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台南市特色校園台南市特色校園台南市特色校園台南市特色校園建築建築建築建築巡禮巡禮巡禮巡禮    

一、 探訪美麗的椰風谷──台南女中 

(一) 校徽 

 
 

(二) 校史挖挖挖 

校名沿革： 

  台南州立一高女(1917-1947) 

 台南州立二高女(1921-1947) 

 省立台南女子中學(1947-1970)  

 省立台南女子高級中學(1970-2000) 

 國立台南女子高級中學(2000-今) 

 

簡介： 

台南女中是日治時代之台南州立一高女，及二高女合併而成，民國三十六年定

名為「台灣省立台南女子中學」，五十九年易名為「台灣省立台南女子高級中

學」，六十年十月，附設空中補校（六十四年停辦），七十三年八月增設音樂教

育班（男女兼收），八十九年二月，改名為「國立台南女子高級中學」。  

 

(三) 校歌唱唱唱 

赤崁登臨  安平懷古   台南文化開先路 

春風時雨  百花競吐   時代青年抱遠圖 

作育中華兒女        鞏固民主基礎 

公誠勤   真善美   道德高    知識足 

生活日求新     學業日進步 

人文看蔚起     好景在前途 

敬業樂群  團結互助  我歌我舞  齊聲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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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花欣賞 

校花：桔梗 

 

 

花語：不變的愛‧誠實‧順從 

 

 

(五) 特色建築追追追 

◎台南女中自強樓 

1. 興建時間：一九一七年 

2. 歷史淵源 

    台灣開港通商後，門戶逐漸開放，各種西方式樣建築隨著西方傳教士傳入台灣，台灣          

的建築生態於是產生變化，開始混雜了外來建築之元素，這種情形到了日治時期更加明

顯。日本入台後，不僅台灣之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環境隨之變動，都市與建築之發展

也同時產生重大改變。 

    日治建築也有一種政治上之權威感及建設上之現代感。所以當日本到台灣後，很快的

就把他們習自西方，認為是心目中理想的西方式移入台灣，另一方面也藉由這些與台灣傳

統建築相較顯得雄偉嚴肅之西方式樣，來塑級政府機關。 

    日人治台後，開始推展各級教育，新建校舍因此不斷增加，這些學校的校舍往往都是

採當時最新式樣，比較具代表性的是： 

明治公學校（1912年，原台南女子公學校，今成功國小）  

末廣公學校（1918年，原第三公學校今進學國小） 

西門小學校（1919年，原第二尋常小學校今建興國中） 

寶公學校（1923年，原第二公學校今立人國小） 

第一中學校本館（1915年，今台南二中紅樓） 

第一高等女學校立館（1917年，今台南女中自強樓） 

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本館（1933年，今成功大學成功校區圖書館自修室）等建築。 

 

3. 用途：日治時期為總督府高等女學校時期之行政兼教學大樓。 

4. 建築結構及特色 

（1）空間配置： 

     自強樓是一棟二層的磚造建築，整座建築座南朝北。主體外表基本上呈一字型，中

央略微凸出。一樓主入口位於北面，正中央設有一門廊，穿過門廊為一拱廊，但只橫

貫中央部分，門廊之後為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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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型式樣 

     此建築充滿了巴洛克建築的特色。入口門廊於四面均有拱圈，拱圈中央飾有拱心石，

這種由二根圓柱頂著圓拱的型式被稱做「帕拉底歐」，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流行樣

式。圓形山牆正中圓拱的處理，除了也採「帕拉底歐」之外，還靈活的撘配方、圓柱

做為窗框，並配合其他小飾件點綴，使整棟建築散發典雅氣質。東、西及北面每一圓

拱由兩根矮柱支撐，矮柱為古典柱式，柱頭只有蛋鏢飾及四個小托架裝飾，柱身無凹

槽，比例壯碩。 

（3）照片欣賞 

              

              

             

◎ 台南女中後圍牆 

1. 歷史淵源 

清康熙年間將台灣納入版圖，在今台南市設立臺灣府。臺灣府城建立於 1788年，如         

今留有兩段殘蹟。其中南門段殘蹟現在不僅是古蹟，亦作為台南女中後牆 

2. 簡介 

此城垣長約六十四多 公尺 ，高 約四 公尺 餘 ，是 保存 較好 的一 段 ，呈 東西 走向 ，     

原為泥土製作，但由於台南市春夏偶有暴雨，遂再外加上三合土保護。清代原本城牆橫

跨樹林街，向東穿越至台南師院附設小學門口東側(但今日只留石碑)，向西則延伸至今

日建興國中南方之大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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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1 

