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清查作業緣起

2014年，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為因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

條修正草案：「建造物興建完竣逾五十年者，應先由主管機關進

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以及立法院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之主決議事項第301條內，要求該部「提升對公有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之積極性、於1年內完成中央政府各機關經管文化資產潛力

建築之列管名單」。

按原《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新增第14條註1，其內容如

下：「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五十年者，

或公有土地上所定著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

五十年者，所有或管理機關（構）於處分前，應先由主管機關

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註2另外，修正條文同時重新定義了

「公有」的詮釋：「本法所稱公有文化資產，指國家、地方自治

團體及其他公法人、公營事業所有之文化資產。公有文化資產，

由所有人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

護」。註3

因此，凡具一定時間歷史（超過50年）之「公有建造物」，

未來完成修法程序後，將全部納入法定文資鑑定程序之規範。凡

屬前述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只要符合建築興建完竣超過50

年（非建築物登記時間），依法皆應由文化資產地方主管機關，

即各直轄市、縣（市）文化局（如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竹縣政

府文化局）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並依法定文化資產鑑定

程序辦理。

此項規定的實施，不僅將主動管控各公有建築的各項處分，

亦將確保所有具有文化資產潛力的公有建築物，得到妥善的關

注，不致發生無可挽回的缺憾。其目的希望藉由現有建物的清查

作業，先行建立潛力建物的名單，避免各機關所屬具文化資產潛

力之建築、附屬設施，因未能及時發覺其歷史、文化、藝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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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而於土地開發、都市更新以及機構遷移、合併、裁撤⋯等過程

中遭到拆除或改建，致使減損其文化價值。

亦即，可以透過先期列管的方式，對具文化資產潛力建物進行先期管

理及保存。未來經地方文化主管機關的審議，都有可能成為國家重要的文

化資產（歷史建築、古蹟），各單位的積極作為除可為這些「全民共同資

產」的保存貢獻心力外，並可作為社會大眾文資教育的表率，以及其他私

有古蹟、歷史建築保存的模範。

同年六月，北科大建築系受託辦理「中央各機關具文化資產潛力建物

調查及評鑑」計畫工作，為期一年，就中央各部會（五院及其下轄單位）

進行清查；翌年再度辦理，真對具有軍事機密特質的國防部所屬建築的清

查工作。總結其調查成果，以第一年度為例（填報期間103年8月1日至104

年4月30日），計有建築物筆數總計5853筆，已具文資身分1032棟，未具

文資身分4811棟。另為了避免填報作業有疏漏之疑慮，對各地交通部、經

濟部所屬國營事業亦進行初步清查過濾，藉由雙向清查方式，提升填報作

業效率，例如過濾中華郵政1323棟郵局，臺灣銀行164棟，合作金庫281棟

等，期待全面的檢視各部會所屬建物之現況。

面對這些清查的成果案例，不論是從台灣經濟起飛的基礎上所看見

的建築通史，或是由各單位切入的近代機關建築變遷史，都得以由這些具

體建築案例重新加以重構。以下，先就該計畫的普查方法概要略作說明，

以供相關研究之參考，其後再舉通論、個論各一案例，略述普查方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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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築史重述的基礎與可能性，藉以說明台灣

