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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可見的世界：利用
ＧＩＳ的概念，將組成地理
資料的幾何單元，一一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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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下的世界：利
用考古學和地質學
的想像，將歷史文
化的層次一層一層
考掘出來。



從歷史保存到暗黑、負面歷史保存



• 清代「臺灣八景」的出現，最早可⾒於《臺灣府志》（1694），
是⽂⼈雅⼠藉山海之景抒發的吟詠感嘆，其中可讀出⾃然空間與
⼈⽂活動共織的景象。

• ⽇治時期，⽇⼈在臺灣基於殖民的⽬的，展開各種⼈⽂與⾃然
調查。並⾸度以「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法」，保留特定的
⽂化資產。

• 1923年，臺灣博物學會向總督府提出「臺灣史蹟名勝天然記念
物保存建議書」，隨後官⽅指定29筆史蹟，除了有⽇本當代統
治臺灣相關史蹟，亦涵蓋史前⽂化、南島原住民、荷西殖民、
漢⼈等不同時期⽂明，例如北⾨、熱蘭遮城、保安宮、圓山⾙
塚等。涵括臺灣各種⽂化背景，也顯現⽇治初期至⽇治中晚期，
保存⾏動從殖民地調查，轉為兼容多⽅思維的博物視野。



• 1945-1983年，為與中國⼤陸的⽂化⼤⾰命浪潮抗衡，
臺灣推⾏起中華⽂化復興運動，在此意識形態下，
出現許多中國古典式樣、復古裝飾的建築。以觀光
為名進⾏傳統⽂化保存，例如古鹿港⼠街風貌保存
區。1983年，⽂化資產保存法誕⽣，第⼀批15處臺
閩地區⼀級古蹟出爐，含⼆沙灣砲台、承恩⾨、淡
⽔紅⽑城、⾦光福公館、彰化孔⼦廟、鹿港龍山寺、
王得祿墓、臺南孔⼦廟、 祀典武廟、五妃廟、臺
灣城殘蹟、⾚崁樓、⼆鯤鯓砲臺、澎湖天后宮、西
嶼西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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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化資產）保存，保存什麼︖
早期的⽂化資產保存：偏向單棟建築、國家敘事、勝利者的故事，並
從各式各樣的建造物（building）中，區分出具有美學與時代風格的建
築（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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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位：原址的意義、考古與歷史研究。
2. 研究：如何回到過去與現在共存︖歷史的真相
3. 修復再現：如何將消失的復原︖修舊如舊還是修舊如新︖

技術與⼯藝的傳承
4. 再利⽤：符合歷史脈絡，歷史的延續還是斷裂︖

文化資產保存是一門「再現與詮釋」「過去」的空間專業

保存的⽅法與保存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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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化遺產 Dark Heritage// Difficult Heritage

• 可能觸及死亡與傷痛的記憶、挑戰國家的權威、底
層階級的歷史、戰爭的殘酷、疾病污名、殖民記憶
等等。例如戰俘營、集中營、原爆紀念碑、監獄、
刑場、麻瘋病院、違建聚落等等。集中探討記憶、
認同、犧牲等⾯向，如何再現這艱難的歷史。

• 空間形式多元豐富，打破傳統美學觀點與藝術價值
標準。



2003	殷海光故居

2003	台北市日式宿舍普查

2004	樂生保存運動

1997	紫藤廬、寶藏巖、文萌樓





白色恐怖時期不義遺址



2014.6~2015.3

• 記憶與遺忘的追索：⽩⾊恐怖的地
景空間在城鄉發展的時空變遷中逐
漸被湮沒，被⼈們遺忘。

• 挖掘、指認、重建公共歷史記憶
• 空間標識、紀念及歷史保存策略
• 建構台灣的國家⼈權⽂化地景網絡

史蹟點:延⽤⽂化資產的概念，⽂化
資產價值的擴⼤



史蹟點>>不義遺址

⽩⾊恐怖時期「不義遺址」指的是，
戒嚴時期，國家暴⼒傷害⼈權的種
種不義作為所發⽣的歷史現場。這
些歷史現場包括國家指揮命令制定
相關政策的地⽅，軍警特務機關/機
構的所在地，政治犯們被逮捕的地
點，以及後續處置政治犯的偵訊、
審判、執⾏等等的地點，從這些空
間的⽣產與配置，分析國家機器如
何運⽤空間技術處置政治犯。



