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長巷之前世今生：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50 巷田野調查──地方發展綜整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50 巷，由今捷運象山站處為起點，一直延伸進入
到象山、拇指山山區，總長約 3 公里，是臺北市中最長的一條巷子。現在來看
150 巷的門牌，可以發現在 150 巷巷道後段的山區建物上的門牌號碼，要比巷道
中段平地的巷弄數字要小。比如說位於 150 巷巷道後段的和興煤礦，其左側是以
前的捨石山，現今的門牌號碼是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50 巷 110 號，但 150
巷巷道中段平地密集的新建築門牌號碼卻編在信義路五段 150 巷 300 或 400 弄
上。這是因為早期此地人口和住戶較少，預留的門號不足，在街區忽然興起大量
新建築時預留的門牌號碼無法應付，只好採用這種方式應付。加上信義路五段
150 巷並不是一直線通到底，在象山公園和陸軍後勤訓練中心處有兩度曲折，這
些都讓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區地址和路線更為複雜，街區住戶常說新上任的郵差
初來乍到時，找不到家戶的情況很常見，都要在地住戶協助指引才行。
如此特別的景象，其實是經由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區和信義區的發展情況堆
疊而成的，現在筆者會依時序和現有的資料，整理出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區的發
展脈絡。
從地質時代說起
距今約 6 萬年前，因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互相推擠，在臺北丘陵造
成斷層，使臺北陷落成為盆地。今南港山西北側形成了陡直的險坡，當中一座是
今信義路五段 150 巷末端上的拇指山。南港山下方則形成了虎豹獅象四獸山，當
中的象山緊鄰著今 150 巷的東側。這些地理景觀影響了後來在信義路五段 150
巷居民的生活，讓我們從頭說起。
拇指山，早期三張犁地區最知名的山，拇指山是一座單面山，東坡較平緩，
西坡則為陡坡，山頂由一大塊岩石構成。從平地看拇指山，形狀極似拇指橫放，
因而得名。最早出現拇指山之名的時間已不可考。從文獻上看，目前最早提到的
是日昭和 17 年（1942 年）出版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中心地：臺北》一書中寫到
「親指山」，「親指」おや‐ゆび即為中文拇指之意。拇指山是地方重要的地標，
有許多學校在校歌、建物中都提到拇指山，如：吳興國小、胡適國小校歌歌詞中
有拇指山；臺北醫學大學的「拇山學苑」就是以拇指山為名。臺北市政府曾想把
南港山系規劃成風景區，取名為「拇指山風景區」
。但此規劃在民國 69 年（1980
年）時經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都市計畫研究所實施評估，因此山區絕大多數之
土地為私地，且坡度很陡，缺乏水源，並無可資整建遊樂場之平坦地，不宜變更
都市計畫為風景區。之後只在山上增加了簡易遊憩設施，風景區計畫並未實行。
當我們抬頭看 101 大樓時，可以發現距離地面 300 公尺的高處時常圍繞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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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而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距離海拔 320 公尺高的南港山系拇指山上，山以其迎
風面留住了雲和水氣，因此處地勢較高，氣流抬升讓霧氣聚集，再凝結成水滴成
雨落下。這些雨在山的周圍形成了小水池，進而形成了溪流和大大小小的埤塘，
讓來到此地開墾的民眾能夠利用溪流灌溉農作物，讓人們可以在這裡生活下去。
拇指山向西北西方向延伸的側稜就是四獸山中的象山，稜線至象山頂再分為
二支，一支北走構成所謂「象形」的部份；另一支則斜倚經西北西方向延伸，終
至信義路、松仁路口，不過這一支稜線在「象山碑」處，另有一分叉往莊敬路延
伸。就地質上而言，象山是位於石底層的底部及大寮層的頂部位置。
地層是從華南古陸塊上的河流沖刷下來的泥沙，逐漸堆積成一層層地層。如
果是在海裡沉積的就會形成海相地層；如果沉積時的環境是高出海面，就被稱為
濱海相地層。象山上的大寮層形成於 2200 萬到 2000 萬年前之間，屬海相地層，
其中富含有孔蟲及細小貝類及海膽化石。石底層則形成於 2000 萬到 1850 萬年前
之間，屬濱海相地層，當中富含植物化石，也是臺灣最重要的含煤地層。信義路
五段 150 巷街區的山區之所以有煤礦可開採，即是因為山區中有石底層存在。
象山為緊鄰信義路五段 150 巷巷道的山，象山為街區帶來了生態與耕作資源
外，也給了在地居民一片風水好地，在精神上有所依靠。提到象山風水，就要先
探究其名，而要知道象山之名的由來，就要連同虎豹獅象四獸山一起來看才能理
出頭緒。現在查詢臺北市信義區公所的信義故事，可以看到上面記錄的四獸山由
來傳說：傳說以前鄭成功退據臺灣準備反清復明，抵臺北時登上四獸山，突然整
座山出現大霧，軍隊無法前進。鄭成功認為是妖邪作怪，盛怒之下在四獸山中的
豹山踏下很深的足印，四獸因此現形，於是此山就被稱為四獸山，而據說豹山上
還找得到鄭成功的足印。
當然，這故事太過傳奇，鄭成功 1661 年來臺，1662 年就過世，目前史料並
沒有鄭成功來過臺北的確定記錄，鄭成功只是臺灣民間口傳文學中箭垛式人物的
體現。
就文獻來看，目前四獸山最早的文字記錄，為日大正 5 年（1916 年）
，由杉
山靖憲編著的《台灣名勝旧蹟誌》，是提供日人來臺旅遊的指南書。書中一段以
「虎豹犀象永春陂」為標題，內文介紹了永春陂景色優美，前臺灣巡撫劉銘傳在
此地建了屋舍（據傳地點為今信義區松隆里中），並常在其中划船賞景。也提到
湖周邊有形似虎豹犀象的四座山。但為何是虎豹犀象而非現在我們稱呼的虎豹獅
