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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编者的话 

 
 
 

 

您认为博物馆是老少咸宜，还是专属于学者? 

您认为博物馆知识是硬邦邦，还是寓教于乐? 

您认为博物馆对象是老古董，还是灵感之源? 

您认为博物馆研究是象牙塔，还是与时并进? 

您去博物馆是一种精神享受，还是精神折磨? 

您去博物馆是为了流行风潮，还是自我学习? 

您看博物馆是惊鸿一暼，是跟随导览，还是自我参观? 

您眼中的博物馆是游乐场，是友谊厅，还是知识殿堂? 

 

博物馆从希腊时代开始，经历朝圣谬斯圣地、学者社群研究中

心、奇珍异宝收藏柜、公众教育场所、夸耀国威宣传机构、城市再

生的催化剂、文创产业的孕育场等不同角色转变，而这些转变都是

博物馆为了适应该时与该地所产生的一种社会产物。 

 

不管您对于博物馆有什么想法，都让我们齐聚一堂，分享博物

馆经验，用不一样的眼光来认识博物馆，使用博物馆资源。 

 

本期第一篇文章是《博物馆装×指南》(图文版)是由「图个明

白」版主阅读过《博物馆装×指南》(文字版)之后，特别设计出

来，提供给读者的一个很简单的参观指南，希望读者不再视博物馆

为禁地，可以开启博物馆参观。若这篇文章引起您的兴趣，您可以

更进一步了解如何可以在博物馆更好的参观，不会让您旁边的姑娘

感觉到厌倦，愿意与您好好参观，讨论展览内容。 

 

法兰蔻 
 

1 
 



 微思客周刊第十六期 我们这一代，可以把什么放进博物馆? 
 

《博物馆的诞生与转变》简单扼要介绍博物馆从希腊时代一直

到 19 与 20 世纪的发展历史。《博物馆的变与不变》则是探讨 1960

年代，当博物馆面临挑战，博物馆应该如何转型的问题。 

 

 《风华再现－－荷兰国立博物馆》《以客为尊－－美国克利夫兰

美术馆》这两篇特别讨论科技对于博物馆的影响，以及博物馆如何

应用新科技帮助博物馆发展，了解观众需求，设计出符合时代，寓

教于乐的博物馆展览与学习活动。 

 

「微思客 WeThinker」团队 

2015 年 7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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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装×指南(图文版) 
 
 
 

 

 

 

 

嗯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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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嗯呐先生。文字：法兰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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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装×指南(文字版) 
 
 
 

▌博物馆最让人沮丧的地方在哪里? 

博物馆是高傲，冷漠，知识殿堂 

参观博物馆是精神折磨 

 
若要谈博物馆何时成为知识殿堂，那么就要从 15-16世纪谈起。15-16世

纪起，西欧人突破海的限制，开始到世界各地收集各种人工物与自然物。到了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之后，原本是属于皇家的收藏品摇身一变，成为公众的

文物。19世纪，考古学家发现古代文明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更让西方各大

博物馆以百科全书的脉络来妆点自己博物馆的馆藏，这样疯狂的全世界收集成

为一种全球竞赛，博物馆越大，文物越多，例如罗浮宫，大英博物馆，纽约大

都会博物馆都是在这样的脉络下，让自己的藏品倍增。这些博物馆所提供的讯

息量往往过多，常让观众迷失于博物馆知识大海中，不知如何学习。这样的状

况一直要等到 20世纪后半期后来慢慢有改善，博物馆工作者的目光从「物」开

始转向关注「人」的需求，不管是从博物馆研究、展示、学习活动设计，开始

以观众的角度出发。 

 

其次，我们要了解博物馆学习与学校学习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学校学习是

一种正式学习形式，强调标准化课程、进度与成果评量。学校学习一定有终极

答案，也就是一种汇集思考 (Convergence Thinking) 概念。 

 

博物馆学习最大的特色是鼓励观众进行开拓性思考 (Divergence 

Thinking)，也就是说一种思考、一种发问，一种开创性、有创造性的思考模

式，最重要是的是没有终极答案。因此，到了博物馆不在于找到多少答案，而

在于产生多少疑问与思考。若您想要找到一个终极答案，在博物馆可能会撞

法兰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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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或您觉得约姑娘的时候，一定要给答案，那她的答案可能与您不同，甚至

不认同您的答案，这也就是您会失利的原因。 

 

其次，博物馆强调自我探讨学习方式，若您没有事先准备，那么在参观博

物馆的过程中，常常会迷失于各展区，眼睛看累了，脚累了，却无所收获，我

想这就是最令观众沮丧的部分。 

 

既然这样沮丧，那为何还要去博物馆？ 

 

▌试想您为什么非得去看翠玉白菜不可？ 

 

博物馆物件给您最直观的感受 

博物馆是一个沉思，反省的场所 

 
若您在 googleart project 看见台北故宫文物翠玉白菜

(http://t.cn/R71qnpz)，在屏幕前，做 zoom in, zoom out的动作，可以看清

楚翠玉白菜上头两只螽斯与蝗虫细节，若您有机会来台北故宫，您也愿意排半

小时的队伍，一睹翠玉白菜的庐山真面目。 

 
一睹庐山真面目的心情，就是博物馆最吸引观众的地方。博物馆文物给观

众一种最直接，最直观的感受，这也凸显出博物馆学习的特性。当您目中所见

真实对象，您亲身感受到对象的实际尺寸与大小，您或许与它有更深刻的心灵

互动，它或许勾起您内心不可言说的回忆，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的回忆，都有

可能让你永记在心。其次，你可以慢慢观赏它的每个细节，每个细节与整体的

搭配，这样的观看是无法从屏幕中得到满足。 

 

以我自己为例，2013年 11月 28日我去北京首都博物馆参观“佛韵-造像

艺术集粹展”，我已经忘记展示内容，但是，我永远记得那次展示给我的感受，

让我感受到佛国境界神圣氛围。当我驻足在佛像面前，蹲下腰，一心一意透过

大约十公尺长的木轮，去看清楚释迦牟尼佛，回想内心对于佛的崇敬，不需言

谈，只要静静站在作品面前，感受它的佛性，艺术性，以及艺术与自身关系的

连结。当我走出来时，看见该展的结束语「佛教造像是，带有宗教情感的艺术

创作活动，要符合教法仪轨，又要追求高超的艺术表达。」我的内心赞叹着，这

样的展示的确达到高超艺术表达的标准。这件文物的展示方式，提供观者另一

种观看视角，让观者更能专注去观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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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韵-造像艺术集粹展(作者提供) 
 

博物馆文物的第二个价值在于这些文物都是人类生活遗留物。不仅可以让

我们了解先人是怎么想的，怎么生活的，怎么面对人生的挑战，怎么与他者互

动，怎么经营自己的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甚至到其他的国度，我们还可以

从这些物质遗留学习到先人的智能。 

 

博物馆的第三个价值在于让我们汲取经验，记取教训。从前人的身上学到

经验，学会反思。以柏林犹太博物馆的展示为例，Fallen Leaves 这份艺术作

品让我们亲身去感受，当时大屠杀肃杀氛围及短暂的生命。虽然历史一再告诉

我们，人类永远会犯同样的错误，博物馆展示的前人的遗留物还是给我们一个

机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若人类可以跳脱这样的轮回，或许对生活经验与生命

价值有不同的思考。我想这就是德国博物馆给我们的一些提示与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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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en Leaves / Jüdisches Museum(作者提供) 

 
若您觉得参观博物馆很重要，那么我们来谈谈怎么参观博物馆可以获得最

大效益，而不是白忙一场。 

 

▌参观博物馆得到最大效益的小秘方 

 

参观前:思想准备 

参观中: 转个弯，处处有惊喜 

参观后:复习，再复习 

 

Are you ready? Let’s go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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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一：思想准备 
想要有所收获，参观前的准备功夫很重要。首先，上网了解展览及主要教

育活动，依参观目的，选择有兴趣的展览。透过阅读说明内容，以及相关的文

物来了解这些说明文字与文物是否足够了解这次的展览主题。阅读完毕网络信

息，您也查询相关的知识，若您心中依旧有疑惑，请您根据这些疑问，到现场

去找寻答案。有过这些小准备，参观时，您将不会雾里看花，甚至不知怎么

看，而迷失于展览厅。 

 

小贴士二：转个弯，处处有惊喜，换个角度看物件 
很多参观者喜欢到每座博物馆找镇馆之宝。找到镇馆之宝之后，就满意了?

