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文化資產法令教育訓練研習會簡章   

一、 前言 

    為增進各級文化資產審議委員、各級主管機關業務承辦人員、公

私有文化資產所有人或管理機關(構)等對《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法

令知識、案例與文化資產保存實務操作之瞭解，提升文化資產審議效

率及品質、減少文資審議爭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爰辦理文化資產法

令教育訓練研習會，期透過研習會之進行，提升文資審議專業，以落

實我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工作。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文化法學會 

三、 招生對象 

1. 招生對象分為各級文化資產審議委員、各級主管機關業務承辦人

員、公私有文化資產所有人或管理機關(構)等，每場次將有人數限

制。 

2. 本法令研習課程將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四、 報名方式 

1. 本次研習會一律採線上報名，請至活動網站填寫表單，進行報名作

業，若有報名上的問題再請與我們聯絡。 

活動網址：https://cultlaw.weebly.com/ 

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g4v4fp36q3X9vSwK9 

活動網址 QR code/表單網址 QR code 

 

     
  

2. 本研習會報名成功之名單將於活動前 2日公布至活動官網，並以電子

郵件或簡訊通知。 

3. 如有疑問請洽本案專案助理：黃孟萱小姐 

連絡電話：(02)27321104#63239 

電子郵件信箱：sh4221630@gmail.com 

五、 備註 



1.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活動之權利，本法令講堂各場次及議程以活動網站

及當天會場公布為準。 

2. 如遇颱風，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為依據，若該場講堂地點公

布停止上班或上課，主辦單位得取消或延期開課；其它天災或相關因

素無法正常開課時，將於本網站公告延期辦理。 

3. 若有任何報名上的問題，請聯絡我們，將有專案助理協助報名。 

 

六、 各場次辦理時間地點: 

(一)雲嘉南場 

時間：109 年 10月 12日(星期一) 

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B1國際會議廳 

(二)中彰投場 

時間：109 年 10月 19日(星期一) 

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求是書院演講廳 

(三)桃竹苗場 

時間：109 年 10月 26日(星期一)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第三會議室 

(四)北北基場 

時間：109 年 11月 9日(星期一)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B1蘇格拉底廳 

(五)高屏場 

時間：109 年 11月 16日(星期一) 

地點：蓮潭國際文教會館 R102會議室 

(六)花東宜場 

時間：109 年 12月 7日(星期一) 

地點：F hotel 花蓮站前館 如意廳會議室 
  



七、    各場研習會議程表: 

                  ※(一)雲嘉南場※ 

時間：109年 10 月 12日(星期一) 

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B1國際會議廳 

時間     議    程 講 座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09:10-12:20 09:10-10:00 國際間文資保存觀念及國內文資法

重點概述 

傅朝卿 

教授 

10:00-11:20 文化資產審議法令與實務操作 

 

洪益祥 

專門委員 

11:20-11:30             休  息 

11:30-12:20 建築類文化資產保存管理實務案例

探討 

榮芳杰副

教授/王淳

熙助理教

授 

12:20-13:30 午  餐 

13:30-16:40 13:30-14:30 無形文化資產法令與實務問題 林旭彥 

組長 

14:30-14:50            茶  敘 

14:50-16:10 文化資產行政爭訟案例介紹 呂理翔 

助理教授 

16:10-16:40           交流座談 

16:40 賦  歸 

 

  



※(二)中彰投場※ 

時間：109年 10 月 19日(星期一) 

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求是書院演講廳 

時間   議    程 講 座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09:10-12:20 09:10-10:00 國際間文資保存觀念及國內文資法

重點概述 

傅朝卿 

教授 

10:00-11:20 文化資產審議法令與實務操作 洪益祥 

專門委員 

11:20-11:30           休    息 

11:30-12:20 文化資產類型辨別、歸類與相關保

存工作 

王貞富 

副教授 

12:20-13:30 午    餐 

13:30-16:40 13:30-14:30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法令與實務問題 蔡志偉 

副教授 

14:30-14:50          茶    敘 

14:50-16:10 文化資產行政爭訟案例介紹 廖凰玎 

律師 

16:10-16:40           交流座談 

16:40 賦   歸 

 

 

 

 

 

 

 



※(三)桃竹苗場※ 

時間：109年 10 月 26日(星期一)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第三會議室 

時間   議    程 講 座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09:10-12:20 09:10-10:00 國際間文資保存觀念及國內文資法

重點概述 

榮芳杰 

副教授 

10:00-11:20 文化資產審議法令與實務操作 洪益祥專

門委員 

11:20-11:30           休    息 

11:30-12:20 文化資產類型辨別、歸類與相關保

存工作 

王貞富 

副教授 

12:20-13:30 午    餐 

13:30-16:40 13:30-14:30 史蹟文化景觀法令與實務問題 王淳熙 

助理教授 

14:30-14:50          茶   敘 

14:50-16:10 文化資產行政爭訟案例介紹 廖凰玎 

律師 

16:10-16:40          交流座談 

16:40 賦   歸 

 

 

 

 

