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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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第 2 次會議 

二、會議時間：108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13 時 30 分至 18 時 30 分 

三、會議地點：文化局演藝廳三樓會議室 

四、主持人：陳秘書長朝金（閻委員亞寧代）      紀錄：翁嬋妍 

五、參加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六、宣讀會議程序 

本次會議應出席委員總人數 15 位，開議時實到 10 位，符合〈文化資產審議會組

織及運作辦法〉第 6 條第 5 項「審議會之決議，以過半數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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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結果 

（一） 審議案第 01 案：目前列冊追蹤之金沙戲院，是否持續列冊、進入指定或

登錄審查程序，或解除列冊案。 

 本標的部份土地權屬為金門縣政府，為符合《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利益迴避

之規範，投票時，請縣府機關代表予以迴避。（由其餘委員相互推派主席） 

 全體委員 15人，迴避委員 3人，扣除迴避委員數之 12位委員須過半數出席（即 7位以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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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2以上為外聘委員。本案現場出席委員為 10人，迴避委員 2人，有效出席委員為 8人，已達

有效開會人數。 

第一階段投票：是否登錄歷史建築？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1. 同意，登錄歷史建築：8 票。 

2. 不同意：0 票。 

決議： 

1. 本案委員總人數 15 位，出席委員 10 位，迴避委員 2 位，同意 8 票，不同

意 0 票。因同意人數已達有效出席人數三分之二，本案通過「金沙戲院」

登錄歷史建築。附帶決議：：金沙戲院為戰地政務時期軍民娛樂生活的場

域，其建築立面及其與街道的空間關係具文化資產價值，應盡量完整保存

再利用，其餘建議朝向新舊共生之開發規劃，促進沙美地方發展。 

2. 名稱：金沙戲院。 

3. 類別：戲院。 

4. 本體：金沙戲院（本體範圍為建築物正立面、騎樓及二樓放映室）。 

5. 定著土地範圍：金沙鎮汶沙測段地號：255-3、260、260-1、260-2、294-1、

298。 

6. 定著土地面積：1157平方公尺。 

7. 登錄基準：依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

符合「三、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 

（二） 審議案第 02 案：縣定古蹟金門雙乳山坑道之支坑道及斷口復原案 

 本標的部份土地權屬為金門縣政府及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為符合《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第六條利益迴避之規範，投票時，請縣府機關代表及金管處委員予以迴避。（由其餘委員

相互推派主席） 

 全體委員 15人，迴避委員 4人，扣除迴避委員數之 11位委員須過半數出席（即 6位以上），其

中 1/2以上為外聘委員。本案現場出席委員為 9人，迴避委員 1人，有效出席委員為 8人，已達

有效開會人數。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1. 通過（含修正後通過）：6 票。 

2. 不通過，另案再審：1 票。 

決議： 

1. 本案委員總人數 15 位，出席委員 8 位，迴避委員 1 位，同意 6 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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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1 票。因同意通過人數已達有效出席人數三分之二，本案通過。 

2. 請施工廠商依據委員意見，逐條附上修正前後對照書圖，送請文化局審查。 

3. 修復工程應由具文資法工地負責人資格廠商施做。 

4. 委員意見彙整： 

委員 1 （1）必須再注意車道的承載壓力。 

（2）多注意道路兩側的排水。 

（3）坑道的連接之高度及落差應能通行容易。 

（4）下坑道的階梯可再緩些，比較不會危險。 

委員 2 （1）應注意新舊斷口之銜接安全。 

（2）應注意東側火力據點之維護，於施工時恢復其

原貌。 

（3）原有為砌石，設計方案仍應以塊石回砌。 

委員 3 （1）坑道上方鋪設碎石級配之必要請斟酌（或調整

其厚度）。 

（2）請注意新作坑道之防水。 

（3）坑道側牆仍恢復為漿砌塊石較佳。 

委員 4 （1）從原有破壞部分坑道照上看，坑道兩側是花崗

石塊砌建，坑道頂是 RC 結構，該坑道既是古蹟，宜

按原建構材料修復，但這段並非坑道的主建築。 

委員 5 （1）兩側牆體宜先依原貌塊石砌再補強。 

（2）階梯設計宜再調整，更緩為宜。 

（3）古蹟修復工程應設置古蹟修復工程工地負責人。 

委員 6 （1）請按照原材料修復，修復過程請邀請文資專業

人士在場，提供意見。 

委員 7 （1）本案施工圖對防水、排水的交代不清，請補充。 

（2）內牆作法應依原作法施作。 

（3）修復時，應依文資法有工地負責人在場。 

 

（三） 審議案第 03 案：許獬墓與牌坊申請古蹟案 

 本標的部份土地權屬為國有財產署，但無涉《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利益迴避

之規範，金門縣政府機關代表委員不必於投票時迴避。（由原訂主席主持） 

 全體委員 15人，迴避委員 0人，扣除迴避委員數之 15位委員須過半數出席（即 8位以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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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2以上為外聘委員。本案現場有效出席委員為 8人，已達有效開會人數。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1. 同意，指定古蹟：8 票。 

