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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博物館相關之文獻頗多，但僅探討博物館設立因素的文獻卻非常

少見，更遑論專業性的貨幣博物館設立因素之議題討論。為建立本研

究之理論基礎與分析架構，本章第一節先從學者專家對博物館的定義

與分類做一簡單介紹；第二節從博物館的功能與特性面向，試圖找出

影響博物館設立之因素；第三節從博物館觀眾面向，從參觀博物館之

民眾特性、民眾參觀博物館的動機等方面，尋求出可能影響博物館設

立之因素；第四節從博物館社會資源面向，以人力資源、物力資源及

財力資源等三方面，找出可能之影響因素。之後，綜合上述各項影響

因素，將之應用於貨幣博物館設立影響因素之分析。 

第一節、博物館的定義與分類 

一、博物館的定義 

在一般人印象中，博物館通常被視為存放古物的場所，因此當東

西老了、舊了、甚至報廢了，就可以置放到博物館裡面。而博物館一

辭意義究竟為何？依牛津英語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定

義：「博物館（Museum）一字源於希臘語 Mouseion，意為「宙斯神的

場所」（A set of the Muses），為禮拜 Muses 神的地方」。1這是 2000 年

前博物館的定義，當然已不適用於現代博物館。牛津字典另有一個較

切合現代博物館的解釋：「專業獲取、照顧及展示永久性有價值而吸

引人的物件之機構」。此種詮釋已大致可為現代人所理解及接受。 

                                                 
1 在希臘神話中 Muses 是宙斯與記憶女神（Mnemosyne）所生的九個女兒，分別掌管史詩、

音樂、情詩、修辭、歷史、喜劇、悲劇、舞蹈和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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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者及專業機構的定義 

英國愛丁堡皇家蘇格蘭博物館館長 Allen（1960）曾說：「博物館

最簡單的定義是，一棟以收藏物件供啟發、研究和享受的建築」。2美

國國家博物館館長 Doode（1895）則認為：「博物館是將那些最能勾

劃自然現象與人類成就，並可用來增廣見聞、教化與啟發民眾的物

件，加以維護的機構」。Burcaw（1975）定義為：「一個永久的公眾教

育機構，它負責有系統的照顧收藏品」。美國博物館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 , AAM）在 1962 年對博物館下的定義為：「一

座永久性的非營利組織，以教育或美學為主要目的，配置全職員工，

擁有實質典藏品，負責保存並定期對大眾開放」。英國博物館協會（The 

Museum Association）在 1998 對博物館的定義：「博物館是一收集、

保存，並使文物、標本增加可及性的機構，因社會的委託而保有這些

收藏品，並讓一般民眾有能力透過探索收藏品獲得靈感、學習和享受

快樂」。3 

國際博物館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 , ICOM）自

1946 年成立以來，每隔幾年為因應全世界博物館的發展趨勢而修正博

物館的定義，其在 1946 年所下的第一個定義：「博物館是將所有藝術

的、工藝的、科學的、歷史的、人類學的典藏品開放給大眾參觀的機

構，包括動物園、植物園等，但不包括圖書館在內，除非其保有永久

的展示空間」。之後，該協會分別在 1956、1960 及 1970 年作定義之

修正。最近一次的修正是在 1979 年，其定義為：「博物館是一個為公

                                                 
2 秦裕傑（1991），博物館的定義，「博物館學季刊」，第 1 卷，第 1 期，p54。 
3 參閱 The Museum Associatio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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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利益而設置的永久性機構，以各種方法達成保存、研究、發揚的目

的，特別是為了公眾娛樂與教育而公開展覽所蒐集有關美術、歷史、

科學或工藝方面的收藏品」。4 

（二）博物館的法律定義 

日本於 1951 年施行之博物館法第二條，對博物館的定義為：「本

法所稱之博物館，係指對歷史、藝術、民俗、產業、自然科學等有關

資料之收集、保管、培育、展示，配合教育提供一般民眾利用，及為

促進其教養、調查研究、娛樂等所舉辦之必要活動。有關這些資料調

查研究的機關，除市民館及圖書館外，其他地方公共團體、法人所設

置之機構均屬之」。法國於 1983 年所修正之藝術博物館暫行條例的定

義為：「所有具有藝術、歷史、考古價值之永久性收藏，向公眾開放

者，皆稱為博物館」。美國自然史博物館在 1983 年所出版的 Curator

雜誌上刊登一篇「博物館的法律定義」5，該文列出博物館法律定義的

四個要件為：永久組織、公共機關、對外開放及非營利性。美國法律

對於博物館之認定，特別強調非營利性，主要原因是稅法對博物館有

豁免之規定。 

中國大陸的博物館主管機關為「文化部文物事業管理局」，該局

在 1979 年所頒布之「省、市、自治區博物館工作條例」第三條之定

義為：「博物館通過徵集收藏文物，對人民群眾進行愛國主義教育和

社會主義教育，為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為了我國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做出貢獻」。從此定義可知道，明顯偏向政治、社會制度之

