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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試圖在研究物件背後隱藏與常民相關的生活文化意涵的同時，透過保

存維護展演化的方式，來達到重新詮釋產業文化資產的目的。本文以國家科技

博物館館藏為主，因館藏類型多屬技術物、科技物件及產業文物等範疇，在外

界不斷要求博物館提升蒐藏服務的聲浪下，深具文化內涵的歷史產業物件，有

著與生活文化元素高關連性的優勢，正可成為博物館服務大眾、活化及調整內

部空間的素材。 

向來是民眾學習新知、藝術欣賞及家庭休閒生活去處的博物館，於 2009 年

成立「看得見蒐藏」的典藏庫，這個典藏庫不同於傳統的靜態展示廳，而是開

放供民眾一覽如何將典藏的產業物件變身為文化資產的生活體驗場域，讓產業

物件獲得轉型成文化資產再利用詮釋的契機。本文探討如何巧妙運用典藏及維

護保養作為動態展示題材，逐步建構寓教於樂與美感表現之展演模式，讓參觀

者於科技物場域積極參與、體驗懷舊的過程中，重新建構產業文化的意義並成

為生活的重要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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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本文試圖在研究物件背後隱藏與常民相關的生活文化意涵的同時，透過保存維護展演化

的方式，來達到重新詮釋產業文化資產的目的。本文以國家科技博物館館藏為主，因館藏類

型多屬技術物、科技物件及產業文物等範疇，在外界不斷要求博物館提升蒐藏服務的聲浪下，

深具文化內涵的歷史產業物件，有著與生活文化元素高關連性的優勢，正可成為博物館服務

大眾、活化及調整內部空間的素材。 

科技物件不同於藝術文物，一開始設計即是以生產為目的，由人為操作來達到製造加工

的功能。早期全靠雙手作為動力來源，由操作者的經驗及手感來控制，之後，隨著工業化時

代來臨，技術推陳出新，使得產業運作及經營模式隨社會演進而調整，影響層面廣泛，如家

庭結構、教育發展、生活作息、組織樣態、政治制度、生產方式、能源使用、產業結構、權

利網絡等[1]，因此身為具有典藏、展示及教育任務的科技博物館，就必須思考科技物件如何

於博物館中重現上述意涵的方式 。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工博館)於 1997 年所入藏的第一件來自社頭鄉民捐贈的織襪機，目

