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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漢寶德先生在〈中國建築傳統的延續〉(1995)一文，說到「中國建築『現代化』的問題，

自從建築家有意識地尋求解答以來，一直是建築界最引人的課題」。此話直指二十世紀

初至 1970 年代深受現代主義洗禮的設計者與折衷復古主義官方建築師，來回於此議題

間，試圖針對「傳統」與「現代」之辯提供解答。從復古主義所支撐的「宮殿式建築」

之「民族形式」與「國族認同」議題而言，此發端於 1920 年代外籍傳教士考量傳教與

地域文化特色結合而進行的宗教建築符號性轉化，乃至西方建築專業者如 Henry Murphy

等人以「中國建築文藝復興」之詞，探討宮殿式建築的中國性特色；或者中國建築專業

者在民族主義洗禮中移植西方布雜建築學院教育，結合中國文化保孚主義探尋中國建築

的現代形式，都讓復古建築成為了中國邁向現代化過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流路線，也是

「國族倫理」的具體實踐場域，此路徑隨著國府遷台在二戰後台灣實現於許多宮殿式官

方建築之中。 

 

值得關注的是，復古主義在 1920 年代中期以降作為現代國家形象的表徵，一方面明顯

地有別同時期的西方無裝飾現代主義強調＂決裂過往＂(beak with the past)發展前衛，而

多以參照西方折衷主義空間與象徵範型為主，根據國族倫理「共同體」與集體認知塑造

之考量而訴諸復古主義與民族形式的追求，與此脈絡相關者至少有：中國、台灣、日本、

越南、印尼等。進言之，「復古建築」可說是亞洲國族認同與現代化過程中攬鏡自觀的

一種形式書寫，也是一種邁向國族與技術現代化過程的思索，而呈現了迥異的現代思考。

而也因東、西方，乃至亞洲本身建構文化體系、現代化進程與殖民經驗的巨大差異，而

使得西方折衷主義在亞洲的建築現代化過程中，呈現了高度的混雜現象，故有了不同的

思考與樣貌。此正直指戰後由陸跨海到台的一批建築實踐者們，面對新的土壤與社會狀

態，在他鄉變故鄉的過程中，勢必面對如何在既有的建成環境中創造新的國族形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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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換舊有殖民政權之象徵物與帝國風貌，而為新政權之文化統理與理想典型而服務，

為呈現此歷史計劃的空間效果之生成、轉化與落實。故本研究之案例選擇非以建構新廈

的模式為主體，而是以台灣戰後第一個國家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例，探討其如何

從日據象徵轉換成為具有中華正統象徵意涵的宮殿式建築？以理解國族神話的具體形

象工程之轉化與意涵。 

 

2. 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建築象徵移轉 

 

「國立歷史博物館」，一個復古主義表徵實踐的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是國府戰後到台

第一個創建的國家博物館，也是在教育部的中華文化與國族歷史教育規劃思維下所創造

的第一個國史展示場域。其誕生於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考量臺灣文化機構闕如，且復因

蔣中正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指示「保衛、發揚中國歷史、文物、美術的優良

傳統」。而冷戰國際時勢，由美原先由不干預國、共內戰保持中立，因韓戰 1951 年爆

發，考量台灣於東亞冷戰防禦架構中戰略圍堵位置重要，而改變態度轉而在軍事、經濟、

文化等層面支持蔣介石領導的「自由中國」政權3，更讓國府在國際關係脈絡中具有政

權正當性，而在此基礎上大幅度的開啟了「自由中國」國族文化認同與表徵計畫。 

 

此博物館的文化認同計畫，初始是以「戰鬥文藝」4與「國(民)族起源」(華夏文化)為主

軸，後因中國文化大革命，國府順勢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之抗衡，則開始更具

體的表徵實踐，而軍事與革命精神亦在展覽中屢屢散放。就擇地與博物館社會教育功能

思索而言，張其昀先生部分參照了西方博物館群如美國史密森機構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想法，把社會教育放在公園裡，於 1953年選定日據時代的「台北苗圃」一

