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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博物館人的角色扮演，是因應環境的變遷發展調適而成的，博物館人的實際角色是多變而非
單一典型的。值此新世紀，影響博物館事業最大的因素是科技衝擊，由於科技的應用，改變了博
物館，帶來了多元化的展示與多管道的出入博物館，但是；它並未同時提昇「博物館人」的資訊
素養、人文精神和重視博物館的倫理道德面。身為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人，應如何兼顧養成上述
各項條件呢？筆者就博物館人應有的特質分別以「知識」
、
「技能」
、
「態度」論之。最後指出：博
物館人唯有不斷的學習成長，才能在急劇變遷的時代洪流中，建立符合時代潮流的理念；並以專
業的形象，在多變的競爭型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The role of curators playing adjusted to the surrounding which is variable and
versatile. In this new century, the factor of facing techniques is ow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brings diversified exhibitions and varied
ways to access the museum, but the capac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sprit of
human beings, and morality are not enhanced. How to be a curator in 21st Century, the
author defined knowledge, skill, attitudes are suggested.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continue education for self-study is the only way to be a professional and
current tide in the rapid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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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聯繫的方式，不僅拉近了人種間的距
離、增進了民族間的瞭解，亦促進了民
族主義的抬頭，與自我民族文化的覺醒
及尊重。今日，地球人為了順應產業結
構的改變、傳播科技所帶來的新經驗，
及民眾需要更多元的素養，以影響地

我們處在全球數位化時代的廿一世
紀裡，隨著網際網路及多媒體技術的發
達，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遞模式起了變
化，加以社會思潮的起伏，改變了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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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的動畫處理技術，更能將博物館內
常用之生態展示方式，或難以展示之景
象，與觀眾真實且生動地相結合。
因此，今日從業人員必須擁有「資
訊素養」，要懂得有效利用「資訊能
力」，才能稱職適任。尤其博物館，現
已大量援引電子裝置，取代從前以
「物」為主的運作方式，改以「資訊」
互通。觀眾與館員彼此間的溝通，透過
電子郵件的互動往返，隨即得到解決，
觀眾可不必長途跋涉地趕到博物館，來
觀賞「特展」或向館員諮詢疑難。博物
館的趨勢，已逐漸呈現為不受時空限制
之展示空間，藉由科技，可任意進入不
同主題、不同博物館、不同年代、不同
國度，來透視一切。展示手法，也改以
一切講求「新」
、
「速」
、
「實」
、
「簡」的
博物館方式策展，亦即在展現上，講求
「新穎」技術；時間上，講求經濟「迅
速」；空間上，以實入虛，予人有身歷
其境的「實境」，一切展示皆在「簡
單」的空間呈現出新風貌（註 2）。所
以，博物館已朝向更多元、更全面性的
資訊展示系統佈展，同時也經由廣播或
電視媒體，從事更積極的推廣活動了。

球、社會和自己的命運，同時亦為增進
國際間彼此瞭解與促進世界文明的進
步；察覺自閉於象牙塔內，或僅依賴傳
統的平面資訊傳播模式，無論在質與量
的深度、廣度或速度上，都不足以適應
新世代的需求了。博物館人為了適應這
些進步和變遷，也為了順應時代的需
求，必須把過去傳統的運作模式及經營
方法，轉變為富有現代化的服務理念，
培養科技化的能力，使博物館兼具視聽
化、自動化、電子化之多方功能，來因
應新世代。

貳、轉變中的博物館經營方式
大英自然史博物館館長查默（Neil
Charmers）曾指出：「博物館的基本使
命，其一係妥善保存蒐藏品，其二係提
供蒐藏品為公眾所使用」，一語道出傳
統博物館向以文物標本蒐藏與展示為主
軸，以分類研究與教育推廣為輔的模式
呈現於世人。意即在管理上，力求營造
一個親切、有趣、活潑、寓教於樂的學
習氛圍，要有寬廣的展場、設施完善的
典藏空間、功能俱全的教育活動場地，
才能使觀眾有不虛此行之感（註 1）
。
然而，自電腦被廣泛地使用到日常
生活中後，不僅傳統的思維模式受到衝
擊，亦改變了世人閱讀與觀賞的方式。
昔日的展示、教育活動已不再侷限於館
內進行，透過網際網路的傳輸，它是無
所不在，且無時不可觀賞、研究與學習
的好體裁。若又經數位藝術與 3D 虛擬

