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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金門縣瓊林聚落建築群極具地方特色，並依循傳統家族之社會秩

序發展。於 101 年依文資法第 16 條登錄為「聚落」；後續提出「瓊林

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及「瓊林蔡氏千年聚落風華再現」等計畫，

以有效保存聚落建築及傳統禮儀。本案屬風華再現計畫案分項計畫之

一，作業內容含瓊林聚落木質材料危害防治、古蹟木建築保存推廣、

扎根教育與人才培育，期有效防治傳統建築生物危害及培育本島防治

處理人才。 

本團隊依公開評選獲執行本計畫案，共計完成 86 棟聚落內白蟻

防治處理，後續將落實五年保固回測作業，確保處理建物不發生白蟻

危害，並作為古蹟日常維護的一環。本項作業係以全區域性白蟻防治

（Area-Wide Termite Control）為規劃架構，預期可有效降低全聚落內

建築物的白蟻危害。規劃、執行過程及成果等，應可做為全國其他聚

落建築群之參考。 

為推展「文化立縣」發揚金門文化，本案執行文化資產保存講座

做為金門縣民「終身學習」，以提升民眾對於本縣古蹟認識及保存專

業知識，獲得縣民積極參與、反映熱烈，同時也輔導學員考取相關證

照，充實本縣古蹟保存作業人才。為延伸古蹟保存知識，本案於開瑄

小學進行「保存科學」扎根課程，以古蹟人文、美學及保存科學導入

學習課程，搭配互動教學及田野鳥踏，增進學生對家鄉內傳統建築的

認識。執行過程與成果，獲得校長、老師及同學們熱烈回響，希望能

成為常態性教學活動。 

本計畫案執行過程與成果，有效落實金門縣的有形、無形文化資

產的保護、里民有感「文化金門」理念的具體成果。   

關鍵字：瓊林聚落、白蟻危害及防治處理、終身學習、教育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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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計畫依據 

金門縣瓊林聚落因其建築群依循蔡氏家族社會之秩序發展，極具

地方特色，於 101 年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6 條登錄為「聚落」；為保

存聚落內傳統建築的形制與構造，縣府於 103 年結合民眾參與形成共

識，提出「瓊林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中國科技大學，2013）；並

以前述計畫為基礎，於 106 年向文化部提出「瓊林蔡氏千年聚落，風

華再現」專案計畫，包含 4 個子計畫與 14 個分項計畫，分為三期執

行（中國科技大學，2018）。本案「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

微生物防治計畫」屬其中分項計畫之一。 

本案業主金門縣文化局於 105 年執行「金門縣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進行聚落內傳統建築的木構件現況普查，結

果說明聚落內傳統建築的木質材料普遍遭受微生物劣化及生物危害，

需要以全區域大範圍的規劃及防治處理，確保使用安全及延長使用年

限，方能得到最大效益（中國科技大學，2017）。並依該普查結果、民

眾需求，於 106 年與 107 年分別執行「金門縣瓊林聚落傳統建築微生

物及生物防治處理」，以白蟻餌站系統進行聚落內大區域防治處理，

共計進行 117 棟聚落傳統建築的白蟻危害（金門縣文化局，2017，

2018），達成預期成果，獲得里民認同與讚賞。 

本案為延續前述計畫案的防治工作成果，持續進行聚落內傳統建

築（不含古蹟及歷史建築）全區域的木質材料微生物及生物危害防治

處理。由專業團隊選定標的，規劃防治方法並進行處理，同時推展古

蹟木建築保存的推廣教育、扎根教育與人才培育，以「終身學習，教

育扎根」為目標，對象包含本縣居民、聚落里民至國小學童，提升全

民對古蹟保存認知及學習日常維護作業的認識，並培訓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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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質材料生物與微生物的危害及防治處理說明 

 木造建築生物與微生物危害因子 

木材為生物性材料，暴露於大氣環境下可能遭受多種生物劣化及

危害，因而須由判斷危害因子、分析原因等，才能正確擬訂危害防治

對策，選定處理藥劑及方法，有效確保木材保存並避免對使用者健康、

環境汙染等疑慮。 

 生物危害 

木材的生物性危害因子包括等翅目（ Isopteran）、鱗翅目

（Lepidoptera）、鞘翅目（Coleoptera）及膜翅目（Hymenoptera）等，

依危害型式分類，一種是以木材為營養來源而蛀蝕造成危害，如等翅

目白蟻、鱗翅目木蠹蛾、鞘翅目粉蠹蟲等；另有以木材為巢穴，如膜

翅目木蜂（吳文哲，2017）。金門木構建材的生物性危害主要為白蟻

危害，偶有蛀蟲危害。 

 微生物危害 

木構件在潮濕環境下，易受木生性真菌（Wood-inhabiting fungi）

劣化（Decay），影響使用年限。常見木生性真菌有褐腐菌（Brown rot 

fungi）、白腐菌（White rot fungi）、軟腐菌（Soft rot fungi）與木材表

面生長黴菌（Mold，後稱黴菌）。 

 木造建築生物危害防治處理 

木造建築及構材的生物危害防治處理主要針對環境中白蟻及蠹

蟲等危害，可區分為構造法、生物防治法與藥劑防治法等三類（王松

永、蔡明哲，2005），分述如下。  

 構造法 

構造法以防止白蟻直接侵入建築物內，或以防止木材潮濕之間接

方法來預防。例如(1)將基礎設計成階梯狀，以減少木地檻與基礎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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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面。(2)設置防白蟻之被覆金屬板，以防止白蟻由地面侵入。(3)地板

下面地盤舖設混凝土。(4)注意地板下方、牆壁內部與室內半樓內之換

氣及通風。(5)廚房、浴室及洗臉台等之排水周邊部分，盡可能集在一

處，使其構材成為不會濕潤之構造（王松永、蔡明哲，2005）。 

 生物防治法 

生物防治工法即採用微生物製劑如病毒、細菌或真菌等，進行誘

餌防治，目前微生物真菌製劑應用於白蟻防治，仍處於研究階段（黃

駿仁，2010）。 

 藥劑防治法 

藥劑防治法，依使用藥劑的特性，防治法可再區分為化學藥劑防

治處理與餌劑誘捕法。 

 化學藥劑防治處理 

化學藥劑防治處理是指以化學藥劑灌注、刷塗或噴灑等方式，以

驅離、隔離或導致生物微生物族群死亡，避免木構建材繼續受到危害

（照片 1-1 至照片 1-4）。化學藥劑防治處理可採用多種不同藥劑及處

理方式，專用於白蟻防治藥劑有合成除蟲菊類殺蟲劑（Pyrethrins, 

pyrethroids）、苯吡唑類殺蟲劑（Phenylpyrazoles） 或類尼古丁殺蟲劑

（Neonicotinoid）等。 

  

照片 1-1 灌注藥劑於土壤中，形

成白蟻阻絕帶 

照片 1-2 灌注藥劑於木材內，作

為防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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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 刷塗藥劑進行防治處理 照片 1-4 噴灑藥劑進行防治處理 

 白蟻餌站防治 

白蟻餌站防治處理為 60 年代發展的概念與商品（Esenther, G. R., 

& Gray, D. E. ,1968），研究人員發現利用紙張或木材引導土木棲型白

蟻取食，在攝取無忌避性藥劑後，經由白蟻互相餵哺（Trophallaxis）

達到消滅族群效果。白蟻（誘捕）餌站可分為地上型藥餌站及地下型

餌站，地上型藥餌站主要安裝於室內發現白蟻活體、危害或可能入侵

位處（照片 1-5）；地下型餌站主要裝設於建物周邊，以白蟻適口性高

的偵測木誘使白蟻取食後，再置換偵測木為藥餌（照片 1-6），進行防

治處理。 

  

照片 1-5 地上型藥餌站 照片 1-6 地下型餌站及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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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瓊林聚落白蟻危害與防治處理現況 

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使用材料多為磚石與木材，與金門古蹟同樣容

易發生白蟻危害，同時聚落內建物相鄰接近，造成白蟻危害蔓延，造

成大範圍的危害，本縣文化局已陸續執行瓊林聚落白蟻危害調查與危

害防治處理，相關研究報告、作業說明等分述如下。 

 瓊林聚落傳統木構件白蟻危害現況說明 

「105 年度金門縣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案」報

告指出：「…瓊林聚落內建物的白蟻危害主要發生於桁檩、門窗或簷

口的棟架（照片 1-7 至照片 1-9）；屋頂擱檩式木構件，桁檩兩端入牆

榫洞；或室內放置木質文物等（照片 1-10），也是成為白蟻的食源。」，

該調查報告結果及建議如下。 

  

照片 1-7 棟架與桁檩白蟻路徑 照片 1-8 木質窗櫺遭白蟻危害 

  

照片 1-9 簷口棟架遭白蟻危害 照片 1-10 木質箱盒的白蟻副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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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建物危害調查評級 

105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危害與微生物危害調查評級，

1 級者表示無危害、2 級至 5 級者依序為輕微危害、中度危害、中高

度危害與重度危害，彙整如表 1-1。顯示瓊林聚落內傳統建築發生生

物危害者多屬中高度危害與重度危害。 

表 1-1 105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危害普查評級表 

評級 

 

危害類型 

1 級 

棟數(%) 

2 級 

棟數(%) 

3 級 

棟數(%) 

4 級 

棟數(%) 

5 級 

棟數(%) 

總 

計 

生物危害 
23 

(12.2%) 

38 

(20.2%) 

38 

(20.2%) 

35 

(18.6%) 

54 

(28.7%) 
188 

微生物危害 
82 

(43.6%) 

49 

(26.1%) 

33 

(17.6%) 

10 

(5.3%) 

14 

(7.4%) 
188 

 聚落傳統建築傳統閩南木構造建築，普遍有生物與微生物危

害，但與建築形式、地理位置或周遭環境及氣候，無明顯相

關或關聯性。 

 聚落傳統建築目前有為數眾多空屋、頹屋及祭祀使用的宗祠

，因缺乏日常清潔及管理維護或使用頻率較低，易遭受危害

且蔓延、擴大至到周遭建築物。 

 瓊林聚落傳統建築危害因子，主要為台灣家白蟻，蛀蟲危害

案例僅有少數。白蟻危害呈現全區域性擴展，主要原因與聚

落環境適合土棲型白蟻生存、繁衍的天然條件外，與為數眾

多的空屋及頹屋，因缺乏清理及管理，或使用率低而維護不

易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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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的微生物危害以軟腐菌劣化，影響為鉅，

主要原因為屋頂滲漏水、內部空間潮濕及木構件直接與土壤

接觸等。應與建物缺乏日常維護、未能即時修繕有關。 

 各項危害間有相互加乘危害，經常同棟建物的危害普查評級

數值都相近。 

 傳統建物白蟻危害防治處理 

聚落傳統建築的白蟻防治處理，普遍由居民自行委外，單棟進行

化學藥劑進行噴塗或灌注處理。金門文化局於 106 年以全區域性白蟻

防治處理概念，規劃瓊林聚落傳統建築微生物及生物防治處理計畫，

處理方法採用白蟻族群消滅系統進行，使用藥劑為昆蟲生長調節劑諾

福隆（照片 1-11、12），可經由白蟻餵哺生態習性傳播藥劑到全巢，

達到消滅蟻巢成效；聚落內頹屋及空屋，則以化學藥劑處理，防止白

蟻持續危害或蔓延入侵鄰房。 

  

照片 1-11 餌站系統防治處理  照片 1-12 化學藥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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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內容 

 標的及工作事項 

本計畫案契約內容之「第二條 履約標的」及招標需求說明書之

「各項工作採購書量」，本案履行標的及工作事項共有六項；各項工

作執行過程及成果，分述於後續章節。 

 瓊林聚落傳統木建築生物及微生物危害防治處理 

 防治處理標的建築物選定。依據本年度金門縣瓊林聚落傳統

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內容，選定之防治處理標的，如附

錄一。防治處理建物以 85 棟為下限，95 棟為上限。  

 舉辦工作說明會，徵求里民同意。 

 確保處理建物 5 年內不遭受生物危害，並須進行 5 年的保固

回測檢查，每年檢查乙次，落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的保存及

使用安全。 

 金門傳統木構造日常維護及危害防治教育推廣及扎根教育 

 舉行傳統建築保存推廣講座，至少 5 場（全日，其中一場為

配合瓊林社區居民時間開辦）推廣課程。 

 與小學校老師共同執行教案、輔助教材製作，共同舉行課堂

及課外教學兩場，內容需含如何認識古蹟、家鄉之美、木材

與白蟻的認識及古蹟日常管理維護觀念等。 

 金門傳統建築生物危害防治處理人才培育 

舉行一場實務課程，內容含木構件防治處理設備演練、實務示範

及學員實際操作等。通過考合格學員，輔導環保署舉辦之「病媒防治

業專業技術人員」考證後，可參與本縣古蹟建築木材防治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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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瓊林聚落傳統木建築生物危害防治成果宣導 

彙整文化局 105 至 108 年執行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

治處理成果，落實成果宣傳。 

 配合執行「瓊林千年聚落風華再現專案」相關事務與出席會議 

 登錄計畫期程管考平台填報作業。 

 配合出席相關工作會議與活動。 

 結案成果 

 製作結案報告書 20 本及成果光碟 20 片（含圓標設計）。 

 製作宣傳摺頁 500 份及防蟲說明手冊 500 份。 

 執行期程 

 契約期程 

依本案契約書規定，本案履約期限自決標翌日起 275 天內完成完

成履行採購之標的。執行期程可分為四期，決標日起 15 日曆天，為

第一期（後稱期初階段）；期初審查通過後 100 日曆天為第二期（後

稱期中階段）；期中審查通過後 110 日曆天為第三期（後稱期末階段）；

期末審查通過後 50 日曆天為第四期（後稱成果階段）。 

 實際執行期程 

本團隊實際執行期程及工作內容，彙整如表 2-1，各次審查之委

員意見及回覆，如附錄二及附錄三。 

表 2-1 108 年瓊林聚落防治理計畫案期初及期中階段作業表 

 年.月 契約項目 工作內容 

期

初 

階 

段 

108.09 

決標 9 月 4 日 決標 

 9 月 16 日送出施作計畫書 

期初審查 9 月 23 日期初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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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月 契約項目 工作內容 

期

中

階

段 

108.09 
瓊林聚落木質材

料危害防治處理 

9 月 24 日舉辦工作說明會及設置

服務據點 

白蟻危害防治處理標的建築物選

定及調查，共 85 棟。 

白蟻危害防治處理-白蟻餌站處

理，完成 12 棟 

108.10 

瓊林聚落木質材

料危害防治處理 

白蟻危害防治白蟻餌站處理，完成

13 棟 

推廣與扎根教育 推廣講座基礎班，招生宣導 

108.11 

瓊林聚落木質材

料危害防治處理 

白蟻藥餌站回測作業及報告製作 

白蟻危害化學藥劑防治處理，完

成 19 棟 

推廣與扎根教育 
舉辦推廣講座基礎班 2 場及專業

班 1 場 

防治人才培育 推廣講座防治實務班，招生宣導 

108.12 

推廣與扎根教育 舉辦推廣講座專業班 1 場 

期中審查 

9 日繳交期中報告 

期中審查 

25 日繳交修正期中報告 

26 日期中審查通過 

     年.月 契約項目 工作內容 

 

期

末

階

段 

 

 

108.12 

推廣與扎根教育 扎根教育教材討論 

防治人才培育 

培訓考選委員命題與測試 

12 月 21 日舉辦防治實務講座 

12 月 28 日 舉辦人才能力考核 

109.01 
瓊林聚落木質材

料危害防治處理 

白蟻藥餌站回測作業及報告製作 

白蟻危害防治處理-化學藥劑防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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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末

階

段 

理及報告製作，完成 13 棟 

防治人才培育 
籌備生物防治人才實務實習 

通知能力考核通過人員實習 

109.02 

推廣與扎根教育 
扎根教育教案與試教 

推廣講座瓊林班招生宣導 

瓊林聚落木質材

料危害防治處理 

白蟻藥餌站回測作業及報告製作 

白蟻危害防治處理-化學藥劑防治處

理及報告製作，完成 16 棟 

防治人才培育 
進行生物防治人才實務實習 

古蹟修復人員在職訓練課程招生 

109.03 

瓊林聚落木質材

料危害防治處理 

白蟻藥餌站回測作業及報告製作 

白蟻危害防治處理-化學藥劑防治處

理及報告製作，完成 13 棟 

推廣與扎根教育 

3 月 7 日 舉辦推廣講座瓊林班 

3 月 10 及 11 日 執行扎根教育課程

（開瑄國小） 

防治人才培育 

進行生物防治人才實務實習 

輔導報名及考核「病媒防治業專業

技術人員」共 3 人 

防治成果宣導 製作宣導手冊及摺頁初稿 

109.04 期末審查 4 月 14 日繳交期末報告 

109.05 期末審查 
5 月 19 日期末審查會議 

5 月 28 日繳交期末報告修正書 

109.06 期末審查 6 月 9 日期末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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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月 契約項目 工作內容 

成

果

報

告 

109.06 防治人才培育 

古蹟修復人員在職訓練課程 

（因疫情暫緩舉辦，後續視疫情實

際狀況，另行擇期通知舉辦或取

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中決議取

消） 

109.07 

防治人才培育 

頒發生物防治人才實務實習證書，

共 7 人 

「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領

證，共 3 人 

防治成果宣導 

109 年 7 月 11 日舉行成果說明會 

印製宣導摺頁 500 份 

印製宣導手冊（業主要求取消） 

成果報告 109 年 7 月 28 日繳交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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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瓊林聚落木質材料危害防治處理  

