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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府城是臺南的舊稱，三百多年前守護府城的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等清

代城牆，經過歷史演進，城牆變為古蹟遺址，城名成了道路、商店名稱，清代

城牆仍一直圍繞在臺南市民生活周遭，但不同的是，這些城牆曾經是先人們的

生活重心，現在卻漸漸被人們遺忘。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南市與高雄市
 

清

代城牆的歷史、保存現況及其文化政策，希望更深入的了解自己的家鄉並喚起

大家對文化資產保護與發展的重視。 

本研究以臺南市及高雄市
 

清代城牆為研究對象，採文獻分析、田野調查及

訪談法進行研究，實際走訪記錄二地城牆現況並訪談政府、民間相關單位人員

及專家學者。研究結果發現：高雄舊城範圍較小但保存完整，臺南城門數逾高

雄三倍但較分散；二地城牆均有產權問題影響保存與發展；受訪人員一致認為

清代城牆具有歷史意義及文化保存價值，應透過政府、學校及民間團體相互合

作，積極維護與推廣；臺南市及高雄市均應規劃與城牆相關的觀光、藝文等文

化政策，兼具保存清代城牆並結合都市發展，打造城市新亮點並行銷國際。 

最後，本研究彙整高雄市對清代古城牆的文化政策，並回饋給臺南市政府

及民意代表參採，獲得正面的支持與肯定。 

壹、研究動機 

「臺南」是我們的家鄉，從小在臺南長大，常聽大家用「府城」、「古都」

來稱呼臺南，從幼兒園到小學，每天上學都看到一座城門石碑、小學一年級的

戶外教學參訪了大南門，知道裡面保存著一座古城牆，放假時也常常經過東門

路、西門路、南門路、北門路，著名小吃小南米糕、小南碗粿，甚至百貨公司

都以小西門為名，這些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的名稱一直與我們生活為伍，

但我們只知道這些名稱與臺南悠久的歷史有關，當中的意涵卻是一知半解。直

到五年級社會課本介紹臺灣歷史，了解「一府二鹿三艋舺」中的一府就是指清

領時期的臺南，也才發現原來我們生活周遭這些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名稱

的由來都和「清代城牆」有關係。這些石碑、城牆這麼有歷史意義，讓我們不

禁想像起 300 多年前的先人在臺南生活的景象，他們為何要建造這些城牆？又

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城裡的生活是如何？為什麼後來有些城牆不見了？還遺留

下來的城牆未來的用途是什麼？另外，課文中提及朱一貴攻打左營舊城，所以

清代在高雄市也有修築城牆，不知道它們長得跟臺南的有不同嗎？現在又變成

如何了？這些有趣的歷史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所以我們組成獨立研究小組，

藉由實際探勘訪問，更深入的了解自己的家鄉，研究自己的家鄉味─清代城牆。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臺南市與高雄市 清代城牆歷史與現況。 

二、了解臺南市與高雄市 清代城牆文化發展政策。 

三、了解專家學者對臺南市與高雄市 清代城牆保存與發展的看法。 

四、提出高雄市 清代古城牆可參考的文化政策，對臺南市相關單位提出建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8%85%E9%A0%98%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8%85%E9%A0%98%E6%99%82%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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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一、臺南市 清代城牆 

(一)臺南市 清代城牆歷史演進 

1.木柵城時期 

府城在清代康熙 60年間(1721年)朱一貴事件後，雍正元年(1723年)

由臺灣知縣周鍾瑄開始修築木柵城，此時期築的城門只有 7座。 

2.竹城時期  

雍正 10年(1732年)發生吳福生事件，隔年由福建總督郝玉麟奉旨加

種植刺竹以強化城防，進入竹城時期。 

3.土城時期 

乾隆 51年到 53年(1786年至 1788年)，臺灣爆發林爽文事件。臺灣

各地城牆均由木柵或荊竹所築，除府城外其他全部淪陷，曝露出木柵或

刺竹不足以防禦的缺點。後來臺灣知府楊廷理將木柵竹城改建為土城。 

4.毀壞與拆除時期 

日本統治臺灣引入西方都市計畫概念，認為城牆有礙都市發展且不

再具防衛意義，故逐步廢除。明治 33年(1900年)，臺南車站啟用，當時

鐵道直接鑿穿大北門與小南門附近城垣。之後進行市區改正計畫，大部

分的城牆在這段時間遭到拆除，到日治時期結束，大部份城壁皆已消失。 

5.府城最完整時期共有 14座城門，如下圖所示。 

現存城門的部分只剩下大東門、大南門、小西門以及兌悅門。城垣

遺跡則有小東門以及大南門一帶。 

(1)正城：大東門、大南門、大西門、大北門、小東門、小南門、小西門、

小北門。 

(2)西外城：拱乾門、奠坤門、兌悅門。 

(3)東外城：東郭門、仁和門、永康門。 

 

 

 

 

 

 

 

圖 1臺灣府城臺南古地圖 



3 
 

(二)臺南市 清代城牆現況 

1.小南門  

(1)1917年拆除，遺址在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樹林街和開山路口

有一石碑「臺灣府城小南門遺址」，小南門石碑則在成功大學歷史文

物館前。 

(2)南門段殘蹟原為泥土牆，後來顧慮府城春夏多雨，在外部添加三合土

保護，斷面略呈梯形，外牆高 5.4公尺，內牆高 5.1公尺，兩牆高差

形成坡度，以利排水，下寬上窄以增加穩固性。 

2.大南門 

(1)全臺灣僅存的唯一「甕城」，又稱「外廓」或「月城」，是在原來的城

門之外，再建造另一個城牆及附屬城門；城內屬於半月形狀。 

(2)外城門稱大南門、內城門稱寧南門，兩個城門非在同一直線上，避免

敵軍長驅直入；大南門與寧南門中有一塊石碑。 

(3)一樓的砲臺已遷移。外城牆高 5.4公尺，內城牆高 5.1公尺，內城牆

上有牆垛，但牆垛高度不高。 

3.兌悅門 

(1)在信義街與文賢路口，是臺南市僅存清代城門中的國定古蹟，保存良

好，城門形狀完整，有樓梯可上樓臺。 

(2)門高 4公尺、厚 3公尺，門洞寬 3公尺，城門以老古石為基底，再砌

上紅磚。城門屬拱狀，門內下方兩側各有一大型四方形門柱孔。 

4.小北門 

(1)臺南市民德國中校門口右側人行道上立有「臺灣府城小北門遺址」石

碑。 

(2)西門路四段 16 巷 45 號對面有一堵小北門城牆遺跡，長約 5 公尺至 6

公尺，高約 2公尺。以城牆為地基搭建，城牆為三合土城的組成，上

方均是民宅。 

(3)鎮北門門額於成功大學新建學生活動中心時發現，僅存落款年代與

「鎮」字，而「北」字隱約可辨，現放置成功大學歷史文物館前。 

5.大北門 

(1)只剩紀念碑一座，紀念碑為四角尖柱狀，位置在小東路和北門路口，

原始大北門的位置約在此地。 

(2)大北門也是一座「甕城」，門外曾以燕潭及文元溪作為護城河，大北

門外是清代的刑場。 

6.小東門 

(1)小東門城段介於大東門城與大北門間。 

(2)小東門段城垣僅存勝利路上，以三合土夯築，北起小東路長約 200公

尺，南止於大學路長約 65公尺的城垣殘段隱藏在茂密的樹林下。 

(3)1985年在城垣南端發現小東門遺址，以殘存的石材排列成城門基座形

狀。北段約 20.5公尺，南段約 38公尺，與小西門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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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西門 