角度。我國教育部博物館法草案，大約是仿照日本博物館法的定義，

                                                 
4 1990 年之定義引自 Woodhead & Stansfield(1994) Keyguide to Information Sources in 

Museums Studies（2nd. ed.）, London: Mansell., p4. 
5 Augus.(1983). The Legal Definition of Museum. 



 26

該法草案第三條對博物館的定義：「本法所稱之博物館，係指從事歷

史、民俗、美術、工藝、自然科學等之原物、標本、模型、文件、資

料之蒐集、保存、研究、展示，以提供民眾學術研究、教育或休閒之

固定永久而為非營利之教育文化機構」。 

從上述的各種定義中可得知，「博物館的主要業務核心在於對物

的蒐集、保存、維護、展示、教育及研究，再由該核心為基礎發展出

美術欣賞及休閒娛樂之功能。」 

二、博物館的分類 

博物館有許多不同分類標準，有的是依博物館的收藏品類別分

類，有的是依博物館的內容性質分類，有的則依其規模之大小，更有

的是依主管機關而加以分類。 

（一）依據學者徐純（1990）編譯的「博物館實務基礎入門」，將博

物館分類如下：  

 1. 依收藏品分類 

分成一般性博物館、考古博物館、藝術博物館、歷史博物館、人

類學博物館、自然史博物館、地理博物館、科學博物館、軍事博物館、

工藝博物館及其他博物館等 11 類。 

2. 依主管單位分類 

分成公立博物館、縣市政府博物館、大學博物館、軍隊經營博物

館、獨立或私立博物館及工商公司經營博物館等 6類。 

3. 依地區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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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國家博物館、地域博物館、地方博物館等 3類。 

4. 依觀眾分類 

分為教育性博物館、戶外博物館及歷史建築博物館等 3類。 

5. 依展覽分類 

分為傳統性博物館、戶外博物館及歷史建築博物館等 3類。 

（二）林政弘與張沛華（1995）則將博物館分成綜合性博物館、專門

性博物館 2類，如表 3-1 博物館的種類所示。 

1. 綜合性博物館： 

指同時包含 2個以上之專門性博物館之收藏者，例如同時保有美

術類及文化史類之收藏品，即屬於綜合性博物館。 

2. 專門性博物館： 

（1）藝術性博物館：以收藏藝術資料為內容者，包括美術博物館、

工藝博物館、音樂博物館、電影博物館及雕刻博物館等。     

（2）歷史性博物館：以收藏歷史性資料為內容者，例如文化史博物

館、考古學博物館、民族學博物館、人類學博物館、社會學博

物館及歷史人物博物館等。 

（3）科學性博物館：以收藏科學資料為內容者，如航（太）空博物

館、自然史博物館、地質博物館、海洋博物館及產業博物館等。   

（4）其他：凡不屬以上分類內容之博物館者，例如玩偶博物館、醫

藥疾病博物館、消防博物館及茶藝博物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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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博物館的種類 

大分類 分類 內容 種類 

綜合性博物館  包含二個以上分

類之內容 

 

藝術性博物館 主要係藝術資料 美術博物館 

工藝博物館 

音樂博物館 

電影博物館 

雕刻博物館 

歷史性博物館 主要係歷史性資

料 

文化史博物館 

考古學博物館 

民族學博物館 

人類學博物館 

社會學博物館 

歷史人物博物館

科學性博物館 主要係科學資料 航（太）空博物館

自然史博物館 

地質博物館 

海洋博物館 

產業博物館 

 

 

 

 

 

 

 

 

 

 

專門性博物館 

其他 不屬以上分類之

內容 

玩偶博物館 

醫藥疾病博物館

消防博物館 

茶藝博物館 

資料來源：林政弘與張沛華（1995） 

（三）秦隸（1970）則依博物館目的與機能，將博物館依下列三種方

式分類： 

1. 依博物館設立目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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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標準博物館：兼顧收藏、保存、研究、與教育目的之博物館。 

