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臺北市古蹟保存與維護之問題 

第一節 古蹟之使用問題 

有些政府、民間團體或基金會，雖花了大把的銀子維護修復，但

古蹟仍然遭到破壞，這些皆為使用之問題，例如： 

一、 不能滿足使用者日常生活的需要 

由於修護時著重於硬體修護的復原，對於生活需要所衍生

出來的空間改造無法兼顧，所以在修護完畢檢查驗收後，被原

使用者針對需求再改造一遍。改造類型通常為，如： 

1、 設備上的添加:如廟內抽煙火的抽風機、電風扇、日常辦公所需

的冷氣機、日光燈、保護財產文物的保全設備、鐵門、鐵窗、

為擴大活動空間所作的廟埕鐵製棚架。 

2、 空間的重新隔間及添加:如增建公共廁所、隔出房間作廚房、倉

庫、孩童的住所、夜間看守人的休息室、商家等，或為了隱私，

加高的圍牆、植栽，甚至鎖上大鎖不讓人進去。 

二、 修護後因施工及管理不善再次遭到破壞 

古蹟修護後或因施工不良，或因缺乏管理而遭到第二次破

壞，這類似戶外型古蹟如城郭、砲臺、牌坊較嚴重，如竹塹城

迎曦門原有登城道已經拆除，但是卻在古蹟門頂開挖一小處設

置鐵梯，基隆在防衛內港及市區的二沙灣砲臺有積水的問題，

基隆制海的白米甕砲臺原有鋼砲放於別處尚未安裝於原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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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北區張氏節孝坊的短柱遭到破壞，全省唯一的新竹李錫金

孝子坊修護後的石椅遭人破壞，北投區周氏節孝坊雖經修護，

但仍有一角被崁入臨近的廟中:新竹湳雅區蘇式節孝坊修護後

的石板通道因為屬於私人產權，所以通道鋪設瀝青並封閉作為

私人停車空間1。 

三、 使用者缺乏日常維護知識 

現行古蹟，使用者感到不便之處，就是不知道該如何維護

自己使用中的古蹟，小至釘個鐵釘掛日曆、加裝冷氣機，大至

屋頂漏水，若要層層上報則緩不濟急，若自己動手則有違法之

虞，令人無所適從，居民根本不清楚那裏可以引進現代的生活

設備？那裏出了問題是自己可以動手修理？或是要找那個單位

報告?因為沒有明確的的維護手冊，造成大眾對古蹟修護「麻煩」

的印象；也間接造成民眾對古蹟指定的反對。 

四、 缺乏永續經營之修護規畫 

現行臺灣地區的古蹟修護，由於受限於政府的年度預算及

會計年度，往往不能規畫長期的經營計畫，因為誰也不能保證

計畫所編列的經費在日後是否能夠繼續編列，所以委託修護的

單位往往只能作近程的規畫設計，偏向於古蹟硬體方面的修

護，對於長程的經營管理計畫，只能以建議的方式置於修護報

告書中，造成經營計畫的精確度及廣度無法兼顧。日後其他單

                                                 
1 米復國計畫主持，1997.1，《臺灣北及東部地區，古蹟使用調查與評估》，台北市：文建會，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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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規畫內部軟體設施時，往往受限於既成的硬體影響了其他

