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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震旦博物馆志工培育营 
简章 

                                   

一、 宗旨： 
「人才，是博物馆的核心」！「震旦博物馆志工培育营」是由上海震

旦博物馆主办，并由台湾辅仁大学博物馆学研究所规划与执行。

本志工培育营将于 2016 年暑假开办，广招对中国艺术与文物有

兴趣并对博物馆工作有奉献热诚的大学学生与一般民众，担任震

旦博物馆志工。同时，提供博物馆学以及艺术史与文物课程密集

训练。此外，其中表现优异的大学青年志工将获震旦博物馆推荐，

赴海外研究所深造或实习，学成后将优先录取为震旦博物馆正式

馆员，为大学青年提供进入博物馆这一行的工作机会。 
 
二、 培训对象： 
（一） 大学本科英语系二、三、四年级学生，或本科非英语系但具有

英语能力检定证明的二、三、四年级学生。 
（二） 一般民众，对艺术史与文物欣赏有兴趣者。 

 
三、 招收人数：大学学生约 60 名，一般民众约 40 名。 

 
四、 活动内容：  
 （一）培训课程： 

1. 于 2016 年、2017 年暑假分别举办一系列培训课程。从基础

概论到进阶专题，文物艺术知识到生活美学赏析，以及博物

馆学基础概论。培训课程有助于提升志工对博物馆工作的了

解与文物的认识，并建立长期学习型的成长团体。 
2. 课程包括「开训简介」、「文物概论课程」与「文物专题课程」。 
3. 课程内容与时程：  

第一年课程第一阶段包含「开训简介」与「文物概论课程」，

2016 年 8 月 15 日~20 日举办。第二年课程为「文物专题课

程」，2017 年 8 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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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训简介：四小时 
讲授博物馆教育的基础概念及志愿服务的本质与受服务者

的权益，凝聚培训志工队的博物馆认同与向心力。 
日期/时间 讲习主题 时数 讲师（暂定） 内容 

2016/8/15
（一） 

9:25~11:25 

震旦博物馆

简介 
2 小时 赖素铃馆长 

创馆历史、宗旨、

研究与服务项目、

未来规画或远景。 
2016/8/15
（一） 

14:00~16:00 

博物馆志工

的本质 
2 小时 

周功鑫博士 
前台北故宫

博物院院长 

志愿者工作的本质

与内涵。 

 
(2) 文物概论课程：二十小时 
每堂二小时，共十堂。以暑假密集上课方式进行。 

日期/时间 课程主题 时数 

2016/8/16（二） 
10:00~12:00 

1.陶器：新石器时代 2 小时 

2016/8/16（二） 
14:00~16:00 

2.陶器：商周至汉代 2 小时 

2016/8/17（三） 
10:00~12:00 

3.瓷器：汉代以后至唐代以前 2 小时 

2016/8/17（三） 
14:00~16:00 

4.瓷器：唐代至宋代 2 小时 

2016/8/18（四） 
10:00~12:00 

5.瓷器：元、明、清代 2 小时 

2016/8/18（四） 
14:00~16:00 

6.玉器：新石器时代与商周 2 小时 

2016/8/19（五） 
10:00~12:00 

7.玉器：春秋战国与汉代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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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19（五） 
14:00~16:00 

8.玉器：唐、宋、元、明、清 2 小时 

2016/8/20（六） 
10:00~12:00 

9.佛教艺术：汉代至魏晋南北朝 2 小时 

2016/8/20（六） 
14:00~16:00 

10.佛教艺术：唐至清代 2 小时 

*本课表若有异动，以主办单位最后公告版本为准。 
 

(3)文物专题课程：（2017 年 8 月开始，详细课表，另行公告） 
二十小时 
每堂二小时，共十堂。采每周上课一次方式进行。以专题方

式讲授进阶文物知识、艺术鉴赏与博物馆学概论课程。 
专题范围（暂定） 时数 

1.新石器时代彩陶赏析之专题 2 小时 

2.青瓷之专题 2 小时 

3.贸易瓷发展之专题 2 小时 

4.红山文化专题 2 小时 

5.良渚文化专题 2 小时 

6.战国玉器纹饰赏析之专题 2 小时 

7.佛教艺术东渐之专题 2 小时 

8.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赏析之专题 2 小时 

9.了解博物馆观众 2 小时 

10.博物馆学当代专题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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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阵容： 
周功鑫 
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中国艺术史、博物馆管理、博物馆营销、博物馆展览、博物馆募款 
 
陈克伦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陶瓷 
 
吴棠海 
震旦博物馆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代玉器、古代陶瓷器 
 
王屹峰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 
陶瓷 
 
陆明华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主任 
陶瓷 
 
张东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陶瓷 
 
陈洁 
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 
陶瓷 
 
赖素铃 
震旦博物馆馆长 
 
苏瑶华 
台湾辅仁大学博物馆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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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经营管理、博物馆商业机制与文化创意产业、创意群聚、文化

