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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林曼麗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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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題：談故宮博物院的經營與藝術管理 
背景介紹： 

進入21世紀，博物館的存在不再只是擁文物自重，要能與時俱

進。林曼麗副院長，說故宮早期的功能是「保存」寶物及展覽，進入

20世紀後，重點在教育觀念，扮演著社會教育功能，以促進文化認

同的角色存在。然而，邁入21世紀之後，林曼麗副院長表示，博物

館應該要具有創新與美感；台灣本身從製造代工走入了創造品牌的時

代，博物館可以扮演更積極、多面向的角色，成為一個全方位經濟複

合體的結構。 

21世紀的博物館必須是具備創新與美感的經濟複合體，明確地

點出這個觀念的故宮副院長林曼麗，也正積極活化故宮文物的價值，

一連串的創舉，證明古文物也能創造新價值！ 

 



談故宮博物院的經營與藝術管理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林曼麗 女士 
 
前言 
 
余教授，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能有這個與大家交換心得及討論的機會。我的本職是大學教授，

每個禮拜還是有四個小時回台北教育大學上課。我最喜歡人家稱呼我為林老師，

那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名稱。我是學藝術出身的，當年學藝術是出於對藝術的熱

愛，現在從事藝術管理工作，也是因為對藝術的熱愛。我一直覺得，生命的價值

其實是讓我們活的有尊嚴，而人文藝術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常常比

喻，人生好似一輛腳踏車的兩個輪子，一個輪子是講求效率的，就是你們現在專

長的管理學，它也許有非常實質理性的效益馬上可以量化；另外一個輪子，它是

屬於生命的價值，無法被量化，它可以讓你活得更有尊嚴。這兩者缺一不可，否

則的話，這輛腳踏車便無法運轉。但長久以來我們社會的結構與價值觀把這兩個

部分塑造成--就算沒有背道而馳，至少也是平行的兩部分，也就是沒有交集。大
家都以為，談到經濟、管理等議題就無法與藝術扯上關係。而談藝術的人看經濟、

管理也覺得那是一種太形而下的東西，不符合我們學藝術的人的精神。 
 
長久以來這兩條平行線沒有辦法產生交集，但這幾年我也有新的體認與做

法，我自己從事多年藝術行政管理的工作，現在在故宮，過去在國家文化藝術基

金會（國藝會）擔任董事長，或者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北美館）擔任館長，我就

一直在倡導一個觀念，那就是藝術與經濟，產業與人文是可以結合的。不只是可

以對話，還可以變成生命共同體，這是二十一世紀很重要的趨勢，所以我們現在

才會談到所謂文化創意產業。未來的文化創意產業會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產業

之一。我認為二十一世紀就是一個整合的時代。二十世紀的學科基本上是分割

的，而二十一世紀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重整。以前我們會認為，學習的時候就

是要分科，不要說人文與科學的分界有這麼大，光是在我們藝術的領域裡面，學

美術的、學音樂的、學表演的，在我們那個年代裡面就隔行如隔山了，更不用說

藝術與科學的隔閡。 
 
現在已經很不一樣了，包括我們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藝術與人文領域裡面就

是要把美術音樂表演藝術等整合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藝術人文領域課程。長久以



來我們教育的方式是比較狹隘的，也就是以一種分科的技術主義的觀念來訓練人

才，就沒有辦法整合，產生全人的觀念。我覺得未來二十一世紀教育的趨勢是，

必須要有更宏觀完整的態度與能力。這當然也包括科技、藝術、人文、產業或經

濟都可以合起來談，藝術當然也可以談到管理行政，這對早期我們搞藝術的人來

