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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正紀念堂空間形塑分析 

 

第一節  中正紀念堂開發歷程 

一、歷史背景 

現今中正紀念堂用地在日據時期是「山砲隊」和「台灣步兵第一

聯隊」營房。到了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後，國軍便接收了營房和

設施，設立「陸軍總司令部」（營邊段），於是這塊用地就以軍事用

地保留下來。後來政府鑑於台北市工商業長足進步後，帶來了市區

交通問題，同時營邊段的各軍事單位，又因設在市區內，殊感不便，

因此國防部、財政部有關單位幾經磋商決定分別遷移至郊區，但因

遷移經費甚大，而且營邊段土地又缺乏處理計劃，所以先行籌組營

邊段可行性研究小組，對該地區的開發做研究。  

研究小組經一年多委請國內外專家研究，於 1972 年 6 月提出二
個可行性方案：第一方案是建議政府，將營邊段闢建為公園，理由

是台北市區內的綠化面積不夠，所以希望將該地段闢建為公園，以

增加市區的綠化和空氣的調節。第二方案是將營邊段闢建為台北市

第二商業中心，因為當時台北市具有歷史性的城中區、龍山區及延

平區已發展至飽和點，而且這些地區的交通、道路、建築物、工廠

等，在以往缺乏有系統發展下，蓋商業中心徒增困擾，如市政府實

施都市更新，又缺乏龐大的資金，所以計劃將營邊段闢建為台北市

第二商業中心，以解除西門鬧區都市人口及交通壓力。關於第一個

方案，政府認為其缺乏對土地利用價值深入的研究，所以決定放棄。

於是決定組成「營邊段執行小組」負責籌畫第二方案等實際工作，

並決定於 1974 年 6 月開始執行這項方案。 

這項計劃是由財政部、交通部、國防部、觀光局及台北市政府

等單位共同策劃，政府與民間將共同投資新台幣一百五十億元在台

北市信義路的「營邊段」建設六十二英畝的「現代化商業中心」。開

發內容包括興建五座十八至五十層樓不等的辦公大樓，三座廿四層

至卅層的國際觀光旅館和公寓，四棟百貨商場，以及會議廳、世界

貿易中心、文化中心和遊樂設施等，大樓間以輸送系統連結，行人

以履帶運送（台北畫刊六十七期， 1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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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項計劃因著 1975 年蔣介石過世，便迅速地改為中正紀念
堂用地。於是「現代化都市」的美夢便由中正紀念堂給取代，改變

了該地的空間意義。可見「戰時首都」所含攝的復國意識形態和威

權政治，與「現代化都市」的追尋，這兩種都市意義也有潛在的衝

突。在這二種都市意義的角逐過程中，何以中正紀念堂能取代現代

商業中心，在許多的文獻中並無具體記載。因此，本研究欲透過當

時的一些意識型態來解讀中正紀念堂空間形塑之氛圍。  

從 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台北市便成了「戰時首都」，
這從蔣介石的訓示中便可瞭解：  