側，逐步打造南海學園博物館群計劃5，以啟動國族神話與象徵場域的總體改造，不僅

將殖民地時期的重要建築之意象與功能改造成為「中華正統」(宮殿式建築群)意象，啟

動新國族工程，如：昔之「建功神社」成為「國立中央圖書館」，日治時期 1917(大正

六)年即已建造完成的「總督府商品陳列館」轉而成為「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後更名

為「國立歷史博物館」)，後續建藉鑑天壇意象之「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1959)、「國

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國立教育資料館」、「國立音樂研究所」，重塑南海學園整體象徵

效果。而因戰後財政拮据的因素，「國立歷史博物館」的象徵形構分階段進行，期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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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過程如下： 

 

2.1新國族工程的啟動：在商品陳列館中植入新國族歷史圖像與敘事 

 

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館舍，接收 1916(大正五)年即由勸業共進會展出時建造完成的「迎賓

館」，後於 1917(大正六)年轉型成隸屬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管轄的木結構建築「總督府商

品陳列館」。根據「建物臺帳」所載，位於台北州台北市南門町六丁目番地：十七 Oノ

一二的「總督府商品陳列館」，為「木造兩階建方形洋式」，內有貴賓室、事務室，後面

與側面皆有附御家、附屬家、車寄、玄關、倉庫、電燈設備，於 1933年增設風呂6。根

據商品展示陳列規劃圖面所示，此地以農產展示為主。而 1917與 1936年的館景照片則

顯露了此建物二十年間經歷的屋舍側翼的增建，而規模日豐。攝於 1930 年代的鳥瞰圖

與 1945 年的美軍航照圖都顯示了商品陳列館的主要入口動線乃從建功神社參道側向進

入，面臨今南海路側則是植高樹遮擋，呈現前樹後湖之景與濃濃的日本母國風情，此與

周邊的神社軸線所形成的中軸性強烈的帝國神聖化禮制空間格局不同，在曲線般路徑與

偏離軸線的設計中，體現了較之閒逸之情調。 

 

圖 11935年台灣博覽會紀念台北遊覽案內圖。圖 2台北植物園東側的空中鳥瞰圖(1930年代)。圖

3建功神社。(圖片來源依序：中央研究院百年地圖研究網站、李瑞宗，2007，《台北植物園與欽

差行台的新透視》，台北：南天，pp.86) 

  

圖 4 總督府商品陳列館 1917(大正 6)年。圖 5總督府商品陳列館 1936(昭和 11)年。（圖片來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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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Formosa To-day、樂園臺灣の姿） 

 

圖 6總督訪商品陳列館建物臺帳。圖 7總督府商品陳列館一階平面圖。(圖片來源：台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 

 

圖 8。總督府商品陳列館陳列品項規劃。圖 9 1945.6.17 美軍航照影像。(中央研究院百年地圖研

究網站) 

二戰後館舍歸台灣省林業試驗所管理，當時借給台灣郵電總局當作員工宿舍，館內呈廚

廁林立，衣褲飄揚的狀況7。1955年 12月 4日時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先生指示設館，任

包遵彭先生為館長，同時邀約王孙清、姚夢谷與何浩天 3 人共同策劃，開辦費僅新台幣

五萬元。1956年 3月 12日正式開館，定名為「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開館之初並無館

藏，因政府撥交文物尚未到位，亦無購藏文物經費，一度曾有「真空館」的窘稱，為了

因應這樣的狀況，館方在主題為”民族的演進”之基礎上，以製作標本、模型及圖面展示

陳列，主題為民族的歷史演進8。1956 年，教育部撥交戰後日本歸還古物以及一批原為

河南博物館所藏文物，最早入藏的這兩批文物成為館藏重要基礎。之後，陸續經由政府

機關撥交、各界熱心捐贈、購藏、民間發掘出土文物等多項管道，藏品遂增。 

 

1957年蔣中正總統蒞館巡視，指示變更館名為「國立歷史博物館」，亦對館舍與硬體設

備多有裁示，但因預算有限，決議採逐年施工方式進行 9，整個館舍為了因應需求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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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建使用空間，呈有機成長之狀。該年之空照圖顯示整個建築外觀並無改變，然昔日

