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文 化 資 源 學 院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第 九 期





 

 ii 

文資學報 編輯委員會 

發 行 人  楊其文 

主    編  張婉真 

編輯委員 （依姓名筆劃序） 

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王嵩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江寶釵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吳秉聲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吳榮順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暨音樂學研究所 

辛意雲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林珀姬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 

林會承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梁麗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其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陳其澎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黃士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黃翠梅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鍾明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釋惠敏    法鼓文理學院 

執行編輯  劉蕙苓 

編輯助理  卓淑蕓 

封面製作  卓淑蕓 



 

iii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Editorial Board 

Publisher       Yang, Chi-Wen 

Editor in Chief  Chang, Wan-Chen  

Editorial Committee  

 Bhikshu, Huimin Chen, Chi-Nan Chen, Chie-Peng 

 Chung, Ming-Der Hsin, I-Yun Hsu, Hsueh-Chi 

 Huang, Tsui-Mei Huang, Shih-Chuan Jiang, Bao-Chai 

 Liang, Li-Ling Lin, Hui-Cheng Lin, Po-Chi 

 Wang, Chih-hung Wang, Sung-Shan Wu, Ping-Sheng 

 Wu, Rung-Shun   

Executive Editor Liu, Huei-Ling   

Editorial Assistant Cho, Shu-Yun   

Cover Design Cho, Shu-Yun   

  





 

iii 

目  次 

論文 

01 「古物」的「系列性」──從「組（件）」數看古物類文化資產的研
究與管理 

劉怡蘋 

47 城市生態的足跡－重探臺灣傳統城市空間的歷史特徵 

林栢年 

講座 

87 

 

生活的展示：生活物件與生活方式 

胡佳君記錄整理 

 

 

文資學報│第九期│民國一○四年│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NO.9│2015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論文∣Article 
 



文資學報 ISSN 1814-3121 

第九期│頁 1-46│民國一○四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NO.9, pp.1-46, 2015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古物類文物資產的研究與管理── 
從「古物」的「系列性」看「組（件）」
數的登錄* 

劉怡蘋 ** 

摘要 

古物的登錄與指定，乃各級古物主管機關整合協調「學術研究」、「行政作業」與

「文資價值」之成果。而中央古物主管機關為此所建立的理論架構、方法論及研究方法，

迄今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此為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在國內目前 1317 組（11991 件）古

物中，扣除古籍善本或檔案文書等「圖書文獻」，以「1 組（多件）」登錄指定之古物僅

104 組，其餘均屬「1 組（1 件）」古物。然而經過古物公告內容與官方資料庫或各式相

關文書的比對，卻可發現各級古物主管機關對於「1 組（1 件）」與「1 組（多件）」的

判別時有訛誤，問題可能出自其面對古物組構關係時的「單數」視點。藉由對於「組（件）」

──官方統計古物總數的量詞──的探討與論述，本文首要指出此一量詞反映了相關單位對

古物特質屬性、歷史脈絡及涵蓋範疇的理解與掌握。其次在界定「1 組（1 件）」古物與

「1 組（多件）」古物典型特徵的同時，本文釐清「組」與「件」的意義及功能，以便消

弭學術慣例與管理制度無法銜接的落差。此外，文中根據「1 組（多件）」古物中各個組

成部件之間、各部件與古物主題概念之間的組構關係，區分出三類不同形態的「系列性」。

而相較於「1 組（1 件）」古物的「系列性」，此三類「系列性」更為清晰地揭示了前人

與今人「象徵指涉」的心智活動，如何同步運作於物件的組織或重組上。透過「組（件）」

的概念化與理論化，本研究希冀能為我國古物的組構關係建立有效的判讀原則與「複數」

視點，從而使更多系列性複雜、且數量並不「稀少」的重要文物終能「被看見」。 

                                                       
*  收稿日期：2014.12.29；通過日期：2015.02.05。 
** 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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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資產保存法、古物、系列性、藝術史學研究方法、總清冊（法國文物普查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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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組（件）」是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官網電子資料庫（以下簡稱「資料庫」）中，古

物類文化資產專屬的總數計算單位（圖 1）。在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

資法》）框架下，古物歷經提報、審議、作成登錄指定處分、公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等法定程序，承辦人員必須填具各式相關表格，並在公告後，將古物資料鍵入「資料

庫」內「文化資產個案導覽」（以下簡稱「資料庫古物個案」）的各個欄位中。1有意思

的是，我們發現承辦人在公告文書及「資料庫古物個案」中，經常使用不同量詞來登載

同一件古物的「數量」，但無論量詞為何，最終均由「資料庫」中的「文化資產統計表」

（以下簡稱「資料庫統計表」）一律以「組（件）」為單位，加總為全國古物總數。2即

使「資料庫」未對「組（件）」作出任何說明，但對「一組多件」的簡短敘述（圖 2），

卻仍透露了中央古物主管機關賦予「組（件）」特殊定義的意圖。此外，我們發現國立

古物保管機關（構）在辦理公告時，通常較為規律地沿用「組（件）」為量詞，但不表

示量詞在公告及「資料庫」等兩個系統中的轉換沒有問題；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在面對越來越多出自同一地點的成套大量古物時，有逐漸採「組（件）」作為量詞的

傾向，卻也突顯古物「整體」界線的認定，以及一組古物中各成員之間的關係，開始成

為他們獨有的難題。 

上述狀況促使我們思考「組（件）」與「一組多件」的確切概念及具體功能。筆者

將透過本研究，闡述中央古物主管機關以「組（件）」為量詞，將全部古物劃分為「1

組（1 件）」及「1 組（多件）」，確實有其意義，但二者之間的異同必須被定義及論述，

並且充分體現在公告文書與「資料庫」兩個系統上。反過來說，「組（件）」的概念之

所以重要、其後續影響之所以深遠，原因是「組（件）」 反映了古物的特質屬性、涵蓋

範疇與組成關係，以及各級古物主管機關銜接學術研究成果與行政作業的專業能力。它

向後揭示了古物普查制度的重要性，也向前預告了若不儘速對目前千餘組古物的「組

                                                       
1 文資局官網上有多個網頁資料庫。其中的「文化資產查詢」下分「文化資產個案導覽」、「類別查詢」、

「綜合查詢」與「文化資產統計表」等，前三項可供資料庫使用者查詢各文化資產個案內容，後者則提供

綜合統計數據。供古物業務承辦人員鍵入各古物資料的操作平臺是「文化資產個案導覽」。 
2 「資料庫」內「文化資產統計表」項下有三個總表：「文化資產總表」、「文化資產概況表」與「文化資

產概況總表」。「X 組（Y 件）」、「X 組 Y 件」、「X 組（共 Y 件）」分別為三表對於古物總數之註記

方式。（文化資產統計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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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進行全盤檢視，將使未來登錄或指定的古物無所適從並導致更多的資源浪費。

因此，筆者以高度強調「系列古物」的法國文物普查制度為立論基礎，將「系列性」視

為所有古物的基本特徵，同時分析我國「1 組（多件）」古物的組構關係及組構原則。此

外，古德曼（Nelson Goodman, 1906-1998）在《藝術的語言》中的論述重點──文物「一」

（l’Un）與「多」（le Multiple）的身份條件，均是被既有價值和既定視點所創造出來的，

對本文倡議「系列性既是某特定視點所造成的結果，也是使該視點得以成立的條件」

（Heinich, 2009）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論證基礎。 

 
圖 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官網資料庫：文化資產查詢＞文化資產統計表＞文化資產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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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官網資料庫：文化資產查詢＞文化資產統計表＞文化資產概況總表 

二、「組（件）」的兩大問題 

（一）「組（件）」的意義尚具不確定性 

截至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資料庫統計表」（圖 3）顯示我國古物凡 1317

組（11991 件）：從類別來看，涵蓋「藝術作品」449 組（1164 件）、「生活及儀禮器物」

424 組（655 件）、「圖書文獻」433 組（10161 件）、「其他」11 組（11 件）；從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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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有「國寶」244 組（689 件）、「重要古物」769 組（3847 件）、「一般古物」304

組（7455 件）。3然而，仔細檢視古物登錄指定公告內容，便能發現「資料庫統計表」中

的數據，僅提供了我國古物在分類與分級上的一般性輪廓，原因是「資料庫古物個案」

對於多組古物「種類」及「件數（數量）」的註記，均與公告內容不符。4值得注意的是，

若持續觀察比對「公告」與「資料庫古物個案」內容，即可發現二者對古物「分類」或

「類別」的變動修正已是常態（表 1）。5筆者認為，與其責難二者作為官方告示卻不甚

精確，不如將之視為各級古物主管機關對於古物屬性不斷進行思索、並藉之體現其認知

來得有建設性。同理，同一組古物所公告的「數量」與「資料庫古物個案」所顯示的「件

數（數量）」不符，固然直接呈現官方對於全國古物在總量統計的正確性與管理的信效

度，且攸關我國《文資法》涵攝保護的確切對象與民眾認知；更重要的是，在排除資料

登載與統計時種種瑣碎的技術性問題後，6筆者發現古物主管機關對於「組（件）」意涵

的不同見解，或是對「1 組（多件）」古物「整體」辨識的猶疑，可能才是兩個系統在「組

（件）」上「不一致」的關鍵。7
 

                                                       
3 「文化資產概況表」（圖 3）所統計的「重要古物」總數，本身便與「文化資產總表」（圖 1）顯示的數據

不符。 
4 古物公告「應載明事項」與「資料庫古物個案」欄位名稱不同、計數量詞不同、鍵入的內容未受監督，應

是「資料庫」統計數據不詳實的根本因素。直轄市、縣（市）古物公告應載明之事項，依《古物分級登錄

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7 條規定辦理即可，故此以公告「種類」為例，有的縣市使用「分類」一詞、有

的使用「類別」一詞；而古物數量因不屬應公告事項，故可不列。至於「資料庫古物個案」中的各個欄位，

名稱是固定的，承辦人在登打時不能更改欄位名稱，但可略去部分欄位不填，且在鍵入資料時擁有相當的

寬鬆度。以「件數（數量）」欄為例，對於某組數量公告為「1 組（10 件）」的古物，承辦人可自由鍵入

「1 組（10 件）」、「10 件」、「10 個」，甚至是「10」。 
5 公告更正後，承辦人是否修正「資料庫古物個案」內容並納入統計，也影響總數據的信效度。 
6 不僅古物登錄指定公告內容與「資料庫古物個案」有異，筆者在交叉比對「文化資產查詢」中各種資料時，

亦發現訛誤頗多，可歸納為以下二類。一是古物主管機關承辦人更新維護資料的相關疏漏：如不及將已公

告之古物資料登錄在「資料庫古物個案」中，或未填「資料庫古物個案」中的「件數（數量）」欄，以致

「資料庫」未將該組古物納入統計；未將已升級為重要古物或國寶之一般古物資料撤除，或分屬不同「所

屬主管機關」與「所在地理區域」的同一件古物，均被登打鍵入，以致「資料庫」重複計算。二是「資料

庫」本身的統計問題，如承辦人雖正確登打某古物組（件）數，但「資料庫」自動將部分 1 組（多件）古

物以 1 組（1 件）計。 
7 就實務常態而言，草擬古物登錄公告與將古物資料鍵入「資料庫古物個案」中的，是同一位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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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官網資料庫：文化資產查詢＞文化資產統計表＞文化資產概況表 

表 1：2013 年古物「種類／分類／類別」修正公告案例 

古物名稱 原公告「種類/分類/類別」 修正公告後「種類 /分類/類別」 

八里坌仔社「給永佃

墾批契」 

一般古物（新北市政府 2013/04/30 公告北府

文資字第 1021678019 號） 

圖書文獻類（新北市政府 2013/07/17 公告

北府文資字第 1022234918 號） 

北港飛龍團大龍旗 
一般古物（刺繡）（雲林縣政府 2013/01/18

公告府文資字第 1027400501E 號） 

生活及儀禮器物（雲林縣政府 2013/03/04

公告府文資字第 1027401746B 號） 

臺南孔廟 8 方御匾 
其他（臺南市政府 2013/03/11 公告府文資處

字第 1020113807B 號） 

生活及儀禮器物（臺南市政府 2013/08/15

公告府文資處字第 1020687700 號） 

 

首先以在指定公告中，分別以「1 件」與「1 組（20 件）」計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宋李唐文姬歸漢圖冊」與「明沈周寫生」為例。經比較分析二組古物量詞從「公告」、

「資料庫古物個案」到「資料庫統計表」的轉變後（表 2），可知就算是國立古物保管機

關（構），對於同質性極高的書畫冊頁，也可能在各次公告時以不同方式看待其數量。8其

                                                       
8 各級古物主管機關在辦理古物登錄指定公告時，通常一次公告同一保管機關（構）所轄多組古物，極少一

次公告一組或一件古物。故在公告「主旨」中，可見該機關（構）所採用的量詞與計算方式。國立故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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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看嘉義市「原潭子鄉本仁堂交趾陶壁飾」。其登錄公告未列出數量，「資料庫古物個

案」中的「件數（數量）」欄原本顯示「1 組（1 件）」，後調整為「1 組（9 件）」（文

資個案：I）──不同於故宮案例，地方古物主管機關所面臨的「組（件）」問題通常不在

公告到「資料庫」系統的轉換上，而在古物內部各部件組成關係的辨識上。9
 

表 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二組冊頁／計數量詞及數量變化表 

古物名稱 公告「主旨」 
指定公告表 

「數量」 

「資料庫古物個案」 

「件數（數量）」 

「資料庫統計表」 

總數 

宋李唐文姬歸漢圖冊 1 件 1 件 (18 開計 18 幅) 18 1 組 (18 件) 

明沈周寫生 1 組 (20 件) 20 開 20 1 組 (20 件)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11/04/22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10020040351 號；附表，編號 24；文資個案：IV 與 V。 

上述案例導向下列問題：倘若我們依「資料庫統計表」的做法，將「1 件」等同於「1

組（1 件）」，「組（件）」的意義為何？如何判別「1 組（1 件）」與「1 組（多件）」？

從公告到進入「資料庫」的過程中，古物量詞的轉變是否表示管理制度無法呼應學術常

規？當「組（件）」無法反映古物主體特性、構成特徵及範圍界限，問題是否從登錄指

定程序中的「審議」階段就已開始？這四個尚未獲得釐清的問題，不僅已體現在「1 組（多

件）」古物上，亦潛伏在某些登錄指定為「1 組（1 件）」、實則互有相屬或從屬關係的

古物中，繼而導致「組（件）」在使用上的錯亂和意義的崩解。例如目前各以「1 組（1

件）」計、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宋人十八學士（琴）軸」、「（棋）軸」、「（書）

軸」與「（畫）軸」，是否應依其「指定理由」更改為「1 組（4 件）」？10再如臺南孔

廟的八方清代御匾，究竟應以目前各自以「1 組（1 件）」採計的作法為正確，11抑或是

傾向於「財產清冊」語義內涵的「1 組（3 件）」？12又或者應依「套組」邏輯視它們為

                                                                                                                                                       
物院最後一次以「件」為公告主旨量詞，見於文建會 2012/03/26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第 10120020772 號；其

後均以「組（件）」為公告主旨量詞。 
9 2014 年 6 月 24 日承蒙業務單位電話說明：承辦人原在「資料庫古物個案」內「件數（數量）」欄中登打

「1 組 1 件」，後經長官指出該組古物雖分佈在整面牆上但件件分開，故修正為「1 組 9 件」。 
10

 〈十八學士〉四軸畫作之指定理由為：「分別結合『琴棋書畫』四藝的主題，形成完整的一套」（文化部

2013/06/13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64612 號）。 
11

 臺南市政府 2013/08/15 公告府文資處字第 1020687700 號未敘明數量，僅在「主旨」中提及「八件」。但在

「資料庫古物個案」中，八方御匾各以「1 組 1 件」計。  
12

 在臺南市政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的「一般古物登錄清冊」中，承辦單位在各御匾「數量 1 件」後，詳加

註記「共 3 件組，包括 1 匾 2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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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8 件）」，還是將之與廟中其他六方民國時期（含現任）國家元首贈匾合併登錄

為「1 組（14 件）」為準？13
 

綜上案例與提問，古物的登錄或指定程序，即古物主管機關「被迫整合協調科學研

究、行政與文資價值這個『噴火三頭怪』」的複雜過程（Heinich, 2012：149）。亦即古

物從分類、分級到「組（件）」的正確性，取決於古物主管機關能否以專家學者對古物

作出的「事實判斷」為依據、充分掌握古物的屬性內涵，綜合考量行政方面的侷限與需

求，藉由古物登錄指定公告行其綜合「價值判斷」的公權力，並落實古物的保護及管理。

相較於古物的分級與分類，古物「組（件）」乍看之下意義不明、影響甚微，故其正確

性尚未受到廣泛重視。然而事實上，古物的「組（件）」數簡明地涵蓋了各種古物多元

的物質結構、製作意圖、主題或組織概念與組成模式，從而導向相應的價值詮釋如保存、

展示與管理邏輯。再者，「組（件）」數不但能敏銳地反映地方古物主管機關對研究成

果的判讀，也能顯示承辦單位是否能自審議委員的多重專業與觀點中汲取經驗，以區辨

「1 組（1 件）」與「1 組（多件）」古物的特質與異同。此外，「組（件）」數更能協

助地方古物主管單位，檢視學術面向或行政面向是否片面代位決定了古物的價值與定

位。14更重要的是，若文化資產的管理精髓在「為未來而保存」，從人類現當代的生產及

消費模式來看，未來的「1 組（多件）」古物勢必多於「1 組（1 件）」古物，今日的「組

（件）」應具有範式性，方能於未來「範示」（exemplify）我們如何縝密連結、組織物

與物之間的關係。 

是以繼上述案例之後，下文首先將以臺南市緩議中的「蔣元樞所購置之禮器」為例，

進一步呈現「組（件）」所造成的混淆，以及「組（件）」與「系列性」之間的關係，

同時彰顯古物的「系列性」係一亟待建構的完整概念。其次，筆者將以不含古籍善本或

檔案文書等「圖書文獻」、目前已公告之 104 組「1 組（多件）」古物為研究對象，15分

析何以其中 32 組書畫作品實應為「1 組（1 件）」古物，藉以釐清同一組古物中各構件

或各物件之間多元的組構關係，以及古物「組（件）」應代表的意義。此外，本文將進

                                                       
13 針對臺南孔廟十四方歷代國家元首匾的分級，黃猷欽考量基於其懸掛場域，元首贈匾為釋奠禮不可分割之

相關文物，認為應著重於「概念上的十四方元首匾」而無須限定在其「實物」上，故建議將十四方匾額「視

為一個整體」，登錄為「民俗及有關文物」（黃猷欽，2011：32、125-126）。 
14 以臺南孔廟八方御匾為例：古物主管機關理解不應混淆財產登錄作業與古物屬性，因此未將各匾按「1 匾

2 座」計為「1 組（3 件）」；立基於古物的實體與物質性、同時要避免輿論掩蓋文化資產的登錄意義，

古物主管機關在學術觀點及民情觀感中取得平衡，故將各匾以「1 組（1 件）」計。 
15 有鑒於筆者不具圖書專業、亦不具版本判別能力，被歸類為「圖書文獻」的古籍善本或檔案文書，將不在

本研究範圍之列；且正因此一專業的從缺，使筆者無法正確計算此類「圖書文獻」之組（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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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將 72 組「1 組（多件）」古物依其「系列性」歸納為三種類別，闡述其典型特徵，

並持續探索「1 組（多件）」古物從名稱的成立、「組」內成員與古物名稱的關係、「組」

內成員之間的橫向關聯、到各組古物間的縱向族屬（famille）關係，希冀能為古物主管機

關提供判讀古物「系列性」的基本原則，從而使之將目光移轉到經常與「稀有性」對立

的「1 組（多件）」古物上。 

（二）「系列性」的概念有待建立 

古物「組（件）」的辨識難題，不僅如上所述發生在已登錄指定的古物上，更是積

極尋求登錄作業及科學管理論據的地方古物主管機關目前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例如臺南

市在二○一○年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對臺南孔廟文物進行詳細普查後，便

依據研究成果建議古物所有人提報申請審查登錄，16並自二○一二年十一起陸續登錄公告

「青銅方鼎」與「太尊」以及八方御匾為一般古物。二○一四年四月，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理處持續關注臺南孔廟禮樂器，在「臺南市第二屆古物審議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中提

出「孔廟祭孔禮器登錄一般古物審議案」。由業務單位在「臺南市國定（第一級）宗教

性古蹟內古物普查計畫」研究統計的銅質禮樂器 614 件和木質文物及木、竹混合材質文

物 287 件中，選出年代涵蓋乾隆十四年（1749）至一九六○年代 17 種、共 265 件文物，

作為「整套祭孔釋奠典禮禮器」，並建議定名為「大成至聖先師釋奠典禮禮器」。17從「業

務單位說明」與「提請討論議題」中，可見該單位在提案前的思考問題與爭議所在：1. 原

擬將選件之年代範圍定為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民國元年，然「此範圍之禮器並非成

套，缺少部分器皿；若考量完整性，年代範圍須拉長至近年，才可登錄完整之釋奠典禮

禮器」。2. 「考量登錄完整性」，近期製作與年代不詳、資料不清者，是否亦應納入提

報範圍？筆者認為，業務單位因未考慮到禮器的組合有其演變脈絡、亦有因時制宜的調

整及發展，以致單向將「完整性」18建立在二○一○年秋祭時孔子神案與香案陳設的祭器

                                                       
16 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文化資產，私有古物是唯一須經由所有人提報申請登錄審查者，參《文化資產保存法施

行細則》第 8 及 19 條。然而，臺南孔廟之管理主體雖屬私法人，卻始終具高度官方色彩並與市府保持密

切互動：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為財團法人臺南市孔廟文化基金會前身，自一九八五年起由市長擔任主任

委員、市府秘書長為執行長、文化處長及財政處長分任總務與財務組長，文化處長於議會審查預算時須接

受備詢；文廟管理委員會於二○一二年元月改制後設置董事會，市長為當然董事長、監事包括主計處與財

政處長，而其餘成員仍包括市府秘書長與文化局長。 
17 臺南市第二屆古物審議委員會會議之相關內容均出自會議資料，感謝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慷慨提供，並

在百忙中回應筆者諸多疑問。 
18 從「提請討論議題」第 2 與第 3 點（在本案通過後，是否須將已登錄之「太尊」與「青銅方鼎」納入本組

古物？）中，可見業務單位所思考的「完整性」擴及已登錄之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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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19自然引起審議委員熱烈討論而未能獲致結論。二○一四年九月，臺南市立文化資產

管理處舉辦第三次會議，主要審議 25 組 32 件「孔廟民國三十七年以前之碑碣文物登錄

一般古物」乙案；20而上次的孔廟禮器「審議案」在此次會議中變更為「報告事項」，原

「大成至聖先師釋奠典禮禮器」則被縮限為「蔣元樞所購置之禮器」。 

從緩議中的「整套」「大成至聖先師釋奠典禮禮器」的名稱、提報範圍到篩選標準

來看，與其說委員們爭論的焦點在於「套組」本身，不如說是以該「組」名稱或概念為

核心到由此「繞射」而出的各件文物，在縱向與橫向之間的聯繫均未獲得釐清。事實上，

業務單位的提問及審議委員的爭議點業已指向「組」的成立關鍵：1. 擁有同一屬性或材

質之物件，或與其它文物合併重組之物件，不能只因它們目前共同存在於同一保存地點

中，便被視為隸屬於同一「套組」；2. 依據同一概念或邏輯所製作的同組物件，其種類

及數量均可能在流傳和使用過程中消耗或減損，因此它們所具有的「套組」身份不因其

是否仍保有原有種類及數量而改變。換句話說，在「套組」後設的定名與最初在同一動

機、概念或邏輯下製作的各物件之間，橫亙數十、乃至數百年中，物件從媒材、形制、

功能、意涵到保存及使用狀況均有所遞嬗；「套組」的構成本身，意味著對於「套組」

名稱與各物件之間各種關係的主動分析辯證，所謂「套組」的「完整性」，不是與生俱

來而是不斷建構的。 

中文的「系列」一詞出現雖晚，但只須歸納古籍中的「系」、「列」二字，已可略

窺何謂「系列」及其主動意義：「系」字作名詞有繩、帶、世系、系統之意，動詞與「繫」

字互通，主要指拴綁、聯綴、依附或接續；「列」字本義為「分解」，引申作序次、行

次、位序，作「序」字則有安排、分派、收列、排列之意。21「系」、「列」二字與西文

「系列」（如英文“series”、法文“série”）一詞的希臘辭源“seira”（la corde，繩）及拉丁

詞源“series”（l’entrelacement，交織）幾無二致，從本義到轉義，指的是「由一條線所相

連者。此線具連續性，能回歸自身、自我纏繞，且在自我交纏的同時，將那些被此線所

                                                       
19 業務單位在會議資料中引用「孔廟所藏各年代銅禮器與樂器之數量分佈表」、「2010 年臺南孔廟秋祭至

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器與祭品陳設示意圖」與「臺南孔廟大成殿香案禮器與祭品陳設圖」（黃翠梅、李建

緯，2011：48、83、114），作為其選擇器類的依據。姑不論各類禮器之數量、年代與保存狀況等選件原

則之適切性，業務單位未注意到據此篩選之器類，與歷代禮書或圖譜如蔣元樞《孔廟禮器圖說》所載之

36 類禮器已有落差，恐不足以回應「大成至聖先師釋奠典禮禮器」在概念上的完整性。 
20 此案於第四次會議中審查通過，並已全數登錄為一般古物（臺南市政府 2014/11/05 公告府文資處字第

1031018187B 號）。 
21 分見《易‧系辭》、《說文解字》、《禮記‧喪大記》、《小爾雅‧廣詁》、《廣雅‧釋詁二》、《廣韻》

及《太玄‧玄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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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的物件帶回其原點」（Cauquelin, 1965：11）。上述字義點出，「系列」的建構從找

到那條「線」開始，追溯其「線頭」並釐清線上各纏繞物之間、各物與「線頭」之間的

從屬關係，包含歸納該「系列」的屬性特徵，再到刪去與此「線」或「線頭」無關的物

件，以建立該「系列」的組成內容與主題概念典型的完整過程。 

中文的「系」與「列」二字在近現代組合成「系列」一詞，明確指向「相關聯的成

系統的事物」（漢典：系列，2014）、「事物或觀念相繼出現而形成一連串的狀態」（新

編國語日報辭典，2003：1351），恰能說明事物或觀念的「聯屬狀態」乃「系列」的構

成基礎。在「系列」一詞之後，又發明了「一系列」這個用來表示事物有組織、有系統

的指稱詞，成為事物等待被分類後填充其內涵的形式（Cauquelin, 1965：11），例如一系

列思想、一系列活動或一系列產品。而在工業及商業化的脈絡的發展中，人類從相對被

動地在既有物件中釐清其關聯性並歸納出其所屬「系列」，穿越「一系列」事物的過渡

性意涵，到轉變為創造「系列化」物件的主控意義。22正是基於此一兼顧字義辭源與人工

製造物當代發展的動態「系列」觀，本文以「系列」本身所具備的可變動性、界定「系

列」者日益提升的主動性為前提，以「系列性」（sérialité）一詞指稱「組」、「套」或

「群」（set, kit, group）之下，各物件之間的關聯、分類、序列、族屬、承續與溯源。 

再者，筆者依循古德曼的本體論（ontology）觀點，設想古物為「象徵」、將古物的

「系列性」嵌進象徵系統（symbol systems）之中，嘗試用「指謂」（dénotation）23來檢

視國內古物各式各樣的「系列性」，並且印證「無效的指謂不等於指謂並不存在」（Ricoeur, 

2000：1733）。於是，當「一組」物件中的各個部件的功能，止於共同構成該組物件的

名稱與內容時，本文視之為「1 組（1 件）」古物；而當「一組」物件中的各部件，猶如

圖像學中某神祇與其屬性物（attribut）之間的連結，能各自與該組物件的主題概念產生

相互指設的關係，便被我們視為「1 組（多件）」。而介於二者之間，仍有多組「1 組（1

                                                       
22 所謂「產品系列化」，意指對功能相同但規格複雜的工業產品，加以選擇、定型、歸類，形成完整產品系

列的技術措施。其目的在於以最少的品種來適應最廣泛的用途，以便擴大產量，降低成本。其內容為確定

性能好、用途普遍、結構合理的產品，加以改進並定為基本型號。以此為基礎，將其他同類產品，按型式

規格、尺寸容量等參數加以歸類排列，淘汰多餘型號，補充缺少型號；再根據該產品的不同消費群與適用

性等參數，設計其結構和功能基本相同的一系列型號的產品，並擴大同系列內零件或部件的通用範圍。屬

於系列範圍內的產品，統稱「系列產品」。（漢典：系列化，2014；Tool：系列化，2014） 
23 語義學中的「指謂」，指的是「某物質的或觀念的客體之整體特徵；這些特徵不必然在自然語言中闡明，

卻是該客體如思想客體在其所有外延中的構成特徵。」（Larousse, 2014）簡單來說，「指謂」即「外延」

（extension），意指某詞語所「指稱」或「再現」的客體；由於該詞語指向與其特徵相符的事物全體，故

使該事物全體成為某個類別或群組，而該詞語反過來成為其所延伸到、或適用於的事物的集合體

（Roussarie,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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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古物已向「1 組（多件）」的指謂或象徵性靠攏，一方面使我們理解此類古物何以

