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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價值與判斷：博物館評量」國際學術研討會簡章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seum Evaluation 

一、 緣由與目的 

博物館是一個開放供大眾享有的公共機構，且其所負擔人類文化資產的蒐

藏、保存、研究與溝通等任務，早因達致水準，被認定為一種專業。為維持博

物館專業，博物館社群在典藏、展示、教育等各個博物館專業層面，以及博物

館整體進行評量或評鑑，並發展認證制度。 
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後，新公共管理與管理主義對公部門影響深遠，政府

採行的績效評量對博物館的專業評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博物館的評量由專業

的維持與認定，融入了效能與效率，以及成本與效益等等的績效考量。並且，

博物館的組織或治理方式－政府治理、公辦民營、法人化等，也成了政府再造

所評估或評量的範圍。 
此外，價值是博物館的另一項評量，例如在經濟面向評量博物館的使用與

非使用價值、經濟影響等，或是由個人、社區、大眾等角度評量博物館的社會

價值，以及評估作為文化資產保存與溝通機構的博物館的文化價值等。 
前述各種不同面向或類型的博物館評量，一直是博物館領域的研究與實踐

重點。在台灣，由於 2015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博物館法規定應就典藏、研究、

展示、教育、管理及公共服務等面向，建立博物館評鑑及認證制度（博物館法

第 16 條），使得博物館評量相關議題顯得更為重要。為此，規劃舉辦本次研討

會，希望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並舉辦徵稿，就博物館評量相關議題進行研

討，期望增進博物館社群對此議題的深入了解，並助益於我國博物館評量的理

論建構與實務運作，促進博物館社群的共同進步。研討會目的如下： 
 增進博物館評量及相關議題領域知識的發展； 
 助益博物館評量之實踐與實務； 
 藉由研討會，促進博物館社群之交流。 

二、 主辦單位、時間、地點 

（一） 主辦單位：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

護研究所、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中華民

國博物館學會。 

（二） 時間：2017 年 10 月 19-20 日（星期四與五）。 

（三）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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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討會暫定議程 

2017 年 10 月 19 日 

時間 Time 內容 Content 
09:00~09:45 報到 Registration 
09:45~10:00 開幕式 Opening 
10:00~11:30 博物館認證與標準：美國模式  

茱莉．哈特，美國博物館聯盟標準與傑出計畫資深主任 
Museum Accreditation and Standards: The U.S. Model 
Julie Hart, Senior Director, Standards & Excellence Programs at the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USA 

11:30~11:40 大會團體留影 (Photograph taking) 
11:40~12:30 什麼因素影響觀眾的博物館經驗？  

劉德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學教育組副研究員兼主任 
12:30~13:30 午餐 Lunch 
13:30~14:20 我國博物館評鑑制度的推動與實驗  

陳德宇，文化部文化資源司博物館科科長 
14:20~14:30 休息 Break  
14:30~15:40 論文發表一  博物館評量(展示) 

1. Issues of utilizing the video recording 
on exhibition evaluation: visitor’s 
consciousness on the publicness and 
privacy in a museum 
Shunsuke YAMASHITA,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Hokkaido University Museum  
2. 亮不亮有關係！－評量博物館展示

照明之必要性 
耿鳳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

維護研究所副教授 
3. When the exhibit is watching 
you?!Track or Record?虛實整合-以
Beacon 技術探析博物館參觀民眾行為 
蘇芳儀，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示組研究助

理 

論文發表二  博物館評量(展示與教

育) 
1. Evaluating the memory of visiting 
science museu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xhibit design 
CHAN Chun-lam, Master’s Degree in 

Science Education: MEd (Science Education) 
2. 展示如何說故事? 以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常設展示廳為例 
吳淑華，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3. 情意因子在台灣公民參訪非制式

教育機構促進大眾科學參與間的角色 
鄭瑞洲、黃臺珠，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

技教育組助理研究員、教授 

15:40~16:00 休息/茶敘 Break  
16:00~17:10 論文發表三  博物館評量(教育) 

1. 中小學教師應用博物館線上影音平

台之態度與行為評量研究 

論文發表四  博物館評量(觀眾)  
1. 目的地意象與忠誠度之關係—以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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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紹群，國立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 
2. Assessing Service Quality in Museum 
Adult Extension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林之丞、楊憶婷，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技術員、助理研究員 
3. 省思博物館教育行動研究中的評量

實踐 
劉婉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

與古物維護研究所教授 

林寬裕、李慶華，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亞洲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

