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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誌 

「恩典」像巨流一般湧向我，辨識與信任恩典到來，臣服生命的改變，堅定往目

標前去、宇宙安排好的事情，此時，做了就是。「恩典」讓我走到這裡，感謝上

天所帶給我的一切。 

    在碩士專班求學期間，感恩有機會跟隨當時身為台灣藝術行政暨管理學會秘書長

(現任理事長)，也是我的指導教授曾肅良博士與學長呂松穎博士(現任台南文化中心工作)

一同隨行做研究計畫。讓我機會開始嘗試與藝術行政相關工作，還有呂松穎學長大方分

享給我參考他當時所寫研究計畫，引領我進入研究領域的書寫。 

 

   爾後，休業結束後修養的這幾年中，非常感謝指導教授繼續讓我參與藝術行政相關

的工作，不管是參與研究計畫、舉辦畫展或研討會等，對我來說都有拓寬視野，實務上

頗有助益。更重要的是與我非常喜歡的”藝術”一起工作。也感謝接任台灣藝術行政暨管

理學會第二任秘書長，也是我的口試委員之一的潘襎教授對我給予百分百的信任與委

託，很榮幸有兩位教授的不吝提攜。謝謝我的醫師鄭紹沂，不停的關心我的身體狀況，

這些年來，為了我的身體著想，幾度強烈說服我放棄寫論文，停止繼續危害身心的行徑。

生命中的貴人真多，連只是當個病人，都被醫師強烈關注著，要我拼命玩耍、放鬆、不

要做任何事情，尤其寫論文，在心裡感覺上多了一位哥哥，當然還有美麗的護士團隊姐

妹們的關愛。 

 

    論文研究期間的資料蒐集，是求學時參與的某個研究計畫中的資料蒐集中的偶然看

到，發現研究計畫範圍之外的「博物館餐飲」。這個「美麗的遇見」深深的吸引著我，

引發我的興趣。於是在 2010 年年初開始陸續上網瀏覽世界各個國家博物館餐飲的現

狀，也因此無意讓我於 2011 年，在學期間因兼差重病，教授王壽來老師在得知後，在

老師的寬容之下，讓我延遲一星期交作業。靈光乍現讓我意識到本身就已擁有可用在報

告的資料，當時很快地將我所蒐集的現成資料書寫完成。現今寫此論文，回頭看當時的

報告真是令我汗顏，但不因此就放棄這題目，因為這是我發現的新大陸，此題目真的很

吸引我。 

 

    當然，會想寫此題目還有一個重大原因，就是已故家母，她本身就是美食主義者、

非常擅長料理，家中的料裡、點心常常是依照季節、體質、身體狀態與活動量等的需求

為我們製作，她用自己有限的中文程度自研中醫書籍，不僅平常偶爾藥補、也做食療。

不管是中暑、咳嗽等，我的母親大多能對症「下藥」，所用材料可能是平常隨手可得的

植物、蔬菜、有時只是黑糖水或太白粉加一些東西調和即可解緩或解決，常讓我覺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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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讓我對此題目更感興趣。 

 

   先前，曾經以為自己沒辦法、寫不出論文，但是閱讀相關專業書籍與期刊的期間，

沉浸書海中帶給我很大的樂趣，突然有個想法，若能一直埋身在書堆之中，就此一直看

書到生命終了，生命不知有多美妙呢! 

 

    沒想到就在 2014 年七月，上天讓我深切明白論文書寫的最佳時機點到了，莫名其

妙地生病住院，足足休息兩個多月。除了有點靈感、也讓我有體力與可以專注，開始為

延宕多年的論文書寫續航，論文可以完成並通過，真的只有「恩典」兩個字可以形容，

正如老子所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沒有甚麼事情是絕對的二元對立。 

 

    這段時間，偶然在我書寫中後期看到這段話：「當你感覺無路可走，你的內在力量

和更高的智慧會溫和地引領你通過遮蔽你雙眼的帷幕，激發你的信心、保持你的信任，

從困境中學習寶貴的經驗，你所需要的協助會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更是映證上

天讓我開始雙手無法停止的書寫的狀況，論文就此以「創意書寫」的形式就此開展，寫

論文期間呈現出「我不是在寫論文，就是在完全發呆放空中」這樣的狀態非常的對比，

反倒使我更有能量。 

 

    論文得以完成通過，首先要感恩指導教授曾肅良博士的寬容准許，讓沒有實務經驗

的我去做大膽嘗試，從自行從發想題目、內容到書寫完成。感謝在我的口試大綱考試擔

任口試委員潘襎教授與謝慧中教授在口試時所給予我的建議與鼓勵。 

   

    在畢業論文口試的口試，感謝各位口試委員寶貴的意見。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副校長

林進忠教授與佛光大學的潘襎教授與所給予的建議「內容聚焦」。指導老師曾肅良教授

所給予的意見，如論文不宜太多註解佔滿，顯太繁雜宜刪除，內文的標題宜精簡。 

 

    謝謝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有舉辦的開放性活動，讓我得以搭順風車可以到處遊

歷博物館、博物館建築、論文研討與演講，由機構所辦活動或是有公文而去參訪，比起

一般訪客或是想要更深入了解一些事情的人，在這樣的活動之下，可以看到得到更多的

訊息。感謝我的政大幼兒教育研究所所長倪鳴香教授與徐連恩教授教、國立台南大學許

惠欣教授們的支持與鼓勵，還有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所長林慧生教授，前年研討會

的相遇，雖然只有短短兩三分鐘討論，但對我論文很有肯定與鼓舞作用。謝謝上述教授

們對我的支持。還有政大與台南大學的同學們，南師 338 寢室的庭瑋、麗娜、慧美與伃

珍，感恩有你們常在我需要的時候給與我在心靈上注以強大的支持與建議。現任環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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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張美鈴老師，也是我以前的上司，謝謝您對我的賞賜，對我在求學時間要支持全額

學費與生活費的心意，我一直放在心裡，讓我覺得感動也很珍惜，一直放在心裡。這回

的求學，我是”完全自主”靠我以前工作報酬(這要感謝我母親)。還有謝謝靜宜大學的郭

進輝、張絮慧賢伉儷與傅錦秋，謝謝你們一直以來像家人般照顧著我。謝謝我的高中同

學洪雀媚與簡金蘭，在我青春年少時期陪我度過困頓的人生黑暗時期。謝謝林阿姨邀請

我參加國立故宮博物院陳澄波藏鋒酒會活動，對於論文更加給力。還有本珍、子琴、秀

雀，謝謝你們一直以來對我在心靈上給與的默默的信任與支持。 

 

    還要感謝很多長輩與朋友們，一聽到我的論文題目，紛紛給我心裡上大力支持與鼓

勵，讓我有信心往前走，也有很多人紛紛主動允諾，當他們去旅遊時要幫忙拍照回來提

供我的論文使用，對於這份心意，我由衷感激。特別要提到師大藝術史研究所黃炳勳學

弟，在愛爾蘭遊覽期間，冒著大風雪幫我前往愛爾蘭國家博物館拍了咖啡廳的照片，只

是可惜了你在大冷天特地前往博物館幫忙拍照的心意，礙於論文篇幅，就此割捨怕寫不

完，但請放心，我會好好收藏，謝謝炳勳，未來若有人需要，我會將你這份心延續下去。

謝謝黃娟娟小姐臉書上有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寶宴的圖片資料分享。 

 

    在此，更要感謝我生命中的各位上師與老師們、我的天使好友、四面八方的朋友們

的祝福，謝謝一路有您/你們相伴與鼓勵，讓我每天都處在至福之中，提醒我是被祝福

的、有能力的、要對自己有信心、我是特別的才會常發想很多奇異點子、我的生命原本

就是豐盛的、接受任何想來幫你的人吧！論文可以這麼快完成。也要感謝我的叔叔、嬸

嬸與姑姑們，在喪母後對我不時的關懷，讓我備感溫暖。 

 

    論文得以完成，全都歸功與獻給我人生中最大的貴人，即是我的三位家人，已故父

母楊敬仁與楊李淑如，更有從小給我很大疼愛與包容的哥哥楊嵩育。我的父親是位慈

父，他對我的任何選擇都是無條件的支持，施予愛的教育，父親對我諄諄教誨總是包含

著極大的寬容慈悲、母親的管教是恩威並施，對父親與小孩的照顧真是全方位，兩位都

胸懷慷慨寬容與慈悲。感謝哥哥對於小時候專搞破壞的我所有的包容，我想要是我有這

樣的弟弟或妹妹，可能很早就被我打扁。在家人對我寬厚的包容，我一直在搞不清楚狀

況之下長大，小時候自以為委屈，長大後發現，其實自己在某方面真是小霸王一個，因

此在教學時讓我更能辨識出搞不清楚狀況的孩子並協助他們。 

 

   可以完成這份論文真是充滿感恩，對於我生命中的所有，我都更將提醒自己要心存

善念，秉持：「遇到的人，善待；經歷的事，盡心。」 

研究生  楊昭媺於 若水書齋 

2015/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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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物館的發展從一開始做為純粹收藏、展示與欣賞到現在的對全民開放。經

費由政府全額補助到二十世紀晚期以來，博物館的數量增加所導致的經費不足以

及因應資本經濟的「文化觀光」的發展模式，博物館從非營利組織轉變成自籌部

分經費的公家組織，必須主動積極多元自籌部分經費。 

賣店即為博物館自籌經費的一項，賣店種類多元，其中以「博物館餐飲」研

究比較少人注意。在 e 化世代下，很多人藉由網路搜尋旅遊資訊，除了事先安排

好行程，可以的話也會事先預訂餐飲。台灣的博物館餐飲相關服務要與世界各國

博物館同步，除了架設餐飲網站、提供詳細菜單的介紹、訂位服務、立下自身博

物館特色、更要照顧並提升當地產業發展等，讓博物館餐飲成為博物館另一個延

伸出去的展示廳，以吸引更多的觀光客到館參觀並消費，在 21 世紀已然成為新

興站區與議題。 

本研究重點在於比較分析博物館餐飲的源流與最新趨勢，並將台灣與國際幾

個國家的博物館餐飲進行比較，希望本論文的研究可以提升台灣地區博物館餐飲

的發展，期待能進一步提升台灣地區博物館餐飲的素質成為新穎而具有創意的特

色。 

 

 

 

 

 

 

 

 

 

 

關鍵字：博物館、餐飲、賣店、文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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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useum was springing from what may be an innate human desire to collect, 

exhibit, and appreciate materials by individuals and groups before modern era. 

It’s gradually developed as a fully funded government institute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the late 20
th

 century,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in the number of 

museums make the government unable to fully support the museums. In the 

mean times, the trend of cultural tourism of capital economy also forces the 

museums to proactively fund from different resources. 

Stores inside museum serves as one of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We could find 

different kinds of stores inside a museum. However, the study of “restaurant” got 

few attention. It's the fact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plan their trips from the 

information of websites which includes the reservation of restaurants. To catch 

up the trend, the restaurants inside the museums of Taiwan should provide the 

websites to provide detail food menu and reservation services. It will impress 

people if it's well designed. The meal shall become the characteristic of museum. 

The restaurant will als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The museum 

restarant shall eventually be an extension of museum, and attract more tourists 

to visit and spend in the museum. It's now the new topic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research is focus on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of museum 

restaurants and the latest trend. It will also compare the domestic ones and the 

ones in other countries. We hope the thesis will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seum restaurants in Taiwan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and become an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new business. 

 

 

 

 

keyword：museum、catering、store、cultural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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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以博物館與美術館為主，美術館在博物館的分類歸為藝術博物館，因

此以下皆以博物館通稱。 

    博物館的發展，形式的發展從開始的神殿、王公貴族的珍奇寶物蒐集，直到

成為專家做為研究重心的庫房，開放的對象是從少數菁英可以欣賞奇珍異寶到後

來漸漸對所有公民開放的一個場所的歷程。功能也由早期設定主要目標以保存文

物為主、到以展示、研究、典藏、教育功能、近代進而發展延到伸必須重視觀眾

需求、吸引觀眾、服務社會、營造社區文化、甚至文化觀光的重要標的。博物館

專家認為博物館必須強調對人與物之間的溝通，並且利用博物館的資源，盡可能

全方位服務大眾的需求。 

    在西方國家，現代博物館的發展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相較之下，台灣博物

館的起步可說是遠落後西方世界約一百多年。我國於 1908 年的「台灣博物館」

始於日本殖民台灣時期，1相隔四十七年終在民國 1955 年成立「國立歷史博物館」

是中華民國第一個國立博物館。2隨後在台灣各地陸續成立博物館，如 1957 年成

立「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3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在台灣於 1965 年 11 月復

院；
4
「郵政博物館」由中華郵政於 1967 年 3 月 20 日正式對外開放；

5
「華岡博

物館」創立於西元 1971 年；61982 年成立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71983 年「台

北市立美術館」成立；8「國立台灣美術館」於 1988 年開館營運；91991 年成立「鴻

                                                      
1
 本館成立於 1908 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1908 年臺博館前身「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

物館」(以下簡稱總督府博物館)的成立。 
2
國立歷史博物館，簡稱史博館，是台灣除國立故宮博物院外另一個以展示中國歷史爲主的博物館，也是

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後成立的第一個國立博物館，博物館的部分文物來自原河南博物館（即今河南博物

院）。 
3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簡稱科教館，是一個以教育、展示、研究、實驗為目的科學博物館。 

4
館內以收藏中華文化歷代古物、圖書、文獻為主，主要承襲自宋、元、明、清四朝宮廷之皇家收藏，加

上後來徵集的文物，數量計 693,507 件冊（至 2011 年 12 月底）

http://www.npm.gov.tw/zh-tw/about/objects.htm 。20121025 搜尋。 
5
 郵政博物館由中華郵政於 1966 年 12 月 1 日創辦，並於 1967 年 3 月 20 日（即「中華郵政 70 週年紀念日」）

正式對外開放。 
6
華岡博物館，座落於中國文化大學陽明山校區內，創立於西元 1971 年(民國六十年)，是中華民國(台灣)第

一所綜合性的大學博物館。 
7
 是國家十二項建設文化建設項下台灣科學博物館計畫中的第一座。每年參觀人數居台灣博物館第二（次

於國立故宮博物院），達三百萬人次左右。 
8
台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是一座位於台灣台北市的美術館，成立於 1983 年 12 月 24 日，典藏及展

示的作品類型相當廣泛，但主要以台灣的當代藝術為主。 
9
 國美館舊稱「台灣省立美術館」，原隸屬臺灣省政府，1988 年開館營運，1999 年因精省而改隸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今中華民國文化部），成為台灣唯一國家級的美術館。

http://www.ntmofa.gov.tw/chinese/CP.aspx?s=18&n=100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AD%B7%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E5%8D%9A%E7%89%A9%E9%A6%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E5%8D%9A%E7%89%A9%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E5%8D%9A%E7%89%A9%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96%87%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1%E5%B9%B4
http://www.npm.gov.tw/zh-tw/about/objects.htm%20。20121025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6%87%E5%8C%96%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8%A1%93%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9C%81%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BE%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6%87%E5%8C%96%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www.ntmofa.gov.tw/chinese/CP.aspx?s=18&n=1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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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美術館」；1992 年的「楊英風美術館」；101994 年的「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與「高雄市立美術館」；1995 年的「樹火紀念紙博物館」及「李梅樹紀念館」、「袖

珍博物館」成立於 1997 年，同年還有「坪林茶業博物館」成立；111998 年「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全面對外開放；1999 年成立「琉園水晶博物館」、「朱銘美術

館」與「台灣交趾陶藝術文物館」；2000 年「鶯歌陶瓷博物館」與「國立海洋生

物博物館」正式開館；12「台北當代藝術館」的舊廳舍於 2001 年以公辦民營方式

成立，同年尚有「世界宗教博物館」；132003 年有「震旦藝術博物館」、「十三行博

物館」與「國立台灣文學館」；2004 年成立「黃金博物園區」；142005 年成立「菁

桐礦業生活館」與「葉王交趾陶文化館」；2011 年開館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以至 2012 年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等等。由此脈絡可知台灣博物館的興起、

如雨後春筍般的崛起，從二十世紀的八 O 年之後，發展距今三十年有餘，可謂

「而立之年」。 

    台灣的博物館現在正邁向「不惑之年」，處於發展與提升階段，正是需要更

不同專業領域人投入，研究與確立博物館的定位與未來發展方向。在博物館眾多

相關議題中，筆者選以博物館的「餐飲服務」為論文研究主題，主要是台灣在博

物館的發展不只落後西方一百多年，即使在二十世紀八 O 年代開始急起直追，

但對於博物館的觀念、經營與腳步仍是落後不前，不僅在傳統博物館學的展示、

教育、典藏與研究、志工服務、館內各項文創商品的設計、品管與著作權方面與

在博物館官方網站設計搜尋上的便利性等，是否與世界同步、有哪些是我們必須

要積極發展的空間。 

    全世界在十八世紀當時，英格蘭是屬經濟繁榮，此時期的社會階層開啟了時

尚流行的濫觴，也就是麥克崔可(McKendrick)等人(1982)認為的「消費社會的開

端」，產生於經濟。15擁有「正確的」物品可以賦予一個人社會地位，正確性是由

上層階級所設定。較低層的階級會努力模仿上層階級的消費型態，上層階級也會

改變，以便製造差異。16 

創造出在生活態度上對商品的可欲及需求（多消費是好事）讓資本主義可以

                                                      
10

 楊英風美術館（Yuyu Yang Museum）由雕塑家楊英風先生所設計，在 1992 年 9 月 26 日開幕。 
11

袖珍博物館，是亞洲第一家以袖珍藝術為主題收藏的博物館，收藏袖珍作品，大部份是縮小 12 倍的娃娃

屋，並使用真實材料。創辦人是林文仁先生。成立於 1997 年 3 月 28 日。該館號稱是全球收藏當代袖珍藝

術最大的主題館。 
12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於西元 2000 年 11 月 26 日正式開館，是台灣第一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專業博物

館。 
13

台北市政府舊廈（原建成小學校），現為台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及台北當代藝術館（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aipei；MOCA Taipei）所在地，建於 1921 年。 
14

位處台灣東北角新北市瑞芳區的金瓜石一帶，原址是昔日亞洲最大金礦產區。 
15

此時消費與伊莉莎白時代發生的原因不同，後者主要孕育於政治，此時期則產生於經濟。 
16

彼得‧柯睿耿(Peter Corrigan)著，王宏仁譯(2010)，消費社會學，台北市：群學出版，頁 9-10。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5%93%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87%E6%9C%AC%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2%96%E7%8F%8D%E8%97%9D%E8%A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8%83%E5%A8%83%E5%B1%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8%83%E5%A8%83%E5%B1%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7%93%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5%B8%82%E7%AB%8B%E5%BB%BA%E6%88%90%E5%9C%8B%E6%B0%91%E4%B8%AD%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2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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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資及提高消費。17消費主義為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引擎，使現代人有購買與

獲得商品的社會及經濟上的信念及集體情緒。
18
由其是博物館賣店「紀念品店與

餐飲」 

    政府在 2002 年提出的「挑戰 2008 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將文化列為國家的

發展主軸之一，目標是「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以創意產業優先發展。 

    筆者研究所在學期間，選修博物館、博物館與文創產業課程，更於 2010 年

開始與當時為台灣藝術行政暨管理學會秘書長曾肅良博士(現任理事長)與當時

是博士班的呂松影學長一同參與台中縣文化局所委託的「國家美術博物院設置先

期規劃研究案」研究計畫。在進行研究期間，在協助蒐集與撰寫研究計畫內容。

當時搜尋了世界各國的博物館網頁與其相關叢書資料，發現國外先進國家在餐飲

服務這領域發展比台灣迅速而先進。不論是在餐飲的菜色與價位、網頁、餐具、

環境等各項設計與服務，網頁搜尋明顯較台灣更具便利性、餐飲相關服務也是琳

瑯滿目。雖然此項不在當時的研究計畫內，但仍深深吸引我並開始蒐集資料，引

發自己更想要對博物館餐飲做進一步的探討的興趣。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發現，學位論文或期刊論文對於探討博物館教育、展示、

典藏等研究眾多，但是對於博物館賣店的文章，研究相對較少，探討的主題以紀

念品店、禮品部或書店為主。鮮有人針對博物館的餐飲服務作探討，進一步激發

了筆者以研究臺灣與其他國家的博物館餐飲服務的強烈興趣，隨著電腦資訊、網

路與服務業的興起，加上二十一世紀特別重視文化休閒觀光。博物館也開始不得

不重新審視博物館餐廳與咖啡廳的服務、定位與品質。 

    以博物館的服務與設施來說，開始是沒有販賣服務。博物館賣店一開始來自

販賣與博物館不相干的小物，發展到簡單的飲料或輕食，後來雖設有專用餐廳或

咖啡廳也都常被博物館放置在館內不起眼的角落。隨著時代發展，「餐飲服務」

趨勢漸漸興起，環境開始結合博物館本身的藝術文化氣氛、充滿文化創意的用餐

空間。參與的觀眾在享受藝術文化之餘提供休憩的場所，增加觀眾來館參觀的樂

趣，成為參展後討論展覽內容的一個空間，有延伸展覽意義的意涵。 

    現代博物館都普遍應用網頁做傳訊服務，博物館的網頁服務事項，以公布最

新訊息或查詢展覽、藏品、教育資料最常見。並且可用留言板的方式，與使用者

互動，但館方要安排人員(志工)適時服務解答問題，人力的支援須事先計畫，否

則一個陳舊的網頁會產生負面效果。以國外的博物館的官方網站而言，大部分會

將餐飲放在首頁或首頁有選項可點選進入，讓民眾方便搜尋。上面列有菜單、價

                                                      
17 Phillip Anthony O'Hara.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 A-K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9: 

437– [31 December 2012]. ISBN 978-0-415-18717-6. 
18 R. b. Vineyard. Encyclopedia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Understanding Verbalizations in This New Age 

of Empire, Mythology And Consumerism. iUniverse. 1 March 2006: 33– [31 December 2012]. ISBN 

978-0-595-38697-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2%E9%96%8B%E7%99%BC%E5%9C%8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5%93%81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d6PI6GE6JTgC&pg=PA43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6%A0%87%E5%87%86%E4%B9%A6%E5%8F%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Special:%E7%BD%91%E7%BB%9C%E4%B9%A6%E6%BA%90/978-0-415-18717-6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fi-SeqbAVAcC&pg=PA33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fi-SeqbAVAcC&pg=PA3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6%A0%87%E5%87%86%E4%B9%A6%E5%8F%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Special:%E7%BD%91%E7%BB%9C%E4%B9%A6%E6%BA%90/978-0-595-38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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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表、食材來源等。有的博物館餐廳更是照顧弱勢族群，例如：開發適合幼童的

菜單，除了個人餐點、弱勢族群餐點，更有針對團體需求而做的菜單，這些都可

以輕而易舉的在官方網站上搜尋得到，更可利用網路上提供的電話事先預約。大

型博物館更有將餐廳分為一般價位與較高價位，平價餐點提供給需要帶著走的、

想要快速的的民眾。較高價位的餐點則提供給時間較多的民眾或是願意在此高價

消費的民眾。這些服務都是因應社會需求與服務至上的趨勢而產生。反觀目前台

灣博物館，比較沒有看到這方面的服務提供，這也是為何要研究此論文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博物館餐飲服務可以提升觀眾對於館方的整體印象，也可為博物館帶來營

收，以國外的博物館來說，古根漢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泰德美術館(Tate 

Modern Museum)、大都會美術館（Metropopolitan Museum of Art）等，都以現代

化管理，企化體的經營方式，其營運的成績所引發世界其他國家發展博物館的企

業化經營的觀念與發展，有助於 21 世紀博物館營運的方式，同時引發博物館學

者的注意與重視。    

現今博物館的網站設計中，很多博物館都已將「餐飲」選項已經納入官網，

以利民眾搜尋，「餐廳與咖啡廳」間數、環境、營業時間、菜單特色(博物館特色、

當地本土特有食材、配合展覽、季節等)、價目表、團體用餐區、照顧弱勢族群，

例如：，開發適合幼童的菜單、針對團體需求開發的菜單與餐點，這些訊息都可

以輕而易舉的在官方網站上搜尋得到。官網上也提供餐廳與咖啡廳的電話或電

郵，讓觀眾方便可以事先預約。 

    大型博物館更有將餐飲分為咖啡廳與餐廳，餐飲部分又分非正式與正式、價

位上又分平價與中高價位，提供民眾多元選擇。有的博物館餐飲更提供「場地租

借」以增加收入，更是因應社會需求與服務至上的趨勢而產生。反觀目前台灣博

博物館，比較沒有看到這方面的服務提供。 

    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讓我們必須更加重視博物館餐飲，除了結合與藏品或

展覽，更必要放入具有特色的本土性的餐飲與設計的「新食力」，才能吸引更多

觀眾，否則就會淪為與一般街上小吃與「餐廳連鎖店」無異。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瞭解世界各國博物館餐飲服務發展現狀趨勢、博物館

官網的網頁設計與搜尋便利性、致力在餐飲服務的官網與菜色的文創設計、餐飲

內容是否具有當地、本土特色與使用當地食材、餐飲配合特展、藏品現況與餐飲

環境空間的設計。 

希望本論文的研究，可以引發台灣博物館界對於「餐飲服務」的重視，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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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個博物館「餐飲服務」發展趨勢同步。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文獻探討：蒐集博物館、餐飲、文化政策、文創、消費、行銷、社會學、美學、 

            設計等相關書籍、期刊論文、學術/位論文，並進行探討整理。 

2. 網路搜尋：(1)物館官網搜尋：世界各大博物館官網有關餐飲在網頁上的資料。 

(2)瀏覽至世界各地旅遊的「部落客」、「博物館臉書」，蒐集有關 

博物館餐飲在網頁上的資料。 

3.問卷訪問：寫問卷發電郵請教世界各大博物館有關餐飲的相關資料與事項。 

4.田野調查：至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台灣博物館(恐龍分館)、鶯 

            歌陶瓷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 

            館、宜蘭蘭陽博物館、台灣博物館恐龍館、橘之鄉、金瓜石黃金生 

            態博物館、李梅樹紀念館、台北當代館、大陸上海美術館、中國美 

            術館、澳門科學館等參訪；日本京現代美術館；韓國首爾中央美術 

            館、慶洲博物館、香港茶博物館等。 

第四節  研究範圍 

    研究博物館餐飲服務，從 2010 年開始到 2014 年，主要以博物館官方網頁為

主，輔佐其他部落客、建築旅遊拍照的網頁、博物館官方臉書為輔。因無法探訪

世界各大博物館，除了台灣以外的博物館可說幾乎都是以搜尋博物館官方網頁為

主。學者專書、期刊與學術論文也是我的重要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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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博物館服務理念的變遷與趨勢 

第一節 十九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初期博物的演變與服務 

  理念的改變 

    博物館的發展可追溯至西元前 290 年，19在埃及的亞歷山卓博物館，博物館

英文名字為「Museum」，意指獻給謬斯女神(Μο υ σ ε ῖο ν )的殿堂。 

    博物館真正起源是於十七世紀以後，歐洲的皇室將小型的陳列室或是奇珍收

藏室視為風尚，20法國的聖文生修道院(Abbey of Saint Vincent)勃瓦梭院長博物館

(Abbot Boisot Museum)，在勃瓦梭院長於 1694 年離世之後，將個人收藏捐給了

修道院，附帶條件是院方必須承諾讓一般民眾進入裡面參觀。21 

    十八世紀開始，西方國家受到啟蒙時代的影響，紛紛創設各類學門的學會，

帶給博物館重大影響是發展出「展示要依據學門來做分類擺放」，在博物館史上

具有重大意義，這是朝向專業的第一步。22歐洲當時出現開放給公眾參觀的博物

館，大英博物館每日開放限制三十個名額參訪，同時間限制15人得以入內參觀，

參觀者必須待在一起，不能自由走動，參觀時間以兩個小時為限。 

    在同時期的法國皇室，在 1750 年開放盧森堡宮畫廊(Gallery of the Palais du 

Luxembourg)給上流社會人士參觀；羅浮宮也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加入對外開放參

觀的行列。23  

一、十九世紀博物館的演變  － 

    延續十八世紀，在此博物館仍未全然開放，參觀者仍是得事先申請與限制人

數。24十九世紀末進入博物館熱(museum boon)第一波。博物館的種類與博物館的

數量同步上升，藝術博物館由為明顯。在這一波的博物館熱之中，博物館已經漸

                                                      
19

博物館又稱博物院，是專門安置一套文物典藏的建築物或機構，博物館蒐藏並維護具有科學、藝術或歷史

重要性的物件，並透過展示，讓公眾得以觀看、欣賞並學習這些物件。一般人歸納出博物館所富有之功能

為：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四大項。此篇論文所指涉之博物館泛指藝術、科學、考古、歷史、軍事、行

動、自然史、無圍牆……等博物館。 
20

 晚清稱之為「寶物館」、「集寶樓」、「積寶院」，後來才漸漸改譯為博物館。摘錄自：陳平原(2004)

大英博物館日記，台北市：二魚文化，頁 24。 
21
桂雅文(2001)，愛上博物館，台北市：幼獅出版。頁 22-23。 

22
耿鳳英(2008)，懷舊與創新：21 世紀歷史展示新定位，博物館學季刊 22（3），頁 41。 

23
關於法國大革命促使歐洲博物館產生轉變之歷程，摘錄自：徐純(2003)，文化載具：博物館的演進腳

步。臺南：著者。頁 55-56。 
24

 1800 年，要進入大英博物館的參訪民眾仍是必須要提出資格證明書且限制人數，經過獲准後等兩星期

左右才能拿到參觀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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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鞏固其社會地位，比以往更加穩定的提供發展的時機。 

二、二十世紀博物館的演變 

    二十世紀，博物館在 1960 年代開始出現社會適應不良症，發現博物館的真

正營運問題是出於支持博物館的社會與環境問題，即「博物館與群眾的關連」。25

開始出現服務社會、人群的議題。這現象讓從十八世紀開始服務菁英分子的博物

館開始思考並變革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 

    在 1970 年代興起是第二波的「博物館熱」，與觀光業飆飛幾乎處在同一時

間，也處在所謂「後工業時期」。全球由上而下開始博物館看成為是文化建設中

的重點之一，更被視為是振興地方產業的最佳途徑，以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的例

子最為令人驚豔。26博物館會成為新興觀光與娛樂產業跟觀光業發展有極大關連。 

    觀光業的興起起於航空運輸的便利性增加，讓民眾行動力提昇、加上財富的

累積，最重要的是休閒觀念的重視與休閒時間的增加，整體的人民生活改善，戰

後嬰兒潮所創造出來的大量人口，種種因素都加速國際觀光產業與文化休閒事業

兩者的發展。讓博物館的參觀變得越發重要，除民眾的動機，中央與地方的政策

「將民眾導向文化與觀光產業的消費」也有很大的牽動力。27 

    1971 年的國際博物館協會第九屆大會以「以服務過去與今日人類為目的的

博物館—博物館的教育與文化角色」為主題的會議。國際教科文組織立即在隔年

1972 年的 5/2-5/31，於聖地牙哥發起另一場反省大會。在會中發現「他們的博物

館用來取悅高級知識份子與地方菁英，滿足北美觀光客的好奇心以及自我滿足於

服務小眾需求之外，他們的博物館竟然沒有任何用途」。28 

    學者連例例舉出美國大都會美術館在當時，從開幕後，每天對外開放僅有幾

個小時。到館參觀者皆是有錢、有閒的上級階層的人，對於大多白天需要上課與

上班的民眾而言，博物館對他們而言是不具存在感與意義的。因此可說沒有正視

到民眾的需求，因此被撻伐譴責。此舉無疑對於博物館領導者想要提升進館人

潮、觀光與增加收入的觀念是背道而馳。 

    卡頓．達納(Cotton Dana，1856-1929)認為博物館是讓更多民眾受惠其資源，

這樣的想法不斷地在博物館發展中發酵醞釀。現實狀態中，號稱要回歸全民的博

                                                      
25

張婉真(2008)，面對博物館評價時代的來臨：原理與實踐，博物館學季刊，22(2)，頁8。 
26

畢爾包觀光局表示：「原本旅館的住房率約為 47%上下，但現在平均是 80%，在重要節日甚至高達

100%。最好的證明就是許多興建旅館計畫的進行，且床位數量將要呈現兩倍成長，因為許多國際大型飯

店業者都計畫進駐畢爾包。」。2004 年法國公共電視台節目介紹畢爾包古根漢專輯中所做的街頭訪問。摘

自於：連俐俐(2010)，大美術館時代，台北市：典藏藝術家庭。頁頁 76－129。 
27

同註解 26，頁 75。 
28

同註解 26，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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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仍屬於少數高級知識份子掌握的機構。此一觀念持續到二十世紀才幡然覺

醒，1972 年的會議讓學者與專業人士重新審視博物館定義與任務。 

    在1974年，「博物館」定義又更進一步的明確發展：「博物館做為一個永久的

非營利機制，應該為社會所用，並服膺於社會發展之需，向全民開放，並對人類

與其環境中的文物進行收藏、研究、保存、溝通，特別是以研究、教育與娛樂為

目的。」博物館不再只是教育與研究，更須兼具「娛樂性」，博物館將服務範圍

擴大到休閒娛樂，甚至到近代發展的餐飲服務。 

    相較於1951年的博物館的定義，對博物館的定義在1974年與1951年這兩者之

間，其最大的差異就是「非營利性」與「為大眾開放」。29博物館的定義會隨著社

會當時需求發展與普遍的期待修訂，上述定義現為廣泛地為全球新興博物館所採

納與認同。 

    1980年代的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思潮中，30也將營運主體對象由

物件轉換為人，以人為首要條件，此即宣告「博物館行銷時代」的來臨。對於博

物館行銷是建立在博物館與民眾之間的關係，因此有幾種說法 

表 2-1博物館行銷定義彙整表31 

 

   很多「管理學」與「組織理論」，此時開始運用在博物館，且越來越受重視。

因歐美有許多博物館正面臨經營危機，開始企圖學習企業組織來挽救博物館，加

入變革管理的理念元素，透過組織重組來讓博物館可以因應環境潮流的快速變

化。32 

    兩世紀的經濟不景氣，也波及到博物館界，世界許多國家在補助博物館的經

費上開始大幅縮減。以英國來說，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從1992年以來財力吃緊，導

致職位減少，當時必須裁員四分之一、3334 

                                                      
29

同註解 26，頁 66-69。 
30

新博物館學主張，博物館言就是一門包括文化理論、文學批評、戲劇研究、文化人類學、社會學、觀光

休閒等領域的跨際整合。也有另一派說法博物館行銷緣起於 1960 年，摘錄自：黃子芸(2010)，以博物館行

銷觀點探討在地性文化商品於網路於網路之推廣策略研究，文化創意產業永續與前瞻研討會，頁 239-251。 
31

 同註解 30，摘錄自：黃子芸(2010)，以博物館行銷觀點探討在地性文化商品於網路於網路之推廣策略研

究，文化創意產業永續與前瞻研討會，頁 242。 
32

葉貴玉(2008)，博物館組織變革探討，博物館學季刊22（1），頁6。 
33

樂夢融(2010，)大英博物館裡的中國裱畫師。http://huadong.artron.net/20100822/n119562.html 。20140930 搜

http://huadong.artron.net/20100822/n119562.html%20。20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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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期意識到文化事業所帶來的經濟價值，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荷蘭。在1990

年代將21座國家博物館全數轉型為基金會(Foundation)方式營運，增加博物館在

財務運用上有彈性。35義大利在1993年1月14日通過一條重要的「洪謝法案」

(Ronchey)，36讓企業經營人才與方式進入博物館管理，突破過去的非營利性的傳

統，博物館轉型經營延續生存，因此博物館必須企業化、產業化。國立歷史博物

館館長張譽騰也在他的著作裡《博物館大勢觀察》中提到：「在二十世紀後期，

博物館則面臨了文化的通俗化與消費化的衝擊，「市場價值」大量滲入原本屬於

非營利機構的博物館作業。」37
 

    除了政府給與博物館補助經費縮減，在二十世紀，博物館領導觀念越發轉為 

「多元文化」、「社會參與平等」以及「以人為本的關懷」為出發點來經營管理。
38在觀念上需更加尊重社會各界意見、視博物館為一個多元文化兼具娛樂的場

所，管理與經營更多元與開放。博物館須持續更加縝密審視「博物館與社會環境」

的關係，開始出現展示以外的設置，也就是「博物館賣店」。由一開始的一個小

攤販，被動附屬於某一個單位的販售櫃台，有觀眾詢問才會從「封鎖的寄賣箱」

拿出，對於博物館來說是沒有行銷功能的。美國成立的「賣店協會」，博物館賣

店的發展也隨著博物館發展，在經營管理上，比起以往在觀點思考上更加多元、

商業、以人為本與社會參與，隨後成立規章規範博物館賣店。39 

    支持博物館企業管理與商業化的表態，有以下幾個事件可證。前歷史博物館

館長黃光男在1997年的著作《博物館行銷策略》提出：「一個良好的博物館商品

經營，是一種具有極大力量的行銷傳達媒介。」401999年，英國博物館界的指導

單位「英國博物館與藝廊委員會」 (Museums & Galleries Commission)41率先出版

兩本書，分別為《創意產業，為博物館與藝廊創造新財源》 (Creative Industry , 

generating income of Museums and Galleries )與《總體資產：英國博物館以藝廊出

口技術與服務的契機》(Global Assets-Opportunities for UK museums and galleries 

to expoet their skills and services abroad)。兩本書的最大共通點都是提出以商業化

的操作模式與思考來看待與解決現代的博物館運作、最大意義在於英國國家是公

                                                                                                                                                        
尋。 
34

 大英博物館簡介。http://hubao.an.blog.163.com/blog/static/41886843200972992755787/ 。20140930 搜

尋。 
35

同註解 34，頁 31-48。 
36

同註解 26，頁 85。洪謝法案讓民間企業得以取得博物館、美術館、古蹟、史料館、圖書館等機構的經營

權。民間政策期待借助民間企業經營長才來協助改善或提昇博物館的運作效率。 
37

張譽騰（2003）博物館大勢觀察。台北市：五觀藝術管理。頁 106。 
38

陳佳利(2003)博物館、多元文化與社會參與平等：以英國的經驗為例，博物館學季刊，17(1)：頁

139-147。 
39

同註解38，頁37。 
40

黃光男(1997)，博物館行銷策略。台北市：藝術家。 
41

英國博物館與藝廊委員會(Museums & Galleries Commission，簡稱為 MGC)成立於 1931 年，是專門負責英國

政府所屬單位的各級博物館與美術館提供專業的建議。 

http://hubao.an.blog.163.com/blog/static/4188684320097299275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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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表態支持博物館產業化的決心的經典之作。在當時提出這樣的論點乃驚世之

舉，
42
可見英國對博物館商業化，在觀念與態度的公開化與坦蕩。與當時法國博

物館界的保守思想與觀念相較，英國的態度算是大膽、激進。在現代反觀，當時

那樣的決心、策略與行動不啻是大膽激進，現在看來更是遠見。 

    「美國博物館協會」（AAM）緊接著在2001年出版《博物館如何開發與管

理來自企業的資助》（Guidelines for Museums on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Business Support）。43 

讓大眾驚覺博物館不再只是博物館，始於法國龐畢度中心的成立。龐畢度中

心可說是多元經營的始祖，博物館裡面不只文物展示，更有電影院、書店、餐飲

服務，博物館內也可舉辦活動，比如像是婚禮、派對與服裝秀，讓活動與文化、

歷史建築結合，讓民眾在同一個活動空間可以同時參與多元文化藝術的活動，更

印證了博物館經營管理企業化與多元化理念的觀念。 

    布西亞(Baudrillard)同時也提出，一個空間要聚集人潮必須要有四個要件： 

 1.具有節慶祭典性格的正式場合； 

 2.如表演雜耍般有趣的獨特性的娛樂； 

 3.刺激人們好奇心的新奇性與前瞻性； 

 4.只能在當時當地體會臨場感與活生生的感受。44 

    這四個條件在龐畢度中心可說全都符合，現代博物館似乎要兼具這四種特

質，才能吸引人潮，為地方帶來產業的提升與各項發展。還有日本六本木美術館、

直島美術館等也是。行銷在於要能充分了解「顯著」觀眾的喜愛，更要辨識「潛

在」客群的特質與需求。除此，博物館更必須充分了解館方本身的特色，進行各

項研究調查，以期設計出滿足這兩個族群的需求與結合博物館特色之活動與產

品，吸引更多民眾進入館內參觀並至賣店消費。針對目標對象推出「產品」就是

一項重責大任，劉君棋在2010年的書評的文中也清楚提到餐飲服務也屬於這其中

一項。45 

三、二十一世紀初博物館的演變 

    1980年代以後，各個國家都浸淫在興建博物館的熱潮之中。全球博物館數量

以驚人的速度驟增，且投注的興建經費年年提升。4647在這波熱潮當中，我們可以

                                                      
42

同註解 26，頁 192-193。 
43

同註解 22，頁 69。 
44

張婉真( 2009 )，消費文化、博物館與社會大眾，博物館學季刊，23(2)，頁 10。 
45

劉君棋(2010)，Wallace, Margot A., 2010. Consumer Research for Museum Marketers: udience Insights Money 

Can’t Buy. UK: Altamira Press. 179p. ，博物館學季刊，24(4)，頁115。 
46

同註解 26，頁 71。法國社會學家凱薩琳．巴雷(Catherine Balle)對於博物館進行統計，當時的新生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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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是挹注比以往更多的心力與經費在興建現代化的博物館。48在楊翎於2004

所整理的2001年至英國大英博物館進行深入訪談，考察報告提到：「據統計，在

歐洲已正式對外開放的博物館有一萬三千五百間，北美洲有七千間，澳洲及亞洲

計二千八百間；除此之外，約有二千間分布在世界各地。博物館已成為全球化的

指標之一，不同類型博物館的分布版圖跨越都市與鄉村，由其範圍的普及、數量

的增加，到種類的千變萬化，顯示出博物館在現代文化全球化發展情境下的特殊

吸引力與重要性……。」49數量的驟增讓博物館在政府補助經費縮減下，競爭更加

激烈。 

    號稱世界三大博物館的大英博物館，媒體在2002年報導，將預計在未來兩年

內裁員150名。50512004-2005年也曾對外表示，將出現700萬美元的赤字，此為博物

館史上最嚴重的財政危機，大英博物館因此被迫停止研究中心的興建計畫，將少

數的展覽室縮短對外開放時間。英國的媒體《衛報》(The Guardian)在2008年的8

月，大約有一個月都在重複報導英國地方美術館，因為資金的嚴重匱乏，已瀕臨

災難邊緣。參觀人數逐年下滑，藏品的劣化等，在在影響美術館的管理與財政。 

    此現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博物館的資金長期以來都是依靠外來的金援。以經濟

結構來看，法國的凱薩琳．巴雷指出：「博物館長期以來似乎就是以賒帳的方式

在發展。所以，從過去到現在，即使是『有錢』的、『聲望崇高』的(博物館)，

還是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財政問題。」此現象全都是因為博物館被定義為「非

營利」組織，博物館的經營理念與項目中沒有「賺錢」這一項。此期也被全球通

膨波及，最甚者達到三到四倍之多。52 

    在這一波，博物館受到政府補助經費縮減影響最大首推「藝術博物館」，即

一般通稱的美術館。資本主義興起、後工業時代的來臨，加上經濟不景氣與全球

通貨膨脹的壓力，讓博物館的資金缺口越來越大，來館人數驟減使得收入減少，

博物館除了同業競爭越演越烈、社會上更出現休閒產業帶來的競爭等因素，於是

博物館形成一個空有資產至少上達好幾億卻連年赤字的機構。 

                                                                                                                                                        
的數量是：德國約有 1,000-4,000 家博物館開張，法國與英國約有 1,000-2,000 家左右，美國的成長量為

2,000-5,000 家。 
47

同註解 26，頁 73。另一位學者法國經濟學教授法蘭西斯．班哈姆(Francoise Benhamou)也提出了她得觀察

現象：法國巴黎羅浮宮的展示空間擴大了兩倍之多，日本在這短短的十五年之間大約增加了 300 間的博物

館，東京博物館在此也增加兩座新的建築物。 
48

同註解 26，頁 74。根據 2001 年《藝術心文》(Art news)，針對全球興建中的美術館做的統計報告，其中最

具野心的案例，預算起過五億美金者有：紐約現代美術館擴建案、金額是 6 億 5,000 萬美金；古根漢紐約新

館，金額為 6 億 7.800 萬美金……。 
49

同註解 38，頁 19。  
50

人員面臨著下崗危機 英國大英博物館發不出工資 。

http://news.sina.com.cn/cl/2002-01-17/447057.html 。20141001 搜尋。 
51

財政狀況吃緊 大英博物館裁員。http://news.sina.com.cn/w/2002-04-30/1018563517.html 。20141010 搜

尋。 
52

同註解 26，頁 78-81。 

http://news.sina.com.cn/cl/2002-01-17/447057.html%20。20141001
http://news.sina.com.cn/w/2002-04-30/1018563517.html%20。201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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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界開始出現募款活動，卻又衍生「排擠效應」，同時出現「管理方向

的改變」與「賺錢」的重要性與其競爭，博物館同時面臨「資源」與「市場」兩

項競爭。53博物館界在此期，開始為自己的未來生計另謀出路。是繼荷蘭之後，

一向大力支持文化藝術的其他國家如日本、義大利等國家，其國立、公立博物館

也相繼出現「民營化」、「公辦民營」、「法人化」的策略。54 

    博物館在因應館方經費籌措與社會快速變遷，除了企業化管理與經營的例

子，如：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財源之一即是賣店，有30%財源來自美術館的

賣店營收。法國羅浮宮，羅瑞特在2001年上任館長職位，立即決定將羅浮宮當企

業經營，一改保守的傳統經營模式，不斷開闢新財源，讓羅浮宮不因政府補助的

縮減一半而無法營運生存。英國泰德直接將餐飲列為企業項目營運。由目前蒐集

到的資料看到由泰德首開先例，自行研發泰德咖啡與設置咖啡烘培室、英國倫敦

國家藝廊也自擁麵包烘培室、台灣鶯歌陶瓷博物館發展自成一格的窯烤麵包。上

述所舉的例子都是與文創結合創造博物館文化與特有的商品，5556吸引更多民眾來

館參觀並消費用餐。 

    博物館在管理經營與政策的其他改變還有：與觀光結盟，帶動文化觀光產

業、架設博物館網路並有網路商店、57募款活動(私人或企業)、5859配合博物館拍攝

主題文化電影與電視拍攝、60企業贊助、61調高門票價錢、62演講活動、研習或課

                                                      
53

同註解 34，頁 34。 
54

 以英國為例，在1979年柴契爾夫人上臺之後，由於全球環境的快速變遷，加上經濟不景氣的壓力，以及

她必須實現對選民之承諾，於是開始推動一系列的政府改造運動，包括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privatization）

