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在探討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以作為本研究概念架構

及研究工具設計之理論基礎。文獻探討的範圍包括：博物館的成員、

訓練的基本要素、各國博物館人員專業訓練探討分析、國立自然科學

博物館與其數位化工作人員訓練概況，兹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博物館之成員 

 

 

人員是構成博物館的基本要素，也是推動博物館運作的最大動

力，博物館需要各類人員的參與和投入，才能徹底發揮其功能，為社

會大眾服務，達成社會教育的目標。本節先就博物館的功能與其典藏

工作的發展進行了解，以對博物館及其典藏有一概念性的認識，再從

博物館的組織與人力結構的角度，探討博物館營運的人力組成。 

 

一、博物館之功能與其典藏工作之發展 

 

（一）博物館之功能 

 

隨著時代的變遷，博物館所扮演的角色有了不同的面貌，其功能

亦有逐步推展之勢。源於歐洲的博物館，早先是王公貴族收藏珍奇異

物的地方，只供私人專享，絕少對外開放。1683 年，英國牛津的愛

須摩林博物館（Ashmolean Museum）正式成立，並於 1773 年開放給

社會大眾參觀，成為世界第一座公眾博物館，可謂現代博物館的先

驅。（註 1）自此開始，博物館逐漸承擔起大眾文化教育機構的功能，

然而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後半葉，在民主思潮的影響下，博物館為社會

大眾服務、資源為社會大眾所共享的理想，才真正得以實現。（註 2）

至此，博物館的功能已不再侷限於傳統的蒐集、保存、研究、展示文

物，而是多方拓展至教育公眾、提供休閒娛樂等其他面向。 

 

根據國際博物館協會（ICOM）在 1973 年修正的博物館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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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館是一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的非營利性、對外開放的永久機

構，以研究、教育及娛樂為目的，對人類及其環境的物質見證，從事

蒐集、研究、保存、傳播及展示」。（註 3）當今博物館事業最發達的

美國，其博物館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簡稱 AAM）

1962 年對博物館的定義是「一個非營利的永久機構，主要非為特展

而存在，可免除聯邦或州立政府之所得稅，對公眾開放，為公益經營，

並為公共教育及娛樂目的，維護、保存、研究、闡釋、裝置和展示具

教育與文化價值的物件或標本，包括藝術的、科學的（有生命或無生

命的）、歷史的和技術的」。（註 4）1970 年該協會發行的《博物館評鑑

專業準則》（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Museum Accreditation）

所引述的博物館定義則為「一個永久性的非營利機構，以教育或美學

為主要存在目的，配置專業職員，擁有並利用實體物件，保存並定期

開放」。（註 5）勃考（G. Ellis Burcaw）認為博物館必須是永久性的

常設機構，不僅為公眾開放，且為公眾福祉而存在，以教育、啟發及

充實美學涵養為目的，收藏相關物件，進行有系統的維護。（註 6）漢

寶德則認為博物館是一個專為服務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而設置的非

營利性永久機構，藉由其設立而提供社會一個研究、教育及娛樂的場

所，並從事蒐集、保存、研究、傳播及展示有關人類及生活空間中的

各種事物。（註 7） 

 

由上述各種定義，可看出現代博物館具有：非營利、常設性機構；

對公眾開放；以展示物件為傳播知識的手段；主要目的在蒐集、保存、

研究、教育及娛樂等的特性及功能。 

 

（二）博物館之典藏與典藏數位化之發展 

 

1、博物館之典藏 
 

在博物館的定義及功能裡，物件的蒐集與保存是不可或

缺的一部分。博物館起源於收藏，故博物館構成的基本要素

為「物」（Object），但博物館所擁有的不只是物件而已，它

更代表物件背後的文化脈絡（culture context）。因此，如

何藉由完善的收藏保存文物的歷史、文化意義與其價值，便

成為博物館典藏工作的重要使命。（註 8）換言之，文物的典藏

與維護是博物館的基礎和命脈，也是博物館建立的前提。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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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國立歷史博物館館長黃光男所言，博物館的典藏品具有多

方面的意義：是教育資源，展示的成品，研究的根據，也是

溝通、圖證與休閒的媒體。典藏品的精確與否，為博物館運

作能否順暢的資源；同時典藏品也具有典範的意義，可作為

歷史與社會發展的面相或代表物，從其文化張力中，不僅可

讀出其時空精神，更可進而從中學習其經驗與生活。（註 9）典

藏品之於博物館，就好比營養之於身體，一個沒有優良且豐

富典藏品的博物館，充其量只能算是展示場或活動中心；相

對的，若有了很好的典藏品，卻缺乏相關的研究、詮釋，其

文化張力也不能在博物館呈現。（註 10） 

 

因此，典藏工作（Collecting）可說是博物館營運的重

點作業，也是博物館功能運作的核心。博物館蒐集具保存價

值的物件並予以典藏，除了將物品保存在蒐藏庫中，還包括

了系統化的登錄、整理、修護等，使這些文物能永久保存，

並有助於物品的查詢；而為了活化典藏品，則針對這些典藏

文物進行鑑定、闡釋，甚至是展示設計、教育方案上的研究；

在展示方面，則根據展示主題，集中相關的典藏文物予以整

理、分析與設計，以確實傳達典藏品的知識內涵，繼而在教

育層面發揮功用，實踐博物館作為社會教育機構的目標，並

在民眾的終身教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註 11） 

 

2、典藏數位化之趨勢 
 

博物館典藏的文物，呈現了人類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

不論是藝術類博物館或自然科學類博物館，其所提供的展示

品皆為人類智慧的表現，故欣賞文物真品是相當珍貴的體

驗，但也有其時空上的限制；若是能將文物建立成數位影像

及電腦化輔助說明，則可增進文物更方便於展示、教學、研

究等方面的功能。特別是資訊科技與數位技術的快速進步，

促成數位文明、數位文化時代的來臨，典藏文物數位化的工

作也因此在全球積極地推展開來。（註 12） 

 

1996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紀錄（Memory of 

the World）計畫，其目的是將人類重要的文明遺產予以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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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並加以妥善保存與維護。1990 年起，美國國會圖書館開

始推展數位典藏先導計畫，自 1995 年則正式推動美國紀錄

（American Memory）計畫，進行文獻、手稿、照片、錄音、

影片等典藏品之數位化，並編輯成歷史變遷、文化傳承的專

題介紹。此外，歐盟各國，包括法國羅浮宮、英國大英博物

館、羅馬梵諦岡博物館、荷蘭阿姆斯特丹博物館等，都各有

文物數位化計畫，均將珍貴的典藏採取數位化建檔，並以多

媒體方式呈現。日本政府則是從 1996 年起進行「次世代數位

典藏系統研究與發展專案」，以建立二十一世紀資訊流通中心

的數位典藏系統。在台灣，有鑑於網路內容及應用已蓬勃發

展，上網人口已超過七百五十萬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為增進網際網路的優質內容，自 1998 年起開始推展數位博物

館計畫，於 2001 年支援國立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館、國立

歷史博物館、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國史館台灣文獻會、國

立台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推行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並將此

計畫自 2002 年起改為國家型計畫，以提升此計畫的重要性，

由國家給予積極的支援。由此可見，典藏文物的數位化已是

全球的趨勢，特別是重視文化、教育且有良好經濟基礎的國

家，更積極以國家政策支援典藏數位化，並以國家級計畫推

動數位典藏等相關內容。（註 13） 

 

3、數位典藏與數位博物館之建構 
 

新世紀國家之經營、發展競爭力以及國際化的最重要評

估指標之一，在於整體國家知識的累積、創造、生產及分享

傳播之能力。博物館在此全球化發展趨勢中，除了持續傳統

性之蒐藏、保存、研究功能及延伸性之展示、教育、娛樂功

能外，更迫切的是發揮知識數位化及網路化的傳達功能。「數

位博物館」（Digital Museum）的構想與視野，即是要結合

數位化知識內容、整合式尖端資訊技術、網路化之應用與服

務、經營管理與行銷，使博物館在國際文化村及資訊高速公

路上扮演主要的知識提供者及生產者的角色。（註 14）具體而

言，數位博物館之建構，至少包含數位化檔案、多媒體的呈

現、社群組織等三大特性；數位博物館不但直接依賴博物館

機構既有的大量典藏，也和各類學有專精之研究人員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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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與文化視野分不開；其形式在早期主要以網頁的多媒體

呈現為主，進一步者則提供可交叉檢索典藏的資料庫，並加

上網站管理者認為重要或相關資源的網址，而更先進的數位

博物館則提供結合龐大蒐藏資料庫的虛擬展示，並適切地反

映出科學與社會文化的議題，使數位博物館成為動態的、系

統控制的知識管理與知識生產之機制。（註 15） 

 

數位博物館整體建構的要素，包含了目標與願景、使用

者需求、成本（人力、時間、金錢）與限制、數位科技（軟

硬體），以及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博物館功能性主要任

務。（註 16）如同典藏為實體博物館功能運作的核心，數位典

藏亦是數位博物館建構的基礎，舉凡展示、教育、研究內容

所使用的資料，都是在這部分建立起來，而其主要建構任務，

則包含了數位化規格與原則的制定、典藏數位化流程的制定

與執行、詮釋資料的設計與典藏資料的著錄等三方面：（註 17） 

（1） 數位化規格與原則的制定：由於典藏品種類繁多，故必須

針對不同類型的典藏品制定不同的數位化規格，同時為了

考量數位典藏在展示、管理、研究的用途，一般都將一個

物件數位化為多種格式，例如將相片、幻燈片、翻拍照、

標本等數位化為典藏影像、使用影像、提示影像等三種影

像的檔案格式與解析度；此外，不同特性的典藏品，也有

不同、多元的數位化方式，例如手稿文件數位化為圖形或

數位文件、器物數位化為平面圖形或 3D 圖形；而不同的

數位化方式，有其數位化的訣竅或必須注意的事項，這些

皆屬於原則的制定，例如光線、背景、角度、設備使用技

巧等。典藏品的數位化，必須兼顧其展示、管理、研究的

目的，而數位化前的規格與原則的制定，則是達到數位典

藏品質一致性及多元用途的關鍵。 

（2） 典藏數位化流程的制定與執行：典藏數位化流程不是只有

將照片、幻燈片掃瞄及儲存在資料庫中而已，在數位化

前，須由研究或內容建構的相關人員蒐集並整理與數位博

物館主題相關的典藏品，再考量展示、管理、研究等需求，

篩選出需要數位化的典藏品，然後將這些典藏品交由數位

化工作人員，依循制定好的數位化規格與原則，以及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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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展示、管理、研究上的用途，對典藏品進行數位化的

處理。初步完成的數位典藏品經數位化人員初步的調整與

處理以及粗略的分類與儲存後，則交由典藏管理人員進行

進階的處理、分類、著錄。以上這些步驟是將典藏品由實

體物件轉變為具有附加價值及知識的數位典藏品，整個過

程中有關軟硬體、工具及系統的支援，端視相關人員的需

求而定，而各個步驟間的銜接是否順暢、正確及有效，以

及不同人員間的溝通是否須建立一個合作與核對的機

制，則是制定流程時必須考量的重點。 

（3） 詮釋資料的設計與典藏資料的著錄：詮釋資料的制定是典

藏資料著錄的工作之一，也是目前數位圖書館∕數位博物

館積極推動的基礎工作之一，此部分將會影響未來資料檢

索與交換的發展，同時也是國家整體知識發展的催化劑。

詮釋資料的制定，主要在了解有哪些詮釋資料的標準（例

如 Dublin Core、CIMI），以及相關資訊組織的標準（如

標示語言的 XML），同時參考相關計畫詮釋資料的制定（如

MICI），藉助專業人員累積自己的相關經驗；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要了解有哪些資料檢索或管理的需求，如此

方有助於長遠的資料管理工作，以及資料查詢機制效益的

發揮。 

 

