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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博物館文化近用的展現-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案例研究 

摘要 

    隨著全球化在政治、經濟、文化及教育等環境變遷，「文化立國」一直是當前國家競

爭力的重要指標，而文化生活是人民的基本權利，為順應多元化社會與族群發展，政府

各機關文化部會無不竭盡心力推動並保障人民平等的文化參與及文化近用權，故以善用

博物館多元化社會教育功能，積極推動藝文研習活動。文化平權在博物館的實踐，可分

為友善平權與文化近用兩個層面，文化近用則是希望透過貼心的設計與服務，讓一般人

更容易親近博物館。期能將文化藉由博物館實踐中諸多的具體活動，根植於普羅大眾，

在藝術文化的場域中落實機會平等、充分參與的理念。 

    本研究是以綜覽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與發展為開端，其次，對於新博物館學發展

進行闡述。接著，為配合文化部政策推動文化平權服務有關的計畫及文化近用權的重要

論述，與博物館落實情形的發展現況作探討；最後，透過分析該館的優勢、劣勢、機會

與威脅，並以量化問卷統計、質性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進行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

班的案例研究。而各項研究成果與建議，係依據次級文獻、深度訪談、量化統計及筆者

作為現場觀察相關資料之彙整，最後綜合整理的敘述呈現。 

    針對公立博物館辦理研習班的文化參與活動中，新博物館時代須進一步思考，如何

將文化平權政策中的文化近用落實在成人教育的研習課程規劃。檢視機關定位特色及掌

握目標族群的文化參與需求，以彌平文化近用及參與落差。本研究彙整結論如下： 

 

一、博物館正是高齡者社會參與的重要場域，社會教育更具重要性。透過辦理多元藝文  

    課程除滿足成人學習的需求外，更提供高齡者參與藝文的平台。 

二、積極推廣活動，開展多元詮釋藝文環境。以活化博物館經營為主軸，建構多元發展，      

    營造該館特色及價值。 

三、營造友善環境，充實文化設施及研究。加強各項設施改善無障礙環境，提供更完善  

    的學習環境；修正並簡化相關程序，促進報名服務的可近性。 

四、開設專案性或特色研習課程，開發多元友善使用管道。讓各群體都有機會及意願參  

    與博物館活動、運用博物館資源；納入該館文創商品規劃與周邊結合，朝向文創設  

    計、藝術培育，創造生活美學及科技化數位發展。 

五、整合社會學習資源，開創全民學習新文化。因應多元社會發展，建議提供減免學費 

    優惠外，提供保障名額，將新移民或弱勢族群納入學習機會。 

六、增進員工友善服務的專業訓練。以熱忱、同理心及專業對待所有師生，設置通暢的  

    意見交流管道，接受有助於文化近用及友善平權的建議，並具體回應及改善。 

 

關鍵字: 文化近用、終身學習、博物館學、生活美學班、國立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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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cultural and education, 

“culture oriented nation-building”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lso, “Cultural life” is a fundamental right of people. To adapt to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government agencies make effort to protect 

people’s equal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accessibility rights, such as making best use 

of museum's social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actively promoting art-learning activities. 

Cultural equality practices in the museu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 friendly equality 

and cultural accessibility. Through specific activities in the museum, culture will be rooted in 

the general public. Besides, the concept of equal opportunity and full participation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field of art and culture. 

 

   This study begin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museum's social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s. Secondly, demonst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useology. Then,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policy which promote the cultural equality program and cultural 

accessibility,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museums. The method 

of the study is analyzing the museum's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Furthermore,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deep-interview to collect data. 

Finally, according to secondary literature, in-depth interviews,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and 

author’s observation,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a case study of “Life Aesthetics Class” at National 

Dr. Sun Yat - sen Memorial Hall. 

 

   For the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ctivities of learning workshops in public museums, the era of 

new museums should think further about how to implement cultural accessibility of the cultural 

equality policy in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of adult education. Moreover, exa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positioning of museums and grasping the cultural participation needs of target 

ethnic group , in order to reduce the gap of the cultural accessibility and the cultural 

participa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For the elderly, museums are significant areas to do social participation. Offering multiple 

arts  and cultural courses are not only meeting adult learning needs, but also providing a 

platform of arts participation for the elderly.  

 

2. Actively promoting activities and developing the arts and culture environment of  multi-

interpretation. To activate operation of museums as the main axis, constructing the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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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cre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r value of the museum. 

3. Developing friendly environment, enriching cultural facilit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Improving a barrier free environment, providing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and 

simplifying procedures so that more people will register for lessons. 

 

4. Offering featured courses and developing diverse and friendly use channels.  Each group 

has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museum activities and use museum resources. Also, 

combining the museum’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surrounding commercial 

center which towar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rt education, life aesthetics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5. Integrating social learning resources and creating a new culture that whole people lear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pluralistic society,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vide 

fee remission and offer reserved seats for new immigrants and other underprivileged groups. 

 

6. Enhanc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 friendly services of employees. Treat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enthusiasm, empathy, and professionalism, setting up a clear channel for 

exchanging opinions, accepting suggestions that are helpful to cultural accessibility, 

friendly equality, responding specifically and improving.  

 

 

 

Keywords: cultural accessibility, lifelong learning, museology, aesthetics of living class,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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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重視文化權，體認差異及主體性，落實參與式的文化發展，已在全球化的時代

中，成為普世的價值。公立博物館作為社會教育者和文化傳遞者，對於社會永續發展

與實踐扮演重要角色。文化權雖被世界人權宣言及文化權利國際公約所規定，但卻仍

處於相當初級的發展狀態。20 世紀以來藉由快速的資本積累體制，成為許多先進國家

經濟成長基礎，但也造成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極化等社會問題，其中少數族群更

處於大社會中的不利處境。相較於政治參政權的民主發展、經濟工作權的自由保障

等，人民的「文化權」並未受到政府的重視，而 Kymlicka 的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論所稱

這是一種「無害的忽視」1，是消極對待文化差異的方式，忽略不平等環境對文化生存

的影響。 

    博物館所作為促進公眾福祉的社會教育機構，亦是收藏記憶及物件的場所，面對

社會多元的問題產生日漸增高的挑戰，近年來國內外的博物館陸續開啟對於弱勢者、

不同族群者之友善服務，順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更多關注長者終身學習的文化權利

與需求；實踐終身學習理念是高齡者社會參與的重要方式，博物館正是高齡者社會參

與的重要場域（劉婉珍，2015）。而博物館是文化內涵表現及傳遞知識的載體，因此，

讓博物館致力成為全民能親近的文化生活空間，讓不同族群的民眾都可以在博物館找

到適合自己的觀覽方式，讓每個人接觸文化的權利與機會更均等。博物館被期待擔負

社會教育及服務的責任，更應積極提供文化近用及參與機會，以因應文化變遷與促進

社會和諧。 

 

 

 

                                                        
1 Kymlicka 的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論所稱這是一種「無害的忽視」，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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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公民意識抬頭，臺灣社會裡多元族群的發展亦蓬勃，文化平權及文化參

與議題益發重要。在臺北市城市文化創意區域的構想下，由點狀發展逐漸形成線性串

連，國立國父紀念館2不但位居以捷運串接信義商業區的門戶，更與北側「臺北松菸文

化園區」並且臨近臺北市東區消費動線延伸至臺北 101 串連一氣，座落於核心點的文

化館所，具備雙北市（臺北市與新北市）藝術文化休憩場所中交通便捷、空間廣大方

正且參觀人數眾多等的優勢，落實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更是責無旁貸。而國館自

1972 年社教館時期啟用以來，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配合推廣終身教育學習政策，開

辦「成人社會教育」的藝文課程迄今，傳承並發揮社會教育及藝文推廣的功能。2015

年定位為博物館，除秉承核心以國父孫中山先生追求博愛和致力天下為公的精神，更

積極實踐在文化層面上的「文化博愛及友善平權」。因該館已歷經 47 個年頭，面對新

博物館時代的浪潮，尚待重新檢視其友善平權服務暨設施是否符合?而文化平權強調的

不僅是硬體改善，還更強調是軟體的建置及以人本為核心的價值。而為促進博物館事

業的發展，健全博物館的功能，經常性舉辦具本土特色的文化藝術展覽和表演活動，

並結合都會區文化生活圈的更新，提高其專業性與公共性。 

 

    國內的博物館領域早在 1990 年代年開始，逐漸透過推廣教育活動來關注廣大社

群，順應終身教育學習時代的來臨，讓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更為彰顯，紛紛在各博

物館所設立成人研習課程，從北到南，除台北及高雄兩大都會區外，還包括分區的新

竹、彰化、臺南、臺東等 4 所及多所地方性的社會教育館，以藝文教育推廣為方針，

提供社區地方民眾近用參與藝文的機會。近年更是積極地以「文化平權」為主題，研

發與推廣障礙者與高齡長者無障礙可及的博物館參與機會，文化部 2018 年文化統計指

標，民眾參與文化藝術相關活動之比率，眾多項目中文化參與率皆下降，唯獨博物館

                                                        
2為利閱讀及文章之順暢便利，以下皆將「國立國父紀念館」簡稱為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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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參與率，這幾年卻是增加至去年統計為 47.4(%)3，也累積了不少實務工作和學術文

章。而博物館作為服務社會的非營利常設機構，正是高齡者社會參與文化的重要場

域。《文化基本法》4於 2019 年 6 月 5 日制定公布，主要援引的文化權利觀點基礎，為

2009 年已國內法化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5、《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施行法》，以及 200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與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

約》，明定文化權利保障與國家義務、政府文化施政方針、文化治理所需之特別規範，

為我國文化發展立下重要里程碑。核心內容包括提供友善的環境、服務，切合了博物

館近年以文化平權為主體延伸的「文化參與」概念，文化基本法第五條更明確的指出

「人民享有參與、欣賞及共享文化之近用權利。國家應建立友善平權之文化環境，落

實人民參與文化生活權利。」如何針對不同族群需求，藉由去除公眾參與的門檻並提

升「可及性」甚至進一步賦權，也可說是民主精神在博物館的體現。 

 

二、研究動機 

   之前，參加過文化部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計畫所舉辦的「2017 年博物館文化平權

向前行-國際研討會」，地點在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當時現場有來自美國、日本及香

港等地的專家學者，還有提供翻譯、手譯人員及聽打服務、大字版或電子檔案等等無

障礙需求服務，真是開了眼界。其中邀請 Betty Siegel 女士分享美國推動文化近用之政

策與實踐，以及自身參與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無障礙事務推動的經驗。在研討會進行

中，更教育了我們，現今博物館的發展必須做到不僅物理環境的無障礙，還設計適合

所有人參與的活動、強調五感體驗與互動式展覽，在藝術文化中落實機會平等、充分

參與的理念。現場有邀請國內外身心障礙者及相關專家學者進行經驗分享與發表，許

多博物館已為實踐邁向友善平權博物館的目標在努力，而且許多博物館界的前輩們亦

積極帶領推動著，讓人為之感動。 

                                                        
3 文化部 2018 年文化統計指標資料，有關文化參與近年來統計，其中文化藝術機構參與從 84.1%掉到

82.3%， 而博物館文化參與率從 40.9(%)增加至 47.4(%)。 
4《文化基本法》2019 年 6 月 5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55641 號制定公布，詳附錄一。 
5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縮寫為 ICCPR）與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縮寫為    

  ICESCR）合稱為兩公約，在 1976 年生效。台灣於 2009 年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簡稱《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兩公約內國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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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7 年文化部為強化文化平權政策，推動「身心障礙者及高齡人口文化近用計

畫」，要求博物館能提供多元藝術欣賞的內容，鼓勵民眾能就近參與當地或鄰近社區之

藝術文化資源或活動。因此，為宣達落實文化部文化平權理念及推動並保障公眾平等

之文化參與及文化近用之權利，國館特別成立文化平權推動小組，於同年 7 月 31 日訂

立「文化平權推動小組設置要點」6，每半年召開會議，定期檢討、檢視文化平權計畫

執行成效及其他有關事宜。希望博物館能提供民眾更多的選擇及便利性，加強博物館

教育推廣、公共服務提升與規劃、建立擴大民眾參與機制、充實博物館友善平權之服

務內容，提高民眾利用博物館之便利性。 

    該館為辦理終身學習活動的執行，設立生活美學班並訂定教學宗旨及使命，除依

據《終身學習法》政策推行並設立成人研習課程外，又依據「博物館法7」第 4 條等相

關規定辦理，整體課程不僅為提升民眾藝術涵養、美感素養與創意能力，並且透過增

進文化可近性的參與教育、展示及推廣方式，發揚博愛精神及實踐平權理念。筆者現

職為博物館工作者行政的一員，負責推廣服務組生活美學班規畫與管理工作，平日上

班時在研習教室內，看到這些來自不同地區、年齡、背景、職業及專業的學員，認真

互動參與課程並樂於學習的過程，課餘前後仍經常穿梭於各展覽場內及參與博物館活

動，就算在夜間也能看到他們進入研習教室上課，博物館儼然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重

要場域，所以，提供民眾滿意的服務就變得更為重要。因此，期望能在工作領域中透

過文化近用的觀點，來審視博物館成人研習班的現況及文化近用的展現，更深入探討

以國館生活美學班為例，在實施要點內容及實際執行中，深入頗析其現況及未來應如

何與在地化環境相結合，使其在當今博物館文化推廣教育功能上，能有更多的社會價

值。透過生活美學班辦理，來探究各種可能性，提高文化可近及文化參與的效益。    

 

 

 

                                                        
6 國立國父紀念館文化平權推動小組設置要點(2017 年 7 月 31 日訂立)，詳附錄二。 
7 全國法規資料庫《博物館法》共有 4 章 20 條的立法工作，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於中華民國 2015 年 7  

  月 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7001 號令公布施行，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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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目的如下: 

一、探討當前博物館的社會教育於生活美學實施的意義及價值。 

二、瞭解國立國父紀念館辦理生活美學班發展脈絡與推動文化近用之現況與相關。 

三、檢視生活美學班學員對「博物館文化近用」的認知與滿意度。 

四、探究生活美學班落實「博物館文化近用」之具體可行實施策略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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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及所屬機關（構）之文化館所，截至 2019 年共計有 19

所，包括有藝術、歷史、人類學、考古、古蹟及音樂等，其中有週期性辦理生活美學

研習課程的目前僅 6 所(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及新竹、彰化、臺南、臺東生活美學

館)，本研究以國館生活美學班為研究範圍。期間為 2019 年 6 月至 12 月止，針對本研

究對象及相關人員，進行訪談、觀察及問卷施作。探討國館生活美學班設立的沿革、

目的、發展策略、效益及在博物館的文化近用的展現。本章將說明本研究文獻探討、

研究對象及環境、訪談對象的範圍，訪談大綱的撰寫及研究限制的部分進行說明。 

 

一、研究範圍 

(一)文獻探討方面 

    本研究的文獻資料係由已公開發表的論文著作、網路期刊及文章蒐集及閱讀作為

理論基礎外，各項資料來源並透過文化部官方網站業務資訊及其他相關網站公開取

得；次級資料將蒐集有關，目前實際辦理生活美學研習課程的相關藝文館所，其開班

規模有約 90 班左右之館所:國立中正紀念堂、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各區社區大學，針對

其報名方式、實施規劃及現況等，比較其差異性，在文化近用執行上具標竿學習的具

體作為。 

(二)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以國館生活美學班參與課程的學員為主，並進行問卷滿意度調查量化

統計、質性訪談及專家學者等資料進行研究。 

(三)訪談對象方面 

    訪談對象將請該館相關業務單位主管、行政人員及藝文領域的專家學者，對於博

物館教育現況及發展有相關涉獵及參與經驗，希能提供較具代表意見及策略，最後彙

整呈現綜合性分析及建議。找出在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發展下，如何更有效推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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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美學班發展、文化近用與規劃可行方向等。 

(四)訪談大綱及問卷設計方面 

    問卷設計以原有生活美學班問卷調查表為主，原問卷內容僅針對課程規劃、授課

老師及整體服務等進行滿意度調查，本次新增文化平權相關項目，訪談提問依研究目

的設計並採開放式回答，無涉及內部財務預算層面，故排除經濟效益之考量。 

 

二、研究限制 

(一)文獻探討方面資料取得: 

    因國館早期文書資料無資訊化作業且無完整歸檔機制，故儘可能以查閱生活美學

班舊有的相關公文檔案及文件，且負責該業務之主管，近年來調動頻繁任期約 2 年，

現任接任未滿 1 年，期間也經歷機關內組織改造等重大變革，故雖開設多年，然相對

資料收集困難且受限。另受限研究者能力及時間有限，無法遍及相關更多館所資源，

僅藉由探究近年來，業務性質及目地相近之館所，其辦理成人研習教育推廣課程政

策、發展與執行文化近用情形納入資料蒐集與研究的範圍。 

(二)研究時間及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國館生活美學班最初開設迄今進行資料整理，限於研究者人力、物力

與 時間等因素，本研究案例期間為 2019 年 6 月至 9 月底止，研究對象僅針對第 49 期

學員。在研究館所硬體環境上，因該館所自 1972 年啟用迄今，1999 年始開辦生活美學

班教室及課程，迄今已經營逾 20 年，直至 2019 年 5 月公告定為市定古蹟，許多硬體設

施與建築既定無法立即更新符合無障礙設計，出入口動線亦須改善；未來規劃發展尚

須進行多年，並涉及各組主管會議及相關專家諮詢會議討論等，為資料蒐集及研究範

圍，部分需跨組溝通及深入了解。 

(三)問卷設計及資料處理: 

    為有助於了解學員對於博物館的文化近用認知情形，須增修部分題目，填答項目

增加，而學員多為高齡長者，需加強說明並採用紙本填答問卷，回收統計時發現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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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填答情形，較花費時間及人力且執行問卷回收及統計時，亦須花費較多時間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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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實施 

    在學術研究的方法上，主要可劃分成「量化」與「質化」研究兩種研究方法，兩

種方法代表著不同的研究途徑與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透過量化研究採實證主義的觀

點，以統計分析探究社會的現象，利用一些基本的描述統計法，讓資料經過分類彙

整，進而提供基本的訊息。質化研究依據的是多元化、多面向的資料間，互相交叉分

析來增強研究的信度與效度；研究中的主觀與直覺，是質化研究中一定會產生的，也

是研究可貴之處。因此，本研究根據研究對象及需要，選擇相對應的研究方法，以建

構出尋求研究問題的途徑及策略。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研究流程繪製；第二節研究

方法採用量化、質化綜合進行；第三節研究對象與敘述，對於本研究對象有清楚的介

紹與說明。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文化近用的展現為案例研究。採多項研究

方法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首先從蒐集其設立背景、目的、實施要點、重要沿革歷程

活動及相關文獻資料開始，並以 Albert Humphrey(1964)年所提的 SWOT 分析法，探究國

館生活美學班內部的優勢、劣勢，及外部的機會與威脅，並依研究目的建立訪談大

綱；接著透過學員滿意度調查問卷、進行相關人士深度訪談歸納整理之研究方式。 

 

(一)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科學研究的方法。它是以樣本對象為界定研究範疇，且運用技

巧對特殊問題能有確切深入的認識，以確定問題所在，進而找出解決方法。個案研究

的成功與否，大多賴於調查者的虛心，感受力、洞察力和整合力；資料蒐集方式包括

文件、檔案、會議紀錄、深度訪談、進入研究場域觀察等，透過彙整後研究分析與結

果，希望可瞭解生活美學班實施意義及價值，並提出「博物館文化近用」未來發展、

 



10 

實施策略及建議。 

    本研究以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的文化近用為案例，尚未有前人研究可循的

探索性研究，蒐集其設立沿革背景、相關文獻資料、SWOT 分析法、問卷及半結構式

訪談等，瞭解個案在成為博物館定位，後續發展推廣教育活動文化近用之軟硬體現

況，並了解學員參與該館生活美學班研習課程過程中，文化近用情形、是否有更多期

望與發展。 

 

(二)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 Survey) 

    問卷調查是有目標對象的意見調查的其中一個方法，問卷調查的形式是由一連串

寫好的小問題組成，然後去訪問，收集被訪問者的意見、感受、反應及對知識的認識

等。優點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收集大量的樣本和數據，以一個標準問題例表，

順序收取答案數據，日後作類比、統計和分析。本問卷調查法之使用，以國館生活美

學班的學員為對象進行施測，本研究的母群體(population)就是想研究的全體對象，針對

所研究的母群做全面性的調查，就是普查。如果客觀條件允許的話，對母群做全面性

的普查是最正確、周延的方法(林生傳，2003)。回收率的計算方法為：回收率=（有效

問卷數÷發出的問卷數）×100％，分析資料時，可依研究需要採逐題分析，或是同一主

題下的題目採平均分數來與其他主題進行比較。本次問卷調查期間為 2019 年 6 月 17 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對象為第 49 期生活美學班學員 2,050 人，一般遊客不在本研究對象

之範圍。除瞭解學員基本資料及課程相關滿意度外，並著眼於學員對生活美學班在實

施文化平權的可近性推動之滿意度評分調查，其內容希望了解參與博物館生活美學課

程中對文化平權的可近性推動的認知感受。並據此和文獻理論做一比對，釐清對文化

平權政策有關可近性落實的展現，建構本研究之基礎。將參考「教育部成人教育調查

機構問卷」及「臺灣身心障礙者與長者藝術文化參與現況研究」且重新設定項目，其

中以複選題方式，調查學員參與該館生活美學班課程時，經常會遇到下列哪些困難與

挑戰，例如:交通、活動宣傳資訊不清楚、軟體設備、硬體環境（如，建築物本身、出

入口、廁所、座位等）及工作人員服務態度與溝通方式等題目納入，自編成「國立國

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問卷調查表」(附錄八)，本問卷設計分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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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資料 

    生活美學班課程主題多元，參與學員年齡從 18 歲以上至高齡 70 歲以上皆有，性

別、教育程度、職業、再報名率及課程訊息來源等，能夠清楚需求對象情形及未來規

劃課程的方向。 

2.課程內容及教學 

    採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Likert scale)，是常見的問題型式的滿意度調查法，題目包

括對老師課程設計授課內容、學習幫助、師生互動及整體課程滿意情形，並了解學員

選讀原因及其他建議等，對教學品質及授課教師評核，有所助益。 

3.文化平權相關 

    將文化平權意義納入說明，一方面宣導，另一方面讓學員瞭解相關文化近用及環

境現況，對參與學員以及提供參與機會的服務者來說又是什麼樣的經驗。透過以上問

卷，請問卷填寫者為國館生活美學班的文化近用與文化參與整體藝文環境的現況打分

數。 

  

(三)SWOT 分析(SWOT analysis) 

    利用 SWOT 分析，瞭解生活美學班內部的優勢與劣勢，及外部機會與威脅。此方

法是 Albert Humphrey(1964)年所提，又稱優劣分析法、SWOT 分析法或道斯矩陣，是一

種企業競爭態勢分析方法，透過評價自身的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外部競爭

上的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並用以在制定未來發展前對自身進行深入全面

的分析以及競爭優勢的定位。除了研究分析之外，更設計入訪談大綱內，使受訪對象

能提出更具前瞻的經營策略。 

 

(四)深度訪談(Depth interviews) 

    深度訪談法為質性研究的一種，是讓研究者能蒐集該研究相關主題更為深入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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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

訪談的資料收集方法。即於行訪談前針對特定議題設計訪談問題大綱，而讓受訪者有

指引方向，但無須依順序回答且可開放式回應，對受訪者而言較少限制，使其在訪談

過程中可暢所欲言，深入的綜觀審視及提供多元的視野，讓整個訪談過程較為流暢又

不會完全偏離主題。最後依研究動機、目的與文獻探討內容等，擬定訪談大綱，彙整

最後訪談內容，依訪談對象不同個人經驗或觀點，進行紀錄整理及分析。了解生活美

學班實施在博物館落實文化可近性的發展及策略，期待能呈現更多的建議及想法，訪

談內容大致分為辦理生活美學班目的與價值、參與課程活動情形與文化近用等相關層

次，因受訪者背景與角色不同，訪談問題會有部分修改。 

    本研究將受訪對象分為兩類，一為參與課程者：生活美學班學員(著重其滿意及需

求)；二為管理決策或實際業務執行者-基層業務服務人員及執行規劃政策發展人員(強

調實際執行過程及發展演進)，研究者因執行該業務並與訪談者有多次提供討論機會，

已納入建議內，故彙整正式訪談約 30 分鐘之紀錄，訪談對象資料及大綱請參見如下所

示 : 

訪談對象 

表 1：訪談對象資料表  

訪談對象 代碼 備註 訪談日期 

龔錫家 受訪者 A 曾任國館生活美學班業務單位組長 2 年 2019/12/15 

王秉倫 受訪者 B 曾任國館生活美學班業務單位組長 2 年 2019/11/16 

王素函 受訪者 C 國館生活美學班業務服務人員 4 年多 2019/09/09 

朱秀蘭   受訪者 D 中正紀念堂生活美學班業務規劃人員約 6 年 2019/09/09 

程代勒 受訪者 E 博物館生活美學班師資審議會委員-專家學者 

曾擔任過該美學班課程授課教師 2 年 

2019/09/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訪談題綱 

依研究動機與目的設計訪談題綱： 

【研究目的一】探討當前博物館之社會教育於生活美學實施意義及價值。 

 1.請您簡單敘述您的服務單位職稱、以及您負責的工作項目。 

   請問，您認為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為何?如何落實?民眾參與的目的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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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二】以 SWOT 分析，探究現階段國館辦理生活美學班與推動文化近用之現 

            況及未來發展。 

表 2：SWOT 分析訪談題綱 

 Strengths 優勢 Weakness 劣勢 

內部

(組織) 

您認為國館生活美學班優勢有哪些? 您認為國館生活美學班劣勢為何? 

預期哪些優勢條件能保持?哪些將面

臨挑戰? 

哪些劣勢預期能獲得改善?那些無

法解決? 

面臨考驗的優勢，是否有因應對策? 無法獲得解決的部分，是否有其

他因應對策? 

跨域加值計畫完成後，預期增加哪些

優勢? 

跨域加值計畫進行中或完成後，

預期產生哪些劣勢? 

 Opportunities 機會 Threats 威脅 

外部

(環境) 

就外部環境而言，您認為生活美學班

的機會有哪些? 

就外部環境而言，您認為生活美

學班的威脅有哪些? 

哪些機會可以維持保有優勢?哪些機

會可能帶來變數? 

哪些威脅預期能獲得改善?那些無

法解決? 

如何保持優勢? 無法獲得改善的部分，是否有其

他因應對策? 

 對於周邊多所社大開設及民間研

習場所經營競爭，有何看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請問，對於生活美學班實施規劃現況及發展，您清楚嗎?有何想法及建議?內部的優

勢與劣勢為何?外部的機會與威脅為何? 

