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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義公民會館 
2) 台北之家 
3) 西門紅樓 

1) 20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 
2) 臺中市長公館 
3) 臺中放送局 
4) 雲林故事館   虎尾郡守官邸 
5) 嘉義鐵道藝術村 

1) 夕遊出張所 
2) 武德殿 
3) 族群音樂館 

1) 宜蘭舊農校校長宿舍 
2) 宜蘭舊主祕公館 
3) 花蓮松園別館 
4) 專賣局台東出張所宿舍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信義公民會館 

會館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50號(A館)、52號(B館)、54號(C館)及56號(D館)。 

會館電話：(02) 2723-7937。  

開館時間：周二至周日9：00-16：00免費參觀。  

休館時間：週一暨國定假日。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信義公民會館 

常設展 
（眷村文化） 

特展 
（藝文展覽） 

好‧丘 
（中子文化

公司） 
創意市集 藝文活動 

地方政府 
原四四南村眷村 
現屬信義區公所 

經營模式 

Simple Life簡單生活 OT 社區自治 信義區公所 

餐飲 
場地
租借 展覽 

商品
販售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信義公民會館 空間規劃 

●特展館（A館）： 

  文化藝術性特展。 

●眷村展示館（B館）： 

  四四南眷村文物紀念中心。 

●展演館（C館）： 

  目前「好，丘」餐飲事業。 

●社區館（D館）： 

  里民活動場地。 

●周邊廣場： 

  市集、音樂會等活動。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信義公民會館 

1. 設計特展 
2. 企業文化
藝術性展覽 

特展(A館或D館)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信義公民會館 

1. 空間格局重現 
2. 當代用品展示 
3. 特色美食呈現 
4. 手工藝展覽 
5. 多媒體放映室 

眷村文化展覽(B館)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信義公民會館 

1. 供應輕食簡餐 
2. 設計品販售部 
3. 小型展演空間 

休閒飲食(C館)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信義公民會館 

1. 藝文活動 
2. 創意市集 

廣場活動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信義公民會館 

1. 藝文活動 
2. 創意市集 

廣場活動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台北之家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8號(捷運中山站旁) 
電話：(02)2551-7786 
電子信箱：service@spot.org.tw 
開放時間：11:00~2:00am 
電影院播映時間：12:00am~12:00am(共六場) 
票價：非會員成人票220元(會員優待票150元)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台北之家 經營模式 

OT 

餐飲 
展覽 
活動 

電影
院 

商品
販售 

光點 
電影院 

光點 
紅氣球 

珈琲 
時光 

迴廊 
展覽館 

多功能 
藝文廳 

光點 
生活 

地方政府 
市定三級古蹟 

(前身為美國駐台領事館) 

台灣電影文化協會 

經營模式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台北之家 

1. 每日常態性播映六場影片。 
2. 88席座位。 
3. 開放時間：12:00PM~12:00AM 

電影院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台北之家 餐飲 

1. 供應輕食和咖啡。 
2. 皆是以侯孝賢導演所執導的電影來命名，菜名引用電影

中所提及的名稱和詩句等。但是菜餚本身沒辦法並沒有
太大的變化。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台北之家 

1. 規劃為多功能用途，內部設有電影藝文相關書櫃，提供民
眾在此自由閱讀。 

2. 不定期舉辦座談會、演講、新書發表會等等。 
3. 配合「光點電影院」映演之電影或協會所策劃的影展主題。 

展覽活動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台北之家 

1. 以「生活」為主張的商店，堅持原創手作的精神，集
合精緻創意商品，傳達另一種「新生活概念」，將在
地文化的感動帶給大家。 

2. 有別於一般創意商品商店，光點生活與電影結合，特
別規劃一嚴選的最新影音商品區。 

商品販售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西門紅樓 

地址：108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0號 
電話：(02)2311-9380 
傳真：(02)2314-2927 
E-mail：service@redhouse.org.tw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11:00-21:30 

