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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凡芸、蔡佩芸

圖／賴采秀、黃琬婷



日頭赤炎炎，跟往常一樣，假日的恆春古城，

被遊客擠得水洩不通，熱鬧極了。

一群小朋友來到城門下。

老師說：「各位小朋友，恆春古城已經一百多歲了，

大家要好好愛護他們。」

小朋友議論紛紛：「哇！比我阿嬤還老耶！」

老師笑了笑繼續說：「南門又稱『明都門』，

這些城門都是以城門面對的方向來命名，只

有西門不是面對西方。」

「老師，西門好有個性，這麼特立獨行，我

最喜歡他了。」

「才怪！明明就是南門比較帥，有個響噹噹

的名號。」



月亮高高升起，遊客漸漸散去，城門蠢蠢欲動。

午夜十二點一到，西門立刻伸伸懶腰：

「啊！今天上班真累，我果然是這裡的老大，

小朋友都喜歡我。」

東門在一旁白了他們一眼，轉頭問北門：

「你在擦什麼東西？好像一直很忙。」

北門抬頭回答：「喔！我也不知道這塊是什麼，

今天撿到的，你們看！」

大家把頭湊過來。

眼看這東西越擦越光滑，越擦越亮……好像是鏡子耶！

西門忍不住在鏡子前搔首弄姿；

南門神氣地站起來，企圖把西門擠出去；

東門在一旁偷瞄，試著想從縫隙中，找到自己的影像。

北門大喊：「別擠了，我都快拿不住了！」

南門挺了挺胸說：

「你也沒什麼，只不過怪異

了一點。我這『明都門』的

稱號，當老大才夠威風。」



就在這時，鏡子竟然自己動了起來，
還發出一陣低沉的聲音：
「吵得我都不能睡。爭什麼老大，我才是你們的老大。」

四座城門同時往鏡子瞧，裡面有一個人，
看起來似曾相識，但怎麼也想不起來他是誰。



南門壓低聲音問北門：「你聽過這名字嗎？」

北門狐疑了一下。看看東門，他搖搖頭。

再看看西門，他扮了個鬼臉。

沈葆楨咳了幾下：「你們有眼不識泰山，要不

是我建議大清帝國把你們建造出來，今天哪能

輪得到你們在這邊爭老大？」

四座城門異口同聲問：「你是誰？」

那人把袖子一甩，頭抬高，眼睛看著天空：

「我正是大名鼎鼎的沈葆楨。」



沈葆楨吞吞口水，還想往下說，

鏡子又震動了起來，裡面出現一個人喊著：

「是誰斗膽在我面前自稱老大？」

接著雙腳一蹬，俐落地從鏡子裡跳出來。

沈葆楨大聲斥喝：「來者何人？」

那人拍拍手腳上的塵土，甩甩披風，故意把頭上的帽子對著

沈葆楨，讓他看清楚帽子正中央，大大的「鄭」字。

四座城門仍舊搖搖頭，沒聽過。

但是沈葆楨卻張大眼睛、嘴巴，相當吃驚的模樣：

「鄭……鄭……莫非你就是鄭成功？」



四座城門聽得一頭霧水。

鄭成功接著說：「若沒有我的開墾，現在這裡怎麼會有這麼

多漢人呢？所以我才配當這裡的老大！」

沈葆楨正要回嘴的時候，鏡子又震動了起來……

鄭成功得意地笑了笑：「唉啊！其實也沒什麼啦！明朝被你

們清軍佔領之後，我只是率領一批有志之士，橫渡臺灣海峽，

收復臺灣，設置承天府，下面管了兩個縣，當時稱做『琅嶠』

的恆春半島就在萬年縣裡面。」