用途的可能性，甚且造成設備、空間、技術方面的衝突。 

五、 參觀者不清楚參觀規定 

許多古蹟並沒有對原使用者及外來參觀者之間的關係加以

釐清，而使得有關參觀者需求的軟體設施，不是闕如就是曖昧。

例如對廟宇古蹟而言，一般來說它是非常歡迎參觀者的造訪，

因為人潮多多少少可帶來香火，但是因缺乏軟體規畫，只能知

道其裝飾之精美、歷史之悠久，但對於背後之典故及意義通常

是不瞭解的。又例如內有民家的私有古蹟，因沒有定義開放的

程度及重點，造成參觀者往往在人家門口探頭探腦，而住家則

關緊門窗的矛盾現象，更甚者演變成拒絕開放參觀的局面。目

前只有新埔劉家祠因不堪參觀者的干擾，因而自行公告一清楚

的範圍，來界定參觀者的參觀範圍。 

古蹟使用不當問題之建議 

一、 對於現代化設施的添加，依歷史意義彈性區分古蹟 

由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五條條文規定: 「古蹟應

保有原有形貌，不得變更，如因故損毀應依照原有形貌修

復⋯⋯」，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則規定：「古蹟修護，應依左列

原則為之:一、保存原有色彩、形貌。二、採用原用或相近之材

料。三、使用傳統之技術及方法。四、非有必要不得解體重建。」

這使得「再利用」的可能性降底，可另定法規，依古蹟使用的

區域、分類，如最古、最重要之部份絕對保持原樣，如宅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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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廳、中軸線上之建築，較古者可加入現代化設施，如宅第之

兩側的廂房或護龍(閩)或橫屋(客)，或新增建部份可以導入現代

材料及設施，但使用形態之外觀需和古蹟相仿以保持歷史意義

2。  

二、制定使用者需求的日常維護使用手冊 

制定的內容應該明確的表示出，何地何種行為及設施是被

允許的或是被建議的，平時維護事項的內容及時間年限、各種

維護狀況的報備通知單位，可推薦的修護單位，如此一來有了

具體而明確的規定，才能使民眾容易有所遵行，對於使用者而

言，陳義過高的準則對他們生活的意義並不大，所以必須將準

則具體的轉化為明確，具體而且容易瞭解的規定，如同購買汽

車時，廠方會給一本維護使用手冊，告訴使用者多少公里應該

做什麼的維護，那些部份應該送廠檢查。 

三、

                                                

 協助修護古蹟，制定參觀行為及路線的範圍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古蹟應

該開放供大眾參觀，並得酌收費用，其費額應該報請古蹟主管機

關核備。說明了古蹟開放參觀在法理上的明確性。為了兼顧私有

古蹟的實質條件上，第五十一條也規定:古蹟主管機關對曾接受

政府補助經費整修之私有古蹟，得通知其管理維護機關、團體或

個人，於完成後三個月內開放大眾參觀，所以法令上已明文規定

古蹟開放一般民眾參觀之條件及私有古蹟權屬所有人之權利與

 
2米復國計畫主持，1997，《臺灣北及東部地區，古蹟使用調查與評估》，台北市：文建會，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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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 

對於私有古蹟或仍有工作人員工作於內的古蹟，應解決開放

參觀的問題，如於建物各空間及轉角處設置告示牌，平面配置

圖，並提供簡短文字簡介，具紀念的彩圖，全區平面圖及參觀路

線，明列注意事項，提供管理單位的服務資訊，留有紀念章蓋印

處，使參觀者立即知道最基本的需知，因紀念價值高不會隨意丟

棄。解說摺頁詳細介紹古蹟本體，不採隨門票一起發放，但需置

放於明顯處提醒參觀者可自行索取，於旁立牌說明此類摺頁製作

成本高;希望遊客愛惜資源，以護貝製作，避免污損，出口處設

立回收處，鼓勵民眾於參觀完後將解說摺頁回收，提供以後的參

觀者使用。解說牌透過簡要的文字、輔助的圖片，讓參觀者立即

明暸，平面配置圖不僅設在入口處，古蹟各處都應有，隨時標明

參觀者位置。參觀方向指示，提醒參觀者遵行方向。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將這些資訊主動的提供給參觀者，解說牌放置在參觀動線

上清楚明確的位置，而且字跡圖片清晰，否則就沒有實質的意義

和功效。（蘇子程，2000：139） 

另外，為了防止參觀時人為的破壞應訂定「參觀注意事項」，

作為規範管制參觀行為的依據。對於居住於內的的居民可以賦予

其對遊客管理維護上的地位，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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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古蹟之管理問題 

在(文化資產法)第二十九條之一規定:「古蹟之管理維護係指左列

事項:一、使用與再利用經營管理。二、防盜、防災、保險。三、日

常維護。四、定期維修。五、緊急應變計畫之擬定。六、其他古蹟管

理維護事項，古蹟之管理維護，係指依照古蹟保存的觀念所為之專業

管理維護。目前管理問題層出不窮，例如： 

一、 古蹟管理單位維護單位不一 

「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於主管古蹟的行政單位已有所規

定，在第二十七條裡指出:「古蹟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

直轄市定、縣(市)定三類，分別由內政部、直轄市政府及縣(市)