【研究目的三】檢視生活美學班學員對「博物館文化近用」的認知與期望。探討生活 

              美學班參加學員的學習經驗，是否提高未來對博物館參與的興趣?並深  

              刻了解「博物館的文化近用」的意義與價值。 

 3.您對博物館的生活美學班落實文化平權內有關文化近用或文化參與情形如何?相關的 

 活動及意義了解嗎? 

 4.您的服務單位為參加研習課程的身心障礙者或長者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或活動？有其 

 他促進文化可近性 (文化參與)的活動或建議嗎? 若有，一開始會想提供這服務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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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與緣起？ 

 5.請簡單敘述提供的服務內容與理念，是否可分享一下服務的成效與心得? 

【研究目的四】探究生活美學班落實「博物館文化近用」之具體可行實施策略及建  

              議。透過生活美學班研習課程實施，了解其落實文化近用的限制，並 

              探究未來發展。 

 6.在推動服務時，曾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有面臨到何項需求限制嗎？若有，又如何 

克服？ 

 7.推動相關服務時，有哪些資源、技巧或策略是值得提供其他單位參考的？ 

 8.文化部目前針對博物館提出相關的文化平權的政策或資源是否有支持到貴單位提供 

 的服務？是否利用到其他民間資源？可否說明？ 

 9.針對博物館生活美學班的社會教育及實務管理上，推動及落實文化平權的現況及未 

   來願景？是否有其他的建議？ 

 

二、研究流程與架構 

    為深度探討公立博物館文化權利的相關議題並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效益，本研究過

程的階段性步驟如下:首先，透過社會現象的觀察與議題產生，蒐集次級資料、相關文

獻資料探討及梳理，呈現現階段學者之研究成果與發現，以產生研究動機，提出問題

與形成研究目的；在文獻蒐集分析及擬定問題過程中，撰寫研究計畫。經過研究計畫

報告通過及建議修正後，開始針對研究個案進行個案資料蒐集彙整，確認研究對象、

發展訪談大綱。 

    針對博物館生活美學班的文化近用相關議題，建立訪談問題設計後，以該館方及

友館相關業務同仁及具規畫管理決策人員，著手蒐集訪談對象的基本資料，再後續進

 



15 

行訪談時間及地點安排，並事先提前將訪談問題提供給受訪者；期間，並發放與參加

研習班學員滿意度調查問卷。最後，透過問卷及訪談結果，進行分析研究，撰寫完成

並提出結論及建議。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 1：研究流程圖 

現象觀察與議題產生 

蒐集次級相關文獻 

構思並確立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與分析 

規劃研究架構 

撰寫研究計畫 

個案資料蒐集彙整 訪談大綱建立 

˙博物館的社會教育 

˙新博物館學的發展與探討 

˙文化平權政策與文化近用在博

物館運用的現況 

個案深度訪談 文獻彙整歸納 

個案研究分析(含問卷發放) 

研究結果整理 

提出結論與建議 

問卷設計 

問卷回收及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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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與敘述 

(一)個案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係以研究者所屬機關之單一個案-生活美學班實施現況為研究對象，試圖了

解其落實文化可近性的情形，整理個案並運用 SWOT 進行策略分析。該館自 1998 年辦

理成人教育課程發展與規劃迄今，提供多元課程內容，探討博物館民眾文化近用與參

與博物館之現況與困境，需先彙整並了解生活美學班實施要點，設立宗旨及使命、課

程內容、經營現況、目標效益及相關的博物館藝文活動參與情形，並就緣起、過程及

結果，整理分析。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將以邏輯性思維對國內外文獻在文化可近性政策發展歷程上做整理回顧，並透過

主管相關業務之公部門及課程審議會委員做深入訪談，彙整生活美學班師生的認知感

受及訪談後意見，充實其未來推動之政策可行性；最末，於博物館的文化可近性表現

上，提出未來適宜的發展方向及執行上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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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是指個體的學習活動是一生中連續不斷的過程。 這就意味著每個人都有接受教

育，參加學習的權利，每個人都應該獲得均等的教育機會。為鼓勵終身學習，推動終

身教育，強化社會教育，增進學習機會，提升國民素質，特制定終身學習法。本法所

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推展終身學習，得辦理社區大學及其他具文化功能

之機構；其設立及發展，另以法律定之。 

    博物館為終身學習機構種類裡提供多元學習之非營利文化機構，屬於非正規教育

的學習體制，並且無針對特定目的或對象而進行的學習活動。博物館法第十條：「博物

館應提升學術及教育功能，增進與民眾之溝通，以達文化傳承、藝術推廣及終身學習

之目的」。各級主管機關應整體規劃終身學習政策、計畫及活動；普及終身學習機會，

並考量不同族群、文化、經濟條件及身心狀況對象之特殊性，設計符合其需求之課

程，提供具可近性服務。為因應博物館營運現況，使博物館能夠廣納社會資源，得依

預算法設置作業基金，一切收入支出均應納入基金依法辦理。 

二、文化近用(Access to the culture) 

    何謂近用?英文是 access 一個可以進入的途徑或通道，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

術領域資訊網-對於 accessibility 譯為可接取性、可近用性…；可近性的內涵，使民眾很

容易接觸、使用服務設施，包括時間、地點與方式上之便利性。亦即在使用時應儘可

能降低地理限制、入口限制、語言隔閡…等。現今，博物館多譯為「近用」及「友善

平權」，讓民眾能親近參與。文化平權在文化部定義為：「文化生活是人民的基本權

利，國家必須積極確保人民的文化近用，不會因為身份、年齡、性別、地域、族群、

身心障礙等原因產生落差。」文化近用的概念，運用在博物館就是希望讓博物館成為

易親近的學習空間，讓不同群體需求的觀眾都可以在這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能

直接就近獲得的便利性。與博物館零距離，使這場域得以成為全民的博物館，讓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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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觸學習文化的權利與機會更均等。 

    文化近用權與文化賦權(Empowerment)，根據社區心理學家(community 

psychology)(如 Rappaport,1987；Rappaport,1992；Perkins & Zimmerman,1995)的一般說法，

賦權乃是個人、組織與社區藉由一種學習、參與、合作等過程或機制，使獲得掌控

(control)自己本身相關事務的力量，以提昇個人生活、組織功能與社區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範圍較廣泛的過程，其中含有「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社群意識」(sense of community)等概念；過程中，專業者扮演的角色是

合作者(collaborator)與促進者(facilitator)，專業者的技巧、利益或計畫等不應強加在社

區，而是成為社區的資源之一。專業者要介入什麼，應視當地人文的特殊性而定，而

不是事先就決定要做什麼，並且將其套在所有的情況。讓民眾對於文化具有想像、思

考、選擇參與，勝至於行動的過程，生活美學與藝文空間的定義也產生許多改變及影

響，民眾在藝文能力的使用能力亦達到提升。文化公民權的具體實踐，使文化近用與

民眾之間，有更多生活啟發與作為。透過推動文化教育課程，降低年長民眾參與文化

活動之各種限制等，以提升民眾的文化近用權。文化公民權衍然成為文化政策推動的

主要目的之一｡ 

 

三、公民美學（Citizen Aesthetics）與生活美學 (Life Aesthetics ) 

 美學之意涵，根據杜威(John Dewy)1934 年所提出藝術即經驗(Art as Experience)，主

張美學教育及成人教育具有深厚的影響。政府於 2008 年開始推動「臺灣生活美學運

動」8，來改善臺灣美學的生活環境，以美感、創意、優雅的改善台灣美學生活，提升

民眾美感觀、涵養民眾審美取向之目標。在傳統社會中，文化權集中在少數菁英的手

裡，透過全民教育、網路及電子媒體的發達，使得知識的普及。最初在國內是由剛接

任文建會主委的陳其南所提出的文化公民權政策9，即強調文化公民的身份與資格，包

含了個人在公民社會當中的認同、權利與義務等問題。如果要擴大民眾的文化參與

                                                        
8「臺灣生活美學運動計畫」是文建會多次邀集專家學者，就提昇全民美感素養及環境意識商議討論，並 

  與相關部會現有計畫做出區隔後所完成的中程個案計劃(計畫期程為 2008 年至 2012 年)，計畫內容為 

  養成「公共意識」、型塑「公共美學」、落實「公共參與」。 
9 2004 年文建會主委陳其南，任內積極推動「文化公民權」、「公民美學」和地方生活學習中心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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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必須讓主管機關的功能定位在以培養具有「文化素養」的「公民」為目標。 

 政府為推動公民美學，透過教育、藝術創作及文化保存方式，配合國際潮流，來

促進文化藝術之保存並提升全體國民的文化素養。公民美學運動是「文化公民權」下

的政策計劃，強調將美的實踐視為每個公民應有的權利及義務。公民美學教育則是運

用藝術思維和手段，建構公民美學的基礎，以改善生活環境的狀況，以美感、創意、

愛與關懷，發展優雅的藝術環境之學（連秀敏，2013）。學者黃壬來認為，美學之起源

是在「現實生活藝術，美感存在經驗之中」。關於臺灣公民生活美學運動的計畫策略，

是以國民美育作為政策中心，原隸屬教育部的社教研習館多改名為生活美學館10，其中

生活美學理念推廣計畫包括：培育國人對美學的重視與省思，並透過生活美學體驗、

座談、展覽、種子人才美學課程講習及推動平台等，進行生活美學的社會教育，全面

提昇國民的美學素養。辦理內容多以大眾普遍及實用價值的美學課程為主，以增加民

眾的參與意願；讓民眾藉由展覽的呈現與活動的參與，認識生活美學的多種樣貌(賴芃

如，2018)。該運動的計畫效益可分為創造美感城市、提昇美感素養及深耕美感環境等

三部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9；黃壬來，2009），分別說明如下。 

 

(一)創造美感城市： 

   鼓勵各縣市政府機關重視美學課題，執行生活美學獎勵措施；進行城市文化及國際 

級地標環境藝術創作，建立城市美學地標，提升台灣國際形象。 

(二)提昇美感素養： 

   為提升民眾對生活美學的重視及美學涵養，以生活美學理念推廣計畫為主軸，透過

研習、體驗營、展覽及種子培育等方式，並積極培育美學尖兵，作為美學社會運動的

                                                        
10 源自於 1955 年台灣省政府依據「社會教育法」在北、中、南、東四區，設置台灣省立社會教育館， 

   期間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辦理上開機構改隸及法制化作業，爰以同年 9 月 19 日訂定「圖書  

   館、博物館等文教類附屬機構改隸及法制化作業處理要項」，其中原隸屬教育部之新竹、彰化、臺 

   南、臺東等 4 所社會教育館，規劃移由文建會主管。文建會依據上開規定，擬具「國立生活美學館 

   組織準則」及「國立生活美學館辦事細則」，案經研考會邀集相關機關召開協調會議，行政院並以 

   2008 年 1 月 23 日核定在案，配合 2012 年 5 月 20 日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改制為 

   文化部，現名稱訂為「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及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負責業務為推廣南中北東各區域縣市之生活美學、文化藝術展演、文化創 

   意產業及社區營造等，旨在結合地方與中央推動生活美學運動，推展全民美育、提倡文化創意產 

   業、落實文化公民權，進而營造舒適美麗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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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基礎。 

(三)深耕美感環境： 

    以藝術介入空間計為主軸，提供民眾參與的機會，引導藝術進入空間，營造美感

環境，作為美學社會運動的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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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博物館的社會教育 

一、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2007 年對博物館

下的定義為（ICOM，2010）：「博物館是一座常設性的非營利機構，爲大眾與社會服

務。藉由蒐藏、保存、研究、傳播、與展示所有有形、無形的人類與環境遺產，達到

教育、研究與娛樂的目的。」我國《博物館法》對博物館的定義，見於第 3 條：「指從

事蒐藏、保存、修復、維護、研究人類活動、自然環境之物質及非物質證物，以展

示、教育推廣或其他方式定常性開放供民眾利用之非營利常設機構。博物館應秉持公

共性，提供民眾多元之服務內容及資源。」提到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現今大家皆

認為是理所當然。1980 年代末期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首度提出軟實力的概念，

就是一種包容、尊重的態度，平等、博愛的人文精神；主要存在於文化、政治價值觀

以及政策三種資源中，其中的文化即是在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了作用，這些都

說明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性；博物館是一個國家文明與進步的象徵，由於經濟的蓬勃

發展，民眾的文化、教育水準日漸提高，對於人人都可親近的博物館或文化館等文化

機構之需求愈見強烈，各種類型的公、私立博物館亦紛紛設立，依據博物館專業認定

家數及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網站所收錄的「臺灣博物館名錄」資料統計，2018 年博物

館家數總計為 460 家，其中公立博物館名單係由各級主管機關依功能及營運要件進行

認定，私立博物館則以完成登記設立者為主，援此，專業認定家數（法定博物館）目

前確認家數共計 72 家，其中公立的博物館（含公設民營及行政法人）為 69 家，私立

為 3 家。 

    從博物館教育和學習的觀點，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在終身學習的進程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許多國家進入高齡化社會發展，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2 年提出社會參與

是活躍老化的基礎原則，(劉婉珍，2015）提及實踐終身學習理念是高齡者社會參與的

重要方式，博物館正是高齡者社會參與的重要場域；另朱薏安(2017)《高齡者文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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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以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樂齡日為個案》強調高齡化社會，博物館作為服

務社會的非營利常設機構，正是高齡者社會參與的重要潛力場域。而博物館的社會教

育是指學校和家庭以外的一切社會文化機構，以及社會團體或組織對青少年兒童和成

人進行的教育。自 2015 年「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一方面整合

文化部有限資源，進行館舍分流輔導，一方面輔導博物館事業多元發展，目的是提升

地方博物館專業能力，使博物館充分發揮社會教育功能，落實文化平權。隨著終身教

育理念的提出，社會教育愈蓬勃發展，許多文化機構將推廣成人教育列入重要業務項

目，而博物館成人教育研習課程的開端源於意識到須承擔社會責任與功能。成人教育

與終身學習的理念，認為生活本身即是持續不斷的學習過程，經由自發而有意識地選

擇安排學習機會和學習方式。讓民眾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學習過程中，擴大至在職、退

休、老年，都可以得到國家和社會適得其份的重視和資源分配。 

 

二、終身學習法11設置沿革 

    為推動終身教育並提升國民素質，在社會教育機構包括博物館所，開辦成人教育

課程。最初的設置法條依據是社會教育法，從 1953 年 9 月 24 日總統制定公布，中央政

府主管機關為教育部，分為廣義的教育全民的意涵，及狹義的學校推廣教育以外的部

分；1970 年代，以職業發展為主，社經地位高低與學習比率呈正相關。依據社會教育

法第 12 條 :「社會教育之實施，應儘量配合地方社區之發展，除利用固定場所施教

外，得兼採流動及露天方式等；並得以集會、講演、討論、展覽、競賽、函授或運用

大眾傳播媒體及其他有效方法施行之」。博物館的設立不僅提供了以上多項功能，落實

社會教育使命，並且更超越學校及家庭教育的範圍，使其更具真實性、直觀性和廣博

性。 

    接著在 2002 年 6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25210 號令公布終身學習法，

主要在推動終身教育並提升國民素質；其間為鼓勵終身學習，推動終身教育，強化社

會教育，為增加基層成人學習機會，加強文化不利地區民眾及弱勢族群之終身教育，

                                                        
11 全國法規資料庫《終身學習法》:「為鼓勵終身學習，推動終身教育，強化社會教育，增進學習機 

  會，提升國民素質，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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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成人教育機會均等（包含外籍與大陸配偶學習活動）等目的，辦理多項學習計

畫與活動；於第 20 條明訂:「各級主管機關應發展、普及終身學習機會，並考量不同族

群、文化、經濟條件及身心狀況對象之特殊性，設計符合其需求之課程，提供具可近

性之服務」。後來直到 2015 年 5 月 6 日，係因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

施行者的規定，「終身學習法」與「社會教育法」屬上開同一事項的新、舊法規，因此

廢止「社會教育法」。成人教育活動的課程規劃，會因情境不同而有不同規畫過程，包

括共同的程序依序為:評估學習者需要、考慮可用資源、設定預備達成的目標、選擇並

組織確切的學習活動、評鑑活動成效(劉婉珍，2002)。終身學習希望達成自我實現目

標、以及增進自我導向學習的能力與動機，博物館具有多項符合終身學習的特性：開

放性、整體性、連貫性、彈性化及生活化，並且學習的內容與生活、工作相結合(黃富

順等，1996)；並且在終身教育領域中，特別強調彈性化的學習，必須在入學機會、學

習內容、傳送管道、評量型態等力求人性化、自由化，以符合現代化開放社會所需。

2011 年據成人教育調查報告中指出，終身學習參與比例女性多於男性，與國情中男性

比女性有較高社經地位與社會壓力，迫使男性無法在工作之餘參與成人學習有關。 

 

三、博物館的成人教育發展現況 

    博物館的社會教育觀念及落實，是社會歷史和文化所共同孕育發展的結果，也迅

速地在近年來社會思潮及活動演變逐次發展中形成。教育部最新於 2018 年 6 月 13 日修

正終身學習法，法規第 4 條明訂將文化類博物館列為終身學習的文化機構及第 20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發展、普及終身學習機會，並考量不同族群、文化、經濟條件及身

心狀況對象之特殊性，設計符合其需求之課程，提供具可近性之服務…」，提供全民更

多元學習。梁筱梅(2008)《博物館推動社會藝術教育之研究》以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例，

強調隨著政府積極進行文化建設，各地方社教機構興起。博物館扮演推動社會藝術教

育的角色，讓民眾樂於走入博物館、使用博物館。2018 文化統計提要分析，高達

82.3%的民眾在過去一年間曾去過文化機構或文化藝術場所，其中博物館／美術館占

47.4%；並調查針對民眾曾經學習過文化藝術類（如樂器、歌唱、繪畫、書法、寫作、

作曲）技藝概況進行瞭解，高達 55.8%的民眾從小至目前曾經學習過文化相關技藝，其

中以學習過繪畫書法類的比率最高，達 33.3%。綜合以上，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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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展品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活動外，還須透過其多樣性的特性，運用不同的

方法、手段，及面對不同對象，影響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直到博物館主管機關文化部推動《博物館法》，成為我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百年以

來，第一部博物館專法。賦予博物館在「公共性」、「公益性」與「專業功能性」清楚

的定義，在政策發展白皮書內，更賦予博物館應有的定位及未來發展方向。其中為滿

足不同觀眾需求，加強資源弱勢觀眾服務，以凸顯博物館落實「文化平權」的社會功

能及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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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博物館學的發展與探討 

博物館為國家、城市文化標誌及歷史的縮影，兼具公共性、教育性與開放性的功

能。新博物館運動在台灣是從國家博物館的建構及形塑開始發展，強調博物館的現代

化新取向，體現現代博物館多元存在、互相包容的特性及文化多樣性。在 1974 年，國

際博物館評議會修訂博物館定義，宣稱「博物館應該成為其所處的社會整合的一部

分」，是服務於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的機構。這個新精神與其有關的文化民主觀念的推

廣，成為地方博物館的出發點與業務的核心。1980 年代「新博物館學」的誕生，是現

代博物館學思想的重要轉捩點，傳統博物館強調對文物的保存維護與展示為中心，現

在提出對於「人」的關懷，才是博物館的核心工作。在《博物館重要的事》(史蒂芬威

爾著/譯者張譽騰)一書中提到:「博物館似乎已演化成一個自我完足，宛如磐石般堅固

而自我封閉的建制，逐漸喪失對當代社會的敏感度，對社會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的

快速變遷視若無睹，也未能夠照顧到人類的存在、憂慮、期盼與希望。」特別強調博

物館做為社會公器，為社會福祉服務的必要性。做為一門學科，傳統博物館學很少觸

及理論或人文層面及其在促進社會發展上的角色，新博物館學所強調的正是對博物館

「目的」的自省和其社會意義層面上的思考；因此，傳統博物館與新博物館最關鍵的

差別，在於後者對於以社會發展為目標的社會任務之感知和形塑。 

廣義的博物館是科學與藝術普及教育或終身學習的中心，是公民與社區的空間，

是社會變遷與促進文化理解的機構，典藏人類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是創造力的觸媒，是

旅遊與觀光的關鍵夥伴，也是文化研究與創新事業中重要的一環 (王嵩山，2011)。博

物館法於總則第 1 條提到:「為促進博物館事業發展，健全博物館功能，提高其專業

性、公共性、多元性、教育功能與國際競爭力，以提升民眾人文歷史、自然科學、藝

術文化等涵養，並表徵國家文化內涵」。博物館應秉持公共性，提供民眾多元之服務內

容及資源。在博物館核心功能之一，應提升教育及學術功能，增進與民眾之溝通，以

達文化傳承、藝術推廣及終身學習之目的。 

以上所述，我們知道博物館所是作為促進公眾福祉的社會教育機構，亦是收藏記

憶及物件的場所，博物館呈現的方式受社會文化定義，是一種獨特的建構。面對社會

多元的問題產生日漸增高的挑戰，近年來國內外的博物館陸續開啟對於弱勢者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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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者之友善服務，利用典藏的物件及豐富的教育資源，結合專業團體進行合作，盛

至於提供患者及照顧者例如懷舊治療、藝術導覽、社交互動…等服務。國外博物館有

推動失智症友善服務之實例，國內的臺灣歷史博物館以「寶島臺灣‧歷史巡禮」阿茲

海默症專案進行個案分析…等，都是提供博物館未來進行相關服務的良好建議。 

    《博物館與文化》12期刊中導論裡敘述臺灣的「新博物館運動」，是從國家博物館

之建構，發展到形塑區域的、地方的博物館的階段。社會對博物館的需求，正從傳統

的博物館、新博物館學、邁向公共博物館學（public museology）的實踐。多年前，首都

台北市柯市長抵歐訪問，以台北價值為主題發表的演說中提到進步價值，表述凌駕在

其之上的「臺灣價值」，就是「跨越多元文化及懷抱不同地域情結和對臺灣歷史不同的

認知」，讓博物館肩負更多的公共性及社會價值。綜整可從以下角度來看: 

 

一、由文化性角度 

  地方文化產業根源於特定之地方空間，由歷史文化涵構、生活記憶、傳統文化 

  產物革新等歷史本位中心價值的確立，而賦予地方居民特殊之認同感及歸屬感、心 

  理與美學價值。根據文化部有關國內藝文活動及民眾文化參與率統計調查顯示，博 

  物館僅佔 43.9%，相較低於大眾媒體傳播率的文化參與，尚有許多努力空間。 

 

  二、由地方性的角度 

  文化主題活動、文化展演、及獨特之地方產業已藉由地方自主的力量及地方領 

  域空間的自我實踐，成為地方經濟上主要資產，而地方管理機制成為主要的推動力 

  量。 

 

  三、由文化經濟的角度 

  文化產業活動與地方生產系統、資金網絡及地方認同感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能 

  提供地方居民經濟及非經濟性的認同價值，已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12 《博物館與文化》(Journal of Museum and Culture) 為提昇博物館學術研究質量，擴展博物館學之於當代

文化發展的學理發展與論述觀點，提供原創性學術論文發表園地；刊載博物館學及跨文化研究相關領域

之學術論文及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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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社會參與的角度 

  「學習型社會」的來臨，帶來對「社區主義」的重視及「公民社會」的強調， 

   目前許多先進國家都以推展「學習型社區」為重要的方向，而位於地方的文化館所 

   亦擔負起此一學習功能。所以博物館將其軟、硬體充實改善，擴大民眾參與其文化 

    性、藝術性、社區性與文史性，並兼具閱讀、展覽、表演、學習、休閒等多功能 

    藝文或學習中心的方向，以便能充分整合文化與觀光生活融入的永續性發展。博 

    物館的發展趨勢是反映時代變遷、社會價值觀與社會期待，以及國家政策等不同 

    因素的總和(楊翎，2010)，公立博物館受政策影響又更為顯著。新博物館時代的思 

    潮，為人類多元的樣貌產生更多的展現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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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化平權政策與文化近用在博物館運用的現況 

一、文化意涵 

    「文化」通常指的是某一群體享有共同的歷史、語言、習俗、禮儀、生活方式、

價值觀、態度和藝文產物與表現等。全球化造就多元文化大熔爐的現象，因此，「文

化」一名詞不再像過去單一地只用種族、地理位置、語言等來做區別與定義。綜觀來

說，「文化是族群的集體記憶」，文化自覺意識是國家文化建構的動力，而「文化公民

權」則是社會民主深化的文化知能表現。臺灣應透過文化公民權的伸張，來促進公民

參與藝術活動的知能，形成對多元族群文化的包容，繼而達到建立臺灣文化主體性的

目標。相較於歐美國家社會所發展的文化公民權的概念，臺灣文化公民權的概念、發

展與建構仍有落差。我國對於文化能力，較為側重文化藝術層面，特別在於資源的分

配與提供，政府雖已逐步提出政策來落實，文化公民權的發展尚須努力。另外，文化

權的內涵必須在文化政策中有更明確的指認與落實，才能給更多民眾相關權利的保

障。 

    「文化政策」的定義，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3（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縮寫 UNESCO，簡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書，其

定義指某種行動方案，有效運用社會資源，達成某些文化需求，完成有益的、有計劃

的目標；或是指經界定的某些標準，可促進完整人格的實現與正常社會的發展。對當

代的文化政策主要包括兩大要義:第一、文化政策必須生活化，以滿足民眾需求，不與

民眾脫節。第二、文化政策內涵寬廣，不只限於歷史文化或狹義的文學與藝術，在人

文、與科學化思想層面中，涵蓋價值觀、人生觀與生活層面等領域。 

    在龍應台所敘述的文化政策，就是一個機制把上述種種文化有關的意識與權利，

彼此抵銷的力道爬梳清楚，對照願景和目標，畫出一條清晰可循的路來。在一個開放

社會裡，它不是從上而下的監督、管理，更不是權利的干預、操縱或控制，而是一套

機制，有效地透過整合來創造文化發展的最佳條件與環境。 

                                                        
13 CDIS 矩陣（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發展指標之方法論手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發展 

  指標之方法論手冊》(CDIS)分析，評析人廖新田(2015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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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政策的體現，在於資源的分配。受到重視的項目，就會得到資源，迅速發

展。而長期得不到資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縮，凋零。文化政策執行者不可能在任何時

期的社會型態中，都具備同等的社會地位與世界觀，因此文化政策必須要透過事前的

研究調查，在多元社會中，能反映出尊重差異的特性，確實使得不同地區的文化在商

業活動中得互相交流並豐富彼此文化表現的多樣性。2008 年文建會主委陳其南在其任

內積極推動「文化公民權」、「公民美學」和地方生活學習中心的實踐，簡單論述，文

化政策目地是要凝聚新的「台灣認同」，必須仰仗「文化藝術」，形成「文化、生命共

同體」，最終實現台灣「文化立國」，強調文化政策的重要性。 

 

二、文化權的文化近用意涵 

    在國際層次上，對於文化權的討論，從 1948 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14( UDHR)展

開，第 27 條：「人人有權參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並分享科學進步及其所生

的福祉」。國際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協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1966）的第十五章也提出重要主張，來保障每個人參與文化

