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畫」(南區) 

               職能精進工作坊報名系統報名簡章       

一、 目的： 

本計畫以博物館人才培育深耕職能作為主軸，為推動博物館從業人員專業進修，針對

目前重要議題或趨勢，以及各地方文化館舍之營運管理等各方面進行職能精進工作坊

課程安排，規劃辦理博物館人才培訓實務課程與參訪交流等活動，並邀請專家學者進

行課程講授，結合各方專業者共同學習成長，並且適時提供專業協助，以提升各博物

館從業人員之專業提升。 

二、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三、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四、 執行單位：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五、 時間地點： 

   第一梯次【撐起文物藏品的保護傘】博物館典藏管理與修護實作工作坊 

      時間：110 年 12 月 01 日（星期三）09:00~16:4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行政大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第二梯次【翻轉未來】博物館數位策展與展示設計工作坊 

      時間：110 年 12 月 02 日（星期四）09:00~16: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行政大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第三梯次【博遊泡泡】後疫情下重遊博物館之旅 Day1 

      時間：11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09:20~17:00 

      地點：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20 號） 

            （該場次由參與人員自行前往） 

   第四梯次【博遊泡泡】後疫情下重遊博物館之旅 Day2 

      時間：111 年 01 月 07 日（星期五）08:30~17:10 

      地點：臺南-文化部文資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1 號）、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 號） 

（該場次可自行決定由本校搭車共同前往或自行前往） 

   第五梯次【專家來館】專家為您現地健檢 

      時間：110 年 01 月 21 日（星期五）08:20~17:30 

      地點：高雄-代天宮歷史文物館、屏東-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該場次統一由本校搭車共同前往） 



六、 參加對象：以全臺博物館從業人員為對象。私立及小型博物館、南部地區博物館從業

人員優先參與。 

七、 參加人數限制：每梯次 50 人（非博物館相關人員以 20 人為限，本單位有權以優先

順序做最終報名學員篩選，並在各梯次前 3 日於活動訊息網頁公告報名成功者及寄

Email 通知。） 

八、 參加費用：本活動全程免費參加 

九、 各梯次工作坊內容 

   第一梯次【撐起文物藏品的保護傘】博物館典藏管理與修護實作工作坊 

時間：民國 110 年 12 月 01 日（星期三）  

地點：正修科大行政大樓 12F 國際會議廳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長官致詞  

09:20~10:20 
臺灣藏品保存修復產業發展 

與供應鏈聯結現況 

正修科技大學文物修護中心 

李益成 主任 

10:20~10:30 茶敘時間  

10:30~11:30 紙質文物的裝裱形式與維護 
正修科技大學文物修護中心 

戴君珊 紙質修復師 

11:30~12:10 綜合交流與討論  

12:10~13:30 館舍交流/午餐  

13:30~15:00 跟著職人一起做─文物保護盒製作(一) 
正修科技大學文物修護中心 

鄭世強 紙質修復師 

吳佳芬 紙質修復師 

15:00~15:10 茶敘時間 

15:10~16:40 跟著職人一起做─文物保護盒製作(二) 



   第二梯次【翻轉未來】博物館數位策展與展示設計工作坊 

時間：民國 110 年 12 月 02 日（星期四） 

地點：正修科大行政大樓 12F 國際會議廳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臺文館的藏品徵存及研究之路 
國立臺灣文學館 研究組 

林佩蓉 組長 

10:30~10:40 茶敘時間  

10:40~12:10 數位策展與文化轉譯 
頑石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林芳吟 創辦人 

12:10~13:20 館舍交流/午餐  

13:20~14:50 文化•科技•新視紀 
頑石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劉詩安 研發經理 

14:50~15:00 茶敘時間  

15:00~16:30 虛實交融的博物館教育設計 
頑石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蔡文瓊 企劃經理 