还是可以深入观察它，了解它，让它成为内心的收藏品。 

 

我们可以参考 Gail Durbin, Susan Morris, and Sue Wilkinson在 A 

teacher’s guide to learning from objects，说明如何深入观看博物馆文物

或艺术品，也请您以翠玉白菜或其他您自己钟爱的文物为例，细致地解读文

物，比较与您之前的参观经验有何不同。 

 
第一印象 仔细观察文物给您的第一印象及可能的意涵。 

外观 观察文物外观、体重、大小与各部份如何组成。 

制作 材质是什么？ 

可能是谁做的? 

若是您，您会怎么制作？ 

历史 文物出土年代？ 

与此文物一同出土的其他伴随物有哪些？ 

谁可能会使用这件文物？ 

我们可以从这件文物学习到什么？ 

功能及使

用 

文物是否让您联想起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东西？ 

这个文物可能的使用方式？ 

您认为它的功用是什么？ 

您如何改造这件文物让它运作得好？ 

诠释 您知道谁制作它？ 

从文物当中可以了解哪些讯息，如工艺技术、健康，饮食、贸

易、经济，生活方式，政治形态，社会面貌？ 

您还可以从哪些地方去了解它的相关讯息？ 

价值 它为何珍贵？ 

它值得保存？ 

现在谁可以评价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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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物不仅只是展览物件而已，它们有它们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它们的

身上了解时代所赋予给它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去重新诠释，赋予它们新

的意义，甚至连结到现在的生活经验，开创出不同功用的创意或艺术品。 

 
小贴士三：如何参观展览 

观众去博物馆参观可能是觉得展品新奇有趣、独特，是真迹/真品，镇馆之

宝。 

 

若就 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定义「博物馆是一座永久的非营利机

构，为大众与社会服务。藉由典藏、保存、研究、传播、与展示所有有形与无

形的人类与环境遗产，达到教育、研究与娱乐的目的。」(2007ICOM 国际博物馆

协会)，我们可以想想博物馆专家会怎么看博物馆，基本上就是探究博物馆的典

藏，研究，展示，学习与行销等五个面向。 

 

博物馆馆藏品特色可能是一般观众不会去注意的部分，但相关的博物馆专

家一定会注意到这座博物馆主要典藏有哪些。博物馆典藏特色往往决定博物馆

类型与特色，例如北京首都博物馆可以列为综合性博物馆，安阳殷墟博物院就

是一座考古类型博物馆。 

 

藏品的分类是研究与保存最基本的元素，有了良好的分类标准，甚至进一

步的数字化，可以缩短研究与保存的流程；还有藏品来源合法性及典藏品应用

新方向，也是非常值得探讨，还有目前最夯的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商品，都需

要从藏品当中去找寻新的创作元素。 

 

展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将主题、文物与人三者之间，透过美学、空间安置

的方式，完整地呈现出来。每次的展览都是一群不同专业者协同合作的成果，

如何有一个完美的策展团队，需要有很好的策展人，有效、清晰地与不同专业

者沟通，达成共识。 

 

每次策展的参与者，包含策展人或研究员决定此次策展主题、方向与选

件，典藏与保存人员一一盘点展件的状况，教育与学习者开始规划适合不同群

组观众的学习需求，展示规划者将策展人的抽象性的理念与文字性的内容，诉

诸具体的展览内容。因此，一次展览，就是这些专家的合作作品。 

 

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当您去参观博物馆展览的时候，您可以逆向地思

考，其实观看展览，看懂博物馆展示，等于是解构博物馆专家们如何传递他们

想要传递的知识与思想，当您可以正确解读透过展览所传递的知识，那么才等

于您真正看懂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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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博物馆展览的时候，先了解自己的动机；其次，看看策展人怎么去规

划展览，从展示的总说明，每个展区的次说明，以及说明与展示文物之间是否

相呼应，文物是否可以印证展示说明文字的内容，看完每一区的展览后，您是

否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甚至您会发现到一些策展人没有讲出来的内容，没有展

示的文物，这时候，您心中形成一种疑惑与质疑。策展人策划主题，有他自己

说故事的角度，那么他为何采取某某角度去说，为什么不采取另一个角度去说

故事，两种角度或者观点有何差距与不同，都是值得您去探究的方向；最后，

他挑选哪些文字与文物去诉说他的主题，这都是在参观展览的时候，可以放在

脑袋中的一些想法。 

 

我有个习惯是到每座城市，一定会去他们的城市博物馆，看他们怎么说自

己的城市的故事。我去每个国家，一定会拜访他们的国家博物馆或国家历史博

物馆，去了解他们怎么说自己国家的故事。同样的历史知识，不同的国家将会

怎么去述说，怎么传递给本国人? 作为外国人或者游客，自己对于这座城市与

这个国家的认识，与展览内容有何不同?对于同一个议题，不同述说的角度与面

向，我可以从中去思考不同利益关系人的述说方式。 

 

▌小贴士效用 

若您可以好好运用这些小秘方，反复应用，在未来参观博物馆展的时候，

将不会毫无所获，而是慢慢地增加自己的乐趣。 

 
(作者:法兰蔻，台北人，微思客总监，博物馆工作者。兴趣: 文化、艺术与博物

馆。微博：@法国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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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诞生与转变 

▌博物馆是文物的坟墓? 

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丝卡〈博物馆〉这首诗道出她（或公众）对

于博物馆第一感受，也道出文物存在的无时间性。从诗中也可以阅读出博物馆

可能典藏物、特色以及管理机制；敏感的读者甚至可以读出诗人认为博物馆缺

了什么，让她觉得博物馆似乎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或许，我们先从博物馆发

展史去思考辛波丝卡的「博物馆」是怎么产生的，是否有所改变?以及怎么改

变? 

 

博物馆 

By 维斯拉瓦·辛波丝卡（Szymborska） 

这里有餐盘而无食欲。 
有结婚戒指，然爱情至少已三百年 

未获回报。 
这里有一把扇子——粉红的脸蛋哪里去了？ 

这里有几把剑——愤怒哪里去了？ 
黄昏时分鲁特琴的弦音不再响起。 

 
因为永恒缺货 

一万件古物在此聚合。 
土里土气的守卫美梦正酣， 

他的短髭撑靠在展示橱窗上。 
 

金属，陶器，鸟的羽毛 
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 

只有古埃及黄毛丫头的发夹嗤嗤傻笑。 
王冠的寿命比头长。 

法兰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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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输给了手套。 
右脚的鞋打败了脚。 

至于我，你瞧，还活着。 
和我的衣服的竞赛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这家伙战斗的意志超乎想象！ 
它多想在我离去之后继续存活！ 

▌谬斯圣殿：朝圣与激发灵感 

Museum 的希腊文是 Museion，是供奉九位缪斯女神的神像，圣物或举办仪

式祭典的场所。这九位女神分别掌管史诗、音乐、情诗、修辞、历史、喜剧、

悲剧、舞蹈和天文。希腊神庙都有阶梯，人们从世俗空间（广场，居住空间），

沉静心灵，扶梯而上，往神圣空间前进，在圣殿内膜拜尊崇的神祇，这样的仪

式或过程是人们追寻新知的过程。在谬斯女神像前、以虔诚之心，沉思，寻求

灵感，汲取知识，这也是博物馆从希腊时代到今，一直给公众最直接的印象。

尤其是 17世纪以后许多博物馆建筑都是采取这种神殿的样貌，例如大英博物

馆，台北国立台湾博物馆，德国佩加蒙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 

 

希腊雅典帕特农神殿(作者摄影) 

▌学者社群：博物馆的研究功能 

公元前 280年，在地中海沿岸亚历山卓城（Alexandria），埃及托勒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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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Potlemy I Soter），期望建立一座知识搜集、研究与传播的博物馆

(MouseionAlexandria)，它是由亚里士多德(Aristocle)的学生德米特里

(Demetrius )，以希腊柏拉图学院及亚里士多德学校为蓝本规划的机构。馆内

设有图书馆、文物标本收藏室、演讲厅、实验室、动物园、植物园、天文观测

站，还有一些步道、休息室和宿舍，供学者生活其中，悠闲自在地从事研究、

写作与教学之用。这样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学者的社群」（community of 

scholars），形式上接近于现在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尊崇学术自由的气氛。 

 
亚力山卓城博物馆想象图(照片信息来源 http://www.crystalinks.com/libraryofalexandria.html) 

在期望成为地中海一座希腊化文化研究与传习知识的场所，博物馆的经营

方式是博物馆馆员到所有入港船只传抄船上所有书籍；聘请希腊的作家及学者

前来研究、讲学；建立索引，以文字的拼音字母为序，以作者姓氏的拼音字母

做排列，利用这些准则，方便使用者的查询。全世界人民共享，即使是敌人，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天文、地理、哲学或诗人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及进行研

