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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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代表號） 網址

國立故宮博物院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2段221號 02-2881-2021 http://www.npm.gov.tw

國立台灣美術館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1段2號 04-2372-3552 http://www.ntmofa.gov.tw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臺中市北區館前路1號 04-2322-6940 http://www.nmns.edu.tw/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20號 07-380-0089 http://www.nstm.gov.tw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2號 08-882-5001 http://www.nmmba.gov.tw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基隆市北寧路367號 02-2469-6000 http://www.nmmst.gov.tw

國立國父紀念館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505號 02-2758-8008 http://www.yatsen.gov.tw/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2段201號 03-970-5815 http://www.ncfta.gov.tw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73號 049-2334141 http://www.ntcri.gov.tw/

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06-221-7201 http://www.nmtl.gov.tw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臺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1號 089-381-166 http://www.nmp.gov.tw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89號10樓推廣組 02-6610-1234 http://www.ntsec.gov.tw

國立臺灣博物館 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2號 02-2382-2566 http://www.ntm.gov.tw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1段250號 06-3568889 http://www.nmth.gov.tw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7號 02-2311-0574 http://www.arte.gov.tw/

國立歷史博物館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9號 02-2361-0270 http://www.nmh.gov.tw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31號 02-22182438 http://www.nhrm.gov.tw/home

國家廣播文物館 嘉義縣民雄鄉民權路74號 05-226-2016 http://www.rti.org.tw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30號 （中研院史語所） 02-2652-3180 http://www.ihp.sinica.edu.tw/~museum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02-2652-3308 http://www.ioe.sinica.edu.tw/tool/museum/

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中研院近美大樓三樓） 02-2789-9937 http://lnfam.sinica.edu.tw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3段362號 04-22295848 http://www.boch.gov.tw/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407巷99號 02-26607600 http://www.iosh.gov.tw/

臺北市立美術館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3段181號 02-2595-7656 http://www.tfam.museum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凱達格蘭文化館 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3-1號 02-27208889-轉2082 ttp://www.ketagalan.gov.taipei/ https://www.facebook.com/ketagalan.culture.center/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 02-2619-1313 http://www.sshm.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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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6巷32-2號 02-2621-2830 http://www.tshs.tpc.gov.tw/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金光路8號 02-2496-2800 http://www.gep.tpc.gov.tw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號 02-8677-2727分機9 http://www.ceramics.ntpc.gov.tw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239號 02-26729996 http://www.hakka.tpc.gov.tw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8樓 02-29603456 http://www.culture.tpc.gov.tw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35號 03-3888600 wem.tyccc.gov.tw

中國家具博物館 桃園市縣府路21號 03-3322592 http://culture.tycg.gov.tw/

新竹市文化局 新竹市東大路2段15巷1號 035-319-756 http://www.hcccb.gov.tw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木雕博物館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廣聲新城88號 037-876009 http:/wood.mlc.gov.tw/

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21號 04-2627-4568 http://www.tcsac.gov.tw

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市卦山路3號 04-725-0057 http://www.bocach.gov.tw/

嘉義市立博物館 嘉義市忠孝路275-1號 05-278-0303 http://www.cabcy.gov.tw/cymm/new.asp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23號 06-299-1111 http://www.tnc.gov.tw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 07-5550331 http://www.kmfa.gov.tw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272號 07-5312560 www.khm.gov.tw

高雄市勞工博物館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132號 07-216-0509 http://kml.kcg.gov.tw

宜蘭縣史館 宜蘭市凱旋里3鄰縣政北路3號 03-925-5488 http://yihistory.e-land.gov.tw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3段750號 03-9779700 http://www.lym.gov.tw

台灣戲劇館 宜蘭市復興路2段101號 03-9322-440 http://www.ilccb.gov.tw/

石雕博物館 花蓮市文復路6號 03-8227-121 http://www.hccc.gov.tw/

澎湖海洋資源館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0號 06-9261141 http://phhcc.gov.tw

澎湖生活博物館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327號 06-9210405 http://www.phlm.nat.gov.tw/ch/

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 金門縣沙鎮文化路450巷52號 082-351-030 http://culturalpark.kinmen.gov.tw/tw/

