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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

審議會 

109年度第 5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9年 12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0分 

貳、 開會地點：臺南市中西區圖書館 2樓多功能教室 

參、 會議主席： 

一、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第 2項規

定：「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或迴避時，

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二、 本次會議召集人不克出席，會議主席依據上開規定，經出

席委員互推由葉澤山委員擔任。 

肆、 出席人員：                        記錄：陳軒儀 

一、 審議委員：葉澤山委員（依法迴避第一案、第三案、第四

案和第五案，由出席委員互推傅朝卿委員擔任主席）、張

嘉祥委員、傅朝卿委員、徐明福委員、曾國恩委員、王淳

熙委員、黃俊銘委員、陳嘉基委員，共計 8位委員出席，

本次會議出席委員人數符合《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第 6條第 5項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規定。 

二、 請假委員：趙卿惠委員、莊德樑委員（臺南市都市發展局 

主任秘書 謝文娟代表列席）、蕭瓊瑞委員、林會承委員、

曾憲嫻委員、邱上嘉委員。 

三、 審議案： 

（一） 審議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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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南市議會：王念慈。 

2. 臺南市議員：謝龍介議員、劉憲冀（謝龍介議員服務處

主任秘書）、陳俊傑（洪玉鳳議員服務處秘書）、侯博仁

（盧崑福議員服務處副主任）、陳正泓（許至椿議員服

務處秘書）。 

3.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危世修、歐豪逸、陳閔富。 

（二） 審議案二： 

1. 善行寺：釋會旻、釋日慧。 

2. 金唐殿：陳志豪、陳立國、鄭添仁、邱建男、張銘忠、

方一峰議員、黃三易（陳昆和議員服務處秘書）、梁家

瑜。 

3. 1657-3地號所有權人：吳淑月、謝美鈴。 

4.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吳盛崑。 

5. 臺南市停車管理處：陳英傑、許耀文。 

6. 佳里區公所：顏蕾倫。 

（三） 審議案三： 

1. 國防部：林世彬（空軍司令部第一聯隊）。 

2. 臺南市永康區公所：鄭如倩。 

（四） 審議案四： 

1.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吳盛崑。 

2. 臺南市停車管理處：陳英傑、許耀文。 

3. 臺南市中西區公所：胡馨云。 

（五） 審議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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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福國小：楊淑晏。 

2. 臺南市中西區公所：胡馨云。 

（六） 審議案六： 

1. 駅前千利修大樓管理委員會：蕭中之。 

2. 土地所有權人：黃文賢。 

3. 臺南市中西區公所：胡馨云。 

四、 業務單位：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林喬彬處長、傅清琪副

研究員、李貞瑩組長、林佳蕙組長、柯智軒、陳軒儀、李

芝青、蘇惠慈、陳力群、鍾元廷。 

伍、 審議事項： 

審議案一：國父銅像設置於本市文化景觀「臺南公園」審議案 

決議：應迴避委員 3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12人，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7人。 

（一） 同意議員提案設置銅像於臺南公園共 0票；不同意議

員提案設置銅像於臺南公園共 0票；其他意見共7人，

人數超過出席委員半數。 

（二） 經委員討論獲致共識，請先安排本會至臺南公園現勘

後再行審議。 

 

審議案二：歷史建築「佳里善行寺」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審議案 

決議：應出席委員人數 15人，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8人。 

（一） 定著土地範圍：同意方案1劃設定著土地範圍共1人，

同意方案 2劃設定著土地範圍共 7人。同意方案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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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超過出席委員半數。 

（二） 登錄理由：同意登錄理由 8人，人數超過出席委員半

數。 

（三） 本案同意登錄歷史建築之定著土地範圍和登錄理由，

公告內容如下： 

1. 名稱：佳里善行寺 

2. 種類：寺廟 

3. 位置或地址：臺南市佳里區建南里中和街 92號 

4.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詳附圖) 

