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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From the Chairman

各位會員，大家好，中華民

國博物館學會到今年即將邁入第

20個年頭，因為有諸位會員的支

持與鼓勵，學會才能不斷地進

步。我們一直期許學會能成為一

個專業的博物館組織，很幸運地

近年來得到愈來愈多國內外學術

界、文化界，以及政府部門等眾

多專業人士的肯定，使得本會在

博物館界的角色逐漸成熟。

學會在2006年底完成「國際

博物館管理委員會年會及研討會」

(INTERCOM)後，2008年我們與

國際間各博物館專業組織又陸續

做了多項交流，包括去年十月承

辦了國立臺灣博物館所主辦的

「 2 0 0 8年自然史博物館館長論

壇」；透過本會理監事過去長期

與國外交流所打下的友誼基礎，

很幸運地確定爭取到國際博物館

協會隸屬組織國際博物館學委員

會西伯分會 ( I C O M - I C O F O M -

SIB)，於今年十一月來台舉行年會

暨研討會；此外，透過向行政院

文建會爭取經費補助，陸續舉辦

了包括博物館學座談會、博物館

與社會資源的結合研討會，以及

承辦、協辦多場博物館研討會。

自擔任理事長以來，時常思

考如何提升學會的功能，為會員

做出更實質的服務或貢獻以加強

會員之向心力，因此規劃推動七

個專業委員會。如今，七個專業

委員會已漸形成，在去年陸續各

自辦理了多場參訪研習及演講等

活動，透過專業委員會的運作，

各團體會員館所、會員之間獲得

更多切磋認識的機會，得到許多

會員正面地肯定。今年起，各專

業委員會將更為積極的運作，也

希望會員們對相關的各項活動給

予更多的支持。

除此之外，學會一直希望能

加強對中、南部，以及東部地區

會員之服務，讓北部以外地區之

會員也能就近參與各項活動。去

年，包括專業人才培訓委員會、

博物館管理委員會特別安排於高

雄辦理參訪及研討會。目前的學會

組織尚無分會，在一次理監事會議

後的交誼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的何傳坤理事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的陳訓祥監事皆表示有意願為

中、南部會員提供一些服務，因此

先後拜訪了科博館的張天傑館長及

科工館的謝忠武館長，已獲兩館長

的熱情支持。我們很高興學會將有

「分身」為中、南部會員提供較多

的服務，彌補目前的缺憾。

近日全球面臨金融風暴之威

脅，寒流不斷，然而，在這樣的日

子裡，學會仍就得到各界的溫暖支

持。首先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學會會址，在周功鑫院長到任後，

又增加辦公室空間予學會；也要感

謝本會40所團體會員館所，於今年

會員大會大方提供人氣商品贈送會

員；最後，更要感謝國立故宮博物

院消費合作社，以及葉淑貞監事及

汪林祥先生對學會之捐款，學會定

會妥善運，提供會員更好的服務。

學會是一個屬於所有喜愛博物

館的朋友之組識，藉由近年來參與

國際博物館活動所獲得的經驗，體

認到我們學會雖然是一個民間組

織，若是會員能夠熱心持續參與，

不斷給予本會支持與協助，也隨時

回饋批評指教，我們一定能為台灣

博物館界的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

本會會訊 CAM News

■98年度會員證、會費通知事宜

感謝各會員的持續支持，團

體會員、個人會員的98年度會員

證皆已完成寄發，尚未繳交年費

的會員，敬請撥冗繼續給予學會

鼓勵與支持。

劃撥帳號：15938202

劃撥戶名：中華民國博物館

學會林柏亭

■本學會將協同國內各博物館參與

2009國際博物館日活動，相關活

動訊息，屆時請參閱本學會網站

http://www.ca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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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委員會訊息 Professional Committee News

活動小辭典－518國際博物館日

「 國 際 博 物 館 日 」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是

1977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

為了鼓勵民眾認識博物館、了解

博物館所發起的，訂定每年的5

月 1 8 日為「國際博物館日」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並

宣佈「博物館是促進文化交流、

豐富文化內涵、增進人類的相互

■會員動態

* 吳密察常務理事，因個人職務異

動，請辭本學會常務理事暨理事

職務。依章程規定，由候補理事

羅欣怡小姐遞補理事席次，另於

今年二月份之理監事會議補選，

由謝小韞理事出任常務理事。

* 走馬上任

恭賀逢甲大學謝佩霓副教授自

2009.01.17.接任高美館新任館長。

* 歡迎新會員

團體會員

2009

為使新年度整個會務推動能

真正讓加入委員會的會員有所實

質的受益，本委員會在中華民國

博物館學會年會當天上午 9 ~ 1 2

點，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大樓

四樓視聽室，舉行專業人才培訓

委員會2009年第一次會務會議，

由於適值農曆年前補上班及年底

事務總結之際，大部分的會員都

無暇參加（事先請假的有：蒙藏

委員會蒙藏文化中心的彭雲峰會

員、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吳慶

泰會員、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的王

啟仲會員、朱銘美術館的吳國明

會員、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的林

陽杰會員、台北縣立十三行博物

館的邵湘凱會員及個人會員許大

千、張海燕、張舒婷、張英彥、

劉彥君、莊金修、莊小逸、蔡鳳

怡及李京蔚等），能參加的部分有

些是配合出差公務撥空參加（有

的下午也沒辦法參加年會或只能

參加下午的年會，計有：國立中

正紀念堂的陳盈潔、林佳樺會員

及個人會員張惠文及許志成等）。

當天到會的有：許久不見正

忙於立法院議政博物館開館事務

的劉彩雲會員、遠從台南辛苦爭

取參加開會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吳

瑩真會員（也是我們委員會的秘

書）、剛轉任職務第一次參加活動

的國軍歷史文物館黃淑眉會員、

國立中正紀念堂的陳盈潔及林佳

樺會員、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的

馮桂莊會員（開始忙碌於接手大

同公司結束轉包負責的展覽事

務）、淡江大學海事博物館的黃維

綱會員（委員會的義務攝影師）、

警察大學世界警察博物館的周遠

光會員及個人會員王嘉成先生

（義務幫徐純主委校稿）等共十一

人。現場並放置整理成冊之年度

工作書面紀錄供會員參閱，每次

的活動照片及文件檔案，也事先

存於筆記型電腦準備供會員複

製，後因第一次使用該場地設備

及疑似檔案有病毒訊息及時間因

素，將再準備周詳於下次會議或

活動時另行處理。

首先由李安祥介紹講解專業

人才培訓委員會部落格的使用及

網路視訊平台教學計劃，與會的

了解與合作，以達成世界和平的

重要管道」之精神標語。期望全

世界的博物館專業人員能在國際

博物館日當天及其前後的日子，

每年以一個特定的主題，藉由不

同的方式和活動，增進民眾對博

物館角色的認識。當天，世界各

地的博物館都會舉辦大型活動，

以推廣博物館的活動及服務。

(一) 台北縣淡水古蹟博物館

(二) 世界警察博物館

個人會員

黃琬瑜、呂憶皖、陳采欣、

張新森、呂佩庭、李鎮宇、

傅淑賢

■會員新訊
臺北市立美術館自2009年2月

3日起，觀眾可免票進入地下樓參
觀。包括：D/E/F展區、藝術書店/
餐廳、視聽室、圖書室、餐廳中
庭休憩區。

■感謝贊助捐款
黃永川 貳仟元
汪林祥 貳拾萬元
國立故宮博物院消費合作社
貳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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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對申請公務人員修習學分的

認可的議題，提供了寶貴的意

見。接著報告了97年陸續進行的

活動與會務（內容與學會年會內

容相同），最後是由徐純主委進行

的重頭戲：首先以「什麼是問

題？如何思考問題？」一文作為

架構，引導大家首先從說明問題

與問題的辨別開始，發現通常都

要花上大部份的時間來界定或再

界定問題；接著是思考產生問題

的各種可能面向，進行中要避免

形成創造性的阻礙，徐純主委特

別引用亞當斯（ James Adams）

「概念性的一鳴驚人」（Conceptual

Blockbusting）一書作補充，把創

造過程的阻礙辨別出來有下列幾

類：感覺的阻礙、情緒的阻礙、

文化與環保的阻礙、知性與專長

的阻礙及可能會使我們遲疑而猶

展覽在博物館來講，乃是其

最重要工作之一，不但是其對大

眾的教育，以致於表現博物館之

屬性，都是展覽來達成，但展覽

在不同類型的博物館，有其不同

的表現方式。

因此本次專題乃分由四位專

家來撰寫，第一篇由國立台北藝術

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也是資深

博物館人王嵩山教授以「衝冠一怒

為長毛」為題，評述所謂「好的展

示」是思想、設計、內容與權力關

係為主體的「作品」，同時博物館

要有拒絕「不適展」之分際。

第二篇由嶺東科大設計學院

院長，也是本委員會副主委的林崇

宏教授，以「博物館展示型式之構

成初探」為題，就博物館展示型式

建構的方法進行分析與解讀，包含

展示型式所應用的元素，內容、手

法等構成的方法。

第三篇由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展覽組長，也是本委員會副主委的

郭吉清組長以「歷史性博物館的展

示美學」為題，探討歷史性博物館

如何呈現致命的吸引力，如何製造

迷人的情境，作美學基礎原理源頭

的尋覓，找出展示設計最佳表現的

手法。

第四篇則由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也是資深策展人何傳坤主任，

以「湮沒千年的地下軍陣－秦始皇

兵馬俑博物館第二號坑展示廳」為

題，評介「遺址博物館」的建構，

及其展示理念。

幾座國家博物館持續的引進

大型展示，但是也有一些展示被博

物館拒於門外。例如幾年前的兩檔

豫不前的繁複的階級性質，但如

果可以控制住「擴大問題」與

「退化」，事實上就可以是有效的

解決問題的技術了。

老師最後提出了四個問題讓

與會及未與會的會員去思考並回

覆，這些回覆將決定委員會今年

執行的主軸。

（1）2008年的節目對你的工

作有什麼具體的用處（分skill and

concept兩項）？

（2）Running A Museum 的目

次中哪幾項與你工作實際上有關

係？請勾選。

（ 3）你最想學的、希望學

的、或認為對你最有用的活動項

目是什麼？請具體列舉。

（4）你要不要加入網路學習？

中午大家就在一樓的富春居

共同午餐，繼續交換了各人工作

上的近況，略事休息準備參加下

午的年會了。

專題報導 Feature Story

98.01.17

9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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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身體」的特展，就無法跨