探訪美麗的椰風谷──台南女中 
1、 請簡單畫出台南女中校徽 

 

 

 

 

 

2、請問台南女中的校花及所代表的花語 

 

 

 

 

3、台南女中自強樓為日治時期的建築，請問 

 

 A 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的關鍵戰役為何？ 

 

 B 台灣是在哪一條約中被割讓給日本？ 

 

 C 日本的建築特色從何時起開始加入西方建築元素？ 

 

D 日本統治台灣時期開始重視台灣的各級教育，請簡單的敘述日治時期台灣教育

的特色。 

 

 

 

4、台南女中後城牆為清台灣府城城垣南門段殘蹟 

 

A 台灣在何時被納入清朝版圖？ 

 

 

B 呈上題，當時台灣府下又分成幾個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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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南一中古蹟 

(一) 照片欣賞 

台南一中的小禮堂是座古蹟，目前正進行整修中，牆壁的凹痕是在美軍飛機槍彈掃射的刻痕。 

 

這座歐式建築有著優美的線條之美，但視窗框還是不忘記用了東方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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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次彈痕，這是歷史的見證。 

 

拱門之美，在午後的南臺冬陽照射之下，顯的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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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跑到室內逆光照，讓冬陽的線條更為突出的感覺。 

 

內部已改裝完成，顯的很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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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用線條明亮的現代材質，照明亮度適宜。 

 

現代化的講桌，讓人感覺很超越時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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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台的木製邊緣，用古法的木栓固定，很講究的施工手法。 

 

講台的兩側，用很古典的幾何圖形襯托出層次分明的感覺，有種永不退流行的感覺，簡簡單單的線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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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回顧一下，希臘式的拱門之美，請注意其紅磚的線條之美，除了砌磚之外還有一份尊嚴。 

 

參考資料：http://tw.myblog.yahoo.com/tangfou/article?mid=2701 

 

         這是台南一中最早的照片之一，攝於一九三○年。 

    台南最早設立的「總督府台南中學校」，在一九二一年先更名為「台南州立台南中學校」，

不久，因為當局要增設一所以收台籍學生為主的學校，所以再改為「台南州立台南第一中學

校」，而那所新設的中學，便稱為「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 

  一九二二年，第二中學校初創時，是借用竹園町竹園小學校的部分教室充當校舍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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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竹園小學校遷移，把房地全部讓出，二中也才建築新舍。這張照片裡的紅樓，是在一九

二八年完成的，校門還很簡陋。〔台南一中提供〕 

   【資料來源】http://weber.tn.edu.tw/c02/EDUIMAGE/CH7/CH7-2-1.htm 

(二) 創校背景 

日治時期的竹園日治時期的竹園日治時期的竹園日治時期的竹園（（（（1922~19451922~19451922~19451922~1945 年年年年））））    

光復前的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光復前的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光復前的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光復前的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    

日本在台教育的濫觴日本在台教育的濫觴日本在台教育的濫觴日本在台教育的濫觴    

明治二十八年（西元 1895 年），清日馬關議和，將臺灣割與日本，開始了日本在台半世紀的殖

民地統治。在六月初清廷李經方與日本在台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海軍大將）於基隆港完成交

接典禮之後，過了一個月，即七月十六日，總督府在芝山巖（今士林）創立學堂，開辦日本教

育，是日本在臺教育的濫觴。 

臺灣人發起自辦中學運動臺灣人發起自辦中學運動臺灣人發起自辦中學運動臺灣人發起自辦中學運動    

大正三年（西元 1914 年），臺中士紳林獻堂等為了臺灣人子弟受教育的問題，發起創立臺中中

學運動，由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及辜顯榮等二百多位台灣士紳捐資二十四萬八千多圓，向總督

府提出申請。但是日方深怕此一舉動將埋下日後反日思想之根，遂接受這些捐資後，由總督府

於翌年二月公佈台灣公立中學官制，在臺中設立「公立臺中中學校」（即今臺中一中前身），接

受臺灣人子弟的入學。 

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14191419141914 年增設年增設年增設年增設「「「「總督府臺南中學校總督府臺南中學校總督府臺南中學校總督府臺南中學校」」」」    