面對資訊社會的潮流與知識經濟的需求，數位博物館應

運而生，它延續了博物館在典藏、展示、研究、教育等方面

的精神，並在加入科技與需求的改變之後，有了大幅度的演

進。（註 18）在典藏功能上，由於數位空間的無限制與可複製

性，改變了原本典藏品在實體空間的唯一性，使得典藏品的

類別登錄由單一、制式化，轉化為可以將典藏品登錄在所擁

有的多種特質類別中，充分顯現典藏品的多元特性；而在典

藏的詮釋資料方面，由於與典藏品直接接觸的使用者，已由

原本相關的專業人員擴展到社會大眾，因此典藏品的詮釋資

料也依不同使用者的需求，由專業、功能化轉化增加為多元、

可被一般使用者所接受、了解的制定方向。（註 19）這些改變

使得博物館典藏的內涵更加豐富，其所發揮的影響力也更加

無遠弗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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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館之組織 

 

博物館的種類繁多，規模大小不一，隨其成立目的、行政隸屬及

財務來源的不同，各博物館的組織架構也有所差異。博物館的組織架

構不僅反映了博物館的性質與目標，同時也指出博物館成員的職責，

以及博物館各功能間的關係。（註 20）因此，博物館組織架構的良窳，

就成了博物館能否有效運作的關鍵。 

 

就博物館的組織架構而言，秦裕傑將其歸納為二種型態：（註 21） 

1、 純機能編組的組織架構：純機能編組是依博物館之機能劃分部

門，即蒐藏、研究、展示、教育等目的機能自成部門，再加上

人事、財務、事務、公關、維護等輔助目的機能之部門。此種

組織架構的優點在於機能運用靈活，有如行政或企業組織，易

於領導及貫徹目標。通常不重視蒐藏研究的博物館，多採此種

編組，如美國芝加哥的科學及工業博物館即是典型一例。 

2、 目的機能採學術分科的組織架構：此種組織架構為學術及機能

混合編組，即目的機能的部分採學術分組，學術分組是依博物

館所涵蓋之學術劃分，如自然史博物館依學門劃分、美術博物

館依美術品門類劃分，再由各學術門類統攬博物館之蒐藏研

究、展示教育。此種混合編組的優點在於博物館的學術目的易

於達成，學術水準可望提高。重視蒐藏研究的博物館多採此種

組織架構，如日本國立科學博物館、美國各大自然史博物館等

皆如此。而本研究主體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原有組織架構係採

純機能編組，但為了配合業務擴展並參酌世界先進國家科學博

物館之體制，該館遂於民國 80 年向教育部提出組織條例修正草

案，並於民國 86 年完成立法程序經總統公佈後施行。其現行組

織架構乃採學術與機能混合編組，內部單位由原先的五組三室

擴增到八組四室，並在科學教育組、展示組、資訊組及秘書室

下增設次級單位「科」，以彰顯學術研究之重要並兼顧行政運作

之順暢。（註 22） 

 

上述博物館的組織架構是將博物館所有工作做橫向方式的分

工，而縱向方式的職位分類則建構出博物館的組織層級。梁光余曾就

博物館組織架構的層級歸納出二種類型：（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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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層級組織：此種組織又可分為兩類：一是將層級分為館長、

副館長、主任秘書、一級單位主管、次級單位主管、工作人員

等六級；另一是將層級分為館長、副館長（秘書）、一級單位主

管、次級單位主管、工作人員等五級。目前我國的公立博物館

多採此種多層級組織類型，如國立台灣美術館的組織是分為五

級，本研究主體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則分為六級。 

2、 少層級組織：此種組織可分為三類：一是將層級分為館長、副

館長（秘書）、一級主管、工作人員四級；一是將層級分為館長、

一級主管、工作人員三級；另一是將層級分為館長、工作人員

二級。原則上不超過四個組織層級者，皆可歸為少層級的組織

架構，如國立台灣博物館、台北市立美術館、高雄市立美術館

等皆為四級組織架構，而人數在數十人左右、不超過一百人的

部份縣市政府博物館則為三級組織架構，至於不超過五十人的

小型博物館，採用二級組織架構即足以運作。 

 

上述組織層級多以金字塔型呈現，愈是金字塔上層的職位，其職

權就愈大。此外，博物館組織架構中尚包含各種委員會，如諮詢委員

會、評議委員會等，為跨部門的單位，目的在提供專業知識經驗或擬

定政策。（註 24）例如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即設有一諮詢委員會，國

立台灣美術館則依實際需要，以任務分組方式設置諮詢、典藏及展品

審查委員會。 

 

博物館的組織，不論其架構或層級，並無絕對的好壞，而應視博

物館本身及所處環境的需求做適切的調整。勃考（G. Ellis Burcaw）

就認為沒有任何一種固定的組織模式可以符合所有博物館的需求，博

物館必須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方向。（註 25）因此，博物館的組織不該

被傳統的組織觀念所束縛，而應勇於嘗試新的組織型態。（註 26）漢

寶德也指出博物館的組織不應被制式化，受行政體系、經濟來源及歷

史傳統的影響，各博物館的組織也會有所不同。（註 27）博物館理想

的組織制度應按各館的需要來訂定，但必須有一規範，讓博物館有所

遵循。（註 28） 

 

博物館身處瞬息萬變的今日社會，各項挑戰接踵而來，博物館的

業務量則隨其社教功能的廣受重視而與日俱增，業務內容益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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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博物館的屬性或有不同，但在其組織規劃上應具備擴充與

彈性調整的能力，以因應文化生態環境的變遷與實際業務的需求。（註

29） 

 

 

三、博物館之人力結構 

 

博物館的人力與組織是息息相關的，「人」不但是博物館組織的

基本要素，也是推動博物館組織的最大動力。博物館因其種類或使命

的不同，須網羅各行各業具各種專長的人力，故博物館所需要的人

力，也反映了博物館的性質與目的。 

 

雖然各類型博物館對人力專長的需要不盡相同，但其人力在結構

上可異中求同地分為四類：（註 30） 

1、 第一類博物館的人力結構：此種人力結構是將博物館人員分為

行政人員與專業人員兩大類，是最簡單也最基本的博物館人力

結構。在此種人力結構下，技術人員被包含在行政人員內，專

業人員僅指研究人員。 

2、 第二類博物館的人力結構：此種人力結構是將博物館專業人員

依需要加以分類，如維護人員、研究人員、教育人員、典藏人

員、展覽人員等，以方便人力上的管理及運用。在此種人力結

構下，各種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皆包含在專業人員內，行政人

員僅指一般行政人員。 

3、 第三類博物館的人力結構：此種人力結構不再將博物館人員分

為行政人員與專業人員兩部份，而是將各類人員直接加以區

分，如館長下直接設置公關、技術、業務、教育、研究、行政

等各類人員，工作與任務明確劃分，各類人員各有專長。此種

人力結構清楚分別了博物館所需要的工作人員種類。 

4、 第四類博物館的人力結構：此種人力結構是在行政人員與專業

人員之外，再加上約聘僱人員一類。約聘僱人員為一年一聘

（僱），並非組織編制內的正式人員，而是依博物館業務的臨時

性需要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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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館的人力結構，說明了博物館工作人員之間的關係，而博物

館所需要的人員及其彼此之間的關係，則必須能夠反應博物館的性質

與目的。Timothy Ambrose 與 Crispin Paine 就認為一個運作良好的

博物館應該要有完善的人力結構，因為一個完善的人力結構，將有助

於博物館落實其政策，達成其具體目標。此外，隨著博物館的成長，

博物館也必須定期檢視其人力結構，做適當的調整，使博物館所有人

員皆能適才適所，確保博物館整體業務能有效運作。（註 31） 

 

 

由上述博物館的組織與人力結構可知，博物館的成員大致可分為

專業、行政與技術人員三類。在歐美國家，博物館的專業人員以

「Curator」稱呼之，通常須具備博物館的專業技能或某方面的研究

成果，其地位可與大學教授相比。在日本，依「國立學校設置法」設

立之博物館，其專業人員稱教授、副教授，依「博物館法」設立者，

其專業人員稱學藝員及副學藝員。（註 32）我國博物館專業人員則是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比照各級學校教師資格聘任為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理研究員、研究助理或編纂、編審、編輯、助理編輯。而博物

館的技術人員，乃是應新式科技大量運用在博物館設施及運作上的需

求而設，其範圍上至光電科技、下至土木手工，甚為廣泛。歐美國家

稱之為「Engineer」、「Mechanic」，日本稱之為「技官」、「技手」，我

國則稱之為「技術人員」、「技工」。（註 33）至於博物館的行政人員，

則必須由通過國家考試的人員擔任，從事博物館中有關行政事務的工

作，是博物館經營管理不可或缺的角色。 

 

除了行政、專業及技術這三類人員，博物館的成員中還有一位靈

魂人物，即居於領導、統籌地位的館長（Director）。博物館館長沒

有一定的取才標準，卻有一定的專業水準，如在歐美各國，博物館館

長不管是由董事會決定、由總統直接任命，或由社會賢達中求取，均

有很高的學術成就及社會地位。（註 34）日本的博物館館長雖然為指

定職，由文部省指定，但仍訂有選拔標準，依「教育公務員特例法」

及其施行令規定任用之國立博物館館長，其資格等同大學校長。（註

35）而我國的博物館館長，則須具備公務員資格，由文化行政系統中

選任，其中亦有從大學教授借聘者，或由學術界借聘，倚重其名望或

所學。（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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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博物館功能的推展，參與博物館營運的人員日漸增多，各類

人員的分工也愈來愈精細、專業，如蒐藏經理、教育人員、維修人員、

展覽設計師、安全督導員、財務員、媒體專員等等專職名稱都紛紛獨

立出來；又以博物館典藏數位化的流程為例，數位化前、中、後的工

作是龐大且繁重的，參與的相關人員除了傳統執行博物館典藏工作的

典藏管理人員、登錄人員之外，尚包括建構數位典藏內容的研究人

員、進行典藏數位化處理如拍攝、掃瞄等各項工作的技術人員，以及

提供數位技術支援如資料庫設計、應用程式撰寫等工作的資訊人員，

各個環節的參與人員彼此分工合作，才能使典藏數位化的程序順利進

行下去。因此，在高度分工、專業化的工作環境下，要使博物館各項

業務能夠順利進行，對社會大眾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各類人員的專業

訓練就成了博物館不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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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訓練之基本要素 

 

 

博物館的工作是屬於團隊合作的，為了加強博物館內部的凝聚

力，博物館中的每個成員除了本身的角色之外，亦須對其他同僚的角

色有所認知及瞭解。同樣地，為了提升整個博物館專業的能力，亦須

加強各種專業之間的共識。因此，所有博物館從業人員，不管扮演何

種角色，均有必要對其理論有所認識，並從中發展其實務技巧。而為

達到此項目的，某種形式的正式訓練是絕對必要的。（註 37） 

 

訓練是組織在從事人力資源管理時一個不可或缺的環節，當組織

從環境獲取所需的人力資源後，如何使其發揮最大的潛力為組織效

命，是組織必須要關心的一項重要課題。故本節將從人力資源管理的

角度出發，對訓練制度相關文獻做一整理探討，包括訓練的意義、與

教育及發展的區別、訓練的功能、訓練制度及其包含的過程等，以作

為博物館人員訓練的理論基礎。 

 

 

一、訓練之意義 

 

根據 Holley 與 Jennings 的定義，訓練（Training）是組織用來

指導員工行為，以助於組織目標達成的一種正式之學習歷程。（註 38）

Mathis 與 Jackson 認為訓練是透過學習的過程，使員工獲得達成組

織目標的技能。（註 39）Carrell 與 Kuzmits 則認為訓練是員工為達成

組織及個人的目標，有系統地學習相關的技能、資訊或態度。（註 40）

Milkovich 與 Boudreau 則指出訓練是員工經由有系統地學習所需的

技能、規則、觀念或態度，改變其人格特質以符合組織的要求。（註

41） 

 

綜合上述的說法，訓練的意義可從兩方面來界定：從組織成員的

角度來看，訓練是一種學習的過程，即為增進個人工作知識、技能，

改變工作態度、觀念，以提高工作績效的一種學習過程；另外，從組

織的角度來看，訓練是一項系統化的安排，其目的在透過許多教學活

動，使成員獲得工作所需的知識、技能、觀念及態度，以符合組織的

 19



要求，達成組織的期望。（註 42）由此可知，訓練是組織為提高其效

率，達成其目的，委託有經驗學識的資深人員或專門機構，針對組織

成員加以有系統地教導與指引，以充實其學識，增進工作知能，加強

服務精神，補充學校教育，使個人與組織皆得以充分、健全的發展。

（註 43）亦即個人為獲得技術、知識與態度，所須經歷之一連串「教」

與「學」的過程。（註 44） 

 

