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國防教育補充教材- 
認識臺中系列1： 

【臺中市軍事歷史建築簡介】 



指導單位：國防部、教育部及行政院文建會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 

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全民國防教育補充教材- 
認識臺中系列1： 

【臺中市軍事歷史建築簡介】 



依據：  
  一、國防部99年12月27日國政文教字第0990018007號函 
   民國100年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計畫-肆、工作規 
   劃-五、國防文物及軍事遺址宣導教育辦理。 
  二、臺中市政府100年3月18日府授教軍字第1000046438 
   號函臺中市民國100年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實施計 
   畫-肆、工作權責劃分-五、國防文物及軍事遺址宣 
   導教育辦理。 

全民國防教育補充教材- 
認識臺中系列1： 

【臺中市軍事歷史建築簡介】 



歷史建築定義：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條第一款  
  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 
 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 

全民國防教育補充教材- 
認識臺中系列1： 

【臺中市軍事歷史建築簡介】 



歷史建築種類：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定古蹟及歷史建築，為年代長久且 
 其重要部分仍完整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包括祠堂、 
 寺廟、宅第、城郭、關圔、衙署、車站、書院、碑碣、 
 教堂、牌坊、墓葬、堤閘、燈塔、橋樑及產業設施等。 

全民國防教育補充教材- 
認識臺中系列1： 

【臺中市軍事歷史建築簡介】 



清泉崗原美軍營舍  
• 日治時期昭和11年（西元1936年）於大肚山興建「公館機場」

（又稱台中機場）。戰後民國40年(西元1951)美軍派遣駐華軍事
顧問團來臺，民國43年(西元1954年)12月2日中美簽訂「中美協防
條約」，由當時國防部長俞大維先生與美國協商擴建公館機場，
由美國出資建造，我國負責徵購土地，於民國45年動工，民國47
年完成跑道、滑行道、停機坪等主要工程。 

• 西元1961年越戰爆發，西元1963年1月8日美軍進駐臺中機場，西
元1966年為紀念二次大戰名將邱清泉，更名為清泉崗空軍基地，
當時為遠東地區最大之空軍基地。 

• 美軍駐防共計16年之久，基地完成了許多因應美軍食、衣、住、
行、育樂及作戰訓練之設施，營舍便是其中之；，營舍在建築外
觀上成H型樣式，外牆及屋頂均使用鋁質浪板建造，搭配傾斜對稱
之屋頂及木質門窗，為美軍駐清泉崗基地廣泛使用之獨特建材，
室內特徵上建築中央為公共浴廁及冷暖空調機房，兩側原為人員
寢室，並使用木質裝潢隔間及木質天花板；目前室內衛浴設備及
照明燈具等均為美軍建造當時原貌。營舍於民國68年中美斷交後，
國防部接收作為空軍聯隊技勤人員寢室。民國95年聯隊新寢室完
工遷出後便閒置迄今。 

• 清泉崗營區內美軍建造同類型之營舍現均已破損嚴重，目前完整
保存者僅有此棟。為求保存此歷史脈絡以資紀念，空軍四二七聯
隊於99年5月7日提出登錄歷史建築之申請，經審議通過登錄為歷
史建築保存。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西元1956年
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資字第
099000914
9號 

公告日期 中華民國99
年12月20日 

行政區域 臺中市大雅區 

地理位置 臺中市大雅區
中清路4段
600號 

保存區面
積  

791.93平方
公尺 

所有權屬  公有 

開放與否 否 

是否收費 否 



清泉崗原美軍營舍  



臺中市鐵路沿線崇倫碉堡  

• 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後，為防止共軍轟炸重要
交通設施，乃於各重要道路、橋樑、鐵路沿
線設置衛哨及碉堡等工事。 

• 臺中市鐵路沿線崇倫碉堡興建於民國35年至
38年間，碉堡為方形鋼筋混凝土結構體，長
約400公分、寬約300公分，高約310公分，
壁厚30公分，南側為出入口，其他三面各有
乙處矩形槍口，隨著兩岸敵對關係逐漸緩和，
碉堡軍事功能亦日漸式微。 

• 臺中市鐵路沿線崇倫碉堡之興建，具有國共
內戰的歷史背景與教育意義，更能顯示光復
初期臺灣係隨時處於烽火動盪的年代。  
 

 種  類  軍事設施 

 公告文號  中華民國99年2月10日府授文資字第0990038884號 

地理位置 臺中市南區崇倫里建國南路198號對面鐵道邊 



陸軍三十六航空隊 
•水湳機場建設於日治時期，為日本陸

軍之軍用機場，最早軍事航空任務在
1911年。 

•日本1941年12月8日向英美宣戰，發
動太平洋戰爭，日本「陸軍三十六航
空隊」進駐水湳機場，從此水湳機場
成為日軍重要基地，參加大東亞戰爭
多次任務。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此陸
續成為飛機製造廠，空軍第二後勤指
揮部，同時兼辦民航業務。 

•水湳機場內之基中大樓、後勤大樓及
宿舍均為日治時期建築，見證了日治
時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之空軍、
軍事發展，極具歷史建築價值。  
 
 

種  類  軍事設施 

創建年代 日治時期 

公告文號  府授文資字第
0990294658號 

公告日期 99.10.14. 