以及公共管理之改革方案（Borins, 1995: 5-11）。美國在1993年也推出「新政府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

或稱政府再造運動），試圖運用管理學理論打造一個有企業精神的政府；荷蘭、加拿大、日本及我國等也

都先後有政府變革維新之舉。摘錄自：葉貴玉(2008)，政府革新運動與博物館之轉變，博物館學季刊22（3），頁6。 
55范文欽（2009）故宮變菜場：陸客2小時花120 萬。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316/8/1g5ed.html。 20130928

搜尋。 
56 故宮最有名的合作案即為與 ALESSI ，法藍瓷、SANRIO FAR EAST 等品牌合作，開發故宮特有的文創商品。 
57國外有些博物館在網路上大展鴻圖。設有網路商店：紐約的大都會美術館、當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美國自

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和大英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等，均以此管道增進財源，還能藉此行銷博物館。許多博物館已經利用網路售票，利用它獲取更多社會資源（如

招募會員、贊助者、標本捐贈者以及募款等），從中開發出更多服務項目，或與社會（甚至擴及全球）建立互動關係。

由上可知，e世代的博物館已經突破許多限制，可以開發許多新的溝通管。摘錄自：同註解31，頁10。 
58大都會美術館會每星期固定時間與地點開放提供捐贈者舉辦宴會，凡只要捐贈到一定的額度即可參與，價格不斐，讓

上流社會趨之若鶩，很多時候會發現在半年前已經排滿檔期，每晚幾十萬的收入不無小補，因此大都會美術館的餐飲

服務已成為是必然，且是重要的經費來源之一。 
59(1) 同註解 26，，頁 82。(2) 美國妞約大都會博物館 2015 年時尚暨慈善晚宴。摘錄自：

http://www.beautimode.com/%e6%9d%b1%e6%96%b9%e9%a2%a8%e9%87%87%e5%b8%ad%e6%8d%b22015-%e7%b4%9
0%e7%b4%84%e5%a4%a7%e9%83%bd%e6%9c%83%e5%8d%9a%e7%89%a9%e9%a4%a8met-gala%e6%85%88%e5%96%

84%e6%99%9a%e5%ae%b4%ef%bc%81-%e6%99%82/ 。201401007 搜尋。 
60(1)2006 年改拍小說「達文西密碼」；(2) 2006 年與 2009 年改拍童書博物館驚魂夜（Night at the Museum）(1)(2)；(3)李

素真(2007)，由電影「博物館驚魂夜」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之創意與行銷，歷史文物，(164)，頁 20-23；(4) 美國國紐

約 MoMA 裡的 The Modern Restaurant 在欲望城市影集出現多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6%96%87%E8%A5%BF%E5%AF%86%E7%A2%BC  20140411 搜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4%A8%E9%A9%9A%E9%AD%82%E5%A4%9C 。20140821 搜

尋。 

http://openopenblog.blogspot.tw/2008/08/moma_3.html 。20121015 搜尋。 
61東京國立博物館受限於經費因素，尋求企業贊助，尤與媒體的合作，為博物館帶來更多的契機，在財力上有相當大的

助益，在行銷上也有相當多的幫助，平均每年超過6場，其中最多一年達到8個場次，而於2004年其參觀人數竟榮登世界

之冠。摘錄自：耿鳳英(2008)，行政法人化對博物館特展之影響：以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22(4))，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316/8/1g5ed.html。%202013092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316/8/1g5ed.html。%2020130928
http://www.beautimode.com/%e6%9d%b1%e6%96%b9%e9%a2%a8%e9%87%87%e5%b8%ad%e6%8d%b22015-%e7%b4%90%e7%b4%84%e5%a4%a7%e9%83%bd%e6%9c%83%e5%8d%9a%e7%89%a9%e9%a4%a8met-gala%e6%85%88%e5%96%84%e6%99%9a%e5%ae%b4%ef%bc%81-%e6%99%82/
http://www.beautimode.com/%e6%9d%b1%e6%96%b9%e9%a2%a8%e9%87%87%e5%b8%ad%e6%8d%b22015-%e7%b4%90%e7%b4%84%e5%a4%a7%e9%83%bd%e6%9c%83%e5%8d%9a%e7%89%a9%e9%a4%a8met-gala%e6%85%88%e5%96%84%e6%99%9a%e5%ae%b4%ef%bc%81-%e6%99%82/
http://www.beautimode.com/%e6%9d%b1%e6%96%b9%e9%a2%a8%e9%87%87%e5%b8%ad%e6%8d%b22015-%e7%b4%90%e7%b4%84%e5%a4%a7%e9%83%bd%e6%9c%83%e5%8d%9a%e7%89%a9%e9%a4%a8met-gala%e6%85%88%e5%96%84%e6%99%9a%e5%ae%b4%ef%bc%81-%e6%99%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6%96%87%E8%A5%BF%E5%AF%86%E7%A2%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4%A8%E9%A9%9A%E9%AD%82%E5%A4%9C
http://openopenblog.blogspot.tw/2008/08/moma_3.html%20。201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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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活動、工作坊、學習日、63假日說故事時間、表演藝術活動、6465幼兒或親子教

育活動、借展到國外以平衡博物館收支、設立博物館之友、
6667

在特定日延長館方

或賣店開放時間、68開放夜訪博物館與夜宿活動、69聯合其他博物館共同辦活動、
70更進駐更多的賣店(例如：紀念品店、書店、文具店、唱片行、餐廳、咖啡廳等)、

與高級服裝品牌結合，提供場地舉辦服裝秀、71商業party或聚會(提供一個充滿文

化與藝術氣息的聚會場所)、72進駐高級3C產品73。不管是那一項商業結合活動，

皆是「名牌V.S名牌」的結合。不僅為博物館行銷，活動更是成為提供博物館資

金重要的來源之一。博物館在二十一世紀已經不再被動接受政府補助，而是多方

積極爭取本身館方的經費來源以達到可永續經營。 

    羅浮宮館長表示羅浮宮在政府文化部縮減一半的補助的因應之道是不再靜

止不動地接受補助，必須要另闢財源。沒有足夠經費的羅浮宮將難以成就大事，

                                                                                                                                                        
頁46。 
62國立歷史博物館宣告在 2008 年元旦開始要調高門票票價。摘錄自：聯合報，2007-12-30/A7 版/文化。 
63同註解 38，頁 37。  
64 故宮會配合特展進行藝術型活動表演。 
65美國大都會每星期六晚上都繪邀請知名音樂家來舉辦一系列音樂會以吸引人潮，台灣故宮、英國 V & A。 
66同註解26，頁31。由博物館之友募集而來的資金，每年約挹注十萬至十五萬英鎊給大英博物館，主要用來支持博物館

蒐藏計畫，如搶救埃及棺木等重要的文物，同時資助各項常設和特展，包括大展苑計畫五十萬英鎊，總共挹注了一百萬

英鎊。 
67 法國羅浮宮在 2008 年舉辦一場「羅浮宮之友」私人展，當天提供給至少捐一萬美元給羅浮宮者進入，看完畫作之後

至展覽廳用餐，身旁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希臘與羅馬雕像，又提供慈善義賣、豪華旅遊讓賓客爭相競標，最末，在羅浮

宮前的玻璃金字塔下，請來八 O 年代的杜蘭朵樂團(Duran Duran)，開了一場小型演唱會。摘錄自：摘錄自：EMBA 世

界 經 理 文 摘 編 輯 部(2008)，歐洲聚焦/法國的羅浮宮－歡迎來到羅浮宮公司，世界經理文摘，頁 42-46。 
68法國羅浮宮為因應地下商業街的開放與收入，增加開館時間，意外湧入更多民眾到館參觀。 
69(1) 同註解 38，頁 27。(2) 同註解 60，頁 37。達文西密碼與博物館驚魂夜兩部電影讓法國羅浮宮與美國紐約市美國自

然歷史博物館湧入大量參觀民眾，更加地帶動參觀博物館的熱潮，電影結合博物館辦理夜宿博物館活動。 
70德國柏林大麻博物館跟其他私立館聯合辦活動，或是搭配柏林一年一度聯合各博物館的活動例如「長夜」（Lange Nacht）

等節日進行夜間開放，借力使力順勢吸引更多遊客。平常他們也跟學校導覽結合，以此進行戶外教學。地下室的吧檯可

有特別的營收，在辦活動時候，頁 44。 
71(1) SHIATZY CHEN 台灣夏姿服飾在法國大皇宮走秀 2015 年；(2) 台灣服裝設計師黃薇 Jamie Wei Huang 創作不以名人為

對象； (3) 2014 年 Dior 在法國巴黎羅丹美術館走秀；(4)2014 年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慈善舞會，開幕邀請明星走紅毯；(5) 2014年

在英國倫敦的 V&A 舉辦跨越 4 個世紀的婚紗展，邀請模特兒走秀； (6) 2013年山本寬齋重歸時尚界在英國 V&A 博物館開

展；(7) 2013 年香奈兒的春夏時裝在法國巴黎大皇宮裡走秀；(8) 2012 年的「LV 神秘客夜闖羅浮宮」在法國羅浮宮進行

拍攝廣告與走秀； 

http://news.xinhuanet.com/fashion/2014-03/06/c_126226523.shtml#p=0 。20141001 搜尋。

http://www.vogue.com.tw/fashion/fashionnews/content-16679.html 。20140929 搜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RnUyIzM-Q 。20140607 搜尋。

http://fashion.ifeng.com/a/20140506/40007756_3.shtml 。2014/7/16 搜尋。

http://eladies.sina.com.hk/news/100/2/1/541228/1.html  。20140716 搜尋。：

http://cn.blouinartinfo.com/news/story/981132/shan-ben-kuan-zhai-zhong-gui-shi-shang-jie-ying-guo-vabo-wu 
。 2014/7/16 搜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TQiuCbXAs 。20140716 搜尋。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E7%A5%9E%E7%A7%98%E5
%AE%A2-%E5%A4%9C%E9%97%96%E7%BE%85%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20140716 搜

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RfdBjxIYM 。20140716 搜尋。 
72

(1)英國泰德現代館咖啡廳接受企業委託，舉辦一些活動；(2) 英國牛津的愛希摩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接受企業性會議、餐飲招待與晚宴等活動；(3) 2011 年英國 V&A 博物館舉辦 party。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cafes 。20121011 搜尋。

http://www.ashmolean.org/services/venuehire/corporate/ 。20121102 搜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0zpe8d3yY 。20140716 搜尋。 
73

註解 66，頁 42-46。2008 年蘋果電腦進入法國的第一家零售店位址在羅浮宮的賣店，為佔地兩百多名

兩層樓店面。摘錄自：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90%E7%B4%84%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90%E7%B4%84%E5%B8%82
http://news.xinhuanet.com/fashion/2014-03/06/c_126226523.shtml#p=0
http://www.vogue.com.tw/fashion/fashionnews/content-16679.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RnUyIzM-Q
http://fashion.ifeng.com/a/20140506/40007756_3.shtml%20。2014/7/16
http://eladies.sina.com.hk/news/100/2/1/541228/1.html
http://cn.blouinartinfo.com/news/story/981132/shan-ben-kuan-zhai-zhong-gui-shi-shang-jie-ying-guo-vabo-wu%20。%202014/7/16
http://cn.blouinartinfo.com/news/story/981132/shan-ben-kuan-zhai-zhong-gui-shi-shang-jie-ying-guo-vabo-wu%20。%202014/7/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TQiuCbXAs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E7%A5%9E%E7%A7%98%E5%AE%A2-%E5%A4%9C%E9%97%96%E7%BE%85%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E7%A5%9E%E7%A7%98%E5%AE%A2-%E5%A4%9C%E9%97%96%E7%BE%85%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RfdBjxIYM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cafes
http://www.ashmolean.org/services/venuehire/corpora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0zpe8d3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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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現有的優勢，館長的行銷與管理營運方式讓「採購經費」開始寬裕且不斷成

長，讓館藏更加豐富。羅浮宮對於結合商業活動的行為也非全盤接受，主要還是

要以保護館內文物為主前提之下來運作。 

    博物館在20世紀已經轉型為「自我定位為學習中心」、「文化資源銀行」與

「企業化經營」，而非以往傳統的學習系統附屬機關。歐洲也在此期成為博物館

密度最高的地區。二十一世紀的此時，需要花比以往更多的心力來顧及公眾的反

應與加強文化觀光、休閒與交誼需求。博物館被重新定義為「多重實存活動者」。
74由以往的文物導向轉變為觀眾導向，以人文關懷為本。75博物館不再只是文化載

具，他除了是個提供知性場域，更必須兼具娛樂、休閒、文化觀光等多項功能。 

    博物館親近民眾與行銷的例子，在台灣有最近的2014年12月4日晚上，台灣

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由台南成功大學蕭瓊瑞教授策展的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

巡迴大展「藏鋒」酒會，此酒會與正館一樓咖啡廳「閒居賦」一起合作。(圖2-1、

2-2、2-3、2-4)。76名為酒會，實為茶會。 

 

 
圖2-1：酒會佈置現場(筆者拍攝) 圖2-2：餐點的叉子有典藏咖啡的

LOGO(筆者拍攝) 

 

                                                      
74

同註解38，頁37。博物館自我定位為學習中心及文化資源銀行，而不是學習系統的附屬機關，更應再三

顧及公眾的反應、加強休閒與交誼需求空間，重新將博物館定義為「多重實存活動者」。 
75

同註解 38，頁 19-20。美國舉辦的博物物館年會 5,000 人參加，成為全球最大的專業文化活動。楊翎於 2004

年發表《全球化與大英博物館》裡：……博物館原本扮演「呈現多采多姿人類文化傳統」的意象，以及「聯

繫人類過去與現在的橋樑」的角色更加備受重視。且在當代政治、社會與經濟環境的整理下發展日益興

盛，博物館的分布、數量和類型也都更加多元與廣泛，全球因此興起一股新的博物館運動風潮。他也特別

指出，此波風潮的主要重心是由“人文關懷”出發，而非客觀科學知識追求的角度。 
76 「閒居賦」為外包餐廳，由典藏藝術中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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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酒會(筆者拍攝) 圖2-4：策展人台南成功大學蕭瓊瑞教

授致詞(筆者拍攝) 

    今年的其他例子，有12月在台灣上映的美國電影《博物館驚魂夜3》(圖2-5)、

稍早有日本在羅浮宮借拍一晚的《萬能鑑定士Q 蒙娜麗莎之瞳》電影(圖2-6)。
77其實，羅浮宮拍攝電影最早是在2006年，當時由羅浮宮主動尋找導演拍攝首部

羅浮宮典藏電影，台灣之光蔡明亮從眾多導演中脫穎而出，執導電影《臉》的拍

攝、78同年，《達文西密碼》電影，收費兩百五十萬美元提供實地拍攝、2008年的

「羅浮宮之友」私人展活動結合義賣、演唱會，讓館方進帳兩百七十萬美元、羅

浮宮更在世界各地辦展、阿布達比也用「羅浮宮」之名讓法國羅浮宮有六億三千

萬美元的收入，之後的借展還有不斐的藝術品借展費、羅浮宮同時也提供場地的

租借，除了餐飲、晚宴、更讓世界高級精品來此走秀或提供拍攝。 

    羅浮宮的所有商業性活動不單只為行銷與賺錢，最主要目的是要讓內部的營

運可以比以往順暢，提供給館內員工更好的報酬，也阻止原有的罷工潮。原本的

「募款部門」也由三名成員擴張為十九人，「羅浮宮之友」即為這十九人所發想

的點子。羅浮宮還會在每星期五晚上有免費讓青少年參與館內活動，除了免費的

優惠，也提供年輕人與羅浮宮約會、結交新朋友，79這也是一種行銷的好點子。

吸引新的、潛在的族群來認識羅浮宮，拉近羅浮宮與民眾的距離。 

                                                      
77

 http://www.worldscreen.com.tw/goods.php?goods_id=5842 。時報周刊(2014)淩瀨遙魅力 迷

倒高盧漢子，1914 期，10/24-10/30，頁 46-47。 
78

《臉》（法語：Visage）是蔡明亮的第十部劇情長片，同時也是第 62 屆坎城影展正式競賽片。蔡明亮自

候選的 200 多位導演中脫穎而出；蔡明亮以珍藏於羅浮宮內的達文西畫作《聖施洗約翰》以及畫作背後的

故事「莎樂美」為主題編寫劇本，此電影在 2009 年上映。摘錄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89_(%E9%9B%BB%E5%BD%B1) 。20131144 搜尋。 
79

李素真(2007)，由電影「博物館驚魂夜」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之創意與行銷，歷史文物，(164)，頁 23。 

http://www.worldscreen.com.tw/goods.php?goods_id=584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89_(%E9%9B%BB%E5%B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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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電影「博物館驚魂夜3」
80
   圖2-6：電影「萬能鑑定士Q 蒙娜麗莎之瞳」

81
 

    在博物館的建築、空間與各項設施的規畫上，以前常被忽視洗手間、消防設

施、樓梯扶手、各項安全措施(消防、防火、放震、防水等)、哺乳室、圖書館與

閱覽室、休憩空間、紀念品商店、書店、停車場、餐廳與咖啡廳等，現在全都要

被關照，比以往更添嶄新人文關懷的思維與改革，有全新的改革思維。82  

    在此期間，博物館管理的經營理念也出現「兼併」83與「加盟」，是以往所沒

有的情形，舉美國的MoMA，古根漢美術館為例，是較為人所孰知。84 

    博物館的發展，由希臘羅馬時期的神廟，轉變成為學院，到現代已經轉型為

企業型態的營運。博物館的形象與功能發展到現代，博物館的改變有以下四點： 

一、不在是文化、歷史、各項傳承的文化載具，必須以人為主，關照所有的民眾， 

    85它是兼具知性、娛樂、休閒、觀光。 

二、博物館不在是被動接受補助，而是主動多方廣闢財源，為自己增加收入以利  

    館方營運。86 

三、經營觀念與政策，博物館不再只聘請博物館的專業人員，而是招攬多方專才， 

    經營、行銷、研究員等等，以進行專業整合，還有「公營化」的趨勢。 

                                                      
80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63 。20141205 搜尋。 
81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424 。20141010 搜尋。 
82

同註解 26，頁 72。 
83

同註解 26，頁 116-118。MoMA 兼併 P.S.1。 
84

同註解 26，頁 119。古根漢美術館是第一個跨國經營的美術館。 
85

過去 20 年，博物館的運作重心逐漸轉移至大眾面向（Weil, 2002a）。從《卓越與機會均等》（Excellence and 

Equity）（AAM, 1992）一書的出現可以看出這個轉變。摘錄自：艾大衛著，高慧芬譯(2008)，二十一世紀博

物館的領導力：宗旨、利益關係人與價值，博物館學季刊，22(4)，頁 72。 
86

同註解31，頁5。在過去20年來，歐美博物館在財源短缺及觀眾人數下降的壓力下，有許多曾經陷入經營

危機。效法企業體以組織變革求生，在北美的博物館界蔚為風潮，甚至已經發展出專門協助在北美的博物

館界蔚為風潮，甚至已經發展出專門協助博物館組織變革的專家、顧問公司和約略成型的作業模式。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63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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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行銷，讓博物館能見度提升，辦理各項藝文活動、結合社會中各大時尚 

    與潮流以進行行銷。 

    在大英自然史博物館的展示廳當中有這麼一段話形容地球永不止息的變

化：「沒有永恆，只有變化」(There is nothing permanent but change)，博物館界

也正如此在運行著。博物館的發展，在現代社會裡，占有優勢的文化藝術價值，

是社會發展的指標，更具帶動社會上弱勢的身分團體的奮鬥目標。因此，參觀博

物館與參與博物館的各項活動，在現代是如火如荼的正在進行著。87 

 

 

 

 

 

 

 

 

 

 

 

 

 

 

 

 

                                                      
87

同註解 43，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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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本主義、文化商品與消費主義給予博物館的影響 

    「資本主義」又稱為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88主要是個人或企業擁

有資本財，且投資活動是由個人決策左右，而非由國家所控制。89不同的經濟學

家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是有所差異，90大體來說，指涉一種經濟學或經濟社會學的

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絕大部分的生產工具都歸私人所有，並藉著僱傭或勞動的

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利潤。在這種制度裡，商品和服務藉由貨幣在自由市場裡流

通。投資的決定由私人進行，生產和銷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業控制並互相競爭，

依照各自的利益採取行動。 

    上一節提到博物館在第三期進入企業經營、管理與行銷。這樣的政策會涉及

到博物館與商業結合。博物館一旦有了商業化，就會連帶的出現博物館周邊的商

品、消費與交易。91 

    自十八世紀開始出現「消費社會」一詞，學者一致公認是從英國開始，學者

彼得‧柯睿耿(Peter Corrigan)於 2010 年的《消費社會學》書中提及並認同英國在

十八世紀的經濟繁榮，為更多的社會階層開啟了時尚流行的世界，麥肯崔克

(McKendrick)等人(1982)也認同此期為「消費社會的開端」。92 

    消費社會的重要指標即「商業化」與「消費行為」。93當時英國整個社會充滿

商業化，消費讓英國人的收入大大的提升，填飽民眾的溫飽。大家有更多的閒錢

來消費生活中的「非必需品」，因而衍發後來的消費革命。「消費」在此期的社會

已不再具有負面形象。 

「消費」也跟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有關，94意義由原先的負面意義逐漸

                                                      
88

 capitalism." Encyclopæ dia Britannica. 2006. Encyclopæ dia Britannica Premium Service.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93927/capitalism 
89

 藝術與建築索引典—資本主義 於 2012 年 1 月 3 日查閱。 
90

 http://en.wikiquote.org/wiki/Definitions_of_capitalism 
91

用文化研究觀點來看「消費」一詞，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以前，「消費」一詞並非像今日”具有指涉過

度購買行為的意義”。根據英國的文化研究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對於消費研究，認為消費

(Consume)一詞的濫觴可追溯到 14 世紀，其意思可說等同於「揮霍、用盡」；在 16 世紀出現「消費者」

(consumer)，與消費一詞一樣承襲了相似的負面意思，一直到了 19 世紀中期，「消費者」才轉變成中性詞，

用來指涉相對於「生產者」(producer)的抽象實體；在 20 世紀，這種抽象的用法進入日常的生活領域，成為

一種日常用語，且具有支配性的意涵。在「消費者」(consumer)一詞出現以前，「顧客」(customer)在字面上，

指涉相對於供給一方的需求者，而供需雙方的互動是建立在實際的需求上的：「顧客」(customer)的需求是

出於自我選擇的，而供應商則是滿足需求。但這現象在「消費主義」興起後，「消費者」取代「顧客」用

法，成為一種去個體化的抽象形體，其本質是大眾，而大眾的需求是由滿足他們需求的一方所創造的。而

在後現代主義中，消費主義也被視為是一種獲得愉悅的活動形式。因此，我們可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於 1985 年所著《Keyword》一書中，提出關於消費者及消費概念，說明早在英國社會裡是意味著「毀

壞（destroy）」、「耗盡（use up）」、「浪費(waste)」、以及「消耗(exhaust)」的意思。 
92

同註解 16，頁 9-10。 
93

商業化指的是以提供商品為手段，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的行為。http://baike.baidu.com/view/631521.htm 。

20140930 搜尋。 
94

歷史上，第一個使用「資本主義」形容生產制度是德國的經濟學家維納‧宋巴特（Werner Sombart）在 1902

年的著作《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裡。宋巴特與馬克斯‧韋伯也在 1904 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5%9C%BA%E7%BB%8F%E6%B5%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7%A4%BE%E4%BC%9A%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4%BA%A7%E8%B5%84%E6%96%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1%E6%9C%89%E5%88%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3%B1%E5%82%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B3%E5%8A%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6%B6%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5%93%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8D%E5%8A%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A8%E5%B9%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5%B8%82%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A%95%E8%B5%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4%BA%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6%B5%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95%86%E4%B8%9A
http://db1x.sinica.edu.tw/caat/caat_rptcaatc.php?_op=?SUBJECT_ID:300055518
http://baike.baidu.com/view/631521.htm%20。20140930
http://baike.baidu.com/view/631521.htm%20。2014093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6%AD%E7%B4%8D%C2%B7%E5%AE%8B%E5%B7%B4%E7%89%B9&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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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以「使用（use）」的觀點，正與文化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觀

點不謀而合，「消費」在社會上是漸漸被視為是一個中性詞。 

    在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藉由「需求－消費－滿足」的過程進行日常生活無所

不在的全面控制。95消費主義在此全然成為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引擎，使現代人發

展出共有的集體意識與情緒，即購買與獲得商品的社會及經濟上的信念與意義。
96 

范伯倫(Veblen) 研究 19 世紀末美國暴發戶的階級文化現象，在他的著作

《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一書中說明並解釋人們在社會地位、社會名望以及

社會敬重與財富之間的關係，於是提出「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主要在說明消費不僅僅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符號。是一種既可

以告訴別人與讓人瞭解到他是位在怎樣的階級地位上，同時也可以藉此與其他階

級地位的人作區隔之象徵。 

    消費讓人彷彿都可晉升成為有閒的中產階級，逛街此時成為是一種娛樂。華

特‧班傑明(Walter Benjiamin) 認為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百貨公司(Department 

Store)、商場(Arcade)就像是一個「夢想世界」，且成為中產階級的一項新的休閒

娛樂。提供了一個新的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裡，觀賞他人、商品也同時讓自己

展現在公眾之下讓人觀賞。社會學家鮑比(R. Bowlby)也認為百貨公司的出現可視

為是消費文化的起始，特別是它把觀看(Looking)、慾求(Desire)和購買(Buying)

三者緊密的接合在一起。 

在這種情況之下，由其是觀看本身，觀看的愉悅就可以成為是一項付費的商

品。此狀態由百貨公司逐漸地轉移到博物館「文化與藝術的殿堂」，追求欣賞藝

術品的品味與潮流，追隨藝文風氣普遍出現在現代社會。在此，博物館已經變得

跟百貨公司相仿，參觀博物館除了欣賞充滿文化、藝術與歷史的建築物與文物、

從熙來攘往的人群中，他們同時也被看成是有文化、有品味的菁英。在購買紀念

與至餐飲用餐時亦是如此，充分結合了觀看、欲求和購買，此層次更甚百貨公司。
97  

                                                                                                                                                        
義精神》使用這一詞。辭典裡對於資本主義的定義總是不斷改變。例如，1909 年出版的《世紀辭典》（Century 

Dictionary）對於資本主義的定義是：擁有資本或財產的國家；和對於資本的佔有。眾多資本集中在少數人

的手上；以及，對於大量或聯合的資本的權力或影響力。至於當代的定義，或許是因為受到了 19 世紀的哲

學和意識形態爭論的影響，則將其定義為一種「經濟制度」（如同宋巴特和韋伯使用的）。例如梅里厄姆-

韋伯斯特詞典里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是：「一個由私人或公司擁有資本財的經濟系統，經由私人的決定進行

投資而非經由國家的控制，以及價格、生產、銷售產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場所決定。」 
95

陳坤宏(1992)，西方消費文化理論之引介(二)，規劃學報，19 期，頁 63。 
96 R. b. Vineyard. Encyclopedia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Understanding Verbalizations in This New Age 

of Empire, Mythology And Consumerism. iUniverse. 1 March 2006: 33– [31 December 2012]. ISBN 

978-0-595-38697-0. 
97

李玉英(2001)婦女史、性別與消費文化研究，「橫看成嶺側成峯：婦女史與性別」學術座談會專輯，頁

109。此研究尤其以女性為主，因為女性開始可以出來自由活動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ymond_William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2%E9%96%8B%E7%99%BC%E5%9C%8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5%93%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9%9E%E5%8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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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fi-SeqbAVAcC&pg=P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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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對消費的研究有法國社會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一九六

０年代，以法國為主的歐洲美術館觀眾進行調查，實證「文化消費與階級關係」

理論。調查報告中認為：「參觀博物館是屬於菁英文化活動或消費行為，選擇去

欣賞大家認為所謂的「精緻藝術」，如同去聽音樂會、上劇院一般，以上層階級

／宰制階級居多。而且，不論職業類別、社經地位、教育程度或休閒時間的支配

而言，他們都是優勢者。」98波卡客(Bocock)在 1992 年的研究，認為：「消費意味

著使用著必須品來滿足需求與欲望。它不僅包括購買和增加物質商品，也包括了

服務以及多樣的社會經驗和消費。」99 

    消費在社會在此時形成了一種文化，即一個人假使擁有了「正確的」物品，
100便可賦予他正確的社會地位。因此，社會中較低層的階級競相努力模仿上層階

級的消費型態，上層階級也會求要有區變性，會緊跟隨時代潮流改變，以便製造

差異與區別性。101這是麥肯崔克(McCracken)在 1988 年所發現的：「下層消費模仿

上層社會的狂潮」。下層階級的模仿使的上層階級必須要跟下層社會進行區別而

改變，然後上層又不斷地被模仿、又開始進行區別……如此循環不已，一直在進

行著。麥肯崔肯(McCracken) 在 1988 年又提出：「社會中的一般人往往隨著流行

的來去而陷落社會地位的競爭。」102這些研究結果正可說明現代人除了對社會各

項流行事物的跟風潮流之心態與現象，也點出民眾為何特別喜歡投入文化藝術活

動的因素，每每有文化藝術活動，總是看到民眾競相買票排隊進場的熱潮。特別

是參觀博物館，由以「特展」為最，到博物館參觀，是像社會菁英分子學習的最

好方式之一。   

    法國學者布希亞(Baudrillard)主張消費會產生一種認同感，不僅扣在經濟階

級或社會身分團體上，消費者個體也在消費時主動建構身分認同，因此發展出「跨

越階級消費」。例如：購買服飾、食物、身體裝飾品、家具或者娛樂休閒之類的

項目，並非是要表達我們是誰的既定認知，反而是我們藉由自己所消費的物品，

來創造並認知我們是誰。103部分民眾會想要到博物館參觀與消費，某些心理潛在

意識部分存有這樣的心態。 

張禎松在 2006 年針對歐洲的消費現象做研究，在《布爾迪厄藝術社會學中

藝術場域之生成》的報告中指出：「全世界自 1940年以後，在歐洲法國的社會中

                                                      
98

 1.許功明編譯(1995)，美術館觀眾的社會學調查與分析，博物館學季刊 9(1)：頁 67-77。2.Patrice 

Bonnewitz，孫智綺譯(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北：麥田，頁 134。 
99

許哲銘（2001），消費文化理論簡介，社會教育通訊，頁 17。 
100

工具性消費買的是產品的功能，在意的是這些功能幫我解決生活需求，買的比較是必需品，比如說肚子

餓了到便利商店或自助餐吃飯，是一種工具性消費；但是若決定要到大飯店吃魚翅或燭光晚餐，就比較接

近是情緒性消費。 
101

同註解 16，頁 10。 
102

同註解 16，頁 9。 
103

同註解 98，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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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興起奢華的風氣，並大力促成商業藝術擴張。其理念主張為藝術應能夠為大

眾親近，並有美化日常生活與促進社會道德之目的。」
104

  

博物館本身從外到內皆受主流文化思想所建構，從藏品蒐集與收藏、建築、

裝潢、展示、參觀、感受與體驗館內的任何經驗等，皆是主流文化建構之下的各

個事物與氛圍。藉以參訪博物館，人們可在心理上將自己提升為上流階層或社會

菁英。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此是服膺於權力場域的現象。105他同時也

提出文化與文化消費存在著「階級差異」。文化、藝術場域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地

方，各階級由不同的文化消費彼此區分著，博物館是被視為文化藝術的休閒與消

費的頂尖指標之一。 

    學者張婉真在 2009 年所寫的《消費文化、博物館與社會大眾》書中，提出

博物館的競相出現與消費文化有密切的關係。研究博物館消費的學者為日本的中

川理，從符號消費理論的觀點提出「美術館氣氛」。克勞福德(Margaret Crawford,)

的看法也與上述不謀而合，也將博物館與購物中心相提並論。106  

    此一時期所發展出來的共同現象，人們為了學習或顯示自己是有藝術品味的

文化人，博物館就成為是最佳選擇去處，參訪博物館想表達自己是中階以上的文

化人。換句話說，到博物館參觀並消費會讓民眾在心裡狀態上認為我們是與菁英

者是同等階級。在博物館賣店的消費空間其實越來越超脫了經濟行為，轉變成是

精神上的寄託與休閒娛樂之目的。在體驗經濟之下，群眾真正想要的不再只是產

品本身，更要有一個令人覺得滿意的經驗與中心所渴望的感覺，且是介於人的內

在與外在世界之間的經濟活動。107 

    除了「工具性消費」、「炫耀性消費」、「跨越階級消費」之外，後來更衍生出

新的「代理性消費」（Vicarious Consumption），原本是說明社會看待一群不是生

產的僕人之休閒、服飾等，竟可以代表與彰顯主人的身分地位。108演變到現代，

父母選擇讓孩子到博物館參觀、上課、上工作坊、甚至消費等，表示本身家庭是

有錢有閒階級與菁英文化人。就因有此條件才能讓自己的小孩進入博物館學習參

與各項文化藝術活動的。這也是受到「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意識形

態影響所導致的行為。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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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禎松(2006)布爾迪厄藝術社會學中藝術場域之生成，視覺藝術論壇創刊號，頁 48。 
105

同註解 103，頁 52。 
106

同註解 43，頁 5-6。文中提出消費文化的興起與閒暇時間的增長、高學歷化與自我實現欲望的滿足

有關。這反映了意識形態的改變，博物館是重要的文化實踐場域，因此更加重要。 
107

李貽鴻、方彥博(2011)，顧客對於休閒性消費空間設計認同與消費體驗選擇之研究，運動休閒餐旅研

究，品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6(4)，頁 44。 
108

同註解 98，頁 18。 
109

文化霸權也稱為文化領導權、領導權，是義大利政治學、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奧·葛蘭西

所提出的哲學和社會學理論。它指的是，一個社會階層，可以通過操縱社會文化（信仰、解釋、

認知、價值觀等），支配或統治整個多元文化社會，統治階級的世界觀會被強製作為唯一的社會

規範，並被認為是有利於全社會的普遍有效的思想，但實際上只有統治階級受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9%A6%AC%E5%85%8B%E6%80%9D%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4%B8%9C%E5%B0%BC%E5%A5%A5%C2%B7%E8%91%9B%E5%85%B0%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4%B8%9C%E5%B0%BC%E5%A5%A5%C2%B7%E8%91%9B%E5%85%B0%E8%A5%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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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又衍生出另一種「情緒消費」。也就是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從廣告刺

激、購買行動到產品的使用多少都受到情緒的影響。
110

對於平常省吃儉用，卻花

十萬元滿當季名牌包、參加高級瘦身俱樂部、存錢追逐社會其他正在流行的項目

者，都屬於情緒性消費。主要是希望從產品中帶給他們正面情緒，包括自信、自

在、快樂、得意等。「情緒」漸已成為消費行為的主導，大部分想買的是時尚、

流行性的產品或「奢侈品」。111 

    就好比到台灣一定要來國立故宮博物院、到法國旅遊一定要造訪羅浮宮、至

英國旅行一定要走訪大英博物館。一旦進入博物館參觀，一定要想辦法到博物館

享用所費不貲的博物館餐飲，這樣的行為在在說明「情緒消費時代」的來臨所帶

給人們的影響，有別於以往的「工具性消費」。 

    以日本國立新美術館來說，112館內引進了米其林三星級餐廳，造成讓不少貴

婦們在開館前爭相排隊想要進入美術館的熱潮。進入國立新美術館的高級法國餐

廳用餐，除了可讓民眾在一個充滿文化藝術的博物館享用高級法國餐飲外，潛意

識裡也扮演一位藝術文化人的角色。雖然，當時設計師更深遠的目的是更是想讓

民眾在參觀展品後，提供一項高雅的休憩場所，提供觀眾在用餐之餘延伸分享參

觀後的各項發現。113事實上，目的與結果是有些許的背道而馳，卻也帶動美術館

的人潮與增加營收，在博物館界形成一股潮流與話題，專家對於這樣的現象的評

價是好壞參半，館內的特展與特展餐點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認。日本國

立新美術館光是貴婦們在開館前紛紛前往美術館前排隊，光是此情景就足以讓日

本國立新美術館大大曝光與成為一個文化觀光的亮點也不全然是件壞事，且成為

最佳行銷媒介，吸引大量群眾到博物館參觀展覽與用餐。 

    消費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發展至今，意義由負面的形象轉為中性；消費場域

從市民街景、商場、百貨公司甚至轉移到博物館，我們由此脈絡中發現，大眾對

於消費的要求與品質不斷的提升之外，也開始將博物館消費視為是一種身分地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9%9C%B8%E6%AC%8A 。20140930 搜尋。 
110

1.丹 麥 未 來 學 家 羅 夫 前 森 （ R o l f  J e n s e n ） ： 「 當 我 們 在 購 物 時 ， 事 在 商 品 內 尋 找 故

事 、 友 情 、 關 懷 、 生 活 方 式 與 品 行 ， 我 們 其 實 再 購 買 感 情 。 」 當 我 們 在 購 物 時 ， 事

在 商 品 內 尋 找 故 事 、 友 情 、 關 懷 、 生 活 方 式 與 品 行 ， 我 們 其 實 再 購 買 感 情 。  
2.情緒性消費，心中想要買的其實是「情緒」，這份對正面情緒的渴望與期待，逐漸成了每個人自我期許

的一部分，讓原本看似「奢侈」的物品經過重新包裝，成了新型態的「生活必需品」。而就情緒性消費的

類型而言，則包括：（1）療傷型購物：例如感情出了狀況，出去瘋狂血拼；（2）舒壓型購物：鎮日緊張

忙碌，買個好東西犒賞自己；（3）自我實現型購物：投資學習或買個能夠表現理想自我的產品。摘錄自：

林勤敏（2009），時尚消費心理分析—以新消費者的需求為例，明道通識論叢，頁 221。 
111

情緒性消費，越來越多人掏荷包時，心中想要買的其實是「情緒」，這份對正面情緒的渴望與期待，逐漸

成了每個人自我期許的一部分，讓原本看似「奢侈」的物品經過重新包裝，成了新型態的「生活必需品」。

而就情緒性消費的類型而言，則包括：（1）療傷型購物：例如感情出了狀況，出去瘋狂血拼；（2）舒壓型

購物：鎮日緊張忙碌，買個好東西犒賞自己；（3）自我實現型購物：投資學習或買個能夠表現理想自我的

產品。同註解 109，頁 221。 
112

日本國立新美術館（The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是由建築師黑川紀章所設計。 
113

店舗経営：株式会社ひらまつ www.hiramatsu.co.jp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9%9C%B8%E6%AC%8A
http://www.hiramatsu.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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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徵，更有著社交之必要性，到博物館參觀，在博物館用餐視為是一種榮耀象

徵，用此以文化藝術品味來區隔其他人，在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狀況更為

炙熱，此為物品所帶來的「符號價值」。 

    布希亞(Baudrillard)認為物品不在單純使在使用功能上，而是在於擁有他之

後所代表的背後意義與他人之差異性。布西亞也將此現象稱之為擬像

(Simulacre)，當物品的使用價值變成交換價值之後，就表示物品變貌為與他原本

形貌無關的事物。因此現代商品的消費具有強烈的「商品符號性」與「空間符號

性」兩種。換句話說，民眾重視自己所購買的商品，也重視購買商品的地點。使

得商品的消費變成了一種社會性符碼。這就說明為何大家到博物館競相到賣店消

費，即使外面也有差不多或一樣的商品，還是要選擇到博物館賣店來買；進入博

物館在館內用餐飲也是相同的道理，即使餐飲店是連鎖店，在博物館用餐飲，就

是比外面的任何一家連鎖店來的高級，更可即時拍照上傳網路分享社群、打卡，

顯示「我不是在博物館內參觀、我就是在博物館內用餐」。 

    范伯倫(Veblen)在《有閒階級論》中提出有閒階級消費的三個標準，即「新

奇的」、「高價的」與「不適用的」。正可說明近年來為何紛紛選擇到博物館進行

各式消費。因此到博物館賣店搶購博物館藏品複製品，外面買不到且單價不低、

且買回家當擺飾不管其實用性。 

    布爾迪厄除了認為會參觀博物館美術館是受到主流文化(菁英文化)的影

響，參觀博物館也想表示自己本身也是精英之一，
114

去博物館消費更是，觀點符

合學者鄧肯(Carol Duncan)在《文明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Civilizing Rituals: 

Inside the Public Art Museums)一書中寫道：「博物館是可以形塑認同感的利器」。
115 

    博物館賣店的成立除了是因應公私立博物館設立越來越多、政府經費補助縮

減、博物館自求生存之道即是往外舉辦各項募款活動、提高門票的收入、設立各

項賣店(禮品店、書店、餐廳與咖啡店等)、將賣店也加入博物館官方網頁，設立

網路商店。116美國大都會美術館更是設立「大都會基金」部門，隸屬於總裁底下，

                                                      
114

同註解 26，頁 7-14。 
115

曾信傑(2010)，政治對博物館的影響－以國家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 24(2)，頁 96。 
116

同註解 31，頁 10。國外有些博物館已經在網路上大展鴻圖。許多博物館都設有網路商店，如紐約的大都

會美術館、當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美國自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大

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和大英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等，均以此管道增進財源。以大

英自然史博物館 8 為例，該館利用網站而建置的 Nature online，不只可以取代傳統博物館提供百科全書式的

資訊，還能藉此行銷博物館。不只讓全球認識該館的蒐藏、研究、展示和教育活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

發展，了解該館幕前和幕後的實務工作，瀏覽其系統化的典藏數位資料，甚至可以在各地同步收看達爾文

中心(Darwin Center)每天兩場的科學講座。過去高成本的行銷業務，今日只要透過網路就可輕易達成。許

多博物館已經利用網路售票，利用它獲取更多社會資源（如招募會員、贊助者、標本捐贈者以及募款等），

從中開發出更多服務項目，或與社會（甚至擴及全球）建立互動關係。由上可知，e 世代的博物館已經突

破許多限制，可以開發許多新的溝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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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成立基金會因為大都會美術館所得到的經費有限，才成立「大都會基金」部門，

可見大都會美術館對資金籌措的重視與行動，
118119

另外，美國的國家藝術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of Arts )也是因為了每年必須提供特展展覽基金一百多萬美

元，而提供各項服務，由經營中體認到唯有「自己開發經費才能維續生存」。 

    目前，博物館的績效的認定重點在於爭取更多的參觀者，為爭取更多參觀

者，博物館似乎就必須更以人文為主、以更多便民的服務取勝，博物館的各項商

店(禮品店、書店、餐廳與咖啡廳)自然而然就成必然的服務與重要營收來源。不

管上述哪一種消費，來到博物館參觀或消費就沒錯，這是最接近社會主流社會與

菁英品位的一個最佳管道，至少在心理層面可以躋身成為上流社會與名家品味的

一員。 

    2009年，國際博物館經營委員會總裁David Fleming在接受《Museum Identity》

期刊專訪說過一段話：「博物館並沒有一定的指導原則，只要為了對社會造成有

益影響，它可以變成任何想要成為的東西。博物館可以成為學校、社區中心、甚

至遊樂場……其功能與任何藝術形式都可以被嘗試，……。」在這兩百年來，博

物館正不斷地在被挑戰與做不同的嘗試。120 

 

 

 

 

 

 

 

 

 

 

 

 

 

 

                                                      
117

 大都會美術館設立館長與總裁各一人，總裁負責大都會博物館一切行政幕僚事務，如資金的籌措、人

事管理，在其下又設立六個副總裁，分別掌管文書與諮詢、營建、財務、公共事務、出版與營運等工作，

分工詳細且明確專精。 
118

 大都會員工將近三千名，且薪資占全年總預算一億六千萬美元的三分之二，在資金的窘迫之下不得不

成立此部門。， 
119

 大都會的經費來源包含場租，餐廳與禮品店、門票、政府補助、會員年費……，尚有私人募款、慈善

捐助、大都會家族組織年費、旅遊計畫收入……等等。 
120

 摘錄自：十字路上的博物館，2011 年博物館研討會徵稿文章，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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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博物館商品服務的發展 

    十八世紀的英國公立博物館是與社教機構結合，提供民眾藝術相關知性之課

程。121是民眾參與知性活動的開端，同時也成為當時缺乏的娛樂場所場閾之一。

博物館從一開始設立對象就是菁英，目的是成為菁英們的知性與社交，從未有過

商業、買賣的觀念與行為。 

    博物館賣店設置時間點很難考究，從目前所蒐集的現有資料整理出，在 1950

年左右，博物館賣店的商業性才漸漸受到歐美人士的矚目，開始販賣的是一些通

俗物品，例如：彩色目錄、幻燈片、複印圖、文物複製品、以及一些與博物館無

關的文具禮品等。122設立的地點通常都是在不引人注目、燈光昏暗的地點，讓人

沒有想一窺究竟的意願，加上攤販式的擺設，最主要的重點是在質感上更是與博

物館整體建築與文化藝術等種種氛圍差距甚遠，商品在無人詢問之下是不會拿出

來。 

    1955 年，美國在率先成立「博物館賣店協會」（the Museum Store 

Association）。123124協會的成立讓博物館開始意識到經營管理觀點必須轉為多元、

商業、以人為本以及社會參與，同時強調要重新審視博物館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

係。此舉是向世人宣告一項非常重要博物館改革，即博物館經營與管理必須配合

社會的脈動。125在當時，這項創舉不啻為全球非營利性的博物館界投下一顆巨大

的震撼彈。 

英國的倫敦維多莉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美國紐約

大都會博物館及波士頓美術館等，皆屬門市博物館商店的先行者。當時提供的商

品是主要是展覽圖錄、名信片與紀念幣，當博物館商店未組成以前，是被動附屬

於博物館某一個單位的販售櫃台，若無觀眾詢問，商品是鎖放在寄賣箱內，並沒

有多大的行銷功能。 

    我們都知道 1970 年代，是全球觀光業最發達的年代，興起文化觀光潮流。

全球上下都將博物館看成為是文化建設與文化觀光的重點，更視博物館為城市地

標與讓地方產業再興的最佳選擇。126127「西班牙畢爾包效應」更讓博物館成為新

                                                      
121

陳佳利(2008)，社區互動與文化參與新取徑：探萊斯特郡開放博物館的理念與實務，博物館季刊 23(2)，

頁 23。 
122

在 1950 年左右，歐美博物館賣店的商業性受到矚目，販賣一些通俗物品，例如：彩色目錄、幻燈片、

複印圖、文物複製品、以及一些與博物館無關的文具禮品等。 
123

Bain, I.，左曼熹譯（1988）。博物館出版工作和賣店。博物館學季刊，2(4)，35-42。 
124

會址設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擁有近二千名會員，有發行博物館商店季刊，網站裡的書店也有介