講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我自己本身學的是藝術，到目前為止，藝術對我而言已經

不是畫一張畫，或做一個藝術作品的問題了，他幾乎已經成為了一種生活的態

度。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藝術變成一種生活態度，或思維上的一種

方式的時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為藝術執著的學習過程 
 
我自己學藝術出身，那個時候是因為我很喜歡藝術，我覺得藝術給我的滿足

與快樂是沒有辦法用其他東西取代的。在我年輕的時候，比你們都還小的時候，

我在台南長大。台南女中畢業以後，我們那個年代，競爭非常激烈，我自己認為

我是一個很會考試的人，應付考試都還可以。但我覺得，雖然我可以應付所有的

考試，都可以考得很好，總是覺得心裡沒有滿足。那時候就想說，該怎麼把自己

內在的情感表達出來，與別人產生共鳴，那種滿足感與快感是沒有辦法被取代

的，這與考試把答案填一填得到一個還不錯的分數，是截然不同的。在高中時代，

我就發現每次上美術課的時候，老師就到我的桌子旁邊，跟大家說我畫得很好。

我在想老師對我也有一些偏愛吧，在這之中我得到了一些鼓勵。在這種環境之

下，我開始覺得用畫筆來畫畫比起用筆來寫文章來得更痛快，因為更豐富更有

趣，有許多色彩線條的變化。在那個時候我也常常騎腳踏車到安平看夕陽，不知

為何，令人感到特別有力量與生命力，我把那種感動也化作自己的作品表達出

來。我一直覺得，我藝術歷程的開始就是這麼單純。我記得高三聯考的時候，我

跟我爸媽說我想要學藝術，填志願的時候，也沒多少選擇，大概只有國立藝專（現

台灣藝術大學）或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最好的選擇大概就是師大美術

系。師大美術系是術科與學科一起考，說實在的很不容易，因為名額只有三十幾

個，卻有好幾千人去考。那個時候，我聯考只填了一個志願，還被我的導師叫去

訓話，這件事我一輩子都記得，我跟老師說，任何一個系我都不想去讀，我只想

念藝術，即使是考上台大外文系，我都不想讀。我就覺得那是我唯一的選擇，現

在回想起過去的歷程，我還是覺得不會後悔。 
 
於是，藝術就變成了我的一個核心思想，這也影響了我現在的領導風格，作

為一個領導人，你是不是有核心思想，有沒有你的哲學思想，是很重要的。我覺

得一個領導人與技術官僚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一個技術官僚基本上在職務方面是

很操作性的，但是作為一個領導人必須要有願景，要有理想，否則他就沒有辦法

去說服，去領導別人。對我來說，我現在從事藝術相關的管理工作，在背後支撐

我可以勇往直前，有自信的面對挑戰，甚至可以做出一些奮鬥，就是這些核心思



維。我很幸運，後來考上了師大美術系，在這四年中，師大美術系培養了我對藝

術的一些基本能力。在那個年代藝術根本就是一種奢侈品，這就要提到我的另外

一個理念。藝術是生活的奢侈品，這已經是過去的觀念了，我記得我在北美館擔

任館長的時候，推出一個 slogan，就是「藝術是二十一世紀生活必需品」，我現
在在故宮推的則是「藝術是生活的消費品」。聽到消費品，大家可能會覺得，藝

術怎麼會變成消費品，好像就是把它降格了，當然不是如此。在我們那個年代，

藝術真的是一種奢侈品，我們的資訊各方面都很不足，甚至是要看到一本畫集都

是很困難的，自己也買不到。現在的學生相較之下就幸福多了，數位的檔案、照

片都非常的方便，你們可以很容易的就看到很多東西，時代真的有非常大的轉變

了，藝術開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我記得當年在師大美術系的時候，雖然在藝術創作上讓我覺得非常的滿足，

但在我畢業之後到國中去教書，那時發現，因為我對藝術的喜愛已經變成一種信

仰，作為一個藝術家，創作一個好的藝術品，是我不斷要追求的東西，但是亦有

另外一個使命，就是我希望讓更多人去接觸、瞭解藝術的意義。在我們的生命中，

藝術是可以發生作用的。所以那時候我在國中教書，每天都很認真，每天回去都

流鼻血，當時的國中很多都是放牛班，放牛班的孩子其實都還蠻可愛的，我每個

班都教，一個禮拜大概要上二十幾堂課，每天回去就流鼻血，我媽媽就很擔心。

我那時為什麼這樣投入，因為我覺得我應該要讓學生體會藝術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在那個時候我就有一個信念，我當一個藝術家只滿足我自己，而且我不一定