 

二、訓練與教育、發展之區別 

 

談到訓練，多半會提及教育（Education）及發展（Development），

三者關係雖然密切，但在觀念及本質上仍有差異。Nadler 就認為「訓

練」是著重在目前的工作，且多能應用所學於工作上，也較容易衡量

其對組織的效益；「教育」則以未來工作為重點，僅能應用部份所學

於工作上，較難以衡量其對組織的效益；「發展」則以個人或組織的

成長為出發點，在工作上可能完全應用不到，對組織的效益也難以評

估。（註 45）Gilley 與 Eggland 則認為「訓練」是為了改善員工現有

工作績效所提供的學習；「教育」則是為了使員工能勝任未來工作、

接受更多職責或新任務所提供的學習。（註 46）吳美連與林俊毅則提

到「訓練」是用來提升員工現有工作所需的技能，以即訓即用為原則，

屬於短期較具體的學習；而「發展」則著重理論知識的教導，以培養

員工思考、學習與自我成長的能力為目的，屬於長期較概念性的學

習。（註 47）張火燦則指出「訓練」是增進員工從事目前工作的能力，

其影響是立竿見影的；「教育」則是為了配合組織未來人力的規劃，

以培養員工在某一特定方面的能力為主；「發展」則重視組織長期性

的目標，以培養員工繼續學習的意願及自我成長的能力為主，其效果

不易顯現和掌握。（註 48） 

 

綜合上述，兹將訓練、教育及發展三者間的差異整理如表 2-2-1

所示。（註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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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訓練、教育及發展三者概念之比較 

項目 訓練 教育 發展 

定義 引起個人行為改變的

歷程，以獲得目前工

作上所需的知識及特

定技能為主。 

以學習者未來工作上

的需要為著眼，為其

未來將擔任之職務需

要而實施的教導。 

配合員工個人需求與

企業成長，透過有計

畫的教育訓練，使該

員工的個人事業前程

規劃能與企業的成長

結合。 

目的 有效執行某特定工作

或任務。 

提供必要知識、技術

觀念以適應環境變

遷。 

確保組織及個人的活

力。 

導向 短期目標導向，解決

目前的需要。 

中長期目標導向，將

目前所學應用於未

來。 

整合長、短期目標，

以配合組織及個人的

發展及需要。 

範圍 處理目標下的任務。 處理有關認知、技能

與價值的整合。 

組織或部門的目標與

任務之組合。 

時間 短期 長期 隨著企業的永續經營

功能 配合員工工作上所需 培養組織未來所需的

人才 

個人及組織的發展 

出發點 以工作導向 以個人為主、工作為

輔 

個人及組織的發展 

人力規劃 短期人力 長期及中期人力 長期人力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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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3。 

 

 

由表 2-2-1 可知，訓練、教育及發展，其範圍相當廣泛，概念上

雖有所區別，但實際運作時卻不易予以嚴格的劃分，因三者在總目標

上有其一致性，在功能上又交互影響，故此三種活動可分別實施，亦

可同時進行。至於其重要性，對組織而言，不但是同等的，且須結合

三者的力量，方能匯集為一股整體的力量，推動個人和組織的發展。

（註 50）因此，本研究並不對訓練、教育及發展三者加以區分，而以

「訓練」一詞統稱，以避免讀者在名詞上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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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訓練之功能 

 

訓練是人力資源發展的主要途徑，其所能發揮的功能甚多，

Flippo 就指出有效的訓練除了可激勵士氣、提高生產力之外，由於

員工受訓後知識技能的增進，還可因此減少工作事故的發生、減輕監

督者的負擔，確保組織的安全與彈性。（註 51）Schuler 亦指出訓練不

但能改善員工工作績效、增加生產力，更能提高員工對組織的認同感

及向心力，以協助企業政策的實行與目標的達成。（註 52）傅占闓認

為訓練除了具有增進員工知識技能、激勵士氣及強化工作團隊等直接

可感受到的功能，對經濟、政治及文化等方面亦有間接的功用。（註

53）吳復新則認為訓練除了能增進員工工作的知識技能、提高組織的

生產力，更能增進員工工作的生活品質、協助其個人事業生涯的發

展，讓組織更清楚瞭解員工的潛力、及早發掘可造之材加以有計畫地

培育。（註 54）玆將各位學者的說法歸納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訓練的功能 

學者姓名 訓練的功能 

Flippo 1、 提高生產力； 

2、 激勵士氣； 

3、 減少監督者之負擔； 

4、 減少事故發生率； 

5、 增加組織的安全性與彈性。 

Schuler 1、 改善績效； 

2、 增加生產力； 

3、 增強工作能量及彈性； 

4、 提高員工對組織的認同感； 

5、 降低員工的缺席及流動率； 

6、 幫助執行企業策略； 

7、 對社會產生貢獻。 

傅占闓 1、 直接的功能： 

（1） 一般技能的強化； 

（2） 工作技能的獲得； 

（3） 學校教育之補充； 

（4） 團體觀念之強化； 

（5） 技能經驗之傳授； 

（6） 主管人才的培養； 

（7） 人員士氣的激勵。 

2、 間接的功能：指除了直接可感受到的功能之外，尚有一

些經濟、政治及文化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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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復新 1、 增進員工的工作知能； 

2、 提高組織的生產力； 

3、 增進員工的工作生活品質，幫助個人的事業生涯發展；

4、 發掘人才。 

 

雖然訓練能為組織及其員工帶來許多好處，但訓練亦非萬靈丹。

陳國嘉就指出在下列情況下，訓練並不是一種有效解決人力或生產問

題的方法：（註 55） 

1、受訓人員無法運用訓練所學得的技術時； 

2、一個不容許表現訓練所學的環境； 

3、無法衡量行為的改變時； 

4、員工雖有能力達到績效標準，卻沒有達到標準的動機時； 

5、組織既定的目標可以用其他的方法更有效地達成時； 

6、完成訓練所需的資源（包括財務、人力、物資、技術等）不

存在或缺乏時。 
 

此外，美國訓練發展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簡稱 ASTD）亦曾做過一項調查，發現導致企業訓練失

敗的因素最主要有六點：（註 56） 

1、在工作上沒有發揮所學的誘因與回饋； 

2、訓練時數不足； 

3、員工缺乏激勵； 

4、訓練需求不精確； 

5、主管本身對訓練不予支持； 

6、訓練經費不足。 
 

由此可見，訓練雖然具有增進員工技能、提生產能、改善企業體

質等等正面效果，但訓練並非萬能，仍有各項限制會影響其結果。因

此，組織及其員工應對訓練先有正確的認識，並充分掌握訓練技巧，

如此方能使訓練發揮最大的功能。 
 
 
四、訓練制度 

 

現代企業為配合發展，多訂有一項統合的人才發展計畫，以訓練

作為達成對現有人力做更有效運用及對未來所需各類人力預做準備

的目標。為使訓練能達成上述目標，並獲致預期的最大效果，勢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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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訓練做適當的規劃。（註 57）何永福與楊國安也指出訓練包含許多

步驟和程序，而不是單獨分設的工作，它必須要有完整的規劃，並透

過企業人力資源策略，與企業的策略目標結合在一起，如此一來，訓

練才有層次，也才能落實。（註 58） 

 

所謂訓練制度，意指一套規劃完整的訓練辦法，其執行程序包括

了幾個階段，Goldstein 認為有評估、發展、評鑑等三個階段：評估

階段主要在分析訓練的需求以決定訓練的目標；發展階段則根據評估

階段的結果選擇合適的訓練方式及學習準則，開始執行訓練方案；最

後則根據評鑑的標準對訓練成果進行評鑑。（註 59）Dessler 則認為有

分析、設計、確認、執行、評鑑等五個階段，整個流程包括訓練需求

的分析、訓練課程的設計、訓練執行前的確認（如決定受訓對象、訓

練方法、教學人員、訓練費用等）、訓練的執行、訓練成果的評鑑及

追蹤。（註 60）洪榮昭、李聲吼兩人的看法相近，皆認為有五個階段：

評估訓練需求、訂定訓練基本方針；決定訓練的目標與策略；擬定訓

練計畫、設計課程與活動；進行訓練；評鑑訓練成果。黃英忠、陳國

嘉、李長貴等人則認為有四個階段，分別為訓練需求的分析與確立、

訓練課程的設計與規劃、訓練課程的執行、訓練績效的評估。吳復新

則認為有三個階段，即訓練需求的鑑定、訓練計畫的擬定與實施（如

訓練目標的確立、課程的設計、受訓者及訓練方法的選擇、訓練經費

的提撥、訓練的執行等）、訓練成果的檢討與評估。玆將各位學者的

說法歸納如表 2-2-3 所示。 

 

表 2-2-3  訓練制度的執行程序 

學者姓名 訓練制度的執行程序 

Irwin L. Goldstein 1、 評估階段： 

（1） 評估教學需求； 

（2） 確立訓練課程目標。 

2、 訓練發展階段： 

（1） 擇定訓練方式及學習準則； 

（2） 執行訓練。 

3、 評鑑階段： 

（1） 建立評鑑標準； 

（2） 對受訓者進行前測； 

（3） 監督訓練； 

（4） 評鑑訓練； 

（5） 評鑑訓練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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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Dessler 1、 需求分析； 

2、 教學設計； 

3、 確認； 

4、 執行； 

5、 評鑑及追蹤。 

洪榮昭 

（註 61） 

1、 評估訓練需求； 

2、 決定訓練目標； 

3、 設計訓練課程與活動； 

4、 進行訓練； 

5、 評鑑訓練成果。 

黃英忠 

（註 62） 

1、 訓練的需求分析； 

2、 訓練的計畫； 

3、 訓練的實施； 

4、 訓練的評估。 

李聲吼 

（註 63） 

1、 明訂訓練基本方針； 

2、 決定訓練的定位與策略； 

3、 擬定年度訓練計畫； 

4、 個別訓練計畫的規劃與實施； 

5、 訓練的評鑑與檢討。 

陳國嘉 

（註 64） 

1、 確立訓練需求； 

2、 規劃訓練課程； 

3、 實施訓練課程； 

4、 評估訓練績效。 

吳復新 

（註 65） 

1、 訓練需求的鑑定； 

2、 訓練計畫的擬定與實施： 

（1） 受訓者的選擇； 

（2） 訓練目標的確立； 

（3） 課程設計； 

（4） 訓練方法的選擇； 

（5） 訓練預算的編擬與撥用； 

（6） 訓練的執行。 

3、 訓練效果的評估。 

李長貴 

（註 66） 

1、 需要評估； 

2、 訓練設計； 

3、 訓練執行； 

4、 結果評價。 

 

由表 2-2-3 可知，各家學者對訓練制度的執行程序雖有不同的看

法，但其內容皆不出評估、規劃、執行及考核等範圍。因此，本研究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將訓練制度的執行程序定為評估訓練需求、規

劃訓練課程、實施訓練課程及評估訓練成果等四個階段，並分別探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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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估訓練需求 

 

1、評估訓練需求的重要性 
 

需求分析是判斷訓練需求的一種過程，其主要目的在區別實際工

作行為與理想工作行為之間的差距。（註 67）Glorioso 就指出需求分

析是有系統地檢討員工目前的工作績效與理想的工作技能之組合，比

較員工在其職務中所應該做的和實際做的之間的差距。其益處在於：

（1）獲得高階主管的支持；（2）確認改善工作績效的主題；（3）收

集評估訓練方案的資料；（4）開發新作業方法的能力；（5）爭取其他

部門的合作。（註 68） 
 

Milkovich 與 Boudreau 認為訓練是為達成組織目標而設的，故

分析組織的訓練需求就成了確立訓練目標的首要任務。（註 69）陳國

嘉亦認為訓練需求分析是訓練工作上首須解決的問題，其重要性在

於：（1）確認組織中某些特殊存在的問題；（2）獲得上級主管的支持；

（3）為訓練後的效果評估做準備；（4）決定訓練的「成本—效益」

比率；（5）確定舉辦訓練的適當時機。（註 70）由此可知，訓練的需

求分析是訓練工作上的首要問題，其意在瞭解企業基於何種目的實施

訓練，以及各單位的需求要項為何。經由分析，可提供擬定整個發展

方案所需的資訊，並由分析的結果來幫助訓練機構確定未來的訓練方

針，進而決定訓練的項目與內容。因此，此階段執行的徹底與否，將

會影響往後各階段及整個方案的成效。（註 71） 

 

