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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與目的 

一、 計畫緣起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位於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畫區內，原為「臺灣中興紙

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紙業公司）羅東總廠之四結廠區，於日治時期

開始營運至民國 90(2001)年結束經營。轉為民營化後，由員工集資另成立的興中

紙廠承租部份土地持續經營；現在園區南邊是已閒置的中興舊廠區，北邊是興中

紙廠承租經營的廠房。 

 

竹科中興基地計畫 

民國 93(2004)年，國科會決定本基地和「宜蘭城南基地」為「通訊知識服務

園區」預定地。民國 94(2005)年行政院核定竹科宜蘭園區中興基地。民國 97(2008)

年公告「變更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五結中興

基地）案都市計畫變更」。在中興、興中承賃契約和土地徵收問題下，民國 99(2010)

年 11 月放棄基地開發。民國 102(2013)年 2 月，行政院核定同意中止開發。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誕生 

在行政院無意接續開發下，宜蘭縣政府配合經建會「家有產業產業有家」政

策，於民國 100(2011)年開始進行中興文創園區規劃，並於民國 102(2013)年完成

規劃確立開發主體及開發模式。園區 31.64 公頃，空間發展分為【（政策）核心

設施/文創產業專區】、【發展設施區】、【生活支援服務設施區】。 

在此之中核心設施暨文創事業專用區面積約 10 公頃，為發展文創產業之核

心區。主要面臨舊建築保存再利用與文創產業導入、育成、招商等課題。為延續

民國 102(2013)年的中興文創園區規劃，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於民國 103 (2014)年 8

月 28 日進行「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預定至

民國 104(2015)年 6 月 30 日完成，擘劃保存建物與空間再利用規劃。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1-2 
 

二、 計畫目的與工作內容 

本計畫之執行工作內容如下：  

(一) 政策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內舊建物調查與研究、保存規劃與測繪。 

(二) 建築價值與構造特色釐清。 

(三) 損壞狀況與原因調查。 

(四) 保存建物之修復原則與計畫。 

(五) 保存建物之再利用計畫與增設原則。 

(六) 整體空間使用計畫與設施配置之研擬。 

(七) 專區及周邊動線之規劃。 

(八) 專區內其他各項公共服務設施之規劃。 

(九) 園區發展定位之確定。 

(一〇) 提出圖面編號 4、11、12、13、14、15、16、25、56 之建築物細部設計書

圖。 

(一一) 文創產業導入業種研究分析及建議之整理。 

(一二) 專區未來經營模式與營運管理規劃( 含財務計畫) 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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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範圍與環境現況 

一、 工作範圍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土地範圍，過去為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中興紙業公司）羅東總廠之四結廠區。本廠區依製紙作業另區分為：第一紙廠、

第三紙廠、第四紙廠（第二紙廠為二結廠）。本計畫以第一紙廠為工作範圍。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宜蘭縣五結鄉中興路三段 8 號。 

工作範圍：核心設施暨文創事業專用區。如【圖 1-2-1】所示。 

 

【圖 1-2-1】本計畫工作範圍。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位置。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1-4 
 

二、 紙廠土地使用 

中興紙業公司於民國 90(2001)年辦理民營化後部分廠區即停工，目前園區可

分為二區，南側為原中興紙業公司第一紙廠，北側為原中興紙業公司的第三紙廠

與第四紙廠，現為興中紙業公司承租土地使用。 

(一) 南側（本計畫工作範圍）：土地約有 13.6 公頃土地，於中興紙業公司停工後

即閒置，相關造紙廠房、倉庫與辦公室等建築物仍散佈其中，製紙機具均已

拆缷搬除。 

(二) 北側：興中紙業目前仍持續生產使用，唯多數生產機具設備已轉移至二結紙

廠，因此有部分廠房已經閒置。 

 

【圖 1-2-2】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土地使用現況。資料來源：底圖為 google map，本研究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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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周邊環境現況 

(一) 園區周邊土地與公共設施 

依【圖 1-2-3】所示，目前狀況如下： 

1. 園區東側：臺鐵宜蘭線鐵路用地，園區南側、西側：住宅區。 

2. 學校用地：興中國中、中興國小。 

3. 機關用地：北側中油加油站、西側宜蘭監理站。 

(二) 交通條件 

本區交通便捷，包括：公路、鐵路運輸系統（【圖 1-2-4】）。目前園區聯外交

通以公路為主，南北向有國道五號、台 2 省道（濱海公路）及台 9 省道（中正路），

東西向為 196 縣道、宜 24 鄉道（中興路）等主要道路。 

1. 台 9 省道(中正路)：往北接蘭陽大橋到宜蘭、往南可到羅東市區。 

2. 國道 5 號：南側的宜 24 鄉道(中興路)往東走可接國道 5(蔣渭水高速公路)、

往西可到羅東運動公園 

3. 宜蘭線鐵路：本區東側臺鐵在設有中里站，目前為無人之招呼站，僅區間車

停靠。 

(三) 文化資源 

 

二結穀倉、二結車站 

 

四結教會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照片 1-2-1】二結、四結、羅東地區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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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周邊環境現況 

 

【圖 1-2-4】中興文化創意園區聯外交通 

圖面引自：《宜蘭中興文化創意園區規劃研究案＜臺灣紙文化產業研發體驗園區＞成果報告書》，

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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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上位計畫與相關執行成果 

一、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的規劃進程 

中興紙業羅東總廠四結廠從日治時期即闢建營運，一度是國內重要的國營事

業，民國 90 (2001)年辦理民營化，民國 94(2005)年經行政院核定為竹科宜蘭園區

中興基地進行開發，作為通訊知識服務園區。然因開發延宕及外在投資環境改變，

行政院在民國 102(2013)年 2 月正式同意國科會中止開發中興基地。宜蘭縣政府

為促進地方發展，於是決定將中興基地轉型開發為「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一) 五結( 學進地區) 都市計畫範圍 

 

【圖 1-3-1】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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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竹科中興基地計畫圖 

民國 93(2004)年：國科會辦理竹科宜蘭園區評選，選定五結中興基地與宜蘭城南

基地。 

民國 94(2005)年：行政院核定中興基地開發。 

民國 97(2008)年 1 月：公布實施「變更五結（學進地區）都市計畫（新竹科學工

業園區宜蘭園區五結中興基地）」。 

 

【圖 1-3-2】竹科中興基地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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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紙文化產業研發體驗園區主要計畫圖 

民國 99(2010)年 11 月：放棄中興基地開發。 

民國 100〜102(2011~2013)年：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宜蘭中興文化創意園區」規劃

案。 

民國 102(2013)年 12 月：宜蘭縣政府進行都市計畫變更「變更五結( 學進地區) 都

市計畫（臺灣紙文化產業體驗園區）案書（草案）」。1 

 

【圖 1-3-3】臺灣紙文化產業研發體驗園區主要計畫圖 

  

                                                      
1
 「變更五結( 學進地區) 都市計畫( 臺灣紙文化產業研發體驗園區) 案細部計畫案書(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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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區發展計畫圖 

 

【圖 1-3-4】分區發展計畫圖 

北側原興中紙業部分：  

承租範圍由中興紙業標售、部分面積可變更觀光工廠。需回饋公共設施，且得標

者須進行區內公共設施開發及捐贈予縣府所有。 

宜蘭縣政府承購部分： 

縣府向中興公司協議價購取得生活支援區及南側文創園區範圍土地後，進行區域

短期活化方案。 

文創園區用地：區內保留建物整建維護。 

生活支援區用地：未來用以標售的部分用地( 標售面積計 5.78 公頃)，用以達整

體計畫財務自償。 

中油用地：  

若宜蘭縣政府與中油用地進行交換分合，則考量原基地西北方為圓弧狀非形狀完

整街廓，加入原中油機關用地共同規畫。變更分區後，以交換方式使縣府及中油

皆取得方整基地。同時由中油公司回饋 50% 用地予宜蘭縣政府，該回饋用地分

別作綠地及可開發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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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紙廠歷史調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之核心設施為日治時期昭和 10-12（1935-1937）年由「臺

灣興業株式會社」所興建之羅東工場，然而其設立又源自於大正 7（1918）年「台

南製糖株式會社」開創製紙事業而興建之二結紙廠。本章為了解製紙廠之創建與

變遷過程，蒐集日治時期的調查研究報告、地方誌、人物誌與《臺灣日日新報》

等文獻資料，藉以釐清蘭陽平原製紙事業之開端與背景，以及之後遭遇到的問題

以及解決的方式，包括從二結紙場到羅東工場之興建，與其後之變遷。並且由中

興紙業公司年誌、工場建築圖面、檔案管理局典藏的中興紙業公司檔案，以及戴

寶村、高志彬、蘇美如等人之中興紙廠調查研究報告1，彙整戰後國民政府接收

之後，繼續營運之狀況。  

第一節 紙廠之創設與經營變遷 

清代臺灣的製紙業者是承襲中國傳統製法，以桂竹等竹纖維為原料，製成「粗

唐紙」或「竹紙」。日本統治臺灣後，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將在明治 39（1906）

年由真室幸教到中國進行製紙過程的調查成果，以及明治 40（1907）年殖產局黑

谷技手對臺灣的製紙狀況進行的調查結果，彙整成明治 42（1909）年出版的《本

島製紙業調查書附清國製紙業地視察錄》，其中記載了臺灣竹紙產業的之原料產

地、竹林種植與經營方式、竹林借貸與買賣、竹筍採伐與搬運、粗纖維買賣、勞

動狀況、生產額、買賣等項目之調查成果。可以得知當時廣植竹林的嘉義廳紙產

量最高，有 250 戶製紙業者；斗六廳次之有 70 戶業者，新竹廳有 39 戶業者2。 

明治 41（1908）年日本三菱製紙會社之佐久間技師等人來台即至嘉義與斗六

視察，並發表看法，認為目前當地雖有廣大的竹林，然而竹材的利用方式可以說

並未充分發揮其經濟價值，然而以公司來經營竹材製紙事業，仍需要考慮材料運

輸，以及竹材是否能成為適當的紙漿材料等問題，必須進一步調查才能作決定3。

次年六月三菱製紙場在嘉義林內開工，明治 43（1910）年日日新報中刊載抄紙場、

荷造室、原料倉庫等已建成，即將落成的原料調製室、附屬鐵工場等都設計得很

堅固，使用鋼筋混凝土構造，總建坪有一千八百坪。包括有蒸釜室、製藥室、原

                                                      
1
 戰後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台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立法院公報第 100 卷第 24 期委員會紀錄》

及興中紙業公司網站 http://www.hcpaper.com.tw/hc_about.aspx。高志彬，《中興紙廠產業人文調

查研究報告書》，民國 82 年。蘇美如，《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中興紙業及興中紙業）

文化景觀登錄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民國 92 年。 
2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本島製紙業調查書附清國製紙業地視察錄》，明治 42 年 3 月 31 日。 

3
 「三菱と竹材製紙」，《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1 年 3 月 19 日。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MDYA17/record?r1=6&h1=1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MDYA17/record?r1=6&h1=1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MDYA17/search?q=cau=%22%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BA%9C%E6%B0%91%E6%94%BF%E9%83%A8%E6%AE%96%E7%94%A2%E5%B1%80%22.&searchmode=basic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MDYA17/record?r1=6&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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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破碎室、發電室、氣罐室、打漿槽（「プローピット」）等基礎設施也已完成。

蒸釜室為高七十尺的高層建築，原料粉碎室設有唧筒，可將粉碎材料送往高層煮

沸，再到製藥室加入化學藥品（亞硫酸）溶解，流進打漿槽精選，再到調製室漂

製，接著到抄紙室製成粗紙。預定十月開始生產4。但九月就發生水災5，次年又

發生竹林火災6，明治 45（1912）年三月才舉行開業式7。起初生產量有限，次年

才逐漸好轉，也將製紙原料試驗性的賣到日本。可以說是台灣以竹材機械製紙的

開拓者8。然而，之後雖然歷經改善與試驗，仍然因為連年的風水害，以及製造

上成本與製作過程遭遇到種種問題，而於大正 3（1914）年停產9，大正 5（1916）

年正式決定關廠10。 

  

【圖 2-1-1】1920 年，竹紙の製造，本照片為將

竹子置於石車中壓碎的情形。資料來源：臺灣

大學圖書館。 

【圖 2-1-2】1920 年，竹紙の製造，本照片為製

作完成後之竹紙。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 

一、 宜蘭之紙廠創設 

然而，隨著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生活水準與文化的提升，紙的需求急速增加。

日本本來紙漿的原料多仰賴北海道與庫頁島的森林提供，但要立即增產仍然是有

所不及。因此，他們注意到台灣製糖業的發展日益興盛，特別是當時的台南州是

製糖業的中心，生產量占全台的一半以上，當時台灣最大的「臺南製糖株式會社」

（以下簡稱「臺南製糖」）即著眼於製糖所剩下的蔗渣，雖然可做為燃料使用，

但如能研發作為紙漿，更可以提高製糖之經濟效益。 

另一方面，宜蘭的蘭陽平原本來就是水鄉，有豐富的灌溉水源，農作物的大

                                                      
4
 「三菱製紙場近況」，《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3 年 3 月 5 日。 

5
 「嘉義廳下風水被害後報」，《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4 年 9 月 8 日。 

6
 「竹林燒く」，《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5 年 3 月 14 日。 

7
 「三菱製紙場開業式」，《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5 年 3 月 21 日。 

8
 「三菱製紙近況」，《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2年 1 月 30 日。 

9
 「三菱製紙事業休止」，《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3年 1 月 9 日。 

10
 「三菱製紙閉場に決す」，《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5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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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是一年兩收的稻米。日本政府統治之後，由於總督府鼓勵種植蔗糖，蔗糖也開

始成為重要的農作物。大正 4（1915）年蘭陽平原共有九家製糖廠，其中八家是

由台灣人所經營的傳統製糖廠，一家是日本人經營的「宜蘭製糖株式會社」。大

正 5（1916）年，「臺南製糖」收購了「宜蘭製糖株式會社」，並且擴充改建廠房，

並建立新的運送蔗糖火車系統，提高了宜蘭蔗糖的產量。其他台灣人的製糖廠隨

之失去競爭能力，皆被收編於「臺南製糖」，成為「臺南製糖宜蘭製糖所」獨佔

蘭陽平原製糖業的狀況。11 

  

【圖 2-1-3】1927 年，臺南製糖株式會社宜蘭

製糖所製紙工場全景。資料來源：臺灣大學

圖書館。 

【圖 2-1-4】1926 年，臺南製糖宜蘭工場全景。資

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 

在三菱嘗試新式製法遭遇失敗之後，「臺南製糖」於大正 6（1917）年取得了

彰化丸山氏以甘蔗葉為原料製紙技術移轉權，開始計畫在宜蘭廳二結堡二結庄

「宜蘭製糖所」，作為製糖工場的副業，利用蔗渣、蔗葉作原料來製造紙漿與「洋

紙」。因此，收購製糖所鄰近的 30 餘甲土地做為基地，興建製紙工場。12大正 7

（1918）年 4 月動工、12 月竣工，完工後的製紙工場後來稱為「臺南製糖株式會

社二結製紙工場」。大正 8（1919）年開始製造包裝紙，同時也生產紙漿。13 

製紙事業的推動主要得力於當時的臺南製糖社長鈴木梅四郎和「臺南製糖」

專務麻生誠之。鈴木梅四郎後來成為二結紙場的社長14，他原來就在日本「王子

製紙」擔任重要職務，麻生為鈴木的門人，亦曾任職於「王子製紙」。後來在台

灣擔任「臺南製糖」高層的二人經營製紙業之目的，並非僅止於追求公司利益，

也希望能解決日本製紙原料問題。但這個理想遭逢現實上的困境，因為蔗渣過去

也是製糖工場的燃料來源，作為製紙原料後，製糖燃料勢必以煤炭或其他方式替

                                                      
11

 石計生，《宜蘭縣經濟發展史》，宜蘭縣政府，2000 年，頁 32-36。 
12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臺灣產業年報》（第十三回，大正六年），大正 9 年出版，頁 299。 
13 杉野嘉助，《臺灣商工十年史》，大正 8 年，頁 308。杉野嘉助，《臺灣糖業年鑑 昭和三年版》，

臺灣通信社，昭和 2 年，附錄 3。 
14 鈴木常良，《臺灣商工便覽 第二版》，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社，大正 8 年。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MDYA17/search?q=cau=%22%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BA%9C%E6%B0%91%E6%94%BF%E9%83%A8%E6%AE%96%E7%94%A2%E5%B1%8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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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場設立之初，正逢戰爭景氣好轉時期，物價上漲，雖然紙價也高漲，但煤

炭的價格也不斷攀高，加上宜蘭基隆之間的鐵道此時尚未興建完成，物料運輸費

用也增加了工場成本，使得蔗渣做為燃料之需求仍然存在，以蔗渣來製紙的利基

不如預期。 

在上述種種必須面對的課題之下，營運不久後即因為製紙技術尚未成熟15，

加上戰後景氣反轉，造成紙價暴跌，工場經營陷入困境，最後二結製紙工場於大

正 12（1923）年關廠。16 

同時期，宜蘭廳宜蘭街的臺灣人林元弼也在頭圍堡白石腳庄設工場，利用山

野一帶叢生的栺皮及稻桿等為原料，由日本招聘技術者開始製紙，但在收支無法

平衡下而停業。17 

二、 「三亞製紙會社」、「台灣製紙工業所」與「蔗渣工業試驗所」之努力 

昭和 2（1927）年，「臺南製糖株式會社」在面臨製糖與製紙在財政上的種種

困境18，9 月公司改組後，易名為「昭和製糖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昭和製糖」），

與沖繩的製糖場分開，成為完全只經營台灣本地事業的製糖公司，事業據點包括

本社、四處製糖所（宜蘭、玉井、苗栗、沙鹿）、二處工場（大湖、竹山）以及

東京出張所。其中，本社與「宜蘭製糖所」（分為第一工場、第二工場）地址皆

在「臺北州羅東郡五結庄二結 509」，19可以知道「宜蘭製糖所」的重要性。 

而原來的「臺南製糖株式會社」二結製紙工場，則在鈴木梅四郎等人的積極

奔走下，另行創立製紙公司。由於工場作為臺灣銀行不動產擔保品，因此形式上

是由台灣銀行先以 30 萬圓收購，成為台灣銀行所有。在此之前，鈴木梅四郎先

於昭和元（1926）年 11 月 29 日在東京創設「三亞製紙會社」，資本額 100 萬圓。

發起人除了擔任社長的鈴木梅四郎之外，其他也多為製糖業相關者，包括擔任常

務董事之田島貞雄，與董事長藤山雷太，以及監查人清水喜三郎、赤司初太郎等

人。20當時，推動蔗渣製紙事業的人士們，仍舊期待能在宜蘭能研發成功。鈴木

社長甚至自費派遣下村鎌吉技師到德國學習製紙技術，昭和 2（1927）1 月在下

                                                      
15 當時所用製造紙漿為 86 吋長網式抄紙機，因製漿時的條件及原料處理技術均未臻完善，製品

色澤頗深，僅能做包裝紙用。開工兩年之後，因為製品品質及價格問題，紙廠陷入財政窘境

而停工。資料來源：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

業公司，2008，頁 19。 
16 杉野嘉助，《臺灣糖業年鑑 昭和三年版》，臺灣通信社，昭和 2 年，附錄 3-4。 
17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臺灣產業年報》（第十二回，大正五年），大正 8 年出版，頁 475。 
18 杉野嘉助，《臺灣糖業年鑑 昭和三年版》，臺灣通信社，昭和 2 年，附錄 1-9。 
19

 鳥居兼文，《臺灣總職員錄》，南方文化普及會內，昭和 11 年，頁 372-373。 
20 杉野嘉助，《臺灣糖業年鑑 昭和三年版》，臺灣通信社，昭和 2 年，附錄 20。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MDYA17/search?q=cau=%22%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BA%9C%E6%B0%91%E6%94%BF%E9%83%A8%E6%AE%96%E7%94%A2%E5%B1%80%22.&searchmode=basic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tVCE5w/search?q=pub=%22%E5%8D%97%E6%96%B9%E6%96%87%E5%8C%96%E6%99%AE%E5%8F%8A%E6%9C%83%E5%85%A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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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技師返國後，繼續努力嘗試將製紙作為製糖的副業。期望將可逐漸推廣至臺灣

各地，在製糖工場所在地設立製紙工場。21而「三亞」之名稱正是希望將來可以

製紙事業可以橫跨「亞細亞」、「亞弗利加」（非洲）與「亞米利加」（美國）各地，

由此可以得知當時鈴木社長的雄心與壯志。22 

在紙場修繕完成後，「三亞製紙會社」於昭和 3（1928）年 1 月 5 日開始營運。

他們以蔗渣製造紙漿與包裝紙，但是也遭遇失敗而不得不解散公司。昭和 5（1930）

年櫻井貞次郎等人仍不灰心，發起匿名組織設立「台灣紙業工業所」，但仍然重

蹈覆轍，以失敗結束，只能靠製造甘蔗板來勉強維持。也有人開始提出以蔗渣來

製紙是沒有前途的意見。昭和 6（1931）年，以昭和製糖姊妹會社的方式，設立

資本額二十萬圓，實際投資五萬圓之「蔗渣工業試驗所」（「バガス工業試驗所」），

希望能承繼過去的心血，這也可以說是後來成功的開端。蔗渣工業試驗所一方面

生產甘蔗板，同時繼續進行製作紙漿的試驗。由於當時建築用甘蔗板的需求急增，

創立第一年的市占率即有八成之高，昭和 8（1933）年的市占率仍有一成。23 

只是這段時間嘗試以蔗渣製造紙漿仍然沒有成功，後來才瞭解主要的失敗原

因，是因為從「三亞製紙」開始都是使用過去多用於木材紙漿製紙的「蘇打法」，

但由於化學藥品的回收無法達到如同日本國內或德國木材紙漿製作時能回收的

量，在化學藥品無法再利用的狀況下，造成製造成本過高。24 

三、 「臺灣紙業株式會社」之蔗渣與「鬼芒」製紙 

(一) 會社設立經過 

後來，接手「蔗渣工業試驗所」的，是日本本來就是從事紙業的專業者們，

在昭和 8（1933）年 7 月 1 日所創設之「台灣紙業會社」。終於在他們的手中，讓

蔗渣製紙完全成功。25 

「臺灣紙業會社」以「亞硫酸法」26製紙，得到比「蘇打法」好的結果，可

                                                      
21 杉野嘉助，《臺灣糖業年鑑 昭和三年版》，臺灣通信社，昭和 2 年，附錄 20。 
22

 「三亞製紙創立計畫」《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9 月 11 日。 
23

 宮川次郎，《臺灣パルプ讀本》，台灣糖業研究所，昭和 14 年，頁 50-52。 
24
 「臺灣の製紙事業に一生面 新原料の發見は確かに強味」《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 年 12  

 13 日。 
25 「臺灣の製紙事業に一生面 新原料の發見は確かに強味」《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 年 12 月

 13 日。 
26

 全名為「中性亞硫酸鎂法」或「重亞硫酸鎂法」，在蒸煮液中加入氧化鎂乳液，使成固形結晶

狀之亞硫酸鎂，並保持有重亞硫酸離子與氫氧離子共存，使溶液在煮的過程中，皆為鹼性或

近乎中性，不至對蔗渣纖維發生有害作用。參考陳大川《臺灣紙業發展史》，台灣區造紙用業

工會，2004 年，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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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控制成本，成為蔗渣製紙成功的因素。而鑽研以「亞硫酸法」製造蔗渣紙漿的

是荻原鐵藏（之後擔任臺灣紙業二結工場長），他從昭和元（1926）年開始進行

這項研究，後至昭和 5（1930）年在來臺發表其實驗的結果。 

一直關心使用蔗渣製紙的樺太工業會社大川義雄，是製紙技師出身，後來在

日本製紙業有重要地位的大川平三郎之子。由於得知實驗已獲得具體成果，「臺

灣紙業」一方面將擁有這項專利與技術的荻原延攬入社，入社後開始將其研究成

果實際嘗試運用，逐步達到可以工業化生產的目標。同時創設以蔗渣製紙的公司，

名稱定為「台灣紙業株式會社」，資金一百萬圓，董事都已確定，只待來台實際

選擇適當的工場基地27。 

身為貴族院議員的社長松本真平在昭和 9（1934）年接受報社記者訪談時提

到，當初是大川平三郎和松本等八、九人的計畫，最初雖為半嘗試性質，但仍決

定採合資方式進行。首先他們決定處理買下「亞硫酸法」的專利，因為知道過去

一直以處理木材的「蘇打法」進行，在臺灣是不適合的，因此決定改用「亞硫酸

法」。接著，偶然發現臺灣野生的「鬼芒」28是很好的製紙原料。因此該社繼「亞

硫酸法」所得佳績後，繼續將同為製紙原料，而將纖維較短的蔗渣與纖維較長的

「鬼芒」，進行適當的混合，可用特殊的方法製出特殊的紙張。松本真平也提到

這次來臺，大致已決定將在宜蘭設立工場。29 

大川平三郎為原來「富士製紙」社長，擔任「臺灣紙業」董事長的大川義雄

為其長男（昭和 8 年設立公司時為 34 歲，）。大川義雄曾經擔任「樺太工業」（後

合併於「王子製紙」）董事長兼營業部長。他由同是日本殖民地的庫頁島（當時

稱「樺太」）來到臺灣後，希望將自身的製紙經驗致力於臺灣的蔗渣製紙事業。30 

「臺灣紙業株式會社」後來登記的地址就是原來的「臺南製糖」二結製紙工

場與之後的「三亞製紙」所在之「臺北州羅東郡五結庄二結 509」。「臺灣紙業」

的主要營業項目即為以蔗渣製造紙漿與紙類的製造、加工、販賣，以及上述原料

與製品的販賣。31同時，他們也和「昭和製糖」簽訂合約，以一百斤二十五錢的

價格，購買三年的蔗渣。 

                                                      
27

 「バガスを原料に製紙会社設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 6 月 28 日。 
28

 日本文獻記載為「鬼萱」或「鬼芒」，也就是台灣山區大量生長的一年生草本植物，莖似蘆葦，

 較芒草粗和長，台語發音為管菅，以上參考陳大川《臺灣紙業發展史》，台灣區造紙用業

 2004 年，頁 76。一般稱為芒花，正式名稱應為五節芒。 
29 「特殊な方法で特殊の紙を作る 蓬萊丸ニュース 松本真平氏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

年 10 月 10 日。 
30

 「東南西北」，《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 7 月 20 日。 
31

 鳥居兼文，《臺灣總職員錄》，南方文化普及會內，昭和 11 年，頁 373。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tVCE5w/search?q=pub=%22%E5%8D%97%E6%96%B9%E6%96%87%E5%8C%96%E6%99%AE%E5%8F%8A%E6%9C%83%E5%85%A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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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臺灣紙業株式會社管理階層 

社長 董事長 董事 監查役 工場長 

松
本
真
平 

大
川
義
雄 

大
川
理
作 

下
村
純
二 

井
上
源
之
亟 

柴
田
義
一 

田
幡
鐵
太
郎 

井
口
誠
一 

櫻
澤
干
藏 

          

荻
原
鐵
藏 

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鳥居兼文，《臺灣總職員錄》，南方文化普及會內，昭和 11 年，頁 373。 

(二) 二結工場的製紙成果 

昭和 9（1934）年 12 月 13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灣紙業」除以蔗渣

為原料製造甘蔗板之外，以蔗渣及蘭陽地區野生的「鬼芒」製造紙漿，在製紙的

試驗中也確認了可以製造出比模造紙更好的印刷用紙。32同一天，《臺灣日日新報》

以另一標題「臺灣紙業の製紙は愈よ本格的に 變色したバガスからも純白の紙

を造るに成功」，報導記載一直以來的蔗渣製紙事業，因為雨淋後的蔗渣產生化

學反應變色，製成的紙也略帶黃色，在脫色上非常困難。然而，之前因 12 月上

旬豪雨造成原料「鬼芒」運輸困難，導致工場停工之際，大川技師自己在機械場

裡以變色的蔗渣為原料製紙，並努力嘗試脫去黃色的變色部分，至 12 月 5 日已

研究成功能完全脫色的方式。這個試驗的成功，使工場也試著選蔗渣中變色最嚴

重，或是已經腐朽者，在僅使用蔗渣為原料的狀況下，採用相同方法試驗，也製

出純白的紙，至此蔗渣製紙可說已完全成功。33 

在製紙完全成功之後，同年昭和 9（1934）年 12 月，製紙一日可生產 1 萬 5

千封度，甘蔗板 1日可生產 8百坪。並且正進行增設之機械設備，包括有 1臺甘

蔗板製造機與 1臺製紙機，裝設完成後的工場製紙預估一日可生產約 3 萬封度，

甘蔗板 1 日可生產 1 千 3 百坪。另一方面，本來工場需要的「鬼芒」1 日約 10

萬斤，在繼續使用去年已購買的昭和製糖蔗渣的情況下，並且增設2臺新機器後，

一年需要「鬼芒」約 5千萬斤、蔗渣 2千 5百萬斤，為就近取得材料，他們申請

獲得羅東郡的一塊約 1萬 5千甲步地的「鬼芒」採收許可。此外，他們為製造不

同於印刷紙，而能提供作為製作日本紙之紙漿材料，向總督府申請使用三星地區

的宜蘭濁水溪邊約 1千 5百甲步的河灘地，如能獲得許可即用來種植製造日本紙

之紙漿材料所需的黃麻等原料作物。除此之外，也計畫著手製造參謀本部用地圖

                                                      
32

 「臺灣の製紙事業に一生面 新原料の發見は確かに強味」，《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年 12月

13 日。 
33

 「臺灣紙業の製紙は愈よ本格的に 變色したバガスからも純白の紙を造るに成功」，《臺灣日

日新報》昭和 9年 12月 13日。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tVCE5w/search?q=pub=%22%E5%8D%97%E6%96%B9%E6%96%87%E5%8C%96%E6%99%AE%E5%8F%8A%E6%9C%83%E5%85%A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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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紙。
34
 

當時「臺灣紙業會社」二結工場在甘蔗板的生產上，有 2 臺機器具有每月 2

萬坪以上的產能，但由於北庫頁島、滿州、南洋等地來的訂單增加，仍必須增產。

此次增設 1 臺機器，預計可達成每月生產 3 萬坪以上。製紙方面，在「亞硫酸法」

蔗渣製紙的成功後，自昭和 10（1935）年起，「昭和製糖」宜蘭製糖所全部約 3

千萬斤蔗渣繼續提供給臺灣紙業，其中約一半作為甘蔗板的原料，一半作為製紙

原料，臺灣紙業為此支付約 10 萬圓。昭和 10 年春天預計甘蔗板的生產量，使用

4臺機器每月可產 4萬坪之多。35 

四、 「臺灣興業株式會社」之設立與製紙 

(一) 會社籌設與股份募集 

昭和 9（1934）年 12 月 6 日《臺灣日日新報》曾引述日本東京消息，報導臺

灣紙業於「鬼芒」製紙試驗階段結束後，確認以「鬼芒」製紙有很好的願景。目

前在該社之蔗渣製紙工場進行「鬼芒」製紙，但是因為蔗渣製紙工場狹小，所以

檢討是否將原有的工場擴大，加設「鬼芒」製紙工場，或是另外新設立「鬼芒」

製紙會社的兩個方案。檢討結果為新設會社之後，決定籌資 5 百萬圓，由發起人

會長大川平三郎或是松本真平擔任，於明年春天進行新會社設立計畫。一方面，

也談到股份也可能採取部分公開募集的方式，新會社將以「臺灣紙業」姊妹會社

的形式，在計畫著手之同時，以極快的速度實現。36以「鬼芒」為主要材料製造

出白紙，在世界上來說，也是以「台灣紙業」為嚆矢。37 

幾天後，《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新會社稱為「臺灣興業會社」，將於來年春

天於東京召開創立總會，2 月底著手工場興建工程。新工場預定地位於二結的臺

灣紙業會社工場南邊與二結羅東道路和鐵道之間的四結水田地。收購的土地面積

約有 6 萬坪，收購價格為 8 萬圓。未來工場完工後，二結聚落將有「昭和製糖」、

「臺灣紙業」、「臺灣興業」三大會社鼎立，羅東將可成為工業都市，預期數年後，

二結將快速發展到與羅東街相連。38 

                                                      
34

 「臺灣紙業の製紙は愈よ本格的に 變色したバガスからも純白の紙を造るに成功」，《臺灣日

日新報》昭和 9年 12月 13日。 
35

 「ケンテキスの製造を二倍に擴張 明春から月四萬坪」，《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年 12月 13

日。 
36

 「「鬼芒」で製紙の會社を新設 資本金は五百萬圓 發起人會長は大川平三郎氏」，《臺灣日日

新報》昭和 9年 12月 6日。 
37 《臺灣パルプ讀本》，台灣糖業研究所，昭和 14 年，頁 54。 
38

 「姉妹會社の新製紙工場位置二結に近い四結と決定 敷地六萬坪を買収」，《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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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決定在新會社 5 百萬圓資本額中，4 分之 1 採取公開募集的方式，其

餘部分將由「臺灣紙業」的高層及相關者出資。考慮新會社創立後數年內將與「臺

灣紙業」合併，社長最後決定由大川平三郎擔任，若是兩社合併的話，將可能是

「臺灣紙業」（資本額 1 百萬圓）合併到新會社。39次年初，預計至昭和 10 年 2

月 14 日完成股東募集作業，並於 2 月 15 日於東京舉行創立總會。股權分配上，

7 成股份為發起人持有、其餘才為相關人士分配。40同年 3 月 5 日在東京丸之內

工業俱樂部舉行「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的創立總會，並發表管理階層名單（【表

2-1-2】）。41營業項目為各種製紙及紙漿、紙類加工品，以及上述製品買賣等相關

事業。42 

之後，雖然也有報導提出「臺灣興業」第一工場將設置於臺北州羅東郡二結，

第二工場設置於新竹州的說法。並且過去「臺灣紙業」也曾計畫使用新竹州的「鬼

芒」做為原料而在新竹設立工場，但是後來因各種原因，並沒有實現。43 

而新工場之所以能在羅東順利設廠，當時的羅東街長陳純精應該也是重要的

推手。根據他嫡孫陳晃的口述，他曾爭取營林局的出張所設於羅東，也誘導「台

灣興業」到羅東設廠，奠立宜蘭溪南地區的產業與經濟發展根基。44可以推測包

括從地主手中購買土地以及和地方居民溝通等方面，他可能出力很多，使「台灣

興業」能在很短的時間即能確定工場設置地點，並開始積極籌備工場之興建工

作。 

 

 

 

 

 

                                                                                                                                                        
昭和 9年 12月 13日。 

39
 「姉妹會社の新製紙工場位置二結に近い四結と決定 敷地六萬坪を買収」，《臺灣日日新報》

昭和 9年 12月 13日。 
40

 「臺灣紙業とは別な製紙を創立 新竹州に第二工場新設」、「大川氏一派籌製紙 資本金五百

萬圓 設第二工場于新竹州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月 18日。 
41

 「鬼萱製紙の臺灣興業創立 大川平三郎氏が會長に就任」，《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3 月 6

日。 
42

 鳥居兼文，《臺灣總職員錄》，南方文化普及會內，昭和 11 年，頁 373。 
43

 「臺灣紙業とは別な製紙を創立 新竹州に第二工場新設」、「大川氏一派籌製紙 資本金五百

萬圓 設第二工場于新竹州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月 18日。 
44

 石計生，《宜蘭縣經濟發展史》，宜蘭縣政府，2000 年，頁 38。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tVCE5w/search?q=pub=%22%E5%8D%97%E6%96%B9%E6%96%87%E5%8C%96%E6%99%AE%E5%8F%8A%E6%9C%83%E5%85%A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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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管理階層 

 會

長 

社

長 

專

務 

常

務 

董事 監事 顧問 工 場

長 

昭和 10

年創立 

大
川
平
三
郎 

松
本
真
平 

大
川
義
雄 

大
川
理
作 

田
中
榮
八
郎 

岩
崎
清
七 

太
田
清
藏 

迫
本
實 

柴
田
義
一 

大
川
理
作 

田
中
榮
八
郎

岩
崎
清
七 

太
田
清
藏 

迫
本
實 

柴
田
義
一 

 

中
島
伊
平 

石
川
正
作 

下
鄉
傳
平 

森
本
喜
太
郎 

櫻
澤
千
造 

原
田
■
一 

野
間
清
治 

 

本研究整理。■：原文不明。 

資料來源：「鬼萱製紙の臺灣興業創立 大川平三郎氏が會長に就任」，《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3

月 6 日。鳥居兼文，《臺灣總職員錄》，南方文化普及會內，昭和 11 年，頁 373。 

(二) 羅東工場之興建與生產 

在日本進行的資金募集與舉行會社設立大會之時，臺灣也在昭和 10（1935）

年 2 月 14 日上午 10 點在四結有 20 甲之大的工場用地舉行「地鎮祭」之破土儀

式。453 月起將近 200 名的職工進入後開始興建工程。46除 3 月 30 日由東京到此視

察新工場的大川理作之外，第二度來臺的專務大川義雄在 3 月 28 日抵臺，30 日

視察二結後，4 月 1 日在臺北接受報紙訪問談到「臺灣興業」、「臺灣紙業」兩製

紙會社的未來發展方向。47 

大川義雄表示在「臺灣興業」成立後，接受機器訂製的機械製作所，由於知

道是製紙界的大川平三郎為中心的公司所需，儘管工作已經非常忙碌，為了配合

工場開工生產時程，一般來說估價就需要二個月的時間，他們在一周內就幫忙完

成；機器製作一般需要八、九個月，他們在六、七個月內就幫忙做好。整體進度

預計在今年 11 月工場完工後，12 月著手安裝機器，明年 3 月就能有成品產出，

正如一開始的計畫，以相當快速的步調進行。4月時工場基地內正進行填土整地，

預計 5 月初完成後，接著開始工場的興建工程。 

大川義雄並說在產能預估方面，「臺灣紙業」除了製造需求量極大的甘蔗板

之外，在製紙方面，除既有製紙的 1 臺抄紙機之外，今年 6 月預定再增加 1 臺，

計畫達成甘蔗板每月生產 4 萬坪，製紙每月生產達 90 萬封度的量。「臺灣興業」

將設置抄紙機 2 臺，每月製紙量可達 260～270 萬封度（每臺 134 萬封度）。由於

蔗渣供給量有限，因此向「昭和製糖」宜蘭製糖所收購他們所有的蔗渣 2 千多萬

                                                      
45

 「臺灣興業會社工場在四結地鎮祭」，《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年 2月 17 日。 
46

 「羅東街之發展計畫 諸建築工事極呈活況 興業製紙按明年春開製」，《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4月 2 日。 
47

 「鬼萱製紙の臺灣興業會社 臺灣紙業も能力擴張する 臺灣興業專務大川義雄氏談」，《臺灣

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4 月 3 日。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tVCE5w/search?q=pub=%22%E5%8D%97%E6%96%B9%E6%96%87%E5%8C%96%E6%99%AE%E5%8F%8A%E6%9C%83%E5%85%A7%22.&searchmode=basic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2-11 
 

斤，作為製造甘蔗板與製紙的原料。但是可能仍有不足，若向其他製糖所購入蔗

渣，必須考慮增加運費後，成本增加是否划算的問題。因此，原則上「臺灣興業」

將以「鬼芒」為主要原料，蔗渣只做補助性使用。「臺灣紙業」則以蔗渣為主原

料之外，也加入各種野生植物來製出比較高級的紙。「臺灣興業」則專門生產普

通印刷用紙。 

同時，他也說明儘管有人對「鬼芒」作為紙原料有所疑慮，包括供給量是否

充足、實際可用材的比率或是產地多位於山地，距離工場較遠，會有運送的成本

等問題。在實地勘查後，就可以知道「鬼芒」容易生長，具有永續性，雖然可用

材的比率比不上木材，但價格卻遠比木材便宜，並且距離再遠，也比由庫頁島運

來要近很多。 

之後，身為日本製紙界元老的大川平三郎也在 3 月 30 日自日本神戶出發，4

月 2 日抵臺。此次來訪除了視察事業外，也安排一連串拜訪行程。483 日首先於

總督官邸接受中川總督的招待，與會者皆為政府當局的高層代表，包括小濱長官

代理、各部局長、野口知事、松崗市尹等。臺灣人中，辜顯榮也受邀出席。495

日到 11 日停留在宜蘭等地，進行二結工場等視察，11 日搭火車回到臺北。50同年

內，11 月 4 日大川平三郎再度來臺，同行者還有松本真平，這次來訪主要是為

參加博覽會，同時也到工場視察。51 

關於工場的興建工程，是由「清水組」承接，自昭和 10（1935）年 7 月開工，

由報紙的報導中可以得知該工場長 7 百 50 尺、寬 2 百尺，加上其他機器設備與

附屬空間坪數後，面積達到 1 萬零 50 坪。12 月 5 日由宜蘭神社藤村社司舉行「上

棟式」，「臺灣興業」與「清水組」的代表者皆出席。當時預計工場興建工程於昭

和 11（1936）年 6 月左右完成。52昭和 11 年 3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新工

場預計於 7 月底完工、8 月初開始運轉。本工場正式名稱為「臺灣興業株式會社

羅東工場」，場址在「羅東郡五結庄四結 200」53 

昭和 11（1936）年 2 月底，身為「臺灣紙業」與「臺灣興業」專務的大川義

雄來臺視察蘭陽地區以及花蓮港海岸山脈一帶的「鬼芒」。他也談到，儘管台灣

                                                      
48

 「大川平三郎氏 四月二日來臺」，《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3 月 9 日。 
49

 「大川氏ら一行を總督が招待」，《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4 月 2 日、「總督招宴 大川氏一

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4 月 3 日。 
50

 「人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4 月 12 日。 
51

 「人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1 月 4 日、「本因坊氏 大河丸で來著 松本、大川、西

澤氏と同船」，《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1 月 5 日。 
52

 「四結製紙工場 舉上棟式 按明年夏竣工」，《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2 月 11 日。 
53

 鳥居兼文，《臺灣總職員錄》，南方文化普及會內，昭和 11 年，頁 373。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tVCE5w/search?q=pub=%22%E5%8D%97%E6%96%B9%E6%96%87%E5%8C%96%E6%99%AE%E5%8F%8A%E6%9C%83%E5%85%A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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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業的二結工場在甘蔗板與紙的生產上都很順利，同時興建中的「台灣興業」羅

東工場工程也依預定進度可以在七月完工，八月運行，但也有人說蘭陽地區的「鬼

芒」產量，在「台灣興業」開始生產後，可能就會不夠用。雖然他也不能否定這

樣的推測，但是並不悲觀，因為發現花蓮地區海岸山脈擁有豐富的「鬼芒」原料，

並且這裡的原住民阿美族與日本人幾乎沒有隔閡，相互融合得很好，使他更有信

心，將來花蓮港建設完成後，也一定要在當地設置製紙工場。雖然由花蓮港運送

「鬼芒」到「台灣興業」的羅東工場，在交通不便的當時可能是艱難的工作，不

過由於「鬼芒」有百分之七十是水分，所以如果將「鬼芒」乾燥至含水率百分之

三十以下，運費也會降低很多，因此相信也是可以嘗試的作法。 

除此之外，他也對製糖工場副產品蔗渣有很高的期待，即使不用蔗渣製紙，

當時也已經有以木材紙漿來作為人造纖維材料來源，成為棉花原料之代用品，因

此將來也可以用蔗渣來製造，為萬一羊毛或是棉花無法進口到日本時預作準備，

應該要先開始進行以蔗渣製造人造纖維的研究，所以要持續與製糖會社合作。
54
 

五個月後，「台灣興業」羅東工場在昭和 10（1935）年試作時的原料，即有

一部分的「鬼芒」原料，約 30 萬斤是購自花蓮港新社區的原住民「組合」，由於

製作成果頗佳，昭和 11（1936）年決定向當地政府請購東海岸地區之「鬼芒」1

千 664 萬斤。為了搬運原料，臺灣興業也計畫在採收地，也就是東海岸貓公搭建

簡易索道，以及使用汽車來將原料運至新社海岸，再用小型汽船運到蘇澳。557

月中旬索道完工後，7 月 14 日由日本出發的 105 噸汽船至花蓮港後，將「鬼芒」

運至蘇澳港，再用汽車運到羅東工場。56 

「臺灣興業」與「臺灣紙業」的合併 

昭和 11（1936）年 8 月 5 日上午 10 點，在東京丸之內俱樂部分別召開了「臺

灣興業」與「臺灣紙業」的董監事會議。會議決議兩會社進行合併，並於 8 月中

由各會社召開臨時總會決定正式合併。「臺灣紙業」預計併入「臺灣興業」，合併

後的「臺灣興業」資本額將達 8 百萬圓，自當年 12 月 1 日生效。合併後新會社

的董監事與管理階層不會有太多變動。57 

宜蘭線鐵道增設中里車站 

                                                      
54

 「バガスの將來は製紙よりも人造纖維 花蓮港での製紙はにしたい」，《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3 月 1 日。 
55

 「羅東四結製紙工場籌設索道及自動車並用小汽船以搬運「鬼芒」」，《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7 月 3 日。 
56

 「運搬「鬼芒」」，《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7 月 16 日。 
57

 「臺灣興業臺灣紙業兩會社合併條件」，《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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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臺灣興業」羅東工場位於宜蘭線鐵道的二結車站與羅東車站之

間的四結地區，因為工場規模龐大、加上接近完工，考量工場運作後，送到基隆

或臺北的貨物一年內將可能達到數百萬噸，同時未來附近人口可能增加至一萬多

人；因此鐵道部也同意在工場附近增設新的車站來辦理貨運與客運，以方便地方

人士的進出。昭和 11（1936）年 3 月，花費數千圓興建新站，至 8 月完工。四結

車站的站名命名為「中里驛」，是採用「臺灣興業」會長大川平三郎出生地之地

名─中里（當時的地名為東京灣野川區中里）而來。鐵道部決定該站先暫時辦理

貨運，至宜蘭線鐵道客車在 10 月 1 日通車後，再兼辦客運。58 

二結工場「蒸煮釜」爆炸與改造 

昭和 11（1936）年 8 月 24 日二結工場發生「蒸煮釜」爆炸事件，依據《臺

灣日日新報》記載，此次意外造成 11 名員工死亡。8 月 25 日晚上會社舉行公祭，

大川專務、原田支配人、荻原工場長、伊藤四結新工場長等幹部，徹夜進行討論

處理善後的方式。決定（一）將由東京的松本社長及顧問大川平三郎對死者提出

鄭重的處理方式。（二）將損失控制在約 20 萬圓左右。（三）工場的建物及機械

設備將依先前已計畫的改造案大綱進行修復。 

針對第三點，工場長提到該工場之「蒸煮釜」共有 6 個，這次爆炸者為第一

號，而第二號與第三號兩個「蒸煮釜」與第一號同型，均為「蔗渣工業試驗所」

時使用的舊機器，決定全數廢棄再造新「蒸煮釜」。此外，操作方法亦須進行徹

底的改革，預定在 1、2 個月內完成。59其後，昭和 13（1938）年興建「殉職碑」，

紀念此次殉職員工（【照片 2-1-1】、【照片 2-1-2】）。 

  

【照片 2-1-1】殉職碑 【照片 2-1-2】殉職碑 

                                                      
58

 「四結驛名為中里驛為大川興業會社長生地也 新築驛舍暫辦理貨物」，《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8 月 14 日。 
59

 「古い釜や建物は全部新らしくする 損害は約二十萬圓」、「臺灣紙業會社幹部徹夜協議善後

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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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二結日治時期因公殉職碑整修工程平面圖、立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殉職碑內文如下： 

右之者昭和十一年八月廿四日午後二時四十五分 

當工場第一號蒸解釜爆破為メ殉職ス 

茲二碑ヲ建立シ以テ英靈ヲ弔フ 

昭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  建立 

 

罹難者姓名如下所示，順序依殉職碑上之記錄： 

北海道角志郡乙部村五十嵐哲郎(廿三歲)、福島縣双葉郡熊町村遠藤龜次郎(廿三

歲)、鹿兒島縣大島郡古仁屋町沖三二(廿六歲)、熊本縣天草郡教良木河內村中川

父四郎(廿八歲)、鹿兒島縣熊毛郡西之表町八板廣美(廿四歲)、熊本縣鹿本郡石

田四郎(廿三歲)、東京市足立區千住東町三宅大郎(十八歲)、宜蘭郡宜蘭街乾門

陳金波(廿十歲)、宜蘭郡員山庄外員山楊鈞培(卅十二歲)、宜蘭郡宜蘭街乾門張

樹枝(卅二歲)、宜蘭郡宜蘭街乾門陳錦旺(十九歲)、羅東郡五結庄二結方清仁(十

八歲)、羅東郡五結庄下三結盧盛時(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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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平三郎過世 