象呢？
在日語中，
「犀」さい發音為 sai，與閩南語發音的「獅」同音，應是記錄者
因發音不同誤記了犀與獅字。同樣的情況出現在澎湖縣的獅山，又被稱為犀山
過，也是因為同樣的發音問題被誤記。
考究古籍，也可看見虎豹犀象與虎豹獅象之間的關聯。在閩南語中，有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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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獅象並不單指這四頭猛獸，而是猛獸的總稱。在孟子《滕文公下》有記：「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也有記載：
「又驅諸猛
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此處的虎豹犀象
皆是指猛獸的總稱。
陳世明、黃明祥在 2016 年 03 月《高等教育研究紀要》中發表了〈《方言》
本字與上古漢語之研究〉一文：
「毋庸置疑，毋即「不」的意思，而「庸」與「用」臺語讀音幾乎相同，皆
因聲近而偽，即普通話的「不用置疑」。漢語同音異字的現象非常普遍，若訛字
與本字間的讀音，與今之臺語相同，即可證明上古漢語係臺語無誤。孟子《滕文
公下》
：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其中「虎豹犀象」今誤作「虎豹獅
象」
，查「犀」與「獅」臺語白讀音皆 sai，
「虎豹犀象」經臺語轉譯成普通話，
即變成「虎豹獅象」乙詞。惟四種動物之中，古代中國並未出產獅子，即可證明
《孟子》的記載為真。」
由此可知，虎豹犀象與虎豹獅象其實是漢語中同音異字的現象之一。
日昭和 6 年（1931 年）時松山詩社會員蘇水木校長，以「冬日遊四獸山」
為題作一詩：「登山覓句適冬晴，相約攜肴象鼻行；一片平疇堪入畫，紅塵不到
四山清。」這是目前文獻中最早有「四獸山」這名稱出現處。
臺灣本地不產虎、獅、象，而只有豹單獨出現的地名多為臺灣原住民所取，
因豹對原住民有重要意義。但我們能在臺灣許多寺廟屋頂的西施脊正面上看到虎
豹獅象四獸裝飾，因其威武兇猛的形象被認為有鎮煞驅邪的作用，扮演避邪及廟
宇守護的角色。故虎豹獅象四獸山之名應是大陸渡海來臺開墾先民依山形、地勢
所命名，希望這四座山能守護地方。
有一說為訪問虎豹獅象字詞時，閩南語使用者的耆老提到：虎豹獅象四獸被
臺灣人認為是吉祥獸（聽說福建也相同），所以很多糕點類的零食都有這四種吉
祥獸為圖案。如：七月普度要會用糕仔拜拜，糕仔是先把糯米磨成粉，混合糖後
用糕仔印模印出圖案，虎豹獅象就是當中主要圖案之一。它不但可以玩，更重要
是可以當零食吃，這四種可以當零食吃的獸，所以臺灣人才把零食稱為「四獸仔」
（si3 siu-a）
。
在《德化縣誌》中有記載，有一流傳於中國福建德化縣等地的兩人棋類，名
為「虎豹獅象棋」或「獸棋」
。遊戲過程吃子時，玩家從己方原點開始喊：
「虎！」
，
然後每動一格就喊一字，
「豹！」
、
「獅！」
、
「象！」
，喊到最後一字時吃子，因而
得名。棋盤為九個正方格擺如十字型，共二十個棋點。雙方各執四子，以顏色區
分敵我。德化縣原位於福建永春州（今永春縣），而今臺北市中「永春」的地方
就是永春縣人遷居到此地而命名之。在四獸山腳下有一埤塘名為永春陂，表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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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縣人層在四獸山周邊居住，虎豹獅象四獸山之名可能就是由此而來。
另有一說四獸山是因風水寶地關係被命名，這傳說被收錄在臺灣省文獻會民
國 43 年（1954 年）的松山地方耆宿座談記中，但近年來已沒聽人提過，民國 70
年後出生的在地人已完全不知道曾有此說。據傳以前有一地理師吳璜從大陸來到
滬尾，遠遠地看到錫口地方有一好穴，可是一想要接近此地，山就被大霧籠罩根
本看不見。吳璜就跪下祈禱：
「我並不是想要得此寶地，只是想要仔細看看而已。」
祈畢果然大霧散開，出現伏虎、豹頭、向天獅、象鼻的四獸山形。後在虎山虎腳
下立一石碑：「向西（有版本稱為向獅）伏虎長存千古，吳璜不入淡地」來記錄
此事，惜此石碑已不存。
在松山地方耆宿座談記中廖漢臣先生探聽四獸山故事吳璜立石碑的傳說，會
中前松山區區長溫金波先生回應虎腳處確有其石碑。楊成宗先生於《臺北市信義
區舊街庄探查》一書中提到約在民國 80 年左右，曾在虎林街靈源寺與師父談到
錫口地理師紅英，對四獸山虎腳處石碑也有相同的論述。
《松山慈祐宮宮志》提到松山慈祐宮原預計面水坐山建廟，但堪輿後認為群
山環繞廟身不祥。於是建立者林守義在清乾隆 18 年（1753 年）堪輿當地，改定
為坐北向南、背水面山、前望四獸山，向獅伏虎，背倚九曲長流，以虎豹獅象捍
衛宮廟、背有河川的現址來興建。前殿裙堵有「虎豹獅象」四座石雕，就是象徵
廟面對四獸山，取其好風水守護之意。
其實以虎豹獅象為風水寶地在臺灣並不少見，如金門的金湖鎮有「虎、豹、
獅、象」四大風水寶穴，目前寶穴上都建有宮廟，虎穴是料羅的順濟宮，豹穴是
新頭的伍德宮，獅穴是夏興的孚濟廟，象穴是成功的象德宮；許雪姬在《龍井林
家的歷史》一文中提到龍井林家山腳村有虎豹獅象四山，山有山神，所以在村中
不能建廟。現這四座山因臺中港開發而已被鏟平；臺南市的玉山寶光聖堂建廟淵
源提到，創辦人王壽並無觀測風水之專，只稍憶曾購得一本「地理書」，書上提
及，凡大地理有虎豹獅之象保衛，無虎豹獅象的，則必有毒蛇、毒蜂。由此，老
前人推想，若尋得虎頭蜂的來處，必得好地理，可為建塔的中心點，進而定了今
寶光塔之地理位置。
以上這些例子皆說明虎豹獅象經常被用在風水寶地的稱呼上，150 巷街區的
武功周開臺基祖現就葬在象山邊的「睡虎穴」中，武功周後人也有提到長輩當初
一再強調四獸山的風水是非常好。姑且不論風水靈地是否真有實際功效，至少在
精神上，好風水給了在當地努力的人們一種精神上的信賴感，逝去的先祖葬在此
地，也穩固了家族在地發展、不會輕易離開的心理。

日本政府駐臺後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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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本區產業平地以農耕水稻為主，以舊埤溪作為灌溉農田的水源，間有種