究，如阿基米德（Archimedes），欧几里得（Euklid），都来此研究知识或者教

学。可惜于公元 391年，信奉基督教的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关闭所有异教

徒的神庙。所有书籍付之一炷。 

后世者透过斯特拉波（Strabon）的《地理学》XVII描述这座博物馆存在

痕迹。斯特拉波：「………博物馆也是王宫的一部分，里面有一条公共通道，一

个带座位的开敞式谈话间，还有一间大餐室，博物馆里的学可以可在此共同用

餐，这些人不仅共享财产，而且还有一位祭司负责管理整座博物馆。这个职位

以前是由国王任命，现在由凯萨指定…。」 (陈建明主编 2014:4-5) 

2002年 10月 16日埃及新亚历山卓城图书馆 (Bibliotheca Alexandrina) 

开幕，代表对古代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纪念及振兴学术文化的尝试，期望承袭旧

馆的研究及开放性的精神，并成为地中海沿岸主要的图书馆及文化中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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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维基百科） 

▌宗教文物到奇珍异宝:博物馆的保存与典藏功能 

中世纪（约 5到 15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统治着全部文化，神是宇宙的中

心，排斥理性思维，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只能通过禁欲修行，寄希望

于死后的「来世」。中古世纪，教会力量很大，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艺术的

发展都受制于宗教力量，僧侣垄断教育与文化。这个年代，教堂不仅是保存知

识的宝库，修士们负责抄写手抄书，也是展示天国美景给教徒看的场所，更保

存宗教的文物，如十字架，圣骨盒等这些圣物，向信徒展现时圣迹。这些宗教

文物、手抄本在后来都成为博物馆重要典藏文物，作为研究与展示之用。 

 

©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文艺复兴时代一直沿续到十七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兴起，通过研究古代希

腊罗马文化，重新发现人的价值，由中古世纪专注「神」转向关注「人」、「自

然」。这时推动这期间的博物馆事业来自于：收藏家对古物搜藏的兴趣，奠定考

古美术的基础，尤其是搜集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塑，并收集当时油画大师的作

品；大航海时代的兴起，欧洲人的目光朝向世界，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进而

收藏珍奇异兽，展示炫耀之用，带动收藏文物的热潮。一旦搜藏品过多时，就

需要有空间收藏与展示的场所：以展示油画为主的画廊（Gallery）陆续出现在

欧洲各国的皇宫，从佛罗伦萨的麦迪奇家族美术馆、到法国枫丹白露宫弗郎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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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一世长廊等。这些长廊空间后来成为后来美术馆的形式，同时，Gallery这

一词也沿用至今。 

 
法国枫丹白露宫弗郎索瓦一世长廊(照片信息来源: 维基百科) 

另一类是珍奇室（Cabinetof Curiosity），欧洲各国从皇宫主人开始，到

学者，古董商，律师、医生竞相收集与典藏来自世界各地奇珍异宝与图书文

献，并将收藏品以自然物及人工物、动物、植物或者异国珍奇物，科学制品作

为基础分类后，依序从屋顶到四壁摆满整个空间。我们在这类珍奇室所流传下

来的雕版，通常可以看见许多参观者站在空间之间，指指点点墙壁上各种不同

的收藏品，并与同伴相互讨论，观众满足他的好奇心，主人满足于炫耀财富与

能力。例如，布拉格神圣罗马帝国鲁道夫二世(Rudolf II)的珍奇室、奥地利斐

德兰二世(FerdinardII)、丹 麦古董商欧沃门 (OlafWorm)，或意大利那不勒斯

伊波拉托(F. Imperato)等。这类的珍奇室后来转变成自然史博物馆、考古学博

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现代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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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anteImperato 珍奇室(照片信息来源: 维基百科) 

当时即使疯狂搜集各种不同新奇物，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炫耀之外，

对于知识追求，世界探索之心也是主要原因，再加上林奈的分类法，让这个时

代的人开始系统性与次序性的整理知识、发掘更多的问题，期望解决更多问

题，因此，也到了下一个阶段，博物馆具备教化的功能。 

▌现代博物馆: 博物馆是公众教育的一环 

所谓的现代性就是政府为了提升国民福祉所设立的公立机构，结合专家指

导门外汉，对于不完美的公民进行规训与教化的机构。医院，监狱，学校，博

物馆都带有这种现代主义式的机构，由上而下去教育公众。（张誉腾） 

具备现代博物馆特性并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是英国的阿什莫林博物馆

(Ashmolean Museum)，1683年成立，1773年对公众开放。阿什莫林（Elias 

Ashmole）是一位律师，化学家，也是一位热爱古物的收藏者，要的藏品包古代

文物、钱币、版画、书籍、地质标本，动物标本等。他的一位朋友 

Tradescants 也是古物收藏家，他协助 Tradescants 出版图录，最后收购 

Tradescants 所有的收藏品，赠送给牛津大学作为教学展示之用，并定期开放

给公众。这座博物馆两百年来一直都是牛津大学研究的主要中心。(徐纯译 

2003) 

阿什莫林是一位化学家，这座博物馆的命名也充满化学味道，或者说也是

当时的时代发展重点。它的拉丁文称为« MusaeumAshmolianum- 

ScholaNaturalisHistoriae -OfficinaChimica » (阿什莫林自然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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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馆)。 

一位牛津历史学家安德鲁˙克拉克特别在《牛津历史学会》所一篇文章描

述整个博物馆建筑设计及室内空间安排、管理者的工作、以及开幕的盛况及参

与的贵宾。该馆的建筑空间规划为二楼为博物馆，有位管理者负责管理及向公

众展示这些藏品；另有一间是自然史学院，有位化学教授负责授课，介绍与化

学相关的天然原料；另外还有一间实验室及化学图书馆，并对外开放，入馆费

六便士，男女皆然(陈建明主编 2014:8-10 )。从以上描述，这座博物馆已经具

备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收藏，研究，展示与教学。 

 

照片信息来源: 艾希莫林博物馆网站 

英国对岸，法国卢浮宫（le Louvre）原本是法国皇室收藏奇珍异品的陈列

室，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当时的国民大会一直思考旧王朝的文物破坏或保存

问题。国民大会于当年 11月颁布一道法令：所有原本属于宗教用途的文物现在

都成为国家财产，随后进行清查文物与制订保存规范，并成立委员会负责准备

新机构（卢浮宫）的布置及规划，期望透过公开展示，将旧王朝的奢侈品转化

成国家财产，爱国价值与公众启蒙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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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时拿破仑四处征讨欧洲所得来的「战利品」如何正统化成为法国

文物，这些问题罗浮宫最直接面对的问题，因此，加强博物馆教育功能：首先

将绘画作品以「系统性」划分成四个学派的架构 (意大利、法国、德国与法兰

德斯)，这样的分类以现在的眼光或许不具科学性与艺术性，但是在那个时代是

一种创新的做法。 

其次，当时的馆长赫培 (Hubert) 在每个展示作品附上说明文字介绍艺术

家与作品，并出版目录以方便公众认识艺术作品；相对于英国博物馆需要严格

控管参观者的质量，罗浮宫将自己设定为国家教育制度的一环，采取免费入馆

参观机制。或许我们可以说卢浮宫在那个年代虽然不是最早开放给公众的博物

馆，但是在理念上确是更贴近公众教育的机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而 18世纪博

物馆，从卢浮宫开始，可以说从精英小众文化，转型到大众教育机构。 

 

拿破仑战利品进入法国市中心的盛况。附带一提，拿破仑战败之后，归还五千件作品回原属国。(照片信

息来源: L’invention des musées) 

▌帝国主义时期：博物馆作为国际竞赛的指标 

19世纪帝国主义时期，西欧各国在全世界竞相进行考古发掘、搜集文物与

艺术品，建造百科全书形的大型博物馆，如英国大英博物馆（1753年）、法国

卢浮宫博物馆（1793年）、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1837年）、美国大都会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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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1870年）和德国民族学博物馆（1873年）。这时博物馆是国家机器，用以

夸耀国威。当时利用国家机器所进行的搜集文物，到 21世纪也为文物归属权，

与原属国产生很大的国际性征讨文物的问题。 

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对于博物馆的成立也有巨

大影响。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举行，这座建筑物不仅宣示英国

工业实力(钢铁与玻璃)，同时也是当时最新的建筑技术及空间形式。水晶宫内

的展示品分成四大类: 原物料、机械、工业产品、雕刻和造型艺术，即使这样

的分类，整个展示看起来就是一座混杂堆积的商品展示。水晶宫博览会吸引了

600万人次的参观者，几乎是当时伦敦人口的三倍，能够吸引众多目光在于当

时的印刷术发达，传播途径快速，以及英国四通八达的铁路运输系统，当众多

人涌入水晶宫，基于好奇之心，去观赏当时「最新」的工业发展成果、各种不

同的商品。举办方 (大英帝国) 达成炫耀帝国的荣耀，参观者达成一览文物的

欲望。而在博览会所赚得的十八万六千英镑，后来用于成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

博物馆；博览会所展示的工业革命成果，也成为该馆艺术与工艺技术的展品。

该馆为世界上首家提供煤气照明的博物馆，并且率先开设餐厅（维基百科），提

供餐点，供游客休息之处。 

 
万国工业博览会一景(照片信息来源: 维基百科) 

▌小结 

「现代」博物馆成立或许不到四百年，在这四百年之间，博物馆内容、形

式、与功能的转变，随着时代的转变而改变。在帝国主义夸耀国威的大型百科

全书类型的博物馆兴起之后，博物馆强调的「新奇之物」似乎不再凸显，反而

强调科学与高尚 (膜拜知识) 结合。16、17世纪珍奇室收集海外奇珍异宝，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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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观者「惊奇、好奇」之心不复在，取而代之的就是海外探险旅行增多，工业

革命大量制作，人们几乎可以拥有各式各样的商品之后。人类的好奇之心似乎

不在于博物馆，被转移到商品。这或许就是诗人辛波丝卡在〈博物馆〉这首诗

企图要呈现的一些想法，博物馆的「灵光」随着文物拥有者的消逝而消逝。然

而，20世纪带给人们不同惊奇的博物馆是什么呢? 

