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故宮夏季講堂―整個故宮都是我的充電站！
報名簡章
一、活動簡介
今年八月故宮將舉辦「故宮夏季講堂―整個故宮都是我的充電站！」，這為期三日的夏
季講堂中，安排故宮專家親自領航，為您現身談說當期的展覽文物，帶您一同賞析故宮經典
文物之美。
「故宮夏季講堂―整個故宮都是我的充電站」課程涵蓋院藏經典文物：主題一「賞讀書
畫—故宮文物鑑賞課程」
，則邀請大家穿越時空，同賞山水繪畫及書法筆墨之美；主題二
「新媒體展—故宮經典數位展鑑賞課程」透過數位多元手法，以典藏精選文物為核心，為
您深入剖析；主題三「器物大觀—故宮經典文物鑑賞課程」
，帶領您徜徉、悠遊在古代琺瑯
彩瓷器、青銅器、鼻煙壺的世界；主題四 「善本古籍—故宮經典文物鑑賞與修護課程」
，則
邀請大家穿越時空，同賞古代書籍的巧妙趣味，且本單元述說故宮院藏歷史文獻資料所展現
的各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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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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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 27 日(週四)~8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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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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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1250

450

1250

3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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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快樂故宮之友、台灣企銀快
樂故宮認同卡卡友
終身、尚雅、榮譽快樂故宮之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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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課程表(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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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主講人

講題

第一天/專題一：賞讀書畫—故宮文物鑑賞課程
8/27
09：30- 劉宇珍
攬勝—近現代實景山水畫
（四）
11：30
政治大學
「山水畫」在今日多被理解為中國繪畫裡
歷史系助理教授
的獨特門類，與所謂描摹視覺經驗的「風景
(前國立故宮博物
畫」有別。在這個概念裡，畫裡山川並非眼
院 書畫處 副研究 前景致的如實紀錄，而是畫家所經營的胸
員)
中丘壑。事實上，過去山水畫中不乏以特定
景點為題材的作品；這些「確有其地」的山
水畫，可概稱為「實景山水畫」
。然實景山
水之作，往往受到詩文意象、個人感懷，與
圖像傳統的啟發，可說是人、地與風格、圖
式間互動的產物，不見得與地景的實際形
貌有關。
講座將介紹本展將透過「風格與景致」
、
「廬
山真面目」
、
「新時代的遊蹤」
、
「山川在握」
、
「時局下的勝景」與「實景的啟示」等六個
單元，討論繪畫風格本身摹寫實景的能力、
影響實景描繪的觀點與框架，以及實景山
水畫於二十世紀以來受到寫生概念與政局
影響下的發展，藉此探討近代實景山水畫
裡「實景」與「山水畫」間若即若離的複雜
關係。

8/27
（四）

13：0015：00

陳建志
書畫處
助理研究員

談「筆墨見真章—故宮書法導賞」與明
董其昌〈臨十七帖〉卷的形成
書法是漢文化圈特有的一門藝術，長久以
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蔚成體系，也自然應
用在日常生活裡，了無古今的隔閡。有關中
國書法從古到今發展的歷程，始終是大家
關心的課題。本次講座將分成兩個部分，首
先為大家介紹第三季「筆墨見真章—故宮
書法導賞」例行展的策展理念與作品賞析
之道，接續發表選件之一—明董其昌〈臨十
七帖〉卷的研究成果，闡述明末魏道輔本
〈十七帖〉流行的時代背景，與董氏臨古考
據並重的書學態度如何造就出此一「錯體
珍帖」
，希冀能為其臨書觀的詮釋提供一個
新的思考方向。

第一天/專題二：新媒體展—故宮經典數位展鑑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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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四)

15：2017：20

浦莉安

新媒體新視界―談故宮新媒體藝術展

教育展資處
助理研究員

本講座將介紹故宮最新的新媒體藝術展：
「經典之美－新媒體藝術展」，呈現故宮
如何透過數位多元的展示手法，以典藏精
選文物為核心，從美感學習構面及文物賞
析觀點使觀眾感受文物所蘊藏的美感及
文化意涵。在介紹展覽內容同時，並將說
明展覽中與友館及教學研究單位合作之
面向，呈現博物館開放詮釋權、跨域鏈結
的嶄新氣象。

第二天/專題三：器物大觀—故宮文物鑑賞課程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8/28
（五）

09：3011：30

吳曉筠
器物處
副研究員

講題

青銅大小事—青銅器的傳承與轉變
青銅器對今日世界來說，似乎是遙遠又陌
生的存在。大約西元前四千紀時，青銅鑄造
與使用在兩河流域發發展成熟，人類文明
進入青銅時代。經過了漫長的發展與傳布，
在大約西元前十七世紀為黃河流域中原地
區的人群接受。經過夏商周三代，融入了特
殊的宗教與審美觀，發展出獨樹一幟的華
夏青銅文明。燦爛的青銅時代歷經約一千
多年後結束，但這個時代及其所創造出的
器物在之後兩千年間不斷變形、轉化，直到
今日仍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您是否曾
順口說出「一言九鼎」
、
「加官進爵」？是否
曾注意過口袋裡藏著西周青銅器紋飾？一
直以為連續劇裡面三足尖尖、帶有長流的
爵是酒杯？此次課程將通過介紹青銅器的
基本知識及在歷史長河中的發展，拉近您
與青銅器的距離。