本案業主需求「完成瓊林聚落傳統木建築生物及微生物危害防治

處理」項目，係針對瓊林聚落內選定的傳統閩南建築，利用化學藥劑

與白蟻餌劑防治進行木質材料危害防治處理，有效控制生物危害與微

生物劣化，確保處理的建物五年內無相關危害，並執行每年乙次標的

建物的木構件保固回測。 

 防治處理前期作業 

本工作項目前期作業包含工作說明會及防治處理標的建物選定。  

 工作說明會 

為使本計畫各項作業順利完成並達預期成果，需獲得聚落居民認

同與參與，本團隊規劃於契約簽訂後，於 108 年 9 月 24 日於瓊林里

辦公室舉行 1 場工作說明會；對象為聚落內已於 105 年完成生物危害

普查建物的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本團隊於說明會前至聚落內逐戶發送

邀請函給居民如圖 3-1，宣傳介紹說明會，並製作防治處理工作說明

會海報如圖 3-2，張貼於里辦公室公布欄。當日活動前，亦請瓊林里

蔡顯明里長廣播本活動，邀請居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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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108 年瓊林聚落生物微生物危害防治處理工作說明會邀請函

（左）  

圖 3-2 108 年瓊林聚落生物微生物危害防治處理工作說明會宣傳海報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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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說明 

本團隊邀請瓊林里蔡顯明里長協助、指導，協調各標的建物防治

處理時間、順序等，使瓊林里民了解本案對傳統建築保存之重要性，

說明會議程如表 3-1，以利防治作業進行。 

表 3-1 108 年瓊林聚落生物微生物危害防治處理工作說明會議程表 

日期 108 年 9 月 24 日 

時  間 內  容 主講人 

09：30-10：00 報到、領取資料 

10：00-10：10 文化局長官致詞 

10：10-10：40 計畫案及工作內容說明 計畫主持人 陳克恭  

10：40-11：10 綜合座談 
陳克恭、文化局長官、

瓊林里長蔡顯明先生 

 說明會紀錄 

說明會邀請金門文化局長官說明推動本案的原由、過程及預期成

果；本團隊主持人陳克恭說明白蟻防治標的建築物選定原則、預定防

治處理日程、使用藥劑、處理工法及請求里民配合事項等。 

說明會共計瓊林聚落村里民共 56 位居民參加，簽到紀錄，如附

錄四。居民反映熱烈，也承諾協助本防治計畫進行。活動紀錄如照片

3-1 至照片 3-4，並蒐集 17 份防治工作同意書，範例如圖 3-3。 

  

照片 3-1 說明會簽到 照片 3-2 長官致詞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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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3 長官致詞與說明 照片 3-4 計畫主持人說明 

 

 

圖 3-3 108 年瓊林聚落生物微生物危害防治處理住戶同意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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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處理標的建物選定 

 選定原則 

依據本案業主「108 年金門縣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

計畫案」招標需求說明書內容所列之 90 棟標的。處理順序以說明會

中，簽立同意書者為優先；針對長時間閒置空屋與頹屋，但仍需要作

為防治標的，須經里長簽署同意書後，方得進行防治處理。使用用途

為本年度防治處理標的建築物選定原則及選定結果，分述如下，並彙

整表列及繪製防治標的建築物位置。 

 選定結果 

依上述的選定原則，本108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防治處理

標的建物，依照使用者意願、建築使用用途等，標的建築物基本資料

，如附錄五「防治處理標的建物」，建物位置，如圖3-5。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案  成果報告書  

20 

 

 

 

 

 

圖 3-4 108 年度瓊林聚落生物微生物危害防治處理標的位置圖（共 85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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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處理作業規劃 

瓊林聚落台灣家白蟻活動時間為每年入冬之前，為達本案白蟻防

治處理成效，本團隊於取得里民同意書後，立即執行標的建物防治處

理作業，期於白蟻活動時間結束前完成危害調查與防治處理，達到預

期成效。並於防治前進行的標的建築的全棟生物及微生物危害現況調

查，規劃後續防治作業。 

 生物及微生物危害現況調查 

為了解聚落內選定標的建物的危害現況，以利評估妥適的防治處

理方法，本團隊於防治前執行建築物生物及微生物危害調查，作業方

法說明如下。 

 調查方法 

標的建物調查主要採用目視調查為主，對標的建築的木構造整體

全面檢視，包含木質門窗、封簷板、木椽條、木質屋桁與木質家具等

構件；同時本案協調屋主連絡與開啟建築物內封閉空間，確保標的建

物可以全面危害檢視。 

 目視法：以視覺與手部觸覺判斷建物與構件的外觀，如蟲

孔、真菌子實體、排遺、裂隙等劣化跡象。 

 敲打法：以木槌敲擊構件，由構件回響與震動，以聽覺判

斷損壞情形及可能受損範圍。（照片 3-5） 

 刺針法：以金屬利器刺探構件，瞭解構件損壞程度與區

域。（照片 3-6） 

 訪談法：訪談管理人員，了解平日使用現況與問題，做為

調查輔助。（照片 3-7） 

 儀器檢測：針對有發現白蟻危害之位置，輔助微波白蟻偵

測儀器檢測，確認白蟻活動位置。（照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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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5 以敲打法檢測構件內部 照片 3-6 以刺針檢測腐朽或蟻道 

  

照片 3-7 訪談使用者使用現況 照片 3-8 微波白蟻偵測儀檢測 

 調查紀錄 

調查人員與完成上述各項危害調查及訪談後，彙整並填具調查表

單，如表 3-3 與表 3-4 所示。調查內容包括建築物概述、訪談紀錄、

危害現況調查紀錄、調查紀錄圖說與防治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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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防治作

業調查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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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防治作

業調查圖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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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防治處理說明及規劃 

瓊林聚落標的建物生物與微生物危害治處理，規劃有白蟻餌站處

理（Baiting treatment）及化學藥劑處理（Chemical treatment）兩種，

防治目的、原理與使用藥劑及防治處理之規劃原則，說明如下。 

 白蟻餌站處理 

 防治目的 

由於瓊林聚落多數建物傳統仍作為居民的起居空間，且聚落內建

物密集，同一白蟻族群可能入侵多個建物，可藉安裝餌後經由誘捕、

施藥及回測（Trap-treat- release,TTR）過程，能夠將整個白蟻巢除滅，

也有效降低大量用藥而對環境的影響及建物使用人員健康的疑慮。 

 防治原理 

本案誘捕法採用白蟻餌劑防治處理，餌劑有效成分為生長調節劑

的幾丁質合成抑制劑，白蟻取食含有幾丁質合成抑制劑的白蟻餌劑後，

會藉由白蟻間互相交哺方式，達到殲滅蟻巢的目的。由於白蟻的活動

隱蔽，生活習性特殊，白蟻餌站設置前，需要對房屋內的木構造建物

進行完整的勘查，以了解白蟻的種類及危害，在確定該危害部位有白

蟻的活動後，才可在危害部位安裝白蟻餌劑進行防治，而在白蟻餌劑

安裝後，仍須繼續監測屋內白蟻活動，以了解餌劑的防治效果。 

 使用藥劑 

本案使用白蟻餌劑為美商台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蟻巢滅

白蟻族群消滅系統（Sentricon™ Termite Colony Elimination System）

之蟻定清（Recruit Ⅳ）地上型藥餌站，藥劑成分為諾福隆。此產品是

全球第一個經證實能撲滅白蟻族群的餌劑產品及系統，以合法、安全

及綠色環保為原則，不但避免傳統白蟻土壤處理時需大量灌注藥劑造

成可能的汙染，更降低對人類健康及環境衝擊。環保署核發許可證及

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如附錄六「白蟻餌劑處理使用藥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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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藥劑處理 

 防治原理 

化學藥劑防治處理是指以化學藥劑灌注、刷塗或噴灑等方式，以

驅離、隔離或導致生物微生物族群死亡，避免木構建材繼續受到危害。

化學藥劑防治處理可採用多種藥劑不同及處理方式（易希陶，1964），

用於白蟻防治的藥劑現有有機磷類殺蟲劑、合成除蟲菊類殺蟲劑、類

尼古丁殺蟲劑和含苯之酢類殺蟲劑等。 

本案所使用藥劑有兩種，分別為 Enseal AZ 藥劑與特滅多乳劑，

藥劑說明如下。 

 使用藥劑 

1. Enseal AZ 藥劑 

Enseal AZ 藥劑為透明且具高滲透性，可深度滲透木材，形成有

效封閉層保護（Envelope protection），且因藥劑不含水分，應用時不

增加木材含水量，故處理後木材顏色、尺寸、形狀、味道、外觀、強

度等均無變化，以廣泛應用於古蹟及歷史建築物木構件之生物微生物

危害防治處理。Enseal AZ 相關防腐、防蟻試驗報告，如附錄七「化

學藥劑處理使用藥劑資料」。 

2. 特滅多乳劑 

特滅多乳劑（Termidor 25 EC）為德國拜耳（Bayer AG）公司所

生產，有效成分為苯吡唑類之芬普尼（Fipronil），是一種廣效性殺蟲

劑，普遍用於農業、居家及寵物用藥。該藥劑為水溶劑型防白蟻專用

藥劑，經行政院環保署核可為特殊環境用藥。相關許可證及物質安全

資料表，如附錄七「化學藥劑處理使用藥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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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處理規劃原則 

調查人員依據標的建物生物與微生物危害現況調查結果，綜合各

棟傳統建築遭受危害因子、危害程度與使用現況、維護頻率等因素，

進行防治處理評估，如表 3-4。 

表 3-4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危害防治處理規劃原則 

防治處理規劃 危害檢視結果 

白蟻餌劑處理 

1.家白蟻危害，且有白蟻活動跡象。 

2.家白蟻危害，且有副巢構造。 

3.家白蟻危害，且有分飛孔構造。 

化學藥劑處理 

1.生物及微生物危害，且為長期空屋或頹屋。 

2.土白蟻危害。 

3.木材腐朽劣化。 

4.木材蛀蟲危害，如天牛、蠹蟲、木蜂等。 

 瓊林聚落生物與微生物危害防治作業規劃結果 

本案傳統建築防治作業，經說明會決議內容的標的建築物選定結

果，以及本團隊逐一進行白蟻危害現況調查及擬定防治處理方法規劃，

合計選定 86 棟。 

 採用白蟻餌站處理標的，計 25 棟； 

 發現木構件腐朽劣化及白蟻危害，為閒置空屋或頹屋，規劃

化學藥劑防治處理，計 61 棟。 

彙整標的建物編號、門牌、調查日期、危害調查現況及處理方法，

如表 3-5，並依防治處理方法繪製建物位置圖，如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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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與防治作業規劃 

項
次 

建築物 

編號 
門牌 

105 年
生物危
害評級 

108 年度調查結果 
108 年度 

防治作業 

日期 

(月.日) 

危害 

現況 

白蟻
餌劑
防治 

化學
藥劑
防治 

1 A009 70 號 5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2 A021 72 號 5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3 A030 71 號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4 A031 71 號 3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5 A033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6 A034 無門牌 3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7 A054 58 號 4 10/15 白蟻蟻道、遮蔽管 ◎  

8 A057 58-2 號 3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9 A059 無門牌 3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10 A060 69 號 3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11 A066 無門牌 3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12 A067 61 號 3 10/18 
長期空屋、木構件

腐朽、遮蔽管 
 ◎ 

13 A073 無門牌 5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14 A086 27 號 5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15 A087 25 號 5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16 A105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17 A116 39 號 2 10/15 白蟻活體、蟻道、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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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築物 

編號 
門牌 

105 年
生物危
害評級 

108 年度調查結果 
108 年度 

防治作業 

日期 

(月.日) 

危害 

現況 

白蟻
餌劑
防治 

化學
藥劑
防治 

蔽管 

18 A126 42 號 - 10/18 
長期空屋、木構件

腐朽、遮蔽管 
 ◎ 

19 A135 無門牌 4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20 A159 34 號 5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21 A163 28 號 4 9/26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22 A164 28 號 4 9/26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23 A173 23 號 - 10/2 
白蟻蟻道、遮蔽管、

副巢 
◎  

24 A176 26 號 - 10/1 白蟻蟻道、遮蔽管 ◎  

25 A177 25 號 1 10/2 無 ◎  

26 A179 19 號 5 9/27 無 ◎  

27 A181 20 號 2 9/27 無 ◎  

28 A209 270 號 1 10/3 
廟宇、土白蟻遮蔽

管 
 ◎ 

29 A223 17 號 - 9/26 
白蟻蟻道、遮蔽管、

副巢 
◎  

30 B003 224 號 - 9/26 
活體白蟻、蟻道、遮

蔽管 
◎  

31 B025 無門牌 2 10/4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32 B027 238 號 - 9/24 
活體白蟻、蟻道、遮

蔽管 
◎  

33 B028 238 號 - 9/24 土白蟻遮蔽管  ◎ 

34 B029 237 號 - 10/3 無 ◎  

35 B041 231 號 5 10/1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36 B042 231 號 5 10/1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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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築物 

編號 
門牌 

105 年
生物危
害評級 

108 年度調查結果 
108 年度 

防治作業 

日期 

(月.日) 

危害 

現況 

白蟻
餌劑
防治 

化學
藥劑
防治 

37 B044 231 號 4 10/1 
長期空屋、木構件

腐朽、蟻道、遮蔽管 
 ◎ 

38 B049 231 號 5 10/1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39 B050 231 號 5 10/1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40 B061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41 B064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42 B074 
234-1

號 
2 10/3 白蟻蟻道、遮蔽管 ◎  

43 B085 239 號 - 9/25 無 ◎  

44 B102 227 號 - 10/4 
白蟻活體、蟻道、遮

蔽管、副巢 
◎  

45 B141 無門牌 - 9/27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46 B159 227 號 2 10/1 白蟻蟻道、遮蔽管 ◎  

47 B162 無門牌 4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48 B169 203 號 - 9/27 
白蟻活體、蟻道、遮

蔽管、副巢 
◎  

49 B171 202 號 2 9/25 
長期空屋、木構件

腐朽、蟻道、遮蔽管 
 ◎ 

50 B176 無門牌 - 10/18 長期空屋  ◎ 

51 B177 無門牌 - 10/18 
長期空屋、木構件

腐朽、遮蔽管 
 ◎ 

52 B206 無門牌 - 10/4 白蟻蟻道、遮蔽管 ◎  

53 B207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54 C003 184 號 - 10/3 無 ◎  

55 C010 無門牌 - 10/18 
長期空屋、木構件

腐朽、遮蔽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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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築物 

編號 
門牌 

105 年
生物危
害評級 

108 年度調查結果 
108 年度 

防治作業 

日期 

(月.日) 

危害 

現況 

白蟻
餌劑
防治 

化學
藥劑
防治 

56 C021 182 號 5 10/3 
白蟻蟻道、遮蔽管、

副巢 
◎  

57 C022 181 號 - 10/4 
白蟻蟻道、遮蔽管、

副巢 
◎  

58 C027 174 號 3 9/25 
長期空屋、木構件

腐朽、蟻道、遮蔽管 
 ◎ 

59 C052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60 C056 158 號 5 10/17 
長期空屋、木構件

腐朽、蟻道、遮蔽管 
 ◎ 

61 C063 175 號 5 9/25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62 C064 176 號 5 9/25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63 C078 22 號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64 C096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65 C097 140 號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66 C104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67 C106 154 號 4 10/2 
白蟻蟻道、遮蔽管、

副巢、分飛孔 
◎  

68 C110 152 號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69 C111 152 號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70 C113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71 C124 123 號 3 9/25 無 ◎  

72 C127 121 號 2 10/2 廟宇、土白蟻蟻翅  ◎ 

73 C135 117 號 - 10/4 頹屋、木構件腐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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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建築物 

編號 
門牌 

105 年
生物危
害評級 

108 年度調查結果 
108 年度 

防治作業 

日期 

(月.日) 

危害 

現況 

白蟻
餌劑
防治 

化學
藥劑
防治 

蟻道、遮蔽管 

74 C140 128 號 - 10/3 白蟻蟻道、遮蔽管 ◎  

75 C181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76 C182 82-1 號 - 10/1 
長期空屋、木構件

腐朽、蟻道、遮蔽管 
 ◎ 

77 C183 82-1 號 - 10/1 

長期空屋、木構件

腐朽、蠹蟲、蟻道遮

蔽管 

 ◎ 

78 C199 90 號 - 10/3 無 ◎  

79 C200 90 號 - 10/3 
頹屋、木構件腐朽、

蟻道、遮蔽管 
 ◎ 

80 C213 105 號 - 10/2 無 ◎  

81 C228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82 C231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83 C270 2-2 號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84 C271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85 C319 8-1 號 1 10/2 廟宇、家白蟻蟻翅  ◎ 

86 C516 無門牌 - 10/18 
頹屋、木構件腐朽、

遮蔽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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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108 年度瓊林聚落生物微生物危害防治處理方法及標的建築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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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防治處理作業方法與成果說明 

瓊林聚落標的建物生物與微生物危害治處理，規劃有白蟻餌站處

理（Baiting treatment）及化學藥劑處理（Chemical treatment）兩種，

作業方法與作業紀錄等說明如下。 

 白蟻餌站處理 

 作業方法 

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的白蟻餌劑防治處理採用地上型藥餌站，首先

進行各棟瓊林聚落建物木構造進行完整白蟻危害調查，發現白蟻活體

處、蟻道、遮蔽管、分飛孔或蛀蝕痕跡等位置，如照片 3-9，作為安

裝地上型藥餌站之依據，並且定期檢視作業，如照片 3-10。防治時間

則因照白蟻族群數量多寡，需 1~3 個月時間的回測及補充藥劑，方能

達成滅巢成效。 

  

照片 3-9 發現活體處安裝餌站 照片 3-10 定期檢查與更新藥餌 

 作業紀錄 

作業紀錄需填寫各棟安裝日期及地上型餌站編號，並於各次回測

時詳細記錄餌站回測結果，彙整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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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白蟻餌劑防治作業紀錄表（例） 

編號： B169 地址：瓊林 203 號 

初次 

檢視 

日期：108/09/27 檢視人員：李國維、林育群、許任鈞、張馨文 

建議防治處理方式 ■白蟻餌劑防治處理 □化學藥劑防治處理：□刷塗法 □灌注法 

白蟻餌劑裝設數量：4 餌劑編號：B169-1、B169-2、B169-3、B169-4 

防 

治 

作 

業 

回 

測 

檢 

視 

紀 

錄 

白蟻餌劑防治處理，地上型藥餌站 4 個，編號：B169-1、B169-2、B169-3、B169-4 

次數 日期 
餌站編

號 

白蟻數量

（隻） 

兵蟻比例

（%） 

藥劑剩餘

（%） 
藥劑更換 作業人員 

1 
108/ 

10/14 

B169-1 0 0 100 - 
李國維 

林育群 

許任鈞 

B169-2 150 50 70 - 

B169-3 0 0 100 - 

B169-4 100 50 50 - 

     