被登錄指定為「1 組（多件）」；另一方面突顯了以「1 組」為全國古物基本量詞的指引

功能──它引導古物承辦單位與使用「資料庫」的一般大眾，主動檢視各組古物的各種「系

列性」。在下文中，筆者將以國內 104 組「1 組（多件）」古物為樣板，進一步分析「1

組（1 件）」與「1 組（多件）」在本質上的異同，同時嘗試理解「組（件）」如何反映

了各種專業慣例與行政視角，對傳世或出土古物從定名、屬性、功能、歷史脈絡到重組

方式的不同考量。 

三、「1組（1件）」與「1組（多件）」古物之區辨 

從製作動機、物件組構原則、物件屬性與淵源脈絡來看，目前已知「1 組（1 件）」

古物具有以下幾個特徵：1. 若非一體成形，大多由多個零件、構件或部件所構成，它們

之間主要是串聯或連貫的結構關係，組構邏輯或概念相對單純；2. 各個部件即使具有獨

立欣賞的價值、品質亦有高低之別，卻因無主次之分而具等價性（équivalence），各部件

的意義必須在「共同」「構成」該物件名稱所指涉的物件本體或主題概念時，才能充分

發揮；3. 可以是從製作之初到今日均被視為「一個物件」的「1 組（1 件）」古物，也可

以是在新概念或新主題之下，從原本的「多個物件」重新組構而成的「1 組（1 件）」古

物。截至 2014 年底，不含古籍善本或檔案文書等「圖書文獻」，國內以「1 組（多件）」

為量詞所登錄指定之古物共有 104 組。24而其中有 32 組書畫作品（表 3）符合上述三點

特徵，筆者認為它們應該是「1 組（1 件）」古物。然而，32 組中有 11 組書畫（表 3，

22-32），卻同時蘊含「1 組（多件）」古物的系列性，因而被筆者視為「1 組（1 件）」

過渡到「1 組（多件）」的關鍵。筆者將在下文中分析 32 組作品中，最能突顯各部件之

間的組成關係者，詳述「1 組（1 件）」古物的構成特徵，同時鋪陳並側寫「1 組（多件）」

古物之概念與組成的多元面貌。 

（一）「1組（1件）」古物之基本特徵與作品屬性 

                                                       
24 本文所統計之 104 組「1 組（多件）」古物，係以古物登錄指定公告內「公告表」所列「數量」為主，再

以「主旨」中所敘明的當批公告古物總數為基準，相加或相減確認其組件數而成。若公告未附「公告表」、

或「主旨」中未指名數量，則比對「資料庫古物個案」中的「件數（數量）」，與「資料庫」中「多元檢

索」統計的各主管機關轄下古物總數，相加相減得出其組件數。即使某組古物明顯為「1 組（多件）」，

只要無法經由上述比對確認其數量，均被排除在我們的研究樣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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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首先以現被視為「1 組（1 件）」古物的「泰雅族貝珠衣」為例，闡明「1 組（1

件）」古物的特徵。本組「貝珠衣」由「兩幅麻布對折縫製而成，整件為無領、無袖、

對襟、無扣」，而「裝飾之貝珠係硨磲貝所燒烤、切割、磨製而成之圓柱型珠子，全件

約 9 萬粒，串接後當飭品穿綴（含並、縱式之透、鉤綴法等）於衣上」（文資個案：II）。

大幅麻布與大量貝珠之間有著平行的結構關係，在穿綴的同時共同構成一件「貝珠衣」，

完全符合上揭「1 組（1 件）」古物的特徵，應無疑義。而相較於「泰雅族貝珠衣」主要

仰賴古物中各部件在物質上的相互銜接或共同構成、只有在過度缺損的情況下才會危及

物件意涵，32 組現以「1 組（多件）」指定的古物，則擁有更複雜的組構關係（表 3）：

各組古物成員從共同組成一畫面或文章，如有缺損則可能影響古物本身的意涵（表 3，

1-13），到同一組古物中各成員自身並不具有太多的限定性，其主要任務在於共同組成該

組古物的主題概念（表 3，14-21）；此外尚有第三種「1 組（1 件）」古物，其成員必須

要能共同重重指向該組古物的主題概念，並因此而使主題概念更加完備、更具深度和層

次（表 3，22-29）；第四種「1 組（1 件）」古物則由明確穩固的主題概念、構成特徵、

乃至組構順序所主導，以致各成員必須共同構成、並且共同指向該組古物的主題概念（表

3，30-32）。 

既然如此，32 組書畫作品中的「明祝允明書千文冊」等《千字文》（表 3，1-4），

便不應以「1 組（33 件）」計：從物質結構來看，本摺裝冊頁由 33 開 66 幅黏連成一個

整體；從內容構成來看，本冊顧名思義以「一篇文章」為單位，四字一句，計 250 句，

共 1000 字，按作者所安排的空間秩序及造形效果組成一個單元（unité），各字與行氣之

間有著「血的循環、氣的吐納、神的閃顯」（熊秉明，2004：26-27）。同理，32 組書畫

中同樣以「一篇文章」為單位者（表 3，5-12），無論是收錄一首詩的「宋薛紹彭書詩帖

（宋賢書翰冊第五、六開）」、內容為一篇賦的「明祝允明書陶淵明閒情賦冊（元明書

翰第十二冊）」，25或由單件書信裝裱而成之「明黃道周詩翰冊」冊頁，乃至由 4 屏所組

成的「呂西村隸書四聯屏」，俱符合上述「1 組（1 件）」古物特徵而不宜被視為「1 組

（多件）」古物。 

 

                                                       
25 〈宋賢書翰〉彙集有薛紹彭等 20 位宋人尺牘共 22 開；第 5、6 開為薛氏詩一首。〈元明書翰〉共 74 冊，

第 12 冊共 9 開，內含重要古物「明祝允明書陶淵明閒情賦冊（元明書翰第十二冊）」，與不具古物身份

的「明祝允明書可竹記」（故宮書畫：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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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組現以「1 組（多件）」指定、實為「1 組（1）件」之古物 

屬性特徵 古物名稱 

由「組」內各成員 

共同構成一篇文章 

或一個畫面 

1. 國立故宮博物院「墨拓智永書真草千文冊」（1 冊共 27 開） 

2. 國立故宮博物院「元邊武書千文冊」（1 冊共 37 開） 

3.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祝允明書千文冊」（1 冊 33 開） 

4.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徵明草書千字文（元明書翰第十五冊）」（14 開） 

5.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文徵明書太上常清淨經冊」（3 開） 

6.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黃道周詩翰冊」（1 冊共 8 開） 

7.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祝允明書陶淵明閒情賦冊（元明書翰第十二冊）」（1 冊 6 開） 

8.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祝允明書先母陳夫人手狀（元明書翰第十冊）」（3 開） 

9. 國立故宮博物院「宋薛紹彭書詩帖（宋賢書翰冊第五、六開）」（2 開） 

10.國立歷史博物館「呂西村隸書四聯屏」（1 組 4 件） 

11.國立歷史博物館「題拐子馬圖草書六聯屏」（1 組 6 件） 

12.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建館記草書八聯屏」（1 組 8 件） 

13.國立歷史博物館「張大千墨荷四聯屏」（1 組 4 件） 

由「組」內各成員 

共同構成一個概念 

14.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祝允明和陶飲酒詩冊」（1 冊 11 開） 

15. 國立故宮博物院「宋諸名家墨寶冊 宋歐陽脩付書局帖」（2 開） 

16. 國立故宮博物院「元趙孟頫尺牘二帖冊」（8 開） 

17. 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林逋手札二帖冊」（18 開） 

18. 國立故宮博物院「元趙孟頫鮮于樞墨跡合冊」（1 冊 4 開） 

19. 國立故宮博物院「宋四家真跡冊」（1 冊 14 開） 

20. 國立故宮博物院「元人臨漢晉各帖冊」（1 冊 7 開） 

21.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文徵明書後赤壁賦顧大典畫冊」（12 開） 

由「組」內各成員 

共同指向一個概念 

22.國立歷史博物館「張大千大千狂塗（一）」（1 冊 12 件） 

23.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沈周寫意」（16 開） 

24.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沈周寫生」（20 開） 

25.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文徵明花卉冊」（9 開） 

26.國立故宮博物院「明藍瑛仿古」（1 冊 10 開） 

27.國立故宮博物院「明仇英臨宋元六景」（1 冊 8 開） 

28.國立故宮博物院「元代帝半身像冊」（1 冊 8 開） 

29.國立故宮博物院「元代后半身像冊」（1 冊 8 開） 

由「組」內各成員 

共同構成並指向 

一個概念 

30. 國立歷史博物館「溥心畬鍾馗馴鬼圖」（1 冊 12 開） 

31.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吳彬畫楞嚴廿五圓通佛像冊」（1 冊 27 開） 

32.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吳彬歲華紀勝圖冊」（1 冊 12 開） 

 

循此「物質結構」原則，並從「內容構成」移轉為「概念構成」的邏輯，32 組書畫

中的書蹟合冊（表 3，14-21），只是「一組」古物涵蓋範圍及概念的再擴大而已：例如

由作者抄錄個人詩作 20 首之「明祝允明和陶飲酒詩冊」，26集同一人於不同時期所書二

件便箋的「宋諸名家墨寶冊 宋歐陽脩付書局帖」，27集二人尺牘信札而成的「元趙孟頫

                                                       
26 祝允明於一四九九年作〈和陶飲酒詩〉共 20 首，為其得意之作，故多次抄寫，此冊寫於一五二五年（附

表，編號 14）。 
27 出自〈宋諸名家墨寶〉本幅 19 開中的第 3 與第 4 開，題有明吳寬、祝允明及文徵明跋記（故宮書畫：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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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于樞墨蹟合冊」，28以及反映其時文人雅士交遊與鑑藏收傳等人際網絡與歷史脈絡的「宋

林逋手札二帖冊」。29這幾部合冊，如同重新纂輯多人手帖之「宋四家真蹟冊」或「元人

臨漢晉各帖冊」，都因遭遇人為介入而引發物件關係的變更、重點意涵的挪移，並且由

各件書蹟一同構成纂輯名稱或新主題概念。 

國立古物保管機關（構）藉由對其所屬典藏從資料檢索、學術期刊及研討會論文到

展覽目錄等全面且系統性建置的研究成果，早已清晰體現上述各組書畫的結構與內容。

然筆者之所以不惜揣陋分析各組古物的組構關係，為的是要指出，當足以反映書畫結構

組成、整體範疇與作品屬性的「冊／開」與「本幅／副葉」等隸屬於學術慣例的量詞（表

4），被轉化為目前尚未被行政體系所定義的「1 組（件）」，「組（件）」中的「（件）」

不能只侷限於反映一組古物的物質構成，尚要加入對於同一組古物中各部件之間的組構

關係，以及各部件和古物名稱之間各種關係的種種考量。 

以上案例顯示，「1 組（1 件）」或「1 組（多件）」的區辨無法自外於我們對於古

物本身特質屬性的理解。例如，書法的特性首先是由各個具有明確意涵的字符從字句組

成篇章，故有一定的閱讀方向、順序和範圍，冊頁或聯屏中的的各開頁或屏條猶如書本

中的各頁，一無主次之分，二「共同構成」一篇文章；其次在審美價值之外尚具明確表

意、教與學等多重功能，同一或不同書家於同時期或各時期所作之作品可由後人拓碑、

集字成帖或輯篇成冊，同一冊內各件作品亦具「等價性」，結合起來「共同構成」新組

織概念或單元之定名。本於「書畫同源」，除運筆用墨、工具媒材、造形原則、裝裱樣

式相同外，書與畫同樣基於觀賞、保存或收藏之需而改變裝裱形制與組織邏輯，繼而造

成物件關係及意義的多次變更；30又基於「書畫同體」，詩人、畫家、藏家由於「『意』

（創造性想像）的會通」，在書畫作品上的「共同創作具有一體展現的特色」（李漢偉，

1996：21），是以歷代藏家歷次增添的題跋款識、歷代保管者以新邏輯重組篇冊、或將

                                                       
28 本「合冊」共 8 開（本幅 4 開 4 幅、後副葉 4 開），集元代南北書壇領袖趙孟頫論書畫三帖與鮮于樞論草

書一帖，既「為二人傳世的代表作」，亦「是研究元代書法的重要參考資料」（故宮書畫：IV；附表，編

號 18）。 
29 本冊為沈周珍藏，「逋奉白」及「逋奉簡三君」二帖不過 157 字，卻有沈周好友、京中名公與清帝及名臣

共 30 餘人之題跋款識佈於冊中（故宮書畫：V；附表，編號 17）。 
30 如臺北故宮藏「唐戴嵩乳牛圖」原為卷、今改為冊（王耀庭，2004：8）；該院於一九七四年將 86 把扇面

重新裝裱為冊頁，溥心畬「紅梅山水便冊」亦由扇面改裝而成（高宜君，2007：22）。另有「晉王羲之快

雪時晴帖冊」，帖本身僅 28 字，清高宗獲此帖後每年於初冬降雪時取出欣賞、題款賦詩作畫，加上其諸

臣詩文與歷代觀者題記而累至 14 開 16 幅，二○一二年指定為國寶時以「一件」計（文化部 2012/03/26 公

告會授資籌二字第 10120020772 號；故宮書畫：VI；葛婉章，1985：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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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納入著錄並賦予新名稱的重大歷史脈絡，通常會被視為作品整體。然而，書畫之間的

最大差異，在於書法以「篇」為單位、而繪畫以「畫面」為單位；並且，一幅畫作中的

各個成員不僅可「共同構成」一個畫面或一個概念，亦可「共同指向」（indiquer）某一

概念或主題。畫作因而更進書法作品一步，突顯了「1 組（1 件）」與「1 組（多件）」

在辨識上的複雜性。 

表 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七組書法冊頁／計數量詞及數量變化案例 

古物名稱 
故宮書畫數位典藏資料檢索 

書畫類型／數量 

公告 

「主旨」 

指定公告表 

「數量」 

「資料庫古物個案」 

「件數（數量）」 

明祝允明書千

文冊 

單件／一冊三十三開 (本幅二十八開五十六

幅，前副葉三開六幅，後副葉二開四幅) 
1 組 (33 件) 1 冊 33 開 33 

明黃道周詩翰

冊 

單件／一冊八開（本幅六開六幅；後副葉二

開二幅） 
1 組 (8 件) 1 冊 8 開 8 

明祝允明和陶

飲酒詩冊 
單件／一冊十一開（本幅十一開二十二幅） 1 組 (11 件) 1 冊 11 開 11 

元趙孟頫鮮于

樞墨蹟合冊 

總集／一冊八開（本幅四開四幅；後副葉四

開） 
1 組 (4 件) 1 冊 4 開 4 

宋林逋手札二

帖冊 

總集／一冊十八開（前副葉四開，本幅二

開，後副葉十二開） 
1 組 (18 件) 18 開 18 

宋四家真蹟冊 
總集／一冊：十四開（本幅十四開，每開一

幅；第七開、第八開、第九開為題跋） 
1 組 (14 件) 1 冊 14 開 14 

元人臨漢晉各

帖冊 

總集／一冊七開（本幅五開九幅，後副葉二

開二幅，合計七開十一幅） 
1 組 (7 件) 1 冊 7 開 7 件 

 

（二）「1組（1件）」古物之「系列性」與可變動性 

玆以「張大千墨荷四聯屏」為例（表 3，13），說明畫作在物質形式及構圖方面的特

殊性，使得某些作品既是由多個畫面所構成的一個整體，每一個畫面卻又可各自獨立，

如此便造成了「1 組（1 件）」與「1 組（多件）」的區分難題。從裝裱特徵來看，本組

「墨荷」首尾兩幅外側鑲窄邊、「作品之間只鑲一公分左右的細淺絹邊，使畫意不斷」，



18 文資學報│第九期 

明顯屬於「一圖數幅」、「係由古代壁畫演變而來，因作品大，一張紙無法全部畫入而

分成數幅在一起」的「跨幅連屏」，而非各條屏鑲邊寬窄均同，「相傳是由屏風演變而

來，是由多種內容既獨立又相互銜接的畫心組成，可單獨或同時展出」的「一屏多景」

或「獨景屏」（徐建國，2009：238-240）──本件畫作理應以「1 組（1 件）」計。然而

從構圖來看，如指定公告中「指定理由」所述，本四屏「兼具單屏與聯屏之畫面，位置

經營尤難」（附表，編號 13），各屏又是獨立的完整畫作，故依目前方式以「1 組（4

件）」計亦不為過。但更進一步，若我們在裝裱樣式之外又考量作者款識鈐印的位置、

詩文與畫面的相對關係，比對畫家同一題材之其他畫作，本件「墨荷」僅於首尾兩幅各

題詠荷詩句及感懷詩並落款蓋印，中間二幅則無款識補充畫面結構或充實畫面內容，本

不作獨立懸掛用。31尤有甚者，再回歸大千先生不直接取傳統條幅四尺或五尺對開狹長畫

身作通景屏，而在「赴敦煌面壁取經以後，才開始創作尺幅巨大的畫作」、故特意採「丈

六匹大紙」（附表，編號 13）展現「墨荷」通幅氣象的意圖與佈局，本四聯屏仍應以「一

組單件」為「完整」。 

筆者認為，「張大千墨荷四聯屏」更宜於作為「1 組（1 件）」古物，主因是四屏「共

同構成一個畫面」。此例揭示了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作品物質形式的獨立與否，固然

是決定「系列性」的關鍵，但對於「1 組（1 件）」或「1 組（多件）」的區分卻不造成

決定性的影響；二是作品的基底材、尺寸及裝裱形式雖與畫家的構圖意念或畫面佈局密

切相關，但「1 組（1 件）」畫作的系列性更取決於該組麾下各畫面與畫作主題之間的對

應關係。以 32 組書畫中的「張大千大千狂塗（一）」、「明藍瑛仿古」或「明沈周寫生」
32為例（表 3，22-29），無論是先裱後繪的空白冊頁或將多幅畫心裝裱成冊的集成冊頁，

這些冊頁中的各幅作品均未「共同構成一個畫面」，而是「共同指向一個概念」。像是

「張大千大千狂塗（一）」，畫家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二年的時間跨距、有限開數及尺

幅內，興之所至展現各種描繪對象與簡筆寫意畫風的多樣性；冊頁中的每一幅詩畫都指

向「相對模糊」的主題單元──「狂塗」。33而「沈周」及「藍瑛」等冊，由畫家本人或

明清時期的纂輯者模擬「集古冊」的方式，依寫生冊、山水集冊、書畫合璧冊等題材，

                                                       
31 大千先生完成本件畫作後，先後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及七月於末幅及首幅題詩並落款蓋印。以其餘六件巨荷

通景屏為例（作品列表，魏可欣，2010：68），題識款印皆位於尾幅；另有一幅作於 1947 年、尺寸較小

的「荷堵野趣四屏通景」（154x312 公分），各幅均有題識款印。 
32 本冊作於 1494 年，本冊後副葉有作者款識、紀年與印記，前副葉篆書「觀物之生」應為沈周好友李應禎

（1431-1493）所書。（故宮：沈周；故宮書畫：VII） 
33 本冊共 12 開 13 幅，其中 5 幅無年款。大千先生不拘泥於畫幅形式或畫頁先後順序，時常觸景寫情，於對

題、1 開 1 幅、1 開 2 幅或左幅空白等畫面上再加題記。（史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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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門別類「集古」或「集今」、「集諸家畫作或風格」或「單集某一家」於一冊（葛婉

章，1985：38-39）。這些畫冊在組成內容上，不限定是哪一件「寫生」或仿特定哪一「家」，

重點在於勾勒出「寫生」或「仿古」等主題概念的輪廓。亦即各幀畫頁的極「簡」構圖，

原不具備明確的主題概念；但經由一頁頁「共同指向一個概念」並「促使主題形象更加

的單純突出」，架構出主題概念上完備的『繁』（葛婉章，1985：47）。 

除此之外，另有畫面及主題組構關係更加複雜的冊頁（表 3，30-32）。例如在「溥

心畬鍾馗馴鬼圖」中，為突顯鍾馗與諸小鬼的各種互動，溥儒讓身著朱紅色官服的鍾馗

在各個細小的畫幅中連續出現 12 次，以完整闡述主題（史博：2014）。或是「明吳彬畫

楞嚴廿五圓通佛像冊」，畫家捨棄對《楞嚴經》文情節的交代，更關注於各菩薩取得圓

通法門的各種樣態（故宮書畫：VIII）。兩組作品都因為冊頁畫幅小，不可能將所有場景

在同一頁幅中全數畫出，畫家遂把它們變成「類似攝影作品的連作，把同一主題的各部

分分『開』來表現」，「合成『冊』就是一個完整的集團」（葛婉章，1985：47）。觀

者在掀提翻開頁面、手與眼「步步移」的連續運動與中止動作中，對主題形象進行心與

眼的「面面觀」，使冊中各頁一幅一幅「共同構成」並「共同指向」「鍾馗馴鬼」等「相

對清晰」的主題概念。34
 

綜觀以上「1 組（1 件）」書畫案例（表 3），首先可歸納出「明祝允明書千文冊」

等書法冊頁，均由內容及結構上相互串聯的各開共同構成一篇文章；而「呂西村隸書四

聯屏」、「張大千墨荷四聯屏」等立軸，在物質結構上雖非一體，前者分享了文字書籍

從字義到篇幅的連貫性，後者取決於畫面佈局的整體性，各屏皆為該件作品不可或缺的

構件、共同構成一個篇文章或一個畫面。其次，如果說書畫──無論是單人或多人、單件

或多幅、同時代或不同時代──均可超越作品最初的「單元」，在合乎邏輯的新主題概念

下重組成冊，書法冊頁如「元趙孟頫鮮于樞墨跡合冊」中的各帖能「共同構成一個概念」；

繪畫冊頁如「張大千大千狂塗（一）」中的各畫頁則「 共同指向一個概念」，因而出現

了初步的指涉關係。至於「溥心畬鍾馗馴鬼圖」等冊頁，則藉由各幅畫頁中形式、母題、

                                                       
34 筆者的觀點可在「展觀──中國書畫冊頁萃英」（The Art of the Chinese Album，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2014/09/06-2015/03/29）特展中獲得印證。策展人史耀華（Joseph Scheier-Dolberg）強調冊頁與觀者之間的

互動特性迥異於 iPad 的翻閱功能，並將該展視為ㄧ龐大的冊頁結構。該展一改過去僅展示散裝式冊頁或

打開某對頁的展示手法，拆解 25 部冊頁，用觀眾在展場中行走觀看所獲致的時空結合與延續性，取代傳

統觀者一一翻頁閱覽的連續性；同時突顯此連續感如何被翻頁的需求所打斷、而畫家又如何善用此一「中

止」，以不同視角呈現自身對某一場景或概念的多重與整體認知。該展亦將塔可（生於 1984 年）「詩山

河考」等當代作品納入，使觀者在與各頁展開互動之際體會畫家如何與萬物交融，並且理解冊頁中時間與

空間、詩的結構與影像之間的互文關係。（MET, 2014；Le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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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造形、色彩的重複（répétition）、類推（analogie）或變奏（variation），針對某一

相對清晰的主題進行多面向、多層次的詮釋與探索──若非限囿於其粘連成冊的結構與冊

頁特徵，這些畫作類似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的「盧昂大教堂」、梵谷的向日

葵（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或是德洛內（Robert Delaunay, 1885-1941）的「窗」，
35事實上已相當近似於「1 組（多件）」古物。 

如前所述，在「組（件）」之中，「組」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主動檢視古物的組成

關係。而以下要點往往是我們在檢視古物的組成關係時無法迴避的問題：一是各「組」

古物及其構成部件，從媒材、作品類型到題材均有其特質屬性、必要元素及其常規；二

是創作者本身的意圖、手法、風格發展，與歷次重組物件的新主題、概念或邏輯，以及

該「組」中先後加入的新舊成員之間的序列與搭配，均有其時代背景與獨特脈絡；三是

各「組」成員自「始狀」到多層次的「原狀」，從構思到篩選、增刪、重組、定名等各

種人為介入的手段──例如佈局章法、裝裱樣式、使用及欣賞習慣乃至收藏與展示方式──

可以相互印證並協助確認古物的組成關係。至於「組（件）」中的「（件）」，則代表

了各組古物中的各種系列性，具指謂或象徵關係者為「1 組（多件）」，反之則為「1 組

（1 件）」：「1 組（1 件）」古物，如上述 32 組書畫中各個成員的組構關係，特徵在於

「共同」，從最單純到最複雜依序為「構成」、「指向」、「構成並指向」古物本身或

古物定名的主題概念；對於「1 組（多件）」古物而言，各個成員與古物定或主題概念之

間的組構關係，特徵在於「獨自」，能夠獨自與之產生指謂或象徵關係。 

四、「1組（多件）」古物的分類原則與構成特徵 

在下文中，筆者將扣除 32 組後剩下的 72 組「1 組（多件）」古物劃分為三大類型。

其中，「I 類」古物的各個成員，在製作之初即被賦予相互匹配補充的呼應關係，故可依

「符號」（signe）、36「複像」（double）37與「參照」（référence）38等三種指謂關係再

                                                       
35 莫內從一八九二到一八九四年所作之「盧昂大教堂」現存 30 件，呈現同一或不同時間、光線下、各個角

度的大教堂；一八八八年八月到翌年元月，梵谷在雅爾（Arles）作 7 件向日葵，描繪花朵從盛放到凋萎的

完整過程；為研究色彩並置對比法則，德洛內以「窗」為主題，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繪製了 6 幅畫

作。 
36 所謂「符號」，指的是「與某物件的一般性概念相應，同時又指向另一個一般性概念者。」（Souriau, 2010：

1290）在一組多件古物中，具有「符號」身份的某成員，既可指涉某特定概念的名稱與構成特徵，同時又

能指涉與這些特徵相符的概念本身。 
37 「複像」在哲學或美學上並無特定意涵，在造形藝術中意指「和另一物件相似之物，某物精準的拷貝」，

經常被視為「多件」（multiple）的同義詞。由於其本質立基於可製作多件相同或相似物件的技術，故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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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三型。「II 類」古物亦為原始計畫框架下的產物，但其塑模或鍛鑄之製作技術，使

各組成員體現了繁複的配列關係與「記譜系統」的種種特質。而「III 類」古物之系列性，

係自 2006 年新版《文資法》訂頒施行後，經由登錄手段集結追加而成。此類「1 組（多

件）」古物的系列性雖不穩定、大多甚至不具指謂或象徵關係，卻反而是地方古物主管

機關反思古物組構關係與主題概念的重要樣板。 

（一）「I類」「1組（多件）」古物 

筆者先以組構繁複、涵蓋在不同時代所製（或缺項由各時代所製部件遞補）的當盧、

口銜、鑣，以及用來串連當盧與口銜的玉管、玉飾及玉圓片等共 17 個部件的「馬羈飾組」

為代表，說明「I 類」古物（表 5）的基本特徵，同時將之視為「I 類」下各型的定錨點。

首先，「馬羈飾組」之所以被視為「I 類」，主因在於整組古物在製作、組合之初，即已

由規劃者或製作者設定好數量，並安排各組成員之間，在結構、功能、造形與尺寸方面

的相互關係。然而，本組古物的各個構件造形各異、在結構上有主次之分，其中的構成

主體可獨立指涉古物名稱或主題概念，卻反映了「I 類 1 型」的基本形態。於是，「玉策

飾組」、「新莽大泉五十銅笵」，與「清代鳳山縣長治里大湖街林崑德立賣杜絕盡契」，

均可被歸類為「I 類 1 型」古物（表 5，1-9），因其構件分別為本飾與末飾、陽範及陰範

各一，以及契頭（契約書）與契尾（官方證明）；而其中各部件在意義上有主次之分卻

能彼此銜接、相互搭配，且能獨立指涉「玉策飾」、「銅笵」或「典契」的名稱及概念。

更重要的是，「馬羈飾」的構成主體在一定前提下可多可少，顯示「I 類 1 型」古物涵蓋

範疇的大小或數量多寡，取決於構成主體、該組古物名稱與構成特徵之間的關係，但這

層關係不但是「指謂」的，也是「符號」的。 

也就是說，「馬羈飾組」作為「馬羈」主體的絡頭與韁繩現已不存，但只要其他「馬

羈」的構成主體仍在、部分玉管或玉飾等配件仍精緻完好，仍然得以體現「『馬羈』『飾』」

的構成特徵。相較於前述「1 組（1 件）」古物如「宋四家真蹟冊」（表 3，19），只有

「宋四家真蹟」此一前提（而非「元四家真蹟」）是固定不動的，且「宋四家真蹟」不

                                                                                                                                                       
引發「原件」、「複仿製品」的討論，並使物件本身的功能、品質、價值與值價連帶受到質疑。（Souriau, 

2010：610） 
38 在本文中，筆者取”référent”與”référence”的雙重意涵連結而為「參照」：一方面為了表示一組多件古物中

的成員，進「符號」一步成為「所指」（signifié，亦即符號所指向的概念）本身；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必須

回歸到命題（thème）的框架與脈絡下，才能確認符號、母題、概念與命題之間的關係，並且抵定該組古

物及成員之完整意義與正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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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哪一件真蹟、也不限數量；39但本冊頁中米黃蘇蔡的八帖書跡之間有著「平行的結構關