（2）特殊博物館：特別偏重或忽略某一特別目的之博物館。 

2. 依博物館之資料內容分類 

（1）綜合博物館：在收藏、保存、研究等範圍力求廣泛之博物館。 

（2）專門博物館：內容偏重單一或專門性之博物館。 

3. 依博物館觀眾分類 

（1）成人博物館：以成人為對象，具一般性質。 

（2）兒童博物館：以兒童為對象，具特殊性質。 

（3）學校博物館：以各級學校為對象，以輔助教育為目的。 

博物館依所採標準不同，會有不同的分類，以本研究主題之貨幣

博物館為例，依前述之各種分類方式，可歸類於公立的、國家的、教

育性、歷史類、傳統性、專門性之標準博物館。 



 30

第二節 博物館的功能與特性 

本節將就博物館的功能與特性兩方面之相關文獻作深入之了解

與探討。 

一、博物館的功能 

博物館乃是時代文化的產物，隨著時代演變，博物館在不同的時

代有不同的功能。Alexander（1979）認為，博物館的功能是逐步擴

展的，17世紀以前，博物館僅對極少數的人開放，當時博物館的功能

有三：即收藏、保存與研究；到 17 世紀末，博物館才開始對大眾開

放，此時期增加展示的功能；20 世紀初，由於全球民主及教育的普及，

因此博物館的功能又擴大到教育、文化傳遞等方面。世界上最早的博

物館是在西元前 283 年埃及的托勒密蘇托王（Ptolemy Soter）於希

臘亞歷山卓所建立的「亞歷山卓博物館」（The Hellenistic Museum of 

Alexandria），當時建立博物館的目的僅在於教育與研究。近代博物

館事業的發展，特別強調社會教育功能，如果說「收藏」是博物館的

心，那麼「教育」可說就是博物館的精神。6 

國際博物館協會在 1973 年對博物館的修正定義指出，博物館是

一座以服務社會為宗旨的非營利機構，為了研究、教育及樂趣等目

的，取得、保存、溝通、傳達與展示對人和自然的進化有見證作用的

物件。7由此定義可知博物館的功能包含了典藏、研究、展示與教育等

四項。國內學者漢寶德（2000）亦持相同看法，他把博物館的四項功

                                                 
6 王維梅譯（1987），「博物館是未來教育的新工具」，博物館學季刊 1（1），pp31-38 
7 張譽騰等譯（2000）， G..Ellis Burcaw 原著，「博物館這一行」。台北：五觀藝術，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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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成二組，第一組為收藏與研究，第二組為展示與教育，他認為這