2 
108/ 

11/07 

B169-1 0 0 100 - 

林育群 

許任鈞 

B169-2 0 0 70 - 

B169-3 0 0 100 - 

B169-4 0 0 50 - 

     

檢查人：李國維 記錄人：許任鈞 所有權人/管理人：蔡延居 

 化學藥劑防治 

木質材料危害防治處理方法，根據前述防治處理原則，如傳統建

築發現木材腐朽劣化、木材蛀蟲危害，如天牛、蠹蟲、木蜂或土白蟻

危害等，皆採用化學藥劑防治處理，防治作業方法與成果說明如下。 

 作業方法 

化學藥劑防治工法，針對木材腐朽劣化防治，本計畫採用現場木

構件藥劑灌注處理或現場木構件藥劑刷塗處理，以適當劑量灌注或刷

塗於木構件，達到防蟲與防腐效果；對於環境中的土白蟻入侵防治方

法則採用環境中白蟻化學阻絕帶防治處理工法，本案規劃化學藥劑防

治處理建物，根據調查結果，自下列三種工法中選擇施作：1.現場木

構件藥劑灌注處理；2.現場木構件藥劑噴塗處理；3.環境中白蟻化學

阻絕帶處理。各工法作業步驟與流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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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木構件藥劑灌注處理 

利用木頭原有裂縫、孔洞或木構件接縫處，以適當劑量灌注遭白

蟻蛀蝕處;木構件與牆面接合部位選擇木構裂隙或接縫部位灌注，讓

木材內部吸收藥劑，達到防蟲及防腐的效果。 

1. 作業步驟 

(1) 木構件兩榫頭處部分，採用現場鑽孔，機械加壓灌注處理，防

逆灌注工法。 

(2) 各木構件相接面及木構件之縫隙，以直接噴佈或鑽孔灌注藥劑，

如照片 3-11、3-12。 

(3) 遭蛀蝕部分木構物部分，利用現有蛀洞，採低壓 40~50 psi 慢

速灌注。 

(4) 連續鑽孔的預定位置在限定範圍內不可呈一直線（鑽孔位置要

錯開），以使加壓灌注的藥劑能達到最大的覆蓋面積及吸收量，

而此限定的範圍需依舊木構件的現況而定。 

(5) 鑽孔需深入木構件橫斷面長邊長深（厚）度的 1/2~2/3。 

(6) 灌注前木構件含水率需在 25%以下，以利灌注藥劑之吸收。 

(7) 舊木構件之鑽孔洞嵌入附有鋼珠逆止閥之塑膠頭，作為灌注之

接頭，並避免藥劑加壓灌入後逆流而出，維持木材藥劑吸收量。 

(8) 使用和防逆塑膠壓頭接頭密合的注射器，將藥劑以 140~170 

psi 的空氣壓力灌注深入並充滿木構件的內部，至預定的吸收

量為止。藥劑吸收量預計 25 L/m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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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1 編號 C064（瓊林 176

號）藥劑灌注處理 

照片 3-12 編號 C064（瓊林 176

號）藥劑灌注處理 

 現場木構件藥劑噴塗與注射處理 

針對木質建物的蟲害及腐朽之防治工程，採用表面噴塗或刷塗的

方式處理，木構件表面防蟲及防腐藥劑噴塗或刷塗藥劑。讓木材吸入

藥劑，以達到防蟲及防腐的效果。 

1. 作業步驟 

(1) 利用木材含水量測試器，測試木材的含水率。當含水率超過 25

％時不施工，下雨天候亦不施工。 

(2) 利用柔軟毛刷或以壓力 40~50 psi 的低壓噴塗設備等工具，於

木構件表面塗佈二道藥劑，間隔時間以手乾時間（Touch Dry）

為標準，如照片 3-13、3-14。 

(3) 凡是蟲害蟲蛀蝕的洞，則注射藥劑於其中，而達到充份防蟲防

腐的效果。 

(4) 本藥劑對於已經上過漆或任何塗料處理過的木構件物，不會造

成物件原表面披覆物，脫漆、起泡、變色、起變化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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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3 編號 C063（瓊林 175

號）木構件藥劑噴塗工作 

照片 3-14 編號 C063（瓊林 175

號）藥劑刷塗處理 

 環境中白蟻化學阻絕帶防治處理 

將藥劑噴塗於建築物牆基、地坪週邊土壤，形成白蟻阻絕帶，以

阻絕土壤中白蟻入侵至建築物，危害建築物木構件或木質材料。 

1. 作業步驟 

(1) 本施工採用低壓噴塗設備，其噴塗效果應使每平方面積均勻噴

塗足夠藥劑量。 

(2) 藥劑稀釋比率與單位吸收量需依據藥劑原廠說明進行之，本次

使用之特滅多藥劑，標示吸收量以 5 L/m2 的稀釋藥劑為佳，

如照片 3-15。 

(3) 地坪或牆體表面的縫隙及木質構件與牆身接點，亦需將藥劑以

注射噴頭注入縫隙中，如照片 3-16，以確實達到阻絕白蟻入侵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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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5 藥劑稀釋 照片 3-16 編號 A063（瓊林 69

號）地坪噴塗藥劑 

 作業紀錄 

施作化學藥劑處理時於，餌站上記錄施作方法及日期，並於附上

照片紀錄如表 3-7 所示。 

表 3-7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化學藥劑防治作業紀錄表（例） 

 

編號：C127 地址：瓊林 121 號 

初次 

檢視 

日期：108/10/02 檢視人員：林佳慧、李國維、林育群、許任鈞 

建議防治處理方式 □白蟻餌劑防治處理 █化學藥劑防治處理 

白蟻餌劑裝設數量： 餌劑編號： 

處理 

作業 

化學藥劑防治處理：□噴塗法 □灌注法 █化學阻絕帶 

日期：108/11/20 

作業人員：林佳慧、林育群 

  

照片 1  照片 2  

檢查人：林佳慧、林育群 記錄人：許任鈞 所有權人／管理人：蔡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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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處理成果 

 白蟻餌站防治處理 

 地上型藥餌站安裝紀錄 

本（108）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標的建築共 85 棟，其中 25 棟

傳統建築有發現家白蟻活體或持續危害痕跡，使用地上型藥餌站防治

處理，彙整如表 3-8。各棟地上型藥餌站安裝紀錄，參閱附件一「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標的建築生物與微生物危害調查與防治紀錄」 

表 3-8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標的建築白蟻餌劑防治紀錄 

項次 編號 門牌號碼 
安裝日期 

（年.月.日） 

安裝餌站 

（組） 

1 A054 58 號 108/10/15 2 

2 A116 39 號 108/10/15 1 

3 A173 23 號 108/10/2 1 

4 A176 26 號 108/10/1 3 

5 A177 25 號 108/10/2 3 

6 A179 19 號 108/9/27 1 

7 A181 20 號 108/9/27 1 

8 A223 17 號 108/9/26 3 

9 B003 224 號 108/9/26 3 

10 B027 238 號 108/9/24 2 

11 B029 237 號 108/10/3 1 

12 B074 234-1 號 108/10/3 1 

13 B085 239 號 108/9/25 1 

14 B102 227 號 108/10/4 1 

15 B159 227 號 108/10/1 1 

16 B169 203 號 108/9/27 4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案  成果報告書  

41 

項次 編號 門牌號碼 
安裝日期 

（年.月.日） 

安裝餌站 

（組） 

17 B206 無門牌 108/10/4 2 

18 C003 184 號 108/10/3 2 

19 C021 182 號 108/10/3 1 

20 C022 181 號 108/10/4 1 

21 C106 154 號 108/10/2 2 

22 C124 123 號 108/9/25 2 

23 C140 128 號 108/10/3 1 

24 C199 90 號 108/10/3 1 

25 C213 105 號 108/10/2 1 

合計 42(組) 

 地上型藥餌站回測作業 

總計 25 棟進行白蟻餌站防治處理的傳統建築，共安裝 42 組地上

型藥餌站。同時於 10 月份開始逐棟進行定期回測作業，因冬季白蟻

活動度較低，12 月至 1 月底暫停回測，於 109 年 2 月開始回測，至

期末階段回測期間更換或添加地上型藥餌站 12 組。各棟建築物地上

型藥餌站回測作業紀錄，如附件一。彙整各棟回測日期與使用藥餌站

數量，如表 3-9。 

表 3-9 108 年度瓊林聚落標的建築物-白蟻餌劑防治處理紀錄 

項

次 
編號 門牌 處理方式 作業日期 

安裝或更

換數量 

累計使

用數量 

1 A054 58 號 

安裝 108/10/15 2 

2 

未聯繫到屋主 108/11/08 0 

未聯繫到屋主 109/02/04 0 

電話聯絡屋主
近期不回金門 

109/03/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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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編號 門牌 處理方式 作業日期 

安裝或更

換數量 

累計使

用數量 

2 A116 39 號 

安裝 108/10/15 1 

3 
第一次回測 108/11/07 1 

第二次回測 109/02/05 1 

第三次回測 109/04/07 0 

3 A173 23 號 

安裝 108/10/02 1 

1 
未聯繫到屋主 108/11/08 0 

第二次回測 109/02/06 0 

第三次回測 109/03/08 0 

4 A176 26 號 

安裝 108/10/01 3 

3 第一次回測 108/11/08 0 

第二次回測 109/03/08 0 

5 A177 25 號 

安裝 108/10/02 3 

3 第一次回測 108/11/08 0 

第二次回測 109/03/08 0 

6 A179 19 號 

安裝 108/09/27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0/15 0 

第二次回測 108/11/08 0 

第三次回測 109/02/06 0 

7 A181 20 號 

安裝 108/09/27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0/15 0 

第二次回測 108/11/08 0 

第三次回測 109/02/06 0 

8 A223 17 號 

安裝 108/09/26 3 

3 
第一次回測 108/10/16 0 

未聯繫到屋主 109/02/05 0 

第三次回測 109/04/07 0 

9 B003 224 號 

安裝 108/09/26 3 

6 

第一次回測 108/10/15 1 

第二次回測 108/11/08 0 

第三次回測 109/02/07 2 

第四次回測 109/04/07 0 

10 B027 238 號 安裝 108/09/2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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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編號 門牌 處理方式 作業日期 

安裝或更

換數量 

累計使

用數量 

第一次回測 108/10/14 1 

第二次回測 108/11/08 0 

11 B029 237 號 

安裝 108/10/03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0/14 0 

第二次回測 108/11/08 0 

12 B074 
234-1

號 

安裝 108/10/03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0/15 0 

未聯繫到屋主 109/02/05 0 

第三次回測 109/04/07 0 

13 B085 239 號 

安裝 108/09/25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0/15 0 

第二次回測 109/02/07 0 

14 B102 227 號 

安裝 108/10/04 1 

4 
第一次回測 108/10/14 2 

第二次回測 108/11/08 1 

第三次回測 109/02/07 0 

15 B159 227 號 

安裝 108/10/01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0/14 0 

第二次回測 109/02/04 0 

16 B169 203 號 

安裝 108/09/27 4 

4 

第一次回測 108/10/14 0 

第二次回測 108/11/07 0 

第三次回測 109/02/04 0 

第四次回測 109/03/06 0 

17 B206 無門牌 

安裝 108/10/04 2 

2 

第一次回測 108/10/14 0 

第二次回測 108/11/08 0 

第三次回測 109/02/04 0 

第四次回測 109/03/03 0 

18 C003 184 號 

安裝 108/10/03 2 

2 第一次回測 108/10/14 0 

第二次回測 108/11/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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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編號 門牌 處理方式 作業日期 

安裝或更

換數量 

累計使

用數量 

第三次回測 109/02/04 0 

19 C021 182 號 

安裝 108/10/03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1/07 0 

第二次回測 109/02/05 0 

20 C022 181 號 

安裝 108/10/04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1/07 0 

未聯繫到屋主 109/02/05 0 

第三次回測 109/04/07 0 

21 C106 154 號 

安裝 108/10/02 2 

5 

第一次回測 108/10/15 0 

第二次回測 108/11/07 2 

第三次回測 109/02/05 1 

第四次回測 109/03/03 0 

22 C124 123 號 

安裝 108/09/25 2 

2 第一次回測 108/10/14 0 

第二次回測 108/11/07 0 

23 C140 128 號 

安裝 108/10/03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1/07 0 

第二次回測 109/02/06 0 

24 C199 90 號 

安裝 108/10/03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1/07 0 

第二次回測 109/02/06 0 

25 C213 105 號 

安裝 108/10/02 1 

1 第一次回測 108/10/15 0 

第二次回測 108/11/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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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本年度標的建築採用餌劑防治處理，共計 25 棟。預計藉由定期

回測以更換與補充藥餌，應可達白蟻防治之成效。至本期末報告期間，

本團隊已進行 61（棟）次回測，回測紀錄如附件一所示。 

統計標的防治建物中發現活體白蟻共計 6 棟，建築位置如圖 3-6，

至期末階段，編號 A116 及 B003 餌劑仍有取食痕跡，雖未見白蟻活

體，仍需再回測確認；其餘 23 棟白蟻餌劑防治標的，皆未有家白蟻

活動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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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活體白蟻分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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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藥劑防治處理成果 

依前述生物危害調查及防治評估，本案規劃執行化學藥劑處理共

61 棟，至期末階段已執行完成，各棟建物處理內容，參閱附件一「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標的建築生物與微生物危害調查與防治紀錄」，

彙整處理紀錄如表 3-10，及建物位置如圖 3-7。 

表 3-10 108 年瓊林聚落防治處理標的建築物-化學藥劑防治處理紀錄 

項次 編號 門牌 用途 處理進度 

1 A009 70 號 頹屋 02/07 化學阻絕帶處理 

2 A021 72 號 頹屋 01/09 化學阻絕帶處理 

3 A030 71 號 頹屋 02/06 化學阻絕帶處理 

4 A031 71 號 頹屋 02/06 化學阻絕帶處理 

5 A033 無門牌 頹屋 01/07 化學阻絕帶處理 

6 A034 無門牌 頹屋 01/07 化學阻絕帶處理 

7 A057 58-2 號 頹屋 02/19 化學阻絕帶處理 

8 A059 無門牌 頹屋 01/06 化學阻絕帶處理 

9 A060 69 號 頹屋 01/06 化學阻絕帶處理 

10 A066 無門牌 頹屋 01/07 化學阻絕帶處理 

11 A067 61 號 空屋 01/07 化學阻絕帶處理 

12 A073 無門牌 頹屋 03/19 化學阻絕帶處理 

13 A086 27 號 頹屋 02/07 化學阻絕帶處理 

14 A087 25 號 頹屋 02/07 化學阻絕帶處理 

15 A105 無門牌 頹屋 02/19 化學阻絕帶處理 

16 A126 42 號 空屋 03/08 化學阻絕帶處理 

17 A135 無門牌 頹屋 11/29 化學阻絕帶處理 

18 A159 34 號 頹屋 11/29 化學阻絕帶處理 

19 A163 28 號 頹屋 11/26 化學阻絕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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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門牌 用途 處理進度 

20 A164 28 號 頹屋 11/26 化學阻絕帶處理 

21 A209 270 號 廟宇 02/06 化學阻絕帶處理 

22 B025 無門牌 頹屋 02/05 化學阻絕帶處理 

23 B028 238 號 宅邸 01/09 化學阻絕帶處理 

24 B041 231 號 頹屋 01/08 化學阻絕帶處理 

25 B042 231 號 頹屋 01/08 化學阻絕帶處理 

26 B044 231 號 空屋 01/08 化學阻絕帶處理 

27 B049 231 號 頹屋 01/08 化學阻絕帶處理 

28 B050 231 號 頹屋 01/08 化學阻絕帶處理 

29 B061 無門牌 頹屋 02/05 化學阻絕帶處理 

30 B064 無門牌 頹屋 02/05 化學阻絕帶處理 

31 B141 無門牌 頹屋 02/18 化學阻絕帶處理 

32 B162 無門牌 頹屋 
02/18 木構件藥劑噴塗與

注射、化學阻絕帶處理 

33 B171 202 號 空屋 03/09 化學阻絕帶處理 

34 B176 無門牌 空屋 03/08 化學阻絕帶處理 

35 B177 無門牌 空屋 03/09 化學阻絕帶處理 

36 B207 無門牌 頹屋 03/09 化學阻絕帶處理 

37 C010 無門牌 空屋 03/20 化學阻絕帶處理 

38 C027 174 號 空屋 03/19 化學阻絕帶處理 

39 C052 無門牌 頹屋 11/27 化學阻絕帶處理 

40 C056 158 號 空屋 11/27 化學阻絕帶處理 

41 C063 175 號 頹屋 
02/20 木構件藥劑噴塗與注射 

、化學阻絕帶處理 

42 C064 176 號 頹屋 

02/21 木構件藥劑噴塗與注射 

、化學阻絕帶處理 

03/19 木構件灌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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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門牌 用途 處理進度 

43 C078 22 號 頹屋 02/07 化學阻絕帶處理 

44 C096 無門牌 頹屋 03/06 化學阻絕帶處理 

45 C097 140 號 頹屋 03/06 化學阻絕帶處理 

46 C104 無門牌 頹屋 03/06 化學阻絕帶處理 

47 C110 152 號 頹屋 03/04 化學阻絕帶處理 

48 C111 152 號 頹屋 03/04 化學阻絕帶處理 

49 C113 無門牌 頹屋 11/27 化學阻絕帶處理 

50 C127 121 號 廟宇 11/20 化學阻絕帶處理 

51 C135 117 號 頹屋 11/20 化學阻絕帶處理 

52 C181 無門牌 頹屋 11/21 化學阻絕帶處理 

53 C182 82-1 號 空屋 11/21 化學阻絕帶處理 

54 C183 82-1 號 空屋 11/21 化學阻絕帶處理 

55 C200 90 號 頹屋 11/28 化學阻絕帶處理 

56 C228 無門牌 頹屋 11/28 化學阻絕帶處理 

57 C231 無門牌 頹屋 11/28 化學阻絕帶處理 

58 C270 2-2 號 頹屋 11/28 化學阻絕帶處理 

59 C271 無門牌 頹屋 11/28 化學阻絕帶處理 

60 C319 8-1 號 廟宇 11/20 化學阻絕帶處理 

61 C516 無門牌 頹屋 11/27 化學阻絕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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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108 年度瓊林聚落建物化學藥劑防治處理標的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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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蹟木建築保存的教育推廣及扎根教育  