事件發生後三個月，大川平三郎在昭和 11（1936）年 12 月 30 日於自宅中因

病過世，享年 76 歲。60 

羅東工場完工 

之後，昭和 12（1937）年耗資 4 百萬圓的「臺灣興業」羅東工場在 3 月時完

成十分之九。其中，製造製紙原料的「蒸煮釜」在建築工程完工後，即於 2 月

20 日開始製造製紙原料，並運送到二結分工場製造紙板及印刷紙。此時羅東工

場的原料來源，包括有昭和宜蘭製糖工場殖產新城糖廍、竹南帝糖及新竹各工場

之蔗渣，以及蘭陽地方及花蓮港海岸山脈 8 千甲的「鬼芒」。「臺灣興業」以船運

方式運送到羅東工場加工。614 月 25 日中午十二點二十分終於在新工場內舉行盛

大的竣工典禮，總督代理森岡總務長官、田端殖產局長、藤田知事、戶水遞信部

長等人搭飛機在十點三十五分到達，另外又特別出動臨時列車，搭載畑軍司令長

官等其他來自台北的來賓在十點十七分即到達，加上在地的蘭陽三郡官民三百多

人，共約七百人出席參加。二結與四結地區還搭建慶祝的拱門，增添熱鬧的氣氛。
62 

 

【圖 2-1-6】完工之羅東工場與竣工典禮圖片。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寫眞 （上）竣

工した羅東の臺灣興業新工場〉，07 版，1937 年 4 月 26 日。 

                                                      
60 「大川平三郎逝去」，《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1 月 1 日。 
61 「羅東製紙工場建設進步四月竣工式」，《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3 月 1 日。 
62

 「羅東製紙工場昨日竣工式盛大舉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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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2（1937）年 9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詳盡介紹「臺灣興業株式會社」

的概況，並完整報導羅東工場的會社組織與製程圖，也拍攝照片記錄工場全景、

戶外備料區、室內製紙機械。 

【表 2-1-3】昭和 12 年臺灣興業株式會社概況 

一 設立 昭和 10 年 3 月 5 日 

二 名稱 臺灣興業株式會社 

三 資本 8 百萬圓 

四 工場 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羅東工場（臺北州羅東郡五結庄四結） 

臺灣興業株式會社二結工場（臺北州羅東郡五結庄二結） 

五 能力 羅東工場一年內：紙漿及白紙 計 2 萬 5 千坪 

二結工場一年內：白紙 5 千坪、甘蔗板 40 萬坪 

六 販售 白紙：以臺灣與日本國內為主，預定逐漸銷往南洋南支。 

甘蔗板：現以臺灣與日本國內為主，銷往樺太、朝鮮、滿州方面亦逐漸繁盛。 

七 企業設備 本會社在臺灣最早的嘗試、也是故大川平三郎的苦心經營的結晶，便是以蔗渣和「鬼

芒」為原料以工業方式製出白紙，是世界的嚆矢。其設備亦是最新式且少見的大規

模。 

八 新設羅東

工場 

建築物重視耐震、耐風、耐火，以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增進效率以及方便作業。此

外保健、衛生也是重點。土地有 7 萬坪，加上有優良水質大量湧出，是良好的製紙

工場用地。 

九 工場建物 8321 坪。原料截斷室、製藥室、原料蒸煮釜、紙漿精撰釜、漂白室、調成叩解室、

藥品室、抄紙室、仕上室、汽罐室、營繕室、事務所等。 

十 附屬建物 2588 坪。「社宅」（員工宿舍）、其他附屬家屋、「アパート」（集合住宅）、俱樂部。 

十

一 

機械設備 ボイラー（boiler）3 罐：1 罐加熱面積 3725 平方呎、電動機：總馬力數 4400 馬力、

蒸煮釜 3 基：1 釜內容積 5650 立方呎；抄紙機（寬 120 吋、長網式）2 台 

本研究整理。資料來源：「會社の概況と紙の話」，《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9 月 1 日。 

 

  

【圖 2-1-7】工場製紙設備。資料來源：《臺灣日日

新報》，〈新設羅東工場全景（台灣興業會社）〉，

06 版，1937 年 9 月 1 日。 

 

【圖 2-1-8】工場「鬼芒」貯場。資料來源：《臺灣

日日新報》，〈新設羅東工場全景（台灣興業會社）〉，

06 版，193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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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太平山林場、花蓮林田山林場合作生產木漿 

「臺灣興業」雖然已有成熟的製紙技術與並且新建完成大型工場，但隨即出

現原料不足的狀況。儘管「臺灣興業」首先取得「亞硫酸法」的專利，並延聘發

明者擔任技術部長，但是其他的製糖會社也積極研究蔗渣的工業使用方式。同時，

日本政府在昭和 12（1937）年頒佈紙漿增產五年計畫，台灣被分配要在昭和 17

（1942）達到年產量 10 萬噸的目標。台灣總督府一方面督促既有紙廠增加產量，

另一方面也鼓勵新設紙漿工場。63 

「鹽水港製糖」即在昭和 11（1936）年開始在柳營的尖山山麓溪谷地建貯水

量可達二億五千一百萬力方尺的貯水池，工程之浩大可說僅次於嘉南大圳。同時，

在貯水池完工前，即於昭和 13（1938）年四月進行增資計畫，順應國家政策進行

蔗渣紙漿與無水酒精的生產，設立「新日本砂糖工業株式會社」。由於他們的原

料不必仰賴別人，所以可以說成為「臺灣興業」很強的競爭對手。64三年後，成

為亞洲最大的蔗渣紙漿工場。65 

此外，以大日本製糖與昭和製糖為中心，加上其他投資公司與個人，還有彰

化銀行所組織的「台灣紙漿工業」亦於昭和 13（1938）年二月創立。他們考慮原

料與用水之供給，選擇在大肚溪下游的大肚建廠。他們除了自己的糖廠就能提供

蔗渣原料之外，過去在「臺灣興業」擔任技術部長，研發「亞硫酸法」製紙成功

的荻原鐵藏也被延請成為他們的董事，因此他們更是無論在原料和技術上都有恃

無恐，具有相當的優勢。66 

因此，昭和 13（1938）年，雖然羅東工場產能提升，但各大製糖場也開始自

己的紙漿工業之後，仍必須依賴其他製糖場供應蔗渣的「臺灣興業」，即出現蔗

渣原料不足的問題。他們研究之後，計畫以木材來補充不足之數。隨即向總督府

殖產局陳情，商工課認為製紙是台灣的新興工業，不能坐視不顧，一方面協助斡

旋由營林所太平山作業所提供一年三十萬石的原料木材。另一方面，作為長久的

對策，也就官有林中不適合製材的廢木，或製材中產生的木屑等作為紙漿進行研

究，以及其他可作為紙漿原料之研究等。67 

 

                                                      
63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21。 
64

 宮川次郎，《臺灣パルプ讀本》，台灣糖業研究會，昭和 14 年，頁 56-66。 
65

 陳大川，《臺灣紙業發展史》，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2004 年，頁 75。 
66

 宮川次郎，《臺灣パルプ讀本》，台灣糖業研究會，昭和 14 年，頁 67-76。 
67

 「台灣興業原料補給對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3 年 2 月 22 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2-18 
 

昭和 13（1938）年 6 月 28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營林所羅東出張所以

太平山之檜木樹枝、根部、枯木，加上松、栂、檜等，每年總計八萬立方公尺材

積之廢材提供「臺灣興業」作為製紙原料。因此，由「臺灣興業」提供 37 萬圓

以支付搬運木材所需增加的設備費用，當中索道鋪設預定於昭和 14（1939）年 4

月完工。 

同年底的《臺灣日日新報》還報導「臺灣興業」因為原料不足，由日本進口

紙漿，因此蘇澳港之裝卸貨場計畫以三年興建完工的事。68之後，在蘇澳港之裝

卸貨場所需五十萬圓的建設經費中，要求「臺灣興業」負擔十五萬圓。69 

次（1939）年總督府營林所公布因應國家政策，與「臺灣興業」簽訂正式合

約，將不適合作為建材的針葉木，包括檜木之頂端與根部，與松木、亞杉等市場

上銷路比較不好的一般用材，一年共四萬立方公尺，以一立方公尺二十一圓二十

錢的價格提供作為製造紙漿的原料。70這一年新太平山增設的軌道與新設的索道

都已完成，從歪子歪車站到「臺灣興業」羅東工場的二個支線也鋪設完成，每天

可運送平均六十立方米的木材，另外「高砂香料會社」還先從檜木中抽出檜木油，

賣到台北，又增加了許多就業機會，使羅東街更為繁榮。71製作香料的工場即設

在羅東工場內，工場完工後，同年羅東生產的檜木油占全台產量的九成之多。
72
 

此時，由於能購得的蔗渣有限，所以蔗渣全數提供作為二結工場製造甘蔗板

的原料。羅東工場所需的製紙原料以太平山、八仙山、阿里山等地的材料，與「鬼

芒」為主要原料，主要生產模造紙。儘管如此，實際上只發揮了工場產能的六成。

好在「臺灣興業」也獲得總督府在花蓮方面取得原料的許可，於是在昭和 14（1939）

年鋪設軌道至距離鳳林萬里橋車站約八公里之處，作為砍伐林木的區域，並在其

間架設索道。砍伐之紅檜一部份供應當地，一部份運出，紙漿原料則全部供應羅

東工場製紙。73昭和 14（1939）年可採伐之許可量為一萬一千八百立方尺，昭和

15（1940）年可採伐前一年的兩倍，昭和 16（1941）年可以更增加。因此，昭和

15 年「臺灣興業」為此增資作為花蓮港製材設備之資金。74此後，花蓮鳳林萬里

橋周邊，也就是林田山林場的木材就成為很重要的另一個原料來源。75 

                                                      
68

 「蘇澳築港」，《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3 年 12 月 29 日。 
69

 「蘇澳の荷揚場」，《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 4 月 30 日。 
70

 「年產四萬立方米が パルプ用材」，《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 1 月 12 日。 
71

 「太平山のおかげで 発展する羅東街」，《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 2 月 21 日。 
72

 「全島產檜油の九割 羅東で製出」，《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 11 月 8 日。 
73

 「製紙原料の一部を 花蓮港に仰ぐ台興」，《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 5 月 22 日。 
74

 「臺灣興業は 半額增資の計畫」，《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 年 11 月 1 日。 
75

 「台興製紙增產」，《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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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林田山的木材後，「臺灣興業」羅東工場在昭和 17（1942）年又得以生

產粗紙和新聞紙等。76但意料不到的是，隨後在昭和 18（1943）年戰爭中，因物

資缺乏，設備失修，又有美機轟炸，而不得不停工。77 

 

  

【圖 2-1-9】昭和 13 年利用太平山廢材作為製

紙原料。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3

年 6 月 28 日。 

【圖 2-1-10】昭和 16 年臺灣興業株式會社概況。

資料來源：屋部仲榮，《躍進臺灣の全貌》（昭和

十六年版），金融之世界社，昭和 16 年 7 月 25 日。 

  

                                                      
76

 「新聞用紙などを 台興が四月から製造」，《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7 年 2 月 21 日。 
77

 陳大川，《台灣紙業發展史》，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2004 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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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戰後紙廠發展與建設沿革 

戰後原「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羅東工場、二結工場自民國 35(1946)年起由「臺

灣紙業公司」接管，民國 48 年轉為「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在民

國 90(2001)年 10 月 16 日正式轉為民營化，由中興紙業公司員工集資成立「興中

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標購部分機器設備接續經營，承租中興紙業公司的部分土

地，繼續紙業之生產至今。 

一、 臺灣紙業公司 

戰後，國民政府在造紙工業的接收部分，先由「輕工業監理委員會」派員監

理，再由「紙業接管委員會」接手。戰爭中除臺灣興業株式會社與台灣製紙株式

會社之紙廠損害較輕，在監理期間整修後，可以開工生產外，其他紙廠皆損害嚴

重，陷入停工狀態。78 

民國 35（1946）年 5 月 1 日國省合資設立「臺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台紙公司），由「紙業接管委員會」挑選規模較大的「臺灣興業株式會社」、

「台灣紙漿工業株式會社」、「新日本砂糖工業株式會社」、「東亞製紙工業株

式會社」與「台灣製紙株式會社」等五家日治時期的製紙公司組合而成。其下有

五紙廠（羅東、大肚、新營、士林、鳳山）及一資源林管理處（即林田山管理處）。
79羅東場製紙之原料，由林田山管理處提供，該場亦以製造亞硫酸木漿與磨木漿

為主。80 

民國 42（1953）年起，政府配合美援推動「四年經濟建設計畫」，造紙工業

亦納入計畫中。美國安全總署（MSA）先行派遣造紙專家派克博士來台視查台灣

造紙工業的現況，擬定整體援助計畫。派克對羅東廠特別重視，當年即補助羅東

廠八十餘萬美元，次（1954）年又補助十五萬餘美元，羅東廠因此購入新的製紙

機器，產量隨之提高，同時興建成品倉庫。81 

台紙公司因為得到美援資助後為配合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民國

43(1954)年臺紙公司開放民營，將臺紙公司股票作為地主損失地價的補償品。82 民

國 44(1955)年 3 月該公司因經營不善而將各廠另行分售。 

                                                      
78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25。 
79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25。 
80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97。 
81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32。 
82

 《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中興紙業及興中紙業）文化景觀登錄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民國 92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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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臺灣省日產清算委員會臺灣興業會社清算案。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讀書會事件（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宜蘭中興紙廠案） 

民國 35(1946)年後，經王萬得引薦加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紙廠雇工股

股長遊陳川，發現廠內有許多人與自己政見相同，於是趁機發展組織，後來他與

遊祥枋、楊運坤、羅清山等人成了該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領導核心。他們

的活動被國民黨特務發覺。民國 41(1952)年，6 月軍方首先逮捕了羅清山，幾小

時後賴壯彬、林錦源等多人相繼被捕。10 月捲入宜蘭中興紙廠案的所有人員，

均被送交「保密局」北所。民國 42(1953)年，3 月「軍法處」軍事檢察官分別以

「包庇和藏匿叛徒」、「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和「明知為匪諜

而不告密檢舉或縱容之」的罪名提起公訴。同年 8 月 22 日被捕的 20 人被判決。

其中陳阿井、遊陳川、楊連坤、羅清山、遊祥枋、賴壯彬、簡文憲被判處死刑；

陳坤鐘、胡炎山、林火樹、余建雲、林錦源、林政榮被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簡

金農、許火炎被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陳坤榮、遊阿蔭、邱阿猛、遊阿黎被交付

感化 3 年。83 

然而，由當地居民的訪談中，得知有的人只是參加讀書會而被牽連於其中。

這個事件，對當時的員工來說，也是影響許多人一生，刻骨銘心的悲傷事件。 

 

                                                      
83 華夏經緯網，http://big5.huaxia.com/zl/tw/sj/0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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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47(1958)年 12 月 1 日，臺灣紙業公司經股東會決議將各所屬紙廠實施分

廠分營，由臺灣銀行匯集其他事業資本取得「羅東廠」及「林田山林場」，因公

股比例高，由民營轉為省營，並在民國 48(1959)年 11 月 7 日正式成立「臺灣中興

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紙業公司），為臺灣造紙業唯一公營事業。
84 

依據「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草案」（【表 2-2-1】），中興紙業

公司籌備處確立了最初的內部組織，分為總公司、羅東總廠、林田山林場。羅東

總廠的組織秉承總經理之命綜理全廠生產及行政業務，並監督指揮所屬員工。總

廠分設四結（原臺灣興業羅東工場）及二結（原臺灣興業二結工場）兩紙廠，各

置廠長 1 人、副廠長 1 人，綜理各該廠生產業務，並監督指揮所屬員工。85民國

49(1960)年四結廠改稱「第一紙廠」、二結廠改稱「第二紙廠」。86 

羅東總廠為中興紙業公司組織最為龐大的單位，民國 51(1962)年之編制員工

數共 165 人，隨著業務量的增加，廠方向公司提案欲逐步擴編人員至 189 人，以

因應生產所需。87 

至民國 55(1966)年，中興紙業公司擴編為 4 部 5 室，增加了安全室、企劃室

及秘書室等 3 單位，總務室裁撤。民國 64(1975)年期間訂購了美國貝洛伊特公司

(Beloit Co.)生產的雙網式全新高速新聞紙機，作為羅東總廠的第 9 號紙機。88民國

66(1977)年，為增設 9 號機而籌建第三紙廠，木漿生產設備也相應擴建，以滿足

新機生產上對木漿原料的需求。89 

民國 70(1981)年 1 月又裝設 10 號紙機，並因此興建第四紙廠。90但在該機開

工前卻又發生國產新聞紙滯銷事件，再加上降低生產成本等問題，故省政府建設

                                                      
84

 《宜蘭中興文化創意園區規劃研究案＜臺灣紙文化產業研發體驗園區＞成果報告書》，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頁 31。《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中興紙業及興中紙業）文化景觀登錄調

查計畫成果報告書》，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民國 92 年，頁 2。 
85「台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草案」，《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檔號：

0048/711-1/1/001/001，民國 48 年 1 月 20 日。（資料來源：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

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39-40）。 
86

 《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中興紙業及興中紙業）文化景觀登錄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民國 92 年，頁 6。 
87 「公司組織規程及編制表」，《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檔號：0051/711-1/1/001/005，民國 51

年 1 月 30 日。（資料來源：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

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50-51）。 
88 「檔案回顧＞生產技術〉」，臺灣產業經濟檔案：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管理局網頁。 
89 「檔案回顧＞生產技術〉」，臺灣產業經濟檔案：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管理局網頁。 
90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170，

註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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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陸續發函要求中興紙業自行檢討得失，研擬具體解決方案。
91
 

    民國 72(1983)年，臺灣省政府完成省營事業營運評估，建議中興紙業應精簡

人事，92公司組織也因此調整為 5 部 4 室 1 中心：改工務部為生產部，下轄羅東

總廠之第一、二、三紙廠；增設政風室及勞工安全衛生中心，將企劃室提升為企

劃部；裁撤主計室，業務併入財務部，並裁撤安全部。93至民國 73(1984)年 12 月，

中興紙業公司將總公司從臺北市搬遷至羅東總廠，始對其組織及人事有所精簡。
94 

【表 2-2-1】民國 48(1959)年中興紙業公司組織及職掌表 

 

資料來源：「台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草案」，《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檔號：

0048/711-1/1/001/001，民國 48 年 1 月 20 日。資料來源：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

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39-40。  

                                                      
91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165，

註 193。 
92《中國時報》，民國 84 年 6 月 28 日，第 13 版，「中興紙業公司 5 月盈餘創新高，紙價三級跳，

精簡人事奏效，可望轉虧為盈」。資料來源：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

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42。 
93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42。 
94 陳大川，《臺灣紙業發展史》(臺北：造紙工業同業公會，2004)，「年表」，頁 34。資料來源：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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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民國 51(1962)年羅東總廠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羅東總廠組織系統圖」，《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檔號：0051/822-2/6/001/002，民國

51 年 2 月 19 日。資料來源：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

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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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政府輔導下，中興紙業公司自民國 76(1987)年起即著手進行民營化，其轉

型民營化的時間前後約 13 年。在民國 90(2001)年 10 月 16 日正式完成其民營化的

轉移，由中興紙業公司員工集資成立「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標購部分機器

設備接續經營，承租部分土地中興紙業公司宣告完成民營化，而結束長達 40 年

之久的公營歷史。成為國內國營企業中少數由員工自行承接、轉型民營化的案例。
95 

員工出資成立之興中紙業自民國 91(2002)年起積極轉型紙塑工廠。此外，興

中紙業並計劃於原 9 號機所在之第三紙廠廠房經營紙類觀光工廠。96 

 

 

【圖 2-2-3】興中紙業承租中興紙業土地範圍 

底圖資料來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中興紙業及興中紙業）文化景觀登錄調查計畫成

果報告書》，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民國 102 年，頁 38。 

  

                                                      
95 「檔案回顧＞民營化〉」，臺灣產業經濟檔案：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管理局網頁。 
96

 《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中興紙業及興中紙業）文化景觀登錄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民國 92 年，頁 31。 

興中紙業承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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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以上從日本政府統治時期創立紙廠，到戰發的變遷與發展，將主要事件整理

成【表 2-2-4】。從歷史調查中，可以得知蘭陽平原本來是以稻米為主要農作物，

由於日本總督府的政策，使蔗糖成為另一個重要的農作物。日資企業以大規模的

投資，獨佔宜蘭地區的製糖工業，也帶來製紙工業的契機。 

在大正 6（1917）年就積極投入製紙研發與生產的「台南製糖會社」雖然沒

有成功，但由於有心人再接再厲，昭和 8（1933）年承接的「台灣紙業株式會社」

成為世界上首先以蔗渣加上「鬼芒」成功製作紙漿的製紙廠。日本製紙界鉅子大

川平三郎的決心，加上羅東街長陳純精的積極，在短短二年之間，臺灣興業株式

會社就順利在四結增設工場，昭和 12（1937）年完工時曾為當時台灣設備最完善，

產量最高，規模最大的製紙廠。隨後，在政府鼓勵紙業增產的政策下，次年即面

臨其他製糖廠從事製紙業的競爭，無法獲得充足的原料，卻因而獲得太平山、林

田山等地的木材砍伐許可。雖然只有六年的時間，就面臨因激烈戰火而不得不停

產的結局，但羅東工場不但留存至今，戰後也繼續製紙生產，並且結下與林田山

林業密切的關連。 

戰後因美援的關係，受到相當重視的羅東紙廠，繼續成為台灣重要的紙廠，

帶動羅東四結地區的繁榮。後來，中興紙業公司將四結廠改稱「第一紙廠」，二

結廠改稱「第二紙廠」。民國 66(1977)年、民國 70(1981)年陸續向北擴建「第三紙

廠」、「第四紙廠」，後來成為今天興中紙業之廠區。目前整體園區成為中興文化

創意園區，新的轉型發展，又即將展開新產業的序幕。可以看出在紙廠設立後至

今近一百年的歷程中，這裡經歷過許多的變化，同時每一次的變化都是始料未及。

同時也因為一直有積極的推動者，可以說一直都是以快速的腳步前進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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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臺灣中興紙業公司羅東總廠建設沿革 

日治時期 

第二紙廠（原「臺灣興業株式會社」二結工場，位於二結）設立 

大正 7 年(1918) 鈴木梅四郎「臺南製糖株式會社二結製紙工場」4 月動工、12 月竣工。 

大正 8 年(1919) 二結製紙工場開始製造包裝紙、紙漿。 

大正 12 年(1923) 二結製紙工場於關廠。 

昭和元年(1926) 11 月 29 日設立「三亞製紙會社」，由鈴木梅四郎、田島貞雄、藤山雷太等人管理。 

昭和 3 年(1928) 「三亞製紙會社」1 月 5 日營運。 

昭和 5 年(1930) 「台灣紙業工業所」設立。 

昭和 6 年(1931) 「バガス工業試驗所」設立。 

昭和 8 年(1933) 7 月 1 日「臺灣紙業株式會社」設立，承繼「バガス工業試驗所」。 

昭和 9 年(1934) 12 月「臺灣紙業會社二結工場」試驗蔗渣脫色、「鬼芒」製紙成功。籌設「臺灣興業株

式會社」、新工場建廠計畫。 

第一紙廠（原「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羅東工場，位於四結）設立 

昭和 10 年(1935) 2 月 14 日羅東工場舉行「地鎮祭」，3 月 15 日設立「臺灣興業株式會社」，7 月清水組開

始建設製紙工場。12 月 5 日由宜蘭神社藤村社司舉行「上棟式」。 

昭和 11 年(1936) 7 月完成索道將花連海岸山脈的「鬼芒」搬運至蘇澳港，用汽船、汽車運到羅東工場。 

8 月完成鐵道宜蘭線四結驛，站名紀念大川平三郎命名為「中里驛」。二結工場「蒸煮釜」

爆炸造成員工死亡。 

12 月臺灣紙業株式會社合併於臺灣興業株式會社。30 日大川平三郎病逝東京自宅。 

昭和 12 年(1937) 2 月 20 日羅東工場蒸煮釜開始製造製紙原料，運送到二結分工場製造紙板及印刷紙。羅

東工場 3 月底竣工，4 月舉行竣工式。 

戰後 

民國 35 年（1946） 「臺灣紙業公司」接管羅東工場、二結工場。 

民國 48 年（1959） 「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民國 49 年（1960） 羅東紙廠改稱「羅東總廠」，四結廠改稱「第一紙廠」、二結廠改稱「第二紙廠」。 

民國 51 年（1962） 陸續增加各式機具設備以提高產能。 

第三紙廠設立  

民國 66 年（1977） 為新增九號機（新聞紙機）成立「第三紙廠」舉行建廠破土。 

民國 68 年（1979） 完成安裝九號紙機，年產 5 萬公噸。 

第四紙廠設立  

民國 70 年（1981） 為新增 10 號機而成立的「第四紙廠」舉行建廠破土。 

民國 73 年(1984) 3 月完成安裝 10 號紙機，年產能達 11 萬公噸。7 月中興紙業公司遷羅東與總廠合併辦公。 

民國 75 年（1986） 完成第一期綜合廢水處理工程。 

民國 82 年（1993） 完成第二期廢水處理工程。 

民國 88 年（1999） 精省改隸經濟部，成為國營事業單位。 

民國 90 年（2001） 「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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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紙廠建物名稱變化 

中興紙廠內現存建物有些為日治時期一直保留到現在，有些為戰後興建。對

於這些建物的名稱，在比對不同時期的配置圖可以發現，有些是維持固定的名稱，

但也有因應機能改變而更換名字。為了能夠幫助瞭解每棟建築物在不同時期的名

稱，以下整理本次測繪範圍內建物之名稱對照表，如【表 2-3-1】所示。另外對

於下一節之建物名稱標示，為了能夠方便閱讀，全部以最早出現之名稱標示。 

【表 2-3-1】中興紙廠現存建物之名稱對照表 

編號 興建

年代
97
 

日治 民國 34~38 年 民國 46 年 民國 48 年 民國 52 年 

1 戰後 - - - - - 

4 戰後 - - - - - 

5 戰後 - - - - - 

6 戰後 - - 剝皮室 剝皮室 剝皮室 

7 戰後 - - - - - 

8 戰後 - - - - - 

9 戰後 - - - - - 

10 戰後 - - - - - 

11 日治 亞硫酸倉庫 羅東第一雜品倉庫 倉庫 倉庫 一號倉庫 

12 日治 硫黃倉庫 羅東第二雜品倉庫 倉庫 倉庫 二號倉庫 

13 日治 白土倉庫 羅東第三雜品倉庫 倉庫 倉庫 三號倉庫 

14 戰後 - - - - 四號倉庫 

15 戰後 - - - - - 

16 戰後 - - - - - 

17 戰後 - - 廁所 廁所 廁所 

18 戰後 - - - - - 

19 戰後 - - - - - 

20 戰後 - 鐵工室 板金工場 營繕工場 板金工場 

21 日治 營繕工場 營繕室 營繕工場 營繕工場 營繕工場 

22 戰後 - - 營繕工場 營繕工場 辦公室 

23 日治 營繕工場 營繕室 營繕工場 營繕工場 營繕工場 

24 戰後 - - - - - 

25 戰後 - - - - - 

26 戰後 - - - - - 

27 戰後 - - - - - 

28 戰後 - - - - - 

29 戰後 - - - - - 

33 戰後 - - 成品倉庫 成品倉庫 成品倉庫 

                                                      
97興建年代是本研究團隊依據不同時期的配置圖，以及現場構造、形式與材料調查所推測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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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中興紙廠現存建物之名稱對照表 

編號 興建

年代
97
 

日治 民國 34~38 年 民國 46 年 民國 48 年 民國 52 年 

34 戰後 - - - - - 

35 戰後 - - - - - 

36 日治 「ペーパーマ

シン室」、「ピ

ーター」、「ス

クリン室」、

「パルプチェ

スト」、「荷造

室」、「撰別室」

「仕上室」、

「藥品室」、

「晒粉溶解

室」 

噴坑室、篩選室、

漂白室、漂粉溶解

室、打漿室、第一

抄紙室、第二抄紙

室、第二抄紙室馬

達間、研究室、黏

合物製造室、整理

室、加工紙整理

室、滾筒研磨室 

噴漿室、篩選

室、漂白室、打

漿室、抄紙機

室、抄紙機室、

磨轆室、打包

室、整理室、沉

澱槽 

噴漿坑、篩漿

室、漂白室、打

漿室 

抄造工場 

噴漿室、篩選

室、漂白室、打

漿室、抄紙室、

抄紙變電所、磨

轆室、打包室、

整理室 

37 日治 「モーター」 

38 日治 「ショルダン

エンジン」 

39 日治 蒸解室 

 

蒸煮室 蒸解室 蒸解室 蒸解室 

40 日治 未標示 變電所 變電室 未標示 打漿變電所 

41 日治 未標示 磨木室 磨木室 磨木室 磨木室 

42 戰後 - - - - - 

43 戰後 - - - - - 

44 戰後 - - - - - 

45 戰後 - - 電動室 未標示 控制室 

壓縮空氣室 

46 戰後 - - - - - 

47 戰後 - - - - - 

50 日治 汽罐室 鍋爐室 

煤炭運輸室 

鍋爐室 動力工場 鍋爐室 

51 日治 受電室 羅東配電所 

電室製作室 

電務室 未標示 電氣室 

52 戰後 - - - - - 

53 戰後 - - - - - 

54 戰後 - 新削片室 捲心室 無記載 捲心室 

55 日治 未標示 舊削片室 削片機室 備木室 削片機室 

56 戰後 - - - - - 

103 戰後 - - - - 鐵路倉庫 

104 戰後 - 第二中里站倉庫 中里倉庫 倉庫 中里倉庫 

105 戰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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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中興紙廠現存建物之名稱對照表 

編號 年代 民國 68 年 民國 71 年 中興公司帳資料名稱 

(時間無法確定) 

民國 102 年 11 月 

「建築改良物全區配置圖」 

1 戰後 工會 油庫 正門警衛室 倉庫 

4 戰後 大割機房 物料部辦公室 大割機木材輸送室 大割機木材輸送室 

5 戰後 大割機房 物料部辦公室 圓鋸室 儲運課辦公室 

6 戰後 備料工場 木板工場 備木場 削片機 

7 戰後 - 未標示 備木場 簡易倉庫 

8 戰後 - 漿料倉庫 第九成品倉庫 漿料倉庫 

9 戰後 - - - 儲存室 

10 戰後 - - 備木廁所 管理室 

11 日治 一號倉庫 物料倉庫 材料倉庫 物料倉庫(NO.01) 

12 日治 二號倉庫 物料倉庫 材料倉庫 物料倉庫(NO.02) 

13 日治 三號倉庫 物料倉庫 材料倉庫 物料倉庫(NO.03) 

14 戰後 四號倉庫 物料倉庫 四號材料倉庫 物料倉庫(NO.04) 

15 戰後 - 漿料倉庫 原料倉庫(物束庫東) 漿料倉庫 

16 戰後 - 散漿機房 - 散漿倉庫 

17 戰後 未標示 未標示 廁所(營繕工廠用) 廁所 

18 戰後 - 未標示 物料倉庫 營繕工廠 

19 戰後 - 修護工場 修護工廠 修護工廠 

20 戰後 未標示 未標示 冷造間 營繕工廠 

21 日治 營繕工場 營繕工場 - 營繕工廠-金工股 

22 戰後 營繕工場 營繕工場 設計室 營繕工廠 

23 日治 營繕工場 營繕工場 車床室 營繕工廠-金工股 

24 戰後 - 磨轆機房 磨轆機 磨轆機房 

25 戰後 制控品 

化驗室 

場長室 工會辦公室 廠長室 

26 戰後 - 整理工場 第十成品倉庫 整理工廠 

27 戰後 銅版機房 銅版機房 

整理工場 

- 銅版機房 

28 戰後 - 銅版機房 - 銅版機房 

29 戰後 銅版機房 銅版機房 銅版紙機塗佈機室 銅版機房 

33 戰後 未標示 美援倉庫 - 美援倉庫 

34 戰後 - 未標示 500HP 馬達控制室 辦公室 

35 戰後 - 未標示 漂液製造設備室 辦公室 

36 日治 噴漿間、篩

選股、漂白

 

 

- 造紙機房 

37 日治 製藥室及製藥室-硫磺 造紙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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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中興紙廠現存建物之名稱對照表 

編號 年代 民國 68 年 民國 71 年 中興公司帳資料名稱 

(時間無法確定) 

民國 102 年 11 月 

「建築改良物全區配置圖」 

股、打漿

股、抄造工

場 

白脫墨工場 

第一場 

燃燒部份 

38 日治 製藥室-冷凍機室及製

藥股深井抽水機房 

造紙機房 

39 日治 蒸解股 未標示 蒸煮室 蒸解室(蒸煮室) 

40 日治 磨木股 未標示 五號磨木機室-機房部

份 

R.G.P 電氣室 

41 日治 磨木股 未標示 磨木室 磨木室 

42 戰後 未標示 未標示 多盤式過濾機房 製酸室 

43 戰後 未標示 未標示 - 辦公室 

44 戰後 未標示 未標示 四號積精練機馬達開

關室 

造紙機房附屬建物 

45 戰後 未標示 未標示 - 造紙機房附屬建物 

46 戰後 未標示 未標示 成品倉庫 成品倉庫 

47 戰後 紙袋機房 切紙機房 製袋工廠 紙蕊棒工廠 

50 日治 鍋爐室 鍋爐 - 鍋爐 

51 日治 電力股 變電所 - 受電室 

52 戰後 未標示 - - 電器室(開關) 

53 戰後 未標示 未標示 木片輸送間 簡易倉庫 

54 戰後 未標示 未標示 木片磨木機室 舊 R.G.P 

55 日治 備料工場 未標示 備木室 削片機房 

56 戰後 - R.G.P 木片磨木機房 新 R.G.P 

103 戰後 - 未標示 - - 

104 戰後 - 中里車站 - - 

105 戰後 - 中里車站 - - 

備註：日治時期、民國 38 年、民國 46 年、民國 48 年、民國 52 年、民國 68 年、民國 71 年之建物名稱，為

當時配置圖上記載之名稱。中興公司帳資料名稱與「建築改良物全區配置圖」是由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提供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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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紙廠之工場發展沿革 

今日的中興紙廠，日治時期為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經營之羅東工場，地址為台

北州羅東郡五結庄四結二百番地，由清水組興建，自昭和 10(1935)年 2 月 14 日開

始動工，至昭和 12(1937)年 4 月 25 日舉行落成典禮，為世界首創以「鬼芒」混合

蔗渣製紙的工場。當時工場內之配置、建築與機具完全是依據原料與製紙流程規

劃。之後由於「鬼芒」與蔗渣不足的因素，以致於工場在營運後一年後，便轉向

以廢木材為製紙原料，使工場的配置、建築與機具有了明顯的改變。 

戰後，民國 35(1946)年羅東工場先由臺灣紙業公司接手經營，至民國 47(1958)

年再改由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紙業公司)營運，其兩者都是

在日治時期臺灣興業株式會社建設的基礎下繼續發展。直到民國 62(1973)年因羅

東工場開始加入廢紙脫墨設備與建築，並在民國 68(1979)年與民國 73(1984)年完

成增添設備與擴廠，才使工場形成今天中興與興中紙廠的規模與設備。另一方面，

除了上述擴廠與增添設備的影響之外，造成工場建築與設備變化的另一項因素，

即是製紙原料的改變。因此為瞭解中興紙廠自日治時期到戰後的工場發展與變遷，

以下將以日治與戰後不同時期的配置圖為基礎，加上與舊照片之比對，以及相關

文獻之記載進行分析。 

一、 昭和 12(1937)年興建完成之工場 

(一) 工場規模與設施 

羅東工場因考量乾淨水源的取得，以及原料與成品之運輸，將工場選擇設置

在二結工場東南側的田地上，緊鄰鐵道。由日治時期的地籍圖可以知道，臺灣興

業株式會社當時除了購買用來興建羅東工場的土地之外，另外也有購買用來架設

往返兩間工場台車之土地土地。 

   依據昭和 12(1937)年出版之《臺灣興業株式會社の槪況と紙の話》與同年 9

月 1 日刊登之臺灣日日新報記載，羅東工場佔地 7 萬坪，工場建物坪數為 8,321

坪，包括有「原料裁斷室」、「製藥室」、「原料蒸煮室」、「パルプ精選室」、「漂白

室」、「調成叩解室」、「藥品室」、「抄紙室」、「仕上室」、「汽罐室」、「營繕室」與

「事務所」等。附屬建物為 2,588 坪，包括「社宅」、「其他附屬家屋」、集合住

宅與俱樂部。98 

 

                                                      
98
 《臺灣日日新報》，〈新設羅東工場全景（台灣興業會社）〉，06 版，193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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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日治時期臺灣中興紙業公司之地籍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圖 2-4-2】往返羅東工場與二結工場之台車。資料來源：翻拍自中興紙廠歷史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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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配置 

   【圖 2-4-5】與【圖 2-4-6】為日治時期羅東工場電話配線圖，【圖 2-4-7】為日

治時期羅東工場給水工程配置圖，其三張圖面上皆有記載昭和 10(1935)年 10 月

25 日、昭和 10(1935)年 11 月 13 日(B 社宅變更訂正)、昭和 11(1936)年 1 月 25 日

(C 號社宅變更 A 號「書込」、昭和 11(1936)年 4 月 9 日(××社宅地「書込」)，可

以確認為昭和 10(1935)年至 11(1936)年間羅東工場的配置圖，而在比對昭和

12(1937)年落成時的工場照片與現況留存之日治時期建物位置後,可以確定羅東

工場是依據上述三張配置圖興建。 

    然而雖然上述三張配置圖為同一時期的圖面，但仍有小部分差異；【圖 2-4-6】

與【圖 2-2-7】在「營繕工場」南側為一棟方形油倉庫，且「汽罐室」北方有設

置一間「濾過池」，反之【圖 2-2-5】在「營繕工場」南側卻是一棟矩形的倉庫，

且「汽罐室」的北方也還沒有設置「濾過池」，由此可以知道【圖 2-2-5】的時間

應該是早於另外兩張，但後來並沒有施作，而是改作油倉庫。 

    依據上述三張配置圖可以知道，初設的羅東工場設有往返二結工場之台車軌

道。工場內依使用機能分成工場建物與附屬建物兩個區域配置，之間以寬約 24

公尺的水道與廣闊的空地區隔，避免相互干擾，如【圖 2-4-4】所示。 

 

【圖 2-4-3】昭和 11 年興建中之羅東工場留設寬廣的水道。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下は目下陣設工事中

の同社羅東工場〉，9 版，193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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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場建築配置於基地的南半側，包括有「茅裁貯所」(即報導中的「原料裁

斷室」)、亞硫酸溶解室、製藥塔、酸液回收槽、蒸解室(即報導中的「原料蒸煮

室」)、製藥室、篩選室(即報導中的「パルプ精選室」)、漂白室、打漿室(即報

導中的「調成叩解室」)、藥品室、抄紙室、整理室(即報導中的「仕上室」)、「汽

罐室」、營繕工場(即報導中的營繕室) (包括有營繕工場與「火造場」)、事務所、

三棟倉庫、石炭置場、四棟化學物品倉庫(包括亞硫酸倉庫、硫磺倉庫、白土倉

庫與晒粉倉庫)、油倉庫等。 

    配置方面，「茅裁貯所」需要較大的空間所以獨立配置在水道的西側。蒸解

室、噴坑室、篩選室、漂白室、打漿室、抄紙室與整理室為一個完整的製紙流程，

建築物之間採東西向配置且彼此緊鄰，形成一個製紙建築群，以便紙漿之輸送。 

    其餘建築大多為了能夠就近提供上述建築原物料，則配置在周邊，包括四棟

化學藥品倉庫為了能夠就近提供上述的溶解室、漂白室與打漿室原料，刻意配置

在製紙建築群的南側。亞硫酸溶解室、製藥塔、酸液回收槽、汽罐室、濾過池刻

意配置在蒸解室的西側，以便提供酸液、水源與蒸氣。營繕工場刻意配置在抄紙

室的南側，或者是為了方便運輸原料與成品，將建築物配置在鐵道旁，包括三棟

倉庫與石炭置場。 

    附屬建築配置於基地北半側，包括有「社宅」、 社員「アパ一ト」（集合）

住宅、俱樂部、診療所與車庫等，其中社宅依級別分設 A、B、C 三號，A 號位

於水道的北側採一字型配置共兩棟，宿舍為獨棟，Ｂ號配置於Ａ號的南側，採一

字型配置共六棟，宿舍為雙併，Ｃ號採排列方式配置四行共十五棟，宿舍為雙併。 

    除上述建築配置之外，由上述三張配置圖也可以知道，當時臺灣興業株式會

社對於工場內作的規劃與設施，包括對外設有三道出入口，其中位於事務所南側

的出入口為正門(即今日園區內最南側道路)，而較靠近「茅材貯所」(即今日文創

園區內最南側道路)與社宅的出入口(位於今日省道上)為側門，提供員工進出以及

與二結工場之原料輸送。以及「汽罐室」、製紙建築群、營繕工場與相關原料與

成品倉庫皆有設置台車軌道聯繫，以便原料與成品的運輸。以及為了方便聯絡各

部門與防災需求，於場內架設電話線、消防栓與「水吞」，並在事務所前方設置

噴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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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昭和 12(1937)羅東工場之建築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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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昭和 10(1935)年至 11(1936)年之羅東工場電話線路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

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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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6】昭和 10(1935)年至 11(1936)年羅東工場電話線路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

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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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昭和 10(1935)年至 11(1936)年羅東工場給水工事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

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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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8】昭和 12(1937)年羅東工場基地範圍。底圖為 google map，本研究加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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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9】昭和 12(1937)年羅東工場落成後之照片(由基地南側往北側拍攝)。資料來源：〈臺北州羅東郡役

所〉，《羅東郡大觀》，昭和 12 年 12 月。 

 

 

【圖 2-4-10】昭和 12(1937)年羅東工場落成後之照片(由基地北側往南側拍攝)。資料來源：〈作者不詳〉，《臺

灣興業株式會社の概況と紙の話》，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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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1】昭和 12(1937)年羅東工場落成後之照片(由基地西側往東側拍)。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新

設羅東工場全景（台灣興業會社）〉，06 版，1937-09-01。 

 

 

【圖 2-4-12】昭和 12(1937)年羅東工場落成後之照片(主要製紙建築群)。資料來源：〈臺北州羅東郡役所〉，《羅

東郡大觀》，昭和 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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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3】日治時期羅東工場鳥瞰圖。資料來源：陳大川，《臺灣紙業發展史》，2004，頁 77。 

 

    另一方面，除上三張昭和 10(1935)年至 11(1936)年的配置圖之外，也有發現

一張羅東工場配置圖【圖 2-4-16】，但經比對昭和 12(1937)年工場落成後拍攝的照

片，發現許多建築的配置與實際不同，包括基地南側之四棟南北向並列配置的原

料倉庫，在此圖只有三棟，並且兩棟是南北向的排列配置，另一棟為東西向配置，

如【圖 2-4-14】所示，以及位於製紙建築群西北側的「汽罐室」，在此圖面是配

置在製紙建築群的南側，重疊到化學藥品倉庫的位置。基於上述之差異，推測此

圖應該是臺灣興業株式會社在購買土地後所作的其中一種規劃配置方案。 

  

【圖 2-4-14】初期規劃(但未實施)之化學藥品倉庫與汽罐

室配置。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圖 2-4-15】昭和 12(1937)年落成後之化學藥品倉庫配置

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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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6】羅東工場規劃方案之一的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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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場用水與飲用水 

    乾淨與穩定的水源對於製紙產業相當重要，為此臺灣興業株式會在興建羅東

工場時，除了在基地內設置寬約 26 公尺的 L 形水道儲水之外，為取得穩定的水

源在昭和 11(1936)年於用水量較大之「汽罐室」北側開鑿三口深井，並在同年 3

月 28 日首次進行「揚水量」的實驗(一號井由 3 月 17 日記載到 4 月 19 日，二號

井由 3 月 20 日記載到 4 月 22 日，三號井由 3 月 17 日記載到 4 月 7 日)，其記載

內容包括日期、天候、所要電力、下降水位、吸出水量「一昼夜石」(24 小時所

湧出的量，一石為 180.39 公升)、吸出水量一秒間個；之後亦有陸續進行其他相

關檢測。 

【表 6-4-1】羅東工場內水井資料表 

水井名稱 開鑿時間 深度 位置 每分鐘平均揚水量 

一號井 民國 25(1936)年 458 呎 「源水室」北部池邊空地上 1.3Ｍ
3
 

二號井 民國 25(1936)年 273 呎 「源水室」北部池邊空地上 1.35Ｍ
3
 

三號井 民國 25(1936)年 270 呎 「源水室」南部池邊 3.37Ｍ
3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羅東工場深井有關圖件，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整理。 

 

【圖 2-4-17】昭和 11(1936)年 3 月 28 日羅東工場水井「揚水量」檢測-1。資料來源：中興紙業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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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8】昭和 11(1936)年 3 月 28 日羅東工場水井「揚水量」檢測-2。資料來源：中興紙業

公司。 

 

    等至確認三座深井的出水量足夠供應工場製紙使用之後，臺灣興業株式會社

隨即向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提出申請，評估三座深井的水源是否可以做為飲用

水或是「汽罐室」用水。爾後經試驗結果得知，水井的水質硬度偏高如作為「汽

罐室」用水可能稍微不適合，而作為飲用水的話須經過濾與煮沸，如【圖 2-4-20】

與【圖 2-4-21】所示，為此臺灣興業株式會社在同年 10 月 6 日又向中央研究所

提出申請，檢測基地內之水道是否適合作為「汽罐室」用水，但經檢驗後仍發現

水質硬度過高仍不太適合使用，如【圖 2-4-22】所示。 

    之後雖然沒有文獻進一步說明工場用水細節，但經比對昭和 10(1935)至昭和

11(1936)年的羅東工場配置圖上有發現「濾過池」，另外由「濾過池」的原有圖面

有可以發現，部分過濾槽是專門提供給社宅使用，如【圖 2-4-23】至【圖 2-4-25】

所示，可以確認羅東工場最後是以興建「濾過池」的方式來解決水質不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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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9】昭和 11(1936)年 8 月 24 日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申請檢測場內水道與井水是否適合作為飲用

水與「汽罐用水」。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圖 2-4-20】昭和 11(1936)年 9 月 25 日檢測井水是否作為民生用水檢測書。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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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1】昭和 11(1936)年 9 月 30 日檢測井水是否作為「汽罐室」用水檢測書。資料來源：中興紙

業公司。 

 

【圖 2-4-22】昭和 11(1936)年 10 月 23 日檢測池水是否作為「汽罐室」用水檢測書。資料來源：中興紙

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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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3】日治時期過濾池剖面圖-1。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圖 2-4-24】日治時期過濾池剖面圖-2。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圖 2-4-25】日治時期過濾池剖面圖-3。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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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場製紙流程 

羅東工場是世界首創以「鬼芒」混合蔗渣製紙的工場，場內之建築配置與形

式完全是依據原料供給線、製紙流程與空間需求規劃。依據日治時期出版之《臺

灣興業株式會社 の槪況と紙の話》99記載工場製紙流程，依序為紙漿製作、紙漿

調配、抄造與整理。 由於當時製作的紙漿為化學紙漿，是先將蔗渣與「鬼芒」

放入「蒸煮釜」（蒸解室）內，再加入由亞硫 酸溶解室、製藥塔與製藥室製造的

亞硫酸鎂溶液，經高溫蒸煮後製作成化學紙漿。蒸解室內所需的蒸汽則由「汽罐

室」供給。 100 

由於以化學方式製作的紙漿紙質粗糙，容易吸水擴散，只適合作為過濾紙等

用途，所以如果要做成一般用紙，還必須進行紙漿的調配。因此蒸解室製作的化

學紙漿並不直接進行抄造，而會先輸送到噴坑室與篩選室，清洗剩餘的化學藥品

與分解後的木質素，之後再輸送到漂白室內依據紙張需要的淨度進行漂白；所以

漂白室的南側設有曬粉溶解室。漂白之後再輸送到打漿室內，因應紙張所需之用

途調配各種藥品；在打漿室南側設有藥品室，存放與調配所需之化學藥劑。   

經過上述程序調配完成的紙漿，先存放在抄紙室內的紙漿槽，經過加水稀釋

後流送進入抄紙機中，經過抄網、乾燥機與滾軸磨光等程序，完成紙張的製作。

最後在包裝販賣前，還要再進行篩選與整理。（參照【圖 2-4-27】之製紙流程說

明圖）關於蒸解室之構造與製漿方式，以及抄紙之細部流程與抄紙機之構造，則

於第三章第一節建築特色分析中，以建築圖面具體說明。 

 

【圖 2-4-26】日治時期羅東工場第一抄紙室內之第一與第二抄紙機。 
資料來源：〈宫川次郎〉，《臺灣パルプ讀本》，1939。  

                                                      
99
〈作者不詳〉，《臺灣興業株式會社の槪況と紙の話》，1935?。 

100
 紙漿分為三種，磨木紙漿、化學紙漿與半化學紙漿。磨木紙漿是以機械碾磨來取得木材纖維，

而化學紙漿是以化學法將木質素與纖維分開，以取得木材纖維，以使用的化學藥劑之不同，

主要還可分為「蘇打法」、「亞硫酸法」與「硫酸法」。半化學紙漿則是結合機械法與化學法之

製漿方式。紙漿依使用原料之不同，纖維的形狀也各有所不同，有的較長，有的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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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7】昭和 12(1937)年羅東工場製紙流程說明圖。上圖資料來源：〈作者不詳〉，《臺灣興業株式會社

