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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840 年英人首創郵票與近代郵政以來，郵票即被視為代表一國政治、歷史與文化
等諸多面向的「國家名片 J '而郵票上的國號銘記正是用來辨識郵票的發行圓，以方便全
球郵遞人員寄送郵物。 1949 年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以發行郵票的方式，
持續對國內外宣傳自身為中國政權的唯一合法代表。其中，中國文字因其獨特的書寫方
式與造型，致使兩地政權皆利用中國文字的視覺形象和書法傳統，來表述各自對中國政
治與文化特色的觀點。

本文將針對兩岸自 1949 年以來所發行郵票上的「文字 J 設計進行探討，一方面分析
中國文字本身所具有的視覺政治符號性質，另一方面則檢視雙方利用政權領導者的書法

題詞做為郵票設計，因而呈現出對中國固有文化的意識形態差異。以下四個議題將成為
探討的重點: (一)作為代表郵票發行國的國號銘記的字型一一特別是「美術字體 」 一一在

集郵界所引發的討論與爭議; (二)中文字造型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和政治認同功能與意涵;
金石書法藝術作為一個想像的中國文化/政治載體，體現在:的毛澤東書法所象徵的新
中國意象，以及:個)蔣介石書法、上古文字與歷代書法郵票背後所隱喻的傳統中國文化
價值觀。

關鍵詞:郵票設計，國號銘記，字型，書法，毛澤束，蔣介石，中華民國，中華人
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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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百

迄至今日，錢幣和郵票仍是一個國家正式發行最重要的兩種視覺圖像，其中
所包含的官方政策與意識形態會不斷地向國內人民和國際社會進行宣傳。然而錢
幣圖案的更替不若郵票發行次數頻繁，往往需要較長時間才會改變圖案設計，而

郵票則是平均每兩個星期就發行一套，也因此，郵票獲得許多稱號，像是「國家
的名片」、「國家的縮影」或是「一個國家的小型百科全書」等，其內容廣涉政治
體制、經濟建設、社會發展、自然環境、歷史文化和科技娛樂等主題，幾乎對一

個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了全面性且甚至是即時性的描述與建構，郵票與
官方意識形態的關係密切可見一斑，也因此對郵票作視覺分析或文本解讀，皆有
其相當的學術研究價值。
一般提到郵票，不外乎有兩種聯想，一是郵票作為日常生活預付信件或包里

郵資憑證的實用功能，二是作為一種休閒娛樂或古董投資的集郵行為 O 至於學術
界對郵票研究的興趣，則多集中於郵票作為宣傳品

關係，像是 1972 年 William
國維琪

(Vichy)

(propaganda) 與政治之間的

A. Hoisington , Jr.寫的一篇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法

政權所發行的郵票的歷史與政治意義。(註1)此後，以郵票為對象

的相關研究斷斷續續出現，一直到 2000 年之前，每隔數年才有零星學者對郵票感
興趣，以類似「玩票」的性質發表相關文章。

至於從歷史和傳播理論角度來分析郵票，則要以法國史學者 Donald

M. Reid

寫於 1984 年的那篇〈郵票的象徵意義:給歷史學家的研究素材〉最為重要。(註 2)

Reid 借用了政治學者 Harold

D.

Lasswell 的政治符號傳播理論

麼/通過何種管道/向誰/產生什麼效果 J

to whom/with what effect)

「誰/說了什

(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

，男外加上「利用何種符號? J

(by means of what

symbols) 而形成基本架構 O 其中的 「誰」指的自然是發行郵票的政府，利用郵

William A. Hoisington , ]r.,“ Politics and Postage Stamps: The Postal Issues of the French State
and Empire 1940-1944 ," French Historical Studi俗， 7.3(1972) , pp. 349- 367
2. Donald M. Reid ,“ The Symbolism of Postage Stamp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ian ," journal 01
Contemρoraη History ， 19(1984) , pp. 223-24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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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這個「管道 J '至於「向誰」和「產生什麼效果 J 'Reid 則以為因時空條件不同

而有所變化，所以他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於這些郵票「說了什麼」和「利用何種

符號 J '他的個案研究對象包括: I 青年土耳其革命 J
運動前後的奧圖曼帝國

(Y oung Turk Revolution)

(Ottomans) ，英國統治下的埃及政權和法國勢力所及的

敘利亞和黎巴嫩政權。

然而，他所提出的郵票研究似乎並沒有太多迴響，一直要到 1990 年代初期，
郵票的研究才出現契機 O 不過同樣的，這些研究彼此都沒有直接關聯，反倒像是

獨立發展之下的巧合。首先是政治、社會與性別研究學者 Dennis A1tman 在 1991
年，以「集郵者」的身分出了一本書叫〈小紙外交:郵票的政治}

0

(註 3) 在書中他

系統性地將郵票研究的諸多面向一一點出，從郵票的發行計畫和設計，到郵票內

容中的領土主權爭議和外交政策、國家認同與意識形態、國際性(i nternational
ism)

題材、郵票作為對內對外的教化宣傳品，以及郵票的美學設計和集郵市場的

討論等，可以說將郵票研究的基本結構都搭架起來了。奇怪的是，後來研究郵票
的學者卻很少提及這本著作，這極可能是因這本書總是被放在書店內的休閒娛樂

區中的集郵分類架上所致。

1992 年，符號學者 David Scott 曾對 1849 年以後的法國郵票做了符號學式
(semiotic) 的分析。但 4) Scott 將他對郵票研究的根源溯及 1979 年就對郵票產生

興趣的符號學者 Gérard

Sanders

Peirce)

Deledalle' 他像 Deledalle 一樣援用皮爾斯 (Charles

的符號學理論，在研究中分析郵票裡「國號」在不同政權時期

的歷史演變，並對常用郵票

(national

(definitive

stamp)

中的三十多種「國族偶像」

icons) 加以分類及詮釋意義，以及透過對紀念郵票 (commemorative

stamp) 性質的分析，帶入皮爾斯的符號三層意義解釋

閏像(i con) 、標誌

(index) 和象徵 (symbo l) ，他在 1995 年完成了一本對歐洲郵票設計的符號學研
究著作〈歐洲的郵票設計:一個符號學的研究途徑}

0

(註 5) Scott 對郵票的興趣

一一也許應該說是他對符號學以郵票作為研究對象的興趣，促使他到今天還持續

3. Dennis Altman , Pa，戶 er Ambassadors: The Politics 0/ Stam如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 1991)
4. David Scott,“ N ationaI Ic ons: The Semiotics of the French Stamp ," Fre蹤:h Cultural Studi俗， 3.
9(1992) , pp. 215-234.
5. David Scott , Euro戶的nS的m戶 Design: A Semiotic A戶戶 roach (London: Wiley-Academy ,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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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相關的文章，他同時也是嚴肅對待郵票研究、筆耕最勤的一位學者。(註 6)

在研究郵票本身閏像和意義的同時，開始有學者研究集郵 (stamp
philately)

collecting ,

的行為本身，探討集郵的商業本質或是社會教育功能註 7) 或是像

]onathan Grant

針對蘇維埃政府早期

(1921-1939) 對集郵活動的控制作研究，

他大量參考集郵雜誌等刊物的文本，分析集郵與社會主義建設之間的關係 o (註 8)

這些研究拓寬了郵票研究的路徑，加進參與者或說是郵票訊息的接收者的角色分
析，漸漸深化郵票研究類型的可能性 O

郵票研究者也會針對不同國家所發行的郵票，分別採取比較研究 o 1999 年

Alexis

Schwarzenbach 對比利時和瑞士的郵票作比較分析，他同時還討論紙鈔

和錢幣上的圖案 o (註 9) 2002 年 Alison Rowley 對 1917-1941 年間蘇維埃的郵票

內容作分析。(註 10) 同年 Ja戶an Forum 上刊印了 Douglas Frewer 以人類學角度
研究日本郵票中的國家認同議題，同樣採取符號學理論的路徑，同一期 Hugo

Dobson 則探討日本郵票發行的決策單位與過程，分析日本官方如何利用郵票作
為宣傳手段。(註 11)

在 2005 年的 E的t As的期刊中，政治學者 Alan Wachman 和 Phil

Deans

分別就中國和臺灣郵票裡的領土描槍和國族主義提出分析研究。(註 12) 雖然就研究

對象而言，本文與上述兩篇文章皆涉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郵票，然而

6. David Scott,“ Indexica l/Ic onic tensions: The Semiotics of the Postage Stamp ," A戶，proaches to
Semiotics , 127(1997) , pp. 191-202. David Scott,“ The Semiotics of the lieu de memoir: The Postage
Stamp as a Site of Cultural Memory ," Semiotica.La Haye then Berl的， 142(2002) , pp. 107-124.
7. Steven M. Gelber唔，“ Free Market Metaphor: The Historical Dynamics of Stamp Collecting ," Com.
仰的 tive Studies on Society and History , 34(1992) , pp. 742-769
8. J ohnathan Grant ,“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Philately in the Early Soviet Era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 紗， 37.3(1995) ， pp. 476-493.
9. Alexis Schwarzenbach , Portraits 01 the 1\Tation: Stamps, Coins and Banknotes in Belgium and
Switzerland 1880-1945 (Bern , Berlin , Bruxelles , Frankfurt/M. , New York and Wien: Peter Lang ,
1999)
10. Alison Rowley ,“ Miniature Propaganda: Self-Definition and Soviet Postage Stamps, 1917-41 ,"
Slavonica , 8.2(2002) , pp. 135-157.
11. Douglas Frewer,“ Japanese Postage Stamps as Social Agents: Som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
tives ," ]apan Forum , 14.1(2002 ), pp. 1-19. Hugo Dobson ,“ J apanese Postage Stamps: Propaganda
and Decision Making ," ]a.戶。 n Forum , 14.1(2002) , pp. 21-39.
12. Phil Deans ,“ Isolation , Identity and Taiwanese Stamps as Vehicles for Regime Legitimation" and
Alan M. Wachman ,“ Stamped Out!: Carto-Philatelic Evidence of the PRC' s Constructed N otion of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 kàst Asia , 22.2(2005) , pp. 8-30 and pp. 31-55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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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中國文字的造型設計與面對書法傳統的態度

