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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推廣研習會 

報名簡章 

壹、緣起與目標 

文化部 106年 6月 22日發布施行「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法」（以

下簡稱辦法），就古物於財產管理、展藏保存、修護、安全、活化利

用管理等五面向，訂定符合國際憲章、文保專業規範之古物管理維護

規定，期使我國古物保存專業素質能逐步與國際同步。 

本活動邀請文物保存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針對辦法財產管理、

展覽與收藏、防災與安全、活化利用及寺廟管理維護等內容，以深入

淺出的理論說明搭配實務操作課程，讓與會者透過多元的課程建立古

物日常管理維護、保存修復之基本觀念。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主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三、承辦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叁、辦理內容 

一、研習日期與授課地點 

    北中南 3場，每日 6小時，共 18小時。研習內容請參考附件 1。 

 臺北場 

  時間：107年 10月 19日（五）。 

  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小白宮展演廳。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1號） 

    

  臺南場 

時間：107年 10月 26日（五）。 

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第一會議室。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1號） 

【報名此場次學員，請自行準備平面或立體物件於下午實務課程練習】 

 

臺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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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7年 10月 27日（六）。 

   地點：大里杙福興宮。（地址：臺中市大里區福興街 1號） 

  

二、招生對象及名額 

1.政府部門古物業務相關工作人員 

2.私有古物管理與工作人員 

3.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師生 

4.文物保存相關從業人員 

5.對文物保存管理關心之民眾等 

招收學員名額 60人，依報名先後錄取。  

肆、費用及研習時數  

一、研習費用：參加之學員不收取研習費用，交通請自理。礙於場

地因素，臺北場次不提供午餐便當，將於下午會後

發送餐盒，臺南場次與臺中場次提供午餐便當。 

二、研習時數：出席之公務人員可登錄學習時數。研習期間報到採

上、下午分別簽到制。請假逾總時數 1/3以上者，

將取消學員資格。 

伍、報名方式及錄取公告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年 10月 16日中午 12：00止。 

二、報名方式： 

    上網登錄：https://goo.gl/forms/epf3dVZIoPaKU2Vo1 

    電子郵件：填寫報名表寄至 2018crmchb@gmail.com 

    紙本傳真：06-693-0521 

洽詢專線：06-693-0100#2675，0930-872802郭小姐。 

三、主辦單位保有學員資格審核及錄取名額之權利，學員錄取名單

預計將於 107年 10月 17日中午 12：00起於下列網站公佈，

如因故無法前來，亦請事前通知報名聯絡人。 

(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http://www.boch.gov.tw 

(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http://giccrmo.tnnua.edu.tw/ 

 

陸、注意事項 

http://www.coc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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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響應環保，研習會場恕不提供紙杯，請學員攜帶個人杯具。 

二、除臺中場次提供接駁車外，臺北場與臺南場學員交通及住宿須

自理，交通資訊請參照附件 1。 

三、相關資訊請至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以及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

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網站查看。 

四、若發生不可抗力之因素影響活動進行（例如：風災、地震、火

災等），依規定公告於本局網站。 

五、為求最佳研習品質及效益，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力。 

 

【個人資料蒐集聲明】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告知學員下列事項： 

一、承辦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古所)蒐集學員個人資料之目的： 

1. 為處理課務所必需。(如保險、簽到表、識別證、課程異動通知、簡訊發

送及 e-mail等) 

2. 其他上級機關規定所必須。 

二、承辦單位蒐集學員個人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電話號碼、地址、e-mail

等，如報名表) 

三、承辦單位利用學員個人之資料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承辦單位存續期間或本所因執行課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 地區：承辦單位課務機構所在地、與本所有課務往來之機關(構)所在地。 

3. 對象：包括但不限於承辦單位、與承辦單位共同合作之單位、與承辦單位

有課務往來之機關(構)。 

4.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學員就承辦單位保有學員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

利： 

1. 得向承辦單位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2. 得向承辦單位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學員應為適當之釋明。 

3. 得向承辦單位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所因執行

課務所必須者，得不依學員請求為之。 

五、學員不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

惟學員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承辦單位將無法進行如上開蒐集目的之作

業，致無法提供學員各項服務。



4 
 

【附件 1】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推廣研習會課程內容 

場次 日期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備註 

臺北 
10/19 

（五） 

8:30-9:00 報到  

9:00-9:10 致詞  

9:10-10:00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概論 

蔡斐文 副教授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

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

究所 

10:10-11:00 活化利用概論 
黃茂榮 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1:10-12:00 收藏與展覽概論 張銘宏 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4:00-17:00 收藏與展覽實務課程 