生活的權利、享受科學進步的權利，以及創造文化藝術產品的權利等（Fisher et al, 

1994: 43）。 

 

國內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則以文化平權15為核心並定義為:「文化生活是人民的基本權

利，國家必須積極確保人民的文化近用，不會因為身份、年齡、性別、地域、族群、

身心障礙等原因產生落差。臺灣是個多元文化並陳的社會，在文化上，肯認多元群體

之文化差異，使臺灣各族群能互相認識並了解彼此之差異，進而接納且欣賞不同文化

所具有的差異，以避免各種形式的歧視與偏見。另於資源分配上，應追求有效及均

等，使所有人都有均等的機會，也避免資源重疊而失去效用」。 

 

Turner 指出，文化公民權的提升意味著如何更成功與更有創意的參與國家文化，例如

近用教育機構、較為適合的語言、文化認同權等。易君珊(2016)在障礙文化與社會正義

                                                        
14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聯合國大會於 1949 年 12 月 10 日通過發布。 
15 文化部文化平權政策摘要說明，詳見文化部網站(2019)，〈文化平權〉https://www.mo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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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中也提到，文化活動能凝聚不同邊緣化族群、弱勢者經驗、角度與立場，使之

在主流文化中集體現身。因此，博物館、傳統文化節慶活動等就形成主要的領域及方

式，能協助公民得以發展多種認同的可能（Turner, 2001: 12）。由此可見，文化參與、

文化近用、文化政策等均屬文化權利的一環。 

    何謂近用?英文是 access 一個可以進入的途徑或通道，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

術領域資訊網-對於 accessibility 譯為可接取性、可近用性…，現今，博物館多譯為「近

用」及「友善平權」，讓民眾能親近參與。而文化權規範目的乃在保障每個來自不同文

化背景的個人，得以自我決定、實現與發展；不僅需要參與其所歸屬或感興趣的文化

活動，更需要接受不同文化價值及資訊。文化平權的概念，運用在博物館就是希望讓

博物館成為易親近的學習空間，讓不同群體的觀眾都可以在這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

式，與博物館零距離，使這場域得以成為全民的博物館，讓每個人接觸文化資訊的權

利與機會更均等。 

 

三、文化多樣性 

    文化多樣性16是臺灣社會最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多元文化主義也的確強化了少數

族群文化權的保障。文化部為積極推動文化平權政策，利用多元文化時代的博物館，

使其能理解差異、促進和平及文化創意的表現，持續引進及鼓勵多元友善平權的各式

藝文活動與計畫，例如以國立臺灣文學館「本土母語文學展」及國立臺灣博物館「新

住民服務大使」為範例，推動多元語言服務；其所屬館所為確保不因特定身分、社會

性別、身心狀況、年齡、地域、族群等原因而限制公眾參與藝文活動，以彌平文化落

差，落實文化平權及文化近用，展現臺灣多元社會及文化多樣性的特色。 

 

 

                                                        
16文化多樣性公約:所指的文化多樣性為，「文化社會或群體用來表達的多種方式，此表達在該社會及群 

  體中傳遞。文化多樣性不僅以各種不同的文化表現，透過各種人類文明資產被表達、擴充及傳遞之不 

  同方式所呈現，並且透過多樣性的藝術創作、製造、傳播、分配及享有之模式，不論其方法及被使用 

  的科技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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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近用在博物館運用的現況 

    最友善的距離，就是沒有距離。文化權之主要內涵是「參與文化生活之權利」，當

個人欲主張或享有參與其所選擇的文化生活前，必須有可讓個人作為選擇參與之文化

活動或文化表現存在作為選項，倘若實際上文化活動極為稀少或文化表現之內容亦匱

乏，民眾根本無文化生活可參與，遑論文化權之實現。當缺乏相關文化平權知識時，

影響的不只是生活美學中強調的普及性、教育性與可近性，影響更多的是，加深弱勢

族群或長者邊緣化的危機。2012 年文化部開始關注「文化平權」的議題。設立了「文

化部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並成立「文化部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推

動小組」，「文化平權」初期規劃包含從勘查藝文場館的無障礙現況，到扶植身心障礙

者藝文團隊專門展演空間等的計畫。前者具有迫切的需要，後者的規劃雖為美意，但

以初期文化政策來說，缺乏整體社經脈絡與政治文化的思維；忽略台灣藝文產業現有

的侷限，以及身心障礙者藝術美學教育參差不齊的現況。 

    2013 年文化部針對身心障礙者的「促進藝文參與落實文化公民權」進行研究、

2016 年底整併相關的平權小組，也在 2017 年開始定期召開「文化平權推動會報委員

會」會議並訂定「文化部推廣文化平權補助作業要點」17，辦理文化平權理念宣導、文

化近用權之促進及推廣相關活動。文化部率先從直屬中央的藝文場館來推動文化平權

的政策，另針對文化部在文化平權推動作為的緣起、目標、策略、實施內容、實施步

驟及發展等。目前文化部或各縣市政府文化局有提供各單位以補助案的方式來申請方

案執行經費，但這樣的方案多半是特殊、專場、針對某種障礙者的方式來提供服務，

而尚無全面性提供公平自主選擇參與的方便性。但，透過文化平權的政策，也的確讓

大型的藝文場館開始重視構思，如何改善目前仍有阻礙的藝文環境。 

    在 2013 年臺史博為落實文化平權訂立「國立台灣歷史博物友善平權政策」，強調

提供並鼓勵不同族群、收入、職業、年齡、能力、性別及性向的所有族群使用和參

與…，尊重包容多元社群，並於博物館展示中呈現多元文化，積極提供多元藝術欣賞

                                                        
17文化部推廣文化平權補助作業要點(106 年 5 月 5 日訂立)迄今，期間修訂擴大補助對象(需含婦女、身 

  心障礙者、偏鄉弱勢、高、幼齡人口、新住民、原住民、客家族群等)，並納入多元文化理念，使之齊 

  備。至 109 年補助項目為針對性別、身心障礙、族群(新住民、原住民等)、偏鄉、語言及高、幼齡人 

口或其他相關對象，辦理文化平權理念宣導、文化近用權之促進、推廣活動等之「示範計畫」，不補

助康樂、純巡演(迴)、參訪性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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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活動，降低各種年齡或身心障礙者參與文化活動之限制，以鼓勵平等參與文化

活動，促進多元文化發展。於 2017 年度辦理「文化部身心障礙者及高齡人口文化近用

計畫」18，其中國立臺灣美術館推行特殊族群服務的實務經驗³，許多亮點館舍依政策辦

理專業人才及志工培訓計畫，除與國際合作出版製作計畫及基本教材外，並提供視障

者導覽服務，設計適合民眾參與的活動與互動式展覽，運用科技達到博物館平權近用

設計之技術實踐19。另考量樂齡者的視力及體力狀態，除物理環境的無障礙外，並改變

展覽空間、安排參觀動線、增設無障礙座位及改善坡道等，辦理工作坊讓學員藉由觀

摩、實作，深入了解各種群體的觀眾身處博物館的參觀需求、評量博物館設施或服務

是否妥適，進而以同理心思考如何將文化平權落實在各文化館所。 

 

表 3：文化部推動文化平權政策之重要內容彙整 

年度 重要事項 具體成效及目標 

2012 設立「文化部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推動小組設置要點」及「文化部身心障礙者

文化參與推動小組」 

2013 委託蔚龍藝術有限公司針對身心障礙者的「促進藝文參與落實文化公民權」進

行研究 

2015 通過《博物館法》共有 4 章 20 條。 

賦予博物館「公共性、公益性與專業功能性」意義。在文化政策中加強為滿足

不同觀眾需求，提供資源弱勢觀眾服務，以凸顯博物館落實「文化平權」的社

會功能及國際競爭力。 

2016 部長整併身心障礙相關的平權小組到層級較高的綜合規劃司。               

設六組專案小組，包括文化設施組、藝文展演組、出版及閱讀推廣組、影視音

推廣組、資訊服務組及法規檢視組；透過業務分工，具體落實各項施政目標  

2016-

2020 

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 

將「確保文化平權與民眾參與」，訂為計劃目標之一。  

2017  進行每半年一次定期召開「文化平權推動會報委員會」會議 

-修訂「文化平權補助作業要點」 

                                                        
18（2017）年度辦理「文化部身心障礙者及高齡人口文化近用計畫」，包括針對口述影像專業人才培育及 

  口述影像專業教材，國立台灣美術館與國際合作出版製作計畫及基本教材。除在館內進行示範性規劃  

  及培訓工作坊，同時導入新竹、台南、彰化、台東等四地生活美學館，培訓研發各種導覽方式，擴大 

  參與範圍。 
19 國立臺灣美術館推行特殊族群服務的實務經驗，及長期與國內博物館夥伴共同推動友善平權、促進社 

  會共融的合作文化部「身心障礙者及高齡人口文化近用計畫」施政項目之推行，Maker 數位裝置研發: 

  本研究結合 3D 列印、Arduino 應用、導覽功能之互動式導覽相關技術，是一種透過既有互動技術整合 

  Arduino、平權近用設計、Maker 技術與觀念去創造針對視障的平權近用設計之導覽特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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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友善平權特色化」計畫。 

-持續推動「優化文化場館友善服務措施」改善藝文場館之軟、硬體服務符合友

善平權規範。 

 協助文化平權資源整合、協助文化部及所屬機關(構)推動、監督並執行文化平  

 權政策，以期能逐步落實文化平權。 

-擴大補助對象(需含婦女、身心障礙者、偏鄉弱勢、高、幼齡人口、新住民、原 

 住民、客家族群等)，並納入多元文化理念，使之齊備。 

-補助民間團體、縣市政府辦理「文化平權」相關文化活動。 

2017 辦理「文化部身心障礙者及高齡人口文化近用計畫」 

許多館舍依政策辦理專業人才及志工培訓計畫，與國際合作出版製作計畫及基

本教材外，並提供視障者導覽服務，設計適合民眾參與的活動與互動式展覽。 

2019 6 月 5 日通過《文化基本法》共 20 條。 

為保障人民文化權利，擴大文化參與，落實多元文化，促進文化多樣發展，並

確立國家文化發展基本原則及施政方針，特制定本法。 

 資料來源：參考蘇明如(2011) (博士論文)。多元文化時代的博物館—臺灣地方文化館政策十年（2002-  
           2011）摘要並經研究者整理。 
 

    桂雅文、陳麗如、胡華真、王春華譯(2001)《零障礙博物館》美國博物館協會原

著，內容精選自全美最具無障礙特色的博物館，介紹博物館的實踐活動運用在適宜的

軟硬體上，為障礙者以策展及教育的考量，思考在博物館中遭遇的不便，能做到真正

的無障礙。另外強調博物館工作人員內在心理及工作態度的改變，體會參與民眾的多

元性，以尊重理解的心提供服務。國內陳佳利(2015)《博物館與身心障礙團體之文化參

與權—英國與台灣的個案研究》，探討英國及臺灣的博物館針對身心障礙觀眾參與文

化，所採取的策略、方案及內容介紹，並提供具體方式推動文化參與，對於博物館經

營實務面思考，如何在教育服務活動與政策規劃及經費中找到實踐的方向。易君珊

（2016）《台灣身心障礙者與長者藝術文化參與現況研究》，這份報告除了了解身心障

礙者和高齡長者在台灣參與藝文活動的親身經驗，同時也蒐集目前在各相關單位提供

身心障礙者和高齡長者「藝文服務」相關工作人員的經驗，在滿分 10 分裡只獲得評分

4.2 分，可見藝文機構在提供文化服務上，仍有努力成長的空間。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發展指標之方法論手冊》敘述，文化多樣性與適性發展

的理想-將文化視為激發者，具有衝擊力及影響力、讓文化成為引領者，引領經濟、社

會與文化價值，維持與強化文化資產。綜以上，21 世紀的博物館儼然成為積極關懷長

者與弱勢團體的文化參與權的推手。調整硬體環境與軟體資源，以充實高齡者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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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會，創造多世代融合式的高齡友善社會。不僅提供平等跨越年齡、性別的文化

參與權不說，更納入多元族群、無障礙、多樣化文化表現等形式，甚至運用數位化的

導覽與體驗活動，透過博物館的平台，都能落實文化近用的展現。政策是一種意象，

而要如何實踐才是關鍵。以下研究將透過生活美學班成人教育研習政策，來探究各種

可能性，提高文化近用的促進及文化參與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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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的政策 

第一節 生活美學班多元發展脈絡及其社會教育功能 

    該館於民國 1972 年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成立「國父紀念館管理處」隸屬

臺北市政府，民國 1986 年 7 月併陽明山中山樓改隸教育部，並更名為「國立國父紀念

館」，民國 2012 年 5 月 20 日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制定「國立國父紀念館組織法」，改

隸文化部。開館至今已逾 47 年，位於臺灣臺北市信義區的綜合性文化紀念設施，是紀

念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百年誕辰而興建。除了具紀念功能外，建築本體周圍則是戶外

運動、休閒、藝文與知性活動的綜合性休憩公園。館內設有大會堂、演講廳、多間展

覽場、研習教室等，經常性辦理藝術文化及活動，各項活動之策劃與推動，均以宏揚

中山先生「博愛」、「天下為公」、「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崇高理想為努力方向，並藉

由研究、收藏、展示及文化教育推動等方式，完整呈現紀念館之功能，深具時代意義

與使命。目前刻正執行「國立國父紀念館跨域加值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藉此提升設

施機能，活化空間運用，藉由改善公共設施安全，致力提升服務品質，進行優質化展

場、研習教室等其他多項公共化改善設施，期能提升博物館整體效能，目的是打造

「跨域整合、多元參與及藝文普及」的生活美學新園區。館務文化交流更朝「國際

化」、「在地化」，終身學習教育「多元化」、「企業化」及硬體設施「精緻化」、「科技

化」的目標邁進。 

 
圖 2：國館擴散與周邊商圈園區效益連結區位圖 

資料來源：國立國父紀念館，2019，國立國父紀念館跨域加值計畫，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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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國立國父紀念館館設含周邊整體照片 

資料來源：國立國父紀念館全球資訊網 

 

 

圖 4：國立國父紀念館全區配置圖 

資料來源：國立國父紀念館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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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立宗旨及使命 

    國立國父紀念館（以下簡稱該館）生活美學班為推廣生活美學，發揚多元文化，

提升人文素養充實國民精神生活，並提供民眾參與終身學習之機會依據《終身學習

法》設立。未來定位為落實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規劃課程內容以藝術及文化為主

軸，增進民眾藝術涵養、美感素養與創意能力，充實文化設施，推展精緻生活美學及

生活實用知能，並提昇文化水準。以專業、親民、活力、創新、傳承五大信念，透過

增進文化可近性的參與教育、展示及推廣方式，發揚博愛精神及實踐平權理念。 

 

二、組織沿革及現況 

 

圖 6：國立國父紀念館現有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國立國父紀念館全球資訊網 

(一) 現有組織架構 

 該館自 2012 年 5 月改隸文化部後，置館長 1 人、副館長 1 人、下設研究員、綜 

   合發展組、研究典藏組、展覽企劃組、劇場管理組、推廣服務組及工務機電組等 6 

   組，並設人事室、主計室等 2 室20，目前計有人力 121 人。 

                                                        
20 國館自 2012 年為處理內部單位之分工執掌特訂定《國立國父紀念館處務規程》共 13 條，含 6 組 2 室 

   其中推廣服務組掌理事項第四項:「終身學習活動之規劃執行及其場地設施之管理」及其他有關推廣 

   服務事項。業務內容包括辦理生活美學班、演講廳及中山講堂等定期舉辦演講及研習等(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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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效益 

        該館屬「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下設之「國立國父紀念館作業基金」，依設 

    立宗旨，擬訂年度營運計畫及績效目標，並妥編各項計畫之預算及控管預算執 

行，具有明確且獨立之財務計畫。近 3 年預算規模平均約為 2.82 億元，自籌財源

約占總收入 25%。國立國父紀念館作業基金 2018 年度收入決算數 2 億 8,862 萬 120

元，較預算數 2 億 7,063 萬 3,000 元，增加 1,798 萬 7,120 元，約 6.65％。而其中業

務收入 2018 年度決算數 2 億 3,490 萬 9,658 元，較預算數 2 億 1,549 萬 9,000 元，增

加 1,941 萬 658 元，約 9.01％，主要原因分析：教學收入該年度決算數 1,703 萬

5,615 元，較預算數 1,665 萬 6,000 元，增加 37 萬 9,615 元，約 2.28％，係生活美學

班學費收入增加所致。(資料來源:國立國父紀念館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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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活美學班的實際執行情形及內容 

一、設置緣起 

        自 1998 年 8 月 25 日依據國立國父紀念館組織法第二條業務職掌，以推廣生 

    活美學為宗旨開辦「成人社教研習班」，第 1 期共開設 6 個班，嗣後每半年開辦一  

    期。最初課程規劃為「東方藝術類」、「西方藝術類」、「文化文學藝術類」及「表 

    演藝術與運動類」五大項；於 2004 年進行空間整修，舉辦「開苑有喜-地下室新增 

    社教空間啟用典禮」，2011 年擴大舉辦「樂活劭年 終身學習成果展」，讓所有師生  

    共同參與分享藝文學習成果。直至 2012 年 5 月 20 日改隸文化部，社教研習班自此 

    更清楚定位肩負文化與藝術教育使命並推廣公民美學政策，於 2013 年第 30 期起 

    更名為「生活美學班」迄今。之後，為保障弱勢及少數民族的學習權及文化參與 

    權，增加優惠措施；為推廣多元文化創意，鼓勵學員以繪畫，其他手作藝術創作 

    方式，期能設計開發文創商品，遂逐年增加不同性質研習課程班別及融入該館推  

    廣教育活動，辦理「慶元宵彩繪燈籠展」，於迴廊四周懸掛畫家繪製之彩繪燈籠及  

    迎春揮毫等。透過辦理節慶活動，以推動文化傳承，落實生活美學，順應新博物  

    館時代的來臨，發展更多元。 

二、報名方式與現況 

        初期採取現場排序公開報名方式受理登記，惟報名踴躍，於 2006 年試辦團報 

    並增加新生名額參與，雖然縮短現場排隊等候時間，但卻影響新生報名之權益，  

    直到 2016 年配合文化部資訊共構系統，整合藝文活動資訊，簡化報名流程，提供 

    學員更便利之服務，業於 42 期導入文化部「藝文活動管理暨報名系統」，一律採  

    行線上選課報名，以達公平公開之目標。為兼顧生活美學班推廣樂齡學習之宗 

    旨，又避免數位落差影響弱勢族群學習及參加文藝活動之權益，該館於開放報名  

    首日上午提供大量現場報名之服務。系統由文化部統一管理，節省維護成本，又  

    能吸收各所屬機關使用經驗提昇網站效能。目前透過資訊化功能建置，已全面採 

    網路報名，並提供不諳電腦及無法上網者，同步可至生活美學班辦公室，由同仁  

    協助上網報名。設立於該館主體建物地下 1 樓並有專屬辦公室及業務同仁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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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服務。為增進並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及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維持良好教學品質，於 

    2016 年訂立「國立生活美學班實施要點」、「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師資甄審要 

    點」及「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師資暨課程審議會設置要點」21。逐年檢討並 

    因應社會需求，經審議會討論規畫調整課程、師資及內容。 

 

     

 

 

 

 

 

 

 

 

 

 

 

                       

        圖 7：現場協助民眾報名及現況           圖 8：報名須知注意事項公告 

三、研習教室位置與動線 

        該館研習教室區位於館主體建築的地下 1 樓東側區域，目前設有 1 間專屬服  

    務辦公室及 7 間研習教室。最初利用會議室等行政空間開辦民眾研習課程，教室 

    硬體環境很簡單，於 1998 年空間整修後新設 7 間教室後使用迄今，因坐落位置鄰  

    近捷運及公車站，交通方便，開班人數逐年增加，近幾年來教室使用率皆達 9 成 

    以上，依課程屬性及教室空間安排課程；動線近且集中區域，且有電梯可使用。 

                                                        
21「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實施要點」、「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師資甄審要點」及「國立國父 

   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師資暨課程審議會設置要點」，附錄五、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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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國立國父紀念館地下 1 樓研習教室位置圖 

資料來源：國立國父紀念館全球資訊網 

四、課程內容規劃 

目前開辦「東方書畫」34 班、「西方繪畫」26 班、「生活工藝」6 班、「休閒樂 

    活」16 班及「健康養生」7 班，共 5 大類生活美學班課程項目及課程大綱簡章，  

    含括國畫、水墨、書法、油畫、素描、花藝、音樂及健康美學等多項內容，邀請 

    專業師資，並提供每日 3 時段開放的研習教室，提升老師與學員藝術教育參與學 

    習機會。其中仍多以國畫水墨類課程居多，書法類課程有 7 項，油畫及素描類次

之，授課教師更動性小，依研究調查教師授課年資 5-10 年有 45 位，11-20 年有 18

位，年齡 60 歲以上有 38 位(近 6 成)，從開設班級迄今，課程逐年增加，因逐步有

初、進階分班並增加學習差異，學員人數穩定且舊生比例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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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生活美學班五大類課程類別明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經營招生對象、期別及特點 

        現每年開辦 3 期，一期約四個月，每期 89 班，學員人數每期約 2,600 人，合

計一年參加人次達 7,600 人。招生對象為年滿 18 歲之本國國民或居住本地之外國

僑民(成年以上)。為保障弱勢族群之學習及文化參與權，對 70 歲以上長者、身心

障礙者及原住民等學習，採取學費 8 折優惠。自 2009 年 18 期起辦理生活美學班學

員並定期安排檔期於日新藝廊及文化藝廊舉辦學員師生成果展(表 4)，一年約計 44

場，除上列成果展外，該館並將研習班師生納入配合該館其他藝文推廣活動中辦

理。以提高學員學習動機、增加各班學員相互觀摩的機會，提供展覽分享平台、

成立臉書社群並增進學員彼此互動及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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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8 年生活美學班師生成果展期程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08 年生活美學班成果展時間表-日新藝廊 

班    別 展 覽 日 期 

林萬富老師-寫實油畫 6/4-6/16 

洪東標老師-水彩風景畫 6/18-6/30 

鄭志德老師-油畫 123、水彩畫 123 7/2-7/28 

劉旭恭老師-繪本製作 7/30-8/11 

鄭志德老師-炭筆素描 8/13-8/25 

楊昇鴻老師-素描、鉛筆旅行•淡彩畫 8/27-9/22 

龍用悅老師-攝影進階 9/24-10/6 

林聰明老師-輕鬆快樂學油畫 10/8-10/20 

郭瑞豐老師-基礎素描 10/22-11/3 

王俊棠老師-壓克力繪畫與油畫創作 11/5-11/17 

洪瑞霞老師-人像透視素描 11/19-12/1 

林顯宗老師-油畫 B 12/3-12/15 

劉燕南等老師-攝影初階 12/17-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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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08 年生活美學班成果展時間表-地下室西側文化藝廊 

班     別 展 覽 日 期 

林彥助老師-書法 C 6/4-6/16 

郭振坤老師-彩墨工筆 6/18-6/30 

曹靜琍老師-書法 A 班、書法初階 7/2-7/14；7/16-7/28 

貢噶堪卓老師-唐卡繪畫 7/30-8/11 

郭吉森老師-佛畫初級、進階班 8/13-8/25 

莊壹竹老師-創意水墨 8/27-9/6 

楊千慧老師-花鳥初階、花鳥進階(一)、花鳥進階(二) 9/12-10/6 

陳一郎老師-書法 D 班、書法課 10/8-10/20 

嚴建忠老師-書法-楷書 10/22-11/3 

蕭進發老師-水墨進階 11/5-11/17 

陳麗雀老師-山水花鳥 11/19-12/1 

王太田老師-山水創作班 12/3-12/15 

林淑女老師-工筆水墨班 12/17-12/29 

 



45 

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結果 

第一節 生活美學班 SWOT 分析 

    綜合本研究整理，國館生活美學班的多元化社教功能與教育推廣，在新博物館時

代就現況與發展，進一步以 SWOT 分析其內部的優勢及劣勢，再以外部大環境變化探

討其機會與威脅；經由量化學員的問卷統計及專業半結構式的訪談內容，綜整資料建

議。 

一、優勢(Strengths) 

(一) 交通及地點位置 

    國館坐落在大台北地區重要幹線仁愛路及忠孝東路之間，位居直轄市政府核心所

在地，不僅在捷運板南線上、四通八達的公車路線、及平面配置停車場，鄰近周

邊商區及松菸大巨蛋文教園區等，提供民眾舒適方便的休閒娛樂生活圈，是參與

藝文活動及終身學習者，納入生活中可近用性高的優勢條件。 

 

圖 11：國立國父紀念館無障礙入館動線暨周邊位置圖 

資料來源：國立國父紀念館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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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國館地下 1 樓研習教室及周邊空間現況平面區位圖 

資料來源：國立國父紀念館全球資訊網 

 

國館長期的優勢是交通便捷之外，就是聘用的師資都很優秀且教學態度很認真，

學員互動都有很好的關係，也會互相激勵學習。(王素函，個人訪談，2019 年 9 月

9 日) 

 

(二) 博物館定位 

    具有國家級品牌的公立博物館，以推廣社會教育,促進文化建設為目的。各項活動

之策劃與推動，均以宏揚中山先生「博愛」、「天下為公」、「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之崇高理想為努力方向，並藉由研究、收藏、展示及文化教育推動等方式，完整

呈現紀念館之功能，深具時代意義與使命。長期發展藝文展覽活動，藝文領域專

業人才多且精，藉由生活美學課程，培養藝術專業及文化行政專才，更提供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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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空間及平台，創造成就及融入參與的榮譽感。長期作為公立文化的社教機

構，所擁有的品牌，是許多學員長期忠誠的參加研習課程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在

師資聘用及管理上也賦予管理人員更多的責任及壓力。(龔組長，訪談時表示，

2019 年 12月 15 日) 

 

如何找到博物館發展成人教育的特色及定位，需要該館決策及管理者更多的思

考。由原來教育局轄下的社教機構，長期推廣社會教育，經組織改造隸屬於文化

部，近年來又提升為博物館家族的一員，延續藝文教育活動及終身學習推動業務

外，仍須加強研究與展覽能力的專業性發展，培養藝術專業及文化行政專才，否

則無法與一般地方性社教館所區隔，建立專業品牌。(程代勒，審議會表示，2019

年 9 月 17 日) 

 

(三) 優良師資與教學經驗 

    基於國館具有悠久的藝文活動推廣經驗，聘請之教師具有知名度與專業性且授課

認真，長期受到學員之推崇與愛戴，學習成果頗為豐碩，館內所舉辦之師生成果

聯展作品，均深獲各方好評。使民眾在接受社會教育與滿足休閒活動之際，更能

提升生活美學素養及藝術文化品味。 

 