教授、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助理研究員 
2. 新北市行動博物館之探討 
林寬裕、李慶華，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亞洲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

理教授、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助理研

究員 
3. 博物館觀眾與非觀眾休閒參與、休

閒動機及參觀阻礙之研究-以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為例 
浦青青，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研究助

理 
論文發表五  博物館評量(觀眾) 
1. 留言或流言：澎湖生活博物館留言卡內容初探 
莊凱証，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生 
2. 國寶新象：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展示中的觀眾學習體驗 
游雅筑，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 
3. 觀眾研究對博物館政策的影響-以國立科學博物館觀眾滿意度調查為例 
黃惠婷，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研究助理 

 

2017 年 10 月 20 日 

時間 主持人、講題與講者 
09:00~10:30 博物館績效評量：運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與平衡計分卡 

馬雷克．普羅庫貝克，捷克經濟大學藝術管理系講師兼研究員 
Museu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rough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echnique 
and Balanced Scorecards Approach 
Marek Prokupek, Lecturer and Research Associate, Department of Arts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Czech Republic 
10:30~10:40 休息 Break  
10:40~12:10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博物館績效評鑑制度（題目暫定） 

井上洋一，東京國立博物館副館長 
12:10~13:10 午餐 Lunch 
13:10~14:20 論文發表六  博物館評量(蒐藏) 

1.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典藏管理法

制化的實務經驗 
陳淑菁，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研究助

論文發表七  博物館治理方式評量與

博物館認證 
1. 博物館委外經營在臺灣－最適方案

或明日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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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 評估文物編目指引（CCO）於臺灣

現當代美術館應用的可行性 
顏上晴、林芳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副教

授、碩士 
3. 博物館蒐藏品運用實務之評量─

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為例 
黃俊夫，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副研究

員 

曾信傑，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

古物維護研究所助理教授 
2. 建構臺灣博物館治理評量的能動

性：治理思維、政策取徑及實務運作關

係的論述探究 
黃瑞玲，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

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 
3. 我國博物館認證與評量機制的再思

考 
許淑華、林詠能，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博

士研究生、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授 
14:20~14:40 休息/茶敘 Break 
14:40~15:50 論文發表八  博物館價值評量 

1. 博物館價值評量：一些基本命題的

思考 
辛治寧，國立歷史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長 
2. 品質衡量法—博物館的公共價值

評量之探究 
林玟伶，教育部國立社教機構科技創

新服務計畫智慧博物館專辦博士後

研究員 
3. 使用者付費後參觀需求與模式的

改變-以淡水紅毛城及其周遭建築群

為例 
陳柏升，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研

究助理 

論文發表九  博物館績效評量 
1. 我國國立博物館作業基金財務績效

評量之探析 
吳佩修，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示組组

主任 
2. 邏輯模式於博物館營運評鑑的有效

性：以三重縣立博物館與六本木 Art 
Night 為例 
卓彦伶、佐佐木亨，北海道大學大學院

文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教授 
3. 談公辦民營地方文化館營運績效評

估面面觀 
黃勝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

系博士生 

15:50~16:00 休息 
16:00~17:30 論壇：博物館評量 
註：暫定議程，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的權利   

四、 報名相關事項 

（一）報名資格 
1. 博物館從業人員 
2. 博物館研究人員、學者、研究生與學生 
3. 各級博物館主管機關之人員 
4. 關心博物館發展者 
5. 對本研討會議題有興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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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額：100 人。依報名且完成繳費之次序錄取。 
（三）報名費用：新台幣 500 元，學生（以學生證為憑）優惠新台幣 200 元。該

費用包括研討會之會議資料、兩日研討會中餐、茶敘、研討會期間自由參

觀科工館展示廳。 
（四）報名與繳費日期：即日起至 10 月 12 日止。若報名人數超出名額限制，主

辦單位得提前停止報名。 
（五）報名方式：至「2017「價值與判斷：博物館評量」國際學術研討會」（網

址：http://museum-conference.nstm.gov.tw/2017/index.aspx）「報名資訊」點

選「我要報名」，進入科工館「藏品推廣及研討會活動報名」報名與繳費。 
（六）全程參與者，給與 12 小時終身學習時數。 

五、 聯絡人 

（一）報名與繳費相關事項：蔡佳容小姐（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07-3800089-5209，roni@mail.nstm.gov.tw 
（二）研討會其他事項：顏上晴副教授（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

研究所），(06)6930100-2648，sanching@tnnua.edu.tw；蕭國鴻副研究員（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07-3800089-5308，khhsiao@mail.nstm.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