係」與「等價性」，必須要「共同構成」「宋四家」的概念。相反的，「1 組（多件）」

古物如「馬羈飾組」的構成部件之間有著「主從的指謂關係」，亦即有「主體」與「配

件」之分，故不具「等價性」；40且「馬羈」此一前提（而非「牛縻」）乍看之下雖然也

是固定不動的，但「馬羈」一詞卻可能隨各時空中的知識與認知而改變，若未萎縮消失，

就是在變化中成為了一個模型（modèle）或索引（index）（Roussarie, 2006b），在語意

和概念上所再現的整體輪廓與構成特徵卻是可大可小並可互換的，例如作為「主體」的

當盧、口銜或鑣之中的任何一物，都足以替代另一物來指涉「馬羈」，並不需要三者兼

備。同理，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藏明器「石製茶具組」（表 5，7），涵蓋茶碾、水鍑、

托盤、茶瓶、茶盞（碗）、茶托、小碟等 16 件「茶具」，其中雖有 2 件已無法確定名稱

與功能（劉克竑，2013），但大部份器具仍符合今人認知中「茶具」應具備的特定組成

物，就好像「茶具」這個概念的各個「符號」，各自指謂「茶具」此一概念約定俗成的、

客觀的構成特徵，以及與這些構成特徵相符的「茶具」全體。 

「馬羈飾組」之所以關鍵，原因是它本身屬於「I 類 1 型」，但在其 17 個構件之中，

有一對尺寸及重量相仿的「立雕人首形鑣」，反映了「I 類 2 型」系列古物（表 5，10-19）

的基本特徵：意即整組古物中的各個成員並無主次之分，一式多件、由相同的媒材製成，

尺寸、造形及風格相近，圖像構圖及紋飾成雙相應，且其中的各個成員均可獨立指謂古

物名稱或主題概念。例如「鑲嵌綠松石軛首飾組」，呈現了商代晚期馬車由雙馬負「軛」

的發展狀態；「北港飛龍團大龍旗」與「五彩戲曲人物瓶」，則分別體現了採雙面「團

旗」界定演出範圍並指引方向的恢宏氣勢與藝陣傳統，以及用大型「對瓶」作為門廳陳

設的民情風俗。三組成雙成對的古物雖出自出土文物及傳世文物兩個不同脈絡，卻一同

向「I 類」系列古物的典型特徵──受一整體規畫所統御，在製作之初便已決定物件的整

體範圍與相互關係──匯流：「軛首飾組」依附著馬車雙軛，是西北岡墓 1136 與 1137 車 

                                                       
39 例如另有以「一件」計的國寶「宋四家墨寶冊」（文化部 2012/03/26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第 10120020772 號），

所收錄之四家手跡共 15 開 16 幅，俱為代表各家獨特風格的精品，除纂輯脈絡之外無法進一步反映此冊與

「宋四家真蹟冊」在組成形式、特徵或內容方面的限定或區分。 
40 「飾」也符合相同原則，圓片或玉管皆可為「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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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I 類」「1 組（多件）」古物 

亞型與特徵 古物名稱 

I 類 1 型 

組構關係為 

「符號」 

1.  國立歷史博物館「新莽大泉五十銅笵」（1 組 2 件） 

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玉策飾組」（1 組/2 件） 

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車輪飾組」（1 組/2 件） 

4.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清代鳳山縣長治里大湖街林崑德立賣杜絕盡契」（1 組 2 件） 

5.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清代鳳山縣維新里蘇公助杜絕賣盡契」（1 組 2 張） 

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馬羈飾組」（1 組/17 件） 

7.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石製茶具組」（1 組 16 件） 

8.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木雕彩繪原住民圖紋手提式漆煙具組」（1 組） 

9.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木雕彩繪原住民圖紋漆煙具組」（1 組） 

I 類 2 型 

組構關係為 

「複像」 

10.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五彩戲曲人物瓶」（1 組 2 件） 

11. 雲林縣「北港飛龍團大龍旗」（2 件） 

1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鑲嵌綠松石軛首飾組」（ 1 組/2 件） 

1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理石雙鳥喙獸面管」（1 組/2 件） 

14. 國立歷史博物館「白釉雙龍尊」（1 組/2 件） 

15. 國立歷史博物館「三彩武俑」（1 組/2 件） 

16. 國立歷史博物館「玦」（1 對） 

17.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玉管」（1 組 5 件） 

18.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禮盛」（一組 2 件） 

I 類 3 型 

組構關係為 

「參照」 

19.  嘉義縣「新港奉天宮日本天皇壽牌基組」（4 件）  

2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龍石牛石虎」（1 組/6 件）  

21.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客家傳統民居遺構」（15 項） 

22.  臺南市「學甲慈濟宮葉王交趾陶」（249 件） 

23.  嘉義市「原潭子鄉本仁堂交趾陶壁飾」（1 組 9 件） 

24.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阿美族太巴塱部落 Kakitaan 祖屋雕刻柱(O ma'ot'otay a sariri no 

Loma' no Kakitaan i niyaro' no Tafalong)」（1 組 7 件） 

25.  嘉義縣「朴子配天宮四大天王像」（4 個） 

26.  嘉義縣「配天宮蔡草如門神彩繪」（六面） 

27.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畫院畫十二月月令圖」（12 軸） 

28.  國立臺灣博物館「徐澍『臺灣番社圖』」（1 組 4 件） 

29.  臺南市「清乾隆漢滿文御碑」（9 件） 

30.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謝遂職貢圖」（4 卷） 

31.  臺中市巧聖仙師廟「道光年間捐款題名籤牌」 （1 組 3 件） 

32.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明治 36 年林德官地籍圖」（1 組 18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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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中所發掘共 684 筆車馬器中的微小部份（史語所，2014）；而由民眾捐贈的「戲曲人

物瓶」，自其品質來看應為購置而非訂製，卻無法不令人思考民末清初時的廳堂格局與

從兩壁對飾、對稱的几案桌椅等傢俱到插牌花瓶等擺件的相互關係與整體配置；巨幅「大

龍旗」於昭和元年（1926）製成，飛龍團在其時並為此備妥兩架滑輪旗車，足見整體構

思之完整。41相較於「I 類 1 型」，「I 類 2 型」以另一種形式「指謂」：在先已抵定「整

體」數量、範圍與完整性的框架下，互相呼應補充的一對物件彷彿彼此的「複像」（double），

製作者受特定需求或常規所驅使，等於是把同一個物件做了兩次、或是賦予兩個物件相

似的特徵屬性，使其中一物在指涉另外一物的同時也指涉「雙軛」、「對瓶」或「對旗」

的概念或整體。 

「I 類 3 型」系列古物（表 5，20-32），可說是結合並延伸「1 型」與「2 型」的複

雜變體。各組古物中的各部件，既能縱向獨自回應古物定名所指謂的主題概念及構成特

徵，也能藉由一式多件的重複性，橫向呈現各部件之間的相應關係；並且在製作者或擘

畫者的完整計畫或建物等命題（thème）的大框架下，各部件又如「拼圖」般，一一建構

各母題（motif）、繼而完成主題（sujet）。如嘉義縣「朴子配天宮四大天王像」，由各

自象徵「風」、「調」、「雨」、「順」的「護世四天王」所組成，一如阿爾欽波勒多

（Giuseppe Arcimboldo，約 1527-1593）所繪的「四季」或「四元素」。42同理，「清畫

院畫十二月月令圖」、43「徐澍『臺灣番社圖』」等「獨景屏」、「學甲慈濟宮葉王交趾

陶」，乃至刻有高宗所撰五篇御製文，以「靖臺灣」為題相繫並相續的 9 件「清乾隆漢

滿文御碑」，44均被我們視為「I 類 3 型」古物。確實，「清畫院畫十二月月令圖」作為

                                                       
41 於清宣統年間組成的北港飛龍團，除舞龍外尚有魚蝦水族陣，「大龍旗」正反兩面的浮繡圖案（巨龍、帶

旗人物及兩排魚、蝦、蟹、鰲、龜等）充分展現該團技藝特色。巨型對旗每幅連旗杆重約 200 公斤，旗面

除圖案字繡皆不同、龍身及蝦兵蟹將構圖相應外，尚有配件如下：旗頭與旗桿各一對、旗車兩架、昭和四

年檜木箱兩具，以及「昭和元年吉置」布條一對（雷琇雯，2013）。 
42 一五六九年，阿爾欽波勒多將「四季」（1563）連同「四元素」（1566），伴隨著米蘭人文學者封托（Giovanni 

Battista Fonteo）的識語，贈予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安二世（Maximilian II）作為新年禮物。兩套畫

作共八個母題各自有其複雜的圖像脈絡，再按文藝復興時期的詮釋，「四季」與「四元素」的結合代表帝

王對大小宇宙能量統御權的正統性。皇帝曾向阿爾欽波勒多訂製多套「四季」贈送給各選帝侯，一五七三

年為薩克斯選帝侯訂製、現藏羅浮宮的版本是今存最完整者。（ML, 2007） 
43 「十二月月令圖共十二軸，原無年款，學者據活計檔，考知四月景由陳枚繪於乾隆元年（1736 年），推

測此圖組應是乾隆初年清宮畫院之作。然其構圖多參考一組現藏北京故宮的雍正十二月行樂圖軸，再添新

意而成。」（附表，編號 59） 
44 高宗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林爽文廷亂後，飭令將御製文五篇發交臺灣、廈門兩地立石碑並建生祠；

前四篇以滿、漢文字各刻一通，第五篇以滿漢文字合刻二通，共計十通碑文，由贔屭石座馱負（附表，編

號 61）。從記諸將剿滅林爽文始末、福康安擒莊大田奏報與平定臺灣廿功臣像贊序，到告熱河文廟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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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多件）」古物，乍看之下取決於其基底材之特質，並與同樣受「月令」題材所統

御、卻因其冊頁特性而被歸類為「1 組（1 件）」古物的「明吳彬歲華紀勝圖冊」（詳表

3，32）差異不大。然而事實上，吳彬結合各月節慶活動與勝景圖式，在一冊頁的範圍內

多次、多面寫各種變形景物的創意表現，與「清畫院畫十二月月令圖」的繪製意圖截然

不同。相對而言，「清謝遂職貢圖」（表 5，30）或能進一步說明「I 類 3 型」的系列性：

隸屬於一涵蓋各種繪本、寫本及刊本的大型編纂計畫，本組四卷共 301 圖依四大主題劃

分，多以男女單組成對、滿漢二體圖說等固定形式統整之，目的在於建構「區宇內外，

苗夷輸誠」意象，同時「呈現由中心到邊緣、以地理為順序安排」的帝國版圖（賴毓芝，

2012：17、24、43）──「I 類 3 型」古物中的各個部件，固然能夠獨自指謂並共同構成

主題，但從母題的建構開始，便依附於一個更大的命題，故此「I 類 3 型」古物通常還有

其他的流傳形式或版本；「I 類 3 型」對於在同一命題之下的其他文物而言，既是「續篇」

（la suite）、也是「參照」（référence），必須回歸到整個命題的框架與脈絡之中抵定其

意義與位置。 

（二）「II類」「1組（多件）」古物 

「II 類」古物（表 6）是指以鑄造或塑模等有模具（matrice）、能重複製作的方式製

成的「1 組（多件）」古物，通常若非以墓葬為單位、按遣策（隨葬器物清單）製作或備

妥的出土物，便是在國家重要活動或宗教儀軌框架下所添置、仍位於廟堂中之器物。無

論其來源為何，「II 類」古物融合了「I 類 2 型」及「I 類 3 型」的主要特徵，同時基於

製作技術的特殊性，可歸納出以下四個特點：1. 同一組古物中的各個成員，多源自一特

定規畫或生產框架，同一器群中同一器類擁有形制、媒材、尺寸、造形或紋飾相近的多

個「副本」；45
2. 通常可從各器類的數量、尺寸、紋飾、功能及擺放位置中，歸納其配

列關係；3. 其製作技術允許這些「副本」之間衍生些微差異、甚至是變體（variantes），

若要釐清其關係與價值，首要在回溯系列之中各成員隨「創作進程」（processus de création）

而來的「親緣關係」（relation de parenté）；4. 視物件出處、年代、數量及品質而定，有

                                                                                                                                                       
命於臺灣建功臣生祠，各文各自獨立卻又相互呼應補充，完整呈現亂起到表揚勳績的完整過程（詳臺大臺

灣研究，2014），並指涉高宗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所作的「十全武功記」與「十全碑記」。 
45 法國「總清冊」（Inventaire Général）部門前負責人梅洛（Michel Melot，生於 1943 年）將拷貝（copie）

分為複製品（reproduction）或仿製品（imitation），以及副本（exemplaire）兩類。梅洛指出，前者與樣板

（實體的或虛擬的）之間有著價值論的關係（axiologique），複仿製品通常是「副產品」（sous-produit）

的代稱；而後者和模具之間通常沒有位階關係、只有系譜關係，模具只是工具、使用完畢後即可銷毀，「副

本」的品質或評價取決於它和電影的二次母帶或攝影正片相似的程度（Melot, 2012: 16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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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認定為高級工藝技術文明的表徵，有的則因為不被了解而被貶抑為不具本真性

（authenticité）的複仿製品（réplique）或次等（médiocre）物件。 

然而，「II 類」古物的複雜之處，在於它們不但出自模具，同時多是依據某原件

（original）或某範樣（modèle）所作之物，並且日後也將成為後世的範樣。有鑒於國寶

「西北岡 1022 號祭祀坑酒器組」等考古出土物（表 6，1-17）的價值與定位早已無庸置

疑，而臺南孔廟藏「青銅方鼎」（表 6，18）的意義與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認識，本文將以

本身係根據平面圖譜仿製而成，並在釋奠禮的脈絡與需求下代代繁衍複製的「蔣元樞鑄

器」為例，自其複製概念、範樣母型與變體著手，說明「II 類」古物的系列性如何因研

究成果而被揭示，並檢視其歷史傳統如何與《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中的

「品質精良且數量稀少」分庭抗禮，使它們的象徵性逐漸被為文資意識的模型化

（modélisation）所取代，同時體現我們的時代正面臨威信（autorité）、本真性、平凡性

（banalité）與古老性（ancienneté）等概念的轉型狀態。 

表 6：「II 類」「1 組（多件）」古物 

屬性特徵 古物名稱 

以鑄造或塑模等有模具或範樣的

方式製成；同一器群中同一器

類，擁有形制、媒材、尺寸、造

形或紋飾相近的多個「副本」，

組構關係近似「記譜系統」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西北岡 1022 號祭祀坑酒器組」（1 組/10 件） 

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獸頭刀組」（1 組/3 件） 

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銅鐃組」（1 組/4 件） 

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銅鏟組」（1 組/2 件） 

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獸面紋列壺組」（1 組/3 件） 

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柱旋龍盂組」（1 組/2 件） 

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鎏金獸面組」（1 組/2 件） 

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瓣華蓋立鳥圓壺組」（1 組/2 件） 

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水陸攻戰紋鑑組」（1 組/2 件） 

1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六瓣華蓋立鳥圓壺組」（1 組/2 件） 

1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散虺紋編鎛組」（1 組/9 件） 

1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蟠螭紋編鎛組」（1 組/5 件） 

13. 國立故宮博物院「作冊大方鼎」（1 組 2 件） 

14. 國立故宮博物院「獸面紋編鐃」（1 組 3 件） 

15. 國立故宮博物院「子犯和鐘」（1 組 12 件） 

16. 國立故宮博物院「小臣言逨簋」（1 組 2 件） 

17. 國立故宮博物院「曾姬無卹壺」（1 組 2 件） 

18. 臺南孔廟「青銅方鼎」（2 件） 

19. 嘉義市「清代嘉慶年間鐵炮二門」（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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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孔廟歷代所鑄銅質禮樂器至少 11 批，現存年代最早者由蔣元樞於一七七六年捐

造，包括鼎、豆、簋、簠、爵、燭臺、香爐、編鐘、鏞鐘等 136 件，其上均鐫刻有「乾

隆四十一年臺灣府知府蔣元樞捐造貢生蔣鳴皋監製」共 23 字篆書銘文（黃翠梅，2014：

10-11）。蔣氏於翌年以「圖繪」及「圖說」方式，將此批鑄器載於《重修臺郡各建築圖

說》中的〈孔廟禮器圖說〉。仔細比對圖中方鼎、銅豆、銅簋、銅簠、銅爵和三足銅香

爐與實物，會發現二者相似處頗多，但器身紋飾位置及大小均迥異。作為一種「表現」

或「範式」（exemplification），此圖對器物的摹寫比描繪文人鑑賞古器物活動的畫作更

正確；然而作為一種「記錄」，此圖彷彿較為強調器型特徵、而不重視紋飾細節的相似

性。其次看此批鑄器的母型：蔣氏鑄器中大多數器類皆可回歸中國三代青銅器的原型，

可自宋代以降的金石著錄中追溯其形制脈絡，且自蔣元樞鑄器與清代出土仿古器之器

型、紋飾與銘文板滯、規律、欠缺韻律感與立體感的主要共同特徵之中，可見此批鑄器

之母型並非實物，應是由蘇州工匠以《宣和博古圖》或《西清古鑒》「望圖鑄器」而成。
46然而，若進一步比對蔣元樞鑄器與諸圖譜之間的關係，可知蔣元樞「青銅方鼎」在造形、

紋飾及稜脊方面，確實更近似於《西清古鑒》30 件周鼎中的 3 件「周文王鼎」，但尺寸

比例無一相符，《文廟禮樂考》甚至明確指示「鼎」之「古制不一」、「高廣隨宜」。47

而臺南孔廟現存蔣氏鑄有蓋銅簠 6 件，長方口、腹斜收、器表飾波曲紋，蓋上方冠具波

曲狀上緣，器身長邊中央均有一獸頭鈕、窄邊中央有獸頭飾把手，底座四面下緣中央各

有一半圓形缺凹為飾，可謂參集《諸州釋奠儀注祭器圖》以降諸圖譜所繪簠之大致特徵

於一器，可知蔣氏鑄器沿用古器形制並將之視為地方祀典用器的標準。48
 

蔣元樞鑄器模仿（imiter）禮樂器圖錄的方式，和〈孔廟禮器圖說〉「描繪」（dépeindre）

「青銅方鼎」有一個共通點：只要有足夠的特徵讓使用者或觀者將器類確實可信地辨識

                                                       
46 黃翠梅梳理蔣元樞鑄器形制與歷代金石著錄如《宣和博古圖》（1107-1110）、《頖宮禮樂疏》（1618）、

《文廟禮樂考》（1691）、《西清古鑒》（1755）、《文廟丁祭譜》（1845）、《聖門禮誌》（1887），

並舉清代仿古器案例（如浙江杭州清代丁丙墓出土的同治九年銅簋、一九九四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

杭州青年宮昭應寺廢井中發現的方形銅燭臺、餘杭塘栖朱氏祠堂的光緒廿八年銅鉶及銅豆），說明蔣氏鑄

器形制、造型、器耳位置、足式、紋飾分佈乃至紋飾的「復古風格」與之幾無二致，但已與商周青銅器（如

安陽商代晚期婦好墓、寶雞西周早期熙州竹圍溝四號墓出土之扁足方鼎）中「流動且具韻律感的紋飾相去

甚遠」（黃翠梅、李建緯，2011：30、84-90）。黃氏另溯及蔣元樞鑄器與《西清古鑒》之間的緊密聯繫：

蔣元樞祖父蔣廷錫（1669-1732）、父蔣溥（1708-1761）曾先後協助編校及編修《古今圖書集成》和《西

清古鑒》，而此譜錄於乾隆廿四年（1759）編成，與蔣氏鑄器年代十分相近（黃翠梅，2013：111-112）。 
47 「鼎：範金為之，古制不一，或方身兩耳四足、或圓身兩耳三足，通身鑄雲雷紋，高廣隨宜」（孔子文化

大全編輯部編輯，1989：442）。 
48 有關臺南孔廟現存銅簠形制與紋飾之源流演進，參黃翠梅，2013。而朱熹《諸州釋奠儀注祭器圖》又與《三

禮圖》、《考古圖》、《宣和重修博古圖》關係密切，相關考訂與研究詳韓巍，2006；許雅惠，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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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49此批鑄器並未完全遵循圖錄依樣設計、線描圖樣的欠缺立體感也不會造成影響。

在這樣的傳統與脈絡下所涉及的「再現」問題，充分反映了古德曼的論點，即「相似」

並非構成「再現」的充分必要條件：如方鼎若要再現某圖錄，方鼎就必須因此圖而成立、

對此圖有效，並且指向歸於（y faire référence）此圖；亦即方鼎必須指謂此圖，使人能夠

指出並連結方鼎及此圖，以使方鼎成為此圖的象徵符號（symbole）（Goodman, 1990：35）。

換句話說，「再現」是一種選擇問題，其準確性是一種訊息問題，其風格與表現則是一

種慣例問題，與其說蔣元樞鑄器的製作與拷貝相關，不如說是和如何「使人瞭解」有關；

與其說它們和再製有關，毋寧說是和「掌握相似性」有關（Goodman, 1990：42, 63）。

在〈孔廟禮器圖說〉中描繪方鼎的畫師或製作「青銅方鼎」的匠師，所處理的是複雜而

微妙的轉譯問題──這說明了何以匠師們重視器型特徵遠甚於紋飾表現。再者，蔣元樞鑄

器雖擁有「圖畫指謂」（dénotation picturale） 系統中的「再現」特質，卻因為來自由圖

繪或圖說所構成的樣制（即樣本），而更接近古德曼所謂的「記譜」（notation）系統。

故此，蔣氏鑄器一方面必須和「樂譜」一樣比「語言指謂」（dénotation verbale）更為精

確；50另一方面，記譜系統涵蓋許多定義模糊且具相對性的「銘寫」（inscription），如

同演奏者對於樂譜的強弱、速度或風格等標記的自由詮釋，燭臺上的波曲紋或方轉雷紋

可以任意交換、或流暢或板滯，簠蓋與器兩側可有或無環耳，簠底座四面下緣中央缺凹

飾可以是半圓形或方形，卻不會帶來句法（syntaxique）問題，進而影響我們對於禮器形

制的辨識。 

簡言之，範樣定義了成品（exécution），就像樂譜之於演奏，重點在於適當的音（調）

和樂譜上的符號相對應，這個相應性只要能被辨識出來，就使得所有的演奏都歸屬於同

一個作品（Goodman, 1990：151）：在始終具有強烈官方色彩的臺南孔廟與釋奠禮脈絡

下，從蔣元樞鑄器在宋代以降「復古」傳統中「望圖鑄器」的範樣，51到蔣氏鑄器被歷代

地方官員遵為範樣而多次進行複製，只要範樣與成品之間具備形制上的相應性，紋飾或

品質可依製作條件而定極精良或極粗劣，卻不存在有贗品或劣質仿製品的問題。因為使

                                                       
49 在「仿古祭器中，器型的特徵較容易掌握，但紋飾描繪往往變形嚴重，有時工匠雖然看著已編成的禮圖，

仍然自作忖度，使得所製之器與圖完全不合」（許雅惠，2003：10）。 
50 在日常話語中，若有人指著某物問我們這是什麼，我們的回答可以是此物的名字到其定義、從其謂詞到其

所屬種類，而其所屬種類可以是一個以上的。蔣元樞鑄器則不能夠，沒有一個禮器或祭器的形制可以同時

適用於兩個對象，既是鼎也是爐、既是豆又是簠。（Goodman, 1990：167） 
51 黃翠梅指出，宋代以後的復古之風不僅帶動三代古器的蒐藏興趣和金石圖錄的興起，進而導致後世「望圖

鑄器」的傳統（黃翠梅主持，2011：145-146）。黃氏並援引巫鴻觀點說明器物「反古復始」實踐之必要

性（巫鴻，200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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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顯得「看起來正確」或「看起來像什麼」，取決於我們對它的認識、我們所受的訓練、

習慣與關注（Goodman, 1990：47）。 

在藝術史學者縝密的排比對照之下，臺南孔廟 11 批鑄器之間的系列性被確認，從大

正七年（1918）起，鼎、豆、簋、簠、爵、燭臺、香爐到編鐘的銅質禮樂器應全數以蔣

元樞鑄器為範本翻製而成，再到臺南後甲關帝廳、祀典大天后宮與臺北孔廟的以臺南孔

廟鑄器為範式，從媒材、鑄造工藝、數量到組合，「幾乎足以寫就一部臺灣青銅禮器發

展史」（黃翠梅、李建緯，2011：91-97）。而藉由藝術史學研究方法，臺南孔廟銅質禮

樂器的器類形制、圖像及風格源流被釐清，終於在器物史、技術史與禮制史中獲得明確

定位，而不再是簡單的複製品，確實挪移了古物主管單位「對它們的認識、他們的訓練、

習慣與所關注的事項」，繼而使「青銅方鼎」躋身於「一般古物」之列，並極可能進一

步成為重要古物。然而，在整體規劃下的產物、可複製性、2 件以上的數量、禮制傳統的

規範性與延續性、範樣與成品之間的相應性與指謂關係等典型特徵之外，不應忽略「II

類」古物作為一種記譜系統，其「銘寫」特徵所帶來的「變體」，以及「變體」所引發

的審美詮釋──它考驗著我們在承襲道統與禮制的前提下，對未來的「II 類」古物在品質

上的要求與連續創造的可能性。 

（三）「III類」「1組（多件）」古物 

不同於前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書畫帖冊（表 3），「絕大多數至少是在十八世紀乾隆

時期或以前的裝潢」（王耀庭，1996：82），「III 類」古物（表 7）均為年新版《文資

法》訂頒施行後之結果，其特徵如下：1. 均屬地方古物，年代較近、大多尚有實用價值，

同組古物中各個成員的關係取決於隨技術、信仰或事件而來的連續性需求；2. 由於同組

古物中的各成員多分佈於同一空間範圍、且具時間跨度，許多地方古物主管機關通常「整

批登錄」同一空間單元中各年代所作的同類型古物，以致不易建構同組古物中各個成員

與主題概念之間的指謂關係；3. 多組「整批登錄」之古物，時常因面臨修復需求而在尚

未進行研究前便已登錄；4. 若未整批登錄，同組古物中各個成員之間、各成員與主題概

念之間的關係，又多是「構成」或「指向」而非「指謂」的。首先檢視風格各異，製作

年代、神祇身份及「來歷及信仰源頭均不明」的「東莒福正天后宮泥塑神像」（表 7，9），

本組古物突顯了登錄保護、修復補助與普查研究之間的程序問題──由於在審議通過後隨

即進行大幅修整，反倒使 45 尊神像與該廟的連結更加微弱，神像之間的系列關係亦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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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III 類」「1 組（多件）」古物 

屬性特徵 古物名稱 

其系列性自 2006 年起，經

登錄手段所歸納集結。 

均為地方古物，多由同一空

間中、不同時期製作之物件

所構成。 

1.  臺北市「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65 年 1 月 8 日前製播之視聽著作」 (6661 件) 

2.  桃園縣八德市八德國民小學「昭和時代學校公文書冊」（1 組 10 件） 

3.  高雄市立苓洲國民小學「日治時期苓雅寮公學校畢業生名冊」（2 冊） 

4.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梅山葉家古文書」（41 件） 

5.  南投縣「清代埔眉社古文書三件一組」（三件一組） 

6.  「臺北市法華寺之『南無妙法蓮華經』石碑與『百度石』」（2 座） 

7.  臺南市「新營糖福印刷所活字排版印刷設備」（5 件） 

8.  臺南市「佳里震興宮泥塑神像」（3 尊） 

9.  連江縣「東莒福正天后宮泥塑神像」1 批（45 尊） 

10. 臺中市巧聖仙師廟「褒忠祠義民爺神位（大、小）及香爐」（1 組 3 件）  

11.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田地整地用具」（7 組 15 件） 

12.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田地插秧用具」（7 組 8 件） 

13.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田地除草用具」（2 組 2 件） 

14.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曬稻用具」（1 組 3 件） 

15.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田地收穫用具」（3 組 3 件） 

16.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其他用具」（4 組 14 件） 

17.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食物處理用具」（6 組 7 件） 

18.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櫥具」（14 組 32 件）  

19.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生業用具」（11 組 28 件） 

20.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生活起居用具」（11 組 35 件） 

21.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漁撈用具」（2 組 4 件） 
 

無存。52再有桃園縣大溪鎮立內柵國民小學典藏「傳統農村田地整地用具」等 68 組（151

件）。53仔細分析其內容，可知 151 件傳統農村工具及用具，乃依農事過程及農村生活型

                                                       
52 連江縣政府文化局於二○一一年六月赴福正天后宮進行首次現勘，再經縣府及審議委員多次會勘後於翌年

五月通過審查，二○一三年春修復完畢、十月公告登錄為一般古物（林冰芳，2011；邱竟瑋，2012、2013）。

本組古物之登錄理由為：「45 尊泥塑神像[……]有必要加以登錄以便做後續的研究及修復，還原地方信仰

源頭和文化意義，且就台灣泥塑而言，相當罕見，與馬祖的開發有密切的關係。」（附表，編號 92） 
53 該批古物共公告二次：第一次定名為「內柵國小──傳統農業社會生活用具」且未列數量（桃園縣政府

