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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金門目前有 163 處的傳統聚落，其中多處的建築、藝術、人文價值極高，

受軍管時期的影響，數十年來維持低度開發，使金門傳統建築與聚落保存完

整。但因駐軍日益減少，民眾所仰賴十萬大軍的微型經濟結構轉變、謀生不易

後，逐漸改變聚落整體發展狀態發，導致村落中傳統建築閒置、毀壞，也因村

落人口太少，許多民俗祭典、傳統產業逐漸消失。 

因此，本案藉由區域型文化資產整合計畫，強化居民自主參與、保存文化

資產事務，落實文化資產區域環境在地經營整合推動，並達到永續保存目標。

並以山后、碧山及瓊林等三處村落建立合作關係，就保存、活化與經營管理，

提出執行策略與行動方案，整合公部門與輔導在地組織合作，共同執行文化資

產整合保存活化工作。以便讓更多在地民眾自主參與聚落景觀整理維護與經營

解說等工作傳承執行，以落實文化資產區域環境在地經營整合推動，並達到永

續保存目標。 

本校於 101 年協助瓊林村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聚落，並在 102-103

年結合民眾的參與形成共識，完成「瓊林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藉此共同

推動聚落保存之管理維護及活化聚落整體發展。本計畫將集結瓊林村保存發展

經驗，和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碧山二村交流分享，以建立合作關係，

並作為延伸至金門其他落村保存活化的參考，以加速全面執行各項村落文化延

續、保存規劃工作。 

壹、 計畫目標 

依本案依招標需求，計畫目標分為四項，其內容如下：  

一、 建立金門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的村落合作關係 

為了提昇在地居民對文化資產議題的關切或參與，本計畫將輔導村落之間

合作關係，並建立文化資產事務交流平台，藉此增進在地居民與文化資產多元

鍊結。 

二、 輔導村落相關組織深化自主經營能力 

本計畫將建立區域文化資產保存共識，藉由在地社區相關組織(宗親會、社

區發展協會、基金會等)，參與整體規劃及建立後續再利用經營管理模式，以達

到整體文化保存共識，並發展文化資產活化經營組織與事業夥伴結盟。(已簽署

合作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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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村落基礎調查建立、價值共識、研擬發展藍圖 

本計畫將檢視區域範圍內整體資源，包括歷史、建築等有形與無形資產基

礎調查，並針對在地組織與相關單位進行整合，確認村落核心價值，從中提出

清楚、明確之發展願景、藍圖與行動方案，以跨領域合作等協力模式，落實文

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保存、活化。  

四、 分享瓊林村落的保存經驗，協助其他村落進行保存與活化之工作。 

(一) 保存價值調查分析 

以瓊林村之經驗，進行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碧山二村的基礎調

查，並藉參與式討論，和社區居民就保存價值取得共識。  

(二) 閒置空間整建計畫之規劃設計與執行 

規劃結合地方居民，以雇工購料、自力修繕模式，主要以在地傳統建

築修繕之營造廠、在地工匠以及社區居民參與，共同推動非法定文化資產

與週邊環境自力修繕與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之示範性計畫，從工作中強化

文資保存的共識，並具體落實。本計畫以前期規劃設計為主，並包括碧山

村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一處(碧山段碧山段 1401 地號)之執行。 

(三) 社區培力計畫 

就三村共通的活化再利用、經營管理、文化地圖等議題進行個別或整

合的培力活動。 

貳、 計畫內容 

本計畫之工作內容包括： 

一、 進行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碧山、瓊林跨機關與住民溝通協調，建

立保存共識與經營管理理念。 

二、 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碧山二村基礎資料調查、盤點分析。  

三、 研擬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碧山、瓊林三村自主防災、自主經營規

劃，以及辦理社區文化地圖培力工作。 

四、 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碧山、瓊林三村各擇一處據點，進行景觀與

閒置空間再利用規劃設計示範，由得標廠商擇一適當地點作規劃。 

五、 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民眾參與示範工程(以碧山村落一棟閒置建築(碧山 50

號後方)為主要標的，進行閒置空間整建與再利用，並結合社區發展協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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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共同參與，進行整建與後續活化等工作)。 

六、 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碧山以及瓊林聚落保存的整合培力工作。  

  

照片 1-1 碧山睿友學校 照片 1-2 碧山陳清吉洋樓 

  

照片 1-3 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 照片 1-4 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牌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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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範圍 

本計畫標的為碧山村、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以及瓊林聚落，其地理位

置如圖所示。 

 

圖 1-1 碧山、山后、瓊林聚落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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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碧山聚落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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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 

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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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瓊林聚落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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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執行程序與時程 

壹、 執行程序 

本案執行程序如圖 1-5。 

前置作業

聚落現況調查
閒置空間整建與公共空

間修景

文獻調查

聚落與建築調查

法規與體制調查

碧山閒置空間測繪與執
行

山后公共空間修景調查
與規劃設計

瓊林閒置空間規劃設計

召開相關諮詢會議

研擬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綱要

召開三村整合會議

結案

經營管理培力

防災地圖工作坊

閒置空間再利用
與修景原則講座

經營管理講座

 

圖 1-5 計畫流程圖 

 



第一章 緒論 

9 

貳、 執行時程 

本案執行進度與內容如表 1-1，目前全案完成進度為 70%，報告內容大致

完成，後續工作如防災工作坊、講座，待與聚落居民協調後，將陸續辦理。 

表 1-1 執行時程表 

時間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執行狀況 

104.03 前置作業 各項協調工作、現場調查準備。 已完成 

104.04 

現場調查 

 

包含碧山村落與山后民俗村各項基

礎調查、訪談(里長、理事長、宗親

會等)、溝通協調。 

碧山村落頹屋測繪、山后民俗村招

牌與公共空間調查、瓊林國定怡穀

堂現況普查。 

已完成 

104.04.25-26 

104.05 召開協調會議 
針對三村民眾需求，研擬聚落保存

再發展計畫。 
已完成 

104.06 
防災文化地圖

培力 

將於碧山村落、山后民俗村各辦理

一場，並邀請瓊林聚落共同參與經

驗分享。 

已完成 

7/25-26 辦理 

104.07 

碧山村落、山后

民俗村保存再

發展計畫大綱

研擬 

彙整歷史文獻、基礎調查資料以及

當地民眾需求研擬保存再發展計畫

綱要(稿) 。 

已完成 

經營管理與空

間再利用講座 

將於碧山村落、山后民俗村各辦理

一場，並邀請瓊林聚落共同參與經

驗分享。 

山后 6/14 已

完成 

碧山 7/14 

文化觀光與經

營管理講座 

將於碧山村落、山后民俗村各辦理

一場，並邀請瓊林聚落共同參與經

山后已於

8/7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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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執行狀況 

驗分享。 碧山於 10/7

辦理 

104.07 期中報告  

已完成 

7/10 繳交 

104.08-09 

閒置空間整建

與公共空間修

景 

辦理碧山村落頹屋整建規劃設計與

施工。 

辦理山后民俗村招牌與公共空間修

景規劃設計。 

辦理瓊林聚落國定古蹟怡穀堂再利

用規劃設計。 

已完成 

104.09 召開協調會議 

召集三村民眾與公部門相關組織，

共同研商後續聚落保存再發展計畫

等執行策略。 

已完成 

104.10 

碧山村落與山

后民俗村保存

再發展計畫大

綱修正 

針對民眾需求進行聚落保存再發展

計畫修正。 
已完成 

繳交期末報告  已完成 

104.11 結案  已完成 

 

 

 



第二章 碧山聚落基礎調查與分析 

11 

第二章 碧山聚落基礎調查與分析 

第一節 碧山聚落概況 

壹、 自然環境 

碧山，又稱「後山」，係由陳氏移民拓建之血緣聚落，其族系與村名之由

來，在其宗祠重修志中已清楚敘明：「原係河南光州固始籍，支分福建泉州晉

江縣深滬鄉，始祖德宗公，仕元官，居一品平章事，以剛介直言，於朝被禍，

其三子在家聞訊，乘舟泛海而逃，中流遇風散，開基祖存仁居次，帶妻柳氏遇

風飄至金門後山鄉海邊，登岸擇地，因世居焉。蓋深滬前臨海，背有後山與碧

山峰，祖乃五房派下，因不忘本而沿用後山與碧山，其名之由來也。」 

碧山的地理形勢，則可從宗祠之門聯上知其梗概「枕海拱山，百代箕裘祖

德；左溪右阜，千秋俎豆馨香。」所枕之海為村後的許白灣海面，所拱之山乃

太武山，左溪乃指田浦溪，右阜係東山前村後的美人山，周圍形勢非常清楚。 

碧山聚落周圍主要為丘林地，連外道路為陽沙路，聚落北側有大山路、南

側為碧沙溪流過，北側則緊鄰楓香林。 

 

圖 2-1 碧山聚落周圍環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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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聚落周圍環境亦可以碧山人陳長慶先生，所寫的「阮的家鄉是碧山1」

之歌詞詮釋： 

「車過陽宅埔，遠遠著看見碧山路， 

正面是溪仔墘，左邊是卻去山後的路途， 

經過象叔仔的雙落厝，走過德幸叔公的番仔樓， 

睿友學校是阮細漢讀書的好場所， 

徐先生，對待學生像子弟，人人講伊教學認真擱嚴格， 

啥若毋聽話，籐條舉佇手， 

罵阮，死囝仔，細漢毋讀冊，大漢著放牛， 

幾十年來這句話，攏嘛深深放佇阮的心肝內 

村內的這條路，東有東祖厝，西有前廳祖， 

一片一片的石頭壁，一間一間的古早厝， 

鄉親善良擱忠厚，無怨無嘆來打拚， 

田內種的安薯芋，阿爸輾的安脯糊，共阮飼大漢，予阮呣免飫腹肚， 

白沙崙 紅墩頂，番花跤 牛車路， 

有阮細漢走過的跤步，樹林內的杜麗吱吱叫，露稅田的蟬仔會唱歌， 

網加追 抓加令，掘土 灌土猴， 

嘛捉蟋蟀來相咬，想起彼時陣，親像昨暝佇眠夢， 

昭靈宮 田府元帥香火真興旺 

穎川堂 陳氏列祖列宗來保庇， 

男丁一個一個真爭氣，教書先生十外人 公家頭路嘛真最， 

中央官員有昆仁 金酒副總名榮華， 

博士學者叫建民 訓導主任是順德， 

檢調單位有建興 花崗課長是添壽， 

                                                 
1
 作者陳長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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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衛少校陳世強 中正理工陳弘驥， 

嫁出去的查某子，一個一個賢慧無塊比， 

予阮碧山無落氣，無落氣，徛佇後山頭， 

看著許白礁，田浦港仔 大地溪，攏嘛佇阮目睭內， 

樹尾綠綠 草青青，海水藍藍 沙白白，潭內有魚蝦，垵口邊仔有水路， 

對面著是咱的原鄉叫深滬，對面著是咱的原鄉叫深滬。」 

 

圖 2-2 碧山聚落自然環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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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歷史脈絡 

一、 地名的由來 

碧山陳氏源於元朝，先祖為陳德宗，祖籍出於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深滬後

山鄉，育有三子存志、存仁、存義三人，為躲避禍害，三子各自乘船逃離家鄉，

次子存仁漂流至浯洲後山鄉海邊，為現今許白礁海邊。開基祖存仁屬深滬後山

五房派系，因不忘根本，而沿用後山與碧山為村落之名稱。民國四十六年軍領

時期，胡璉將軍為避免「後山」與「山后」村名顛倒，恐使軍人混亂不清，特

下令將「後山」除名，從此之後，專用「碧山」之名。2
 

 

圖 2-3 碧山陳氏祖籍位置圖 

 

 

 

                                                 
2
 「碧山史述」，2010.01，陳怡情，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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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陳氏開基祖 

碧山聚落開基祖為陳德宗，文獻紀載於元代移墾至碧山聚落，碧山為陳姓

聚落。碧山陳氏一族，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分支為福建泉州晉江深滬鄉。始祖

德宗公於元朝時，因剛直建言於朝被禍。其三子在家聞訊，乘舟泛海而逃，遇

風飄散。其中二子存仁公，遇風飄至金門島「後山鄉」海邊，登岸擇地定居；

自元代至今，碧山聚落已有七百餘年的歷史。 

存仁公有三位太孺人，黃氏、翁氏、柳氏，生有五子：西間派長房、東間

派二房、中央派三房、門口派四房、下溪派五房，以後各自繁衍。明朝兩代至

民國初年，又陸續分支同安內頭小公山、金門湖山、前墩、東溪、台灣澎湖、

菲律賓、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地，人丁興盛。 

 

圖 2-4 碧山聚落現況圖 

參、 聚落特徵 

碧山，獨特的歷史交融了三股文化大潮「閩南文化、僑鄉文化與戰地文

化」，塑造了碧山聚落的人文樣貌，豐富的歷史建築是金門開府以來三股文化

交流生存的載體與見證。 

第一時期為先民遷金移居後至清朝時期，在碧山聚落裡，閩南傳統文化之

宗族聚落及居民建築，順依山勢，緩坡而建，坐東北，向西南，整體朝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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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這一大片歷史建築見證了漢人庶民在金門生活的社會關係、經濟型態及哲

