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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歷史步道（古道）與相關設施，曾經見證了數百年的台灣開拓史，與台灣的

歷史、文化有緊密的關聯，應該被認定為古蹟或歷史文化資產遺跡，值得研究並

朝永續「應用保存」方向努力。台灣島上古道的種類與數量繁多，基本上都反映

著時代背景與歷史文化的脈動。尤其是貫穿山區的古道，穿過不同族群的部落與

文化圈，不僅在有形與無形中，刻印著先民的活動足跡，也訴說著一頁頁血汗交

織的台灣開拓史與殖民抗爭史，甚至可以說：古道就是一部台灣歷史的縮影。 

本文內容主要區分為以下幾部分，包括古道的定義、古道之歷史文化意涵、

古道遺構的辨認及古道整修、復舊新思維與實際作法…等重點，其中並以台灣現

存兩大類古道類型：清代古道與日治時代警備道路為示範案例，深入探討古道整

修之觀念與作法。 

古道的修復需要採用當年開鑿的工法，就地採用與當地環境相合的原始建

材，尊重原有的路幅、砌石法與走向，如此，才能符合古蹟或文化資產所講究的

真實性與完整性。同時，古道要靠人們像過去那樣繼續使用，才能保持它的生命

和價值，也才能符合古蹟『應用保存』的真意。 

古道的文化資產價值，在於道路與人的關聯性，與在地人文現象的結合，必

須獲得古道所經村莊部落住民的共同保護意識，透過在地人的價值觀來認定才有

意義。所以，除了透過人文史蹟調查，發掘古道的遺跡及其歷史，並加以解說之

外，也需要主管機關、規劃施工單位、秉持復舊其真實性與完整性的理念，妥善

維護，更要喚起民眾對古道所代表的歷史文化資產價值的共識、認同與自發性的

想要對古道加以保護的意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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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島面積只有 36,000 平方公里，但是千百年來，超過 20 個語言與文化習俗