2012/08/30 公告府文視字第 1011061720 號）；第二次公告主旨為「『傳統農村田地整地用具』等 69 組 152

件」（桃園縣政府 2012/12/07 公告府文視字第 1011062631 號）。在一同公告的 69 組 152 件古物中，「傳

統農村畜牧用具」數量為「1 組（1 件）」，故未被筆者納入本研究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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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而被劃分為 11 類，並非毫無邏輯。54然將農村工具或用具細分為 11 類（表 7，11-21），

其原因及必要性尚待進一步研究。筆者以為，過細的分組邏輯無助於解決本案 151 件古

物來源及年代不明的問題；未經研究而進行的「整批登錄」，不僅無法「顯示當時的生

活原貌」，遑論確切反映某特定時空範圍下具有特殊意義的某「傳統農業社會生活」。55
 

「整批登錄」較理想的案例有「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65 年 1 月 8 日前製

播之視聽著作」（表 7，1）。古物名稱顯示臺北市文化局以《廣播電視法》的訂頒為分

水嶺，強調「臺灣第一家電視臺」的「影帶內容為全民共同之歷史記憶」（附表，編號

84）。然而，若能在本組 6661 件古物中，篩選更能標誌臺灣廣電技術與產業、體制與媒

體角色發展之新聞及節目母帶，便能將各件古物與主題概念間現有的「共同構成」關係

轉化為「象徵指涉」，進一步體現古物與該法之間的連結。系列性近似於「I 類 3 型」的

「新營糖福印刷所活字排版印刷設備」（表 7，7），或能更好地體現一組多件古物中各

成員與主題概念之間的指謂關係：臺南市並未整批登錄印刷所內現存數十萬個字體不同

的鉛字、銅模與鋅版，相反的卻依照活字版印刷生產流程，選出分別代表鑄字、檢字、

排版、印刷、裁紙裝訂的 5 件機器。56此一做法可說是完整保存廠房、機具與技術前的權

宜之計，但本組 5 件古物已能初步反映台糖內部文化如職工福利委員會的變遷、臺灣活

版印刷產業的興衰及沒落，且能溯及糖福各種設備購自不同地點，融合而成獨特的印刷

效果（傅詩涵，2014）──5 件古物現已兼具「機器」與典型活字凸版印刷術「符號」的

雙重身份，並能獨立指涉「活字版印刷術」。 

最能呈現「III 類」古物成員與主題概念之間「構成」關係的，是臺中市巧聖先師廟

藏「褒忠祠義民爺神位（大、小）及香爐」（表 7，10）。兩面大小神位確能見證東勢石

岡地區客家義民，在戴潮春事件中保鄉衛土之事跡，以及日人進行市街改正而強拆原褒

忠祠，以致義民及官員牌位迄今仍寄祀於該廟之史實。但在神位無法斷代、該組古物中

的砂岩「香爐」「品相佳，但研究資料、成果不足」的情況下（文資個案：III），造成

「神位」與「香爐」之間系列關係的斷裂。另有系列性可朝「I 類 1 型」靠攏的「臺北市

                                                       
54 其分類邏輯有二：一為將農村用具按一系列農事過程，區分為整地、插秧、除草、晒稻、收獲、其他等 6

類；二為依農村生活型態，將工具及用具分為食物處理用具、廚具、生業用具、生活起居用具、漁撈用具

等 5 類。 
55 「現今工商業發達，傳統農業社會生活用具已不復見，本案年代雖不久遠但整批登錄即能顯示當時的生活

原貌，可作為鄉土教學資料。在以農立國的傳統臺灣社會，此批生活用具具有文化傳承、教育意義，值得

妥善保存。」（附表，編號 94-104） 
56 5 件機器為：須藤式鑄字機、校對機、圓盤印刷機、四開印刷機及裁紙機（附表，編號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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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寺之『南無妙法蓮華經』石碑與『百度石』」（表 7，6）：二座石碑分別立於昭和

五年（1930）及十三年（1938），「構成」了古物名稱中的兩大重點；同時由於能各自

指謂「臺北市法華寺」此一概念客觀的構成特徵，故亦可作為「日據時代日系蓮宗教派

在臺佈教」（附表，編號 89）的符號。 

以上案例顯示，地方古物主管機關均嘗試連結「III 類」古物中各成員之間的關係。

只是在研究成果不足或登錄及修復先於研究的情況下，使得各組古物的組成內容與主題

概念之間的指涉關係，以及主題概念的典型特徵無法被建立。易言之，「III 類」「1 組

（多件）」古物所面臨的問題不在於「整批登錄」與否，而是應當透過研究釐清各件古

物在形制媒材、功能技術、圖像風格、母題或主題概念等演變與發展中的位置，才能使

各組古物中的各成員擁有自身命名以外的意涵，並且「指向歸於」該組古物的主題概念。

「III 類」古物目前被賦予的系列關係尚不穩定、亦不緊密，完全體現了科學研究、行政、

文資價值此「噴火三頭怪」的錯位及矛盾。57然而，比起「I 類」或「II 類」古物，「III

類」古物系列性的建構更是「當下的歷史事件」，足以反映吾人如何掌握登錄指定的象

徵力量，等同於我們對古物的「再創造」。 

五、結語 

本文以我國《文資法》框架下的兩個主要系統──具法律身份的古物登錄指定公告，

與具官方公信力的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官網中的電子資料庫──為依據，論述「組（件）」

作為古物類文化資產的量詞，何以應當扮演揭示古物屬性特質、涵涉範圍、組構關係，

以及整合學術研究及行政作業的重要角色。筆者在本文第一部分，舉例說明「組（件）」

數的實務問題現已浮現；繼而藉由第二部分，闡述對於「組（件）」的判別不能脫離業

務單位對於古物本質的理解與掌握，更是透露各級古物主管機關專業水準的基礎指標。

自本文第三部分起，筆者以國內現有「1 組（多件）」古物共 104 組為樣本，從中區隔出

32 組實應以「1 組（1 件）」計的書畫作品，藉之歸納「1 組（1 件）」古物的組成特徵，

並且指出「1 組（1 件）」古物亦具「系列性」，只是各部件與該組古物定名之間欠缺指

                                                       
57 針對此點，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李雪慈秘書表示，該處的構想是強化組織內部行政人員的「研究能

力」，鼓勵同仁連結個人專業及文資業務，並嘗試在該處發行的季刊《聞芝＠文資》中發表研究心得。如

此應能持續提升業務單位對於學界科學研究的理解，以及自身對於文資價值的掌握。而若要藉由古物登

錄的「組（件）」數掌握登錄的象徵力量，並藉此對古物進行「再創造」，則非一蹴可幾之事。故李秘書

認為有必要對「1 組（多件）」古物抱持審慎態度，除非古物之間的從屬關係特別明顯，否則寧可以「1

組（1 件）」登載古物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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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關係，各部件因而必須共同支撐整組古物在結構與意義上的完整性。亦即各部件與該

組古物定名之間的關係越接近「指謂」，就越向「1 組（多件）」古物靠攏。本文第四部

分梳理「1 組（多件）」古物的三種系列性，同時分析各個組成部件與該組古物定名之間，

如何在三類組構關係之下發展指謂與象徵關係，使各部件既是完整獨立的個體、又是指

涉該組古物主題概念的象徵符號。然而，為何「1 組（1 件）」與「1 組（多件）」的區

分如此重要？為何需要努力區分「單」與「多」的存在模式？筆者的答案一指向古物登

錄指定程序中，行政作業、學術研究與古物管理的相容性；二要突顯古物的組構模式反

映了社會文化對於各種古物的思考邏輯，而如何思考古物則決定了它如何被觀看。 

首先就行政管理層面而言，筆者建議維持目前將「1 組（件）」一律用於「（1 件）」

或「（多件）」古物的作法，以便持續提醒古物主管機關與一般大眾主動檢視古物的組

構關係；而「1 組（多件）」，則用於體現同一組古物中各部件之間指謂的系列關係。對

於具備系列性、但不具指謂關係的「1 組（1 件）」古物，則須將其物質構成方面的重點，
58詳細註記於古物公告所附的公告表、「資料庫古物個案」的「綜合描述」或「特色解析

列表」欄中，以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的「一般古物登錄清冊」中──經由論述之後，「組

（件）」本身的問題並不大。較為棘手的是如何藉由制度，提升古物相關承辦人員對於

古物價值的鑑別與認識能力，而筆者並不認為主要癥結在於地方古物主管機關：當部分

身為「執行單位」的地方古物主管單位已開始意識到古物研究的重要性、並開始思考古

物之間的連結關係，身為「政策機關」的文化部，首先應將文物普查制度納入《文資法》

新修條文中，同時主導足以彰顯國家文化主體特性與地方多樣性、掌握古物本質並超脫

地域劃分的古物普查政策。「總清冊」──法國的文物普查制度──或可作為我們的參考與

借鏡。 

法國文化部首先借用地形學（topographie）概念為其訂定一套「從一般性（général）

到獨特性（particulier）」的方法論。其次為避免普查研究員只將視點停留在「品質精良」、

「數量稀少」的傳統物件上，以致「看不見」其他以量取勝的工業化或「平凡」物件，

遂將法國文物劃分為六大類型，繼而訂定三種研究方法，交由各地方普查研究員視普查

對象的類型特徵選擇適切的研究方法後展開調查研究。59換句話說，法國文化部深知文化

                                                       
58 例如書畫冊頁的本幅或副葉、跨幅連屏軸數、匾座、錦盒、書畫修護重裱後拆下的舊料等。 
59 法國文物的六大類型為：個體型（individus）、整體型（ensembles）、構成整體的部件（parties constituantes）、

譜系型（familles）、系列性與複仿製型（oeuvres de série, répliques et copies）、都市研究型（études urbaines）。

而三大研究方法為集合研究（étude collective）、單體研究（étude monographique）及主題性研究（étude 

thématique）。有關法國普查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更進一步的論述，詳 De Massary & Coste, 2007: 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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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必須以最符合國家長期利益及未來需求的中心思想為核心，因而必須藉其普查制度

建構研究者與地方文物主管單位的「新視點」。故此無論是方法論、研究類別或研究方

法，皆為建立「從涵蓋文物的空間到被此空間所包覆的文物」、「從個體到由部分所構

成的整體」的「雙向視點」而設──「視點」必須是雙向的，因為我們對文物或文物之間

構成關係的認識，需要往復（va-et-vient）檢視何謂「整體」、「族屬」與構成「族屬」

的「成員」，並且在來回檢視的過程中「邏輯重建各部分及整體」（De Massary & Coste, 

2007：29）。 

再就古物「組（件）」所反映的組構模式而言，不諱言的是，筆者進行本研究的原

始動機，僅僅出自部分學者專家對於將臺南孔廟銅質禮樂器界定為「真品」或「複製品」

的歧義。但筆者在陸續研讀分析古物相關資料的研究進程中，除了震懾於各組古物所屬

知識體系的多元浩瀚，更體會到國立保管機關典藏與地方古物主管機關所轄古物在研究

成果質量上的不均，以及研究成果如何導致本文中各組古物分類位置的不斷挪移。此點

引發筆者審視自身對於古物的認知模式，從而思考「分類」、「分級」或「分組」作為

一種人為產物，如何使「作品的地位受其支配，也受到隨之而來的各種想法及觀點的影

響。只定義某一種作品而不去適當關注其他作品，不僅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非常無益。」

（Genette, 1997：55）於是，儘管筆者仍在「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的龐大架

構中浮潛，亦不敢自認已深入掌握「認識論」（epistemology）中古德曼的哲學體系，但

為了理解系列古物的內涵而探索古物的組構模式、為了分析「組（件）」的意義而在認

識古物的過程中歸納出「1 組（多件）」古物的三種典型特徵、為了在「組」之中分類而

嘗試指出有意義的聯繫，使筆者終能理解古德曼所言，「對象（objet）自身不是完成物，

而是觸及（aborder）世界的結果」（Goodman, 1990：56）。 

希冀本文能使中央古物主管機關意識到文物普查制度是連結科學研究與行政體系的

重要手段，並且了解藝術史學研究不僅能為「藝術作品」服務，更是使大多數古物類文

化資產的內涵與各種面貌「被看見」的有效方法。60同時希冀地方古物主管機關在提報或

進行古物審議時，注意到古物的「組（件）」數不僅是測試自身對古物價值與「完整性」

理解程度的試金石，更是重組知識、創造聯繫，乃至於帶給民眾新視點的重要工具。而

在中央及部分地方古物主管機關從法源思考古物更完善全面的管理維護方法、或亟欲提

                                                       
60 二○一五年春，筆者欣聞文資局除規劃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政府機關（構）古物管理作業要點及

古物修復原則之研究與研擬案外，亦展開為期四年之「全國古物普查中程計畫」，委託學術單位針對古物

普查執行現況、古物普查標準作業程序、古物普查相關法規研擬等項目進行先期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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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自身研究能力，以便藉由「行政」連結「科學研究」與「文資價值」之際，吾輩身處

學術界中，更應透過合作與交流，嘗試理解政府機關（構）中古物行政管理人員的作業

立場與價值判斷。毋忘其「價值判斷」所涉及的範疇遠大於學術研究，其困難度與對古

物進行的「事實判斷」有過之而無不及，迄今仍是人文社會科學尚無法衡量、遑論全然

探知的神祕世界（Heinich, 2012：158）。 



36 文資學報│第九期 

【附 表】104 組「1 組（多件）」古物列表 

編
號 

系
列
性 

古物名稱 公告文號 

1 

構
成
篇
章 
或
畫
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墨拓智永書真草千文冊」 文化部 2013/08/09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90431 號 2 國立故宮博物院「元邊武書千文冊」 

3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祝允明書千文冊」 
文化部 2013/06/13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64921 號 

4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徵明草書千字文（元明書翰第十五冊）」 文化部 2014/09/15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320112241 號 5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文徵明書太上常清淨經冊」 

6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黃道周詩翰冊」 
文化部 2013/08/09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90431 號 

7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祝允明書陶淵明閒情賦冊（元明書翰第十二冊）」 文化部 2013/06/13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64921 號 8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祝允明書先母陳夫人手狀（元明書翰第十冊）」 

9 國立故宮博物院「宋薛紹彭書詩帖（宋賢書翰冊第五、六開）」 
文化部 2013/08/09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90431 號 

10 國立歷史博物館「呂西村隸書四聯屏」 
文化部 2012/07/06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120077792 號 

11 國立歷史博物館「題拐子馬圖草書六聯屏」 

12 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建館記草書八聯屏」 

13 國立歷史博物館「張大千墨荷四聯屏」 
文化部 2013/08/06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94571 號 

14 

構
成
概
念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祝允明和陶飲酒詩冊」 文化部 2013/06/13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64921 號 15 國立故宮博物院「宋諸名家墨寶冊 宋歐陽脩付書局帖」 

16 國立故宮博物院「元趙孟頫尺牘二帖冊」 文化部 2014/04/25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320044791 號 17 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林逋手札二帖冊」 

18 國立故宮博物院「元趙孟頫鮮于樞墨跡合冊」 文化部 2013/01/28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30006433 號 19 國立故宮博物院「宋四家真跡冊」 

20 國立故宮博物院「元人臨漢晉各帖冊」 
文化部 2012/10/29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120134511 號 

21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文徵明書後赤壁賦顧大典畫冊」 
文化部 2014/09/15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320112241 號 

22 

指
向
概
念 

國立歷史博物館「張大千大千狂塗（一）」 
文化部 2013/08/06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94571 號 

23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沈周寫意」 文化部 2014/04/25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320044791 號 24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沈周寫生」 

25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文徵明花卉冊」 
文化部 2014/09/15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320112241 號 

26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藍瑛仿古」 
文化部 2012/10/29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120134511 號 

27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仇英臨宋元六景」 
文化部 2013/01/28 公告文授字第
10230006433 號 

28 國立故宮博物院「元代帝半身像冊」 文化部 2013/06/13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64921 號 29 國立故宮博物院「元代后半身像冊」 

30 構
成
並
指
向
概
念 

國立歷史博物館「溥心畬鍾馗馴鬼圖」 
文化部 2013/08/06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094571 號 

31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吳彬畫楞嚴廿五圓通佛像冊」 
文化部 2013/01/28 公告文授字第
10230006433 號 

32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吳彬歲華紀勝圖冊」 
文化部 2013/01/28 公告文授字第
10230006433 號 

33 
符
號 

國立歷史博物館「新莽大泉五十銅笵」 
文建會 2009/06/30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第 098210806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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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玉策飾組」 
文建會 2011/02/11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第 10020006991 號 

3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車輪飾組」 
文建會 2009/05/08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第 0982105246 號 

36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清代鳳山縣長治里大湖街林崑德立賣杜絕盡契」 高雄市政府 2007/09/29 公告高市府史
博字第 0960050581 號 37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清代鳳山縣維新里蘇公助杜絕賣盡契」 

3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馬羈飾組」 
文建會 2009/06/30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第 0982108065 號 

39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石製茶具組」 
文建會 2011/09/28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第 10020104703 號 

40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木雕彩繪原住民圖紋手提式漆煙具組」 
高雄市政府 2011/12/20 公告高市府四
維史博字第 1000140520 號 41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木雕彩繪原住民圖紋漆煙具組」 

42 

複
像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五彩戲曲人物瓶」 

43 雲林縣「北港飛龍團大龍旗」 
雲林縣政府 2013/04/01 公告府文資字
第 1027402765A 號 

4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鑲嵌綠松石軛首飾組」 
文建會 2009/05/08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第 0982105246 號 

4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理石雙鳥喙獸面管」 
詳文建會 2009/06/30 公告會授資籌二
字第 0982108065 號 

46 國立歷史博物館「白釉雙龍尊」 文建會 2010/12/15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第 09920152382 號 47 國立歷史博物館「三彩武俑」 

48 國立歷史博物館「玦」 
文建會 2011/02/11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第 10020006991 號 

49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玉管」 
文化部 2012/11/07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120133973 號 

50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禮盛」 
高雄市政府 2011/12/20 公告高市府四
維史博字第 1000140520 號 

51 

參
照 

嘉義縣「新港奉天宮日本天皇壽牌基組」 
嘉義縣政府 2013/10/30 公告府授文資
字第 1020195823 號 

5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龍石牛石虎」  
詳文建會 2009/06/30 公告會授資籌二
字第 0982108065 號 

53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客家傳統民居遺構」 
高雄市政府 2011/12/20 公告高市府四
維史博字第 1000140520 號 

54 臺南市「學甲慈濟宮葉王交趾陶」 
臺南縣政府 2008/04/08 公告府文資字
第 0970076537 號 

55 嘉義市「原潭子鄉本仁堂交趾陶壁飾」 
嘉義市政府 2014/01/06 公告府授文資
字第 10351000574 號 

5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阿美族太巴塱部落 Kakitaan 祖屋雕刻柱(O 
ma'ot'otay a sariri no Loma' no Kakitaan i niyaro' no Tafalong)」 

文化部 2012/02/09 公告文資籌二字第
10120009013 號 

57 嘉義縣「朴子配天宮四大天王像」 嘉義縣政府 2013/10/30 公告府授文資
字第 1020195844 號 58 嘉義縣「配天宮蔡草如門神彩繪」 

59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畫院畫十二月月令圖」 
文化部 2013/12/19 公告文資局物字第
10220145081 號 

60 國立臺灣博物館「徐澍『臺灣番社圖』」 
文化部 2010/08/30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第 09920102142 號 

61 臺南市「清乾隆漢滿文御碑」 
臺南市政府 2010/08/12 公告南市文資
字第 09918500710 號 

62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謝遂職貢圖」 
文化部 2014/04/25 公告 10320044791
號 

63 臺中市巧聖仙師廟「道光年間捐款題名籤牌」 
臺中市政府 2013/07/26 公告府授文資
二字第 1020143827 號 

64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明治 36 年林德官地籍圖」 
高雄市政府 2011/01/11 公告高市府四
維史博字第 1000140520 號 

65 記
譜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西北岡 1022 號祭祀坑酒器組」） 文建會 2009/05/08 公告會授資籌二字
第 0982105246 號 6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獸頭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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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銅鐃組」 

6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銅鏟組」 

6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獸面紋列壺組」 

7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柱旋龍盂組」 

7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鎏金獸面組」 

7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瓣華蓋立鳥圓壺組」 

7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水陸攻戰紋鑑組」 

7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六瓣華蓋立鳥圓壺組」 

7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散虺紋編鎛組」 

7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蟠螭紋編鎛組」 

77 國立故宮博物院「作冊大方鼎」 

文化部 2012/11/12 公告文授字第
10120135331 號 

78 國立故宮博物院「獸面紋編鐃」 

79 國立故宮博物院「子犯和鐘」 

80 國立故宮博物院「小臣言逨簋」 

81 國立故宮博物院「曾姬無卹壺」 

82 臺南孔廟「青銅方鼎」 
臺南市政府 2012/11/05 公告府文資處
字第 1010796904 號 

83 嘉義市「清代嘉慶年間鐵炮二門」 
嘉義市政府 2013/03/20 公告府授文資
字第 10251009733 號 

84 

建
構
中 

臺北市「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65 年 1 月 8 日前製播之視聽著作」 
臺北市政府 2008/02/13 公告府文化四
字第 0930534500 號 

85 桃園縣八德市八德國民小學「昭和時代學校公文書冊」 
桃園縣政府 2012/12/07 公告府文視字
第 1011062633 

86 高雄市立苓洲國民小學「日治時期苓雅寮公學校畢業生名冊」 
高雄市政府 2011/01/11 公告高市府四
維史博字第 1000140520 號 

87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梅山葉家古文書」 
嘉義縣政府 2013/10/30 公告府授文資
字第 1020195879 號 

88 南投縣「清代埔眉社古文書三件一組」 
南投縣政府 2014/10/17 公告府授文資
字第 10301991181 號 

89 「臺北市法華寺之『南無妙法蓮華經』石碑與『百度石』」 
臺北市政府 2011/12/07 公告北市文化
二字第 10032047100 號 

90 臺南市「新營糖福印刷所活字排版印刷設備」 
臺南市政府 2014/03/31 公告府文資處
字第 1030150405 號 

91 臺南市「佳里震興宮泥塑神像」 
臺南縣政府 2008/04/08 公告府文資字
第 0970076537 號 

92 連江縣「東莒福正天后宮泥塑神像」1 批 
連江縣政府 2013/10/25 公告連文推字
第 1020043114 號 

93 臺中市巧聖仙師廟「褒忠祠義民爺神位（大、小）及香爐」 
臺中市政府 2013/07/26 公告府授文資
二字第 1020143827 號 

94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田地整地用具」 

桃園縣政府 2012/12/07 公告府文視字
第 1011062631 號 

95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田地插秧用具」 

96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田地除草用具」 

97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曬稻用具」 

98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田地收穫用具」 

99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其他用具」 

100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食物處理用具」 

101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櫥具」 

102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生業用具」 

103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生活起居用具」 

104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民小學「傳統農村漁撈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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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riality of Antiques: A study on the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uantity of Antique “Sets (pieces)” 

Liu, Yi-Pin* 

Abstract 

The antique registration and designation in Taiwan are notable results of the efforts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for antiques in different levels in integrating “academic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values.” For the purpose,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have 

also establishe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methodolog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plenty of room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Among the 1,317 sets (11,991 pieces) of antiques registered and designated in Taiwan, only 

104 of them are registered as “multiple-piece sets” if excluding “books and documents” such as 

ancient rare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etc. All the rest are listed as “one-piece sets.” 

Nevertheless, a comparison of public declarations, government databases, and related documents of 

antiques reveals that there are errors in identifying these “multiple-piece sets” and “one-piece sets.” 

The problem might arise from the “singular point of view” in 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ntiques and their consisting part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point out relevant agencies’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n the characters 

and attributes, history, and scope of antique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and discussion on antique 

“sets (pieces),” a measurement unit the government uses to indicate the quantity of antiques. In 

addition, it defines typical characters of “one-piece set” and “multiple-piece set” respectivel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clarifies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set” and “piece” to diminish the gap 

between academic inertia and administration. Furthermore, it identifies three types of “seriality” by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consisting parts and that between the parts and the theme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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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piece set” antique. In comparison to the “seriality” of the “one-piece set” antique, these 

three types of sequence better illustrate how people’s mental activities such as symbolization 

references today and in the past affect the categorization and re-categorization of antique objects.  

Through conceptualizing and theorizing the antique “set (piece),” this study expects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principle and a “plural point of view” in hope that more 

important artifacts with complex sequences, which are not small in numbers, can finally be “seen” 

and given more attentions. 

Key words: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antiques, seriality, research methods of art history, 

Inventaire Géné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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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態的足跡－ 
重探臺灣傳統城市空間的歷史特徵* 

林栢年 ** 

摘要 

城市，是因人類追求更舒適、便利、安全生活條件需求的滿足，而擇地交易、共同

居住所形成的環境；城市生態與發展，具「交易、互利、共生」的本質；人類文明亦因

此能透過經驗智慧的交流而進步。 

本研究透過上述城市本質的探究，以及城市發展人文社會經濟發展、自然人文地理

生態發展實況、時空發展演變的因果，獲得城市發展生態演變之形態特徵、功能及性質、

有機發展規律的歷史特性，重新檢視臺灣與中國城市史的一些問題。也因此，得以澄清

及解讀一些對臺灣城市發展的誤解與未解之謎。 

主要內容依序為：1. 城市的本質的內涵與探究城市生態演變真相的必要；2. 臺灣傳

統城市發展演變的四部曲：「市街興起、街頭蓋廟、官府設治、興築城牆」，是具因果

的規律，也因此從根本上影響了臺灣傳統城市的特徵與空間結構；3. 臺灣傳統城市街道

交通形態與空間結構，是有機的生態發展形態，也因此形成了城市中心的地位特性；4. 臺

灣傳統城市原始功能及城市治理的真相，及傳統臺灣「民主城市」的歷史因緣。5. 在結

論中強調，應以科學的觀點及方法，來探究傳統城市空間與歷史演變。 

關鍵字：臺灣城市歷史、城市形態演變、城市空間結構、市街交通、民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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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質與內涵：再探 灣傳統城市時空演變的真相 

時空生態，是城市史及城市空間構成研究的根本要素；城市的時空生態，是指社會

人文與地理環境，伴隨著時間的腳步成長，與時俱進的共生發展狀態。本文以明清時期

的臺灣傳統城市為探討研究對象，透過上述觀點，考察其確實的時空生態，以進一步分

析城市的性質與空間形態特徵。 

時間的腳步一直向前而不回首，空間生態也因此存在一些不可逆的現象與特徵。例

如，單一的城市建築或可更新重建，但城市街道則因為公共交通所需，而難以因個別的

更新就改變位置，除非勉強施予超越此生態現實的巨大力量、代價，才能改變既有處境。

也因此，除非面臨毀滅性的破壞或翻天覆地的全面更新，城市必留下的發展中的一些足

跡。本文以「城市生態的足跡－重探臺灣傳統城市空間的歷史特徵」為名，即是針對城

市形成的本質與其社會、地理、歷史演變（人、地、天時）等環境生態背景及發展因緣

的探究，而非穿鑿附會的因循陳見。也因此重新打開視野的研究過程，而獲得了諸多異

於以往的見解；城市的本質與特徵並不因此而改變，只不過因本研究所著重的觀點及解

析方法有別，而見所未見，而更新了一些城市歷史論述。 

城市是個繁複的有機體，是天、地、人三位一體交融的共生生態，任何宏觀或微觀

的城市生態或現象皆為三者的互動，而非單一因素所影響。上述觀點下的本城市研究尚

未結束，心得尚未能全面完善梳理，因此，本文除第一章關於本質及內涵的簡介外，僅

於第二、三、四章聚焦於三個重要主題的討論，其內容概略如標題所述，其意義則如本

文摘要所示。三主題皆不外於天、地、人三位一體的交融共生，各具內涵及主題意義，

但其實關係密不可分。由於筆者能力有限，且觀點及解析方法有異於既往的論述，因此

內容及文字難免存在繁複、疏漏及缺陷，尚祈讀者耐心寬容。 

本節內容為本研究的主要觀點，主要針對城市的本質來探索城市的時空生態，再藉

此城市構成的人地因緣，重新認識臺灣城市形成階段的發展生態，及其城市構成形態及

空間結構的歷史特徵。 

一般而言，大部分城市在發達後，確普遍具政治、文化、經濟、工業生產及商業服

務等等綜合性功能。但這未經因果分析的概說，卻是主次模糊、因果不明，漠視城市本

質及緣起的泛論，難以解析城市歷史特徵及構成真相。例如，城市的政治及防禦功能，

是老生常談的焦點，其原因，無非是基於歷史文獻的局限，也忽視了歷史文獻總服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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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盲點。真究其實，城市的政治功能乃因緣於管理人類「交易、互利、共生」等共

同生活之所需，是聚落、城市發展達一定規模以後才有的，相較於經濟及居住活動的發

生，是後來、其次的。因此，就臺灣傳統城市的政治功能來分析城市空間結構特徵，市

倒果為因的行為，也因此難以發現空間生態及城市歷史的真相。 

本研究重新自探索城市的本質出發，再著眼於城市社會、地理、歷史生態的互動共

生，並探究其發展先後及生態因緣，因此獲得了諸多新解，而就此歸納如下緒論。 

（一）城市的本質與城市發展生態的內涵 

城市，是人類追求更舒適、便利、安全生活條件需求的滿足，而擇地交易、共同居

住所形成的環境；城市生態與發展，具「交易、互利、共生」的本質。人類因共同生活、

專業分工互助合作，而累積可觀的經驗與智慧，加速人類文明的進展；城市，是因應人

類的共同生活所需的場所，因此註記生活文化的具體進程，而為人類文明的地標。 

聚落，是城市具體而微的雛形，是特定人群基於便利交易與共同生活的場所，是在

特定時空中建構及經營的集居場所；從聚落擴張到城市，是人地共生關係更進一步的有

機發展；是「將社會、經濟、政治、宗教、民俗、文化等人文活動，融入自然，與大地

互動共生的人為環境」，是具人地因緣的生態系統；城市是一有機的生態系統，人與自

然的和諧共生，則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從農業社會邁入工商社會，是城市發展的關鍵時刻。工業革命後，工業化及產業的

