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博物館的地方連結與價值創造：大溪木博館的社會實踐」 

交流論壇簡章 

 

壹、論壇目的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自 2015 年成立至今，以「生態博物

館」經營理念，以居民夥伴為主角，透過共學行動過程，在生活脈絡中保存、展演大溪生

活文化魅力，扣連包括大溪木藝、社頭文化及大溪常民生活等主題，發展各種居民共同

參與的大溪學田調及研究、現地保存、策展教育推廣方案等。多年來地方夥伴們因參與

投入而逐漸成長連結，木博館從大溪老城區出發，透過各區域街角館基地的建置及行動

方案的展開，使得大漢溪流域沿岸形成的各區河階生活面貌逐漸清晰。 

今（110）年，木博館將過往六年所累積的實務經驗，藉由辦理交流論壇重新梳理，

並透過分享開展本館的能見度，吸取多方經驗、串聯博物館所，也邀請各地實踐相似理

念的博物館或從業者交流分享，同時邀集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經驗，豐富多元觀點，

拓展博物館經營想法與理念。 

 

貳、指導單位：文化部、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參、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肆、論壇議題與目標 

以「博物館連結地方社群」、「博物館帶動文化基地經營」、「生態博物館在台灣：馬

祖、宜蘭與大溪經驗」、「博物館與地方知識生產」、「博物館與地方發展及創造價值」等實

務面向，以開放平台的方式，彙集博物館與地方合作的實務案例，交流博物館連結地方

的理念與實踐。本論壇目標為： 

一、整理歸納大溪木博館與地方連結的社會實踐經驗，以交流與出版之形式將之公共化。 

二、分享大溪木博館參與地方、共學行動的多元策略。 

三、回應博物館評鑑之建議，藉由與案例交流討論，釐清博物館的內容。 

 

伍、活動資訊 

一、 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 論壇時間：  

1. 第一天：110 年 12 月 2 日（四）9:00-17:00（報到時間 8:40-9:00） 

2. 第二天：110 年 12 月 3 日（五）9:20-17:00（報到時間 9:00-9:20） 

（二） 論壇地點：桃園市大溪區公所二樓 1201 會議室（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 11

號）。 



 

二、 參與對象： 

（一） 各博物館、地方文化館之承辦人員、輔導團隊、從業人員及相關工作者、相

關領域研究者、共學夥伴、相關系所師生及對於有興趣之一般民眾等。 

（二） 全程參與之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機關編制內公務人員，將核予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時數 14 小時。 

 

三、 報名方式： 

（一） 採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5 日（五）17 時止受理報名，額滿為

止，不接受臨時及現場報名。 

（二）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wT9ZnE78J53L4nzC6。 

（三） 參與人數：本論壇採實體會議及線上會議方式同時進行。 

1. 實體會議：正取 45 名，備取 15 名。屆時如因疫情調整室內限制人數，則將

依報名順序，於活動前 email 通知改採線上參與。 

2. 線上會議：100 名。將於會前提供 YouTube 專屬會議連結。 

（四） 將由報名先後順序及兩日全程參與者優先錄取。 

（五） 錄取通知：本館將於 110 年 11 月 12 日（五）公告於木博館官網，並以 e-

mail 個別通知，敬請留意信箱；未錄取者則不另行通知。若錄取後不克參加，

敬請於 11 月 17 日（三）前來電、來信取消。 

（六） 報名費用：本論壇部分經費由文化部補助支應，報名免費。 

（七） 主辦單位提供活動行程內之午餐、茶水。 

 

四、 聯絡資訊：請於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洽詢 03-3888600#223（吳小姐）、#311

（陳小姐），tarynwu0721@gmail.com、arielchen0118@gmail.com。 

 

五、 報名須知 

本館以報名參加活動事由，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以便聯繫及通知，並將遵守「個人資

料保護法」規定，善盡隱私權保護責任與義務。報名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館將妥善保