 

(作者:法兰蔻，台北人，微思客总监，博物馆工作者。兴趣: 文化、艺术与博物

馆。微博：@法国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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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变与不变 
 

 
 

博物馆从希腊时代开始，经历朝圣谬斯圣地、学者社群研究中心、奇珍异

宝收藏柜、公众教育场所及夸耀国威宣传机构等不同角色转变，而这些转变都

是博物馆为了适应该时与该地所产生一种社会产物。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博物馆这类十足西方感的机构才透过复制与移植来到东方。姑且不论这种复制

现象，继续思考西方博物馆的转变，20 世纪下半期以来，在民主浪潮之下，公

众想法益发重要；全球化趋势带动博物馆全球分馆设置；博物馆成为文化观光

场所；以及新科技对于博物馆的影响。博物馆人开始质疑传统博物馆的存在价

值，并反思博物馆使命与宗旨。本文将先讨论古根海姆博物馆效应的优与缺及

「新博物馆学」起源。 

▌城市再生的催化剂:古根海姆博物馆效应 

1997 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Bilbao)开幕，迎来

超过三倍的预计参观人次，成功地改造城市景观、重塑城市价值以及促进城市

经济发展，称为「古根海姆效应」。法国卢浮宫与蓬皮杜中心及俄罗斯埃尔米

塔日博物馆纷纷效法，在世界各地设置分馆。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成功，让学

界纷纷探讨毕尔巴鄂如何从废弃的工业城，摇身一变成为欧洲新文化与观光中

心? 
 

毕尔巴鄂(Bilbao)所在的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于 1980 年得到半自治区身分

后，专注于该区整建。为了挽回没落的经济及高失业率，不断改善该区整体硬

件、教育、健康、公共运输系统等公共资源。1989 年甚至成立智库组织「毕尔

巴鄂更新协会」，广邀学界、商业、文化业与抗议团体，共同沟通协商，为毕尔

巴鄂都市更新进行有效与长期规划；跨级与跨部会公营机构「毕尔巴鄂 2000 公

司」则是负责执行机构，重点就是将废弃工业区更新整合于都市更新计划。 
 

「亚班多尔班拿(Abandoibarra) 」复合开发计划将该地打造成毕尔巴鄂新

都中心。巴斯克政府邀请欧洲知名建筑师重新规划该地的公共建筑新形象。建

法兰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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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师成功地改善河川污染问题，将原本背向河川的城市翻转面向河川；同时，

规划完善的大众运输系统，如地铁系统、大众运输系统、机场扩建计划，与连

接古根海姆步行桥；以及将该地废弃工厂区域改造成国际文化观光设施，如国

际会议厅、音乐厅及毕尔巴鄂美术馆，发展成兼具观光，休闲，商务，住宅和

环保功能多用途地区。 
 

古根海姆博物馆是改造计划最重要一环。巴斯克自治区抱着坚定毅力，在

短短的八个月时间，说服古根海姆博物馆在此建造一座具有未来概念的美术

馆。当初建设古根海姆的经费是一亿三千两百万欧元，当开幕后的一年，巴斯

克政府不仅拿回投资，并有盈余。透过美术馆激发毕尔巴鄂地区经济转型与城

市再生力量，然而，这样的再生能力却非单单一座美术馆可以完成，而是必须

要与其它基础建设完整联结。 
 

古根海姆美术馆与「亚班多尔班拿(Abandoibarra) 」复合开发计

划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前所未有的成功，让古根海姆前执行长克伦士(T. Krens)
可以实现全球古根海姆联盟计划。古根海姆拥有品牌形象、丰富馆藏品、国际

人脉与雄厚策展能力，克伦士重新思考博物馆本质与馆藏价值后，透过弹性灵

活的企业经营模式，发展符合各个结盟对象需求的多元联盟方式，企图达到双

赢策略。 
 
(1) 国际分馆征募计划，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巴斯克政

府支付古根海姆「品牌」的权利金及其他专业策展服务费用；自行负担新馆

的各项费用，自负盈亏；分馆获得总馆一万件典藏品的展示权，但展览等相

关费用自付；总馆所规划特展，优先提供给分馆展览。分馆所得到的利益就

是总馆的典藏品展览权利，古根海姆品牌等。总馆则是借着分馆所支付的加

盟权利金开拓财源，并透过巡回展经费分摊来降低成本，同时增加藏品国际

曝光机会。 
(2) 对等互利的「柏林」分馆，是古根海姆与拥有五万件藏品的德意志银行共同

合作，共享财经管理、艺术策展上的网络资源及专才，以及典藏品共购模

式，两方各拥有作品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权。另外与的俄罗斯圣彼德堡冬宫博

物馆合作的模式则是透过双方的馆藏与特展，赚取利益，纯然是商业模式营

销文化。(蔡昭仪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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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克伦士商业经营模式也带面临严厉批判，以最成功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

为例，值得讨论议题包含: 
 
(1) 就博物馆的角色而言，引起注目的是后现代解构主义建筑物本身，而非博

物馆专业部分(馆藏内容，特展能力，教育功能等等)，甚至展览空间难以

运用。 
(2) 毕尔巴鄂都市更新成功的案例，并不仅仅只靠古根海姆分馆这座金鸡母，

而是该政府规划完整城市基础建设(大众捷运系统)及观光所需要必备条件

(如旅馆、餐厅、音乐厅、国际会议厅、文化设施相关设施及人力资源)。
古根海姆分馆失败的案例如拉斯维加斯的分馆与美国 Soho 分馆相继关闭。 

(3) 古根海姆这种全球经销商的模式，强调美国菁英文化的移植，压抑在地文

化的发展，正如对于古根海姆的批判者所言的古根海姆麦当劳化

(McGuggenheim)是否真正符合当地的需求，还是只要有观光产值就好，在

地文化不重要。(吴金桃 2003)这样的概念似乎与重视在地文化发展趋势背

道而驰。 
(4) 2002 年纽约时报评论人麦克金柏曼(M.Kimmelman)撰文提醒公众重新思考

博物馆过度重商业轻艺术文化的问题。或许建造不朽新博物馆与取得经营

经费，易；展现艺术品最亮眼的美学价值给公众，难。艺术价值在于可以

链接到公众的生命经验，提供公众沉思与思考的空间。 
(5) 毕尔巴鄂外在的工业文化形象过强，而文化建设新面貌无法与市民生活真

正地发生联结，许多毕尔巴鄂市民并未真正参观过该馆。因此，一座美术

馆的成立必须考虑到该地居民的需求及文化特质，这样的思考也就是 1989
年 Peter Vergo 所提出的「新博物馆学」的概念。 

▌转型是王道: 新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者 Hudson 在 1971 年提出博物馆社会角色必须改变，认为博物馆

与当时社会脉脱轨、精英主义、老旧及浪费公帑。传统博物馆是一种由精英去

教化公众的文化权威形象，馆藏品也是由精英份子决定哪些藏品值得收藏，而

公众所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则无价值性。这样的思维模式在 1980 年代被打破，

博物馆人认为博物馆应该不仅仅是典藏与研究，技术与方法而已，而是必须重

新思考博物馆的使命与宗旨，也就是关于哲学思辩与理论层面。 
 

「新博物馆学」强调博物馆的政治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对话；鼓励新的沟通

模式与表达的新方法，而不在于以典藏为主的博物馆发展模式；简言之就是从

博物馆功能转移到注重博物馆哲学与理论思辩：在保存方面，重新思考博物馆

的角色；在展览方面，重新检讨对象的知识体系；在研究方面，重新思考博物

馆的本质与使命、目的。因此，「新博物馆学」可以说是博物馆内部价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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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管理、诠释及本真性上的转变，包含重新分配博物馆内部与外部的权力结

