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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國際博物館協會(簡稱 ICOM)擁有 24000 名會員，成員來自 140
個國家，共同參與國家、區域性及國際交流活動如研討會、工作坊、
出版、訓練等，並致力於國際博物館日之宣傳推動。今年適逢 ICOM
三年一度的總年會，30 個國際委員會的年會及研討會將與 ICOM 總
年會及研討會共同於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為博物館界之超級饗宴。
今年，本會指派國立台灣博物館蕭宗煌館長組團參加維也納大
會，並委託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代表台灣博物館界於博覽會設置「台
灣－珍貴資產」形象展示攤位。吳淑英副研究員獲邀繼續擔任國際
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理事（2007-2010），同時我國有 7
位專家學者受邀於國際委員會研討會作演講及論文發表，與世界各
地的博物館同業探討 21 世紀博物館管理之領導挑戰，臺灣博物館界
的專業形象與聲音，再度有機會在國際間得到討論與重視，為國內
與國際博物館界交流開創美好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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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博物館協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成立於
西元 1946 年，是一個非官方的國際博物館專業組織。ICOM 會員大會的特色，就
是能與來自 140 個國家的博物館人齊聚一堂進行交流。歷屆大會主辦國與城市都
有相當知名的博物館，此種場合非常適合與當地博物館人，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
博物館人面對面洽談其他實質的合作計畫。在會議之前可以先透過書面或網路方
式作初步的接洽，再於大會期間進行細部的討論，甚至簽約，更能擴展與國外博
物館界的交流與合作。
國際博物館協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屬專業組織，致力於提升國際間博物館專業的發
展。ICOM 舉辦之年會，歐美各國均甚為重視，在文化界極具份量，2004 年首度
在亞洲地區舉行年會，共有 1300 位會員參加。文建會會同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組成一支近 30 人之博物館代表團，由吳錦發副主任委員及博物館學會方力行副
理事長共同率團，會中計發表 8 篇論文、於博覽會設置「台灣－多元文化寶島」
形象展示攤位，並於文化之夜推出阿美族 Amis 旮亙打擊樂演出，給予各國會員
鮮明之台灣博物館印象。
ICOM 共有 113 個國家委員會、6 個區域性組織、30 個國際委員會、9 個附屬
組織。其中，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Museum
Management, INTERCOM）旨在針對博物館管理層面發展專業標準，定期開會研討
博物館與博物館學的發展趨勢，並提出建議，供全球的國際博物館協會會員參
考。2004 年恰逢該會三年一任之理事改選，筆者獲選為理事(Board Member)，
2005 年筆者至布拉格參加 INTERCOM 年會成功爭取 INTERCOM 至我國辦理年會，
順利舉辦「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2006 台北年會暨研討會」
，推動國際博物館事
業之合作與交流。2007 年本會指派國立台灣博物館蕭宗煌組團參加維也納大
會，並委託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代表台灣博物館界於博覽會設置「台灣－珍貴資
產」形象展示攤位。
ICOM 全體會員大會每三年召開一次，不論是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各國
均積極參與活動。每次年會都針對國際社會共同關注議題訂出研討主題，除了可
提供作為博物館營運的經驗，也有增強國際教育與公益的力量。2007 年 8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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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4 日期間，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辦第 22 屆大會(22st General Assembly )，
同時也舉行第 21 屆的專業委員會的研討會（21th General Conference）
，主題是
「博物館與無形文化遺產」（Museums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ICOM 致力維護文化資產、推動對抗非法文物盜賣，使得博物館被視為全人
類共有的文化機構。今年大會主題特別回歸最初被賦予的使命，定為「博物館與
普世遺產」(Museum and Universal Heritage)。30 個國際委員會則另依據委員
會之屬性設定其年度研討會主題，以管理委員會(INTERCOM)為例，主題為「21
世紀的領導挑戰」(Leadership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其他委員
會或同盟組織的年會主題則大多呼應大會的主題，與普世遺產有關，如自然史博
物館委員會的主題為「自然史博物館與普世遺產」(Natural History Museums and
Universal Heritage)，大學博物館委員會的主題為「變革中的大學─學術單位
對普世遺產的責任」(Universities in transition - responsibilities for
heritage) …等。
我國已有多所公私立博物館為其學術團體會員（包括故宮、國立歷史博物
館…等及文建會附屬機構國立台灣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立台灣歷史博籌
備處），並有學者專家加入為個人會員，甚具影響力，倘積極參與該會活動，必
有助我國博物館事業發展。本屆會議大會繼 2004 大會之後接受中華民國博物館
學會代表台灣博物館界與會，並比照國家級會員設置博覽會攤位以展示及介紹台
灣的博物館，可見持續參與會議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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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與會行程

2007 國際博物館協會維也納會議(8 月 17—26 日)
日期

地點

0817 台北(五) 曼谷維也納
0818 維也納
(六)

行程內容
22:45 搭乘長榮航空 BR-61 班機自桃園國際機場飛往
泰國曼谷國際機場，中途停留兩個小時，原機繼
續飛往奧地利維也納機場。
08:35 飛行 14 個小時又 40 分鐘後抵達奧地利維也納
國際機場。因與出發地時差六小時，抵達當地為
18 日早上。
11:00 前往飯店櫃檯辦理報到手續，並安置行李。
14:00 前往 2007 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ICOM）大會
報到處：維也納大學入口大門廳辦理報到，領取
大會資料袋。
15:00 會同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同仁於博覽會展場，檢
視攤位設備及討論佈展事宜，並協助佈置博覽會
文宣品（維也納大學拱廊廳）。
18:00 參加第 21 屆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ICOM）歡迎
晚會（維也納瑪莉亞廣場）
20:00 參觀維也納自然史博物館、藝術史博物館

0819 維也納
(日)