の槪況と紙の話》，1935?，下圖資料來源：昭和 10 至 11 年羅東工場配置圖，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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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昭和 13(1938)年製紙原料改變至昭和 17(1942)年的發展 

正如第二章所述，羅東工場營運不久之後，隨即面臨「鬼芒」與蔗渣原料不

足的問題，當時為能夠穩定的提供工場製紙原料，臺灣興業株式會社便開始研發

以木料製漿。事隔一年(1938)研發成功後，工場製漿原料隨即轉向以木材為主軸，

「鬼芒」與蔗渣為輔助。當時臺灣興業株式會社在獲得總督府營林所的同意與開

放下，先是出資三十七萬圓花費四個月的時間於八仙山與太平山伐木地新架設索

道、鐵道、軌道等運輸設施，預計每年搬運 8 萬立方米之無法製材的檜木至羅東

工場製紙101。到了昭和 14(1939)年又獲得臺灣總督府的許可，在林田山事業區萬

里橋溪流域附近設立伐木基地(即今日林田山林業聚落前身)，並採集每年 3 萬立

方米之針葉林提供羅東工場製紙102；木材經花蓮港海運至蘇澳，之後以火車運輸

到工場。 

    另一方面由於檜木廢料富含的檜木油，因此臺灣興業株式會社在昭和

14(1939)年與高砂香料會社合作於工場內設置新香料工場，預計從 9 千立方米的

檜木廢料中提煉出 150 噸的檜木油，之後再以提煉後的木渣製漿。103 

 

 

 

 

【圖 2-4-28】羅東工場於昭和 13(1938)年 12

月開始運使用八仙山與太平山之檜木廢材。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檜の廢材を原

料に羅東工場で製紙 八仙、太平兩山の施

設進捗し 十二月から搬出開始〉，05 版，

1938-11-29。 

【圖 2-4-29】羅東工場內興建檜木油提煉工場。資料

來源：《臺灣日日新報》，〈全島産檜油の九割 羅東

で製出 新香料工場操業開始〉，05 版，1939-11-08。 

                                                      
101
〈臺灣三成協會まこと〉，《檜の廢材を原料に 羅東工場で製紙》，版次 n332，1938-12-10 

102
〈臺灣農林新聞〉，《花蓮港廳下に於ける林業關係事業會設》，版次 n050，1940-03-10 

103
《臺灣日日新報》，〈全島産檜油の九割 羅東で製出 新香料工場操業開始〉，05 版，193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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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上述製紙原料之改變以及增設提煉檜木油之相關設施，在比對昭和

12(1937)年的工場配置圖與昭和 16(1941)年 2 月與昭和 17(1942)年的配置圖，可以

明顯看出上述兩項因素對於工場配置的影響： 

(一) 新設鐵路交通 

    臺灣興業株式會社從位於工場西側附近，運送羅東竹林與太平山林場木材的

既有森林鐵道，另外延伸設置一條台車軌道「營林所引込線」至工場內的儲木場 

(編號 A)，讓太平山的廢木料經由森林鐵道，以及「營林所引込線」，可將木料

以台車運送到工場內，如【圖 2-4-31】所示。此外由於原本的材料放置場規模不

足，所以又在「營林所引込線」旁的田地再增設一處儲木場(編號 B)。 

    經由海運運輸至蘇澳港，來自林田山的木料，由於此時工場內的鐵道尚未興

建，所以木料只能運抵中里車站，無法直接進到工場內之材料放置場，因此臺灣

興業株式會社特別在車站附近的田地增設一處儲木場(編號 C)。等至昭和 17(1942)

年工場完成設置運輸林田山木料至編號 A 儲木場的「營林所鐵道線」之後，才

廢除編號 C 儲木場。關於當時候的鐵道路線規劃，由於考量將林田山木料放置

在編號 A 儲木場，以及受限於火車無法在短距離迴轉的特性，所以鐵道設置在

中里車站的北側並沒有直接穿越工場區域，並以迴繞的方式避開社宅區域，這條

鐵道線後來成為今日中興與興中紙廠的所在範圍，如【圖 2-4-32】所示。 

(二) 新設處理木料之相關建築 

    除了原有的化學紙漿製造之外，也因應新的原料─木材，此時又增加機械紙

漿之製造。為了讓新的製紙原料與工場既有製紙設備結合，臺灣興業株式會社在

紙漿製作的階段，也就是「茅裁貯所」與及水道的位置，興建許多用來處理木料

的建築與設備，包括鋸木室、削片室、蒸油室，以及與蒸解室之間設置輸送帶等，

以及在篩選室的西側興建以機械方式製漿的磨木室，使得工場的紙漿製作有兩條

生產線。 

    當時對於斷面較大的圓木、下角料(斷面尺寸較小或無法加工之材料)與廢檜

木，是先經由截木室進行初步的裁切，後經削木室依木料材種加工成碎木屑，之

後一般的碎木屑經由輸送帶直接送往蒸解室進行化學製漿，而檜木屑則在送往蒸

解室之前，先送到蒸油室進行提煉檜木精油，之後再送到蒸解室製漿，其流程如

【圖 2-4-30】所示。 

    斷面較小的圓木，則製作成機械紙漿，先經過裁切與去皮，將木料裁切成 4 

尺(121.2 公分)一支，後送往磨木室以人力投入磨木機內以磨木石研磨製作紙漿，

而製作完成的紙漿則經由地下式的排漿溝送往篩選室加工，不需要經過蒸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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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紙漿的生產流程不同。其流程如【圖 2-4-30】所示。 

    另一方面，除上述增設的建築與設備之外，羅東工場因應自身需求自昭和

12(1937)年到昭和 17(1942)年也有進行部分增建，包入口正門增設守衛室與消防

室、第二抄紙室北側增設原料補集室、篩渣過濾室與沉澱池，以及營繕工場興建

數棟建築等。 同時隨著員工的增加，也在連接羅東工場與二結工場的台車沿線

上興建 28 棟社宅(包括一棟集合住宅)與浴室(D 號社宅)，以及在 B 種社宅北側再

興建 6 棟社宅。 
 

 

【圖 2-4-30】昭和 17(1942)年羅東工場之紙漿製作流程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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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1】昭和 16(1941)年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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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2】昭和 17(1942)年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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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3】昭和 17(1942)年羅東工場基地範圍。底圖為 google map，本研究加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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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戰後台灣紙業公司經營期間之工場發展 

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經營之羅東工場營運至昭和 18(1943)年時，因物資缺乏、

設備失修與美機轟炸，終至停工。但因損壞程度較其他紙廠低，所以在民國

34(1945)年「輕工業監理委員會」監理期間整修後，隨即開工生產。至民國 35(1946)

年 5 月包括台北廠(今之羅東紙廠，包括羅東工場與二結工場)，與其他台中廠(今

之大肚紙廠)、台南廠(今之新營紙廠)、士林廠(今之士林紙廠)、高雄廠(今之鳳山

紙廠)以及一資源林田山管理處(今之林田山林場)一同轉由「臺灣紙業公司」接管

經營，當時羅東紙廠繼續由林田山管理處提供木料。 

由民國 38(1949)年之前的配置圖可以知道，臺灣紙業公司剛接手經營之羅東

工場，紙漿製作、紙漿調配、抄造與整理的部分完全是沿用日治時期的建築與設

備。然而不同的是此時的基地已略往南側擴展，並依據使用需求興建部分建築或

設備，包括於正門旁新設事務所，以及在工場內設置多座廁所，以及在晒粉倉庫

的北側興建一棟工程師室，以及在編號 A 儲木場內的兩條營林所鐵道旁新設裁

切木料的截木室，以及用來檢收木料的林務課事務所與林務課製材所，以及在木

工室旁新設一間汽車室，以及在 D 號社宅旁設置營繕分工場等，如【圖 2-4-35】

所示。 

到了民國 38(1949)年與民國 39(1950)年的時候，工場的紙漿製作仍維持化學

與機械紙漿兩種，但為了能夠就近裁切木料，所以在編號 A 儲木場內增設一台

兩噸與五噸吊車，並且增建新的鋸木室；原日治時期的設置的截木室由於失去功

能已經拆除。日治時期設置之蒸油室此時也經拆除，可能是因為此時工場已不再

引進廢檜木或是有其他相關原因。另一方面，在化學製漿部分，除了原本的碎木

屑原料之外也開始使用竹材，由於為同一生產流程，所以用來加工竹材之切竹工

場設置在運輸碎木屑的履帶旁，如【圖 2-4-34】所示。紙漿調配以及抄造與整理

流程的建築此時並沒有明顯的改變，但在原有沉澱池的東側再增設一座沉澱池。 

除上述增設的建築與設備之外，羅東工場因應自身需求也進行大規模的增改

建。在基地使用的部分，包括廢除編號 B 儲木場，以及填平部分原有 L 形水道，

但並沒有興建建築；僅剩西側水道(即今日的貯水池範圍)，並且另外在基地的北

側與社宅旁設置兩個形狀不一的貯水池與兩個水池。製造的部分，於正門旁新設

置一間橡膠工場。員工生活的部分，為考量平日休憩與子女就學問題，在社宅周

邊設置網球場與操場，但也有部分日治時期設置的社宅與俱樂部已被拆除。行政

空間部分，於日治時期的舊事務所原址興建新的事務所(總辦公室)，即現在銅版

機房的位置(編號 29)。儲藏倉庫的部分，位於場內之晒粉工場已被拆除，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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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里車站旁的三座倉庫也已拆除兩棟；僅剩中間的一座木造倉庫，貯碳場也廢

除轉存放到北側另一個貯碳場。維修設備的部分，位於工場內之營繕工場有拆除

與增建部分建築。 

 

【圖 2-4-34】民國 38(1949)年羅東工場之紙漿製作流程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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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圖 2-4-35】民國 38(1949)年之前的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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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6】民國 38(1949)年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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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7】民國 39(1950)年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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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2(1953)年政府配合美援推動「四年經濟建設計畫」，讓臺灣紙業公司

兩年獲得共 95 萬多美元的補助。由當時美援相關文件記載可以知道，補助款中

的 78萬多美元都是用來改善工場的設備，使製紙產量能夠提高。而從民國 46(1957)

年的配置圖可以知道，民國 42(1953)年的美援補助也在整理室的東側興建一棟成

品倉庫，由於是利用美援經費興建，所以取名為美援倉庫(編號 33)。 

至民國 46(1957)年的羅東工場，製紙中的紙漿調配、抄造與整理部分的建築

並未改變。紙漿製作的部分，仍維持機械紙漿與化學紙漿兩種。以機械方式製作

紙漿的磨木室並沒改變，但化學製漿的部分，已不再使用竹材作為製紙原料，所

先先前設置的切除工場已經拆除，另外原本位於編號 A 儲木場內的木料處理設

備或建築已經拆除並改設許多台車軌道，並且在原本削木室的南側興建剝皮室、

剝皮桶、鋸斷室與備木辦公室，所以大型之圓木料與下角料會先在鋸斷室內進行

裁切，後經由剝皮室與剝皮桶去除無法製紙的樹皮，最後再送到削木室加工成碎

木屑。 

除上述增設的建築與設備之外，羅東工場自民國 39(1940)年到 46(1957)年間

因應自身需求也進行部分增改建。包括拆除位於場區外之事務所、增建洗水槽、

車庫、車間、雜工室倉庫、休息室、配電室、電動室、製材工場、原料倉庫與成

品倉庫等建築。 

 

 

【圖 2-4-38】民國 50(1961)年美援倉庫屋頂即窗戶改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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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9】民國 46(1957)年羅東工場之紙漿製作流程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

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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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0】民國 46(1957)年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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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灣中興紙業股份公司經營期間之工場發展 

(一) 民國 47(1958)年接收營運至民國 64(1975)年增設第三紙廠前 

民國 47(1958)年 12 月臺灣紙業公司將所屬紙廠實施分場分營。當時由臺灣銀

行持股權為基礎，聯合其他公股及部分民股於同年 12 月 30 日接管羅東紙廠(羅

東工場與二結工場)以及林田山林場，並在民國 48(1959)年 11 月 7 日成立臺灣中

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中興紙業公司)，接收臺灣紙業公司羅東場內的所有

機械設備、鍋爐室、試驗室、廠房、辦公室、倉庫與營繕工場等設施，而這些設

施與建築大多是延續日治時期的建築與設施，如【表 6-4-2】所示。由民國 48(1959)

年配置圖也可以知道，羅東工場內主要進行紙漿製作、紙漿調配、抄造與整理的

建築並沒有改變104，但另有增建數棟員工宿舍、醫務室與游泳池，以及改變部分

建築的使用機能，如原本的卡車庫改作消防室，或像營繕分工場改作宿舍。 

【表 6-4-2】中興紙業公司創立初期機械設備及產能表 

設備名稱 機械規格 數量 產能 

大帶鋸 徑 6-〞0ˊ60HP 2 部 每日鋸木 600 石 

削片機 半徑 M.M. 2/30 2 部 每日削木 1,200 石 

磨木機 四庫式 2 部 日產木漿 7.5 頓 

製酸塔 徑 6-〞0 ×高 100 呎 5 部 每日製酸 8,000 立方尺 

儲酸塔 直徑 19 呎高 21 呎 5 部 融機 6,000 立方尺 

直立式蒸煮器 容積 5,650 立方呎 3 部 每日產漿量 10 頓 

雙網式濃縮機 徑 40 吋長 80 吋 2 部 日產 3,000 磅 

濕漿機 徑 40 吋×80 吋長 80 吋 1 部 日產紙漿 20 頓 

平板篩選機 - 24 部 每部日產 12 板 

漂白機 
12,000 磅 4 部 - 

5,000 磅 2 部 - 

打漿機 
容量 2,2OO 磅 10 部 - 

容量 500 磅 6 部 - 

電動機 馬力 1-900 匹 455 部 - 

抄紙機 - 8 臺 - 

銅版機 - 1 臺 - 

廢紙脫墨設備 - 1 套 - 

廢水處理場 - 2 座 - 

資料來源：《臺灣之造紙工業》，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4.04,臺灣研究叢刊第七種，

頁 15-16。劉鳳文、左宏疇合著，《公營事業的發展》，臺北：聯經，1984.09，頁 

本表資料來源：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

公司，2008，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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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民國 48 年之配置圖沒有繪製剝皮室、鋸木室與備木辦公室，但在民國 52 年的配置圖中

仍有出現，所以推測民國 48 年的時候上述三棟建築仍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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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1】民國 48(1957)年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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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興紙業公司製紙原料以松木為主，為了能夠取得足夠的原料，在民國

73(1984)年 9 月停購省產松木之前，十分積極的拓展製紙源林，除了向政府爭取

林務局林班地中距離羅東場近，集中且適合種植松樹之林地之外，也與臺灣農林

公司合作種植松樹，更免費提供松苗給宜蘭縣、臺北縣、桃園縣等地的林農種植

松樹，並以「植松致富」口號宣導種植松樹。105另一方面，為了能夠降低製漿成

本，中興紙業公司在民國 51(1962)年將林田山林場的原木鋸製心材出售，以所剩

之邊皮材、枝梢材作為製漿原料，使化學紙漿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時也增加磨木

設備，使機械紙漿的成本大幅降低。 

依據民國 52(1963)年的工場配置圖可以知道，化學紙漿的製作流程與之前相

同，但又開始使用竹材，所以在輸送碎木屑的輸送帶旁又興建了一棟切竹室，而

機械製漿之磨木室已進行擴建，由歷次增改建圖面可以確定是在民國 48(1959)年、

50(1961)年、51(1962)年各增設一組模木機組，使機具由原本的兩組增加至五組，

但製造流程並沒有改變。紙漿調配、抄造與整理區域在此時並沒有改變。 

除上述增設的建築與設備之外，羅東工場自民國 48(1959)年與 52(1963)年間

因應自身需求也進行部分增改建。包括在原本的正門南側再新建一道圍牆與正門，

如【照片 6-4-1】所示，以及在橡膠工場東側增建柏油工場與柏油紙成品倉庫並

將原本的雜工室改為休憩室，以及在原本的晒粉倉庫原址在興建一棟物料倉庫

(編號 14)，以及控制室(民國 46(1957)年稱電動室)的東側增建一棟壓縮空氣室，

以及在中里車站的南側興建一棟倉庫。 

 

【照片 6-4-1】中興紙廠正門(現已改為側門) 
   
                                                      
105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192。 

新設正門 

新設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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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2】民國 52(1963)年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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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國 64(1975)年增設九號紙機至民國 70(1981)年增設十號紙機 

    民國 50 年代以後，中興紙業公司生產的紙張類別逐漸單純化，以生產新聞

紙、香菸紙、道林紙、模造紙與印書紙五種為產銷主力，另外紙漿與紙袋的生產

也是該公司的重要產品。106當時中興紙業公司除了繼續以松木為主要製紙原料之

外，在民國 62(1973)年 2 月，針對新聞紙的原料工場內也添購廢紙脫墨設備，以

廢報紙或品質較佳的廢紙張為原料，利用脫墨設備進行脫墨，後再添加部分纖維

較長的紙漿，即成為生產新聞紙的紙漿。107另一方面，中興紙業公司為擺脫製紙

原料不足的窘境，即利用臺灣栽植香蕉面積廣、產量大、收購容易與製造成本低

廉等特點，投入香蕉樹纖維造紙法的研發，並在民國 64(1975)年 12 月 9 日試驗宣

告成功，其出漿率達百分之五十，可日產 150 噸的紙漿，但是運用在牛皮紙的製

造上，主要生產之新聞紙並無法使用。108 

同年中興紙業公司為增加紙張生產量，向美國貝洛依特公司(Beloit Co.)訂購

雙網是全新高速新聞紙機，作為羅東工場的第 9 號抄紙機，並且在民國 66(1977)

年為增添之 9 號抄紙機籌建第三廠(今日興中紙廠範圍)與增設紙漿生產設備，提

高機械紙漿的產量，以滿足新設機器對於紙漿原料的需求。109民國 68(1979)年 5

月新設完成之 9 號紙機，與原本專門生產新聞紙之 4 號抄紙機，年供應量共達 6

萬 8 千公噸，由於是公司的一大建設，為此特別設置碑記記載，如【圖 2-4-44】

所示。 

    民國 68(1979)年當任董事長隨著手「增添 10 號紙機計畫」向行政院經建會

提出陳報，但因考量當時新聞紙的售價低廉不夠成本，顧暫不考量該計畫。直到

民國 70(1981)年 1 月 9 日才通過「增添 10 號新聞紙機計畫」，並在 10 月 20 日舉

行奠基儀式，開始興建第四廠(之後與第三廠合併，統稱第三廠)。110  

    民國 73(1984)年中興紙業公司停購省產松木與放棄自營紙源林政策，將其租

賃的林班地，委託林務局代以造林，等於完全放棄林業經營，以及原料必須全部

仰賴國外進口，造成成本不易穩定111，為此同年又向西德添購一套可日產兩百噸

的 Voith 製廢紙脫墨設備。112 

 

                                                      
106

 「檔案回顧＞經營概況〉」，臺灣產業經濟檔案：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管理局網頁。 
107

 「檔案回顧＞生產技術〉」，臺灣產業經濟檔案：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管理局網頁。 
108

 「檔案回顧＞生產技術〉」，臺灣產業經濟檔案：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管理局網頁。 
109

 「檔案回顧＞生產技術〉」，臺灣產業經濟檔案：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管理局網頁。 
110

 《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111

 戴寶村，《紙菁風華─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選輯─臺灣中興紙業公司，2008，頁

192。 
112

 「檔案回顧＞生產技術〉」，臺灣產業經濟檔案：臺灣中興紙業公司，檔案管理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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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3】民國 70 年代臺灣中興紙業公司羅東工場配置圖。底圖來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頁 79。（資料來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中興紙業及興中紙業）文化景觀登錄調查計畫成果報告

書》，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民國 92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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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4】羅東總廠第三紙廠碑記。資料來源：

《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圖 2-4-45】羅東總廠新建十號紙機記。資料來

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由民國 65(1976)年的工場配置圖，可以知道紙漿調配、抄造與整理部分仍延

續前期建築，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而紙漿製作的部分，雖然中興紙業公司在民國

64(1975)年加入香蕉樹纖維造紙，但並沒有新增相關製作紙漿的建築或設備，而

是維持原本的機械製漿與化學製漿兩條紙漿生產線，推測當時期的香蕉樹纖維紙

漿應該也是屬於化學紙漿，由蒸解室製作。另一方面，針對該時期的機械紙漿，

雖然製造流程與前期相同，但因為使用需求於削木室北側興建兩台剝皮機(今之

簡易倉庫，編號 53)，如【圖 2-4-47】所示，而化學紙漿雖然製造流程與前期相

同，但原本的鋸斷室已拆除並改建為同樣機能的大割鋸室(今之大割機木材輸送

室，編號 4)，其製漿流程如【圖 2-4-46】所示。 

    除上述增設的建築與設備之外，羅東工場在民國 52(1963)年與民國 65(1976)

年因應自身需求也進行部分增改建，包括在事務所西側興建一棟化驗室(今之廠

長室，編號 25)，於第二抄紙室的北側興建一棟紙袋工場(今之紙蕊棒工廠，編號

47)與成品倉庫(編號 48)，於源水室(日治時期稱「濾過池」)的北側興建沉砂池，

重建中里車站前的倉庫(編號 104 與 105)，另外拆除日治時期的正門、拆除柏油

紙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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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6】民國 65(1976)年羅東工場之紙漿製作流程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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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7】民國 65(1976)年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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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8】剝皮機。資料來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照片 6-4-2】化驗室(今之廠長室，編號 25) 【照片 6-4-3】紙袋工場 (今之紙蕊棒工廠，編號

47) 

  

【照片 6-4-4】成品倉庫(編號 48) 【照片 6-4-5】成品倉庫(編號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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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4-6】大割鋸室(今之大割機木材輸送室，

編號 4) 

【照片 6-4-7】大割鋸室(今之大割機木材輸送室，

編號 4) 

  

【照片 6-4-8】中里車站（編號 104.105） 

 

【照片 6-4-9】中里車站（編號 104.105） 

  

【照片 6-4-10】沉砂池與源水室 【照片 6-4-11】源水室 

    如果將範圍擴大至宿舍區與原料存放區，可以發現可以發現原本在民國

46(1957)年配置圖中出現的三個貯水池與兩個水池，到了民國 65(1976)年只剩兩

座貯水池，其餘已被填平，並且在民國 68(1979)年之前位於西側部分土地(原為貯

水池)已變成中國石油公司與住宅區，另一方面在民國 68(1979)年之場內貯水池也

只剩一座(即目前的貯水池)，另一座已經填平作為儲木場使用，目前只剩一條導

引四結圳的溝渠。如【照片 6-4-14】與【照片 6-4-15】所示。另外原本的 B 種社

宅此時已經拆除改為儲木場，並在基地的北側再興建宿舍。而原本從森林鐵道延

伸場內的營林所鐵道線也已經拆除，代表羅東工場已經不用太平山的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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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4-12】貯水池現況，由南往北拍攝 【照片 6-4-13】貯水池現況，由南往北拍攝 

 

  

【照片 6-4-14】導引四結圳至貯水池內之溝

渠，由西往東拍攝 

【照片 6-4-15】導引四結圳至貯水池內之溝

渠，由東往西拍攝 

 

  
【照片 6-4-16】C 號社宅拆除改作儲木場，現

況照片 

【照片 6-4-17】C 號社宅拆除改作儲木場，現

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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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9】民國 65(1976)年至 68(1979)年之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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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九號紙機安裝完成之民國 68(1979)年配置圖可以發現，中興紙業公司為避

免影響現存建築物之營運，當時刻意將新設之第九號抄紙機以及廢紙處理設施規

劃設置在日治時期就已經是空地與水道的區域上。而針對原本工場內用來製作紙

漿的建築，可以知道以機械方式製漿的磨木室仍繼續運作且製作流程並沒有改變，

而製造化學漿的蒸解室雖然仍有留存，但專門製造亞硫酸鎂溶液的製藥室、溶解

室與製藥塔以及酸液回收槽都已經拆除，並且興建一棟硫黃倉庫，故推測此時工

場已不再生產化學紙漿。用來調解紙漿、抄造與整理的建築與前期相同並沒有明

顯的改變。 

    除上述增設或拆除的建築與設備之外，羅東工場在民國 65(1976)年與民國

68(1976)年因應自身需求也進行部分增改建，包括將位於正門入口旁的事務所已

改建為銅版機房(編號 29)，以及在紙袋機房的西側興建紙蕊機室，以及在大割鋸

室的南側興建印刷機房，如【圖 2-4-51】所示。 

  

【照片 6-4-18】銅版機房外立面(編號 29) 【圖 2-4-50】銅版機房內之紙機；現已拆除。資

料來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照片 6-4-19】日治時期之製酸設備全部拆除 【照片 6-4-20】拆除前之製藥塔。資料來源：翻

拍自中興紙廠歷史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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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1】民國 68(1979)年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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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民國 71(1982)年的配置圖可以知道，由於十號紙機增設的原因，將原本位

於基地北側之宿舍與相關設施全部拆除。而針對原本工場內用來處理木料的建築，

可以知道用來製作紙漿的建築，除了原本的磨木室之外，另有興建以機械方式製

作紙漿的舊Ｒ.Ｇ.Ｐ（舊木片磨木機室）與新Ｒ.Ｇ.Ｐ（新木片磨木機室），其二

者接收化學紙漿前段的設備，也就是說木料在經大割鋸室裁切與去皮後，一樣送

到削木室進行加工，將木料加工成碎木屑；工場也會向外面廠商購買已加工好的

碎木屑。完成加工之碎木屑會先經過設置在削木室內的震動篩去除無法加工之木

粉，最後再以輸送帶送到新舊Ｒ.Ｇ.Ｐ內研磨製漿，最後再送往篩選室進行調配，

其生產流程如【圖 2-4-51】所示。 

 

【圖 2-4-52】新 R.G.P 之磨木機。資料來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照片 6-4-21】新 R.G.P (編號 56) 【照片 6-4-22】舊 R.G.P (編號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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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期由於中興紙業公司也已經開始使用進口乾紙漿，因此場內另有興建

兩棟用來儲存漿料的倉庫(今之編號 8 號與 15 號)，以及一棟散漿室(編號 16)，其

製漿流程是將乾紙漿放入位於散漿室內的兩座地下型散漿機，後加入適當水並攪

拌成紙漿，由於該紙漿在製作成乾紙漿前已經過篩選與漂白，所以製作後的紙漿

直接輸送到打漿室進行調配。另一方面，依據中興紙廠員工楊先生訪談，可以知

道噴坑室在工場停止製作化學紙漿行，在民國 70 年代也改作漿料倉庫，拆除原

本的三座漿槽以及填平地坪，並且設置一座新的地上式散漿機，用來處理乾紙漿

與廢報紙。 

  

【照片 6-4-23】儲漿倉庫(編號 8) 【照片 6-4-24】儲漿倉庫(編號 8) 

  

【照片 6-4-25】紙漿倉庫外立面(編號 15) 【照片 6-4-26】紙漿倉庫室內(編號 15) 

  

【照片 6-4-27】散漿機房外立面(編號 16) 【照片 6-4-28】散漿機房室內(編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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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3】民國 71(1982)年羅東工場製紙流程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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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曾設之建築與設備之外，羅東工場因應使用需求在民國 68(1979)年到

71(1982)年間也有進行其他增改建，或改變部分建築之使用機能，包括在既有的

兩台剝皮機旁在新設一台剝皮機(編號 53)以及一間圓鋸室(現漿料倉庫，編號 57)，

以及在銅版機房(編號 29 號)的旁邊新建整理工場(編號 26)，以及將實驗室改作廠

長室(編號 25)，以及將橡膠工場與柏油工場改作木工工場，以及拆除原本的翻砂

室新建修護工場(編號 19)，以及在新建的儲漿倉庫(編號 15)東側在新建一棟營繕

工場(編號 18)，以及在編號 A 儲木場內設置一座網球場與地磅站，以及在白脫墨

工場的北側興建製酸室(編號 42)，以及擴建成品倉庫(編號 49)等。 

 
【圖 2-4-54】民國 71(1982)年羅東工場配置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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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4-29】圓鋸室(今之漿料倉庫，編號

57) 

【照片 6-4-30】三座脫皮機(今之簡易倉庫，編

號 53) 

  

【照片 6-4-31】整理倉庫外立面(編號 26) 【照片 6-4-32】整理倉庫室內(編號 26) 

  

【照片 6-4-33】修護工場外立面 (編號 19) 【照片 6-4-34】營繕工場外立面 (編號 18) 

  

【照片 6-4-35】製酸室外立面(編號 42) 【照片 6-4-36】製酸室室內(編號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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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5】民國 60 年代的羅東工場。資料來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圖 2-4-56】民國 60 年代羅東工場。資料來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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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7】民國 70 年代中興紙廠大門，現已改為興中紙廠大門 

 

【照片 6-4-37】目前興中紙廠大門 

  

【圖 2-4-58】廢水處理場 【圖 2-4-59】廢水處理場 

  

【圖 2-4-60】脫墨工場浮選槽 【圖 2-4-61】脫墨工場自動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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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62】十號紙機複捲機 【圖 2-4-63】備漿工場練漿機 

  

【圖 2-4-64】超級砑光機 【圖 2-4-65】九號紙機切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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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紙廠建築調查 

第一節 建築特色分析 

中興紙廠雖然在戰後有進行增改建，但主要製紙建築幾乎都是延續日治時期，

以當時日本國內紙廠專業者的經驗來設計與興建，因此在構造、形式與材料上都

有明顯的差異，也成為本紙廠建築的一大特色。依據依據昭和 12(1937)年 9 月 1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指出，場區內之建築為了能夠增加作業時的方便性，採用

具有耐震、耐火與耐風之「鐵骨鐵筋コンクリ一ト」（鋼骨鋼筋混凝土）。另一方

面，依據現況調查可以知道除上述構造之外，日治時期的建築另有木造、鋼筋混

凝土造與鋼骨造等。以下本研究團隊將依據使用機能，說明紙廠內目前留存日治

時期建築的建築特色。 

一、 削片機房(編號 55) 

削片機房為日治時期羅東工場因製紙原料改為木材後興建之建築，最初是

專門用來將不能加工之下角料(廢木料)、大型原木與檜木料削成成碎木片，後經

提煉檜木油後，送往蒸解室利用亞硫酸法製作成化學紙漿。戰後該建築仍持續運

作，直到民國 68(1979)年至民國 71(1982)年之前因開設道路而遭到部分拆除。 

  

【圖 3-1-1】民國 46 年之削片機房配置圖。資料來源：中

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建築物位置。 

【圖 3-1-2】民國 71 年因開設道路而部分拆除

後之削片機房規模。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

司，本研究加註建築物位置。 

    依據中興紙廠員工楊先生口述得知，削片機房內的碎木片來源有兩種，一種

室直接由建築物內的削片機來製作碎木片，另一種是直接向外面廠商購買已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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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碎木片。當時向外購買的碎木片會先放在距離削片機房之西側戶外，之後以

輸送帶將碎木片送進建築物裡面篩選，將顆粒太小的無法製紙的細木屑篩除，如

【圖 3-1-7】所示。 

目前雖然建築物本體已嚴重損壞，僅存部分原有牆體，但依據現場調查可

以知道原本為一層樓的磚砌承重牆構造建築，內附磚砌扶壁柱。屋頂以西式木屋

架為構架，屋面因應通風採光需求設置帶狀通氣窗。另一方面，依據昭和 17(1942)

年的配置圖與戰後拍攝的照片，可以知道該建築，由四棟建築所組成，平面採矩

形配置，對外之出入口與門窗設置於東西兩側。 

 

 
【圖 3-1-3】削片機房現況平面圖，比例：1/25。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員工休憩室 

木料削片區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3-3 
 

 

【圖 3-1-4】削片機房現況剖面圖-1，比例：1/25。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5】削片機房現況剖面圖-2，比例：1/25。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6】削片機房現況東向立面圖，比例：1/25。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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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民國 70 年代之削片機房。資料來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照片 3-1-1】建築物已拆除僅存牆面 

 

【照片 3-1-2】僅存之東側立面牆 

  

【照片 3-1-3】僅存之西側立面牆 【照片 3-1-4】磚砌承重牆與磚砌扶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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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削片機房之原有屋架形式示意圖 

 

 

 

【圖 3-1-9】削片機房之原有屋架形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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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蒸解室(編號 39) 

蒸解室為昭和 12(1937)年羅東工場落成時就有的建築，在整個製紙流程中為

生產化學紙漿，其製造流程是先將「鬼芒」與蔗渣或碎木片放入蒸煮釜內後，經

由加熱與亞硫酸液的化學作用將木料中的木質纖維與木質素分離，以取得紙漿。 

依據現場調查得知，該建築為鋼筋混凝土構造，7 層樓，平面為矩形配置，

對外開設許多門窗，室內設有運送原料之垂直與水平的運輸管道，與裝設亞硫酸

的槽體，且樓版為配合機具形式與使用機能，部分 2 至 4 樓樓版刻意留設圓洞，

並設置交叉混凝土樑；兩側設有斜拖腳，以便安置三座大型的蒸煮釜(容積約 6,000

立方呎)，或者是將樓版設置成漏斗狀，以便裝設原料。蒸解室雖然在戰後有進

行部分增改建，但與日治時期的原始圖面比對下，可以確定現況仍保留日治時期

之空間、構造與形式特色。 

如以生產流程來看，原料在進入蒸解室後會先透過垂直的運料管道以輸送帶

送到頂樓，之後再用設置在 7 樓的水平輸送帶將木料倒在位於 5、6 樓的漏斗狀

樓版，最後放置蒸煮釜內與亞硫酸液混合製漿，如【圖 3-1-14】所示。 

 

  

【照片 3-1-5】蒸解室現況南向立面 

 

【照片 3-1-6】蒸解室現況西向立面 

  

【照片 3-1-7】蒸解室現況北向立面 

 

【照片 3-1-8】蒸解室現況東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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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9】蒸解室室內之透空樓版 

 

【照片 3-1-10】蒸解室室內之透空樓版 

  

【照片 3-1-11】交叉混凝土樑 

 

【照片 3-1-12】裝設液體之槽體 

 

  

【照片 3-1-13】漏斗狀之樓版 【照片 3-1-14】漏斗狀之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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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15】七樓之水平輸送帶 【照片 3-1-16】垂直輸送管道 

  

【照片 3-1-17】透空樓版 【照片 3-1-18】鋼筋混凝土樓梯 

 

 

【圖 3-1-10】日治時期蒸解室之五六七樓平面及屋架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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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1】日治時期蒸解室之東向與北向立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圖 3-1-12】日治時期蒸解室之西向與南向立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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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日治時期蒸解室機械配置圖(平面)。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圖 3-1-14】日治時期蒸解室機械配置圖(短向與長向剖面)。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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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鍋爐室(編號 50) 

鍋爐室為日治時期的「汽罐室」，初建於昭和 12(1937)年，主要生產蒸汽供場

內建築或設備使用，如蒸解室與抄紙機等。依據現場調查得知，一樓為鋼筋混凝

土構造，外牆為鋼筋混凝土牆，室內有設置一座無法進入的槽體、排煙道與煙囪

等，並且在二樓樓版底層設置四個透空的基座與四個獨立的漏斗狀槽體；每個槽

體皆有連接一條中空混凝土方管至排煙道，之間另有設置一個漏斗狀的混凝土槽

體，由此可以知道日治時期的鍋爐室，二樓有四台鍋爐在運作，且運作後產生的

廢氣是透過二樓的中空混凝土基座，經中空混凝土方管傳至排煙道與煙囪，如【圖

3-1-15】所示。 

  

【照片 3-1-19】二樓樓版之獨立漏斗狀槽體 【照片 3-1-20】二樓樓版之 1 號鍋爐基座 

  

【照片 3-1-21】中空混凝土方管(已斷裂) 【照片 3-1-22】二樓樓版之 2 號鍋爐基座 

  

【照片 3-1-23】二樓樓版之 3 號鍋爐基座 【照片 3-1-24】二樓樓版之 4 號鍋爐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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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25】磚砌排煙道 【照片 3-1-26】排煙道內部 

  

【照片 3-1-27】煙囪 【照片 3-1-28】煙囪內部 

 

 

 

【圖 3-1-15】日治時期鍋爐室之鍋爐排煙方式示意圖，比例 1/4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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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為鋼骨構造外覆耐火磚，在鋼柱之間配合窗開口形式設置垂直與水平的

鐵件連結。屋架為鋼構架，且因應室內通風採光需求設置帶狀的通氣窗。屋頂二

落水的 RC 樓板。室內之設備目前已全部拆除，地坪也被大量碎磚掩埋。 

另外位於北側的高塔，依據中興紙廠員工楊先生口述可以確認，原本是用來

儲存煤炭，在民國 34~38(1945~1949)年間的名稱為煤炭運送室，當時是以垂直輸

送帶將煤炭送往高塔內，之後再以輸送帶的方式分配給各個燃煤鍋爐。 

 

【照片 3-1-29】編號 50 號建築之構造分界線與通氣窗 

 

  

【照片 3-1-30】二樓之鋼柱外覆紅磚 

 

【照片 3-1-31】柱與柱之間設許多橫向與垂直

向之鐵件 

鋼筋混凝土構造 

鋼構造外覆耐火磚 

通氣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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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32】二樓室內設備已拆除 【照片 3-1-33】二樓室內設備已拆除 

  

【照片 3-1-34】鍋爐室之垂直儲煤塔 【照片 3-1-35】儲煤塔內社有漏斗狀的出口 

關於該建築在民國 70 年代後的使用情況，依據中興紙廠員工楊先生口述，

可以知道一樓中央主要用來放置受電室的備品，旁邊附設一間浴室，東側用來放

置加壓泵與軟水處理槽，其原因是源水室的水源硬度較高，如直接使用很容易導

致鍋爐內產生水垢，所以必須先經過一樓的軟水處理槽將水質的硬度降到 3，之

後再利用加壓泵送到二樓的鍋爐使用。二樓室內設置兩台燃油鍋爐、一台燃煤鍋

爐(已沒在運作)、儲油槽，以及一座蒸汽分配桶，生產後的蒸汽會先集中到分配

桶內，後再以管線分配到各個需要的建築或設備。而鍋爐產生的廢氣，則直接新

拉管線貫穿二樓樓版至排煙道。 

  

【照片 3-1-36】一樓東側之軟水處理槽位置 【照片 3-1-37】一樓中央用來放置配電室之電

器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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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6】鍋爐室與受電室現況一樓平面圖，比例 1/4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加註民國

70 年代之空間名稱。 

 

【圖 3-1-17】鍋爐室與受電室現況二樓平面圖，比例 1/4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加註民國

70 年代之空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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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磨木室(編號 4１) 

磨木室為日治時期羅東工場因製紙原料改為木材後興建的建築，專門用來處

理尺寸不大之原木，其原理是透過機械方式以磨木機加上熱水磨解木片取得紙漿。

磨木室至今已經過多次增改建，在比對戰後之歷次增改建圖面可以確認，在昭和

17(1942)年初設時為方型配置，室內原本放置兩台磨木機具，之後陸續在民國

48(1959)年、50(1961)年、51(1962)年再各增設一組磨木機具與進行增建，形成今

日的規模。 

依據現場調查發現，日治時期之規模與戰後三次增建之柱間距雖然不同，但

構造與形式完全相同，都是 RC 柱樑構造，兩側附設吊掛天車之 RC 基座，用來

吊掛磨木機與磨木石，屋頂為二落水，鋼構造，外鋪石綿纖維瓦，壁體有空心磚

牆與紅磚砌牆，對外大面開窗，室內挑高設有五組磨木機的基座、送漿溝與台車

軌道。而在比對戰後初期的圖面可以知道，該建築之屋頂在昭和 17(1942)年設置

時為鋼筋混凝土屋頂，戰後才改為石綿纖維瓦。 

  

【照片 3-1-38】磨木室室內挑高 

 

【照片 3-1-39】台車軌道 

  

【照片 3-1-40】磨木機基座 【照片 3-1-41】紙漿集中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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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42】送漿溝外側 【照片 3-1-43】送漿溝內側 

  

【照片 3-1-44】磨木石(尚未使用) 【照片 3-1-45】用來吊運磨木機與磨木石之天

車基座 

 

 

【圖 3-1-18】民國 48 年磨木室擴建範圍。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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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9】民國 50 年磨木室增建範圍。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圖 3-1-20】民國 51 年磨木室增建範圍。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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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中興紙廠員工楊先生口述，可以知道該建築的在民國 70 年代的製漿流程

是先將琉球松於簡易倉庫(編號 53)以機械剝皮後，用台車送往磨木室內以機械式

製造紙漿。磨木機之形式，如【圖 3-1-24】所示，混凝土基座上設置一塊原型的

磨木石，旁邊在附設轉動馬達，木料每塊材切至 4 尺(121.2 公分)，以人工方式將

木料放入磨木機內進行研磨，而研磨後的紙漿會先集中在磨木機後方的槽內，之

後再經送漿溝送往篩選室進行下一階段的加工。 

 

【圖 3-1-21】ＲＧＰ電氣室與磨木室現況平面圖，比例 1/3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22】送漿溝位置圖，時間為民國 51 年以後之圖面。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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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3】一號磨木機平面圖。資料來源：

中興紙業公司。 

【圖 3-1-24】磨木機立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

司。 

 

【圖 3-1-25】磨木機之長向剖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圖 3-1-26】磨木機之短向剖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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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造紙機房(編號 36、37、38) 

 前述削片機房、蒸解室、鍋爐室、ＲＧＰ電氣室與磨木室為製紙原料到初

步加工成紙漿之建築，對於紙漿後續的篩選、漂白、打漿、抄紙主要為造紙機房

進行，涵蓋篩選室、漂白室、打漿室、抄紙室與整理室，且彼此相鄰以便紙漿的

輸送。 

依據中興紙廠員工楊先生口述，知道經蒸解室用化學方式取得的紙漿，會先

放置在噴坑室內的漿槽去除殘餘的酸液；所以漿槽內有鋪貼一層耐酸磚，如【照

片 3-1-48】所示，之後再以管線送到篩選室進行木質纖維粗細的分離，之後再送

到漂白室漂白，最後再送到打漿室調色備用。經由磨木室取得之機械紙漿，由於

不用再經過蒸解室加工，所以在製漿後直接就送到篩選室進行篩選。 

而後期增設之回收廢紙，經噴坑室113後加之散漿機打成紙漿後，一樣先送至

篩選室進行脫墨，之後與其他紙漿一樣送到漂白室與打漿室進行加工。到此為整

個紙漿製作與調配的流程。 

由於紙漿在篩選、漂白、打漿的過程中停擺或循環不佳的話，容易造成紙漿

沉澱，久了也會導致紙漿發臭無法使用，所以在建築物裡面設有大量循環且大小

不一的漿槽(部分為單循環，部分為雙循環)，利用高低落差與機械設施讓紙漿可

以循環。 

 

 

【圖 3-1-27】造紙機房之空間名稱圖。底圖資料來源 Google map ，本研究加註空間名稱。 

 

                                                      
113

 噴坑室在民國 73 年改用進口紙漿後失去功能，遂拆除原本的漿槽於民國 78 年設置一座地上

型的散漿機，專門處理進口乾紙漿與回收之舊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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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8】抄紙機房一樓平面圖，比例 1/120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29】抄紙機房二樓平面圖，比例 1/120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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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現場調查可以知道，噴坑室是一棟挑高一層樓的 RC 柱樑構造建築，室

內為了設置大型漿槽，刻意以大型西式木行架解決跨度問題，中央不落柱，並在

中央設置可兼具通風通採光的太子樓。目前室內僅剩一座約民國 78(1989)年的設

置散漿機基座，漿槽已拆除與掩埋，而外牆因戰後運輸需求已局部拆除。 

比對日治時期的圖面可以知道，噴坑室原本設有三座半地下式的大型雙循環

的漿槽（總高 577 公分，地面以下 322 公分），剛好用來裝設蒸解室內之三座蒸

煮釜的紙漿，另一方面由於蒸煮後之紙漿溫度較高，所以漿槽上方另有設置三條

排煙管。 

 

【圖 3-1-30】日治時期噴坑室平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漿槽位置。 

 

【圖 3-1-31】日治時期噴坑室長向剖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漿槽 漿槽 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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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2】日治時期噴坑室短向剖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照片 3-1-46】噴坑室室內挑高無落柱 【照片 3-1-47】西式木屋架 

  

【照片 3-1-48】噴坑室室內牆壁仍保留原有耐

酸磚 

【照片 3-1-49】散漿機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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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現場調查可以知道，篩選室、漂白室與打漿室的北側都是紙漿加工與調

配區域，兩層樓，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壁體主要為鋼筋混凝土，後加部分多為

磚砌牆，屋頂為二落水形式，屋架為西式鋼構架外覆石綿纖維瓦。三室之室內一

樓皆設有大量的漿槽，但二樓部分僅漂白室與打漿室有設置，篩選室並沒有設置，

且因應使用機能將樓版分兩段抬高並設置夾層。 

南側之建築較北側高，立面之門窗明顯經過改變，室內除了有用木夾板簡易

搭設之辦公空間，以及部分無法進入之空間之外，在三樓與四樓的位置另有設置

許多圓形與漏斗狀的槽體。 

  

【照片 3-1-50】篩選室與漂白室南向立面 【照片 3-1-51】篩選室與漂白室南向立面 

  

【照片 3-1-52】鋼骨鋼筋混凝土樑 【照片 3-1-53】南側建築屋頂為鋼構架 

  

【照片 3-1-54】原有壁體為鋼筋混凝土牆 【照片 3-1-55】鋼骨鋼筋混凝土樑兩側設置

斜托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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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56】篩選室二樓之夾層 【照片 3-1-57】篩選室一樓漿槽 

  

【照片 3-1-58】漿槽內彎曲表面鋪貼磁磚 【照片 3-1-59】漿槽內彎曲表面鋪貼磁磚 

  

【照片 3-1-60】漿槽內地坪高低起伏 【照片 3-1-61】漿槽內地坪高低起伏 

  

【照片 3-1-62】漂白室南側二樓之單循環的開

放式漿槽 

【照片 3-1-63】漂白室南側二樓之單循環的

開放式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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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64】漿槽內高低不一幫助紙漿循環 【照片 3-1-65】漿槽內設置轉軸幫助紙漿循

環 

  

【照片 3-1-66】打漿室二樓之雙循環開放式漿

槽 

【照片 3-1-67】打漿室二樓之雙循環開放式

漿槽 

  

【照片 3-1-68】打漿室一樓之單循環漿槽 【照片 3-1-69】打漿室一樓之單循環漿槽 

  

【照片 3-1-70】打漿室南側配置一座專門運送

化學藥品的電梯 

【照片 3-1-71】電梯管道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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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日治時期的圖面可以確定，位於漂白室南側之二樓挑空與無法進入之空

間，原本為兩座「晒粉」(漂白劑)的溶解槽。位於打漿室南側之三樓專門用來放

置藥品，包括有一座「バジド」貯藏槽、一座白土貯藏槽、三座松脂貯藏槽，四

樓用來溶解化學藥劑，設有下挖式的兩座「バジド」溶解槽與兩座白土溶解槽。

另一方面，為方便運送調配紙漿之化學藥劑，室內另有設置一台電梯。 

 

【圖 3-1-33】日治時期漂白室與打漿室南側三樓平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圖 3-1-34】現況漂白室與打漿室南側三樓平面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35】日治時期打漿室南側四樓平面圖。資料來

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圖 3-1-36】現況打漿室南側四樓平面圖。資料來源：本

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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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72】漂白室三樓空間 【照片 3-1-73】漂白室三樓內之槽體 

  

【照片 3-1-74】漂白室三樓內之槽體 【照片 3-1-75】漂白室四樓空間 

  

【照片 3-1-76】漂白室四樓之槽體為下挖式 【照片 3-1-77】漂白室四樓之槽體為下挖式 

  

【照片 3-1-78】槽體橫跨三四樓 【照片 3-1-79】由三樓可以看到四樓的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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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7】日治時期篩選室、漂白室與打漿室南向立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圖 3-1-38】日治時期篩選室、漂白室與打漿室北向立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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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配完成後的紙漿，統一先存放在漿槽內備用，之後再送到抄紙室進行製紙。

比對日治時期照片與四臺抄紙機的設置年代可以確認，昭和 12(1937)年時羅東工

場落成時第一抄紙室內有安置第一與第二抄紙機，而第二抄紙室在當時是為了日

後增設抄紙機而設置，直到昭和 14(1939)年才增設第三抄紙機以及在民國 57(1968)

年增設第四抄紙機。【圖 3-1-43】與【圖 3-1-44】為第一與第四號抄紙機之製紙流

程，其流程說明如下： 

1. 網部：紙漿在循環的塑膠(或銅絲網)分部交織。 

2. 壓水部：將紙移除網部後，經滾輪的壓榨使其脫水，並讓紙質密度緊密。 

3. 乾燥：此時的紙含水量仍有 50~70%，以有通熱蒸氣的圓筒讓紙乾燥。 

4. 上膠：透過表面上膠或塗佈處理加強紙張表面強度。 

5. 壓光：由一組二至八隻滾轆組成的壓光機，讓紙張表面平滑緊密。 

6. 捲取：將完成的紙批捲成筒狀方便裁切。 

7. 複捲：將紙捲再分切成適當可出貨的小紙捲。 

8. 裁切：將小紙捲以裁切機切成一張張的平紙。 

 