（1）歷史建築本體及面積：大士殿、廂房，面積共

302.4㎡。 

（2）定著土地地號及面積：臺南市佳里區佳里段

1657-3、1659部份、1659-3部份、1659-4部份、

1659-6部份、1659-10部份、1680部份、1680-2、

1680-3、1681-3、1681-8、1679-1 部份地號，

詳附圖（1313.828 m²）。 

（3）定著土地劃設理由：建物本體坐落橫跨本市佳

里區佳里段 1659-3、1659-4、1659 及 1657-3

地號，其土地上方仍有其他使用中之建物（前方

金唐殿及善行寺左右護龍），為保有建物本體空

間脈絡之完整以及對外聯繫通道，同時衡酌土地

所有權人、使用人之權益，將大士殿前埕空間及

1596-6部份、1659-10部份、1680部份、1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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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3、1681-3、1681-8、1679-1 部份地號納

入定著土地範圍，劃設定著土地範圍如圖示。 

5. 登錄理由及法令依據： 

（1）登錄理由： 

     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 

善行寺保存完整大木構、精良的泥塑等工法，以

及傳統閩式合院的空間，與金唐殿共同反映臺灣

佛、道宗教融合之場域，具特殊性。 

（2）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

法》第 2條第 1項第 3款之基準。 

 

審議案三：歷史建築「永康飛雁新村傳原通訊所」擴大本體（031建

物及相連長廊）及定著土地範圍暨變更名稱審議案 

決議：應迴避委員 3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12人，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7人。 

（一） 擴大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同意 6人；不同意 0人；

其他 1人，同意人數超過出席委員半數。 

（二） 變更名稱： 

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名稱為「原永康飛行場 Radio 

Station」共 1人、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名稱為「原永康

飛行場無線羅針所」共 6人、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名稱

為「原臺南六甲頂發報臺」共 0人。 

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名稱為「原永康飛行場無線羅針所」

人數超過出席委員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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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決議： 

1. 擴大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 

（1）擴大歷史建築本體：納入建物 031棟及長廊。 

（2）擴大定著土地範圍：新增本次擴大建物本體

含屋簷之投影面積向外延伸 2m，納入 031建

物所坐落之頂安段 250-1地號全部土地與頂

安段 256地號部份以及 10m寬劃設對外通行

道路之頂安段 256部份地號為定著土地範圍，

如圖示。 

（3）定著土地範圍劃設理由： 

以原公告之定著土地範圍及劃設方法（建物

本體含屋簷之投影面積向外延伸 2m）為基準，

以及考量後續通行需求，為有利後續通道規

劃而劃設。 

2. 變更歷史建築名稱為「原永康飛行場無線羅針

所」。 

 

審議案四：臺南市中西區「濟生醫院」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審議

案 

決議：應迴避委員 3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12人，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7人。 

（一） 指定古蹟：同意指定古蹟共 0人、不同意指定古蹟共

7人。 

（二） 登錄歷史建築：同意登錄歷史建築共 7人、不同意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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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歷史建築共 0人。同意登錄歷史建築人數超過出席

委員半數。 

（三） 本案同意登錄歷史建築，公告內容如下： 

1. 名稱：濟生醫院 

2. 種類：醫院 

3. 位置或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463巷（臺

南市中西區星鑽段 500地號） 

4.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詳附

圖) 

(1) 歷史建築本體及面積：建物本體（含車寄），

面積待測量。 

(2) 定著土地地號及面積：中西區星鑽段 500地

號部分土地。如圖示，面積待測量。 

(3) 定著土地劃設理由：考量建物本體坐落土地

面積達 10,550.75 m² ，且土地現規劃為停

車場使用，建物本體西側有兒童溜冰場，以

保有建物本體空間脈絡之完整以及對外聯繫

通道為原則，同時衡酌土地管理人、使用人

之權益，劃設坐落土地之部份為定著土地範

圍，建物之東西北方依建物本體（含車寄）

投影面積向外延伸 3公尺，建物南面面寬向

南延伸至地界線劃設定著土地範圍。 

5. 登錄理由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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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錄理由： 

a. 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濟生醫院

之建物保有日治時期的空間配置，與大

跨度偶柱式木屋架、雨淋板等日治時期

建築技法。  

b. 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見證日

治時期公共衛生政策和臺南避病院發展

之歷史，為臺南地區具特色之代表建造

物。 

(2) 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

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和

第 3款。 

 

