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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古蹟中既存古物調查的現況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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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歷來文化資產相關的諸多工作中，相當重視古蹟建築本體、建築空間結
構與相關歷史研究，反觀臺灣古蹟中所保存「具可移動性質」之各類傳世古物，卻
長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根據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六款，所謂「經過
指定或登錄」的「古物」，係指「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
作品、生活及儀禮器物及圖書文獻等。」但是，儘管現行文化資產法規中對於「古
物」的認定如此明確，但是其受重視的程度遠遠不及古蹟、遺址、民俗藝術等文化
資產項目，而社會各界對於研究古物專業能力的認定，亦普遍存在相當模糊的認知
與誤解。
本文係在筆者二人所執行之古物調查計畫案的實務經驗中，透過對臺灣現階段
古物調查現況的回顧，古物調查步驟與程序、研究方法之建議，以及對於古物登錄
與分級相關法規執行中所遭遇的問題，甚至是臺灣古物研究與調查人才的養成教育
等，提出幾點自身的觀察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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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gard to the cultural assets that have received focus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work done in
Taiwan, considerable emphasis has been given to historic monuments, architectural space structures
and sites relevant to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many pieces of “intangible heritage” have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they deserve. According to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Article III,
Item (6), “cultural heritage” refers to designated or registered assets including “Antiquities: any arts,
utensils of life or civility, and books or documents having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of value of different
eras and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lthough there are explicit guidelines indicated in the Act with
regard to antiques, the emphasis placed on preservation of antiques is much less than the emphasis
placed on monuments, historical sites or traditional art. Additionally, there is also a vague awareness
or even a misunderstanding which is widespread in our society regarding how to identif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regards to appraisal of antiques.
One of the aims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ut forward some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based on the authors’ practical experiences gained through a review of Taiwan's
current status of antiquities survey. First, we would like to share our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tiques
survey steps, procedures and research methods. Second, we dig into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registering
and classifying antiques from the level of regulations implementation. Finally, we also mention the
training of antiques surveyors which shall be carried out.
Keywords: Cultural Asset, Antiques, Register, Classify,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Antiques
Surve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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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現階段古蹟中既存古物
調查研究工作之現況
臺灣對於古蹟的高度重視與大規
模保存工作，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板橋
林本源宅邸的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
直至21世紀的今日，對於古蹟的研究
始終著眼於建築本體、建築空間結構與
相關歷史研究為主；其它相關研究，則
是透過「非物質文化角度」，梳理寺廟
之儀式信仰、歷史沿革、族群勢力等議
題；反觀臺灣古蹟中所保存「具可移動
性質」之各類傳世古物，卻未受到社會
應有的重視，所見具體工作成果，仍以
登錄性質之基礎資料建構為主。即便涉
及到傳統臺灣民間相關古物，大抵仍是
從民俗文物的角度切入，且以通俗性圖
1
錄出版為大宗，例如《民俗器物圖錄》
2
（1991）、《鹿港民俗文物》（1995）、《細
3
說彰化古匾》（1999）、《八卦山史蹟文
4
物展圖錄》（1999）、《彰化常民生活文物
5
6
展》（1999）、《臺灣宗教文物分類圖錄》
7
（2000）、《臺灣傳統宗教藝術》（2003）、
8
《彰化常民文物》（2004）、《臺灣民俗物
9
大觀特展專輯》（2008）等。從上述相關
資料出版年代來看，大抵是在1990 年代
以後的成果，並與地方政府、地方人士
文化資產保存意識的抬頭有關。但其看

待文物的方式，或從「收藏」的角度展
出，或僅能強調它們在儀式中的功能。
另一方面，由於多數古物的來源不明，
年代與真偽待考，在妾身未明的狀態
下，如欲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總是力有
未逮。
在本文進入討論之初，有必要針
對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
文資法）中所見的幾個與「古物」相關
的名詞，進行區分與界定。就文資法第
三條中所稱之「文化資產」，共分為7
類，「古物」則歸為其中之第6類；而根
據「文資法」（2005年2月5日修定版）
第三條第六款所述，所謂經過「指定或
登錄」的「古物」，係指「各時代、各
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作
品、生活及儀禮器物及圖書文獻等。」
故所謂之「古物」，特別強調其所具有
之「年代」與「文化意涵」，而其所關
注之範圍，大抵以傳世文物為主。除了
上述第6類「古物」之外，其它相關名詞
尚可見第5類「民俗及有關文物」；此處
所指之「文物」，則更重視其與風俗、
信仰、節慶之間的關連性，故文物所屬
年代並非絕對必要之考量。此外，在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3條中，
將遺址出土「過去人類、製造使用之器

1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1991，《民俗器物圖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編。

2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1995，《鹿港民俗文物》，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3

林文龍，1999，《細說彰化古匾》，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4

李俊德編，1999，《八卦山史蹟文物展圖錄》，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5

蔡滄龍，1999，《走過歷史隧道：彰化常民生活文物展專集》，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6

