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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你以為「翠玉白菜」是國寶嗎？且慢！從文化資產保存法來說，目前「翠玉白菜」
還只是具國寶或重要古物價值的古物。文化資產保存法將古物類文化資產依其珍貴稀有
程度，及所具有之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分為國寶、重要古物及一般古物三
個等級。本文嘗試對國寶、重要古物的分級指定作一次初步探討。

Abstract
Do you consider the “Jadeite Cabbage with Insects” to be the national treasure? Wait a
minute! According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the “Jadeite Cabbage with Insects”
is only an antique with national or significant treasure value. As stated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the movable cultural objects ar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rarity and their value
on history, culture, art, science in the rank of national treasure, significant treasure, and treasu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grading and nomination of national treasure, significant treasure,
and treasure.

關鍵字：文化資產保存法、國寶、重要古物、一般古物、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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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季刊的主題之一是檔案鑑定。而「鑑定」一詞放在文化資產領域，最能與之連結
的該是古物了。誰家如果有那麼幾件祖傳文物，或許會想要找個專家來作個鑑定，看看古
物值多少（錢）？筆者在工作上經常接到詢問，有沒有作古物鑑定？有哪個單位幫人作古
物鑑定？謹慎行事的行家，如果被問到古物鑑定，多半不會輕易答覆。古物鑑定至少包括
真偽、年代、或版本等問題，且因古物類別不同，所涉及因素甚為複雜。為避免不必要的
爭端，政府部門並不涉入古物鑑定工作。而如果是文化資產保存法裡的古物分級，則是從
古物所具有的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來區分等級的分級概念。實質上將之視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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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對古物價值的評鑑或鑑定，亦應無不可。本文嘗試以古物類文化資產的分級為重點，先
概要介紹文化資產保存法對各類文化資產的分級概念及主管機關的權責，再針對古物的分
級登錄、指定作分析說明。
一、文化資產指定登錄制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於1982年制定公布施行，經過數次修正後在2005
年又作了一次大幅度的修正。此次修正對於文化資產的類別重新予以定義，並擴大其範
圍，將修正前的六大類文化資產：古物；古蹟；民族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自然文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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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歷史建築，重新區分並增列為：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傳統藝
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古物；自然地景等七大類。其中除自然地景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農委
會外，其餘六大類文化資產之中央主管機關均為文建會。將修法前文化資產分別由內政
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及文建會等機關分散管理的多頭馬車情形改為由文建會為中
央主管機關，一統文化資產之管理維護權責。中央以外，在地方之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則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其主管機關。
依文資法第 3 條的規定，上述七大類資產以其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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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指定或登錄者，則為文化資產。所以文資法的設計是對文化資產採行指定或登錄
制。
文資法第14條：「古蹟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三類，由
各級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直轄市、縣（市）定者，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文資法第15條：「歷史建築由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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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資法第16條：「聚落由其所在地之居民或團體，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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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經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已登錄
之聚落中擇其保存共識及價值較高者，審查登錄為重要聚落。」
文資法第40條：「遺址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三類，
由各級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直轄市、縣（市）定者，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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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文資法第54條：「文化景觀由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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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資法第59條：「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由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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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已登錄之傳統藝術、民
俗及有關文物中擇其重要者，審查指定為重要傳統藝術、重要民俗及有關文物，並辦理公
告。」
文資法第64條：「國立古物保管機關（構）應就所保存管理之古物暫行分級，並就其
中具國寶、重要古物價值者列冊，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第65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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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條：「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前二條所列冊或登錄之古物，擇其價值
較高者，審查指定為國寶、重要古物，並辦理公告。」
文資法第79條：「自然地景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三類，
由各級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直轄市、縣（市）定者，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歸納上列條文可以看出：古蹟、遺址、重要傳統藝術、重要民俗及有關文物、國寶、
重要古物、自然地景等係採指定制，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
文物、一般古物等採登錄制。經指定之文化資產，在管理維護上所受到的規範限制較為嚴
格。而採登錄制之文化資產所受到的限制較少，在保存之外，所能發揮的活化再利用空間
就較為寬廣。從這一文化資產指定登錄制可以看出，我國文資法對文化資產的保護管理應
為參考日本對文化財所採取的選定、登錄保護制度而設計的機制。
此外，新版文資法於第八章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以專章規範主管機關應對
於需要受到保護的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進行基礎資料及其他重要事項的調查及記
錄。而中央主管機關應對文化資產保存及修復工作中不可缺少且必須給予保護的技術及它
的保存者進行審查指定公告：
文資法第88條：「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文化資產保存及修復工作中不可或缺，且必須加
以保護之技術及其保存者，應審查指定，並辦理公告。」
這亦是參考日本對於文化財保存技術之選定保護及選定保存技術之保持者或保存團體
之認定保護制度，增列的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的指定機制。
二、主管機關對文化資產的主動普查權責
依文資法的規定，主管機關應主動辦理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文化資產，並依法
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文資法第12條：「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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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建造物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文資法第37條：「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遺址價值者之內容及範
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文資法第53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文化景
觀價值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文資法第57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傳統藝
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保存價值之項目、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檔案瑰寶

