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班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組 

碩士論文 

 

 

 

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探討 

 

An Exploration to the Required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of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Director in 

Taiwan 

 

 

 

 

 

 

指導教授：賴瑛瑛 教授 

研究生：林波吟 撰 

中 華 民 國 一零六 年 一 月

 



 



i 
 

謝 誌 

 

    在碩士生涯的四年裡，感謝受到美術行政領域師長們的滋潤與啟發。首先，

感謝研一、研二所上授課的賴香伶老師，在賴老師的課堂中讓我發現在畫畫以外

還有一個可以讓藝術家可以馳騁的天地－「藝術空間」與「策展」，把過去大學 

只侷限在平面的學習，擴充的三度的實體空間，讓感官得以馳騁。在策展規劃的

模擬中，許多天馬行空的想法不再虛無而不著邊際，透過藝術活動規劃的參訪與

學習，使想像成為可能，這讓我感到興奮無比!最值得一提的是，研二、三時修習

了黃光男老師博物館行政與博物館管理的課，這些實務面的學習，如：博物館的

行政體系、法規及當今博物館的風潮等，黃老師在授課中，分享了許多實務經驗，

例如，如何邀請美術館的評審委員才能不失公正?作為一個館長，如何有為有守，

不隨便接受別人的餽贈?如何讓博物館的展覽同時可以是具學術性的，也可以是大

眾性的?透過黃老師實際經驗的闡述，讓學術性的學習立刻變得生動活潑起來，此

後，即在我心中種下，邁向藝術行政管理的研究之路發展的目標，並同時開啟了

碩士論文之寫作。其次，要感謝另一位論文的啟發者－董澤平老師，董老師帶領

我將過去侷限在專業上的視野，轉向到美術行政經營與管理的面向上，這方面一

向不受到藝術圈內的人重視，但美術館做為以服務與發展社會之標的而言，確實 

要透過適當的經營管理，才能讓美術館的經營得以永續。此外，特別要感謝指導

教授賴瑛瑛老師，不棄嫌學生在完全沒有美術行政學術背景下，從事專業的學術

寫作，在論文寫作與工作兩頭的焦灼、因一再地換論文題目而感到挫折時，賴老

師總是不厭其煩地耐心指導，這對當時的我而言，賴老師彷彿是茫茫學海中的一

盞明燈，為學生指引並訂下這篇論文的寫作題目，即便不順遂的寫作歷程是如此

漫長，但每每與賴老師聯繫時，總會為學生帶來關心、溫暖、鼓勵與希望，讓我

在最挫折的時候有勇氣可以繼續前行。 

    另外也要感謝，臺師大藝術學院的兩任院長，黃進龍院長與林俊良院長給予

藝術行政工作實務經驗，使在論文寫作同時更能切身體會藝術行政工作中的特殊

情境；也感謝藝術學院的世玲秘書、阿碧姐、若晴學妹；我的好同學好朋友怡婷、

芳于、安笛、小呆、益慈、捲捲、猷海、謝胖、辰穎、子薇、廖阿姨、秀粉學姊、

于婷學姊；我的學妹們知穎、于娜、萱宣、薈融、詠雯、雍慈；聖林道場的宜芳、

紹湧講師、懷萱學妹、泰豪德長、雅靜前賢、偉安、郁涵、Novita、宜榛、妍君、

懿柔、庭緯、宥霖等好同修，在論文寫作期間的溫馨問候與鼓勵。感謝專業給予

諮詢並鼓勵我的淑勳學姊，求學期間授予正確而嚴謹寫作態度的趙惠玲老師與陳

瓊花老師。感謝臺師大母校讓我在專業上得以持續發展學習並擴充視野；感謝我

親愛的家人、親戚照顧我的舅舅、舅媽、我的姊姊、弟弟，看我長大的小四阿姨、

姑姑、姑丈感謝聖林道場以及信義和平堂，在規律的獻香禮佛中讓我偶爾困頓、

匱乏的心靈得以安頓，並在茹素的慣習下，得以食宿無慮而安穩寫作。 

 

 



ii 
 

    最後，特別要感謝養育我的父母林振隆爸爸與張鳳媛媽媽。我因北上求學，

無法終日陪伴在身邊，常常自覺心裡對他們有所虧欠。即便他們明知念美術、行

政或教育興趣不一定能保證未來能使我擁有充裕的物質生活；也知道用書本與知

識堆起多少時日、歲月與金錢，也無法等價於他們不分日夜為我付出身體與精神

上的勞苦、再多的感謝也無法喚回他們漸漸斑白的鬢角，他們卻仍一路支持我。

他們也知道自己的孩子所專研的知識是如此的單薄與渺小，甚至不一定能溫飽，

但仍尊重我的所學，因此我深深感謝他們不辭勞苦的供養我能讀書學習直至今

日。  

    若能談上什麼回饋，僅願自己能在這麼渺小的點上，努力地散發它所應呈現

的光亮！倘若這渺小而微弱的光亮，能讓某位需要它的人感受到一丁點兒的價值

與它存在的意義，就讓這份小小的喜悅或榮耀歸功於養育我的父母及上面這些曾

在我碩士生涯中啟發我、關懷我、照顧我、支持我的人，感恩您們，沒有您們，

就沒有這篇碩士論文，請讓我將它獻給我所愛的您們! 

 

林波吟 謹誌 2017.1 

 

 

 

 

 

 

 

 

 

 

 

 

 

 

 

 

 

 

 

 

 

 

 

 



iii 
 

摘 要 

  
   公立美術館向來被視為我國的藝術殿堂，然而館長失職的情況卻屢見不鮮。另

一方面，企業視「職能」為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鑒於「新公共管理」之盛

行，各國政府莫不效法企業經營以增進服務效能。我國人事局自 2004 年起始為公

部門中高階主管建立核心職能，當中包含管理與專業職能兩個面向；我國公立美

術館館長作為美術館之典藏、展示、教育與保存之引航者角色，其專業職能與美

術館營運發展息息相關，至今卻未見有關指標。過去文獻對於我國公立美術館館

長之討論，多半關注在行政與政治的面向；仍未有研究，據時代趨勢之館長職務

定位轉變，探討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內涵。 

    本研究設計分為兩個部份，前半為建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之假設，

透過美術館管理有關文獻分析，比較美、法、臺三國美術館館長的資格條件，援

引「職能冰山理論」歸納美術館館長所須具備的專業職能構面與要項。後半研究

則蒐集館長與關心美術館人士對於「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的看法，

並為求研究結果之客觀性，將此兩方資料相互檢證，探索臺灣現況環境下，臺灣

公立美術館館長所應具之專業職能。  

    研究之前半的結果與發現為：一、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之專業職能與美、法

兩國相較仍有所不足；二、據現今美術館發展趨勢，提出館長專業職能之同心圓

模型；三、以「冰山」模型架構提出館長專業職能的有關內涵與面向。而根據上

述兩階段性之研究實施與檢證，本研究結論與建議如下：一、「臺灣公立美術館館

長專業職能」之範疇，應涵蓋的本研究所提出的四大構面，且缺一不可。二、臺

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所應具之專業職能範疇的輕重關係應如「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

專業職能同心圓圖」所示，將館長俱備美術/藝術史、學之專業訂定為必要條件，

美術館行政經驗與能力訂定為重要條件。此外，為符應當前博物館與公部門的經

營管理趨勢，有關主管機關可斟酌將企業管理有關之重要職能納入館長專業職能

之要求中；在外延職能方面，雖不一定必備，但若具備這些條件的館長，有機會

引領我國公立美術館走向更好的前景與發展。為使我國美術館事業能有更穩健的

發展，期望我國政府有關單位(文化/教育部門)能盡快為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與館

員之聘任、升遷以及美術館人才培育，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 

 

關鍵字: 專業職能、公立、美術館、館長、職能冰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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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have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emples of 

Taiwanese arts”, but Taiwan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directors are usually dereliction 

of duty. In the other hand, enterprises take competencies as key factors 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trend in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re is no 

government around the world that hadn’t emulated the spiri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ir service efficiency. Taiwan Directorate-General of Personnel began to 

establish core competencies which are involved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for middle and senior supervisors at 2004.The director of Taiwan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is a vital role to direct their staff members to reserve, exhibit, educate 

and collect through art objects；His / her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must be highly 

relevant to the developments and functions in fine arts museum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t any indicator about them. In the past, the discussions of Taiwan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directors were concerned about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There is no 

research about the change of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directors’ role in new trend, 

exploring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This research is consists of the two parts. The Part 1 is due to establish a 

hypothesis for “the required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of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director. By analyzing different kinds of documents about “fine arts museums 

management”, comparing with the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directors’ qualifications of 

America and French, and using the analyzing construct of “Iceberg model”, to conclude 

what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re the director of public fine arts museum is 

needed. The Part 2 is collecting the opinions of the directors and all of the outside 

members who concern about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activities. Finally, to compare 

these two dimensions of opinions for proposing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The conclusions of Part 1 research are as following: the first is comparing Taiwan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directo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with the qualifications of 

America and French, the required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of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director in Taiwan are not completely；second, providing a concentric circles 

model of Taiwan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directo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which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n the nowadays trends in museum; third, with “Iceberg 

model” to propose the dimensions and items of the directo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Taiwan fine arts museums for reference.The suggestions and findings of Part 2 

research are as following: The first is that in the directo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categories of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in Taiwan, which must be contented the four 

dimensions that had been proposed by this essay. The second, the order of the directo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categories of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in Taiwan,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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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like “the director’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concentric circles diagram of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in Taiwan”. And, taking arts (or fine arts) history and theory as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directors’ professions；Taking the experience and skills of 

fine arts museums administration as the major requirement of directors’ competencies；

In accord with the tren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useum management nowadays, 

the Taiwanese cultural authority could take some important competencie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into consideration as requirements in directo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extend competencies, although this aspect is not necessary, i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in Taiwan has those requirements, there is the opportunity to lead the 

public fine arts museum management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The last one is that for 

our national fine arts museum has steady development, expecting our cultural or 

educational authority, as soon as possible, to complete an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cultivation talent system for Taiwan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Keyword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Public, Fine Arts Museums,  

Director, Iceber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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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為緒論，共分為兩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動機與目的，並提出研究問題。

第二節則從「地理空間」、「機構性質」、「研究對象」、「文獻分析範圍」及「臺灣

公立美術館館長的『專業職能』之界定」等方面，說明本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者為美術背景出身，美術館為學校教育以外專業充實與擴充視野的殿

堂。然而，這個在心中常常奉為圭臬的信念，當目睹藝術家的街頭行動劇－「我

們的臉都綠了」1，及見到國會立委對有監守自盜之嫌的故宮博物院院長之質詢與

有關報導2，才赫然發現為全民所珍視的藝術品，在公立博物館/美術館館長失職的

情況下變得如此脆弱、不堪一擊，感到異常痛心！ 

就讀研究所期間，接觸了法國當代社會學家 Bourdieu 的《秀異─對品味判斷

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1984)中，以習性、

文化資本與場域揭示社會生活中的動態權力關係，提醒讀者審美品味有階級之分，

藝術作為高度品味的象徵，它們不再只是了解社會的工具，而是做為階級主宰性

的工具、手段，用來作為區分差別之用；後博物館學者 G. Porter (1995)以批判眼光，

提醒博物館文本背後的意識形態充斥著菁英(相對於一般大眾)、男性(相對於女性)、

強勢族群(相對於弱勢族群)、實物(相對於抽象觀念)、高雅(相對於俚俗)的色彩，

也就是他們所提供的並非絕對。美術館基於公眾利益，如何照顧到不同階級/層次

之觀眾需求，主事者應常常自我檢視與反省，是否過度主觀？如何使美術館更具

包容力？畢竟，館長所堅持某種專業意向與品味雖是我們必須倚靠的，但過度集

中的權力相對地也會造就出專業與品味之壟斷，進而與當今尊重多元的博物館價

                                                      
1
 此街頭示威行動劇名為「除綠小組」，暗指政治干預北美館典藏，藝術家作品能受美術館典藏視

一項榮譽，藝術界藉此表示，希望北美館典藏作業能公開透明化，批判美術館典藏主事者不應藉此

權力玩弄制度。參炎黃藝術月刊(1996 年 5 月)。當月話題。2015.12.5，取自：

http://www2.nsysu.edu.tw/appaf/mountain/dg960501.html 
2
 沃草 (2014 年 10 月 20 日)。中國侵權盜版不追究！綠委：比照張顯耀案撤換故宮院長，國會無

雙，2015.2.15，取自：https://musou.tw/focuses/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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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背。 

前北美館館長黃光男(1991：149)曾藉典藏工作表示：「收購或選件的專業知

識，是否達到相當客觀的標準，否則將是另一種型態的行為，不是美術而是權術，

不是文化而是腐化」。我國博物館學者呂佩怡（2011）提到，公立美術館在政府

公務系統架構下，館長由主管機關首長任命因而常與政黨輪替相佐，美術館難以

掙脫官方意識形態；地方美術館除須配合市府文化政策且接受議會質詢，行政任

務高於專業考量，「公務系統下專業缺席」正是臺灣美術館特殊體質，而此體質也

直接影響到美術館館長對美術與美術館專業要求的忽視。換言之，我國美術館館

長的有關決策除脫離不了官方意識型態，也受制於種種「行政」框架，二者皆是

呂所認為美術館屢釀風波之因。因此，如何使我國公立美術館典藏、展覽等專業

行政工作，能盡可能地客觀、公正、合理而能取信於眾，除了需立足於我國藝術

行政管理體系與制度之健全外，更繫於館長之專業職能有效地發揮。 

 美術館需要應用各種跨領域的專業知識，管理自裡到外的人事物，更要調和

歧異度高的藝術家及其作品，因此難度遠大於一般的企業管理；另一方面，非營

利文化機構由於目標定義模糊的關係，相對在績效評估上，也難以用數據一概而

論3。以美術館業務中最重要的典藏為例，館長須在諸多因素中權衡，如藝術史家

的觀點不盡相同、典藏委員喜愛的風格也有差異、社會政經關係之介入、典藏預

算的拿捏、典藏程序是否正義…等，箇中因素十分複雜，且是一環扣著一環。 

    我國藝術行政管理專業雖起步較晚，但公立藝術機構也不乏有好的領導典範，

如第一位通過國家考試而任派北美館的黃光男館長，為美術館劃分組織業務、爭

取美術館的人事制度比照「教育人員任用」等，開物成務、戮力不輟；故宮前院

長林曼麗積極以新的行銷觀念與口號－「新故宮．今古意」(Old is New)，翻轉觀

                                                      
3
 在「藝術理事會與文化機構國際聯盟組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rts Councils and Cultural 

Agencies, IFACCA)的 IFACCA  D’ART 為 IFACCA 所進行之國際藝文政策相關資訊的蒐集報告，

其第 18 號報告以「藝術政策的統計指標」為題，指出各國的文化政策的目標多半以廣泛抽象甚至

模糊的術語表達。如此，文化政策的抽象或模糊不清勢將阻礙明確政策指標的發展。IFACCA. (2005, 

June).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or Arts Policy , p.9. Retrieved April 24, 2016. from 

http://media.ifacca.org/files/statisticalindicatorsforarts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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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客對故宮的認知，塑造古物與精品設計、時尚結合的新風潮4；任時我國最長的

公立美術館館長黃才郎，盤點美術館館藏、區分三座美術館的藏品定位與收藏內

容、彙整臺灣美術史研究工作、顧及觀眾欣賞教育需求而調度館際藏品5，當然還

有其他相當盡職之館長，僅在此簡述三例。不過，好的館長可遇不可求，臺灣公

立美術館館長的遴選與任用，在更多時候是具有爭議的，若期待臺灣公立美術館

管理步上更穩健的發展，我們便不能有守株待兔的心理，任由公立美術館館長之

爭議事件重複上演、傷害本國社會的藝術發展、剝奪藝術家創作展演的空間及權

益，使得後代無緣欣賞到好的藝術品。 

目前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美術館為政府領導（張譽騰等 譯，2011：50），我國

公立美術館之領導與管理即是屬此類（夏學理、凌公山與陳媛，2011）。公立美術

館長職責可以是輕如鴻毛，或重如泰山— 以其身分來說，可以僅是一名公務員或

研究員；但以其影響力而言，其權力之影響可以關乎臺灣美術/藝術界的整體發展，

或是我國在國際藝壇的聲譽— 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被定位為前者或後者，全然取

決於我國公立美術館之主管機關首長以及政府首長，如何看待館長的職務角色。

近年如火如荼籌備中的臺南美術館開館後，地方主管機關也必然面臨館長遴選任

用課題。故，為探討「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本研究問題有二： 

〈問題一〉為符應當今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與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等潮流，探索「美術館館

長的專業職能」應該包括哪些構面與要項? 

〈問題二〉公立美術館館長與關心美術館人士對於「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

業職能」的共同看法，是否呼應〈問題一〉所歸納之假設? 

 

                                                      
4
 參話題人物 故宮博物院院長林曼麗 (2006 年 12 月 18 日)。經理人月刊網。2015.9.10，取自: 

http://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149 
5
 參林皎碧(2013 年 6 月 7 日)。專業透明，精益求精— 專訪黃才郎前館長。2015.10.25，取自：

http://www.tfam.museum/File/files/05research/03collection/ 

30%E5%91%A8%E5%B9%B4-%E9%BB%83%E6%89%8D%E9%83%8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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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地理空間上，本研究中指稱的臺灣或國內都是指中華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管

轄下的公立美術館。 

機構性質上，本研究鎖定在臺灣非營利之公立美術館，本研究指的公立美術

館在經費預算上來自公部門，館長須接受民意機關質詢，且館長與館員的進用為

通過國家高普考之藝術/文化專業類科的公務員，若公部門中沒有藝術/文化專才及

符合相當職等的公務員，才會依循第二軌道的教育人員任用一途任用館長與館員；

而公立美術館館長與其上級行政機關首長、所屬中央/地方政府首長，同為該公立

美術館的領導與管理階層。依此，本研究中所界定的公立美術館，不包括其它類

型的美術館組織型態，例如：私立美術館、公辦民營美術館、行政法人制美術館。

另，在本研究中所指的美術館(Fine Art Museum)，係以典藏、展演純粹藝術為宗旨

的館舍，排除一般性以收藏精緻歷史古物為目的的博物(Museum)/藝術類博物館

(Art Museum)。 

    在研究對象上，分為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以及關心美術館人士。在館長方面，

為使本研究有豐富的訪談內容可獲取，在受訪者邀請時，針對具有臺灣公立美術

館資深行政管理經驗的館長；易言之，受訪館長僅取樣於距今成立時間較長之公

立美術館館長，即為擔任過臺北市立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與高雄市立美術館，

這三所美術館之中其一且被本研究者視為具成功的、有代表性的館長。在關心美

術館人士的取樣方面，因其意見僅用以檢證前述受訪館長認為所應具之專業職能，

與其意見之共通性。所以，本研究之問卷設計的功用，僅用之以檢驗和比對館長

之受訪內容，並非將之視為一嚴謹的問卷調查研究方法，此為本研究之特殊性，

也為本研究限制之一。 

    文獻分析範圍上，據本研究題目— 「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探討」，

實一跨專業領域之探索性研究，本研究文獻蒐羅自下述四大方向： 

一、美術館/博物館類：美術館定義、特性、新趨勢與功能；博物館專業倫理、博

 



5 
 

物館管理、博物館行政、博物館收藏有關法規…等。 

二、自美國、法國、臺灣三國藝術類博物館/美術館館長之資格條件中，分析歸納

館長應具之專業職能。 

三、管理學類：藝術管理、領導學說、職能理論…等。    

四、公部門管理類：公部門管理趨勢、我國中高階主管管理職能。 

    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的「專業職能」界定上，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以公務

職等(10-13 職等)來看應屬我國公部門的高階主管。故，本研究參考我國人事局為

公部門高階主管所定義的核心職能(包含核心管理與專業兩個面向)。據人事局 2009

年 7 月 21 日新修正版本，我國公部門高階主管的管理項目及評鑑方式，包括國内

外環境情勢分析、願景目標與策略性思維、領導能力與協調合作、績效管理與政

策行銷、風險與危機管理、法治素養、人文素養等七項（蔡良文，2011）。本研究

即探討上述我國公部門高階主管的核心管理職能之外，未曾被研討過的臺灣公立

美術館館長所須之「專業職能」範疇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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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而本研究設計分為前

半研究與後半研究，前半研究的目的是為「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

提出假設，後半研究目的則用以檢證前半研究之假設。下述分別說明： 

一、本文前半研究為後半論文的前導研究，目的是要先為「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

建立假設。主要研究方式是透過下述四大類別的文獻分析： 

(一)美術館/博物館類：美術館定義、特性、新趨勢與功能；博物館專業倫理、博物

館管理、博物館行政、博物館收藏有關法規…等。 

(二)分析美國、法國、臺灣三國藝術類博物館/美術館館長之資格條件。 

(三)管理學類：藝術管理、領導學說、職能理論…等。 

(四)公部門管理類：公部門管理趨勢、我國中高階主管管理職能。 

再援引「職能冰山理論」架構，歸結「美術館館長所須之專業職能之構面與要項」。 

二、後半研究方法為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以立意取樣訪談三位資深的臺灣公立

美術館館長，並同時進行對於臺灣公立美術館關心美術館人士(以下簡稱美術館關

心人士) — 如：藝術領域學者、藝術經紀人、藝術相關背景學生、藝術家、美術

教師、公務員、出版商、一般觀眾等，以問卷的方式調查關心美術館人士對於臺

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的看法。以上述兩種不同的方式蒐集館長與美術館關

心人士，此兩向度的意見資料，而後再相互檢證，最後做出結論。  

    本章分為五節，其內容依序為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設計與流程、研究

倫理、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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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求客觀性與務實性兼重，前導研究是重論述之客觀性—廣羅蒐集美術

館管理有關文獻並含括了藝術管理、博物館管理以及公部門管理三個層次的探討；

並蒐集美國、法國與臺灣館長資格條件進行比較研究，後以職能冰山理論為架構

歸納分析上述有關美術館館長所須具備的專業職能，提出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假

設之有關構面與要項。後半研究則是透過館長自美術館行政專業上實務經驗之闡

述，用以檢證前半研究提出的假設；另，為使增加本研究的信實度，又佐以美術

館關心人士的意見調查，用以比對館長訪談內容分析結果，以加強佐證本研究所

提出「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之可信度。 

    本研究章節架構為：第一章「緒論」，先說明了本研究者之研究動機、目的以

及問題，再自以下方面如，地理空間上、機構性質、研究對象上、文獻分析範圍、

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的「專業職能」界定上，說明研究題目之意涵，並同時帶出

研究限制。第二章說明本研究方法設計與實施流程。第三章「美術館的定義與新

角色」，旨在探討美術館的性質與於當今社會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第四章「美術

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探討」主要為分析歸納美國、法國、臺灣三國美術館館長應

具專業職能。第一節中簡述藝術組織型態的種類、各國文化主張與文化運作機制，

以及兩大類美術館治理主體於美術館之管理，以作為後四節分析、比較、歸納時，

美國、法國、臺灣三國的美術館館長資格條件及有關案例的鋪陳。第五章「美術

館管理的三個面向」，即為了深入探索館長做為一個特殊之「管理者」，探討在藝

術管理、博物館管理以及公部門管理，意旨透過此三方向的文獻探索，臺灣公立

美術館館長身處的一個同時兼俱三種性質的機構中，應具備哪些專業職能？第六

章分別陳述北美館、國美館與高美館之三所歷任館長的背景經歷，並分析歸納各

館館長任職前所具備之專業知能與職能。第七章為本研究的結果與發現。第八章

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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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研究架構 

 

 

前

導 

   

研 

究 

概 

述 

第一章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動機：見臺灣公立美術館長因失職屢起爭議而感發。 

二、目的：探討臺灣公立美術館長專業職能。 

範圍與限制 

一、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界定。 

二、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之專業職能界定。 

 

 

 

 

研

究

設

計

與

實

施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總研究 = 研究 Part 1 + 研究 Part 2 。 

 研究 Part 1： 

   據前導性研究之文獻分析歸納與案例比較形成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

職能」有關面向之假設—「美術館特性與館長所須專業知能與職能對

照表」。 

 研究 Part 2： 

1.館長：訪談館長過去自身經驗，談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在面對實際

的工作上會遭遇的各種情況與問題所須具備的職能。 

2.關心美術館人士問卷調查。 

■  研究設計：  

   Part 1 研究方法：比較研究法＆職能冰山理論(前導研究)。 

   Part 2 研究方法：訪談法與問卷調查。   

  前提 1.以匿名的方式訪談。 

  前提 2.研究者向受訪者說明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之「專業職能」   

  於本研究中之界定。 

  3.據研究設計之六大構面，形成半結構性訪談大綱。 

  4.據本研究所歸納之「美術館特性與館長所須專業知能與職能對照表」 

   形成調查問卷。 

  5.訪談概述： 

   a.〈 深度訪談大綱_館長〉  

   b.〈 研究調查問卷_美術館關心人士〉 

  6.將訪談內容依照「美術館特性與館長所須專業知能與職能對照  

   表」做分析歸納。 

實 

施 

 文獻收集文獻分析＆職能冰山理論 

 美、法、臺三國案例比較研究法＆職能冰山理論 

 深度訪談：遵循研究倫理採取合宜的訪談設計。 

 問卷調查：發放線上匿名問卷約 12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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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導

研

究 

 

 

 

文 

獻 

探 

討  

 

第三章 美術館的定義與新角色 

 美術館定義。 

 據時代趨勢探討美術館館新角色與功能。 

第四章 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案例分析 

 目的：藉美、法、臺三國美術館館長職能要求之案例，比較分析出

美術館館長之職能內涵。  

 歸納兩國館長共通的條件，並比較與我國美術館館長職能條件差

異。    

 結果：臺灣對公立美術館館長之要求較之美、法兩國，專業職能有

所不足。 

            第五章 美術館管理的三個面向 

 分藝術管理、博物館管理、公部門管理三個面向探討。 

 用此三面向以陳述館長角色之重要、歸納館長在管理職務上所具備

職能並指出我國公部門管理對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要求之缺

空，點出本文研究之重要性。 

蒐 

集 

第六章 臺灣三所公立美術館館長之背景經歷 

 依北、中、南三所美術館任職館長的時間排序，蒐集整理臺灣公立

美術館館長之背景經歷。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比 

較 

第七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據前導研究的構面與要項分析訪談內容。 

 比較訪談內容與問卷調查的共通性。  

結

論 

結 

論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據兩階段性之研究實施與檢證，提出本研究之結論。 

 本研究之建議。 

                                                                製表者：林波吟 

 

 

 

 

 

 

 



1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壹、 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 

    比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是社會科學經常運用研究方法。比較是認識

事物的基礎，是人類認知、區別和確定事物異同關係的最常用的方法。比較研究

依據《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辭典》之解釋為：對物與物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似性

或相異程度的研究與判斷的方法。吳文侃、楊漢青主編的《比較教育學》認為：

比較法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對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教育制度或實踐進行比較研究，

找出各國教育的特殊規律和普遍規律的方法。綜上所述，比較研究可界定為根據

一定的標準，對兩個或兩個以上有關連的事物進行研究，尋找其異同，探求事物

之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方法（國家教育研究院，2010）。 

George 1964 年在《Comparative Method in Education》一書將把比較研究法分

成四個階段：描述、解釋、併排、與比較，以下說明比較研究的四階段： 

一、描述（description）： 

研究者首先進行研究事物描述，目的是為了有系統地陳述所探討事物或研究

目標的資訊，以使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有正確而客觀的了解。為了詳細敘述，研究

者需要進行廣泛而完整的資料蒐集，資料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手資料、次級資料、

與輔助資料。 

 二、解釋 （interpretation）： 

研究者其次要進行研究事物的解釋，係對描述事物內容中各種現象產生的原

因、代表的意義和影響有進一步的了解，研究者需要做解釋的工作，研究者常要

掌握事物的歷史發展，從中進行分析與解釋。解釋的正確、客觀與否與研究者所

採用的解釋觀點及對問題背景認識之詳盡度均有關連。  

三、併排（juxtaposition）： 

研究者第三階段是將前二階段的描述與解釋所收集的資料進行併排與製作圖

表。為了避免研究者作錯誤的比較，必需強調依據共同的事實及問題，以同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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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分析和判斷。併排有兩個目的：一是根據相同標準分析找出其異同處；二是建

立研究假設，以供證實、修正或推翻、導引出研究的結論。  

四、比較（comparison）： 

比較是最後階段也是比較研究的重點，研究者依照先前的步驟，對假設進行

比較研判，以對假設證實、修正或推翻。研究者需以客觀的態度，並具備詳實的

判斷及正確的分析能力，來推斷結論。一般研究者運用比較研究法經常依據上述

四階段操作模式進行。比較研究的步驟可具體分為五步驟：（1）確定比較的問題；

（2）確定比較的標準與理論；（3）進行收集和整理資料；（4）進行比較分析；（5）

最後結論。 

    在本研究探討何謂「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之前，須先客觀探

索「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之實質內涵，故蒐集了美國、法國、臺灣三國美術館/

藝術類博物館館長之描述性資料包含了，一手資料、次級資料，以及文化政策、

藝術組織結構、法令、館長遴選資格條件等輔助資料，透過文獻之整理、分析、

併列、對照、比較三國美術館館長之專業職能的異同，以作為「我國公立美術館

館長之專業職能」研究之局部性探索。 

 

貳、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 

    深度訪談法為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一種方法，強調雙方共同進行特

定議題的對話討論，以建構對特定議題的認知基礎。深度訪談法是透過雙方互動

的對話過程，並非只是吸取單方面既有的認知與態度。訪談者藉由訪談的過程與

內容，發掘、分析出受訪者的動機、信念、態度、作法與看法等(畢恆達，1996；

李美華、孔祥明、林嘉娟、王婷玉 譯，1998；袁方，2002)。 

訪談方式可分類爲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 )、非結構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 )及半結構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三種(袁方，2002 )。本硏究將

採行半結構訪談的方式，半結構訪談的特點是：—、有一定主題，提問題的結構

雖然鬆敗，但仍有重點和焦點，不是漫無邊際的；二、訪問前擬定訪談大綱或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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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要點，但所提問題可以在訪問過程中隨時邊談邊形成，提問的方式和順序也可

依受訪者的回答隨時提出，有相當彈性；三、訪談者不需使用特定文字或語意進

行訪問，但訪問過程以受訪者的回答爲主(鍾倫納，1993；席汝楫，1997；袁方，

2002)。 

本研究後半是以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進行，為檢證前半研究之假

設是否與真實現況相符？將訪談擁有臺灣公立美術館行政實務經驗的三位館長，

以求深入了解實務場域與客觀的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是否有落差，使本研究結論

能真實反映出符合臺灣現況之「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本研究以立意抽

樣選取受訪對象，即本研究者根據主客觀判斷能獲取最多關於本研究題目相關資

訊者。為增加本研究的效度，訪談錄音會謄寫成逐字稿，將原稿請受訪者修正，

是否文字與其意相同，並進行修改或補增作業，定稿後始能進行分析，以提高研

究信度。 

 

參、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 

    問卷調查法代表普遍而具體化的操作化過程，必須透過客觀、有系統的科學

方法，在應用上必須了解到實施的過程與程序，才可蒐集到可靠、有效的資料(吳

明清，1991：328-334)。問卷調查法的優點有：一是時間靈活，效率高。與觀察、

訪談等方法相比，問卷調查法比較靈活，效率也高，問卷可以當場發給被調查者，

也可以通過郵寄或者網路實現對遠距離的多方面的調查物件進行調查，既能獲得

大量資訊，又能節省時間和經費。二是取樣不受限制。與觀察、訪談等方法相比，

問卷法樣本大小不受限制，完全可以根據抽樣的科學要求和實際情況，確定調查

樣本的容量，可以選取大樣本，也可以選取典型樣本。三是調查者和被調查者無

須面對面接觸，具有一定的回避效果。問卷調查一般不署名，被調查者回答沒有

更多的心理負擔，容易獲得被調查者的支持，易使結論比較客觀。而問卷調查法

的局限性有：一是設計程序較複雜，二是回收率問題，回收率較低，會影響其代

表性。另外，被調查者回答時可能出現估計作答或回避本質性東西的現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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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準確性，因此有時還要結合訪談瞭解深層次的資訊 (王科文，1986：

320-334)。 

 

肆、三角檢核法（Triangulation） 

    三角檢核法（Triangulation）是對照和比較同一情境之不同說法的重要方法。

經由對觀點上差異的辨識，矛盾和差距可以浮現，這些矛盾與差距有助於對情境

的解釋和實踐理論的發展（夏林清等 譯，1997）。故將三角檢核法之研究設計原

則應用至兩方資料之交叉檢核，以確保本研究結果之信實度。 

 

 

 

 

 

 

 

 

 

 

 

 

 

 

 

 

 



15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 

 

    本論文研究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整體研究之前導研究，採比較研究法並以

「職能冰山理論」為分析架構，目的在於歸納美術館與美術館管理有關文獻、館

長專業職能之案例，為提出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提出假設。第二部分則依照文獻

探討所歸納出六大構面擬定訪談大綱，訪談對象又分為公立美術館長與關心美術

館人士兩類，運用質性研究之三角檢核法，使資料來源多元且可以相互檢證，以

增強資料與研究結果之信實度。  

 

                PART 1 研究                    PART 2 研究 

                                                              

   

                                                         文 獻 搜 集 

 

整理、分類、分析 

            歸納                 

      

                      歸納     

                          

 

 

 

 

 

                           圖 2-1 研究設計與流程圖     製圖者：林波吟 

 

A 美術館類                   

B 文化組織政策 

C 公立美術館管理有關面向

A 美國案例      

B 法國案例      

C 臺灣案例      

文 獻 搜 集 

歷任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 

背景與經歷 

比較    六大構面    訪談與問卷調查   

館

長    

美

術

館

關

心

人   

相

互

檢

正

 

分析    

歸納 

假設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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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是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以社會認可的適當方式來行動（Wayne, 

Gregory ＆ Joseph, 2003）。本研究參考 2011 年國立成功大學人類行為科學研究倫

理審查委員會所提出的研究倫理原則，實行方式詳述如下： 

 

壹、尊重個人原則 

研究者需尊重研究參與者於研究過程中的自主性，即參與者可決定是否參與

研究、是否參與某些程序、是否分享某些經驗、在不會影響其權益的狀況下退出

研究等等。本研究在進行訪談前會將研究資料、訪談大綱與訪談程序先提供給欲

邀請之受訪對象參閱，受邀訪談對象可以依個人意願考慮是願意接受本研究之訪

談，並在訪談時，受訪者可依據事實及個人想法回答，符合尊重個人原則。 

 

貳、善益原則／不傷害原則 

   研究應在增進參與者、隸屬社群、全體社會之福祉的前提下進行基於這項原則

訪談的過程中，訪談者不觸及關於受訪者個人隱私問題，若受訪者不願意回答某

些問題，則會立即中斷該訪談題目。訪談結束後，將會再一次與受訪者確認訪談

內容，並再確認願意公開受訪內容的部分。 

     

參、正義原則 

   正義意為公平且平等對待他人之責任。公平意為以同等的尊敬和關心來對待所

有的人。公義原則與招募程序、結果的分配相關，分配正義要求在分配風險或利

益時應公平為之，即風險與利益不應集中於特定對象。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分為臺

灣公立美術館館長與關心美術館人士兩類—在館長方面，選取符合本研究之主客

觀條件者，列出受訪者之邀請名單，予口試委員參考備查後進行訪談邀約；在關

心美術館人士方面，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進行問卷之意見調查，樣本源又可分為具

藝術/美術相關背景人士與一般民眾，而以前者比例為多。遵循上述正義原則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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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單一特定群體，避免所歸納之研究結果導向單一群體之利益。引用的與參考

文獻的來源盡可能廣泛地，關注於研究主題所關聯之各個面向，避免個人主觀偏

狹視野，影響研究結果之呈現，以符合研究之正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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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壹、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資料係由訪談與研究問卷調查所得，並使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7 軟體進行質性訪談的資料分析。本研究針對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與美術館關

心人士兩類對象進行資料蒐集。第一類為「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資料蒐集方

式為訪談法，樣本數為 3 位；第二類為「臺灣公立美術館關心人士」，及廣義所

有可能與美術館活動產生互動關係者，線上問卷發放 120 份，回收樣本數為 100

份，有效問卷為 100 份。上述兩類研究參與者皆以立意取樣的方式，即本研究者

根據主客觀條件判斷—訪談館長上，選取有機會獲取本研究主題最大相關資訊的

受訪對象；問卷調查上，尊重問卷調查者之個人參與意願，並以有能力回答問卷

題目為優先考量。 

    為確保本研究參與者之隱私，問卷調查參與者與訪談對象一律以匿名的方式

實施。為便於本研究者與讀者檢索資料，訪談對象以及訪談題目，均以代號表示，

代號說明如下： 

一、訪談對象：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其代號為 D；又，依訪談時間順序，三位

受訪館長分別為 D1、D2、D3。 

二、訪談題目的形成： 

根據文獻探討所歸納的六大構面設計訪談題目，形成半結構訪談大綱；訪談時，

再依實際對答情況，逐步深入挖掘本研究者欲獲取的資訊。 

三、訪談題目編號： 

(一) D1 受訪者對應的題目編號是 A，題目共有 9 題，依次為 A1～A9。 

(二) D2 受訪者對應的題目編號是 B，題目共有 12 題，依次為 B1～B12。 

(三) D3 受訪者對應的題目編號是 C，題目共有 18 題，依次為 C1～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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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大綱 

 

    透過本研究之文獻探討歸結「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可自下述六大

面向中探討：一、概括性；二、新趨勢與新職能；三、(我國國情特徵下之館長)

職務定位與角色；四、美術館評鑑；五、館長任用資格條件；六、美術館管理 

人才育成。並據此六大面向形成訪談大綱，訪談構面與題目如下表 2-2： 

 

表 2-2 訪談大綱 

構面 題目 

一、概括性 1.為符應現當今美術館的定義與特性，請問您認為當前的美術

館需要怎樣特質的館長(例如：認知、特質、態度、價值觀)？  

2.能否請您簡要地談談，臺灣公立美術館之經營環境現況與困

境？ 

3.面對上述您所提及的臺灣公立美術館現況或困境，您認為館

長須要具備那些能力？ 

二、新趨勢與新職能 1.為符應我國國家文化政策與產業接軌，請問您認為館長需要

什麼新的知識、技能或特質？  

三、職務定位與角色 1.請您簡談我國美術館治理特徵或特色。 

2.請問您作為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怎樣看待自己的職務定位

與角色？ 

3.在擔任館長的經驗與歷程中，可以述說您印象最深刻、最值

得引以為傲、最覺得困難或常遭遇到困難的事，請舉一至兩件

陳述。 

四、美術館評鑑 1.博物館法通過後，未來公立美術館館長將面對博物館評鑑制

度，請問您認為對於館長而言，將有哪些影響?  