能成為那麼傑出的藝術家，要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

情，牽涉到先天與後天的很多因素。因此我就覺得，如果我能藉著對藝術的信念，

讓藝術與更多人分享、瞭解，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在國中教書的第

二年，開始覺得如果只是待在一個國中裡面教書，我每天教到流鼻血，可是能改

變的東西卻十分有限，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重新提升自己，也許以後能發揮更

大的影響力，也就是這個時候，我開始想出國留學。 
 
我們學藝術的人，出國留學通常都是去歐洲，我對美國也沒有什麼興趣，因

為這個國家比較大而化之，從我們藝術人的眼光來看，是比較沒有深度。可是我

父母不放心讓我一個女孩子跑到歐洲那麼遠的地方去，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後

決定去日本。那時候我也接受的原因是，日本跟我們比起來，的確有很多值得借

鏡學習的地方。我選擇了念東京大學的藝術教育，東京大學就是當時的帝國大

學。現在想起來，我人生的每個階段都很有趣，也許是我的直覺，因此那些判斷

都非常直接。我還記得我要去日本時，我跟我父母說要去就去東大，不然就不要

去了，所以我就申請東京大學。後來去了日本以後，我才發現我給自己選了一條

最難走的路，我在東京大學待了十年，從碩士到博士。我拿到東京大學的博士學

位時，我的博士學位上面寫著二十四號。東京大學一百年的歷史，這種大學的博

士學位是很少給的，尤其是文法科的博士學位幾乎是不給，很少人能拿到博士學



位。最近這幾年有很大的轉變，變得比較 open了，但以前就覺得文法科的東西
很難有一個標準，很難去評定你到底有沒有能拿到這個資格。我選了東京大學對

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加上我又選了藝術教育，出國前我們同學聚會，他們

都問我為什麼要選藝術教育。大家都想當藝術家，在我們那個時候，沒有人在談

藝術教育，我就跟他們講說，藝術家要生存也要有環境配合，這時候就需要藝術

教育，去營造一個適合的環境，才不會有一餐沒一餐，我就開玩笑說「將來你們

都要靠我」。我的同班同學，當然有很多人從事藝術創作，而我選擇了一條比較

不一樣的路，當然我也沒後悔。我覺得藝術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為止都是如此，

在年輕的時候，就想著要怎麼樣才能把它推廣更好，所以就到東京大學去了。最

後很幸運的拿到博士學位。在日本的那十年，對我影響十分深遠，我覺得在那十

年之中，讓我看到了台灣之後發展的許多可能性。我現在做的許多事情，在二十

年前的東京就看過了，後來回台灣我就知道這些事情會發生，不一定完全一樣，

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對應的。這對我也有某種程度的啟發，除了在學術研究

的專業能力之外，在生活方面所看到的對我影響也很大。 
 

藝術教育的先鋒 
 
我這一輩子是沒找過工作的，都是工作自己跑來找我。這不知道是好還是不

好，但這也許就是一個人的命運。在東京大學唸書的時候，當時國立台北師範學

院（現台北教育大學）的陳校長就寫了兩封信給我，希望我畢業之後能到國北師，

把國北師藝術系重新設立起來。其實國北師的歷史是比台大還要悠久的，它就是

當年的國語學校，日本人在 1895年來台的時候，九七或九八年就成立了這所學
校，國語學校就分成現在的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跟國北師，就是當時的第一師範與