前陳列於台灣工業史蹟館，在展示面板中描述道：「民國 40、50 年代在彰化縣社頭鄉到處可

看到鄉民用雙手在襪胚動個不停，忙著包裝襪子，正值美援配給便宜紗價時期，讓不少織襪



業者從代工中獲取利潤。於歷史流變中，織襪機作為台灣 1960 年代由農村經濟邁向工業化具

體象徵[2]。換言之，該襪機對社頭居民而言，有著對過去的時間、地點之懷舊記憶，若能挖

掘文化意涵或透過創意設計，讓某種紀念意義與觀眾互動，就能讓民眾體會社會變遷發展的

訊息。因而在范成偉等人研究以台灣工業史蹟館為對象，探討「展示」如何藉技術史脈絡來

詮釋科學型態所表現的知識概念及人文社會內涵，讓技術物件得以新的文化內涵進行歷史空

間詮釋[3]。 

然而，當透過靜態說明了技術物對於博物館，有著「延續歷史、喚起認同感」的意義同

時，若能加上文物保存人員或修護師運用文字、拍照、檢測等紀錄手法，還原因歲月流逝而

日漸失傳的歷史痕跡與技藝工法，更可進一步呈現文物的組成、結構、使用歷程等原始重要

資訊[4]，著眼詮釋多元的美學、科技、文化、社會、宗教及科學等意涵，轉成營造出不同生

活體驗及美學感受，成為思考將保存維護作為展演產業文化資產之動機。 

向來是民眾學習新知、藝術欣賞及家庭休閒生活去處的博物館，於 2009 年成立「看得見

蒐藏」的典藏庫，這個典藏庫不同於傳統的靜態展示廳，而是開放供民眾一覽如何將典藏的

產業物件變身為文化資產的生活體驗場域，讓產業物件獲得轉型成文化資產再利用詮釋的契

機。本文探討如何巧妙運用典藏及維護保養作為動態展示題材，逐步建構寓教於樂與美感表

現之展演模式，讓參觀者於科技物場域積極參與、體驗懷舊的過程中，重新建構產業文化的

意義並成為生活的重要資產。 

為說明挑選典藏品之維護保養作為動態展示題材，本文最後以「尋找針織達人」為題之

展演活動為例，討論規劃當中值得注意的因素有哪些？活動設計者如何定位原始的效益，及

日後有待發展的議題。 

 

2.科技博物館的蒐藏特色 

2.1 蒐藏類型：技術物、科技物件、產業文物 

國家科技博物館的典藏不同於藝術作品、歷史古物的蒐藏，其標的物往往與技術、科技

及產業有直接或間接的關聯，使得科技博物館的蒐藏通常可用技術物、科技物件與產業文物

等名詞來稱呼，探究其背後原因，其實正反映了一個國立科技博物館蒐藏的過程與成長，在

民國 74 年科工館籌設之初，先是以「西方古物典藏不易」的理由，將蒐藏列為次要目標，後

在建館目標中列有「彰顯我國固有科技發展及其對世界文明之影響」，遂將先前「西方古物」

修正為「中國古物典藏」。至民國 85 年蒐藏方向落實到一個以「台灣主體思考」的政策，勾

勒出台灣技術形成的觀察重點[5]。在蒐藏研究組首任王玉豐主任的辛苦耕耘下，自 2003 年 9

月成立蒐藏研究組之前，蒐藏數量 573 件文物，成長至 2010 年底 1,311 件及超過 1,500 件中華

電信暫管文物。 

推究文物數量大幅成長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為自 2002 年起，與文化建設委員會合作進行

的產業文化資產調查、保存研究案，隨著國營事業如高雄硫酸銨廠、台灣書店、台灣銀行印

刷所、退輔會榮民製藥廠、退輔會榮民塑膠廠、台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等民營化或結束營業

而輾轉由博物館蒐藏其重要產業文物。其二為因爭取到經濟部工業局的經費補助，而建置「台

灣工業史蹟館」，為建館之需而徵集與入藏的十大產業物件，第一期包含紡織、自行車、網

球拍、鞋子及電腦等產業，至第二期包含鋼鐵、石化、食品、家電及半導體等產業。 

     

2.2 典藏科技物的本質 



種類繁多的科技物或產業物，從食、衣、住、行涵蓋了許多生活面向，對應如化學、紡

織、印刷、塑膠、製藥、鑄造等相關產業，使得科學知識有了歷史回顧與傳授，當科技演進，

如過去測量內、外徑的工具，雖然在避免目視誤差及要求精準的現代標準下而被淘汰，但在

靠計算齒輪數目的傳統車床上仍可看到操作者仰賴雙手力求工藝技術精湛的表現，歲月會在

實體物件留存歷史痕跡，除了從功能與結構來看如何操作技術的真實面貌外，更可思考人類

生活中，「科技」及「技術」間的關係。誠如美國日常科技哲學家愛德華‧田納[6] 所著「Our 

own devices. How technology remarks humanity？ 不只是發明:科技改變人性？」一書中說過，人

們重要發明的重要性，其實不在發明本身，而是在經歷社會、科技的演進後，因新材料及新

製程的出現，而帶動的新用法的開發。換言之，科技物件與人們共構了新的「生活方式」。如

要讓它對人們產生意義，須使科技物件與科技知識存在某個生活的關係網絡中，如使用方式、

產品演進、產生社會互動、文化象徵、族群差異與時尚意義。 

 