的參道，在南海學園計劃中予以破壞，中央圖書館、科學館、藝術館等宮殿式建築則出

現了，此區塊的日本帝國風貌與建築意象，開始有了具體的變化。1958年考慮大眾對於

華夏文化脈絡的傳統美術有所認識，首次增建一畫廊與「古物陳列室」，則是展示教育

部及各方撥交、捐贈的古文物(殷周銅器)，這兩個展示場域都在三週年館慶時啟用。此

時期的增建可說是小規模的增加，整體建築外觀與室內格局仍保持日治時期和式建築象

徵，博物館的入口仍設於館外側向處。但館內的展示主題則從殖民地農產品展示，轉換

至華夏文化體系的呈現，殷周銅器的展示，更在此文化論述脈絡中成為中華文化與朝代

起源之驗證實體，回應了戰後文化政治緩緩轉動之策略。 

  

圖 10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圖 11 1957年台北市舊航照影像。（圖片來源依序：國立歷史博物館、

中央研究院百年地圖研究網站） 

 

圖 12 1958年台北市圖。（圖片來源依序：中央研究院百年地圖研究網站） 

 

2.2兩個象徵主體的混雜並存－重返紫禁城 

 

博物館建築的象徵改動始於 1961 年，一月開始動工興建的「國家畫廊」為首項指標性

工程，館舍意象逐漸由日式傳統建築轉向中國宮殿式建築式樣。在作法上採保留舊有建

築，於建物兩側加建雙向延伸的室內長廊，並與舊有畫廊透過推拉門啣接的方式，內則

設置現代化設備進行展品之保護。「國家畫廊」的外觀長九十餘公尺，採用廣用於北京

                                                                                                                                                        
行一案擬由院酌加修正令准照辦報請鑒詧案。時間： 19580117、產生者：行政院、原檔編號：

01400001364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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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及皇家建築之封閉、厚實與超大尺度的中國宮牆象徵，碧瓦丹赤牆，牆上開以宮牆

門洞，門板上飾以「巨型門釘」，屋簷下鑲嵌武梁祠石刻浮雕。此與原建物入口車寄(門

廊)採「唐破風」屋頂、館舍主體採大「入母屋造式」(歇山頂)中開「千鳥破風」接合，

呈現日式與中國宮殿式混雜並置的現象，宮牆尺度、色彩，乃至重要考古珍品－武梁祠

浮雕等象徵意象的轉化，不僅回應了官方的國族認同象徵需求，同時也滿足了古物蒐藏

與展示隔絕自然採光，將之前的木構造建築大幅度開窗之意象進行局部變更成為封閉高

牆以再現保護珍寶容器之想法。而灰色台基與綠琉璃瓦屋頂則呈現了中國建築立面三段

式的形式趣味，室內之宮殿式建築樑坊意象，亦訴說了象徵移轉計畫之企圖。時因結構

安全性考慮，館舍採用木構逐年抽換的方式進行，直到 1962 年，原有木構全部更除完

畢。九月後正式創建「歷史研究室」，進行觀察研究。 

  

圖 13 1961 年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圖 14 國家畫廊內部影像。（圖片來源依序：國立歷史博物館

(1961.12)《國立歷史博物館創刊號》，封面。國立歷史博物館，1961.12，《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

創刊號，1期，pp.7） 

 

接著，1962年開啟了更大規模的象徵改造與整建工程，由永利建築師事務所沈學優、任

偉恩、張亦煌負責設計，建全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工程10。該年改動了博物館建築的正門