政府審查指定及公告之，並報內政部備查。古蹟喪失、減損或

增加其價值時，除依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辦理外，應報

內政部核准後，始得解除其指定或變更其類別。各級主管機關

得接受個人與團體之古蹟指定申請，並經法定程序審查指定

之。」屬直轄市、縣(市)政府管理維護之，但公有古蹟得由主

管機關授權管理使用之政府機關或委託自然人或登記有案之公

益性法人管理維護之，前項私有古蹟，必要時得委託古蹟所有

人或受託人或登記有案之公益性法人管理維護之。前二項委託

管理維護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簡言之，古蹟的行政主管

機關與管理維護者，可分為兩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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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蹟的行政主管機關 

分別為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 

2、 管理維護單位、團體或個人，依所有權屬可再分為： 

(1) 公有古蹟：以古蹟所在地之地方政府管理維護之。 

(2) 私有古蹟：原則是政府所有。  

二０００年修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特別規定了公益性

法人得受委託管理維護古蹟，這可使古蹟的管理維護甚至經營

利用能夠更具專業性，「古蹟之管理維護機關、團體或個人對於

所管理古蹟應造具概況表，並附詳圖及有關照片層報內政部存

案。其所報狀況有變更時，應隨時層報」，(第二十九條)而政府

只需善盡其監督者的角色，政府和受託之公益性法人乃形成有

效率的專業分工。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私有

古蹟的管理維護權原則上屬於政府所有，而與私有古蹟的所有

權分離，私有古蹟所有人如欲取得管理維護權，尚需得到政府

的委託授權，恐怕有侵害人民財產權之嫌，原因是管理維護權

本質上應為所有權的權能，不應當與之分割3，「文化資產保存

法」只能規定私有古蹟所有人基於所有權而來的古蹟管理使用

收益，應受上述管理維護原則的限制和政府的合法監督。 

                                                 
3 《台北市街區暨歷史性建築物發展自治條例之研擬》，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1，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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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管理權混淆不清 

目前臺灣古蹟(文化資產)保存體制上最值得商榷的一點， 

為所謂「多頭馬車」的行政管理體系。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文化資產可區分為五部份：

古物、民族藝術、古蹟、民俗及有關文物和自然文化景觀。其

中除古蹟、民俗及有關文物係以內政部為最高主管機關外，古

物和民俗藝術由教育部主管，自然文化景觀則由經濟部主管。

但由於古蹟本身即附有古物，而其修護又牽涉傳統技術，屬民

族藝術之一環，因此主管古蹟的內政部，其職權與教育部有密

切關連。 

此外，文化資產保存法亦規定，關於文化資產保存之策劃

與共同事項之處理，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會同內政部、教

育部、經濟部、交通部及其他有關機關會商決定，可見古蹟之

保存，與文建會、經濟部都有所牽涉。固然行政機關之作業，

不可能完全與其他機關不發生關係，各行其是，但此種高層次

之部會間的協調配合，其效率不免令人懷疑。 

其次，在縱的行政組織方面，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

八條規定，地方政府除須負責地方公有古蹟的管理維護之責任

外，對於轄區內之私有古蹟，亦負有監督管理的實際任務，在

整個古蹟保存行政體系下乃位居第一線。 

然而目前各縣市之古蹟業務，一般皆劃歸民政局第三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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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俗文物課兼辦，其組織編制均小，通常僅由課長及一位兼辦

課員負責該業務，甚至有課長一人兼辦的情形。這在古蹟數量

不多的縣市尚可勉強應付，但在許多古蹟為數不少的縣市，光

一般紙上行政作業便令其應接不暇，遑要再作全縣市古蹟之巡

察與了解，及其他有關業務了。（呂登元，1989：4-24）即使已

將古蹟業務再分由各鄉鎮公所各自辦理，但基層行政人員對古

蹟保存維護知識普遍缺乏，有關古蹟是否遭損，其損害程度如

何及是否有違法事例等的認定均有困難，實難期能有效推展古

蹟保存之業務。 

三、 日常管理維護缺乏明確準則 

對於管理者缺乏維護之組織，平時督導所有權人善加管理

維護，目前除了法令上的字眼外，並沒有一套完善的準則供基

層管理維護機關或私有古蹟所有權人依循。每每因個人認定標

準不同，在作法上有著相當程度差異。 

使其在一般管理維護知識不足之餘，又無所遵循，不但無

法保持古蹟之良好狀況，甚或因管理維護觀念之偏差與執行方

式的不當，無意中破壞古蹟亦不自知，亦使古蹟修護效果大打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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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管理不當之相關建議： 