紹跟販賣不少出版品，網址為： www.msaweb.org。 
125

同註解34，頁37。 
126

同註解 26，頁 129。畢爾包觀光局表示：「原本旅館的住房率約為 47%上下，但現在平均是 80%，在重

要節日甚至高達 100%。最好的證明就是許多興建旅館計畫的進行，且床位數量將要呈現兩倍成長，因為

http://www.msa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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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文化觀光產業與娛樂休閒必要景點。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除了以建築設計

吸引大量觀光者，讓原本沒落的小鎮生機，成為博物館作為觀光資源進行都市行

銷的經典範例。博物館常舉辦大型展示活動、提供人們閒暇生活的一個重要去

處，甚至成為都市地標的象徵。128除了受到觀光產業的發展，中央與地方也大力

推波助瀾。讓身為文化藝術首要機構的博物館，首當其衝成為文化觀光最重要與

最佳景點。 

  為了符合觀眾需求，設立賣店，設置商品服務就成必然。在 1981 年，博物

館賣店協會更是提出了博物館賣店的倫理規章，強調博物館的管理與商品，必須

要維持高階的水準與教育目標，顯示對博物館賣店的要求與重視。賣店內容要摒

棄以往與博物館無關的通俗小物、賣店的環境要與博物館的文化藝術相融合。 

  文化觀光費社會來臨，加上休閒生活的增加與知性生活的需求提升，博物館

也開始重視民眾學習的多樣化與個人化各項需求。博物館為此要爭取觀光客到館

參觀，服務內容除展示、學習型態，更需要設立多元服務以符合社會需求，賣店

即為重點之一，由其餐飲提供的產品與服務與所帶來的周邊效應，更可加強與民

眾的交流。 

    1997 年，英國率先以「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國家重大發展政策而全面推動，

宣示了「藝術文化」在全球「知識經濟」中的重要性。以文化創意引領知識經濟

的潮流中，博物館界開始思考自身的營運策略，例如英國的為多利亞與亞伯特博

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將「研究博物館在輔佐英國文化創意產業上所能

扮演的角色，並成立規畫團隊已發展該領域」做為因應趨勢而調整的營運策略之

一。129台灣的史博館的博物館商店在 1998 年加入國際博物館商店協會(MSA)為會

員。130 

    文創產業出現，讓這樣的符號消費的經濟行為在此時也開始加入博物館的各

個賣店所有的產品與其相關設計之中，在世界各國為了挽救勞動外移，經濟轉型

的過程，紛紛用可以代表自己文化的各項代表、特色與風格做為軟實力行銷策

略，企圖利用「文創」來為博物館創下龐大的美學商機，扭轉自己國家與城市的

                                                                                                                                                        
許多國際大型飯店業者都計畫進駐畢爾包。」。2004 年法國公共電視台節目介紹畢爾包古根漢專輯中所做

的街頭訪問。 
127

香港九龍西部的規劃案、韓國光州是美術館的構想、澳門將博物館與大型賭場結合的手法、新加坡復合

美術館的構想以及中國各大都市的博物館建設計畫等例子，說明了博物館的興建是當前都市開發不可或缺

的一環。鄰國的日本福岡亞洲美術館、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熊本市現代美術館等皆是著名的由博物館重新

帶動地方都市中心街區活力的例子。由上述博物館的發展觀之，當政府或博物館有意打造地標級或話題性

的博物館時，必然需要投注極為可觀的資金。成本的回收則以賴更多活動與展覽的規劃與舉辦，甚至設置

更多的餐廳與咖啡店以吸引更多的觀眾。同註解 43，頁 9。   
 
129

周功鑫(2012)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文創產業，研考雙月刊(1；34)，頁 77。 
130

黃光男(2007)，博物館企業，台北市：藝術家書版社，頁 87。博物館商店協會總部設在美國科羅

拉多州丹佛市，目前擁有 1600 多個會員和 800 個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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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讓文化與經濟的結合與發展是可共生共榮，歐美國家近年來許多博物館餐

廳例子即可證明博物館真是「一流事業 V.S.一門好生意」。 

  對一個最需要投注長時間與成本的機構、用門票收入維持基本營運的「文化

與藝術」博物館來說，在經費縮減現代根本就入不敷出。以往博物館是一流的事

業，卻從來不是一門好生意。而現在，我們去博物館，不再只是去參觀文化與藝

術，而是去參與並體驗兩種事物，即：「參觀」與「消費」並重的生活美學。131 

    博物館賣店，在以往世人的觀念中，可謂是項驚世駭人的創舉；於現代，儼

然提供博物館不可或缺的重要民眾參與與資金來源之一。由此可見，博物館已經

走出被動的接受政府補助，轉身化為主動來為館方積極爭取多方的經費來源。這

除了歸功在1980年代意識到文化事業的經濟價值。以美國為例：史密森機構以「策

略目標」（strategic goals）為發展目標；其業務執行成果之審查則以是否能服務

各類別及各族群之民眾、是否能滿足民眾各項之需求，以及是否能造福社會及國

家為重點。132自1980年代以來，史密森機構就已經將管理學理念（如目標管理、

績效管理。和行銷學等）導入博物館管理實務，當時就已經是西方博物館界的熱

門議題。 

    這是在美國聯邦政府改革之前，博物館界就已經吹起組織再造和博物館改頭

換面之更新風潮。「企業家精神」、「顧客至上」和「博物館行銷」的理念都是

美國地方政府或非政府博物館求新求變的重要理念和實踐方針；尤其是必須自籌

營運經費的博物館更需要學習企業家增進財源的手法。透過組織再造增設有企業

營運功能的部門（如博物館商店、開發或行銷部門等）是常見的策略，敦聘有募

款能力的館長也頗有助益。「哪一種人當館長對博物館較有幫助？學者專家還是

管理長才？」在20幾年前就是博物館界爭辯的議題。 

    英國政府也為此配合時代趨勢，發展出一些配套措施，例如在 1992 年成立

國家資產部（Department of National  Heritage）及國家樂透基金會（National 

Lottery）。義大利更在 1993 年通過的「洪謝法案」(Ronchey)，133更是讓企業經

營人才與方式進入博物館。英國接著在 1997 年成立功能較大之國家文化媒體體

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以下簡稱 DCMS）以取代國家資

產部。 

    在經歷多方努力，英國終於發動全面性的公部門改革計畫。他們的計畫內容

包括民營化、進行結構化改革使決策部門和營運代理二者分離、財務管理改革，

並開始設法提昇服務品質。在此理念之下，英國的「國家博物館」都全部轉型為

                                                      
131

劉惠媛(2009)，書寫博物館的美學深度—南方朔序，世界頂尖博物館的美學經濟，台北市：圓點出版，

頁 10-11。 
132

同註解 53，頁 14。 
133

同註解 26，頁 85。洪謝法案讓民間企業得以取得博物館、美術館、古蹟、史料館、圖書館等機構的經營

權。民間政策期待借助民間企業經營長才來協助改善或提昇博物館的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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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行國家文化政策之代理機構。134 

全世界以英國開始，政府在 1997 年對博物館的補助縮減 15%；
135

接著是新興

國家美國，美國賓州藝術委員會對外宣稱刪減 22%的預算。政府對博物館補助經

費縮減政策，不只出現在英國、美國，全世界都同樣發生這樣的狀況，博物館在

面臨財務的窘境，思考自行發闢財源，開始學習美國博物館的經營方式以企業組

織企圖挽救博物館，透過重組博物館的組織，讓博物館可以順應時代潮流的快速

變化而做出彈性的變動也讓自己可以永續經營下去，136 

博物館商店的成立與存在越來越有其必要性，發展隨著趨勢更加多元。尤其

是博物館大量出現後，競爭者眾，社會上更出現類似的休閒產業與之競爭，讓博

物館各項賣店發展更是刻不容緩。 

    因應此情形，在保守的歐洲中，英國英國博物館與藝廊委員會(Museums & 

Galleries Commission)137率先出版兩本書。138139此舉公開承認與支持博物館必須商

業化經營與管理。美國博物館協會（AAM）接著也在二十一世紀初支持博物館

商業化管理。讓博物館賣店成立與必須成為博物館的重要經費來源。 

    各項賣店除了讓博物館增加營收，讓人可在參觀博物館展覽之後，逛紀念品

店或禮品店，帶回博物館周邊商品以延續展覽參觀之後的記憶、餘韻，甚至在休

憩之餘，坐在配合博物館文化藝術氛圍環境之下的餐廳、咖啡廳內，享用館內精

心設計的博物館餐飲，提供民眾一個可以輕鬆分享參觀心得的地方。 

   賣店的設立，在此時不再是販賣與博物館不相干之物品或是設立在黑暗的不

起眼的角落中，因此賣店的設立也開始多元化，不再是紀念品或是書店，更有禮

品店、餐廳、咖啡廳等等。在曾少千在 2003 年的研究中指出，學者費德史東研

究有關二十紀後半葉的消費文化研究觀點，提出博物館賣店的發展包含以下三

項： 

一、是資本主義的擴張使商品、休閒活動、購物場域迅速增； 

二、消費者使用商品來伸張與區隔個性和品味，亦同時產生某種社群、族群或階 

                                                      
134

同註解53，頁9-10。 
135

同註解53，頁9。英國從1977年，獨立博物館協會（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Museums）將博物館原本的

五大類分為三大類。 
136

同註解31，頁6。 
137

英國博物館與藝廊委員會(Museums & Galleries Commission，簡稱為 MGC)成立於 1931 年，屬於英國博物

館界的指導單位，是專門負責英國政府所屬單位的各級博物館與美術館提供專業的建議，因此可說英國國

家是公開表態支持博物館與美術館產業化的決心是昭然若揭的， 
138

英國博物館與藝廊委員會(Museums & Galleries Commission，簡稱為 MGC)成立於 1931 年，是專門負責英

國政府所屬單位的各級博物館與美術館提供專業的建議。在 1999 年出版的書籍兩本：一本為《創意產業，

為博物館與藝廊創造新財源》 (Creative Industry , generating income of Museums and Galleries )與《總體資

產：英國博物館以藝廊出口技術與服務的契機》 (Global Assets-Opportunities for UK museums and galleries 

to expoet their skills and services abroad)。可說明英國國家是公開表態支持博物館與美術館產業化的決心是

昭然若揭的。 
139

同註解 26，頁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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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的歸屬感； 

三、消費得以投射個人的情感、慾望和夢想。
140

 

    以美國紐奧良美術館進行擴建案為例，當時便試算過增加稅收的效果。結果

發現，州政府出資一億美元，將有可能在一年後回收，141真符合我們常聽到的一

句名言博物館真是門好生意。賣店的營收更是佔上博物館營運收入的重要項目之

一。前台灣台北歷史博物館館長漢寶德在2000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國

舊金山現代博物館(MOMA SF)幾乎全靠賣店與書店的收入在維持營運。142博物館

的各項賣店：書店、紀念品店、禮品店、餐廳與咖啡廳等，不僅為參觀提供一個

經驗的延續與愉快的經驗，更成為博物館一種極大力量的行銷傳達媒介。143 

    經濟學者弗瑞(Frey)在其著作中提到《當藝術遇上經濟－個案分析與文化政

策》裡面指出：在博物館內開設一家琳瑯滿目藝術商品的博物館賣店，絕對會帶

來大量的收入，紐約的現代美術館的收入中有百分之三十是來自於商業活動，這

個例子再度說明博物館賣店正式成為現代博物館自籌財源不可或缺的管道之一。 

  為了博物館的經營與管理，美國史密森機構更在西元2000年，打破150年之

傳統、由一個並非以學術專業聞名的勞倫斯．史摩（Lawrence M. Small）擔任第

11任秘書長（Secretary of Smithsonian），也就是該機構之最高領導。主要是想倚

重他在營運管理方面的專長，並寄望他在募款方面有傑出表現，以期有多元文化

的發展。144可見當時博物館界已經對於博物館的財務、募款、經費已然有重大的

決心想要改革。博物館角色與功能隨著時代的遞嬗。145現代的博物館的領導者除

了管理好館內各項事務，更要將組織的品牌名稱有效運用，例如：博物館與文化、

品質、高級和名流等有相關聯之元素，或可連結於特殊故事或有價值的知識，利

用文創與之結合創造更大文化經濟效應。 

  博物館就像先前所提，是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文化觀光亮點，也是都市重要

地標。博物館領導者要善用博物館資源，因為它不僅是文化經驗經濟的自由選擇

學習的場域，也是知識時代中供探索與學習的空間，在現代更是新興的創意經濟

所必需的誘發及培養創意的場所。146 

    以英國為例（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及威爾斯）在 2008 年，有 19 家國家博物

                                                      
140

曾少千(2003)，我買故我在：芭芭拉．克魯格與消費文化，58 期，台大文史哲學報，頁 280。 
141

同註解 25，頁 19。觀光客的食宿與購物等消費帶來的消費稅、飲食稅、住宿稅、入場稅等廣義在博物館

所在區域的相關產業與周邊產業所支付的稅款，乃至於博物館與因博物館而移入該區域的合作企業的員工

所支付的所得稅等。在美國，經常進行因政府的補助或「投資」博物館或文化藝術事業所帶來的稅收回饋

或投資效果的評估。譬如紐奧良美術館在進行擴建時，便試算過增加稅收的效果。計算結果發現，如果州

政府出資一億美元，將有可能在一年後回收。 
142

 漢寶德(2000)，博物館管理，台北市：田園出版，頁 174。 
143

 Dickman,sharron，林盈潔譯(2004)，如何行銷博物館，台北市：五觀出版，頁 173。 
144

同註解 53，頁 14。 
145

同註解84，頁67。 
146

同註解 84，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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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每年吸引觀眾之總數占全國博物館觀眾總數三分之一；除了宣揚文化和教育

推廣方面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47

在眾多的參觀民眾湧入博物館之於，賣店商

業經營上是絕對不容忽視的一環，尤其是轉型之後，國家博物館幾乎成為“自治

機構”，不再隸屬於政府管轄機構，因此，各國的博物館都在想辦法提升博物館

館收、營運的經營之下，各項賣店文創商品與服務可以說是更加的自由發揮也更

是不可輕忽怠慢，尤以新興的文創－餐飲賣店，更是博物館一項重大的經濟來源

與亮點，餐飲提供的項目內容多元且競爭。 

  現代世界各大博物館為了吸引更多的人潮到館參觀，增設了許多以前沒有的

人文需求的場域，即是賣店與各項場所，就要為博物館的未來營運與龐大的博物

館員工生計著想，賣店不僅帶來人潮、錢潮，更是時代的產物與不可避免的趨勢，

他可提升並刺激文化產業的進展，為博物館注入更多元的生命力量，以維持永

續；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龐畢度藝術中心、英國泰德、法國羅浮宮等都是最

佳例子。148這不僅是設置各項賣店、餐飲，更發揮了文創的威力與效應。學者劉

婉珍的研究中指出：「重視營運績效、以觀眾為中心已成為現今博物館營運發展

的趨勢。」149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與墨西哥美術館更將博物館賣店的收益視為支持

博物館發展，將博物館賣店的商業收益轉為協助博物館財務的功能之一。150 

    將民眾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是世界各國博物館的一個重大趨勢，這也更加說明

參觀博物館的民眾需求不再純粹單一，這是符合多元性需求的時代來臨，布爾迪

厄在討論裝飾藝術博物館時也曾提出說明面對21世紀全球性的發展與需求，博物

館不單只是民眾終生學習的場所，也必須具備休閒娛樂的需求，才能打造並讓博

物館在未來成為新世紀文化創意的重鎮。151博物館的管理者必須充分瞭解大眾文

化與社會變遷的潮流以及其背景因素，因時、因地規劃出除了符合民眾需求的展

示策略，使觀眾與博物館產生良好的互動，保留舊有事物與當代觀念的長處，並

結合新科技與創新手法開啟展示無限的可能性，152新手法就是發揮並結合博物館

文化藝術、文創與賣店的無限創意與落實行動。 

    博物館(museum)和娛樂(amusement)兩個字的字根也有其淵源！有趣的是從

希臘謬斯女神(Muse)到阿布達比的快樂島，從古典到新貴，無疑大家對博物館的

定義和期待也越來越寬廣多元；博物館的領導者要把握機會將組織的品牌名稱加

                                                      
147

同註解53，頁9。在英國，國家博物館雖非法律定義之名詞，但卻須符合國家博物館認證標準（Museum 

Accreditation Scheme），並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包括：（一）其蒐藏之重要性屬於國家級，（二）其理事

委員有相當比例（各館）8由政府任命，以及（三）其營運資金全部或大部分來自政府預算。 
148

同註解 43，頁 9。 
149

劉婉珍(2008)，觀眾研究與博物館的營運發展，博物館學季刊 22（3），頁 33-34。 
150

 劉真吟(2010)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形象建立及品牌商品開發創意，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環境藝術碩士論文，頁 12。 
151

同註解 43，頁 13。 
152

同註解 22，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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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用，例如博物館與文化、品質、高級和名流有關聯的元素，將此發揮在餐飲

賣店內。博物館是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文化觀光場所。博物館的領導者要善用博

物館，因為它宣稱是一個自由選擇學習，也是在這充斥資訊的知識時代中可供探

索學習的地方，更是新興的創意經濟可培養創意的場域。詹尼斯(Janes)認為，回

到行銷的用語，博物館是一個最有威力的品牌，不僅在於它的名稱、商品及經濟

效益，也在於博物館的任務和其核心價值所傳遞出共同的利益、目標及社會的價

值。153 

    這恰應驗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將賣店設於一樓顯眼處，讓民眾可以近身親近，

館方有30%的收入來自商業活動、法國羅浮宮新開發的地下層擁有將近五十間左

右的藝術賣店，營運可以提供五百名員工的薪水、法國龐畢度藝術中心與奧賽美

術館也都以賣店做為觀眾的休閒場所、英國大英博物館的賣店也是博物館的重要

收入之一，台灣故宮博物院與台灣台北歷史博物館賣店皆是館內主要收入之一。

在現在，賣店成為博物館自籌財源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管道。 

    二十一世紀「博物館賣店」是博物館最佳行銷博物館形象與最吸引人場閾，

通常會被設置在出入口或大廳必經之地，與一開始相比將賣店用小攤販式設在昏

暗的地方的年代不可同日而語。賣店，由其以餐飲這個賣店來說，可說是進展最

迅速、最有變化、最吸引人、也滿足民眾的心理與生理需求的必須場閾之一，近

年來博物館除了將餐飲處設在出入口、大廳必經之地、更有戶外區、有的更是將

最佳區域留給餐飲，讓餐飲成為獨樹一幟的特色，更成為是博物館的最佳行銷，

餐飲同時提供具有博物館特有的文化藝術、特色餐飲與優質服務。 

  博物館在現代已經成為民眾的文化藝術休閒生活、文化觀光娛樂等內容之場

閾，近來更是國家和地方城市經濟發展、國際行銷與觀光事業的引擎。154為此，

博物館的各項賣店的發展只會越加蓬勃發展，越來越加競爭與提升。 

 

 

 

 

 

 

                                                      
153

同註解 84，頁 70。 
154

同註解 128，P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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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博物館餐飲服務理念的萌芽與發展 

第一節  博物館餐飲的服務理念的發展 

博物館起初是沒有設立任何娛樂或是販賣商品，一直到 1950 年代開始受到

歐美人士的重視，於是開始販賣與博物館無關的通俗品。 

    與博物館幾乎可說是同期發展的咖啡店，在十七世紀也開始出現於歐美，只

有上層社會人士才有機會享用咖啡，155156157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咖啡館光是在

歐洲的英國倫敦就已經超過三千家，158以英國大英博物館與法國羅浮宮為例，在

當時博物館建築的設計裡，原本沒有餐飲的空間，但大英博物館附近，咖啡店林

立，提供進入大英博物館參觀的民眾的落腳休閒、休息談天的去處，很受當時民

眾的歡迎。159 

    在這樣的需求之下，1865 年英國大英博物館在館內設立餐廳，當時大家對

於大英博物館內的餐廳食物評價很差。原因出自大英博物館將餐廳設在位於陰暗

的地下室，對想要享用餐飲與休憩的觀眾來說，地點不便、環境更是不佳。由於

評價極差，經營約莫十年，終在 1870 年關門大吉。 

    日本在英國的學者出口保夫在《大英博物館的故事》一書中提及，160本身曾

在 1960 年代光顧因為改建而遷到地下室的餐廳用餐，作者在文中提到：「一想起

在大英博物館用餐，腦海就浮現出在照明不充分的年代，顧客面對侍者端出來沒

什麼味道的英國料理時，臉上所浮現的憂鬱表情的畫面…。」。由此可知，博物

館在當時對於餐廳與咖啡廳的設置的地點、設備、餐點與服務是被忽略的。161162 

                                                      
155

 在 16 世紀時在伊斯坦堡、開羅和麥加便有了咖啡館。17 世紀第一家咖啡館在歐洲開張。通過在 17 世

紀引進咖啡，咖啡館在 17 世紀第一次在歐洲流行起來。英國的第一家土耳其咖啡館由一個名叫 Jacob 或

Jacobs 的土耳其猶太人在 1650 年的牛津開辦。而倫敦的第一家咖啡館於 2 年後在 Cornhill 的 St. Michael's 

Alley 開張。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2%96%E5%95%A1%E5%BA%97 。20140924 搜

尋。 
156

法國的波蔻柏咖啡館(Le Procope)：位於巴黎拉丁區，在法國學士院附近聖傑曼大道後面的小巷裡，建於

一六八六年，由義大利西西里貴族芳斯華波克皮歐(Francesco Procopio)所經營，是法國巴黎最古老的咖啡館，

也是巴黎第一家有服務生服務的咖啡館，他認為咖啡館不僅是喝咖啡的地方，也是客人可以好好休息、享

受、如沙龍般的地方。因位在法國第一個戲劇組織對面，裡面的成員皆由路易 XIV 國王選出來的，讓波蔻

柏咖啡館(Le Procope)因而變成了《戲劇咖啡館 café duthéâtre》。

http://www.faguo.fr/paris/paris_cafe_leprocope.html 。20140924 搜尋。 
157

美國最早的咖啡文獻，始於一六六八年。http://3coa.com.tw/information/off-1.htm  。20130925 搜尋。 
158

別名「一便士大學」，因為在這而可以獲取許多知識和資訊，而且消費低廉，到咖啡店消費較沒有經濟

上的顧慮，且可以享受咖啡、紅茶。西元一七００年左右，倫敦已有三千家咖啡館，以當時的人口比例計

算，每一百人就養一家咖啡屋。摘錄自：http://3coa.com.tw/information/off-1.htm  。20130711 搜尋。 
159

 出口保夫原著，呂理州譯(2009)，大英博物館的故事，台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頁 42。 
160

 出口保夫，在英國學者，英國文化研究員，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摘錄自：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87%BA%E5%8F%A3%E4%BF%9D%E5%A4%AB 。20141014 搜。 
161

同註解 158，頁 173。 
162

消費空間設計的認同，是會影響到他們消費空間體驗的選擇。消費者期望中的消費體驗是具有獨特品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7%B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A%A5%E5%8A%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F%E8%80%B3%E5%85%B6%E5%92%96%E5%95%A1%E9%A6%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A%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A6%E6%95%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2%96%E5%95%A1%E5%BA%97
http://www.faguo.fr/paris/paris_cafe_leprocope.html%20。20140924
http://3coa.com.tw/information/off-1.htm
http://3coa.com.tw/information/off-1.htm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87%BA%E5%8F%A3%E4%BF%9D%E5%A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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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落成再度營業的餐廳，顧客紛紛以白蘭地和葡萄酒互相慶祝乾杯新的餐廳

到來。
163

博物館餐廳提供的餐飲有牛肉砂鍋料理、各種派料理，以及葡萄酒和紅

茶，此時的餐飲是較先前有變化。  

    日本學者出口保夫的書中看出博物館餐飲設立，是由博物館周遭開始，一直

到進入到博物館內部經營。博物館餐飲在博物館可說是由無到有、地點由「邊陲

到中央」、地位由不重視至現在成為博物館重要的收入來源與吸引觀光客的一個

博物館營運項目。 

    楊翎對全球化與大英博物館的研究指出在二十世紀九○年代，大英博物館參

觀人數的驟增，連續數年參觀人潮每年都超過六百萬人，使得博物館擁擠不堪。

原建築設計中所沒有的設施，諸如：教室、特展室、商店和餐廳等也明顯不敷使

用。164整個英國在二十世紀末開始，隨著政治與經濟的轉變，博物館開始不斷的

開闢財源，餐廳的營收成為重點之一。165餐廳在這個時期的需求與重要性已經提

升與博物館其他設施一般，越來越顯重要，並成為博物館品牌的最佳行銷項目之

一。 

    在美洲博物館設立餐飲發展，目前可查詢到的資料是林仲如在2012的研究報

告內容寫著「美國博物館餐廳史」，指出在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的茶館(tea room)

在二十世紀初附設，在當時在博物館界算是是罕見的設施。「博物館賣店協會」

（the Museum Store Association）在1995年成立，讓博物館賣店販賣的物品已經

開始印以自己「博物館名銜」的名信片或小雪茄盒，使觀眾能隨手帶回做為記憶

或留念。約在同期，華盛頓的國家藝廊成立咖啡館，這是美國博物館正式成立咖

啡廳的濫觴，直到1970年代，博物館已將餐廳視為服務內容。166經過近一個世紀

的醞釀，博物館賣店與商店轉變成今日多元發展，除了被博物館視為重要財源之

一，更是成為博物館品牌與行銷重點。167在以前，賣店是被忽略的，由其是餐飲。 

博物館行銷學者科勒(Kotler)提出：「博物館的管理階層，往往低估博物館

提供服務的價值，大多將焦點放在博物館的藏品與展示(知識性)，忽略觀眾其他

的期待，一個美好的經驗以及與家人共享美好時光的地方(生理與心理層面的需

                                                                                                                                                        
無論是在商品的陳列或銷售的方式，也希望與一般的西費市場能有明顯的區隔。摘錄自：李貽鴻、方彥博

(2011)，顧客對於休閒性消費空間設計認同與消費體驗選擇之研究，運動休閒餐旅研究，品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6(4)，頁 41。 
163

同註解 158，頁 173。1880 年代大英博物館的職員有 344 人，其中女性成員只有十人，大部分負責清掃廁

所，令人有趣的是有四位是負責泡茶的。「茶淑女」和「茶婦女」的語彙首次出現在十九世紀末，所以大英

博物館應該算是雇用這類職業婦女的先驅。 
164

同註解 38，頁 22。 
165

同註解 34，頁 42。 
166

林仲如(2012)，英國綜藝產業政策下的博物館、美術館的轉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博物般美術行政

與管理組博士論文，頁 88。 
167

同註解 129，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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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168經過設計的消費空間，不僅僅是一個空間，更是一個休閒社交的場所。 

    博物館的餐飲消費空間的設計與消費體驗選擇上，
169

提供顧客消費博物館的

文化藝術體驗，消費空間的設計會形成消費者心目中認同(包含獨特性、豪華性、

整潔性、舒適性、隱私性、安全性、動線等)的品牌形象，顧客在這種認同下影

響其進行決策是否選擇其消費空間稱之為消費體驗選擇。空間設計是基於行銷的

前提，並透過溫度、聲音、佈局、燈光和色彩等多種設計原素，刺激顧客的感性

和情緒反應進而去影響消費者的行為。建構一個好的餐飲空間美學的基本原素是

讓參觀者有個美好體驗，形成特定時空之美感情境經驗。 

    形成讓民眾認同博物館這個品牌形象，希望造成忠誠度，產生在館內消費行

為之行為。博物館的餐飲消費空間設計呈現出的獨特性、新奇性、多元性，除可

為博物館創造更多的消費者，也提供消費時多元的選擇及體驗，  

    餐飲空間個性是藉由各種符號的形塑、加強、刻意營造出某種特殊「戲劇」

場景，塑造商品成為差異化的消費空間體驗，以達到市場區隔、吸引不同消費族

群的目的。這也說明現代博物館咖啡廳與餐廳，在空間的設計上會與博物館特色

結合、做「分區設置」與「以價位區隔」的原因。「分區設置」與「以價位區隔」

會用不同的餐飲的設計來分散人潮並有市場區隔之效，分別以輕食、主食、土產

特餐、特展餐、節慶套餐、博物館特色餐飲與飲品等來做變化。 

    學者斯密特(Schmitt)主張消費者體驗是可觸動人們心靈的活動，由顧客自己

親身經歷接觸後獲得感動、有美好的體驗，可以提高顧客滿意與忠誠度，還可以

創造企業品牌形象，為機構帶來良好永續的營運績效。170當體驗認同越高，就更

能提高消費者再度造訪餐飲空間，就博物館以企業化來永續經營觀點來說，甚為

重要。 

    賣店企圖打造充滿文化藝術情境與感覺，成為休閒、有文化品味的消費空

間，增強顧客的認同，達成再次被選擇為消費體驗的地方，很多博物館的餐飲皆

是循著這樣的目標與方向在前進著，像是台灣得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

館、鶯歌陶瓷博物館；大陸上海博物館 ；日本國立東京博物館、國立新東京美

術館、國立京都美術館、京都現代美術館、美秀美術館、足立美術館、地中美術

館、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青森美術館、鐵道博物館、橫須賀美術館、原美術

館、東京都庭園美術館、森美術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所羅門古根漢美

術館、現代藝術博物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美國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芝加哥

                                                      
168

同註解 149，頁 96。 
169

消費空間：消費空間是指一個備感覺的事物，具有內外部結構、材料、空調等設備性能與器具，家具性

能及布置等功能價值(星野克美，1988)。 
170

同註解 106，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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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工業博物館、蓋帝美術館；加拿大文明博物館、皇家泰瑞博物館；英國大

英博物館、泰德四個館、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英國國家畫廊、維多莉亞與亞伯

特美術館；愛爾蘭國家博物館；西班牙畢爾包；法國羅浮宮、龐畢度藝術中心、

奧賽美術館、龐畢度梅茲分館；德國博物館島、德意志博物館、包浩斯博物館；

瑞典國立博物館等；奧地利藝術史博物館等。 

    2000 年開幕的大展苑擴建即大英博物館有鑑於空間不敷使用而進行的計

畫，完成後更是著重在「以人文服務導向」的空間，為大英博物館增加了 40%的

公共空間，含餐廳與賣店。咖啡座和賣店還延長開放時間，提供倫敦居民新的公

共空間。171賣店經營與規劃，成為英國博物館的新趨勢，舉凡各大公立博物館、

甚至小型的私人博物館，都視賣店為一重要的財務來源。172 

    大英博物館的餐飲是由「大英博物館公司」負責，173在 2007 年開始，受到外

在社會環境的影響、政府補助經費縮減，維持營運與民眾服務等需求，設立「販

賣部門」(retail secyion)與「餐飲服務部門」(catering section)，174，購買商品的出

發點從「消費」轉變以「休閒」為出發點。 

    2009年法國的羅浮宮，在自有資金來源中，其中租金（餐飲、紀念品）金額

為6,504,704歐元(採用委託的方式長期進行經營管理)，佔自有資金比例為6.08%，

贊助32,650,058歐元，佔自有資金為30.50%175（贊助的活動也有餐飲）。 

    法國羅浮宮的官網有「租用場地」項目，提供舉辦酒會、晚宴等。176這樣的

現象也出現在世界各國的一些博物館中，用此方式以廣闢財源。英國大英博物

館、牛津愛須模林博物館、泰德、美國紐約大都會等也都有此服務項目。 

    除此，博物館的餐廳與咖啡廳越發重視文化創意如何發揮在博物館的「餐

飲」、「菜單(包含平日、節慶與特展餐)」與「餐飲環境設計裝潢」等，將美學與

文創概念放入博物館的各項賣店，由其是餐廳與咖啡廳。讓餐飲不再販售簡易的

食物或只是敷衍民眾的口腹之慾，餐點與裝潢加入博物館藝術文化與歷史元素、

人文關懷，企圖讓人對博物館流連忘返，因此近年來出現民眾進入博物館主要是

為了用餐的情形，像是英國泰德、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故宮晶華與三希堂、日

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法國羅浮宮、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餐廳與咖啡廳

等，這些皆是文化創意、美學經濟展現在餐飲的最佳例證。 

                                                      
171

同註解 38，頁 22。 
172

耿鳳英(2009)，英國博物館文化創意暨教育推廣考察報告，行政院及所書各機關出國報告，頁 5。 
173

同註解 38，頁 24。大英博物館公司和大英博物館分屬兩個各別營運管理的個體，大英博物館公司為信託

理事會所屬的有限公司，負責館內外所有的大英博物館賣店、餐飲營運 。 
174

同註解 34，頁 39。 
175

羅浮宮的網站，「租用場地」舉辦活動被視為一種支持羅浮宮的特殊行為。企業、協會、基金會等可提

前一至三個月來預約利用羅浮宮閉館日或周一，四、六、日。晚上六點之後，可提供團體組織舉辦參觀博

物館，參觀後配合酒會、晚宴或租用場地舉辦多功能活動。朱曉雲（2012）聚沙成塔自巍峨－從羅浮宮看

大型公立博物館的自有資金多元化，藝術行政，頁 391。 
176

同註解 174，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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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以 BOT 模式興建的「故宮晶華」餐廳，整個建築考

究中國文物宋瓷，內部設計充滿中國文化中的各項經典元素融入其中，自 2008

年 6 月開幕營運，結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推出「故宮國寶宴」，也提供各式中

華料理與臺灣小吃。177 

    博物館餐飲的設計除了結合博物館本身之特色、也在博物館展品與藏品中尋

求靈感，發揮文化創意在餐飲的菜色、菜單、設備與環境設計，透過各種方式將

國家與地方文化藝術之價值與美感經驗在此做傳遞，是永續發展的經營的不二法

則。178這是將「無價的創意轉化為有價的產值」最佳展現。179 

    二十一世紀的此時，需要花比以往更多的心力來顧及公眾的反應與加強休閒

與交誼需求。博物館由以往的文物導向轉變為觀眾導向，也就是以人文關懷為

本。180因此在建築空間規畫上，以前被忽視洗手間、哺乳室、圖書館與閱覽室、

休憩空間、紀念品商典、書店、圖書館與閱覽室、停車場，餐廳與咖啡廳等等，

有了嶄新全盤的改革思維。181 博物館除了是文化載具，它更必須兼具娛樂、休

閒、觀光等多項功能。更要多方廣闢財源，為自己增加收入以利館方營運。北美

博物館以企業體組織的變革中求生，帶成為一股潮流，後來又發展專門協助博物

館組織變革的專家、顧問公司與一些相關的作業模式。182且博物館的發展，在現

代，已被視為是公民權（citizenship）的一部份，不僅是歐洲社會正在運行著，更

是全球性的運動。183 

    觀眾到博物館參觀會有所謂的「延續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
184

咖啡

                                                      
177

 晶華麗晶酒店集團除了須支付開發權利金新臺幣 1,000 萬元、每年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

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支付基地租金、按每年收入的 5%計算支付經營權利金（扣除興建期，

特許期為 25 年）之外，故宮晶華股份有限公司每年額外提撥營運收入的 1%，作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文

物展示、研究、餐飲文化等相關活動的推廣經費。摘錄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
99%A2 。 
178

王玫、吳啟銘(2010)，美學取向之統整課程教學研究－以美學經濟之文創產業為議題之探討。東南科技大

學 東南學報(35 期)，頁 288。 
179

同註解174，頁4。 
180

美國舉辦的博物物館年會 5,000 人參加，成為全球最大的專業文化活動。楊翎於 2004 年發表《全球化與

大英博物館》裡：……博物館原本扮演「呈現多采多姿人類文化傳統」的意象，以及「聯繫人類過去與現

在的橋樑」的角色更加備受重視。且在當代政治、社會與經濟環境的整理下發展日益興盛，博物館的分

布、數量和類型也都更加多元與廣泛，全球因此興起一股新的博物館運動風潮。他也特別指出，此波風潮

的主要重心是由“人文關懷”出發，而非客觀科學知識追求的角度。同註解 38，頁 19-20。 
181

同註解 26，頁 72。 
182

同註解31，頁5。在過去20年來，歐美博物館在財源短缺及觀眾人數下降的壓力下，有許多曾經陷入經營

危機。效法企業體以組織變革求生，在北美的博物館界蔚為風潮，甚至已經發展出專門協助在北美的博物

館界蔚為風潮，甚至已經發展出專門協助博物館組織變革的專家、顧問公司和約略成型的作業模式。 
183

(1)Milner, H.，陳美伶譯(1996)，社會民主的實踐，臺北：五南。 (2)陳龍城(2002)，由博物館面向解讀當

代歐洲社會的轉型，嘉義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論文。 (3)林信華(2002)，文化政策新論：建構臺灣新

社會，臺北：揚智。 
184

稟賦效應或厭惡剝奪，形容當一個人擁有某項物品或資產的時候，他對該物品或資產的價值評估要大於

沒有擁有這項物品或資產的時候。所帶來的問題，它會讓很多人，因為擁有之後，而認為「全天下都想來

『搶』它」。這一現象常常用於行為金融學的分析中，並與損失厭惡的理論相聯繫。由於稟賦效應，人們

http://zh.wikipedia.org/wiki/BOT%E6%A8%A1%E5%BC%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96%99%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96%99%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B0%8F%E5%90%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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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與餐廳有參觀博物館展覽後，有延續展覽效果與餘韻的實質意義，因此博物館

的咖啡店與餐廳身負「文化大使」的責任，在離開博物館之後，延續記憶，
185

博

物館餐廳與咖啡廳的環境與餐點設計可以與博物館本身、展覽結合，設計特定幾

道與展覽有關，延續與連結參觀的內容，對於作品與展覽更能增加認同感，在觀

眾細細品味之後，其後的宣傳效應也是可以帶動博物館餐飲商機的一個重要契

機。尤其現代人，很多人人手不只一機，隨手拍照與即時發文至臉書、部落格、

Line、威信或維博等，照片與打卡已成為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習慣之一，玩到哪便

拍到哪，「我拍故我在」。即時、隨時分享自身動態訊息。此舉可讓特定的觀眾與

博物館的黏著性更是加強，除了展覽套餐、更可結合節慶，製作節慶特餐，限量、

限時讓更多人趨之若鶩。 

    博物館餐飲發展到現代，不但提供博物館賺取額外營收的機會，成為必然的

觀眾服務項目之一。博物館的咖啡廳與餐廳不僅要展現本身博物館獨有特、將展

覽作品延伸至餐飲設計中，更可以與地方工藝家、藝術家、專業作家、出版社、

美食家、廚師、室內裝潢設計師等合作，發展具博物館、網路工程設計師、地方

性的飲食各式相關文創產品。 

    歷史博物館張館長譽騰於 2012 年在「美國博物館參訪報告」中針對博物館

賣店的成功關鍵，提出「博物館的賣店態度」：強調賣店不只是名稱，而是一種

「態度」。且賣店目的必須清楚，因而列出了三項： 

一、 能產生收入：增加博物館營收，可以有資金來源運作博物館各項事務，因此  

            在博物館設立餐飲，必須要能有明確且達到一定的收入。 

二、有教育功能：教育功能則是提供民眾可以在參觀博物館中途或是結束， 

        休憩時可以討論溝通，分享參觀的想法。 

三、有社區推廣功能：在社區功能，歐美很多博物館的餐飲不僅是設立在博物 

                     館內，也有設立在博物館與生活空間的緩衝區或者設立 

                     在博物館之外，提供民眾可以不入館參觀也可享用博物 

                     館的餐飲區域，或者延後開放時間或室舉辦一些文化活 

                     動結合博物館的餐飲。186 

    與社區居民結合，讓廣博物館更親近民眾，因此原有一些博物館的藩籬「圍

牆」也打掉，提供公共空間讓群眾在日常生活當中也可進入博物館的區域進行運

動、休閒、聊天，成為民眾群聚的場所，以台灣為例，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台灣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宜蘭蘭陽博物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國立故

                                                                                                                                                        
在決策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偏見，導致對於規避風險的考慮遠遠大於對於追逐利益的考慮，因此人們在出

賣物品或資產時，往往索要比其本身更高的價值。 
185

同註解 44，頁 118。 
186

張譽騰(2012)，博物館研習活動摘要一：博物館賣店的成功關鍵。美國博物館參訪報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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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博物院南院原本的設計都是要讓民眾更親近博物館的最佳例證。 

第二節 博物館餐飲服務 

    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為求永續經營，企業化經營管理是必然的趨勢，也漸漸

被大家所接受，從賣店的發展脈絡中發現餐飲已然成為博物館觀眾的休憩設施之

一，這是繼展示教育之後，因應時代潮流發展所延伸出的第二最新戰區即「餐廳

與咖啡廳」。 

    賣店的發展是從無到有、被忽略到重視、單一到多元、單調到豐富、商品、

環境與其相關服務，從與博物館完全無關到現在與博物館文化藝術與歷史作密切

的結合，直至現在必須加入與發揮文化創意打造獨特的餐廳或咖啡廳等，現在儼

然是世界各大博物館維持營運與經費來源之一，各大博物館莫不希望打造一個餐

飲空間場域，並藉此吸引更多民眾參與。 

    原本就存有餐飲的博物館，館方想盡辦法擴充、增建，安排一個舒適餐飲空

間放入博物館內，187有的博物館更是將館方最佳位置或是可以欣賞外面最佳觀景

的空間留給餐廳與咖啡廳，188讓進館的民眾在此享有最佳的博物館美食與特有的

景觀，原先館舍空間不足又無法擴充的就不在此列。189博物館為餐飲打造擴充空

間，擴大方案在餐飲方面的計畫是希望擴大與提升餐廳環境、食物和飲料與在飲

食與空間更多的選擇，較廣為人知的就是英國館泰德大不列顛與大英博物(圖

3-1,3-2)與國內國立故宮博物院。 

 

 

 

 

 

                                                      
187

 英國大英博物館與泰德為了擴大服務區而整修擴建 for 餐飲。 
188

 英國大英博物館、泰德、羅浮宮戶外、台灣故宮三希堂、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台灣鶯歌陶瓷博物

館、日本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國立東京美術館， 
189

 台灣台北台灣國立博物館內因空間的安排，無法設立餐廳或咖啡廳，但他將餐廳設在對面土銀改建的

恐龍館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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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泰德大不列顛美術館擴建餐廳 
190

  

       (2012 泰德官網) 

圖 3-2：大展苑上面餐廳「Court Cafés」
191

  

 

    現代的博物館「餐飲空間」，不僅講究乾淨舒適的用餐空間，在規畫設計上

更是爭相聘請名家打造，與博物館作密切的結合，或是發揮創意營造一個具有高

文化藝術的餐飲空間，可見極重視。很多博物館將餐飲區分散設置在博物館的各

個區域。在餐飲區域的分配上做區隔，分為「輕食區」與「正餐區」、「室內」、「半

戶外」與「戶外」等。餐飲價位因應餐飲內容調整，提供民眾做多方選擇，便利

民眾在博物館不論哪個區域參觀，疲累或是饑渴時，方便休憩飲用餐飲，藉此也

可疏散館內參觀人潮。  

    打造一個結合博物館的現代新時代的餐飲空間，除了提供博物館舉辦各項活

動時可以配合進行晚宴活動、開放外界租借場地進行會議、晚宴或者募款活動，

館方的餐廳會提供餐飲、提供預訂、有些更可做「客製化餐飲」，這些額外的餐

飲相關服務項目為博物館帶來豐盛的進帳。 

    「食材與菜單」的設計，不再只限於「工具性的需求與消費」，指涉只注重

飽食與裹腹。發展趨勢是將文化創意帶入餐飲在菜色與環境的設計，比以往更講

究國際化、本土化，將當地美食與文化、本土的食材食帶入餐飲，視為是博物館

的重要任務之一，很多博物館餐飲服務的核心目標來設計自己博物館特有的菜

單，盡其所能地照顧並讓顧客在博物館享受與擁有一個難忘的用餐體驗，也呼應

前一章所提的滿足了民眾心理層面上是更趨向整個社會的主流與菁英階層、尚有

「炫耀性的消費」、192「情緒性的消費」193與「跨階級的消費」194等因素存在。 

    為了給民眾一個「優質的餐飲品質」，有博物館「聘請名廚」或是外包知名

                                                      
190

泰德大不列顛美術館擴建餐廳。http://bee1955.blogspot.tw/2012/09/tate-britain.html 。20121018 搜

尋。 
191

石渡健文(March 2009)，CASA BRUTUS vol.108 DESIGN+MUSEUM=WONDWELAND。第十卷第 3 號，日

本：株式会社マヅンハウヌ，頁 63。 
192

見論文第二章，頁 18-22。 
193

同註解 193。 
194

同註解 193。 

http://bee1955.blogspot.tw/2012/09/tate-britain.html%20。20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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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進駐博物館餐廳服務。 

    國外有些博物館的餐飲為了吸引更多民眾，配合展覽或節慶紛紛推陳出新，

在特展推出「特展餐」、「節慶特餐」 (聖誕節特餐、兒童節餐)，這些都是需要

事先預定的。 

    使用當地各項食材「照顧本國當地相關產業」，餐飲的設計融合當地文化與

農產特色、配合季節變換菜單。 

    在「餐飲內容與對象」，在硬體上要結合博物館的文化藝術與歷史特色外、

更要符合現代潮流，為了吸引更多不同社群的人進入，因此大型的博物館除了會

增設餐飲駐點、更講求多元變化以符合更多人需求的一項辦法，除了要留住主流

菁英人士、更要吸引年輕人更要了解現代年輕人的口味，像是「麥當勞」、「星巴

克」、「PAUL」等，都是年輕人喜愛聚集進入的地點。 

    蒐集世界幾個知名博物館的官方網站與介紹，筆者發現目前博物館餐飲有幾

個現象：博物館餐飲在現在已然成為館內的重要的休憩區之一，分區、依類別的

設置以疏散人潮，除提供餐飲讓民眾果腹，尚有社交功能、溝通；餐飲區環境的

設計結合博物館建築、文化藝術與歷史特色；設在醒目之處或是可以從博物館向

外看到最佳景緻的區域；食材結合當地農漁牧產業，配合季節變更；食器與本土

藝術家合作或與餐廳一致的特色的器；發展出自有風格特色；配合特展、節慶或

是館內文物製作食材；延聘最佳廚師或委託知名連鎖餐飲企業來製作烹調餐飲；

大型知名博物館餐飲企圖打造世界最佳葡萄酒、咖啡或茶；企業化；提供外界做

場地租借；食材來源為弱勢團體(民族)盡一份心力、減少剝削；提供團體、家庭

參觀用餐；博物館餐飲項目會放在官網上，官網行銷餐飲服務項目等。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博物館餐飲空間與菜色的發展的特點，一一說明如下： 

