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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專題報導

Feature Story

輯方式，包括來自大專院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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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專訪，討論當前國內文博

ଳణ/͛фበᏭāԠц

本期簡訊採用較多元的編

有博物館從業人員，當然還有
關心國內博物館發展的讀者，
因此用一個相對寬廣的稱呼來

學界發展的各項問題，其中對

2

考量的是簡訊目前的讀者不只

社教組織降級議題的回應，作

本期簡訊以回顧作為主

統合讀者群的身分，在行文上

為去年度對文博學界衝擊最大

題，在主題下並由編輯策劃有

應是一個比較適宜的做法；同

的話題之一，學會並另以97年

相關的訪問工作，期能藉由訪

時這亦呼應了博物館與國內文

10月所舉行的組織降級條列公

問、座談的辦法，反應目前文

化界的密切互動關係，「文博」

聽會為基礎，廣泛蒐集各方面

博學界倍受討論的話題，做為

一詞也可在此衍生解釋為，由

的意見，呈現我們對此議題的

本年度回顧的一部分。在上述

博物館觀點（特別是透過由簡

關注。

立意下，學會分別採訪了現任

訊出刊的方式）所折射出的台

推行博物館法，落實對文

職於國立台南藝術大學的黃翠

灣文化界。以下訪問內容將按

物妥善的管理與保存，始終是

梅、劉怡蘋二位教授，並請他

照上述的幾個主題，分別展開

學會不變的關懷。作為下一年

們對以簡訊為主之歷來學會活

討論。

度工作目標之一，在此2007年

動、社教組織降級條例、催生

最後一期的簡訊中，以國外較

博物館法以及國內外博物館環

博物館簡訊在國內文博學界的

完備的博物館體系為例，企圖

境等數個話題做進步的討論。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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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背景發展、法源立意等

按二位受訪對象的意願，

問：二位老師可否藉由簡

多個面向，思考當前推行博物

希望簡訊將本期專題訪問中的

訊出刊的內容以及形式，談一

館法的可行性，望引起更多相

內容定名為「國內大專院校老

談博物館學會在國內相關領域

關的討論，為日後相關工作的

師對當前文博學界發展的疑

的定位。

推動，塑造一個討論的方向。

問」，在於二位老師希望以下她

黃翠梅老師(以下簡稱黃)：

此外本期其中一篇專文作

們所發表的看法，不會單純被

比起現在學會相對成熟的運

者以鶯歌的陶瓷博物館為例，

定位成是針對訪問內容所下的

作，在我過去擔任學會秘書長

透過對陶瓷博物館的創建過程

結論，而是期望用提問代替訪

時期，無論是簡訊內容或是學

的回顧與分析，我們得以思考

問的標題，來引發未來更多的

會組織本身，其實都還有很大

國內文化政策對於博物館發展

對話機會，並進一步讓以下的

的改善空間。我認為學會成立

的影響。

訪問能夠更具前瞻性。

的目的主要應是在整合國內的

未來簡訊的編輯將嘗試更

又對於「文博學界」一

文博單位，而透過簡訊的出

多開放邀稿的方式，也歡迎會

詞，在進入下面的討論前，必

刊，一方面可以比較即時的向

員們不吝對於本會簡訊給予批

須於前言中做簡短的說明。對

會員呈現國內文博學界的現

評與建議。

於為何不使用博物館界，首先

況，另一方面則是在於引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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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發揮更大的效益。此外如果