進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大門。

進入國家博物館場域的大型展

示，與博物館或美術館形成不同

形式的結合。上焉者由博物館的

認同主導、推動民眾對於藝術、

文化與科學的理解，下焉者則出

賣了博物館場域與萎縮其博物館

意識、加速文化商品的市場化。

最近，聽說某館的館務會議

決議，日後不再出租場地給業

者。這個決策，一方面顯示館方

「衝冠一怒為長毛」的專業反省，

也有來自觀眾質疑「一座博物館

對其場域中的展示應該負責」的

壓力。

對於展示的判斷，是博物館

館員與觀眾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

行為。不論是展示判斷、或博物

館或美術館的主體性，都隱含某

種處理展示的標準、某種理想型

態或典範。

展示的判斷因主體性的差異

而不同。由博物館與美術館人的

角度來看，好的展示設計必須服

從下列幾個條件：以獨特的物件

為主體，設計令人樂於接受的空

間形式，以能夠令人明瞭的圖

片、文字來呈現，妥善處理聲

音、並運用合理的設備與燈光。

相對的，對觀眾而言，判斷好的

展示的秩序卻是反轉的。

人們漫遊到博物館與美術

館，先看到、聽到展示。展示應該

依其基本形式的需求，善用不同的

材質，營造聲響強化或靜謐的環

境。光線與影像也是展示的要角。

好的展示應有足夠的燈光，但不可

刺眼，也應避免出現玻璃面上的反

射現象。展場周圍可以被完全照

亮，也可以被未對焦的燈光所照

亮。有些物件、標誌及標籤可以通

過光線戲劇化地突顯出來。好的

展示尊重感官的能力，可以創造

難以忘懷的記憶。

博物館與美術館的參觀經驗

本身是一種學習。當觀眾置身於

臺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中的地

下室秦代兵馬俑與埃及古文化，

或是面對戶外庭園聯成一氣的恐

龍骨骼或令人讚歎的暴龍動態模

型時，當下的感覺是經驗的一部

分。自成一格的展示空間，必須

要能讓人們和展品產生共鳴。好

的展示避免設計強迫性的空間與

步調，除非這是展示的目的。

好的展示要傾力追求成功的

圖示或文字說明，藉以揭露隱藏在

展品中的諸多意涵，也可以進行一

種容易讓人理解的比較分析，賦予

觀眾愉悅的鑑賞。展示的裝飾性處

理與修飾性文字雖然有助於達到展

示效果，但不可超越展示的本體。

準此而言，展示研究規劃期間，如

果可以和展示所設定的觀眾一起討

論、檢視圖文效果，將有助於形構

出好的展示。

展示空間雖然可以自成一

格，但不是完全獨立自主的。一

個好的展示空間，必須能精確的

銘刻展示主題與展出物件，界定

展示的活動範圍，生成內在形式

之間的關聯性。好的展示空間結

構，既服從於自然科學 / 科學工藝

/ 歷史 / 藝術等不同博物館的特殊

屬性，也知道如何消弭界限。法

國巴黎的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大

演化廳」，將末世的方舟意象與劇

場表達形式結合起來，細緻的達

到這種成就。

展場由參與其間的構成元素

與關係所形塑。一個好的展場空

間，必須巧於安排可以辨別主題或

次主題的構成元素與關係；這些相

互關聯的元素包括：物件、掛幅、

裝飾性結構體、文字、發光的物件

或展示品、大面積的標語。通過前

述元素，迎接觀眾的參觀動線或路

徑，應該清楚、次序化、但又不具

強迫性，容許觀眾自由地依照自己

的韻律移動。英國倫敦博物館的

Cat-walk 設計，嘗試以小道串聯並

延展出一座獨特城市的歷史性。

此外，巴黎羅浮宮「原始藝

術展示廳」的組織者，知道空間是

由其使用情況來界定的。展示空間

固然不能太過於擁擠、侷促到令人

困頓難過，也不能產生處於空曠無

依、或深邃幽閉洞穴的感覺。卓越

的「原始藝術展示廳」展場，每件

展品平均獨占約十坪的空間，既賦

予作品獨立的、尊崇的地位，也呼

應人們近距離觀看及使用展品的渴

望，所有非凡的藝術品及美學元素

都得到足夠的被觀看空間。

好的展示環境可以增進觀眾

的參觀經驗。英國倫敦V & A博物

館的亞洲文化展示裡的「中國廳、

韓國廳、日本廳」等，和臺灣的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中國人的心靈

廳」、「恐龍廳」，都使用一些支持

展示主題的額外物件，例如特定時

代的家具、模型及舞台佈景、機械

設備。雖然這些物件強化展示氛

圍，但是必須與展示概念或主題有

關，而且也不能讓觀眾從主要的展

示單元中分心。

法國的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

「大演化廳」，結合劇場與展示的手

法，甚至可以感覺到特殊的溫度、

空氣、光線與聲音的品質，微光黯

淡的「滅絕室」潛伏生命暫時停

頓、過去等待甦醒的動物。「大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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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廳」善體人意的在展場中安置

足夠的休息座位，事實上這些座

位也有增進展示效果的功能，是

參觀展示的位置。整個「大演化

廳」空間鼓勵觀眾進行感性與知

性互動。

好的展示建構物件與觀看者

的共同存在，創造亙久的記憶。因

此，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我們

必須牢記觀眾往往是為了看展品而

來博物館或美術館，精采的文物與

標本絕對是成功的展示不可或缺的

基礎。以物件為主體的設計，有時

候採用真品，也可以採用複製品或

模型，不論如何，文物與標本必須

是用來符證展示的核心問題與基本

價值，而物件也應該擺置於他們應

在的位置。

展示因此是思想、設計、內

容與權力關係互為主體的複雜整

體，展示「作品」不僅帶有價值，

甚至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結構。

如此看來，過去科博館拒絕

從德國來的「人體的世界展」的

理由：一是雖以教育為名卻缺乏

教育實踐之實，二是標榜美學的

呈現卻失之煽情，三是昭然若揭

的以身體作為商品創造市場的取

向。過去的判斷、及其所導致的

行動，對當前持續發燒的大型展

示應該有所啟示吧。

一、前言

博物館展示為其最重要的表

徵，也是最佳的和觀眾互動的方

式。張譽騰（民83）指出博物館設

立的目標有四項：蒐藏、研究、展

示和教育。「博物館」被稱為是非

正式的教育場所，除了館藏與研究

成果外，展示是提供全民最具體知

識教育與休閒活動的型式。而博物

館設立四項目標中，最熟悉應用的

就是「展示」項目。本文透過展示

建構之主題，探討展示的特色為

何？何種展示型式是最有效的學習

方式？而要達到前二項最佳效果，

展示型式構成之內容相當的重要。

因此，藉由展示的說明作為媒介傳

達訊息給觀眾，展示乃是博物館和

觀眾之間最貼切關係的溝通模式。

因而，本文就博館展示型式建構的

方法進行分析與解讀，包含展示型

式所應用的元素、內容、手法等構

成的方法。

根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歷

年「文化統計」之數據中發現到，

近十年國內博物館數量增加，類型

也漸有變化，其亦吸引眾多參觀的

人潮，顯示台灣社會大眾對文化及

藝術的潛在需求（註1）。博物館的展

示層面上各有不同發展的脈絡，好

的展示型式，更能達到教育目標，

所以博物館展示與教育不可分離，

展示本身就應具備有教育性的詮釋

與美感表現（註2），除此之外，展示

必須以有效和有趣的方法來解釋其

主題；並考慮如何能讓觀眾也融入

展示經驗的一部份（註3）。

二、博物館展示之功能

今日的博物館展示型式已與

傳統的方式不同，由於數位科技的

進步，包括電腦、影音、多媒體、

雷射等技術，大多的博物館也開始

以各種新媒介、技術呈現多元化的

面貌，包括有自然歷史類、科學

類、工業類、休息與娛樂博物館或

甚至是藝術類等美術館，都會採用

新科技技術的手法來呈現新穎的面

貌。相對於博物館的傳統展示型

式，新科技展示形式乃透過各種數

位介面、影像、聲音、體驗、媒體

及互動式等概念，比傳統展示型式

更有效的帶領觀眾進入學習思考的

情境中，讓觀眾更對展示品與展出

內容產生興趣。而為了更得到一般

觀眾興趣與興致，展示的另一技巧

是要將有學識理論性的語言轉換為

淺而易懂的大眾化溝通語言（包括

圖像、文字說明、展品、影音

等），吸引觀眾在參觀的過程中去

體會與更理解展示的內容，才能達

到博物館教育的意義。

博物館種類有主題型博物

館，為含有廣泛與特定學術知識並

可進行深入研究的主題內容，例如

天文科學館、工藝博物館、恐龍博

物館、美術館及自然歷史或科學博

物館等（圖1）；綜合型博物館，

為有多元性主題並有豐富的各項相

關典藏品，例如大英博物館、大都

會博物館、羅浮宮（圖2）；與專

業型博物館，為特屬單項物品且多

為歷史性的演變型式與其種類屬性

的收藏，例如錢幣博物館、音樂博

物館、汽車博物館、蠟像博物館及

設計博物館等（圖3）。今日博物館

各類型的收藏、展覽或是展示內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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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的風貌，

例如美國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除

了有數千年的木乃伊、中國古代

文物，也展現有近來的繪畫雕

塑、藝術與裝飾物（圖4）；英國

倫敦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也以數位

科技呈現該館的展示內容（圖

5）。有些博物館展示所呈現的方

式繁多，包括各種不同的展示元

素（展品、圖片、影音、文字等）

和展示設施（體驗營、展示架、

多媒體、互動操作等）。

透過博物館之各種展示型式

呈現，如今，展示已成為博物館

教育知識的傳達型式，因此，不

展品能夠完美的呈現，而藉由此

些方式表達，使得展示具有資訊

的內涵，可藉由展品、圖表文

字、模型、影像及聲光媒體等技

術，於特定時間、場所與空間，

作完整傳達（註7）。

三、博物館展示之型式

展示品、視覺媒體及空間環

境等三種元素構成了展示型式，

其主要目標在達到傳遞展示的訊

息和內容，最後使觀眾能感受到

展示的最佳效果。而此三大元素

為博物館展示設計的主體，也是

觀眾參觀博館最直接的互動媒

介，觀眾在館內的各種行為、活

動都與此三種媒介發生關連，而

今日博物館種類和形式雖然眾

多，但展示目標（Exhibition goal）

都是共同的，主要在藉由提供的

各種物品、設施、圖片、模型、

環境、空間教育觀眾，使參與的

觀眾能與博物館的各種展示達到

互動的效果，藉而了解展示主題

的知識。博物館展示的三型式，

如表1所示。

同類型的展示建構方法，可進而形

成多元性、創意性與吸引性來更提

升觀眾的學習興趣。

陸定邦（註4）認為展示目標

乃是將資訊傳達給觀眾，展示型式

可視為傳達的溝通媒介，作為溝通

傳達的一種語言工具，因此每一種

展示型式稱為一種「展示語言」。

展示中的呈現重點在於展示品與參

觀者之間所產生的交互行為關係，

而博物館教育功能是在擴大、加深

此交互行為，使展示品發揮到最高

效能（註5）。因此，一般的博物館

展示廳大多會以不同的型式與特色

提供給與參觀者在視覺上的饗宴，

包含型態、色彩、照明、聲音、材

料、影像媒體、展示器具及展示動

態裝置等元素的應用（註6），使得

5    2    

4    

3     

表1.博物館展示環境三大主題形式

題主 式形 容內 例案

品示展
圖（ 6）

型模式動互、型模式看觀
物造構、本標、品實式態靜

俱傢、品產、腦電

里肌、態形、造構
寸尺例比、理原
面介動互、因人

型模作操、理原構機
戲遊式動互

體媒覺視
圖（ 7）

板看字文、牆視電、片圖
光燈、片燈幻、片影體媒多

品傳宣、報海、板裱

說解理原、故典、史歷
介簡造構、態形、彩色

板看視電、片照示展
品宣文、牆片圖

境環間空
圖（ 8）

施設間空礙障無、統系示標
間空息休、間空線動
間空共公、設擺品示展

性動流觀參
間空動活
統系示指

間空作操品示展

置配品示展
間空動活廳示展

間空區息休



而透過展示型式所組成的展

示元素模式設計，可增進展示品

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使展示

效果達到最高的效益。在此三種

展示型式中，展示品為最多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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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展示內容之中，最為觀眾直