些花卉。山區則會種茶葉、竹筍、花卉等經濟作物。早年來到此地的家族充分利
用了原有的自然環境，以農業為主力進行開墾，但除了前述地方家族外，來到此
地的人數並不算多。
時代推移，在日本政府殖民臺灣後，為街區帶來了兩個改變：
（一）軍事設施的進駐
信義區地處邊緣，早年土地廣大，產業大多是農耕，建築物和住戶稀少。相
較於當時密集繁榮的城中區，信義區相當適合需要大面積的軍事設施建設。日本
政府在 150 巷街區內外都建設起了軍事設施。
1、街區外的日軍陸軍倉庫（今信義計畫區處）
日昭和 14 年（1939 年）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日本政府為配合軍事南
進的政策，在今信義區徵收了現在信義路、忠孝東路、基隆路、松仁路所圍範圍
內近 64 公頃田地，興建了陸軍倉庫，囤積大量軍火、戰略物資及糧食。並在陸
軍倉庫完工後，將今八德路至信義路之間的道路基隆路，拓寬為 40 公尺寬的五
線幹道，並在沿路種植花卉，非常壯觀。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條五線幹道被
改為飛機跑道，但在盟軍轟炸松山機場時，「五線道」的基隆路在空襲中被炸毀
了。
雖然在這時間點，這座蓋在街區外的日軍陸軍倉庫並沒有對街區發展有太多
的影響，但這個區塊會在將來影響整個信義區的發展。

2、三張犁靶場（今象山公園內）
在地人又稱打銃埔，建設時間約在日明治 34 年（1901 年）左右，在日大正
10 年（1921 年）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中首次出現在地圖上。日治時期主
要是讓駐守在臺北的臺灣步兵第一聯隊使用。此靶場延伸距離很長，象山公園只
是它的其中一部分。靶場最西側約在今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178 巷處，東側延伸
到今象山公園山邊，距離相當長，也因此才會有當時住在此地的蕭家想要去福佑
宮拜拜，卻因靶場阻隔要繞一大圈才能到的情況。射擊標靶靠著山壁而設，現在
山邊還能看到部分彈孔和坑洞。現今約 4、50 歲左右的男性在高中、大專生時還
會來到此地打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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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陸軍第八飛行師團第五野戰航修廠三張犁格納庫∕派遣隊（今信義路五
段 150 巷末段陸軍後勤訓練中心處）
第八飛行師團為大日本帝國陸軍飛行師團之一部。據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
相關資料得知：陸軍第八飛行師團隸屬日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官，通稱號為「誠」
兵團。在日昭和 19 年（民國 33 年、1944 年）6 月 10 日由東京第 1 航空軍司令
部改編而成。訪問經歷過日治時期的街區耆老談到，以前曾看到把飛機沿著巷道
拉進第五野戰航修廠中，軍營裡面的山應該是被挖空來藏放日軍的飛機。此地地
處偏遠，在當時遠離城市地段，又有山區屏蔽，的確是適當蓋軍事設施的地點。
據民國 77 年（1988 年）臺北文獻直字 86 期松山區專輯中，松山區耆老座
談會紀錄上，在地耆老程水圳先生口述指出，150 巷街區中包括三張犁靶場（今
象山公園內）、周厝（今福佑宮周邊區域）、程厝（今福犁宮周邊區域）、魚池仔
（今信義路五段 150 巷 418 弄處）及舊埤（今陸軍後勤訓練中心）等地，都是日
治時期作戰損壞的飛機以拖車送修護的地方。日治時期的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區
可以說是日軍飛機的保養廠。

（二）街區礦區的經營
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區位於信義區東南隅，巷道位置緊鄰山區，加上此地地
質屬石底層底部和大寮層頂部，富含煤炭，日本政府進駐時先暫停了全臺民間小
規模採礦，後正式規劃礦業開採相關規定，讓礦坑正式有規模地開採。在 150
巷街區此時在原本以農耕為主的生產外，還在山區多了一項礦業的開採。
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區範圍有三個煤礦，分別是位於 150 巷後段在日明治
30 年（1897 年）設立礦權，民國 62 年（1973 年）收坑的源興煤礦；位於 150
巷山區在日昭和 9 年（1934 年）設立礦權，民國 58 年（1969 年）收坑的金興煤
礦；以及同在 150 巷山區於日昭和 11 年（1936 年）獨立出礦權，民國 54 年（1965
年）收坑的和興∕新生煤礦。
這些煤礦一開始的礦權執有者都不是 150 巷街區內的居民，而是居住在錫口
的地方家族和仕紳。因此時 150 巷街區主要仍是以農耕為主，但早在清道光元年
（1821 年）姚瑩《臺北道里記》一書中記載的「錫口街市」就已非常繁華，甚
至有「小蘇州」之稱。故錫口的地方家族和仕紳也較有經濟能力來投資礦權開發
礦業。
山區煤礦的開採除了讓地方多了一項產業，也吸引了部分需要以礦工為職，
這樣高風險高報酬的工作維持生計的人們移動到 150 巷街區居住，他們來到此地
與原本在街區開墾的家族租農地耕種，同時家中部分成員去礦坑工作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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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礦的開採為街區帶來了新的工作機會與人口移入。

國民政府來臺後的街區變化
民國 34 年（1945 年）臺灣日治時期結束，民國 38 年（1949 年）中華民國
國軍和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此時對街區產業的影響並不大，農耕基本上沒什