國館長期聘用優秀師資及教學態度認真的老師，學員互動都有很好的關係，也會

互相激勵學習，所以若不是老師退休或搬家較遠等因素，多會長期繼續報名學

習，成為一種習慣了。(王敏如，學員問卷訪談時表示，2019 年 11 月 30 日) 

 

(四) 網路與資訊運用較普及發達 

    順應資訊時代，文化部 2016 年建置完成(藝文報名資訊系統)，報名方式由全部書

面紙本報名提升為網路系統報名，逐年提高網路報名完成率。 

(五) 研習收費實惠 

    優質師資條件下，研習課程收費很實惠，也是長期參加課程的原因之一；讓初學

或進階學習者都有保障公平的收費，更開放增加多元選擇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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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多元發展及可近用發展 

    館務文化交流朝向國際化、在地化，終身學習教育則多元化，及硬體設施努力達

到精緻化、科技化的目標，使中山精神與傳統文化相互結合外，朝向新博物館多

元化及以人為本的公共化的價值發展-親近地方社區、廣納多元包容及文化藝術生

活化。 

  (七) 硬體及教室環境 

    教室內外屬公共空間，安全性高及提供舒適空調，走道及周邊亦美化，開放區域

明亮。隨時可欣賞展覽並能至戶外公園散步活動，深受高齡者喜愛。 

 

  

   
圖 13 : 1~5 研習教室內外環境及美化後圖示 

 

二、劣勢(Weaknesses) 

(一) 教室硬體空間及設備老舊 

    國館建館迄今已 47 個年頭，生活美學班創設經營亦經歷 20 年，室內外公共環境   

    設施老舊亟待改善，研習教室門窗使用、課桌椅及教案設備等，部分未逐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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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課程多元需輪流排定共用教室，教室管理須更費心加強；研習教室 1 內，部分

受限既有格局梁柱等，無法移動觀覽，影響上課品質。且於 108 年 5 月正式公告為古

蹟，硬體空間尚無法隨意整修變動，需提前規畫並檢附工程施作內容完成文資送審作

業核定後，方可進行。教室內桌椅放置外，通道空間對輪椅使用者較不友善。本次並

藉由文化部「文化展演場館友善服務暨設施（備）檢核表」，針對其中相關項目:友善服

務設施、教室硬體設施(備)、一般公共空間部分等進行生活美學班研習教室檢核，詳如

下表。 

 

    表 5、文化部「文化展演場館友善服務暨設施（備）檢核表」 

-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研習教室 

          檢查日期：108 年 11 月 12 日 

檢核

項目 

主要參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70 條及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102 年 1 月 1 日修正施行)訂定。 
是 否 

因館舍之

功能，未

有該項待

檢核設施

(備)說明 

友善

服務

措施 

(1)針對服務人員定期安排接待身心障礙者之教育訓練課程   ▓   

(2)針對身心障礙者定期規劃促進其參與之相關措施，如團體導覽、工作坊等。 ▓     

(3)設置服務專線，提供身心障礙者從最近之交通場站至場館或參觀動線之預約

引導、解說服務。 
▓     

(4)有無障礙的交通接駁工具可至場館，並將訊息公告。   ▓   

(5)規劃無障礙參觀動線且有明確的引導標誌與導覽圖。 ▓     

(6)提供輔具借用，如輪椅、不同倍率的放大鏡、嬰兒車等。 ▓     

(7)提供電動輪椅充電服務 ▓     

(8)提供多元諮詢管道，如電話、傳真、E-mail、簡訊、MSN 等。 ▓     

(9)官方網站與臨時性活動網站均符合無障礙網頁設計，且設有無障礙服務專

區。 
▓   

國館網站上

有設，但無

針對生活美

學課程網頁

上設計，多

以人員專職

解說。 

(10)服務人員提供手語翻譯服務，並安排手語翻譯者席次，其位置讓聽障者清

楚可見手語翻譯。 
  ▓ 

國館於展覽

開幕或部分

活動提供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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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手語翻

譯，但無專

責服務人

員。 

(11)備有攜帶式傳呼服務鈴，由館舍服務人員攜帶，以供身心障礙者於觀賞表

演期間若有相關服務需求時，利於請服務人員協助。 
  ▓   

研習

場所

硬體

設施

(備) 

(1)研習簡章布告板文字提供足夠照明，且不反光、不炫光，其字體與展板之間

有明顯色差且非反光材質，字型與字體方便低視能者查看。 
▓     

(2)解說文字板之字體與展板之間有明顯色差且非反光材質，方便低視能者查

看。 
▓     

(3)辦公室服務台之檯面與地板面之距離在 70-80 公分之間，且檯面下 45 公分之

範圍內，由地板面量起 65 公分內為淨空(規範 A204.5) 
▓     

(4)師生成果展區、解說版、展覽品之高度與設置位置，應符合下列標準，方便

輪椅使用者靠近查看與使用。 

1.設置高度： 

懸掛型：距地面高度在 90-140 公分之間。 

站立型：距地面高度在 80-130 公分之間。 

2.設置角度：站立型需傾斜 30 度，並避免反光與炫光。 

3.設置位置：有無障礙通路可抵達，且讓輪椅使用者可靠近觀賞。 

▓      

(5)附設之紀念品店、餐飲店有無障礙通路可通達，其內部空間寬敞可供輪椅使

用者行進。 
▓      

(6)提供點字或有聲之導覽手冊。    ▓   

(7)提供放大字體及簡易圖畫之導覽手冊。    ▓    

(8)提供按鍵式語音導覽器或無障礙手機語音導覽。    ▓ 

有提供 QR 

CORD 可進

入該網站 

(9)播放影片皆有字幕。    ▓ 無此設備 

公用飲水機未突出於走廊上，其出水口及開關操作高度距地板面在 80-100 公分

之間，且方便輪椅使用者靠近使用。 
▓       

一般公共空間部分       

無障礙

標誌 

尺寸及顏色應依規範 901.1 及 901.2 設置，並以「不反光」、「顏色對比明

顯」為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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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外

通路 

(1)地面：應平整、堅固、防滑且不反光。（規範 202.3）且應注意防滑處理為

不反光。 
▓     

(2)引導標誌：室外無障礙通路與建築物室外主要通路不同時，必須於室外主

要通路入口處標示無障礙通路之方向。（規範 203.2.1） 
▓     

(3)坡度：≦1/15，超過者須依規範 206 規定設置坡道。（規範 203.2.2） ▓     

(4)通路淨寬：≧130cm。（規範 203.2.3） ▓     

(5)排水：無遮蓋戶外通路應考量排水，可往路拱兩邊排水，洩水坡度

1/100~2/100。（規範 203.2.4） 
▓     

(6)開口：通路 130cm 範圍內，如需設置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在主要行進之方

向，其開口寬度≦1.3cm。（規範 203.2.5） 
▓     

(7)突出物限制：通路淨高≧200cm，地面起 60~200cm 之範圍，不得有 10cm

以上之懸空突出物，(如為必要設置之突出物，應設置警示及其他防撞設施。

（規範 203.2.6） 

▓     

2.避難

層坡道

及扶手 

(1)引導標誌：坡道儘量設置於建築物主要入口處，若未設置於主要入口處

者，應於入口處及沿路轉彎處設置引導標誌。（規範 206.2.1.） 
▓     

(2)坡道寬度：淨寬≧90cm；若坡道為取代樓梯者﹙即未另設樓梯﹚，則淨寬

≧150cm。（規範 206.2.2） 
▓     

(3)坡道坡度﹕高低差 20cm 以上者≦1/12，(20cm 以下﹕1/10)、(5cm 以下﹕

1/5)、(3cm 以下﹕1/2) （規範 206.2.3） 
▓     

(4)坡道地面：應平整（不得設置導盲磚或其他妨礙輪椅行進之鋪面）、堅

固、防滑。（規範 206.2.4）且應注意防滑處理不反光。 
▓     

(5)端點平台：坡道起點及終點，均應設置長、寬各≧150cm 之平台，且該平

台之坡度≦1/50。（規範 206.3.1） 
▓     

(6)中間平台：坡道每高差 75cm，應設置長度≧150cm 之平台，且該平台之坡

度≦1/50。（規範 206.3.2） 
▓     

(7)轉彎平台：坡道方向變換處應設置長、寬各≧150cm 之平台，且該平台之

坡度≦1/50。（規範 206.3.3） 
▓     

(8)坡道邊緣防護：高低差≧20cm 者，未鄰牆壁之一側或二側應設置高度≧

5cm 之防護緣，且該防護緣在坡道側不得突出於扶手垂直投影線外；或設置

與地面淨距離不得大於 5 公分之防護桿（板）。（規範 206.4.1） 

▓     

(9)護欄：坡道高於鄰近地面 75cm 時，未鄰牆之一側或兩側應設置高度≧

110cm 之防護欄。十層以上者，高度≧120cm。（規範 206.4.2） 
▓     

(10)坡道扶手：高低差≧20cm 者，兩側均應設置符合本規範之連續性扶手。

扶手無需設置 30 公分以上之水平延伸。（規範 206.5.1） 
▓     

(11)扶手高度：單層扶手之上緣距地板面高度為 75cm，雙層扶手之上緣高度

分別為 65cm 及 85cm。（規範 206.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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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扶手形狀：圓形者直徑 2.8~4cm，其他形狀者，外緣周邊 9~13cm。（規範

207.2.2） 
▓     

(13)堅固：扶手需設置穩固不得搖晃，且扶手接頭處應平整，不可有銳利之突

出物。（規範 207.3.1） 
▓     

(14)與壁面距離：扶手若鄰近牆壁，應與壁面保留 3~5cm 之間隔；握把上部淨

空間≧45cm。（規範 207.3.2） 
▓     

(15)端部處理：扶手端部應作防勾撞處理。（規範 207.3.4） ▓     

3.避難

層出入

口 

(1)出入口兩邊之地面 120cm 之範圍內應平整、堅硬、防滑，不得有高差，且

坡度≦1/50。（規範 205.2.1），且應注意防滑處理為不反光。 
▓     

(2)門扇打開時，門框間距離≧90 ㎝；折疊門推開後，扣除折疊之門扇後間距

≧80 ㎝。（規範 205.2.3）。門與牆的對比顏色應明顯。 
▓     

(3)出入口前應設置平台，平台淨寬、淨深均≧150cm，坡度≦1/50。（規範

205.2.2） 
▓     

(4)地面順平避免設置門檻，外門可考慮設置溝槽防水(蓋版開口在主要行進方

向之開口寬度應小於 1.3 公分，)，若設門檻時，應為 3 cm 以下，且門檻高度

在 0.5cm 至 3 cm 者，應作 1/2 之斜角處理，高度在 0.5cm 以下者得不受限制。 

▓     

4.室內

出入口 

(1)出入口兩邊之地面 120cm 之範圍內應平整、堅硬、防滑，不得有高差，且

坡度≦1/50。（規範 205.2.1）且注意防滑處理為不反光。 
▓     

(2)門扇打開時，地面應平順不得設置門檻，門框間距離≧90 ㎝；折疊門推開

後，扣除折疊之門扇後間距≧80 ㎝。（規範 205.2.3） 
▓     

(3)操作空間：單扇門側邊應留設適當之操作空間，其操作空間因門扇開啟之

方式及到達門之方向不同而異。(參照圖 205.2.3.1-圖 205.2.3.4)（規範 205.2.4） 
▓     

(4)驗（收）票口：淨寬≧80cm，前後地板面應順平，且坡度≦1/50。（規範

205.3） 
  ▓ 無此設施 

(5)開門方式：不得使用旋轉門。若使用自動門，必須使用水平推拉式，且應

設有當門受到物體或人的阻礙時，可自動停止並重新開啟的裝置，此裝置應

透過感應到地板面 15~25cm 及 50~75cm 處之障礙物來啟動。（規範 205.4.1） 

▓     

(6)門扇：若為整片透明玻璃，應於離地 120~150cm 處設置告知標示（規範

205.4.2），並作消光處理。 
▓     

(7)門把：應設置於地板上 75~85cm 處，且應採用容易操作之型式；不得使用

喇叭鎖。（規範 205.4.3） 
▓     

(8)入口至主要服務處，地面應設有易於行進間辨識之連續性觸覺引導設施。 ▓     

5.室內

通路走

廊 

(1)地面坡度：≦1/50，超過者須依規範 206 規定設置坡道。（規範 204.2.1） ▓     

(2)寬度﹕≧120cm。走廊中如有開門，去除門扇開啟之空間後，其寬度≧

120cm。（規範 20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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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迴轉空間：走廊寬度小於 150cm 者，每隔 10m、通路走廊盡頭或距盡頭

3.5m 以內，應有一處 150×150cm 以上之迴轉空間。（規範 204.2.3） 
▓     

(4)突出物限制：淨高≧190cm；兩邊之牆壁，由地面起 60~190cm 以內，不得

有 10cm 以上之懸空突出物，如為必要設置之突出物，應設置警示及其他防撞

設施。（規範 204.2.4） 

▓     

(5)所鋪設的地面應平整、堅固、防滑、不反光且材質不會妨礙輪椅移動。 ▓     

6.樓梯 

(1)樓梯形式：不得設置旋轉式及梯級間無垂直板之露空式樓梯。（規範

301.1） 
▓     

(2)地板表面：樓梯平台及梯級表面應採防滑材料（規範 301.2），且不反光。 ▓     

(3)戶外樓梯：a.無頂蓋之戶外樓梯及樓梯入口應注意排水，避免行走表面積

水。b.若樓梯動線上有落水口，則開口≦1.3 ㎝。（規範 301.3） 
▓     

(4)樓梯底版高度：樓梯底版至其直下方地板面淨高未達 190cm 部分應設防護

設施(可使用格柵、花台或任何可提醒視障者之設施)。（規範 302.1） 
▓     

(5)樓梯轉折設計：樓梯往上之梯級部份，起始之梯級應至少一階。但扶手符

合平順轉折，且平臺寬度符合規定者，不在此限（圖 302.2）。樓梯梯級鼻端

至樓梯間過梁之垂直淨距離應不得小於 190 公分。 

▓     

(6)樓梯平台：不得有梯級或高低差。（規範 302.3） ▓     

(7)級深及級高﹕樓梯上所有級深及級高應統一，級高（R）≦16cm、級深

（T）≧26cm，且 55cm≦2R＋T≦65cm。（規範 303.1） 
▓     

(8)梯級鼻端：梯級突沿之圓角處理彎曲半徑≦1.3cm，且應將超出踏板之突沿

下方作成≦2cm 之斜面。（規範 303.2） 
▓     

(9)防滑條：梯級邊緣之水平踏面應作防滑處理，且應與踏步平面順平。（規

範 303.3）  
▓     

(10)防護緣：梯級未鄰接牆壁部分，應設置高出梯級≧5cm 之防護緣。（規範

303.4） 
▓     

(11)扶手：樓梯高低差≧20cm 者，兩側應設置連續性扶手。單道扶手距梯級

鼻端高度為 75~85cm、雙道扶手高度分別為 65cm 及 85cm。樓梯平台外側扶手

得不連續。（規範 304.1） 

▓     

(12)扶手形狀、堅固、與壁面距離：同 2-13）至 15）坡道扶手之規定。規範

207） 
▓     

(13)水平延伸：樓梯兩端扶手應水平延伸≧30cm，並作端部防勾撞處理，扶手

水平延伸不得突出於走道上。另中間連續扶手，於平台處得不需水平延伸。

（規範 304.2） 

▓     

(14)警示設施：距梯級終端 30 公分處，應設置深度 30-60 公分，顏色且質地不

同之警示設施。樓梯中間之平臺不需設置警示設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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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導標誌：建築物主要入口處及沿路轉彎處應設置無障礙昇降機方向指

引。（規範 403.1） 
▓     

  
(2)引導設施：昇降機設有點字之呼叫鈕前方 30cm 處之地板，應作 30 ㎝×60cm

之不同材質處理。（規範 403.2） 
▓     

  

(3)主要入口樓層無障礙標誌：a.垂直牆壁、突出式標誌：下緣距地板面

200~220cm、縱長≧15cm。b.平行固定於牆面之標誌：下緣距地板面

90~150cm、寬度≧5cm。（規範 403.3） 

▓     

  
(4)輪椅迴轉空間：昇降機出入口樓地板應無高差，且坡度≦1/50，並應留設

直徑≧1.5m 之凈空間。（規範 404.1） 
▓     

  

(5)昇降機呼叫鈕：梯廳及門廳內應設置 2 組呼叫鈕，呼叫鈕最小的尺寸應為

長寬各 2 公分以上，或直徑 2 公分以上。上組呼叫鈕左邊設置點字，下組呼

叫鈕之中心線距樓地板面 85-90 公分，下組呼叫鈕上方適當位置應設置長寬各

5 公分之無障礙標誌。（規範 404.2） 

▓     

  

(6)昇降機入口觸覺裝置：各樓乘場入口兩側之門框或牆柱上應裝設顯示樓層

的點字及數字符號。a.位置：觸覺裝置之中心點應位於樓地板面上方 135cm。

b.浮凸數字符號：長寬各≧8cm（單 1 字），寬≧6cm、長≧8cm(2 個字以

上)。數字需與底板的顏色有明顯不同。（規範 404.3） 

▓     

  

(7)昇降機門：應水平方向開啟，並為自動開關方式。且應設有當門受到物體

或人的阻礙時，可自動停止並重新開啟的裝置，此裝置應透過感應到地板面

15~25cm 及 50~75cm 處之障礙物來啟動。（規範 405.1） 

▓     

  

(8)關門時間：梯廳昇降機到達時，門開啟至關閉之時間不應少於 5 秒鐘；若

由昇降機廂內按鈕開門，昇降機門應維持完全開啟狀態至少 5 秒鐘。（規範

405.2） 

▓     

7.昇降

設備 

(9)昇降機出入口：出入口處之樓地板面應與機廂地板面保持平整，其與機廂

地板面之水平空隙≦3.2cm。（規範 405.3） 
▓     

  
(10)機廂尺寸：門淨寬度≧90cm、機廂內深度≧135cm。（規範 406.1）＊(18)

集合住宅：門淨寬≧80cm、深度≧125cm。（規範 406.8） 
▓     

  
(11)扶手：機廂內至少兩側牆面應設置扶手。扶手高度、形狀、堅固、與壁面

距離：同 2-（12）至（15）坡道扶手之規定。（規範 406.2） 
▓     

  

(12)後視鏡：面對機廂之後側壁應設置安全玻璃後視鏡(下緣距機廂地面

85cm、寬度≧機廂出入口淨寬、高度≧90cm)，或懸掛式廣角鏡（寬

30~35cm、高≧20cm）。若後側壁為不銹鋼鏡面或類似材質得免設後視鏡。

（規範 406.3） 

▓     

  

(13)輪椅乘坐者操作盤：a.位置：操作盤距機廂入口壁面≧30cm、距入口對側

壁面≧20cm。b.高度：最上層標有樓層指示的按鈕中心線距機廂地面≦120cm

（如設置位置不足，得放寬至 130 ㎝）、最下層按鈕中心線距機廂地面≧

85cm。c.控制面板上應設置緊急事故通報器。（規範 4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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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按鈕：按鈕之最小尺寸至少應為 2 公分，按鈕間之距離不得小於 1 公分，

其標示之數字與需底板顏色有明顯不同，且不得使用觸控式按鈕（規範

406.5） 

▓     

  
(15)點字標示：應設於一般直式操作盤按鈕左側。30 層以上之建築物，若設

置位置不足，可設於適當位置。（規範 406.6） 
▓     

  
(16)語音系統：機廂內應設置語音系統以報知樓層數、行進方向、開關情形。

（規範 406.7） 
▓     

8.廁所

盥洗室 

(1)位置：應設置於無障礙通路可到達之處。（規範 502.1） ▓     

(2)地面：應堅硬、平整、防滑，尤其應注意地面潮濕及有肥皂水時之防滑。

（規範 502.2）且應注意防滑處理為不反光。 
▓     

(3)出入口高差：由無障礙通路進入廁所盥洗室不得有高差，止水宜採截水

溝。（規範 502.3） 
▓     

(4)入口引導標誌：應於適當處設置廁所位置及方向指示。（規範 503.1） ▓     

(5)無障礙標誌：應設置於無障礙廁所前牆壁或門上，如主要走道與廁所開門

方向平行，則應另設置垂直於牆面之無障礙標誌。（規範 503.2） 
▓     

(6)內部淨空間：應設置迴轉空間直徑≧150cm。（規範 504.1） ▓     

(7)門：應採用橫向拉門、出入口淨寬≧80cm、門把需容易操作(距地面

75~85cm、距門邊 6cm)、門擋（靠牆側、距門把 3~5cm）（規範 504.2） 
▓     

(8)鏡子：鏡子之鏡面底端與地板面距離不得大於 90 公分，鏡面的高度應在 90

公分以上。（規範 504.3） 
▓     

(9)緊急求助鈴：應設置兩處。應設置兩處緊急求助鈴，一處在距離馬桶前緣

往後 15 公分、馬桶座位上方 60 公分，另在距地板面高 35 公分範圍內設置一

處可供跌倒後使用之求助鈴，且應明確標示，易於操控。（規範 504.4） 

▓     

(10)馬桶淨空間：馬桶至少有一側邊之淨空間不得小於 70 公分，扶手如設於

側牆時，馬桶中心線距側牆之距離不得大於 60 公分，馬桶前緣淨空間不得小

於 70 公分。（規範 505.2） 

▓     

(11)馬桶形式及高度：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應使用一般形式之馬桶，座位之高度

為 40-45 公分，馬桶不可有蓋，且應設置靠背，靠背距離馬桶前緣 42-48 公

分，靠背與馬桶座位之淨距離為 20 公分(水箱作為靠背需考慮其平整及耐壓

性，應距離馬桶前緣 42-48 公分)。（規範 505.3） 

▓     

(12)馬桶沖水控制：可為手動或自動。手動沖水控制應設置於 L 型扶手之側牆

上，距馬桶前緣往前 10cm、馬桶座面上約 40cm 處。（規範 505.4） 
▓     

(13)馬桶扶手： 

L 型扶手：馬桶側面牆壁裝置扶手時，應設置 L 型扶手，，扶手外緣與馬桶

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水平與直長度皆不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之

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離為 27 公分，水平向扶手上緣與馬桶座面距離為 27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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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動扶手：馬桶至少有一側為可固定之掀起式扶手。使用狀態時，扶手外緣

與馬桶中心線之距離為 35 公分，扶手高度與對側之扶手高度相等，扶手長度

不得小於馬桶前端且突出部分不得大於 15 公分。（規範 505.5、505.6） 

(14)小便器位置﹕一般廁所設有小便器者，應設置無障礙小便器，無障礙小便

器設置於廁所入口便捷之處。    （規範 506.1） 
▓     

(15)小便器淨空間：不得小於便器中心線左右各 50cm。小便器前方不得有高

差。（規範 506.2、506.5、A205.5.1） 
▓     

(16)小便器高度：小便器之突出端距地板面應為 35-38 公分。小便器頂部距樓

地板面為 100-120 公分。（規範 506.3） 
▓     

(17)小便器沖水控制：可為手動或自動。手動沖水控制需設置於手可觸及之範

圍。（規範 506.4） 
▓     

(18)小便器扶手：小便器兩側及前方應設置扶手。（規範 506.6 或

A205.5.1）。 

a.按 506.6：兩側垂直牆面扶手：兩側扶手中心線距離 60cm，長度為 55cm，上

側扶手上緣距地面 85cm，下側扶手下緣距地面 65~70cm。前方ㄇ形平行牆面

扶手：扶手上緣距地面 120cm、扶手中心線距離牆壁 25cm 。 

b.按 A205.5.2：兩側垂直牆面扶手：兩側扶手中心線距離 60cm，長度為

55cm，扶手上緣距地面 128cm。前方平行牆面扶手：扶手上緣距地面 118cm。 

▓     

(19)洗面盆空間：洗面盆前方不得有高差。（規範 507.2） ▓     

(20)洗面盆高度：洗面盆上緣距地板面不得大於 80 公分，且洗面盆下面距面

盆邊緣 20 公分之範圍，由地板面量起高 65 公分及水平 30 公分內應淨空，以

符合膝蓋容納空間規定。（規範 507.3） 

▓     

(21)洗面盆水龍頭：應有撥桿或自動感應控制設備。（規範 507.4） ▓     

(22)洗面盆深度：洗面盆邊緣距離水龍頭操作桿或自動感應水龍頭之出水口≦

45cm；且洗面盆下方空間，外露管線及器具表面不得有尖銳或易磨蝕之設

備。（規範 507.5） 

▓     

(23)洗面盆扶手：洗面盆兩側及前方環繞洗面盆設置扶手，扶手高於洗面盆邊

緣 1~3cm，且扶手於洗面盆邊緣水平淨距離 2~4 cm。（規範 507.6） 
▓     

(24)一般廁所內應設置使用狀態顯示燈、敲門感應閃光指、警示閃光燈。 ▓     

9.停車

位 

(1)位置：設於最靠近建築物無障礙出入口或無障礙電梯處。（規範 802） ▓     

(2)入口引導：車道入口處及車道沿路轉彎處應設置明顯之指引標誌，引導無

障礙停車位之方向及位置。入口引導標誌應與行進方向垂直，以利辦識。規範

803.1） 

▓     

(3)車位豎立標誌：車位旁、具夜光效果，尺寸≧40 cm×40cm，下緣高度

190~200cm。（規範 8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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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車位地面標誌：停車位地面上應設置無障礙停車位標誌，標誌圖尺寸不得

小於 90*90cm，停車格線之顏色應為淺藍色或白色，與地面具有辨識之反差

效果，下車區應為白色斜線及直線，予以區別。（規範 803.3） 

▓     

(5)停車位地面：堅硬平整、防滑，高低差≦0.5cm，坡度≦1/50。（規範

803.4）且應注意防滑處理為不反光。 
▓     

(6)是否設有無障礙機車停車位。 ▓     

 

   

圖 13 : 6~8、研習教室內外老舊環境圖示 

近十年來，建置友善館所為全球化趨勢，而國館限於既有動線及空間無法變動情形

下，生活美學班研習教室僅能增加標示指引及服務人員說明，補足部分缺失。好不容

易遇上跨域加值計畫能重新規畫更新，因納入市立古蹟後須強化提列文資修復再利用

計畫，地下室聯通道打通及動線規劃進度暫緩，這是許多來館民眾所期盼許久的。(龔

組長，個人訪談，2019 年 11 月 16 日) 

(二) 三樓逸仙放映室動線進出不明確且環境易受干擾 

    生活美學班研習教室 7 間，集中且較隱密，但因位於地下 1 樓，動線迂迴且過

長，須由東門口進入館內後，再轉折至後方樓梯旁下樓，標示指標尚無法一目了然尋

找，對初次報名的研習學員，多有尋找不易的困擾。另該館 3 樓逸仙放映室，因教室

空間較大，可容納約 100 人及投影音響設備方便，故提供休閒樂活類課程中歌劇欣

賞、東西藝術賞析及卡拉 OK 課程，100 年底曾辦理過一次隔音工程，惟因逸仙放映室

位於頂樓，原設計天花板上方與大會堂及展覽組相連產生共鳴，如遇大會堂彩排或演

出時聲響較大，隔音效果條件差，未來將爭取於該館跨域加值計畫中改善。 

(三) 組織服務文化及人員互動融入低 

    各組支援步調緩慢，長期公營組織，受體制及人員服務熱忱限制，積極性及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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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較不足，互動支援仍有努力整合的需要，傳統思維及政治環境不穩定。 