互異的原住民族聚居在此，數百年前又有來自中國大陸的漢族移民渡海而來，占

居平原與丘陵地帶繁衍生息。因此，島上呈現族群多元化，不同文化並存或融合

的現象。 

我們回顧台灣歷史，從西元 1624 年與 1626 年，荷蘭人與西班牙人分別在台

灣南部與北部，建立治權。歷經明鄭、清、日，以至民國，至少有 6 個以上不同

統治政體，相繼在這個島嶼上經營。無論是歐洲人、日本人或唐山人，都帶來各

自的施政方針與文化特色，也在島上進行不同程度的拓殖。所以短短的四百年間，

台灣島也呈現多元化文化，以及不同民族之間，因為生存空間的衝突，產生拓墾、

侵占、反抗、征伐、和解等等事件，而匯成一部錯綜複雜的台灣歷史。 

放在台灣歷史的框架裡，試看台灣歷史步道（簡稱古道）的形成與獨特性質，

不難發現：除了原住民在山區生活，自然形成的獵路、社路、姻親道路之外，無

論是漢人為了拓墾山麓地帶、保護經濟利益而開的隘路，或是清廷在牡丹社事件

後，為了充實後山國防而開的開山撫番道路，或是日治時代為山地治安而開的警

備道路網，其開鑿動機與架構，都與各政權為遂行在台灣島上的掠奪經濟利益，

並達到軍事上攘外安內的施政方針，緊扣在一起。 

對於台灣古道作深入研究後，自然會引出一個結論：台灣島上古道的種類與

數量繁多，基本上都反映著時代背景與歷史文化的脈動。尤其是貫穿山區的古道，

穿過不同族群的部落與文化圈，不僅在有形與無形中，刻印著先民的活動足跡，

也訴說著一頁頁血汗交織的台灣開拓史與殖民抗爭史，甚至可以說：古道就是一

部台灣歷史的縮影。 

貳、古道與歷史文化 

古道的研究與復舊，關聯到一個國家歷史文化的保存，在先進國家日漸受到

重視，甚至有的國家已經成立古道研究機構，（如日本的「古代道路研究會」成立

於 1993 年）。近年來新興的「古道學」，更促使文獻史學、古建築學、土木工程學、

歷史地理學、歷史考古學、民俗學方面的專家學者，紛紛投入古道的調查研究。 

近幾年來在台灣，地域性的古道，都有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生態保育團體，

及登山界人士，熱烈參予路線踏勘與文獻資料的整理。至於全島古道系統的全面

性調查與研究，則還停留在起步階段。 

國家級歷史步道，如一級古蹟「清代八通關古道」，以及與其相同時代背景的

同級古道，如蘇花古道、關門山古道、崑崙坳古道、三條崙古道等，或是日治時

代重要的警備道路如鹿場連嶺道、合歡越嶺道、能高越嶺道、八通關越嶺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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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越嶺道等，都沒有受到正確的認識與保護 

已如上述，古道是見證歷史活動重要的證據，與古道關聯的古部落、古戰場、

營盤、堡壘、砲台、駐在所、土地廟、碑碣、紀念柱、炭窯、橋樑等遺構，以及

古文獻、古地圖、耆老口述歷史等，保存著不同面相的台灣本土文化。所以古道

本身具有國家文化資產價值，應立法列入「文化資產保護法」內，受到法定的保

護。現行的「文化資產保護法施行細則」列舉文化資產審核、評定標準： 

1.所具歷史文化、藝術價值 

2.時代之遠近 

3.重要歷史事件及人物之關係 

4.表現各時代之特色、技術、流派或地方之特色……等。 

按這些標準來看，古道的主體價值、築路技術、相關建物，以及古道與歷史

事件的密切關係，應該是屬於「古蹟」或「歷史文化遺產」範疇內。我國文化資

產保護法所列古蹟類，只包括「已經公告之古建築物、傳統聚落、古市街、考古

遺址及其他歷史文化遺產」，而自然文化景觀類，也只是指定「具有保存價值之自

然區域、動物、植物及礦物」。 

屬於歷史步道類的古道，似乎可涵蓋在「其他歷史文化遺產」內，但未經明

晰單獨舉列，結果長久以來無法受到保護，造成「近年來全省各地的古道，不斷

的被挖掘、破壞，以進口的石材花崗岩、大理石等取代自然古步道，古人留存的

歷史遺跡被破壞殆盡。」-----引自中國時報 2003,3,27 的報導，林宗宏等 400 人聯

名上書，要求行政院修正文化資產保護法，增列「歷史路徑」項目。 

古道也是文化遺跡之一，留存於山區原野，穿過無數個古部落廢墟，一般不

易發現它的遺構，只在政府或私人建造屋舍、開闢農地、開築新路，或進行大規

模開發工程時，偶爾地發現它的存在，隨即又被破壞。 

因此在規劃、設計、施工之前，主辦單位應該事先進行人文史蹟調查，了解

未來開發地的地表或地下，是否遺留著史蹟物或古道曾經通過的痕跡（如石碑、

古代橋樑、墓葬區、石器、陶瓷用品等）、古建物（如營盤、駐在所）、戰跡地（如

砲台、碉堡、戰壕、紀念柱、義塚、合葬地），以及古道主體的遺構等文化遺跡，

並提報相關單位，優先進行保護措施 

參、古道遺構的辨認 

有關遺留在地面上，能夠辨認的古道遺構，現在列舉下面幾個例子來說明： 

1.道路上下陡坡時，為便利行走而舖設石階，在轉折處並以扇狀排列形成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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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階路面，稱為石階路面遺構。（如清代八通關古道鳳凰山段、東埔段、

