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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文化資產法令教育研習（進階班） 

報名簡章 

一、辦理緣起與目的 

為充實各級政府機關辦理文化資產業務之行政人員及文化資產管理

機關或所有人之專業知識，提升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品質，預防文化資產保

存工作缺失等目的，爰規劃辦理法令教育基礎及進階研習課程。期透過循

序漸進的教學方式，提高學習效果，落實我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進

階班為協助文化資產業務承辦人員或管理機關了解文化資產保存法之重

要意涵，瞭解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之實務案例運用，釐清文化資產行政作業

疑義，提升處理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之能力。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執行單位：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三、報名對象與名額 

（一）參加對象：文化資產相關業務之承辦人或主管、文化資產管理機關

或所有人。 

（二）參與名額：每場次以 100人為限（視中央防疫規定人數）。 

四、課程主題與課程表 

（一）課程主題：本研習課程進階班共分為 7場，課程主題分別如下所列： 

日期 課程 

110年 11月 12日（星期五） 無形文化資產（含保存技術）相關法令與實務操

作說明 

110年 11月 19日（星期五） 《文化資產保存法》總論（含《文化資產保存法》

總則篇、審議程序、行政訴訟爭議案件說明） 

110年 11月 25日（星期四） 古物及原住民族法令與相關實務操作說明 

110年 11月 26日（星期五）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法令與實務操作說明

（一） 

110年 12月 2日（星期四）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法令與實務操作說明

（二） 

110年 12月 9日（星期四） 考古遺址法令與實務操作說明 

110年 12月 10日（星期五） 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法令與實務操作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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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表 

110年 11月 12日（星期五） 

無形文化資產（含保存技術）相關法令與實務操作說明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9:00-9:10 貴賓致詞 

9:10-12:10 民俗、口述傳統、傳統知識與實踐

的類別分判、登錄程序及保存維護

工作 

廖健雄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傳

藝民俗組民俗科科長） 

12:10-13:10 午餐 

13:10-15:10 傳統藝術的類別判別、登錄程序及

保存維護工作 

黃巧惠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傳

藝民俗組傳統藝術科科

長） 

15:10-16:40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法規、實務案例

及爭議問題研析 

藍素華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傳

藝民俗組保存技術科科

長） 

16:40 賦歸 

 

110年 11月 19日（星期五） 

《文化資產保存法》總論（含《文化資產保存法》總則篇、審議程序、行

政訴訟爭議案件說明）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9:00-9:10 貴賓致詞 

9:10-11:10 行政訴訟爭議案件說明 呂理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

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授） 

11:10-12:40 文化資產審議法令與實務操作 洪益祥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綜

合規劃組專門委員） 

12:40-13:40 午餐 

13:40-16:40 國際規範與我國文化資產保存之實

踐（文化資產保存觀念進階說明） 

傅朝卿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

系名譽教授） 

16: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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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1月 25日（星期四） 

古物及原住民族法令與相關實務操作說明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9:00-9:10 貴賓致詞 

9:10-12:10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法令與實務 蔡志偉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

系專任副教授） 

12:10-13:10 午餐 

13:10-14:00 古物文化資產法規與實務 

 

張嵐婷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古

物遺址組科長） 

14:00-16:40 古物日常管理維護與巡查實務 邵慶旺 

（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

術修護學系專任助理教

授） 

16:40 賦歸 

 

110年 11月 26日（星期五）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法令與實務操作說明（一）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9:00-9:10 貴賓致詞 

9:10-12:10 因應計畫及許可使用案例分享 吳昆泰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古

蹟聚落組技正） 

12:10-13:10 午餐 

13:10-16:40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38條案

例說明、古蹟保存計畫及容積移轉

法令介紹 

林炳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古

蹟聚落組副組長） 

16: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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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2月 2日（星期四）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法令與實務操作說明（二）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9:00-9:10 貴賓致詞 

9:10-12:10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重

點分析 

榮芳杰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

文化資源學系專任副教

授） 

12:10-13:10 午餐 

13:10-16:40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指定、登錄

實務案例探討暨《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14、15條執行實務說明 

游英俊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古

蹟聚落組科長） 

16:40 賦歸 

 

110年 12月 9日（星期四） 

考古遺址法令與實務操作說明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9:00-9:10 貴賓致詞 

9:10-12:10 考古遺址監管保護工作及實務案例 黃云亭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古

物遺址組科長） 

12:10-13:10 午餐  

13:10-16:40 考古遺址發掘申請及施工監看執行 屈慧麗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主任） 

16: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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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2月 10日（星期五） 

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法令與實務操作說明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9:00-9:10 貴賓致詞 

9:10-12:10 文化景觀保存觀念與法規、實務操

作 

王淳熙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

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專

任助理教授） 

12:10-13:10 午餐 

13:10-16:40 聚落建築群及史蹟保存觀念與法

規、實務操作 

劉銓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

築與室內設計系專任教

授） 

16:40 賦歸 

 

五、報名與上課方式 

（一）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二）報名日期：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起開放報名，額滿為止。 

（三）提醒通知：於講座三日前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課程總覽及相關提醒

事項，並於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及 110 年度文化資產

法令教育研習網站公告錄取名單。 

（四）聯絡資訊：如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08-7663800分機 35705，

龔小姐，E-mail：cdm104025@nptu.edu.tw。 

（五）注意事項：主辦單位保留議程與相關事項變更或調整之權利。 

（六）本研習以實體方式授課，另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調整辦理。 

（七）活動報名網址與 QRcode：https://reurl.cc/NZQj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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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習地點與交通 

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 R04願景館 2樓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號）。 

 

 

 

願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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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行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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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路三段（左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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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鐵 

（1）出臺中站轉乘轉乘公車：33、82、101、102、125、166路公車。 

（2）轉乘臺鐵：新烏日站（北上）→由臺中車站（後站），步行約 12分鐘

抵達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 

3.臺鐵 

由臺中車站（後站），步行約 12分鐘抵達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 

4.公車客運 

（1）「臺中酒廠」站：路線 33、60、82、89、101、102、105、125、166、

281、281副路公車，步行約 2分鐘抵達園區。 

（2）「第三市場」站：路線 7、9、12、18、20、35、41、52、58、58副、

65、73、100、100副、107、108、131、132、158、200、284、285、

700路公車，步行約 5分鐘抵達園區。 

 

七、防疫規定 

1.入場時配合量體溫、酒精消毒及掃描實聯制﹔有發燒、咳嗽、呼吸道症

狀者，應立即就近就醫，或告知現場工作人員予以協助。 

2.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及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腹

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之民眾（包括講師及活動工作人員），不得參

加相關活動。 

3.參加學員應全程佩戴口罩；除補充水分外，禁止飲食，倘學員有飲食需

求，應於進入會場前用餐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