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Muse 共識營:博物館企畫小小兵

【報名簡章】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及臺南市博物館與地方館運籌團隊為協助地方文化館舍
及相關博物館從業人員加強館舍營運知能，歷年皆會辦理館舍培訓課程及交流
活動。今年度更擴大規劃，與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教育部智慧博物館專案辦
公室、雲林科技大學、嘉義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共同合作辦理活動，亦歡迎跨縣
市博物館相關從業人員一同參與此次交流活動暨培訓課程。
本次活動主題為「2018Muse 共識營:博物館企畫小小兵」，透過專題演講的
專業知識講授與經驗分享，及工作坊實作課程的操作與討論，引導博物館相關
從業人員將實務工作困境帶入課程實作，改善於書寫企畫書時所遇之困難，協
助學員加強企畫書寫作，以提升其專業知能與撰寫能力，得以爭取更多資源及
促進館舍發展品質。

【活動說明】
● 活動方式：專題講座、工作坊、成果發表、綜合座談。
● 活動內容：包括理論與實作兩部分。兩天的講座以專業知識、理論的陳述
為主，加上講者的經驗分享；工作坊則以實作為主，供學員現場實際操作
與討論，講師也會適時給予建議，並在最後進行成果發表。
● 活動日期：2018 年 09 月 05 日（三）—09 月 06 日（四），為期 2 天。
● 辦理單位：
◼

指導單位：文化部。

◼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

合辦單位：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專業人才培訓委員會、
教育部智慧博物館專案辦公室。

◼

協辦單位：雲林科技大學、嘉義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 活動地點：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南市官田區大崎里 66 號）。
● 活動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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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名額：
◼

本共識營之名額有限，錄取方式將依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會員與下列
研習對象標準進行篩選。

◼

限額 40 人。

● 研習對象：
◼

以公私立博物館、美術館及地方文化館從業人員為主；

◼

大專院校相關系所師生為第二順位；

◼

其他與博物館相關行業之從業人員為第三順位。

● 報名方式及日期：
◼

自公告日起至 2018 年 08 月 20 日（星期一）12:00 止，一律採網路報名。

◼

網路報名網址：https://goo.gl/Z6VBf8

◼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2018 年 08 月 21 日（星期二）。
（錄取名單將公告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網站、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網
站、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古所官網與 FB 粉絲專頁，並將寄 E-MAIL 通
知錄取者。）

● 若有活動相關問題，煩請聯絡臺南市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運籌計畫辦公室
（06-6930100 #2642）陳小姐或洪先生。
● 注意事項：
（一）本次課程有實務操作，學員如若方便尚請自備電腦。
（二）本活動提供公務人員時數（1 天時數為 7 小時，2 天共計 14 小時）。
（三）本活動提供第一天午、晚餐及第二天午餐。
（四）本活動提供住宿（南藝大招待會館），尚請自備盥洗用具。
（五）本活動提供善化火車站至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來回之接駁。
（六）現場備有飲水機，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筷、環保杯。
（七）如因天候停止上班上課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則暫停辦理工作坊，相關
活動訊息將公告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網站、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網
站、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古所官網與 FB 粉絲專頁。
（八）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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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議程】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09:00-09:30 學員報到

遠距教室

09:30-09:50 開幕式

遠距教室

專題演講（一）
主持人：耿鳳英 教授
09:50-10:50 講者：黃世輝 教授
講題：地方館計畫書之撰寫：建立在地方資源

遠距教室

與問題之上
10:50-11:00 中場休息
工作坊（一）：企劃書觀念模式
⚫ 組別 A【博物館的在地協作與異業整合】
講師：王新衡 助理教授
⚫

09 月 05 日（三） 11:00-12:30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組別 B【文創商品規劃】
講師：邱宗成 副教授
組別 C【展示規劃】
講師：耿鳳英 教授

⚫

組別 D【博物館行銷】
講師：曾信傑 副教授

⚫

組別 E【爭取社會資源】
講師：顏上晴 副教授

北畫廊 NG101
教室

北畫廊 NG101
教室

12:30-13:45 午餐/休息
工作坊（二）：企劃書內容架構
⚫ 組別 A【博物館的在地協作與異業整合】
講師：王新衡 助理教授
13:45-15:15

⚫

組別 B【文創商品規劃】
講師：邱宗成 副教授

⚫

組別 C【展示規劃】
講師：耿鳳英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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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畫廊 NG101
教室

⚫

組別 D【博物館行銷】
講師：曾信傑 副教授

⚫

組別 E【爭取社會資源】
講師：顏上晴 副教授

15:15-15:30 中場休息
工作坊（三）：企劃書寫作技巧
⚫ 組別 A【博物館的在地協作與異業整合】
講師：王新衡 助理教授
⚫

15:30-17:00 ⚫

09 月 06 日（四）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組別 B【文創商品規劃】
講師：邱宗成 副教授
組別 C【展示規劃】
講師：耿鳳英 教授

⚫

組別 D【博物館行銷】
講師：曾信傑 副教授

⚫

組別 E【爭取社會資源】
講師：顏上晴 副教授

北畫廊 NG101
教室

09:00-09:30 學員報到

遠距教室

專題演講（二）
主持人：曾信傑 副教授
09:30-10:30
講者：林詠能 教授
講題：從外部觀點看企畫書的撰寫

遠距教室

10:30-10:40 中場休息
工作坊（四）：企劃書排版與視覺呈現
⚫ 組別 A【博物館的在地協作與異業整合】
講師：王新衡 助理教授
10:40-12:10 ⚫

⚫

組別 B【文創商品規劃】
講師：邱宗成 副教授
組別 C【展示規劃】
講師：耿鳳英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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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畫廊 NG101
教室

⚫

組別 D【博物館行銷】
講師：曾信傑 副教授

⚫

組別 E【爭取社會資源】
講師：顏上晴 副教授
北畫廊 NG101
教室

12:10-13:30 午餐/休息
成果發表＊
講評人：林詠能教授、耿鳳英教授、邱宗成副
13:30-15:35
教授、顏上晴副教授、曾信傑副教授、王新衡
助理教授

遠距教室

15:35-16:10 中場休息／茶敘
綜合座談
主持人：曾信傑 副教授
16:10-17:00 與談人：林詠能教授、劉婉珍教授、耿鳳英教
授、邱宗成副教授、顏上晴副教授、王新衡助
理教授

遠距教室

＊本次共識營之工作坊將學員分為 5 個組別，成果發表時間分配為：每組別各
25 分鐘（發表時間為 15 分鐘，講評時間為 10 分鐘），5 組時間總計為 12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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