戰後建築史論述重新建構的探討。

二、普查方法：1970年前建物清查作業

資料庫的建立

此次計畫清查作業的範圍，包含中央政府

（五院）及其所屬部會管理的建築物與附屬設

施。   配合「興建完竣逾五十年者」即應接受評

鑑的原則，遂將清查標的時間點定於民國60年

（1971，迄今45年）以前，亦即調查範圍鎖定在

1971年以前的建築物與附屬設施。

另外，考量台灣地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即保存登記），法令並無限制及規範，加上

各地建築管理規則的實行時間，亦約略於1970年

代左右開啟（台灣省1973年，台北市1974年，高

雄市1982年），因此清查作業調查的對象，除了

包含已向地政機關完成所有權「登記」的建築物

外，亦將「未登記」且年代久遠的建築物，一併

納入。

再者，由於各單位建物數量不一，清查標的

未明，為順利讓所有符合時間資格的建築物資訊

能夠準確呈現，有別於過去紙本調查表格清查工

作方式，為了更有效率、更快速地進行全面性普

查作業，清查計畫特別建置了「中央機關所屬民

國60年以前建物填報系統」網路作業平台，此系

統分成「基本資料」、「建築資訊」、「管理及

使用」、「圖說及照片」四大部分，各單位經管

人員可在取得帳號、密碼後，可於網路平台上，

快速、便利地依建物既有資訊進行填報作業。    

此系統採資料庫管理，其優點包括： 避免資

料重複填寫：只須建置一次即可，因此當建物個

案料資料填報完成後，後續僅須執行更新即可。 

各項資料獨立：未來資料庫結構、內含資料更動

時，並不影響使用者外部程式的管理，可彈性利

用各項資料。 完整建物資訊：由於各部門資料集

中在一起，因此可隨時提供經營管理者所需的各

種整合性管理資訊。 資料共通性：隨著各部門建

築物資料庫建置逐步完整，除提供經管單位隨時

更新外，亦可供其他使用者運用。 高度擴展性及

易整合性：可因應建物資訊的，並可進行系統間

的整合運作，使相關文化資訊得以串聯、擴充。

簡單的說，清查表格電子化後，以網頁形式

呈現，不僅使得管理單位填寫方便，也有助於各

式書圖文件的傳送與管理，日後業務單位、使用

單位、管理單位及各級主管機關等不同使用者，

在查詢、管理及擴充上，均能方便使用，亦可繼

續作為下階段計畫之平臺，整合各階段之清查成

果。

三、通論史綱重建/光復後台灣經濟建設

變遷

臺灣光復初期，多數工廠因遭到盟軍炸毀，

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加上國府經濟政策失敗，

引發全國通貨膨脹，民心徹底動搖。1949年國府

遷台後著手進行金融幣制改革，翌年韓戰爆發，

美國政府依據「中美經濟援助協定」恢復經援，

緩和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至1953年間，政經局勢

穩定，政府開始實施經濟計劃建設臺灣，直到

1965年援助終止，總計援助超過14億美元。

此一期間，因台灣傳統社會土地持有不均現

象十分嚴重，傳統地主壟斷耕地過半，為了打破

農村土地不均的弊病，同時緩和農村社會間不同

階層的矛盾，政府決定實行土地改革，自1949年

起，先後實施了三七五減租（1949）、公地放領

（1951）、耕者有其田（1953）等改革政策，直

接提升農家所得，改善農村生產環境。

政府的施政首在強化農民對政府的向心力，

由於地主原有土地資本轉換成工業資本，直接促

成了水泥、紙業、農林及工礦等四家公營公司的

轉型，不僅提高農業生產力，也將農村過剩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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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轉為產業勞動力，加速近代工業化的推動。

尤其，配合各項政策的施行，積極加強水

利、電力等基礎設施的重整工程，各類接收自日

人而成立的公營公司亦在政府的輔導下陸續重

整，配合大陸遷台業者，紛紛投入重建工作，例

如大陸的紡織業者（如中興紡織）攜帶機器設

備、資金隨國民政府來台，開啟了光復初期的機

械紡織事業，為台灣輕工業發展的重要契機。

儘管社會與經濟逐漸穩定，然而由於國內

缺乏工業資源、資本及技術，幾乎所有的生產設

備、技術人員均須由外國進口供應與支援。政府

遂自1953年起，配合美援經濟援助，著手實施六

期的經建四年計畫。

在美援資金及技術的協助下，農工生產迅速

花蓮立霧發電廠（1954年） 桃園石門水庫管理大樓（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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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並著手改善運輸系統，謀求民生物資供應

無虞，以發揮穩定經濟成效。鑒於在當農業占有

極重要的地位，先確認「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

業發展農業」基本國策，貫徹耕者有其田政策的

實施，加速農村社會制度的改革。同時選擇農業

優良品種、改進耕作技術、推廣輪作制度，以提

高單位面積產量與土地利用率，進而增加農業的

生產。

同時，為因應農、工業發展環境需要，對於

各項水利工程、電力、通信及運輸等基本設施亦

加強建設，同時強化學校教育、技術人才的培訓

政策，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與環境。

透過增加米、糖等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

外銷以賺取外匯，換取工業生產所需的機器與原

料，從而帶動國內輕工業的發展。影響所及，以

替代進口，節省外匯支出，提高國內供應能力為

當時積極推動的目標。同時鼓勵民間投資經營塑

膠原料、人造纖維等新興產業，並擴充紡織、水

泥、紙張及金屬等工業。

1961年，經過兩期四年的經濟建設計畫施

行，台灣經濟已逐步達到自立階段，因此第3期

四年經濟計劃，其目標之一便是減少對美援的

依賴，積極改善投資環境，鼓勵民間資金挹注投

資，以提高生產能力，拓展出口工業的發展。

以各項鼓勵投資政策為例，政府公布實施財

經改革方案，通過「獎勵投資條例」，取消所有

不必要的管制，提供投資特定產業租稅減免，並

協助徵收私人土地以開發「工業區」。原以進口

替代為發展目標的產品，逐漸轉變為重要出口工

業，至1963年時，臺灣的工業生產淨額已經順利

超過農業，並首次出現順差，為台灣經濟起飛奠

定了堅實的基礎。

至第4期時，為了改變勞力集中的輕工業，並

改善工業結構，政府著手發展資金密集及高度技

術需求的重、化工業，如人造纖維、塑膠及合成

橡膠等加工業。考量當年經濟規模不足，因此先

以進口中間原料發展加工業，同時著手建立中間

原料工廠（如煉油廠），除繼續創設工業區，大

高雄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大樓（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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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引進外資，自1966年起更於高雄、臺中、楠梓