一一來觀看臺灣與中國這兩個中國論述製造者，究竟採取何種方式經營郵票上中

文字體的視覺效果，並透過對兩地集郵者在期刊上所發表的言論作分析，嘗試將
兩個政權背後的政治與文化意識形態抽繹出來，因此本文將不涉入對毛澤東或蔣
介石書法藝術的美學評價，而將焦點放在兩岸郵票中所選用之中國文字造型和書
法作品的政治認同功能 o (註 13)

二、郵傳千里，以誰之名

郵票是近代在改進郵政事業上最重要的創造發明之一 O 自從 1840 年英國人

Sir Roland Hill

(1 795-1879) 發明郵票以來，世界各國紛紛以英國郵政是瞻，設

置屬於自身的郵務系統。(註 14) 基本上，一枚郵票是由三種要素所構成，包含了國
家或地區的銘記(inscription) 、面值和主題圖案。(註 15) 套句集郵圈內流行的話來

說，郵票是 「 國家的名片 J '而郵票上的國號銘記，便成了一個國家對內和對外正
式的簽名，而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讓國內外的郵務人員，能夠辨識寄件者國別，

以方便傳送郵件和包里。
由於英國是郵票的發明國，因此，它也成了全世界唯一不用附註國號銘記的
國家，如今只單純地在郵票上印著代表皇室的女王頭像側影。(註 16) 郵票上的國號
銘記有時候會加上「郵政 J

(post)

一詞，不過世界上有超過半數的國家都是直接

使用國名。這些國號銘記或只採用該國的語文來表示，或僅以羅馬文字拼音寫成，

當然也有同時使用兩種文字的呈現方式，例如本文中的中華民國郵票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郵票，就分別選用了「中華民國郵票 」 和“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人

民郵政」和“ China" 做為郵票上的國號銘記 o (註 17)

13. 本文標題暨文內所使用的臺灣與中國二詞，乃分別採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實質佔領的主要地理
區域名稱，為便於行文而採用 O 事實上，若以正式名稱亦更能突顯出兩岸在郵票中爭奪中國政治與文化
繼承權的事實。

14. Stuart Rose , Royal Mail Stamþs: A Survey 01 British
p.10

Stam.ρ Design

15. 楊未君、孫曉潔， <集郵者與郵政規章) (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16. Stuart Rose , Royal Mail

S的mρs:

A Survey 01 British

(Oxford: Phaidon Press , 1980) ,

1997)

S的nψ Design ，

，頁 34-35 。

pp. 57-66.

17. 兩地郵票上的國號銘記曾經歷數次更動。 1949 年後，中華民國郵政先是沿用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郵

政 J '而後在 1955 年改為「中華民團郵票 J '至於英文部分則始終是lRepublic

of ChinaJ

。中華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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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郵政是由英國人赫德 (Sir

Robert Hart '

1835-1911) 於 1878 年

協助大清政府所設立的。(註 18) 而中國的第一套郵票〈海關一次雲龍郵票〉也於該

年正式發行。大清帝國郵票上的國號銘記，主要以中文的「大清國郵政」和英文

的“ China" 以及“ Imperial Post" 為主。 1912 年甫建立的中華民國延續了大清郵
政的業務，並開始發行印有新國號銘記的郵票。這時期的郵票主要印有中文的「中

華民國郵政」和「中華郵政 J '英文則是“ Republic

of China"

，惟自 1931 年起受

到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漲，英文國號銘記便不復見於郵票之上，直到中華民國
政府遷至臺灣後的 1953 年，才開始重新思考在郵票上印英文國號銘記的必要性。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實質佔有了中國大陸，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權，
而國民黨所領導之中華民國政府則退居臺灣，宣稱對中國政權具有合法的延續
性 O 在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格局之下，雙方皆有各自的支持者，也都同時利用各

自的郵政系統發行郵票，進行對內和對外的宣傳戰爭 o (註 19) 對於中華民國來說，
郵票上的國號銘記所能發揮的辨識功能，如今遭受到中共政權的挑戰，而這種潛

在的焦慮也反映在〈今日郵政〉這本官方郵政期刊，於 1961 年所刊載的一則漫畫
中 O

這篇名為「這是中國郵票! J 的漫畫講述的是，某位美國小姐寄了一張生日
卡片給她在盧森堡的哥哥，但卻因為郵差指出她錯貼了中國的郵票，而將原信件
退回的爭論場景。(註 20)

(間一)事實上，這位小姐在信上貼的郵票，的確是美國

郵政於 1961 年所發行的郵票，只因為郵票的主題是紀念中華民國成立五十週年，

和團則在 1949 年所發行的前三套郵票中使用「中華人民郵政 J '而在 1950 年改為「中國人民郵政 J '並
從未使用英文版的國號銘記，直到 1992 年起，才正式全面地改成中文的「中團郵政 」 和英文的 IChina J

姚珊妮， <談郵票的票銘> ' <今日郵政) ,

475 (畫畫北: 199 7)

0

，頁 36-39 。楊未君、孫曉潔， <集郵者與郵政

規章) ，頁 35-37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郵票曾在 2007 年更動國號銘記為「臺灣J 和 I TaiwanJ ，
惟僅持續了一年左右的時間。黃飲欽， <郵傳千里，以誰之名?>付中國時報)

(臺北)

,

2007 年 2 月 13

日， A15 。

18. 交通部郵政總局編， <中國郵票目錄) (臺北:交通部郵政總局，

1996

'郵政百年版) ，頁 1 。在大清政府

未設立郵政系統之前，各列強在中國所據之處早已發行郵票，是謂「客郵」。

19 目中華民國 (ROC) 郵票編號系統中的 C 表「紀念 J

(commemorative)

'S 表「專 J (specia J)中華人民

共和國 (PRC) 郵票編號系統中的 C 表早期發行之紀念郵票，一般通稱為「老紀 J

(1949 - 1967)

，而 S 表

早期發行之特種郵票，一般通稱為「老特 J (1 951-1966) ，有別於文革後所發行的新紀念郵票編號 J
1991) 與新特種郵票 T

(1974-1991)

(1974

，至於文革期間 (1967-1970) 所發行之郵票以 W 代表，交通部掌

管郵電業務期間(1 970-1974) 所發行郵票為數字編號郵票，官方則以 N 代表。至於一般常用或普通郵票，
兩地皆以 D (definitive) 代表。

20.

I 這是中國郵票! J 漫畫由「留名」繪， <今日郵政卜 47( 臺北:

196 1)

，頁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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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圓採用孫逸仙(1 866-1925) 和國徽作為圖案，在郵票的最上方還印著中文
的「中華民國」等四個大字，才導致這名美國郵差產生誤解。(圖二)姑且不論這

則較事的真實性，這則小故事除了顯示出中華民國官方對於自身郵政存在的肯定
與自豪，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反映出郵票上的國號銘記所具有的辨識功能，特
別是文字書寫的符號系統本身，在視覺造型的呈現上，中國文字的確和羅馬文字
有著極大的差異。正如一位集郵家就曾經對部分帶有西方美術風格的中華民國郵

票提出質疑，認為「假如不是我國文字，幾乎疑是外國郵票 J

0

(註 21) 有趣的是，這

枚美國郵票卻是因為帶有大量與中國相關的圖案與文字，竟讓自家的郵差也弄不

清郵票的發行國。

圖一

r 這是中國郵票!

J

r 留名 j 繪。

而另一面，國民黨政權或許同樣在思考，如何和對岸中共政權所發行的郵票
作區隔，特別是當兩地所使用的文字符號在造型上幾乎一樣的時候，郵票上的國

號銘記是否能發揮區別的功能，甚至是帶有政治意義的「辨偽」 功用 O 筆者於此
不擬討論兩地政權如何選擇國號銘記的政治考量與過程，而偏向分析郵票上國號

銘記所涉及的造形設計，特別是針對郵票設計者和集郵家們對字型或字體等相關

2 1.馮紹堯， <對發行新郵票的建議>

'

<寶島郵訊}

, 23. 1(高雄: 1978) ，頁 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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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加以闡述，探尋中國文字本身對於兩個「製作中國論述J 的競爭者，具有何

種政治和文化的功能與意義。

←)美術字體與傳統書法的爭辯
在臺灣，中華民國的集郵家對郵政總局的設計經常是有意見的，其中又以郵
票上國號銘記以「美術字體」表現的方式，最常引起爭辯。在早期郵票設計中，
國號銘記並非以標準化的鉛體字來印刷，而是由所謂的 「 繪圖員」以手書美術字

體的方式完成，其中的原因或許多少和防止這些帶有國家貨幣性質的郵票遭到偽
造的考量有關 O 這種將文字視為圖像的製作模式，基本上和鈔幣圖案雕刻繁複的

過程相似，咸認為創造的過程越複雜，遭到複製的機率就相形降低，或至少易於

分辨真偽。
然而，大多數的集郵家對於郵票繪圖員的手寫字體都難以忍受，一位集郵者
就表示， r在政府遷臺之前，國郵除加蓋票常用宋體字模外，圖幅之內，均習用正
楷，隸書，裝書。只有少數例外的採用時下流行的所謂『藝術字體 j