 

 

 

 

 



※(四)北北基場※ 

時間：109年 11 月 9日(星期一)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B1蘇格拉底廳 

時間   議    程 講 座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09:10-12:20 09:10-10:00 國際間文資保存觀念及國內文資法

重點概述 

 

傅朝卿 

教授 

10:00-11:20 文化資產審議法令與實務操作 

 

洪益祥 

專門委員 

11:20-11:30              休    息 

11:30-12:20 建築類文化資產保存管理實務案例

探討 

榮芳杰 

副教授/ 

王淳熙助

理教授 

12:20-13:30 午    餐 

13:30-16:40 13:30-14:30 古物法令與實務問題 廖桂英 

副館長 

14:30-14:50           茶   敘 

14:50-16:10 文化資產行政爭訟案例介紹 呂理翔 

助理教授/ 

廖凰玎 

律師 

16:10-16:40           交流座談 

16:40 賦   歸 

 

 

 

 

 



※(五)高屏場※ 

時間：109年 11 月 16日(星期一) 

地點：蓮潭國際文教會館 R102會議室 

時間    議    程 講 座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09:10-12:20 09:10-10:00 國際間文資保存觀念及國內文

資法重點概述 

傅朝卿 

教授 

10:00-11:20 文化資產審議法令與實務操作 洪益祥 

專門委員 

11:20-11:30              休    息 

11:30-12:20 文化資產類型辨別、歸類與相

關保存工作 

王貞富 

副教授 

12:20-13:30                           午    餐 

13:30-16:40 13:30-14:30 考古遺址法令與實務問題 黃云亭 

科長 

14:30-14:50              茶    敘 

14:50-16:10 文化資產行政爭訟案例介紹 呂理翔 

助理教授 

16:10-16:40              交流座談 

16:40  賦   歸 

 

 

 

 

 

 

 

 

 

 



※(六)宜花東場※ 

時間：109年 12 月 7日(星期一) 

地點：F hotel花蓮站前館 如意廳會議室 

時間    議    程 講 座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09:10-12:20 09:10-10:00 國際間文資保存觀念及國內文

資法重點概述 

 

傅朝卿 

教授 

10:00-11:20 文化資產審議法令與實務操作 洪益祥 

專門委員 

11:20-11:30              休    息 

11:30-12:20 文化資產類型辨別、歸類與相

關保存工作 

王貞富 

副教授 

12:20-13:30                           午    餐 

13:30-16:40 13:30-14:30 原住民族及無形文化資產法令

與實務問題 

蔡志偉 

副教授 

14:30-14:50              茶    敘 

14:50-16:10 文化資產行政爭訟案例介紹 呂理翔 

助理教授/ 

廖凰玎律師 

16:10-16:40              交流座談 

16:40   賦   歸 

 

  



八、 各場次交通資訊: 

(一) 雲嘉南場-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臺南市中西區永華里中正路 1-1號) 

1. 高鐵 

(1) 請於高鐵新左營站下車，轉乘火車至台南火車站，再步行 15 分鐘即可到

達會場。 

(2) 請於高鐵台南站下車，步行至沙崙車站轉乘火車，至台南火車站下車，再

步行 15分鐘即可到達會場。 

(3) 請於高鐵台南站下車，至高鐵台南公車站，轉乘 H31〔永華市政中心(府前

路)〕公車至建興國中(府前路)站下車，步行 3分鐘即可到達會場。 

2. 台鐵:請於台南火車站下車 

(1) 步行 15分鐘。 

(2) 轉乘 2號公車至孔廟(台灣文學館)下車。 

3. 客運 

(1) 國光客運台南站、統聯客運北門站 

A. 臺南公園(北門路)公車站牌，轉乘 2號公車至孔廟(台灣文學館)下車。 

B. 臺南火車站(南站)公車站牌，轉乘 88號公車至孔廟(台灣文學館)下車。 

C. 臺南轉運站公車站牌，轉乘藍幹線公車至林百貨(忠義路)下車。 

(2) 和欣客運北門總站 

臺南火車站(北站)公車站牌，轉乘 2號公車至孔廟(台灣文學館)下車。 

(3) 和欣客運台南轉運站 

臺南公園(北門路)公車站牌，轉乘 2號公車至孔廟(台灣文學館)下車。 

4. 自行開車前往 

火車站前中山路直走至湯德張紀念公園圓環旁轉中正路可達（台灣文學館

後面），車行約 3分鐘。 

  



(二) 中彰投場-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402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號) 

1. 高鐵:請於高鐵台中站下車，至新烏日車站轉乘火車至台中車站下車。 

(1) 步行 10分鐘即可到達會場。 

(2) 台中車站(台灣大道)公車站牌，轉乘 33、37、82、105公車至文化創意

園區下車。 

2. 台鐵:請於台中火車站下車， 

(1) 步行 10分鐘即可到達會場。 

(2) 臺中火車站(東站)公車站牌，轉乘 242公車至臺中酒廠(復興路)下車。 

3. 客運 

(1) 國光客運轉運新站 

台中車站(台灣大道)公車站牌，轉乘 33、37、82、105公車至文化創意園

區下車。 

(2) 統聯客運(臺中車站) 