2. 不同意：0 票。 

決議： 

1. 本案委員總人數 15 位，出席委員 08 位，迴避委員 0 位，同意 8 票，不同

意 0 票。因同意人數已達有效出席人數三分之二，本案通過指定為縣定古

蹟。 

2. 名稱：許獬墓與文章垂世孝友傳家坊。 

3. 類別：墓塋、牌坊、碑碣。 

4. 本體：許獬墓、孺人顏氏墓、會元孺人塋界界石、文章垂世孝友傳家坊及

許獬墓道碑。 

5. 定著土地範圍：許獬墓定著土地—金城鎮前山前測段 65 地號，金城鎮前

山前測段 65-1 地號，金城鎮山前段 753 地號；孺人顏氏墓定著土地—金

城鎮前山前測段 66 地號；界石定著土地—金城鎮前山前測段 69 地號、金

城鎮前山前測段 70 地號；牌坊定著土地—金城鎮庵前劃測段 373-8 地號、

金城鎮庵前劃測段 819-1 地號、金城鎮庵前劃測段 819-9 地號；墓道碑定

著土地—金城鎮庵前劃測段 592 地號。 

6. 定著土地面積：2906.13 平方公尺。 

7. 指定基準：依據《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符合「一、具高度

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及「三、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四） 審議案第 04 案：許獬墓與牌坊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案 

決議： 

1. 因前案已指定古蹟，故本案不予審查。 

（五） 審議案第 05 案：盤山翁氏家廟申請古蹟案 

 本標的部份土地權屬為國有財產署，但無涉《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利益迴避

之規範，金門縣政府機關代表委員不必於投票時迴避。（由原訂主席主持） 

 全體委員 15人，迴避委員 0人，扣除迴避委員數之 15位委員須過半數出席（即 8位以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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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2以上為外聘委員。本案現場有效出席委員為 8人，已達有效開會人數。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1. 同意，指定古蹟：8 票。 

2. 不同意：0 票。 

決議： 

1. 本案委員總人數 15 位，出席委員 8 位，迴避委員 0 位，同意 8 票，不同

意 0 票。因同意人數已達有效出席人數三分之二，本案通過指定為縣定古

蹟。 

2. 名稱：盤山翁氏家廟。 

3. 類別：祠堂。 

4. 本體：家廟建築、前埕、照壁。 

5. 定著土地範圍：金寧鄉盤山村段 46 地號、金寧鄉盤山村段 42-2 地號、金

寧鄉盤山村段 42-3 地號、金寧鄉盤山村段 42-4、金寧鄉盤山村段 42-5 地

號。 

6. 定著土地面積：379 平方公尺。 

7. 指定基準：依據《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符合「一、具高度

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六） 審議案第 06 案：盤山翁氏家廟登錄歷史建築案 

決議： 

1. 因前案已指定古蹟，故本案不予審查。 

（七） 審議案第 07 案：西園西宅黃氏開基祖墓申請古蹟案 

 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席主持） 

 全體委員 15人，迴避委員 0人，扣除迴避委員數之 15位委員須過半數出席（即 8位以上），其

中 1/2以上為外聘委員。本案現場有效出席委員為 9人，已達有效開會人數。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1. 同意，指定古蹟：6 票。 

2. 不同意：3 票。 

決議： 

1. 本案委員總人數 15 位，出席委員 9 位，迴避委員 0 位，同意 6 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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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3 票。因同意人數已達有效出席人數三分之二，本案通過指定為縣定古

蹟。 

2. 名稱：西園西宅黃氏開基祖墓。 

3. 類別：墓瑩。 

4. 本體：墓塋與附屬場域。 

5. 定著土地：金沙鎮西園段 1285-1 地號。 

6. 定著土地面積：65 平方公尺。 

7. 指定基準：依據《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符合「一、具高度

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八） 審議案第 08 案：西園西宅黃氏開基祖墓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案 

決議： 

1. 因前案已指定古蹟，故本案不予審查。 

（九） 審議案第 09 案：歷史建築何氏洋樓名稱暨公告內容修正案 

 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席主持） 

 全體委員 15人，迴避委員 0人，扣除迴避委員數之 15位委員須過半數出席（即 8位以上），其

中 1/2以上為外聘委員。本案現場有效出席委員為 9人，已達有效開會人數。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1. 同意更名：9 票。 

2. 不同意：0 票。 

決議：  

1. 本案委員總人數 15 位，出席委員 9 位，迴避委員 0 位，同意 9 票，不同

意 0 票。因同意人數已達有效出席人數三分之二，本案通過。 

2. 更名為「浦邊何敬宙洋樓」，不更動其餘公告內容。 

（十） 審議案第 10 案：歷史建築湖下三間樓仔鄰接之自然村開發行為涉及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案 