  

【圖 3-1-39】第一抄紙機(1937 年設置)。資料來

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圖 3-1-40】第二抄紙機(1937 年設置) 。資料來

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圖 3-1-41】第三抄紙機(1939 年設置) 。資料來

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圖 3-1-42】第四抄紙機(1957 年設置) 。資料來

源：《臺灣中興紙業公司年誌》，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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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現場調查可以知道，第一與第二抄紙室採並列配置，中間留設一處矩形的

中庭。抄紙室因應抄紙機平面採東西向配置，室內挑高，主構造為鋼骨構造外覆

耐火磚或澆置鋼筋混凝土，外牆壁體為磚砌牆，之間設有垂直與水平鐵製構件，

屋頂為二落水以鋼構架支撐外鋪石綿纖維瓦。 

    目前室內機具已全部拆除僅剩部分基座與運用物品的台車軌道，地坪也有明

顯掩埋的痕跡，經訪問中興紙廠員工楊先生後可以知道，上述被掩埋的地坪是因

為原本設置在抄紙室內的第一、二、四抄紙機台較大，所以另有設置地下室放置

機器傳動器，地上則為紙機，而第三抄紙機之較小，所以傳動器直接設置在紙機

的旁邊，沒有設置地下室。 

    依據戰後歷次增改建的圖面與日治時期的圖片可以知道，抄紙室之現況配置

與日治時期相同沒有改變，但原本的鋼柱並沒有包覆耐火磚或是澆置混凝土，如

【圖 3-1-47】所示，牆體判斷原本可能只有設置磚砌基座，基座以上為垂直與水

平的鐵製構件外覆石綿纖維瓦，對外大面積開窗，如【圖 3-1-45】所示。二落水

屋頂原本為鋼筋混凝土樓版，並且在中央設置兼具通風與採光的太子樓，以及配

合一號與二號造紙機各設置四座煙囪，如【圖 3-1-46】所示。 

  

【照片 3-1-80】第一抄紙室東側立面 

 

【照片 3-1-81】第一抄紙室東側立面 

  

【照片 3-1-82】牆面設置垂直與水平鐵件 

 

【照片 3-1-83】牆面設置垂直與水平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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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84】第一抄紙室室內現況 

 

 

 

【照片 3-1-85】第二抄紙室室內現況 

 

第一抄紙機位置 第二抄紙機位置 

抄紙機煙囪固定架 抄紙機煙囪固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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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86】已掩埋之地下室 

 

【照片 3-1-87】整理室現況 

  

【照片 3-1-88】整理室內之台車軌道 【照片 3-1-89】整理室內之輸送帶 

 

 

【圖 3-1-45】第一抄紙室外觀。資料來源：《羅東郡大觀》，昭和 12 年。 

通氣孔 旋轉窗 高窗 橫向連結之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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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6】日治時期第一抄紙室室內之抄紙機。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新設羅東工場

全景（台灣興業會社）》，06 版，1937-09-01。 

 

 

 
【圖 3-1-47】日治時期之整理室。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臺灣興業の壯大なる羅東製紙

工場（寫眞は製品包裝狀況）》，06 版，193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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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營繕工廠(編號 20、21、22、23) 

營繕工廠在昭和 12(1937)年羅東工場落成時就已經設置，用來處理工場機具

之維修、加工與設計，而這樣的機能一直延續到戰後。依據現場調查與訪談可以

知道，在工場停止營運之前一樓室內空間分成鑄造股、金工股、車床室、土木股、

營繕辦公室，二樓為土木與機械設計室，如【圖 3-1-48】所示。 

由於已經過多次增改建，所以在構造、形式與材料上都有明顯差異，但最具

特色的部分位於車床室與金工股內的屋頂為鋼構架，屋面為鋼筋混凝土版，另外

車床室因應使用機能，室內中央刻意挑空並設置天車，以便吊掛較大型的機具，

並且位於中央之兩排鋼柱，也是用 L 形角鋼配合鋼板卯接而成，極具特色。 

  

 

【圖 3-1-48】營繕工廠現況平面圖，比例 1/25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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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9】營繕工廠現況平面圖，比例 1/25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50】營繕工廠現況剖面圖-1，比例 1/20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51】營繕工廠現況剖面圖-2，比例 1/20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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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2】營繕工廠現況北向立面圖，比例 1/20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53】營繕工廠現況西向立面圖，比例 1/20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54】營繕工廠現況東向立面圖，比例 1/20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55】營繕工廠現況南向立面圖，比例 1/20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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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90】建築物北向立面 【照片 3-1-91】建築物東向立面 

  

【照片 3-1-92】建築物西向立面 【照片 3-1-93】二落水鋼筋混凝土屋頂 

  

【照片 3-1-94】鋼構架屋頂 【照片 3-1-95】鋼構架屋頂 

  

【照片 3-1-96】鋼筋混凝土屋面 【照片 3-1-97】鋼構架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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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98】鋼柱 【照片 3-1-99】室內挑空 

  

【照片 3-1-100】鍛造股 【【照片 3-1-101】金工股 

  

【照片 3-1-102】車床室 【照片 3-1-103】營繕辦公室 

  

【照片 3-1-104】營繕辦公室 【照片 3-1-105】土木與機械設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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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治時期的圖面可以知道，營繕工廠最初主要是四棟建築物所組成，包括

「火造場」與「熔接室」、「營繕工廠」與「事務所」，對照戰後之位置即車床室

為「營繕工廠」、「火造場」與「熔接室」為金工股，事務所為營繕辦公室。進一

步比對建築可以發現，車床室與金工股的建築為日治時期所建，戰後因應使用需

求再進行部分增改建，其原貌為除了上述特色之外，可以知道「營繕工廠」對外

大面開窗，「火造場」與「熔接室」部分採半戶外方式，不設置牆體，而目前已

拆除改建為兩層樓建築的「事務所」，原本一樣兩層樓，但為木構造建築，室內

對外大面開窗，一樓室內為事務所與廁所等相關空間，二樓為設計室。 

 

【圖 3-1-56】日治時期營繕工廠一樓平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圖 3-1-57】日治時期營繕工廠二樓平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本研究加註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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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8】日治時期營繕工廠短向剖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圖 3-1-59】日治時期營繕工廠長向剖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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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物料倉庫(NO.O1、NO.02、NO.03、NO.04)(編號 11、12、13、14) 

 四棟物料倉庫在昭和 12(1937)年羅東工場落成時就已經設置，日治時期由西

到東分別放置製紙過程中會使用之化學原料，包括亞硫酸、硫黃、白土與晒粉。

戰後至民國 70 年代，位於最西側之物料倉庫 NO.01 已改存放化學原料，物料倉

庫 NO.02 改存放建築材料，物料倉庫 NO.03 改存放營繕時使用的金屬五金，物料

倉庫 NO.04 改存放製紙設備的備品。 

依據現場調查可以知道，四棟倉庫採並列方式配置，棟與棟之間留設約 3.5

公尺的通道。目前 NO.04 物料倉庫已經是戰後重建的建築，而物料倉庫 NO.01、

NO.02 與 NO.03，因為材料劣化與損壞等因素已進行部分增改建，包括外出入口

設置在南北兩側的山牆面，構造混亂有柱樑構造與承重牆構造，壁體也有清水磚

牆或磚砌承重牆(外加扶壁柱)，屋架也有部分坍塌或改設鋼構架支撐。 

 

【圖 3-1-60】物料倉庫現況平面圖，比例 1/6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加註民國 70 年代後之使用機能。 

 

 

【圖 3-1-61】物料倉庫現況北向立面圖，比例 1/50。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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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106】倉庫室內無設置隔間，拍攝於 NO.01 物料倉庫 

 

  

【照片 3-1-107】物料倉庫之間之通道，原為台

車軌道 

 

【照片 3-1-108】物料倉庫之間之通道，原為台

車軌道 

  

【照片 3-1-109】原有出入口設置於東西兩側 【照片 3-1-110】支撐屋頂之木柱與協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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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111】磚砌基座與通氣孔 【照片 3-1-112】木摺泥牆殘跡 

 
 

 

【照片 3-1-113】現存之原有木屋架，拍攝於 NO.01 物料倉庫 

 

 

【圖 3-1-62】物料倉庫 NO.01 之原有屋架形式。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比對日治時期的配置圖與舊照片可以知道，四棟倉庫之形式與構造完全相同。

設於倉庫之間的 3.5 公尺通道，原本為台車的軌道，目的是為了讓化學原料運抵

中里車站後能透過台車搬移至倉庫內存放，所以倉庫之對外入口全部設置在東西

兩側，緊鄰軌道，如【圖 3-1-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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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建築物依據現場殘跡調查可以確認原本為一層樓的木構造建築，

設有磚砌基座。外牆壁體為木摺泥牆；粉刷層另有設置金屬網補強。屋架為典型

的西式木屋架，跨度 60 尺(1,818 公分)，構件材種為檜木。室內為了能夠放置大

量化學物品，除各棟架因跨度過長有落柱之外，室內完全不做隔間。 

 

 

 

 

【圖 3-1-63】四棟物料倉庫之日治時期配置圖與樣貌。上圖資料來源：昭和 11 年羅東工場配置

圖，中興紙業公司。下圖資料來源：《羅東郡大觀》，昭和 12 年。 
 
 

 

出入口 

高窗 

物料倉庫 

對外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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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築現況與損壞說明 

倉庫﹝編號 1﹞ 

編號 1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空心磚牆，表面以水泥砂漿粉刷 

現況 閒置 門窗 木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柱樑結構保存狀況良好 

2. 牆面局部有明顯水漬與微生物寄生痕跡 

3. 平屋頂下緣有明顯水漬與微生物寄生 

4. 局部窗扇遺失，南側窗扇以磚牆封實 

 

 

【照片 3-2-1】外牆保存良好，但有部分窗扇遺失 

  

【照片 3-2-2】屋頂下緣有明顯水漬與微生物寄

生 

【照片 3-2-3】南側窗扇以磚牆砌築、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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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割機木材輸送室﹝編號 4﹞ 

編號 4 結構 一、 二樓為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一、二樓均為水泥砂漿粉光地坪，但有明顯的施工分界面 

樓層 地上 2 層 牆身 原有牆體為 RC 牆，但因後期增改建而加入磚牆、空心磚牆與

木板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木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南側屋頂為二落水形式，RC 柱樑結構 

北側屋頂為二落水形式，鋼構架；鉚釘接合，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一、二樓仍保留部分大型切割機具之基座，且二樓目前仍有運

輸之軌道 

損壞

說明 

1. 一樓南側地坪有明顯不均勻沉陷，連帶造成部分室內牆體龜裂 

2. 一二樓門窗多已遺失所損壞，現況為配合短期活化工程拍照輸出成帆布包覆，避

免遊客進入 

3. 一二樓室內仍有木製構件與原木，所以室內隨處可見白蟻道 

4. 二樓鋼構架生鏽，但無結構安全上的疑慮 

5. 目前一樓室內清空，二樓仍放置部分管線材料與大型原木 

6. 部分外牆壁體因遷移設備而拆除，且因鋼筋鏽蝕導致粉刷層剝落 

7. 部分出挑之 RC 雨庇斷裂 

8. 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4】門窗包覆帆布 【照片 3-2-5】鋼筋鏽蝕膨脹，造成牆面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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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6】屋頂排水設施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7】RC 雨庇斷裂 

  

【照片 3-2-8】外牆因搬移設備而拆除 【照片 3-2-9】二樓鋼構架生鏽 

  
【照片 3-2-10】二樓放置大型原木 【照片 3-2-11】二樓仍放置部分管線材料 

  

【照片 3-2-12】一二樓壁體可以看見蟻道 【照片 3-2-13】一樓地坪下陷造成室內牆體龜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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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片機﹝編號 6﹞ 

編號 6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RC 

現況 展覽場地 門窗 門：鋁製雙開門 

窗：鋁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已修復完成 屋頂 二落水形式，力霸式屋架，屋面為金屬浪板 

機具 現況留有機具之痕跡 

損壞

說明 

1. 目前已修復完成，日前做為展覽場地 

2. 地坪有些微不均勻沉陷 

 

  

【照片 3-2-14】現況北向立面 【照片 3-2-15】屋架為力霸式屋架 

  

【照片 3-2-16】地坪有些微不均勻沉陷 【照片 3-2-17】中興紙廠歷史特展展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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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倉庫﹝編號 7﹞ 

編號 7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現況無牆身 

現況 半戶外空間 門窗 現況無門窗 

損壞

程度 

已修復完成 屋頂 二落水形式，鋼構桁架，修復後屋面為半透明塑膠板 

機具 無機具痕跡 

損壞

說明 

1. 原始屋面已損壞，修復後加裝半透明塑膠板 

2. 現況配合活化工程做為半戶外空間使用 

 

  

【照片 3-2-18】北向原始立面，原始屋面已損

壞 

【照片 3-2-19】修復後北向立面，屋面加裝半

透明塑膠板 

  

【照片 3-2-20】現況配合活化工程做為半戶外

空間使用 

【照片 3-2-21】現況配合活化工程做為半戶外

空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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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料倉庫﹝編號 8﹞ 

編號 8 結構 RC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無 

現況 閒置 門窗 無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二落水形式，力霸鋼桁架表面鋪設石綿瓦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地坪不均勻下陷，兩側地板鋪面局部出現裂縫 

2. RC 柱樑保存良好，僅表面局部有汙漬與微生物寄生痕跡 

3. 力霸桁架保存狀況良好，僅表層略為生鏽但不影響結構 

4. 屋頂石綿瓦仍保存良好 

5. 雨排水溝下緣有明顯水漬與微生物寄生痕跡，且發現有植物寄生推測排水溝已堵

塞且積水嚴重 

 

  

【照片 3-2-22】地坪不均勻下陷 【照片 3-2-23】因地坪不均下陷，兩側局部出

現裂縫 

  

【照片 3-2-24】RC 柱樑保存良好 【照片 3-2-25】RC 柱表面局部有汙漬與微生物

寄生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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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26】屋頂石綿瓦保存良好 

  

【照片 3-2-27】力霸桁架仍保存良好 【照片 3-2-28】力霸桁架表層略微生鏽 

  

【照片 3-2-29】雨排水溝下緣有明顯汙漬與微

生物寄生痕跡 

【照片 3-2-30】雨排水溝遭植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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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室﹝編號 9﹞ 

編號 9 結構 RC 承重牆系統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地磚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RC 牆 

現況 改建為廁所 門窗 木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外牆現況良好 

2. RC 平屋頂遭青苔寄生 

3. 地面改鋪設地磚 

 

  

【照片 3-2-31】窗扇破損 【照片 3-2-32】RC 平屋頂遭青苔寄生 

  

【照片 3-2-33】地面改鋪設地磚 【照片 3-2-34】內部改建為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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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室﹝編號 10﹞ 

編號 10 結構 RC 柱樑系統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地磚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紅磚牆，局部以水泥砂漿粉刷 

現況 改建為廁所 門窗 木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外牆現況良好，但局部遭植物寄生 

2. RC 平屋頂下原發現白華與青苔寄生痕跡 

3. 地面改鋪設地磚 

 

  

【照片 3-2-35】外牆發現植物寄生 【照片 3-2-36】RC 平屋頂下緣有明顯白華 

  

【照片 3-2-37】室內改建為廁所 【照片 3-2-38】地面改鋪設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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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倉庫﹝編號 11﹞ 

編號 11 結構 混合式結構(木構造加紅磚、RC) 

年代 日治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後期增改建將牆體改為磚牆及承重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鐵製拉門 

窗：木製旋轉玻璃窗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屋頂為二落水形式，木構桁架，屋面為金屬浪板 

機具 無機具痕跡 

損壞

說明 

1. 東、西側牆面因後期增改建現已改為紅磚及承重牆 

2. 日治時期所做的木構架現況已有部分損壞、蛀蝕，損壞較為嚴重之處，現以鋼架

做補強 

3. 南側屋面、木構架已有部份塌陷，北側有部分木構架現況已拆除，牆面留下木構

架之痕跡 

4. 部分牆面、雨遮因遭植物寄生導致白華、粉刷層剝落 

5. 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6. 部分窗扇已損壞、遺失 

7. 南側的地面遭植物寄生 

8. 部分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 

9. 原本的木製門扇現況已損壞，現已改為鐵製推拉門 

10. 北側原有木製門扇已遺失、損壞，現況為配合短期活化工程拍照輸出成帆布包覆 

 

 

  

【照片 3-2-39】東側牆面現已改為紅磚牆 【照片 3-2-40】西側牆面現已改為承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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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41】木構架現況已有部分損壞，部

份以鋼架做補強 

【照片 3-2-42】木構架現況已有部分損壞，部

份以鋼架做補強 

  

【照片 3-2-43】北側有部分木構架現況已拆除 【照片 3-2-44】西側牆面留下木構架之痕跡 

  

【照片 3-2-45】南側屋面、木構架部份塌陷 【照片 3-2-46】南側屋面、木構架部份塌陷 

  

【照片 3-2-47】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48】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白

華、粉刷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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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49】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白華、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50】部分雨遮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51】部分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

致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52】北側門扇已損壞 【照片 3-2-53】現況為配合短期活化工程拍照

輸出成帆布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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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倉庫﹝編號 12﹞ 

編號 12 結構 混合式結構(木構造加紅磚、RC) 

年代 日治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後期增改建將牆體改為磚牆及承重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鐵製拉門 

窗：木製旋轉玻璃窗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屋頂為二落水形式，木構桁架，屋面為金屬浪板 

機具 無機具痕跡 

損壞

說明 

1. 東、西側牆面因後期增改建現已改為紅磚及承重牆 

2. 日治時期木構架有部分損毀，現改以鋼柱、鋼構架支撐 

3. 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4. 雨遮、西側牆面因遭植物寄生產生白華、粉刷層剝落 

5. 部分門窗扇現已損壞、遺失 

6. 南側部分屋面現已損壞、掉落 

7. 西側牆角產生裂縫，有傷害結構之可能性 

8. 部分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 

9. 北側原有木製門扇已遺失、損壞，現況為配合短期活化工程拍照輸出成帆布包覆 

 

 

  

【照片 3-2-54】西側牆面因後期增改建現已改

為承重牆 

【照片 3-2-55】木構架有部分損毀，現改以鋼

構架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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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56】木構架部分改以鋼柱支撐 【照片 3-2-57】部分牆面、雨遮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58】西側牆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59】南側部分屋面現已損壞、掉落 

  

【照片 3-2-60】部分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

致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61】西側牆角產生裂縫，有傷害結

構之可能性 

  

【照片 3-2-62】原有木製門扇已遺失、損壞 【照片 3-2-63】現況為配合短期活化工程拍照

輸出成帆布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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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倉庫﹝編號 13﹞ 

編號 13 結構 混合式結構(紅磚加 RC) 

年代 日治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後期增改建將牆體改為承重牆與柱樑結構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鐵製拉門、木製雙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重度 屋頂 屋頂為二落水形式，木構桁架與屋面已損毀 

機具 無機具痕跡 

損壞

說明 

1. 雖為日治時期所建，但原有的木製桁架均已損毀，且牆面留存的木構也大多損

壞，現僅存戰後增改建之承重牆與柱樑結構 

2. 東、西兩側牆面遭植物寄生，加上屋面已損毀，導致現況粉刷層剝落 

3. 地面遭植物寄生 

4. 部分門窗現已損毀、遺失，且現況留存之窗扇多為戰後改建 

5. 南側木製雙開門現仍留存，但有部分損壞；北側門扇已改成鐵製拉門，現況配合

短期活化工程拍照輸出成帆布包覆 

 

  

【照片 3-2-64】東、西兩側牆面在戰後已改成

承重牆與柱樑結構 

【照片 3-2-65】原有的木製桁架、屋面，現況

均已損毀 

  

【照片 3-2-66】東側牆面現況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67】西側牆面現況遭植物寄生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3-64 
 

 

【照片 3-2-68】牆面留存的木構大多已損壞，且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69】東側外牆現況遭植物寄生導致

牆面白華 

【照片 3-2-70】部分門窗現已損毀、遺失 

  

【照片 3-2-71】南側原有木製門扇仍留存 【照片 3-2-72】北側門扇現況配合短期活化工

程拍照輸出成帆布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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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倉庫﹝編號 14﹞ 

編號 14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紅磚砌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鐵製拉門、 

窗：木製玻璃窗、木製旋轉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無機具痕跡 

損壞

說明 

1. 多處牆面遭植物寄生產生裂縫或導致粉刷層剝落、白華等情況 

2. 部分柱子、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 

3. 南側部分柱子推測可能地震力造成擠壓破壞，因此加裝鐵柱補強 

4. 部分地面遭植物寄生 

5. 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導致牆面產生白華 

6. 部分窗扇、雨遮損壞、掉落 

 

  

【照片 3-2-73】牆面因植物寄生產生白華 【照片 3-2-74】牆面因植物寄生產生白華 

  

【照片 3-2-75】牆面遭植物寄生產生裂縫 【照片 3-2-76】柱子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

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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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77】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

層剝落 

【照片 3-2-78】柱子推測可能地震力造成擠壓

破壞，因此加裝鐵柱補強 

  

【照片 3-2-79】地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80】地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81】地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82】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導

致牆面產生白華 

  

【照片 3-2-83】窗扇、雨遮損壞、掉落 【照片 3-2-84】窗扇、雨遮損壞、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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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料倉庫、散漿倉庫﹝編號 15、16﹞ 

編號 15、16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RC 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鐵製拉門 

窗：木製氣窗(15 號)、鋁製玻璃窗(16 號)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15、16 號均為二落水形式，鋼製桁架、力霸桁架，屋面為石

棉浪板 

機具 15 號無機具痕跡，16 號留有機具移除後之痕跡 

損壞

說明 

1. 15 號北側屋面、16 號部分屋面有部分破損 

2. 15 號現況地面有些微不均勻沉陷 

3. 16 號北側，地面留有機具痕跡，現況發生積水的情形，且牆面有部分破損 

4. 15 號地面遭植物寄生 

5. 15、16 號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使牆面產生白華、粉刷層剝落 

6. 15 號北側牆面、雨遮遭植物寄生 

7. 部分窗扇現況已遺失、損壞 

 

  

【照片 3-2-85】15 號北側屋面有部分破損 【照片 3-2-86】16 號部分屋面有部分破損 

  

【照片 3-2-87】15 號地面有些微不均勻沉陷 【照片 3-2-88】16 號北側地面留有機具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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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89】16 號因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使牆面產生白華 

  

【照片 3-2-90】機具痕跡現況發生積水的情形 【照片 3-2-91】15、16 號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92】15 號北側牆面、雨遮遭植物寄

生 

【照片 3-2-93】16 號部分窗扇現況已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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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編號 17﹞ 

編號 17 結構 磚造承重牆系統 

年代 日治興建 地坪 小口磚拼貼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磚造承重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木製單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無機具痕跡 

損壞

說明 

1. 入口處以洗石子裝修收邊，內部天花也以線角裝飾 

2. 入口處地面遭植物寄生 

3. 屋頂遭植物寄生使牆面產生白華、粉刷層剝落 

4. 部分窗扇因遭植物寄生使窗框有些微損壞 

5. 部分門扇現已損壞 

 

 

【照片 3-2-94】入口處以洗石子裝修收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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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95】內部天花以線角裝飾 

  

【照片 3-2-96】入口處地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97】屋頂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98】因植物寄生使牆面產生白華、

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99】因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使

牆面產生白華 

  

【照片 3-2-100】窗扇因遭植物寄生使窗框有些

微損壞 

【照片 3-2-101】部分門扇現已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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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工場﹝編號 18﹞ 

編號 18 結構 RC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磚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木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二落水形式，鋼管屋架表面鋪設石綿瓦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地坪保存良好，但室內有大量雜物堆積 

2. 柱與牆面保存良好，但外牆遭植物寄生，局部內牆發現植物根部入侵痕跡 

3. 多數門窗扇仍保存良好，僅局部遺失 

4. 鋼管屋架保存狀況良好，僅表層略為生鏽但不影響結構 

5. 屋頂整體仍保存良好，僅中脊局部石綿瓦破損 

6. 雨排水溝內遭青苔寄生 

 

  

【照片 3-2-102】建築物內部堆放大量雜物 【照片 3-2-103】柱與牆面保存良好 

  

【照片 3-2-104】外牆局部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105】內牆局部發現植物根部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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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106】屋架構件仍保存良好，僅構件表層生鏽 

  

【照片 3-2-107】局部窗扇遺失 【照片 3-2-108】屋頂整體仍保存良好 

  

【照片 3-2-109】屋頂中脊石綿瓦局部破損 【照片 3-2-110】雨排水溝內遭青苔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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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護工廠﹝編號 19﹞ 

編號 19 結構 RC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RC，外牆洗石子裝修 

現況 倉庫 門窗 鋁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二落水形式，鋼構桁架表面鋪設石綿瓦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地坪保存良好，但室內有大量物品堆置 

2. 柱樑結構保存良好 

3. 外牆洗石子表面有明顯汙漬；內牆油漆因受潮剝落；北側外牆加設塑膠浪板 

4. 門窗扇仍保存良好，僅局部遺失 

5. 門扇上方雨庇多有青苔寄生 

6. 鋼構桁架保存狀況良好，僅表層略為生鏽但不影響結構 

7. 屋頂整體仍保存良好，僅中脊局部石綿瓦破損 

8. 雨排水溝堵塞，且有植物寄生 

 

  

【照片 3-2-111】建築物內部現有大量物品堆置 【照片 3-2-112】柱樑結構保存良好 

  

【照片 3-2-113】內牆油漆剝落 【照片 3-2-114】外牆表面有明顯汙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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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115】北側外牆加設塑膠浪板 【照片 3-2-116】局部門窗扇遺失 

  

【照片 3-2-117】門扇上方雨庇多有青苔寄生 【照片 3-2-118】鋼構桁架保存狀況良好 

 

【照片 3-2-119】屋頂整體仍保存良好，僅中脊局部石綿瓦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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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工廠﹝編號 20、22﹞ 

營繕工廠 - 金工股﹝編號 21、23﹞ 

編號 20、21、22、23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22 號一、二樓為磨石子地坪，其餘為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22 號為地上 2 層 

其餘為地上一層 

牆身 紅磚砌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鐵製拉門、木製單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高窗(20、23 號)、地面氣窗(21 號)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20、22 號：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21、23 號：二落水形式，鋼構架；鉚釘接合，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23 號地面留有機具移除後之痕跡 

損壞

說明 

20 號： 

1. 牆面因植物寄生造成漏水而產生白華 

2. 屋頂遭植物寄生 

21 號： 

1. 牆面多處漏水而產生白華且粉刷層剝落 

3. 牆面因植物寄生造成漏水而產生白華 

4. 窗扇旁之牆面因地震造成剪力破壞產生 45 度裂痕 

5. 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22 號： 

1. 牆面多處漏水而產生白華及粉刷層剝落 

2. 門扇旁之牆面因地震造成剪力破壞產生 45 度裂痕，且門框塌陷 

3. 部分窗扇因後期增改建以木板封住或遺失 

4. 屋頂遭些微植物寄生 

23 號： 

1. 牆面漏水而產生白華及粉刷層剝落 

2. 鋼架與牆面之接合處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 

3. 高窗大多已損壞且有部分遺失 

4. 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5. 現況地面留有機具搬離後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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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號損壞照片 

  

【照片 3-2-120】營繕工廠北向立面 【照片 3-2-121】牆面遭植物寄生產生漏水 

  

【照片 3-2-122】屋頂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123】牆面白華且粉刷層剝落 

21 號損壞照片 

  

【照片 3-2-124】牆面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125】牆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126】牆面產生 45 度裂痕 【照片 3-2-127】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21 

23 

20

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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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號損壞照片 

  

【照片 3-2-128】牆面白華且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129】牆面產生 45 度裂痕 

  

【照片 3-2-130】窗扇因後期增改建以木板封住 【照片 3-2-131】屋頂遭植物寄生 

23 號損壞照片 

  

【照片 3-2-132】牆面白華且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133】鋼筋鏽蝕導致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134】高窗大多已損壞且有部分遺失 【照片 3-2-135】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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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轆機房﹝編號 24﹞ 

編號 24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紅磚砌牆 

現況 做為倉庫使用 門窗 門：鐵捲門、木製雙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留有過去機具之溝槽 

損壞

說明 

1. 現況做為倉庫使用，擺放過去展覽之展示品 

2. 東側加建有托腳樑結構 

3. 東側加建牆面，因地面不均勻沉陷造成破壞 

4. 現況留有過去機具之溝槽 

5. 屋頂、北側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部分天花、牆面產生白華 

 

  

【照片 3-2-136】現況做為倉庫使用 【照片 3-2-137】托腳樑結構 

  

【照片 3-2-138】因地面不均勻沉陷造成牆面裂

縫 

【照片 3-2-139】因地面不均勻沉陷造成牆面裂

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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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140】因植物寄生造成天花、牆面產生白華 

  

【照片 3-2-142】地面不均勻沉陷造成牆面裂縫 【照片 3-2-143】現況留有過去機具之溝槽 

  

【照片 3-2-144】因植物寄生造成天花、牆面產

生白華 

【照片 3-2-145】北側牆面遭植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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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長室﹝編號 25﹞ 

編號 25 結構 RC 的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磨石子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外牆為紅磚砌牆，內牆為空心磚 

現況 辦公室 門窗 門：木製單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外加鐵門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過去曾為實驗室使用，現已做為辦公室使用 

2. 多處牆面因植物寄生造成漏水而產生白華、壁癌 

3. 部分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 

4. 地面因植物根部侵入造成龜裂 

5. 屋頂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146】現已做為辦公室所使用 【照片 3-2-147】北側外牆因屋頂植物寄生產生

壁癌 

  

【照片 3-2-148】植物寄生造成漏水 【照片 3-2-149】西側外牆遭植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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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150】南側外牆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151】因漏水導致天花板破損 

  

【照片 3-2-152】牆面因植物寄生產生白華 【照片 3-2-153】牆面因鋼筋鏽蝕導致粉刷層剝

落 

 

【照片 3-2-154】地面因植物根部侵入造成龜裂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3-82 
 

整理工廠﹝編號 26﹞ 

編號 26 結構 RC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磨石子地坪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RC，外牆洗石子裝修 

現況 倉庫 門窗 鋁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二落水形式，鋼構力霸桁架表面鋪設石綿瓦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地坪保存良好，但室內有堆置物品 

2. 柱樑結構保存良好 

3. 外牆洗石子表面有明顯汙漬；內牆油漆因受潮剝落 

4. 門窗扇保存良好，部分窗扇封實，部分窗扇遺失 

5. 鋼構桁架保存狀況良好，僅表層略為生鏽但不影響結構 

6. 屋頂局部石綿瓦破損，後期新鋪設塑膠補強 

7. 雨排水溝堵塞，下方局部有明顯水漬 

 

  

【照片 3-2-155】地坪保存良好 【照片 3-2-156】柱樑結構保存良好 

  

【照片 3-2-157】內牆油漆剝落 【照片 3-2-158】洗石子外牆表面有明顯汙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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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159】鋼構桁架保存狀況良好，表層略為生鏽 

  

【照片 3-2-160】局部門窗扇破損 【照片 3-2-161】局部窗扇封實 

  

【照片 3-2-162】屋頂局部石綿瓦破損，後期新

鋪設塑膠浪板補強 

【照片 3-2-163】排水溝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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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版機房﹝編號 27﹞ 

編號 27 結構 RC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磨石子地坪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RC，外牆洗石子裝修 

現況 倉庫 門窗 鋁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磨石子地坪保存良好 

2. 柱樑結構保存良好，局部表面有青苔寄生 

3. 外牆洗石子表面有明顯汙漬；內牆油漆受潮剝落 

4. 門窗扇仍保存良好，下方通氣窗封實 

5. 平屋頂上方有大量植物寄生 

 

  

【照片 3-2-164】磨石子地坪保存良好 【照片 3-2-165】內牆油漆受潮剝落 

  

【照片 3-2-166】外牆洗石子表面有明顯汙漬 【照片 3-2-167】平屋頂上方有大量植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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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版機房﹝編號 28﹞ 

編號 28 結構 RC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刷地坪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RC，外牆水泥砂漿粉刷 

現況 閒置 門窗 木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水泥砂漿地坪局部破損 

2. 柱樑結構保存良好 

3. 西側牆面遭拆除，現以鋼浪板封實 

4. 外牆水泥砂漿表面有明顯汙漬；內牆油漆受潮剝落 

5. 門窗扇仍保存良好，局部門窗封實 

 

  

【照片 3-2-168】水泥砂漿地坪局部破損 【照片 3-2-169】外牆水泥砂漿表面有明顯汙漬 

  

【照片 3-2-170】內牆油漆受潮剝落 【照片 3-2-171】西側牆面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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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版機房﹝編號 29﹞ 

編號 29 結構 RC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1F：磨石子 

2F：RC 

樓層 地上 2 層 牆身 RC，外牆水泥砂漿粉刷 

現況 倉庫 門窗 木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一、 一樓： 

1. 地坪保存良好，且有多處有機具機座殘跡 

2. 柱樑結構保存良好 

3. 外牆洗石子表面有明顯汙漬，多集中於雨庇兩側 

4. 門窗扇保存良好，部分窗扇封實，部分窗扇遺失 

5. 鋼構桁架保存狀況良好 

6. 屋頂石綿瓦保存良好 

7. 地面有大量貨櫃、展示物堆置 

 

二、 二樓： 

1. 地坪保存良好，但樓版有多處孔洞、殘跡 

2. 下方柱樑結構保存良好 

3. 北側室內隔間牆與天花嚴重坍塌 

4. 樓版上有大量雜物堆置 

 

一樓損壞照片 

  

【照片 3-2-172】有多處有機具機座殘跡 【照片 3-2-173】柱樑結構保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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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174】外牆洗石子表面有明顯汙漬 【照片 3-2-175】部分窗扇封實 

  

【照片 3-2-176】鋼構桁架保存狀況良好 【照片 3-2-177】有大量貨櫃、展示物堆置 

二樓損壞照片 

  

【照片 3-2-178】樓版有多處孔洞、殘跡 【照片 3-2-179】下方柱樑結構保存良好 

  

【照片 3-2-180】北側室內隔間牆與天花坍塌 【照片 3-2-181】樓版上有大量雜物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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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倉庫﹝編號 33﹞ 

編號 33 結構 鋼構造的柱樑結構 

年代 推測為日治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水泥空心磚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鐵製拉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單斜式，鋼構桁架，屋面為金屬浪板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除北側牆面仍維持原有木牆，期於牆面已改建為空心磚牆 

2. 部分門扇已遺失，現以木板封住 

3. 南側牆面遭植物寄生而產生白華、壁癌 

4. 東、南側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 

5. 與 36 號相接的西側牆面因漏水產生白華 

 

 

【照片 3-2-182】北側牆面仍維持為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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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183】東側部分門扇遺失，現以木板封住 

  

【照片 3-2-184】南側牆面遭植物寄生，且因鋼

筋鏽蝕導致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185】西側牆面因漏水產生白華 

  

【照片 3-2-186】東側牆面有部分破損 【照片 3-2-187】東側部分牆面粉刷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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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編號 34﹞ 

編號 34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磨石子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紅磚牆、木隔間牆，外牆表面以水泥砂漿粉刷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鋁製拉門 

窗：鋁製與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室內木隔間局部發現有白蟻蛀蝕痕跡 

2. 牆面粉刷層因植物根部入侵龜裂，且有明顯水漬 

3. 屋頂面發現有大量植物寄生 

4. RC 柱樑結構與外牆仍保存良好，無明顯損壞 

 

  

【照片 3-2-188】室內木隔間牆局部遭蟲蟻蛀蝕 【照片 3-2-189】遭植物根部入侵，粉刷層龜裂 

  

【照片 3-2-190】屋頂遭大量植物寄生 【照片 3-2-191】外牆仍保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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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編號 35﹞ 

編號 35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RC 牆，外牆表面以洗石子裝修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鐵捲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地面殘 4 處基座殘跡；現地面有大量雜物堆置 

2. 室內牆面粉刷層大面積剝落，且有植物寄生與根部入侵 

3. 外牆局部遭植物寄生 

4. 原有窗扇、門扇多已遺失 

5. 柱樑結構多仍保存良好 

 

  

【照片 3-2-192】室內有大量雜物堆置 【照片 3-2-193】地面殘留有機座殘跡 

  

【照片 3-2-194】室內牆面遭植物根部入侵 【照片 3-2-195】外牆局部遭植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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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機房﹝編號 36、37、38﹞ 

編號 36、37、38 結構 鋼構柱樑結構 

年代 日治時期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38 號、37 號：地上四層 

36：地上一層挑高(抄紙室、

整理室、噴坑)、地上三層含

夾層(篩選室、漂白室、打漿

室) 

牆身 主結構體：鋼骨、混凝土 

牆體：紅磚、混凝土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木製單、雙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形式：二落水、RC 平屋頂(37、38 號) 

構造：鋼構桁架、木構桁架(噴坑)，  

屋面材料：石棉浪板、塑膠浪板(噴坑)  

機具 仍保留大部分機具之基座、漿槽，且抄紙室目

前仍有運輸之軌道 

損壞

說明 

以下將以各空間類型分別說明損壞情形： 

噴坑 

1. 北側牆面有部分破損，東、西側牆面因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導致牆面白華、

粉刷層剝落 

2. 木構桁架已有部分損壞、掉落，現況僅留南側與部分北側屋架 

3. 部分門窗現已掉落、遺失 

4. 仍留有大型機具之基座，但現況被大量廢棄木材所掩蓋 

5. 現況目前堆放大量門窗扇、廢棄木材以及部分屋架 

篩選室 

1. 一樓現況仍留有漿槽，但槽體多有部分損壞 

2. 一樓留有機具溝槽，使地面崎嶇不平 

3. 二樓除留下大量機具基座之外，多處地面還留有機具撤離之後所留下的洞口 

4. 有多處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且有部分牆面已破損 

5. 屋頂排水系統及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 

6. 多處門窗已遺失、損壞或掉落 

7. 鐵製樓梯已有部分損壞 

8. 北側部分屋面破損 

漂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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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二樓現況均留有漿槽，但槽體多有部分損壞 

2. 一樓留有機具溝槽，使地面崎嶇不平 

3. 二樓除留下大量機具基座之外，多處地面還留有機具撤離之後所留下的洞口 

4. 南側樓梯有部分損壞，且扶手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 

5. 屋頂排水系統及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 

6. 多處門窗已遺失、損壞或掉落 

打漿室 

1. 一二樓現況均留有漿槽，但槽體多有部分損壞 

2. 一樓北側的漿槽已有部分塌陷 

3. 一樓留有機具溝槽，使地面崎嶇不平 

4. 二樓除留下大量機具基座之外，多處地面還留有機具撤離之後所留下的洞口 

5. 多處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 

6. 部分窗扇已遺失、損壞 

第一、二抄紙室與整理室 

1. 抄紙室仍留有漿槽，整理室仍留有運輸之軌道 

2. 部分鋼架已損壞、掉落 

3. 二樓平台留有機具基座及漿槽，但已有部分損壞、粉刷層剝落 

4. 地面機具溝槽已遭植物寄生 

5. 多處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 

6. 部分門窗已損壞、遺失 

7. 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產生白華、粉刷層剝落 

 

噴坑損壞照片 

  

【照片 3-2-196】現況南向立面 【照片 3-2-197】西側牆面因鋼筋鏽蝕導致粉刷

層剝落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3-94 
 

  

【照片 3-2-198】東側牆面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199】東側牆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200】西側牆面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01】部分門窗已遺失、損壞 

  

【照片 3-2-202】部分木桁架已損壞、掉落 【照片 3-2-203】北側僅有部分留存木桁架，且

有部分牆面破損 

  

【照片 3-2-204】現況堆放大量門窗扇、木材以

及部分屋架 

【照片 3-2-205】大型機具之基座被廢棄木材所

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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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室損壞照片 

  

【照片 3-2-206】一樓北側現況留有漿槽，但槽

體有部分損壞 

【照片 3-2-207】一樓南側現況留有漿槽，但槽

體有部分損壞 

  

【照片 3-2-208】一樓北側加建留有機具溝槽 【照片 3-2-209】一樓多處牆面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10】一樓多處牆面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11】二樓留有大量機具之基座 

  

【照片 3-2-212】鐵製樓梯有部分損壞 【照片 3-2-213】夾層下留有大量機具之基座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3-96 
 

  

【照片 3-2-214】多處牆面因鋼筋鏽蝕倒製粉刷

層剝落，照片中為夾層下方 

【照片 3-2-215】夾層上原本做為辦公室使用 

  

【照片 3-2-216】夾層留有機具撤離後所留下的

洞口 

【照片 3-2-217】北側加建部分柱子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218】西側部分柱子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219】部分窗扇已遺失、損壞 

  

【照片 3-2-220】北側部分屋面破損  【照片 3-2-221】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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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室損壞照片 

  

【照片 3-2-222】一樓南側現況漿槽有部分損壞 【照片 3-2-223】現況漿槽槽體有部分損壞  

  

【照片 3-2-224】一樓北側現況留有漿槽及溝槽 【照片 3-2-225】一樓多處牆面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26】二樓槽體有部分損壞 【照片 3-2-227】一樓北側機具撤離後所留下的

洞口 

  

【照片 3-2-228】二樓北側機具撤離後之洞口 【照片 3-2-229】二樓現況留有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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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230】南側樓梯牆體因鋼筋鏽蝕，導

致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31】南側樓梯牆體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32】北側牆體產生白華 【照片 3-2-233】北側屋頂已有部份塌陷 

  

【照片 3-2-234】二樓北側牆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235】南側屋頂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236】機具撤離之後所留下的洞口，

照片拍攝地點為漂白室二樓南側 

【照片 3-2-237】多處牆面因鋼筋鏽蝕導致牆面

粉刷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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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漿室損壞照片 

  

【照片 3-2-238】一樓槽體已有部分損壞 【照片 3-2-239】一樓南側牆面粉刷層已剝落 

  

【照片 3-2-240】一樓北側漿槽已有部分塌陷 【照片 3-2-241】一樓北側牆面已塌陷 

  

【照片 3-2-242】牆面鋼筋鏽蝕導致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45】一樓天花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46】一樓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247】二樓現況留有漿槽，但槽體有

部分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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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248】二樓南側天花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49】二樓部分窗扇已遺失 

  

【照片 3-2-250】二樓現況留有機具之基座 【照片 3-2-251】因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使

多處牆體產生白華 

  

【照片 3-2-252】三樓現況留有機具之漿槽 【照片 3-2-253】三樓多處牆面因鋼筋鏽蝕導致

牆面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54】四樓現況留有機具之漿槽 【照片 3-2-255】四樓多處牆面牆面粉刷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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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抄紙室與整理室損壞照片 

  

【照片 3-2-256】第一抄紙室現況留有漿槽，但

槽體有部分損壞，且地面有機具之痕跡 

【照片 3-2-257】第一抄紙室現況留有漿槽，但

槽體有部分損壞，且地面有機具之痕跡 

  

【照片 3-2-258】第一抄紙室二樓平台部分塌陷 【照片 3-2-259】第一抄紙室鐵架已損壞、掉落 

  

【照片 3-2-260】第一抄紙室地面有機具之痕跡 【照片 3-2-261】第一抄紙室機具痕跡 

  

【照片 3-2-262】第二抄紙室地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263】第二抄紙室牆面粉刷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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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264】第二抄紙室機具移除後留下之

洞口 

【照片 3-2-265】第二抄紙室二樓平台仍留有漿

槽 

  

【照片 3-2-266】第二抄紙室壁體因植物寄生使

牆體產生白華，照片位置為 38 號一樓 

【照片 3-2-267】第二抄紙室壁體因植物寄生使

牆體產生白華，照片位置為 37 號一樓 

  

【照片 3-2-268】北側整理室屋面有部分破損 【照片 3-2-269】南側整理室牆體產生白華 

  

【照片 3-2-270】北側整理室仍留有運輸之軌道 【照片 3-2-271】南側整理室仍留有運輸之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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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解室/蒸煮室﹝編號 39﹞ 

編號 39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日治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七層 牆身 RC、紅磚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木製單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留有過去大型機具之痕跡 

損壞

說明 

1. 蒸解室共有六層樓，為園區內最高之建築物 

2. 現況一至三樓有多處牆面損毀，且多數門窗扇已遺失 

3. 多處牆面、屋頂遭植物寄生，使牆面多處產生白華、粉刷層剝落 

4. 多處牆面因鋼筋鏽蝕，導致粉刷層剝落 

5. 內部仍留有過去大型機具移除後之洞口、溝槽 

6. 現況一樓地坪覆蓋大量土堆 

 

  

【照片 3-2-272】現況南向立面，共有六層樓，

園區內最高之建築物 

【照片 3-2-273】一至三樓有多處牆面損毀，且

多數門窗扇已遺失 

  

【照片 3-2-274】北側加建有多處牆面損毀 【照片 3-2-275】現況多處牆面已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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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276】西側牆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277】內部多處牆面白華、粉刷層剝

落 

  

【照片 3-2-278】多處牆面白華、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79】南側樓梯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280】內部仍留有過去大型機具移除

後之洞口、溝槽 

【照片 3-2-281】內部仍留有過去機具之漿槽 

  

【照片 3-2-282】部分屋頂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283】現況一樓地坪覆蓋大量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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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P電氣室﹝編號 40﹞ 

編號 40 結構 RC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紅磚，表面以水泥砂漿粉刷 

現況 閒置 門窗 鋁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RC 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外牆表面有大量植物寄生 

2. 西側牆體局部遭拆除 

3. 局部門扇、窗扇遭封實 

4. 屋頂表面遭大量植物寄生 

5. 室內地面有大量廢建材堆置，表面仍保留基座殘跡與排水溝渠 

6. 室內柱粉刷層嚴重剝落，內部鋼筋外露、鏽蝕 

7. 室內隔間牆局部遭拆除，且發現有植物根部入侵 

 

  

【照片 3-2-284】外牆表面有大量植物寄生 【照片 3-2-285】西側牆體局部遭拆除 

  

【照片 3-2-286】西側牆體局部遭拆除，並以鋼

浪板封實 

【照片 3-2-287】局部木窗扇已木夾板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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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288】局部門扇已鋼浪板封實 【照片 3-2-289】屋頂表面有植物寄生 

  

【照片 3-2-290】室內原有排水溝渠仍保存 【照片 3-2-291】地面有大量廢建材堆置 

  

【照片 3-2-292】地面仍保留原有機具殘跡 【照片 3-2-293】室內柱粉刷層剝落，內部鋼筋

鏽蝕 

  

【照片 3-2-294】內牆被拆除 【照片 3-2-295】室內發現植物根部入侵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3-107 
 

磨木室﹝編號 41﹞ 

編號 41 結構 RC 

年代 日治時期興建 

戰後再增改建 

地坪 水泥砂漿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紅磚、空心磚，表面以水泥砂漿粉刷 

現況 閒置 門窗 木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鋼構桁架與石綿瓦二落水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外牆表面有大量植物寄生 

2. 局部門洞、窗扇遭封實 

3. 室內柱樑、牆面粉刷層剝落、龜裂，表面有大面積青苔寄生 

4. 屋架保存良好，但屋頂石綿瓦局部破損 

5. 室內地面有大量廢建材堆置與植物寄生，，且仍保留基座與軌道殘跡 

 

  

【照片 3-2-296】牆面有植物寄生 【照片 3-2-297】局部門雙扇遺失、破損 

  

【照片 3-2-298】柱樑、牆面粉刷層龜裂、青苔

寄生 

【照片 3-2-299】南側門洞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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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300】牆面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301】屋架保存良好 

  

【照片 3-2-302】屋頂仍維持原有二落水樣貌 【照片 3-2-303】屋頂局部破損 

  

【照片 3-2-304】地面有大量廢棄建材 【照片 3-2-305】地面有局部有植物寄生 

  

【照片 3-2-306】地面仍有軌道殘跡 【照片 3-2-307】地面仍有機具殘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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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酸室﹝編號 42﹞ 

編號 42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一樓：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五樓：RC 樓版 

樓層 地上五層 牆身 牆面多為木構架外加石棉浪板，部分牆面為金屬浪板 

現況 閒置 門窗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留有機具之基座、溝槽 

損壞

說明 

1. 一至四樓無樓梯，通往五樓之樓梯現況已被鋸斷 

2. 五樓現況留有大量機具之基座、溝槽，且牆面大多已損壞 

3. 部分窗扇現已損壞、遺失或掉落 

 

 

【照片 3-2-308】一至四樓均無牆面，僅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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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309】一至四樓均無牆面，僅有結構 

  

【照片 3-2-310】五樓牆面木構架外加石棉浪板 【照片 3-2-311】現況牆面大多已損壞 

  

【照片 3-2-312】部分牆面為金屬浪板 【照片 3-2-313】現況留有大量機具之基座 

  

【照片 3-2-314】現況留有機具之溝槽 【照片 3-2-315】部分窗扇現已損壞、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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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編號 43﹞ 

編號 43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紅磚砌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木製單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留有過去使用之漿槽、與機具之溝槽 