管與維護，並僅限於活動相關個人身分識別、統計及學習認證資料登錄目的之用，以及

提供本館內部使用於未來合作交流之聯繫管道。在您提供個人資料前，告知下列事項，

敬請詳閱。 

（一） 蒐集目的：僅為辦理本次活動之相關業務需求，包含活動行前通知、報到手

續辦理與出席統計等業務。 

（二） 本次活動所索取之個人資料包含得以辨識個人之姓名、電話、服務單位、行

https://forms.gle/wT9ZnE78J53L4nzC6
mailto:tarynwu0721@gmail.com
mailto:arielchen0118@gmail.com


動電話與電子信箱。 

（三） 本次活動所蒐集之個人基本資料，僅提供本館內部於中華民國境內使用，使

用期間為活動報名期間至活動結束後 15 天使用，另本次活動透過網路及實

體紙本形式所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並於活動結束後 30 天內完

成刪除與銷毀。 

（四） 當事人可持本人證件親自至本館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

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權利。 

（五） 不提供正確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若您不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館將無法

寄送活動前通知等相關訊息。 

 

六、 注意事項 

（一） 論壇內容及時間分配當得視情況調整之，為求最佳活動品質及效益，本館保

留各項修改之權利。  

（二） 本活動將進行攝影、錄影與錄音等，其紀錄成果將提供本館日後收存、展覽、

教育推廣及網路社群宣傳使用。若不同意授與肖像權者，請於報名表備註欄

註明，並於錄影與拍攝時留意迴避。 

（三） 為配合防疫新生活，入館實施實名制。論壇期間請全程佩戴口罩。  

（四） 若發生不可抗力之因素影響活動進行（如風災、地震、火災、水災等），依規

定辦理延期並公告於本館網站。  

（五） 交通指南可參考附件。更多交通資訊請參考大溪區公所網站。請多利用大眾

運輸工具前來。 

  



陸、議程   

2021「博物館的地方連結與價值創造：大溪木博館的社會實踐」交流論壇議程 

第一天：110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 

08:40-09:00 現場及線上報到（大溪區公所二樓 1201 會議室） 

09:00-09:30 
開幕式&貴賓致詞（文化部長官、桃園市長） 

街角館授證儀式 

09:30-09:40 主持人：呂理政（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09:40-10:40 
專題演講一、地方文化在災後復興所扮演的角色─回顧東日本大地震的災後十年（影像預錄） 

講者：日高真吾（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人類基礎理論研究部教授） 

10:40-11:20 
專題演講二、參與．共學．行動：大溪木博館的過去、現在、未來 

講者：陳倩慧（大溪木博館館長） 

11:20-11:50 

交流座談（即席翻譯） 

主持人：呂理政 

與談人：陳倩慧、日高真吾 

11:50-13:00 午餐及交流（木博館行政中心、多功能教室、木育教室） 

13:00-13:10 
場次一、博物館連結地方社群 

主持人：王新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助理教授） 

 

13:10-14:10 

從文化據點到區域深耕—木博館與街角館的連結 

講者：林依靜（大溪木博館典藏展示組組員） 

講者：余相君（大溪木博館教育推廣組組員）（影像預錄） 

看見河西-從文化駐點到區域性設計想像 

講者：高慶榮（日日田職物所主理人） 

14:10-14:20 休息 

14:20-14:30 
場次二、博物館帶動文化基地經營 

主持人：林志峰（博物館產業研究室主持人） 

 

14:30-15:10 

家族參與老宅空間展演活化—以梅鶴山莊為例 

講者：陳怡穎（大溪木博館典藏展示組組員） 

講者：林寶猜（大溪林家梅鶴山莊族親會文史組組長/左青龍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15:10-15:50 

生活在大溪—從街屋到街區的連結與創造 

講者：林澤昇（新南一二文創實驗商行負責人） 

文化轉譯與體驗設計 

講者：黃騰威（雙口呂文化廚房創辦人） 

15:50-16:20 
交流分享一、文化、社區與小鎮的社會實踐省思之路 

講者：何培鈞（小鎮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16:20-16:30 休息 

16:30-17: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林志峰 

與談人：本日議題講者 

17:00~ 賦歸 



第二天：110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 

09:00-09:20 現場及線上報到（大溪區公所二樓 1201 會議室） 

09:20-09:30 
場次三、生態博物館在臺灣：馬祖、宜蘭與大溪經驗 

主持人：黃貞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09:30-10:00 
打造說故事的島─我們的島嶼博物館 