學思想，這樣的文化脈絡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金門開府之始，至今仍未中斷。

而大小聚落中的宗廟，更是發揮著聯繫宗族情感的功能。社區內的老房子，雖

然失去了往日繁華，但住民卻未曾遠離。 

除了閩南文化之外，第二時期的僑鄉文化更是碧山吸引人的另一特色，時

間約為清朝至抗戰前。少數飛黃騰達的華僑，回鄉後更是大手筆興建融合中西

建築特色的『洋樓』。碧山中最為人稱道的便是『陳德幸洋樓』與『陳清吉洋

樓』。在陳德幸洋樓的門楣上，起造的華僑以英文寫著『Union is strength』（團

結就是力量），更見證了當年華僑緊密的向心力。除了洋樓之外，華僑更興建

了學校，以提升了僑鄉的教育水平，『睿友學校』的成立，在當時帶給了無數

碧山孩子有幸接受知識的陶冶。這樣的僑鄉文化具體的反映了近代僑匯經濟時

期的文化特徵與價值觀的轉變中西合璧的洋樓在現今更是彌足珍貴。 

第三時期的戰地文化則由抗戰時期至今，原有的建築又披上軍事的外衣，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戰地文化乃說明了金門『固若金湯、雄振海門』的戰略地

位，從 1949 年以來的軍事建築與地景，其實就是時代的縮影。 

  
照片 2-1 睿友學校 照片 2-2 陳德幸洋樓 

  

照片 2-3 碧山聚落閩南建築 照片 2-4 碧山聚落舊有商業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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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既往研究 

碧山聚落雖然文化資產數量較多，但相關調查研究與修復工程計畫資料較

少，後續碧山聚落相關研究資料，將於本計畫中深入調查並整合分析相關基礎

資料。 

表 2-1 碧山村落相關研究計畫 

NO 類別 書名 時間 出版者 出處 

01 論文 
金門碧山聚落空間再生規

劃設計 
2014 連仲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

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02 論文 

華僑捐資興學與戰地政務

對 金 門 教 育 發 展 之 影

響 : 以金門碧山聚落為例 

2011.7 陳順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

學系教育行政碩士在職

進修專班(金門班) 2011 

04 
文 化

藝術 

2009 台灣文化資產保存

年鑑 (上、下冊) 
2010.10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文化資產總

管理處籌備

處 

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產

總管理處籌 

05 
調 查

研究 

金門縣金沙鎮碧山聚落調

查研究  : 聚落登錄推動

與保存發展先期構想 

2009 
吳秉聲、江

柏煒 

金門縣金城鎮：金縣文化

局 

06 圖書 碧山陳氏族譜 1991 
金門 :碧山陳

氏宗親會。 
 

07 

學 術

著 作

系列 

金門行業文化史 2010.10 羅志平 秀威資訊 

08 期刊 碧山的歷史源流 2004.12 陳順德  金門宗族文化 

09 
研 討

會 

一個閩南傳統聚落分析架

構建立的初步思考－以金

門金沙鎮碧山村為例 

2009.1 
吳秉聲、江

柏煒 

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 

10 書籍 
金門海岸基本資料監測調

查計畫 
2011 

國立中山大

學 

臺東市  : 水利署第八河

川局 

11 
報 告

書 

金門戰地紅磚文化系列遺

產 申請世界遺產文本 
2014.12 

中國科技大

學 
金門縣文化局 

12 
報 告

書 

102 年度金門世界遺產潛

力點推動計畫 
2013.11 

中國科技大

學 
金門縣文化局 

13 報 告 金門縣縣定古蹟睿友學校 2006 江柏煒 金門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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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類別 書名 時間 出版者 出處 

書 之調查研究與修護規劃 :

總結報告書 

14 
報 告

書 

金門縣碧山睿友小學歷史

建築之調查研究與修護規

劃 

2006 江柏煒 金門縣文化局 

15 
報 告

書 

金門縣縣定古蹟睿友學校

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2012.7 楊仁江 金門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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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碧山聚落現況調查 

本節內容將針對碧山村現有的行政體系與聚落現況進行基礎調查，相關內

容如下所示。 

壹、 現行法令 

碧山村的範圍位在金門特定區計畫中，其相關法規、計畫與建築管理原則

將於下列說明。 

一、 金門特定區計畫 

為配合金門縣施行地方自治，全面實施都市計畫，金門縣政府於民國 81年

6 月開始進行「金門地區全面都市計畫主要計畫案」規劃工作，於 85 年 1 月 20

日公告實施「金門特定區計畫」，屬於主要計畫層級。 

基於金門全面都市計畫之擬定因時間急迫，不周延之處在所難免，且因金

門縣長期在軍管及戰地政務管制下，民眾對於土地開放利用之期盼甚為殷切，

原計畫於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即同意如有必要隨時得辦理通盤檢

討。縣政府民國 87年 2 月開始辦理金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作業，民國

94 年 9 月 9 日公告實施「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圖重製

檢討）案」，並以重製之都市計畫圖為底圖，辦理其他變更案件檢討，民國 95

年 11 月 1 日公告實施「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府建都

字第 0950054645 號）。 

 

圖 2-5 碧山村落特定區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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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資產保存法 

碧山聚落，文化資產數量甚多，主要有 1 處縣定古蹟(睿友學校)、歷史建

築 9 處，其主管機關為金門縣文化局，主管文化資產的修復與後續維護之工

作。 

 

圖 2-6 碧山聚落古蹟歷史建築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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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碧山聚落文化資產現況調查  

一、聚落內文化資產現況 

碧山聚落文化資源豐富，包括有形、無形資產以及尚未登錄或指定但具有

文化資產價值的資產，其內容分述如次。 

（一） 有形文化資產 

碧山聚落發展歷史悠久，迄今約有七百年，並具備閩南漢人聚落與僑

鄉文化，碧山的珍貴，在於呈現了不同時期的古厝，這些主要的古厝與僑

鄉建築，皆已指定與登錄成金門的法定文化資產，進一步保存。 

表 2-2 碧山已登錄有形文化資產表 

NO 名稱 類別 詳細資料  

01 

睿友學校 

 

縣定 

古蹟 

種類 宅第 

公告文號 金門縣政府文資字第 0950022518

號 

公告日期 2006/06/13 

地址 碧山 1 號 

02 

陳氏一落四櫸頭 35 號 

 

歷史 

建築 

種類 宅第 

公告文號 府教社字第 092001570 號 

公告日期 2003/03/31 

地址 

碧山 35 號 

03 

陳氏一落四櫸頭 6 號 

 

歷史 

建築 

種類 宅第 

公告文號 府教社字第 092001570 號 

公告日期 2003/03/31 

地址 碧山 6 號 

04 

陳氏二落大厝 

 

歷史 

建築 

種類 宅第 

公告文號 府教社字第 092001570 號 

公告日期 2003/03/31 

地址 碧山 7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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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名稱 類別 詳細資料  

05 

陳明侑古厝 

 

歷史 

建築 

種類 宅第 

公告文號 府教社字第 092001570 號 

公告日期 2003/03/31 

地址 碧山 69 號 

06 

陳德幸洋樓 

 

歷史 

建築 

種類 宅第 

公告文號 府教社字第 092001570 號 

公告日期 2003/03/31 

地址 三山村碧山-號 

07 

陳清吉洋樓 

 

歷史 

建築 

種類 宅第 

公告文號 府文資字第 0940053683 號 

公告日期 2005/12/19 

地址 三山里三山村碧山 

08 

陳氏小宗宗祠 

 

歷史 

建築 

種類 祠堂 

公告文號 府教社字第 092001570 號 

公告日期 2003/03/31 

地址 三山村碧山 14 號 

09 

陳維淡古厝 

 

歷史 

建築 

種類 宅第 

公告文號 府教社字第 092001570 號 

公告日期 2003/03/31 

地址 碧山 4 號 

10 

昭應宮 

 

 

種類 寺廟 

公告文號 府教社字第 092001570 號 

公告日期 2003/03/31 

地址 碧山 3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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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形文化資產 

碧山村落的無形文化資產為普渡燈、中秋搏餅、金門迎城隍以及風獅

爺，相關內容如下表 2-3。 

表 2-3 無形文化資產列表(全島) 

名稱 說明 照片 

普渡燈 

風俗及相關文物與生活習俗，農曆 7 月 1

日至 30 日每年農曆七月為民俗鬼月，民

間習於此月之內祭祀孤魂野鬼，稱之為

「普渡」。 

金門各地普渡因戰地政務規定，並未集

中於農曆七月十五日當天，而是分村、

分境普渡。以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的聚

落而言，農曆七月初八古寧頭居民會於

村外拜海、七月十八為水頭聚落普渡、

七月十九為瓊林聚落普渡、古寧頭北山

「新興」、「後殿」兩角於七月二十普渡，

北山「西井角」則於七月廿二普渡。而歐

厝聚落於七月廿五「敬埔」，珠山聚落則

於廿八「拜埔」。 

除了祭祀之外，每年七月初一居民會於

家戶門口懸掛「路燈」，並於每天傍晚焚

香，如此持續至月尾，以為陰間好兄弟

照明之用，一般稱之為「普渡燈」。除金

門外，懸掛普渡燈的習俗，在台灣少數

地區亦有，不過不普遍。 

「普渡燈」的材質，大多以木料、鐵片及

玻璃製作而成的四角形燈，玻璃上則書

有「七月流火」、「慶讚中元」、「闔家

平安」等字樣。民國 93 年，金門縣文化

局製作「七月流火普渡燈」的文化景觀路

燈，使得普渡燈的造型展產生較大的轉

變。 

由於懸掛「普渡燈」，迄今在金門仍為普

遍可見的民俗景觀，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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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說明 照片 

登錄為金門縣無形文化資產。 

中秋 

搏餅 

又稱「搏狀元」或「博中秋」，俗稱「博

餅」（poa_h-pia'南），為自古流傳於閩南

的泉州府（如現在的晉江、石獅）、漳州

府（如現在的龍海石碼），潮州府，特別

是原隸屬於泉州府的廈門和金門，甚至

已遠傳到台灣（如：彰化、埔里、台南等

地）的一種中秋佳節應景的民俗娛樂活

動，屬於民間盛行的「博戲」，相傳至今

已有三百多年歷史；有些地方則稱為「奪

狀元餅」或「搶狀元」。 

相傳這種博戲有如「預卜」，可以預測當

年的考運，以及未來一年內的運氣好

壞。 

戒嚴時期的金門地區為時局所限，「博

餅」習俗一度消失於民間，近年來為弘揚

傳統民俗技藝，並發展地區觀光文化，

重現中國人歡度中秋慶團圓的民俗節

慶，遂結合廈門地區共同再興「中秋博狀

元」之民間習俗。 

 

 

金門 

迎城隍 

「四月十二人看人」，是金門人用來形容

「四月十二浯島迎城隍」慶典熱鬧場面的

俗諺。 

清康熙十九年，總兵陳龍以金門所城毀

損不堪防禦，奏請遷治後浦（今日之金

城），也被居民視為城隍遷治之始。不

過，金門所城究竟何時遷治？遷治前後

浦究竟有無城隍廟？當地文史工作者有

不同意見。 

首先，康熙十七年（1678 年）姚啟聖奏請

遷界禁海，勒令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

康熙十九年總兵陳龍雖奏請金門所城遷

治，隨即加入當時平台戰役，因此遲至

二十一年，才正式將總兵署遷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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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說明 照片 

嘉慶十六年（1811 年），當時的左營游擊

文應舉，即倡議修築城隍廟，言舊廟「廢

於勝國遷移之時」，指明後浦城隍舊廟毀

於遷界禁海之時，顯見康熙十七年（1680

年）至嘉慶十八年（1813 年）城隍廟落成

的一百餘年間，後浦並無城隍廟。 

雖然如此，後浦的居民依舊相信：今年

是浯島城隍遷治的第 329年。那麼，我們

不妨將真實的故事歸還給歷史，信仰本

就不需真實，而是那虔誠不變的心。每

年這一刻，後浦的居民，總歡欣迎接城

隍遷治慶典，許多在外的遊子們，也紛

紛返鄉；各地的鄉親也趕來後浦參與慶

典。從請佛、迎鑼鼓、遶境巡安到送

佛，以及各式熱鬧的傳統陣頭：了亞托

燈、神旗輦轎、文武判、顏柳督察、范

謝將軍、人力蜈蚣陣、孩童扮粧……三

百年來，小島子民與城隍的約定，綿延

不絕，一代傳一代……。每一年的此

時，復踏著祖先的步履，沿著不變的香

路，感謝城隍一年的庇佑。 

風獅爺 

風獅爺起源，目前尚無確切的資料，泉

州九日山在前幾年也有風獅爺的出土，

判斷係宋元時代泉州海上絲路時期用於

敬天祈風時所立之物。金門的風獅爺，

據推測乃由於明代中葉之後，金門因煮

鹽、海盜危患，使樹木大量減少，每屆

秋冬之季，風砂肆虐，居民為風砂疾病

所苦，故於迎風及路口處，設置風獅以

鎮風制煞，相因而成習俗。 

風獅爺，因多以石材雕刻，故金門民間

習稱為「石獅爺」、「石獅公」或「石獅

將軍」，主要功能在於「鎮風止煞」，多

設於風頭之處，近代以來，蔚為金門的

人文景觀，並習稱之為「風獅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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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說明 照片 

風獅爺依其設置位置的不同，可概分為

「村落型」及「牆垣屋脊型」。村落型主

要設在村落外圍的迎風路口處或寺廟周

圍，成為同屬於聚落保全系統中的一

環，除「鎮風、制煞」外，還有制水煞、

路箭等功能，其防衛範圍包括整個聚

落。而牆垣屋脊型，則指置於屋脊、牆

垣或鑲於壁上之石獅爺，主要功能在於

化解形煞，如巷沖、壁刀、屋角等有形

的沖煞，係以某一兩棟屋子為其「責任

區」，其功能與一般辟邪物無異。 

（三） 戰爭文化 

1. 碉堡、防空洞 

與戰爭相關之軍方設施，建築類別為軍事設施，以使用現況分為碉堡

與防空洞兩種。 

2. 精神標語 

在戰爭時期當地居民因受軍方與時事影響，為保護家園、激勵士氣而

在住宅牆壁書寫各種精神標語。 

3. 民防設施 

因怕戰爭攻擊，在部分居民家中皆有可通到坑道的入口，在其圍牆也

增加槍孔形成交叉火網，以阻擊戰爭發生時入侵村落巷道中的敵人。 

（四） 五營 

五營又稱五方旗按照聚落外圍繞。碧山聚落五營地理位置圖如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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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碧山聚落五營旗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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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築與土地使用 