「現在我們是處於戰時戰地，時時刻刻都在備戰狀態之中，

台北市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亦即戰時之首都，以台北市改為院

轄市的目的，即在建設其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以適應戰時

之需⋯⋯」（蔣公特准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在主持國父紀念

月會時之訓示，1967.6.27） 

「建設現代化之台北市，亦即可謂為建設現代化新中國之起

點⋯⋯」（蔣公在第八十七次總動員會報之訓詞， 1967.7.5）  

在蔣介石的訓示中，建設台北市成為一個現代化都市，乃為適

應戰時之需。因此，1974 年預定執行的「現代化商業中心」案，在

1975 年蔣介石過世而胎死腹中，被「中正紀念堂」所取代，在當時
的環境下，似乎是理所當然地；因為，就當時國民政府政權而言，

現代化都市的建設最終目的是為反共復國，而蔣公是反共復國的精

神象徵。 

蔣介石過世後，「蔣公精神」便成為凝聚民心，共同反共復國的

力量。因此，不論政府官員或民眾，紛紛發表了許多激勵人心、可

歌可泣的文章，政府也制訂了一些誌哀辦法，諸如：全國軍公教人

員應綴佩章一個月；全國各部隊、機關、學校、軍艦及駐外使館等

自即日起下半旗誌哀三十日；各要塞、部隊及軍艦均應自升旗時起

至降旗時止，每隔半小時鳴放禮炮；全國各娛樂場所，應停止娛樂

一個月等。教育部也提出紀念蔣公之方式，諸如：民族掃墓節、蔣

總統誕辰紀念日、紀念歌、銅像、遺像、將蔣故總統的豐功偉蹟編

為課材及於台北市興建一座「中正紀念堂」等，關於中正紀念堂的

部分還指出所需經費除政府撥款外，可接受各界自由樂捐，其他各

地不用分別另建。 

為了紀念蔣介石，在市議會中也有許多相關提案，例如高金殿

等四位議員提出「為悼念故總統 蔣公對國家民族的偉大貢獻並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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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遠追念其功德，特建議將敦化南、北路、士林區分別更名為中

正路、中正區，南北高速公路定名為中正高速公路，並將青年公園

或第七號公園更名為中正公園，在園內興建中正紀念館」（台北市議

會公報第十一卷第七期）、周英英議員提出「故總統蔣公不幸崩殂，

山河變色、天地同悲，為永懷遺愛，建議速建北部公園，定名為中

正國家公園，蓋北部國家公園有故宮博物院、內雙溪、五指山、野

柳、金山、七星山、陽明山等象徵我故總統 蔣公功蓋宇宙，德配天

地，請速協調省政府進行，以表我全民之敬仰之忱。」（台北市議會

公報第十一卷第二十一期）。 

除此之外，市議會中也常常探討蔣公精神，如當時市議員1曾質

詢台北市政府對總統蔣公遺訓，是否列為今後施政方針？實施構想

為何？當時的答覆狀況如下：「本府施政方針，一向秉承總統 蔣公

『建設台北市為現代化都市，適應戰時需要』的訓示而努力，同時

也以 蔣公『都市鄉村化、鄉村都市化』的最高指導原則為準繩，過

去如此，今後更是如此。⋯⋯，把市政建設工作和光復大陸國土的

工作相配合，齊頭併進。」（台北市議會公報第十一卷第二十一期）

市政府並鼓勵市府員工與學生研讀〈領袖精神萬古常新〉一書，以

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激發愛國情操。 

這種將蔣公精神潛移默化至民眾生活，是同時透過各種方式在

進行。彭懷恩（ 1997）就指出，國家主義和歷史文化意識的形塑，
以非組織方式穿透到各地的文化活動，甚至人們的日常生活理念之

中，大致可歸結出以下一些「潛移默化」的運作特徵：  

1、  權威化：建構歷史文化的權威性，藉由傳統的權威，達成文化主
導和教化的功能。  

2、  儀式化：形塑各種符號象徵和慶典儀式活動等等，以傳遞國家意
識、凝聚人民的認同。  

3、  規律化：透過對時間的安排、空間的劃分等機制，進行對個人的
身份地位、階級、成就、行為規範等方面的界定。  

4、  神秘化：國家如何將意識型態轉化成為人民的「常識」，很多常
識都被視為理所當然，很少人會質疑常識的合理性。  

5、  個體化：國家意識必須能穿透到每個國民個體，建構公民角色的
自我意識和認同，即形塑出一套共有的公民意識和生活規範。  

「蔣公精神」透過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來展現，而「中正紀念

堂」的建設，就是透過有形的實體來體現這種精神。  
                                                 
1 質詢議員：周洪根、王友祿、林振永、林穆燦、莊阿螺、黃世溫、黃馨葆、
周陳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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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現中正紀念堂用地原本開發設計圖 

（資料來源：台北畫刊第六十七期） 

二、建堂過程 

蔣介石於西元 1975 年 4 月 5 日去世，6 月行政院接受各界建議

與治喪大員會議之決議，決定在台北市興建中正紀念堂，並即設立

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積極推行建堂事宜。1975 年 7 月 2 日，籌建小

組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決定以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