本推廣教育為延續「107 年度金門縣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

物防治計畫」執行成果，持續進行本縣居民對於古蹟保存重要性認知

及學習日常維護作業等推廣教育，同時結合社區小學進行學生認識古

蹟建築及保存科學課程，落實扎根教育。 

 推廣教育 

推廣教育規劃以「古蹟保存推廣講座」為主題，旨推廣聚落居民

對文化資產與傳統建築保存、維護等專業知識，建立正確的木建築生

物微生物保存及防治觀念，並經由實際操作認識傳統木建築危害原因、

調查及案例分析等，了解落實傳統木建築的生物微生物防治處理，作

為日常管理維護的一環，實，共同推動本聚落木建築有效保存。本講

座規劃基礎講座及專業講座各兩場，以及瓊林講座專班，共五場講座。 

 招生宣傳 

分別於金門日報刊登、電子報發布電子公告，並且於金門機場、

公車總站及國立金門大學、國家公園等處張貼宣傳海報，廣招民眾參

與。招生新聞刊登及海報，照片 4-1 及 4-2。 

 
 

照片 4-1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招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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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2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招生海報 

 基礎講座 

 時間及地點 

本案於 108 年 11 月 9 日及 11 月 30 日，共舉辦兩場，講座地

點為瓊林里公所。 

 課程安排：如下表 4-1 

表 4-1 108 年瓊林古蹟木建築保存推廣教育基礎講座課程表 

時  間 
108 年 11 月 9 日 108 年 11 月 30 日 

內容-主講人 內容-主講人 

08：50-09：00 報到、領取資料 

09：00-09：10 長官致詞 

09：10-10：10 
木構造建築賞析 

-李惠貞 老師 

木構造建築賞析 

-鄭欽方 老師 

10：10-11：10 
認識傳統建物日常管理維護 

-袁興言 副教授 

認識傳統建物日常管理維護 

-鄭欽方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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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10 
木構件的白蟻危害 

-陳美江(蓉) 講師 

古蹟建築生物、微生物危害 

-張資正 助理教授 

12：10-13：30 午餐 

13：30-14：30 
古蹟建築生物、微生物危害 

-陳克恭 講師 

木構件的白蟻危害 

-林佳慧 講師 

14：30-16：30 

瓊林聚落建築日常管理維護

實務分享 

-林育群、許任鈞 講師 

瓊林聚落建築日常管理維護

實務分享 

-林佳慧、李國維 講師 

16：50-17：00 綜合討論 

17：00 簽退、賦歸 

 執行成果 

 報名及到場簽到表 

如附錄八「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基礎講座

簽到表」。 

1. 108 年 11 月 9 日場，報名人數 16 名，實際報到學員 15 名。 

2. 108 年 11 月 30 日場，報名人數 35 名，實際報到學員 27 名。 

 活動紀錄 

108 年 11 月 9 日場講座，由文化局長官致詞，說明本講座對於

金門古蹟保存的重要性，並介紹講師群後展開。本場講座邀請台灣藝

術大學古蹟修復系客座教師李惠貞、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袁興

言、病媒防治講師陳美江（蓉）講師及陳克恭講師，分享與協助學員

欣賞金門古蹟之美、了解木構造危害因子及危害分析及木構件白蟻危

害介紹。講師介紹及課程講義，如附件二「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

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基礎與專業講座講義」。 

108 年 11 月 30 日場講座，由文化局長官致詞，並介紹講師後展

開。本場講座邀請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鄭欽方老師、國立宜蘭大學森

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張資正助理教授及林佳慧講師，講解與分享木構建

築的日常管理維護作業及木構件危害及保存處理等。講師介紹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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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如附件二「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基

礎與專業講座講義。 

瓊林聚落建築日常管理維護實務分享，則由講師們帶領學員至瓊

林聚落傳統建築內，說明傳統木建築可能發生危害的因子、位置及危

害判定等，同時說明木建築日常管理維護作業落實的重點，並進行現

場綜合討論，學員反應熱烈，收穫良多。講座活動照片如照片 4-3 至

照片 4-14。 

108 年 11 月 9 日第一場基礎講座 

  

照片 4-3 科長蒞臨致詞 照片 4-4 李惠貞老師授課 

  

照片 4-5 袁興言老師授課 照片 4-6 陳美江老師授課 

  

照片 4-7 戶外實習 照片 4-8 戶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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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30 日第二場基礎講座 

  

照片 4-9 文化局長官致詞 照片 4-10 學員報到領取講義 

  

照片 4-11 鄭欽方老師授課 照片 4-12 張資正老師授課 

  

照片 4-13 陳克恭老師授課 照片 4-14 戶外實習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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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講座 

專業講座內容包含木構造建築賞析、傳統木建築日常管理與維護、

木材特徵、性質與白蟻危害等專業知識介紹與講解與傳木構造建築生

物危害檢測實作說明。兩場專業講座已執行完畢，過程及成果如下。 

 時間及地點 

本講座於 108 年 11 月 10 日及 12 月 7 日，共兩場；地點為瓊

林里辦公所。 

 課程安排：如下表 4-2 

表 4-2 108 年瓊林古蹟木建築保存推廣教育專業講座課程表 

時  間 
108 年 11 月 10 日 108 年 12 月 7 日 

內容-主講人 內容-主講人 

08：20-08：50 報到、領取資料 

08：50-09：00 長官致詞 

09：00-10：00 
傳統建築的日常管理與維護 

-李惠貞 老師 

傳統建築的日常管理與維護 

-鄭欽方 老師 

10：00-11：00 
金門的白蟻危害與防治 

-許任鈞 講師 

木材的特徵與應用 

-張豐丞 副教授 

11：00-12：00 
木構造建築危害鑑識與防治 

-陳克恭 講師 

木構造建築危害鑑識與防治 

-張豐丞 副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木材的特徵與應用 

-楊德新 教授 

古蹟修復使用木料介紹 

-梁國興 講師 

14：00-15：00 
古蹟修復使用木料介紹 

-楊德新 教授 

金門的白蟻危害與防治 

-陳克恭 講師 

15：00-17：00 

木構造建築生物危害檢測實

作 

-林育群 講師 

木構造建築生物危害檢測實

作 

-林育群 講師 

17：00-17：30 綜合討論 

17：30 簽退、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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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成果 

 報名及到場簽到表 

如附錄九「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專業講座

簽到表」 

1. 108 年 11 月 10 日場，報名人數 15 名，報到學員 18 名。 

2. 108 年 12 月 07 日場，報名人數 30 名，報到學員 20 名。 

 活動紀錄 

108 年 11 月 10 日講座，本場講座邀請台灣藝術大學古蹟修復系

客座教師李惠貞、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楊德新及陳克恭講師，

進行木材特徵、性質與白蟻危害等專業知識介紹與講解。講師介紹及

課程講義，如附件二「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

－基礎與專業講座講義」。 

108 年 12 月 07 日講座，本場講座邀請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鄭欽

方老師、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副教授張豐丞及正昌製材

梁國興講師，進行木材特徵、性質與白蟻危害等專業知識介紹與講解。

講師介紹及課程講義，如附件二「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

存推廣教育－基礎與專業講座講義」。 

現場參訪課程的講師群由本計畫防治人員擔任，將學員分組後至

瓊林聚落國定古蹟蔡氏宗祠及傳統建築內，進行現場生物危害調查與

記錄實作，學員由實際參與中，獲得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活動過程照

片，如照片 4-15 至 4-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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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10 日第一場專業講座 

  

照片 4-15 文化局長官致詞 照片 4-16 李惠貞老師授課 

  

照片 4-17 陳克恭老師授課 照片 4-18 楊德新老師授課 

  

照片 4-19 戶外實習授課 照片 4-20 戶外實習授課 

108 年 12 月 07 日第二場專業講座 

  

照片 4-21 文化局長官致詞 照片 4-22 鄭欽方老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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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23 張豐丞老師授課 照片 4-24 梁國興老師授課 

  

照片 4-25 陳克恭老師授課 照片 4-26 戶外實習授課 

 瓊林講座 

瓊林講座內容包含瓊林聚落認識與賞析、瓊林聚落風華再現、傳

統建築日常管理與維護、白蟻危害與防治等專業知識介紹與講解。執

行過程及成果，詳述如下。 

 時間及地點 

 研習時間：109 年 3 月 7 日 

 培訓地點：瓊林里辦公所 

 課程安排：如下表 4-3 

表 4-3 108 年瓊林古蹟木建築保存推廣教育瓊林講座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主講人 

09：20-09：50 報到、領取資料 

09：50-10：00 長官致詞 

10：00-11：00 認識我的家鄉-瓊林聚落 蔡清其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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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00 瓊林聚落白蟻防治成果分享 許任鈞、李國維 講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瓊林蔡氏千年聚落風華再現 張惠君講師 

14：00-15：00 瓊林聚落的日常管理維護 張惠君、陳克恭 講師 

15：00-16：00 綜合討論、賦歸 

 執行成果 

 邀請居民報名及到場簽到表 

本場次係針對瓊林居民舉辦，因此於講座舉辦前，本團隊至瓊林

聚落內發送邀請函，並讓聚落居民現場報名，以提高居民參與度，如

照片 4-27 及 4-28 所示。 

  

照片 4-27 發送邀請函 照片 4-28 發送邀請函 

統計瓊林講座報名人數 39 名，當日報到學員 28 名。如附錄十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瓊林講座簽到表」 

 活動紀錄 

本場講座邀請瓊林蔡清其老師、中國科技大學文化資產保存中心

張惠君助理研究員及陳克恭講師，進行瓊林聚落風華再現、日常管理

維護、白蟻危害與防治等專業知識介紹與講解。講師介紹及課程講義，

如附件三「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瓊林講座

講義」。同時講座期間因肺炎疫情緊張，因此本次講座配合實施各項

防疫措施，包括活動前後桌面器材及桌椅消毒，參與學員配戴口罩，

進出人員量測體溫並以酒精乾洗手，以求學員健康安全，舉辦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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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照片，如照片 4-29 至 4-36 所示。 

  

照片 4-29 桌椅器材消毒 照片 4-30 學員量測體溫 

  

照片 4-31 文化局科長致詞 照片 4-32 發展協會總幹事致詞 

  

照片 4-33 蔡清其老師授課 照片 4-34 張惠君講師授課 

  

照片 4-35 瓊林居民回饋分享 照片 4-36 瓊林居民回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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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根教育 

 計畫構想 

坐落於瓊林聚落的開瑄國小，許多學童們自小生活於活歷史中，

因此本扎根教學活動規劃，將傳統建築與保存科學等專業知識及科技，

以科普知識融入小學自然、人文、歷史及美術等學科，做為學童課外

學習課程。 

經由以科普教學及田野訪視的教學活動，讓聚落學童學習欣賞自

己居家及社區傳統建築之美；經由深入淺出的木材科學及教材，讓學

童了解木構建築的基本構造，介紹白蟻生態、習性等，讓學生們對木

構建築的最大殺手-白蟻有所認識，提升對於古蹟木造建築日常維護

的認識。同時藉由田野訪視的教學活動，讓學童重新認識自己或鄰居

的家園，並學習基礎的木構造建築日常管理，藉由與父母親、宗族長

輩的訪談互動中提升親情，對瓊林聚落認同深植愛鄉土信念，利於瓊

林聚落永續發展。 

 課程規劃 

 課程主題 

本團隊參考古蹟教育、科普教育等文獻報告及實際了解瓊林地區

傳統建物現況等，並依循團隊多次活動經驗與成果，規劃本次扎根教

育課題，以木材科學、白蟻生態及傳統建築之美為教學理念核心，設

定三大主題。 

 木材科學 

著重於使學生瞭解生活中木材來源，認識木材利用及保存等相關

科技，從而引導學生思考科技與環境議題。由「從樹木到木材」課程，

講解森林的形成、金門的林木及木材做為林業產品的應用，討論森林

保護與木材應用的議題；藉由「木材的五感體驗」活動，使學童以感

官認識及分辨不同木材；以及「手作我的玩具」活動，引導學童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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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接木結構與基礎結構性能。 

 白蟻生態 

以昆蟲知識為基礎，認識白蟻特性與生態，介紹白蟻對木材的危

害，同時探討人與白蟻的問題。活動「零距離昆蟲世界」以實際活體

觀察介紹學生昆蟲基本概念，課程「白蟻帝國」講述白蟻分類、行為

及族群構成等科普知識。 

 傳統建築之美 

介紹瓊林傳統建築特色為主要目的，旨在使學生瞭解家鄉傳統建

築的形式與特色。分別以「家鄉的色彩」為課堂學習課程，使學生深

入淺出理解傳統建築形式，與蘊含的在地顏色；及「聚落尋寶-發掘瓊

林的繽紛」由田野訪視的教學活動，讓學童重新認識自己的家園。 

 授課對象 

本團隊與開瑄國小孫校長及自然科郭柏瑋老師討論後，認為規劃

的三大主題以國小 5 年級的學生最為合適，因而選定校內該年級做為

本扎根教育活動對象。團隊成員也與老師進行討論、分析學生已完成

自然課程內容與生活經驗等，設計符合的課程內容及活動。 

 課程設計 

係因本活動對象為國小學生，配合國民小學現行九年一貫課綱精

神，注重學習的聯繫與整合，強調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為落實將

本扎根教育主題與學校學科知識融合，本團隊經討論後根據三大主題，

於相關的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學習三個領域，列出國

小 5 年級中相關符合之分段能力指標，將能力指標融合於教材內，設

計對應之主題內容，結合學科知識與學生生活經驗，促進學科知識的

學以致用，符合九年一貫的課綱精神，同時達到文資教育的目標。 

活動時間配合開瑄國小，如表 4-4 所示，各主題分項詳細內容如

附錄十一「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扎根教育－主題教案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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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108 年瓊林古蹟木建築保存扎根教育活動時程表 

日

期 
主題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09

年 

03

月

10

日 

木材

科學 

13:10-13:50 課程-從樹木到木材 林育群 講師 

13:50-14:10 活動-木材的五感體驗 
林育群 講師 

郭柏瑋 老師 

14:20-14:40 活動-手作我的玩具 
林育群 講師 

郭柏瑋 老師 

白蟻

生態 

14:50-15:10 活動-零距離昆蟲世界 
許任鈞 講師 

郭柏瑋 老師 

15:10-15:50 課程-白蟻帝國 許任鈞 講師 

109

年 

03

月

11

日 

傳統

建築

之美 

13:00-13:30 課程-家鄉的色彩 李惠貞 老師 

田野

參訪 
13:50-15:50 

聚落尋寶-發掘瓊林的

繽紛 

李惠貞 老師 

林育群 講師 

許任鈞 講師 

 活動成果 

 時間及地點 

109 年 3 月 10 日及 11 日，兩日 13 時至 16 時。於開瑄國小及瓊

林聚落內舉辦。 

 上課對象 

開瑄國小 5 年級學生。 

參與人數 3 月 10 日 43 人；3 月 11 日 25 人。 

 活動內容及影像紀錄 

配合學校防疫措施，3 月 10 日分成兩班級授課。 

 木材科學 

活動執行首日（10 日），林育群講師向學生介紹金門常見樹木及

木材，並以實際樣本及材料加深學生認識，讓學生從生活中認識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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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課間各項討論學生皆踴躍回答，並認真參與，最後活動木材五

感體驗，讓學生試著利用自己的感官去分辨木材，皆由辨別顏色、氣

味、重量、與水的比重及敲擊的聲響等等特徵，認識木材的多樣，如

照片 4-37 至 4-42 所示。 

同時帶領學生完成 DIY 木材小玩具，利用簡易結構的榫接與齒

輪運動，結合成可活動關節，組裝各種類的動態木模型，學生親手組

裝自己的玩具時，具一定挑戰性學生反應熱烈，完成時皆獲得成就感，

如照片 4-43 及 4-44。 

  

照片 4-37 林育群講師授課 照片 4-38 學生踴躍回答 

  

照片 4-39 介紹木材樣本 照片 4-40 觀察木材顏色 

  

照片 4-41 體驗木材氣味 照片 4-42 觀察木材與水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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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43 學生組裝木模型 照片 4-44 學生組裝木模型 

 白蟻生態 

課程執行首日（10 日），許任鈞講師利用認識昆蟲開場，並實際

以昆蟲活體或標本引導學生進入主題，並了解昆蟲構造及特色，進而

介紹古蹟內常見危害昆蟲白蟻，並利用活體及標本，使學生了解不同

白蟻的特徵、生態與防治方法，課間各項討論學生皆踴躍回答，如照

片 4-45 至 4-52 所示。 

  

照片 4-45 許任鈞講師授課 照片 4-46 學生踴躍回答 

  

照片 4-47 觸摸體驗昆蟲特徵 照片 4-48 觸摸體驗昆蟲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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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49 活體昆蟲互動 照片 4-50 活體昆蟲互動 

  

照片 4-51 白蟻蟻后標本觀察 照片 4-52 白蟻活體觀察 

 傳統建築之美 

李惠貞老師針對古蹟傳統建築及色彩進行介紹聚落建築的繽紛，

並分組進行田野踏訪。活動選定聚落內具代表瓊林傳統生活的場域，

如宗祠、古厝、傳統理髮店及柑仔店等，學同使用平板照相及 app 截

取主要色彩，探索場域的顏色差異，發掘聚落代表色彩，利用色票表

達對顏色的主觀感受，區分顏色所代表不同的視覺感。參訪結束後進

行課堂分享，如照片 4-53 至 4-64 所示。學童學習單，如附錄十二。 

  

照片 4-53 李惠貞老師授課 照片 4-54 李惠貞老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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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55 於蔡氏宗祠田野參訪 照片 4-56 於蔡氏宗祠霧鹿 

