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人都知道，館前路指的是臺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

園（又叫新公園）通往臺北車站一條不長不短幾百公尺的

寬闊街衢，因為靠近直達總統府的凱達格蘭大道而成為博

愛特區的交通要津，其名之來，乃與幾度易幟的臺灣第一

座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簡稱臺博館）大有關係。

臺博館這座通體白色、揉合了多種古典西洋建築元素

的宏大建築不但是館前路上一個極為醒目的歷史地標，更

是臺北城建城後的第一座博物館，只比臺北城小24歲，可

謂一路見證臺北城的成長歷史軌跡。

而今，走過百年風華的臺博館，於今（民國99）年2

月11日迎來新展館－土銀展示館的加入，同為首都核心區

的古蹟之一，讓這座臺灣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博物館有

了新的樣貌和格局，蓄積更豐富、燦爛的文化與生物多樣

性展示能量，也為臺灣的博物館家族增添了新成員。

百年建築 見證臺灣歷史

臺博館是臺灣建築史、工藝史、設備

史和經濟史上的重要建築，被譽為臺灣現

代知識的啟蒙地。

國立臺灣博物館成立於西元1908年，

為紀念臺灣近代史的一頁大事件，即臺灣

南北縱貫線鐵路全線通車，日本政府遂於

當年設置「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

博物館」，簡稱「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初開館時典藏品就達10,000多件。國立

臺灣博物館現在的建築主體，係後來為紀

念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

平，重新設計建造，在臺博館三樓至今仍

闢一廂陳列兒玉和後藤的銅像，但因其濃

厚殖民色彩，所以參觀者多是匆匆一瞥。

臺博館於西元1915年落成，成為臺灣

具代表性的日治時期仿西洋古典式建築，

融和了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的風格。古

色古香的建築體採對稱長條形，外觀為25

公尺高的羅馬式中央圓頂，正門則為仿希

臘多立克式列柱，莊嚴典雅，大廳高17公

尺，採用哥林斯圓柱群，上鑲彩繪玻璃天

窗，牆嵌泥塑雕刻，紋飾富麗堂皇。

國民政府來臺後，西元1949年更名

「臺灣省立博物館」，期間經歷2次閉館大

修，西元1999年「正名」為「國立臺灣博

物館」（National Taiwan Museum）。各

年代名稱雖異，卻是臺灣日治時期唯一度

過戰火、經歷政權更迭，至今仍於原址開

放的博物館。

多元豐富的特展內容

主館3樓展出的是「太陽之子∼當神

話傳說遇上排灣族」特展，觸目所及，都

是排灣族最敬畏的守護神－百步蛇，還有

臺灣黑熊的意象。排灣族是臺灣早期先住

▲ 國立臺灣博物館是座揉合了多種古典西洋建築元素的宏
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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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一，雖沒有文字，卻靠代代相傳的口

