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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故宮冬季講堂─整個故宮都是我的充電站！ 

報名簡章 

一、 活動簡介 
 

108年「故宮冬季講堂─整個故宮都是我的充電站！」將於新春初始舉辦，在今年冬令

講堂三日課程中，故宮邀請到 12位專家學者，為您現身談說書畫、器物、善本古籍等文物之

美；帶您一同賞析故宮當期特展；為您揭開文物修復的神秘面紗。 

「整個故宮都是我的充電站」：專題一「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述說十

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異國情調、東西交流的歷史文獻、「西法」與圖繪技術等議題；專題二

「文物修復揭密」，為您揭開故宮珍品修復的神秘面紗；專題三「書畫大觀」則邀請大家穿越

時空，同賞「筆墨見真章—書法名蹟選品」及「看畫，讀畫—歷代名蹟」特展；專題四 「器

物大觀」，帶領您徜徉、悠遊在古代陶瓷器、玉器、珍玩世界。 

冬末春臨之際，故宮誠摯地邀請喜愛文物的朋友們踴躍報名，聆聽專家講座，細細品味

華夏文物，在新的一年重新充飽電力，全面提升故宮文物力！ 

二、 招收對象：凡對文化、藝術、故宮文物有興趣的人士 

           (適合高中程度以上之人士參加) 

三、 上課時間：108年 2月 14日(週四)~2月 16日(週六) 09:30至 17:20 

四、 上課地點：本院 北部院區 文會堂(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1 號) 

五、 收費標準 1 

身份別 單天/元 全期（3天共 12堂）/元 

一般社會人士 600 1700 

學校教師、故宮志工 450 1250 

學生、退休軍公教人員、 

導遊人員、領隊人員、 

身心障礙人士、中華民國博物館

學會會員、各公私立博物館員 

450 1250 

年度快樂故宮之友、台灣企銀快

樂故宮認同卡卡友 

450 1250 

終身、尚雅、榮譽快樂故宮之友 300 9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適用優惠繳費標準人員均請檢附學員本人各項證件之正、反影本（含有效日期），線上報

名時請上傳相關證件，各項證件僅能報名一人，不可多人報名一名額或將其轉讓他人使用，

經查者需補交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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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講題 

第一天/專題一：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  

2/14（四） 09：30- 

10：30 

余佩瑾 

本院器物處 

處長 

「想像與交會-流通在十七世紀東西貿

易網絡中的瓷器」 

 

2/14（四） 10：40- 

11：40 

蔣竹山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

學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物、博物館與亞洲意象：十七世紀荷蘭

黃金時代的異國情調 

從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歐洲進

入海權時代，老牌的歐洲帝國紛紛對外開

疆闢土。在海外殖民的熱潮下，荷蘭的阿

姆斯特丹成為重要的世界港口，在阿姆斯

特丹之前，有義大利的威尼斯；之後則有

英國的倫敦和美國的紐約。海外殖民在文

化上所帶來的影響，就是異文化的交流，

這當中包括有形的物質和無形的思想概

念。本次演講將以一本展覽圖錄《亞洲在

阿姆斯特丹：黃金時代的異國風華》開啟

這趟異文化的旅程。這本圖錄透過七個部

份來討論各種來自亞洲的物品，裡頭有大

量的展品圖像，讓我們得以一窺十七、十

八世紀旅人眼中的亞洲。透過旅人之眼，

來趟亞洲在阿姆斯特丹的物質文化之旅。 

2/14（四） 13：00- 

14：00 

陳韻如 

本院書畫處 

研究員  

「西法」與圖繪技術: 焦秉貞、丁允泰

與洋風畫 

「西法」，是清宮畫史文獻用來稱呼運用西

洋透視法概念的繪畫技術。清代康熙朝宮

廷畫家焦秉貞以及蘇州版畫作者丁允泰，

均有西洋繪畫技術之使用成果。此次「亞

洲探險記特展」，特別從日本海の見える杜

美術館借得丁允泰版畫，更得以直接比對

兩人作品。本講座旨在介紹兩人作品，引

導聽眾認識此一「西法」的特殊講究，並

且探索實際圖繪技術的進展，進而了解十

七世紀的西方圖繪技術之傳入與運用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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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四） 14：10- 