     週五至週六延長11:00-22:00 

     每週一固定休館 

mailto:service@redhouse.org.tw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西門紅樓 經營模式 

OT 

地方政府 市定三級古蹟 
(前身為紅樓戲院)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經營模式 餐飲 
展覽 
活動 

電影
劇場 

商品
販售 

文創
基地 

二樓
劇場 

紅樓
茶坊 

露天
咖啡 

中央
展區 

河岸
留言 

創意
市集 

月光
電影 

精品
區 

16 
工房 

孵夢
基地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西門紅樓 

1. 二樓劇場目前以文化劇場為規劃方向，亦提供租借使用，
展覽、記者會、頒獎典禮…等多元化的活動形式。 

2. 月光電影院，每週三在捷運1號出口前的「西門紅樓」，每
週六於武昌街底的「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撥放電影。 

劇場電影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西門紅樓 

1. 西門紅樓茶坊提供輕食餐飲服務，亦提供小型展覽使用。 
2. 南廣場自2008年9月起，由「西門食品零售市場攤商自治

會」管理，露天咖啡吧塑造風格多樣的特色，亦成為全亞
洲著名的同志色彩濃厚聚集區。 

餐飲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西門紅樓 

1. 中央展區(八角樓一樓)提供展覽空間，不久前有【百年
祝福．紅樓物語】特展。 

2. 知名的河岸留言位於西門紅樓，是一個提供許多音樂人
表演的展演空間。 

3. 北廣場每週舉辦創意市集，吸引人潮，也給創意工作者
一發展平台。 

展覽活動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西門紅樓 商品販售 

精品區提供便利
的地點及多樣性
的商品，堅持提
供台灣製造、台
灣設計並且富有
獨創性的品牌商
品。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西門紅樓 文創基地 

台北市文化局擇定西門紅樓作為「文創產業育成中心」，以
「16工房」、「孵夢基地」2個空間，提供年輕創意人才創
業所需的培育環境。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西門紅樓 文創產業育成中心未來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台北市文化資產發展委員會-文創資源專區網站) 



模式 主管機關 營運單位 經營方向 合作條件 

信義公民
會館 

OT 原四四南村
眷村 
現屬信義區
公所 

Simple Life 
簡單生活、 
信義區公所 
 

商品販售 
餐飲 
場地租借 
展覽(常設展-眷村
文化、藝文展覽) 

1. 場地租借需收取費
用 

2. 餐飲營收歸營運單
位 

台北之家 OT 
 

市定三級古
蹟 
(前身為美
國駐台領事
館) 
 

台灣電影文 
化協會 

商品販售 
展覽活動 
餐飲 
電影院 
 

1. 電影院門票為主要
收入來源 

2. 咖啡廳曾委外，但
因過於商業化且不
易配合光點本身的
活動回饋消費者，
而將經營權收回 

西門紅樓 OT 
 

市定三級古
蹟 
(前身為紅
樓戲院) 

台北市文化 
基金會 

文創基地 
商品販售 
展覽活動 
餐飲 
電影劇場 
 

1. 場地出租為主要收
入 

2. 文創孵夢基地以招
商方式進行 

老建築新規劃－北部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20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 

歷史背景 

1988年，當時的省文化處（現已改制

為文建會中部辦公室），委託東海大學

所做「藝術家傳習、創作及相關展示場

所專案評估」規劃案，發展出「鐵道藝

術網路計劃」，透過查訪全台灣鐵道倉

庫、辦理先期藝術推廣活動、整建、藝

術家進駐的方式。將台鐵在各個城鎮閒

置的貨運倉庫變為藝術創作與展演的空

間。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20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 

運作型態 

藝文空間、經營咖啡館、藝文書店、

策劃展覽、舉辦表演活動、藝術家

進駐、表演團隊小劇場 

 

內部空間：咖啡館、藝術展演空間 

外部場域：活動廣場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20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20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 