08:00 前往維也納大學報到，蒐集各國際專業委員會
提供之會議及文宣資料。
09:00 前往維也納音樂廳(Konzerthaus- KH)參加國際
博物館協會 2007 大會開幕式。
10:00 第 21 屆國際博物館協會年會開幕致辭
11:00 - 17:00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1：以觀眾為師( The Visitor as a Teacher；
Elaine Heumann Gurian ,Arlington, VA | USA)
專題演講 2：博物館：物件、記憶和史學(Museum:
Object, Memory and Historiography；Prof. Dr.
Jyotindra Jain ,New Delhi | India)
專題演講 3：文化遺產和民族主義政策論述(Heritage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t Discourse；Prof. Dr.
Susan Leg e ,Amsterdam | The Netherlands)
專題演講 4：博物館作為地方文化政策(Museum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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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Places of Cultural Politics；Prof. Dr. Christoph St
zl ,Berlin | Germany)
19:00 - 20:30 前往維也納藝術家會館參加 INTERCOM
歡迎茶會。
0820 維也納
(一)

09:00 - 17:00

於維也納大學內參加國際博物館管理

委員會(INTERCOM)研討會。其他我國團員分別
參加各所屬專業委員會之研討會，如博物館教育
文化委員會（CECA）、博物館人員訓練委員會
（ICTOP）
、博物館學委員會（ICOFOM）
、自然
史博物館委員會（NATHIST）
、公關與行銷委員
會（MPR）、地區委員會（ICR）等。
12:00 - 14:00 參加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INTERCOM)理事會。
博覽會由 ICOM 主席 Alissandra Cummins 女士主
持開幕(維也納大學拱廊廳)
14:00 - 17:00 參加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INTERCOM)研討會。
19:00 - 22:30 參加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INTERCOM)與博物館教育文化委員會
（CECA）
、博物館人員訓練委員會（ICTOP）合
辦之 Stephen Weil 專題講座。
22:00 會後參觀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0821 維也納
(二)

09:00 - 17:00

繼續參加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INTERCOM)研討會。蕭館長及陳碧琳研究助理
繼續參加自然史委員會(NATHIST)業務會議(奧
地利國家自然史博物館)。蕭館長並參與該委員
會的下屆委員之投票，選任下屆委員。
12:00 - 14:00 中午前往博覽會展區觀察台灣館的參展
狀況 (維也納大學拱廊廳)。

0822 維也納
(三)

09:00 本日為博覽會展期最後一天，筆者上午特別再巡
場一圈，並拍下各國攤位照片，以資記錄。
09:15 當天各專業委員會均安排全天參訪行程，筆者繼
續參加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之
考察行程，參觀維也納近郊之古蹟與
Klosterneuburg 博物館、ESSL Museum 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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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0823 維也納
(四)

09:00 本日為自由參觀奧地利古蹟、博物館之行程。筆
者與柯立業顧問及新喀里多尼亞棲包屋文化中
心館長 Emmanuel Kasarherou（太平洋島國博物
館協會 PIMA 理事），一同前往奧地利民族學博
物館參觀奈及利亞宮廷藝術展「benin－kings and
rituals」。
13:30 參觀霍夫堡、貝爾維德宮、阿爾貝提納博物館、
百水公寓、國家圖書館、分離派會館。

0824 維也納
(五)

09:00ICOM 會員全體大會，大會依議程進行會務及財
務等相關報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有許多建議與
討論。
14:30 大會進行由 AVICOM 資訊媒體委員會頒發之獎
項，分組播放得獎影片，我國故宮博物院獲得大
獎，於最後一組由主席 Alissandra CUMMINS 親
自頒獎。頒獎結束後才進行大會閉幕式辦理會旗
交接，2010 ICOM 大會將於上海舉行，大陸方
面指派上海副市長楊定華代表接下授旗。
19:00 ICOM 年會閉幕晚會於博物館區(MQ – Museums
Quartier) 舉辦，盛大而溫馨。該區之博物館
LEOPOLD Museum、MUMOK 現代美術館均配
合開放至晚上 9 時，供 ICOM 會員免費參觀。

0825 維也納
(六)

13:30 搭乘長榮航空 BR-62 班機自奧地利維也納國際
機場飛往泰國曼谷國際機場，中途停留兩個小
時，原機繼續飛往桃園國際機場。

0826 維也納(日) 台北-

10:40 飛行 14 個小時後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因與出發
地時差六個小時，故飛抵桃園為 26 日早上。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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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專題報告
一、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演進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二戰結束重振戰後文化的背景之下於
1945 年成立，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簡稱 ICOM）隨即於 1946 年創立，繼而在海牙會議通過以博物館為保護
文化資產的任務得到發展利基。ICOM 雖然號稱為非政府、非營利組織，
但卻與 UNESCO 維持正式的合作關係，除擔任專業諮詢角色，並負責執行
UNESCO 部分博物館計畫。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成立的宗旨有三：
1.界定博物館和博物館機構的定義，並給予支持和協助；成立、支持及
加強博物館專業團體。
2.聯繫、協調各國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專業團體，並建立合作和互相支援
的關係。
3.強調博物館與其專業團體在社區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增進人類學
識與相互了解。

近年 ICOM 辦理活動所需博物館專業面對的挑戰，包含以下六大議題：
1. 專業合作與交流
2. 傳播知識與提高大眾關注博物館
3. 人員訓練
4. 提升專業水準
5. 努力倡導專業倫理
6. 保存文化資產和對抗文化資產之非法交易

二、國際博物館協會運作特色
國際博物館協會於 1946 年 11 月，由美國籍學者 Chauncey J. Hamlin
倡議成立。凡是合於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定義之博物館或機構，均可
申請加入國際博物館協會。因此，不論是科學或技術、人類學或自然史、
美術、歷史或考古等各類博物館，或者是水族館、植物園、動物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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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館、自然保護區，均可成為會員。

除了機構會員外，國際博物館協會也有個人會員和贊助或榮譽會員。凡
是現任或曾經是博物館及類似機構的工作人員，接受過特殊的技術或學
院派訓練，或擁有相當實務經驗，並能遵守專業倫理規範者，亦可申請
成為個人會員。