0

J (註 22) 在圖三

這枚發行於 1945 年的 <r 中華民國臺灣省」暫用郵票〉中，可以清楚看到原發行
於日治時期、印有國號銘記「大日本帝國郵便 」 的郵票，在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
後，而中國郵票尚未連來之前，為應急需，以「中華民國臺灣省」等宋體字加蓋

於其上，明白地表示對該地政權管轄的移轉，卻也暗示著文字形體本身所具有的
政治性。這位集郵者接著表示，中華民國政府來到臺灣之後，卻只有少數的郵票

使用正楷和蒙文 O 圖四這枚發行於 1950 年的〈鄭成功像郵票> '同時也是國民黨
政府來臺之後所設計製作的第一張郵票，便是使用正楷書寫國號銘記的少數例

子。也因此，他最後不耐地表示， r 幾乎清一色的都已改用了似宋非宋，似楷非楷，
似隸非隸的『藝術字體 j

J 0 事實上，

1949 年以後中華民國郵票上的國號銘記，大

多都是以類似宋體印刷文字的方式呈現，以發行於 1951 年的〈臺灣省實行地方自
治紀念郵票〉為例，國號銘記和下方郵票標題所使用的文字體，都接近於宋體或

22. 丁世權， <論國郵中文字體〉吋寶島郵訊}

,

5.1 (高雄: 1960)

，頁 16-17 。郵政總局在其所發行之郵政官

方刊物〈今日郵政〉中，有時會加註說明郵票上的文字體型，像是中文字採仿宋體、楷書或英文字採歌

德體 (Gothic Style) 等，見兩全， <美國艾森豪總統蒞華訪問紀念郵票> ' <今日郵政卜 30 (臺北:
頁 12 :一知， <第三任總統就職週年紀念郵票> ' <今日郵政卜 41( 臺北:

196 1)

，頁 12 。

19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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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三: ROC ' DT 1 ' 1945 。

圖五: ROC ' C32 ' 1951 。
明體，只是它們全是由郵票繪圖員所畫出來的。(圖五)
和這位集郵家有同樣想法的集郵同好不在少數，他們都認為中國文字

特

別是傳統以筆墨書寫的文字一一本身就是藝術精品，實在沒有必要用刻板的藝術
字體來寫國號銘記，即便可能因為對郵政單位來說，這樣的設計在製作上較為方

便，卻也不應當作藉口。這種呼籲從 1950 年代以來始終存在於集郵圈，而集郵者
也一直沒有得到郵政總局滿意的答覆。因此在民間集郵刊物上，每隔一段時間，

總是又出現同樣的批評與建議。

對集郵者來說，郵票上文字所採用的字體，似乎有等級之分。民間集郵刊物
〈中國郵刊} ，向來站在維護中華民國的立場，其堅定不移的鮮明態度，論述起中

國國族主義，往往比郵政當局還要激進。一位集郵家就為文表示對藝術字體的厭
惡，他以四段短文闡述理由，其標題順序分別為「不用正楷用宋體」、「不用正宋
用藝體」、「蒙字美麗不習用」以及「不宋不隸不成體 J

0

(註 23) 他認為這種「摩登字

體」和古畫古物郵票搭配，簡直就像是在古代山水畫中突然出現一架噴射機，非

常不文雅。簡單歸納他的觀點，就是郵票文字應以書法文字如「楷、草、隸、蒙」
體為第一，印刷鉛字如宋體為次，最差等乃為郵票繪圖員所手繪之「超藝體」。
具有類似觀點的集郵作者也認為，郵票上的文字，不管是國號銘記或是票名

23. 趙建修， <國郵字體之研討>

'

(中國郵刊)

, 8 (臺北: 1962)

，頁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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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宜酌用蒙隸宋楷等字體，不可濫用所謂美術字體 J

0

(註 24) 集郵家們認為中

文字體的藝術性非常高，如果用美術字體當作古畫古物郵票的說明文字，那簡直

是「不倫不類，觸目驚心 J 0 例如圖六這套發行於 1965 年的〈名人肖像郵票一一
孔子、孟子> '就有集郵者認為應該使用中國書法體的文字，方才顯得古色古香，
而不是用現代所謂的藝術字體，造成「新色古香 J '讓整體畫面的設計顯得非常不
符合邏輯。(註 25) 更重要的是，他們皆認為中國書法文字的藝術性，是可以利用郵

票這種跨國際的宣傳媒介來達成相當程度的宣傳效用的 O

六

圖前

n3FOEJ

。

令J

C

QU EJ

但奇怪的是，美術字體在中國並沒有產生太多的疑慮:即使在文革時期，郵

政當局大量選用毛澤東(1 893-1976)

的書法文字作為國號銘記的標準字型，也不

是因為嫌惡美術字體的外型，而主要還是因為政治風向的轉變 O 基本上，在中國

的郵票設計上，美術字體是被普遍接納且正面看待的 O 創刊於 1955 年的〈集郵〉

雜誌，是中國唯一的一本官方集郵期刊，而早在 1958 年，編輯部就刊登了關於中
國郵票文字以美術字體書寫的分析短文，基本上也是以正面的角度來介紹這種文
字設計風格。(註 26) 這位作者首先區分了中文字和阿拉伯數字兩種文字繪寫類型，

24. 葉影濃， <郵票上所用文字應予改革> ' {寶島郵訊} ,

9.1 (高雄: 1964) ，頁 17 。
1965) ，頁 58-59 。
1958) ，頁 10-11 0 這裡所列舉的郵票文字圓樣，係依

25. 馮錦諜， <男一次新郵消息倒流記> ' {寶島郵訊卜 10.2 (高雄:
26. 朱鋒， <我團郵票上的美術字>

' {集郵} ，的(北京:

據原作者在刊物上所挑選的範例，筆者再以郵票原圖稍加更動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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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圖九)

I 仿宋 J

伯數字則分為「活體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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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長宋」、(圖八)

I 扁宋變

(圖十)以及「黑變體」兩種圓十一及圓十二)而阿拉
(圖十三)和「正體 J

(圓十四)兩種。(註 27) 雖然作者所舉

的這幾個美術字體範例並非直指國號銘記，但中國郵票上的國號銘記，事實上也
大抵不出這幾種書寫類型。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理解到，美術字體的外型在

中國基本上是被認可的，而這和臺灣所出現的批評爭辯，不膏天南地北，藝術字
體所受到的待遇大不相同 O

國噩噩噩噩噩噩適
圖八: PRC ' C 12 ' 19 日。

圖十三:

圖九: PRC ' C5 ' 1950 。

PRC ' C23 ' 1953 。

園區

圖十: PRC ' C23 ' 1953 。

圓十四:

PRC ' C5 ' 1950 。

圖七:

圖十一: PRC ' C7 ' 1950 。

PRC ' C24 '
1953 。

圖+二: PRC ' C 凹， 1952 。

27. 筆者分別從下列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中擷取文字部分:

(1953) 'C7 (1950) 'C19 (1952) 'C23 (1953) 'C5

C24 (1953) 'C12 (1 95 1) 'C5 (1 950) , C23

(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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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美術或藝術字體受到兩地如此的差別待遇，究其原因應是在國民黨政府

施行中國歷史正統意識形態教育下的人民，對於固有的文化傳統較為堅持;而在

1956 年後推行簡體字教育的中國大陸，反而較自由地看待中國文字字體被呈現的
多元可能性。(註 28) 此外在臺灣，幾乎沒有任何官方或是民間集郵者對於郵票上的
文字設計認真討論，因為他們更注重的是主題和畫面;然而在中國大陸，從郵票
設計師到集郵大眾，皆認為文字本身也是郵票設計的一個重要面向，甚至認為其
重要性不亞於郵票主圖 o (註 29)

以身為中國近代第一位專業郵票設計師的孫傳哲

(1915-1995)

來說，他就曾

經表示「漢文與外文不同，外文筆劃少、靈活，漢文小了不好，大了破壞畫面，
很傷腦筋，有時“中國人民郵政"幾個字放在哪裡較好，也很費事J

0

(註 30) 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郵票設計師向來就認為，文字設計是郵票整體設計的一部份。中國郵

票發行局自 1950 年代以來，就陸續從中央美術學院、西安藝術學院或是東北魯迅
藝術學院等相關美術科系裡挑選應屆畢業生，並直接讓他們進入郵票設計工作室
任職。(註 31) 根據郵票設計師萬維生的. 1932)

的自傳內容，可以知道他們進入郵

票設計室後的一個新學習課題，就是「要在畫面上擺放文字，這需要學寫美術字 J
而孫傳哲當時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負責教導這些新進人員「寫字 J

憶當時的郵票發行局長宋興民

0

'

(註 32) 萬維生回

(1923 - 2000) 經常提醒設計師們，郵票上的國號銘

記「中國人民郵政」是「我們的招牌，你們不要把它寫小了」。他同時提到自己在
學校學的是繪畫專業，沒有受過美術字的訓練，而自己則連字也寫不好，經常歪
斜不齊還把畫稿弄髒。有時候他希望郵票文字多點創意，不要總是用宋體和黑體，
而請書法名家或是兒童書寫毛筆字，但間或不受批准而遭退回。

當然，中國在文字簡體化運動推行之後，過去傳統文字以書法寫成的概念在

28.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郵票上看來，中文國號銘記的簡體化是從 1957 年開始的。