15：10 

蔡承豪 

本院圖書文獻處 

副研究員  

探險、相遇、想像：十七世紀東西交流

的歷史文獻 

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使節團越

洋訪華，除覲見大清天子，並為跋涉縱貫

數千里的空前歷程，留下可觀的第一手文

字報導與多達一百五十幅描繪中國地景與

風土文化的繪畫。此趟行旅足跡，可謂是

十七世紀東亞步入劇烈的轉型與變動期之

縮影。此時，中國、日本、朝鮮、琉球等

地皆面臨來自內外的挑戰，加以崛起於海

上，以鄭芝龍、鄭成功家族為代表的海商

新興勢力，更有西班牙、葡萄牙、荷蘭、

英國等西方諸國破浪而來。異文化的相

遇、碰撞與衝擊，讓處於歷史洪流，彼此

凝視對望的各式參與者，紛而書寫圖繪出

諸種虛實交錯的文本與紀錄。本課程遂藉

由院藏中西文史籍重典為中心，一同來回

顧十七世紀歷史的吉光片羽。 

 

2/14（四） 15：20- 

17：20 

陳東和 

本院登錄保存處 

副研究員 

藍白風潮 : 十七世紀東西方青花瓷中

的材料、技術與風格 

明代景德鎮青花瓷，除了流行於中國官方

與民間外，也大量銷往國外。一直到十七

世紀上半葉，中國之外的許多亞洲、歐洲，

甚至非洲的國家或地區，均可見到景德鎮

青花的身影。受到這股青花藍白風潮的影

響，中國境內的福建、廣東等地區，境外

的日本、西亞、歐洲等地，也開始燒造青

花。十七世紀中葉，中國明清交替，內亂

頻仍，清政府多次發布海禁令，影響了景

德鎮貿易瓷的輸出。在中國青花瓷貨源短

缺的情況下，歐洲不少地區競相模仿景德

鎮青花，燒製白釉藍彩瓷；另一方面，日

本伊萬里青花也趁勢而起，取代了景德鎮

的青花，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熱絡銷往歐

洲。本次課堂內容，主要乃介紹並比較十

七世紀東西方燒製的青花瓷之同與異，其

使用材料、燒造技術與風格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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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專題二：文物修復揭密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講題 

2/15（五） 09：30- 

10：30 

洪順興 

本院登錄保存處 

副研究員兼科長 

明董其昌周子通書修復 

國寶「明董其昌書周子通書  軸」為宋式

裝裱，至少三百年餘未曾重裱。因黏著劑-

漿糊已有老化狀況，導致部分褙紙空鼓分

層，因此產生眾多的摺痕，若不重新修復

裝裱，恐有斷裂之虞。以究料盡善，策微

勛於至藝的精神，透過以下幾個修復步

驟，包括：文物攝影、顏料檢測、繪製劣

化狀況圖、分解裱件、墨色加固、清洗畫

心、揭除覆背紙、揭除命紙、染命紙、小

托畫心、破損填補、頂條、全色、重組鑲

料、覆背、上板、砑光與裝桿，讓此幅重

燃生機。 

2/15（五） 10：30- 

11：30 

高宜君 

本院登錄保存處 

助理研究員 

重修舊好-淺談古籍保護與修復 

從古至今保存善本古籍有多種選擇方式，

除置放於書櫃、書架外，更可以製作「木

匣」或「函套」讓保護更加完善。合宜的

保存方式，可以隔離光線、灰塵，減少紫

外光、酸性物質與霉菌胞子等危害因子對

古籍的直接傷害，並降低書籍因碰撞、摩

擦所造成的傷害。因此書籍與舊函套等其

他配件應當視為一體，在設計新函套時將

相關文物同時一併保存的方式。以現今文

物保存觀念而言，函套亦是文物的一部

分，也代表著當時的“保存”文化與工藝

技術，因此應給予平等的對待。看似平凡

的保護盒，細細品味下也能發現蘊藏著許

多相關資訊，如書籍名稱、版本、卷次、

館藏編號、標籤、前人註解等等，而這些

一路走來的歷史痕跡，也增添書籍在歲月

時空中被賦予的收藏意義。 

第二天/專題三： 書畫大觀 

2/15（五） 13：00- 

15：00 

方令光 

本院書畫處 

助理研究員 

「筆墨見真章」—書法名蹟選品選介 

書法是漢字文化圈特有的藝術。它被應用

在日常生活中，古今皆然。三代有甲骨、

古文、大篆，秦有小篆，漢隸繼之。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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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至隋唐之間，行、草有二王新體，