政策与文化研究、艺术节庆策展、艺术介入社会、公共艺术、都市再

生 
 
张丽端 
台北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玉器 
 
余佩瑾 
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处长 
瓷器 
 
潘襎 
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 
禅文化、佛教文化、美学哲思 
 
巴东 
前任历史博物馆展览组长 
博物馆行政（研究、展览、典藏）、艺术鉴赏学，中西绘画、美学 
 
张临生 
前震旦博物馆馆长、前台湾故官博物院副院长 
古器物学、青铜器 
 
寻婧元 
震旦博物馆资深总监 
古器物学个案研究、陶瓷、玉器 
 
 （二）志愿服务实习： 

完成第一年暑假的「开训简介」与「文物概论课程」后，开始

担任博物馆志愿服务实习工作，每月至少服务两次，每次满一

个完整时段（上午班、下午班、晚上班或全天班）。（志愿服务

规范依照「震旦博物馆志愿者管理办法」办理，请参阅震旦博

物馆官网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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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uroramuseum.cn/index.php?c=content&a=list&catid=
38 ）。 

 
 （三）英语导览志工资格： 

1. 完成「开训简介」、「文物概论课程」与「文物专题课程」，且

参与「英语能力提升课程」与「读书会」的大学青年志工。 
2. 且通过两年「课程考核」与「实习考核」的大学青年志工。 

(1) 考核方式：笔试及课程出席率与平时参与表现。 
(2) 考核者包含震旦博物馆馆员与博物馆学专家学者。 

3. 「英语能力提升课程」内容：（2016 年 8 月 27 日~12 月 10 日

举办）十六小时 
每堂二小时，共计八堂。每两周上课一次，共计八周课程。分

为 A、B 两班，每班不超过四十人。学员按指定阅读有关中国

艺术与文物的英文读物并与英语讲师以英语讨论方式进行，以

培养英文介绍中国艺术及文物的能力。    
日期/时间 主题（暂定） 时数 

2016/8/27（六） 
A 班：10:00~12:00 
B 班：14:00~16:00 

1.导览礼仪英语 2 小时 

2016/9/10（六） 
A 班：10:00~12:00 
B 班：14:00~16:00 

2.中国古代陶瓷器讨论（一） 2 小时 

2016/9/24（六） 
A 班：10:00~12:00 
B 班：14:00~16:00 

3. 中国古代陶瓷器讨论（二） 2 小时 

2016/10/15（六） 
A 班：10:00~12:00 
B 班：14:00~16:00 

4. 中国古代玉器讨论（一） 2 小时 

2016/10/22（六） 
A 班：10:00~12:00 
B 班：14:00~16:00 

5. 中国古代玉器讨论（二） 2 小时 

2016/11/12（六） 
A 班：10:00~12:00 
B 班：14:00~16:00 

6.中国佛教艺术讨论（一） 2 小时 

2016/11/26（六） 
A 班：10:00~12:00 
B 班：14:00~16:00 

7.中国佛教艺术讨论（二） 2 小时 

http://www.auroramuseum.cn/index.php?c=content&a=list&catid=38
http://www.auroramuseum.cn/index.php?c=content&a=list&catid=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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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0（六） 
A 班：10:00~12:00 
B 班：14:00~16:00 

8.馆内展示参观讨论 2 小时 

*本课表若有异动，以主办单位最后公告版本为准。 
 

4. 「读书会」说明：2016 年 9 月 3 日开始举办（详细课表，

另行公告）。带领志工们分享与讨论研读中国艺术心得。 
5. 英语导览志工管理办法依震旦博物馆志愿服务相关规定。 

 
 （四）大学青年志工申请研究所奖学金办法： 

1. 甄选资格：完成「开训简介」、「文物概论课程」与「文物

专题课程」，并参与「英语能力提升课程」与「读书会」，

且「课程考核」与「实习考核」成绩优异的英语导览志工。 
2. 奖学金说明：震旦博物馆为培养未来新进工作人员，特设

立震旦博物馆研究所奖学金，并推荐至台湾辅仁大学博物

馆学研究所研修硕士学位。每年三名。获选奖学金者将奖

助第一年学费新台币十二万元。 
3. 台湾辅仁大学博物馆学研究所的申请资格与方式需按照台

湾现行相关规定办理（请查阅台湾「大专校院招收大陆地

区学生联合招生委员会」网站：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与「台湾辅仁大学

招生组」官方微博：http://weibo.com/fujen）。 
 
 （五）提供就业机会： 

凡取得台湾辅仁大学博物馆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者之大学青年志

工，将优先进入震旦博物馆工作并成为正式馆员。 
 
五、 活动地点：上海震旦博物馆。 
 
六、活动报名： 
  即日起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 16：00 截止。 
  以在线报名系统 http://www.sojump.hk/jq/7767019.aspx报名并填妥

报名表传出。 
 
七、联系方式：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http://weibo.com/fujen
http://www.sojump.hk/jq/77670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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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海震旦博物馆学术组 柴老师 
chaixuewen@aurora.com.cn 
021_58408899 分机 209 

2. 台湾辅仁大学博物馆学研究所  邱研究员 
       fjumust@sina.com 
       http://weibo.com/aurorafjumust  
       +886_2_29052157 
    欢迎关注本活动微博 http://weibo.com/aurorafjumust  
              震旦博物馆官网 http://www.auroramuseum.cn/  

mailto:chaixuewen@aurora.com.cn
mailto:fjumust@sina.com
http://weibo.com/aurorafjumust
http://weibo.com/aurorafjumust
http://www.auroramuseu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