29. 邱陵， <談談郵票的設計>

' ~集郵) , 53 (北京: 1959) ，頁 9

30. 集郵雜誌編輯群， <郵票欣賞者和設計者> ' ~集郵) ,

0

41 (北京: 1958) ，頁 7-8 。

3 1.關於中國郵票設計師的組合，散見於 1980 年代後各設計師的回憶文章或自傳中的敘述。劉碩仁， <郵票

情懷

七十歲的注腳〉吋集郵卜 377 (北京:

200 1) ，頁 15-16 。克束， ~方寸探美) (北京:花山文藝出
' ~集郵博覽) , 172 (北京: 2003) ，頁 16 。青

版社 '2002) ，頁 155 。董純琦， <一生耕耘方寸問:連載一>

生， <董純琦:新中國郵票印刷專家> '收於中國集郵報編輯部編， ~中國集郵報:集郵人物) (北京:人
民郵電出版社，

2003)

，頁 91 一 位 O 萬維生， ~我畫郵票的故事) (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12 0 吳建坤 ， <郵票設計:我鐘愛的事業>
32. 萬維生叫我畫郵票的故事)

' ~集垂吟， 383 (北京: 200 1) ，頁 16-18 0

(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2003)

，頁 50

2003)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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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消去了，郵票設計者之所以採用宋體或黑體，也或許和郵票的印刷技
術和製作過程相關。但無論如何，不目似於中國集郵界對藝術字體的介紹或討論，

在臺灣卻從不曾出現，也難怪臺灣的郵票繪圖員幾乎都選用同樣的仿宋或藝術字
體，連黑體都很少用在書寫國號銘記上。男一方面，臺灣集郵者對藝術字體的批
評，也並未落在郵票整體畫面的設計概念上，只是純粹就文字的外型討論，少有

分析文字與畫面的設計關係，單純地希望多一點傳統書法字體。然而，倘若真的
按照他們的願望，將國號銘記以楷行隸蒙草等書體描繪，卻不見得能與畫面整體
的設計感產生呼應的效果 o (註 33)

(二)中西文字視覺造型的政治意涵

除了討論中國文字在郵票中被呈現的造型之外，集郵家們也意識到中國文字
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和功能 O 在臺灣，集郵者經常誇耀中國文字的歷史和文化
影響力，強調日本和韓國都屬於中國文化圈，因為這些國家都無法擺脫使用漢字
的文化習慣，文章間或流露出傲慢自大的語氣，或稱可之為大中國沙文主義。(註 34)

矛盾的是，假設東亞諸國、甚至是東南亞各國，在郵票上使用中國文字是中國文
化優越的表現，那麼就實際面而言，這些郵票豈不是對不識非西方文字的人來說，

都是一個樣子，從而也無法達成宣傳中華民國在國際問具有獨特文化形象的使
命，更遑論如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郵票作出區隔 O

中國文字在郵票上所具有的政治意義，最明顯的例子當屬聯合國郵票。在聯
合國的郵票上，聯合國銘記長期以來採用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等
五種語言，這種顧及中國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以及身為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

事國之一的考量與設計，進而在聯合國郵票中印上「聯合國」三個中文字，自然

和國際政治的操作脫離不了關係，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中國席次

33. 一個相對的例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62 年所發行的「梅蘭芳舞臺藝術」郵票，一位集郵家就注意到，
郵票設計師為配合笈刻的標題文字，國號銘記的「中國人民郵政J 也特別以隸書字體來表現。施達清，

<1 梅蘭芳舞臺藝術」紀念郵票的字體> ' <集郵> ' 95 (北京: 1962) ，頁 3 。

> ' <今日郵政> ' 56 (臺北: 1962) ，頁 9: <我國文化與外國郵
' 57 (臺北: 1962) ，頁 9 。另一位集郵家表示，韓團、日本、越南、琉球在

34. 李素， <我國文化與外國郵票的關係(上)
票的關係(中) >川今日郵政>

文化上脫離不了中華文化，文字書寫系統中也缺不了中文。沈履初， <覽國鄧，應生日團是:察日票，毋忘
深仇>

' <中國郵干吟， 32 (臺北: 1974) ，頁 5 -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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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聯合國郵票上的三個中文字也改成了簡體版的「耳其合固 J
圖十六)

(註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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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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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十五: UN ' 1969 。

許多臺灣的集郵者認為，要使中華民國的郵票在設計上 「 一出面就使人有 『 中
國的 J 之感覺 J '至少得依靠中國文字這種獨特風格的展現。(註 3 7)中國文字外型所

具有的中國文化內涵，同時亦有集郵學家將之置於個人所分類的十四項中國文化

特色之中，並稱之為「文字 」 類別，依照郵票中所出現的 「 蒙字、隸字、楷字、

以及宋體、藏體和雙勾體(陰文)

J '找出共十七枚郵票作為中國文字額郵票的代

表。這位集郵作者並建議集郵者按此分類，來收集中華民國所發行每一枚郵票，
同時也建議郵政總局應該多多發行相關類型的文字郵票。(註 38)

如前所述，集郵者深深了解中國文字造型的獨特性，也認為藉中國文字能夠

區別他國所發行之郵票，然而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無遠弗屆的傳播，中文字
本身似乎並不足以應付相同歷史文化根源的競爭者，也因此對 1931 年以來反對在
中國郵票上印製有辱國格的洋文國號一事，產生了反思。針對是否應在中華民國

郵票印上外文國號“ Republic

of China" 或呈現與中共政權相對的“ Free China"

字樣，在臺灣政界和集郵圈內皆引發了各式各樣的討論，而粗略可分為贊成與反

35

文 中 . <我看聯合國郵票>

•

{寶島郵訊卜 12.6 (高雄:

1968)

.頁 25~26 。

36 . 圖十五這枚聯合國郵票發行於 1969 年， 圖 十六則是 1985 年所發行的 。
37 沙漠. <從郵票的中 國 文 字談起>
38

• (寶島郵訊 )'13.2( 高雄: 1968) .頁 54 日。
• (寶島郵訊) • 16. 1( 高 雄: 1971) .頁 45~57 。

白暐. <參展中華民族文化專題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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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兩派。(註 39)

持贊成意見者以為，中文字並不足以區隔中國民國與對岸的郵票，原因就如
同集郵家所提出的各種例證，像是， I 據間，大陸匪政權大量印行各式郵票，外人
不察，祇見票上有中文即是中國郵票，與中華民國郵票並列，絕未能判別孰是中
華民國郵票，孰是大陸匪政權郵票。 J (註 40) 又或是， I 朱毛匪幫發行的偽郵，票上

亦未印有英文字，國外人士多不識華文，票面上如不印有英文字樣，確使人無從
辨認。 J (註 41) 這位集郵者還舉例在集郵國際市場上，多有郵票商品目錄將兩地之郵

票並列的現象。因此，他們認為郵政總局應立即將英文國號銘記“ Republic

of

China" 印在中華民國郵票上，以正視聽。而另一位集郵者還甚至認為，中文字既
然無法區隔兩地郵票，乾脆設計一種特定的圖像記號或徽號，印在郵票上面，應
能發揮作用。(註 42) 當然，這種類似英國郵政單獨使用女王頭像作為國號銘記的特

殊方式，在現實面應該會有操作上的困難。
另一派持反對意見者，則多以過往擺脫列強不平等對待和中國國族主義的訴
求，認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根本不需要印列外文的國號銘記在郵票上。(註 43)

甚至有人以一種帶有大中國沙文主義的口吻，嘲諷外國集郵刊物中對中華民國古

代人物郵票的外文說明，簡直讓古人成了「番鬼佬 J '進而批評「國郵之採用英文，
在有國際性之紀念郵票上刊用都有失身價，何況在宣揚中國古代國家固有之國粹
方面採用洋文，更言不過去了 J

0

(註 44) 類同於此種中國國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在臺

灣早期的集郵刊物中屢見不鮮，而中國文字就在相關論述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

要的角色。集郵者們常以 「 蝴蚓形洋文」譚稱西方羅馬文字，而東亞國家或地區
像是日本、韓國和琉球，則被集郵家們普遍認為其文字皆出於中國。(註 45)

39. 晏星， (郵譚:郵票與鄧史漫譚第四版)

(臺北:交通部郵政總局 '1984) ，頁 57 -60 0

乃當時美國安全總署中國分署 (Mission
ica) 署長 Dr.

Hubert G.

40. 吳極年， <吹毛求疵續輯>

íFree ChinaJ 一詞
on China , Mutual Security Agency , United States of Amer-

Schenck 所提出之建議。晏星為前中華民國郵政博物館館長之筆名 O

'

(寶島郵訊)

, 2.3 (高雄: 1958)

，頁 4-6 。其中標點符號部分為筆者添註，原

文並未分段。這個話題必然長期困擾著中華民國的集郵家，因為到了 1970 年代中期，依然出現相關的回
顧或討論，見鄭玉藩， <也談郵票上英文國名問題>

4 l.綠園， <建議我郵政當局

'

(中團郵干份，

32 (臺北: 1974) ， 頁 36-38 0
'2.5 (高雄: 1958) ，頁 18

郵票應加印英文「中華民國少， (寶島郵訊)

29 。

42. 林健一， <集郵漫筆> ' (寶島郵訊) ,

6.5 (高雄﹒ 1962) ，頁 16-21 0
9.1 (高雄: 1964) ，頁 17 0
馮錦諦， <另一次新郵消息倒流記> ' (寶島郵言的， 10.2 (高雄: 1965) ，頁時間。
集雙齋主， <集郵外記> ' (寶島郵訊) , 16 .4(高雄: 1972) ，頁 36 - 37 0

43. 葉影濃， <郵票上所用文字應予改革> ' (寶島郵訊) ,
44.