接參與操作與互動的項目，因其

有經歷感與體驗感，並是最完全

能表達展示內容的效果出來。視

覺媒體之圖片與文字的視覺傳達

上能清楚明瞭的表達展示主題的

典故、原理與構造；而在識別系

統上能夠迅速的導引觀眾到達目

的地或是明瞭標示的用意。另外

在空間環境方面，參觀動線的流

暢性、無障礙空間設施，配合各

種特殊族群使用的室內環境、展

示方式及展示情境的營造等等都

可以發展出原則性的規範形式，

最終可達到呈現展示的目標、功

能、方式、範圍媒體及展示手法

之運用（註8）。

四、博物館展示型式建構方法

博物館展示的特點，在於運

用各種技術與媒體的傳遞訊息及

溝通觀眾，同時提供觀眾學習、

休閒的環境，激發其學習興趣

（註9）。所以其構成的內容元素相

當的重要，構成的元素良劣與否

決定展示型式的好壞。博物館展

示構成元素包含：展示設計要

素、展示呈現及展示構成方法三

種展示要件。

（一）展示設計要素

博物館的展示呈現方式，乃

是最直接與觀眾接觸且最具體經

驗的方式，展示要素應就展示型

式而調整展示所使用的媒介、設

施或裝置，才能完全發揮出設計

概念的構想與理念。展示元素為

傳達訊息、知識的媒介給予觀

察，是呈現於展示形式中，作為

表達展示內容的各種方式，是屬

於外顯式的資訊。要素包括有圖

片、符號、文字、資訊、媒體、

空間、影片、模型、文物和介面表

現等。在此方面，需針對該博物館

設立時的展示目標、功能與展示的

內容提出一具體的慨念。

博物館的展示型式是依據功

能和目標而定，良好的展示要有不

同的輔助模式來呈現，經由各種不

同媒介組合起來，從『展示設計』

包含型態、色彩、照明、聲音、材

料、影像媒體及展示器具等（註

10）。藉由媒介元素的組合，呈現

博物館展品的特色，光線及音效襯

托主體來吸引觀眾參觀，多媒體的

手法讓展示能呈現多采多姿的面

貌，而由模型器具讓參與的觀眾具

有身歷其境之情感融合在展示環境

內。

（二）展示呈現

大多的民眾來博物館是想獲

得知識，在這些收藏許品中，如何

利用展示效果達到教育傳播的方式

在於其呈現手法，依照不同的目的

性質所呈現展示的內容也有所不

同。在張譽騰譯（註11）博寇在

『博物館這一行』中，指出展示手

法有開放式、物件方式、概念方式

及綜合方式等四個種類，而博物館

的展示表現會運用不同的故事內容

去呈現（表2）。

博物館多元化的呈現以不同

主題產生不同的面貌，帶給觀眾不

一樣的驚奇。展示的呈現是為了吸

引觀眾，並透過理解才能知曉展示

的意義。隨者新科技發展，更多媒

材的運用提高詮釋展示物件的層

級，不只是圖文、模型、視聽影像

的輔助，另外更可藉由參與式互動

模式及情境體驗的呈現突破現實環

境的限制，將抽象概念的知識賦予

具體化，喚起觀眾的想像力，提高

對於展示品與主題的認識（註

8    

6    

7    



3-2.展示文字（圖11-12）

黃明月（註16）在博物館展

示說明策略之研究中也提到在展示

中影響觀眾閱讀展示說明文字的因

素，包括有：

（1）字數的多寡：影響說明

的吸引力與持續力。

（2）字體大小：影響觀眾閱

讀的重要因素。

（3）面板位置：面板高度與

解說文字距離。

（4）內容：使觀眾從展示品

中獲知結果。

（5）呈現方式：圖文並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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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而漢寶德（註13）在展示規

劃理論與實務中提到六種展示呈

現包含有1.標本展出式2.生態展示

式3.動態機械式4.觀眾參與式展示

5.投影展示式6.未來的高科技展示

等這六大類，利用實體模型或真

實的環境，讓參與者體驗到當時

歷史背景來學習科學知識，都是

博物館與觀眾產生共鳴的展示型

態。

（三）展示構成方法

3-1.展示圖片（圖9-10）

「展示」，是博物館宗旨與精

神的具體呈現，也是博物館與觀

眾溝通的最主要工具（註14）。而

依據Burcaw（2000）所界定的展

示（Exhibition）中所提到是藉由

觀眾，再以意義引導或美感上來

排序的展示單元間關係，並由具

有藝術、歷史、科學與技術性質

的物件所構成的集合裝置（註

15）。因此，圖文所傳遞的訊息精

確而妥適，以及視覺效果明晰易

讀，是發揮展示教育功能的基

本，藉由大尺度獲特殊視效的圖

片，視覺風格強烈的圖文編排，

或是多種媒材與印刷方式的混

用，更能將文字不易傳達的經驗

和氣氛，以圖片直接在觀眾面前

呈現出來。

助閱讀。

（6）文字與背景顏色：文字

和圖片對比助於閱讀。

（7）閱讀程度：符合大眾理

解的展示說明。

（8）參與因素：觀眾的參與

因素有重大影響。

從上述的展示文字設計因素

可以了解到觀眾在參觀過程中影響

重要因素為何，將可以依據這些設

計制定出更良好的文字展示呈現，

以滿足觀賞的需求。

別類館物博 的目示展 列編料資 件物示展 體媒示展
示展
態型

式模通溝

式方放開 館列陳物文 示展性實事 性統系 本標物實 物實 態靜 通溝向單

式方件物 類術藝、類史歷
、性實事
示展性賞鑑

性態生、性統系 本標物實 文圖、物實 態靜 通溝向單

式方念概 類學科然自 示展性解理 性態生、性事故 本標置裝
析解高、影投

視電度
態靜
態動

通溝向雙式動互

式方合綜
、類史歷
類學科然自

、性賞鑑、性實事
示展性解理

、性態生、性統系
性事故

、置裝
本標物實

體媒合綜種各
態靜
態動

通溝向雙式動互

項目
取向

表2   博物館展示呈現細項內容

9    ThinkTank

10    

11    

12    



專
題
報
導

Feature
Story

10

C
A

M
N

E
W

SL
E

T
T

E
R

N
O

.47
M

arch
2009

3-3.展示空間環境（圖13-14）

當觀眾進入博物館看到一個

展示之前，他們先感受到的是博物

館的環境設計所以，展示環境是創

造讓觀眾在操作或觀賞展示品時經

歷到現場的情境，其範圍定義在展

示品的相關位置、展示品本身所設

置的空間、圖像、平面配置、燈

光、顏色與材質（註17）。而博物

館的特色，藉由光線及展品模型的

設置，可以讓參觀者藉由視覺的體

驗享受，襯托主體來體驗展示廳的

特色，在環境方面，重於參觀動線

的流暢性與引導性（註18）。整體

的空間寬闊舒適，加上各種展示的

手法呈現各種相關的學理知識，由

外顯性的展示物（電腦、影片、模

型、展示物、圖片）吸引參觀者決

定參觀的意願（註19），因此，展

示的空間環境就要配合展示設計的

內容營照一個舒適方便參觀的環

境。

註釋：
（註1）耿鳳英（民92）。值與量－台灣

博物館特展特展現況分析。博
物館季刊，17（1）。

（註2）許功明（民87）。博物館的展演
及其理念。博物館季刊， 1 2
（4），3-10。

（註3）劉和義譯，Herbert D.Their原著
（1988）。發展有效展示以擴充
博物館角色。博物館季刊，2
（1），5-9。

（註4）陸定邦，1991。展示語言：展
示單元的構成分析，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籌備處展示組八十
年度研究計畫報告，p.124。

（註5）張譽騰，1987。科學博物館教
育活動之理論與實際。臺北：
文史出版社。

（註6）黃世輝、吳瑞楓，1992 。展示
設計，頁：6-65。臺北：三民
書局。

（註7）吳淑華，2002。從參觀行為模
式解構博物館展示傳達、溝通
本質之初探：

（註8）陳欽育，2001。博物館理想的
展示呈現，博物館學季刊，15
（3）:25-38。

（註9）張崇山（民82）博物館的展示
規劃。博物館季刊，7（3），
55-64。

（註10）黃世輝、吳瑞楓（1992）。展
示設計。台北：三民書局。
pp.6-65。

（註11）張譽騰（譯）。（民89）。博物
館這一行。台北：五觀藝術管
理。（G. Eills Burcaw, 2000）

（註12）楊翎（民87）。展示思維與媒
材科技－以當代博物館人類學
展示為例。博物館季刊， 1 2
（1），51-66。

（註13）漢寶德，2000。展示規劃：理
論與實務，頁：19。臺北：田
園城市文化事業。

（註14）李如菁（2004）。一個展覽的
誕生－博物館策展作業模式之
探討。第九屆中華民國設計學
會設計學術研討會，成功大
學，pp.91-96。

（註15）Burcaw,G. Eills 原著（2000）
張譽騰等譯。博物館這一行。
台北市：五觀藝術管理。

（註16）黃明月（1996）博物館展示說
明策略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國科會專
題計畫：NSC86-2745-H003-
004R。

（註17）楊翎（2003）。展示的建構與
解構－從科博館文化特展觀察
調查談起。博物館季刊， 1 7
（1），87-101。

（註18）眉惠菁、林東龍（2001）。從
資訊數位產品探討其視覺及控
制觸覺。2001海峽兩岸工業設
計學術及實務研討會。

（註19）朱正如（2003）。博物館參觀
者行為模式與展示物關係之探
究 -以科博館與美術館展示為
例。第八屆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設計學術研討會（上），E.103-
108。

一、前言

展示（ DisPlay ）是博物館的

秀場、博物館的重心，它最大的任

務應是將無生命的文物，重新組

合，重新詮釋，賦予一個全新鮮活

有趣的課題，它應不僅僅是原版文

物的考古，而是應該歸結出一個有

益於現今生活有用的觀念與省思，

或者是美學上的感動；博物館透過

展覽的舉辦，展現典藏的實力與研

究成果，並配合教育活動，進行與

觀眾的溝通；個人從事博物館展覽

工作十餘年，得到一個簡單的道理

「一個展覽要感動觀眾，自己須先

激動心顫」，勉強策展自己看了都

13    

14    Scien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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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希臘人所談的美學不僅是

單純的繪畫原理或藝術原理的問題

而已，它已經是人生哲學與宗教信

仰，人的最原始思想問題了；美學

探討的重點在於人類未發明文字

前，未被任何固定規律限制前，真

正自然而原創的思想、圖形、聲

音，而非有文字書寫之後，被固定

工具限制的美學法則。美學探討的

重點在於自然與人最原創、最原型

的狀態；博物館不管如何分類，但

其研究探討的本質總離不開「自然」

與「人」，博物館探尋自然與人最

原始的狀態，其目的應在為現代人

找到一種最合適的生活方式，因此

有人把博物館比擬為「現代的寺

廟」，意思是說觀眾透過參觀博物

館的過程、透過觀看經過設計後的

文物，得到心靈的感動與滿足，其

感動的根源來自於「美的哲學」；

清末蔡元培先生主張以「美育」代

替「宗教」，可以印證美學與宗

教，宗教與博物館，在本質上是可

以相通的。學習美育，親近博物館

對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在於能讓人

達到以最少的物質，得到最幸福感

覺的生活方式。

博物館展示價值與美學價值

所探討的本質是可以相通的，討論

「博物館美學」的目的就是在探討

博物館展示的核心方式，找到博物

館存在價值原點；美學之於博物

館，不僅只是美感形式的呈現而

已，它已經超越於藝術形式的表

現，其重點在於文物代表的意義與

思想動力上的認知。博物館須了解

大眾情感的普遍性，作為服務要求

的準則，美學運用於博物館的營運

運作，是一項本質性的情意思考，

它是博物館一切行動方案的原創發

展中心；就歷史性博物館而言，美

學運用於歷史性文物的策展，在於

提昇歷史物件的價值與引發觀眾自

主性的學習動機，進而刺激其人生

理想與希望，引發人們生活的幸福

感。可以說博物館是一種教育性事

業、生產性事業、美感性事業。

三、展示主題之選定

展覽主題之形成，在典藏文

物缺乏的中小型博物館，一直是永

遠無法解決的困境；但展覽總是要

推出，總不能把特展擺著不換，讓

它成為常設展；如果我們把策展的

方式，移向以「美學」為思考，問

題是否能解決？在有限且貧乏的文

物條件下，如何呈現最動人的展示

內容？

博物館的種類繁多，為了論

述方便，我們習慣將其概分為三大

類，即藝術類、歷史類、科學類博

物館。藝術類博物館其功能首重於

創作觀念、人性哲理、個人情感或

美感形式的傳達；歷史類博物館主

要在於人類生活軌跡、文物、文化

的呈現；而科學類博物館在於科技

原理、科技史、技術應用與影響的

呈現。這樣的分類其實在於研究上

的方便，然而就實際上的運作來

說，早已打破分類上的界限，而成

為綜合性的操作；就如科學類博物

館展出達文西特展、古文物特展，

歷史類博物館展出當代、前衛、另

類美術展，藝術類博物館則以文物

大展為年度鎮館大展一拿破崙展、

唐代文物大展.....等傳統歷史類展

覽充斥在美術館內，這些界限模

糊，主副不分的策展操作，除了顯

現各專業博物館研究人才不足、研

究主題成果不彰、快速方便移植外

部成果之基本老問題之外，博物館

本身專業典藏文物的嚴重貧乏，則

不感動的展覽，通常都會是一個

可有可無的失敗展覽；現代化博

物館的策展與展示設計，是一門

須結合多種領域與理論才能成功

的集體創作行為，不懂人性，則

博物館想利用「展示」與觀眾的

「溝通」，必定斷卷殘篇，雜物堆

陳，讓觀眾「有看沒有懂」，身心

疲憊，逃之夭夭。個人目前因服

務於歷史性博物館，因此就以歷

史性博物館如何呈現致命的吸引

力？如何製造迷人的情境，作美

學基礎原理源頭的尋找，探討博

物館展覽動人之本質一美的要素

原理，藉以找出展示設計最佳的

表現手法，有效的達成知識、訊

息的雙向溝通。

二、博物館美學

博物館是一個蒐藏、研究、

展示、教育、休閒的場所，在資

訊大量生產氾濫的今天，「知性

的休閒」已經成為博物館最重要

的功能之一，而且凌駕其他傳統

功能之上；蒐藏、研究是博物館

關起門來，在典藏室裏寒窗苦讀

的基本功，展示、教育則是研究

成果的展現與推銷，但是來博物

館大部份的觀眾，其原始動機絕

不會是來研究與受教育的，大部

份的觀眾來博物館是「知性的休

閒」。觀眾大部份既然是來休閒

的，是來尋幽探奇、尋求心靈的

舒解，博物館可以沒有美感嗎？

博物館還要扳著臉向人說教嗎？

博物館是不是應該弄的美美的，

多準備些椅子、飲料，讓觀眾坐

下來好好休息、休閒，安靜舒適

的沉思一番？

美 學 的 希 臘 字 源 是 「

Acsthctics 」，其本意就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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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現象的根源所在；這與標