李豐楙編，2000，《臺灣宗教文物分類圖錄》，臺中：臺中市政府。

7

謝宗榮，2003，《臺灣傳統宗教藝術》，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8

簡榮聰編，2004，《彰化常民文物》，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9

簡榮聰、阮昌銳撰述，2008，《臺灣民俗物大觀特展專輯》，南投市：臺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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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歸類為「文化遺物」，其所指涉
之對象，更專注於文化資產第2類「遺
址」所出土之考古文物。
若單純就字面意涵來說，「古物」
與「文物」之間其實並未有太過明顯之
差異，所謂的古物之「古」，並非僅強
調物件之「古老」，而文物之「文」，
也非僅指涉物件具備「文字」或「文獻
紀錄」，其關鍵則在於這些「古物」或
「文物」是否受到國家法規的保護。是
故，相關「古物」或「文物」是否經過
完備的「指定」或「登錄」法定程序之
認定，其所屬身分方能被確認，而這也
許才是吾人需要特別關注的焦點。
至於文資法中有關「古物」的管
理事宜，則可見該法第65條規定：「私
有及地方政府機關（構）保管之古物，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
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從前述條文內容可知，政府各級
文化主管機關須針對其轄區內公有或私
有古物，確認其中具有指定或登錄價值
者。但是，在此必須明白指出的是，文
資法第6章所列各項條文內容中，長期存
在著一個相當嚴重的缺環，即法規中對
於「古物」進行「指定或登錄」之前，
並未明確規範其必須先進行學術性之
「調查、研究」，故無法藉以確認其是
10
否為「具有價值之古物」 。如此一來，
「古物」之價值自然無法獲得嚴謹的學
術性認定，而這也相對造成了文化主管
機關在執行相關業務上的若干困難，以
及諸多不必要的誤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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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現今我國文化資產之「古物」
管理的實際狀況觀之，各地公、私立博
物館或政府文化部門迄今所收藏的古
物，由於皆已記錄在冊，故在管理、
研究與保存環境上，較能受到應有的重
視。至於古蹟與歷史建築的保存與維
護，則在國人長期的關心與經費的投入
下，亦得到政府、學界與民間普遍的重
視。反觀各地古蹟或歷史建築內既存古
物，卻未受到同等的關注。可以被登錄
或指定為「古物」的數量，大多未被確
認，而其文化資產價值，也大多未受到
學術性的研究評估，雖然有部分文物被
納入古蹟修復或相關研究報告中，但其
篇幅多僅占其中的一章或一節，或僅是
附帶一提。有鑑於此，近年部分政府主
管機關主動辦理委託計畫，陸續展開並
推動古物的普查、登錄與分級工作。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重視文化資
產中「古物」的重要性，並執行上述各
項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於將此具有歷
史、文化、藝術、科學價值之有形文化
資產，納入法定的保護範圍中，以減少
其受到人為或自然破壞的風險，使其不
僅能被納入現代化與科學化的文物管理
機制，並可有效獲得保護或修復，更重
要的是，這些屬於全民所共有的珍貴文
化資產，能透過專業的調查與研究，確
認其具體價值，使國人不僅可明瞭其重
要性、欣賞古代文物之美，並且使之成
為文化資產再活化的基礎，藉以提升國
民整體的文化素養。再者，透過古物普
查、登錄、研究與分級等工作，也有益
於培養我國古物研究人才、提升相關管

在文資法之「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遺址」與「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各章中，皆明確
列出相關條文規定；見該法第13條、第38條、第58條，反觀第6章「古物」中，則未見明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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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單位的整體水準、增強全民文化資產
保護意識，同時也必將是政府相關主管
機關制定古物保護政策與遠程規劃的主
要依據。
儘管現行文化資產法規中對於「古
物」的認定如此明確，但古蹟中既存
古物受重視的程度遠遠不及古蹟、遺
址、民俗藝術等文化資產項目，而社
會各界對於研究古蹟中既存古物專業能
力的認定，亦普遍存在相當模糊的認知
與誤解。目前臺灣所見已登錄或列冊之
古物，大部分是以博物館或地方政府機
關的典藏文物為主。至於古蹟中既存的
古物，則是過去被長期忽視的重要文化
資產。「古蹟中既有古物」的重要性為
何？為何要特別針對此類古物進行調
查，而非一視同仁地將其等同於民間私
人收藏古物？其關鍵原因在於，許多私
有古物如神像、香爐、匾額等，皆已從
原先收藏的寺廟中被移走，淪為來源不
明的「收藏品」或「古董」。由於這些
古物已從原來典藏的環境中被抽離出
來，導致其完全失去了原本存在關鍵
的「歷史與文化脈絡」（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是故，「古蹟中既存

古物」的重要價值，在於兩者間存在的
密切聯繫，古蹟所反映的年代與歷史文
化事蹟，可顯示更多有關古物的年代、
功能與儀式等各種重要訊息。反過來也
可透過古物所屬年代，追溯古蹟初建或
重修年代，或透過古物重新找回過去曾
經存在於古蹟的人群互動與文化脈絡。
現階段臺灣地區所見古蹟中既存古物
普查工作，大抵肇始於民國89年（2000）
初，已執行成果包含了《臺南市古蹟寺廟
11
古物調查記錄計畫》 （2006）、《屏東
12
縣公有古物保存清查計畫》 （2006）、
《臺南市古蹟廟宇暨南區、安平區等
13
歷史廟宇、教堂古物調查記錄計畫》
（2007）、《96年度高雄市碑碣暨古蹟、
14
寺廟內古物調查研究》 （2007）、《臺
南市古蹟廟宇暨北區、東區、安南區等
15
歷史廟宇、教堂古物調查記錄計畫》
（2008）、《嘉義縣公有古物清查計畫
16
成果報告書》 （2008）、《府城登錄古
文物研究計畫—— 明鄭時期文物清查與
17
分級建議》 、《開元寺歷史與文物調查
18
與出版計劃》 （2010）、《彰化縣古蹟
19
中既存古物清查計畫》 （2010）、《臺
20
中市古物研究計畫》 （2010）、《南投

11

鄭道聰，2006，《臺南市古蹟寺廟古物調查記錄計畫》，臺南市文化觀光處委託，社團法人臺南市文
化協會執行。

12

杜奉賢（計畫主持人）、鍾宇翡（協同主持人），2007，《屏東縣公有古物保存清查計畫》，屏東縣
政府文化局承辦，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執行。

13

社團法人臺南市文化協會（計畫主持人鄭道聰），2007，《臺南市古蹟廟宇暨南區、安平區等歷史廟
宇、教堂古物調查記錄計畫》，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委託。

14

楊玉姿，2007，《96年度高雄市碑碣暨古蹟、寺廟內古物調查研究》，高雄巿政府委託，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共同學科執行。

15

社團法人臺南市文化協會（計畫主持人鄭道聰），2008，《臺南市古蹟廟宇暨北區、東區、安南區等
歷史廟宇、教堂古物調查記錄計畫》，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委託。

16

汪天成（計畫主持人），2008，《嘉義縣公有古物清查計畫成果報告書》，嘉義縣政府委託，國立嘉
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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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縣古物普查計畫》 （2010）、《臺南
市國定（第一級）宗教性古蹟內古物普
22
查計畫案結案報告》 （2011）、《彰化
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
23
畫》 （2012）、《（第二期）彰化縣古
24
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
（2013）等，共10餘項計畫成果報告。
上述普查工作成果，大多由地方
縣市政府委託，顯示部分文化主管機關
開始重視「古蹟中既存古物」，並視之
為重要有形文化資產。但實際深入檢視
這些已執行之工作成果，不免呈現了我
國文化資產中「古物」專業研究與落實
上的一些問題。首先是執行團隊的多種
來源與專業上的不確定性，所屬學科或
背景包含藝術史學、歷史學、地方文史
工作者、文化創意產業等。但若以專業
「古器物學」的學術標準觀之，則不少
上述古物登錄，僅淪為簡單的「文字記
錄」；或是錯誤使用描述古物的專門術
語；或有將古物視為反映文化活動與歷
史事件的插圖，或有登錄資料僅流於大