損壞

說明 

1. 北側現況已有部分被大量土堆所掩埋，並且堆放大量廢棄製紙用料 

2. 現況仍留有過去使用之漿槽與機具溝槽 

3. 北側屋面已有部份塌陷 

4. 屋頂、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部分牆面產生白華、粉刷層剝落 

5. 部分牆面因鋼筋鏽蝕導致粉刷層剝落 

6. 現有門窗扇已損壞 

 

 

【照片 3-2-316】北側現況被大量土堆所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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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317】屋頂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318】現況堆放大量廢棄製紙用料 【照片 3-2-319】北側屋面已有部份塌陷 

  

【照片 3-2-320】牆面鋼筋鏽蝕導致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321】過去使用之漿槽與機具溝槽 

  

【照片 3-2-322】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部

分牆面產生白華 

【照片 3-2-323】現有門窗扇已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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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機房附屬建物﹝編號 44﹞ 

編號 44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紅磚砌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木製雙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留有機具之基座 

損壞

說明 

1. 現況內部牆面出現裂縫，原因不明，但範圍較大，有傷害結構之可能性 

2. 部分門窗已損壞、遺失 

3. 部分牆面因植物寄生產生漏水而導致白華、粉刷層剝落 

4. 現況仍留有機具之基座、溝槽 

 

 

 

【照片 3-2-324】牆面出現範圍較大之裂縫，有傷害結構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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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325】部分窗扇已損壞、遺失 【照片 3-2-326】部分窗扇已損壞、遺失 

  

【照片 3-2-327】牆面因植物寄生產生漏水而導

致白華 

【照片 3-2-328】牆面因植物寄生產生漏水而導

致白華 

  

【照片 3-2-329】現況仍留有機具之溝槽 【照片 3-2-330】現況仍留有機具之基座 

  

【照片 3-2-331】牆面因植物寄生產生漏水而導

致白華、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332】西側牆面有部分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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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機房附屬建物﹝編號 45﹞ 

編號 45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紅磚砌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木製雙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留有機具之基座、溝槽 

損壞

說明 

1. 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產生漏水而導致白華、粉刷層剝落 

2. 部分牆面、雨遮因鋼筋鏽蝕導致粉刷層剝落 

3. 現況仍留有機具之基座與溝槽 

4. 部分門窗現況已損壞、遺失 

 

 

  

【照片 3-2-333】東側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白華 【照片 3-2-334】北側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白華 

  

【照片 3-2-335】北、南側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

白華 

【照片 3-2-336】南側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白華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3-116 
 

  

【照片 3-2-337】部分牆面因鋼筋鏽蝕導致粉刷

層剝落 

【照片 3-2-338】現況仍留有機具之溝槽 

  

【照片 3-2-339】現況仍留有機具之溝槽 【照片 3-2-340】現況仍留有機具之基座 

 

【照片 3-2-341】雨遮因鋼筋鏽蝕導致粉刷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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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倉庫﹝編號 46﹞ 

編號 46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金屬浪板、木隔板 

現況 倉庫 門窗 門：鐵製雙開門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成品倉庫為二落水形式，力霸式桁架，屋面為石棉浪板 

機具 無機具之痕跡 

損壞

說明 

1. 現況仍作為倉庫使用 

2. 南側牆面使用木隔板，其餘皆使用金屬浪板作為牆身 

3. 部分結構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342】力霸式屋架，現況仍作為倉庫

使用 

【照片 3-2-343】南側牆面使用木隔板 

  

【照片 3-2-344】南側牆面使用木隔板 【照片 3-2-345】部分結構遭植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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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蕊棒工廠﹝編號 47﹞ 

編號 47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RC、紅磚 

現況 工廠 門窗 門：鐵製拉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無機具之痕跡 

損壞

說明 

1. 現況仍作為工廠使用 

2. 東側簷廊現況已遭遭植物寄生 

3. 部分牆壁現已破損，且部分雨遮白華、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346】現況東側立面，部分簷廊遭植

物寄生 

【照片 3-2-347】現況仍作為工廠使用 

  

【照片 3-2-348】現況仍作為工廠使用 【照片 3-2-349】部分牆壁現已破損，且部分雨

遮白華、粉刷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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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編號 50﹞ 

編號 50 結構 RC 

年代 日治時期興建 地坪 1F：水泥砂漿 

2F：水泥砂漿 

樓層 地上 2 層 

(二樓挑高) 

牆身 紅磚，表面以水泥砂漿粉刷 

現況 閒置 門窗 多已遺失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鋼構桁架與 RC 二落水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1. 外牆粉刷層有多處剝落，原有鋼條、鋼筋外露、生鏽 

2. 原有門窗扇多已遺失，牆面殘留大量開口 

3. 外牆與屋頂排水溝發現有多處植物寄生 

4. 排煙管頂部嚴重破損 

一、 一樓室內： 

1. 原有排煙道羽室內地板皆發現有大量廢棄建材堆置 

2. 一樓天花（二樓樓地板）上有大量開口、破洞 

3. 室內柱粉刷層破損，內部鋼筋外露 

二、 二樓室內： 

1. 地面有大量廢建材堆置 

2. 主屋架僅表面微略生鏽；東側屋架已嚴重鏽蝕，局部斷裂 

3. 於牆面發現植物根部入侵 

4. 屋頂面仍保留原有通氣孔洞，但有局部粉刷層嚴重剝落、鋼筋外 

 

  

【照片 3-2-350】外牆粉刷層剝落，原有紅磚、

鋼條外露 

【照片 3-2-351】原有窗扇多已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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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352】牆面遭大量植物寄生 【照片 3-2-353】外牆粉刷層剝落，原鋼筋外露 

  

【照片 3-2-354】排水溝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355】排煙管頂部嚴重破損 

一樓室內 

  

【照片 3-2-356】排煙道內發現大量廢棄物堆

積 

【照片 3-2-357】天花上有大量後期拆除痕跡與開

口 

  

【照片 3-2-358】室內有大量廢棄建材堆積 【照片 3-2-359】室內柱有大面積鋼筋外露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3-121 
 

二樓室內 

  

【照片 3-2-360】地面有大量廢建材堆積 【照片 3-2-361】主屋架表面生鏽 

  

【照片 3-2-362】東側屋架局部鏽蝕情況嚴重 【照片 3-2-363】窗扇遺失、牆面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364】室內發現植物根部入侵 【照片 3-2-365】原有機具拆除後，屋頂面原有開

口仍保留 

  

【照片 3-2-366】紅磚柱破損鋼柱外露、生鏽 【照片 3-2-367】屋頂樓版內側發現鋼筋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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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電室﹝編號 51﹞ 

編號 51 結構 RC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1F：磨石子 

2F：RC 

樓層 地上 2 層 牆身 RC、磚牆，外牆水泥砂漿粉刷 

現況 倉庫 門窗 木製玻璃門窗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RC 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一、 一樓： 

1. 地面有大量雜物、廢材與泥土堆積 

2. 柱樑結構保存良好，但表面油漆斑剝嚴重 

3. 外牆有多處植物寄生，且牆面有多處遭拆除 

4. 多數門窗扇已遺失，僅局部保留 

5. 室內發現活體白蟻 

6. 平屋頂樓版上發現大量植物寄生 

 

二、 二樓： 

1. 地面有大量雜物、廢材與泥土堆積 

2. 下方柱樑結構保存良好，但表面油漆嚴重剝落 

3. 原有木隔間牆多已腐朽、坍塌 

4. 平屋頂樓版漏水情況嚴重，原有粉刷層多已剝落，局部混凝土剝落、破洞 

 

一樓損壞照片 

  

【照片 3-2-368】地面有大量雜物堆積，地面仍

殘留大量殘跡、溝渠 

【照片 3-2-369】柱樑結構仍保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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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370】後期加設木天花受潮、腐朽 【照片 3-2-371】通往二樓的木樓梯嚴重腐朽 

  

【照片 3-2-372】外牆有多處植物寄生 【照片 3-2-373】平屋頂樓版上發現大量植物

寄生 

  

【照片 3-2-374】西側牆面發現大面積破損 【照片 3-2-375】南側牆面發現大面積破損 

  

【照片 3-2-376】多數門窗扇遺失，僅局部保留 【照片 3-2-377】室內發現活體白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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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損壞照片 

  

【照片 3-2-378】地面上有大量雜物堆置 【照片 3-2-379】下方柱樑結構保存良好，但

表面油漆嚴重剝落 

  

【照片 3-2-380】室內發現植物寄生 【照片 3-2-381】室內發現植物寄生根部入侵 

  

【照片 3-2-382】原有木隔間牆腐朽、坍塌 【照片 3-2-383】平屋頂樓下方板局部破損 

  

【照片 3-2-384】平屋頂樓下方板破損鋼筋外露 【照片 3-2-385】平屋頂樓多處粉刷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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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室/開關﹝編號 52﹞ 

編號 52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地磚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RC、紅磚 

現況 廁所 門窗 門：鋁製拉門 

窗：鋁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已修復完成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無機具痕跡 

損壞

說明 

現況已修復完成，做為廁所使用 

 

  

【照片 3-2-386】西側立面 【照片 3-2-387】北側立面保留過去紅磚之牆面 

  

【照片 3-2-388】南側立面 【照片 3-2-389】現況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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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倉庫﹝編號 53﹞ 

編號 53 結構 RC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 1 層 牆身 RC 

現況 閒置 門窗 無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RC 造之平屋頂 

機具 無 

損壞

說明 

一、 槽體： 

1. 槽體西面仍保存良好，僅局部遭植物寄生 

2. 三座槽體東側牆面遭拆除，拆除位置仍殘留大量碎混凝土塊 

3. 槽體內部與周邊遭大量植物寄生 

 

二、 建築物： 

1. 建築物內機具已全數移除，僅存基座 

2. 建築物內水池有大量積水，且遭植物寄生 

3. 地坪局部有植物寄生 

4. 建築物屋頂、樑柱保存狀況良好，僅屋頂局部有植物寄生痕跡 

 

 

【圖 3-2-1】 

 

 

槽體 槽體 槽體 建築物 建築物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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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390】槽體西側仍保存良好 【照片 3-2-391】槽體東側牆面有遭拆除痕跡 

  

【照片 3-2-392】槽體內部遭大量植物寄生 【照片 3-2-393】建築物內部現存之機具基座 

  

【照片 3-2-394】建築物內部水池積水，且遭植

物寄生 

【照片 3-2-395】建築物內局部有植物寄生地坪 

  

【照片 3-2-396】建築物屋頂、樑柱保存良好 【照片 3-2-397】建築物屋頂局部遭植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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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RGP﹝編號 54﹞ 

編號 54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三層 牆身 RC、紅磚(兩側加建)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木製單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留有機具之基座、溝槽與軌道 

損壞

說明 

1. 一樓部分有挑高，且開口部有多處修改 

2. 現況牆面已有多處損壞，且因牆面及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導致內部牆面產

生白華、粉刷層剝落 

3. 部分牆面因鋼筋鏽蝕膨脹導致粉刷層剝落 

4. 現況內部仍留有過去機具之基座、溝槽，二、三樓地坪也留下機具移除後之洞口 

5. 多數門窗、雨遮遭植物寄生，且部分已損壞、遺失或掉落 

 

  

【照片 3-2-398】現況牆面已有多處損壞 【照片 3-2-399】一樓部分有挑高 

  

【照片 3-2-400】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401】兩廁加建屋頂遭植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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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402】二樓內部牆面因植物寄生，導致白華 

  

【照片 3-2-403】三樓內部牆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404】三樓內部牆面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405】二樓內部牆面因鋼筋鏽蝕，導

致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406】牆面因鋼筋鏽蝕，導致粉刷層

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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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407】現況內部仍留有過去機具之基

座、溝槽 

【照片 3-2-408】現況內部仍留有過去機具之基

座 

  

【照片 3-2-409】現況內部留有過去使用之漿槽 【照片 3-2-410】漿槽內部現已產生白華 

  

【照片 3-2-411】二樓地坪仍留有機具移除後之

洞口 

【照片 3-2-412】窗扇因植物寄生導致損壞，周

圍牆面白華、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413】窗扇因植物寄生導致損壞 【照片 3-2-414】多數窗扇現已遺失、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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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片機房﹝編號 55﹞ 

編號 55 結構 承重牆系統 

年代 日治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磚造承重牆 

現況 閒置 門窗 門：木製雙開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二落水形式，現況屋架及屋面已毀損 

機具 無機具之痕跡 

損壞

說明 

1. 現況屋架及屋面已損毀，無法判斷過去的形式 

2. 多數牆面現已遭植物寄生，導致白華、粉刷層剝落，且已有部份牆面已損毀 

3. 北側地坪現已整修為草皮，南側則有部份地坪遭植物寄生 

4. 東側加建之牆面、屋頂已遭植物寄生，導致牆面產生白華 

5. 多數門窗扇現已損壞、遺失或掉落 

 

  

【照片 3-2-415】現況南向立面，多數牆面遭植

物寄生 

【照片 3-2-416】現況西向立面，多數牆面遭植

物寄生 

  

【照片 3-2-417】現況東向立面，已有多數牆面

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418】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損壞、粉

刷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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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419】牆面遭植物寄生導致損壞、粉刷層剝落 

  

【照片 3-2-420】北側地坪已整修為草皮 【照片 3-2-421】南側部分地坪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422】東側加建屋頂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423】內部牆面因植物寄生導致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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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RGP﹝編號 56﹞ 

編號 56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三層 牆身 RC 

現況 閒置 門窗 現況門窗扇已遺失 

損壞

程度 

中度 屋頂 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留有機具之基座、漿槽與溝槽 

損壞

說明 

1. 現況有部分牆面已損壞，且多數門窗扇已遺失 

2. 內部牆面多數因下雨導致白華、粉刷層剝落 

3. 部分牆面、屋頂遭植物寄生 

4. 現況仍留有過去使用之漿槽與機具移除後所留下之洞口 

 

 

  

【照片 3-2-424】現況東向立面，部分牆面已毀

損 

【照片 3-2-425】現況北向立面 

  

【照片 3-2-426】一樓挑空，現況內部牆面產生

白華 

【照片 3-2-427】一樓挑空，現況內部牆面產生

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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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里倉庫﹝編號 104、105﹞ 

編號 104、105 結構 RC 柱樑結構 

年代 戰後興建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樓層 地上一層 牆身 RC、紅磚 

現況 倉庫 門窗 門：鐵製拉門 

窗：木製玻璃窗 

損壞

程度 

輕度 屋頂 104 號：二落水形式，鋼構桁架，屋面為 RC 樓版 

105 號：RC 平屋頂形式，屋面為 RC 樓版 

機具 無機具之痕跡 

損壞

說明 

104 號： 

1. 現況作為倉庫使用 

2. 東側簷廊遭植物寄生，導致牆面白華 

3. 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使內部天花及牆面產生白華、粉刷層剝落 

4. 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 

105 號： 

1. 現況作為倉庫使用 

2. 現況部份門扇遭到塗鴉 

3. 東側簷廊遭植物寄生，導致鋼筋鏽蝕膨脹，產生裂痕 

4. 屋頂排水系統遭植物寄生，使內部天花及牆面產生白華、粉刷層剝落 

 

 

104 號損壞照片 

  

【照片 3-2-428】現況仍作為倉庫使用 【照片 3-2-429】現況仍作為倉庫使用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3-135 
 

  

【照片 3-2-430】東側簷廊遭植物寄生 【照片 3-2-431】東側簷廊牆面白華 

  

【照片 3-2-432】內部天花及牆面產生白華 【照片 3-2-433】部分牆面遭植物寄生 

105 號損壞照片 

  

【照片 3-2-434】現況仍作為倉庫使用 【照片 3-2-435】部份門扇遭到塗鴉 

  

【照片 3-2-436】簷廊鋼筋鏽蝕膨脹 【照片 3-2-437】內部天花及牆面產生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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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核心設施暨文化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第一節 園區發展定位 

        由前述歷史與建築調查結果，可以得知中興紙廠四結廠區在歷史、建築與產

業上的價值，加上過去對於本園區未來發展的規畫成果，同時考慮與周邊環境之

關聯，希望能對地方振興以及環境確保有所幫助。本節先就發展核心主題進行彙

整，再就園區發展定位進行說明。關於發展核心主題，首先由歷史價值出發，歸

納執行方向，接著由產業之未來發展，思考產業育成之機會，以及適合在地環境

之有機樂活的可能性，進行說明。 

一、 發展核心主題 

(一) 歷史保存： 

紙廠建築：第一紙廠舊建物保存規劃，並將舊建築活化展示製紙產業特色。 

地景紋理：廠區內保存貯水池、軌道舊跡。 

鐵道設施：宜蘭線鐵道運輸製紙、製材所需原料、製品等，具地方產業重要性。 

執行構想 1-1：紙文化探索 

活的工業遺產 

1. 第一紙廠：貯水池、煙囪、大跨距廠房等製紙作業紋理、獨特歷史氛圍場域。 

2. 興中紙廠（第三廠、第四廠）：維持紙廠運作，正積極轉型為觀光工廠。 

  

【照片 4-1-1】木材加工場作業情形 【照片 4-1-2】產業建築再利用，臺北酒廠 

 

紙廠展示 

1. 硬體：第一紙廠呈現完整製漿、製紙之製程空間特色。 

2. 軟體：原料地景與機具不斷淘汰、更新，是保存過程不易呈現的一環。利用

文物、史料展示，以及建置動態導覽系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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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興中紙業與中興紙業範圍 

 

 

【圖 4-1-2】中興紙廠建築呈現製程空間特色 

興中紙業（第三廠、第四廠） 

中興紙業第一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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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構想 1-2：維持廠區紋理與地景 

    保存與活化紙廠建物與既有設施。 

紙廠現況 活化案例 

  
【照片4-1-3】保留原有煙囪 【照片4-1-4】工廠為生態公園，日本名古屋則武

之森 

  

【照片4-1-5】保留軌道舊跡 【照片4-1-6】保留電車軌道，加拿大格蘭佛島 

 

 

【照片 4-1-7】保留貯水池與原有植栽 【照片4-1-8】貯水池作生態池，羅東文化工場 

 

(二) 產業育成： 

森林美學與生活創意：結合紙、木之地方產業特色，以森林美學開創文創產業。 

在地結合：在地產業結合二結、四結、羅東地區製紙、製材產業脈絡與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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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輔導培育人才，創造就業、創業機會。 

執行構想 2-1：結合森林美學與在地產業 

延續製紙與製材之地方產業脈絡，結合森林美學以紙與木作為元素，發展設

計具有生活創意之產業與商品特色。 

以紙、木為媒材，導入創意設計中心，推廣產業研發、創新、行銷活動辦理。 

   
【照片4-1-9】以紙製造家具及燈具，臺灣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照片4-1-10】宜蘭椅大賞，宜蘭文化局 

 

執行構想 2-2：在地結合、人才培育 

推廣青年返鄉與人才培育、透過地方創意生活產業交流中心結合政策資源，

創造產業的群聚效應。輔導青年創業、當地經濟。 

 

(三) 有機樂活：慢活與綠活 

結合宜蘭推廣慢活、綠活的生活概念，連結社區與地方產業政策、用跨界與

異業結合的方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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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綠建築、生態社區、綠色生活。 

執行構想 3-1：環境永續經營 

    綠建築與生態社區與資源回收能源循環。 

  
【照片4-1-11】廠房設置太陽能屋頂，德國魯

爾。 

【照片4-1-12】廠房活用自然採光，日本金澤市民

藝術村 

圖片引自：廢墟的再生：工業遺址再利用國外案例探索，民國95年。 

 

執行構想 3-2：綠色生活 健康、自行車、小農市集 

  
【照片4-1-13】職業育成中心：腳踏車維修站 【照片4-1-14】社區活動：假日市集 

 

執行構想 3-3：觀光平台與鐵道旅行 

1. 建立遊客與地區導覽中心，結合二結、四結、羅東等不同地區之觀光導覽規

劃，作為外界連結之平台。 

2. 結合宜蘭線鐵道設施，公路之外的旅行方式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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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園區發展定位 

(一) 發展定位 

紙文化歷史探索與文創產業價值傳達 

1. 活的工業遺產：中興紙業工業遺構文創產業、興中紙廠觀光工廠。 

2. 中興紙廠舊建物保存與活化：呈現紙廠建築特色與生產流程。 

3. 發展鐵道觀光及建立觀光平台。 

 

生活創意與在地發展 

1. 土地使用：打造文創產業與休閒生活環境。 

2. 綜合機能、服務提供：紙文化與產業建築、綠色生態、休閒生活、文創經濟。 

3. 森林美學：延續製紙與製材之地方產業脈絡，結合紙、木之地方產業特色，

發展為文化創意商品。 

4. 在地結合：推廣青年返鄉與人才培育。 

  
【照片4-1-15】中興紙廠過去之紙張生產情形 【照片4-1-16】以紙開發生活創意商品，台中，

悠紙生活館 

環境永續經營 

1. 維持基地紋理與文化景觀 

2. 綠建築與生態社區：資(能)源回收循環。 

綠色生活：健康、自行車、小農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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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文創地圖 

結合周邊文創據點，以中興文化創意園區作為產業輔導育成中心，建構宜蘭

文創地圖，發展「綠色文創‧森林美學」的育成主題。 

 

【圖 4-1-3】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周邊文創據點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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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體空間使用構想與設施配置 

一、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空間發展架構 

主要計畫：文創產業專用區、園道、停車場、道路及綠地等用地 

 

【圖 4-2-1】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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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種文創事業專用區】：文化創意產業、公務機關、公共用事業設施、

展示、零售餐飲等 

2. 【第二種文創事業專用區】：紙業生產相關設施 

3. 【第三種文創事業專用區】：紙業觀光工廠 

4. 【第四種文創事業專用區】：零售、餐飲、遊憩、旅館、一般事務所、住宅 

5. 【綠地】：儲木池及基地周邊的綠地與緩衝帶 

6. 【園道】 

7. 【廣場用地】：經整理後須保持原有月臺意象的開放區域 

8. 【人行步道用地】 

9. 【停車場用地】 

1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1. 【道路用地】 

12. 【鐵路用地】 

細部計畫：文創事業專用區 

本案工作範圍為「政策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規劃目標採取原有廠房

空間再利用，預計引進之產業類別包括文創、生活藝文產業。貯水池、煙囪、鍋

爐室等設施作為園區景觀發展核心。 

 

【圖 4-2-2】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空間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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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用區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說明如下：
116

 

1. 專用區以公園化方式規劃，土地及建築物屬創意文化園區紙廠舊建物保存者，

建物新建、改建、修建時應由園區主管機關提供相關開發計畫，並經本市都

市設計暨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2. 相關附屬設施(文康、社教、餐飲、零售與其他公益設施等)使用。 

3. 一般事務所。 

4. 研發、推廣及服務設施。 

5. 試驗研究設施。 

6. 倉庫、運輸倉儲、轉運設施。 

7. 環境保護及景觀維護設施。 

8. 一般旅館業。 

9. 國際觀光旅館業。 

10. 娛樂服務業。 

11. 其他經本府文化主管機關核定之文化產業相關設施。 

 

 

 

 

 

  

                                                      
116 變更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畫(臺灣紙文化產業研發體驗園區)案書(草案)，民國 10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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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區空間使用構想與機能規劃 

整合紙文化與森林美學之歷史保存與產業育成主題： 

 

【圖 4-2-3】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空間使用機能示意圖 

 

空間分區與活化方式表現紙廠建築特色： 

1. 產業研發體驗：以紙漿、紙張製程呈現紙文化的「歷史保存」、結合外部之

觀光工廠、廣場活動形成製紙產業聯結。並且利用大跨度的空間特性，可做

為展覽空間或是攝影棚使用。靜態可以平面展示、機具等為主，動態則可加

入數位導覽與活動。 

2. 設計展示及工作坊：三具三藝育成中心、當代工藝中心及木工坊等進行分區

整合。配合廠房、倉庫、行政各種不同機能與空間尺度、量體規模，來配置

適合的機能與再利用方式。 

3. 文創產業、市集與背包旅館：個人工作室、背包旅館、文創市集與假日市集。 

4. 服務中心：園區行政中心、遊客服務中心與地方特色商品展售、辦公室等。 

5. 多功能活動廣場：活化並配合開放空間改造為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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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保存 

空間分區 建築編號 紙廠現況 活用案例 

產業研發體驗 

1.歷史資料館 

2.紙媒材資料館 

3.造紙互動展示館 

4.紙生活美學體驗工房 

5.園區歷史步道 

6.藝文匯演場域 

7.影視文化展演空間  

美援倉庫：33 

噴坑、篩選、漂白、

打漿室：36 

第一、二抄紙室：36 

整理室：36 

蒸煮室：39 

磨木室、 RGP 電氣

室：40、41 

鍋爐：50 

受電室：51 

電器室：52 

新、舊RGP：56、54 
  

  

    

產業育成 

空間分區 建築編號 紙廠現況 活用案例 

設計展示及工作坊 

森林美學、有機樂活、 

在地結合、培育人才 

1.當代工藝中心 

2.三具三藝育成中心 

3.藝文創作者工作坊 

4.設計展示空間  

物料倉庫：11~14 

散將倉庫、漿料倉

庫、營繕工廠：15、

16、18 

修護工廠：19 

營繕工廠、營繕工廠

金工股：20~23 

磨轆機房：24 

廠長室：25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4-13 
 

服務中心  

1.園區行政中心 

2.遊客服務中心 

削片機：6 

簡易倉庫：53 

削片機房：55 

  

    

文創產業市集與背包旅館 大割機木材輸送室：4 

簡易倉庫：7 

漿料倉庫：8 

整理工廠：26 

銅版機房：27~29 

成品倉庫：46 

紙芯棒工廠：47 
  

1.創客空間 

2.創意市集 

3.設計商店 

4.背包旅館 

5.文化廣場 

案例圖片引自：廢墟的再生：工業遺址再利用國外案例探索，民國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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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區內其他各項公共服務設施規劃 

一、 開放空間規劃：結合園區公共設施系統，廣場、公園、停車場、道路等，

提供社區生活與產業活動使用。 

1. 地景廣場：貯水池、煙囪，維持地景風貌，提供休憩。 

2. 廣場：配合維持月台原有意象。 

3. 景觀綠帶 

 

【圖 4-3-1】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開放空間位置示意圖 

二、 景觀計劃：活化紙廠戶外空間、進行生態設計。 

廠房空地打造市集 

1. 破現況廠房的封閉感，活化空間使用彈性。 

保留原有大樹植栽 

1. 保留紙廠植栽，配合建物與開放空間設計重新規劃。 

材質細部規劃：質感、協調性 

1. 宜蘭意象：木頭、紅磚、石材。 

2. 紙廠特色：水泥、RC、紅磚。 

3. 視覺清亮感：玻璃、鋼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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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廠現況 活用案例 

  

【照片 4-3-1】兩側廠房牆面搭建屋架 【照片4-3-2】半戶外空間，縫紉機製造工廠。 

  

【照片 4-3-3】廠區松樹 【照片4-3-4】保留廣場內大樹，黃金博物館 

引自：黃金博物館官網。 

 

 

【照片 4-3-5】11 至 14 號物料倉庫前空地 【照片4-3-6】空地舉辦市集 

引自：廢墟的再生：工業遺址再利用國外案例探

索，民國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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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專區及周邊動線規劃 

一、 聯外動線 

上位計畫：動線、出入口、停車場 

1. 中央綠園道、綠園道：車、自行車、人行  

2. 主要道路：車、停車場 

3. 次要道路：員工使用(停車場) 

4. 人行道：人行 

 

【圖 4-4-1】專區及周邊動線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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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區主要動線 

配合園區道路系統、呈現中興紙廠生產流程 

 

【圖 4-4-2】專區及周邊動線規劃示意圖 

 

 

  

【照片 4-4-1】西側行人入口現況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照片 4-4-2】南側服務入口現況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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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導覽動線設計原則 

紙廠現況 活用案例 

  
【照片4-4-3】第一廠南側道路 【照片4-4-4】舊煙囪景觀步道，日本名古屋 

  

【照片4-4-5】廠區原有軌道 【照片4-4-6】電車軌道，加拿大格蘭佛島 

案例引自：廢墟的再生：工業遺址再利用國外案例探索，民國95年。 

 

室內導覽動線設計原則 

紙廠現況 活用案例 

  
【照片4-4-7】銅版機房室內 【照片4-4-8】樓板挑空視覺穿透，國立歷史

博物館 

  

【照片4-4-9】3號物料倉庫外牆 【照片4-4-10】以原有材料為展示設計，國立

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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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4-11】第一廠造紙機房機具痕跡 【照片4-4-12】保留機具，自來水博物館，

http://forestlife.info/Onair/104.htm 

景觀步道 

專區內以景觀綠帶，營造生態網絡系統，可提供行人及自行車通行、休憩。 

紙廠現況 活用案例 

  

【照片 4-4-13】物料倉庫前方植栽現況 【照片4-4-14】自行車步道，德國魯爾 

 

 

【照片 4-4-15】貯水池現況 【照片4-4-16】自然生態社區公園 

案例引自：廢墟的再生：工業遺址再利用國外案例探索，民國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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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核心設施暨文化產業專區保存規劃 

第一節 文化資產價值與再利用適宜性評估 

本節依據歷史與建築之調查分析結果，確認保存價值之所在。同時，先行加

入國內外以群體發展之案例分析，也考量核心設施暨文化產業專區土地使用與周

邊環境條件、經營管理模式等，以共同評估保存與再利用之可能性與研擬活用方

案。 

一、 保存價值分析 

(一) 歷史價值 

1. 日治時期：臺灣近代蔗渣、「鬼芒」製紙的代表案例 

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宜蘭地區設立糖廠後，臺灣興業株式會社二結工場與羅東

工場，記錄以宜蘭、花蓮當地蔗渣、「鬼芒」物產發展製紙產業的歷史。兩工場

製品以紙漿、印刷紙為重心。 

臺灣蔗渣製紙以二結工場為嚆始，歷經臺南製糖株式會社、三亞製紙、工業

試驗所、臺灣紙業、臺灣興業等不同階段嘗試，突破原料、技術瓶頸，成功得到

世界性的突破與領先地位，生產出「蘭陽印刷紙」。羅東工場則是當時世界第一

座結合蔗渣、「鬼芒」兩種不同製紙原料以及製程的新式製紙工場代表案例。 

2. 戰後：製紙原料轉變與民營化 

臺灣中興紙業公司羅東總廠以「新聞紙」生產為重心，以羅東林場、林田山

林場的木材為紙漿來源，配合環保政策也回收舊報紙進行脫墨。中興紙業公司也

積極研發香蕉纖維原料，以擺脫造紙原料不足的窘境。民國 73 年停購省產松木。 

至民國 90 年中興紙業公司結束經營，民營化後成立興中紙廠承租北邊土地

持續經營；民國 91 年開始進口原料與紙漿後，南邊原本擔負紙漿生產的中興舊

廠區因此閒置。 

(二) 建築、地景價值 

1. 不同時期紙廠建物與設施發展 

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佔地廣闊、建物數量繁多，從日治時期的第一廠、民國

60 年代的第三廠、民國 70 年代的第四廠至民國 90 年代的紙塑工廠，呈現出不同

時代製紙過程與建築之關係而具有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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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四廠製紙機械均已汰賣遷移，多數廠房閒置荒廢，但廠區內規模

宏大、形體特殊的建築，仍明顯表達出大型工業遺構的氛圍，極具特殊性及罕見

性，因此具保存價值。 

北側廠房現由員工組成之「興中紙業」承租經營，仍然維持原有功能、持續

運作中的文化景觀，顯現出其特殊性與價值。 

2. 日治時期蔗渣、「鬼芒」製紙工場的代表案例 

製程上採用當時改良最新化學工業、購入歐洲新式機械設備，所生產紙漿、

純白紙張之成品來銷往亞州各地。目前紙廠保留昭和 12 年竣工之羅東工場建築

配置與構造形式，足以完整說明以蔗渣、「鬼芒」、木材原料、製紙技術與製程等

關係。 

3. 日治時期工場規劃與構造特色 

目前保留第一廠區內日治時期設施可區分為工場、倉庫、以及貯水池、交通

運輸路線。廠區設計累積日本紙廠專業者經驗，加上清水組的施工，表現出 1930

年代紙廠規劃與追求安全、健康、衛生的廠區作業建設主旨。於建築構造特色之

工法與材料上必須符合耐震、耐火、耐風，以及能夠提供操作的便利。 

(三) 地方、社區與廠區生活 

紙廠外部環境、不同地區，透過製紙產業鏈來連結所需之原料區、加工區、

銷售區。 

1. 二結地區紙漿與紙張加工作業模式的：羅東工場與二結工場互相支援，道路

之外也建立輕便軌道來連結。 

 

 

【照片 5-1-1】二結廠與四結廠輕便軌道運送紙漿、煤炭、紙張成品 

資料來源：翻拍自中興紙廠歷史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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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料地景與交通搬運：日治時期以人力搬運、索道、公路汽車、海運汽船，

近行原料運送，包括蘭陽地區(蔗田、山地「鬼芒」)、花東海岸(「鬼芒」)、

羅東太平山林場（檜木）、蘇澳石灰、花蓮林田山林場（松木）。 

3. 成品銷售：運用鐵、公、海路來運送。包括：以鐵道中里驛，運往臺北、基

隆以及海港輸出至日本、東南亞、以及其他日本殖民地區。 

4. 紙廠員工生活與在地文化：日治昭和時期紙廠設立，帶來與大規模人口遷入。

員工生活與二結、四結、羅東地區發展息息相關，重要者如：中興紙廠事件、

工業區佈教與四結教會設立等。 

 

【照片 5-1-2】日治時期紙廠南側蔗田 資料來源：《羅東郡大觀》，昭和 12 年。 

 

  

【照片 5-1-3】戰後戶外貯木場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照片 5-1-4】抄造工場與宜蘭線鐵道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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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存與活用之評估 

紙廠建築如何保存與傳承歷史與建築價值，所面臨之優勢與劣勢以及活用之

可能性，說明如下。 

(一) 優勢 

1. 四結廠區內建築配置完整。 

2. 廠區內保留大量建築圖面史料、檔案管理局典藏臺灣中興紙業公司的檔案、

老照片。 

3. 宜蘭線鐵道呈現日治時期本區製紙、林業運輸，保留之二結驛、中里驛、羅

東驛為本區之代表車站。 

4. 持續運作紙廠作業，本區北側廠房現由員工組成之「興中紙業」承租經營，

仍然維持原有功能；附近二結紙廠也保留部份早期機具，正進行保存活用。 

5. 二結、羅東地區內，相關紙廠歷史脈絡之產業設施，包括：二結紙廠（原臺

灣興業二結工場）、羅東文化園區(原營林所羅東出張所)。 

6. 宜蘭、花蓮地區的太平山林場、林田山林場、蘇澳港與石灰生產，代表區域

產業相關設施與豐富自然資源。 

 

(二) 劣勢 

1. 部分日治時期建築，經過後期之修繕、增改建已失去原貌，現存者也有部分

為損壞嚴重。 

2. 工廠停業後，淘汰變賣機具或是痕跡，難以體驗製現場作業與實際之製程操

作方式。 

3. 紙廠周邊的地景環境，失去能夠實際說明本紙廠原料發展歷史脈絡之甘蔗、

「鬼芒」、林木等具有代表性產業地景。 

 

(三) 紙廠建築活用之可能性： 

1. 原貌保存與舊建物活用。 

2. 導入創意產業。 

3. 員工參與與在地結合：員工、社區、活動、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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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存與再利用之國內外案例分析 

(一) FABRA I COATS - Barcelona – Spain 

 原始用途：紡織工廠 

 新的用途：藝術工廠 

Fabra i Coats 始建於 1838 年，當時是製造織布及織線的工廠，位於巴賽隆納

市中的工業區（SantAndreu district) ，1970 年正式關閉廠區。曾有一段時間被 Renta 

Corporación 房地產公司買下，之後由巴賽隆納市的文化部接管，並指定為官方藝

術工廠， 屬於 C 級的文化遺址。近期已恢復了一部分的倉庫，將它變為文化中

心，剩餘的老廠區空間則為文化空間。 

12,000 ㎡的空間內，分佈四個樓層，配給 2000 個年輕藝術家，成為舊工業

建築轉化為實驗室進行藝術創作的市政規劃中的基石。 

 

  

【圖 5-1-1】園區規劃配置 

資料來源：http://www.eme3.org/2013/04/discover-the-fabra-i-coats-spaces-eme3_2013/ 

http://ca.wikipedia.org/wiki/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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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當時全區配置 

1 .火車路線 

2 .工人宿舍 

3 .擁有者的家 

4 .管理處 

5.合作庫 

6.劇院、俱樂部 

7 .主管宿舍 

8. 電荷房 

9.教會 

10.醫院 

11.消防局 

12.工廠 

 

【照片 5-1-5】1837 成立紡織工廠，在當時幾乎 80％的 James Clark 都由這裡生產 

資料來源：http://unaltreblogdenpau.blogspot.tw/2011/04/materials-per-treballar-la.html  

http://ajuntament.barcelona.cat/fabraicoatsespais/es/nod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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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市性運動的一部分，建築師改變 100 年歷史的工業建築用途成為一個

創意空間。Fabra i Coats 的中心結構為複雜的四層樓的建築，與其他三個廠房並

列。主廠房位於西部，其他兩個較小的面向東部和北部。 

 

【照片 5-1-6】裸露的磚牆和兩座緊靠的塔。其連接不同的垂直空間。 

資料來源：http://trendland.com/fabra-i-coats-the-creation-factory/ 

 

【照片 5-1-7】一樓提供廣大的公共空間作為表演的場地(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ondiseno.com/noticia_en.php?id=5179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5-8 
 

Fabra i Coats 空間規畫包含展覽空間、倉庫、洗手間、吧台、實驗空間、舞

台、劇場、更衣室、音響間及其他許多種類的工作室等等。 

 

【照片 5-1-8】施工前廠房內原為辦公室， 

  
【照片 5-1-9】展覽空間 【照片 5-1-10】帶狀酒吧空間 

  
【照片 5-1-11】視聽室及聲音創作空間 【照片 5-1-12】共享辦公室 

資料來源：http://fabriquesdecreacio.bcn.cat/en/node/14 

http://ajuntament.barcelona.cat/fabraicoatsespais/es/node/21 

http://fabraicoats.bcn.cat/ca/fabricadecrea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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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通透的空間用於馬戲、舞蹈和戲劇活動。兩排柱子由空腹桁架式系統支

撐，向上看可看見鋸齒狀屋頂。 

 

【照片 5-1-13】舞蹈創作空間 

 

【圖 5-1-3】鋸齒狀屋頂 剖面圖 

資料來源：

http://www.archdaily.com/404188/fabra-and-coats-manuel-ruisanchez-and-francesc-bacardit-architects/ 

 

做為一個多媒體的藝術文化中心，將此區域開發並結合創意、實驗及行銷度

等文化設施及文化產業，以達到提高當地文化消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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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KAAPELITEHDAS JA SUVILAHTI - Helsinky- Finland 

 原始用途：電纜廠 

 新的用途：文化中心 

該電廠在原做為木材原料的加工，應應工業化而成為煤炭運輸及市政天然氣

廠的使用。另外，Suvilahti 因毗鄰 Sörnäinen 港，從廠區側邊沿線做為連結，成為

港口公用的燃氣電力設施。電廠的運行終止於 1976年。Suvilahti建築物面臨拆遷，

但幸運的是他們的歷史意義是被予以承認及受到保護的，不過仍有一些建築已被

拆除：例如，hiiliuuneja 和煤炭運輸線路不復存在。 

2007 年 Helsinginkaupungin 決定將 Suvilahti 變為藝術和文化領域，經過翻修的區

域也做為新的用途。該工廠目前使用超過三十個文化運營商，包括攝影師、製作

公司和作家。 

 

【圖 5-1-4】平面配置圖，資料來源：http://www.suvilahti.fi/tilavuokr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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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全區配置圖 

1 .電廠  

2&3 .氣體觀測 

4 .糧倉 

5.電腦室 

6.煉油廠 

7 .辦公室 

8.儀表廠 

9.儀表廠 

10.港口連結室 

11.監控室 

12.廣場，空地 

 

【照片 5-1-14】園區鳥瞰圖 

資料來源：http://caminarbcn12-13t.blogspot.tw/2012/12/suvilahti-22a-poblenou.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vilah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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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區介紹 

1. 一號廠 

Kattilahalli 建於 1909 年是 Helsingin kaupungin 最大的建設項目，在 20 世紀初

的一個城市的第一大發電廠，其建築物結構令人印象深刻。 

Kattilahalli 總共有 1650 ㎡，館內部分有 1150 ㎡的樓面面積，大堂 120 ㎡。

Kattilahalli 的最大容量是 1000 人。在該廠內定期會舉辦研討會、音樂會和展覽晚

間活動。 

 
【照片 5-1-15】一號廠建築外觀， 

 

【照片 5-1-16】一號廠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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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一廠剖面圖 

  

【照片 5-1-17】煤炭供應的鍋爐房 

 

【照片 5-1-18】此空間日後規劃為多功能區

域，如研討會、音樂會和展覽晚間活動。 

 

資料來源：Pohjoispäänkorkeajännite- ja valvomolaajennuksenpuupaaluperustuksiajuntataan 1913. HelEn 

     http://kudago.com/helsinki/place/kabelnaya-fabrika/ 

     http://www.suvilahti.fi/tilavuokraus/kattilaha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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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號廠 

圓形的構造在當時十分特殊且施作困難，因此在芬蘭是二十世紀初具代表性

的建築。 

 
【照片 5-1-19】二號廠建築外觀 

  
【照片 5-1-20】巨大的煤氣表在儲氣室上已成

為一個明顯的地標 

【照片 5-1-21】儲氣室鋼結構屋頂 

  

【照片 5-1-22】燃氣輪機裝置 【照片 5-1-23】儲氣室與水箱。1974 年停止使用 

資料來源：http://www.suvilahti.fi/tietoa/histori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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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號廠 

新馬戲中心 CIRKO 在 2011 年進入 KAAPELITEHDAS JA SUVILAHTI。目前

該廠活用作為 CIRKO 之馬戲訓練中心。CIRKO 是芬蘭首個也是唯一完全致力於

當代馬戲的公司。在這裡舉辦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五月的年度馬戲節。 

  

 
【照片 5-1-24】八廠建築外觀， 

  

【照片 5-1-25】原為儀表廠 【照片 5-1-26】現為 CIRKO 馬戲訓練中心 

資料來源：Pohjoispäänkorkeajännite- ja valvomolaajennuksenpuupaaluperustuksiajuntataan 1913. HelEn  

http://www.cirko.fi/cirko 

http://www.arkflt.f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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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號廠 

Tiivistämö 尤其適合不同的音樂會和表演藝術來使用。其設施給予各種商務

活動的可能性，提供多樣化的需求。 

Tiivistämö 建築面積 620 ㎡，最大容量為 420 人，大廳擁有 350 ㎡，它可容納

300 人，此外，大堂提供 120 人的空間。 

  

 

【照片 5-1-27】五廠建築外觀 

  

【照片 5-1-28】保留原有樓梯 【照片 5-1-29】內部空間規劃 

資料來源：http://www.suvilahti.fi/tilavuokraus/tiivist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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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Helsinky 許多居民從事綠化面積的建設，並將此次的再生花園設

計於電廠裡。這裡曾經安置了現在不可再生的發電廠，而城市農業的發想已經成

為這裡的一個圖標及生活區。芬蘭居民鼓勵振興部分的城市，專注於創造生活空

間和都市農業，這不僅對環境提供了技術改進，同時也種植和消費來自地球的產

品和健康。 

 

【照片 5-1-30】創造一個再生花園，將廢棄的廠區注入新的活力 

 

【照片 5-1-31】再生花園 

資料來源：http://www.home-review.com/2012/12/a-roller-coaster-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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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LA FABBRICA DEL VAPORE - Milano - Italy 

 原始用途：蒸汽廠 

 新的用途：展場、劇場實驗室 

LA FABBRICA DEL VAPORE 建於 1899 年，是專門從事生產及維修鐵路和電

軌車的工廠，並於二十世紀初大規模轉移蒸汽和電力牽引。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

落幕並於 1935 年正式關閉，成為 34000 ㎡的閒置面積。 

七十年代增加了建築物，並保留原本設施和窗戶，做為大樓入口；建築風格

自由，並加入板材、片材、窗戶和機車裝飾。在這裡有 74 個實驗室讓年輕人做

音樂、戲劇、電影和平面設計。 

LA FABBRICA DEL VAPORE 的空間規畫包括：咖啡廳、民族餐廳、綠地和

練習室，並撥 150 億的經費委託給私人管理。 

 

 

【圖 5-1-7】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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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平面圖 

 

 

【圖 5-1-9】園區規劃圖  

資料來源：http://www.home-review.com/2012/12/a-roller-coaster-garden/ 

http://www.fdvlab.org/?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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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區介紹 

1. Messina I° 

DiDstudio 每年提供舞蹈班互動和眾多的舞蹈班課程。在平常的培訓中，

Ariella Vidach - AIEP 致力於提高對新型交互式軟件的藝術潛能，並於每年舉辦

DiDstudio 意識節，由國家和國際藝術家研發創作。 

 

【照片 5-1-32】廠區外觀 

  

【照片 5-1-33】磚構造外牆 【照片 5-1-34】目前該廠做為舞蹈練習室 

資料來源：http://www.didstudio.org/did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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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ttedrale 

這裡做為視覺藝術家、表演者、音樂家和建築師的合作空間，在設計、藝術、

雕塑、裝置、表演和聲音，利用課程來了解不同背景的方法和差異。 

 

【照片 5-1-35】廠區外觀 

  

【照片 5-1-36】修復前外觀 【照片 5-1-37】修復後外觀 

  

【照片 5-1-38】整修前原本裸露的屋架 【照片 5-1-39】將原有的屋架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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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過去的工業遺產，是城市中顯著的紋理印記。高度工業化時期後，工廠

的空間被廢棄，成為了未使用的建築。近年來，米蘭已開始了城市大規模的改造。

重塑米蘭的工業遺產，帶來了城市文化和藝術活動，將目光聚焦於再利用舊廠房，

以增加居民的文化的機會。重組過後的空間，成為一個文化中心，同時也保留了

原有建築元素。 

  

  

【照片 5-1-40】整修後的空間 【照片 5-1-41】目前為展場空間 

資料來源： 

http://www.alteracinema.it/realizzazioni/inaugurazione-della-cattedrale-presso-la-fabbrica-del-vapo

re 

http://www.fabbricadelvapore.org/it/architettonici/immagini/home.html 

http://www.artribune.com/2012/04/autoproduzione-duepuntozero/misiad_fabbricadelvapore/ 

http://www.lostudiosnc.it/folder19-fashioncamp.html 

 

【照片 5-1-42】藝術創作 

資料來源： http://www.skatemilano.com/milano-fabbrica-del-vapore-skat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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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 ZUCCHERIFICIO - Avezzano (AQ) - Italy 

 原始用途：糖廠 

 新的用途：展場、實驗菜園 

該廠原有蒸汽機，並有大量的磚煙囪，約可一日加工五、六千萬噸蔗糖。曾

經廠區的一部分還直接連接羅馬和那不勒斯港的碼頭；後來經第二次世界大戰，

整個結構遭到嚴重破壞因而面臨倒閉。自 2006 年以來，許多私營公司都想取得

其經營權做為商場的開發，但遭義大利企業委員會拒絕，他們表示希望將糖廠進

行保留，但目前為止尚未開始進行修復工作。 

 

【圖 5-1-10】園區規劃圖 

 

【圖 5-1-11】平面配置圖(規劃中 

資料來源：www.architetti.com 

A

  

B

  

C

  

D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0CAYQjB0&url=http%3A%2F%2Fwww.architetti.com%2Frestauro-e-rifunzionalizzazione-la-conservazione-integrata-dell-ex-zuccherificio-di-avezzano.html&ei=IuxwVf6wGsvt8AXX14KABg&psig=AFQjCNEuYcwUgvZuxRBBa-Wql_EgMJaNsw&ust=143355019076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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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43】原有三個磚造煙囪 【照片 5-1-44】二次大戰後，目前僅存一支煙

囪 

資料來源：http://www.effeunoequattro.net/htdocs/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1100 

 廠區介紹(依平面配置圖區分 ABCD 廠區) 

1. A 廠 

 

【照片 5-1-45】A 廠建築物全貌 

  

【照片 5-1-46】舊有外觀 【照片 5-1-47】網狀屋頂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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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48】有趣的外牆立面 【照片 5-1-49】內部花園構想圖 

 

2. B 廠 

 

【照片 5-1-50】B 廠外觀，包含煙囪的建築立面 

  

【照片 5-1-51】三角桁架屋頂 【照片 5-1-52】內部菜園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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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 廠 

 

【照片 5-1-53】D 廠建築物外觀 

  

【照片 5-1-54】有趣的雙拱屋頂 【照片 5-1-55】內部構想圖 

4. 其他廠 

  

【照片 5-1-56】廠區外觀 【照片 5-1-57】廠區內部 

 

資料來源：http://www.archilovers.com/projects/57381/gallery?399829 

http://www.lifelog.it/extra/zuccherificio/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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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BATTERSEA POWER STATION- London – England 