  

照片 4-57 於柑仔店田野參訪 照片 4-58 於三落大厝田野參訪 

  

照片 4-59 使用 app 搜索顏色 照片 4-60 搜索色票中的顏色 

  

照片 4-61 搜索色票中的顏色 照片 4-62 黏貼色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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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63 學生介紹家鄉的顏色 照片 4-64 學生介紹家鄉的顏色 

 活動後新聞稿 

活動後於金門日報發布新聞稿，如照片 4-65。 

 

照片 4-65 開瑄扎根教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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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說明 

本課程架構以古蹟傳統建築之美、木材科學及白蟻生態三大主

軸，經由科普結合文資教學，期望學生能於課程後欣賞自己居家及

社區古蹟建築之美，了解木構造建築的基本構造與家鄉聚落的色彩；

體會到不同木材的特徵；對木構造建築的最大殺手-白蟻有所認識，

整體提升對於古蹟木造建築日常維護的概念。 

同時於田野參訪活動，讓學童重新認識自己或鄰居的家園，發

掘瓊林聚落的特色，往後能增加與父母親、宗族長輩的對談互動，

提升親情與瓊林聚落認同感，深植愛鄉土信念，利於瓊林聚落永續

發展，使這文化資產寶庫得以永續經營。 

 小結與建議 

本次活動成果顯示學生於互動中學習效率高，課外活動的型態有

效的提升學童學習興趣，增進學生對於木材與白蟻的瞭解，田野參訪

也增進對家鄉內傳統建築的認識，充分使學生體認瓊林聚落古蹟保存

的重要性，除了在廣度上增加了學生文化資產領域的認識，更在深度

上讓學生理解木構件使用與白蟻防治的知識，達到將文化資產融入自

然、人文等學科。 

孫校長與郭老師亦表示本次活動學生皆開心與滿足的完成，並得

到熱烈的回饋，在學生的記憶裡留下難忘的回憶，深刻地使他們瞭解

古蹟維護概念，埋下學生未來對於文資保存待萌芽的種子。做為一次

非常有意義的活動，期望與建議能持續舉行扎根教育活動，以延續在

地文化古蹟保護的動力，使其自學子傳播至當地家庭，達成金門縣文

化立縣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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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傳統建築生物危害防治處理人才培育  

 在地人才培育 

旨於培植金門在地古蹟防治處理人才，增強就業能力。為鼓勵學

員能參與本案執行「防治實務講座」課程，讓學員了解病媒防治業專

業技術人員訓練課程內容及考證規定等，合格學員協助參與環保署

「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訓練並考取證照，利於本縣古蹟修復工

程進行及日常維護作業落實。 

 防治實務講座 

防治實務講座課程包含環境衛生用藥安全、法規介紹，白蟻防治

處理，防治實作課程內容包含白蟻生物防治處理與化學藥劑防治處理

設備演練、實務示範及學員實際操作等，協助學員認識環境衛生用藥

知識、法規及白蟻防治處理的規劃及處理器具的實作演練。 

 時間及地點 

研習時間為 108 年 12 月 21 日，於瓊林里辦公所舉辦；課程安排如

下表 5-1。 

表 5-1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防治實務講座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領取資料 

09：00-09：10 長官致詞 

09：10-10：30 藥劑使用與安全防護 王順成 教授 

10：40-12：00 
白蟻的生態及白蟻防治工法

與藥劑 
徐爾烈 教授 

12：10-13：30 午餐 

13：30-15：00 環境用藥相關法規 洪靜宜 講師 

15：10-16：40 施藥器材操作及維護 
許任鈞 講師 

黃忠財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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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7：00 綜合討論、賦歸 

 招生與宣傳 

防治實務班課程分別在於金門日報、電子報刊登招生訊息（照片

5-29），並且於金門機場、金湖鎮、金城鎮等公車總站及國立金門大學、

國家公園等處張貼宣傳海報，廣招金門地區民眾參與。招生新聞刊登

及海報，如照片 5-1 及 5-2。 

 

照片 5-1 108 年度防治實務講座招生新聞（108 年 12 月 19 日） 

 

照片 5-2 108 年度防治實務講座招生海報 

 執行成果 

 參與學員 

本場報名人數 34 名，報到學員 25 名。見附錄十三「108 年度金

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防治實務講座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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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紀錄 

講座由文化局長官致詞後，介紹講師群後展開。本防治實務課程

邀請講師有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系王順成教授、臺灣大學昆

蟲學系暨研究所徐爾烈名譽教授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洪靜宜專員等，課程內容包含環境衛生藥劑使用與安全防護、環

境用藥相關法規及白蟻的生態及白蟻防治工法與藥劑等，同時進行實

作演練及藥劑施作演練。 

學員反應與回饋良好，相關活動照片如照片 5-3至照片 5-8所示。

講師介紹及課程講義，如附件四「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

存推廣教育－防治實務講座講義」。 

12 月 21 日防治實務講座 

  

照片 5-3 王順成老師授課 照片 5-4 徐爾烈老師授課 

  

照片 5-5 學員與老師討論 照片 5-6 洪靜宜老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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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7 實作演練講解 照片 5-8 實作演練講解 

 防治處理人才能力考核 

為了解參與講座學員對於古蹟維護、木材學理及危害防治處理等

的專業知識及實務操作基本技能等，達可勝任本縣古蹟維護相關工作

的基本要求，本團隊邀請授課學者專家提供筆試及術科實務操作考題，

進行學員能力考核。 

 題庫蒐集及命題 

為考核培訓學員的專業知識及實務操作基本技能，本團隊邀請專

業講師群共同設計、提供筆試及術科實務操作考題。筆試命題由是非

題與選擇題，命題 6 大方向比重分別為木材維護與保存處理 20%、木

材特性 10%、古蹟日常維護 10%、白蟻的特徵 30%與建築物危害防

治處理 20%與環境用藥法規及安全規定 20%。術科考題採學員於傳

統建築現場實作及答覆，分別兩關卡為木構造危害檢測 50%及白蟻餌

劑與化學防治處理 50%。 

筆試考卷及術科考題，如附件五「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

築保存推廣教育－能力考核試題」。 

 時間及地點 

 考核時間：108 年 12 月 28 日 

 考核地點：瓊林里辦公所及怡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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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流程： 

上午於里辦進行學科筆試，下午於怡穀堂進行術科考試，術科需

應考木構造危害檢測及白蟻餌劑與化學防治處理兩關卡。如表 5-2 

表 5-2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能力考核流程表 

時 間 考核流程 考場地點 

09：30-10：30 應考人員簽到 

10：30-10：40 進入考場（持准考證入座） 
瓊林里辦公室 2 樓 

10：40-11：40 能力測驗（筆試） 

11：40-13：00 午餐與午休 

13：00-13：10 進入考場（持准考證） 

怡穀堂 
13：10-15：30 能力測驗（術科） 

A 木構造危害檢測 

B 白蟻餌劑及化學防治處理 

15：30-15：50 賦歸 

 執行過程 

報考人數共 21 名，實到 19 人，缺考 2 人，如附錄十四「108 年

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能力考核簽到表及准考證」。 

學員首先領取准考證，依號碼入座後，由監考人員說明考試規則，

及考試流程。本考試監考人員共有文化局翁泉凱科員、承辦李柏璋先

生、本計畫主持人陳克恭及烈嶼國中吳珠英主任，並兼任閱卷；術科

考試老師有許任鈞、林育群兩位。學員分別進行筆試及術科考試。如

照片 5-9 至照片 5-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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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9 學科試卷開封 照片 5-10 學員依號碼入座 

  

照片 5-11 監考官說明規則流程 照片 5-12 監考官批卷 

  

照片 5-13 木構造危害檢測考核 照片 5-14 白蟻防治處理考核 

 考核結果 

本次實際到場考試共 19 名學員，經監考人員現場批閱試卷，覆

核學員成績彙整，如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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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能力考核分數登

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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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人員實務實習 

本實務作業實習內容，主要提供已通過培訓考核之學員，期透過

實務作業經驗，達到木質材料危害調查及防治處理的能力者，內容包

含古蹟及傳統閩南木建築認識、木構造建築生物及微生物調查及報告

製作、白蟻餌站安裝說明及實作、白蟻餌站回測及記錄、白蟻餌站防

治成果研判及現場討論等六項目。參與古蹟建物白蟻防治現場實習 30

小時後，由文化局頒發「木材生物防治能力證書合格證書」。合格學

員經由本計畫業主及主持人等訪談後，補助合格學員參加環保署舉辦

「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培訓，作為本縣傳統建築保存人員。 

 時間及地點 

 實習時間：109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 

 實習地點：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群及金門縣古蹟歷史建物 

 實習課程安排： 

實習課程規劃如表 5-4，學員於每次於現場報到後，由講師說明

當日實習內容後，完成工作服裝著裝、領取實習器具及協助高空作業

等，進行實務實習。學員實習完成後，填寫實習紀錄表，如表 5-5。 

表 5-4 生物防治人才實務實習課程表 

項次 實習內容 規劃時數 授課講師 

1 古蹟及傳統閩南木建築認識 4 駐點人員 

2 
木構造建築生物及微生物危害調查

及報告製作 
6 駐點人員 

3 白蟻餌站安裝說明及實作 6 駐點人員 

4 白蟻餌站回測及記錄 4 駐點人員 

5 白蟻化學藥劑防治處理 6 駐點人員 

6 白蟻防治成果研判 4 駐點人員 

實習總時數 3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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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生物防治人才實務實習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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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成果 

已通過培訓考核並報名人次為 8 人，實到參與實習學員為郭文源、

杜坤榮、王靖、蔡昌盛、陳榮華、彭碧如和陳晏興等共 7 人。學員實

習紀錄表，如附件六「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保存推廣教育

－生物防治人才實務實習紀錄表」。 

 活動紀錄 

實務作業實習配合瓊林聚落白蟻防治的餌站回測及化學防治處

理施作；藉由講師現場解說並實際操作，同時也讓學員實際參與執行，

這 7 名學員皆完成 30 小時實習。實習紀錄如照片 5-15 至 5-20。 

  

照片 5-15 解說傳統建築形式 照片 5-16 木構件危害調查說明 

  

照片 5-17 學員餌站安裝實作 照片 5-18 學員餌站回測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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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9 化學防治處理說明 照片 5-20 學員防治處理實作 

 授予證書 

完成考核及實習成員於成果說明會時頒發證書，證書如照片 5-21。 

 

照片 5-21 學員餌站回測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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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合格人員考證 

合格人員中郭文源、蔡昌盛和陳晏興三人符合環境保護專責及技

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第 11 條之學經歷資格，經由本計畫業主及主持

人等訪談後，補助合格學員三人參加環保署舉辦「病媒防治業專業技

術人員」培訓，作為本縣專業之傳統建築保存人員。 

三名學員均餐架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受託辦理之病媒防治業專

業技術人員訓練班 10902 期，受訓與考照日於 109 年 4 月 20 日至 109

年 4 月 26 日及 5 月 30 日。三人皆通過考試，並領取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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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古蹟修復專業人員在職學習活動 

因肺炎疫情影響，林業試驗所依照疫情指揮中心建議，停止舉辦

室內集會活動課程，經與業主討論後，業主來函決議暫緩舉辦，後續

視疫情實際狀況，另行擇期通知舉辦或取消，如照片 5-22。業主另於

109 年 5 月 19 日期末報告審查會議中決議取消。 

 

照片 5-22 文化局來函暫緩古蹟修復人員在職訓練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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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瓊林聚落傳統木建築生物危害防治成果宣導  

 目標 

彙整本計畫業主執行 106、107 及本 108 年「瓊林聚落生物、微

生物防治處理計畫」目的，及專業團隊防治過程與成果等，藉由舉辦

說明會、發送宣導摺頁及手冊，與全島民眾、聚落居民具體說明並展

示成果。 

 工作內容 

舉辦成果說明會 1 場，印製白蟻防治及古蹟保存相關宣導傳摺

頁 500 份及白蟻防治說明手冊 500 份，發放宣導。 

 執行方式 

 編印成果宣導文宣品 

本團隊彙整業主 106 年至 108 年的瓊林聚落生物防治成果，以及

業主歷年舉辦木質防腐處理、生物危害調查及本年度培訓課程內容並

參考國內外相關書籍等，編撰「金門木作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處理手

冊」，提供金門古蹟歷史建築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及民眾使用，推

廣木作建築保存相關知識，作為教導木作建築第一線管理人員或使用

者，可簡易進行自主檢查與危害通報，同時規劃印製相關宣導摺頁。

預計印製宣傳摺頁與防治成果手冊各 500 份，廣為分送居民。 

 成果說明會   

預定於瓊林里辦公室舉辦 1 場成果說明會，說明本瓊林聚落防治

計畫目的、過程及成果等，參與對象為全島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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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說明 

 取消防治成果手冊印製 

業主來函說明本案於 106 及 107 年度已印製手冊，本 108 年度無

需求，決議取消印製，並扣除該項手冊印製費用新台幣 12 萬 5 千元

整，公文如照片 6-1。 

 

照片 6-1 業主來函取消防治成果手冊印製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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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頁製作 

本團隊彙整業主 106 年至 108 年的瓊林聚落生物防治成果，以及

業主歷年舉辦木質防腐處理、生物危害調查及本年度培訓課程內容，

設計宣傳摺頁並印製共 500 份，供業主分送居民。摺頁照片如 6-2。 

 

 

照片 6-2 成果宣傳摺頁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案  成果報告書  

87 

 成果說明會 

 會議時間：109 年 7 月 11 日 

 會議地點：瓊林里怡穀堂 

 會議議程：說明會議程如下表 6-1 

表 6-1 109 年防治成果座談會議程 

時 間 內容 

09：30-10：00 鄉親簽到 

10：00-10：30 長官及瓊林耆老致詞 

10：30-10：40 頒發傳統木造建築保存防治研習證書 

10：40-10：45 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10：45-11：00 執行團隊成果報告 

11：00-11：40 
海報展示/瓊林里民經驗分享/ 

研習學員分享/開瑄國小分享 

11：40-12：00 鄉親建議分享 

12：00-12：20 綜合討論 

1. 活動紀錄： 

說明會前於瓊林聚落發放邀請卡及張貼海報，並請瓊林里辦公室

於當日廣播，以及寄信邀請參與課程學員，廣邀里民及學員參與，如

照片 6-3 至 6-8。 

  

照片 6-3 發放邀請卡及說明 照片 6-4 發放邀請卡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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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5 發放邀請卡及說明 照片 6-6 發放邀請卡及說明 

  

照片 6-7 車站張貼海報 照片 6-8 老人會館張貼海報 

成果說明會邀請到金門文化局長官黃雅芬副局長說明推動本案

的原由；瓊林蔡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董事長暨鎮民代表會主席蔡乃

靖先生現場致詞分享；開瑄國小孫校長蒞臨分享；本團隊以投影片說

明白蟻防治成果，配合海報展示並同時發送宣傳摺頁。說明會共計瓊

林聚落村里民及學員共 44 位居民參加，簽到紀錄，如附錄十五「成

果說明會簽到表」。居民及學員分享回饋，開瑄國小學生也拍攝影片

分享心得。活動紀錄如照片 6-9 至照片 6-16。 

  

照片 6-9 黃雅芬副局長蒞臨 照片 6-10 蔡乃靖董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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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11 蔡乃靖董事長致詞 照片 6-12 投影片說明成果 

  

照片 6-13 講座學員心得分享 照片 6-14 講座學員心得分享 

  

照片 6-15 授證學員合影 照片 6-16 與會鄉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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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作業 

 設立專責人員 

專責人員持續於瓊林里辦駐點為里民服務，並製作宣傳海報，說

明 108 年度生物與微生物危害防治處理進程與成果，提供生物與微生

物危害防治諮詢與防治處理。 

  

照片 7-1 瓊林里辦駐點 照片 7-2 里民諮詢防治問題 

 

 
 

 配合執行瓊林千年聚落風華再現專案 

配合登錄計畫期程管考平台填報作業與出席 108 年度金門瓊林

蔡氏千年聚落風華再現再造歷史現場整體規劃計畫-工作整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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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與建議 

本團隊於本計畫執行過程中，獲得業主文化局長官、審查委員、

瓊林聚落鄉親及對於傳統建築保存的熱心縣民等支持及指導、建議，

因而得以如期如質完成。 

本案作業項目包括聚落傳統建築防治處理、推廣講座及扎根教育

等，執行結果確實可解決瓊林聚落內傳統建築里民的白蟻危害困擾，

提升民眾對古蹟保存的認識並落實日常維護，及導引國小學童對古蹟

保存科學的興趣。本團隊總結本計畫執行成果及提出建議如後。 

 聚落傳統建築木構件保存處理 

瓊林聚落內傳統建物因常有改建，或因無人居住使用而成為空屋

或頹屋，因而使用現況及數量迭有異動；統計本團隊至 108 年 12 月

訪視結果，目前聚落內有 307 棟傳統建物；本計畫為延續 106 及 107

年瓊林聚落內傳統建築之白蟻防治處理及木造建築保存處理之成果，

持續進行，總計共完成 203 棟，顯示聚落內多數木建築已完成必要調

查及防治處理，可以確保聚落傳統建築不受生物性危害，有效保存。 

本計畫為全國首次以大範圍白蟻防治處理（Aera-wide termite 

control）進行規劃古蹟保存作業，執行成果經由聚落里民直接感受及

多次年度紛飛蟻季節觀察及收集結果，顯示原規劃及執行方法，獲得

成效，應可作為其他聚落建築群木建築保存處理的推廣範例。 

 推廣講座與扎根教育 

推廣講座及扎根教育為本計畫案重點工作，本團隊邀請國內古蹟

保存科學相關領域學者及專業人員等講授學科及實務，參與學員多能

吸取課程內容，提升對家鄉古蹟保存使命感。分析三年講座活動參與

學員，已由一般民眾的「終身學習」活動，經延伸至高中學生也共同

參與，並規劃到古蹟保存學系就學，希望未來可參與家鄉古蹟保存工

作，均可說明本作業之重要性噢程果。建議持續執行，可有助於本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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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立縣」縣政願景。 