述歷史為自己做見證，所以每位族人都具

有追溯生命起源的能力。幾世紀以來，排

灣族歷經部落遷徙，仍堅信自己是「山」

養育的孩子，身體流著太陽的血液。這次

展覽的七大主題包括「大武山上不可思議

的太陽蛋」、「畫布上的歷史」、「取之

於自然用之於自然」、「百步蛇和你想的

不一樣」、「陶壺、琉璃珠、青銅刀」、

「誰能打開巫師的封印」、及「記憶中的

祭典」，透過展示的文物訴說神秘的古老

傳說，讓觀眾能在圖像、光影交疊的氛圍

裡，親身感受排灣族人的情感並體驗排灣

族的文化。

平埔文化特展 喚醒民眾珍視

八八風災受創文化

主館1樓展出的是「采田福地－臺博

館藏平埔傳奇」特展，民國98年8月4日

開幕後不久就遭遇「八八風災」，被大水

吞噬的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大多數村民

就是平埔族，村中還設有平埔族文物館，

可惜都在風災中毀於一旦。臺博館是國內

典藏平埔族群文物的重鎮。平埔族為居住

在平地的原住民，分布於臺灣西部、東北

部平原及海岸低地，以個別部落為獨立的

社會運作單位，彼此互不統屬，17世紀後

開始接觸漢文化，也是最早和荷蘭人、西

班牙人接觸的原住民族群。平埔族和其他

高山原住民族群相同，都屬古南島民族，

擁有共通的文化特質，比如都懂得燒製陶

器、擅長紡織並有紋身文化，由於平埔族

是最早和漢人交流的原住民族群，傳統文

化漸漸失落甚至逐漸被漢化。

雖然平埔族的主要聚落小林村在這

次八八風災中被無情摧毀，但村民們依舊

如期舉辦遙祭祖靈的平埔西拉雅族夜祭活

動，就是希望不要讓傳統文化也跟著被淹

沒，喚起大家對平埔族文化的珍視。

特展入口處有一個裝設了觸控螢幕的

立柱，晶瑩的燈光一閃一閃，好像打開了

的藏寶盒，不斷變換的畫面呈現的是平埔

族的各種歷史文物圖片。步入展廳，在昏

黃柔和的燈光映襯下，一幕幕平埔族的生

活畫面呈現在觀者的眼前。展件包括意象

濃烈的「采風圖」風俗圖繪、重現清代平

埔族群與漢族接觸之社會歷史情境的各地

古文書、展現服飾文化之美的傳統服飾、

風格獨特兼具線條與寫實之趣的木雕壁板

等，都是頗能反映平埔族群文化風情與歷

史滄桑的珍貴文物。展覽分為四步曲，分

別為首部曲「地下文化廊道－龍門舊社遺

址」，透過地下考古遺物讓參觀者瞭解平

埔族群與其他原住民不同之處，主要是因

平埔族與外界交流時，更能接受並將外來

文化融入自身文化之因；二部曲「蠻貊與

異域－圖像世界的解讀」，是由平埔族早

期的歷史圖像及風俗圖繪說明平埔族群與

臺灣近代發展的關係，在平埔族與臺灣文

化相融合的過程中，殖民、統治群體對

平埔族群的文化與風俗之改變；三部曲

『「由「生」而「熟」－平埔族群的歷史

定格」』，則由歷史文書檔案追溯平埔族

群在清代被納入體制化管理的過程，及其

在新生活情境中由門外漢變成局內人時如

何應對此變局，以呈現平埔族群社會特性

▲ 虎報平安特展

▲ 臺博館的門票是黃虎旗圖案

▲ 臺博館展出平
埔傳奇特展

▲ 臺博館內的常態展—臺灣的先
住民展示區原住民文化區

▲ 看看臺灣原住民的分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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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劇烈轉變；四部曲『「原真」與「涵化」－平埔族群

