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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校門位於愛國西路 1 號，是校門的「今生」，而「前

世」--舊校門--則在公園路 68 號（非現在公園路側門）。本校校址也曾歷經數次

改變：除了公園路 68 號以外，由日本時代臺北市街舊地圖得知，本校校址還包

括南門街三丁目、文武町五丁目四番地；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校門、校址，

從公園路 68 號改為愛國西路 1 號，則是導因 1970 年代中葉，孫沛德校長任內，

經臺北市政府核定本校「原地重建」，聘請著名女建築師修澤蘭規劃校園景觀、

建築（及不同「女」字形之圍牆）。本文將以「公園路 68 號」為時空主軸，藉由

地圖、航照圖、衛星空照圖及老照片等文本，打開視覺影像之窗，從今生「臺北

市立大學｣，回到前世「國語學校｣，再到「臺北師範｣時期，以及 1945 年以後校

園及周邊環境的變化，試圖從歷史與空間(history and space)之研究取向，描繪臺

北市立大學 120 年來的校史及變革，介紹學校的變與不變，最終以「運用空間的

思維，帶動時間的思維」；從而，彷若時光倒流，「記憶溯溪」、「認識自己」。 

 

 

關鍵詞：臺北、公園路、臺北市立大學、國語學校、大眾史學、都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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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記憶溯溪--公園路 68 號的「校門」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的校門，今日位於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 號(圖

1)。不過，時間往前回溯，舊校門其實位在公園路 68 號--方位大約在目前公誠樓

與藝術館之間(圖 1 及圖 2)。1「公園路 68 號的故事」，如同一扇跨越歷史的大門，

訴說著本校百年來的校史，也猶如歲月刻畫在這所學校的歷史痕跡。當我們遍覽

臺北市立大學的前世今生，探索它與眾不同的風華，相信不只能對本校「校史」

更加了解，也會對「臺北學」或臺北城的百年變遷，有更多的認識。2

 

圖 1：2005 年本校(博愛校區)及周邊衛星空照圖 

資料來源：大輿出版社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校門位於愛國西路 1 號，是校門的「今生」，而「前

世」--舊校門--則在公園路 68 號（非現在公園路側門）。本校校址也曾歷經數次

改變：除了公園路 68 號以外，由日本時代臺北市街舊地圖得知，本校校址還包

括南門街三丁目、文武町五丁目四番地；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校門、校址，

從公園路 68 號改為愛國西路 1 號，則是導因 1970 年代中葉，孫沛德校長任內，

經臺北市政府核定本校「原地重建」，聘請著名女建築師修澤蘭規劃校園景觀、

                                                 
1
 公園路 68 號校門舊址約在「公誠樓與藝術館之間」的說法，是訪談本校總務處資深同仁李麗

娟小姐得知。 
2
 本文第一作者於指導方婉萍碩士論文<<任培道對臺北女子師範學校之創建與經營>>(2006)，於

總務處文書組檔案室(中正堂樓上)卷宗中，看到過去學校公務信封上校址即是公園路 6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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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及不同「女」字形之圍牆）。3
 

圖 2：1957 年本校航照圖（圖左下，明顯可見一座露天游泳池）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人們常提到歷史或古蹟，有時關注那遙遠或一輩子到不了的地方，可是對於

自己每天生活周遭的過往，反而常常一無所知。學習歷史應該從認識自己(know 

yourself)開始，進而擴大到日常生活的場域。當你站在凱達格蘭大道看著「總統

府」，想到「總統府」其實是日本時代的「總督府」，而「凱道」則是清朝時期的

「東門街」、國民政府命名的「介壽路」。當你趕時間進校門，可知「愛國西路」

是清代臺北城拆除城牆後改建的「三線路｣大道（臺北城四至界，約當今天臺北

市中山南路、中華路、愛國西路及忠孝西路）；邁入臺灣最有歷史的百年老校讀

書，一旦開始「認識自己」，才發現原來本校校園及周邊都是斑斑史蹟。 

    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希臘神話掌管文藝的九位謬司(muse)

中，主宰歷史的女神叫 Clio，她的母親即是記憶女神 Mnemosyne，可見在希臘

人心目中，「歷史」源自於「記憶」。可是，也正因為「歷史」源自於「記憶」，

所以歷史也常因記憶或遺忘而改變。追尋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校門、校址的

                                                 
3
 古國順總編，<<春風化雨 100 年：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建校百周年紀念專刊>>（臺北：臺北市

立師範學院，1995），頁 155。 

公 
 
 
 
 

園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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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一如溯溪而上，踏查源頭，而所見所思，不僅是在「記憶溯溪」，更是在

「認識自己」--溫故知新地認識自己學於斯、長於斯的臺北市立大學。 

 

貳、從「南門街三丁目」到「文武町五丁目四番地」 

 
圖 3：1902 年臺北政改圖（總督府尚未興築，本校附小位置當時是「台北監獄」） 

資料來源：南天書局 

 

