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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新世代地方博物館論重視地方課題的發展，博物館與地方關係也起了

進一步的變化，博物館開始重視起與人之間的關係，開始重視與市民交

流，並培養市民對於地方的認識以及探索心，希望能與地方上的市民一同



經營支持博物館，創造並傳承地方上的文化，且成為市民於日常生活之中

便會利用的繼續性場所。   本研究對象為日本神奈川縣平塚市博物

館，研究者於 2012 年的四～六月前往該館實習，近距離的參加且觀察博

物館中的市民活動。平塚市博物館中市民活動十分盛行，從開館之前就有

與當地市民一同探索地方資料的活動，開館之後此活動依然繼續，發展到

現在博物館已經衍生出了十六種社團活動，當地市民能自由選擇有興趣的

領域參加。   本研究主要以博物館和市民的關係為主體，針對案例進

行探討，分析市民在博物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如何加入博物館的運作。

再以上述分析為基礎，反思台灣現今體例。提供台灣在博物館與社區上的

思考新方向，而在本研究中目的如下：（1）由博物館的日常活動來分析

地方博物館和市民的關係；（2）分析市民於地方博物館中扮演的角色，

和其如何由中產生地方意識；（3）分析結果及其於台灣實現的可能性。   

研究發現平塚市博物館在對待與市民相關的活動時有以下特點：（1）持

續而不間斷的活動；（2）配合市民成長的發展和延伸；（3）培養市民成

為活動主持者；（4）以不同的面向來看事物；（5）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成

果。在社團活動中，市民能學到相關知識和專業技能，經過長年的累積下

來，這些市民已經是博物館中經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他們幫助博物館收

集整理地方上的資料，一方面解決了博物館中人力不足的壓力之外，一方

面也培養出了市民對於地方的探索及認識。  

摘要

(英) 

  Since the theory of local museum of new generation put great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ss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useum and the local had 

further changed. Local museums start to emphasize the relation with people,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itizens and the training for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local.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local museums is to engage 

citizens in their operation, to create and pass down the local culture, and to let 

museums become a sustainable public space where citizens can make use of in their 

daily lives.   This research is a case study of the Hiratsuka City Museum in 

Kanagawa Prefecture in Japan. From April to June 2012, the researcher worked as 

an intern and joined the activities designed for the Hiratsuka citizens in the 

museum. The residents’ activities in the Hiratsuka City Museum are so blooming 

that they have held some activities such as the activity of looking for the local data 

before the museum opened. So far, there are already sixteen kinds of club activities. 

Citizens can attend the ones they like.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ratsuka City Museum and the citizens in the communit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ase and analyzed the role that citizens play in the museum and how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museum.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reflec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and another new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useum and the local in Taiwan.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1).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izens and the local museum from the daily activities in the museum; 2). 

discussion on the role citizens play in the museum and how the “sense of local” 

generated; 3). and analysis the possibility of putting this kind of model into practice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researcher learns the following fiv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attitude of the activities which Hiratsuka City Museum took 



toward: 1). constant activities; 2). the adjustment for residents’ development; 3) 

the training for residents for being the host of the activities; 4).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see things; and 5). and the far-sighted view to examine the outcome. 

In these club activities, the Hiratsuka citizens can acquire related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After the training for a long time, these citizens have already 

been the essential part of museum’s management. What they do includes helping 

the museum to collect the data. On the one hand, it solves the pressure of the luck 

of the human resource in the museum,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enhances 

residents’ ex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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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60.129.235 new 04 498156138 2013.2.5 20:20 118.160.129.235 new 05 

498156138 2013.2.5 20:20 118.160.129.235 new 06 498156138 2013.2.5 20:21 

118.160.129.235 new 07 498156138 2013.2.5 20:22 118.160.129.235 new 08 

498156138 2013.2.5 20:24 118.160.129.235 new 09 498156138 2013.2.5 20:28 

118.160.129.235 new 10 498156138 2013.2.5 20:29 118.160.129.235 new 11 

異動

記錄 

C 498156138 Y2013.M1.D16 15:51 118.167.56.37 M 498156138 Y2013.M1.D16 

15:51 118.167.56.37 M 498156138 Y2013.M1.D16 15:51 118.167.56.37 M 

498156138 Y2013.M1.D16 15:53 118.167.56.37 M 498156138 Y2013.M1.D16 

15:53 118.167.56.37 M 498156138 Y2013.M1.D23 16:58 36.226.71.121 M 

498156138 Y2013.M1.D29 12:15 118.160.132.198 M 498156138 Y2013.M1.D29 

12:15 118.160.132.198 M 498156138 Y2013.M1.D29 12:29 118.160.132.198 M 

498156138 Y2013.M2.D5 20:13 118.160.129.235 M 498156138 Y2013.M2.D5 

20:16 118.160.129.235 M 498156138 Y2013.M2.D5 20:16 118.160.129.235 M 

498156138 Y2013.M2.D5 20:16 118.160.129.235 M 498156138 Y2013.M2.D5 

20:16 118.160.129.235 M 498156138 Y2013.M2.D5 20:16 118.160.129.235 M 

498156138 Y2013.M2.D5 20:17 118.160.129.235 M 498156138 Y2013.M2.D5 

20:18 118.160.129.235 M 498156138 Y2013.M2.D5 20:19 118.160.129.235 M 

muse2157 Y2013.M2.D5 20:30 118.160.129.235 M muse2157 Y2013.M2.D6 8:41 

140.136.183.237 M muse2157 Y2013.M2.D6 8:41 140.136.183.237 M 030540 

Y2013.M2.D6 8:51 140.136.208.64 I 030540 Y2013.M2.D6 9:24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