一、餐飲場域成為觀眾休憩區 

基於人文關懷與觀眾需求，世界各大博物館皆有餐飲區的設置，讓民眾一面

在此放鬆休憩、用餐、討論、溝通分享參觀展覽的心得等，也可讓人休憩之後再

回頭逛逛博物館，欣賞未走完的展覽；餐飲區分區設置在博物館各區，有疏散參

觀人潮功能，國外很多博物館將餐飲依照類別設為輕食區、酒吧區、野餐區、主

食區等，價位依照提供的餐飲與區域做為區隔，以下列舉幾個經由本研究蒐尋，

設有餐飲區的博物館。 

1. 亞洲：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台北市

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鶯歌陶瓷博物館、自然科學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

宜蘭蘭陽博物館、金瓜石博物園區；大陸上海博物館 ；日本的國立東京博物館、

國立新東京美術館(圖 3-3)、國立京都美術館(圖 3-4)、美秀美術館、足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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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美術館、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青森美術館、鐵道博物館、橫須賀美術館、

原美術館、東京都庭園美術館、森美術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韓國的首爾中

央博物館、古宮博物館；澳洲的澳洲博物館、澳洲國立博物館等。 

2.美洲：美國的史密森尼博物館、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圖

3-5)、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所羅門古根漢美術館、現代藝術博物館(圖 3-6)、美國

自然史博物館、美國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芝加哥科學與工業博物館、蓋帝美術

館；加拿大的加拿大文明博物館、皇家泰瑞博物館等。 

3. 歐洲：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泰德四個館、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英國國家畫

廊、195維多莉亞與亞伯特美術館；愛爾蘭國家博物館；西班牙的畢爾包；法國的

羅浮宮(圖 3-8、3-9)、龐畢度藝術中心、奧賽美術館(圖 3-7)、龐畢度梅茲分館；

德國的德國博物館島、德意志博物館、包浩斯博物館；瑞典的瑞典國立博物館等；

奧地利的藝術史博物館等。 

 
 

圖 3-3：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樓餐廳「カ

フェ コキーユ」
196

 

圖 3-4：國立京都美術館戶外咖啡廳「cafe de 

505」
197

 

 

 

 

 

                                                      
195

英國國家畫廊：http://www.nationalgallery.org.uk/visiting/eat-and-drink/ 。20141016 搜尋。 
196

 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http://www.nact.jp/restaurant/03.html#link1 。20141016 搜尋。 
197

 國立京都美術館：http://www.kobe505.co.jp/restaurant/kyoto/cafe_de_505.html 。20121025 搜尋。 

http://www.nationalgallery.org.uk/visiting/eat-and-drink/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3.html#link1
http://www.kobe505.co.jp/restaurant/kyoto/cafe_de_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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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非正式的戶外用餐

區「Roof Garden Café and Martini Bar」198 
圖 3-6：美國 MoMA 餐廳「The Modern」 199 

 

 

 

 

圖 3-7：法國奧賽博物館戶外用餐「Boutique 

du parvis」
200

 

圖 3-8：法國羅浮宮戶外咖啡廳「La Terrasse de 

Pomone」201
 

 

 

圖 3-9：法國羅浮宮餐飲咖啡廳「Le Café Mollien」
202

 

 

                                                      
198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roof-garden-cafe-and-martini-bar 。

20141018 搜尋。 
199

 美國 MoMA：http://openopenblog.blogspot.tw/2008/08/moma_3.html 。20121015 搜尋。 
200

 法國奧賽博物館 http://www.musee-orsay.fr/fr/visite/services/restaurants.html 。20121015 搜尋。 
201

法國羅浮宮戶外咖啡廳「La Terrasse de Pomone」：http://www.louvre.fr/restaurants-et-cafes 。

20141016 搜尋 
202

法國羅浮宮餐飲咖啡廳「Le Café Mollien」：http://www.louvre.fr/le-cafe-mollien 。20141016 搜尋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roof-garden-cafe-and-martini-bar%20。20141018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roof-garden-cafe-and-martini-bar%20。20141018
http://openopenblog.blogspot.tw/2008/08/moma_3.html%20。20121015
http://www.musee-orsay.fr/fr/visite/services/restaurants.html%20。20121015
http://www.louvre.fr/restaurants-et-cafes
http://www.louvre.fr/le-cafe-mol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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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設計結合博物館文化藝術與歷史特色 

    博物館餐飲環境的設計有兩種傾向，一是結合博物館本身的建築、文化藝術

與歷史、二是打造最新潮流與文化創意的餐飲空間，兩者皆具文化創意、特色的

餐飲環境。比如：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餐廳「The Trie Café at The Cloisters Museum 

and Gardens」(圖 3-10、3-11)、MoMA 餐廳「The Modern」；英國的泰德餐廳

「Restaurant」、大英博物館餐廳「Court Cafés」、英國國家畫廊、牛津愛須摩林博

物館「Restaurant」；法國的羅浮宮餐廳「Le Café Richelieu / Angelina」(圖 3-12)、

奧賽美術館的咖啡廳「Le café Campana」與餐廳「Restaurant」(圖 3-13、3-14、

3-15、3-16)。 

    美國的 MoMA 的餐廳「The Modern」，為配合館內的特色與風格，曾經改

裝過幾次；法國的奧賽美術館物館的咖啡廳「Le café Campana」的大廳中還保留

著原來的車站大鐘、館內的餐廳「Restaurant」為原本火車站內的宴會廳與打通

隔壁空間所創造出來，原本的建築成為奧賽美術館餐飲空間獨一無二的特色。 

 

 

圖 3-10：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花園旁的餐廳

「The Trie Café at The Cloisters Museum and 

Gardens」
203 

圖 3-11：美國 MoMA 餐廳「The Modern」內部

204 

 

 

圖 3-12：法國羅浮宮餐廳「Le Café Richelieu / Angelina」
205

 

  

                                                      
203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花園旁的餐廳「The Trie Café at The Cloisters Museum and Gardens」：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trie-cafe 。20141018 搜尋。 
204

美國 MoMA 餐廳「The Modern」： http://www.wretch.cc/blog/meetsophia/20708899 。2012/10/15 搜尋。 
205法國羅浮宮餐廳「Le Café Richelieu / Angelina」：http://www.louvre.fr/le-cafe-richelieu-angelina 。

2012/10/15 搜尋。此餐廳在拿破崙三世時曾被用作法國財政部辦公廳。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trie-cafe%20。20141018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wretch.cc/blog/meetsophia/20708899%20。2012/10/15
http://www.louvre.fr/le-cafe-richelieu-angelina%20。2012/10/15
http://www.louvre.fr/le-cafe-richelieu-angelina%20。201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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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法國奧賽博物館咖啡廳「Le café 

Campana」
206 

圖 3-14：法國奧賽博物館位在四樓咖啡廳「Le 

café Campana」保留舊有火車站的大鐘當窗景成為

特色之一207 

 

 

 

圖 3-15：法國奧賽博物館餐廳「Restaurant」 圖 3-16：法國奧賽博物館餐廳「Restaurant」
208 

    亞洲以日本地中美術館犬島的餐廳(圖 3-17)；209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故

宮晶華」(圖 3-18、3-19、3-20)、「三希堂」、「閒賦居」 (圖 3-21)、「富春居」、鶯

                                                      
206法國奧賽博物館咖啡廳「Le café Campana」： 

http://www.musee-orsay.fr/fr/visite/services/restaurants.html 。20101020 搜尋。 
207法國奧賽博物館位在四樓咖啡廳「Le café Campana」： 

http://www.musee-orsay.fr/fr/evenements/vers-le-nouvel-orsay/le-cafe-campana.html 。20121021 搜尋 
208

法國奧賽博物館餐廳「Restaurant」：
http://www.musee-orsay.fr/fr/visite/services/restaurants.html?zoom=1&tx_damzoom_pi1%5BshowUid%5D=13
2099&cHash=734d3af5a9 。20141018 搜尋。位於塞納河左岸，和羅浮宮斜對，隔河和杜伊勒里公園相

對。原來是建於 1900 年的火車站，是從巴黎到奧爾良鐵路的終點——奧賽車站。1939年進入巴黎的鐵路取

消，車站關閉。1978 年被列為受保護的歷史建築，1986 年改建成為博物館，將原來存放在羅浮宮的，在茹

德葆博物館的，以及在蓬皮杜藝術中心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內的有關藏品全部集中到這裡展出。大廳中還

保留著原來的車站大鐘。現在是咖啡廳。 
209

地中美術館分為豐島、犬島與直島。http://www.benesse-artsite.jp/benessehouse/restaurant_cafe.html 。

20141018 搜尋。 

http://www.musee-orsay.fr/fr/visite/services/restaurants.html%20。20101020
http://www.musee-orsay.fr/fr/evenements/vers-le-nouvel-orsay/le-cafe-campana.html%20。20121021
http://www.musee-orsay.fr/fr/visite/services/restaurants.html?zoom=1&tx_damzoom_pi1%5BshowUid%5D=132099&cHash=734d3af5a9
http://www.musee-orsay.fr/fr/visite/services/restaurants.html?zoom=1&tx_damzoom_pi1%5BshowUid%5D=132099&cHash=734d3af5a9
http://www.benesse-artsite.jp/benessehouse/restaurant_caf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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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陶瓷博物館地下室的餐廳「伊客」 (圖 3-22)結合陶博館特色，在餐廳的桌子下

用台灣古早的陶甕等。 

 

 

圖 3-17：日本地中美術館之犬島網吧「精錬所 カフ

ェ」
210

 

圖 3-18：台灣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

以宮廷裝潢為主。(筆者攝影) 

                 
 

圖 3-19、3-20：台灣故宮博物院—晶華，建築物的柱子以古代禮地的玉琮做為造型。(筆者攝影) 

  
圖 3-21：台灣故宮博物院「閒居賦」(筆者攝影) 圖 3-22：台灣鶯歌陶瓷博物館餐廳「伊客」結

合陶博館特色，在桌面底部使用陶甕(筆者攝影) 

                                                      
210

日本地中美術館之犬島網吧：http://www.benesse-artsite.jp/restaurant_shop_guide.html 。20141018 搜

尋。 

http://www.benesse-artsite.jp/seirensho/cafe_restaurant.html#SeirenshoCafe
http://www.benesse-artsite.jp/seirensho/cafe_restaurant.html#SeirenshoCafe
http://www.benesse-artsite.jp/restaurant_shop_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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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在博物館顯眼處或是景觀優美區域 

    美國現代博物館餐廳「「The Modern」環境的設計與設置，除了將餐飲環境

融入在博物館的文化藝術與歷史氛圍中、更將餐飲設立在博物館入口處、明顯易

找的地點、或是可以俯瞰外面優美景觀的區域。 

    英國的泰德現代館餐廳「Restaurant」可看到聖母院與千禧橋(圖 3-22、3-33、

3-34)、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餐廳「Ashmolean Dining Room」則延伸至露臺，可

以一覽館外校園美麗的風景(圖 3-35)；法國的奧賽美術碗的四樓咖啡廳「Le café 

Campana」可以望見山上的聖心堂與對岸的羅浮宮、羅浮宮的露臺餐飲區可以看

到外面的廣大花園、龐畢度藝術中心餐廳(圖 3-36)；西班牙的古根漢的小酒吧可

以看到當地海港與風景(圖 3-37)；美國的 MoMA 在四樓的兩家咖啡廳「Cafe 2」

與「Terrace 5」可以俯瞰整個中庭(圖 3-38)、211紐約大都會的餐廳與咖啡廳各可以

看到中央公園與人民大會堂(圖 3-39)、古根漢可以俯瞰第五大道與中央公園(圖

3-40、3- 41)；挪威的 Norveg Roervik 博物館餐廳「Gudmundur Jonsson」(圖 3-42、

3-43)可看到海景此等皆屬之。 

 

 

圖 3-22 、3-23：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七樓餐廳「Restaurant」
212

  設有不同風格的座位區
213

外面

還有個露臺，可將飲料帶出坐在那邊欣賞風景。 

 

                                                      
211

 MoMA 在四樓的兩家咖啡廳「Cafe 2」與「Terrace 5」：
http://yayalo.pixnet.net/blog/post/20624308-%E7%B4%90%E7%B4%84---think-coffee-%26-moma%EF%BC%88d
3%EF%BC%89 。2012/10/15 搜尋。 
212

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七樓餐廳「Restaurant」：

http://no6734.pixnet.net/blog/post/26722396-%E3%80%902009-london%E3%80%91%E6%9C%89%E8%B1%94%
E9%81%87%EF%BC%9F%E6%B3%B0%E5%BE%B7%E7%8F%BE%E4%BB%A3%E7%BE%8E%E8%A1%93%E9%A4%A
8 。2012/10/17 搜尋。 
213

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七樓餐廳「Restaurant」：http://www.wretch.cc/blog/SUVcougar/33145559。20121017

搜尋。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yayalo.pixnet.net/blog/post/20624308-%E7%B4%90%E7%B4%84---think-coffee-%26-moma%EF%BC%88d3%EF%BC%89
http://yayalo.pixnet.net/blog/post/20624308-%E7%B4%90%E7%B4%84---think-coffee-%26-moma%EF%BC%88d3%EF%BC%89
http://no6734.pixnet.net/blog/post/26722396-%E3%80%902009-london%E3%80%91%E6%9C%89%E8%B1%94%E9%81%87%EF%BC%9F%E6%B3%B0%E5%BE%B7%E7%8F%BE%E4%BB%A3%E7%BE%8E%E8%A1%93%E9%A4%A8
http://no6734.pixnet.net/blog/post/26722396-%E3%80%902009-london%E3%80%91%E6%9C%89%E8%B1%94%E9%81%87%EF%BC%9F%E6%B3%B0%E5%BE%B7%E7%8F%BE%E4%BB%A3%E7%BE%8E%E8%A1%93%E9%A4%A8
http://no6734.pixnet.net/blog/post/26722396-%E3%80%902009-london%E3%80%91%E6%9C%89%E8%B1%94%E9%81%87%EF%BC%9F%E6%B3%B0%E5%BE%B7%E7%8F%BE%E4%BB%A3%E7%BE%8E%E8%A1%93%E9%A4%A8
http://www.wretch.cc/blog/SUVcougar/33145559。20121017
http://www.wretch.cc/blog/SUVcougar/33145559。201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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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至高點更可看到

千禧橋
214

 

 

圖 3-35 ：英國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餐廳

「Ashmolean Dining Room」
215 

  

圖 3-36：法國龐畢度藝術中心餐廳
216

 圖 3-37：西班牙古根漢「小酒吧」
217

 

 
 

圖 3-38：美國 MoMA 四樓輕食區的兩家咖啡廳「Cafe 

2」與「Terrace 5」俯瞰中庭的休憩區
218

 

圖 3-39：美國紐約大都會餐廳「Great Hall 

Balcony Bar」，位於二樓的陽台，可俯瞰人民

大會堂 

                                                      
214

 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http://www.titien.net/category/voyage/ 。20121017 搜尋。 
215

英國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餐廳「Ashmolean Dining Room」

http://www.benugo.com/restaurants/ashmolean-dining-room 。20141016 搜尋。 
216

法國龐畢度藝術中心餐廳：https://yahoo.house108.com.tw/knowledge_article.php?k_id=45 。20141015

搜尋。 
217

美國 MoMA： http://es.bistroguggenheimbilbao.com/ 。20130618 搜尋。 
218

國紐約大都會餐廳「Great Hall Balcony Bar」：

http://yayalo.pixnet.net/blog/post/20624308-%E7%B4%90%E7%B4%84---think-coffee-%26-moma%EF%BC%88d
3%EF%BC%89 。2012/10/15 搜尋。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titien.net/category/voyage/
http://www.benugo.com/restaurants/ashmolean-dining-room
https://yahoo.house108.com.tw/knowledge_article.php?k_id=45
http://es.bistroguggenheimbilbao.com/
http://yayalo.pixnet.net/blog/post/20624308-%E7%B4%90%E7%B4%84---think-coffee-%26-moma%EF%BC%88d3%EF%BC%89
http://yayalo.pixnet.net/blog/post/20624308-%E7%B4%90%E7%B4%84---think-coffee-%26-moma%EF%BC%88d3%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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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美國古根漢 3F 咖啡廳
219

 圖 3- 41：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220

(九個餐廳) 

「Appetizers」 

 

 

圖 3-42、3-43：挪威 Norveg Roervik 博物館餐廳「Gudmundur Jonsson」
221

 

日本得地中美術館「網吧」是俯瞰瀨戶內海的美麗風景的咖啡館，尚有建立

室外空間可以盡收瀨戶內海美景(圖 3-44、3-45)、日本國立京都美術館面臨湖琵

琶咖啡館的玻璃窗。打開陽台窗戶可欣賞鄰近運河、各種樹花開等，這些非常都

是受民眾歡迎(圖 3-46)、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餐飲區的設置是讓出最好的景觀

區，使得參觀民眾可以悠遊輕鬆欣賞戶外景致與享用餐點(圖 3-48)、美秀美術館

的餐飲區也是留大面的落地窗，讓用餐民眾可以一覽外面隨著季節變換的大自然

之山景(圖 3-49)、東京國立博物館與足立美術館等都屬之。222 

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三希堂」部分區域可遠眺山景、國立歷史博物館

的餐廳「豐荷水月」與「CUTTY SARK」(圖 3-50、3-51)可俯瞰荷花池、宜蘭蘭

陽博物館(圖 3-52、3-53)兩側各可遠眺遠處的單面山或親近濕地區的生態觀察、

                                                      
219

美國古根漢 3F 咖啡廳：http://www.guggenheim.org/new-york/about/host-an-event/cafe-3 。20141014 搜

尋。 
220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Appetizers」：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petrie-court-cafe-and-wine-bar 。

20141016 搜尋。 
221

挪威 Norveg Roervik 博物館餐廳「Gudmundur Jonsson」： 

http://arch.pclady.com.cn/home/jjtk/0611/122452_7.html 。20131018 搜尋。 
222

 日本足立藝術博物館被列為三星級米其林綠色指南，

http://www.adachi-museum.or.jp/en/archives/news/36 。20141018 搜尋。 

http://www.guggenheim.org/new-york/about/host-an-event/cafe-3%20。20141014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petrie-court-cafe-and-wine-bar
http://arch.pclady.com.cn/home/jjtk/0611/122452_7.html%20。20131018
http://www.adachi-museum.or.jp/en/archives/news/36
http://www.adachi-museum.or.jp/en/archives/news/36
http://www.adachi-museum.or.jp/en/archives/new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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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陶瓷博物館三樓咖啡廳「The Cafe」(圖 3-54)眺望山景，對於現代人而言，

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與「療癒感」的餐廳。 

 

 

圖 3-44：日本地中美術館的直島地下「地中カフ

ェ」
223

 

圖 3-45：日本地中美術館的直島餐廳「テラスレスト 

ラン 海の星 Etoile de la mer」224 

 

 

圖 3-46：日本國立京都美術館
225

 圖 3-47：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大倉飯店花園露台
226

 

 

 
圖 3-48：日本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餐廳一角

227 圖 3-49：日本美秀美術館「喫茶室」2 [PINE VIEW]  

                                                      
223

日本地中美術館的直島地下「地中カフェ」：http://www.benesse-artsite.jp/chichu/cafe_store.html#Cafe 。

20141016 搜尋 
224

日本地中美術館的直島餐廳「テラスレストラン 海の星 Etoile de la mer」：

http://www.benesse-artsite.jp/benessehouse/restaurant_cafe.html#TerraceRestaurant 。20141016 搜尋 
225

日本國立京都美術館：http://www.momak.go.jp/Japanese/cafe.html 。20121025 搜尋 
226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UESHIMA_COFFEE 。 
227

 日本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餐廳： http://www.kanazawa21.jp/data_list.php?g=10&d=2。20121010

搜尋。 

http://www.benesse-artsite.jp/chichu/cafe_store.html#Cafe
http://www.benesse-artsite.jp/chichu/cafe_store.html#Cafe
http://www.benesse-artsite.jp/chichu/cafe_store.html#Cafe
http://www.benesse-artsite.jp/chichu/cafe_store.html#Cafe
http://www.benesse-artsite.jp/benessehouse/restaurant_cafe.html#TerraceRestaurant
http://www.momak.go.jp/Japanese/cafe.html%20。20121025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UESHIMA_COFFEE
http://www.kanazawa21.jp/data_list.php?g=10&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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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0：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二樓 「豐荷水 

月」
228 

圖 3-51：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四樓餐廳

「CUTTY SARK」(筆者攝影) 

     

 

 

 

 

圖 3-52、3-53：台灣宜蘭蘭陽博物館(夜晚 白天) (筆者攝影) 

 

 

 

 

 

 

 

 

 

 

 

 

圖 3-54：台灣鶯歌陶瓷博物館三樓樓咖啡

廳，「The Cafe」有良好視野，可以遠眺附近

的遠山風景(筆者攝影) 

                                                      
228

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二樓 「豐荷水月」：
http://www.nmh.gov.tw/zh-tw/Hall/Content.aspx?Para=2&unkey=71 。20140704 搜尋。 

http://www.nmh.gov.tw/zh-tw/Hall/Content.aspx?Para=2&unkey=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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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材或食器結合當地與本土藝術家 

    一個成功的機構，除經營有道，賺取正當利潤，更需要照顧旗下員工與其周

遭的環境中的人事物，使其附近居民有安全感、歸屬感、成就感、榮譽感等。以

博物館餐飲而言，目前所搜尋到的國外大型博物館中，很多博物館餐飲在食材的

選擇上是照顧到當地的農漁牧產業，並配合季節推出當季食蔬，用當地當季食蔬

除了配合季節飲食，這與中國對於飲食配合季節養生觀念相符、也減少採買成

本、提升當地相關產業發展，餐廳裡所用的器具有的會特別設計或配合當地或本

國的藝術家們來製作博物館特有的餐具。 

    從各個博物館官方網站搜尋到以此形式規劃與執行餐飲的有英國泰德四個

館(圖 3-58)、benugo 機構所負責的幾個博物館
229

(英國從大英博物館、牛津愛須摩

林博物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蘇格蘭歷史博物館、童年博物館、倫敦博

物館、蘇格蘭國家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科學館等)；法國的羅浮宮、奧賽

美術館；美國的大都會、美國現代藝術館；日本的美秀美術館、地中美術館、金

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東京國立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澳洲的澳洲國

立博物館；西班牙的畢爾包等幾個博物館對於館方的食材，都強調採用本土與當

地食材。 

英國泰德四個分館對於自己所屬的餐廳所推出的餐點，是泰德自行進行製造

的專屬三明治，新鮮果汁、沙拉與糕點。食材的來源之選擇，泰德與有口碑、被

推薦的優良農民、漁民、肉商合作，以確保原料成分穩定，維持一定的高品質，

採用時令蔬菜。 

法國的羅浮宮、奧賽美術館與龐畢度；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有自己特有

的農場食材合作夥伴，230也推出季節性的套餐。231古根漢、MoMA 也是有季節菜

單。 

    在亞洲，配合季節推出菜色的博物館中，日本的美秀美術館的飯糰套餐(圖

                                                      
229

 根據 benugo 來台灣故宮演講，資料與演講中表示 benugo 得過很多獎項，2012、2011 最佳經營者與咖啡，

benugo 此機構本身從商店街起家，一直到進入博物館餐廳經營。第一次的競標就是英國的 V & A，benugo

在自然歷史博物館已經經營五年。Benugo 的經營理念是希望將民眾對於 20 年前倫敦的食物是很糟糕的—硬

麵包、冷咖啡不好印象，希望可以藉由 benugo 來改變人們對於倫敦食物的印象。現在的博物館成為玩樂機

構之一，希望群眾進入博物館可以玩一整天，benugo 的負責人之一傳達在英國，甚至有旅客是位了食物進

入博物館的。Benugo 在進駐每家博物館，特色都不一樣，每家博物館餐廳都與各博物館的文化、特色相結

合，使之成為相同的例如：自然歷史博物館：因適合幼童，因此一開始就打造全家一起去的餐飲環境與餐

點；V & A 的屬性是屬於較成人化、有錢階級，因此餐廳打造也以此來設計。每次在設計博物館的餐飲空

間與菜單時，都會與館長做深入的溝通。摘錄自：Benedict Warmer /Founder , benugo Ltd，Amazing Food & 

Concepts in UK Museums by benugo， 
230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the-balcony-lounge/about-our-menu 
 。20141016 搜尋 
231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members-dining-room 。

20141014 搜尋。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the-balcony-lounge/about-our-menu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members-dining-room%20。20141014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members-dining-room%20。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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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烏龍麵配上炸的天婦羅蔬菜餅(圖 3-56)、蔬菜天婦羅冷蕎麥麵等，除講求

天然素材更是配合季節(圖 3-57)、地中美術館的餐廳也都配合當地食材，以「テ

ラスレストラン 海の星 Etoile de la mer」(圖 3-59)每天的菜餚都因應當地做變

化，使用新鮮的食材(圖) 、東京國立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圖 3-60)

等博物館的餐廳，皆會配合季節推出當季菜單。 

 

 
圖 3-55：（三種不同之飯團配上季節性蔬菜、味噌湯及自製豆腐）

232
 

 

 

 

 

      
 

圖 3-56：烏龍麵配上炸的天婦羅蔬菜餅233
         圖 3-57：下午茶

234
 

        

                                                      
232

 http://www.miho.or.jp/chinese/ 。20141014 搜尋。 
233

 http://www.miho.or.jp/chinese/ 。20141014 搜尋。 
234

 http://www.miho.or.jp/chinese/ 。20141014 搜尋。 

http://www.miho.or.jp/chinese/
http://www.miho.or.jp/chinese/
http://www.miho.or.jp/chinese/


 

53 
 

 

 

圖 3-58：泰德利物浦咖啡廳秋季菜單
235 

 

圖 3-59：「テラスレストラン 海の星 Etoile de la mer」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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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7999 。20121017 搜尋。 
236

 http://www.benesse-artsite.jp/benessehouse/pdf/menu-TerraceRestaurant-201410.pdf 。20121017 搜

尋。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7999%20。201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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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0：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季節料理
237 

五、餐飲發展自有風格特色 

    博物館餐飲發展自有特色與風格，使得自身餐飲具有獨特性是現在博物館餐

飲的趨勢之一。西班牙的畢爾包；英國的泰德、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238台灣國

立故宮博物院；日本美秀、地中美術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benugo 機構

進駐的幾個博物館(英國從大英博物館、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維多利亞與亞伯

特博物館、蘇格蘭歷史博物館、童年博物館、倫敦博物館、蘇格蘭的國家博物館、

自然歷史博物館、科學館等)。都各自發展出博物館本身特有的餐飲，以吸引民

眾在參觀之餘，休憩的首要要選擇、甚至有人來博物館的首要目的就是在博物館

用餐。 

以日本美秀美術館為例，強調館內的餐廳、喫茶室所採用的食材，均是以無

農藥、無化學肥料及無有機肥料，是採用自然堆肥(落葉、枯草等)的種植方法培

育的。運用及發揮泥土原有的活力的種植方法，可保護環境，能獲得安全及營養

價值高的產物，並且能夠發揮產品本來原有的美味，且館內食材均採用由全國各

地實施這個農法的農家所送來的，蔬菜，米，小麥，豆類，水果等，都是經過嚴

格挑選的食材。還有豆醬、醬油、鹽、糖等的調味料都也是自然食品，所製食材

是美秀特有口感與風味。239地中美術館餐飲也與當地結合，餐飲端看當日漁獲、

農產而推出菜單。 

    日本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比較特別的是館內設立的法國餐廳，引入日本口

味與食材改良的法國餐，館外另有古蹟「茶屋」的設置，分別是「松濤屋」 (し

                                                      
237

 http://www.paulbocuse.jp/musee/menu.html 。20141016 搜尋。 
238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our-bakery-products/index.html 。20141016 搜尋 
239

 

http://www.paulbocuse.jp/musee/menu.html%20。201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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ょうとうあん)與「山宇亭」（さんうてい），240241其目的是提供茶話會，聚集了俳

句詩人，詩歌比賽，會議和展覽的光譜相關會議和閱讀的茶道。
242

茶屋的使用都

有明確的規定，必須事先預約、經過審核、須要的費用與使用天數等，網頁下更

設有各項使用的申請程序流程與表格，方便提供民眾下載申請。無疑是保留了日

本的文化遺址、延續保存日本傳統特有文化。 

    英國的泰德，對於自己所屬的餐廳所推出的餐點，是由泰德自行進行製造的

泰德專屬三明治，新鮮果汁、沙拉與糕點，食材幾乎是當地嚴選。而 benugo 機

構進駐的博物館群，雖然為數不少，但 benugo 秉持著進駐前必須與館方進行深

入溝通與研究，再研發出各館的特色，因此在餐飲上是互不衝突，英國不管是泰

德或是 benugo 機構都在研發打造最好的咖啡；美國的紐約大都會餐飲也幾乎每

天都在做變化，官網也介紹有館方選出特有的農場食材合作夥伴，243 

以這樣類似形式在經營餐飲的博物館，除了讓民眾除了享美味，重要的是「食

的安心」，由其在現代，汙染、基因改造、食品衛生、來源不時出問題的年代，

博物館餐飲部門負責人也幫民眾在此把關，讓博物館不僅是社會藝術文化的指

標，有些博物館餐飲也將此觀念延伸在餐飲的各項在研發與經營。 

六、餐飲配合特展、節慶或是館內藏品 

    博物館因應特展與國情，平時會配合館方或節日設立「特展餐飲」或「節慶

餐飲」，目前也是時勢所趨，「特展餐」或「節慶特餐」往往早在特展與節慶之前

就被預約額滿，原本就設有特展餐飲與節慶餐飲的博物館更加的用心在經營此菜

單上的研究與設計，也讓民眾對此趨之若鶩，進來館內用餐，也要買門票、或者

參觀展覽，有的博物館會在官方網頁上特別說明預定此餐飲並到館參觀民眾還可

享有折扣。 

    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在這些年都會配合特展設計「特展餐飲」，2014 年是「明

                                                      
240

松濤屋的建築是江戶時代後期，13 主加賀前田奇台（/ 1811 年至 1884 年 1884 年至 1996 年文化），撤退

的根岸江戶“Arizono 財富”建築作為客廳即得。紅殼，因為它是天花板和支柱“之間的”紅色被調用。然

後，在搬遷到聯排別墅在鎌倉，1936 年（1936 年），鯉城 16 前田（/ 1885 年至 1942 年 1942 年至 1885 年）

由正在發展成為一個茶館式茶道喬木獨立“安妮松濤“由此得名。1979 年（1979 年）重建，是在金澤，2001

年（2001 年）採取了在城市的金澤，是一種有價值的建築物現在留在大氣中後期的江戶時代，當時這是搬

遷，這努力傳達的氛圍已經擴大的過程中茶道和準備區與椅子座位的新立禮。 
241

 山宇亭是 1951 年（1951 年）重建已在高岡市金澤本田，這兩個已被用在一個給定的內部生產公司總裁

直山元工業機械是。與“坐等待”被認為是在同一個地方被移動從主要居住的家是一個長達 8 加賀。本田

位於中間的自然森林的城市，四周的樹木在茶小屋式的茶道，長房“高山茶”突出的朋友認為這是所謂的，

這重建隨著“宇亭山”由此得名。2002 年（2002）捐贈給市金澤，重建時盡量在這方面，恢復和重新成員

原有的歷史氛圍和原有建築的修復損壞的部分只有有妥協的價值。 
242

 http://www.kanazawa21.jp/k21_reserve/index.php?i=3&r=2&ym=201107。2011 年 7 月 10 日搜尋。 
243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the-balcony-lounge/about-our-menu 

 。20141014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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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特展菜單」244245 

    節慶特餐選以聖誕節為主來配合，有英國的泰德、英國牛津愛須摩林博物

館、246英國國家畫廊；247248法國的羅浮宮、奧賽美術館；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博物

館；澳洲的澳洲國立博物館；日本的美秀美術館、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東京

國立博物館等也都有特展餐點，在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比較特別的是，保留了

歷史古蹟，留給文人舉行傳統活動(圖 3-61)；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是「藏品餐

點」；249馬來西亞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餐飲推出具有濃厚的伊斯蘭飲食與環境。250
 

    
  圖 3-61：日本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 茶屋－松濤庵外觀251252 

七、餐飲與最佳廚師、連鎖餐飲企業合作 

    為了讓來訪博物館餐觀民眾增加難忘的經驗與吸引更多民眾，博物館對於餐

飲的重視與日俱增。在烹調加入與眾不同、獨特創意，還要與一般市面上的餐廳

                                                      
244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114117%20BM%20Great%20Court%20Ming%20Set%20Menu%20A5.pdf 。

20141014 搜尋。 
245

 http://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eat.aspx?lang=zh-CHS。 2011 年 7 月 11 日搜尋。 
246

 
http://www.benugo.com/media/54492/25396_114073-ashmolean-dining-room-xmas-menu-160x297mm.pdf  
。20141014 搜尋。 
247

 英國國家畫廊聖誕節餐。摘錄自英國國家畫廊官網：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userfiles/Menu/NDR/NDRChristmasmenu2014.pdf 。20141012 搜尋。 
248

英國國家畫廊節慶蛋糕。摘錄自英國國家畫廊官網：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introducing-peyton-and-byrne-celebration-cakes/index.html 。20141012 搜

尋。 
249

 時報周刊 No.1800，2012/8/17-2012/8/23。 
250

 http://www.iamm.org.my/i_fac/?page_id=129 。20141028 搜尋。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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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區隔。目前會看到一個現象，即是有些博物館競相聘用名廚或是引進知名餐

飲連鎖企業。 

    歐美博物館中，如西班牙的畢爾包延聘最佳得獎廚師；253法國的羅浮宮進駐

星巴克(圖 3-62、3-63)；benugo 機構負責的博物館(英國從大英博物館、牛津愛須

摩林博物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蘇格蘭歷史博物館、童年博物館、倫敦

博物館、蘇格蘭國家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科學館等)、英國藝術館餐廳也

屢獲殊榮。254  

    以西班牙的畢爾包的餐廳來說，廚師 Identita Golose 分別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在餐飲獲得國際上的認可的創新獎。廚師 Identita Golose 除了建立了屬於自

己獨特的美食，因為獲獎的肯定與媒體爭相報導，這都是在在為博物館加分與行

銷的最佳利器。在 2012 年得到獲得了 3 個太陽，「雷普索爾指南」(Repsol Guide)

的美食餐廳頒發的最高評級與第一個星級的米其林指南 2012，「雷普索爾太陽」

在西班牙是烹飪界最負盛名的獎項，連媒體也爭相報導，行銷博物館，吸引更多

人的到館訪問(圖 3-64)。 

    美國的 MoMA 餐廳「The Modern」延聘得到 James Beard Foundation 的紐

約最佳廚師獎, 來自法國阿爾薩斯的傳統法式主廚 Gabriel Kreuther 精心設計的

原創佳餚，搭配現代美術創意的華麗餐飾，有多種用餐選擇。由丹尼•梅耶爾

(Danny Meyer)主持、備受讚譽的「Union Square Hospitality Group」集團來擔任

營運。 

  
 圖 3-62：羅浮宮之星巴克

255
 

 

 圖 3-63：羅浮宮的 PAUL 麵包店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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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erua.com/ 。20141018 搜尋。 
254

 http://www.nationalgallery.org.uk/visiting/eat-and-drink/eat-and-drink/*/viewPage/3  。
20141018 搜尋。 
255

 http://www.louvre.fr/le-cafe-documentation-starbucks-coffee 。20141016 搜尋 
256

 http://www.louvre.fr/le-kiosque-paul-et-le-triporteur 。20141016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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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西班牙畢爾包因廚師獲得殊榮，媒體爭相報導，摘錄自畢爾包官網 

    亞洲部分，日本的國立新東京美術館進駐米其林三星級法國餐廳「ブラッス

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圖 3-65、3-66)、257東京國立博物館進駐「上

島咖啡」、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258；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引進「故宮晶華」、

國立歷史博物館「CUTTY SARK」、鶯歌陶瓷博物館結合「伊客」、國立台灣美

術館有「春水堂」、「古典玫瑰園」 (圖 3-67)、台灣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進駐「麥

當勞」 (圖 3-68)。 

    歐美博物館餐飲在此部分與亞洲的差異是，歐美博物館進駐連鎖餐飲機構，

會針對博物館特色設計餐飲，亞洲以日本博物館餐飲較可與歐美博物館比擬，台

灣則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故宮晶華」國寶宴具代表性。 

                                                      
257

米其林一顆星(Very good Cooking)的餐廳：「值得停車一嘗的好餐廳」（這樣的敍述當然是因爲米其

林是做輪胎的）；兩顆星(Excellent Cooking)的餐廳：示「一流的廚藝，提供極佳的食物和美酒搭配，

值得繞道前往，但所費不貲」；三顆星(exceptional cuisine，worth the journey)的餐廳：「完美而登

峰造極的廚藝，值得專程前往，可以享用手藝超絕的美食、精選的上佳佐餐酒、零缺點的服務和極雅致的

用餐環境，但是要花一大筆錢」。從定義可知，第一顆星的頒給標準以餐廳食物的品質來決定，多出來的

星星則視餐廳服務的品質、裝潢、餐桌擺設、食具的好壞、上菜的順序，以及酒窖的大小和品質來決定。

當餐廳獲得一顆星之後，要投資相當可觀的金錢在人員訓練、擺設和各種酒藏等方面，才可能獲得第二顆

或第三顆星星。獲得一星的主廚只要維持既有的水準，這顆星通常可以一直保留。但是二星或三星主廚只

要被發現一點疏忽就會被降等（delete），特別是被評鑒爲三星的主廚或餐廳，一定要經過好幾年的觀察

（一到兩顆星的餐廳每年要接受 15 次的重復評鑒，對三顆星餐廳的評鑒次數更多。僅有叉匙標誌的餐廳，

一年半到兩年才會再評一次），年年維持在水準以上的表現，才有可能獲得三顆星的評價。因此三顆星不

但象徵「絕對完美的美食」，更指「不會犯任何錯誤的主廚或餐廳」。

http://gofuntaiwan.net/columnpage/specol/michelin.asp 。20141114 搜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5%B6%E6%9E%97%E6%8C%87%E5%8D%97 。20141110 搜

尋。 
258

 http://www.karafuneya.jp/ 。20131218 搜尋。 

http://gofuntaiwan.net/columnpage/specol/michelin.asp%20。2014111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5%B6%E6%9E%97%E6%8C%87%E5%8D%97
http://www.karafuneya.jp/


 

59 
 

 
 

圖 3-65、3-66：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餐廳「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
259

 

 

  

圖 3-67：台灣國立美術館餐廳「玫瑰園用餐空間

(筆者攝影) 
圖 3-68： 台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官網

260 

八、博物館餐飲打造高級餐飲服務 

    國外很多的博物館在官方網站介紹餐飲、服務目標，有的更會設立願景。在

咖啡方面，英國泰德自己成立咖啡研究中心、從研究咖啡豆開始到烘培，甚至成

立「泰德烘培公司」，其過程講求專業嚴謹，最後挑選出中美洲的瓜地馬拉與薩

爾瓦多出產的咖啡豆，261262對茶的把關也是一樣嚴謹。因此，感覺到英國的博物

館參觀，沒有進入博物館的餐廳、咖啡廳點一杯咖啡、茶之後再離開，似乎是會

造成參訪博物館民眾的小小遺憾。 

    benugo 機構負責人也強力表示想要在他們負責的博物館餐飲中(大英博物

館、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蘇格蘭歷史博物館、童年

博物館、倫敦博物館、蘇格蘭國家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打造最好

的咖啡、英國國家畫廊263也是。因此，由英國博物館得很多官方網站上看到餐飲，

                                                      
259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1.html 。20131218 搜尋。 
260

 http://www.nmns.edu.tw/ch/visit/dining.htm 。20121118 搜尋。 
261

 http://www.tate.org.uk/visit/coffee-by-tate 。20121016 搜尋。 
262

 在歐美等國，市面上比較流行印有公平貿易標籤的產品，以供消費者一個另類選擇，以稍微高一些的

價錢購買合乎公義的貨品，其中以公平咖啡和巧克力最為著名。 
263

 http://www.nationalgallery.org.uk/visiting/eat-and-drink/eat-and-drink/*/viewPage/2 。20141014 搜尋。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1.html
http://www.nmns.edu.tw/ch/visit/dining.htm
http://www.tate.org.uk/visit/coffee-by-tate%20。20121016
http://www.nationalgallery.org.uk/visiting/eat-and-drink/eat-and-drink/*/viewPage/2%20。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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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博物館而沒有進入咖啡廳或餐廳去喝一杯“打造世界級”的咖啡，似乎就沒

有完成完整的參觀。 

    國外博物館有些還有提供酒類的服務，在葡萄酒方面，英國的泰德大力用心

在搜羅全世界最好的與獲得殊榮的葡萄酒，在泰德餐廳的酒單中，泰德大不列顛

的酒單一共有四十七頁之多(圖 3-69) ，泰德現代館也有十九頁的內容(圖 3-70)，

可見種類繁多與規模，泰德企圖想要將世界最好的與獲得獎項的葡萄酒都可以納

入泰德的酒單當中，泰德現代美術館成立「泰德葡萄酒俱樂部」。酒類不僅是提

供民眾預定晚餐，平時也提供給一般民眾在用餐時飲用。 

    除此，美國的紐約大都會也提供酒、烈酒多種選擇264，英國的倫敦國家藝廊，
265日本部分博物館也提供酒類。 

  圖 3-69： 英國泰德大不列顛餐廳酒單
266

              

                                                      
264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 。20131214 搜尋。 
265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userfiles/Menu/NC/WineListApril2014.pdf 。20141014 搜尋。 
266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0451。20121020 搜尋。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20。20131214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userfiles/Menu/NC/WineListApril2014.pdf%20。20141014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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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70： 英國泰德現代美術館餐廳酒單
267 

九、餐飲企業化 

    博物館的企業化館裡，日趨全面性，由其在餐飲這項，可發揮內容範圍可為

廣泛。比較廣為人知得是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泰德美術館、美國紐約大多會博物

館與法國的羅浮宮等。 

    英國的泰德美術館重視餐飲程度顯現在官方網站，直接將餐飲列為「企業項

目」(圖 3-71)，可從搜尋泰德官方網站左方訊息，列表中有出現「飲食、飲料與

商店」的選項，點選進去後，看到有餐廳、咖啡廳、商店與會員區，若有已有計

畫要進入泰德參觀並停留一段時間，泰德四個美術館都有此服務，可利用網頁上

提供的電話或是電郵兩種方式向泰德咖啡廳或餐廳預訂餐點並保留位置，提昇遊

客在進入美術館參觀藝術品之餘的休憩、用餐便利性。所獲利潤是支持泰德美術

館的運轉。由此可知泰德美術館對於餐飲不再視為是博物館的附屬地位，成為另

一項與博物館結合的專業來做為的營利事業。 

不只英國的泰德，歐美還有些博物館餐飲部分也有企業化管理與經營、並可

上網查詢預約訂位。 

泰德將餐飲做企業化經營與管理。對於餐飲服務人員團隊的訓練是嚴格與設

                                                      
267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2739。20121020 搜尋。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2739。201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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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高標準的，列出高度專業的工作態度規範與目標，目的是要有將餐飲各項相關

服務盡可能超過客戶的期望。成立「泰德烘培公司」來進行咖啡的研發。 

 

圖 3-71： 在泰德的官網上可見餐飲是歸列為企業選項
268

 

    美國的大都會美術館有 30%財源來自美術館的賣店營收。館方每星期固定時

間與地點開放提供捐贈者舉辦宴會，凡只要捐贈到一定的額度即可參與，價格不

斐，讓上流社會趨之若鶩，很多時候發現在半年前已經排滿檔期，每晚幾十萬的

收入不無小補，大都會美術館的餐飲服務現今已成為是必然，是重要的經費來源

之一。 

    在大都會美術館的組織章程，設立館長與總裁各一人，總裁負責大都會博物

館一切行政幕僚事務，如資金的籌措、人事管理，在其下又設立六個副總裁，分

別掌管文書與諮詢、營建、財務、公共事務、出版與營運等工作，分工詳細且明

確專精。 

    美國大都會美術館除了以基金會的方式成立，一開始就在組織架構上成立了

「大都會基金」部門，隸屬於總裁底下。269成立基金會源自於在基金會之下的大

都會美術館所得到的經費有限，因而成立「大都會基金」部門，可見大都會美術

館對資金籌措的重視、行動與決心。270271 

                                                      
268

 http://www.tate.org.uk/about/who-we-are/tate-structure-and-staff/tate-enterprises/food-and-drink-at-tate 。

20121016 搜尋。 
269

 大都會美術館設立館長與總裁各一人，總裁負責大都會博物館一切行政幕僚事務，如資金的籌措、人

事管理，在其下又設立六個副總裁，分別掌管文書與諮詢、營建、財務、公共事務、出版與營運等工作，

分工詳細且明確專精。 
270

 大都會員工將近三千名，且薪資占全年總預算一億六千萬美元的三分之二，在資金的窘迫之下不得不

成立此部門。 
271

 大都會的經費來源包含場租，餐廳與禮品店、門票、政府補助、會員年費……，尚有私人募款、慈善

捐助、大都會家族組織年費、旅遊計畫收入……等等。 

http://www.tate.org.uk/about/who-we-are/tate-structure-and-staff/tate-enterprises/food-and-drink-at-tate%20。20121016
http://www.tate.org.uk/about/who-we-are/tate-structure-and-staff/tate-enterprises/food-and-drink-at-tate%20。201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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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餐飲提供場地租借 

    歐美很多博物館都提供場地租借，餐廳、咖啡廳、會員廳等都可。像是英國

的大英博物館、泰德(圖 3-72、3-73)、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英國倫敦國立美術

館、272維多莉亞與亞伯特藝術館、英國倫敦國家藝廊；273法國的羅浮宮、奧賽美

術館(圖 3-76)；德國的柏林大麻博物館；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圖 3-77)、自

然歷史博物館、古根漢等。 

    以英國的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圖 3-78、3-79)與美國古根漢(圖 3-80)為例，都

可舉辦婚宴、企業活動、提供場地辦晚宴、音樂會、聯誼餐飲等多元性的活動。

古根漢的餐廳「The Wright」還可舉辦私人團體旅遊博物館的活動(圖)，更可訂

製餐飲、30 周年的慶祝晚宴。274法國奧賽博物館餐廳除了可租借場地舉辦晚宴

與活動，博物館的官方網站明示場地可以租借電影拍攝，瑞典國立博物館也是。 

    在亞洲的博物館，日本也有此類商業性活動。日本在近年來很多博物館空有

展館，沒有藏品也沒有展品，因此也提供婚宴、各項活動的辦理，以日本地中美

術館來說，也配合 2 天 4 宴 請 DES 兒 童 組 織 召 開 過 “ 兒 童 節 ” 月（ 日 ）、

婚 宴 。  

   

  圖 3-72：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東廳」位於六樓   圖 3-73：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Realisms 

Gallery」  

 

 

 

                                                      
272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supper-socials/index.html 。20141016 搜尋 
273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events-home/index.html  。20141014 搜尋。 
274