多元化是促成人類必要聚居共生的主要力量，工業城市就此因應而生。工業化所帶動的

現代化、專業化生產分工，產生極為具體可觀的經濟效益；與此共生的，是人類社會更

多元的合作、交易及共同生活，也促成商業活動更多元、蓬勃的全面發展，這又進一步

驅動城市的擴張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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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的社會、地理、歷史生態 

城市，是人類的共同生活的場所，是天、地、人（天時、地利、人和）一體的有機

生態環境表徵，而為人類文明的地標1。城市生態，是城市生命存在的狀態；城市形態演

變，是城市成長過程歷史、地理、社會的共生互動發展。 

臺灣傳統市鎮聚落的全面開發, 是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的促成。由於當時大陸東南沿海

移民潮促進了臺灣市鎮聚落的發展。港口市鎮為臺灣與大陸交通和貿易往來的主要進出

口。這些港口市鎮遍佈於西岸南北各地, 是臺灣市鎮聚落全面發展的基礎。其中的移民社

會、環境地理、發展演變，即本文所謂的社會、地理、歷史背景，城市生態亦即為三者

的互動共生。 

城市生態，是天、地、人有機共生的環境生態；是「社會的經濟文化及政治生態（人

和）、地理的自然與人文生態（地利）、歷史的不可逆與可持續性生態（天時）」的相

融互動、共生共榮。城市生態的研究，不僅只是城市與自然生態的研究，還包涵城市結

構及形態形成背景與過程的研究及論述；是城市發展與地理生態、歷史文化生態、社會

經濟生態，以及政策作為等各方面因素的互動關係的研究，藉此探尋城市形態的發展生

態及規律。例如市鎮空間、街道的形態特徵與發展的緣起及過程，及其與社會及地理環

境背景演變的因果關係與互動。 

（三）城市的歷史因緣：城市歷史演變的順序規律與特徵 

城市的歷史因緣，為人群聚集生活與其所存在空間的互動關係與發展，是人、事與

地、物的互動關係及環境經營。因此，城市的歷史是天、地、人一體的環境開發經營史，

是全面的城市生態發展史，而不僅是單一導向的，只是迎合政治統禦威權者的政治版圖

史、城牆建造史。 

認知發展時間的先後關係，是分析探討、瞭解城市生態及歷史的必要關鍵。城市特

徵的形成，不外城市人、事與地、物及其發展時間先後的因緣。因此，就某個時期（斷

代史）的城市歷史研究而言，必然存在因果認識的局限性，而必須回歸整個歷史過程的

發展來看，才能真正掌握其特徵形成的原因及影響。 

                                                       
1 林栢年，2006，編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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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歷史特徵演變的研究，發展的時間順序與其規律，是必要面對的邏輯關係，此

亦即所謂的因果邏輯。本研究依臺灣傳統城市空間發展先後順序的再梳理，發現了諸多

既往論述所忽略或誤解的城市空間結構特徵，例如廟街的城市中心性與不易穿透性、官

署隱藏於市街之後、街道發展的先後與主次性等等。 

二、生態的足跡： 灣傳統城市發展演變的四部曲 

城市空間的發展，是人文地理共生的生態，是基於人地共生的因緣，其生態表徵與

內涵亦存在互為因果關係。因此，就其生態發展變遷之特徵（表徵）而言，自然先後有

序。換言之，這看來簡單的先後順序，其實是「天時、地利、人和」內涵的共生，在參

照比較「人、地、時」其間之因果中，有助於認清其真實生態與歷史真相，甚至於就此

客觀的推測及理解「看不到的歷史」。 

就此先大略歸納明清時期臺灣傳統城市在「空間發展順序」上的普遍特徵，這也大

略是臺灣傳統城市「生態的歷史規律」，從這些簡單的順序關係中，可讓我們檢驗、認

清、理解傳統城市「空間構成形態及配置」形成的原因，例如：臺灣傳統城市的中心為

何？為何「當街蓋廟」而街道不通？政治、行政為何是城市次要、被動的功能？為何官

署建築大都不在城市中心等等。由於篇幅有限，僅概略舉例一二，其它諸多相關實質內

容及說明，可參閱其它相關文獻與論述內容，而不重複贅述。 

（一）交易為本、市街興起：以商業交易為本的市街聚落發展 

明清時期，臺灣城鎮聚落開始發展。市街，因商品、技術及服務之交易與公共活動

的需求，而就交通、腹地等環境條件因地制宜的形成，更因此促成聚落的發展，蓬勃壯

大為城市。因此，市街成為地方活動及市鎮空間的「中心及主軸」。 

林仁川教授在〈荷據時期臺灣的社會構成和社會經濟〉論文中分析，臺灣漢族移民

形成以職業為主的基本社會群體的因素：生產合作的需要、生活的支援和説明、安全的

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等。2而世界著名的城市史家 Lewis Mumford 在其大作《歷史中的

                                                       
2 「臺灣漢族移民形成以職業為主的基本社會群體的原因：1. 生產合作的需要：基於生計及工作的需要，例

如陷阱捕鹿、張網捕魚、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等，都需要依靠集體的勞動；2. 生活的支持和幫助：人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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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源、演變與展望》中提出：「城鎮聚落出現的重要先決條件，來自於經過農業

與家務的長期發展後出現的剩餘食糧及剩餘人力」3，或「當生產技術已到達一定的程度

後始有多餘的資源支持城市的存在」4，則是因緣不明的說法。事實上應是，農村聚落先

因共生互助、交換人力技術，分工合作而提高了技術、生產力，才「出現的剩餘食糧及

剩餘人力」，才更認知共生的好處或利益；與此同步的，是本地及外地經濟市場需求的

增長，才進一步產生更多元、更大規模的合作分工及交易與聚居行為，才促成市鎮聚落

的出現。 

城鎮聚落發展的初期，是人地因緣的有機成長；順應地方社會（居民）共生交易的

公益性及「市場需求」而自然的成長、擴張。因此，在聚落發展初期，是以小村落市街

為主軸，商業交易活動聚集在「大街」之上，並隨著地方（地域）的開發慢慢的成為地

方活動中心；街道發展初期需求小也規模小，在隨著人口的增加及交易繁榮的帶動著下，

市街商業交易需求的增長而拓展，規模逐漸擴大、延伸；從「市街」發展到「城市」。 

以市街為中心聚落或城市，也即依地理條件及其與所服務腹地的處境，透過市街的

延伸或分支道路的聯繫，有機的向外擴張。就此規模、服務範圍向外延展過程中，此商

業服務體系亦同步擴張，成為更大區域範圍內的「商業中心」、「城市中心」。 

（二）街市興隆、街頭蓋廟：臺灣傳統城市中心「廟街」的形成 

1. 臺灣傳統城市以商業交易與民間信仰活動為中心 

就傳統城市的生態來看，臺灣傳統城市是以商業交易與民間信仰活動為中心，而非

以政治活動為中心；是以民生為主的民主城市，而非政治、威權的城市。 

明清時期，先民陸續移民來臺的同時，並將原鄉的信仰文化與具象實體及空間形式

帶到臺灣來，民間信仰的發展因此趨多元發展，也隨著先民的足跡不斷拓展、生根臺灣。

                                                                                                                                                       
疏，同行夥伴可幫助排解各種各樣生活的困難；3. 安全的需要：共同抗拒惡劣的自然環境，與野獸及其他

社會群體的侵襲；4. 精神生活的需要：一起交談、聊天或進行娛樂活動，彼此共處取得情感的共鳴與精神

的安慰」（林仁川，1997：65）。 
3 Lewis Mumford，1994：9。 
4 楊啟正，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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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所測繪的《臺灣堡圖》與《臺灣地形圖》來看，臺灣的日治時期，

寺廟及祠廟數量龐大，遠超過千處，遍佈全臺各地。 

2. 寺廟是城市空間與市民活動及信仰的中心 

人先到，有生意，神仙鬼怪隨後到；各就各位，才安心安居樂業，城市因此發展茁

壯。 

寺廟是城市空間、市民活動與信仰的中心，是隨著市街聚落的發展而拓展。因此，

廟宇的興建可以被視為聚落形成的表徵及聚落繁榮的結果。先有聚落市街，再有寺廟；

因此，寺廟初設時，因市街已發展而無空地，僅能將就於街頭（或街尾）空地上建築寺

廟，甚至於處於市街邊緣，而未必在市街中心。初期因無聚落長遠的計畫，而無延伸道

路的劃設，寺廟就街頭上興建，而呈「廟宇當街」景象。但隨著聚落或市街的擴展，市

街延伸至寺廟另端並繼續延伸，寺廟逐漸成為市街中心，甚至於城市中心。 

3.臺灣傳統城市以寺廟、廟街為中心的發展 

在此「街市興隆、街頭蓋廟」與「當街交易、寺廟當街」生態處境下，廟宇及市街

已成為城市活動的中心，因此就不便於穿越，尤其是在市街或城市規模擴大後，外側間

往來此地的穿越需求的相對遞增，讓穿越市街的行為更不方便、不可行。然而，也因廟

宇大都就此成為大眾信仰及日常活動的中心，在大眾交通上屬往來的「目的地」，大眾

就此往返而無穿越之必要，而因此不可穿透性更凸顯其「地方的中心性」、「大眾生活

的中心性」與「神聖及象徵的中心性」。臺灣傳統城市，也就在此「街市興隆、街頭蓋

廟」人地生態發展過程中，形塑「廟宇與廟街」為「傳統城市的中心」。 

在臺灣城市的發展歷史中，發展在先的臺南府城以赤崁街為中心，有先期發展的寺

廟穿插其間；文教與官署建築則分佈於此市街廟宇中心的外緣。 

清末臺北城的天后宮，位於臺北城主要大街西門街的一端，來自艋舺的朝聖者可經

西門進入城內，直接經西門街來到天后宮。天后宮朝南，直接面對通往新店的南門街與

南門。換言之，天后宮正位於西門街與南門街「十字交會」的街口上；這「街頭蓋廟、

寺廟當街」的作為，也讓天后宮前後左右四條大街不可就此穿越，而需經天后宮外側繞

道而行，也因此，臺北城其實不存在一般所謂的「十字大街」。因此，基於上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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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相關）推論，天后宮正是臺北城的中心。清末臺北城是經刻意規劃的結果，這樣的

佈局顯非意外，而是「總結傳統之經典」，更是總結「臺灣傳統城市的歷史經驗與生態

規律」的展現。 

上述臺灣傳統城市「以廟街為城市中心」的現象與特徵，與一般中國城市史中所描

繪的，傳統地方城市以官署為中心，或都城以宮殿為中心是大不同。然而﹐二者其實存

在本質相同及一定的歷史因緣，卻為何有這麼大的差異？原因何在？歸納其原因大略如

下：首先是，多數以服務政治為主的歷史書寫，總忽略發展在先的，關係著民眾百姓生

活的市街發展，造成城市初期發展的「歷史空白」。再具體例如，多數的歷史文獻中的

城池圖，總只以宮殿、官署及寺廟為主要元素，市街則成為「看不到的歷史」。此一現

象，亦普遍存在於臺灣多數地方誌對傳統城市的描述，這也造成了本文中所提及的，各

種關於對臺灣傳統城市空間的誤解。其次則是，一般中國城市較臺灣城市有更長久的歷

史，在威權統治上的歷史亦更全面與久遠，以政治為中心的現象有較多的時間與更大的

力量來發酵，而較顯著。而終究難免的則是，歷史及一般文字書寫的穿鑿附會。城市是

以政治功能為主的誤解既早已形成，後來的論述則不免繼續穿鑿附會，並習以為常。 

 
圖 1：「寺廟當街」的臺北迪化街二段（筆者攝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 

「寺廟當街」是臺灣傳統城市常見的特徵，位於民權西路以北的臺北迪化街二段，因經濟社會發展遲滯未

經更新，而迄今仍存在傳統城市發展的原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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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街發達、官府設治：「政治其次、後來」的城市生態 

1. 臺灣城市「先發展、後設治；市街當前、官署在後」的生態規律 

明清時期，臺灣市街聚落或市鎮發展達一定程度後，才有文教及公共設施的建設；

也因市街聚落或市鎮發展達相當規模，才依規模設治，也才建置官署；因此，城市的政

治功能是後來、其次的。 

政治，是服務、管理眾人之事，要關照民生經濟，經理公共事務。在地方發展之初，

民眾與公共事務的數量及規模有限，無人可管、無事可辦、無稅可收，而政治不來。換

言之，缺乏群眾，則政治無以立足。由此可知「市街發達、官府設治」生態的因果，這

變遷過程，也自然的顯現在城市空間生態上。 

政治在城市中的「後來、次要、附屬」角色，亦可從官署在城市中所在的位置來印

證。「先有市街聚落後設官署」，官署大都不居市中心主要街道或節點上，甚至於位居

街廓中的市街街屋後，只有主入口面臨街道。此「後來、次要、附屬」的官署、文教建

築，因市街中心已無地可容，而普遍都不在以廟街為重心的中心區，亦呈較不具規律性

的分佈。開拓發展在先的臺灣首府臺南是如此，清末經官府大員規劃築城的臺北城竟然

亦不例外，由此看來，這些似乎不成規矩的形態，卻已成為具共識的城市歷史特徵。 

2. 臺灣城市「先發展後設治」的發展生態在城市史上的意義 

中國古代地方城市的行政等級是否決定了城市規模？5中國古代城市的城市規模研究

中，普遍認為「城市的城市規模影響了城市的行政等級」，這其實存在「先發展後設治」

的因果關係，而非「先設治後發展」。就臺灣城市發展而言，明清甚至於日治時期及以

後，城市規模是依社會地理歷史有機發展的結果，各城市發展過程中，城牆範圍的改變

也是如此；行政等級則是依管理所需而設；即，城市發展達一定規模後才賦予相當的行

政等級，若發展受限，等級將隨之改變。若違反了這「先發展後設治」的歷史規律或生

態原則，則發展規劃將岌岌可危，或終將超越所限。 

 

                                                       
5 成一農，2010：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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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臺南府城城池圖6

 

臺灣首府臺南府城，以由西向東主要大街為中心向南北兩側擴展，並向東（其實為東南）蜿蜒出大東門。臺

南府城具有臺灣傳統城市的一些特徵：1. 以赤崁大街連通大西門與大東門，為城市發展的首要街道；2. 其他

各城門間互不直通，具不可穿透的城市中心性特質；3. 圖中可見臺南以赤崁街區為城市中心，後來的官署居

市街之後，軍事營舍則在城牆內最外邊；4. 一般所謂的城市中心十字街並不具體明顯；圖中所註十字街口，

北（左）為下寮港街，南（右）為上橫街，街名並不相同，故應為因緣巧會，而非十字街之刻意規劃。 

 

                                                       
6 王必昌，17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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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清末臺北城內圖7

 

清末興築的臺北城，是空地上的全新規劃，卻確總結臺灣傳統城市的一些特徵:1. 以天后宮及西門街為城

市中心；2. 官署仍居於市街之後；3. 各城門間互不直通﹐亦具不可穿透的城市中心性特質；4. 市街以西

門街為主，北門街其次，並未刻意規劃十字街為城市中心。 
 

                                                       
7 李乾朗，197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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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如，以城牆的規劃或興築而言，清末臺灣首府臺南府城（城牆經更新擴張範圍，

城門是府城規模的八門）發展成熟規模最大，但再發展條件受限，而有被取代之勢；清

末臺中省城（城牆超出既發展區而規劃，設城門八座）的規劃及建城，因發展時機未到，

勢不可行而中止。臺北府（縣）城的規劃及建城，選址捨艋舺、大稻埕等既發展區而設

置於東側內陸人煙稀少的水田中，（臺北城之城門也僅是縣城規模的四門加一門），這

其實與當時的生態格格不入，經十餘年的大力促成，行政官署皆已配置興築，連繫艋舺、

大稻埕的市街成形，然而城內土地至清末仍七成閒置，而艋舺、大稻埕則仍持續擴張發

展。直至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據以為行政中樞及商業中心，才漸發展成熟，隨後的發展規

模亦即超越城牆所限。 

3. 「市街當前、官署在後」：關於設治與官署建築的配置 

另就臺灣傳統城市中官署建築的配置而言，多數皆居於市街之後或外圍，而非居於

市街中心主要位置，就連清末才建城設治的臺北城亦不例外，這也印證上述「臺灣傳統

城市中設治是其次、後來」的推論，符合「商業交易、共生利益」才是城市存在本質的

立論。 

就臺灣一般聚落及城市發展而言，存在「市街興旺、街頭蓋廟」生態特徵，地方發

展總先滿足交易共生的需求，再關照人們心靈信仰與城市經營管理的需求。因此，總先

有市街才有寺廟，而寺廟因此先暫處邊緣地帶；但信仰與寺廟確為城市生活、及經營的

重心及中心，經歷聚落及市街後來的擴張，寺廟終究回歸其地理及社會中心性角色地位。 

（四）居安思危、興築城牆：臺灣傳統城市築城功能及意義的解構 

臺灣傳統城市先有有機形成的市街及聚落，再設治、築城；若非則不長存。臺灣傳

統城市的發展，大都在市街聚落發展具規模後，才受官方重視，而佈署行政單位，也才

考量安全防禦上的必要性，或因樹立政治象徵的考量，而有築城之議。少數基於邊防或

其他因素的築城，則大都因「有城無市、不得人緣」，而未竟其功或蕭條沒落。就這樣

有機的城市生態因緣，讓築城無異於「圍城」，是以城牆將市街聚落包圍起來，而城市

空間結構則與築城前既有市街大體一致，經城牆封閉後的市街只透過城門連繫、往來外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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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禦功能 

就城牆的防禦功能而言，有對象、本質不同的防禦考量，一是以防禦外患為主的領

土邊防；二則是以防禦內亂為主，目的在於護衛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因領土邊防所需之築城，以地理位置及形勢有利於防禦為主，未必為適於民生之市

街聚落之所在，因此應是規模有限，以提供軍事設事及人員所用的「城堡」，而非「城

市」。因防禦內亂、護衛民眾所需之築城，應為就既有有機形成的市街聚落來「圍城」，

而非先築城再聚民，否則因不具備生產謀生條件與聚落形成的要素，而未能因此吸引民

眾就此住居，將淪於有城無市、有城無人的僵局。例如：高雄左營的鳳山縣舊城。 

至於以政治統治象徵為目的者，應先確認上述城牆的功能定位，並符合充分關照上

述生態原則。否則，僅憑一念之間，未盡客觀的擇未開發地，或便宜行事心態，捨已開

發的聚落外，考慮施行上的便利，將城牆設置在未開發的地方，而不可持續。這僅具政

治象徵意義，而無法發揮實質防禦功能，是徒勞無功 。 

築城並非政權的保障，亦未必能鞏固政權。一六二八年西班牙人佔領淡水，於淡水

河口山頭上興建聖多明哥城（San Domingo），為今日之淡水紅毛城，一六四二年荷蘭北

上擊敗了西班牙人，接收並整建聖多明哥城；一六五三年荷蘭人築普羅民遮城，一六六

二年陷城投降；一八八五年臺北築城竣工，一八九五年日軍入城。築城防禦功能有限，

卻能象徵政權的起落。 

2. 政治功能 

臺灣的築城，政府的「鞏固政權與宣揚政績」比民生安全更重要。就政府的政治而

言，原應以關照民生為本質。然而，在專治威權時代，政府作為常偏執於鞏固政權與宣

揚政績，也因此，城牆的興築就成為最可觀的政績。一則因具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為保

護民眾生命財物安全的必要；二是，築城無異於樹立了宏偉、可觀的大有為形象。三則

是，設治築城是基於管理控制的可及性與便利性。 

就大眾的政治而言，政治的本質在於關照民生經濟，服務及管理公共事務。地方設

治所應考量的是民眾的需求，是否有助於民生與環境的改善。當政治輕忽民生、遠離群

眾，則行政功能不彰、政治無以立足。築城原具防禦外侵，保護民眾生命財物安全的功

能、意義及象徵，而為民心所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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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而言，明清時期臺灣的築城，大體以防禦為認知及考量，就算是清初的不築

城政策，也具「避免為亂賊所據而危害大眾」的官方說法。然而，就築城的實質作為而

言，卻存在便宜行事，「捨棄既有聚落而另擇空地」的現象，例如清末的臺北城。就此

而言，政府「鞏固政權與宣揚政績」的政治考量，其實比民生安全更重要。 

一八八五年（光緒 11 年）臺灣建省，當時前後兩任巡撫都建議將新臺灣省城設在臺

灣中路，以便居中控制南北兩路統治全臺，經實地勘查後，選擇了人煙稀少、大部分是

空地的臺中。圓形的城牆內仍有近九成空地，卻僅納入近半既有小聚落。雖以有利全臺

統治為動機，卻充分顯現便宜行事、忽視民生的政治作風。 

3. 民意所趨與象徵意義 

明清時期臺灣的築城，具民意所趨之動機，在民眾心目中具多元象徵意義，歷來的

築城經費亦多數依賴民眾捐獻。 

一七九六年嘉慶年間起，各縣城士紳開始主動要求築城，這未必是防禦的需求，也

未必是是政治或行政功能，而是經濟文明發達的象徵；臺灣傳統城市的築城動機，其實

是地方在文化、經濟發達的展現，也是文明、榮譽的象徵，是當地大眾展現當地不落人

後，已達到或超越內地、原鄉、它地的水準，是展現自我肯定，引以為傲的手段。 

臺灣傳統城市的築城，大都由士紳提議，並執行募款、監工等工作。無論是城牆新

築或改建都需要大筆經費，這些經費則大都來自民間，由地方殷戶郊商或士紳共籌，也

藉此展現地方的經濟、文化實力，以及築城的重大象徵意義，而非僅只是防禦功能。 

三、交通通達性：臺灣傳統城市街道交通形態與空間結構 

傳統的傳統城市研究，雖都關注了城市空間結構或街道形態，卻都未真正認知交通

特性，或針對其交通活動的性質進行細緻分析，因此，其實很難解讀傳統城市中似乎曲

折、無規律街道網路的本性。本研究特別針對這樣的困局及問題進行多元的探索，也因

此發現了一些臺灣、中國傳統城市中有機的街道交通形態與空間結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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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城市街道空間構成與交通活動的「通、達」8特性 

無論就傳統或現代城市的發展、更新或規劃而言，街道之構成及性能與城市空間結

構息息相關，是城市發展的命脈。唯有認清街道生態本質，才能真正認知城市體質，也

才能解讀城市發展歷史之真相，做好城市問題的診斷與更新發展之規劃工作。例如，傳

統城市城區為何總難以穿越？為何臺灣傳統城區城市更新的困局迄今無法突破？ 

街道，依活動功能的差異，可分別區分為市街與道路，皆具通行交通功能。「市街」，

是以交易活動為主，並提供往來市街通行的道路交通功能；市街既以交易活動為主，而

為交通往來「達到」的目的地。「道路」，則以通行交通為主，並提供出入道路兩側空

間的交通功能；道路既以通行交通為主，而為交通往來「通行」的經過地。 

街道，有「通」和「達」的作用，「市街」以「達到、往來」交通為主，「道路」

則以「通行、穿越」交通為主。「目的地」與「經過地」在交通本質上根本不同，能夠

區分街道在「通」和「達」本質上的差異，才能解讀城市交通與空間結構的體質與生態。

例如在城市交通問題上，無論是歷史悠久的北京或其它都城，或臺灣傳統地方城市，或

中國其它地方小城市，城市中心為何總難以穿越？ 

城市空間依活動功能或區位屬性，有來往人、往來處、目的性等等的不同，這在交

通生態上自有「通：通行、穿越」與「達：往來、到達」的不同，此生態並直接投射到

空間使用功能、規格及其規劃設計與維護管理上。例如就宏觀而言，傳統的北京城，居

中國首都與主要行政中心之地位，及其因此共生的商業中心角色，是人群的集散地與往

來的目的地，而非中途經過的穿越地；換言之，北京是朝聖之地，而非途經之地；因此，

可謂是「條條大路往來北京」，而非「條條大路通過北京」。也因此，北京中心城內道

路無穿越之必要，而道路也「到此為止」，這是北京城中心區道路不通的根本因緣與道

理。再例如就微觀而言，臺灣傳統城鎮中的廟宇，通常是在市街生意發達後興築，與市

街共生而為城市中心；因此，這是大眾往來的目的地而非途經之地；市街亦以交易活動

為主要功能，而非以通行穿越為主要功能；在此「街市興隆、街頭蓋廟」與「當街交易、

廟宇當街」生態處境下，市街當然不便於穿越，尤其是在市街或城市規模擴大後，外側

間往來此地的穿越需求的相對遞增，讓穿越市街的行為更不方便、不可行。 

                                                       
8 傳統城市研究或城市規劃者通常並非交通規劃專業，而不易認知「通、達」性質的差異；而交通規劃

專業者通常都只會強調「四通八達」的便利性，卻不識「達而不通」在城市空間中心性上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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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達」不分，是當前傳統城市研究或城市規劃的最大盲點，這既造成分不

清空間特徵及功能屬性，也無法對交通問題有明確的認知，更無法面對城市擴張中的合

宜分區與地理中心的區隔及影響。 

1. 「通、達」不分造成城市定位與地理中心的錯亂 

城市中心定位具公共活動活動目的性，因此在交通上即具「達：往來、到達」的特

性。未經空間功能屬性區隔分析的認知，即無法辨認空間定位，也必然造成交通錯亂。 

2. 「通、達」不分混淆城市空間特徵及屬性的認知 

城市是有機、多元空間功能的複合體，「通、達」不分即未能區分空間形態，如使

用對象、活動性質與外觀形貌的特徵，是脫離了人地因緣的發展規劃，前途寸步難行。 

3. 「通、達」不分造成城市交通問題認知上的迷糊 

未具空間功能屬性的正確認知，即無法辨認空間定位，則未能通曉在交通「通、達」

的需求與規劃上的應對策略；如此，在面對交通實質障礙時，將無法有效紓解交通困局。

例如，在城市發展更新過程中，要勉強將市街作為穿越交通使用，除將造城市街活動及

空間難以存續外，因無以掌握交通行為而難以有效紓解交通困境。或例如，在快速擴張

的近代城市中，常為了提高街道在穿越通行交通的速度，或避免行車直接折返影響通行

車速與安全，而拓寬街道或在路中心加了隔離措施（安全島或隔柵），如此作為，直接

將街道兩側劃分為互不往來的兩個世界，活生生的改變了街道活動與地域範圍，割斷了

原有人地因緣，也改變了空間的中心性與主體性。 

依城市道路之交通屬性而言，城市快速路和主幹道在交通功能上以發揮「通」的作

用為主，讓多數車輛快速通過；次幹道則兼有「通」和「達」的作用，既要快速通過，

也要方便達到目的，達到沿街商店、文化設施或民居集散。傳統市街的發展初期，有就

道路兩側進行交易，進一步建築商舖而形成市街者，或就交易市集空間延伸為道路者；

就此市街初期生態而言，街道規模與交通量極有限，「通、達」之間的衝突亦有限而不

成問題。然而，現代城市的擴張及汽車的導入，讓此「通、達」之間的交通生態衝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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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放大，而格格不入。就市街活動空間的可持續發展而言，面對「通、達」必要活動需

求，適當予以區隔即能有效達成目標。例如，北京前門大街以人行活動為主，而讓車輛

通行於其他替代道路；或例如臺北西門町街道「行人徒步區」的劃設。 

一般而言，在多數街道活動功能難免混合的情況下，其往來或通行性能就未必需要

絕對區分；然而，再進行城市規劃，或在面對交通或交易障礙時，卻不能不探究本質認

知原理，才能掌握真實空間生態，妥善規劃排除障礙。 

「城市」，以提供公共交易活動為主而形成的空間。因此就大體而言，城市公共交

易活動空間即為城市中心，是往來城市所要「達到」的目的地。就城市的過客而言，這

也達到暫駐歇息的目的，否則就不須入城而經另外道路通行即可。就威權時代的首都或

具行政功能的城市而言，這裡即是朝貢或政治中心，是往來洽辦行政事務所要到達的目

的地。 

（二）傳統城市街道的交會形態與交通及活動空間特性 

本小節主要為「街道交會及延伸」的空間生態解析。是「一字路、丁字路、十字路

與圓環及放射型街道」的構成，與路口形態的交通及空間性質的分析。這是認知「街道

交通特性與城市空間結構」的基礎，可與「城市活動空間屬性與城市空間中心性」交互

辯證，從而認知城市空間特徵與生態的真相。 

1. 一字路：傳統市街的雛形與城市中心大街 

一字路，是往來兩地線形道路，依街道所在地形地物之處境，有呈直線、轉折或曲

線形態，並依所往目改變的需求而延伸。例如臺北城內主要大街西門街、臺南城內主要

大街民權路。 

一字路街道的角色定位，依所在處境的不同而有別，定位差異如下： 

（1）一字路是地方主要大街或主要道路，大街兩側並依處境不同，有數量不等的次

要道路或小巷，以丁字路口形式與大街連接。在此狀態下，主要大街或主要道

路是二側分出或連入的道路往來的主要場所或道路，且此二側分出或連入的道

路並無穿越大街至大街另側的意圖或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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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字路是次要道路，其兩端各有所往，其兩側未必有分出或匯入的道路或巷弄。 