2、評估訓練需求的要素 
 

由上述可知，訓練的需求分析主要在瞭解訓練之必要性，並提供

整個訓練方案發展所需的資訊。為達成此目的，多位學者皆主張可透

過組織（Organization）、工作（Job）、人員（Person）三要素有系

統地予以分析。（註 72）以下就此三要素分別說明其要義。 

 

（1）組織分析 
 

組織分析意在檢視組織整體的環境、策略及資源，以決定訓練的

重點應置於何處。（註 73）黃英忠認為組織分析是用來檢討全盤性的

企業策略，該策略的目的在了解整個組織的目標、人力資源的情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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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分配與組織結構的關係，從而確知組織中哪個部門需要訓練。（註

74）其分析的內容包括組織目標、組織結構、組織未來發展、人力資

源組成、企業文化、人事政策與績效評估等，分析的重點則在瞭解組

織文化、確定績效差距、分析成因、辨別訓練與非訓練問題等。（註

75） 

 

（2）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是以系統化的方法，蒐集特定工作的資料，包括工作項

目、為符合績效標準所需的行為表現，以及從事此工作所必備的知

識、技術與能力。（註 76）何永福與楊國安就認為工作分析是人事管

理業務的基礎性作業，其結果可作為甄選、薪給、工作評估及訓練上

的依據。（註 77）工作分析在決策運用上大致可分為工作導向和員工

導向兩類：前者的重點在說明各個工作項目及職責、與其他工作的關

係、工作環境等，並由此導出工作說明書；後者的重點則在強調工作

者所需的知識、技能及特質，由此可導出工作規範。藉由工作說明書

與工作規範，便可瞭解員工所須具備的技能，進而比較員工實際表現

的績效水準，以確定是否有訓練的必要。（註 78） 

 

（3）人員分析 
 

人員分析是對組織現有人力及未來所需人力，進行背景、資歷、

學歷、年齡及工作能力等方面的評估及預測，以作為訓練的基礎。（註

79）陳明漢則指出人員分析是根據工作分析的結果，衡量該職務任職

人員其本身已具備之技能、責任、態度及能力是否符合標準。（註 80）

因此，人員分析是針對員工現有工作能力的分析，其意在瞭解員工目

前所具備的知識、技能之程度，以決定員工個人的訓練需求。 

 

上述三項分析訓練需求的要素，彼此間是環環相扣的，組織分析

適用於企業內部整體面訓練需求的確立，工作分析及人員分析則適用

於單位與員工個人訓練需求的決定。因此，唯有透過此三種層面的分

析，才能有效評估訓練需求的工作。（註 81） 

 

3、評估訓練需求的方法 
 

訓練需求的分析，不能單憑臆測，而應採用科學、合理的方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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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洪榮昭曾就需求的特性及決定需求的精確性兩方面，提出決定訓

練需求的方法，如表 2-2-4 所示。（註 82） 
 

表 2-2-4  決定訓練需求的方法 

 決定需求的精確性較小 決定需求的精確性較高 

一 

般 

需 

求 

1、 一般調查； 

2、 未來趨勢研究； 

3、 他人意見。 

1、 工作分析； 

2、 任務分析； 

3、 評估中心的觀察與回饋； 

4、 數據分析。 

特 

殊 

需 

求 

1、 一對一的面談； 

2、 小組面談； 

3、 重點式面談。 

除分析之外，再加上會議。 

資料來源：洪榮昭，人力資源發展（台北市：師大書苑，民 80 年），頁 23-25。 

 

除了表 2-2-4 所提到者，評估訓練需求的方法尚有許多，Carrell

與 Kuzmits 就提到訓練需求的評估可利用諮詢委員會、評估中心等專

責單位，或利用團體討論、面談、行為觀察等方法，或藉由績效評估、

技能測驗等量化方式來進行。（註 83）Steadham 則提到可利用關鍵人

物諮詢（即向某些因其職位而對特定團體的訓練需求有所了解的人尋

求資訊）、印刷品（包括產業雜誌、相關法令新聞、公司內部報告等）、

工作樣本（如活動計畫書、市場分析資料、信件等組織工作的產物）

等方法。（註 84）陳國嘉認為可利用力場分析（即列舉組織現存問題，

就問題性質、發生原因提出建議，再將正反意見歸納分類得知正面行

為但表現差或負面行為出現頻率高者須施以訓練）、理論模式分析（如

邏輯的推理或動機的分析）、多重因素分析（以學習能力及學習意願

二變項與工作相關程度的高低決定訓練的方式）等方法。（註 85）黃

英忠則認為可利用問卷調查、績效評估、人事紀錄分析、人事測驗等

方式評估訓練的需求。（註 86）玆將各位學者的看法整理如表 2-2-5

所示。 
 

表 2-2-5  評估訓練需求的方法 

學者姓名 評估訓練需求的方法 

Carrell & Kuzmits 諮詢委員會、評估中心、態度調查、團體討論、員

工面談、離職晤談、主管要求、行為觀察、績效評

估、員工工作表現紀錄、問卷調查、技能測驗 

Steadham 觀察法、問卷調查法、關鍵人物諮詢法、印刷品、

面談法、小組討論、測驗、記錄／報告、工作樣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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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嘉 觀察、問卷調查、面談、力場分析、理論模式分析、

工作考核、人事紀錄分析、多重因素分析法 

黃英忠 觀察、面談、問卷調查、邏輯推理模式、績效評估、

人事紀錄分析、人事測驗 

 

評估訓練需求的方法雖有多種，但實際上並沒有哪一種方法是最

好的。任何訓練的決定，仍須因時、因地、因人、因事等而制宜，才

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規劃訓練課程 
 

經由組織、工作、人員等三要素分析決定訓練需求之後，即可開

始進行訓練課程的規劃。在訓練課程的擬定及安排上，可由確立訓練

目標、設計訓練課程及選擇訓練方法三方面來進行，玆分別說明如下。 

 

1、確立訓練目標 
 

訓練目標是在實際訓練活動進行前，根據訓練需求而預定達成訓

練成效的水準。（註 87）莊財安則指出訓練目標應具有「SMART」的特

性，亦即訓練目標必須是明確的（ Specific ）、可衡量的

（Measurable）、可達成的（Attainable）、實際的（Realistic） 及

適時的（Timing）。（註 88） 
 

根據吳復新的看法，任何的訓練所欲達成的目標，不外乎下列四

種：（註 89） 

（1） 知識的獲得：意指在受訓後，學員可獲得的知識內容； 

（2） 態度的改變或增強：意指在受訓後，學員對某種事情的認

知或態度會有所改變或增強； 

（3） 技術的取得：意指在受訓後，學員習得某一特殊的技能或

操作某種機器的技術； 

（4） 工作績效的改進：意指在受訓後，學員在工作績效（如生

產效率或服務品質）上有所改進。 
 

Carrell 與 Kuzmits 則認為一個好的訓練目標，其內涵應能說明

下列三點：（註 90） 

（1） 最終的行為表現（terminal behavior），亦即學員在受訓

後能夠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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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什麼情況下，學員能有最終的行為表現； 

（3） 最低限度的成就水準（minimum level of achievement），

以顯示學員確實達到受訓的要求。 

 

2、設計訓練課程 
 

訓練課程的設計應根據訓練的目標，配合訓練對象的需求及學習

的原理，才能使訓練發揮其應有的效果。吳復新就認為訓練課程的設

計必須掌握成人學習的特性，因為企業的訓練對象絕大部分均為具有

相當生活與工作經驗的成人。依據成人教育大師諾里思（M. S. 

Knowles）的說法，成人學習具有自我指導、經驗導向、協同學習、

立即應用、問題取向等特性。（註 91）因此，訓練課程的設計應把握

以下的學習原則：（註 92） 

（1） 採理解大於記憶的原則； 

（2） 須切實可用，以引發受訓者的興趣； 

（3） 能與受訓者以往的經驗相連結； 

（4） 須雙向溝通，尊重受訓者的意見。 
 

此外，陳國嘉亦提到一般合宜的課程應注意到課程的特性（即完

整性、動態性、聯繫性、均衡性）、課程發展的程序（即課程的決策、

設計、改進、評鑑）、課程涵蓋的範圍及課目流程的排定。（註 93） 

 

3、選擇訓練方法 
 

在訓練課程擬定後，便要選擇訓練的實行方法。一般而言，訓練

的方法可分為工作中訓練（On-the-job Training，簡稱 O.J.T.）及

工作外訓練兩種（Off-the-job Training，簡稱 O.F.T.）。工作中訓

練是指在工作的同時，員工亦接受訓練；工作外訓練則指員工離開工

作崗位去接受訓練，其地點可以是在組織內（in-house）或組織外

（off-site）。其詳細內容將於下一單元做進一步說明。 

 

（三）實施訓練課程 
 

實施訓練課程的方法有多種，一般最常見的區分方式是以員工學

習的場所，分為「工作中訓練」（On-the-job Training，簡稱 O.J.T.）

與「工作外訓練」（Off-the-job Training，簡稱 O.F.T.）。（註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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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訓練」意指員工在工作中接受指導訓練，是一種實際上

的機會教育及親身領會力行的訓練。（註 95）根據美國國家事務局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超過 90﹪

以上的企業訓練是採用工作中訓練的方式。（註 96）因此，工作中訓

練可說是最常被利用且又能確實傳達實務性知識及技能的方法。其採

用的方式最常見的有：職前訓練、工作指導訓練、學徒訓練、實習或

助理訓練、工作輪調、教練方式、…等等。 
 

「工作外訓練」是員工接受職務外或離開工作單位的訓練，其訓

練內容與現場作業並無直接關係，係屬於一般性的知識培養與能力開

發，如關於一般工作的思考方式、事故的防止、作業方式的改進及人

際關係的重要性等。（註 97）其採用的方式常見者有：專題演講、討

論、個案研究、角色扮演、敏感性訓練、收文籃訓練、管理競賽、電

腦輔助教學、遠距教學、…等等。 

 

工作中訓練與工作外訓練各有其優缺點，兩者實具有表裡互補的

關係。玆將兩者的優缺點匯整如表 2-2-6 所示。（註 98） 
 

表 2-2-6  不同訓練方式之優缺點比較 

 優點 缺點 

 

 

工 

作 

中 

訓 

練 

1、 訓練是實際而不抽象的； 

2、 較工作外訓練容易實施； 

3、 因訓練而進步，可激發員工的動

機； 

4、 可促進上司與部屬間的瞭解與協

調； 

5、 可一面訓練一面工作； 

6、 費用較低； 

7、 可依員工的學習能力及程度因材

施教。 

1、 優秀的上司不一定是優秀的老

師； 

2、 工作與訓練兩者可能無法確實兼

顧； 

3、 員工人數多時，無法一次實施訓

練； 

4、 訓練的內容及程度無法統一； 

5、 無法教導專門、高程度的知識與

技能。 

 

 

工 

作 

外 

訓 

練 

1、 可同時對多數員工統一進行訓

練； 

2、 員工可在專家的指導下專心受

訓，並習得高度專門化的知識及

技能； 

3、 參加受訓者有互相競爭的心理，

可提高訓練效果； 

4、 可培養受訓者的團體共識。 

1、 因減少工作時間及設置訓練設

施，經濟的負擔較大； 

2、 此種訓練法實施於中小企業較為

困難； 

3、 訓練成果無法及時應用。 

資料來源：黃英忠，產業訓練論（台北市：三民書局，民 82 年），頁 21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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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述工作中與工作外的訓練，任何組織在引進新人前，尚會