 

三、機會(Opportunities) 

    惟該館成立迄今已逾 47 年，各項設施已顯老舊，亟需改善，提升高效能服務之發

展；為推動國內藝文發展與推廣，提升國館社會功能，並賦予新的價值，藉由藝術活

動所帶動之美學與文化涵養，創造優質文化資源與生活環境，厚植整體社會藝術美學

文化底蘊。 

(一) 國立國父紀念館跨域加值計畫22 

      目前進行規劃中的「國立國父紀念館跨域加值計畫」改善工程，包括地下空間 

及配置的全面更新，預計自 2021 年動工至 2023 年間完工，其執行項目及效能包括 : 

1. 便捷的動線及出入口:將新增直接由館外入館內的東、西兩側出入口。改善研習教室

周邊公共設施安全，致力提升服務品質，提供舒適幽雅的空間設施。 

2. 優質化展場及環境:原展場空間將移設至中軸動線旁，並鄰近研習教室，不僅呈現展

覽完整性空間功能及品質，並提供學員更加的藝文學習環境。營造多元化的生活美

學環境，促進社會大眾學習成長，提升文化素養。 

3. 提升教學環境及安全性:更新電力、空調及消防安全設施，新穎的教學軟硬體設備及 

   教室，加強無障礙等多項設施，提升學員的上課品質，預期將大幅提高美學班研習    

   教室，教師學員文化近用及參與滿意度。 

 

(二)跨域活動多元、跨域聯盟合作機會多 

    臺北都會區藝文研習教室，開發並重新規劃課程並擴大多元族群的招生對象，有

利推廣行銷及文創產業發展。提供教師及學員學習的機會，並培養未來新興藝術家創

作的起點，人才資源互相交流，參與該館相關藝文活動及展演平台，共創雙贏。 

                                                        
22 國立國父紀念館跨域加值計畫(2019 修訂版)。依據文化部中程施政計畫(102 至 105 年)：公民文化權

的 

  全面落實、美學環境的創造、文化價值的維護與建立、創意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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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 國館地下 1 樓空間施工規劃區位圖 

資料來源:圖取自跨域加值計畫 

 

四、威脅(Threats)  

(一) 機關不重視，發展縮減 

      博物館多元發展，經營業務愈趨多樣化，人員工作量增加且編制限縮，影響未  

  來服務品質及管理。另地區社教發展崛起，周邊藝文研習市場競爭，且民間機構已 

  多有開設此類課程，慢慢被其他鄰近地方場館及社區大學等取代。社區、新創藝術 

  家及民間藝文單位等積極發展設立，相對具競爭性。  

(二) 建築空間面臨整修閉館，未來經營發展策略變動性高 

      為因應該館面臨館所內公共建設整修跨域加值計畫案，須配合進行休館，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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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暫停研習班課程，重新規劃空間及動線等。學員將移轉至其他研習場所，重新招 

  生及課程規劃，將面臨新的威脅挑戰。 

 

(三) 社會政經因素 

      高齡化及文化平權價值觀影響，未來弱勢、新住民、長者等終身學習參與需求 

  增加，課程需多元，專業老師及服務人員需求提高，對於未來招生品質或人數變動 

  性會較難掌握，對課程內容及滿意度要求會更高。 

 

  順應文化部南向發展政策，對於新住民愈來愈多，可增加提供具體優惠身分措施，   

  及選擇試辦課程提供新住民保障名額，讓他們也有機會參與藝文學習及不同文化認 

  識，更能透過此機會將館所發展更在地且結合國際化融入。 

  (薛保瑕，審議會表示，2019 年 9 月 17 日) 

 

  藝文活動的普及化，地方文化館所因應多元環境，舉辦相對應節慶、民俗文化活動 

  及照顧弱勢族群，如客家、閩南、新住民、原住民、身心障礙藝文展演等，如雨後 

  春筍般出現，甚至有些研習活動舉辦卻參加人數少；未來課程項目內容的規畫及師 

  資聘用等，是否應考量特殊族群的文化性課程，涉及文化資源的合理分配及民眾權 

  益，提供平台讓民眾有興趣能參與。(王秉倫，個人訪談，2019 年 11 月 16 日) 

 

  (四)相近藝文館所辦理成人推廣教育現況及發展方式等情形 

  文化部自 105 年起開發使用「藝文活動平台」，至 108 年共計 22 間藝文館所使用 

  該系統(如下圖)。在北臺灣都會區藝文機構中，充斥多元藝文活動並迅速發展中，各 

  藝文館所都積極尋求各自館所經營的特色及方向，而目前中央單位卻僅剩中正紀念  

  堂、國父紀念館，仍在推廣教育功能下積極辦理，且多達 90 項之成人研習教育課 

  程，與教育部轄下各縣市普遍設置的社區大學有何異同，研究者試著比較並整理其 

  差異及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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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 文化部「藝文活動平台」資訊運用機關及館所 

 

以下，研究者並彙整目前與國館研習班級數規模相當且實施目的與性質相近的機構，

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舊名為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及社區大

學，綜整業務及計畫等基本資料，並針對有關文化近用的實施內容等進行比較分析(詳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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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彙整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及社區大學- 

綜整業務及實施情形比較明細表 

館所 

 

 

項目 

國父紀念館

 

中正紀念堂

 

藝文推廣處 

 

社區大學 

 

課程名稱  生活美學班 

 

文化藝術與文化

創意研習班 

藝研班 配合各地區學校

附設，故名稱皆

不同 

所屬單位 隸屬文化部 隸屬文化部 臺北市政府文化

局附屬機構 

在中央為教育

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

（市）政府 

設立宗旨 為推廣生活美學，

發揚多元文化，提

升人文素養 充實

國民精神生活，並

提供民眾參與終身

學習之機會。 

為推廣文化藝術

及文化創意，建構

多元學習環境，培

養民眾美感素養，

增進藝文創作知

能，並提供民眾終

身學習之管道及

機會。 

為推廣藝術文化，

涵養生活美學，落

實終身學習，特開

設成人文化藝術

研習班。 

為促進社區大學

穩健發展，提升

人民現代公民素

養及公共事務參

與能力，並協助

公民社會、地方

與 社 區 永 續 發

展，落實在地文

化治理與終身學

習。 

設立依據 終身學習法、博物

館法 

終身學習法、博物

館法 

終身學習法 終身學習法、社

區大學發展條例 

師資審議

委員會 

已設置/任期一年 

得續聘二年為限 

已設置/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 

已設置/一年一聘

/得連任 1次 

已設置 

教師遴聘

要點 

一年一聘/得續聘 一年一聘/得續聘 由遴聘委員會參

考相關資料審查

合格者擇優聘用 

一學期一聘/得

續聘 

新增開班

需求時 

採自薦、各界推薦

或該館自行遴選並

經審議後擇優聘用 

採自薦、各界推

薦或該館遴選並

經審查後擇優聘

用 

以公開方式徵、

自薦、各界推薦

或該館遴選並經

審查後擇優聘用 

以公開方式徵

求，經校內課程

教學研究發展委

員會書面審核通

過，始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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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點費 標準一致計算 依教師資格計算 依教師資格計算 依教師資格計算 

地點與教

室設備 

鄰近捷運及公車

站，交通方便，走

入教室花費時間

短。設備管理佳。 

有捷運及公車

站，走入教室花

費時間較長。 

設備管理佳。 

鄰近捷運及公車

站，交通方便，

走入教室花費時

間短。管理佳。 

鄰近周邊方便，

多社區居民，設

備管理差。 

上課時間 日、夜間含假日 日、夜間含假日 日、夜間含假日 多夜間上課 

教室動線

規劃 

動線近且集中 ，

標示尚清楚，有電

梯使用 

動線遠較分散，

標示規劃較不

清，有一研習區

無電梯使用 

動線近且清楚，

分社不同樓層，

有電梯使用，並

設有管制 

各區不一致 

課程類別

多元性 

需 18歲以上成人

報名。 

每年分三期開設.

以東西方藝術課程

為主，另有生活工

藝、休閒健康等，

分五大類，共 90

班。(共 7間教

室，開班使用率 9

成) 

需 18歲以上成人

報名。另有兒童

課程。每年分三

期開設，課程多

元，以藝術及文

化創作為主，另

有生活及人文等

課程，分六大

類，共 120班。

(開班率 9成) 

需 18歲以上成人

報名。每年分

春、秋兩季開設

文化藝術研習

班，包括書法、

美術、舞蹈、歌

唱、戲曲…等, 

分十大類，共 101

堂課程。(共 11

間教室，開班使

用率 8成) 

需 18歲以上成

人報名。 

每年學期制分二

期開設，課程多

元。 

部分採委外經營 

提供優惠

身分 

70歲以上長者、

有身心障礙手冊

者、原住民、該館

退休員工、現任該

館志工及員工，提

供八折優惠 

 無 65歲以上長者、

有身心障礙手冊

者，提供七折優

惠 

舊生免收報名費

及提供報名期間

優惠等 

提供多種身分優

惠對象及優惠課

程組合 

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電腦

及手機均可作業)

會員制，另提供現

場協助 

採網路報名(電腦

及手機均可作業)

會員制，另提供

現場協助 

採網路報名(電腦

及手機均可作業)

會員制，另提供

現場協助 

僅接受現場報

名，部分網路報

名 

服務人員

配置 

專職 1人/班務 1

人及輪值服務 

專職 1人/班務 3

人及輪值服務 

專職 1人/班務 3

人及志工輪值服

務至少 1人  

專職 1人/班務 2

人，依業務分工

及學員數而定。 

旁聽服務 提供免費旁聽 提供免費旁聽 無提供 提供旁聽，但需

額外收費  

評核機制

評鑑指標 

學員滿意度調查 學員滿意度調查 學員滿意度調查 學員學習需求調

查/校務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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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保險 僅戶外辦平安險 僅戶外辦平安險 依戶外課程需要

自行辦理 

統一收費辦理團

體意外保險 

其他或特

殊性 

1.定期多場排定辦 

理師生成果展，部

分進行現場導覽 

2.提供退費機制及 

  辦理/3.提供授

課教師停車服務 

1.每期 1次合併

辦理師生成果展 

2.提供退費機制 

  及辦理  

1.於課程結束時 

 合併辦理成果展

2.提供退費機制  

  及辦理 

1.提供退費機制 

  及辦理 

2.額外收報名費  

  (無法退)及冷 

  氣費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研究者發現，依據文化平權相關項目及以上各項結果分析，依據文化部「文

化展演場館友善服務暨設施（備）檢核表」 的項目內容，針對生活美學班研習教室空

間進行自我評核。發現公共空間無障礙環境因多年來檢核及要求，多已符合建築法無

障礙規範無虞。並發現透過不同業務及藝文課程活動執行推動成人終身教育，各館所

經營多年來，互相觀摩學習管理及流程已趨穩定，且已建立許多機制及評核方式，文

化可近性表現上各有異同及優缺點；其中，社區大學在定位上多落實在地文化治理與

終身學習課程，提供民眾普遍實用性及休閒課程較多；而在藝術教育推動與文化美學

創新上，則中央單位較為重視，除師資教學經驗久、學習環境較友善優質外，且配合

文化政策提供優惠、便民措施及可近性藝文活動多，並可具體發展特色化課程及關照

特定群眾，以達到公平、公益及照顧弱勢族群。 

 

目前中正紀念堂未提供學員優惠身分措施，但因應博物館文化平權及民眾文化近用參

與的趨勢，未來擬再研議進行修訂或規劃。現除了開設成人研習課程很受歡迎外，另

有針對兒童開設口語訓練等專案研習課程，所以，每到周六參加民眾及家長還是很熱

絡。(朱秀蘭，個人訪談，2019 年 9 月 9 日) 

 

公立博物館一直是提供給民眾學習參與的地方，國父紀念館長期提供免費的環境及資

訊，從未有任何限制身分、年齡、階級、…的條件，展覽及公共空間亦逐年更新及改

善，前幾年有針對史蹟室透過文化部額外補助新增不同語言導覽方式，原有中、英、

日語外，另外增加使用 QR Cord 或戴耳機以客語、原住民及手語方式，讓更多族群及

聽障者，有參與及學習的機會。(龔錫家，個人訪談，2019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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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活美學班整體問卷資料分析 

    經彙整國館生活美學班第 2015 年至 2019 年提供優惠身分學員與授課教師人數資

料，發現 70 歲以上人口有逐年增加情形，原住民身分參與人數僅 1-2 位，女性學員學

習比例較男性高，授課教師因近年來性平政策的推動下，有慢慢降低差距至 2:1。另配

合該館館務經營，有課程增減及停課，學員報名人數亦無影響。 

   

 
表 6 :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 2015-2019 年學員(優惠)與授課教師人數統計表 

年

度 

期

別 

70 歲

以上 

身心 

障礙 
 
原住

民 
志工 

退休

員工 

該館

員工 
總計人數 

教師  

人數 
備註 

  人數 男 女 男 女   

104 

36 350 22    36 1   2,688 476 2,212 47 26 共 97班 

37 387 27    44 1   2,624 442 2,182 47 26 共 97班 

38 378 44  1 49 1   2,753 480 2,273 48 26 共 98班 

105 

39 328 37  1 33   1 2,424 432 1,992 42 24 
共 84班   

施工停班 

40 339 45  1 35   1 2,512 460 2,052 47 22 共 91班 

41 403 46    47   1 2,737 468 2,269 46 26 共 95班 

106 

42 434 46    42   1 2,770 468 2,302 45 24 共 93班  

43 434 41    37     2,621 467 2,154 45 23 共 94班 

44 452 39  1 33   1 2,577 441 2,136 43 20 共 90班 

107 

45 470 35    35   2 2,616 447 2,169 43 21 共 90班 

46 460 36    33   1 2,483 403 2,080 43 21 共 90班 

47 479 32    32   2 2,591 417 2,174 43 21 共 90班 

108 

48 518 42    29   2 2,604 418 2,186 43 21 共 90班 

49 536 37  1 31   4 2,496 409 2,087 43 21 共 90班 

50 538 34  1 30 0 2 2,166 406 2,572 42 22 共 89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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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 年生活美學班問卷調查統計結果 

    分析 1,253 位該館生活美學班學員填寫之「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問卷調查

表」23，根據調查表所列調查項目，分為「基本資料」及「課程內容及教學」「文化平

權相關」三大部分，共 21 個項目進行統計。 

    基本資料部分包括學員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是否為新生、消息來源及

優惠身分人數等 7 個項目，課程內容及教學部分包括對於課程設計及授課內容、教師

在課程上的授課進度與教學大綱相符、課程對學員學習需求幫助、師生互動及溝通情

形、教師授課時間及調補課或請假、課程整體評價、再次報名意願及建議事項等 8 個

項目，文化平權相關包括定義了解、文化近用之軟硬體困難與挑戰、教室無障礙環境

現況滿意度、藝文參與現況及整體文化平權現況評價程度，並提供開放式建議等 6 個

項目。生活美學班學員調查結果如下列表所示。 

(一)研習班學員基本資料統計 

 1、學員年齡                 表 7 : 1-1 調查統計 

年齡 百分比(%) 

18-29 0.18 

30-39 0.81 

40-49 3.33 

50-59 12.45 

60-69 64.74 

70 以上 18.49 

總和 100 

  

 2、學員性別                 表 7 : 1-2 調查統計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226 18 

女 1027 82 

總和 1253 100 

 

  

 

                                                        
23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問卷調查表內容，詳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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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程度                  表 7 : 1-3 調查統計 

教育程度 百分比(%) 

國小及以下 0.75 

國中 2.64 

高中/職 16.21 

大學/專科 68.10 

研究所及以上 12.38 

總和 100 

  

 4、職業                      表 7 : 1-4 調查統計 

職業 百分比(%) 

軍公教 6.93 

商 7.91 

工 1.44 

農 0.29 

服務業 6.19 

自由業 9.05 

家管 27.38 

退休人員 40.27 

學生 0.52 

其他 0 

總和 100 

 

 5、學員是否為第一年參與該館課程  表 7 : 1-5 調查統計 

是否為第一年 百分比(%) 

是 26 

不是 74 

總和 100 

  

 6、學員課程消息來源            表 7 : 1-6 調查統計 

課程消息來源 百分比(%) 

招生簡章 17 

該館官方網站 32 

該館臉書 2 

該館演藝資訊 8 

親友/同事告知 30 

開課教師告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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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剛好看到 3 

總和 100 

 

  7、優惠身分人數:             表 7 : 1-7 調查統計 

身分 人數 

70 歲以上 538 

身心障礙 34 

原住民 1 

該館志工 30 

該館員工 2 

 

(二)課程學習及整體滿意度統計 

  1.課程設計及授課內容滿意度   表 7 : 2-1 調查統計 

 百分比(%) 

非常滿意 64.61 

滿意 33.62 

普通 1.55 

不滿意 0.12 

非常不滿意 0.12 

總和 100 

 

  2. 老師在課程上的授課進度與教學大綱相符的滿意度 表 7 : 2-2 調查統計 

 百分比(%) 

非常滿意 67.24 

滿意 31.56 

普通 1.03 

不滿意 0.06 

非常不滿意 0.12 

總和 100 

 

  3. 課程對您學習需求幫助的滿意度  表 7 : 2-3 調查統計 

 百分比(%) 

非常滿意 72.17 

滿意 26.81 

普通 0.86 

不滿意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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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滿意 0.06 

總和 100 

 

  4. 師生互動及溝通情形滿意度  表 7 : 2-4 調查統計 

 百分比(%) 

非常滿意 61.63 

滿意 36.14 

普通 1.95 

不滿意 0.18 

非常不滿意 0.12 

總和 100 

 

  5. 老師授課時間及調補課或請假的滿意度  表 7 : 2-5 調查統計 

 百分比(%) 

非常滿意 56.88 

滿意 40.84 

普通 1.95 

不滿意 0.18 

非常不滿意 0.18 

總和 100 

 

  6. 參加的課程整體評價滿意度   表 7 : 2-6 調查統計 

 百分比(%) 

非常滿意 54.76 

滿意 42.44 

普通 2.47 

不滿意 0.12 

非常不滿意 0.18 

總和 100 

   

  7. 您為何選讀這門課           表 7 : 2-7 調查統計 

 百分比(%) 

對課程感興趣 43 

欣賞授課老師 24 

親友推薦 4 

需要進修時數認證 1 

交朋友 3 

 



70 

培養第二專長 7 

舒壓及身體健康 18 

總和 100 

   

8.其他建議 

有效樣本 1,253 份問卷，彙整學員提出建議一併將建議事項歸納調查分析報告內。 

(三)文化平權相關認知及滿意度統計 

 

   1.了解文化平權意義           表 7 : 3-1 調查統計 

 百分比(%) 

是 83 

否 17 

總和 100 

    

   2. 參與課程時，遇到的困難與挑戰  表 7 : 3-2 調查統計 

原因 百分比(%) 

交通 27 

活動宣傳資訊不清楚 26 

軟體設備 20 

硬體環境 25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與溝通方式 2 

總和 100 

   

  3. 目前生活美學班教室環境的無障礙現況評分  表 7 : 3-3 調查統計 

分數 百分比(%) 

1 1 

2 2 

3 29 

4 33 

5 31 

總和 100 

    

  4. 會參加該館其他藝文活動     表 7 : 3-4 調查統計 

 百分比(%) 

會 80 

不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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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100 

 

  5. 對該館推動及落實文化平權現況評分  表 7 : 3-5 調查統計 

 百分比(%) 

1 3 

2 4 

3 42 

4 33 

5 18 

總和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6. 推動文化平權有關文化近用相關活動或措施，您有什麼想法或建議 

有效樣本 1,253 份問卷，彙整學員提出建議一併將建議事項歸納調查分析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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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國父紀念館 108 年度生活美學班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報告 

    調查名稱：國立國父紀念館 108 年度生活美學班學員問卷調查 

    主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 

    調查日期：108 年 6 月 17 至 9 月 20 日 

    調查對象：第 49 期生活美學班學員 

    有效樣本數：1,253 份 

 (一)調查目的 

    為提升服務品質建構優質終身學習環境，了解學員對該館生活美學班課程設計及

授課內容、授課進度是否符合教學大綱、師生互動及溝通情形、教師授課時間及課堂

秩序的掌握、課程整體評價、報名動機、建議事項及了解該館推動文化平權現況等三

大項 21 個項目進行滿意度及意見調查，以作為日後課程規劃及推動藝文教育之重要參

考。 

 (二)調查內容及方式 

    問卷發放及回收情形，自 108 年 6 月 17 日至 108 年 9 月 20 日第 49 期生活美學班

學員進行問卷調查，計發出 2,050 份問卷，研究者收回整理時並將未完整填答之問卷去

除後，登載並統計有效問卷 1,253 份，回收率約 61%。調查內容分為 3 大部分(了解學

員之個人資料、調查學員對該館開設各類課程及教學之滿意度及對該館生活美學班文

化平權之可近性相關建議與看法)及 21 小項。 

 (三)調查統計與分析 

    依據回收的有效樣本 1,253 份，進行統計分析如下： 

表 8 : 4-1 調查結果分析報告 

項目 問題 分析與解讀 備註 

基本資料   

   1.年齡 60 歲以上之學員達 83.23%，符合該館辦理終身學

習之宗旨，及高齡學習之目標。 

其中 70 歲以上之學員達 18.49%，均享 8 折優

惠，符合現今友善關懷長者之趨勢，且比例逐年

詳表 7-

1-1 調

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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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性別 男女比率約為 1：4，學員以女性佔大多數。 詳表 1-

2 調查

統計 

 3.教育程度 接受調查者的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以上居

多，計佔 68.1%，若再加上「研究所及以上」

者，共計 80.5%，顯示該館生活美學班學員之教

育程度頗高。 

詳表 7-

1-3 調

查統計 

 4.職業 接受調查者的職業以「退休人員」居多，計佔

40.27%，家管次之，計佔 27.38%，顯示該館生活

美學班課程設計宜以退休人員及家管為規劃對

象，未來仍以平日規劃課程為主。 

詳表 7-

1-4 調

查統計 

 5.是否為第一年  

  參加該館課程 

接受調查者約 74%均為非初次上課學員，顯示該

館課程深受學員喜愛，舊生持續學習。 

詳表 1-

5 調查

統計 

 6.課程消息來源 接受調查者 32%為官網，較往年增加，親友/同事

告知 30%，顯示透過網路行銷及招生簡章宣傳生

活美學班課程達效果，惟課程的口碑及人際傳達

仍是重要的宣傳管道。 

詳表 7-

1-6 調

查統計 

 7.優惠身分人數 70 歲以上之學員達 538 人，志工人數 31 人，參與

學員近用情形逐年增加，以高齡長者為最多。 

詳表 7-

1-7 調

查統計 

課程內容及教學   

 1.課程設計及授

課內容滿意度 

接受調查者超過 98.23 %滿意教師課程設計及授課

內容，顯示該館課程深受學員喜愛。 

詳表 7-

2-1 調

查統計 

 2.課程上的授課

進度與教學大綱

相符的滿意度 

接受調查者超過 98.80%滿意教師課程上的表達，

顯示該館課程深受學員喜愛，教師口條及教學有

方。 

詳表 7-

2-2 調

查統計 

 3.學習需求幫助

滿意度 

接受調查者超過 98.98%滿意課程對學員之學習需

求幫助，顯示該館聘請之教師授課內容及成效受

學員肯定。 

詳表 7-

2-3 調

查統計 

 4.師生互動及溝

通情形滿意度 

接受調查者超過 97.77%滿意師生互動及溝通方

式，顯示該館生活美學各班班級經營良好，師生

感情融洽。 

詳表 7-

2-4 調

查統計 

 5.老師授課時間

及調補課或請假

接受調查者約 97.72%對該館生活美學班老師授課

時間及上課秩序的掌握表示滿意。 

詳表 7-

2-5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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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滿意度 查統計 

 6.參加的課程整

體評價滿意度 

接受調查者 97.2%對該館開設之生活美學課程感

到滿意，顯示該館生活美學各班班級經營良好，

學員上課皆有所收穫。 

詳表 7-

2-6 調

查統計 

 7.您為何選讀這

門課 

接受調查者 97%表示對課程感興趣，有 24%表示

欣賞授課老師，另有 18%為了紓壓及身體健康，

顯示該館課程內容及教師深受學員喜愛。 

詳表 7-

2-7 調

查統計 

文化平權相關   

 1.了解文化平權

意義 

接受調查者 83%表示了解文化平權意義，部分透

過文字說明理解，顯示學員仍有觀念與實務面待

加強推動。 

詳表 7-

3-1 調

查統計 

 2.參與課程時，

遇到的困難與挑

戰 

接受調查者此項填答數不多，依各項目原因有

46%對活動訊息資訊及軟體設備有困難，顯示除

年長學員外，報名操作及軟體介面仍有改善的空

間。 

詳表 7-

3-2 調

查統計 

 3.對生活美學班

教室環境的無障

礙現況評分 

接受調查者 1-5 分平均分數為 4-5 分，表示對生活

美學班教室環境的無障礙現況滿意度高。 

詳表 7-

3-3 調

查統計 

 4.會參加該館其

他藝文活動 

接受調查者超過 80%表示，會參加該館其他藝文

活動，顯示藝文活動近用性高，其他該館藝文活

動亦深受學員喜愛。 

詳表 7-

3-4 調

查統計 

 5.對該館推動及

落實文化平權現

況評分 

接受調查者 1-5 分平均分數為 3-4 分，表示對推動

及落實文化平權現況現況滿意度尚可，仍有具體

實務面待加強推動。 

詳表 7-

3-5 調

查統計 

(四)學員建議事項如下： 

    有效樣本 1253 份問卷，273 位學員提出建議，茲將學員建議事項歸納為課程規劃

及報名方式、空間及空調、教學器材及設備、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文化平權相關可

近性建議等 5 項，詳細內容如下列各表所示。 

 

1. 課程規劃及報名方式：每年課程（有寒暑假）、開班門檻太高、推薦課程及能團報

等。（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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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4-2 調查結果分析報告 