楷書有歐、虞、顏、柳等名家輩出，各種

書體相繼完成。此後宋、元、明、清歷代

大師各擅勝場，書史推進的重點轉向個人

風格的展演。歷代書家逞能於碑刻、尺牘，

所謂「書為心畫」，實不虛言。本展覽正是

以歷代精彩書作揭示中國書法發展的歷

程，同時向大家推介書法之美，品味文化

生活。 

2/15（五） 15：20- 

17：20 

邱士華 

本院書畫處 

助理研究員 

「看畫，讀畫—歷代名蹟選萃」賞析 

「看畫‧讀畫—歷代名蹟選萃展」是近年

本院繪畫常設展的題名。雖然是常設展，

為了養護作品，其實檔檔都不一樣。今年

第一季的展件在挑選時，以五個小主題做

挑選，分別是：（1） 歷代山水畫的發展（2）

帝王的畫像（3）追仿古代大師（4）農漁

風俗圖（5）多樣的白描畫。藉由這場演講，

希望讓大家更熟悉展件，也介紹觸及中國

繪畫史中畫科與技法等五個繽紛的小題

目。 

第三天/專題四：器物大觀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講題 

2/16（六） 09：30- 

11：30 

黃蘭茵 

本院器物處 

助理研究員兼代理

科長 

故宮陶瓷圓舞曲 

著名的歷史學家羅傑．克勞利 （Roger 

Crowley，1951-）曾在訪談中提到：「過往

就如同另一個國度，人們處世的方式不

同。」而歷史淵遠流長的陶瓷器，橫跨人

類文明發展的各個階段，正是我們理解古

人精神和物質文明的極佳媒介。本講以 5

件故宮典藏的宋代陶瓷器出發，旁及與其

「器用」相同的前後時代陶瓷作品，逐件

分享其造型及釉色之美，希望透過這些精

彩的作品，觀賞者能與陶瓷共舞，領略古

人物質生活的華麗豐美，且感受當時的歷

史況味和文化內涵。 

2/16（六） 13：00- 侯怡利 悠遊皇家珍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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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本院器物處 

副研究員兼科長 

本院所藏珍玩類的文物，包括琺瑯、服飾、

文具、漆器、法器、雕刻、多寶格等項，

種類紛繁，品質精良，且數量豐富，呈現

清宮典藏的重要面向，其中多數源自宮廷

生活用器。有的用於祭祀儀式，有的作外

交餽贈用；有典禮中佩帶的裝身器，也有

閨閣內堂梳妝品；有的是廳堂上的陳設或

文房几案的用具、休閒把賞的巧玩，還有

收納多寶玩器的箱匣等，無一不是設計巧

妙、工藝精緻。珍玩類的材質常作複合性

的組合，以金銀、寶石、竹木牙角、硯墨

等為主，也包含銅、瓷、玉材巧作，多種

材質兼容並用，且搭配多種工藝技術於

一，呈現工藝極致之美。至於其裝飾題材，

不時地穿插歷史典故、民俗傳說、吉祥圖

案，深刻浸潤於中國文化底蘊間，營造生

活中的端莊、文雅與趣味。 

2/16（六） 15：20- 

17：20 

蔡慶良 

本院器物處 

助理研究員 

教你看懂故宮寶玉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綿長，數千

年來創造積累的文明燦爛奪目，不論在物

質文明或是精神文明方面，都在人類文明

史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源遠流長的物質文明中，不論是青

銅器、瓷器或是漆器，皆曾盛極一時，在

一段的時間中擁有相當尊崇的地位。但是

沒有一項如同玉器一般，不但自開始就獲

得使用者的喜好，並在歷經數千年後的今

日仍深得大眾的愛好並收藏，成為中華文

化的代表之一。和玉器有關的成語更是不

勝枚舉，例如“冰清玉潔”、“金玉滿

堂”、“金童玉女”，再再說明玉器早已

深入人心，融入大眾的生活之中，成為中

國特有的玉文化。 

 

※以上課程安排以本院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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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方式 

（一）須事先至故宮線上報名系統上網報名 (網址: https://signup.npm.edu.tw/) 