臺中車站(成功路口)公車站牌，轉乘 58、58副、73、284公車至第三市場

下車，步行約 5分鐘抵達會場。 

(3) 台中客運(台中車站) 

臺中車站(成功路口) 公車站牌，轉乘 281公車至文化創意園區下車。 

4. 自行開車前往 

(1) 國道 1號 

臺中交流道(里程 178)▸往臺中▸台灣大道，往市區方向(右轉)▸五權路(台

1乙線)▸過地下道 (左轉)▸復興路三段抵達園區，位於右側。 

(2) 國道 3號 

大里交流道(里程 209)▸連接台 63 線(中投快速公路)直行▸五權南路(右

轉)▸復興路三段抵達園區，位於右側。 



(三) 桃竹苗場-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300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 521 號) 

 

1. 高鐵 

請於高鐵新竹站下車，至六家車站轉乘火車至新竹車站下車。 

新竹轉運站公車站牌，轉乘 72、73、83、5603、5602、5604 公車至新竹國

小/清大南大校區下車。 

 

2. 台鐵 

請於新竹火車站下車，轉乘 72、73、83、5603、5602、5604 公車至新竹國

小/清大南大校區下車。 

 

3. 客運 

新竹客運站下車，轉乘 72、73、83、5603、5602、5604公車至新竹國小/清

大南大校區下車。 

 

4. 自行開車前往 

(1) 中山高▸新竹交流道▸光復路▸食品路▸南大路 

(2) 北二高▸茄苳交流道▸柴橋路▸明湖路▸南大路 

  



(四) 北北基場-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號 B1) 

 

1. 高鐵:請於高鐵台北站下車， 

(1) 轉乘板南線至西門站，轉乘松山新店線至公館站下車，步行約 4分鐘即

可到達會場。 

(2) 轉乘淡水信義線至中正紀念堂站，轉乘松山新店線至公館站下車，步行

約 4分鐘即可到達會場。 

2. 台鐵:請於台北車站下車， 

(1) 轉乘板南線至西門站，轉乘松山新店線至公館站 2號出口下車，步行約

4分鐘即可到達會場。 

(2) 轉乘淡水信義線至中正紀念堂站，轉乘松山新店線至公館站 2號出口下

車，步行約 4分鐘即可到達會場。 

3. 客運:請於台北轉運站下車，至台北車站搭乘捷運， 

(1) 搭乘板南線至西門站，轉乘松山新店線至公館站 2號出口下車，步行約

4分鐘即可到達會場。 

(2) 搭乘淡水信義線至中正紀念堂站，轉乘松山新店線至公館站 2號出口下

車，步行約 4分鐘即可到達會場。 

4. 自行開車前往 

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近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 

(1) 國道一號：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路出口，

續行辛亥路至基隆路右轉，直行至羅斯福路再右轉，隨即於右側即可見

會場。 

(2) 國道三號：由台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隨即於

右側即可見會場。 

  



(五)高屏場-蓮潭國際文教會館 R102會議室 

    (813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1. 高鐵:搭乘高鐵至高雄左營站 

(1) 往四號出口，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分鐘 

(2) 高雄公車：高鐵左營站搭乘紅 35A、紅 35B至蓮潭國際會館站。    

 

2. 台鐵: 

(1) 搭乘台鐵至新左營站 

(2) 往四號出口，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分鐘 

 

3. 客運 

(1)統聯客運(高雄車站) 

高雄車站，轉高雄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再搭乘紅 53線公車至蓮潭國

際會館站 

(2)國光客運(高雄站) 

步行至捷運美麗島站，搭乘紅線至生態園區站，再搭乘紅 53線公車至蓮

潭國際會館站 

 

4. 自行開車前往 

(1)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 號鼎金系統交流道->中華路交流道下接

翠華路->左轉崇德路 

(2)高雄市區： 

北上：博愛三路->左轉崇德路 

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右轉崇

德路 



(六)花東宜場-F hotel 花蓮站前館 如意廳會議室 

    (970台灣花蓮縣花蓮市國盛二街 203-1號) 

 

1. 台鐵 

搭乘到花蓮站，步行約 8分鐘可到達 

 

2. 客運 

(1) 統聯客運：南港車站—花蓮車站，步行約 8分鐘可到達 

(2) 葛瑪蘭客運：搭乘至花蓮站，步行約 8分鐘可到達 

 

3. 自行開車前往 

(1) 自駕車-北部 

蘇花公路→進入花蓮市→至中山路與國聯一路交叉口左轉→至國聯四

路右轉→直走至國盛二街→看到中華國小左轉國盛二街→抵達飯店 

(2) 自駕車-南部 

南迴公路→花東公路（台九線）或東海岸濱海公路（台十一線）→中正

路與中山路交叉口左轉→至國聯二路右轉→右轉國聯四路→看到中華

國小左轉國盛二街→抵達飯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