四項功能是博物館的兩儀與四相，一個完整的博物館必然要均衡此四

大功能。 

黃光男（1990）認為近年來博物館已發展出休閒及國力展現之功

能，博物館已成為一個國家文明的指標，國際普遍重視博物館事業，

無形中促進博物館的發展與競爭，國際間熱衷於最大博物館名稱的競

賽，並視它為國力之展現，開發中國家亦常以博物館作為國威宣傳之

工具，例如將國家代表性文物送往先進國家或目的國家展示，藉以宣

揚國家文化與擴大國際活動空間等。陳郁秀與劉萬航（1990）在文建

會編撰的博物館叢書中之序言指出，博物館除原有四大功能外，隨著

社會型態及生活習慣的改變，已逐漸強調休閒的必要性。在當今觀光

事業發達之國家，除了重視名勝古蹟之保存外，博物館事業的發展也

受到高度的重視。最早發展博物館的英國是世界上博物館密度最高的

國家，全國公私立博物館超過 2000 座，全年經費預算佔全國文化經

費之一半以上，每年吸收國內外觀眾超過一億人次，其中三分之ㄧ是

外國觀光客，估計每年可賺取新台幣三千億元外匯，可說是英國最大

的產業，被稱之為「文化資產工業」（The Heritage Industry）。觀光局

對歷年來台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顯示，因歷史文物而來台參觀者佔全

體中 21.8﹪，以故宮博物院為例，其參觀觀眾以觀光客居多。在 2004

年 9 月號天下雜誌進行台灣地區「25 縣市人民幸福調查」，台北市獲

選為最幸福的城市，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是台北市擁有全台四分之一數

量之博物館。而位居第二名的台中市，其市民所列出三個感覺「幸福」

的地方，其中一個就是自然科學博物館。從上述可得知，休閒已成為

現代博物館最重要功能之一。 



 32

二、博物館特性 

Burcaw（1970）認為博物館具有下列特色： 

（1）博物館最基本的特性是以藏品之收集與保存為基礎所具有之教

育目的。 

（2）博物館傾向於設置在都市與財富聚集之地。 

（3）一般而言，教育程度提升與休閒時間增加，博物館在一般人的

生活中所扮演角色就越吃重。 

（4）博物館可做為國家宣傳機器。 

Zukin（1995）則認為文化已成為都市象徵經濟，文化經由生產

和消費等之機制強化了它在經濟上的功能。逐漸成長的餐廳、博物館

和文化產業，已成為塑造城市的象徵經濟，並具有實質效應。 

綜合前述博物館之定義、功能與特性可知，博物館由原收藏、研

究、展示、推廣教育的四大基本功能，逐漸演變成典藏維護、創造、

研究、觀光、宣傳、展示、休閒、娛樂、教育、經濟等之多樣性功能。

茲將前述博物館的功能與特性及相關文獻，彙整知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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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博物館的功能與特性 

博物館的功能與特性 相關文獻 

教育 Burcaw（1970）、呂學政（1996）、國際博物館

協會（1962）、漢寶德（2000） 

研究 國際博物館協會（1962）、漢寶德（2000） 

收藏 呂學政（1996）、漢寶德（2000） 

展示 國際博物館協會（1962）、漢寶德（2000） 

休閒 Burcaw（1970）、Ambrosw（）國際博物館協會

（1962）、黃光男（1990） 

宣傳 Burcaw（1970）、黃光男（1990） 

都市象徴 Zuki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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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博物館之民眾分析 

在博物館的設立與發展過程中，民眾佔有非常重要地位，雖然說

博物館之設立，觀眾非唯一考量因素，但如果忽略觀眾因素的重要

性，則可能造成博物館功能的嚴重缺失。本節就博物館之觀眾分類、

特性、參訪動機及其影響因素等相關文獻作說明。 

一、博物館觀眾之分類 

Veron and Lavasseur（1989）以教育的角度，將觀眾分為螞蟻型

（嚴肅的學習者）、花蝴蝶型（點綴式的學習者）、蚱蜢型（跳躍式的

學習者）、魚類型（悠遊式的學習者）四類。Falk（1982）則將民眾參

觀博物館視如逛百貨公司一般，將之分成認真採買型、櫥窗瀏覽型及

即興反應型等三類。Wolf and Tymitz（1978）則以休閒觀光的角度將

民眾分為過客型、游牧型、自助型及迷戀型等四類。Haggins（1884）

則是以民眾參觀博物館是偏向教育或休閒目的而區分為學生、觀察者

及閒逛者。最後 Bicknell and Mann（1993）則在教育、休閒目的外，

另以研究目的，將民眾區分為專家型、家庭出遊型、文化禿鷹型及學

生團體型四類。 

二、博物館觀眾之特性 

Dimaggio,Ussem and Brown（1977）的研究顯示，博物館之觀眾具良

好教育、專業性及高收入的比率，遠超過一般表演藝術之觀眾。Kotler

（1998）亦持相同之看法，認為大多數博物館觀眾是具有較高教育程

度及較高收入者。ＭcCaughey（1984）對加拿大博物館觀眾之研究亦

發現，收入和教育程度是分析博物館觀眾的重要指標，但在性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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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女有明顯之不同，美術館方面以女性觀眾居多；博物館方面則以男

性為主。 

三、民眾參觀博物館之動機 

McManus（1991）認為民眾參訪博物館的四個動機為：個人興趣、

發覺新知、追求快樂與尋求可和朋友一起參觀的地方。 Hood（1983）

列舉出六個參訪動機為：社會互動、從事有價值活動、新的挑戰性經

驗、享受舒適無壓力環境、希望學習、休閒娛樂。Adams（1992）針

對底特律的亨利福特博物館的觀眾研究認為，觀眾參訪動機有四：家

庭娛樂、家庭聚會、安全環境及帶訪客去的好地方。Falk and Dierking

（1992）將民眾的參訪動機歸納為三種：社會娛樂、教育、朝聖等三

種。Prentice（1977）將民眾之參訪動機舉出多達 15 項：1.一般性外

出；2.具特別吸引人之處、3.為逃避日常鎖事；4.可和朋友一同外出

之處；5.想與人邂逅；6.陪伴親友；7.增廣見聞；8.滿足好奇心；9.