(1)別名靖波門，面向臺江內海，靖波帶有希望風平浪靜、滿載而歸的希

望，是正城八門之中最晚修築的城門。 

(2)因道路拓寬，小西門遷移至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但在西門路與府前路

交叉口立有一座紀念碑上面寫著「小西門遺址」。 

8.永康門 

(1)以鐵皮圍住，目前城牆面只剩短短的一點，以石頭、磚塊砌成。 

(2)現由懷恩街路口進入，正確的位置應在勝利路 12巷內。 

9.大東門 

(1)第一座興建的城門，木造有樓臺的柵門。 

(2)大東門城樓高兩層，二丈八尺，為重簷歇山式結構，覆有橘色筒瓦。

城樓四面壁身為白色，二樓開有八角窗和扇型窗。 

(3)大東門與迎春門的廊道中有一塊石碑，並有 24 節氣的石碑 4 座，設

置兩個少年各牽一隻黃牛的雕像。 

10.仁和門、東門段殘垣 

(1)只剩東門段，仁和段完全拆除。 

(2)兩段東門段殘垣 A段長約 2.4公尺、高約 1.35公尺，B段長約 4公尺、

寬約 1.4公尺之 1.6公尺。 

(三)臺南市政府對清代城牆文化觀光政策 

1.府城建城 280週年舊城守護網社區深度文化之旅 

配合府城建城 280週年，臺南市政府 2005年舉辦「騎鐵馬遊府城」，

鼓勵市民騎腳踏車踏尋府城舊城遺址，沿途有專人導覽解說舊城與城牆

故事及三合土試做城牆等活動，結合社區與學校資源，進行舊城歷史導

覽。 

2.舊城歷史區域再生計畫 

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現為文化局與觀光旅遊局)推動舊城歷史區

域再生計畫，因舊城範圍大，進行「局部的小區域個別經營」，計畫內容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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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舊城歷史區域再生計畫—子計畫內容一覽表 

3.東門城迎古禮試新妝，春牛關公臉活動 
清領時期每逢立春之日，官府就會有迎春牛的活動來祈求豐收，因

此有迎春門三字，臺南市政府在 2017年重啟迎春牛活動，依照五行顏色

把春牛上色。 

4、臺南古城節首部曲：古早味ㄟ沿街叫賣 

臺南古城節由民間發起在 2017年 4月 8日舉行，在兌悅門前舉行古

早味市集，除城門講古還有沿街叫賣攤位沿著海安路、神農街、康樂街、

民族路、信義街到兌悅門。 

二、高雄市 清代城牆 

(一)高雄市 清代城牆歷史演進 

1.土牆時代 

清代左營地區劃歸鳳山縣管轄，故稱為鳳山縣城，原為土城。林爽

文事件，鳳山縣城被攻破，之後官署移往埤頭街(今鳳山區)又蓋了一座

鳳山縣新城，因此被稱為「舊城」。 

清康熙 60年(1721年)朱一貴在南部舉事攻破鳳山，知縣劉光泗再以

土埆建築臺灣第一座土堡，左倚龜山，右連蛇山，外港壕墊，設東西南

北四門。 

2.石牆時代 

乾隆 51 年(1786)發生林爽文事件，二度被攻破縣城。乾隆 53 年，

將鳳山縣治遷往埤頭街。嘉慶 10年(1805年)海盜蔡牽、吳淮泗又攻陷埤

頭街縣城。官員與民間想修復舊縣城，但財力不足。直到道光 4年(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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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楊良斌之亂再起，知府方傳穟乘機倡議官民捐資，就地取材，以咾咕

石及三合土修築，城池範圍變更將龜山圍在城內。 

 

 

 

 

 

 

 

 

 

 

 

 

 

 

 

 

 

 

 

圖 2高雄市清代城牆古地圖 

 

(二)高雄市 清代城牆現況 

1.北門(拱辰門) 

(1)勝利路與舊城巷/義民路口，內城寫北門，外城寫拱辰門，左右各有

門神。 

(2)內城有階梯上城牆，材質為咕咾石，城牆上有城垛九座，通道比臺南

城牆都寬闊，方便守城士兵騎馬巡邏。 

2.東門(鳳儀門) 

(1)外城有護城河，與臺南相比高度矮非常多，原因是當時府城為首府，

高雄為鳳山縣治，故兩者高度有差。內門稱東門，外門稱鳳儀門。 

(2)東門上城牆以階梯方式上去，階梯與北門相同，都不太平整，此為騎

兵之用，因清代早期守軍不多，騎馬巡邏或快速至城內較方便。 

3.南門(啟文門) 

(1)現位於圓環，內門稱南門，外門稱啟文門，城門上有城樓，左側有樓

梯可上去，正面有七座城垛。 

(2)城樓是在 1961年重建，是左營舊城城門中唯一有城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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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門(現已拆除) 

踏勘時訪問當地居民時就表示，西門在日治時代就已拆除，另訪談

高雄市民間相關團體人員也表示西門現已不復見。 

(三)高雄市政府對清代城牆文化觀光政策 

1.雄熊向前走‧雙城三方世紀締盟 

2013 年高雄市與日本熊本縣、熊本市簽署三方國際交流備忘錄，熊

本縣與高雄市締結「共同友好城市」。高雄市於 2016 年在左營舊城舉辦

「雙城三方世紀締盟—高雄市、熊本縣、熊本市共同友好城市簽訂典禮

暨晚宴」。 

2.唱頌臺灣第一石城的美麗興衰 

高雄市文化局 2016年舉辦春天藝術節大戲《見城》取其「建城」諧

音，作為「恢復臺灣第一石城計畫」的開端，講述石城與當年居民的歷

史更迭，吹響重建鳳山舊城。 

3.文學帶路遊舊城－走讀舊城活動 

高雄文學館與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 2015年合作舉辦「文學帶路遊舊

城」，以走讀方式了解舊城歷史文化。2017年推出城內空間與城外聚落的

半日遊舊城行腳導覽，讓民眾跟著專業導覽員探訪舊城，認識舊城之美

及其文化價值。 

4.舉行舊城假日文化公車 

2011 年推出舊城文化公車路線，繞行左營城牆地區，並行經鄰近景

點、美食，讓遊客認識城牆文化。 

5.見城計畫 

高雄市文化局推動「見城計畫」文化政策，由文化部補助 20億元，

以八年時間規劃舊城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期能重建並重

見臺灣第一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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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架構與日程表 

一、研究架構 

為完整知道臺南市與高雄市
 

清代城牆的歷史由來、現況及文化政策，

本研究以臺南市與高雄市
 

清代城牆作為調查及研究對象，針對專家學者、

政府單位及地方文史團體進行深度訪談。研究架構如圖 3所示。 

 
 

 

 

 

 

 

 

 

 

 

 

 

 

 

 

 

 

 

 

 

 

 

 

 

 

 

 

 

 

 

 

圖 3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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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日程表 

表 2研究日程表 

 
 

伍、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主要蒐集臺南市與高雄市 清代城牆之書籍、政府出版品、網路資源等，

彙整兩地清代城牆的歷史、現狀及政策，探討臺南市與高雄市 清代城牆歷

史緣由。 

二、田野調查法 

根據文獻蒐集到的資料，實際走訪臺南市現存清代城牆以及高雄市左

營舊城，經由文字、攝影記錄保存現況，作為與歷史資料對照以及未來再

生利用的參考。 

三、訪談法 

經過對清代城牆現況實地探訪及相關文獻的蒐集之後，本研究運用訪

談法，經由對政府機關、專家學者及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實際訪談，以深入

瞭解清代城牆的的未來發展規劃及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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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實地探勘結果 

本研究小組走訪臺南市與高雄市現存的清代城牆，探勘結果如下。 

表 3臺南及高雄清代城牆實地探勘結果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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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臺南及高雄左營舊城清代城牆現況比較表 

 

 

 

圖 4臺南市小南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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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臺南市大南門現況圖 

 

 

 
圖 6臺南市兌悅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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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臺南市小北門現況圖 

 

 