國小扎根教育活動係經由科普課堂教學及田野踏訪的課外教學

來進行，與學校常規教育達成互補成效，提升學童對自然科學及古蹟

建築、美學等的學習興趣。經多方討論，校方希望本活動可以成為常

態性的教學活動，作為延續在地文化及古蹟建築保護的動力源，並可

擴展至本島各中、小學，提升學子對本島文化認同。 

 金門在地人才培育 

統計本計畫共有 22 名縣民通過古蹟木質建築保存能力考核，其

中 7 名學員經由輔導完成環保署舉辦之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考

照，可以執行本縣古蹟木建築保存及防治處理作業。建議相關單位應

積極輔導學員就業，提供參與本縣古蹟修復及保存作業之工作，落實

在地人才培育的目標。 

 古蹟日常管理維護作業 

相關研究及實務作業了解，古蹟建築若能落實日常維護及即時危

害修復，可大幅度降低建物危害及延長保存年限。瓊林聚落目前仍保

有眾多古蹟及傳統建築，但因人口外移及結構變化，現有居民以長者

及幼齡學童為多，多無力執行日常清潔維護作業及負擔緊急修復經費

等，導致傳統建物數量逐年遞減，勢必聚落建築群保存的隱憂。建議

持續性舉辦聚落居民日常維護講座，或配合社區發展協會活動，加強

宣導，提升居民自主管理，並瓊林聚落里民相關白蟻防治專業知識與

實作經驗，成為本聚落緊急危害處理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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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生物、微生物防治處理 

預定標的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生物及微生物防治處理預定標的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大學（2017）,105 年度金門縣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

計畫 p179~P224 
 

1 
 

項次 編號* 門牌 

1 A009 － 

2 A010 － 

3 A021 瓊林 72 號 

4 A030 瓊林 70 號 

5 A031 瓊林 71 號 

6 A033 － 

7 A034 － 

8 A054 瓊林 58 號 

9 A057 瓊林 58-2 號 

10 A059 － 

11 A060 瓊林 69 號 

12 A061 瓊林 68 號 

13 A062 瓊林 67 號 

14 A066 瓊林 60 號 

15 A067 瓊林 61 號 

16 A068 － 

項次 編號* 門牌 

17 A077 瓊林 63 號 

18 A086 瓊林 27 號 

19 A087 瓊林 25 號 

20 A093 － 

21 A105 － 

22 A106 瓊林 55 號 

23 A116 瓊林 39 號 

24 A122 瓊林 37 號 

25 A126 瓊林 42 號 

26 A129 瓊林 35 號 

27 A130 瓊林 35 號 

28 A133 瓊林 45 號 

29 A135 瓊林 43 號 

30 A149 瓊林 33 號 

31 A159 瓊林 34 號 

32 A163 瓊林 28 號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生物及微生物防治處理預定標的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大學（2017）,105 年度金門縣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

計畫 p179~P224 
 

2 
 

項次 編號* 門牌 

33 A164 瓊林 28 號 

34 A176 瓊林 26 號 

35 A177 瓊林 25 號 

36 A179 － 

37 A181 瓊林 20 號 

38 A190 瓊林 18 號 

39 A191 
A192 

瓊林 18 號 

40 B025 － 

41 B028 瓊林 238 號 

42 B029 瓊林 237 號 

43 B041 瓊林 230-2 號 

44 B044 瓊林 231 號 

45 B061 － 

46 B063 瓊林 234-8 號 

47 B064 － 

48 B069 － 

項次 編號* 門牌 

49 B074 瓊林 234-1 號 

50 B115 瓊林 215-1 號 

51 B116 瓊林 215 號 

52 B126 瓊林 224 號 

53 B141 － 

54 B159 瓊林 199 號 

55 B162 瓊林 201 號 

56 B169 瓊林 203-1 號 

57 B179 － 

58 B188 瓊林 209 號 

59 C003 瓊林 184 號 

60 C021 瓊林 182 號 

61 C022 瓊林 181 號 

62 C052 瓊林 151-1 號 

63 C053 瓊林 159 號 

64 C054 瓊林 159 號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生物及微生物防治處理預定標的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大學（2017）,105 年度金門縣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

計畫 p179~P224 
 

3 
 

項次 編號* 門牌 

65 C055 瓊林 159 號 

66 C061 瓊林 164 號 

67 C063 瓊林 175 號 

68 C064 瓊林 176 號 

69 C067 瓊林 179 號 

70 C068 瓊林 180 號 

71 C069 瓊林 34 號 

72 C078 瓊林 22 號 

73 C106 瓊林 154 號 

74 C111 瓊林 152 號 

75 C127 瓊林 121 號 

76 C129 瓊林 120 號 

77 C135 瓊林 117 號 

78 C138 瓊林 115 號 

79 C150 瓊林 150 號 

80 C151 瓊林 150 號 

項次 編號* 門牌 

81 C152 瓊林 149 號 

82 C160 瓊林 133 號 

83 C176 瓊林 95 號 

84 C181 瓊林 84 號 

85 C199 瓊林 90 號 

86 C200 瓊林 89 號 

87 C273 瓊林 3 號 

88 C282 － 

89 C319 － 

90 C331 瓊林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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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中報告書面審查紀錄 

委員意見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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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書面審查紀錄委員意見綜理表 

審查委員一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建議要建立圖表目錄，以方便

查閱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

正。 

2 

P.5 倒 1 段述及：「白蟻餌站防

治處理 1960 年發展的概念與商

品，研究人員發現…」建議將

所引用之文獻列入，以示對作

者之尊重。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

於 P.5 及 P.74。 

3 

P.11 參第 2 行：「經考核合格人

員，由本局頒發能力…」文中

「本局」之稱謂不當，因本報

告書案係由台璟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所撰，故應稱：「金門縣文

化局」，或「文化局」為宜，全

文其他稱謂請行校對後修正。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

於 P.10。 

4 

P.18 表 4-1 欄中資料未與欄位

對齊，同時照片 4-3 及 4-4 之

說明被擠至下一頁，請修正。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

於 P.17。 

5 

P.42 表 4-7，及 P.52 表 4-12 似

宜稱為圖或較為適切，請查考

修正，餘不再贅述。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

正。 

6 

依 P.10 第二節的作業需求，本

年度的：「防治處理建物以 85

棟為下限，95 棟為上限。」，

謝謝委員指正，依契約規定或業主

要求，進行防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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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一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然依 P.44：「本(108)年度瓊林聚

落傳統建築標的建築共 85

棟，」顯僅為其最低限，雖已

符合，然是否太過難看?至少亦

應取其中間值，即 90 棟 

，請參考。 

7 

P.53：「…當含水量超過 25%時

不施工，…」係相對溼度或絕

對溼度，建議述明清楚。 

謝謝委員指正，此處含水量係指木

材含水率，已修正於 P.52。 

8 

P.55：「…標示吸收量以 5L/m2

的稀釋藥劑為佳，…」是否正

確?1 平方公尺要使用 5 公升，

就所知，木材的吸收量似不容

易。 

謝謝委員指正。 

P.54 所指為白蟻地坪處理工法，施

作人員以稀釋藥劑噴塗於建築物牆

基、地坪周邊土壤，阻絕地下型白

蟻經由建築地坪、牆基等入侵。 

9 

本案係工作計畫，查本案之執

行工作進度與內容均已符合契

約要求，除以上建議請予查明

後予以修正外，建議予以通

過。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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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二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依據期中報告書內容，已完整

說明到截止日期前的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並依據合約進度達

成目標，相關建議商請執行團

隊考慮修正。 

謝謝委員指正。 

2 

所有的防治處理房屋棟並沒有

全部所有權人簽訂同意書，為

了避免產生後續糾紛及困擾，

建議後續繼續補齊。 

謝謝委員指正，因聚落有傳統建築物

確無法連絡所有權人，乃商請瓊林里

長授權與同意執行。後續將繼續洽詢

所有權人同意。 

3 

社區里民講座或教育課程，盡

量邀請當地居民參與或列席，

以獲取當地民眾的瞭解及支

持，並且可以得到較大的政策

執行成果效益。 

謝謝委員指正，本次舉辦之推廣講座

每場次約有 2~3 位瓊林里民參與。 

本團隊規劃於 109 年度 3 月，以瓊林

里民為主要對象，舉辦一場白蟻防治

講座。 

4 

已完成瓊林聚落防治工作說明

會（共 1 次，約 100 分鐘，共

56 位居民，共 17 分防治工作

同意書），請確認與原提送工

作計畫書相符。 

謝謝委員指正，工作說明會內容與原

提送工作計畫書內容相吻。 

5 

已完成專責人員據點設置（瓊

林里辦公室 1 處），請附據點

照片。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於

P.69。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案  成果報告書  

102 

審查委員二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6 

已完成防治處理調查及防治方

法評估共 85 棟（建立防治作

業調查表），請確認。 

謝謝委員指正，本期先完成 43 棟防

治作業，預計期末前可完成契約要求

85 棟防治作業，並提送完整防治作業

調查表。 

7 

已完成白蟻餌站防治處理安裝

共 25 棟（建立生物、微生物

白蟻餌劑防治作業紀錄表，

12+13 棟，安裝 43 組地上型

藥餌站，更換或添加地上型藥

餌站 8 組，進行 37(棟)次回

測，活體白蟻共計 8(棟)次），

請確認。 

謝謝委員。本階段白蟻防治處理 43

棟，其中 25 棟規劃並完成白蟻餌站

防治處理。共安裝 42 組地上型藥餌

站，進行 37(棟)次回測，更換或藥餌

站 8 組。 

8 

已完成化學藥劑防治處理共

19 棟(規劃 60 棟，建立化學藥

劑防治作業紀錄表，化學藥劑

處理建物尚餘 42 棟?41 棟)，

請確認。 

謝謝委員指正。 

本階段已完成化學藥劑防治處理共 18

棟，尚餘 42 棟。表 3-1 表 3-1 誤植

19 棟為誤植，已修正於 P.12 表 3-1。 

9 

已完成舉辦傳統木建築保存的

推廣教育課程共 4 場(招生宣

傳 1 式，舉辦推廣講座基礎班

2 場 2 天(5 門專門課程，報名

51 人，到場 42 人)；專業班 1

場(6 門課，報名 15 人，到場

18 人???)，舉辦推廣講座專業

謝謝委員。 

舉辦講座的場次與內容，均依照原提

送核准之工作計畫書執行。11 月 10

日專業班原報名 15 人，另有學員於

現場報名，因此實際到場學員為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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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二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班 1 場(6 門課，報名 30 人，

到場 20 人)，請確認與原提送

工作計畫書相符。 

10 
建議修正後，併入期末審查會

中檢討。 
謝謝委員。 

 

審查委員三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為達區域防治效果，對聚落內

未能連繫到所有權人之頹屋與

閒置空屋進行生物、微生物危

害防治處理，為免衍生後續爭

議，仍須透過管道知會屋主。 

謝謝委員指正，後續將繼續洽詢所有

權人同意，惟考量整體聚落防治功

效，有傳統建築物無確定所有權人

者，仍商請瓊林里長授權與同意執行

相關防治作業。 

2 

本縣擁有 4000 餘棟的傳統建

築，古蹟木建築保存的教育推

廣與扎根工作，除結合社區小

學進行學生認識古蹟建築及保

存科學課程之外，建議擴及金

門傳統匠師推廣教育班，讓學

員能認知傳統建築與文化資產

維護的內涵與意義，進而吸引

年輕族群的投入和參與。 

謝謝委員指正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案  成果報告書  

104 

審查委員三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3 

.P.11  參、金門傳統建築生物

危害防治處理人才培育  一、

培植金門地區居民具有--------

作業經驗。經考核合格人員，

由（本局）頒發能力合格證書

-------。請更正為（金門縣文

化局）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於

P.10。 

 

審查委員四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期中報告書第 12-第 14 頁，對

於進度與成果之表示，未能呈

現每一項工作所佔之百分比或

比重，在之前 106 年度與 107 

年度之審查意見中審查委員每

有提出，本案對於應施行之工

作項目進度雖有掌握，但難以

呈現各項工作於總期程之完成

百分比，期望能加以修訂。 

謝謝委員指正。於 P.11 已呈現各階段

執行期程與各工作項目執行百分比。 

2 

第 15 頁第一節以下第 1 行，"

依資料顯示"，宜補充資料之

引述來源。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於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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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四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3 

第 15 頁第一節壹、工作說明

會以下第 3~4 行，"主要對象

為散落內已於 105 年度完成生

物危害普查建物的所有權人或

使用人。"，宜適度追蹤確認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在這過去的

2-3 年內是否有所變動，並予

以補充說明。 

謝謝委員指正。相關資料已於各年度

保固回測報告說明。將洽請文化局提

供給委員。 

4 

工作說明會之執行日期， 第

1 5 頁為 9 月 28 日，第 16 頁

與第 17 頁之宣傳單內容卻為 

9 月 24 日，請說明。 

謝謝委員指正，係期中報告內文誤

植，工作說明會之執行日期為 9 月 24

日，已修正於 P.10 及 P.14。 

5 

全篇報告中有圖有照片有表，

請製作圖目錄、照片目錄、表

目錄。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 

6 
第 21 頁流程圖，應為分飛蟻

或婚飛蟻，而非”紛飛蟻”。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於

P.20。 

7 

第 24 頁第四行， "處理作

業，祈於"，應為"處理作業，

期於. . . .”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於

P.23。 

8 
第 27 頁表 4-4 內之圖說編碼

未盡理想，請修訂。 

謝謝委員指正。依照 106 年及 107 年

成果報告書內容及格式製作，可具有

連貫性，便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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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四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9 

第 45 頁表 4- 10 標題應加"餌

劑"二字，改為"…-白蟻餌劑

防治處理記錄" 。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於

P.44 表 4-9。 

10 

第 51 頁第 2 行，”鑽孔需深入

木構件長邊長度的 1/2 - 2/3”宜

修訂為”鑽孔需深入木構件橫

斷面長邊長深(厚)度的 1/2 - 

2/3”。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於

P.50。 

11 

期中工作報告者表 3-1 內容處

理棟數總數為 12+13+19 之和

乃為 44 棟，與附件一之總戶

數 43 戶，數量未符， 請說明

原因為何? 表 4-16 亦僅 18 棟

化學阻絕帶處理。 

謝謝委員指正，本期中報告表 3-1，

處理棟數總數應為 12+13+18 共 43

戶，已修正。 

12 

第 53 頁第 6 行，所測量為木

材之含水率，含水量為定量數

值，無法單純由含水率量測儀

計算出含水量，只能得到相對

應之含水率，請修正。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正於 P.52。 

13 

第 53 頁第 8 行，柔軟毛刷工

具之敘述呈現有所重複，請修

正。且此段『二、現場木構件

藥劑刷塗處理』作業步驟出現

低壓的 40~50psi 噴塗、藥劑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正於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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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四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注射等，作業步驟與標題宜再

相應修正完整。 

14 

全文中"化學藥劑防治處理"以

及"化學阻絕帶處理"之使用，

未完整說明是否為同一個處理

方式，請於文中加強統一並述

明。 

謝謝委員指正。本案規劃化學藥劑防

治處理建物，依據調查結果，自下列

三種工法中選擇施作： 

1.現場木構件藥劑灌注處理 

2.現場木構件藥劑噴塗處理； 

3.環境中白蟻化學阻絕帶處理。 

依委員意見修正敘述於 P.49。 

15 

附件一之各戶，宜於附件封面

頁之後增加清點目錄清單表與

相應頁碼，以利確實清點與確

認。經過清點里長代簽同意處

理者 12 份，本戶簽署同意處

理者 31 份，共處理了 43 戶。

在後續補充了清點目錄表中，

亦應標註所取得的同意書是由

里長簽署或是本戶管理者簽

署。基本上同意者仍應由本戶

管理人或住戶簽署同意， 里

長簽署者亦應附有委託者為

宜。前述這總共 43 戶，幾戶

為餌站防治處理?幾戶為化學

藥劑處理，亦 

謝謝委員指正。本階段白蟻防治處理

43 棟，其中 25 棟規劃並完成白蟻餌

站防治處理，18 棟為化學藥劑處理。

期末階段尚有 42 棟需進行防治處

理，資料將彙整於期末階段。 

謝謝指正，後續將繼續洽詢所有權人

同意，惟考量整體聚落防治功效，有

傳統建築物無確定所有權人者，仍商

請瓊林里長授權與同意執行相關防治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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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四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應於目錄表中註明。 

16 

附件二之基礎講座課程與專業

講座諜程以連續兩天之方式進

行，對於第一次或初階民眾或

在學學生，是否進階課程安排

過於緊促?在學習效益上需要

特別注意。並且，基礎與專業

講座課程到課學員之上課連貫

性效果如何?有多少位是連續

聽講?有多少位是已經具有基

礎知識再來聽專業講座的?效

益上需要有基礎的分析以及成

果呈現。 

謝謝委員指正。課程安排以配合金門

居民休息日為主，因有民眾反映希望

可以連續上課，利於調整作息安排。

因此，本年度課程安排，有連續假日

班及間隔周六班，利於民眾選擇。 

由於本活動為推廣性質，參與民眾多

為有興趣或關心古蹟建築者，背景不

一，較難分析成效。後續將鼓勵學員

參與能力考核，較可明瞭成效。 

17 

附件二首先應有總目錄完整表

示內容已經舉辦的幾場講座與

講義所在頁數。各場，相關之

講義並非每一位講師之內容皆

有包含，其中，基礎講座(一)

之第二場袁興言副教授之『認

識傳統建物日常管理維護，第

五場林育群講師與許任鈞講師

之「瓊林聚落建築日常管理維

護實務分享』缺乏講義或講習

方式之表述。專業講座(一)之

謝謝委員指正。期末階段可將全部講

義資料彙整於附件。另外，實務課程

係由講師帶領學員，到傳統建築內進

行實作學習，並進行現場討論，因此

沒有製作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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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四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第五場林育群講師之『木構造

建築生物危害檢測實作』如若

缺乏講義則應補強實作之基本

內 

容。 

18 

附件二基礎講座(二)目錄之第

二場頁數應為"32" 而

非”3” ，第五場講師是兩位或

是一位?專業講座(二)講義電子

檔與紙本中皆未附，應補足。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正補充。 

 