東、愛國東路以北、信義路以南之間地段為建堂基地，並將區內林

森南路轉入地下，進行整體規劃；8月，小組公開徵求海內外建築師

提供建築設計構想，聘請專家初審，選取五件，再經由國內外專家

複審，最後採取楊卓成建築師之設計。於 1976 年 10 月 31 日，蔣公

誕成紀念日舉行破土典禮，1977 年 11 月動工興建，1980 年 3 月底完

成，並於 1980 年 4 月 5 日正式對外開放。 

關於中正紀念堂的競圖過程，頗有爭議。1975 年 7 月 23 日公告

競圖，表明內容為建築物（中正紀念堂、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

和公園二部分；設計要點為：（1）表達中國文化精神。（2）創造新

穎設計，並具有莊嚴而獨特的風格。（3）有效應用現代建築工程技

術，講求經濟實用。1976 年 7 月 9 日揭曉，第一名是和睦（楊卓成）、

佳作分別為：三大（許文傑/陳永男/黃照國）、沈祖海加宗邁、莫晨

峰、藍銘光（劉麗梅，1976）。競圖的公告中並沒有說明要北方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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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築，當時只有楊卓成的設計是宮殿式建築，最後是以楊卓成的

設計拔得頭籌。根據石國宏（2001）針對中正紀念堂競圖一事採訪

陳邁建築師和王紀鯤先生的內容如下： 

陳邁建築師：「⋯⋯，其中一個評審 Catalano 是我以前美國的

老師，過了一兩年後回來跟我們吃飯的時候說：『那時我們的作品是

做得最好的，那沒有公布，就等蔣夫人回來，他們就說所有的東西

都放那裡請蔣夫人去看一看，請她裁示。後來，她也沒有去看，就

問說有沒有中國式的，而當時就只有楊卓成做中國式的，但是在這

二十幾個案子中沒有一個是做中國式的。⋯⋯』」 

王紀鯤：「⋯⋯。那時有兩派意見，一派是懷舊大中國（老一輩

建築師）的路線；另一派是現代主義（陳邁建築師等年輕人認為有

機會），而一直爭論不休，同時都很強勢。⋯⋯。之後，真正評審時

共有五個案子，而且是分別請兩外國建築師來寫評圖報告，當時台

灣並沒有任何派出任何評審，而俞國華將兩位建築師的意見送到蔣

夫人那裡裁示，因為她有這個資格嘛！後來就選中楊卓成的案子。

而公告展覽也才展示兩天而已。」 

透過上述訪談內容，可知蔣夫人是決定設計競圖的關鍵因素。

雖然建築師有參與競圖的機會，但整個過程缺乏公平的競爭機會。 

三、建築地點的選擇 

中正紀念堂的建築地點選擇，當時籌建小組接受到各界人士建

議：有人主張在士林，有人主張在慈湖，有人主張在外雙溪，意見

甚多，但經籌建小組討論後，認為總面積二十五萬平方公尺，約七

萬五千坪這一塊地區—也就是現址，最為適宜。當時總統府資政張
群表示：中正紀念堂分二期辦理，第一期先設計中正紀念堂及中正

公園，第二期再完成音樂廳及國劇院。由於音樂廳及國劇院是演奏

及集會的場所，設在市區較為方便。另外，台北市的都市計劃缺乏

綠地，將中正紀念堂周圍空地闢建為中正公園，對都市的整體發展

也較為有利，所以決定選址於市中心（聯合報， 197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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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正紀念堂空間意涵  