參、博物館人的角色扮演
博物館人的角色，當然也因時代環
境變遷而扮演不同的角色。博物館人是
過去歷史的「捍衛者」，也是未來價值
的「創造者」
（註 3）
。因為博物館人係
以妥善保存某一特定領域之藏品為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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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形象的商品，感到是一種風尚，所以
說博物館人也是「行銷者」。博物館人
還要是資訊的「媒介者」，博物館人為
了要突破傳統，同時以能減低人力與支
出的成本，不斷增加多媒體應用為需
求，並融合資訊科技的運用，一方面便
於內部的流通管理，另一方面可提昇觀
眾的好奇心，吸引彼等前來欣賞。博物
館人無時無刻不竭盡所能地導入數位科
技的智慧，以期博物館的展出呈現更精
湛、更多面向、更富有育樂性的展示設
計，所以說博物館人也是資訊的「媒介
者」
。
總之，博物館人的角色，須因應環
境的狀況發展而加以調適，其所扮演的
角色，是多變而非單一典型的。博物館
人的角色複雜多重，是文物的「蒐藏
者」
、是藏品的「管理者」
、標本器物的
「研究者」、自然與文化的「教育者」
（註 5）、古典與藝術欣賞的「鑑定
者」
，也是文物技術的「修復者」
，不一
而足，至為重要。

責，不論是手稿、物件及標本的蒐藏保
管，皆能依類別妥善保存蒐藏之。又因
為博物館人能將所蒐集之物品，保存、
維護、分類、鑑定、研究及詮釋之，能
夠將每一時期文物鑑別出其歷史的表
徵，所以說博物館人是過去歷史的「捍
衛者」。而由於從業人員將詮釋而得之
標本文物，以生動活潑的方式策劃展現
出各類型特展，推展出一場嶄新的秀，
或是將研究而得的結果，集結出版成
冊，發表一本新穎的書籍，故博物館人
也是未來價值的「創造者」。博物館人
又可說是知識的「啟發者」，因為博物
館人的智識，能指引閱讀者或參觀者，
對於一件器物展品、或一段文字歷史，
有新的靈感，或對於事物有新的意識。
博物館人也是一機構與社區的「教育
者」，乃因博物館人常利用館藏資源，
如藏品或出版刊物，教導兒童學習辨識
能力，訓練年輕人學習經驗技巧，或為
一特定觀眾群，舉辦精心設計的技藝活
動，培養民眾有效率地學習才藝技能
（註 4）。博物館人也是「行銷」高
手，其所扮演的角色，除了要吸引參觀
民眾到館參觀，還要吸引參觀者來館消
費，更要吸引平面媒體、廣播電視的關
注，以期增加曝光率與能見度。不論是
舉辦展覽活動或發行出版品、複製品，
還是衍生性的商品，都須藉由博物館人
設計包裝加以宣傳，使彼等活動或產
品，能蔚為時尚或具有該一博物館風格
形象的創意產品，以吸引刺激到館者消
費，並讓消費者，也對能持有一具博物

肆、博物館人的角色養成
值此新世紀，影響博物館事業最大
的因素乃是科技衝擊。由於科技應用，
改變了博物館的是帶來了多元化的展示
與多管道的使用博物館，但，它並未同
時提昇「博物館人」的資訊素養、人文
精神和重視博物館的倫理道德面。因
之，要如何維持博物館的展示教育和科
技應用的協調，同時能積極維護從業人
12