五、館長任用資格條

件 

 

1.對於目前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任用的方式，您有什麼看法？ 

2.您認為能勝任公立美術館館長所應具備哪些資格條件？ 

六、美術館管理人才

育成 

1.請問您是如何獲取美術館館長的專業職能，請談談您的有關

經驗？ 

2.請問我國應該如何培育未來的美術館管理人才？ 

 

 

 

 

 

製表者：林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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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談內容分析 

    根據如上實際的訪談題目進行編碼後，再將編碼後的訪談題目歸類至上述六

大構面中，以獲取完整的訪談研究資訊。訪談題目與內容分析歸納檢索如下表： 

 

表 2-3 訪談構面、題目與訪談內容檢索表 

 構面 

 

題 

目 

概括性 新趨勢與新 

職能 

職務定位與

角色 

美術館評鑑 資格條件 美術館管理

人才育成 

1-D1 

 

A1 

D1-1 

D1-1-2-1 

D1-1-2-2: 

D1-1-3-1 

D1-1-3-2 

A4 

D1-4 

A7-2 

A7-3 

D1-7-1 

D1-7-2 

D1-7-3 

 

A7-1 

A7-2 

A7-3 

D1-7-2 

D1-7-1 

D1-7-3 

A7-2 

A7-3 

D1-3-2 

D1-7-1 

D1-7-2 

D1-7-3 

A9 

D1-9 

1-D2 B2-2  

B2-2-2 

D2-2-2 

D2-2-1-1 

D2-2-1-2 

B2-5-1 

D2-5-1 

D2-5-2 

C5-2 

D2-2-2 

D2-3-1 

D2-8-1 

D3-5-2 

B2-9 

D2-9 

B2-10-2 

B2-10-3-1 

B2-10-3-1-1 

D2-10-2  

D2-10-3-1-1   

D2-10-4  

D2-10-5-1 

B2-12  

D2-12 

1-D3 C1-1 

C1-1-1 

D3-1 

D3-1-1 

C3-4   

D3-4 

C3-5-1 C3-9-1  

C3-9-3 

D3-9-2 

D3-9-3 

C3-12-1 

C3-12-2 

D3-12-1  

D3-12-2 

C3-16-1   

C3-16-1-1 

C3-16-1-2 

C3-16-1-3 

C3-16-1-3-1 

D3-16-1   

D3-16-1-1  

D3-16-1-2  

D3-16-1-3    

2-D1 A2 

D1-2 

/ A5 

D1-1-1 

D1-1-2-1 

D1-1-2-2 

D1-1-3-1 

D1-1-3-2 

/ A4 

D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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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 

D1-5 

2-D2 B2-2 

B2-2-2 

D2-2-1-1 

D2-2-1-2 

D2-2-2 

B2-6 

D2-6 

 B2-10-1  

D2-10-1 

D2-10-3-1 

2-D3 C3-2 

D3-2 

C5-4-1 

C3-6 

D3-5-3 

D3-5-4-1  

D3-5-4-2 

D3-6 

 C1-1  

C1-1-1 

D3-1  

D3-4 

3-D1 A3 

D1-3-1 

D1-3-2 

A6  

D1-6 

  

3-D2 B2-3-1  

B2-4-1 

B2-4-2-1 

B2-4-2-2 

B2-4-2-3 

D2-4-1 

D2-3-1 

D2-3-2 

D2-4-2-1 

D2-4-2-2 

D2-4-2-3 

B2-7-1  

D2-7-1 

D2-7-2 

D2-7-3 

 

3-D3 C3-1 

C3-3-2 

D3-3-1 

D3-3-2 

C3-7  

C8-3 

C3-8-1 

C3-8-2 

C3-10 

D3-7 

D3-8-1 

D3-8-2   

D3-10 

 

   

 

製表者：林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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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問卷調查 

    據本研究前導研究所歸納的「美術館特性與館長所須專業知能與職能對照表 

」 形成本調查問卷，以藉此獲取來自美術館的外部資訊—即「美術館關心人士」

對於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職能的看法，這裡的美術館館外關心人士係指廣義

的可能參與美術館互動的社會大眾，目的是用以校正受訪館長的看法，二者的共

通結果以回應前導研究所提出之假設。問卷發放以電子化形式，發放約 120 份。在

問卷發放對象上，因考慮到專業之辨讀能力，故問卷發放對象仍以國內藝術學界、

藝術教育界、美術、設計、藝術管理業界、或專業學生為主，非專業人士占問卷

發放對象的較少數；因此，本問卷發放設計係綜合了美術館有關之專業人士與非

專業人士對於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需求的看法。研究調查問卷(表 2-4)內

容如下： 

 

表 2-4 研究調查問卷 

--------------------------------------------------------------------------------------------------------------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 女 

2.年齡：□ 20-30歲  □ 31-40歲  □ 41-50歲 □ 51-60歲 □61-70歲  

□ 71歲以上 

3.職稱：______________ 

4.專業/專長：______________ 

5.工作年資：___________ 

第二部分 「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所需 

一、外顯特質 (說明：請在以下的表格中 v 做記) 

美術館館長專業知能與職能構面與要項 

非

常

需

要 

很

需

要 

需

要 

不 

需 

要 

完 

全 

不 

需 

要 

A.美術／藝術學類 

A1美術/藝術學類科研究能力  

(如:藝術史、藝術理論、美術教育、美術行政管理、

藝術行銷管理等) 

     

A2美術館的典藏品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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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美術館典藏品鑑賞      

A4美術館教育活動規劃      

A5策展      

B.博物館行政類 

B1具備博物館史學／理論等知識      

B2擁有收藏、研究、展覽、教育、藏品館設維護與應

用科技等美術館行政相關工作經驗或技能 

     

B3尊重博物館專業倫理       

B4了解我國文化政策與文化行政有關法規，如：文化

資產保存法、美術館行政等有關法規。 

     

B5.美術館發展目標計畫      

B6美術館典藏政策擬定      

B7美術館行政作業規範訂立（如：作業流程、要點）      

B8美術館行政業務管理（如：典藏、研究、展覽、教

育） 
     

B9美術館財務管理（預算擬定與控制）      

B10美術館人力管理（員工與義工）      

B11 美術館工程設施安全監督      

B12美術館藏品維護監督      

C.企業管理類 

1.善於營造良好的社會關係，如：政治上、經濟上、

建立館際或國際合作關係 

     

2.重視觀眾服務，如：觀眾滿意度調查      

3.企劃開發，如:美術館藏品或展覽周邊產品與活動

企劃 

     

4.善用行銷技能，如：4P、4C、SWOT、STP等      

D.其它(美術館所需之延伸職能)  

1.具備運用數位科技管理之知能，如：藏品管理、運

用網路行銷等 

     

2.具備藏品維護科學知識      

3.外語溝通能力      

4.創新能力      

5.應變能力      

6.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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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潛在特質(複選) (說明：請在以下的表格中■做記) 

1.社會角色  

□ 公正 □ 客觀 □ 清廉 □無私 □有視野 □操守 □ 有領導力 

□ 包容多元 □ 關照弱勢 

2.自我概念 

□專業 □責任 □ 創造附加價值 

3. 動機 

□ 服務 □ 熱忱 □ 成就 □ 影響力 

 

三、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表者：林波吟                                      

  

 

 

 

 

 

  

  

  

  

  

  

 

 

 

 

 

 

 

 



25 
 

第三章 美術館的定義與新角色 

 

第一節 美術館的定義與特性 

 

    美術館為博物館社群之一員，本質與博物館並無差異。國際博物館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 ICOM）揭示博物館定義為：一所服務社會及社

會發展為宗旨的非營利常設機構，並對大眾開放，其目的為教育、研究、娛樂，

以取得、保存、研究、溝通、展示人類及其環境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ICOM, 2007）。

張譽騰（2000a：44-49）指出現今博物館五個重要特性：（一）公眾的（for public、

for society）；（二）常設的（permanent institution、present regularly scheduled）；（三）

非營利的（non-profit、not-for-profit）；（四）專業的（professional）；（五）可親近

的（accessibility）。我國甫通過的博物館法指出「博物館應秉持公共性，提供民眾

多元之服務內容及資源」（文化部，2015），意指須為觀眾提供多元之服務。張婉

真（2005：36）曾提到，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博物館須重視新興媒體的運用，及以

當代的觀點探討臺灣與亞洲乃至全球文化的深遠關係。 

    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將美術館定義為「永

久性非營利性機構，基本上以教育與美學為目的，雇用專業館員，收藏與擁有藝

術品，固定的為大眾進行保存、詮釋與展示(Einreinhofer, 1997：190)。然，美術館

與其他類型的博物館的何區別為何呢?博物館學者張譽騰如此解釋： 

 

   美術館以展藏具有獨特意義的藝術作品為主要宗旨，有別於其他類型展藏典 

   型、平常、大量生產的人造和自然物件，其價值不在自身，而是作為自然世 

   界與人類文化的樣本。美術館所關心的是，個別藝術家所生產的具體物件， 

   藝術品即為本身價值之所在，觀眾將藝術看作是藝術，去直接感受他的風格 

   形式與色彩。(張譽騰，2000a：73) 

 

在美術館中，觀眾將藝術視作非自然與生活常物，它自身的特殊性正是其價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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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學者連俐俐(2010：32-33)認為美術館必須具備兩項條件：  

 

   一、 他必須建構在收藏的基礎上，且其收藏主要以造型或視覺藝術為主； 

   二、 必須以審美的角度做為看待與展示文物的基礎。 

 

上述之「視覺藝術為主，凡以審美的角度看待文物」，是以廣義角度來定義美術館，

可與「藝術類博物館」同義，則某些具有美感的歷史文物也可包含在內。若以功

能的角度定義美術館或其藝術藏品，則可以分為三大類：一、純粹藝術(Fine Art)；

二、應用藝術(Applied or Useful Art)；三、民俗藝術(Folk Art)或部落藝術(Tribal Art)。

其中，純粹藝術(Fine Art)傳統通常包含平面藝術(如繪畫和攝影)和三度空間(如雕

塑)，他們以其本身即目的的觀念被創造出來，亦即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張譽騰，

2000a：75-76)，這即是狹義的「美術」(Fine Art)，或有人稱之為精緻藝術6或精英

藝術7。 

    關於美術館/博物館過去常被提及的功能，前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漢寶德(2000：

30-31)認為，蒐集、研究、展示與教育四者稱博物館的四相，並可分為兩組，第一

組為蒐集與研究，第二組是展示與教育，一個完整的博物館必然要均衡的具備這

四項功能。他又提到，這四個功能彼此要有互動關係，越有活力的博物館，四大

功能的關係便越是密切。國內博物館學者秦裕傑(1996：68)認為博物館具有四項功

能：收藏(包括：收藏與保存兩種功能)、研究、展示、育樂(包括：教育與娛樂兩

種功能)等四大功能，收藏與研究為早期博物館最重要的功能，並且較具學術性質，

相對地，展示與育樂為近代博物館逐漸加強的重要功能，並且是以大眾為主要考

量對象。前任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黃光男(1998a：16-22) 認為美術館的功

能有：研究、展覽、典藏、教育推廣、休閒、資訊、溝通，也提到美術館為社會

                                                      
6
 當代視覺文化的觀點將傳統的美術同等於精緻藝術(Fine arts)。若以當今多元視覺文化的角度而言，

不論名之為「純粹藝術」、「精緻藝術」或「精英藝術」，都屬於一個社會中上層階級的美學價值與

品味。參見黃任來 (主編) (2003)。人文藝術教育 (上下冊)。臺北：桂冠圖書，頁 330-330。 
7
 在 G. Ellis Burcaw 的《博物館這一行》中也將藝術分為三類：一、純藝術(Fine Art)或稱精英藝術

(elite art)；二、通俗或大眾藝術(Popular or mass art)； 三、原始或部落藝術(Primitive or Tribal art)。

其中所指的精英藝術(elite art)可以視為是純藝術(Fine Art)的同義詞。參見張譽騰等 (譯) (2011)。博

物館這一行 (原作者: G. E. Burcaw)。臺北：五觀藝術，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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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遞藝術資訊的中介者(黃光男，1999)。美術館長/員為民眾進行中介的工作，

即是詮釋的功能，而詮釋與展示也有密切關聯，學者張婉真(2005：7)認為若依物

件(object)進入美術館的程序，其功能可為：蒐集、紀錄、保存、研究、傳播與展

示(詮釋)，其展示8工作與詮釋等同看待。後博物館學者 C. Chadbourne (1991)認為

蒐藏與展示有指涉權威詮釋歷程之意涵9。鄧肯(Carol Duncan, 1995：7-8)在《文明

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Civilizing Rituals :Inside Public Art Museum) 一書中，

解析美術館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將美術館視作一個符碼化的信仰系統，是一

個試圖啟蒙觀眾的儀式空間。 

    經上述探討，本研究取狹義的美術館之義，並將美術館視為以闡述藝術品的

美學價值為目的，以藝術品的典藏、研究、教育、展示(詮釋)為主要功能，以休閒

娛樂、溝通、資訊、充實與啟迪為附加功能。學者曾信傑認為(2013：32)二十一世

紀的美術館相較以往，呈現出更多元與多變的風貌，尤其在收藏作品與獨特建築

方面，依舊引領世界潮流，並發展成現代社會中舉足輕重的藝術教育與美感體驗

的公共機構，從既有的菁英主義(elitism)逐步轉向歸屬全民的民主化(democracy)表

現，提供一個社會大眾可以共同使用服務的重要場域。歸納現今美術館有：教育、

娛樂、大眾、常設、非營利、專業、可親、易達、公益、多元、重視科技以及國

際性等性質；其主要任務為藝術品之典藏、研究、教育、展示（詮釋）與保存等。 

 

 

 

 

 

                                                      
8
 G. E. Burcaw 於《博物館這一行》(Introdution to Museum Work)指出，美術館之展示(exhibit)較陳

列(display)更為嚴肅與專業，它是帶有教育觀眾的意圖的一組觀念呈現，經由專人有計畫地將藝術

物件組成一個單元加以呈現出來。參見張譽騰等 (譯) (2011)。博物館這一行 (原作者: G. E. Burcaw)。

臺北：五觀藝術，頁 37。 
9
Duclos, R.(1994),Postmodern/ Postmuseum:New Directions in Contemporary Museological Critique, 

Museological Review , 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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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術館的新角色與功能 

 

壹、帶動國家文化產業發展之角色 

    據 ICOM 與世界各大博物館組織所認定，博物館必然為一所以社會服務為使

命的非營利機構。而國內長年於博物館界服務的黃光男館長(1998b：38)在《博物

館行銷策略》書中卻指出：「每一座博物館，只要他有積極性的理想，大概經費都

是不足的。…也有因為社會經濟蕭條，而影響館務的運作」。但實際上，在一般人

的心中卻有著，文化事務不應與金錢事務相涉的矛盾情結，如《文化市場與藝術

票房》的作者曾指出：「文化藝術界確實需要包括錢在內的一切資源，但又事涉『文

化藝術』」的緣故，所以一談到錢，就好像會讓人產生一種怪怪的感覺(夏學理、陳

尚盈、羅皓恩、王瓊英，2005：1)。更直接地說，文化藝術事業，不應該賺錢！然

而，這種心態便會導致文化機構經營管理者對於，如何使美術館具有經濟效益之

面向的漠視，尤其隸屬於公部門下的公立美術館，因無績效壓力便也無需關心。

本研究者引前述二專家言論，僅是想提醒博物館/美術館雖為非營利機構，但卻不

能因此忽略其經濟效益之有關的評估考量，否則基本營運都會產生困難，更別談

實踐服務民眾之想了！ 

    現代人物質條件充裕轉而重視精神面向之滿足，文化經濟與消費趁勢大行其

道，關於這個現象，我們可以從馬斯洛的需求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中

得到解釋與支持10。美國的 America for the Arts 組織，曾於 2002 年 6 月 10 日發布

了一項號稱史上最大規模的全美文化經濟研究，那個以〈藝術與經濟榮景〉為題

的文化經濟研究結果，顯示了美國「非營利」藝術事業( noprofit arts industry)，在

2000~2001 年間，共創造了高達一千三百四十億美金的經濟效益，同時照顧了四百

八十五萬的全職(full-time)就業人口，而這還只是美國「非營利」藝術產業一年的

                                                      
10
 馬斯洛需求理論從下到上分為五個層次：1.生理需求 2.安全 3.社交 4.自尊 5.自我實現，《如何開發

藝術市場》書中作者將藝術體驗活動歸於「自我實現」的需求層次中，如：愉悅、領悟、知識、鑑

賞等。林潔盈 (譯) (2004)。如何開發藝術市場 (原作者：Liz Hill, Catherine O’Sullivan and Terry O’

Sullivan)。臺北：五觀藝術(原著出版年：2003)，頁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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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而已！11
 

    這股潮流下，參觀美術館/博物館成了可以滿足民眾高層次需求之典型活動，

意外地為國家帶來了旅遊觀光之財政收入。我國博物館經營管理者的多乘此一世

界潮流擴充對博物館功能的詮釋，也就是為其注入創造經濟效益功能之觀點。國

內資深館長黃光男所出版的《博物館行銷策略》(1998b)、《博物館企業》(2007)等

書，就是取法企業精神以經營行銷博物館。國立故宮博物院前院長林曼麗也曾以

「經濟複合體」的概念重新詮釋博物館在新時代的角色，她談到： 

 

    二十一世紀人類生活的風格是在改變的。以前你去博物院是去朝拜的， 之

後你是去受教育的，現在你是要去休閒的，甚至是消費的。…當年席哈克當巴

黎市長的時候曾經說過：『巴黎是為羅浮宮而存在的』…它產生的產值有多大，

多少人到羅浮宮看展，多少人是為了羅浮宮到巴黎旅遊，那周邊的消費有多大，

國家的觀光消費能量有多大，還帶動他們的精緻產業、奢侈產業。…一個二十

一世紀的博物館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機構，更不是一個官僚的行政機構，

若從一個當代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個『經濟複合體』的結構。12
  

 

據前院長所言，二十一世紀的美術館/博物館不在只是單純的文化機構，它肩負起

帶動一個國家/區域休閒觀光及促進當地消費活動的角色，或者說，它是一個帶動

休閒觀光產業發展的複合體。從朱紀蓉(2014)的〈博物館發展中的國家力量：臺灣

經驗討論〉文中，可以找到我國博物館的社會任務與角色的轉變線索。朱紀蓉的

文章指出我國美術館經營走向與國家文化政策發展有唇齒相依的關係，其將我國

國家文化統治分為五個時期13，而二十一世紀的臺灣主要為「文化經濟時期」(2002-

                                                      
11

 夏學理、陳尚盈、羅皓恩、王瓊英(2005)。文化市場與藝術票房。臺北：五南圖書，頁 56。 
12
 話題人物 故宮博物院院長林曼麗 (2006 年 12 月 18 日)。經理人月刊網。2015.9.10，取自: 

http://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149 
13

 第一個時期是「日治時期」(1949 年以前)；第二個時期(1949-1977)為「威權統治時期」：文化以

服務政治意識形態為工具，博物館功能作為強化國民愛國情操；第三個時期(1977-1993)為「文化建

設時期」：文化建設在現代化的旗幟下展開，為文化而文化，作為彰顯現代化國家設施；第四個時

期(1993-2002)為「社會面建設時期」，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強調社區居民的參與，鑲嵌臺灣主體意

識的認同；第五個時期「文化經濟時期」(2002-迄今)：強調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博物館功能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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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文化的施政重點在於「強調文化創意產業」，因而博物館/美術館也相應發

展出「文化加值」的功能。具體而言，所謂博物館/美術館發展加值功能便是以典

藏或展覽的藝術品為核心發展出具有附加價值的創意衍生商品。 

 

貳、「經濟」作為新功能之討論 

    鑒於國內文化創意產業風潮之盛行，周欣嫻(2007:11)便在〈臺灣文化創意產業

智慧財產之法律保護與藝術授權—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例〉論文中將「經濟」視

作博物館的第五大功能。但許多博物館界保守人士還不能認同此一觀點，多半是

美術館為非營利機構，假設視「經濟」為美術館的功能之一，便可能會對美術館

自身使命帶來危害。創造經濟效益是否應為美術館的新功能，博物館界到目前為

止仍有許多爭議。經濟學者 Bruno S. Frey(1995)對此以樂觀的看法，並批評「博物

館商業化會危急博物館成立目的之說法」太過理想而不切實際，認為只要透過有

效的經營，博物館館藏可以創造更多經濟利益，這筆資金可以用來僱用更多警衛、

加強防竊防火等安全措施、從事古物保存必要修復工作、籌辦更多展覽、進行更

多文物歷史研究、改善人員工作環境及參觀者視覺享受等，負責管理公營博物館

的人員能有適當的鼓勵及獨立權限，也才能不受限制地運用手上的資源(蔡宜真、

林秀玲 譯，2003)。David Throsby 在《文化經濟學》(Economies and Cultures, 2001)

書中，也肯定「文化」與「經濟」結合的經營價值，舉了美術館為例，指出美術

館不僅具有經濟價值也具有文化價值；文化具有永續性(sustainability)，得以跨越

時間形成資本(Capital)，不僅需以文化維護的觀點，也要從經濟價值創造的觀點，

不斷地投入創意，永續管理經營文化遺產，方得使文化資本外溢於整體經濟環境

中(張維倫 譯，2003)。《如何開發藝術市場》(Creative Arts Marketing, 2004)書中

更以經濟或交換的角度主張，博物館/美術館不僅僅只有傳統的四種功能，會因其

與社會中不同的對象或團體密切地交換關係而發展出更多面向的功能，對於參觀

                                                                                                                                                            
加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參朱紀蓉(2014)，博物館發展中的國家力量：臺灣經驗討論，博物館學

季刊，28(1)，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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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資金補助單位而言，博物館發揮研究、典藏、教育及展示功能；對於合作廠

商而言，更發揮激勵或輔助製造或創作之功用(林潔盈 譯， 2004：12)。舉例而言，

博物館透過展場的合作設計、出版品的委託發行、或紀念複製品的代工設計製造、

或衍生商品的授權設計製造等合作模式，與廠商建立商業合作關係，向民間產業

採購商品或服務，幫助當地相關產業的興起與發展，發揮實質的經濟推動力量。 

 

圖 3-1 博物館與周遭環境交換關係 

    資料來源：林潔盈 (譯) (2004)。如何開發藝術市場(頁 12)。臺北：五觀藝術。 

 

陳國政(2004)指出，若以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同心圓擴散理論」套用到博物

館上，便可以美術館典藏品為中心，第一圈可為研究、教育、參觀、收藏等基本

的美術館宗旨及博物館產業工作，其次為博物館/博物館衍生的服務，如賣店、餐

飲及圖像授權等，最後，則為外圈的相關協助廠商，如語音導覽、數位技術、產

品開發、策展機構、經紀人、畫廊、運輸印刷等產業結構，形成美術館/博物館為

一文化產業的中心論述位置，以此論述而言博物館的非營利與經濟功能便不相衝

突，反而是彼此增強的概念。J. Heilbrun ＆ Charles M. Gray (2003)《藝術‧文化

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Culture)書中的第十章〈博物館經濟學〉中便實

際地談到大多數博物館會面臨到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將資源分配不同的功能中、

如何管理其投資財產(包括藝術品在內)，以及如何支付這一切，包括美術館購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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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出售館藏議題。博物館並不企圖獲得最大營利，但在管理博物館的考量上，

經濟學者可能會問，在擁有一數量與可展示的建築空間量，是否達到正確的平衡？

(郭書瑄、嚴玲娟 譯，2008)。另外，美術館藏品決策一向是最敏感也最容易導致

爭議的部分，便是管理者不能逃避問題。而在當前無論是國內外的博物館界，常

造成最多紛爭與爭議的，多半正是與藝術品的有形價格與衍生之利益，如藝術品

被盜賣、盜印時有所聞，國內也曾發生公立美術館展覽的對外承包之經濟糾紛等，

若美術館館長越發對經濟與管理面向議題漠視，變越容易被有心人趁虛而入，而

怠忽職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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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探討 

 

第一節 美術館治理主體組織與特色 

 

    本部分首先介紹藝術組織型態的種類；其次，因各國文化政策與主事機構對

美術館教育活動有直接或間接關係(郭禎祥 1993:5)，再簡述各國文化主張與文化運

作機制。最後，介紹兩大類美術館治理主體於美術館之管理。 

 

壹、藝術組織型態種類 

    關於藝術組織型態大致分為主從首長制、沙漏型、齊頭式三種： 

一、主從首長制 

    此類型像金字塔般，在上位者少，在下為者眾，主從關係明確，上有理事會，

理事長為最高行政首長；下有理事，另設監事，理監事是決策單位；再下有行政

組織及人員，推動各項活動及運作。 

二、沙漏型 

    此類上有理事會，理事會掌控於理事長(執行長)，下面有行政架構推展業務。

此型態的架構在決策過中，理事們有更大的發言權，達到集思廣益的好處。 

三、齊頭式 

    團體機構中成立各種委員會，凡事都由全體決定。而不由一、二人為之，大

家共同決策，此制效率較差且意見分歧在所難免。(夏學理、凌公山、陳媛，2011：

275) 

 

貳、各國文化主張與文化運作機制 

各國社會因對文化藝術的見解不一而有不同的文化主張，大抵上可分為：文

化保守主義與文化自由主義，二者最大的分野即在，政府對當國的藝術文化是扮

演積極或消極的角色。保守主義是以傳統西方個人主義與市場經濟為基礎，在精

神上是自競爭的觀念發展出來的。主張文化與藝術無關乎生存，所以保守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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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幾乎等於沒有政策，也就是聽任文化自由發展，不加以任何干涉，美國

可視為實行保守文化主義政策之代表。自由主義主張，文化藝術是改變社會促成

心靈進步的動力，所以文化藝術應屬於大多數人，而非社會菁英獨享，政府應大

力栽培民間藝術，並對新生的藝術加以扶植培養，因此，文化民主化與多元文化

成為自由主義文化政策之核心，法國可視為實行自由主義文化政策的代表(漢寶德，

2001)。 

各國文化機制運作概況，因國家角色介入文化事務之深淺而有所差異，大致

可分為三種機制： 

一、國家文化事務主管機關：國家角色介入文化事務較深，中央集權式主導文化

政策，如法國、西班牙、日本與韓國。 

二、半官方文化藝術基金會：國家角色介入較淺，以輔導贊助文化為主，如美國

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與國家人文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三、雙軌制：(一)臺灣：民國 70 年成立文建會；民國 101 年成立統一文化事權的

文化部。(二)英國：1946 年成立大不列顛藝術理事會(The Art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1992 年成立文化遺產部( Department of Heritage)，1997 年工黨執政後，

更名為文化媒體運動部 (The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簡稱

DCMS)(朱惠良，2004)。 

 

參、兩類治理主體於美術館管理模式 

曾信傑(2013：27-47)於〈二十一世紀初美術館治理與公共責任之初探〉文中

以三權分立的架構，以所有權、控制權與受益權討論美術館治理模式，認為管理

學中「代理理論」與「利益關係人理論」最適用於美術館治理之探討，表示社會

中的各個份子都扮演著美術館的利益關係人角色(具有受益與所有權)，而代理人一

般是由社會各份子組成的董事會或是政府主管機關(行使控制權)的公務員來擔任，

協助對美術館運作加以監督控制，三權互動關係形成一開放性系統(ope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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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前者一類稱作「董事治理」，後者一類稱作「政府治理」，本研究沿用此分類

說法。 

「政府治理」的美術館多被視作政府權力的延伸。如法國與荷蘭，政府實質

在美術館發展與管理上演重要角色，而我國也是此例之一，公立美術館的任何決

策的制訂也多半由主管機關所決定，從經營方針、預算、組織結構到人事員額等，

甚至是館長的任用，都取決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支持，由於主要經費來源由政府

提供，十足闡明了政府直接控制(direct government control)的正當性。因其與主管

機關的依存程度較密切常受政府政策影響，需要配合政令宣導發展美術館的服務

內容，另一方面，主管機關的專業性，也會影響到美術館的績效表現。其優點是

財務來自公部門且較穩定，但缺點是經費運用較不具彈性，人事聘任或預算運用

上，往往會出現綁手綁腳的困境。 

「董事治理」的美術館，主要是由董事會對美術館行使控制權，自美術館營

運方針、各項政策制定，甚至館長的遴選，都需要由董事會進行集體表決，協助

全民進行決策與監督工作，英國與美國多數的美術館都屬於此類，如：英國國家

畫廊、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董事會治理的優點是善用臂距原則  (arm’s length 

principle)，參與決策的理事會多半不具公務人員資格，是來自全民的代表，因此得

以與政府部門保持一定距離，避免決策時受到財務來源或政治因素影響，損及全

民利益，與一般的代議政治相似；但也由於財政責任(financial responsibility)並非直

接隸屬政府部門單位，容易受到外在環境影響，相對地，董事會也或多或少必須

承擔募款任務(曾信傑，2013:41-45)。 

董事治理與政府治理最大的差別之一，是代理人(agents)的不同。前者由董事

會行使控制權，相形之下，董事會組成是重要影響因素；後者由政府單位行使控

制權，主事者的職能成為關鍵，否則易流於形式。董事會治理下的美術館，傳統

上呈現菁英主義的氛圍，通常董事必須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優秀的企業經驗、政

治關係密切或家境優裕(Wu, 2002)。美國多數美術館的董事除了提供專業意見外，

更重要的是金錢的贊助，董事的財富背景成為重要依據(Ostrower, 2002)。如此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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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下，也容易影響到董事會的組成運作，近年來不少英國的美術館董事會也師

法美國經驗，逐漸增加企業經營背景與雄厚財力的人士加入成為董事。不過，現

代社會中美術館董事會發展，正逐步地從精英主義走向民主化，鼓吹在董事成員

方面開始重視性別、種族、教育背景與階級的平衡，廣納多元意見並呈現多樣化，

但實際成效仍有待觀察。相較之下，政府治理由政府部門直接控制，經費來源較

為穩定，往往較重視美術館提供的服務內容，但是也容易受到政治的影響，需要

配合政策舉辦相關活動，如本世紀初日本幾座國家美術館被要求轉型成為獨立行

政法人化運作，這些美術館也必須遵循政府政策，較缺乏彈性，有時候在館長任

用也較容易引發爭議。 

另一個較常見的爭議是，館長與治理單位之間的溝通，容易發生問題的是館

長與董事會或是政府部門之間意見的落差，如英國國家畫廊館長因此辭職或是古

根漢美術館的董事選擇離開，臺北市立美術館過去幾年來館長也更換頻仍。而在

國內外美術館館長任用條件上，英國較重視學術背景、在美國則較強調管理與募

款能力，孰優孰劣，目前似乎還沒有建立定論。董事會與政府部門如何扮演適切

地控制監督角色、館長領導統御風格都是影響美術館營運成敗的重要因素 (曾信傑，

2013：42-43)。 

 

肆、小結 

    不同國家因不同文化見解而有不同的美術館治理組織與特色，文化保守主義

國家以被動的方式，多行「董事治理」；文化自由主義國家以主動的方式，多行「政

府治理」。董事治理的優點是，避免決策時受到財務來源或政治因素影響，但因財

政責任(financial responsibility)並非直接隸屬政府部門單位，容易受到外在環境影響，

金援上較易變動與不穩定；政府治理下的美術館因直接隸屬政府部門單位，雖經

費來源穩定，但容易受政治因素左右，其預算、組織結構到人事員額常受限於既

定的政策與法令牽制，在業務施行上較不靈活，缺乏彈性。上層機關/組織與館長

的互動、館長職能與領導統御，皆為一所美術館管理經營成敗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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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探討 

 

壹、董事會治理的美術館 

    前文談到「董事治理」美術館之類型，以美國為代表，其館長產生方式是由

董事會集體表決。董事會與館長權責分野為，董事會的責任主要限定在美術館的

重大政策之決策，以確保博物館財源之充足以及館長遴選與任用；而館長是美術

館的管理者，他決定館員之雇用與解雇，負責美術館的運作並直接向董事會負責。

易言之，董事會扮演對美術館對外募款以維持基本營運穩定的角色，而館長才是

實際上美術館對內的管理者。理論上，進行募款以支付館員薪水並非美術館長應

有職責，但有時因董事會的要求館長不得不進行募款工作，而無法將時間精力投

注在美術館的管理工作上(張譽騰等 譯，2011：70)。 

 

貳、館長資格條件 

    近年來美國美術館董事會越來越重視館長的募款能力與企業管理背景。自下

面美國美術館館長徵聘條件的文章所舉的案例，可以發現這個趨勢： 

 

    【誠徵藝術學者一名，須具 MBA 學位】  

    當初博物館信託人就是要找像捷克•藍恩(Jack Lane)這樣強勢的人，他擁有 

芝加哥大學 MBA 學位，而正在攻讀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館方想要聘用一 

位兼具商學及藝術背景的人來領導該館邁向一段重要的擴張時期。…主要博 

物館在挑選館長時候除了看藝術方面背景之外，還得看他的企業資歷。… 

紐約古根漢博物館聘用肯斯(Thomas Krens)，這位現年四十三歲的館長，擁 

有耶魯管理學院碩士學位，他因為計畫在美國和海外廣設分館，以及出售部 

分永久典藏的畫作以購入新畫作的作法備受批評。…就連藝術史學家經營的   

博物館，也增加運用現代的管理技巧，西雅圖藝術博物館的副館長帕爾森 

(Patterson Sims)表示：「你必須知道怎樣和工會打交道，雇用包工、經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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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餐廳和一家書店，這些能力是你在藝術學院學不到的。」……………........ 