操作過程中面臨之困境 

1.整個土地的所有權屬於鐵路局，整個

計畫的推動與協商過程，主要是由行政

院文建會主導，而鐵路局與台中市政府

皆非主辦單位，因此缺乏建立良好之溝

通管道。 

2.整個都市計畫的變更，因時間過於允

長且修訂新法不易，使得變成整個推動

問題最大之關鍵便落在於都市計畫之變

更無法反應時效。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20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 

操作過程中面臨之困境 

3.在空間規劃部分，因建築專業領域與

藝術工作者對空間的認知不同，因此產

生意見分歧之現象，且整個規劃案因牽

涉到原面積的變動，變成屬於改建行為，

需採用新的建照核發制度進行審查，根

本無法通過，因此整個事件也看出歷史

空間的規劃意像需要更多元性與多樣性

的考量，因此在建築技術與消防法令上，

亦是及需要突破之地方。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20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 

操作過程中面臨之困境 

 

4.再經營規劃管理的部分，因整個閒置

空間的規劃，是需要時間及長期經營的

部分，但目前只能簽一年合約，合約滿

後再重新採購招標，使的很多藝術工作

團隊的永續經營上，產生非常不確定性

之因素。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20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 

二十號倉庫藝術村經營新方式 文建會

補助改採三年計畫 

 

將過去一年一期的委外辦法，調整為三

年，鼓勵經營團隊提出長遠規畫的願景，

透過代理藝術家的創作，或者和企業界

合作舉辦展演活動等模式，開發爭取多

方資源與營收的能力，希望透過新機制

的實驗，達成未來進駐經營的藝文團隊

自給自足的可能性。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臺中市長公館 

歷史背景 

台中市長公館於2002年公告登錄為台

中市歷史建築，是全國第三個掛牌的歷

史建物，也是台中市保存情況最完整的

日治時期洋房宅院建築。 

2003年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進行宮原武

熊住宅為主的歷史建物修復工程，恢復

原有建築原貌後，95年委託博物園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運作型態 

1. 以「創藝、公館」為定位，創意、

設計、藝術、文化與休閒等經營

面向。 

2. 提供臺中市文學、美術、音樂、

舞蹈、戲劇等藝術家舉辦展覽演

出、講座、座談會、工作坊 

3. 民眾休憩活動的空間，提供餐飲、

展覽與創意設計相關商品展售等

服務。 

臺中市長公館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臺中市長公館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資料來源/2006 台灣文化資產保存年鑑 

臺中市長公館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臺中放送局 

歷史背景 

於民國九十一年(西元2002年)經台中

市文化局列為歷史建築，民國九十四年

(西元2005年)七月底整建完成，更名為電

台街一號。 

台中放送局仍原址保留，經文建會撥

款整理，由市政府管理，大千電台團隊

經營，以廣播博物館的方式呈現，是目

前唯一主題與歷史建物吻合的放送局。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運作型態 

1. 志學塾：學習的空間。提供書籍

翻閱，給遊客閱讀與學習。 

2. 展覽會議空間 

3. 有情門放送局門市 

4. 二樓：臺中放送局相關展覽「過

去‧現在‧所以未來」展示區。 

5. 花園 

臺中放送局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資料來源/ 2005 台灣文化資產保存年鑑 

臺中放送局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臺中放送局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雲林故事館   虎尾郡守官邸 

歷史背景 

民國八十五年左右，宿舍被閒置荒廢。

民國九十三年虎尾郡役所在縣政府的推

動之下，經過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會審查而登錄為歷史建築，並獲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進行修復工程，

於民國九十五年完成驗收。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運作型態 

1. 希冀透過文字、戲劇等方式展演

出地方故事。 

2. 成為口述歷史與文學、繪本創作

的新據點。 

3. 館內將典藏台灣本土作家的文學

創作，舉辦文史、台語、地方故

事志工的培訓課程。 

 