构。 
 

「新博物馆学」也重新定义博物馆与公众及社区的关系：博物馆经营者不

再高高在上，他必须聆听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声音及需求，扮演更主动的角色

了解参观者或社区的需求，例如法国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的演化厅就是根据观众

研究调查结果，修正其展示模式，以更符合观众需求「新博物馆学」强调博物

馆的包容性及社会责任，并克服各种不同歧视及社会不公。在柏林欧洲博物馆

接纳不同国籍的馆员，聆听来自各国馆员的不同意见，激荡出更多元性的展览

内容与形式。简言之，博物馆发展必须反映社会事实，符合社会需求，合乎公

众期望及促进社会发展。 
 

生态博物馆及社区博物馆带动新博物馆学的反思。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实验

性运动，特别强调博物馆不是象牙塔，博物馆为社会公器，为社会福祉服务。

而社区博物馆则是反对过度个人化，追求群体利益，期望社区所有人主动参

与。社区博物馆则是区主义结合本主化，在地化，去中心化、后现代与公民参

与。在这样的思潮，博物馆政策是从个体到社区，从个人规训到社区治理。透

过这两种不同的思潮，博物馆的转型从提升个体的科学知识，人文知识与美学

知识，转变成社区治理。因此，这些概念并不是凭空崛起，而是在社会脉络下

产生的。 
 

若是用简单的图表(如下图)来呈现博物馆、社会与环境的关系，社区与博

物馆重叠之处就是社区博物馆。博物馆与社区、环境重叠之处就是生态博物

馆，这类的博物馆不需要围墙，结合社区与环境，满足人们的整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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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avis (P. Davis, 1999,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Newcastle, Newcastle 

Univ. Press) 
 
 
 
生态博物馆（Ecomuseums） 
 

若我们从 Peter Davis 于 1999 年所写的书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去理

解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或许是一种好的取径。生态博物馆，简言之就是一种地

方感，着重居民与在地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关系。 
 

生态博物馆最早的概念来自于 19 世纪末瑞典斯德哥尔摩斯堪森(Skansen)户
外博物馆。当时哈左勒斯(Hazelius)创馆的想法来自于「利用过去来唤醒瑞典人

的国家意识，在快速的工业与社会变迁中，建立文化平衡」。哈左勒斯认为精

英文化已经有很多人研究，他开始注意其他不同阶层的人，特别是农人与农村

生活。他到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研究农人生活模式，从住屋、家庭用具、

服饰、信仰到习俗与娱乐，并搜集相关用品与研究，最后，设置户外博物馆供

人们参观。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首任主席希维瓦(Rivière)创立生态博物馆样貌，即

是采纳北欧户外博物馆概念。他与继位者瓦寅( Hugues de Varine)共同倡导与传

播生态博物馆的理念。生态博物馆的内涵，根据法国学者穆尔(Maure)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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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说明从瑞典的户外博物馆到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的转变。他说「生态博

物馆在法国以两个概念提出，一种是园区式的生态博物馆，一种是社区式的生

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注重社区的集体发展(Collective development)，而这个发展是由

居民自主(local people’s autonomy)去完成。若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要建构地方

认同，了解地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其目的不仅仅是怀旧，而是要联结过去

与现代，对地区未来的愿景。其次是对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重视，这类博

物馆不是搜集珍奇物，而是透过日常生活用品来了解社区的变化。 
 
案例分析:铁桥谷博物馆(Ironbridge Gorge Museum) 
 

 
(信息来源:维基百科 ) 

 
若用呈现地方感来说明铁桥谷博物馆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讨论生态博

物馆必备的案例。铁桥谷博物馆(群)是英国世界遗产中最早登录工业遗产地

点，完整呈现 18 世纪工业发展的历史、技术、人文及自然景观。 
 

1709 年铁桥谷北端的柯尔布鲁克得尔村（Coalbrookdale）的达比铁业公司

（Abraham Darby Company）开发出以焦炭炼铁的关键技术，并以低廉价格大

量生产。达比公司生产铁轮、铁轨、铁船、输水管、蒸汽火车头和蒸汽引擎汽

缸等重要的运输或生产工具，一跃成为当时英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制铁业，进而

带动英国乃至于全球工业革命的产生。因此，该地被称为「工业革命的发源

地」。 
 

达比铁业公司建造世界上第一座铁桥(1799 年)联结塞汶河两岸的铁矿与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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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厂。当铁桥谷的工业逐渐被柏明翰与利物浦所取代之后，这里一度成为废

墟，直到有人意外发现此地，整理与研究该地各遗址群，进行整体环境、建筑

景观与人文地景的保存。1967 年成立「铁桥谷博物馆基金会」（Ironbridge 
Gorge Museum Trust），1971 年逐步开始整修铁桥谷博物馆群，主要是保存该

地具有历史，家用与工业价值的地景与对象。 
 

当时幕后推手是考森(Neil Cossons)。在博物馆草创时代，他的眼光具有前

瞻性，运用企业经营模式，成功地将铁桥谷博物馆推向国际舞台。他的管理思

维模式不是以馆藏为主，不视博物馆的存在为理所当然、而是认为应该从消费

者的角度去思考工业遗址现地保存的问题。因此，博物馆本身就要具备足够的

吸引力，吸引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参观者；透过有效的诠释与宣传，来传达理

念；加强基础设施及服务内容(停车场、洗手间、餐饮与旅馆)，亲切的服务来

吸引观众前来。他的管理模式具备新博物馆学的精神：观众导向、需要营销、

注重信息的传递，着重现在与未来。 
 

铁桥谷博物馆成为探讨生态博物馆案例的原因，在于它具备生态博物馆基

本要素：(1)保存工业时代各种不同炼铁业遗迹，以及该地文化与自然景观；(2)
博物馆经营模式是由该地居民共同参与，共同打造地区未来愿景。它的成立不

是由国家主导，而是由当地居民及地方政府所主导，一种由下而上的力量，建

立共识、居民自我探索，共同保存该地的地方史与社会史。(3)运用博物馆管

理、保存地方自然地景与传统文化，同时，居民居住于此、工作于此，居民也

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在地居民与博物馆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透过不断地向

观众介绍此地文化，不断地建构自己对于该地的认同，并且强调集体居民共同

发展此地的概念。 
 

1980 年来发展「新博物馆学」是对传统博物馆的一种反思与挑战。进入 21
世纪，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之下，博物馆所面临新挑战是什么?未来博物馆的可能

性或许就是下一波博物馆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信息來源： 

1. 吴金桃 2003〈谁需要麦当劳化的美术馆？〉《文化研究月报》33 期

http://www.cc.ncu.edu.tw/~csa/oldjournal/33/journal_park282.htm 

2. 蔡昭仪 2005 〈从「全球古根海姆」论博物馆的策略联盟〉《博物馆学季刊》19（3） 

3. 张誉腾等著，2011《博物馆学 12 堂课:让你看见博物馆的多种面向》台北:国立台湾科学教

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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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纯译(Kenneth Hudson) ，2007《有影响力的博物馆》屏东: 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 

5. Schaer, Roland,1993,L’invention des musées, Paris :Gallimard/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l. 

6. A. Gob, N. Drouguet, 2008, La muséologie : histoire, developpements, enjeuxactuels, Paris : 

Armand Colin. 

7. V. McCall, C. Gray, 2013, Museum and the ‘New Museology’: theory, practice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Vol. 29, Routledge. 

