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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九十三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一一一一、、、、改善院區交通及改造展示空間改善院區交通及改造展示空間改善院區交通及改造展示空間改善院區交通及改造展示空間    

(一) 正館公共空間改善 

1.擴大公共門廳 

擴大原公共門廳之範圍，並將正館之前庭向外擴建，結合兩

翼之拱門通廊，形成一公共大廳，擴建部份設 150 人多用途

的「多媒體簡報室」及可容納約 300 人的大廳及辦公空間。

本工程完工後，預計可增加之各種功能之面積百分比詳見如

附表。 

2.公共空間重新調整 

將販售、服務、休憩、等候等公共性空間集中。原分設於三

樓之販售空間集中設置於東側，面向戶外庭園的景色。其餘

購票、詢問、服務等空間，則面向大眾，人潮巔峰時亦能維

持寬敞舒適的服務空間。 

3.擴大戶外平台 

本次擴建除可解決一樓平台人車混雜情形外，更將在二樓形

成一戶外平台。主館前將形成一行人徒步區，配合景觀，創

造一個寬闊的廣場 

4.增設採光中庭，恢復原建築格局的中庭，但以玻璃封頂引進

自然光，作為一樓的展示區。以休憩用之迴廊環繞於各樓層

之採光中庭，使參觀者視覺舒展，亦為主館東側與西側之重

要指引。 

（二）展覽動線調整 

1.垂直動線之改善 

一樓門廳及二樓國父銅像前改成一個大型挑空，形成一至三

樓屬連貫性的空間，搭配一座 13m 寬大型樓梯由一樓上二樓

來改善館內旅客參觀動線。 

2. 水平動線之改善 

將公共性空間集中，展覽空間重新調整，使得水平展覽動線

更加流暢。 

改善過去以器物為本的展覽方式，成為以史與時為主軸的多

元文物呈現。就一、二、三樓的陳列室動線，若由古迄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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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則觀眾可先三樓而下一樓，若自今而古，則順一樓而上

三樓，時空觀念有條不紊，歷史的發展源流分明。配合展示

空間及動線規畫，三樓走廊書畫手卷、冊頁陳列櫃取消，二

樓巨幅名畫櫃移至舊走廊位置，原書畫陳列室因裝不久，此

次擴建不重作。.改造展示空間後，參觀動線更加明確展品

集中，增強展示效果。 

（三）正館周邊環境改善 

1.正館前設置地下穿越車道，並設置有雨庇的上下車區，以電

扶梯直接連通上層門廳。 

2.種植喬木以遮擋車流，維持正面景觀之莊嚴性。 

3.穿越正館後以一分支匝道向上銜接行政大樓之外場道路及文

獻大樓之地下停車場出入口。 

4.正館東西側可開闢為地面停車場或提供未來擴建用地。 

 

二二二二、、、、舉辦國內外文物展覽與學術研究研討會舉辦國內外文物展覽與學術研究研討會舉辦國內外文物展覽與學術研究研討會舉辦國內外文物展覽與學術研究研討會    

（一）籌劃舉辦展覽： 

1. 92 年 12 月至 93 年 2 月舉辦「博古圖--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

的仿古與新變」特展 

2. 93 年 1 至 3 月舉辦「亞洲文物展」 

3. 93 年春舉辦「天子之寶」歸國展 

4. 93 年 5 月至 7 月舉辦「德國回餽展」(古典至現代名作展) 

5. 配合本院陳列室動線規劃工程，推出一系列以歷史為脈絡之

專題展，計有:「文明曙光展」、「古典文明展」、「唐宋文明展」、

「明清文明展」、「佛教展」。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 

93 年 1 月 15-16 日舉辦「玩古賞新--明清的賞玩文化」學術研

討會 
 

三三三三、、、、推展數位典藏及數位博物館推展數位典藏及數位博物館推展數位典藏及數位博物館推展數位典藏及數位博物館，，，，提供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提供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提供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提供網際網路資訊服務    

（一）故宮文物數位典藏系統之研製 
1.開發影像管理與查詢應用系統 

2.規劃建置數位影像授權系統 

3.建置文物 3D 影像並研擬相關規格 



 3 

4.提昇文物數位化生產系統效能 

5.擴增資料儲存設備與備份系統 

（二）故宮文物數位博物館建置與加值應用 

1.文物數位博物館專案規劃及系統整合 

2.開發多種國際語文版全球資訊網及支援多媒體光碟製作 

3.規劃與建置文物數位電影播放廳及多媒體展示系統 

4.推廣故宮文物數位加值應用產品的全球發行 

（三）故宮文物數位學習 

1.建立文物數位學習網 

2.建置「數位學習示範中心」 

3.建置「無線導覽系統」 

（四）推動行政業務電腦化 

1.執行行政院推動數位台灣「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政策，建置隨選視訊系統，展現本院文物數位化之成果。 