藏的訊息透明化，除了凝聚共

象徵的指標性意義。要讓國家

在各期專題報導前面，有一個

識之外，在此體現的更是職務

重視文化議題，透過民間團體

適當的內容提要，也是在編輯

與典藏的傳承概念，以及研究

管道主動發聲是一個相對有效

上可以考量的方向。

員對「研究員」一職的自覺。

的方式。因此，如何讓做為民

劉怡蘋老師（以下簡稱

接下來是「博物館法規」，由於

間團體的博物館學會落實應有

劉）：在內容上，我們可以感

法國的博物館體系已發展得相

的功能，是提昇台灣文博專業

覺到貴會簡訊希望同時能具備

當成熟，並衍伸出各層級、各

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學術性，因此在專論後放入參

專業的配套法規，這個單元彙

而落實學會功能的第一步便是

考文獻。但目前的編排方式，

整每三個月內隨時代發展而隨

凝聚會員的榮譽感和向心力，

使文獻佔據的版面多達專論的

時調整或補充的政府或各館相

因此過去在擔任秘書長任內，

三分之一，反而讓讀者無法聚

關法規或細則，供從業人員參

我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更新會

焦。

考。第四個單元是「經費補

員通訊錄並確認會員人數，希

問：除了在版面編輯上加

助」，金額的多寡可以反映從官

望學會的各項活動通知可以即

強外，對於內容編排是否有其

方觀點出發的各館發展現況和

時有效的送達會員手中，並且

他可以達到聚焦效果的適當做

對於館方的評價；經費的使用

也讓會員大會成為所有團體和

法，使之看來顯得完整並有主

可以呈現官方與各館的主打項

個人會員交換重要文博資訊的

題性？

目和趨勢。最後一個單元是研

劉：建議可以參考由「法

討會訊息，以及博物館相關文

的場合。這樣的作法雖然總是

國研究員與公共典藏協會」出

獻如專書、論文、期刊的出版

吃力不討好，但是我認為唯有

版的「博物館與典藏」(Musees

訊息，雖然屬於通訊，但是各

讓確實繳費的會員真正享有身

& Collections)。這個季刊有兩

項訊息都附上公信力頗高的摘

為會員的權利，才可能提昇他

個主軸，類似中華民國博物館

要及評論，勾勒出博物館學的

們的榮譽感和向心力，並且進

學會簡訊與科博館《博物館學

發展動態與專業人員關注的焦

而落實學會的功能。近年來出

季刊》二者的結合。在近似我

點，對於博物館學研究者和有

刊的簡訊內容已經相當豐富多

國學會簡訊的部份，首先有一

志於從事博物館專業的學生而

元，每期都有學會的公告、專

個「自由論壇」，作為館際交流

言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題報導等等，未來如果可以為

的平台，刊載館際互動的訊

黃：既然是一個定期出刊

每期簡訊的專題設定主題，甚

息，以交流對話的方式間接提

的簡訊，就要力求按時出刊，

至預排未來一年各期簡訊的主

升國內博物館整體品質。其次

至於所規劃的專題，最好能夠

題方向，然後針對主題同時採

是「館際動向」，以各館研究員

盡量關係到學會自身的角色。

取向專家邀稿和向會員公開徵

的動態如升遷、調任、計畫案

譬如下面將要談到的組織降級

求的方式集稿，或許可以讓簡

或所獲榮譽為主，並將各館入

或者博物館法的問題，學會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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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盛會，而不只是領取贈品

Feature Story

人和政府重視博物館作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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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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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用學會

等同於大學教授，如此一來，

的日子」。社會對研究員的觀感

的立場來引發會員對所探討問

具有高等學歷和能力的專業人

又加深了他們對研究員一職的

題的關注，將也有助於突顯問

才將寧取教職而更不願意去社

重視程度和使命感，我所認識

題本身並且凝聚共識。

教機構任職，這不僅對未來文

的傑出研究員幾乎都是難得的

博社教機構和人員的整體素質

通才，對任何課題都有高度的

社教組織降級條例衍生的利弊

有所戕害，也將進一步讓國內

興趣，勇於接受多學科的刺激

問題

人文教育的發展雪上加霜。

和互動、從專業出發嘗試跨領
域研究，是法國文博界整體成

問：黃老師能否就近期社
教組織降級條例，將許多原本

與國內情況作為比較的國外博

就相當重要的推手和支柱。相

三級的社教機構，如歷史博物

物館研究員活動

較之下，台灣的博物館研究員

館等降級的問題，談談自身感

問：劉老師的博館學受教

從員額、職級、研究及工作成

受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利弊問

於歐洲的教育體系，對歐洲，

果到社會觀感上，並未受到足

題？

特別是法國的博物館環境有較

夠的尊重，工作的內容和重要

黃：博物館降級最直接影

一般人，深入的了解與體會，

性也不被理解。專業既無法獲

響到的其實是社會觀感，而社

能否延續先前黃老師所提的研

得足夠的理解或尊重，從專業

會觀感又往往是點燃或澆熄專

究員問題，將討論焦點，集中

出發的跨領域或各學門間的互

業熱情的重要關鍵。如果博物

在對詮釋文物具關鍵性作用的

動就不會受到鼓勵和支持，間

館降級反映出國家對文化專業

研究員身上。

接影響我國博物館乃至文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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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內文化前景的輕視和缺乏

劉：台灣的博物館環境與

願景，那麼這樣的政策顯然與

法國最大的差異，在於整個社

問：黃老師可就國內的博

文建會一直積極提倡的文化資

會對研究員的觀感。一般來

物館研究員狀況再做補充說明

產保護和文物分級管理制度背

說，法國的博物館研究員擁有

嗎？

道而馳，而教育部即使推動再

崇高的社會地位，除了專業知

多的「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

識、人文素養受到尊崇外，博

館或文化中心等「類博物館」

也將無濟於事。尤其在經濟和

物館研究員的生活方式也令人

視為博物館看待，會發現台灣

科技掛帥而國內文化環境又不

艷羨：閱讀自己熱愛的書籍、

的博物館數量眾多、類型多

夠健全友善的今天，難得國內

欣賞美麗的事物、與有相同熱

元。但目前國內除了故宮、自

還有許多大學校院系所仍然懷

情的專家交流、為選擇展品或

然科學博物館、北美館等少數

抱文化理想，並致力於培育文

策展踏遍各個國家，還能夠將

單位外，大部分博物館根本沒

博領域專業人才，然而在博物

學術研究運用在典藏和展示的

有研究員的編制，即使有幸設

館降級以後，博物館研究員在

相關實務上─簡單來講就是

置研究人員，往往也是有名無

薪資待遇和專業地位上將不再

「國家付錢讓他們過著幸福快樂

實，他們的主要任務還是處理

展的專業性。

黃：若按一般趨勢將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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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似乎未有基本共識，對於