 

http://www.guggenheim.org/new-york/press-room/news/5822-30-years-of-works-a-process-celebrated-at-gala 。

20141018 搜尋。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supper-socials/index.html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events-home/index.html%20%20。20141014
http://www.guggenheim.org/new-york/press-room/news/5822-30-years-of-works-a-process-celebrated-at-gala%20。20141018
http://www.guggenheim.org/new-york/press-room/news/5822-30-years-of-works-a-process-celebrated-at-gala%20。201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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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6：法國奧賽美術館
275

 
圖 3-77：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Carroll and 
Milton Petrie European Sculpture Court」276 

  

 

圖 3-78：英國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提供婚宴、晚宴、派對與企業辦活動
277

 

                                                      
275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Plan_restopublic_.pdf 。

20121020 搜尋。 
276

 http://www.metmuseum.org/about-the-museum/entertaining-at-the-met/petrie 。20141014 搜尋。 
277

 http://www.ashmolean.org/services/venuehire/ 。20141016 搜尋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Plan_restopublic_.pdf%20。20121020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Plan_restopublic_.pdf%20。20121020
http://www.metmuseum.org/about-the-museum/entertaining-at-the-met/petrie%20。20141014
http://www.ashmolean.org/services/venue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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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9：英國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活動場地
278

此地可容納 100 左右，可依照顧客喜好擺設餐宴型

式，還有舞池，甚至可以到樓頂的露臺欣賞夜景 

  

 

圖 3-80：美國紐約古根漢「Ronald O. Perelman Rotunda」
279 

十一、照顧弱勢團體 

   英國的泰德美術館、大英博物館、日本美秀美術館，皆與本土當地的農漁牧

及各相關產業有密切連結與合作。在其他相關食材，如咖啡豆選擇上，特別照顧

中南美洲弱小國家，向他們直接收購食材(咖啡豆或其他)，以減少廠商層層的剝

削。為弱勢團體、當地產業與居民盡一份心力。 

 

                                                      
278

 http://www.ashmolean.org/services/venuehire/diningroom/ 。20141016 搜尋 
279

 http://www.guggenheim.org/new-york/about/host-an-event/rotunda 。 20141014 搜尋。 

http://www.ashmolean.org/services/venuehire/diningroom/
http://www.guggenheim.org/new-york/about/host-an-event/rotunda%20。%20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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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提供團體、家庭參觀用餐 

    對於以「家庭」這樣的團體單位來博物館參觀，直接在博物館官方網站上表

示歡迎的有英國的泰德美術館與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在博物館等。網站上就明顯表

態歡迎攜家帶眷到博物館來餐館，由其標示幼童，館方會對提供一些「工作」 

(play)和蠟筆塗鴉。 

    英國泰德美術館、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餐廳等，會

準備高腳椅提供幼童使用。英國泰德美術館更設有嬰兒更衣設施、衣帽間與越野

停車的服務。英國倫敦國家藝廊(圖 3-81)提供幼童餐點、日本地中美術館、美國

MoMA 皆有照顧嬰幼兒之設施。 

    其中較為特殊的是英國泰德美術館與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兩館會在特定

的時間，讓十二歲以下的幼童280在泰德美術館的咖啡廳免費用餐(圖 3-82)，前提

是要有大人陪同，並點了特定的餐點，隨行幼童便可享有這樣的方案配套措施(圖

3-83)。或在特別的日子準備免費餐點給幼兒與相關的「工作」(play)提供，這兩

個國家正是幼兒福利發源國家與幼兒福利天堂的國家。呼應劉君棋在 2010 年所

曾提到她對博物館的一項觀察發現，親子待在博物館餐廳最久，卻也最常被在觀

察中被忽略的一個重要族群。由此可知，博物館餐廳與咖啡廳可以扮演一個機構

保母的功能，因此博物館餐飲間會設置幼童教具(劉君棋的文中只有提到兒童)，

像是遊戲式的或是美勞用品，吸引這個群族對博物館的忠誠度。281 

    上述所提的國家大多為英國、美國與日本，正符合在兒童與少年福利發展所

提，社會福利始於英國、美國是兒童天堂、亞洲社會福利做得最好的國家為日本。

這樣的社會福利發展先進現象也體現在博物館餐飲相關的服務與設施。 

團體用餐方面，現在也漸漸被受重視，如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宜蘭蘭陽

博物館(圖 3-84)、國立台灣美術館等；法國的羅浮宮；大陸的上海博物館；英國

的倫敦國立美術館、大英博物館、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日本的東京國立新美術

館地下室(圖 3-85)、美秀美術館(需五天前預約)等皆有提供團體用餐的區域，或

者設置廣闊的座位區。 

                                                      
280

 12 歲以下的幼童，幼童表示是學齡與學前的小孩，有明確規範年齡。 
281

同註解44，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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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1：英國倫敦國家藝廊282
        圖 3-82： 幼童在泰德免費用餐的餐點內容

283 

 

 

圖 3-83：幼童可在大人帶領之下在泰德免費用餐
284 

   

圖 3-84：台灣宜蘭蘭陽博物館(筆者攝影)                                          
285

     

                                                      
282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userfiles/Menu/NC/KidsMEnuNOV.pdf 。20141014 搜尋。 
283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2661 。20121018 搜尋。 
284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2661 。20121018 搜尋。 

圖 3-85：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地

下室 大食堂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userfiles/Menu/NC/KidsMEnuNOV.pdf%20。20141014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2661%20。20121018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2661%20。20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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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官網行銷餐飲服務項目 

    現在很多博物館都將餐飲放置博物館官方網頁中，有的甚至在首頁即可看到

餐飲服務項目，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泰德美術館(四個館)( 圖 3-86、3-87、3-88)、

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的「Restaurant」可在網路見到「平

日菜單」與「聖誕節菜單」電子菜單設計(圖 3-89、3-90、3-91)、英國維多利亞與

亞伯特博物館；法國的羅浮宮、奧賽博物館「The Café Campana」(圖 3-92、3-93) 、

龐畢度梅茲分館的「La Voile Blanche」(圖 3-94、3-95)；美國的紐約大都會的「The 

Modern」(圖 3-96)、古根漢、MoMA；日本的美秀美術館、286地中美術館的網吧(圖

3-97、3-98)、國立東京美術館等。我們只要上網搜尋，即可看到詳細的菜單介紹，

便於民眾上網搜尋餐飲，即時可以選擇並電郵或是電話預定用餐的餐飲、日期、

時間與人數，在參觀博物館的用餐時段可以避免在餐飲方面擠兌現象。 

    因此，網路上餐飲相關的設計，如菜單、菜色、環境、食材、網頁的設計要

方便民眾搜尋與吸引人就很重要，是博物館與博物館餐飲重要行銷的管道，讓人

有好印象且吸引民眾前來用餐。 

 

圖 3-86：泰德不列顛美術館（Tate Britain)咖啡廳的菜單
287

 

                                                                                                                                                        
285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3.html#link2 。20141016 搜尋。 
286

 http://www.miho.or.jp/chinese/ 。20131014 搜尋。 
287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5697 。20121016 搜尋。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3.html#link2
http://www.miho.or.jp/chinese/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5697%20。201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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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87：泰德利物浦咖啡廳早餐菜單
288

   

  圖 3-88：德利物浦咖啡廳午餐菜單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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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3007 。20121017 搜尋。 
289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3007 。20121017 搜尋。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3007%20。20121017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3007%20。201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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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9、3-90：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餐廳「Restaurant」菜單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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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enugo.com/media/54456/ashmolean-menu.pdf 。20141016 搜尋 
291

 http://www.benugo.com/media/54512/ashmolean-drinks-menu-winter-2014.pdf 。20141016 搜尋 

http://www.benugo.com/media/54456/ashmolean-menu.pdf
http://www.benugo.com/media/54512/ashmolean-drinks-menu-winter-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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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1：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Restaurant」官網預告聖誕節特餐菜單封面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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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enugo.com/restaurants/ashmolean-dining-room 。20141110 搜尋。 

http://www.benugo.com/restaurants/ashmolean-dining-room%20。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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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2、3-93：奧賽博物館官網上「The Café Campana」的平日菜單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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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CARTE_ORSAY_12-10d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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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4、3-95：龐畢度梅茲分館「La Voile Blanche」平日菜單菜單
294 

                                                      
294

 http://www.centrepompidou-metz.fr/la-carte 。20141014 搜尋。 

http://www.centrepompidou-metz.fr/la-carte%20。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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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6：美國紐約大都會「The Modern」午餐菜單
295 

                                                      
295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petrie-court-cafe-and-wine-bar/lunch-
menu 。20121114 搜尋。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petrie-court-cafe-and-wine-bar/lunch-menu%20。20121114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petrie-court-cafe-and-wine-bar/lunch-menu%20。20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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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7：日本地中美術館網吧菜單
296

 

 

 圖 3-98：日本地中美術館咖啡廳菜單
297 

由上述的發現與說明，可知道博物館已經脫離單純展示文物與藝術品的作

                                                      
296

 http://www.benesse-artsite.jp/chichu/pdf/menu-ChichuCafe.pdf 。20141016 搜尋。 
297

 http://www.benesse-artsite.jp/benessehouse/pdf/menu-MuseumCafe-201405.pdf 。20141016 搜尋。 

http://www.benesse-artsite.jp/chichu/pdf/menu-ChichuCafe.pdf%20。20141016
http://www.benesse-artsite.jp/benessehouse/pdf/menu-MuseumCafe-201405.pdf%20。201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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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政府經費補助縮減、人文關懷的驅動之下，結合了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

的五個層次的需求論並盡量滿足各個層次的民眾，生理與安全的需求滿足了飢渴

因此發展了餐飲、在感情與人性尊重的需求滿足了歸屬的需要，希望成為某個群

體中的一員，在參觀民眾之間有著情感的連結、在博物館的餐廳用餐備感尊榮。 

    英國《藝術報（The Art Newspaper）》，2014 年 3 月 25 日有篇報導，在 2013

年度世界參觀人數最多的藝術博物館298，本文列出前面 15 間博物館，這 15 間博

物館皆有餐飲設施，且博物館官網都有將餐飲放入官方網頁之中，便利民眾搜尋。 

表 3-1：英國《藝術報（The Art Newspaper）》報導 2013 年度世界參觀人數最多

的藝術博物館前 15 名 

 

 

 

 

 

                                                      
298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F%83%E8%A7%80%E4%BA%BA%E6%95%B8%E6%9
C%80%E5%A4%9A%E7%9A%84%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E5%88%97%E8
%A1%A8 。20141010 搜尋。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7%9D%E8%A1%93%E5%A0%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Art_Newspaper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7%9D%E8%A1%93%E5%A0%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Art_Newspaper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F%83%E8%A7%80%E4%BA%BA%E6%95%B8%E6%9C%80%E5%A4%9A%E7%9A%84%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F%83%E8%A7%80%E4%BA%BA%E6%95%B8%E6%9C%80%E5%A4%9A%E7%9A%84%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F%83%E8%A7%80%E4%BA%BA%E6%95%B8%E6%9C%80%E5%A4%9A%E7%9A%84%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E5%88%97%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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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博物館的餐飲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結合 

    在 1994 年澳洲已率先呼籲並提出和創意產業概念相同的「創意國家」

(Creative Nation)文化政策，可惜未造成全球性的潮流。目前可看到文化創意產業

的資料一致認為從歐洲的英國在 2008 年提出並開始。  

    但英國在更早於 1997 年便開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同年成立「創業產業籌

備小組」，開始致力推動，1998 年提出第一份創意產業的調查報告。299各國也開

始競相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包括台灣，亞洲各國的創意產業，世界上各國目前大

致均已 1998 年英國工黨政府的文創產業報告為藍圖。300 

    台灣發展文化產業的想法源自於 1995 年，當時的文建會時提出「文化產業

化、產業文化化」的構想，並且之後成為「社區總體營造」重要核心，301希望發

展地方獨特的文化，成為地方文化特色亦可吸引民眾，帶動民眾更深入了解自己

的地方文化。2002 年的「六年國家建設計畫」，開始制定有關文化產業政策與其

相關定義、規範範疇。 

    文化產業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首先由陳郁秀主委任內，於

2002 年提出，在 2009 年，又如火如荼的加入「民生六大產業」，成為政黨輪替下，

少數得到持續、甚至加碼發展的國家發展政策。文創產業在台灣，已經成了全民

運動，所有的藝術、文化活動，幾乎冠上「文創」一詞。 

    在台灣，政府是在怎樣的因緣際會下，接觸、設計、提出文創計畫，目前的

文獻並沒有清楚記載。但文創產業概念與行動，很快的從英國傳到台灣，列為「挑

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期程為 2002 至 2007 年)之下。當時文創的業務跨

經濟部、文建會、教育部、經建會，並由經濟部成立推動小組，負責整合。302 

    2008 年國民黨執政，鑑於台灣經濟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行政院於 2009

年提出六大新興產業，其中之一即為文創產業的發展，文創產業因此得到更多的

重視。同時，文創的業務與推動由當時的「文建會」負責窗口整合。 

    文創在台灣，與文創在英國的不同是，台灣的情形是由政府從上而下的方

                                                      
299

 王素彎(2006)，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經濟前瞻，(107)9，頁 45-52。 
300

英國是輸出創意產業概念最成功的國家。英國以強大的旅遊業、文化遺產以及媒體、設計相關經濟活動

為基礎，強力推銷文化與經濟結合的好處，如此政策推廣，透過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貿易與工業

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等公、私部門網絡，迅速地影響了其他國家。包括台灣等的亞洲國家紛紛

前往英國取經。然而，1998 年那份關鍵的文化創意產業報告(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並非英

國創意產業最初的政策文件。我們大約可從 1980 年代初期的大倫敦區政府(Great London Council)時期，看到

創意產業政策初形成的軌跡。但是，因為大倫敦區政府在首相柴契爾主導的政府改革中被廢除，創意產業

政策並未真正付諸實行(Hesmondhalgh, 2005)；直至 1998 年方才透過上述的報告大鳴大放。 
301

 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最早來自於日本千葉大學宮崎清教授，他認為地方資源是人力、文史、產業、土

地、景觀的一種分類方式，產業發展要具有特性，必須透過產業去尋找文化意涵，並和在地生活結合，才

能走出產業發展新的目標，讓地方產業成為該地區 文化的代表性資源。摘錄自：陳柏州、簡如邠(2004)， 
302

 朱紀蓉(2012)，重新審視博物館與文創產業－臺灣的困境與機會，博物館季刊，26(3)，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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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介紹文創作為一個產業概念，繼而有系統地發展文創這個(多重)產業；而在

英國的情形，則是強化本身就有的文化、藝術等相關產業與活動。英國的文化藝

術活動本身就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市場化，整個發展是市場機制決定的時候多於政

府介入；即使在博物館這一塊，後來也漸漸受到新自由主義以來，引入私部門的

各種不同操作方式，逐漸轉向企業化的經營管理。303 

    政府推行的文創政策中，鼓勵大眾從事能夠提供「美學經驗」、「美感經濟」

等文創相關經濟活動－在餐飲方面諸如菜色、菜單、食器、美味、設計感的餐廳

環境等，充滿設計感與獨特性。 

    「民以食為天」、「食色性也」這些成語可以看出飲食對人的重要性與喜好美

食屬人之天性，難以抹滅。304英國沃爾索新藝術畫廊與城市再生是千禧年英國耗

費 2,100 萬英鎊建造一棟新的藝術畫廊，讓此小鎮頓時成為世人焦點，被各大媒

體大肆報導。此一新藝術畫廊帶動地方發展，其周遭的社區環境也分三階段進行

全面性的改造整頓，提振市區人氣、商機、工作機會、吸引更多的人想要遷入此

城市，此新藝術畫廊讓原本找不到一家連鎖咖啡店的沃爾索，讓英國最大的咖啡

連鎖品牌「Costa」在 2007 年底駐進新藝術畫廊。305306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在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修正發布，307一共分為

16 類，其中第三項：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裡面內容包含美術館與博

物館，屬於文化部管轄；308第四項：工藝創作；指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模

具製作、材料製作、工藝品生產、工藝品展售流通、工藝品鑑定等行業，屬於文

化部管轄，此項在博物館餐飲可運用在食具、餐桌椅與各式裝潢；第八項：廣告

產業：指從事各種媒體宣傳物之設計、繪製、攝影、模型、製作及裝置、獨立經

營分送廣告、招攬廣告、廣告設計等行業。；第九項：產品設計產業：指從事產

品設計調查、設計企劃、外觀設計、機構設計、人機介面設計、原型與模型製作、

包裝設計、設計諮詢顧問等行業，屬於經濟部範疇，這攸關到餐飲的餐點設計，

或是在輕食與飲料的包裝呈現如何便利民眾食用或者吸引民眾前來滿；第十項：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指從事企業識別系統設計(CIS)、品牌形象設計、平面視覺

設計、網頁多媒體設計、商業包裝設計等行業。(備註 2：商業包裝設計包括食品、

民生用品、伴手禮產品等包裝。)；第十一項：設計品牌時尚產業：指從事以設

計師為品牌或由其協助成立品牌之設計、顧問、製造、流通等行業。；第十二項：

                                                      
303

同註解 301，頁 102。 
304

 周幸君(2006)，《尤利西斯》中的「食」與「性」，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Vol.12 No.1，頁 31。 
305

 http://cms.walsall.gov.uk/news/costa_coffee_comes_to_the_new_art_gallery__walsall.htm。 
306

李瑋芬(2009)英國沃爾索新藝術畫廊與城市再生，博物館季刊，23(3)，p97-109。 
307

在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9 日文創字第 10330059511 號令修正發布。搜尋自文化部官網。 
308

 指從事文化資產利用、展演設施(如劇院、音樂廳、露天廣場、美術館、博物館、藝術館（村）、演藝

廳等)經營管理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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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從事建築物設計、室內裝修設計等行業。屬於內政部管轄範圍，這屬於博物館

餐飲的環境，如何讓博物館的餐廳與咖啡廳和博物館本身的特色相結合或是做一

番新的文化創意設計，以新意吸引民眾；第十四項：創意生活產業裡面包含飲食，
309屬於經濟部管理。筆者將文創與博物館相關的項目整理如表 3-2，博物館一共

由三個部門統和館裡，如何整合才是重點。 

表 3-2：台灣文創與博物館相關的項目與管轄部門資料來源：文化部官網(筆者整理) 

管轄部門  內      容 

內政部 
第十二項 指從事建築物設計、室內裝修設計等行業。 

文化部 第三項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裡面內容包含美術

館與博物館， 

第四項 工藝創作；指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模具製作、

材料製作、工藝品生產、工藝品展售流通、工藝品

鑑定等行業。 

經濟部 第八項 廣告產業：指從事各種媒體宣傳物之設計、繪製、

攝影、模型、製作及裝置、獨立經營分送廣告、招

攬廣告、廣告設計等行業。 

第九項 產品設計產業：指從事產品設計調查、設計企劃、

外觀設計、機構設計、人機介面設計、原型與模型

製作、包裝設計、設計諮詢顧問等行業。 

第十項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指從事企業識別系統設計

(CIS)、品牌形象設計、平面視覺設計、網頁多媒

體設計、商業包裝設計等行業。(備註 2：商業包裝

設計包括食品、民生用品、伴手禮產品等包裝。) 

第十一項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指從事以設計師為品牌或由其

協助成立品牌之設計、顧問、製造、流通等行業。 

                                                      
309

 指從事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之核心知識，提供具有深度體驗及高質美感之行業，如飲食文化體驗、生活

教育體驗、自然生態體驗、流行時尚體驗、特定文物體驗、工藝文化體驗等行業。摘錄自：

http://www.moc.gov.tw/law.do?method=find&id=264。 

http://www.moc.gov.tw/law.do?method=find&id=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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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項 指從事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之核心知識，提供具有

深度體驗及高質美感之行業，如飲食文化體驗、生

活教育體驗、自然生態體驗、流行時尚體驗、特定

文物體驗、工藝文化體驗等行業。 

    文化創意表現在博物館的餐飲服務由以下幾點來觀察，博物館餐飲環境裝潢

設計、餐具、食材與菜色、菜單設計與博物館官網的餐飲設計五點來觀之。 

一、餐飲環境： 

    博物館的餐飲環境要符合博物館的整個文化藝術，讓用餐民眾得以以延續並

在此輕鬆分享溝通參觀後的感想。以台灣來說，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故宮晶華」，
310牆面採宋朝青瓷冰裂紋(圖 3-99)，是整棟建築設計的重心，牆面上裝飾紋路，

處處皆是此紋路、大廳玄關、餐桌之間採用隔屏。一樓餐廳在中央挑空六米，仿

古客棧的天井用餐環境，兩旁柱子仿新石器時代祭祀禮地的「玉琮」(圖 3-100)。 

  

圖 3-99：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冰裂

紋的窗格(筆者攝影) 

圖 3-100：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玉琮

的柱子(筆者攝影) 

    走道左右為古樸的小吃區域，懸掛燈具仿西周祭祀的樂器外型，桌面採用台

灣花蓮的大理石再框以木邊保護，整個設計可說古今交錯。走道盡頭左右兩面

牆，各選用「唐人宮樂圖」311與「文會圖」。312
 

                                                      
310

室內用餐空間的規劃是邀請日本空間設計大師—橋本夕紀夫的構想。 
311

圖中描寫後宮嬪妃十人，圍坐於一張巨型方桌，各自品茗、行酒，中央四人則負責吹樂助興，席間樂聲

優揚，連蜷臥在桌底下的小狗兒都陶醉其中。 
312

宋徽宗「文會圖」精緻的描繪出文人雅士相聚品茗、吟詩作對的閒情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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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兩側包廂約十間，各為可容納 8 人至 20 人，分別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

藏書畫家的名號來命名，如「蘭亭居」、「東坡居」、「白石居」、「六如居」、「雲林

居」與「衡山居」等。313設計師在廳房內主牆面沿用宋朝青瓷，並仿製中式燈與

木質地板，展現中式新意的時尚宮廷品味(圖 3-101)。另有「太白居」、「大千居」、

「井西居」及「松雪居」等四間小廂房，314是以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貫穿其

中，採用畫作局部、利用剪紙藝術與磨砂玻璃。 

    三樓設有宴會廳，牆面整片使用白色萊姆石、三面仿古廂門與玄關處的光

牆，放置兩組古式長椅，顯現古今、東西藝術交錯的低調奢華。在此用餐，可一

覽國立故宮博物院展覽正館的氣勢磅礡以及外雙溪的綠意山色。這些具有博物館

本身代表性的符號即是最好的行銷。 

    地下室的台灣小吃，特地利用紅磚的櫃台，呈現古拙感(圖 3-102)，桌椅仿古

又添加新的媒材讓桌椅的腳更加堅固耐用(圖 3-103)，有靠背的椅子則是利用各式

典藏「花瓶」造型做鏤空設計，有中國文化「平安」意欲(圖 3-104)。 

 

 

 

圖 3-101：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宮

廷式的環境(筆者攝影) 

圖 3-102：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地下室—

台南小吃收銀台(筆者攝影) 

                                                      
313

 「蘭亭居」(王羲之)、「東坡居」(宋朝蘇東坡)、白石居（清朝齊白石）、六如居（明朝唐寅）、雲林

居（元朝倪讚）與衡山居（明朝文徵明）等。 
314

太白居（唐朝李白）、大千居（民國 張大千）、井西居（元朝黃公望）及松雪居（元朝趙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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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3：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地下

式地下式—台灣小吃桌椅(筆者攝影) 

圖 3-104：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地下

式—台南小吃(筆者攝影) 

         

    國立故宮博物院本館的閒居賦是西式裝潢，簡單利用窗簾、地上的貼紙將中

國的繪畫融合在環境裡，也不失衝突(圖 3-105)。富春居近幾年也不停的改裝，現

在更添中國風與文人氣息(圖 3-106)，有分小包廂，利用底板加高與東方捲簾以區

隔空間(圖 3-107)，想要私密性時，又可以放下。古銅鏡般的紙鎮用來壓餐巾紙也

不失其特色(圖 3-108)。 

 
 

  

圖 3-105：國立故宮博物院咖啡廳「閒居賦」 (筆

者攝影) 

圖 3-106：國立故宮博物院餐廳「富春居」(筆

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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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7：國立故宮博物院餐廳「富春居」(筆者攝

影) 

圖 3-108：國立故宮博物院餐廳「富春居」 (筆

者攝影) 

    在鶯歌陶瓷博物館，進駐餐廳「伊客」連鎖店，在環境設計上，在桌子的部

分，底下中央使用台灣古早的陶製大水缸，與鶯歌陶瓷博物館的特色相結合(圖

3-109)。 

宜蘭蘭陽博物館的餐廳，大面落地窗由外往裡看，恰似其建築，「從土地長出來

的單面山」一般，可眺望溼地(圖 3-110)。   

 
 

圖 3-109：台灣鶯歌陶瓷博物館餐廳「伊客」—結

合陶博館使用台灣古早的陶甕(筆者攝影) 

圖 3-110：台灣宜蘭蘭陽博物館餐廳「伯朗咖

啡」(筆者攝影) 

   日本的國立新東京美術館餐廳採用「圓錐體」的特殊造型，在上面設立法國

餐廳「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圖 3-111)，餐廳入口有手寫

版的法國料理菜單，上面插有法國國旗暗喻此為法國菜餚。(圖 3-112)315 東京國

立博物館官網共有兩間餐廳與兩間咖啡廳，前三間餐飲店的共通點都是有大面的

玻璃窗可以看出去，館方四間的特色各異(圖 3-113)。(在 20141205 搜尋時，東京

                                                      
315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

%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

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20141014 搜尋。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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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博物館官網上已成四家餐飲，原本搜尋是前三家餐館) 

  

圖 3-111：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 餐廳「ブ

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     

圖 3-112：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 餐廳「ブラッ

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入口處   

 
圖 3-113：東京國立博物館餐廳大倉飯店餐廳（東洋館分館一樓）

316
 

    國外的博物館以美國來說，美國的紐約 MoMA 餐廳「The Modern」曾歷經

幾次的改裝(圖 3-114)，也曾榮獲過兩個最佳新餐廳及傑出餐廳設計在 2006 年贏

得了詹姆斯．比爾德基金會獎。 

    西班牙的古根漢的小酒館設在博物館的牆外，可以一面吹著海風享受餐飲也

一覽當地風情(圖 3-115)；法國的奧賽美術館原本是一個火車站，原本大廳上方的

兩個大鐘目前仍維持著與收藏著，其中一面大鐘旁邊設有咖啡廳，成為美術館的

一大特色(圖 3-116)；餐廳原本是火車旅館的宴會廳，保有華麗裝飾，高級典雅的

氣息(圖 3-117)。 

 

                                                      
316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yurinoki 。20141014 搜尋。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yurin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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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4：美國 MoMA 餐廳「The Modern」
317

 

圖 3-115：西班牙古根漢—小酒館(官網) 

 

 

 

圖 3-116：法國奧賽美術館咖啡廳「The Café 

Campana」   

圖 3-117：法國奧賽美術館餐廳「Restaurant」
318

 

   

二、餐具、食器 

博物館的餐飲，食器也是一大重點，以日本為例，美秀美術館在餐具上有兩

個方向，一個是使用日本國內本土陶藝家的作品，製作美術館使用的餐具；另一

種是直接量產美術館專有的餐具，不管中、西餐具，所有餐具大部分是「MIHO

專屬」(圖 3-118、3-119)；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三樓的法國餐廳餐具也是配合

餐廳設計(圖 3-120、3-121、3-122)，讓民眾在餐點上桌時，充滿「MIHO 專屬」

                                                      
317

 http://www.moma.org/visit/plan/eating#modern 。20121014 搜尋。 
318

 
http://www.musee-orsay.fr/fr/visite/services/restaurants.html?zoom=1&tx_damzoom_pi1%5BshowUid%5D=13

2099&cHash=734d3af5a9 。20141014 搜尋。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moma.org/visit/plan/eating#modern
http://www.musee-orsay.fr/fr/visite/services/restaurants.html?zoom=1&tx_damzoom_pi1%5BshowUid%5D=132099&cHash=734d3af5a9
http://www.musee-orsay.fr/fr/visite/services/restaurants.html?zoom=1&tx_damzoom_pi1%5BshowUid%5D=132099&cHash=734d3af5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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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令人印象深刻。 

 

 
 

 

 

圖 3-118：日本美秀美術館內食器—日本本土陶

藝家 Shiro Tsujimura 所製作的碟    

圖 3-119：日本美秀美術館內食器—摘錄自李

志清臉書
319

 

 

 
 

圖 3-120：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餐廳餐廳「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

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
320321

 

圖 3-121：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

餐廳「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

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館
322

 

                                                      
319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774610684&sk=wall 。20130104 搜尋。 
320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

%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

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20141014 搜尋。 
321

 

http://lingo1119.pixnet.net/blog/post/181443807-%E3%80%90%E6%9D%B1%E4%BA%AC%E3%80%912014%E5

%90%83%E5%9C%A8%E6%9D%B1%E4%BA%AC(%E4%B8%89)%E5%9C%A8%E7%BE%8E%E8%A1%93%E9%A4%A

8%E8%A3%A1%E9%9D%A2%E5%90%83%E9%A1%9E%E7%B1%B3 。20141014 搜尋。 
322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

%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

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20141014 搜尋。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774610684&sk=wall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lingo1119.pixnet.net/blog/post/181443807-%E3%80%90%E6%9D%B1%E4%BA%AC%E3%80%912014%E5%90%83%E5%9C%A8%E6%9D%B1%E4%BA%AC(%E4%B8%89)%E5%9C%A8%E7%BE%8E%E8%A1%93%E9%A4%A8%E8%A3%A1%E9%9D%A2%E5%90%83%E9%A1%9E%E7%B1%B3
http://lingo1119.pixnet.net/blog/post/181443807-%E3%80%90%E6%9D%B1%E4%BA%AC%E3%80%912014%E5%90%83%E5%9C%A8%E6%9D%B1%E4%BA%AC(%E4%B8%89)%E5%9C%A8%E7%BE%8E%E8%A1%93%E9%A4%A8%E8%A3%A1%E9%9D%A2%E5%90%83%E9%A1%9E%E7%B1%B3
http://lingo1119.pixnet.net/blog/post/181443807-%E3%80%90%E6%9D%B1%E4%BA%AC%E3%80%912014%E5%90%83%E5%9C%A8%E6%9D%B1%E4%BA%AC(%E4%B8%89)%E5%9C%A8%E7%BE%8E%E8%A1%93%E9%A4%A8%E8%A3%A1%E9%9D%A2%E5%90%83%E9%A1%9E%E7%B1%B3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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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餐廳「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
323

 

    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在三樓包廂所使用的餐具是利用中國

文物元素，筆山與玉璧來做發想設計，並使用台灣花蓮本土所產之大理石來做玉

璧(圖 3-123)，上面再放以盛裝食物的盤子；金瓜石的「黃金生態博物館」的礦工

便當是做懷舊設計，讓人在遊歷生態博物館之餘，可體驗礦工辛苦工作休息吃便

當的情景，為礦工便當設計仿古環境所使用的布巾、木筷子(圖 3-124)，用餐之後

可帶回作為紀念；鶯歌陶瓷博物館三樓的咖啡廳「The Cafe」也與陶藝家合作，

使用本土陶藝家的餐具並有販售(圖 3-125)，館內還會不定期推出自製陶瓷餐具並

內裝台灣的小吃，多年前，陶博館自行設計並燒製陶器—「陶器+油飯」廣受好

評，館內有個半戶外販賣區有紀念品店，販賣冰品，是利用陶瓷燒製作成冰棒棍，

吃完冰棒還可將冰棒棍帶回當叉子使用(圖 3-126)，上述都是與館方特色結合的餐

具例子。 

 

 

 

圖 3-123：國立故宮博物院餐廳「故宮晶華」餐具—

玉環、筆山(筆者攝影) 

圖 3-124：台灣金瓜石黃金博物館—礦工便

當(筆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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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

%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

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20141014 搜尋。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88 
 

 

 

 

 

圖 3-125：台灣鶯歌陶瓷博物館—三樓咖啡廳(藝

術家作品) (筆者攝影) 

圖 3-126：台灣鶯歌陶瓷博物館—冰棒「陶瓷棒」(筆

者攝影) 

三、食材與菜色 

    博物館餐飲的食材採用本土、新鮮與當季、更要具有博物館獨有的特色。台

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利用故宮本身的藏品，研發一套食材與菜色「國

寶宴」，內容有翠玉白菜(圖 3-127)、多寶閣甜點集(圖 3-128)、肉形石(圖 3-129)、

香苗藏鳳柚、弦紋鼎佛跳牆、元朝雲林鵝、毛公鼎內裝黃金薯(圖 3-130)、鮮果毛

公鼎、甜點等(圖 3-131)，製作出只有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故宮晶華」才有的獨一

無二之菜色，是別的地方沒法享用的，光這點就非常具有創新與獨特性，對於很

多觀光客來說，是一大吸引力。 

    鶯歌陶瓷博物館，是使用原本舊有的磚窯場，製作出帶有特殊香氣窯烤麵包

(圖 3-132)，在傍晚時分限量推出販售，濃郁特有的香氣引來大批參觀民眾紛紛前

往購買，更有附近居民會事先預定。 

    「金瓜石博物館」的「礦工便當」，便當內裝有排骨、滷蛋、酸菜等，用餐

時體驗到濃厚的台灣古早味(圖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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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7：國立故宮博物院餐廳「故宮晶華」—

翠玉白菜(筆者攝影) 

圖 3-128：國立故宮博物院餐廳「故宮晶華」—

多寶閣甜點(筆者攝影) 

  

 

 
 

圖 3-129：國立故宮博物院餐廳「故宮晶華」肉

形石  (故宮晶華官網) 

圖 3-130：國立故宮博物院餐廳「故宮晶華」  

毛公鼎內裝黃金薯 

 

 

 

圖 3-131：國立故宮博物院餐廳「故宮晶華」

--時報周刊
324

  (筆者翻拍) 

圖 3-132：台灣鶯歌陶瓷博物館—下午的限量窯

烤麵包(筆者攝影) 

  

 
 

圖 3-133：台灣金瓜石黃金博物館—礦工便當內

容(筆者攝影) 
圖 3-134：圖：美國妞約大都會季節套餐 餐廳

「The Modern」「亞述伊比利亞在古典時代的

黎明」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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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報周刊 No.1800，2012/8/17-201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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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metmuseum.org/exhibitions/listings/2014/assyria-to-iberia
http://www.metmuseum.org/exhibitions/listings/2014/assyria-to-ib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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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也推出季節性的套餐。3262014 年 10 月的季節性菜

單的靈感來自於館內「亞述伊比利亞在古典時代的黎明」的展覽。(圖 3-134) 。 

    美國 MoMA 餐廳「The Modern」是館內較高級的餐廳，來自法國阿爾薩斯

的傳統法式的卡布列•庫如瑟爾(Gabriel Kreuther)主廚精心設計原創佳餚，搭配現

代美術創意的華麗餐飾，每道料理有如藝術品般呈現(圖 3-135、3-136、3-137)。 

   尚有配合特展推出的餐飲服務，日前結束的英國大英博物館「明代盛世五十

年」特展，博物館在餐飲設計「明代特展餐」與「明代特展下午茶」，展覽期間

由 2014 年 9 月 18 日至 2015 年 1 月 5 日為止皆可參觀並享用特展的餐飲，官方網

站上可查詢特展套餐的詳細介紹、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聖誕節菜單，英國的倫敦

國家藝廊設有「食品俱樂部」甚至有自己的麵包與餅乾，提供民眾可上網預訂，

歐美博物館很多都設有早餐，在英國倫敦國家藝廊所設計早餐，因是館方嚴選食

材、專門製作，感覺上比其他歐美的博物館來的麵包、餅乾多了點特色與健康，

這也是除了「酒」以外，屬於比較特別的博物館餐飲經營項目－自製糕點、麵包

(圖 3-138、139)。 

    法國的奧賽美術館的餐飲也曾在 2013 年時，在「奧賽美術館臉書」上放置

展覽的餐飲設計(圖 3-140、141)，327用心又特別。 

 

 

圖 3-135：美國 MoMA 餐廳「The Modern」328 圖 3-136：美國 MoMA 餐廳「The Modern」329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members-dining-room/prix-fixe-menu 

。20141014 搜尋。 
326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members-dining-room 。

20141014 搜尋。 
327

 http://www.facebook.com/chaomei.yang#!/museedorsay 。20130329 搜尋。臉書上沒有寫出餐廳名稱。 
328

http://www.iwoogo.com/archives/5779 。2012/10/15 搜尋。 
329

http://www.iwoogo.com/archives/5779 。2012/10/15 搜尋。 

http://www.metmuseum.org/exhibitions/listings/2014/assyria-to-iberia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members-dining-room/prix-fixe-menu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members-dining-room%20。20141014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members-dining-room%20。20141014
http://www.facebook.com/chaomei.yang#!/museedorsay 。20130329
http://www.iwoogo.com/archives/5779%20。2012/10/15
http://www.iwoogo.com/archives/5779%20。201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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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7：美國 MoMA 餐廳「The Modern」鮭魚義大利燉飯佐以莓果起司醬
330

 

 

 

圖 3-138、139：英國倫敦國家藝廊的自製糕點、麵包
331

 

    

圖 3-140、141： 奧賽美術館展覽餐點設計
332

 

    日本的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設立的法國餐廳，在現代化的法國菜單加入

「概念加賀蔬菜」，法國餐廳是外來的一種餐飲，巧妙地結合了日本本土的概念

                                                      
330

2012 年拍攝。 

http://amybaby1031.pixnet.net/blog/post/45886309-%5Bspring-'12%5D%E9%A9%9A%E5%96%9C%E6%B3%95%

E5%9C%8B--%E4%B8%8D%E8%83%BD%E9%8C%AF%E9%81%8E%E7%9A%84%E5%A5%A7%E5%A1%9E%E7%BE%

8E%E8%A1%93%E9%A4%A8%E5%92%8C。20121021 搜尋。 
331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cookies-and-afternoon-tea-treats/index.html  。20141014 搜尋。 
332

 http://www.facebook.com/chaomei.yang#!/museedorsay 。20130329 搜尋。臉書上沒有寫出餐廳名稱。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amybaby1031.pixnet.net/blog/post/45886309-%5Bspring-'12%5D%E9%A9%9A%E5%96%9C%E6%B3%95%E5%9C%8B--%E4%B8%8D%E8%83%BD%E9%8C%AF%E9%81%8E%E7%9A%84%E5%A5%A7%E5%A1%9E%E7%BE%8E%E8%A1%93%E9%A4%A8%E5%92%8C。20121021
http://amybaby1031.pixnet.net/blog/post/45886309-%5Bspring-'12%5D%E9%A9%9A%E5%96%9C%E6%B3%95%E5%9C%8B--%E4%B8%8D%E8%83%BD%E9%8C%AF%E9%81%8E%E7%9A%84%E5%A5%A7%E5%A1%9E%E7%BE%8E%E8%A1%93%E9%A4%A8%E5%92%8C。20121021
http://amybaby1031.pixnet.net/blog/post/45886309-%5Bspring-'12%5D%E9%A9%9A%E5%96%9C%E6%B3%95%E5%9C%8B--%E4%B8%8D%E8%83%BD%E9%8C%AF%E9%81%8E%E7%9A%84%E5%A5%A7%E5%A1%9E%E7%BE%8E%E8%A1%93%E9%A4%A8%E5%92%8C。20121021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cookies-and-afternoon-tea-treats/index.html
http://www.facebook.com/chaomei.yang#!/museedorsay 。2013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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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元素，也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創意與融合。 

    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目前正展覽「藝術蘇黎世美術館」，為此特展餐，整

館所有餐廳與咖啡廳都配合特展分別做出特展餐點，在餐廳「ブラッスリー ポ

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圖 3-142、143、144、145、146、147)、餐廳「サロ

ン・ド・テ ロンド」(圖 3-148)、餐廳 「カフェ コキーユ」(圖 3-149)與地下室

餐廳「カフェテリア カレ」(圖 3-150、151)分別羅列如下，很少見到博物館會為

特展，整館餐廳全面性的做特展餐點。 

  

  

  

圖 3-142、143、144、145、146、147：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  藝術蘇黎世美術館”展覽特別菜單 

餐廳「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
333

 

                                                      
333

 http://www.paulbocuse.jp/musee/menu.html 。20141014 搜尋。 

http://www.paulbocuse.jp/musee/men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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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8：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特展餐 

餐廳「サロン・ド・テ ロンド」
334

 

圖 3-149：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特展餐 餐廳 「カ

フェ コキーユ」
335

 

 

     

圖 3-150、3-151：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 地下室餐廳「カフェテリア カレ」
336

 

四、菜單設計 

   (一)特展菜單   

    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明代特展」由 2014 年 9 月 18 日-2015 年 1 月 5 日(圖 3-153、

3-154)，在菜單的設計上，上面特別用了大展院的玻璃屋頂做為代表圖案，更加

入另一重要中國民代風格元素，選擇以「明代宣德的掐絲琺瑯雲龍紋蓋罐」來做

電子菜單的封面，官方網站上也可看到明朝特展下午茶特餐菜單(圖 3-155、

3-156)。 
    在大英博物館，為特展所精心設計的特展餐是很受歡迎的，根據 benugo 負

責人於 2012 年 11 月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發表演講，大英博物館的特展「莎士比

亞」展期是在 2012 年 7 月 19 日至 11 月 25 號。當天的演講中特別說明，所有特

展餐飲早在特展展出之前都已預約額滿等待候補，餐點內容是 benugo 團隊特別

                                                      
334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2.html 。20141016 搜尋。 
335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3.html#link1 。20141016 搜尋。 
336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3.html#link2 。20141016 搜尋。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2.html%20。20141016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3.html#link1
http://www.nact.jp/restaurant/03.html#lin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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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展設計，對特展餐，有團隊事先針對莎士比亞做了一番考據研究，採用「莎

士比亞時期」的菜餚與菜名。這個例子可知博物館餐飲配合特展所設計推出的特

展餐，是有其賣點，甚至造成預訂一空，當然菜色與菜單設計必須要能吸引人，

符合特展特色，加上網頁的介紹，餐飲背後的設計團隊肯定是要為此費心考究與

研發，不斷嘗試(圖 3-157)。 

    日本的東京國立博物館也會針對特展做紀念餐並有菜單的設計(圖 3-158)，特

展餐點跟歐美博物館的官方網頁設計比較不同的是，日本比較趨向將特展餐與平

常菜單放一起，在官方網站也可搜尋到詳細內容。 

    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寶餐，利用館內藏品做出各式餐點，是為一大特色

(圖 3-159、160、161、162)。 

    這裡所列菜單，比較可惜的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的「國寶宴」菜

單，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官方網站上是無法搜尋，必須親自到故宮晶華才能看到

菜單，封面設計像是古書冊一般，裡面的餐點全都是「故宮典藏文物」來研發菜

色，除此還有不同的是沒有列上價目與材料。 

    

圖 3-153 、3-154：大英博物館 2014 明代特展菜單與封面 餐廳「Court Restaurant」
337338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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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5、3-156：大英博物館 2014 明代特展下午茶「Court Restaurant」菜單339
 

 

圖 3-157 ：大英博物館 2012 莎士比亞特展餐點菜單網頁「Court Restaurant」
340341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114117%20BM%20Great%20Court%20Ming%20Set%20Menu%20A5.pdf 。

20141014 搜尋。 
338

明代宣德(掐絲琺瑯雲龍紋蓋罐)。 
339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25667_114554%20Ming%20Afternoon%20Tea%20Menu%20A5.pdf 。

20141011 搜尋。 
340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shakespeare_menu_july_2012.pdf 。2012/11/17 搜尋。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114117%20BM%20Great%20Court%20Ming%20Set%20Menu%20A5.pdf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25667_114554%20Ming%20Afternoon%20Tea%20Menu%20A5.pdf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shakespeare_menu_july_2012.pdf%20。201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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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8：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紀念餐 餐廳「大倉飯店 Yurinoki」
342 

    

圖 3-159、160、161：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國寶宴菜單
343

 

                                                                                                                                                        
341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shakespeare_menu_july_2012.pdf 。2012/11/17 搜尋。 
342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UESHIMA_COFFEE 。菜單一共有十二頁。

20141106 搜尋。 
343

 https://www.facebook.com/joanne11132?fref=ts 。黃娟娟臉書。20141026 搜尋。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shakespeare_menu_july_2012.pdf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UESHIMA_COFFEE
https://www.facebook.com/joanne11132?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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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2：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晶華」國寶宴菜單
344

 

    國外的博物館比較會配合節慶來製做節慶餐點，比如聖誕節但非每一個西方

的博物館都會配合，像是梵蒂岡博物館就沒有聖誕餐點，且 12 月 24 日當天是休

館。在英國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圖 3-163、164)、大英博物館、英國國家藝廊(圖

3-165)等就會為配合聖誕節而設計聖誕餐點，由英國大英博物館的 2012 年與 2014

年的聖誕菜單就可以看到其中的不同與設計感(圖 3-166、167、168)，在歐美的博

物館，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博物館的聖誕節特餐菜單，都是充分表達簡約、簡練

的設計感，這樣的餐點也會維持一段時間，提供聖誕餐點的期間大約都是從 12

月初就開始，直到聖誕節。英國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在聖誕餐點上

雖然設計一至採用餐具(叉子、盤子)設計成雪花般的樣式，仍有依照兩館特色來

設計圖樣，大英博物館的菜單上面就是用大展苑的樣式，在菜色上的研發也有區

分。 

    台灣博物館比較沒有針對特展與節慶設計餐點，不管是聖誕節或是中國農曆

年、中秋節、端午節等。 

                                                      
344

 https://www.facebook.com/joanne11132?fref=ts 。黃娟娟臉書。20141026 搜尋。 

https://www.facebook.com/joanne11132?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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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3、164：英國牛津愛須摩林博物館聖誕節菜單餐廳「Restaurant」
345 

      

  

                                                      
345

 

http://www.benugo.com/media/54492/25396_114073-ashmolean-dining-room-xmas-menu-160x297mm.pdf  

。20141014 搜尋。 

http://www.benugo.com/media/54492/25396_114073-ashmolean-dining-room-xmas-menu-160x297mm.pdf


 

99 
 

 

圖 3-165：英國國家藝廊聖誕特餐菜單餐廳「Restaurant」
346 

 

 

 

 

 

 

                                                      
346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the-national-dining-rooms-menu/index.html 。20141014 搜尋。 

http://www.peytonandbyrne.co.uk/the-national-dining-rooms-menu/index.html%20。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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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6、167：英國大英博物館 2014 聖誕節特餐菜單餐廳(Court Restaurant)
347

   

 

圖 3-168： 大英博物館 2012 聖誕節菜單餐廳(Court Restaurant) 
348

 

                                                      
347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Great%20Court%20Xmas%20Menu%202014(no%20crops).pdf  。