雲林故事館   虎尾郡守官邸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雲林故事館   虎尾郡守官邸 

書坊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操作過程中面臨之困境 

雲林故事館現由雲林故事人協

會承接，屬於非營利第三部門組織，

在政府每年補貼不足，聘請長期正

式員工很困難，需由自己的社工籌

募經費向私人企業募款或寫企劃做

活動向政府申請經費。 

雲林故事館   虎尾郡守官邸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嘉義鐵道藝術村 

歷史背景 

2000年7月，文建會中部辦公室選定

嘉義站為「鐵道藝術網絡計畫」的第二

站（繼台中「二十號倉庫」之後），延

展嘉義鐵道倉庫的新視野，展開架構屬

於藝術家創作發表交流的多元有機空間，

最後正式以「嘉義鐵道藝術村」之名，

對外舉辦展演活動以及倉庫的整建工程。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運作型態 

1. 空間的規劃：創作、展演及營管

區。 

2. 藝術工坊（提供基本創作工具及

設備）、藝術家工作室，提供藝

術家寬廣藝術創作生活空間（起

居室兼個人工作室）與藝術家交

流區。 

3. 營運管理中心、推廣教育中心、

餐飲休閒空間及藝術服務區。 

嘉義鐵道藝術村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嘉義鐵道藝術村 



老建築新規劃－中部 

案名 模式 主管機關 營運單位 經營方向 合作條件 

20號倉
庫 

OT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1. 橘園策展公司 
2. 20號倉庫營運管理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文創平台
發展基金會(現) 

鐵道倉庫藝文、
餐飲休閒空間 

無補助，營運單位自
負盈虧，提撥回饋金。 

臺中市長
公館 

OT 

臺中市文化局 1. 博物館股份有限公司
（95年起） 

2. 官邸花園廚房 

創藝公館（創
意文化、藝術
休閒、展覽、
餐飲、創藝市
集） 
※建築開放參
觀 
餐廳 

第一屆委外經營招標
時，市府補助500萬
元營運經費，但成效
不彰。 
第二屆則採營運單位
自負盈虧，且設定營
收提撥一定比例回饋
金的委外經營模式。 

臺中放送
局 

OT 

臺中市文化局 1. 大千廣播電台、薰衣草
森林 

2. 永進木器廠（有情門） 
  

廣播博物館、
藝文空間、餐
飲服務 

無補助，營運單位自
負盈虧，提撥回饋金。 

嘉義鐵道
藝術村 OT 

嘉義市文化局 嘉義鐵道藝術村藝術咖啡館：
丸三餐廳） 

鐵道藝文場域、
餐飲休閒空間 

？ 

雲林故事
館    OT 

雲林縣文化局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
協會 

文字、戲劇展
演地方故事 

？ 

資料來源：部分自行搜尋資料與《期刊：彰化藝文/陳富珍 ∕ 從臺北市及臺中市的案例談起，對福興穀倉未來的一些期許
/2007.07》內容整理表格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夕遊出張所(原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南支局安平分室) 

地址：708 台南市安平區古堡街196號 
服務專線：06-3911088 
開放時間：一至五 11：00 - 19：00 
                    六至日 10：00 - 20：00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夕遊出張所 

歷史背景 

原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南支局

所成立的安平支局，後因組織精簡之

故改名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南支

局安平分室」。 

東向為煎熬鹽試驗工廠；北面有

儲藏室、真空鹽工場及高大的煙囪；

西向則是鹽區倉庫，在光復初期事務

室更改為宿舍，提供鹽務總局的家屬

住宿。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運作型態 

1. 空間大小：佔地約百坪 

2. 運作型態：體驗、餐廳、展覽、美

容體驗、展演區、戶外休憩。(伴

手禮販售、展示創新鹽雕及世界各

地具特色的鹽) 