社教機構從業人員的終身學習博物館人的學習理念

識、提昇自身的工作效率及服務品質。
廿一世紀，是一講求知識經濟的時
代，其發展重點在「知識」，而學習的
目的是為「生產」知識，進一步地說，
也就是近來企業界鼓吹的「創新能
力」。因為，如果不創新的話，就無法
和周遭的人競爭，個人在大量的資訊刺
激下，創造出一個新的觀念、新的知
識、除了增加個人心智的成長外，其最
終受惠者，還是企業本身（註 6）。爰
此，企業界積極鼓吹啟發個人的創造能
力，文化界亦當如是。意即博物館人，
除在加強個人專業領域、培養學習興趣
與增進專業知能，及養成其蒐藏內容、
展示手法、教育活動、研究能力等人文
精神層面的同時，均應在制度下，超脫
個人原有的框框思考，才能啟發創新。
唯有如此，才能藉由個人的自我學習，
取得需要的「知識」，將其「累積」、
「擴散」、「應用」和「轉化」，並「分
享」給大眾。
二、技能
對博物館懂得愈多的人，要求也會
愈多。博物館為呼應社會需求，須不斷
調整營運的方式，學習應用與開發新的
科技媒體及新的行銷策略，如：將視聽
媒體、電腦網路、通信網路等科技，在
數位化的基礎上交替靈活運用，以更新
機構的面貌，進而提供優質的服務予社
會大眾。至於所謂的「數位化博物館」
（ Digital Museum ）、「 虛 擬 博 物 館 」
（Virtual Museum）等新型態，都會使
博物館的經營起變化，也會給博物從業

員的道德精神，以發揮博物館全民教育
最大的功效？身為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
人，其養成的基本特質為何？筆者就此
提出管見，臚列於下：
一、知識
博物館猶若一座知識熔爐，博物館
人既要不斷吸收各學門領域的專業知識
以研究發展，期能成就全面性的技術服
務外，尚須就各館之不同類型的特質，
不同需求與不同層次的觀眾群，貢獻出
不同的知識消費需求。因為今日博物館
學，已是一高度科技整合之科學，從資
訊技術的應用，到社會科學、管理科學
的相關領域，無一不與科技息息相關，
其之於博物館人的重要性更不在話下。
故在新世代的網路社會，無論曾經受過
何種專業技能和訓練，若不時常更新，
就有跟不上時代的危機。尤其一個館員
如果沒有機會去接觸新科學、新知識，
當觀眾一問三不知時，只能唯唯諾諾地
虛應著，必會受到來自觀眾的批評與指
責。博物館人身處其中，在這種見識經
驗不夠豐富，知識又無法提昇的壓力環
境下，心中自然無法產生工作的成就
感。因此，要提昇博物館專業人員的知
識，除了館方須改善軟、硬體設備外，
博物館從業人員也需積極求知、迅速累
積經驗，方能使觀眾感到獲得最佳的服
務。此外，博物館人為了推廣全民教
育，滿足到館參觀民眾「知」的需求，
在思考如何將展品、資訊能富有啟發性
地陳列予社會大眾時，也必須不斷地接
受再教育，汲取新知，始能培養專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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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博物館教育上，養成能啟發觀眾與
他人合作的協調技巧，如此，不論就理
論與實際，或就個人與機構而言，都能
各蒙其利。
三、態度
這裡所指的態度涵括博物館人為人
處世學習的應對。博物館學理論的建
立，源於長期的實務經驗（註 8），而
經驗累積，有賴自我學習與接受再教育
學習，以成就全面性的技術服務外，並
就各館之不同類型的特質，不同需求與
不同層次的觀眾群，貢獻出不同的知識
消費需求。因此，博物館人，要有強大
的胃納系統，藉以蘊蓄學科新知識及研
究新技術的潛能，加強博物館學習之經
營理念，方得以在經營博物館及服務觀
眾時，肩負重任，應付裕如。博物館人
的專業教育及訓練，在傳統上，一旦完
成博物館學課程後，即開始從事博物館
專業，終其一生（註 9）。然而，就新
世紀博物館專業發展角度考量，則應積
極調整為從業人員的終身學習以及專業
訓練（註 10）的理念。博物館人的
「專業知能」，係指個人將其專業學
科，實際應用在博物館中，累積其經驗
知識，對博物館的機能，有了深入的瞭
解、才能懂得如何妥善照顧文物，詮釋
文物，並有效地啟發大眾善用博物館
（註 11）
。所以，博物館人不但在展示
上要能掌握效率，增添新媒體的選擇性
與運用性，更應增添學習方法的挑戰
性。換言之，因應急速發展的博物館營
運管理新體系，在終身學習中，博物館