華府國家藝廊館長卡特•布朗(J. Carter Brown)可能是全美第一位擁有企業管  

理與藝術史雙碩士學位的博物館主管，布朗表示：「我擔任館長的時候，我 

們只有 350 名員工，現在我們有上千人，那時候的博物館總共就只有一棟建

築物，現在空間擴大了一倍，1970 年時我們的預算是 590 萬美元，現在則是

5,390 萬美元」…。尼那波里斯藝術中心(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聘請丹尼

爾(Daniel O’Leary)擔任執行長，部分原因就是在於他成功拯救了陷入財政困

境的博物館。丹尼爾在取得密西根大學的博士與企管碩士兩個學位之後，便

出任密西根一家區域性博物館「ArtTrain」的館長，這家博物館是在一列火車

車廂上進行旅行展覽，丹尼爾指出：「我應用了古典派分析技巧，我們預訂了

一些較具吸引力的展覽，並把形成擴大以產生較大的經濟規模，我們把營收

增加一倍，又把支出減掉 1/3，每年參觀人數則從 4 萬增加到 13 萬人」他上

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市場調查，「我們身處於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我們必須做

好自我調適來面對政府、基金會和企業」。(桂雅文、閻惠群 合譯，2004：67-70 ) 

 

然而，這種藝術與商業結合的現象在博物館界產生了兩極化的評價，部分批

評這股潮流的人擔心博物館的商業心態，只一味追求更多參觀人數的作法恐怕會

與其藝術目的有所牴觸，如〈文化評論雜誌〉(The New Criterion)的編輯希爾頓(Hilton 

Kramer)指出：「這讓藝術行政需求，凌駕藝術判斷之上，…博物館變成市場取向，

博物館館長成了業務員」。但其他人認為，忽視財務狀況可能會危及到博物館的藝

術使命。美國藝術聯盟執行長米娜(Myma Smoot)指出:「有不少博物館差不多要破

產了，他們縮短了開館，也不更換藏品，也減少了藏品的維護及保全，不再花錢

妥善保存藏品，僅為了能夠繼續營運。大多數擁有 MBA 學位的博物館館長警告別

讓這股潮流變的太極端，肯斯(Thomas Krens)指出：「如果光靠 MBA 學位來經營博

物館而缺少藝術史的背景，那我們前景會很黯淡的」(桂雅文、閻惠群 合譯，2004：

67-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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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引文中的美國國家畫廊卡特•布朗(J. Carter Brown)館長、紐約古根漢博物

館肯斯(Thomas Krens)館長以及尼那波里斯藝術中心(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的丹尼爾(Daniel O’Leary)執行長等人的美術館經營行銷，都是僅是館長由藝術研

究員轉型身兼美術館行銷者的成功案例。但是，這個轉變也帶來不少以傳統博物

館/美術館應以典藏、研究、教育為本位支持者的批評與憂心，如希爾頓(Hilton 

Kramer)所評論此法是讓「藝術行政需求，凌駕藝術判斷之上」、「博物館變成市場

取向，博物館館長成了業務員」。即便持續挑戰傳統博物館經營方式的古根漢美術

館館長肯斯(Thomas Krens)也提醒，此一趨勢不能太極端化。畢竟，美術館行政之

專業仍是在藝術品的典藏、展示、教育與推廣的功能上，主事者與管理者應避免

過度的商業化影響了美術館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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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探討 

 

壹、政府治理的博物館 

    法國在中央設立文化部對國家整體博物館事務進行領導統攝，為「政府治理」

美術館類型的代表。法國政府在 2002 年通過「博物館法」對境內 1208 座國家、

地方、協會、基金會的博物館訂出一套通用的管理標準，提供給有「法國博物館」

標誌的博物館運用。法國文化部下有兩個最重要的博物館服務機構，一是「法國

博物館聯盟」負責由國家直接管理的博物館行政業務之籌畫，二是「博物館司」

組織統籌並規畫整個法國博物館的發展。在 1208 座博物館中，由中央政府管轄的

博物館只有 55 座(占 4.55%)，大多屬非常知名的藝術類博物館，如大家耳熟能詳

的羅浮宮、奧賽美術館、吉美博物館、羅丹美術館、龐畢度中心、裝飾藝術博物

館等；而地方政府管轄的博物館約有 83.03%。大部分法國中央政府管轄的博物館，

是屬於公共機構，其他則稱之為國家直接管理機構，如地方博物館，大部分由地

方政府直接管理(M. M. Van Praet, 2008)。 

 

貳、館長資格條件 

Pierre Moulinier (2007)指出，法國文化部擁有對大型文化機構主管的人事提名

權，而由中央政府逕行指派大型文化機構(如：博物館/美術館)的主管，這是法國

國家的傳統，很少引起爭議，文化部在法國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其所指派的藝

術專業人士具有國家級的榮耀光環(陳羚芝 譯，200：44)。法國羅浮學院教授暨國

際博物館協會人員培訓委員會財務長克萊賀提•歐尼爾(Marie- Clarté O’Neill, 2009：

12)表示，法國的文化資產機構仍究維持著由學術與文化人員主導的局面，管理或

政策的面向往往屈居次要地位，博物館被視為固守專業知識的堡壘，這些專業知

識將透過博物館舉辦的各種媒介活動傳播給廣大的民眾；但政治界有時不能認同

這種作法，他們視學術為獨立職能，應與管理或辦理活動劃清界線，所以在任命

文化資產機構主管時，傾向任用文化行政通才，而非熟悉館藏內容的專家。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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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法國中央政府透過 1946 年頒布、2002 年修訂的《博物館法》，向所有博物

館提供獲得「法國博物館」標誌的機會，條件是它們必須遵守若干學術、專業及

管理上的標準規範，博物館人員的性質與資格(教育和訓練程度)也在審核項目之內，

其中一項義務即博物館館長，必須具備文化資產研究員資格。近年來法國公共管

理部門管理模式做了需多調整(更改預算編列模式和形式、訂定目標契約、調整人

事管理方式)，迫使這些工作人員必須吸收大量資訊，由於財務與行政問題事關重

大，引發了文化資產機構權力分配的舊爭：誰最適合擔任公立文化資產機構的主

管？是一個精明的管理者，還是具有學術創意的研究員？但法律明定文化資產研

究員為機構負責人，因此法國博物館館長角色變得十分曖昧。如何兼顧學術專業

與管理技巧？知識的專研普及如何並重？為此，國立文化資產研究所以極高的門

檻招收學術功底深厚的新科公務員，在他們為期十八個月的受訓期間，為他們提

供完備的行政及財務管理課程，包括蒐藏品的保養維護、博物館工程監督、顧及

各種觀眾的需要等等 (賴怡妝 譯，2010)。 

法國的政治界與學術界，對於館長於博物館中應擔任什麼角色，是美術館的

研究員？抑或是行政管理者？二者顯然對此有不同的看法，為了在兩端找到一個

平衡點(知識廣博與專研)並呼應法國政府行政上的新管理制度，從歐尼爾教授所述

來看，當前的作法是館長須同時具研究背景/資格以及公務員身分，另一方面，為

了補足館長對的不足之處，法國國立文化資產研究所將以培訓的方式，增進館長

在博物館行政管理上之專業知識與技能。由此，從法國對館長一職如此嚴格的條

件看來，其政府對博物館/美術館行政管理之專業十分重視。 

 

參、博物館轉型公共機構的館長  

    法國博物館治理體系及對於館長的職能培訓看似完整嚴密，卻非無往不利，

2004-2007 年里昂吉美博物館自國家博物館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的公共機構，就是

一個面對政府僵化治理型態進行調整的案例。2001 年起法國政府從私人機構吸取

經驗，將其行政管理轉為績效管理，主要原因為中央政府的預算比過去短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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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無法提供更多經費但博物館又需要更多經費補助，遂取法私人機構管理方式與

中央訂定績效合約，傾向跟博物館建立策略聯盟的關係，給予大方向的指引，而

減少對博物館監督。現在法國文化部必須根據前一年單位業務表現，根據預算執

行的績效來評估，是否給予公共機構的博物館更多或更少的預算。採與中央簽訂

績效合約之管理方式有以下幾項效應，第一，強化博物館司與博物館的溝通；第

二，對博物館學術與文化的監督管理規格化；第三，鼓勵中央與博物館朝向中長

程計畫思考，而不在停留於日常性的管理。但法國文化部博物館司副主任祕書兼

律師班傑明•傑思汀 M. Benjamin Gestin (2008)表明，面對目前這種管理方式，法

國博物館主管機關與博物館都還在探索階段，花很多時間在確定何謂『績效目標』，

且對於目標達成的評估尚不足，若要使這個機制正常運作文化部不能太強勢，想

要什麼都監控，也不能太弱。重要的是，文化部與博物館司必須要有經費與專業

能力，成為博物館真正的合夥人，而這些博物館司的工作人員必須要有專業能力、

有效率以及很有組織。 

    此類轉型的博物館，以里昂吉美博物館為例，其下有三個委員會，以下分別

介紹： 

一、董事會(Conseil d’adminuistration) 

     董事會組成共計十四名，包括：主席一名、博物館司代表一名、文化部秘書

處代表一名、該館員工代表、該館研究員代表三名(該館除了主席外還有十二名研

究員)、國立博物館聯盟代表一名以及五位社會知名人士。這五位知名人士都是博

物館界專家，經由本館館長向文化部提出非正式的建議，再由文化部長任命。董

事會每年召開二到三次會議，主要在確定博物館的展覽節目，是否獨立主辦或是

共同辦理；再者，決定博物館的文化政策大方向，以利館內各單位依該政策大方

向規劃活動內容。此外董事會也要針對預算部分做出相關決策，包括明年的預算、

本年度經費項目收支流用、本年度經費結算等，都需經過董事會的審核。此部分

的工作繁重，佔所有董事會議準備工作一半以上的時間。一旦博物館改制為公共

機構時，必須擬一份學術文化計畫書，該計畫必須經過董事會審核，它主要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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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未來五年十年發展方向。 

二、學術委員會(Conseil scientifique) 

    學術委員會是法國所有改制為公共機構的國立博物館特有的一個很重要的組

織，它的成員包括博物館的所有研究員、館長，以及所有學術部門主管。所有關

於學術與文化議題，再提董事會批准前，必須經過學術委員會討論，還有博物館

空間重新規劃或是文物典藏，也都必須經過學術委員會的討論。 

三、典藏委員會(Commission d’acquisition) 

    該委員會成員包括幾位研究員、館長及幾位社會知名人士。這幾位知名人士

是由館長提名，文化部長任命。一個文物採購案經學術委員會一審後，送交典藏

委員會進行二審，若收購金額超出預算時，必須送交附屬博物館司的國立博物館

藝術委員會進行三審。三個委員會分別提出評估建議後，最後由博物館館長做出

最後決定。因此，博物館館長是唯一可以決定是否要動用到經費購買典藏品的人。 

    轉型為公共機構14的館長有更多經費以及人事上的自主性，吉美亞洲藝術博物

館行政長派德悉克•法荷薩 M.Patrick Farcat (2008)認為，此類型的博物館館長同時

是行政與學術方面的最高主管(Président- Directeur) 最合乎理想，其他不同的行政

組織方式，經常對博物館造成管理上的問題。以吉美博物館為例— 經費上，吉美

博物館每年來自政府預算四百萬歐元，參觀門票、企業贊助、影片或表演門票、

館內餐廳及博物館店租金等各項收入約兩百萬歐元，絕大部分的開銷都是由這筆

經費支付，例如博物館運作經常費、辦公室設備的採買費、小的維修工程費以及

人事費；人事上，過去法國的公立博物館人員聘用都必須透過國立博物館聯盟，

繁冗又複雜，一旦轉型為公共機構後始能自行聘用新的人員，例如籌畫一個展覽

可以聘請一、兩位短期的臨時人員協助展覽籌劃，還可以直接聘請顧展廳安全人

員等。 

                                                      
14

 現在法國的大型博物館，包括羅浮宮、凡爾賽宮及奧賽美術館等，都已改制為公共機構。據法

國近十五年來的經驗，法人身分的博物館數量快速增加，法人身分的管理模式，對博物館發展非常

有效益。Van Praet , M. M.(2008 年 4 月)。博物館政策管理與經營。黃才郎(主持人)，第七屆馬勒侯

文化管理研討會，中國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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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此類型博物館績效之展現，也有賴董事會各種專業委員會之決策與

運作效能有關。而館長雖在經費及人事上有更大的自主性，卻也需負起營運成敗

最主要的責任；換言之，館長除了須兼備學術研究與行政能力，再也無法以官僚

心態囿於公部門有限預算下做事，因此在博物館各項業務拓展上須更主動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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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探討 

 

壹、政府治理下美術館館長任用管道 

我國公立美術館建置取法歐洲大陸國家與日本，由政府主導與控制，不論在

人事任用、營運經費編列上，都取決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支持。朱紀蓉(2014：5-24)

於〈博物館發展中的國家力量：臺灣經驗討論〉表示國家力量在臺灣博物館發展

經驗中的重要角色，不同時期的文化政策影響了美術館營運發展走向，易言之，

臺灣博物館整體發展係由政府所主導，屬於政府治理一類。 

公立美術館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前身為文建會)
15；在地方則為地方文

化局。臺灣北、中、南三大公立美術館源於 1987 年我國政府的十二項建設，臺北

市立美術館於成立於 1983 年；國立臺灣美術館成立於 1988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

成立於 1994 年。北高兩地公立美術館受地方文化局(先前為教育局)管轄，而三所

公立美術館中僅有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屬中央文化部管轄。  

藝術管理學者夏學理等人指出，我國公立美術館之領導，實質是依附於我國

行政管理系統之內(夏學理、凌公山與陳媛，2011：399)。博物館學者梁光余(2004)

認為因美術館營運經費來自政府預算，既無績效壓力又沒有盈虧負擔，否則早就

無法經營下去，建議博物館主管機關應該為博物館建構績效評鑑。而公立美術館

在公部門行政系統下，基於依法行政的原則，其行政業務、組織章程、人事任用

等皆須依據法條或規範才可辦理，因此在民眾眼中美術館無異於其他一般行政機

關，須具一定的服務品質且是清廉有效能的16，除此之外，美術館長與館員之履行

職務時也應受到國家法律規範，如：公務人員服務法、公務人員懲戒法、公務人

                                                      
15

 蔣故總統經國宣示「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不單要使人民能有富足的生活，同時也要使國民有

健康的精神生活。因此，我們在十二項建設中，特別列入文化建設一項」的情況下，依行政院所策

訂頒佈的「加強文化及育樂方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民國七十年十一月掛牌運作，成為策

劃推動文化建設相關事務的政府專責機構。文化建設委員會為現今文化部前身，是中央政府主管文

化事務的主要部門，扮演著國家文化領導者與推動者的角色。參夏學理、凌公山、陳媛(2011)。文

化行政。臺北：五南圖書，頁 33-34。 
16

 淺談公務人員對法律責任應有的認知(無日期)。臺北：行政院。2016.3.15，取自: 

http://homepage.vghtpe.gov.tw/~ged/lefta/a2_0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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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考績法、貪污治罪條例等；在業務執行上須遵循行政中立原則、避免徇私舞弊。 

我國根本大法「憲法」〈第十三章 基本國策〉的第一百六十三條：「國家應注

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並推行社會教育，以提高一般國民之文化水準，邊遠

即貧脊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

辦理補助之」此為社會教育法的法源，而最初社會教育法為公立美術館設立與美

術館行政依據，當時公立美術館定位為社會教育機構。而公立美術館館長的權責

為，上置諮詢及審議委員會，邀請學者專家、政府長官及企業界人士共同參與，

就美術館之政策、發展內容、財務結構、法令執行等問題提出建議及輔助，然執

行權完全歸館長運用。館長之下則分研究及行政兩大體系，分別由展覽、典藏、

推廣及總務等各組室確實策畫執行(黃光男，1991：69)。 

前北美館館長黃光男(1991：22)在《美術館行政》書中指出，最初我國公立美

術館納入一般公務行政體系及延用教育法規，使得美術館專業人才任用上遭遇困

境： 

    

   國內美術館正在起步，除去自行開放之辦法外，大致沿用一般教育行政法令 

   為主，以致參考國外美術行政，其特質與專業性無法被認同，對於美術館功 

 能的發揮，具有拖緩的負面影響。…國內關於美術行政的法規，除了沿用一 

 般公務法外，大部分都以教育行政法為主，其理念雖有互通之實，然而在 

 實際需要卻有不明之處。因為美術館不僅具有教育功能，在其展示、典藏、 

 研究、娛樂、休閒、觀光等，亦須綜合性的文化專業，這不是教育行政可以 

 包含的。 

 

美術館作為社教機構一員可以辦理業務的方式，而在美術館特質與專業卻無法明

示，例如：美術館何以為現代社會所需要？美術館的現代功能與角色為何？公立

美術館應提供給觀眾怎樣的服務？…等等，又美術館的典藏、研究、展示等專業

功能也無法現於條文中。正如黃館長所言，美術館屬於一項「綜合性的文化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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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教育行政可以包含。 

    據國內博物館學者賴瑛瑛(2008:101)指出，黃光男館長於其任內積極爭取北美

館研究人員比照大學教師任用條例辦法，美術館館長之任用遂有其他管道。1995

年臺北市議會通過臺北市立美術館組織編規程，規定「館長須通過公務人員任用

資格考試，必要時得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形成行政編制與學術性編制

的雙軌運作(林育綺，1997：57)，於是，此後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可以由通過國家

考試的公務員擔任，或是比照教育人員副教授或專科學校以上學校校長之資格聘

任。 

    然而，國內博物館學者呂佩怡與梁光余對於國內公立博物館館長的任用管道

皆曾提出批判。呂佩怡(2011)指出，公務派遣者，僅懂行政運作，但缺乏對美術館

之「美術」內容的理解；教職借調者，僅有其「美術」專業，但也許缺乏對於文

化機構之經營實務，且有借調之期限。梁光余(1994)評論無論館長來自公務體系或

是來自學術體系，二者皆不能真正有助於美術館的長遠發展。他指出館長借調的

問題： 

 

    借調通常有期限。一般規定，借調最多不能超過四年，四年一到就要做出痛 

    苦的抉擇，想要留在博物館就得放棄教職，除非是即將退休之人，否則很少 

    會有人願意放棄學校而留在博物館。更何況一年一借，館長連座位都還沒有 

    坐熱，就得考慮是否歸建、續借問題，哪有心思把心力放在博物館的經營管 

    理上。…一位與博物館毫無淵源的館長，如果讓員工摸透了只有一年的借調 

    期限，面對的恐怕只是一連串的冷漠、排斥敷衍與應付。還有，如果一位館 

    長連自己一年一聘後能再幹多久都不知道，請問館長能有多大抱負與作為， 

    主管機關該不會只要博物館館長幹一年是一年吧！博物館的未來有誰真正 

    在意呢？ (梁光余，1994：124) 

 

因而在余文中建議館長在遴選資格上也應該跳脫公務體系逕自遴派與官職限制，

再針對博物館的特色廣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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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之「專業」?   

一、北美館館長之爭議 

    呂佩怡(2011)的〈博物館政策—又走了一個北美館館長之後〉一文指出，我國

由政府治理下之公立美術館一直有館長「專業缺席」情形： 

 

   北美館作為一個公共文化機構，其館長專業之問題，並未被正視。…在新任    

   館長上任之前，北美館又是一個又一個的「代理館長」代理，這個常常出現 

 的一個制度反應了一個事實：臺灣漠視美術館館長是一項專業職責。 

 

上行呂佩怡所言：「臺灣漠視美術館館長是一項專業職責」，因此釀成不少爭議事

件，其中尤以北市府任派的北美館館長行使職權之不當舉措，最常引發爭議，文

中舉了數例： 

 

   1985 蘇館長對現當代藝術之認知不足，在佈展現場破壞藝術家張建富的作   

   品，引發對館長藝術專業之要求。1996 張振宇館長因其明顯的政治介入美術 

   館政策，藝文界以「除綠小組」為名，演出「我們的臉都綠了」行動劇抗爭， 

   要求館長下臺，並提出未來館長必須同時具備藝術專業知識與行政認知…， 

 但這些事件並未促成美術館館長具專業職責之要求。2007 年…推動「大圓山 

 計畫」，…文化局任命未具藝術專業的謝小韞擔任北美館館長，此舉雖引起外  

 行領導內行之質疑，但藝文界對這樣的狀況又無改變能力，而必須以公務系 

 統之標準，例如「行政疏失」或「清廉問題」才得以訴諸議會，使館長下臺。 

 

呂文所指出造成爭議的三位館長的共通主因，皆由於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缺席之

故；賴瑛瑛(2008:149-150)也曾指出張振宇館長因缺乏與美術館工作有關之藝術專

業知識、技能及行政效能，使得其任內館內與館外均擾攘不安： 

 

張館長任內檔期變動 25 次、人事調動高達 57 次。此外，更違反典藏作品的蒐

購程序，假公濟私違反公務人員的圖利罪，開館時間未經公告隨意調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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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經費帳目不清等，均造成當時藝術界的議論紛紛及館內工作人員浮動不

安。這些行政管理的缺失問題，再再凸顯北美館此一藝術場域行動者所需的藝

術專業知識、技能及行政效能。 

 

    北美館經歷了蘇館長、張館長的事件之後，館長專業問題並沒有獲得政府有

關部門的正視，於是北美館在 2010-2012 年又發生了延燒兩任館長的策展風波，而

這次的事件不但歷時更久，牽連層面也更廣。最初，北市政府與文化局為推動 2007

年的「大圓山計畫」任命了未具藝術專業的謝小韞擔任北美館館長，此舉雖引起

外行領導內行之質疑，據時任北市文化局局長李永萍之說法： 

 

    現階段請謝小韞擔任文化局副局長，兼任北美館館長，可以於一年之內為整 

    個大圓山計畫做好規畫，以謝小韞豐富的行政經驗來進行規畫協調的工作， 

    可以補一般美術館館長行政經驗不足之處。17
 

 

藝文界對這樣的狀況，雖不能認同卻又無力改變，直到發生「環策」公司在沒有

經過館方專家審議程序下，連續承包北美館四次特展並在國際上造成信用與財務

危機，而藝文界對北市政府、北市局長以及北美館不斷引進商業特展的模式積壓

之情緒也一次爆發。藝文界人士透過市議員質詢時任北市長郝龍斌，希望市府相

關單位調查此案，但北市府政風處卻以「查無不法」回應，招到外界質疑北市政

府涉嫌包庇謝小韞館長18，紛爭持續，迫使全案函送北市地方法院檢察署與法務部

廉政署。最後，關於北美館策展風波一案，北市府政風處遭監察院糾正：「謝館長

女兒在此公司藝術總監一職係「環策」公司之專業經理人，且期間合辦特展，從

而認定謝小韞未依法利益迴避」19。 

                                                      
17

 凌美雪(2007 年 8 月 14 日)北市文化局副局長謝小韞 代理北美館館長－博物館界人才荒？自由時

報。2016.3.15，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147526 
18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2011 年 12 月 9 日)。有關媒體「謝小韞女兒是環策公司藝術總監」報導，臺

北市政府政風處：並無刻意包庇或隱瞞情事【公告】。臺北市：臺北市政府。2016.2.12，取自：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12266501&ctNode=16233&mp=121021 
19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2012 年 8 月 10 日)。媒體報導「謝小韞涉利益輸送，監院糾正北市府」一案，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說明如下【公告】。臺北市：臺北市政府。2016.2.15，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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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臺北市立美術館三位館長背景經歷與爭議事件一覽表 

職稱 代理館長 館長 代理館長後升館長 

姓名 蘇瑞屏 張振宇 謝小韞 

學歷 1967 輔仁大學歷史系畢 

1969-1971 中國文化學院藝術

研究所碩士 

1975-1976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

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進修藝術

史 

1979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 

1985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藝術

研究所碩士 

1976 政治大學外交系畢 

1979 政大外交研究所碩士 

經歷 -1967-1969 國立故宮博物院秘

書 

-1969-1983 國立故宮博物院

編輯兼書畫處研究股長、國際

文物動態資料股股長 

-於國內多次獲得美展的繪畫

獎項 

-1982 年應日本關西美術協會

邀請至關西、大阪二地展覽 

-1984 於臺北阿波羅畫廊、臺

中市立文化中心展覽 

-1978 行政院新聞局服務 

-1994 赴美駐亞特蘭大新

聞處服務四年 

-1998新聞局出版處及資料

編譯處副處長 

-2002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局長 

-2007.8 臺北市文化局副

局長兼臺北市美術館代理

館長 

任期 1983.12-1986.08 1995.09-1996.06 2007.08-2010.02 

外語 英文、日文 英文 英文 

專長 中國古書畫研究 繪畫創作 新聞、外交 

相關著作

或 

行政事蹟 

-1973〈故宮九張宋畫新發現〉 

-1985〈劉松年構圖意念之評

析〉 

-1989 〈張振宇作品集〉 

-1992 〈新人文主義作品集〉 

-2005 桃園縣社區總體營造

全國第一 

-2007 成立桃園縣文化資產

守護中心  

爭議事件 1985 李再鈐事件 

1985 張建富事件 

1995 張振宇事件 

1996 典藏事件 

2010-2012 策展風波 

事件原因 1.〈李再鈐事件〉： 

是在時局泛政治化的意識形

態下發生，館長以政治正確作

為美術館的行政最高準則 (賴

瑛瑛，2008：62) 

2.〈張建富事件〉： 

由於藝術家送展作品不符合

館長的審美品味，而恣意用腳

1.〈張振宇事件〉： 

時任北市長陳水扁任用不具

副教授同等資格的張振宇館

長，展覽檔期與人事職務變動

頻仍，經歷市府與市議會密集

調查，議會休會三日。 

2.〈典藏事件〉： 

藝術界對其任內典藏有諸多

1.〈策展風波〉: 

謝小韞初任館長時曾引起

外行引導內行的質疑，然藝

術界無力改變，直到發生

「環策」公司在沒有經過館

方的專家審議程序下連續

承包北美館四次特展並在

國際上造成信用與財務危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30284202&ctNode=16233&mp=12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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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作品。20 質疑未能清，反以「美術界的

抗爭，肇因於派系的糾葛、利

益分配不均」回應。 

機，而社會對北市政府、北

市局長以及北美館不斷引

進商業特展的模式之積壓

情緒也一次爆發。藝文界人

士透過市議員質詢北市局

希望市府相關單位調查此

案，然北市局政風處卻以

「查無不法」回應，外界擾

攘持續，迫使全案函送北市

地方法院檢察署與法務部

廉政署。後，北市政風處遭

監察院監糾正：「謝館長女

兒在此公司藝術總監一職

係「環策」公司之專業經理

人，且期間合辦特展，從而

認定謝小韞未依法利益迴

避」。 

顯示問題 北美館對於藝術管理及美術

專之專業知識之操作權力過

度集中於館長手中，其判斷抉

擇對藝術界影響至深(賴瑛

瑛，2008：88)。  

1.〈張振宇事件〉： 

反映出公立美術館館長為政

府首長(或局長)派任方式下，

對館長任用資格條件的草率

輕忽；再者，為張振宇在先前

沒有任何行政經驗的情況下

即擔任公務機關行政首長而

產生的許多問題。 

2.〈典藏事件〉： 

北美館在專業行政上，遭議員

質典藏作業的嚴重違規。21 

1.發現美術館策展相關作

業問題，有「以廠商捐募款

支付出國費用」、「合辦特展

缺乏具體審查及管控機

制」、「小額採購違反規

定」、「契約規範未明確」、

「文書未妥適保管」及「人

員未遵行政程序」等缺失

(北市政風處，2012)。 

2.謝小韞館長為公務體系

行政者理應依「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 6 條及第

                                                      
20

 藝術家吳瑪俐在座談會中提到，當時張建富送至北美館參展的作品因為不符合蘇館長的審美品

味而被館長踢到一邊，蘇館長還會恣意修改參審藝術家的草稿。詳參楊雅苓、王品驊(2012 年 12

月)。「當空間成為事件—臺灣 1980 現代性部署」座談會，藝術家雜誌，2016.3.25，取自: 

http://www.itpark.com.tw/images/exhfiles/1356632473_pdf.pdf 
21

 卓榮泰議員質疑典藏作業的嚴重違規。當時原已決定蒐購沈哲哉先生的作品且也已完成議價後，

館長卻說服其他審議委員要求更換作品。李慶安議員質疑王春香女士的作品在採購價格上有高估的

情況，為美術館八十五年收購典藏作品第一名，而黃海雲作品則反而被低估等藝術界的非難。參見

教育部門工作報告(04/16,1996)，〈質詢及答覆〉，《臺北市議會公報》，臺北：臺北市議會，第 53 卷，

第 14 期，頁 3037-3080。此外，總務組負責典藏蒐購的蔡春陣小姐公文被盜等問題。參見教育部

門(05/08,1996)，〈質詢及答覆〉，《臺北市議會公報》，臺北：臺北市議會，第 53 卷，第 12 期，頁

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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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迴

避，卻未依法迴避(北市政

風處，2012)。 

有關 

建議 

美術館的展覽以及相關知識

的掌握與權力必須互為表

裡，對於美術知識及操作技術

的不足產生權力合法性的質

疑，進而需要透過公共論述及

行政監督的外界力量對其權

力的正當性加以糾正(賴瑛

瑛，2008：89)。 

據教育部當時予北美館的建

議，認為館長擔任機關發展運

作之重責，除須具領導才能、

專業知識、尚須具備相當行政

知識。22 

1.據文化諸眾聯盟(2011)。 

當時連署的訴求為，館長的

專業要求與美術館策展的

主體性。 

2.檢討改善策展制度(北市

政風處，2012)。 

3.館長作為公共文化機構

行政者的無私、中立客觀以

及對於程序正義的重視。 

製表者：林波吟 

 

   位於首善之都的北美館經歷三任館長的風波，藝文界雖然殷切期盼美術館館長

能回歸專業之訴求，然而，對於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之專業為何，卻無一致的定

見。自上述爭議事件來看，顯然歷次風波之訴求不盡相同—蘇館長事件後，外界

希望館長具有美術館專業行政能力；張館長事件後，除須具備美術專業知識外，

還須具備行政知識、能力，以及領導才能；張館長策展風波下，館長做為國家藝

術機溝行政首長卻以身觸法，不僅非具美術專業行政知識、不尊重博物館專業倫

理，操守上也出了問題。藝文界會出現美術館策展能回歸主體性之呼聲，正也是

導因於美術館館方之專業職能不足，無法自主策展，而頻頻將展覽發包策展公司，

引發廠商在國際上的財務危機。未來政府有關部門若對美術館館長職能再不予重

視，否則恐將辜負對大眾之責信。 

 

二、國內有關專家學者看法 

    前北美館黃光男館長認為，美術館的理想，組織及館務推展之實現，常繫於

館長的領航方向；因此，美術館館長的資歷乃集所有美術館員專業素養之大全。

除一般性的開朗心胸、強健體魄之外，尚需有獨到的學術成就；因為根植於學術

基礎的時代觀、哲學觀、文化觀及社會觀，將助於美術政策之擬訂及執行，對長

                                                      
22

 沈昆興(2002)。地方公務人力管理專論— 臺北市政府個案研究。臺北：商鼎文化，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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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美術文物的傳承背負著薪傳的使命(黃光男，1991：75-76)；館長不僅對外要能

開拓社會與政府資源與友好關係，對內亦須具備領導者的管理魅力，指導館員在

學術及行政上突破障礙，積極推展館務；今日美術館務的資訊化及現代化，國際

間合作交流的機會亦趨頻繁，故在外交行政與交涉談判能力上，美術館館長亦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黃光男，1991:77)。又說到，美術館館長首先需要用有高學歷，

在專業知識、經驗及行政管理上具有領導能力者，並經由高等文化機構支持選派

任用之，因美術的誕生與整個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等均息息相關，故根植於學

術基礎的人文素養乃是必要的，其次，必須擁抱世界的寬廣國際視野。此外，館

長必須要具有現代及資訊化的行政及治學精神，館長亦須擁有諸多周邊的知識經

驗開拓館務，包括現代企管技巧方法、美術文物行政之法規、廣結善緣的外交才

華等(黃光男，1991:78)。呂佩怡(2011)認為，一個專業的館長必須要有以下條件：(一)

具有美術專業；(二)對於美術館作為一文化機構之理解；(三)清楚自身美術館的定

位；(四)有視野，看得見美術館未來發展的方向；(五)有理念，知道文化藝術力量

之所在；(六)有能力，讓美術館特質得以發揮；(七)知道國際上有哪些適合作機構，

可以平等互惠進行文化與館際交流；(八)知道在不同層次上，以適合的方法進行美

術教育。 

    美術館的典藏不僅是美術館的靈魂，也是國家重要的文化資產，將典藏視為

美術館最重要的工作實不為過，而館長正是典藏品的守護者，因此館長的專業、

人格素養、價值觀與能力將會典藏工作的關鍵。嚴儀華在〈臺灣公立美術館典藏

政策與執行研究〉文中指出，為使典藏工作順利館長須具備以下特點：(一)要有道

德觀及行為：公平、公正、公義；(二)要有專業知識的擔當；(三)要有寬廣心志，

使使命感與效益性來自館長無私、無畏的、奉獻的精神；(四)要有博學的見聞，並

可以運用訊息、知識與科學方法來典藏(嚴儀華，2006：21)。  

    漢寶德(1995)館長認為，適當的美術館館長人選應該具有下列條件：(一)須具

備相當程度的學術資格與卓越的鑑賞能力，必須與收藏家、藝術家維持良性互動；

(二)須具備史家的客觀立場，不計派別，維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三)須具備圓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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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係，卻又不失理想。 

   《雄獅美術》雜誌曾在 1988 年做一份美術界對「理想的美術館館長」應具備

那些條件之意見調查23，調查統計結果如下(25%以上)： 

(一)對於各類美術作品均具相當鑑賞能力。(97%) 

(二)對於現代藝術之發展形勢，能予接納瞭解者。(69%) 

(三)具有藝術行政方面之學位或經驗。(68%) 

(四)具有國際視野。(57%) 

(五)具有數國語言能力、能予外賓達成良好的溝通，以增進外賓對館務及本國美  

術、文化發展之瞭解。(42%) 

(六)對於展覽空間的規劃及藝展品的安置有獨到見解者。(33%) 

(七)藝術史學者。(28%) 

(八)具有順應轉動社會趨勢之反應能力。(26%) 

(九)具有美術或相關學科之學位。(25%) 

條件重要性占四分之一弱者包括：具備藝品維修等相關方面之科學知識(18%)、具

備良好外文閱讀及寫作能力(13%)、對作品價值的潛在增長實勢，具有預測能力者

(12%)、具有增進美術館寄贈藝術品之社交能力(11%)、瞭解本國藝術傳統，始知

發揚(8%)、能溝通世界重要藝術橋梁，達成文化交流者(7%)、能具國家公務人員

考試通過資格(3.2%) (雄獅美術，1988：59)。從這份調查資料來看，前九項中有七

項都是與美術/藝術知識或經驗有主要關聯性如：美術鑑賞、藝術行政、美術知識

傳遞之溝通能力、藝術品安置與展覽之空間設計、藝術史研究者、美術與相關學

位等；而諸如社交能力、藝術品修復科學知識、對本國藝術傳統發揚、公務員資

格等，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僅為次要條件。在這份調查的七年之後，因應當時北美

館長出缺，雄獅美術月刊又為公立美術館館長條件立文－〈如何甄選適任的舘長〉

開出如下六項條件： 

                                                      
23

 此份調查資料為 1988年五月抽樣訪問國內 61位美術界人士的統計結果。雄獅美術 編輯(1988)。

引航人的角色扮演— 館長篇。雄獅美術月刊，208，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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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建立高水準美術舘具有使命感，但並非是想要做官的人。 

(二)具備美術專業背景，包括有美術文化的高度涵養、有藝術史觀、有國際藝術  

(三)潮流的認識、有本土文化認知者。 

(四)具美術文化工作至少十年以上工作經驗並且有實際成績者。 

(五)年齡在四十至六十歲之間。 

(六)具行政能力，有圓熟的人際關係。 

(七)能為該舘爭取經費並妥善運用者。(雄獅美術，1995：8-9) 

 

    而學者梁光余(2004)認為，館長人選不限年齡、性別、經歷、學歷，只要有以

下特質都有資格擔任館長：(一)有理想、有願景為博物館事業犧牲奉獻的人；(二)

有擔當、有魄力願為博物館工作全心投入的人；(三)有創意、有關係願為博物館發

展積極開拓的人；(四)有學養、有聲望願為博物館全力以赴的人。 

    黃光男館長在《博物館行銷策略》中，談到面對更為專業的新世紀，能否使

館務有前瞻性進展，館長的責任與認知，是極其必要與嚴苛的考驗，須做到如下

數點： 

(一)認清博物館設置的任務與理想；在於開放的社會、發展社會，並提升人類生活

品質，在運作的過程中，結合社會資源的運用，使社會文化面得到健康積極呈現。 

(二)多元性展現，與理念的堅持；館長不應受某一偏見或主觀意念的影響，不能為

一己之私，會為某一政治團體利用，把博物館當政治工具是絕對要避免的。 

(三)從經濟面考量；由於政府支付的預算不足，如何爭取更多元化的資金，以積極

發揮博物館的功能，以及如何讓這些資源充分被運用及分配，都需要靠館長智慧。 

(四)館長的道德修養，也是新世紀博物館所關注的問題；身為領航員的館長，其見

識、學養與操守，是一個博物館營運是否成功的因素。(黃光男，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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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總結上述國內對專家學者，大略對館長的能力要求，以館長的內外職責分別

來看。對內而言，基本上館長須具備如同一般美術館員的所應具備的知識，包括：

美術、美術館教育與美術館行政為基礎；其次，作為我國公立機構下管理者兼領

導者，在專業上具領導魅力、財務管理能力以及公務行政能力，自不可免；第三，

擁有各類美術與卓越的鑑賞力也為美術館長之所須。對外而言，第一，因須妥善

處理好對外關係(藝術家、收藏家、政府、社會觀眾與藝術愛好者)，第二，外交上

所須之談判、財務開拓能力；第三，須在國際上進行美術的合作與交流，因而館

長須具國際視野，認識世界藝術潮流、國際藝術史、本土藝術史…等；第四，外

語為交流時所須，所以須具備不止一種外語能力；第五，須具有順時應變的反應

能力。 

    除了前述的美術與藝術行政專業知識外，同時還須具備拓館務的外延知識，

包括現代企管技巧方法、美術文物行政之法規，並透過訊息、知識與科學方法對

美術館進行管理。自我概念與認知上，須開朗、具心胸、有理念、對專業有擔當；

在社會角色與認知上，對於現代藝術之發展形勢，能予接納瞭解者、知道在不同

對象與層次上，以適合的方法進行美術教育、必須要具有現代及資訊化的行政及

治學態度、對於展覽空間的規劃及藝展品的安置有獨到見解、對於美術館作為一

文化機構之理解、清楚自身美術館的定位等。館長在價值觀與態度上，第一，在

處理典藏、展覽、教育研究等專業行政事務上，要不計派別，維持客觀公正的態

度；第二，要有道德觀及行為如：公平、公正、公義才能符合美術館的公益與公

共形象；第三，對建立高水準美術舘具有使命感，但並非是想要做官的人，換言

之，館長須在特質與動機上，須是超脫個人利害，無私無畏、具奉獻精神(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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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國內對公立美術館館長所須能力、特質、資格條件有關建議表 

        館長職責 

能力/條件 

對內 對外 

  

能力 -專業能力 

-美術作品鑑賞能力 

-領導魅力 

-財務管理能力 

-公務行政能力 

-財務開拓 

-外交與談判能力 

-外交行政與交涉談判能力； 

-具有數國語言能力  

-具有順時應變之反應能力 

條件/資格 -藝術史、美術、藝術行政或相關學科之學位 

-須具備相當程度的學術資格 

-經由高等文化機構支持選派任用之 

-具美術文化工作至少十年以上工作經驗並且有實際成績者 

-年齡在四十至六十歲之間。 

 知識、經驗 -具有美術專業知識與藝術行政知識或經驗 

-亦須具備開拓館務的外延知識，包括現代企管技巧方法、美術

文物行政之法規 

自我概念、認知、 

社會角色 

 

-具有國際視野 

-有專業擔當 

-有理念  

-有創意 

-對於現代藝術之發展形勢，能予接納瞭解者 

-知道在不同層次上，以適合的方法進行美術教育 

-必須要具有現代及資訊化的行政及治學精神 

-對於展覽空間的規劃及藝展品的安置有獨到見解 

-對於美術館作為一文化機構之理解 

-清楚自身美術館的定位 

價值觀、態度 -要有道德觀及行為如：公平、公正、公義 

-不計派別，維持客觀公正的態度 

-對建立高水準美術舘具有使命感，但並非是想要做官的人 

特質 須具備圓熟人際關係，卻又不失理想 

動機 無私的、無畏的、奉獻的精神 

  

 

 

製表者：林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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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壹、美國、法國、臺灣博物館治理主體之運作比較結果 

美國政府由於沒有設置文化部，其博物館領導之組織為民間董事會，董事們

必須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優秀的企業經驗、政治關係密切或家境優裕，得以提供

專業上的意見以及金錢的贊助(Wu, 2002；Ostrower, 2002)。董事們共同遴選館長，

與館長組成形成博物館的決策部門，在機構的組織型態上屬於委員制，博物館的

任何決策都由董事會集體表決。若是遇到董事會與館長皆無法定奪的難題，可由

董事會授權館長與「專業諮詢委員」協商，做出相關提案後，再交由董事會來議

決24。而法國與臺灣的博物館治理主體基本上依附在政府行政管理系統內，主管機

關有任派館長權力，組織型態上屬於主從首長制，即便近年來法國一些知名的博

物館轉型為由董事會領導的公共機構，但其館長及部分董事還是須經由文化部同

意任免。可以顯見，法國與美國博物館董事會治理機制仍有差異－主要在政府權

力介入與否。 

    在法國於 1959 年成立文化部，負責管理大部分的文化事務與博物館，目前，

其博物館屬政府直接管理的博物館占總數的 87.58%，由中央文化部直接管轄的博

物館有 4.55%，由地方政府管轄的博物館有 83.03%，其他則是屬於基金會或協會

非營利目的的博物館，在 2002 年法國通過「博物館法」後始有一體適用性的博物

館法規；對照我國，文建會成立於 1981 年，2010 年改制為文化部，第一部博物館

法草案在 1991 年 4 月研擬定稿25，而真正有法律效益的「博物館法」直至 2015 年

六月中旬三讀通過後，我國博物館業才算正式進入由文化部統一管理的時期。 

    兩國相較，法國自二十世紀中文化部成立後，便持續領導著國家博物館事業

發展至今；反觀我國，文建會統一事權以前博物館事業一直是雙頭馬車的狀態，

館長的任派可以依照任派主管機關(教育部/文建會)的偏好，或是由地方政府/文化

                                                      
24

 夏學理、凌公山、陳媛 (2011)。文化行政。臺北：五南圖書，頁 392-393。 
25

 國立歷史博物館 (無日期)。三十年磨一劍+《博物館法》的回顧與前瞻，2016.3.24，取自：

http://www.nmh.gov.tw/zh/about_9_1_1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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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首長自由心證。仔細考察，我國常出現館長爭議之因，據本研究者推斷有二：

第一，是我國的博物館管理專業起步較晚，在實務上較缺乏經驗；第二，如前述

資料所示，法國政府文化部門對館長專業職能重視的程度，非我國可以比擬，因

而造成的爭議較少。  

 

貳、美國、法國、臺灣的館長資格條件比較結果 

    美國、法國、臺灣三國的博物館治理上因國情、社會條件、法規的不同，因

而對館長之資格條件所重，便不盡相同。美國的博物館由於沒政府的財政上支持，

則較強調館長之管理與募款能力。美國洛杉磯美術館遴選館長的尺度為：「能對外

代表整個機構發言、對內能督導博物館整體的運作：從典藏、展覽、財政事務、

設備添購，到人際關係(包括館內從業人員與藝術家、收藏家等)的協調能力」美國

美術館館長協會表示：「館長必須合乎專業適任條件，具有正是藝術史訓練、博物

館經驗，與處理實務的能力」26。美國博物館協會在 1978 年曾提出過一份經由「博

物館學委員會」(Museum Studies Committee)就博物館從業人力所做的「職務資格

條件」(Suggested Qualification for Museum Positions)建議書，其中對於博物館館長

的條件要求有：一、學經歷：擁有與博物館特性相關之高學位；修過博物館行政

管理課程或參與過這方面的實務；二、專業特長：專精博物館收藏；有能力整合

館員、推動博物館政策，並有效地將博物館目標傳達給觀眾；善於開發財務、處

理預算；嫻熟關於博物館運作相關法律事務27。 

     歸納前述，美國的美術館館長條件不外乎四項：一、博物館的專業知識與行

政實務經驗；二、藝術史的專業訓練；三、善於人事與財務等內部資源的運用與

協調；四、對外能代表整個機構發言、募款與館外的資助者、藝術家、收藏家建

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順帶一提，美國博物館的董事會遴選館長時，十分看重館長

人選是否合乎資格，近來就有不少例子，是董事會對館長繼任人選以寧缺勿濫的

                                                      
26
 同註 24，頁 395-396。 

27
 同上註，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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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導致館長懸缺未補，董事會為了維持博物館運作功能正常，則必須直接承

擔「監管」博物館的責任28。 

    相較於美國重視館長的企管經驗與背景，法國則重視館長的研究背景29。法國

的政治界與學術界，對於館長於博物館中應擔任什麼角色，是美術館的研究員?抑

或是行政管理者?有不同的看法，為了解決平衡二者，並呼應法國政府行政上的新

管理制度，從歐尼爾教授之言來看，當前的作法是館長須同時具研究背景/資格以

及公務員身分，另一方面，為了補足館長對的不足之處，法國國立文化資產研究

將以培訓的方式，增進館長在博物館行政管理上之專業知識與技能。要言之，法

國的博物館館長資格條件至少須有：一、文化資產研究背景或身分；二、公務員

身分；三、博物館行政實務之知識、經驗與技能(透過培訓補足)。 

    然而，對於轉型為公共機構類的館長而言，雖有在行政上有董事會與各種專

業委員會可諮詢或協同決策，但整體而言，館的關鍵決策(如典藏)仍由館長一人為

之；在財政上，因與政府簽訂績效合約，雖有更大的自主權，但若遇經費不足的

部分也須自行籌措，換言之，此型的館長的能力兼具了學術研究、行政(包含財政

與人事)及領導能力，在館務拓展方面須更主動積極。 

    據上述分析，美、法館長條件共同的條件有二：一、具專業(文化資產或藝術

學)之學術研究背景；二、具博物館行政管理所須的知識與技能，二者缺一不可。

反觀我國，學者梁光余(2004)曾表示，我國館長條件會因派任之主管單位的偏好而

有所差異，文建會熱衷從行政系統中指派，比較重視經歷，必須先具備一定的官(職)

等才會被考慮；而教育部則較重視館長的專業學歷，須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才可

以獲得聘任。但不論是借調具有專業學歷的學者或是自公務中任派的行政主管，

任一任用途徑對照美、法館長條件資格來看，皆有所不足(表 4-3)，也難怪我國公

立美術館館長不時產生爭議了! 