榜專業分工、市場區隔的現代企

業管理精神，似乎有點背道而

馳，但在博物館實務操作上，確

有不足為外人道之難言之苦；雖

然有人大剌剌的說，沒有典藏品

也可以成立一個博物館，這恐怕

是所謂博物館教育、資訊專家自

我膨脹、無限擴張，一廂情願之

說詞罷了：總而觀之，以文物、

文件、文獻為主的展示根基，不

管展示技術如何一日千里，科技

虛擬世界如何的無限上綱、不可

一世，實體文物的「信實」地

位，是千古不變的博物館聖經，

是博物館展示永遠的主流；就如

現今世界最前衛的當代藝術大

展，其原始稱謂即為「文件大展」

（Documenta）。雖然當代頂尖藝術

家表現方式五花八門、苦澀隱

晦，但始終保持約有十分之一的

作品，是以文物、紀念品、手

稿、原件、歷史圖騰、書籍、族

群符號為作品創作元素，即可見

一斑。

世界老祖宗的文化遺產，成

為文化、藝術、美術、博物館界

爭奪的稀有資源，這些大大小小

的文化財成為21世紀e化資訊爆炸

時代，人們空虛心靈最後的慰

藉，在快速、紛亂的時代洪流

裡，成為穩定心靈的中流砥柱，

生活養分的根，失去這些吸收養

分的根，則葉必萎、幹必枯，終

至樹倒，化為一坏黃土；當世界

狂亂前進時，穩定沉澱軀體與靈

魂最後的場所，即是聚集美感文

物的藝術聖堂，它可能是一處博

物館，它可能是一條老街，它可

能是一處荒野，它可能是一處古

蹟，它可能是一部古籍，它可能

是故鄉一處老廟埕；這些大大小

小的空間乘載著由時間塑造與累

積的「信實」文物，傳遞一種永

恆、神秘、淒美的訊息，那是科

技虛擬世界無法達成的真實。

因此，就以歷史性博物館而

言，展覽主題之形成，應以自身

最了解、最有研究成果之領域，

文物來源最有把握取得之主題為

策展方向；尤其對於文物來源缺

乏，不足以成一主題之展覽，不

應勉強辦展。

四、老物件的美感

喜歡聽故事是人的天性，一

般人對於過往的文物、文件也有

著特別的喜好，歷史文件因為距

離的美感而產生的「神秘、模

糊、稀少感」的質感與氛圍，是

其中最吸引人的因素。

猶裔德國思想家一華特．班

傑明（Waiter Berqamin 1892∼

1940）在〈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

1936））一文中，討論說到：「歷

史文物與影像，正是集時空、歷

史、鄉愁、族群家系共有的生活

情感、情緒的認同與回憶等「氛

圍」之大成的奇妙物件，.......而『

氛圍 』之原義為：不論距離它怎

麼近，就是無法親近它的那種特

殊現象」。

美術博物館展出的傳統藝術

品最大的特質，在於僅此一件

「原作」的稀少價值，以及它的故

事背景。這些特質使得傳統藝術

品在博物館的牆上，散發濃厚

的，稀少的仰之彌高的氣質，增

長了藝術作品與現代之間遙不可

及的心理距離，那種無法親近的

神秘氣質便是「氛圍」：「氛圍」

即是非大眾所能共同擁有的稀有

性，僅此一件的，充滿歷史傳統

的，神秘的藝術原作的特性。而歷

史性博物館的展覽最吸引人的，除

了文物之外，通常是老照片的出

現，老照片中攝得人臉眉宇之間的

瞬間表情，正是「氛圍」的最後所

在，這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的

充滿哀愁的實體，散發充滿思念鄉

愁的情緒，似近忽遠、無以名狀的

質感，從而引發共同生活經驗的想

像。老照片同時也滿足人類視覺經

驗中，大腦對視覺資訊「比較應用」

尋找樂趣的最原始功能。

古老的文物讓我們進入思維

美感的時空隧道，使我們減輕現實

生活的壓力與困窘，暫時忘卻挫折

與不滿；從前時空中物質的簡陋，

對照目前富裕進步的時空，進而使

人產生「自信與滿足」，洗滌對現

實環境的不滿與怨恨。

老物件所牽引出的是人類心

中最直接，非邏輯思考、非理性、

最弱智的知覺與感情的部分。就像

色彩之於人類，可以牽動我們的心

緒、感情、直達內心深處而不自

覺。因此，觀賞老文物與老照片正

是一般人感情豐富的、概括的、片

段的、無須擔負任何責任的、非邏

輯思考的，暫時忘卻現實，最珍

貴、有趣的視覺經驗之旅。也就是

說，大部份觀眾觀賞文物之所以引

發美感，是潛意識的觸發，不需太

多的思考，情感性的直覺行為。

這收人類最原始的心理狀

態，並不因時空演化而有所改變。

了解這些人類最基本的心理需求，

才可能對實際的「展示設計」作最

精確的操作。

五、展示的內容

形式與內容是構成藝術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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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求。有華麗的形式而無內

容，即缺乏內在美；有好的內

容，沒有好形式的呈現，則好比

「好花插在牛糞上」，糟蹋了天

物。

展示設計是一種綜合藝術的

呈現，運用到視覺、聽覺、觸覺

的各種理論基礎。在展示設計實

務上最困難的階段，即在於內容

的選擇與裁剪。展示設計所模擬

重現的內容，要如何截取最吸引

人、最有價值的那一部份來呈

現，其源頭基準將回到上述「美

學」的範圍去尋找：我們共同認

知的高尚情操一真、善、美，自

由、平等、人權，親情倫理，大

自然，勞動與奉獻，這些舉世不

變的價值觀，都可以用來作為內

容選擇的優劣標準。人類情感最

容易觸動的那一部份，就是展示

著墨的重點；一個僅是資料舖

陳，沒有價值觀點的展示，注定

會是沒有吸引力、無趣的展覽。

因此，當一個展示主題、展示內

容決定的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了

展覽的成敗。

六、展示的形式

展示的形式表現是比較屬於

技術層面的問題，當有一個好的內

容加上好的形式表現，則內外皆

美，一個優質的展覽於焉形成。

展示形式的重點原則是「秩

序」，依據人類視覺心理的需求，

一般人不自覺之中，對於形式產

生都有建立秩序的要求；形式上

的簡潔、清晰、主題強烈，在心

理上就會產生平衡、愉悅的感

受。反之，對於雜亂草率、混沌

不清的形式，會讓我們產生厭

惡、不安、排斥的情緒。對於展

定、穩重但缺乏變化，因此我們採

取距離中心點不等，但因質量、大

小、形狀不同，卻可以得到平衡的

方式來處理設計上的問題。

比例的運用，希臘人所採用

的比例A：B＝B：A＋B即所謂的

黃金分割，在美學上被認為是最

理想的比例，設計處理上大小的

型態都應該注意比例的運用。

為了秩序的呈現，展示形式

要素包含的型態、色彩與質感，

都是決定一個展覽優劣的專業問

題。一個展場型式，是以點、

線、面體的構成而產生，成功的

展示現場是由無數的「小型態」，

構成一個安定的「大型態」。在展

場中每一個個體其實是互相關

聯，而非獨立的；如果只注意

「小型態」的點、線、面問題，忽

略整體性，就會產生不和諧與雜

亂的現象，而統整大小型態最好

的方法是運用「比例」原則。因

此展場設計所關注的是一個空問

的處理，而且是每－個單元的

點、線、面都要關注。每一單元

內的小單元則是大空間之中的一

個點，而點與點之間的留白則是

構成所謂的「動線」。

色彩配置的成敗影響展出效

果，同時色彩也是掌控展出效果

最經濟也最直接的手段，一個展

示實質內容的掌控與成效受制於

人，原始文物資料缺乏並不是策

展人所能憑空捏造的，但是策展

人卻能完全掌控全場色彩的景

觀，是專業判斷最能展現的地

方。所謂色彩的配置即是建立色

彩的秩序，避免過多或紛亂的色

組，減弱視覺的起步。全場提出

可固主色調，再配以小面積的對

比色，運用色相對比、明度對

場形式所產生的好惡感覺，其實

有其理論上的基礎；人的大腦面

對口常生活一切事務產生喜惡反

應的邏輯，自然也是一般觀眾進

入展場所產生喜惡反應邏輯的基

礎，當一個求知慾強的觀眾進入

展場之後，為了「掌握」與快速

吸收」現場資訊，大腦的必定下

達搜尋與吸收的指令，如果不是

人類大腦既存的輸入形式，讓大

腦的輸入產生輪廓，就會阻隔互

動基礎，再豐富、精采的「內容」

如果沒有形式的原則，則將會前

功盡棄。因此依據人類「視覺心

理」的理論，我們的視覺就會自

動尋找秩序，要把展場內呈現的

一切細節都「秩序化」、「組織

化」，唯有把現場組織成為一個有

規畫、有秩序、安定平衡，生意

盎然的結構狀態，觀眾心理才會

得到滿足。要組織化、科學化、

人性化的呈現展示內容，我們可

以運用美學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例如：對比、調和、漸移、對

稱、統一、韻律、均衡、漸層、

比例等原理來加以運用。

對比的運用，人生與大自然

充滿著對比的現象，如新與舊、過

去與現在、生與死、苦與樂、富與

富、美與醜等，而在設計手法上我

們可以運用明暗、光影、遠近、濃

淡、柔硬、粗細、大小、動靜的原

則來進行展示設計。

調和的運用，調和與對比剛

好相反，它給人寧靜、柔美的感

覺，調和包含形狀、主體與背

景、色彩、質感、明度等種種因

素的融合處理。

均衡與對稱的運用，對稱就

是中軸左右的對等，是視覺上最

安定、平衡的基本造型，雖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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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彩度對比、寒暖對比，有彩