八通關山南麓段等） 

2.為保持道路平直伸長，遇丘陵地時，將丘陵切割通過，形成凹型地貌，或道

路切割山腰，形成 L 型地貌，稱為人工凹型或 L 型道路遺構。（如合歡越嶺

道舊關原段、錐麓斷崖段） 

3.道路通過山腰時，為水土保持而在道路上方或下方砌石成為駁坎，稱為石砌

駁坎遺構。（清代或日治時代古道大多有此遺構） 

4.道路通過森林地時，超出路幅的數公尺空間內，林木被砍除，因而從空中或

高處俯瞰，樹梢呈現直線溝狀，可稱為凹型樹梢遺構。（如八通關古道雅託

段） 

5.道路通過低窪地時，加築土壘或疊石，作成堤狀的土、石浮築橋，以保持道

路高度，稱為浮築橋遺構（如崑崙坳古道諸也葛段、合歡越嶺道扥博闊段） 

6.因牛車往來，在道路上留下重複輾軋的平行車轍，陷於地面下深達數尺，形

成溝渠狀，稱為車轍遺構。（如浸水營古道水底寮起嶺點段） 

7.為防止箭竹或雜草竄生，在路面舖設石片或瓦片，或用夯土拌合石瓦片加以

固定，稱為石路遺構。（如八通關古道八通關草原東段、阿波蘭池段） 

8.路肩石整齊，隨著道路伸直或彎曲保持等距，而且其外側植有成排的行道樹

（通常是台灣山櫻或柳杉），顯示道路的位置和路幅，稱為行道樹遺構（如

合歡越嶺道卡拉寶段、霞喀羅隘路） 

9.道路兩旁側溝或道路本身路面，因長期使用而形成路面或溝底硬化現象，稱

為硬化面遺構（如淡蘭古道） 

10. 道路保持 6 尺寬的清代規制，或保持 1.2 公尺的日本警備道路規制，作連

續性、等幅、帶狀的伸展，可稱為帶狀遺構（清代及日治時代所有古道） 

11. 道路通過溪流，雖然橋板已腐朽或被沖失，但仍留下砌石工整的橋墩，

可據此判斷道路的過溪點和走向，稱為橋墩遺構。（如清代八通關古道、舊

能高越嶺道東段、崑崙坳古道） 

12. 道路已廢而變成水田或聚落，無法以平視方法辨認其原有位置和走向，

但從航照圖中，可以看出成線狀伸長，穿越現今的聚落等障礙物繼續伸長，

或隨地形變化彎曲伸展的古代道路遺跡，可稱為空照判讀遺構。（如西部平

原拓殖時代的驛道，台 1 線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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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古道的整修、復舊新思維與實際的做法 

整修或復舊古道，目的是恢復古道原來的面貌、規制、機能與完整性，所以

應採行原本的設計與工法，使用當初選用的建材如石材、木材、夯土等。如此，

才能符合古蹟或文化資產所講究的真實性與完整性。 

去年（2002）11 月，在西班牙馬德里召開的世界文化遺產學會 ICOMOS 第 13

屆大會，與會多國代表提出了新論述：更寬弘的文化遺產概念。依照新思維，文

化遺產可分為有形與無形二種，其中，有形文化遺產不再侷限於最初 ICOMOS 所

強調的「原始性」。舉例來說：創建於西元 603 年的日本「法隆寺」，每隔幾十年，

就要抽換原木建材，但是，因為它的維修完全按照原始設計與工法施工，繼續保

持原有的形式與功能，並不損及它被認定的真實性與完整性。法隆寺已於 1993 年

被登錄為世界遺產。與法隆寺相對照的是，原本已被登錄為世界遺產的中國雲南

麗江古城，為了因應旅遊需求，不斷增加現代建物，入夜燈火通明，因而喪失了

完整性，而被要求除名。 

比照這個判別古蹟價值的原則，台灣歷史步道的修復，如能「使用原來的建

材與工法，保持原有的形式與功能」，一樣地能夠保有它的真實性與完整性。 

又如古道所通過的部落群，由於部落群眾長期使用古道探親、交易、舉行祭

典，或用於遷徙、戰爭、和解、尋找新耕地、狩獵，形成部族的文化圈或生活圈，

自然地，古道和生活文化圈形成緊密的關係。宛如有機體的古道，隨著生活文化

圈的擴大、緊縮、遷移而增長、縮短、移動或消失。部落文化與古道的結合體，

可視為仍具有功能性的文化資產。 

此次世界文化遺產大會中，也提出了無形的文化遺產概念，包括音樂、舞蹈、

語言、祭典、儀式、戲劇……，甚至口述歷史，都可視為重要的文化遺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波蘭以重建被炮火損壞的教堂，來達成「與過去