延伸自過去、延展向未來的

我曾經進入國內部分重點博物

我國博物館整體的發展方向和

「理念」能夠明確，繼而將立法

館的網頁進行搜尋，試圖瞭解

定位尚未展開討論，許多直接

視為使「理念」具體化的手

這些博物館的組織編制和研究

從國外移植過來的博物館學學

段，那麼我們的博物館法才能

人員的專業分工，結果卻很驚

理也還沒有內化成我們自己的

發揮其實質作用。

訝地發現其中竟然沒有任何可

體系、並放在文化資產整體的

黃：此外，在博物館法對

以連結的頁面。這個現象顯示

環節裡被檢視。更重要的是，

文物保護的層面上，我們必須

對於國內多數博物館而言，研

在這些情況下制定的博物館

意識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如

究部門和研究人員是可有可

法，意味著這一部博物館法首

果不尊重專家，又沒有把法律

無、沒有專業地位的。因此唯

先不是文資法理念的延伸，既

落實到文物上，那麼這個法就

有以制度規範來提供及保障研

不是歷史脈絡的縮影、也不是

絲毫無法發揮作用。

究員發揮專長的環境，才可能

未來導向的舵輪。再以法國為

期待未來國內博物館研究員水

例，博物館法的訂定是在文資

準和地位的提昇。

法完備後衍伸而來的、是對於

問：那麼有人主張採取

文物的第二層保護措施；而文

「法人化」的方式讓博物館免於

資法雖與法國大革命時期避免

受到太多行政上的干預，劉老

問：目前推動博物館法已

文物受到破壞的「預防」動機

師認為這會是一個可行的做法

是國內文博學界主要的共識之

與歷史淵源有關，但該法本身

嗎？

一，劉老師能否就法國博物館

濃縮了法國的文化觀、保存觀

劉：如同你所指出的，今

法的相關條例，考察其立意背

和歷史觀，它同時具備足夠的

天很多人倡議博物館法人化，

景等，給國內有志推動立法的

前瞻性和涵蓋性，使得由此下

為的是保障館方的自治權。而

相關人士、單位，部分參考的

分的博物館法就算因為必須與

自治權是趨勢，也代表了博物

意見。

時俱進而歷經多次修改，但歷

館發展的最高價值。但我們必

劉：我認為國內現階段就

次修改的立意都是為了按照政

須意識到的是，首先，權利與

訂定博物館法此一議題上，仍

府在各階段擁有和揖注的資源/

責任是相對的，並不是所有的

有許多值得思考的面向─或許

支援多寡，而逐步擴大對於國

博物館都有能力在謝絕公部門

我們應先將博物館法從制訂到

家博物館、地方政府博物館和

干預的同時獨立謀求足夠的資

執行本身視為一個討論、實

私人博物館的保護與監督。換

源。其次，配套的監督機制如

驗、歸納和獲得共識的過程。

句話說，不單是因為「現在」

各委員會必須由博物館的各式

大家都知道博物館是一個涵蓋

缺乏什麼、要預防什麼、要遏

專業人員所組成並且確實執

內容甚廣的領域，而各類專家

止什麼、要解決什麼，所以我

行，否則資金的壓力將影響博

之間對「博物館機制」的概念

們便認為有立法的需求；如果

物館原本對自身的定位。近期

推動博物館法的省思

Feature Story

各項紛雜的行政事務。另外，

5

法人化與博物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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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物館學季刊》將以法人

教育的發展方向。至於缺乏專

ۤିᖐࢫ৺Լ̝׀Ӏၑયᗟ

化為主題做深入多元的探討，

業人力資源的博物館，為避免

ྤफ़ፋநበᏭāԠц

我認為與博物館法的推行相

淪為只是負責管理展示空間的

同，一方面將博物館法人化放

總務單位，則可以與鄰近地區

教育部於九月間去函各相

在文化政策的脈絡中檢視，一

的大學教師合作，邀請他們參

關單位，在配合人事精簡並節

方面分析、研究、論述、討論

加相關會議，以激起他們參與

省行政開支的前提下，宣布將

和溝通，這是在立法及執法之

博物館活動的熱情。如此一

大部分國內三級社教機構降為

前不可或缺的步驟。

來，大學教師可以在博物館中

四級；其中並包括有，國立自

發表及展示其研究成果而成為

然科學博物館及國家歷史博物

博物館教育與大學教育結合的

廣義的博物館研究員，而館方

館等，數所國內具有代表性的

可行途徑

則可以適時將其教育理念融入

文化單位。對教育部的此項政

問：在上述博物館法以及法

其中、並在實務方面提供相關

策，自發佈以來即在國內的文

人化的議題外，黃老師認為目前

科系學生見習、學習的機會，

博界引起廣泛關注，學會此期

學校和博物館教育二者未來合作

以達成其知識傳承與深化、拓

廣泛地蒐集資料，期能透過簡

的可能與方式，以老師在大學任

展社會教育的目標。

訊出刊的方式，予大家參考，

教多年的經驗，談一談博物館教

思考社教組織降級，改併可能

育實踐的模式，包括可行的辦法

受訪對象學經歷

和相關的效益問題。

黃翠梅 教授

衍生的利弊問題。
以下段落首先摘錄的是九

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藝術與建

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由洪秀柱立

育雙方面的合作，已是未來文

築史系博士

委主持的公聽會，包括有任職

博界發展的趨勢。雙方合作的

曾任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秘書

教育部的行政官員，以及列席

方式有很多種，基本上除了人

長(1996-1997)

公聽會的國內關心文博發展的

員交流、借調、合作策展或提

現為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文博學

各界人士。 又對於未能與會的

供專業諮詢外，還可以在專業

院院長及藝術史學系系主任

部分重要成員，學會也另以其

定位上彼此互補。對於擁有研

個人網頁http://web.tnnua.edu.

他辦法徵詢相關意見（其中主

究人員編制、組織架構比較健

tw/~history/teacher/index.htm

持公聽會的漢寶德先生，除出

全的博物館而言，研究員在策

劉怡蘋 教授

席外另撰有專文，簡訊選擇的

劃展覽的同時，可以先與鄰近

法國羅浮學院第三階段畢

是專文中的代表性意見）。二者

大學教師進行溝通，並針對相

現為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

同時並列與公聽會的討論相互

關領域系所之需求設計展覽內

學系助理教授

呼應，望得以共同反應，目前

容，以彌補學校教育資源之不

個人網頁http://web.tnnua.edu.