量表格文字的堆砌，導致古物自身所蘊
含之文化與歷史價值，無法被清楚彰顯
的情況。至於有關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
資料中極為重要的形制、裝飾、製作工
藝、年代、產地等學術判讀與描述，則
頗多被簡單帶過或空白不提，或錯誤的
鑑定判別，更遑論古物調查中關鍵性的
學術記錄工作，諸如專業文物攝影、外
形與剖面線圖繪製、規範性尺寸測量，
甚至是相關科學檢測分析等資料。
再者，如果古蹟中既存古物普查與
登錄無法準確而深入落實，必將直接影
響後續的研究分析與古物分級工作。事
實上，各類基礎的古蹟中既存古物調查
資料的建立，實為下一階段古物研究的
重要起點，以「古蹟中既存古物」課題
來說，諸如遺物所屬年代考證、形制源
流、裝飾風格、產地來源等各項議題分
析考訂，以及針對寺廟傳世古物聯繫特
定信仰、祭祀禮制、寺廟歷史發展之間
的探索與研究，才是真正能彰顯其文化
與歷史意涵之重要工作。如此一來，有

17

盧泰康（計畫主持人），2009，《府城登錄古文物研究計畫－－明鄭時期文物清查與分級建議》，臺南
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執行。

18

盧泰康，2010，〈古瓷遺珍－－臺南開元寺所藏陶瓷〉，收於《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
元寺文物精華》，臺南：臺南開元寺。

19

彰化縣文化局、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2010，（計畫主持人游惠遠），《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
物清查計畫》，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

20

蔡金鼎，2010，《臺中市古物研究計畫》，臺中巿政府委託，南厝創意企業社執行。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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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楨，2010，《南投縣古物普查計畫》，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委託，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執行。
黃翠梅（計畫主持人），李建緯、林素幸、黃猷欽（協同主持人），2011，《臺南市國定（第一級）
宗教性古蹟內古物普查計畫結案報告》，臺南市立文化資產管理處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執行。
李建緯，2012，《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縣文化局委託，私立逢甲大
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執行。
李建緯，2013，《（第二期）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縣文化局委託，
私立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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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古物分級」的實施，以及文化資產
管理的落實，方能具備堅實的基礎資料
與明確的依據。

二、古蹟中既存古物調查程序與
研究方法
（一）調查要點與注意事項
關於古蹟中既存古物調查要項，在
2007年文建會（今文化部）編訂《文化
資產實務執行參考手冊》中，具體名列
了相關要項，其內容包括：1.保管機關
之名稱、所在地，或所有人或管理人之
姓名、住址、所在地；2.編號、名稱、
分類、單位、數量；3.時代、作者、材
質、技法、形狀、紋飾、尺寸、重量、
出處、文字及重要特徵等綜合描述；4.功
能、作用與文化意義；5.存放位置、環境
與保存狀況；6.保管之必要限制或注意事
項；7.分級登錄指定建議；8.古物各個面
向之影像電子檔；9.其他相關事項：如登
錄者姓名、攝影者姓名、登錄日期等。
上述登錄要項雖然繁複，卻有其
一定之必要性，可確實提供地方政府相
關單位在日後能有效地管理與保存古蹟
中既存古物。詳實的古物調查與登錄資
料，除了能讓我們對古物有更宏觀的認
識，且能對其提出更具通盤性的保存或
修復措施之建議；同時，透過影像與文
字的完整紀錄，當古物已進入不可逆的
毀損狀態時，方能留給後世子孫相關的
歷史紀錄與集體記憶。
25

有鑑於此，在正式實施古蹟中既
存古物田野普查之前，調查人員應事先
參考上述要項，同時考量調查對象之
特性，設計一份符合實際需求的古物
25
登錄表 （圖1-3）。在實地調查登錄工
作執行時，針對古物的觀察與記錄，應
盡量以詳盡的方式登載，以符合「古物
研究」的專業學術要求：例如，在工藝
方面，可區分成陶瓷（泥條盤築法、拉
坏、貼塑、燒成方式等）、木工（大木
作、小木作、鑿花）、金工（範鑄法、
失蠟法、錘鍱、焊接等）、石刻（陰線
刻、淺浮雕、高浮雕、透雕、圓雕）、
紙本（墨書、印刷、彩繪）等。在古物
尺寸的丈量方式上，可細緻分成圓形器
（通高、腹寬、口徑、腹徑）、非圓形
器（通高、最寬、最深）、家具類（通
高、最寬、最深）、匾額（寬、高、
厚）、神佛造像（通高、最寬）等。
此外，有關「古蹟中既有古物」
普查工作中，寺廟所占比例甚高，故需
特別注意寺廟中所存古物多屬宗教類文
物，禁忌性較高者如神像、香爐等，
可能會因為廟方認為以標尺直接丈量，
恐對神明不敬，甚至造成宗教文物「退
神」之虞，因此除了可使用紅線以代替
量尺直接施測外，某些情況還需經「擲
筊」，經神明同意後方可進行，若是仍
無法取得測量許可，應以尊重廟方信仰
禮俗為原則，避免不必要之衝突與誤
會。另有關古物重量的測量，則需注意
不少古物如神像、香爐、匾額、家具與
碑碣等，或具有禁忌性、或擺放位置較

在文資法之「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遺址」與「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各章中，皆明確
列出相關條文規定；見該法第13條、第38條、第58條，反觀第6章「古物」中，則未見明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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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古物登錄表
□公有 ■私有 古物申報表

名稱

建議名稱

例授修職郎陳漢臣

填表單位

逢甲大學

永靖餘三館/管理人陳正雄
古物所在地

古物所在地點：
永靖餘三館右側次間廳堂

元 □發掘

地址

地址

（捐贈者）

□採集 □徵集 □轉移 ■自置

購買憑證

□商借 □其它（不詳）

證明文件

□藝術作品 □生活及儀禮器物
□圖書文獻 ■其它類

23-01

簡翊家

填表人
流水號

003
CHUS-

編目號

Pa-001（1）

贊助者

古物取得方式：
□受贈 □購買

原編號

翁遺像

古物保管機關（構）：

分類

101年6月27日

陳有光畫像

原名稱
古物

填表日期

數量

彰化縣永靖鄉港西村中山路1段451巷
2號
彰化縣永靖鄉港西村中山路1段451巷
2號
無

無

本件古物，共含 1 件

建議級別及
其 他 事 項 □國 寶 □重要古物
（私有古物 ■一般古物 □不具古物價值
免填）

群或地方文化特色
■具有史事淵源。
■具有一定之時代特色、技術及流
建議級別
理由

古物正面圖片

□具有歷史意義或能表現傳統、族

派。
■具有藝術造詣或科學成就。
□具有珍貴及稀有性者。
■具有歷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
值。
□其它理由

