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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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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緊急應變程序：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3條及「古蹟及歷史

 建築重大災害應變處理辦法」規定辦理災損調
 查、現場勘查、應變處理原則、協助擬定搶修計

 畫。


 
依據「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編列「文

 化資產災後復建計畫」特別預算。



P4

邀集學者專家及有關機關代表成立緊急應變處理小組

各縣市受災情形調查並
辦理緊急現場勘查

訂定應變處理原則 執行必要之緊急搶救、
加固等應變措施

協助所有人、使用人、
管理人

擬定搶修或修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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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理念：


 
避免文化資產於災後加速毀損，依「古蹟及歷史

 建築重大災害應變處理辦理」規定，成立「應變
 處理小組」，輔導各縣市政府辦理緊急加固、搶
 修工作。


 
文化資產復建工作，應符合原有形貌及工法的修

 復原則，對於損壞原因仍需進行分析，以避免文
 化資產一再的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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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

及縣定

古蹟4案

國定古

蹟6案

歷史建

築7案

一般聚

落1案
遺址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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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災損類型分析如下：


 
各縣市最直接受災是橋樑類的古蹟，國定

 古蹟下淡水溪鐵橋高雄端一處橋墩及一段
 橋桁遭沖毀。

K9桁架災後狀況 下淡水溪鐵橋高雄端P7座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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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淹水地區如臺南市定(原臺南縣定)古

 蹟麻豆總爺糖廠，淹水達一樓，木造建築
 泡水，造成地板與設施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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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牆類古蹟，因內部為泥土版築的構造，

 造成恆春古城基腳淹水與崩塌及鳳山縣城
 殘跡牆基破損掏空。另因過大風雨造成古
 蹟屋頂毀損漏水與牆體傾倒者，例如國定
 古蹟高雄市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

 等。

國定古蹟恆春古城─西

 門公園旁崩塌的城牆
鳳山縣舊城殘跡砲台牆

 基破損
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

 辦公廳舍及教室屋頂嚴重滲

 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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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編列與期程：

♠
 
「文化資產災後復建計畫」共編列2億

 8,000萬元（包括98年800萬元，99年1億
 4,200萬元，100年7,500萬元，及101年度
 5,500萬元）輔助各地方政府辦理古蹟、

 歷史建築、聚落及遺址等文化資產災後復
 建工作，避免文化資產繼續損壞，並恢復
 原有歷史風貌，共核定19案。

♠
 
本計畫目標為：自98年起至101年8月止

 (「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施行
 期間屆滿)完成19案之復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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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縣市別 修復工程

1 高雄市 國定古蹟高雄市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災害復建工程

2 高雄市 國定古蹟下淡水溪鐵橋(高雄端)災害復建工程

3 高雄市
高雄市市定古蹟鳳山縣城殘蹟-平成、訓風及澄瀾等3處砲台

 災害復建工程

4 高雄市 高雄市歷史建築原頂仔邊警察官吏派出所災害復建工程

5 高雄市
月眉農場永久屋基地與疑似新象寮遺址部份範圍重疊搶救發

 掘計畫

6 高雄市 國定古蹟下淡水溪鐵橋高雄端P1~P6橋墩長期修復工程

7 台南市 台南市市定古蹟麻豆總爺糖廠災害復建工程

8 台南市 台南市歷史建築新化武德殿搶修工程

9 台南市 台南市歷史建築安溪國小辦公廳舍搶修工程

10 台南市 歷史建築柳營吳晉准故居搶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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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別 修復工程

11 屏東縣 屏東縣縣定古蹟朝林宮災害復建工程

12 屏東縣 屏東縣歷史建築潮州郵局災害復建工程

13 屏東縣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聚落災害復建工程

14 屏東縣 歷史建築屏東縣族群音樂館災後緊急搶救工程

15 屏東縣 國定古蹟下淡水溪鐵橋(屏東端)災害復建工程

16 屏東縣 國定古蹟屏東縣恆春古城災害復建工程

17 屏東縣 國定古蹟魯凱族好茶舊社文化空間及步道修復工程

18 台東縣 台東縣歷史建築玉豐窯業（蛇窯）風災緊急搶救工程

19 南投縣 南投縣縣定古蹟北港溪石橋(糯米橋)災害復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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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體措施及分工：

♠
 
依據各古蹟歷史建築聚落等受損情形完成

 緊急加固、搶修及復建工程等三階段工
 作。基於古蹟歷史建築的特殊性，依據
 「古蹟及歷史建築重大災害應變處理辦
 法」，先行針對有立即危險的部分進行緊

 急加固及搶修。

♠
 
若災損尚處於穩定的狀態，則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古蹟修復及再利用辦法」及
 「古蹟歷史建築及聚落修復或再利用採購