為了解碧山聚落的保存狀況，茲調查建築類型、使用現況、建築構造及樓層

等，其內容及分佈說明如下： 

一、 建築類型 

碧山聚落的建築類型主要分為傳統閩南建築、現代建築、傳統風貌新建築、

洋樓、街屋、其他，相關說明與數量如表 2-4，經調查後統計其建築類型分佈如圖

2-9 所示。 

表 2-4 碧山聚落建築類型表 

類型 說明 數量(棟) 

傳統閩南建築 
指建築形式為傳統閩南式之紅磚造建築，且建築體保存

完整者。 
102 

現代建築 
鋼筋混凝土造（少部分為加強磚造）之建築，且其建築

外觀貼以面磚或其他現代面材者。 
38 

傳統風貌新建

築 

指鋼筋混凝土造（少部分為加強磚造）之建築，且其建

築外觀貼以面磚或其他現代面材者，但有傳統建築元素

存在，如屋頂馬背。 

18 

洋樓 指具僑鄉文化之殖民樣式建築，且其建築體保存完整者。 10 

街屋 
街屋又稱為店屋，即是店鋪住宅，具有店鋪及住家兩種

功能，通常每戶都為狹長的格局。 
4 

其他 
其他相關未列出之設施或建物，如倉庫、車庫、臨時建

築等。 
69 

合計 241 

 

圖 2-8 碧山聚落建築類型表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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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碧山聚落建築類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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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現況 

碧山聚落目前使用現況，經實地調查後，其使用現況分為住宅、商業、廟

宇、宗祠、閒置、廢棄、臨時建築、軍事設施、牌樓、施工中與其他，相關說明

與數量如表 2-5，經調查後統計建築使用現況分佈如圖 2-11 所示。 

表 2-5 碧山聚落建築使用現況 

使用現況 說明 數量 

住宅 住宅使用係指建築使用現況以居住為主之建物。 102 

商業 
地方性產業經過長期的發展、調整、遷移與聚合，逐漸

形成一種產業上及空間上的特色。 
8 

廟宇 為這些神明或人為的神明尋求一個正式膜拜場所。 1 

宗祠 供奉和祭祀祖先之場所。 4 

閒置 指現況為無人使用但主構造尚稱完整之建築。 41 

廢棄 
指建築主構造毁損程度達五分之一以上，且無人使用廢

棄之建築。 
26 

臨時建築 
指以鐵皮、磚、水泥等構造物，並做為臨時性之倉庫或

車庫之臨時使用者。 
35 

軍事設施 
與戰爭相關之軍方設施，建築類別為軍事設施，已使用

現況分為碉堡與防空洞兩種。 
3 

施工中 施工中建物。 1 

其他 其他未列於上述之使用現況。 20 

合計 241 

 

圖 2-10 碧山聚落建築使用現況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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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碧山聚落建物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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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築材料 

金門位於閩南地區，碧山村落建築類型多為傳統建築，故主要建築材料皆

以石基紅磚牆為主，約佔全村落 70%，其次則為現代混擬土建築。 

表 2-6 碧山聚落建築物材料統計表 

NO 說明 數量 

1  磚(B) 129 

2  混凝土(RC) 74 

3  鐵皮屋(T) 32 

4  木造 1 

5  石砌 5 

合計 241 

 

圖 2-12 碧山聚落建物材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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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傳統建築形式 

碧山聚落中，傳統建築類型包括一條龍、一落二櫸頭、一落四櫸頭、二落

大厝及其他增建形式，其數量詳表 2-7。 

表 2-7 碧山聚落傳統建築形式 

NO 說明 數量 

1 一條龍 11 

2 一落二櫸頭 23 

3 一落四櫸頭 44 

4 二落大厝 11 

5 其他 15 

合計 104 

 

圖 2-13 碧山聚落傳統建築形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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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聚落建築樓層數統計 

碧山村落建築樓層高度 70%皆為 1 樓建築，只有少數現代建築為 2 樓以

上。 

表 2-8 碧山聚落建築樓層統計表 

樓層 說明 數量 

1 1 層樓建築 184 

2 2 層樓建築 45 

3 3 層樓建築 12 

合計 241 

 

圖 2-14 碧山聚落建築樓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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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碧山聚落地籍資料 

碧山聚落地籍圖如圖 2-15。 

 

圖 2-15 碧山聚落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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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視覺景觀分析 

壹、 視覺景觀評估方法 

一般大眾對古蹟本體概念較為明晰，至於保存範圍之界定則在觀念與作法上並

不十分一致。一般而言，對於古蹟劃設古蹟保存範圍劃設所考慮的因素，多視古蹟

類別特性、基地條件、環境潛力及保存方式而定；在對影響範圍的界定層面而言，

則需要以較客觀的指標予以評估，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此判斷結果在於提供人們

「觀察」的良好環境。因此，以觀察者之角度，良好的視覺環境基本上需達到以下

基本目的： 

一、完整的界定聚落內文化資產界限，以利保存； 

二、提供良好的觀察角度，包括由基地外圍向內，以及由基地內部向外之雙向視覺

效果； 

三、透過適度的保存與修景觀念，重新浮現與聚落相匹配的（都市）空間； 

四、對位處於曠野或開闊地之文化資產，則需注意整體環境意象之控制保存。 

因此，本計畫為達到古蹟保存範圍具良好視覺環境之目的，在實際操作上將先

選擇適當的視覺景觀點，設計客觀之評估項目及評估原則，藉由具專業訓練之「觀

察者」實地以評估表評估各視覺景觀點之視覺效果，再輔以實地照片檢討之。 

本計畫所設計之視覺景觀評估表之評估項目計項，並利用李克特（Likert）量

表的概念，分為 7 等級以評定各評估項目之視覺景觀良窳程度；實際觀察評估者之

挑選，則以本研究團隊中具 5 年以上專業經驗者為對象，經行前說明及試調檢討後，

再進行各景觀點之視覺景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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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視覺景觀評估表 

地點：       編號：        

評估項目 

視覺衝擊評估 

備  註 
良

好 
佳 

尚

可 

無

影

響 

稍

差 
差 

極

差 

+5 +3 +1 0 -1 -3 -5 

建築立面與開口        
 

天際線        
 

附屬建築物        
 

主要開放空間        
 

地坪／舖面        
 

視覺軸線／入口意象        
 

植栽／綠美化        
 

戶外家具        
 

照明系統        
 

廣告物        
 

停車空間        
 

其他        
 

註： 

1.建築立面與開口係指古蹟四周鄰近建築或歷史街區其傳統建築立面的保存完整性。 

2. 天際線係指面對古蹟或街道軸線上之天際線的完整性。 

3. 附屬建築物係指古蹟本體或歷史街區附設之廁所、倉庫、涼亭、……，請於備註中註明。 

4. 主要開放空間之評估應考量其規模、形狀、完整性、整體環境、與古蹟關聯性等。 

5. 地坪／鋪面之評估應考量其建材之材料、色彩及使用的比例。 

6. 入口意象／視覺軸線係指進入古蹟或歷史街區之動線上的整體環境 

7. 植栽／綠美化係指整體環境之綠美化程度或重要性樹木。 

8. 戶外家具係指戶外桌椅、標示系統、公告欄、變電箱、……。 

9. 照明系統係指路燈及輔助性夜間照明等設施物造型、材質與色彩等。 

10. 廣告物係指街面商街招牌廣告或樹立廣告的整體美觀性。 

11. 請調查者將主要視覺衝擊因子或重要環境因素盡量標註於備註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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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視覺景觀點之選定 

本計畫針對調查區內之實地調查結果，依其建築特性、歷史發展、都市紋理及

空間結構等，將預定進行視覺評估之重要景觀點分為入口、古蹟、廣場、生活空間、

節點、巷道、街區及水系等類別，各類別所擇定之視覺景觀點茲分述如下： 

一、 入口視覺景觀點 

指進入本區域之主要入口通道。 

二、 古蹟入口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所指定古蹟與具價值資源之主要視覺景觀點，包括由各古蹟外圍向

內、及由古蹟內部向外二處。 

三、 廣場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現況為綠地或廣場之開放空間。 

四、 生活空間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具居民生活交流之空間，該空間之視覺景觀點將以具特色或方向性

之角度擇定之。 

五、 重要節點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重要的停留節點，該空間之視覺景觀點將以具特色或方向性之角度

擇定之。 

六、 巷道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具居民生活交流之巷弄空間，該空間之視覺景觀點將以具特色或方

向性之角度擇定之。 

七、 水系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之水系，並以整體水系為主要視覺景觀點，本計畫所擇定的水系為

碧沙溪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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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景觀評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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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檢討 

壹、 聚落土地使用現況 

碧山聚落位於「金門特定計畫區(自然村)」範圍中，依據「金門傳統聚落建築

景觀維護與發展計畫暨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建築開發許可管理準則及設計規範

（民 95 年）」及「擬定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專用區）細部計畫（民 100 年）」

之相關研究，就金門自然村傳統建物聚集之配置情況，分為單一集中型配置、複合

集中型配置及散置型配置： 

一、單一集中型配置 

傳統聚落範圍為 10 戶以上，但自然村範圍內僅有一個傳統聚落，此區劃設為

核心保存區，核心區外圍為一般管制區，建築類型均為新建建築，根據聚落紋理調

查項目之土地使用現況，僅將現為公共設施使用類別之用地（如兒童遊戲區、公車

候車亭等），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 

二、複數集中型配置 

此類型自然村包含兩個以上單一集中型配置之傳統聚落，即多個核心保存區，

傳統建築密度較大，具有較高之保存價值，除劃設核心保存區外，核心保存區應鼓

勵居民採修繕傳統建物，儘可避免拆除重建，外圍建物雖為一般管制區，但新建築

也應以傳統建築型式、材質或其他當地元素為設計依據，以維護自然村整體聚落風

貌。 

三、散置型配置 

此類型自然村中，傳統建物過於分散且無聚集性，可採單棟保存或修復，但保

存修復方式仍應考量配合周圍環境之融合為修復計畫，而新建築則以一般管制區方

式做建築管理。 

該研究依據上述自然村之分類，進一步建議自然村之管制，可分別劃設為核心

管制區、一般管制區、及史蹟保存區等，並分別訂定不同之管制原則（參圖 4- 3）： 

1. 核心管制區 

傳統建築物分佈屬集中型之地區，其傳統建築完整性較高者。 

2. 一般管制區 

在自然村專用區範圍內，凡核心區以外之範圍則列為一般管制區，除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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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原有法定範圍外，包括周邊鄰接道路。 

3. 古蹟保存區 

凡是國定與縣定古蹟、歷史建築則列為古蹟保存區，可採單棟保存之方

式，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為管制原則。 

 

圖 2-17 自然村管制範圍劃設方式示意圖 

貳、 原聚落使用分區計畫 

 

圖 2-18 原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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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案建議聚落使用分區計畫 

 

圖 2-19 建議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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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碧山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綱要研擬 

依據前述碧山聚落現況調查之內容，研擬「碧山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綱要，

其內容如下： 

壹、 2 個聚落保存的目的： 

1. 保存聚落傳統閩南、洋樓建築； 

2. 維護並活化聚落紋理與傳統文化。 

貳、 5 個聚落保存的課題： 

1. 環境保存； 

2. 文化資產保存； 

3. 實質修繕與防災； 

4. 經營管理與培力； 

5. 執行機制與民眾參與。 

參、 9 個執行計畫： 

1. 有形資產維護計畫 

2. 傳統建築維護計畫 

3. 土地使用計畫 

4. 交通計畫 

5. 防救災計畫 

6. 空間修景計畫 

7. 無形資產維護計畫 

8. 觀光產業發展計畫 

9. 在地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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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山后聚落基礎調查與分析 

第一節 山后聚落概況 

壹、 自然環境 

「山后」，位於金門本島東北嶼，聚落整體分為頂堡、中堡及下堡，山后

民俗文化村位於中堡的位置，山后聚落建於清光緒 26 年(1900 年)，其中建築形

制最為精美的中堡，為 18 棟對稱工整的二進式雙落古厝，一座宗祠和一座學

堂，被稱為「山后中堡十八間」。整體建築群採用閩南二落式建築依山面海，

從每一座建築的位置，用途、閣樓、壁樑雕畫、裝飾泥塑取材，精雕細琢細細

考究，整座工程歷時 25 年完工。 

 

圖 3-1 山后中堡聚落周圍環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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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歷史脈絡 

山后創建於元朝初期，由王氏家族率先進入山后地區開墾集居  在現在上

堡地區，元末時梁氏家族由泉州至山后發展，定居在現下堡一帶。聚落依山勢

而建，分上、中、下堡三處聚落，主要建物均朝向水塘，其中上、中堡居民主

要為王氏家族，為梳式佈局，中堡明顯經過完善之興建計畫，為聚落中建物保

存最完善地區。下堡為梁氏居多，屬於有機發展下之聚落，無明顯格局，其各

有不同之聚落風貌。 

 

圖 3-2 山后聚落現況圖1
 

                                                 
1
 http://www.kmnp.gov.tw/ct/，2015.07 讀取。 

http://www.kmnp.gov.tw/ct/，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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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聚落特徵 