                                                      
28
 同上註，頁 398。 

29
 法國在 2002 年修訂的《博物館法》，向所有博物館提供獲得「法國博物館」標誌的機會，條件是

它們必須遵守若干學術、專業及管理上的標準規範。博物館人員的性質與資格(教育和訓練程度)也

在審核項目之內，其中一項義務即博物館館長，必須具備文化資產研究員資格。參賴怡妝(譯) (2010)。

法國博物館人員的專業教育與訓練。博物館學季刊，24(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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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美、法、臺三國博物館治理主體下之館長資格條件比較表 

國家 美國 法國 臺灣 

管理 

組織型態 

由董事會管理，屬委員制。 

 

A.由國家直接管理者，屬主從

首長制。 

B.國家間接管理者(董事會管

理)，屬沙漏型與主從首長制之

結合。 

由國家直接管理，屬主從首長

制。 

政府主管 

機關 

/ 屬中央：文化部 

屬地方：地方政府 

屬中央：文化部 

屬地方：文化局 

優 

點 

1.決策時較不易受財務來

源或政治因素影響 

2.董事會集體選出館長，也

會集體為館長人選負責。 

3.董事們有良好的教育背

景、優秀的企業經驗、政

治關係密切或家境優裕，

得以提供專業上的意見以

及金錢的贊助。 

A.由國家直接管理者: 

1.財源相對穩定，但有補助有

逐漸減少的趨勢。(隸屬中央管

轄的博物館有較優渥的經

費；隸屬地方則較少)。 

2.相較於隸屬中央的博物館，

地方的博物館自主性大。 

3.中央主管機關握有大型博物

館館長任免權，且較不具爭

議。 

財源相對穩定，但資源提供上

(人事與預算)有逐漸減少的趨

勢。(屬中央管轄的有較多經

費；隸屬地方的則較少)。 

   

 

 

 

 

 

 

 

 

 

                  

                  

B.國家間接管理者(董事會管

理)： 

1.政府之權力控制較少。 

2.博物館預算、經費與人事運

用較自主。 

3.決策上有集思廣益的好處。 

缺 

點 

財源不穩定 A.由國家直接管理者: 

1.決策時較易受政治或主管機

關影響。 

2.經費運用、人士聘任較不具

彈性。 

3.博物館的績效表現會受主管

機關的專業度的影響。 

1.決策時較易受政治或主管機

關影響。 

2.經費運用、人士聘任較不具

彈性。 

3.博物館的績效表現會受主管

機關的專業度的影響。 

4.要配合政令宣導發展美術館

的服務內容。   

 

 

 

 

                     

B.國家間接管理者(董事會管

理)： 

1.館長除為學術研究主管同時

須肩負財政責任。 

2.館長與部分董事仍須由文化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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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任用 

爭議概率 

較少爭議 較少爭議 較多爭議 

館 

長 

資 

格 

條 

件 

分 

析 

-學歷：具有藝術史或管理

學之高學位。 

-經歷：有企業管理經驗或

背景。 

-特長:具有企劃、行銷、募

款、溝通協商與人事與財

務管理能力。 

-學歷：具文化資產相關高學

位。 

-經歷： 

為具學術底蘊的國家公務員

以外，博物館行政所需之不足

之處須透過專業培訓補足。 

可自公務體系中派遣，或有藝

術相關領域之副教授以上資格

者。 

 

藝術類

博物館

館長資 

格比較 

■ 三項資格/條件皆須具備：  ■ 兩項資格/條件中擇一： 

(1)藝術史的高學位 

(2)企業管理的學位、背景或能力 

(3)博物館行政管理經驗 

(1)文化資產研究員。 

(2)具國家公務員資格 

(3)須接受國家博物館經

營管理有關知識與技能

之培訓。 

(1)具藝術相關科系副教授或專

科學校以上學校校長資格30。若

受中央或地方政府首長屬意則

有機會出任館長 (政務官)。 

(2)公部門中具文化行政相關專

長者，十職等以上。若受所屬

上級政府首長/行政長官屬意 

則有機會出任館長(常務官)。 

 製表者：林波吟 

表 4-4 藝術類博物館/美術館館長所須資格條件一覽 

  項目 

館 

長 

美國案例 美國博物館學 

委員會 

法國案例 臺灣案例 

 

學 

經 

歷 

-學歷：具有藝術

史或管理學之高

學位。 

-經歷：有企業管

理經驗背景。 

-學歷：擁有與博物館

特性相關之高學位。 

-經歷：修過博物館行

政管理課程或參與過

這方面的實務 

-學歷：文化資產研究

所需之高學位。 

-經歷：文化資產研究

與公務行政經驗背

景。 

-學歷：美術/藝術相關

之高學位。 

-經歷：有國家公務行政

或藝術行政經驗。 

 

                                                      
30

 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2014 年 1 月 22 日修正) 第八條，專科學校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目

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一、具下列資格之一：（一）中央研究院院士。（二）教授。（三）曾任相

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四）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五）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

學術研究工作。二、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三年以上。

及第十七條，副教授所具備資格如下：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

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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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訓 

/ / 文化資產研究背景人

員取得公務員資格後

之後進入資產學院進

行博物館行政所需的

專業訓練，如財務管

理、蒐藏品的保養維

護、博物館工程監

督、顧及各種觀眾的

需要等。 

/ 

 

 

 

 

 

 

 

            

專業 

特長 

具有企劃、行

銷、募款、溝通

協商與人事與財

務管理能力。 

-專精博物館收藏； 

-有能力整合館員推動

博物館政策 

-有效地將博物館目標

傳達給觀眾； 

-善於開發財務、處理

預算； 

-嫻熟關於博物館運作

相關法律事務。 

/ / 

   製表者：林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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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術館管理的三個面向 

 

第一節 藝術管理面向 

 

壹、藝術管理者所須能力 

    Paul DiMaggio 在 1987 年出版的《藝術管理》(Management of the Arts)對於藝

術管理提供了詳實的資料，這本書原是受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 

ment for Arts, NEA)的委託所撰寫，其正式名稱是研究部門報告第 20 號 (Research 

Division Report＃20)，該書羅列了劇院、管弦樂團以及博物館管理和社區藝術協會

之藝術管理者的背景、訓練、薪資和態度等狀況。書中指出藝術管理者有以下特

徵：屬中上階級、教育程度很高、從事的管理工作正式大學時的主修，但也有些

人主修英文、歷史或是外語等人文學科，少部分擁有管理或藝術管理的碩士學位。

而博物館工作在這份報告中屬於較高階的管理工作，又以男性佔有較高的比例

(85%)，該份資料顯示進入藝術管理工作的途徑有很多種，因此算是蠻開放的一個

系統。在報告中有關訓練的部分，問到正在從事藝術管理工作的受訪者，覺得他

們要處理這份工作的各個面向，包括財務、人事、企劃、行銷工作以及與董事會、

勞工以及政府關係…等等，所做的準備有多充分的一些調查結果，資料顯示「只

有少數的管理者，覺得他們很有辦法處理工作中的許多任務」，此外還詢問藝術管

理者他們是如何學會做他們的工作，絕大部分的人表示是他們是邊做邊學的。 

    從這份較早的調查報告，我們可以推測藝術管理工作透過「做中學」以習得

技能的可能原因有二：一來可能因為這項工作牽涉的面向較廣，二來也可能因二

十世紀中西方大型娛樂業興盛以後，藝術管理人才成為興新的職務需求31，在學校

習得藝術管理知識技能者，在當時仍算少數。 

   1997-1999 年 J. Dennis Rich 和 Dan J. Martin 對 641 家專業管理表演藝術組織進

                                                      
31

 參桂雅文、閻惠群(譯)(2004)。藝術管理這一行 (原作者: William J.B)。臺北：五觀藝術，頁 25。 

 

 



66 
 

行一項調查報告中，可以找到被視為優秀的藝術管理者所需具備的技能，該調查

列舉 26 種管理技能，從會計到信託與義工關係皆包羅在內，受訪者對於一名優秀

藝術管理者必須具備的技能給予評分，排名在前幾項必備技能包括：領導能力、

募款能力、溝通及寫作能力、行銷與開發觀眾能力，以及編列預算的能力。該項

調查也同時詢問雇主，他們認為員工究竟是在課堂抑或是在職訓練比較好的看法

並不一致，該調查報告指出下列幾點情況：1.藝術管理者想要在行銷及募款方面獲

得更多的訓練(參加主管教育訓練課程)；2.藝術管理者比較喜歡雇用受過正式藝術

行政訓練的行銷及開發總監；3.他們相信行銷和募款工作通常從「從工作中」邊做

邊學，會學得最好。 

    William J. Byrnes (2002) 提出藝術事業成功的四大要素為：1.適當的規劃；2.

良好的組織；3.有創意的領導；4.對企業的控管。第一項是管理要素中最難的，先

是決定那些事該做的事、訂定實際可行的目標，然後決定長程目標先應先做到那

些短期目標，由於觀眾口味和價值觀一直隨著世界在變，藝術管理工作者，就是

要能感知周遭環境的好與壞，然後必須與董事會配合，並運用其藝術領導力為組

織規劃出一條邁向未來的路線。第二要項藝術管理者的工作則是善於組織調度。

組織調度乃是將計劃付諸實踐的整個行動過程，包括找齊人力、資源、擬定細節、

擬出時間表與預算表、預估所需的工作人員數量，分派工作等等。第三要項是要

求組織內每個人員，都充分了解大家團結合作將可產生什麼樣的成果，領導的技

巧與效能是非常有收穫的，對於藝術管理者來說，能和一群高度自發性、獨立心

態的優秀人才一起工作，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領導統御機會。第四要項是關於品質

的管控，與考核活動過程的績效有關，審查出活動結果是否達達到預定目標，並

在必要的時候採取修正。藝術管理者掌握了管理的四要項後，還要完成七大管理

範疇，包括：1.規劃和研發；2.行銷與公關；3.人力資源管理；4.財務管理；5.董事

會關係；6.勞資關係；7.政府關係(桂雅文、閻蕙群 合譯，2004：26-37)。換言之，

規劃與研發會連結再一起，因為藝術組織一直都尋求拓展財源的方法，而行銷公

關最能讓組織與社區打成一片，以吸引觀眾和贊助者；藝術組織希望生產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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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要有好的人事管理及勞資關係，輕忽管理或濫用資源很可能會拖垮整個組織  

 

貳、領導學說與藝術組織的領導 

    關於前文所談到一個好的藝術管理建立在四要素上，而組織的管理者必須掌

握管理的七範疇。此外，藝術管理者每天面對著許多共事的人，而每個人有著不

同的做法，組織經營得當關乎館長的領導統御及其敏感而順勢應變之能力。 

    領導統御，簡單地說，是指管理者運用權力來影響其他人的行為(John R. 

Schermerhorn, 1986：275)。領導模式分為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領導模式，是一

名由正式獲得授權來發布命令的管理者所做的領導統御，非正式的領導統御，則

存在某個人缺乏權限來代表該組織，卻能影響他人之行為的情形 (John R. 

Schermerhorn, 1986：276)。前述說到，領導統御是指運用權力來影響他人，而權

力從哪裡獲得呢?在管理學中將權力視為領導的來源，管理者可以從兩個地方取得

權力： 

一、職位權力(position power)，即因其派任的職務而被賦予權力； 

二、個人權力(personal power)，是你會帶著個人獨有的特點和才華來出任某個職務，

個人權力又分為專家權力(expert power)與參照權力(reference)。專家權力是指，以

你擁有的專門知識來控制別人的能力，它包括擁有特殊的技術資訊，或是組織內

別人都沒有的經驗。參照權力是指衍生自更私人層次的員工互動，參照權力是利

用他人想要被權力來源賞賜的欲望，而加以控制的能力(John R. Schermerhorn, 1986：

280)。歸納領導模式與兩種權力來看，運用職位權力來影響他人屬於正式的領導；

而運用個人權力則屬非正式領導。推而論之，官僚系統下任派的藝術管理者，雖

為正式領導，但若任用不具個人權力(專家與參照權力)者，則很容易流於形式上的

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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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領導模式與權力類別對照 

領導模式 正式 非正式 

權力類型 職位權力 個人權力： 

1.專家權力 2.參照權力 

舉例 政府官員、企業經理 非營利組織/機構領導者、藝術家 

製表者：林波吟 

 

    管理學家 Arthur Jago 將「領導」定義為：「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性質，領導

過程是用非強制性的影響力來指導，以及協調組織團體中成員活動，以試圖達成

團體目標。而性質則指達成既定目標的品質或特徵」(郭建志 譯，1995：180)。在

非營利的藝術組織中，由於其特殊性非同於私人企業或政府組織，有著涇渭分明

的上下位階關係，因此，一個藝術組織管理者較企業或政府管理者的領導力更為

突出，其獲得領導權的主因非源自職務，其個人權力往往才是成為領導的必要條

件，以美國博物館董事會為例，其成員多來自有政經背景或是博物館的學者專家。

William J. Byrnes (2002)表示，在大多數的藝術組織裡，你所享的權力，限於你同

事願意給你那麼多(桂雅文、閻蕙群 合譯，2004：246)。又譬如一位具有影響力的

藝術家，並不屬於任何正式組織的職員，但其透過自身的創意以及藝術才華，獲

得了喜愛者之追隨而得以行使參照權力。同樣地，非營利藝術機構所需的管理者，

除了必備專業權力外，也需要善於行使參照權力以贏得外部資源的注入，如：美

術館之友及義工。  

    管理學中關於領導統御較常見的學說有三種：  

一、人格特質說(Trait approaches to leadership)： 

近期研究顯示，領導者多半具有聰明才智、企圖心旺盛以及果斷等這些特質。

( Bartol ＆ Martin, 1998：417) 

二、行為說(Behavioral approaches to leadership)： 

此說的研究者試圖從那些領導者的行為中，整理出一種領導模式，研究重點在於

領導者究竟是以任務為先或是以人為先。那些極度在意完成任務的領導者展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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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規定及定義應完成的工作、為應達成任務訂定明確細部作業、設定工作標

準，並會追蹤任務是否完成即隨時掌握狀況；而以人為先的領導者比較強調其他

一些行為：與下屬建立和諧的社會關係、尊重他人的感受，以及建立一種相互信

賴的工作環境(桂雅文、閻惠群 合譯，2004：251)。 

三、權變與情境說： 

Fred E. Fielder 在 1967 年出版的《領導效能理論》( A Theory of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中，質疑世界上有任何一種領導風格，可以應付所有的狀況，經過

研究後他們提出所謂權變或情境式領導理論。所謂權變與情境說，即是在以「行

為說」之管理者以任務或以人導向的基礎上，為更有效達成組織目標所作出的調

整。舉例而言，以目標導向的管理者，為確保員工能正確完成例行任務，管理者

必須要讓下屬維持高昂士氣，或一天中安排數次休息時間。 

    對於藝術機構的管理者而言，運用領導統御的相關理論與技巧可以替自己增

進管理效能，為機構或組織有效達成任務目標。領導統御是指管理者的對於機構

內部的有效管理員工的一種特質，隨著不同屬性的機構或不同導向的領導者，則

可能會有不同的作風。藝術機構管理者同時還要關照到組織與社會及文化之間之

關係這個更大的議題。不過，其權力也有限制之處，Chester Bernard 在 1983 年出

版的《主管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一書中提出接受理論(acceptance 

theory)，表示權力唯有對方照你所希望的方式回應時才獲得實現，也就是他們接受

了你的指令。接受理論指出，當以下四個條件有一個以上符合了，人們就非常容

易接受命令或要求：1.他們真的瞭解指令；2.他們覺得有能力執行指令；3.他們相

信該指令對組織最有利；4.他們相信該指令符合其個人價值觀(Chester Bernard, 

1983:165-166)。領導術專家 Bernard M. Bass(1998：434)主張一位好的領導者能夠

同時具備兩種領導行為：管理者是一種一再「正確做事」的人，而領導者則是會

讓人麼去「做正確之事」，以便創新、啟發及改變組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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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博物館管理面向 

 

壹、博物館管理 

    國內博物館學者徐純的《改善博物館的品質與標準之指南與博物館的認定：

博物館的品質保證》裡收錄了博物館管理與品質提升之文章，Hans Manneby (2002) 

在〈博物館管理〉談到，縱使我們不容易給博物館管理與領袖權，在品質上做精

確與不容置疑的定義，至少有一些品質的同義詞都是我們應該要想到的— 有能力、

可靠度、專業主義、有效度等(徐純 譯，2005:133)，換言之，博物館管理者為使

博物館具有一定的品質必須具專業、有能力、值得公眾託付、有效地達成任務目

標等等，文中提醒了博物館管理者須重視以下五大面向，其具體內容為： 

一、具體目標管理： 

(一)博物館願景/任務與長程與短程的目標。 

二、館員管理： 

(一)包括正式與非正式面向 

(二)考量到一個體諒好的館員策略 

(三)館員招募與訓練 

三、財務問題： 

(一)財務計畫 

(二)確保公眾款項用來經營博物館 

(三)發展博物館活動來產生收入 

(四)鑑別與致力於其他收入的來源。 

四、公共關係行銷： 

(一)行銷必須要與博物館目標並列 

(二)要按照專業倫理來做 

(三)不應該有排他行為 

五、建築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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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護建築物規劃的前提規劃 

(二)建築與設備的使用規劃 

(三)建築與設備的安全 

此外，書裡還收錄其他學者提到的另外三個面向：收藏、呈現與觀眾服務(徐純 譯，

2005：133-142)，因此，據此書的建議，博物館管理應包含上述的八個面向。 

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負責美國博物館績

效評估服務，AAM 設有博物館評量計畫(Museum Assessment Program, MAP)，MAP

提供不同型態、治理屬性、規模的博物館一個由專業人員諮詢的機會，並以單一

計畫多面向評量方式進行，包含了機構評量(Institutional Assessment, IMAP )、藏品

管理評量 (Collections Management Assessment, CMAP)、公眾面向評量 (Public 

Dimension Assessment, PDA)與博物館治理評量(Governance Assessment, GMAP)四

項。IMAP 是 MAP 的奠基計畫，其檢視博物館整體營運狀況包含使命與計畫、治

理、行政管理、財務、收藏、展示與詮釋、行銷、公共關係、會員制度與社區支

持等。而 CMAP 則主要評量在博物館藏品管理，包含管理人員、藏品範圍、取得

與出售、法律與安全議題、登錄、庫存、編目與危機管理等。PDA 則是評估公眾

預期、經驗與實際參與情形，其檢視博物館與公眾間的互動包含行銷、公共關係、

觀眾發展與展示等議題。GMAP 是最後發展出來的評置機制，GMAP 幫助博物館

的主管人員檢視博物館的組織架構、功能與權責 (AAM, 2008；林詠能與田潔菁，

2009) 

 

表 5-2 MAP 計畫分項內容 

編號 評量項目 設立時間 簡要內容説明 

1 機構評量(IMAP)  1981 檢視博物館整體營運狀況 

2 藏品管理評量(CMAP) 1984 博物館藏品管理 

3 公眾面向評量(PDA) 1989 與公眾間的互動 

4 博物館治理評量(GMAP) 2000 檢視博物館組織架構、功能與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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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useum assessment program. by AMM, 2008.Washinton：AMM.；林詠能與田潔菁(2009)。

邁向卓越：我國博物館評量指標建置計畫。科技博物，13，46。             製表者：林波吟    

 

    日本博物館協會在博物館的評量建置工作近年已有顯著成果，對於美術館的

績效評量指標中計有八構面：一、館長與館舍經營；二、博物館觀眾、市民與社

區關係；三、展示；四、教育推廣；五、學藝員、一般職員；六、調查研究；七、

資料、典藏；八、設施。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館長、館舍經營構面的其中兩項：(一)

將館長的職務為全職；(二)館長有人事(包括升職的情況下)財務、業務等全部經營

的權限，兩項列為指標32。呼應了博物館學者 Otto Lohr (2002)在〈博物館標準可以

改善博物館的品質嗎?〉文中，也將一個博物館由一位全職且專業的館長管理視為

的最低標準(徐純 譯，2005：55)。可見，一位專業的館長及其擁有一所博物館/美

術館整體業務的管理經營權，被視為博物館/美術館經營的品質保證。 

    我國為了提升博物館品質，教育部自 2003 年開始進行多次研擬「國立社教機

構評鑑指標(博物館類)」，2005 年教育部再次修正部分內容，此份評量有三大構面：

一般行政管理(行政運作效能、館舍及設備管理、觀眾服務與行銷策略、社會資源

運用、配合政府組織再造之規劃)、核心基本功能(典藏、展示、教育推廣、研究)

以及創新特色，創新特色部分沒有具體陳述，三構面的比重為一般行政管理 40%、

基本核心功能 40%、創新與特色為 20%(陳汶珍，2006：34-36)。  

林詠能與田潔菁(2009)在〈邁向卓越：我國博物館評量指標建置計畫〉中比較

英、美、日與我國教育部於 2004-2008 建置博物館績效指標評量，歸納出九大面向：

觀眾、可及性、財務、教育活動、網路使用、典藏管理、國際交流、人力資源、

研究、創新特色，而各國視自身發展及個體績效管理策略對此九大面向有所取捨，

在博物館管理上十分具參考價值(表 5-3)。 

 

 

                                                      
32

 文部科學省(無日期)，平成 20 年度 博物館評価制度等の構築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

2016.4.11，取自：http://www.mext.go.jp/a_menu/01_l/08052911/12822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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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各國績效評估指標比較一覽表 

項目 英國 美國 日本 臺灣 

觀眾 V V V V 

可及性 V V V V 

財務 V V  V 

教育活動 V V V V 

網路使用 V V V V 

藏品管理 V V V V 

人力資源 V V V V 

研究  V V V 

創新與特色    V 

資料來源：林詠能與田潔菁(2009)。邁向卓越：我國博物館評量指標 

建置計畫。科技博物，13，60。                 製表者：林波吟 

                                        

表 5-4 博物館管理與評量構面一覽表 

項目 博物館管理構面 資料來源 

改善博物館的品質與標

準之指南與博物館的認

定：博物館的品質保證 

1.具體目標管理 

2.館員管理 

3.財務問題 

4.公共關係行銷 

5.建築物與設備 

6.收藏 

7.呈現 

8.觀眾服務 

徐純(譯)。(2005)。改善博物

館的品質與標準之指南與博

物館的認定：博物館的品質保

證。臺北：臺灣博物館專業學

會。 

2005 年我國教育部 

國立博物館績效評量 

1.一般行政管理 

1-1 行政運作效能 

1-2 館舍及設備管理 

1-3 觀眾服務與行銷策略 

1-4 社會資源運用 

1-5 配合政府組織再造之規劃 

2.核心基本功能 

2-1 典藏 

2-2 展示 

2-3 教育推廣 

2-4 研究 

陳汶珍(2006)。國立博物館經

營績效之初探(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中山大學，高雄

市，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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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特色 

AAM 的 MAP 計畫 1.機構評量 

2.館藏管理評量 

3.公眾面向評量 

4.博物館治理評量 

AMM(2008).Museum 

assessment program. 

Washinton：AMM. 

日本美術館 

績效評量指標 

1.館長、館舍經營 

2.博物館觀眾、市民與社區關係 

3.展示 

4.教育推廣 

5.學藝員、一般職員 

6.調查研究 

7.資料、典藏 

8.設施 

文部科學省(無日期)，平成 20

年度 博物館評価制度等の構

築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

書 ， 2016.4.11 ， 取 自 ：

http://www.mext.go.jp/a_menu

/01_l/08052911/1282228.htm 

各國績效評估指標 

比較一覽表 

1.觀眾 

2.網路使用 

3.教育推廣活動 

4.可及性 

5.國際交流 

6.財務 

6.人力資源 

7.典藏管理 

8.研究 

9.創新特色 

林詠能與田潔菁(2009)。邁向

卓越：我國博物館評量指標建

置計畫。科技博物，13，60。 

 

製表者：林波吟 

 

    歸納上述博物館理的有關面向，美術館管理工作，基本上仍不脫離四大核心，

教育、典藏、研究與展示，在財務、人事、觀眾服務、網路/可及性、公共關係/社

會資源運用、館舍與設備，也為博物館管理所關注之面向。2015 年我國博物館法

通過了以後，中央主管機關可根據博物館評量指標，設立登記、分級輔導、認證

評鑑等辦法責任，活絡我國博物館的發展。未來，公立美術館館長必須掌握評鑑

之方向，其領導、管理、監督能力，在我國博物館評鑑制度確立之後將更形重要。 

 

貳、 博物館專業倫理與收藏規範 

    西方的倫理「Thics」一字乃從希臘文 Ethos 習俗(Custom)的意思轉化而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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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義是人對自我與他人所產生的彼此認知的道德責任( Andrei＆ Genoways, 

1997：6)，將此人際之道德責任應用到博物館專業領域上，即博物館專業倫理。博

物館學者 Marie C. Malaro(1994:12)表示，專業倫理係指涉一組行為標準，規範館內

的從業人員之間關係，及該行業與社會大眾關係、專業倫理使得該專業的行事不

但具有整體性，且可免於法律訴訟的困擾。但是它不像法律條文有強制性，他是

靠同儕壓力及嚴格自律來維繫。所以，據 Malaro 的說法來看，專業倫理具有較高

的道德要求標準。 

    ICOM(2006)所立之《博物館倫理規範》(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
 33

 

被視為國際間博物館從業的準則，如下面八大方向： 

一、博物館的保存、詮釋、推廣人類文化/自然遺產。 

二、博物館基於對公眾之信責，持有藏品以發展與服務社會。34
 

三、博物館應持有建立與未來知識的優先證據。 

四、博物館提供欣賞、享受、理解以及經營管理文化/自然遺產的機會。 

五、博物館擁有增進公益提供大眾服務的資源。 

六、博物館藉源自社區的收藏品與社區建立緊密的合作與服務。 

七、博物館須以合法的方式運作。 

八、博物館須以專業的方式運作。 

第八項中，將博物館專業人員定義成:「於博物館或博物館機構服務，須接受過博

物館有關的訓練或擁有博物館相關實務經驗，並尊重 ICOM 所訂之專業倫理，此

個人不得被要求以處理商業產品/設備的方式作為博物館的服務」35，強調當個人/

私人利益與博物館原則相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時，應有所限制並採客觀決策。36

                                                      
33

 ICOM(2006). 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 2006, Retrieved October 5, 2015, from 

http://archives.icom.museum/ethics.html 
34

 此項的細則是關於藏品的收購、藏品的剔除以及藏品的照料。強調在藏品收購部分訂立收藏政

策且應標明藏品的來源種類，不應收藏來源不明之物件。在收購前對藏品來源(購買、借貸、贈與、

遺贈、交換)與出口之國家、中繼國及藏品的發現、生產、有關歷史之合法性館員應盡職調查。參

同上註。 
35

 ICOM(n. d.), Museums operate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 In 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page 8), 

Retrieved from http://icom.museum/fileadmin/user_upload/pdf/Codes/code_ethics2013_eng.pdf 
3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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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會引起廣泛重視，是因為博物館曾因典藏品處理不當，而涉及收藏違禁

盜賣的物品，或因個人疏失而導致利益輸送的非法事件，如博物館學者陳國寧(1992：

215-218)認為，西方博物館從業倫理談得最多的是「收藏倫理」的問題，譬如從業

人員處理博物館收藏的態度方法、徵集鑑定維修收藏的原則、以及從業員的「個

人收藏」的道德規則等。 

    典藏為博物館的靈魂，優質而特殊的藏品往往為博物館專業之指標，世界遺

產組主席 Jan Dolák 在〈博物館、博物館學、博物館的意義〉(Museum, Museology, 

Identity-Introduction to the Subject)提到優質的博物館應執行優質挑選和收藏作業，

以精確的藏品展示作為最後的成品。黃光男(1999：89)學者於《博物館新視覺》，

博物館是由許多不同專業領域的專業人員組成一個仲介團體，相互牽制形成一種

制約關係，達成一致共識，方將選擇的產品主題提供給藝術大眾，並也引法國藝

術社會學家豪澤爾(A. Hauser)的看法，博物館的首要任務是從大量的藝術作品中，

選出具有美學價值或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作品來，並且『剔除二流藝術品或毫無價

值的作品，他們必須建立這種選擇的標準』。上述說明了博物館典藏任務與過程，

是由一群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透過客觀學術研究、共識的達成，挖掘真正具美

學價值或歷史重大意義的藏品、建立典藏標準為前提，才能確保精良藝術作品對

社會大眾產生教育功能。 

   第三章曾提到過 ICOM 在 2000 年後對博物館的定義不再將典藏被視為必要功

能，但目前許多國家對於博物館的認定上，仍將「藏品管理」視為博物館認定的

標準之一。37統整上述，館長除了須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有能力在各專家間溝通協

調、重視博物館專業倫理、訂立館的典藏政策與作業要點外，牽涉法律有關的面

向也不得不慎。國內文化資產學者王嵩山認為，博物館的任何業務必須是合法的，

                                                      
37

 林詠能與林玟伶 2009 年發表的〈最佳實踐或最低標準：我國博物館認定計畫建置〉指出，美國、

英國、愛爾蘭、澳洲、紐西蘭、日本將「收藏維護」工作視的博物館最低標準，此六國(美國、中，

僅日本沒有強調「藏品管理」工作。易言之，即目前大多數的博物館皆將「藏品管理」視為博物館

認定的最低標準。而英國博物館協會(MLA)的博物館認定申請資格中，甚至直接排除沒有「永久藏

品」的機構。參見林詠能、林玟伶(2009)。最佳實踐或最低標準:我國博物館認定計畫建置。科技博

物，13(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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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收藏政策中必然包含相關法律規定。然而，所有法治層面都有某些理性運作

上必然的缺憾，不足以規範所有可能產生的行為，所以，需要博物館專業倫理具

體落實在收藏政策中(王嵩山，2012：78-79)。 

    美術館收藏過程最常見為著作權問題。依內政部著作權法所規定「著作權」，

係指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

承；著作財產權為著作人專有，他擁有公開、重製、發行、編輯等權利。由於《著

作權法》中，對於文教機構有較優厚的待遇，博物館基於保存、報導、評論、教

學、研究等正當目的之必要性可引用，會出現問題之處是當館外人士與申請使用

這些收藏時，若博物館在簽約時未與對方簽定著作權轉移，博物館便沒有權力開

放這些資料，這些資料只能在館內使用。館方欲開放資料讓館外人士使用時，若

該物件仍處於著作財產存續期，不論文物或視聽影像資料，都必須與所有人簽訂

著作財產權的讓予，而且要於合約中註明將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

等，未註明之處為未授權(王嵩山，2102：83)。 

    近年來博物館學者研究「倫理」的議題，則傾向兼容價值觀與行為規範兩者

的涵蓋面，博物館學者 Andrei  Genoways(1997：6)說：「博物館是由人所組合的機

構，而這些人所做的倫理抉擇不只影響博物館也影響社會。因此，博物館的倫理

發展，是讓我們考量博物館如何為人類至善與優越做出貢獻」。在這樣博物館倫理

擴充的定義下，館長將是具專業、高度的自我紀律、依循博物館的價值觀，如此，

方能為人類大眾帶來福祉，讓文化資本得以獲得妥善的照料，並得使博物館發展

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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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企業管理面向 

 

    自一九七 0 年代末期至今全球化新公共管理運動思潮的風行，各國政府莫不

將新公共管理奉為圭臬，積極進行政府組織與公共服務管理上的變革，觀諸新公

共管理之起因，乃是目睹傳統理性主義下的官僚層級體制已無法充分回應外界環

境與社會結構的快速變遷，致使維繫其存在正當性的效率職能多遭受無能的質疑

與詰難，故而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以顧客為導向、學習企業經營精神的新公共管

理呼聲趁勢而起(廖俊松，2007：1)。法國 2001 年新財政組織法及此效應下的一環，

對博物館之管理實施績效合約制，政府不再無條件提供博物館經費，我國博物館

法也明訂博物館將施行評鑑制度，在績效評量指標的建置工作上便是採納新公共

管理的精神，並以成果導向回應責信38。 

    美國行銷學大師菲利浦．科特勒(Phlip Kotler) 認為，二十一世紀對於博物館

將是充滿競爭的世紀，藝術機構之間會互相競爭，以期許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

並相互爭食國家資源中的一塊大餅39
 ；現今世界各國經濟緊縮情況下，各界挹注

博物館的經費也日益短絀。上述二者意味著，不論是藝術機構間的競爭或是世界

上緊張的經濟情勢，每一博物館平均所得之營運資金將會越來越少，換言之，在

有限的預算與績效制度下，將考驗著公立美術館館長的專業與管理職能。 

    Spencer &Spencer (1993：107)指出，重視以能力為主的企業人力資源將是組織

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以職能為基礎的管理模(Competency-based management)

正是一種以「能力」為基礎和發展的管理模式，其主要的目的在於找出並確認哪

些是導致工作上卓越績效所需具備的知識、能力及行為表現，進而協助組織在人

力資源方面做全面性的發展和運用。故，下述將引管理學之職能理論，以深入分

析館長職能面向。 

 

                                                      
38

 參林詠能與田潔菁(2009)。邁向卓越：我國博物館評量指標建置計畫。科技博物，13(3)，39。 
39

 參林潔盈(譯)(2004)。如何開發藝術市場  (原作者 Liz Hill, Catherine O’ Sullivan and Terry 

O’Sullivan) 臺北市：五觀藝術。(原著出版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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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能定義與理論 

 職能的英文為 competency，也有學者使用 competence；但兩者代表的意思

相同，都是指和行為(工作)相關的個人特質，在國內 competency 也有學者稱為 

才能。Competency 是 Competence 的古語，相較於 Competence 時，係指高績效 

者的行動特性，在美國最具代表性的 Competency 定義，即是與卓越的職務績效有

密切關係而且持續的個人特徵(林世安，2011)。 

 

表 5-5 職能與專業能力的比較表   

 職能 competency 專業能力 competence 

起源 美國 英國 

目的 確認表現優秀者 確認最低標準 

焦點 人(人員的界定) 工作/角色(標準技能) 

摘要 個人特質 任務/產能 

目標 經理人 每個人，較少針對經理人 

資料來源：林世安(2011)。職能理論與實踐。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2016.1.22，取自：

http://www.factory.org.tw/index.asp                                  製表者：林波吟 

 

    Boyatzis（1982：11）將「職能」定義為：個體的職能是指某個人所具備的某

些特質，而這些特質就是導致和影響個人在工作上能否表現出更好、更有效率的

工作績效和結果的基本關鍵特性。Mirabile(1997：73-77)認為，「職能」是與高績

效工作表現相關的知識、技術、能力和特質，像是領導能力、系統性思考或是問

題解決能力。Parry(1996：48-56)尚將職能區分為軟性(soft)和硬性(hard)的職能，硬

性職能指的是特定工作的能力，像是與工作相關的知識技能；而軟性職能指的是

個體的人格特質、價值和風格。 

Spencer＆ Spencer（1993:11）提出「冰山模型」的概念並指出：職能是指個

體所具備的外顯特質與潛在特質（underlying characteristic）的總合。知識和技巧是

比較容易被發覺和觀察到的行為表現，是屬於較外顯性的，也是較容易透過訓練

 

http://www.factory.org.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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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發展來增強行為或能力的部份；而動機、特質和自我概念則是屬於個人較深層、