實施一種最基本的訓練，即所謂的「引導訓練」（Orientation 

Training），或稱為「職前訓練」。「引導訓練」是一項使新進員工熟

悉其組織、工作單位及工作的正式化過程，其目的在使員工能於最短

時間內進入狀況，以便及早投入正式的工作行列。一般而言，引導訓

練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兩種，前者是由組織所舉辦的正式訓練課程；

後者則是由新進人員的同事給予指導或建言，此種引導多半是非計畫

性的、隨機的。此外，依舉辦單位與參加對象的不同，引導訓練又可

分為全組織性的與個別部門兩種，前者通常由人力資源管理部門負

責，參加者為全體新進人員；後者則由新進人員所屬的部門實施，參

加者為該部門的新進人員。組織的引導訓練以介紹組織整體營運為

主，包括組織的沿革、組織結構、硬體配置、重要政策與人事規章、

福利與考勤規定等等；部門的引導訓練則以新進人員的工作內容為

主，包括工作的職責與範圍、相關知識技能訓練、各項作業規定、本

部門與其他部門的關係等等。（註 99） 
 

具體而言，引導訓練所能發揮的功用計有下述幾項：（註 100） 

1、 消除或減少新進人員因新環境所引起的不安與焦慮； 

2、 有助於新進人員各方面的學習； 

3、 增進新進人員的工作士氣； 

4、 提高生產力； 

5、 降低離職率； 

6、 建立新進人員對組織的認同感。 
 

適當的引導訓練常能讓新進人員留下深刻、良好的印象，從而奠

定其願為組織長久效力的基礎，故值得組織多用點心思規劃，以確實

發揮引導訓練的功用。 

 

（四）評估訓練成果 
 

訓練的最後階段是對實施的成果進行評估。對企業而言，訓練是

一項昂貴的投資，故如何具體呈現訓練的成果以證明訓練的效益是一

個很重要的課題，而評估便可協助達成此一目標。余坤東便指出訓練

成果的評估主要在達成下列目的：（註 101） 

1、 提供訓練成果的客觀具體證據，使決策單位信服與重視，從

而贏取必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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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向決策單位交代，表明訓練單位的責任； 

3、 對訓練目標定期檢查，使訓練目標得以適當修正，以迎合組

織與個人的真正需求； 

4、 作為訓練單位業務運作改進的依據，促進該單位的專業化； 

5、 提供適當的資訊或回饋給受訓員工，以激勵增強其學習動

機。 
 

由此可見，訓練成果的評估不僅在評鑑訓練的成效，其更重要的

機制在於回饋。有效的評估可提供組織對訓練方案實施的瞭解及改進

的方向，使訓練能確實增進員工的工作效能，提升組織整體的績效，

而非浪費員工的時間與組織的金錢。 

 

1、訓練評估的設計 
 

評估的設計有多種方式，不論採用何種方式，應以評估結果的準

確性為主要考量。Mathis 與 Jackson 認為一般最普遍被採用者有三

種：（註 102） 

（1） 後測（Post-Measure） 

此種方式是在學員受訓後，測試其是否有達到主管原

先的要求。 

（2） 前測與後測（Pre-/Post-Measure） 

此種方式是在學員受訓前先對其進行測驗，待學員受

訓後再對其施予同一項技能或知識的測驗。這種比較方式

會有判定上的問題存在，即學員該項技能或知識的改進，

是否確實由訓練所導致，因為當學員獲知將接受測驗時，

通常會有較好的表現。 

（3） 有控制組的前測與後測（Pre-/Post-Measure with a 

Control Group） 

為避免前述方式的問題產生，此種方式將所有學員分

為受訓者的實驗組與未受訓者的控制組兩組，並同時對兩

組人員施予前、後測，再比較其成績，以確定訓練的成果。

其方式可見圖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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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組                控制組

 

評估表現

訓練 

評估表現

評估表現

評估表現
 

 

 

 

 

 
 
 

圖 2-2-1  有控制組的前測與後測 
 
資料來源：Robert L. Mathis & John H. Jacks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9th

 ed. 

(Cincinnati, Ohio: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2000), P.343. 

 

 

2、訓練評估的標準與層次 
 

訓練成果的評估應採取適當的評估標準，而評估標準的選擇則須

考量標準的相關性及可信度。可用來評估訓練成果的標準有很多，

Kirkpatrick 則將其分為四個層次：（註 103） 

（1） 反應層次（Reaction） 

此層次主要在衡量學員對訓練課程的整體觀感，如對

師資、教材、教學方式等的滿意程度。其評估方式可用面

談或問卷調查。由於資料易取得，此層次的評估較易進行。 

（2） 學習層次（Learning） 

此層次主要在瞭解學員於訓練過程中，所習得的觀

念、見解、知識、技能及態度等的程度。其評估方式包括：

學習前測驗及學習後測驗的比較、技能測驗、問卷調查等。

由於資料容易取得，此層次的評估亦較容易進行。 

（3） 行為層次（Behavior） 

此層次主要在瞭解學員接受訓練後，其工作行為的改

變程度。其評估方式包括：與學員及其同仁面談、對學員

直屬主管進行調查等。由於知識從學會到應用須經過一段

時間，且涉及學習者態度及能力的改變，故此層次的評估

較不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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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層次（Results） 

此層次主要在評估訓練對組織績效所產生的影響程

度。此種影響包括：品質提高、產量增加、意外減少、缺

席及流動率降低等。由於訓練對組織的影響並非立即可

見，又不易量化，故此層次的評估亦不容易。 

 

Mathis 與 Jackson 認為這四種層次的的評估以結果層次的評估

對組織最有價值，但其評估的困難度亦最高。評估層次與組織價值及

評估難易度間的關係可以表 2-2-7 來說明。（註 104） 
 

表 2-2-7  訓練評估的層次 

評估層次 對組織的價值         評估的難易度 

反應 

 

學習 

 

行為 

 

結果 

低                   容易 

 

 

 

 

 

高                   困難 

 
資料來源：Robert L. Mathis & John H. Jacks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9th

 ed. 

(Cincinnati, Ohio: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2000), P.341. 

 

由表 2-2-7 可知，行為及結果層次的評估雖較為困難，但其所獲

得的資訊對組織是最有價值的。本研究主題為科博館數位化工作人員

專業訓練實施成效的評估，旨在探討專業訓練對數位化工作人員在反

應層次（對訓練整體的滿意程度）、學習層次（在知識、技能與態度

等方面的增進情形）、行為層次（將訓練所學應用於工作上的程度）

等三方面的影響，至於結果層次的評估，必須對組織績效如投資報酬

率、生產力、服務品質等加以評估，此方面資料須透過長時間觀察才

能取得，礙於時間及人力上的限制，本研究將不予討論。 

 

 

總而言之，一套完善的訓練制度必須要做到正確地分析需求、妥

善地規劃課程、確實地執行訓練及忠實地評估成果，並將評估所得回

饋給相關單位及人員，以作為改進及決策的依據，如此方能使訓練發

揮其最大的功用，成為組織圖生存、求發展的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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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國博物館人員專業訓練探析 

 

 

一、博物館人員專業訓練之發展 

 

博物館的發展已有數百年的歷史，其角色由早期單純的個人寶物

收藏所，逐漸演變成今日深具文化、教育、體能、休閒等功能的公眾

社會性機構。此外，隨著博物館功能角色的轉變，博物館的組織也出

現因應各種功能而區分的不同部門，不再侷限於以館藏為代表的某些

學域，如教育、展示、保存、攝影、出版、公關等部門，各自以一個

整體在館內運作。（註 105）當博物館的業務日趨繁複、分工益形專業

化之時，博物館專業訓練的需求也應運而生。 

 

儘管訓練概念已然成形，博物館的專業訓練並非在一開始就被認

為是理所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即在於博物館中學科的差異與分歧，致

使博物館工作的專業性受到質疑。H. Raymond Singleton 即指出博

物館的社群支離破碎，其組成並非專一的學門。（註 106）Alexander G. 

Ruthven 則將博物館工作視為各學科的集合，各學科有各自的要求，

而博物館工作只是為各學科而運作，並不能使博物館朝專業化發展。

（註 107）由於對博物館學為一專門學域的認知不一，博物館界對專業

訓練也抱持著懷疑的態度，甚至有人認為博物館人員是天生而非訓練

出來的。這種「天生說」的看法充斥於二十世紀初期，如當時的美國

博物館協會雖然肯定博物館工作是一項專業，但也曾表示如果博物館

工作者不具有本來的愛好與氣質，再多的訓練也不足以將其改變得適

任於博物館。（註 108） 

 

雖然博物館專業訓練的必要性一直遭受質疑，仍不影響實際博物

館訓練制度與訓練課程標準的設立，且由於現實環境的需求，博物館

的專業訓練已逐漸成為一項重要議題。（註 109）例如自二十世紀以降，

隨著博物館的大量興建，博物館的人力需求也急速增加，除了招募大

量的工作人員之外，為使其具備足夠的知識與技能，博物館必須給予

適當的專業訓練。（註 110）此外，隨著博物館服務理念的推演與新式

科技的應用，博物館內各領域的知識益形專業化，分工也愈來愈精

細，許多專職名稱如設計師、教育人員、維護人員、資訊科學家等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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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獨立出來。在這麼多的分工下，博物館人員若沒有接受相關的專業

訓練，委實難以勝任其職。（註 111） 

 

在博物館人員專業訓練的需求日漸受到重視之際，博物館訓練工

作亦有所進展，較之從前，其活動方式不僅層面擴展、層次加深，在

理論與實務、文物與人員等的拿捏均比以往要來得適切。（註 112）

Victor J. Danilov 即指出博物館早期的訓練多半是學徒制訓練，以

學習工作上的實務經驗為主，直到博物館學研究開始被認同，博物館

訓練的內涵才有所轉變。至今博物館訓練已朝多樣化發展，除了傳統

的學術訓練，尚包括：博物館學研究課程和學位、實習訓練、助理訓

練、同儕的指導訓練、在職訓練課程、研習會、研討會、會議及博物

館成員的內部訓練計畫等。（註 113）此外，專業協會的支持對落實博

物館專業人員的訓練水準亦有很大的貢獻。例如美國博物館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簡稱 AAM）曾持續對博物館教

育、專業技術、生涯發展等方面的訓練議題進行深入的探討，並致力

於訓練課程的擬定、標準的建立與評估。（註 114）英國博物館與畫廊

委員會（Museums and Galleries Commissions）的工作小組也曾就

博物館人員的訓練方式及其事業結構進行調查，這份報告並為英國的

博物館界建立起訓練規劃的標準。（註 115）而國際博物館協會（ICOM）

更是在設立之初便視博物館訓練的研究及推廣為主要工作，除了舉辦

專題研討會及調查，亦出版報告與專書，而其所制定的博物館專業訓

練基本課程標準也成為各博物館安排訓練計畫的參考範本。（註 116） 

 

儘管博物館專業訓練相較於以往已大有進展，然而隨著政治、經

濟等活動的時代變遷，博物館的營運也相繼發生變革，在其影響之

下，博物館人員的專業訓練亦應有不同角度的思考。在政治層面，除

了極權國家政府體制的瓦解、轉型，民主國家的政府治理模式也由早

先的強勢主導轉變為協調者的角色，傳統上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

部分已轉由非政府部門提供，即所謂的「民間化」。（註 117）在經濟層

面，則受全球化與「經濟解放」潮流的影響，公共服務部門的預算承

受前所未有的壓力，在許多國家連運用一般課稅所得資助社會文化服

務的大原則也遭受抨擊，導致政府政策與單位有重大改變。（註 118）

這些政經改革的力量間接影響了博物館的營運，例如 1988 年英國的

國立博物館與藝廊開始轉讓出所有權及責任，財政經營責任則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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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讓渡到保管理事及館長身上，而自 1995 年開始，主要的國家博

物館及藝廊可不必由中央文官人員任職，而由博物館自身直接任用。

法國的文化機構也有類似的改變，自 1991 年起，羅浮宮、奧塞美術

館及巴黎歌劇院等紛紛轉變為自我治理的「公益機構」。（註 119）諸如

此類的改變已成了一股趨勢，而這樣的變革不僅影響了博物館從業人

員的任用制度，也改變了博物館內部長久以來的專業、藝術和學術職

務的性質。傳統由學者出任館長職務或部門主管的制度已逐漸被新一

代的經理型主管所取代，公家資助的持續減少也使得博物館所有層級

的人員都必須積極參與和自己業務有關的行銷及募款活動。面對博物

館當前的變化及未來發展所需，博物館人員的專業訓練也必須有相應

的對策，例如為在一般管理、財務、行銷與公共關係等方面學有所長、

對所服務機構的文化藝術本質卻缺乏了解的新進管理人員提供特別

的訓練，以及為博物館的資深專業人員發展相關管理課程，提升其管

理技能，使其也具有經理般的競爭力與自信心。（註 120） 

 