（二）報名期間： 12/27(週四)14:00-1/9(週三) 23:59 

上網報名時，一般社會人士不用繳交證件，其他報名者請上傳優惠身份之相關證件

以供確認；若無法上傳，請改以 email(artclass@npm.gov.tw)提供證件，並請註明學

員相關資料以供核對。  

 

八、繳費方式（重要訊息請詳細閱讀）：  

當您完成線上報名後，系統會發送通知信至您的 email 信箱，請下載附件繳費單，依照指示

於繳費期限內依下列方式進行繳費：  

(一) 各金融行庫自動櫃銀機(ATM)進行轉帳繳款(該組帳號為您的專屬帳號)。  

(二) 全省各超商門市(7-11、全家、OK、萊爾富)繳款。  

(三) 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繳款。  

(四) 郵局臨櫃繳款。  

(五) 利用網路 ATM 或全國繳費網(e-bill 網站)繳款(請點選【政府機關相關費用】/【銀

行代收政府規費】，轉入銀行請選取「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繳費期限：依繳費單所列期限辦理轉帳繳費。  

（七）請注意，如已辦理繳費，則不能取消報名。  

*若有需要繳費收據向所屬機構申請補助者，請務必列印繳費單 至便利商店、郵局、台

灣銀行辦理繳費，並持繳費單第一聯「繳款人收執聯」自行向所屬機關申請，本院不另

外開立收據 。  

*若您在繳費期限最後一天繳費，建議您盡量利用 ATM 轉帳 ，因超商繳費入帳時間費時

約 3-5 日。若超過繳費期限，請勿繳費。  

 

重要 Q & A：  

 繳費後如何得知本院已經收到費用？ 

--本院於收到款項後會透過系統發送通知信至您的 email 信箱，通知您已完成繳費程

序。  

 為何會收不到通知信？ 

--某些免費郵件系統將本院發送大宗通知信列為垃圾信(如：Yahoo!mail)，請至垃圾信

箱找尋，或請採用其他聯絡 email。  

 報名全期課程無法傳送資料? 

https://signup.npm.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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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完全期課程後仍請選[挑選課程]，再進入下一步確認報名資料與課程是否正確。  

 為何填完資料後送出後系統顯示資格不符？  

—可能您填的部分資料格式不符，每一組身分證字號只能報名一次，電話號碼均須填寫

完整區域號碼。若需修改資料，勿按回到上一頁，請將瀏覽器畫面關閉，重新進入本院

線上報名系統。  

 為何超商無法判讀我的繳費單，或我家沒有印表機，怎麼進行繳費?  

—可能您的印表機列印之條碼模糊，此時可以 ATM 提款機按繳費單上所示轉入帳號， 進

行轉帳繳款。  

 如果報完名後我想更換選課，怎麼辦?  

—請將您原來的報名取消，取消辦法為至線上報名系統進行報名查詢後取消，再重新報

名。  

 

九、研習學員權益  

（一）報名全期課程學員憑上課證於 2月 14日(週四)至 2月 17日(週日)免費參觀故宮北部

院區正館、至善園。  

（二）報名單天課程者，得憑上課證於上課當日及次日免費參觀故宮北部院區正館、至善園。 

＊學員證不包含圖書文獻大樓特展免費參觀。  

 

◎上課注意事項：  

1.課程與時間安排若有變動，將於本院網站公告最新課程表。如遇天候或疫情等其他不可抗

力因素，課程必須取消或延期時，將以「台北市政府」公告是否上班為原則決定當日課程是

否照常進行。  

2.上課期間第一天上午 8:40 開放入場，其他日期每日上午 9：00 開放入場。  

3.上課禁止錄音、錄/攝影，請將手機調成震動或關機，敬請配合。  

4.研習現場供應飲水，為了愛護地球資源，請自備隨身水杯，有色飲料請勿攜入會場。  

5.因本院場地有限，不提供代訂中餐服務，請自備午餐或利用週邊餐飲設施。  

6.文會堂入口無電梯設備，若是使用輪椅者，請於報名時註明並來電或 email 告知。  

◎ 如有報名相關問題，洽詢電話或 email：  

(02)6610-3600 分機：2805 或 68909 (週一至週五 9:00-17:00） 

artclass@npm.gov.tw  

mailto:artclass@np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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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文會堂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