3. 空間運用：室內-餐廳、小型會議

室（茶之間）、主題展覽室、伴手

禮室、日式和室、超音波美容儀體

驗室。室外-雅座區、祈福區、樂

團演奏區、庭園(觀賞夕陽)。 

夕遊出張所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販售餐點、飲料、伴手禮 

鹽雕作品、紀念品 

「雪鹽燒」-敲碎外面包裹的鹽，裡面是蛋-35元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經營者：地方企業－皇尚集團， 2010年取得夕遊出張所的經營權。 

 

台南舊建築與文化傳承：為鹽續鹽業文化，特打造「夕遊塩之旅」。 

 

套裝旅遊規劃方式： 

結合北門之夕遊井仔腳(歷史建築-原北門井仔腳瓦盤鹽田)、七股夕遊鹽樂

活村(歷史建築-原七股鹽場)、音波觀光工廠(原臺南安順鹽場所在地)、 夕

遊出張所(市定古蹟-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南支局安平分室)、 夕遊靜泊行

館(原台鹽日式宿舍)、夕遊水逸埠頭(市定古蹟/原安平海關/運河博物館)、

安平鹽屋(鹽創館)各個景點，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高雄武德殿 

電  話：07-5318845 
傳  真：07-5317498 
地  址：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36號 
營業時間：每週二至週日10:00~17:00(每週一休館)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高雄武德殿 

歷史背景 

起源於日據時代時日本人在台建造

的武道場，用以練習柔道、劍道、弓

道等日本的傳統技藝。各地武德殿建

造落成後，主要由當地警察機關負責

管理與應用。 

在民國光復後轉由鼓山國小管理，也曾因校舍不足而

做為教室與宿舍使用，歷經多次風霜，直到1999年，武

德殿經指定為高雄市市定古蹟後，武德殿成為遊客遙想

當年，緬懷過往歷史的地方。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運作型態 

1. 空間大小：約可容納一百人 

2. 運作型態：劍道體驗課程、休閒旅

遊、學習柔道區 

3. 空間運用：建築內部主要分兩大部

份，東邊為學習劍道區，西邊則是

學習柔道區，約可容納一百人，屬

當時的警察署管轄，(即今臨海二

路與臨海一路交叉處的永光行) 

高雄武德殿 

柔道與劍道練習區 

貢奉著日本的神及有日本盔甲武士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羅馬柱及破唐風, 是和洋混合板建築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族群音樂館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61號 
開放時間：平日下午2:00~晚間10:00 
     假日早上10:00~晚上11:00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族群音樂館 

歷史背景 

屏東縣族群音樂館原為孫立人行館，在

更早之前原是一個日治時代空軍招待所，

為一傳統日式構造建築，後經國民政府接

收，改為孫立人將軍行館。 

其後因孫將軍也沒來過幾次，後來反倒

成了專屬空軍高階軍官的招待會館；屏東

縣政府秉著歷史建築再利用的精神，將具

有日本與西洋綜合式建築的孫立人行館，

整建為「屏東縣族群音樂館」。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運作型態 

1. 空間大小：室內外空間廣大，共佔地1015坪 

高雄族群音樂館 

靜態的資料與展示 

2.  運作型態：以民族音樂博物館為設立願景、

多功能演講廳、廣場設露天咖啡座 

3. 空間運用：在於屏東縣內有豐富多元的族

群音樂（河洛的恆春民謠、滿州民謠、客

家山歌及八音、及原住民歌謠、口鼻笛）。 

4. 新館則包括小型演藝廳、階梯研習教室及

典藏室，未來將不定期規劃舉辦音樂會、

研習會等供民眾參加。 



老建築新規劃－南部 

案名 模式 主管機關 營運單位 經營方向 合作條件 

夕遊出張所 OT 市定古蹟-原
臺灣總督府
專賣局臺南
支局安平分
室 

皇尚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體驗、餐廳、
展覽、美容體
驗、展演區(產
品、樂團表演)、
戶外休憩 