鏡子裡面出現一個蕃薯模樣的島嶼。

蕃薯島的北邊站著一個西班牙人，南邊站著一個荷蘭人。

兩人互相對罵，聽不清楚他們罵什麼話。

沒多久，兩人就打起來了，

南邊的荷蘭人將北邊的西班牙人摔倒，推進蕃薯島北邊的海中。

荷蘭人站在蕃薯島的中央，大笑許久。

接著，很滿意地四處東張西望，突然看到鏡子外面，

有四座城牆以及兩位漢人，正對著他瞧。

他對著鏡外大喊：「愣在那裡做什麼？還不快鼓掌。

哇哈哈！哇哈哈！」

沈葆楨大聲斥喝：

「怎麼會有這麼囂張的人，竟敢在這裡鬧事？」

鄭成功不甘示弱：

「哼！你就是荷蘭的揆一吧？不過是我的手下敗將。」



揆一回應：「手下敗將？如果沒有荷蘭人在臺灣的開墾，

穩定這裡的政治與貿易，成為適合漢人移民的環境，你們

會有今天嗎？我才是老大吧！」

突然間，不知道從何處，飛來一塊石板，差點砸中揆一。

他往蕃薯島的南方望過去，好像看到了什麼，慌慌張張地

攀住鏡框爬出來，剛才的神氣都不見了。

揆一好不容易爬出鏡子後，

大家忙著往鏡子裡面瞧。



剛才的石板落在蕃薯島的南端，接著第二片、

第三片……無數石板，從四面八方飛過來，

巧妙地與前面的石板疊合，最後成了一座石

板屋。

四座古城互相說悄悄話，敲著彼此身上的磚

塊：「你看！你看！好怪啊！那屋子竟然是

用石板堆起來的。」

一位身穿黑衣的壯漢，一手拿著血淋淋的標

槍，另一邊的肩膀扛著一隻垂死的梅花鹿。

他矯健地走到石板屋門外，迅速將梅花鹿放

在地上，兩手握緊標槍，怒目看著鏡子外面

的人，斥喝：「你們是誰？偷偷摸摸在我家

外面，到底想做什麼？」



揆一理直氣壯地叉腰，對著鏡子裡的黑衣男人質問：

「我才要問你是誰呢！怎麼會在我的土地上蓋石板屋，

還拿著標槍對著我？」

黑衣男人並沒有放鬆準備攻擊的姿勢：「什麼？你的土地？

你是荷蘭人吧！就是你侵佔了我們原住民的土地。」

接著，黑衣男人的標槍尖頭，又指向沈葆楨和鄭成功：「還有，

你們漢人，假情假意要跟我們做生意，但每次好處都是被你

們拿走。」



黑衣男人一邊揮舞標槍，一邊跺腳大罵：

「你們竟然還敢在這裡自稱老大。」

沈葆楨想要緩和氣氛：

「不不不！您誤會了。我們只是路過這兒。」

鄭成功接著說：

「對對對！路過、路過，只是路過。

湊巧買買地、蓋蓋房子和大砲而已。」

沈葆楨用手拐了一下鄭成功，要他不要亂接話。

這時，旁邊的森林裡，出現一位老人。

黑衣男人看見後，大喊：

「我的老祖宗，您怎麼來了？」



荷蘭人眼看已經失去老大的地位，

拔下幾根紅頭髮，跟鏡子內的老人比較一下顏色，

巴結地說：「說不定我們有血緣關係……」

只見那老人不屑地瞄了鏡子外面的人一眼後，慢慢地走到

那位黑衣男人的身旁，淡定地說：「無知的人，才會拼命

搶著當老大。」

四座城門聽了，捶胸頓足，把身上的磚頭打碎了好幾個。

沈葆楨和鄭成功摸摸自己的官帽，感嘆地說：「我們追求

當老大，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這時，有個矮黑人，偷偷躲在一旁看著這群人搶著當老大，