內在隱藏和不易被察覺的特性，是比較不容易被訓練和發展的部分。「冰山以上部

分」包括基本知識、基本技能，是外在表現，是容易了解與測量的部分，相對而

言也比較容易通過培訓來改變和發展。「冰山以下部分」包括社會角色、自我形象、

特質和動機，是人內在的、難以測量的部分。它們不太容易通過外界的影響而得

到改變，但卻對人員的行為與表現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職能是指一個人所具有之

基本特質(underlying characteristic)，分成六個層面： 

一、知識（Knowledge）：指個人在某一特定領域擁有的事實型與經驗型信息。 

二、技能（Skill）：指結構化地運用知識完成某項具體工作的能力，即對某一特定 

領域所需技術與知識的掌握情況。 

三、社會角色（Social Roles）：指社會地位所涉及的一組行為或特質，包含態度和 

價值觀的行為方式與風格。例如醫生為一種特定的社會地位，其所涉及的行為與 

特質，如尊重生命的態度、濟世救人的胸襟、專業的知能與行為等40。 

四、自我概念（Self-Concept）：指一個人的態度、價值觀和自我印象，如：自信心、 

邏輯思考能力、情緒控制能力等。 

五、特質（Traits）：指個性、身體特徵對環境和各種信息所表現出來的持續反應。 

六、動機（Motives）：指在一個特定領域的自然而持續的想法和偏好(如成就、親 

和、影響力），它們將驅動，引導和決定一個人的外在行動。特質與動機可以預測 

個人在長期無人監督下的工作狀態。 

 

 

                                                      
40

 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 年 12 月)，社會角色(social role)，2016.4.7，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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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Spencer＆ Spencer 職能冰山模型  

 

資料來源：Competence At Work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p.11), by L. M. Spencer , S. M. Spencer , 1993,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摘自陳家慶(2004)。管理與專業職能之建立-以 C 公司行政部門為

例，9。 

 

其中第一、二項大部分與工作所要求的直接資質相關，我們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

使用一定的手段進行測量。可以通過考察資質證書、考試、面談、簡歷等具體形

式來測量，也可以通過培訓、鍛煉等辦法來提高這些素質。第三、四、五、六項

往往難度量和準確表述，又少與工作內容直接關聯。只有其主觀能動性變化影響

到工作時，其對工作的影響才會體現出來。考察這些方面的東西，每個管理者有

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和理念，但往往因其偏好而有所局限。管理學界及心理學有

著一些測量手段，但往往複雜不易採用或效果不夠準確(林世安，2011)。 

    一般而言，企業組織中的職能可分為一般職能、核心職能、專業職能與管理

職能四大類： 

一、一般職能(General Competency) 

指的是企業中行政幕僚人員所應具備的門檻才能，亦即從事該工作必要的 

能力，通常指的是知識與基本技巧，例如文書能力、電腦軟體操作技巧等。 

二、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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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確保企業組織成功所需的技術與能力的關鍵成功因素，例如包括：團隊合

作、主動積極、持續學習、責任感、創新求變及進行突破性思考、正直誠信、客

戶導向、問題分析及解決能力、品質管理、反應速度等，這些核心職能同時亦包

含個人的道德面、態度面、執行面及行為面等。41
 

三、專業職能(Functional Competency) 

Shapero(1985：5-9)指出，專業的定義是指一種行業，採用學術上或科學上的 

一部分專業知識，應用於某項藝術或實務的實踐。而專業人員(professional)則是指

屬於一種學術性或技巧性專業的人。根據上述，專業人員可以是人力資源專業人

員、工程專業人員、行銷專業人員等，所以專業職能就是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對

於從事其工作職務所必須具備的知識、技術和能力，以能充分反應在其工作績效

的表現上。Sooun(2001：21-31)等學者則指出，持續學習已經成為今日所有專業工

作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透過不斷學習來更新專業工作者的知識、技術和

能力，已成為專業人員保有競爭力的重要條件。 

四、管理職能(Managerial Competency) 

管理職能則是組織中管理階層(例如高階、中階、基層主管)所需具備的能力，例如：

專案與流程管理、目標設定、溝通技巧、培養部屬、衝突管理與團對建立、問題

解決、激勵部屬、會議引導、創新改進、談判等能力。42
 

     歸納上述，一般職能根據不同工作性質所需具備特定的一般或門檻能力；核

心職能是企業組織全員由上到下應具備的能力和行為；專業職能指某一部門員工/

特定職務應具備的專業能力，例如採購人員與會計人員所需的專業是不同的；管

理職能，是指管理過程中各項行為的內容的概括，是人們對管理工作應有的一般

過程和基本內容所作的理論概括，下段將接續說明。 

 

 

                                                      
41

 管理知識中心(2013 年 3 月 7 日)建構完整職能管理系統，打造關鍵人才 DNA，2016.4.12，取自：

http://mymkc.com/articles/contents.aspx?ArticleID=21510 
4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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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管理職能定義 

 

    Boyatzis(1982：61)指出企業中管理者的職務，在於協助組織有效達成任務目

標。對於管理職能之定義，由於學者所持觀點不同，所以對於管理職能的定義亦

有所不同。Miborrow(1988)指出，管理職能是經驗、責任、知識和技能的整合，它

同時指出了管理者適任的條件與管理者履行職務所必須具備的能力；Boyatzis 

 (1982)則認為管理職能是管理者之個人動機、特性、技能、自我形象(Self-Image)

與社會角色，並對所應用的知識之有效整合。Nordhaung(1993)則認為管理職能的

條件必須是對組織有所貢獻，能夠為組織創造附加價值，主要包含有個人知

(Knowledge)、技術(Skill)及性向(Aptitudes)三項。 

 

表 5-6 管理職能與能力之定義一覽表 

年代 研究者 管理職能與能力之定義 

1982 Bovatzis 管理職能為管理人員之個人動機、特性、技能、自我形象 與社

會角色，並對其所應用的知識之有效整合。 

1986 Klemp 管理職能是管理人員有效且優異的執行工作任務所必須具備的

特質。 

1988 Constable 管理職能乃是管理人員為扮演管理角色，所運用之知識舆技能之

能力，而技能係指管理人員為達成工作績效目標之功能，所展現

的行為順序或次序的能力。 

1988 Miborrow 管理職能是經驗、責任、知識舆技能之混合。從一個角度來看，

是指管理者的適任條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是指管理者履

行職務的執行能力。 

1993 Nordhaung 管理職能必須對組織具有貢獻，能夠創造附加價值。主要 是個

人知議(Knowledge)技術(Skill)及性向(Aptitudes)二項。 

1996 林懸霞 管理職能為主管人員擔任管理職位時，為有效地達成一定之工作

績效水準，執行職務時，所應具備之知識，技能或態度。 

1999 劉怡君 管理職能是指管理職務所要求的工作才能，而擔任此職務的管理

者為有效的達到一定的績效水準所應具備之才能。 

2004 陳家慶 管理者為達組織目標與個人高績效水準之表現，在執行管理功能

和職務上所必須具備特定的知識、技術、態度和行為之綜合性的

能力。 

資料來源：摘自陳家慶(2004)。管理與專業職能之建立-以 C 公司行政部門為例，5。  

製表者：林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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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世安(2012)指出管理職能根據管理過程的內在邏輯，劃分為幾個相對獨立的

部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管理職能是互不相關、截然不同的，其指出管理職能基

本內容有四： 

一、計劃職能對未來活動進行的一種預先的謀劃。如：研究活動條件決策編製計

劃。 

二、組織職能為實現組織目標，對每個組織成員規定在工作中形成的合理的分工

協作關係。如：設計組織結構人員配備組織運行組織監督。 

三、領導職能管理者利用組織所賦予的權力去指揮影響和激勵組織成員為實現組

織目標而努力工作的過程。如：指揮職能協調職能激勵職能。 

四、控制職能保證組織各部門各環節能按預定要求運作而實現組織目標的一項管

理工作活動。如：擬訂標準尋找偏差。  

    本研究歸納以上管理職能界說，將管理職能界定為－勝任管理職務協助組織

達成目標的經驗、責任、知識舆技能之綜合表現。而本研究不將達成組織與個人

之「高績效表現」作為之管理職能之定義的理由為，目前世界各國對發展藝術文

化組織的績效指標多有阻礙，主因為其目標之抽象模糊的關係43；過去，我國公立

美術館館長以學術資格任用，管理職能不被列為館長的必要條件；但若以公務九

職等以上資格任用館長，雖有管理職能卻又不一定具有專業職能。隨著世界各國

公部門取法企業績效管理模式，及前述他國館長的資格條件探討，顯然，館長本

身除須具一定程度的專業職能外也應具備管理職能，如此才可使館務運作具有效

能。而美術館館長的價值觀、態度與行為風格將會影響到一個組織與團隊的定調，

所以，在館長遴選前政府主管機關謹慎評估，館長人選的價值觀、態度以及行為

風格，是否合於美術館之機構性質也十分重要。我國人事局為建立具效能的政府，

                                                      
43「藝術理事會與文化機構國際聯盟組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rts Councils and Cultural 

Agencies, IFACCA)的 IFACCA  D’ART 為 IFACCA 所進行之國際藝文政策相關資訊的蒐集報告，

其第 18 號報告以「藝術政策的統計指標」為題，指出各國的文化政策的目標多半以廣泛抽象甚至

模糊的術語表達。一些分析者以文化政策的「薄弱理論基礎表述」。但，胡果森(Hugoson, 1997)卻

認為這些抽象說法是文化政策的必要條件。不管原因為何，文化政策的抽象或模糊不清勢將阻礙明

確政策指標的發展。IFACCA. (2005, June).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or Arts Policy , p.9. Retrieved April 

24, 2016. from http://media.ifacca.org/files/statisticalindicatorsforartspolicy.pdf 

 

http://www.ifac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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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起始建置我國中高階公務主管的核心職能，其包含管理職能與專業職能

兩個面向，並擬定了中高階主管共通的核心管理職能，在專業核心職能面向上則

由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自行選定。根據人事局 2009 年 7 月 21 日新修正版本，我國公

部門高階主管的管理項目及評鑑方式，包括國内外環境情勢分析、願景目標與策

略性思維、領導能力與協調合作、績效管理與政策行銷、風險與危機管理、法治

素養、人文素養等七項。至於中階主管的管理核心能力方面，則包括目標與績效

管理、創新服務與流程管理、問題追蹤與解決能力、知識管理與經驗傳承、溝通

表達能力、情緒管理、法治素養及人文素養等共八項（蔡良文，2011）。然而，論

及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的專業職能的部分，至今卻未見有關單位提出與之相應的

指標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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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回顧各國的美術館因應不同的文化主張、國情、政經條件，而有不同的治理

模式與組織型態。因此，對於美術館館長而言，必須清楚認識自己在組織中的角

色定位方可協助美術館達成使命與目標。美國、法國館長資格條件與前述臺灣 

有關建議可能有些許差異，但在所須知能上基本離不開須具備美術/藝術學、博物

館行政、企業管理等三個範疇，我們可以將美術/藝術學與博物館行政兩個範疇交

疊處，作為美術館行政專業人員所須具備的專業職能主要內容，而館長除須具美

術館館員所須具備的專業職能，其社會角色又為一所美術館的管理者，故本研究

將三個知能範疇重疊之處為美術館館長所須職能的主要內容。 

    在前述文獻探討中，博物館/美術館館長常被提出的職能有如下十一項： 

一、專業研究能力：美術館館長應具美術/藝術史之研究能力；二、藝術鑑賞能力；

三、博物館行政能力；四、溝通能力；五、協調組織能力；六、人際關係技能；

七、財務管理；八、人力資源管理能力；九、企劃開發能力；十、領導能力；十

一、應變能力等。事實上，在這十一項職能中，有獨立的美術(藝術)或博物館行政

專業職能，也有獨立的企管職能，但多數實際情況下，館長綜理館務時，卻是專

業職能與企管職能之綜合展現，如三個範疇重疊部分所示(圖 5-2)。 

 

 

圖 5-2 美術館館長知能與職能範疇關係  

 

美術/ 

藝術學 

企業 

管理 

博物館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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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館長的專業職能探討也須符應當下博物館/美術館經營管理趨勢，如前

述已提到過 David Throsby 在《文化經濟學》(Economies and Cultures, 2001)書中，

以美術館為例，指出美術館不僅具有經濟價值也具有文化價值；文化具有永續性

（sustainability），得以跨越時間形成資本（Capital），不僅需以文化維護的觀點，

也要從經濟價值創造的觀點，不斷地投入創意，永續管理經營文化遺產，方得使

文化資本外溢於整體經濟環境中(張維倫 譯，2003)。引此，為呼應 David Throsby

文化資本管理理論，本研究將館長專業職能其先後順序定為：第一層為藝術/美術

學之專業職能；第二層應為美術館行政管理職能；第三層為企業管理職能，並以

一、二層為館長專業職能之基本條件，以企業管理為專業職能之充分條件，而理

想的館長應是兼備三者之綜合表現，在處理美術館業務時，能順時應變地將其專

業職能施展發揮(圖 5-3)。 

 

 

 

  圖 5-3 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範疇同心圓  

 

    更進一步，本研究用此三層關係來推導館長在實務工作時所須具備之能力，

第一層所對應的是美術/藝術品研究、詮釋、鑑賞與策展能力；第二層所對應的館

長美術館行政管理工作，包括：邀請有關專家學者對美術館的發展目標計畫、擬

定典藏政策、訂立館內行政作業流程與規範、督導典藏/藝術品研究、展覽、教育

美術/藝術學 

美術館行政管理 

企業管理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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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等業務工作，以及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館舍安全與典藏維護管理工作

等；第三層的則是運用企管行銷44知能以增進館的任務目標達成之效能，並使得典

藏/藝術之價值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表 5-7 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內容一覽 

範疇 專業職能內容 

A.美術/藝術學 1.美術/藝術研究 

2.典藏品詮釋 

3.典藏品鑑賞 

4.策展 

B.美術館行政管理 1.發展目標計畫 

2.典藏政策擬定 

3.行政作業規範訂立(作業流程、要點) 

4.行政業務管理(典藏、研究、展覽、教育) 

4.財務管理(預算擬定與執行) 

5.人力資源管理(員工與義工) 

6.工程設施安全監督 

7.藏品管理維護監督 

C.企業管理類 1.社會關係(政治、經濟關係、館際與國際合作) 

2.觀眾服務(滿意度) 

3.企劃開發(周邊產品開發與活動規劃) 

4.行銷(4P、4C、SWOT、STP) 

D.其他相關 1.運用科技知能(藏品設備管理、虛擬化與網路) 

2.藏品維護科學知識 

3.外語溝通能力 

4.創新 

5.應變能力 

6.國際觀 

                                                         製表者：林波吟 

     

                                                      
44

 企業行銷理論最常被提到的有：4P、4C、STP 、SWOT。然而，藝術行銷畢竟有別企業行銷，

企業行銷理論必然要經過一番轉化，才合於美術館所需。藝術家為文化產品的生產者，藝術家需要

的是獨立於此種妥協的創作自由，這是由於文化商品的本質所致。行銷並不是要影響被創造出的藝

術形式，而只是要「替藝術家的作品，找到適當的觀眾」(Mokwa et al.,1980)，所以行銷所扮演的角

色並不在於形塑，而是一種媒合。另一位作者也有相同的看法，Diggle (1984)認為，行銷能夠把「適

當數目的觀眾帶入藝術家接觸的適當模式之中」。參 Mokwa, M.P.,Dawson,W. M., Prive, 

E.A.(1980).Marketing the Arts. New York：Praeger. 和 Diggle, K.(1984). Guide to Art Marketing. Rhine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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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歸納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皆為「冰山模型」所謂的外顯職能，換

言之，以上的專業職能可以經由考察資格證書、考試、面談、簡歷等具體形式來

考察，也可以通過培訓、鍛煉等辦法來提高這些素質；而上層的外顯職能之展現，

往往與個體潛在認知、態度、價值觀、動機或信念等特質有密切關係；然而，潛

在特質卻不易衡量，但這部分往往才是專業職能之關鍵，每當我國公立美術館館

長之行政作為引發爭議，社會普遍就會對館長潛在特質部分，如；是否公正客觀、

是否具道德與操守之面向有所質疑。 

    為探究作為美術館館長的潛在特質，本研究者在文獻整理中嘗試通過比對博

物館機構特質得到一些相應的線索，我國公立博物館既非營利且為公部門下的社

會終身教育機構，館長的社會角色理應有，公正、清廉、無私、有視野、包容多

元、關照弱勢…等相符形象表現，在自我概念上是樂觀積極、能領導團隊、創造

附加價值，同時有專業操守、責任心加以熱忱服務奉獻的精神，則不失作為公立

美術館館長所應有的態度。一位好的館長，應是其外顯特質與潛在特質的與機構

特性相符之綜合表現。理想而言，館長應該裡外兼備，但實情是，社會普遍對館

長有如此高的條件要求與期待，使得美國博物館也有尋覓不到館長而寧缺勿濫的

情況；而我國博物館學與藝術管理學發展較晚，不僅具專業的藝術管理人才十分

缺乏，較之他國館長用人資格條件來看，我國館長用任也僅偏重單一資格或條件，

造成顧此失彼的情況，加之又礙於現行之公務職等或副教授資格法規之條件限制，

所以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之爭議事件頻仍、空缺代理、短期借調的情況輪番上演

也就在所難免。職是之故，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遴選的課題，即是如何在目前國

內社會現實條件與具備理想專業職能間尋求平衡，則是當下政府主管機關與博物

館學界亟待重新思考的問題，倘若對此不重視，即便有未來有再完善的評鑑指標

與制度，沒有好的管理者協助創造具效能的團隊表現，恐怕沒有績效合約束縛的

評鑑制度也會落得只具形式。或者我國可以學習法國作法，據 M.Patrick Farcat（2008：

87）指出若館長是學術背景的研究者，副手是屬於企管經營的管理者，在做決定

時，一定會徵詢管理者有關行政及財務方面的意見，但最後的裁決還是由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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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決定，這樣的權責關係是運作比較良好的機制。如此一來，館長與副館長的專

業職能相互搭配，則毋須把所有營運風險的擔子放在館長一人身上。 

 

表 5-8 美術館特性與館長所須專業知能與職能對照表 

項目 

特質 

美術館特

性 
專業知能 專業職能 

外 

顯 

特 

質 

教育的 

專業的 

綜合的 

多元的 

科技的 

虛擬的 

非營利的 

常設的 

公眾的 

易達的 

國際的 

娛樂的 

A. 美術／藝術學類 

A1 美術／藝術史學、理論類  

A2 美術教育 

A3 藝術創作  

A4 美術／藝術行政 

1. 美術／藝術研究 

2. 典藏品詮釋 

3. 典藏品鑑賞 

4. 策展 

5. 美術館教育 

B. 博物館行政類 

B1 博物館學／理論知識 

B2 博物館實務工作：收藏、研

究、展覽、教育、藏品與館設維

護、科技應用所須知識經驗或技

能 

B3 博物館專業倫理以及文化資

產保存、公共行政有關法規 

1. 發展目標計畫 

2. 典藏政策擬定 

3. 行政作業規範訂立（作業流程、要

點） 

4. 行政業務管理 

（典藏、研究、展覽、教育） 

6. 財務管理（預算擬定） 

7. 人力管理（員工與義工） 

8. 工程設施安全監督 

9. 藏品維護監督 

C. 企業管理類 

人際關係、計畫、控制、組織之

領導、溝通、協調、財務與資源

爭取、開發、創新與行銷等知識

技能。 

1. 社會關係 

（政治、經濟關係、館際與國際合

作） 

2. 觀眾服務（滿意度） 

3. 企劃開發 

（策展、周邊產品與活動規劃） 

4. 行銷（4P、4C、SWOT、STP） 

D. 其他相關 1. 運用科技知能 

（藏品設備管理、網路） 

2. 藏品維護科學知識 

3. 外語溝通能力 

4. 創新 

5. 應變能力 

6. 國際觀 

潛 

在 

特 

質 

可親的 

公益的 

包容的 

社會角色 公正、客觀、清廉、無私、有視野、

操守、有領導力、包容多元、關照弱

勢 

自我概念 專業、責任、創造附加價值 

特質 積極、親和 

動機 服務、熱忱、成就、影響力 

                                                                        製表者：林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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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臺灣三所公立美術館館長背景經歷 

    本章分為三節各陳述臺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國立臺灣美術館(簡稱國

美館)與高雄市立美術館(簡稱高美館)三所歷任館長的背景經歷，若有重複者，則

館長背景經歷則不再贅述。並在每小節末依據前一章〈表 5-8 美術館特性與館長所

須專業知能與職能對照表〉之「外顯職能」部分，做該館之歷任館長任職前所具

備之專業知能與職能的歸納。 

 

第一節 歷任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背景經歷 

 

   黃光男先生於民國 75 年 9 月奉派為北美館第一任館長。黃光男館長民國 33 年

12 月 15 出生於高雄縣鳥松鄉，學歷為國立屏東師範學校普通科畢、國立臺灣藝術

專科學校美術科國畫組畢、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文學系畢、1985 年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甲等特考教育文化優等及格以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文學

系博士。經歷為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1986~199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兼任教授 (1993~)、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1995~2004)、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 

(2000~2003)、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顧問 (200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 

(2004~2011)、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理事長(2005~)、行政院督導文化教

育業務的政務委員(2012~2014)及國策顧問。黃光男館長的主要研究範圍為水墨畫

創作、中國美術史、美術理論、美學、美術行政、博物館學等。主要著作在美術

史及藝術評論方面有《宋代花鳥風格之研究》(1985)、《元代花鳥新風貌之研究》

(1986)、《君璧繪畫風格與其影響》(1987)、《宋代繪畫美學析論》(1993)、《臺灣水

墨畫創作與其環境因素之研究》(1999)、《藝術行動》黃光男藝術評論文集(2013)；

黃光男館長更將擔任館長地多年經驗心得書寫整理，成為藝術類博物館實踐者與

理論發展者(賴瑛瑛，2008：94)，多年來在博物館藝術行政類出版有《美術館行政》

(1991)、《北美館廣角鏡》(1994)、《博物館行銷策略》(1997)、《博物館新視覺》(2003)、

《博物館企業》(2007) 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8%8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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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任館長張振宇先生，1957 年生於臺中，1979 年畢業於師大美術系，1985

年考取全額公費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MFA)，為專業藝術家，重要

個展如下：1980 年阿波羅畫廊首次個展，1987 年紐約州立大學美術館個展，阿波

羅畫廊第三次個展，1989 年臺北東之畫廊個展，1991 年臺北時代畫廊個展，1992

新展望畫廊個展，1994 年臺北市立美術館「新人文主義歷程展」。專門著作為個人

展出的畫冊，有《1989 張振宇作品集》、《1991 張振宇作品集》、《1992 新人文主

義作品集》、《1975~1994 新人文主義作品集》、《2000「前衛山水」作品集》

《2001~2006 張振宇作品集》、《1984 世紀末的美感》，經歷為臺北市立美術館館

長、臺北市文化局籌備委員、文建會公共藝術顧問、聯邦藝術新人獎審查委員、

任教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1984~1987)、元智(1998~2004)、中原等大學45。藝術創

作養成背景的張振宇館長，主張藝術內容必須富含新人文主義精神，應建立多元

自主的文化體系，不得一昧模仿歐美形式而弗顧本土豐富的人內涵(賴瑛瑛，2008：

144)。 

    第三任館長林曼麗女士，1954 年生，學歷為 1976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美術學系學士，1988 年取得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專攻藝術教育。

經歷為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視覺藝術中心主任、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籌備

主任、副教授兼系主任、日本國立東京藝術大學客座教授(1996)、臺北市立美術館

館長(1996~2000)、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副秘書長(2000~2003)、財團法人國家文

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2003~2004)、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2006~2008)。46林曼麗館

長研究領域為美術教育與美術館教育，重要著作專文為《日本近代圖畫教育方法

史研究》(1989)、〈解構視覺藝術教育知識體—探討臺灣視覺藝術教育之主體性〉

(1995)、〈日治時期的社會文化機制與臺灣美術教育近代化過程之研究〉(1996)、〈戰

前北師五十年—北師美術教育與臺灣美術教育近代化之研究〉(1996)、〈美術館教

                                                      
45

 參揮灑生命的色彩 張振宇師生展 (無日期)。臺北市：交通大學藝文中心。2009.6.18，取自

https://acc.nctu.edu.tw/gallery/0906_chang/chang.html 
46

 參維基百科(2016 年 4 月 14 日)，林曼麗，2016.12.2，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6%9B%BC%E9%B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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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現況之探討，第一屆美術館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臺灣視覺藝

術教育研究〉(2000)、總策劃〈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統整理論與實務

研討會論文集〉(2002)、〈藝術教育於二十一世紀教育中應有的角色〉(2003)。 

    第四任黃才郎館長，黃才郎 1950 年生，臺南縣人。1973 年中國文化大學美術

系學士、1992 年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學士與藝術研究所碩士；1980~1982 期間擔

任《西洋美術辭典》主編；1984 年取得中華民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藝術行政人員

美術組考試及格認證。曾任文建會科長，1992 年轉任高雄市立美術館籌備處主任，

並擔任第一任館長，1999 年轉任臺北文化局副局長47，國立中山大學共同科兼任助

理教授、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兼任講師、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兼任講師、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科長，專長為美術創作、美術史、藝術行政、文化政策。 

    第五任館長謝小韞，祖籍湖南耒陽縣，1954 年生於臺北縣新店。畢業於國立

政治大學外交系與外交研究所。1978 年通過第一屆國際新聞人員特考，進入行政

院新聞局服務。1978 年服務公職，1994 年奉派赴美國亞特蘭大，在行政院新聞局

駐亞特蘭大新聞處工作四年。1998 年自美返國後，即奉調至新聞局出版處及資料

編譯處擔任副處長職務。2001 年擔任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局長工作。48
 

    第六任館長吳光庭，1979    年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畢業、1982 年

美國密西根大學(U.of Michigan)建築碩士，曾任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臺北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 、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都市設

計學會常務理事、考試院考選部建築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委員、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學術委員會委員、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組市政顧問。曾參與臺北、高雄、宜蘭、

新竹等地之都市設計與規劃，並發表多項學術論文，專研於建築理論與建築史、

光復後臺灣現代城市與建築發展變遷之研究；論文發表如〈海洋文化影響下的臺

                                                      
47

 參臺灣觀光旅遊網(2013 年 12 月 19 日)，黃才郎[國立美術館館長]，2016.12.1，取自：

http://travel.taichung.gov.tw/zh-tw/Event/ColumnsDetail/76/%E9%BB%83%E6%89%8D%E9%83%8E-

%E5%9C%8B%E7%AB%8B%E7%BE%8E%E8%A1%93%E9%A4%A8%E9%A4%A8%E9%95%B7-

?page=1 
48

 參謝小韞(2007 年 8 月)，謝小韞女士簡介，2016.11.30，取自：

http://knihomola.blogspot.tw/2011/03/blog-post_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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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建築發展〉、〈論「城市階級」的興起對現代城市風格發展影響〉等，著有〈都

市風格與建築形式〉等書。  

   第七任館長黃海鳴，1950 年 生於臺灣宜蘭市。學歷為 1972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美術系畢、1985~6 年法國國立裝飾藝術學院雕塑工作室研究、1988 年法國國立

巴黎第八大學造形藝術系理論碩士、1995 年法國國立巴黎第八大學美學─藝術的

科技與科學博士。曾任國立臺北師範大學藝術與藝術教育系專任副教授 1998~2001

年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創會理事長（經營華山藝文特區），2006 年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文化產業學系籌備主任。專長為當代藝術評論、展覽獨立策劃、當代藝術環

境研究與改造運動。重要策展有 2006 年「空場當代藝術與哲學的對話」、2004 年

經營另類跨領域藝術中心，並推展跨校及社區互動、2002 年《C02 臺灣前衛文件

展》聯合發起人、1999 年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意、亂、情、迷》與石瑞仁聯合

策展、九九峰藝術村《當代傳奇‧藝術逗陣》戶外裝置展與石瑞仁聯合策劃、1998

年華山藝文特區《穿越華山圍籬、歷史、現成物》戶外裝置展策劃、1998 年共同

成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籌劃及營運華山藝文特區、1992 年臺北市立美術館《專

題展－斷裂與延續》責任藝評籌劃。期刊發表之重要文章有〈城市總體藝術商圈

殿堂的建構─觀察臺北市近期諸多關係密切的文化藝術事件〉(2009)、〈社會介入型

藝術的能量集結的示範—觀察 2008 年臺北雙年展的架構及社會影響力〉(2009)等

49。 

    第八任館長林平學歷 1990 與 1992 年分別獲得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藝

術教育碩士（MA）、藝術創作碩士（MFA）。經歷 2010~2012 年文建會鐵道藝術網

絡臺中站-20 號倉庫藝術總監。2007~2010 年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東海大學藝術中

心主任。1995~1998 年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組長/籌建國家級典藏庫房/完善典藏制

度。1992~1995 年臺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長/籌辦 1995 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首屆參

展。第 2、9、14 屆「台新藝術獎」觀察委員暨兩屆國際決審委員。第 10、12 屆

                                                      
49

 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無日期)，黃海鳴教授，2016.11.26，取自：

http://ntue-ccim.blogspot.tw/2010/04/blog-post_6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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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藝獎」美術類評審委員。歷任威尼斯雙年展(美術/建築)、臺北美術獎、

Pulima 藝術獎、南島美術獎、桃創獎等藝術重要獎項評審委員。專長為藝術管理、

獨立策展與評論、藝術教育、藝術創作。50
 

    北美館歷任八位館長，僅有謝小韞與吳光庭館長非美術/藝術學之專業背景出

身。全數館長在就職前皆非具博物館/文化資產學之專業背景，可見北美館館長這

部分的專業，多是進入美術館後才自工作經驗中獲取。而八位館長中僅黃光男、

黃才郎與謝小韞三位館長具公務員身分。具企業管理背景的部分，八位館長在就

職前皆無直接相關的經驗，然值得一提的是，黃光男館長聚集其多年來在美術館/

博物館行政管理經驗於 1997 年與 2007 年《博物館行銷策略》、《博物館企業》等書，

前瞻性的將企業管理的思維導入於公部門之行政管理中。在「其他專長」的部分，

第一任的黃館長具文學專長；第四任黃才郎館長與第五任謝小韞館長在北美館館

長任職前，曾任公部門行政管理要職，故積累許多文化政策經驗，而以謝小韞館

長個人而言，其又為外交專才。；第六任吳光庭館長具建築理論與建築史之專業。 

 

表 6-1 歷任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一覽表 

西 

元 

1886～ 

 1994 

1995～

1996/5 

1996/10

～ 

2000/7 

2000/9

～ 

2007/3 

2009/1 

～ 

2010/3 

2010/3

～ 

2010/9 

2012/7

～

2015/1 

2015/4

～ 

迄今 

任 

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館

長 
黃光男 張振宇 林曼麗 黃才郎 謝小韞 吳光庭 黃海鳴 林平 

製表者：林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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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臺北市立美術館，(2015 年 5 月 8 日)，臺北市立美術館新任館長林平正式就職上任，取自：

http://solomo.xinmedia.com/archi/21071-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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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歷任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背景經歷 

     

   劉欓河為原國立臺灣美術館籌備處主任，派任為首任館長。館長著作有 《美

術館的籌備與營運》(1995)。〈省立美術館軟體規劃二三事〉(1985)。第二任館長倪

再沁（1955~2015），生於臺北縣中和鄉。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而後進入中國文

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曾任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院

長、臺灣流行音樂博物館館長等職。1980 年代以本土風光主題創作一系列的現代

水墨畫。另一方面，倪氏以其別具開創性地本土藝術評論崛起於高雄市。1991 年

倪氏於《雄獅美術》發表一系列關於「臺灣美術主體性」探討的藝術批評文章，

引發美術圈的軒然大波及兩年多的論戰。主要著作有 、《公共藝術觸擊》(2008)、

《臺灣美術論衡》(2007)、《臺灣當代美術通鑑》(2005)、《公民美學與公共藝術》

(2005)、《水墨畫講—文人美學與當代水墨的世紀之辯》(2005)、《高雄現代美術誌》

(2004)、《茲土有情─李梅樹和他的藝術》(1996)、《藝術家 VS 臺灣美術》(1995) 、

《環境藝術》(1994)，文章散見於雄獅、藝術家、聯合文學等雜誌與國內各大報，

出版美學、美術史、美術評論專著共三十餘冊。重要展覽有 2016 年「倪氏寓言：

倪再沁紀念回顧展」、2010~2011 年「媒體大哼—倪再沁特展」、2009 年「倪再沁

水墨畫展」、2008 年「微塵裡—倪再沁觀念影像展」、1988～2007 年個展十數次。

專長為藝術創作與藝術評論。51
 

    第三任館長李戊崑，金山人。新竹師專美術科畢業、海洋學院航管系商學士、

臺灣大學商研所、政大法治研究班、臺大商學所碩士、師大美術系博士班。1985

年參加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藝術行政人員美術組第一名錄取，文化行政經歷

為，曾任行政院文建會處長與參事、文化交流和美術科科長、席德進基金會董事。

曾主辦「盛秋藝宴-文化新絲路之夜」，選派安排小西園、亦宛然掌中劇團、復興閣

皮影戲團、無垢舞團、優劇場、漢唐樂府南管古樂團、當代傳奇劇場及國光劇團

                                                      
51

 參維基百科(2016 年 12 月 2 日)，倪再沁，2016.12.1，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A%E5%86%8D%E6%B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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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參加法國「亞維儂藝術節」、德國阿亨「臺灣藝術節」及法國巴黎「臺灣偶戲節」

「臺灣電影節」。策劃執行「臺北國際陶瓷博覽會」、「臺北國際傳統工藝大展」、「臺

北公共電話亭國際設計競賽」、「中華民國當代陶瓷展歐洲巡迴展」、「文藝季地方

美展各縣市美術家聯展」、「中華民國國際版畫及素描雙年展」及「中華民國工藝

展中南美洲巡迴展」。規劃完成「我國與馬其頓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輔導縣市

辦理小型國際文化藝術活動計畫」、「國際性演藝團隊扶植與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

獎勵計畫」、「公共場所視覺景觀環境美化計畫」、「廣告招牌美化工作計畫」及「視

覺景觀環境設計服務業推展方案」等重要政策。曾兼任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

所副教授。專長為文化政策規劃、美感行銷與創意管理，尤其以逆境思考、組織

願景領導見長，著作有「不定向漂浮-臺灣社區博物館政策場域的機會與挑戰、『博

物飲振興、蒐藏與藝術品交易的公權力運作關係-文化商機及美感行銷角度的探討」

等專文，並曾策劃或參加國內外相關重要展覽。52
 

    第四任館長林正儀，學歷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

碩士(1997)、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博士班(2005)。曾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音樂科、視覺藝術科科長、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主任、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主任秘書、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所長、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團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國際雅凱藝術事業有

限公司總經理、奇美博物館基金會董事兼顧問。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53
  

    第五任館長薛保瑕，1956 年生於臺中，197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1986 

藝術碩士，美國紐約普拉特藝術學院、1995 紐約大學教育學院藝術系藝術博士，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所長暨專任教授。經歷 2014 年起擔

任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2011 年起臺灣美術基金會董事、2006~2009

年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2005~2006 年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教務長、2004~2006 年國

                                                      
52

 參文化部(2005 年 7 月 31 日)，李戊崑就任文建會第二處處長，2016.12.3，取自：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21749.html 
53

 中華民國行政院(無日期)，國立故宮博物院林正儀院長，2016.12.3，取自：

http://www.ey.gov.tw/Member_Info.aspx?n=445B991A1B69EF87&s=99C6331D5E63F7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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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所長暨專任教授、2002~2003 年財團法

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自 1987 年起迄今，國內外個展聯展既有百餘次，

重要展覽有：2014 年 「經緯測量─2014 薛保瑕個展」、「心識地圖─1989-2014 薛

保瑕抽象藝術展」、「女人─家：以亞洲女性藝術之名」、「臺灣報到—2014 臺灣美

術雙年展」、「現在 臺灣—臺灣美術院展」、「臺灣製造藝術—臺灣美術院院士展」、

2013 年 「視域之方─臺灣當代藝術展」、「美麗臺灣—臺灣近現代名家經典作品展、

2006 年 「原鄉與流轉─臺灣三代藝術展」、「巨視‧微觀‧多重鏡反─臺灣當代藝

術特展」、2005 年「藝術與性別─女性藝術家如何與世界及生命對話」、1995 年 「解

構‧生靈‧悲歌‧力量」、1989 年「04＝1+1+1+1」等。專長為抽象繪畫與創作當

代創作理論。作品被臺灣公立美術館、澳洲雪梨兔美術館、中國北京中國美術館、

美國等國內外藝術機構收藏。54
  

    第六任為黃才郎館長。第七任為蕭宗煌館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

理研究所碩士。曾任文化部住任秘書(2013~2015)、文化部資源司司長(2012~2013)、

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館長(2004~2012)、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2001~2004)、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國際交流科科長(1999~2001)、駐法國臺北代表處巴黎臺北新聞文化中

心秘書(1994~1999)等，有著豐富的公務經歷。55
 

國美館歷任七位館長，皆為美術/藝術學之專業背景出身，其中僅林正儀館長

在就職前，具博物館/文化資產學之專業背景。在「公部門考試與公部門行政經歷」

部分，僅倪再沁和薛保瑕館長不具公務員身分。在「企業管理」背景的部分，李

戊崑、林正儀與蕭宗煌等人有直接或間接的經驗或專長，如：李館長在就職前為

海洋學院航管系商學士而後又進修臺灣大學商研所，林正儀館長曾任國際雅凱藝

術事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而蕭館長具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文憑。在「其他

專長」的部分，李戊崑館長具法治長才，而林正儀館長具新聞與文學專業知能。 

表 6-2 歷任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一覽表 

                                                      
54

 參 ITPARK(無日期)，薛保瑕簡歷年表，2016.12.3，取自：http://www.itpark.com.tw/artist/bio/73/68 
55

 國立臺灣美術館(無日期)，館長小檔案，2016.11.25，取自：

http://www.ntmofa.gov.tw/content_1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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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元 

1988/6 

～ 

1996/1 

1997/8

～

2000/10 

2001/8

～

2004/11 

2005/7

～

2006/7 

2006/7 

～ 

2009/7 

2009/9

～

2015/7 

2015/7 

～ 

迄今 

任 

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館

長 
劉欓河 倪再沁 李戊崑 林正儀 薛保瑕 黃才郎 蕭宗煌 

                                                          製表者：林波吟 

 

 

 

 

 

 

 

 

 

 

 

 

 

 

 

 

 

 

 

 



100 
 

第三節 歷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背景經歷 

 

    首任為黃才郎館長。第二任為蕭宗煌館長。第三任館長李俊賢 1957 年生於臺

南麻豆，學歷為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學士(1797)、紐約市立大學藝術碩士(1988)。

專長為藝術創作、藝術批評、展覽策畫與文化空間經營行銷。56經歷為高苑技術學

院建築系副教授、臺北市立美術館評議委員(1996~2000)、國立臺灣美術館諮詢委

員(1997~1999)、高雄市現代畫學會理事長(1991~1993)、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委員

(1995~2001)、「新臺灣壁畫隊」發起人(2010) 。「南島當代藝術」系列啟動者(2006)、

《藝術認證》雜誌啟動者(2005)、「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策展人(2003)、《南方藝