▲圖1. 《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第二期）》文物登錄表。
Figure 1. Changhua County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Artifact Registry (2nd phase): Chart
of registered artifacts.
圖片來源：李建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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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古物基本資料表
此幅圖分兩部分，上半部為施梅樵所題之字，悼念例授修職郎陳漢臣翁在世之德行及
與自己的交誼；下半部為陳有光著朝服之全身坐姿畫像。上半部之文字為：「例授修
職郎陳漢臣翁遺像人世傀儡場富貴似作戲消受得幾時百年只夢寐生前費經營死後甘拋
棄輿論定蓋棺立名知匪易惟翁能好名讀書自奮志科第艱一衿文戰鋒不利及身歷滄桑避
囂老衡泌弘景居山中宰相應位置兼善其本懷荒凶肯布施投轄舊家風客來留一醉與我忘
外觀特徵
（造形、紋飾
與刻銘等）

年交下榻禮尤備玉樹滿階前仲子人中驥翁死亦何傷繼起多哲嗣我今披畫圖忽下知己淚
數言述遺徽聊補銘墓誌甲寅冬十月余適有北斗之行沿途訪汝甘時漢臣翁作古已數年矣
汝甘素純孝爰將其令先尊遺像索題余不才只就其事實成五古一篇工拙所不計也梅樵
施天鶴敬題。文字末之左下有兩方篆體陰刻方印，分別為「施天鶴印」及「梅樵翰
墨」。
圖畫部分：陳公頭戴暖帽，身著文官補子朝服，補子四框有金漆回字文。肩披絨毛披
肩，項掛朝珠，著朝靴，坐於圈椅上。面部為淡墨多層描繪法。圖之右上方有一不規
則圓形篆刻印「」，及年款「時在庚戌季冬臘月繪於閩汀橫禁山樵□□□廖毓華」。
其下有兩篆刻方印，分別為「廖毓華印」及「廖臣書畫」。

製作地點
年款
附屬物件
尺 寸（cm）
作者

古物歷史
與文化意涵

臺灣

材質

文字：甲寅冬十月
圖：庚戌季冬臘月
無
高220 公分、寬97公分
文字：施梅樵
圖：廖毓華（廖臣書）

製作年代

紙質
文字：大正3年（1914）
圖：明治43年（1910）

重量（g）

無法測量

用途

紀念祖先

製作工藝

彩墨描金受西方陰陽畫法影
響

陳家第16世陳有光，生於道光20年（1840），明治42年（1909）逝世，享年60歲。同
治12年（1873），陳有光捐納獲得「貢元」頭銜，他於光緒10年（1884）將舊房舍擴
建，至光緒17年（1891）完成餘三館建築。此圖繪於宣統2年（1910）。

參考文獻

張瑞和，《永靖鄉土資料研究集》，彰化縣永靖鄉：彰化縣永靖鄉公所，1995。

保存現況

■良好 □尚可 □不佳 □亟待修復

與建議事項

保存良好，無明顯蟲蠹與水漬痕跡。

備考
登錄

張志相、簡翊家

古物調查日期

101.6.27

攝影

張嘉豪

影像製作日期

101.7.27

調查人員

▲圖2. 《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第二期）》古物基本表。
Figure 2. Changhua County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Artifact Registry (2nd phase): Basic
chart of artifacts.
圖片來源：李建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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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古物基本資料附錄
古物「其它面向」與「特殊銘文、記號」部位圖片

▲圖3. 《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第二期）》基本資料附錄。
Figure 3. Changhua County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Artifact Registry (2nd phase):
Appendix of basic information.
圖片來源：李建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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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難以接近，亦有太重而無法測量者，
故僅能針對「非使用中」之古物實施
之。此外，訪查地方耆老時所收錄之口
述歷史，若與所登錄古物有關，也應一
併記錄於登錄表中。

院校科系，工作人員以學生為主，應
按個別學科專業能力之不足者，另行
規劃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5. 確立調查實施順序：調查複數地點古
蹟內之古物，宜規劃先後順序，並於
現地討論工作實施方式（圖4）。

（二）調查程序與步驟
任何古物調查工作的執行，皆應有
標準學術程序與調查目的，才能準確達
成預期成果。否則極易流於形式，淪為
機械性填抄紀錄，而無法將古物調查成
果轉化為重要的有形文化資產。有鑑於
此，古蹟內古物的調查，應該考慮下列
各項實施步驟與內容（實際執行仍應視
工作性質與地域差異，進行順序更動或
調整）：
1. 執行能力參考條件：執行團隊主持人
應具備「古物研究」相關專業能力或
學位，或者曾經執行並完成相關古物
研究或調查委託案，其研究成果已受
到學術界認可，而在實際執行面上，
至少應經由相關主管機關之「古物審
議委員會」審查決定，以確認其資格
是否符合。
2. 擬訂研究進度與品質控管：建立古蹟
中既存古物調查標準作業流程與執行
期程甘特圖（Gantt chart）。
3. 行政作業：針對參與調查之人員，召
開古蹟中既存古物調查工作會議，並
正式行文至預計前往調查單位，說明
工作內容與法源依據。
4. 確認田野調查項目與分工：針對不同
工作人員之能力與專業資歷，進行任
務編組與分工；執行單位如為民間團
體，參與者應具備「古物研究」相關
工作經驗或學歷。如執行單位為大專

▲圖4. 工作人員現場討論調查內容與執行方式，拍
攝地點彰化定光佛廟，2011年7月。
Figure 4. Cultural workers discussing investigation
details and methods on site, photo taken
at the Ding Guang Buddhist temple in
Changhua, July 2011.
圖片來源：盧泰康、李建緯提供

6. 建立編號系統：依實際狀況決定古蹟
中既存古物登錄之流水號或編目號系
統。在執行田調時，可先暫行使用簡
單流水號，待資料整理階段，可進一
步使用編目號方式進行排序。另如收
藏或委託單位原先已建立典藏文物代
碼系統，應該一併納入編號系統設計
考量。
7. 古蹟中既存古物影像紀錄：應具備文
物影像攝製基礎標準，配備高畫素之
數位單眼相機、穩定度較高之三腳
架、背景設置，正確記錄古物之多角
度、多面向特徵與細部特寫，拍攝影
像亦需注意光線強弱、曝光值、色
溫、清晰度，以及各種規格比例尺之
設置（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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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古物影像紀錄，拍攝地點臺南孔廟，2010
年11月。
Figure 5. A record of the images of antiquities
photographed at the Taiwan Confucius
Temple, November 2010.
圖片來源：盧泰康、李建緯提供