回顧協會成立 60 餘年來，ICOM 迄今已擁有來自全球 145 個國家的 24000
名會員，設有：
1. 國家委員會（ICOM-NC, National Committees）：113 個
2. 區域性組織（ICOM-RO, Regional Organisation）：6 個
3. 國際委員會（ICOM-IC, International Committees）：30 個
4. 附屬組織（ICOM-AO, Affiliated Organisation）：9 個

ICOM 會員人數及組織成長統計
今日的博物館已演化成必須適應時代且不斷蛻變的文化機構，博物館
經營之艱難，從 ICOM 提供良好之溝通機制令會員不斷成長可見一斑。
ICOM 成立初期之會員 75﹪來自歐洲、15﹪來自北美，如今國籍別達
145 個國家，且日益重視文化多樣性。
年度 會員人 國籍 國家委員會 國際委員會 區域組織 附屬組織 備註
數
依查得

1946 1700
1965
1993 7000

119

65

18

數據製

65

25

表

1998 14000

25

4

8

2001 16000 140

105

28

4

9

2004 16000 140

105

29

5

9

2007 24000 145

117

30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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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由博物館專業人士倡議而成的國際組織得以日益茁壯，主因在於：
1. 肩負神聖的使命：
其成立宗旨在於促進人類和平共處，相互理解以及為後代保護人類文
化資產、自然資產及無形文化資產。
2. 良好的運作架構：
行政委員會（Executive Council）、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分別負責研擬會務方針
及通過計畫，國際委員會、附屬組織負責推動相關計畫，總部、祕書
處及文獻中心等常設單位予以行政協助。
3. 穩定的收入來源及支援：
除會費外，亦透過國家委員會接受各國政府與其他機構團體之挹注，
並獲得專家委員會（specialist committees）、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及協會基金（ICOM Foundation）的支持。
4. 建立全球性的專業網絡：
會員透過加入各國國家委員會及各種專門主題之國際委員會、附屬組
織，參與全球、區域及國際各委員會有關研習、出版、訓練等各種活
動，藉以達成國際了解、專業聯繫及合作與交流。
5. 國際博物館日的宣示與推廣：
自 1977 年起，世界各地博物館每年固定於 5 月 18 日期間依據諮詢委
員會所定主題進行理念宣導，辦理講座、出版、研習與各項活動，同
時規劃免費開放，擴大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和公眾認知度。
6. 以會議產業帶動交流與合作：
每三年一次舉行之大會，會議型態包括大會（General Assembly）、
研討會（General Conference）、小組討論(Panel discussion)等，
配套活動則為博物館展覽會（Museum Expert Fair）
、社交活動（Social
event）、文化參訪（Excursion）等，端賴主辦國之資源投入程度以
展現其規模，同時創造文化面及經濟面之效益。
三、會議紀要
（一）國際博物館協會第 22 屆大會暨第 21 屆研討會
11

ICOM 致力維護文化資產、推動對抗非法文物盜賣，使得博物館被視為
全人類共有的文化機構。2007 年大會主題特別回歸最初被賦予的使
命，定為「博物館與普世遺產」(Museum and Universal Heritage)。

30 個國際委員會（ICOM-IC,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ICOM）則
另依據委員會之屬性設定其年度研討會主題，以管理委員會
(INTERCOM)為例，主題為「21 世紀的領導挑戰」(Leadership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其他國際委員會或同盟組織的
年會主題則大多呼應大會的主題，與普世遺產有關，如自然史博物館
委員會（NATHIST）的主題為「自然史博物館與普世遺產」(Natural
History Museums and Universal Heritage)，大學博物館委員會
（UMAC）的主題為「變革中的大學─學術單位對普世遺產的責任」
(Universities in transition - responsibilities for
heritage) …等。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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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博 物 館 旗 下 各 委 員 會 之 2007 研 討 會 主 題
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視聽技術委員會 (AVICOM)
城市博物館館藏及活動委員會
(CAMOC)
教育與文化活動委員會 (CECA)
文件委員會 (CIDOC)
當代藝術博物館委員會 (CIMAN)
樂器博物館委員會 (CIMCIM)
科技博物館委員會 (CIMUSET)
埃及學博物館委員會 (CIPEG)
服裝博物館委員會 (COSTUME)
歷史建築博物館委員會 (DEHIST)
玻璃工藝博物館委員會 (GLASS)
建築與博物館技術委員會 (ICAMT)
裝飾藝術與設計博物館委員會
(ICDAD)
交換展覽計劃 (ICEE)
美術館委員會 (ICFA)
文學博物館委員會 (ICLM)
歷史與考古博物館委員會 (ICME)
受難者紀念博物館委員會 (ICMEMO)
博物館安全委員會 (ICMS)
博物館學委員會 (ICOFOM)
軍事博物館委員會 (ICOMAM)
博物館保存委員會 (ICOM-CC)
金融博物館委員會 (ICOMON)
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ICR)
博物館教育訓練委員會 (ICTOP)
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INTERCOM)
博物館行銷與公共關係委員會 (MRP)
自然史博物館委員會 (NATHIST)
大學博物館委員會 (UMAC)
建築博物館國際同盟 (ICAM)
表演藝術博物館及圖書館國際同盟
(SIBMAS)