大正三年，總督府有鑒於臺南府城日本人予弟日漸增多，於是增設總督府臺南中學校（即今臺

南二中前身）於臺南公園邊的三分子。並將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改為附屬女學校（即今臺北

市中山女高之前身），為台胞女子教育之始。    

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22192219221922 年實行年實行年實行年實行「「「「內臺共學制內臺共學制內臺共學制內臺共學制」」」」創設本校創設本校創設本校創設本校 

大正十一年（西元 1922 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於四月一日頒「新臺灣教育令」，在初等

教育方面分二系統：常用日語者（即日本學童）入「小學校」，不常用日語者（即臺灣學童）

入「公學校」。在中等教育方面，實行「內臺共學制」，一方面促進內臺融合，一方面可節省

費用，並繼續於島內各地設立： 

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即今臺南一中)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即今成功高中) 

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即今新竹高中) 

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即今臺中二中) 

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即今高雄中學) 

◎在新設立五所中學校中，由於當時台中地區原有之台灣人中學：「公立臺中中學校」已改名為

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所以新設的日本人中學校只好屈居為第二中學校，其餘四所新設學

校均為臺灣人就讀之中學。 

 

(三) 校史沿革 1922~2006 

          1922 （大正 11 年）創校（原名為「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為日式中學五年制學

校（戰時縮短為四年制），首任校長高橋隆，校舍沿用前竹園小學校留下之「紅樓」（建於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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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正 6 年） 

          1945 光復後接收「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改校名為「臺灣省立臺南第一中學」兼

辦三年制初中與三年制高中，第一任校長蘇惠鏗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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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挖挖挖校史挖挖挖校史挖挖挖校史挖挖挖 

((((一一一一))))創校創校創校創校: 1885 年 9 月 21 日，在今日台南市衛民街的萬鍾社區巷口（昔稱二老街

口）的舊樓醫館，英籍傳教士正式成立了台灣第一所中學---「長老教會

中學」。 

((((二二二二))))第一次遷校第一次遷校第一次遷校第一次遷校: 1894 年遷至青年路新樓構內（與台南神學院和新樓醫院為鄰）。 

((((三三三三))))第二次遷校第二次遷校第二次遷校第二次遷校::::1916 年為發展教育，再遷至東門城外現今的林森路二段 79 號新

校地迄今。 

((((四四四四))))校名變遷校名變遷校名變遷校名變遷: 1885 年:「長老教會中學」    1906 年:「長老教台南高等學校」

 1808 年:「基督教萃英中學」 1939 年:「私立長榮中學校」  

 1946 年:「私立長榮中學」。 

((((五五五五))))歷任校長歷任校長歷任校長歷任校長:1885 年~1935 年，共三任校長均為英國人擔任。1935 年~1945 年為

日本人擔任。光復後迄今為華人擔任。 

特色建築追追特色建築追追特色建築追追特色建築追追追追追追

                              

  
(一一一一)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1923年 

((((二二二二))))用途用途用途用途::::曾作為第三任到第七任校長的公館，現為校內基督教宗教教育 

     和心靈培育的搖籃。    

(三三三三)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 

為二層樓紅磚結構，整個建築利用拱圈形成迴廊，正面有四個拱圈，東西兩

面也各有四個，其中兩個為盲拱；後面兩側為實牆，中央亦為四個拱圈。所

有拱圈均以白色灰泥做為線腳。 

校牧室校牧室校牧室校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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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1916年 

((((三三三三))))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主要做成聚會空間，以前是學生早晚禮拜和自修的處所，現在則是供音    

樂演奏之用。        

(四四四四) 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 

為二層樓紅磚結構，整個建築利用拱圈形成迴廊。在建築中運用了許多

本土建材與傳統式樣，這種融合西方與本土色彩於一身的作法，也正是

長老教會建築最大的特色。  

    1.正面正面正面正面: 主要入口的立面凹凸有致，再由兩側衛塔烘托。 

           中央一、二樓均為三個拱圈，支撐入口拱圈的是變形的愛奧尼克短

柱。二樓屋筵正中為山牆式處理，兩旁是女兒牆，欄干則應用了綠

釉花磚及花瓶；其兩翼為衛塔，衛塔屋簷為都鐸式處理，而通氣孔

採如意形式。屋頂係馬背收頭。 

    2.兩側兩側兩側兩側::一 、二層樓均利用六個連續拱圈圍成迴廊，一樓強調磚拱形式，僅

修飾以簡單白色線腳、拱心石，拱柱似托次坎式樣。二樓以白灰泥

形成厚重之拱石。 

    3.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兩旁有大理石階梯抵二樓，一 、二層樓均利用五個連續拱圈圍成迴 

廊。 

    4.一一一一、、、、 二樓迴廊地板二樓迴廊地板二樓迴廊地板二樓迴廊地板:均為紅磚地板，一樓呈稜形圖案，二樓則是六角形圖

案。         

(五) 圖說圖說圖說圖說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其細部結構與’裝飾，可參考如下附圖說明喔! 

