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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環境概述及歷史沿革 

第二節 修復工程概述 

第三節 施工記錄內容概述 

第四節 工程年表 

1勝利國民小學的前身為竹園公學校，創立於1939年(民國28年)，為日治時期後期

所設立的學校。由於台南市的發展早期一直以中西區、安平區等靠海的地區為主，因

此鐵路以東地區的發展遠較上述地區為慢，因此在學校的設置上也遲至1939年(民國28

年)方才設立。 

歷史建築原勝利國民學校禮堂位於校園的東北角，於日治時期為壹層樓的木造建

築，總面積為264.64 ㎡，1952 年(民國41年)11 月14 日晚上因貝絲颱風侵襲而引發火

災，致使該棟木造禮堂付之一炬。後來由省府補助市府預算予以重建，由市政府王瑞

北先生設計，1953 年(民國42年)6 月20 日招標，由台南縣高榮營造廠得標，於同年7 月

1 日開工，9 月25 日完工，總面積391.5 ㎡。之後，再利用剩餘經費續加建圖書室一

間。同年12 月12 日舉行落成典禮，為當時台南市最具規模、最堂皇的禮堂。 

國府來台初期所建的校園建築，多在經費、人力、物資的限制下因陋就簡，或在

歷次的地震災害受損拆除，或因校園安全的考量而拆除，禮堂雖僅具60年的歷史，但

已是台南市校園中木造屋架禮堂之碩果僅存者，其深具該時期的建築特色表徵。 

第一節 環境概述及歷史沿革 

一、 環境概述 

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位於臺南市東區勝利路10號，校地四面臨接馬路，

西側正面為勝利路、東側為長榮路，南側為東門路二段281巷，北側為懷恩街。禮

堂位於東側長榮路及北側懷恩街交角處，校舍自1939年創校以來，歷經多次的修

改建後方才形成後來之樣貌。 

 

 

                                                      
1
 引自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歷史建築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修復工程調查研究及修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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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歷史建築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平面位置圖 

二、 歷史沿革： 

2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位於昔日清朝時期的東門城（大東門）外，地名「春

牛埔」；在離學校不遠處（現今臺南一中）有一高地，地名「竹園岡」。日據時期，

校地內原有一大片池塘漥地，日本人為了便利交通，拆除三合土城牆，填平池塘，

在校地前開設了一條馬路，取路名為「竹園町」。 

茲將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之基本資料簡述如下： 

(1)1939 年(民國 28 年)日據時期本校創校，校名為「臺南市竹園公學校」，專 

  供臺籍學童就讀。 

(2)1941 年(民國 30 年)，校名改稱為「臺南市竹園國民學校」。 

(3)1945 年(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國民政府來臺。由於本校當時為東區唯一 

  的小學，1946 年(民國 35 年)，校名改稱為「臺南市東區國民學校」，同年， 

  校門前的馬路「竹園町」，因慶祝國民政府八年對日抗戰勝利，而改路名為 

 「勝利路」。 

(4)1947 年(民國 36 年)，校名改稱為「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學校」。 

(5)1968 年(民國 57 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校名改稱為「臺南市東區勝 

利國民小學」迄今。 

                                                      
2
 節錄自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官方網站 

工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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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興修紀錄： 