博物館與普世遺產
博物館中的視聽衝擊與網路
城市博物館與城市發展
博物館與普世遺產-博物館教育事務
全球文化多樣性
作為晚期資本主義生產者之當代機構
成名音樂家及名人收藏的樂器：它們能告訴我
們什麼？樂器收藏紀實
在實作哲學與收藏策略間保存文化遺產
研究、學習、體驗- 人類及其文明之探索
服裝與文化遺產
作為當地、區域性及普世遺產之歷史建築
玻璃工藝之高峰
博物館與世界遺產
裝飾藝術與設計之收藏：個人對普世遺產之態
度與責任 (私人收藏家與公家機構)
博物館與世界遺產
美術館的館藏與館長角色：對當代實踐的歷史
觀察
作為文學空間之圖書館與博物館
同一個屋簷下的世界：人類學方法在過去、現
代與未來之普遍性應用
記憶的空間- 博物館，歷史事件之原址
博物館中普世遺產之保護
博物館與普世遺產
軍事演化史的普世遺產：變遷中的挑戰與選擇
有限資源之管理- 博物館藏品保存與利用間
的平衡
金錢、博物館與其館藏：金融文物遺產之利用
與保存
區域博物館：放眼於國際、實踐於地方
ICTOP 作為其它 ICOM 旗下委員會之橋樑：
實例與計劃
21 世紀的領導挑戰
行銷與公共關係
自然史博物館與世界遺產
變革中的大學- 對普世遺產的責任
博物館與普世遺產
保存場所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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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會 ICOM 活動日程計 10 天，摘記如次：
8 月 16 日

工作團隊進駐維也納大學，先行召開會前會及各項常務會
議、出版工作營、記者會、註冊等。

8 月 17 日

開始註冊及諮詢委員會議。

8 月 18 日

白天立即展開一連串有關 ICOM 自身組織運作或特殊議題
之研商會議，如東南歐緊急管理之整合團隊研討會、
ICOM 歐洲；第 111 場行政委員會；媒體資訊計畫、ICOM
的新網路服務等；同時有部分國際委員會開始研討會，
晚間的歡迎晚會主題為「遇見繆思」(Meet the Muse)，
是本屆年會最大的一次聚會。

8 月 19 日

進行開幕式展開大會研討議程，晚上舉辦音樂會。

8 月 20-22 日博覽會以及各委員會及同盟組織之研討會
8 月 23-25 日主辦國奧地利國家委員會安排維也納博物館及文化景點
之參訪，以及閉幕式及頒獎典禮。

歡迎晚會於奧地利自然史博物館與藝術史博物館之間的瑪莉亞廣場舉行，主題為
「遇見繆思」(Meet the Muse)

14

2007 年維也納大會與會情形

2007 ICOM 大會於維也納音樂廳(Konzerthaus- KH)舉行開幕式

2007 年的大會計有 2630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從業人員，分屬來
自 117 個國家，盛況超越 ICOM 歷年大會。其中 30 個國際委員會均同
時舉辦年會，但 9 個附屬組織則僅見表演藝術圖書館及博物館國際學
會（SIBMAS）列於議程手冊。
大會安排 5 位專題演講及一場針對今年主題的小組討論。講題包括：
1.美國 Elaine Heumann Gurian 的以觀眾為師( The Visitor as a
Teacher)
2.印度 Prof. Dr. Jyotindra Jain 的博物館：物件、記憶和史料編纂
(Museum: Object, Memory and Historiography)
3.荷蘭 Prof. Dr. Susan Leg e 的文化遺產與國家主義論述的政治
(Heritage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t Discourse)
4.德國 Prof. Dr. Christoph Stzl 的博物館作為文化政治場域
(Museums as Places of Cultur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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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參與 ICOM 2007 維也納大會情形
會議參與
我國參與團隊今年仍比照 2004 年漢城會議，由文建會會同中華民國
博物館學會共同組團。
•與會代表
國立台灣博物館蕭宗煌館長擔任團長，率同陳碧琳研究助理之外，尚
有筆者及博物館學會會員參與各專業委員會發表論文之代表：國立台
灣藝術大學校長黃光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副教授賴瑛瑛、國立歷史
博物館助理研究員辛治寧、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副教授劉婉珍、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陳國寧及副教授耿鳳英、博物
館學會常務理事徐純、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科員朱紀蓉、新竹教育大學
美研所助理教授張婉真等一行 10 餘位。
•展區代表
展區負責團隊由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廖桂英女士領軍（鴻禧
美術館副館長），成員包括博物館學會專案人員李研究員立恆、陳研
究員姿穎、數位隨行人員，及奧地利當地委託製作公司人員。

博覽會之參展
研討會之外，年會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活動即博物館博覽會 (Museum
Expert Fair )。ICOM 號召來自全球各地的博物館單位或產業齊聚ㄧ
堂，呈現當今全球博物館產業發展的最新情況，是各國博物館界彼此
觀摩、較量的平台，也是掌握自我行銷及促進交流的關鍵時刻。文建
會特別委託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於維也納年會博物館博覽會設置台
灣展示攤位，以『台灣珍貴資產』(Unique Heritage in Taiwan)為
主題參展，除介紹台灣博物館之多樣化，亦就台灣目前博物館數位計
畫發展成果進行展示，將臺灣多元文化的博物館資源予以整合，在博
覽會中展示臺灣博物館現況，與各國分享，並增進交流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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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 主席 Alissandra CUMMINS 主持大會博覽會開幕式（蕭宗煌攝）

我國與會團員於 ICOM 大會博覽會攤位合影（左起徐純教授、賴瑛瑛副教授、賴維
鈞老師、蕭宗煌館長、廖副理事長桂英、吳淑英副研究員、耿鳳英教授、陳國寧教
授、劉婉珍教授、黃光男校長、張婉真教授，右 2 位為當地僑友）
（李立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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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別感謝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接下展區設計與服務的重任，林理
事長曼麗情商廖副理事長桂英親自領軍坐鎮博覽會展示區，真誠親切
的專業服務，加上所有與會同仁都主動以攤位為聯絡中心並且呼朋引
伴，使得展區訪客絡繹不絕。

參與 2007 ICOM 大會博覽會我國攤位佈展人員合影，左起台博館陳碧琳研究助理、
蕭宗煌館長、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廖副理事長桂英、文建會副研究員吳淑英、中華
民國博物館學會專案人員陳姿穎、李立恒研究員