45.

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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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郵票中附印“ Republic

of

China" 字樣的爭論，在集郵界延續了將近

二十年。一直要等到 1970 年代，中華民國在外交上面臨退出聯合國、與日本斷交
等一連串挫敗後，臺灣內部才達成共識，認為在彈性外交(flexible

diplomacy)

或務實外交 (pragmatic diplomacy) 的新方針之下，中華民國實有其必要印製附
有英文國號銘記的郵票，以達國際宣傳之效。甚至還有集郵者設計各類型中、英

文國號銘記的圖樣，供郵政總局參考。(註 46)

(圓十七)

羊Ji~\f)
一-

進蓋全

圓十七:
今心， <新郵設計請注意國名宣揚〉。

此外，我們從官方對於中文國號銘記書寫方向的規定，也可以看出中文字本
身在國家認同建構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從 1975 年開始，教育部就研議中文書寫

在面臨西方文化衝擊下的新方案，因而在 1980 年規定「單獨橫寫國號 J '必須自
右而左，郵票上的國號銘記也依循此一原則。直到 1997 年行政院才通過新修規
定，郵票上的文字才一律改為自左而右 o (註 47) 換言之，過去在郵票設計中對這種

文字書寫方向的規定，亦可視之為一種歷史與文化認同建構的操作，而如今配合

國際

特別是西方

閱讀習慣而採取的新措施，或許也和營造中華民國與國

際社群融合認同的意識形態考量有關。

中華民國官方對於郵票上的中文字書寫，指的自然是傳統中國文字或是「繁

體字 J '而後者乃是相對於中共政權所改革的「簡體字」而出現的概念。中華人民

46

今心， <新郵設計請注意國名宣揚〉川寶島郵言的，

23.1 (高雄: 1978) ，頁鈞。
' <今日郵政) , 477 (臺北: 1997)
' <今日郵政) , 479 (壹北: 1997) ，頁 28-31 。

47 今日郵政編輯部， <郵票 上 中文橫式排印，明年起改為自左而右>
一 7 0 陳守煒 ， <郵票上的中文右書與左書>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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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在 1957 年後，全面改用簡體字版的「中固人民師政」作為國號銘記，對中
華民國來說，這雖然是個區分敵我郵票的一個施力點，然而正如前舉之國際郵票

市場一例，繁簡中文字形體本身似乎無法有效達成辨識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國際
政治的實際運作，並未留給郵票設計在這一方面有發揮的空間。在這幅刊登在

1962 年〈今日郵政〉的「共匪簡體字的笑話」漫畫裡，插畫家根據一篇官方報導，
描繪身處中國大陸的郵差因為只學過簡體字，卻看不懂傳統的中文繁體字，只好

將大批的信件堆放在角落無奈可笑的窘境。而中華民國郵政充其量也只能透過官
方發行的〈今日郵政) ，藉由漫畫嘲諷的方式，聊以自慰。(註 48) (圖十八)

面對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效

應，除了以漫畫嘲諷，還可以從中共
郵政單位處理貼有中華民國郵票信件

的方式來略知一二。由於從外國寄往
臺灣的信件，往往寫上正式國號的英

文名稱“ Republic

of China" ，因此被

誤寄到中國大陸的情形時有耳聞，一

位集郵者就投書到期刊，指控在 1978
年親身經歷的一樁案例。當時中共郵
政當局粗暴地對待他友人寄給他的這

封信，後來輾轉寄回臺灣，因為郵票
和信封上印有關於蔣介石名諱的字

樣，竟遭到對方郵局人員以紫色墨水
塗抹中華民國郵票的國號銘記 O

(註 49) (圓十九)事實上，即便到今日，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出版的郵票書
圖十八:南盧， <共匪簡體字的笑話〉。

48. 南盧， <共匪簡體字的笑話)

籍，如有出現中華民國的郵票，這國

, {今日郵政} , 56 (臺北: 1962) ，頁 13 。

的-陳明德， <誤寄信件遭共匪郵局人員塗抹惡行) , {寶島郵訊} ,

30.3 (高雄: 1986)

，頁 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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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十九:陳明德， <誤寄信件遭共匪郵局人員塗抹惡行〉。

號銘記還是會被刻意地刪去。(註 50) 也形成了在一本郵票圖錄中，竟出現沒有國名
郵票的特殊現象。

三、金石書法藝術作為想像的中國文化體

郵票上的國號銘記所涉及的議題，並不單是發行國對其有價貨幣所屬權的宣

稱，更暗示著一種文字書寫與政治權力糾葛的關係 O 如同前舉圖三中 1945 年的

<1 中華民國臺灣省」暫用郵票〉一例，在郵票上文字「覆寫」的過程，事實上也
展現出臺灣從被日本統治，轉為被國民黨政權統治的歷史。國號銘記所代表的政
治權力性格，只能是一個起點，而筆者擬在此轉向討論郵票主題圖案中的書寫，

包含名人題字

尤其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書法，以及運用這些書法文字的意義

和其功能的討論，藉以更進一步理解中國文字在臺灣與中國郵票上所具有的意識
形態內涵。

50. 例如，毛增南， <郵票中的自然風光} ( 上 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 '1998) ，頁 73 和頁 100 。類似的控訴
事件，在 1990 年代末依然困擾著臺灣的集郵家，見吳彌門， <勿以集郵搞政治>

雄:

1997)

，頁 15-17 。

' <寶島郵訊} , 4 1. 4(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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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書法象徵新中國的出現
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之前，追求郵票上的中國特色，向來是中國郵
政當局與郵票設計者的重要目標之一。除了圖像上採用傳統木刻版畫、民間剪紙

藝術、傳統畫像磚及水墨畫等形式之外，中國文字以書法或蒙刻等造型作為國家/

民族 (nationa l)特色的設計，也持續地出現在中國郵票之中。以發行於 1960 年
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紀念郵票為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
枚為配合當時國家最高政策所設計的郵票，畫面主圖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之金石蒙刻圖章，而官方郵電部表示這是「中國傳統的蒙刻藝術第一次用於郵票
設計 J

0

(註 51)

(圖二十)這枚郵票同時也呈現出在文革之前，郵票設計對於中國傳

統造型元素，有著一定程度選擇的自由與彈性。

名人題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上常見的一種設計手法，這些人物都是中國
當代政壇或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知名人物，例如毛澤東、郭沫若

(1892-1978 卜

周恩來(1 898-1976) 和魯迅 (1881-1936) 。而將
他們的題字放置在郵票設計當中，一方面除了增
添郵票畫面的書法藝術趣味，另一方面也說明了
郵票主題具有高度官方價值的背書。像是出現在

1952 年〈偉大的祖國(第二組) >郵票中，毛澤東
所題的「一定要把准河修好」、(圖二十一)

1959

年發行印有郭沫若手書「中央自然博物館」的同

名郵票、(圖二十二)以及出現在 1966 年〈紀念
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一一魯迅〉中，魯迅于書的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和親筆簽
名 o (註 52)
圖二十: PRC ' C81 ' 1960 。

(圖三十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魯迅

和毛澤東，郭沫若和周恩來的題字都是沒有署名

5 l.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中國郵票史〉編審委員會編付中 國 郵票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2)

,

頁 389-391 '卷 7 。
52. 甄樹隆，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全書﹒ 1949-1998) (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1999) ，卷上，頁 161 、頁 172
與頁 213 。這些文字選用自毛澤東 1951 年的題字，以及郭沫若在 1958 年，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所題的區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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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P 肘， S5 ' 1952 。

圖二十二:

PRC' S31
1959 。

圓二十三: PRC ' CI 泣， 1966 。

的，就像是中國郵政當局在郵票中所採用的水墨畫名家作品，也因為郵政單位對
郵票設計的規定限制，導致他們的作品在郵票上是「不能留有題款、簽名和印章 J

的。(註 53) 此外，在文革時期幾乎所有的名人題字，只剩下毛澤東和少數林彪 (1907
1971)

的作品，這種情形當然是特殊的政治局勢所造成，而其中又以毛澤東書法

的相關作品數量最多也最重要，是筆者接著要討論的主要對象。

在探討郵票裡的毛澤東書法藝術之前，有一個特殊的觀察值得在這裡先行提

出。中國官方的〈集郵〉雜誌創刊於 1955 年，在雜誌內容的編排上，間或出現名
人題詞，鼓勵集郵活動的發展，像是著名作家老舍 (1899-1966) 就會在 1959 年

53.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中國郵票史〉編審委員會編， <中國郵票史} ，卷七，頁 404-410 及頁 417

420 。例如 1960 年發行的「菊花 j 特種郵票，這是中國郵票發行局特請中國畫院七位畫家所繪 35 張圖，
而後製作成 18 枚郵票的成果，這些畫家包括洪怡、屈貞、胡潔青、汪慎生、徐聰佑等人，郵票上都沒有
他們的簽名。或是時任南京藝術學院副院長陳之佛所繪之 1962 年「丹頂鶴」特種郵票:時任中央美術學

院院長吳作人所繪之 1963 年「熊貓」特種郵票:劉繼由於 1963 年所繪之「金絲猴」特種郵票;以及時
任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田世光所繪之 1964 年「牡丹j 特種郵票 O 一般咸以為 1960 年代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郵票的黃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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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年刊號上，以手書「集郵長知識/嗜愛頗高尚/切莫去居奇/賺錢代欣賞」
等二十字，向集郵者拜年。(註 54)