術》雜誌藝術總監。重要的個展有「歷史與歷程」(1993) 、「臺灣 1997」(1997)、

「從周處到甲爸」(1998)；曾於臺北、臺中、高雄美術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巴黎、

北京、紐約等國內外地參聯展覽。重要策展有「1996 臺北雙年展」( 1996)、「500

元的臺灣美學」(1997)、「土地辯證」(2000)、「土地辯證-2」 (2001) 、「後解嚴時

代的高雄美術」(2002)曾經組織午馬畫會、南部藝術家聯盟、夔、當代、第三波、

駁二促進會等畫會，及南方藝術雜誌、新濱碼頭畫廊等藝術組合，並協助各種美

術競賽的審查工作。作品為北美館、國美館、高美館、山美術館、靜宜大學藝術

中心及私人收藏者所典藏。57
 

第四任館長為謝佩霓，1966 年生於臺灣臺中，靜宜大學英文系文學士、比利

時天主教魯汶大學(K U Leuven)歐洲研究所碩士、南非 Stellenbosch 大學美術研究

所美學博士候選人。曾於臺灣、美、歐、非等地求學、就業、執教，研究領域包

括：文化政策、藝術社會學、現/當代藝術、公共藝術、建築批評理論、性別研究、

文創產業及藝術行政。曾任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中華民國藝評人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公共藝術教育發展協會常務理事、文化部公共藝術審議委員及視覺藝術

                                                      
56

 台新銀行文化基金會(無日期)，AERTTALK，2016.12.1，取自：

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ljs/profile 
57

 李俊賢(無日期)，2016.12.3，取自：

http://art.csu.edu.tw/exhibition/910322-0503kshs/kshs-artist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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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案審查委員、高雄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臺南市及嘉義市美術館籌備委員、

劉其偉藝術文化基金會董事等。曾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為該校成立國際藝術交流研究中心)、南非 Stellenbosch 大學國際比較政治研究中

心亞洲研究專員(為該校創立非洲第一個亞洲研究中心)、倫敦大學 UCL-Batlett/逢

甲大學國際設計營、羅馬大學 La Sapienza/同濟大學國際設計工作坊指導教授等。

作為藝術行政工作者，曾任國立臺灣美術館副編審兼公關室主任、香港亞洲藝術

文獻庫(AAA)國際顧問，亦歷任國家文藝獎評審委員、國家文藝基金會專案審查委

員、文建會、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等中央部會專案委員、高雄市立美術館典

藏委員等。兩度應國際博物館學會國際博物館學委員會（ ICOM-ICOFOM,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之邀擔任年會專題主講人。作為策展人，

應聘於位於臺灣、中國、韓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瑞典、丹麥、捷克、美國

等地公私立藝文機構策劃執行之國際展、研究展及雙/多年展已逾數十項，其中包

括 Joseph Albers、Francis Bacon、Michelangelo Buonarrotti、 Gustav Landuyt、Juan 

Miro、Amedeo Modigliani、Alphonse Mucha、John Thomson、Leonardo da Vinci、

Andy Warhol 等國際大師，溥心畬、陳澄波、夏陽、林壽宇、李元佳、柯錫杰、蕭

勤、袁旃、董陽孜、蔡國強、張宏圖等華人大家回顧展，以及決瀾社、東方畫會、

臺灣當代藝術、Fluxus、捷克當代藝術、新藝術等中外藝術流派等主題展。相關展

覽屢獲專業評比肯定，因此獲美國新聞總署（USIA）、法國文化部、澳洲政府禮遇

擔任訪問學人、國際觀察員，並榮獲捷克政府頒贈「Masarek 卓越貢獻」勳章。臺

灣策展人之中，其可謂少數數度獲邀加入國際雙年展策劃顧問團隊者，代表性展

覽包括：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臺灣館、香港館(均為首次參展)、伊斯坦堡雙年展、上

海雙年展、米蘭三年展 Milano Bovisa 展、法國想像藝術節、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Animamix 動漫美學雙年展等。58作為藝評人，曾任藝術貴

族、藝術新聞、典藏藝術、新朝藝術、藝術當代等雜誌撰述，經常性應邀於國內

                                                      
58
 TEDX CCU(無日期)，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謝佩霓女士，2016.12.1，取自：

http://www.tedxccu.net/?p=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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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際研討會發表論述，並數度應 UNESCO 旗下之國際藝評人協會(AICA)、美國

博物館聯盟（AAM）之邀擔任年會主講人與評論人。其所著之中、外文專文、評

論與譯作，散見於國內外展覽專輯及期刊雜誌。作為藝術史工作者，其除以研究

廿世紀中國、臺灣美術史第一手資料見稱，另著有藝術家傳記獲行政院新聞局「Best 

from Taiwan 國際版權推介」。59
 

第五任李玉玲館長，1963 年生於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學士、

日本上智大學比較文化學系碩士、美國紐約大學美術史及建築史學系碩士、美國

紐約大學美術史及建築史學系博士。曾於臺灣、日、美等國求學、教學，研究領

域包括：當代藝術、公共藝術、文化產業及藝術行政。曾任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

金會藝術總監，曾任教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私立淡江

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兼任講師），以及臺北市立

美術館助理研究員、展覽組組長、國際事務小組召集人、中華民國財團法人帝門

藝術教育基金會副研究員。也擔任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委員、高雄獎評審委員等。

並擔任 ASEAN 地區當代藝術競賽獎國際評審 (新加坡、印尼)以及亞洲文化協會

臺北分會年度藝術家獎助評審。曾獲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林柏

壽先生藝術獎助學金）、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研究獎助計畫、紐約大學獎學金 

(IFA Council of Friends Fellowship)、日本福岡亞洲美術館（策展人駐館計畫 4 個

月）、傅爾布萊特獎學金 (Fulbright Scholarship)、文建會美術館專業人員出國研習

獎助 (四個月美國)、日本東急財團獎學金 (Tokyu Scholarship)。為國內外公私立藝

文機構策劃及參與執行之重要策展經歷有：國立故宮博物院莫內及印象派畫作展 

(1993）、IMAGO: fin-de-siecle in Dutch Contemporary Art (臺北市立美術館，1993)、

Andy Warhol 1928-1987 (臺北市立美術館，1994)、Identities: Art from Australia (臺

北市立美術館，1994)、亞洲當代彫刻展 (臺北市立美術館/日本福岡亞洲現代彫刻

會，1995)、配合籌辦臺灣藝術家參加威尼斯雙年展 (1997、1999)、共同策展臺灣

                                                      
59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無日期)，文化局發佈高美館新任館長謝佩霓人事訊息，2016.12.1，取自：

http://www.khcc.gov.tw/rwd_home02.aspx?ID=$5101&IDK=2&DATA=2844&EX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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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參展第三屆亞太三年展 (澳洲昆士蘭美術館，1999)、日本藝術家參展第二

屆福岡亞洲藝術三年展策展 (日本福岡亞洲美術館，2002)、臺灣藝術家參展金澤

世界工藝三年展策展（日本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2013）、金澤世界工藝三年展臺

灣巡迴展策展（臺灣國立工藝研究發展中心，2013）、「從巴黎左岸到臺東比西里

岸 －江賢二 2014 個展」策展（臺東美術館，2014）等。其著作之中外文專文、

評論，散見於國內外展覽專輯及期刊雜誌。公共藝術經歷，2016 臺灣桃園國際機

場捷運線臺北車站公共藝術設置（策劃觀念藝術家 Joseph Kosuth 作品設置）臺北

捷運局新店線中正紀念堂站公共藝術設置（委託策展）臺北市敦化南、北路公共

藝術設置（審議委員）、中油公司公共藝術設置（委託策劃委員會委員）。60
 

高美館歷任五位館長，皆為美術/藝術學之專業背景出身，其中僅謝佩霓館長

在就職前，具博物館/文化資產學有關經驗。在「公部門考試與公部門行政經歷」

部分，僅黃才郎和蕭宗煌館長具公務員身分。在「企業管理」背景有關部分，李

俊賢館長有文化空間經營行銷之長。高美館歷任的兩位女性館長中，在任職前的

「其他專長」的部分，有相似之處，如：具備多國求學與教學經驗、多元的相關

專業並不乏擁有與外國交流策展經驗。 

 

表 6-3 歷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一覽表 

西 

元 

1994/6

～

1999/10 

2001/11

～

2004/9 

2004/9/

～

2008/3 

2009/1

～

2015/7 

2016/8 

～ 

迄今 

任 

別 

一 二 三 四 五 

館

長 
黃才郎 蕭宗煌 李俊賢 謝佩霓 李玉玲 

                                        製表者：林波吟 

 

                                                      
60

 高雄市立美術館(無日期)，館長，2016.12.1，取自：

http://www.kmfa.gov.tw/home02.aspx?ID=$2004&IDK=2&EXEC=L&DATA=15&AP=$2004_HISTOR

Y-0^$2004_P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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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如前文所述，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雖有兩種任用管道(梁光余，2004)，但按

理來說，我國公立美術館隸屬於公部門行政系統下，要先在公務體系裡尋覓合適

的專才，若尋覓不到合適人選才會依「教育人員任用」一途。所以，在三所公立

美術館的歷任二十任正式館長中，「有公務資格且具美術專長者」，因美術館管理

人才不足，則出現曾任某所公立美術館館長又轉任其他公立美術館的情形。例如，

黃才郎館長就曾任職過三所公立美術館館長，分別在 1994 年出任高美館館長、2000

年出任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及 2009 年出任國美館館長(表 6-1)。此一特殊經驗也讓

黃館長熟稔三所公立美術館典藏品各自的特色與收藏情形，進而能調度三館的藏

品，使各區域的民眾皆有機會在該區域認識臺灣各地的藝術家。另一位也是同樣

具有公職資格並具美術專長的蕭宗煌館長，也是在 2001 年擔任高美館館長、2015

年擔任國美館館長。公立美術館館長若同時具備這兩種資格，與「教育人員任用」

短期借調學者的作法相較，前者顯然利於美術館行政的穩定性與長遠發展。 

    據「歷任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就職前所具專業背景分析表 1」來看，歷來二十

任館長中僅有兩位沒有具有美術專業背景，其中一位在任職北美館館時，曾因非

具美術/藝術專長的情況下就出任館長，受到藝術界人士質疑，也因其不懂美術館

行政應具備怎樣的職能，而釀出公立美術館展覽承包之紛爭。又，從「表 6-1」與

「表 6-2」分析結果可發現，歷任館長在就職前多不具博物館學門/文化資產之專業

背景，但卻有不少館長在擔任過公立美術館館長後成為博物館方面的專家，例如：

國美館第一任劉欓河館長、第四任林正儀館長與第六任黃才郎館長；北美館第一

任的黃光男館長及第三任的林曼麗館長，據此本研究者推測博物館學門的專業知

識多可從實務經驗中獲取，若館長本身所具備的專業條件與美術館行政實務經驗

調和得當，往往其美術館/博物館行政管理經驗或作法，能成為後繼者的楷模。例

如，國內博物館/美術館向來有人力不足的問題，而在美術館的典藏工作上，又必

須耗費較多的時間與人力，在林曼麗館長任職北美館館長時，就採任務編組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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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動員美術館其他組別之人力，使其加入典藏相關工作，企圖在公部門有

限的人力資源下，為公立美術館藏得具有價值的作品。而此典藏任務編組的方式，

則為後繼館長所延用(吳思瑩，2013：9-10)。 

    若以「是否具有公務人員資格的館長」來分析，十七位館長中僅有五位具公

務員資格，分別為黃光男館長、黃才郎館長、李戊崑館長、林正儀館長與蕭宗煌

館長。反之，多數館長都是僅具藝術/美術學之專才，卻不具公務資格即任職館長。

而二十任館長中，同時具備美術、公務資格以及企業管理長才者僅有一位，為 2001

年出任國美館的李戊崑館長。在館長所具備其他專業知能的部分，二十任館長中，

有七位具備其他專業知能，如：新聞、文學、文化政策、教育、外國語文、科技

科學、法制等，雖館長所具備這些知能不一定與美術館行政業務直接相關，但對

於當今美術館跨領域之特性與博物館之多元發展經營，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表 6-4 歷任公立美術館館長就職前所具專業背景分析表 1 

       專業職能 

           範疇 

 

館長 

(就職年份) 

美術 

/藝術學

類 

博物館學/ 

文化資產 

 

公部門考試/ 

公部門行政 

經歷 

企業/

管理 

其他專長 

黃光男(北美 75) ● / ●▇ / ● 

張振宇(北美 84) ● / / / / 

林曼麗(北美 85) ● / ● / / 

黃才郎(北美 89) ● / ●▇ / ● 

謝小韞(北美 98) / / ●▇ / ● 

吳光庭(北美 99) / / / / ● 

黃海鳴(北美 101) ● / / / / 

林平(北美 104) ● / / / / 

劉欓河(國美 77) / / ●▇ / / 

倪再沁(國美 86) ● / / / / 

李戊崑(國美 90) ● / ●▇ ● ● 

林正儀(國美 94) ● ● ●▇ ● ●● 

薛保瑕(國美 95) ● / / / / 

黃才郎(國美 98) ● / ●▇ / / 

蕭宗煌(國美 104) ● / ●▇ ● / 

黃才郎(高美 83) ● / ●▇ / / 

蕭宗煌(高美 9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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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賢(高美 93) ● / / ● / 

謝佩霓(高美 98) ● ● / / ●●●● 

李玉玲(高美 105) ● / / / ●●● 
註：「公部門考試與公部門行政經歷」欄中，具公務員身分者以▇表示     製表者：林波吟 
 

表 6-5 歷任公立美術館館長就職前所具專業背景分析表 2 

   專業職能    

       範疇 

 

館長 

(就職 

年份) 

美術/藝術學類  博物

館 

學類

/文

化資

產 

 

公部門考試/ 

公部門行政經歷 

企業/ 

管理 

其他專長 

黃光男 

(北美 75) 

美術(國畫) / 甲等特考教育文化

優等 
/ 中文學 

張振宇 

(北美 84) 

美術 / / / / 

林曼麗 

(北美 85) 

美術 /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美勞教育系籌備主

任 

/ / 

黃才郎 

(北美 89) 

美術 / -高考藝術行政及格 

-文建會科長 

-高雄市立美術館籌

備處主任 

-臺北文化局副局長 

/ 文化政策 

謝小韞 

(北美 98) 

/ / -通過第一屆國際新

聞人員特考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局長 

/ 外交 

吳光庭 

(北美 99) 

/ / / / 建築與都

市設計 

黃海鳴 

(北美 101) 

美術、裝飾藝

術、 

策展、藝術評論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產業學系籌備

主任 

/ / 

林平 

(北美 104) 

藝術創作、藝術

教育、獨立策展

與評論 

/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

藏組長 

/ / 

劉欓河 

(國美 77) 

 / / 國立臺灣美術館籌

備處主任 

/ / 

倪再沁 

(國美 77) 

美術(水墨、油

畫) 、藝術評論 
/ / / / 

李戊崑 

(國美 86) 

美術 / -高等考試藝術行政

人員美術組第一名 

-行政院文建會處長

與參事 

-文化交流和美術科

科長 

-航管商

學 

-商學研

究 

法治研究 

林正儀 美術 傳統 -特考轉任公職人員 私人公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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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 90) 藝術 -文建會視覺藝術科

科長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籌備處主任
61
 

司總經

理 

-文學 

薛保瑕 

(國美 94) 

美術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教務長 

/ / 

黃才郎 

(國美 95) 

美術 / -高考藝術行政及格 

-文建會科長 

-高雄市立美術館籌

備處主任 

-臺北文化局副局長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

長 

/ / 

蕭宗煌 

(國美 104) 

美術 / -公職人員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國際交流科科

長 

-駐法國代表處巴黎

臺北新聞文化中心

秘書 

-文化部文化資源司

司長  

-國立臺灣博物館館

長   

-高雄市立美術館館

長  

-藝術行

政與管

理  

/ 

黃才郎 

(高美 83) 

美術 / -高考藝術行政及格 

-文建會科長 

/ / 

蕭宗煌 

(高美 90) 

美術 / -公職人員考試通過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國際交流科科

長 

-駐法國代表處巴黎

臺北新聞文化中心

秘書 

-文化部文化資源司

司長  

/ / 

李俊賢 

(高美 93) 

美術、藝術批

評、展覽策畫 

/ / 空間經

營行銷 

/ 

謝佩霓 

(高美 98) 

美術、美學、策

展 

/ / / -英文學 

-歐洲研

究 

-文化政

策 

-國際比

                                                      
61
國立公共圖書館(無日期)，2017.1.01，取自：

http://www.nlpi.edu.tw/PublishArticle.aspx?KeyID=c6da38e6-a8a6-45bc-9a05-be5d57883c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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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政治研

究 

李玉玲 

(高美 105) 

美術史、策展 / / / -外國語

言學 

-比較文

化學 

-建築史

學 

                                                                  製表者：林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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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章為研究結果與發現，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深度訪談的發現。第二節主要

呈現問卷調查結果。第三節為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比對之發現。 

 

第一節 深度訪談發現 

 

壹、館長所需的「外顯職能」 

    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在「外顯職能」上應包括，美術/藝術史

與學、美術館行政管理、企業管理與相關外延職能(如：語言能力、國際觀)等四個

面向中的職能，此四個面向之能力之呈現應如蛛網圖般，缺一不可，不能於其中

做取捨(D2-2-1-1)。其中，這四個面向的專業中，應首重館長的美術館行政能力，

即館長專業必須呼應美術館的功能，如：研究、典藏、展覽、教育推廣，且須厚

植上述四項美術館的專業(D3-9-3)，使其更鞏固、更厚實，才能使美術館有豐厚的

資源與大眾共享(D3-9-2)。 

    館長對於當前的藝術環境與藝術管理潮流，除公部門高階主管所需的管理職

能外，館長所須具備的專業主要包括藝術/美術史、藝術/美術史的學術研究能力、

創作經驗以外，還包括對於企業管理職能的涵養(D2-2-1-2)，如館長所言： 

 

   我覺得在藝術的創作跟精神意涵的考慮上需要有美術的專業素養，其次在藝 

   術理論上有一詮釋的能力，你在社會進程或社會接觸面上要有一定的掌握， 

   所以這三方面缺一不可。所以你是藝術史的教授，你是或創作者，你是或是 

   企業管理的人，單一方面成就很高都不足以涵蓋，三者所共同所激發的能量     

   (D2-11)。  

 

    此外，面對未來我國美術館行政與管理上的專業職能需求，館長專業職能應

首重下述幾個項目：策展(D3-18-1)、美術館教育和規劃(D3-18-2)、國際觀( D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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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管理(D3-18-5)、預算的擬定和控制(D3-18-6-1)以及觀眾研究(D3-18-3)；而目

前我國所進行的美術館觀眾研究的意義與結果，無法如實反應在美術館行政上

(D3-18-3)。 

 

貳、館長所需的「潛在職能」與「外延職能」 

    在館長的「潛在職能」上，除了須對目前國內外的之文化政策、藝術管理趨

勢以及現、當代藝術有所掌握與理解外，也牽涉到一組與館長的個人認知、社會

角色的自我定位、態度、價值觀以及品格等內在品質之展現。這一組臺灣公立美

術館館長的潛在職能之展現，實質上也必須呼應「公立美術館」的性質，諸如：

公共的、社會服務的、流變的、創造的、國際的、多元的、應用數位科技的、創

意加值的等性質；因而，根據訪談結果之歸納，館長的潛在個人特質上也不難被

發現有：品格與操守、服務與熱誠、靈活與彈性、親和、包容與廣博的心智等。

透過前文的歸納與訪談發現，館長雖非為專才但在美術/藝術學養上必須較高於一

般館員，此外身為一公部門的行政管理者，館長在品格、操守上更須「以身作責」

為館員的效仿的楷模。 

    而從國家公共藝術機構的角度來看館長的社會角色，在擁有美術/藝術與美術

館行政為美術館館長之核心專業為的基礎上，館長自我角色定位與認知，則為主

要使美術館行政管理得以獲致運作暢達的關鍵因素，透過深度訪談之歸納得到關

於館長之「社會角色」所需的潛在職能有： 

一、有來自覺承擔社會所賦予責任與信任之使命感(D1-1-3-1、D1-1-3-2、D3-1)；

二、對美術館發展的願景(D3-1)。 

三、對美術館永續發展之價值的理解(D1-1-3-2)。 

四、統御部屬的領導力 (D1-1-2-2) 。 

五、美術/藝術學專業能力之自我評估 (D1-1-1) 。 

六、觀照當前社會環境與藝術界之互動實情(D2-6)，使美術館能促成大眾對藝術之

認識與理解(D2-7-3、D2-7-2、D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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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於公立美術館館長一職所扮演的角色有明確的認知，例如：作為國內藝術

家躍上國際舞臺的推手(D1)、作為公部門與藝術界的橋樑(D3)、規劃美術館策展活

動，使其能作為反照社會現實環境的一面鏡子(D2)、公立美術館的管理者(D3)。 

八、敏銳度與敏感度，因館長也必須是一位很好的協調者與深刻的觀察者，如其

中一位受訪館長所言： 

 

    首先，館長是一個很好的協調者，它要容許各種不同的變異，要同中求異， 

    異中求同，所以與人相處，觀眾、藏家或同仁之間要多欣賞，要能夠去發覺 

    對方的長處；他也是一個深刻的觀察者，因為藝術和現實的轉換非常快速， 

    一般人對藝術是有隔閡的，如何在傳統藝術看法裡去看見現代人的需要，又 

    要從現代人的身分裡離開藝術的苦衷，這也非常重要。(D2-6) 

 

畢竟，國內藝術環境之易受政治影響之特殊氛圍，館長除須持續留心當前社會議

題，也需拿捏社會道德觀感與館內的藝術活動兩者間若產生衝突時之平衡點，面

對日新月異之多樣化的藝術類型、發展美術館所需之跨域多元的專業技術的認知，

館長還須不斷的充實多元知識與在專業上精進，為能使上述中可能會影響美術館

運作發展之各種層面的多元、變異、社會人際的緊張關係、新奇等因素能相互調

和，館長對於面對藝術界、人際互動、政治與社會情勢時所需具備的敏感度或敏

銳度，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潛在職能之一。 

    除此之外，公立美術館館長在實際處理美術館的館務與其發展時，所需的外

延職能有：國際觀、語言能力、數位科技應用的知識、文化政策與美術館行政法

規、創意智產觀念的應用與其內涵定義的擴充之詮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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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館長專業職能不足，可能的三種情況 

一、缺乏行政管理職能 

    前文所討論過，領導力被視為一種管理者的特質，更被視為一種權力的來源。

但在非營利的藝術組織中，美術館館長會獲得領導權的主因非源自職務，其「個

人權力」往往才是成為領導的必要條件，這裡的「個人權力」即指專業上的高度

才能與才華所引發非正式權力之影響力。但館長人選的專業條件雖須具備一定的

高度，但以美國博物館的館長任用案例來看，董事會除借重館長個人高度的專業

學術或藝術才華以外，也十分考量館長人選是否具備管理的才能，二者條件缺一

不可，若沒有合適的館長人選，甚至「寧缺勿濫」。 

    反觀我國的情況，我國公立美術館因隸屬於公務系統底下，在公部門下如果

缺乏符合相當職等的美術/藝術專才之公務員，則會取徑教育人員任用一途，以比

照研究員的方式，以藝術學術專長的副教授或專科學校以上學校校長之資格聘任

(2015 年 12 月 28 日前適用)。然而，當前這種館長人選取徑結果，僅偏重藝術學領

域的學術或創作之專長，而不考量館長人選是否具備相當行政經驗或管理資歷，

正如受訪館長所言： 

 

    因為它是公共的，你的服務態度，不是你喜歡你認識的那一小撮人，就變成 

    最好的藝術家，…，沒服務大眾的態度，我們博物館的理念就是服務社會大 

眾、發展社會。(D1-1-3-1) 

 

這種只重學術或藝術才能上的專業，往往容易將公立美術館發展帶入一個偏狹的

處境，而與公立美術館應為「公共的」、「公益的」機構屬性背道而馳。D2 館長也

這樣表示對於具有學術專長卻缺乏相當行政經歷的館長人選之看法： 

 

   以往規定，如果教育人員任用，國美館館長必須大專校長任用資格。北、高 

   美術館相當於中學校長任用資格，在公務人員職位分類上就有職等的不同 依 

   教育人員任用比照就有校長等級的不同，以還要加上主管的年限。一般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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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任用，比照的話是教育人員任用的話，我是覺得要有一些公務部門 

   或行政主管的歷練，以往是這樣規定，所以比照大專院校校長資格，如果沒 

   有文學院長、藝術學院院長要當六年才可以有大專院校校長資格，如果只有 

   大學教授身分，沒有相當年限主管的歷練，這樣還不夠(D2-10-3-1)。 

 

其所言即是，若取徑教育人員任用館長，必須要具備一定的主管年限的歷練，畢

竟公立美術館有別於私人美術館，既然其身分為公立美術館的管理者，不只要擔

負大眾信則，其在管理技巧上的複雜程度也相當高，倘若有具有相當的公部門主

管的經歷年限，可以將之視作為公立美術館管理上品質的一項保證。 

 

二、僅具行政管理職能，缺乏藝術專業才能 

    前文曾談到臺灣公立美術館的幾件紛爭的案例中，北市政府任用了館長僅具

公部門行政經歷非美術/藝術之學術專長者，導致公立美術館因專業失守，頻頻將

北市美術館的大型展覽連續發包給特定廠商，引發藝術界與社會輿論撻伐。 

在下面這位館長的訪談中，可以得到驗證： 

 

    當館長有一個要了解的自認為本身的條件夠不夠?這什麼條件呢?第一個，博 

    物館或者我們現在說美術館，對美術史了解嗎?對他的一個屬性，他有沒有 

    這個專長，而不是會行政就來管理，這跟管理又不是完全一樣，所以館長的 

    特質和認知呢，就是你的才學夠不夠來當館長，…(D1-1-1)。  

 

館長所言之「不是會行政就來管理」，即指不是僅具有公務員的職等，而不具基本

的專業條件就可以勝任館長；又說：「這跟管理又不是完全一樣」，所言是因為公

立美術館的「公益性質」，跟一般吾人所認知的企業因追求產能、效能與重視盈餘

的「企業管理」不一樣之處；對於「公益性質」的美術館而言，追求效能與產能

雖不是其營運的標的，但館長所具備一定程度的企業管理素養，必定能使美術館

所提供的「服務」效益大為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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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任用常遭受政治介入 

    D1 受訪館長這樣描述臺灣當前的館長任用與政治權力的關係： 

 

    現在臺灣不管有沒資格，只要你跟政治有關係，他馬上就可以當館長，那這 

    樣的館長一般人會對他有所尊敬嗎?你去搞政治、你去阿諛人家，去拍馬屁 

    就當館長，那這館長給人的感覺就不夠嚴肅和莊重，領導權威被人看破手 

    腳，這個現象在臺灣比例很大。 

 

    同樣地，D2 館長也這樣陳述我國公立美術館活動在受政治的影響： 

 

   我的所謂主張，就是指對媒體在外觀上要有一定的堅持，讓人覺得這社會的 

   價值體系在流變當中，要有一個不變的態度，這課題是最難的，因為政治氛 

   圍會改變館長的堅持，所以會發生比較大的爭議(D2-2-2)。 

 

因此，D2 館長認為面對變動的政治氛圍，專業態度堅守的課題，是其最艱難，也

最容易引發爭議的部分，又以近來發生的案例說明，館長在面對政治主導博物館/

美術館活動時可能的作法： 

 

   通常館長若要久任的話首先要低調，有些政治氛圍大環境迫使他不得不面對   

   媒體。以故宮十二生肖贗品和複製品為例，一旦接受了十二生肖為故宮的重 

   要裝置，之所以稱之為裝置，因為它不是透過公共藝術所完成的公共藝術。 

   收藏豐富全然是真跡「Original」，像是皇后貞操，是不容懷疑。若展示贗品 

   要誠實揭露。頤和園以往用來布置環境民間信仰的十二生肖動物圖騰，那在 

   地性又在哪裡?如果能夠引用當代藝術家的雕刻品或借助數位藝術的方法把 

   各種不同十二生肖的圖像加以數位化呈現讓進來參觀美術館的人知道老鼠有 

   很多樣型。包括了頤和園的十二生肖，可以增廣大家的見聞和視野，這就是 

   政治了影響美術館(D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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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立美術館/博物館的館長，因為身處公務體系的關係，須承接上級政治考量

之美術館功能的相關指令，使迫館長不得不面對專業價值與信念受到挑戰的時刻，

這時候館長如何在遵從上級長官指令下，透過藝術性的思維與展覽技巧，讓美術

館/博物館在發揮其功能時，能從一開始全然受政治方向主導的收藏/展覽活動，巧

妙地使博物館/美術館展覽活動自政治氛圍中逃脫。從這樣較為和緩的作法中，也

證實了勝任館長必須在俱足所需專業職能外，還要對國內時下社會政治氛圍有敏

感度；而館長適時運用策展技巧讓藝術活動脫離政治干涉的氛圍，所展現的靈活

性思維，不失為化解社會質疑與紛爭的重要特質之一。反之，若是擔任館長的人

選本身是專業職能不足的情況下即被任派為館長，更有可能遭受政治力的介入，

而使美術館的專業活動淪為政治化。 

 

肆、新趨勢與新職能 

    我國國家文化政策與產業接軌、公部門之績效管理等趨勢，D1 館長談到博物

館近二十年因經費不足經營博物館商店，後來成為國際間文化創意產業的火車頭，

文化創意產業也成為博物館主要的延伸功能： 

 

    對外推廣行銷博物館營運的狀況，讓博物館可以帶回家，出版、複製品可以 

    帶回家，延伸博物館的功能。這樣的情況，很重要的是，後來變成文化創意 

    產業，國際間最好的文化創意產業，而且一本萬利，博物館的經營能上軌    

    道，作為一個國力的展現和觀光事業，博物館是最好的象徵。…所以博物館 

    的產業是很大的，是國家軟實力的最高峰，所以這產業是很重要的，當然博 

    物館館長不一定有這能力，…。如果博物館有民間修繕的徵詢和鑑定單位， 

    如果有這個方式，你定了辦法以後，它可以為大眾服務，這張畫真偽，可以 

    鑑定，可以收鑑定費，一樣道理，其他書籍、複製品、手工藝，博物館來做 

    生產，但最大的生產還是把博物館經營好，以及它公立因為有能力去鑑定和 

    修復，其次就是附屬的譬如說參觀博物館的點心，或是生活必需品，包括紀 

    念品，這些產業博物館館長也沒有這能力，那就要請館員來做，比如說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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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學貿易的，這叫做人才的應用，人盡其才，館長是非常重要的；知識方 

    面，包括剛剛講語言的能力、網路的消息、對文物的理解製作(D1-4)。 

 

館長對於博物館的延伸功能，如經營博物館商店、書籍、手工藝、複製品、或是

文物的鑑定修繕等方面的專業，不一定需具備這樣的能力，但可以為這些博物館

的生產服務制定辦法與民間合作，或者聘請有關專業人才，在博物館延伸功能上

要能善盡社會人才以擴增服務大眾的。關於這個面向，公立美術館館館長需具備

一定的語言能力、溝通能力、文物製作與修繕知識、網路消息以及與民間合作經

營文化創意事業法規的理解及擬定相關辦法的能力。 

    D2 館長則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一種表述的方式，而目前我國文創產法規裡僅

界定的十三個項目，包括：電影、設計、美術…等。作為一個當前的公立美術 

館館長面對藝術品加值的部分，顯然不能免除對於文化創意產業之真實意義、有

關法規、以及如何將其應用之理解： 

 

   從法規上看起來，文化創意產業法規本身列的十幾個產業，不過是重點產業 

   我不認為得這些就是文創產業的全貌，任何產業有可供加值或發揮智慧財產 

   的一個可能的話，每一個產業都可以含有不同智慧財產業/創意的成分，這樣 

   就是美學的應用和盤整計價它是在各行各業裡面都可以看的到的。 

 

若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一般製造業運用美感及創意以「加值」的角度去理解，那麼

每一個產業都有可能具有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潛力。D2 館長認為，若將文創產品

等同的藝術品來看，「藝術的價值就是說，藝術最好的作品是在未來要發生在的那

件作品上，所以文創產業怎麼可以只界定那十三項而已呢? (D2-5-1) 」。若館長這

項美術館外延功能上所扮演的角色，是要將公立美術館/博物館的產值最大化，那

麼館長未來所需具備的「新知識」即是要有擴增文化藝術意涵的範疇的詮釋能力

(D2-5-2)。 

 

 



117 
 

   D3 館長這樣說明臺灣過去公立美術館與當今公立美術館社會角色的轉變： 

   主要的是館長的產生大家的期待是主要由專業界來產生，但是專業界的產  

   生，會太留意的美術界的事務和好惡，所以在新時代的館長，基本上考慮到 

   美術館是為全民服務的，不再只是美術界的殿堂，過去美術家認為美術館是 

   美術界的殿堂，所以極力爭取結合美術館的活動來展現自己、發表自己，但 

   事實上那只是美術館的任務之一而已；真正美術館是考慮到美術人口的培 

   養，美術人口的增加和服務，包括一般大眾跟美術館的關係，所以能夠考慮 

   到這一部分的話，就像最近的潮流會比較注意到美術館的活動和展示和規劃 

   工作，是希望跟觀眾對話(D3-4)。 

 

過去的公立美術館作為藝術家發表作品與展演的殿堂，然而當今的美術館趨勢更

重視與觀眾的溝通對話，並需致力於「美術/藝術欣賞人口的培養」，這樣代表日後

美術館館長的目光，要從過去僅關心藝術圈內的發展與動態，轉移至參觀美術館

的社會大眾。因此，未來的臺灣公立美術館應如何培養美術館的參觀人口?如何教

育美術館的參觀民眾?怎樣進行觀眾研究，甚至進行藝術家與觀眾間的媒合者等所

需之關專業職能，如美術館教育、觀眾研究的等能力，在未來將越發重要。 

 

伍、館長專業職能之評鑑 

一、臺灣對於公立美術館館長所應具之專業職能表現缺乏客觀考核與評鑑制度 

    在博物館法立法之前，臺灣公立博物館沒有所謂於法有據的客觀評鑑制度。

因此，對於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的表現也沒有客觀評鑑或考核辦法，D1 受訪

館長說： 

 

    (臺灣公立博物館/美術館館長)沒有考評制度，如果這館長來做先給他試驗  

    三年，不好就不應該繼續，不管用聘的或派的，現在沒有評鑑制度，在十幾 

    年前教育部有做過評鑑制度，包含館長在內，現在都沒了，任何人可以當館 

    長，現在當館長沒有光榮感、沒有責任感、也沒有使命感，它就感覺變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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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公務」或是一種「做官」，講做官好像講得太直接，就是說我有這個職 

    務，我可以有權力，那責任在哪裡?如果有評鑑的方式，拿包括美國、日本、 

    法國來評鑑這個館長不夠資格?馬上分數被打得很低，那這些，我在教博物 

    管評量時已經講過很多，最簡單的，博物館觀眾在哪裡?他搞不清楚。經費 

    在哪裡?他搞不清楚(D1-3-2)。 

 

而博物館法(2015)通過後將依「博物館評鑑及認證法」(2015)，中央主管機關可以

設立評鑑會，以評鑑博物館的各項功能，但對於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長職之

表現應該如何考評? 首要條件則是界定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所應具之專業職能的

實質內涵，而後才能為館長所須的專業職能之表現建立客觀考核的標準。 

 

二、避免博物館管理有關制度受政治干涉，包括對館長的評鑑 

    D1 受訪館長表明臺灣的博物館/美術館之管理易受政治影響的情形： 

 

文化和教育應不受政權轉換影響，可是現在都受影響，文化教育如果受影響

表示憲法也會受影響，這是國家大眾生活大家不知道何去何從。博物館館長 

    如果在你也在文化教育中不受影響，而且也保障他們的工作情況，這是發展

國家社會的兩隻柱子，這和一般的法律和行政無關，日本博物館都做一輩子，

除非他不願意做，日本的博物館他是有一個體系可以調升的，例如縣立做完

為做省立，法國也一樣呀!法國不會因為政黨的變化，例如說羅浮宮可能有受

一些政黨影響，但他調的人是同樣有資格的，不是突然一個人跳出來。博物

館是非常學術也非常專業，也非常親民，也非常被信任，不可以只用管理而

已，當然不能用政治管理，或者不要接受人家贈送，對十二生肖不要政治化

(D1-7-1)。 

 

上述所言之意，代表這公立博物館/美術館教育是一個國家社會文化教育的根基，

一國的文化教育理想上不能受到政權轉換就有所更動，否則大眾日常與文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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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將會無所適從。一位好的臺灣博物館/美術館館長雖懷有這樣的認知，還是

往往須迫於上級長官之政治考量，而難以伸張其美術館專業上的理想。其中一位

俱足本研究所假設之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三大專業條件且有豐富美術行

政經驗館長，這樣表述其任館長時的困境： 

 

    困難一向都來自長官，他想做他自己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有一些不可知的狀

況；但是影響你最大的是有機會派任你的人，所以那是最難的，但那就逃掉

你的根本、做事的根本。例如，你老闆要把你進的美術館給賣了，那就沒辦

法!所以主管博物館政策、美術館政策的人，如果您的主管是一個一言九鼎的

獨裁者的話，那就很難，如何建構一個對文化事務有一個開闊的視野，決策

的過程必須是有一個多方商量的機制就很重要，我們的文化部還沒有這樣的

機制。(D2-8-1) 

 

顯然，臺灣公立美術館的最大困境仍來自我國政治領袖與首長對一國的社會文化

教育為長遠性事業，還沒有很深刻地認識，因而連帶使博物館最具專業性的典藏

工作，可以隨著政權影響而不依法理制度地朝夕令改，或迫使藝術品蒙上「政治

色彩」。在這樣我國政治易干涉公立博物館/美術館管理的情況下，館長面對博物館

評鑑的心理狀態： 

 

    評鑑對一個組織來講有各種不同項目和權重，尤其是策重未來的時候，館長

被評鑑不同的項目(item)，只是讓你走人的藉口，但「信任」本身很難被量化

(D2-9)。 

 

據上述這位受訪館長所言，者不難理解館長面對飄忽不定的政權移轉，除了鞏固 

專業職能外，還須時時留意新任的政府首長/文化部門長官是否對其信任，如果沒 

有這層信任的關係，那麼在尚未建立公正客觀的評鑑指標之前，單向上層長官對 

於館長的考核或評鑑，是否淪為撤換館長的託辭，一時間將難以釐清。只不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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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若我國公立美術館之管理若因為政治或人治因素，而使一位好館長 

遭到不公平的待遇，確實會令人感到相當地扼腕! 