8. 線圖測繪：文物攝影雖具臨場感與真
實感，但無法準確反映各個部位具體
尺寸和相對空間關係，故應援引考古
學中使用的器物線圖測繪方式，針對
特定重要古物，具體記錄其形態特
徵、剖面厚度、結構細節等關鍵訊息
（圖6、圖7），以利後續研究分析。
9. 運用科學檢測儀器：針對特定古物類
型或物件，使用科學儀器進行初步檢
測，如電子數位放大攝影器材、攜帶
式螢光繞射分析儀（SRF）等，以獲
致必要的學術訊息。
10. 相關資料建檔：將調查所得各類資
料，進行數位化整理與歸檔。
11. 落實後續研究、分級與相關建議：基
礎普查資料建立後，應隨即著手相關
古蹟中既存古物的分析與研究，並將
所得成果參照「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
廢止審查辦法」規定，提出古物分級
具體建議，區分該批古物歸屬「國
寶」、「重要古物」或「一般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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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銅質文物結構與斷面測繪。
Figure 6. Bronze ar tifact structures and
sectional mapping.
圖片來源：盧泰康、李建緯提供

▲圖7. 瓷質文物結構與斷面測繪。
Figure 7. Porcelain artifact structures and
sectional mapping.
圖片來源：盧泰康、李建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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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定標準及依據，而未達古物標準
者，雖然「不予登錄」，但亦可造冊
列管。最後亦提出相關建議事項，特
別針對迫切需要保護修復措施之個別
古物，以及後續古蹟中既存古物管理
典藏問題。

（三）古物研究
具體而深入之古物研究，可做為吾
人認識古蹟中既存古物的重要憑藉。大
體說來，古物研究屬文博領域多種學科
整合之專門性研究，包含藝術史、歷史
學、考古學等研究方法或資料。可透過
以下幾個面向加以剖析探討：
1. 相 關 歷 史 文 獻 梳 理 ： 範 圍 涵 括 地 方
志、寺廟志、古蹟調查報告、相關歷
史學研究成果等，此為展開古物普查
前的事前準備工作。
2. 古器物形態學研究：透過藝術史風格
分析，比對觀察相關傳世文物資料，
以及考古出土文物資料，藉以確認古
物所屬之具體形態特徵，以及其造形
式樣的發展脈絡。
3. 裝飾內容之理解與識別：運用藝術史
圖像學分析法，解讀與辨識古物所呈
現之特定裝飾題材與內容。
4. 製作工藝研究：透過其所屬材質、製
作工藝與製成工序的分析，探討古物
之工藝技術特徵。
5. 古物年代與產地分析考證：運用上述
諸項研究成果，具體分析古物所屬的
時代與製作來源。
6. 古物功能理解與詮釋：可分原始功能
與衍生功能論之，原始功能屬最初被

製作的用途；衍生功能則是古物的第
二生命，例如被當成古董或是展示
品。最後應注意古物的詮釋不宜浮
濫，古物所反映之歷史文化價值，不
應凌駕於古物本身所透露的訊息。

（四）古蹟中傳世古物年代與空
間脈絡問題
古代物質文化研究中，相當重視物
件所屬年代問題。關於古蹟或寺廟所藏
古物的年代問題，可透過以下線索的交
26
叉比對後，加以確認 ：
1. 年款：如匾額或香爐上通常會自銘捐
獻年代，但此部分需謹慎，因為臺灣
寺廟中有為數不少的匾額雖後人所
製，卻標示較早年款之現象，因此仍
需通過工藝與器物形制進行校正。另
有款識所標年代，經研究考証後晚於
或早於古物製作年代的情形。
2. 贊助人：若是無自銘年款，則可透過
對贊助人生平事蹟的考證，推論古物
可能年代範圍。但贊助者若無相關史
蹟可尋，則往往很難找到可資對應的
年代；同時，尚有同名同姓之疑慮。
3. 銘 文 所 見 寺 廟 稱 謂 ： 如 香 爐 上 自 銘
「定光庵」與「定光佛廟」之差異，
則所屬年代便有早晚之別；另如稱
「天妃」、「天后」或「天上聖母」
者，時代亦有先後之異。再者，若古
物自銘時代較早年款，卻使用晚期的
廟名，則可合理懷疑古物為後來仿
製。整體來說，古物自銘內容，僅能
作為判斷古物年代的佐證資料之一。
4. 歷史文獻（文字或圖像資料）：如日

26

李建緯，《（第二期）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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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本時代的相關文件、調查報告或照片
中，可見寺廟內所藏古物數量、種類
或影像資料，亦可做為文物年代判斷
依據。
口述歷史：通過地方耆老或廟方資深
管理人員的訪談，通常可做為古物年
代之佐證。但因大多憑藉的是記憶，
故偶爾與實際狀況相左，而出現時空
錯置的情形。
工藝技法：若銅器材質為黃銅（銅鋅
合金），或是以失蠟法澆鑄成型，則
其年代可能偏晚；至於陶瓷器之釉
色、胎質、製坯與圈足切修、燒成狀
況等製作工藝特徵，亦可判斷古物的
年代與產地。
器表外觀：古物器表的風化程度、皮
殼或外觀，也可做為年代觀察與判讀
的依據，例如木質文物表面漆皮、木
材紋理、金屬器之光澤度、陶瓷器釉
面的風化狀況（折光度、牛毛紋）
等。通常新仿製文物外觀較新，表面
風化程度較低，而古物因歷經數十年
至數百年，即便經過重新整理，仍可
看出時間的痕跡。若是年款較老而外
觀甚新之文物，則需質疑其為後世仿
製的可能性。
器物類型與風格分析：透過藝術史風
格分析與考古類型學，梳理古物之形

式演變，並參照其它特徵相似之紀年
器，可做為有效判讀古物年代的參考
依據。有關器物類型與風格之定義，
考古學者張光直曾指出：「類型是指
器物製作者努力使其作品符合的形
式；風格是一社群中影響器物製作者
行為的一種審美標準」，是「可以反
27
映左右古人行為的文化」特徵 。而
「這些不同的器物類型在時間與空間
上的排列組合又恰恰表現了某些內在
的、有規律的文化關係來。……一群
類型代表文化演變的一個時期或階
28
段。」 至於這種認為器物類型風格反
映時代特徵的方法，亦同見於藝術史
風格分析，但風格分析更強調作品形
29
式發展的內在邏輯 。由於考古類型
學主要是建立在出土陶器的分類上，
生活用陶器的時代變化敏感度，通常
要比宗教類文物要高，因為後者必需
保持外形上的穩定性，例如神像的風
格演變，就比陶器要來得慢，否則很
容易失去信徒對神明形象的認同與辨
識。因此，當我們完全依靠考古類型
學做為文物年代判定依據時，應抱持
較為謹慎的態度，否則很容易出現錯
誤的判斷。
9. 科學技術檢測：運用便於現場實地操
作的現代科學技術與儀器，輔助古物