    第三梯次【博遊泡泡】後疫情下重遊博物館之旅 Day1 

時間：民國 11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 

地點：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該場次由參與人員自行前往）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8:50~09:20 
報到集合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南館】 
 

09:20~10:50 
博物館藏品的數位應用- 

以科工館度量衡文物蒐藏為例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蒐藏研究組 

黃俊夫 副研究員 

10:50~11:00 中場休息時間  

11:00~12:30 
科技化博物館典藏管理-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現況與展望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蒐藏研究組 

陳淑菁 助理研究員 

12:30~14:00 館舍交流/午餐  

14:00~17:00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北館】參訪- 

開放式典藏庫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蒐藏研究組 

吳慶泰 助理研究員 

      



第四梯次【博遊泡泡】後疫情下重遊博物館之旅 Day2 

時間：民國 111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 

地點：臺南-文化部文資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國立臺灣文學館 

     （該場次可自行決定由本校搭車共同前往或自行前往）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8:00~08:30 
報到集合 

【正修科大行政大樓 1 樓大門】 
 

08:30~09:40 出發前往臺南  

09:50~11:00 
怎麼好玩怎麼玩- 

文化資產保存修護教育推廣 

文化部文資局 

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陳柏欽 主任 11:00~12:00 文化資產保存中心參訪 

12:00~13:30 館舍交流/午餐  

13:30~14:50 
國立臺灣文學館藏品轉譯 

及商品研發路 

國立臺灣文學館 研究組 

林佩蓉 組長 

國立臺灣文學館 公共服務組 

覃子君 助理研究員 

14:50~16:00 國立臺灣文學館參訪 
國立臺灣文學館 研究組 

林佩蓉 組長 

16:00~17:10 賦歸【返回正修科技大學】  

   第五梯次【專家來館】專家為您現地健檢 

            時間：民國 111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 

            地點：高雄-代天宮歷史文物館、屏東-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該場次統一由本校搭車共同前往） 

時間 活動 地點/主講人 

08:00~08:20 
報到集合 

【正修科大行政大樓1樓大門】 
 

08:20~09:00 出發前往高雄代天宮歷史文物館  

09:10~10:40 歷史文物保存與維護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吳慶泰 助理研究員 

觀復股份有限公司 

魏瑛慧 文創美學總監 
10:40~12:00 專家諮詢與深度交流 

12:00~13:00 館舍交流/午餐  

13:00~14:00 出發前往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14:00~15:30 從商業廣告談展示思維與技術 
觀復股份有限公司 

魏瑛慧 文創美學總監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吳慶泰 助理研究員 
15:30~16:30 專家諮詢與深度交流 

16:30~17:30 賦歸【返回正修科技大學】  

https://www.nstm.gov.tw/ResearcherDetailC003620.aspx?Cond=e47ba2b5-624d-4af9-a71e-6fc66e765801
https://www.nstm.gov.tw/ResearcherDetailC003620.aspx?Cond=e47ba2b5-624d-4af9-a71e-6fc66e765801


十、 報名須知： 

(一)、 請進行線上報名（https://reurl.cc/V5z31b），或以手機掃描下方 QR-code 進

行報名。 

(二)、 報名後如無法如期參加者，請務必於開課日前三天告知。 

(三)、 參與活動之公務人員將核給終身學習時數，每梯次 6 小時，於各梯次活動結束

後由執行單位提供研習證明。 

(四)、 各梯次前 3 日將報名成功者公告於本活動訊息網頁，並寄 Email 通知，活動訊

息網頁請參考（https://reurl.cc/r1ko9r）。 

(五)、 活動課程期間如遇颱風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依高雄市政府發布之停班停課公

告為依據，不另行通知，改期時間將另行公告。 

(六)、 因應「COVID-19(新冠肺炎)」防疫新生活運動，將實名制登記。 

(七)、 倘有相關問題，請逕洽本中心陳小姐，電話 07-7358800 #6322。  

(八)、 本計畫經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線上報名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