 

(作者:法兰蔻，台北人，微思客总监，博物馆工作者。兴趣: 文化、艺术与博物

馆。微博：@法国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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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再现：荷兰国立博物馆 

 
博物馆是社会产物，博物馆改变随着社会改变而改变，也会随着时空改变

而有所改变。西方博物馆发展有其特有文化脉络背景，其发展模式可能不适用

中国。但是，就 21 世纪科技发展而言，2007 年，Apple 公司首次发表 iPhone
智能手机，宣告行动网络（The Mobile Web）时代来临。2012 年「大数据」分

析早已用于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4G 也大致于 2012 年开始流行，加速用户

上网速度。21 世纪人们正式进入 Web 3.0 网络时代，博物馆观众也习惯使用新

科技作为学习模式。 

那么，我们也必须思考新科技对于博物馆管理以及观众影响是什么？这篇

我想要专注于新科技对于博物馆的影响，并以荷兰国立博物馆为案例，分析

2013 年荷兰国立博物馆改头换面之后，透过哪些营销手法，让世界各地认识

它。 

▌荷兰国立博物馆优雅重生，抓住观众目光 

17 世纪的荷兰刚脱离西班牙独立，发展海上贸易，荷属东印度公司积极与

日本与东南亚进行贸易，主要进口香料，海上贸易为荷兰带来财富。荷兰黄金

时代不仅表现在国际贸易，同时也是荷兰艺术最光辉的时代，这个年代著名油

画画家：扬·弗美尔（Vemeer）擅长描绘女性形象与活动，《戴珍珠耳环的少

女》《倒牛奶的侍女》；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擅长捕捉人物的神情；伦

勃朗（Rembrandt）擅长叙述人物内心感受及性格，伦勃朗赋予《夜巡》每个角

色不同神情，表现荷兰国家荣誉与骄傲，成为荷兰绘画巅峰之作。这些著名艺

术家作品收藏在荷兰国立博物馆。当观众来到这里参观，会有一种重回 17 世纪

荷兰黄金时代氛围，让人真实感受到作品凝固 17 世纪荷兰人的样貌。 

蓝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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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世界美术馆之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这份视频最重要的一段是企图利用现代灯光照射技术与计算

机绘图，重现伦勃朗如何使用光影去呈现画中人物的内心感受与特性。 

1800 年，荷兰皇宫模仿罗浮宫于 The Hague 建造一栋国家美术馆。经过

一番波折，荷兰国立博物馆定居于阿姆斯特丹。这座重现文艺复兴哥特式风格

建筑物是由 Pierre Cuypers 设计与建造，1885 年对外开放。 

2003 年休馆后进行大整修，由西班牙建筑师 Cruz y Ortiz 负责规划设计，

恢复到 1885 哥特式外观，预计五年完成。没有想到在整修过程中，遇到最强劲

与棘手难题，就是原本荷兰博物馆地面层正中间，有一条廊道，是直接连接到

外部马路的「自行车隧道」。整修将要取消或缩减这个通道，却引来自行车联盟

强烈抗议，这个联盟在阿姆斯特丹有强大社会力量，他们不愿意因艺术而放弃

生活上的便利，因此，不断地去抵制博物馆整建。2008 年老馆长在面对讨论不

完的公听会，协调会与讨论会，挂冠求去，他说：「我花在自行车骑士身上的时

间，比伦勃朗还多。」继任新馆长不断坚持与努力，终于于 2013 年在荷兰女王

主持之下，博物馆在烟火中，亮丽重新开幕。这段博物馆精彩整修过程，是由

导演荷根蒂克（OekeHoogendijk）花了将近十年时间拍摄，完成。《风华再现：

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这部纪录片真实呈现整修时的概念设计，工程进行，

人物遭遇的困难以及人员的来来去去。(本段摘自张砚拓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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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风华再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预告) 

▌典藏：提供高分辨率图像免费下载使用 

荷兰国立博物馆重新开放之后，宣布一项最重要决定：将藏品当中十二万

五千件（持续增加中）文物上传到博物馆网站，免费提供用户下载高分辨率图

像，这是一项创举，将典藏国家文物的使用权重新交回观众手中。目前可以在

API 及 Rijksstudio 网及其他公用网络取得（Wikimedia Commons）图像。 

下这样决定的主因是新科技改变：整个世界都已经数码化，社交媒体与线

上社群兴起，新世代生活方式与以往不同，他们生活在 iPad，iPhone 无线网络

世界，他们不会按照博物馆的想法去参观。其次，博物馆为了让用户可以在网

络上查询到弗美尔作品《倒牛奶的侍女》最贴近真实色调的图像，博物馆重新

思考数字策略，决定归还公众免费使用权。 

典藏部主管 Taco Dibbits 认为「在网络世界，很难去维护自己的著作权及

图像使用，与其如此，不如提供高分辨率的好质量图像，提供用户使用，而不

是欣赏不好分辨率的图像。」开放之后，维基百科马上采用该馆网站最好质量图

像。同时，在 Google 图像搜寻，该网站图像首列第一行，因此，黄色低分辨率

的《倒牛奶的侍女》有可能将会消失在网络，高分辨率图像优势在于用户可以

看清楚图像各种细节，是学习非常重要的一点，如艺术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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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片有各种色调《倒牛奶的侍女》作品，正中间略黄图像是一般人认为最贴近作品原色，但，这一张

却是最糟照片。 (照片来源: Lizzy Jongma) 

 

博物馆原图像。(照片来源: Rijksmuseum Website) 

博物馆存在主要目的就是让更多人可以接近藏品，认识艺术品。因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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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数字策略是「Close to」：接近网络用户；接近藏品，引起动机；让观众接

近实体博物馆；博物馆专家近在咫尺；博物馆将藏品带入公众生活；邀请使用

者可以随时取用，建立自己的个性化空间，激发公众的创意。 

博物馆认为免费开放者不会损害实体博物馆存在，反而会吸引观众买票入

馆一睹艺术品的真面目；其次，与其花时间处理图像授权问题，不如花更多的

时间去募集基金。荷兰国立博物馆踏出重要一步「democratizing」Museum 
collection，真正实现博物馆以服务社会及其自身的发展，向公众开放藏品图

像。这将鼓励其他文化机构思考实现的可能性。这项数字政策引起国际媒体与

博物馆界的关注，博物馆也广邀不同领域设计师采用博物馆图像创作，博物馆

认为免费使用图像将让募款更容易。 

以下，简单扼要说明博物馆如何实现「Democratizing」Museum Collection
一些相关计划： 

2.1. Rijksstudio:make your own masterpiece 

2012 年成立 Rijksstudio，作为与网络用户互动主要场域，该网站鼓励使用

者建立属于自己典藏展。用户可以轻易探索图像，再利用、创作与分享到该网

站平台，目前已经有 202,300 个性化平台（持续增加中）。 

 

(照片来源: Rijksmuseum Website) 

43 
 



 微思客周刊第十六期 我们这一代，可以把什么放进博物馆? 
 

除了，专属个人典藏展之外，博物馆于 2013 年开启 Rijksstudio 奖，每年评

选一名获选者，前十名者将有机会在博物馆展示自己作品。 

 

2015 年前十名作品，灵感取自于下图(Jan Davidsz. de Heem, 1660 – 1670)(照片来源: Rijksmuseum Website) 

2.2.加入 Google Art Project 计划 

该馆预计与 Google 合作，将所有藏品放在 Art Project 这项计划，目前在

网站可以浏览菲利浦厅荷兰黄金时期重要的文物。 

2.3. App 作为观众研究的利器 

Augmenting Masterpieces App 设计由阿姆斯特丹大学与荷兰国立博物馆共同

合作计划。这项计划以用户为中心，链接数字接口与实体博物馆参观，从博物

馆实务与理论中，了解观众如何使用博物馆。研究初步发现观众并不是在第一

时间专心研究作品，而是分享参观经验到自己社群网站。研究员对于小朋友采

用 User Camera Study 方式，了解他们的参观路径。另外，透过简单三款 App
了解观众行为： 

• 第一款是以地点为主，放弃博物馆主动提供使用者深度阅读参观路线，

采用自由选取模式，站在定点之后，周围艺术品会出现在屏幕上，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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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己喜爱作品，并且录下自己的鉴赏内容，其他使用者也可以聆听

到这段录音。 

第一款

App(照片来源:http://augmentingmasterpieces.eu/) 

• 第二款 App 使用者协助博物馆找出博物馆内各项问题，拍照，留下自己

的意见。 

 

第二款 App(照片来源:http://augmentingmasterpiece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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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款 App是 Q/A，当使用者看见一件艺术品的时候，会看见一个问题

以及三个解答，当使用者回答问题之后，可以看见其他观众也选择此解

答的比例；若想要针对问题提出独特观点，也可以成为其他观众选答内

容。这项计划是期望可以提升观众参与性、贡献自己观察，拥有不同参

观经验。值得注意现象为观众非常开心可以提供自己参观感想，与博物

馆共创导览内容。 

 

第三款 App 由观众自己填写答案，这个答案也成为下一个观众的选单。(照片来

源:http://augmentingmasterpieces.eu/) 

这项计划理论基础透过 Augmentation 概念。Augment 在这里不是技术性

用语，而是「增加某些东西」意涵，观众可以将自己对于艺术作品诠释「增

加」进去导览内容当中。因此，我们可以提问：用户关注哪些艺术作品，关注

艺术作品哪些层面？博物馆各项设施是为谁而作？透过哪些接口可以让艺术作

品更具魅力？ 

2.4. App 作为导览利器 

App 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可以是广角镜头、时空机器，红外线扫描机，

素描垫与魔杖等等功能，带领观众认识博物馆或者自选自己参观行程。因此，

App 的主要功能包含 

 (1) take a guided tour 和 search by number，使用者可以聆听博物馆安排参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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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或自行设计； 

