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畫（北部）
【活動簡章】
一、計畫目的：
「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畫」由文化部指導，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
教基金會主辦，北部地區天主教輔仁大學博物館學所執行，本次計畫從博物
館學學理範疇中與現實博物館營運所遇到的問題做比對，將從以下主題：
1. 博物館展示規畫及執行
2. 博物館研究田野調查規劃與走訪
3. 博物館典藏管理與維護
4. 博物館教育、媒體宣傳與廣告企劃
規畫一系列職能精進工作坊，除了邀請博物館學界學者外，也將邀請策展公
司及非營利組織機構人員，透過實際案例分享、田野調查走訪及教學工作坊
等形式，提供博物館從業人員面對困境可以從中得到協助對於日後館設業務
推動上有所助益，也希望能搭建博物館交流平臺，促進實質交流、多元應用、
共同深耕職能，也希望媒合博物館學者、大型館舍人員及活動策展公司，使
私立博物館或小型博物館將來能有更多業務推動合作機會及平臺。
二、指導單位：文化部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四、執行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
五、報名資格：全臺博物館從業人員為對象
六、時間：
項目
日期
時間
主題
名額
博物館未來 CEO
110 年
水文。生態。博物館
20 人
09:15-17:30
精進系列工作坊-2 3 月 12 日
─淡水河沿岸田野調查
博物館未來 CEO
110 年
地方博物館如何舆在地建立連
40 人
14:00-17:00
見學活動
3 月 25 日
結
博物館人員必修
40 人
09:00-13:30
─展示設計及執行
博物館未來 CEO
110 年
如何施展博物館觀眾的吸睛大
精進系列工作坊-3 3 月 26 日
14:00-17:30 法─博物館教育與行銷的方法 40 人
與策略
博物館從業人員
110 年
Level Up 最終回
09:30-17:20 北部小型博物館的挑戰與契機 60 人
4 月 16 日
沙龍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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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說明：
1. 本次開放報名「精進系列工作坊」、「見學活動」、「最終回沙龍座談會」，
報名人數以上面公告表單上人數為準，小型博物館、私立博物館及北部
地區優先參與。本單位有權以優先順序做最終報名學員篩選。報名成功
將於活動開始前5日以Email確認通知。
2. 可協助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3.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之權利，請以最新公告為準。
八、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方式。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yneLja

九、洽詢窗口：
若有相關問題，歡迎於上班時間洽詢藍小姐，聯繫方式如下：
電話：0955-596-211；e-mail：museum.levelu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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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未來 CEO 精進系列工作坊-2】
水文。生態。博物館─淡水河沿岸田野調查
時間：110 年 3 月 12 日（五）09:15-17:30
地點：淡水河沿岸、淡水古蹟博物館
議程：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09:00-09:15

學員報到

09:15-10:30

水路田調

淡水河沿岸的水紋與生態觀察
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
研究所兼任教授 戴寶村

渡船

10:30-12:30

陸路田調 Part I

傳統階段的淡水河－傳統廟宇

淡水河老街

集合點：大稻埕渡船口

與信仰 戴寶村教授
12:30-13:30

午餐及小組交流

學員分組帶開、自行用餐

淡水河老街

13:30-15:30

陸路田調 Part II

開港通商的歷史檢討與生態博
物館觀察 戴寶村教授
淡水古蹟博物館
（於紅毛城簡報介紹）

淡水古蹟博物館

15:30-16:00

中場休息與討論

前往淡水殼牌倉庫

16:00-17:10

分組討論與小組報告

淡水殼牌倉庫

17:10-17:30

學員合影及授證

17:30

工作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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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未來 CEO 見學活動】
地方博物館如何舆在地建立連結
時間：110 年 3 月 25 日（四）14:00-17:00
地點：新北投車站、北投溫泉博物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議程：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13:45-14:00

學員報到

14:00-14:40

參訪

百年驛站風華：新北投車站
接待人：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新北投車站經理 林育玟

14:40-14:50

步行

從新北投車站步行至北投溫泉博物館

14:50-15:40

參訪

三級古蹟：北投溫泉博物館

北投溫泉博物館

15:40-16:30

參訪

臺灣首座綠建築圖書館

北投溫泉博物館

16:30-17:00

交流與討論 地方博物館如何舆在地建立連結
與談人：林秋芳、

17:00

見學結束

捷運新北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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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投車站

臺北市立圖書館
北投分館

【博物館未來 CEO 精進系列工作坊-3】
博物館人員必修－展示設計及執行、
如何施展博物館觀眾的吸睛大法－博物館教育與行銷的方法與策略
時間：110 年 3 月 26 日（五）09:00-17:30
地點：北投文物館（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 32 號）
議程：
時間

主題

內容

08:45-09:00

學員報到

09:00-09:10

引言

主持人：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教授兼校史室主任 林秋芳

09:10-10:20

主題 1

博物館展示科技應用
西米創意設計有限公司總監 蔡歐寶

10:20-10:30
主題 2

Q&A
展示設計及規劃執行
開物整合設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張慧菁

11:50-12:30

主題 3

Q&A
北投文物館的經營策略
北投文物館館長 李莎莉

12:30-13:30

午餐與交流

13:45-14:00

學員報到

14:00-14:10

引言

主持人：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館長 陳春蘭

14:10-15:00

主題 1

博物館觀眾服務及教育推廣計畫執行撰寫
國立歷史博物館教育推廣處組長 辛治寧

15:00-15:10
15:10-15:30

Q&A
中場休息與交流

15:30-16:20

主題 2

10:30-11:40
11:40-11:50

地方文化館網絡及創意行銷活動
螺陽文教基金會執行常董 何美慧

16:20-16:30
16:30-17:20

主題 3

17:20-17:30
17:30

Q&A
媒體宣傳與廣告企劃
企業行銷及品牌經營講師 詹子慧
Q&A

工作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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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最終回沙龍座談會】
北部小型博物館的挑戰與契機
時間：110 年 4 月 16 日（五）09:30-17:20
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一段 2 號）、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1 號）
議程：
時間

主題

內容

09:15-09:30

學員報到

09:30-11:00

參訪

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

11:30-12:00

參訪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

12:00-13:00

午餐及交流

13:00-13:30

學員重新報到

13:30-13:45

引言與致詞 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蕭宗煌

13:45-13:50

開場

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洪世佑

13:50-13:55

主持人：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 陳國寧

13:55-14:10

新北市博物館運籌計畫主持人 賴維鈞

14:10-14:25

區域經驗

新竹博物館運籌專案經理 莊秀玲

14:25-14:40

宜蘭博物館家族協會理事長 鄒金玉

14:40-14:50
14:50-14:55

Q&A
主持人：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教授兼校史室主任 林秋芳

14:55-15:05

私立博物館的設立登記分享：迪化街 207 博物館館長 華安綺

15:05-15:15

中小型私人博物館經營分享：樹火紀念紙博物館執行長 陳瑞惠

15:15-15:25

博物館個案 中小型私人博物館經營分享：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及順益台
灣美術館執行長 林威城

15:25-15:35
15:35-15:45

中小型私人博物館經營分享：鳳甲美術館

15:45-16:05

Q&A
中場休息與交流

16:05-16:13

綜合座談

引言人：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洪世佑

16:13-16:21

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畫（北部）計畫主持人

16:21-16:29

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畫（中部）計畫主持人

16:29-16:37

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畫（南部）計畫主持人

16:37-16:45

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畫（東部）計畫主持人

16:45-16:53

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畫（離島）計畫主持人

16:53-17:20

Q&A

17:2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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