建築形式是中正紀念堂空間特色的展現。此種建築形式，被賦

予了某種形而上意涵，學者漢寶德提出了如是的觀點：建築是一種

生活的容器，它的空間與造型是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所

形成。它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以哲學層次解釋中國建築

的看法，乃以台灣戰後的建築界為主。國民政府遷台，傳統建築的

研究止於思辨。同時，政府極力提倡傳統文化的復興，以傳統思想

來解釋傳統建築成為風氣（漢寶德， 1995）。  

漢寶德認為：國民政府在南京定都之後，有顯著的保護主義色

彩。這種文化的保守主義，在建築上尋求民族獨特性是理所當然

的。⋯⋯。所以國民政府在南京所建的政府大廈與紀念性建築，清

一色為中國式。⋯⋯雖然此一時期在建築的民族化上有各種嘗試，

但仍以西式建築上加中式屋頂為主流，因帶有曲線的琉璃瓦屋頂是

中國系建築的最顯著特徵。⋯⋯。今日之台灣，這種方向仍持續不

變。官方建築在建築活動中所佔比例不大，但重要建築有進一步中

國宮殿化的趨勢，較南京時代為保守，隱含鞏固統治之意念與返回

大陸的期望（漢寶德， 1995）。  

1950 年代末期後，國民政府開始有考慮長期居留台灣的可能，
故政府的建築活動要能滿足國家神話象徵、地方政府行政、大陸來

台人士居留問題等相關建築需求，因此國家及紀念性建築物、地方

行政機關、國宅等方面的建築陸續出現。尤以 1960 年代起，國民政
府為了表示自己是唯一正統的中華文化，在台北市興建了大量「北

方宮殿式建築」來表達對大中國傳統的國家認同，如 1965 年的故宮
博物院、 1969 年的忠烈祠 2、 1972 年的國父紀念館、 1973 年的圓山
大飯店及 1976 年破土的中正紀念堂等（鄧宗德， 1991）。成為這時
期意識型態下的安撫工具。尤其以北京紫京城中的太和殿來表現建

築的「中國意像」，也是屋頂、屋身、基台這一種三段式立面會普遍

出現的原因。這些建築物的共同特徵為：模仿清代中國木構架宮殿

建築，使用圓柱、琉璃瓦、大台階、門窗、欄杆、裝飾花樣、彩畫

等元素、反宇式屋頂。建築師們將 1920、1930 年代流行在大陸的宮
殿式建築重新在台灣使用，並以鋼筋混凝土仿中國古建築來表現傳

                                                 
2 當時除了台北外，也在其他地方興建忠烈祠，這一系列忠烈祠是為了對抗中
共於中國大陸發起的文化革命運動。一般而言，忠烈祠多為各城市中日治時期

的神社遺址，以宮殿式建築為既有的典型，及太和殿為模仿的對象而興建，其

原來的儀典性及紀念性便一併被新建的忠烈祠承襲（趙飛虎， 1976；石國宏，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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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建築現代化，這樣一股風潮散佈在學校、教會、觀光設施、甚至

閩南式的城門亦修復為北方宮殿式（石國宏，2001）。另一典型宮殿
式建築的代表就是南海學園建築群中的科學館，其基地位置係由國

家決定，若以總統府為輻射中心，北端（稍偏東）為台北車站、南

端（稍偏西）為科學館、東端則是 1966 年改建為宮殿式的台北東門，
近乎巴洛克式的都市配置手法，可說是國民政府結構性地塑造出一

個國家權威的空間象徵（葉乃齊， 1989）。  

因此，在國民政府「反攻大陸」的政治意識型態下，「宮殿式」

的支配性空間論述，重新塑造了台灣的紀念性建築，使其成為一個

想像的北京城，一個「中國人所統治的台灣」之歷史意象（葉乃齊，

1989）。中正紀念堂就是採用所謂「民族形式」的。從 1930 年代以
來，重要建築物採用民族形式，一直被當作是一種政治要求。「民族

形式」就是清代的官式，它象徵著政治和文化的正統性 3。除此之外，

也以其巨大壯觀的尺度，以及非日常可見的全景觀看角度，產生了

一種奇觀憾人的感受，從而認同了官方領導的現代化進程。國家威

權的性格也呈現在透過國家主導的意識型態之建築或空間形式上。  

戴國煇對於戰後這種大尺度的空間設計，提出以下一些觀點：  

「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結束之後，還留給我們一個問題：那

就是如何克服那套日本殖民地統治所留下的價值體系，而新創

出我們自主的價值體系。⋯⋯光復之後，尤其 1949 年以後，

台灣湧來了大批大陸的知識份子。大陸來的知識份子沒有台籍

知識份子陷於日本殖民地長期統治的經驗，不但不具有「日本

尺碼」，還因受「九‧一八」以來的長期侵略而具有抗拒日本

之一切事物的深層心理。國府及台灣地區由於長期以來和美國

的關係，人們另具有「尺碼」，暫時叫它做「美國尺碼」。 

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這些尺碼反映在建築設計上。 

第一， 其設計背景的思考方式和美觀意識與日本完全不同。 

第二， 好大，這一類氣質有點像美國佬。很可能是受到大陸性

「風土」的類似影響。 

第三， 懷念大陸的補償心理反映在上述建築設計上。」 

（戴國煇，1994） 

中正紀念堂的建堂過程及建築形式，所呈現的精神猶如漢寶德

在〈建築與文化近思錄〉（ 1995）一書中所表示：「不論是國民黨或
共產黨，基於民族主義的政策，都有以語言及文化統一全國的企圖。

                                                 
3國民政府以對清帝國統治權之接收，文化內容之延續等方面來宣示其「正統中

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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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上，雖未盡成功，但以大一統心態從事建設，是中央集權政