及大廳，在新台幣百餘萬元的造價下，創造了宮殿式的建築意象；歇山頂、三開間、朱

欄壁瓦、畫棟雕樑，門外的一對大石獅雄踞兩側11，頗有借鑒北京紫禁城內廷正門之 

重要門廳建築「乾清門」之貌，上承斗拱與出簷琉璃瓦屋頂，只是史博館大門為兩層建

築，歷史博物館的門廳立面則是將乾清門式樣往上拉高，並在 1,2樓之間加上樓板與欄

杆12，增加垂直向上感，使建築立面更添氣勢，盡可能將原有的日式建築被遮擋於新的

                                                      
10

 1966.8，〈國立歷史博物館整建工程〉《建築雙月刊》，第二十期，pp.44。 
11

 1962.12.4，〈源遠流長的歷史〉《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二期，pp.30。 
12這種造型在古代仍無先例，可說是一種現代時期的創造與轉化，此並非此案獨有，民國時期就

出現過一些實例，如：1929年＂大上海計畫＂的主要建築「上海市政府」、廣州市政府，一些大

學建築也採用這種樣式，如北京大學，而在台灣，位於史博館旁的中央圖書館大門、台北第一殯

儀館，也採此種式樣。在同時期許多建築採用西方古典式的屋身，即封閉的外牆與大面積開窗，

僅在頂端搭建中國式大屋頂。而史博館大門這種式樣由於其外露的廊柱，很大程度保存了中國建

築以木構為本的精神。在同時期許多建築採用西方古典式的屋身，即封閉的外牆與大面積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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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之後。 

 

建築師將門樓內之通道兩側大門改成朱紅色古代宮殿大門，天花則藉艦前清門上繪彩繪

蟠龍藻井之井口天花，端景處設「蔣中正戎裝像」，左右壁仍維持日本木樓樣貌。1963

年館舍空間繼續增建，於 2樓建「美術教學研究室」、「中國文字陳列室」、「中國古代工

藝陳列室」13，3樓改建為行政中心，同年又擴建了國家畫廊，將之拓寬約一倍14，整建

工程於 1964年十月竣工15，此時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正門已遷移至南海路側，一舉將昔日

從側像進入的動線，轉換成為禮制建築中軸線思路。 

 

當舊有車寄之「唐破風」屋頂被代之以順治、康、雍、乾朝廣泛使用的御門聽政與接納

寶物之地－「乾清門」，在頗具政治上勤政與接納寶物意涵中，回應了入口門廊作為博

物館寶物藏納處之迎接處，而端景上的蔣中正戎裝像則似遙指執政領導人仿中華帝國皇

朝主政者御門聽政，身穿戎裝似暗指戰鬥文藝之目的乃反攻大陸，返回昔北帄執政時代

並重回紫禁城之意。 

  

圖15 1962年館舍門樓與國家畫廊外牆。圖16 1962年館舍門樓與國家畫廊外牆。（圖片來源依序：

1962.12.4，《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二期，封底。林泊佑，2002，《國立歷史博物館沿革與發

展》，國立歷史博物館，pp.7。） 

                                                                                                                                                        
僅在頂端搭建中國式大屋頂。而史博館大門這種式樣由於其外露的廊柱，很大程度保存了中國建

築以木構為本的精神。 
13

 本館，1965.12.4，〈國立歷史博物館十年〉《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四期，pp.18-20。 
14

 中國一週社記者，1967.10.10，《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五期，pp.45。 
15

 1966.8，〈國立歷史博物館整建工程〉《建築雙月刊》，第二十期，p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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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大門入口通道，左右大門為朱紅色古代宮殿大門，其上為彩繪蟠龍藻井。（圖片來源：1961.12，

《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創刊號》，封底。） 

  

圖 18 1964年正館門樓之歇山頂。圖 19歷史博物館前景。（圖片來源：1966.8，〈國立歷史博物館

整建工程〉《建築雙月刊》，第二十期，pp.44。） 

 

圖 20 1964年正館及畫廊立面圖。（圖片來源：1966.8，〈國立歷史博物館整建工程〉《建築雙月刊》，

第二十期，pp.44。） 

 

圖 21中央圖書館大門。圖 22昔上海市政府。圖 23廣州市政府。(圖片來源依序：蔣雅君、

http://ggw.tongji.edu.cn/index.php?classid=1462&newsid=653&t=show、

http://www.huitu.com/photo/show/20110828/1951478513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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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的局部增建工程並未停歇，1965年為紀念國父百年誕辰，於 2樓闢建「國民革命史