色與無彩色對比等原則，來處理

整整個展場的色彩問題。

展場狹義的質感是指，構建

展場形體所用的材料所產生的環

境感覺，即為「質感」，而廣義的

質感應該是除了材料外，包含文

物、燈光，所產生的會場氣氛。

不同材質營造不同時代與空間的

質感，例如泥土、水、植物、石

塊表現大自然，混凝土、規則的

石材表現近代空問，金屬、塑膠

表現出現代質感，因此，質感能

表現出時代性與空間特性。因此

如何找出最能代表特定時空的文

物，表現共同的聯想與回憶，就

是展場呈現質感的最佳方案。質

感甚至也可以拓展到嗅覺與觸覺

的應用，例如在童玩展中，老雜

貨店旁，那枝上了瀝青油的「電

火柱」（電線桿），一進展場聞到

濃濃的瀝青油味道，再摸一下黑

黑粗粗的瀝青，立刻就喚醒童年

的回憶，生活中質感的經驗立刻

重現。

七、小結

一個成功的展覽呈現，是一

項複雜與高難度的整合工程，就

展覽內容的選擇而言，策展人的

角色好比一位真知灼見的思想

家，他所整合的素材是否營養？

是否是普世的價值觀？其本身就

是一個大難題，但是策展人如果

具有好的「美學」修養，對於解

決難題將有很大的助益。然而，

就處理一個普通的展示而言，運

用美學基木原理就足以呈現一個

形式優美的展覽；如何開創一個

內容與形式皆美的展覽，是全體

博物館人努力的最高目標。

前 言

1974年3月陜西臨潼西楊村村

民在一片柿子林中，挖井的時

候，挖至12米深時，發現了燒紅

的土塊；3米深時，出現了陶俑的

殘斷軀體；4至5米深時，發現了

鋪地磚、銅箭頭、銅弩機以及8個

殘破的陶俑。在這片荒瘠之地下

面沉睡了兩千多年的秦兵馬俑終

於重見天日。1974年7月15日陜西

省考古隊開始發掘秦俑時，根本

未作長期工作的打算，認為十天

半月就可發掘完畢打道回府。誰

知他們愈挖愈大，出土俑的數量

愈來愈多。至1975年上半年，已

發掘965平方米，把一號兵馬俑坑

東端全部揭露出來。消息傳出，

轟動全國並引起世界考古學界的

注目。大陸當局為了保護遺物及

遺跡及供人參觀，決定撥款在一

號坑上建立遺址展示大廳，並成

立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這是中

國大陸繼西安半坡博物館之後，

成立的第二座遺址博物館。

1976年春天，一號坑大廳動

工。在一號坑的東北側考古隊利

用施工空檔，於1976年前後探出

二號、三號兵馬俑坑以及北側未

建成的四號坑。1979年10月1日，

一號廳正式對外開放，研究人員

在一號坑內同時進行發掘及整理

工作。三號坑的發掘工作自1977

年開始至1988年正式開放參觀。

秦俑重見天日已近三十餘

年，對全球各地的觀眾而言，湮

沒千年的地下軍陣確實是魅力十

足、百看不厭。最近幾年，大陸

上再度掀起一陣研究秦始皇及兵

馬俑的秦俑潮。尤其是1994年3

月，秦俑坑考古又揭開了秦俑的

神秘新面貌，約50幾位考古工作

者深入二號坑展開新的發掘，發

現了新的彩俑。本文將藉由這批

新出土文物來簡介重新整修過的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的二號坑遺

址展示廳。

秦兵馬俑二號坑遺址及展示空間

設計

秦兵馬俑二號坑遺址位於秦

兵馬俑一號坑遺址北側東端20M

處，平面呈曲尺形。俑坑東邊有

四個斜坡門道，北邊有兩兵斜坡

門道，西邊有五個斜坡門道，南

邊無斜坡門道。經過考古大隊探

測和部份試掘，俑坑東西全長

115M（含東西門道長），南北全長

93M（包括北門道長），坑深平均

約6M，遺址面積為5988M2，屬於

土木結構的地下坑道式建築（圖

一）。

二號坑遺址展示大廳，建築

外型呈覆斗型，總建築面積為

17600平方米，展示面積為12000

平方米，為秦俑館三坑中展示面

積最大的一個文物遺址坑。二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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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的展示吸取了一號坑的文物保

存經驗採取了「發掘現場即展場」

的經營策略。展場規劃將發掘面

積中的1/3棚木層遺跡現場保存；

發掘並修復出土1/3的陶俑；發掘

現場不做任何修復原地保存的面

積佔1/3。正式發掘開始於1994年3

月，當年10月14日即正式對外開

放。

二號坑展示廳外觀3M以外的

牆面採用天然磨光花崗岩板鑲

貼。施工期間為了防止磨光牆面

出現水斑和水銹現象，特別在板

縫添加了防水硅膠。為了突顯二

號坑內的展示主題，設計師在外

牆東西兩立面高約11.2米處，分別

鑲貼了象徵俑坑十四個坑道和埋

藏兵馬俑巨陣的14組花崗岩秦俑

頭浮雕，並在浮雕上部女牆頂按

軸線位置開凹口，望令參觀者引

起秦始皇修長城、統一六國的歷

史聯想。另在東西門廳分別設置

鑲貼與雕刻的宮闕和石燈，以俾

烘托出秦漢莊重和宏偉的風格。

二號坑與一、三號坑不同的

是，展廳內設有上下兩層外明迴

廊，讓參觀者有宏觀及身臨其境

雙重感受。二號廳採用鋼管球節

點網架構築，寬敞的展廳看不到

一根柱子，視野因而特別開闊。

迴廊採用芝麻白天然磨光花崗岩

舖貼。俑坑欄板採用天然雲霧玉

磨光大理石板鑲貼，欄板扶手由

黃銅管製作，欄板高為0.96米，設

計者已考慮到觀眾手扶休息最佳

高度。主廳內牆面在標高8.5M以

上採用灰色塗料粉刷，與網架顏

色相一致；8.5M以下採用淺綠色

噴塑牆面。整個牆面及迴廊色澤

與坑內黃土堆積互相映輝，設計

者的匠心不難看出。因為二號坑

展示空間面積較大，在一、二層參

觀迴廊之間，特別闢了一間冷飲茶

座廳，是觀眾休息及居高觀賞坑內

全景的最佳位置。廳內全部採用人

工照明，有恆溫恆濕的監控裝置，

可有效地保護出土的文物。秦俑二

號坑展示廳的建築理念是：「基礎

穩、大跨度、高裝修、層參觀、特

照明、全封閉、多功能」，可說是

一間典型的遺址性文物展示廳所必

備的條件。

秦兵馬俑二號坑展示內容

經過考古鑽探及試掘，研究

人員推測二號兵馬俑坑為曲尺形

結構。實際上是由弩、車、步、

騎等四個兵種單獨或混編、繚射

的營地。據估計有木質戰車 8 9

乘、陶製車馬 3 5 6匹，鞍馬 11 6

匹，騎士俑 11 6尊，甲徒俑 5 6 2

尊，車士俑261尊。合計陶馬472

匹、陶馬939尊、戰車89乘。在營

地格局上，按四個兵力單位宿

營。其中，第一單位在最前，即

佔俑坑東北角突出的前沿部份，

包括有四個過洞和一周迴廊；其

他三個單位在第一個單位之後，

南北並列，佔了十四個過洞。有

朝一日遺址文物若全部揭露，其

可看性絕對超過一號坑的兵陣氣

勢。更增加了名列「世界第八奇

蹟」美譽的光輝。

二號坑的展示基本理念是在

有利於文物保護原則之下，形成

「古樸、典雅、科學、現代」的整

體藝術格調。通過對序廳、過

廊、後門廳、二樓環視層的空間

配置、藝術形塑，一方面與廳內

大面積燈光照明相呼應、協調，

陪襯出一個完整的展示藝術設計

氛圍，並再現秦帝國雄兵百萬，

統一華夏的壯觀情景。秦兵馬俑

二號坑自1994年發掘工作進入第

二階段，重點以清理二號俑坑弩

兵軍陣為主。1999年九月，在棚

木層以下的陶俑等遺物經細心地

清理之後，發現了五件彩繪原色

保存完好的跪射俑（圖二）和一

件25年以來首次出土的彩繪綠面

俑。為了讓觀眾欣賞到這批新出

土文物，展示場一側設置一具閉

路電視；近距離呈現其影像，將

身臨其境的效果發揮得淋漓盡

致。這些新發現對秦兵馬俑博物

館而言，無異增添了新的展示內

容，也為館方延續了新的展示生

命。

依上述展示理念，二號坑的

展示主題有三大單元。第一是二

號坑佈局複雜的建築；第二是多

兵種編列的軍陣；第三是典型遺

址、遺物的介紹。目前這三個主

題分別用1.1×0.9米的24個燈箱作

專題介紹。大廳北側展示已出土

的將軍俑、跪射俑、鞍馬騎兵

俑、立射俑以及坑內出土的銅構

件。讓觀眾可以近距離的欣賞文

物之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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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後感

二號坑展示現場主題鮮明，

經由考古發掘現場相互搭配，觀

眾不但親眼見到不同時期的文化

內涵、考古發掘的過程、新出土

遺物及遺跡的不同層面，並可深

入淺出地瞭解兵馬俑坑的歷史意

義。遺址博物館的收藏、研究、

展示及教育功能，特別是現場的

展示視覺及機會教育是其他類型

的博物館所無法相比的！可是對

於秦俑的彩繪及霉菌防治也是一

大挑戰。前者已找到特效藥而後

者尚待克服。台灣雖然已精心規

劃完成卑南及十三行遺址二座史

前文化博物館，因發掘現場未設

計在展示廳內，與秦兵馬俑博物

館相比，稱不上是遺址博物館。

秦兵馬俑博物館的二號坑因為不

斷地有新的發現，目前已有後來

居上的氣勢，逐漸搶走一號坑的

風采。對大陸及外國觀眾而言，

這也是引起他們願意舊地重遊的

主因。這也使得面對「觀眾人

數‧壓力」的非遺址博物館的主

管們，恨不得自己的博物館附近

的地下也能早日出現秦始皇的兵

陣來解決他們的預算問題。

2009

本年度會員大會，在林

柏亭理事長的領導下，舉辦

了小型博物館人氣商品展示

暨摸彩活動，創新會員大會

的活動內容。

會議上除了秘書處年度

報告外，也增列專業委員會

年度執行成果說明及新年度

之展望與規劃，提供會員在

了解學會、專委會之現階段

的運作情況，另有博物館人

氣商品於文會堂舞台中展

示，由40家團體會員（館/所）

提供共計150餘件的人氣商

品，讓與會人員皆能親自觀

賞各館所之文化創意商品及

出版品；活動最後以公開摸

彩方式將所有人氣商品提供

給與會的會員同好們。會後

於故宮晶華的員工餐廳，進

行簡單餐敘，為本次大會畫

下圓滿句點。

博物館大事回顧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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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達爾文去旅行：第二次環
遊世界之旅
作者：盧卡‧諾維利

（Luca Novelli）

譯者：倪安宇

出版社：臉譜出版

出版日期： 2009/02/05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2350041

裝訂：硬殼精裝

定價：399元

作者簡介

盧卡‧諾維利（Luca Novelli）

義大利作家及插畫家，1947

年出生於米蘭。原習農藝，1971

年開始投入藝術領域，為許多報

章雜誌繪製插畫。著有《愛因斯

坦》、《達爾文》、《孟德爾》等

多位科學家的相關圖文作品，翻

譯成多國語言，廣受歡迎。

譯者簡介

倪安宇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畢，

威尼斯大學義大利文學研究所

肆。曾任教威尼斯大學中文系口

筆譯組、輔仁大學義大利語文學

系。現專職翻譯。譯有《馬可瓦

多》、《依隨你心》、《虛構的筆

記本︰費里尼的塗鴉》、《巴黎隱

士》、《魔法外套》、《City》等。

內容簡介

達爾文200週年跨世紀獻禮，

小獵犬號之旅經典重現

達爾文是人類文明之父，

1831-1836他搭乘小獵犬號完成的

探險之旅，是其演化論的重要源

頭，對世人的影響深遠又鉅大；

2009年2月12日是達爾文兩百週年

誕辰，全球科學界都在為此一盛

事做準備。

2 0 0 5年義大利知名作家盧

卡‧諾維利，提出以今日角度切

入書寫「一個博物學家的環遊世

界之旅」的計畫，得到WWF世界

自然基金會、Icom國際博物館協

會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贊

助，於是該年10月，盧卡‧諾維

利化身達爾文，帶著頂尖科學

家、生物學家、哲學家、記者、

攝影師、電器專家、音樂狂們，

從葡萄牙綠角出發，到里約熱內

盧，再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

往阿根廷內陸巴塔哥尼亞高原及

火地島前進......