文資法第77條：「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自然地景價值者之內容及
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文資法第87條：「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或團體提報具保護需要之文化資產保存
技術及其保存者，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對於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自然地
景等六大類文化資產及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主管機關依法享有主動普查權。相
較於其他類別，對於古物，文資法並未賦予主管機關主動普查的權力。而私人如有意願將
所擁有的古物申報登錄為文化資產，則可向戶籍所在的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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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法第65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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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資法施行細則第19條：「本法第65條所定私有古物之審查登錄，得由其所有人向戶
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之。」
主管機關對於私有古物，只能被動等待所有者提出登錄之申請，並無法源依據可以主
動進行私有古物普查、列冊追蹤。至於公有古物，則再視保管單位是國立或為其他公立機
構而有不同的申報程序。如果是國立保管單位所管有的古物，應該由保管單位先進行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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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再將具國寶或重要古物價值者列冊提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文資法第64條：「國立古物保管機關（構）應就所保存管理之古物暫行分級，並就其
中具國寶、重要古物價值者列冊，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文資法施行細則第18條：「國立古物保管機關（構）依本法第64條辦理古物暫行分
級，應依其所保存管理古物具有之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及其珍貴稀有之程
度，先行審定分級；並就具國寶、重要古物價值者，於本法施行一年內完成列冊，報中央
主管機關審查。」
第64條條文所稱的國立古物保管機關（構），究竟指涉哪些單位？實務運作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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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預算編列單位為界定基準。亦即一個古物保管單位的預算編列如果屬於中央政府，則視
之為國立古物保管機關（構）。以此定義來看，諸如國家圖書館、國史館、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博物館、國軍歷史文物館等，均屬於國立古物保管機關（構）。而中央政府及所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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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關如果保管有古物，亦屬之。另外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博
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等，單位名稱冠以「國立」二字者，理所當然為國立古物保管機關
（構）。
國立之外的其他古物保管單位，如縣、市立美術館、博物館、文物館等，均視為公
立古物保管機關（構）。公立古物保管單位所管有的古物，則由保管單位提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
文資法第65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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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資法第66條：「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前二條所列冊或登錄之古物，擇其價值較高者，
審查指定為國寶、重要古物，並辦理公告。」
由上述條文規定看來，文資法對於古物，採取的是由下而上的逐級申報程序。主管機
關或可依行政職權，對於公有古物進行調查或清查，卻不能援引文資法進行全國性的古物
普查工作。
三、古物分級登錄、指定
前面大致介紹了文資法對於文化資產的登錄指定機制，以下針對古物類文化資產的分
級，從法規層面及實務運作層面作分析說明。
（一）古物的定義
關於古物的定義，2005年修法前後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002年 6 月修正的文資法第 3 條：「指可供鑑賞、研究、發展、宣揚而具有歷
史及藝術價值或經教育部指定之器物。」
2001年12月修正的文資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本法第 3 條第 1 款所稱器物，指
年代久遠之禮器、樂器、兵器、農具、舟車、貨幣、繪畫、法書、雕塑、織物、服
飾、器皿、圖書、文獻、印璽、文玩、家具、雜器及其他文化遺物。」
2005年修正的文資法第 3 條第 6 款：「古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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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3 月修正的文資法施行細則第 7 條：「本法第 3 條第 6 款所稱藝術作
品，指應用各類材料創作具賞析價值之藝術品，包括書法、繪畫、織繡等平面藝術
與陶瓷、雕塑品等。本法第 3 條第 6 款所稱生活及儀禮器物，指各類材質製作之
日用器皿、信仰及禮儀用品、娛樂器皿、工具等，包括飲食器具、禮器、樂器、兵
器、衣飾、貨幣、文玩、家具、印璽、舟車、工具等。本法第 3 條第 6 款所定圖書
文獻，包括圖書、文獻、證件、手稿、影音資料等文物。」