第二師範。前者是給日本人讀的，後者是給台灣人讀的，所以台灣前輩的菁英有

非常大的一部份是出身於國北師。國北師扮演了台灣第一個高等教育的角色，這

也是為什麼今天台大在與國北師談合併的時候，國北師也有很大的堅持。國北師

在當年第二師範時是最早成立藝術科系的學校，所有你現在可以念得出名字的台

灣前輩藝術家，如李梅樹、廖繼春、郭柏川等人都是出身於國北師，當時是日治

時代，這講到台灣的美術發展史，又是另外一堂課了。我是師大畢業的，跟國北

師其實沒有那麼大的關係，但是我學的是美術，因此知道國北師扮演的角色，為

什麼國北師沒有藝術系了呢，是因為以前在師範的時代有一位校長很可愛，他想

說已經有音樂系跟美術系，就把音樂系留下來，美術系就拿掉，因為音樂系的人

比較有氣質，美術系的人都髒髒的。這是事實，所以美術系就被拿掉了，成為初

等教育的美勞組。從台灣的美術史來講，很多前輩都覺得很遺憾，因此決定重新

設立藝術系，當年我從日本回來就當了創系的系主任，把他設起來，並且建了藝

術館。 
 
大概有六年的時間我擔任系主任，其實我個人覺得那對我是一個非常大的學



習。十年的東京大學的體驗，整個正規學習，提升了我的專業能力與關照的眼界，

但是回到國北師這幾年，因為接了這個行政工作，讓我學到許多管理與領導的方

法。當時在創系的時候，我做了非常多改革，改變了術科的聯考制度。那時候本

來是師大在做，我非常堅持，把它做了一些調整。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變革，因

為我覺得藝術絕對不是一種技藝的訓練，它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層面，是牽涉到怎

麼樣讓人有創意，讓美感發展，層面非常的廣。以前的藝術科系只是訓練技藝，

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自然也無法成為大師，也許只能變成所謂的匠。當然這牽涉

到整個教育的問題，今天的重點不在這裡，我只是透過這樣的過程，讓大家瞭解

一下，我的領導經驗。 
 
我作了六年的系主任之後，說實在有點累了想離開，可是校長不讓我走，於

是我就申請了國科會的一個海外的研究，利用這個機會我又回到了日本，到東京

藝術大學客座了半年。好不容易把行政的工作卸掉了，在東京那半年我就很快樂

的畫畫與創作，想說從那邊回來後可以不用再做行政的工作了，充滿了輕鬆愉快

的心情，沒有想到回來隔天的一大早，早上八點就接到台北市政府打來的電話，

說陳水扁市長想要跟我見面，我也搞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從此以後就開始了

你們看到的我的經歷，那時候陳市長就說服我接了北美館的館長。我覺得機會來

臨的時候，你是不是能準備好，這是領導者一個很重要的態度。你是不是能做一

個好的領導者，其實也就在看你有沒有做好準備。這其實是一件不斷累積的過

程，到某一個程度，事情發生的時候，你才有能力去對應它。 
 

傳統中的變革 
 
接下來我想給大家看一點東西，是最近我在故宮處理的，比較不同的內容，

從那邊來談怎麼樣在一個傳統的組織裡面去變革創新，這跟領導當然也有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三支短片： 
 
（短片放映中） 
 
這是我找視覺藝術家王俊傑做的非常短的三支短片，這東西我把他放在國泰

世華銀行的 ATM，你去領錢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你剛剛看到了毛公鼎、象牙球、
雕橄欖核桃小舟，這三個東西當然都是我們故宮的國寶，但是對很多人來講，不