蹟陳列室」16，此案由林柏年建築師負責。1966年改造展覽大樓二樓，使各陳列室空間

擴大。1967年興建三樓古物安全陳列室一間，擴建玉器陳列室西側及畫廊右邊的文物陳

列室兩間。此時館舍內共計有陳列室 8 間，總樓層面積為一千九百二十坪17。透過圖像

資料比對，根據 1972年使用執照圖說及 1970年四月 9日舉辦的「月球岩石展」的檔案

照片，在 1970年 11月奉召改建以前，三開間的正門門樓已拓寬成為五開間，因拓寬，

遂與兩側國家畫廊之量體直接銜接。總體而言，此時期的建築外觀改動與局部修築，主

要針對建築門面之象徵效果與使用空間增設著墨較多，呈現和式與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

混雜的情況。而從展覽主題而言，在歷史、文物、美術整合性概念下，館方策劃以華夏

文化為主軸的「中國藝術」展、「國民革命史蹟」展與多起海外交流展18。此趨勢因應

了中華運化復興運動與戰鬥文藝，且針對昔日文化主體論述的有了積極改造的施為。 

 國立 

圖 24國立歷史博物館增建工程被製圖及其他詳圖（1965.6.1），利眾建築師事務所。圖 25根據

各年代使照圖及文獻資料推測之增建工程分期。(圖片來源：作者繪，底圖為：國立歷史博物館

增建工程配置圖及其他詳圖（1965.6.1）利眾建築師事務所)。 

 

2.3國族正統建築形象的完成 

 

1970年，因考量舊有館舍原先並非為博物館用途，雖然經過了幾次修建，但都始終無法

脫離原有基本結構的框架與限制，但因館藏文物日豐、展覽日繁、觀眾愈來愈多等因素，

再再使得原有建物無法負荷新的展示與使用需求，故決議改建。經教育部同意，於該年

十一月奉准招標局部拆除改建，此案由建築師林柏年先生設計。建築工程分期進行，歷

時五載，於 1975年全部完成。大樓共七層(連同地下室及閣樓)，計二千二百六十坪，較

改建之前，增加了約四倍的空間。其外觀仿中國古代宮殿式建築風格；為配合建築，又

                                                      
16

 國立歷史博物館，1965.12.4，〈國立歷史博物館十年〉《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四期，pp.1,19-20 
17

 包遵彭，1969.4.4，〈國立歷史博物館建館十四年〉，《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六期，pp.10。 
18

 林泊佑，2002，《國立歷史博物館沿革與發展》，國立歷史博物館，pp.13-15。 

從商品陳列館到歷史博物館之「國族」象徵建構與解構

9



將主體建築前之庭院廣場規畫整理，一次修築涼亭一座、水池一座，池畔並植楊柳若干

株，及造假山泉瀑景觀兩處，於是館舍內部空間及外觀為之一新19。此案的整體規劃可

分成：漢闕、博物館前空地與園林、博物館正館建築三個部分，因基地前方面臨主要交

通幹道南海路，後端則緊鄰植物園荷花池，腹地呈窄長方形且面積較小，但又為了呈現

禮制建築軸線，故採壓縮式作法，然卻也因路徑過短，而無法呈現禮制建築之神聖性與

儀典性。 

 

圖 26 1971年由利眾建築師事務所發表之國立歷史博物館構想透視圖。（圖片來源：利眾建築師

事務所(1971)〈歷史博物館〉《建築特刊》，台北市建築技師公會編印） 

 

圖 27 歷史博物館總體配置圖。（圖片來源：王立甫、李乾朗、郭肇立撰稿(1985)《臺北建築》，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出版，pp.124。) 

                                                      
19

 林泊佑，2002，《國立歷史博物館沿革與發展》，國立歷史博物館，p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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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仿漢闕。圖 29史博入口大廳之井口天花。（圖片來源依序：蔣雅君、蘇雅玲） 

 

圖 30、31乾清門。（圖片來源依序：https://kknews.cc/history/5nrr6.html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m124286.html） 