一、 行政管理權責 

確立文化建設委員會為有關文化資產保存政策之制定，推

動與執行之監督的地位和功能，負有保存文化資產之積極責

任。並應建立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等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及

其他相關機構間之健全溝通管道，俾以最高行政裁量權之運

用，明確劃分各部門之職權，並調和彼此間之矛盾衝突，健全

古蹟保存業務之推展。  

內政部為最高古蹟主管機關，負責古蹟保存業務之實際規

劃和執行控制。故凡未經內政部同意，並報由文化建設委員會

存案之古蹟現狀，任何單位均不得逕行改變或處理，以防止古

蹟遭受不當之破壞。就長遠而言，為避免事權之過度分散，增

加協調配合上之窒碍，影響執行效果，亟應建立一元化之古蹟

保存專員機構，並使中央與地方組織系統一貫，以收事權統一，

權責分明，指揮靈活之效。 

二、 明定管理規則，使用維護組織： 

訂定出一套方法使管理者有所依循，透過各種管理方法、

維護組織力量，強化管理、維護的工作。亦可 

1、 對於管理維護人力不足的古蹟，可尋求社區或地方文史團體認

養管理： 

由古蹟主管機關與地方社區或文史團體協調，請求其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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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而政府單位扮演著資源協助的角色，如: 

(1) 輔導或成立管理委員會:成員以當地居民為主，政府可代為推

薦或遴選適當的文史工作者或團體參與其事。 

(2) 投資設置管理委員會的辦公房舍(可與服務中心合併)。 

(3) 補助人事經費，責成聘雇適當的管理人員(經費補助金額可另

議)。 

(4) 補助辦公設施之購置。 

此外，該團體可以協助解說及負責平日維護與檢查工作，

而且認為若能進駐管理委員會的辦公房舍，維護與檢查工作應

可更加周到而徹底，如指定擔任委員會中的維護組或服務組4。 

2、 對於古蹟實際管理者定期舉辦研習營，加強對古蹟管理知識： 

由於管理人(或單位)成日與古蹟為伴甚至生活其間，對古

蹟之熟稔、感情勝過大部分其他人，是古蹟管理維護的第一線

人員，因此對古蹟管理維護觀念正確與否，對古蹟保存維護是

否妥當就比其他人更具直接、深刻的影響。在本研究內的古蹟

以寺廟佔了大部分，而管理人員(或單位)多是市井中的耆老，

對古蹟的愛護也許不下具古蹟專長的專家學者，但因出自立

場、觀點的差異，使其認知多與專家學者有極大的差距，使得

在古蹟管理維護上顯得無力感。因此，主管機關必需著手規劃

                                                 
4 米復國計畫主持，1997，《台灣北部及東部地區古蹟使用調查與評估》，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委託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研究，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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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並有計畫的教導之，可透過定期舉辦研習營的方式來有效

處理。 

3、 由政府主管機關編輯古蹟使用手冊：將古蹟日常管理維護需注

意事項做成指導手冊，內容需指明古蹟範圍、古蹟可使用的方

式及日常維護的方式，其中日常維護的方式可另外編輯成維護

手冊。其中古蹟可使用的方式，其主要目的在於明確告知使用

者或管理者該古蹟可以做些什麼使用？不可以做些什麼使用？

避免因認知上的差距而造成古蹟的破壞5。 

                                                 
5 米復國計畫主持，1997，《台灣北部及東部地區古蹟使用調查與評估》，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委託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研究，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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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古蹟之維修問題 