修法前的文資法將古物定義為「器物」，並且是「年代久遠的器物」。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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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類，除一般認知的器物，還包括繪畫、法書、圖書、文獻、服飾、織物等。修
正後的文資法則將古物區分為 3 大類：「藝術作品」、「生活及儀禮器物」、「圖
書文獻」。另一與修法前的重要差異在於年代問題。中文的「古」字本就有時間長
遠的指涉意涵。一般咸認為應該要一百年以上才能稱得上是古物。海關進口稅則規
定年代超過100年之古董免稅進口。又如美國鑑定師協會界定古董至少要有100年以
上的歷史（註 1 ）。因而，沒有個百年以上，一般人總沒辦法以「古物」來看待。
然而，新修正的文資法明確表述古物為「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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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再考慮該物件的時間是否夠長久、夠古老。所以，只要該物件是人為加工
過的，並且具有文化意義，即使是當代人的作品，仍可稱為古物。
依照新修正的文資法對古物的定義，古物的涵蓋範圍甚為廣泛且種類繁多。目
前較常遇到的疑慮如各地廟宇中的神像、匾額、彩繪壁畫等可否歸為古物？石碑可
以歸為古物嗎？動、植物標本、古生物化石等，算是古物嗎？針對廟宇中的神像、
匾額、彩繪壁畫等之類別歸屬，有學者的見解是以脫離民俗活動的實用性，放到博
物館者，才歸為古物類，如仍在使用中，則歸為民俗及有關文物。依文資法第 3 條
第 5 款：「民俗及有關文物：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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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節慶及相關文物。」實務運作上，儀式、慶典活動中必須具備之文物，主管
機關才會將之視為民俗及有關文物。例如，恆春及頭城兩地的「搶孤」活動中搭築
的「孤棚」，是儀式活動中必定要有的，才列入民俗及有關文物之文物。現階段已
有神像、匾額、石碑等已經主管機關登錄公告為一般古物的案例，如臺南縣「佳
里震興宮泥塑神像」、嘉義市「嘉邑城隍廟宏道化育匾額」、臺北市「木柵畜魂
碑」、臺南縣「乾隆乙亥年水堀頭橋石碑」、高雄市「打狗汛地碑」等。至於動、
植物標本、古生物化石則尚無實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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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物的分級
2005年修正前的文資法將古物分為重要古物及國寶，但修正後的文資法則將古
物分級區分為三個等級：
2002年 6 月修正的文資法第11條：「教育部得就古物中擇其珍貴稀有者，指定
為重要古物，並就重要古物中依其文化價值特高者指定為國寶。」
2005年修正的文資法第63條：「古物依其珍貴稀有價值，分為國寶、重要古物
及一般古物。」
從中文字面意義來看，「國寶」、「重要古物」這兩個等級比較能讓人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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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然其所指涉的物件價值，而「一般古物」這個名詞就比較容易造成誤解了。這裡
「一般」的涵義不等同於我們日常慣用的意義。通常，「一般」指的是普遍性的、
普通的，無特殊性的。然而，文資法裡所稱的「一般古物」，已經較普通具有更高
程度的價值。或許此處以英文形容詞的原級、比較級、最高級，來說明可以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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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例如，「good」、「better」、「the best」，可以將原級的「good」視為「一般
古物」，比較級「better」作為「重要古物」，而最高級的「the best」就是「國寶」
了。想來修法當時，是為了在字面上和國寶、重要古物的價值作一個區隔，所以給
了這麼一個「一般古物」的名詞。但礙於中文的習慣用法，「一般古物」這個名
詞，很難予人它已經是具有某種程度價值的聯想。就如前面提到文資法所稱的「古
物」定義，很難讓人將現下當代具一定價值的作品以「古物」來稱呼！實際運作到
現階段，業務單位已經遇到不少針對「古物」、「一般古物」這兩個名詞的質疑。
現已開始思考，希望能對這兩個名詞，提出在文字表達上較為合適的名詞修正建
議。
文資法將古物區分等級，並賦予國寶、重要古物、一般古物等名詞，應該是
參考日本及中國大陸對文物分級的概念綜合而成的設計。日本的文化財保護法把文
化財分為「有形文化財」、「無形文化財」、「民俗文化財」、「紀念物」，以及
「傳統的建造物群」等五大類。對於文化財的等級，則是將文化財區分為國寶、及
重要文化財（註 2 ）。中國大陸的文物保護法將文物分為不可移動及可移動文物兩
大類。而把可移動文物區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這裡看到大陸也採用「一般」
這個詞來區隔珍貴文物及一般文物的價值。當然，文物保護法裡所稱的「一般文
物」，也是必須具有一定價值的了（註 3 ）。
文資法所稱的「古物」，含括在日本文化財保護法裡所稱的「有形文化財」
中，而相當於中國文物保護法裡所稱的「可移動文物」。比較我國文資法對古物
的等級區分與中國大陸文物保護法對可移動文物的等級區分，文資法所稱的「國
寶」，相當於大陸文物保護法所稱珍貴文物中的「一級文物」；「重要古物」應是
相當於大陸珍貴文物中的「二級文物」與「三級文物」；而「一般古物」則就相當
於大陸的「一般文物」。
文資法第63條對於古物作了方針性的三個等級區分。而該如何區分「國寶」、
「重要古物」、「一般古物」這三個等級？中央主管機關則依文資法第66條第 3 項
規定訂定「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明列三個等級古物的指定、登錄
基準：
第4條
國寶之指定，依下列基準為之：
1、具有特殊歷史意義或能表現傳統、族群或地方文化特色。
2、歷史流傳已久或史事具有深厚淵源。
3、具有特殊之時代特色、技術及流派。
4、具有特殊藝術造詣或科學成就。
5、品質精良且數量特別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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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特殊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
前項基準，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地方特性，另定補充規定。
第3條
重要古物之指定，依下列基準為之：
1、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或能表現傳統、族群或地方文化特色。
2、具有史事重要淵源。
3、具有重要之時代特色、技術及流派。