城鎮聚落的市街，因商品、技術及服務之交易與公共活動的需求，而因地制宜的形

成。因此，市街成為地方活動及市鎮空間的「中心」及主軸；人們「有目的」的來到「大

街」，達到目地滿足交易活動需求後離開「大街」；也因此，「市街」存在的本質，主

要是作為商業活動及交通「聚散」的「中心」，並非為提供「穿越」交通所需的「穿越

性道路」；引申而言，從「市街」到「城市」的發展，「大街」的功能及本質皆是交易

活動及交通聚散的「中心」，主要功能為提供「進出、往來」交通所需而存在，而「穿

越」交通功能則屬其次。 

再引申而言，道路與市街相同是二者皆具「通行」功能，而市街與道路的主要差異

正在於，市街以提供「交易」商業活動使用為主，而道路的主要功能為提供「通行」使

用為主。商業活動空間沿街道兩側散佈聚集，是自然、有機的發展生態，因而形成帶狀

的「路線商業區」，古今皆然。 

市街市或市鎮市鎮空間週邊地區，經由道路來到大街，由大街兩端道路進出大街，

或由大街兩側道路進出大街；由大街兩側進出大街的道路或市街與大街以「丁字」形態

連接；若大街兩側市街或道路以「十字」形態與大街連接，有方便大街兩側市街或道路

「直接穿越」大街的「通行」效能，卻會幹擾及隔斷大街上的交易及通行活動。 

2. 三叉路、丁字路、Y 字路：傳統市街的擴展與城市中心性特徵 

（1）不可忽視的城市中心：以丁字路交會處為主要目的地的城市中心 

在往來處「具目的地特性」的特定狀態下，因三街道交會處正是特定空間或場所，

是往來交通的「主要目的地」，三街道通行到此為止就折返，因此雖然道路相連接，但

穿越經過者則僅只是少數。在此特定處境下，三叉路街道主次（大小）關係分析如下： 

A. 交會的三街道仍無絕對主次關係，依此特定空間之配置，與各自有往來地方有別。 

B. 交會的三街道具二主一次的關係，二主街道為一連續的大（主）街道，而次要街

道則僅就此匯入大街道，這與一般常見的丁字路口組合無異，而此特定空間之配

置與活動才是影響交通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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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會的三街道，具一主二次的主次（大小）關係；以丁字路為例：若丁字路的縱

向路（豎向路）為主要道路，則橫向路為次要道路；而究其實，橫向路與縱向路

的主次關係仍應依實況分析論斷。例如臺北凱達格蘭大道、北京天安門廣場及門

前大街等等。臺北凱達格蘭大道西端與重慶南路成丁字路口相接，西端即為「總

統府」。若就北京來看，北京城（外城、內城、皇城、故宮）既然是大眾及交通

共同的目的地，當然就是「真正的中心」。縱向的前門大街正在所謂的中國首都

的、歷史的、皇城的中軸線上，當然就是最主要街道。而內城中軸線上，正陽門

外二翼橫向的街道（前門東大街、前門西大街）則居次。所有的街道既然已抵目

的地，內城的正陽門前（正陽門、劍樓），再進入內城，穿越內城至他端則不行；

同樣的，就主要大街進入內城後至天安門前而言，東長安街、西長安街在兩翼，

天安門門前大街則已改造為天安門廣場。正陽門前、正陽門前分別是前、後主要

大街的端點與目的地。 

就一般而言，丁字路的縱向路在大多數情況下確為次要街道，甚至於被普遍誤解為

「斷頭路」，或是阻礙城市發展的原因。然而，丁字路的形成其來有自，也全球皆然，

就本文在更宏觀多元的分析比較中，提出了丁字路的縱向路其實為城市主軸及最主要街

道的一些情況，例如北京前門大街、臺北凱達格蘭大道、萬華祖師廟、松山慈祐宮、雲

林北港朝天宮等。這因地制宜的不同處境，所造成在交通行為上根本、極端的差異；此

外，因丁字路與十字路在本質上的差異，及街道形成之主次、先後關係，有如透視城市

生態的基因與城市歷史的密碼，這也正是在城市生態與城市歷史研究上不可忽略的關鍵。 

（2）解析被誤解的丁字路口與城市的中心性 

就一般傳統城市空間的論述而言，丁字路除被誤解為「風水上的斷頭路」外，也常

被誤解為「防禦上截擊敵軍的考量」。丁字路口在交通性質上的特性，如上述本文的分

析，而關於對丁字路口構成的誤解，中國古城池、古建築名家張馭寰在《中國城池史》

中關於丁字路口的論述，全無道路在交通性質上的解析，卻只有「要做丁字路口主要是

從軍事防禦上考慮的。做丁字路口使敵人進入城中，兵力，車子都不能直通，這容易截

擊敵軍。」9，這正是不明究裡、以偏概全的說法，這誤解也正就是多數中國大陸、臺灣

傳統城市史中關於丁字路口「具代表性」的論述，具相同誤解者族繁不及備載。 

                                                       
9 張馭寰，200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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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這丁字路口的端點，若為各方道路通「達」的地方（市街、廟宇、城市），

既然是大眾及交通共同的目的地，當然就是「真正的中心」；大眾既然抵達目的，就此

滿足「物質交易、休憩交誼、情感交流、心靈及信仰歸屬」的需求後，即可折返，當然

就是「不需要穿越的中心」。也因此，古城在交通上「達而不通」的不可穿越，其實正

具本質上的因緣及結果。就政治的中心性而言，前述北京中軸線北端、臺北凱達格蘭大

道西端皆然。就民生信仰的中心性而言，清代北港朝天宮位於市街端點，日治市區改正

後的北港朝天宮以大圓環環繞，呈放射狀的各方來路以朝天宮為中心，與圓環成丁字路

口相接。 

3. 十字路：傳統市街的擴展、穿越與城市中心性象徵 

十字路（十字街），是二街道以近正交的形式交會，路街口因此呈十字狀，從街道

交會口來看，是四街道的交會，往來目的可有四方，匯聚或通行人潮似可更多。例如唐

代里坊中的十字路，或近代中國大陸諸多城市中以十字街為地名者，這裡是地區的民生、

商業中心。十字路之二街道可互相穿越，即街道二側可透過穿越街道的街道連繫，換言

之，十字路的交通未必以所穿越街道為往來或通行目的，而可能只是直接穿越街道到街

道它側的某地方。 

雖然，十字路是先規劃再發展城市的交通規劃常用手法，是近現代城市最普遍、常

見的街道交會形式。然而，就臺灣傳統城市的街道構成而言，多數都就一主要市街的發

展開始，再陸續向兩端或兩側擴展，或由往返某地的街道以丁字路形式與大街相連，並

因勢利導的，就市街路口鄰近地區發展商業與交易活動空間。 

就一般歷史文獻對傳統城市的描述而言，十字街或就是商業活動最熱絡處，確也有

街道匯聚於此，但未必就是二街道的十字形式交會，或可能只是自大街二側分別連接到

大街上，且二丁字形式交會口較接近，而形似十字形式交會，卻非真正的十字街。以數

量最多的臺南府城文獻及研究為例，大略瀏覽有關臺南府城十字街的描述，其實大街二

側街道名稱不同、發展時間不一，甚至於在有些歷史地圖上，二者是錯開的。多數文獻

對多數城市在城市空間的描述，常都提到市街（大街）的存在，以及十字街這名詞，也

常都就此打住，造成後進者僅能「如此抄寫」，或甚至於加強「穿鑿附會」。這些「穿

鑿附會」的論述，對於臺南府城城市空間的構成與生態的認知顯然不足，且難免嚴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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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甚至於僅因襲未經考驗論證的中國古都史，這無異是掛羊頭賣狗肉。從表面上來看，

是否為十字街或許無關緊要，但對於城市生態歷史的認知而言，卻具多元、非凡意義。 

4. 放射型路口與圓環：傳統城市街道的多向交會與城市中心性 

放射型路口，是三條或更多條街道以放射狀形式交會，（三街道的交會呈丁字路口

或 Y 字路口，Y 字路口即為放射型），往來目的一街道數量有別，超過五條以上街道會

聚一起者通常並不多見。從表面上看來，彙聚街道數量多，通行人潮似可更多，具商業

與交通上的特別意義，因此，這常會是城市中的特殊節點，讓此地帶的功能定位有所改

變。放射型路之任二街道可互相通行，即街道二側可透過穿越街道的街道聯繫，因此，

放射型路口交通處境亦較繁複。 

 
圖 4：艋舺清水岩（Google，20140128） 

艋舺清水岩是「寺廟當街」的具體實例，街道至此必須繞行而不可穿越，具「達而不通」的「地方中心」特

性。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後，街道以近半圓形圓環在廟前繞道，呈放射狀的前方來路以艋舺清水岩為中心，

與半圓環呈丁字相交。 

圓環，是為紓解放射型路的交通困局，而有將放射型路口改造為圓環狀的形態（或

稱為轉盤），以一環狀道路銜接各出入此交會處街道，這也更加凸顯當的空間形態及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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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特殊性。明清時期臺灣城市無圓環，日治時期則為城市規劃設計的重點，讓圓環作

為形塑城市公空間焦點的主要常見手法。例如前述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後的北港朝天宮以

大圓環環繞，呈放射狀的各方來路以朝天宮為中心。 

 
圖 5：北港朝天宫(Google，20150102) 

北港朝天宮是「寺廟當街」的具體實例，街道至此必須繞行而不可穿越，具「達而不通」的「地方中心」特

性。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後街道以近橢圓形圓環環繞，呈放射狀的各方來路以朝天宮為中心，與圓環呈丁字

相交。 

5. 傳統城市中心的街道特性與穿鑿附會的風水論 

穿鑿附會的風水論，一直是干擾中國城市發展研究的惡因，也竟長期為「中國城市

歷史通識」。例如據章生道的所提「中國城市街道通常不採直線連結，避免兩座城門間

形成毫無阻礙的直通大道，其理由除了防禦考慮外，亦與民間信仰相信鬼只沿直線行走

有關」10。 

                                                       
10 『據章生道的研究，中國城市街道通常不採直線連結，避免兩座城門間形成毫無阻礙的直通大道，其理由

除了防禦考慮外，亦與民間信仰相信鬼只沿直線行走有關，因此，「中國城市街道…多為折曲之路」』。

Chang, Sen-dou.（2000/1977）：84-111；蘇碩斌，2002：123。 



林栢年∣城市生態的足跡－重探臺灣傳統城市空間的歷史特徵 69 

 

這顯然是未認真瞭解城市的生態，不符其實、穿鑿附會的論述。首先，「中國城市

街道採直線連結，在兩座城門間形成直通大道者」其實普遍存在，但未必皆如此；例如

迄今猶存的山西平遙歷史名城，其直線橫貫東西的主要大街，兩端就正直通城門；南北

二城門則各有街道連接進入市區，分別以丁字路口形式與主要東西向大街正交連接。其

次，若防禦考量是如此，則所有直通道路豈不皆不符防禦原則；除非原道路建築即更動

不易，否則仍應大眾通行、交易便利才為上策。再其次，不究民眾便利需求而問鬼神，

是是非不明、裝神弄鬼，實不如不識、寧可無知。如此荒唐論述，卻一再經引述，以訛

傳訛，這就難怪我們一直不識傳統城市、歷史。 

真究其實，按臺灣城市發展生態來看：（1）市街為城市發展之始，原為就道路邊空

地進行交易，規模及範圍應市場需求延伸擴展，街道的構成是處於無規劃的有機發展狀

態，自然就無絕對規矩，而普遍存在「曲折」的情況，例如原以 Y 字路口為市街中心的

城市，其主要街道當然就不是不轉折的；（2）至市街發展達依定規模後設治、築城，而

基於往來市街的必要，主要市街勢必要連通城門，但因城門與主要市街數量未必相符，

而有次要市街「不直通」城門的情況；（3）就傳統城市而言，城市或市中心大街原即具

往來目的的中心性，達到目的後即折返者屬多數，街道直接貫穿直通並非必要。這雖只

是臺灣傳統城市的普遍情況，但就實質生態規律而言，應大致相通。 

（三）傳統城市的街道空間構成與城市活動的中心性 

「城市活動的中心性」，是指活動空間具特定的一些活動功能，因此「具目的地特

性」，往來大眾將就此駐留，參與活動後才離開。若此活動空間為「最具公共性」之場

所，是大眾生活的中心場所，是大眾來往頻率最高，或最象徵意義的空間，則可名符其

實的稱為「城市中心」。 

一般而言，前述大眾來往頻率最高，或就為城市主要市街或商業活動空間，或現代

城市中人來人頻率最高的車站；而最象徵意義的空間，則屬最能代表或象徵此城市精神

或歷史文化的場所，例如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就臺灣傳統城市空間而言，主要市街即為

商業性城市中心，寺廟則既為大眾日常活動場所，也是最具公共性象徵意義的場所。目

前全臺臺地的廟街夜市，都具這樣的特質，例如雲林北港朝天宮、臺北萬華祖師廟、龍

山寺、松山慈祐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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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當街」的「廟街」，是市街、廟宇融而為一的公共空間，大眾日常生活及信

仰的中心；在特定節慶日，就此舉辦重大慶典和祭祀活動的迎神賽會，是城市和周邊鄉

村地區民眾購物、休憩、娛樂、交誼、信仰活動的焦點，是名符其實的「城市中心」。 

在往來處「具目的地特性」的狀態下，因街道端點或交會處，正是特定空間或場所，

是往來交通的「主要目的地」，各往來街道的通行到此為止，達成所要就此駐留、活動

的目的後就折返。因此，雖然道路交會處的街道連通相接，但穿越經過者則僅只是少數，

或無必要。也因此，「具目的地特性」的「城市中心」，通常具交通上不可穿越的特性。 

無論就傳統或現代城市而言，城市為一定服務區域範圍內「具目的地特性」的「地

理中心」；也因此宏觀而言，「城市中心」則是「地理中心的中心」。城內城外的交通

環境與需求，也自然呼應此「具目的地特性」生態，大眾以此為目的地，而非穿越經過

之地，並在街道與空間構成上露骨的顯現此城市生態特徵。 

四、民主的城市：臺灣傳統城市的功能及治理 

（一）明清時期臺灣農業開發及商業經營的城市發展導向 

清代臺灣城市以「商業交易」功能為主的城鎮發展，符合城市「經濟民生、商業交

易」的本質；土地及農墾的開發，與其商業交易活動的發達，促成市街聚落與城市的發

展。因此，清代市鎮功能的共同特徵為：市鎮主要為提供服務及消費性功能，只是商品

或技能服務之性質、專案和區域範圍有別。這與城市發展構成「共同生活以便利交換生

計所需商品或技能，創造較佳生存利益」之本質是相同的。 

明清時期是臺灣港口市鎮聚落的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十七世紀初的海上貿易活動

移入大量漢民, 形成以港口為中心的聚落，這也是早期港口市鎮聚落的雛型。明末清初鄭

氏入臺前後，移民陸續在臺灣西岸南北進行墾拓，促成內陸農墾聚落的產生，並逐步依

地理與經濟分工需求建構為市鎮聚落體系。 

明清時期由移民力量主導臺灣的開發及經營，具有濃厚的市場經濟的意識及商業導

向，追求共同經濟利益。這正是體現及印證了「城市因社會經濟的需求存在」的本質，

是人們追求「共同生活，以便利交換生計所需商品、技能或服務，創造較佳生存利益」

需求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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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產業及土地的開發而言，土地的開墾形態、水利的投資建設及經濟作物的種植，

皆充分反映「追求共同生活及經濟利益」的意圖及本質。相較於原始、簡單、個人即可

獨立自主完成的農作行為，這樣的農墾開發行為，需要大量技術及資金的合作及交流，

也因此，除農產品交易外，對「人力、商品、技術、資金」的經濟交易活動需求大增，

對「市集、市街」等交易活動空間的需求也因此更豐富多元。農業生產地區是市集區的

腹地，前者生產商品，後者交易商品，二者既互相依賴也相輔相成，也因此交易活動空

間的需求，促成市街聚落與城市的發展。 

臺灣產業經濟從傳統到現代歷經了不同的時代。最早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活動，原始

的土地、勞力、資本等是生產要素；未經加工的農產品則是產出「商品」。在歷經了新

的知識與技術的開發，找出新的發展與應用的「產業文明」轉換後，增添了二、三級產

業的成份，甚至產生「新興」的產業及經濟活動。例如，在以機器取代人力，並且注入

新的技術，同時進行品種、土地改良，以及灌溉等基礎建設的建置等生產與經營模式的

規劃開發；農業的生產力及經濟活動已更趨多元及蓬勃的發展，這樣的發展過程，需要

更進一步的「合作共生」來促成，這是驅動市鎮發展的主要動力。 

清統治時期的臺灣，是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農產加工、農具製造及日用品生產

工業，已因需求日增而存在而逐漸發展，但由於兩岸來往的便利，部分商品仍依賴進口。

因此，清治時期臺灣一般市鎮的主要機能，在於提供當地商品流通的服務為主，以及規

模有限的加工功能。也因此，清代臺灣的市鎮雖多，也因商品流通服務規模有限而無太

多的城市人口。 

（二）明清時期臺灣城市的社會群聚與城市經營管理 

清代臺灣許多聚落已經形成，市街規模增大，商業機能加強，並有行郊及洋行的設

立。由同姓或同鄉等組成行郊商業團體，通常也帶動當時聚落社會之發展，商郊組織並

在城市開發經營中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11。 

臺灣城市商郊組織，在城市開發經營、社會活動及空間構成中扮演極具關鍵性的角

色功能。清代城市商郊林立，郊是泛指各行業各地域有組織的商業交易活動12。臺灣的行

                                                       
11 卓克華，1993：60-68、76-80、152-154；徐振國，2001：113-141。 
12 『郊的種類大致可分為兩種：其一，是早期主要是以貿易商來源地為郊名，如臺南、艋舺有北郊，指的是

與福建比較北方的城市貿易的行商；笨港、鹿港、艋舺有廈郊、泉郊，是專門與廈門、泉州貿易的行商，



72 文資學報│第九期 

 

郊存在細密的網路，以三郊貫穿在兩岸之間，透過各行業和各層次的商郊滲透全臺各地，

掌握著臺灣的商業活動。臺灣的行郊通常都附設於寺廟之中，會所也常在主奉神祇的廟

後，或在會所中設祭祀主神的神案。在臺灣傳統城市中，商郊的組織形態和與民間社會

關係，是建立在民間宗教的基礎之上。13
 

就城市社會群聚的發展生態而言，拓墾之初，移民必須面對其他族群的挑戰，為了

凝聚社群力量與維護共同利益，而劃分族群的界線以安身立命，並供奉來自原鄉信仰的

神明，除獲得心靈精神的依託外，亦為社群整合的標誌，如保生大帝、清水祖師、開漳

聖王、廣澤尊王、三山國王等具有原鄉地域色彩信仰文化。此外，原以信仰活動為主，

居神聖地位的寺廟建築，因應大眾公共活動需求的滿足，而成為與社交活動與公務功能

相融的公共空間。因此，寺廟也由大眾信仰活動場所，而發展為兼備日常市民活動功能

的公共活動空間。 

就社會文化活動而言，行郊和寺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共生關係。行郊既藉寺廟的祭

祀活動來凝聚同業，進行組織活動；亦即贊助和主持寺廟活動，以鞏固其在社會上的合

法性領導地位，並帶動各種地方戲曲的文藝活動。在廟口，或在廟前廣場，是日常熱鬧

的飲食和零售市場，也經常有廟會活動；寺廟、商郊和市場的共生，形成傳統城市社會

的生活場景。 

在治安和防禦方面，行會一向有支持和訓練團練的義務；在地方建設和文教活動方

面，臺灣各府縣的儒學，書院，義學，的教育經費，亦由當地或相關的行郊資助。各種

不同的行會，雖以保障同業利益為基本目的，然仍以傳統義理觀念來維繫；甚至於取（替）

代政府功能來管理城市商業社會，這是傳統城市開發經營的主力。 

                                                                                                                                                       
澎湖還有臺廈郊，專門經營臺灣和廈門間貿易，另亦有以所經營地域為別，如臺南的臺郡郊，新竹的塹郊，

艋胛的艋郊等。然而地位最高，最能代表臺灣海洋貿易特色的是在各港埠所設，特別是在臺南府城所設的

「三郊」。此乃由經營海洋貿易的商人組織而成。三郊中的「北郊」經營在臺灣之北的中國大陸沿海各港

口，如天津、錦州、上海、寧波等地；「南郊」經營在臺灣之南的大陸沿海各港，包括漳、泉、夏門、香

港、汕頭等地；「港郊」指從事島內各港埠貿易者。其二，則是以販賣某類商品之商人組成的行郊，如糖

郊，油郊，米郊等。隨著商業的發達，特定商品的需要增加，為避免同行間惡性競爭，而成立特定商品買

賣的行郊，如臺南有糖郊、杉郊、絲線郊、綢緞郊、藥郊；鹿港有染郊、油郊、糖郊、布郊、藥郊；笨港

有糖郊、布郊、貨郊、杉郊等。其中大盤商和專營躉售者為「大郊」，市場零售商組成「小郊」』（卓克

華，1993：29-36、60-68；徐振國，2001：113-141）。 
13 『以商貿為取向的港口聚落，是諸多從事貿易商人的聚集地，貿易商為了經商方便或避免同業競爭，通常

都會組成商業同業行會的組織，稱之為「郊」，或稱「商郊」、「行郊」或「郊行」』（卓克華，1993：

29-36；徐振國，2001：11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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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傳統城市被動的「行政」管理功能與城鎮發展 

1. 城市市街與經濟先發展成熟才具備地方設治之相當條件 

就歷史真相而言，明清時期臺灣的市街與城市發展與設治生態，是「市街與經濟發

展達一定規模，才具備地方與行政中心之相當條件，才決定設治」。而非過去一般論述

中所謂「臺灣的市街大多因政治、軍事或經濟因素興起」、「因縣治等行政中心逐漸發

展成市街」的模式。 

清代的臺灣，因城市聚落有機發展已具雛型，並因此依規模及體系設治，而擁有完

整的行政體系，這是由一些分散、隔離的社會及經濟空間所組成的。在清代地方市街城

鎮發展的社會、地理因緣與功能，以及地方行政的定位階層方面，「清代在州、廳、縣

以下的地方行政，委諸地方自治，臺灣也不例外。…鄉村一其區域的大小，以及其所在

的位置，而有不同的名稱；大者為里、保﹝堡﹞、鄉、澳；小者為街、莊﹝莊﹞、鄉。

其中所謂街者，是指人居稠密的街市，住民以工賈為主，是一帶地方交通和產業的中心」
14。 

依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中心城市」是在服務的區域範圍內，即「腹

地」內城鎮聚落體系發展達到一定規模後，才得以鞏固其角色定位。腹地為都市提供服

務的範圍，又可稱為「都市圈」。都市規模愈大，服務機能層級愈高，影響範圍愈大。

地方行政管理體系及「設治」的需求及生態，也正與此城鎮規模、功能及服務體系「共

生」及「對位」，才是吻合現實的「有機生態」。 

清廷對臺灣早期的行政部署並不普及，而北部地方又因較晚開發，行部衙署的設置

既不足亦遲緩。以清代臺北艋舺官署的配置發展為例，康熙朝以前，整個臺北平原均無

官衙設置，一七二三年才將淡水地區獨立設廳，淡水廳治也還設在彰化縣城內。一七三

一年淡水廳署的駐在地，往北遷到當時北臺灣較繁榮的竹塹15。乾隆期間開始快速發展的

艋舺，僅在道光年間才有「同知歲半居此」16。而半年駐竹塹、半年駐艋舺的同知大人，

在艋舺的固定居所，則是遲至一八七○年才在歡慈市街（蕃薯市街）蓋了一座公廨「寅

                                                       
14 侯怡泓，1989：29-30。 
15 吳文星、張勝彥編，1998：7。 
16 姚瑩，18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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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館」17。因此，一八七四年沈葆楨在《臺北擬建一府統轄一廳三縣折》中，檢討了政府

無能治理臺北地區的遺憾：「同知半年駐竹塹衙門、半年駐艋舺公所，相去百二十裡；

因賓士而曠廢，勢所必然。況由竹塹而南至大甲尚百餘裡，艋舺而北至滬尾、雞籠尚各

數十裡，命、盜等案屢見迭出；往往方急北轅，旋憂南顧，分身無術，枝節橫生。公事

之積壓、巨案之諱飾，均所不免」18。由此可見，臺灣傳統城市在政治上的消極及被動性。 

2. 城市的政治功能的次要性與設治的被動性 

清統治時期臺灣西部各主要地理區中心，有先後「設治」的府、縣、廳等各級政府，

但比對「設治時間及城鎮發展狀態」來看，所有這些行政官署的設置，顯然是因城鎮發

展規格及行政管理的現實需求有的配置，其大小及成長的速率完全視其發展規模而定，

在行政體系中所占的地位高低而定。 

臺灣在日治初期被界定為市街者有 75 處，其中 74 個市街都曾經是清代縣廳衙門的

所在地；清代作為縣廳治的 22 個市街中，有 19 個在一九五○年殖民政府調查時，還列

名在 75 大市街之中19。因此就一般而言，有「地方的政治、軍事功能是促成城市的發展

的因素，是因為政治、軍事等國家設施的駐紮，才使治安轉佳、社會安定而吸引人潮入

市」的曲解。然而，以行政、軍事機能來觀察臺灣市街聚落的發展，應關照其因果關係，

是聚落規模人口及行政管理事務增多，才被動設立行政軍事設施；甚至於，有新設官治

衙署之名，實質上卻未及時移駐新衙署，清末的臺北的設治即如此。 

3. 城市的政治、軍事功能與官署、軍營的設置 

綜合上述，「政治、行政管理」並非促成明清臺灣城鎮發展的原因，而是「城鎮發

展至一定規模的後果」；例如，明末鄭成功入臺以臺南為「首都」，正因經荷蘭人據臺

的過程，臺南當時是臺灣「首屈一指」的城市，人口及經濟規模可觀，否則，則無統治

上的意義。再從清末臺灣建省的過程來看，劉銘傳原計劃將省城設於彰化縣橋孜圖（今

臺中），但最後仍決議將省城設於臺北，這說明經濟發展是否具成熟規模。清末臺北的

設立府治，其實也正由於地方人口、商業發展已超越臺南，而絕非「因設立府治而帶動

臺北的地方發展」；再例如彰化雖早已於清代即發展成熟而成為縣治，卻未能因此避免

                                                       
17 王世慶，1983：483。 
18 沈葆楨，1959：47。 
19 施添福，198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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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為臺中所超越及取代。顯然，自清治時期臺灣城鎮發展與管理來看，其「行政功能」

是被動、後來、次要的。這樣的立論，我們亦可從城鎮中官署的設置時間與「市街當前

官署在後」的配置來得到印證。 

（四）清代臺灣城市的「軍事防禦」功能與城鎮發展 

就臺灣城市歷史「先有市街聚落再築城」，以及「依市街聚落發展規模設治」的生

態規律而言，政治、防禦實屬次要、被動之功能。其實，在城市治安和防禦方面，民間

的行會則自助合作的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由於臺灣位於中國的邊陲地帶、面積狹小，加上與中國大陸之間又有海峽相隔，而

存在臺灣棄留的爭議。一六八四年施琅向清廷上陳，突顯臺灣在軍事上的重要位置，才

將臺灣納入中國版圖。 

雖然清廷對臺灣的治理亦著重軍事和治安，然而，這都是消極被動之舉，就此所要

強調的關鍵是：「市鎮，總因經濟及人口活動發展達相當規模才設治」才是實質生態。

雖然府城或縣治擁有衙門和營汛，能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吸引人口聚集，衙門成員和營

汛兵員亦能提升該地人口規模，促進市街的成長，但這畢竟是被動、後至、間接的行為，

而非促成市鎮發展的主因，因此效益有限；就市鎮發展實質生態而言，大眾的經濟活動，

才是市鎮發展的主體與主要動力。 

領土邊防與護衛民眾，是目標及本質不同的防禦考慮。清代的臺灣治安敗壞、分類

械鬥頻繁。在未興築城牆的處境下，有在街坊巷口與街坊間設置「隘門」的對策，這也

是源於緣相的空間形式，透過隘門與街屋及民居的有機整合，形成一微型聚落防禦體系。

例如鹿港一直未設置城牆，而五福街的隘門則是因應的防禦設施。 

就極少數以軍事防禦為目的的築城而言，其實未能有效發揮防禦功能，亦因不具備

生產謀生條件與聚落形成的要素，而未能因此吸引民眾就此住居，這其實就淪入「有城

而無市」的處境，例如清初鳳山縣舊城，或清末恒春城的築城，即因領土防禦的政治性

考慮，而終因不利經濟民生發展，不得眾望而居民稀少，致政治上的棄守而無作用。再

就清末臺北城的築城，捨既發展的艋舺、大稻埕而就尚無人居的第三地而言，防禦的實

質功能其實根本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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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築城未能保護多數民眾，則其實不存在防禦功能與實質意義。具體而言，先就領