修護古蹟應以「原物維護」為理想目標，而以「原狀維護」為一

起碼的標準，在修護時，對於材料之選用、技術和工法等，均須特別

講究，力求恭敬，謹慎從事，儘可能保留或恢復古蹟之原來風貎，完

全不同於從事現代化建築工程，可以任意添加個人創意。 

古蹟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種可以發思古幽情的軟性建築，但是修

護本身卻是一種技術性相當高的工作。目前國內古蹟修護品質卻常因

調查研究方法、施工技術、施工水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修護水準也

未如預期的提昇。 

造成這些差異與落後的現象有下列幾項主要原因: 

一、 缺乏有系統的學術性研究 

在施工前自不能不對所欲修護之古蹟作一番徹底研究，包

括其歷史背景，現存實體各部分之年代；並依據所得斷代結論，

從各該時代研究古蹟各部分之結構、材料和工法等，對於已滅

失的部分，亦須透過縝密和嚴肅的考證，推斷原有形貎，以作

為修復之依據。同時整個修護計劃的研擬、施工規範的制定、

施工圖之測繪等，均為十分精細而繁瑣的工作，絲毫馬虎大意

不得。 

古蹟修護工作本身的技術性相當高，除了傳統的營建技術

外，也需要有關的研究配合，諸如材質鑑視、材料補強、蟲害

防治等研究;以及資訊蒐集，長期觀察等工作。國內目前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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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基本上仍在起步階段，多由個人進行枝節片斷研究，缺乏

日、韓等國成立研究所，進行專門研究的方式。缺乏有系統的

學術研究成果，國內修護技術又將何以提昇。 

二、 傳統匠師凋零，技法失傳 

我國過去由於缺乏保存古蹟之觀念和作法，且因社會的變

遷，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時代青年對於傳統技術與藝能已大

多不感興趣，乏人習藝，導致目前國內古蹟修護技術人才難求

的現象。（莊芳榮，1983：47） 

身負傳統建築技術的匠師的生活空間多半侷限在少數廟

宇、家祠之中，經歷了長期的沉寂，當需要他們再度披掛上陣

進行修護工作時，才發現匠師們多半技術不再，垂垂老矣。或

是少數徒弟學得一招半式而以師傅自居，以往精湛的手藝技術

在社會變遷的洪流中，渾渾噩噩的竟然出現了將近二十五年的

斷層，為修護工作帶來了莫大的困擾。 

三、 修護後品質欠佳，造成其他古蹟不願意讓政府維修： 

現在許多古蹟修護後，最令人詬病的就是修護品質欠佳，

修護品質不佳表現在空間上的問題就是漏水、不符合現代生活

的使用；若就藝術層面來看，就是神韻不對、作工不精緻，這

也是許多祠廟古蹟不願政府修護的原因，對他們而言，廟宇可

說是當地聚落的文化結晶，政府基於古蹟維護的政策，要修護

原本是好事，但是卻給人「修一棟，壞一棟」的印象，讓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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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護的廟宇，不敢信任政府的修護能力，故有些廟宇自行集資

修護，而政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負責審定圖面，如正在進

行修護的大龍峒保安宮、已修護的淡水鄞山寺6。 

四、 修護過程中，未考慮古蹟所有者或使用者的需求，所以

不希望政府介入維修以掌握使用權： 

除了修護品質不佳外，另外在目前修護程序下，古蹟使用

者沒有處於能主動發言的地位，他們通常只能在「修與不修」

作袂擇，一旦同意修護就完全退出修護的程序中。簡單的說，

使用者經常沒有跟修護單位談「如何修」的權利，更重要的一

點由於修護單位主要的負責對象為政府機關，所以延長工期或

增加預算時，往往是後兩者商量決定後，才通知古蹟所有人7。

由於對「原樣修護」的誤解，在修護的過程中不能把生活在裏

面的人，對現代生活品質的要求考慮進去，造成修護驗收完成

後，古蹟的使用者為了使用上的需求又增加設備，可能又造成

古蹟的破壞，可以說古蹟使用者在整個過程處於弱勢發言地位

有關，沒有人關切其使用上需要，造成有些古蹟所有權者不太

願意讓政府修護。 

近年來隨著古蹟保存之日益重視，上述情形雖有稍稍改

進，但有關歷史、技術研究經驗不足。由於修護不當致古蹟反

形同損毀之具體事例，如台北市士林慈誠宮，將屋頂之原交趾

                                                 
6 米復國計畫主持，1997，《台灣北部及東部地區古蹟使用調查與評估》，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委託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研究，頁 65。 