檔案瑰寶

4、具有重要藝術造詣或科學成就。
5、品質精良且數量稀少。
6、具有重要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
前項基準，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地方特性，另定補充規定。
第2條
一般古物之登錄，依下列基準為之：
1、具有歷史意義或能表現傳統、族群或地方文化特色。
2、具有史事淵源。

他山之石

3、具有一定之時代特色、技術及流派。
4、具有藝術造詣或科學成就。
5、具有珍貴及稀有性者。
6、具有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
前項基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地方特性，另定補充規定。
檢視上述的古物登錄、指定基準，不外乎歷史、文化、工藝技術、藝術、科學
等價值依據，三個等級的差異性，具關鍵性者可能在於數量多寡，亦即其稀有性。

檔管園地

越稀有者，而又具備文化意義者，其珍貴性越高，也就越有可能被指定為國寶或重
要古物。不知讀者是否發現，這裡似乎出現個弔詭之處，「歷史性」在上列的三個
古物等級基準中，還是都被提出了！前面說明古物定義時，特別強調修正後的文資
法定義的古物，已經去除了對文物的「時間」限制。然而，如果說一件文物具有
「歷史」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時間」應該又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要解釋
這個矛盾點，倒也不是那麼困難。文資法第 3 條第 6 款的古物定義，「指各時代、
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在這個定義上，一件文物被視為古物，並沒
有受到時間長短的限制，但也不必然排除其所具有的時間性。因此，如果一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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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係歷經數十百載而保存下來的，本就具備「歷史性」，而又因具有的其他如文
化、或工藝技術、或藝術、或科學等價值，並且在數量上有屬稀少者，被登錄為一
般古物、或指定為重要古物、甚或國寶當更無庸置疑了。
對於歷史意義作為古物登錄、指定的基準之一，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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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哪一類文物，尤其是藝術作品，必定因具備一定的價值，才可能通過歲月的淬
礪。此外，古物不同於其他如古蹟等建築類的文化資產，一棟建築物被指定為古
蹟，並不會影響一般房地產市場的房屋買賣價格，而古物則不然。一件器物、一幅
畫、或一部古籍被指定為國寶或重要古物，有無可能對文物市場的文物買賣價格造
成影響，是很值得觀察的。如果是一件當代的作品被指定為重要古物或國寶，那麼
該創作者的其他作品在市場上，有無被藉機哄抬的可能？當代受到歡迎和讚賞的作
品，也許是符合當時的流行趨勢。而時尚風潮過後，有些作品可能就被遺忘了。或
者有些可能在創作出來的當時是被忽視、不屑一顧的，到了後代才被重新發現是絕
世的傑出作品。因此，在實務運作上，尤其對於當代作品，採取了更為謹慎的態
度。在現階段仍屬於較「新」的作品而已被登錄公告為一般古物的有臺灣前輩藝術
家黃土水的〈水牛群像〉（作品年代約為1930年）、〈釋迦出山〉（作品年代為
1926年）、黃清埕的〈頭像〉（作品年代約為1940年）。無論如何，「歷史意義」
作為檢驗一件文物價值的標準，仍應是有其意義的。
（三）國寶、重要古物的指定
前面已經提過文資法將古物區分為一般古物、重要古物及國寶三個等級，而一般
古物是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公告的登錄制（文資法第65條）；重
要古物及國寶則是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公告的指定制（文資法第66條）。依文
資法第 6 條的規定：「主管機關為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及其他本法規定
之重大事項，應設相關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審議前，
必須先組成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會的組成與權責，規範於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組
織準則。針對古物這一類別，中央主管機關另訂有古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提供
各級主管機關組成古物審議委員會的依據參考。
先前在說明古物定義時提過，古物涵蓋的種類很多，各類別又各有不同特性，
光以藝術作品這一大類來看，又包括器物、法書、繪畫、雕塑等等，精於器物的專
家不一定也對法書或繪畫等有所鑽研。如再以器物來看，又可依其材質，更細分為
玉器、銅器、瓷器、陶器等等，通曉玉器的專家，不一定也懂陶器。亦即，古物這
一大類，其下的各細類是個別專門的項目。中央主管機關的古物審議委員會在組成
時，除考慮文物各類別，也還顧及到其他如保存科學、文資法規等相關領域之專
家。
順利組成古物審議委員會後，可以開始進行古物的審議工作。古物的審查登錄、
指定工作程序是規範在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中：
第5條
一般古物之登錄，依下列程序為之：
1、實物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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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
3、辦理公告。
4、直轄市、縣（市）登錄者，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6條
國寶或重要古物之指定，依下列程序為之：
1、實物勘查。
2、審議並作成指定處分之決定。