山后派王氏，始祖名王璡，為王審知八世孫，於宋末元初始居浯洲山後ㄧ

帶。山后原分為上堡和下堡，中堡的十八棟建築乃上堡王鈞居三子王國珍 (又

名明玉、字孝匣，生於 1843 年)擘畫興建，國珍於清同志七年間(1868 年)東遊

日本，初始帶領ㄧ個布袋戲班子，來到日本長崎港，以布袋戲的技藝拓展人

脈，後來轉而經商於神戶致富，商號名為「復興號」，成為華僑巨擘後飲水思

源，回饋鄉梓，興建中堡。其姪子敬川、子敬祥（1872 年生，曾認旅日華僑總

商會會長）、甥奕卿也ㄧ同於商號工作。國珍闢建中堡族居祖厝，計閩南式二

落住宅十六棟，鄉塾（海珠堂）及二進宗祠 (王氏家廟)各一棟，合稱「十八間

厝」。從地理位置來看，山后中堡立於金門東北隅五虎山脈之緩坡上，佔地約

一萬五千平方公尺。從清光緒二年(1876 年)開始動工，至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完工，前後歷經二十五年。後依房份分予族人居住。 

  
照片 3-1 山后民俗文化村入口 照片 3-2 山后民俗文化村後山  

  
照片 3-3 山后海珠堂 照片 3-4 山后民俗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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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既往研究 

表 3-1 山后民俗村相關研究計畫 

NO 類別 書名 時間 出版者 出處 

01 論文 
台灣金門山後村之風環境

模擬評估 
2012 

Michal 

Strak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

系 

02 論文 

地方文化觀光的策略管

理—以金門山后民俗文化

村為例 

2007 王永堅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

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03 期刊 

晚清時期的華僑家族及其

僑資聚落：福建金門山后

王氏中堡之案例研究 

2003.3 江柏煒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十五卷第一期，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

會 科 學 所 ， 頁 1-57 。

（TSSCI）   

04 期刊 金門--山后中堡古厝風貌 2000.3 陳秀竹  環境科學技術教育專刊 

05 期刊 

要看古厝 ,就到金門七大

聚落--水頭．瓊林．歐厝．

珠山．南山．北山．山后 

2002.3  To'Go 旅遊情報 

06 期刊 

金門傳統聚落遊憩衝擊及

使用管理策略探討 --以山

后為例 

2003.6 徐韶良 金門卷期:74 

07 期刊 
臺灣十大古宅 --金門山后

中堡十八間 
2007.7 江柏煒 新活水 

08 書籍 
大地上的居所 -金門國家

公園傳統聚落導覽 

1998.1

0 
江柏煒 

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

公園管理處 

09 書籍 
金門海岸基本資料監測調

查計畫 
2011 

國立中山大

學 

臺東市  : 水利署第八河

川局 

10 書籍 

金門申遺軍事遺跡潛力

點 : 九宮坑道 ,翟山坑道 ,

獅山砲陣地 

2013 簡雪玲 金門縣文化局 

11 書籍 
閩南古式民宅中的瑰寶 : 

漫談金門山后厝 
2014.9 顏恩威作 大元書局 

12 書籍 
金門海神信仰醮慶暨糊紙

工藝調查實錄(軟精裝) 

2014.1

1 

葉鈞培、許

志仁、莊唐

義(總編 

金門文化局 

13 工 作 山后三蓋廊及南山興房修 2001 李學忠 金門縣  : 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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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類別 書名 時間 出版者 出處 

報 告

書 

復工作報告書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14 
報 告

書 

金門傳統聚落形成發展族

譜資料彙編 

2009.1

2 

中華民國國

家公園學會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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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山后中堡聚落現況調查 

本節內容將針對山后中堡聚落現有的行政體系與聚落現況進行基礎調查，

相關內容如下所示。 

壹、 現行法令 

山后民俗文化村的範圍位在金門國家公園計畫中，其相關法規、計畫與建

築管理原則將於下列說明。 

一、 金門國家公園法 

金門位處福建東南沿海，雖僅是孤懸外海的蕞爾小島，由於歷代人文薈

萃，蘊育豐富人文騰躍史乘，留下甚多文化史蹟與傳統建築；在近代戰史上更

因經歷了古寧頭大戰、八二三砲戰、九三砲戰等多場戰役，而留下多處代表性

戰役史蹟紀念地；並因長期實施戰地政務體制，保存了一個相當完整而特殊的

自然生態體系，為保護此等珍貴襲產，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八日金門國家公園

對這片土地允下諾言，成為我國第六座國家公園，亦是第一座以維護戰役史

蹟、文化資產為主且兼具保育自然資源的國家公園。  

金門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終止戰地政務，八十二年二月七日開放觀光，

為能妥善保存維護本地區之人文史蹟及自然地景，地方政府及立法委員相繼建

議將金門規劃為國家戰役紀念公園。經營建署邀集相關單位及學者專家評估

後，研擬「金門國家戰役紀念公園發展構想」，建議將金門地區之部分區域規

劃為「國家戰役紀念公園」，納入國家公園系統中，並經行政院經建會於八十

二年三月十日第六八０次委員會決議原則同意辦理，建議交由國家公園計畫委

員會討論後依法定程序辦理。 

山后，位於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山后聚落現有人口約 304 人，面積約 19 

公頃，其中國有土地約 1259 平方公尺、縣有約 1784 平方公尺，私有土地則約 

185,913 平方公 尺約佔 98％。聚落以紅瓦斜屋頂傳統民居居多，約佔七成，次為

新式建 築，中堡建物為目前保存最完善區域，而上、下堡地區之建物已有多棟 

新式建築，高度多在二、三樓且分散於建築群中，全區建物以住宅使用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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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山后中堡(山后民俗文化村)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 

二、 文化資產保存法 

山后聚落(又稱中堡)現為山后民俗村，範圍內有一處歷史建築「山后中堡中

書第」。 

  

照片 3-5 山后中堡中書第 照片 3-6 山后中堡中書第 

  

照片 3-7 山后中堡中書第 照片 3-8 山后中堡中書第 

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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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山后聚落文化資產現況調查  

一、聚落內文化資產現況 

山后聚落文化資源豐富，包括有形、無形資產以及尚未登錄或指定但具有

文化資產價值的資產，其內容分述如次。 

（一） 有形文化資產 

山后原分為上堡和下堡，中堡的十八棟建築乃上堡王鈞居三子王國珍

(又名明玉、字孝匣，生於 1843 年)擘畫興建，國珍於清同治七年間(1868

年 )東遊日本，初始帶領ㄧ個布袋戲班子，來到日本長崎港，以布袋戲的

技藝拓展人脈，後來轉而經商於神戶致富，商號名為「復興號」，成為華

僑巨擘後飲水思源，回饋鄉梓，興建中堡。其姪子敬川、子敬祥（1872 年

生，曾認旅日華僑總商會會長）、外甥奕卿也ㄧ同於商號工作。國珍闢建

中堡族居祖厝，計閩南式二落住宅十六棟，三進鄉塾（海珠堂）及二進宗

祠(王氏家廟)各一棟，合稱「十八間厝」。從地理位置來看，山后中堡立於

金門東北隅五虎山脈之緩坡上，佔地約一萬五千平方公尺。從清光緒二年

(1876 年 )開始動工，至清光緒二十六年 (1900 年 )完工，前後歷經二十五

年。後依房份分予族人居住。其中「中書第」被登錄為歷史建築(府文資字

第 0961900076)。 

  

照片 3-9 山后中堡中書第 照片 3-10 山后中堡中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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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山后村落歷史建築中堡中書第位置圖 

（三） 五營 

五營又稱五方旗按照聚落外圍繞。山后聚落五營地理位置圖如圖 3-5

所示： 

 

圖 3-5 山后聚落五營旗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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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築與土地使用 

為了解山后中堡聚落的保存狀況，茲調查建築類型、使用現況、建築構造及

樓層等，其內容及分佈說明如下： 

一、 建築類型 

山后中堡聚落的建築類型主要分為傳統閩南建築、現代建築、傳統風貌新建

築、其他，相關說明與數量如表 3-2，經調查後統計其建築類型分佈如圖 3-6 所

示。 

表 3-2 山后聚落建築類型表 

類型 說明 數量(棟) 

傳統閩南建築 
指建築形式為傳統閩南式之紅磚造建築，且建築體保存

完整者。 
38 

現代建築 
鋼筋混凝土造（少部分為加強磚造）之建築，且其建築

外觀貼以面磚或其他現代面材者。 
5 

傳統風貌新建

築 

指鋼筋混凝土造（少部分為加強磚造）之建築，且其建

築外觀貼以面磚或其他現代面材者，但有傳統建築元素

存在，如屋頂馬背。 

4 

其他 
其他相關未列出之設施或建物，如倉庫、車庫、臨時建

築等。 
13 

合計 60 

 

圖 3-6 山后中堡聚落建築類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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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現況 

山后中堡聚落目前使用現況，經實地調查後，其使用現況分為住宅、商業、

廟宇、宗祠、閒置、廢棄、臨時建築、軍事設施、牌樓、施工中與其他，相關說

明與數量如表 3-3，經調查後統計建築使用現況分佈如圖 3-8 所示。 

表 3-3 山后中堡聚落建築使用現況 

使用現況 說明 數量 

住宅 住宅使用係指建築使用現況以居住為主之建物。 20 

商業 
地方性產業經過長期的發展、調整、遷移與聚合，

逐漸形成一種產業上及空間上的特色。 
11 

宗祠 供奉和祭祀祖先之場所。 1 

閒置 指現況為無人使用但主構造尚稱完整之建築。 6 

廢棄 
指建築主構造毁損程度達五分之一以上，且無人

使用廢棄之建築。 
9 

臨時建築 
指以鐵皮、磚、水泥等構造物，並做為臨時性之

倉庫或車庫之臨時使用者。 
3 

牌樓 村落入口的門樓。 1 

其他 其他未列於上述之使用現況。 9 

合計 60 

 

圖 3-7 山后中堡聚落建築使用現況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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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山后中堡聚落建物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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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築材料 

山后中堡聚落建築類型多為傳統建築，故主要建築材料皆以石基紅磚牆為

主，約佔全村落 90%，其次則為現代混擬土建築。 

 

圖 3-9 山后中堡聚落建物材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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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築形式 

山后中堡建築以二落大厝為主，其相關建築形式如下圖所示。 

 

圖 3-10 山后中堡聚落傳統建築形式圖 

 



第三章 山后聚落基礎調查與分析 

59 

五、 聚落建築樓層數統計 

山后中堡聚落建築樓層高度 95%皆為 1 樓建築，只有少數現代建築為 2 樓

以上。 

 

圖 3-11 山后中堡聚落建築樓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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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視覺景觀分析 

壹、 視覺景觀評估方法 

一般大眾對古蹟本體概念較為明晰，至於保存範圍之界定則在觀念與作法上並

不十分一致。一般而言，對於古蹟劃設古蹟保存範圍劃設所考慮的因素，多視古蹟

類別特性、基地條件、環境潛力及保存方式而定；在對影響範圍的界定層面而言，

則需要以較客觀的指標予以評估，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此判斷結果在於提供人們

「觀察」的良好環境。因此，以觀察者之角度，良好的視覺環境基本上需達到以下

基本目的： 

一、完整的界定聚落內文化資產界限，以利保存； 

二、提供良好的觀察角度，包括由基地外圍向內，以及由基地內部向外之雙向視覺

效果； 

三、透過適度的保存與修景觀念，重新浮現與聚落相匹配的（都市）空間； 

四、對位處於曠野或開闊地之文化資產，則需注意整體環境意象之控制保存。 

因此，本計畫為達到古蹟保存範圍具良好視覺環境之目的，在實際操作上將先

選擇適當的視覺景觀點，設計客觀之評估項目及評估原則，藉由具專業訓練之「觀

察者」實地以評估表評估各視覺景觀點之視覺效果，再輔以實地照片檢討之。 

本計畫所設計之視覺景觀評估表之評估項目計項，並利用李克特（Likert）量

表的概念，分為 7 等級以評定各評估項目之視覺景觀良窳程度；實際觀察評估者之

挑選，則以本研究團隊中具 5 年以上專業經驗者為對象，經行前說明及試調檢討後，

再進行各景觀點之視覺景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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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視覺景觀評估表 

地點：       編號：        

評估項目 

視覺衝擊評估 

備  註 
良

好 
佳 

尚

可 

無

影

響 

稍

差 
差 

極

差 

+5 +3 +1 0 -1 -3 -5 

建築立面與開口        
 

天際線        
 

附屬建築物        
 

主要開放空間        
 

地坪／舖面        
 

視覺軸線／入口意象        
 

植栽／綠美化        
 

戶外家具        
 

照明系統        
 

廣告物        
 

停車空間        
 

其他        
 

註： 

1.建築立面與開口係指古蹟四周鄰近建築或歷史街區其傳統建築立面的保存完整性。 

2. 天際線係指面對古蹟或街道軸線上之天際線的完整性。 

3. 附屬建築物係指古蹟本體或歷史街區附設之廁所、倉庫、涼亭、……，請於備註中註明。 

4. 主要開放空間之評估應考量其規模、形狀、完整性、整體環境、與古蹟關聯性等。 

5. 地坪／鋪面之評估應考量其建材之材料、色彩及使用的比例。 

6. 入口意象／視覺軸線係指進入古蹟或歷史街區之動線上的整體環境 

7. 植栽／綠美化係指整體環境之綠美化程度或重要性樹木。 

8. 戶外家具係指戶外桌椅、標示系統、公告欄、變電箱、……。 

9. 照明系統係指路燈及輔助性夜間照明等設施物造型、材質與色彩等。 

10. 廣告物係指街面商街招牌廣告或樹立廣告的整體美觀性。 

11. 請調查者將主要視覺衝擊因子或重要環境因素盡量標註於備註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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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視覺景觀點之選定 

本計畫針對調查區內之實地調查結果，依其建築特性、歷史發展、都市紋理及

空間結構等，將預定進行視覺評估之重要景觀點分為入口、古蹟、廣場、生活空間、

節點、巷道、街區及水系等類別，各類別所擇定之視覺景觀點茲分述如下： 

一、 入口視覺景觀點 

指進入本區域之主要入口通道。 

二、 古蹟入口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所指定古蹟與具價值資源之主要視覺景觀點，包括由各古蹟外圍向