文博界對於組織降級及改併問

足，並進而活化甚至引領學校

tw/~history/teacher/index.htm

題同表憂心的現象。

黃：大學教育和博物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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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全國人民的終身教育機

代表官方觀點的教育部二

夠可以認定為三級機構。功能

構，從機關的思維跳出來。

位行政人員，宋餘俠及朱楠賢

不能純粹用級數法治來看，而

承陳國寧女士的發言，現

先生，分別由資源分配、人事

要看影響等的相關功能，文化

任歷史博物館館長黃永川先生

任用等降級可能衍生的疑慮，

機構從三級降到四級的做法不

有以下看法，國立社教館所屬

於公聽會上有以下發言。

是不重視文化，就算降級成為

性各不相同，不應「齊頭平等」

今年8月初，研考會和行政

四級單位，也仍是博物館、

一律從現有的三級降為四級。

院相繼發函，要求教育部所屬

所，在經費補助上不會受到影

像史博館經常與國外博物館交

的部分社教館所降為四級，或

響。

流或合辦展覽，可說是「博物

7

館中的博物館」，如今竟要被降

是改隸屬文建會。這一波研考
會認定要規劃為四級機關的單

Feature Story

級三級系反應功能，如果規模

來自教育部的觀點

文博學界的不同意見

級，未來在進行國際交流時，

位共有58個，其中教育部所屬

對教育部的看法，現任台

恐將窒礙難行。博物館應百花

的包括海洋生物博物館、鳳凰

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齊放，不適合一般行政的管理

谷鳥園、台灣史前文化博物

所長的陳國寧女士則有不同意

模式。

館、國光劇團以及新竹、彰

見。

過去史博館為四級，經過

化、台南、台東的社教館，而

降級後功能是否受限，應

四十年努力，經檢討，大家覺

這4個社教館將和國父紀念館、

自機構定位思考應賦予的權

得重要才變成三級。現在組織

台灣民主紀念館以及歷史博物

責。博物館是文化機構而非機

再造近於草率，又回到四級，

館、中正文化中心、台灣史前

關，人事任用上是採雙軌制，

在整體發展上非常粗糙，博物

文化博物館及國光劇團等10個

用教育人員辦法，館長基本上

館只要功能區隔好，就不怕

單位，改隸屬文建會。

要具備大學校長資格。根據文

多。

資法的定義，博物館乃是屬於

曾任台灣史前博物館館

織改造已完成基準法，有多處

古物保存機構，是一個文化機

長，臧振華先生表示，當初成

規定對政府組織形貌有所規

構；我們若將來有博物館處或

立博物館，找了學界史前史方

範。另一是推動社教館所法治

博物館司，對文化機構統籌，

面的優秀人才，從學術的角度

化，在精省時有未完成法治化

在現在用人雙軌制下，放在三

投入貢獻，協助博物館良好的

之機構，包括社教館屬暫定行

級十一職等。博物館主體與文

發展，得到社會的支持。今天

程，現基準法已經完成立法，

化學術專業，不應從行政機關

教育部去函，提出降級的政策

所以必須要明定層級，為使基

用人的觀點看，我們需要有學

後，是否這個良好的發展有可

準法作業有原則，因此教育部

術專業的人去領導，不是用規

能會就此停頓下來，這個影響

十一月頒布有組織調整作業原

模來設限。我們應將國立博物

範圍教育部顯然沒有做評估，

則。對於機構有明確定位， 四

館等同一個大學，有社教功

使得個政策在此顯得草率。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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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以來，國內的博物館、社教

上，建設目標上，在當時政府

漢寶德先生認為，自三級

館從事社教工作，但始終未得

領導人的支持下，取法乎上，

降為四級機構所造成的問題，

到應有的重視；相反地，教育

希望突破南海學園那個小框

不只是博物館人才流失的可能

部把重心一直以來都放在學校

框，建立國家進步的新形象。

性，或對某些行政人員的不

教育方面，一方面也造成了社

事實上，即使是行政院的三級

公。我相信在人事上影響最大

會價值觀論混亂，譬如學歷掛

機構，仍不免要視部長的態度

的，是博物館的領導階層，由

帥的現象。

而定，不能有充份發展的自

於地位降低，真正在學術上有

對此臧振華先生更進一步

由。好在當時的幾位部長都能

地位、有理想的人就與文化機

提問，難道博物館就沒有教育

尊重任事者的判斷，才能順利

構絕緣了。誰願意在失去自主

方面的功能，是否博物館這種

完成建設。嚴格說來，研考會

性，受上級頤指氣使的機構當

大型文化機構的成立只是單純

早先提出的國立博物館的法人

主管呢？反過來說，部長們可

為了「選舉考量」， 變成推銷

化，是正確的發展方向。可惜

能很高興指派一些聽話的公務

政策的一部分，沒有長久而持

的是在實際推行的立法過程

員去當官呢！如果降級真正成

續的耕耘心態，種種都值得有

中，法人的組織體系未經詳細

為事實，文化的獨立性就完全

心投入教育的學者，以及行政

思考，而政府又未保證經費的

失守了。

官員深思。

支持，使各館視為畏途而群起

曾任國立科學博物館館長

反對。政府為何不順此方向，

的李家維先生則就典藏管理問

依英、美慣例，合理的修改立

題，對社教組織降級及改併問

列席主持公聽會的漢寶德

法草案，多加宣導，使博物館

題發表意見。

先生並撰有專文表示，西方進

成為獨立自主的文化機構，實

李家維先生認為，國內大

步的國家，大都用博物館做為

令人費解。為何想到降為四級

型公立博物館中，有三個館的

國家文化的標竿與櫥窗。所以

機構的下策呢？

主題基本上是重疊的。 分別

來自公聽會以外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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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的核心部位，與政治權力

因此漢寶德先生猜想，這

是，國立自然學博物館、國立

象徵最接近的公共空間，就是

可能是中正紀念堂降級為民主

台灣博物館、國立史前博物

國立博物館的所在地。

紀念館的連鎖反應。政府發現

館。台博館包括動物、植物、

三十年前，台灣開始推動

為了意識形態的衝突，要改變

地質及人類學；史前博物館為

文化建設，在學者們的呼籲

中正紀念堂是很不容易的，因

人類學，亦將自然史納入主要

下，教育部正式提出國立博物

為它有條例的保護。教育部為

部分，這些內容與科博館十分

館的建設計畫，就是參考了博

了全面控制，想出了這個辦

接近，也都行使收藏、展示，

物館在西方國家的精神生活領

法，可以躲過立法院的反對而

教育及研究的功能。同樣的主

域的崇高地位。所以嗣後逐步

自由行事。為了政治的理由，

題，一分為三，造成資源利用

興建的幾座博物館不論在規模

也顧不得博物館的死活了。

效率不彰。如果這幾個館的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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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象徵地位，一旦遭到降