                                             

音樂館音樂館音樂館音樂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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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1916年 

((((二二二二))))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椰林藝廊椰林藝廊椰林藝廊椰林藝廊---以前為工藝教室，今為藝術展覽中心 

                                    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體育教師辦公用 

         諮商中心諮商中心諮商中心諮商中心---- 輔導室所屬  

(三三三三)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 

1.此三棟建築，原均為一層樓木構造形式教室。 

        2.今貌今貌今貌今貌:  

椰林藝廊椰林藝廊椰林藝廊椰林藝廊--- 

及西側各有紅磚白灰線飾方柱圍成三面迴廊，前後各八根 

，西面為四根，東側是實牆。迴廊與屋頂之間以木構斗拱 

支撐。屋頂材質採用紅瓦為主，以馬背式呈現，東西側各 

有圓形氣窗。主體建築牆面上白下淡藍石灰牆。 

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 

無論格局與建材同椰林藝廊，相異處在於其為四面均是迴廊， 

由前後各六根，東西面各四根的紅磚白灰線飾方柱圍成。 

             諮商中心諮商中心諮商中心諮商中心--- 

亦為一層樓建築，整體以白色石灰牆面為主，屋頂以紅瓦硬山 

式呈現。 

 

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    椰林藝廊椰林藝廊椰林藝廊椰林藝廊 諮商中心諮商中心諮商中心諮商中心 

                              

 

 
(一一一一)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1916年創建，1975年修建 

((((二二二二))))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學生宿舍 

(三三三三)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 

均為二層樓建築，空間上呈一字形平面，仍為磚造拱圈式樣，一 二樓的 

連續拱圈為其主要特徵。屋簷則於正面中央凸起以為裝飾，兩旁有女兒

牆。    

光嚴學舍光嚴學舍光嚴學舍光嚴學舍 友愛學舍友愛學舍友愛學舍友愛學舍 



 18

    

    

    

    

    

    

    

    

    

    

    

    

    

    

    

                                 

 
(一一一一)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1961年創建年創建年創建年創建，，，，1981年修建年修建年修建年修建 

((((二二二二))))用途用途用途用途::::初為紀念第三任校長而建，後修建為行政大樓 

(三三三三)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 

1.面對正門第一棟大樓 

2.呈一字形平面三層樓建築，中央為塔樓樣式，整體高出兩旁建築約一半

高度，最上端有尖塔飾以綠色屋頂。兩側各樓層各為紅磚造拱圈迴廊，

最兩旁為衛塔，其屋頂為都鐸式形式。 

 

 

榮華館榮華館榮華館榮華館  

                                                   

 
(一一一一)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1935年創建年創建年創建年創建 

((((二二二二))))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為禮拜大禮堂 

(三三三三)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 

1.為二層樓式白石灰混合磚造建物為二層樓式白石灰混合磚造建物為二層樓式白石灰混合磚造建物為二層樓式白石灰混合磚造建物 

    2.左右側面及正面呈圓拱白色石灰牆罩住建物約三分之一樣式左右側面及正面呈圓拱白色石灰牆罩住建物約三分之一樣式左右側面及正面呈圓拱白色石灰牆罩住建物約三分之一樣式左右側面及正面呈圓拱白色石灰牆罩住建物約三分之一樣式，，，，正面兩旁為正面兩旁為正面兩旁為正面兩旁為

衛塔衛塔衛塔衛塔，，，，塔頂採都鐸式造形塔頂採都鐸式造形塔頂採都鐸式造形塔頂採都鐸式造形。。。。 

    3.後側為上面以白色石灰牆面輔以氣窗後側為上面以白色石灰牆面輔以氣窗後側為上面以白色石灰牆面輔以氣窗後側為上面以白色石灰牆面輔以氣窗，，，，下部牆面為磚造下部牆面為磚造下部牆面為磚造下部牆面為磚造，，，，並留有並留有並留有並留有中式圖案中式圖案中式圖案中式圖案