覺得這些東西跟我們的生活能產生什麼互動。可能你覺得這距離你非常遠，他就

會在另一個時空框框裡面走不出來。這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因為今天對故

宮而言我是一個外來者，當然故宮的東西我也熟悉，但是畢竟我以前在北美館或

國藝會所處理的都是當代的、最前衛的創作。藝術創作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創

新，藝術對我而言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沒有標準答案。沒有標準答案就有無限的可

能性，也因為有無限的可能，也就有無限的挑戰。在這之中就產生了很多無法預



期的東西，而這個東西要是好的，就是某種程度美感與價值的呈現。我覺得這種

不斷創新的觀念，跟我的生活，做事的態度，其實都是很有關係的。我這種人到

故宮去了，很多事情都不是故宮原有的人會去做的，因為在同樣的環境久了，自

然會對這樣的環境產生習慣性認同，也就比較不會想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這

也是現在博物館界的一個重要觀念，我上次跟幾個國外的館長談，他們也告訴我

非常類似的概念，現在博物館裡面要的組織人才，反而希望吸取一些博物館外面

的人，這樣的人往往比較能夠去改變、去創造。最近大家在談的藍海策略，就是

一種創新價值的東西，必須要有一個創新的理念，如何去檢討其實是非常重要

的。我的觀念就認為，以前我們在博物館的管理上是以物為中心，怎麼樣去保存、

研究、典藏，頂多做到展覽，甚至在展覽的時候也沒有考慮到人，只有考慮到物。

光線很暗，要恆溫恆濕，讓所有人進到我們故宮博物院都要打瞌睡了，走沒幾個

展間就累得要死，字牌又很小，眼睛很疲勞，你告訴他那文物有多了不起，看半

天，也許理智上還能這麼認為，但是你的 feeling就會告訴你沒有什麼感受，自
然也就不可能親近，這些文物也沒辦法在你的生命中扮演什麼角色。所以以我看

到的，通常都是小時候校外教學，被老師硬帶去故宮，就去那麼一次，以後你也

不會想去了。有一天出國留學回來了，你的外國朋友說你們台灣有一個故宮，那

裡面的東西有多了不起，改天他來台灣旅遊的時候，你就很驕傲的帶他去導遊一

下，那頂多也就只是這樣沾個醬油（導遊的諧音）就回來了。對你來講，故宮就

是這樣的存在，我就是想要改變這樣的情況。故宮的寶庫是台灣也是全世界文明

的重要資產，可是如果文物沒有辦法跟人對話，那也就跟物質的形骸沒有兩樣。

你可以把它放在庫房裡面一千年兩千年，它也還是物質的形骸。而這些文物為什

麼會有價值，是人給的價值，是人創造的。 
 
當時的人們最高的藝術表現，幾個世紀幾個年代幾千年幾百年的累積，在我

們現代人的生活裡面它的意義跟價值到底在哪裡，如果只是把它框在宋朝，那是

一千年前，很了不起，你到拍賣場，你看那個杯子就可以賣到兩億，你一定覺得

很奇怪那兩個小小的杯子跟我家的杯子比起來也沒有什麼特別，卻可以賣到兩

億。難道它的價值只是如此嗎？我當然不認為。為什麼我要從事藝術推廣的工

作，就是希望這些文物能夠走進我們的生活。甚至在人類現代的文明裡面創造新

的文明，建立新的文化、價值與美學。我認為所有的藝術創造都不會是無中生有，

人一定有過去現在跟未來，所以台灣很可惜啊，其實台灣的資源也不只有故宮，

如果要談台灣的資源，那太豐富了，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不然這談起來又是另

外一塊，要談整個台灣的文化特質的多元與豐富。先只講故宮就好了，既然在台

灣，可以說是東方文明，華夏文化精華中的精華，以前我們就把它供奉在那裡，

但是我說過，如果文物沒有辦法跟人產生關係，就沒有價值，它的意義就不會存

在，這是我的理念。現在已經從以物為中心的思維進入到以人為主的思考，這裡

面有很大的轉變，就是說一個單純的寶物樓的觀念，到現在二十一世紀，我認為

博物院是一個經濟複合體的結構。當然這個經濟複合體不是那麼簡單的純商業組



織，博物院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所有的獲利還是要回到組織的運作裡面，並不是

股東獲利，而是全民獲利，最後獲利還是要回到社會、國家、人民的身上。但是

一個博物院的產能是非常大的，但這個部分一直沒有被開發，所以就會覺得文物

只是在那個地方，頂多就是我們去看看罷了。我覺得，其實很可惜，我們大可以

發展的很好，除了減輕國家的負擔，甚至可以帶動相關經濟的繁榮，產業的發展，

所以我說博物院是一個經濟複合體的結構。 
 

全方位經濟複合體的故宮 
 
所以博物院已經不只是一個文化機構，也可以是一個文化休閒娛樂的結構

體，甚至可以跟整個產業作很大的整合，但先決條件是要跟人產生互動，只要能

產生互動，那很多事情都會改變。包括內部結構也要改變，不然沒辦法適應外在

的改變，跟人一產生關係，就從物件導向轉換到顧客、服務導向的觀念。這是一

個很大的工程，也考驗著領導者的能力。其實我一直覺得，很多理想對我們來說

是很簡單的，問題是能不能落實，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一個組織的領導，如果

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永遠都只是在紙上談兵，永遠只是個願景，沒有辦法落實

到策略與執行的層面，所以這就牽涉到 leadership的問題。特別是開創新的價值
的時候，那 leader更是要有完全不同的作法。我剛剛給大家看的是一個視覺藝術
家，來故宮搞了一個很酷的東西，把前衛藝術跟故宮結合，這樣的結合就可能開