8/28
（五）

13：0015：00

侯怡利
器物處
副研究員

士拿乎—清宮鼻煙壺的時尚風潮
鼻煙（snuff）源自西方，早期翻譯成「士
拿乎」，在康熙皇帝時業已傳入，將發酵
煙葉細末調香而成，服用時將粉末直接吸
入鼻中，有通嚏輕揚之效。將鼻煙翻譯為
「士拿乎」或可反映當時鼻煙稀少而珍
貴，僅於宮廷與王公貴族間，屬於士大夫
以上階層流通。
不同於西洋用盒盛裝這種輕細的粉末，清
代宮廷將其改成小口、廣腹帶匙蓋的鼻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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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成為當時的時尚風潮。從早期的各色
玻璃到套玻璃，還有各種礦石牙角的雕
刻，再到金屬胎琺瑯以及極難燒製的玻璃
胎琺瑯，或是瓷器、甚至葫蘆工藝，到後
來為裝鼻煙而發明的內繪玻璃，幾乎囊括
當時各種製作工藝於方寸間的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大量清宮製作最精
美的鼻煙壺，選展各種材質之鼻煙壺，從
雕刻、燒製、琢磨等工藝角度理解其製作
及所呈現之時代特色，且以珍藏、日常到
賞賜等不同目的，看到清代工藝之縮影，
更是清宮微型藝術之經典。從技法的創
新，到各類材質所

第二天/專題四：文獻善本—故宮文物修護課程
8/28
15：20- 高宜君
淺談本院書籍裝幀與維護
（五）
17：20
登錄保存處
本院圖書文獻修復自 1968 年開始至今已
助理研究員
50 餘年，修復了大量的書籍與檔案，也
成就了無數個有趣的展覽。談到書籍修
復之前，應先了解古籍裝幀形式，而裝
幀因技藝與材料的不同將有所差異。因
此本課程將介紹裝幀形式與其製作方
式，並帶入材料的工藝技術，最後分享
近期的修復案例。書籍與文獻修護看似
容易，但過程中包含修護方針的擬訂、
紙材的選擇，以及動作的先後次序等，
皆需要經驗豐富之修復師加以判斷、執
行，才能達到文物安全與完善維護的目
標。

第三天/專題三：器物大觀—故宮文物鑑賞課程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講題
8/29
09：30風格故事—康熙御製琺瑯彩瓷特展
余佩瑾
風格指一段時間內出現且開始流行，
（六）
11：30
副院長
具鮮明可識別特徵的藝術形式。以此
展覽而言，理應包含作品的裝飾技
法、紋樣與顏色。那麼琺瑯彩瓷係屬
畫琺瑯工藝下的一類，簡而言之，乃
以瓷胎做為基底素材，再使用琺瑯色
料於器表彩繪紋樣，經二次燒成的作
品。尤其因此項工藝創發於清康熙時
期（1662-1722），成品多半以「御
4

製」款為記，在「御」字富含帝王尊
稱下，而能呼應皇帝授意製作的背
景，進一步凸顯康熙御製琺瑯彩瓷蘊
含的帝王審美意趣。展覽擬從作品的
樣式風格著眼，透過發佈一批原來收
納於紫禁城景陽宮的試繪品，重新觀
察康熙御製琺瑯彩瓷從草創至發展成
熟的轉變，並以「皇家標記」、「山花
野菊」和「宮廷潮色」三個敘事單
元，建構康熙皇帝致力於研發畫琺瑯
器的經過，甚至發掘隱含其中的小故
事。

第三天/專題四：文獻善本—故宮文物鑑賞課程
8/29
13：00許媛婷
「我想你」之元•白—院藏善本古籍
（六）
15：00
選粹
圖書文獻處
唐代詩人之中，除了最常被合稱為「李

副研究員

杜」的李白與杜甫外，大概就數並稱為
「元白」的元稹與白居易，同為世人熟
知。然而，元稹與白居易不僅詩名並
列，兩人之間情誼據說也相當「合拍」，
白居易寫給元稹的〈與元微之書〉更成
為後世推崇的好文章。當白居易寫出
〈長恨歌〉、〈琵琶行〉而聲名大噪；元
稹則寫下唐人傳奇《會真記》（又名《鶯
鶯傳》），而成為元代著名雜劇《西廂
記》的取材來源。昔人雖已遠，然兩人
作品將在「院藏善本古籍選粹」展開，
期待與您相會。

8/29
（六）

15：1016：40

劉世珣
圖書文獻處

不讓疾病上身：院藏醫藥典籍中的防
疫與養生論述

助理研究員

千百年以來，人類為抵禦疾病侵襲，累積
了豐厚的經驗和智慧。傳統醫學的文化遺
產，迄今仍深刻影響民眾生活。國立故宮
博物院的文物典藏即包括質精量豐的醫
藥典籍，為了因應大小疾病災疫，代代淬
鍊出多樣且多變的治療技術與藥方。此課
程將介紹院藏醫籍中，關於古人的防疫和
養生智慧，並與大家一同分享中國傳統醫
藥與身體、疾病之間的互動關係。

※以上課程安排以本院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七、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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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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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週四)14:00-7/27(週一) 14:00 （暫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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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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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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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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7 日(週四)至 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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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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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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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class@npm.gov.tw

【附錄：文會堂位置圖】

文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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