    明治 29 年(1896)日本地方官制公布，形成「總督府、縣廳、辨務署｣三級制，

明治 34 年(1901)臺灣總督府為控制治安，將地方行政改為「總督府、廳｣二級制，

兩時期都下設街庄，再以丁目區分。所以學校成立之初稱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

校｣，校址為「臺北縣臺北辨務署南門街三丁目｣及「臺北廳南門街三丁目｣(圖 3)，

大正 8 年(1919)本校改名「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大正 11 年推行日本式街

路名，將街庄改為町，下設「丁、目｣，外加「番地｣，因位於清代「文武廟街｣，

所以「南門街｣改為「文武町｣，也由於日本不為路街取名，因此校址改為「臺北

市文武町五丁目四番地｣。昭和 2 年(1927) 「臺北師範學校｣一分為二：設置「臺

北第一師範學校｣(本校)(圖 4)及「臺北第二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昭

和 18 年(1943)第一師範及第二師範合併，校名改回｢臺北師範學校｣，但升格為

專門學校；本科生在原第二師範就學，女子部及預科則在原第一師範就學。 

文廟 
武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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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35 年臺北鳥瞰圖 

資料來源：南天書局 

 

    圖 3 仍可看到臺北城牆，因為日本人從 1901 年大規模拆除臺北城牆是分階

段實施，拆下的城牆石不乏移為他用，部分曾散佈在本校校園內(照片 1)。城牆

拆除後，1909 年舊城牆範圍改建為俗稱「三線路｣，也是本校傑出校友、近代臺

灣歌謠之父鄧雨賢「夜月愁」歌曲詞句：月色照在三線路，風吹微微……。現在

台北市立大學校門前的愛國西路，就是「三線路｣之一：南三線路--也是最寬的

「三線路｣，4本校當時位於南門附近，時稱「大南門的大學校｣。 

                                                 
4
 三線路，東、西、北三條各寬四十五公尺四五，南側寬七十公尺九一，全長總計 4564 公尺。

所謂三線道路，是以植樹綠化的安全島將道路分劃為三條道路，中央行車，兩側走人。參看：尹

章義，<大清帝國的落日餘暉--臺北設府築城史新證>，「臺北文獻」直字 188期(民 103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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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本校校園內散置之臺北城牆石 

資料來源：教育局臺北百年老校追憶 

 

  再看圖 3 中的「文廟」，有人會說不是拆除文廟後才蓋「國語學校」?其實是

興建校舍後，「國語學校」為了擴建校區才拆除文廟。文廟範圍大部分位於本校

校園，一小部分成為後來「第一高女」(即「臺北第一高等女子學校」，今北一女

中)校地範圍。對照圖 3，可知今天之「北一女中」，在 1902 年時還是「衛戍病院

官舍｣！有機會路過本校重慶南路側門時，不妨順便探尋「清臺北府文廟舊址｣

紀念碑(照片 2)。 

 

  

照片 2：清臺北府文廟舊址紀念碑（本校重慶南路側門旁） 

資料來源：康鴻裕攝 

 

    臺北鳥瞰圖(圖 4)是一幅風格獨特、繪製精細的地圖，圖中可清楚看見本校

當時建築樣貌，尤其是當時的新式建築--紅樓。另外，也可看到本文的主題，也

就是校門的位置(照片 3)，校門前就是現在的公園路。圖 4 中之本校校園內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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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公學校」（臺灣人小學生就讀），校門對面則是本校「附屬小學校」（日本人小

學生就讀）（今之本校附小）。 

 

照片 3：日本時代本校校門及紅樓(照片右上) 

資料來源：教育局臺北百年老校追憶 

 

  臺北鳥瞰圖中的臺灣總督府就是現在的總統府，清領時期是林姓及陳姓家廟，

日本時代被強制徵收後編入文武街二丁目，府前的「東門街」就是現今社會運動、

政治示威遊行團體最常聚集的「凱達格蘭大道」。 

 

圖 5：1945 年本校航照圖(圖中之部份校舍毀於空襲，操場也有彈坑)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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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公園路 68 號」到「愛國西路 1 號」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於民國 35 年(1946)調整地方行政，將臺北市升

格為省轄市，由臺灣省管轄，將日本時代的六十一町區整編為十區，而這時本校

從文武町變為｢城中區｣，民國 79 年(1980)將城中區與古亭區大部分合併為現在｢

中正區｣。至於街路命名，辦法如下：(1)發揚民族精神者(2)宣傳三民主義者(3)

國家偉大人物者(4)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義意者。而當時「公園路｣因位於「新公

園｣(今二二八公園)東側，符合第四項，所以命名為「公園路｣，本校地址也由「文

武町五丁目四番地｣，先換成「城中區公園路 68 號｣，後改為「中正區愛國西路

1 號｣。1945 年以後，本校校名歷經數變：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1945)、

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專科學校(1964)、臺北市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1967)、臺

北市立師範專科學校(1979)、臺北市立師範學院(1987)等。1970 年代中葉，校門、

校址遷至愛國西路 1 號。 

 
圖 6：1954 年臺北市街圖（今勤樸樓位置當時為「女師附小幼稚園」）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公 

 