內、及由古蹟內部向外二處。 

三、 廣場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現況為綠地或廣場之開放空間，本計畫以此開放空間之中心為視覺

景觀點，環繞四週為視覺範圍以評估其視覺效果。 

四、 生活空間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具居民生活交流之空間，該空間之視覺景觀點將以具特色或方向性

之角度擇定之。 

五、 重要節點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重要的停留節點，該空間之視覺景觀點將以具特色或方向性之角度

擇定之。 

六、 巷道視覺景觀點 

指本區域內具居民生活交流之巷弄空間，該空間之視覺景觀點將以具特色或方

向性之角度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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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山后中堡視覺景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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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山后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綱要研擬 

依據前述山后聚落現況調查之內容，研擬「山后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綱要，

其內容如下： 

壹、 2 個聚落保存的目的： 

1. 保存聚落傳統閩南建築； 

2. 維護並活化聚落紋理與傳統文化。 

貳、 5 個聚落保存的課題： 

3. 環境保存； 

4. 文化資產保存； 

5. 實質修繕與防災； 

6. 經營管理與培力； 

7. 執行機制與民眾參與。 

參、 9 個執行計畫： 

1. 有形資產維護計畫； 

2. 傳統建築維護計畫； 

3. 土地使用計畫； 

4. 交通計畫； 

5. 防救災計畫； 

6. 空間修景計畫； 

7. 無形資產維護計畫； 

8. 觀光產業發展計畫； 

9. 在地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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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閒置空間整建再利用與公共空間修景計畫 

本章內容主要針對碧山一處頹屋與山后民俗文化村公共空間以及瓊林怡穀

堂進行整建、再利用與修景規劃，其內容如下： 

第一節 碧山聚落閒置空間整建計畫 

本計畫將以碧山聚落一棟閒置建築(碧山段 1401 地號)為主要標的，進行閒

置空間整建與再利用之頹屋微型設計，並結合社區發展協會與當地居民共同參

與，進行整建與後續活化等工作。完成後將做為重要示範案例以及社區解說重

要參觀資源。 

壹、 執行工作內容 

本計畫內容包括： 

一、 基地環境整建與美化 

（一） 周圍環境清理 

（二） 基地綠化 

二、 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 

（一） 建築物主體整修與補強 

主要針對屋頂、正身屋架、全區牆面以及地坪整修補強。 

（二） 室內、外空間設計與再利用(包含解說牌) 

1. 室內：碧山 1401 地號頹屋，室內設計重點主要以空間清理、地坪

抹平、正身屋架補強與後坡屋面、屋脊新作以及牆面清理為主。

其空間則由碧山社區發展協會使用，目前暫定為碧山聚落資源回

收集散中心，藉由資源回收所得之費用，支持與維護碧山 1401 地

號頹屋之日常管理等相關費用。 

2. 室外：碧山 1401 地號頹屋，室外設計重點在於牆面清理與補強、

周圍環境清理以及正立面前方地坪鋪平等項目。 

3. 解說牌：頹屋整建完工後，將於室內放置「碧山 1401 地號頹屋整

建工程」施工過程與建物背景說明牌示，並附上施工前、中、後

之照片，以供參觀遊客了解為屋整建的完整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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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行方式與進度 

一、 執行方式 

由本校依程序進行招標並由金門在地營造廠「華滿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承作，並由碧山傳統匠師「陳樂民」先生團隊為施作主體。 

二、 執行進度 

本工程於 104 年 8 月 7 日簽約完成，8 月 17 日開工，9 月 29 日竣工，10

月 7 日辦理初驗，預計於 10 月 28 日辦理複驗。 

 

圖 4-1 閒置建築位置圖 

  
照片 4-1 碧山 1401 地號頹屋修復前 照片 4-2 碧山 1401 地號頹屋修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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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3 碧山 1401 地號頹屋修復前 照片 4-4 碧山 1401 地號頹屋修復前 

  

照片 4-5 碧山 1401 地號頹屋修復後 照片 4-6 碧山 1401 地號頹屋修復後 

  

照片 4-7 碧山 1401 地號頹屋修復後 照片 4-8 碧山 1401 地號頹屋修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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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執行流程 

閒置空間現況清理

現況測繪

辦理工程發包

召開第一次說明會

規劃設計

繪製現況圖

召開第二次說明會

施工

驗收/完工

4月

4月

5月

5月

6月

6月

7-8月

9月

 

圖 4-2 碧山村落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執行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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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碧山 1401 地號頹屋修復前現況圖 

 

圖 4-3 碧山頹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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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碧山頹屋正立面圖 

 

圖 4-5 碧山頹屋背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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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碧山頹屋右側立面圖 

 

圖 4-7 碧山頹屋左側立面圖 

※ 相關修復設計圖詳報告書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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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山后民俗文化村公共空間修景計畫 

為維護文化資產環境保存與活化，本計畫將針對山后村落進行公共修景計

畫，工作內容如下： 

壹、 山后民俗村商家招牌設計  

為維護山后民俗村整體景觀協調，將邀請當地居民，共同討論設計商店招

牌，以符合村落特色與視覺美觀。 

一、 目標 

為配合山后民俗文化村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擬依文資法與相關法規之規

定與原則，擬定本聚落廣告牌示管理方式。 

二、 基本觀念 

本聚落在不違反文資保存原則下，可於適切地點設置必要的廣告等標示。

(含活動式遮棚) 

三、 廣告牌示的分類 

山后民俗文化村的廣告牌示包括下列 2 類： 

1. A 類：公共性牌示：指具全區導引，指示及解說等功能的牌子。  

2. B 類：營業性牌示：指區內：a.賣店、b.民宿、c.其他商店之店招、營

業內容等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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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山后民俗文化村商業行為分布圖 

四、 設置與審議原則 

1. 所有廣告牌示以不遮蔽建築(外觀、出入避難通道為原則)。 

2. 所有廣告牌示以不直接釘掛附著於建築本體為原則。 

3. 除 A 類可適度採固定方式設置，B 類皆以活動或不損及建物且可簡便

回復原貌為原則。 

4. 所有廣告牌示之外觀、色彩、形貌、材質等設計，以與整體環境協調

配合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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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考案例 

類別 照片 

A 類  

公共性牌示 

  

  

B 類 

營業性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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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執行構想 

1. 104 年度透過文化部計畫，進行聚落內協商建立共識並納入自治公約。 

2. 105 年起，爭取多重預算(文化部、國家公園、其他)，逐步就現況進行

改善建置。 

3. 各項設計應通過金門縣政府 (文化局)與金門國家公園聯席審議爭取補

助。 

4. 本案相關內容，在可能的情況下，適度的以中、英雙語呈現。 

  

照片 4-9 山后民俗村商家 照片 4-10 山后民俗村商家 

七、 招牌設計構想圖 

 

 

 

設計說明：以干擾性最小的方式，配合環境整體性的保存，製作與呈現招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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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說明：以活動式的營業內容牌示設計，提供隨季節、不同菜式之增加 

          或減少之項目做變換，延長招牌之使用時間。 

放置地點：室內，以不遮蔽建築(外觀、出入避難通道)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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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入口廣場景觀整治 

主要針對入口廣場植栽、步道與整體景觀進行整治，範圍如圖 4-9 所示。 

  

照片 4-11 山后民俗村前廣場 照片 4-12 山后民俗村入口 

 

圖 4-9 山后民俗村入口廣場空間整治範圍圖 

參、  後山邊坡整治 

山后民俗村後山的邊坡雖少有遊客踏足，但因位於整個村落的制高點，可

眺望民俗村十八間的全景，因此，本計畫將透過民眾參與針對後山之邊坡，進

行景觀以及參觀步道的規劃整治，以呈現村落整體之美觀。工作內容包括： 

一、 邊坡除草：為落實村落環境景觀維護，結合當地居民，定期進行後山邊

坡除草與維護等工作。 

二、 參觀步道規劃：邀請在地居民共同參與規劃設計，藉由實際討論誘發對

居住環境的重視與建立保存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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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後山邊坡整治山后村落公共空間修景準則  

1. 各項建築修繕或添加物，應注意聚落空間整體意象的保存與協調，並

報請主管機關同意。 

2. 各建築附生植物，定期清除，公共區域雜草植栽定期整理。 

3. 步道日常維護整修，以維護在地居民與遊客安全。 

4. 商業招牌整合規劃，以保持民俗村整體景觀。 

5. 盡量不在室外曬衣或堆放吊掛物品。 

6. 停放車輛應不影響整體空間景觀與災害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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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瓊林聚落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 

瓊林聚落目前尚無文化資產相關空間再利用之案例，因此本計畫以國定古

蹟怡榖堂，進行活化再利用。 

因此本計畫透過住民參與再利用方式，規劃以金門申遺與瓊林聚落歷史人

文為主題，展示各項文宣、海報以及相關活動等，以呈現金門申遺與瓊林村落

整體價值。其展示再利用工程中，包含展示空間布置規劃、陳展設施等項目。 

壹、 基本資料 

1. 名稱：瓊林蔡氏祠堂-怡穀堂 

2. 公告日期：1985/08/19 

3. 公告文號：內政部（74）臺內民字第 338095 號 

4. 文化資產類別：古蹟 

5. 級別：國定古蹟 

6. 主管機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7. 所在地理區域：金門縣  金湖鎮 

8. 地址或位置：瓊林村瓊林街 13 號 

9. 管理人/使用人：瓊林蔡氏 17 郎公裔孫基金會 

貳、 背景 

（一） 地理位置與歷史 

瓊林位在金門本島中央蜂腰部之北海岸附近，在浯島草萊初闢之時，

於茲所居多樹木，自青山坪(今雙乳山)一帶俯而眺之，只見一片樹林，森

然若蓋，故時人都稱此村落之名曰「平林」。明朝中葉之後，金門科甲聯

登，人文鼎盛，尤其以瓊林一里為最，天啟年間，瓊林進士蔡獻臣在朝為

官，熹宗皇帝垂詢獻臣的本籍，獻臣告知為金門平林，帝以為不妥，因以

其里人文蔚蔚，遂改為瓊林，故有「御賜里名瓊林」之匾，但幾百年來，

金門民間依然口稱其名為平林而不改。 

瓊林里自古以來人才輩出，自明清兩代，就開始重視教育文化事業，

明朝瓊林聚落以設「平林社學」，清朝則設置「怡穀堂」，作為教育文化

的空間。其怡穀堂的格局主要為書齋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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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穀堂大約是清道光 23 年(1843 年)蔡氏二十二氏蔡仲變所整建，金門

縣志土地志記中所記載：「明提學蔡獻臣故宅：在瓊林村，名『怡穀堂』，

今尚存，又有書軒。」
1
 

（二） 建築形式 

怡穀堂為傳統閩南合院建築，正門前為廣場並與瓊林里辦公室相對，

正門位在後落圍牆外面做退凹式，大門外觀是較封閉的形式，此種封閉的

作法很可能是為能符合教學寧靜的空間而設置。 

怡穀堂中間圍牆區分對看合院式的院落，為四合院，以正廳為中心，

是主要教學環境，左右突歸長寬不一，倒坐正廳為開放式，明間、次間沒

有區隔，做為課室使用，內部空間依需求而改變，為瓊林特殊之建築。  

  

照片 4-13 瓊林怡穀堂 照片 4-14 瓊林怡穀堂 

 

                                                 

1
 蔡是民，《瓊林風華》，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10 年，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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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金門瓊林聚落位置圖 

 

圖 4-11 國定古蹟怡穀堂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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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瓊林怡穀堂規劃設計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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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林怡穀堂再利用規劃設計，主要設定為「金門、瓊林文化資產保存背景以及

儒學教育推廣結合文創休閒概念」，因此空間設計包含「瓊林故事館」、「實境展示

與怡穀堂歷史介紹」、「塾學文物展」、「文創展售區」、「茶餐廳」以及「申遺解說室」，

將怡穀堂打造成瓊林聚落的「客廳」，使遊客能夠駐留並了解地方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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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聚落整合培力活動說明 

本項工作將著重於軟體設施的輔導，主要在活化當地居民的經營管理之能

力，工作內容重點在於建立在地民眾基本共識。 

當保存價值與工作目標確認後，將透過座談、討論等方式使地區民眾對於

相關的資源、危機、機會以及責任，建立初步的基本共識。 

第一節  經營管理社區培力活動 

依招標需求山后、碧山、瓊林聚落民眾參與保存傳習教育訓練與說明會，

以下每場次需提供民眾報名參與名額 25 名以上。 

一、 瓊林聚落民眾參與之文化地圖繪製傳習訓練 2 場 

規劃舉辦讓在地居民與師生等共同參與，認識山后、碧山、瓊林聚落歷史

環境現況與保存發展概念文化地圖繪製訓練 2 場，鼓勵民眾踴躍參與。 

二、 山后、碧山、瓊林聚落民眾參與式經營管理與閒置空間再利用培力說明

會 2 場 

規劃讓在地居民與師生等共同參與認識山后、碧山、瓊林聚落傳統民居建

築珍貴原貌特點，鼓勵民眾踴躍參與。 

三、 山后、碧山、瓊林聚落文化觀光與經營管理培力講座 2 場 

舉辦瓊林、山后、碧山三村社區協力整合會議 2 場，多方行銷宣傳及鼓勵

民眾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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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山后、碧山、瓊林聚落民眾參與式經營管理與閒置空間再利用培力