7 米復國計畫主持，1997，《台灣北部及東部地區古蹟使用調查與評估》，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委託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研究，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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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換上塑膠片及馬賽克；台中市萬和宮改建金亭，內外殿油

漆，重作屋頂剪黏等，使廟觀煥然一新；台南市北極殿將廟壁、

石柱多以大理石建造而失其古味；台南天壇將廟埕之照牆改為

水泥新式建築；及台北市陳悅記老師府將外牆貼上磁磚等等（呂

登元，1989：4-6）(最近在整修，希望能回復原狀)，問題仍然

存在。 

對於古蹟維修不當問題有關的建議： 

1、 培養實務與行政工作專門人才 

古蹟保存工作之參與人員主要可以分為三類： (夏鑄九，

1989：264) 

(1) 行政人員─提供古蹟保存工作之政策擬定、管理與行政支援任

務。 

(2) 專業人員─包括古蹟保存與修復之相關研究、技術發展、規劃

設計、管理執行工作。 

(3) 修復工─實際執行的各類別修復工作之師傅。 

對於行政人員的任務宜強調中央及地方民政、觀光、都市

計畫、建築、土木等行政與技術幕僚都需接受古蹟保存的觀念。

歷史保存專業人員則對保存修復工作所涉及之研究與技術應用

等知識應由現行古蹟保存經驗中來整理與吸收;修復工匠的再

教育宜定在說明古蹟保存的性質是修補而非創作的工作，同

時，需照顧到不同門派技藝，使其共同受到尊重。在第五章第

114 



三節中本研究將做深入之探討。 

2、 從專業知識與研究工作來累積經驗 

專業知識包括了專家與師傅兩大部分:在古蹟保存之專業

知識的內容方面，關乎歷史學、考古學、建築史、高分子化學、

核子物理、土木（結構力學與材料力學）、森林、地質學、人類

學、材料科學、美術、建築、都市計畫、航測等等，需由現行

古蹟保存經驗中吸收這些專業的知識。在修復工匠方面，對於

油漆、彩繪、大木、細木、打石、冶金、土水、磚石、玻璃匠、

磚雕匠、交趾燒、剪黏、鑿花、修補技術、防朽技術、補強技

術等等都需分門別類詳加研究，以免技術失傳，特別是對不同

門派技藝的照顧，像漆匠中的縲鈿師父、嵌金師父、擂金師父

等等。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專業知識與研究工作的累積，是論述語

言的建構與豐富化，這是專業論述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部分。這

有賴於具有相對自主性的教育研究機構與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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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其他之古蹟破壞問題 

   綜合前一、二、三節之問題仍有些其他人為的問題，讓我們扼腕，

難以釋懷的破壞，盼大家一起糾正。如：  

一、 開放式使用難以管理： 

開放式古蹟難以有固定人員管理，管理上較不易，且較容

易被破壞如城郭類、關塞類古蹟。 

二、 直接對古蹟本體之破壞行為： 

對於無法復原、復原不易以及可能導致破壞的情形，大致

分為三種破壞方式: 

1、 立即性之破壞：指對古蹟造成難以復原之破壞行為。 

(1) 偷竊古物、破壞文物之惡劣行為。 

(2) 車輛、碰撞、震動之疏忽行為，有的是因為居民停車造成的

間題，有的是位於交通要道附近。 

2、 累積性之破壞：這些現象較少在管理制度較完善的祠廟類古蹟

出現，但卻常見於城郭、關塞等古蹟。 

(1) 表面破壞:塗鴉、油漆、張貼廣告、刻字留言、釘釘子。 

例如：桃園忠烈祠、白米甕砲台、獅球嶺砲台、林秀俊墓、

勸業銀行舊廈。 

(2) 煙燻、閃光燈照相、打球痕跡：香火鼎盛之祠廟類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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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隱藏危機之破壞： 

