物的狀況而決定是否
保留，全區保留是必要的。
溫州街聚落的自然科學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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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坂知武
• 台北帝國大學 農業工學講座。
• 戰後留任於臺灣大學 農業工程學系，與磯永吉、松本巍教授
三位為在台灣服務時間最長的教授。
• ”知武館“全校第一棟以校內教師為名的建築物。
• 創辦台大管弦樂團，台大合唱團。
野副鐵男
• 台北帝大 化學科 有機化學 教授。
• 檜木醇的研究。
• 入圍諾貝爾獎候選人。
• 朝日賞。
• 戰後留任台灣大學化學系。
富田芳郎
• 台北帝國大學 理農學部地質科。
• 台灣聚落地理學、地形學。
• 深入台灣各地從事田野調查、訪談和研究，致力於台灣地形和
聚落兩項課題。
• 《台灣地形發育史研究》
《臺灣聚落之研究》。
福山伯明
• 臺北帝國大學 理農學部 植物分類生態學教室。
• 蘭花分類學家。
• 100 多種植物新品種發現。
• 細花軟花蘭(冰河時期植物)在台灣的首次發現。
• 收藏眾多臺灣蘭花的學術標本(現位於神奈川縣立自然史博
物館)。
中村三八夫
• 台北帝國大學 園藝系 教授。
• 台北帝大 椰林大道設計者。
• 《世界果樹図説》《南方圏の熱帯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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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維
• 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
• 曾任交通部部長、國防部部長、總統府資政。
• 專長數理邏輯與哲學，發表論文在愛因斯坦主編的《數學現
況》。
• 彈道學專家、中國兵工學之父，國防部長任內：一江山島戰
役、大陳島撤退、八二三砲戰等重大事件。
丁觀海
• 臺灣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系教授。
• 著名土木工程學專家。
• 曾任較於：焦作工學院、山東大學、重慶大學、台南工學院。
丁肇中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 中央研究院、美國科學院院士及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 獲得 1976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 發現新的次原子粒子，並命名為「J 粒子」。
• 主要研究高能實驗粒子物理學，包括量子電動力學 、電弱統
一理論、量子色動力學。
• 丁觀海之子。
溫州聚落的人文學者們
桑田六郎
•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東洋史學講座 助教授。
• 臺北帝國大學 南方人文研究所 所長。
• 東西交涉史、南方史、亞細亞伊斯蘭教、回紇史。
• 《南海東西交通史論考》
《古代台灣》
《論元初南海經略》
《明
末清初之回儒》
《回紇衰亡考》
《明末清初回教與耶稣教的抗争
及其對中國文化的意義》。
小葉田淳
• 臺北帝國大學 文政學部 助教授。
• 貨幣史、鉱山史、外交貿易、交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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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島史》
《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
《史説日本と南支
那》。
• 學貫中西，研究廣及葡萄牙及西班牙人在中國沿海、台灣及東
南亞地區的活動。
岩生成一
• 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助教授。
• 南洋史、台灣荷文文獻研究。
• 三百年前台灣茶與糖的進出波斯、長崎代官村山等安的台灣
遠征與遣明史、有馬晴信的台灣島視察船派遣…等。
曹永和
• 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 『台灣島史觀』，開啟『以地範史』的方向。
• 行政院文化獎、荷蘭女王頒授奧倫治-拿騷勳章、日本旭日中
綬章。
• 師承岩生成一，通曉英語、日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葡
萄牙語、拉丁語、臺灣荷蘭統治時期所使用近代荷蘭語。
臺北市大安

溫州街 52 巷 2、4、6 號具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

區大學里里

物及附屬設施：

長吳沛璇

1.對人的部分：溫州街 52 巷 2 號是灣生伊東進在臺期間所成長
地方，其父親是伊東謙，在臺期間在臺灣大學與臺北高校任
職，對臺灣有關地質學領域，具有相當深遠啟示與分水嶺。
2.建築部分：屬日式聚落建築群。
3.我們發現：建築內部拉門層層貼滿灣生之父親教授手寫日
誌，再由印花紙附在表層，具有相當的文化價值。
綜上所述，溫州街 2 號、4 號、6 號具列冊價值及進行都市再生活
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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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 感謝各界文資團體及委員對臺大的關心與指教！臺大國際競爭
學 ( 現 場 發 力大家也都很在意，我們面對一直退步的排名，透過延攬優秀國
言)

際學人來解決或克服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有效率的資
產活化，可以讓古蹟做一個開發，重新整理市容跟衛生環境。最
後感謝文化局一步一腳印逐棟的檢視，我們了解所有的文化資產
都要尊重委員的決議，依據文資法第 25 條，聚落建築群也是跟古
蹟、歷史建築一樣要逐步提出相關計畫、逐步管理，因為現在管
理校內校外文化資產達總共 41 棟已經有點壓力，所以如果可以
的話，希望能將今天的決議先帶回去跟校內報告，臺大尊重各位
委員的決議，我們只是想確認聚落建築群的一個範圍，也謝謝委
員對臺大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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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
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第 108 次會議
委員意見
報告案一、