建立加工出口區，賺取外匯。

1969年起，第5期經建四年計畫開啟，持續

推動重化工業的發展，例如興建輕油裂解石化中

心，完成石油化學中間原料（如甲醇、氯乙烯、

對苯二甲酸二甲醋）等工廠建設，成功促成台灣

工業結構的轉型。同一時間，機械工業、金屬工

業推展計畫亦逐步擴充，包括煉鋁、鋼鐵工廠的

建設亦積極推展。

儘管工商業經濟快速發展，然而國內各項公

共建設卻未能配合，這之中又以交通運輸設施、

電力供應最為嚴重。尤其，因為人才教育未能密

切配合發展需要，致使人力、技術供應嚴重不

足，致使工資上漲、生產成本增加，成為台灣工

業轉型的嚴重限制。

受此環境影響之故，以加強建設電力、交通

等基礎設施的大型計畫，如高速公路、核能電廠

等於1970年間相繼展開前置作業，尤其受到第一

次能源危機，國際經濟衰退，國內外經濟情勢急

速變動的影響，於是中止第6期經濟建設計畫，

轉而調整為經建六年計畫，此即自1976年執行的

「十項建設」，包括前述交通、電力等基礎工

程，及鋼鐵、石化、造船工業，同時加強推行職

業教育、技術訓練，以提高人力資源素質，一舉

促成了舉世聞名的台灣經濟奇蹟。

四、個論史綱重建/戰後台灣教育建築發

展

台灣光復初期，本著「反共抗俄復國建國」

最高國策，力行「戡亂建國教育」，著重中國化

的教育政策，強調民族精神的培育，政治意識形

態思想教育，使學生認同中國的社會、政治、道

德和文化特徵，進而養成三民主義的人生觀。

此時期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大致可歸納

成幾個特色：（1）國立大學復校：包括政大

（1954）、清華（1956）、交大（1958）、中央

（1962）。（2）師範學院改制：配合擴大培養中

等學校師資，1955年師範大學改制成立。（3）

省立工、農、商學院的擴充：1956年工學院改制

成功大學、1961年農學院、法商學院合併改制中

興大學。（4）鼓勵私人興建大學及獨立學院：

自1954年起，陸續核准創設，如東海、東吳、輔

仁、中原、淡江、高醫、中國醫藥、北醫、逢

甲、文化、靜宜、大同等。

另外，蔣中正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中認為：學校教育須配合政治、經濟計畫、文化

和社會政策，使學生成為革命的器材，各地方政

府對於圖書館、科學館、博物館、動物園、植

物園等教育設施，亦當努力擘劃籌設，戲劇、電

影、文學、藝術和新聞廣播事業，結合學校教育

與現代化的文化宣傳工具。

受此政策影響，在教育部的規劃下，台灣科

學館（1954年）、教育資料館（1956年）、中央

圖書館（1956年）、歷史文物美術館（1956年，

即歷史博物館前身）、台灣科學館（1956年）及

故宮博物院相繼成立，其他如藝術專科學校、

台灣省立台北圖書館、台灣省立博物館，各縣市

社會教育館，以及體育館等，亦都在此時相繼成

立。

1960年以後，由於國家經濟、工業發展順

利，過去學校所教授的知識與技能已無法應付實

際需求。為了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先將部分公立

高級職業學校先行改制為專科學校，並鼓勵私人

興辦五年制專科學校，同時也將九所師範學校升

格為師範專科學校，提升國民小學師資素質。

1966年，教育部進一步鼓勵企業界人士，以

「建教合作」方式興辦二年制技藝專科學校，計

有藝術、師範、農業、工業、商業、行政管理、

醫藥護理醫事、海事、家政、體育、市政、外國

語文、軍事技術類型學校相繼成立。同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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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提升職業學校師資，另於師範大學增設

工業教育系、家政系、工廠師資訓練班，中興

大學增設農業教育系、農具師資訓練班，以及海

洋學院、護理專科學校增設科系等，最終於1968

年，實施影響深遠的九年國民教育。

五、結語：一段新興的建築歷史時期

保存歷史建築的意義，在於建物突出的歷史

性（historic）特色，英國保存建築師Bernard M. 