2009年2月全球閱讀焦點

旅遊筆記+人文科普隨筆，認

識你不知道的達爾文

一個博物學家的探險之旅，

一項改變人類文明的巨大發現；

重溫扭轉達爾文命運的歷

史，重返演化論誕生的發源地；

一群國際菁英，用現代交通

工具，帶領我們回到一百七十年

前！

★WWF世界自然基金會、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博物館協會

（UNESCO-Icom）贊助計畫

★旅遊筆記+人文科普隨筆；

今昔對照，前所未見的嶄新觀

點，認識達爾文必讀之作

2009年2月12日是達爾文兩百

週年誕辰紀念日。各國都將盛大

「慶祝」即將到來的達爾文日。作

者選擇的方式是，讓達爾文重溫

1831年12月到1836年10月間，歷

時五年，扭轉了青年達爾文命

運，同時也預告了演化論巨擘誕

生的小獵犬號之旅，只是這次用

的，是現代的旅遊方式：飛機加

汽車。記錄的方式也先進許多，

由於這回達爾文的旅遊同伴各有

所長（記者、攝影師、生物學

家、哲學家、電器專家、音樂

狂），相較於兩百年前需要等待三

個月才能把所見所聞用文字與家

人分享的龜速，今日的達爾文之

旅充滿照片、素描，而且常常在

當天就可以與世界另一端的朋友

分享。

然而，既然時光相距兩百

年，達爾文初次接觸南美大陸的

記憶不斷在這次的舊地重遊被顛

覆：曾經繁華的港口已然乾凅，

自然風景被高樓大廈取代，奴隸

得到解放但人類改被機械所「奴

役」......。但我們依然可以找到過

往的痕跡，例如史前動物的骨

骸，只是已被收藏在博物館裡。

2005年10月和11月完成的第

二次達爾文之旅，從葡萄牙綠角

出發，到里約熱內盧，再到布宜

諾斯艾利斯，開始往阿根廷內陸

巴塔哥尼亞高原及火地島前進。

新書介紹 New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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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周寶中

台南藝術大學客座教授、國

際知名考古出土文物及博物館藏

品保存維護科學技術專家。

內容簡介

文物保護學是一門古老而又

年青的新興科學。悠久的萌芽階

段和優秀的傳統技藝，標誌著它

的古老。但文物博物館事業的發

展還是在近代，大量文物急待修

復保養的客觀現實，促使文物保

護學快速成長，成為近代發展較

快的新興科學。文物保護學其特

有的研究物件和所承擔的特殊任

務，有其獨立的研究範疇和概

念，是其他學科所不能包括的科

學體系，更是其他任何學科所不

能取代的。

有鑑於保存維護文化資產是

一項學而時習之的百年大業，文

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

籌備處邀請台南藝術大學客座教

授、國際知名考古出土文物及博

物館藏品保存維護科學技術專家

周寶中先生，將其授課講義及論

文集結成「文物科學管理」付梓

出版。本書分為總論、文物科學

管理程序、文物鑑定、現代分析

技術在文物鑑定上的應用、青銅

器鑑定、陶瓷器鑑定、玉石器鑑

定、書畫鑑定、文物保存環境標

準、文物科學保養、文物修復技

術及文物複製技術等計12章。希

冀能對社會大眾及文化資產專業

人才提供專業領域知識觀念，提

升專業修護技術，確保台灣文化

資產的永續保存。

移動的地平線：藝文烏托邦
簡史
The Moving Horizon: The Essential

Guide of Utopian Art

作 者：高千惠

定 價：280元

出版日期：2009/03/20

ISBN：978-986-7034-89-2

裝 訂 別：全彩平裝

不同於傳統以虛構日記、傳

記、書信、遊記等形式記錄達爾

文探索之旅的書籍，本書採用今

昔對比，讓達爾文同時也對「現

代」有了一番觀察，例如：阿根

廷票選最受歡迎人物除了他們的

總統，還有足球明星馬拉度納、

總統夫人，以及當今美國總統布

希，可見大家都「源自同種」，因

此格外相親；網路固然四通八

達，但急於在當日就把訊息傳播

出去的必要性何在；外來物種入

侵趕走了原生動植物；早小獵犬

號七十年展開探測卻宣告失敗的

Corbeta Swift號殘骸，在Deseado

港展示；但悲劇不止一樁，1980

年代初為了反抗暴政，當地也曾

經犧牲了許多生命。最後達爾文

語重心長地做了如下結論：「今

日世界充滿了矛盾。你們宣導要

愛大自然，卻把大自然當作禁

臠，不許靠近；你們大聲疾呼說

要乾淨的空氣，卻群聚在沒有空

氣的大都會；你們為了讓辦公室

涼快，竟對外排放熱氣......」

達爾文重遊故地的種種回

顧，由於有這些紀錄穿插，少了

傳統考察報告的沉重，多了關懷

與思索，也突破歷來達爾文相關

書籍的框架，是一本獨一無二、

了解達爾文的佳作。

文物科學管理
作者：周寶中

出版機關：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

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出版日期：2008/12

語言：繁體中文

ISBN： 978-986-01-6939-3

定價：400元



新
書
介
紹

New
Books

19

C
A

M
N

E
W

SL
E

T
T

E
R

N
O

.47
M

arch
2009

作者簡介

高千惠

芝加哥大學研究所畢業。現

旅居芝加哥，專研現代藝術史、

當代藝術文化現象、前衛理論與

當代思潮。

內容簡介

■ 這是一本作家、藝術家和

政治哲學家，對人類未來生活之

瞭望的引介書。

■ 這是一本荷馬、柏拉圖、

莫爾、莎士比亞、米爾頓、綏夫

特、梭羅、康拉德、赫胥黎、奧

威爾，十位作家跨時空的「烏托

邦圓桌會議」。

■ 這是一本關於詩人們的喧

嘩、知識份子的毒藥、無地基的

國度、人類社會永遠未竟的夢、

以及因追求完美而製造的災難，

還有完美主義者治療不完美的藥

方提供，所拼出的十幅不完美的

圖畫。

■ 這是一本關於經典和前衛

的對話。作者以十本不同年代的

經典代表，簡介具有前衛性格的

「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概念。

她嚐試連結文學、社會、歷史上

的虛實時空，以經典導讀之名，

勾勒出一張烏托邦史的地圖，也

鋪陳出前衛藝術的後花園。

■ 這是一本關於現實與幻

想，時間與空間，觀念與形式，

歷史與當代的穿越。作者以虛擬

的史詩、對話錄、遊記、劇本、

科幻小說、散文筆記等文本的引

介，耙梳出烏托邦簡史，呈現出

烏托邦觀念的無所不在，也貫穿

出不同書寫風格的烏托邦演義。

義大利社會主義運動家安東

尼奧．葛蘭西曾說：「現代性的

挑戰是不須靠幻覺生活，也不須

變得覺醒。」介於現實與幻象之

間，如夢如醒，妄想與理想交

融，那不就是烏托邦的幻影的開

始？為了更美好的未來想像，藝

術之前進一直與烏托邦意識息息

相關。前衛藝術可以視為一部圖

解的烏托邦簡史，而經典文學裡

的烏托邦之回顧，則可以視為前

衛藝術的歷史文本。

經典，是前衛的最佳後盾。

《移動的地平線：藝文烏托邦簡

史》選擇了十本不同年代的經典

代表，簡介具有前衛性格的「烏

托邦」概念。它嘗試連結文學、

社會、歷史上的虛實時空，以經

典導讀之名，勾勒出一張跨越時

空的前衛藝術史之地圖。以時間

排序，根據文學所闡述的烏托邦

觀念，這十個「優思美地」分別

為：〈漂流的烏托邦〉、〈理性的

烏托邦〉、〈公社的烏托邦〉、

〈化外的烏托邦〉、〈預言的烏托

邦〉、〈荒謬的烏托邦〉、〈靈隱

的烏托邦 〉、〈失落的烏托邦〉、

〈科幻的烏托邦〉、〈終極的烏托

邦〉。透過作家的背景簡介、文學

誕生背景、延伸閱讀，以圓桌會

議般的表述，擬導引出歷史經典

思維與當代文化藝術的關係。

喜新‧戀舊-創造產業文化資產
新價值
編 / 著者：楊凱成

出版年月：2008/12 

出版形式：平裝

出版機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ISBN / ISSN：978-986-01-6351-0

內容簡介

近年來國營事業之酒廠、菸

廠、糖廠、鹽場、林場、電廠等

具歷史與文化意義的工業遺址陸

續釋放，如何創意活化產業紋

理，以深掘產業智慧創造產業新

價值，將是需要更積極面對，並

具願景與開創性的產業文化資產

保存活化課題。　《喜新‧戀舊-

創造產業文化資產新價值》以思

考台灣產業轉型為基調，產業智

慧與文化人力轉化為主題，彙集

學術觀點與實務操作方案，藉探

究產業文化資產與產業發展、第

三部門、再利用政策法令、土地

政策法令、產業觀光、生態博物

館、休閒遊憩、觀光網絡、文化

觀光等深具可讀性的專業分析，

帶領我們體驗產業文化資產新價

值。除了是一本學習教材，也將

提供產業轉型、工作內容轉換

者、文化義工或有意對於產業文

化資產再利用強化認知的各界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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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展覽訊息 Exhibition News

名館 訊資展特 期日 址網 址地絡聯

區地北臺

館物博灣臺立國

peeDehT 展特 21/70/9002-41/40/9002

.mtn.www//:ptth
wt.vog

001 路正中市北台
路陽襄 2號

展特像影師醫河金王 82/60/9002-41/40/9002

展特物文蟲昆 31/90/9002-90/60/9002

展特家娘回象毛長 01/40/9002-50/30/9002

究研護修大藝南暨館博臺：密揭護修
展特果成

41/60/9002-90/21/8002

展影攝物生洋海 13/50/9002-40/40/9002

展特珍聚像影─寶珍克捷 50/40/9002-71/20/9002

展特觀微物植 51/60/0102-03/60/9002

展特術藝態生灣臺 52/01/9002-62/60/9002

展特築建代一第後戰灣臺 21/70/9002-40/40/9002

展特起想思活生年百灣臺─間房ㄟ咱
學館物博學大術藝南臺立國：辦協（

）所究研
42/50/9002-12/11/8002

館物博史歷立國

展畫書會畫友七 41/60/9002-22/50/9002

.hmn.www//:ptth
/wt.vog

001 路海南市北台 94 號

展物文器武統傳非中─歌風大 61/80/9002-32/60/9002

─影水光天 9002 展術藝花插華中 92/30/9002-12/30/9002

展藏收器玉求昇李－珍瑰瀚玉 12/60/9002-92/50/9002

展藏收角牙木竹 61/80/9002-62/60/9002

展像佛銅金 12/60/9002-10/50/9002

展念紀郎錦侯 71/50/9002-71/40/9002

展瓷青麗高 62/40/9002-60/30/9002

千大張 011 展念紀畫書誕冥年週 41/60/9002-01/40/9002

展念紀畫彩膠柱石陳 21/40/9002-31/30/9002

展畫書涵一姜－山重萬過已舟輕 50/40/9002-31/30/9002

展爐銅 62/70/9002-62/60/9002

展術藝覺觸宮浮羅－身思古撫 42/50/9002-01/40/9002

館物博政郵

展特粹選票郵本日 50/60/9002-30/40/9002

.tsop.www//:ptth
wt.vog

001 區正中市北臺
路南慶重 2段 54 號

展特票郵卉花界世 01/70/9002-11/60/9002

展特粹選票郵國泰 50/60/9002-50/50/9002

展郵念紀辰誕年百生先國經統總故蔣 31/50/9002-31/40/9002

館育教術藝灣臺立國

記印‧履行 70/50/9002-52/40/9002

.etra.www//:ptth
wt.vog

001 路海南市北臺 74 號

展畫代現中建李 90/40/9002-70/30/9002

展果成系傳視學大技科臺南 32-70-9002-72/60/9002

展果成系築建學大技科北台立國 52/60/9002-03/50/9002

展品作藏典畫版館育教術藝灣臺立國 42/50/9002-61/4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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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畫佛語畫提菩 03/40/9002-40/40/9002