會議期間透過此展示據點與眾多國家博物館代表交流，包含法、美、
英、德、荷、捷克、奧地利、瑞士、墨西哥、韓國、日本、印度、紐
西蘭，甚至大陸、香港、澳門等等，我們準備的文宣品（台灣博物館
的珍貴資產迷你光碟、
《2006 年國際博物館學會 INTERCOM 台北年會暨
研討會論文集》、台灣珍貴資產 DM）迅即分送一空，效益極佳。同時
也收到上千張訪客之名片，整理後可成為後續交流的基本通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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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博覽會展示攤位分送之「台灣珍貴資產」DM（A 面）

我國博覽會展示攤位分送之「台灣珍貴資產」DM（B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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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博覽會我國之形象展示攤位：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
，
展期中我們特別提供《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INTERCOM 2006 台北年會暨研討
會》專輯分送 ICOM 會員，頗獲好評（李立恒攝）

ICOM 副主席 Amareswar GALLA 先生到訪我國佈展中攤位打氣（陳碧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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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INTERCOM 主辦國紐西蘭籍理事 Greg MCMNUS 先生到訪我國展示攤位，研
商未來合作方向（陳碧琳攝）

筆者於我國攤位接待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會員（李立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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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2007 會議參與成果
1、論文發表：
本屆 ICOM 大會共有 19 位台灣代表與會，其中 10 位分別於 6 個
國際博物館專業委員會－博物館管理（IVTERCOM）、博物館學
（ICOFOM）
、教育與文化活動（CECA）
、行銷與公關（MPR）
、城市
博物館之蒐藏與活動（CAMOC）、地區博物館（ICR）發表論文或
專案報告（如附表）。
2、國際職銜：
我國繼續參與 ICOM 國際博物館組織運作，筆者獲邀續任國際博
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理事（任期 2007-2010）。
3、館際交流合作：
國立台灣博物館蕭館長宗煌與法國、捷克、澳洲等國博物館及太
平洋島國博物館學會（PIMA）協商相關合作事宜。國立故宮博物
院與奧地利藝術博物館協商相關合作事宜。
4、未來 ICOM 組織之交流合作：
與會會員分別與自然史博物館委員會（NATIHIST）、博物館學委
員會（ICFOM）
、教育與文化活動委員會（CECA）等委員會洽商未
來合作事宜。
5、博覽會展示宣傳：
我國博覽會展示攤位由於展示設計出眾，解說服務出色，整體專
業形象良好，參觀人次達 1200 人次。
6、榮譽：
國立故宮博物院參加 2006 年「國際博物館與文化資產多媒體展
示及競賽會議

（Fi@mp;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l'Audiovisuel et du Multimedia sur le

Patrimoine）
」競賽,

五項參賽作品共同榮獲國際視聽煤材與新技術委員會（AVICOM）
之最高成就獎（Grand Prix All Categories），於 ICOM 大會閉
幕式由現任主席 Alissandra Cummins 親自頒贈大獎予故宮代表
宋兆霖館長，代表團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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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 主席 Alissandra CUMMINS 親自頒贈最高成就獎予國立故宮博物院代表
宋兆霖館長

ICOM 大會閉幕式前由財務長 Nancy HUSION 女士提出財務分析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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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2007 年會
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每年均舉行年會，2007 年
配合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故併同於奧地利維也納舉行。自 8 月
20 至 21 日舉行研討會，主題為「21 世紀的領導挑戰」
(Leadership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我國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黃
光男校長及賴瑛瑛教授分別於會中發表論文。8 月 20 日晚間並
與博物館教育文化委員會（CECA）、博物館人員訓練委員會
（ICTOP）二專業委員會共同合辦 Stephen E.Weil 紀念講座，邀
請國際知名之英國萊斯特大學 Prof. Eilean Hooper-Greenhill 教授
及加拿大洛德文化資源公司 Ms.Gail Dexter Lord 總監進行專題
演講，座無虛席。演講結束後地主國奧地利特別開放富麗堂皇的
國家圖書館給會員參觀。8 月 20 日召開理事會，改選三年一任
之理事。筆者獲選連任本屆理事（任期 2007-2010）。

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 2008 年會研討會邀請奧地利 ICOM 主席 Karl
Aigner 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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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代表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賴瑛瑛教授於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
研討會發表論文

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理事會，筆者與 INTERCOM
前主席 Nancy HUSION 女士一同與會（渠為現任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財務長）討論會務（賴瑛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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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博館蕭宗煌館長參加 ICOM 自然史博物館委員會（NATHIST）研討會（蕭宗煌攝）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張婉真教授於 ICOM 博物館學委員會（ICOFOM）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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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與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陳國寧教授合影於大會閉幕晚會會場
－維也納博物館區（MQ）

台灣與會團員合影於大會閉幕晚會會場（左起台博館蕭宗煌館長、文建會助理研究
員吳淑英、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耿鳳英教授、陳國寧所長、文資中心
籌備處董國金小姐）（陳碧琳攝）

