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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保存國際交流講座 暨 老屋欣力拾年論壇 

International Urban Conservation Lecture 

with Ten-year Old House New Life Anniversary Symposium 

 

【報名簡章】 

 

壹、活動緣起 

1999 年，由一群來自成大以及全台各地關心土地歷史建築、城市未來發展的人士，聚集於擁有

最多空間文化資產的台南市，創設了「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希望整合各界力量和資

源，藉由舉辦相關活動、引介宣導相關論述，及深化保存再利用理論和技術研發，呈現歷史環境與建

築所潛藏之珍貴意義和價值，積極喚醒民眾對生活周遭環境之文化資產的重視。 

古都基金會創立至今已近二十年，而老屋欣力今年是拾周年，特此舉辦本論壇。而論壇目的在於

讓不同角色的講者相互分享與交流，期待來自不同角度與立場的橫向溝通與深度互動，帶出未來更多

合作或交流的可能性。老屋保存與再利用已然是當今眾人關注的議題，透過不同身分與觀點的闡述，

進而帶出更多的討論，因此無論是都市保存講座還是欣力論壇，旨在讓關心老屋的各界達到相互交流

的目的。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二、協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參、活動內容 

由都市與老屋保存領域各界人士以不同角度分享經驗與論述，共同探討都市與老屋保存當前處境

及未來方向。「都市保存國際交流講座」邀請國內外學者對談都市保存中各專業領域的觀點。「老屋

欣力拾年論壇」第一天分兩項主題進行，一從公部門的角度分享各縣市的老屋保存政策，另一則從老

屋經營的角度分享第一線保存與使用現況；第二天邀請民間組織及擁有特殊計畫的老屋經營者，從更

多元的角度探討保存與再利用的多樣性。 

 

一、 會議時間： 

都市保存國際交流講座 2018 年 7 月 27 日（五）9:00-17:00 

老屋欣力拾年論壇  2018 年 7 月 28 日（六）至 7 月 29 日（日） 9:00-17:00  

二、活動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國際會議廳 (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1 號) 

三、參加人員：關心都市保存、老屋保存及經營管理的各界人士。因場地關係每日 90 人為限，

可選擇欲參加的日期。 

四、 報名流程及相關事宜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二）17:00 止。 

2.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S4OtmBCQEelK9TvF2 

3. 完成報名：2018 年 7 月 11 日（三）起將以 email 發送錄取通知。請依錄取通知指示

繳費，始完成報名程序。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另由候補名單遞補。 

4. 贊助「拾年」活動萬元以上之捐款人，請聯繫龔小姐報名，毋須填寫報名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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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加費用：每日 250 元，請於報名表單勾選參加日期。(費用包括會議資料、午餐餐

盒、茶點及保險。) 

6. 候補作業：7 月 18 日（三）至 7 月 23 日（一），7 月 23 日（一）17:00 為最後匯款

時間，往後將不再通知候補。 

7. 退款條件：為保障候補者之權益，7 月 22 日之後通知主辦單位無法出席者將不予退

款。7 月 21 日前(含當日)通知無法出席者得全額退款。 

 
。 

五、聯絡方式 

聯絡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龔小姐、邱先生 

電話：(06)2204455 

電子郵件：gooddo.oldhouse@gmail.com 

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活動網址：https://fhccr.wordpress.com/ 

 

六、注意事項： 

1. 為響應環保，請與會者自行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 

2. 交通及住宿請自理；議程內容、會場位置及交通資訊請參閱附件。 

3. 若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影響活動進行（例如：風災、地震、火災等），另公告取消

活動並辦理退款事宜。 

4.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細節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

告，或於活動開始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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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交通資訊說明 

 

 

會場位置示意圖 (入口靠近南門路及友愛街口) 

 