 
圖 8臺南市大北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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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臺南市小東門殘垣現況圖 

 

 

 
圖 10臺南市小西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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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臺南市永康門現況圖 

 

 

 
圖 12臺南市大東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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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臺南市仁和門、東門段殘垣現況圖 

 

 

 
圖 14高雄市左營舊城北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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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高雄市左營舊城東門現況圖 

 

 

 
圖 16高雄市左營舊城南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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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訪談結果 

(一)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 

本小組 2017年 1月 4日訪問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其表示： 

1.城牆是代表臺南的文化 

城牆曾防禦臺南，是臺南一個地標象徵，是紀錄臺南歷史，所以就

這些價值來看，臺南的城牆一定要保留。 

2.用公務預算來保護城牆 

市府一年大約花費八、九千萬維護古城牆，政府和都市計畫單位合

作，約定不在城牆上蓋馬路以保存城牆。 

3.跟住戶合作維護城牆 

臺南 清代城牆有部分產權屬於民間，政府必須跟民宅住戶溝通，讓

他們知道城牆是有價值的並合作維護城牆。 

4.結合交通、小吃帶動城牆觀光 

對於城牆未來的文化發展政策，可結合觀光巴士或單車做半日遊的

活動，帶動當地特色小吃、商店或廟宇來推廣。 

5.結合現代科技發展古城牆新文化 

規劃發展臺南城牆的桌遊、app及 QR code作為導覽輔助，甚至是機

器人來做導覽或 VR虛擬實境來讓民眾重新體驗城牆。 

(二)臺南市甲大學老師  

本小組 2017年 1月 5日訪問臺南市甲大學老師。其表示： 

1.清代古城牆主要目的為防禦 

城牆主要目的在防禦並作為地方訊息溝通往來的主要要道。 

2.城牆可做為城內外的界線 

以臺南大學為例，這個地方在清代其實是在大南門的城外，從現在

臺南女中留存的城牆遺址，可以知道臺南大學是在城外。 

3.城牆代表歷史、文化，應透過教育予以發揚 

城牆是代表歷史、文化，應該予以保留與發展，政府可以透過教育、

宣導等方式，讓大家了解古蹟的價值。 

4.爭取經費維護城牆，傳承歷史 

政府要編列相關預算規劃與歷史結合的活動，多一些導覽或想一些

新的創意方法辨活動，才能讓歷史傳承下去。 

(三)高雄市民間相關團體人員 

本小組 2017年 2月 15日訪問高雄市民間相關團體人員。其表示： 

1.高雄左營古城牆具有歷史意義並帶動城市發展 

高雄左營古城牆因為朱一貴事件後，由當地的官員與居民所蓋起的

土堡，實際為土城牆，並在城牆外加築刺竹。主要目的為防禦，聚集人

口，帶動商業的進入。 

2.透過多元活化方式展現高雄左營古城牆價值 

「見城計畫」獲補助 20億元，藉此計畫介紹城牆的歷史與現況。另

外也進行考古。左營舊城城門有四個，可針對每個城牆的特色設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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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介紹城牆，讓民眾更容易更願意親近城牆。 

3.召集有志人士長期合作推廣 

市府與民間團體組織長期合作，按照每個城牆的特色設計主題來介

紹城牆，定期舉辨各項活動，推廣大家對於文化古蹟的認識與重視。 

(四)高雄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 

本小組 2017年 3月 8日訪問高雄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其表示： 

1.高雄舊城保存完整，每年編列預算維護保存 

見城計畫打算重現舊街道模樣，讓民眾散步其中。市府針對古蹟及

歷史建築，每年都會編列經費辦理防災訓練、日常巡查及通報、專業檢

測、清潔維護與小型修繕等。 

2.釐清產權與相關單位取得共識 

左營舊城部分屬於軍方管制區，所有權屬於國防部，目前已進行查

估作業，未來將透過拆遷救濟來拆除這些房舍。 

3.舉辦主題活動吸引年輕人遊城牆 

高雄市規劃除了古城采風舊城導覽，也舉辦築城、拓碑主題活動，

例如名人帶路探古城深度旅遊，年輕人動漫主題裝扮、網路直播、手機

打卡，或是結合時下流行寶可夢或剛引進的觀光雙層巴士路線帶進人潮。 

 

4.發展特色、建立在地連結 

每個區堿的城牆都有它的歷史背景與過程，緃使是殘蹟也是一種文

化的呈現，如何跟在地做連結，凸顯特色，才能表現城牆與地方的歷史

意義。 

(五)臺南市乙大學 A老師 

本小組 2017年 3月 15日訪問臺南市乙大學 A老師。其表示： 

1.保存古蹟要非破壞性的施工 

目前保留的國定古蹟規定是所有古蹟的本體不能有任何的破壞性的

施工，如釘釘子、油漆等。 

2.古蹟保存跟都市發展存在衝突 

古蹟保存跟都市發展是有衝突的，加上地區團體、居民文化保存意

識不足，政府缺乏經費下，城牆要能妥善地被保存是有困難的。 

3.都市應與城牆共存共榮 

都市規劃中圍牆與民宅共構是因為歷史的發展，在探討城牆的保存

上，不能只針對保存古城牆來討論，應該是整個面向來看如何保存臺南

的整體環境及所有的古蹟。 

(六)臺南市乙大學 B老師 

本小組 2017年 3月 15日訪問臺南市乙大學 B老師。其表示： 

1.按照城牆特色進行保存 

城牆材料，跟地理環境有關係，臺南平原沙多，所以就採用三合土。

開挖容易，但要保存則要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如果真的不能有適當的方

式來保存，建議不要開挖，保存在地底下，還較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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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必要不要破壞城牆 

古蹟的維護，如果和大家隔離，就少了親近的感覺。但是如果不隔

離的話，就一定有人去破壞古蹟，所以鼓勵大家親近城牆，但不要去摸

古蹟、破壞古蹟。 

3.經濟發展與文化保存平衡 

早期經濟發展較重要，故直接拆古蹟建馬路，但現在文化保存意識

提升，要如何來解決衝突就要大家集思廣益，並編列經費完成。 

4.修復城牆應考就歷史 

小西門其實不在小東門的位置，而是在小東門的城牆上。小西門的

下半部按照原本的方向向西，城樓的部分則是轉了 180 度，所以修復古

蹟時一定要探究史料，真實還原歷史。 

5.把握現有的城牆，加強維護 

現在真正可「看」到的城牆已經不多了，活化古蹟不只是要不破壞

古蹟就好，更要讓更多的人了解古蹟、親近古蹟。 

(七)臺南市立委  

本小組 2017 年 5 月 9 日以 e-mail 將可供借鏡的城牆文化政策提供給

臺南市的一名立委。該立委於 2017 年 5 月 18 日以 Line 回覆如下：「非常

感謝你們能夠這麼地關心臺南、了解臺南，愛臺南，所以你們給我的古城

牆再生利用、吸引更多遊客來觀光的這些寶貴意見，將會列為市長參選的

市政白皮書，作為政策參考，也會向政府爭取更多經費與資源來實現！讓

我們一起為臺南的發展加油喔！」 

 

三、現況探勘與訪談結論 

(一)高雄左營舊城範圍小，保存較完整；臺南城牆較分散，保存較不完整。 

(二)臺南及高雄清代城牆均有產權問題，無法完全納入政府規劃使用。 

(三)城牆開放與保存可能具有衝突性。 

(四)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清代城牆具有歷史意義及文化價值。 

(五)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清代城牆應設法保存與發展。 

(六)民眾對於古蹟保存意識不足，應透過教育培養文化保存意識。 

(七)結合政府、學術單位及民間團體力量，共同維護及發展。 

(八)可結合當地特色、交通、觀光等文化政策，吸引更多人認識與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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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一、高雄城牆集中、保存完整且具有多元的文化政策，臺南城門數逾高雄三倍，