 原始用途：發電廠 

 新的用途：酒店商場 

BATTERSEA POWER STATION 是一個退役的燃煤發電廠位於泰晤士河南岸。它

包括兩個獨立的發電廠，第一座電廠始建於 1930 年，第二座 B 電廠則建於 1950

年。而在一廠的東側，為目前所知的四煙囪佈局。該站在 1983 年停止發電，但

在過去的 50 年裡，它成為倫敦最知名的地標之一。 

 

【圖 5-1-12】平面配置圖  資料來源：http://www.fdvlab.org/?p=59 

 

在 1934 年時，完成二支煙囪，每個煙囪均為混凝土製。而成為 50 年代歐洲

最大的磚結構建築的 BATTERSEA，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便更換電氣生產和分配本

地化系統。倫敦電力有限公司面臨在建設新工廠的許多困難，但依然在工程上有

所突破，比如當時歐洲最大的渦輪機。該電廠的碼頭設施包括卸煤區、煤分選及

儲存區，控制室和一個管理室。 

此發電廠是歐洲最原始且最大的磚結構建築，並擁有豪華的裝飾藝術風格。

因保存良好而被英國列入文物遺產，現已成為倫敦的天際線珍貴的地標。現在，

通過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築師的爭取，把它改造成一個豪華的零售、辦公和生大規

模的再生計劃的中心，第一個開發的住房計劃將在 2016 年完成。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ssil_fuel_power_plant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ver_Tham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tty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_Deco
http://en.wikipedia.org/wiki/English_Heritage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itage_at_Risk_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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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58】發電廠外觀 

資料來源：

http://i.dailymail.co.uk/i/pix/2014/10/30/1414676248692_wps_106_Aerial_photograph_of_Batt.jpg 

 

【圖 5-1-13】發電廠剖面圖 

資料來源：https://imechearchive.wordpress.com/2013/10/02/batter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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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區介紹 

1. A 廠的控制室被賦予許多裝飾藝術，義大利大理石則用在渦輪大廳，在

地板和樓梯方面則使用拋光鑲木地板和鍛鐵樓梯。 

2. B 廠的內部因經費不足，並沒有給予相同的待遇，以不銹鋼代替。 

 

  

【照片 5-1-59】A 廠，發電站的原始設計，只

有兩個煙囪 

【照片 5-1-60】B 廠，1953 年，形成了熟悉的四

煙囪剪影 

  

【照片 5-1-61】控制室 A，精緻的裝飾藝術風

格內飾，設有大理石牆和玻璃天花板 

【照片 5-1-62】控制室 B，鑲板的義大利大理石，

內部設計落簡略 

  

【照片 5-1-63】渦輪大廳 【照片 5-1-64】廢棄的鍋爐房北側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_Deco
http://en.wikipedia.org/wiki/Wrought_ir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inless_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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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65】原渦輪大廳，改建後將有 200

多間商廠在此營業 

【照片 5-1-66】頂樓將變為公寓使用 

 

【照片 6-1-67】未來願景圖 

資料來源：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london-30126518 

http://www.theconstructionindex.co.uk/news/view/pms-cut-turf-to-start-battersea-power-statio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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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COTONIFICIO MUGGIANI - Rho (MI) - Italy 

 原始用途：紡紗廠 

 新的用途：商務酒店、住宅、超市 

該棉紡廠 COTONIFICIO MUGGIANI 是一個古老的紡棉花工廠。在九十年代後

裝修，現在做為連鎖飯店 - 假日酒店，地下一層為超市 UNES 的總部。 

該工業區的一部分被拆毀做為幾個新的建築。主體建築，已恢復和保存作為

感興趣的建築元素。 

 

【照片 5-1-68】當時的建築外觀 

資料來源：http://wikipedia.qwika.com/it2en/Cotonificio_Muggiani 

  

【照片 5-1-69】目前假日飯店內的裝潢。保留了當時的樓梯 

資料來源 http://www.himilanrhofair.it/index.php?lang=zh 

  

http://it.wikipedia.org/wiki/Cotone_(fibra)
http://it.wikipedia.org/wiki/Anni_1990
http://www.himilanrhofair.it/index.php?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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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THE OLD VINYL FACTORIES - Hayes - England 

 原始用途：黑膠唱片廠 

 新的用途：辦公室、住宅、展覽 

THE OLD VINYL FACTORIES 的前身為 EMI，主要是生產留聲機和打字機的公司，

1907 年開始自銷播放機。1927 年至 1929 年進一步擴大與設計改建：1927 年 1

月內閣部門擴展；1927 年 11 月設立唱片店；1927 年至 1928 年研究實驗室設立、

行政樓延伸和新增電源廠房；1928 年 11 月蒸發工廠延伸；1929 年 5 月新增托運

部。當時的許多重要藝術家-包括甲殼蟲樂隊、 滾石、克里夫理查德，其唱片都

在該工廠製作。 

這座工廠是英國工業和建築史上神奇的一部分，但它卻已被遺忘了幾十年。

它的新構想將帶給倫敦西部一個新的綠化商業商圈。這些廢棄建築群將歸類為

〝危險保護區〞，從 EMI 時代保留至今的五個主要建築依然存在。 

 

【照片 5-1-70】1907~1920 年廠區外觀 

資料來源：http://www.designcurial.com/news/considering-concrete 

  

【照片 5-1-71】製作唱機轉盤 【照片 5-1-72】生產記憶轉盤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onograph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Beatl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Rolling_Ston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ff_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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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73】工廠內部  【照片 5-1-74】生鏽的生產管線 

 

【照片 5-1-75】園區總體規劃圖(目前正在進行) 

資料來源：http://i.ytimg.com/vi/hig4_7Grtvw/maxresdefault.jpg 

 廠區介紹 

1. 建築外觀 

  

【照片 5-1-76】廠區部分外觀 【照片 5-1-77】建築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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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78】廠房 【照片 5-1-79】將規劃為網站廠房 

資料來源：http://location-collective.co.uk/location-of-the-month-july-2013-old-vinyl-factory-_285.html 

2. Cabinet Building 

1930 年為唱機轉盤主要的生產的空間，Cabinet Building 跟之前的設計看起

來很不相同，現在整個為混凝土的空間。 

  

【照片 5-1-80】空間由混凝土柱支撐 【照片 5-1-81】原有的生產機具已全部移除 

資料來源：http://location-collective.co.uk/location-of-the-month-july-2013-old-vinyl-factory-_285.html 

3. Pressing Plant 

  

【照片 5-1-82】三角行架屋頂 【照片 5-1-83】有趣的對稱樓梯 

資料來源：http://location-collective.co.uk/location-of-the-month-july-2013-old-vinyl-factory-_2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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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cord Store 

  

【照片 5-1-84】唱片店 【照片 5-1-85】辦公室內裝 

資料來源：http://location-collective.co.uk/location-of-the-month-july-2013-old-vinyl-factory-_285.html 

5. Shipping Building 

  

【照片 5-1-86】黑膠廠 【照片 5-1-87】作為展場空間 

資料來源：http://location-collective.co.uk/location-of-the-month-july-2013-old-vinyl-factory-_285.html 

 現況園區規劃 

對於 COTONIFICIO MUGGIANI，倫敦投入 2.5 億英鎊重新整理這片區塊。這裡

將會有多達 510 個住宅單位的發展，以及辦公場所、停車場和一個能源中心。

COTONIFICIO MUGGIANI 也將提供多屏幕電影院、餐館和社區設施。 

 

【圖 5-1-14】第一階段規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cathedralgroup.com/current-projects/ha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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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 ZUCCHERIFICIO ERIDANIA - Parma - Italy 

 原始用途：糖廠 

 新的用途：會議中心 

Auditorium Paganini 的前身為 EX ZUCCHERIFICIO ERIDANIA，該建築群佔地面

積二十公頃。隨著時間的變化，這巨大的工業產業也慢慢沒落。 

該建築群保留一棟建築物做為音樂廳。從糖廠轉換到音樂廳，在整修的過程

中十分注重原有建築的形態，並考慮到完美的音響效果及建築的美觀，是一棟結

合美學和功能的建築，可容納 780 人。 

 
【照片 5-1-88】糖廠部分園區俯視圖 

資料來源：http://www.ilmomento.biz/wp-content/uploads/2012/08/eridania2_30.jpg 

 
【照片 5-1-89】1899 年糖廠風貌 

資料來源：http://www.parmaitaly.com/auditorium.html 

http://www.ilmomento.biz/wp-content/uploads/2012/08/eridania2_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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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區介紹117 

 
【照片 5-1-90】將規劃為會議中心及音樂廳 

  

  

【照片 5-1-91】會議中心 

                                                      
117照片引自://www.pinterest.com/regioparma/auditorium-pagan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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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92】音樂廳建築外觀 

 

  
【照片 5-1-93】入口大廳 

 

【照片 5-1-94】音樂廳內部特殊玻璃媒介 

 

【照片 5-1-95】廠區整修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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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RUIN ACADEMY 廢墟建築學院- 臺東- 臺灣 

 原始用途：糖廠 

 新的用途：建築與藝術實驗計劃 

 主要使用的材料：木材，榻榻米，太陽能電池板 

臺東糖廠建於 1913 年，日治時代隸屬臺東製糖株式會社，1943 年歸併於明

治製糖株式會社，1946 年由國民政府接管，改稱臺糖公司臺東糖廠。1996 年 因

環境變遷而關閉，為臺東縣現存最大的工業遺址。製糖產業從荷蘭據臺時期開始，

就是臺灣重要的產業，鼎盛時期全臺擁有 42 家糖廠。1950 年代，砂糖外銷 高居

外匯收入 73.6%，寫下製糖產業在臺灣歷史上特殊的一頁。此座廢墟改造自臺東

糖廠內的製糖工廠，是一項前衛且概念創新的建築與藝術實驗計畫。 

在糖廠的 RUIN ACADEMY 運營商，工作和生活都在一個巨大的機器裡。讓

大自然介入。在這裡面種植竹子、蔬菜和水果，並開口讓大自然介入。屋頂上的

開口讓雨水灌溉不同的樓層，地板上的混凝土板穿洞方便讓樹的根部能夠生長；

另外其中有一個鍋爐運轉著廠內設置的傳統芬蘭桑拿浴室。 

縱觀整個方案，平面中心設計了茂密的灌木，這些灌木生長在工廠機器以及

一些附屬功能空間（走廊，工作室和桑拿房等）周圍，作為對建築核心部分的自

然延伸。 

  

  

【照片 5-1-96】台東糖廠舊樣貌 

資料來源：http://www.taisugar.com.tw/chinese/CP.aspx?n=10033&s=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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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層介紹 

1. 一樓 

有鑒於臺東糖廠特殊的歷史意義與建築、空間的鮮明特色，臺東廢墟學院利

用糖廠來自屋頂，宛如教堂聖殿的神聖之光，將原本充滿機器噪音與巨大機械的

工業空間，變成一個可供沈思冥想的靜謐空間。 

 
【圖 5-1-15】一樓平面圖 

  

【照片 5-1-97】蒸汽機 【照片 5-1-98】設計的核心部分圍繞著原有蒸

汽機 

  

【照片 5-1-99】走廊、工作室和桑拿房是對建

築核心部分自然的延伸 

【照片 5-1-100】通往二樓的樓梯 

資料來源：http://www.archdaily.com/552367/taitungruin 

http://www.archdaily.com/552367/taitungr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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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樓 

 
 循著旋轉梯拾級而上到糖廠二

樓，即可抵達臺東廢墟學院的入口，一

進門首先看到的是以榻榻米舖設的多

功能會客室，訪客可在此脫下腳上的

鞋，在此體驗日式禪風打 造的會客室

氛圍。赤腳沿著木棧道前行，將經過有

兩座鞦韆的休憩區、臥房和巨大的多功

能工作室，此處是臺東廢墟學院的核心

區。 

【圖 5-1-16】二樓平面 

  

【照片 5-1-101】花園上方的屋頂遮板被選擇性

地移除了幾塊，目的是為了讓雨水能夠進來 

【照片 5-1-102】處於稍低平面的榻榻米房間 

  

【照片 5-1-103】傳輸帶 

 

【照片 5-1-104】多功能的教育空間與大量的

社區園藝景觀相得益彰 

資料來源：http://www.archdaily.com/552367/taitungruin 

http://www.archdaily.com/552367/taitungr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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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樓 

 
沿著木棧道繼續往三樓前行，即是

由來自各地的第一期工作坊成員共同

打造的社區花園，自然在此以工業機器

和廠房結構為家，漸漸開出奇花異果。

當所有的 人造之物都變成自然的一部

分時，即是廢墟。 

 

【圖 5-1-17】三樓平面 【照片 5-1-105】社區花園 

  

【照片 5-1-106】原有管線配置 【照片 5-1-107】保留管線空間 

資料來源：http://www.archdaily.com/552367/taitungruin 

臺東廢墟學院的「第三代城市」概念，主張第一代城市時期，人類與自然和

諧共存，到了工業革命 開始的第二代城市時期，人與自然隔離，因此，強調必

需再度縫合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讓人與自然在此建立親密的關係。臺東廢墟學

院在糖廠的工業機械空間中， 重新打開和自然接觸的管道，即對「第三代城市」

理論的具體實踐。 

知名建築師兼藝術家馬可•卡薩格蘭(Marco Casagrande)，如何將台東糖廠之

局部改造發展成台東廢墟學院的整個過程，並對其以「第三代城市」、「生物城市」

等概念為核心的未來城市想像有所認識。對台東廢墟學院有濃厚興趣之學生或社

會人士為志工，參與整個計畫空間改造工程的建構。 

http://www.archdaily.com/552367/taitungr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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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紙廠活化案例：王子製紙株式會社 苫小牧工場，日本 

1. 王子製紙株式會社 

王子製紙株式會社為日本最大製紙集團「王子グループ」（王子集團）旗下

事業之一。在日本國內擁有 5 處工廠，包括：苫小牧工場、春日井工場、米子工

場、富岡工場、日南工場。主要製品有三類：包括：新聞用紙、印刷用紙、一般

出版用紙。 

 

2. 苫小牧工場 

地址：北海道苫小牧市王子町 2 丁目 1-1。 

明治 43（1910）年開始營業，是王子製紙於北海道地區的第一處工場。戰後

受到財閥解體政策影響，第一代王子製紙於 1949 年 8 月解體，苫小牧工場由苫

小牧製紙所繼承，之後為第三代王子製紙，現為王子ホールディングス。 

自創業以來，苫小牧工場現為世界最大的新聞用紙生産工場，以能安定供給

新聞用紙為其社會使命，目前仍持續以最新設備與長年累積之技術從事紙張、紙

漿的生產。主要製品為新聞用紙、出版本文用紙、中質紙、微塗工紙。 

紙廠參觀與製紙體驗：苫小牧工場提供之導覽介紹與參觀，內容如下： 

廠區設施介紹、重點 工場內最大且為世界最快速之抄紙機：N-6 マシン(1,700m/分)。 

舊紙製造紙漿之溶解製程與脫墨設備。 

環保與資源節約之努力 節能、資源的回收循環、排水處理、排煙處理、產業廢棄物的處理、

廢熱利用、廠區綠化。 

標準之參觀時間與行程 工場概要説明：10 分、影像放映：15 分、現場參觀：35 分。 

如果需要發問與回答，請事前聯絡，是負責人員狀況決定，約 15 分

左右。 

公開之參觀行程與設施等 製作新聞用紙之抄紙製程。 

提供參觀者之設備、資料等 導覽簡介（一般）。 

影帶（一般）。 

影帶（小學、國中）。 

設備的模型。 

參觀時注意事項 為了確保安全，請於白線內通行。設備（特別是迴轉者）、製品請

誤以手觸摸。參觀中禁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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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廠建築保存：工場的一部分經由經濟產業省認定為「近代化遺産」。 

 
 

【照片 5-1-108】工場位置 【照片 5-1-109】工場內部 

  

【照片 5-1-110】1960 年代苫小牧工場貯木場 

（苫小牧工場提供） 

【照片 5-1-111】1956-57 年苫小牧工場浄化工

場排水之沈殿池（王子製紙苫小牧工場「五十

年の歩み」） 

 
 

【照片 5-1-112】戦前苫小牧工場抄紙機 【照片 5-1-113】1950 年苫小牧製紙苫小牧工場

火力發電所增建工程（120 尺タワー建設） 

照片資料來源：http://www.tomamin.co.jp/kikaku_/10/oji/oji0816.html 

http://www.maruhiko.co.jp/company/history.html 

http://www.tomamin.co.jp/kikaku_/10/oji/oji0818.html 

http://www.tomamin.co.jp/kikaku_/10/oji/oji0810.html 

http://www.tanken.com/seis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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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區域規劃案例：大川平三郎故鄉、大川驛，日本 

1. 大川平三郎故鄉坂戶市導覽118 

 

【圖 5-1-18】大川平三郎故鄉坂戶市導覽地圖(位於大川平三郎記念公園) 

  

【照片 5-1-114】道場橋(越辺川) 【照片 5-1-115】昭和樋管 

                                                      
118

 http://ranzan.blog.jp/archives/1216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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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116】昭和揚水機場(川島町伊草) 【照片 5-1-117】大川堤遺跡の碑(坂戸市横沼) 

2. JR 鶴見線大川駅
119

 

 

【照片 5-1-118】以日本製紙王大川平三郎命名之大川驛，周邊為工廠區 

  

【照 6-1-119】木造車站 【照片 5-1-120】乘車月臺 

                                                      
119

 http://hacchi-no-he.net/line/tsurumi/station/0130_ookaw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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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存與再利用之原則與建議 

(一) 紙文化的保存與展示 

1. 紙廠園區整體規劃 

(1) 呈現日治時期至戰後紙廠歷史與建設脈絡。 

(2) 具有建築價值與產業史意義者儘可能原貌保存。 

2. 紙廠展示： 

(1) 硬體部分，包括工場與倉庫建築、機具設施、貯水池，以及紙廠軌道等。 

(2) 軟體部份，包括蔗田原料地景、製紙製漿之製程與現場作業，因為不易再現，

可以配合建物加入圖像、影音、數位導覽等創意方式呈現。 

3. 紙廠記憶與員工生活： 

二結、四結紙廠員工及眷屬在「以廠為家、以廠為校」的生活下，豐富了紙

廠與社區生活的圖像，成為居民永留腦海的美好記憶。 

(1) 記錄紙廠發展、員工生活的豐富歷史文獻，配合空間活動展示、回味。 

(2) 相關設施：二結工場殉職碑、四結教會。 

 

(二) 在地結合、觀光平台 

1. 二結、四結地區的製紙產業歷史脈絡：結合二結紙廠與運作中之興中紙廠。 

2. 羅東地區的林業設施結合：呈現製材業與紙廠原料供給之關聯。 

3. 宜蘭線鐵道：呈現鐵道代表產業與地區運輸意義，以及活用二結站、中里站、

羅東站。 

4. 觀光平台：利用本廠占地廣闊、交通便利之優勢，結合二結、四結、羅東等

不同地區之觀光導覽規劃，作為與外界連結之平台。 

(三) 產業育成、培育人才 

1. 延續製紙、製材產業脈絡與環境資源，包括：原料使用（紙、木）、紙廠建

築等。 

2. 思考創意、創新可能方案，並進行人才培育。 

(四) 有機樂活 

1. 透過生活創意之提案與有機樂活之主題訴求，創造就業環境吸引青年返鄉。 

2. 實現宜蘭縣環保立縣、觀光立縣、文化立縣、資訊立縣、幸福立縣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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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保存範圍建議與保存對象說明（含文資身分建議） 

一、 保存方式與文資身分建議 

    本研究團隊依據第二章的歷史調查與第三章的中興紙廠建築調查結果，針對

本次測繪範圍內的建物，以及興中紙業公司內之第五號公寓(編號 88)擬定三種保

存級別的建議，而每種保存級別的定義如下： 

 

【圖 5-2-1】中興紙廠與興中紙廠內之建物保存級別圖。資料來源：底圖為「建築改良物全區配置圖」，中

興紙業公司，年代不明，本研究加註建物保存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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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中興紙廠內之建物保存級別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一) 級別一 

建築雖然有經過增改建，但經比對日治時期的配置圖與舊照片，以及現場

之構造、形式與材料，可以確認為日治時期留存的建築，並且在整個製紙流程中

扮演著重要角色。這類的建築包括如下： 

 削片機房（編號 55）：日治時期專門用來將較大型的木料、下角料與廢檜木

削成碎木屑的建築，如【照片 5-2-1】與【照片 5-2-2】所示。 

 蒸解室(編號 39)：日治時期用來製作化學紙漿的建築，也是昭和 12(1937)年

至 16(1941)年間，羅東工場唯一生產紙漿的設備。雖然目前機具與設備已全

部拆除，但經由室內的構造、透空的樓版、樓斗狀的樓版，以及垂直與水平

的輸送管道間，仍可以看出當時製漿的情景，如【照片 5-2-3】與【照片 5-2-4】

所示。 

 磨木室(編號 41)與 R.P.G 電氣室(編號 40)：興建時間較晚，為昭和 17(1942)

年，但卻是羅東工場首次加入機械製漿的建築。雖然該建築在民國 48.49.51

年有進行增改建，且室內機具已經拆除，但至今仍保留五組磨木機的鋼筋混

凝土基座、當時用來運送紙漿之排漿溝，以及用來運送木料之台車軌道，如

【照片 5-2-5】至【照片 5-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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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2-1】削片機房外觀 【照片 5-2-2】削片機房之原有磚砌承重牆 

  

【照片 5-2-3】輸送碎木屑之垂直管道間 【照片 5-2-4】放置蒸煮設備的穿透樓版 

  

【照片 5-2-5】磨木機基座 【照片 5-2-6】排漿溝 

  

【照片 5-2-7】磨木石 【照片 5-2-8】台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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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紙機房(編號 36、37、38)：為日治時期羅東工場最重要的製紙建築，依機

能分成噴坑室、篩選室、漂白室、打漿室、抄紙室與整理室等。雖然目前

室內之機械設備已經拆除，但仍有保留大量當時調配紙漿與藥劑的大小槽

體，另外位於抄紙室內用來放置一、二、四號抄紙機傳動軸的地下室也是

一項特色；目前已用土回填，如【照片 5-2-9】至【照片 5-2-14】所示。 

 鍋爐室(編號 50)與受電室(編號 51)：為日治時期羅東工場的動力設施。鍋爐

室是藉由燃煤鍋爐生產大量蒸汽，後再藉由分配桶輸送到需要的建築與設

備。受電室是接收外面電源，後再分配給場區內的各建築與設備。雖然目

前室內的設備已經拆除，但留存之排煙道、混凝土排煙管與儲煤槽都可作

為當時生產蒸汽的見證，如【照片 5-2-15】與【照片 5-2-16】所示。 

  

【照片 5-2-9】漿槽(開放式) 【照片 5-2-10】白土溶解槽 

  

【照片 5-2-11】台車軌道 【照片 5-2-12】漿槽(封閉式) 

  

【照片 5-2-13】抄紙機殘跡 【照片 5-2-14】抄紙機殘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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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2-15】燃煤鍋爐基座與排煙管 【照片 5-2-16】排煙道 

 

(二) 級別二： 

    建築雖然有經過增改建，但經比對日治時期的配置圖與舊照片，以及現場之

構造、形式與材料，可以確認為日治時期留存的建築，但主要是用來維修機具與

儲藏物品。這類的建築包括如下： 

 物料倉庫 NO.01、NO.02、NO.03(編號 11、12、13)為日治時期用來存放製紙

流程中會使用的亞硫酸、硫黃與白土等化學原料，建築為木構造，室內寬闊

無隔間，在棟與棟之間的空間，為當時用來運送原料的台車軌道，如【照片

5-2-17】與【照片 5-2-18】所示。 

 營繕工廠(編號 20、21、22、23)為日治時期羅東工場用來維修、設計與組裝

設備的地方，如【照片 5-2-19】與【照片 5-2-20】所示。 

經比對不同時期的工場配置圖，可以確認為戰後興建之建築。這類型的建築

包括有大割機木材輸送室（編號 4）、削片機（編號 6）、簡易倉庫（編號 7）、漿

料倉庫（編號 8）、物料倉庫 NO.4（編號 14）、漿料倉庫（編號 15）、散漿倉庫（編

號 16）、廁所（編號 17）、修護工場（編號 19）、磨轆機房（編號 24）、廠長室（編

號 25）、整理工場（編號 26）、銅版機房（編號 27）、銅版機房（編號 29）、美援

倉庫（編號 33）、製酸室（編號 42）、辦公室（編號 43）、製紙機房附屬建築（編

號 44）、製紙機房附屬建築（編號 45）、成品倉庫（編號 46）、紙蕊工廠（編號

47）、電氣室（編號 52）、簡易倉庫（編號 53）、舊 R.G.P（編號 54）、新 R.G.P（編

號 56）、中里倉庫（編號 104、105）、第五公寓（編號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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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2-17】物料倉庫 NO.01(編號 11) 【照片 5-2-18】物料倉庫 NO.02(編號 12) 

  

【照片 5-2-19】營繕工廠(編號 23) 【照片 5-2-20】營繕工廠(編號 20) 

 

(三) 級別三： 

經比對不同時期的工場配置圖，可以確認為戰後興建之建築，其構造與形式

較級別二的建築簡單，且大多為附屬在主要製紙建築的旁邊，可能會影響主要建

築的特色。這類型的建築包括有倉庫（編號 1）、儲運課辦公室(編號 5)、儲存室

（編號 9）、管理室（編號 10）、營繕工廠（編號 18）、辦公室（編號 34）、辦公

室（編號 35）、銅版機房（編號 28）。 

  

【照片 5-2-21】儲存室 (編號 9) 【照片 5-2-22】銅版機房 (編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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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存建物修復及增設原則 

    經由上一節保存範圍建議與保存對象說明，可以確定中興紙廠內之建物共可

分為三種保存級別。本研究團隊考量中興紙廠未來不會再從事製紙產業，而是以

文創園區的方式繼續發展，為了能夠保存中興紙廠全區風貌內與日治時期建築以

及戰後建築之特色，以下將各別對三種保存級別之建築，提出修復及增設原則的

建議： 

一、 級別一之建築 

    該級別之建築自日治到戰後，因使用機能的改變或因設備的變遷已有部分增

改建，設備也已經全部移除僅存基座或殘跡。為了能夠突顯該級別的建築，本研

究團隊建議修復時應儘可能保存、修復與突顯建築內僅存因應製漿、調配藥劑與

製紙而產生的構造、空間、材料、設備與機具殘跡等。針對已拆除或改增建的區

域，如果能突顯建築物之特色，得以視情況參照日治時期的原有圖面與舊照片修

復，或者是參照國內其他紙廠留存之同機能建築進行復原，反之如果後期增建物

已經有結構安全上的疑慮，或是造成原有建築特色降低，則可以拆除。 

    另一方面，由於該級別之建築都是從日治時期保留自今，加上戰後因應使用

需求有進行拆除與增改建，因此在構造與材料上都已經可能有結構安全或材料劣

化的問題，因此未來必要時得以加入現代科技與工法，以增加其抗震、防潮、防

蛀等機能以及存續年限。 

    未來因應使用需求必須增設建築或設備，則應該在不影響全區風貌與建築物

特色下進行，並符合防火規範之要求。 

  

【照片 5-3-1】蒸解室(編號 39)內之原有運送碎

木屑之輸送履帶 

【照片 5-3-2】抄紙機房(編號 36.37.38)內之漿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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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級別二之建築 

    該級別中屬於日治時期興建之建築，因使用機能的改變或因設備的變遷已有

部分增改建，未來修復時應儘可能著重在日治時期留存的構造、空間與材料，其

餘則依照現況進行修復。目前正在修復的物料倉庫 NO.01、NO.02、 NO.03(編號

11、12、13)亦採用此原則修復，包括四向戰後興建的立面採現況修復，而日治

時期的西式木桁架則依參照本研究調查結果，以原樣復原。目前尚未修復之營繕

工廠(20、21、22、23)未來建議應著重在日治時期設置的鋼版鋼柱、鋼構架與鋼

筋混凝土造屋頂。 

    該級別中屬戰後興建之建築，由於未來已不再從事傳統製紙產業，又因設備

幾乎拆除僅剩基座，如果全部依原樣復原(包括建築物與設備)，一方面必須花費

大量修復經費，同時修復後之空間可能也無符合再利用需求，因此未來修復時建

議依據現況進行整修(包括構造、空間形式、材料與機具殘跡)，如損壞嚴重之區

域，在不影響結構與整體風貌下可重新規劃與設計。 

    由於上述日治時期與戰後建築，在構造與材料上都已經有可能有結構安全或

材料劣化的問題，因此未來修復時必要時得以使用現代科技與工法，以增加其抗

震、防潮、防蛀等機能以及存續年限。另一方面，未來因應使用需求必須增設建

築或設備，應該在不影響全區風貌與建築特色下進行，並符合防火規範要求。 

  
【照片 5-3-3】物料倉庫 NO.02(編號 12)西式木

屋架拆卸，並依原樣修復或仿作 

【照片 5-3-4】戰後興建之儲漿倉庫(編號 15)

依現況修復 

 

三、 級別三之建築 

該級別之建築多半屬於附屬建築物，未來修復時主要是進行結構安全上的評

估，如沒有使用安全上的疑慮，可配合後續再利用方式重新設計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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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建築結構評估 

一、 結構耐震評估方法 

(一) 磚砌體 

當本建築物受到水平地震力作用時，主要是由磚造砌體牆予以承擔及抵抗，

由於在受到不同方向之地震力作用時，其主要牆體之傳力機制及力學行為並不相

同，因此，評估時依牆體受力之不同分成面內及面外兩部分，並經由本評估方法

計算並預測磚造建築物對抗剪力破壞及牆面撓曲的行為是否產生裂縫，主要評估

步驟如下： 

1. 面內－極限層剪力係數法 

對於面內之耐震安全評估，本案採「極限層剪力係數法」。其方法是先計算

建築物重量、地震力、建築物中每道牆體所受的地震剪力、每道牆體的極限剪力

係數以及樓層極限剪力係數後，考慮建築物整體耐震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最後

得出建築物耐震能力。主要步驟如下： 

2. 計算建築物各層之地震力 

一般而言砌體造建築物高度低而剛度大，質量和剛度沿高度分佈比較均勻，

因此計算基底剪力後，再計算沿高度分佈之樓層地震力以及各牆體的極限抗剪能

力。基底剪力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計算方式如下： 

=Cs  ----------------------(1) 

 
----------------------(2) 

其中： 

：基底剪力 

：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用途係數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係數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Cs：水平地震力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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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全部淨載重 

：第 i 層質點處的水平地震力 

Wi、Wj：集中質點 i、j 之重量 

Hi、Hj：質點 i、j 之高度計算 

 

3. 計算建築物每道牆體所受之地震剪力  

各層地震剪力為 i 層以上各層地震作用力之和： 

 ----------------------(3) 

 

同一樓層橫向各牆體所分配之水平地震力，如為剛性樓板，其水平剛性大，

各牆體所承受之地震剪力按各牆體的侧移剛度比例進行分配。 

 

----------------------(4) 

式中： 為第 i 層第 j 道牆所分配的水平地震力。 

、 為第 i 層第 j、k 道牆抗側力等效剛度。 

當牆段高寬比  時，可只考慮剪切變形，即： 

 ----------------------(5) 

式中： 為僅考慮剪切變形時，第 j 道牆之側移剛度； 

為僅考慮剪切變形時，第 j 道牆之側移柔度； 

為砌體之剪變模數，G=0.4E； 

為砌體之彈性模數； 

為第 j 道牆橫截面面積， ； 

為第 j 道牆之寬度； 

為第 j 道牆之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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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剪應力分布不均勻係數，矩形斷面取 =1.2； 

為第 j 道牆之高度； 

如為柔性樓板，則各橫牆所承擔的地震作用力，可依該牆體之重力荷載比例

進行分配。 

 ----------------------(4) 

式中：
 

為第 i 層第 j 道牆所承擔面積的重量； 

為第 i 層的重量。 

 

4. 計算各牆體的極限抗剪能力（受剪承載力）  

各牆體的極限抗剪能力計算採下列方程式： 

 ----------------------(6) 

 
----------------------(7) 

其中： 

：第 i 層第 j 道牆受剪承載力； 

：牆體在破壞線高度處有效剪力強度； 

(i)：第 i 層第 j 道牆在破壞線高度處水平截面積； 

：第 j 道牆在破壞線高度處平均壓應力； 

：非耐震設計的砌體抗剪強度設計值。 

 

磚造牆之剪力強度假設為 4.0 ，因考慮興建年代部份已風化，取其值約 3。 

5. 計算每道牆體之極限剪力係數  

為第 i 層第 j 道牆體之極限抗剪能力與牆體所受地震力之比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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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計算樓層剪力係數  

樓層極限剪力係數得自於各層所有牆體之極限剪力係數 ，但因各牆體

極限剪力係數的差異，會造成薄弱部位和該層各牆體彈塑性內力重新分配，計算

時同一層中之極限剪力係數，採用加權平均方法，計算方式如下： 

 
----------------------(9) 

其中： 

：第 i 層的橫向或縱向牆體極限剪力係數 

n：第 i 層牆體總數 

 

7. 建築物整體耐震之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 

有利因素如下列所述： 

(1) 建築物四個角落若有設置構造柱，有利係數 在判斷為中等破壞以內取 1.0，

在判斷為嚴重破壞和倒塌時取 1.1。 

(2) 建築物若每隔一個開間即設置構造柱，有利係數 在判斷為中等破壞以內

取 1.05，在判斷為嚴重破壞和倒塌時取 1.25。 

不利因素如下列所述： 

(1) 施工品質現況考慮：包括縱、橫牆的交丁、砌築方式、砂漿飽滿程度等。

品質不佳取不利因素 0.9；建築物出現不均勻下陷所產生的交叉裂縫時，不

利因素取 0.7-0.9。 

(2) 磚牆上部無水平圈樑之設置時，不利因素取 0.9。 

(3) 牆體高寬比大於 2/3，不利因素取 0.9。 

(4) 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之距離及兩相鄰開口間之距離小於開口高度，不利因

素取 0.7。 

(5) 開口率大於 1/3，不利因素取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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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口位置配置呈不規則分佈，不利因素取 0.8。 

經由上述步驟，該建築物每一樓層之極限剪力係數皆可求得，並可比較一棟

建築物中，極限剪力係數最低的樓層。而根據建築物樓層中最小極限剪力係數即

可預估，在地震力作用下如【表 5-4-1】所述的破壞狀況，而各破壞狀況對應之

具體震害描述如【表 5-4-2】所示。 

【表 5-4-1】 與破壞狀況對照 

破壞狀態 基本完好 輕微破壞 中等破壞 嚴重破壞 倒塌 

範圍 > 0.95 0.95-0.75 0.74-0.55 0.54-0.35 < 0.35 

【表 5-4-2】破壞狀況的具體震害描述 

破壞狀況 震害描述 

基本完好 牆體完好，突出屋面小建築和女兒牆有輕微破壞。 

輕微破壞 
縱橫牆連接處等薄弱部位出現輕微裂縫，突出屋面小建築與女兒牆有

中等破壞。 

中等破壞 
多數牆體有輕微裂縫，部分較弱牆體有明顯裂縫，突出屋面小建築和

女兒牆破壞嚴重。 

嚴重破壞 
多數牆體出現明顯裂縫，部分外牆外傾，突出屋面小建築和女兒牆局

部倒塌。 

倒    塌 多數牆體錯位，外牆外傾倒塌，需拆除重建。 

8. 面外－撓曲破壞評估 

本評估方法主要為求出各牆體在地震力作用下所受之撓曲拉應力，並進一步

檢核是否超過最大容許拉應力。其評估方法及步驟如下： 

(1) 牆體在橫向地震力作用下所受彎矩 Mu： 

 ----------------------(10) 

式中： 

q：作用於單位長度牆體的全部重量，包含牆自重及屋頂重量； 

x：剪力作用距離； 

k：牆頂束制係數，未補強結構可設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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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用於單位長度牆體的全部重量 q： 

q＝γ  × H × t + q × B/2 ----------------------(11) 

式中： 

γ ：磚牆單位重量； 

q：單位面積屋頂重量； 

B：地震方向的建物尺寸。 

(3) 牆體斷面模數 S 與其所受之軸壓應力 W/A： 

 ----------------------(11) 

W/A＝q × L/A ----------------------(12) 

式中： 

b：磚牆長度或高度； 

t：磚牆厚； 

q：作用於單位長度牆體的全部重量； 

L：牆體總長； 

A：有效斷面積。 

(4) 面外撓曲應力檢核： 

檢討其所受之撓曲拉應力 是否超過最大容許拉應力，其計算公式如下： 

水平方向之面外撓曲拉應力：   

垂直方向之面外撓曲拉應力：  

(二) 木屋架 

為檢討屋架承載能力，將各種外力施加於屋架模型上，檢核屋架構件斷面應

力是否小於木料強度，並考量屋架施加外加載重下之變形是否符合木構造設計規

範規定。另外，屋架檢核除考量構件強度是否滿足載重需求外之承載能力符合規

範規定。屋架分析除考量木料強度外，另須檢討使用性，以屋架承受載重下之撓

度作為使用性檢討依據。 

依『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表 5.4-2 之撓度限制，屋架承受活

載重(L)時，其構件撓度須小於屋架跨度的 1/360，當屋架承受靜載重與活載重(D+L)

時，其構件撓度須小於屋架跨度的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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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規地震力計算 

地震力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計算(以中興紙廠 11 號

倉庫為例)。靜力分析之受地震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 V 依下式計算： 

=Cs  ----------------------(1) 

式中： 

   ：工址設計水平加速度反應譜係數 

I ：用途係數，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為供公眾使用，屬第三類建築物，I=1.25 

W：建築物全部靜載重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容許應力法取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中興紙廠位於宜蘭縣五結鄉，其一般工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

速度係數  
 及  

 與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及  

 如下表：  

【規範 表 2-1】 

市  區  D

SS  DS1  
M

SS  MS1  臨 近 之 斷 層  

宜蘭縣 五結鄉 0.8 0.45 0.9 0.55 無 

中興紙廠無鄰近斷層，故計算其一般工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

速度係數   及   與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及   時，無需考慮近斷層效

應，依下式計算：  

       
D

SaDS SFS     ；    M

SaMS SFS                  【規範 式 2-4】 

       
D

vD SFS 11     ；    M

vM SFS 11                  【規範 式 2-4】 

式中  與  為反應譜等加速度與等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由工址所在位置

之   (  
 、  

 )、  (  
 、  

 )與地盤分類查表求得。由於無相關土壤鑽探報告，

假設屬第二類地盤(普通地盤)，故  與  查規範表 2-2(a)、表 2-2(b)如下：  

地盤分類 
aF  

( D

SS =0.8) 

vF  

(
DS1 =0.45) 

aF  

( M

SS =0.9)
 

vF  

(
MS1 =0.55)

 

第二類地盤 1.0 1.2 1.0 1.1 

 

W
F

IS
V

uy

aD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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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得本工址之 DSS 與 1DS 及 MSS 與 1MS ： 

      
                 

      
                   

      
                     

      
                     

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DS
，以建築物基本振動週期 T 以及短週期與中

長週期之分界
DT0 可查規範表 2-5(a)如下： 

短週期與中長週期之分界 675.08.0/54.0/10  DSD

D SST s 

DSS  
1DS  

DSD

D

SS

T

/1

0 
 

較短週期 短週期 中週期 長週期 

T0.2 DT0
 0.2 DT0

T DT0
 DT0

<T2.5 DT0
  2.5 DT0

<T 

0.8 0.54 0.675 SaD = SDS(0.4+3T/ DT0
) SaD = SDS SaD = SD1/T SaD = 0.4SDS 

(一) 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建築物之基本週期 T，可依下列經驗公式計算： 

4/3
05.0 nhT                【規範 式 2-9】 

其中  為基面至屋頂面高度，本案取中脊高與屋簷高之平均值： 

                    m 

        
                    s 

全區：     
            

        s 

由上式可知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屬於短週期，其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依下列公式計算【規範 表 2-5(a)】： 

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較短週期：    =     = 0.8 sec 

 

(二)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以結構系統容許韌性容量  與結構基本振動

週期 T 來求得，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之基本振動週期位於     
         

 ，故

其關係式如下【規範 式 2-15】：  

短週期： 12  au RF
 
； DD TTT 00 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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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R 為結構系統容許韌性容量：
5.1

)1(
1




R
Ra

       【規範 式 2-13】 

韌性容量 R 查【規範表 1-3】如下。 

【規範表 1-3】 

基本結構系統 抵抗地震力結構系統敘述 R 高度限制(m) 

承重牆系統 
1.剪力牆 

 (1)磚石造 
2.0 20 

因此，磚造容許韌性容量     
     

   
    

   

   
      ；地震力折減

係數         =               。 

(三)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 V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之
u

aD

F

S
計算結果如下： 

     
u

aD

F

S
＝0.77/1.528＝0.524；

u

aD

F

S
3.0 =0.524< 0.8 

由於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之
   

  
位於 0.3~0.8 之區間內，依【規範 式 2-2】修正，

修正後命名為： 
   

  
 
 
     

   

  
      。修正後 

   

  
 
 

之結果如下： 

144.052.0 








u

aD

mu

aD

F

S

F

S
＝0.52×0.524＋0.144＝0.416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 V，計算結果如下： 

WWW
F

SI
V

mu

aD

y

372.0416.0
0.14.1

25.1

4.1




















 

(四) 避免中小度地震降伏之設計地震力 V* 

為避免韌性較佳之建築物在地震不大時即產生降伏，故地震設計最小總橫力

不得低於
*V ，並依下列公式計算：  

                   

W
F

SIF
V

mu

aD

y

u 









2.4

*

         

【規範 式 2-16a】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避免中小度地震降伏之設計地震力 Cs*之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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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F

SIF
V

mu

aD

y

u 189.0416.0
0.12.4

528.125.1

2.4

* 

















 

(五) 避免最大考量地震崩塌之設計地震力   

為避免建築物在最大考量地震下崩塌，地震設計最小總橫力不得低於  ，

並依下列公式計算： 

                   W
F

SI
V

muM

aM

y

M 









4.1
          【規範 式 2-16c】 

一般工址最大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可查規範表 2-5(b)如下： 

較短週期 短週期 中週期 長週期 

T 0.2 MT0
 0.2 MT0

 T  MT0
 MT0

< T 2.5 MT0
  2.5 MT0

< T 

SaM = SMS(0.4+3T/ MT0
) SaM = SMS SaM = SM1/T SaM = 0.4SMS 

      
                 ；

      
                    【規範 式   】 

故  
  

   
   
                 。 

由於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之基本振動週期位於     
      

 ，故其一般工

址最大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依下列公式計算【規範 表 2-5(b)】： 

一般工址最大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短週期： SaM SS M =0.90
 

uMF
計算時，是以韌性容量 R 取代容許韌性容量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 uMF

計算結果如下： 

          =            。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避免最大考量地震崩塌之設計地震力 MV 之計算結果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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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0144.052.0 










uM

aM

muM

aM

F

S

F

S  

WWW
F

SI
V

muM

aM

y

M 370.0414.0
0.14.1

25.1

4.1




















   【規範 式 2-16d】 

根據建築物耐震規範（2011,內政部營建署），取嚴格者作為設計之依據，根

據【表 5-4-3】，砌體牆之地震力係數  為 0.372W。 

【表 5-4-3】設計地震力係數表 

構造別              
 

砌體牆 0.372 0.189 0.370 

 

三、 結構耐震安全評估 

法規地震力計算已於第二節中求得。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之最大水平地震力

係數 Cs =0.363。本節依以下步驟檢核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之磚砌體及木屋架之安

全性。 

 

(一) 建築物重量 

 

 磚砌體載重 

計算 11 號倉庫建築物之重量，磚造砌體的單位體積重量取 1,900 kgf/m³計。

建築物之牆體編號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並依其編號分別計算牆體

重量【表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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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牆體編號圖 

 

【表 5-4-4】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牆體重量計算表 

牆體重量 

短向

牆體

(數目) 

牆厚

(m) 

牆體總長

(m) 

開口總長

(m) 

窗台線以上

高度(m) 

開口上部

高度(m) 

實牆面積

(m²) 

開口上部

面積(m²) 

總面積

(m²) 

重量

Wwall(kgf) 

A (2) 0.26  11.4  0  0  0  71.0  0  71.0  35074  

B (2) 0.26  12.2  0  0  0  97.2  0  97.2  48017  

C (2) 0.26  12.2  3.0  0  1.2  21.8  31.6  53.4  26380  

長向

牆體

(數目) 

牆厚

(m) 

牆體總長

(m) 

開口總長

(m) 

窗台線以上

高度(m) 

開口上部

高度(m) 

實牆面積

(m²) 

開口上部

面積(m²) 

總面積

(m²) 

重量

Wwall(kgf) 

D (8) 0.26  41.6  19.2  2.53  2.06  76.2  39.6  115.8  57205 

E (1) 0.43  4.1  0.9  4.24  3.93  13.6  3.5  17.1  13971 

F (5) 0.43  12.0 6.0 4.24 2.72 25.4 16.3 41.7 34069 

G (8) 0.43  18.4 0 4.24 0 78.0 0 78.0 63739 

H (2) 0.43  5.2 2.0 2.2 1.4 13.6 2.4 16.0 13072 

合計 29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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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載重 

(1) 屋面靜載重以 99.47 kgf/m2計： 

 屋面為日本和瓦重量以 60kgf/m2(斜面積)計 

 掛瓦條、屋面板與桷木重量以 10kgf/m2(斜面積)計 

 和小屋構件重量以 25kgf/m2(投影面積)計 

 屋面坡度：四吋勾配(θ=21.8°) 

 投影面積之載重=(60+10)/cosθ+25 = 100.4 kgf/m2 

(2) 天花靜載重以 15 kgf/m2計： 

 釣木受、天花等重量以 15kgf/ m2計 

(3) 屋頂總重量： 

 和瓦屋頂投影面積 A =800 m2 

WRoof= (100.4+15)‧800 = 92320 kgf 

 

 建築物重量 W＝Wroof +Wbrick wall 

 ＝291527 + 92320 ＝383847kgf 

(二) 磚砌體安全評估 

基底剪力 Vu＝0.372W＝0.372 × 383847＝142791 kgf 

 

1. 各牆體分攤之水平地震力     

計算牆體所受之水平地震力    時，以各牆體有效斷面佔全部有效斷面之比

例分配。並以窗台高度為其破壞線，計算破壞線以上之牆重。【表 5-4-5】~【表

5-4-6】為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計算結果。 

【表 5-4-5】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短向各牆體所分攤之水平地震力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短向牆體 

牆體 

編號 

牆體有效 

斷面積( m
2 

) 

破壞線以上 

之牆重(kgf) 
分攤比例 

地震力 Vej 

(kgf) 

A 2.96  35074  0.32  45693  

B 3.17  48017  0.44  62828  

C 2.39  26380  0.24  34270  

合計 8.52  109473  1.00  14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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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長向各牆體所分攤之水平地震力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長向牆體 

牆體 

編號 

牆體有效 

斷面積( m
2 

) 

破壞線以上 

之牆重(kgf) 
分攤比例 

地震力 Vej 

(kgf) 

D 5.82  57205 0.31 44867 

E 1.38  13971 0.08 10958 

F 2.58  34069 0.19 26721 

G 7.91  63739 0.35 49992 

H 1.38 13072 0.07 10253 

合計 19.07  182056 1.00 142791 

 

2. 各牆體之極限抗剪能力    及極限剪力係數  

計算各牆體之極限抗剪能力    時，須根據紅磚砌體界面砂漿之抗剪強

度、牆體垂直壓應力、及牆體斷面積等因素。參考現地試驗數值，且考慮中

興紙廠興建時期，紅磚砌體界面之砂漿剪力強度  取 2.0kgf/cm²。再由每道

牆體之分擔地震力      與牆體抗剪力      相除，即可求得各牆體之極限剪

力係數 。【表 5-4-7】、【表 5-4-8】為計算結果。 

【表 5-4-7】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短向牆體之極限抗剪能力 

 

  

)(iR

)(iR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短向牆體 

牆體 

編號 

牆體有效 

斷面積( m
2 

) 

破壞線以上 

之載重(kgf) 

σ0 

( kgf/cm
2 

) 

ƒV 

( kgf/cm
2 

) 

ƒVE 

( kgf/cm
2 

) 

 VRj 

(kgf) 

 Vej 

(kgf) 
ξRj 1/ξRj 

A 2.96  35074  1.18  2.00  1.87  55352  45693  1.21  0.83  

B 3.17  48017  1.51  2.00  1.93  61181  62828  0.97  1.03  

C 2.39  26380  0.83  2.00  1.81  43259  34270  1.26 0.79  

合計 8.52  109473  - - - 159792  142791 ξR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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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8】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長向牆體之極限抗剪能力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長向牆體 

牆體 

編號 

牆體有效 

斷面積( m
2 

) 

破壞線以上 

之載重(kgf) 

σ0 

( kgf/cm
2 

) 

ƒV 

( kgf/cm
2 

) 

ƒVE 

( kgf/cm
2 

) 

 VRj 

(kgf) 

 Vej 

(kgf) 
ξRj 1/ξRj 

D 5.82  57205 0.98 2.00  1.84 107191 44867 2.39 0.42 

E 1.38  13971 1.01 2.00  1.85 25485 10958 2.33 0.43 

F 2.58  34069 1.32 2.00  1.90 48973 26721 1.83 0.55 

G 7.91  63739 0.81 2.00  1.81 143287 49992 2.87 0.35 

H 1.38 13072 0.95 2.00 1.84 25333 10253 2.47 0.40 

合計 19.07  182056 - - - 350269 142791 ξR 2.15  

 

3. 建築物整體耐震之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 

上述結果需再根據建築物抵抗地震力的有利與不利因素做修正。【表

5-4-9】、【表 5-4-10】為各向牆體之不利因素檢討。 

 

【表 5-4-9】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短向牆體不利因素檢討表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短向牆體 

牆體編號 高寬比 
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

距離與高度之比 

相鄰開口間距與高

度之比 
開口率 開口配置 圈樑 

A 1.1  無開口 無開口 0 - 有 

B 1.2  無開口 無開口 0 - 有 

C 1.1  0.44 -    0.16 規則 有 

不利因素 0.9  1.0 1.0  1.0  1.0  

 

【表 5-4-10】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長向牆體不利因素檢討表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長向牆體 

牆體編號 高寬比 
牆體邊緣至最近開口

距離與高度之比 

相鄰開口間距與高

度之比 
開口率 開口配置 圈樑 

D 0.66  0.39 1.03 0.46  規則 無 

E 1.03  0.18 0.45 0.21 規則 無 

F 1.77  0.14 0.45 0.37 規則 無 

G 1.84  - - 0 規則 無 

H 1.63 0.19 0.41 0.39 規則 無 

不利因素 0.9  0.7  0.8 1.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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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結果 

本建築之樓層極限剪力係數依上述之不利因素分別進行修正，【表 5-4-11】

為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之剪力耐震評估結果。 

【表 5-4-11】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樓層極限剪力係數法評估結果 

空間 方向 ξR 不利因素 極限剪力係數 評估結果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 

X (長向) 1.13  0.9  1.02  基本完好 

Y (縱向) 2.15  0.45  0.97  基本完好 

 

根據評估結果可知，短向牆體之樓層極限剪力係數為 1.02，長向牆體之樓層

極限剪力係數則為 0.97；X 向及 Y 向牆體之樓層剪力係數均大於 0.95。顯示在法

規地震力作用下，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長向及短向牆體之結構體「基本完好」。 

 

(三) 木屋架安全評估 

為檢討中興紙廠 11號倉庫之屋架承載能力，將各種外力施加於屋架模型上，

檢核屋架構件斷面應力是否小於木料強度，並考量屋架施加外加載重下之變形是

否符合木構造設計規範規定，本案屋架分析採用 Midas Gen V7.9.5 2012 (V1.1) 結

構分析設計程式。木構架分析結點編號與桁架構件編號如【圖 5-4-2】為結構模

型示意圖。 

 

【圖 5-4-2】分析桿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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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參數設定 

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之木構架木料樹種不明，依『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

範』之假設屬針葉樹第 II 類普通結構材，彈性模數為 E=90x103 kgf/cm²，木料容許應力

如【表 5-4-12】所示。 

【表 5-4-12】普通結構材纖維方向之容許應力(單位：kgf/cm²) 

樹種 
長期容許應力 短期容許應力 

Lfc Lft Lfb Lfs Sf 

針
葉
樹 

I 類 75 55 95 8 

長期容許應力之 2

倍 

II 類 70 55 90 7 

III 類 65 50 85 7 

IV 類 60 45 75 6 

 

2. 載重設定與載重組合 

本案載重組合依『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之表 3.5-1 規定，以一般地

區之長期、短期載重進行屋架承載能力檢核。因此屋架載重除考量靜載重(DL)、活載重

(LL)外，亦考慮地震力(E)、風力載重(W)。屋架木構件重量由分析程式自動計算，其他

靜載重計有屋面載重；活載重則依建築技術規則不作用途之斜屋頂活載重 60 kgf/m²計。

風力載重垂直於屋面，迎風面為 38.98 kgf/m²，背風面為-147.95 kgf/m²。 

 

3. 屋架載重加載 

各載重在屋架上之加載情況如下圖所示，加載情況分別以靜載重+活載重(D.L.+L.L.)，

地震載重(E.L.)，及風載重(W.L.)三種狀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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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屋架靜載重+活載重(DL+LT) kgf 

 

【圖 5-4-4】屋架地震載重(E.L.) kgf 

 

【圖 5-4-5】屋架風載重(W.L.) 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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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屋架分析結果 

將長短期載重之構件應力分析結果整合於表 21，屋架構件應力皆小於規範之容許應

力；結果顯示中興紙廠 11 號倉庫屋架於長短期載重下之構件應屬安全。 

桿

件 

編

號 

斷面 

(cm) 

最大 

軸力 

(kgf) 

最大 

彎矩 

(kgf-cm

) 

短期容許應力 長期容許應力 檢

核 

結

果 

壓應力 拉應

力 

彎矩應

力 

壓應力 拉應

力 

彎矩應

力 

1-4 25x1

4 

3075 6388 
49000 35000 63000 24500 17500 31500 

OK 

5-8 25x1

4 

3075 6388 
49000 35000 63000 24500 17500 31500 

OK 

9-14 17x1

7 

1179 14266 
40460 28900 52020 20230 14450 26010 

OK 

15 13x1

3 

812 0 
23660 16900 30420 11830 8450 15210 

OK 

16 13x1

3 

991 0 
23660 16900 30420 11830 8450 15210 

OK 

17 13x1

3 

1404 0 
23660 16900 30420 11830 8450 15210 

OK 

18 13x1

3 

991 0 
23660 16900 30420 11830 8450 15210 

OK 

19 13x1

3 

812 0 
23660 16900 30420 11830 8450 15210 

OK 

20 10x1

0 

990 0 
14000 10000 18000 7000 5000 9000 

OK 

21 10x1

0 

1683 0 
14000 10000 18000 7000 5000 9000 

OK 

22 10x1

0 

1810 0 
14000 10000 18000 7000 5000 9000 

OK 

23 10x1

0 

1810 0 
14000 10000 18000 7000 5000 9000 

OK 

24 10x1

0 

1683 0 
14000 10000 18000 7000 5000 9000 

OK 

25 10x1

0 

990 0 
14000 10000 18000 7000 5000 9000 

OK 

26-2

7 

15x1

5 

4648 1404 
31500 22500 40500 15750 11250 2025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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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3x1

3 

522 0 
23660 16900 30420 11830 8450 15210 

OK 

30 13x1

3 

522 0 
23660 16900 30420 11830 8450 15210 

OK 

 

 屋架各構件分析結果 (D.L.+L.L.) 