是大家可藉由對上述討論的檢

功能；反之，分散則力量薄

級，不僅僅工作人員的職等與

視，思考未來可能衍生的利弊

弱。所以根本之道是將屬性相

工作都受到影響，連經費預算

問題，透過這個進步思考的機

近的博物館整併在一起，才不

都不免將遭到縮減。那麼，失

會，再次與上述的討論做相關

致造成管理上的浪費，如果不

去象徵地位以及實質上資源支

的連結，那麼，相信這些討論

能整併，也應有共同的董事

持的社教機構，未來要如扮演

就不會白白流失，而是時時刻

會，來協調典藏之研究與巡迴

重要的整合者角色。

刻在進行相關的判斷時，都得

展示，這才應是降級與改併的
核心目標。

朱宗慶先生認為，社教機

9

以彰顯出應有的參考價值。

構扮演的角色，不僅只是社會

現任台北藝術大學校長朱

教育者，更重要的， 還是國家

宗慶先生認為，社教機構最重

文化的代表、藝術的推動者、

資料來源

要的是人才，一但社教機構遭

是國家國力展現的重要場域。

2007/10/30 社教組織降級改併

到降級，首先面臨的，就是人

現今的世界 沒有一個國家不是

公聽會記錄

才流失的問題。以往社教機構

特別強調文化機構的重要性，

漢寶德，＜博物館降級，文化

屬於國家三級單位，機關首長

給予完全的支持及自主性，在

失守＞，台北：財團法人國家

職等最高可達十二至十三職

沒有充分理由的支持下，貿然

政策研究基金會。網址：

等，且大多具備了一定的社會

將社較機構降級，作為一名文

http://www. npf.org.tw/particle-

歷練與身分地位，教育部還經

化工作與教育者，這是對文化

3097-3.html

常向大學借將，以達到專業經

藝術發展的重要戕害，是對積

感謝國內關心社教組織改

營管理的目的。然而一旦降級

極追求專業化且卓然有成的社

併問題的讀者對此問題熱烈的

成四級單位，首長職等將調整

教機構的嚴重打擊。

討論，本篇中「來自公聽會以
外的建言」就是上述專家學者

為十職等，無論在資歷或經驗
上，皆與過去相差甚遠，這已

Feature Story

藏聚在一起，就可發揮良好的

結語

透過專文提供的意見。

以上二部分是學會收集各

以下工作人員的條件與狀況，

方意見後，作為反應國內文博

就更不必提了。

學界觀感集結出的部分成果，

˘࣎г͞౾ۏᐡኚϠ൴ण̝
ຍஉ

社教機構所扮演的角色，

當然其中不免遺落其他精彩的

ౘߘᅈ / 

常常是該領域的領導者，以及

討論與意見，這是進行編輯時

ռϲᅃ̥̂ጯ౾ۏᐡጯࡁտٙࡁˬϠ

資源整合者的角色，經常需要

所難以避免的。然學會在其中

與不同的國內單位、團體，機

所扮演的角色，一如前言中所

構進行溝通協調與合作。因此

說的，除了表達我們對此同表

博物館乃是現代社會一個

社教機構的機關定位，還須有

憂心的現象外，當然更冀望的

強大的社群想像機制，其建制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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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讓人感到不安心，至於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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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向來極具意涵，其涵括不

五年內完成每一縣市文化中

1977.09

單單只是一個社群的情感、歷

心，並且設立省、市立美術館

蔣經國院長,於國家建設中列

史與文化記憶，更在進行認同

以及規劃設置國家音樂廳、戲

過程中，區隔了我群與他群，

劇院與博物館（自然科學博物

1981.11

亦或是加深了我群與他群的認

館、科學工藝博物館、海洋博

行政院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

同意識。而這樣的機制運轉，

物館）註2。

1988.10

「文化建設」

文建會規劃 一鄉一特色〈縣市

古今中外由來已久，並亦體認

為了配合國家文化建設政

在台灣博物館發展史中，如

策的推動，1981年十一月，行

文化中心計劃〉

1945－1971年台灣省立博物館

政院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作

1994.10

的接收轉型，期望建構被統治

為統籌辦理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者的去殖民與喚回所謂的祖國

的專責機構，並於次年五月，

政策

記憶，並加深對岸的敵人印象

明令公佈「文化資產保存法」，

2002.09

。而九0年代以來蜂擁的地方

建立了文化資產保存的法制基

文建會推出「地方文化館」計

博物館，由於社區總體營造、

礎。終於，文化建設與文化資

劃

族群運動、地方認同以及國族

產保存運動從討論的議題成為

打造等政治力量結合與催化，

政府依法執行的政策。

註1

這一連串政策的宣示或許
帶動了台灣文化建設運動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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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新的地方想像，正激烈