放鬆；10.消遣；11.教育親友；12.認為是應為之事；13 為獲得自我

滿足；14.為教育下一代；15.為文化盡一份心力。 

另 Falk and Dierking（1992）認為影響民眾參訪博物館的因素有

金錢和時間的投資及附加活動的重要性－參訪博物館可以帶來那些

利益或便利性。Kotler（1998）則將影響民眾參訪博物館的因素歸納

為七項：文化和民族因素、社會階層因素、生命週期因素、生活型態

因素、參考群體因素、社會化因素、社會趨勢因素等。 

四、博物館提供觀眾之經驗感受 

另 Kotler（1998）認為，傳統博物館重視文物，是收藏導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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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博物館重視觀眾學習，是教育導向；後現代博物館，除重視收藏和

教育的功能外，更進一步重視觀眾本身的動機與體驗，可說是經驗導

向。他認為博物館與其他文教機構最大的不同在於觀眾經驗感受的多

元性，如表 3-3 所示，博物館提供觀眾的經驗，有直官的、情感的、

或認知的，如同光譜形態。 

 

表 3-3 博物館可提供觀眾之經驗光譜 

直觀的 

visceral 

情感的 

emotional 

認知的 

cognitive 

驚奇 樂趣 冥想 觀察 

冒險 轉移 幻想 探索 

幻想 遊戲 思想 實驗 

融入的經驗 運動 審美的經驗 分析 

新奇 社交  辨識 

 購物  技巧的培養 

資料來源：Kotler（1998） 

 

第四節 博物館的社會資源 

博物館背後的社會資源，可說是博物館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黃

光男（2000）將博物館的社會資源分為人力資源、物力資源、財力資

源及其他資源等四類，其中其他資源包括資源取得、無形的資源等，

較無具體資料，不在本文討論範圍。本節將就人力資源、物力資源、

財力資源等三方面相關文獻作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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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館的人力資源 

博物館的人力資源包括廣義的社會大眾與狹義的博物館人員。社

會大眾是指社會階層中的每一份子，包括男女老幼，都是博物館人力

資源基礎，雖然並非所有社會大眾都會到博物館參觀，但卻都是博物

館的服務對象。觀眾則是直接享受博物館服務之人，可說是博物館一

切社會資源之基礎，同時也是博物館最大的社會資源，因為有觀眾才

能使博物館生存發展，越多觀眾才能產生越多其他的社會資源。狹義

的人力資源則包括博物館人員、義工及會員。博物館徵求之義工，非

僅是為了獲得免費的人力資源，他至少包含下列四種意義：一為組織

面：增加人力、強化組織；二為經濟面：精簡人員、降低營運成本；

三為社會面：充分利用社會剩餘人力；四為教育面：培養文教種子。 

博物館的另一項的人力資源為會員，以美國大都會博物館及洛杉

磯郡立美術館為例，該兩館之會員人數高達十萬人以上，成為美國博

物館的主體。美國西雅圖太平洋科學中心百分之八十九經費是由該館

自己開發，其中會員的會費收入即高達百分十四。日本的博物館也有

「博物館之友會」設置。我國雖早有人大力推動會員制度，但成效有

限，除了社會風氣未起外，主要原因是缺乏行銷人才及公立博物館因

有固定預算，尚無會員資助之急迫性。 

二、博物館的物力資源 

博物館的物力資源是指博物所受贈之文物、收藏等，國內外常見

到事業有成之企業家捐贈收藏物品給博物館，甚至因自己的大量收藏

而成立博物館的情況。因此當一個國家經營商業的人越多，則其民間

收藏之物也可能越豐富，博物館也較有機會收到企業家所捐贈的收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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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館的財力資源 

博物館在有些國家屬財團法人機構，所有支出都必須經過董事會

同意，有些則屬國家機關，經費是來自政府預算的支持。貨幣博物館

屬具專業性及特殊性的博物館，大多附設於各國中央銀行，由政府預

算所支持，因此政府的財政狀況，會深刻的影響貨幣博物館的財力資

源，當國家財政狀況愈佳，該國的中央銀行才越愈有可能設立貨幣博

物館，而對已設立貨幣博物館之國家而言，也才有足夠的財源維持以

維持貨幣博物館的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