 

陸、公立美術館管理人才育成 

    現在臺灣的藝術管理，因為沒有歐美來國家發展的久，人才部分也是匱乏的，

所以才會出現館長借調，依館長的經驗且見多識廣，臺灣如何去培育美術管理人

才?特別就一個管理者的部分(C3-16-1)。D3 館長認為：「其實工作中的機制，來做

培養是最貼切的，那當然基本上要具有基本的職能 (D3-16-1)」，而這裡的基本職

能是美術/藝術史上的專業。D3 館長曾這麼鼓勵館員：「在高雄美術館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招考徵集館員當時我就要求他們能夠給自己一個決心，就是在高美館退休 

(D3-16-1-3)」，並說服館員：「因為你在美術館工作，很多資料、資源材料、人脈藝

術界的前輩的指導，都是你的資源，那這一種資源能夠應用到研究上，助理研究

員的研究論文跟研究員的論文是沒有差等的(D3-17-2)」。D3 館長發揮其領導力，

說服有研究熱忱的館員留在公立美術館直到退休，即便職務有差等，但研究的題

目與內容來看是沒有差等的，鼓勵館員以待在公立美術館員為榮，因為待在美術

館相對有更多的研究資源與服務機會，而大部分的館員都受 D3 館長的立感召，多

數館員也能成全館長這樣一個想法。 

 

    但是少部分或者有能力的館員仍希望爭取升遷機會，D3 館長在帶領部屬時曾

碰到這樣一個例子： 

 

   以前在北美館，我曾經留過一個幹部，後來這個幹部說，假使我不離開這裡    

   我不能升遷，我沒有辦法升遷，因為他只有七職等，那他離開這個位置之後 

   一路升遷，他工作能力很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升到十職等(D3-17-1-1)。 

 

提到了現行公立美術館的人事結構，使待在同一所公立美術館的館員不太有升遷

的機會，「因為美術館的結構是金字塔型的，館長只有一個，然後研究員組長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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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金字塔型的結構，所以升遷絕對是問題(D3-16-1-3-1)」。此外，D3 館長也

提到透過高普考來產生專業的人員，專業類別的公務員之晉升的管道問題，及欲

謀求更高職務當前的現象： 

  

   他是行政人員，然後在館裡面一直待到組長，部門主管，然後他是不是有夠 

   分量被遴選為館長，這個目前好像沒有實現過；通常目前大部分是擔任過美   

   術館部門幹部、部門主管，然後再到外面的學術界裡面去擔任教職，然後歷   

   練一下專業研究工作，然後成為第二軌道的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使用的研  

   究人員/專職人員的介聘(D3-12-2)。 

 

換言之，經專業類科通過考試的美術館的公務員，通常因體制內升遷問題，欲求

取更高職務，往往需要離開美術館進入學術界歷練，而後若要再進入公立美術館

工作再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使用的研究人員/專職人員的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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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卷調查結果 

 

壹、問卷填答者基本資料分析 

    回收的 100 份問卷中男女比例為 25：75(圖 7-1)，在職業部分，學生佔 11％、

擔任教職約佔 27％、從事公職者 3％、與行政工作相關者佔 26％、非學生、公務

員與教職者佔31％、從職稱上可判斷問卷填答者工作屬管理職務者佔13％(表7-1)；

在問卷填答者的專業部分，從事與藝術相關專業者有 48 位(包含美術、設計、音樂

等，參附錄四)。工作年資上，僅有三人完全沒有工作經驗；工作年資 5 年以上者

佔 64％，這之中工作年資以服務 10~20 年者為多。 

 

 

圖 7-1 關心美術館人士調查問卷填答者之男女比率 

 

貳、「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所需 

    在外顯特質上，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所需問卷調查結果如下：A.美

術／藝術學類：A1 美術/藝術類學科研究能力，57％認為非常需要、24％認為很需

要。A2 美術館的典藏品詮釋，51％認為非常需要、33％認為很需要。A3 美術館

典藏品鑑賞，57％認為非常需要，30％認為很需要。A4 美術館教育活動規劃，49

％認為非常需要、33％認為很需要。A5 展覽策畫，46％認為非常需要、34％認為

很需要(圖 7-2、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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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關心美術館人士調查問卷，「美術／藝術學類」下館長應具專業職能圓餅圖 

 

表 7-1 調查問卷中「美術／藝術學類」項下館長應具專業職能，「非常需要」者之排序 

項目 非常需要 排序 

A1 美術/藝術類學科研究能力 57％ 1 

A3 美術館典藏品鑑賞 57％ 1 

A2 美術館的典藏品詮釋  51％ 2 

A4 美術館教育活動規劃  49％ 3 

A5 展覽策畫 46％ 4 

                                                                      製表者：林波吟 

 

    B.博物館行政類：B1 具備博物館史、學或理論等知識，43.6％認為非常需要，

36.5％認為很需要。B2 擁有收藏、研究、展覽、教育、藏品與館設維護等美術館

行政相關經驗或技能，50％認為非常需要，31％認為很需要。B3 尊重博物館專業

倫理，72％認為非常需要、24％認為很需要。B4 了解我國文化政策與文化行政有

關法規，例如：文化資產保存法、美術館行政等有關法規，59％認為非常需要、

30％認為很需要。B5.訂定美術館發展目標計畫，59％認為非常需要、33％認為很

需要。B6 美術館典藏政策擬定，53％認為非常需要、35％認為很需要。B7 美術館

行政作業規範訂立（例如：作業流程、要點），42％認為非常需要、37％認為很需

要。B9 美術館財務管理(例如:預算擬定與控制)，45％認為非常需要、27％認為很

需要。B10 美術館人力管理（館員與義工），37.4％認為非常需要、35.4％認為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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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B11 美術館工程設施安全監督，46％認為非常需要、27％認為很需要。B12 美

術館藏品維護監督，57％認為非常需要、27％認為很需要(圖 7-3、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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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調查問卷之「博物館行政類」項下館長應具專業職能圓餅圖 

 

表 7-2 調查問卷中「博物館行政類」項下館長應具專業職能，「非常需要」者之排序 

項目 非常需要 排序 

B3 尊重博物館專業倫理 72％ 1 

B4 了解我國文化政策與文化行政有

關法規，例如：文化資產保存法、美

術館行政等有關法規 

59％ 2 

B5 訂定美術館發展目標計畫  59％ 2 

B12 美術館藏品維護監督  57％ 3 

B11 美術館工程設施安全監督  
46％ 4 

B9 美術館財務管理(例如:預算擬定

與控制) 
45％ 5 

B7 美術館行政作業規範訂立（例

如：作業流程、要點） 
42％ 6 

B10 美術館人力管理（館員與義工）  
37.4％ 7 

                                                                      製表者：林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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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企業管理類：C1.善於營造良好的社會關係(例如：政治上、經濟上、建立館

際或國際合作關係)，53％認為非常需要、34％認為很需要。C2.重視觀眾服務(例

如：觀眾意見回饋或滿意度之調查)，49％認為非常需要、33％認為很需要。C3.

企劃開發(例如:與美術館藏品或展覽相關之周邊產品開發與活動企劃)，36％認為

非常需要、32％認為很需要。C4.善用行銷技能(例如：4P、4C、SWOT、STP 等)，

36％認為非常需要、33％認為很需要(圖 7-4、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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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調查問卷之「企業管理」類項下館長應具專業職能圓餅圖 

 

表 7-3 調查問卷中「企業管理類」項下館長應具專業職能，「非常需要」者之排序 

項目 非常需要 排序 

C1 善於營造良好的社會關係

(例如：政治上、經濟上、建立

館際或國際合作關係) 

53％ 1 

C2 重視觀眾服務(例如：觀眾

意見回饋或滿意度之調查)  
49％ 2 

C3 企劃開發(例如:與美術館藏

品或展覽相關之周邊產品開發

與活動企劃) 

36％ 3 

C4 善用行銷技能(例如：4P、

4C、SWOT、STP 等)  
36％ 3 

                                                                      製表者：林波吟 

 

     D.其他(延伸職能)：D1.具備運用數位科技管理之知能(例如：藏品管理、運

用網路行銷等)，35％認為非常需要、34％認為很需要。D2.具備藏品維護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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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認為非常需要、29％認為很需要。D3.外語溝通能力，55％認為非常需要、25

％認為很需要。D4.創新能力，53％認為非常需要、34％認為很需要。D5.應變能

力，74％認為非常需要、21％認為很需要。D6.國際觀，82％認為非常需要、15％

認為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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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調查問卷之「延伸職能」項下館長應具專業職能圓餅圖 

 

表 7-4 調查問卷中「延伸職能」項下館長應具專業職能，「非常需要」者之排序 

項目 非常需要 排序 

D6 國際觀 82％ 1 

D5 應變能力 7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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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外語溝通能力 55％ 3 

D4 創新能力 53％ 4 

D2.具備藏品維護科學知識  48％ 5 

D1 具備運用數位科技管理之

知能(例如：藏品管理、運用網

路行銷等) 

35％ 6 

                                                                      製表者：林波吟 
 

潛在特質上，「社會角色」(Social Role)之相關特質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如下：

有視野佔 88％、包容多元 84％、領導力 74％、客觀 67％、清廉 60％、公正 57％、

操守 53％、關照弱勢 46％、無私 41％。「自我概念」(Self Concept) 之相關特質重

要性依次為：1.專業 94％、2.責任 85％、3.創造附加價值 73％。個人內在「動機」

(Motivation) 之相關特質重要性依次為：1.熱誠 90％ 、2.服務 79％、3.影響力 67

％、4.成就 35％。 

 

 

圖 7-6 調查問卷之館長應具「社會角色」之潛在職能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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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調查問卷之館長應具「自我概念」之潛在職能長條圖 

 

 

 

  圖 7-8 調查問卷之館長應具「動機」之潛在職能長條圖 

 

 

 

 

 

 

 

 

 

 



135 
 

第三節 問卷與深度訪談比對發現 

 

    問卷調查結果四個面向的職能，在美術／藝術學類的方面的各項職能非常需

者要平均約佔五成以上，而佔五成以上被美術館關心人士視為非常重要的外顯之

專業職能有：A1 美術/藝術類學科研究能力有 57％，A2 美術館的典藏品詮釋有 51

％、A3 美術館典藏品鑑賞有 57％；在博物館行政方面，各項職能非常需者佔五成

以上有：B2 擁有收藏、研究、展覽、教育、藏品與館設維護等美術館行政相關經

驗或技能有 50％、B3 尊重博物館專業倫理有 72％、B4 了解我國文化政策與文化

行政有關法規，例如：文化資產保存法、美術館行政等有關法規，有 59％認為非

常需要、 B5 訂定美術館發展目標計畫有 59％、B6 美術館典藏政策擬定有 53％、

B12 美術館藏品維護監督有 57％；在企業管理方面，佔五成以上僅有：C1 善於營

造良好的社會關係(例如：政治上、經濟上、建立館際或國際合作關係)有 53％；在

延伸職能方面，各項職能非常需者佔五成以上有：D3 外語溝通能力有 55％；D4

創新能力有 53％、D5 應變能力有 74％。D6 國際觀有 82％。 

 

表 7-5 調查問卷中「非常需要」佔五成以上者 

關心美術館人士認為館長應具之專業職能 百分比 

A1 美術/藝術類學科研究能力 57％ 

A2 美術館的典藏品詮釋 51％ 

A3 美術館典藏品鑑賞 57％ 

B2 擁有收藏、研究、展覽、教育、藏品與館設維護等美術館行政相關經驗或

技能 

50％ 

B3 尊重博物館專業倫理 72％ 

B4 了解我國文化政策與文化行政有關法規，例如：文化資產保存法、美術館

行政等有關法規 

59％ 

B5 訂定美術館發展目標計畫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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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美術館典藏政策擬定 53％ 

B12 美術館藏品維護監督 57％ 

C1 善於營造良好的社會關係(例如：政治上、經濟上、建立館際或國際合作關

係) 

53％ 

D3 外語溝通能力 55％ 

D4 創新能力 53％ 

D5 應變能力 74％ 

D6 國際觀 82％ 

 

     從調查的統計結果來看，對於美術館關心人士而言，館長潛在的專業職能需

有：自「社會角色」(Social Role)來看，相關特質最重要的前五項是 1.有視野佔 88

％、2.包容多元 84％、3.領導力 74％、4.客觀 67％、5 清廉 60％ ；從「自我概念」

(Self Concept) 之相關特質重要性依次為：1.專業 94％、2.責任 85％、3.創造附加

價值 73％。個人內在「動機」(Motivation) 之相關特質前三項為：1.熱誠 90％、2.

服務 79％、3.影響力 67％。 

    根據問卷調查統計與館長訪談結果，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在四大面

向的重要與次要關係上，皆為以美術/藝術史學的專業能力為基本條件，對於美術

館行政工作有關職能為重要條件，五項中有三項被美術館關心人士視為非常重要，

與館長認為美術應為館長所具基本專業之條件，並無二致。至於企業管理職能則

被館長認為視為次要能力，四項中僅一項被美術館關心人士視為非常重要，但在

延伸職能部分，公立美術館館係人對館長延伸職能部分卻出現了高於專業條件的

期待，如：國際觀 82％(D3-18-4、D1-5)、應變能力 74％(D2-7-1)、創新能力 53％

(D1-6、D2-6)、外語溝通能力有 55％(D1-4)。但在訪談館長的內容中，也不難看出

當今公立美術館的經營勢必要與國際化接軌，而館長除與國外進行藝術交流外，

推介國內的藝術家躍上國際舞臺更是不得推卸之責，如此一來，館長的國際觀與

視野，則被大眾視為可以引領美術館向前國際邁進之不可或缺的重要職能；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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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面對較為僵化的公部門行政體系，以及我國公立美術館政策方向易受政治

影響的情況，館長長須要面對許多突如其來，且不可抗拒之行政上層主管的命令，

當上級的指令與美術館專業相衝突的時候，館長的「應變能力」往往能成為化解

紛爭的關鍵職能(D2-7-1、D2-3-1)。 

    下述這些館長應具專業職能問卷調查的項目中，是沒有超過五成以上卻被受

訪館長(D3)認為是對於未來的美術館館長而言，非常需要的職能有：C2.重視觀眾

服務(例如：觀眾意見回饋或滿意度之調查)(D3-18-3)，對照美術館關心人士問卷調

查統計也認同者有 49％；A5 展覽策畫(D3-18-1)，調查認同者有 46％；A4 美術館

教育活動規劃(D3-18-2)，調查認同者有 49％；B9 美術館財務管理(例如:預算擬定

與控制)( D1-3-2、D3-18-6-1)調查認同者有 45％、B10 美術館人力管理（館員與義

工）(D3-18-5)，調查認同者有 37.4％。 

  

表 7-6 調查問卷中「非常需要」未超過五成以上，卻被館長認為重要者 

美術館關心人士調查問卷對於館長應具之專業職項目 訪談內容 百分比 

C2.重視觀眾服務(例如：觀眾意見回饋或滿意度之調查) D3-18-3 49％ 

A5 展覽策畫調查認同者 D3-18-1 46％ 

A4 美術館教育活動規劃 D1-3-2 

D3-18-6-1 

49％ 

B9 美術館財務管理(例如:預算擬定與控制) D3-18-5 45％ 

B10 美術館人力管理（館員與義工） D3-18-5 45％ 

                                                                  製表者：林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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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較之美、法兩國的要求仍有所不足，而館長的

專業職能之不足，常常成為引發社會輿論撻伐的原因之一。未來臺灣公立美術館

館長的人選，是否具備公立美術館專業職能，首先應自我評估自己的專業條件，

是否具備美術/藝術史學專長，再者館長自身專業應當與美術館的定位與風格相符。

而本文經過前導研究歸納後形成的「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同心圓圖」、「臺

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知能與職能關係圖」以及「美術館特性與館長所須專業知

能與職能對照表」；再經過後半研究之美術館關心人士問卷調查與公立美術館三位

館長的訪談，建議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範疇上應涵蓋的本研九所提出的

四大構面，而各構面下所包含的各項專業職能都獲得了一定程度的驗證。未來，

更期待出現其他類型博物館/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的探討，抑或是有館員專業職能、

核心職能等更多面向且深入探討。   

     2015 年起我國中央主管機關可依據「博物館評鑑及認證法」設立評鑑會，評

鑑博物館各項功能，但對於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長職之表現應該如何考評?首

要條件則是界定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的實質內涵，而後才能建立客

觀考核標準。這前提是應避免公立博物館/美術館評鑑制度受政治干預。總結而言，

本研究對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的探討的面向及要項則可為日後文化部門

主管機關考核館長專業職能表現時，提供一點綿薄參考。另一方面，鑒於我國的

「公立美術館」與法國與日本同屬於公務體系下的情況相較而言，根據訪談結果

指出兩國對於其本國博物館/美術館人才培育有一定程度的重視，使得法、日兩國

博物館事業能有穩健發展，且國民皆擁有較高的文化藝術素養。本研究者殷切地

期待我國政府有關單位(文化/教育部門)對於美術館管理人才所需專業職能有更深

入了解後，能盡快為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及館員聘任、升遷以及美術館人才培育

上建立一套更穩健及完善的制度，方避免我國難能可貴的文化藝術之軟實力，在

政黨輪替與政治干預藝術文化事業的氛圍中漸漸地被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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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深度訪談逐字稿一】 

訪談題目編號: A(A1～A9)             時間：2016年 11 月 3 日 

受訪者編號：D1                      地點：D1受訪者自家會客室 

 

A1:我的論文題目是「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探討」，那分成下面六個構面，

根據文獻探討來設計問題。第一個構面是，整體概括性的面向，為符合當今美術

館的定義和特性，您認為當前的美術館需要怎樣特質的館長?可以包含有形和無形

的都可以講，即外顯和潛在職能都可以談。 

 

D1-1-1:為符合當前公立美術館館長的定義和特性，當館長有一個要了解的自認為

本身的條件夠不夠?這什麼條件呢?第一個，博物館或者我們現在說美術館，對美

術史了解嗎?對他的一個屬性，他有沒有這個專長，而不是會行政就來管理，這跟

管理又不是完全一樣，所以館長的特質和認知呢，就是你的才學夠不夠來當館長，

當然每一個人都說他夠。可是呢，你說臺北市立美術館，作為一個當代性或者現

代性的美術館，當然最少要對美術史要了解，對臺灣社會和國際社會互動的關係

要了解，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能力。 

 

D1-1-2-1:第二個你要對館的宗旨和風格，館長是不是很清楚，每一個美術館都有

它的運作方向和風格，如果你本身是當代藝術，但對於一個比較屬於公益性、公

共性的美術館，到底你的觀眾在哪裡 ?當然呢，除了這個一年的計畫以外，如果

你對館的性質和風格不能把握，人家有什麼展你就跟別人展什麼展，都是講自己

的能力或是所看到的範圍裡面，那這個館長恐怕要打折扣的。 

D1-1-2-2:因為館長雖然不能認識全部，可是你在聘請你的館員的時候，你必須將

他/她們分類。根據他們的特色，對他們的信任度，給他們權利和責任，權力先不

用講，責任在哪裡? 給他們工作做，有薪水領，要展什麼你自己決定，可是你的

專業夠不夠?館長要這樣做你的。 

D1-1-3-1:因為它是公共的，你的服務態度，不是你喜歡你認識的那一小撮人，就

變成最好的藝術家，我覺得這是現在不管公私立美術館的一個盲點，那這個盲點

來自學術不足，沒服務大眾的態度，我們博物館的理念就是服務社會大眾、發展

社會。「服務社會」要怎樣服務社會?就是各階層的人，他們對館的向心力，儘管

是現代的，如果比較視覺性，對於那些習慣欣賞傳統美術的觀眾，難道不用請他

看、給他學習嗎?所以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D1-1-3-2:至於當一個館長的價值，他本身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重要的是他給這

個館什麼樣的期許，比如說，進來是不是馬上想走?如果沒有想走，那是不是要有

穩定性和永續性，人家講說：「承先啟後」，「承先」你前面的館是什麼你要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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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或者他有留下館的方向，「起後」如果你不做了，人家有沒有辦法接，這是

館長的價值，並不時他本身的問題而已，他要想說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有沒有關

係，如果每一個館長失去他的服務的對象和專業，這館長是不稱職的，公立的博

物館館長，非常嚴肅和非常嚴格的。我在重覆說一遍，第一個館長是不是有能力

和專長，大家對你有沒有推崇。第二個你對館的方向有沒有了解和把握住；第三

個，你是不是有計畫這個館年度計畫往前推出去來教育大眾，第四個，你是否有

為公共服務永續經營的發展，還是你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是我館長特質我所

要跟你講的。 

 

A2:能否請您簡要地談談，臺灣公立美術館之經營環境現況與困境? 

D1-2-1:第一，我要跟你說現在公立館的經營現況，我相信因為館長，除了一部分

的是由行政所調升，這些館長都很安穩，他因為有機會，讓政府從基層調升到館

長，他一定很珍惜這樣的東西，但是他的條件也是要對美術史和美術概念懂，這

些館他雖然不會有大的突破，他最起碼不會被帶入非常狹隘的地方。 

D1-2-2:第二，現況常常隨便去爭取一個館長，而沒有一個升遷制度，或是館長的

養成教育訓練，從中選拔出來，也就是先當縣立，再當省立的再當國立的，不是

突然跳出來，一個搞不清楚是那個人是誰，所以現在館做不好的原因，就是館長

的地位沒被重視，如果他備重視的時候，這個館的經營，因為館長被經過好幾次

的選擇，包括館長用考試的也好或徵選的也好。因為現在館太政治化，換了一個

政治人物，底下的人就亂換，亂換就是指沒有考核，都不知道在做什麼，這是一

個民主時代缺乏法律觀念的原因，包括日本和法國在內，作為一個館長必須經過

訓練和考試，等到有資格再從中去選，現在臺灣不管有沒資格，只要你跟政治有

關係，他馬上就可以當館長，那這樣的館長一般人會對他有所尊敬嗎?你去搞政治、

你去阿諛人家，去拍馬屁就當館長，那這館長給人的感覺就不夠嚴肅和莊重，領

導權威被人看破手腳，這個現象在臺灣比例很大。那麼困境就是，館長選擇不適

當，他怎麼推(脫)呢?通常講說經費不夠或是人才不夠!是因為館長不夠(專業職

能)，所以經費不夠，是因館長沒有專業(職能)，館員即使有也不能幫館長忙，所

以亂挑亂弄，譬如說，我當幾個館的館長時，我常覺得研究人員就是做研究，最

多到研究組組長或主任；現在不是，他(研究人員)當然可以當主任，如果沒有不

得已的時候，這些人薪水比行政人員還多，他要去爭取做主管，那其他行政人員

呢?你覺得他們會努力做嗎?因為你(專業)不一定比他強，這些東西是館長認知有

問題，因為館長一下子就要被調走，所以他(館長)當然用好用的就好，所以這些

就是館長專業職能不足的困境，困境不是指經費問題，而是(館長)專業(職能上)

還是發生問題，因為(美術館館長)的升遷人事管道，沒有平穩的升遷的管道，在

管裡上沒有辦法楊善抑惡，或是獎勵獎懲沒有用好，館長的專業(職能)沒有用好

的這種困境；至於說錢夠不夠，錢是永遠不夠的，因為這是公益事業，沒有錢只

要努力，還是有別人來幫你忙，這是非常社會價值的問題，過去很多館沒有義工，

現在很多市立國立美術館都要組織義工，而且龐大的義工都是很強的義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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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還是(館長的)專業職能不夠，不是經費不夠，而且對專業不足，譬如說博物

館是否要收藏?因為他不了解所以不知道要收藏什麼?哪一幅畫好?哪一幅不好?固

然可以請館外的來審察，但館長你自己都沒有主見了，這三張你要選哪一張最好?

那三張都不好你要怎麼辦呢?(D1_2) 

 

A3：面對上述您所提及的臺灣公立美術館現況或困境，您認為館長須要具備那些

能力? 

 

D1-3-1:面對公立美術館現在的困境。首先，就是要建立相對穩定的升遷管道與任

用資格，譬如 45歲以上才能登記為總統候選人，每一個人都有資格去選，但你有

沒有能力選上?博物館的館長徵選要有個機制，像我過去是考試的，考試第一個條

件是你有沒有美術史和美術行政的專長?有符合資格才能考試，最起碼比較安穩，

而不是像現在雙管，學者也可以，可是學者就是有點偏執，學者只懂那一點點，

那你用他來會不會產生缺口?這是用人，人才不足或是人才庫沒有建立。 

 

D1-3-2:第二，沒有考評制度，如果這館長來做先給他試驗三年，不好就不應該繼

續，不管用聘的或派的，現在沒有評鑑制度，在十幾年前教育部有做過評鑑制度，

包含館長在內，現在都沒了(評鑑制度)，任何人可以當館長，現在當館長沒有光

榮感、沒有責任感、也沒有使命感，它就感覺變成一種「公務」或是一種「做官」，

講做官好像講得太直接，就是說我有這個職務，我可以有權力，那責任在哪裡?如

果有評鑑的方式，拿包括美國、日本、法國來評鑑這個館長不夠資格?馬上分數被

打得很低，那這些，我在教博物管評量時已經講過很多，最簡單的，博物館觀眾

在哪裡?他搞不清楚。經費在哪裡?他搞不清楚，這些東西都不一定要政府預算。

30%的自籌款，這是讓你自由運用，並不是一定達到 30%、或 90%、或百分之幾，

你沒能力當然就達不到那麼多呀!現在很多館都租給人家，那觀念有問題，他只是

說你有 30%的自籌款，結果你怎麼變成把場地租給人家，對館的一個權威，對館的

珍惜性就沒有了!這種困境，就是是非判斷不明，並不是有沒有讀留學或做什麼，

那些只是基本條件，你要考核他在他做館長得時候，怎樣的條件，當然這個考核

由他的上級主管去考核，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館長到底派館內同仁做什麼工作?

因為如果考核太嚴肅，館員在考核館長的時候，你管太嚴格，館員會故意給你不

好的成績，所以要去看這考核的可信度，信度考核夠不夠，考核有沒有客觀，所

以這不是我講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感覺到，最大重要的具備哪些能力?第一個責任

感、使命感在哪?還有他的績效在哪?可以量化、質化，譬如說一年出版多少書?例

如我在※※※※館為了出版的時候，我們有二十幾個研究員，一年出版兩、三本

應該沒問題?我們如果規定都是館員，像在※※※※館，四天就出版一本書，那些

書是怎麼來的?我們有沒有那們多錢呢?有很多都是人家贊助的，不是作者，作者

當然要稿費給人家，我們一些文化服務處公益事業，或者去上級或社教司去爭取，

這是蠻重要的，這個能力呢，不只是他的領導力、語言力、判斷力，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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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光，他的持續力、使命感夠不夠?如果沒有的話，他把博物館當作自己家裡

職務應用，那就是很可惜的，因為博物館他是公立的，我常說博物館是神殿、廟

宇、教室、大學，館長的能力要很多。 

 

A4：為符應我國國家文化政策與產業接軌、公部門之績效管理等趨勢，請問您認

為作為一位公立美術館館長需要什麼新的知識、技能或特質? 

 

D1-4:博物館的要特別注意，近二十年因為經費不足都設立博物館商店，他應用博

物館的文化創意產業，對外推廣行銷博物館營運的狀況，讓博物館可以帶回家，

出版、複製品可以帶回家，延伸博物館的功能，這樣的情況，很重要的是，後來

變成文化創意產業，國際間最好的文化創意產業，而且一本萬利，博物館的經營

能上軌道，作為一個國力的展現和觀光事業，博物館是最好的象徵，去看一個國

家的國事，我們通常為到他的博物館去看，而且因為博物館可以提供很多學習和

見解，所以博物館的產業是很大的，是國家軟實力的最高峰，所以這產業是很重

要的，當然博物館館長不一定有這能力，但是他所做文物的複製和行銷、設計、

他就有可能成為這產業，如果博物館有民間修繕的徵詢和鑑定單位，如果有這個

方式，你定了辦法以後，它可以為大眾服務，這張畫真偽，可以鑑定，可以收鑑

定費，一樣道理，其他書籍、複製品、手工藝，博物館來做生產，但最大的生產

還是把博物館經營好，以及它公立因為有能力去鑑定和修復，其次就是附屬的譬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點心，或是生活必需品，包括紀念品，這些產業博物館館長也

沒有這能力，那就要請館員來做，比如說有些人是學貿易的，這叫做人才的應用，

人盡其才，館長是非常重要的，知識剛剛講語言的能力、網路的消息、對文物的

理解製作，有沒有尊重他人的成就，有些博物館館長只懂一點點是不行的，博物

館館長是站在最高點來判斷，應該要有敏感度、慈悲心、他應該是施與授的橋梁，

一言以蔽之，要有公共服務的心，要有宗教家的精神，不能把錢拿到家中，當然

該要的薪水應該要有，不然怎麼活下去?這是很重要的特質，我舉例，譬如說有些

畫家會送畫給館長，因為你跟他買畫，那可以收嗎?當然不能收，只能送館，這是

公共事業，不是你的，如果有收，就是貪墨，法律上不一定有罪，但在專業的情

況，人家會看破你的手腳，因為做事都不方便，變成吃人嘴軟，這是很重要的，

雖然不能當包青天，但至少要當狄仁傑，意思是就是一定要守正不阿。 

 

A5：請問您作為我國公立美術館館長，怎樣看待自己的職務定位與角色? 

D1-5:我因為以前以我個人來講，我以前在學校服務，當美術老師，我發覺美術館

和國外比較起來，都人治，不是法治，我曾經臺北市立美術館，剛開館時，在大

廳吊了朱銘的雕塑，保麗龍的，那種雕塑放上去了就好像遊樂園一樣，我當時心

想：「這個怎麼這樣布置呢?應該要放在底下阿!放在這熱鬧有餘，成事不足阿，如

果我當館長這一定拿下!」沒有想到後來館長用考的，我考上後，沒想到我還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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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拿下來了，大概也不行啦!別人這樣講，你一定要有公眾服務和達到國際水準

的視野，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定位，國際的視野，還有為公眾服務，大眾利益的，

譬如說我是※大畢業的難道我展覽都是※大畢業的嗎?像我是※大畢業和※※大

的畢業反而進來的最少，因為他們都去當老師，在專業上沒辦法達到極致，所以

當時我們看國際水準和國際有互動的都是※※大學畢業，我也不知道他是※※大

學畢業，我說要有國際水準或跟國際有互動的，很多※※大學的就進來了! 有沒

有為公眾服務，不要有地域或學校的一種偏見。很多在藝術史上的大概都沒有在

教書，當大學教授又不一樣唷!當一個館長的他的定位，你如何把國際水準放在心

中和眼光中，還有你要為公眾服務、為藝術界服務，使藝術界認為是他們眼中最

高、最尊重的一個機構，不管是藝術家是家，或者他要是學習，把要他的作品放

在裡面，成為一個最終保持心靈的地方。因為藝術家是最容易創造東西的，那一

個館長必須要有這種眼光和氣度來服務很多，比如說，臺北市立美術館，它是以

現代性和當代性，難道只有裝置和難道只有科技藝術才是藝術嗎?可是因為現在只

偏向那些東西只有那幾個，應該也包括視覺性的藝術，應該講比較傳統的一種描

繪的藝術、好像就沒有，好像沒辦法感動、好像就冷漠；因為他/他跟外國藝術家

互動，居然用外國人來代表臺灣，這種東西有問題，館長沒辦法判斷，可以聘請

外國人當行政顧問或用他們眼光來評選、怎麼會用外國人呢?我們臺灣要栽培人才

多難，一個人要花幾百萬呢!館長要愛國家、要愛地方、愛自己的藝術家，尤其一

個地區或國家裡面的藝術家，讓他成為國際化，讓藝術家成為歷史上或有國際地

位的人。 

 

A6：在擔任館長的經驗與歷程中，可以述說您印象最深刻、最值得引以為傲、最

覺得困難或常遭遇到困難的事，請舉一至兩件陳述。 

D1-6:其實當館長時，我每天都覺得很興奮，每天都不覺得累，每個展覽都有它的

道理，有些展覽是大眾的，有些是小眾的，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當時我們為

了宣示北美館是屬於現代的、當代的美術館，所以去想一想「當代性」在哪裡?所

以就從達達主義開始展，那時我剛當館長一年還搞不清楚，我去愛爾華大學發現

它是達達主義收藏最大豐富的，因此我們有一個「達達主義」的展覽，這個展覽

當年的轟動了藝術界，包括從加拿大、日本，他們甚至整個家庭包飛機來看、佛

羅里達、世界各地的民眾都搭飛機來看，那是※※館第一個成為國際館的第一個

展來，接著還有查理斯莫爾，我引進了通常都是在美術史上有啟發性的，如後現

代主義，阿普藝術、普普藝術，我最值得大家回憶的，我最便宜的是羅丹藝術展，

法國政府說要來大陸展要不要一起展。但這些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做什

麼，很多美術館沒有按這美術史開始籌畫，我們第一個自己籌畫的就是「中國巴

黎」在市立美術館，因為這個展覽很難，很多東西都在中國大陸，當時兩岸還沒

有通，要借到作品很難，那時候館長要借你看要不要費很大的力氣，還要透過香

港，由香港去借，去借趙無極、徐悲鴻、劉海粟的作品，有種展覽，那現在去看

那本書，那是國內最早有美術史的展覽，才有之後的美術史的展覽，有臺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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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才開始整理藝術史，這個種重要不重要，這個展覽引發國際性的注意，

包括中國大陸都來學習，這個展覽以後很多畫家的作品都開始很貴，研究美術史

是很重要的。歷史博物館的兵馬傭展曾造成轟動，有很多觀眾，還有錢繳回國庫，

但這個展覽經過很多的困難，當然有一些媒體來幫忙，曾轟動全世界媒體，包括

紐約時報、BBC、新加坡海峽報，外電最多，因為太轟動了，因為在兩岸還有敵視

行為的時候居然可以辦得成功。我們還有辦一個非常學術性的展覽在歷史博物館，

叫做「牆」1999-2000年，跨世紀的把以色列的牆、臺北的牆、萬里長城、有古代

的、現代的，還有年輕人的這個「中國巴黎」和「牆」都是我以前的同事※※※，

她和我討論的時候我懂，然後我給他建議要怎麼做，她原來跟我說要展現代幾個

人的「牆」思考的展覽，她說北美館行不通，我說這裡是歷史博物館，這就牽涉

的館長專業的判斷，我說你要展歷史上的牆到現代的牆，歷史的呈現。我在※※

※※館有兩個五年計畫，要有計畫的展覽才有用，沒有計畫的展覽，人家有什麼

就展什麼，這是很糟糕的，為什麼要百分之三十的自籌款預算，因為錢還沒下來

的時候，你怎麼與人家訂合約，這個原來是很好的，可是被一些不是專業的館長，

把場地租給人家，租給人家有審查嗎?只是大概審查而已，失去了客觀性和嚴肅

性。  

 

A7-1：博物館法通過後，未來公立美術館館將長面對博物館評鑑制度，請問您怎

麼看待? 

 

D1-7-1:現在館長的限制太鬆了，沒有栽培沒人才，沒有資料庫，沒有學經歷的限

制，例如說考試通過六、七職等到十職等，他/她就可以想辦法得到館長，剛剛說

的那些條件沒有考核，例如說，文化和教育應不受政權轉換影響，可是現在都受

影響，文化教育如果受影響表示憲法也會受影響，這是國家大眾生活大家不知道

何去何從。博物館館長如果在你也在文化教育中不受影響，而且也保障他們的工

作情況，這是發展國家社會的兩隻柱子，這和一般的法律和行政無關，日本博物

館都做一輩子，除非他不願意做，日本的博物館他是有一個體系可以調升的，例

如縣立做完為做省立，法國也一樣呀!法國不會因為政黨的變化，例如說羅浮宮可

能有受一些政黨影響，但他調的人是同樣有資格的，不是突然一個人跳出來。博

物館是非常學術也非常專業，也非常親民，也非常被信任，不可以只用管理而已，

當然不能用政治管理，或者不要接受人家贈送，對十二生肖不要政治化。 

 

A7-2:您剛剛有說，我們國家對館長任用、管理與評鑑上沒有制度，容易受政治影

響，很多館長都想當官，就是只想拿到表面的權力而不想付專業上的責任。 

D1-7-2:當館長沒有制度，這樣的館長還破壞人家專業，他帶領人家不對，有些私

人機構要當博物館的合作，他給你一點錢給你要你販賣他的商品，這不就破壞了

嗎?有呀!這很多，所以為什麼要有旋轉門，你這個公家做完，不能做私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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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3:所以美術館隊館長完全沒有規範?美術館對於館長都沒有管制或約束力? 

D1-7-3:哪有規範，他只有一個簡單的資格，比如說副教授以上或幾職等以上資格，

那都是表面上的，比如說他要有一套特別訓練館長，也包括館員的，例如我大學

畢業後去考試，考試完還要受訓多久，受訓完後，如果還有缺的話，才可以從人

才庫去選，完全沒有這個制度。以前文建會郭為藩做主委都會有每年徵求五、六

為館員出國去進修、栽培人才，最少有這個制度，館員會很努力去學習，或是選

擇比較努力的館員，或者讓他去一個禮拜的旅行參觀、考察，現在都沒了!現在政

黨、政治換得太快，上去的人都還沒搞清楚就下臺了，這種制度沒有制度! 

 

A8:請問您是如何獲取美術館館長的專業職能，請談談您的有關經驗? 

D1-8:因為小時候家裡環境不好，想要多學習、養活自己，想辦法自己學習。為什

麼別人收割比較快?為麼人家養牛養得比較好?你會去學習，然後自己判斷，不斷

學習、不斷自我充實。我為什麼考上館長，因為考上的前一年出國看很多美術館

回來，回來第二年剛好考甲種特考，你說我回來會不會想要把美術館弄得跟別人

一樣好?後來當了館長，例如法國、德國，很多國家在臺協會都要請我去看展覽，

我不斷的看，用眼睛去學習，這要學習要有敏感度，漢寶德館長說我很敏感，雖

然外文來不及學，我好問、問到底、好學、有好奇心、要有敏感度，取法乎上，

我珍惜國家給我的資源，而且我自己是藝術工作者，我很清楚藝術工作者他們需

要什麼。 

 

A9:請問我國應該如何培育未來的美術館管理人才? 

D1-9:除了考試、調用以外，要有一個專門訓練館員的機構，比如說，由文化也好

由教育部也好，或者說我們不適有一個國家教育研究院，由他們進行基層的館員

調訓和過去公務員調訓一樣，普考訓練、高考訓練，受訓三天、一個禮拜，然後

考核，紀錄他的專長，不要記錄他的缺點，然後列入人才庫；對於要用的人，如

果你報名了，就先從人才庫看看，再請專家判斷，盡量避免政治性的，除了部長

以外，館長不應該政治性的，我最大理想文化部和教育部應該是專業性的，部長

以下用專業性來協調這樣才會公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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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深度訪談逐字稿二】 

訪談題目編號: C(C1～C18)            時間：2016年 11 月 15 日 

受訪者編號：D3                      地點：D3受訪者自家 

 

C1-1：為符應現當今美術館的定義與特性，請問您認為當前的美術館需要怎樣特

質的館長(例如：認知、特質、態度、價值觀)? 