(2) Family quest，这是一款游戏，以团体或家人为主导览行程，参观八件文

物，这八件文物当中隐藏一些秘密，参与者将会有不同任务，有些是独自完成

任务，有些是一起完成任务。一旦解答这些秘密之后，就会有一个惊喜出现； 

(3) App 包含 3D 影音，若戴着耳机，让你浏览于展厅的同时，有一种与世隔绝

氛围。 

App 设计与线上 Rijksstudio 结合，共享一个账号，若在博物馆看见喜欢藏

品，也可以直接储存。App 提供八种语言，基础的日历，参观讯息等等。 

 

(照片来源: Rijksmuseum Website) 

▌结论: 新科技是博物馆管理利器还是昂贵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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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学者 Giorginin and Cardinali 所言：21 世纪学习模式将是以交互式

(interactivity)、协同合作(Collaboration)及个人化(Personalization)学习为主轴

（2003）。荷兰国立博物馆管理方式是从观众角度出发，调整博物馆对外服务政

策，包含馆藏文物图像开放，成立 Rijkstudio，让用户可以自行下载图像，自行

创作，并上传创作品到网站，这是一种以个人化学习为主轴；其次，展示与教

育嵌入新科技，博物馆设计 App 让公众自行选择参观行程，也是一种个人化的

学习，其中一个功能能够提供观众协同合作的一种学习模式。最吸引我的地方

在于 Augmenting Masterpieces 这款 App 的设计，深入了解博物馆使用者需

求，并征求使用者意见，共创博物馆导览内容。博物馆广纳观众意见的态度是

体现博物馆迈向 21 世纪，愿意采用新管理模式，以及透过科技更了解观众参观

习性，设计出更符合观众需求的博物馆内容。 

博物馆了解观众需求之后，在既有健全知识架构底下，设置完善数字内容

学习模式，符合时代与观众需求。但是，虽然我们在一个科技时代，也讲求观

众需求，然而，博物馆却不能忘却自己原有使命，也就是 ICOM 博物馆协会

2008 年所制定的定义：「永久设立的机构，以服务社会及其自身的发展，向公

众开放，这个机构获取、保存、研究、诠释与展示人类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

及环境，以获致博物馆教育、学习与娱乐等等目标。」或许我们说博物馆使用科

技协助使用者从不同方式去观赏与了解艺术，必须切记：技术是了解艺术的接

口或工具，不是主体，数字内容的设计不可以反客为主地将科技摆在首位，那

么，博物馆数字内容仅是昂贵行头、高级娱乐产品而已。 

1.F. Giorgini and F.Cardinali,2003, From Cultural Learning Objects to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Importance of Using StandardsinDigicult, Thematic Issus 42.J. Pekel, 2014, Democratising the 

Rijksmuseum, Europeana pro.（http：

//pro.europeana.eu/files/Europeana_Professional/Publications/Democratising%20the%20Rijksmuseum.pdf）

3.https://www.rijksmuseum.nl/en/rijksstudio/rijksstudio-at-the-

bijenkorf4.http://www.openculture.com/2015/04/rijksmuseum-digitizes-makes-free-online-210000-works-of-art-

masterpieces-included.html5.The Bigger Picture: The Rijksmuseum Digital Revolution – Lizzy Jongma, Rijksmuseum, 

Amsterda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Bv4-0V1NE6.张砚拓,2015,打穿那道光 ——《风华再现：阿姆斯

特丹国家博物馆》(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849)7.开幕时的广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TQmskJQyQw 

 

（作者: @法兰蔻：「微思客」微信公号总监。台北人，博物馆工作者。兴趣: 
文化、艺术与博物馆。热爱旅行。微博：@法国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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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为尊: 美国克利夫兰

美术馆 Gallery One 

 
▌前言：注入新博物馆学观念及引进新科技 

21 世纪「新博物馆学」的发展源自于博物馆内的专家与博物馆外的公众对

于传统博物馆学的不满。(Vergo 1989)传统博物馆强调「博物馆典藏、知识宝

库、专业研究员与文物保存者」，「新博物馆学」强调「由外向内、观众导向自

我探索学习、企业化经营」。博物馆经营者不再高高在上，他必须聆听各种不同

利益团体的声音及需求，扮演更主动的角色了解参观者或社区的需求。同时，

博物馆使用者也需要采取主动方式使用博物馆资源，丰富自己的学习内容与知

识，达到终身学习的目的。 

2013 年《地平线报告》对 2013 年到 2018 年这五年的博物馆应用科技的趋

势进行预测，其中有七项重要的趋势： 

1. 智能型手机带来最前卫的影响在于使用者不在使用桌面计算机去取得信

息，而是透过自己的行动载具随时随地都可以查询到他们想要的信息，

用于工作，学习，阅读，甚至连结到他们的社交网络。 
2. 博物馆使用者越来越习惯先上网浏览网页信息或者透过自己智能型手机

查询数据来决定他们参观的方式。 
3. 越来越多的观众期望可以使用高分辨率的图像与更完整的资源。而博物

馆拥有文物及诠释文物的权利，在有限经费之下，必须长期规划与更新

数字典藏内容。近几年，西方博物馆开始朝向开放馆藏高分辨率图像，

供用户免费下载使用。例如，上期介绍的荷兰国立博物馆、丹麦国家博

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 

法兰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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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整合与投入新科技技术及研究取向，提供那些无

法亲自参观实体博物馆观众一趟虚拟之旅。 
5. 博物馆各领域人员可以善用数字典藏资源于展厅或者各种形式的在线与

线下学习，这样方便馆员或博物馆用户深入了解对象、对象背景脉络。 
6. 21 世纪数字素养是必备能力，90%的信息是最近这两年所建立起来的，

博物馆相关领域越来越需要具备信息素养，以了解观众使用博物馆的模

式。 
7. 跨机构(如博物馆与社区、学校及其他单位)共同分享资源与协同合作的

模式越来越重要。 

若从新博物馆与新科技发展趋势来思考未来博物馆发展方向，哪些博物馆可

以成为当今博物馆发展的典范? 

本文将介绍美国克里芙兰美术馆因应这两方面的挑战，透过观众研究调查结

果，了解观众参观的需求是以浏览为主，而推出博物馆新形态的展示方式：

Gallery One 及其它附属新媒体展示。 

▌ 以观众为尊的克里芙兰美术馆 

"For the benefit of all people, forever." 

克里芙兰美术馆的设置受惠于两位企业家的捐款，并于 1913 年开始兴建，

3 年后完成，该馆的理念为 for the benefit of all people, forever。1960 年代、

1971、 1983 年分别进行不同程度的扩建。2005 年重新改装的目的是期望建构

一座《未来博物馆》，总经费共 25 亿美元。 

CMA 认为自己是一座以观众为中心的机构。休馆后开始进行观众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观众并不想按照策展人安排的参观动线参观，而以浏览方式决定是

否继续深入了解对象。其次，博物馆也理解传统墙壁说明牌只能提供对象基础

数据，无法让观众有意义地联结与博物馆展览与相关文物。根据这样的调查结

果，CMA 认为观众有权决定自己怎么参观，探索并且创造具有个人意义的参观

经验。同时，博物馆期望引领时代潮流，创造最先进的博物馆展览方式，决定

设置一座巨型互动空间，回应观众的需求。 

基于这样的理念，CMA 集合馆内的策展、设计、教育、诠释、技术和信息

部门，以及馆外合作的厂商包含媒体设计及发展的 Local Project、展示设计的 
Gallagher and Associations、视听媒体整合的 Zenith Systems, CMS 发展部门、定

位技术的 Navion、APP 内容发展的 Earprint Productions，共同设计以用户接口

为中心的互动设备：包含 Gallery One、Art Lens App、互动 Kiosks 和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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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当 2013 年 1 月 21 日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报导「在博物馆

界，每个人都在注意 CMS，他们有很多值得其他博物馆学习的地方。」（ Fr. A. 
Bernstein，2013）。 

▌CMA 新形态的展览与学习模式 

I hearand I forget. 

I seeand I remember. 

I do and I understand. 