土防禦考慮所建置的鳳山縣舊城，在發展上終究不如適於經濟民生的鳳山縣新城。鳳山

自明鄭時期即為地方重鎮，卻棄鳳山莊而擇興隆莊「設治、築城」，原因不外就地理形

勢而言，興隆莊臨海岸且居兩山之間形勢險要，因此「海岸邊防」地位重要。然而，這

是有利於邊防的考慮，雖「具防禦對象的假設」，卻因地處偏遠山區，不適商業經濟發

展而民眾稀少，是「無實際保護內涵」；因此，這是適於軍事碉堡的所在地，卻非適於

民眾聚居的城市。 

（五）臺灣傳統城市自助、自主、自治的「民主城市」發展 

一般而言，無可否認的，政治確會對城市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就清代的臺灣

城市空間發展而言，卻是被動、後來、次要的。例如就「開港」而言，確影響了清治後

期臺灣城市體系的變遷，以及一些港口城市的消長。然而，對於後期的清政府而言，開

港卻仍是被動、無奈的行為。 

清政府在臺灣治理上的消極被動，讓臺灣城市因此形成未規劃的發展，而為由商業

經濟力量主導的，自然有機的發展。這樣的生態背景，也具體反映在城市空間結構上，

例如前述的「臺灣傳統城市發展演變的四部曲、先發展後設治、市街當前官署在後、廟

街為城市中心」等等臺灣傳統城市的構成特徵。 

清政府在地方的政治與防禦作為消極被動，而駐軍兵力薄弱，甚至於無所作為。如

前述，郊商共同捐資成立的團練鄉勇，才是保衛群眾人身與財富安全的關鍵；在城市經

營或治安防禦上，郊商與民眾生命及利益上的命運共同體。此外，多數城牆的興築，也

都為由民間自發、捐獻經費所促成。 

總而言之，明清時代的臺灣傳統城市，是以民生經濟為主的，民間自助、自主、自

治的民主城市。 

五、小結：有待重新探索的臺灣城市史與時空特徵 

文末，針對本「臺灣城市生態歷史演變」研究中所追溯、探索的心得，提出時空特

徵與城市史研究可重新檢視及討論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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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性質與功能：忽略本質與生態因緣的政治及風水觀 

城市歷史的編撰總服務於政治，而難免在論述上存在揣摩上意、穿鑿附會的偏差，

以及忽視常民生活文化生態的不足。具體例如，絕大多數的歷史地圖，總以呈現統治者

的領域，而以城池與宮殿為主，卻忽視所統治的基礎，即市井小民日常市街活動空間的

描繪。而深究其實，沒有百姓及無君主統治可言，沒有市井小民與市街空間，城市或城

池其實不具存在的基礎及意義。 

以城市選址的論述為例，城市選址市城市史研究與論述的首要課題，也通常被引以

為伸張統治者見識，甚或藉風水之說來彰顯其非凡獨到。然而，市井小民存在發展的生

態卻根本被忽略了。無論古今，聚落市集的形成是城市存在的根本，市集形成的所在，

是「商人們的抉擇」，選擇不當則「沒有生意」，就必易地而行；地方「生意興隆」，

則人潮不斷就此立足，城市發展得生機蓬勃。例如臺北的發源始於淡水河畔的艋舺，艋

舺的發源則始於「番薯市街」，就此而言，臺北的所在，其實原是「賣番薯小販」的選

擇。 

再以城市空間形態的論述為例，在臺灣與中國傳統城市的歷史研究中，長期以來的

多數論述似乎就總沉淪於傳統威權倫理思維及認知中，而步入了「周禮考工記綁架了都

城」，以及「都城綁架了地方城市」的死胡同，這是根本忽略了城市存在本質與真實生

態，而致視而不見、真相不明；雖確有開明的有識者提出了疑慮，卻未受重視與探究，

而致迄今仍認識不清。 

在本研究中，就臺灣城市實際發展生態歸納總結了發展順序：「市街興起、街頭蓋

廟、官府設治、興築城牆」，並具體論證了臺灣城市「先發展後設治」的發展生態，及

空間結構上一些根本的特徵。 

城市發展生態原具「社會、地理、歷史」多元深刻的內涵。就此而言，城市歷史研

究，有待再從頭探索。 

（二）、街道與空間結構：城市交通的有機生態與中心性的演變 

臺灣及中國傳統城市史中的城市街道與空間結構研究，長久以來亦拘泥於威權政治

與周禮考工記的觀點及思路，而不明究裡的執著於中軸線、層級性的探索，卻忽略了前

述城市發展生態的有機性，以及城市中心區在交通往來上「達而不通」的特徵。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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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的城市史研究，總無法解析及詮釋這些普遍、全面存在的，街道與空間結構似

無規律的處境與生態。這無法面對現實生態的城市史研究，確讓真相始終未明。 

從本質上來看，市街是「市集聚落」的中心，是城市形成的首要基因，是與內外環

境及交通要道所構成城市空間結構的關鍵要素。從城市中心區在交通往來上「達而不通」

的本性及特徵來看，市街與廟宇所形成的廟街，正就是傳統城市的市中心。 

正如本文關於城市市街道路構成分析，市街因其外在環境制約及內在需求的動態互

動而形成，以及街道在交通功能上「通與達」的本質，是一有機、不可逆的有機生態形

成及演變過程，因此，其形似不規則、無規範的結果，卻有機、長期延續的流傳迄今。 

無論就城市空間或交通地理而言，皆是兼具實質性與科學性的科學，城市構成及其

歷史的研究，有待更多相關專業者的投入，才能邁開文明的腳步。 

（三）、科學的觀點與方法：探究城市生態演變特徵的歷史真相 

過去的臺灣或中國城市史論述，在研究觀點上，常附會於不現實的「周禮考工記」，

或迷信威權政治的無不可及，以及穿鑿附會於風水說法，這是城市史研究的三害，而讓

城市生態演變及其特徵的歷史真相難以浮現。因此，因襲附會的研究觀點與方法有待重

新檢討。也因此，城市源起及城市選址上，多強調官員的決策與對風水意識的迷信。在

實質空間結構的描繪上，通常只指認十字街及官署或廟宇的位置，而未進一步描述其相

互之間在空間結構上的關係，也忽略了城市的性質、誤解其交通特性，及其在社會經濟

民生上的意義。 

或由於有政治才有歷史記載，在中國或西洋古代城市史中，總以記錄政權、宗教與

城市的關係為主20，而封建的「營國制度」21總強調行政、政治、信仰功能為先，忽略了

商業交易等經濟功能與原始功能與生態，而這才是城市發展擴張的歷史因緣。因此，政

治總列為首要的城市的功能，卻根本漠視了無人無市則無政治可言的原理。 

                                                       
20 「不僅在東方的中國，而且在歐洲城市的形成初期也同樣是如此。古希臘、古羅馬的城市都是以政治、軍

事和宗教功能為主，這已經為國外學者大量的研究所證明。」（何一民，2004：79-89）。 
21 「據文字記載，我國自夏代開始營建城邑，歷經商、周兩代到春秋晚期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城邑建設制

度——營國制度。在漫長的封建等級制度下，這套制度進一步完善為城邑建設體制、禮制營建制度和城邑

規劃制度，從而嚴重束縛了我國城市規劃學的發展。」莊林德、張京祥編著，2002：總前言（顧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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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城市圖誌亦都以宮殿衙署及寺廟建築為主，而少見市街及民居建築群落。

因此，這確是未能描述城市全面、真實生態的中國城市史。都城的城市史「有禮無理、

刻板附會」，地方城市的城市史亦如此。 

基於上述研究的粗淺歸納，建議臺灣或中國城市史在研究觀點上可多關注實質城市

生態導向的人地因緣，即：1. 城市形成社經先於政治的本質；2. 城市市民交易共生所需

的生活空間；3. 城市形成在地理及時空演變的有機及不可逆性。城市是人類文明的表徵，

中國傳統城市體現、註記了可觀的歷史文明；鑒往知來，城市史的研究與論述有待與時

俱進、排除穿鑿附會的惡習，才能揭露城市生態真相、同步踏上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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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es ecology trace － 

Revisited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s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Lin, Bor-Nian *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city, is the human quest for a more comfortable, convenient and safe 

living conditions to meet the demand, and choose to trade, to live together the environment; urba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with a "transaction, mutually beneficial, symbiotic" the essence; 

therefore, human civilization progress also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experience and wisdom. 

Through the Explore the city essence,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natural eco-development live human geography,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ausal development, access to forms of urban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volution of features, 

functions and properties,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ganic law of development, re-examine 

some problems of the Taiwan with China's urban history.  Therefore, to clarify and interpret some 

misunderstanding and mystery of the Taiwan's city development. 

The main content in order, is: 1. The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 city, meaning and 

truth of urban ecological evolution; 2 Four Steps of Taiwan's traditional city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Street rise, street build a temple, the governing official, building walls," is a causal of 

law. Thus fundamentally affe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Taiwan's traditional city; 

                                                       
*  Planning and Design Director of Space Organic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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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aiwan's traditional city street traffic shape and spatial structure, is an organic form of 

eco-development, and thus 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center position; 4. The original 

functions and urban governance of Taiwan's traditional city, and historical karma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democratic city". 5. In conclusion, emphasized the need and methods to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to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urban space. 

 

Keywords: Taiwan city history, urban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city street 

traffic, Democratic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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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展示：生活物件與生活方式 

胡佳君記錄整理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於二○一三年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正式締約結盟，並與國

內外締約研究夥伴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等1，

與校內博物館研究所共同策劃「博物館、物件、文化的詮釋與溝通」四年系列課程主題

（簡稱物件系列課程），以兼顧博物館學與博物館誌、透過國內外個案的具體案例的介

紹與分析提供基礎知識與方法論訓練，亦關注臺灣歷史、民俗類型博物館工作者的需求，

加強實務操作經驗分享與反思。並於演講結束後，安排田野參訪，結合理論與實務的運

用。 

本次講座即是物件系列課程第三回，為文化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博物館人才培育計

畫，於二○一五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邀請八位專家學者由各自的研究領域及關懷來演

講授課2，分享、探討藉由生活物件的詮釋，如何反應文化脈絡，以及在博物館中蒐藏、

展示的意義與價值，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分析。本文章內容係根據兩日演講內容所進行

的摘要統整。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1 以下分別簡稱歷博、民博、臺博、臺史博。 
2 本講座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黃貞燕助理教授主持，國內與會講者有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

所所長王嵩山教授，以人類學、物質文化、博物館學、南島語族為研究領域；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李子

寧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殖民歷史與博物館蒐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組長

謝仕淵副研究員，以運動文化史、物質文化、公眾歷史與博物館為專門研究。日本講者方面，有來自於日

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吉田憲司（Yoshida Kenji）教授兼副館長，其研究領域為博物館人類學；同樣來自

於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研究專長為保存科學的日高真吾（Hidaka Shingo）副教授；日本國立歷史民

俗博物館的西谷大（Nishitani Masaru）教授，專門領域為東亞人類史，目前亦任職於；專長為日本中世考

古學、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的村木二郎（Muraki Jiro）副教授；以及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的松田

睦彥（Matsuda Mutsuhiko）副教授，以研究民俗學為專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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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物觀」詮釋生活物件 

在過去，博物館中生活物件的蒐藏與展示，較常以解釋物件的功能、性質為主，較

少由研究物件背後的文化脈絡去進行詮釋。第一場由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王嵩山

教授兼所長主講＜原住民的物觀、博物館蒐藏與展示＞，以臺灣原住民族生活物件、製

造技術與使用為例，說明博物館所蒐藏與展示的生活物件，其由文化脈絡、社會思想互

涵影響下的性質與意義。 

王老師首先以臺灣原住民的起源，講述南島語族在到達臺灣之後，因各自宇宙觀及

社會價值，建立了不同組織的生活型態。以食物生產技術為例，臺灣的原住民族以狩獵、

採集與農耕並行的生產型態為主。狩獵與採集的行為，使用多樣的技術和工具來利用生

態環境；農耕活動的開始則代表了可以主動、自產食物來源，採取「山田燒墾」、「刀

耕火種」、或稱為「游耕」的耕作方式，被認為是「保守性的適應」，人們順應自然的

限制，依靠年復一年、自然回到原地的動物和植物來過活。一般而言，排灣、魯凱、達

悟、卑南的生計經濟，可類歸為「根莖型游耕農業」；泰雅、賽夏、布農、鄒族，則屬

根莖到雜穀的過渡帶，應可列為「根栽、雜穀並重的農業型態」；東臺灣的阿美族並在

農業耕種之外，發展出豐富的食用野菜知識。在肉類蛋白質的食物供應上，則發展了畜

牧、養豬，或補獵。在部落社會中對於食物的儀式實踐和禁忌、可食與不可食，背後反

映的是一個對於人與自然資源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的有效適應機制。 

物質文化的發展受到社會性質的影響，不同的原住民族，也會因其信仰、本身文化

的脈絡表現出不同的社會特性，生計經濟往往與社會文化制度的其他層面有相互關係，

如泰雅與布農的平權社會為例，前者泰雅族以祖靈信仰形成共同的規範團體「嘎嘎」，

與祖靈有關的觀念與行為成為整合泰雅社會的重要信仰與儀式實踐的基礎。而且這種信

仰，更因其在經濟或農業技術上得到的支持而更形加強，成為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支配

性價值，甚至成為藝術表現的主題。後者布農族在文化實踐上，強調個人必須通過不同

形式的團體活動的表現，加強社會成員取得資源的權利之平等性，而且領袖也較不能壟

斷某些利益，使得財富與資源並沒有形成累積，提供權力普化的基礎。另外，在阿里山

鄒人的觀念，土地為部落或氏族所有，個人只有使用權。生產的主要目的在於自用，除

了自己生產所得與共享性的分配所得之外，得到非自產必須品的另一種方式，便是「互

惠式」的餽贈及物物交易行為。而在階級與貴族制度嚴謹的的魯凱族與排灣族社會裡，

生產的供給與社會盈餘的產生，以及平民與貴族之間租稅獻禮勞務的對價關係，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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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式」交換制度，即有意識且組織化的重新分配物品和勞動服務，反映出經濟活

動的日益專門化，以及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依賴的生產和供給關係，並加強階層社會的穩

定性。 

藝術的表現往往以特殊的文化價值、宗教信仰為其背景，背後有其自成一格的運作

原則，社會形式更決定了藝術與其它制度的結合方式。王老師接著說明原住民藝術與工

藝文化上，物質文化所表現的社會功能，以及在技術、知識體系和意識型態之間的密切

關係。如上述提到的魯凱族與排灣族，在其藝術主題表現上與階層、政治有密切的關係，

產生符合貴族家族文化標準的木雕刻品。另外，打獵或農耕的行為、動物與植物的種類、

宗教信仰等生活面貌，都是原住民工藝主要的題材。臺灣南島語族各族對於生命禮儀皆

非常重視，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以內化成為身體記憶與思考方式，涵蓋生老病死、婚喪

喜慶，同時透過儀式來賦予相對應的社會權力。宗教在原住民社會裡更與醫療密切相關，

有時延伸到部落事務的社會醫療，表現出社會文化體系的運作類比於個體生理上的疾病，

以及由宇宙觀所界定出來的時間、空間、人際與超自然的關係之處理。 

在住居的表現形式上，如鄒族與卑南族「干欄式建築」的男子會所與少年會所，或

蘭嶼達悟人的半地下屋、排灣人的石板屋等「包牆式建築」等等，以透過有意涵的建築

物質來界定出社群與空間觀。在服飾的面向上，也能夠看到這種藉由物質所界定的社會

關係。王老師以鄒族為例，說明日常穿戴的服飾除了生活使用上或美觀上的需要，更是

一種作為物觀、社會關係、文化價值的隱含式的表現形式。鄒族服裝會依日常、年齡層、

身份別或特殊場合所有不同的衣著習慣，如未成年者衣飾較為簡單，在接受成年儀禮之

後，男性便可戴鹿皮帽、掛胸袋、著皮披肩、掛腰刀，女性頭可纏黑布，著胸衣與腰裙、

穿膝褲；在部落頭目或為勇士的資格者，帽子可以附加紅色紋飾帶，並可配上珠玉和貝

殼片飾；女子到了結婚或部落盛大祭儀之時，則佩戴用珠子裝飾並有挑織紋樣的額帶。

男子的常服也可是紅黑色正反兩面的長袖布衣。平時穿黑色一面，到了儀式如小米播種

與收穫祭、戰祭等場合，則改穿紅色。人死的時候，舊衣服換成新衣服，穿著一生中最

華麗而正式的衣服；下葬時，正穿的衣服更要反著。依此王老師嘗試歸納出鄒人在思考

模式中兩個互補的範疇。第一個範疇是：個人、未成年、強調生物性、平常的、舊的、

普通的、正面、黑色、樸素的、世俗的。第二個相對的範疇則是：團體、成年、強調社

會性、特殊的、新的、反面、紅色、複雜的、神聖的。鄒人建立一套儀式化的規則和形

式，運用象徵物件，協助轉換和跨越這兩個有差異、但具有相互關係、又界線不明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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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而這兩個範疇，又是延伸自鄒人「主幹∕分枝、內∕外、東∕西、男∕女、大社∕

小社、過去∕現在」等結構秩序、以及重視中心與集體的文化價值上。 

王老師表示有了上述這些認識，生活物件的蒐藏與展示，便需探索更具文化意涵的

博物館蒐藏與展示技術。 

生活物件的兩種詮釋系統：民具與民藝 

第二場由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吉田憲司副館長主講＜民具與民藝：生活用品展示

的兩種取向＞，以日本「民具」與「民藝」兩種對於生活用品詮釋的系統，爬梳其發展

的脈絡、如何塑造這兩種概念與物件的詮釋以及展示策略的差異，從不同類型的博物館

與展示，來探討回顧對於這兩種運動後來的發展，以及民具與民藝的概念形成帶來的關

係， 

「民具」這一詞彙的出現，源自於一九二一年澀澤敬三所設立的 Attic 博物館（Attic

是屋頂閣樓的意思），他將自己蒐集的博物學資料包含動植物和礦物標本，集中於自己

宅邸內原本儲物用的屋頂閣樓，並當作是博物館，因而取名為閣樓博物館。博物館設立

之後，以澀澤敬三為中心聚集起來的研究者們，首先以鄉土玩具為蒐集對象，隨後擴及

日本各地的生活用具，而指涉庶民的生活用具之「民具」一詞，也就因為這個蒐集與研

究的過程而誕生了。 

同一時期，「民藝」的概念也已出現，一九二六年（大正 15 年），由柳宗悅等人彙

整編寫《日本民藝美術館設立趣意書》，帶動民藝運動─指找出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器

物的健康之美，視具備這種美感的器物為「民眾的工藝」而稱為「民藝」。因為這個努

力進行保存和持續的運動，使得這種美感能傳佈於現代的生活當中。 

吉田老師接著比較民具與民藝這兩個系統的詮釋主張、交流與展示方式。首先由柳

宗悅的論述談起，認為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在於「重視民眾的生活」、「強調地方文化的

態度」，在差異上則認為民具學是一種對於「事」的學問，以經驗、科學的角度去解讀，

物件是一種了解過去遺產的紀錄，因此在研究和展示上會側重於數量是否足夠作為研究

的資料；而在民藝的概念，以物件本質的美感為主，是一種哲學美學的判斷，注重跨越

時間的美感質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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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澤敬三的看法，認為民具是側重系統性、以整體呈現為主，民藝則是個別物件。

並提倡應該要成立生活物件藏品分類的方法論，及其重要性，如同生物學有學名的制度

化系統來進行，因此在一九三六年發行《民具蒐集調查要目》將民具分門別類3，帶來更

系統化、科學化的研究方法。 

吉田老師更進一步由展示來探討之。從民藝運動的展示發展來看，吉田老師由一九

一○年《白樺》美術雜誌談起，爬梳美術館系統下對於生活文化的關注與復興，在民藝

的展示概念裡，認為在博物館中所呈現的物件除了其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製作者的心，

所追求的是從生活用品中能夠體會出「美的本質」，一九三六年日本民藝館便是在這個

概念下成立。這種新生活美學概念影響當代和風中的實用性美感，展示也被視為一種美

學創作，包含燈光、周邊配置等等都講求如何呈現「美」。民藝物件性質以陶器比例偏

高，並且有商品化、流通性的特點。在民具的系統，將生活物件作為日常中基於生活需

要而製作出貼近生活的道具，重視民眾自製品，但刻意排除杯盤4。吉田老師延續 Attic

閣樓博物館的發展分析其發展歷程，整批物件經過轉移，最後成立了現在的日本國立民

族學博物館進行收藏，而民具概念的展示上，呈現以物品本身形成基礎資料庫與標本為

主。 

吉田老師舉了數個同一類型物件，在不同博物館展示脈絡中的不同意義，例如一件

沖繩婚禮中所使用、由芭蕉布製成的「紅型風呂敷」5。這件物件過去原是由日本澀澤敬

三的閣樓博物館所蒐藏的一件藏品，目前典藏於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另有一件紋樣

                                                       
3 《民具蒐集調查要目》內容包括： 

一、 和衣食住相關的物品（1 家具、2 照明用具、3 料理用具、4 飲食用具・食材或嗜好品、5 衣裝、6 褲

子與鞋襪類、7 身體裝飾用具、8 生產・育兒用具、9 衛生保健用具） 

二、 和生業相關的物品（1 農具、2 山樵用具、3 狩獵用具、4 漁撈用具、5 紡織染色相關用具、6 畜產用

具、7 交易用具、8 其他） 

三、 與通信運搬相關的物品（1 運搬工具、2 行旅用具、3 傳訊用具） 

四、 和團體生活有關的物品 

五、 與儀禮相關的物品（1 出生時用的服裝（成年式）、2 婚姻、3 除厄、4 賀年、5 喪葬・年忌） 

六、 與信仰以及儀式活動有關的物品（1 偶像、2 幣帛類、3 祭儀供品以及供養神佛之物、4 樂器、5 面具、

6 詛咒用具、7 占卜用具、8 祈願用品） 

七、 和娛樂遊戲相關的物品 

八、 玩具・招來好運的用品  

進行民具調査的時候，需要收集物件的名稱、採集時期、採集地點、製作者、製作地（地點，以及是

否為自己製作之物）、材料、使用者、使用地、使用方式、分布、由來等等資訊。 
4 民具學者宮本常一認為以陶製為主的杯盤，因大量生產，而不具備民具概念中「自給性」的特質。 
5 一種沖繩的布印染紋樣「紅型（Bingata）」所做的包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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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相同的紅型風呂敷則蒐藏在日本民藝館。由澀澤敬三主導的民具研究，與以柳宗悅

為中心的民藝運動，雖然朝著不同方向發展，不過卻抱有相同對於民眾的關心，以及對

生活用具的關注。本物件有意思之處，就在於相似的物件收藏於不同的博物館脈絡，可

作為呈現雙方相同關心但不同詮釋角度的例子。 

民具與民藝、民具學與民藝學的相同與相異之處，在於這兩個活動開始之初，就從

各自的立場發言，因此對比之下形成很大的差異。吉田老師表示這次的演講，由博物館

中的展示活動為出發點，重新討論民具學和民藝運動，並且嘗試思考這兩個概念、及其

所指涉的「器物」是如何透過展示活動形塑而成的，同時也提出兩種展示手法融合運用

的可能性。總結上述所提出的論點，兩者之間都是透過名為博物館的裝置，將生活用具

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重新建構自己的詮釋。 

而針對此議題，在座與會者謝仕淵老師分享了一九七○年代臺灣民藝蒐藏，以及對

於臺灣博物館發展的影響。一九七○年代，劉文三、席德進等兩位任教於大學的美術老

師，有感於急速現代化導致具有反映民間素樸藝術價值的民藝品被棄置，分別寫了《臺

灣民間藝術》、《臺灣宗教藝術》、《臺灣早期民藝》等三書，進行民藝品的調查、收

藏與分類。換言之，在此脈絡下，民藝的概念與收藏，是民藝品已有「成為歷史」的危

機背景，連帶的這些民藝品也被認為是即將消失的生活的物件。 

然書中提倡挖掘生活中的藝術，以美學的、庶民的、視覺為主，但這些強調藝術性

價值的蒐藏物件，卻不能視為反應生活環境、資源特色的物質文化，換言之，習與劉兩

人強調的民藝收藏，並不包含反映地方風土、社會生活多元性的物件，在概念上，這些

民間的生活器物，比較接近吉田老師所指稱的民具品，但習與劉兩人並沒有將這樣的價

值，放在他們的收藏範圍中。 

然而，他們的行動卻產生深遠的影響，他們的書嘗試對於民藝品進行分類架構：食

具、衣飾、住居、裝運四大類，謝老師認為這對後續民俗文物的收藏與分類，產生了典

範作用，並造成當時博物館用民藝的概念，展示具有消失危機或者急遽改變中的生活，

如：永漢民俗文物館、鹿港民俗文物館、豐原傷風克博物館，以及各地的臺灣鄉土文物

展。 

在這段臺灣社會經濟成長迅速的時期，民藝品市場也同時形成，民藝品收藏、市場

化與博物館的展示製作間，形成了密切關係。民藝品可否在博物館展示中，宣稱再現社

會生活的全貌？顯然值得進一步追問。民藝的概念在臺灣顯然有獨特的脈絡與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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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本書持續產生影響的一九八○、一九九○年代，當我們重新回顧約當也在此時興起

的地方博物館時，評估民藝的知識框架產生的影響力，似乎也隱然成為追尋臺灣博物館

發展歷程的重要線索。 

生活物件的考古出土對於文獻研究的檢證 

過去文獻沒有紀錄，但是透過考古學的調查，在日本的中世時期，承傳至現代的器

物製造技術之傳統與物質文明上有相當大的發展，當時的職人們徹底發揮創意和手藝，

使得中世成為致力於器物製作的時代。第三場演講由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村木二郎

副教授，以考古品的出土進行對於中世紀生活與製作生活用品技術的研究，講授＜中世

日本的技術與生活＞。過往文獻史學研究下的歷史面貌，因為考古品的出土，加上民俗

學、美術史學、分析化學等各個學科共同作業解讀生活物件與其製作技術，而使歷史研

究更加清晰、完整。 

村木老師以歷博二○一三年以日本中世的技術為主題舉辦的特展「創造時代的技術

－日本中世時代的生產革命－」為例，進行物件的詮釋與展示分析。 

首先是「改變生活的技術」，村木老師分別以漆器、陶器、石製品三種生活物件進

行探討。比中世更早以前，食器多以土器製品為主。而在研究中世的時候發現較少食器

的考古品出土，學界開始推測長時間不易保存的漆器，可能是中世常見的生活食具。經

過研究調查以及少許漆器品、製作道具的出土，進一步得到證實。和高級品、今日常見

漆層較厚的漆器不同，中世作為普及品的漆器，在塗漆時會先刷塗「柿澀」作為替代品，

最後才上一層薄薄的漆。以日本廣島縣鄉下地方所挖掘出的漆器品為例，可以推斷中世

漆器普遍使用於一般大眾與生活，而又以古書圖繪的資料上得到進一步的確認。作為日

常生活用品，和土器相比，漆器的美觀與耐用性更好，而其漆紋以按壓的方式簡單製作，

與高級品的工法不同。簡化的普及品製作工法，使得漆器更能在庶民生活中更普及的使

用。村木老師接著以陶器說明，在中世時期民窯開始出現，陶器以少器種、大量生產化

進行發展，使生產量提高、商品化，以及生產地集約化，常見的生產地區與器種有瀨戶

出品的小碟子、天目茶碗、擂鉢，以及越前出品的大甕、小壺、擂鉢。從愛知縣瀨戶地

區的考古出土發現，陶器有釉料塗抹的技術。為了因應大量生產化，從製作瀨戶燒的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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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跡出土中可以看到匣鉢與夾盤6。在專門生產下，瀨戶也因此成為陶瓷城鎮的代表。而

在石製品方面，其製作技術最早是由中國傳進日本，是一種少數人、少數地方才會使用

的石材加工技術，多是大型特殊物品，而後半期則進入到生活領域，成為民需品。從神

奈川縣的河邊的遺跡，可以找到一些原石加工後的小型石製品，由於加工不完美而被棄

置。經過研究對比，在當時常見的民需製品有小型石塔（五輪塔、寶篋印塔）、石臼、

石鋤等，並且達到量產化。 

第二部份「先端技術」，村木老師以當時在日本國外很受歡迎的日本工藝品的考據

為例，不僅是當時的技術結晶，同時也是該時代工藝技術吸收了透過南蠻貿易而傳入日

本的外來技術進而產生出的新製品。首先是京都的青銅器製作，十一世紀下半葉之後，

日本開始自己生產背面帶有日本風格圖樣的鏡子「和鏡」，流通於日本全國，而這樣大

量普及的過程，反映了有效率的生產制度的建立。村木老師解釋了由鑄鏡模具的出土，

分析當時候如何製作精緻、花紋更美的銅鏡，也可以從他國發現日本出品或者是仿冒日

本鏡子產品的出土。這樣一種日本中世紀京都生產的鏡子，藉由物件考古的脈絡，連結

到日本的技術的發展快速精進，不但發展出符合日本審美與風格的和鏡，甚至可以外銷，

足見當時京都的工藝技術獲得很高的評價。另一個常見的外銷工藝品是南蠻漆器，是為

了輸出至歐洲特別製作，以漆、貝殼鑲嵌等並依照特別需求而訂製，常搭配洋風、西洋

繪畫、基督教等結合各種文化。而在製作上，如對於鑰匙孔型的分析，可以發現有亞洲

型與歐洲型的差異；藉由現代的化學分析，漆的使用不限於日本製，而是來自於泰國、

越南一帶的漆進口到日本來加工；漆器上面的黃銅片來自中國、螺鈿則出自朝鮮的風格。

村木老師指出，這樣一種南蠻漆器的製作，反映了日本中世時期結合週邊國家的材料和

技術所整合出的工藝品，可見中世技術之成就。 

村木老師從考古學的角度，以這些生活物件的解讀來論述日本中世時代因為生產與

技術、再加上物品的流通這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人們的生活方式變得逐漸豐富。 

  