2.3 發展典藏科技物成為展演與詮釋題材 
    過時的技術物、科技物件、產業文物，不管以哪種類型典藏，文物在進入博物館場域後，

博物館以「再時間化」與「再去時間化」賦予文物新意義、新角色與新功能[7]。如果把技術

動作，真實地用「編織、揉捻、車削、澆鑄、針織、縫合、刺繡、鑄造、圓編、織襪、排版、

打樣、量度、量測、精準、包裝、上色」等名詞描述時，豁然發現在典藏技術物實體背後，

隱藏著與人互動性高，可創造成為具展演潛力之題材。從技術者所生的操作、工法、程序、

技藝等關鍵性動作，產業機械文物具有可現場操作吸引觀眾目光的潛力，因此，博物館適時

地保存維護而延續物件的生命，將科技物的工藝技術與生活、歷史連結，以展現其背後的深

度文化內涵，這些考量包括，如何挑選具蒐藏價值的科技文物、如何選擇合適的保存維護方

式以延續其生命價值、如何詮釋科技文物的歷史意涵、如何以現代創意重新包裝其文化精神，

這些重點就成為博物館人員在典藏科技物時的一大挑戰。 

 

3.產業科技文物如何形成文化資產 

3.1 懷舊與形成產業文化資產 

興起於歐洲啟蒙時代的科學與工藝博物館之基本關懷是「科學觀念與科學儀器的發展和

應用」，演變為以「科學運用」為範疇而開始保存各種工藝成就的物質證據，藉以呈現種種科

學與工藝發展的成果[8]。至今，工博館作為社會教育的一份子，於參觀工業史蹟館中，讓人

感受或察覺台灣工業技術發展過程的關鍵機制，如技術特質、技術創新的意義、產業政策的

內涵、關鍵人物的貢獻、競爭優（劣）勢的內涵、產業升級的意涵等面向，即規劃台灣工業

史蹟館作為大環境變遷場域的介紹，並朝向以當地的技術空間與歷史所架構出的時空網絡來

作為蒐藏的主體，這個主體有可能是一組各擁意義的技術物件或訊息[9]。 

脫離原來空間的物件因某種意義或價值而被博物館蒐藏，不管蒐藏的主要原因為何，均

有著與過去某段時間的關係，而隱含著那段消逝歲月的記憶，如果真能勾起某特定族群的深

刻記憶，確實可如工商時報在 2011 年 2 月 17 日報導「一雙帆布鞋，做兩代情感生意」，利用

懷舊為餌，引爆消費的動機[10]。作者以蒸氣火車、帆布鞋說明上一代的求學記憶，如同學者

將懷舊描述為：「一種帶點感傷意味的憧憬；明知不可能卻依然渴望的是回返並再次體驗記憶

中的某段快樂時光……」，進一步申論為：「懷舊……則由於時代變遷而累積及衍生出地理空

間與歷史時間的多重意涵。……在於前者有相當程度的感情涉入，某種難以釐清但又黏稠濃



密的的複雜情愫，以及明知不可能但仍意欲回歸至原點的慾望」[11]。 

雖然因不同的生活背景而對文物的價值、重要性及保護方式等有著不同程度的認定差

異，但是對其具有「緊扣本地社會文明的發展歷程，同時又能見證當時產業演進所佔有的時

代份量」的地位，卻是大家一致的認知。如能將這些具關鍵影響的因素，挑選其重要意涵營

造懷舊氣氛，透過物件來建構集體記憶，進而創造成為人們新的集體記憶，來凝聚社會觀點

及實踐自我反省的文化意義，此形成產業文化資產的認同過程，成為博物館再利用藏品重要

策略之一。 

 

3.2 產業文化資產具體意涵 
    何為文化性資產？其內容指「具有技術、勞動、自然、歷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 