歷史發生聯結」的目的，而不是以保存廢墟來展現「真實性」與「原始性」。 

這種作法在過去並不被 ICOMOS 接受，但是在新的思維下，已經獲得與會大

多數國家代表的認同。 

過去，文化遺產以「純粹保存」為主，現在則發展出「應用保存」的概念。

本來所有的無形文化遺產，音樂、舞蹈、語言等等，就是要靠繼續不斷的被使用，

才有生命與價值。而像古道、老街這樣的文化資產，也是要靠繼續使用來保持它

的生命和價值。如果迪化街不做生意還有老街市的意義嗎？如果古道不再供人行

走，還算是道路嗎？恢復原有的形式與功能，讓人們繼續像過去那樣使用，這就

是「應用保存」的真意。 

依照以上的新思維，古道的本體，以及其上的營盤、砲台、駐在所等，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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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按照原有的規制與工法，儘量去恢復舊觀，並不損及其古蹟的價值，也能符合

真實性與完整性的要求。 

清代留下的古道群：隘路、開山撫番道路、汛、塘、驛、舖聯絡道路，日治

時代留下的警備道路群（又稱理蕃道路），各有不同工法與材料，下面試舉數例說

明： 

 一.清代古道 

(一).清代同治 13 年（1874）到光緒 13 年（1887）間，官方陸續開鑿的開山

撫番道路共有 8 條。其中，只有北路（蘇花古道）是沿著東海岸成南北

走向，其餘的 7 條，全部是橫越中央山脈，貫通前山與後山的東西走向。

為了縮短里程，清代道路盡量採取直線，陡上陡下，即使所通過的地形

險峻，也是利用木橋和石階來克服。 

清兵僱用漢人或平埔族石工，就地取山石切割成長方塊，舖成 6 尺

（1.8 公尺）寬的石階路，某些地方諸如扒不坑（信義鄉白不仔）的石階

路甚至寬達 8 尺。人工切割的石塊有稜有角，排列整齊，遇到地形困難

需要轉折時，還以工整的手法砌成扇形。階高與踏面深度都相當符合人

體工學，走 起來十分舒適。 

整修或復舊清代官道時，仍要維持它的路線，不可隨便改道，來降

低道路的坡度，也不可炸開岩壁，以求取捷徑。如有石階因山豬挖掘而

崩壞或地質變動而鬆動移位，則重新砌平，小規模崩毀路段，仍應採行

原有道路走向，重新按規制復舊。唯有因地質或地理因素，大規模崩坍

至完全無法復舊者，才可考慮高繞等方式變更路線。 

(二).清道部分路段是以手工鑿石，切割丘陵地或石壁形成凹形通道。這樣的

路段通常比較狹窄，甚至僅容一人通行（如馬那邦古道北稜段）。雖然現

代施工法很容易用炸藥擴大路寬，但是為了尊重先民的足跡，應保留鑿

痕供後代子孫體會祖先用手工開鑿岩壁的艱辛。     

(三).清代官道部分路段是石路，也就是在低窪處或箭竹、芒草茂盛處，在路

面上舖石片，以防止箭竹、芒草或灌木生長在路面，破壞路基、妨礙通

行。（如八通關古道八通關草原東側、阿波蘭池東南側路段，淡蘭古道） 

雖然時隔百餘年，箭竹、芒草或灌木仍閉塞道路，但因路面舖石早

已硬化，仍然能夠清晰辨認路跡。古道復舊時，可刈除封閉道路的植生，

重新將部分流失的石片舖好，將來若經常使用，即可使路面硬化，不再

雜草叢生。 

(四).清兵築路嚴謹，不但有工整的石階隨坡上下，遇到積水沼澤或低窪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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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土壘、疊石，造成堤狀土石橋，稱為浮築橋（橋下並無涵洞，如崑