說明會 2 場 

本項工作將規劃讓在地居民與師生等共同參與認識山后、碧山、瓊林聚落

民眾參與式經營管理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等相關議題，本活動將邀請經營管理專

家與當地民眾進行經驗分享。活動依合約內容需辦理 2 場，預計於山后聚落與

碧山聚落各辦理 1 場，並邀請瓊林民眾共同參與，每場民眾參與名額 25 名以

上。相關內容說明如次： 

一、 第一場 

（一） 時間：104 年 6 月 14 日 

（二） 地點：山后民俗文化村 

（三） 參與單位：山后、碧山以及瓊林村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

沙鎮公所、山后民俗文化村基金會、碧山東店社區發展協會、瓊林村

社區發展協會、宗親會、金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 

（四） 參與人數：25 人 

（五） 議程： 

 表 5-1 經營管理與閒置空間再利用培力說明會第一場議程表-山后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來賓致詞 文化局長官 

14：10-14：30 整合性的保存觀念 閻亞寧老師 

14：30-15：00 山后聚落的歷史與發展 黃振良老師 

15：00-15：20 公共空間保存再利用與民眾參與 閻亞寧老師 

15：20-16：30 聚落的保存計畫與保存範圍 陳子淳老師 

16：30-17：00 綜合討論 與會專家與參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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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照片 

  

照片 5-1 山后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2 山后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3 山后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4 山后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5 山后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6 山后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7 山后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8 山后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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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場 

（一） 時間：104 年 7 月 14 日 

（二） 地點：碧山東店社區活動中心 

（三） 參與單位：山后、碧山以及瓊林村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

沙鎮公所、山后民俗文化村基金會、碧山東店社區發展協會、瓊林村

社區發展協會、宗親會、金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 

（四） 參與人數：34 人 

（五） 議程： 

 表 5-2 經營管理與閒置空間再利用培力說明會第二場議程表-碧山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19：00-19：30 報到  

19：30-19：40 來賓致詞 文化局長官 

19：40-20：10 碧山聚落的歷史與發展 黃振良老師 

20：10-20：30 
整合性的保存觀念與頹屋整建計

畫 
閻亞寧老師 

20：30-21：00 聚落的保存計畫與保存範圍 閻亞寧老師 

21：00-21：20 綜合討論 與會專家與參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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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照片 

  

照片 5-9 碧山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10 碧山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11 碧山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12 碧山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13 碧山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14 碧山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15 碧山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照片 5-16 碧山公共空間講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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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紀錄 

1. 活動說明： 

本場活動主要目的是為了讓碧山鄉親能夠「認識」自己的家園，

因此，本次活動邀請了金門資深文史工作者「黃振良」老師，先跟鄉

親們分享「碧山」的歷史，分享內的內容則以陳長慶先生所作詞的「阮

的故鄉是碧山」歌詞，就歌詞內容進行說明。 

活動另一項主題，是與碧山民眾說明聚落保存的整體性規劃與碧

山聚落保存範圍檢討，這兩項議題都將直接影響到在地居民的權益與

生活品質，因此在本活動提出與民眾討論。 

2. 現場問答： 

(1) 陳怡情先生： 

碧山的歷史太多太深厚了，不只是老房子，碧山這個地點、

附近的海灣，在金門，都有豐富的歷史價值，而因為這些價值，

政府對碧山聚落已經投入太多經費與時間建設，但每個計畫結束

後，似乎就此結束沒有下文。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閻教授舉辦的活

動，我覺得感觸很深，希望教授如果有空，可以到我的家裡，我

可以跟教授分享許多有關「碧山」的歷史與價值。 

(2) 閻老師： 

謝謝指教，本團隊將會擇日赴陳老先生家拜訪。 

(3) 碧山陳先生： 

聚落保存會不會影響我們蓋房子，例如保存之後蓋房子都要

受到限制(限建)? 

(4) 閻老師： 

當然會受影響，現行縣政府正在執行金門地區自然村計畫(都

市計畫)計畫與劃設，計畫通過後對我們碧山聚落範圍中，都會有

一些規定，例如古蹟歷史建築不能拆掉重建、古蹟歷建周圍不能

蓋超過 2 層樓之建築等，這些就是限制，但是如果因為限制或保

存而影響民眾的權益，其實有兩條路可以解決，第一，如果是古

蹟歷建，可以用文化資產獎勵方式補助，第二，可以用都市計畫

的容積移轉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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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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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瓊林聚落民眾參與之文化地圖繪製傳習訓練 2 場 

本項工作將規劃舉辦於山后與碧山聚落防災文化地圖工作坊，並邀請瓊林

居民參與，分享聚落自主防災設置等相關經驗，進而廣邀山后與碧山在地居民

與師生等共同參與，認識聚落保存在發展與防災管理之趣味文化地圖繪製訓

練，活動將舉行 2 場，山后與碧山聚落各辦理 1 場。  

一、 第一場 

本場主題為碧山聚落防災文化地圖認知與管理，將就此議題進行討論與執

行。  

（一） 時間：104 年 7 月 25 日 

（二） 地點：睿友學校 

（三） 參與單位：山后、碧山以及瓊林村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沙

鎮公所、山后民俗文化村基金會、碧山東店社區發展協會、瓊林村

社區發展協會、宗親會、金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 

（四） 參與人數：30 人 

（五） 議程： 

 表 5-3 文化地圖繪製傳習訓練第一場議程表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來賓致詞 文化局長官 

09：10-09：40 文化地圖與聚落防災 閻亞寧老師 

09：40-10：10 活動操作說明  

10：10-12：30 實地勘查 各分組老師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分組討論繪圖 各分組老師 

15：00-15：20 休息茶敘  

15：20-17：00 成果發表與綜合討論 與會專家與參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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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照片 

  

照片 5-17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18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19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20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21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22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23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24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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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25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26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27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28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29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30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31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32 碧山防災地圖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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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場 

本場主題為山后聚落防災文化地圖認知與管理，將就此議題進行討論與執

行。  

（一） 時間：104 年 7 月 26 日 

（二） 地點：山后民俗文化村 

（三） 參與單位：山后、碧山以及瓊林村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沙

鎮公所、山后民俗文化村基金會、碧山東店社區發展協會、瓊林村

社區發展協會、宗親會、金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 

（四） 參與人數：25 人 

（五） 議程： 

 表 5-4 文化地圖繪製傳習訓練第二場議程表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來賓致詞 文化局長官 

09：10-09：40 文化地圖與聚落防災 閻亞寧老師 

09：40-10：10 活動操作說明  

10：10-12：30 實地勘查 各分組老師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分組討論繪圖 各分組老師 

15：00-15：20 休息茶敘  

15：20-17：00 成果發表與綜合討論 
與會專家與參與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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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照片 

  

照片 5-33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34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35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36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37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38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39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40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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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41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42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43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照片 5-44 山后防災地圖工作坊 

三、 操作方式 

活動課程茲將學員分為 A、B 兩組，將由各組老師指導，就防災等議題勘

查與討論，最後再針對現勘與分組討論內容與結果，進行成果報告。 

四、 與會專家 

1. 中國科技大學文資中心主任   閻亞寧  副教授 

2.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陳子淳  副教授 

3.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鄭欽方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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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山后、碧山、瓊林聚落文化觀光與經營管理培力講座 2 場 

本項工作將規劃讓在地居民與師生等共同參與認識山后、碧山以及瓊林聚

落過去到現在觀光型態與產業發展等經營與管理的變化，進而影響整體聚落之

發展，本活動將邀請文化觀光與經營管理專家與當地民眾進行經驗分享。活動

依合約內容需辦理 2 場，預計於山后聚落與碧山聚落各辦理 1 場，並邀請瓊林

民眾共同參與，每場民眾參與名額 25 名以上。相關內容說明如次： 

一、 第一場 

（一） 時間：預計於 104 年 8 月 17 日 

（二） 地點：山后民俗文化村 

（三） 參與單位：山后、碧山以及瓊林村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

沙鎮公所、山后民俗文化村基金會、碧山東店社區發展協會、瓊林村

社區發展協會、宗親會、金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 

（四） 參與人數：28 人 

（五） 議程： 

 表 5-5 文化觀光與經營管理講座第一場議程表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來賓致詞 文化局長官 

09：10-09：50 國際文化資產經營管理之觀念 黃昭瑾老師 

09：50-10：30 山后村落的歷史與文化資源 黃振良老師 

10：30-10：40 茶敘  

10：40-11：20 
金門文化資產保存與在地民間

社團(NGO) 
黃湘玲老師 

11：20-12：00 
綜合討論 與會專家與參與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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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照片 

  

照片 5-45 山后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46 山后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47 山后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48 山后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49 山后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50 山后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51 山后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52 山后文化觀光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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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場 

（一） 時間：預計於 104 年 10 月 7 日 

（二） 地點：碧山東店社區活動中心 

（三） 參與單位：山后、碧山以及瓊林村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

沙鎮公所、山后民俗文化村基金會、碧山東店社區發展協會、瓊林村

社區發展協會、宗親會、金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 

（四） 參與人數：36 人 

（五） 議程： 

 表 5-6 文化觀光與經營管理講座第二場議程表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來賓致詞 文化局長官 

09：10-09：50 國際文化資產經營管理之觀念 黃昭瑾老師 

09：50-10：30 碧山村落的歷史與文化資源 黃振良老師 

10：30-10：40 茶敘  

10：40-11：20 
金門文化資產保存與在地民間

社團(NGO) 
黃湘玲理事長 

11：20-12：00 
綜合討論 與會專家與參與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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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照片 

  

照片 5-53 碧山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54 碧山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55 碧山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56 碧山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57 碧山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58 碧山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59 碧山文化觀光講座 照片 5-60 碧山文化觀光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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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紀錄 

1. 活動說明： 

本場活動主題為「碧山聚落的文化觀光與經營管理」，活動內容

分成三個部分，第一，主要內容從「國際文化觀光」的觀念切入，由

相關的準則、公約以及案例，讓民眾知道，世界各地都在探討與思考

此議題，並結合如何將觀光產業有效的「經營」與「管理」，在此藉

以碧山鄉親「王阿婆」海蚵煎為例，舉例說明並與鄉親互動。 

第二，活動中分享並說明「碧山 1401 地號」頹屋整修過程與成果，

讓居民充分了解整建工程中的所有時間點與執行方式。 

最後，與鄉親說明本案的結束，並不代表碧山聚落保存與再發展

的計畫就此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因此在會議的最後，向民眾說明

「碧山聚落保存及再發展的後續工作說明。 

2. 現場問答 

(1) 民眾： 

登錄聚落的工作可以嘗試做下去。 

(2) 金門縣文化局謝江濤： 

各位鄉親大家好，我在今年開始承辦碧山聚落保存的業務，

也是跟大家一起學習，在這半年的活動當中，我看到鄉親們對碧

山聚落的愛護，實屬珍貴。在頹屋修繕的方式，我們碧山用了一

個全新的做法，讓一棟閒置的房屋，活了起來，這在金門其他地

區是不常見的!!!這也感謝我們碧山鄉親的支持，才能夠如此順利

的完成。 

半年來的工作，感謝鄉親的參與，也謝謝閻老師的規劃，我

們文化局會持續爭取相關經費，積極投入碧山的保存與再發展的

工作，也請各位鄉親多多支持閻老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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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聚落活化執行說明會 

舉辦瓊林、山后、碧山三村社區協力整合會議 2 場，多方行銷宣傳及鼓勵

民眾踴躍參與。 

一、 目的： 

1. 討論聚落保存大綱 

2. 聚落保存範圍檢討與劃設 

3. 後續聚落保存工作方向 

二、 工作內容 

1. 協調機制與民眾參與 

協調機制與民眾參與是登錄聚落極為重要的工作，應在執行過程中妥

善的與居民溝通並達到共識。其方法包括： 

(1) 民眾參與機制之研擬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得視實際需要，進行任何有助於當地居民意見

溝通知活動。 

(2) 既有組織整合 

山后民俗村與碧山村落目前既有組織茲分為公部門與私部門： 

A. 公部門 

山后民俗村位於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公部門行政體系下包

含： 

a.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b. 金門縣政府 

c. 金沙鎮公所、代表會 

d. 里辦公室 

碧山村落位於金門自然村範圍內，公部門行政體系下包含： 

a. 金門縣政府 

b. 金沙鎮公所、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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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里辦公室 

B. 私部門 

a. 金門文化遺產保存學會 

b. 碧山村落： 

金門縣金沙鎮碧山東店社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山后民俗村基金會 

碧山陳氏宗親會 

其他 

c. 山后民俗村： 

財團法人金門民俗文化村文教基金會 

C. 相關單位整合協調 

本計畫將邀集各公私部門相關人員，召開協調整合會議，並

於相關協調會中，廣邀相關單位參加。 

D. 行政機制整合 

本計畫除了與文化主管機關配合外，亦應與其相關單位研商

並取得共識。 

三、 執行成果 

本案已於 104 年 4 月 24 日辦理碧山、山后聚落活化執行工作說明會議，並

於 5 月 16 日與 5 月 26 日分別辦理碧山以及山后聚落民眾說明會，相關活動照

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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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照片 

  

照片 5-61 山后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62 山后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63 山后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64 山后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65 山后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66 山后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67 山后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68 山后聚落工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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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69 碧山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70 碧山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71 碧山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72 碧山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73 碧山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74 碧山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75 碧山聚落工作說明會 照片 5-76 碧山聚落工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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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紀錄 

 

圖 5-2 碧山說明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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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山后說明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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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後續工作重點 

依據本計畫研究成果發現，碧山與山后聚落文化底蘊濃厚，聚落整體保存良

好，但有極大的觀光發展壓力，因此本案建議，應儘速已登錄聚落的手段，保存聚

落紋理與傳統建築。其後續工作內容建議包括： 

一、山后與碧山登錄為文化資產法定聚落 

本項工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6 條進行山后與碧山聚落的保存登錄工作，工

作內容包括： 

1. 深化分析金門山后、碧山聚落的基本資料 

2. 持續推動住民協調建立共識與培力 

3. 登錄山后與碧山為文資法定聚落 

二、研擬山后與碧山聚落保存再發展計畫 

本項工作主要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並參考「聚落與文化景觀保存操

作執行手冊」，研提山后與碧山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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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審查意見綜理表 