行政區域 臺中市西屯區 

地理位置 西屯區民航路100號 

所有權屬  公有 

開放與否 否 

是否收費 否 



孫立人將軍故居 
• 孫立人將軍（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撫

民，號仲能，清末出生於安徽省廬江縣金牛鎮。  

• 孫立人7歲入私塾，拜宋執中為師，奠定國文和英文基礎，
後在山東期間又學德文。據說孫將軍9歲時，目睹山東租
界德人對華人之欺凌，成為其投身軍事之導引。 

• 孫立人將軍故居為一棟日式平房庭園，孫將軍因政治原
因幽居於此40餘年，民國79年11月辭世後，眷屬與昔日
部屬積極籌設「孫立人將軍紀念館」，計畫蒐集、整理
孫將軍之文稿、照片、遺物等，以展示孫將軍的一生事
蹟，及部分中國近代史之史料，提供學術研究及世人紀
念、景仰。紀念館於民國99年11月21日揭牌，總統馬英
九先生於民國100年1月22日蒞臨紀念館匾額揭起儀式。  

• 相關網址：http://slh.dofa.com.tw/index.htm 

種  類  宅第 

創建年代 日治時期(昭和年間) 

公告文號 府文推字第0910094123
號 

公告日期 91/07/01 

行政區域 臺中市 西區 

地理位置 向上路一段18 號 

所有權屬  土地公有,地上房屋私有 

開放與否 每月雙週週日開放(需預
約) 

是否收費 否 

聯絡電話 04-22290280分機502 

http://slh.dofa.com.tw/index.htm


二次大戰機場碉堡 

•碉堡等軍事設施為戰爭陰影
對土地與生命財產的威脅作
有力之見證，對闡述人類和
平理念具有正面宣揚之積極
意涵。 

•現狀：主體保存良好，部分
附屬鐵件鏽蝕。 

•特徵：其外型為吊鐘形混凝
土構造之結構體，底   座直
徑約10公尺，高約6~9公尺，
壁體四週留有多處矩形窗口。 

•構造：吊鐘形混凝土構造 

•材料：混凝土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戰後 (西元年) 

公告文號 府授文資字第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西屯區 

地理位置 水湳機場貿易九村入口旁 

所有權屬 公有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戰後1號碉堡 
• 碉堡等軍事設施為戰爭陰影對土地

與生命財產的威脅作有力之見證，
對闡述人類和平理念具有正面宣揚
之積極意涵。 

• 現狀：主體保存良好，部分附屬鐵
件鏽蝕。 

• 特徵：外型為圓柱形鋼筋混凝土所
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尺，
高約6~9公尺，壁體四週留有多處
矩形窗口，平頂部分原設計用途為
加裝高設機砲。 

• 構造：圓柱型鋼筋混凝土。 

• 材料：竹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字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西屯區 

地理位置 都會公園外西南側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戰後2號碉堡 
• 碉堡等軍事設施為戰爭陰影對土地

與生命財產的威脅作有力之見證，
對闡述人類和平理念具有正面宣揚
之積極意涵。 

• 現狀：主體保存良好，部分附屬鐵
件鏽蝕。 

• 特徵：外型為圓柱形鋼筋混凝土所
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尺，
高約6~9公尺，壁體四週留有多處
矩形窗口，平頂部分原設計用途為
加裝高設機砲。 

• 構造：圓柱型鋼筋混凝土。 

• 材料：竹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字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西屯區 

地理位置 都會公園外東南側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戰後3號碉堡 
• 碉堡等軍事設施為戰爭陰影對土地

與生命財產的威脅作有力之見證，
對闡述人類和平理念具有正面宣揚
之積極意涵。 

• 現狀：主體保存良好，部分附屬鐵
件鏽蝕。 

• 特徵：外型為圓柱形鋼筋混凝土所
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尺，
高約6~9公尺，壁體四週留有多處
矩形窗口，平頂部分原設計用途為
加裝高設機砲。 

• 構造：圓柱型鋼筋混凝土。 

• 材料：竹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字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西屯區 

地理位置 大肚山都會公園內北側停車場旁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戰後4號碉堡 
• 碉堡等軍事設施為戰爭陰影對土地

與生命財產的威脅作有力之見證，
對闡述人類和平理念具有正面宣揚
之積極意涵。 

• 現狀：主體保存良好，部分附屬鐵
件鏽蝕。 

• 特徵：外型為圓柱形鋼筋混凝土所
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尺，
高約6~9公尺，壁體四週留有多處
矩形窗口，平頂部分原設計用途為
加裝高設機砲。 

• 構造：圓柱型鋼筋混凝土。 

• 材料：竹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字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西屯區 

地理位置 大肚山都會公園內東側體健區內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二次大戰5號碉堡 
• 碉堡等軍事設施為戰爭陰影對土地