感與性理、起而性隨∼院學術技球環
感福幸的間之性

82/50/9002-20/50/9002

展墨水喬于蘇 32/40/9002-11/40/9002

館術美立市北臺

展藏收心中度畢龐─源桃外世 21/70/9002-81/40/9002

.maft//:ptth
.xednI/muesum

xpsa

401 路北山中市北臺
3段 181 號

52 粹精藏典年 01/10/0102-42/10/9002

作創鈞力方－渺之命生 52 展年 50/70/9002-81/40/9002

涂、林茂楊、圖宏張—話神術藝代當
展人三政維

30/50/9002-12/30/9002

展個詩珮杜─天一的好美個一另 30/50/9002-12/30/9002

展個真藝洪—體客‧畫繪‧體主 30/50/9002-12/30/9002

國」心中術藝北臺「－塊方術魔場劇
展品作獎得圖競際

42/50/9002-12/30/9002

館物博紙念紀火樹
席茶的紙工手 20/50/9002-32/20/9002 .www//:ptth

/wt.gro.repapohus
401 路東安長市北臺

2段 86 號面三第的紙 40/70/9002-80/50/9002

會員委藏蒙
心中化文藏蒙

物博古蒙內（河的親母‧原草的親父
）展迴巡藏館館

13/70/9002-51/60/9002
.catm.www//:ptth

wt.vog
601 街田青市北台 8巷

3號

館念紀父國

9002 展作創畫繪明嘉謝 70/60/9002-62/50/9002

.www//:ptth
/wt.vog.nestay

011 區義信市北台
路愛仁 4段 505 號

史文央中 41/60/9002-90/60/9002

展員會會畫派體立後國民華中 82/60/9002-31/60/9002

展個術藝染臘霖嘉王 50/70/9002-32/60/9002

第會議省灣台 7、8 展特料史案檔屆 92/60/9002-30/60/9002

展刻篆畫書昇東吳 70/60/9002-20/60/9002

系計設與術藝學大育教蓮花 89 業畢級
展美

41/60/9002-90/60/9002

懷放－展個彩膠隆永高 50/70/9002-72/60/9002

展聯法書妻夫玲芳李‧璋家陳 20/70/9002-72/60/9002

展業畢工商興復 70/60/9002-30/60/9002

（紀世新 12 展品作君琬于） 12/60/9002-31/60/9002

展聯法書員會會書石盤 01//60/9002-72/50/9002

展顧回超子戴 52/60/9002-61/60/9002

展作創墨水慶有劉－壑丘情縱 52/60/9002-02/60/9002

展個瓷陶亨嘉謝 91/70/9002-03/60/9002

展個畫西傑靖嚴 82/60/9002-61/60/9002

館史國
辰誕年百生先國經蔣念紀－國經續永

展特
13/01/9002-31/40/9002

.hnrd.www//:ptth
/wt.vog

011 愛仁區義信市北台
路4段 505 地覽展（號

書仙逸館念紀父國：點
）坊

館術美緣光佛
）館北台（

展贈捐正光張茂奇李－藏珍壺古 91/40/9002-82/30/9002
.sgf.www//:ptth

/trasgf/wt.gro
lmth.xedni

011 區義信市北台
路隆松 723 號 01 之樓 1

展影攝美之學大光佛 62/70/9002-31/60/9002

迴巡牆碑人百家名山光佛－足十意墨
展

62/70/9002-31/60/9002

館育教學科灣臺立國
館示展料材用應－驗體初的體導半 01/9002-52/10/8002 .cestn.www//:ptth

wt.vog
111 區林士市北台
路商士 981 號與活生慧智 6vPI 展特用應 21/9002-10/10/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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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物博宮故立國

典物文的室皇代清─用寶永孫孫子子
展藏

展設常

.mpn.www//:ptth
/wt.vog

111 區林士市北台
路善至 2段 122 號

為無〈術藝共公外戶 / 〉為不無 展設常

光珠燦玉 展設常

展特朝歲華京 52/30/9002-90/10/9002

展特物文贈遺生先棟楷彭─規風象法 13/80/9002-13/21/8002

品名畫書代近 52/30/9002-10/10/9002

館念紀生先千大張 展設常

秦─統傳到典古從 ~漢 展設常

展特物文壁赤─雪堆千起捲 82/80/9002-82/50/9002

生先寬其陳 09 展畫念紀 13/80/9002-10/60/9002

展發的法書：業秋千有筆 52/30/9002-30/10/8002

展特彩洋隆乾─瓷彩麗華 51/80/9002-50/01/8002

展具家代清─華榮冑貴 展設常

術藝塑雕教宗─慧智與悲慈 展設常

宋─立建的範典新 ~元 展設常

展特窯泉龍代明─綠碧 51/01/9002-52/10/9002

唐隋朝六─融交與接銜 展設常

展鳥花絲緙代宋─華風織緙 52/60/9002-10/40/9002

廳大覽導 展設常

展特繪圖畫版物人道釋儒─間人上天
51/50/9002-12/10/9002

）件展換更間期（

畫名幅巨 52/60/9002-10/40/9002

學大化文國中
館物博岡華

9002 展畫象抽藏館館物博岡華 03/70/9002-10/30/9002

.uccp.2www//:ptth
/HCUC/wt.ude

111 區林士市北台
路岡華 55 號

9002 展人三十術藝像影 11/40/9002-13/30/9002

展聯友校系術美學大化文國中 82/30/9002-61/30/9002

展業畢所研藝學大化文國中 03/60/9002-90/60/9002

展瓷陶代歷國中 03/70/9002-10/30/9002

大文 22 展聯授教暨友校系術美屆 52/40/9002-41/40/9002

展班一美大文 60/60/9002-62/50/9002

展美生師所研藝屆六第大文 90/50/9002-82/40/9002

展法書儀士王 21/30/9002-10/30/9002

展物文俗民灣台 03/70/9002-10/30/9002

槃涅 anavriN 32/50/9002-21/50/9002

展畫書年豪歐 03/70/9002-10/30/9002

館術美童兒荷蘇 衡平的中圖構 13/21/9002-01/30/9002
.tratra.www//:ptth

/wt.moc
111 路西母天市北台
05 巷 02 號 1B

館術美甲鳳

灣台 s07' 群族家術藝代世 13/50/9002-52/40/9002
.www//:ptth

wt.gro.hag-gnoh
211 區投北市北台
路業大 661 號 F11

∼派硬年少後 9002 展聯社圖悍 21/40/9002-70/30/9002

展個雙寧嘉黃、岐牧謝 91/70/9002-31/6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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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族民院究研央中
館物博所究研

03 展藏典族民數少南西國中代年 ）年全（展設常

-inis.www//:ptth
-t/eoi/wt.ude.ac
-ni/muesum/loo

lmth.xed

511 院究研區港南市北台
路2段 821 號

學族民院究研央中
館物博所究研

展化文民住原灣台 ）年全（展設常

館術美南嶺院究研央中 展設常藏典 13/80/9002-10/90/8002
@mafnl//:ptth

wt.ude.acinis.etag
511 區港南市北台

路院究研 2段 821 號

局化文市隆基

展業畢學中信二 70/60/9002-62/50/9002

.cclk.www//:ptth
wt.vog

202 路一信市隆基 181 號

火木何－者行墨水 50/70/9002-61/60/9002

染藍－展術藝活生 13/50/9002-12/40/9002

展業畢商家隆光 41/60/9002-90/60/9002

展業畢小國義信 42/50/9002-21/50/9002

遊悠饗藝觸接的美 13/50/9002-21/50/9002

展聯會畫風海 12/60/9002-20/60/9002

會畫書師教市隆基 9002 展聯墨水 21/70/9002-32/60/9002

影電看隆基 . 展題專－隆基看影電 41/60/9002-12/40/9002

展聯人雙勇智周、騰宇張 50/70/9002-61/60/9002

展流交家名畫書代當 01/50/9002-41/40/9002

情珠鳳 . 展個土黏姿多采多心稚童 82/60/9002-20/60/9002

展畫油君文張─白獨 01/50/9002-12/40/9002

館術美銘朱

9002 鋼鏽不─語物質材 12/60/9002-82/30/9002

.www//:ptth
wt.gro.gnimuj

802 鄉山金縣北台
湖勢西 2號

9002 藏典年十─展設常藏典 13/10/0102-82/30/9002

學科─列系間人「銘朱：錄示啟師大
展」家

起日即 ~ 出展設常

動活育教」家學科－列系間人「銘朱
跑奔在袋腦－－

41/3 、 12//3 、 82/3 、 -4/4
午下六期星， 1 ： 03

∼3： 00

館物博金黃立縣北臺

紹介境環然自石瓜金－寶瑰載塊大 設常

.peg.www//:ptth
wt.vog.cpt

422 石瓜金鎮芳瑞縣北台
路光金 8號

展佛金洲亞 13/50/9002-02/10/9002

展史歷業礦石瓜金 設常

展特像影山礦－瀟蕭雨山春 13/50/9002~12/40/9002

館史文市店新
展結國中棋漣師 82/60/9002-10/40/9002 .yrarbil//:ptth

wt.vog.naidnis
132 市店新縣北台
路族民 7號展特題主美之築建史歷 03/11/9002-02/21/8002

館物博教宗界世
展個羅朵珂家術藝列色以：書之平和 70/60/9002-32/40/9002 .rwm.www//:ptth

wt.gro
432 市和永縣北台
路山中 1段 632 號1樓展音觀 52/01/9002-52/60/9002

區園化文家客縣北臺
展特」化文茶家客岸兩－茶找鄉客「 90/80/9002-41/30/9002

.akkah.www//:ptth
wt.vog.cpt

732 恩隆鎮峽三縣北臺
街 932 號個影攝底海得勝郭－員動總底海「

」展
62/50/9002-81/30/9002

歌鶯立縣北臺
館物博瓷陶

9002 展大家術美縣北臺 62/40/9002-52/30/9002
.www//:ptth

.vog.cpt.scimarec
wt

932 鎮歌鶯縣北臺
路化文 002 號花暖春─店念概品商化文麗美好活生

展品商梅脆醃開
62/40/9002-42/30/9002

展個作創順銘卓—器錄紀態生 41/60/9002-10/5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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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藏典藝陶代當─人‧情多 61/40/9002-02/20/9002

展個作創彥教曾木小─夢之濤海 62/40/9002-72/20/9002

獎藝陶北臺屆六第 41/60/9002-31/30/9002

個作創藝陶隆宗蔡—度溫的靜寧找尋
展

41/60/9002-10/50/9002

展業畢職高歌鶯 41/60/9002-20/50/9002

區地東花宜

館術美緣光佛
）館蘭宜（

生人看笑─谷虹 30/50/9002-30/40/9002

.sgf.www//:ptth
/trasgf/wt.gro

lmth.xedni

062 路山中市蘭宜
3段 752 號4樓

－像畫的像不畫屆六第 9002 巡童兒年
展美迴

42/60/9002-21/60/9002

九第班術美小國山中－錄憶回．技藝
展果成業畢屆

42/60/9002-01/60/9002

物博化文前史灣臺立國

展特年牛」坤乾轉牛「 21/20/0102-72/10/9002
.pmn.www//:ptth

/wt.vog

059 路館物博市東台 1號

術技存保藏典館物博——室密的開公
展特

03/80/9002-12/11/8002

年千四技科明文——河長史歷越穿 03/40/9002-90/30/9002

.phi.evihcra//:ptth
/wt.ude.acinis
_tibihxe/rchad

/7002

館物博雕石縣蓮花

館拓開暨館術美市竹新

9002 展件徵季術藝雕石際國蓮花 62/60/9002-60/50/9002 .ccch.enots//:ptth
wt.vog

079 路復文市蓮花 6號
趴趴團軍猴石 oG 62/60/9002-60/40/9002

展員會出傑會協畫彩粉北台—采風 62/40/9002-10/40/9002
.bccch.www//:ptth

/wt.vog
003 路央中市竹新 611 號展個畫油茹靜鄭 13/50/9002-92/40/9002

展個畫彩水景風珠瓊錢 82/60/9002-30/60/9002

市竹新史歷立國
館物博館物博藝工璃玻

展作創儀瓊黃暨展作創農瑤林 82/60/9002-80/40/9002
.bccch.www//:ptth

wt.vog
003 路大東市竹新 1段

2號

館物博村眷市竹新 展特瓶酒念紀村眷：趣學美活生 50/70/9002-51/40/9002
.bccch.www//:ptth

/wt.vog
003 路大東市竹新

2段 501 號

業企塑台學大庚長
館物文

展特任責會社業企塑台 82/90/9002-81/30/9002 .www//:ptth
.moc.muesumgpf

wt

333 鄉山龜縣園桃
路一化文 952 號展程歷業創業企塑台 展設常

館物博雕木義三

會協雕木義三 91/40/9002-10/40/9002

.clm.doow//:ptth
wt.vog

763 村盛廣鄉義三縣栗苗
城新聲廣 88 號

會學塑雕市中台 21/40/9002-10/40/9002

展題專雕木灣台 50/70/9002-31/40/9002

展個雕木鋒張 40/60/9002-02/40/9002

展品作獎得賽競雕木際國灣臺 82/90/9002-50/60/9002

區地投彰中

館術美灣台立國

間之忌禁與望慾在撞衝—氏侯腳六【
作創畫版的 8002-2991 】

42/50/9002-12/30/9002

.aomt.www//:ptth
/wt.vog

304 路西權五區西市中台
段一 2號

9002 展巡中台節牛奔 21/70/9002-20/50/9002

話對的生眾與地天 62/40/9002-12/20/9002

展影攝─列系年百術美灣台 91/70/9002-61/50/9002

展贈捐品作向方－簡化繁由 12/60/9002-41/20/9002

展影攝平太林 91/70/9002-60/60/9002

展年雙築建斯尼威屆一十第 50/70/9002-61/50/9002

膠清錦簡－腳註的我自與我有‧我無
展作創畫彩

30/50/9002-70/3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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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顧回作創男光黃 91/70/9002-61/50/9002

