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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會議紀錄 

一、會議名稱：金門縣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

史蹟與文化景觀審議會 107年第 2次會議 

二、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0 日上午 08 時 30 分 

三、會議地點：文化局三樓會議室 

四、主持人：呂委員坤和代               紀錄：李雯 

五、參加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六、宣讀會議程序（略） 

七、宣讀文化資產審議會旁聽要點（略） 

八、主持人宣布開會並致詞（略） 

九、各案審議結果 

1、 審議案（一）：雙乳山營區與坑道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位於公有地和國家公園內，

並涉及公部門工程案，故府內委員與國家公園委員均應迴避，由其餘委員相互推派主席。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4人=11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1人過半數出席（即 6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0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0人之 2/3以上（即 7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指定古蹟 08 票（通過） 

 不贊成指定古蹟 02 票 

 其他 0 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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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定古蹟。 

（2）  古蹟名稱：金門雙乳山坑道。古蹟本體：雙乳山坑道。種類為：

其他設施。位置：分布於金門島中部乳南與乳北營區之雙乳山坑

道。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金寧鄉后盤山段（14、16、16-1、352、

353）、金湖鎮石牌段（447、448、451、452、453）、金寧鄉后盤山

段（352-3）、金寧鄉后盤山段（352-6）、金湖鎮中山林段（153、153-2、

153-5）；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381326.75 ㎡。 

（3）  符合古蹟基準： 

一、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二、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三、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4）  金門雙乳山坑道遭挖斷處：請金湖鎮公所與施工單位就下列三

項意見，提出補充說明資料，提送金門縣文化局辦理後續審查： 

甲、 說明本案復工後相關高程（兩側高低差）排水的考量與對

策，以及施工安全。 

乙、 說明對於現露頭坑道下方是否存有更下層坑道，初步探勘與

對策為何。 

丙、 說明已露頭斷面處其與道路路面之介面處理方式，以及呈現

其文化資產價值的對策。 

2、 審議案（二）：后水頭黃奕本古厝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

席主持）。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5人過半數出席（即 8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2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2人之 2/3以上（即 8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指定古蹟 11 票（通過） 

 不贊成指定古蹟 01 票 

 其他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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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指定古蹟。 

（2）  古蹟名稱：后水頭黃奕本古厝。種類：宅第。地址：金沙鎮后

水頭 12 號。古蹟本體：金沙鎮榮湖段 1075 地號內之一落四攑頭及

迴向洋樓。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金沙鎮榮湖段 1075 地號；定著

土地範圍之面積 388 ㎡。 

（3）  符合古蹟指定基準： 

一、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二、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三、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4）  附帶決議：廢止歷史建築黃奕本古厝登錄。 

3、 審議案（三）：上學堂陳氏祖塋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位於公有地和國家公園內，

並涉及公部門工程案，故府內委員均應迴避，由其餘委員相互推派主席。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3人=12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2人過半數出席（即 7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1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1人之 2/3以上（即 8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登錄歷史建築 10 票（通過） 

 不贊成登錄歷史建築 01 票 

 其他 0 票 

決議： 

（1）  登錄歷史建築。 

（2）  附帶決議改為登錄紀念建築。 

（3）  紀念建築名稱為：後浦上學陳氏祖塋。種類：墓葬。位置：金

城鎮旗牌段 251、251-1、251-2地號。紀念建築本體：墓塋及相關

構造物。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金城鎮旗牌段 251、251-1、251-2

地號，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342㎡。 

（4）  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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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 

合於歷史建築登錄基準之建造物與附屬設施物，如屬與歷史、

文化、藝術等具有重要貢獻之人物相關者，得登錄為紀念建築。 

4、 審議案（四）：金沙戲院案（現為列冊追蹤）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位於公有地內，並涉及公部

門相關工程，故府內委員均應迴避，由其餘委員相互推派主席。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3人=12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2人過半數出席（即 7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1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1人之 2/3以上（即 8票以上）。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6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六十條第二項所定主管機關應於六個月內辦理審議，係指主管機關就