20141010 搜尋。 
348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menu_benugo_christmas2012.pdf 。2012/11/17 搜尋。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Great%20Court%20Xmas%20Menu%202014(no%20crops).pdf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menu_benugo_christmas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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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常菜單 

    法國的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龐畢度梅茲分館(Centre Pompidou-Metz)與

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的菜單，每過一段時間，上網搜尋官方網頁都會發現

有改變。 

    以羅浮宮的餐廳「Le Café Grand Louvre」為例，筆者分別在 2012(圖 3-169、

170、171)年與 2014(圖 3-172)年查詢時，可看到其中的不同有，菜單與菜色的設

計的變化更新、也從原本十頁的菜色提供民眾選擇(以下只列出三頁)，到現在做

精簡的改變，在羅浮宮的其他餐廳，每一間的菜單設計都頗具特色且有區別性，

餐廳「Le Café Richelieu / Angelina」可看到將博物館建築納入菜單設計的圖案(圖

3-173、174)、餐廳「Jardin des Tuileries」的菜單又是另一種風貌(圖 3-175)。 

    奧賽美術館的官網菜單設計元素都一樣，依照餐廳「Restaurant」的特色而

製作，非常浪漫唯美有巴洛克風格(圖 3-176、177)、咖啡廳「The Café Campana」

的設計就顯的簡約(圖 3-178)。菜單的樣式設計在 2012-2014 兩年的觀察下發現樣

式是不變的，其中「The Café Campana」與「Restaurant」的菜單分有前菜、主菜、

甜點、冰淇淋、各式飲品與酒等，前者是道地的法國美食、「Boutique du Parvis」

屬於輕食類，方便攜帶的三明治還有飲料，網頁上無菜單連結。 

    龐畢度梅茲分館的菜單設計，可看菜單最上方將龐畢度梅茲分館將館方特有

的「東方草帽」的館舍屋頂造型放入咖啡餐廳「La Voile Blanche」的菜單菜單的

設計內容，筆者分別在 2013 年與 2014 年分別做查詢時，發現原本菜單有六頁，

今年則縮減成兩頁的菜單(圖 3-179、180、181)。 

    以法國這三家博物館為例，博物館的官方網站上雖然沒有介紹菜單依照季節

或是每年調整做變化，留意法國這三家博物館官方網站在餐廳的網頁連結菜單，

可觀察到菜色是會依照季節與年度做調整變化的。 

    美國的紐約 MoMA 的菜單也是在官方網站上可見，「Cafe 2」與「Terrace 5」

兩間都是全方位的餐廳，349「Cafe 2」除了提供平常餐點，更標示有主廚的招牌

菜與提供孩子的餐飲項目、「Terrace 5」距離展區較近，會提供季節性的菜餚，

跟前者不同的是，前著提供啤酒，「Terrace 5」則是提供精心挑選的葡萄酒與雞

尾酒，更可看到外面的花園，沒有提供幼兒的餐點、咖啡廳與餐廳「The Modern」

是一個聯合廣場酒店集團(Union Square Hospitality Group)
350餐廳行政總廚亞

伯蘭比塞爾執導，與甜品由餅房廚師長 Jiho 金。可俯瞰雕塑花園，還有小包廂；

                                                      
349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2014/11/09 搜尋。 
350

 http://www.ushgnyc.com/ 。20141109 搜尋。 

https://plus.google.com/+MuseeLouvre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ushgnyc.com/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20。2014/11/09
http://www.ushgny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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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351的所有菜單全都簡單「e 化」

處理，簡單明瞭寫出菜色與價目，只要點選進入即可看到，不僅詳細介紹菜色，

適合對象也羅列在網站上。 

    在亞洲，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國立東京博物館的菜單設計配合博物館特

色與季節做調配，由其在國立東京博物館的官網菜單上可以發現在「大倉飯店

Yurinoki 餐廳」，飲料有酒的選項，餐點的選擇有中華料理、西式料理與和食的

餐點。 

  

 

                                                      
351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 。20141014 搜尋。 

圖 3-169、170、171：法國羅浮宮餐廳「Le Café Grand Louvre」菜單菜單 3/10
1
(2012)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dining-at-the-museum%20。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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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2：法國羅浮宮餐廳「Le Café Grand Louvre」菜單(一頁)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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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3、3-174：法國羅浮宮餐廳「Le Café Richelieu / Angelina」菜單 2/7
352

 

 

                                                      
352

 http://www.eliormusees.com/fr/assets/evenement_groupe_elior2012.pdf 。20121111 搜尋。 

http://www.eliormusees.com/fr/assets/evenement_groupe_elior2012.pdf%20。201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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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5：羅浮宮「Jardin des Tuileries」菜單
353

 圖 3-176：法國奧賽博物館「Restaurant」在 2012 菜

單封面設計
354

 

 

                                                      
353

 http://www.louvre.fr/la-terrasse-de-pomone 。 20121111 搜尋。 
354

 

http://amybaby1031.pixnet.net/blog/post/45886309-%5Bspring-'12%5D%E9%A9%9A%E5%96%9C%E6%B3%95%

E5%9C%8B--%E4%B8%8D%E8%83%BD%E9%8C%AF%E9%81%8E%E7%9A%84%E5%A5%A7%E5%A1%9E%E7%BE%

8E%E8%A1%93%E9%A4%A8%E5%92%8C 。20121021 搜尋。 

http://www.louvre.fr/la-terrasse-de-pomone%20。%2020121111
http://amybaby1031.pixnet.net/blog/post/45886309-%5Bspring-'12%5D%E9%A9%9A%E5%96%9C%E6%B3%95%E5%9C%8B--%E4%B8%8D%E8%83%BD%E9%8C%AF%E9%81%8E%E7%9A%84%E5%A5%A7%E5%A1%9E%E7%BE%8E%E8%A1%93%E9%A4%A8%E5%92%8C
http://amybaby1031.pixnet.net/blog/post/45886309-%5Bspring-'12%5D%E9%A9%9A%E5%96%9C%E6%B3%95%E5%9C%8B--%E4%B8%8D%E8%83%BD%E9%8C%AF%E9%81%8E%E7%9A%84%E5%A5%A7%E5%A1%9E%E7%BE%8E%E8%A1%93%E9%A4%A8%E5%92%8C
http://amybaby1031.pixnet.net/blog/post/45886309-%5Bspring-'12%5D%E9%A9%9A%E5%96%9C%E6%B3%95%E5%9C%8B--%E4%B8%8D%E8%83%BD%E9%8C%AF%E9%81%8E%E7%9A%84%E5%A5%A7%E5%A1%9E%E7%BE%8E%E8%A1%93%E9%A4%A8%E5%9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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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7：奧賽博物館官網「Restaurant」在 2014 的菜單設計
355 

 

圖 3-178：奧賽美術館咖啡廳「The Café Campana」菜單封面設計
356

 

                                                      
355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Carte_restaurant-fevrier2012.pdf 。

20121020 搜尋。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panneau_restaurant_nov_2013.pdf 。

20141114 搜尋。 
356

 http://www.musee-orsay.fr/en/visit/services/restaurants.html 。201311114 搜尋。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Carte_restaurant-fevrier2012.pdf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panneau_restaurant_nov_2013.pdf%20。2014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panneau_restaurant_nov_2013.pdf%20。2014
http://www.musee-orsay.fr/en/visit/services/restaurants.html%20。2013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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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9：法國龐畢度梅茲分館咖啡餐廳「La Voile Blanche」的菜單 2013 版(6 頁)
357

 

  

圖 3-180、181：法國龐畢度梅茲分館的咖啡餐廳「La Voile Blanche」菜單 2014 版(2 頁)
358

 

    從以上博物館的官方網站或是其他私人網站上可蒐集到的菜單，發現日本博

物館的菜單設計較為活潑生動有色彩，以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圖 3-182)與歷史

                                                      
357

 http://www.centrepompidou-metz.fr/la-carte 。201311114 搜尋 
358

 http://www.centrepompidou-metz.fr/la-carte 。20141103 搜尋。 

http://www.centrepompidou-metz.fr/la-carte%20。201311114
http://www.centrepompidou-metz.fr/la-carte%20。201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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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國立東京博物館(圖 3-183、184、185、186、187、188)兩所來比較，兩個

博物館的官網菜單都是圖文並茂，不僅將菜色、價格寫出來，更附上圖片提供民

眾點餐時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所點選的餐飲會是甚麼，因為有時候光是看菜單

上的餐飲名稱，很難想像烹調出來之後是否與自己想像是一樣的，日本這兩所博

物館在這方面的貼心與所下功夫就很值得學習；台灣以國立故宮博物院來說，富

春居菜單(圖 3-189)簡單分類，只以文字表達菜色與價目。 

  

圖 3-182：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的餐廳「「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菜單封

面
  」359 

  圖 3-183：國立東京博物館「大倉飯店花園露台」 

                                                      
359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

%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

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20141014 搜尋。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http://ma91899.pixnet.net/blog/post/143784158-%E3%80%90%E6%97%A5%E6%9C%AC%E3%80%912013-1%E6%9C%88%E6%9D%B1%E4%BA%AC%E8%87%AA%E7%94%B1%E8%A1%8Cd3%EF%BC%8C%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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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4、185：國立東京博物館「大倉飯店花園露台」

360
 

  

圖 3-186、187、188：國立東京博物館裡的「大倉飯店 Yurinoki」菜單封面與內容
361

 

                                                      
360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UESHIMA_COFFEE 。20141014 搜尋。 
361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UESHIMA_COFFEE 。20141014 搜尋。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UESHIMA_COFFEE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UESHIMA_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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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9：國立故宮博物院「富春居」菜單(筆者攝影) 

五、館方網站設計 

    現代博物館除了提供具有特色餐飲與環境，以利民眾果腹與休憩，此舉除了

可讓博物館加分，更可為博物館帶來進帳以維持營運。要讓民眾如何認識並輕易

的認識知道博物館餐飲，博物館官方網站設計就顯得很重要，這有關博物館餐廳

行銷好壞與否。 

    目前，很多博物館都直接將餐飲選項放在「博物館首頁」，比如：英國泰德(圖

3-190)、大英博物館(圖 3-191)、牛津愛須摩林、362維多利亞與亞伯特等。 

    也有博物館將餐飲選項設在首頁，點選進入後可以看到餐飲介紹，首頁關鍵

字通常是「餐飲」、「訪問」、「訊息」、「餐廳、咖啡廳」滑鼠選項點入即可看到，

如英國倫敦國家藝廊；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圖 3-192)、MoMA(圖 3-193)；日本的

美秀美術館(圖 3-194)、東京國立博物館(圖 3-195) 國立新東京美術館等。除了有

餐廳與咖啡廳的位置介紹，更有提供餐廳與咖啡廳的環境、菜單與價目表的照

片，有的菜單更是附上圖片，讓民眾清楚知道簡餐的名字與實際的樣貌，更有令

人垂涎三尺的意圖。方便提供民眾在進入博物館前可以事先瀏覽選擇，另外還有

在網頁上留有電話、電郵或是以留訊息的方式來進行訂位，博物館的「e 化」在

現代變得更加的重要與便利，「e 化」設計好，大家會更想認識博物館，也會有

更深一層的了解。 

                                                      
362

 http://www.ashmolean.org/ 。20141014 搜尋。 

http://www.ashmole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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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博物館甚至會將餐廳或咖啡廳的營業時間延後、或提供私人或企業租借

辦活動等，這些也都會一一列上官網介紹。 

  

圖 3-190：英國泰德餐飲選項在首頁
363 圖 3-191：英國大英博物館餐飲選項在首頁

364 

  
 

圖 3-192：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在「參訪」

選項可見餐飲
365 

圖 3-193：美國 MoMA 在「參訪」選項可見餐

飲
366

 

  

圖 3-194：日本美秀美術館餐飲選項在「訊息」

選項 

圖 3-195：日本東京國立美術館餐飲選項在首

頁有「參訪」點選進入即可看到餐飲
367 

    我們由上述文化創意表現在博物館的餐飲方面的五個面向「餐飲環境」、「餐

具」、「食材與菜色」、「菜單設計」與「官方網站的餐飲設計」五點可知道，博物

館現在不只是提供文物、藝術品的展示教育與參觀。在電腦、網絡便利的現代，

為了更突顯競爭力、增加營收維持博物館營運，對於博物館官方網站的開發與設

                                                      
363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level-6-restaurant 。20141101 搜尋。 
364

 http://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aspx 。20141014 搜尋。 
365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 。20141011 搜尋。 
366

 http://www.moma.org/ 。20141014 搜尋。 
367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20141101 搜尋。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level-6-restaurant%20。20141101
http://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aspx%20。20141014
http://www.metmuseum.org/visit/plan-your-visit%20。20141011
http://www.moma.org/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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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要如何便民搜尋就很重要。「紫牛效應」（purple cow effect）如何發揮在此，

值得再繼續各方觀察與研究。
368

 

    由本章所寫的內容的註解裡，很多資料都是出自博物館官網，民眾想要知

道、瀏覽博物館的訊息，不再只是靠口耳相傳、書本、雜誌或博物館小冊介紹，

「e 化」的博物館官網更顯現「地球是平的」與「無國界」的最佳行銷手法。 

 

 

 

 

 

 

 

 

 

 

 

 

 

 

 

 

 

 

 

 

 

 

 

                                                      
368

「紫牛」是廣告創意者發明的詞彙，顧名思義就是「紫色的乳牛」，代表著稀有、卓越非凡。人們總是

害怕自己卓越非凡，喜歡安全地玩樂，習慣墨守成規，因為這是防止失敗的最好方法。每個人都愛當大多

數人，這樣才不會招來太多的批評。而「紫牛」主要是用在產品及企業創新上，所謂「職場紫牛」是告訴

我們，如何脫穎而出，將失敗視為轉機。接受失敗，挑戰風險。一般人都以隱藏、躲避，來回應負面批

評，盡量不引人注目。行銷大師賽斯．高汀，提出唯有讓產品成為產業中的紫牛──與眾不同、出類拔萃，

在不消耗大成本的廣告運作下，讓企業達到市場規模。高汀分析上百則產品案例，透視紫牛戰術，以大膽

的創意衝撞傳統行銷，挑戰行銷的極限。高汀認為：媒體能夠爭取到的消費者注意力，已經愈來愈少了，

唯有靠產品成為「紫牛」，才能贏得消費者的心。 

http://163.24.143.141/edu_term/view.php?ID=978 。20141101 搜尋。 

http://163.24.143.141/edu_term/view.php?ID=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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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比較研究與個案分析 

    本章以「亞洲」與「歐美」兩個區域做為區隔，以兩區域的博物館官網的餐

飲網頁設計為例做分析比較。亞洲國家眾多，第一節主要分析比較台灣的國立故

宮博物院(1965 年復院)與國立台灣美術館(1988 年成立)；369370日本則是東京國立博

物館(とうきょうこくりつはくぶつかん)(1872 年成立)與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

（The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2007 年成立)；371372韓國以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국립중앙박물관)(1945 年成立)與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1908 年成立)為

例；373374澳大利亞以澳洲博物館（Australian Museum）與澳洲國立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等四個國家八個博物館官方網站為主。 

    在第二節歐美博物館分別以三個國家—英國、法國與美國為例。英國是大英

博物館（British Museum）(1753年創立)與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2000年成立)；375

法國以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1792年成立)與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1986

年成立)進行比較分析；376377美國以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1929年成立)與美國大都會美術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870年成

立)等三個國家六個博物館官方網站內容為例。378379 

    每個國家各以兩個博物館餐飲在官方網站上的設計來分析比較。每個國家在

兩個博物館比較中，分別舉一個現代博物館、另一個是傳統或是歷史悠久的博物

館。 

                                                      
36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

99%A2 。20141014 搜尋。 
370

 http://www.ntmofa.gov.tw/ 。20141014 搜尋。 
371

 http://www.tnm.jp/ 。20141014 搜尋。 
372

 http://www.nact.jp/ 。20141014 搜尋。 
37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9B%BD%E5%9B%BD%E7%AB%8B%E4%B8%AD%E5%A4%AE%E5%

8D%9A%E7%89%A9%E9%A6%86 。20141014 搜尋。 
37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A4%E5%AE%AE%E5%8D%9A%E7%89%A9%E9%

A4%A8 。20141014 搜尋。 
37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7%89%B9%E7%8F%BE%E4%BB%A3%E8%97%9D%E8%A1%93%E9%

A4%A8 。20141014 搜尋。 
37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2%E6%B5%AE%E5%AE%AB 。20141014 搜尋。 
37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8%B5%9B%E5%8D%9A%E7%89%A9%E9%A6%86 。20141014

搜尋。 
37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

A4%A8 。20141014 搜尋。 
37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3%BD%E6%9C%83%E8%97%9D%E8%A1%93%E5%8D%9A%E7%

89%A9%E9%A4%A8 。20141014 搜尋。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4QFjAA&url=http%3A%2F%2Fwww.metmuseum.org%2F&ei=7zhsVKn_AoTEmwX-2YDQCA&usg=AFQjCNF-YUTu5NR1ZOY6rCOUIfUgfPOYeA&sig2=wgFdSW2Cs6xJfuUB_D9Wh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http://www.ntmofa.gov.tw/
http://www.tnm.jp/
http://www.nact.jp/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9B%BD%E5%9B%BD%E7%AB%8B%E4%B8%AD%E5%A4%AE%E5%8D%9A%E7%89%A9%E9%A6%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9B%BD%E5%9B%BD%E7%AB%8B%E4%B8%AD%E5%A4%AE%E5%8D%9A%E7%89%A9%E9%A6%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A4%E5%AE%AE%E5%8D%9A%E7%89%A9%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A4%E5%AE%AE%E5%8D%9A%E7%89%A9%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7%89%B9%E7%8F%BE%E4%BB%A3%E8%97%9D%E8%A1%93%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7%89%B9%E7%8F%BE%E4%BB%A3%E8%97%9D%E8%A1%93%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2%E6%B5%AE%E5%AE%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8%B5%9B%E5%8D%9A%E7%89%A9%E9%A6%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3%BD%E6%9C%83%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3%BD%E6%9C%83%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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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與分析研究重點在博物館官方網站上有關在餐飲項目的設計、研究其餐

飲訊息是否納入官網、搜尋便利性、餐飲介紹完整性等，分析比較七個國家的博

物館與網站設計對於餐飲的重視度、搜尋便利性、方便民眾的網路或電話預訂餐

飲、空間環境標示、菜單設計與介紹等。筆者一律將博物館餐飲所搜尋到的資料

整理歸納十七項做為比較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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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亞洲博物館與美術館的餐飲服務之比較與分析 

一、台灣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國立台灣美術館為例： 

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一共設有四處用餐的地點：分別是「三希堂」、「閒居賦」、

「富春居」與「故宮晶華」四個用餐區。每個餐廳所提供餐點不盡相同，故而可

提供參觀民眾選擇參考，並疏散用餐人潮。 

    在官方網頁的搜尋上，首頁是語言的選擇(圖 4-1)，第二頁的「參觀故宮」

選項點選進入(圖 4-2)，其中有「餐飲禮品」選項(圖 4-3)點入後才是四間餐廳的

簡介(圖 4-4)。因此，「餐飲」選項在官網第四頁出現，與禮品是歸為一類，繼續

點選上面標題「故 宮 餐 飲 禮 品 服 務 詳 細 資 訊 」(圖 4-5)，始得看到比先前詳細

的簡介，一直在第六頁才能真正看的到餐飲較為完整簡介。 

    國立故宮博物院各個餐廳的菜單，官方網站上只有簡介。在餐飲的設計，唯

有故宮晶華推出「國寶宴」是針對故宮藏品所研發出來的餐點。餐廳與咖啡廳的

位置設有平面圖、寫出地點與餐廳的圖片提供參考，以下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餐

飲區域介紹。 

(1)「三希堂」提供遊客茶點與正餐。380提供一個有乾隆書房的文人氣息(圖

4-6)，這裡提供中國茶、熱食、點心與咖啡 (圖 4-7)。 381可以明顯看到的台灣

本土食材為茶葉，親自造訪更有販賣台灣鳳梨酥、茶葉與相關茶點等。  

    菜單設計以文人品味的素雅為主，沒有多餘裝飾，顏色與設計符合「三希堂」

整個裝潢風格與品味。 

故宮的官方網站上介紹「三希堂」在每周六、日的傍晚有現場古箏彈奏，

但筆者曾在 2014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是周末以外的日子前往「三希堂」

享用主餐，做博物館的實地考察時，發現古箏的彈奏日期與時間與官網顯

示不符合，表示網頁沒有依照博物館的營運做更變。  

「三希堂」的設置可提供個人與團體 (包廂)兩種，有部分區域是可以俯

瞰外面群山，視野良好。對於「三希堂」，沒有看到有介紹特別配合特展或

是中國節慶做活動或有特展 /節慶餐飲。   

(2)「閒居賦」位在本館的一樓出入口側邊(圖 4-8)，在整體的環境設計靠外

                                                      
3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
9%A9%E9%99%A2。是由誠品的室內設計大師陳瑞憲先生所設計。 
381

 http://www.npm.gov.tw/hotnews/dining/index1_ch.html 。 

http://www.npm.gov.tw/hotnews/dining/index.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http://www.npm.gov.tw/hotnews/dining/index1_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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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半是西式，地板、牆面與窗戶貼滿中國畫的貼圖，在入口與靠窗處可明顯看

到、另一半帶有中式品味的裝潢則在一個凹處裡，可提供團體使用。 

    餐點以花茶、咖啡、蛋糕、三明治等，主要以輕食類為主，讓人可以

很快用餐完畢離開，可坐等候區、人潮多的時候可先在此休憩。  

    (3)「富春居」位在故宮博物院的右前方第二展區一樓，裡面的裝潢近年來不

斷改變，越來越符合故宮博物院的特色(圖 4-9)，裡面提供咖啡、冷熱飲、蛋糕、

套餐(牛肉麵、素食)唯提供的餐點跟「三希堂」的小小差異是台灣茶台灣小吃與

台灣茶點，其他大同小異。 

(4)「故宮晶華」(圖 4-10)建築有地下二層，地上三層。382提供兩種風格的

餐飲選擇，分別是台灣著名的小吃及精緻的中華料理。官網上看到有餐飲

中心連結(網頁觀察多年一直無法連結的，因此看不到「菜單」介紹 )。  

    在第三章第三節有提到餐飲文創部分，「故宮晶華」是利用館內的藏品來打

造食材與食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在官方網站的設計，皆有將設置餐廳的典故、位置圖、環境

圖、電話與營業時間明顯標示出來，對於菜單是簡單介紹。 

2.國立台灣美術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的官方網站(圖 4-13)一開始也是與故宮一樣需要點選語言後

始得進入，看到參觀訊息後(圖 4-14)，點選「空間服務」，可以看到每一個區域設

施的介紹(圖 4-15)，此頁可以看到兩個區域是設有餐飲的，在依照指示點選進入

餐廳介紹，在此是跟精品歸在一起(圖 4-16)。 

    國立台灣美術館的餐飲目前有兩間，一間是「古典玫瑰園」、另一間為「春

水堂」，兩間都是自台中發跡的餐飲連鎖專賣店。 

    其中比較早進駐國立台灣美術館的為「古典玫瑰園」，創立於 1990 年，目前

號稱全國最大下午茶的企業體系，是台灣最大的英國茶體系代表。383裡面所使用

的皆為具有英國特色餐具。「春水堂」創於 1983 年於台中，後來加入國立台灣美

術館。兩間皆為發跡於台中的，算是當地本土產業。 

                                                      
382

館右前方由姚仁喜設計的帷幕牆建築，是以 BOT 模式興建運轉的故宮晶華餐廳，自 2008 年 6 月 25 日開

幕營運以來，除了結合博物院藏品推出故宮國寶宴，也提供各式中華料理與臺灣小吃。晶華麗晶酒店集團

除了須支付開發權利金新臺幣 1,000 萬元、每年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

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支付基地租金、按每年收入的 5%計算支付經營權利金（扣除興建期，

特許期為 25 年）之外，故宮晶華股份有限公司每年額外提撥營運收入的 1%，作為國立故宮博物

院教育文物展示、研究、餐飲文化等相關活動的推廣經費。摘錄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

99%A2 。20141124 搜尋。 
383

 http://www.rosehouse.com/rosehouse/rosestory.php 。20141124 搜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B6%E8%8F%AF%E9%85%92%E5%BA%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B6%E8%8F%AF%E9%85%92%E5%BA%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5%85%E5%AE%AE%E5%8D%9A%E7%89%A9%E9%99%A2
http://www.rosehouse.com/rosehouse/rosestor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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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國立美術館官方網站之分析比較：(表 4-1、4-2) 

在台灣，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國立台灣美術館為例，兩者在餐飲網頁的設計，

故宮必須先進入首頁點選使用的語文始得進入，而後看到第二頁的「參觀資訊」、

點選進入第三頁「餐飲禮品」，點選「故宮餐飲禮品服務詳細資訊」後進入第四

頁有四間餐廳簡介，第五頁選使用語言，第六頁才看到各家餐廳介紹並有菜單或

者餐廳的相關連結，但兩處連結可以點選的網頁都是故障的(圖 4-11、4-12)。384385 

    國立台灣美術館在參觀服務中的空間設施有介紹各部門，其中含有園區介

紹、各樓層的介紹中有出現餐廳名字，點選進入可看到「古典玫瑰園專」(圖 4-17)

與「春水堂」皆有專屬網頁詳細的環境與菜單的連結與介紹。386387春水堂的餐飲

專業，在點選餐飲後，有放大圖片與專門的說明(圖 4-18、4-19)，「春水堂」的餐

具有其企業特有的標誌(圖 4-20)，若能與國立台灣美術館配合，製作出「國美館

春水堂」專屬餐具，將更有獨特性。388 

兩間博物館相同之處是餐飲選項要點選好幾頁以後才得以找到、將餐飲與其

他服務選項併在一起，沒有獨立出來、官網也沒法看到詳細菜單，設計模式可謂

類似，官網沒有說明可否預定。國立台灣美術館的「古典玫瑰園」有推出限量的

「聖誕下午茶」(圖 4-21)，是與節慶有關，古典玫瑰園的網頁還有顯示得獎的紀

錄(圖 4-22)。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故宮晶華」有國寶宴與典藏文物的餐具，地下室的小吃

部分多是再加熱處理、其他的餐廳「三希堂」與「富春居」餐點相似之處頗多，

如牛肉麵、咖啡等。國立台灣美術館則是兩家餐廳直接進駐，沒有與國美館的精

神、特色結合。 

 

 

 

 

 

                                                      
384

 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0143 。20141124 搜尋。 
385

 http://silkspalace.com.tw/ 。20141124 搜尋。 
386

 http://chunshuitang.com.tw/drink.php 。20141124 搜尋。 
387

 http://www.rosehouse.com/rosehouse/index.php 。20141124 搜尋。 
388

 http://chunshuitang.com.tw/drink.php?d=2 。20141124 搜尋。 

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0143
http://silkspalace.com.tw/
http://chunshuitang.com.tw/drink.php
http://www.rosehouse.com/rosehouse/index.php
http://chunshuitang.com.tw/drink.php?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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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台灣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國立台灣美術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

官網)： 

國立故宮博物院389 國立台灣美術館390 

 

圖 4-1：國立故宮博物院官網首頁 

 

圖 4-2：選擇語言後進入，看到參觀資訊選項 

 

圖 4-3：第三頁看到「餐飲禮品」放在一起 

 

圖 4-4：第四頁有所有餐廳的簡單介紹，點選「故

宮餐飲禮品服務詳細資訊」

 

圖 4-13：國立台灣美術館官網首頁 

 

圖 4-14：選擇語言後可進入，看到參觀訊息後，

點選「空間服務」，再進入後可以看到每個區域

的介紹，其中就有餐廳 

 

圖 4-15：從「空間服務」進入後可看到餐飲設

在哪個區域 

                                                      
389

 http://www.npm.gov.tw/ 。20141124 搜尋。 
390

 https://www.ntmofa.gov.tw/ 。20141024 搜尋。 

http://www.npm.gov.tw/
https://www.nt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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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第五頁先點選文字，第六頁開始有第四

頁更詳細的文字介紹(環境、設備、圖片顯示餐

飲) 

 

圖 4-6：餐廳「三希堂」環境 

  

圖 4-7：餐廳「三希堂」小吃  故宮官網
391392

 

 

圖 4-16：國立台灣美術館官網與精品店併在一

起
395

 

  

圖 4-17：國立台灣美術館－「古典玫瑰園專」

網站餐飲介紹
396

    

 

圖 4-18：國立台灣美術館－春水堂餐具
397

 

 

                                                      
391

 http://www.npm.gov.tw/hotnews/dining/index1_ch.html 。20141124 搜尋。 
392

 http://www.npm.gov.tw/hotnews/dining/index1_ch.html 。「三希堂」，位於紫禁城養心殿的西暖

閣，為乾隆皇帝的書房，他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及王珣的「伯遠帖」

合稱「三希」，寶藏在三希堂中，含有「以志希世神物，非尋常可什襲可竝」之意  
395

 https://www.ntmofa.gov.tw/chinese/CP.aspx?s=23&n=10184 。20141124 搜尋。 
396

 http://www.rosehouse.com/menu/menu-A/menu1.html 。20141124 搜尋。 
397

 http://chunshuitang.com.tw/drink.php?d=4 。 

http://www.npm.gov.tw/hotnews/dining/index1_ch.html
http://www.npm.gov.tw/hotnews/dining/index1_ch.html
https://www.ntmofa.gov.tw/chinese/CP.aspx?s=23&n=10184
http://www.rosehouse.com/menu/menu-A/menu1.html
http://chunshuitang.com.tw/drink.php?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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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咖啡廳「閒居賦」環境 

 

圖 4-9：餐廳「富春居」環境 

 

 

圖 4-10：餐廳「故宮晶華」外部與室內環境 

 

圖 4-19：國立台灣美術館－春水堂餐具
398

 

 

圖 4-20：國立台灣美術館－春水堂餐具 

 

圖 4-21：國立台灣美術館「古典玫瑰園專」聖

誕下午茶 

 

  

圖 4-22：國立台灣美術館－「古典玫瑰園專」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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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無法點選的網頁之一393 

 

圖 4-12：無法點選的網頁之二394 

表 4-2：台灣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國立台灣美術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

官網)： 

 
國立故宮博物院400 國立台灣美術館401 

官網搜尋 2014 年比 2012 年搜尋快速便利，

指示語也明確。第三頁即可找到，

上面指標寫「餐飲禮品」，第四頁

開始有餐飲專屬網頁簡介，再點選

進入第六頁始有比第四頁詳細的

介紹。 

沒有明顯指示語 

但在第三頁即可找到「空間設施」，在

點進去即是每層樓的介紹，再往任一家

餐飲點選進入，得到的不是餐飲店介

紹，而是「精品店及下午茶」，才有餐

飲介紹。 

間數 四間 二間 

電話預約 官網有顯示電話，沒有文字說明可

預約 

無(進入春水堂專門網站有介紹中部國

美館，但有地址沒有電話；進入古典玫

瑰園官網，有寫服務電話，上面標示營

業時間開放訂位) 

電郵預約 無設置 無設置 

標示明確營業時

間 

有 

唯有故宮晶華營業較晚，到晚上的

古典玫瑰園：配合館方 

春水堂：上午 11 時至晚上 10 時(週一

                                                                                                                                                        
398

 http://chunshuitang.com.tw/drink.php?d=2。20141124 搜尋。 
399

 http://www.rosehouse.com/rosehouse/storearea1.php 。 
393

 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0143 。20141124 搜尋。 
394

 http://silkspalace.com.tw/ 。20141124 搜尋。 
400

 http://www.npm.gov.tw/ 。20141124 搜尋。 
401

 https://www.ntmofa.gov.tw/ 。20141124 搜尋。 

http://www.rosehouse.com/rosehouse/storearea1.php
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0143
http://silkspalace.com.tw/
http://www.npm.gov.tw/
https://www.nt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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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其他三家餐飲都是配合館方

營業時間，五、六點打烊。 

照常營業) 

網路是否有完整

菜單介紹 

簡略介紹 有：網路點選進入「古典玫瑰園」與「春

水堂」專屬網站才能看到詳細菜單介紹 

餐飲配合博物館

特色 

有/故宮晶華與三希堂 無 

使用當地食材 官網沒有介紹說明，但看得出來不

一定都是台北，但確定有使用台灣

食材 

官網沒有介紹說明兩家使用食材部分

有台灣產出，茶、茶點、熱食 

配合展覽、節日做

特別餐點 

無介紹 

20141204 有陳誠波百二巡迴展開

幕酒會，但沒有酒，是茶點 

無介紹，目前也尚未聽說 

配合季節設計菜

單 

沒有介紹 沒有介紹 

餐具配合當地藝

術家/工藝家 

沒有介紹 古典玫瑰園：使用英國瓷器 

春水堂：使用春水堂專用餐具 

餐具配合博物館

特色 

少部分有/故宮晶華 

故宮晶華－文物餐具(花蓮大理石

的玉壁、文房用具筆山) 

無 

菜單設計配合館

方特色 

少部分有/故宮晶華與三希堂 無 

環境配合館方特

色 

全部皆有 無 

提供團體用餐 官網無介紹與顯示，但可自行至故

宮晶華或三希堂 

官網無介紹與顯示，但可自行至春水堂

與玫瑰園 

提供場地租借 官網無顯示 官網無顯示 

餐飲區平面圖介

紹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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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博物館以東京國立博物館(とうきょうこくりつはくぶつか

ん)與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The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為例： 

1.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とうきょうこくりつはくぶつかん)： 

 在東京國立博物館(とうきょうこくりつはくぶつかん)官網首頁有「來館案內」

(Access)，將游標放在此處可以看到「餐廳咖啡廳」的選項(圖 4-23、4-24)，點選

進入後可很清楚查詢館內設有兩家餐廳與一家連鎖的咖啡廳。在 20141205 搜尋

是四間，多了一間「上野 精養軒」，402因此是四間餐飲店，但後來在同年的 1207

在搜尋這一間餐廳就不見官網。 

(1)「大倉飯店 Yurinoki」在網頁上所顯現的菜單首頁即是博物館的正門與具

有特色的植物為標示(圖 4-25)，充分顯現日本風格與博物館特色，餐廳內食物多

元分為和食(圖 4-26)、西式(圖 4-27)與中華料理(圖 4-28)、啤酒、日本酒與各式中、

西式甜點，還有日本廣島產的牡蠣、特別展紀念餐(圖 4-29)、其中高知產的鯛魚

很特別的菜色與菜單設計分為三種，分別是辣味、茄汁料理與蔬食料理，除了圖

文並茂，又在圖的右上方細心用「圖示」再標示一次，顯現日本人細膩作風，在

菜單的設計上讓人充分感受到色香味俱全，「大倉飯店 Yurinoki」是東京國立博

物館所有餐廳當中，菜色最豐富也最多元的一間，空間也因為有大面玻璃面向戶

外，光線與景觀都設想周到(圖 4-30)。 

(2)「大倉飯店花園露台」的餐點較「大倉飯店 Yurinoki」在菜單的設計上沒

有封面、料理的選擇性較少、無中華料理；相同的是一樣有西式、和式料理、特

別展紀念餐(圖 4-31)與高知縣的鯛魚料理(料理與價錢皆相同)( 圖 4-32)、兩間餐

廳的菜色都會依照季節來調配(圖4-33)，以料理的豐富性來說「大倉飯店 Yurinoki」

是更勝一籌，空間設計上也是採用大面玻璃，光線充足、視線延伸深度(圖 4-34)。  

(3)「上島咖啡廳」是一間遍及很多國家連鎖店(圖 4-35)，餐點以輕食為主，

在網頁上三家的菜單都是圖文並茂(圖 4-36)，只有上島咖啡沒有顯示其餐點有依

照季節調整，根據他的餐點來看，可能是因為餐點本身的設計上比較沒有受到季

節的影響。 

(4)「上野 精養軒」是屬於比較簡單的餐廳(圖 4-37、4-38)，多是輕食類為主，

也有本土的餐飲。20141205 與 1219 兩個日期再度搜尋官網，發現有這間餐廳，

但在 20141207 與期他日期再度搜尋時又發現只有前面三家餐廳，可能是網頁不

穩定所致(圖 4-40)。 

                                                      
402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20141205 搜尋。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SEIYOUKEN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SEIYOUKEN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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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The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 

    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The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是前幾年由知名建

築師黑川紀章所設計，美術館官方網首頁第二行即可看到餐飲訊息－「餐廳、咖

啡廳」(圖 4-41)，點選進入第二頁可看到有四間餐廳與咖啡廳(圖 4-42、4-43)，分

別為三樓的「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二樓的「サロン・

ド・テ ロンド」、一樓的「カフェ コキーユ」與地下室的「カフェテリア カレ」。 

(1)「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餐廳，主要是以法國餐

點為主，並設有小酒吧，有午餐與晚餐，可提供電話、電郵預約，營業時間到晚

上 

九點多、假日再延長半小時。在餐廳網頁可以連結「當季菜單」(圖 4-44)，更有

拍攝圖片提供民眾點餐的參考，在此也有提供「特展餐點」(圖 4-45)，希望民眾

在參觀展覽之後，提供一個用餐與討論溝通的場所，民眾在進入用餐時，將參觀

票券留著可享有用餐時的優惠，在聖誕節更有提供聖誕特餐(圖 4-46)，讓民眾到

館除了參觀展覽也可慶祝聖誕節，共有 182 個座位開放給民眾，除此，當然也有

平時餐飲的介紹(圖 4-47、4-48)。 

(2)「サロン・ド・テ ロンド」餐廳，是由三樓餐廳的延伸出來，官網的介

紹本餐廳主要提供英倫風的茶葉，提供輕食(圖 4-46)，有設有特展餐點(圖 4-49)，

一樣可以預約，座位 82 個，營業時間只有到晚上七點。 

(3)「カフェ コキーユ」在玻璃帷幕旁(圖 4-50)，屬於咖啡廳型式，提供比

二樓餐廳更為簡便的輕食(圖 4-51)，也設有特展餐點(圖 4-52)。營業時間會到晚

上六點、假日到八點。座位分有室內(120)與戶外(40) 

(4)「カフェテリア カレ」是一個最讓人放鬆的大食堂(圖 4-53)，可以在此

大聲彼此交談，輕鬆地用餐，適合老人小孩，座位也是很多，雖是大食堂，仍有

貼心顯示特展餐(圖 4-54)與平食餐點(圖 4-55)的介紹，一共有 120 個坐位。 

    四個餐廳、咖啡廳都有網頁可以連結菜單，看到菜色與價目表、每個餐廳或

咖啡廳都有標示清楚的位置與餐飲環境、座位都很多，營業時間也有所區別，並

清楚寫出餐廳特色。 

    四間咖啡廳與餐廳的各個介紹首頁上有網頁，皆可連結更清楚完整的菜單。 

3. 日本博物館以東京國立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官方網站之分析比

較：(表 4-3、4-4) 

    兩家博日本的博物館中，以東京國立博物館(とうきょうこくりつはくぶつかん)



 

125 
 

與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The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為例，403404兩家博物館

在「首頁」即可看到餐飲選項，東京國立博物館是在「到館訪問」選項、日本國

立新東京美術館是在「餐廳、咖啡廳」的選項點選進去，始可看到。 

    兩所博物館的餐飲網頁設計，除了可以清楚看到餐廳、咖啡廳數量、空間，

都可以有菜單的選項點選進入進去瀏覽菜單、菜色圖片與價目，都有標示配合季

節變化與展覽的餐點，餐廳皆有提供酒類，但東京國立博物館酒類品項較多。 

    兩間博物館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的「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

ル・ボキューズ ミュゼ」餐廳是由「株式会社ひらまつ」所經營，在聖誕節有

推出聖誕特餐、405另外就是介紹餐點與環境時；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餐飲菜單連結

介紹較多元；展覽參以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選擇性較多。 

 

 

 

 

 

 

 

 

 

 

 

                                                      
403

 東京國立博物館創立於 1872 年，是日本最早的博物館。該博物館位於日本國東京都台東區上野恩賜公

園內，共有本館、表慶館、東洋館、平成館、法隆寺寶物館 5 展覽及資料館組成。收藏品總數為 11 萬件以

上，其中包括日本國寶 87 件、重要文化財產 610 件（2005 年 7 月止）。博物館由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

財機構運作。同時，社團法人「日本工藝會」的總部也設於館內。 
404

 於 2002 年開工，由黑川紀章負責建築設計。2003 年 6 月正式決定名稱為「國立新美術館」。接著在 2006

年 6 月 14 日完工，於 2007 年 1 月開館，是自國立國際美術館（1977 年開館）以來日本的第五間國立美術

館。該館由日本文化廳國立新美術館設立準備室和行政法人國立美術館主導興建，地點位於東京大學生產

研究所的舊址。國立新美術館的樓地板面積是全日本最大
[2]

，約是第二大的大塚國際美術館的 1.5 倍。 

國立新美術館的概念是「森林中的美術館」，設立的目的主要為舉辦展覽會、展示收藏作品和普及美術教

育的功能。館內設有博物館商店、餐廳、咖啡廳等設施，期望能成為容易親近的美術館。 
405

 http://www.hiramatsu.co.jp/news/noel2014/ 。20141114 搜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4%BA%AC%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4%BA%AC%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9%87%8E%E6%81%A9%E8%B3%9C%E5%85%AC%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9%87%8E%E6%81%A9%E8%B3%9C%E5%85%AC%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9%9A%86%E5%AF%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E5%B7%A5%E8%89%BA%E4%BC%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ja.wikipedia.org/wiki/%E9%BB%92%E5%B7%9D%E7%B4%80%E7%AB%A0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9B%BD%E7%AB%8B%E5%9B%BD%E9%9A%9B%E7%BE%8E%E8%A1%93%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BB%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6%B3%95%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96%B0%E7%BE%8E%E8%A1%93%E9%A4%A8#cite_note-2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1%9A%E5%9B%BD%E9%9A%9B%E7%BE%8E%E8%A1%93%E9%A4%A8
http://www.hiramatsu.co.jp/news/noe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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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日本以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

整理自兩館官網)： 

                                                      
406

 http://www.tnm.jp/ 。20141014 搜尋。 
407

 http://www.nact.jp/restaurant/index.html 。20141014 搜尋。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官網(餐飲)406 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官網(餐飲)407 

 

 

圖 4-23、4-24：首頁上方有到館訪問選項，點選進

入即可看到餐廳三家 

 

圖 4-25：「大倉飯店 Yurinoki」菜單封面 

 

圖 4-40：官網首頁有咖啡廳與餐廳的選項在上

面「レストラン、カフェ」 

 

圖 4-41：首頁點選進入第二頁，即可看到餐廳

一覽表，最下方點選四間餐廳連結可看到詳細

介紹 

 

圖 4-42：四間餐廳的介紹 

http://www.tnm.jp/
http://www.nact.jp/restaurant/index.html%20。20141014
http://www.nact.jp/restaurant/index.html%20。20141014
http://www.nact.jp/restaura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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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http://www.hiramatsu.co.jp/news/noel2014/ 。20141114 搜尋。 

 

圖 4-26：和食 

 

圖 4-27：西洋料理  

 

 

圖 4-43：「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

ューズ ミュゼ」連結後有菜單-「季節

料裡」 

 

圖 4-44：「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

ューズ ミュゼ」特展餐 

 

圖 4-45：「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

ューズ ミュゼ」聖誕節特餐411 

 

圖 4-46：「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

ューズ ミュゼ」平日菜單之一 

http://www.hiramatsu.co.jp/news/noe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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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http://www.hiramatsu.co.jp/cafe/nacc/rond.html 。20141124 搜尋。 

圖 4-28：中華料理 

 

圖 4-29：「大倉飯店 Yurinoki」展覽參 

 

圖 4-30：「大倉飯店 Yurinoki」餐飲空間 

 

 

 

圖 4-47：「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

ューズ ミュゼ」提供酒類飲品 

 

圖 4-48：「サロン・ド・テ ロンド」平

日餐點 

 

圖 4-49：「サロン・ド・テ ロンド」特

展餐412 

 

圖 4-50：「カフェ コキーユ」在玻璃帷

幕旁 

http://www.hiramatsu.co.jp/cafe/nacc/ro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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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20141111 搜尋。 
409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20141111 搜尋。 
413

 http://www.hiramatsu.co.jp/cafe/nacc/coquille.html 。 

圖 4-31：「大倉飯店花園露台」展覽餐飲408  

 

 

圖 4-32：高知縣的鯛魚料理在兩家餐廳皆可

享用 

 

圖 4-33：「大倉飯店花園露台」409 

 

圖 4-34：「大倉飯店花園露台」餐飲空間 

 

 

圖 4-51：「カフェ コキーユ」平日餐點 

 

圖 4-52：「カフェ コキーユ」特展餐之

一413 

 

圖 4-53：「カフェテリア カレ」用餐環

境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http://www.hiramatsu.co.jp/cafe/nacc/coquil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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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上島咖啡廳」 

 

圖 4-36：「上島咖啡廳黑田紀念館」 

 

圖 4-37：「上野 精養軒」菜單(20141205 搜尋) 

圖 4-54：「カフェテリア カレ」特展餐 

 

圖 4-55：「カフェテリア カレ」菜單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SEIYOU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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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日本以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

整理自兩館官網)：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官網414 日本國立新東京美術館官網

415 

官網搜尋 首頁有「來館案內」選項點選進入

可看到餐飲(第二頁) 

首頁即可看到餐飲選項(首頁) 

間數 三間 (20141205 搜尋是四間)
416

，

在 20141207 與 20141219 兩天搜

尋時是四間餐廳，之後搜尋又變成

三間 

四間 

電話預約 可(上島咖啡廳除外) 可 

網路預約 無顯示 無顯示 

                                                      
410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 
414

 http://www.tnm.jp/ 。20141014 搜尋。 
415

 http://www.nact.jp/restaurant/index.html 。20141014 搜尋。 
416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20141205 搜尋。 

 

圖 4-38：「上野 精養軒」有特展餐飲410 

 

圖 4-39：官方網站顯示四間餐廳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http://www.tnm.jp/
http://www.nact.jp/restaurant/index.html%20。20141014
http://www.nact.jp/restaurant/index.html%20。20141014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
http://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24#SEIYOU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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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明確營業時間 有 有 

網路是否有完整菜單

介紹 

有 有 

餐飲配合博物館特色 有 配合新潮建築與特展 

使用當地食材 無標示 有 

配合展覽、節日做特

別餐點 

有(兩間餐廳皆有特展餐) 

上島咖啡廳除外 

四間都有做特展餐點 

「ブラッスリー ポール・ボキュー

ズ ミュゼ」有做特別節日的聖誕餐

點 

配合季節設計菜單 有(上島咖啡廳除外) 有(四間皆有) 