1. Gallery one：形塑内容于媒介中  

Gallery one 解决当今困扰着 UI(自然人接口)设计者的难题，透过科技突显

内容的重要性与有趣性，为高科技找到新出路。Local Project 这家数字媒体公

司，在之前的 911 纪念馆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在那一次的设计当中，他们突破

传统纪念这些死于 911 的人们的方式，不再将这些人们的姓名刻在一座墙上，

而是让这座姓名墙与观众互动，将这些严肃的话题，转换成互动且轻松的方式

呈现出来，让观众不会觉得这样的议题严太肃而把参观当作是一种负担。再

者，很现实的事情就是一旦观众觉得无趣，一定会走开，不会在去博物馆或美

术馆。有了这样的策展经验及了解观众需求，Local Project 设计出 Gallery one 
及其他附属的多媒体互动模式。他们以观众需求为基准，透过动作与对象自然

而然的联结，让观众直觉性地了解艺术，亲近艺术作品。 

Gallery One 采用互动与身临其境数字技术，40 英尺长 MicroTile 百科全书

式常设展互动墙（4100 件文物），观众除了可以浏览单一对象之外，也有策展

人规画的主题展（例如爱欲望、风景）或者以媒材和地点分类的内容，观众也

也可以将作品下载(拉到)自己的 iPad，搭配 App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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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观众自带行动载具在博物馆使用是在这一两年兴起，这也跟行动载具

及整个行动网络的便利性有关。这博物馆限于设备经费采购问题，提供免费

WiFi、Apps 或 Qrcode，观众可以将自己最爱的对象，上传到社群媒体；也可以

透过行动载具客制化自己参观经验，决定自己学习模式，这样的学习方式更贴

近博物馆教育理念：自我，终身学习的概念。博物馆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了解观众的参观经验与特性。然而，博物馆必须注意到未拥有行动载具者的权

利，以及行动载具对身心障碍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拥有博物馆使用权。 

 

Gallery One 搭配下列的 App，让整个参观行为更具自主性。 

2. 少许的互动也是有趣的互动：ArtLens App 

这款 App 可以在家里或在博物馆浏览常设展品。 

想想你是做在计算机屏幕前的学习方式，还是滑动 iPad ,前者的方式比较像

在工作，后者的方式比较好玩，而且可以看见肢体细微改变影响科技的有趣

性。Local Project 客制化这个想法，提供 iPads 用户一个窗口可以更深入了解展

示品的背后更多的信息与内容，重点是让观众可以更接近艺术，而且艺术品永

远是中心焦点。Local Project 也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很多互动设计者犯了一个

毛病就是认为使用者有欲望学习科技新发明，想想自己下载一个 App，玩了 10
秒之后就没有再碰过这一款 App。复杂的技巧让人害怕科技，简单的科技让互

动更亲近与有趣，因此这款 App 界面设计简单，内容丰富与使用方便，提供观

众不同的需求。这款 App 主要功能包含： 

1. 邻近的对象（iPad）或者展厅（iPhone/Android），若在展场可以透过

wayfinding 技术探索艺术作品，同时观看或聆听影片、录音解说，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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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 wayfinding 技术，任意浏览展览或安排参观路线。也可以先在

Gallery One 下载自己想要参观的对象，再来参观。 
2. Today（iPad）/ Museum （iPhone/Android），提供每日馆内快照服务。 
3. Favorites（iPad）/ You （iPhone/Android），创造个人化的参观路线，储

存自己最爱的文物，分享到社群媒体给朋友。 
4. 导览：使用可以聆听博物馆安排的参观动线或自行设计，也可透过

Mapping 技术，站在自己想听得特别文物面前，就可以听到导览内容。

（J. Alexander 2014：347-362） 

 

3. Studio Play：找到合适方式让观众自己叙述故事 

让亲子共同探索文物，透过动手做和互动，创造艺术。 

儿童可以利用虚拟画布，创造自己的图案，也可以加框，例如 Jackson 
Pollack 的面前，有一个虚拟的画架，下载绘图工具，就可以在虚拟画布作画，

完成作品之后，也可以比较真实作品与自己作品的相似程度；或者，利用简单

线条或波浪纹去搜寻常设展类似的艺术品，透过这样亲手完成作品，比对真实

作品，让观众印象更深刻也更有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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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座互动 Kiosks：让观众扭动与微笑 

六座互动 Kiosks 是采取主题式内容，让用户可以深入地思考一个议题，

并透过 look closer 了解艺术品各个面向，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寄送到自己的社

群媒体，并与常设展连结，进而参观常设展或者特展。 

 

「Strike a Pose 屈膝摆臀」当你抢到一台交互式屏幕，屏幕上出现一幅雕

像，观众必须要摆出相同的姿势，体感运算会直接算出观众所摆的姿势与屏幕

出现的雕像相似程度，相度性越高分数越高，人体骨骼的扫描是透过人类所生

成骨骼数据库比对完成，观众若是满意自己的姿势，可以拍照，上传到自己的

社交媒体。 

 

54 
 



 微思客周刊第十六期 我们这一代，可以把什么放进博物馆? 
 

「Make a Face 做鬼脸」透过实时脸部扫描辨识观众做的千变万化的鬼

脸，透过数据库，找出类似的文物或艺术作品，将这些作品放在一个文件夹，

观众可以把这些作品上网传到自己的社交媒体，或分享给朋友。 

 

▌难题 : 科技是目的，还是工具 

程序设计者非常喜欢使用各种不同的科技，他们从未停下来想一想并不是

所有的人都喜欢了解或使用新科技。Local Project 团队认为博物馆的主体还是

内容，科技只是一个工具。他们不相信高科技可以增加博物馆观众参观经验的

价值，而是寻求以往使用过并且适合博物馆展览的科技技术，放在这座博物馆

的展览设计当中。这样的策略是成功的，观众对于这些科技不需要适应，不会

感到手足无措，增加了使用的亲切。 

即使，透过科技技术可以成功地吸引公众或者年轻族群的目光，但是有些

博物馆教育专家对于这类的装置是否可以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感到怀疑，克里

芙兰博物馆 Gallery One 开幕之后，有三位专家亲访这些装置，提出一些隐忧

与看法，例如 Anne Helmreich 提出「若提供观众他们想要的科技技术，他们是

否不会再去欣赏文物本身?」, Jason Jay Stevens 则认为「ArtLens App, 是一台音

乐拨放器!」，Jessimi Jones 说「ArtLens 可以让我接触很多的信息，但是无法让

我去延伸我的诠释或更进一步深入对象的意涵」(A. Helmreich 等 2012)。 

专家的隐忧是值得需要思考：透过观众研究分析后，如何运用科技，满足观

众需求，并达到教育的目的，这是博物馆的使命。其次，根据观众的需求，装

置是需要不断的修正与改良，而且必须记得科技永远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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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故事更吸引人，以及让观众主动去说与对象有关的故事。最后，我们必

须重新检视 21 世纪的学习模式与以往不同，需要从适合 21 世纪的学习模式去

考虑，要将诠释对象与历史的权利释放给公众，并与公众一起完成属于这个地

方，这座博物馆，这个小区与这个国家的故事。这才是新博物馆真正的期许与

追求的目标。 

 

1. J. Alexander, 2014, Gallery one at the Cleveland Museum in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Vol 57（3）：346-362 

2. St. Litt, 2014,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leads American art museums with its new Apple iPad 

mobile app and Gallery One education center, Cleveland.com（http：

//www.cleveland.com/arts/index.ssf/2013/01/cleveland_museum_of_art_leads.html 

3. Cliff, Kuang, 5 Lessons In UI Design, From A Breakthrough 

Museum(http://www.fastcodesign.com/1671845/5-lessons-in-ui-design-from-a-breakthrough-

museum) 

4. Jane Alexander,the Cleveland Museum Website http://www.clevelandart.org 

5. Transforming the Art Museum Experience: Gallery 

One(http://mw2013.museumsandtheweb.com/paper/transforming-the-art-museum-experience-

gallery-one-2/) 

 

(作者:法兰蔻，台北人，微思客总监，博物馆工作者。兴趣: 文化、艺术与博物

馆。微博：@法国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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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微思客| About us 

 

「微思客 WeThinker」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志愿者团队。 

 

我们秉持“跨界思维、国际视野、协同探索、分享新知”的理念，致力于从

不同的知识背景出发，以原创和选编的方式，推送精彩文章，推广公共阅读，

开启民智，共同打造更好的公共生活。 

 

「微思客」是今天中国极少数聚焦公共生活，致力于推出原创内容的新媒体。 

 

自 2014 年 2 月 21 日问世以来，微思客们坚持笔耕不辍、选编不停，没有

一天中断「分享新知」的脚步。至今，陆续建立了「微思客」微信公号

（wethinker2014）、「微思客」新浪微博（@WeThinker 微思客）、「微思客」腾

讯微博（@WeThinker 微思客）、「微思客」网站（www.wethinker.com）、「微思

客」财新博客（wethinker.blog.caixin.com），基本实现了重要社交媒体的覆盖。

同时，我们还与网易云阅读、拇指阅读合作，联合出版「微思客周刊」、「微思

客书评」。 

目前，「微思客」团队核心成员 21 人，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

国、英国、加拿大等地。 

 

「微思客」团队与众多海内外学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目前，「微思客」正

在筹备「微思客导师计划」，建立「微思客海内外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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