27

張光直，2002 年，《考古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頁6。

28

張光直，《考古學》，頁6-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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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史學者沃夫林（Heinrich Wölfflin, 1864-1945）曾指出，人類的「觀看」方式，如同知識一般，有
其普遍性意義。《藝術史的基本概念》（Fundamental Concepts of Art History, 1932）一書中，沃夫林
針對文藝復興到巴洛克的發展，提出了著名的「風格發展五組原則」；引自Walter Eugene Kleinbauer
(1971) Modern Perspectives in Western Art History: An Anthology of Twentieth Century Writings on the Visual
Arts, University , Toronto Press, pp.154-164。之後巴哈佛（Ludwig Bachhofer, 1894-1976）與羅越（Max
Loehr, 1903-1988）則將這項成果，轉而運用於中國上古時代青銅藝術研究中，並得出相似的結論。對
藝術史風格分析來說，藝術作品的歷史就如同一條向前的線，只要掌握正確科學方法，藝術作品發展
的先後排序，亦可找到一條具普遍意義的通則與規律，藉以釐清藝術作品發展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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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判讀。例如運用不可見光譜
（如紅外線或紫外線），檢視古物表
面是否殘存銘款書寫的痕跡。或利用
手持式X光螢光繞射分析儀（SRF），
獲得古物不同部位的成份內容，以判
斷其材質或成份所可能反映的年代訊
息與意涵。
最後是傳世古物所歸屬的古蹟、歷
史建築的空間，以及二者之間所呈現的
交互關係，則顯示了另一種錯綜複雜的
脈絡問題。首先是古蹟、歷史建築內保
存文物的模式，與古代墓葬中埋藏文物
的行為不同，各類文物之間不會發生考
古學中的層位疊壓關係，因此無法藉此
說明古蹟內傳世古物的年代先後關係。
其次，古蹟內的空間是開放性的，
異於墓葬或窖藏坑埋藏後的封閉空間，
在空間內部不斷有人員返復往來，而陳
設於內部的古物會不斷地移動、重修或
汰換，因此，古物年代與古蹟建築之間
的年代間的關係就更為複雜。況且，建
築本身經常是數十年就翻新，因此建
築空間型態與樣貌是一種動態的變化過
程，更增加了其間古物定年的困難度。
然而，我們認為，研究宗教文物
仍不應將其自原生的空間脈絡中抽離出
來。在某些程度上，具有高度精神信仰
意涵的神像、祖先像、香爐或匾額等文
物，也可能歷經百年而未曾改變。

具體呈現了中國古代階級與長幼尊卑的
儀式性規範，最重要的位置是在中軸線
上。以寺廟為例，通常重要的神像都位
於此一線上，特別是中軸線的中心位
置，往往是一座廟宇主祀所在（如神
房、神龕與主神），其次則屬中軸線後
方位置（如後殿）。配祀神則通常位於
中軸線上的對稱兩側。同理可證，在地
位上比較重要的古物大多位於中軸線
上，如鎮殿神像、御賜古匾、天公爐與
主爐、主殿翹頭神案等。換言之，隨著
寺廟空間內擺設位置的不同，古物本身
的位階便會產生差異。
事實上，不論是臺灣傳統寺廟或
民居中的空間位階性，早已見於中國商
周時期宮殿與宗廟的空間布局。以陝西
岐山鳳雛村出土的周初宮殿（宗廟）基
址為例，建築遺構分為前後兩進院落，
沿中軸線自南而北布置了廣場、照壁、
門道及其左右的塾、前院、向南敞開的
「堂」，以及南北向的中廊、數間分室
30
（寢） 。位於中央的「堂」，是地位
最高的空間，而這種空間布局方式，有
如今日臺灣所見三進式的傳統寺廟（三
川門、正殿與後殿）。另據古籍《考工
記》所載：「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
門，城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左祖右
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說明王城
的中央係最重要的位置，而這種古代官
方建築以中軸線、中心點為尊的空間布
局概念，自然也影響到臺灣古蹟中既存
古物的陳設模式。

此外，漢人建築內的空間布局，更
30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第10期，頁27-37；陝
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召陳西周建築群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3期，頁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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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臺灣現階段古蹟既存古
物登錄與分級工作的反思
目前所見臺灣各地方政府文化主
管機關委託執行的古物普查工作成果，
普遍存在「古物研究」專業的不足，以
及落實調查工作上的一些問題。而臺
灣各地不同性質古蹟中所收存古物的種
類，亦屬龐雜多樣。至於各類古蹟中既
存古物的年代判定、重要性與文化資產
價值，則須透過嚴謹學術研究，以獲致
具體認識，且需送交地方或中央主管機
關之古物審議委員會再議，並非透過單
一專家學者的定見而拍板定案。各地主
管機關都必需經由古物審議委員會的討
論，透過業務執行單位的調查成果與問
題的梳理，同時根據古物特性與歷史價
值，盡量做出周詳分析評斷，方能以更
宏觀的角度提出適切的意見。此外，對
於臺灣現階段古蹟中古物登錄與分級工
作所面臨的幾項迫切問題，筆者二人也
嘗試提出以下幾項具體的觀察與想法：

因此所調查的文物亦屬私有。目前我國
文化資產保存法僅能針對國寶與重要古
物的出入境進行管制，對於尚未登錄為
古物，或已公告為「一般古物」之私有
古物，其實並無明確的法令予以管理。
就傳世古物數量較多的古蹟寺廟來
說，數百年來在信徒的奉獻、贊助下，
自然會遺留不少古物；然而，因其管理
者大多屬於私人性質的管理委員會，在
歷任管委會的輪替中，往往會因帳冊闕
如，或人謀不臧的情形下遺失（圖6、圖
7）。實際上，古蹟中既存古物是一種
公共文化財，其管理者若無相對的古物
保存概念，實際上正是在對它做出不可
挽回的戕害。古蹟內古物的所有權不只
是專屬於廟方管理委員會或主事者，更

（一）法規層面尚待健全化
目前來說，臺灣大多數被定為國
寶或重要古物者，多屬公立博物館中的
珍品，有相應的恆溫恆溼庫房保存；然
而，古蹟中既存古物因多數位於開放式
空間，故其失竊率或被破壞率更高，導
致地方文化主管機關在面臨古物分級、
管理與維護層面上，受到更大的挑戰。
因此，地方政府在古蹟中既存古物分級
作為上往往躊躇不前，在實際執行層面
上亦更為困難。
此外，由於古蹟多屬於私有性質，