餐具配合當地藝術家

/工藝家 

無顯示(上島咖啡廳除外) 無顯示 

餐具配合博物館特色 有(上島咖啡廳除外) 標示不明顯 

菜單設計配合館方特

色 

有(上島咖啡廳除外) 配合日本特色 

環境配合館方特色 有(上島咖啡廳除外) 有 

提供團體用餐 可 可 

提供場地租借 沒標示 沒標示 

餐飲區平面圖介紹 無(有標示地點) 無(有標示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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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韓國博物館以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국립중앙박물관)與古宮博物

館(국립고궁박물관)為例： 

1.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국립중앙박물관)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首頁下方有「관람정보」(圖 4-56)選像點選進入

「관람·편의시설안내」(圖 4-57)，可看到六個休息區可提供用餐((圖 4-58)，點選後可

看到名稱與地點，幾乎皆可容納團體用餐，但都沒有標示有餐廳，韓國國立中央

博物館官方網站上對於餐飲的訊息設計，點選平面圖之後可以看到餐廳的環境

(圖 4-59、4-60、4-61、4-62、4-63、4-64)與區位，沒有其他與餐飲有關的其他訊

息。 

2. 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 

    古宮博物館在官方網站首頁有參觀資訊(圖 4-65)，從此項目點選進入有餐飲

資訊(圖 4-66)，點選左方的博物館咖啡廳(古宮庭院)內附餐飲(圖 4-67、4-68)，部

分餐飲空間設計韓式風格，在官網的網路上有簡單的菜單介紹，有韓國特色餐飲

的有泡菜炒飯、宮中拌飯、庭園炒年糕等(圖 4-69)，這邊提供的飲料除了咖啡與

果茶，也提供酒類，有啤酒與葡萄酒(圖 4-70)。 

3.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국립중앙박물관)與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 官方

網站之分析比較：(表 4-5、4-6)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與古宮博物館兩家對於餐飲的官網設計，都是輕輕帶

過。兩家博物館相較之下，其中以古宮博物館介紹稍微詳細些，卻也只是簡介，

但依然可看出古宮博物館的菜色之中有韓國、宮廷的特色。 

 

 

 

 

 

 

http://www.museum.go.kr/site/homepage/menu/viewMenu?menuid=0010010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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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韓國以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국립중앙박물관)與古宮博物館

(국립고궁박물관)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官網)：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국립중앙박물관)417 

古宮博物館 

(국립고궁박물관)418 

 

圖 4-56：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首頁 

 

 

圖 5-57：訪問訊息中有「관람·편의시설안내」 

 

圖 5-58：六個用餐區的平面位置圖 

  

 
圖 4-65：古宮博物館首頁 

 

圖 4-66：由參觀資訊點選進入餐飲 

 

圖 4-67：古宮博物館餐廳(1) 

 

圖 4-68：古宮博物館餐廳(2) 

                                                      
417

 http://www.museum.go.kr/site/main/index001 。20141110 搜尋。 
418

 http://www.gogung.go.kr/fgn/jsp/cn/html/index.jsp 。20141110 搜尋。 

http://www.museum.go.kr/site/homepage/menu/viewMenu?menuid=001001004001
http://www.museum.go.kr/site/main/index001%20。20141110
http://www.gogung.go.kr/fgn/jsp/cn/html/index.jsp%20。20141110


 

135 
 

  

  

圖 4-59、4-60、4-61、4-62、4-63、4-64：六個

用餐區域的照片 

 

 

圖 4-69：簡單的菜單介紹(1) 

 

圖 4-70：簡單的菜單介紹(2) 

表 4-6：韓國以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與古宮博物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

官網)：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국립중앙박물관)419 

古宮博物館 

(국립고궁박물관)420 

官網搜尋 
有 有 

間數 六個用餐處 一間 

電話預約 無顯示 無顯示 

網路預約 無 無 

標示明確營業時間 有 無 

網路是否有完整菜單

介紹 

無 有菜單介紹與幾張圖片 

餐飲配合博物館特色 無顯示 少部分有(泡菜炒飯、宮中拌飯) 

使用當地食材 無顯示 無顯示 

配合展覽、節日做特別

餐點 

無顯示 無 

配合季節設計菜單 無顯示 無 

                                                      
419

 http://www.museum.go.kr/site/main/index001 。20141110 搜尋。 
420

 http://www.gogung.go.kr/fgn/jsp/cn/html/index.jsp 。20141110 搜尋。 

http://www.museum.go.kr/site/main/index001%20。20141110
http://www.gogung.go.kr/fgn/jsp/cn/html/index.jsp%20。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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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配合當地藝術家/

工藝家 

無顯示 無 

餐具配合博物館特色 無顯示 無顯示 

菜單設計配合館方特

色 

無顯示 無顯示 

環境配合館方特色 無顯示 有一點 

提供團體用餐 有 可 

提供場地租借 無標示 無標示 

餐飲區平面圖介紹 有(有標示地點) 無(有標示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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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大利亞以澳洲博物館（Australian Museum）與澳洲國立博物

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1.澳洲博物館（Australian Museum）：421 

    澳洲博物館（Australian Museum）在首頁有個「About us」(圖 4-71)，點選

進入後有「設施」選項(圖 4-72)，裡面只有介紹咖啡廳。設在大樓入口處，博物

館官網介紹咖啡廳主要提供輕食(圖 4-73)、幼童們的熱食，博物館在餐飲網頁設

計，看出對幼兒的重視，上面也標示歡迎「家庭」一同前來參與博物館活動並在

此用餐。 

    澳洲博物館餐飲網頁特別介紹，只要事先預約，可在此提供 4-8 歲的幼兒在

恐龍館舉辦生日聚會(圖 4-74)，422餐點有分兩種，兩種餐點中，會員與非會員的

收費又不一樣、官網在餐飲的介紹清楚標示關於幼兒的生日聚會中，博物館會提

供的服務與食物內容，也說明若是家長們想要再活動中多增加一點的物品則必須

自己準備的有哪些(圖 4-75)，這些文字說明可節省博物館館方與民眾之間的溝

通，官網對於餐廳有平面圖，上面標示清楚地點可方便民眾很快找到餐飲區(圖

4-76)。 

2. 澳洲國立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423 

    在澳洲國立博物館官方網站首頁左上方的選項是「What’s on」(圖 4-77)，官

網首頁會不停的轉換畫面，跟其他的博物館不一樣的地方是，澳洲國立博物館也

將餐飲放入首頁轉換的網頁之一(圖 4-78)，其他國家的博物館大多將常設展、特

展、教育等項目放在首頁上。將游標放尚澳洲國立博物館首頁與相關介紹後，可

看到「planning your visit」(圖 4-79)，點選進入看到咖啡廳是「Broadbean Catering」

所負責(圖 4-80)，424網站介紹這家餐飲分別在 2012 與 2013 獲得殊榮，餐飲的品質

與內容是值得肯定的，還有餐飲環境的圖片介紹，在此用餐可以看到美麗海景。

                                                      
421

是位於澳大利亞第一大城市雪梨的博物館，是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在國際上主要在自然史和

人類學方面著稱。澳洲博物館創建於 1827 年，最早稱為「殖民地博物館」或「雪梨博物館」，1836 年改現

名。館藏涵蓋脊椎及無脊椎動物學、礦物學、古生物學及人類學。除了展覽外，博物館還進行原住民研究

和社區活動。澳洲博物館位於雪梨海德公園對面、學院街上，現館址於 1857 年開始對公眾開放，是雪梨著

名地標之一。 
422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event/Kids-Birthday-Parties 。20141124 搜尋。 
42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6%B4%B2%E5%9C%8B%E7%AB%8B%E5%8D%9A%E7%8
9%A9%E9%A4%A8 。20141124 搜尋。 
424

 http://www.broadbeancatering.com.au/ 。20141124 搜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E5%AD%A6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event/Kids-Birthday-Partie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6%B4%B2%E5%9C%8B%E7%AB%8B%E5%8D%9A%E7%89%A9%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6%B4%B2%E5%9C%8B%E7%AB%8B%E5%8D%9A%E7%89%A9%E9%A4%A8
http://www.broadbeancatering.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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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官網在餐廳介紹中，有標明使用當地食材與供應商，博物館的餐飲菜色是有

配合季節做出調整，早上九點即開始到下午四點多(傍晚)，也配合聖誕節推出「聖

誕午餐」，想要在此享用聖誕午餐的民眾，可以事先利用電話或電郵預定(圖

4-81、4-82)，426但有註明必須預付訂金。 

    澳洲國立博物館對於平常餐飲提供的延伸，是自行設計活動與餐飲結合，如

「Spirited exclusive dinner」讓策展人與參與民眾對話之後，在此用餐，因此營業

時間會延長到晚上九點(圖 4-83)。2014 年的活動在 11/13；尚有展覽之旅餐飲(圖

4-84)、博物館館長的導覽之旅(Curator-led tour)(圖 4-85)，427導覽之後並附有休憩

使用茶點時間，這些也都是要預定的，上述所舉例的博物館自行開發設計的活動

充滿知性與感性。 

    餐廳也提供場地租借，設計套餐菜單428中一共有 11 頁，429除了將澳洲國立博

物館的各項館設美景都融入菜單設計之中，更貼心的將停車、座位安排方式、住

宿服務等貼心設想全部都囊括在這 11 頁的完整介紹。有別於先前看到歐美博物

館的菜單設計，澳洲國立博物館租借場地的菜單是每一頁都不一樣，在提供「租

借場地」430選項內容中包羅萬象，依照場地、類別，在收費都有明文規定(圖 4-86、

4-87、4-88、4-89、4-90、4-91、4-92)。  

3. 澳洲博物館（Australian Museum）與澳洲國立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官方網站之分析比較：(表 4-7、4-8) 

    澳洲博物館（Australian Museum）與澳洲國立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兩家博物館，對於館內附設餐飲皆只有一間，其中澳洲國立博物館

是由「Broadbean Catering」所負責來館方的餐飲，雖然聖誕節休館，仍設有聖誕

節餐飲；澳洲博物館的咖啡廳比較著重在照顧幼童方面，提供輕食、還有幼童的

主餐熱食、館方更為幼童舉辦生日宴會，相關說明非常詳盡。澳洲國立博物館提

供的活動與餐飲結合，在別的博物館官方網頁介紹是沒有出現過的，活動充滿多

                                                      
425

 http://www.broadbeancatering.com.au/#!museum-cafe/c1x03 。20141124 搜尋。 
426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8/442439/Broadbean-Catering-Christmas-Lunche
s-2014.pdf 。20141124 搜尋。 
427

 http://www.nma.gov.au/exhibitions/spirited/programs 。20141124 搜尋。 
428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1/442667/NMA_VenueHire.pdf 。20141124

搜尋。 
429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1/442667/NMA_VenueHire.pdf 。20141124

搜尋。 
430

 http://www.nma.gov.au/whats-on/planning-your-visit/venue_hire 。20141124 搜尋。 

http://www.broadbeancatering.com.au/#!museum-cafe/c1x03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8/442439/Broadbean-Catering-Christmas-Lunches-2014.pdf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8/442439/Broadbean-Catering-Christmas-Lunches-2014.pdf
http://www.nma.gov.au/exhibitions/spirited/programs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1/442667/NMA_VenueHire.pdf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1/442667/NMA_VenueHire.pdf
http://www.nma.gov.au/whats-on/planning-your-visit/venue_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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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與創意，充分與博物館教育跟文化觀光結合兩者充分結合。 

表 4-7：澳大利亞以澳洲博物館（Australian Museum）與澳洲國立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官網)： 

澳洲博物館 

（Australian Museum）431 

澳洲國立博物館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432 

 

圖 4-71：在首頁點選「What’s on」 

 

圖 4-72：第二頁的左邊的「設施」中有餐飲選

項 

 

圖 4-73：菜單 

 

圖 4-77：首頁點選「訪問」 

 

圖 4-78：博物館首頁的咖啡館畫面 

 

圖 4-79：第二頁可以看到餐飲的訊息 

                                                      
431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 。20141124 搜尋。 
432

 http://www.nma.gov.au/ 。20141124 搜尋。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
http://www.nm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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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4：生日聚會

433
 

 

圖 4-75：幼兒生日餐會 

 

圖 4-76：餐飲位置圖 

 

圖 4-80：咖啡廳是「Broadbean Catering」所負責 

  

圖 4-81：聖誕特餐封面 

 

圖 4-82：聖誕午餐菜單
434

 

                                                      
433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event/Kids-Birthday-Parties  。20141124 搜尋。 
434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8/442439/Broadbean-Catering-Christmas-Lunche
s-2014.pdf 。20141124 搜尋。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event/Kids-Birthday-Parties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8/442439/Broadbean-Catering-Christmas-Lunches-2014.pdf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8/442439/Broadbean-Catering-Christmas-Lunches-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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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3：特別活動餐點(策展人與民眾對話)(1) 

 

圖 4-84：展覽之旅與餐點 

 

圖 4-85：博物館館長導覽之旅
435

 

  

                                                      
435

 http://www.nma.gov.au/exhibitions/spirited/programs 。20141124 搜尋。 

http://www.nma.gov.au/exhibitions/spirited/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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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6、87、88、89、90、91、92：租借場地菜

單
436

 

 

 

 

 

 

 

                                                      
436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1/442667/NMA_VenueHire.pdf 。20141124

搜尋。 

http://www.nma.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11/442667/NMA_VenueHi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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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澳大利亞以澳洲博物館（Australian Museum）與澳洲國立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官網)： 

 澳洲博物館 

（Australian Museum）437 

澳洲國立博物館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438 

官網搜尋 有(第二頁) 有(第二頁) 

間數 一間 一間 

電話預約 有電話，官網上寫可來電查詢 有電話，但沒標示可以電話預訂 

電郵預約 有電話上面寫可來信查詢 無，聖誕午餐可 

標示明確營業時間 有 有 

網路是否有完整菜單

介紹 

無 有 

餐飲配合博物館特色 沒標示 有 

使用當地食材 沒標示 有 

配合展覽、節日做特別

餐點 

沒標示 有聖誕餐與展覽餐 

配合季節設計菜單 沒標示 有 

餐具配合當地藝術家/

工藝家 

沒標示 沒標示 

餐具配合博物館特色 沒標示 沒標示 

菜單設計配合館方特

色 

沒標示 有 

環境配合館方特色 有 有 

提供團體用餐 可 可 

提供場地租借 沒標示   可 

餐飲區平面圖介紹 有(有標示地點) 無(有標示地點) 

    以亞洲來說，本節所舉的博物館餐飲官網設計，台灣與日本的博物館是介紹

餐飲比較詳盡的國家，兩國又以日本更勝一籌，對於餐飲的介紹是詳盡且圖文並

                                                      
437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 。20141124 搜尋。 
438

 http://www.nma.gov.au/ 。20141124 搜尋。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
http://www.nm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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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設計菜單、菜色毫不馬虎，選擇當地、當季食材，在種類上選擇較多。 

    韓國的博物館普遍上來說，在研究舉例之前已經事先瀏覽過幾間博物館官方

網站對餐飲的介紹，大多是對於餐飲都是簡約帶過，可見韓國對於博物館餐飲的

重視程度沒有日本與台灣來的高。 

    澳洲的博物館，以本節所舉的例子來看，都只有一間餐廳或咖啡廳，跟其他

博物館比較不一樣的是，針對民眾開放一些教育活動是結合餐飲、對國外遊客設

計行程並有住宿的文化觀光安排、更有像麥當勞一般，對 4-8 歲幼童做生日宴會，

此是比較特別的安排，還有比較特別的是澳洲的餐廳多半設中餐、沒有早餐或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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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美博物館與美術館的餐飲服務之比較與分析 

一、英國以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與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為例： 

1.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439440 

    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又稱「不列顛博物館」，441目前大英博物館內

設有餐飲大展苑餐廳(Court Restaurant)、大展苑咖啡廳(Court Cafés)、畫廊咖啡廳

(Gallery Café)、家庭/學生野餐用餐區(Family friendly eating areas)四個區域。官方

網站上皆有明確標示各個餐廳的營業時間、菜單連結、標示餐飲空間位置並可連

結餐廳所在位置的平面圖、預約訂位的電話與電郵，每個餐飲空間都有提供高腳

椅。 

    大英博物館的大展苑是「以人為服務導向」的空間，2000年開幕為大英博物

館增加了40%的公共空間，其中包含餐廳與賣店。咖啡座和賣店還延長開放時

間，提供倫敦居民新的公共空間。442有關餐飲是由「大英博物館公司」負責。443館

方更在2007年開始，設立所謂的「販賣部門」 (retail secyion)與「餐飲服務部門」 

(catering section)，
444

這個部門是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也就是政府補助經費的縮

減、維持博物館營運與民眾服務等需求而發展出來的。 

    「餐飲服務」從購買商品而消費，轉變成一個以休閒為出發點，企圖打造充

滿文化藝術情境與感覺，成為休閒有文化品味的消費空間，增強顧客的認同，達

成再次被選擇為消費體驗的地方。幾乎所有的博物館的餐飲皆是循著這樣的方向

在前進著。 

    整個英國在二十世紀末開始，隨著政治與經濟的轉變，博物館不斷的開闢財

                                                      
439

全球知名的旅遊指南《旅遊休閒》（Travel + Leisure）雜誌，根據博物館和政府機關提供的參觀人數資

料、旅行業報告、信譽卓著的旅遊媒體的數據，選出最受旅客歡迎、參觀人數最多的全球十大博物館，第

四名為英國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 London)。文│黃凱熙 圖│Getty Images。2012 年 2 月 27 日。

http://hk.epochtimes.com/b5/12/2/27/152991.htm 。20121117 搜尋。 
440

是一位於英國倫敦的綜合博物館，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成立於 1753 年。目前

博物館擁有藏品 1300 多萬件。由於空間的限制，目前還有大批藏品未能公開展出。博物館在 1759 年 1 月

15 日起正式對公眾開放。 
441

為館藏奠定基礎的漢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ne），其於生前便立下遺囑，指明以市價四分之一的價

格，將畢生所藏世界各地的骨董、字畫、抄本、錢幣、紀念章等物件，在逝世後交給國王喬治二世，由此

奠定大英博物館館藏的基礎（大地地理雜誌， 1995） 
442

同註解 38，頁 22。 
443

同註解 38，頁 24。大英博物館公司和大英博物館分屬兩個各別營運管理的個體，大英博物館公司為信託

理事會所屬的有限公司，負責館內外所有的大英博物館賣店、餐飲營運 。 
444

同註解 34，頁 39。 

http://hk.epochtimes.com/b5/12/2/27/152991.htm%20。2012111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175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75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759%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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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餐廳的營收成為重點之一。445 

    英國大英博物館的首頁上有「參訪」(圖4-93)，點選進入後可看到「Eating」

(圖4-94、4-95)，在此頁下方可看到六個用餐區的選擇，包含餐廳、咖啡廳、特展、

兒童會員專區(圖4-96)，每個用餐區都有標示營業時間與地點。 

    位在大展苑廳的樓上大展苑餐廳(Court Restaurant)是可以預約的，在壯觀的

玻璃屋頂下的餐廳用餐，享受大英博物館所強調的「品嚐當地出產的食材」。餐

廳設計的菜單會依據季節的不同而稍做改變，一般提供有常態性餐飲，可從研究

中所蒐集到的資料看到菜單每年設計的變化，從2011年、2012年與2014年，可看

到每年在常態餐飲菜色與菜單設計的變化(圖4-97、4-98、4-99)，常態餐飲包含平

日餐點與下午茶，也配合展覽的特設餐飲。446447更有「Exhibition offers」展覽提

供幾種套餐式的特展餐點提供民眾選擇，在2011年、2012年與2014年的特展餐飲

與菜單設計，可以看見飲食上的用心與創意、菜單設計保有一貫簡約與特展的代

表性圖案(圖4-100、4-101、4-102、4-103、4-104、4-105)，更有特展的下午茶(圖4-106)。

當然十二月的聖誕節也是不容錯過的節慶，大英博物館在此也特別著墨設計聖誕

特餐。448 

    除了設計餐飲，菜單呈現更具整體的設計感。先前大展苑餐廳給人感覺，似

乎是有錢人才能進入的餐廳，自從 2012 年 benugo 在大英博物館的餐廳競標獲得

經營權後，brnugo 希望可以將大展苑餐廳打造成一般大眾、全家人都可以一同進

入享用的一個餐廳，也會提供幼童圖畫紙、小型的遊戲玩具，好讓大人們可以安

心用餐聊天，幼童在一旁又不會覺得無聊，且時時有驚喜。根據 brnugo 負責人

Ben 來台北故宮演講，他提到菜單的設計一方面傳承自己母親的拿手好菜，也採

用當地當季食材設計，咖啡的部分也採用公平交易的咖啡豆，Ben 特別強調

brnugo 的咖啡絕對是濃郁香醇，無人能出其右。公司會員則可以優惠價優先租用

博物館的展廳、會議廳,公司的重要客戶可受邀參加博物館的宴會、事先參觀有

關展覽,公司員工則可以享受個人會員的相關待遇。449 

 

                                                      
445

同註解 34，頁 42。 
446

 http://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eat.aspx?lang=zh-CHS。 2011 年 7 月 11 日搜尋。 
447

 http://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aspx 。20141114 搜尋。 
448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Great%20Court%20Xmas%20Menu%202014(no%20crops).pdf 
。20141028 搜尋。 
449

 黃磊(2003)赴英國博物館考察報告，湖南省博物館。

http://www.hnmuseum.com/hnmuseum/learning/introContent.jsp?infoid=01159321ea07402884831
577fd0003d5&columnid=011efd3b5ba6402884831ef8bc4003bc&preid=010ca487b15b402881c10ca4
847a0002&pppid=010ca487b15b402881c10ca4847a0002 。20141114 搜尋。 

http://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eat.aspx?lang=zh-CHS。%202011
http://www.britishmuseum.org/visiting.aspx%20。20141114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Great%20Court%20Xmas%20Menu%202014(no%20crops).pdf
http://www.hnmuseum.com/hnmuseum/learning/introContent.jsp?infoid=01159321ea07402884831577fd0003d5&columnid=011efd3b5ba6402884831ef8bc4003bc&preid=010ca487b15b402881c10ca4847a0002&pppid=010ca487b15b402881c10ca4847a0002
http://www.hnmuseum.com/hnmuseum/learning/introContent.jsp?infoid=01159321ea07402884831577fd0003d5&columnid=011efd3b5ba6402884831ef8bc4003bc&preid=010ca487b15b402881c10ca4847a0002&pppid=010ca487b15b402881c10ca4847a0002
http://www.hnmuseum.com/hnmuseum/learning/introContent.jsp?infoid=01159321ea07402884831577fd0003d5&columnid=011efd3b5ba6402884831ef8bc4003bc&preid=010ca487b15b402881c10ca4847a0002&pppid=010ca487b15b402881c10ca4847a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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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國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 

    英國泰德(Tate)有四間美術館，以泰德官網來看，泰德首頁將四間美術館訊

息集中在一個網站，可看到首頁上方可以選擇您想瞭解的泰德分館(圖4-64)，頁

面左手邊的餐飲訊息有—「咖啡廳」與「餐廳」(圖4-107)。 

    以最後成立的「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為例，泰德現代美術館有兩

間用餐的地方，一個是咖啡廳、另一個是餐廳。「咖啡廳」的餐點區分為早餐、

午晚餐(全天都可以點選的) (圖4-108、4-109)、獲獎的葡萄酒(Tate’s award-winning 

wine list)，孩童(12歲以下，但需有大人陪同)免費餐點的菜單(圖4-110、4-111)與

聖誕節菜單(圖4-112)。450 

    因此，泰德現代館在「餐廳」的部分，有分今年比賽獲勝選出來的菜單(只

限定在2014年11/7-12/6這段期間提供餐點)、平常的午、晚餐、酒吧(8頁)與獲獎的

葡萄酒酒單(16頁)(圖4-113、4-114)、下午茶、聖誕節菜單，所有的菜單都是很簡

潔的寫出菜名與價目，格式採一致性設計。451 

    在食材的選擇上官網特別標示品質、選材、與服務等，照顧當地農漁牧者，

使用當地、當季食材、特別挑選研發咖啡豆與茶、選擇公平交易、避免廠商層層

剝削而特別用心在挑選咖啡豆廠商，為了提供最好的咖啡更是設立泰德咖啡豆烘

培公司，目標是成為世界最好的咖啡、葡萄酒亦是。更特別的是可在這邊看到「千

禧橋」與「聖母院」。 

    在泰德，餐飲被列為是「企業」。租借給私人娛樂或企業舉辦餐會或者活動

也可事先洽詢，官網上可以看到會場圖片、也有標示可容納的人數，可以直接電

話或是電郵詢問(圖4-115、4-116)。 

3. 英國以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與泰德美術館(Tate) 官方網站之比較

分析：(表 4-9、4-10) 

     這兩家英國的博物館的餐飲都是以「企業」的經營模式來管理，相同的是

官網上皆可以輕易搜尋到餐飲相關訊息並連結，餐廳與咖啡廳的介紹、營業時間

與菜單也可在官網上查詢並連結，可以事先電話或網路預約訂位，食材選擇上都

強調當地食材、兩家博物館在菜單的設計上，設計都屬簡練風格、針對幼童都標

示設有嬰幼兒座椅、兩家博物館都想要做出世界級、令人難忘的咖啡；相異的是

大英博物館的餐飲設有特展參，泰德沒有看到、菜單設計上，大英博物館有將博

物館的特色放入，聖誕節菜單(見第三章第三節)、泰德維持簡鍊設計、泰德設有

                                                      
450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cafes 。20141114 搜尋。 
451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level-6-restaurant 。20141114 搜尋。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wine-list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wine-list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cafes%20。20141114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level-6-restaurant%20。201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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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以下幼童免費餐飲，大英博物館沒有這項服務、泰德以獲獎的葡萄酒為餐飲

之一、大英博物館也想將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全部囊括到大英。另外，泰德美術

館的官網餐飲在首頁即可看到，搜尋方便性較大英博物館高一些。 

表4-9：英國以英國大英博物館與泰德美術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官

網)： 

英國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452 

英國泰德現代美術館 

(Tate Modern)453 

 

圖4-93：首頁有「參訪」選項 

 

圖4-94：進入看見「Eating」(1) 

 

圖4-95：第二頁上方可看到「Eating」，下方

可看到餐廳介紹(2) 

 

圖4-107：首頁即看到「餐飲」訊息 

 

圖4-108：點選進入泰德現代館 

 

                                                      
452

 britishmuseum.org 。 
453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 。20141114 搜尋。 

http://www.britishmuseum.org/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20。201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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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6：六種用餐區 

 

圖4-97：大英博物館常設餐飲菜單(2011) 

 

圖4-98：Court Restaurant Menu餐廳菜單

(2012)   
454

 

 

 

圖4-109：平常菜單 

 

圖4-110：下午茶菜單 

 

圖 4-111：Young British Foodies 

                                                      
454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Court%20Restaurant%20menu%20June%202012.pdf 。2012/11/17 搜

尋。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Court%20Restaurant%20menu%20June%20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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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9：Court Restaurant Menu 餐廳菜單 

(2014) 
455

 

 

圖4-100、4-101：2011年展覽特餐菜單 

   

圖：4-102、4-103：2012年展覽特餐菜單 

 

圖4-104：大英博物館2014明代特展菜單

 

圖 4-112：幼童在泰德免費用餐的餐點內容
459

 

 
圖4-113：聖誕節菜單 

 

                                                      
455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Court%20Restaurant%20menu%20June%202012.pdf 。2012/11/17 搜

尋。 
459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2661 。20121018 搜尋。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Court%20Restaurant%20menu%20June%202012.pdf
http://www.tate.org.uk/download/file/fid/12661%20。20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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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5：大英博物館2014明代特展菜單封面

456457
 

 

圖4-106：大英博物館2014明代特展下午茶菜

單
458

 

圖4-114：獲得殊榮的葡萄酒酒單 

 

 

圖4-115、4-116：租借場地舉辦活動 

     上述特展餐是配合大英博物館的特展莎士比亞展，限定在 2012 年 7 月 19 日

至 11 月 25 號，根據 benugo 於 2012 年 11 月在故宮的發表，此特展參展前預約

早已額滿，餐點內容是 benugo 團隊特別為了特展針對莎士比亞做了一番考據研

                                                      
456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114117%20BM%20Great%20Court%20Ming%20Set%20Menu%20A5.pdf 。

20141014 搜尋。 
457

此為明代宣德(掐絲琺瑯雲龍紋蓋罐)。摘錄自：典藏(2014.Nov)，大英博物館 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專題，

頁 142。 
458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25667_114554%20Ming%20Afternoon%20Tea%20Menu%20A5.
pdf 。20141014 搜尋，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114117%20BM%20Great%20Court%20Ming%20Set%20Menu%20A5.pdf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25667_114554%20Ming%20Afternoon%20Tea%20Menu%20A5.pdf
http://www.britishmuseum.org/pdf/25667_114554%20Ming%20Afternoon%20Tea%20Menu%20A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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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採用莎士比亞時期當時的菜餚與菜名，可見一個配合特展所設計的餐點是有

其賣點，菜色也要吸引人。 

表4-10：英國以英國大英博物館與泰德美術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官

網)： 

 英國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460 

英國泰德現代美術館 

(Tate Modern)461 

官網搜尋 有(第二頁) 有(第二頁) 

間數 四個用餐區 兩個用餐區 

電話預約 有 有 

電郵預約 有 有 

標示明確營業時間 有 有 

網路是否有完整菜單

介紹 

「Great Court」餐廳有，其他

沒有 

在「Exhibition offers」點選進入

可看到套餐可以預約 

還有孩童的野餐區、家庭野餐區 

有(咖啡廳與餐廳皆有) 

餐飲配合博物館特色 有 有 

使用當地食材 有 有(使用當地農漁牧產，照顧當地

的產業) 

配合展覽、節日做特別

餐點 

有 有 

配合季節設計菜單 有 有 

餐具配合當地藝術家/

工藝家 

沒標示 沒標示 

餐具配合博物館特色 沒標示 沒標示 

菜單設計配合館方特

色 

有 有 

環境配合館方特色 有 有 

                                                      
460

 britishmuseum.org 。 
461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 。20141114 搜尋。 

http://www.britishmuseum.org/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20。201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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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團體用餐 有  

提供場地租借 有 有 

餐飲區平面圖介紹 有 有
462

 

 

 

 

 

 

 

 

 

 

 

 

 

 

 

 

 

 

 

 
                                                      
462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admission-opening-times 。20141114 搜尋。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admission-opening-times%20。201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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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國以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與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

為例： 

1. 法國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 

    法國以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在2009年，羅浮宮的自有資金來源中，其中

租金（餐飲、紀念品）金額為6,504,704歐元(採用委託的方式長期進行經營管理)，

佔自有資金比例為6.08%，贊助32,650,058歐元，佔自有資金為30.50%463（贊助的

活動有部分有餐飲相關） 

在羅浮宮的網站租用場地舉辦活動被視為一種支持羅浮宮的特殊行為。企

業、協會、基金會等可提前一至三個月來預約利用羅浮宮閉館日或周一，四、六、

日 

晚上六點之後，組織專場參觀並舉辦酒會、晚宴或租用場地舉辦多功能活動。464 

這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法國羅浮宮。 

改建後的羅浮宮，大廳四周是接待大眾進入博物館的服務空間。此外，詢問

處、大講堂、兒童團體接待處、餐廳、咖啡廳、紀念物販賣商店可由大廳進入這

些特殊的空間。465 

    法國羅浮宮的官網首頁一進入可看到第一個選項「Informations pratiques」(圖

4-117)，點選進入後可看到咖啡廳與餐廳的介紹(圖4-118)，在網頁上看到簡介寫

著有十五間，但實際上在左下方的選項，一一點選進入看只有12間，其中咖啡店

佔9間、餐廳3間(圖4-119)。  

    咖啡廳都是屬於較於便捷快速，可以攜帶型的餐食，因此提供的是輕食類，

有一兩間在夏天會提供冰品，每間咖啡店的介紹內文都會貼心的寫出是否有位置

可提供民眾休憩、在此用餐可以看到的風景區為何。「Le Café - documentation 

Starbucks Coffee」、「Les comptoirs de vente à emporter Denon & Richelieu」、「Les 

cafés de la pyramide」、「Le kiosque Paul et le triporteur」、「Le Comptoir du 

Louvre」、「Le Café Mollien」、「Le Café Diane」、「La Terrasse de Pomone」與「Glacier 

Amorino」每間餐廳、咖啡廳都清楚明顯標示位置、營業時間、有電話、電郵可

以事先詢問。 

官網上的「餐廳」「Le Café Richelieu / Angelina」(圖4-120、4-121)、「Le Café 

Marly」(圖4-122)、「Le Café Grand Louvre」(圖4-123)有三間，每一間餐廳皆設

                                                      
463

 同註解 174，頁 391。 
464

同註解 174，頁 393。 
465

法國、英國考古博物館考察交流計畫報告，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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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選連結進入菜單的功能與顯示餐飲空間(圖4-124)，有的餐廳甚至營業到凌晨

兩點。 

在菜單的頁數可看到選項的種類數量，「Le Café Marly」有一個封面與三頁

的選項、「Le Café Richelieu / Angelina」共有七頁、「Le Café Grand Louvre」菜

單一頁，專門提供道地的法國菜。 

羅浮宮德餐飲分散各個區域，提供參觀民眾在館內、外便於用餐與休憩。不

管是咖啡廳還是餐廳，有部分是提到配合季節推出蒔蔬，另也有租借場地辦餐會

的服務。466 

2.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 

    奧賽美術館的餐飲要在首頁先點選參訪(圖4-125)、其中有個選項是「服務」

(圖4-126)，服務的選項有很多個，其中一項式餐飲，因此真正看的到餐飲的訊息

是在官網的第三頁。 

    奧賽美術館的官網介紹三家咖啡廳與餐廳(圖4-127、4-128、4-129)，其中以

「The Café Campana」與「Restaurant」的在官網上有菜單的介紹(圖4-130、4-131)，

官網還顯示一處在戶外的輕食區，提供民眾可以隨手帶著走(圖4-132)，有三個地

方更可預約在此辦理私人活動(場地租借)，可容納250-1000人，看活動性質而定，

這是概括性的介紹，各個餐廳有自己的說明介紹，可以容納的人數就不是以此為

主，
467

在官網也有連結各個餐廳的場地的平面圖提供民眾參考活動辦理時的選

擇。468 

    「Restaurant」餐廳還有提供舉辦私人活動時的價目與各項相關訊息提供給

民眾，更可以上網電話、電郵詢問並訂位(圖4-133)。469 

    配合展覽所設計的餐點，在奧賽美術館的官網上沒有看到，可是在奧賽美術

館的臉書上卻有介紹。文中所附的是配合2013展覽所設計的餐點，當時是放了九

道餐點與作品在奧賽美術館專屬的臉書上。 

3. 法國以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與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 官方網站之

分析比較：(表 4-11、4-12、4-13) 

                                                      
466

 http://co.udn.com/mag/show/forward.jsp?f_ART_ID=10369 。20141117 搜尋。 
467

 

http://www.musee-orsay.fr/en/espace-professionnels/professionals/companies/private-events/exclusive-evenin

gs.html 。20141111 搜尋。 
468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Cafe_Campana__A3_v03_2011.pdf 

。20141111 搜尋。 
469

 
http://www.musee-orsay.fr/en/espace-professionnels/professionals/companies/private-events/optio
ns.html#c5629 。20141111 搜尋。 

http://co.udn.com/mag/show/forward.jsp?f_ART_ID=10369
http://www.musee-orsay.fr/en/espace-professionnels/professionals/companies/private-events/exclusive-evenings.html%20。20141111
http://www.musee-orsay.fr/en/espace-professionnels/professionals/companies/private-events/exclusive-evenings.html%20。20141111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Cafe_Campana__A3_v03_2011.pdf%20。20141111
http://www.musee-orsay.fr/fileadmin/mediatheque/integration_MO/PDF/Cafe_Campana__A3_v03_2011.pdf%20。20141111
http://www.musee-orsay.fr/en/espace-professionnels/professionals/companies/private-events/options.html#c5629
http://www.musee-orsay.fr/en/espace-professionnels/professionals/companies/private-events/options.html#c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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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羅浮宮與奧賽美術館兩個的官網，在首頁可分別看到「訊息」與「訪問」，

羅浮宮是點選「訊息」進入即可看到餐飲－有圖示與文字並齊；奧賽美術館在游

標指到首頁的「訪問」可看到「服務」始有餐飲選項，再一一點選進入各家餐廳

與咖啡廳瀏覽。羅浮宮在一開始搜尋的便利度比奧賽來的清楚。 

    羅浮宮的官網簡介餐飲上面寫了羅浮宮擁有15間餐飲，但實際點選畫面是12

間。還有的餐廳有的甚至開放到凌晨，其中有的餐廳會提供道地的法國菜。 

     羅浮宮與奧賽相同的是每間咖啡廳與餐廳都清楚標示營業時間與位置、有

電話與電郵可事先提供民眾詢問，也都有提供酒類、租借場地等。菜單的設計上，

兩家博物館皆有將博物館的特色放入，羅浮宮放了建築的圖案、奧賽放了華麗浪

漫的宴會廳圖案。有部分的餐廳菜色是有配合博物館特色與季節，至於展覽餐點

或是特別節日餐點，兩家博物館官網都沒有顯示，但是在奧賽美術館在2013年的

臉書上曾放上九道與作品展覽相關的餐點設計(圖4-134、4-135、4-136、4-137、

4-138、4-139、4-140、4-141、4-142)。 

表4-11：法國以羅浮宮與奧賽美術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官網)： 

法國羅浮宮 

(Musée du Louvre)470 

法國奧賽美術館 

(Musée d'Orsay)471 

 

圖 4-117：首頁上第一個選項「訊息」點選進入可

看到有餐飲的服務項目 

 

 

圖 4-125：奧賽美術館首頁 

 

圖 4-126：服務選項中有「餐飲服務」項目 

                                                      
470

 http://www.louvre.fr/accueil 。20141114 搜尋。 
471

 http://www.musee-orsay.fr/en/home.html 。20141111 搜尋。 

http://www.louvre.fr/accueil%20。20141114
http://www.musee-orsay.fr/en/home.html%20。201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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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8：咖啡廳與餐廳介紹 

 

圖 4-119：餐廳部分只顯示三間 

 

圖 4-120：餐廳「Le Café Richelieu / Angelina」菜

單封面(1) 

 

圖 4-121：餐廳「Le Café Richelieu / Angelina」菜

 

圖 4-127：大熊咖啡廳 

 

圖 4-128：咖啡廳「The Café Campana」 

 

圖 4-129：餐廳「Restaurant」

 

圖 4-130：咖啡廳「The Café Campana」網路

菜單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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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2)
472

 

 

圖 4-122：餐廳「Le Café Marly」菜單
473

 

 

圖4-123：餐廳「Le Café Grand Louvre」菜單
474

 

 

圖 4-131：餐廳「Restaurant」網路菜單 

 

圖 4-132： 提供餐飲租借與美術館戶外的餐

飲 

 

圖 4-133：餐飲租借場地 

 

                                                      
472

 
http://www.louvre.fr/sites/default/files/medias/medias_fichiers/fichiers/pdf/louvre-carte-cafe-richeli
eu-angelina-hiver-2012-2013-fr.pdf 。20141117 搜尋。 
473

 
http://www.louvre.fr/sites/default/files/medias/medias_fichiers/fichiers/pdf/louvre-carte-cafe-marly
-automne.pdf 。20141117 搜尋。 
474

 
http://www.louvre.fr/sites/default/files/medias/medias_fichiers/fichiers/pdf/louvre-carte-cafe-grand
-louvre_0.pdf 。20141117 搜尋。 

http://www.louvre.fr/sites/default/files/medias/medias_fichiers/fichiers/pdf/louvre-carte-cafe-richelieu-angelina-hiver-2012-2013-fr.pdf
http://www.louvre.fr/sites/default/files/medias/medias_fichiers/fichiers/pdf/louvre-carte-cafe-richelieu-angelina-hiver-2012-2013-fr.pdf
http://www.louvre.fr/sites/default/files/medias/medias_fichiers/fichiers/pdf/louvre-carte-cafe-marly-automne.pdf
http://www.louvre.fr/sites/default/files/medias/medias_fichiers/fichiers/pdf/louvre-carte-cafe-marly-automne.pdf
http://www.louvre.fr/sites/default/files/medias/medias_fichiers/fichiers/pdf/louvre-carte-cafe-grand-louvre_0.pdf
http://www.louvre.fr/sites/default/files/medias/medias_fichiers/fichiers/pdf/louvre-carte-cafe-grand-louvre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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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4：餐廳「Le Café Grand Louvre」空間 

表4-12：法國以羅浮宮與奧賽美術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官網)： 

 
法國羅浮宮 

(Musée du Louvre)475 

法國奧賽美術館 

(Musée d'Orsay)476 

官網搜尋 有(第二頁) 有(第三頁) 

間數 官網簡介寫 15 間，實際瀏覽咖啡

店與餐廳各個介紹上只有 12 間。 

三間(一間餐廳、兩間咖啡屋) 

電話預約 有 有 

電郵預約 有(餐廳) 有 

標示明確營業時間 有 有 

網路是否有完整菜單

介紹 

餐廳 有 

餐飲配合博物館特色 部分有 部分有 

使用當地食材 沒顯示 沒顯示 

配合展覽、節日做特別

餐點 

沒顯示 沒顯示，但臉書上有 

配合季節設計菜單 有 有 

餐具配合當地藝術家/

工藝家 

無標示 無標示 

餐具配合博物館特色 無標示 無標示 

菜單設計配合館方特

色 

部分有 部分有 

環境配合館方特色 有 有 

提供團體用餐 有 無標示(可以) 

提供場地租借 有 有
477

 

                                                      
475

 http://www.louvre.fr/accueil 。20141114 搜尋。 
476

 http://www.musee-orsay.fr/en/home.html 。20141111 搜尋。 
477

 http://co.udn.com/mag/show/forward.jsp?f_ART_ID=10369 。20141117 搜尋。 

http://www.louvre.fr/accueil%20。20141114
http://www.musee-orsay.fr/en/home.html%20。20141111
http://co.udn.com/mag/show/forward.jsp?f_ART_ID=1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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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區平面圖介紹 有寫地點 有 

表 4-13：奧賽美術館官方臉書 2013 展覽餐點 

  

 

   

 

  

圖4-134、4-135、4-136、4-137、4-138、4-139、4-140、4-141、4-142：奧賽美術館的覽餐點
478

(資料

來源：奧賽美術館臉書) 

 

 

 

                                                      
478 http://www.facebook.com/chaomei.yang#!/museedorsay 。20130329 搜尋。 

http://www.facebook.com/chaomei.yang#!/museedorsay 。2013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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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以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與美國大都

會美術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為例： 

1. 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 

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常簡稱為 MoMA)，在首頁左

下方有個「訪問」選項(圖 4-143)，點選(圖 4-144)進入後可以看到餐飲的訊息(圖

4-145)，三個餐廳與咖啡廳皆由「聯合廣場酒店集團」(Union Square Hospitality 

Group)所負責，餐飲的頁面會不停變換三間餐廳與咖啡廳的畫面。 

「Cafe 2」咖啡廳位於二樓是屬於全方位服務的咖啡廳，提供由行政總廚丹

傑克遜美味，新鮮，時令的意大利食品，包括帕尼尼，手工製作的意大利麵，與

一些輕食甜品。可以提供團體如家庭友好聚會，「Cafe 2」位在二樓，擁有公共

休息區和一個咖啡吧誰想要採取快速突破一個豐富的一天，在畫廊後，充電博物

館參觀。 

在官網上「Cafe 2」頁面上會不停轉換菜色提供民眾瀏覽圖片(圖 4-146)，當

點選右方直條的紅色「Cafe 2」時，會跳出另一個畫面，479此時，可看到開胃菜、

午餐、飲料、廚師特餐、兒童、咖啡與甜點的純文字菜單(圖 4-147)，在「Cafe 2」，

是提供給現場參觀民眾，沒有接受訂位，額滿就截止。 

    「Terrace 5」設在現代的五樓，毗鄰繪畫和雕塑畫廊，提供全面服務的咖啡

館提供的美味選擇和美味的糕點季節性菜單，輔之以精心挑選的葡萄酒和特色雞

尾酒(圖 4-148)。戶外露台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艾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雕塑

花園的美麗景色。菜單有 share、午餐、甜點、飲料與葡萄酒，點選進入後也是

可以看到菜單(圖 4-149)，與咖啡廳一樣，直接就是文字顯示，沒有特別設計菜單，

上面沒有特別標明是當地食材，乳酪部分有寫出美國本土，「Cafe 2」與「Terrace 

5」兩個餐廳都可以俯瞰雕塑園區(圖 4-150)。 

    「The Modern」餐廳，在網頁上有特別介紹是由「聯合廣場酒店集團」(Union 

Square Hospitality Group)負責(圖 4-151)，
480

有菜單可以連結查詢並有餐點的圖

示可參考(圖 4-142、4-153)，餐廳行政總廚亞伯蘭比塞爾執導，與甜品由另一名

餅房廚師長負責，專業分工，特別介紹廚師，更加深口碑與信譽。在此，可俯瞰

艾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雕塑花園。 

    現代酒店的酒吧廳，有更多的休閒餐飲和酒吧區，以及兩個包房。在外側西

                                                      
479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cafe2 。20141117 搜尋。 
480

 http://www.ushgnyc.com/ 。20141117 搜尋。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4QFjAA&url=http%3A%2F%2Fwww.metmuseum.org%2F&ei=7zhsVKn_AoTEmwX-2YDQCA&usg=AFQjCNF-YUTu5NR1ZOY6rCOUIfUgfPOYeA&sig2=wgFdSW2Cs6xJfuUB_D9Whg
http://www.ushgnyc.com/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ushgnyc.com/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cafe2
http://www.ushgny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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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街一個單獨的街道級別的入口，讓客人享受博物館餐廳和酒吧。餐廳還擁有

一個屢獲殊榮的葡萄酒計劃和雞尾酒，啤酒和烈酒精心策劃的列表。 

「The Modern」擁有四項詹姆斯·比爾德基金會獎，來自紐約時報三顆星，

而米其林一星可容納 40 人多的團體用餐，並標示最低消費金額， 

  現代是一個驚人的，米其林星級餐廳行政總廚亞伯蘭比塞爾執導，與

甜品由餅房廚師長 Jiho。餐廳設有兩種不同的就餐體驗：休閒和充滿活力

的酒吧廳和時尚餐廳 (圖 4-154、4-155)，可以俯瞰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