文化建設的執行計劃，是

物館運動的發展基礎，但多少

地與舊的國族想像，互相產生

由教育部辦理國家級音樂廳、

亦揭示了國人文化之粗淺與暴

排擠的矛盾現象。

戲劇院和國立博物館，而將縣

發戶心態，政府施政往往以硬

故本文藉由了解台北縣鶯

市文化中心的規劃設置工作移

體設備作為建設重點，卻不去

歌陶瓷博物館的誕生與發展過

交文建會管理，而從1988年

理解文化必須涵養，需要經年

程，去觀察文化建設與政策如

起，文建會協調有關機構並聘

累月的推動，不是一朝一夕即

何形塑出一個地方館之誕生，

請專家學者訪視文化中心，輔

可促成，或許是由於「建設」

更進而影響一個地方館的發展

導各中心依其地方人文或產業

一名誤解所致吧。

及轉變。

特色進行規劃特色館（縣市文
化中心計劃）。

陶瓷博物館
一、文化建設與政策
1977年九月，當時行政院

二、孕育十二年

而台北縣立鶯歌陶瓷陶瓷

文建會從1988年規劃「一

博物館便是在此計畫催生下而

鄉一特色」政策，台北縣便選

誕生。（如下表）

定鶯歌陶瓷做為特色館，鎮公

長蔣經國先生於國家十項重大

所編列三千五百萬經費，縣府

建設後的十二項建設中，特別

補助一千萬。但1990年鶯歌鎮

列入「文化建設」一項，計劃

公所因配合款籌措困難，致原

專
題
報
導

計劃停擺，後縣政府衡量地方
提請文建會審核補助，並獲得

筆者試圖藉由常設展的觀
察，進而了解陶博館的定位。

據，且於任務完成時，創造同
仁的成就感，或可建立館員階
段性評量與獎勵制度，亦有鼓
舞士氣，以達組織文化提升之

行政核定列入「縣市文化中心

陶博館一向以「陶瓷」主

計 劃 第 二 拓 展 方 案 」。 因 此 ，

題博物館自居，並強調其專業

1992年行政院列為六年國建計

性，故在常設展覽主題的設定

劃，由文建會補助經費一億

上，會扣緊「陶瓷」為基本主

元，籌辦單位改由台北縣政

題，有115室的「台灣傳統製陶

1990年以來，文化政策注

府，於是由地方特色館之層

技術」、201室的「台灣陶瓷發

入了許多重要的新觀念，引導

級，提昇至縣立博物館規模。

展」以及202室的「鶯歌陶瓷發

台灣文化建設運動邁入新的定

並於2000年地方自治法頒布實

展」等常設展。但在展示主題

位與方向。例如：以「人親、

施之後，台北縣政府以台北縣

與選擇上，極欲展露出「國家

土親、文化親」為總主題的全

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正式設立機

級陶瓷博物館」的姿態，但另

國文藝季系列活動；「文化地

關，並且由臨時任務編組，於

一方面，仍需擔負「社區博物

方自治化」與「文化中心成為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開館

館」的責任，以符合鶯歌鎮民

地方文建會」的政策方向；全

營運。

的期待。雖然這兩者之間似乎

面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鼓

陶博館在建設期間，關於

並不絕對地對立，卻在館的發

勵鄉土與地方文史工作的發

土地的取得與地上物之拆除，

展與資源分配上，是具有絕對

展，提倡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活

其作為與身段，皆會影響日後

的排擠效應。

用的觀念；以「文化產業化－

功效。
11

陶博館發展

產業文化化」的觀念結合文化

如何與社區互動和社區觀感，

再者，在目標宗旨的訂

故在解決問題上，必須極具誠

定，館方則需努力去拿捏這兩

意與智慧，如地上物拆除，必

者之間的份際。若是目標設定

而陶博館亦在政策推動

須召開說明會，與目前使用土

過於理想性，而忽視實際執行

下，將傳統博物館功能基礎，

地用戶進行溝通與協調，並適

的層面，反而會造成博物館從

轉化成為社區總體營造

度地給予補償與救濟金。而對

業人員的無力感，若是館方能

點，以同心圓觀念，將鶯歌社

於開館後交通狀況的預估，必

以博物館最基本的層面去思考

區分為博物館的「中圍」與

和產業攜手發展。

註3

的據

「鎮民需要什麼樣的博物館？」 「 外 圍 」， 以 結 合 當 地 陶 瓷 資

總體營造的推動下，期望打造

或是「一個國家級的陶瓷博物

源，如傳統舊窯址的活化，亦

鶯歌成為「博物館化」的陶瓷

館，對於陶瓷文化的推動，作

或是舊窯場的整理與再現，期

小鎮，而保留歷史感的羊腸小

些什麼？」，並配合具有階段任

盼以陶瓷博物館為核心，將鶯

徑，應可對於鶯歌歷史的再現

務及可行性的配套計畫，則會

歌擴展為真正的「國際陶瓷文

有其助益。

在博物館人員執行上有所依

化城」。但伴隨著政府政策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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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其因應之道，又由於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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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困難，於八月將建館計劃

陶博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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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國際陶瓷文化城」畢竟

參考書目

會員動態 Members

沒有在鶯歌城體現完成，卻留

漢寶德

歡迎新會員

下一群徒有理想的社區居民，

《博物館管理》，台北：田園城

團體會員

除了不定期地舉行社區會議，

市文化，2000年08月。

國史館

討論著無法改變的既定政策，

吳進風

個人會員

亦宣告了「社區總體營造」該

透視北縣第16期－轉動的轆轤

張英彥、廖伯豪、劉彥君、

計畫的暫時告終，如此短暫的

2000年10月

謝忠武、鍾興諭、陳訓祥、

文化政策敘述了台灣文化政策

朗聞

莊金修、馬珮珮、吳密察、

的一貫常態，更著實表達了目

透視北縣第16期－掀起陶的面紗

謝靜敏、莊小逸、李榕菁、

前文化政策曖昧不明的狀況。

2000年10月

鄭邦鎮、邵立中、顏鴻森、

倘若「文化」在於體現一個

陳佳琦

吳政上、蔡鳳怡、楊式昭、

人、一個族群如何與自己相

典藏今藝術－文化即生活

曲德益

處，如何尊重他人，如何對待

2003年05月

自己所處的環境，在台灣這個

簡子傑

殖民性格濃厚的小島，要如何

典藏今藝術－吳進風，短暫卻

與他文化尊重相融，以凝聚出

精采的人生

自發性的文化脈絡，一向是個

2004年11月

重要的「討論」議題之一。

呂理政
博物館與地方文化資產：

註釋

以蘭博與蘭博家族的運作為例

1 李威宜 去殖民與冷戰初期台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灣博物館建制的國族想像
（194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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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 育 部 於 1978年 奉 行 擬 訂
「教育部建立縣市文化中心計
劃大綱」
3「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在