 

圖 32昔中央圖書館大門。（圖片來源：蔣雅君） 

根據 1972、1974、1975 年使用執照圖說，此改建案並非將舊館完全拆除，而是將建築

量體最大的展覽大廳拆除重建，其餘館舍建築則以盡可能保留的方式來進行，故今日所

見之歷史博物館的空間與結構，仍局部保有 1970 年代以前的區塊。而展覽大樓樓閣式

建築外觀，外繞一圈廊柱和迴廊，可以繞建築走一圈，欣賞四周景色，呈現典型中國式

樓閣風情。另外還在國家畫廊與古物陳列所上方各增建一座單層仿古廳堂，以搭配中央

高聳的樓閣。自正面看，這座樓閣退縮在大門之後，採北方宮殿式建築重檐歇山式屋頂

從商品陳列館到歷史博物館之「國族」象徵建構與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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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由於面寬較大，史博館採取如北京紫禁城的北方建築形式，屋檐基本保持水帄，只

在四個屋角微微向上起翹，頗似借鑒紫禁城之中華第一殿：皇權象徵「太和殿」，加之

以此屋頂在前後兩屋面相交形成的正脊之上，左右兩端與其它屋脊交會的節點，各有一

個與太和殿上的正吻外形相似的一對正吻2122，在垂脊和戧脊上的裝飾可分為兩段，位

前為由龍頭與龍尾組成之獸形垂脊獸，後則是仙人走獸23。 

   

圖 33、34「國立歷史博物館改建工程第一期工程配置圖、面積計算」使照圖(1972.9.4)，利眾建

築師事務所，圖號：KN-1’。上繪色塊與文字分析乃本文作者標示史博建造不同分期之紀錄。 

 

圖 35歷史博物館屋脊上之正吻。圖 36歷史博物館之垂脊獸。（圖片來源：黃忠明建築師事務所，

2007，〈國立歷史博物館屋瓦，彩繪暨會議廳整修計畫規劃設計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圖〉）。 

根據 1972年第一期竣工圖之「配置圖與面積計算」圖面所示，此案一樓與二樓之門樓、

入口大廳、國家畫廊，與博物館兩翼之展覽空間，而原有部分地下室空間已經在 1970

年代以前即已完成。1970年代之後這些區域的改動只有將左翼的國家畫廊外牆拆除且外

推，外推後的新造牆面仍與舊牆形式相仿，牆面與右翼國家畫廊外牆齊帄，對稱感較強。

                                                      
20

 樓慶西，1999，《中國建築形態與文化》，台北:藝術家出版社，pp12。 
21

 樓慶西，2013，《裝飾之道》，龍圖騰文化，pp27。此分析亦主要參考：廖宜平，《國立台灣

博物館與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建築比較－開創新局與再現傳統的對照》。 

http://web.fg.tp.edu.tw/~tfghdb/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1/Z09_pp250-pp270_%E5%9C%8B%