應結合周遭著名的古蹟、小吃，規劃府城城牆新景點 

研究發現臺南城門數雖然逾高雄三倍，但保存範圍零散，較少在地人

或遊客造訪；反觀高雄舊城有完整的範圍且腹地大，發展出多元的城牆文

化政策，帶動觀光人潮。 

依據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5 年度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統計資料

(如圖 17)顯示，每年造訪臺南市市區的觀光人次高達近四百萬人，這些景

點均是與歷史相關的文化資產，顯見觀光遊客對府城的歷史十分感興趣。

此外，本研究發現遊客造訪景點均鄰近清代城牆遺址，表示這些城牆深具

觀光潛力，如能將景點與清代城牆遺址結合，規劃府城新景點，預期可帶

動更多的觀光效益並讓在地居民瞭解並重視城牆。 

表 5臺南市 105年度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統計表 

 

本研究認為應結合周遭古蹟、小吃，規劃府城新景點，讓更多人知道

臺南 清代城牆的珍貴。本研究小組建議，可先結合臺南著名的景點及小吃，

在鄰近景點及小吃中以文字、圖片宣傳，在大家遊玩、品嘗美食時，順道

造訪城牆。本小組對臺南 清代城牆可結合的周邊景點及小吃構想如下表。

表 6臺南清代城牆可結合的周邊景點及小吃構想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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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與高雄均藉由觀光、藝文展演推動清代城牆發展，打造城市新亮點並

行銷國際 

研究中發現過去臺南市在城牆曾舉辦過演唱會、音樂會、市集等活動，

增加城牆與居民的互動，而高雄市除了結合觀光、藝文活動外，更推動「見

城計畫」結合國際活動將城牆行銷海外，完整規劃城牆的文化發展政策。 

在國際上許多具歷史意義的古城均受當地政府的重視與遊客的喜愛，

例如鄰近的日本不少古城都被列為重要文化財產，發展出特色旅遊行程，

吸引各國遊客參觀；歷史悠久的歐洲更有許多古城遺址被列為世界遺產。

這些古城並沒有因城市開發、觀光人潮而被破壞，反而促進政府的重視並

成為當地寶貴的文化財。此外，從文獻探討中也看到高雄市與日本熊本市

結盟合作，跨國行銷古城的成功經驗，因此，本研究建議臺南市應積極與

擁有古城遺跡的國際城市結盟合作，藉由與各國知名城市合作辦理城牆相

關活動，相信必能打造城市新亮點，讓臺南市 清代城牆躍上國際舞台。 

綜上，本小組認為未來應繼續結合城牆意象舉辦各項活動，並發展相

關商品，另可透過新科技，結合手機及數位資訊，喚起市民的重視以及吸

引外地遊客的造訪。本小組對舉辦多元城牆活動構想如表 5。 

表 7舉辦多元城牆活動的構想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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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清代城牆深具歷史及保存價值，應透過政府、學校及民 

間團體相互合作，積極維護與推廣清代城牆 

城牆足以代表我們的在地文化，訪談的專家學者也表示清代城牆深具

歷史及保存價值，要從教育著手，讓學生了解城牆的歷史、文化，並透過

政府及民間團體推廣，讓大家瞭解城牆的歷史。本小組針對政府與民間團

體及學校合作辦理城牆活動，提出構想如下表。 

表 8與民間團體合作的活動與構想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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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加強對在地小學生強化城牆認識構想彙整表 

 

 

 

 

 

 

 

 

 

 

 

 

 

 

 

 

 

 

 

 

 

 

 

 

四、本研究將高雄市 清代古城牆的文化政策具體提供給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及

民意代表參考，得到正面的肯定與支持 

從研究中，本小組發現高雄的城牆文化政策規劃較多元及完整，臺南

雖然城門數多，但因為牆門分散與觀光旅遊結合度較不易，故在地人或遊

客較少親近城牆了解城牆歷史。反觀高雄左營舊城，因為有整體的政策規

劃，以及中央經費的支援，加上與民間團體的長期合作與協助，成功將高

雄舊城文化重新包裝，帶動地方繁榮並行銷國際。 

本小組經文獻收集、實地調查及專家學者訪談後，彙整高雄市 清代城

牆相關文化政策優點及具體做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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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高雄市 清代城牆相關文化政策優點及具體做法彙整表 

 



26 
 

本小組彙整出高雄市可參考的文化政策，回饋給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

人員以及臺南市立委，獲得以下正面的肯定與回應。 

(一)2017年 3月 30日，本小組再訪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將高雄市可

供參考的城牆文化政策，提供臺南市政府參考，獲得以下正面的回應： 

其認為本小組提出的建議十分具有創意及建設性，不論是古蹟保

存、文化政策或是觀光旅遊，希望未來規劃臺南市文化活動時，可以

將這些建議給各單位參考運用，期盼全體市民都能進一步的認識城牆

並好好的保存。也表示過去因為城市發展把城牆拆除，臺南的城牆已

經難復原，要讓大家喚起對城牆的喜愛與重視，除了文化政策，也可

往科學方面探討，例如以前用三合土材料建築的城牆與現代水泥牆有

何不同?紅磚牆具有節能減碳的功用等，讓城牆運用於科學研究上，

運用古人的智慧結合現在的科技，創造城牆更大的價值。 

 

 

 

            

 

 

 

 

 

 

 

 

 

 

 

 

 

 

圖 17與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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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年 5月 9日本小組將高雄市可供參考的城牆文化政策以電子傳送

方式提供給代表臺南市的其中一名立委，希望可以透過民意代表的力

量，讓更多人認識及重視臺南 清代城牆。 

立委於 5月 18日透過 Line訊息給予令人興奮的回應，肯定本小

組成員對臺南的關心，樂見於臺南 清代城牆重新被大家看見，將會把

本小組的建議列為政策參考，並爭取更多經費與資源來重現府城的城

牆之美。其回覆內容如下圖： 

 

 
 

圖 18臺南市立委回覆內容截圖 

 

 

由研究過程、結果與建議，本小組學習並了解清代城牆對臺南歷史極

具重要意義，對於這珍貴的文化資產，我們應該好好保存並讓更多人來認

識它，雖然目前受限於產權、人力、經費及人民意識等問題，使得臺南 清

代城牆還沒有辦法獲得良好了維護與發展規劃，希望經由本研究讓更多人

知道臺南有這麼有歷史意義的清代城牆，願意一起守護並吸引更多人來認

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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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訪談紀錄 

一、訪談時間地點與對象 

(一)訪談時間：2017年 1月 4日。 

(二)訪談地點：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辦公室。 

(三)訪談對象：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 

二、訪談紀錄內容 

(一)請問您曾去過的城牆、城門有哪些? 

臺南城牆我都去過了，其他縣市舊城如恆春古城、鳳山舊城也都去過

了。 

(二)您贊成城牆再利用(再生)還是想拆掉?若反對，理由為何? 

城牆拆掉或保留必須以它的價值來界定。城牆是代表臺南的文化、曾

經防禦過臺南、是臺南一個地標的象徵、是紀錄著臺南的歷史…等，所以

就這些價值來看，臺南的城牆一定要保留下來。 

城牆的再利用與再生，這兩者是有不同的意思。再利用是指城牆閒置

了，現在發覺有價值，再拿出來用。城牆在古時是城內、城外的界限，進

出這個界限必須經過城門，但現今我們有開拓許多的路，進出已不需要再

經由城門了，所以我們要想的是如何城牆再生。再生是指給予城牆新的功

能、機會及生命。城牆要如何再生呢？以大南門為例，已無法恢復原來的

功能，所以我們用再生的方式運用，例如改成小博物館、用來培訓解說員

的地方、市集、咖啡館等，用有創意的方法來思考，過去市政府做過很多

的活動，有劇場、文創、星期六/日不固定小型的市集等，我們也可以城

牆、城門為背影用燈光或投影的方式來增加城牆、城門現代的價值，讓現

在人對城牆古蹟能喜歡。 

(三)市府每年需要花多少錢維護古城牆?會找基金會或企業捐款或認養嗎? 