人員帶來莫大的的挑戰。值今日科技文
明，知識爆發的時代裡，博物館人的思
維與邏輯行為模式，應有一番新的構
想、觀念、方法和作為產生。每個人都
不能只侷限於單一的專業知識背景，必
須隨時隨地汲取新知技能，充實自己的
學識和能力，且要養成終身學習的觀
念，來適應這繁複絢麗的世代。又由於
資訊技術及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在新
世代社會發展既迅速又廣泛，為能保持
新穎的技術、觀念與知識，有賴館員學
習養成，就得不斷繼續接受教育與訓
練。因此，博物館人要嫻熟新科技的發
展與處理應變的技能，瞭解外在情勢，
理解未來的趨勢，廣泛地匯集各種資訊
技能，虛懷若谷、謙卑溫恭地聽取前輩
的意見，以期精確地掌握環境變遷的速
度（註 7），乃是博物館人要對環境衝
擊有所洞悉察覺的體認。瞭解個人專業
在博物館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利用各種
機會，接受在職教育或繼續教育，運用
網路充實個人專業素養，瀏覽相關網站
訊息，擷取各館新資訊，所謂知己知
彼，可以他山之石攻錯。我們知道現在
的博物館，皆以觀眾為導向，必須面對
諸如：展示策劃，著重數位化展示工作
之設計與技巧；蒐藏保存，強調藏品鑑
定詮釋與影像數位管理研究的技能；觀
眾服務，普及觀眾喜好調查及兼具休閒
性和娛樂性的服務技術；推廣博物館教
育活動，深入瞭解博物館發展趨勢與市
場定位等課題，以進行推廣教育技能，
始能迎合各層級觀眾群不同的需求。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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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扮演的角色，其精神是要在變遷之
際「全球化」，以及維持現狀之外，尋
求新的解決之道，而不執著於既存的對
立選項——新或舊，左或右，激進或保
守。至於態度上，可以配合實戰秘笈系
列，孵育個人的創意細胞、啟發突破趨
勢下的「資訊素養」來接受挑戰。博物
館從業人員，應掌握資訊素養，舉凡行
政管理、技術服務、觀眾服務等問題，
皆可憑其學習經驗智識加以運作，對博
物館的基本功能之由來，諸如：歷史沿
革、組織任務、蒐藏與研究等活動理
念，應要有所體認，以作為從事教育推
廣時之方針（註 12）
。我們期待一個高
感性、高科技的博物館文化，唯有時常
懷有一顆探究的好奇心與宏觀的視野，
擁有親切的熱忱、富有耐心、同情心與
毅力，充滿勇氣與自信等特質，才能在
潛移默化中充實個人的資訊素養、藝術
內涵，亦是身為博物館人應有的修養。
秉此，便能以豐富個人的生命力，所凝
結出新的感受能力和思考向度，應用於
博物館，帶動 e 化導覽、e 化展示和 e
化典藏的技能，也是提高服務品質的最
佳保證。

俾能使自己與社會同時進步。至於今日
厚植的方向為何？由於研究是博物館教
育的基礎，典藏可以看出一個博物館的
風格所在，更是研究的基礎，因此，博
物館人學習的內容，可以以典藏為主，
觀眾導向為輔（註 13）安排之。此
外，博物館要兼具多面性的服務，即需
高度專業化的人員，集思廣益，啟發創
新，貢獻其所能，方能掌控各層面的觀
眾群。總之，為了因應日新月異的生活
環境，「學習」是現代人的生存之道
（註 14）
。不論博物館人是否具有專業
「技能」或專業「知識」及養成的經驗
「態度」，都應該要有終身學習的觀
念。因為唯有不斷的學習成長，才能在
急劇變遷的時代洪流中，建立合於潮流
的時代理念、養成適切的審美情操，培
養中庸的道德涵養及多元的社會知識；
並以專業的形象，在多變的競爭型態
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以達到寓
教於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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