2.執行研考會推動資訊化管理政策，各類公文書製作，全面採

用橫式書寫。以及開發公文影像檔案管理系統，將公文檔案

掃描成電子數位檔儲存。 

3.進行系統移轉工作，將舊系統汰換成新系統，並擴增電腦化

行政系統，及文物管理應用系統之系統移轉，以提升行政效

率。 

4.提升資訊環境，擴充全球資訊網伺服器，擴充光纖網路系統，

及增設高速聯外網路專線，以提高網路頻寬。汰換老舊個人

電腦、印表機等設備。 

5.執行行政院資訊安全基礎建設之政策，並依等級 B 之資訊安

全分級規定，提升本院資訊安全環境，並進行教育訓練等。 

 

四四四四、、、、改善全院導覽系統及落實博物館教育推廣改善全院導覽系統及落實博物館教育推廣改善全院導覽系統及落實博物館教育推廣改善全院導覽系統及落實博物館教育推廣    

（一）博物館教育推廣目標 (持續性教育目標) 
1.導覽服務 

（1）辦理國內外貴賓團體接待導覽 

（2）提供每日上、下午各二場中文固定導覽及文物專題導

覽服務，以及上、下午各一場英文固定導覽服務。 

（3）假日青少年暨親子導覽服務。 

（4）開放民眾預約申請台語導覽及張大千紀念館導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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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級學校團體參觀暨教學服務 

（1）優質專題導覽及精華文物導覽服務。 

（2）辦理免費參觀證件申請及寒暑假實習生申請。 

（3）辦理身心障礙學校團體參觀導覽服務。 

3. 文物研習與藝文活動 

（1）辦理教師游藝進修及研習活動。 

（2）不定期邀請國內外學者配合特展及院內相關活動舉辦

系列性學術及專題演講。 

（3）舉辦寒、暑假文物研習會。 

（4）辦理導遊人員故宮文物培訓課程。 

4.每年舉辦兒童文化研習營 

5.即時更新教育推廣相關網頁 

（二）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達到節省政府開支及教育
推廣之目標 

1.辦理本國籍成人志工、高中學生文化志工、外國籍志工培訓

與管理 

2.績優志工表揚與獎勵 

（三）博物館館際交流與資源分享活動 

1.辦理博物館資源整合座談會 

 

五五五五、、、、健全全球化出版授權並加強行銷健全全球化出版授權並加強行銷健全全球化出版授權並加強行銷健全全球化出版授權並加強行銷    

（一）建立本院文物數位影像授權電子商務平台，利用網

際網路擴大全球化授權。 

（二）建立本院多國語文編譯小組，主動進行出版品翻譯

及授權發行，建構國際行銷網絡。 
 

六六六六、、、、加強書畫維護保存及文物科技維護加強書畫維護保存及文物科技維護加強書畫維護保存及文物科技維護加強書畫維護保存及文物科技維護    

（一）提升本院維護文物修復軟硬體設施 

（二）新增文物材質分析儀器設施 

（三）加強文物保存科技研發技術 

（四）辦理文物科技展示與教育推廣出席世界藝術史會議
注重防盜、防火、防水、監視器、電腦讀卡機與電



 5 

器設備等檢查工作，確保本院藏品安全。清潔維護
並加強文物防震、防蟲、防黴及溫濕度控制等措施，
提供藏品最完善之環境條件。管理文物之開箱、提
件、歸箱及庫房出入管制工作。 

 

七七七七、、、、強化文物安全維護管理系統強化文物安全維護管理系統強化文物安全維護管理系統強化文物安全維護管理系統    

（一）文物清點情形 

1.沒有高品質的登錄資料，典藏的價值無形中就降低了。本組

除平時輸入新增資料外，尚需不斷檢驗核校已登錄資料之正

確性，然而本院藏品浩繁，登記組例行業務龐雜，全面清點

執行上恐力有未逮處，際此，僅能以每季抽點方式代替之。 

2.抽點作業原則： 

（1） 院部抽點人員：院長、副院長、典藏單位處長共同參與，

登記組執行作業。 

（2） 抽點範圍、方式：按本院藏品基本資料建檔比例逐步進

行抽點作業。 

（3） 抽點頻率與程序：一年四季，以每季一處，分四季處理。

於九十年度第四季首由書畫處自十二月始進行抽點。 

（4） 抽點程序為：先請院長(副院長)根據院藏清冊抽件後，

交由典藏單位於庫房進行點驗，每次抽點以一天為原

則。逐件進行抽點後，並進行登錄點檢紀錄。 

（二）安全系統方面 

院區安全包括人員與文物兩方面，建構院區警衛巡邏系統及

通訊設備更新、閉路監視系統升級汰換，安全系統主機周邊

人機介面汰換以加強安全管理，達到『零』意外事故之安全

目標。 

 