在地企業經營，免費參觀 
體驗部分收費 

武德殿 OT 
 

文化部指導 由社團法人 
高雄市劍道 
文化促進會 
推廣「武術」 
與「品德」 
兼備的教育 
機構 

劍道體驗課程、
休閒旅遊、學
習柔道區 

社團法人經營，免費導覽，
但課程需要收費。 
權利金每年6 萬元，稅後盈
餘500 萬元以下，提撥10%；
稅後盈餘500～1,000 萬元，
提撥15%；稅後盈餘1,000
～2,000 萬元，提撥20%；
稅後盈餘2,000 萬元以上，
提撥30% 

族群音樂館 
 

OT 
 

屏東縣政府 採委外經營 
模式，由種 
子咖啡經營 
音樂館業務 

族群音樂、社
區居民及表演
團體相結合
（配合縣政府
文化政策活動） 

每年收營運權利金302,000 
元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宜蘭舊農校校長宿舍 

•主管機關：宜蘭縣政府 

•目前現況：宜蘭文學館 

•委外經營：九穀日式料理 

宜蘭舊主祕公館 

•主管機關：宜蘭縣政府 

•委外經營：九穀日式料理 

花蓮松園別館 

•主管機關：花蓮縣政府 

•委外經營：祥瀧股份有限公司 

•重點維護：主體建築基本原貌修復、保護松樹等景觀資源。 

專賣局台東出張所宿舍 

•主管機關：台東縣政府 

•目前現況：台東兒童故事館 

•委外經營：臺東縣故事協會 

•重點維護：本建物為木構造建築，應予重點防火，防蟲蟻等維護事項。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南門林園歷史空間 

包含宜蘭設治紀念館(歷任宜蘭首

長的官邸)、宜蘭文學館(舊農校校長

宿舍)、九芎埕(舊主秘公館)以及舊

宜蘭監獄門廳。 

南門林
園歷史
空間 

宜蘭設
治紀念
館 

九芎埕 

宜蘭監
獄門廳 

宜蘭文
學館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宜蘭舊農校校長宿舍 

舊農校校長宿舍為傳統日式木構造，屋架為寄棟屋根，桁架

構架為二重樑小屋組。整修方式原貌修復，保留原建築的空間

格局和時間感，木料、屋瓦多採用舊料，並採用傳統工法修復。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經營現況(宜蘭文學館) 

 
本建築修復工法，有別於其它修復案之使用大量的防腐木料，

舊農校校長宿舍使用物理環境控制（通風、防潮）的方式，達

成防蟲的效果。 

可免費參觀，目前有九穀咖啡進駐，販售咖啡與簡易茶飲。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宜蘭舊主秘公館 

本建物約於1906年完工，為傳統日式木構造，原供庶務課長

居住，戰後改成縣府主任秘書宿舍。基地內有良好的林相及設

施，且為南門官舍群中規模較大、完整的日式住宅，於2001至

2003年進行整建再利用，提供展演、餐飲、交流等可以消費的

空間，委託民間經營管理。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經營現況(九穀日式料理) 

