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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企圖透過影像媒介的觀點來探討博物館，欲了解影像如何媒介博

物館，也就是抽取博物館眾多部分中的影像運用進行探討，成為博物館

的影像史初探。為了解不同影像媒介特性框架下不同時期博物館的影像

運用與表現，研究者蒐集博物館運用影像媒介的實際資料，以影像媒介

不斷發展之下所具有的不同特性來分析博物館。 研究以國立故宮博物院

為對象，蒐集故宮運用影像媒介相關事實資料並進行整理，針對故宮呈

現於影像媒介上的相關資料，收集與整理過程中發現故宮的影像呈現隨

著影像媒介主要有三個面向，分別是作為紀錄與保存的呈現，以及出版

物的大量影像運用，最後在電視、電影和數位化的影像媒介下，轉以各



種形式的動態呈現，或者多元的影像結合。 最後以平面以及動的故宮作

為分類，以不同影像媒介的特性作為框架來觀看故宮，發現在影像媒介

所造成的影像靜與動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關鍵點在於攝影與數位化所

帶來的影像特性，其中發現故宮一步一步走向的是更加民主以及接近大

眾生活的步伐，然而不論何種影像媒介，不變的是觀眾的個人式的想

像，生活以及個人意義這樣的步伐，也意謂著走向了消費的邏輯。 總

之，博物館對這個社會或世界本身就有著訊息，是社會脈動的觀察家與

代言人，也是引導者與創作者，引導著我門，告訴我們正在哪。 關鍵

字：影像、博物館、媒介  

摘要

(英) 

The study attempts to view the media through images to explore the museum and 

understand how images mediate the museum by se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of the museum applies images.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museum's images in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under the different framework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s media.Try to sort out the image history of museum. 

Researcher collects the actual data the museum applies image media to develop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s media to analyze the museum. This is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at researcher collects and sorts out the actual 

data related to the use of images media. 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and sorting, 

the data shows there are threes main dimensions. Firstly, the present of record and 

preservation；Secondly, the application on a large number of images 

publication；Lastly, the television, film and digitizati on images media transform 

into various forms of dynamic presentation or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images. 

Finally, the research view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erms of graphic and 

dynamic forms as classification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image 

media as a framework. The result shows it’s very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classification. The key reason is the image features brought by 

digitalization and photography, which discover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s 

moving toward to more democratic and closer to the public life. No matter what 

kinds of media images, the audience's personal style of the imagination is constant. 

In short, the museum itself has a message toward the society or the world, which 

is an observer and an advocate within a social pulsation, also a creator and a guide 

to tell where we are. Keyword: image, museum, media(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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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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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0/6/16 

轉檔

日期 
2010/06/21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5156084 2010.6.16 11:28 114.41.26.78 new 01 030540 2010.6.21 10:11 

140.136.209.41 del 01 030540 2010.6.21 10:11 140.136.209.41 new 01 

異動

記錄 

C 495156084 Y2010.M6.D16 11:06 114.41.26.78 M 495156084 Y2010.M6.D16 

11:10 114.41.26.78 M 495156084 Y2010.M6.D16 11:23 114.41.26.78 M 

495156084 Y2010.M6.D16 11:24 114.41.26.78 M muse2157 Y2010.M6.D16 

11:29 114.41.26.78 M muse2157 Y2010.M6.D17 9:45 140.136.183.237 M 

muse2157 Y2010.M6.D17 9:45 140.136.183.237 M 030540 Y2010.M6.D18 16:05 

140.136.209.54 M 030540 Y2010.M6.D18 16:07 140.136.209.54 M 030540 

Y2010.M6.D18 16:19 140.136.209.54 M 030540 Y2010.M6.D18 16:22 

140.136.209.54 M 030540 Y2010.M6.D21 10:14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6.D21 10:14 140.136.209.41 I 030540 Y2010.M6.D21 10:17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