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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博物館是人類文明下的產物，其發展與人類社會的演進有著密不

可分的關係。隨著民主思潮的興起與發展，近代博物館已由過去孤芳

自賞的象牙塔轉型成為公眾開放的文化教育機構。（註 1）博物館類型

和展示方式逐漸多樣化，各具特色的大小博物館如春筍般並立，百花

齊放的局面充分展現了博物館活力十足的多元發展趨勢。（註 2）環顧

當今世界各地的博物館，保守估計至少有 25,000 座以上，分布版圖

橫跨都市、鄉村，其範圍之普及、數量之多，以及種類之千變萬化，

在在顯示出博物館成為全球化指標之一的特殊性與重要性。（註 3） 

 

在全球博物館事業蓬勃發展之際，面對社會潮流之所趨，如多元

文化的融合、終身教育與終身學習觀念的推行、先進科技的廣泛運用

等，以及休閒娛樂事業如主題公園等的強大競爭，博物館也開始反省

其本質與傳統經營方式，思索改革與創新的可能。當博物館與社會脈

動結合，作為社會發展的催化劑，博物館過去以「物」為營運基礎的

作風亦有所改變，刺激觀眾與博物館對話、提供觀眾一個能與博物館

人員交換意見的場合和機會成了今日博物館工作的重點。（註 4）因

此，為了增益博物館的深度和廣度，使博物館人員更能勝任其服務社

會的職責，加強整個博物館專業的內聚力，提升博物館從業人員的社

會地位和角色，高水準的博物館人員訓練已成重要課題，並為聯合國

國際教科文組織列為重點工作計畫之一。（註 5） 

 

反觀台灣的博物館，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環境的高度發

展，作為國家開發程度指標之一的博物館事業，亦有大幅的成長。根

據調查資料顯示，至民國 87 年為止，全台公私立博物館總數已達 232

座（含遊樂區附設的陳列室以及正在籌備中的博物館）。（註 6）然而

博物館在數量上欣欣向榮的景象，並不代表博物館專業知識及技術也

有相對的成長。（註 7）博物館是一門專業，從業人員須具備博物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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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知識的事實已毋庸置疑，但實際上博物館人員的任用並非如此，例

如自民國 62 年起，政府為加強文化建設，編列大筆經費在各縣市興

建文化中心，卻無法任用博物館專業人才，即是一連串明顯的案例。

（註 8） 

 

各地文化中心規劃時多偏重在豪大的建築物外觀，動輒數千萬或

上億元的建築經費，但對於開館後的營運目標、使用需要及人才培育

等卻未充分的考量。當美侖美奐的硬體落成準備開館時，面臨文化中

心多樣化的業務才醒覺專業人員的闕如，臨時由縣府任務調派或進用

臨時人員充任行政人員，這樣一群未經專業訓練的人在未充分考量博

物館需要的大而不當的空間中作業，其成績是可想而知的。是故各地

文化中心、博物館陸續開館後所面臨的最大危機不是經費來源，而是

專業人才的嚴重不足，人員培訓計畫遠遠落在硬體建設及實際需要之

後，這是硬體建設、軟體配置及人員培訓三者間缺乏全盤性規劃所導

致的後果。在國外先進國家已行之多年的博物館法規、作業章程、專

業技術及博物館訓練等，在台灣一切仍在摸索中探尋，在一再發生的

錯誤中學習。因此，要滿足現今旺盛的博物館市場，一套良好、完整

制度的建立及優良專業人才的培育辦法，實是當前刻不容緩的要務。

（註 9） 

 

在人力資源管理及發展普受重視的今日，專業訓練已成為各行各

業提升人力素質的利器，並投入研究，如「我國大學圖書館館員在職

訓練模式之研究」（註 10）、「高科技產業的教育訓練制度與組織績效

之相關性研究」（註 11）、「台北捷運公司運務人員專業訓練之研究」（註

12）、「兒童英語教師專業能力與專業訓練之研究—以台中市兒童英語

補習班為例」（註 13）等碩士論文的產出，但國內博物館人員的專業訓

練問題卻甚少被論及，從而引發筆者探究此一問題的動機，並期能作

為國內博物館從事專業訓練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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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瞭解博物館實施員工訓練之概

況，並進一步探討博物館人員專業訓練施行後的成效、不同背景（如

教育程度、服務年資、工作部門等）的博物館人員對訓練實施成效看

法有無差異，以及主管階層對員工訓練實施成效的看法。期研究所得

能作為國內博物館規劃及施行人員訓練的參考。具體言之，本研究目

的可歸納如下： 

一、 瞭解博物館實施員工訓練之現況。 

二、 探討博物館人員在接受專業訓練後，對訓練的滿意度、個人知

識技能的增進程度，以及將訓練所學應用在工作上的成效。 

三、 分析博物館人員在不同的背景下，對其訓練成效的影響。 

四、 探究博物館的主管階層對其員工訓練實施成效的看法。 

五、 根據研究所得，歸納出對博物館人員專業訓練的具體建議，以

作為博物館訓練業務改進之參考。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以自籌備設館以來即有計畫進行人員

培訓、且為國科會數位典藏計畫主要成員之一的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為研究個案，探討其數位化工作人員接受專業訓練之情形及訓練實施

後的成效，以及主管人員對員工受訓後的成果評估。本研究擬探討之

問題計有下列五項： 

一、 數位化工作人員對受訓課程及未來課程規劃的看法及需求為

何？ 

二、 數位化工作人員在接受訓練後，其對訓練之滿意度、個人才能

的增進程度、實際工作的應用成效為何？ 

三、 數位化工作人員在不同的個人背景（如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服務年資等）下，對其訓練成效有無影響？ 