市府一年大約花費八、九千萬在維護這些古城牆上，但基本上沒有基

金會、企業會來捐款，頂多偶有少數個體戶會捐款。 

(四)古城牆的維護跟推廣是哪些單位一起合作，各扮演什麼角色? 

現在已經看不到完整的城牆界線了。有一些不知道城牆歷史的人就會

把城牆打掉，政府會和都市計畫單位討論、合作，他們約定不在城牆上蓋

馬路，會將馬路蓋在城牆旁，他們也會拿一些公務預算來保護城牆。以前

也曾經成立一個「城緣聯盟」來一起維護城牆。 

(五)在維護或規劃臺南市古城牆活動時，有無先進行調查或問卷?是否有反對的

聲音?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因城牆的界限已經不清楚了，所以我們一開始有先調查城的走向，並

邀請各個社區一起來調查。並在調查的過程中知道這個社區的特色、年齡

層…等後，串聯古蹟來規劃城牆的活動。目前臺南市民沒有反對任何城牆

的活動與理由，只有針對活動所產生的干擾與噪音有反應過要小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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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南市未來在建設上如臺南高架輕量單軌路、捷運、或火車鐵路地下化

之工程有經過古城牆時，會如何處置？ 

臺南高架輕量單軌是圍在臺南城牆的外環，不會破壞到城牆。未來若

有捷運，應該會將輕軌套到捷運上來設置站點，也可以來規劃相關城牆的

旅遊路線，目前有想到是設置在東區成功大學附近，遊客可以步行到小東

門、小西門觀看。目前臺南火車地下化是會切過城牆，所以在工程上考驗

工程的技術，我們可以參考日本京都捷運車站二条駅，在施工時挖到皇宮

的城牆用共構的方式用玻璃圍住皇宮城牆來展示，讓交通建設可以尊重、

保留文化資產。 

(七)如果臺南市的城牆要做活動,可能會針對什麼主題來推廣(觀光巴士、校外

教學、城牆旅遊 app)?城牆再生對臺南市可以帶來什麼好處? 

如果要結合觀光巴士或單車、摩托車，可考慮做半日遊的活動，帶動

當地特色小吃、工藝店或廟宇來推廣，因為順著界線走，大部分是小巷子，

可以帶動更細膩的傳統文化觀光體驗。過去曾經有學術單位跟社區民眾共

同組成的城垣聯盟，做文化研究與導演解說、舉辦一些特色小活動。另外

政府也曾考慮舉辦古城音樂會來推廣城牆文化。 

近年來比較熱門的是結合文化、歷史與經濟發展，保存與維護這些城

牆，但礙於民眾習慣不甚很好，保存上有許多地方不易。在 2024 年是建

城的四百年，考慮發展臺南城牆的桌遊、app配合 QRcode作為導覽時可用

的語音系統，甚至是機器人來做導覽互動或 VR 虛擬實境來讓民眾重新體

驗城牆之光。 

(八)實地訪查發現部分城牆與民宅連一起(例如小西門、仁和門及東門段殘

垣)，請問這些城牆產權是誰的?在維護保存上有沒有困難?未來有計畫遷移

嗎? 

如果政府拿不回城牆產權時，就會跟那些連在城牆的民宅溝通，讓他

們知道城牆是有價值的，和他們合作，一起維護城牆。在維護時也會有些

困難，如：有些人會把曬衣夾等，不該有的東西放在城牆上，必須透過勸

導叫他們拿掉，城牆跟古董一樣，是該受到保護的。 

 

 

 

 

 

 

 

 

 

 

 

 



31 
 

 

  

  

 

本研究小組與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談訪合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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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臺南市甲大學訪談紀錄 

一、訪談時間地點與對象 

(一)訪談時間：2017年 1月 5日。 

(二)訪談地點：臺南市甲大學。 

(三)訪談對象：臺南市甲大學老師。 

二、訪談紀錄內容 

(一)您覺得清代古城牆的存在，從歷史、文化及都市發展等面相，對臺南人的

意義及影響是什麼? 

臺南市是首府，是最早有城牆的地方，有特殊材質去做城牆的美學，

不是每個地方都像臺南一樣的城牆，我們自有自己的建築材質與建築美

學。臺南城牆圍繞起來的地方就形成舊城文化，臺南目前對這部分保存的

較其他縣市來的良好與完整，城牆也會結合一些導遊、店家，讓大家覺得

有意義，可以花更多時間在城牆那裡。城牆會跟一般的店家、馬路有關連，

他們的命名都跟城牆有關，例如在附小附近，因為之前有小南門的存在，

因此許多賣吃的店，它的店名就會有「小南」這兩個字。 

又譬如說大東門，為何叫迎春門?因為早期是農業社會，迎接春天就

很重要，因為一年之計在於春，所以春天到了就要開始耕作。另外大東門

內還有 24 節氣與孩童牽著黃牛的圖像，這就代表立春的意象，所以古代

官員們在立春的時候，就會在大東門城舉辦迎春的活動，所以這些都是跟

歷史、傳統文化等有關係的。 

(二)清代建造這麼多城牆的用途除了防禦還有哪些?臺南的古城牆和全臺其他

縣市的古城牆設計上是否有所不同? 

原本在臺灣的歷史時代內是沒有城牆的存在，慢慢的有官府成立，地

方上也開始有一些民眾叛亂之後，開始建築城牆，城牆的主要目的在於防

禦，並且作為地方訊息溝通往來的主要要道。譬如說臺南大學這個地方在

清代其實是在大南門的城外，如何知道是在城外，因為看到現在的臺南女

中留存的城牆遺址，就可以知道臺南大學是在城外，城外以前都是墳墓

堆，例如現在的五妃廟所在地，以前是一個小山丘，叫桂子山，臺語的諧

音就是「鬼仔山」，所以城牆的用途也在區隔城內與城外的生活。 

臺南市的城牆是全臺歷史最久的城牆，一個城牆的存在是代表一段歷

史文化存在久遠的意義，在全臺其他縣市的城牆因為一些都市發展等問

題，大概都已毀壞拆除，跟其他縣市比較起來，臺南市的城牆是一個比較

完整的設置，保留比較久，也是最早的城牆。 

(三)您贊成古城牆再利用還是拆除? 若贊成再利用，請問再利用的方法是什麼? 

若贊成拆除，請問理由是? 

贊成再利用，因為城牆是代表歷史、代表文化的，城牆大多都是可以

再利用但由政府來做，不僅是由政府提供經費，而且有時要解決交通問題

也是政府在做。城牆如果拆除了，歷史文化就不見了，當然是要將城牆加

以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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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古城牆文化保存及再利用(再生)所面臨的問題有哪些? 

文化的保存要提升市民對城牆的認識，透過教育，如學校、政府，以

大南門為例，目前有解說導覽的提供，政府應該對這部分多提倡。再利用

城牆這部分，政府要有一個辦法，譬如說假日在城牆這邊有舉辦活動，但

這涉及到經費的問題，因此政府應該多挹注這部分的經費，讓相關單位可

以舉辦活動。 

(五)近年來臺南市府結合古蹟發展觀光行程，卻造成有些古蹟被遊客破壞。您

認為文化保存及推廣的方式還可以有哪些? 