(1)本建築於 1950 年(民國 39 年)建造，當時為木造壹層建築，民國 39 年 8 月 1 日為

建物登記日。 

(2) 1953 年(民國 42 年)9 月，改建為加強磚造禮堂，同年 12 月 12 日啟用。 

(3) 1976 年(民國 65 年)6 月，禮堂鐵窗整建。 

(4) 1981 年(民國 70 年)12 月，禮堂屋面漏水修理、天花板整理。 

(5) 1982 年(民國 71 年)6 月，禮堂化妝室整修工程，整修內容包括屋面拆除工程、天

花板新作、室內牆面油漆、原有鐵窗油漆等。 

(6) 1986 年(民國 75 年)5 月，禮堂修繕工程，修繕的內容包括屋面蓋屋瓦、天花板、

內壁粉飾、兩側落水管修繕等。 

(7) 1992 年(民國 81 年)1 月，禮堂屋頂改善工程，本工程將原有的水泥瓦拆除，屋面

鋪設烤漆鋼板。 

(8)1994 年(民國 83 年)，禮堂因中興樓改建暫時充當教師的辦公室。 

(9)1998 年(民國 87 年)，禮堂舞臺拆除，因自強樓東棟教室興建時，教室不敷使用，

將禮堂內的舞臺拆除後，隔成四班，供學生上課之用。 

(10)2005 年(民國 94 年)，依據臺南市古蹟暨歷史建築審查委員會，於 94 年 8 月 22

日審查，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公告日期為 2005 年(民國 94 年)10 月 06 日，

其名稱為「歷史建築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 

(11)2007 年(民國 96 年)3 月，由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完成「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調查

研究修復計畫」，並於同年 9 月完成「勝利國小禮堂臨時加固工程」。 

第二節 修復工程概述 

「歷史建築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修復工程」於 2007 年(民國 96 年)依文建會核

定計畫，委請趙崇欽建築師擔任調查研究修復計畫主持人，完成「原勝利國民學

校禮堂調查研究修復計畫」，考量勝利國小屋架之結構安全及耐震程度，於同年 9

月完成「勝利國小禮堂臨時加固工程」。 

2009 年(民國 98 年)四月，由陳國崇建築師事務所完成「歷史建築原勝利國民

學校禮堂修復工程規劃設計案」。完成後，校方致力於申請修復經費。於 2012 年

(101 年)1 月 10 日臺南市政府正式函文補助 1,029 萬元整建經費，併同文建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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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100 萬元，總計 1,129 萬元整。於 2012 年(101 年)3 月 01 日第一次公告招標「歷

史建築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修復工程」監造暨施工記錄工作報告書勞務採購案。

2012 年(101 年)5 月 24 日由黃毅誠建築師事務所以 938,000 元決標。之後針對修復

書圖比對現況，重新審視修正，並經 2012 年(101 年)07 月 26 日的審查會議加以調

整修正，後經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審定後進行後續的工程發包作業。主辦單位 

(台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於 2012 年(101 年)9 月 7 日公告招標「歷史建築原勝利

國民學校禮堂修復工程」之工程採購案，由名遠營造有限公司以 7,270,000 元最低

價得標。 

本工程於 2012 年(101 年)10 月 31 日開工，工期 240 日曆天。主要修復內容涵

蓋假設工程、屋面工程、木作工程、泥作工程、結構補強工程、地坪粉光工程、

景觀工程、電力工程、消防廣播工程及空調設備工程…等。承商於落架後檢視並

經監造單位確認後，呈請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同意辦理變更設計，經校方同

意自 2013 年(102 年)3 月 19 日起停工，並辦理變更設計程序；於 2013 年(民國 102

年)05 月 27 日進行第一次變更設計聯席審查會議，監造單位依審查意見修正相關

書圖後，於 2013 年(民國 102 年)06 月 13 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第二次聯席審查會