(1) 有火災之虞的行為：婚紗攝影、電視節目錄影的電線線路，因

電量負荷高，容易導致電線走火，另外遊客的烤肉、抽煙行為

都有可能導致火災的發生。 

(2) 踐踏、攀爬之行為，讓古蹟損毀之虞。 

三、 當地居民長期佔用的問題：  

主要問題在於居民長期佔用古蹟空間，或在古蹟周邊增建

房舍，或將古蹟空間移為他用，以及在古蹟空間或周圍環境堆

置雜物、種植私人花草樹木等。 

1、 增建房舍：多出現於宅第類及祠廟類古蹟。例如陳悅記祖宅、

學海書院等。 

2、 堆置雜物：普遍出現在各類型古蹟。例如竹北采田幅地、蘇氏

節孝坊。 

3、 種植私人花草樹木盆裁。例如關西鄭祠堂的前院，及遭到鄰居

在院子裡開墾種植蔬菜。 

4、 晒魚干、晒衣服不當行為：例如城郭類古蹟。 

四、 有關日常使用上的問題： 

古蹟使用者對於古蹟的限制多不清楚，尤其是日常使用行

為是否破壞古蹟也多有疑問，包括諸如:張貼物品、油漆、釘釘

子、添加現代化設備與設施、調整空間使用⋯⋯等多造成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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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困擾，故如何明確古蹟的限制，或讓使用者明確知道

其可行的依據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五、 古蹟周遭環境的不當行為： 

雖然有些事物不會對古蹟本體造成破壞，但是卻會影響古

蹟週遭環境品質行為。例如許多祠廟古蹟附近可見的攤販行

為、垃圾問題。 

1、 環境清潔方面：丟垃圾、吐檳榔汁、口香糖、打球痕跡、狗屎。 

2、 周遭景觀方面:電線桿、交通標誌、交通號誌、樹木植栽等。 

3、 車輛震動:道路若逼近古蹟本體，常常因車輛失速或震動造成對

古蹟的衝撞及損毀。例如：臺北府城北門。 

關於其他破壞行為相關建議 

一、 對於開放式古蹟難以管理方面： 

開放式古蹟應以加強人員為主，如可能可與地方文史團體

合作，於星期例假日協助巡查、規勸，並可藉此宣導文化資產

保存的重要性。 

另外應加強非管理時間的巡查，如夜間的定時定點的巡

查，可納入和當地警察巡邏地點的設計或是由民間的保全業者

合作，對於破壞古蹟的行為可以立即有效的制止。 

二、 對直接對古蹟本體的破壞行為： 

1、 納入日常管理維護系統，以避免古蹟本體的可能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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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文物的列冊管理，以利於失竊後的追查工作，並加強對於

古蹟的管理，必要時在不破壞古蹟風貌原則下得加強古蹟的保

全、防盜系統。 

三、 居民佔用問題的解決： 

協調非法佔用古蹟行為，對於佔用戶拆遷的問題，宜配合

古蹟的修護計畫及古蹟保存區的範圍，協調各相關單位儘速解

決。 

四、 針對日常使用上的問題： 

主要需明確列定古蹟範圍，及其使用規範，對於設施物添

加或空間的調整則須建立審查制度，應避免一概不准的限制。 

1、 明確古蹟範圍並給予適當的劃分，可依容許之行為方式分層級

設立標準。 

2、 明確規定古蹟範圍及參觀時之注意事項，以杜絕不當行為發生。 

3、 配合罰則的方式，嚴格取締對古蹟本體的破壞行為。 

4、 所有權者與公共資產之區分與界定:應該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

的部分，宜明確劃定其範圍，並不得有所有權人佔用，或移為

他用。 

5、 對於設施物的添加，建立審查制度，建議擬訂設施物設置規範

準則，並由古蹟使用者提出申請，主管機關設置審議小組審查

監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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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於古蹟周遭環境的不當行為 

1、 加強古蹟周遭環境的管理維護，並限制部分的行為發生 

2、 環境清潔方面：古蹟的管理部分如有可能應對周遭環境亦作一

清潔管理，並加強管制不當行為，如吐檳榔汁、亂丟垃圾⋯等

行為。 

3、 周遭景觀方面：對於設置電線桿、交通標誌、交通號誌、樹木

植栽應考量不破壞古蹟周遭景觀，對於現有關於以上的不良景

觀上的影響，應立即改善之。 

4、 車輛震動問題：應視實際需要，在古蹟周遭設置適當的防護性

設施，避免車輛的衝撞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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