園 

愛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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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974 年本校航照圖(圖左下之圖書館、圖左上之科學館已興築)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1945 年二次大戰後，本校校名「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圖 6)，只招

收女生，直到民國 68 年(1979)本校改名「臺北市立師範專科學校」，才開始招收

男生，此一長達 34 年的「女師」或「女師專」的傳統(照片 4)，也因此曾經深植

臺北市民的歷史記憶。 

 

照片 4：民國 40 年「台北女師」師生校門前合照 

資料來源：康鴻裕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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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也看到總督府改為總統府，其實在國民政府未遷臺前，民國 35 年(1946)

為祝賀蔣介石(蔣中正)六十大壽，曾一度將總督府改稱介壽館，前方道路也命名

為介壽路(圖 6)。介壽館在政府遷臺後才改為總統府，而介壽路到民國 85 年(1996)

陳水扁擔任臺北市長時，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圖 6 還可看出今天的弘道國中及

國家圖書館所在位置，當時還是政府及公家機關宿舍區。由於 1945 年 5 月二次

大戰末期盟軍空襲轟炸臺北，當時本校校舍毀壞嚴重，戰後接收本校之任培道校

長曾興工重建校園。 

    圖 7 則顯示戰後三十年，校舍開始新一波的變化：紅樓早已不存，而現今圖

書館、科學館已經出現，圖 2 左下方之游泳池被填平，勤樸樓、公誠樓、中正堂

都還未興建，這是校門在公園路 68 號的最後一張航照圖，也是本文故事的終點。

圖 8 是本校近期衛星空照圖，可前後對照，從中挖掘新發現。本文故事至此，但

公園路 68 號的故事並未結束，2013 年 8 月 1 日起，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及臺北市

立教育大學整合，兩個校區（天母校區、博愛校區），一個嶄新的校名--臺北市

立大學，深信本校將在歷史長河當中，當再延續下一個百年的故事。 

 

圖 8：本校(博愛校區)近期衛星空照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55 

 

肆、結語：認識自己--大家來寫台北都會史 

    六都成立後，台灣為了都市發展，「都更」如火如荼的展開，舊街道一條條

拓寬，老房子一排排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現代化豪宅，歷史記憶或共同的

記憶(collaborative memory)正以驚人速度消失，進步和傳統(tradition)難道不能並

行？歐洲的義大利，羅馬市民寧可忍受「地面上羅馬」都市交通不便，也不希望

交通建設破壞「地面下羅馬」--埋藏地底之歷史遺址、古蹟，而歐洲很多城鎮，

到處是石板小路、石牆、城堡，當地人或許會告訴你，這是哥白尼的故鄉，並引

以自豪的說他曾走過這條小路。也許我們能在記憶尚存之前，努力把它記錄下來，

在還能看到老建築物時，將她的身影用各種方法留存。校史是臺北市立大學師生

「共同的記憶」，也是臺北都會史的基礎之一；校史保留眾多史料，也堆疊出精

采豐富的「臺北學」。臺北市立大學的校史，深信能為「臺北學」或「臺北都會

史」提供重要的源頭活水，建構史詩般的「臺北記憶．記憶臺北」。 

    源自「大家來寫村史」的理念，筆者近年來提倡「大家來寫都會史」，將研

習或書寫在地的工作，聚焦都會地區，因為臺北不但是筆者日常生活的「所在」

(place)，更是筆者的「新故鄉」，因此，更期盼藉由大眾史學(public history)、人

人都是史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大家來寫歷史等理念，推促臺北人認識

自己(know yourself)。除了重視底層的史觀（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弱勢者

或少數者(the minority)，最主要的還是重視「在地參與」和「在地觀點」。推廣「大

眾史學」只是助燃火苗，火苗燃起後，還得依靠在地人們自己保持熱度，不使熄

滅。身處文化一致性（unity）濃郁的全球化時代，要保持都會的文化特色，更須

成就自身獨特的在地文化(indigenous culture)，進而保留在地之「共同的記憶」。

如此，不但可以建構具有多樣性（diversity）之「在地文化」，還能傳承歷史文化，

有利文創產業行銷、觀光休閒，甚至，讓地方重新恢復活力、孕育在地生命力。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前身為 1896 年創立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校史更可追溯 1895 年設置之「芝山巖國語學堂」，本校不但是臺灣第一所師範學

校，素以「臺北師範」聞名，在日本時代與臺灣大學醫學院前身「臺北醫學校」，

並稱「臺灣的劍橋、牛津」兩大名校，1945 年以後，更擁有長達三十四年的「臺

北女師」優良傳統。2013 年 8 月 1 日起，隨著「體院」、「教大」整合為臺北市

立大學，本校歷史又開新局。本文謹以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校門、校址的

變遷為焦點，以校史為橋樑，向本校師生及社會大眾推廣「大家來寫台北都會史」，

試圖讓「臺北人」產生互動和心靈共鳴，運用地圖、照片等影像的簡介，讓人感

受校園及周邊空間的變遷，體會周樑楷教授所說：「運用空間的思維，帶動時間

的思維」；從而，彷若時光倒流，「記憶溯溪」、「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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