27

肆、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 心得：
1. 博物館產業、官方機構、學術團體的攜手合作
檢視歷年 ICOM 主辦國的運作，不難發現，各國文化部均為 ICOM 會議
的贊助者或工作夥伴。文建會認為此類會議為國家參加國際活動的最
佳窗口，尤以會員發表論文和博覽會參展最具推廣成效，自 2004 年
開始與各國重要組織成員聯繫，除派員參加 ICOM 漢城會議，且會同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加強博覽會展示規劃及支持原住民打擊樂團於
文化之夜表演，引發國際組織注意我國博物館事業之發展。值得一提
的是，為與國際社會保持良好互動及爭取國際社會之認同，並避免讓
國際社會誤認我國僅有能力提供金援，而無法在博物館典藏、研究、
維護、展覽、教育等方面做出貢獻，除了爭取 ICOM 所屬組織之年會
在台舉辦，更需盡心盡力的籌辦會議及珍惜博覽會展示機會。因此
2006 年 11 月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台北年會暨研討會
的成功舉辦，2007 年維也納大會正面行銷台灣意象，其實是文建會
與博物館學會建立夥伴關係共同努力的結果。但相較於在 ICOM 感受
到國際同好的良性對話與合作氛圍，深深覺得國內博物館彼此資源的
互補與整合甚為不足，唯有加強國內各館的合作交流，才得以在國際
上與同業競爭及合作。今年參與年會的臺灣代表團共 20 餘人，韓國
代表團約 50 人，中國大陸代表團約有 152 人，會議規模極其盛大，
亦是臺灣展現博物館專業成果的良機。鑑於各國代表團聲勢日益浩
大，我國日後應寬列出國預算擴大組團積極參與，並建立平台，促成
博物館產業、官方機構、學術團體的攜手合作，以展現我國之整體能
量。
2. 兩岸博物館的課題
此行辦理報到後，驟然發現大會資料袋中夾有一份有關我國攤位名稱
的說明文件，經研商確認該文件對我國與會及參展似無妨害，才繼續
準備與會相關事宜，此種情況實為我方所不樂見。ICOM 係屬非政府
（NGO）之博物館專業組織，兩岸應就博物館專業形成良性互動與溝
通，切忌導向政治角力。今年 ICOM 係兩岸博物館學會二度同台，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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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均設有展區大力行銷。2004 ICOM 漢城大會中國大陸代表 28 位與
會，本屆代表達 152 位，主要係 2010 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將於上
海舉辦，大陸指派上海副市長楊定華擔任團長率團到場交接大會會
旗。大陸攤位即以 2010 ICOM 上海大會為訴求，並介紹上海博物館。
以大陸現今大肆營建博物館之態勢評估，將來勢需大批相應人才方足
以獲致良好發展。博物館專業養成不易，未來兩岸在國際舞台上更應
有各自發展的空間，以各擅勝場建立華人的專業形象。

3.地主國的策略
本屆地主國奧地利對國際博物館協會 2007 年會暨總研討會之籌備十分
慎重，官方網站早於一年前便已架設，並於 ICOM 官網建立連結，廣
發訊息，精心規劃活動內容，選定在充滿歷史人文氣息的維也納大學舉
行，連結四周名勝古蹟，使各國的博物館同業在會議進行的同時，實地
感受維也納身為歷史名城的文化魅力，為當地的文化產業與觀光，作了
全面性的行銷。

二、 建議事項
1. 建議我國研訂「加強參與國際博物館年會及研討會之作業要點」
，鼓
勵國內專業機構及學術研究單位主動參與此類國際盛會並爭取發表
論文，分享我國在實務運作與案例之研究成果。與會發表之補助金
額建議予以提高，補助項目可擴及會費、註冊費、來回機票以及宣
傳手冊的印製費等，以提高我國代表之發言權、主導論述及積極參
與意願。
2. 建議將國際自然史委員會（NATHIST）委員列入國立台灣博物館規劃
辦理慶祝百年館慶之研討會貴賓邀請名單。
3. 2010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大會將於上海舉行，建議藉此機
會由觀光局會同文建會及博物館學會規劃數種優惠之「套裝博物館
觀光行程」
，及早傳遞訊息給 ICOM 大會秘書處置於相關文宣管道，
以吸引來自歐美之博物館專業者順道來台參訪，讓歐美之博物館專
業者可實地比較兩岸博物館之專業，並可增加文化觀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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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ICOM 2007 大會手冊（摘要資料）

手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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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 2007 大會手冊封底
(奧 地 利 精 選 古 蹟 、 博 物 館 之 簡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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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博覽會相關資料
時間: 2007.8.20-22
地點: 維也納大學拱廊廳

ICOM 博覽會主展場維也納大學拱廊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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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時間：8 月 20-22 日 09:00 a.m.-07:00 p.m.
開幕式 8 月 20 日 09:30 a.m.-10:00 a.m.
展示內容進駐時間 8 月 19 日 08:00 a.m.-07:00 p.m.
展示內容撒除時間 8 月 23 日 08:00 p.m.-11:00 p.m. 及 8 月 24 日 9:00 a.m.-05:00 p.m.
租金

155.00 歐元/平方公尺

承租內容包含：
1. 展示空間
2. 三面說明板 (白漆、木質、2.5 米高)
3. 大理石地
4. 一張桌子、兩張椅子
5. 220 伏特的電力
6. 燈光：場地基本照明、每一個展示單位兩張反射板
7. 場地的基本開銷
8. 博覽會前的基本清潔工作
9. 攤位編號與標示牌
10.

博覽會手冊

展示規格 1
stands of 25 m2 each
展示規格 2
stands of 17 m2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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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ICOM 博覽會手冊封面

34

2007 ICOM 博覽會手冊第 15 頁（上半頁為我國攤位簡介，中段為大陸博物館攤位簡介，
大陸外交部針對「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字樣提出抗議聲明，文件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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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外交部針對「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字樣提出抗議聲明，本頁係夾附於大會
資料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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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相關名錄
2007 維也納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我國與會人員一覽表
姓