麼變化，礦業則是在交接過程中有停採一段時間，後續業主接手後就繼續開採。
此時變化最大的，是原本日本政府所設立的軍事設施。這時的信義區依然是城市
的邊陲，而日本政府在信義區設了大量的工業和軍事設施，包括松山菸廠、臺北
機廠等。剛來到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國軍可利用的資源不足，於是充分利用了
日軍撤退後所移留下來的軍事設施，或加以改建、或接手使用。
（一）街區外的四四兵工廠（原日軍陸軍倉庫處）
四四兵工廠原是民國 25 年（1936 年）時國民政府軍政部於南京龍蟠里成立
的「中央修械所」
，民國 32 年（1943 年）時改稱「兵工署第四十四兵工廠」
，歷
經戰亂和多次遷徙，民國 37 年（1948 年）時由青島舉廠東遷至臺灣。
日軍興建的陸軍倉庫為信義區三張犁的軍事設施打下了基礎，有了現有的建
物和設備，國民政府可以很快速地讓從大陸青島搬遷過來的兵工署第四十四兵工
廠進駐，並很快的規劃出廠區：約在今君悅飯店處是兵工廠的行政大樓、今寒舍
艾美酒店附近是機械工廠、寒舍艾美酒店下方屬火工廠。
四四兵工廠的進駐同時引動了四四南村的建設。四四南村建於民國 38 年
（1949 年）
，是全臺第一個眷村，起因是一開始在四四兵工廠上班的員工都是居
住在附近的技工，而兵工廠員工及眷屬都住在庫房內，以布幔為隔間生活，因居
住空間小且人數又多，居住環境很惡劣。政府為了安置兵工廠的員工及眷屬，於
是建造了四四南村。
四四南村的出現影響了此地三張犁靶場的面積，因四四兵工廠對居住在四四
南村的員工「養生送死一手包辦」
，有提供員工教育托兒的設施。民國 38 年（1949
年）四四附小（位於今臺北市信義國民小學）成立，附小北邊隔著舊信義路五段
對面則是四四附幼，分別提供小學和幼稚園的功能。四四南村與四四附小的設置
縮減了三張犁靶場的面積，此時靶場約只剩原來面積的二分之一，但仍保有讓學
生來打靶訓練的功能。
四四兵工廠和四四南村的設立雖帶來了大量外地人口，但這些眷村戶除了會
出南村買菜外，其他時間和 150 巷街區居民鮮有互動。小孩子有時起好奇心跑到
四四兵工廠的圍牆去看，但也會被裡面的軍人喝斥，整體來說是雙方都互不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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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區末段的陸軍後勤訓練中心（原日本陸軍第八飛行師團第五野戰航修廠
三張犁格納庫∕派遣隊）
國民政府來臺後陸續接手了原日軍建造的設施，第五野戰航修廠也不例外。
民國 53 年（1964 年）依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指示，成立了「聯勤技工學校」，
學校商借四四兵工廠的設施來專門培育兵工生產的幹部。民國 62 年（1973 年）
年更名為「聯勤兵工技術學校」
。在民國 69 年（1980 年）時遷到信義路五段 150
巷 471 號現址。國軍「精粹案」後聯勤單位解散，兵工技術學校於民國 102 年（2013
年）移編陸軍司令部，改名為「陸軍後勤學校技術訓練中心」。最後於民國 103
年（2014 年）更名為「陸軍後勤訓練中心技訓分部」迄今。
因此地屬軍事設施，負責軍事裝備的維修與兵工養成，門禁森嚴。直到現在
60 歲以上老一輩的受訪者還是會用「聯勤的」稱呼此處。受訪者也提到曾經看
到有坦克沿著 150 巷巷道開進聯勤兵工技術學校，由於是軍事設施，對周遭仍有
必要性的警戒。惟近年來陸軍後勤訓練中心技訓分部對外封閉的情況稍有改變，
會配合鄰里進行消毒作業，也曾邀請過幾位地方頭人進中心內參觀。

（三）六三新村（150 巷街區中段處）
位於 150 巷街區中段的六三新村，是由青年軍移居至此而得名。青年軍即為
中國青年軍，又稱中國青年軍遠征軍，是民國 33 年（1944 年）對日抗戰時中華
民國國民政府鑑於豫湘桂會戰失利，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提出「一寸山河一
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號召知識青年踴躍從軍。當時青年軍編為 3 個軍 9
個師，由美軍軍官擔任教練，並給予全新美式裝備。這些兵隊被命名為青年遠征
軍、簡稱青年軍，其中一部分兵員補充給中國遠征軍。
時任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局長的蔣經國，在民國 35 年（1946 年）6 月 3 日時
正式宣布第一批青年軍復員，並將 6 月 3 日訂為「復員節」。民國 38 年（1949
年）青年軍隨國民政府來臺後，在臺灣各地聚集成組織並成立委員會。民國 55
年（1966 年）時政府推動國民住宅，推出優惠貸款鼓勵民間移居當時發展程度
較低的臺北市東區，青年軍起而響應，來到 150 巷街區此地自行監造住宅。此地
青年軍為紀念民國 35 年（1946 年）6 月 3 日的復員節，就將此住宅村命名為六
三新村，而因應地方需要的幼兒園就建在六三新村旁邊，就以此住宅村為名，命
名六三幼兒園。
青年軍來到此地建起六三新村後，街區內的房屋開始不斷增建、人口數迅速
攀升。為了降低里內人口壓力，民國 62 年（1973 年）時，此地原屬三犁里的區
域中被劃出成立新里六合里，六合里中的「六」有一說就是由六三新村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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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而來。現六三新村的住宅村已全數拆除，現址已是鋼筋混凝土大樓。
民國 39 年至 59 年（1950 年至 1970 年）這 20 年間，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
區隨著時代開始有外地人口移入，至六三新村落成後移入人數迅速增加。而原屬
於本地區的礦業隨著開採完畢陸續停坑，農耕也因土地政策改變，街區開發、建
築增加，農田逐漸消失，舊埤溪也在這段時期逐漸喪失灌溉的功能。