(圖二十四)基本上，我們可以視這一類的題詞，

為社會精英或知識份子賦予集郵活動道德正當性的方式，相較於用印刷字體的宣
告來說，有著本質上的差別，而這種方式也意指集郵活動帶有文人雅好和品藝的

性質。
然而到了文革前夕， <集郵〉雜誌自身面臨批判封資修的浪潮，而即將停刊之
際，郵刊編輯部特別刊印了毛澤東的文告。(圖二十五)全幅以紅色粗黑體大字印
就，這對向來都是以黑墨印成的〈集郵〉來說，顯得極不尋常，大有山雨欲來風

滿樓的氣味，而平板頑固的字型也和以往的名人書法題詞，形成強烈的對比 O 弔
詭的是，這時在郵票國號銘記的設計上，卻採用了毛澤東個人以毛筆字所題的「中

國人民郵政 J 0 兩相比較之下，可以看出官方先以政治上強制方式的文告，壓縮人
民日常文藝休閒生活的空間，並透過毛澤東個人的藝文觀點，最後全然掌控中國
知識份子文化的話語權。

1966 到 1969 年的文革時期，舉凡毛澤東政令、題詞以及詩詞書法等，都成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時期最主要的郵票題材。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發行的第一套郵

絲絨?你散心何必

圖二十四:老舍題字，出自〈集郵) ，的。

54. 老舍題字，見〈集郵卜 49 (北京:

鎮靜，美枷燄

烤妥敢為為

、

2 ￠

訪美去泛 有

票，也重新以「文」字編號，並且將國號銘記一律改用毛澤東的手書字體。其中

我

盼級斗旁，念念不忘
完戶險\擾電故，念念

出政治， 念念
高學毛澤家思想

倚大紅旗 。
圖二十五:毛澤東文告，出自〈集

垂恥， 124 '封面內頁。

1959)

，頁 3 。

清華學報

564

「中國」二字最初選自〈中國青年報〉報頭，至文字第四套郵票時，又改用了〈中

國青年〉期刊， I 人民郵」三字則選自毛澤東 1848 年為〈華北郵電報〉題寫的「人
民郵電」報頭。(註 55)

(圖二十六)在 1967 年 10 月 1 日，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慶日所發行的這套〈毛主席詩詞〉郵票中，除了有毛澤東自作自寫之〈七絕﹒
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等 13 枚詩詞郵票外， (圖二十七)尚有一枚郵票

主圖選自攝影家呂厚民 (b.1928) 於 1961 年在杭州為毛澤東拍攝的「毛主席在著
作」相片。(註 56)

(圖二十六)

圍二十六:

PRC ' W7 ' 1967 。

圖二十七:

PRC ' W7 ' 1967 。

55.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中國郵票史〉編審委員會編， (中團郵票史) ，卷七，頁的。這部官方權威

的郵票史並未提到毛澤東「政」字從何而來。

56. 甄樹隆，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全書 ﹒ 1949-1998) ，卷上，頁 289-297 。所舉題詞係毛澤東在 1961 年為江
青所作 O 同樣的圓像後來再一次出現在 2003 年所發行的「毛澤東同志誕生一百一十週年 」 郵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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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毛主席在著作」的郵票畫面顯得格外耐人尋味，尤其是當象徵國家簽
名的郵票國號銘記，從郵電部郵票設計人員手中所書寫的「中國人民郵政 J '換置
成政權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書法題字時，暗示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正所屬權只

在一個人于裡。為李進(即江青， 1914-1991) 所攝影廬山仙人洞題詞中的「無限
風光在險峰」一語，似乎也呼應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位居全國運動高潮的
頂端，正在體驗一場既驚又險的旅程。
筆者並不打算在此討論毛澤東書法藝術的根源或是審美價值，而是將焦點集

中在這批毛澤東手書背後所指涉的政治或文化意義 O 另一方面，在文革風暴對集
郵活動強烈打壓的局勢之下，非但不容集郵者對郵票設計置喙，一般書法藝術者

對「毛體」的評價，恐怕也很難客觀。大多數對這個時期郵票中的毛澤東書法藝
術研究，都要等到 1980 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才出現，而其中的評語則多有
像「別具風格」或是「獨樹一幟」等詞的使用。(註 57) 周俊杰在他 2004 年所出版的
〈書法復興的尋繹〉中，儘管追溯毛澤東書法的根源至年輕時所學之魏碑和草書，

以及 1950 年代後半毛澤東所喜愛之王羲之、懷素和于右任的草書法帖，他畢竟還
是以為毛澤東的書法與其他書法藝術家大不相同，而「毛體 J 也成為多數評論者
習用的辭彙 o (註 58)

然而，如果我們思考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藝表現形式的打壓時，必然會對毛
澤東在當時以書法藝術獨占黨頭的現象，感到不可思議與矛盾。(註 59) 過往認為中

國文化大革命就是去封建、破四舊的時期，但或許更應該注意的是，這個時期所
暗示之中國式或中國化革命的特質。就郵票設計而言，文革之前從未出現過以如

此多的中國文字做為郵票主要圖案的現象，甚至還是帶有書法藝術審美趣味的文

字，儘管它們多是毛澤東在 1950 和 1960 年代所寫的毛體草書。但也正因如此，

57. 于以明， <毛澤東郵票的時代特徵> '收於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學術研究工作部、〈集郵〉編輯部、〈中國

集郵報〉編輯部編， 0993 集郵學術論文選編) (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1994) ，頁的一伍。以及同樣收
錄於該書的賀浦林， <毛澤東書法郵票管窺> '頁 94-97 。

58. 周俊杰， <書法復興的尋繹)

59.

(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

2004)

，頁 311 。

1967 年造反派提出對劉少奇等人支持中團古典繪畫的罪狀，斥責「真正的傳統一筆一劃皆要有出處，墨
有墨法，筆有筆法，而且有千鍾百鍊力透紙背之攻」這樣的論述，對於劉少奇於 1961 年所言「王羲之的
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嚴厲指責，以為其藉此「話毀毛主席書法的偉大意義和影響j 。王明賢、嚴

善鋒， {新中國美術圓史﹒ 1966-1976)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0) ，頁 73 - 74 0 在文革期間，大量的

書籍與書畫被當作封建社會主義毒素而焚毀，而部分著名的書法家也受到批鬥而去世 O 周俊杰 ， {書法復

興的尋繹) ，頁 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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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書寫的意義和對中國當代文化與政治話語權的掌控議題，緊密地聯繫在一

起。同時應當注意的，還包含中國和其兄弟友邦之間對共產路線的爭論，畢竟中

共除了得和國民黨政府爭奪對「中國」的話語權外，也得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中
國式 J 的革命風格，以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以蘇聯為首的其他共產國家。
就此意義而言， I 毛體」基本上是一種對中國文化的傳承，帶有一種隱晦的連

續性，而這個承接樞紐便是毛澤東本人，但也因為他的書法所展現出來的風格，
或是他期待被詮釋的風格主要是所謂的獨特性，就在一定程度上切斷了與當時政
治意識形態所批判的任何封建社會時期書法家之間的關係，在郵票上的毛體國號
銘記，意味著毛澤東並非全然地拋棄中國文化，相反地，這是他企圖書寫新中國

的終極展現。而「一切從毛澤東開始」的中國文化書寫，卻也帶點意外而又順理
成草地透過當時具有實際社教作用的大字報書寫傳遞開來。毛體草書在當時成為

最高的書法藝術審美標準，大量的毛澤東(和部分領導高層如林彪)書法複製作
品，成為抄寫和創作大字報的學習對象。(註 60) 在文革時期郵票的設計上，可以經
常見到的是像 1967 年〈毛主席的好戰士

劉英俊〉郵票中，背景掛有毛澤東簽

名的題字「向雷鋒同志學習 J ;在郵票畫面中，劉英俊(1 945-1966) 左手持雷鋒
事蹟幻燈片，右手拿筆書寫。但 61)

(圓二十八)或是 1975 年〈新中國兒童〉郵票

裡，描繪少先隊員用兒歌形式，在牆上編寫「我寫兒歌上戰場 J

'

(圖二十九)以

及兒童們抄寫著毛澤東在 1949 年為〈中國兒童〉雜誌、 1940 年為〈新中華報〉分
別所題的「好好學習」和「天天向上 」 八個大字的情景。(註 62)

(圖三十)

文革郵票上的毛體國號銘記，暗示著新中國一切從毛澤東開始的觀點，透過

對毛澤東書法的崇敬、學習和模仿的畫面呈現，得以延續毛澤東文字的政治滲透

力。這種文字符號所具有的神奇力量，在 1976 年毛澤東逝世後，還依然普遍存在
於中國的政壇，且似乎是一種展現政治權力必要的手法。發行於 1977 年的〈偉大
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紀念堂〉郵票，其中一枚是毛澤東的政治接班人華國鋒(1 921

2008) 所寫之「毛主席紀念堂」區額題詞，郵票下方還有一排小字寫的是「英明

60. 周俊杰， (書法復興的尋繹) ，頁 315-317

0

6 1.甄樹隆， (中華人民共和 國郵票全書﹒ 1949-1998) ，卷上 ，頁 162 。

62. 甄樹隆，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全書﹒ 1949-1998) (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1999)

，卷下，頁 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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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二十八:

PRC ' C123 '

s 圖面.... .