審查委員五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P.20 貳防治處理標的建物選定

原則 

三、依照 105 年度….普查作

業結果，此部分應著重在 105

年危害等級高者於 106 年及

107 年已處置之數量，方能判

定還需投入的努力量。 

105

年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5

級 

 

謝謝委員指正。 

相關資料已於各年度保固回測報告說

明。將洽請文化局提供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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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五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06

年 

- - - ○ ○ 2○ 

107

年 

- - - △ △ 2

△ 
 

2 

雖 105 年判定危害等級 1-3 級

者，如不妥善處置，危害情形

亦會加劇，應提出專業意見予

業主參考，以利規劃後續年度

處理方針。 

謝謝委員指正。本計劃案依照 105 年

調查危害等級，逐年完成防治處理作

業。 

3 

P.26 的防治作業規劃調查表，

建議可將 105 年所列的危害等

級納入其中欄，以利重複檢

核，避免因檢查者經驗落差，

而產生疏漏。 

謝謝委員指正。調查表係紀錄標示本

次調查的白蟻危害位置，以利於防治

規劃，與 105 年危害等級作業的目的

不同。 

4 

P.45 表 4-10 回測作業統計表

上，部分標的記載「未聯繫到

屋主」，更換數量亦標註

「0」，究竟是否有順利回測？ 

謝謝委員指正。期中階段時該標的無

法聯繫到屋主，因此未進行回測作

業。 

5 

另安裝至回測的期間，有些標

的時間差 1 個月，有些則為 2

週，究竟間隔時間多久，才是

餌站更換的最佳間？應加以說

明「定期」是如何定義。 

謝謝委員指正。根據藥劑原廠操作手

冊建議，回測頻率夏季建議 4 週內，

冬季建議 6 週內，若取食活動旺盛時

可以縮短至 2 週，但皆須視白蟻活動

及現場狀況調整。此外，期中階段因

業主無法連絡(如前往台灣多日或節慶

等)部分回測也有所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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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五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6 

據向瓊林里民訪談，表示於雨

後觀察分飛白蟻的數量已有明

顯減少，可見防治效果顯著，

但其仍擔心，遠離傳統建物的

白蟻，是否會逃躲至其他未進

行防治的舊屋或房舍中，此部

分或許可透推廣講座（瓊林

班）向在地民眾說明。 

謝謝委員。將於推廣講座（瓊林

班），向在地民眾加強說明。 

7 

本案的執行成果應協助業主透

過報章媒體專訪披露，以彰顯

縣府施政的成效，並可增強民

眾對於類似計畫的認同。 

謝謝委員指正。團隊人員於作業期廣

為告知及宣傳 

 

承辦單位書審意見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本期中報告書整體而言，已完

整詳實說明與記載截止目前為

止，團隊應完成之工作項目，

並依合約的進度達成，另有相

關建議尚請執行團隊修正。 

謝謝指正。 

2 
經查本年度防治處理因空屋及

頹屋數量較多，而無法找到所

謝謝指正，後續將繼續洽詢所有權人

同意，惟考量整體聚落防治功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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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書審意見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有權人簽立同意書，而委請瓊

林里長簽立同意書，實為折衷

辦法，但請執行團隊儘量洽詢

所有權人補簽同意書為宜。 

傳統建築物無確定所有權人者，仍商

請瓊林里長授權與同意執行相關防治

作業。 

3 

需求中有瓊林村里民講座，請

執行團隊配合里民作息調整期

程，並積極邀請聚落居民與耆

老踴躍參加。 

謝謝指正，瓊林村里民講座，將積極

邀請聚落居民耆老踴躍參加。 

4 

後續作業期間有選舉及春節等

重大節日，請承商掌握作業期

程，如期如質完成。 

謝謝指正。 

5 

經查本案期中階段工作報告書

附件一所示施作標的建築物與

原標的範圍有異，請說明。 

謝謝指正。依據先前防治作業經驗說

明，為推廣聚落傳統建築白蟻防治成

效，里民同意處理極為重要，因此本

年度期初審查工作計畫書，規劃以工

作說明會中，里民簽立同意書為第一

順位處理；而說明會中里民提出意

見，表示空屋或頹屋也應列入處理，

以避免未處理而導致白蟻危害蔓延或

擴大。 

首先，本團隊依據原預定標的建物清

單進行逐戶訪視，於期中階段徵得 22

棟建物使用人同意，進行調查與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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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書審意見 

通過 

◼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第二優先，為里民提出要求進行調查

防治，本期中階段有 13 棟建物管理

人提出防治需求，並簽屬同意書後調

查防治。 

第三次序為依照說明會里民提出空屋

或頹屋列入防治處理。本期中作業，

經里長簽立同意書，為 8 棟建物。 

為達成本聚落大範圍白蟻防治處理預

期成效，本團隊後續依照上述之里民

需求及危害分級，依序進行防治處

理。  

6 建議修正後併入期末檢討。 謝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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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期末報告審查紀錄 

委員意見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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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紀錄委員意見綜理表 

審查委員-呂金誠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歷次委員審查意見及回覆應

置於報告書中，以利追蹤。 

謝謝委員。 

本案期中審查綜理表紙本，已補送

委員指正。審查意見後續併入期末

修正及成果報告書。 

2 
P1.所列各計畫之報告書應列

於參考文獻中。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1 及 P.111。 

3 

本報告書洋洋灑灑，附件尤其

多，然 90%均非執行報告之重

點，僅需交給委託單位存參就

可以了，除非委員有所查詢，否

則並不需要發交委員。 

謝謝委員指正。 

4 

委員所著重者，僅為報告書正

冊，然整本報告書的撰寫方式

卻如同一本工作流水帳，似乎

工作所要求的”量”是做到了，

但其”質”如何？卻很難從報告

書中得以端倪一二。如欠缺施

作前後效果的比較、屋主滿意

度的調查等，同時本案已進行

多年，累積的資料應該很多，且

依合約要求施作後5年的保固，

然各年度的追蹤調查情形如

何？建議應多做比較。 

謝謝委員。 

1.本報告書係以工作報告書方式，

載明本團隊執行本契約內容規定工

作項目之過程。 

2.逐年執行保固檢測作業包告，業

已提送業主審查，並進行抽驗後驗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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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呂金誠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5 

另外，所有的報告應有結論與

建議，以供後續者之參考，建議

本報告書亦應列入。 

謝謝委員。 

將依委員指正，於報告書增列「成果

與建議」乙節。 

6 

由於本案係工作計畫，查本案

之執行工作進度與內容均已符

合合約要求，唯施作的質是否

也已達標？建議委託單位，再

做評估，若確達標，除以上之修

正外，個人同意予以通過。 

謝謝委員。 

 

審查委員-林蘭東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本期末工作報告內容完整，

架構良好，成果基本上完整，

修正細節後予以通過。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 

2 

P3.”含苯之酢類”應修正為”

含苯吡唑類”方為正確（P32.即

為正確）。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3。 

3 
P.3 易希陶之年考內容稍嫌

老舊（1964 年太舊）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3。 

4 
P.6 表 1-1 表題後應加引用文

獻”（中國科技大學, 2017）”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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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林蘭東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5 
P.10 所列之宣傳摺頁未見附

於期末報告。（或初稿？） 

謝謝委員。 

與業主討論製作內容後，於本案成

果說明中分發宣傳摺頁。 

6 

P.12 共 43 棟，P.13 寫 43 棟，

但表 3-2 合計（13+16+13）42

棟，差異之理由，與修正。 

謝謝委員。 

數量謄寫錯誤，已修正於 P.12 表 3-

1 及 P.13 內文。 

7 
P.18 表 4-1 應加入”9 月 24

日”日期。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18 

8 

P.21 圖 4-4 應加註引用文獻”

（中國科技大學, 2017）” 

P.22 表 4-2 亦同。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21 及 P.22 

9 
P.26 應加”表 4-3”于表題；

P.27 亦然，應加”表 4-4”表題。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26 及 P.27 

10 
P.2,P.28,P31 所提”黴菌”之意

義，與更明確之表述。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2。 

11 

P.29 第二列，照片 4-23~照片

4-26，是否為照片 4-9~照片 4-

12 之誤植。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29。 

12 

P.31 所列與附錄三中之”蟻

定清”名稱宜相應相符，第幾

代用藥應清楚對應。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30 及 P.31。 

13 

附錄四之 Enseal AZ 附錄資

料 3 項、Termidor® 25 EC 附

錄資料 2 項、附錄三資料 2 項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120~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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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林蘭東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未有格式之一致性。 

14 

P.33 要求 85 棟，但表 4-6 25

棟餌站，表 4-6 61 棟化學藥劑

防治處理；85 棟與 86 棟之差

異請確認闡述。 

謝謝委員。 

本案契約需求為 85 棟，實際規劃施

作 86 棟。 

15 
P.44 表 4-7 表題與表同寬 

P.59 表 4-10 亦然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44 及 P.59。 

16 
P.53 未提及灌注之建議壓力

與速率。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53。 

17 

P.55”噴塗”→”噴塗與注射” 

P.55 之(一)之 2，”三道藥劑”

與 P.56 圖 4-10 未符圖 4-10 應

加入”第三道藥劑”嗎？圖4-10

圖題”噴塗”→”噴塗與注射”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55 及 P.56。 

18 
P.58 圖 4-11 加入”化學阻絕

帶”防治處理流程圖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58。 

19 

P.66 一、(一)研習時間：”108

年”11 月 9 日及 11 月 30 日，

共兩場請加入年分時間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66。 

20 
P.90 照片 6-1 加入年、月、

日時間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90。 

21 P.91 照片 6-2 加入”108 年”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91 

22 P.103 表 7-2 加入”109 年”（_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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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林蘭東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月_日） 該項作業，決議取消。 

23 
表 7-2，此部分在職訓練內容

尚未附入期末報告 
謝謝委員。該項作業，決議取消。 

24 P.107 表 7-3 加入”109 年”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105 的表 7-2。 

25 

P.119-P.121，資料過於模糊 

P.120 二之 MSDS 未具名為

何化學物之 MSDS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120~P.157。 

26 P.124-P.125，資料過於模糊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詳見 P.120~P.157。 

27 
本計畫執行認真，結果良好，

值得鼓勵 
謝謝委員。 

28 
考核通過之人員，是否有優

先錄用之考量 

謝謝委員。 

取得證照人員資料，轉送文化局，作

為金門古蹟木建築保存作業人才庫。 

 

審查委員-林振榮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本案期末報告書內容，目前

大致已經依據金門縣文化局

目標需求，及期初期中階段審

查委員意見修改，已經制定階

謝謝委員。 

經本審查會決議，後續工作因疫情

影響均取消，僅成果說明會，依約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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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林振榮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段性工作進度，目前符合期末

階段工作項目及內容，內容部

分文字建議修正如下，請參

考。 

本案又有後續工作及舉辦成

果說明會等項目，建議請修正

或補充說明後，另案書面審查

（由文化局確認）。 

2 

本報告書有關期初、期中報

告審查紀錄委員意見及回復

表，建議請補充說明。 

謝謝委員指正。 

本案僅有期中審查，該審查綜理表

紙本，已補送委員指正，審查意見後

續併入期末修正及成果報告書。 

3 

有關取得所有建築物管理人

後續工作同意書，方可進行防

治處理作業，建議補充說明或

取得金門縣文化局理解後，注

意避免紛爭。 

謝謝委員指正。 

該權宜作法，已獲得業主及里長同

意後執行。 

4 

有關白蟻餌站及化學藥劑防

治處理，大致依據即定程序作

法及數量推動，惟工程品質是

否達成標準，請補充說明，例

如是否有文化局監工人員？

或建議以按棟書面照片驗收，

或請以第 3方單位抽查檢驗報

謝謝委員。 

1.本案為保固 5 年，期間本公司需負

責標的建物的生物危害處理，並不得

收取費用。 

2.報告書經業主審查後，並進行抽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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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林振榮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告來證明，或其他。 

5 

保固回測為 5 年，每年執行

時例如是否有文化局監工人

員？或建議以按棟書面照片

驗收，或請以第 3 方單位抽查

檢驗報告來證明，或其他。 

謝謝委員。 

文化局均派員抽驗。 

6 

有關金門傳統建築保存推廣

講座，其中一場為瓊林社區居

民部分，是否有 6 小時請補充

說明(P.74)。 

謝謝委員。 

該活動時間，超過 6 小時，符合契

約要求。 

7 

有關正昌製材公司雖然有經

歷過 FSC 驗證過，但目前已經

沒有再參加 FSC，建議修改文

字，避免誤解(P.102)。 

謝謝委員指正。 

該項活動已取消。 

8 

有關古蹟修復專業人員在職

訓練赴台參訪活動，依據公文

是「暫緩」，或說明是「後續視

疫情實際狀況，另行擇期通知

舉辦或取消」。報告書內容說

明是「因疫情，業主要求延後

執行」，建議修正統一用詞，避

免誤解(P.14，P.101)。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該項活動已取消。 

9 
有關古蹟修復專業人員在職

訓練赴台參訪活動，及舉辦成

謝謝委員。 

經本審查會決議，該項活動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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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林振榮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果說明會之執行方式，請補充

說明如何完成，建議考慮視訊

或網路直播辦理評估提案。 

10 

本案目標為瓊林聚落傳統建

築生物及微生物危害防治處

理，為了執行有具體數量化設

定 85-90 棟，因此，選定建築

棟數前有其調查，有關整個瓊

林聚落傳統建築物未經過防

治處理部分，可能包括無法(或

不易)進行調查及防治處理建

築物，其劣化情形及改善建

議，請補充說明，可提供金門

縣業務推動之參考。 

謝謝委員。 

本案執行內容，均依照本合約規定

執行， 

針對瓊林聚落內，未執行白蟻防治

處理的傳統建築，彙整後提供業主參

考。 

11 

現勘調查，發現建物環境四

周建議教育整理環境，室內盡

量保持通風，不堆置雜物，減

少白蟻群聚，危害木構件。 

謝謝委員。 

將於後續檢測中，加強推廣。 

 

審查委員-陳至瑩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期中委員意見回復，應納入 謝謝委員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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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陳至瑩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期末報告書內。請於成果報告

中修正，將期中及期末意見回

復納入。 

本案期中審查綜理表紙本，已補送

委員指正。審查意見後續併入期末修

正及成果報告書。 

2 

瓊林聚落自 106 年即開始白

蟻防治工作，歷時數年頗具成

效，白蟻遠離古厝，但跑往周

邊工寮或其他木材建物，是否

有解決方式可提供在地居民

參考。 

謝謝委員。 

將於後續回測中，加強推廣。 

3 

本案執行期限至 109 年 6 月

底，倘屆時仍無法完成防治人

才培育（古蹟修復人員在職訓

練），承商是否有建議辦理方

式，以利本案能於年度內結

案。 

謝謝委員。 

經本審查會決議，該項活動已取消。 

4 

本案的成功經驗未來是否能

在其它自然村複製，如在其他

地方複製，每棟古厝最少需編

列多少防治預算。 

謝謝委員。 

本契約內容有各項目單價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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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楊德新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本期末報告已大致完整記錄

相關工作，並多依招標需求說

明書期程符合進度，惟部分缺

漏及尚未釐清事項，宜請執行

團隊補充修正。 

謝謝委員。 

2 

報告格式部分宜補充前期審

查意見及修正回應，另應有摘

要及結論建議以供作後續文

化局相關施政與工作規劃參

考。 

謝謝委員指正。 

本案期中審查綜理表紙本，已補送

委員指正。審查意見後續併入期末修

正及成果報告書。 

將依委員指正，於報告書增列「摘

要」及「成果與建議」。 

3 

請確認最終完成棟數，P.11

敘明為 85 棟，P.12-13 合計為

86 棟，請確認。 

謝謝委員。 

本案契約需求為 85 棟，實際規劃施

作 86 棟。 

4 

108 年預定標的為 90 棟，爾

後選定 85 棟之原因為何？又

依目前處理之編號與原定者

相差甚多，（預定標的少 38 棟

《編號》，額外選定編號 32

棟），其差異原因？ 

謝謝委員。 

為達成民眾有感並願意配合，以達

成白蟻防治成效，舉辦工作說明會 

工作說明會中，里長與里民共識為，

已簽立同意書為第一順位處理；而說

明會中里民反映，表示空屋或頹屋也

應列入處理，避免未處理而導致白蟻

危害蔓延或擴大。因而列入今年施作

選定標的。 

本契約需求為 85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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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楊德新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由說明會結論及實際聚落內傳統建

築現況調查結果，確定本年度執行選

定標的。 

5 

P.29照片 4-23~26 應為誤寫，

修正為 4-9~4-12，又此 B169、

B159、A223、C106 是 105 普

查結果，106、107 年未處理

嗎？或是有處理而未解決，則

應為回測不宜計入。 

謝謝委員。 

遵照修正，P.29 為誤植。另照片 4-

9~4-12 的 B169、B159、A223、C106

四棟，為 108 年度調查現況照片。 

6 

P.33 白蟻餌站處理 25 棟，化

學處理 61 棟，合計為 86 棟，

與文字不符，亦與 P.13 不符。 

謝謝委員。 

本案契約需求為 85 棟，實際規劃施

作 86 棟。已修正說明，詳見 P.33。 

7 

P.33-40 表 4-6 共 9 棟無危害

現況，實施白蟻餌站處理防治

之目的與原因？依表格可知

有木材腐朽者施以化學藥劑

防治，但項次 85，C319 有家

白蟻蟻翅，為什麼亦為化學藥

劑防治？ 

謝謝委員。 

該 9 棟建築為住戶於說明會簽立同

意書或里長反映里民說明及要求，為

達民眾有感必須執行。 

本年度實際調查結果，雖未發現白

蟻活體，但有許多舊白蟻危害，因現

有住戶，而不宜採用化學藥劑處理，

而於白蟻容易出現位置或舊蟻道處

安裝餌站，作為回測檢核重點。 

項次 85，C319，出現家白蟻蟻翅，

但未發現遮蔽管及蟻道，該處目前為

廟宇使用，無人居住且鮮少活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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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楊德新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里長同意後以白蟻化學藥劑處理。 