檔案瑰寶

3、辦理公告。
這看似簡單的審查登錄、指定程序，實際運作起來並不那麼容易。國內所有公私立古
物保管單位中，第一個提報國寶、重要古物暫行分級清冊的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
院於2005年底即依文資法相關規定將暫行分級的國寶、重要古物清冊（總計國寶、重要古
物 8 萬餘件）函送文建會審查。以故宮博物院約65萬餘件的院藏品來看，所提報的暫行分
級國寶、重要古物數量並不多。但是，故宮提報的 8 萬多件國寶、重要古物的審議談何容
易？該如何進行？依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7 條及古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6 條規定，審議委員會之決議，須有二分之一委員出席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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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才算有效。法規上規定的「實物勘查」要求的是審議委員們必須親眼見到實體物件。然
而，不可能要求古物保管單位將古物送至審議委員會議現場讓委員進行實物勘查。那麼，
就是必須由審議委員們前往古物保管單位勘查古物了。但是，古物審議委員們的專業各有
不同。為能使審議結果具有專業見解，委員會議決議依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9
條及古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7 條規定，授權文建會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實物勘查，再將
專案小組的實物勘查結果作成建議提報審議委員會議審議。
專案小組的部分，業務單位考量古物類別的五花八門，提出了器物類、書畫類、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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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類、考古類、及民族學類等五個大類專案小組及其召集人的建議，也經古物審議委員
會議決議通過。
實際進行國寶、重要古物審查工作時，首先由業務單位與古物保管單位聯繫，研商一
次專案小組實物勘查進行的古物類別及數量。就以故宮的 8 萬多件古物為例，這 8 萬多件
古物包括器物（玉器、銅器、陶器、瓷器、漆器、珍玩等）、法書、繪畫、碑帖、緙繡、
善本古籍、檔案文獻等等，當然不可能一次看完，一定要分組分批分梯次進行的。確認要
進行現勘的古物類別後，業務單位才能與專案小組召集人聯繫，並提供相關專業人士建議
名單。例如，確認了要進行故宮器物類中的玉器的實物勘查後，業務單位即聯繫器物類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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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小組召集人，並提供玉器類相關專家建議名單，或由召集人提出相關專家名單。所以，
每一次的專案小組實物勘查，端視待審古物的性質或類別而邀請該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專
案小組。
實物勘查的進行中，另外還要考量的一點是，古物如係存放在典藏庫房，要提供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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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進行實物勘查是較容易的。保管單位只要依其庫房管理相關規定提件，待專案小組完