信義計畫區設立之影響
政府為了疏解臺北市西區舊都心（包括臺北車站、西門町一帶商圈）的商業
和住戶擁擠程度，並讓當時發展還落後的東區加速發展，提出了副都心計畫，進
而促成了信義計畫區的設立。這讓在六三新村移入後逐步改變面貌的 150 巷街區
迎來更徹底的改變。
（一）挹翠山莊（150 巷街區後段外）
挹翠山莊是信義計畫區設立前，在 150 巷街區後山上第一座落成的高級住宅
區。因信義路五段 150 巷巷道是在陸軍後勤訓練中心技訓分部處往東轉向和興煤
礦的山區，故挹翠山莊現今的地址是在臺北市信義區紫雲街上，其位置就在今飛
宏象山聯誼中心再往前 500 公尺處。此地於民國 62 年（1973 年）開發，陸續興
建公寓、華廈與別墅，總戶數約 500 戶。落成之初有許多政商名流與演藝明星入
住，是早期著名華宅的代表，近年則因山上濕氣重、屋齡已老、交通不便，一些
原本居住在此地的名人陸續遷出，已漸無當年風采。
挹翠山莊的建起其實與信義區許多豪宅落成對當地風氣造成的影響非常相
似，雖然豪宅名氣讓這個區域知名度和地價提升，但豪宅內的住戶基本上不會與
地方的原生住戶有連結互動，更不會有什麼文化上的交流，豪宅只是在此地設立
了一個高貴的名牌，但對地方的生活圈來說卻是割裂的存在。

（二）信義計畫區（150 巷街區外，原四四兵工廠處）
臺北市政府為平衡東西區區域發展，建設新的市政中心以及次商業中心，以
引導都市均衡發展，預計規劃國父紀念館以東的區塊做為副都心特定專用區。於
是市政府選中了當時位在此地的四四兵工廠區域，在民國 62 年（1973 年）時決
議讓兵工廠搬遷至三峽五鬮，並補助搬遷案核定預算計新臺幣 17 億 1 仟萬元，
讓兵工廠去買地、遷移、購置新設備。自民國 65 年（1976 年）10 月起，當時改
名為 206 兵工廠的原四四兵工廠，陸續遷移設備人員到三峽的新廠區，直到民國
69 年（1980 年）6 月全數遷移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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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與 206 兵工廠位在同一廠區內的 208 廠並未馬上遷離，而是暫駐在今
150 巷街區上的陸軍後勤學校技術訓練中心，直到民國 73 年（1984 年）4 月，
208 廠才遷至三峽與 206 廠合併為中山科學研究院飛彈火箭製造中心，改隸屬中
山科學研究院。
兵工廠遷離此地後，周邊的四四南村眷村也預計開始改建，但因住在四四南
村的居民並不具有軍職，在一開始拆遷案遭遇許多爭議而不斷延後，到了民國
87 年（1998 年）
，南村居民才全部遷出，搬進南村旁改建完工的世貿新城大廈中，
原四四南村處則改建成為今日的「信義公民會館」。
信義計畫區設立後發展迅速，成功增進了地方商業繁榮，百貨商場和企業大
樓陸續設立在此，人口數也隨著發展激增。民國 79 年（1990 年）時，臺北市進
行第四期行政區域調整，將原松山區縱貫鐵路以南的松南地區劃出，並與大安區
和平東路 3 段以北合併成新行政區，因信義計畫區在此新行政區當中，於是以此
為名，稱為「信義區」。
信義計畫區的設立發展對 150 巷街區有相當大的影響，因信義計畫區確定開
發，政府開始拆遷補償這一區域的住戶，部分在地家族就此遷離此地，只有部分
仍散居在街區附近。三張犁靶場也在此時配合都市開發停用拆除。
民國 78 年（1989 年）左右，當時臺灣經濟發展蓬勃，臺灣房地產也在此時
開始一路直線往上，第一波市區頂級住宅開始建設，這些豪宅和山區別墅不同，
地點位在市區，交通方便、生活機能便利，當時吸引了高收入份子和社經地位較
高的人士青睞，市區頂級住宅成為收入高民眾的搶手貨，價格也成倍向上翻漲。
民國 84 年（1995 年）後，房地產建商推出第二代新豪宅，將原本分布在大
安區仁愛路、敦化南路與天母、北投市區頂級住宅擴張至新興的信義區處。150
巷街區前段因有空地，就在此地建起豪宅，建商陸續進入此地。
市區頂級住宅的興建讓此地變成人們口中的「豪宅區」，本地地價房價水漲
船高，直到 20 多年後的今天，這裡仍是一般人難以負擔的價位。原生地方家族
和住戶，都因都市開發的緣故而拆遷離開此地了。
（三）第一社會福利中心（150 巷街區中段處）
第一社會福利中心由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所經營。原是民國 69 年
（1980 年）
，由柴松林教授與三位國外回台的特教老師：張培士、曹愛蘭、賴美
智老師以「每一個生命都是平等的，心智障礙的孩子應得到該有的尊重和受教育
的機會」為信念，創辦全臺第一個由專業人士成立的心智障礙者訓練機構，命名
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最早是在臺北市光復南路租用地下室命名為「第一兒童
發展中心」，次年搬遷至臺北市延吉街立案成立「財團法人台北市第一兒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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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基金會」。
民國 72 年（1983 年）時，基金會貸款購置今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150 巷處的
房舍，預計要設置為發展中心使用，當時四四兵工廠已遷離，信義計畫區正在發
展，部分民眾擔心發展中心的遷入影響此地房價，一度反對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在
此設立，民代議員亦曾介入協調未果，直至第一兒童發展中心的家長們聯合向當
時的蔣經國總統陳情，希望政府能庇護殘障兒童的基本權利，方才逐漸恢復平靜。
風波平息後，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內的老師設計了一連串戶外教學課程，老師
帶著心智障礙的孩子們在街區走動，讓居民看見孩童們乾淨有禮的一面，以打破
原先的偏見，在老師的努力下，現在街區居民已習慣第一社會福利中心的存在，
甚至會主動幫忙捐款幫助基金會。
民國 86 年（1997 年）時，基金會變更為全國性「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