文化進行式』則透過民族學文物呈現其文化內涵的變遷

過程。

主館地下一樓的兩個特展分別是「探微觀植—顯

微鏡下的植物世界特展」和「天旋地轉∼認識臺灣天然

災害特展」。前者藉由圖文、標本、顯微鏡、模型、教

具、動畫等展示元素，以互動學習方式展出，內容包含

植物的大家族、植物細胞、植物的組織、植物的營養器

官、植物的花、植物的果實與種子等。後者則是希望藉

由展覽提醒國人認識自然災害對於生存環境的破壞力量

遠大於我們所想像，希望參觀者能更重視環境保護的重

要性，並展示對於常見的天然災害的基本常識，進而能

夠達到減災及預防的目的。

除了特展，臺博館內常設的展覽有「臺灣的生物

展示區」和「臺灣的先住民展示區」，前者包含「臺灣

的生物導論」、「臺灣的海洋生態」和「臺灣的陸地生

態」，後者則統述臺灣各族原住民。

復古建築與現代展場的結合

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新開幕的「臺博館土銀展示

館」，該館正面與臺博館斜對，是棟西元1933年落成的

建築，當年是日本勸業銀行臺北支店，西元1946年後變

成臺灣土地銀行總行。西元2005年土銀與臺博館合作，

展開古蹟修復再利用，讓這座古蹟變成臺博館第二展

館，定位為探討古生物演化的自然史博物館，這也是臺

灣首座以古生物演化史為經營方向的專門博物館。

土銀展示館建築以西歐古典建築元素

為基礎，寬厚的壁柱與檐牆，沿街廓立面

有八石柱，四端柱頭山牆以假石構成的獅

面雕飾及捲曲植物紋樣作裝飾，流露出日

本昭和時期「洋風復古」的審美趣味。同

時還結合了臺灣「亭仔腳」的騎樓空間，

予人厚實、古典又新潮的視覺感受。但土

銀展示館在建築上真正先進的地方，是當

時採用大跨距鋼骨桁架結

合鋼筋混凝土屋頂版的新

工法，混合了木摺與金屬

網的隔間牆、重錘鐵窗、

石膏飾版等新建材，以

及現代冷房設備、消防系

統、自來水與瓦斯等新設

備。在當年這不僅是棟非

常先進的建築，更是日治

後期臺灣建築技術及工藝

美術的具體實證，也因而

被指定為古蹟保存。

土銀展示館開館首

展三大展示包括「臺博古生物大展－生命

的史詩與演化共舞」、「土地銀行古蹟修

復常設展」及「土地銀行史室常設展」。

其中最重要之「古生物大展」具有三大特

色，第一為我國首度於古蹟空間內進行修

復再利用之古生物展示，次者乃為單一最

大與完整的量體空間，第三大特色是涵蓋

臺灣本土化石區的地球生物化石展示，不

僅提供認識地球生命起源與史前生物化石

標本，也能夠透過臺灣本土化石認識臺灣

在地球生命的位置。內容規劃涵蓋「三葉

蟲代表的古生代」、「恐龍代表的中生

代」與「哺乳動物的新生代」，彷彿穿越

時空隧道看到地球古生物

的生命光譜。

走進土銀展示館，

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雄踞

大廳的恐龍複製化石，包

括體積大得駭人身長27

公尺高10公尺卻吃素的

「黃河巨龍」，一旁則

是張牙舞爪的肉食性恐龍

「暴龍」，圍繞著5、6隻

體型嬌小但身手矯健的迅

掠龍，展現他們團體獵食

的特性。挑高十米天頂上

的還有布氏鯨、海豚等臺灣本土動物的化

石標本翱翔天際。臨街的大櫥窗，則展示

臺灣特有生物。臺博館館長蕭宗煌表示，

臺博館有恐龍等古生物化石的收藏，「不

過，臺博館的展場小，這些大型動物的化

▲ 臺博館內身高4公尺的鐵杉木
雕臺灣梅花鹿已矗立超過50年

▲ 新開幕的臺博館土銀展示館，
洗石子外牆搭配圓柱與古典裝

飾紋樣，呈現復古洋風

▲ 土銀展示館大廳如侏儸紀電影
場景，各種恐龍化石張牙舞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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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標本沒有適合的展示空間，而土銀

館大廳的挑高和長度剛好符合。」雖然

臺灣沒有挖掘到恐龍化石，但仍有古生

物化石出土，「土銀館試圖將臺灣擺入

生命源起的世界版圖之內，沒有恐龍化

石，並不表示臺灣和生物的演化歷史無

關。」

「臺博古生物大展」的展出內容

規畫，便從46億年前地表受到隕石與

彗星撞擊、地球誕生開始的「古生代」

開始，接著是2億3千萬年前的「中生

代」，此時出現「陸棲霸主」恐龍，長

度動輒達60、70公尺，在地球生活了1

億6千多萬年。而「新生代」則是哺乳

動物高度演化的時代。臺博館研究員謝

英宗指出，臺博館藏的珍稀化石真品有

「胡氏貴州龍」化石，化石顯示這隻貴

州龍懷有身孕，是胎生動物，還有內含

胚胎的竊蛋龍蛋化石，同樣珍貴。此

外，在印尼爪哇島上挖掘到的「矽化

木」，是變成化石的植物，生物死後多

會被細菌分解掉，唯有特殊環境下才會

有矽化木的產生。另一特別的是印度象

「阿沛」骨骼標本，據傳阿沛是大象林

旺的元配，同樣跟著國民政府來臺，死

後做成標本為臺博館收藏。

土銀展示館 臺灣金融發展

的活教材

除了古生物，該館同時展出土銀

的歷史，完整呈現日治時代的勸業銀行

與戰後的土銀，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角

色。進而探索過去幾十年來，臺灣在政

治、金融、土地改革、國家建設與社會
▲ 早年金庫樣貌隨著土銀展示館
的開放讓民眾能夠入內參觀

▲ 土銀行史室再現早年金庫風情

▲ 走進金庫一窺堂奧吧▲ 土銀館主題牆展示臺灣本土動物標本

的變遷。其中最難得一見的金庫室，前身是存放金

條、有價證券、流通貨幣及重要契約的所在，現在

成為一個不需查驗身分「可進入的」放大版保險

箱，遊客一窺堂奧，都嘖嘖稱奇。

另外「土地銀行古蹟修復展示廳」展出包括

「構造特色」、「大尺度挑高空間」、「可強制通

風對流之金庫」、「地下風管之冷氣系統」四個子

題，分別介紹勸業銀行舊廈在建築結構、工法、細

部施作，以及各項先進技術與設備之特色，瞭解古

蹟修復歷史。「臺灣土地銀行行史展示廳」的展覽

文物中包括銀行帳冊、土地測量儀器等，可從中發

現土銀及臺灣金融發展故事。

臺博館和土銀館從上一世紀就立於臺北火車站

前，座居清代臺北城東西主軸與南北次軸交叉點，

以其典雅莊嚴的建築、豐富多樣的展示蒐藏與核心

的地理位置成為重要的歷史地標，見證了臺灣的歷

史歲月，同時也記錄了這塊土地自然人文的點滴映

像。透過臺博館這道窗，觀者看到臺灣地質、人

文、動物及植物發展的軌跡和面貌，一如參觀門票

背後的題詩：

仰望多立克列柱，羅馬圓頂籠罩著。拾級緩

步向上，天際的多彩盡現於那富麗璀璨的玻璃。族

群、動物、植物、化石⋯在在標誌著生命密碼，開

啟臺灣博物誌的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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