小北門古蹟被破壞最嚴重，目前對於古蹟的維護是有立法，因此破壞

古蹟的人是會被處罰。政府可以透過教育、宣導等方式，讓大家了解古蹟

的價值，如果不了解古蹟的價值就會覺得它是破銅爛鐵而加以破壞。 

文化的保存及推廣其實可以透過教育，譬如說學校的戶外教學，可以

透過學校老師帶領學生去逛古蹟，從小培育對古蹟的維護的概念，讓大家

從小就了解到生活在古都其實是很有歷史意義的，也是蠻有趣的。 

利用一些城牆的某些歷史，來做一些節氣的慶祝活動，例如東門城的

迎春門是當年政府官員在立春時，迎接春天的重要的地方，農民開始進行

開墾播種；大南門城日治時代的「原臺南放送局」，之前經由臺南藝術大

學師生的古蹟活化再利用，希望將臺南市打造成為電影友善之都，成立「臺

南市南門電影書院」辦理影視推廣教育、電影協拍、資訊查詢、電影放映

等業務。結合臺南府城小吃，來趟古蹟小吃半日遊，一日遊等等。若有團

體也可線上預約，結合志工導覽員，一邊介紹古蹟，一邊介紹當地小吃。 

(六)您對臺南市的古城牆未來維護以及再生、活化有何建議? 

政府要多出錢，因為不管是維護或辨活動都需要許多的經費，所以政

府要編列相關的預算。城牆的再生需辨一些與歷史結合的活動，多一些導

覽、或想一些新的創意方法來辨活動，例如:大南門的劇場表演、文創活

動…等，如果能用小朋友的觀點來做活動會更好，讓大人小孩可以共同來

參與，藉機讓更多人認識古城牆。 

本研究小組與臺南市甲大學老師談訪合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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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高雄市民間相關團體訪談紀錄 

一、訪談時間地點與對象 

(一)訪談時間：2017年 2月 15日。 

(二)訪談地點：高雄市民間相關團體。 

(三)訪談對象：高雄市民間相關團體人員。 

二、訪談紀錄內容 

(一)請問協會是由那些人士組合的?有官員、學者、地方人士嗎?請問各自扮演

的角色及分工為何？ 

 

 

 

 

 

 

 

 

(二)協會覺得清代古城牆的存在，從歷史、文化及都市發展等面相，對高雄人

的意義及影響是什麼？ 

因為城牆是在左營，所以我會著眼在左營古城牆對左營人的影響。當

時清朝皇帝認為臺灣是「易失易得」的地方，所以不贊成蓋城牆，但在朱

一貴事件後，當地的官員與居民卻認為非常需要，所以就蓋起了土堡。土

堡有護城河、砲臺、城門…等，實際為土城牆。並在城牆外加築刺竹。經

過許多事件及連年戰火的摧殘下，這座土城得破損，又鳯山城是倚山而

建，易攻難守又多兵災，所以當地官員決定由左營(鳯山縣舊城)遷城至現

今的鳯山區為鳯山縣新城。但後來因鳯山縣新城並沒有天然屏障，故又遷

回至原鳯山縣舊城，並再修整建造石頭城。此石頭城的經費是由當地居民

及官員捐錢約 15 萬銀元，合力興建而成的。所以從這歷史我們可以瞭解

當時的社會、老百姓、及官員貪污…等的狀況。而這段歷史對高雄人/左

營人的意義是非常重要，因為蓋石頭城牆這件事，讓老百姓大家更團結、

更無私，而且也很驕傲，自已的城牆是自已蓋起來的! 

(三)清代建造這麼多城牆的用途除了防禦還有哪些? 高雄的古城牆和全臺其他

縣市的古城牆設計上是否有所不同？ 

主要作為防禦，同時聚集人口也帶動商業的進入。高雄的規模較小，

沒有甕城，可能和等級有關係，新城也沒有。其中比較值得一提的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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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城牆

50%

不重視城牆

22%

隨便

28%

雄的北門有門神。 

(四)協會贊成古城牆再利用還是拆除? 若贊成再利用，請問再利用的方法是什

麼? 若贊成拆除，請問理由是？ 

我們不讚成拆除城牆，而是希望去維持、保護它！而城牆如果真的被

拆除了，也可以再利用拆下來的東西。例如臺南的熱蘭遮城城牆被毀的磚

牆就被用來建造億載金城。而左營的城牆我們希望用活化、重建的方式來

利用它。有人用才有用，才會保存。活化的方式是藉由各種活動，讓人來

瞭解它。當人們瞭解它後，就會對城牆產生感情，有了感情就會想要保存、

保護城牆，而不會去傷害或破壞它。所以協會一直在推廣大家來瞭解左營

清代古城牆的歷史、意義，以及有多麼了不起！它見證了朱一貴…等有名

的事件，而且是保存最良好的遺跡。在介紹中也可以告訴現代的人古時候

的人作東西的想法及方式。 

(五)協會認為古城牆文化保存及再利用(再生)所面臨的問題有哪些？ 

這取決於民眾的看法及政府的態度。因為政府不重視城牆，民眾對城

牆也不懂，有些人說要保護城牆，有些人說不重視城牆。大致可以用下圖

來說明。 

 

 

 

 

 

 

 

 

 

 

 

(六)文化部核定鳳山縣舊城—「見城計畫」，補助 20 億經費，協會可否談談對

於見城計畫的看法?另協會是否會配合市府從事有關古城牆文化保存及再

利用(再生)的工作，可否談談具體的工作內容有哪些？ 

太好了，政府終於重視我們的城牆了!樂觀又開心的面對。協會已經

在這個地方 20 年了，對這個地方也很有研究，政府希望協會藉由這個計

畫，一個月可以有兩次半天和一次整天的導覽，介紹城牆的歷史、現況。

另外，因為在旁邊草地有挖掘到以前人類在此生活的遺跡，因為經費不足

所以暫時先回填，也可以藉由這次見成計畫的經費來進行考古，讓大家更

瞭解城牆，親近城牆。 

(七)協會對高雄市的古城牆維護、再生、活化有何建議？ 

以協會的立場希望全蓋是最好的，包含城門樓、護城河、城牆…等，

但是那是理想，應該是不可能的！ 

(八)高雄市的城牆如果要做活動，協會可能會針對什麼主題來推廣(如觀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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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校外教學、城牆旅遊 app等)？ 

左營舊城城門有四個，各有個不同的地方，也會有不一樣的推廣方

式。北門的特色是有門神，東門是有砲臺和護城河，南門是有保存完整的

城樓，西門則是拆除了，雖然現在看不見了，但有一個紀念「震洋隊」的

神社遺址以及當時是被拿來做海軍的自殺隊「震洋隊」的訓練基地，當時

有三隊震洋隊躲在那邊，美軍都不知道，因為那裡有很多橘子樹和大樹，

為了躲避美軍在樹下修築防空洞和房舍，甚至把砲臺挖空，人躲進去，也

有挖開的掩蔽山洞，所以協會按照每個城牆的特色設計主題來介紹城牆。 

 

 

 

 

本研究小組與高雄市民間相關團體人員談訪合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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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高雄市政府相關單位訪談紀錄 

一、訪談時間地點與對象 

(一)訪談時間：2017年 3月 8日。 

(二)訪談地點：高雄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辦公室。 

(三)訪談對象：高雄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 

二、訪談紀錄內容 

(一)請問文化部核准的見城計畫內，市府預計要從事那些古城牆的維護、再生

與利用工作？ 

高雄左營舊城是全臺保存較完整城池中年代最早的(1825年)，保存面

積總共有 51 公頃，是保存面積最廣之古城，而且國內現存古石城皆僅剩

下點狀式殘蹟，綜觀國內僅有高雄左營舊城為保存最完整、最具歷史現場

再造潛力的城池，如能再現舊城歷史現場，將為臺灣首例，期待左營舊城

再生與活化。見城計畫包括：1.東門—重建臺灣第一石城。2.南門—舊城

門戶重塑再造。3.西門—歷史堆疊城市考古(城牆是不見了，但留有遺跡，

打算弄一個遺址公園)。4.北門—縫合龜山，串接蓮池。5.舊城城內空間—

貫穿古今散步舊城，早期有一些舊街道，但目前都沒有了，見城計畫打算

重現舊街道的模樣，讓民眾可以散步其中。 

(二)您贊成城牆再利用(再生)還是想拆掉?若反對，理由為何？ 

先人留下的城牆，因為古人維護保存不容易，所以更不應該去拆除，

但是往往破壞卻只要短短的一瞬間，所以人人都是古蹟守護員，人人都可

以是城牆的主人，所以要好好保護城牆。 

(三)市府每年需要花多少錢維護古城牆?會找基金會或企業捐款或認養嗎? 