崙坳古道諸也葛段、浸水營古道溪底營段）。 

清代官道所築的浮築橋，土堤兩側均為工整的砌石，橋面兩側也有

路肩石。 

(五).清代古道上、下駁坎及排水溝，大都以切割整齊的石塊堆砌，石塊間的

空隙很小。而維護古道安全的兵營，其營盤的圍牆和營舍的牆壁，也多

用石塊或石片堆疊。華南地區典型的「人字形」砌石法，不同於原住民

水平的砌石法，很容易分辨出來。如三條崙古道（浸水營古道）上的大

樹前營盤，八通關古道的東埔營盤，都可以看到人字形砌石圍牆。 

(六).和古道有關聯的史蹟文物，包括營盤遺址、碉堡戰壕遺址、砲台遺址、

木造華表遺址（關門古道上）、土地公廟、合葬義塚、隘寮、郵遞舖站（淡

蘭古道上）、碑碣（如淡蘭古道的金字碑、雄鎮蠻煙、虎字碑，八通關古

道的德遍山陬、萬年亨衢、化及蠻貘、山通大海、過化存神、入番撤禁

告示碑、蘇花古道的里程碑、開路碑等），以及清兵所使用的食具（陶瓷

碗盤、陶甕、茶壺等）、用具（搗製火藥石臼、槍頭、刀、銅錢、槍彈、

磨刀石等）等等，都是重要的史蹟物，應該要妥善保護或收藏，以作為

史蹟文化的解說依據。 

二.日治時代警備道路 

日本統治台灣 50 年間，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與各州廳，開築了綿密的警備 

道路網，深入每一個山地部落。由於開鑿警備道路的目的是監視、控制部落

的活動。不僅在各部落的最高點設有警官駐在所，警備道路沿線重要據點也設有

警官駐在所。依其重要性派有警部、警部補、巡查、巡查補、警手駐守，以維護

山地治安與交通的暢通。警備道路不僅供警備員往來巡邏，還要讓日常補給用的

二輪手推車，以及裝有輪子的野砲、山砲、臼砲通行。因此，絕對不能舖設石階，

且因砲車與補給車的輪距都是 1 公尺，警備道的路幅必須維持在 1.2 公尺以上，才

可安全通行。 

日本警備道路的開鑿定線是順著等高線緩緩爬升，其坡度不超過 5%，遇山 

壁時則用火藥炸開（如合歡越嶺道錐麓斷崖段），過溪流時則架設鐵線橋（吊

橋）或棧橋，遇陡坡時則以之字形路因應。總之不論地形如何，都以二輪推車或

砲車可以通行為原則。 

日本警備道路的復舊，也要配合原有的開路原則，不可便宜行事，以石階道 

路取代（如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將八通關越嶺道部分路段加舖石階），更不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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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改道（如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將八通關越嶺道東段，原在北岸風景優美的鹿