 辦法」，依損壞與修復計畫、規劃設計、
 施工、監造及工作報告書等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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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重點工作 備註

98年 提出搶修計畫、辦理緊急加
 固與搶修工程。

依據「古蹟及歷史建築重
 大災害應變處理辦法」辦
 理

99年 提出修復計畫、辦理修復規
 劃設計與工程發包。

依據「古蹟及歷史建築重
 大災害應變處理辦法」、
 「古蹟修復及再利用辦

 法」及「古蹟歷史建築及
 聚落修復或再利用採購辦
 法」辦理。

100
 年

修復工程進行與驗收結案。 依據「古蹟歷史建築及聚
 落修復或再利用採購辦

 法」辦理。

101
 年

修復工程進行與驗收結案。 大規模修復個案如下淡水
 溪鐵橋等修復期程需2-3年
 (至10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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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各年度完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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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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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保障文化公民權：

「文化資產災後復建計畫」核定19案如期
 完成，由於古蹟或歷史建築的「可見

 性」，使重建工作成果備受關注，並有助
 於恢復在地居民的文化認同以及彰顯政府
 重視文化重建工作的決心。

南投縣北港溪石橋(糯米橋) 2012吳晉淮故居紀念音樂會 原頂仔邊警察官吏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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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園重建與文化重建併行：

月眉農場永久屋基地與疑似新象寮遺址部
 份範圍重疊部分，於99年7月搶救發掘完

 畢，俾利月眉農場永久屋基地滯洪池之規
 劃以及災民安置，達到文化資產保存及家
 園重建雙贏局面。

玻璃珠 獸骨 錢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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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復成果備受肯定：

「臺南市市定古蹟麻豆總爺糖廠災害修復
 工程」修復成果於100年度獲得第十九屆

 中華建築金石獎優良公共建設類之肯定，
 並於101年獲得文化部「國家文化資產保

 存獎」─「保存維護成果類」之殊榮。



四、尊重多元文化特色，保障社區參與：

國定古蹟魯凱族好茶舊社因地處偏遠、交通不
 便，且工法特殊性及專門性，透過當地好茶社
 區發展協會的投入，創造與社區居民之情感聯
 結，也使後續管理維護得以持續。

整理吃熊肉大石路徑 雲豹石碑整理完成 青年集會所整理完成



五、再利用的宣傳與規劃，聯結在地文化，
 深化居民對文化資產的認同：

各縣市政府已陸續積極利用上開修復成
 果作為社區營造及地方展示館之用，強
 化在地居民參與以及凝聚社區共識。

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
 (2013眷村文化節) 臺南新化武德殿

 劍道教學



參、遭遇重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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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計畫多項子計畫中施工過程除需依據文資法等相關規定
 施作外，還需考量水文、地形環境、氣候等因素，使緊急
 修復工程面臨諸多挑戰。例如：國定古蹟下淡水溪鐵橋

 (高雄端)、南投縣糯米橋修復工程等，為因應未來極端氣
 候考驗，如何選擇最佳的修復技術、確立水文監測、結構
 補強層級等皆須審慎衡量，修復技術甚具挑戰性與專業

 性，且須掌握冬季枯水期施作，具有時間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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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資產復建過程端賴各方所有權人、施工單位及政府機
 關共同合作及參與始能完成。惟文化資產修復過程須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或原則辦理，與所有權人的修復理
 念或各單位之審核立場不一定契合，須花費諸多時間進行
 溝通與協調，修復期程較難掌握。例如屏東縣五溝聚落因
 所有權人較多，故修復原則與設計需多方討論協調方能定
 案；國定古蹟屏東恆春古城座落範圍涉及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拒絕出借施工單位搭設機具或工作架進行施作，影響
 修復進度以及文化資產價值。



肆、創新突破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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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定古蹟高雄市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
 所採用竹搭棚架進行保護措施，因加固功
 能的改善，於大面積屋面修繕中，具體發
 揮與鋼棚架相同保護的效果，但經費更加
 低廉，組裝更加方便。

二、國定古蹟下淡水溪鐵橋(高雄端)橋墩的加
 固方法，以強化抵抗洪災能力，成為國內
 橋樑古蹟之典範。



伍、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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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災搶修
 

v.s 文化資產
 修復程序

二、通則性控管原則v.s 文化
 資產修復的特殊性

國定古蹟下淡水溪鐵橋(屏東端)K13桁架

 再利用為自行車道

台東玉豐窯業(蛇窯)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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