馬祖民俗文物館 馬祖南竿鄉清水村135號 0836-25363 http://folklore.dbodm.com/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4號 02-23396228 http://museum.228.org.tw/ http://www.228.org.tw/

毓繡美術館 南投縣草屯鎮平林里健行路150巷26號  04 9257 2999 http://yu-hsi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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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遠雄博物館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7號4樓 02-2697-1111 http://fgmuseum.org.tw/

山水米有機稻場稻米文化館 苗栗縣苑裡鎮玉田里91-5號 037-743000 http://www.organicrice.com.tw/

世界宗教博物館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236號7樓 02-8231-6118 http://www.mwr.org.tw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臺北市中正區凱達格蘭大道3號 02-2389-7228 http://228.taipei.gov.tw/

台灣股票博物館 台北市復興北路365號3樓 www.stockmuseum.com.tw

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104號 08-799-1219 http://www.tacp.gov.tw

立法院議政博物館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4號 04-2217-2900 http://mus.ly.gov.tw

朱銘美術館 新北市金山區西勢湖2號 02-2498-9940 http://www.juming.org.tw

佛光緣美術館總部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07-656-1921分機1436 http://www.fgs.org.tw/fgsart

奇美博物館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二段66號 06-266-3000 http://www.chimeimuseum.com

祥太博物館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285巷30號 05-2743721

郵政博物館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2段45號 02-23945185 http://www.post.gov.tw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2段282號 02-2841-2611 http://www.museum.org.tw/

慈林教育基金會（台灣民主運動館、慈林紀念館） 宜蘭縣五結鄉二結路339號 03-965-0515 http://www.chilin.org.tw

震旦藝術博物館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2號16樓 02-2345-8088 http://www.aurora.org.tw

鴻禧美術館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2段65巷4號B1 02-2356-9575 http://www.changfound.org.tw

蘇荷兒童美術館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50巷20號B1 02-2872-1366*15、16 http://www.artart.com.tw

蘭陽自來水文史館 宜蘭縣員山鄉金山西路265號 03-922-9847 http://www8.water.gov.tw

鹽光文教基金會 臺南市佳里區龍安里外渡頭12-48號 06-7957850 http://taiwansalt.moc.gov.tw/intro.html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高雄市大樹區統嶺里統嶺路1號 07-6563033 http://www.fgsbmc.org.tw

財團法人台北市雙清文教基金會 台北市信義區松平路50巷2、4、6號地下2樓 02-2345-1218 www.hungart.org.tw

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153號 07-6561921#1129 http://fgs.webgo.com.tw/index.php

忠泰美術館 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178號2F 02-87726178 http://jutartmuseum.jutfoundation.org.tw/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長榮海事博物館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5樓 02-2351-6699 www.evergreenmuseum.org.tw

至善文化會館 臺北市至善路二段250號 02-2888-1777 www.twsgi.org.tw

財團法人福祿文教基金會北投文物館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32號 02-2891-2318 http://www.beitoumuseu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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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世界警察博物館 桃園縣龜山鄉大岡村樹人路56號 03-3282321 http://www.cpu.edu.tw

中華民國陸軍官校黃埔校史館 高雄市鳳山區維武路1號 07-7436982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成功校區） 06-275-7575#63020 http://museum.ncku.edu.tw/bin/home.php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臺南市官田區大崎村66號 06-6930100#2641 http://mo.tnnua.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206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華岡路55號 02-28610511轉17607 http://hkm.pccu.edu.tw/

長庚大學台塑企業文物館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9號 03-2118800轉3377 http://www.fpgmuseum.com.tw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02-29052157 http://www.museumstudies.fju.edu.tw

高醫校史暨南臺灣醫療史料館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07-3121101 http://mkhs.kmu.edu.tw/

淡江大學海事博物館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02-22623-8343 http://www2.tku.edu.tw/%7Efinearts/a1.htm

臺南市美術館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262號 06-2224096 http://tnmfa.tainan.gov.tw/

財團法人全聯善美的文化藝術基金會 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2段201號 03-9508859 http://www.px-sunmak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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