臺灣最大的地主是軍方，現在大家看到的古舊城有八成都是屬於國軍

的屬地，所以市府在無法全面主導的情況下，市府只能針對古蹟及歷史建

築，每年都會編列經費辦理防災訓練、日常巡查及通報、專業檢測、一般

清潔維護與小型修繕等事宜。左營舊城因為是國定古蹟，所以會跟文化部

爭取維護管理經費，但並沒有一定額度，而是依照每年可能產生的維護需

求來編列經費或申請補助。而見城計劃預計在今年啓動，市府也會將這一

部份的維護都涵蓋進來。 

(四)古城牆的維護跟推廣是哪些單位一起合作，各扮演什麼角色? 

依據文化資產法的第 21 條規定，古蹟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

理維護，因此目前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負責管理維護，除了日常清潔與巡

視外，也跟我們合作，藉由在地文化史社團的能量，另外也會定期與我們

合作導覽，以推廣大家對於文化古蹟的認識與重視。 

(五)在維護或規劃高雄市古城牆活動時，有無先進行調查或問卷?是否有反對的

聲音？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現今大多數人對於古蹟的保存愈來愈重視，也會給予尊重，包括周邊

居民更是人人都是文化資產守護員，因此並沒有進行相關問卷調查。因此

我們認為文化保存要先從教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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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果高雄市的城牆要做活動,可能會針對什麼主題來推廣(觀光巴士、校外

教學、城牆旅遊 app)？城牆再生對高雄市可以帶來什麼好處？ 

除了古城采風舊城導覽外，也可邀請大家一起來築城、拓碑、考古試

掘、甚至穿著清兵或官服，好像穿越時空，另外舊城北門門神是全國唯一

有門神的城牆，也可在畫紙上門神彩繪，主題方面，例如穿越時空的城牆，

名人帶路探古城，年輕人客群的主題裝扮密碼、網紅直播、手機拍照密技，

或讓民眾親自蓋城等，交通方面也能結合高雄是剛引進的光觀雙層巴士。 

(七)在實地訪查時，我們發現部分城牆與民宅連一起，請問這些城牆的產權是

誰的?在維護保存上有沒有困難?未來有計畫遷移嗎? 

目前清查的結果，這些產權百分之 99.9 都不是我們的，也確實有部

分城牆與民宅連在一起，但這是歷史的共業，有它的時代背景，過去大家

對於城牆保存比較沒有概念，因此有不妥當的狀況。 

以左營舊城而言，在日治時代與國民政府撥遷來臺的時候，整個舊城

裡面都是屬於軍方的管制區，就是說這裡面的土地所有權其實都是軍方，

也就是國防部，那市政府這邊也已經跟國防部取得共識，將來都是國定古

蹟範圍內的話，這些都是佔用到軍方或公有地都應該要無償撥用，目前已

經在進行查估作業，未來將透過拆遷救濟來拆除這些房舍。 

(八)臺南市的城牆大都是以點狀的方式呈現，與高雄市的城牆有很大的不同，

是否可以給臺南市在城牆再利用這個議題上一些建議？ 

臺南與高雄的古城牆歷史不同，臺南市的城牆年代比高雄久遠。每個

區堿的城牆都有它的歷史背景與過程，緃使是殘蹟也是一種文化的呈現，

我覺得再利用的重點不在於在點與點之間的城牆如何回復，而應該是如何

跟在地做連結，凸顯特色，如跟在地居民、相關民間團體連結，不需要刻

意完全去套用其他縣市的作法。 

 

本研究小組與高雄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談訪合影圖 

 

 

 
 



39 
 

附件五、臺南市乙大學 A 老師訪談紀錄 

一、訪談時間地點與對象 

(一)訪談時間：2017年 3月 15日。 

(二)訪談地點：臺南市乙大學。 

(三)訪談對象：臺南市乙大學 A老師。 

二、訪談紀錄內容 

(一)您覺得清代古城牆的存在，從歷史、文化及都市發展等面相，對臺南人的

意義及影響是什麼? 

在 15世紀之前，臺南西側其實是海，並沒有現在這樣大的內陸地區，

整個府城被限制在北側與南側有兩條河，東側地區則有七個丘陵地，因此

府城的發展在當時候是被限制在這中間的小部分區域，加上當時後的人並

沒有建築的概念，只能依據地形來建造人造建築。現存在的清代古城牆對

大家來說是有歷史上的意義，可以去瞭解整個歷史的脈絡，從沒有人到有

人的這段經過等，可以發現歷史是藉由城牆來區分的，扮演著重要角色。 

(二)您認為古城牆文化保存、再利用、再生所面臨的問題有哪些？ 

國定古蹟的規定是所有古蹟的本體不能有任何的破壞性的施工，如釘

釘子、油漆等。所以城牆的再利用我們必須考慮 3個面向：第一個考慮是：

所有權，城牆的所有權人是誰。有些城牆是與民宅連結，若所有權是國家

的，那做什麼再利用都很順利，但若與私人共有，那要再利用就比較困難，

除非國家把所有權買下來，否則就得徵得所有權人的同意!所以，我認為

有私有產權要再利用是很困難的。第二個考慮是：在既有結構和範圍內我

可以做什麼用途，臺南的城牆寛度都不寛，能再利用的方式真的很有限，

而且又不能有破壞本體或架設平臺等的使用方式，所以先天條件不良!第

三個考慮是：我要再利用的方式會不會對原有的基本結構造成影響。綜合

以上三個問題的考慮後，我認為臺南城牆可以再利用的方式真的不多。 

(三)古蹟保存與都市發展是不是相衝突?如何解決? 

古蹟保存跟都市發展是有衝突的，地區的組成小團體，缺乏教育，政

府不重視。 

(四)由文獻中得知成功大學都計系曾協助臺南市與高雄市進行清代城牆遺跡之

風貌再現計畫?請問二地的特色是什麼?規劃有何不同? 

以龜山來看，當初是以眷村進來，所以保留了很多自然環境與軍事目

的。但以臺南市的城牆來看的話，內城跟外城內都是房子，與壽山的差別

很大。因為壽山本身是個國家自然公園裡面，周邊私人地很少，公部門的

所有權很大，所以公部門會拿來利用，再加上壽山的範圍很大，所以至今

保留還算完善。整體上規畫來比較，壽山配合國家自然公園，以親近自然

環境和水道可以讓民眾回想歷史意義與象徵；而臺南因為發展的比較快且

密集，所以現在只剩下部分的城牆來作為歷史遺跡，並沒有保留的非常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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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南市的清代城牆分布各區，有些還是民宅的圍牆。請問，從都市規劃觀

點，該如何完整？ 

都市規劃中圍牆與民宅共構是因為歷史的發展，郊外的居民不像城內

的居民有錢可以蓋房子，所以當地民眾就利用當時的圍牆來共構省一筆經

費，屬於歷史的一部分。至於要如何完整，我們應該把它標記出來，並且

把這些小故事寫成說明，給經過的人可以了解這段歷程與畫面。又因為臺

南的城牆範圍更大，要將古城牆購買回公有或復原難度是相當高的，所以

這算是臺南獨一無二的特色，只要將城牆標記完整並搭配完整說明，也可

發展成臺南特色古建築文化。 

(六)臺北捷運北門車站內保存了清代城牆遺跡，達到都市發展及文化保存，也

讓民眾有機會親近歷史遺跡，請問臺南的城牆能結合都市的發展做類似的

規劃嗎? 