名

單位

蕭宗煌 國立臺灣博物館

職稱

參與之國際委員會

與會性質

備註

館長

NATHIST
自然史博物館委員會

出席會議

團長

吳淑英

行政院文化建設
副研究員
委員會

INTERCOM
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出席會議

柯立業

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

INTERCOM
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出席會議

NATHIST
自然史博物館委員會

出席會議

顧問

陳碧琳 國立臺灣博物館 研究助理
黃光男

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

校長

賴瑛瑛

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

副教授

國立台南藝術大
陳國寧 學博物館學研究
所
徐純
賴維鈞

發表論文

MPR
博物館行銷與公關
委員會

發表論文

CECA
教育與文化活動委
副教授
員會

發表論文

張思耘
朱紀蓉

所長

中華民國博物館
常務理事
學會

ICOFOM
博物館學委員會

出席會議

ICR
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出席會議

中華民國博物館
會員
學會

宋兆霖 國立故宮博物院
台北市政府文化
局
台北市政府文化
局

發表論文

INTERCOM
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助理研究
辛治寧 國立歷史博物館
員

輔仁大學博物館
劉婉珍
學研究所

INTERCOM
博物館管理委員會

圖書館主
任
規劃師

陪同出席會議
出席 AVICOM
AVICOM
視聽媒材與新科技
理事會
CAMOC
城市博物館館藏及
發表論文
活動委員會

科員
37

※代表故
宮領獎
未親自出
席

張婉真

新竹市立師院美
助理教授
術研究所

國立台南藝術大
耿鳳英 學博物館學研究
所

副教授

廖桂英 鴻禧美術館

副館長

李立恆 鴻禧美術館

副館長

陳姿穎 鴻禧美術館

副館長

ICOFOM
博物館學委員會

發表論文

CECA
教育與文化活動委
員會

發表論文

大會特展台灣展覽
展覽區推廣
區
大會特展台灣展覽
展覽區推廣
區
大會特展台灣展覽
展覽區推廣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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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國 際 博 物 館 管 理 委 員 會 （ INTERCOM） 年 會 資 料
1. 2008 年 會 徵 稿 訊 息

Invitation to contribute
INTERCOM Management Scenarios
Dear colleague,
In autumn 2006, INTERCOM, the ICOM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Museum Management, received a special grant from ICOM to develop
a series of case studies and memorial lectures in honour of the late
Stephen E Weil, leading museum expert and founding member of
INTERCOM. The project was made possible through a special projects
grant to celebrate ICOM 60th anniversary.
We would hereby like to invite you to take part to contribute to this
special initiative.
Memorial Lectures
David Fleming, chair of INTERCOM delivered the first Stephen Weil
Memorial Lecture at our annual meeting in Taipei in November 2006,
speaking about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useums. The second
lecture will be given by Gail Dexter Lord from Lord Resources and will
focus on creativity and diversity in museum management. This will be
part of a special evening of memorial lectures during the triennial
meeting in Vienna in August 2007.
Scenarios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roject is to create a series of case studies or
hypothetical scenarios that can be used as practical training material
for museums around the world to develop their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skills.
What does the project involve?
The aim of this initiative is to draw together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f common interest to different types of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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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OM felt it was appropriate to emulate one of Stephen Weil’s
techniques, which is to create short, imaginary scenarios and pose
questions that make you think about what to do. The material will
then be available as online training material to ICOM members around
the world. Four of Stephen’s scenarios (Fantasy Islands, (F)FeTMu, A
Parable of Rocks and Reasons and The Museum at the End of Time)
have been reprinted in his book Making Museums Matter, 2002,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SBN 1-58834-000-7.
The aim of this INTERCOM series is to develop leadership skills in
museums, and especially in museu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make shared knowledge more easily accessible.
We are now approaching museum leaders and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write an ‘imaginary scenario’ that can be used as training
material and encourage proactive debate in museums.
•

We are looking to publish 10-12 scenarios by 15 December 2007.

•

Contributors will receive a modest payment on submission of their
scenario.

•

If you are interested contributing, please send an initial expression
of interest to David Fleming, Chair of INTERCOM, at
intercom@liverpoolmuseums.org.uk.

•

The deadline for response is the 31 August 2007. The Editorial
Panel will select 10-12 proposal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eries and
will get back to you by 15 September 2007 with details on the
submission of a full scenario.

Format
The scenario should be based on issues common to museums around
the world and pose questions about what to do in certain situations.
You may choose a topic that you find suitable and that is of
international interest. Case studies may be about
40

Diversity

Governance

Politics
Cultural Property
Planning and
Strategy

Multi-disciplin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ternal
environment

Project
management
Ethics
Change
Audience
development

The word limit is 2,000 words.
As way of inspiration and clarification, enclosed are Stephen Weil’s
scenarios that were included in Making Museums Matter, (2002).
I hope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to contribute to this initiative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Best wishes,

Dr David Fleming
Chair of INTERCOM

--------------------------------------------------------------------------

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 2007 研討會論文徵稿訊息
CALL FOR PAPERS!

INTERCOM 2007 - Leadership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Vienna, 20-22 August 2007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COM triennial conference in Vienna, INTERCOM is preparing
a three-day programme from Monday 20 August to Wednesday 22 August and would
hereby like to invite you to put forward an expression of interest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COM programme under the the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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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Two topics will be explored in depth with a range of international speak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ading Creativity
Creativity depends on human imagination, inspiration, and visionary zeal and is the
main source of all future growth. In the museum context creativity is the leading edge
for all services and vit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ccessful museum programmes that
engage the public and broaden access. Without creativity, museums would be stale
and dusty carers of heritage objects. It is therefore a main task for museum leaders to
cultivate creative resources, mobilize ideas and make conne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within a museum organisation.

Leading Diversity Agendas
The roles and purposes of museums have radically changed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Museums as agents of social change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seek to
achieve a profile that reflects the diversity of society in all its aspects such as gender,
race, ethnicity, religion, age,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sexualities or physical
abilities. Museum Leaders have a role to play in creating visions, formulating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ing reflective policies that help to consistently deliver
services which contribute towards a more equal society. We are looking here for best
practice models, diversity strategies, case studies and examples to share experiences
more widely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museum community and possibly beyond.
We cordially invite the sector and particularly INTERCOM members to submit
proposals for key note speeches, case studies, research papers and best practice
models that demonstrate how museums can overcome these particular leadership
challenges.
For each of the sessions there will be a key note speaker (30 min) and a series of
panel speakers (20 min). At the end of each session there will be a panel discussion
with all speakers involved.
Click here for the programme

Proposals
Proposals should be around 300 words and in addition you are asked to submit a
short CV or biography of about 200 words. All papers must be in English.
The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is 26 Marc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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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end your proposals to Francoise McClafferty or Christian Waltl, board
members of INTERCOM.
Candidates will hear from the INTERCOM organisational committee around mid-April
if they have been selected.
Since all INTERCOM papers will be published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the
organisers with a written paper, preferably before the conference.