府的特色。」  

那麼，究竟如何透過空間形式來彰顯「中國意識」呢？擔任中

正紀念堂設計工作的建築師楊卓成表示，蔣公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

動，熱愛中華文化，尤其對中國建築，每遇之必躬親指導設計，興

致勃然，因此，他秉承此一宗旨以設計蔣公紀念堂。構想的要旨是，

此堂應為中國式，所以參研中國歷代建築，將其融會貫通，吸其精

髓，以期創造出一種新風格。這座具有永久性建築物的設計型態，

是與追隨蔣公多年的一些黨國彥碩們所研討出來的，每一部份都有

它特殊的意義：  

（一）紀念堂  

採北平天壇之頂、金字塔之體，下基襯托三層寬大台座，在平

坦的基地上將主體提高，以顯出穩若磐石的雄姿。凸起的土丘上之

三層臺基，象徵三民主義。臺基下部繞以一百六十公尺寬的方形土

坡，平時植草以求水土保持，每遇慶典則植滿紅花；此一構思，形

成青瓦、白牆、紅花，正好如我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象徵（中

國時報， 1980.4.3）。  

整個紀念堂的整體構圖上乃要表現蔣公復興中華文化的哲學，

因此設計以正方形為主，坐居中位，以適「中正」之意。堂頂色彩

用天壇寶藍色之琉璃瓦頂，藍中帶紫，與七彩的陽光相映，予人以

高貴的感受，與一般純藍不同。寶頂用金黃色，強調其光耀昇華之

意。屋頂、斗拱與外形深富哲理，和睦建築師事務所表示：「蔣公的

『天人合一』思想，以人為中心，本乎人性，順乎自然的哲學思想，

發揮在建築上最為明顯的是，從四方面看都是『人』字形的中國式

屋頂，建築物自地面台階、墻柱、樑枋，自屋頂而天空，將『人』

與『天』聯繫起來，居屋頂最高點的金色寶塔為昇華天人之間的媒

介。⋯⋯。斗拱從『人』住的空間進入『天』的空間的第一步，亦

為天人合一的思想導出建築結構，而舉架之應用使屋頂上峻下緩而

形成飛簷，為『人』的空間進入『天』的空間之第二步。⋯⋯。正

身四角突出四個支座，與人以極安穩之感，象徵著國之四維，四維

既張，國乃復興（參見圖 5-2）。」（和睦建築師事務所，1976；廖建
彰， 2001）  

（二）紀念堂內之展示空間  

紀念堂內展示了蔣公銅像、古董車、生平事蹟等。大幅的油畫

懸掛在牆上，圖說蔣公黃埔建軍、攻克惠州、北伐誓師、抗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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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金門砲戰等事蹟。整個紀念堂內的展示空間，充滿了緬懷的味道，