泥造小氣窗泥造小氣窗泥造小氣窗泥造小氣窗。。。。 

    3.屋頂為硬山式屋頂為硬山式屋頂為硬山式屋頂為硬山式。。。。 

         

 

長榮堂長榮堂長榮堂長榮堂 

                                                   

 
(一一一一)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興建時間:約約約約 1973---2000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各建築群類別各建築群類別各建築群類別各建築群類別::::  

含資訊大樓、第一 、二、 三教學大樓、綜合大樓(內附:長老教會史料 

館、歷史文物館、化石館、礦石館、貝類館、蝴蝶館) 

(三三三三)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建築結構及特色: 

        各建築均大同小異，仍舊以磚造拱圈迴廊式建築為主，有的中間有衛塔

造型，有的屋頂是山牆兼女兒牆裝飾，有的則為都鐸式樣式。 

     

其他建築其他建築其他建築其他建築群群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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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2 

    

    

    

    

    

    

    

    

    

    

身手小試身手小試身手小試身手小試 

字裡乾坤字裡乾坤字裡乾坤字裡乾坤--- 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 

1.這是一所具什麼樣特性的學校這是一所具什麼樣特性的學校這是一所具什麼樣特性的學校這是一所具什麼樣特性的學校? 

 答答答答:____________ 

2.這所學校的建築風格這所學校的建築風格這所學校的建築風格這所學校的建築風格，，，，大致融合那些特色大致融合那些特色大致融合那些特色大致融合那些特色? 

 答答答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這所學校的建築群這所學校的建築群這所學校的建築群這所學校的建築群，，，，大部份是台灣史上那一時期所創建大部份是台灣史上那一時期所創建大部份是台灣史上那一時期所創建大部份是台灣史上那一時期所創建? 

 答答答答:_______________ 

 

常識我知道常識我知道常識我知道常識我知道--- 查一查查一查查一查查一查 

1.學校裡處處是拱圈式迴廊建築學校裡處處是拱圈式迴廊建築學校裡處處是拱圈式迴廊建築學校裡處處是拱圈式迴廊建築，，，，請問請問請問請問「「「「拱圈拱圈拱圈拱圈」」」」式的建築造型式的建築造型式的建築造型式的建築造型，，，，淵源於於何種淵源於於何種淵源於於何種淵源於於何種

建築風格建築風格建築風格建築風格? 

 A.都都都都鐸式鐸式鐸式鐸式  B.羅馬式羅馬式羅馬式羅馬式  C.歌德式歌德式歌德式歌德式 

 答答答答:____ 

2.「「「「迴廊迴廊迴廊迴廊」」」」建築多建於何地區建築多建於何地區建築多建於何地區建築多建於何地區? 

 A.濕熱多雨地區濕熱多雨地區濕熱多雨地區濕熱多雨地區    B.乾旱寒冷地區乾旱寒冷地區乾旱寒冷地區乾旱寒冷地區  C.冰天雪地地區冰天雪地地區冰天雪地地區冰天雪地地區 

 答答答答;____ 

3.辨別下列那些項目辨別下列那些項目辨別下列那些項目辨別下列那些項目，，，，屬於中式建築屬於中式建築屬於中式建築屬於中式建築? 

 A.愛奧尼克柱愛奧尼克柱愛奧尼克柱愛奧尼克柱  B.馬背馬背馬背馬背 C.如意造形如意造形如意造形如意造形 D.衛塔衛塔衛塔衛塔 E.綠釉花磚綠釉花磚綠釉花磚綠釉花磚 F.瓦當瓦當瓦當瓦當 G. 都鐸式建都鐸式建都鐸式建都鐸式建

築築築築 

 答答答答:______________ 

4.你知道學校裡那一棟建築物收藏著台灣第一部新式印刷機呢你知道學校裡那一棟建築物收藏著台灣第一部新式印刷機呢你知道學校裡那一棟建築物收藏著台灣第一部新式印刷機呢你知道學校裡那一棟建築物收藏著台灣第一部新式印刷機呢? 