自言自語地說：「老大是什麼？好吃嗎？」

於是用力咬了一口鏡子。

「鏘啷！」鏡子碎了滿地，一切都歸於寧靜。

夜裡的風，徐徐吹著。



「 我 是 揆 一（Frederick Coyett）！ 西 元

1656 年六月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委任我為

駐臺灣的行政長官。臺灣啊！真是個寶島。

這麼多年來，我還是很想念這個四季如春

的寶地。西元 1662 年臺灣失守，我回到自

己的國家後，被判終身流放到班達群島以

西的艾一島（Pulau Ai）。唉！想一想，

當什麼老大呀？能保住性命就很感謝老天

爺。很感謝鄭成功大人當年與我們『締和』

的不殺之恩，我的子孫們都記得，有機會

一定前來向大家道謝啊！」

「說到這古城，就得從同治十三年，也就

是西元 1874 年說起。因為臺灣受牡丹社事

件衝擊，皇上聖明，了解海防的重要，所

以派我來臺巡視。到了之後才發現，恆春

半島毫無防備，若外人來襲，根本毫無招

架能力。於是我奏請朝廷，在琅嶠治縣，

構築城牆，這可是屏東最早的縣治。由於

此地氣候溫暖，四季如春，所以，我就把

它改名為『恆春』。」

「國破山河在？清軍佔我大明江山後，

我鄭氏父子三代，為了反清復明大業

奔波多年。那年，要不是我太過輕敵，

也不會被逼退到金門和廈門。荷蘭人

居然禁止我在臺灣徵稅，還把我的代

理人何斌打得灰頭土臉。後來，好不

容易驅逐了荷蘭異族，在這片土地上

苦心開墾，經營了二十二個秋冬，雖

然建立了『萬年縣』……唉！仔細想

想，人生哪有什麼萬年？除非民族團

結，國家堅固強大，否則哪有『老大』

可當？罷了！罷了！」

「我們是屬於南島民族語系的排灣族，

在恆春半島上，算是最早的住民。經過

了荷蘭人、日本人以及漢人的統治，誰

還當我們是老大呀？不過沒關係，我們

珍貴的傳統文化，像是石板屋、傳統服

飾和琉璃珠等等，在大家的努力下，逐

漸復甦和傳承了下來。當不當老大？無

所謂啦！」

揆一
西元 1656 年	

沈葆楨
西元 1874 年	

原住民

西元 1661 年	

鄭成功



「其實仔細想想，大家都是在守護恆春古

城，我沒有比較厲害啦！就像南門說的，

我只是怪了點。為什麼怪呢？其他三位兄

弟都按照東西南北的方位站好，就只有我

跟別人不一樣。照理來說，我應該要在西

邊上，可是卻蓋在北北西的方位！我也不

知道為什麼？自古以來傳說很多，連我自

己也搞不清楚！正在看這本書的你，可不

可以幫我查清楚啊？老大給你當啦！」

「想當年，要從臺南到卑南去，都得從我這兒過去，每天車水馬龍，

熱鬧得很。唉！現在我完全沒有什麼要當老大的心情了！

在歷經二次世界大戰，和西元 1959 年的地震，還有為了開闢馬路

等等因素，我可憐的城牆陸續遭到拆除。西元 1983 年，好不容易

重新整修好了。五年後，竟然又遭到白蟻大軍攻擊，我的城樓……

就……倒了！

我這坎坷的『城樓』，後來又因為整建過程中有缺失，所以西元

1985 年，咱們被正式公告為古蹟時，就被降列為二級古蹟了。」

「唉呀！剛剛大家不是一直在搶著當老大嗎？

現在怎麼個個都謙虛了起來？像個洩了氣的皮

球。別垂頭喪氣啦！大家在歷史、文化上都很有

價值，特殊、珍貴又重要。歷史的傳承，也需要

各種不同角色的相互合作，才能讓我們在這裡

說故事。每個人能把自己的角色和本份扮演好，

就是自己生命中的『老大』啦！別悶悶不樂了，

來照張大合照，做個紀念，好不好呀？」

註解：矮黑人是原住民傳說中的祖靈

「雖然我比別人多一個『小名』，叫做『明都

門』，直到今天我還一直是恆春鎮民南北來往

的主要通道。四個兄弟裡，也只有我仍保留有

『城樓』的樣貌。但仔細想想，目前在臺灣，

恆春鎮現存的這四座古城門，已是全臺灣唯一

保存最完整的城門古蹟。所以，大家都一樣重

要啦！能與兄弟們一起守護恆春，是一件開心

的事，也歡迎大家來看看我們。」

「說到我啊！好歹我以前也是個『正門』。

以前要到恆春城的人，都是翻山越嶺經過

車城，再經過五里亭、網紗，然後再沿著

山腳下從我這兒才進到城內。我可是『官

道』耶！只不過當時因為其他人常和原住

民發生誤會，鬧出人命，一般居民才會直

接由五里亭從西門進城去。南門說得對，

大家好不容易可以保存到現在，都是重要

的文化資產啊！」

西	門

南	門

北	門

東	門

矮黑人



模型製作步驟說明：
1. 請沿著白框剪下。沿著虛線處將城門折成立方體 , 並用膠水將黏貼處黏好。

2. 依序完成各城門後，可放在封底地圖上做搭配喔！

「咦？這裡怎麼有玻璃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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