 

 

【圖 5-4-5】軸力圖–垂直載重 D+L (kgf) 

 

【圖 5-4-6】彎矩圖–垂直載重 D+L (kgf*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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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架各構件分析結果 (D.L.+L.L.+E.L) 

 

 

【圖 5-4-7】軸力圖–地震力 D+L+E (kgf) 

 

 

【圖 5-4-8】彎矩圖–地震力 D+L+E (kgf*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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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架各構件分析結果 (W.L) 

 

【圖 5-4-9】軸力圖–風力 D+L+W (kgf) 

 

 

【圖 5-4-10】彎矩圖–風力 W (kgf*cm) 

 

 

 撓度檢核 

屋架檢核除考量構件強度是否滿足載重需求外之承載能力符合規範規定。屋架分析

除考量木料強度外，另須檢討使用性，以屋架承受載重下之撓度作為使用性檢討依據。 

依『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表 5.4-2 之撓度限制，屋架承受活載重(L)

時，其構件撓度須小於屋架跨度的 1/360，當屋架承受靜載重與活載重(D+L)時，其構件

撓度須小於屋架跨度的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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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核結果 

由【圖 5-4-9】之檢核結果可知，當屋架承受靜載重與活載重(D+L)時，木屋架的最

大撓度皆小於屋架跨度的 1/240。 

 

【圖 5-4-10】屋架撓度檢核–D+L (cm) 

 

四、 鋼筋混凝土建築修復補強建議 

RC 造房舍經調查，主要有以下兩種破壞模式，第一為 RC 屋頂天花鋼筋鏽蝕外露

以及其他RC結構性裂縫。屋頂天花鋼筋鏽蝕外露主要為鋼筋鏽蝕導致牆面混凝土剝落，

進而造成鋼筋外露的情形發生。針對這兩種破壞情況，建議修復時進行以下補強。 

 

 屋頂天花鋼筋鏽蝕外露 

應針對表層劣化、剝落之粉刷層敲除，接著進行鋼筋除鏽及防鏽，並於表層塗佈

epoxy 砂漿以增加保護層厚度，俟其硬化後按原有表材依序恢復，其施工步驟如下： 

(1) 表面清理：敲除 RC 脆弱部至堅實面(若結構龜裂須以裂縫補強 EPOXY 注射)。 

(2) 施工面清潔(污物,油漬去除)。 

(3) 使用鋼刷去除鋼筋表面浮銹，再用高壓空氣將表面處理乾淨。 

(4) 使用銹轉換劑均勻塗佈於鋼筋外露處，為得到良好之效果，塗刷二層為佳。 

(5) 於施工面塗佈 Epoxy 樹脂接著底劑。 

(6) 將結構性輕質環氧樹脂砂漿按主劑和硬化劑配比 2:1 攪和均勻，利用鏝刀

將輕質環氧樹脂砂漿披覆飾平。 

(7) 硬化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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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恢復原有面層。 

 

 

 

【圖 5-4-11】鏽蝕外露鋼筋施工大樣 

 

 其他 RC結構性裂縫 

結構體產生裂縫之處，建議先將其表面劣化部份磨平，加以清理後安裝底座，接著

注入 epoxy，俟其硬化後按原有表材依序恢復，其施工步驟如下： 

(1) 注前表面處理：沿龜裂延長線使用鋼刷或砂輪機將預定塗密封劑的部位磨平

(30cm)寬。 

(2) 安裝底座： 

a.決定並標定安裝底座位置約 30cm 一個。 

b.使用密封劑把底座安裝黏貼，使其密封固定。 

c.用密封劑將底座的外圍及裂縫表面確實封固，使注入樹脂不致流失。 

 

(3) 密封劑養生：裂縫帶經封劑封塞後須逐一檢視是否完全密封並須經 24 小時養生

硬化。 

(4) 注入 epoxy： 

a.將結構性 EPOXY 按主劑和硬化劑配比 2:1 充份攪拌均勻。 

b.用注射筒以特製之抽膠器抽取 EPOXY 注入材至滿灌，旋轉固定於底座，並檢

視底座是否有鬆動。 

c.使用橡圈，由上往下加壓固定於注射器，緩緩自動加壓注入。 

d.查視各注射器之注入材灌注狀況，隨時補充注入材直至灌注停止為止。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 

5-80 
 

e.橡圈可增加至三組為限，每組橡圈約 1KG。 

(5) 硬化養生： 

a.注入材注入裂縫後，將有部份注入材殘留於筒內，俟此注入材硬化後即可報請

建築師會同檢視，經認可後方可拆除注射器。 

b.注射器拆除須小心拆除，不可損壞原構造之面層及裂縫中之注射材。 

(6) 修飾： 

a.經確認完成之裂縫修補處理，以砂輪機磨平凹凸面，至混凝土面或磚牆面平滑

為止。 

b.按原有表材依序恢復。 

c.其表材之恢復應以原有材料，顏色為原則。 

 

 

【圖 5-4-12】結構性裂縫 epoxy 灌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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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舊建築再利用適法性因應方案 

本節依《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

辦法》第四條「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於適用建築、消防相關法

令有困難時，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除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外，應基於該文化資

產保存目標與基地環境致災風險分析，提出因應計畫，送主管機關核准。」前項

因應計畫內容如下： 

一、 文化資產之特性、再利用適宜性分析 

(一) 文化資產特性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位於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畫區內，原為「臺灣中興紙

業股份有限公司」羅東總廠之四結廠區，於日治時期開始營運至民國 90 年結束

經營。轉為民營化後，由員工集資另成立的興中紙廠承租部份土地持續經營；現

況園區南邊為已閒置的中興舊廠區，北邊則是興中紙廠承租經營的廠房。紙廠歷

經日治時期的創業與戰後的產權轉移，廠區內建物配合作業流程而配置，完整呈

現製紙產業發展歷程。 

(二) 再利用規劃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再利用規劃詳第五章第六節保存建物之修復或再利用計

畫。 

二、 土地使用之因應措施 

(一) 土地使用分區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位於宜蘭縣五結鄉，建築物座落土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的

園區事業專用區，以下內容節錄自《變更五結（學進地區）都市計畫（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宜蘭園區五結中興基地）》。 

【表 5-5-1】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土地使用分區 

地號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宜蘭縣五結鄉文祥段 720-3 至

720-9、720-11、720-12、720-21、

720-26、720-28、734 

第一種文創產業專用區 70% 90% 

(二) 土地使用檢討 

再利用空間檢討後依據再利用方案建議空間，進行土地使用容許項目檢討，

檢討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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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再利用空間檢討 

建築編號 再利用內容 允許使用項目 檢討結果 

4、6、53、55 1.服務中心 文化創意產業、公務機關、

公共用事業設施、展示、零

售餐飲等 

符合 

36、38、39、40、41、

50、51 

2.產業設施體驗區 符合 

33、36、37 3.大型會場、攝影棚 符合 

11、12、13、14、15、

16、18、19、20、21、

22、23 

4.設計展示及工作坊 符合 

24、25、26、27、28、

29 

5.特色商品販售 符合 

三、 建築管理、消防安全之因應措施 

臺灣地理環境特殊，時有地震及颱風之天然災害，是以災害防護對古蹟保存

而言甚為重要。歷史建物調查準則為建築及基地現況調查、使用型態現況、管理、

防火設施及消防設備設置現況等，探討防火設施與消防設備是否符合消防效果及

對建物空間完整性之影響。 

(一) 建築災害類型 

1. 風(水)災 

臺灣地屬亞熱帶，夏秋季常因颱風的形成，產生十級以上的強風以及瞬間夾

帶的豪大雨。強大地雨勢一旦排水系統無法順利宣洩，將容易造成水患。 

經現場調查後發現，現況煙囪頂端已有部分損壞，因此風災來襲時可能會造

成倒塌或嚴重損壞，未來應先進行檢修，檢修完成後也須定期檢測，並且在災害

過後進行檢視。 

另外，現況園區內仍留有過去之排水系統，但因年代已久，常久下來可能會

造成雜物堵塞，使排水功能失效，因此在營運之前應先做檢測及修護，未來營運

後必須定期檢修，並且在災害過後進行檢視，以確保排水系統正常運作。 

2. 地震 

本園區過去雖無地震造成建物損壞之記錄，但現場調查發現已有部分建物牆

體產生較大之裂縫。因此未來營運前應先進行結構檢測，並且針對結構較弱的地

方做補強，以免未來地震時造成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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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災 

本園區內建物結構多為 RC 或磚造，相較於木構造建築，火災風險較低。然

而園區內有部分建物留有木構造屋架，如建物編號 11 至 14 號以及 36 號，因此

在使用與維護上，除了定點裝設滅火器以及規劃消防管線之外，未來再利用時也

應避免設置用火空間或將需用火之空間移至建築外。 

(二) 災害防護目標 

【表 5-5-3】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災害防護目標檢討 

災害種類 防護目標檢測 災害影響等級 

風災 1.本案過去無風災損壞之記錄 

2.針對煙囪須先進行檢修，完成後也須定期檢測 

低 

水災 1.本案無水災之記錄 

2.現況仍留有過去之排水系統，但未來營運時應

先進行檢測 

低 

地震 1.本案過去無地震損壞之記錄 

2.部分建物牆體產生裂縫，未來營運時應先進行

結構檢測 

低 

火災 1.本案無火災之記錄 

2.建物結構多為 RC 或磚造，防火性較好 

3.部分建物留有木構屋架，須避免設置用火空間 

低 

針對災害類型檢討之後，中興文化創意園區過去雖無重大災害之記錄；災害

影響風險較低，但未來營運前應針對部分建物進行檢測。 

四、 結構安全及承載量之分析 

結構安全及承載量分析詳第五章第四節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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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保存建物之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一、 保存建物之修復 

中興紙廠內保存建物的修復方式，本研究團隊依據第三章第二節建築現況

與損壞說明結果，針對級別一的建築採各棟說明，針對級別二的建築，則依據構

造與材料分類，選擇一棟建築案例進行說明。針對級別三的建築，由於構造、形

式與材料較為簡易，且並非主要建築，因此未來修復時只需確保結構安全無疑即

可，其餘可配合再利用重新規劃與設計。 

(一) 級別一之建築 

1. 削木片機房(編號 55) 

損壞極為嚴重，目前僅剩部分外立面牆，屋架已全部遺失，室內隔間已經是

戰後重新分隔的磚砌隔間，門窗也是後來才新加，地坪大部分已改種草皮，部分

為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針對該建築之修復，本研究團隊建議地坪全部恢復成水泥砂漿粉光地坪。已

經拆除之東向立面，參照西向立面之構造與材料，以及民國 70 年代拍攝之老照

片復原，如【圖 5-6-1】所示。南北兩側立面，未來建議參照西向立面進行整修。

屋頂雖然目前已經拆除，但現存的牆體仍有保留原有木屋架的殘跡，以及當時設

置在屋頂的太子樓，建議依據該殘跡進行復原。屋面材料目前已無從考證，但建

議使用對人體無害之材料進行修復。室內現存隔間為戰後所隔，由於隔間雜亂無

特色，建議未來修復前再進一步調查相關資料進行復原，或配後續再利用重新規

劃與設計。門窗建議比對現存門窗框的形式與大小，以及民國 70 年代的舊照片

復原。 

 

【圖 5-6-1】民國 70 年代削片機房西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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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6-1】保存較好的東向立面 【照片 5-6-2】保存較好的東向立面 

  
【照片 5-6-3】西側僅存部分牆體，建議參照舊

照片復原 

【照片 5-6-4】西側僅存部分牆體，建議參照東

向立面之構造與材料砌築 

  
【照片 5-6-5】原有壁體仍保留木屋架殘跡，可

以此作為復原依據 

【照片 5-6-6】建築物室內隔間幾乎拆除，地坪

大部分已改鋪草皮 

  
【照片 5-6-7】南側立面參照東西兩側立面進行

整修 

【照片 5-6-8】後加柱樑構造，如沒有結構安全

上的疑慮建議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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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蒸解室(編號 39) 

目前大致上仍維持日治時期的構造、空間形式與材料，僅少部分區域有進行

增改建，或拆除牆面，但室內之原有機具已幾乎全部拆除僅剩部分基座與水平輸

送履帶，門窗也多已遺失或封閉。 

該建築目前仍有保留日治時期的相關圖面，建議在建築整修部分，可參照原

有圖面與老舊照片復原，而已拆除之設備，如「蒸煮釜」與垂直輸送履帶則以設

計方式呈現展示不在復原，但現存之原有水平輸送履帶則必須依據原樣修復，以

提供作為日後展示使用。另一方面，由於本建築為鋼筋混凝土造，在長久使用下

已經部分區域的鋼筋裸露生鏽以及粉刷層剝落，因此未來修復時建議聘請專業團

隊進行結構安全上的檢測與評估，並再依據檢測結果研擬相關補強與改善措施。 

 
【圖 5-6-2】日治時期蒸解室長向與短線剖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照片 5-6-9】粉刷層剝落處建議剔除重新粉刷 【照片 5-6-10】門窗建議依原有圖面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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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6-11】門窗建議依原有圖面復原 【照片 5-6-12】門窗建議依原有圖面復原 

  
【照片 5-6-13】戰後增建物拆除 【照片 5-6-14】戰後增建物拆除 

  
【照片 5-6-15】日治時期之木作水平輸送履帶

建議依原樣修復 

【照片 5-6-16】已拆除之「蒸煮釜」不作復原，

以設計方式呈現 

  
【照片 5-6-17】垂直輸送履帶不作復原，以設

計方式呈現 

【照片 5-6-18】地版較小型之孔洞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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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G.P 電氣室(編號 40)與磨木室(編號 41) 

    本建築在戰後已經過多次增改建，但大多是延續日治時期的構造與形式進行

增建。目前建築物之屋面石綿纖維瓦部分破損，牆面粉刷層剝落，機具拆除僅存

基座殘跡、台車軌道與排漿溝，部分牆體因早期拆卸機具而拆除或因外力倒塌，

地坪為水泥砂漿粉光地坪。 

    雖然上述兩棟建築並沒有留存日治時期的圖面，但戰後三次增改建都有留存

大量的圖面，因此對於建築物的修復，建議以民國 48(1959)、50(1961)、51(1962)

年增建圖內之構造、空間形式、屋架、屋面，隔間與材料為基準進行復原。而當

時用來製作機械製漿的磨木機基座、台車軌道與排漿溝，未來建議依原樣修復，

並配合現存磨木石與新設台車呈現當時機械製漿的流程。 

 

  
【照片 5-6-19】門窗形式依戰後增建圖復原 

 

【照片 5-6-20】遺失門窗，依其他原有門窗形

式復原 

  
【照片 5-6-21】磨木機基座參照戰後增建圖整

修 

 

【照片 5-6-22】粉刷層浮凸處建議剔除並重新

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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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6-23】粉刷層浮凸處建議剔除並重新

粉刷 

【照片 5-6-24】鋼構架除鏽並重新塗刷紅丹與

油漆保護 

  
【照片 5-6-25】保留原本的天車軌道 【照片 5-6-26】台車軌道整修 

  
【照片 5-6-27】後加磚砌隔間牆拆除 【照片 5-6-28】牆體龜裂處修補 

  
【照片 5-6-29】地坪整平，並重新以水泥砂漿

粉光 

【照片 5-6-30】地坪整平，並重新以水泥砂漿

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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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鍋爐室(編號 50)與受電室(51) 

構造：鍋爐室之二樓因搬移設備而拆除的鋼柱，建議參照室內相同鋼柱形式復原。

另一方面針對因磚材剝落而導致鋼柱鏽蝕的區域，建議進一步聘請專業團

隊檢測與評估是否有安全上的疑慮，如果可繼續使用，應在表面先塗刷一

層紅丹保護，之後再外覆耐火磚。受電室目前無明顯因外力產生的構造損

壞，但表面粉刷層有明顯浮凸或掉落，未來修復時建議進行粉刷層的修

補。 

  
【照片 5-6-31】鍋爐室已拆除之鋼柱依原樣修

復 

【照片 5-6-32】鍋爐室室內外露之鋼柱生鏽，

應先刷去鐵鏽再塗刷紅丹保護 

  
【照片 5-6-33】受電室室內粉刷層剝落，建議

剔除修補 

【照片 5-6-34】受電室室內粉刷層剝落，建議

剔除修補 

地坪與樓版：鍋爐室一樓地坪必須先清除廢棄物，之後視損壞情況以水泥砂漿重

新粉光。二樓樓版底層之粉刷層明顯剝落與鋼筋鏽蝕，在整修前必須先敲

除浮凸的粉刷層，將鏽蝕的鋼筋重新塗刷一層紅丹保護，之後再用水泥砂

漿重新粉刷。二樓地坪目前已被大量碎磚遮蔽，無法確認原有鋪面，未來

修復時建議先以人工方式篩選日治時期堪用 TR 磚或是其他特殊的磚材，

之後在廢棄物清運後再進一步調查地坪鋪面與機具殘跡，並研擬修復方式。

受電室一樓北側地坪目前仍保留當時的溝槽，修復時建議以可逆性工法覆

蓋。南側地坪目前的水泥砂漿粉光地坪保存大致良好。二樓地坪之原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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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砂漿粉光地坪，在長期的使用下凹凸不平，修復時建議以水泥砂漿重新

粉光。 

  
【照片 5-6-35】鍋爐室一樓廢棄物清除 【照片 5-6-36】鍋爐室一樓廢棄物清除 

  
【照片 5-6-37】鍋爐室二樓有大量廢棄磚塊，

建議以人工方式篩選可以再利用之舊磚 

【照片 5-6-38】現場留存之 TR 磚 

  
【照片 5-6-39】受電室一樓北側之溝渠建議保

留 

【照片 5-6-40】受電室二樓地坪建議重新以水

泥砂漿粉光 

室內隔間：鍋爐室一樓維持日治時期的隔間樣式，自今沒有改變，二樓因擺設鍋

爐設備沒有設置隔間。受電室目前室內有設置簡易木隔間與磚砌隔間，但

對照日治時期的原有圖面可以確定，室內只有擺設家具並沒有設置隔間，

如【圖 5-6-3】與【圖 5-6-4】所示，因此未來修復時建議拆除後加隔間，

並配合再利用進行設計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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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6-41】鍋爐室二羅室內無隔間 【照片 5-6-42】受電室二樓之木板隔間 

  
【照片 5-6-43】受電室二樓之木板隔間 【照片 5-6-44】受電室二樓之磚砌隔間 

 

【圖 5-6-3】日治時期受電室之一樓室內透視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圖 5-6-4】日治時期受電室之二樓室內透視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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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體與門窗：鍋爐室因搬移設備而拆除的壁體，以及原本門窗之位置與形式，建

議參照日治時期與戰後的舊照片，依據原有工法與材料修復。而電氣室之

壁體保存狀況大致良好，但門窗都已損壞，未來修復時可依據日治時期的

圖面進行復原，或者是依據現況進行整修。 

  
【照片 5-6-45】鍋爐室外立面重新以水泥砂漿

粉刷 

【照片 5-6-46】橫向與垂直鐵件塗刷紅丹保護 

 

【圖 5-6-5】受電室日治時期之西向立面圖。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照片 5-6-47】受電室之外立面得以用現況整

修 

【圖 5-6-6】受電室日治時期之南向立面圖。

資料來源：中興紙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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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架：鍋爐室室內二落水區域之鋼構架輕微生鏽，而單坡斜屋頂區域之鋼構架嚴

重損壞與鏽蝕。針對鋼構架生鏽的問題，建議以刷子先清除表面鐵鏽，之

後再塗刷紅丹與油漆保護。針對嚴重損壞與鏽蝕的鋼構架，建議以其他保

存狀況較好的鋼構架進行復原。 

  

【照片 5-6-48】生鏽之鋼構架建議除鏽並重新

塗刷紅丹與油漆保護 

【照片 5-6-49】鋼構架嚴重損壞區域，建議依

原樣修復 

屋頂：目前鍋爐室與受電室之鋼筋混凝土樓版都有明顯的受潮與粉刷層剝落，且

因部區域嚴重破損造成鋼筋鏽蝕與室內漏水。未來修復時針對破損區域，

建議依原樣修復，而粉刷層剝落處則建議剔除與重新粉刷，並於屋頂加作

防水工程。 

  

【照片 5-6-50】鍋爐室屋頂粉刷層剝落，建議

剔除重新粉刷 

【照片 5-6-51】屋頂破損，建議依原有工法修

復 

排煙管、排煙道與煙囪：位於二樓樓版底層之排煙管有部分斷裂，漏斗狀的槽體

有部分破損並掩埋大量碎磚，未來建議清除碎磚，並參照相鄰保存較為完

整的排煙管與槽體復原，以幫助瞭解日治時期鍋爐室內之鍋爐數量與排煙

方式。位於一樓的排煙道，目前已部分坍塌無法進入，未來建議清除排煙

道內的廢棄物，並依據原有工法重砌耐火磚。煙囪頂端已明顯損壞，並有

隨時掉落的危險性，未來修復建議敲除頂端已損壞之煙囪，之後依原有形

式與材料重新復原，並設置維修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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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6-52】鋼筋混凝土之煙囪頂端破損，

建議局部拆除並依原樣復原 

【照片 5-6-53】排煙道內之廢棄物清除，外層

耐火磚重砌 

 

  

【照片 5-6-54】排煙管建議依原樣修復 【照片 5-6-55】漏斗狀槽體建議依原樣修復 

 

儲煤塔：目前僅存高塔與漏斗狀的樓版，原本設置於戶外的垂直輸送履帶已拆除。

未來修復時，針對漏斗狀之樓版應依原貌修復，而輸送履帶則以設計手法

呈現不再復原。 

蟲蟻危害：受電室二樓室內放置大量木製家具與紙本資料，目前有非常嚴重的白

蟻危害問題，因此未來修復前建議先進行白蟻防治工程。 

  

【照片 5-6-56】目前室內仍保留之漏斗狀儲煤

槽依原樣修復 

【照片 5-6-57】家具發現大量白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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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抄紙機房(編號 36、37、38) 

    噴坑室內原本用來裝設化學紙漿之漿槽已經拆除，未來修復時可依現況整修

或配合再利用重新設計與規劃，不必再復原槽體，而位於西側下層壁體之耐酸磚，

雖然已有部分用水泥砂漿粉光修飾，但因考量可作為當時用來儲存化學紙漿證據，

所以建議修復時可剔除粉刷層，而其餘牆面則重新以水泥砂漿粉刷修飾。地坪在

清除廢棄物之後，建議重新以水泥砂漿粉光。原本因應大跨度而設置的西式木桁

架，雖然目前已有部分坍塌，但建議依據原樣修復，並且妥善使用堪用之舊木構

件。南北兩側外立面，未來可依現況進行整修或是配合再利用重新設計與規劃。 

  
【照片 5-6-58】坍塌木屋架，建議依原樣仿作 【照片 5-6-59】現存木屋架整修 

  
【照片 5-6-60】剔除附加在耐酸磚上的粉刷層 【照片 5-6-61】粉刷層剝落處，以水泥砂漿修

補 

  

【照片 5-6-62】北向立面依現況進行整修 【照片 5-6-63】南向立面依現況進行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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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選室、漂白室與打漿室一二樓現存用來存放紙漿之漿槽、運送化學藥劑的

電梯，以及用來調配化學藥劑之溶解槽與存放槽等皆為本建築最大之特色，未來

修復時應儘可能保存上述相關設備與空間，並且依據原樣修復作為紙漿調配流程

之見證。 

  
【照片 5-6-64】保留原有漿槽 【照片 5-6-65】保留原有調配藥劑的槽體 

    針對建築物之修復，一樓建議保留原本的排水溝，而破損的地坪以水泥砂漿

重新粉刷整平，二、三、四樓地坪重新以水泥砂漿粉刷，另外針對透空的樓版，

必要時可配合再利用需求填補，避免造成危險。鋼骨鋼筋混凝土與鋼構架為本建

築的構造特色，是當時因應大跨度需求而設計的構造形式，目前鋼骨鋼筋混凝土

中的鋼筋由於漏水因素大多有生鏽的狀況；以一樓區域最為嚴重，可能有結構安

全上的疑慮，因此未來修復時針對損壞較為嚴重之一樓區域進行更進一步的檢測

並研擬適當的補強方式，而鋼筋生鏽較為輕微的二樓，則建議先塗刷一層紅丹保

護，之後再重新粉刷水泥砂漿。屋頂目前為石綿纖維瓦，但因對人體有害所以修

復時建議全部更換成具有隔熱與採光效果的金屬瓦以及塑膠瓦。外立面之門窗因

使用需求已有部分封閉或另外加開新的門窗，由於目前室內通風採光效果不佳，

因此建議未來修復時可以參照日治時期的圖面復原。 

  
【照片 5-6-66】一樓部分區域的柱鋼筋嚴重鏽

蝕，建議進一步檢測並採取適當的補強 

【照片 5-6-67】清除一樓廢棄物，重新以水泥

砂漿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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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6-68】鋼筋混凝土樑破損，建議進行

修補 

【照片 5-6-69】清除寄生植物 

  
【照片 5-6-70】透空之樓版可配合再利用進行

設計與規劃 

【照片 5-6-71】清運室內廢棄物 

  
【照片 5-6-72】鋼構架除銹，重新塗刷紅丹與

油漆保護 

【照片 5-6-73】更換有毒之石綿纖維瓦 

  
【照片 5-6-74】外立面依日治時期的圖面復原 【照片 5-6-75】外立面依日治時期的圖面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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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紙室內的原有設備目前大多已拆除，僅剩 1、2、4 號抄紙機已回填之地下

室、金屬排煙管、台車軌道、輸送設備，以及周邊附屬存放紙漿與化學藥劑的槽

體等設備與空間可呈現當時製紙的流程，因此未來修復時應儘可能的保存上述相

關設備與空間，並且依據原樣修復，以作為製紙流程之見證。 

  
【照片 5-6-76】開挖用來裝設抄紙機傳動軸的地

下室 

【照片 5-6-77】保留原有調配藥劑之槽體 

  
【照片 5-6-78】保留輸送設備 【照片 5-6-79】保留台車軌道 

  
【照片 5-6-80】保留室內槽體 【照片 5-6-81】保留抄紙室之金屬排煙管 

    針對建築物之修復，地坪依現況進行整修。壁體粉刷層嚴重剝落與植物寄生

問題，修復時建議清除表面植栽，並重新粉刷水泥砂漿修飾。鋼構造與鋼構架為

本建築的一項特色，是當時因應大跨度需求而設計的構造，目前柱子大部分已包

覆一層紅磚或混凝土，但仍有部分金屬構件外露鏽蝕，而鋼構架也同樣有生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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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且因隔熱需求於構架上另外再鋪一層竹子與木板，造成特色降低，因此未

來修復時建議依現況進行整修，針對已包覆紅磚或混凝土之鋼柱，檢視是否有結

構安全上的疑慮，而外露之金屬構件建議除鏽，並塗刷紅丹與油漆保護，而後加

之隔熱材則全部拆除，以呈現建築物原有風貌。屋頂目前為石綿纖維瓦，但因對

人體有害所以修復時建議更換成具有隔熱與採光效果的金屬瓦以及塑膠瓦。 

  
【照片 5-6-82】粉刷層剝落處，建議重新粉刷 

 

【照片 5-6-83】粉刷層剝落處，建議重新粉刷 

  
【照片 5-6-84】粉刷層剝落處，建議重新粉刷 

 

【照片 5-6-85】粉刷層剝落處，建議重新粉刷 

  
【照片 5-6-86】生鏽之鐵件建議除銹並塗刷紅丹

與油漆保護 

【照片 5-6-87】生鏽之鐵件建議除銹並塗刷紅

丹與油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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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6-88】已包覆混凝土之鋼柱，修復時建

議依現況整修 

 

【照片 5-6-89】拆除後加之隔熱設備 

  
【照片 5-6-90】清除表面寄生植栽 【照片 5-6-91】更換有毒之石綿纖維瓦 

 

(二) 級別二之建築 

1. 二結連絡道範圍內之建築整修 

    園區內南側之編號 4 大割機木材輸送室、編號 8 漿料倉庫、編號 12、13

與 14 物料倉庫、編號 15 漿料倉庫、編號 19 修護工廠、編號 24 磨轆機房、

編號 26 整理工廠、編號 27 與 29 銅版機房等保存級別二的建築，位於二結

連絡道範圍內。由於上述建築見證日治時期與戰後紙廠之發展，為保存園區

建築的完整性，建議保存建築結構牆體，並於東西向開設通道，與人行步道

一併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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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7】四結紙廠內之二結連絡道範圍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6-8】二結連絡道範圍內之廠區既有建築。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結連絡道範圍 

二結連絡道範圍內，保存建築結構牆體，並於東西向開設通道，與人行步道一併規劃 

二結連絡道範圍內，可拆除或配合整建之級別三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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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構造 

 鋼構造(營繕工廠，編號 23)：金屬構件視損壞狀況進行整修，如果只是表面

輕微生鏽，只需清除鐵鏽並塗刷紅丹與油漆保護即可，然而如果嚴重鏽蝕，

則必須聘請專業團隊進行檢測與評估，並且研擬適合的補強方式。 

 鋼筋混凝土構造(物料倉庫，編號 14)：針對鋼筋鏽蝕與混凝土樑開裂問題，

修復時建議聘請專業團隊進行檢測與評估，如沒有結構安全上的疑慮，鋼筋

先進行去鏽後塗刷紅丹保護，最後再以水泥砂漿整平，如有結構安全上的問

題，則再擬定適合的補強方式。 

 

 

 

 

【照片 5-6-92】生鏽之鋼構件修復時建議除

鏽，並重新塗刷紅丹與油漆保護 

【照片 5-6-93】鋼構件鏽蝕較嚴重之區域，建

議聘請專業團隊進行檢測與評估 

 

  
【照片 5-6-94】鋼筋生鏽處建議除銹並塗刷紅

丹保護，最後再以水泥砂漿修補 

【照片 5-6-95】鋼筋混凝土構造如影響結構安

全，建議聘請專業團隊進行檢測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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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坪 

 水泥砂漿粉光地坪(漿料倉庫，編號 8)：針對不均勻沉陷區域進行調查，待

確認損壞因素後再研擬修復方式。另外針對龜裂處之處理，建議以水泥砂漿

填補。 

 磨石子地坪(廠長室，編號 25)：先進行龜裂或損壞區域的調查，待確認損壞

原因後再研擬修復方式，另外針對龜裂處之處理，建議以相同工法進行修

補。 

 地磚鋪面(廠長室，編號 25)：小區域破損或龜裂，建議找尋相同樣式之地磚

進行修補。大區域破損或龜裂，則建議全部剃除再重新鋪設新地磚。 

  
【照片 5-6-96】水泥砂漿地坪下陷處先進行調

查，之後再針對調查結果研擬修復方式 

【照片 5-6-97】水泥砂漿地坪龜裂處以水泥砂

漿填補 

  
【照片 5-6-98】磨石子龜裂處建議以相同工法

進行修補 

【照片 5-6-99】地磚小區域龜裂建議以相同樣

式之地磚修補 

 

4. 壁體 

 石綿纖維板(製酸室，編號 42)：已證實對於人體有害，未來修復時建議更換

為具有隔熱與採光之金屬浪板與塑膠浪板，或是配合再利用設計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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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磚砌牆(物料倉庫，編號 11)：清除表面寄生植栽，破損處以紅磚修補，粉刷

層剝落處重新以水泥砂漿粉刷。 

 鋼筋混凝土牆(大割機木材輸送室，編號 4)：清除表面寄生植栽，小區域破

損以混凝土修補，大區域破損或龜裂處，如有結構安全上的疑慮建議敲除重

作，如果沒有結構安全上的疑慮，則可配合再利用重新設計與規劃。粉刷層

剝落處，建議先對鋼筋進行除鏽與塗刷紅丹，之後再用水泥砂漿修補。 

 空心磚牆(美援倉庫，編號 33)：大面積破損處以相同材料與工法進行修補，

小區域破損或龜裂，以水泥砂漿修補，黏結材剝落以水泥砂漿修補。 

 金屬浪板(成品倉庫，編號 46)：為後加牆體，在構造與形式上較不美觀，未

來可配合再利用重新設計與規劃。 

  
【照片 5-6-100】更換有毒的石綿纖維版 【照片 5-6-101】扶壁柱破損處以紅磚修補 

  
【照片 5-6-102】粉刷層剝落處重新以水泥砂漿

粉刷 

【照片 5-6-103】清除表面寄生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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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6-104】大面積破損之鋼筋混凝土牆，

可配合再利用重新設計與規劃 

【照片 5-6-105】金屬浪板修復時可配合再利

用重新設計與規劃 

  
【照片 5-6-106】空心磚牆黏結材剝落，重新以

水泥砂漿修補 

【照片 5-6-107】空心磚牆破損，以水泥砂漿

修補 

5. 機具殘跡 

 漿槽(新 R.G.P，編號 56)、機具基座(舊 R.G.P，編號 54)、台車軌道(物料倉庫，

編號 11、12)、天車基座(營繕工廠，編號 23)等具有可以呈現製漿、製紙與

及相關流程之機具或設備，修復時建議保留，並依現況進行整修或配合再利

用進行設計與規劃。 

  
【照片 5-6-108】保留漿槽 

 

【照片 5-6-109】保留機具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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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6-110】保留台車軌道 【照片 5-6-111】保留天車基座 

 

6. 屋架 

 力霸桁架(漿料倉庫，編號 8)、鋼構架(大割機木材輸送室，編號 4)：構件表

面生鏽處，修復時建議先行除鏽，之後再塗刷紅丹與油漆保護。上述兩種屋

架如有損壞或遺失的情況，建議比照其他相同構件仿作。 

 木屋架(物料倉庫，編號 11 與 12)：為日治時期留存之西式木構架，也是場區

內現存少數僅存的木屋架，目前正在依照原樣進行修復。 

  
【照片 5-6-112】力霸桁架除鏽，並於表面塗刷

紅丹與油漆保護 

【照片 5-6-113】鋼構架除鏽，並於表面塗刷

紅丹與油漆保護 

  
【照片 5-6-114】日治時期留存之木屋架依原樣

復原 

【照片 5-6-115】日治時期留存之木屋架依原

樣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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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屋頂 

 石綿纖維瓦(漿料倉庫，編號 8)：已證實對於人體有害，修復時應該全面拆

除，並更換為無毒且具隔熱與採光功能之金屬瓦與塑膠瓦。 

 鋼筋混凝土屋頂(如營繕工廠，編號 23)：因長期滲水造成室內鋼筋鏽蝕膨脹

與粉刷層剝落，因此修復時應先針對生鏽的鋼筋進行除鏽與粉刷層修補，之

後於戶外加作一層防水層。 

 空心磚屋頂(如營繕工廠，編號 22)：於鋼筋混凝土樓版上方再加鋪一層空心

磚，以達隔熱效果，未來修復時建議於空心磚下方加作一層防水層，之後視

空心磚的保存狀況進行修繕，堪用者繼續留用，不堪用者抽換。 

  
【照片 5-6-116】更換有毒之石綿纖維瓦 【照片 5-6-117】鋼筋混凝土屋頂，修復時於表

面施作防水層 

  
【照片 5-6-118】外露鋼筋除鏽，並塗刷紅丹保

護，最後再用水泥修補 

【照片 5-6-119】更換無法堪用之空心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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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存建物之再利用計畫 

1.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整體規劃構想 

(1) 結合二結紙廠與運作中之興中紙廠。 

(2) 呈現日治時期至戰後紙廠歷史脈絡與周邊鐵道運輸。 

(3) 宜蘭線鐵道與車站設施串連：二結車站、中里車站、羅東車站。 

(4) 呈現製紙、製材產業與聚落文化資源與彼此連結。 

 

 

【圖 5-6-9】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整體空間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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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構想說明 

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空間規劃構想，利用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的文化資產

特性，並且呈現出紙廠建築特色與生產流程，結合了「綠色文創‧森林美學」發

展概念 

配合園區整體發展，空間規劃分別為產業及設施體驗區、大型展覽會場及攝

影棚、設計展示及工作坊、微型文創工作室與文化創意商品市集、服務中心，以

下將分別介紹空間使用形式與再利用規劃概念。 

 

【圖 5-6-10】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空間規劃構想 

 

 產業研發體驗 

規劃為本區之建築，多留有過去製紙漿槽與痕跡，具有歷史價值與教育意義，

因此空間構想以體驗紙漿、紙張製造流程，並且呈現紙文化的「歷史保存」、結

合外部之觀光工廠、廣場活動形成製紙產業聯結。 

空間特性：留有製紙流程之機具基座或漿槽、部分建築具有挑空或大跨度之

空間。 

再利用空間內容：紙業技術展示中心、製紙體驗教室、多功能演講廳、造紙

相關特展室、兒童體驗教室、大型工藝藝術展示、導覽流

程解說室、大型展覽會場、影視文化展演空間、攝影棚、

實驗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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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產業及設施體驗區空間規劃構想 

建築編號 原使用名稱 再利用名稱 空間使用說明 

33 美援倉庫 多功能攝影棚、實驗劇場 對外開放租借 

36、37、38 噴坑 兒童體驗教室、多功能演講廳 定期舉辦製紙相關課程，促進親子互

動，並且邀請產業相關人員、退休員

工分享過去工作經驗 

篩選室 紙業技術展示中心 呈現紙業文化歷史，分區介紹製紙技

術，配合紙廠舊照片與紀錄片展示 漂白室 

打漿室 

第一抄紙室 大型展覽會場 配合紙業技術展示中心，或做為主題

性大型展覽空間 第二抄紙室 

整理室 多功能攝影棚、實驗劇場 對外開放租借 

39 蒸解室/蒸煮室 大型工藝藝術展示 邀請在地藝術家，配合產業相關主題

做大型藝術創作與系列工藝展示，並

提供參觀者休憩 

40 RGP 電氣室 造紙相關特展室 呈現紙業文化歷史，分區介紹磨木技

術或製紙前置作業 41 磨木室 

42 製酸室 半戶外展示空間 可吊掛大型展覽布幕，提供參觀者休

憩 

43 辦公室 紀錄片播放室 配合紙業技術展示中心播放紀錄片 

46 成品倉庫 倉庫 配合廠區規劃使用 

47 紙蕊棒工廠 

50 鍋爐 造紙相關特展室 利用煙囪特性，作為聲音展示空間，

並且播放舊有機具操作聲，體驗過去

工廠生活 

51 受電室 導覽流程解說室 播放中興紙廠歷史相關影片與導覽

前導，了解紙廠空間規劃與參觀動線 

52 電氣室(開關) 廁所 提供園區參觀者使用 

54 舊 RGP(木片磨木機室) 造紙相關特展室 展現機械製紙相關流程 

56 新 RGP(木片磨木機室) 

104~106 倉庫 倉庫 配合廠區規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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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示意圖 

  
【照片 5-6-120】製紙體驗教室 

資料來源：南投埔里廣興紙寮 

【照片 5-1-121】半戶外展示空間，華山 1914 文創

園區 

  

【照片 5-6-122】多功能展示空間，臺中酒廠 【照片 5-6-123】主題展覽展示空間，臺中酒廠 

  

【照片 5-6-124】主題展覽展示空間，臺中酒廠 【照片 5-6-125】保留舊有機具，臺中酒廠 

  
【照片 5-6-126】松山菸廠大型展覽空間 

資料來源：原碩照明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照片 5-6-127】劇場內部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www.oldc.com.tw/projects/projects.php?w_id=119&wg_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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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展示及工作坊 

可作為藝術團隊之工作與展示空間，結合木材料性質類別延伸工藝文創產業，

三具(家具、文具、玩具)；三藝(布、紙、木)，並以森林美學開創文創產業，輔

導培育人才，創造就業、創業機會。 

再利用空間內容：藝術團隊工作室與展覽空間、木工坊、三具三藝育成中心。 

 

【表 5-6-5】設計展示及工作坊空間規劃構想 

建築編號 原使用名稱 再利用名稱 空間使用說明 

11 物料倉庫 NO.1 布、紙、木、三具 

前店後廠設計工藝中心 

租借給藝術團隊作為工作空間並可

做為藝術家展示場 12 物料倉庫 NO.2 

13 物料倉庫 NO.3 

14 物料倉庫 NO.4 會議廳 廠區內工作人員使用，或作為小型展

示空間、演講廳等 

15、16、18 漿料倉庫、散漿倉庫、

營繕工廠 

多功能展演館 展示工藝文創並作為藝文匯演場域 

25 廠長室 木工坊、材料實驗室 展示工藝文創並可做為工作空間 

 

空間示意圖 

  
【照片 5-6-128】104 藝術中心，巴黎 

資料來源：http://salonho.blogspot.tw/2010/05/104.html 

【照片 5-6-129】藝術展示空間 

資料來源：竹圍工作室 

  
【照片 5-6-130】多功能演講廳 

資料來源：華山 1914 文創園區 

【照片 5-6-131】大型工藝藝術，羅東文化工場 

資料來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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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型文創產業、文化創意商品市集、背包旅館 

延續製紙與製材之地方產業脈絡，結合紙、木之地方產業特色，發展文化創

意商品。 

再利用空間內容：文創市集、培訓教室、創客空間、背包旅館、咖啡廳。 

【表 5-6-7】特色商品展售、主題餐飲空間規劃構想 

建築編號 原使用名稱 再利用名稱 空間使用說明 

4 大割機木材輸送室 設計商店 結合產業特色，發展文創商品展售 

7 簡易倉庫 創意市集 

8 漿料倉庫 文化廣場 

19 修護工廠 創客空間 提供年輕藝術家進駐 

20、21、

22、23 

營繕工廠、營繕工廠-

金工股 

培訓教室、咖啡廳 產業育成培訓以及主題式咖啡輕食

餐廳 

24 磨轆機房 創客空間 提供年輕藝術家進駐 

26、27、

28、29 

整理工廠、銅版機房 背包旅館 主題式背包旅館以及作為進駐宿舍

使用 

 

空間示意圖 

  
【照片 5-6-132】藝術家個人工作室，寶藏巖 

資料來源：

http://sogirl0105.pixnet.net/blog/post/82673451 

【照片 5-6-133】藝術家個人工作室，寶藏巖 

資料來源：

http://singermars.blogspot.tw/2011/12/20111203.html 

  
【照片 5-6-134】文創商店，四四南村好丘 

資料來源：http://blog.udn.com/gogomichael/4891889 

【照片 5-6-135】文創商品市集，林百貨 

資料來源：http://www.ihao.org/ss/html/43/t-11738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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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中心 

配合未來園區規劃構想，發展鐵道觀光並且建立觀光平台。 

再利用空間內容：服務中心、辦公室、遊客中心、地方特色商品展售、廁所。 

 

【表 5-6-9】服務中心空間規劃構想 

建築編號 原使用名稱 再利用名稱 空間使用說明 

6 削片機 遊客中心 提供遊客諮詢服務 

53 簡易倉庫 休憩設施 工業遺構配合公園綠地使用 

55 削片機房 服務中心結合地方特色商品展售 提供遊客諮詢服務 

 