Funding and Bursaries
Due to the funding constraints of this meeting we will not be able cover any travel or
accommodation costs.
However INTERCOM will offer small bursaries for up to 3 colleagues to speak/attend
with priority given to those who come from Africa, Asia, South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and would not be able to attend otherwise. Please indicate your interest and
why you believe that your attendance will benefit your career and the museums in
your country.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rom your employer may be required.

Fees
There is no charge for attending the two day conference. INTERCOM will only be
charging a small top up fee for colleagues attending evening events and the
INTERCOM excursion.
Welcome reception on Sunday evening 19 August
One day excursion with lunch and wine tasting in the evening
The excursion on Wednesday 23 August will give participants the possibility to gain a
better insight into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practice of some of the best museum
institutions outside of Vienna.

Accommodation
INTERCOM is in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ng a favourable rate with a hotel in Vienna
City Centre. Details are to be confirmed soon.

http://www.intercom.museum/Vienna2007.html
(節自 INTERCOM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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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主席大衛．佛萊明（David Fleming）先生
主持 STEPHEN E.WEIL 專題講座開幕

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 STEPHEN E.WEIL 專題講座講者 Prof. Eilean
Hooper-Green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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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 STEPHEN E.WEIL 專題講座講者 Ms. Gail
Dexter Lord

由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會同博物館教育委員會（CECA）、
博物館訓練委員會（ICOTOP）共同辦理之 STEPHEN E.WEIL 專題講座，
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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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會同博物館教育委員會（CECA）、
博物館訓練委員會（ICOTOP）共同辦理之 STEPHEN E.WEIL 專題講座，
茶敘時熱烈交流情形

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專題講座表演

46

2007 INTERCOM 年會議程
Sunday, 19th of August 2007

Location

WELCOME RECEPTION
19:00 –

Welcome reception together with ICTOP

22:00

Künstlerhaus
Wien Artist
Society Vienna

Monday, 20th of August 2007
LEADING CREATIVITY
10:00

Welcome
David Fleming, President INTERCOM
Karl Aigner, President ICOM Austria

10:10

Introduction to the Austrian Museums Sector
Peter Pakesch, Provincial Museum Joanneum, Graz

Vienna
University,

10:40

11:10

Leading Creativity – Key Note Speech

Lecture Theatre

David Fleming,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21

Creative Partnerships: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Regional Museum Service in Northern Ireland
William Blair, Mid-Antrim Museums Service, Northern
Ireland

11:30

Coffee Break

11:50

Leveraging the Power of the Media in the Museum

Inner Courtyard

Sector,
Kuang-Nan HU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12:10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長黃光男發表論文】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file of Museums: Mind the
Gap
Elisabeth Menasse/Claudia Haas, Zoom Children
Museum/Lord Cultural Resources,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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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
University,
Lecture Theatre
21

12:30

Renewal of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Steve Gower,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12:50

Panel Discussion - Chair: David Fleming

13:10

Lunch Break
INTERCOM General Meeting and Board election

14:30

Low Budget Projects Need Extraordinary Dedication
Sylvia Mader, City Archaeological Museum, Hall in
Tyrol

14:50

Museums and Creativity
Carol Scott, Powerhouse Museum, Australia
Vienna
University,

15:10

Leading Creativity: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Visits to
st

Museums in the 21 Century; Frederick Karanja,

Lecture Theatre
21

National Museum of Kenya

15:30

The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in Taiwan; Ying-Ying LA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副教授賴瑛瑛發表論文】

15:50

Leading Creativity – a Shared Leadership Model
Maisy Stapleton, Museums & Galleries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16:10

Panel Discussion – Chair: NN

EVENING LECTURE PROGRAMME
19:00 –

Stephen Weil Memorial Lecture: Gail Dexter Lord,

22:30

Alma S. Wittlin Memorial Lecture: Eilean
Hooper-Greenhill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

(INTERCOM/ICTOP/C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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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1st of August 2007
LEADING DIVERSITY AGENDAS
09:30

Location

Leading Diversity Agendas – Key Note Speech
Richard West,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10:00

Workforce Diversity
Mark Taylor, Museums Association UK

10:25

The Art Brut Centre Gugging
Nina Katschnig, Art Brut Centre Gugging
Vienna

10:45

Coffee

University
Lecture

11:05

Biculturalism in New Zealand Museums: An Ongoing

Theatre 21

Project
Greg McManus, Rotorua Museum of Art and History New
Zealand

11:25

Heritage Institutions as an Integrated Platform for
Diversity and Creativity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Michael Koh,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ingapore

11:45

Museum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Australia
Linda Kelly, The Australian Museum, Sidney

12.15

Panel Discussion, Chair: Richard West

12.45

Lunch Break

JOINT SESSION

14:30 –

CECA, ICEE, ICOFOM, ICTOP, INTERCOM – The future of

Vienna

16:30

museu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University, Audi

Panel discussion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CECA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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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wig Kräutler, Austria), ICEE (Helene Larsson,
Sweden), ICOFOM (Monica Risnicoff de Gorgas,
Argentinien), ICTOP (Angelika Ruge, Germany) and
INTERCOM (José Ortiz, USA)
Chair: Alissandra Cummins, President of ICOM
EVENING PROGRAMME

18:30 –

Vienna by night (evening walk)

Vienna City

21:00

centre

Wednesday, 22nd of August 2007
EXCURSION
09:30 –

Location

Excursion Day

17:30

17:30 –

- The Essl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Klosterneuburg

- Stift Klosterneuburg

Klosterneuburg

- Art Brut Centre Gugging

Gugging

Heuriger (Austrian wine pub)

Klosterneuburg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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