個人或團體提報決定列冊追蹤者，應於六個月內提送審議會辦理審議，並作成下列決議之一： 

 一、持續列冊，並得採取其他適當列冊追蹤之措施。 

 二、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 

 三、解除列冊。 

說明：107 年 02 月 12 日審議會「金沙戲院」經各出席委員表決；「持續列

冊」、「解除列冊」、「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等 3 項決議均未達《文化

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 條規定需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故無

法議決，維持列冊追蹤。故本次審議會再次表決。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第一輪投票： 

 解除列冊：06 票。（未通過 2/3 門檻） 

 反對解除列冊：05 票。 

第二輪投票： 

 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05 票。（未通過 2/3 門檻） 

 反對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06 票。 

決議： 

（1）  依據《文化資產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繼續維持列冊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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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議案（五）：前水頭得月樓及黃輝煌洋樓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由國

家公園管理維護，故國家公園委員應迴避。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1人=14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4人過半數出席（即 8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1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1人之 2/3以上（即 8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指定古蹟 11 票（通過） 

 不贊成指定古蹟 0 票 

 其他 0 票 

決議： 

（1）  指定古蹟。 

（2）  古蹟名稱為：前水頭黃輝煌洋樓及得月樓。種類：宅第。地址：

金城鎮金水里 005 鄰前水頭 45 號。古蹟本體：金城鎮前水頭測段

416 地號內之之洋樓、銃樓及附屬設施群。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

金城鎮前水頭測段 416 地號；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 820.6 ㎡。 

（3）  符合古蹟指定基準： 

一、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二、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三、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4）  附帶決議廢止歷史建築黃輝煌洋樓登錄。 

（5）  附帶決議廢止歷史建築得月樓登錄。 

6、 審議案（六）：後浦東門境洪中來古厝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

席主持）。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5人過半數出席（即 8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1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1人之 2/3以上（即 8票以上）。 



 6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指定古蹟 09 票（通過） 

 不贊成指定古蹟 02 票 

 其他 0 票 

決議： 

（1）  指定古蹟。 

（2）  古蹟名稱為：後浦東門境洪氏古厝。種類：宅第。地址：金城

鎮東門里 013 鄰珠浦東路 19 號。古蹟本體：金城鎮城東段 553 地

號內之二落大厝。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金城鎮城東段 553 地號；

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 213.29 ㎡。 

（3）  符合古蹟指定基準： 

一、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二、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7、 審議案（七）：湖下楊氏大厝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

席主持）。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5人過半數出席（即 8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1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1人之 2/3以上（即 8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指定古蹟 11 票（通過） 

 不贊成指定古蹟 0 票 

 其他 0 票 

決議： 

（1）  指定古蹟。 

（2）  古蹟名稱為：湖下楊氏古厝。種類：宅第。地址：金寧鄉湖埔

村 005 鄰湖下 91 號。古蹟本體：二落大厝及增建後落。定著土地

範圍之地號：金寧鄉湖下村段 383、384 地號；定著土地範圍之面

積 2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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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合古蹟指定基準： 

一、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二、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三、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8、 審議案（八）：榜林王天乞古厝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

席主持）。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5人過半數出席（即 8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1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1人之 2/3以上（即 8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指定古蹟 11 票（通過） 

 不贊成指定古蹟 0 票 

 其他 0 票 

決議： 

（1）  指定古蹟。 

（2）  古蹟名稱為：榜林王天乞古厝。種類：宅第。地址：金寧鄉榜

林村 005 鄰榜林 33 號。古蹟本體：二落大厝及左護龍。定著土地

範圍之地號：金寧鄉榜林村段 133、134、147 地號；定著土地範圍

之面積 613 ㎡。 

（3）  符合古蹟指定基準： 

一、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二、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三、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9、 審議案（九）：大地吳守椪宅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

席主持）。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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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5人過半數出席（即 8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1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1人之 2/3以上（即 8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指定古蹟 11 票（通過） 