 
本建築約興建於1906（明治39）年，是宜蘭廳署興建的日式宿舍之一，

毗鄰首長官邸，後作為宜蘭縣政府主任秘書住處，現宜蘭縣政府保留並

登錄為歷史建築，作為90年度閒置空間再利用計畫目標，再利用可作為

宜蘭設治紀念館之延伸。該建築為傳統日式木構造，主體建築為桁架式

構造，目前地板、壁面、天花板損壞較嚴重，木構架情況尚可。現再利

用為九芎埕藝文空間。 

原為武藏坊日式料理宜蘭店更名為九穀日式料理。目前經營者是原武

藏坊創辦人何錫侑胞弟何政憲先生。除此之外也進駐宜蘭文學館販售咖

啡、茶飲。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花蓮松園別館 

日治時期(1942年)建造，為花蓮港的兵事部辦公室，位於花蓮市松園街

65號(舊址：水源街26號)，與付近的放送局、海岸電台與自來水廠等處的

松林連成一片，可俯瞰美崙溪入海處、花蓮港及太平洋海景，輕易掌控出

入於南濱海面船隻及南機場起降航機，加上濃密的松針樹蔭有如大傘保護，

成為日軍在花蓮重要的軍事指揮中心。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經營現況 

後由國民政府軍隊接管，曾作為美軍顧問團軍官休閒

度假中心，後交由行政院退輔會管理迄今。89年由花蓮

縣政府將松園編定為「歷史風貌專區」目前經營團隊為

祥瀧股份有限公司，創立自1996年，主張「Art of Life 

Style」，並以「藝術創新‧文化加值」理念打造國際文創

新舞台。 

松園別館 

展示 

場地租借 

活動 

太平洋詩歌節 

預約體驗 

馬賽克拼貼 

巧克力DIY 

手抄紙 

琉璃串珠 

收費導覽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水源街26號 

電話：03-8356510 

開放時間：園區09：00~18：00展示空間09：00~17：00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專賣局台東出張所宿舍 

屬於日式建築宿舍型，是臺東地區保存少數的歷史空間之一，早期為局

長及員工宿舍，92年度臺東縣政府開始辦理｢日式建築整修再利用規劃設

計｣，成立｢臺東兒童故事館｣，96年8月工程竣工，96年12月啟用，100年

5月由臺東縣仁愛國小委託臺東縣故事協會經營。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經營現況 

 

地址：台東市大同路103號 

電話：089-323319 

開放時間:周二至周日早上10：00～中午12：00、13：30～17：30 

台東兒童故
事館 

兒童公園天地 

故事閱讀 

優良讀物展示 

兒童戲偶演出 

專屬於兒童的故事館，位於台東市

大同路與精誠路交叉口，目前所看到

的日式建築外觀，昔日為菸酒公賣局

的閒置宿舍。建物保有了日式建築的

設計風格以及建築外觀，縣政府將其

規劃為兒童故事館，目前由台東故事

協會經營。 



老建築新規劃－東部 

案名 模式 主管機關 營運單位 經營方向 合作條件 

宜蘭舊農校
校長宿舍 

OT 宜蘭縣政府 
 

九穀日式料理 
 

宜蘭文學館(販
售咖啡、茶飲) 
 

免費參觀、販售咖啡與簡易
茶飲 

宜蘭舊主祕
公館 

OT 
 

宜蘭縣政府 
 

九穀日式料理 
 

日式料理、販
售咖啡、茶飲 

展演、餐飲、交流等可以消
費的空間 

花蓮松園別
館 

OT 
 

花蓮縣政府 祥瀧股份有限公 
司 
 

展示 
活動 
預約體驗 
 

場地租借、收費導覽 

專賣局台東
出張所宿舍 

OT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故事協會 
 

兒童故事館 



老建築新規劃－總結 

1. 老屋規劃與經營若能深入社區的公共活動，與地方社區有高度的互動，
除了能讓藝文空間更有機會生根茁壯外，回饋當地民眾也能增加居民參
與意願。 

2. 若創意運用在公共服務上，推出親子日、敬老日等新鮮企劃，鼓勵市民
參與，也可以有效吸引人潮。 

3. 創意空間經營的另一重點在於「跨界整合」，與週遭友館或文化資園景
點（竹山菸葉輔導站、竹藝文化園區等等）形成網絡，規劃一日遊觀光
行程，結合各館不同特色，資源共享，也可為當地帶來豐富觀光效益。 

4. 觀光是否興盛仍然關係到交通便利性，除了停車場外，也可以利用接駁
車的方式替代。 

5. 假日市集、環境整體氣氛營造（例如露天咖啡、露天電影院等）也可能
是吸引人潮的關鍵。 

6. 老屋為永續經營，商業手段是無可避免的，但主要營收以何為主，仍需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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