雕塑園。還有提供民眾租借餐飲場地辦活動 (圖 4-156)。  

2.美國大都會美術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首頁有「訪問」選項(圖

4-157)，點選進入有看到九個區域提供餐飲(圖 4-158)，其中包含三個是提供給會

員的專區。餐飲區有分休閒與正式，看民眾的需求而定。 

    官網有提供餐飲空間，「the cafeteria」有提供熱食主菜、輕食類，便於攜帶，

更設有高腳椅與兒童椅，更設有兒童的麵食，網路上有列出菜單，並特別標示每

天會有變化；「The Petrie Court Café」(圖 4-159)面對中央公園有片大落地窗景可

以向外心賞，設置歐洲風格的餐廳提供點菜午餐和下午茶、還有本土與本國的葡

萄酒提供，菜單分別有午餐、下午茶、葡萄酒，烈酒與烈酒酒單、特殊的雞尾酒

單與甜點五種菜單(圖 4-160、4-161、4-162)，可以連結進入看菜單，在葡萄酒、

啤酒與烈酒酒單中，很有趣位的設計了圖案與價錢配對「一杯、一壺、一瓶」，

在這個餐廳裡，所有菜單都會在最後標示，菜單的選項是隨時會調整的； 

    「The American Wing Café」(圖 4-163)裡提供早餐與便餐，這區的價位相較

下是較便宜的；「Roof Garden Café and Martini Bar」是屬於比較休閒、非正式的

戶外餐飲區，天氣好的話即可在此用餐；「Great Hall Balcony Bar」(圖 4-164)也

是有菜單可以連結—葡萄酒、啤酒與烈酒酒單、雞尾酒與無酒精飲料兩種菜單，

此處是個露臺，可以俯勘人民大會堂，這邊的酒在種類與「The Petrie Court Café」

有區分、價位上也比較便宜，在「The Petrie Court Café」與在「Great Hall Balcony 

Bar」點酒類飲料分別平均是十八元美金與八塊美金。 

    提供給會員專用的分別是「The Balcony Lounge」(圖 4-165)、「Members Dining 

Room」與「Patrons Lounge」。「The Balcony Lounge」是提供部分會員進入可

以飲食並閱讀博物館的相關資訊，有分早餐、午晚餐菜單，也在此提供館內使用

食材合作的當地產業訊息(圖 4-166)；在專門留給會員的「Members Dining Room」

餐廳，是比上一個會員區特別用心在餐點上，有四種菜單可選經典的早午餐、午

餐、晚餐、甜品與餐後四種菜單，廚師也是特別精選，餐廳的視野也是可以俯瞰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4QFjAA&url=http%3A%2F%2Fwww.metmuseum.org%2F&ei=7zhsVKn_AoTEmwX-2YDQCA&usg=AFQjCNF-YUTu5NR1ZOY6rCOUIfUgfPOYeA&sig2=wgFdSW2Cs6xJfuUB_D9W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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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園的，官網上面特別提醒請會員要來的時候要先預約；「Patrons Lounge」

是提供給更高級的會員(圖 4-167)，可提供提前預約，可無線上網、電話與洗手間、

更可以咖啡，茶全侍者服務，雞尾酒在正常工作時間提供。特別午餐菜單至週五

提供的週一，晚餐可週五和週六晚上和週末早午餐可享用週六和週日。下午茶供

應時間為週一至週日，2：30-4：00（預約專用）。孩子們的歡迎。欲了解更多信

息，或進行預訂，，收費多落在台幣 300-400 元區間，餐點雖是輕食類卻也豐盛。 

「The Trie Café at The Cloisters Museum and Gardens」(圖 4-168)坐落在一個

花園旁，提供的餐點是最簡便的，但景致氣氛佳，唯一需要注意的也是天氣，天

氣好的話才開放。 

3. 美國以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與美國大都會美術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官方網站之分析比較：(表 4-14、4-15) 

    美國以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與美國大都會美術館兩者在官網的設計上，餐飲

都是先在首頁的訪問區可搜尋到，便利與指引度都算高、在菜單的設計呈現上風

格也類似，都是直接寫出菜名與顯現價目表、菜色也配合季節做變化、餐飲中的

飲料皆有酒類、皆可提供租借場地與會員辦活動(晚宴或雞尾酒會)、皆有接受訂

位服務，電話、電郵都可進行溝通聯繫。 

    紐約大都會官網上比較看不到菜色的圖片，，在酒品上除了寫上名稱與價

目，更在最上面標示趣味圖案「一杯、一壺或一瓶酒」，多一層的設計讓人多一

份提醒很是貼心。 

    相對來說，MoMA 現代館有菜色圖片放置在上面，吸引人程度略勝一籌，

MoMA 由一家食品集團來負責，更有一個獲獎的葡萄酒計劃和雞尾酒，啤酒和

烈酒精心策劃的酒單列表提供選擇。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4QFjAA&url=http%3A%2F%2Fwww.metmuseum.org%2F&ei=7zhsVKn_AoTEmwX-2YDQCA&usg=AFQjCNF-YUTu5NR1ZOY6rCOUIfUgfPOYeA&sig2=wgFdSW2Cs6xJfuUB_D9W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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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美國以紐約大都會與 MoMA 現代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官

網)： 

美國 MoMA 現代館 

(Museum of Modern Art)
481 

美國紐約大都會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482 

 

圖 4-143：首頁點選訪問 

 

圖 4-144：游標指向訪問可看到餐飲選項 

 

圖 4-145：第二頁有餐飲 

 

圖 4-146：咖啡廳「Cafe 2」頁面會不停轉換菜色 

 

圖 4-157：美國紐約大都會官網首頁 

 

圖 4-158：有多處用餐區 

 

圖 4-159：「The Petrie Court Café」 

 

圖 4-160：菜單有五種可以選擇 

                                                      
481

 http://www.moma.org/  
482

 http://www.metmuseum.org/ 。20141117 搜尋。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4QFjAA&url=http%3A%2F%2Fwww.metmuseum.org%2F&ei=7zhsVKn_AoTEmwX-2YDQCA&usg=AFQjCNF-YUTu5NR1ZOY6rCOUIfUgfPOYeA&sig2=wgFdSW2Cs6xJfuUB_D9Whg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moma.org/
http://www.metmuseum.org/


 

165 
 

 

圖 4-147：咖啡廳「Cafe 2」菜單之一 

 

圖 4-148：咖啡廳「Terrace 5」菜色 

 

圖 4-149：「Terrace 5」菜單之一 

 

圖 4-150：咖啡廳可俯瞰中庭
483

 

 

 

圖 4-161：午餐部分菜單 

 

圖 4-162：葡萄酒，啤酒與烈酒酒單 

 

圖 4-163：「The American Wing Café」 

 

圖 4-164：「Great Hall Balcony Bar」 

                                                      
483

 http://www.ushgnyc.com/family/restaurants/cafe-2/ 。20141117 搜尋。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ushgnyc.com/family/restaurants/caf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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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1： 「聯合廣場酒店集團」(Union Square 

Hospitality Group)網頁 

 

圖 4-152：餐廳「The Modern」菜單 

 

圖 4-153：菜色顯示在網頁上 

圖 4-154：餐廳「The Modern」室內區 

 

 

圖 4-155：餐廳「The Modern」半戶外區484
 

 

圖 4-165：「The Balcony Lounge」提供給會

員休息用餐與閱讀的區域 

 

圖 4-166：提供選擇食材的農場訊息 

 

圖 4-167：會員專區「Patrons Lounge」 

 

圖 4-168：「The Trie Café at The Cloisters 

Museum and Gardens」 

                                                      
484

 http://www.ushgnyc.com/family/restaurants/the-modern/ 。20141117 搜尋。 

http://www.ushgnyc.com/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ushgnyc.com/family/restaurants/the-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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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6：餐飲場地租借485
 

表 4-15：美國以紐約大都會與 MoMA 現代館餐飲分析比較(筆者整理自兩館官

網)： 

 
美國紐約大都會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486 

美國 MoMA 現代館 

(Museum of Modern Art)
487 

官網搜尋 有 有(第二頁) 

間數 九個區域 三間 

電話預約 可 「The Modern」可 

電郵預約 可 「Cafe 2」與「Terrace 5」只

接受現場民眾進入用餐 

「The Modern」可接受訂位 

標示明確營業時間 有 有 

網路是否有完整菜單

介紹 

有 有 

餐飲配合博物館特色 沒標示 沒標示 

使用當地食材 有 沒標示 

配合展覽、節日做特別

餐點 

沒標示 沒標示 

配合季節設計菜單 有 有 

餐具配合當地藝術家/

工藝家 

沒標示 沒標示 

                                                      
485

 
http://www.moma.org/support/support_the_museum/corporate_membership/corporate_levels#be
nefactor_level 。20141117 搜尋。 
486

 http://www.metmuseum.org/ 。20141117 搜尋。 
487

 http://www.moma.or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4QFjAA&url=http%3A%2F%2Fwww.metmuseum.org%2F&ei=7zhsVKn_AoTEmwX-2YDQCA&usg=AFQjCNF-YUTu5NR1ZOY6rCOUIfUgfPOYeA&sig2=wgFdSW2Cs6xJfuUB_D9Wh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4QFjAA&url=http%3A%2F%2Fwww.metmuseum.org%2F&ei=7zhsVKn_AoTEmwX-2YDQCA&usg=AFQjCNF-YUTu5NR1ZOY6rCOUIfUgfPOYeA&sig2=wgFdSW2Cs6xJfuUB_D9Whg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momacafes.com/c2/c2.html
http://www.themodernnyc.com/
http://www.moma.org/support/support_the_museum/corporate_membership/corporate_levels#benefactor_level
http://www.moma.org/support/support_the_museum/corporate_membership/corporate_levels#benefactor_level
http://www.metmuseum.org/


 

168 
 

餐具配合博物館特色 沒標示 沒標示 

菜單設計配合館方特

色 

沒標示 官網菜單是沒有，直接顯示菜名與

價位 

環境配合館方特色 有 有 

提供團體用餐 沒標示 有 

提供場地租借 有 有 

餐飲區平面圖介紹 無 有 

歐美博物館的分析比較，因為數量繁多，只以六間只是拿來舉例，可以發現

在歐美，博物館可以說是營運的命脈之一，有的更當成企業經營管理。在博物館

的評鑑中，現在賣店的績效也是項目之一，為此，可以多變化、多一點吸引人的

賣店就是餐飲，因此也衍生出餐飲可以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租借場地提供私人

或、企業或是會員舉辦晚宴、酒會。 

在搜尋博物館的官網時，發現咖啡廳與餐廳充滿競爭力，在餐飲網頁，博物

館莫不強調自己擁有的名廚、餐點、獲獎紀錄、想要打造全世界最好的葡萄酒、

咖啡等企圖心，更關懷地球，有機栽種、照顧當地或本土農漁牧者、小心謹慎選

擇時才與廠商，避免在資本主義之下的層層剝削。 

博物館餐飲不只是餐飲，更為自己設有「社會責任」的使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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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博物館餐飲服務與文化創意之分析 

本章分別在第一、二節舉例亞洲與歐美共七個國家，每個國家各挑選兩個博

物館，共計十四間博物館的官網，做餐飲服務與設計方面的分析與比較。 

博物館的挑選標準是以現代、傳統或歷史悠久的博物館來做官網餐飲的搜

尋。分析比較現代與傳統的博物館官網在餐飲項目的設計、訊息搜尋的便利性、

完整性等，分析比較七個國家的博物館與網站設計對於餐飲的重視度、搜尋便利

性、方便民眾的網路或電話預訂餐飲、空間環境標示、菜單設計與介紹等。 

博物館官網有關「餐飲服務」選項，在搜尋便利性，歐美的博物館較趨於將

餐飲放在首頁或者是用明顯文字指引讓民眾在第二頁可以看到此選項，亞洲方面

以筆者所蒐集比較，日本是與歐美較為同步的。 

台灣以本論文所搜尋的兩個博物館來說，要進入官方網頁搜尋餐飲猶如走進

中國傳統建築大宅院或宮廷一般，一進一落地層層疊疊、模糊朦朧充滿未知與不

定，有中國特有的建築風格，卻也與此社會想要追求快速與被時間追著跑的人而

言，比起國外博物館要花好幾倍的時間來做搜尋。搜尋餐飲方面，台灣相較是比

較需要多道手續，且指示性需要再提高。 

博物官的官方網頁對於餐飲菜單內容的介紹，歐美的博物館是採取配合博物

館特色並做簡鍊的設計風格、日本方面本章所舉例的兩家博物館是圖文並茂，雖

然菜單圖文很滿，卻一點也不衝突，充滿和諧感。 

以歐美博物館來說，不論餐飲是否外包給連鎖餐飲食進入博物館咖啡廳與餐

廳，歐美博物館的菜單可以直接在博物館的官網上看到或是有「pdf 檔」打開聯

結機率很高，且看到清楚詳細的菜單，歐洲方面日本亦然。 

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各個餐廳的菜單皆是簡介，「故宮晶華」有兩處可

以點選連結，查詢多年的結果，菜單連結是損壞沒有修復的、國立台灣美術館的

「春水堂」與「古典玫瑰園」來說，可連結到餐飲集團的專業網站上瀏覽菜單。 

博物館官網在餐飲的菜單的顯示上，歐美博物館官網是比台灣、韓國作的較

為完善，他們會分類一一寫出菜色，並有節慶特餐。在此研究比較分析，亞洲以

日本博物館是比較可以與之比擬的。  

歐美與日本的博物館餐飲不僅是餐點打造較具特色、有的更是獨一無二，甚

至延聘著名廚師或是最佳餐飲集團來打理博物館餐飲。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

「故宮晶華」三樓餐廳可以與之同步，相較之下唯一顯得較弱的即在使用當地食

材、配合季節性調整蔬菜，歐美與亞洲相比，歐美比較對此較為注重，官網上的

介紹多有著墨，亞洲以日本的博物館為代表，另有照顧當地農漁牧，使用有機食

材也是以歐美與日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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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餐廳與咖啡廳不只是增加博物館的收入，更是參觀博物館展覽後的延伸

活動之一，咖啡廳與餐廳的環境與餐飲既要保有博物館特色，更要加入創新元素

吸引民眾進入，成為話題並帶動吸引更多民眾會想要再來，在此研究搜尋中發現

很多博物館皆咖啡廳或餐飲區設在入口處、最佳觀景區、可欣賞博物館周遭環境

的露臺區、有的更設有野餐區、酒吧，因此，在博物館官方網站上可看到餐飲區

域環境與餐飲的規畫，大體來說是分為「正式(主食)與「非正式」 (輕食、野餐)」、

「室內」與「戶外」四種交替做變化，讓民眾可以依照自己需求選擇，關於餐飲

區的設置，分散在博物館的不同區域，歐美與亞洲是可說相似度較高，歐美博物

館在方面的差異性與變化上是更勝亞洲。 

在餐飲環境與餐飲變化多元目前搜尋到的資料是以歐美取勝，對於會員還設

有「博物館特區」提供餐飲相關服務，從官網的搜尋上看到僅限於歐美的博物館

才有的設置。 

歐美博物館餐飲多會提供各式酒類飲品，更有提供烈酒，在日本部分博物館

也可看到有酒精飲料的服務。不同的是，歐美在酒類、咖啡或茶，特別標說明要

蒐羅到全世界最好、得獎的葡萄酒、茶與咖啡到自己的館舍餐廳，有的更設立「葡

萄酒俱樂部」、「咖啡烘培室」等，由餐飲看來，比起亞洲博物館是比較有企圖

心想要成為世界博物館界餐飲的龍頭。 

比較特別的是，此研究比較分析的國家中，澳洲博物館提供的餐點多為午

餐，歐美博物館中則是從早餐就開始提供，跟亞洲相比，日本、台灣與韓國來說，

歐美的餐飲提供的時間服務較具有彈性的。 

在餐飲服務預約的便利性與餐飲、環境是否有配合博物館特色上，在本章的

第一、二節與第三章所搜尋的博物館觀察到歐美與日本可說較為先進便民、也比

較會有巧思設計跟博物館配合的餐飲環境與菜色。 (表 4-16) 

表 4-16：博物館餐飲服務與文化創意關係之分析 

 
亞 洲 歐 美 說     明 

官網設計放入餐飲 有 有 台灣放入但未詳細介紹 

餐飲搜尋度難易 日本 容易 歐美與日本蒐尋較容易 

台灣博物館的餐飲網頁往往在第

五六頁才看的到，且是餐飲簡介，

沒有詳細菜單 

餐飲設置公間分區、分

散 

有 有 

 

歐美變化較多 

更有野餐區與酒吧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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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有提供酒精飲品 

台灣雖有台灣啤酒與其啤酒文

化，可能因為都是拼酒的文化因此

未放入博物館內 

餐飲空間配合博物館特

色 

有 有 台灣國立美術館例外 

官網菜單搜尋 日本 有 亞洲 

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國立台

灣美術館都是簡介 

歐美、日本與澳洲博物館有部分有

詳細菜單 

官網放入餐飲空間圖片

提供參考 

有 有  

餐飲食材照顧當地產業 日本 有 根據官網介紹，歐美博物館與日本

在此方面較為重視 

餐飲配合節慶或特展 日本 有 歐美大型博物館大部分皆有。除了

梵蒂岡博物館在聖誕節是休館也

沒提供聖誕特餐 

餐飲配合當季食蔬 日本、

澳洲 

有  

餐飲提供酒精飲料 日本 歐美 日本會提供日本特有啤酒、清；酒

歐美甚至有烈酒，台灣未有發現有

提供酒精飲品(宜蘭蘭陽博物館

有，少部分放在販賣區而非在餐飲

中提供，可能與台灣的飲酒文化是

「拼酒文化」有關) 

餐具配合本土藝術家 日本 沒標示  

                                         製表人：筆者整理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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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發現與建議 

    在博物館餐飲服務現狀探討研究中，筆者在第三章提出博物館餐飲發展的現

象，有以下十三項： 

一、成為觀眾休憩區  

二、環境設計結合博物館文化藝術與歷史特色  

三、設在顯眼處或是景觀優美區域  

四、食材或食器結合當地與本土藝術家  

五、餐飲發展自有風格特色  

六、餐飲配合特展、節慶或是館內藏品  

七、餐飲與最佳廚師、連鎖餐飲企業合作 

八、打造高級餐飲服務  

九、餐飲企業化  

十、提供場地租借  

十一、為弱勢團體服務  

十二、提供團體、家庭參觀用餐  

十三、官網行銷餐飲服務項目  

    博物館餐飲會在近幾年迅速發展，除了順應社會脈動，資本主義的影響與消

費社會風氣興起有關。加上先前兩個世紀經濟的不景氣、政府對於博物館的補助

經費縮減與二十世紀後期的觀光業興起與轉為文化觀光等因素。博物館處在危機

與眾多競爭之下為了生存、維持營運，必須要自籌經費。隨著時代潮流轉變將思

考轉為以人文為主也有很大的關聯。 

    吸引更多民眾湧入博物館參觀，博物館經營項目加入更加多元的商業營運，

使之成為維持博物館的經費一部分是現在的發展趨勢。印證前歷史博物館館長黃

光男在《博物館企業》所提出：「國際間，以博物館營運做為觀光資源的國家歷

歷可數，例如：大英博物館群、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群、法國以羅浮宮博物館群、

西班牙巴薩隆納市博物館，德國的柏林博物館群，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大陸紫禁

城故宮博物院等。都是吸引觀光參觀的景點，以上都是精製，難得的文化殿堂，

引領大眾探索、觀賞的樂趣。」488除此，還有很多博物館都是以此做為出發來做

為營運，以維續生存。 

    博物館行銷自 1980 年代開始，博物館將餐飲直接設在官方網站上的趨勢有

越來越普及化的現象，儼然已成為吸引人潮到博物館的誘因之一。博物館設置「餐

                                                      
488

同註解 129，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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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不僅可觸動觀光客的興趣，也是豐富文化內涵的處所，因為現代博物館餐

廳與咖啡廳不全然是果腹、讓自己在心裡上得到成為文化人的滿足感。 

    以往，很多人前往博物館進入餐廳與咖啡廳，多半是因為休憩、用餐、等人

或集合之用。因此很多博物館都會將咖啡廳設在入口處，如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

院、台北市立美術館前面新開餐廳、英國的大英博物館、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博物

館等皆是。另一種形式即將餐飲以「分區」做設置，處理來館參觀的擁擠人潮，

也讓參觀的民眾不管在博物館的哪一個區域參觀，疲累時都可找到讓身心得以休

息的舒適區。 

    博物館餐飲變成博物館服務項目之一，不僅呼應現代大家所倡導的二十一世

紀是文化觀光的時代、體現人文關懷、更是呼應公民權的一種方式。為此，需要

照顧更多族群之身心需求、讓更多人得以進入博物館參觀並參與各項活動。以博

物館本身為出發點，以我(博物館)的角度觀點來看我要給大眾的時代已經過去，

現代要以民眾的角度來看待博物館可以提供給我們甚麼。 

    根據全球競爭力大師波特(Porter)在《競爭策略》所提的「價值鏈」觀念，489

文化產業與文化及藝術明顯差異之處，就是要讓大眾所接受，讓消費者產生「願

付代價」的意願，方能創造產值。餐飲成為博物館互相較勁的重要一個項目，各

個博物館餐廳聘請著名廚師與知名連鎖餐飲合作，或是博物館自行將餐飲企業

化，自行研發製作，設立特展餐、節慶特餐，文物餐等。不僅如此，更在博物館

的官網上介紹餐飲，由其以特別的餐點還開放限制人數採取預約制度，以此行銷

手法吸引民眾前往用餐、也創造營收，讓博物館多元性更加開展。 

    博物館之所以為博物館，不能全由商業所操控主導，尤其遠見雜誌在 2007

年六月刊載：「從 2007年開始，『吃』是繼科技產業後最有可能成為新的國際競

爭力，台灣 330萬人天天外食。吃出產值 3600億元的商機，……」，490國際間知

名博物館參觀人潮每天不斷的增加，博物館的餐飲要如何掌握自我的核心技術、

加上不斷創新，再配合博物館的宗旨與理念，配合執行商業行為就顯得更為重

要，尤其比起傳統的行銷，在網路行銷方面，是更顯快速與節省成本，且是行無

國界的宣傳。491 

 

 

                                                      
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88%E5%85%8B%E5%B0%94%C2%B7%E6%B3%A2%E7%89%B9
 。20141010 搜尋。 
490

 徐仁全(2007)，吃出競爭力，遠見雜誌，六月號，頁 225。 
491

 同註解 30，頁 24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88%E5%85%8B%E5%B0%94%C2%B7%E6%B3%A2%E7%89%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88%E5%85%8B%E5%B0%94%C2%B7%E6%B3%A2%E7%89%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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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傳統行銷與網路行銷的差異 

 

    傑美森‧湯瑪士曾說：「追求利潤與收入不是主要目標，而是要為遊客拓展

博物館的參訪經驗。」492博物館餐飲要有它獨有的特殊性與尊貴處，有別於一般

餐廳與咖啡廳的內容，複製性低。傑美森‧湯瑪士更強調：「博物館商店設定了

整個氛圍，商店是遊客首先看到的地方，他非常非常重要，我們努力嘗試提供另

一種參觀經驗，讓遊客進到商店，彷彿是走進博物館的另一個展覽室。」博物館

內所附設的餐廳與咖啡廳當然也與博物館是一體的，兩者的風格設計也必須與所

屬的博物館相符合才能成為整體的一個美感與藝術所在。除了宗旨理念與博物館

相輔相成外，其商店整個風格設計亦不能脫離博物館本身的特色。餐廳與咖啡廳

當是可被視為博物館的另一種展示廳，為博物館做為一個延伸展示的場域，讓人

在此感受到另一種不一樣的博物館氛圍。 

    在蒐集資料之中，發現一些歐美不管是大型或是有特色的中小型博物館，大

部分查到的資料，多半對博物館餐廳與咖啡廳會設定明確目標，有些想建立博物

館自身品牌，將餐飲視為是博物館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且要能夠清楚表現出博物

館特色，493即使是知名連鎖飲食集團進駐必須要針對博物館特色來發揮餐飲，如

美國的大都會、日本的東京博物館、benugo 進駐的博物館群皆是得知自己獲得競

標後，堅持要與博物館館方開會商討並量身訂做，不能讓品牌直接進駐，賣自己

的商品而無博物館特色，讓民眾進入博物館吃到隨處可見可吃的餐飲，就會讓人

覺得跟在外面用餐沒有差別。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餐飲很有特色與吸引力，但與國外博物館對於自身餐飲會

「立下志願」、「讓你來了還想再來」且「有變化」讓民眾在此用餐充滿驚喜相比，

台灣本身在飲食上就是強項，應可再有所發揮，以台灣結合博物館特色的「新食

力」來吸引更多國外的觀光客。 

    資料中除了看到很多博物館的餐飲想盡辦法設計配合博物館特色的餐飲，也

                                                      
492

 Petrovshi,L.,1998..Museum Retailling in the 21
st

 Century,Museum Store,WINTER,pp.26-30. 
493

同註解 129，頁 107。  

零售事業指的是個別觀眾對於商店物品的選擇或選購，具有對整體博物館的評鑑與印象，產生

交易經濟關係，它不只是個別銷售，而是博物館商品更精確一般市場取向的文化傳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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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季節、特展或節慶，讓民眾來博物館參觀並用餐消費時，不會因為博物館餐

飲沒有變化就此不再來消費，此有違背博物館設立餐飲服務想要有營收以支撐博

物館的初衷，這也在台灣博物館官方網頁再介紹餐飲上比較沒有看到的，在特展

餐與年節餐方面也是，可能跟文化有關，或者台灣的博物館官方網頁本身在設計

上，就是沒有想過要納入博物館的官方網站上做介紹。 

本研究所舉未必全然是大型博物館，尚有中小型博物館或是特色博物館，英

國《藝術報（The Art Newspaper）》，2014 年 3 月 25 日有篇報導，494在 2013 年度世

界參觀人數最多的藝術博物館，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名列第七位。若將國立故

宮博物院的餐飲以與國外知名博物館餐廳與之並列，明顯的看到在博物館官方架

設餐飲網站未全面展現故宮特有的餐飲特色，或許是文化因素，國外的文化可能

對於旅遊、參觀，都是比較屬於自發性、主動要先了解、計畫並訂好行程。 

在建立品牌與照顧弱勢團體、重視公平交易與當地產業、使用當季盛產食材

以做變化等，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網頁沒有看到相關訊息。只有以館內藏品所做

的國寶宴，從官方網站上看，會讓人覺得幾年如一日看起來不太有變化，且官方

網站要找到餐飲選項，比起國外在搜尋上，相較之下是複雜一些，感覺帶有濃厚

中國庭園風格，要幾經多次的彎曲迂迴之後才能真的看到餐飲網頁介紹，在這講

求快速的時代，可能在餐飲的網頁指引上可以明確些。 

國立故宮博物院地下室的台灣小吃，也偏向再加熱處理，端出來的虱目魚乾

乾硬硬的，也讓國外遊客吃了一口即停筷，很多道小吃多半是品嘗不出食物的美

味與鮮味，這是筆者因為工作關係，曾經有過兩三次的經驗，邀請中國大陸文化

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進入地下室用餐後所觀察到的現象。 

    關於本研究的限制，除了有國外博物館無法一一實地親自參訪、尚有「博物

館餐飲」在博物館的發展文獻資料中所提有限。為此，筆者曾直接寫英文信件，

利用電郵請教世界約莫至少有二十間左右知名博物館，說明來信動機與緣由，希

望可以提供有關餐飲的一些問題，比如英國大英博物館、泰德美術館(四個館)、

愛須摩林博物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倫敦博物館；美國大都會美術館、

Moma；法國羅浮宮、龐畢度藝術中心、奧賽美術館；奧地利的藝術史博物館；

日本美秀美術館、日本京都博物館等，請教有關餐飲的一些問題，比如歷史、沿

革等相關問題(見附錄二)。所得回覆皆直接上網頁搜尋現有的官網資料，唯有美

秀美術館很親切回覆。 

    因此對此議題研究的建議是，若未來有人想要再研究「博物館餐飲」，可能

需要是公家單位、或有公文或者大型研究與參訪活動，深入研究的機會較高，也

可能是博物館資料繁多，新任博物館館員對此領域不熟。 

                                                      
494

 同註解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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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餐飲在 21 世紀成為一個新的趨勢，台灣在這領域相較之下屬於起步

較晚，比歐美、日本的博物館更具有發揮空間與潛力，由其台灣想要拼經濟、發

展文化觀光，吸引國外觀光客來台灣，「博物館餐飲」在博物館與學術研究上將

是一個值得發展與發揮的新興領域。 

「博物館餐飲」是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還有很多的未知與可能性，博物館從

以前沒有設立餐飲到現在百家爭鳴、互相較勁、建立品牌與關懷社會人文等。未

來演變非常值得我們繼續追蹤與研究，往後想再繼續對此做更進一步的研究，可

能需要從事與博物館相關工作人員比較容易可以進行再更深入的研究，在工作職

場上可以實際出國考察、實地溝通瞭解。 

    筆者的研究雖然大部分以博物館官方網站與網路為主，但國外博物館官方網

站對於的博物館餐飲相關介紹，不論博物館大小，在餐飲相關介紹，其完整度比

起台灣博物館的能見度要高。要與世界同步，就以博物館餐飲部分來說，雖有文

化上的需求不同，但為了吸引國外更多的觀光客，也不能只遷就台灣的文化，如

何行銷就很重要，更重要得是博物館餐飲對自己本身的使命感、設立宗旨與對社

會的關懷。 

希望藉此研究，提升台灣博物館對於博物館餐飲相關方面的注重、對本土相

關企業、藝術家的重視、並與之結合。另一方面博物館餐飲也要跟隨社會潮流關

懷社會脈動，對弱勢團體與公平交易等相關團體的重視，博物館不再只是博物

館，更要成為社會上各個產業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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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http://www.guggenheim.org/bilbao  

義大利威尼斯古根漢：http://www.guggenheim.org/venice  

德國古根漢：http://www.guggenheim.org/berlin  

英國大英博物館：http://www.britishmuseum.org/  

泰德大不列顛美術館擴建餐廳。

http://bee1955.blogspot.tw/2012/09/tate-britain.html  

英國泰德美術館：http://www.tate.org.uk/  

英國倫敦博物館：

http://www.museumoflondon.org.uk/London-Wall/Visiting-us/Eating-drinking/  

英國愛須摩林博物館：http://www.ashmolean.org/eating/  

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

http://www.vam.ac.uk/moc/your_visit/facilities/index.html  

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http://www.nhm.ac.uk/index.html 

英國自然博物館：http://www.sciencemuseum.org.uk/  

英國國家畫廊：http://www.nationalgallery.org.uk/visiting/eat-and-drink/  

蘇格蘭國家博物館：http://www.nms.ac.uk/default.aspx  

法國羅浮宮：http://www.louvre.fr/  

法國龐畢度藝術中心：http://www.centrepompidou.fr/  

http://www.tyrrellmuseum.com/
http://www.guggenheim.org/bilbao
http://www.guggenheim.org/venice
http://www.guggenheim.org/berlin
http://www.britishmuseum.org/
http://www.tate.org.uk/
http://www.museumoflondon.org.uk/London-Wall/Visiting-us/Eating-drinking/
http://www.ashmolean.org/eating/
http://www.vam.ac.uk/moc/your_visit/facilities/index.html
http://www.nhm.ac.uk/index.html
http://www.sciencemuseum.org.uk/
http://www.nationalgallery.org.uk/visiting/eat-and-drink/
http://www.nms.ac.uk/default.aspx
http://www.louvre.fr/
http://www.centrepompidou.fr/


 

188 
 

法國奧賽美術館(博物館)：http://www.musee-orsay.fr/en/home.html   

法國龐畢度梅茲分館：http://www.centrepompidou-metz.fr/ 

奧地利藝術史博物館：

http://www.khm.at/das-museum/mieten-sie-das-museum/kunsthistorisches-museu

m/   

奧地利民族學博物館：

http://www.khm.at/das-museum/mieten-sie-das-museum/museum-fuer-voelkerkun

de/  

奧地利戲劇學博物館：

http://www.khm.at/das-museum/mieten-sie-das-museum/oesterreichisches-theater

museum/ 

瑞典国家博物馆：http://www.nationalmuseum.se/   

德國博物館島：http://www.nma.gov.au/  

德國包浩斯博物館：http://www.bauhaus.de/  

德國德意志博物館：http://www.deutsches-museum.de/  

挪威 Norveg Roervik 博物館餐廳「Gudmundur Jonsson」： 

http://arch.pclady.com.cn/home/jjtk/0611/122452_7.html 。20131018 搜尋。 

亞洲：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臉書：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650384753#!/npmgov 

台灣故宮博物院：http://www.npm.gov.tw/npmwebadmin.jsp?do=index  

台灣鶯歌陶瓷博物館：http://www.ceramics.ntpc.gov.tw/Index.ycm  

台灣國立台灣美術館：http://www.ntmofa.gov.tw/  

台灣蘭陽博物館：http://www.lym.gov.tw/ch/About/affairs.asp  

台灣台北市立美術館：http://www.tfam.museum/  

http://www.musee-orsay.fr/en/home.html
http://www.khm.at/das-museum/mieten-sie-das-museum/kunsthistorisches-museum/
http://www.khm.at/das-museum/mieten-sie-das-museum/kunsthistorisches-museum/
http://www.khm.at/das-museum/mieten-sie-das-museum/museum-fuer-voelkerkunde/
http://www.khm.at/das-museum/mieten-sie-das-museum/museum-fuer-voelkerkunde/
http://www.khm.at/das-museum/mieten-sie-das-museum/oesterreichisches-theatermuseum/
http://www.khm.at/das-museum/mieten-sie-das-museum/oesterreichisches-theatermuseum/
http://www.nationalmuseum.se/
http://www.nma.gov.au/
http://www.bauhaus.de/
http://www.deutsches-museum.de/
http://arch.pclady.com.cn/home/jjtk/0611/122452_7.html%20。20131018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650384753#!/npmgov
http://www.npm.gov.tw/npmwebadmin.jsp?do=index
http://www.ceramics.ntpc.gov.tw/Index.ycm
http://www.ntmofa.gov.tw/
http://www.lym.gov.tw/ch/About/affairs.asp
http://www.tfam.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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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雄市立美術館：http://www.kmfa.gov.tw/home01.aspx?ID=1  

台灣朱銘美術館：http://www.juming.org.tw/opencms/juming/index.jsp  

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http://www.nmh.gov.tw/zh-tw/Home.aspx  

台灣世界宗教博物館：http://www.mwr.org.tw/index.aspx  

台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http://www.nmns.edu.tw/  

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http://www.nmh.gov.tw/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http://www.nmns.edu.tw/  

十三行博物館：http://www.sshm.ntpc.gov.tw/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http://www.npm.gov.tw/zh-tw/about/objects.htm  

中國大陸故宮博物院：http://www.dpm.org.cn/index1024768.html  

大陸上海博物館：http://www.shanghaimuseum.net/cn/index.jsp   

國立京都美術館：http://www.kobe505.co.jp/restaurant/kyoto/cafe_de_505.html  

日本美秀美術館：http://miho.jp/chinese/index.htm 。 

日本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http://www.kanazawa21.jp/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http://www.kyohaku.go.jp/jp/index_top.html 

日本國立東京博物館：http://www.tnm.jp/ 

日本國立東京新美術館：http://www.nact.jp/  

日本京都博物館：http://www.tnm.jp/  

日本青森美術館：http://www.aomori-museum.jp/ja/  

日本鐵道博物館：http://www.railway-museum.jp/  

日本大阪府立狹山池博物館：http://www.sayamaikehaku.osakasayama.osaka.jp/  

http://www.kmfa.gov.tw/home01.aspx?ID=1
http://www.juming.org.tw/opencms/juming/index.jsp
http://www.nmh.gov.tw/zh-tw/Home.aspx
http://www.mwr.org.tw/index.aspx
http://www.nmns.edu.tw/
http://www.nmh.gov.tw/
http://www.nmns.edu.tw/
http://www.sshm.ntpc.gov.tw/
http://www.npm.gov.tw/zh-tw/about/objects.htm
http://www.dpm.org.cn/index1024768.html
http://www.shanghaimuseum.net/cn/index.jsp
http://www.kobe505.co.jp/restaurant/kyoto/cafe_de_505.html
http://miho.jp/chinese/index.htm
http://www.kanazawa21.jp/
http://www.kyohaku.go.jp/jp/index_top.html
http://www.nact.jp/
http://www.tnm.jp/
http://www.aomori-museum.jp/ja/
http://www.railway-museum.jp/
http://www.sayamaikehaku.osakasayama.osak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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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足立美術館： http://www.adachi-museum.or.jp/ 

世田谷美術館：http://www.setagayaartmuseum.or.jp/  

川村紀念美術館：http://www.dic.co.jp/museum/  

大原美術館：http://www.ohara.or.jp/200606/jp/menu.html  

東京都美術館：http://www.tobikan.jp/  

高知縣立美術館：http://www.kochi-bunkazaidan.or.jp/~museum/    

日本地中美術館：http://www.benesse-artsite.jp/chichu/  

橫須賀美術館：http://www.yokosuka-moa.jp/ 

原美術館：http://www.haramuseum.or.jp/generalTop.html  

東京都庭園美術館：http://www.teien-art-museum.ne.jp/  

森美術館：http://www.mori.art.museum/cn/  

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http://www.momat.go.jp/  

艾米塔吉博物館：

http://www.hermitagemuseum.org/wps/portal/hermitage/?lng=zh  

韓國紙博物館：http://www.hanjimuseum.co.kr/ 

韓國首爾中央博物館：http://www.museum.go.kr/main/index/index001.jsp  

韓國古宮博物館：http://www.gogung.go.kr/index.do  

澳洲的澳洲博物館：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 

澳洲國立博物館：http://www.nma.gov.au/ 

新聞網頁： 

英國《藝術報（The Art Newspaper）》報導 2013 年度世界參觀人數最多的藝術博

物館前 15 名。 

維基百科：

http://www.adachi-museum.or.jp/
http://www.setagayaartmuseum.or.jp/
http://www.dic.co.jp/museum/
http://www.ohara.or.jp/200606/jp/menu.html
http://www.tobikan.jp/
http://www.kochi-bunkazaidan.or.jp/~museum/
http://www.benesse-artsite.jp/chichu/
http://www.haramuseum.or.jp/generalTop.html
http://www.teien-art-museum.ne.jp/
http://www.mori.art.museum/cn/
http://www.momat.go.jp/
http://www.hermitagemuseum.org/wps/portal/hermitage/?lng=zh
http://www.hanjimuseum.co.kr/
http://www.museum.go.kr/main/index/index001.jsp
http://www.gogung.go.kr/index.do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7%9D%E8%A1%93%E5%A0%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Art_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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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F%83%E8%A7%80%E4

%BA%BA%E6%95%B8%E6%9C%80%E5%A4%9A%E7%9A%84%E8%97%9D%E8%

A1%93%E5%8D%9A%E7%89%A9%E9%A4%A8%E5%88%97%E8%A1%A8 。

20141010 搜尋。 

米其林的評比：http://gofuntaiwan.net/columnpage/specol/michelin.asp 。20141114 搜

尋。 

范文欽（2009）故宮變菜場：陸客 2 小時花 120 萬：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316/8/1g5ed.html 。20130928 搜尋。 

http://openopenblog.blogspot.tw/2008/08/moma_3.html 。20121015 搜尋。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cafes。20121011 搜尋。 

2013 年山本寬齋重歸時尚界在英國V&A博物館開展：

http://cn.blouinartinfo.com/news/story/981132/shan-ben-kuan-zhai-zhong-gui-shi-shang-jie

-ying-guo-vabo-wu 。 2014/7/16搜尋。 

2013年香奈兒的春夏時裝在法國巴黎大皇宮裡走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TQiuCbXAs  。20140716搜尋。 

2012 年的「LV 神秘客夜闖羅浮宮」在法國羅浮宮進行拍攝行銷廣告與走秀：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

%E7%A5%9E%E7%A7%98%E5%AE%A2-%E5%A4%9C%E9%97%96%E7%BE%85%

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20140716 搜尋。 

2014 年在英國倫敦的 V&A（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舉辦一場跨越 4 個世紀的

婚紗展，邀請模特兒走秀：

http://eladies.sina.com.hk/news/100/2/1/541228/1.html。20140716 搜尋。  

2014 年 Dior 在法國巴黎羅丹美術館走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RnUyIzM-Q 。20140607 搜尋。 

英國牛津的愛希摩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接受企業性會議、餐飲招待與晚

宴等活動：http://www.ashmolean.org/services/venuehire/corporate/ 。20121102搜尋。 

國泰德現代館咖啡廳接受企業委託，舉辦活動：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cafes  。20121011搜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F%83%E8%A7%80%E4%BA%BA%E6%95%B8%E6%9C%80%E5%A4%9A%E7%9A%84%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F%83%E8%A7%80%E4%BA%BA%E6%95%B8%E6%9C%80%E5%A4%9A%E7%9A%84%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F%83%E8%A7%80%E4%BA%BA%E6%95%B8%E6%9C%80%E5%A4%9A%E7%9A%84%E8%97%9D%E8%A1%93%E5%8D%9A%E7%89%A9%E9%A4%A8%E5%88%97%E8%A1%A8
http://gofuntaiwan.net/columnpage/specol/michelin.asp%20。20141114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316/8/1g5ed.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316/8/1g5ed.html。%2020130928
http://openopenblog.blogspot.tw/2008/08/moma_3.html%20。20121015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cafes
http://cn.blouinartinfo.com/news/story/981132/shan-ben-kuan-zhai-zhong-gui-shi-shang-jie-ying-guo-vabo-wu%20。%202014/7/16
http://cn.blouinartinfo.com/news/story/981132/shan-ben-kuan-zhai-zhong-gui-shi-shang-jie-ying-guo-vabo-wu%20。%202014/7/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TQiuCbXAs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E7%A5%9E%E7%A7%98%E5%AE%A2-%E5%A4%9C%E9%97%96%E7%BE%85%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E7%A5%9E%E7%A7%98%E5%AE%A2-%E5%A4%9C%E9%97%96%E7%BE%85%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E7%A5%9E%E7%A7%98%E5%AE%A2-%E5%A4%9C%E9%97%96%E7%BE%85%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http://eladies.sina.com.hk/news/100/2/1/541228/1.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RnUyIzM-Q
http://www.ashmolean.org/services/venuehire/corporate/
http://www.tate.org.uk/visit/tate-modern/eat-drink-and-shop/ca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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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紐約 MoMA 裡的 The Modern Restaurant 在欲望城市影集：

http://openopenblog.blogspot.tw/2008/08/moma_3.html 。20121015 搜尋。 

2014014 年，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慈善走秀：

http://fashion.ifeng.com/a/20140506/40007756_3.shtml 。2014/7/16 搜尋。 

博物館驚魂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4%A8%E9%A9%9A%

E9%AD%82%E5%A4%9C 20140821 搜尋。 

達文西密碼：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6%96%87%E8%A5%BF%E5%AF%86%E7

%A2%BC  20140411 搜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0zpe8d3yY 。20140716 搜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RfdBjxIYM 。20140716 搜尋。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

%E7%A5%9E%E7%A7%98%E5%AE%A2-%E5%A4%9C%E9%97%96%E7%BE%85%

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20140716 搜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TQiuCbXAs  。20140716 搜尋。 

英國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於 5 月 3 日至

明年 3 月 15 日舉辦婚紗展，超模凱特 -摩斯，美國歌手格溫-史蒂芬妮及脫

衣舞孃蒂塔-萬提斯穿著過的婚紗都會在這次跨世紀婚紗展中亮相：

http://eladies.sina.com.hk/news/100/2/1/541228/1.html  。20140716 搜尋。  

http://fashion.ifeng.com/a/20140506/40007756_3.shtml 。2014/7/16 搜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RnUyIzM-Q 。20140607 搜尋。 

http://www.ashmolean.org/services/venuehire/corporate/ 。20121102 搜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RfdBjxIYM 。20140716搜尋。 

http://openopenblog.blogspot.tw/2008/08/moma_3.html%20。20121015
http://fashion.ifeng.com/a/20140506/40007756_3.shtml%20。2014/7/1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4%A8%E9%A9%9A%E9%AD%82%E5%A4%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9%A9%E9%A4%A8%E9%A9%9A%E9%AD%82%E5%A4%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6%96%87%E8%A5%BF%E5%AF%86%E7%A2%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6%96%87%E8%A5%BF%E5%AF%86%E7%A2%B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0zpe8d3y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RfdBjxIYM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E7%A5%9E%E7%A7%98%E5%AE%A2-%E5%A4%9C%E9%97%96%E7%BE%85%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E7%A5%9E%E7%A7%98%E5%AE%A2-%E5%A4%9C%E9%97%96%E7%BE%85%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BB%A3%E5%91%8A%E8%A1%8C%E9%8A%B7-lv%E7%A5%9E%E7%A7%98%E5%AE%A2-%E5%A4%9C%E9%97%96%E7%BE%85%E6%B5%AE%E5%AE%AE-213003097.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TQiuCbXAs
http://eladies.sina.com.hk/news/100/2/1/541228/1.html
http://fashion.ifeng.com/a/20140506/40007756_3.shtml%20。2014/7/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RnUyIzM-Q
http://www.ashmolean.org/services/venuehire/corpora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RfdBjxI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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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英國V&A博物館舉辦par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0zpe8d3yY 。20140716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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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二) 

問     卷 

敬啟者：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行政研 究組的碩士研究生 楊昭媺 

現在正在寫一篇有關博物館/美術館的餐飲服務之學術論文 

因此，冒昧寫信前來請教您有關貴館幾個有關餐飲方面的問題，懇請不吝回答，

衷 心感謝您的協助。 

楊昭媺 敬上 

1. 請問貴館的餐飲服務是從哪一年開始? 

2. 餐飲一開始是販賣哪一些食物或飲料? 

3. 為何會想要開設餐飲服務? 

4. 餐飲服務從頭至今菜單、菜色有甚麼樣的改變? 

5. 博物館/美術館對餐飲商店是否有甚麼樣的規定與限制? 

6. 一般而言，遊客對博物館/美術館餐飲的評價? 

7. 觀眾在館內用餐比例高低? 

8. 博物館/美術館的餐飲經營模式為何？發包給廠商承包，還是自行經營？ 

9. 開設餐飲服務的成效如何？獲利如何？ 

10. 將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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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hom It Might Convern,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to my letter. I am CHAO-MEI YANG, the graduate student 

of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 am working on an academic research thesis about the Catering Services of Musiums 

and Art Galary. I am studying the material from web pages. I am specially interested 

in your site. However, there are couple of questions related to my research topic 

beyond the information from your web page. Please help me for my research. It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1. Which year is your catering services started? 

2. What kind of food or beverage did you supply when the catering services started? 

3. Why do you want to provide the catering services? 

4. Do you change the menu of services since the services started? What kind of 

changes do you make? 

5. Do you have any 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 to the restaurants in the museum? 

6. How do the visitors value the services in general? 

7. Do visitors like to dine in the museum? What the percentage is it? 

8. How do you manage the services? Contracting to outside companies or running it 

yourself? 

9. How is the effect of the services? Does it bring in any benefit? 

10. Any future plan? 

Thanks for your time for my questions. It will be appreci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