110

▲圖8. 彰化關帝廟中所見古錫爵，每年2次的祭
典會拿出作為祭祀盛器，現已散逸不
存。
Figure 8. Ancient Wine Holder from Changhua's
Guandi Temple, formerly used in
rituals twice annually but no longer
used, picture taken from: A Collection
of Taiwan's Cultural Artifacts – Book 2,
page 178, Guan Shan-ching – Chief
Editor, Outdoor Life Books Company,
Ltd., Taipei
31

圖片來源：《臺灣古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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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古蹟中既存古物分級
的必要配套措施
古物是否分級的問題，一直以來是
文化資產保存的核心問題。然而，我們
建議不應古蹟中既存古物容易失竊就放
棄古物分級，正如同林柏亭所說：

▲圖9. 臺南市萬福庵舊藏，17世紀後半「阮夫人
寺」款清花鳳尾瓶，1980年代遭竊遺失。
Figure 9. A Ching Dynasty vase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formerly stored
in the collection at Tainan City's Wanfu
Temple; the vase was stolen in the
1980s. Picture taken from: Koshinga's
Return to Taiwan – 300 years of pictorial
history , pages 117 and 118, by Huang
Dian-chuan, published by Chinese
Cultural Press, Taipei.

適當的分級便於執行業務或監督與管
理。從博物館以外的社會角度來看，由
於古 物需有正常合法的交易、繼承或交
流之規定，並且需防止非法的走私或盜
賣等行為，若有適當的分級將有助於為
這些問題訂定標準33。
此外，學者葉貴玉也指出，古物分
級的重點不是去找出幾件國寶或幾件重
要古物這種短視近利的作法，所有的古
物都重要。因此，分級的重點在於保存
的需求性，而按照優先性來制定保存策
34
略 。

32

圖片來源：《鄭成功復臺三百年史畫》

應屬於社會大眾。因此，我們期待相關
主管機關能加速其所屬古物的登錄、審
查與公告作業，使其能公示於大眾，以
發揮其古物的「公共性」，產生約制作
用；同時，我們更期待未來立法機構能
針對古蹟中既存古物部分，制定出更明
確之規章，一方面從法制面來保護有形
文化資產。

然而，任何法令要執行必須要有執
法人員，以及一定的經費才能讓相關法
令被落實，並且要有相當的人力執行。
普遍來說，若是將具有一定年代之文物
皆建議為「一般古物」的話，則各處古
蹟中既存古物動輒數十件到數百件，不
僅對於保管單位的典藏、管理工作帶來
沉重負擔；另一方面經公告後這些古物
容易淪為文物販子覬覦的寶物。文資法

31

關山情主編，1980，《臺灣古蹟全集》第2冊，臺北，戶外生活雜誌社，頁178。

32

黃典權，1961年，《鄭成功復台三百年史畫》，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頁117-118。

33

34

林柏亭，〈古物的分級與相關問題——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說起〉，《古物普查分級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86。
見黃永川，〈公立博物館執行古物分級現狀——以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例〉之評論稿，引自《古物普查分
級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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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古物」中的第65條規定，私有及
地方政府機關（構）保管之古物，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
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因
此，經研究普查與登錄的研究工作執行
後判定為「古物」者，經相關主管機關
審查確認後，需於文化部相關網站公
告。然而，公開古物所有相關資料的作
法，也可能造成不肖份子覬覦古物的經
濟價值，使得古物失竊率提升。而這樣
的兩難也造成了有關單位在古物普查與
調查分級工作的顧慮。
總的來說，在古蹟中既存古物登
錄的執行面上，不宜過於浮濫，或可在
年代的考量上，另外納入珍貴性、歷史
性、審美性或教育性等面向。否則，大
量地將文物指定為「古物」不僅讓文資
法的效力鞭長莫及，反過來若無法完全
落實文資法，更會傷害到法規本身的權
威性。

（三）有形文化資產概念再教育
一般民眾總會將古物所有權視同一
般物品；亦即是說，有錢買下古物者能
將古物自由地進行買賣交易、轉讓，甚
35
至損毀 。實際上，古物是一種文化財，
收藏者若無相對的古物保存概念，實際
上正是在對它做出嚴重的戕害行為。
古蹟內古物的所有權不只是專屬於
廟方管理委員會或主事者，更應屬於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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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眾。筆者二人過去在臺灣中、南部
廟宇進行古物調查時，屢次痛心地發現
10至20年前研究文獻與報告中曾提到的
古物，早已損毀或不知去向現象。這也
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於古物保護倫理的陌
生，以及對文化資產認識的不足。因此
筆者建議相關單位能常態性地召集全國
相關古蹟保管單位主事者，進行有形文
化資產（特別是古物方面）的專業基礎
教育或再進修。

（四）古物調查與研究的「跨域
普查」
公共政策領域提出的「跨域治理」
（across boundary governance）概念，也
就是2個或2個以上的行政區因彼此間之
業務、功能彊界相接及重疊而模糊，於
是通過合作、社區參與、公私合夥或契
約等聯合方式，以解決治理中僵化的問
題。以河川整治問題為例，河川上游、
中游與下游往往分屬不同縣市，因此需
要各地方政府協力一同完成工作。故現
行文資法第5條，明訂「文化資產跨越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轄區，其地方主
管機關由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商定之……。」而就臺灣目前所實
施的古物調查，仍以縣市為範疇劃地自
限；亦即是說，各縣市文化主管部門仍
以各自行政區域作為古物普查範圍。然
而，我們知道行政區域的劃分是隨時間
發展而有變動的，過去某個聚落或街市
的範圍，在今天往往隸屬不同縣市，例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七十一條之「國寶、重要古物之運出外」一款，指出「中華民國境內之國寶、
重要古物，不得運出國外。但因戰爭、必要修復、國際文化交流舉辦展覽或其他特殊情況有必要運出
國外，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核准出國之國寶、重要古物，應辦
理保險、妥慎移運、保管，並於規定期限內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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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近年古笨港遺址的調查與研究，即跨
越了雲林縣與嘉義縣。因此，我們呼籲
對於古蹟中既存古物的普查與研究，也
應具有「跨域普查」的概念，方能讓古
物同時具備橫向空間與縱向時間的廣闊
視野及完整性。
此外，相關學科的跨域整合與分
工，亦是回歸專業的重要課題。例如古
蹟或廟宇之研究屬建築學門之專業；而
傳世古物之鑑識判定，則屬於研究古
代或傳統文物之藝術史學範疇；至於古
物之保存與修復，則又是另一針對物件
進行維護之專門技術。是故，如何整合
相關學術專業，進而規劃完整兼顧各類
文化資產不同需求的普查策略與實施構
想，亦應是日後發展的重要方向。