四、 不同工作部門的數位化工作人員對其訓練成效看法有何差異？ 

五、 主管人員對其員工訓練實施成效的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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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一、 博物館人員接受專業訓練的必要及重要性，不因其工作性質與

所屬機構類別而有所差異，但礙於人力及時間上的限制，本研

究主要以自籌備設館以來即有計畫地進行人員培訓、且為國科

會數位典藏計畫主要成員之一的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為對象進

行個案研究，並將調查範圍設定在該館參與數位典藏計畫執行

（91 年 1 月起）的所有數位化工作人員，包括編制內人員及約

聘僱人員。 

二、 就研究變項而言，影響博物館人員參與訓練的因素很多，本研

究則限定在數位化工作人員其個人背景對訓練之看法及需求的

差異。 

三、 由於研究者自身語文能力有限，本研究參考文獻以中、英文資

料為主。 

 

 

 

第五節  名詞解釋 

 

 

為確立研究範圍及行文之便，本研究中之相關名詞將界定如下： 

 

一、 博物館 
 

博物館是為社會及其發展提供服務之非營利、永久性機

構，且為了研究、教育及娛樂之目的，徵集、保存、研究、傳

達與展示人類及其環境的物質證據，並對公眾開放。（註 14） 

 

二、 博物館典藏 
 

博物館典藏係指博物館收集價值特別珍貴或具有典範性質

的文物，並特別加以保存維護，其工作重點一是依據博物館的

典藏制度執行典藏工作，一是典藏品的保存管理。（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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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博物館數位典藏 
 

無論博物館的屬性是歷史、藝術、民俗或科學，典型的博

物館通常都蒐集了豐富的蒐藏品、標本、圖書、期刊、出版品、

文獻報告及視聽媒體。博物館數位典藏即是指博物館以數位化

的方式，加強收藏品的管理作業，將收藏品及其相關資訊系統

的分類，依各種層次使用者的需求，選擇有用的資訊加以數位

化，從而建立影像、音訊、視訊、文獻及 3D 模型典藏。（註 16） 

 

四、 博物館專業人員 
 

國際博物館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簡稱 ICOM）在其 1986 年完成的〈國際博物館協會專業倫理規章〉

（ICOM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中，曾對「博物館專

業人員」做如下的定義：「所謂『博物館專業人員』，意指在博

物館機構工作的所有人員—他們必須在任何有關博物館營運的

領域中受過特殊訓練，或具備同等的實務經驗，且應遵守專業

倫理的規範。」（註 17）而根據我國博物館法草案中有關博物館

人員的敘述，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進用者始稱為專業人員，是

較狹義的博物館專業人員定義。（註 18）本研究所稱博物館專業

人員則採 ICOM 廣義的定義，凡在博物館機構工作的所有人員，

包括行政管理人員、學術人員及技術人員，曾受過博物館業務

相關訓練或具相當實務經驗者，皆為博物館的專業人員。 

 

五、 博物館人員專業訓練 
 

本研究所稱博物館人員專業訓練，係指博物館為提高所屬

人員執行其職務時須具備之知識及技能，以增進其專業能力之

一切活動。目前歐美及其他博物館先進國家施行博物館人員專

業訓練的管道，一般言之有五個途徑：在大學院校系所開設相

關課程、成立博物館學研究所提供碩士課程、由大型具規模的

博物館開設短期專題研習班、由學會籌設專題研習班與研討

會、由大學研究所開設函授課程等。（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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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呂理政，博物館展示的傳統與展望（台北市：南天，民 88 年），

頁 147。 

註 2  同上註。 

註 3  梁光余，博物館組織概論（台中市：舜程印刷，民 90 年），頁

1。 
註 4  國立歷史博物館編輯委員會編輯，亞太地區博物館館長會議論

文集（台北市：史博館，民 86 年），頁 149。 

註 5  Geoffrey D. Lewis原著，張譽騰譯，「博物館學訓練三論」，博

物館學季刊3 卷 2 期（民 78 年 4 月）：8。 

註 6  私立博物館聯誼會，芝麻開門博物館（南投市：省文化處，民

87 年），頁 194。 

註 7  「博物館國際合作訓練計畫」，博物館學季刊6 卷 4 期（民 81

年 10 月）：65。 

註 8  同註 7，頁 66。 

註 9  同上註。 

註 10  黃坤隆，「我國大學圖書館館員在職訓練模式之研究」（國立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82 年）。 

註 11  許宏明，「高科技產業的教育訓練制度與組織績效之相關性研

究」（國立中央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84 年）。 

註 12  王玉君，「台北捷運公司運務人員專業訓練之研究」（國立交

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86 年）。 

註 13  陳錦瑤，「兒童英語教師專業能力與專業訓練之研究—以台中

市兒童英語補習班為例」（私立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研究

所，碩士論文，民 90 年）。 

註 14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 ICOM Statutes 

(Hague: ICOM, 1989), 3. 

註 15  吳紹群，「博物館館藏管理系統之研究—以鴻禧美術館為例」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89 年），頁

12。 

註 16  徐典裕、王嵩山合著，「博物館、知識的管理與想像—數位博

物館之建構初探」，臺灣博物館民族誌論壇社通訊3 卷 2 期

（民 89 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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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7  同註 14，見附件「ICOM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註 18  秦裕傑，博物館論述（台中市：省美館，民 86 年），頁 38-41。 

註 19  陳國寧，「博物館專業與專業訓練」，博物館學季刊6 卷 4 期（民

81 年 10 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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