因應時代潮流的改變，博物館的經營管理也呈現出新的風貌，影

響所及，博物館人員的專業訓練亦應有所調整。傳統上，博物館從業

人員完成博物館學課程後，即開始從事博物館專業終其一生；然而以

新時代博物館專業發展的角度來考量，則應積極調整為從業人員的終

身學習及專業訓練，在其內容上，應結合傳統的學術教育與專業相關

的管理訓練課程並重發展。（註 121）如此博物館人員方能與時俱進，

提升博物館的人力素質，進而促進博物館事業的發展，開創另一番嶄

新的氣象。 

 

 

二、各國博物館人員專業訓練之施行 

 

（一）美國博物館人員訓練 
 

美國博物館訓練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第一個提出博

物館訓練課程的史蒂芬生（S. Y. Stevenson）開始。有鑑於博物館

數量日益增多，博物館人員的訓練卻少之又少，史蒂芬生遂提出結合

博物館理論與實務的訓練課程，並期望 1906 年成立的美國博物館協

會（AAM）能帶領建立博物館從業人員的標準，但在當時，該協會認

為博物館人員是天生而非訓練出來的。一直到 1926 年，該協會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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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接納博物館工作訓練的必要性，並提出博物館與大學合作的建議。

（註 12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美國博物館的興盛期，不論在博物館或訓練

課程的數量上皆如此，而美國博物館協會也在此後成為美國博物館訓

練的主導者。該協會組織涵蓋各專門領域的博物館研究委員會，對訓

練及其需求、訓練課程的標準進行評估研究，並提出建議，同時亦定

期出版相關的訓練課程手冊。此外，為了推動在職訓練，該協會除了

召開會議，亦設有供現職人員修讀學位的課程，並對博物館研究課程

學位的認可進行可行性研究，以發展出指導原則與自我評量來提高專

業品質。（註 123） 

 

除了有美國博物館協會綜攬各項訓練工作的研究推行，博物館管

理研習會（Museum Management Institute，簡稱 MMI）則是針對各

類博物館的中高層人員，舉行一項為期四週、用以提供博物館管理和

經營實務的集中住宿訓練計畫，由美國藝術博物館協會與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推廣教育部實施，在每年七月份最後三週及八月份的第一週

於柏克萊校區舉行。研習會的產生主要是要因應博物館日益迫切的管

理需求，而其最大的貢獻則在於它消除了博物館人員的疑懼，即害怕

博物館已變得太複雜，致使博物館人員無力管理而須讓其他人來經

營。如今，研習會已成為博物館管理新方法的實驗室，並將持續不斷

地發展下去，讓博物館專業人員具備更佳的才能，使其可以在各自的

博物館及專業領域擔任領導重任。（註 124） 

 

（二）英國博物館人員訓練（註 125） 
 

英國博物館人員訓練的主要機構有兩個，分別為英國博物館協會

（Museum Association）和萊斯特大學博物館學系（Department of 

Museum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英國博物館協

會成立於 1930 年，該會頒授的博物館訓練文憑除在英國獲得認可，

也為一些英語系國家所承認。萊斯特大學博物館學系創立於 1966

年，旨在提供博物館新進及在職人員的專業訓練，同時也提供有關博

物館及其業務各層面的研究機會。1975 年時，該系開設了為期二年

的藝術碩士和科學碩士班教學課程，招收相關專業的研究生，同時也

開設了須做論文之藝術碩士及哲學博士的研究學位課程。至此，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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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能提供整套有關博物館專業及博物館學研究的系列課程，為博物館

專業化提供了重要的貢獻。此外，由於相關訓練的需求量日增，加上

協會本身組織上的問題和訓練場所的不敷使用，英國博物館協會遂在

1980 年與萊斯特大學簽訂七年合約，由後者提供場所開設頒授文憑

前必修的博物館學課程，此後凡是現職的博物館人員，如欲獲得英國

博物館協會的文憑，就必須至萊斯特大學博物館學系參加兩次、每次

為期三週的博物館學基礎課程。 

 

為了有效落實博物館專業人員的訓練水準，英國政府亦於 1987

年 7 月出版了一份有關博物館專業訓練的報告。該報告提出成立國立

博物館訓練協會（National Museum Training Council，簡稱 MTC）

的構想，建議將其視為一獨立組織，專責審議博物館訓練課程的適當

與否，認可課程的等級，保存通過訓練獲得資格人士之檔案，以及有

關促進博物館訓練的一般事宜。此外，在專業訓練課程的規劃上，該

報告也建議以國際博物館協會（ICOM）有關博物館訓練的基礎課程為

準繩，制定任何英國境內有關博物館研究人員學士後職前訓練計畫，

訓練的重點在提供有關收藏品保存和闡釋的各種課程，而有關博物館

業務運作的內容和博物館的管理亦應列入核心課程。 

 

關於現有博物館人員的專業教育問題，該報告則提出四種等級的

在職訓練課程。 

1、 第一種等級：是為新進人員而設的短期課程，目的在使其熟

悉博物館的各項功能、有關博物館組織與資金籌募的工作倫

理議題，完成該課程可獲得國立博物館訓練協會頒授的資格

證明。 

2、 第二種等級：適用於各類博物館現職人員，研究系統人員如

未受過訓練，必須參加博物館學的核心課程，學習如何將其

專業學科實地應用於博物館中，非研究系統人員則必須經過

適當指導或參加所謂的「轉化」課程，用以了解其個別專業

在博物館中所扮演的角色。已參加過職前訓練者不需參加訓

練課程，但在正式成為博物館從業人員之前，必須至少有一

年的實務工作經驗（未參加職前訓練者則須有二年實地工作

經驗），通過上述指導、訓練及實地工作經驗者，可獲頒「博

物館實務證書」正式成為博物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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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種等級：適用於已獲得博物館實務證書而有興趣接受博

物館中級管理職位訓練課程者，這些人可能是大博物館某一

部門的主管，或者是大博物館分支的一個小博物館館長。他

們須參加有關博物館理論與實務、博物館最新發展的課程，

並至少有二年實地工作經驗，完成課程後可獲頒「博物館實

務高級證書」。 

4、 第四種等級：為高級管理訓練課程，適用對象的資格在該報

告中並未言明，但報告中建議博物館高級管理人員在接受任

命前必須參加此種等級的訓練。 

 

（三）法國博物館人員訓練 
 

法國是最早設立專門培訓博物館專業人才學校的國家，也是世界

上唯一為培育博物館專業人才設校立法的國家。1882 年 1 月 24 日頒

布設立的羅浮學院，以培訓博物館專業人員、行政人員、專員為目的，

此為全世界第一所博物館訓練學校。（註 126）羅浮學院的研習課程共

分為三個階段：（註 127） 

1、 第一階段：為期三年，以研習世界藝術史為主，第一年為史

前史與法國古代史、東方考古、埃及考古、希臘與羅馬考古、

基督教考古；第二年為印度與遠東藝術、中世紀藝術、文藝

復興藝術、伊斯蘭藝術；第三年為現代藝術（十七與十八世

紀）、現代藝術（十九與二十世紀）、中南美藝術、法國民俗

藝術。凡高中畢業會考通過或具同等學歷者皆可註冊入學，

研習時間最長不得超過五年。 

2、 第二階段：為高等研習，為期一年，以博物館學為主要研習

課程，包括博物館學的理論與實務、博物館的行政與管理、

典藏維護的原理與技術及藝術品的修護、科學研究方法及藝

術品的維護。凡在四年內修完第一階段課程、獲得文憑且成

績中等以上者，皆可入此階段學習，研習時間最長不得超過

二年。畢業生除取得高等研習文憑，還可獲得博物館學特別

文憑。 

3、 第三階段：為專題研究，為期三年，沒有特定的研習課程。

凡獲得高等研習文憑、並在第一階段筆試與口試成績中等以

上者，皆可入此階段研習。學生選定題目後，在教授指導下

從事專題研究，撰寫論文，完成後由論文評審團口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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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取得文憑。 

 

此外，羅浮學院另設有博物館專業人員訓練部，負責博物館新進

專業人員的實習訓練，訓練課程包括博物館文物徵集、博物館實務、

維護文物的科學方法、文物研究及文化資產的價值等。（註 128）該部

門後來則獨立出來設校，國立文化資產學院於焉成立。 

 

國立文化資產學院於 1990 年設立，該校每年以入學考方式招收

40 名學員，之後則是 18 個月的演講訓練學程，學校的課程包括公共

財政、法律、人事及設備管理、補救及預防性修復、文化資源流通、

多媒體等；實習部分則為 9 個月，在法國或國外的公立文化機構完

成。該校同時也規劃了短期課程與研習營，課程主題相當廣泛，包括

科學與管理、收藏品文獻紀錄、大眾與冥思、工業資產、計畫性預防

維護、相片收藏品的保存與流通、印象與法律、網路等等。而自 1996

年起，該校也招考訓練「藝術品修復部門」的專業人員，為期 4 年，

提供學員對不同媒材如金屬與陶瓷、平面設計藝術、雕塑、照片、織

品與家具等方面的專業維護與修復知識。另外，該校也提供一些名額

給外國學生及專業人員進修策展與修復知識的管道。（註 129） 

 

（四）國際博物館協會之博物館訓練（註 130）（註 131） 
 

國際博物館協會（ICOM）在開始之初便視博物館訓練的研究及推

廣為主要工作。從 1947 年第一屆臨時大會中的人員訓練討論會起，

到 1987 年底「國際博物館研究」雜誌列出許多博物館訓練中心，這

四十年間，該協會負責人員訓練的委員會舉辦了多次專題研討會及調

查，出版報告及專書如《博物館人員之專業訓練》等。其關心的對象

除了研究及教育人員外，也包括技術、管理、財務、安全、維修、公

關、藝匠等方面所有的博物館成員，同時並指出館方或更上層單位對

博物館人員在職訓練及生涯規劃的責任。 

 

此外，該協會在 1971 年亦正式通過一套博物館專業訓練的基本

課程標準（the ICOM Basic Syllabus），此課程標準乃由協會的訓練

組織及員工訓練國際委員會共同籌劃而成。課程的標準共分九大項，

詳列了任何博物館專業訓練課程或訓練計畫皆不可少的最基本要

素，此九項要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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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物館概論； 

2、博物館之組織、運作及管理； 

3、博物館之建築、規劃與設備； 

4、典藏品的來源、相關紀錄及動向等； 

5、博物館的科學活動； 

6、藏品的維護及保存； 

7、展覽呈現； 

8、博物館與社會大眾之關係； 

9、博物館的文化與教育活動。 

 

而為了因應新世代博物館營運的變革，體認到現今博物館專業人

員除了要具備學術專業技能之外，還需要一般性的能力，該協會於

2000 年在員工訓練國際委員會的建議下，通過新的課程指導原則—

「國際博物館協會博物館專業訓練進階課程綱要」。該課程建議新增

的項目主要在〝一般技能〞與〝管理能力〞兩部分。〝一般技能〞部

分為所有博物館人員應具備的知識與能力，包括：溝通技巧、環境主

義及其影響、評估方法、報告方式、財務管理、資訊技術、人際關係、

博物館障礙認知策略、博物館與社會、工作性質、專業主義、個人、

認同、計畫管理、專業領域資源等方面；〝管理能力〞部分則是有關

博物館營運理論與實務的知識和技巧，包括：資格認定、諮詢部門、

建築、商業及營運管理、社區關係、財務規劃與管理、正式合法的組

織架構、募款與捐贈發展（收入來源）、人力資源規劃管理、開源活

動、資訊管理、保險∕賠償、法律、行銷、會員資格∕博物館之友組

織、服務滿意度管理、硬體設備管理、預防緊急狀況、公共關係、媒

體關係、組織理論、反身運用、培養工作中創意思考的技巧等方面。 

 