成實物勘查後再歸還庫房即可。但有些古物是正在展覽中，如果保管單位從展場將待審古
物提出待現勘完成後歸回展場，這當中，觀眾在展場則看不到展品，勢必影響參觀展覽者
的權益。為了減少對古物保管單位造成困擾，同時也顧及古物的安全維護，對於待審而正
在展出中的古物，採取的是專案小組直接到展場進行古物勘查。
專案小組實物勘查最重要的工作是檢討保管單位提報的國寶、重要古物暫行分級，
也就是從專業領域觀點確認古物的分級。此外，還要檢視每一件古物的保存狀況，或提出
保存建議。雖然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中列有國寶、重要古物的指定基準，但
那些基準是比較空泛的名詞概念，是屬於通用性的描述基準。而古物因為類別不同、特性
各異，每一類古物各有其專門的鑑賞觀點。各類別專案小組在進行實物勘查時，除依上述
辦法中提示的共通性的基準，以及珍貴稀有性、保存狀況考慮外，當然還從該類別古物的
專業觀點分析討論其等級。例如對器物類，分級評鑑的重點可能在於器型、紋飾、製作工
藝、技術精巧度等。善本古籍，重點在於版本、印刷、裝幀等。考古類，則除了對文物本
身的檢視，另外還特別從考古脈絡的觀點加以衡酌。對於保管單位原提報的暫行分級，實
物勘查後的結果，有時會提升古物等級，從重要古物級提列為國寶級，如故宮原提報李安
忠「竹鳩」、李迪「風雨歸牧」、陳牧等「清明上河圖」為重要古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原提報「寢小室盂」、「蟠螭紋鑑」（殷墟考古出土青銅器）為重要古物，均經
專案小組建議改列為國寶；從國寶級降列為重要古物級，或重要古物級降列為不指定的建
議，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原提報「人面飾銅管」（殷墟考古出土青銅器）為重要
古物，經專案小組建議不指定。還有原保管單位未提報，而經專案小組提出建議提報者，
如趙孟頫／行書赤壁二賦，故宮原未提報而經專案小組建議故宮補提報並列為國寶。專案
小組的實物勘查結果或建議，再經古物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業務單位辦理指定公
告。
因此，歷經專案小組實物勘查、古物審議委員會審議、指定公告這一連串法定程序
後，才是文資法上實至名歸的國寶、重要古物。所以，你還以為「翠玉白菜」是國寶嗎？
從文資法的角度來看，在沒有完成法定的指定公告程序前，都還不能說是國寶、重要古
物，只能視為是具國寶或重要古物價值的古物。當然，筆者不反對你在心理上認為「翠玉
白菜」是國寶，儘管對多數專家來說，「翠玉白菜」雖已達重要古物價值，卻仍未臻至國
寶的價值。在這個領域工作，變得對「國寶」這個名詞很敏感。只要一聽到或看到媒體報
導提到「國寶」兩個字，或提到故宮的「國寶」，就會神經緊繃，每每急著要確認是不是
屬於法定的國寶？截至2008年12月底，已經完成指定公告的國寶有15件、重要古物36件，
包括考古出土類的甲骨（如「帶刻辭鹿頭骨」、「帶卜辭龜腹甲」等）、漢簡（如「廣地
南部永元五年至七年官兵釜磑月言及四時簿」、「元康五年詔書」等）、「沙鹿鎮南勢坑
遺址文化層斷面」、「白守蓮岩棺」及藝術作品的書畫等。讀者如有興趣，可以在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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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網站（http://www.hach.gov.tw）瀏覽查閱已經主管
機關登錄、指定的一般古物、重要古物及國寶相關訊息。
四、結語
以筆者個人觀點，檔案應可歸為文獻史料的一種，而文獻則是文資法定義的古物中
的一大類別。拿故宮博物院院藏的「宮中檔奏摺」來說，「宮中檔奏摺」為清代文武官員
對皇帝奏報所見所聞，並經皇帝親手批諭後發還原奏報人後再繳回宮中存放。現今看來，