班級及人數 建議事項 

花鳥動物(二)：1 人 

花鳥進階：1 人 

山水寫生：1 人/古典音樂：2 人 

盼有寒暑假，較會提昇上課士氣。 

老師上課很辛苦，希望有寒暑假，讓老師休養生息。 

歌唱技巧教唱 :2 人 

手機攝影初階班:5 人 

增加文學類課程/手機攝影課程/ 

希望增加身體保健課程，銀髮族需求高 

山水花鳥：1 人 

油畫輕鬆畫：2 人 
開班門檻太高/不要設最低開班門檻。 

日文初階：2 人/日文中階：2 人 

日文初階：1 人/日文進階：12 人 

希望能讓高橋老師繼續教課，受益良多。 

高橋老師教學認真，希望能再多開高橋老師課程。 

請繼續保留開班，希望團體報名，舊生優先。 

歌唱技巧教唱(一)(二)：2 人 

古典音樂:6 人 

水彩班 (風景):2 人/基礎素描:6 人

/水彩畫 A:5 人/粉彩畫:2 人 

增加班級及名額 

花鳥進階(二)：15 人 

花鳥初階：5 人 

創意水墨：4 人 

水墨進階與創作：2 人 

衣服彩繪初級：2 人 

鉛筆旅行‧淡彩畫：1 人 

日文中級：2 人 

因為學員年齡都大，上網慢，希望恢復團報，避免

學習中斷的困擾。 

已參加數年，希望能團報，不須上網報名，浪費時

間與資源。網路太秒殺。 

電腦報名很難，報名方式可再簡化明瞭。 

長者保留名額。 

出席率高的同學，可優先報名。 

建立進階班直升制度。 

該館意見或擬改進方式: 

(1) 該館生活美學班自 101 年起改為一年招收 3 期，每期 15 週，每期中間僅休 1 星期左 

   右係配合擴大為民服務之宗旨而改制，將盡力進行溝通及解釋，期能獲得學員之肯 

   定。 

(2)目前已針對縮短暑期（5 至 8 月）課程，部分將 15 堂課改成 12 堂課，提供教師及學 

   員可有休息充電的時間，另提供教師補課之彈性空檔，亦能安排為教室軟硬體設備  

   更新、維修及保養時程。 

(3)該館生活美學班基於館務基金成本考量，並參考性質相似館所規範，又該館維持 70 

歲以上長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該館退休員工、現任該館志工及同仁 8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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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且名額持續增加中，為維持收支平衡及班級永續發展。有關課程規劃及課 

程內容，該館尊重各班教師之專業，惟屢有學員詢問是否增加開設日文基礎班、水 

彩班等課程，考量授課教師之時間教學壓力、教室使用及課程未來多元化發展，故 

暫時不再新增開班，將持續與學員進行溝通，期能獲得體諒。 

 (4)該館為配合文化部資訊共構系統，整合藝文活動資訊，提供學員更便利之服務，業 

   於 42 期導入文化部「藝文活動管理暨報名系統」，一律採行線上選課報名，以達公 

   平公開之目標。為兼顧生活美學班推廣樂齡學習之宗旨，又避免數位落差影響弱勢 

   族群學習及參加文藝活動之權益，該館於開放報名首日上午提供現場報名之服務。 

   目前制度已推行多年，惟少部分舊學員及年長者，尚需提供服務人員協助，將持續 

   進行溝通，期能獲得學員之體諒。 

 

2. 空間及空調：教室空間不足、加強隔音設備、空調不足等。（75 人） 

表 8 : 4-3 調查結果分析報告 

班級及人數 建議事項 

楷書：11 人/彩墨山水花鳥：1 人 

水彩畫 A：1 人 
教室擁擠，學員人數眾多。 

古典音樂：12 人 

東西藝術賞析：12 人 

歌劇欣賞：6 人/中醫養生：2 人 

逸仙放映室隔音不佳，影響教學品質，請改善隔音

設備，以避免大會堂彩排時受到干擾。 

拼布班：5 人/東西藝術賞析：2

人/書法課：3 人/寫意水墨：1 人/

素描入門：1 人/書法初階：1 人/

淡彩速寫：3 人/日文初階：5 人/

花藝 A/B 班：5 人/茶道班:2 人/書

法課：1 人/皮件製作班：1 人  

冷氣不冷，夏天會悶。 

空調設備希望能改善。 

冷氣太晚開，太早關，請 1 點開冷氣。 

空調的設定，要因人數改變。 

該館意見或擬改進方式: 

(1) 該館逸仙放映室位於頂樓，天花板上方與大會堂及展覽組相連產生共鳴，因此隔音

效果受限，未來將於該館跨域加值計畫中改善，目前將盡力進行溝通及解釋，期能

獲得學員之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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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館為因應節能減碳及節約用電政策，公共場合空調依經濟部能源局規定設為 26

度，每年 8 月於尖峰時段節約用電，公共場合空調設為 28 度，並由工務機電組定

時測量。另為配合節能減碳，空調開放依課程表規劃辦理，於開課前 10 分鐘開

啟，下課後 5 分鐘關閉；每期並提供各班人數供工務機電組參考調整風量。將盡力

進行溝通，期能獲得學員之體諒。如遇提前上課、補課和其它之偶發狀況，將再以

通告方式辦理。 

 

3. 教學器材及設備：改善投影設備、改善音響設備、增添歌曲、改善地板教室設備、

改善桌椅設備、請學員使用完共用器材後善盡清潔義務等。（44 人） 

表 8 : 4-4 調查結果分析報告 

班級及人數 建議事項 

書法-楷書：1 人 

攝影初階/進階：5 人 

東西藝術賞析：2 人/書法 A：2 人 

投影機設備能再改進。 

新購置數位講桌控制可撥放投影設備，以方便操作

及改善上課品質。 

歌劇欣賞：6 人 改善逸仙放映室音響及隔音設備。 

卡拉 OK 快樂歌頌：1 人 增加歌曲資料庫。 

養生 SPA 瑜珈：4 人 

動齡風華：3 人 

教室內鏡子影響觀看老師示範視線。 

教室 6 之鏡面請延伸至地板。 

漢文基礎與傳統吟調：1 人 

炭筆素描：2 人 

每次上課都要重排桌子，很不方便。 

美術專用教室不夠使用，常頻繁搬動桌椅。 

水彩畫 B/油畫 C：7 人 

人物速寫：3 人 

教室桌椅常有顏料殘留，弄髒衣物，請改進。 

畫板太髒。 

油畫 C：2 人 教室器材板請定期更新。 

水彩畫 B/油畫 C：4 人 

花鳥動物(一)：1 人 
教學設備請定期清潔，汰舊換新。 

該館意見或擬改進方式: 

(1) 有關投影機設備能再改進建議，將重新檢視並逐年汰舊換新投影機設備，未來擬採

購多功能數位講桌控制可撥放投影設備，以方便操作及改善上課品質，期能提供學

員更好之學習環境。 

(2) 該館於今年 7 月已更新並委請廠商灌錄近年新歌，將可提供學員學習並豐富歌曲。 

(3) 研習教室 6 為保留插座供各類課程所需，故原先設計時便未將鏡子貼至地板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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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下方鏡面之安全之疑慮及實際效用低，故將與學員溝通，以期獲得體諒。 

(4) 有關「桌椅老舊」一案，因研習教室之桌椅雖使用時間較久，但並非損壞無法使

用，為惜物推廣環保，並保有該館傳統之特色，經每年財物盤點及自行檢核時，會

逐步汰換老舊桌椅並回收更新。 

(5) 關於「桌椅零亂未歸位及教室整潔」問題，因生活美學班各班之教學需求皆不同， 

(6) 上課模式因配合教師而異，造成桌椅常有搬動移位之情形，將再與學員溝通，並請

各班教師及班長協助督導學員於課堂結束後將座位歸位，清潔繪畫材料造成的髒

汙，該館管理同仁亦會不定時於班級內進行宣導及處理，共同維護教室整潔。 

(7) 由於現有研習教室空間有限，且課程近乎飽和，故僅能於現有空間下做最適當之分

配如西畫課程雖以研習教室 7 為優先地點，惟該教室原時段已滿之狀況下，會協調

新教師於另一教室開課，爾後會針對空堂教室進行課程位置調整，將持續與學員溝

通使其了解。 

4. 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對皮件製作班、中醫養生班、古典音樂欣賞班、唐卡繪畫

班、素描班、鉛筆旅行淡彩畫班、水彩班等課程之建議。（72 人） 

表 8 : 4-5 調查結果分析報告 

班級及人數 建議事項 

皮件手工製作：4 人 課程可再分級，利於學習。 

能有進階課程。 

國畫花鳥:2 人 工作人員友善，希望增加服務人員 

茶之道:1 人 感謝老師傳承茶文化 

中醫養生：1 人 請資深老師，內容較有深度、豐富。 

古典音樂欣賞：4 人 

東西藝術賞析：2 人 

日文初級：2 人 

每期上課內容請提供紙本講義教材。 

唐卡繪畫：18 人 延長上課時間。 

揮灑--複合媒材表現：2 人 老師太優秀了/建議開進階班。 

水彩畫 A：3 人/壓克力:7 人 

鉛筆旅行‧淡彩畫：5 人 

生活素描班及水彩 123 :20 人 

報名太難，名額太少。 

期待課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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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館意見或擬改進方式: 

(1)有關課程規劃及課程內容，該館尊重各班教師之專業，並會傳達學員意見給授課教

師，以供參考。 

(2)學員反映每期上課內容請提供紙本講義教材，因此為各班特殊需求，請學員商酌是

否使用班費印製紙本講義。 

(3)有關課程時間，該館尊重各班教師排定之時間，又由於現有研習教室空間有限，且

課程近乎飽和，除開課時間限制外，可開設新班時段亦有限，將傳達學員意見給授

課教師，以供參考。 

 

5. 其他：反映缺乏便利超商、加強廁所清潔等。（9 人） 

表 8 : 4-6 調查結果分析報告 

班級及人數 建議事項 

水彩畫 B：3 人 缺乏便利超商，用餐與繳學費實在不方便。 

壓克力:1 人 停車場增加信用卡繳費，增加多元化餐廳方便性 

素描：1 人 廁所清潔尚待提升。 

壓克力繪畫與油畫創作：2 人/書

法 D 班：1 人/水彩畫 B：1 人 

辦公室工作人員態度親切/感恩館內員工的服務。 

辦公室工作人員態度親切、反應事情均適時解決。 

 

(五)學員建議推動文化平權有關文化近用事項如下： 

   1.網路報名方式對老人不友善：15 人。 

   2.缺少無障礙通道，爬坡很辛苦。 

   3.請從地下室開出入口：55 人。 

   4.報名請提供信用卡繳費、停車優惠。 

   5.學員能參與的藝文活動太少。 

   6.宣傳平台要更加多元。 

   7.安排歌唱班舞台以及古典音樂表演。 

   8.館內展覽很精彩，可多宣傳。 

   9.簡化報名系統操作複雜度 

   10.停車場增加信用卡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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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漢文吟唱課程教室希望與繪畫班安排不同教室。 

   12.缺乏便利超商，用餐與繳學費實在不方便。 

   13.文化平權從教育做起造成擾民，矯枉過正。 

 

結論與建議: 

    有關該館生活美學班學員參與課程時，對該館推動文化平權相關藝文活動或措

施，多數反映地下室出入口需求，雖已有電梯可使用，但因現有樓梯設置由外入館

內，仍需上樓後再下樓至研習教室，學員上課時攜帶作品及相關材料等物品較不便，

未來該館「跨域加值計畫」已將新增出入口納入工程改善計畫規劃中，相信，將可具

體解決此問題。 

    其次，學員反映經常會遇到的困難及挑戰，為報名資訊軟體的不易使用且操作複

雜、活動宣傳不足需加強、文字簡章內容可改善等，該館因配合文化部「藝文活動管

理暨報名系統」，一律採行線上選課報名，以達公平公開之目標，將提供建議反應予文

化部資訊人員；該館並於生活美學班辦公室放置電腦，於平時可教導並協助學員熟悉

電腦報名系統，並於報名前協助完成事前選課作業，已順利完成後續程序。目前學員

雖尚無點字或其他溝通方式等無障礙需求，但未來建置新教室及周邊空間標示等，可

將其多元需求友善環境設備一併考量；經調查，學員參與藝文活動意願高，結合館內

重要藝文活動或節慶，將生活美學班師生納入合作，不僅建立參與及認同感，更能創

造更多資源及活動的多元表現。 

 

報名首日流程 :分階段領取號碼牌，依序號進入電腦報名入口，接著 1 人 1 機由同仁操

作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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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 1-4 報名首日提供民眾現場服務情形 

 

    對於文化平權觀念的建立及落實，已成為博物館推廣教育活動的普世價值，除硬

體及軟體上，仍有努力的空間外，藉由學員的相關建議，希望未來能具體落實改善；

目前服務人員的觀念、溝通及態度，對待長者或學員的方式等，都能立即反映在滿意

度的感受上。在提供長者服務事務上，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及用心，給予第一線服務同

仁的支持，並且透過各組室提供的協助及幫忙，共同為博物館推廣藝文教育而努力，

將為該館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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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活美學班實際執行與博物館文化近用的展現 

一、參與該館相關活動機會 

   (一) 師生成果展  

       提供民眾藝術親近性及參與感，每年每項課程至少規劃 1 期間展出，目前訂為 

   展期 2 周，部分老師授課主題 2-3 堂，會一併安排展出。惟因課程如.休閒樂活類及 

   健康養身類，有關日文、歌劇欣賞、東西藝術賞析、易經命理人生、歌唱班、氣順 

   健康、輕體延伸美學、中醫養生等，係屬非以作品學習創作呈現，無安排成果展。 

   班級內學員及師生，在辦理展覽前、布展安排規劃及展出期間，參與討論並安排學 

   員導覽解說，不僅呈現學習成果，更創造藝術交流及成長。 

   師生成果展案例 1-繪本製作班 

  

  
圖 16 :1-3 繪本製作班學員參與師生成果展現場導覽介紹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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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館繪本製作師生成果展-日新藝廊/展期 108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1 日 

    指導老師：繪本作家劉旭恭老師 

    展出內容：由劉旭恭老師帶領學員共同討論，每週以不同的主題讓同學們發想創 

    作，同學在課堂上分享自己的創作與想法，讓每個人能以不同的角度一起來討論 

    作品，內容可以是發揮想像力說故事或自由創作，形式不單只是侷限於繪本，也 

    可以選擇各種媒材和表達的方式來呈現一張圖、做一本小書。讓老師及學員透過  

    創作展示，歡迎喜歡繪本的民眾一同來參觀。 

 

    師生成果展案例 2-花鳥初階及進階班 

   

  
圖 16 :4-7 師生成果展現場佈展及展覽 

   由老師及學員共同參與布展及規劃執行，藉由互動討論參與並激勵學員完成作品展 

   出。國館生活美學班提供學習進修的機會，並致力於提供讓庶民藝術家「被看見」 

   的機會，開放學習教室及成果展覽場地使用，凡具有相當藝術造詣學員，均有機會  

   在國父紀念館舉辦展覽。在這裡可以看到，來自不同階層、地區喜愛藝術的學員與  

   資深教師，互相交流創作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讓許多民眾得以免費、便捷的欣賞 

   到各式各樣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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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館慶相關活動  

    生活美學班多次配合並參與該館慶祝活動，經瀏覽相關該館舊有文件紀錄資料發

現，生活美學班課程融入該館活動及推廣美學教育不遺餘力，期間有合唱演出、東方

肚皮融合原住民舞蹈演出、花藝布置、茶道文化體驗…等。讓藝術與生活結合，美化

空間外並產生藝術文化影響力。 

    為慶祝國父紀念館建館 47 週年，生活美學班王淑娟老師帶領「中華花藝」、「茶之

道班」學員，用「花」、「茶」帶領班內所有學員，設於館內東、西門入口處及中央通

廊，結合花藝、書法「真、草、隸、篆」及茶道，呈現花藝、書藝與茶道聯合創作之

美的饗宴 (2019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24 日止共 2 週)。不僅將教學運用並融入空間美化

及生活中，並提供學員展演的舞台及文化參與於館所藝文公共空間內，教學相長並共

創雙贏;運用藝術教育推廣與文化活動結合，現場讓參與活動的學員在優質蘊藉的藝文

環境中，體驗生活、學習生活並豐富欣賞美學知能，落實生活美學及價值。本次以異

業聯盟方式結合法鼓山於該館公共區域設置祈福牆面，秉持「博愛」精神，以關懷、

祈福之旅，讓活動現場洋溢著愛心溫暖與歡樂喜氣，許多民眾及學員共同參與過程，

並為該館以繪畫及文字，留下祝福的卡片，並體現博物館的社會文化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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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 1~4 國館生活美學班「中華花藝班」、「茶之道班」參與館慶活動 

 

 
圖 17 : 5~8 生活美學班師生於館慶期間參與藝文活動及用圖文表達對該館的祝福卡片 

 



86 

(三) 年度重大活動-新春揮毫及彩繪燈籠製作 

    節慶活動一直是博物館推廣社會教育重要的一環，一年內配合相關節日有多項不

同主題，從年初新春揮毫-寫春聯、送春聯活動，東方書畫類及西方繪畫類課程裡，多

項課程教導運用傳統書法、水墨等，透過書寫傳承中華文化、表現文字之美；並能以

繪畫山水、人物及花鳥等表現，認識並學習到多種繪畫技巧，各課程之授課教師，因

藝術功力表現與教學能力皆優，讓學員樂於學習及跟隨參與。部分學員甚至能完整參

與到彩繪燈籠的創作過程，剪紙藝術、運用各種材料及畫作從無到有的經驗，透過生

活美學班師生創作，共同推廣藝術及傳承文化，營造該館特色及重要價值，這是學習

者難能可貴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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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 1~9 生活美學班參與該館年度重大活動-新春揮毫及彩繪燈籠製作 

 

(四)歲末耶誕活動共同創作 

    為推廣並行銷該館生活美學班，運用博物館文化可近性，不僅可美化公共空間，

提供學員展演的舞台及文化參與外，並於館所藝文空間內，運用藝術教育推廣與文化

活動相結合，藉以鼓勵學員及師生共同參與創作，展現學習成果，並提供師生藝術分

享平台。 

圖 19 : 1~2 生活美學班參與該館-歲末耶誕活動共同創作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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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文訊息取得容易且清楚 

    該館內相關簡章放置於東西服務台開放處、海報文宣張貼明顯，電子看板及官方

網路公告等多元呈現並隨時更新，學員彼此學習及交流，經常性進出該館所，參觀及

觀摩機會多，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 

 

（一）進入網址：https://event.culture.tw/YATSEN 藝文會員中心登入 

 
 

  (二)或從國館網站點入生活美學班進入報名查詢 

 

圖 20 :1-2 報名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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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硬體環境及設備可近性 

  (一)該館緊鄰捷運站出口，交通方便可近性高，教室內提供舒適空調的教學空間、 

  公共設施完備(開飲機、廁所設備無障礙)、動線及標示清楚。生活美學班辦公室位於    

  研習教室旁，提供專屬人員及學員服務諮詢，專業且有經驗服務熱忱的館員，隨時  

  解答學員疑問及提供幫忙，因學員多位年紀較長，無法清楚上網查詢課程及操作報 

  名流程，故多藉由館員親自提供協助完成報名及繳費，解決問題而能安心享受課 

  程。 

 

  (二)研習教室內皆配有櫃子供各班師生放置共用器具，學員個人物品則自行攜帶上下 

  課。每期結束前會再加強宣導，並定期巡視各班教室，以提供教室的環境品質。 

 

  (三)為配合節能減碳之政策，教室及周邊空調開放依課程表規劃辦理，於開課前 10  

  分鐘開啟，下課後 5 分鐘關閉。如遇提前上課、補課和其它偶發狀況，班務管理同 

  仁另與工務機電組溝通，協助配合辦理。 

 

  (四)目前研習教室 1、2、3、4、5、7 皆設置有投影機，考量教室空間有限，又其中  

   4 台投影機為近五年逐步購置，效能優良。 

 

  (五)研習教室 2 裝設投影反光鏡設備，方便年長學員無須圍著老師即就近投影觀畫. 

 

 

   圖 21 : 1~2 設投影反光鏡設備-方便年長學員就近投影觀畫及門禁感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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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優質服務內容: 

    文化之核心基礎，來自於公民。透過博物館的社會教育推動，縮短城鄉差距；藉

由規劃及管理生活美學研習作為，向泥土化耕耘，服務於庶民，並藉由文化整體之落

實，達到文化凝聚社會的根基。 

 

(一)為鼓勵終身學習，在招收人數未達額滿之班級，仍可於開課後並於 9 月 30 日之  

   前，請至生活美學班辦公室辦理報名（須繳全額學費）；若班級人數已額滿，為維 

   護上課品質與上課學員權益，則不再接受報名。 

 

(二)不諳電腦或無法上網者，可於報名期間之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2：00，  

   13：30-17：00）至生活美學班辦公室，由該館同仁協助上網報名。 

 

(三)課程提供試聽服務，若前期未額滿之班級，可於開課前 1 日通知該館，並於上課前 

   10 分鐘至生活美學班辦公室換發試聽證，由服務人員帶領至教室。 

 

 

五、教室實體學習並促進師生互動: 

    親自並感受動手繪畫的樂趣，就近體驗手眼並重的學習氛圍。生活美學與生活結

合，共同手動創作並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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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 1~6各研習班師生上課情形及互動照片 

 

 

六、可近的展覽場空間: 

    該館已設置多處藝文展場，最具代表的中山國家畫廊及博愛藝廊，經常性展出大

師作品，並提供具代表性藝文團體年度展覽，讓學員透過習畫過程中，亦能接觸藝術

家作品。其中西畫繪畫類「輕鬆自在畫水彩」、「印象風景油畫班」的林仁山老師，帶

領學員參觀國館博愛藝廊「第 43 屆全國油畫展」及逸仙藝廊「因為，愛」林福全藝術

家個展，現場提供藝術家介紹及作品表現導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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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 1~4 研習班師生參與該館展覽場現場導覽介紹及分享 

 

七、提供高齡者終身學習的平台: 

    民國 1998 年 8 月 25 日開辦「成人社教研習班」，第 1 期共開設 6 個班，王太田老

師授課的「國畫－山水（初級）」為其中之一，於館任教已近 20 年，學生千餘人，其

中亦有追隨學習多年，畫藝已臻成熟者，仍孜孜不倦地持續與王老師切磋習畫。因學

員年齡層偏高，素有「千歲班」之稱，年紀從 55 歲到 102 歲，整班學員歲數加總常高

達約 2 千歲。學員李葉甜女士，生於臺灣日治時期，身處特殊的時代，中、日文兩種

語言皆有相當造詣，70 歲來到國館國畫山水研習班，受教於王太田老師之前未接受正

統藝術教育。曾於國館 34 週年館慶典禮上公開表揚，獲頒獎牌一座，以鼓勵及表揚其

「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並於 2006 年在國館舉辦「李葉甜山水畫展」畫展；造成

研習班學員轟動，許多習畫多年的學員亦起仿效，激勵了研習班學員的學習動機，啟

發其他學員認真向學、見賢思齊的意志。國館為提供社教研習班學員展現所學的舞

臺，提高學員文藝活動的參與感，增進彼此觀摩交流之機會，亦對師生的篤學不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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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肯定，乃自第 18 期社教研習班始，固定於日新藝廊輪流辦理各班師生成果展。 

 

 

圖 23 : 5~6 研習班師生參與該館展覽場現場導覽介紹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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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國館生活美學班的發展脈絡、現況、發展方式及文化近用

的展現，藉由探析其辦理實施目的與實際活動執行情形，彙整總結出以下結論。 

 

一、當前博物館的社會教育於生活美學實施的意義及價值 

博物館推廣社會教育工作，從舉辦多項講座、展覽活動、研討會及辦理終身學習

課程外，更有專案辦理不同年齡及族群的營隊活動等等，都為全民提供不同的選擇；

博物館是服務社會，為社會存在的機構，而成人研習教育課程設立的目的，多朝向提

升公民生活美學、發揚多元文化。 

 

文化部多年來政策執行中一直很強調的項目。無論是硬體或軟體，都希望朝向友善平

權的方向，目前工務組在無障礙推動及自我檢核上，也是很要求的。(龔錫家，個人訪

談，2019 年 12月 15 日) 

 

各館所在執行推廣教育活動時，各有不同的背景及發展，大家彼此之間會互相學習及

觀摩，無論是課程內容、師資聘用、行政管理問題交流分享，都是很重要的；另外，

中正紀念堂與國館發展同質性高，許多學員亦提供許多建議，但，新課程的開發及創

意上，中正紀念堂改變較大且兼顧文創及文化課程發展，並辦理兒童口語訓練研習

等，兼顧不同年齡需求開發新課程，很值得學習參考。(王素函，個人訪談，2019 年 9

月 9 日) 

 

博物館正是高齡者社會參與的重要潛力場域。經由自發而有意識地選擇安排學習機會

和學習方式，讓民眾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學習過程中，擴大至在職、退休、老年，都可

以得到國家和社會適得其份的重視和資源分配。生活美學班學老師及學員，從開設到

現在這麼多年，互動模式及舊生關係都很好，成為彼此參與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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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代勒，審議會時表示，2019 年 9 月 17 日) 

    培育藝術文化及優質人才，在 2018 年調查資料「2017 年文化部及附屬機關人才培

育辦理概況」，國館參與(培育)人次達 27,260(詳表 10)，除公益講座及辦理多場次展覽之 

外，其中生活美學班功不可沒。 

 

表10 : 2017年文化部及附屬機關人才培育辦理概況 

 

單位：小時；人次 

      單 位 名 稱             小時 總 數            參與 (培 育 )人 次 

 文化部                              10,796                           17,442 

 文化資產局                            273                            5,457 

 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2,078                           1,555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7,920                           2,394 

 國立國父紀念館                       7,062                          27,260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12,198                          16,759 

 國立歷史博物館                        970                           5,925 

 國立臺灣美術館                       8,304                          77,952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5,408                           6,196 

 國立臺灣博物館                        201                           1,934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47                           1,887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356                          15,75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318                           4,392 

 國立臺灣文學館                        254                           2,890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258                           1,049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              413                           2,317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3,068                          17,665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1,879                          10,184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213                           2,697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624                           1,064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46                             21 

 國家兩廳院                           7,848                           1,765 

 臺中國家歌劇院                        293                           79,986 

 蒙藏文化中心                          353                             344 

 

資料來源：文化部專案公務機關與機構調查 

調查對象：文化部及附屬機關 

調查時間：2018 年 8 月至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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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所本來就是屬於所有民眾的，也從未設限服務項目內容，為大家服務也是應該的， 

 不知道以後研習班會有何規劃及調整，但，這項推廣教育學習的場域，我覺得是非常 

 重要而且有意義的。(王素函，個人訪談，2019 年 9月 9 日) 

 

二、生活美學班學員對「博物館文化近用」的認知與滿意度 

    分析 1,253 位該館生活美學班學員填寫之「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問卷調查

表」，文化平權相關包括定義了解、文化近用之軟硬體困難與挑戰、教室無障礙環境現

況滿意度、藝文參與現況及整體文化平權現況評價程度，並提供開放式建議等 6 個項

目統計分析結果發現。 

 