（五）我國博物館人員訓練（註 132）（註 133） 
 

近年來，在政府政策的導引及社會大眾的期望之下，我國的博物

館事業有了顯著的成長。隨著博物館硬體的大量興建，博物館專業人

才的需求也急速增加。除了在大學院校設置博物館學方面的研究課

程，為人才的培育做長遠的規劃，各種專業訓練如研習、觀摩、在職

訓練等的施行，對博物館專業人才的養成也有一定的功效。 

 

在正規的學校教育方面，雖然遲至民國 85 年，國內才有第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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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館學研究所」的成立，但在此前後，許多大學院校系所也順應

潮流，開設「博物館學」方面的課程，如國立中央大學藝術研究所的

「博物館學」、「美術館管理」；國立暨南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的「博物館教育」；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的「古蹟

維護技術」、「文物材質分析」、「藝品鑑定」；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

理研究所的「博物館學專題」、「博物館規劃研究」、「文化管理與科技

維護」、「文物預防性保護」、「美術館行政專題」等。目前國內以博物

館學為專門學科設所研究的學校共有兩所，分別為國立臺南藝術學院

的博物館學研究所及輔仁大學的博物館學研究所： 

1、 國立臺南藝術學院博物館學研究所：以培育博物館學專業人

才，提升博物館學研究水準為宗旨。其課程規劃理論與實務

並重，兼具科際整合性、廣度與彈性，內容上則包括博物館

學概論、博物館史、博物館學理論、博物館規劃等核心必修

課程；經營管理、展示教育、蒐藏技術等領域的選修課程；

以及科技史、工藝美術史、博物館專題研究、中國文物鑑賞、

當代博物館議題等等的共同選修課程。 

2、 輔仁大學博物館學研究所：以培育博物館各類專業人才，發

揮其專業知能，以促進文化機構之發展，進而提高國民文化

素養與生活品質為宗旨。其課程規劃具有跨領域的學習設

計、專業學科搭配基礎學習、理論與實務並重、管理與研究

兼顧等特點，內容上則包括博物館管理、博物館藏品保存與

維護、博物館教育、博物館展覽、博物館研究方法學、博物

館行銷、電腦科技與數位博物館、第二外國語、國內外實習

等等的必修課程；以及博物館發展史、人力資源管理、中國

器物學、博物館網頁設計、有機材質文物保存與維護、博物

館建築與空間設計、博物館緊急維護預防處理、檔案管理應

用、基金與募款等等的選修課程。 

 

在博物館專業人員的訓練方面，目前國內博物館已進行的方式除

了選送少數員工至國外著名博物館或大學做短期的研習之外，有些較

具規模的博物館則針對需要，自行辦理員工的職前或在職訓練。例

如：國立故宮博物院曾舉辦過兩期導覽解說人員訓練，每期至少一個

月，人數共 22 人；台北市立美術館及國立台灣美術館曾舉辦過多次

專業訓練及一般訓練，台北市立美術館以導覽解說人員訓練為主，國

 44



立台灣美術館則以燻蒸設備及文物維護人員訓練較為突出；台北市立

動物園曾舉辦過多次解說人員、管理專業人員的新進及在職訓練；國

立台灣博物館曾派推廣解說員參加台北市立美術館的專業訓練，並派

遣專業人員到美國的大學及國立博物館做中長期學習；而本研究個

案—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則是在籌備之初即將人員培訓列入經營管

理計畫專章，並分為國內外兩部分進行：國外訓練方面是派遣人員至

國外著名博物館，做短期一至三個月考察和中長期六個月至一年的學

習；國內訓練部分則有職前與在職訓練，每次訓練又分為兩個階段：

第一階段屬博物館一般性業務，所有人員都要參加，課程有博物館

學、美學、經營管理、觀眾心理、人群關係、抱怨處理、說話藝術等；

第二階段為專業訓練，視專業人員性質分為展示維護、教育解說、觀

眾服務、機電及電腦操作等門類，訓練課程及時間視需要而定。 

 

此外，較具規模、且有計畫地訓練博物館從業人員者為行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為因應博物館發展的需要，文建會自民國 73 年起，

陸續舉辦過博物館基礎班七期共 180 人、博物館專題班四期共 77 人、

博物館經營管理班一期計 30 人、博物館管理進階班一期計 33 人等，

受訓對象為各地文化中心、美術館的從業人員。訓練課程每期通常為

兩週，有名師講解、工作研討及實地觀摩等。此種較正規的開班訓練，

對改善文化中心等基層機構缺乏專業人才及知能的情形，有很大的幫

助。另外，文建會也帶領各地博物館主管人員及各文化中心主任，到

日本、韓國觀摩其博物館和文化設施，此舉對博物館新理念的主導及

開拓，亦具有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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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與其數位化工作人員訓練概況 

 

 

由於人力及時間上的限制，本研究以在籌備設館之初即將人員培

訓列入經營管理計畫專項的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為對象做個案探

討。本節目的即在瞭解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的發展概況及其數位化工

作人員的訓練情形，以作為本研究進行的背景資料。 

 

 

一、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發展概況 

 

（一）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沿革（註 134）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簡稱科博館）位於台中市館前路上，是政

府推動十二項建設文化建設項下三座科學博物館中最先實現的一

座。該館籌備處於民國 70 年成立，由行政院聘請當時中興大學理工

學院院長漢寶德先生主持，其建館目標有二： 

1、闡明自然科學之原理與現象，啟發社會大眾對科學之關懷與

興趣，協助各級學校達成其教育目標，進而為自然科學的長

期發展建立基礎。 

2、收集全國代表性之自然物標本及其相關資料（包括人類學遺

物），以供典藏、研究，並為展示及教育之用。 

 
科博館以科際整合、生活化、藝術化及以人為中心之主題展示，

分四期建設完成，陸續開放供民眾參觀使用，其設施包括一科學中

心、五座劇場（太空、雷射、鳥瞰、環境及立體劇場）、三個展示廳

（生命科學廳、中國科學廳、地球環境廳）及其他戶外庭園、科學展

示等，加上之後受台中市政府委交規劃建設的植物公園，整體規模堪

稱一流。 
 

（二）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組織編制 

 

科博館於民國 70 年 4 月成立籌備處，民國 75 年元月第一期建設

完成開放，民國 76 年元月立法院通過該館組織條例，由總統公佈後

施行，並於民國 86 年 3 月經立法院三讀通過修正為八組四室，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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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動物學組、植物學組、地質學組、人類學組、典藏管理組、科學教

育組、展示組、資訊組，以及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其

組織架構如圖 2-4-1 所示：（註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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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典藏數位化發展歷程 

 

1、典藏數位化緣起與發展基礎 
 

由於資訊技術不斷地進步及網際網路的興起，博物館所

能提供給社會的服務之深度與廣度亦被重新定義，新世代的

博物館不只以消極、被動地提供資訊為滿足，更應以積極的

知識管理、創造性的想像及提供質量並重的社會服務為其終

極關懷。在此關懷之下，新世代的博物館至少可實踐三項社

會功能：首先，持續博物館所具有之不可替換的藏品或標本

蒐藏與研究傳統功能，為當代及下一代人類累積、傳達更豐

富的科學與社會文化資產；其次，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確

實履行提供不同觀眾、學校及社會大眾教育內涵的角色；最

後，發揮博物館的加值功能，提供藝術與娛樂成分，在想像

與知識的基礎上讓博物館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因此，「數

位化」已成為新世代博物館追求更有社會意義之呈現的重要

工作，「數位博物館」構想的誕生，即是試圖藉由博物館的主

體性與視野，整合數位化知識、電子媒體、尖端資訊技術以

及網際網路的應用，使傳統博物館長期累積的資源與知識數

位化及網路化，得以超越時空的限制無限延展，成為國際文

化村及資訊高速公路上一個主要的想像和知識的提供者與生

產者。（註 137） 

 

有鑑於資訊時代賦予文化教育機構的新面貌與使命，科

博館在民國 88 年 7 月參加行政院所舉行的「電子、通訊、資

訊策略會議」時，即率先呼應國家典藏資訊公共財的議題，

建議推動「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並主張政府典藏機構應基

於開發功能和計畫上游的角色優先參與，以利資訊共享和市

場加值開發的下游機能。此項呼籲在大會形成共識，也因此

促成科博館加入計畫，成為被指定的七個國家典藏數位計畫

單位之一。（註 138）此計畫之後在國科會前主委翁政義的裁示

下擴大為國家型計畫，名為「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此

國家型計畫乃承襲「數位博物館計畫」、「國家典藏數位化計

畫」及「國際數位圖書館合作計畫」三個計畫的經驗，依據

國家整體發展，重新規劃整合而成，自民國 91 年 1 月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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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五年，目前參與的機構有中央研究院、行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參與期間為民國 91 年 1 月至 12 月止）、國立自然科

學博物館、國立故宮博物院、國立台灣大學、國立歷史博物

館、國史館台灣文獻館、國家圖書館等九個典藏單位。（註 139） 

 

稍早之前，科博館於民國 87 年 9 月即擬定「數位化博物

館計畫」，確立中長程發展目標及策略，並於 88 年 8 月開始

與暨南大學合作進行國科會「數位博物館先導計畫」，先後完

成『台灣蝴蝶生態面面觀』、『蘭嶼生物∕文化多樣性數位博

物館』及『阿里山與鄒文化數位博物館』，使該館在數位主題

展示方面能由點、線進而到面的多元呈現，其內容包括多媒

體數位典藏庫、虛擬展示廳、自然語言 FAQ 查詢系統、自然

科學網路教室遠距教學等，同時也為該館累積了典藏數位化

工作方法、加值應用技術，以及資訊技術應用與各學術研究

部門合作的科際整合經驗。（註 140） 

 

2、數位博物館之建構與經營（註 141） 
 

數位博物館的建構必須有多方面的考量，包括同步發展

的各項配套措施，就科博館的發展過程及現況而言，除了以

執行中的數位典藏及數位博物館計畫為主軸之外，還包括館

務及行政管理的自動化、多媒體網站的建置與強化等。概括

而言，即是改善並強化科博館入口網站的架構與功能，作為

對內外傳輸機制的核心，將科博館蒐藏、研究、展示、教育

及服務等各項功能提供給使用者端。此外，科博館亦結合蒐

藏、研究、展示、科教業務及行政服務，扮演起「知識生產

中心」的角色，包括該館圖書與典藏服務構成的「知識中心」、

數位典藏、展示及其加值應用計畫構成的「數位化知識庫」，

透過資訊技術整合，建構跨平台的數位資訊存取、傳輸機制

成為「知識管理」的核心，整體環節則架設在寬頻、高速傳

輸的網路和全館行政自動化的基礎建設之上。 

 

因此，科博館在數位博物館的建構及經營模式上，首先

是由各學術研究子計畫部門進行「數位媒體及知識單元」的

建構，另一端則由「資訊技術整合」子計畫的資訊部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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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支援，並擔任知識加值生產的工作，經由此一分工

合作、功能整合的過程，建構出該館的「生物∕文化多樣性

數位化知識庫」，藉由知識編輯、組織、分類、自動探勘等功

能介面的設計安排，即可透過該館入口網站中的數位計畫窗

口，傳輸給社會各界瀏覽、查詢、擷取、使用，其整體架構

如圖 2-4-2 所示。 

 

                               數位博物館入口網站                   社會大眾 

媒體製作中心                                                   學生 老師 

 
                                                                   研究人員 

                                                                      產業界 
知識組織∕分類∕自動探勘

各類使
用者依
權限及
付費等
級享用
個人化
服務 

數位典藏庫 
虛擬展示廳 
遠距教學 
數位媒體資源中心

提供專業拍
攝及媒體製
作技術 

 

 

 

                                            

 
                           

 

數位媒
體及知
識單元
建構 

動物學域 植物學域
地質學域 人類學域

資訊技
術支援
及數位
知識加
值生產 

生物∕文化多樣性
數位化知識庫 

資訊技術
支援中心

像 片 聲音∕音樂
 

 

 

 

 

圖 2-4-2  數
 

資料來源：周明等著，博物館典

研院史語所，民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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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D
文
建構與