臺南 
10/26 

（五） 

8:30-9:00 報到  

9:00-9:10 致詞  

9:10-10:00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概論 

蔡斐文 副教授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

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

究所 

10:10-12:00 
財產管理 

概論及實務課程 
黃瀞慧 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4:00-17:00 表面除塵與保護措施製作 
丘世馨 修護師 
玧修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 
10/27 

（六） 

8:30-9:00 報到  

9:00-9:10 致詞  

9:10-10:00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概論 

蔡斐文 副教授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

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

究所 

10:10-12:00 
寺廟古物管理維護 

概論與實務課程 
張銘宏 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4:00-17:00 
防災與安全 

概論與實務課程 
陳嘉欣 分隊長 

彰化縣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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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交通資訊 

臺北場上課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小白宮展演廳。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1號） 

開車： 

(1) 國道一號:台北交流道(25k)→重慶北路三段→重慶北路二段→重慶北路一段→重慶南路一段→左

轉愛國西路→在第 1 個十字路口向右轉，走公園路→繼續直行走南昌路一段→目的地在左邊 

(2) 國道一號:圓山交流道(23K) →建國高架道路往大安區→建國高架道路/建國高架道路(辛亥路)出

口下交流道往仁愛路→仁愛路二段接林森南路地下道→接南昌路一段→目的地在右邊 

步行：搭乘臺北捷運在中正紀念堂站 1、2或 7號出口出站，步行至園區。 

公車： 

公車站名 停靠該站的公車路線 

財政大樓 200,204,227,235,295,38,5,630,662,663 

南昌路 15,18,204,227,235,295,38,5,630,662,663 

捷運中正紀念堂 15,208 

中正紀念堂(羅斯福) 15,18,208,208直,236,236夜,251,252, 297,644,648,660 

臺北市立大學 252,644,660 

牯嶺街小劇場 1 

中正二分局 262,262區,304承德,304重慶 

臺北法院 262,262區,304承德,304重慶 

方向 本館往返南門園區交通路線 

本館往南門 241、243、706 

南門往本館 5、24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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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場 

上課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1F第 1會議室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1號) 

 

開車： 

(1) 國道一號:臺南交流道→東門路→府前路→南門路。 

(2) 國道一號:永康交流道→中正北路→中正南路→公園路→南門路。 

臺鐵：臺南火車站左前方中山路步行約 15 分鐘，計程車約 5 分鐘。 

高鐵：臺南高鐵站轉乘臺鐵沙崙線至臺南火車站步行或轉搭公車。 

公車： 

(1)搭乘 1、2、6、7、10、11、88 至民生綠園（臺灣文學館）下車。 

(2)搭乘紅藍線公車至中山╱民權路口下車，步行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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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場 

上課地點：大里杙福興宮。（地址：臺中市大里區福興街 1號） 

 

開車： 

(1) 國道一號: 大雅交流道(174K) →台 74線→環中東路→環中東路六段→於

大元路向右轉→國中路/中 106鄉道→福興街→目的地在右邊。 

(2) 國道三號: 中投交流道(209K) →台 63線左轉進入迴轉道→接中投東路二

段→駛至中投東路三段接大里路→於新興路/中 129 鄉道向左轉→福興街向

右轉→目的地在左邊。 

火車轉公車： 

(1) 台中車站(舊站出口) →至建國路中欣商務精品飯店前的台中火車站公車

站牌搭乘 281路公車(車程約 30-40分)→於大里站下車→新興路往北走右

轉入福興街→目的地在左邊。 

(2) 台中火車站(舊站出口) →至建國路中欣商務精品飯店前的台中火車站公

車站牌搭乘 59、132路公車→於大里區公所站下車→沿大里路往南走右轉

入福興街→目的地在右邊。 

接駁專車：上午臺中火車站→大里杙福興宮，下午大里杙福興宮→臺中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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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報名表 

 

2018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研習會報名表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通訊地址  

E-mail  

身分別 

□ 政府部門古物業務相關工作人員 

□ 私有古物管理與工作人員 

□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師生 

□ 文物保存相關從業人員 

□ 對文物保存管理關心之民眾等 

□ 其他                               

服務單位/ 

學校名稱 
 職稱  

報名場次 
□臺北場    □臺南場   □臺中場 

                        （臺中場，搭乘接駁車  □是  □否） 

餐食 □ 葷食    □ 素食 

活動 

資訊來源 

□ 文化部、文化局網站 

□ 博物館學會網站 

□ 活動海報 

□ 鄉、鎮、區公所通知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學校網站 

□ 各級學校活動公告 

□ 活動電子郵件公告 

□ 親友推薦 

□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