 不贊成指定古蹟 0 票 

 其他 0 票 

決議： 

（1）  指定古蹟。 

（2）  古蹟名稱為：大地吳守椪古厝。種類：宅第。地址：金沙鎮大

洋里 003 鄰大地 23 號。古蹟本體：二落大厝及左護龍。定著土地

範圍之地號：金沙鎮大洋段 1058（正身）、1059（前埕）、1061（護

龍）地號；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 637 ㎡。 

（3）  符合古蹟指定基準： 

一、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二、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三、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10、 審議案（十）：浦邊何肅份宅及洋樓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

席主持）。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5人過半數出席（即 8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1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1人之 2/3以上（即 8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登錄歷史建築 07 票（未通過） 

 不贊成登錄歷史建築 04 票 

 其他 0 票 

決議： 

（1）  不登錄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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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審議案（十一）：浦邊周文献宅案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

席主持）。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5人過半數出席（即 8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0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0人之 2/3以上（即 7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登錄歷史建築 09 票（通過） 

 不贊成登錄歷史建築 01 票（此份意見：另案指定古蹟） 

 其他 01 票（此份意見：另案指定古蹟） 

決議： 

（1）  登錄歷史建築。 

（2）  歷史建築名稱為：浦邊周文献古厝。種類：宅第。地址：金沙

鎮浦山里 001 鄰浦邊 19 號（主入口）、20 號（側門）。歷史建築本

體：二落大厝、洋樓及附屬建築。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金沙鎮浦

邊段 820、821、822 地號；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 287.5 ㎡。 

（3）  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基準： 

一、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 

二、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 

三、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 

12、 審議案（十二）：料羅順濟宮歷史建築鄰地土地開發案 

經審議委員審議後，決議：請建築師修正相關書圖，再另送金門縣文化局

審查。 

13、 審議案（十三）：盤山翁贊商、翁贊榮歷史建築鄰地土地開

發案 



 10 

經審議委員審議後，決議：請建築師修正相關書圖，再另送金門縣文化局

審查。 

14、 審議案（十四）：黃宣顯六路大厝縣定古蹟鄰地土地開發案 

經審議委員審議後，決議：請建築師修正相關書圖，再另送金門縣文化局

審查。 

15、 審議案（十五）：蕭顯傳洋樓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

席主持）。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5人過半數出席（即 8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0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0人之 2/3以上（即 7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指定古蹟 10 票（通過） 

 不贊成指定古蹟 0 票 

 其他 0 票 

決議： 

（1）  指定古蹟。 

（2）  古蹟名稱為：東蕭蕭顯傳洋樓。種類：宅第。地址：金沙鎮東

蕭 14 號。古蹟本體：洋樓、迴向及附屬建築。定著土地範圍之地

號：金沙鎮陽宅段 501 地號；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 511.01 ㎡。 

（3）  符合古蹟指定基準： 

一、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二、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三、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16、 審議案（十六）：蕭顯紀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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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與第 7條，本議案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

席主持）。 

 可參與本案審議之委員總數：15人。 

 本案有效開會人數為 15人過半數出席（即 8人以上），現場有效出席人數已達 10人，已

屬有效開會。 

 本案決議通過票數：現場有效出席人數 10人之 2/3以上（即 7票以上）。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贊成指定古蹟 10 票（通過） 

 不贊成指定古蹟 0 票 

 其他 0 票 

決議： 

（1）  指定古蹟。 

（2）  古蹟名稱為：東蕭蕭顯紀洋樓。種類：宅第。地址：金沙鎮東

蕭 13 號。古蹟本體：洋樓及迴向。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金沙鎮

陽宅段 496 地號；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 364.23 ㎡。 

（3）  符合古蹟指定基準： 

一、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二、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三、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十、報告案 

（1）  因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文化資產類別名稱調整，金門

縣瓊林聚落改名為金門縣瓊林聚落建築群。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1）  《金門縣私有歷史建築補助辦法》修訂賡續辦理案。決議：照

案通過。 

十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