讓民眾對蔣公生平有更多的認識。  

（三）大門  

蔣公在生前對方向很重視，喜面東南朝西北，因此，公園及主

館大門面向西北，與總統府遙遙相對，互相呼應，成為迴龍故祖之

象徵。另外，也有西進反共之意圖。  

（四）公園  

中正紀念堂的公園設計，是由楊卓成建築師之弟，庭園設計師

楊卓然設計。他表示：中正紀念堂公園是環繞中正紀念堂規劃，使

公園與正堂成為一體，合則有襯托正堂之功，分則有各自獨立良景

之美，各主要通景線均以正堂為主（中國時報， 1980.4.3）。  

1980 年 4 月 4 日，中正紀念堂落成典禮暨先總統 蔣公逝世五

週年紀念大會中，前總統嚴家淦以「毋忘遺訓、力行遺訓」為題致

詞，其文如下：  
⋯⋯蔣公離開我們之後，海內外同胞紛紛自動捐款。一致

要求籌建中正紀念堂，以為永久的紀念，並以此作為瞻仰中

心。⋯⋯；面對這一歷史性的堂景，無不有一種聖潔、莊嚴和

親切的感覺。⋯⋯從今天起，凡是來到中正紀念堂的人，必可

領略牌樓的巍峨壯觀，廳堂的莊嚴雄偉，「大忠門」、「大孝門」

的寓意深長，乃至庭園之美、花木之盛，不僅表現出中華文化

的風格，由能顯示蔣公廣闊的襟抱，遠大的眼光，及其生平大

智、大仁、大勇的志節，與大中至正、大忠大孝的德行，令人

肅然起敬。⋯⋯，當三十八年之初，共匪全面猖狂叛亂的時候，

就曾考慮到建設台灣的重要。及至大陸淪陷，政府乃播遷來台，

其時人心惶惶，局勢危急。蔣公遂毅然決然於三十九年三月一

日復行視事，領導全國居民，重振革命的事業，進行反共復國

的神聖戰鬥。並在復行視事的文告中訓勉國人，建設台灣為三

民主義模範省，乃是反攻勝利的前提，亦是復國建國的基礎。

同時，更指出建設台灣的積極價值和崇高意義：「我們建設台

灣，是要以台灣作為一個反共基地來建設，作為一個遠東反共

中心堡壘來建設。建設台灣的目的，乃在於全國、在於亞洲、

在於全世界人類。其空間的範圍固不限於台灣，時間的範圍也

不限於目前」。 

在前總統嚴家淦的致詞中，清楚地表達了中正紀念堂在空間形

式上的意義及其精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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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中正紀念堂的開發歷程，有著深厚的中央集權色彩。其空間設

計，更含攝強烈的中國意識、中國精神。在蔣介石去世不久，「蔣公

精神」及各種紀念活動極其興盛。紀念堂落成典禮暨先總統 蔣公

逝世五週年紀念大會時，中外來賓共有四千人參加。當時中正紀念

堂籌建小組召集人俞國華表示：中正紀念堂的興建乃是海內外同胞

為永懷蔣公而捐獻落成的，當時各界捐獻已達二億三千餘萬元（中

國時報，1980.4.5）。而中正紀念堂首日開放就約有三十萬民眾去瞻

仰巨幅畫像。另外，由台灣省和台北市登山社團、救國團、經濟日

報、聯合報等四十三個單位聯合舉辦的蔣公九秩誕辰紀念登山活

動，參加民眾超過十萬人。當時民眾以捐獻及參與中正紀念堂紀念

性活動來表示對蔣介石的追思。但這樣的情形已今非昔比，一方面

是距蔣介石逝世較久遠，另一方面是思潮已有所改變。在蔣公時代，

民眾瞻仰蔣介石，視其為民族救星，但隨著解嚴後的言論自由，許

多正反的評價都有，台灣的定位也不再只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使得中正紀念堂這個公共空間愈來愈多樣化，不僅是總統以軍禮歡

迎來訪各國元首及貴賓之處，也是各國觀光客來台參訪時的景點及

民眾抗爭、舉辦文藝活動的地方，只是中正公園相形之下，猶如配

角，較少受到民眾的青睞。  

下表 5-1，為中正紀念堂空間形塑的權力三面向分析。權力第一
面向探討政府和市民的權力大小，權力大者將取得最後決策權，在

中正紀念堂空間形塑案例中，決策權是由中央政府在主導的，所以

政府的權力遠大於市民；第二面向說明了中正紀念堂空間決策過程

中，由政府主導，民眾被排除在議程之外的情形，如中正紀念堂取

代了現代商業化中心、中正紀念堂競圖過程等；第三面向則分析政

府如何透過空間形式，來展現中國意識，使其更具統治正當性。這

如同 Ernest  Geller 的觀點：國家必須透過各種機制，尤其是教育系
統，來創造一種「高度文化」和「國族意識」，並滲透到社會之中，

而且由政治來維繫及界定其意涵。換言之，現代國家需賴文化和一

種集體意識的建構，並與軍事、政治體制相互依恃而運作，共同完

成「建國大業」，並維繫其「長治久安」（彭懷恩，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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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中正紀念堂空間形塑的權力三面向 

時期 權力的運作 政府 市民 

權力第一面向 權力大 權力小 

權力第二面向

市民被排除在議程之外（興建中正

紀念堂的決策過程是由中央直接

決定） 
國民政府威權時期 

權力第三面向
中國式建築設計及中國文化精神

之呈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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