 答答答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校內有一棟建築被票選為台灣古老建築百景之一及府城歷史建校內有一棟建築被票選為台灣古老建築百景之一及府城歷史建校內有一棟建築被票選為台灣古老建築百景之一及府城歷史建校內有一棟建築被票選為台灣古老建築百景之一及府城歷史建築十景之一築十景之一築十景之一築十景之一，，，， 

你知道是那一棟嗎你知道是那一棟嗎你知道是那一棟嗎你知道是那一棟嗎? 

答答答答;_____________ 

6.說說看校內那些建築群創建年代最久遠呢說說看校內那些建築群創建年代最久遠呢說說看校內那些建築群創建年代最久遠呢說說看校內那些建築群創建年代最久遠呢? 

 答答答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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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氣孔通氣孔通氣孔通氣孔： 

具有通風防潮作用。此處使用的造形奇特，有點類似西方教堂常見的 4 葉飾，又有點像本土傳統的

如意圖樣。  

柱腳與磚框柱腳與磚框柱腳與磚框柱腳與磚框： 

利用磚框與柱腳基座互相嵌咬，密切接合，融中西於一體，是非常特殊而且少見的處理手法。  

女兒牆女兒牆女兒牆女兒牆： 

在樓頂加蓋的平直矮牆，環繞整個屋頂。此處的牆面做成額框形式，是台灣洋樓建築常見的作法。  

山牆山牆山牆山牆： 

利用三角形山牆拉高中央立面，有點明主要入口的作用。在山牆兩邊豎立有圓球裝飾的短柱，也是

台灣洋樓建築常見山牆收頭的處理方法。  

主要入口主要入口主要入口主要入口： 

入口立面略為向外凸出，由 2 根愛奧尼克變形柱支撐 3 個弧拱圈所形成。雕花木門雖為新增，無論

材質、圖案或雕工均十分細膩，與建築整體搭配得宜。  

屋頂屋頂屋頂屋頂： 

採用台灣傳統的屋頂形式並做成馬背收頭。所鋪疊的也是台灣常見的紅瓦。都鐸式山牆：鋸齒式的

山牆宛如皇冠，是英國都鐸王朝時期常見的造形。這也說明南部長老教會源起英國。此造形現在也

已成為長榮中學的明顯標誌。  

綠釉花磚與瓶柱綠釉花磚與瓶柱綠釉花磚與瓶柱綠釉花磚與瓶柱： 

兩者都是台灣洋樓建築常見的材料，由於磚框砌疊非常精緻，「中西合璧」融合相當自然，並無突

兀的感覺。  

轉角隅石轉角隅石轉角隅石轉角隅石    ： 

利用灰泥仿做成長短石塊交替疊砌。上下兩層形狀不同，凹凹凸凸，長長短短，使整個牆面顯得生

動活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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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塔衛塔衛塔衛塔： 

矗立兩側，具有擁襯中央主體的作用。紅色磚牆與白色灰泥交雜使用，加上塔頂鋸齒狀的「都鐸式」

山牆，使得衛塔彷彿是頭戴金冠、身穿紅白制服的武士一般。  

連續拱圈連續拱圈連續拱圈連續拱圈： 

利用拱圈形成迴廊，有防止直接日曬的作用。此處上下拱圈分別以灰泥做成拱石與線腳來裝飾，這

種紅白造形已成為長榮中學校園建築一大特色。1915 年，長老教會中學的校長萬榮春牧師募款籌

建新校舍。當時同時有兩位營造師傅爭做工程，彼此相持不下，校方乃決定由雙方分別試蓋東、西

學寮（即今日的光鹽、友愛學舍）做為競試，以決定最重要的「講堂」（今日的音樂館）工程由誰

負責。誰知學舍落成後，還是無法分出高低。校方無奈，只得將講堂工程，分層發包給雙方施工。

這也就是今日音樂館 1、2 樓拱圈造形所以不盡相同的由來。  

牙子砌牙子砌牙子砌牙子砌： 

利用不同的砌磚方式，做成鋸齒狀的花樣，是台灣傳統建築處理簷角時常見的手法。  

其建築形式主要為紅磚拱團，但是一、二層樓間的釉花磚與瓶柱，卻是典型的傳統造型與建材，中

西合壁得相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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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用答案及補充資料教師用答案及補充資料教師用答案及補充資料教師用答案及補充資料))))    

    

    

    

    

    

    

    

    

    

    

    

    

    

    

    

    

    

    

    

 

身手小試身手小試身手小試身手小試 

字裡乾坤字裡乾坤字裡乾坤字裡乾坤--- 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 

1.這是一所這是一所這是一所這是一所具什麼樣特性的學校具什麼樣特性的學校具什麼樣特性的學校具什麼樣特性的學校? 