1967 。

PRC ' T 14 '

1975 。

領袖華主席為毛主席紀念堂的親筆題字 J

0

(註 63) (圖三十一)這枚郵票可以充分說

明書法在政治領域內所能發揮的最大功能，對於政權移轉的延續性，僅透過書寫
者短短的六個大字，就承接上與前任領導人的緊密關聯，從而又透過十九個小小

的附加說明文字，將繼承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地位確立。

雖然鄧小平 (1904-1997)

自 1970 年代末實質掌控中共中央的政治權力，但

極可能因為四人幫的失勢以及毛澤東歷史功過的論點並未完全確定，綜觀整個

1980 年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裡，並未再出現任何重要政治人物的手書題詞 O
然而鄧小平的許多重要談話與題詞，甚至是毛澤東早期的書法題詞，卻終究在繼

位者江澤民

(b.1926) 掌權的時期出現，並成為 1990 年代江澤民為合法化其政權

lL三三:豆追土豆豆.二三j
的-甄樹隆，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全書﹒ 1949 - 1998) ，卷上 ，頁 373 。

圖三十一:

PRC ' J22 '

1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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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最高原則 O 這一連串的毛澤東與鄧小平題詞郵票，包含了 1993 年〈毛澤東

同志誕生一百週年〉、 2003 年〈毛澤東同志誕生一百一十周年〉以及 2006 年〈中

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中的毛澤東書法，以及分別出現在 1997 和 1999 年
香港與澳門回歸中國中的兩枚郵票，分別印上鄧小平手書的「一國兩制 J '此外

1999 年還發行了鄧小平親筆題寫的〈希望工程〉郵票。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印製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書法郵票，江澤民親筆書

寫的〈發展現代化郵政/滿足社會需要〉小全張，也在 1999 年問世，而他手書的
「與時俱進/一往無前」則出現在 2002 年的黃河小全張郵票上 O 這種利用先前在

位者親手書寫文字的郵票，自華國鋒 1977 年的〈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紀念堂〉
郵票發行以來，已儼然成為一種表述政權合法繼承的模式，只是這個傳統在鄧小
平時期被刻意的忽略;而在江澤民主政時期，卻也選擇性的遺忘國家主席華國
鋒，而暗示自身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一脈相承。如此的作法也被新繼任者胡錦濤

的 .1942) 傳承下去，因而我們也見到了 2004 年鄧小平手書的「開發區大有希望」
出現在年度的第九套郵票上 O
(司蔣介石書法象徵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
且讓我們就此停住，回頭看看同一時期中華民國在臺灣所發行的郵票，探討
同類型的郵票是否也曾出現、並具有何種功能和意義 O 如果說毛澤東是新中國政
治與文化的主要書寫者，那麼蔣介石就代表了維護中國政治法統與道統的繼承

人 O 因為至少在中華民國 1949 年以後所發行的郵票中，並未出現如毛澤東案前振
筆那種類型的蔣介石郵票，中華民國郵政也從未以蔣介石的手書作為郵票國號銘
記的文字 O 就整體數量而言，蔣介石書法郵票也遠遜於毛澤東書法在郵票上出現

的比例。然而，蔣介石書法郵票所指涉的政治與文化意涵，並不會比他的對于毛
澤東所企聞達成的目的來的薄弱，究其原因，應是對建構中國國家認同所設定的
方向不同所致。

退守至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早期以反攻大陸作為主要的戰略目標，其中金門
島成為此一計畫的最前哨。位在金門太武山巔巨岩上的「毋忘在莒」四字，係蔣
介石於 1952 年巡視金門前線時以正楷所書，而後刻於岩上 O 這個象徵反攻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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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符號也一再地出現在郵票上。但 64) 像是 1959 年發行的〈保衛金馬郵票> '可
以清楚看見代表陸海空三軍的將士們從左側山道魚貫而下，畫面的右方正是蔣介

石所題之崖刻文字「毋忘在莒 J

0

(圖三十二)即便是在 1966 年〈郵政七十週年郵

票〉這樣的主題中，設計者仍不忘將郵務人員和題有「蔣中正書」的「毋忘在莒」
崖刻結合在一起，多少可以察知當時政治對日常生活滲透的強度。(圖三十三)

蔣介石為美國登陸月球的題詞，是少數用於郵票設計的蔣介石書法作品。(圖

三十四) 1970 年發行的這枚〈登陸月球紀念郵票> '呈現的同樣是蔣介石的楷書作

品，上面寫的是「茲於太空人首次登陸月球之日，謹申吾人誠摯之願望，從此以
循世界大同之旨，共登宇宙太平之域 J

0

(圖三十五)這枚郵票不只是蔣介石對世

界和平祈願的公開昭示，也代表中華民國對友邦美國的支持，以及對其科技成就
所能帶給中華民國保障的興奮之情 o (註 65)

在臺灣，雖然蔣介石書法郵票並不像毛澤東郵票在中國那樣多采多姿，但是
郵政總局在郵票設計中所請來的書法作品名單裡，包含了國民黨書寫中國政治歷

64. 一知， <毋忘在莒運動聲 中 談莒光樓郵票>

65. 王 宇 清， <四海同心郵展勢言>

' (今日郵政) , 85 (臺北: 1965)
' (今日郵政) , 178 ( 學北: 1972) ，頁 2 。

，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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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出自王宇清. <四海同心郵展眉言〉。

史中最重要的孫逸仙。他的于跡如「三民主義」、「天下為公」 、「民族民權民生 」 、
「自由平等博愛」和「民有民治民享 J '都經常出現在中華民國的郵票之上，而這
樣頻繁地使用被國民黨政權尊稱為中華民國國父者的作品，實質上是在強調蔣介

石政權對中國法統的繼承性，其功能類似於華國鋒為毛澤東紀念堂所寫的區額文
字，都是用來正當化領導者政權的合法性。臺灣的集郵家們或許也察覺到這類型

郵票所具有的意義，因而特別指出 1975 年〈國父紀念館郵票〉以及 1977 年〈行

憲三十週年紀念郵票〉中，孫逸仙手書「禮運大同」和憲法首頁全文文字所具有
的文字宣傳功能。(註 66)

(圖三十六、圍三十七)紀念行憲三十週年的這枚郵票，

主題圖案採用的是代表國家基本大法的「中華民國憲法全文 J '這是由 1946 年國
民大會總務組組長、也是書法家的葉毅以工楷抄寫而成 o (註 67) 郵票整體設計令人

聯想到中國傳統文告或撤文的呈現方式，透過書法形式巧妙地將中國的政治與文

66. 張紹熙. <文字郵票的宣傳價值>

' <今日郵政卜 259 (臺北: 1979) ，頁 12 。此外，一個較不易引人注意但

相闊的名人題字郵票是〈臺灣風景郵票 (1961 年版)

> '其中一枚描繪碧潭的郵票上，有著孫逸仙之子孫

科的題名作品，這是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孫科在 1948 年題下的。一知， <臺灣風景郵票十月三十一日發

行> ' <今日郵政} , 46 (臺北: 1961) ，頁 12 。
67. 編輯部， <憲法實行三十年，棄毅手抄第一部>

'

<寶島郵訊}

, 22.3 (高雄: 1978)

，頁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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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六: ROC ' S 110 ' 1975 。

化認同結合起來，也同時意味著憲法與書法之間相互賦予最高地位的法統關聯。
蔣介石書法作品具有的政治指涉，基本上並不像毛澤東的同類型作品具有獨

立性，而較傾向於依附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的模式，並在他逝世之後，其書法作
品才逐漸在郵票設計中獲得絕對地位 O 對蔣介石來說，其政治地位必須建立在中
國政治歷史發展的脈絡之中，而向上連結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孫逸仙 O 在這枚發行

於 1967 年的〈第四任總統就職週年〉郵票中，可以清晰看見在身著國家禮服的蔣
介石身後，擺設著兩個重要的政治符號，其一是直立的中華民國國旗，另一個便

是孫文于書的「天下為公 J '而這兩個視覺符號充分說明了孫逸仙、蔣介石和中華

民國之間的承接關係。(圖三十八)到了 1976 年的〈蔣總統逝世週年紀念郵票> '
我們看到的只剩下蔣介石肖像照和他手書的「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
度外」 題詞，是當時的執政者藉著呈現蔣介石的圍像和于跡，傳遞政權延續性的

做法。(圓三十九)終於在 1980 年的〈先總統蔣公逝世五週年紀念郵票〉中，蔣
介石的書法題字獲得了獨立性和絕對的權威;相較於毛澤東書法郵票的大膽展
現，蔣介石書法郵票的發展模式顯然是含蓄多了。(註 68)

(圖四十)

也許是因為這種過度的含蓄，導致中華民國的集郵家們，始終對於郵政總局

68.