而可供鑑賞、研究、教育、發展、宣揚之文獻、文物、建築與土木設施、聚落、遺址、器具、 

文化景觀、自然景觀、民俗、技術等有形暨無形文化性資產。」然而，產業文化資產的成立， 

必得架構於某種知識系統與運作之上。以服飾紡織品為例，從服裝需求的演進來說，由過去 

追求遮醜、取暖的基本目的，發展為舒適、美觀甚至時尚流行的要求，不論是配合自然環境 

的氣候變異、人體的活動狀態、自我形象的塑造、或是社交場合的裝扮等，這諸多穿著問題 

都衍生出各種製衣技術的改良與創新，使得服飾紡織品更符合生活上的需要。 

    以服飾紡織品所對應的紡織產業為例，紡織產業曾是台灣戰後的工業火車頭。原因是，

政府自大陸遷台之初，在各項民生物資缺乏的情況下，不但工廠少、不具規模且機器大多老

舊、產量甚少、品質也差，針織業更是毫無自製紡織的能力；然而，隨著大陸上海、青島及

廣州等地較具規模的針織工廠陸續遷入台灣後，台灣針織工業自此奠定基礎，逐漸成長。其

中兩家龍頭公司，中興紡織與遠東紡織，更借助上海來台之老師傅手藝，以檯車展開台灣紡

織工業的契機。 

    由博物館典藏的檯車，說明了台灣紡織業的初期發展情形及社會意義，賦有科技教育重

任的博物館，如何讓觀眾除認知學習上，更進一步了解織品服飾所蘊藏跨領域的知識、技能，

實為博物館蒐藏紡織科技物件亟待認真思考的問題。 

 

4.產業文化資產於博物館如何再現 

4.1 詮釋模式與科技物的探討 

    當代科學博物館在科技的展演及觀眾動手參與二個議題之間，主張透過蒐藏，將科技議

題放入社會脈絡來探討，例如，科技如何被人發現及為人如何使用？發明者、製造者與使用

者與科技產物間的關係與互動？科技對於人類社會的正、負面影響等等，其目的就是要搭起

科學與觀眾間溝通的橋樑，博物館可以根據蒐藏實物的原型、設計上的範例、對地方產業的

重要性、或是與特定人、事、地點有密切關係等種種不同關聯，說明機器是如何被發明出來，

進而闡釋社會、文化和經濟因素及該發明所帶來的影響，此產業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觀點，

即是把科技物的維護與保存作為當代博物館的社會實踐。 
 

4.2 當保存維護作為展演之分析 

    國內詮釋織品服飾議題時，大多偏向文化功能來進行展示規劃，其目標及任務大多在引 

發觀眾了解服飾藝術並認知其文化意涵。由於展示多屬靜態性質，與一般觀眾之間多屬單向 

溝通，觀眾無法透過展示進行雙向學習，因此所得到的知識是片面而侷限的[12]。博物館藏品 

的價值除了科學、美感或技術的成就外，物件之間也存在實質上的異同關係，而物件的背後 



更潛存著社會關係網絡與歷史意涵。表面上博物館收藏、研究、展示似乎以物為主體，實際

上關注的核心還是在人與歷史文化的關係，而物件就是人類歷史文化的「證物」[13]。 

 

4.3 服務新觀念：看得見的蒐藏 

    從 ICOM2001 年章程對博物館定義：「顯著要求博物館對公眾的服務目的更加重視，隨著

社會的演進，博物館除原應具備的教育、展示、保存等功能之外，開始部分運用商業行銷的

工具積極地考量觀眾的需求而提供新的服務。」此話點出了身為博物館從業人員，在面對豐

富的文物和研究資源同時，如何增加及貼近觀眾服務，使參觀體驗更為多元而完整。 

    有鑑於教育性和公眾之間的對應關係，一些博物館開始另類嘗試，採取「去學校化」的

策略，減少正式及呆板的展示方式，並藉由開放式的展示技術，增加大眾進入知識的路徑，

朝知識不過量、娛樂不超載方向發展。博物館自我定位為學習中心及文化資源銀行，而不是

學習系統的附屬機關，更應再三顧及公眾的反應、加強休閒與交誼需求空間，重新將博物館

定義為「多重實存活動者」[14]。 

 