金會」
，其間陸續設立或受託辦理 11 個直接服務中心，每月服務千餘名心智障礙
者，包含嬰幼兒至成人的全人關懷服務，並辦理研習課程及出版專業書籍，致力
提昇全國心智障礙服務機構相關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能。
民國 98 年（2009 年）募款完成建蓋的「第一家園」啟用，第一兒童發展中
心遷入現址，除讓心智障礙者能有更完善的空間，也在此規劃系統性的專業培訓
課程，提昇全臺相關機構工作人員專業服務品質。第一社會福利中心也與臺北市
信義社區大學合作開設心智障礙者專屬課程，讓心智障礙者走出社福中心與一般
人接觸，希望讓更多人能看見心智障礙者的真實面貌與需求，給予更多關懷與協
助，不再因不了解而產生誤解與偏見。

（四）對街區地方環境的重視
隨著信義區興起，150 巷街區原本的農田景象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棟
棟的住宅樓房建起。街區原有的兩大產業：礦業在民國 62 年（1973 年）最晚收
坑的源興煤礦停採後完全消失；農業則在都市計畫建設、街區人口增加、信義區
發展鼎盛的情況下，原有的農耕地變為更具金錢價值的建地，而農業也就這樣退
下了歷史的舞台。
因農業田地的消失，沿著 150 巷流淌的舊埤溪失去了原有的灌溉功能，又因
街區的開發和社區住家用水的排入，在街區發展後才遷入的住戶和年輕一輩的居
民都用「臭水溝」來稱呼舊埤溪，甚至新遷至此的住戶以為這就是單純的排水溝，
而不知道這原本是從山上流下的野溪。
這情況在之後獲得了改善，民國 99 年（2010 年）開始，臺北市政府推動家
庭污水接管以及定期清溝，漸漸地舊埤溪沒有了異味。在民國 103 年（2014 年）
舊埤溪上游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執行的「信義區舊埤溪整治及和興炭
坑再造工程」後，成為信義區新的休憩景點。民國 105 年（2016 年）時更獲得
全球卓越建設獎環境復育保育工程類銀獎，讓街區民眾對舊埤溪的印象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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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不時會在健行時走到此處稍作休憩。就地方變遷而言，流動的舊埤溪其實是
活著的歷史，高度發展的信義區，在各次分區幾忽很難找到以前生活的痕跡了，
幾次颱風舊埤溪也沒有造成地方的水患，若能妥善保護保存現景，是一個可以代
表 150 巷街區早期發展的證明。
舊埤溪在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區發展中的變化：
1、民國 39 年（1950 年）以前：舊埤溪為在地世居家族耕作農田的灌溉水源之
一。
2、民國 39 年至 59 年（1950 年至 1970 年）：這 20 年間 150 巷街區陸續因土地
政策、買賣、開發、建築，讓街區農地逐漸消失，舊埤溪喪失灌溉功能，加上社
區住家用水排入，出現異味。
3、民國 59 年至 99 年（1970 年至 2010 年）
：舊埤溪成為在地居民口中的臭水溝。
4、民國 99 年（2010 年）後：因家庭污水接管及定期清溝，舊埤溪漸漸沒有了
異味。
5、民國 103 年（2014 年）：上游和興炭坑及舊埤溪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
程處再造整治，成為信義區新休憩景點。
6、民國 105 年（2016 年）：大地工程處再造整治的「信義區舊埤溪整治及和興
炭坑再造工程」榮獲世界不動產聯盟（FIABCI）舉辦全球卓越建設獎─環境復
育保育工程類銀獎。
7、現今：六合里內舊埤溪段除社區中陸橋及陸軍後勤訓練中心技訓分部外，其
他地方皆未加蓋。
隨著時代發展，現代人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觀念有所提升，在經濟發展之餘仍
會注意到地方生態的存續，原名為中強公園的象山公園，未經現代化開發前區域
就存在著臺灣特有種臺北樹蛙，但在國道 3 號信義支線開發案以及中強公園改建
時未考量到樹蛙棲息地的影響，棲息地的消失讓此地的臺北樹蛙一度瀕臨絕種。
之後在公園處的請託，以前在地蕭家媳婦，人稱「蕭媽媽」
、
「樹蛙媽媽」的
三犁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蕭蘇淑貞大力保育、培育樹蛙下，總算讓臺北樹蛙再次
在象山公園中鳴叫。蕭蘇淑貞女士過世後，樹蛙保護區的管理由在地周家後人周
子欽先生接手，並積極辦理各年齡層的相關導覽解說活動，讓更多人能認識這個
區域，進而一起保護這裡的生態。
民國 102 年（2013 年）11 月 24 日，捷運信義線通車，設立在信義路五段
150 巷起點位置的捷運象山站也隨之啟用，這次工程單位並沒有重蹈先前開發國
道 3 號信義支線和改建公園的覆轍，工程周圍種植了耐蔭性佳的腎蕨、鳳尾蕨、
臺灣姑婆芋、筆筒樹及山蘇花等植物，並協助挖掘復育區水池、供水至樹蛙保護
區中，致力保護此地原有的生態。並在站內公共藝術設計中結合了象山與臺北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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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的圖像，讓更多人能夠認識這塊土地上原有的生態景象。

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區的發展情況，或許可以引用我們訪問街區耆老時所談
到的一段話：
「這邊以前除了田、礦，完全沒有別的。其他就是種菜，山上以前滿多竹筍、
柳丁，現在的北台慈惠堂上面，以前整片後山都是柳丁園，我小時候都去偷拔……
現在這裡說難聽點死窟、無尾巷，進來就沒有路了，怎麼會發展。商圈就是北醫，
進來幾乎就是回來的，不可能有流動的人潮，所以北醫麥當勞這邊店租貴，六張
犁有進有出，只要轉到松仁路進來，就是要回家了，沒有外客。」