 答答答答:宗教性質宗教性質宗教性質宗教性質 

2.這所學校的建築風格這所學校的建築風格這所學校的建築風格這所學校的建築風格，，，，大致融合那些特色大致融合那些特色大致融合那些特色大致融合那些特色? 

 答答答答:多為歐式融合中式風格多為歐式融合中式風格多為歐式融合中式風格多為歐式融合中式風格 

3.這所學校的建築群這所學校的建築群這所學校的建築群這所學校的建築群，，，，大部份是台灣史上那一時期所創建大部份是台灣史上那一時期所創建大部份是台灣史上那一時期所創建大部份是台灣史上那一時期所創建? 

 答答答答:日治時期日治時期日治時期日治時期 

 

常識我知道常識我知道常識我知道常識我知道--- 查一查查一查查一查查一查 

1.學校裡處處是拱圈式迴廊建築學校裡處處是拱圈式迴廊建築學校裡處處是拱圈式迴廊建築學校裡處處是拱圈式迴廊建築，，，，請問請問請問請問「「「「拱圈拱圈拱圈拱圈」」」」式的建築造型式的建築造型式的建築造型式的建築造型，，，，淵源於於何種淵源於於何種淵源於於何種淵源於於何種

建築風格建築風格建築風格建築風格? 

 A.都鐸式都鐸式都鐸式都鐸式  B.羅馬式羅馬式羅馬式羅馬式  C.歌德式歌德式歌德式歌德式 

 答答答答:B 

2.「「「「迴廊迴廊迴廊迴廊」」」」建築多建於何地區建築多建於何地區建築多建於何地區建築多建於何地區? 

 A.濕熱多雨地區濕熱多雨地區濕熱多雨地區濕熱多雨地區    B.乾旱寒冷地區乾旱寒冷地區乾旱寒冷地區乾旱寒冷地區  C.冰天雪地地區冰天雪地地區冰天雪地地區冰天雪地地區 

 答答答答;A 

3.辨別下列那些項目辨別下列那些項目辨別下列那些項目辨別下列那些項目，，，，屬於中式建築屬於中式建築屬於中式建築屬於中式建築? 

 A.愛奧尼克柱愛奧尼克柱愛奧尼克柱愛奧尼克柱  B.馬背馬背馬背馬背 C.如意造形如意造形如意造形如意造形 D.衛塔衛塔衛塔衛塔 E.綠釉花磚綠釉花磚綠釉花磚綠釉花磚 F.瓦當瓦當瓦當瓦當 G. 都鐸式建都鐸式建都鐸式建都鐸式建

築築築築 

 答答答答:B、、、、 C 、、、、E、、、、 F  

4.你知道學校裡那一棟建築物收藏著台灣第一部新式印刷機呢你知道學校裡那一棟建築物收藏著台灣第一部新式印刷機呢你知道學校裡那一棟建築物收藏著台灣第一部新式印刷機呢你知道學校裡那一棟建築物收藏著台灣第一部新式印刷機呢? 

 答答答答:綜合大樓內的教會史料館綜合大樓內的教會史料館綜合大樓內的教會史料館綜合大樓內的教會史料館 

5.校內有一棟建築被票選為台灣古老建築百景之一及府城歷史建築十景之一校內有一棟建築被票選為台灣古老建築百景之一及府城歷史建築十景之一校內有一棟建築被票選為台灣古老建築百景之一及府城歷史建築十景之一校內有一棟建築被票選為台灣古老建築百景之一及府城歷史建築十景之一，，，， 

你知道是那一棟嗎你知道是那一棟嗎你知道是那一棟嗎你知道是那一棟嗎? 

答答答答;校牧室校牧室校牧室校牧室 

6.說說看校內那些建築群創建年代最久遠呢說說看校內那些建築群創建年代最久遠呢說說看校內那些建築群創建年代最久遠呢說說看校內那些建築群創建年代最久遠呢? 

 答答答答:音樂館音樂館音樂館音樂館、、、、 椰林藝廊椰林藝廊椰林藝廊椰林藝廊、諮商中心諮商中心諮商中心諮商中心、 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體育組辦公室、光嚴學舍光嚴學舍光嚴學舍光嚴學舍、友愛學舍友愛學舍友愛學舍友愛學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