E7%AB%8B%E8%87%BA%E7%81%A3%E5%8D%9A%E7%89%A9%E9%A4%A8%E8%88%87

%E5%9C%8B%E7%AB%8B%E6%AD%B7%E5%8F%B2%E5%8D%9A%E7%89%A9%E9%A4%

A8%E7%9A%84%E5%BB%BA%E7%AF%89%E6%AF%94%E8%BC%83-%E9%96%8B%E5%89

%B5%E6%96%B0%E5%B1%80%E8%88%87%E5%86%8D%E7%8F%BE%E5%82%B3%E7%B5%

B1%E7%9A%84%E5%B0%8D%E7%85%A7.pdf。(瀏覽日期：10.10.2016) 
22

 樓慶西，2013，《裝飾之道》，龍圖騰文化，pp30,31。此分析亦參照：廖宜平之研究，出處同

註 21。 
23

 樓慶西，2013，《裝飾之道》，龍圖騰文化，pp42。此分析亦參照：廖宜平之研究，出處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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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fg.tp.edu.tw/~tfghdb/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1/Z09_pp250-pp270_%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8D%9A%E7%89%A9%E9%A4%A8%E8%88%87%E5%9C%8B%E7%AB%8B%E6%AD%B7%E5%8F%B2%E5%8D%9A%E7%89%A9%E9%A4%A8%E7%9A%84%E5%BB%BA%E7%AF%89%E6%AF%94%E8%BC%83-%E9%96%8B%E5%89%B5%E6%96%B0%E5%B1%80%E8%88%87%E5%86%8D%E7%8F%BE%E5%82%B3%E7%B5%B1%E7%9A%84%E5%B0%8D%E7%85%A7.pdf
http://web.fg.tp.edu.tw/~tfghdb/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1/Z09_pp250-pp270_%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8D%9A%E7%89%A9%E9%A4%A8%E8%88%87%E5%9C%8B%E7%AB%8B%E6%AD%B7%E5%8F%B2%E5%8D%9A%E7%89%A9%E9%A4%A8%E7%9A%84%E5%BB%BA%E7%AF%89%E6%AF%94%E8%BC%83-%E9%96%8B%E5%89%B5%E6%96%B0%E5%B1%80%E8%88%87%E5%86%8D%E7%8F%BE%E5%82%B3%E7%B5%B1%E7%9A%84%E5%B0%8D%E7%85%A7.pdf


總體而言，此大規模的館舍擴建計畫，將原本和式建築象徵完全拔除，呈現中國古典式

樣新建築與文化復興運動整體結合的狀態。 

 

與此同時，博物館館長包遵彭為落實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擬定「加強維護古蹟文物運

動」與「擴大歷史文物巡迴展」兩項計畫24。且策畫了幾個重要的展覽主題，如：中國

歷史文物、中國建築藝術、中國現代書畫、中國現代書畫、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等。除了

島內展覽，史博館亦發展國外展與國際交流，如：中華民國當代書畫美國巡迴展、主辦

1976年亞太地區博物館研討會，且支持學術研究及出版，例如：編印《中華歷史文物圖

錄》，繼續發行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961.12 創刊)等。整個軟性的活動也是試圖透過＂

國族藝術＂之教育召喚並建構「中華」國族認同。至此，「國立歷史博物館」的「中華

正統」表徵總體建構完成且充分結合。 

 

三、結語 

從商品陳列館到歷史博物館的象徵轉軌，具體的呈現了國族神話空間效果的執行及建構

性，1950年代至 1976年完成的「中華正統」象徵工程，體現了從乾清門走入縮尺紫禁

城之寓意，1961 年的宮牆構築、1962 年國立歷史博物館整建工程，將舊有車寄之「唐

破風」屋頂被代之以順治、康、雍、乾朝廣泛使用的御門聽政與接納寶物之地－「乾清

門」，在頗具政治上勤政與接納寶物意涵中，回應了入口門廊作為博物館寶物藏納處之

迎接處，而端景上的蔣中正戎裝像則似遙指執政領導人仿中華帝國皇朝主政者御門聽政，

身穿戎裝似暗指戰鬥文藝之目的乃反攻大陸，返回昔北帄執政時代並重回紫禁城之意。 

1970年啟動之館舍大樓重建，並以再現紫禁城太和殿，但保留門廳與宮牆，重設禮制中

軸線與中式園林，在入口處設漢闕，宮牆上覆以漢武樑祠之圖像，乃至隱含其中的戰鬥

色彩、冷戰氛圍，加之以當代鋼筋混凝土材料使用，則乾清宮、太和殿、漢闕、中華歷

史源流與起源之論述展示化、冷戰歷史時勢與權力領導者身影等，呈現了宮殿式建築不

同年代疊合之相異時、空經驗，此或為折衷復古主義，「彈性的風格」論支持下的結果，

從而將不同時間軸線發展的象徵物件疊合，創造「華夏文化」的想像，不僅與歷史博物

館之國族起源歷史任務之建構與具體化息息相關，亦為民族形式創造之特殊手法，是國

族神話具體建構與文化想像建構的時代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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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泊佑，2002，《國立歷史博物館沿革與發展》，國立歷史博物館，p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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