                                                       
6 為了不使燒製的碗或盤因釉藥融化而黏在一起，在欲燒製的物與物之間，另外放入的區隔用碗或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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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生活的多元展現 

第四場演講由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日高真吾副教授，以該館常設展示區的更新為

例，主講＜如何展示日本的民俗生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實踐＞，來分析在策展時如

何思考、規劃與呈現新生的日本文化的展示形式。 

在本館的展示場當中，面積最大的就是「日本文化展示」區域。在更新之前的展示

由「祭典與藝能」和「居住與生業7」兩個主題所構成。前者以年中行事或人生儀禮為主，

盡可能地在展場中多擺設祭禮和行事、藝能活動中使用的「人偶或裝飾物品」，以如身

歷祭典實際舉行的場所一般體驗其興奮感的展示方式，呈現出非日常的時空。後者以「居

住」為中心，如農村、山村、漁村等，概論性表現日本的風土和地域文化，以及採行的

多樣化生活方式和生業活動。民博採取不詳細設定展示主題，在日本的民族學博物館脈

絡下，全面性的展示日本文化。在一九七○年代開始至八○年代，日本設置了許多民俗

資料館，與民博分擔展示日本文化的任務，更加細膩的去針對各地生活文化特點進行。

在民博中，更詳細的地域文化的表現，則是透過紀錄影片或具有圖文說明介面的電子語

音導覽機器。 

此次的展示更新，考量了日本國境自北海道至沖繩縣，南北狹長的自然環境，以及

各個隣近文化相互接觸、影響而發展出多樣地域文化的日本生活文化。並由於全世界的

現代化、移民的狀況，關注近年和日本人共同生活的外國人。更新後展示內容由「祭典

與藝能」、「日常的生活」、「沖繩地區的生活」、「多民族的日本」這四個觀看角度

來形構。 

首先，「祭典與藝能」展區，承續過去的展示架構，但重新設定新的觀點，以在生

活中會出現、和日常截然不同的「非日常」期間所舉辦的祭典，與一年中固定時期舉行

的儀式為主題，展出活動時使用、有特殊意涵、有別於日常使用、而具有鮮豔色彩和吉

祥圖案的物件服飾進行說明，並且介紹人們在祭典儀式活動中祈求的心意，和想像描繪

的神靈的姿態。 

在「日常的生活」展區中，以跨越溫帶至副熱帶的日本氣候、或者是適應日本地形

的多樣生活方式為主題，由三組觀點：全體性、現代性和以及地域性，全面更新展示內

容。全體性指的是日本自然與相應之生活空間的涵蓋，包含了鄉村、海邊、市鎮、山中

                                                       
7
 意指為了營生所從事生計、職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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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介紹在該自然環境下的生活方式。而現代性的視野，則是在展示設計上做了可變更展

示品的裝置，使內容可隨時代變化而更新，並依此概念延伸出之後會說明之「多民族的

日本」展區，呈現日本人與在日外國人，其生活方式與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而地域性則

是意識到日本列島南北狹長，因此表現各地域所孕育出的地域文化之特徵，並著重北與

南的地方：北方以東北文化為主，由於適應了嚴苛自然環境而發展，濃縮了多樣自然環

境適應後的日本文化的表現。由於東北地方經歷了二○一一年東北大地震，在此區展示

了災後的復興狀況，以及文化遺產之救援行動。南方地域文化則以沖繩地區為代表。 

沖繩地區過去是獨立的琉球王國，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五年由美國統治，到

了一九七二年由日本統治。由於其在歷史上的特殊性，是在歷史上經歷數個轉換期而延

續至今的地域，同時汲取周邊地區的文化要素，而發展出獨特的沖繩文化之樣貌。「沖

繩地方的生活」即是呈現琉球在各個歷史轉換的時期的文化與生活發展。日高老師表示，

在此區展示上採取了論壇式博物館設計，邀請沖繩當地人一起參與內容的規劃，試圖容

納更多的地方觀點。除了物件的展示與說明外，並以模型展示形塑出島嶼的生活，如家

屋、祭祀、村落等景觀，也以農、漁具等生活物件，介紹當地的生業活動。由於沖繩在

戰後被美國統治，在此展區中亦透過物件呈現美國對於沖繩文化融合的影響。 

最後一區「多民族的日本」展區中，以近年、特別是存在於人們身邊的移民為主要

焦點，由各民族具代表的生活物件進行展示，如服飾、宗教生活物件，梳理移民者的背

景與支撐心靈的信仰文化。並透過影片和相簿，介紹他們作為日本社會成員的一分子，

在此地生活之多元和活潑的面貌，以呈現日本社會的多樣性、活性化。 

透過這次常設展示的更新，日高老師談到了博物館與來館者之間的溝通，以及如何

有效化。民博目前進行了三種與觀眾互動的方式：週末沙龍，在週日的展場時由研究者

主講，向來館者介紹和展示內容相關研究內容；其二是透過專題研討會或研究公演、討

論會、博物館之友會的講演等，建立研究者與來館者的連結；三是情報提供 Program 的

利用，包含了影像觀賞、電子語音導覽機器以及探索廣場平台，達到更彈性地提供豐富

資訊。日高老師也提出了，民博必須要思考如何培養來館者理解異文化的興趣，亦同時

考量來館者各自的文化背景、地域、生活型態的影響，更全面的關照到不同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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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品的文化意義 

生活中不時會有「仿冒品」的出現，比如說假鈔、假酒、假名牌等等在日常中為賺

取金錢而欺騙他人的事件層出不窮，可能許多人都懷有「仿冒品＝負面」的印象。然而，

「仿冒品」與「真品」其實有著非常微妙的關係，無法單純分出「黑與白」的二元情況。 

第五場由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部西谷大教授主講＜偽造與模仿的文化史＞，

以該館於二○一五年春季舉辦的特展「冒牌貨大博覽會－偽造與模仿的文化史－」，由

物件研究、策展過程來梳理生活中關於仿製品的文化脈絡，揭開時代與冒牌貨的關聯性，

以及真品與贗品之間的關係與演變。 

西谷老師首先闡述此展之策展論述：「仿冒品」在生活中擔任重要角色，擁有豐富

多樣的歷史，有時也會超越「真品」，發揮文化上的創造性，而且在博物館進行製作具

研究目的之「冒牌貨」，有時反而還比「真品」更具研究價值。此展覽希望透過博物館

的展示，試圖去表達仿冒品的有趣之處，以及翻轉其負面的刻板印象。該展覽總共展示

300 件物件，其中 100 件為冒牌貨、100 件為真品、100 件難以界定是真品還是冒牌貨，

讓博物館的參觀者去猜猜看、比較其中的差異。 

在第一個單元「生活中的贗品」中，展示了書畫的真假物件。由於在日本書畫除了

擁有作為財產的價值，另外一個作用則是讓他人欣賞、藉以炫耀，因此在接待客人的宴

會廳會以書畫骨董布置，展現主人的身分與品味。書畫對於日本的宴會廳而言，是不可

或缺的物品。然而，從流傳下來的書畫作品可以發現有趣的現象，以室町時代的畫僧雪

舟（1420-1506）的作品為例，真品僅有數十件，但江戶時代的二百幾十名地方諸侯中，

幾乎大部分的諸侯家中都號稱擁有或曾經擁有雪舟的作品，可見若沒有收藏到雪舟則是

喪失諸侯的顏面，仿冒品就因此產生。歷博在展間設計上，製作了一個宴會廳的場景「排

場與宴會的世界」，重現來自某個名門的收藏品（冒牌貨），除了書畫古董的物件展示

外，參與策展的館員以該場景合照一個宴會的狀態，但卻將照片大型輸出來表達參與者

都是「假」的概念。而在偽造文件上，以日本近世時期，出現了許多免除年貢諸役等的

特權字狀、「恩借字據」等文書，來減輕徵稅或者是彰顯身分，其反映的是人們想要改

善生活而做出來的行為。 

但有時候還會出現仿冒品超越原本的物件而廣受歡迎的案例，西谷老師以瀨戶燒黑

紬天目茶碗為例，其是因為廣受鎌倉武士喜好的中國產天目茶碗屬於非輕易入手的高級



98 文資學報│第九期 

品，而去仿製出來的日本版拷貝品，但卻受喜愛的程度卻逐漸超越中國的生產品，超越

了原件，擁有新的自我意義。最常見的仿製品場合，是對於名牌的崇拜，在繩文時代有

一種貝飾手環，然而在難以取得貝殼的內陸地區遺跡中發現了以土仿製的替代品。由此

可知，內陸地區的人們也知道貝製手環，但由於材料不易得而顯得稀有可貴，所以出現

仿製的技術希望自己也能夠配戴。 

在「冒牌貨的創造性」單元中，西谷老師以慶弔用花圈與人魚木乃伊兩種物件，探

討仿製品型態發展說明之。慶弔用花圈最早由明治時代從歐美引進，是將鮮花串成環狀

的小型擺設，特別使用在高官或戰死者等人士的公祭中，給人高級、崇高的形象。之後，

藉由使用人造花、水果、毛巾等材質，形狀也有圓盤狀、籃子等多樣化型態普及於社會，

高級感已經消失而大眾化。在日本文化中人魚的歷史可以追溯至久遠以前，早在《日本

書紀》當中就有相關的記載，被描述是有著人外型的異形；傳說中，也有吃了人魚就可

以長生不老的說法，江戶時期的學者平田篤胤相信、並取得據說是人魚骨頭放入熱水中

飲用。西谷老師表示，只要你相信人魚就會存在，這就是所謂的「信者為真」。江戶時

代以後，人們將人魚製成木乃伊，並出口到歐洲，作為珍奇物品展示。而歷博在進行展

覽研究時，請到知曉江戶時代的人魚木乃伊製作技法的專家，特地製作了新鮮的人魚木

乃伊，並將過程畫成插圖來展示。以「去年製作的新鮮人魚木乃伊」來看，它跟江戶時

代結束前出口的木乃伊不同，是冒牌貨；但以製作技術而言，是從江戶時代流傳下來的

技法，又可為真品。究竟人魚是真是假，是依照不同時代、角度對於人魚的想像。 

最後，西谷老師認為只要改變視角，真品與冒牌貨的界線就變得模糊。而博物館策

劃這個展覽，提出「冒牌貨也具有意義」的觀點，反映歷史上所創造出各式各樣的冒牌

貨與人性本質擁有深切的關聯。 

非常態時期的生活史解讀 

二○一五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七十年（同時也是乙未之役 120 周年），臺灣

有許多大大小小相關主題的展覽，但在內容上反映了對於戰爭的兩種詮釋：終戰史觀與

抗戰史觀。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也策劃了兩個展覽：「鉅變一八九五」、「二戰下的

臺灣人」，試圖反省過去比較僵化的歷史詮釋，以多元觀點來討論，並關心事件結束後，

戰爭遺緒對於臺灣社會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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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謝仕淵副研究員兼研究組組長，以〈戰時生活：生活

史中的日常與非常，及其物件〉為題，由戰時生活的物件進行研究，試圖解讀戰時體制

下這種非常態的生活中的日常與非日常。 

就文獻傳統來說，會被記錄與關注的多是日常中的非常之事。而在戰時生活中，官

方企圖建立一套面對非常局勢的生活標準，並且加以大量宣傳，當我們看到這些留下來

的物件如政令宣傳海報等，背後反映的其實可能是宣傳的意義，許多的動員是否有足夠

的行政執行力完成，進而成為普遍性的生活經驗，其實必須進一步檢證。 

因此對於戰時非常時期的生活史研究及其展示，最起碼必須檢驗大敘事、官方觀點

的論述，從更多元的材料，了解當時的社會如何運作。基本上，可以由三種途徑探知：

一是近代國家的總力戰體制；二是藉由經濟、公工、軍事、服裝、飲食、空襲等多軌的

戰時生活層面；三是研究各種差異性的生活經驗；如族群、地域、性別等等，去嘗試了

解「戰時生活」的形成及其多面向。 

首先，一九三八年之後以國家總動員法為基礎，各種物資陸續進入管制配給狀態，

也開始透過販售債券籌措經費，因此在目前公私立收藏單位中，相關戰爭生活的物件，

即留存有大量的債券。但這是否意味著戰爭時期購買債券是很普遍的事。經過研究，因

為債券不便宜，購買者大多為社會菁英，一般民眾其實很少購買。而債券之所以留下來，

主要的原因，其實是債券所有人等待贖回與兌換的機會，但被留下來則又表示了無法兌

換。又或者在配給制度之外，普遍存在黑市交易，屬於體制外的經濟活動，而必須從別

的方法進行研究。大量的債券與幾乎無法留下物質證據的黑市運作，可以說是博物館蒐

藏中最多與最少的戰爭物件，如果不假思索的用以展示，那是否可以反映戰時生活的完

整面向，顯然必須重新思考。 

其次，關於戰爭時期生活史的課題，也應當注意公部門文獻之外，民間史料與物件

的可能性。以臺史博館藏謝昭治阿嬤的畫作為例，她的戰時見聞透過繪畫而保留，成為

現今另一種以常民為視角來解讀戰爭生活的素材，同時也能表示以女性為主的戰爭生活

記憶。或以臺灣遭受盟軍的空襲為例，躲空襲的經驗，可說是生活於當時的臺灣人的共

同經驗，臺灣民間社會有許多材料反映這段歷史，特別是某些神話傳說，更是足證臺灣

人面對此危難時的心理狀況，例如，萬丹萬惠宮、埤頭合興宮皆有媽祖顯靈接炸彈之說 

8，炸彈認為是證實神蹟的物質證據而被保存下來，當地信徒對於戰爭的記憶就依附在這

                                                       
8
 謝老師說明，萬惠宮的媽祖以手挽裙接炸彈才未爆炸，事後發現媽祖神像的大拇指炸裂一小節，因此扶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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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材料上，炸彈因此是接炸彈傳說的直接證據，也使得信仰傳說的可信度被強化了。這

樣的材料必須加以重視，戰時生活史及其展示才得以周全的涵括更廣泛的面向。 

最後，站在戰爭創痛與和解的角度，來看待戰爭的研究與展示問題時，其中我們應

當關注戰爭復員者與戰爭遺族的問題。有三萬名左右的臺灣人在太平洋戰爭犧牲生命，

謝老師以臺籍日本兵柯太郎為例說明戰爭遺族在戰後所面臨的處境，一九四四年底，柯

太郎自菲律賓戰場寄回一張明信片，同時應該也是生前最後一封信；家屬直到戰後才經

由倖存者得知死訊，除此之外無一證實柯太郎葬身南洋的證據，家屬無法求助於戰後的

中華民國政府，面對南洋密林中有時傳出找到日本兵的消息，更令他人心中猶抱著等待

奇蹟的希望。家人的掛念始終長存，這是家族成員中的懸念，但卻是公共領域中，早被

遺忘或者無法提起的事。戰爭遺族的心理尚未跟這場戰爭和解。 

一般來說，戰爭的傷痛常透過國家社會的公開儀式，歷如美國的越戰紀念碑，給予

亡者與遺族慰藉，然而在戰後臺灣，由於政治社會背景，無法在公共領域被討論，家屬

也無法獲得來自官方的協助，使得這些歷史記憶無法被記錄。 

終戰七十年，臺灣史學界與博物館要如何面對戰爭，從研究、典藏、展示，猶有許

多主題須被關注。從最基本的材料、方法與敘事主體的探問，例如誰的生活、誰的材料，

以及多元差異性的戰爭生活經驗，以及官方戰爭論述與民間歷史記憶的關係，最後則是

博物館的公共平臺特性，如何對戰爭遺族或者廣泛的戰爭遺緒問題，展開更多面向的對

話，甚或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創傷問題，猶待更多人持續關心。 

複合型生業型態生活的思考 

在與自然直接相關的生業活動當中，人類藉由積蓄豐富的知識、使用身體化的技能，

以獲得生產物，而這個知識與技能的體系則被稱為「技術」。在海、山、鄉村各種各樣

的生活環境如何限制人們的生業方式，人類又運用什麼樣的技術，去克服環境的限制，

最大限度地享用自然資源呢？ 

                                                                                                                                                       
借乩，媽祖表示因空襲顯靈拿炸彈，不小心手指受傷。合興宮也說供奉媽祖神像經空襲後竟然右食指斷落，

左腳的弓鞋掉落，媽祖顯靈接炸彈之說不脛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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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由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松田睦彥副教授主講＜現代日本的生業技術＞，

以二○一三年剛完成更新的第四展示室「民俗」中「海洋的生業活動與技術」展區為例，

介紹展示如何反映現今日本的民俗學中生業研究的動向。 

過去對於產業、生業的研究，常以稻作農業為主，約三十年前，歷博在策劃時，就

試圖突破這樣的傳統思維，加入其他生業活動的內容。而本次的展示更新，再度突破過

去將生業技術分開來個別討論、地形環境對於產業的直線影響，如平原上以農業、海邊

就是以漁業將這樣的單一的思考。松田老師以長期觀察單一漁村的生活型態，以複合型

生業活動的概念，研究當地人們為了生活而如何去綜合各種生業技術。此次的展示規劃，

係由館內外的專家學者一同合作，展現研究領域長期累積下了的成果與動向。 

松田老師首先介紹該區的展示內容，為京都府丹後半島沿岸的小型聚落─袖志的生

業活動，選擇該地點的原因不是因為它能夠代表日本的漁村，而是希望來館者可以理解

漁村住民的多元生活方式，關注於當地在身體化知識的背景中，與自然對峙的時候產生

的知性和感性。 

在袖志地區所採用的漁法相當多樣，但不論哪一種方式，其賺取的金錢都不足以成

為支撐家計的主要收入，因此袖志的居民依不同季節使用不同的漁法，或者同時也納入

漁業以外的生業方式以維持生活。 

展區正面的最內側，展示當地水覗漁法用的小型漁船，背後再搭配延伸至海邊的廣

大水田（梯田型態）的袖志景觀照片，以地景象徵性地呈現其複合型生業活動的樣貌。

松田老師指出，由於漁業活動無法主要收入來源，而發展出各種維生方式，因此在展示

區設有播放影音資料的裝置，除了主要播放當地進行漁業活動的實際情況外，還有當地

自耕自用的農業發展、在自宅內進行作業的織布工作，以及到外地酒廠工作的勞動等等

其他生業活動。 

而在船的左右，分作四個區塊介紹了當地常見海釣、漁網、採海苔與磯魚水覗等漁

法，松田老師一一講解不同漁法使用的時機、實際情況。海釣的時機多半是週末，所捕

獲的魚種以鯖魚、花枝為主，在過去沒有導航系統的時代，都是要依靠身體知識去尋找

海釣的漁場。漁網使用，是在平常下班黃昏的時候灑網，隔日清晨上班前去收網，由此

可以看出在靠捕魚維生不易，捕魚轉變做為一種工作之一而非主要。採海苔則必須要在

風平浪靜時以特殊工具（キャーガラ）去刮在岩石上的海帶，一年能夠採集次數很少。

磯見漁法（水覗）則是一種在小船上戴著箱型潛水眼鏡往海裡看，再決定選用何種魚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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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魚叉類器具捕捉魚貝或採海菜的技術。隨著技術的進化，漁業道具也跟著更新，如箱

型潛水眼鏡。而在文獻繪圖的資料來看，十八世紀末就有相關的漁法使用記錄。 

更進一步，松田老師也試著將袖志的漁法，和同樣面朝日本海的韓國江原道江陵市

正東津地區相互比較，進而確認了兩地磯漁法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相異點，如在工具的

使用上也有如箱型眼鏡、採集工具、捕撈海苔所使用的木筏等，探究與推測日韓之間的

往來與影響。又從日本越前與韓國對馬兩地的漁業生活為例，雖然無法斷言，但兩地之

間的民俗很有可能相互影響。以韓國的一個湯勺為例，其讀音 Chyōkachi的意思為貝殼，

而上述提到日本採海帶的工具キャーガラ，讀音也是取自貝殼之意。韓國當地所使用的

小漁船「傳馬 TEN-MA」，其實是用日文發音，進而推測這樣的船可能是從日本所傳入

的技術。松田老師除了透過日本的案例，又以韓國的例子彼此對照，進行海洋漁業發展

的說明。 

最後，透過博物館的研究與展示中，以歷史與文化的觀點，在複合型生業概念下所

呈現的漁村，企圖表達一個地方上的生業型態具有多樣性，以及生活樣貌的多元性。 

物件生命史與生活式展示 

第八場演講，由國立臺灣博物館李子寧副研究員以臺灣現存最久的木乃伊：「柯象」

為題，主講＜如何讓木乃伊說話：『死亡只是另一個開始：臺灣木乃伊柯象傳奇特展』

的策展策略＞。以臺博館在二○一二至二○一三年所舉辦的「死亡只是另一個開始：臺

灣木乃伊柯象傳奇特展」（以下簡稱「臺博柯象展」）為例，談博物館如何展示柯象，

以及這種展示策略背後代表的意義。  

李老師首先說明為何「臺博柯象展」是一種生活式的展示。他強調所謂「生活式展

示」，有別於「藝術式展示」，其最大的不同在於「生活式展示」中的物件（展品）是

一種「媒介」或手段，展覽透過它們以呈現物件背後的意義，例如生活方式、思想、時

代特性等。就此角度而言，「臺博柯象展」－目的在於以柯象為「媒介」看我們自己－

即是一種典型的「生活式」展示。 

柯象生前是一名乩童，一八七八年去世後被製成呈現坐姿的木乃伊，被供奉在土庫

蘆竹後庄（今雲林縣大埤鄉大德村）的玄天上帝廟，成為居民口中的「帝爺公」。一九

一二年，同鄉黃朝以「柯象」之名號召抗日，舉事未成即遭日方破獲，史稱土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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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象」因而被日警收押為犯罪證物。一九四五年後，「柯象」移由臺灣省警察學校保

管，成為刑事實驗室的人體教具。一九九三年校方將柯象移轉至臺灣省立博物館（今國

立臺灣博物館），至此成為博物館的藏品。 

過去柯象木乃伊的展示，多把柯象定位於某一種固定的角色，或將之視為「歷史物

證」，或是被當成獵奇與靈異的對象，缺乏對柯象在不同階段的「生命史」關照。二○

一二年臺博館策劃的『死亡只是另一個開始：臺灣木乃伊柯象傳奇特展』，則以「物的

生命史」角度，企圖呈現柯象在不同時期是如何被不同人群所「想像」的過程。同時，

展覽也以後設的觀點，不強調柯象的神異經驗，而將「柯象的神異化」這個現象本身當

成主題之一來展示。另一方面，本展也一反過去博物館展示慣用的敘事策略，即只呈現

最後的研究成果或結論卻隱誨博物館幕後研究操作的過程，而同時將研究的成果與研究

的過程（curatorial process）並置共陳，完整地呈現柯象的兩層生命史。 

因此，對柯象而言，其生命史有兩層意義：一是其傳統意義上面的生命史，也就是

柯象從死亡、（被）木乃伊化、被祭祀、到輾轉流落各單位保管的歷史。以時間單位來

說，這段歷史約莫始自一八七九年至二○○九年。柯象的第二個生命史，則大約始於二

○○九年，也就是當一群受過當代知識訓練的專業者在偶然的機緣下「發現」了柯象的

特殊意義，從而將之納入當代知識的審視與詮釋（研究），以及博物館的操作與處理過

程（典藏與展示）後，所發生的故事。透過這兩種生命史的並置陳述，「臺博柯象展」

想做的，並不是直接而專斷地告訴觀眾，柯象究竟是甚麼？而是忠實地陳述/呈現出柯象

是如何在不同時期、被不同的人群所看待、所想像。換句話說，不是柯象的本體性，而

是透過柯象（不論他是甚麼）所折射出來人們心中的鏡像，才是本展覽真正的主題。歷

史上來說，柯象或許可說是獨一無二的，但是造成柯象的生命史如此曲折而多變的主要

力量，卻不是蘊含在柯象的本體內，而在於人們對他的想像中。 

最後李老師也拋出一些如何看待柯象的問題供與會者思考：「柯象」究竟是什麼？

柯象是作為物或者人？主體亦或是客體？其定位是是典藏品、是人還是神明？而博物館

所蒐藏的柯象應該以典藏品的狀態長期置放在條件良好的庫房，還是可成為一種「通勤

的典藏品」：週期而規律地往返於臺北博物館庫房與雲林大埤鄉北極殿的原屬廟宇間？ 

這些都是柯象展覽所引發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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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專題演講，除了延續本課程以「物件」作為博物館學研究的基礎，更以與切身

相關的「生活」為題材，透過對於物件詳實的研究，以自身的物質性以及進入博物館領

域中如何被應用與詮釋，產生出新的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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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同意乙方於系爭著作通過審查後刊登於「文資學報」，並無償授權乙方及其合作

之單位、資料庫業者以期刊、論文集、光碟、數位典藏及上載網路等各種方法、形式，

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及內容利用本著作重刊、編輯、出版之權利，且得將本著作建置

於網路上，提供讀者、研究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瀏覽、下載及列印。 

第二條： 

  甲方於本授權同意書之授權為非專屬授權。 

第三條： 

  甲方聲明及保證系爭著作絕未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如有侵害，願負一切損害

賠償責任。 

第四條： 

  本授權同意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甲乙雙方如有爭執均應誠信原則解釋並解

決之，如有涉訟者，悉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五條： 

  本授權同意書以中、英文作成。若有爭議，以中文本為準。簽約當事人各執正本一

份，均自雙方完成簽署之日起生效。 

 

 

簽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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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信地址： 

電  話： 

傳  真： 

E-mail： 

簽署日期： 

 

 

乙方：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代表人：楊其文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一號 

代表人：張婉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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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Licensing Agreement 
 

1. I,              (“Party A”), am the author (or one of the joint authors) of the Article  

                                                             (“ARTICLE”) and 

own the copyrights (or was entitled by all joint copyright holders to exercise the copyrights) of 

the ARTICLE, hereby authoriz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Party B”) to publish 

the ARTICLE in the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Vol. No.   

 

BOTH PARTIES HEREBY AGREE as follows: 

 

Article 1： 

 

Party A authorizes herewith Party B to publish the ARTICLE in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after verification and Party A grants Party B or the collaborator of Party B and database 

providers a sublicense free of charge and without limitation to publish, edit and republish by 

journal, proceedings, CD-ROM, digital archive, transmit publicly and any method of 

exploitation by Internet, or authorize non-profit users to search, browse, download, print in any 

territory, term, the number of times, and content. 

 

Article 2： 

 

The licensing of Party A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 non-exclusive licensing.  

 

Article 3： 

 

Party A hereby declares and warrants that the ARTICLE does not infringe on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any third party, and will bear all the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if any 

infringement happens. 

 

Article 4：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R.O.C.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in relation to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ttled by both parties by 

honest and faith. The parties hereto agre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for the related disputes arising hereunder. 

 

Article 5：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xecut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the case where there is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Both parties obtain an original copy which will be effective upon signature by the both 

parties. 

 

The Sign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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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A’s signature： 

Passport’s Number： 

Tele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Permanent Address： 

Date：                       

 

 

Party B：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Principal：Yang, Chi-Wen 

Address：No.1 Hsueh-Yuan Rd. Peitou, Taipei 112, Taiwan. R.O.C 

Representative：Chang, Wan-Chen 

Date：                       

 



 

 

 

 

 

 

 

 

 

 

 

 

 

 

 

 

 

 

 

文資學報  第九期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No.9 

編 輯 者  文資學報編輯委員會 

出 版 者  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112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1 號 

電話：02-28961000 轉 3408 

傳真：02-28938839 

電子信箱：edit@ccr.tnua.edu.tw 

印    刷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定    價  新台幣 200 元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GPN      2009400048 

ISSN      1814-3121 

Editor     Editorial Committee of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Publisher  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o.1 Hsueh-Yuan Rd., Peitou, Taipei City 11201, Taiwan 

Tel.: +886-2-28961000 ext. 3408 

Fax: +886-2-28938839 

E-Mail: edit@ccr.tnua.edu.tw 

Printer    CateWay Visual Creative Co. Ltd 

Price      NT$ 200 

GPN      2009400048 

ISSN      1814-3121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Copyright ©  2015 by 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TNUA, printed in Taiwan 


	01-目錄頁
	02-扉頁
	03-JCR09-06
	04-JCR09-08
	05-空白頁
	06-扉頁
	07-講座
	08-投稿辦法
	09-最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