鳴到山風段，改成南岸南安至山風的車道）。 

與警備道路相關聯的設施如：駐在所（大門石階、屋基、疊石圍牆、夯土或 

木板牆壁、廚房及浴廁設備、花台、駁坎、推車道等）、武器彈藥庫、蕃童教

育所、衛生所、養蠶室、湯屋、酒保、砲台（大砲）、蓄水槽、炭窯、神社、紀念

碑（殉職者之碑、開路碑、忠魂碑、紀念木標等）、佛像（地藏王菩薩、不動明王、

觀音菩薩等）、戰壕、雙重鐵絲網、墓葬群等，以及遺留在在遺址上的物品如﹕大

量的酒瓶（不同品牌的啤酒瓶、清酒瓶）、醬油瓶、醋瓶、藥瓶、化妝保養品瓶、

瓷器碗盤、煤油燈、罐頭（八通關越嶺道上，曾發現大量罐頭儲藏在地道內）、熱

水爐等。 

以上這些設施與物品，在日本人撤離台灣後，到現在的近六十年間，其中駐 

在所及其關聯屋舍，曾經在白色恐怖時期被大量破壞或燒毀，倖存的部分被

利用為造林工寮、台電保線所、登山者的山屋。然而，大部分因燭火不慎或惡意

拆下做為燃料等，目前僅存者寥寥可數。其餘的，如海鼠山的墓葬群被破壞殆盡，

許多殉職者紀念碑被故意破壞，以及遺址上的物品被攜走，都造成無法挽回的遺

憾。 

在日治時代古道與史蹟的保存上，應該有下列的工作﹕ 

(一).找出目前還存在的駐在所，如台電雲海保線所（原日本尾上駐在所）、檜

林保線所（東能高駐在所），因尚有利用價值而幸運的留存到現在。另外，

如銅門駐在所附屬的衛生所、控溪（秀巒）駐在所的彈藥庫等。以文化

資產保護法加以保護，以免遭受進一步的破壞。 

(二).屋舍已經焚毀或因自然力量傾頹者，能夠復舊者儘量將其復舊，如薩克

亞金（白石）駐在所警部補宿舍。大分駐在所的廳舍、教育所、養蠶室、

湯屋、酒保、俱樂部，雖然在民國七十年代被焚毀，但因許多登山者都

留有照片，可依其原有規模及工法重建，作為台灣史上重要的「大分抗

日事件」的歷史見證及八通關越嶺道（國家步道）的住宿站和登山基地。 

(三).大部分的駐在所雖然只留下屋基、圍牆、駁坎疊石等，也應儘量維護現

存的遺跡，防止進一步的人為或自然損害。 

(四).前述所有與古道相關的神社、砲台、紀念碑、炭窯等紀念物，也應視同

古蹟一併加以保護。 

(五).日治時代的警備道路網串聯全台灣所有部落舊址，其中，除了十幾條經

常被登山者使用外，大部分因乏人走動而被芒草灌木湮沒。這些道路目

前路基 80%以上都還在，吊橋部分除了橋板需要更新或加強鐵線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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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也還能依原樣修復，在未來數年內，要恢復全盛時期的步道系統並

非難事。作為國家步道的基礎，日治時代的警備道路網是最佳首選。 

除了少數大型崩塌，源自於地質或特殊地理因素無可挽救，可考慮

改道外，其餘的路段，應照原有路線復舊。 

伍、結論 

歷史步道（古道）與相關設施，曾經見證了數百年的台灣開拓史，與台灣的

歷史、文化有緊密的關聯，應該被認定為古蹟或歷史文化資產遺跡，值得研究並

永續保存。 

古道與其他古蹟不同，若刻意保存而不使用，終究會因自然的復原力量而消

失，（如清代的八通關古道）。許多曾經有輝煌歷史的步道，因不再被人利用而黯

然退出舞台，被土石、雜草、蔓藤掩埋。重新整理台灣的歷史步道，開放給所有

民眾來健行，是延續古道生命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前述所謂「文化遺產的應用保

存」。古道的整修、復舊，應該在規劃動工之前，先做好路況與人文史蹟調查，除

了可提供規劃施工單位參考外，人文史蹟背景資訊也可使民眾了解古道的意義，

而產生敬畏先人、保護古蹟之心。 

古道的修復需要採用當年開鑿的工法，就地採用與當地環境相合的原始建

材，尊重原有的路幅、砌石法與走向，不應隨便使用現在工法或進口建材（如花

崗岩、大理石）來改變原貌、功能（如將步道拓寬改為車道，或鋪上混泥土路面

供摩托車行駛）或走向（如前述八通關越嶺道的鹿鳴至山風段）。 

古道的文化資產價值，在於道路與人的關聯性，與在地人文現象的結合，必

須獲得古道所經村莊部落住民的共同保護意識，透過在地人的價值觀來認定才有

意義。所以，除了透過人文史蹟調查，發掘古道的遺跡及其歷史，並加以解說之

外，也需要主管機關、規劃施工單位、秉持復舊其真實性與完整性的理念，妥善

維護，更要喚起民眾對古道所代表的歷史文化資產價值的共識、認同與自發性的

想要對古道加以保護的意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