附
件
2

直轄市定古蹟「景美集應廟」旁社區文化館新建工程案涉及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

丘委員如華：

同意。

米委員復國：

同意。

李委員乾朗：

同意。

張委員崑振：

同意。

郭委員瓊瑩：

1. 建議施工過程中應注意環境安全整潔及「文化資產」之解
說。
2. 同意。

黃委員士娟：

同意。

詹委員添全：

1. 通過，無涉 34 條。
2. 同意。

劉委員淑音：

同意。

蔡委員元良：

同意。

薛委員琴：

同意備查。

審議案一、

大安區潮州街 55 巷 2、4、6 號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丘委員如華：

1. 潮州街 55 巷 2、4、6 號具歷史建築登錄價值，本人意見已
陳述在本案第 15 頁。
2. 同意。

米委員復國：

同意。

李委員乾朗：

同意。

張委員崑振：

同意。

郭委員瓊瑩：

同意依擬辦意見，未來應再進行詳細文資調查，以確認過去之
使用歷史（包括宿舍、辦公廳、倉庫…等之事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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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士娟：

同意。

詹委員添全：

同意登錄潮州街 55 巷 2、4、6 號為本市「歷史建築」及擬辦
意見。

劉委員淑音：

同意。

蔡委員元良：

同意。

薛委員琴：

1. 本案三棟建築均具特色，與一般日式宿舍形制不同，且位置
良好，具有高度之再利用價值。
2. 同意登錄歷史建築。

審議案二、

民眾提報案件「溫州街日式宿舍群」列冊追蹤審議案

丘委員如華：

建議本案涉及議題多元、複雜，應成立專案小組另行詳細討論
保存策略。

米委員復國：

1. 修正臺大公共宿舍含 5 號及 12 號、3-1 號。
2. 有關擬辦的(一)、(二)：保留列冊追蹤。
3. 前述範圍應另提供紋理情形。
4. 修正。

李委員乾朗：

1. 第(一)、(二)仍列冊。
2. 第(三)項不列入。

張委員崑振：

沒意見。

郭委員瓊瑩：

本計畫涉及「臺大」之政策，除列冊追蹤外，應建請臺大啟動
列冊追蹤範圍內建物、空間、景觀文資價值之調查，並儘速啟
動指認審議之行政流程，以避免建商之都更干擾，並應強調臺
灣近代「教育文化生活圈之活歷史」。建議臺大應有一基金會
募款來做統合發展、治理，用既有聚落群成為學人宿舍群。

黃委員士娟：

1. 同意建議範圍。
2. 建議解除列冊追蹤部分仍繼續列冊。

詹委員添全：

1. 同意擬辦第一項列冊追蹤，並辦理後續公聽會等事宜。
2. 第二項仍維持列冊追蹤。
3. 第三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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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意(修正擬辦意見)。
劉委員淑音：

1. 建議儘速展開聚落建築群的調查研究，完整記錄、保存建
築、人文的相關史料，有助後續審議。
2. 建議維持列冊追蹤之外，應儘速啟動聚落建築群登錄審議
程序。

蔡委員元良：

1. 需要進一步以歷史資料(空照圖、配置圖)檢示昭和町之發
展，以檢示舊有紋理之存在。
2. 需有完整之人文資料，包含原居住學者教授之居住時間及
其貢獻，以資判斷其「非空間」之文化資產價值。

薛委員琴：

1. 擬辦第一點同意先維持列冊追蹤。
2. 建議依文資法第 40 條內容，由文化局再啟動調查研究，針
對溫州街、青田街等地，其環境、歷史紋理、無形文化等價
值及保護、獎勵、再發展等作一初步瞭解，再依文資法第 25
條規定，啟動聚落建築群的審議。
3. 同意第一條(擬辦)。

審議案三、

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 118 號、114 巷 27 號建物文化資產價值
審議案

丘委員如華：

同意。

米委員復國：

同意。

李委員乾朗：

同意專案小組之建議。

張委員崑振：

1. 形式普通，不具文資價值。
2. 同意。

郭委員瓊瑩：

同意擬辦意見。

黃委員士娟：

同意。

詹委員添全：

通過，不予指定、登錄文資身分。

劉委員淑音：

同意。

蔡委員元良：

同意。

薛委員琴：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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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四、

直轄市定古蹟「艋舺清水巖」修復計畫審查暨古蹟定著土地
範圍審議案

丘委員如華：

不同意。

米委員復國：

同意。

李委員乾朗：

同意。

張委員崑振：

同意納入，以周全其完整性。

郭委員瓊瑩：

建議廟方應優先整治廟埕、內部之違建戶。此嚴重破壞歷史古
蹟之尊嚴及完整性，此優先於右護龍之復原。

黃委員士娟：

同意。

詹委員添全：

1. 同意依擬辦內容通過市定古蹟「艋舺清水巖」修復計畫，及
右護龍納入古蹟本體範圍。
2. 惟右護龍尚未完工，無建造物，如何將其納入古蹟本體範
圍，應有程序之問題，建議俟其完工後再行討論為宜。
3. 同意(本體納入右護龍應有程序問題)。

劉委員淑音：

同意。

蔡委員元良：

同意。

薛委員琴：

1. 建議僅在騎樓部分，以鋪面形式顯示其原來古建築之範圍
即可，方可表示歷史演變的過程。
2. 清水巖主要之問題是在其廟埕之兩側店舖之零亂，應先予
整理。
3.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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