(一)了解文化平權意義：接受調查者 83%表示了解文化平權意義，部分透過文字說明理  

   解，顯示學員仍有觀念與實務面待加強推動。 

(二)參與課程時，遇到的困難與挑戰：接受調查者此項填答數不多，依各項目原因有  

   46%對活動訊息資訊及軟體設備有困難，顯示除年長學員外，報名操作及軟體介面 

   仍有改善的空間。 

(三)對生活美學班教室環境的無障礙現況評分：接受調查者 1-5 分平均分數為 4-5 分， 

   表示對生活美學班教室環境的無障礙現況滿意度高。 

(四)會參加該館其他藝文活動：接受調查者超過 80%表示，會參加該館其他藝文活動， 

   顯示藝文活動近用性高，其他該館藝文活動亦深受學員喜愛。 

(五)對該館推動及落實文化平權現況評分：接受調查者 1-5 分平均分數為 3-4 分，表示 

   對推動及落實文化平權現況現況滿意度尚可，仍有具體實務面待加強推動。 

    有關該館生活美學班學員參與課程時，對該館推動文化平權相關藝文活動或措

施，多數反映地下室出入口需求，雖已有電梯可使用，但因現有樓梯設置由外入館

內，仍需上樓後再下樓至研習教室，學員上課時攜帶作品及相關材料等物品較不便，

未來該館「跨域加值計畫」已將新增出入口納入工程改善計畫規劃中，將可具體解決

此問題。 

    另外學員反映經常會遇到的困難及挑戰，為報名資訊軟體的不易使用且操作複

 



97 

雜、活動宣傳不足需加強、文字簡章內容可改善等，該館因配合文化部「藝文活動管

理暨報名系統」，一律採行線上選課報名，以達公平公開之目標，建議反應予文化部資

訊人員；該館並於生活美學班辦公室放置電腦，於平時可教導並協助學員熟悉電腦報

名系統，並於報名前協助完成事前選課作業，已順利完成後續程序。目前該館學員雖

尚無點字或其他溝通方式等無障礙需求，但建議未來建置新教室及周邊空間標示等，

可將其多元需求的友善環境設備一併考量。經問卷調查結果，學員參與藝文活動意願

高，結合該館內重要藝文活動或節慶，將生活美學班師生納入合作，不僅建立參與、

忠誠度及認同感，確實能創造更多資源及活動的多元表現。 

 

三、生活美學班落實「博物館文化近用」之具體方式 

(一)迎接高齡化時代發展： 

劉婉珍(2015)《博物館高齡者活動規畫研究》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特別指

出「社會參與」是活躍老化（active aging）的基礎原則。為此，需調整硬體環境與軟體

資源，以充實高齡者的社會參與機會，創造多世代融合式的高齡友善社會。而許多館

所規劃的成人研習課程，多有強調高齡者活動規劃的經驗、態度、需求、困難、資源

與模式，硬體環境空間及軟體提供相關藝文服務等，都各有其需具備的條件及優劣

勢。 

 

因為學員高齡者愈來愈多，自從資訊化報名方式開始以後，對他們來說是種困難及挑

戰，我們最好的服務就是人員的即時處理及解決問題，尤其每期課程報名前及報名開

始後 1-2 周，學員們都擔心會報名不上將無法延續課程，總是要有足夠的耐心去教導

及協助。(王素函，個人訪談，2019 年 9 月 9日) 

(二)多元課程及族群參與規劃需求： 

未來課程項目內容的規畫及師資聘用等，是否應考量特殊族群的文化性課程，涉

及文化資源的合理分配及民眾權益，提供平台讓民眾有興趣能參與。該館辦理多元化

社教功能與教育推廣多年，坐落在都會區交通便捷的可近性優勢，辦理生活美學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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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在新博物館時代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發展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應可考

量不同族群藝文學習的需求，增加新的主題課程規畫，活絡並增加不同課程、不同領

域教師及不同民眾的參與。 

(三)業務執行評核方式及程序： 

    課程評核方式，因大多數為舊有學員且長年跟隨教師學習，現以滿意度評核方

式，發現統計結果與近年來呈現無明顯變化，效益有限，建議可設立意見反映單，讓

學員平時可提出反映並即時處理；課程辦理程序與執行情形皆已穩定且模組化，服務

人員面對學員高齡化趨勢，服務熱忱及耐心的態度，並且熟悉報名資訊操作及管理，

是第一線面對學員很重要的課題。 

(四)師生成果展展覽方式及展期： 

    為使師生成果展發揮更大效益，提供展覽讓更多民眾能欣賞及學員彼此參與，每

檔次展覽期間為 1-2 個月，教師於課程中適時安排現場導覽分享，建議可規劃將學員進

階成果之差異化呈現，使展覽更專業。 

 

行政人員需培訓及提供人力，提升具專業的策展能力及展覽方式，增加藝文教育推廣

的意義，並培育更多藝術人口及文化行政人才，未來可建立制度呈現進階成果之差異

化及專業性，建立師生學習成就感(程代勒，審議會時表示，2019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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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整合學員問卷結果分析及相關文化人員提供本研究之意見，研究分析結果，以下

提出該館生活美學班文化近用、未來發展及未來之研究等建議以作為參考。 

一、文化近用實施及規畫建議 

(一)博物館正是高齡者社會參與的重要場域，社會教育更具重要性 

     透過辦理多元藝文課程除滿足成人學習的需求外，更提供高齡長者終身學習及參 

 與藝文的平台。當前臺灣地區的老人人口比率高達 8.63%，屬於高齡化社會，為因應 

 現今社會高齡化趨勢，將規劃適合銀髮族參與之課程，提供高齡者更多心智功能的練 

 習，減緩認知功能的退化，亦增加高齡者社會參與的機會，並幫助其保持心理健康。 

(二)積極推廣活動，開展多元詮釋藝文環境 

     以活化博物館經營為主軸，建構多元性發展策略，透過生活美學班師生學習及共  

 同參與藝文活動，營造該館特色及價值。博物館所的社教功能是建構終身學習社會的  

 重要推手， 學習型組織是學習社會的重要表徵，因此推動博物館內研習教室轉型成  

 為全民學習型組織，使其適應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雙重期待，將是推廣教育的重點工  

 作。國館在社會教育推廣上，一直著重藝術教育推廣，提供藝術家自主展覽的機會， 

 並營造民眾多元化欣賞藝術的環境。而國館生活美學班則提供全民學習及參與藝文的 

 機會，且致力於提供讓庶民藝術家「被看見」，開放可近性學習教室及成果展覽場地 

 使用，凡具有相當藝術造詣學員，均有機會在國父紀念館舉辦展覽。在這裡可以看  

 到，來自不同階層、地區喜愛藝術的學員與資深教師，互相交流創作的作品；另一方 

 面，也讓許多民眾得以免費、便捷的欣賞到各式各樣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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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營造友善環境，充實文化設施及研究 

     加強各項設施改善無障礙設施、優質化展場、明亮的美學班教室等，提供完善舒 

 適的學習服務，營造多元化的生活美學環境，促進社會大眾學習成長，提升文化素 

 養。依據文化基本法第 27 條：「各級政府應對人民文化權利現況與其他文化事項，進 

 行研究、調查、統計，並依法規保存、公開及提供文化資訊，建立文化資料庫，提供 

 文化政策制定及學術研究發展之參考」。簡章文宣等內容，可增加雙語說明及特殊需 

 求者之軟體規劃，建立友善使用平臺，修正並簡化相關報名程序，促進報名服務的可 

 近性。 

 (四)開設專案性或特色研習課程，開發多元友善使用管道 

     讓各群體都有機會及意願參與博物館活動、運用博物館資源；納入該館文創商品 

 規劃，結合藝術與社區發展並與周邊商圈結合，讓學員作品朝向文創設計、藝術培 

 育，創造生活美學及科技化數位發展。 

 (五)整合社會學習資源，開創全民學習新文化 

     透過師生成果展期間，安排師生現場導覽分享，培養學員及工作人員策展能力， 

 增加學員之創作過程分享等，將庶民創作的作品轉換為美學素養及生活美學教育，傳 

 達與民眾等，以期能教學相長，培育及推廣藝術教育人才。 

1. 提供優惠對象具體措施，如減免學費優惠或保障名額等，提供弱勢族群（原住

民、身心障礙者與高齡者）更多低消費的學習機會，確保人人得以終身學習。 

2. 善用館舍其他公有資源（如園區公園、閱報區設施、展覽訊息及大會堂免費藝

文參與機會等），及結合民間活力，提供更多文化近用的機會。 

    3. 訂定獎勵措施，鼓勵組織為員工提供回流教育的機會，讓員工得以就近學習。 

    4. 為確保身心障礙者族群及新住民之終身學習資源、保障其權利及引導其再投入  

       社會服務機會，提供優惠措施或保障名額，系統性辦理新住民成人教育研習、  

       教學觀摩及多元文化展演活動等，以提昇藝文參與成效及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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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增進員工友善服務的專業訓練 

     以熱忱、樂於工作態度及同理心對待所有師生，設置通暢的意見交流管道，接 

 受有助於文化近用及友善平權的建議，並具體回應及改善。 

二、生活美學班未來發展建議 

    研究者實際並參與該館於 2019 年 9 月 17 日進行「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師資 

暨課程審議會」，委員內含外聘專家學者 4 名，具有博物館經營管理、博物館行政、藝 

術教育師資、書法及西學藝術家等資歷，針對師資考評聘用、課程規劃及未來發展等，

就負責的專業領域，提出討論與建議，期間經參與者踴躍發言激盪出不同的火花，最後

彙整後建議如下： 

(一) 部分休閒樂活類課程因民間機構已多有開設此類課程，又此課程與國父紀念館生  

活美學班以文化、藝術為主軸之設立宗旨有異，宜再酌其開班之意義，並依「文

化基本法」及「博物館法」之要義，修正該館生活美學班實施要點。 

(二) 重新定義「生活美學班」推廣教育之設立目的、訂定課程類別規劃、修訂教師開  

課班級數上限等，明確建立正當性理由，以呈現更多與時俱進且具特色化課程，

朝向藝文發展相關的主題及擴大民眾參與。 

(三) 招生報名對象建議可開放部分保障名額納入新住民身分，漸進式調整以利未來規 

劃課程方向，並符合文化部隸屬機構之博物館所專業定位。 

 (四)目前研習班開課數共 89 班，使用率 9 成以上，為因應未來該館閉館整修之需，暫 

    不新增師資及課程，若有減少課程時再提設。期間可先修正師資甄審要點，參考 

    其他館所，建立教師考評項目，包括教師出勤率、學員出席率、課綱內容含進度  

    及行政配合狀況等。明確訂立授課時數、授課年限等內容，以建立退場機制、提  

    升生活美學班教師專業性及社會教育的服務品質，增進博物館專業性及公共性。 

(五)公共空間無障礙環境，因多年來檢核及要求，多已符合建築法無障礙規範無虞。另 

  為擴大文化領域性別平等範圍，可針對教女性教師聘用以提升女性教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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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人力及時間等因素，無法擴及中南部或多處藝文館所，當前博物館

發展多元且隨社會發展多樣化，受限經費及人力無法觸及所有社會層面，未來研究者

仍可針對博物館內不同專案業務或推廣研習活動，納入財務面或將商業模式的績效評

核管理納入，進行探究，以深入了解各項業務辦理的意義與價值。現今研習班文化近

用參與學員以女性占多數比例，其背後原因為何?在規劃研習課程內容中，授課教師是

否在課程中帶入文化近用觀念意識等影響，都是未來可進一步研究的。 

 

    博物館成立的動機是隨著人民生活的需要與訴求而產生，並且隨著地方及時代而

更新，所以博物館的運作，為朝向達成友善平權且全民化的博物館的社會任務不斷在

努力。當博物館／藝文場館要提供文化可近性服務時，仍需要從社會正義的角度出

發，除檢視博物館領域現有的排他性結構及原因外，再思考如何讓更多民眾有參與的

機會、來實踐文化活動可及的意義與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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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文化基本法 

公布日期：民國 108 年 06 月 05 日 

第 1 條 為保障人民文化權利，擴大文化參與，落實多元文化，促進文化多樣發展 

        ，並確立國家文化發展基本原則及施政方針，特制定本法。 

        文化事務，除其他基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 2 條 國家應肯認多元文化，保障所有族群、世代與社群之自我認同，建立平等 

        及自由參與之多元文化環境。 

        國家於制（訂）定政策、法律與計畫時，應保障人民文化權利及文化永續 

        發展。 

        國家應保障與維護文化多樣性發展，提供多元化公共服務，鼓勵不同文化 

        間之對話、交流、開放及國際合作。 

第 3 條 人民為文化與文化權利之主體，享有創作、表意、參與之自由及自主性。 

第 4 條 人民享有之文化權利，不因族群、語言、性別、性傾向、年齡、地域、宗 

        教信仰、身心狀況、社會經濟地位及其他條件，而受歧視或不合理之差別 

        待遇。 

第 5 條 人民享有參與、欣賞及共享文化之近用權利。 

        國家應建立友善平權之文化環境，落實人民參與文化生活權利。 

第 6 條 人民享有選擇語言進行表達、溝通、傳播及創作之權利。 

        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與臺灣手語，國家應定為國家語言，促進其保 

        存、復振及永續發展。 

第 7 條 人民享有創作活動成果所獲得精神與財產上之權利及利益。 

        國家應保護創作者之權利，調和創作者權益、產業發展及社會公共利益， 

        以促進文化發展。 

第 8 條 人民享有參與文化政策及法規制（訂）定之權利。 

        國家應確保文化政策形成之公正與公開透明，並建立人民參與之常設機制 

        ；涉及各族群文化及語言政策之訂定，應有各該族群之代表參與。 

第 9 條 國家於政策決定、資源分配及法規制（訂）定時，應優先考量文化之保存 

        、活化、傳承、維護及宣揚，並訂定文化保存政策；文化之保存，應有公 

        民參與機制。 

        國家應定期普查文化資產，就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活化與防災，提供專 

        業協助及技術支援，必要時得依法規補助。文化資產屬公有者，應由所有 

        人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屬私有者，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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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得依法規補償、優先承購或徵收之。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文化保存義務之履行，有監督義務；地方政府違反法 

         律規定或怠於履行義務時，中央政府應依法律介入或代行之。 

第 10 條 國家為尊重、保存、維護文化多樣性，應健全博物館事業之營運、發展， 

         提升博物館專業性及公共性，並應藉由多元形式或科技媒體，增進人民之 

         文化近用，以落實文化保存、智慧及知識傳承。 

         各級政府應建立博物館典藏制度，對博物館之典藏管理、修復及踐行公共 

         化等事項採取適當措施。 

第 11 條 國家應促進圖書館之設立，健全圖書館事業之發展，提升圖書館人員專業 

         性，並應藉由多元形式或科技媒體，增進人民之圖書館近用，以落實圖書 

         館功能及知識傳播。 

         各級政府應建立圖書館典藏與營運制度，對圖書館之典藏管理、館藏資源 

         開放使用、館際合作及閱讀推廣等事項採取適當措施。 

第 12 條 國家應致力於各類文化活動機構、設施、展演、映演場所之設置，並善用 

         公共空間，提供或協助人民獲得合適之文化創作、展演、映演及保存空間。 

第 13 條 國家應鼓勵人民積極參與社區公共事務，開拓社區公共空間，整合資源， 

         支持在地智慧與知識傳承及推廣，以促進人民共享社區文化生活及在地文 

         化發展。 

第 14 條 國家應於各教育階段提供文化教育及藝文體驗之機會。 

         國家應鼓勵文化與藝術專業機構之設立，並推動各級學校開設文化及藝術 

         課程。 

         國家應自行或委託學校、機構、法人、團體，辦理文化與藝術專業及行政 

         人員之培育及訓練。 

第 15 條 國家應促進文化經濟之振興，致力以文化厚實經濟發展之基礎，並應訂定 

         相關獎勵、補助、投資、租稅優惠與其他振興政策及法規。 

第 16 條 國家應訂定文化傳播政策，善用資通訊傳播技術，鼓勵我國文化數位內容 

         之發展。 

         為提供多元文化之傳播內容，維護多元意見表達，保障國民知的權利，國 

         家應建構公共媒體體系，提供公共媒體服務。 

         為保障公共媒體之自主性，國家應編列預算提供穩定與充足財源，促進公 

         共媒體發展及其他健全傳播文化事項。 

第 17 條 國家應訂定文化科技發展政策，促進文化與科技之合作及創新發展，並積 

極培育跨域相關人才、充實基礎建設及健全創新環境之發展。 

第 18 條 國家應訂定文化觀光發展政策，善用臺灣豐富文化內涵，促進文化觀光發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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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積極培育跨域相關人才，營造文化觀光永續之環境。 

第 19 條 國家應致力參與文化相關之國際組織，積極促進文化國際交流，並鼓勵民 

間參與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國家為維護文化自主性與多樣性，應考量本國文化活動、產品及服務所承 

載之文化意義、價值及內涵，訂定文化經貿指導策略，作為國際文化交流 

、經貿合作之指導方針，並於合理之情形下，採取適當之必要措施。 

第 20 條 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之生存權及工作權，應予以保障。 

國家應保障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之勞動權益；對從事文化藝術創作或保存工 

作，有重要貢獻者，應給予尊崇、獎勵及必要之協助及支持。 

第 21 條 國家應健全文化行政機關之組織，配置充足之人事與經費，並結合學校、 

法人、網絡、社群、非政府組織及文化藝術團體，共同推展文化事務。鄉 

（鎮、市、區）公所應指定文化行政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文化事務之規 

劃、輔導及推動事宜。 

國家以文化預算對人民、團體或法人進行獎勵、補助、委託或其他捐助措 

施時，得優先考量透過文化藝術領域中適當之法人、機構或團體為之，並 

應落實臂距原則，尊重文化表現之自主。 

第 22 條 全國性文化事務，由文化部統籌規劃，中央政府各機關應共同推動。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應協力文化治理，其應協力辦理事項得締結契約，合力推 

動。 

文化部應每四年召開全國文化會議，廣納各界意見，並研議全國文化發展 

事務。 

 地方政府應建立人民參與文化政策之常設性機制，並應每四年召開地方文 

化發展會議，訂定地方文化發展計畫。 

行政院應召開文化會報，由行政院院長召集學者專家、相關部會及地方政 

府首長組成，針對國家文化發展方向、社會需求及區域發展，定期訂定國 

家文化發展計畫。國家制定重大政策、法律及計畫有影響文化之虞時，各 

相關部會得於文化會報提出文化影響分析報告。 

行政院各部會預算屬於文化支出者，應就資源配置及推動策略，納入文化 

會報協調整合。 

第 23 條 國家為落實多元文化政策，應積極延攬國內、外多元文化人才參與文化工 

作。 

為推動文化治理、傳承文化與藝術經驗，中央政府應制定人事專業法律， 

適度放寬文化及藝術人員之進用。 

為充分運用文化專業人力，對於公務人員、大專校院教師、研究機構、企 

業之文化及藝術專業人員，得採取必要措施，以加強人才交流。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1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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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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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各級政府應寬列文化預算，保障專款專用，合理分配及運用文化資源，持 

續充實文化發展所需預算。 

文化部應設置文化發展基金，辦理文化發展及公共媒體等相關事項。 

第 25 條 國家為保障人民文化權利，促進文化永續發展，在締結國際條約、協定有 

影響文化之虞時，應評估對本國文化之影響。 

第 26 條 為維護文化藝術價值、保障文化與藝術工作者權益及促進文化藝術事業發 

展，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文化藝術之採購，其採購 

之招標文件所需載明事項、採購契約範本、優先採購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文化部定之。但不得違反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規定。 

法人或團體接受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補助辦理藝文採購 

，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補助者之監督；其辦理原則、適用範 

圍及監督管理辦法，由文化部定之。 

第 27 條 各級政府應對人民文化權利現況與其他文化事項，進行研究、調查、統計 

，並依法規保存、公開及提供文化資訊，建立文化資料庫，提供文化政策 

制定及學術研究發展之參考。 

文化部為辦理文化研究、調查及統計所需之必要資料，得請求有關機關（ 

構）提供，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各該機關（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所取得之資料，其保存、利用等事項，應依相關法規為之。 

第 28 條 人民文化權利遭受侵害，得依法律尋求救濟。 

第 29 條 本法施行後，各級政府應依本法之規定，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文化相 

關法規。 

第 30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151&flno=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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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立國父紀念館文化平權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106年 7 月 31日國館綜字第 1063001124號函訂定 

一、 國立國父紀念館（以下簡稱該館）為落實文化平權理念，以推動並保障公眾平等之

文化參與及文化近用之權利，特設文化平權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推動小組）。 

二、 本推動小組任務 

(一)宣達推廣文化部文化平權理念。 

(二)整合並推動該館文化平權相關計畫及資源發展。 

(三)定期檢討、檢視文化平權計畫執行成效。 

(四)其他促進文化平權相關之事務。 

三、 本推動小組置委員七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該館副館長兼任召集人；另

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該館綜合發展組組長兼任；其餘委員，由該館研究員及各單位

主管派（兼）之。前項委員人數任一性別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 本推動小組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繼任委員任期至

原任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 本推動小組執行秘書承召集人指示，綜理本推動小組有關作業及會議決議執行情

形，秘書作業由綜合發展組負責。 

六、 本推動小組會議以每半年召開一次為原則，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召

集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七、 本推動小組必要時得召開諮詢會議，邀請相關機關代表或其他專業人士、團體（機

構）代表出席提供意見。 

八、 本推動小組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九、 本推動小組所需經費，由該館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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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博物館法 (引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公布日期：民國 104年 07月 01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促進博物館事業發展，健全博物館功能，提高其專業性、公共性、多元性、教育功

能與國際競爭力，以提升民眾人文歷史、自然科學、藝術文化等涵養，並表徵國家文

化內涵，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 3 條 

本法所稱博物館，指從事蒐藏、保存、修復、維護、研究人類活動、自然環境之物質

及非物質證物，以展示、教育推廣或其他方式定常性開放供民眾利用之非營利常設機

構。 

博物館應秉持公共性，提供民眾多元之服務內容及資源。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博物館發展政策白皮書，每四年檢討修正，報請行政院核定，作

為推動博物館發展之政策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立博物館業務統計資料庫，以作為政

策及業務推動參考。 

第 4 條 

博物館依據設立宗旨及發展目標，辦理蒐藏、保存、修復、維護、研究、展示、人才

培育、教育推廣、公共服務及行銷管理等業務。 

前項業務，得視其需要延聘學者專家組成專業諮詢會，廣納意見，以促進營運及發

展。 

專業諮詢會組成與運作之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 條 

博物館之類別如下： 

一、公立博物館：由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公

法人或公立學校設立。 

二、私立博物館：由自然人、私法人申請設立。 

前項第二款私立博物館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立，有關其申請設立、

變更、停辦、申報、督導、獎勵、認定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本法公布施行前已設立之博物館，得免依前項規定申請。 

主管機關應普查具博物館潛力未經設立登記之博物館，並列冊追蹤輔導，以協助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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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設立登記。 

第九條及第十四條有關公立博物館之規定，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所設立之博物館準

用之。 

第 6 條 

為蒐藏、保存、研究原住民族文獻、歷史與文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設置原住

民族博物館，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永續發展。 

第 7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據博物館設立目的、規模、典藏、研究、展示及文化教育功能等要

件，訂定分級輔導辦法。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對依第五條設立登記之公、私

立博物館，提供專業諮詢、相關技術協助、人才培育規劃及經費補助，以維護博物館

典藏品質、健全典藏管理制度、提升博物館之研究與策展能量、擴大教育範圍。 

第 8 條 

公立博物館人事應視其規模、特色與功能，衡平考量、優予編制，置館（院）長、副

館（院）長及其他各職稱之人員，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之資格聘任。 

前項專業人員之聘任，另以法律定之。 

第 二 章 功能及營運 

第 9 條 

博物館應本專業倫理，確認文物、標本、藝術品等蒐藏品之權源及取得方式之合法

性。 

博物館應就典藏方針、典藏品入藏、保存、修復、維護、盤點、出借、註銷、處理及

庫房管理等事項，訂定典藏管理計畫。公立博物館應將典藏管理計畫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備查。 

典藏品屬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之文化資產，前項相關事項並應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依第十六條完成認證之公立博物館，其典藏品之定期盤點，其期限、作業方式及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及審計部定之。 

第 10 條 

博物館應提升教育及學術功能，增進與民眾之溝通，以達文化傳承、藝術推廣及終身

學習之目的。 

為達成前項目的，其方式如下： 

一、進行與其設立宗旨或館藏主題相關之研究。 

二、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展示內容或進行典藏。 

三、辦理教育推廣活動或出版相關出版品。 

第 11 條 

博物館為蒐藏、保存、修復、維護、研究、鑑定、展示、教育推廣、公共服務、人才

培育及行銷管理等業務之需要，促進國內外館際合作交流、資源共享及整合，得成立

博物館合作組織，建立資訊網路系統，或以虛擬博物館方式加強偏遠地區之博物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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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得提供必要協助。 

第 12 條 

公立博物館因營運需要，自籌財源達一定比例時，得依預算法設置作業基金，一切收

支均應納入基金，依法辦理。 

基金來源如下： 

一、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門票及銷售收入。 

三、場地設備管理、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收入。 

四、資產利用費、權利金及回饋金收入。 

五、受贈收入。 

六、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基金用途如下： 

一、展示策劃及執行支出。 

二、蒐藏、保存、維護支出。 

三、圖書資訊徵集、採編及閱覽支出。 

四、研究發展支出。 

五、教育推廣、公共服務、文創行銷及產學合作支出。 

六、公有文化創意資產管理維護、技術研發及人才培育支出。 

七、增置、擴充、改良固定資產支出。 

八、編制外人員人事支出，以自籌收入百分之三十為限，且其人員之權利義務事項，

應納入契約中明定。 

九、銷售支出。 

十、管理及總務支出。 

十一、其他有關支出。 

第 三 章 輔助、認證及評鑑 

第 13 條 

博物館應辦理重要典藏品之專業修復或維護；必要時，得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

助，但以依第十六條完成認證者為限。 

前項受補助之私立博物館典藏品所有權移轉前，應以書面通知提供補助之機關。除繼

承者外，提供補助之機關得轉請主管機關協調性質相同之公立博物館依相同條件優先

購買。 

前項經協調之公立博物館應於前項通知日起算一百二十日內回復，未回復者，視同放

棄優先購買。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提供補助之機關得要求其返還補助金。 

第 14 條 

公立博物館對具有保存、研究、展示、教育價值之珍貴稀有或瀕臨滅失之藝術品、標

本、文物等，有緊急搶救、修復或購置取得必要者，得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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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級機關請撥專款，並得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但不得違反我國締結之條約及協

定。 

第 15 條 

博物館因辦理展覽向外國、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借展之文物、標本或藝術品，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轉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展出者，於運送、保管及展出期間，不受司法追

訴或扣押。 

第 16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表彰專業典範，就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管理及公共服務等面

向，應建立博物館評鑑及認證制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召開評鑑會，審議博物館之評鑑及認證等事宜。 