1980 年之後，孫逸仙與蔣介石的書法郵票在發行的比例上大大降低，少數的例子像是孫逸仙手寫的「謀

郵政之發達以富國便民 J
發行數量。

(1984 年)和作為書本標題的「三民主義 J

(1986 年) ，遠遜於郵政總局先前的

清

572

圓三十八:

ROC ' C 111 '

華

學

報

圖四十

圓三十九:

1967 。

ROC ' C 158 '

1976 。

ROC ' C 177 ' 1980

。

沒有發行真正的中國傳統書法郵票而表現不耐與不滿。這或許也和國民黨政權策
略性地使用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論述來教育民眾有闕，而集郵家們對於這種強調中

國道統的說法也欣然接受，進而在集郵文章中發揚與闡釋，卻也回過頭來給了郵
政當局不少苦頭吃 O 激進的中國國族主義者的出現，很可能也是官方眼中甜蜜的
負荷。比方說，集郵家們聯合催生「書法郵票 」 這件

事，在官方的眼裡應該是受到歡迎的，奇怪的是，這

套郵票千呼萬喚，還得等到中華民國在外交場域嚴重

受創後，才被郵總正式發行出來。
其實大約早在中國文革時期開始前的 1966 年 4
月，就開始有集郵家暗示郵政總局發行書法以及金石
郵票。(註 69) 一直到 1972 年，依然有集郵家呼籲政府發
行書法郵票，特別是中華民國於 1971 年退出聯合國之

後，郵政總局於隔年發行了一套〈莊敬自強郵票> '而
這枚郵票的設計，簡直令這群喜愛中國文字藝術的集
郵家們不敢恭維。(圖四十一)郵票畫面的底圖是一張

69. 曙明， <迎面譜郵票>

' <寶島郵訊} , 10.4 (高雄: 1966) ，頁 52-53 。

圓四十一:

ROC ' D95 '

1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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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格狀的描圖紙，而莊敬自強四個大字就以點格狀的方式呈現。儘管集郵作者
顯然因為這是蔣介石總統當時的宣告文字，而採取較為保守的批判，認為這四個
藝術體字是為了配合新式科學郵務管理一一即電子分信系統(電眼能識別畫面中

的彩色方框)

而設計的，他最後還是忍不住建議郵政總局儘早發行書法郵票，

「免被這次所發行的藝術字體的表現，混淆了對書法優美超脫的特有風格 J

0

(註 70)

當然也有較為激進的集郵家在〈中國郵刊〉上表達強烈不滿，認為這四個由描點

法所構成的文字圖案， I 毫無中國書法的『骨氣 j

J '而郵總這一套郵票不但表現不

出「國體 J '反而去仿造「洋體 J '完全談不上莊敬自強。(註 71)

催生書法郵票的發行，是集郵家們長期以來的願望。一位集郵家特別列舉出
他所認為的中國重要書法家字體，建議郵政總局採用其所提之方策，這些刊登在
集郵雜誌上的圖片，包含了歐、柳、顏、趙四種楷書，以及甲骨、鍾鼎、大蒙、
隸書、楷書、行書和草書等十一張圖片。(註 72) 而政壇也介入了催生書法郵票的活

動，像是監察院就在 1975 年，以中華文化復興之名，建議郵政總局發行書法郵票，
這件事在今日看來雖屬監察院職權以外的倡議舉動，在當時卻也透過集郵刊物報

導出來。集郵者一方面歡迎監察院的這個舉動，另一方面再次閻明發行書法郵票

的意義在於反制中共想要「徹底消滅中華文化，並認賊作父，更要消滅中國文字，
倡什麼中國文字拉了化」的做法。(註 73) 此外，最高民意機構立法院中的部分委員，

也曾就此問題專案建言郵政總局，要求「印製中華書法郵票流行四海 J '集郵家們
對此舉表現異常興奮，相信書法郵票不久就要問世了。(註 74) 他們對於中共破壞中

國幾千年優美文字結構的簡筆化做法，完全無法忍受，認為唯有透過書法藝術郵
票的發行，才能正國際之前見聽。只不過，官方的反應還是讓他們多等了三年。

終於，郵政總局先後在 1978 年和 1979 年發行了〈中國書法藝術郵票〉與〈中
國文字源流郵票〉兩套郵票 O 其中〈中國書法藝術郵票〉共五枚郵票，郵政總局
挑選了臺北故宮博物院推薦的晉代王羲之的行書作品〈快雪時晴帖〉、唐代褚遂良
的楷書作品〈倪寬傳讚>

(部分卜明代文徵明的隸書作品〈跋范尾書石湖詩>

70. 集雙齋主， <集郵外記>

' {寶島郵訊卜 16 .4 (高雄: 1972) ，頁 36-37 。
' {中團郵千份， 28 (臺北: 1972) ，頁 128-129 0
72. 王懷玉， <發行書法郵票﹒此其時矣> ' {中國郵刊) , 30 (臺北: 1973) ， 頁 90-92 0
73. 博仁， <為監察院建議發行書法郵票> ' {寶島郵訊) , 20 .1 (高雄: 1975) ，頁 13-14
74. 墾 T' <郵票上華文字體初探> ' {寶島郵訊卜 20.6 (高雄: 1976) ，頁 33-35 。
71.楊建榮， <莊敬自強>

。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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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卜唐代懷素的草書作品〈自敘帖>

(部分)

0

(註 75)

(部分卜以及宋代常拘的蒙書作品〈宋人詞〉

(圖四十二)至於〈中國文字源流郵票〉共四枚郵票，提供作品的

單位為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畫面採文物照片與局部放大之文
字照片或拓印閏像，分別呈現殷代甲骨文、春秋時代金文(鼠季鼎卜西漢小蒙(禽

適將軍章卜以及東漢隸書(熹平石經) ，深受集郵家們的好評，他們當然也很清
楚的知道這種「文字郵票的宣傳價值 J

0

(註 76) (圖四十三)這批歷代書法和文字源

流郵票所具有的政治意義非常明顯，也就是國民黨政權長期以來所依賴的中國文
化道統論述的呈現，這些作品不論是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書法作品，或者是國立歷

史博物館典藏的鈴印金石文物，強化了中華民國對內和對外形象上的精英階層性
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80 年代以前所企圖展現的新中國形象，形成強烈的對
比。誠然，國際政治現實往往不見得會依照國家認同論述製作

discourse on national

(the

fabrication of

identity) 的優劣或完整度，來決定對特定國家的支持與認

可，然而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上，這種國家認同與意識形態製作的
過程與分析，卻有助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兩個中國話語權競逐者之間，

操作本質上的細緻差異與類同 O

四、結語

在分析和討論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中的「書寫」之後，我們可
以首先發現雙方政權對於利用郵票作為意識形態宣傳戰的重視 O 其次，國民黨和
共產黨政權都深知，中國文字自身具有強烈的政治和文化指涉及作用，也因此對
於文字外型或文字書寫者的身分，都自覺地進行製作或利用文字圖像的包裝工
程 O 第三點，我們也發現兩地對於中國傳統文字或書法作品的態度不盡相同 O 相
較於中國郵票中毛澤東書法所呈現的創始性格，儘管蔣介石的書法也成為郵票畫

面的主題圖案，但似乎應該放在中華民國所發行的所有文字郵票來看，特別是孫
逸仙一系列的題字郵票，如此將發現蔣介石的作品，呈現的是中國歷史道統的概

75. 交通部郵政總局， {中國郵票目錄> '頁 320-321

0

76. 交通部郵政總局， {中國郵票目豈料，頁 328-329 0 張紹熙 ， <文字郵票的宣傳價值> ' (今日郵政卜 259( 臺
北:

1979)

，頁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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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二: ROC ' S 141 '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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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四十三: ROC' SI 時， 1979 。

念，尤其是一種文化連綿的延續性。擴大到政治面，郵票則說明了由蔣介石向上
連結到孫逸仙的過程，蔣介石只是一個連接點，這就不同於毛澤東所代表的新結
點，同時意味著一個開創性新中國的意象 O

由此延伸到本文的最後一個論點，這兩個爭奪中國合法繼承者的政權，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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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族與文化認同和意識形態的設定，在初始就存在著差具。這種差異可以簡

略區分為共產黨的「獨立/跳躍」相對於國民黨的「依賴/延續」性質。中華人
民共和國實質佔有中國大陸，選擇對領土或地理環境的認同

(geographical

iden-

tity) 來型塑國族意識，似乎是很直接且具實質效益的選擇;然而對僅佔有臺灣的
國民黨政權而言，製作關於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的論述來塑造國族認同，卻成了

唯一的中國關連

(Chinese connection) 。因此無論是臺灣的郵票設計者或集郵

家，對郵票設計及其相關討論，多集中於直接援用過往既存的藝術作品或風格形

式，比起大量選用當代人物手書作品(儘管主要是毛澤東的作品)或勇於變化文

字風格的中國郵票，臺灣郵票中對傳統中國文化的依賴與延續是顯而易見的。也
許正因為中共佔盡地利，毛澤東才能夠盡情展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的新中國形
象，而無需強調自身與傳統中國之間的關係;然而，假使中華民國不反覆製作和

傳播自身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相關聯的論述，它將陷入無法說服世人它代表中國的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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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 riting and the Design of
Postage Stamps in Taiwan and China
Huang , Yu-chin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BSTRACT

Since the British invented the first postage stamp and established the
modern postal system in 1840 , postage stamps have been seen as “ the
namecards of a nation ," representing the political , historical , and cu 1tural
aspects of a country.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inscribed on the postage
stamp is designed for postal workers worldwide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nation issuing the stamp. From 1949 on ,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ve simultaneously been releasing
postage stamps 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to assert their
position as the sole legitimate Chinese regime. Each regime has exploited the
unique visual effec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tradition of calligraphy
in its postage stamps , so as to create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 Chineseness"
of its ow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sig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postage
stamps of both countries since 1949. The visu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ll be discussed , and different ideologies regar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ll also be revealed by analyzing the use of political leaders' calligraphy in postage stamp designs. Four main topics are covered in this article: (1) the philatelic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about fonts ,
especially the so-called “ artistic fonts" to be used to print the national title
on postage stamps , (2)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Chinese characters , (3) the symbol of New China in Mao Zedong's calligraphy , and (4)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lite culture embodied in Chiang Kaishek's calligraphy ,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 and celebrated calligraphic
works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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