空間示意圖 

  

【照片 5-6-136】宜蘭車站遊客服務中心 【照片 5-6-137】宜蘭車站遊客服務中心室內 

資料來源：http://wind989.pixnet.net/blog/post/29568765 

  

【照片 5-6-138】辦公室，Lowe Campbell Ewald 廣

告公司 

資料來源：http://www.benzs.net/news/580.html 

【照片 5-6-139】工業遺構配合公園綠地 

資料來源：廢墟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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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廣場與景觀規劃構想 

結合園區公共設施系統，廣場、公園、停車場、道路等，提供社區生活與產

業活動使用，並且活化紙廠戶外空間、進行生態設計。 

(1) 地景廣場：貯水池、煙囪，維持地景風貌，提供休憩。 

(2) 月臺廣場：維持月臺原有意象，並定期舉辦創意市集。 

(3) 多功能活動廣場：配合園區規劃可做為大型活動會場。 

(4) 景觀綠帶‧服務性通道 

 

【圖 5-6-11】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廣場與景觀規劃構想 

 

空間示意圖 

  

【照片 5-6-140】鳳山婦幼青少年館前廣場市集 

資料來源：微風市集 

【照片 5-6-141】東豐自行車綠廊 

資料來源：臺中觀光旅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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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軌道意象保留與動線規劃構想 

由【圖 5-6-13】比對民國 38 年與現況留存之軌道可知，園區內軌道會隨時

間不斷改變，且現況僅有部分軌道仍留存。雖然現已無法得知過去軌道分布情形，

但仍可藉由留存之軌道，配合園區未來規劃另以舖面設計或植栽規劃，並且連結

廣場及人行動線來保留軌道意象。 

 

 

【圖 5-6-12】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人行動線規劃構想 

 

【圖 5-6-13】民國 38 年與現況園區內軌道比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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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示意圖 

  

【照片 5-6-142】利用鋪面設計保留軌道意象，臺北和興礦坑 

資料來源：

http://blog.xuite.net/liwen2010/blog/300663747-%E5%92%8C%E8%88%88%E7%82%AD%E5%9D%91 

  

【照片 5-6-143】保留臺車軌道意象，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 

資料來源：

http://forum.gfes.ntpc.edu.tw/blog/index.php?op=View

Article&articleId=3035&blogId=39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yZCYOYRRM 

  

【照片 5-6-144】利用鋪面設計保留軌道意象，合興車站 

資料來源：http://sss89229.pixnet.net/blog/post/5931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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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保存建物之初步修復概算預估 

    中興文創園區內之建築，目前編號 5 儲運課辦公室、編號 6 削片機、編號 7

簡易倉庫與編號 52 電器室已完成整修，編號 11、12、13、14 物料倉庫、編號 15

漿料倉庫與編號 16 散漿倉庫正在整修，其餘建築尚未進行整修。下面【表 5-7-1】

為全區整修之經費，而【表 5-7-2】為民國 102 年 12 月之規劃研究案所提修復預

算之整修方案。 

一、 方案一 

【表 5-7-1】中興文創園區建物全區整修之初步修復概算預估表 

保存 

級別 
編號 名稱 

主要構造

類型 

面積 
樓層 

復價 
修復原則 

m
2
 元 

1 

36 造紙機房 
木造、S、

RC 

7122.05  1 178,050,000 

 日治時期興建的建築，在整個製

紙流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於興建年

代較早，且因材料劣化與後期增改建

因素，建築物損壞的情況較為嚴重。

為了能夠突顯該建築的特色，修復時

建議儘可能保存、修復與突顯建築內

僅存因應製漿、調配藥劑與製紙而產

生的構造、空間、材料、設備與機具

殘跡等，並加入適當的補強措施。另

外針對已損壞之區域，得視情況參照

日治時期的原有圖面與舊照片修復。 

897.11  1 22,430,000 

4727.54  2 236,380,000 

37 

水塔 RC 57.78  2 2,890,000 

造紙機房 S、RC 
160.31  1 4,010,000 

149.12  2 7,460,000 

38 造紙機房 RC 
222.63  4 22,260,000 

231.31  3 17,350,000 

39 蒸解室 RC 428.75  7 75,030,000 

40 RGP RC 
1068.3 1 19,230,000 

41 磨木室 S、RC 

50 鍋爐 S、RC 
1137.00 2 20,470,000 

51 受電室 RC 

55 削片機房 木造、磚造 1151.80  1 28,800,000 

2 

4 輸送室 S、RC 390.85  2 10,940,000 

 為日治時期興建之倉庫或營繕工

廠，以及戰後興建之主要製紙建築。

修復時儘可能保留現存之日治時期構

造、形式與材料，以及能夠突顯製紙

流程之相關設備。其餘則依現況整

修，並配合再利用重新規劃與設計。 

8 漿料倉庫 S、RC 1014.67  1 14,210,000 

17 廁所 RC 10.85  1 110,000 

19 修繕工廠 S、RC 464.66  1 6,510,000 

20 

營繕工廠 S、RC 699.08 1 9,790,000 21 

23 

22 營繕工廠 RC 122.49  2 2,450,000 

24 磨轆機房 RC 516.66  1 5,170,000 

25 廠長室 RC 387.82  1 3,880,000 

26 整理工廠 S、RC 1013.40  1 14,190,000 

27 
銅板機房 S、RC 1275.21 1 17,850,000 

29 

33 美援倉庫 S、RC 904.53  1 10,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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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製酸室 RC 250.05  3 7,500,000 

43 

辦公室 RC 118.08  1 1,180,000 

槽體 RC 20.03  1 200,000 

槽體 RC 20.03  1 200,000 

槽體 RC 20.03  1 200,000 

槽體 RC 9.07  1 90,000 

44 附屬建物 RC 98.14  1 980,000 

45 附屬建物 RC 93.74  1 940,000 

46 成品倉庫 S、RC 686.29  1 9,610,000 

47 紙蕊工廠 RC 1251.42 1 12,510,000 

53 簡易倉庫 RC 487.04  1 4,870,000 

54 舊 RGP RC 297.36  3 8,920,000 

56 新 RGP RC 403.68  3 12,110,000 

104 
中里倉庫 

S、RC 999.77 1 14,000,000 

105 S、RC 

3 

1 倉庫 RC 98.89 1 650,000 

 為戰後興建之建築，構造與形式

較為簡單，且大多為附屬在主要製紙

建築的旁邊，修復時在確保結構安全

無疑的情況下，可配合再利用重新設

計與規劃。 

9 儲存室 RC 20.82  1 140,000 

10 管理室 RC 14.37  1 90,000 

18 營繕工廠 S、RC 251.30  1 1,660,000 

28 銅板機房 RC 85.07  1 560,000 

34 辦公室 RC 83.46  1 550,000 

35 辦公室 RC 113.23  1 750,000 

已修復 

5 儲運課辦公室 S 267.4 1 -                       

    已修復或正在進行修繕之建築，

不列入計算 

6 削片機 S、RC 564.89 1 -                          

7 簡易倉庫 S、RC 335.23  1 -                         

11 物料倉庫 
S、紅磚、

RC 
2732.81  1 -                         12 物料倉庫 

13 物料倉庫 

14 物料倉庫 木造、RC 856.73  1 -                          

15 漿料倉庫 S、RC 2548.51  1 -                          

16 散漿倉庫 S、RC 236.95  1 -                      

52 電器室 RC 104.26  1 -                          

小計           808,020,000   

其他 

費用 

假設工程 56,560,000  鷹架、棧板等 

間接工程費 80,800,000 保險、管理等費用 

其他費用 88,880,000  間造、空屋、稅捐等 

總計           1,034,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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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二 

【表 5-7-2】中興文創園區建物分區整修之初步修復概算預估表 

保存 

級別 
編號 名稱 

主要構造

類型 

面積 
樓層 

復價 
修復原則 

m
2
 元 

1 

39 蒸解室 RC 428.75  7 75,030,000  日治時期興建的建築，在整個製

紙流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於興建年

代較早，且因材料劣化與後期增改建

因素，建築物損壞的情況較為嚴重。

為了能夠突顯該建築的特色，修復時

建議儘可能保存、修復與突顯建築內

僅存因應製漿、調配藥劑與製紙而產

生的構造、空間、材料、設備與機具

殘跡等，並加入適當的補強措施。另

外針對已損壞之區域，得視情況參照

日治時期的原有圖面與舊照片修復。 

40 RGP RC 

1068.3 1 19,230,000 
41 磨木室 S、RC 

50 鍋爐 S、RC 

1137.00  2 20,470,000 

51 受電室 RC 

55 削片機房 木造、磚造 1151.80  1 28,800,000 

2 

4 輸送室 S、RC 390.85  2 10,940,000 

 為日治時期興建之倉庫或營繕工

廠，以及戰後興建之主要製紙建築。

修復時儘可能保留現存之日治時期構

造、形式與材料，以及能夠突顯製紙

流程之相關設備。其餘則依現況整

修，並配合再利用重新規劃與設計。 

8 漿料倉庫 S、RC 1014.67  1 14,210,000 

17 廁所 RC 10.85  1 110,000 

19 修繕工廠 S、RC 464.66  1 6,510,000 

20 

營繕工廠 S、RC 699.08 1 9,790,000 21 

23 

22 營繕工廠 RC 122.49  2 2,450,000 

24 磨轆機房 RC 516.66  1 5,170,000 

25 廠長室 RC 387.82  1 3,880,000 

26 整理工廠 S、RC 1013.40  1 14,190,000 

27 
銅板機房 S、RC 1275.21 1 17,850,000 

29 

53 簡易倉庫 RC 487.04  1 4,870,000 

54 舊 RGP RC 297.36  3 8,920,000 

56 新 RGP RC 403.68  3 12,110,000 

3 

9 儲存室 RC 20.82  1 140,000 為戰後興建之建築，構造與形式較為簡

單，且大多為附屬在主要製紙建築的旁

邊，修復時在確保結構安全無疑的情況

下，可配合再利用重新設計與規劃。 

10 管理室 RC 14.37  1 90,000 

小計           254,760,000   

其他 

費用 

假設工程 17,830,000  鷹架、棧板等 

間接工程費 25,476,000 保險、管理等費用 

其他費用 28,023,600  間造、空屋、稅捐等 

總計           326,08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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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創導入業種，研析建議  

第一節 宜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競爭力分析 

一、 宜蘭縣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綜合分析 

    以宜蘭縣既有文創政策重點項目為基礎，比對各次產業之產業家數、營業額、

外銷能量、成長潛力，分析如下： 

 「工藝產業」、「數位內容產業」、「創意生活產業」為宜蘭縣文創產業

主力亦已納入政策發展重點。 

 「建築設計產業」為政策發展重點，雖非本縣主力產業，惟其在縣內與縣

市間已具高成長潛力。 

 政策揭示扶植重點的「視覺藝術產業」，雖屬宜蘭縣小眾產業類別，然其

在全國評比與海外銷能量皆具競爭力，扶植方向可朝與海外市場勾稽。 

 就統計資料指出「電影產業」及「廣播電視產業」尚具成長潛力、既有市

場規模優勢，「103 年度宜蘭文創輔導中心暨研究推廣計畫案-比較宜蘭縣

與台灣文創產業發展的競合和策略分析」進一步指出縣內上無相關產業鏈

的存再，建議仍先朝兩產業拍攝協助方向操作，逐步推進政策性扶植任務。 

 本計畫擬將舊廠場之重要文化資源登錄文化資產，未來空間經營屬「文化

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表 6-1-1】宜蘭縣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暨扶植重點綜合分析一覽表 

產業別 政策重點 

評比項目 

綜合分析 
產業家數 營業額 

外銷 

能量 

縣內相對 

成長潛力 

縣市競合 

成長潛力 

工藝產業 ★(工藝設計) ● ● ●  ▲ 發展重點 

數位內容產業 ★(動漫) ● ●  ● ▲ 發展重點 

建築設計產業 ★(環境經營)  
 

 ● ▲ 發展重點 

創意生活產業 ★(附加價值) ▲ 無法比較 發展重點 

視覺藝術產業 ★(繪本) ▲ 
 

▲   
扶植重點(可扣

合海外市場) 

電影產業 ★(影視產業) ▲ 
 

   扶植重點 

廣播電視產業 ★(影視產業)  ●    扶植重點 

文化資產應用及※(文化資產)  ▲    空間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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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宜蘭縣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暨扶植重點綜合分析一覽表 

產業別 政策重點 

評比項目 

綜合分析 
產業家數 營業額 

外銷 

能量 

縣內相對 

成長潛力 

縣市競合 

成長潛力 

展演設施產業 

廣告產業  ● 
 

 ● ▲ 建議持續觀察 

流行音樂與文化

內容產業 
 ▲ 

 
  ▲ 建議持續觀察 

音樂及表演藝術

產業 
  ▲    建議持續觀察 

產品設計產業   
 

  ▲ 建議持續觀察 

視覺傳達設計產

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

業 
  

 
    

備註： 

「●」表示該次產業為縣內文創產業的主力 

「▲」表示該次產業為全國占比相對較高具市占優勢者 

「★」縣府相關政策/計畫指認重點產業 

「※」本計畫屬工業遺構登錄為文化資產(歷史建築) 

二、 宜蘭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缺口 

    宜蘭縣現況雖有公私部門各自發展的創意場域，但如何轉化宜蘭地方養分形

成推動下一波宜蘭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由公部門育成政策觀點，應先補足文

創產業鏈跨領域整合機制缺口外，同時也應重點推動「消費市場養成」、「政府

扶植機制」與「經營者缺乏落腳空間」三大類關鍵議題之發展。 

課題 因應對策 

需求市場 文創產業消費群待培養 

1.培養銷類族群(生活美學價值教育)。 

2.釐清目標消費市場。 

3.以文創品牌擴大市場。 

供給市場 

缺乏人才培育 

缺乏異業媒合機制 

缺乏輔導機制 

策略聯盟整合機制待建

立 

1.創意人才-技藝者-生產端間媒合與輔導，使創意產能

化、產業化、商品化。 

2.產業異質碰撞 

3.建立區域、跨界品牌 

發展條件 
文創產業政策宣達不足 

公有閒置空間開放運用 

1.協助業者瞭解所屬文創產業類型 

2.提供文創工作者、微型企業落腳處，發展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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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地方文化、休閒農業、觀光工廠與環境自明空間」形成創意場域，

為全縣觀光特色、並為文創產業發展基礎 

    「國人國內旅遊狀況調查報告」指出國人旅遊時最喜歡的遊憩活動類型，以

「自然賞景活動」為最、「文化體驗活動」次之；「文化體驗活動」中又以「宗

教活動」、「參觀藝文展覽」及「觀賞文化古蹟」為前三大偏好項目，「農場農

村旅遊體驗」與「參觀有特色的建築物」排名第 6 及第 8，為宜蘭「地方文化＋

休閒農場＋觀光工廠」遊憩市場發展利基。 

【表 6-1-2】宜蘭縣 79 處創意場域空間綜理表 

分類 類型 館舍名稱 處數 

宜蘭

地方

文化 

地方文化館 蜂采館、橘之鄉蜜餞形象館、宜蘭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南安國中漁史館)、白米

木屐館、頭城文化館、思源機堡、台灣戲劇館、珍珠社區產業體驗館、二結穀倉

稻農文化館、小故宮歷史博物館、冬山風箏館、北成庄荷花形象館、尚德竹編藝

術館、金棗文化館、青蔥文化館、珍珠社區博物館、珍珠社區稻草工藝館、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股)有限公司、宜蘭縣史館、呂美麗精雕藝術館、蘭陽玻璃生活館。 

21 

博物館 宜蘭磚窯博物館、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2 

文化園區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深溝水源生態園區、宜蘭市楊士芳紀念林園。 3 

展演場所 羅東鎮展演廳、宜蘭縣文化創意中心。 2 

協會 宜蘭縣觀光工廠發展協會、宜蘭縣百工技藝發展協會、宜蘭縣原住民工藝協會、

宜蘭縣軟陶手工藝推廣協會、光藝術創意企業社、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水天

需陶瓷創意設計工坊、明遠手工琉璃企業社、林午銅鑼、宜蘭縣藝術學會、宜蘭

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10 

休閒

農業 

休閒農場 千里光藥園休閒農場、勝洋水草休閒農場(勝洋水草文化館)、華藝雕刻美工社(頭

城文創園區)、千里光藥園休閒農場、頭城休閒農場。 

5 

休閒農業區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大進休閒農業區、中山休閒農業區、天送埤休閒農業區、冬

山河休閒農業區、玉蘭休閒農業區、枕頭山休閒農業區、珍珠休閒農業區、時潮

休閒農業區、梅花湖休閒農業區、新南休閒農業區、橫山頭休閒農業區、羅東溪

休閒農業區。 

13 

觀光

工廠 

已通過經濟

部評鑑 

亞典蛋糕密碼館、宜蘭餅發明館、金車威士忌酒廠、博士鴨觀光工廠、菌寶貝博

物館、臺灣菸酒(股)公司宜蘭觀光酒廠、蜡藝彩繪館、橘之鄉觀光工廠。 

8 

玉兔鉛筆學校、藏酒休閒農場、豆奶觀光工廠、溪和食品、臺灣足鞋健康知識館、五結鄉夢田

觀光米廠、籌備中:東和食品、中福酒廠、虎牌米粉、美元蜜餞食品、祜益酒廠。 

11 

環境自明空間 幾米廣場、宜蘭縣政中心、羅東文化工廠、礁溪戶政事務所、櫻花陵園。 4 

資料來源：北臺創意設計聯合發展計畫成果報告、觀光工廠自在遊網站、宜蘭縣政府農業處；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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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引進業種業態組合建議 

1.工藝產業：重點發展產業 

產業鏈 

業

種 

 木藝(木雕/版畫/家具文具玩具) 

 紙業(紙藝) 

 其他工藝(布：天然染) 

 

業

態 

 創意形成：創作/教學組織 

 生產：生產組織 

 傳播、展示/接收：批發商、零

售/通路商、展示策辦單位 

 支援服務：藝廊 

2.數位內容產業：重點發展產業 

產業鏈 

業

種 
 動漫業 

 

業

態 

 創意形成：動漫創作與設計業

者、周邊衍生商品設計業者  

3.創意生活產業：重點發展產業 

產業鏈 

業

種 

 餐飲業(宜蘭農業/傳統烹煮法) 

 布業(天然染/設計) 

 地方農產及特產業 

涵蓋範圍：飲食文化體驗(深化餐飲文化要素)、流行時尚體驗(以造

型設計展現家居服飾風格)、生活教育體驗(提供生活學習、美學感

受)、自然生態體驗(與生態/自然健康體驗結合)、特定文物體驗(與

地區人文結合)、工藝文化體驗(與工藝創作結合) 

 

 

業

態 

 創意形成：育成團隊 

 傳播、展示/接收：零售/通路

商、展示策辦機構 

 支援服務：休閒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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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設計產業：重點發展產業 

產業鏈 

業

種 

 建築設計 

 室內設計 

 

業

態 

 創意形成、生產：室內設計、

建築設計、顧問 

 支援服務 :  視覺傳達設計 

5.視覺藝術產業：扶植重點產業 

產業鏈 

業

種 
 創作業 

 

業

態 

 創意形成、生產：育成團隊、

創作單位 

 傳播、展示/接收：零售/通路

商、展示策辦機構 

6.電影產業：扶植重點產業 

產業鏈 

業

種 

 博物館及類似機構業 

(空間經營) 

 

業

態 

 支援服務：顧問服務單位(協拍

單位、電影競賽/活動企劃單位)  

 跨界加值(動漫/繪本) 

 展示／空間營造：綠色影展(環

境議題) 

7.電視廣播：扶植重點產業 

產業鏈 

業

種 

 博物館及類似機構業 

 (空間經營) 

 

業

態 

 支援服務：顧問服務單位(協拍

單位、電視競賽/活動企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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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扶植重點產業 

產業鏈 

業

種 

 博物館及類似機構業 

 (空間經營) 

 

業

態 

 傳播、展示/接收：博物館/其他

類似機構空間經營團隊 

 支援服務：顧問服務組織、展

示策辦機構 

 

 
【圖 6-2-1】文創一引進產業類別之業種業態示意圖 

 

文
創
一

工藝
產業

(工藝設計 :
木/紙/布)

創意生
活產業

數位內
容產業

(動漫)

建築設
計產業

電視廣
播產業

(影視)

電影
產業
(影視)

視覺藝
術產業

(繪本)

文化資產
應運及展
演設施
產業

歷史保存

產業育成

產業館

紙及核心產業探索館

空間體驗及展示設施

空間體驗及展示設施

設計展示及工作坊 特色商品販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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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經營模式、營運管理及財務規劃 

第一節 經營模式 

一、 分區配置  

    空間規劃分別為產業及設施體驗區、大型展覽會場及攝影棚、設計展示及

工作坊、微型文創工作室與文化創意商品市集、服務中心，分別以「園區使用」、

「委外經營」、「依場次收取使用費」等方式經營。 

 

 

二、 分區經營模式  

（一） 設計展示及工作坊： 

建築編號 再利用名稱 空間使用說明 經營模式 

11 
布、紙、木、三具 

前店後廠設計工藝中心 

藝術團隊工作空間、 

藝術家展示場 委外經營 12 

13 

14 會議廳 
廠區內工作人員使用，或作為小型

展示空間、演講廳等 
依場次收取使用費 

15、16、18 多功能展演館 
展示工藝文創並作為藝文匯演場

域 
依場次收取使用費 

25 木工坊、材料實驗室 展示工藝文創並可做為工作空間 委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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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微型文創產業、文化創意商品市集、背包旅館 

建築編號 再利用名稱 空間使用說明 經營模式 

4 設計商店 

結合產業特色，發展文創商品展售 

委外經營 

7 創意市集 依場次收取使用費 

8 文化廣場 依場次收取使用費 

19 創客空間 提供年輕藝術家進駐 委外經營 

20、21、22、23 培訓教室、咖啡廳 產業育成培訓以及主題式咖啡輕食餐廳 委外經營 

24 創客空間 提供年輕藝術家進駐 委外經營 

26、27、28、29 背包旅館 主題式背包旅館以及作為進駐宿舍使用 委外經營 

 

（三） 產業研發體驗區 

建築編號 再利用名稱 空間使用說明 經營模式 

33 多功能攝影棚、實驗劇場 對外開放租借 依場次收取使用費 

36、37、38 

兒童體驗教室、多功能演

講廳 

定期舉辦製紙相關課程，促進親子互動，

並且邀請產業相關人員、退休員工分享過

去工作經驗 

園區使用或 

委外經營 

紙業技術展示中心 
呈現紙業文化歷史，分區介紹製紙技術，

配合紙廠舊照片與紀錄片展示 

園區使用或 

委外經營 

大型展覽會場 
配合紙業技術展示中心，或做為主題性大

型展覽空間 
依場次收取使用費 

多功能攝影棚、實驗劇場 對外開放租借 依場次收取使用費 

39 大型工藝藝術展示 

邀請在地藝術家，配合產業相關主題做大

型藝術創作與系列工藝展示，並提供參觀

者休憩 

園區使用或 

委外經營 

40 
造紙相關特展室 

呈現紙業文化歷史，分區介紹磨木技術或

製紙前置作業 

園區使用或 

委外經營 41 

42 半戶外展示空間 可吊掛大型展覽布幕，提供參觀者休憩 園區使用 

43 紀錄片播放室 配合紙業技術展示中心播放紀錄片 園區使用 

46 
倉庫 配合廠區規劃使用 園區使用 

47 

50 造紙相關特展室 
利用煙囪特性，作為聲音展示空間，並且

播放舊有機具操作聲，體驗過去工廠生活 
園區使用 

51 導覽流程解說室 
播放中興紙廠歷史相關影片與導覽前

導，了解紙廠空間規劃與參觀動線 
園區使用 

52 廁所 提供園區參觀者使用 園區使用 

54 
造紙相關特展室 展現機械製紙相關流程 園區使用 

56 

104~ 106 倉庫 配合廠區規劃使用 園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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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營運管理 

    成立「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服務管理中心及產業育成中心」，由公部門與私部

門聯合管理。 

一、 公部門主責單位  

    園區為文化創意產業之基地，主責單位為文化事務主管機關，即宜蘭

縣政府文化局；中央權責單位為文化部。 

二、 成立園區行政中心 

(一) 公部門：由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編制管理單位，進駐園區執行各項行政及

管理工作。 

(二) 私部門：由進駐廠家組成自律組織，訂定公約，釐清介面權責及合作要

項。 

 

第三節 財務規劃 

一、 支出經費 

(一) 初期建設：共需約 12 億 8,148 萬 3,525 元，包含下列各項： 

1. 建物修復：依本研究第五章，所需經費 10 億 3,426 萬元。 

2. 開辦裝修：開辦費用包括規劃設計、裝修監工及相關行政執照作業費

用，依據經驗值概估為 1,015 萬 8,086 元；依據本案規劃之園區機能，

初步估算本計畫之整建費用為 1 億 6,930 萬 1,439 元。 

3. 公共設施：參考烏石港區段徵收計畫工程費用，以每公頃 100 萬計算

公共設施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費，共需 564 萬 7,000 元；每公頃 1,200 萬

計算工程費，園區公共設施共需工程費(含業務費) 6,776 萬 4,000 元。 

(二) 日常營運 

包含維持園區運作之各項費用（不含委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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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經費（元/年） 

人事費 4,200,000 

水電費 2,108,000 

保全 2,500,000 

植栽、清潔及養護 3,200,000 

合計 12,008,000 

(三) 活化經營經費 

包含園區自辦展覽及活動： 

項目 經費（元/年） 

策展費 3,000,000 

活動費 4,000,000 

媒體宣傳 1,000,000 

合計 8,000,000 

 

二、 經費收入 

(一) 專區租金 ：核心設施區法定建物容積 21,494 平方公尺，評估每坪租

金收入 300 元，每月租金收入 195 萬 580 元，1 年 2,340 萬 6,960 元 

(二) 公部門補助 

1. 建物修復：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業要點」，最高可申請 60%的修復經費，即 6

億 2,055 萬 6,000 元。 

2. 策展與活動：依據「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作業要點」，每年每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最高補助新臺幣五百

萬元。本縣市配合補助計畫經費百分之二十。 

3. 公共設施：宜蘭文創發展基金編列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4億 9,568萬元，

預估公共建設開闢經費 6,776 萬 4,000 元。 

(三) 基金挹注 ：9 億 5,981 萬元 

    預計 105 年成立宜蘭文創發展基金，其中為期 10 年之貸款數額

29 億 7,033 萬元已經 104 年宜蘭縣議會同意，明細摘錄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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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物修復：3 億 6,413 萬元。 

2. 公共設施：4 億 9,568 萬元。 

3. 日常營管：1 年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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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期中審查意見綜理表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期初審查會議記錄 

一、 會議時間： 104 年 1 月 15 日上午 9 時整 

二、 會議地點：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三樓第一會議室 

三、 主持人： 林局長秋芳          記錄：李訓勤 

四、 出席單位： 

委員：陳育貞、張崑振、陳盈良、林國民 

國立臺灣大學： 王惠君、宋曉雯、曾志騰、葉永韶 

規劃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王惠君、宋曉雯、曾志騰 

文化部：未出席 

國土發展委員會：未出席 

行政科：未出席 

宜蘭縣政府工務處：徐瑞遠、林盈華 

宜蘭縣政府建設處：李雅蘋、戴廣平、郭倩如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戴介三 

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簡報：略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綜理表 

陳委員育貞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園區基礎資料，應請詳盡調查及分

析，作為園區未來規劃及再利用基礎。 

依委員意見補充園區歷史沿革、園區配置變化、建

物興建年代與特色等之基礎資料於第二章紙廠歷

史調查與第三章紙廠建築調查。 

2 太平山林舊鐵道、大二結地帶、林業

園區等周邊串連，為未來園區發展重

要課題。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說明於第四章第一節 園區

發展定位，請參閱頁 4-7。 

3 中里及二結車站上有閒置軌道，有何

再利用可能性及擔負角色？ 

日後可配合未來園區規劃將現況留存之軌道與中

里、二結閒置軌道結合規劃月台廣場，請參閱第五

章第六節保存建物之修復或再利用計畫，頁 5-117

至頁 5-118。 

4 園區內舊建物大跨距、大孔洞，如何

修復？建議擬訂修復原則；另請針對

舊建物之修復原則，依委員意見補充於第五章第六

節保存建物之修復或再利用計畫，請參閱頁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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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大樹進行清點後保留確認。 至 5-108。目前園區內之大樹包括位於營繕工廠東

側之黑松；廠長室北側之桂花、黑板樹；物料倉庫

前之椰子樹，這些樹木都會與建築一起保存。 

張委員崑振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歷史研究成果內容採歷時性鋪陳，然

各項內容龐雜，缺乏條理性架構不易

理解，請依產業遺產特色，分成會社

沿革、組織、人事、生產程序、原料、

工務及市場等再作整理，以及產業完

整性加以論述。 

依委員意見調整第二章內文架構，依序說明紙廠之

創設與經營變遷、戰後紙廠發展與建設沿革、紙廠

建物名稱變化與紙廠之工場發展沿革。 

2 紙廠除建築設施外，另有大量產業訊

息，如製紙知識、原料產地與供應、

燃料及動力、設備、運輸及現代工廠

管理等相關設施，建議一併納入。 

依委員意見補充製紙產業之相關資訊於第二章紙

廠歷史調查與第三章紙廠建築調查。 

3 調查研究對製紙程序與內容陳述，應

有更深化的討論，對應紙廠各廠舍及

設備連結應為重點。 

依委員意見補充說明本紙廠之製紙流程與設備，請

參閱第二章第四節紙廠之工場發展沿革，頁 2-32

至頁 2-88，以及第三章第一節建築特色分析，頁 3-1

至頁 3-48。 

4 紙廠員工的訪談請重點納入調查。 依委員意見加入紙廠員工之訪談；台灣中興紙業股

份有限公司清算工作小組楊先生，並依訪談內容補

充說明中興紙廠戰後之配置變遷、製紙流程與建築

特色，請參閱第二章第四節紙廠之工場發展沿革，

頁 2-70 至頁 2-88，以及第三章第一節建築特色分

析，頁 3-1 至頁 3-48。 

5 本案包含日治時期二個紙廠，光復後

二結、四結及歷次廠商增建變遷，請

分期說明整理。 

依委員意見補充說明羅東工場之歷次增改建，請參

閱第二章第四節紙廠之工場發展沿革，頁 2-32 至頁

2-88。 

陳委員盈良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所提細部設計圖，在報告書中有建議

另請結構技師鑑定，若與結構鑑定結

果不同，是否須再做設計修正？ 

有關建築物之結構安全鑑定，如細部設計書圖與結

構技師鑑定結果不同，以結構技師為基準，必要時

得作設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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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號 8 地坪不平，使用上不易，地坪

有無歷史意涵？以利機關決定是否整

平處理。 

依文獻史料調查可以確定，漿料倉庫(編號 8)為民

國 68(1979)年至 71(1982)年興建的建築，用來存放

進口乾紙漿，地坪並無歷史意涵，可予以整平處

理。但因原址在日治時期為水道，地坪不平可能是

因不均勻沉陷的影響，因此建議整平前先進行地基

的檢測，避免日後持續惡化。請參閱第五章第六節

保存建物之修復與再利用計畫，頁 5-104。 

 

3 園區規劃停車區位，請配合最新草擬

都市計畫圖規劃設置。 

依委員意見已配合最新草擬都市計畫圖規劃設置

停車區位，詳見第五章第六節保存建物之修復與再

利用計畫，頁 5-109。 

4 鄰近省道臺 9 線建築物，未見於本報

告，請一併提出保留或拆除建議。 

鄰近省道臺 9 線之建築物均為戰後興建之建築，依

變更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中興文化創意

園區)主要計畫圖，將規劃成為廣場兼停車場，未

來可視需求予以拆除。 

5 屋頂有無考慮隔熱效果？ 屋頂有作隔熱設計，詳請參閱細部設計書圖。 

6 園區定位著墨不多，由於定位涉及未

來發展方向，請加強論述，局裡目前

是以工藝產業(木、布、染織、紙)為

主推動，請一併考量。 

依委員意見補充說明園區發展定位，詳見第四章第

一節園區發展定位，頁 4-1 至頁 4-7，以及第五章

第六節保存建物之修復與再利用計畫，頁 5-109 至

5-115。 

林委員國民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中興文創園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已獲

縣都委員審議通過，現正送中央都委

會審議中。細部計畫(草案也已完

成)，報告中可以納入目前草案內容，

並檢討細部計畫是否有需要配合園區

發展進行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中興文創園區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納入目前規劃內容，請參閱第四章第二節整體空

間使用構想與設施配置，頁 4-8 至頁 4-19。 

2 報告內容已相當完善，尤其是發展歷

史及測繪部份，但需加強紙業生產程

序、設備等，及中興紙廠員工數、產

能及對都市影響。 

依委員意見補充說明中興紙廠製紙流程與設備說

明，請參閱第二章第二節戰後紙廠發展與建設沿

革，頁 2-20 至 2-27、第四節紙廠之工場發展沿革，

頁 2-32 至 2-88，以及第三章第一節建築特色分析，

頁 3-1 至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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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園區招商案已完成委託，後續核心區

內產業引入、業種業態組合等，可配

合本案進度進行，後續會議將與文化

局共同討論。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歷次工作會議中與相關團隊進

行討論。 

4 本案就要修復編號 11 至 16 建物，因

有部分位於二結連絡道範圍，修復工

程應與本府工務處協商，避免修復完

成後須打除重作之情形。 

期初簡報會議中，初步討論結果是以風雨走廊的方

式解決現存建築與二節連絡道之重疊部分，避免建

築物修復後遭拆除。 

5 軌道景觀保留，可否就核心區以外提

出建議，以利細部規劃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核心區內日後可配合未來園區規

劃，將現況留存之軌道與中里、二結閒置軌道結合

呈現於月台廣場，請參閱第五章第六節保存建物之

修復或再利用計畫，頁 5-117 至頁 5-118。核心區外

可於北側之人行步道中呈現軌道意象。 

6 整體發展計畫可以再與都市未來發展

構想再結合，下次本處會議再請規劃

單位一併參與了解。 

依委員意見依據變更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畫(配

合中興文化創意園區)主要計畫圖，構思整體發展

計畫，補充說明於第四章第二節整體空間使用構想

與設施配置，請參閱頁 4-8 至頁 4-19。 

宜蘭縣政府工務處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本工程修復涉及文化資產保存，圖說

看不出修復方法與差異性，包括空間

及建物，應有修復及保存原則。 

依工務處意見補充說明建物修復及保存原則，請參

閱第五章第六節保存建物之修復或再利用計畫，頁

5-84 至頁 5-108。 

2 工程預算編製及內容與工程會要求有

落差，會後提供參考(已提供)。 

感謝工務處提供之相關資料，並依工程會之要求，

已修正工程預算表。 

宜蘭縣政府建設處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園區建物保存標的、文化資產身份應

先請確認，以利產業分析及招商規劃。 

依園區現存建物之興建年代與特色編列三種保存

級別，請參閱第五章第二節保存範圍建議與保存對

象說明，頁 5-48 至頁 5-53。 

2 園區再利用請明確定位，為後續文創

產業論壇座談會準備。 

依建設處意見已補充說明園區發展定位，請參閱第

四章第一節園區發展定位頁 4-1 至頁 4-7，以及第

五章第六節保存建物之修復或再利用計畫，頁

5-109 至頁 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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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本案基地北側未來以觀光工廠型態經

營，雖非本案規劃實施範圍，為其經

營內容如何與本區紙文化探索館及創

意生活產業交流中心的功能加以互補

區隔，以形成紙文化園區之整體發

展，至關重要，應請妥謀規劃。 

已配合整體園區規劃構想，將專區內空間規畫構想

進行調整，請參閱第五章第六節保存建物之修復或

再利用計畫，頁 5-109 至頁 5-118。 

2 依本案規劃結果相關建物保存方式概

分為古蹟、歷史建築、一般建築及文

化景觀四類，為維護區內完整之文化

歷史氛圍與建築風貌，建議有關建築

修復及增設原則一節，應就區內建築

及設施形貌、高度、色彩、交通、景

觀等事項，訂定相關設計準則，以利

後續園區新增設施及景觀改造工作推

動。 

 

園區內現存建物保存方式，修正為級別一、級別

二、級別三，其相關修復及增設原則請參閱第五章

第二節保存範圍建議與保存對象說明，頁 5-48 至頁

5-53，而實際修復方式，請參閱第五章第六節保存

建物之修復或再利用計畫，頁 5-84 至頁 5-108。 

3 期初報告所提出之建物細部設計及工

程預算書，是否係依照表 5-2-1 所列各

建物之保存方式，就其建物毀損情

況、結構耐震情形及修復工法等做充

份評估後得出之規劃設計結果？請規

劃單位釐清確認，以利相關規劃設計

務實可行。 

園區保存建物之初步修復概算預估，是依據本研究

團隊擬訂之三種保存級別，針對其建築特色、重要

性、損壞情況與未來修復方式進行編列。有關建物

保存級別之定義與修復原則，請參閱第五章第二節 

保存範圍建議與保存對象說明，頁 5-48 至頁 5-53，

第三節保存建物修復及增設原則，頁 5-54 至 5-55。  

文化部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本次未涉及各類法定文化資產，尊重

團隊提供之文資身分建議。 

感謝文化部提供之意見，目前已依據本研究團隊提

供之調查資料進行文化資產價值現勘與認定程序。 

2 若日後該基地取得正式文資身分，將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予以協

助。 

 

感謝文化部提供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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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1 建請依據「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中

程計畫」(核定本)指出：相關規劃須

從「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環

境可行性」等三個面向進行審慎評

估，其中財務計畫部分應透過「結合

土地開發模式」、「建立使用者及受益

者付費機制」、「以異業結盟方式推動

公私合作、共創投資收益」等方式將

國家建設外部效益內部化。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環境可行性」等

相關評估，將納入成果報告書第七章第一節文創產

業導入業種研究分析以及第二節建議專區未來經

營模式與營運管理規劃中。 

2 建議依據推動策略提出協調分工事

宜，包括中央與地方之分工(如文化

部)、地方與地方之分工、地方政府局

處內之分工，並召開跨域協調整合會

議，以利後續推動方向之落實。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將依文化資產價值之認定結

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進

行地方與中央之分工。同時目前關於跨局處之協

調，已定期招開工作會議討論，以利推動方向之落

實。 

3 建請提出可量化的整體目標_績效指

標(KPI)，以做為計畫執行之標竿。 

本案之整體目標為： 

1. 核心區內 51 棟舊建物調查與研究、保存規劃

與測繪。 

2. 上述 51 棟建築價值與構造特色釐清。 

3. 上述 51 棟建築之損壞狀況與原因調查。 

4. 上述 51 棟建築之保存修復原則與計畫。 

5. 上述 51棟建築之保存再利用計畫與增設原則。 

6. 整體空間使用計畫與設施配置之研擬。 

7. 專區及周邊動線之規劃。 

8. 專區內其他各項公共服務設施之規劃。 

9. 園區發展定位之確定。 

10. 提出圖面編號 4、11、12、13、14、15、16、

25、56 等九棟建築物之細部設計書圖。 

11. 文創產業導入業種研究分析及建議之整理。 

12. 專區未來經營模式與營運管理規劃( 含財務

計畫) 之整理。 

4 建議辦理專家學者或地方交流座談

會，以凝聚地方共識。 

工作會議中已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座談，在調查過程

中也與地方相關人士進行訪談與意見交換，藉此凝

聚地方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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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末書面審查意見綜理表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核心設施暨文創產業專區細部規劃」書面審查意見 

郭委員素秋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一些圖未交代出處，如圖 2-4-30~圖 2-4-32、圖

2-4-34~圖 2-4-42、圖 2-4-51、圖 3-1-10、圖 3-1-14

等，請交代底圖來源，和本計畫再製的部分。 

依委員意見補充於第二章、第三章與

第五章。 

陳委員育貞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案例研究，請以小結，整合各案例之重要借鏡，

以利後續實用性。 

案例主要在提供各種活用的可能性，

小結結合本案之特性，整合於保存與

再利用之原則與建議中。 

2 目前成果側重文資調研和保存方案，再利用規劃

則極綱要，並缺經營管理計畫，待由業務單位確

認補充需求與否。若縣府未來會再進行細部規

劃，則本次需將未盡之事，補充納入後續推動之

建議事項。 

經營管理計畫已補充於第七章。 

3 保存活用評估，已指出社區及地區生活關聯與內

涵。唯再利用規劃僅列原則、大方向，期能實際

納入空間、經營規劃。 

實際空間規劃目前已另案委託陸續進

行中，經營規劃則納入第七章。 

4 保存方案偏重建築、構造物，期能補充地景面向。 地景部分之保存在廣場、步道中說明。 

5 提出的三級保存身份及修復、增設原則，請比對

指定、登錄的現況及建議。 

一級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二級盡可

能保存建築結構體加以活用，三級則

可拆除。說明於第五章第二節保存範

圍建議與保存對象說明（含文資身分

建議），第五章第三節 保存建物修復

及增設原則，頁 5-48 至 5-55。 

6 目前的三級原則(P5-54~55)，有再討論空間。例如，

附屬設施，是否較無保存價值，而屬於第三級？

一二級的前兩行文字，並未能釐清兩種身份的界

定原則。等等。請再斟酌。 

列為第三級之附屬設施為後期增加，

並且與生產較無直接關聯，同時建築

物本身較為簡易，故可視規劃需要予

以拆除，使原有產業建築價值更為明

確，有利活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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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超越前述三級方案，另再指認出最值得保存

的一或二組生產(鏈)空間系列，宜包含地景區塊。

供日後相關推動之參考。 

由於本紙廠為大型工廠，因此生產建

築本體即為生產空間系列，無法在其

中分出最值得保存的部分。 

陳委員財發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通過，無需修正內容。 - 

陳委員有貝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報告內容充分，文字細節與編排等問題可由作者

在自行校閱。 

依委員意見再次確認報告書內文與編

排方式。 

2 若有必要，可針對「再利用部分」進行補充。 補充於第六章與第七章。 

李委員光中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本計畫第四章針對園區發展定位，以「歷史保

存」、「產業育成」及「有機樂活」為三大核心主

體。建議於第四章開頭加一段引言，論述三者之

概念架構的相關性。此外，有關「歷史保存」之

執行構想 1-3「觀光平台與鐵道旅行」，其性質是

否較適合移列「有機樂活」乙節內容，敬請考量。 

1. 第四章第一節關於「歷史保存」、

「產業育成」及「有機樂活」為

三大核心主體，已補充引言於第

四章第一節 園區發展定位，頁

4-1。 

2. 依委員意見將第四章第一節內文

中的執行構想 1-3：觀光平台與鐵

道旅行」，移列至「有機樂活」中，

改為執行構想 3-3：觀光平台與鐵

道旅行，詳見頁 4-5。 

2 本計畫第五章針對「保存價值分析」，分為「歷史

價值」、「建築、地景價值」以及「地方、社區與

廠區生活」三類。建議參考澳洲《布拉憲章(The Bura 

Charter,1979,1999)》以及 2003 囡國際工業遺產保存

委員會(TICCIH)之《下塔吉爾工業遺產憲章》，考

慮將本產業遺產改以「美學」、「歷史」、「科學」、

「社會」等四類價值分述之。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本建築之特性，

將「美學」與「科學」合併為「建築、

地景價值」較易闡述，另外將「社會」

以「地方、社區與廠區生活」方式說

明比較貼近實際狀況，因此以這三類

進行論述。 

蘇委員美如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本報告資料豐富。 感謝委員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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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 案 建 築 物 數 量 繁 多 ， 建 物 編 號 由

01~105(P.2-28~2-31 之表 2-3-1)建物編號為指認建

物之重要依據建議應增加(張或數張清楚標是建物

編號之配置圖。(現 p.1-32圖 1-2-1太小，無法指認)。 

依委員意見補充全區配置圖，詳見附

錄三。 

3 報告書漏列計畫執行時間。 依委員意見補充說明於第一章第一節 

緣起與目的，頁 1-1。 

4 p.2-25 之底圖年代應為民國 102 年。 依委員意見修正，詳見第二章第二節    

戰後紙廠發展與建設沿革，頁 2-25。 

5 歷史圖資應增列來源，例如 p.2-44~2-49 之掃描圖

資。 

依委員意見補充於第二章、第三章與

第五章。 

戴委員寶村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期末報告均對照審查會意見作充分修正調整或說

明，內容詳實完整，深具參考價值。 

感謝委員的肯定。 

2 頁 2-14 有關工安事件的殉職紀念碑已提報古蹟，

另 1953 年的中興紙廠政治案件是宜蘭地區白色恐

怖重大受難事件，建議適當之處提揭如何呈現其

歷史紀念意義，除了使中興紙廠作為產業史的歷

史見證，也彰顯重視勞安與人權的普世價值。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團隊將另行提

供建議給文化局，並討論揭櫫本事件

之可能性。  

米委員復國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通過，無需修正內容。 - 

康委員旻杰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歷史研調內容詳實，值得肯定，然因缺乏前階段

相關研究之對照(高志彬、蘇美如等)，未能確認其

間之延續性或新發現。 

由於前階段包括高志彬與蘇美如之報

告書並非以歷史調研為主要目的，因

此過去尚未進行整體歷史調研，延續

或引用之處主要為戰後之公司沿革，

已在本文或註釋中記明，目前調研結

果中戰前的部分與因應不同原料而產

業建築隨之改變的部分皆為本研究之

新發現。 

2 就文化資產的角度，本研究亦未釐清文化景觀範 目前文化景觀並未登錄，因此提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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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是否要逕行指定歷史建築群或個別古蹟，因

文化景觀已登錄，此研究宜先於上位計畫說明並

進一步闡述此延伸計畫與文化景觀管理維護計畫

之關連，其他上位計畫的分析也過於簡化，如 2008

年及 2013 年都市計畫變更的緣由都不清楚後續的

再利用計畫，就很不容易銜接，且欠缺與細部計

畫內容的對照。 

三級，以登錄歷史建築之方式進行保

存與活化。 

關於 2008年與 2013年之都市計畫變更

緣由，已盡可能以相關局處提供之資

料說明，目前細部計畫等仍為進行

中，未來可由相關局處在目前已委託

之計畫案中闡明都市計畫之進行過

程。 

3 目前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內容(周邊地區都計)，及

交通運輸/停車等分析，宜使用更明顯的資訊及圖

說，目前的黑白畫面及縮圖影像幾乎無法閱讀。 

依委員意見修正，並將部份頁面以彩

色列印方式輸出，以方便閱讀。 

4 日治時期延續的產業地景，除生產線外，相關的

基礎設施及勞力在生產(住宅、醫療、休閒、社福、

教育等 )環節亦應強調，當時大型工業常具有

industrial town(工業鎮)的完整配套，且從小源材料

運輸，乃至生產末梢的排汙處理系統都有完善考

量，目前研究報告都包含了此部分生產/在生產模

式的考量，但未系統性安排，有些細節很容易被

忽略，如宿舍、深井、排放地等，都零星被提到，

位階層級看似不高，但是否還有商榷之處？ 

由於本紙廠並非大型工業造鎮之案

例，實際進行大型建設時間也比較

晚，同時雇用人員以在地居民為主，

因此除調查研究中記載之宿舍與設施

外，並未有其他設施。由於本次計畫

以調查現有建築群為主，排汙處理目

前因為沒有相關資料可以確認，因此

可在後續工程中繼續進行確認。 

5 興中紙業員工自我組織轉型民營化的過程，其實

是動態保存的重要訊息(如建國啤酒廠工會組織的

角色)，似可多些著墨及訪談，並於後續再利用計

畫中具體提出結合/合作營運的模式。 

由於員工轉型經營之興中紙業與本案

再利用之合作模式已經由縣政府進行

商討中，因此本計畫中不特別針對這

部分進行說明。 

6 廠區建築的編號系統應附上圖的對照，有利閱讀

及判斷。 

依委員意見補充全區配置圖，詳見附

錄三。 

7 保存修復原則似太強調建物年代，但就工業地景

而言，因應技術及生產線的改變而增添之元素不

應只是因為較接近當代，就被視為干擾原建築特

色之可拆除、結構，此部份的價值判讀未必能反

映工業地景保存的命運，宜審慎。 

目前建議可拆除之建築或結構，皆為

後期因應一時需求搭建之簡易增建

物，與技術和生產線較無關聯，因此

不納入工業地景之保存中。 

8 地景元素如水池、植栽(大樹)、軌道等甚少被仔細

測繪，建議修正補強。 

由於水池與植栽為自然物，因此以照

片記錄。軌道目前僅剩局部區域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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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記載於報告書內文，詳見頁 5-117，

以及繪製於全區配置圖中，以納入未

來之規畫設計。 

9 再利用的建議還是太快掉入國內大型廠區文創產

之窠臼，但就地方政府財源，的確有諸多不得不

然的限制，合約要求的財務計畫應回應未來經營

及營運管哩，但目前僅看到修復預算編列，是否

符合合約要求，請釐清。 

關於管理經營與財務計畫，已補充於

第六章與第七章。 

林委員秋芳 

項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 通過，無需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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