期初報告審查意見 

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1  

本案的工作重點之一是既往研究

的盤點，因此也應包括歷年來空   

間計畫或相關文化資產保存、聚

落保存工作的盤點。尤其是城鄉   

風貌競爭型計畫在碧山、金門國

家管理處的歷年計畫在山后中   

堡，已有一定的積累，選擇景觀

或閒置空間的再利用示範計畫，   

應能銜接或參酌前面的基礎，避

免重複。 

江柏煒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將遵照

辦理。 

2  

目前報告書的歷史文獻、表格等

內容，並無出處，應註明資料來   

源。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期初修正報告書中。 

3  

本案所指的山后，僅局限於山后

中堡。因此，計畫內容若不願擴   

及山后上堡、下堡，則應具體載

明山后中堡，不應以山后之名貫   

穿全計畫。 

感謝委員指教，本案工

作範圍山后部分僅舉

限於山后中堡，並補充

於期初修正報告書中。 

4  

縣政府近年來在工務處、建設處

所推動的微型設計，包括頹屋的   

公共藝術化的嘗試、軍事標語的

保存、防空洞的活化利用等，本   

案應能參考。 

感謝委員指教，將遵照

辦理。 

5  

聚落文化仍包含無形文化遺產的

內涵，因此，本案應進行族譜的   

收集與典藏、祭祖儀式及廟會活

動的紀錄等社會生活層面之部

分。 

感謝委員指教，將遵照

辦理。 

6  
碧山方面，應特別注意其農業地

景的維護。 

感謝委員指教，將遵照

辦理。 

7  
山后旅日王氏的幾位名人，以及

碧山陳氏的祖墳，均在聚落周   

感謝委員指教，將遵照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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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圍，在擬定空間相關的保存計畫

時，也應一併納入處理。 

8  

本計畫做為延續性計畫，應如實

反映現階段金門聚落保存的課題   

與困境，以及提出可行的因應對

策。這個意見在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所召集的世界遺產委員會中，

數位委員一再提出，請研究規劃   

單位務必認真面對之。 江柏煒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將遵照

辦理。 

9  

工作計畫在時間安排與規劃上，

比較傾向短期活動式的舉辦及單   

向的課程，而非長期駐地的對話

與工作坊，建議應多增加場次，   

其中應有以收集居民意見的公聽

會方式進行之，而非僅是居民來   

上課的參與方式。 

感謝委員指教，將遵照

辦理。 

10  目錄頁碼應準確。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改

於期初修正報告中。 

11  
P.7&8：圖 2~4 並非現況圖，應為

國家公園的土地使用分區圖。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改

於期初修正報告中。 

12  

有關山后聚落於 P.4 招標需求中

應明確，宜與委託單位協商，選   

擇全村，或限於民俗村？。 

感謝委員指教，因本案

經 費 與 時 間 較 為 不

足，故山后村落調查範

圍以中堡為主。 

13  

P.4 示範工程是否在招標需求『中』

指定碧山 50 號後方，或是執行單

位的選定？如為執行單位的選

定，則是於適當章節中註明選   

定理由，(P.49 碧山段 1401 地號)

是否須委託單位核准？或期中審   

查確定？ 

感謝委員指教，示範工

程選址與範圍，則以合

約內容中規定的碧山

50 號後方頹屋為主要

示範標的，經本研究調

查此標的地號為「碧山

段 1401 地號」。 

14  

有關基礎調查內容 (P.9、P.10、

P.23 、 P.12~15 、 P.26) 應統合明   

確。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研

究成果將於期中報告

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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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15  

P.4 招標需求 1.3.6 與 P.9 基本觀念

2.4 與 P.10 執行工作四與 P.32 表 4

工作表之內容文字應明確。如：

P.4 需求 3 研擬三村自主防災、自

主經營規劃，以及辦理社區文化

地圖培力工作，是各辦一場(計三

場)或為 P.32 瓊林參與另二村(計

二場)。 

感謝委員指教，本案主

要藉由瓊林聚落的經

驗，導入山后中堡與碧

山聚落，因此本案活動

內容為瓊林聚落參與

二村辦理之活動，故計

兩場。 

16  
P.22 與 P.60 圖中“在”發展，修

正為“再”發展。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期初修正報告書中。 

17  

第 1 頁第 6 行，受「軍領時期」的

影響，…金門沒有用軍領時期的   

用法，都用「軍管時期」，請卓參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期初修正報告書中。 

18  

第 1 頁一、前言中提到金門的傳

統聚落有多處建築具對藝術、人   

本價值極高，是否可具體的補充

介紹,使前言的說服力大更強。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研

究成果將於期中報告

中呈現。 

19  

第 1 頁一、前言中提到「…駐軍

日益減少……使人口外移嚴重」,   

這段話和事實不符，實際上的人

口回留不少，請卓參。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期初修正報告書中。 

20  

第 4 頁第 3 行，進行山后、碧山」

瓊林…請把山后做一註解在本   

計畫若沒有持別註明，則指山后

中堡民俗文化村。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期初修正報告書中。 

21  

第 47 頁第 10 及 14 行，提到財團

法人山后民俗村基金會及財團法   

人山后民俗村文教基金會，請問

兩組織不同嗎?若相同若相同，是   

否筆誤，請卓參。 

感謝委員指教，「財團

法人山后民俗村基金

會」為本團隊誤植，已

刪除修正。 

22  

第 48 頁照片圖說，三山里里長發

言，請註明是三山里中的那一里   

長。 

感謝委員指教，發言者

為陳賜發里長。 

23  綜合整本期初報告書，符合原招 感謝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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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標規定，擬通過後修正。 

24  

區內頹屋處理與閒置空間再利用

除執行示範工程外，能否建構可   

依循之標準作法。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建構頹

屋整修 SOP 為本計畫

之重點，並將於期末報

告中呈現。 

25  
前言第一段：人口外移始於解嚴

後。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26  

碧山睿友學校前的頹屋處理方式

不佳，類似工法應改捨去不用、   

至少保留頹屋外觀，除樹加固即

可。 

呂坤和 

局長 

感謝委員指教。 

27  

頹屋處理之前，先請文化局派人

先行清點可供典藏的古文物、民   

俗用品。 

感謝委員指教，將遵照

辦理。 

28  
傳統聚落保存？本身發展？是否

提出可行性的對策。 

感謝委員指教，本案中

研擬的聚落保存再發

展計畫，主要執行內容

為確認聚落的價值，以

及達成價值所需面對

的課題，並提出可行性

的對策與解決方案。 

29  

工作坊參與人數？推廣成效再於

講演者魅力，希望找到的講師能   

言善道。 

感謝委員指教，將遵照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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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審查意見 

項

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1  

P.22 碧山村的無形資產為普渡登、

中秋搏餅、金門迎城隍以及風獅爺 

1. 中秋搏餅以及金門迎城隍並不

是碧山的無形資產，請卓參。 

2. 請於 P.24 補碧山風獅爺的資料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1. 已於表 2-2 標示為

金門全境之無形資

產。 

2. 已補充風獅爺之相

關資料。 

2  

碧山聚落建築使用現況：分為 10

類，共 241 處 

1. 這 241 處是否有重複，如是住

宅，也是用於商業，如有請列出

來，才不致有資料膨大的感覺？ 

2. 請問睿友學校是分在那一類？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1. 241 處主要包括臨

時建築與與其他不

圍住之建物，使用

類型並無重複，經

本案普查，碧山聚

落內建物總處實為

241 處。 

2. 目前睿友學校使用

類別為「商業」使

用，後續研究將擬

增加「展示」類使

用類別，將類似建

物歸類於此。 

3  

P.35 視覺景觀評估表 

1. 視覺景觀評估表，是要每一景觀

都要做一個表，或者碧山做一總

表？又本表示由誰來填？ 

2. 視覺景觀評估表，本表示由誰來

填？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視覺景

觀將於每個景觀點做

一個表，本表由本團隊

經訓練之專家、老師與

專案助理填寫之。 

4  

P.45 山后村的無形資產為普渡燈、

中秋搏餅、金門迎城隍 

中秋搏餅及金門迎城隍並不是碧山

的無形資產，請卓參。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於表

3-2 標示為金門全境之

無形資產。 

5 P58 

P.48 山后聚落的五營 

1. 圖 2-5，應為圖 3-5 之筆誤，請

更正。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1. 已修正於報告書

第 58 頁。 



「104年度金門聚落文化保存與延續計畫」案成果報告 

 116 

項

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2. P485 的圖，所標示的五營並不清

楚，請註明五營是山后上堡或中

堡的五營，或上堡及中保的五

營。 

2. 山后五營的位置

圖，為山后聚落全

村(頂堡中堡下堡)

的五營。 

6  

山后聚落建築使用現況：分為 8

類，共 60 處 

1. 這 60 處是否有重複，如是住宅，

也是用於商業，如有請列出來，

才不致有資料膨大的感覺？ 

2. 請問這 60 處是否包括上堡的部

份？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山后調

查範圍為國家公園範

圍內，歷史風貌用地，

因此包含一部份頂堡

聚落的房屋，經本案普

查，山后聚落歷史風貌

用地(民俗文化村)內建

物總處實為 60 處。 

7  

P.76，第一場及第二場 

第一場及第二場的時間相反，建議

把第一及第二場的順序置換。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8  

P.77，學員分為 A、B 兩組… 

請把分兩組的目的提出，是否有不

同的主題要兩組人來完成？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因人數

較多，本活動依然維持

兩組進行作業。 

9  

P.81 本案已於 104 年 4 月 24 日 

1. 相關活動照片如下 

2. 沒有看到活動照片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照

片將陸續補充。 

10  

P.85 執行時程表 

1. 104.05 已召開協調會議，本報告

中沒有看到聚落保存再發展計

畫？ 

2. 104.07經營管理與空間再利用講

座，山后 6.14 已完成，其效果如

何，本報告書中沒有提到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活動會

議記錄將於期末報告

中呈現。 

11  
碧山聚落文化資產現況調查不精

確，需作修正。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基

礎調查將於期末報告

中呈現。 

12  閒置空間整建沒有規劃設計圖。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規劃設

計圖已補充於報告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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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13  

再利用是此一計畫的靈魂，應該具

體可行的說明，並規劃理想圖與作

法。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圖

說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14  
頹屋整修前先通知文化局！民俗品

的搜集重要切入點。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15  
頹屋的整修，要修到怎麼樣的狀

態，可以電腦繪製預想圖。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16  碧山有其他村莊沒有的特點？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碧山的

特點將於期末報告中

呈現。 

17  

無形文化資產應包含人文、生活型

態、各村落有其差異性，如何成現

在聚落文化保存中，請加以詳述。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18  

聚落文化保存，不僅是在外在建築

本體，應包括其使用歷史沿革，應

將其故事敘述完整，修撰於相關資

料中。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19  

聚落文化保存，應盡量保存其原始

狀態，不應加上太多人工作品（招

抗爭），並如何與社區生活型態結

合，應加以說明。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20  

未來如何與觀光、商業…等跨界合

作，與未來經營管理如何結合，應

須加強。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21  

各種得住民共識的會議，不應以單

向溝通為管道，更應有雙向意見的

共識形成管道。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活動與

相關會議記錄，將於期

末報告中呈現。 

22  預算應用現狀，應於報告中呈現。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23  

閒置空間整建計畫，再利用，公共

空間修景等，應具體而可落實之方

案，且為各（三處）聚落均應可共

同遵循為第四章重要內。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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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24  

第四章請調整內容，目前報告書所

列三節建議併為該章最後一節之案

例說明。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25  

視覺評估表之評估項目較含糊，可

否更具體？讓不同評估人員可有相

同的認知而可確實掌握。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26  

頹屋之整理是否已併入空間整建計

畫？修景是否只限公共空間？ 

文章陳述略嫌鬆散，請詳細校讀，

以求正確 

1. P3 所附照片應以各該聚落中最

重要之構造物為主 

2. 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圖是否正確

（碧山的細部計畫方案） 

3. P14 貳、歷史脈絡請再梳理：陳

德宗為碧山開基祖，而其子存仁

為開浯始祖，該段文字首二行文

字雜蕪重複。 

4. 閩南、僑鄉、戰地文化，分為三

其，自有前後，如何交融？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27  

第四章第一節碧山閒置空間整建計

畫 

1. P.59 計畫內容有包括基地環境

(清理)與美化(綠化)、室外空間

設計與再利用，於 P.61 圖 4-2

如何反應?是否為圖例中所指

範圍?P.62 之圖 4-3 也未反應戶

外空間之範圍。 

2. P.60 指已完成修復圖，但

P.61~P.64 只有現況圖。相關標

單之預算、施工說明書? 

3. P.60 工程發包前及施工前，均

將召開說明會(計 2 次)，內容

為何?就 P.59 工作內容而言，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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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可能為室內外空間設計與再利

用，且教育功能之觀摩重要示

範點(執行工作內容三、五)、

碧山導覽重要解說點(可解說

之內容?解說牌內容?) 

4. 由學校招標是否已進行相關招

標之內容?費用? 

5. P.59 執行工作內容二、(四)外

觀修景設計為何? 

6. 完工後，是否有再利用之模擬

或實際使用? 

  

第四章第二節，山后民俗村公共空

間修景計畫 

1. 目前進度為何? 

2. 招牌設計?邀請民眾共同討論

設計情形? 

3. 入口廣場景觀整治內容為何?

如何進行?P.66 之圖 4-8 是否有

配置圖及大樣圖、經費概算? 

4. 後山邊坡整治有二，一為邊坡

除草，結合當地居民「定期」

進行應指多久?是否義務工作?

另一為步道規劃，目前進度如

何?是否有配置圖及大樣圖、經

費概算?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第四章第三節，瓊林聚落空間活化

再利用 

1. 透過住民參與再利用方式，討

論情形如何? 