不義遺址作業要點

• 本條例所稱不義遺址，係指中華民國三⼗四年八⽉⼗五⽇（1945.8.15）
起至八⼗⼀年⼗⼀⽉六⽇（1992.1.6）⽌之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侵害
⼈權之下列場所：
(⼀)鎮壓、強迫失蹤、法外處決、強制勞動、強制思想改造及其他侵害
⼈權事件之場所。
(⼆)透過⾏政、司法、軍隊、警察、情治及其他體制系統，實施違反⾃
由民主憲政秩序或侵害⼈權⾏為之逮捕、拘禁、酷刑、強暴、偵訊、審
理、裁定、判決、執⾏徒刑、拘役、感化感訓、槍決、埋葬及其他相關
場所。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 第 2 條（略）
• ⼀、開放政治檔案。
• ⼆、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
• 三、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
• 四、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
• 五、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 第 5 條
• 為確⽴⾃由民主憲政秩序、否定威權統治之合法性及記取侵害⼈權事件之歷史教訓，

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
他⽅式處置之。

• 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規模侵害⼈權事件之發⽣地，應予保存或重建，並規劃為
歷史遺址。



白色恐怖幾個特徵

1.	高度體制化的「合法」手段，卻缺乏正當性。

•白色恐怖時期平民百姓為何要接受軍事審判？

•台灣及澎湖自1949年5月20日起實施戒嚴，根據戒嚴法戒嚴時期
軍事機關接管原屬普通法院管轄的司法事務，使得非現役軍人的
一般人民也有可能受軍事審判。

•戒嚴時期主要以「戒嚴法」、「懲治叛亂條例」、「刑法內亂罪」
與「檢肅匪諜條例」導致許多人以叛亂之名，而被逮捕、審訊、
處以刑罰、沒收財產。



白色恐怖幾個特徵

2.	違反國際人權標準

•合法逮捕需提示拘票，告知權利。

•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及
其他不正之方法。

•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羈押
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由法院裁定延長之⋯。（第1項）延長
羈押期間，每次不得逾二月，偵查中以一次為限⋯。（第2項）」

•恣意審判：何謂著手實行？

•未審先判：蔣中正在內部會議上要求「題目（指判決主文）要平淡，
須注意及一般人之心理」、「雷之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自由
中國』半月刊一定要能撤銷其登記」、「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



白色恐怖時期三個主要的情治機關

•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已解散）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保密局
/情報局/軍事情報局（負責海外情報⼯作）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
統）/司法⾏政部調查局/法務部調查局（負責國
內經濟犯罪、毒品、國家安全等）









偵訊

審判

執行

送到台北的第一站通常是保密局南所、北所、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東本願寺

保安司令部／警總軍法處看守所，各軍種之軍法處看守所

死囚→馬場町、安坑等地槍決；
活囚→勞動改造的集中營（新生訓導處）、隔離型監獄（如新店軍監、綠洲山莊）、思想
改造的洗腦所（如生教所）、一般監獄（如泰源監獄）。或審判監獄的軍法看守所（青島
東路、景美）以「代監執行」方式成為執行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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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犯處置流程







偵訊 東本願寺保安司令部保安處



美軍於1945年6月17日拍攝的航空照片，
中央為東本願寺台北別院

Google	Earth	衛星圖，東本願寺早已拆除
改建為商業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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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偵訊 東本願寺 保安司令部保安處



圖九：武昌、西寧路口圖八：武昌、昆明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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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偵訊 東本願寺 保安司令部保安處



圖九：武昌、西寧路口圖八：武昌、昆明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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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偵訊 東本願寺 保安司令部保安處







偵訊

歷史調查

全名 國防部保密局北所

另名 高砂鐵工廠、北洋大學、辜家的鐵工廠

隸屬 國防部保密局

範圍 延平北路以東、伊寧街以南、稻江商職以西、延平北路三段17巷以北

空間
沿革

1917年9月 高砂鑄造株式會社

1937年 辜顏碧霞接管高砂鑄造株式會社

1941年 改名為株式會社高砂鐵工所

1950年 因辜顏碧霞支助呂赫若，高砂鐵工所遭「沒收」，成為北所

1956年 第一筆土地（654地號）交易至私人手上

1963-1978年 大量土地移轉

北所（高砂鐵工廠）



偵訊

位置

陳英泰
對照現址為延平南路三段十七巷以北，延平
南路三段二十三巷以南，西至第一信用合作
社，東以育達商職為界

中研院
對照現址為延平南路三段十七巷以北，延平
南路三段二十三巷以南，西至第一信用合作
社，東以育達商職為界

河原林
直人

「高砂鐵工所」位於「台北市太平町7-12」，
該地號經重測後重編為「橋北段二小段563地
號」，即「大同區伊寧街46號」

藉由申請「563地號」附近的土地騰本，可得高砂鐵工
廠的範圍是延平北路三段以東、伊寧街以南、稻家商職
以西、延平北路三段17巷以北，與少許畸零地。

陳英泰先生所描述的高砂鐵工廠位置

中研院，《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

北所（高砂鐵工廠）



• 牢房概述

• 每間牢房橫約四公尺，深約八公尺，牆壁隔以
木板；前有木柵欄，通風良好。每房關二十三、
四人，與南所相比，較不擁擠。

• 受難者證言

• 1950年代：陳英泰、郭振純、張常美、張金爵
等

• 其他考證

• 高砂鐵工廠所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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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 北所（高砂鐵工廠）