（五）重視專業古物調查與研究
人才長期培育
臺灣現階段古蹟中既存古物調查工
作，多是由地方政府文化主管機關，委
託相關學術單位或文史工作者辦理。這
種以計畫為導向之任務，因屬臨時性，
故工作成員也多臨時成軍。在此前提
下，古物普查人才的培訓大多是透過各
計畫單位的自力訓練，或公部門的短期
推廣教育活動，使得我國文化資產中的
重要類別「古物」的相關工作成果，始
終存在著一些缺憾或者是專業性不足的
質疑。
然而，透過本文作者過去投入研
究與實踐的經驗可知，一位合格的古物
普查人才，應具備以下幾項基本知識：
第一、具備各類古物研究專業之基本
知識，以及相關研究資料的掌握，如金

屬、陶瓷、玉石雕塑、紙質文物、木質
家俱及構件等。同時對宗教類古物諸如
神佛造像、匾聯、香爐、供桌等，能正
確指出各部位名稱與其功能，如此方能
於登錄資料上，進行精準簡潔與學術正
確性兼備的文字描述；第二、對於古蹟
空間結構名稱亦應熟稔，如三川殿、正
殿、拜殿，或門枕石、梁與通之別，如
此才能深入地剖析古物與空間之間的
有機連繫；第三、能熟悉民間信仰與儀
式，並以此為基礎，將有形文化資產與
無形文化資產結合，提供跨領域文化研
究的基本資料；第四、具備專業的文物
攝影與測繪紀錄能力；如此才能完整地
呈現古物形制與科學數據。有鑑於此，
上述從業人員應該接受完整的藝術史、
文化資產、文物學與文史相關知識的
「系統性」與「長期性」教育與培養，
而這絕對需要國內相關大專院校專業科
系的長期培養，同時亦須配合國家文化
資產主管機關對專業古物研究的重視與
推動，否則實無法滿足國內龐大的有形
文化資產研究調查與保護工作。

四、總結
總結以上各節內容可知，我國現階
段古蹟中既存古物的普查與登錄工作，
雖已有一定成果，但在古蹟中既存古物
調查程序與研究方法上，仍有不少值得
注意與提升之處。至於相關法規的健全
化、古物分級配套措施、有形文化資產
的普及教育、回歸專業的跨學科整合與
分工，以及長期專業人才培育等議題，
則是未來文化資產有關古物部分相關工
作推展時，所需嚴肅面對的重要課題。

113

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 2013 / 第二十五期 / 頁95-115

參考文獻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2007，《文化資
產實務執行參考手冊》，臺北市：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2009，《文化法
規彙編》，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
李俊德編，1999，《八卦山史蹟文物展圖
錄》，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李建緯（私立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
所），2012，《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
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縣：彰化縣文化
局。
李建緯，2013，《（第二期）彰化縣古蹟中
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
縣：彰化縣文化局。
李豐楙編，2000，《臺灣宗教文物分類圖
錄》，臺中市：臺中市政府。
杜奉賢、鍾宇翡（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2007，《屏東縣公有古物保存清
查計畫》，屏東縣：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汪天成（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
心），2008，《嘉義縣公有古物清查計畫成
果報告書》，嘉義縣：嘉義縣政府。
林文龍，1999，《細說彰化古匾》，彰化
縣：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林柏亭，2006，〈古物的分級與相關問題—
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說起〉《古物普查分

114

級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頁81-88。
陝西周原考古隊，1981，〈陝西召陳西周建
築群基址發掘簡報〉《文物》，第3期，頁
10-22。
陝西周原考古隊，1979，〈陝西岐山鳳雛村
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第10
期，頁27-37。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1991，《民俗器物圖
錄》，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1995，《鹿港民俗文
物》，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張永楨（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
系），2010，《南投縣古物普查計畫》，南
投縣：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張光直，2002，《考古學》，瀋陽市：遼寧
教育出版社。
游惠遠（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
2010，《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清查計
畫》，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
黃永川，2006，〈公立博物館執行古物分級
現狀--以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例〉《古物普查
分級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頁89-96。
黃典權，1961，《鄭成功復臺三百年史
畫》，臺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臺灣古蹟中既存古物調查的現況與反思

黃翠梅、李建緯、林素幸、黃猷欽（國立
臺南藝術大學），2011，《臺南市國定（第
一級）宗教性古蹟內古物普查計畫結案報
告》，臺南市：臺南市立文化資產管理處。
楊玉姿（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共同學科），
2007，《96年度高雄市碑碣暨古蹟、寺廟內
古物調查研究》，高雄市：高雄巿政府。
蔡金鼎（南厝創意企業社），2010，《臺中
市古物研究計畫》，臺中市：臺中巿政府。
蔡滄龍，1999，《走過歷史隧道：彰化常民
生活文物展專集》，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
中心。
鄭道聰（社團法人臺南市文化協會），
2006，《臺南市古蹟寺廟古物調查記錄計
畫》，臺南市：臺南市文化觀光處。
鄭道聰（社團法人臺南市文化協會），
2007，《臺南市古蹟廟宇暨南區、安平區等
歷史廟宇、教堂古物調查記錄計畫》，臺南
市：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

2009，《府城登錄古文物研究計畫－－明鄭
時期文物清查與分級建議》，臺南市：臺南
市政府文化觀光處。
謝宗榮，2003，《臺灣傳統宗教藝術》，臺
中市：晨星出版限公司。
簡榮聰、阮昌銳撰述，2008，《臺灣民俗物
大觀特展專輯》，南投市：臺灣文獻館。
簡榮聰編，2004，《彰化常民文物》，彰化
市：彰化縣文化局。
關山情主編，1980，《臺灣古蹟全集第二
冊》，臺北市：戶外生活雜誌社。
Kleinbauer Walter Eugene (1971) Modern
Perspectives in Western Art History: An
Anthology of Twentieth Century Writings on the
Visual Arts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p.154164.

鄭道聰（社團法人臺南市文化協會），
2008，《臺南市古蹟廟宇暨北區、東區、
安南區等歷史廟宇、教堂古物調查記錄計
畫》，臺南市：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
盧泰康，2010，〈古瓷遺珍－－臺南開元寺
所藏陶瓷〉《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
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臺南市：臺南市
開元寺，頁206-221。
盧泰康（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