展畫彩膠裕前詹—創開與承傳 30/50/9002-70/30/9002

—象新 9002 展墨水代當岸兩 22/30/9002-12/20/9002

展品作法書孜陽董—話對 62/40/9002-12/20/9002

體流‧蔓 21/40/9002-71/10/9002

—述講 9002 展術藝代當岸兩峽海 50/70/9002-32/50/9002

展角視觀鏡的術藝性女灣台─凝雙 30/50/9002-40/40/9002

展美灣台：現再光靈 08 年 82/60/9002-52/01/8002

館物博學科然自立國

文爾達「 002 出源起種物暨辰誕歲
版 051 展特」年

21/01/9002-91/60/9002

.snmn.www//:ptth
wt.ude

404 路前館區北市中台
1號

學科─列系間人「銘朱－錄示啟師大
覽展表發作新」家

13/50/9002-12/20/9002

號主公平太－事記洋越帆古 21/9002-80/50/9002

家的人前史灣台 6/0102-61/70/9002

究研史然自期早灣台 90/9002-50/9002

展特壺陶族灣排灣台－所居的靈祖 71/50/9002-12/10/9002

曲戀港鹿 0591 展特 90/9002-71/40/9002

影攝家苗能紹方－家想夢的野田騁馳
展

50/40/9002-42/01/8002

展特蟲鳴 11/9002-10/70/9002

展特公地土灣台－神護守的者拓墾 13/50/9002-61/10/9002

館物博學科然自立國 /
室展特園物植

展特草勒初 01/9002-50/9002

展特草萱 71/50/9002-8/50/9002

展特蘭蝶蝴 30/50/9002-60/30/9002

館物博學科然自立國 /
室溫林雨帶熱

展特蘭履仙 91/40/9002-61/40/9002

館術美緣光佛
）館中台（

展影攝美之學大光佛 62/40/9002-82/30/9002

/wt.gro.sgf.www
lmth.xedni/trasgf

804 區屯南市中台
路中惠 3段 56 號

－像畫的像不畫屆六第 9002 迴巡童兒
展美

70/60/9002-61/50/9002

展作創術藝珠美鳥白－年百四遇相 91/70/9002-31/60/9002

心中化文立縣中台

展墨水惠春吳 21/40/9002-02/30/9002

.cchct.www//:ptth
/wt.vog

024 市原豐縣中台
路東環圓 287 號

展會究研獻文清雙縣南台 30/50/9002-71/40/9002

展個桓元蔡 13/50/9002-80/50/9002

展業畢大藝台 42/50/9002-80/50/9002

展聯會畫采墨縣化彰 12/60/9002-50/60/9002

館術美緣光佛
）館化彰（

展影攝美之學大光佛 13/50/9002-10/50/9002
.sgf.www//:ptth

/trasgf/wt.gro
lmth.xedni

005 里山福市化彰
街山福 843 號

展個珠明劉—界世想異的畫插 42/50/9002-11/40/9002

個飾壁意創材素然自琴秀曾—蛻與退
展

82/60/9002-03/50/9002

區地南嘉雲

館術美緣光佛
）館義嘉（

展畫作創墨水南嶺生俊王 92/50/9002-92/40/9002
.sgf.www//:ptth

/trasgf/wt.gro
lmth.xedni

006 路愛博市義嘉
2段 142 號

展影攝美之學大光佛 82/40/9002-52/30/9002

展畫國法書川匯劉 12/60/9002-03/5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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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術藝演表縣義嘉 曲部首院南宮故—洲亞索探 40/10/9002-42/01/8002
.mpn.www//:ptth

/wt.vog
126 鄉雄民縣義嘉
路國建 2段 562 號

館物文播廣家國

華風草鹿 13/80/8002-10/60/8002

.itr.muesum//:ptth
wt.gro

126 村頂寮鄉雄民縣義嘉
路權民 47 號

展品作獎得生寫台電我畫 03/50/8002-01/20/8002

廣央音之灣台‧聽 08 制改暨年週 01 週
展特迴巡料史音聲年

13/50/8002-03/21/7002

館物博大成

展型模構機動手早古大成：動傳代世 03/60/9002-10/11/7002

-cn.muesum//:ptth
11/selif/wt.ude.uk
php.1-9253-5201-

107 路學大市南台 1號
）區校功成學大功成（

展特林雪蘇象印 03/60/9002-40/50/9002

計作合學大功成‧學大渡普期時援美
畫

03/11/9002-91/10/9002

態生大成—島綠市都 13/01/9002-21/30/9002

館術美緣光佛
）館南台（

展個作創墨水和國王 82/60/9002-12/50/9002 .sgf.www//:ptth
/trasgf/wt.gro

lmth.xedni

807 路華永區平安市南台
段二 161 號5樓展念紀法書瑩玖朱 71/50/9002-20/40/9002

館物博美奇 展畫繪洋西代近─描素師大 13/21/9002-82/10/9002
.www//:ptth

.muesumiemihc
moc

717 鄉德仁縣南台
村甲三 1-95 號

區地屏高

館物博史歷立市雄高

展特一第灣臺 91/40/9002-01/30/9002 .vog.gck.5w//:ptth
/WT/mhk/wt

/noitibihxe
psa.noitibihxe

308 區埕鹽市雄高
區正中 272 號

0791-0781 展像影史歷年百雄高 91/40/9002-21/20/9002

嶼蘭像映 4691 展影攝隆震謝－ 91/40/9002-50/30/9002

館術美立市雄高

9002 獎雄高 32/50/9002-41/30/9002

.afmk.www//:ptth
/wt.vog

408 區山鼓市雄高
路館術美 08 號

agualoFeL 代當蘭西紐：來開往繼－
展術藝洋平太

50/40/9002-31/21/8002

界世像影的曼斯尤．利傑－化入神出 70/60/9002-03/40/9002

展設常展發塑雕灣台 至展 21/40/9002

展個欽伯蘇－歌輓港毛紅：廊畫民市 91/40/9002-91/30/9002

則明李－灣台南愛更灣台愛我 60/90/9002-60/60/9002

居家想異的姐小芭 62/70/9002-20/50/9002

展迴巡界世荷沃迪安．父教普普 81/50/9002-11/40/9002

事故的方南－列系藏典現發 2 中異變：
景風雄高的

30/10/0102-60/21/8002

展念紀雲清羅：義主漫浪的璨璀 41/60-9002-71/10/9002

動律的中塑雕 : 宮浮羅 yrellaGhcuoT
畫計

32/80/9002-02/60/9002

館術美立市雄高
－ 館術美童兒

001secaF 劇作惡的臉－ 22/80/0102-50/40/9002
.afmk.www//:ptth

/wt.vog
408 館術美區山鼓市雄高

路 08 號
鬼蛋搗個這，間空 02/30/0102-60/21/8002

作創與話神的民住原灣台－說傳．看 71/50/9002-50/40/8002

館物博藝工學科立國

展特貓熊大 03/90/9002-10/40/9002

.mtsn.www//:ptth
wt.vog

708 區民三市雄高
路一如九 027 號

展特雄高洋海 72/90/9002-62/60/9002

展特史文工勞屏高高 62/60/9002-42/40/9002

作創劍刀術藝匠刀名代現灣台屆二第
展特

30/50/9002-30/20/9002

展特文爾達 03/60/9002-02/40/9002

展特安工－園觀大場職 72/21/9002-91/6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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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資訊，仍以各館實際公佈為準

展特車機－紀世半過騎 01/50/9002-90/11/8002

館術美緣光佛
）館雄高（

－展業畢系學術藝播傳院學語外藻文
流亂

71/50/9002-20/50/9002

/wt.gro.sgf.www
lmth.xedni/trasgf

318 區營左市雄高
路言忠 82 號6樓

作乘一像經華法『展特慶年週館雄高
經寫．經刻．像造』佛

62/40/9002-82/20/9002

展個雙玲美尤來壬黃－像圖靈心 03/60/9002-22/50/9002

館育教史然自縣雄高 展迴巡奇傳輩鼠 01/60/9002-71/30/9002
.ude.uyk.md//:ptth

wt
128 鄉竹路縣雄高
路山中 1281 號

館史校校官軍陸 史展發校軍埔黃 展設常
.amc.www//:ptth

wt.ude
038 市山鳳縣雄高
路武維 1號

館術美緣光佛
）館總（

－華風展紙 9002 第畫撕紙棉年 41 年回
展聯度

30/50/9002-30/30/9002

.sgf.www//:ptth
/trasgf/wt.gro

lmth.xedni
938 佛鄉樹大縣雄高
寺山光

展聯會畫象新市南台－航心 82/70/9002-21/60/9002

展個畫油玉如李－憶．舞 70/60/9002-80/50/9002

館術美緣光佛
）館藏寶（

展大畫繪岸兩峽海──術藝初紀世 82/60/9002-71/60/9002

展個墨水陵俐陳─心生住無 41/60/9002-92/40/9002

展法書暨經抄昌辛劉－美之典經 62/40/9002-82/20/9002

處化文府政縣東屏

安進李─展顧回七七 91/40/9002-30/40/9002

.1www//:ptth
.vog.ghtp.larutluc

psj.xedni/ghtp/wt
009 路連大市東屏 96 號

展作創畫油智美王 50/70/9002-91/60/9002

忘兩我石 ~~ 藏珍石田南 13/30/9002-60/30/9002

閣緣石 ~~ 展品藏雕石山壽 03/60/9002-30/60/9002

展個作創鴻守曾─圖鴻繪守 71/60/002-20/60/9002

懷情尖石─展畫油勝寶吳 61/60/9002-13/50/9002

曲想狂界世的偶—展特節童兒 30/50/9002-30/40/9002

展個源柏冼 10/40/9002-71/30/9002

展美東屏 03/50/9002-02/40/9002

展美東屏 03/50/9002-02/40/9002

期展展美東屏 03/50/9002-02/40/9002

道秀洪 . 展影攝 71/60/9002-20/60/9002

茶.花.香 ~~ 展作創藝陶雄文林 13/50/9002-60/50/9002

展影攝明昭洪—美之灣台現發 70/70/9002-02/60/9002

展個友獻蔡—地極 13/30/9002-41/30/9002

展畫水山—隆文劉 50/70/9002-02/60/9002

和忠田—情表的術藝論射折相鏡 91/40/9002-50/40/9002

峰明蔡—體源覺 72/30/9002-01/30/9002

孝義廖—真．木．鐵 81/40/9002-13/30/9002

館術美緣光佛
）館東屏（

展果成品作園稚幼迪冠 70/70/9002-40/60/9002

.sgf.www//:ptth
/trasgf/wt.gro

lmth.xedni

009 街三華建市東屏
64 號3樓

展字壺男勇周—坤乾裡壺 91/50/9002-91/30/9002

生學小國興復－夢美年童，藝創心童
展品作文藝

62/40/9002-72/30/9002

白與黑－騰圖灣排新 ~ 展作創輝榮秦 41/70/9002-22/50/9002

展作創術藝所兒托華培─年童活樂 13/50/9002-03/40/9002

展畫禪雨小蒲泰爾高－畫禪．話禪 12/40/9002-02/20/9002

品作生師刻篆法書光俊陳－捺收鋒藏
展藏收片拓原暨

90/60/9002-42/4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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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歡迎妳／你的加入﹗

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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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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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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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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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柏亭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身份證字號

服務機構 職稱

專業領域 生日 年 月 日

電話(O)(    )  (C)(    )  傳真(    )

(H)(    )  

E-mail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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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am.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