八八八八、、、、籌建南部分院籌建南部分院籌建南部分院籌建南部分院    

（一）籌建南部分院之宗旨 

本院南部分院擬朝向亞洲分院而努力，以故宮現有收藏為基

礎，從東亞文物出發，進一步發展，收藏及展出亞洲其他地

區的文物藝術品。一方面著眼台灣社會現有需求，另一方面

是出於對國立故宮博物院長程發展的正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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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養民眾對亞洲多元文化的認識 

台灣是亞洲的一部份，但長期以來社會大眾對亞洲並不了

解，本院計劃朝向一亞洲博物館而努力，彌補臺灣目前對

亞洲認識不足的缺憾，培養民眾對亞洲多元文化的認識。 

2.深化對故宮現有華夏典藏的研究與欣賞 

國立故宮博物院長期以來典藏、研究中國文物，然而亞洲

歷史上各區域間文化交流密切，欲對中國藝術與文物有更

深一層的認識，必須從全亞洲的角度觀照，從文化的互動

與影響來深化對現有典藏的研究與欣賞，這也是現今國際

上藝術史學界與博物館界的趨勢。    

（二）故宮分院的展望與規劃 

考量目前國內博物館生態，我國極端缺乏認識外國文化藝術

的博物館，尤其我們位處亞洲，對亞洲並不了解，所以分院

將走出本院原有的格局，以亞洲文物的博物館為發展目標。

目前我國積極走向世界，對應於外交上的南進政策，必須同

時從文化教育上使國人對亞洲其他國家的文化有更深刻的認

識。本院將分院定位為亞洲博物館，除其現實意義外，也想

從文化史的角度呈現亞洲多元文化，加強民眾對台灣週邊環

境的認識，讓觀眾透過比較，能深刻了解各種文化的特質，

塑造民眾寬廣的世界觀。 

定位為亞洲博物館的分院，將可於目前故宮豐富的東亞（中

國）文物院藏外，再擴充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文物的收

藏，或舉辦相關的展覽，完成加強本院作為國內最重要博物

館的任務。 

（三）九十三年度工作計畫 

為積極進行籌建工作的推動，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分院籌備

委員會」，下設二個規劃小組：「分院館廳及園區規劃小組」

職司分院硬體建設相關事宜與「分院典藏及展覽規劃小組」

職司分院軟體建設相關事宜。93 年度擬積極展開有關基地環

境影響評估、基地勘察測量、建築基地調查、在地住民意見

調查等先期作業。 

 

九九九九、、、、作業基金發展作業基金發展作業基金發展作業基金發展    

（一）加強產品研發 
1. 年度產品總體檢，加強品質控管及說明書附件、改進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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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以迎合消費市場的競爭能力。 

2. 廣徵委外廠商鼓舞新產品開發及投資意願；並適時提出研發

主題以刺激腦力激盪。 

（二）推廣經銷據點 

1. 九十一年已在全國建立有台中港區藝術中心等六個委外經

銷據點，九十二年預計繼續開發委外經銷據點三處。 

2. 九十三年預計繼續開拓二處委外經銷據點及提昇自營銷售

據點的業績，以增加基金收入。 

（三）建置故宮電子商城 

1. 電子商務平台（網路購物）可再增加入口連結並加強推薦、

特賣…等各式行銷企劃。 

2. 連結名畫複製及數位影像大圖輸出之網路訂製服務。 

（四）產品製作計畫 

配合本院各項展覽及專題特展，加強文物複製品及藝術紀念

品之開發、製作與銷售，一方面可藉以推廣文物教育，二方

面還可豐富基金助益發展。 

1. 文物複製品產銷計畫： 

（1） 瓷器複製品 20 種×100 件×1000 元＝2000 千元； 

（2） 青銅器複製品 10 種×5 件×4000 元＝200 千元； 

（3） 文房四寶 10 種×500 件×300 元＝1500 千元； 

（4） 漆器 10 種×1000 件×100 元＝1000 千元； 

（5） 縮小青銅器 10 種×300 件×500 元＝1500 千元。 

2.藝術紀念品產銷計畫：總件數315000件×200元=63000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