1999~2002 陶博館年報
謝登旺
社區總體營造在原住民地區的
實踐
中大社會學報2002年12月
蔣勳

於營造一切實質的環境，最

美是歷史的加法

重要的在於建立社區成員對

雄獅美術2003年

於社區事務的參與意識，以
及提昇社區居民在生活情境
的美學層次

新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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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New Books
為國際藝術和創意中心的潛

談美感

作者：何桂育

力，晉身下一個世界「美學首

作者：漢寶德

出版社：時報出版社

都」。

出版社：聯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12月07日

本書透過十七篇與定居於柏

出版日期：2007年11月05日

ISBN：9789571347264

林的十七位風格截然不同的時尚

ISBN：9789570831948

定價：280元

設計師專訪，讓讀者從設計認識

定價：320元

柏林這個歐洲最年輕化、最具創

New Books

柏林玩設計

13

造力的都市。訪談以設計為主
軸，同時介紹柏林生活，人氣餐
廳、咖啡店與夜店，以及德國聞
名遐邇的電子樂，深入探訪柏林
的城市魅力。
柏林，除了德國首都，柏
林圍牆，柏林愛樂之外，我們
作者簡介：

還知道些什麼？

何桂育。法國國立高等裝

二十一世紀的柏林是歐洲

飾藝術學院多媒體藝術實驗室

未來最具潛力的都市，整個城

研究人員。法國國立高等裝飾

市也是一座建築博物館。

作者簡介：

藝 術 學 院 （ Ecole Nationale

Richard Roger 的 辦 公 大

漢寶德。1934年生，成大

Suprieure des Arts D?coratifs de

樓，Rem Koolhaas的荷蘭大使

建築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及

Paris）碩士後研究。法國國立

館 ， Jean Nouvel的 Shopping

普林大學碩士學位，曾任東海

藝 術 學 院 （ Ecole Nationale

Mall，Daniel Libeskind的猶太

大學建築系主任及講師、國立

Sup?rieure d'Art de Nancy）造

博物館等，處處可見國際著名

自然科學博物館籌備主任及館

型藝術碩士。曾出版《婊子日

的建築作品。

長、台南藝術學院籌備主任及
校長。現為世界宗教博物館館

林也是歐洲年輕人嚮往的都

長、漢光建築師事務所主持

市。相較於歐洲其他國家首

人、總統府國策顧問。著有

都，柏林的物價令歐洲創意人

《漢寶德談美》、《給青年建築

紐約時報》形容柏林為八

趨之若騖，來自歐洲各地的年

師 的 信 》、 《 中 國 的 建 築 與 文

○年代的紐約，洋溢著唯有轉

輕設計師紛紛到柏林大展身

化 》、 《 築 人 間 ： 漢 寶 德 回 憶

型城市才有的創造力；2006

手、創立個人品牌。

錄 》、 《 建 築 的 精 神 向 度 》、

(布克文化)。
內容簡介：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柏

本書藉由訪談柏林時尚設

林 為 「 設 計 之 都 」（ Cite of

計工作者，發掘其創意來源，

Design），與全求其他創意城市

並由在地設計師帶路，優游柏

齊名，甚至具有取代紐約，成

林，盡情玩設計。

《建築、社會與文化》等。
內容簡介：
繼《漢寶德談美》一書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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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藝文活動上，柏

記－－小甜甜在巴黎的36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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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ooks
14

得熱烈迴響、掀起台灣對「美」

Read）

論，《透過藝術的教育》一書

的熱烈討論與關注，漢寶德先

出版社：藝術家出版社

中，最精采而值得深入研讀的

生在本書中延續「談美」的書

出版日期：2007年05月08日

是第五章兒童的藝術。從兒童

寫風格，更直截了當提出推動

ISBN：9789867034458

的自由表現、兒童畫發展階

全民美育、落實公民美學的具

定價：280元

段，談到表現的目的。提出了

體辦法，並點出美可統合多元

美術教育，就是涵括造形教育

文化差異的特點。作者苦心思

和視覺教育，觸覺（造形教

量之餘，以懇切的文字為台灣

育）、聽覺（音樂教育）與觀察

社會對美思考的欠缺處進行大

力（視覺教育）的培養，對兒

膽而深入的剖析，期能引領大

童能力發展非常重要。書中也

眾提升美感、敲醒對美切實的

論述兒童藝術、原始藝術與未

自覺與省思，力使提升美感素

開化民族之間的關連性與教育

質並非只是口號而已，且可迫

問題的探討。兒童畫發展階段

切於周遭生活著手。

的分析，使我們對兒童的心靈

「人類文明的進步確實靠喜

與繪畫，有了清楚的認識，對

愛新奇的心理，但是對美的敏

教師從事藝術教學指引出正確

感反應卻是文明的基石，有文
化素養的人可以陶醉在美感

內容簡介：
世界著名的美學家赫伯.特

的途徑。里德的這本著作《透
過 藝 術 的 教 育 》， 內 容 跨 越 教

中，享受精神的愉快。這是我

里德的名著《透過藝術的教育》

育、心理、造形等諸多領域，

們需要的基本修養。」本書為

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重要著作，

統合感性與知性，是教育改革

繼《漢寶德談美》之後，更完

值得國內美術教育界參考。

的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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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之續作，承接上一部書中直