論與實

 

動物、

訊技術

幾個要
3

經營管理模式 

務研討會—人與自然（台北市：中

植物、地質、人類等學門

架構，該館數位典藏內容

項、分三階段進行： 



(1)第一階段：數位化內容建構及管理（90～91 年） 

 整體數位化作業流程及後設（詮釋）資料

（Metadata）標準規範訂定 

 數位典藏內容管理系統作業平台建置 

(2)第二階段：數位知識加值應用（92～93 年） 

 整合型數位典藏多媒體資源庫及知識庫之構建 

 展示、科教及娛樂數位內容之加值應用與開發 

 個人化服務導向網站之建構 

(3)第三階段：智慧型網路化經營（94～95 年） 

 建立研究、展示、教育及娛樂多元化應用與服務之

智慧型入口網站 

 建構數位知識內容經營管理及交易平台 

 

總而言之，科博館數位博物館的建構及典藏數位化的發

展過程，即是結合各學術研究部門，並藉由資訊技術整合，

共同扮演知識的製造、生產者和提供中心，體現「知識管理」

資訊分享社會的精義和傳播功能導向的共建策略，使該館未

來在國際的資訊地球村中，能徹底展現博物館事業貢獻社會

的服務精神與人文特質。 

 

 

二、科博館數位化工作人員訓練概況分析 

 

（一）科博館數位化工作之成員 
 

由上述科博館典藏數位化發展歷程可知，參與科博館數位化工作

的成員主要有提供知識的內容專業人員，以及擔任知識加值生產工作

的資訊技術人員。內容專業人員包括動物、植物、地質、人類等四個

學域的參與者，資訊技術人員則指資訊組的人員，另外還有負責博物

館藏品管理的典藏管理組人員，這些成員即為本研究調查的對象。經

請教主導數位化工作的人員得知：動物學組的參與者有組員 7人；植

物學組有組員 7人、主任 1人；地質學組有組員 4 人、主任 1人；人

類學組有組員 3 人、主任 1 人；典藏管理組有組員 1 人、主任 1 人；

資訊組有組員 6 人、主任 1 人，總計有 6 組人員員工 28 人、主任 5

人共 33 人為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受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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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數位化工作人員專業訓練概況 

 

科博館數位化工作人員的專業訓練，主要是參與國科會數位典藏

專業培訓課程及相關研習活動，該訓練課程及研習活動是由「數位典

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計畫辦公室下五個分項計畫之一的「訓練推廣分

項計畫」所負責。「訓練推廣分項計畫」的設置，主要在規劃執行數

位典藏的人員培訓及成果推廣工作。有鑑於網際網路與數位資訊科技

時代的來臨，不僅對現有的教育將產生極大的衝擊，對人文、社會方

面的變遷亦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對計畫及典藏單位人員提供數

位化能力的養成，以及推廣社會大眾使用資訊服務掌握資訊與知識的

能力，以因應未來的變遷，就成了該分項計畫所追求的長程目標。（註

142） 

 

在計畫人員與典藏單位人員的培訓方面，分項計畫主要是舉辦專

業培訓課程及研討會，其對象和進行方式如下所述：（註 143） 

1、專業培訓課程： 

(1) 對象：計畫人員、國內典藏單位及其他相關人員。 

(2) 培訓課程主題和進行方式：以實務課程為主，結合「數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所研發之技術與國內相關的研

究成果，擬定專業訓練課程主題，並依計畫人員與典藏

單位之需求，邀請國內專家學者開辦各類基礎及進階課

程。期能提供各界建置數位典藏的知識能力與實務技

術，增進數位典藏技術發展之交流，培養國內數位典藏

領域的人才。 

2、研討會： 

(1) 對象：計畫人員、典藏單位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 

(2) 進行方式：辦理研討會，邀請國外數位典藏領域的專家

學者與國內典藏單位、技術研發單位等，針對有關數位

典藏理論、數位化技術、數位化計畫整合及應用等主題

進行經驗交流。 

 

專業培訓課程自民國 91 年隨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進行而展開，

課程主題共分為五類：（註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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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論：包括數位典藏相關議題、不同社群（如圖書館、博物

館等）、不同學科領域及不同資料類型數位典藏或數位化相關

議題等； 

2、 資訊組織：包括資訊組織議題、後設資料、檔案命名、標誌

語言、索引與摘要、主題詞庫、資料倉儲等； 

3、 資訊技術：包括資訊技術議題、字碼、技術標準與協定、資

訊處理、知識探勘、資訊檢索、資訊系統、資訊安全等； 

4、 網站設計：包括網站設計議題、網頁內容規劃、網頁設計、

使用者介面、網站管理等； 

5、 營運與推廣：包括數位典藏營運與推廣議題、政策、計畫與

人力管理、電子出版、數位典藏法律議題、檢索管理、經濟、

教育與學習、協力合作、使用者評估等。 

 

兹將本研究調查期間內（91 年 1 月～92 年 9 月）分項計畫開辦

的各類課程名稱、開課日期、講師整理如表 2-4-1 所示。（註 145） 
 

表 2-4-1  數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一覽表 

導 論 課 程 
 

開課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91/04/24-26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介紹 楊國樞 

92/04/18 數位典藏概論 謝清俊 

92/07/03 出國參訪心得交流（亞洲國際數位圖書館研討會、2002

年歐洲科技與創新管理考察團…） 

陳昭珍、

陳雪華 

資 訊 組 織 
 

開課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數位典藏相關標準與規格 陳昭珍 91/04/24-26 

後設資料（metadata）規劃與應用實務 陳淑君 

92/04/18 文獻數位化前置作業 洪淑芬 

後設資料（metadata）理論與實務 陳淑君 

數位典藏相關標準與規格（1） 陳昭珍 

數位典藏相關標準與規格（2） 陳昭珍 

數位典藏相關標準與規格（3） 陳昭珍 

92/07/03 

數位典藏相關標準與規格（4） 陳昭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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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技 術 
 

開課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從實務上談數位檔案的基本知識—結構、製作、色彩、

保存 

蔡耀廣 91/05/16-17 

語音及聲音轉檔處理與操作 林俊吉 

XML 的應用 呂學祥 

XML 文件的轉換 呂學祥 

XML 文件的呈現 呂學祥 

正確合法的 XML 文件 呂學祥 

91/06/19-20 

XML 基本語法 呂學祥 

CSS 的使用、網頁畫面佈局設計技巧、網頁層次結構

與檔案結構設計 

許素朱 91/06/21 

串流影音概念介紹、串流影音的製作、串流影音的應

用 

許素朱 

建置需求書撰寫、開發經驗座談 簡立峰、

林宣華 

實際系統展示 林宣華 

資訊系統開發技術 林宣華 

91/07/09 

基本概念 簡立峰 

文字資訊擷取 張復 91/07/16 

語音資訊擷取 王新民 

網際網路空間資訊技術實例操作與練習 溫月宇 

空間資訊處理技術導論 范成楝 

空間資訊技術之應用 陸天榕 

空間資訊技術之於數位典藏 陸天榕 

91/08/23 

數位典藏計畫中空間資訊技術之支援與服務 陸天榕 

GIS 發展系統實作班-ArcView 8.1 系統基本操作 邱顯晉 

GIS 發展系統實作班-ArcView 8.1 屬性處理及地圖製

作 

張春蘭 

GIS 發展系統實作班-ArcView 8.1 資料建置與分析 邱顯晉 

91/08/27-30 

GIS 發展系統實作班-ArcView 系統與空間資料處理 賴進貴 

跨語言檢索系統與網路應用 簡立峰 91/09/24 

跨語言資訊檢索導論 陳信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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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水印介紹與影像浮水印、視訊浮水印、三維圖形浮

水印、系統展示、問題討論 

廖弘源 91/10/24 

浮水印技術概論、重要的浮水印技術介紹、問題討論 黃俊翔 

91/11/01 環場影像與環物影片之製作與整合：原理介紹、應用

及示範 

洪一平 

91/11/20 OAI-based 聯合目錄之理論與實作 陳昭珍 

本體知識庫及其應用（1） 葉慶隆 

本體知識庫及其應用（2） 葉慶隆 

92/07/09 

語音及聲音的轉檔處理與操作 林俊吉 

數位典藏版權保護技術研討會 蔡文祥、

吳大鈞 

92/07/18 

二維影像自動處理技術 謝君偉 

空間資訊處理技術導論、空間資訊技術之應用 黃誌川 

空間資訊技術之於數位典藏、數位典藏計畫中空間資

訊技術之支援與服務 

陸天瑢 

數位典藏計畫中資訊技術服務機制與內容 翁維瓏 

92/08/01 

空間資訊處理技術導論 范成楝 

解構數位博物館之網頁設計 許素朱 92/08/28 

影音內容之數位化製作 許素朱 

語料庫分詞程式與詞彙庫系統簡介 馬偉雲 

詞類與詞類標記原則—南島語 劉秋雲 

詞類與詞類標記原則—近代漢語 陳盈如 

智慧型文字編碼：漢字缺字的解決方案 莊德明 

語言座標的理念與遠景 鄭錦全、

黃居仁 

分詞與詞彙蒐集：CNS14366 中文分詞標準簡介 黃居仁 

金文詞彙庫的內容與相關研究應用 陳昭容 

92/09/09 

詞類與詞類標記原則—現代漢語 邱智銘 

方言的語音標記 鄭錦全 

語音資料之處理與標記 曾淑娟 

結合詞彙、語音、文學的網路語文教學環境—以荔鏡

記多媒體教學系統為例 

羅鳳珠 

92/09/10 

知識本體與跨語言知識對應 黃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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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雙語知識本體與領域檢索簡介及線上操作實習 張如瑩、

許恬寧、

盧秋蓉 

語言後設資料：OLAC 及 DC 標準與應用 張如瑩 

文字資訊檢索技術 簡立峰 

跨語言資訊檢索 陳信希 

92/09/10 

跨語言資訊檢索-參考資料 陳信希 

網 站 設 計 
 

開課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數位典藏網站好用性評估 謝寶煖 92/09/03 

數位典藏網站好用性評估-web usability checklist 謝寶煖 

營 運 與 推 廣 
 

開課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文獻數位化作業實務—以台灣大學數位化前置作業為

例 

洪淑芬 91/04/24-26 

文物數位化作業實務—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文物陳列

館為例 

林玉雲 

91/05/16-17 數位典藏法律問題之研究 劉靜怡 

92/04/18 計畫管理 柯皓仁 

 

除了上述專業培訓課程，分項計畫亦蒐集國內外數位典藏相關研

討會∕研習會訊息或連結，國內部分乃蒐集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其他

分項計畫、國內其他學術研究單位或政府單位所辦理之研習會，直接

連結研習活動網頁；國外部分則以 D-Lib Magazine 所蒐集的研習活

動為原則，進一步選擇與整理後上網提供參考。兹將各類課程資訊整

理如表 2-4-2 所示。（註 146） 
 

表 2-4-2  數位典藏國內外相關研討一覽表 

導 論 

日期 研討會名稱 

92/08/17-22 ECDL 2003: 7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Libraries 

【網址】http://www.ecdl200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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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組 織 

日期 研討會名稱 

92/08/24-25 KDD 2003: The Nin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網址】http://www.nlc-bnc.ca/metaforum/index-e.html

92/09/19-20 Canadian Metadata Forum 

【網址】http://www.ischool.utexas.edu/~soundsavings/
資 訊 技 術 

日期 研討會名稱 

92/07/24-26 Sound Savings: Preserving Audio Collections 

【網址】http://www.ischool.utexas.edu/~soundsavings/

92/07/27-30 SCI 2003, 7th World Multi-Conference on Systemics, 

Cybernetics and Informatics 

【網址】http://www.iiisci.org/sci2003/

92/08/24-25 KDD 2003: The Nin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網址】http://www.acm.org/sigs/sigkdd/kdd2003
網 站 設 計 

日期 研討會名稱 

營 運 與 推 廣 

日期 研討會名稱 

92/07/24-26 Sound Savings: Preserving Audio Collections 

【網址】http://www.ischool.utexas.edu/~soundsavings/

92/09/19-20 Canadian Metadata Forum 

【網址】http://www.ischool.utexas.edu/~soundsa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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