創新的價值與可能性。如果一個文物只是放在陳列室發出幽光，它還是在那裡，

但是是有限的，要把它的價值變成無限，就要打開框框，讓它往外擴散，我稱之

為軟體化的經營。這就必須異業結盟，文物要結合當代人的思維、創意、美感、

美學、科技、技術去創造新的價值。二十一世紀就是一個整合的時代，把異類異

質的東西整合起來。我現在的工作就是整合的工作，不只是把東西湊在一起就好

了，首先要分析判斷各個東西的特質，哪些東西可以結合在一起，結合的方式策

略又是什麼，這需要很多創意。本來是散落的點，要把它們拼在一起，你要有你

的思維與判斷。這個方式要有創意，創造出來的東西不只是一加一等於二，我覺

得那種能量是加倍的。 
 
這個案子也是，我跟王俊傑說，我要速度，我要視覺，我要這個東西很酷很

炫，我跟他說這個東西要放在 ATM，我們去領錢的時候，幾秒的時間看到這個
東西，也許可以給你一些刺激。這並不是一個故事，就只是要傳達訊息，利用短

短的二十秒釋放訊息。讓你覺得怎麼不一樣了，這個文物好像很有趣。我不給標

準答案的，讓大家自己去想去感受，這才叫做藝術。藝術本來就不是藝術家的專

利，它可以融合在生活中的各個面相，我想你也可以成為生活的藝術家，如果你

能把那樣的東西納入生活，慢慢的也能改變你的內涵，你的特質。 
 
我知道我要的是什麼，我要怎麼去做。包括有什麼問題待我去解決，很多人



可能不能理解，甚至反對。畢竟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支持改革。但在過程當中

如何解決問題是門學問。對我來說改革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將它翻轉過來，這是

要根據每個人的特質來決定用哪一種方式。另一種我採用的方式是，與大家維持

很好的關係，就像我現在在故宮與同仁相處都是很融洽的。我也記得我剛到北美

館的時候，狀況非常糟，許多親朋好友都勸我別去。但我後來決定獨自一人前往，

在那裡的四年對我來說是相當寶貴的經驗。在組織中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去管

理，質變是要有策略的。只要點選對了，它自然就會擴散開來以致完成整個組織

的轉變，這就是我的方法。做了多年的領導者，我發現 Vision是相當重要的，組
織也才能有活力，否則便無法凝聚向心力。而快樂的工作是基本原則，即使要忙，

也得忙得很開心，這樣你的屬下也會一起快樂的沈浸在工作當中，無論現在或是

過去都是如此。若上下都能有這樣的共識，溝通和 organize是很重要的，就像師
生之間的關係一樣，設身處地為學生著想，希望他們都能青出於藍，即使在行政

機構我的做法都是如此，所以組織內的意見交流隨時是很暢通的。我在決策時也

會留下空間給下面的人做建言，在討論的過程更是珍貴，而我的屬下亦是很熱烈

的回應。只要想法比我好，我一定很高興的採納。但基本上雖然是開放，方向還

是得先定好，若沒有方向則是相當可悲並且可能沒有成果，所以我們應該要小心

這樣的情形發生，在過程中不斷動腦，並整合大家的意見。雖然每天都會產生許

多的問題，無論在任何組織中，像故宮中是相當保守的，自成一格，有自己的作

法，但隨著時代進步也有慢慢的在改變，若依照過去的官僚體系，是無法完成目

前的成就的，因為限制實在太多。所以，我必須要有好的人才，我帶了一名台大

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來幫忙我處理相關事務，才能解決問題，因為故宮內有太多

的法務問題。故宮相較起世界各大博物館是擁有相當豐厚的展覽品，但很多配套

措施卻不甚完整。要如何做才能符合社會國家的利益才能有發展，找到一個合理

的平衡點便是一個重要課題。所以策略的制定和執行都很重要。  
 
其實，藝文界也常常受到政黨的影響，所以比照英、美。成立了國家文化藝

術基金會，獨立於政治之外以防受其干擾資源的分配。但幾年前，我在國藝會時

剛好遇到它衰退之時，連薪水都發不出去。常被人批評效率過低。但我不願見到

國藝會倒下，於是我大力整頓財務結構使其良好的運用於平衡基金、銀行存款和