與生命財產的威脅作有力之見證，
對闡述人類和平理念具有正面宣揚
之積極意涵。 

• 現狀：主體保存良好，部分附屬鐵
件鏽蝕。 

• 特徵：外型為圓柱形鋼筋混凝土所
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10公尺，
高約6~9公尺，壁體四週留有多處
矩形窗口，上有綠色迷彩塗裝殘留。 

• 構造：吊鐘形混凝土構造。 

• 材料：無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字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西屯區 

地理位置 大肚山都會公園北側出口前主要道路旁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戰後6號碉堡 
•碉堡等軍事設施為戰爭陰影對

土地與生命財產的威脅作有力
之見證，對闡述人類和平理念
具有正面宣揚之積極意涵。 

•現狀：主體保存良好，部分附
屬鐵件鏽蝕。 

•特徵：外型為圓柱形鋼筋混凝
土所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
10公尺，高約6~9公尺，壁體四
週留有多處矩形窗口，平頂部
分原設計用途為加裝高設機砲。 

•構造：圓柱型鋼筋混凝土。 

•材料：竹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字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西屯區 

地理位置 大肚山都會公園北側軍事營區內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二次大戰13號碉堡 
•碉堡等軍事設施為戰爭陰影對

土地與生命財產的威脅作有力
之見證，對闡述人類和平理念
具有正面宣揚之積極意涵。 

•現狀：主體保存良好，部分附
屬鐵件鏽蝕。 

•特徵：外型為圓柱形鋼筋混凝
土所建之結構體，底座直徑約
10公尺，高約6~9公尺，壁體四
週留有多處矩形窗口，上有綠
色迷彩塗裝殘留。 

•構造：吊鐘形混凝土構造。 

•材料：無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期間 

公告文號 府授文資字第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南屯區 

地理位置 大肚山可愛動物園區旁人行道上 

所有權屬  公有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戰後A01碉堡 
•大肚山望高寮一帶碉堡，俗稱

「東海古堡」，據推論於二次
大戰時期，日軍為防守中部沿
海一帶，在此致高點設置軍事
要圔，興建碉堡並挖掘地下通
道。 

•現狀：二次大戰後國軍接收，
並對部分設施改建。 

•特徵：碉堡功能為火炮掩體，
外形為ㄇ字形，使用鋼筋混凝
土建材，上面覆以土石及植被，
形成防空之偽裝。 

•構造：ㄇ字型鋼筋混凝土。 

•材料：竹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資字第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南屯區 

地理位置 大肚山望高寮地區  

所有權屬  公有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戰後A02碉堡 
•大肚山望高寮一帶碉堡，俗稱

「東海古堡」，據推論於二次
大戰時期，日軍為防守中部沿
海一帶，在此致高點設置軍事
要圔，興建碉堡並挖掘地下通
道。 

•現狀：二次大戰後國軍接收，
並對部分設施改建。 

•特徵：碉堡功能為火炮掩體，
外形為ㄇ字形，使用鋼筋混凝
土建材，上面覆以土石及植被，
形成防空之偽裝。 

•構造：ㄇ字型鋼筋混凝土。 

•材料：竹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資字第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南屯區 

地理位置 大肚山望高寮地區  

所有權屬  公有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戰後A03碉堡 
•大肚山望高寮一帶碉堡，俗稱

「東海古堡」，據推論於二次
大戰時期，日軍為防守中部沿
海一帶，在此致高點設置軍事
要圔，興建碉堡並挖掘地下通
道。 

•現狀：二次大戰後國軍接收，
並對部分設施改建。 

•特徵：碉堡功能為火炮掩體，
外形為ㄇ字形，使用鋼筋混凝
土建材，上面覆以土石及植被，
形成防空之偽裝。 

•構造：ㄇ字型鋼筋混凝土。 

•材料：竹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資字第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南屯區 

地理位置 大肚山望高寮地區  

所有權屬  公有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戰後A04碉堡 
•大肚山望高寮一帶碉堡，俗稱

「東海古堡」，據推論於二次
大戰時期，日軍為防守中部沿
海一帶，在此致高點設置軍事
要圔，興建碉堡並挖掘地下通
道。 

•現狀：二次大戰後國軍接收，
並對部分設施改建。 

•特徵：碉堡功能為火炮掩體，
外形為ㄇ字形，使用鋼筋混凝
土建材，上面覆以土石及植被，
形成防空之偽裝。 

•構造：ㄇ字型鋼筋混凝土。 

•材料：竹節鋼筋，水泥。 

種  類  其他 

創建年代 二次大戰以後 

公告文號 府授文資字第0950071514號 

公告日期 95/04/24 

行政區域 臺中市南屯區 

地理位置 大肚山望高寮地區  

所有權屬  公有 

開放與否 未開放 

是否收費 否 



資料來源：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http：//tchac.tccgc.gov.tw/ 

 

全民國防教育補充教材- 
認識臺中系列1： 

【臺中市軍事歷史建築簡介】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全民國防教育補充教材- 
認識臺中系列1： 

【臺中市軍事歷史建築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