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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以博物館非觀眾為探究焦點，期能作為觸動博物館思考未來規劃的參

考，且提醒博物館在展示內容的詮釋能關注多元的民眾聲音。本研究採

用質性研究方法，以「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以下簡稱 OCAM）為個

案研究，針對 OCAM 的社區非觀眾為探究對象，即「本人或其親友從事

過基隆地區航運或港埠碼頭工作，並且在一段特定時間內從未參觀或只



參觀過一次 OCAM 之民眾」。以立意取向以及滾雪球抽樣方式選擇八位

參與者為研究對象，分為 48 歲以上、38 歲以下兩組，以瞭解不同世代的

想法。本研究目的為，增加 OCAM 對社區非觀眾的認識與瞭解，有助於

該館的社區非觀眾開發與溝通，以發揮 OCAM 之於社區所應扮演的角

色。研究探究重點在於瞭解這群研究參與者與基隆港相關的生活經驗以

及記憶片段、OCAM 的過去和現在如何與之產生關聯，以及其博物館經

驗與想像中的博物館為何；再者，瞭解研究參與者參觀 OCAM 時的互動

方式和行為，以及對於該展示內容的檢視與觀後感想，包括對於 OCAM

的期望與未來的想像。 無論是國家型或地方型博物館均應積極發展與社

區的夥伴關係，紮根於地方而非架空存在。根據研究資料，筆者就環境

規劃、展示規劃與觀眾發展經營三方面提出建議。此外，本研究發現

OCAM 在其誕生到後續的經營並未特別朝向社區或地方博物館發展；但

是在各種觀眾類別中，社區觀眾的開發與經營仍是不可忽略的。在具有

海洋性格的臺灣地區，本研究期能成為其他博物館發展目標觀眾開發策

略的參考，對一般博物館在社區發展與開發經營社區非觀眾方面提供一

種觀念與方式，提醒地方或社區型的博物館，藉此省思其經營發展與決

策過程中，是否真正去傾聽社區中的各種聲音。  

摘要

(英) 

This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a case study of the YM Oceanic Culture & Art Museum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OCAM), located in the inner Keelung Port.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esent non-visitors’ voices to inspire museums in the future planning, 

and to remind that museum professionals should listen to the various voices from 

the communities while planning the interpretation programme and exhibi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view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eight participants, age above 48-

year-old and below 38-year-old, agreed to participant the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They are the community non-visitors, that is, himself/ herself or the 

family members use to work or still work in the fields of marine transportation, or 

port services in the Keelung Port, morever, they have never visited or merely 

visited once the OCAM during a given period. The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attempt to know the participants’life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associated with 

the Keelung Port, how they related to the OCAM in the present and past, as well as 

how the participants imagine museums, furthermore, to understand their visiting 

behaviors and opinions to the exhibitions at the OCAM.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ty non-visitors and to express the 

social role of the OCAM while improving the further audienc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The findings lead to the suggestions about museum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exhibition plan and audience development for the OCAM and 

museums in Taiwan on planning long-tern target audience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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