基金會內的運作。雖然有人覺得風險很大，不過我已設定好了規則，讓大家不用

為其風險耽心。結果，一年的投資報酬率約 6%左右，高出存款利率許多，也穩
定了財務狀況。另外為了募款的活動，我也開始推動所謂的藝企平台，說服了許

多企業主捐款，也回饋給企業達到雙贏的狀態。因為我們讓企業可以不用自己成

立一個基金會去做這些藝文活動，而藉由國藝會，他們能夠輕易地進行藝文贊助

的活動，一來我們得到資金得以推動藝文，另一方面他們也得以運用資金到社會

活動上。 
 
（播放影片） 



 
經過藝術家的努力，得以讓古典文物用 3D科技的手法呈現給大眾觀賞。未

來我們也會在中正機場二期航廈放置影片的展覽點給國內外的遊客看，讓大家知

道新舊之間的結合是有無限的可能的。只要有開放的思維，日常生活中藝術可說

是無所不在的，而我們擁有故宮這座寶山的品牌，更應該要好好利用我們的館藏

和科技長才。這個啟示是現代工業產品最好都要能融合文化內涵才能有生命力，

才能有發展前景。只要有故事，就能說服消費者花錢購買你的產品。但很遺憾國

內的產業卻還沒開始。所以現在業界在談的文化創意產業必須善用異業結盟的方

式，推展出工藝美學另外也能推廣東方文化。之前我們與國內法蘭瓷的合作便是

一個成功的案例。 
 
在博物館的創新模式方面，全世界各大博物館都已著手在做了，就只剩故宮

還沒有進行。不過我已經著手去處理，希望能讓科技來幫助發展出嶄新且能夠互

動的方式，來推動博物館的經營運作。 
 
（播放影片） 
 
這是最近甫完成的形象廣告，用現代的音樂和語調念出古典的詩詞。要除去

新舊的隔閡，當然東西方的結合也是一個發展的方向。雖然說起來好像很容易，

但要做到盡善盡美卻又是一大挑戰，能讓它們在生活中扮演一個精采和活潑的角

色，若藝術文物無法融入我們的生活，那麼它的意義也就失去了，這也是我們經

營博物館的使命。謝謝。 
 
Q&A 
 
問：請問林副院長，對於把故宮的文物文化推展到國際上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規

劃？ 
答：推展的手法很多，吸引很多人來看，如展覽。雖然故宮在國際上已有知名度，

但我們仍應繼續前進，讓藝術教育推廣到生活當中還可以使用其他手法。如拍電

影，設計週邊的商品，相信效果會慢慢的擴散開來。 
 
問：請問林老師對於台灣的藝術教育有什麼看法和如何落實？ 台灣又是多文化

的融合體，我們要如何擁有屬於台灣的獨特文化？ 
答：早期的美術音樂課是不足夠的。但拉到大環境來看，台灣的藝文活動的展現

其實是有在推展的。但學校的老師要怎麼善用社會資源連結到教學上也是很重要

的，要如何整合在一起都是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也是我目前想要推動的。我們參

考法國的做法，不只培養藝術的供給面（藝術家）也顧及了需求面（欣賞者），

才能有藝術的永續發展。 



另外正如同你所言台灣是混雜文化的融合體，擁有古老現代、東方西方的文化。

但這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我們也不應去框限它，只需要提供其發展的空間，足夠

的資源去發展，它們就會自己找到方向。 
 

余教授總結： 

２１世紀網路時代來臨，唱片的時代結束了，但不代表音樂結束了。因為載

體的改變，CD要消失了，現在轉換成數位化的檔案型式。我們的生活改變了。
真的很感慨，很多方面歐洲都領先我們很多，而日本與我們比較相近，也是我們

師法的對象。像十年前我在日本看的現象，如今也一一的呈現在台灣的社會當

中。剛才林老師也指出藝術要顧及經濟面才能有永續發展。很多人都把藝術管理

和藝術行銷搞混了，其實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像前面提到在藝術事業的經營上

財務的管理更是重要，相信大家今天聽了林老師都很有收穫，大家掌聲謝謝林老

師今天的蒞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