臺北的北門因為是一個清代古城門，因此當時後臺北市政府用一個高

架道路繞過它，目前是拆掉了這個高架道路，重新規劃新的道路路網，但

其實臺南的南門公園(大南門)、東門圓環(大東門)其實都有做到和臺北捷

運北門車站一樣，甚至還做得比他們好。臺南把城牆做得較「親近」大家，

像大家可以直接走上去兌悅門，可以去大南門，不僅可以到城樓上去，也

不會有太多的阻隔，比較親近大家。 

(七)您對臺南市的古城牆未來保存、維護以及再生、活化有何建議? 

若單獨看一個古蹟保存是比較簡單，只要結構用好，做得美美的，可

是對我們生活的環境卻沒有考量，這樣就沒有意義。比如把古城牆修好保

存好，結果旁邊的大樓卻愈蓋愈高，人們跟城牆沒有任何連結與關係，這

樣是不對的。發展再利用是古蹟再利用，如果改古蹟附近的建築物高度不

要太高，不要破壞了古蹟的天際線等，我們要以臺南整個古蹟整體環境來

思考，以讓一般民眾可以更容易親近的方式來保存古蹟。我個人不希望在

原有古蹟上所沒有的再重新蓋起來或補起來，因為那是破壞歷史的一部

份，是造假的東西，我們只要針對尚存的東西來維持它、保存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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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臺南市乙大學 B 老師訪談紀錄 

一、訪談時間地點與對象 

(一)訪談時間：2017年 3月 15日。 

(二)訪談地點：臺南市乙大學。 

(三)訪談對象：臺南市乙大學 B老師。 

二、訪談紀錄內容 

(一)臺南現存的城牆遺跡除臺南女中外圍牆一小段保留較完整外，大多都已拆

除，另少部分的城牆遺址變為民宅圍牆或民宅就直接建在上頭使用（如仁

和門、東門段殘垣、小北門城牆遺址、永康門殘垣等），您覺得現存知道的

這些城牆遺址政府有無可能收回來做歷史文化保存再造，或您有無其他的

看法？ 

之前城牆的所有地大多都是政府的，當時很有可能收回重建，但是就

是沒有積極想保護的心態，城牆所有地紛紛流入民眾手中。而且當時成為

私有土地後，有的因為要開路、蓋房子等等因素導致城牆拆除。所以保存

城牆這一件事是要看人瞭不瞭解，想不想要。現在政府把城牆列為古蹟，

但是因為以前的破壞，且已成為私人土地，現在較難收回。 

(二)我們走訪過臺南與高雄左營舊城城牆，發現臺南的城牆似乎比較硬，高雄

市民間相關團體的人說左營舊城是用夯土(倒入 30公分的沙土，擠壓成 21

公分緊實狀況，一層一層疊上來)的方式築成。而臺南的城牆是用三合土的

形式築成，請問這二者有何不同?跟當時的地理環境有關係嗎?哪種比較堅

硬，這樣建造的方式是不是有其他目的? 

臺南的城牆也是用夯土製成的，外層再用三合土保護起來；高雄的城

牆也是用夯土製成的，外層再用 coral stone（珊瑚礁）保護起來。跟地

理環境有關係，因為左營靠近海，所以就採用珊瑚礁製作；臺南平原沙多，

所以就採用三合土。珊瑚礁比較堅硬。建造城牆主要是看國家有沒有錢，

沒有錢就用三合土，有錢的話就用珊瑚礁或磚塊。 

(三)由您指導學生的相關論文中獲知，光華女中校內籃球場(東門段)與南大附

小校內東側門旁(南門段)有探測到城牆遺跡，請問有可能進行開挖保存嗎? 

保存除了需要有經費外，還要想要用什麼方式來保存。像南大附小城

牆的遺跡有一部份是在馬路上，那在馬路上要如何保存呢?再比如，我們

開挖起來後，用透明玻璃圍起來給人保存、欣賞，但還要再處理水蒸氣、

霧的問題；又或可以用強化玻璃蓋在上方，讓人、腳踏車可以在上面走，

看到城門在下方…等。這些都是保存的方式。但像在光華女中的籃球場

中，根本不能開挖，因為挖了就一個洞，有可能的方式是在籃球場旁的部

份遺跡開挖後，圍起來保護。所以開挖是很容易，但要保存則要用各式各

樣的方法，如果真的不能有適當的方式來保存，建議不要開挖，保存在地

底下，還較能完整。 

(四)現存的城牆，平常是如何維護的?殘缺的部分，會如何修建復原? 

平常古蹟的維護，如果和大家隔離，就少了「親近」的感覺。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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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隔離的話，就一定有人去「破壞」古蹟，所以不要去摸古蹟、碰古蹟。

另外，「大自然」也有可能會破壞古蹟，要實施經常巡視、維修古蹟的工

作。在殘缺的部分，如果要保持現狀，就會有一些殘破樣。或是要用相似

的材料修復、修補一些小部分，但是這樣會把原本的歷史抹消掉，換來表

面的可看度。 

(五)您認為古城牆保存的價值是什麼?跟都市的發展是否有衝突?該如何解決? 

會不會有衝突是一個概念，就如每個人都會跟兄弟姐妹吵架一樣，有

時有衝突，有時不會。比如:當城牆在那，有一條新的馬路要開過時，就

會有衝突。這時我們的態度就可以決定這個衝突是否可以解決的關鍵，如

果我們可以想用做一個圓環，馬路從旁繞過，或做地下道…等方式來保存

古蹟。所以對古蹟保留的態度會影響衝突能解決與否。另外，解決衝突是

需要錢的，以前是錢較重要，古蹟不重要，那就會直接拆古蹟建馬路，但

現在相反了!所以要如何來解決衝突就要大家集思廣益，並有經費來完成。 

價值與價格是不同的，有些東西是無法用價錢來估算，比如歷史、故

事、經歷的構成、美學、藝術…等，這些都是無法用價格來衡量。就如同

現代人無法蓋夯土的城牆，所以就變得很有價值。我覺得古城牆保存的價

值至少是顯示臺南 3、4百年的歷史及一個標誌。 

(六)您是如何探測發現地底下有城牆遺址？古蹟開挖對地層會不會有損壞造成

危險？ 

通常考古或調查的人或依據歷史文字、古地圖或透地雷達作為探測基

礎。其中古蹟開挖對地層通常不太會被破壞，因為古蹟最多通常不會挖超

過地下兩公尺。 

(七)成功大學內尚有保存小西門與小東門城牆殘垣遺址，請問成功大學在這方

面如何保存與修復?但小西門原始應該在西邊，現存卻在小東門的位置，您

如何看待這樣的事情? 

小西門其實並不在小東門的位置，而是在小東門的城牆上。小西門原

本是很好的，但是有人反映說它影響到交通，就和「都市發展」有相衝突

了，所以將小西門搬遷至成功大學校區裡。當時搬遷到成功大學後，小西

門的下半部按照原本的方向向西，城樓的部分則是轉了 180度，所謂「古

『稽』的古蹟」，如果修復亂修，就會成為現在這「滑稽」的模樣。而且

搬遷來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地方受損了，所以要再搬回原來小西門的位置，

是不太可能的。 

(八)您對臺南市的古城牆未來維護以及再生、活化有何建議? 

現在真正可「看」到的城牆已經不多了，但是「地面下」看不到的城

牆底基還有非常多。能看的到的部分要更加保存，地底下的部分如果要

蓋，就要特別加強調查、考古，現在來做不算晚，不做才真是晚。活化古

蹟不只是要不破壞古蹟就好，更要讓更多的人了解古蹟、親近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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