8 

化學藥劑防治棟現場鑽孔，

以加壓灌注(1)是否合適(2)藥

劑是否可被木材吸收又如何

評估？連續式之鑽孔是否適

合？(P.52) 

謝謝委員。 

現場鑽孔加壓灌注處理，於木構件

端點，如嵌入牆體內，或有白蟻危害

處，作為加強保護。該方法於文化部

之工地負責人訓練班講義中，列明方

法及使用藥劑建議。 

9 

P.55 噴塗處理何時噴塗，何

時刷塗，其擇取依據為何？照

片 4-18 為何棟？ 

謝謝委員。 

木構件噴塗處理，旨於木材達到表

面保護處理。 

於文化部之工地負責人訓練班講義

中，列明方法及使用藥劑建議。 

照片 4-18 為過往範例照片，已修正

為本年度施作照片，詳見 P.55。 

10 

P.60 表 4-11 61 棟中僅 3 棟

施作噴塗，其餘均為化學阻絕

帶處理，亦未見刷塗記錄，

61/85 比例是否適當？ 

謝謝委員。 

依實際調查結果顯示，標的建物多

為頹屋或空屋，為避免白蟻蔓延因而

採用化學阻絕帶比例高。 

11 

建議列出目前已完成處理之

棟數評級至何級（P.22，表 4-

2）是否 5 級均已完成，或已

完成至哪一級別，應說明以供

文化局了解，作為參考。 

又 106-107 已完成 117 棟，

謝謝委員。 

由於 102 年中國科技大學進行本聚

落傳統建築調查，至今已多年，許多

建物已改建或更新，而有差異，將於

成果報告中列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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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楊德新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08 完成 85 棟，合計為 202

棟，與 105 普查資訊 188 棟已

有落差，建議場勘更新。 

 

審查委員-劉溪丁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瓊林聚落傳統木建築實施生

物及微生物危害防治處理，執

行團隊能確保經防治處理建

築物五年內無相關危害，至於

保固期後的防治處理如何接

續，策略為何？ 

謝謝委員。 

將於報告書增列「成果與建議」乙

節。 

2 

傳統木構件維護及危害防治

處理的推廣與紮根教育，應擴

及社區各級學校與傳統匠師

教育班，讓學生能實際體驗木

構建的日常維護及危害防治

處理實務，藉以提升對傳統建

築保存的認知和木構件的日

常維護作業。 

謝謝委員。 

3 
金門傳統建築生物危害防治

處理在地人才的培育，除培植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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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劉溪丁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其具備木質材料危害調查及

防治處理實務工作能力之外，

應積極輔導優秀學員考取相

關證照及從業誘因，留住人

才，落實在地人才培育的目

標。 

 

承辦單位審查意見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報告書整體而言，已完整詳

實說明與記載截止目前為止，

承商依合約的進度達成完成

之工作項目，除暫緩赴台參訪

以外，另有相關建議尚請執行

團隊修正。 

謝謝委員指正。 

相關作業，已決議取消。 

2 

依據 105 年度調查研究普查

計畫，對照 106、107、108 年

度及本(109)年度防治處理因

空屋及頹屋數量較多，標的傳

統建築物是否有所改變？請

補述說明。 

謝謝委員指正。 

將說明於增列「成果與建議」乙節。 

3 承上題，報告書建議增列出 謝謝委員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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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審查意見 

通過 

◼修正後予以通過，意見如下： 

不通過，意見如下： 

NO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標的建築物無法進行調查及

防治處理總表說明。 

將於成果報告中，列表說明。 

4 

報告書建議增列期中報告審

查書面審查紀錄委員意見綜

理表，較為完整。 

謝謝委員指正。 

期中審查綜理表紙本，已補送委員

指正。審查意見後續併入期末修正及

成果報告書。 

5 

由於新冠肺炎防疫期間，請

貴公司說明如何進行舉辦成

果說明會相關執行方式規劃。 

謝謝委員指正。 

本團隊於瓊林聚落防治講座中，依

照業主指示，已實際操作，具有經驗。 

6 

建議請執行廠商將金門傳統

建築保存扎根教育-「開瑄國小

校園推廣｣課程內容教材整理

起來，提供本局日後運用。 

謝謝委員指正。 

將附於成果光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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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工作說明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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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防治處理標的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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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瓊林聚落生物防治標的 

項次 
建築 

編號 
門牌 用途 

105 年度瓊林聚落生物微生物危害 

普查結果 

生物 微生物 水分 

1 A033 無門牌 頹屋 - - - 

2 A034 無門牌 頹屋 3 3 3 

3 A054 58 號 住宅 4 3 
3 

4 A057 58-2 號 頹屋 3 2 
5 

5 A060 69 號 頹屋 3 2 3 

6 A066 無門牌 頹屋 3 4 4 

7 A073 25 號 頹屋 5 5 5 

8 A086 25 號 頹屋 5 5 5 

9 A087 25 號 頹屋 5 5 5 

10 A105 無門牌 頹屋 - - - 

11 A116 39 號 住宅 2 1 2 

12 A135 無門牌 頹屋 4 4 4 

13 A159 34 號 頹屋 5 1 3 

14 A163 28 號 頹屋 4 4 4 

15 A164 28 號 頹屋 4 4 4 

16 A173 23 號 住宅 - - - 

17 A176 26 號 住宅 - - - 

18 A177 25 號 住宅 1 1 2 

19 A179 19 號 空屋 5 5 5 

20 A181 20 號 住宅 2 3 2 

21 A209 270 號 廟宇 1 1 3 

22 A223 17 號 住宅 - - - 

23 B003 224 號 住宅 - - - 

24 B025 無門牌 頹屋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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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B027 238 號 住宅 - - - 

26 B028 238 號 住宅 - - - 

27 B029 237 號 住宅 - - - 

28 B041 231 號 頹屋 5 5 5 

29 B042 231 號 頹屋 5 5 5 

30 B044 231 號 空屋 4 1 3 

31 B049 231 號 頹屋 5 5 5 

32 B050 231 號 頹屋 5 5 5 

33 B061 無門牌 頹屋 - - - 

34 B064 無門牌 頹屋 - - - 

35 B074 234-1 號 住宅 2 2 3 

36 B085 239 號 住宅 - - - 

37 B102 227 號 住宅 - - - 

38 B141 無門牌 頹屋 - - - 

39 B159 227 號 廟宇 2 1 2 

40 B162 無門牌 頹屋 4 1 3 

41 B169 203 號 空屋 - - - 

42 B171 202 號 空屋 2 1 2 

43 B176 無門牌 頹屋 - - - 

44 B177 無門牌 頹屋 - - - 

45 B206 無門牌 空屋 - - - 

46 B207 無門牌 頹屋 - - - 

47 C003 184 號 空屋 - - - 

48 C004 無門牌 頹屋 - - - 

49 C006 無門牌 頹屋 - - - 

50 C007 無門牌 頹屋 - - - 

51 C010 無門牌 頹屋 - - - 

52 C021 182 號 住宅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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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022 181 號 住宅 - - - 

54 C027 174 號 頹屋 3 2 2 

55 C039 無門牌 頹屋 - - - 

56 C052 無門牌 頹屋 - - - 

57 C056 158 號 空屋 5 2 4 

58 C061 164 號 頹屋 - - - 

59 C063 175 號 頹屋 5 1 4 

60 C064 176 號 頹屋 5 1 4 

61 C078 22 號 頹屋 - - - 

62 C096 無門牌 頹屋 - - - 

63 C097 140 號 頹屋 - - - 

64 C104 無門牌 頹屋 - - - 

65 C106 154 號 空屋 4 4 5 

66 C107 無門牌 頹屋 - - - 

67 C110 152 號 頹屋 - - - 

68 C111 152 號 頹屋 - - - 

69 C113 無門牌 頹屋 - - - 

70 C124 123 號 空屋 3 3 5 

71 C127 121 號 廟宇 2 1 2 

72 C135 117 號 頹屋 - - - 

73 C140 128 號 空屋 - - - 

74 C181 無門牌 頹屋 - - - 

75 C182 82-1 號 空屋 - - - 

76 C183 82-1 號 空屋 - - - 

77 C199 90 號 空屋 - - - 

78 C200 90 號 頹屋 - - - 

79 C213 105 號 住宅 - - - 

80 C228 無門牌 頹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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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C231 無門牌 頹屋 - - - 

82 C270 2-2 號 頹屋 - - - 

83 C271 無門牌 頹屋 - - - 

84 C319 8-1 號 廟宇 1 1 3 

85 C516 無門牌 頹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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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白蟻餌劑處理使用藥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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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蟻定清(Recruit Ⅳ) 

 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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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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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用藥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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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化學藥劑處理使用藥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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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EAL AZ 

 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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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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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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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滅多乳劑（Termidor 25 EC） 

 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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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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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用藥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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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保存推廣教育 

 

基礎講座簽到表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案  成果報告書  

177 

1. 11 月 9 日基礎講座（一）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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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月 30 日基礎講座（二） 簽到表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案  成果報告書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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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保存推廣教育 

 

專業講座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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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月 10 日專業講座（一）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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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月 07 日專業講座（二）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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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保存推廣教育 

 

瓊林講座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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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保存扎根教育 

 

主題教案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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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材科學 

單元主題 木材科學 

講師 林育群/郭柏瑋老師 

學員 五年級 43 人 

時數 90 分鐘 

學生現有 

生活經驗 

1. 對於植物特徵與樹木有基本的瞭解。 

2. 森林與環境議題有基本認識。 

九年一貫 

基本能力指標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

各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

的生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

同。 

2-3-2-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自訂一些

標準將動物、植物分類 

2-3-6-1  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如木材、金

屬、塑膠)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

擇 

課程目標 
從自然環境的樹木為出發，進而認識環境保育

與木材的應用相關知識。 

教學資源及教具 

投影片、顯微投影機 

木材橫斷面、縱斷面樣本 

聞香瓶、台灣產木材樣本 

DIY 手作玩具 

回饋方式 現場問答 

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講授課程 從樹木到木材 

內容/時間 講解綱要與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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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討論 

第 1~10 分鐘 

放置一棵樹木與森林的照片 

與學生討論樹木的生長條件?陽光、空氣、水與

土壤 

樹木的功能?淨化空氣、水土保持與吸收二氧化

碳 

樹木的分類-針葉樹與闊葉樹 

樹木的功能 

第 10~25 分鐘 

樹木的一生縮時影片 

樹木的功能介紹，說明可淨化空氣與水土保持

的原因。 

沒有利用到的樹木一生都在森林中 

有利用到的樹木，可協助地球環境固定二氧化

碳 

砍樹與環境保育的平衡說明 

 

木材的應用 

第 25~35 分鐘 

木材的利用方式：建築、木炭、柴火 

木材的特性 

使用木材幫助生活的優點 

課後討論 

第 35~40 分鐘 

樹木多好用? 

樂器、建築、紙張 

遊戲活動 木材五感體驗 

內容/時間 講解綱要與進行方式 

木材樣本認識 

第 40~45 分鐘 
介紹不同木材可能的感官特性 

五感體驗猜謎 

第 45~60 分鐘 

1.視覺：外觀 

視覺關：提供 5 種木材的樣本 A、B、C、D 與

E，僅可使用眼睛觀察 5 種木材的外觀特色，並

記錄。 

2.嗅覺：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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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關：使用眼罩蒙起眼睛，僅可使用嗅覺來

了解木材，並憑學生的直覺，判定聞到的樹

種，可能是 5 種木材樣本的哪一塊。 

3.聽覺：聲響 

聽覺關：同樣蒙起眼罩，提供敲擊棒，敲擊木

材，敘述說明聲音的特色，並猜測可能為 5 種

木材樣本的哪一塊。 

4.觸覺：木材的質感 

觸覺關：蒙起眼罩，直接觸摸木材的質感，試

著說明質感的特色，並猜測可能為 5 種木材樣

本的哪一塊。 

課後討論與休息 

第 60~70 分鐘 
討論答案與同學分享 

遊戲活動 手作我的玩具 

木材玩具製作 

第 70~90 分鐘 

藉由組合木材小玩具的過程，訓練學生組合邏

輯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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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蟻生態 

單元主題 白蟻生態 

講師 許任鈞/郭柏瑋老師 

學員 五年級 43 人 

時數 60 分鐘 

學生現有 

生活經驗 

1. 學生對於昆蟲基本特徵的瞭解。 

2. 昆蟲與不同動物的型態差異。 

3. 昆蟲與環境的關係。 

九年一貫 

基本能力指標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

度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2-2 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

通性。觀察動物如何保持體溫、覓食、生殖、

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

生活等動物生態 

課程目標 

以白蟻為主題，認識昆蟲有各式各樣的構造來

覓食、維持體溫和避敵，了解白蟻形態特徵；

社會性昆蟲階級分工；理解昆蟲與人類之間的

交互關係。 

教學資源及教具 

投影片、顯微投影機 

活體昆蟲(馬達加斯加蟑螂、彩虹鍬形蟲) 

昆蟲標本(胡蜂、東方長吻蠟蟬等) 

各類白蟻標本或活體 

參考書籍及教材 

1.細說昆蟲與其他節肢動物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bugs 

作者： Caroline Bingham  

2.昆蟲真不可思議：比人類世界還精采的蟲兒日



108 年度瓊林聚落傳統建築生物、微生物防治計畫案  成果報告書  

193 

常生活 

昆虫はすごい 

作者： 丸山宗利  

3.白蟻之魂 

The Soul of the White Ant 

作者： 馬萊 

回饋方式 現場問答 

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遊戲活動 零距離昆蟲世界 

內容/時間 講解綱要與進行方式 

課前討論 

第 1~5 分鐘 

什麼是昆蟲？  

昆蟲身體構造的功能? 

生活中常見昆蟲有哪些？ 

昆蟲觀察體驗 

第 5~20 分鐘 

白蟻是什麼？誰是白蟻好朋友？ 

藉由實體昆蟲觀察與體驗，了解昆蟲特性並使

同學發想白蟻與甚麼種類昆蟲最為相近。 

講授課程 白蟻帝國 

內容/時間 講解綱要與進行方式 

白蟻的生活 

第 20~30 分鐘 

→白蟻的家在哪裡?(土壤下、土壤上)。你有看

過白蟻的家嗎? 

讓學生了解白蟻主要的食物及巢穴位置，以及

日常生活中有什麼東西是他的食物來源，藉此

讓學生了解白蟻對木材的危害。 

→放置穿山甲、螞蟻、鳥類及人類等取食白蟻

的照片或影片。 

讓學生了解白蟻的天敵是什麼與白蟻如何抵抗

天敵。 

白蟻帝國成員 →不完全變態概述並介紹白蟻生活史（以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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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40 分鐘 蟻為例）。 

讓學生在認識一般昆蟲生活史的基礎上，瞭解

白蟻生活史。 

→細述白蟻的階級分工（說明工蟻、兵蟻、蟻

王及蟻后等的分工） 

→細述白蟻巢穴及結構。 

讓學生了解白蟻的生態與族群組織結構。 

白蟻與人類 

第 40~55 分鐘 

→各種白蟻的照片、簡介金門常見白蟻的生態

習性。 

讓學生了解不同種白蟻的外觀及生態的差異。 

→介紹白蟻對人類生活及生態的影響 

兩個範圍有差異 

→以瓊林聚落內白蟻問題引導討論 

白蟻對人類生活所造成的危害，點出為什麼我

們需要防治的原因。 

→沒有白蟻的未來假想圖。 

讓學生了解每個生物都有生存的意義。生命自

己會找出入 life will finds a way 

課後討論 

第 55~60 分鐘 

白蟻是害蟲還是益蟲呢? 

如何正確防治白蟻？ 

讓學生思考人類發展與生態之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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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建築之美 

單元主題 傳統建築之美 

講師 李惠貞老師 

學員 五年級 25 人 

時數 150 分鐘 

學生現有 

生活經驗 

1. 學生能介紹說明自己的家（房子）。 

2. 學生有充足的觀察能力。 

九年一貫 

基本能力指標 

社會學習領域 

1-3-2  了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

節令、禮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3-3  蒐集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並能

進行美感的欣賞、溝通與表達。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

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課程目標 
認識自己家鄉聚落的建築物的型式與構造，欣

賞建築之美及特色。 

教學資源及教具 

投影片 

學習單 

色卡 

參考書籍及教材 

1.金門閩南傳統建築圖鑑 

作者：陳書毅、李秀秀 

出版：金門縣文化局 

2.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 

作者：李乾朗 

出版：遠流出版社 

回饋方式 
學生填寫學習單 

分組形成共同發表小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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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講授課程 家鄉的色彩 

內容/時間 講解綱要與進行方式 

第 1~30 分鐘 

(13:00-13:30 學

校) 

活動說明 

金門的建築與聚落構成 

顏色的協調與衝突 

遊戲活動 聚落尋寶-發掘瓊林的繽紛 

內容/時間 講解綱要與進行方式 

第 30-120 分鐘 

(13:50-15:00 瓊

林) 

每個小朋友的學習單、大人小組長和小朋友的

互動（大人：主要點的介紹、小朋友的空間生

活經驗、如果有生活那一區的小朋友，可以介

紹自己的家和戶外遊戲空間） 

我發現的 6 種老顏色，在哪裡發現？哪一個色

系？ 

我發現的 3 種新顏色，在哪裡發現？哪一個色

系？ 

在環境色彩上，在哪裡找到和諧的顏色群？哪

裡找到衝突的顏色群？ 

將瓊林分成四個區塊，每個區塊找 2-3 棟建築

及 2-3 個開放小空間 

第 120-150 分鐘 

(15:20-15:50 學

校或現場空地) 

綜合討論和發表 

請每一組共同整理屬於每一組的共同色 3-6、每

一組也發表他們在環境中找到的協調色和衝突

色 

共同歸納出瓊林的文化色、協調色、衝突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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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保存扎根教育 

 

田野參訪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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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野參訪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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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掃描截取學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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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保存推廣教育 

 

防治實務講座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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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108 年度金門瓊林聚落傳統建築 

保存推廣教育 

 

能力考核簽到表及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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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成果說明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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