議，審查結果為修正後通過。2013 年(民國 102 年)07 月 09 日經文資處同意，名遠

營造有限公司以新增2,909,294元(變更後合約金額10,179,294元)完成變更設計議價

程序。 

本工程於 2013 年(民國 102 年)07 月 17 日復工，原工期順延至 11 月 07 日；另

依變更設計金額可追加 96 日曆天，並於 2013 年(民國 102 年)07 月 16 日議價會議

中經四方決議，同意配合 12月份校慶活動需求將展延工期提前至 2013年(民國 102

年)11 月 30 日 (共計展延 23 日曆天)。而後，本工程於 2013 年(民國 102 年)11 月

30 日申報竣工，分別於 2013 年(民國 102 年)12 月 11 日辦理初驗，及 2013 年(民國

102 年)12 月 25 日辦理複驗，並完成驗收程序，其工程結算金額為 10,179,294 元。 

第三節  施工記錄內容概述 

本報告書依據工程之主要分項，並依損壞調查的狀況提出建議之修復方式，

且蒐集相關計畫書資料，且針對修復設計之審議情形加以記錄。後於工程中歸納

整理修復工程之施工合約、監造計畫書、整體施工計畫書…等，作為實質修復工

作之依據，並針對各工作的進度流程予以拍照記錄。 

本工作報告書之章節內容主要有十一章，係依據施工進度及各工項擬列章節

架構，並將修復時之隱蔽部位新發現及重要文件資訊依序記錄並述明，而各章節

之內容概述，茲說明如下： 

一、第一章為前言（包含勝利國小之環境概述、修復內容概述、施工記錄內

容概述及工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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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章為修復工程執行與相關作業（包含相關概述作業、修復工程之審

議及修訂、修復工程及工程合約內容）。 

三、第三章為施工流程、進度與紀錄方法。 

四、第四章為前置與拆除工程（包含假設工程、拆卸敲除清理工程及吊脊工

程）。 

五、第五章為大木作工程（包含木構架準備及落架工程、落架後木構架之檢

視記錄、木構件整修與加工、木構架組立工程、細木作工程）。 

六、第六章為泥作工程（包含屋面瓦作工程、結構補強工程、內牆白灰壁仿

作工程、外牆洗石子仿作修復工程、地坪粉光工程）。 

七、第七章為其他工程（包含木構件油漆彩繪工程、景觀工程、電力工程、

消防廣播工程、空調設備工程）。 

八、第八章為隱蔽資訊記錄。 

九、第九章為工程督導及驗收(包含工程協調會議、工程督導及工程查核、工

程驗收) 。 

十、第十章為工程品質管理（包含相關會議及估驗、計畫書審查紀錄、參與

人員資料、工程過程中之儀式）。 

十一、第十一章為討論與建議（包含工程價值重點、後續保存維護建議）。 

第四節 工程年表 

《表 1-4-1-1 工程年表》 

日 期 紀 要 

96.03 月 由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完成「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調查研究修復計畫」 

96.09 月 完成「勝利國小禮堂臨時加固工程」。 

98.04 月 
由陳國崇建築師事務所完成「歷史建築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修復工程修

復設計案」 

101.01.10 
臺南市政府正式函文補助 1,029 萬元整建經費；併同文建會補助款 100

萬元，總計 1,129 萬元整。 

101.03.01 
公開招標「歷史建築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修復工程」監造暨施工記錄工

作報告書勞務採購案。 

101.05.24 
由黃毅誠建築師事務所以 938,000 元整得標，取得本工程設計監造暨工

作報告書之勞務採購案。 

101.07.26 
「歷史建築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修復工程」工程書圖暨經費概算修正聯

合審查會。 

101.09.10 
公告招標「歷史建築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修復工程」工程案，由名遠營

造公司以 7,270,000 元得標，取得本工程之承攬權。 

101.10.31 正式開工 



1-6 「歷史建築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102.03.19 

本工程經木構件落架後，發現隱蔽處之木構件多處有腐朽、蛀蝕嚴重之

情形，且其與原合約之修復方式及數量有所差異，須配合辦理變更設計

作業，經校方同意停工進行變更設計程序。 

102.05.27 第一次變更設計第一次聯席審查會 

102.06.13 第一次變更設計第二次聯席審查會 

102.07.16 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程序 

102.07.17 工程復工 

102.09.13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工程督導 

102.10.04 緊急加固工程鋼構支撐拆卸 

102.10.31 臺南市政府工程查核 

102.11.30 申報竣工 

102.12.07 勝利國小 75 周年校慶暨禮堂啓用儀式 

102.12.11 辦理工程驗收(初驗) 

102.12.25 辦理工程驗收(正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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