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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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由故宮專家親自領航，為您現身談說最道地的「故宮經典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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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大
觀」，則邀請大家穿越時空，同賞山水、人物繪畫及書法筆墨之美；主題二「器物大觀」
，帶
領您徜徉、悠遊在古代陶瓷器、玉器、銅器世界；主題三「善本古籍大觀」則邀請大家穿越
時空，同賞古代書籍的巧妙趣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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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8 月 15 日(週四)~8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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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六、課程表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講題

第一天/專題一：賞讀書畫—故宮經典文物鑑賞入門課程
8/15（四） 09：30- 許文美
遊山玩水—認識山水畫
11：30
書畫處
自然界的山川大澤，在古人的世界如何成
助理研究員
為描繪對象？山水畫為何從眾多畫科脫穎
而出，成為傳統繪畫的主流？繪畫中的
山、水、雲、樹、石，呈現什麼樣的意境？
本演講將以院藏作品為主，細數山水畫發
展源流與過程，帶領聽眾欣賞畫作，認識
山水畫的豐富面向。

8/15（四） 13：0015：00

陳韻如
書畫處
研究員

繪畫之美—認識人物畫

8/15 (四) 15：2017：20

吳誦芬
書畫處
助理研究員

筆墨千秋—故宮書法名品入門
康熙皇帝曾說：｢字乃天地間之至寶，大而
傳古聖欲傳之心法，小而記人心難記之瑣
事；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觀而共語，能使
天下士隔千萬里攜手談心；成人功名。佐
人事業。開人識見。｣中國書法，源遠流長。

中國人物畫與西洋肖像畫，究竟有和不
同？中國人物畫的表現技巧，除了線條之
外，又講究什麼？畫裡的人物，除了帝王
聖賢、烈女孝子，或者歷史名人之外，當
然也有日常眾生樣態，這些不同的人物特
色，在中國畫發展過程中如何被描繪？而
這些歷代所畫作品，又如何構成一個發展
的系譜？在此課程中，將藉存世相關人物
畫作品，介紹中國人物畫的獨特型態美
學，並且指出除了容貌形似之外，畫家們
又如何從中表達意韻內涵。此課程曾於
2017 年暑期研習營講述至宋代部分，此次
仍會完整說明，並關注於宋元與其後的發
展。

若從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
約莫在公元二世紀中葉的東漢晚期，已將
原本僅以實用為主的書法視為一門獨立的
藝術。書法發展為在以文辭表情達意之外
的視覺美感藝術，絕非偶然。本課程期以
故宮名品出發，深入淺出的帶領大家認識
書法這門深具文人情態的傳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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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專題二：經典器物—故宮經典文物鑑賞入門課程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8/16（五） 09：3011：30

蔡慶良
器物處
助理研究員

講題

故宮玉器精華賞析
玉器的歷史就如同一座金字塔，越早期的
玉器越接近塔尖，也就是越接近天，所以
玉器多製作為宗教重器，因此造型和紋飾
皆有特殊定制；時代越晚，離地也就越近，
代表和人越親近，因而玉器的種類多為世
俗化或人文化的擺件或配飾。由此可知玉
器的歷史，就是由高不可攀的宗教器物，
漸漸變為彰顯大貴族不凡身分的禮儀用
器，再變為貴族豪強的傳家財富，最終成
為今日飾品的歷程。
由此角度出發，就可知道敬天格物玉器
展為何區分為「玉之靈」、「玉之德」、「玉
之華」、「玉之巧」四個單元，因為這正足
以說明玉器角色和歷史變遷之間的關係，
正也是這次講演的主軸。

8/16（五） 13：0015：00

吳曉筠
器物處
副研究員兼科長

青銅大小事—從青銅器讀歷史
三千年前上古時代為征伐作戰、供奉
祖先、祭祀宴享、冊封授命、彰顯身份而
鑄造青銅器，並傳之後世子孫。漢代以後，
儒家文化的中心地位使青銅器逐漸成為文
獻傳述的上古聖人時代的表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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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古典時期的宗教、政治
與戰爭如何與呈現在我們眼前，並與我們
今日的生活緊密交織在一起。

8/16（五） 15：2017：20

陳玉秀
器物處
助理研究員

自然天成 vs 華麗妝點─以院藏瓷器賞
析為例
放眼國立故宮博物院「摶泥幻化-院藏歷代
陶瓷」陳列室，瓷器的品類琳瑯滿目。在
唐、宋時期士人品味自然的鑑賞觀之下，
汝窯青瓷的「雨過天青」色、「邢窯類雪，
定窯似冰」
、龍泉「梅子青」和漆黑如「影」
的建窯兔毫與吉州窯桑葉盞等，釉色自然
天成，為士人所喜愛。
進入明清時期，景德鎮御窯廠建立。直屬
皇家的瓷器類型，除了取樣古銅、玉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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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陶瓷器加以仿製，藉以營造古雅的瓷
器品味，各朝也不斷創造新樣式及研發新
釉色。瓷器色彩絢麗，裝飾華麗，器型多
變，令觀者目不暇接。
無論院藏的瓷器多麼的琳瑯，透過兩小時
的演講，期許能為學員建立獨立自主鑑賞
院藏瓷器的可能性。

專題三：經典文獻善本—故宮經典文物鑑賞入門課程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講題
「書緣‧書事‧書香‧書福」

8/17（六） 09：3011：30

曾紀剛
圖書文獻處
助理研究員

8/17（六） 13：0015：00

鄭永昌
圖書文獻處
研究員兼科長

清代文獻檔案奏摺與詔書

8/17（六） 15：2017：20

李泰翰
圖書文獻處
助理研究員

院藏清代戰圖選介

幽遠深厚的文化傳統和曲折動盪的歷史機
緣，造就國立故宮博物院極富特色的圖書
典藏。故宮藏書，匯集歷朝圖籍、版本之
菁粹，素為舉世推重的文物暨學術資源；
而來自各界慷慨捐贈，以及歷年購藏的珍
貴圖書，更持續注入新的典藏活力。打開
金匱石室之門，書香、人情、時運，無不
值得品味思量。歡迎來故宮，共度一個最
「書福」的夏天。
院藏清代文獻檔案，是清代政府處理各式
公務保存下來的文書檔案。這些檔案，以
往深藏大內，外人無法一窺堂奧，更無法
了解其內容與意涵。本專題特選取清代奏
摺與詔書為講授重點，分別介紹兩種檔案
制度之演變，內容格式及其與清代歷史之
相關故事。課程力求深入淺出，希望提供
學員對清代文書制度有初步認識，更能從
中領會清代政治發展的另一面貌。
本院典藏多種清代戰圖，其中，有乾隆、
嘉慶年間製作的「銅版畫戰圖」
、光緒年間
製作的「紙本彩繪戰圖」
，以及奏摺內的附
圖「作戰態勢圖」等等。這些戰圖，是在
何種情況下被製作出來的呢？戰圖製作的
目的，及其展現出的風貌，又是如何呢？
本次演講，擬選介幾種清代戰圖，期使參
加者對本院典藏清代戰圖能有初步的印象
及興趣。

※以上課程安排以本院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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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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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期間： 6/25(週二)14:00-7/10(週三)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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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填完資料後送出後系統顯示資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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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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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週四)至 8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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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class@np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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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文會堂位置圖】

文
會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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