中央主管機關成立之評鑑會，應由各類型博物館研究、教育、展示、管理、法律及會

計等學者專家組成。其評鑑結果應敘明理由，對外公開。 

評鑑會進行博物館評鑑時，應納入博物館自行研提之指標，並邀請被評鑑博物館相關

類型博物館領域學者專家協助。 

博物館之認證指標、評鑑會之審議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17 條 

博物館基於典藏、研究及教育所需之進口物品，得依關稅法、教育研究用品進口免稅

辦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等規定向進口地海關申請免徵關稅及營業稅。但私

立者以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並經主管機關核轉財政部認定者為限。 

對公立博物館之文物、標本、藝術品或設備捐贈，經專業諮詢會審查及鑑價，並報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者，得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目之一及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列舉扣除額或列為當年度之費用，不受金額之限制。 

前項之捐贈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國寶者，並得不受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限制。 

為促進博物館之發展，除前三項規定外，其他稅捐減免，得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第 18 條 

未辦理登記或最近一年內曾因違反文化部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作業要點規定之博物

館，不得予以獎勵或補助。 

第 四 章 附則 

第 19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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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國立國父紀念館處務規程 

100年 10 月 31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人字第 10020278801號令訂定發布 

並自 101年 5月 20日施行 

第一條  國立國父紀念館（以下簡稱該館）為處理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特訂定本規程。 

第二條  館長綜理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館長襄助館長處理館務。 

第三條  該館設下列組、室：  

一、 綜合發展組。 

二、 研究典藏組。 

三、 展覽企劃組。 

四、 劇場管理組。 

五、 推廣服務組。 

六、 工務機電組。 

七、 人事室。 

八、 會計室。 

第四條  綜合發展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 館務創新發展計畫之研訂。 

二、 中長程計畫、先期作業與重要會議決議事項之追蹤、管制、考核及評估。 

三、 綜合性法規之研擬、訂修與資料之蒐集、彙整、建置、出版及推動。 

四、 安全維護、工友（含技工、駕駛）及駐警隊之管理。 

五、 文書、檔案、印信、出納、庶務、採購、財產管理。 

六、 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第五條  研究典藏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 國父紀念文物史料之蒐集、研究、典藏、維護、管理。 

二、 國父事蹟、思想之推廣。 

三、 館藏文物與藝文作品之典藏、維護及管理。 

四、 孫逸仙博士圖書館之管理、閱覽服務。 

五、 學術合作及交流。 

六、 其他有關研究典藏事項。 

第六條  展覽企劃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 國父紀念文物史料之規劃、展示及執行。 

二、 藝文展示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三、 展覽場地、設施之維護及管理。 

四、 服務人員與志工之訓練、調派、管理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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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有關展覽企劃事項。 

第七條  劇場管理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 年度演出計畫之擬定。 

二、 節目演出現場舞台監督及觀眾服務。 

三、 節目演出之舞台機械、燈光與音響之維護、管理及操作。 

四、 表演活動之規劃製作及演出執行。 

五、 其他有關劇場管理事項。 

第八條  推廣服務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 媒體公關及形象整合行銷。 

二、 外賓接待及安排導覽服務。 

三、 館際聯誼、交流及合作。 

四、 終身學習活動之規劃執行及其場地設施之管理。 

五、 中山公園場地之使用管理及執行。 

六、 中山公園景觀規劃設計、環境綠美化之管理及維護。 

七、 其他有關推廣服務事項。 

第九條  工務機電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 營繕工程之規劃、採購、履約管理及績效評估。 

二、 大會堂機電、空調設備維護、技術服務及支援。 

三、 中山公園機電設備維護及管理。 

四、 機電、空調、消防、給水、管路、電信等設備之規劃、維護及管理。 

五、 數位服務及維護管理。 

六、 節能措施、水電負載之管制、規劃及執行。 

七、 其他有關工務機電事項。 

第十條  人事室掌理該館人事事項。 

第十一條  會計室掌理該館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十二條  該館處理業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依分層負責明細表逐級授權決定。 

      第十三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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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實施要點 

105年 5 月 19日國館推字第 1053000976號函訂定 

壹、設立目的 

國立國父紀念館（以下簡稱該館）生活美學班為推廣生活美學，發揚多元文化，提

升人文素養，充實國民精神生活，並提供民眾參與終身學習之機會，依據《終身學

習法》特制定本要點。 

貳、課程規劃 

一、 該館生活美學班課程規劃之主要精神為增進民眾藝術涵養、美感素養與創意

能力，充實生活實用知能，提昇文化水準。 

二、 課程內容以藝術及文化為主軸，依課程類別規劃為「東方書畫」、「西方繪畫」、

「生活工藝」、「休閒樂活」及「健康養生」等五大項。 

參、師資甄審 

一、 教師之甄審、聘用及解聘，依該館生活美學班師資甄審要點辦理。 

二、 教師之聘用，經該館邀請課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辦理資格審查。 

三、 教師之聘用採一年一聘為原則。   

四、 教師如有不適任情形，經查證屬實者，該館得予以解聘或不予續聘。 

肆、招生報名 

一、 招生對象為年滿 18歲之本國國民或居住本地之外國僑民。 

二、 生活美學班課程採網路報名方式辦理。 

三、 生活美學班各班招收人數依照研習教室空間與課程性質訂定；各項生活美學

班課程之最低開班名額以 20人為原則，未達開班人數得不予開班，遇有特殊

性質之班別不在此限。 

四、 為保障弱勢族群之學習權及文化參與權，對 70 歲以上長者、身心障礙者及原

住民等學習，採取學費優待制。 

伍、課程實施 

一、 生活美學班每年以開辦三期為原則，每期四個月，共十五週。每年一月、五

月、九月開課，期間如遇國定假日及該館機電保養日，停止上課，課程順延。 

二、 生活美學班課程原則使用該館研習教室及逸仙放映室。 

三、 生活美學班收、退費事宜及其他課程相關事項，依當期公告之生活美學班招

生簡章規定辦理。 

四、 授課教師因故無法繼續任教，且該館未能覓得代課教師時，得按未上課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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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退費給學員。 

五、 該館於適當時機辦理生活美學班師生成果展。惟排定檔期後，該館如遇業務

上之需要，得調整檔期。 

六、 該館每年實施生活美學班問卷調查，調查結果提供為該館改善措施之參考。 

陸、預期成效 

一、 藉由藝文教育，達到文化薪傳、藝術推廣、卓越教學、人才培育及人文關懷

之目標。 

二、 規劃多元課程，促進自由且平權的文化參與。 

三、 鼓勵樂齡學習，落實藝術全民化。 

四、 深耕文化核心，創造美學環境。 

柒、附則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項，悉依終身學習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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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師資甄審要點 

105年 5 月 19日國館推字第 1053000976號函訂定 

一、 國立國父紀念館（以下簡稱該館）為提升生活美學班教師專業知能，維持良好教學

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 該館為規劃生活美學課程需求，適時公告辦理師資遴聘，採該館自行遴選方式，並

經生活美學班師資暨課程審議會辦理資格審查後，就合格者擇優聘用。 

三、 該館生活美學班教師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經教育部認定具有與任教科目相關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資格者。 

(二) 各公私立學校、機關擔任教職滿一年以上（或已退休），其任教科目與生活美學

班科目相關，具有證明文件者。 

     (三)曾受與任教科目相關之大學以上教育，且持有相關專業領域之合格證書者。 

     (四)具有與任教科目相關之特殊專長，並有特殊表現或成績，且具有證明文件者。 

四、 參加師資甄審需繳交下列文件： 

(一)教師學經歷資料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二)開班課程內容說明及作品資料（照片、專輯、畫冊等）。 

     (三)課程大綱進度表。 

五、 生活美學班教師之聘用經該館甄審合格，且符合開班條件者，由該館發給聘書。 

六、 生活美學班教師之聘用採一年一聘，一年三期課程結束，聘約終止。惟一期（四個

月）如學員未達開班人數，不予開班，且聘約自然中止。聘用期滿該館得予續聘或

不予續聘。 

七、 授課教師若有下列不適任情形者，該館得於聘約有效期間內予以解聘，或聘約期滿

不予續聘： 

(一)教師若有不當或違法情事，經查屬實者。 

     (二)經該館口頭或書面糾正三次以上，仍不改進者。 

     (三)出勤狀況不佳，請事、病假合計超過上課總時數二分之一以上者。 

     (四)其他有損師道之情事。 

八、 授課教師之解聘，須由該館陳述具體事實，提報生活美學班師資暨課程審議會決議

後，簽請館長核定。 

九、 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現行相關法規辦理或經生活美學班師資暨課程審議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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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師資暨課程審議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19日國館推字第 1053000976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23日國館推字第 1063000119號函修正 

一、 國立國父紀念館（以下簡稱該館）為確保生活美學班優質課程、專業師資及良好教

學品質，設置生活美學班師資暨課程審議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任務如下： 

（一） 新聘教師資格之審議事項。 

（二） 授課教師考評及聘用之審議事項。 

（三） 課程規劃之諮詢與審議事項。 

（四） 其他有關該館生活美學班業務發展之諮詢事項。 

三、 本會置委員七至九人，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由館長擔任召集人；

副館長擔任副召集人，推廣服務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以外聘相關領域之學

者專家擔任，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之，並以二年為限。 

四、 委員任職期間，因故出缺時，得予補聘之，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日止。 

五、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推廣服務組組長兼任，綜理本會事務。 

六、 本會由召集人視需要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如因故無法出席時，由副召集人召集

並主持會議。 

七、 本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

得決議。 

八、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視需要邀請業務相關人員出(列)席。 

九、 本會委員在審查或討論與自身利益有關之事項時應迴避；有無利害關係之認定或

有爭議者，由會議主席裁決或本會討論決議之。 

十、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惟外聘委員出（列）席會議，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交通費

或審查費。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現行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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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國立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班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學員，您好： 

    感謝您報名參加該館生活美學班課程。為提升服務品質，特製作此份不記

名問卷，敬請撥冗逐項填答，提供您的寶貴意見，作為該館日後課程規劃與服

務改善的重要參考。您的意見是該館進步的原動力，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及參

與﹗ 

國立國父紀念館 推廣服務組 敬上 

一、基本資料 
1． 年齡：□ 18~29歲 □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2． 性別：□ 男  □ 女 

3．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 國中 □ 高中/職 □ 大學/專科 □ 研究所及以上     

4． 職業：□ 軍/公/教  □ 商  □ 工  □ 農  □ 服務業  □ 自由業  □ 家管 

          □ 退休人員  □ 學生  □ 其他            

5． 您是第一年參加該館的生活美學班課程嗎？ □ 是  □ 否 

6． 您是從何處得知該館藝文活動的訊息？ 

    □ 招生簡章 □ 該館官方網站 □ 該館臉書（Facebook） □ 該館演藝資訊   

    □ 親友/同事告知 □ 開課教師告知 □ 路過剛好看到 □ 其他              

7． 您目前參加的課程為何？ 

                    班，授課教師                      

二、課程內容及教學 
1．您對老師的課程設計及授課內容？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 您對老師在課程上的授課進度與教學大綱相符之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3． 課程對您的學習需求幫助如何？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4． 您對班上師生互動及溝通情形？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5． 老師都有準時上下課，不隨意調補課或請假？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 就您參加的課程整體評價？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7． 請問您為何選讀這門課（可複選）？ 

 □對課程感興趣  □欣賞授課老師  □親友推薦  □需要進修時數認證   

 □交朋友□培養第二專長  □紓壓及身體健康 

親愛的學員，您好： 

    感謝您參加本館生活美學班課程。為提升服務品質及了解本館推動文化平權現況，

特製作此份不記名問卷，敬請撥冗逐項填答，提供您的寶貴意見，作為本館日後終身學

習課程規劃與服務改善的重要參考。您的意見是本館進步的原動力，再次感謝您的支持

及參與﹗                                     國立國父紀念館 推廣服務組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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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是否對這門課及老師有其他意見或建議？ 

                                                                       

三、文化平權相關  【定義:文化生活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國家必須積極確保人民

的   

    文化近用，不會因為身份、年齡、性別、地域、族群、身心障礙等原因產生落

差】 

1. 您了解文化平權的意義嗎？ □ 是  □ 否 

2. 您認為參與該館生活美學班課程時，經常會遇到下列哪些困難與挑戰？(可複選) 

   □ 交通      □ 活動宣傳資訊不清楚 

   □ 軟體設備 （如，導覽、宣傳品字體大小，內容是否容易閱讀） 

   □ 硬體環境 （如，建築物本身、出入口、廁所、座位等） 

   □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與溝通方式 (如，缺乏手語、口述影像，或對待身心障礙 

      者與長者的方式等) 

   □ 其他                                                                     

3. 您覺得目前生活美學班教室環境的無障礙現況如何？(請打分數，最高分為 5分) 

    □ 1  □ 2  □ 3  □ 4  □ 5 (滿意度 1-5) 

4. 您參加生活美學班課程外，會參加該館其他藝文活動嗎? □ 會  □ 不會 

   (本項選會者，請繼續作答；選不會者，則以下無須作答) 

5. 您覺得目前該館推動及落實文化平權現況如何？(請打分數，最高分為 5分) 

    □ 1  □ 2  □ 3  □ 4  □ 5 (滿意度 1-5) 

6. 針對該館推動文化平權有關文化近用相關活動或措施，您有什麼想法或建議？ 

                                                                   

 

【問卷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寶貴意見及指教】  填寫日期： 10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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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訪談提綱及記錄 

1.請您簡單敘述您的服務單位職稱、以及您負責的工作項目。 

2.您對文化平權內有關文化可近或文化參與，相關的意義與內涵了解嗎? 

3.您的服務單位為參加研習課程有身心障礙者或長者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或  

  活動嗎？還是有其他促進文化可近性 (文化參與)的活動?一開始會想提 

  供這服務的動機與緣起？ 

4.請簡單敘述提供的服務內容與理念，是否可分享一下服務的成效與心得? 

5.在推動服務時，曾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有面臨到何項需求限制嗎？若 

  有，又如何克服？ 

6.推動服務時，有哪些資源、技巧或策略是值得提供其他單位參考的？ 

7.文化部目前針對博物館提出相關的文化平權的政策或資源是否有支持到 

  貴單位提供的服務？是否利用到其他民間資源？可否說明？ 

8.針對博物館的生活美學班實務管理上，推動及落實文化平權的現況及未 

  來願景？是否有後續的規畫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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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對象:國立國父紀念館 龔錫家組長 

二、訪談時間:2019 年 12 月 15 日(日) 11:30-12:10 

三、訪談地點:國立國父紀念館 組長辦公室 

 

Q :請您簡單敘述您的服務單位職稱、以及您負責的工作項目。 

龔:之前，應該是 104 年至 105 年期間擔任推廣組組長，兩年期間因為生活美學班師資 

   聘用及遴選標準事宜，面臨年底立委針對該項業務執行之辦法及依據為何?提出公 

   平性及正當性質疑，多年來從未訂定相關的要點及辦法，所以當時與承辦同仁一起 

   努力，參考多家藝文館所經營研習班的相關規定，經多次內部跨組會議檢討及修 

   正，具體訂立符合本館的需求後才完成公布並施行。當然，這僅是本組推廣教育裡 

   的一項業務，已經設置有十幾年了，卻一直是很重要的。 

Q :您對文化平權內有關文化近用或文化參與，相關的意義與內涵了解嗎? 

龔:當然了解，這是文化部多年來政策執行中一直很強調的項目。無論是硬體或軟體， 

   都希望朝向友善平權的方向，目前工務組在無障礙推動及自我檢核上，也是很要求  

   的。 

Q :您的服務單位為參加研習課程有身心障礙者或長者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或活動嗎？還 

   是有其他促進文化可近性 (文化參與)的活動?一開始會想提供這服務的動機與緣  

   起？ 

龔:當時，有提出針對特殊身分優惠的措施，但因考量既有參加美學班長者比例非常之 

   高，且社會高齡化發展現象，若訂為 65 歲，基於館務基金成本考量，並參考性質 

   相似館所規範，恐有收支平衡經營之困難，所以經討論後，規定 70 歲以上、身心 

   障礙者、保障原住民及鼓勵志工參加，提供學費 8 折優惠措施，確實也增加不少民 

   眾加入研習班的行列。但在其他課程設計及安排上，曾經擬規劃新住民課程，除此 

   之外，就沒有了。 

Q :請簡單敘述提供的服務內容與理念，是否可分享一下服務的成效與心得? 在推動服 

   務時，曾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有面臨到何項需求限制嗎？若有，又如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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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因應政府南向政策，原擬與賽珍珠基金會合作規劃新住民課程，經接洽及討論後發 

   現，除特殊課程專業師資及招生學員人數不足外，還需增加更多相關人力支援及協 

   助照顧其孩童；在當時，周邊藝文館所除台博外，許多館所或研習場所尚未積極嘗 

   試辦理。 

Q :推動服務時，有哪些資源、技巧或策略是值得提供其他單位參考的？ 文化部目前針 

   對博物館提出相關的文化平權的政策或資源是否有支持到貴單位提供的服務？是否 

   利用到其他民間資源？可否說明？ 

龔:(稍想了一下…)，其實，公立博物館一直是提供給民眾學習參與的地方，國父紀念 

   館長期提供免費的環境及資訊，從未有任何限制身分、年齡、階級、…的條件，展 

   覽及公共空間亦逐年更新及改善，前幾年有針對史蹟室透過文化部額外補助新增不 

   同語言導覽方式，原有中、英、日語外，另外增加使用 QR Cord 或戴耳機以客語、 

   原住民及手語方式，讓更多族群及聽障者，有參與及學習的機會。 

Q :針對博物館的生活美學班實務管理上，推動及落實文化平權的現況及未來願景？是  

   否有後續的規畫及建議？ 

龔: 近十年來，建置友善館所為全球化趨勢，而國館限於既有動線及空間無法變動情形 

   下，生活美學班研習教室僅能增加標示指引及服務人員說明，補足部分缺失。好不 

   容易遇上跨域加值計畫能重新規畫更新，因納入市立古蹟後須強化提列文資修復再 

   利用計畫，地下室聯通道打通及動線規劃進度暫緩，這是許多來館民眾所期盼許久 

   的。現有研習教室硬體上，因應不同課程未來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例如，攝影初、 

   進階班，對於投影機的使用需求較高，學員人數多時，教室空間略小且受限於梁柱 

   等格局無法變動，未來跨域加值計畫改善工程中，可納入改善規劃考量。另外，尤 

   其是老學員們，這裡已成為他們長期能參與學習及與人互動的生活空間，也產生許 

   多感情與記憶，相信這些長輩們亦會是我們最忠實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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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對象:國立國父紀念館 王秉倫組長 

二、訪談時間:2019 年 11 月 16 日(日) 13:20-14:05 

三、訪談地點:國立國父紀念館 組長辦公室 

 

Q :請您簡單敘述您的服務單位職稱、以及您負責的工作項目。 

王:我是在 106 年至 108 年 5 月底期間擔任推廣組組長，協助並督導生活美學班業務。 

Q :您對文化平權內有關文化近用或文化參與，相關的意義與內涵了解嗎? 

王:尚且清楚!這是很重要的觀念與政策，與本館強調國父「博愛」及「天下為公」的核 

   心理念很接近。國館生活美學班提供學習進修的機會，並致力於提供讓庶民藝術家 

  「被看見」的機會，開放學習教室及成果展覽場地使用，凡具有相當藝術造詣學 

   員，均有機會在國父紀念館舉辦展覽。在這裡可以看到，來自不同階層、地區喜愛  

   藝術的學員與資深教師，互相交流創作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讓許多民眾得以免  

   費、便捷的欣賞到各式各樣的藝術作品。 

Q :您的服務單位為參加研習課程有身心障礙者或長者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或活動嗎？還 

   是有其他促進文化可近性(文化參與)的活動?一開始會想提供這服務的動機與緣起？ 

王:最基本是提供身心障礙者及 70 歲以上長者學費八折優惠，另外提供民眾較多藝術參 

   與機會及平台，例如，館內設有 8 個可近性多元展場，並針對不同客群之需求劃分 

   展區、藝術教育研習教室及多元師生成果展覽空間，讓藝術家或有創作者被看見的 

   機會。配合館慶與花藝班課程結合，不僅美化博物館公共空間，還能發揮師生的創 

   意，設定主題及創作理念，讓美學能自然融入生活場域。像最近展示的耶誕主題創 

   作，就很讓民眾驚艷，這就是很親近的藝術文化參與。 

Q :請簡單敘述提供的服務內容與理念，是否可分享一下服務的成效與心得? 在推動服 

   務時，曾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有面臨到何項需求限制嗎？若有，又如何克服？ 

王:這些服務內容與理念，就是將很學術的博愛，真正透過服務與活動，依館長所提的 

   專業、親民、活力、創新及傳承，將其實踐並落實。目前的困難與挑戰是，在現有 

   的人力、時間及預算下，靠大家群策群力努力去達成，非常辛苦，但卻成長很多。 

 



129 

Q :推動服務時，有哪些資源、技巧或策略是值得提供其他單位參考的？ 文化部目前針 

   對博物館提出相關的文化平權的政策或資源是否有支持到貴單位提供的服務？是否 

   利用到其他民間資源？可否說明？ 

王:我覺得文化部提供公開且能分享建置的網路平台是最有幫助的，例如，生活美學班 

   使用的藝文報名資訊系統的開發，讓民眾報名及課程資訊公開透明具可近性，又更 

   公平且普及，並提供管理班務相關同仁的學員資料統計及查詢等支援的便捷性；其 

   它將本館所的典藏，透過網路功能，更為容易查詢及欣賞到。 

Q :針對博物館的生活美學班實務管理上，推動及落實文化平權的現況及未來願景？是 

   否有後續的規畫及建議？ 

王:有關開設課程的類別選擇及師資，對於資源分配使用上有很大的影響，如何訂定針 

   對弱勢族群或專案開設研習課程，也影響未來國館的經營發展方向。藝文活動的普 

   及化，地方文化館所因應多元環境，舉辦相對應節慶、民俗文化活動，如傳統中國 

   節慶，又如客家、閩南文化，甚至照顧新住民、原住民、身心障礙藝文展演等弱勢 

   族群，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只是初期研習活動舉辦時，會有參加人數很少的問題。 

   未來課程項目內容的規畫及師資聘用，仍應考量特殊族群的文化性課程，其中涉及  

   文化資源的合理分配、民眾權益及提供平台讓民眾有興趣參與等，這些都是未來規 

   劃上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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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對象:國立國父紀念館 王素函 

二、訪談時間:2019 年 9 月 9 日(三) 16:30-17:10 

三、訪談地點:國立國父紀念館 美學班辦公室 

 

Q :請您簡單敘述您的服務單位職稱、以及您負責的工作項目。 

王:我是從 104 年中因為職務輪調開始負責生活美學班業務迄今，工作項目包括，研習 

   教室場地管理維護、班務管理、學員資料、問卷調查、統計、協助美學班成果展拆 

   佈展等。曾經透過早期參加研習的學員表示，國館長期的優勢是交通便捷之外，就 

   是聘用的師資都很優秀且教學態度很認真，學員互動都有很好的關係，也會互相激 

   勵學習，所以若不是老師退休或搬家較遠等因素，多會長期繼續報名，學習成為一 

   種習慣了。 

Q :您對文化平權內有關文化近用或文化參與，相關的意義與內涵了解嗎? 

王:直接說文化近用或文化參與，有些不是很清楚，但是，對於「文化平權」這個用 

   詞，這幾年常常在館內辦理展覽或活動中提及，大致上是清楚的。 

Q :您的服務單位為參加研習課程有身心障礙者或長者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或活動嗎？還 

   是有其他促進文化可近性(文化參與)的活動?一開始會想提供這服務的動機與緣起？ 

王:研習簡章內，我們有針對特殊身心障礙、原住民及 70 歲以上長者提供學費 8 折的優 

   惠，參加研習班的長者人數是非常多的，而且學員多是舊生，對於師資及學習環境 

   都非常喜歡，甚至將同學當作家人，互動佳，呵呵，有時還相約一起去看展覽呢! 

   以前，本館曾辦過新春雅集之類的藝文活動，在迴廊上設置學習區，畫扇子，寫書 

   法等等都有，我們服務老師並準備材料，和學員及民眾們一同參與學習，就像文化  

   中心一般，動態和靜態活動都有，藝術文化推廣活動非常有趣。慢慢的，開設的班 

   級學員及老師人數愈來愈多，館內辦理其他活動業務也增加，反而慢慢不被重視。 

Q :請簡單敘述提供的服務內容與理念，是否可分享一下服務的成效與心得? 在推動服 

   務時，曾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有面臨到何項需求限制嗎？若有，又如何克服？ 

王:因為學員長輩愈來愈多，自從資訊化報名方式開始以後，對他們來說是種困難及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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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我們最好的服務就是人員的即時處理及解決問題，尤其每期課程報名前及報名 

   開始後 1-2 周，學員們都擔心會報名不上將無法延續課程，總是要有足夠的耐心去 

   教導及協助，而且美學班辦公室就在研習教室旁邊，能迅速幫助師生排除一些課程 

   上的問題，讓學員能安心上課，這點其它館所比較沒有，一直獲得很好的口碑。很 

   多年來，有很多學員反應由外入館的出入口非常不方便的問題，尤其年紀大的或遇 

   上腳受傷時，總是需花費路程繞一大圈，才能進教室上課，希望未來改善工程能儘 

   速進行。 

Q :推動服務時，有哪些資源、技巧或策略是值得提供其他單位參考的？ 文化部目前針 

   對博物館提出相關的文化平權的政策或資源是否有支持到貴單位提供的服務？是否 

   利用到其他民間資源？可否說明？ 

王:其實，最好的服務就是人員的即時處理及有耐心地解決問題。人力支援足夠的話， 

   課務注意事項及宣導清楚，許多館內的藝文活動，他們都是本館很好的忠實顧客及 

   參與者。 

Q :針對博物館的生活美學班實務管理上，推動及落實文化平權的現況及未來願景？是 

   否有後續的規畫及建議？ 

王:在現有課程規劃上及人力配置上，友館中正紀念堂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各 

   館所在執行推廣教育活動時，各有不同的背景及發展，大家彼此之間會互相學習及 

   觀摩，無論是課程內容、師資聘用、行政管理問題交流分享，都是很重要的；另 

   外，中正紀念堂與國館發展同質性高，許多學員亦提供許多建議，但，新課程的開 

   發及創意上，中正紀念堂改變較大且兼顧文創及文化課程發展，並辦理兒童口語訓 

   練研習等，兼顧不同年齡需求開發新課程，很值得學習參考。設備上若能增加數位 

   講桌，在攝影課程及學習上，不僅效果佳且方便，相信能具體提升教學效果。另 

   外，教室空間格局上，還有許多改善的空間，這些也都是研習師生們所期盼的；我 

   們館所本來就是屬於所有民眾的，也從未設限服務項目內容，為大家服務也是應該 

   的，不知道以後研習班會有何規劃及調整，但，這項推廣教育學習的場域，我覺得 

   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