◎ 搭乘台鐵： 

  台南火車站→直走中山路→民生綠園→南門路，直行 150 公尺抵達會場入口 

◎ 搭乘高鐵： 

1. 高鐵台南站→搭 H31 高鐵快捷公車（往台南市政府方向）→於建興國中（孔廟）站下車→

沿南門路步行 3 分鐘可達會場入口 

2. 高鐵台南站→轉搭台鐵沙崙線至台南火車站→直走中山路→民生綠園→南門路，直行 150

公尺抵達會場入口 

◎ 搭乘計程車：由台南火車站（前站）搭計程車，車行時間約 5 分鐘。 

◎ 步行：由台南火車站（前站）自中山路至會場（南門路）入口，步行時間約 15 分鐘。 

◎ 租借 T-bike（台南市公共自行車），停放會場後方（臺灣文學館站），騎乘時間約 10 分鐘。 

  



4 

都市保存國際交流講座暨老屋欣力拾年論壇 

議程表 

日期/ 2018.07.27(星期五)-07.29(星期日) 

地點/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國際會議廳 (台南市中正路 1-1 號) 

 

  2018 年 7 月 27 日(五) 都市保存國際交流講座 

時間 講題/講者 主持人 

8:30-09:00 與會人員報到  

09:00-09:30 都市保存國際交流講座開幕 

致詞貴賓/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代表 
 
林瑞明 名譽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09:30-10:30 

淺談都市保存再生的推動力及其影響—以台南
市孔廟文化園區為例 

徐明福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吳玉成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10:30-10:45 Q&A 

10:45-11:00 茶  敘 

11:00-12:00 

講題/ 都市保存議題(暫定) 
 
何培斌 教授兼系主任 
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 

吳玉成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12:00-12:15 Q&A 

12:15-13:30 午餐時間 

13:30-14:00 

10 年間に及ぶ台湾国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徐明
福研究室との木構造に関する共同研究を振り
返って 

小松幸平 名譽教授 
日本京都大學 

林蕙玟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14:00-15:00 

講題/ 創意城市(暫定) 
 
佐々木雅幸 教授 
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經濟系 

15:00-15:15 Q&A 

15:15-15:30 茶  敘 

15:30-16:30 

講題/  
 
傅朝卿 名譽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林蕙玟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16:30-16:45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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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28 日(六) 老屋欣力拾年論壇 Day1 

時間 場次 與會單位 主持人 

8:30-09:00 與會人員報到 

09:00-09:30 老屋欣力拾年論壇開幕 

致詞/ 

張玉璜 董事長 
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09:30-11:00 

第一場 公部門 

臺南市文化局 
彰化縣政府文化局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陸續邀請增加中) 

曾逸仁 副教授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11:00-11:15 茶  敘 

11:15-12:00 座談時間 
曾逸仁 副教授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12:00-14:00 午餐時間 

14:00-15:30 

第二場 老屋經營者 

奉茶 
渡對 

馬來西亞 陳耀威文史建築研究室 
 

(陸續邀請增加中) 

榮芳杰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5:30-15:45 茶  敘 

15:45-16:30 座談時間 
榮芳杰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2018 年 7 月 29 日(日) 老屋欣力拾年論壇 Day2 

時間 場次 與會單位 主持人 

08:30-09:00 與會人員報到 

09:00-09:30 
引言/ 

致詞來賓 陳登欽司長 文化部文化資源司 

09:30-11:00 

第三場 民間組織 

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打狗文史再興會社 
螺陽文教基金會 

馬來西亞 檳城古蹟信託會 PHT 

吳秉聲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11:00-11:15 茶  敘 

11:15-12:00 座談時間 
吳秉聲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12:00-14:00 午餐時間 

14:00-15:30 第四場 老屋經營者 

rxg 實驗空間 
江山藝改所 
農用書店 

雨耕聯合設計 

黃恩宇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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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場次 與會單位 主持人 

15:30-15:45 茶  敘 

15:45-16:30 座談時間 
黃恩宇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16:30-17:00 閉幕 
張玉璜 董事長 
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