檔案瑰寶

「宮中檔奏摺」應該可以視為清朝時期的機關檔案，而到今日則成為今人研究清代歷史的
珍貴史料。因此，重要的檔案，從長遠的文化眼光來看，是後代人研究歷史的珍貴資料。
此外，依檔案法第 2 條第 3 款：「國家檔案：指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而移歸檔案中央主管
機關管理之檔案。」及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第 6 條第 6 款：「歷史價值：指得保存典章
制度或作為史籍資料之價值。」等規定，如果檔案是以其歷史價值又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而
成為國家檔案，那麼，將之含括於古物類文化資產，應不會有人反對吧？！
筆者試著從文資法臚列相關的條文規定，期望讓讀者對文資法對文化資產的分級概念
能有初步認識。並針對國寶、重要古物的分級指定，從實務上的運作情形、遭遇的困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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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較詳細說明。整體觀之，文資法在古物這一章的規定，仍有不少值得檢討及疏漏之處，
例如，「古物」這個用詞妥適與否？國立古物保管單位在未達國寶或重要古物級的古物的
管理規範、古物的修復、古物經主管機關登錄、指定後的管理維護，包括國寶及重要古物
的典藏環境要求等。未來，古物相關的法規研修勢必為業務單位的優先工作重點。希望能
在法規制度面對於古物的分級登錄、指定、及管理維護有較為完善的規範，如此，文化資
產的保存維護及永續發展才能落實。這篇文章的寫成，讓筆者藉此機會對自己負責的工作
再次省思，對於未來業務的執行推動應是有所助益的。也期待讀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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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Personal Property,”American Society of Appraisers Website , <http://www.appraisers.org/
disciplines/personal.htm>(2 Feb. 2009).
註2：文化財保護法第一章總則第 2 條：「 一 建造物、絵画、彫刻、工芸品、書跡、典
籍、古文書その他の有形の文化的所産で我が国にとって歴史上又は芸術上価値の高
いもの（これらのものと一体をなしてその価値を形成している土地その他の物件を
含む。）並びに考古資料及びその他の学術上価値の高い歴史資料（以下「有形文化
財」という。）…」。文化財保護法第三章有形文化財第 1 節重要文化財第 1 款指
定：「第27条 文部大臣は、有形文化財のうち重要なものを重要文化財に指定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２ 文部大臣は、重要文化財のうち世界文化の見地から価値の高い
もので、たぐいない国民の宝たるものを国宝に指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註3：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 3 條：「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窟寺、石
刻、壁畫、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築等不可移動文物，根據它們的歷史、藝
術、科學價值，可以分別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市、縣
級文物保護單位。歷史上各時代重要實物、藝術品、文獻、手稿、圖書資料、代表性
實物等可移動文物，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貴文物分為一級文物、二級文物、
三級文物。」文物藏品定級標準：「文物藏品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貴文物分
為一、二、三級。具有特別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代表性文物為一級文物；具
有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為二級文物；具有比較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
為三級文物。具有一定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為一般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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