5.如何展演產業文化資產 

5.1 展演於博物館中的定義 

    在許功明[15]「博物館的展演及其理念」乙文中：談及「展演」，泛指博物館與觀眾之間

的溝通。其展示類型有「使觀眾產生情感的情感型的展示」、「有符合教學目標、設計與程序

的展示」、「以滿足觀眾娛樂需求為主的展示」、「或為觀眾可操作的動態機械化展示（動態型）；

以系統化或主體方式來展示出物品的展示(物品導向型）等其他類型」，本文重點不在討論展

演的類型，而希望真實指出典藏品的典範意義，經過選擇的精確品與需要品，作為歷史與社

會發展的面向或代表物。從它的文化張力中，讀出它的時空精神，進而從中學習它的經驗與

生活[16]，發揮其文化資產的角色及功能，以「現場性」來吸引觀眾，其規劃展演模式建議如

下案例： 

 

5.2 建構展演活動：尋找針織達人活動為例 

5.2.1 概念的建構 
早期印製美援麵粉袋所剪裁的內衣，其特色的樣子令人有著深刻的回憶，而三槍牌、宜

而爽、BVD 等知名品牌汗衫，曾是國人生活回顧民國 40 年間的國內紡織業草創時期，生產

樣式簡單的汗衫維持生活需求最佳的商品。當時一般人相當勤儉，甚少有閒錢耗費在衣著上，

相對於目前多樣的樣式、各種品牌服飾的選擇，這一路的軌跡，清楚印著台灣社會經濟與文

明前進的紋路。 

那時家中的婦女，到布店裡買布匹來為全家人縫製衣物，靠著家中自備的縫紉機，讓傳

統婦女不同於男性養家活口權威的地位，而是仰賴裁縫技術來貼補家用，為社會普遍對手藝

養成的重視主因，然而，卻間接造成服飾風格美學的時代，在普遍定製裁縫的風氣下，女性

穿著中國旗袍、男性中山裝成為社會之主流服裝。為詮釋這段故事，適逢高雄市民捐贈機械

針織文物，讓過去針織技術與產品的演化歷程，提供了對過往情境豐富的想像空間，而編織

品隱藏著獨特典雅秀麗的韻味，為生活體驗創造價值可用題材，如果是親手製作的話，更能

夠傳達出溫暖體貼的心意，遂掌握此再利用詮釋的機會，而引發一連串活動的設計。 

 



5.2.2 挖掘機械針織科技物的展演意涵 

    在取決於展演的意義上，為著將技術的發展及產品忠實呈現，進而解釋我們生活與行為

方式是如何受到形塑，在針織技術發展脈絡，機器針織起源於手工棒針，在技法會運用織針

的粗細，使得織品具有伸縮性、多孔性、柔軟性、輕便且不皺等特性，而發明世界上第一台

的針織機，從 1589 年發明人英國威廉先生至目前，從博物館所典藏一系列的針織機，正提供

衍生技術創的內涵，在開放式典藏庫現場由專人展演手動機械，進而比較因機器結構的差異

而突顯技術發展的轉折，同時輔以重大新聞回顧，如美援購買棉紗、銷美配額等，讓整個技

術網絡緊扣人文意涵來發展故事情節，企圖運用懷舊元素讓觀看者形成集體記憶。 

 

5.3 物件研究成果轉化可被具體學習與操作的科學技術與知識 

       博物館人員將離開原始運作場域進入館內蒐藏的產業物件背後的文化歷程轉換成歷史脈

絡，把工藝技術研究轉化成為可具體學習與操作的科學技術與知識，至於物件和使用者的關

係，可能是「家庭即工廠」縮影中常見的案例，在下班後，為貼補家用，犧牲自己休閒時間

來換取微薄酬勞，身為裁縫者還需學會磨銳車刀的技術。呈現人在歷史文化中的關係。物件

就是人類歷史文化的證物，展演若能創造獨特，才是最大利基與真正價值。 

 

6.結論 
    工博館藉由設置「看得見的蒐藏」典藏庫，利用動態展示方式，如公開保存維護典藏物

的過程、讓民眾實際動手操作機械等，增加民眾與科技物的互動，也讓民眾能更深入瞭解科

技物背後豐富的社會及文化意涵。希望透過此創意的包裝行銷手法，讓科學知識不再只是硬

梆梆的展示面板上的文字，而是更走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希望讓大家有機會重溫一段

曾經燦爛的時光，共度一段溫馨浪漫的工博館懷舊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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