歷史調查

全名 內政部調查局

隸屬 內政部

位置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一段77號

功能 辦公、審訊

起訖 1949-1962為調查局使用時期，其中1949-1958為局本部

機構
沿革

1928-1938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南京）

1938-1947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漢口）

1947-1949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南京）

1949-1956 內政部調查局（廣州、臺北）

1956-1980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臺北）

1980-今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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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 調查局本部



歷史調查

調查局本部
位置變遷

1949-1958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一段77號

1958-1974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6號

1974-今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

空間變遷

？-1918 仁濟院 1949-1958 調查局本部

1918-1942 高橋豬之助私宅 1958-1962 調查局

1942-1946 高橋尚秀私宅 1962-1972 林春生等人多次轉手

1946-？ 軍統陳達元住宅 1972-1986 世紀大飯店

？-1949 中統林頂立住宅 1986-今 豪景大酒店

歷史見證 林惠玲、謝聰敏、李世傑、路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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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 調查局本部



圖二 1957年航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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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 調查局本部



高橋豬之助的住宅西北側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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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 調查局本部



高橋豬之助的住宅南側外觀
41

偵訊 調查局本部



高橋豬之助的住宅3樓屋頂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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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 調查局本部



高橋豬之助的住宅南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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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 調查局本部



高橋豬之助的住宅1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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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 調查局本部



高橋豬之助的住宅2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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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 調查局本部



現況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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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 調查局本部



高橋豬之助的住宅在國民黨來台後被政府接收作為調查局本部使用，1962年出售
給林春土，產權經歷數次轉手，於1970年拆除，改建為12層樓高的世紀大飯店，該飯
店建築由蔡柏鋒建築師事務所設計，於1972年10月20日開業，共有250間客房，是台灣
第一家參加世界旅館聯營組織的國際觀光飯店。世紀大飯店於1987年易主，被東和鋼
鐵的老闆買下，改名為豪景大酒店。 47

偵訊 調查局本部





審判 青島東路三號警備總部軍法處



審判 青島東路三號警備總部軍法處



審判 青島東路三號警備總部軍法處



審判
青島東路三號警備總部軍法處



審判 景美軍法營區（國家人權博物館）



審判 景美軍法營區（國家人權博物館）















圖九：武昌、西寧路口圖八：武昌、昆明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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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中繼 華山貨運站

1949



圖九：武昌、西寧路口圖八：武昌、昆明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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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中繼 華山貨運站

1958 華山貨運站



圖九：武昌、西寧路口圖八：武昌、昆明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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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中繼 華山貨運站

1979 鐵路地下化



圖九：武昌、西寧路口圖八：武昌、昆明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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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中繼 華山貨運站

2009 華山大草原



偵訊執行 天牢



執行 天牢



執行 天牢



執行 天牢



執行 天牢



執行 馬場町刑場



執行 綠島新生訓導處



執行 綠島新生訓導處

Photo	credit:	國家人權博物館



1993年5月28日，曾梅蘭尋找兄長下落，意外發現六張犁政治受難者墓園。這
個「發現」成為後續白色恐怖事件平反的契機。

執行 六張犁墓區



1994年，《超級大國民》上映。

執行 六張犁墓區



執行 六張犁墓區



執行 六張犁墓區六張犁墓區



白色恐怖人權場址保存的意義





•接近歷史真相

•時間是轉型正義最大的敵人，受害者凋零，加害者也是，真相益
難以追查。空間可以啟動記憶，並成為保存、詮釋記憶的容器。

•保全歷史證據

•空間也是證據之一，六張犁墓園的發現引領平反之路的開展。對
受難者來說，保存歷史現場也是一種記憶的補償。

•重新鏈結社會

•保存不是鄉愁緬懷，而是對破碎化的社會進行修補，重建社會網
絡，實現社會正義。



傳統

不是對灰燼的膜拜，而是火炬的傳承。

不義遺址保存，

不只是過去歷史的延續，而是新社會關係的創造。



4.	一些代表性的點介紹

報告結束謝謝指教

張維修
Weihsiu.cha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