D3-1：應該是說是美術圈內、有美術專業背景，這是很基本的條件，那有美術專

業背景的人至少應該有留意到美術圈的工作，跟美術圈未來的發展有些看法和願

景，在工作當中才會有使命感。 

C1-1-1：所以館長的人選必須是要美術背景出身，然後看的見美術館的發展，然

後要有遠見和視野。 

D3-1-1：對。 

 

C3-2：能否請您簡要地談談，臺灣公立美術館之經營環境現況? 

D3-2：現在公立美術館，大概是世代交替，館長在更替當中，很明顯的看到幾個

館都有新館長上任，那新館長本身大概就被屬意為新館長的時候，他的專業資格

都被認可，所以等於說，新館長跟前階段的館長之間本身的想法變成館的經營特

色的基本。主要因為美術界的人士為前提來考量新館長，新館長等於在美術圈之

內也活動過一陣子，所以他最大的特色是他會關心美術界的未來發展和美術界的

事情。然後這些問題和資源，都成為他/她盤弄的基礎，他/她盤弄這些基礎自然

會產新願景新想法和新使命，所以這個變成說美術館本身館長的特色，成為美術

館外顯活動的特徵。 

 

C3-1：臺灣公立美術館之經營困境? 

D3-3-1：大概預算上都靠公務預算，那公務預算每年都會做局部的刪減，所以這

是一個壓力。 

C3-3-2：那您覺得假如館長必須面對這個經費刪減的困境，館長需要具備怎樣的

能力來處理這件事? 

D3-3-2：向上級爭取預算，等於說館長需要提案，提案提計畫，然後案子跟計畫

要能夠吸引上級主管的關注，這樣大概獲得公務預算的可能性比較高。 

 

C3-4為符應我國國家文化政策與產業接軌、公部門之績效管理等趨勢，請問您認

為作為一位公立美術館館長需要什麼新的知識、技能或特質? 

D3-4主要的是館長的產生大家的期待是主要由專業界來產生，但是專業界的產生，

會太留意的美術界的事務和好惡，所以在新時代的館長，基本上考慮到美術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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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民服務的，不再只是美術界的殿堂，過去美術家認為美術館是美術界的殿堂，

所以極力爭取結合美術館的活動來展現自己、發表自己，但事實上那只是美術館

的任務之一而已；真正美術館是考慮到美術人口的培養，美術人口的增加和服務，

包括一般大眾跟美術館的關係，所以能夠考慮到這一部分的話，就像最近的潮流

會比較注意到美術館的活動和展示和規劃工作，是希望跟觀眾對話。 

 

C3-5-1您可以簡要談一下美術館治理特徵和特色，有無受到政治干擾?跟歐美、日、

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D3-5-1主要是環境不一樣，國內美術館大概會比較偏重美術家美術界的意見，那

專業的意見會比較失重專業上的發展，對於一般民眾考慮跟需求就會比較放鬆。 

 

C5-2所以您覺得臺灣美術館比較關注在美術專業這塊? 

D3-5-2專業部分的講究，因為這是一種職業習慣，美術界關心的問題，專業上的

考量，那這一種就強烈主觀，就會出現和影響整個意見整個計劃的走向，所以我

們的社會怕館長權力太大，所以就會有很多機制要求，公平、公正、公開；比方

說，館裡面要蒐藏怎樣的東西，或是館裡面的展覽的方向，大部分有的時候機制

上設計成館長不能做決定，需要委員會來做決定，那也是該負責人不能做決定，

不該負責的集合作成的決定，要館長來執行，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落差，跟國外很

大的落差。 

 

D3-5-3跟法國行政法人制的博物館不一樣，館長上面有一群委員會，可以與委員

會討論或做諮詢，像典藏品最後決定的是館長，他也可以有財政背景的副館長做

財政上的諮詢，有不同的委員會。 

D3-5-3國內的決定典藏組或是研究組或是館內研究人員提案，然後這個提案經過

討論之後，變成執行委員的意見，那館長從頭到尾，只主持會議，但是沒有表達

意見的機會和立場。 

 

C5-4-1那責任呢?責任是館長扛? 

D3-5-4-1責任最後是館長扛。 

D3-5-4-2那臺灣館長真的很辛苦，剛剛館長職能分外顯職能，包括您所說專業部

分美術史、行政與管理職能等等；潛在職能包含館長特質，例如，剛剛館長說過，

館長不能過分強烈主觀，這就是潛在職能，不好意思，這是補充。 

 

C3-6請問您做為臺灣公立美術館的館長怎樣看待自己的定位和角色?因為館長在

公部門他面必須對著上司、行政首長，然後，民代/議員美術家、藏家、大大小小

的觀眾；換句話說，您的怎樣去扮演您的角色，例如，或許您重視對上的關係，

或對下的關係，或與觀眾的關係。 

D3-6館長等於是一個館的管理者，所以基本上他應該在專業的部分有一定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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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C3-7那可以請您談談在擔任館長的經驗和歷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情? 

D3-7主要的是，透過美術館可以為臺灣整理臺灣美術發展史，因為過去國內的展

覽，在美術館還沒出現時，大部分都是聯展、聯誼性的展，或是畫會的展覽，這

也是聯誼性的展覽，自從有美術館後，美術館本身可以有比較豐厚的資源，以及

人力來做臺灣美術發展史的整理，這樣的話公部門，公辦展覽他有一個標的，那

這些標的，可以引發更多的研究，也促成這一方面的理解。 

 

C3-8-1館長有沒覺得比較困難的事情，在執行上覺得窒礙難行，覺得辛苦之處? 

D3-8-1像威尼斯雙聯展的參展，曾經有一些意見希望說，是否臺灣館的展出臺灣

推出的代表性的展出，能夠以單一畫家為主來做推薦，在當時我擔任館長時，大

概這個還是時機未到，不像今天他們可以做個別的推薦那這是一個好的建議，但

是在當時可能美術館館長等於是被視為公部門資源的分配者，那分配假設沒有所

謂公平、公正、公開的分配，很可能案子就夭折，所以幾次看到有紛爭，都是陣

亡在這種情形下，所以美術館的行政工作者和專業研究人員，有一些想法，大部

分都要稍做折衷才能兌現。 

 

C3-8-2所以最後沒有推出單一的畫家? 

D3-8-2最後沒有推出單一的畫家，但是做了一個局部技術上的修改，把展覽場的

空間，譬如說假如出去三個藝術家集合的策展、聯展，那在展覽場上呈現是單一

的空間，呈現單一的藝術家，讓這藝術家的理念被充分的展示出來，技術上移轉，

可以成為單一主題得展覽，那就形成可以單一藝術家展出的氛圍。 

C8-3因為在技術上調配，所以館長適時地靈活變通也是很重要的。 

 

C3-9-1關於博物館法去年通過，你覺得可能博物館未來面臨博物館評鑑的制度，

可能面臨整個館或評鑑館長，面臨評鑑制度，館長哪些職能是很重要的? 

D3-9-2我覺得美術館本身就像一個資源一樣，這個資源夠濃的話，要怎樣分享給

民眾就變成技術性的問題而已，所以要把美術館的專業、更鞏、固更厚實，才有

資源調配給一般大眾或是跟所有人共同分享，那源頭不夠濃、濃度不夠的話，大

概不足以調和分享。 

 

C3-9-3所以您覺得說即便未來博物館有評鑑，美術館的專業還是要厚實的。 

D3-9-3那專業就是美術館的功能譬如說研究、典藏、展覽、教育推廣，這些都應

該有相當的厚度跟濃度。 

 

C3-10打岔一下，我想到我特別的興奮想訪談館長，看過館長的資料，老師都很謙

虛，老師有很多的國際策展經驗，有一次臺灣在國際的展覽上不能展出，臺灣館

被拔名，結果有某展出國家的策展人發起一人送一個字母給臺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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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0那次是巴西聖保羅。 

 

C3-11-1老師當過三所公立美術館的館長，那老師可以您分享這方面的經驗，例如：

您曾以觀眾的立場與教育需求之考量，調度三個館的館藏，讓全臺灣北、中、南

都可以看到同一個藝術家作品，您可以分享類似視野不會侷限於一個館，可以分

享這部分難得的行政經驗，三個館共通或差異之處。 

D3-11-1三個館的成立都在被本土化要求下成立，當年是藝術家的建議，要成立美

術館，所以地方藝術家的照顧跟地方藝術家的發展史的整理，變成基本的非常重

要的，而且三個館都被這麼要求，但因為資源有限，結果他就變成部分分散在三

個美術館，所以促成三個館的館際合作和交流，大概就可以完全呈現臺灣的美術

發展史。 

C3-11-2館際交流那實質做法是什麼? 

D3-11-2例如說展覽藏品的出借。現在各館藏品的流通跟分享，成為公部門策展很

重要的資源。 

 

C3-12-1 您對於目前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的任用方式有什麼看法?就是有兩個管道，

先從公務人員任用，假如找不到人再依教育人員的任用方式。聽※館長說，依教

育人員任用這途，只取專業的部分，好像沒有看到太多行政部份的要求。因為館

長任用目前還是所屬上級文化機構長官、行政首長任派；依您來看，這樣的制度

是不是有改進的空間?曾看過梁光余先生的文章建議館長可以用遴選的，但因為我

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不知這樣的制度是不是可行或比較好的，想聽聽館長對於目

前任用制度的看法，可以給未來我國館長任用上一些建議。 

D3-12-1其實，雙軌制是因應臺灣的現實情況，因為有一個軌道是從公務人員產生

館長，那是經過公務員的管道產，透過高普考來產生專業的人員，專業類別的公

務員，這個就要看他晉升的管道通不通。 

C3-12-2晉升的管道通不通的意思是? 

D3-12-2他是行政人員，然後在館裡面一直待到組長，部門主管，然後他是不是有

夠分量被遴選為館長，這個目前好像沒有實現過；通常目前大部分是擔任過美術

館部門幹部、部門主管，然後再到外面的學術界裡面去擔任教職，然後歷練一下

專業研究工作，然後成為第二軌道的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使用的研究人員專職

人員的介聘。 

 

C13-1我在工作時，曾有機會聽到您兒子來分享北美館，還是在國美辦的活動，有

一些樂團跟美術館的結合，蠻靈活和活潑的。館長剛剛提到說美術館不是只照顧

專業美術人，還有吸引和培養更多民眾。 

 

C13-2這是老師跟您兒子討論出來的嗎? 

D3-13-2主要是各種資源因緣際會，那湊合在一起，還蠻活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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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主要是五月天當時是那個策展人的學生，那策展人邀的動他，美術館因緣際會

承接這樣的活動，一個晚上湧進一萬多人。 

C13-3這樣也很蠻有趣呀!館長挺會靈活地運用資源，人際關係也很好。 

D3-13-3這美術館的根本，透過人際的運用才能實現很多的想法，適當的結合外面

的力量，把計畫案的推動就會更為流暢。 

 

C3-14-1計劃案是老師自己會提一些想法，然後跟部屬討論嗎?  

D3-14-1都有，因為美術館計畫案有的是研究案，有的是結合館外的研究機構大學，

或是社團，然後一起工作。 

C3-14-2所以館長也蠻注重「人和」的，因為要不同人一起工作。 

D3-14-2這樣的話資源才夠，單一資源都乾巴巴的。 

 

C3-15-1請問您是怎麼獲取館長專業職能，談談有關經驗，怎麼自我培育? 

D3-15-1當時去擔任從事藝術行政時，就想過想像一個橋樑。因為過去我們在美術

界什麼都聊，無所不談，但是天花亂墜，沒有力量去實現他，但政府部門和公部

門有很多資源，但是他的執行方式又不符合美術界的要求，結果力量就折損了!這

樣很可惜，藝術行政工作，假設被當作一座橋，那民間的願景和期待可以透過橋

梁，讓政府知道，那政府的資源、政策、跟經費，假設能過橋促成民間的願景的

實現，這樣就完美。所以我從事藝術行政工作，就是這樣的一個想法，那最主要

的是希望說既然是專業人來做，那至少應該要有專業的程度，品質要讓人感受的

到，所以在工作當中講究品質的要求，是我工作裡面最想要的標的，因為品質夠

好的話，就像濃度夠高，才能夠調配，跟大家分享，不然沒有本錢。 

C3-15-1-1當時我有讀到館長的相關資料，因館長也是公務人員考試晉用的，您曾

說過：「假如要改變就要進入體制去改變」。老師的行動力很強，願景也很強。 

 

C3-16-1想要請問您覺得，現在臺灣的藝術管理，因為沒有歐美來國家發展的久，

人才部分也是匱乏的，所以才會出現館長借調，依館長的經驗且見多識廣，臺灣

如何去培育美術管理人才?特別就一個管理者的部分。 

D3-16-1其實工作中的機制，來做培養是最貼切的，那當然基本上要具有基本的職

能。 

C3-16-1-1基本的職能是? 

D3-16-1-1就是專業的認知。 

C3-16-1-2美術方面的嗎? 

D3-16-1-2對。 

C3-16-1-3從機制裡面慢慢去培育下面的部屬。 

D3-16-1-3對，因為像在高雄美術館開始的時候，那時候招考徵集館員當時我就要

求他們能夠給自己一個決心，就是在高美館退休。 

C3-16-1-3-1好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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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6-1-3-1因為美術館的結構是金字塔型的，館長只有一個然後研究員組長這些

專業人員金字塔型的結構，所以升遷絕對是問題。 

C3-17-1內部的升遷有問題嗎? 

D3-17-2因為好多人擠在這邊，位置越來越少，我講這句話，主要就是說，從事專

業研究好好的在美術館工作，假設你是副研究員，你是研究員，你是助理研究員 ，

你是研究助理，那你從事美術館的美術行政的專業研究，大概這些研究不會因為

你是研究員，你的研究報告就特別好，而是看你的研究題目跟內容，不是看職位

分級來分辨的，就算你是助理研究員，到退休還是助理研究員，那也應該甘之如

飴；因為你在美術館工作，很多資料、資源材料、人脈藝術界的前輩的指導，都

是你的資源，那這一種資源能夠應用到研究上，助理研究員的研究論文跟研究員

的論文是沒有差等的。 

C3-17-1-1您是指在專業追求上本質是一樣的，那您真會帶領部屬，留在美術館可

以有更多的接觸面向，以作為研究資源。  

D3-17-1-1以前在北美館，我曾經留過一個幹部，後來這個幹部說，假使我不離開

這裡我不能升遷，我沒有辦法升遷，因為他只有七職等，那他離開這個位置之後

一路升遷，他工作能力很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升到十職等。 

C17-1-2老師會覺得可惜嗎? 

D3-17-1-2不會呀!他也是給其他館所用，所以我當過三個館的館長我最主要的是

人才可以流通，資源想法都可以一起流通，一起共同協調工作，主要共事過的同

事都願意去成全這樣的想法。 

C3-17-1-2-1老師很會帶領部屬呀，人才的管理和帶領。 

 

C3-18那老師有沒有要看一下，這份問卷是我投稿這份期刊做了一個館長專業職能，

這是我歸納出來的文章，有幾個面向，我把它弄成問卷，老師要不要看一下這些

項目，看看那些是未來館長所須的職能，比較缺這幾個能力。 

D3-18-1策展 

D3-18-2美術館教育和規劃。 

D3-18-3觀眾研究，因為以前一直就有在做，但是觀眾研究的意義卻沒有反應在美

術館的行政裡面。 

D3-18-4國際觀。 

D3-18-5人力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人力管理方面。像義工，我只指派一個館員，管

理義工，當作窗口，義工讓她們自治，這樣可以解省人力，有時我接觸不同的館，

有的館一開始我到任的時候，它們在義工方面用了三四個人來管理義工，多頭馬

車，太多人了! 

D3-18-6-1那「預算的擬定和控制」，我覺得很重要。 

財務管理館長可以主張，因為可以主張展覽組一年有多少經費，典藏組一年有多

少錢，用來購藏展覽品或是藝術品的費用，又可以主張多少錢，總體來講要能夠

爭取一大筆預算才能來分配，分配是館長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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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8-6-2但跟國外不一樣的是典藏的部分，館長不能決定對不對? 

D3-18-6-2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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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深度訪談逐字稿三】 

訪談題目編號: B(B1～B12)            時間：2016年 11 月 15 日 

受訪者編號：D2                      地點：臺北大安區丹堤咖啡廳 

 

B1-1解釋說明「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的專業職能」，…(略)。 

D2-1臺灣公立美術館應該還包含宜蘭縣立美術館、屏東縣立美術館、臺東縣立美

術館，建議題目調動……以北、高、國美為例。 

 

B2-2您覺得當前的美術館需要具備怎樣專業職能的館長?可以請館長本文文獻探

討歸納的「美術館館長專業職能」的圖表。 

D2-2-1-1依你所列出的「美術館關心人士」問卷之「館長專業職能調查」，這個就

像蛛網圖，很難單一去取捨，四個面向缺一不可。 

D2-2-1-2作為一個美術館館長要建構自己的知識，知識包括藝術史、藝術史的學

術研究、創作經驗以外，對於企業管理的知識涵養要有一定的水準。價值、態度

上要有足夠的信仰。這個信仰不只專指宗教上的問題，就是要有一定的主張…。 

B2-2-2館長您的主張是指實踐方面的? 

D2-2-2我的所謂主張，就是指對媒體在外觀上要有一定的堅持，讓人覺得這社會

的價值體系在流變當中，要有一個不變的態度，這課題是最難的，因為政治氛圍

會改變館長的堅持，所以會發生比較大的爭議。例如：「公器不私用」的事情，作

為一個高級公務系統的主管，必須很深刻的體認，因為「國者人之積」；尤其是兩

三個人聚集彼此信賴委託，才成就公務，彼此委託的初衷是基於公共的利益。彼

此信賴委託初衷是基於公共利益，這就是我們體會地所以就是「身在公門好修行」

意涵。很多不是公務員出身的，或是把美術館場域當作表演的舞臺，這種人員充

任館長，對公務的認識沒有很深刻的認識，就把公器拿來私用，他自己可能覺得

理所當然。但是在以公益為先的考量下，公器私用是品行，這是品格的問題，這

很難去傳授教導，需要很長時間的體會。 

 

B2-3-1請問館長認為臺灣公立美術館目前經營與環境上的現況和困境? 

D2-3-1通常館長若要久任的話首先要低調，有些政治氛圍大環境迫使他不得不面

對媒體。以故宮十二生肖贗品或複製品為例，一旦接受了十二生肖為故宮的重要

裝置，之所以稱之為裝置，因為它不是透過公共藝術所完成的公共藝術。收藏豐

富全然是真跡「Original」，像是皇后貞操，是不容懷疑。若展示贗品要誠實揭露。

頤和園以往用來布置環境民間信仰的十二生肖動物圖騰，那在地性又在哪裡?如果

能夠引用當代藝術家的雕刻品或借助數位藝術的方法把各種不同十二生肖的圖像

加以數位化呈現讓進來，參觀美術館的人知道老鼠有很多樣型。包括了頤和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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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可以增廣大家的見聞和視野，這就是政治了影響美術館。 

D2-3-2還有像國美館 1998年為了休館整建所做了「大破大立」的表演活動館方邀

請蔡國強做的爆破活動，固然損失了門窗玻璃有限，不過就讓大家考慮，公器如

何服務於大眾?大眾對於公器角色的定位受到一些挑戰，所以才有後面的當地藝術

家的抗議事件，國美館整建當中並沒有漠視這個歷史事件，把爆破當時的兩個龍

柱，其中一顆龍柱保持原貌，固然當時有審計單位質疑為何整建其中一個龍柱不

把它美化?館方認為要歷史事件要留存真跡，把保存過程做了妥適的說明，歷史事

件是一件表演活動，同時挑戰了大家對公部門的一個看法。這是很重要的藝術態

度理解。 

 

B2-4-1面對您就剛才所述的兩件困境，您覺得館長須要具備那些能力? 

D2-4-1針對剛才這兩個事件來看，過往十幾年前跟早先發生的事情來看，整社會

本來就是 open air museum/theater/school/temple，這是一個無牆、無所不在的

劇場、無所不在的學校、博物館、殿堂。所以我們就要把社會現象把用博物館劇

場/博物館殿堂/博物館學校的態度來反照這些事情，所以現今發生透過媒體電視

報紙所出現的現象就是博物館裡面所要關照活生生的態樣。所以要利用社會事件

來教育民眾。有些事件發生的時候，館長當時就應思考，為這些事件預為綢繆。

在一個全然不瞭解外在環境的情況下，很難恰如其分的反應。館長能先預見一些

可能性的條件，基於 open air theater觀點館長要有一些設想，要反覆的排練、

交替的模仿，沒有現實中磨練，但心裡都思考過這些事情。所以我們都是演員，

我們都在彼此對方的作品裡面。同時，我們也在控制我們的條件，在設定一齣現

實的戲劇演出，你所看到就是這個舞臺上的人事物。用這個態度來看，早二十年

前對北美館業務發展，很有關鍵性注意的，像裝置藝術。裝置藝術現在回顧，不

過是劇場上的布景、道具、物件，還有觀眾的參與和參與式的演出，還以一些符

號、符咒就在現場裡面，觀眾進來的時候他就在劇場裡面。所以用「劇場」的概

念來解釋當代的社會事件就非常的很鮮活。例如政界人物也是在演出，他們沒有

宣告他們在演出，但我們知道他們的疆界在哪裡，他的舞臺的邊界在哪裡；但有

些人會跨越舞臺疆界、跨越紅線、在顛覆舞臺。大家有時候在玩弄，就離開專業

的誠信原則，自認為專業的人會突破誠懇與否的紅線。但一般人忠實的在演出他

們自己、他不知道自己在舞臺上。工作情節自然流暢，不知道自己在演出。我們

的眼界就是作品的邊界，每天眼睛睜開就看到太多的演出。 

 

B2-4-2-1學生想呼應您說的這個問題，因為像※館長也有一個類似這樣個的問題，

像館長要處理專業，也有可能同時要處理「邊界」的問題，因為當代藝術家有可

能是顛覆的，館長要包容他們呢?還是要去做一「邊界」的護持者。就是※館長有

一個達達，要在美術館裡(上大號)…。 

D2-4-2-1藝術家叫※※※，達達的展覽，達達要挑戰權威，開幕式用瓶子裝了他

的寶物，這件事情最具達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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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2-2可是依當時※館長的作法，還是把他請出去。 

D2-4-2-2我覺得我們就為這個演出喝采就可以了!  

D2-4-2-3就像我以前有碰到高雄一位藝術家，也曾是一個模特兒，※※※小姐。

她為了一個藝術活動想到臺北來抗議。那我就設想，如果她來文建會，我是主管，

我如何看待這件事情。因為她抗議都是裸體的呈現，裸體的演出。我會試著這樣

的處理，請她到適當的場域，或者是辦公室，或者是一個劇場，為她多設一個會

談的平臺。若她要進行脫衣服抗議就讓她表演，因為她是藝術家，我們就為她鼓

掌。如果不是藝術家，則用人人都是藝術家的精神來看待，例如臺中市政府推薦

盲人按摩，要來國美館來按摩的話，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區公所，我會做一個十公

分高的舞臺在國美館水牛大廳，請他上去按摩。排隊等候的人就在臺下，上去的

的人在臺上按摩，把上去按摩與被按摩者的表情轉播出來，這就變成一個表演。

藝術家可以表演，非藝術家也可以變成一個表演。像在華山要辦一個簡單生活節，

或者是攤販進入藝文特區，或者是檳榔西施。我跟主辦者說你架設一個舞臺，讓

攤販上臺，今天幾點到幾點的主角就是這個菜色或攤販為主體，就是這幾樣菜色，

把 spot light 打在他身上，演出當中不時地給他鼓掌。所以作品是可以模擬、模

擬成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也可以是虛擬，彼此對照互動。 

B2-4-2-3所以，館長我歸納一下這個面向，館長的思考非常的流動和靈活的而且

館長思維中的主客體可以互相轉動。在館長的靈活思維還能有一些預見，可以克

服一些問題突發的事情與困境。 

 

B2-5-1對於國家文化創意產業新知識和新潮流，館長需要怎樣的新知識技能或特

質? 

D2-5-1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文創產業是賺錢的事業，

大家看得很明白，文創產業應該是從製造業相對於服務業，服務業裡頭創意的部

分給予加值。從法規上看起來，文化創意產業法規本身列的十幾個產業，不過是

重點產業，我不認為得這些就是文創產業的全貌，任何產業有可供加值或發揮智

慧財產的一個可能的話，每一個產業都可以含有不同智慧財產業/創意的成分，這

樣就是美學的應用和盤整計價它是在各行各業裡面都可以看的到的。簡單來說，

比如說松菸的文創大樓裡面要放怎樣的產業，裡面之前被爭議的大哥大的問題，

我認為這是表述的缺口，大哥大裡面很重要的就是智慧財產裡面的專利，或是不

只是文創產業裡面的著作權而已，還有商標、還有營業秘密這些課題。所以各行

各業都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意涵裡，這個是以不同程度的文化創意的成分來講，大

哥大就可以被認為是文創產業之一。文化創意是智慧財產累績所產生的結果來看，

文創法規裡的十三項電影、設計、美術…等，只能被視為是主要的文創，而且這

些都可能是紅海未必是藍海。藝術上，最好的作品是在未來要發生在的那件作品

上，所以文創產業怎麼可以只界定那十三項而已呢?我現在簡單舉例。按理來講，

現在科教文不整合的情況下，在世界各國發明的競賽裡頭，我國常得到好成績，

很多改良或發明的作品，算不算文創?現有的法規並不包括，可是那才是真正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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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呀!文化部管發明獎嗎?科技部管嗎? 或者是就育部?所以該整合的是科教

文的業務，而不是國家部會裡面每一個都是文化部，科教文是需要被整合的。 

D2-5-2再針對你的題目，需要什麼新知識?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所以要去發掘現

有的業務/項目/作品項目裡面的原來的「精神」嘛! 所以未來「新知識」要擴增

文化藝術意涵的範疇，所以 case by case 非常重要。最近有人跟我談起科技藝術

或數位藝術，能不能單獨在文化部門裡成立一個司的問題。我的主張是在既有的

藝術司中整併，使藝術司成為一個大藝術司。不必因為時間的轉變，有一些新興

的藝術類項而去成立一個部門。文化之所以受矚目是因為實質意涵鼓動了大家的

興趣，所以有名目的文化條件並不需要太多虛假的形式去處理，而可見的是文化

的核心就是藝術。所以藝術需要被特別的重視，這也就是「國家的態度」。  

 

B2-6您怎麼看待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D2-6首先，館長是一個很好的協調者，它要容許各種不同的變異，要同中求異，

異中求同。所以與人相處，觀眾、藏家或同仁之間要多欣賞，要能夠去發覺對方

的長處；他也是一個深刻的觀察者。因為藝術和現實的轉換非常快速，一般人對

藝術是有隔閡的，如何在傳統藝術看法裡去看見現代人的需要，又要從現代人的

身分裡離開藝術的苦衷，這也非常重要。 

 

B2-7-1您在擔任館長歷程說幾件驕傲或挫折的事情。 

D2-7-1在一個館面臨最大的質疑的時候，能夠鼓舞同仁的情緒，讓這個館能夠持

續進行下去。這個重大變革，是你所不能夠接近權力去尋求的，有時候是天意如

此，所以要跟老天爺合作，把你的缺點變成優點。像國美館有抗議事件，休館兩

年。然後我去的時候以邊休邊展的方式去處理，因為博物館就是一個「劇場」，觀

眾的了解博物館的現況、參與，而能夠同情、設身處地協助，需要一些處理。D2-7-2 

2001年我在國美館館長任內，陳郁秀主委推動文化資產年，而我們的館幾乎兩年

沒有展覽，我重新打開有一部分展，一部分裝修。那一年我們的主題叫「搶救美

術館」，首先把美術館要重新復活這件事當作一個社會的課題，大家進來裡面重新

體會裡面的殘缺、灰塵。辦理重要的國際展，例如馬雅文化展，借助空間的改造

採不同的入口，不同的空間。又因為文化資產年的關係，辦理前輩藝術家修復展，

不但美術館在修復，同時前輩藝術家的作品也在修復，各種資料都可以拿出來。 

D2-7-3第三個是 921 地震的時候，有多處壞掉的建築和鋼筋的裸露，鋼筋就被回

收製作釘書機、釘書針，我們就做一個木頭的三腳架，每一個人來捐贈他用過，

敗壞文書所拆下來的釘書針，或是手被扎過血的釘書針來這邊掛上去，叫做「串

串希望」。讓所有的人感同身受，這是一個殘破的情況，人人需要治療。就像日本

的 311地震一樣，我們把自己的難處與缺點暴露給大家看，這需要信心以外，就

是希望大家感同身受。 

B2-8-1您有沒有覺得特別困難的事情? 

D2-8-1困難一向都來自長官，他想做他自己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有一些不可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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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但是影響你最大的是有機會派任你的人。所以那是最難的，但那又違背你

的根本、做事的根本。例如，老闆要把美術館給賣了，那就沒辦法!所以主管博物

館政策、美術館政策的人，如果您的主管是一個一言九鼎的獨裁者的話，那就很

難。如何建構一個對文化事務有一個開闊的視野，決策的過程必須是有一個多方

商量的機制就很重要，我們的文化部門還沒有這樣的機制。 

B2-8-2像法國就有「文化例外」。 

D2-8-2對、對，這很重要! 

 

B2-9博物館法通過後若有評鑑制度實施，您怎樣看待?館長需要怎樣的職能? 

D2-9評鑑對一個組織來講有各種不同項目和權重，尤其是策重未來的時候， 

館長被評鑑不同的項目(item)，只是讓你走人的藉口，但「信任」本身很難被量

化。 

 

B2-10-1關於，目前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任用資格與條件您有什麼看法? 

D2-10-1公立博物館本身涉及館長在公務體系裡的職等，職等分 14職等，公務員

分三大區塊，第一個簡任 10-14職等，薦任 9-6職等，委任 5職等以下。北高美

術館館長 10職等，國美館 12-13職等，都是國家高級文官；北、高美術館館長到

學校比照教助理教授，國美館得比照為教授。 

B2-10-2處理事務上複雜性會不會有差異? 

D2-10-2美術館所需的職能是一樣的。 

D2-10-3-1以往規定，如果教育人員任用，國美館館長必須大專校長任用資格。 

北、高美術館相當於中學校長任用資格，在公務人員職位分類上就有職等的不同 

依教育人員任用比照就有校長等級的不同，還要加上主管的年限。一般是循公務

人員任用，教育人員得比照任用。要有一些公務部門或行政主管的歷練，以往是

比照大專院校校長任用資格，如果沒有文學院長、藝術學院院長六年資歷，只有

大學教授身分，沒有相當年限主管的歷練，這樣還不夠。 

B2-10-3-1現在沒有了嗎?現在還是有吧? 

D2-10-3-1-1現在被取消了!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當館長，所以像政務官的性質，對

美術館沒有足夠的穩定性。 

B2-10-3-1-1所以這個現在好像有一點小爭議，這樣對美術館的發展好像不是很

好。 

D2-10-4有關公立博物館館館長，薛平海先生曾為館長預定資格條件，館長雖然是

常任文官；但依教育人員任用一途，有相當成分政務官的性質。條件說一堆，要

不要用還是「人治」的問題。一般體系是公務人員任用，教育人員任用是例外。

各種條件應該去分析，但最後都不按牌理來…。 

D2-10-5-1現在就兩種管道公務人員任用管道，高考要有相關類科專長來進用，多

年培養的途徑，有讓他隨時發表意見累積經驗的機會，那如果我們沒有一個互動

的機制，讓公務員有形塑、造就他自己看法的機會的話，那每個人都變成機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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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用。 

D2-10-5-2藝術本來就是流變的，而對現實社會有批判性，那你對他要包容。所以

我一直認為一個業務要做的好，要看負責人是否誠懇地亂做，如果他有信仰他亂

做，就支持；沒有信仰亂做，就差太遠。(註：「亂」，指有創意地。) 

 

B2-11您是如何獲取這些關於美術館館長的有關職能?談談您的有關經驗。 

D2-11我覺得現在每一個人都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人才，你好像進入百貨公司，你要

選購你自己的技能，你要預見你將來要做這件事情。我覺得在藝術的創作跟精神

意涵的考慮上需要有美術的專業素養，其次在藝術理論上有一詮釋的能力，你在

社會進程或社會接觸面上要有一定的掌握，所以這三方面缺一不可。所以你是藝

術史的教授，你是或創作者，你是或是企業管理的人，單一方面成就很高都不足

以涵蓋，三者所共同所激發的能量。 

 

B2-12請問您認為我國應如何培育未來美術館管理人才? 

D2-12一般從業的館員，可能需要幾方面專業來參與。現在主題鎖定在館長政治視

野要有一定高度，柔軟的心很重要，他可以接納各種變異的情況，因為他服務的

是藝術家的話，藝術家說實在是社會的邊緣人，要為他們做出一些保護措施和言

論。例如，我們 NCC 傳播委員會，對於演員或非演員去代言要苛以刑責，我本人

是有點看不過去。文化部應對這些演員做出保護的措施，讓社會理解、避免社會

對他造成傷害。因為「代言」從文句上來看，就是被授權有償的報酬為某一個廠

商說一些美好的言詞，它都是廣告主的幕後支持，廣告主的對他有肯定才會被接

受，所以責任完全是廣告主要負擔，演員或非演員的代言都不負責任。廣告業主

要負責任，文化部應該要去保護；同理對藝術家也應是如此，文化主管機關要有

保障，藝術團體法，藝術家法都要盡快再拿回來重新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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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調查問卷填答者職業分析 

 

編號 職稱(原始資料)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1 學生  

 

 

 

學 

生 

 

 

11 

 

 

11％ 

2 學生 

3 學生 

4 學生 

5 學生 

6 學生 

7 學生 

8 學生 

9 學生 

10 學生 

11 學生 

12 教師  

 

 

 

教 

職 

 

 

32 

 

 

32％ 

13 教師 

14 教師 

15 教師 

16 教師 

17 教師 

18 教師 

19 教師 

20 教師 

21 教師 

22 教師 

23 教授 

24 教授 

25 教授 

26 老師 

27 老師 

28 教師 

29 教師 

30 教師 

31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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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務主任 

33 教務主任 

34 教務主任 

35 大學教師  

 

  

36 專任教師 

37 講師 

38 教學組長 

39 國小美術教師 

40 音樂教師 

41 教職 

42 國小教師 

43 代理教師 

44 公務員 公 

職 

 

4 

 

4％ 
45 公務員 

46 公務員 

47 公務員 

48 行政專員  

 

行 

政 

職 

 

 

 

11 

 

 

 

11％ 

49 藝術行政 

50 助理 

51 行政秘書 

52 院長 

53 專任助理 

54 執行長 

55 執行長 

56 總經理特助 

57 辦事員 

58 行政助理 

59 所長 

60 家管  

 

 

其 

 

他 

 

 

 

41 

 

 

 

41％ 

61 家管 

62 家管 

63 家管 

64 工程師 

65 工程師 

66 自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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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自由業 

68 家管 

69 QA 

70 Q 媽咪 

71 全職媽媽 

72 待業中 

73 待業 

74 Designer 

75 藥師 

76 社工 

77 護理師 

78 翻譯人員 

79 勞務承攬人員 

80 檢驗員 

81 退休 

82 已退休，家管 

83 志工 

84 運輸交通 

85 無 

86 農 

87 執秘 

88 家管（退休銀行員） 

89 督導 

90 副總（退休） 

91 勞工 

92 會計 

93 煮婦 

94 助理工程師 

95 全能主婦 

96 社工督導 

97 自由插畫者 

98 工 

99 司機 

1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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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臺灣公立美術館館長應具專業職能」調查問卷填答者專長分析 

 
編號 專長(原始資料) 屬相關 

專業 

屬非專業 

1 美術 ●  

2 美術 ●  

3 美術 ●  

4 美術教育 ●  

5 美術教育 ●  

6 美術教育 ●  

7 美術教育 ●  

8 管理  ● 

9 無  ● 

10 無  ● 

11 無   

12 藝術 ●  

13 藝術 ●  

14 藝術 ●  

15 藝術 ●  

16 藝術教育 ●  

17 藝術教育 ●  

18 藝術教育 ●  

19 藝術教育 ●  

20 管理  ● 

21 管理  ● 

22 平面設計 ●  

23 平面設計 ●  

24 音樂教育 ●  

25 音樂教育 ●  

26 環境美學 ●  

27 環境美學 ●  

28 視覺藝術 ●  

29 視覺藝術 ●  

30 陶藝創作與經營展館 ●  

 



173 
 

31 陶藝創作與經營展館 ●  

32 Computer testing  ● 

33 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與 ●  

34 文書處理  ● 

35 美術教育與行政 ●  

36 戲劇 ●  

37 教學與輔導  ● 

38 保險、公關  ● 

39 文化資產維護 ●  

40 財務  ● 

41 教育行政，教育研究，數位教學設

計，活動企劃 

 ● 

42 打版  ● 

43 設計教育，展示設計 ●  

44 文學  ● 

45 打球  ● 

46 創作, 臺灣美術史研究 ●  

47 英語科  ● 

48 視覺傳達設計 ●  

49 理論作曲  ● 

50 投資理財  ● 

51 彈鋼琴 ●  

52 空間陳列 ●  

53 藝術教育，研究，創作 ●  

54 數學  ● 

55 藥師  ● 

56 設計/設計教育、視傳設計、設計

策略規劃與管理 

●  

57 藝術生活圈文化研究與學校社區

化 

●  

58 護理  ● 

59 藝文領域 ●  

60 藝術創作 ●  

61 行政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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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藝 ●  

63 煮飯  ● 

64 教學，美術創作 ●  

65 家管  ● 

66 木工  ● 

67 招待  ● 

68 司機  ● 

69 農業  ● 

70 社工  ● 

71 銀行知識  ● 

72 助人工作  ● 

73 創作組 ●  

74 服務社會  ● 

75 繪畫 ●  

76 造船  ● 

77 社會工作  ● 

78 教學美術 ●  

79 堆高機駕駛  ● 

80 家庭管理  ● 

81 生活科技  ● 

82 職業安全  ● 

83 家務料理  ● 

84 視覺藝術&藝術教育 ●  

85 種菜  ● 

86 彈琴 ●  

87 電機電子  ● 

88 插畫、電腦繪圖、角色設計 ●  

89 教育  ● 

90 美術/膠彩 ●  

91 特殊教育  ● 

92 行政、藝術創作 ●  

93 英文  ● 

94 表演藝術 ●  

95 冷凍空調  ● 

96 音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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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開車  ● 

98 研究  ● 

99 行銷  ● 

100 美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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