講者：郭美君（連江縣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運籌機制暨協作平台計畫主持人） 

10:00-10:30 
宜居、宜學、宜遊:後雪隧時代宜蘭地方博物館營造策略及思考 

講者：陳碧琳（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館長） 

10:30-11:00 
連結與交織—木博館實踐分享 

講者：陳佩歆（大溪木博館秘書） 

11:00-11:30 

交流座談 

主持人：黃貞燕 

與談人：郭美君、陳碧琳、陳倩慧 

11:30-12:40 午餐及交流（木博館行政中心、多功能教室、木育教室） 

12:40-12:50 
場次四、博物館展演在地生活 

主持人：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2:50-13:30 

建構大溪學新路徑：以木博館現地保存計畫為例 

講者：陳築萱（大溪木博館典藏展示組組長） 

現地保存在大溪全昌堂齒科—一次創作微型家族博物館誌的機會與啟發 

講者：吳淳畇（自由策展工作者/大溪木博館之現地保存推廣工作執行案協同主持人） 

13:30-13:50 
交流分享二、苑裡掀海風—地方記憶的保存與展現 

講者：劉育育（苑裡掀海風共同創辦人） 

13:50-14:45 

融入博物館技術的大溪木博館社頭文化保存策略 

講者：温欣琳（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小組企劃轉譯群專員/前大溪木博

館館員） 

「大溪社頭文化」做為地方知識主題的建構工具 

講者：吳敏惠（大溪木博館 2016-2020 大溪社頭普查資料校訂與社頭輔導案計畫主持人） 

大溪興安社經驗分享 

講者：余明政（大溪興安社社長） 

14:45-14:50 休息 

14:50-15:00 
場次五、博物館與地方發展及創造價值 

主持人：陳碧琳 

15:00-15:40 

大溪木藝的在地性：地方技藝的復興動員 

講者：張柏宥（大溪木博館典藏展示組組員） 

講者：梁芸齊（大溪木博館教育推廣組組員） 

15:40-16:20 

從博物館思維發展節慶品牌－以大溪大禧為例 

講者：詹雅如（大溪木博館教育推廣組組員） 

大溪大禧，一場跨越當代設計與民俗信仰的城市祭典 

講者：劉真蓉（衍序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大溪大禧委託規畫執行案負責人） 

16:20-16:30 休息 

16:30-17:00 

綜合討論及總結 

主持人：黃貞燕 

與談人：本日議題講者 

17:00~ 賦歸 



附件：交通指南  

 
 搭乘大眾運輸            

1. 桃園高鐵站，搭乘台灣好行【501】大溪快線，於「大溪老街站」下車。  

2. 桃園火車站，至後站桃園客運總站搭乘【5096】，於「大溪總站」下車。 

3. 中壢火車站，至後站出口右側站牌搭乘【5098】，於「大溪總站」下車。 

4. 捷運永寧站，至 4 號出口搭乘【710】，於「新街尾站」或「大溪總站」下

車。  

 自行開車前來  

1. 行駛國道三號，大溪交流道下，循員林路一段、介壽路至大溪，過武嶺橋沿

康莊路直行到底轉復興路、得勝路，直行普濟路即為大溪區公所。  

2. 行駛國道一號，平鎮交流道下，銜接 66 東西向快速道路 (大溪終點端 )下，

循員林路一段、介壽路至大溪，過武嶺橋沿康莊路直行到底轉復興路、得

勝路，直行普濟路即為大溪區公所。  



 停車相關資訊  

1. 月眉停車場（大型車 8 格、小型車 130 格，需步行約 16 分鐘）  

2. 橋頭停車場（大型車 15 格、小型車 418 格，需步行約 16 分鐘）  

3. 大溪區公所旁私人停車場（小型車 45 格，需步行約 1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