有意思的是，早期雖然交通不便，但建築物不多，150 巷街區與三張犁地區
的區隔只是田間的道路，在地家族甚至在 150 巷街區外也擁有土地，與所屬三張
犁地區沒有什麼間隔，大家同屬一個生活圈，只是這塊地段比較靠近山區而已。
到了現在，雖然交通發達了，但沿著信義路五段 150 巷所建起的住宅卻將
150 巷街區封閉起來，現在從捷運象山站 2 出口走出來，經過象山公園旁的豪宅
區，轉入三張犁福佑宮後再往前走，會發現彷彿來到一個幽靜的密境，可以一路
通到山上，回頭卻又看到臺北 101 大樓矗立在眼前，視覺上的衝突感很大。而這
也是信義路五段 150 巷的價值所在，街區的發展其實是信義區地方發展的縮影，
在大量的外來人口移入的情況下，居住在此地的原生文化幾被人漠視遺忘，而靠
著信義路五段 150 巷旁的舊埤溪、現存在地家族所建的土地公廟、礦坑的遺構，
這些都可以讓我們能窺見街區早期的生活碎片。

「看不見，但不代表不存在」
，對「臺北市信義區」
，外地人最直接的反應就
是說有 101 大樓、大批百貨商區和豪宅林立，是個「天龍國」。但耀眼的商業精
華地段掩蓋了信義區原有的景觀，進而讓原生的人民、產業、在地文史等被現代
人忽略，也少有留下的物件和景色能供眾人記憶。透過此次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
區的田野訪查，就是要將還「看得到」的、還存在的信義區舊景讓更多人知道。
了解現今都市景觀的更替，對都市的未來發展是很重要的。比如此次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區中的舊埤溪流貫信義區連接到基隆河，若將來都市有水利相關規劃工
程時，就可以利用原有的天然溪流河道來做工程的衍生。這也是在進行文史踏查
時，除了讓我們更認識這塊土地外，也在為未來都市發展的可能性做準備。而當
有人大聲地說「信義區是個沒有文化的地方」時，我們還可以指出這些地點，證
明先人所留下的歷史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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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150 巷街區年表大事記
約 400 萬年前
※「華南古陸塊」所處的「歐亞大陸板塊」與海中的「菲律賓海板塊」互相推擠，
將臺北推出海面，形成臺北丘陵。
約 6 萬年前
※同樣的推擠壓力在臺北丘陵造成斷層，使臺北陷落成為盆地、在今南港山西北
側形成了陡直的險坡、下方形成四獸山。
1654 年（明鄭永曆 8 年；清順治 11 年，甲午年）
※荷蘭人繪製成大臺北地區的地圖「大臺北古地圖」，原名《淡水與其附近村社
暨雞籠島略圖》
，荷蘭語：
《Kaartje van Tamsuy en omleggende dorpen, zoo mede het
eilandje Kelang》。當中 Kimal 考證為錫口、興雅撫徠位置。
1694 年（清康熙 33 年，甲戌年）
4 月，臺北地震令臺北盆地部分地陷，河水侵入麻少翁等 3 社，即「康熙臺北湖」
。
1697 年（清康熙 36 年，丁丑年）
※郁永河行至麻里折口，即今松山地區舊名。
1736 年（清乾隆元年，丙辰年）
※武功周第 13 世周聖明、第 14 世周存爵渡海來臺，在三張犁地區開墾建基。
1765 年（清乾隆 30 年，乙酉年）
※最晚於本年的土地契約〈立杜賣根契人藍紀湘等〉中，已有三張犁地名之記載。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1819 年（清嘉慶 24 年，己卯年）
※最晚於本年的土地契約中，已有舊埤（舊陂）地名之記載。（臺灣歷史數位圖
書館〈立鬮書字〉─臺灣總督府檔案）。
※最晚於本年的土地契約中，已有新埤（新陂）地名之記載。（臺灣歷史數位圖
書館〈立鬮書字〉─臺灣總督府檔案）。
1871 年（清同治 10 年，辛未年）
※舊坡（埤）福德宮建立。
1891 年（清光緒 17 年，辛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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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在錫口設火車站，稱錫口火車碼頭。
1893 年（清光緒 19 年，癸巳年）
※松山長老教會第七任傳道師陳水龍退休後設店號經營煤礦，號名「陳能記」。
1894 年（清光緒 20 年，甲午年）
8 月 1 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軍在日、清議和期間，佔領澎湖群島。
1895 年（清光緒 21 年；台永清元年；日明治 28 年，乙未年）
4 月 17 日，清日締結馬關條約，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群島割讓
給日本。
1898 年（日明治 31 年；清光緒 24 年，戊戌年）
6 月，設置臺北辨務署，下轄第十一、十二兩區。第十一區的區長高定，役場位
於興雅庄，轄興雅、三張犁、五分埔、各中陂等地。第十二區的區長王國瑞，役
場位於錫口街，轄錫口街、里族庄、東勢庄、上塔悠庄、下塔悠庄。
※陳能記（即陳水龍）開採舊埤山煤礦。
1921 年（日大正 10 年；民國 10 年，辛酉年）
※最晚於本年的〈大正 10 年地形圖〉中，已有三張犁靶場的記錄。
1938 年（日昭和 13 年；民國 27 年，戊寅年）
※今 150 巷街區區域屬臺北州臺北市三張犁大字。
1946 年（民國 35 年，丙戌年）
※臺北市松山區三犁里成立。
1947 年（民國 36 年，丁亥年）
※六合里福犁宮完成現今正殿設施。
1950 年（民國 39 年，庚寅年）
※原二戰前由鄭水源、潘迺賢經營之和興炭礦，改由周毝經營，並改名為新生煤
礦。
1955 年（民國 44 年，乙未年）
※新生煤礦旁的永安祠建成，又稱新生土地公廟。
1956 年（民國 45 年，丙申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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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厝山下一片土地（舊埤溪西邊）被徵收為陸軍砲兵營區。