審議案五：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小清代遺構」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

建築審議案 

決議：應迴避委員 3人，應出席委員人數 12人，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7人。 

（一） 指定古蹟：同意指定古蹟共 5人、不同意指定古蹟共

2人，同意指定古蹟人數超過出席委員半數。 

（二） 登錄歷史建築：同意登錄歷史建築共 2人、不同意登

錄歷史建築共 5人。 

（三） 本案同意指定古蹟，公告內容如下： 

1. 名稱：清代道署遺構 

2. 種類：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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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置或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86號。 

4. 古蹟及其所定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詳附圖) 

(1) 古蹟本體及面積：如圖示範圍內之遺構，面

積共 208 m²。 

(2) 定著土地地號及面積：檨仔林段 324地號部

分土地。如圖示，面積約 720 m²。 

(3) 定著土地劃設理由：依永福國小老舊校舍拆

除重建工程建築工程細部設計核定版，未來

將於北棟校舍設室內展示區，為利其展示及

校舍實際使用需求，並保有遺構本體之完整，

同時衡酌使用人之權益，以執行清整調查之

考古團隊所建議保存範圍為原則劃設，如圖

示。 

5. 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1) 指定理由： 

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清代道署遺構遺留 18世紀的磚造遺構，以及

日治時期的柱礎遺構，不但是臺灣重要的官

署遺跡，亦反映日治時期以來之演變，是臺

南市重要的歷史場域，具稀少性與重要性。 

(2) 法令依據：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2條第 1項第 3款。 

審議案六：臺南市中西區「清代考棚遺構」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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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 

決議：應出席委員人數 15人，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8人。 

（一） 指定古蹟：同意指定古蹟共 1人、不同意指定古蹟共

7人。 

（二） 登錄歷史建築：同意登錄歷史建築共 6人、不同意登

錄歷史建築共 2人，同意登錄歷史建築人數超過出席

委員半數。 

（三） 本案同意登錄歷史建築，公告內容如下： 

1. 名稱：清代考棚遺構 

2. 種類：衙署 

3. 位置或地址：臺南市中西區衛民街 101號。 

4.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詳附

圖) 

(1) 歷史建築本體及面積：現存遺構（北段長約

10.12 m、底部寬為0.8 m、高度約0.7~0.8 m，

南段長約3.43 m、寬約0.3 m、高度約0.5 m），

如圖示，面積約 10.84 m²（實際面積待測

量）。 

(2) 定著土地地號及面積：青年段 301地號部分

土地。如圖示，面積待測量。 

(3) 定著土地劃設理由：現存考棚遺構經工程發

現後，曾先行移置清理並移回原發現位置。

考量坐落地號面積達 3136.49 m²，為保有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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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本體之完整，同時衡酌使用人之權益，以

遺構所在花檯輪廓線劃設定著土地範圍。 

5. 登錄理由及法令依據： 

(1) 登錄理由： 

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 

現存遺構的三合土基礎及磚疊砌法呈現時代

技術特色，並體現府城考棚空間場域之歷史

意義。  

(2) 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

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3款。 

陸、 散會（下午 17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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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審議案二 

歷史建築「佳里善行寺」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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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審議案三 

 

歷史建築「原永康飛行場無線羅針所」擴大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示意

圖 

□歷史建築本體 

□定著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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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審議案四 

 

歷史建築「濟生醫院」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 

□歷史建築本體 

□定著土地範圍 

 



 

15 
 

附件  審議案五 

古蹟「清代道署遺構」建物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 

□古蹟本體 

□定著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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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審議案 6 

歷史建築「清代考棚遺構」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 

□歷史建築本體 

□定著土地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