在21世紀，教育改革的呼

接道出他對國人對美體認不足

聲不斷，人文藝術教育更顯重

藝術．收藏．我

的憂心，且更加提出具體可行

要。里德在本書中提出的「藝

作者 王壽來

的方案，以通篇精闢、啟發人

術應為教育的基礎」觀念，主

出版社：九歌出版社

心的散文，繼續敲開「談美」

張教育過程與藝術創造過程融

出版日期：2007年11月12日

的大門，並切實於根本上做出

合一致的構想，舉出美育的教

ISBN：9789574444588

改變，篇篇真摯生動、啟發人

學方法，如何達成民主社會的

定價：200元

心的散文書寫，引領我們戮力

教育目標，兒童藝術表現能力

敲開美的大門，發現通往美的

與審美心理的發展描述等等，

路徑，學習張開對美忽視、扭

都有深入探尋。因而使此書具

王壽來。國立中興大學法

曲的雙眼。

有全方位的透視性遠見、豐富

律系畢業，美國喬治城大學碩

的知識性、濃厚的趣味性與可

士、國立師範大學碩士。長期

讀性。

從事對外文宣及國際文化交流

透過藝術的教育
作 者 ： 赫 伯 .特 里 德 （ Herbert

從兒童美術教育的觀點而

作者簡介：

工作，先後擔任新聞局駐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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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圖卡一樣，兩者都是在引

人的文字記錄在本書中，並配

導你發掘生活周遭的美。身為

合精美的圖片讓讀者欣賞。真

文字作者，她認為文字是溝通

摯的情感、獨一無二的收藏、

圖像形式與意義之間的橋樑，

高超的藝術，渾然天成地融於

一種介紹的方式。所以，在看

本書的字裡行間中，進而提升

這本書的時候，別忘了仔細看

讀者對文物的鑑賞能力。

看畫家與公共藝術創作者想要

New Books

藏品身上的小故事，用平易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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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給你，那些無法用文字全

公共藝術好好玩

然說明的部分。

作者：張育雯
出版社：格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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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新聞處主任、國際新聞處處

出版日期：2007年12月24日

長、視聽處處長、行政院文化

ISBN：9789861890494

畫或雕塑品，大多放在櫃子裡，

建設委員會第三處處長、參事

定價：250元

不可以隨便觸碰；其實美麗的藝

你去過美術館嗎？裡面的圖

及主任秘書等。一九九六年當

術品就像花朵跟蝴蝶，能跟我們

選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現為

日常接觸，才更加珍貴。

師大美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北市敦化南路樹蔭下的豔

著(編譯)有：《藝術．收藏．

紅鳥籠以及亮黃椅子，帶出了

我》、《和世界偉人面對面》、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的氣氛；大

《友誼，是最好的禮物》、《英

鳥籠以及可讓我們乘坐的椅子

語格言諺語小辭典》、《心靈小

就是公共藝術品哪，原來並不

札》、《珍珠寓言集》、《公務

是只有美術館裡的雕塑與繪畫

員 D N A 》、 《 加 油 ， 人 生 》、

才是藝術品，在日常生活中，

《說貓道夠》。

我們隨時都有機會與藝術品相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站或公共區域的藝術品，就叫

驗，將喜愛的東西一件件納至

張育雯，畢業於中央大學

自己的身邊，那樣的喜悅，相

藝術學研究所，現在是一個兩

信是無法言喻的。本書作者王

歲小孩的媽。面對一個還不知

的形式、題材和創作方式，更

壽來，目前是文建會第三處的

道該如何表達自我喜怒哀樂的

結合了圖畫和照片，把台北市

處長，他曾走訪各地，並執著

小孩，當媽的開始需要發掘許

街頭可見的代表作品，用活潑

於中國古畫以及古文物的典

多不同的溝通方式，試圖將這

的敘述方式帶入兒童的世界，

藏，將其對真、善、美的要

個世界介紹給他。

讓兒童能夠注意到和欣賞在日

求，落實到生活當中。他且將

而藝術學在研究些什麼？

收藏的心路歷程以及發生在珍

就像「公共藝術好好玩」這本

「公共藝術」。
本書不僅介紹「公共藝術」

常生活中這些美麗卻又親近的
藝術品！

CAM NEWSLETTER NO.42 December 2007

收藏，是許多人都有的經

遇。這些放置在街頭、捷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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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歡迎妳／你的加入﹗
ϦኛˢົMembership Application
加入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成為台灣博物館專業組織的成員，不僅享有會員機構博物館免
票參觀或折扣優惠的福利；並能定期收到學會簡訊及相關資訊；以及博物館專業諮詢服務。更
重要的是因為有你／妳的加入、支持與參與，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才能逐漸茁壯，為台灣博物
館的專業發展貢獻心力。

ˢົᏱڱ
凡年滿20歲，贊同本會宗旨之博物館專業人士，請於填妥本會員申請表後，郵寄或傳真至中

16

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經審核通過並接獲通知後，以郵政劃撥方式繳交會費，即可入會成為會員。
會

費：一般會員 入會費 500元，年費 1,000元 劃撥手續費 20元 共計 1,520元
學生會員 入會費 250元，年費500元 劃撥手續費 15元 共計 765元
（請憑當年度有效之學生證影本申請）

ဥវົࣶ
甲種會員 入會費8,000元、年費9,000元
工商團體 入會費50,000元、年費30,000元
乙種會員 入會費3,000元、年費4,000元
※甲種會員包含隸屬中央及直轄市之機構，乙種會員為隸屬地方政府或私立博物館機構。
學會地址：111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2段221號
洽詢電話：(02) 2881-2021轉2654

傳真：(02)2883-3555

劃撥帳號：15938202 戶名：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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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機構
專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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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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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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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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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CAM NEWSLETTER NO.42 December 2007

請簡述加入本會之目的：

您希望學會提供哪些服務（請依123等優先順序表達您的需求度）
□提供各類專業資訊 □出版專業書刊 □舉辦專業培訓課程
□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建立博物館認定程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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