2. 就 P.70圖 4-11許多媒體展示為

主是否為討論結果? 

3. 如已定案，就 P.67 第二段所

述，應進一步將展示內容轉化

為空間安排，註明個空間之內

容及進行觀賞動線安排，廁所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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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位置等。 

4. 是否繪製再利用工程之圖說? 

5. 是否進行因應計畫?包括土地

使用、建管、消防、結構補強、

無障礙措施。 

6. 怡穀堂為國定古蹟，是否需中

央主管單位審查? 

  

第五章 整合培力 

1. P.71 行 1，本案首重的「軟體

設施」為何? 

2. P.72 培力活動一及二中，特別

強調在地居民與師生，其中師

生為何? 

3. P.72 山后已舉辦之培力說明

會，當地民眾參與情形如何?

文中措詞亦非「預計」，應為「已

辦理」。 

4. P.80 聚落活化執行說明會，當

地民眾參與情形如何?執行效

果如何? 

5. P.72 的工作項目名稱與第五章

第一節(三個訓練與說明會)與

第二節的活化執行說明會名稱

有所不同，宜於 P.72 表 5-1 有

所對照說明以利驗收。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第二章 碧山聚落基礎調查與分析 

1. 聚落之調查範圍為何?至少以

村界為單位，其農田才能有所

說明。 

2. P.13 左溪為田浦溪，在圖 2-1

中何處?右阜美人山，在圖 2-1

中何處?所枕之海為村後許白

灣，在圖 2-1 中何處?所拱之山

為太武山，在圖 2-1 中何處? 

3. P.13 周圍主要為「丘林地」，是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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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否為丘陵與村地?是否有田地? 

4. P.4 是否為單姓村(陳)，應可強

調。其五房之土地或建物分布

如何?應非以古蹟、歷建來表

示。 

5. 圖 2-3 自然村如何界定? 

6. P.14 之聚落特徵可以五營概念

來討論。 

7. P.16 既往研究，表 2-3 書名宜

稱出版品，出版者宜稱作者，

出處宜稱出版者或單位。 

8. P.16 既往研究，有些出版品宜

有摘要說明，如： 

9. 《金門行業史》有提到那些碧

山行業? 

10. 《文資年鑑》提到那些碧山的

內容? 

11. 《碧山聚落調查研究：先期構

想》有哪些先期構想? 

12. 《金門海岸基本資料監測調查

計畫》有哪些碧山的海岸情形? 

13. P.18 現行法規的內容看來，不

是討論法令，而是要說明《金

門特定區計畫》中碧山的土地

使用，及依據《文資法》的文

資指定與登錄，有關碧山的土

地使用應有所說明，有關文資

的指定與登錄，又與 P.20 有重

覆，故現行法令宜以碧山的土

地使用為之。 

14. P.20 文化資產現況的內容，仍

有所偏差，有形者唯有身分之

文化資產，但無形、戰爭文化

及五營則無，易生混淆。 

15. P.21 表 2-1 的昭應宮已登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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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化資產為何種身分? 

16. P.22 表 2-2 為全島之無形文化

資產，碧山之情形為何? 

17. P.24 列出戰爭文化，實際位置

在何處?內容為何? 

18. P.25 五營於圖 2-5 中應標東、

西、南、北、中之營期位置，

其意義為何? 

19. P.26 參之實際內容主要為建築

方面，土地使用則無(P.28 為建

築使用)。 

20. P.27-P.32 圖面不清楚，圖中較

難看出有 241 棟建物。 

21. P.26 行 1 提及了解碧山聚落的

保存狀況，宜針對具特色之建

物(如如傳統建築及洋樓)列表

編號拍照說明其地址、建築形

式、使用情形及建物損壞情

形，才能據以評估後續保存對

策。 

22. P.33 圖 2-?地籍調查範圍為何? 

23. P.36 視覺景觀點之選定標準為

何?實際操作? 

24. 分析之內容是否限於景觀分

析? 

25. P.6 計畫流程圖中，聚落有關之

法規調查為何? 

  

第三章 山后聚落 

1. P.37 自然環境的內容不像是自

然環境。 

2. P.38 圖面應清楚，預定調查之

範圍應明顯，是否為民俗村範

圍? 

3. P.39 聚落特徵宜以說明空間為

主。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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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4. P.40 表 3-1 書名宜稱出版品、

出版者宜稱作者、出處宜稱出

版單位。 

5. P.40 有些出版品宜有摘要說

明，提及山后之內容如《大地

上的居所》、《金門海戰監測》、

《金門海神信仰》、《申遺軍事

遺跡》、《金門傳統聚落形式發

展族語資料》。 

6. P.44-P.57 第二章相關意見款

同。 

7. P.85 再發展計畫大綱(或綱要)

為何?將於報告中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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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意見 

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01  
綠美化要考慮方法，鼓勵村人對

樹木的主動種植方向思考。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建議於

次階段計畫中持續加

強與民眾溝通、培力等

工作。 

02  
頹屋處理要慎重，處理完後要考

慮美感與再利用方向。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頹屋再

利用方向仍需與社區

住民意見為主，但仍進

一步溝通協調未來使

用方向。 

03  

牆上倒下的部分，石、磚可以考

慮巧妙的引用在地面上與牆互

映，又可以公共藝術手法美化。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04  
招牌可以考慮傳統布招、燈籠方

式配傳統建築群。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05  
怡穀堂的再利用應結合瓊林資

源。 

呂坤和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

僅提出再利用構想以

及 初 步 空 間 規 劃 設

計，將建議次階段執行

內容，一併考慮現有資

源的應用。 

06  

頹屋整建後再利用，除考慮功能

性外，是否可考慮其公益性及教

育性之功能。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碧山頹

屋整建過程與成果，將

做為金門地區頹屋整

理的指標，以供參考。 

07  村落(聚落)旅遊是未來金門觀光

的主軸，無形文化資產(如食、衣、
莊尚為

感謝委員指教，觀光對

聚落帶來的影響，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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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住、行等四向)如何加入延續計畫

中進行。 

委員 次階段「聚落保存再發

展計畫」中的「觀光產

業發展計畫」執行。 

08  
觀光指示牌之設計須融入於傳統

建築中。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09  

聚落文化除硬體的建築，更包括

軟體的規劃，包含婚喪喜慶常民

文化等的復建工程。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聚落內

軟體的保存工作，將於

次階段「聚落保存再發

展計畫」中的「無形資

產維護計畫」執行。 

10  聚落周邊環境生態的調查盤整。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

將以聚落範圍內現況

進行普查，聚落周邊環

境生態調查，建議於後

續計畫中執行。 

11  

聚落文化的界定，應涵蓋有形、

無形文化。本案成果對於聚落宗

教信仰、祭祖儀式、民間文獻蒐

集等，並未著力，應補充之。 

江柏煒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已補充於報告書中。 

12  

聚落空間的變遷亦應掌握，碧

山、山后中堡建築物總數、各類

型建築物之數量與比例、五營的

範圍變遷等，應該有具體的統計

及地圖。另外，人口統計與變遷

也應有所調查。 

江柏煒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內

容已補充於報告書中。 

13  
碧山的土地使用分區的建議方

案，宜再修正。 

江柏煒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土地使

用分區建議已修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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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報告書中。 

14  

碧山近代僑商、山后近代僑商的

墓，宜進一步指認，建請進行古

蹟指定之法定程序。 

江柏煒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此項工

作 建 議 於 後 續 計 畫

中，溝通協商後，另案

處理。  

15  
僑村的特性宜再突顯，使之聚落

文化內涵及意義得以彰顯。 

江柏煒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16  

聚落具有價值的建物、文化景

觀，應盤點出來，提供文化局下

一階段可以推動之事項。 

江柏煒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17  
頹屋改善應再引入一些公共藝術

或主題加以活化。 

江柏煒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頹屋再

利用方向仍需與社區

住民意見為主，但仍進

一步溝通協調未來使

用方向。 

18  
有關 P.2 之計畫內容，執行結果所

對應之章節應有適當說明。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19  

有關 P.2 計畫內容四，三村各擇一

處據點，其中碧山所擇地點極為

計畫內容五之標的?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碧山選

擇的地點，亦是「碧山

1401 地號」建築。 

20  
有關瓊林所選據點怡穀堂，宜有

文字內容說明規劃結果。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21  

有關山后中堡： 

1. P.78 有關商家招牌是否進行

「設計」，或是只有擬定設置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1. 已補充招牌設計圖



附件一-審查意見綜理表 

 127 

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及審議原則? 

2. P.82 有關入口景觀廣場整

治，是否只擬定範圍?是否擬

定預算? 

3. P.82 有關後山邊坡整治，本次

重點為何?是否已進行除草及

步道規劃? 

說。 

2. 入口景觀廣場整治

已擬定修景原則。 

3. 後山邊坡整治已擬

定修景原則。 

22  
有關 P.71 碧山閒置空間整建計

畫，應整體呈現 P.71 所述內容。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23  
有關兩村之保存及再發展計畫大

綱或綱要內容，是否納入報告中?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24  

第六章目前內容與第一章相同，

宜以來年後續工作計畫及預算建

議說明較佳。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25  

P.19 在其宗祠重修志中已清楚敘

明：「原係…，其明知由來也。」

該段文字引用碧山陳氏大宗祠的

碑文，碑文標題為「大宗祠再重

修誌」，引用別人要註明出處，且

名稱不要寫錯，這一部分要加以

修改。又引用的碑文並不是全段

引用，若有跳行的部分則應以…

符號來替代，這部分引用者並沒

有加以處理，應加以補充處理。

又引用和原碑內容有些不相同，

請不同於原碑的文字家裡著名，

以免使人對原碑誤解。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104年度金門聚落文化保存與延續計畫」案成果報告 

 128 

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26  

P.20 我的家鄉是碧山一詩：我的家

鄉是碧山一詩，內容有談及職

稱，請註明該詩的創作時間。全

文引用，是否已取得作者同意?是

否有盜用之嫌?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27  
P.20 註腳 1：作者陳長山，應改為

陳長「慶」。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28  
P.23 陳氏開基祖：陳氏開基祖本段

的內容，請註明出處。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29  
P.49、50 山後自然環境及歷史，請

註明內容的出處。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30  
P.51…三進鄉塾(海珠堂)…海珠堂

的格式是三進嗎?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31  

P.57-60 表 3-2：全島無形文化資產

列表：表 3-2 與表 2-2 相同，建議

表 3-2 刪除，以免有重覆之議。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32  

P.78-79 山后民俗村商家招牌的設

計…：所提皆為設置理念與原

則，要有具體的形象展出。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33  

P.80 參考案例是別人的東西，是否

已參考案例作出山后實際的店

招。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34  
P.83 瓊林地理位置與歷史，請註明

內容的出處。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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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35  

P.86 瓊林聚落閒置空間活化再利

用，只有在「怡穀堂」的平面圖

上，分為二區，一為數位展示空

間，一為儒學文創。執行單位具

研究實力，應把展示空間預展示

的東西?展示的方式?及展示的管

理做更具體的說明，否則光是展

示空間，則不知要如何審議?又儒

學文創亦是有相似的問題。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36  同意通過後修正。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37  

表 1-1，尚有預計於「過去時間」

辦理之事項，如實際已完成請更

正，如未完成請更正時間。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38  
P.23 第二段第二行「明朝兩代」四

字請刪去(贅餘，且生誤會)。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39  

僑鄉文化時期起自「清朝」?清之

國祚長逾 260 年，作為時期之始似

嫌粗糙。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40  

P.27圖 2-5請再確認其圖名與圖之

內容與標題是否相符(另山后是也

應有相同之圖?)。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41  
古蹟與歷史建築之數量(X處)置於

前或後宜一致。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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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42  

無形文化若非聚落獨有者請刪除

(全島者可為附件或敘明參與時間

規模)。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43  土地權屬尚未調查。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44  

山后聚落建於清光緒 26 年(1900

年)，共有 18 棟?(請妥適處理，以

免訛誤)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45  

山后中堡十八間由江西建築名師

設計，請確認，既知其籍貫，應

有其名或其他詳細資料。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

於報告書中。 

46  

附件頹屋改善工程圖說，平面圖

未含敷地與鋼構平面、立面圖，

GL 不符實際，請依繪圖準則修正

之。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

於報告書中。 

47  上述建議經修正，可予通過。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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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修正報告審查意見 

項

目 
頁次 審查意見 

審查 

委員 
意見回覆 

01  已依委員審查意見修正。 莊尚為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02  無其文修正意見。 感謝委員指教。 

03  

本案工作內容龐雜，並未聚焦於具

體工作內容，以致於也未見較為深

入的基礎研究的發掘，也沒有提出

超越過往聚落保存之行動方案。建

議未來若仍有類似委託計畫，主辦

單位應確實擬定工作項目及具體

績效。 

江柏煒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04  

P.83 的「王阿婆海蚵煎」招牌設計

並不理想，位置及形式都有待考

慮，請謹慎處理。 

感謝委員指教，招牌

形式與位置將於後續

研究再進一步與居民

溝通協調。 

05  同意所作之修正。 
米復國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 

06 P9 
P9 表中第五行，應改為已完成，

請卓參。 

葉鈞培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

正於報告書中。 

07 P20 
P20 阮我家鄉是碧山，請註明讓作

品的創作時間。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

正於報告書中。 

08 P87 
P87 第六行….等項目，其詳細實施

內容，將作為來年的研究。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

正於報告書中。 

09  
附件一圖缺偶數圖 (編碼 A2、

A4…A16)及 A1? 

符宏仁

委員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

正於報告書附件一。 

10  附件一圖 A3 請完整繪製。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

正於報告書附件一。 

11  
附件一圖 A15、A17 錯誤請依專業

自行檢討修正。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

正於報告書附件一。 

12  上述建議修正後可予通過。 感謝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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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碧山頹屋(碧山段 1401 地號)整建修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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