 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席主持） 

 全體委員 15人，迴避委員 0人，扣除迴避委員數之 15位委員須過半數出席（即 8位以上），其

中 1/2以上為外聘委員。本案現場有效出席委員為 9人，已達有效開會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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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1. 通過（含修正後通過）：9 票。 

2. 不通過：0 票。 

決議： 

1. 本案委員總人數 15 位，出席委員 9 位，迴避委員 0 位，同意通過 9 票，

不同意 0 票。因同意通過人數已達有效出席人數三分之二，本案通過。 

2. 請依據委員意見修正，送請文化局確認。 

3. 委員意見彙整： 

委員 1 （1）修正後通過。 

委員 2 （1）應修正事項仍有部分未完整（如冷氣）。 

（2）修正後通過。 

委員 3 （1）按委員的修正意見修改後，送請文化局請專案

委員審查。 

委員 4 （1）樓梯間可否調整至對側。 

（2）請注意與一落二攑頭之關係 

委員 5 （1）送自然村審議委員再詳細審查。 

委員 6 （1）報告內之圖面色彩太過偏離了，無法判斷色彩

的正確性與恰當性，請留意色彩的協調性。 

委員 7 （1）空調、水塔如何處理未交代。 

（2）立面材料計畫未交代說明。 

（3）倘按 p. 3-4 的立面，恐與傳統建築的韻律不符，

請再修正。 

（4）防災的支援只有口頭說明，如何落實待確認。 

委員 8 （1）應採符合周邊建築之色彩、材料特色，再送自

然村審議。 

（2）配置未能注意北側一落二攑頭之出入，應調整。

（3）另派本會委員列席自然村審議會。 

委員 9 （無） 

 

（十一） 審議案第 11 案：縣定古蹟陽翟陳篤篾、陳篤浪宅隔道路鄰接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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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開發行為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案 

 無委員迴避問題。（由原訂主席主持） 

 全體委員 15人，迴避委員 0人，扣除迴避委員數之 15位委員須過半數出席（即 8位以上），其

中 1/2以上為外聘委員。本案現場有效出席委員為 9人，已達有效開會人數。 

經審議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統計如下： 

1. 通過（含修正後通過）：6 票。 

2. 不通過：3 票。 

決議： 

1. 本案委員總人數 15 位，出席委員 9 位，迴避委員 0 位，同意通過 6 票，

不同意 3 票。因同意通過人數已達有效出席人數三分之二，本案通過。 

2. 請依據委員意見修正，送請文化局確認。 

3. 委員意見彙整： 

委員 1 （1）屋頂型式、屋突高度、外牆色彩計畫、水塔及

鄰道路退縮等宜再調整。 

委員 2 （1）業依文資法修正（如簡報資料），但不完整。 

（2）前審查意見仍未完全修正完成。 

委員 3 （1）上次委員所提之意見沒有具體完整的回覆。 

（2）圖說不清楚。 

（3）設計色調與古蹟不搭調。 

委員 4 （1）未依上次意見逐一回應。 

委員 5 （1）建議多顧慮一下外觀色彩的使用，稍微選用不

過度鮮豔色彩之材料，以免妨礙古蹟與環境的協調

性。 

委員 6 （1）水塔設置於屋突上方請檢討。 

（2）飾材色彩請確認與四鄰傳建及古蹟相融。 

委員 7 （1）材料請再斟酌（如窗玻璃選用藍色？）。 

（2）屋頂突出物建請再作檢討，右立面的處理請再

檢討。 

（3）冷氣如何裝置？請考量並納入設計。 

（4）p.34 的灑水可能形成嗎？ 

委員 8 （1）有關未依自然村審議規則部分，請另依其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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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逐條回應，送文化局審查。 

（3）建請本委員會派員列席自然村審議。 

委員 9 （1）本審查會後，由設計廠商按委員意見修正後，

由文化局請具專業委員再作審查。 

 

（十二） 報告案第 01 案：珠山下三落廢止歷史建築案 

決議： 

1. 照案通過。 

（十三） 報告案第 02 案：依據前次審議會決議，報告個案價值評估與修復原

則案（歷史建築鄭由整洋樓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縣定古蹟陳期宰洋樓修復及

再利用計畫、縣定古蹟董允耀洋樓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縣定古蹟王金城洋樓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縣定古蹟永昌堂暨浯陽小學校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歷史

建築許金鐘洋樓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歷史建築張文帝洋樓修復或再利用計

畫、縣定古蹟藏興古厝修復或再利用計畫、縣定古蹟呂世宜古厝修復再利用

計畫、縣定古蹟蔡厝蔡氏家廟修復及再利用案） 

決議： 

1. 照案通過。 

（十四） 報告案第 03 案：縣定古蹟黃偉墓定著土地範圍變更案 

決議： 

1. 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