Feilden在他的專書《歷史建築保存（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一書中做了如下的定義：

「一棟歷史建築乃是一個能給予我們驚奇的

感覺，並令我們想要去瞭解更多有關創造它的人

民與文化的建築物。它具有建築的、美學的、歷

史的、紀錄性的、考古學的、經濟的、社會的，

甚至於政治的、精神的，或是象徵性的價值。它

是我們文化自明性和連續性的象徵，也就是我們

遺產的一部份。它在歷經一百年的使用而能克服

政治大學四維堂（1958年）

台大體育館（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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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而繼續存在，則其具有真正的資格被稱為歷史性的」。

所謂的100年，係指建物建成後屹立迄今的時間。每個國家因其歷史

環境不同，時間的因素考量亦有差異，以美國國家公園歷史建築的登錄而

言，不到50年以上的建築物，是主動排除於歷史建築之外的。同樣的，有

悠久歷史文化的中國，清代時期（約100-380年前）的建築在過去數量眾

多的情況下，幾乎甚少成為文物保護單位的焦點。

對Feilden而言，時間因素不只是驗證建物的基本門檻而已，事實上

台藝大創校時期的校舍

（今版畫藝術研究所，1960年）

北科大行政大樓（今第一教學大樓，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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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說明了一件至關重要的保存哲學觀念，也就是

說如果一棟房子可以克服如人為拆除、改建、天

然水災、地震等各種危險而繼續存在，代表這棟

房子的保存環境是相對穩定的，未來投入的保存

成本（如修復、補強）亦相對更為低廉，也更可

行。

    近年來，隨著近代建築、產業遺產保存觀

念的推展，儘管建築時間的因素已非文化資產指

定時的絕對要件，然作為評估標準的參考，時間

因素仍舊無法避免地表現出歷史越久，越有價值

的趨勢，一如老酒沉香、薑桂老辣一樣。

以50年而論，1965年顯然是個門檻。文化資

產保存法於1982年公布施行迄今已超過三十餘

年，初期的古蹟指定，由於審議委員多以歷史學

者為主，年代久遠之要求顯然成為必備的標準，

因此明鄭、清代時期的建築案例，便成為初期文

化資產的主要類型，甚至曾有「創建年代」的迷

思出現。

自1990年代以後，隨著古蹟指定觀念的解

嚴，殖民時期（日本時代）的官署廳舍建築，如

總統府、臺北賓館、新竹州廳、臺南州廳⋯等，

都因其年代悠久、構造精美，並具特殊建築特

色，開始成為台灣文化資產指定的主要代表案

例。

2000年以後，隨著國有眷舍土地標售帶來的

危機，全台各地日據時期各類官舍、社宅、住宅

等泛稱為「日式宿舍」的建物，在陸續拆除的同

時，也成為近十餘年文資保護的主要對象之一，

如台北青田七六、紫藤廬、宜蘭設治紀念館、新

竹辛志平校長故居、台中文學館、雲林故事館

（虎尾郡守官邸）、台東寶町藝文中心，都是這

一風潮下為人熟知的保存成果。

相較之下，1945年至1970年間這段代表台灣

經濟起飛前期的重要歷史階段，似乎在保存風

潮中隨波逐流，尚未受到文資界的重視，儘管

過去曾有台北清真寺（1960，楊卓成）、中山樓

（1966，修澤蘭）、臺大學生活動中心（1961，

王大閎）等已成為文化資產，但這些建物的留

存，多因為台灣近代著名建築師的代表作品而受

到關愛。光復後的各類建築卻因狀況不明、論述

無多，而未受到該有的注視，目前舊台北市議會

（1964）、國光客運台北西站（原公路總局台汽

西站，1954）再度引發保存論戰，都說明了文資

發展的最新趨勢及課題。

回應世界近代遺產保存的潮流，作為台灣經

濟奇蹟的基礎建設時期的代表性建物，未來勢必

成為台灣文資指定過程中最受關注的對象。

    

注釋：

1. 其法已於2016年7月27日修正通過，新的文資法第15

條規定：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

竣逾五十年者，或公有土地上所定著之建造物及附

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五十年者，所有或管

理機關（構）於處分前，應先由主管機關進行文化

資產價值評估。可供參考。

2. 所謂處分之概念，係為「事實上之處分」（係就權

利標的物加以物質之變形、改造、毀損）與「法律

上之處分」（指法律上權利之直接或間接變動）。

其中，已指定為古蹟之建造物，文資法禁止事實上

之處分，而就法律上之處分，則設有第31條之「優

先承買權」予以規範。

3. 其修法理由係依文建會95年7月12日文壹字第

0951102389-2號函釋，以第8條所稱「公有」文化資

產，係指國有、地方所有（包括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所有）以及國營事業所有之文化資

產。其中並認為不僅國營事業，還包括地方公營事

業俱在公營事業概念範圍內，因此建議亦應全部一

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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