1961 年（民國 50 年，辛丑年）
※王澤靈神父於三德天主堂現址，購入 400 坪土地傳教。
※三張犁福佑宮建立。
1962 年（民國 51 年，壬寅年）
※三長廟建立。
※私立大華中學創校。
1965 年（民國 54 年，乙巳年）
※新生煤礦停採收坑。
1966 年（民國 55 年，丙午年）
※陸軍青年軍成員於原砲兵營駐地搭建住宅，為紀念 1945 年 6 月 3 日青年軍解
編，命名六三新村。
※荷籍王來德神父建立吳興街堂，翌年成立正式堂區，是為第一位主任司鐸， 並
以其父遺產所得，創立了立德幼稚園（三德幼兒園前身）。
1967 年（民國 56 年，丁未年）
※福犁宮第二次擴建，加蓋左右兩側間與拜亭。
1969 年（民國 58 年，己酉年）
※由許欽璋等人於 1938 年接收經營的金興炭礦停採收坑。
1971 年（民國 60 年，辛亥年）
※吳興街山坡地變更為住宅區業主擬定「挹翠山莊計劃」。
※立德幼稚園改名為三德幼稚園。
1972 年（民國 61 年，壬子年）
※私立三德幼兒園立案至今。
※是年，程厝魚池仔填平建為公寓式住宅。
1973 年（民國 62 年，癸丑年）
※由三犁里劃出部分區域分別成立了祥和里、六合里，六合里名取六三新村的
「六」加上「合」而命名。
※福犁宮第三次擴建為現貎。
※戰前由陳能記家族經營，戰後轉由李江海經營的源興炭礦，停採收坑。

16

※挹翠山莊開發，陸續興建公寓、華廈與別墅。
1974 年（民國 63 年，甲寅年）
※由三犁里劃出部分區域成立惠安里。
1980 年（民國 69 年，庚申年）
※聯勤技工學校遷至台北市信義區光育營區（原日陸軍第八飛行師團第五野戰航
修廠三張犁格納庫/派遣隊）。
1981 年（民國 70 年，辛酉年）
※由三犁里劃出部分區域成立中強里。
※挹翠山莊下永安祠（大眾爺廟）建立。
1983 年（民國 72 年，癸亥年）
※第一社會福利中心遷入信義路五段 150 巷現址，但遭到楓橋新村部分居民強烈
抗議，報稱「楓橋新村事件」
，後由總統下令警察保護中心師生遷入 150 巷街區。
1988 年（民國 77 年，戊辰年）
※下瓦厝改建的世貿名仕園竣工。
1989 年（民國 78 年，己巳年）
※聯勤技工學校配合兵工廠改制，招訓技勤常備士官。
※私立大華中學因在 1980 年時校區被劃為道路用地，校舍遷至楊梅。
1990 年（民國 79 年，庚午年）
※臺北市進行第四期行政區域調整，信義區正式被畫出成新行政區，中強里併回
三犁里，三犁里、六合里改屬信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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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民國 83 年，甲戌年）
※巴黎世家社區大樓完工啟用。
1995 年（民國 84 年，乙亥年）
※籌畫臺北市立圖書館六合分館。
※位於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53 巷 6 至 12 號處的「台北高峰會」豪宅建案落成。
1996 年（民國 85 年，丙子年）
※聯勤技工學校改編為「聯勤技術訓練中心」。
1997 年（民國 86 年，丁丑年）
※上瓦厝改建的雲頂社區大廈竣工。
※富比世廣場完工啟用。
※位於臺北市信義區松平路 126 號處的「國王與我」豪宅建案落成。
1998 年（民國 87 年，戊寅年）
※棉花田社區大樓完工啟用（陸軍後勤訓練中心技訓分部旁社區大樓、原為炭
埕）。
1999 年（民國 88 年，己卯年）
※國華人壽大樓完工啟用（現為全球人壽信義大樓）。
※位於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 142 至 148 號處的「千禧林園」豪宅建案落成。
※位於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 150 至 152 號處的「澹寧居」豪宅建案落成。
2001 年（民國 90 年，辛巳年）
※位於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53 巷 15 至 17 號處的「華納花園」豪宅建案落成。
2003 年（民國 92 年，癸未年）
※「聯勤技術訓練中心」更名為「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技術訓練中心」。
2005 年（民國 94 年，乙酉年）
※原六三新村改建信園國宅（松仁富邑）完工啟用。
2006 年（民國 95 年，丙戌年）
※六合市場大樓完工。
2008 年（民國 97 年，戊子年）
※六合市場大樓及臺北市立圖書館六合分館完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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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民國 98 年，己丑年）
※第一社會福利中心募款完成，在 150 巷街區建蓋的「第一家園」啟用。
2012 年（民國 101 年，壬辰年）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技術訓練中心」，更名為「聯合後勤學校技術訓
練中心」。
2013 年（民國 102 年，癸巳年）
11 月 24 日，捷運信義線通車，設立在信義路五段 150 巷起點的捷運象山站啟用
※「聯合後勤學校技術訓練中心」，更名「陸軍後勤學校技術訓練中心」。
2014 年（民國 103 年，甲午年）
※「陸軍後勤學校技術訓練中心」更銜為「陸軍後勤訓練中心技訓分部」。
※和興炭坑及舊埤溪經大地工程處再造整治，成為信義區新休憩景點。
2016 年（民國 105 年，丙申年）
※「信義區舊埤溪整治及和興炭坑再造工程」榮獲世界不動產聯盟（FIABCI）
舉辦全球卓越建設獎（環境復育保育工程類）銀獎。
2017 年（民國 106 年，丁酉年）
※臺北市政府公園處完成中強公園改造計畫，並將公園名稱正式變更為象山公
園。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