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 

學生至「藝文機構實習」  實習報告書 

一、基本資料 

姓   名 吳盈諄 學   號 10325504 

實習時間 
2015.06.29- 

2015.08.21 
實習單位指導人 陳乙禎小姐 

實習單位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行銷企劃組 

二、實習報告 

1. 實習機構概況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以下簡稱陶博館）自 1988 年倡議興建，至 2000 年正式

開館啟用，是臺灣第一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市立博物館，其成立宗旨為發展臺灣陶

瓷文化並調查、收藏、保存與維護臺灣陶瓷文化，其目標擴及地方、全國、國際

性，觀其發展匯聚產業、官方、學界於一身，即鶯歌陶瓷產業發展、陶瓷國際外

交、陶瓷文化研究與推廣三方面。就組織編制可分為四組：典藏展示組、教育推

廣組、行銷企劃組、營運行政組。 

 

圖 1 陶博館組織編制表 

我所實習的組別為行銷企劃組，該組於 2007 年為加強媒體公關、異業合作及社區

營造等業務而設立，主要負責博物館行銷開發及研究、客服策略、新聞、媒體公

關、社區營造、文化觀光等事項。人員目前約有 9 位（2 位為文化商店店長），業

務內容大致如下： 

（1）社區營造、地方文化館、館際交流、姊妹館、綜合業務 

（2）行銷宣傳、藝企合作(異業合作)、鶯陶卡專案、文化觀光 

（3）「鶯歌燒」品牌建置計畫、文創與文博會展售 



（4）文創商店管理與營運、文創商品設計開發 

（5）媒體公關、新聞連絡、新聞採訪 

（6）「週二樂齡砌陶趣」活動規劃與執行 

（7）季刊、文宣品、電子報 

2. 實習工作內容 

（1）第一週（06/29 - 07/04）： 

認識陶博館環境及行企組業務內容、上傳展覽活動訊息、製作實習生識別名牌

及打卡牌、協助裝訂實習生說明會文件、參加實習生說明會、瞭解教育推廣組

歷年活動內容、參觀常設展、預擬特約店家對鶯陶卡特約店家權益及表單可能

產生的疑問、整理鶯陶卡特約店家資料（店家資料建檔、資料表掃描）。 

（2）第二週（07/06 - 07/10）： 

參加館內「服務與客訴抱怨(暨實際演練)」課程、參加陶品集特聘陶藝家林妙芳

老師講解陶藝釉藥專業課程、至鶯歌車站發送展覽海報、製作網站初步構想簡

報、整理鶯陶卡特約店家資料（店家資料建檔、複查並列印廠商設立登記證明、

資料表掃描）、參觀「陶醉自然」特展、參觀駐村中心、聆聽並觀摩漢青老師示

範介紹手拉坯過程、鶯陶卡專案發想與討論（討論鶯陶卡會員、廠商分類及旅

遊主題，並針對網站會員風格、內容和廠商分類作發想）。 

（3）第三週（07/13 - 07/17）： 

製作鶯陶卡網站大綱（首頁、廠商頁面、會員頁面等版型及內容；分類命名、

後端維護功能）、參觀「碗約新北‧新客相傳」特展、製作鶯陶卡行銷網站前臺

建置建議表（緣起、｢鶯陶卡｣網站前台架構、｢鶯陶卡｣網站內容、｢鶯陶卡｣網

站行銷）、製作鶯陶卡行銷網站後臺建置建議表、製作並分析網站功能優缺點表

單、整理鶯陶卡特約店家資料（店家資料建檔、簡介編修、列印設立登記文件、

資料表掃描）。 

（4）第四週（07/20- 07/24）： 

製作各路段參訪店家名單、製作網站前後臺標題及功能簡表、整理鶯陶卡特約

店家資料（店家資料建檔、簡介編修、列印設立登記文件、資料表掃描、照片

整理）、製作行銷活動表、製作鶯陶卡網路建置建議、走訪文化路、建國路、中

正一路、南雅路、行政路上及鶯歌光點內的店家（發送資料袋、協助加入鶯陶

卡特約店家、補拍照片、訪談協助撰寫店家簡介與特色）、找店家拍攝角度參考

照片、找廠商頁面供參考。 

（5）第五週（07/27- 07/31）： 

店家照片分類歸檔、協助撰寫季刊文案宣傳鶯陶卡（500 字）、製作網站頁面版

型、瞭解行企組於何處刊登廣告及後續資料建檔、鶯陶卡招募會員文件資料裝

訂、協助製作工讀生識別牌及打卡牌標籤、參觀「土神祭聲之巫─杜爾陶藝個

展」、整理鶯陶卡特約店家資料（店家資料建檔、簡介編修、列印設立登記文件、

資料表掃描、照片整理）。 



（6）第六週（08/03- 08/07）： 

瞭解館內美編人員工作範圍、鶯陶卡招募會員文件資料裝訂、走訪尖山埔路上

的店家（發送資料袋、協助加入鶯陶卡特約店家、補拍照片、訪談協助撰寫店

家簡介與特色）、整理鶯陶卡特約店家資料（店家資料建檔、簡介編修、列印設

立登記文件、資料表掃描、照片整理）、鶯陶卡網站內容架構規劃（製作各分頁

版型，並補充說明網站功能）、製作特約店家分類表、討論鶯陶卡會員辦卡方式

（實體卡、虛擬卡）、參訪臺華窯、參觀「人間─原生藝術創作展」。 

（7）第七週（08/10- 08/14）： 

議題訪談（典藏機制；藝術駐村；教育活動和課程規劃、設計、執行；觀眾研

究調查與分析；展覽規劃；鶯歌燒）、製作部落客名單、鶯陶卡招募會員文件資

料裝訂、走訪尖山埔路、育英街上的店家（發送資料袋、協助加入鶯陶卡特約

店家、補拍照片、訪談協助撰寫店家簡介與特色）、整理鶯陶卡特約店家資料（店

家資料建檔、簡介編修、列印設立登記文件、資料表掃描、照片整理）、參觀暑

期活動「歡樂窯滾趣」、參觀小美商店商品陳列及規劃、參觀陶藝研習室、參觀

兒童體驗室、與網站設計公司討論鶯陶卡網站架構內容、撰寫開站第一封 EDM

文案、整理 30 家廠商資料上傳版本（店家基本資料及照片）、觀摩「人間─原

生藝術創作展」手語導覽介紹特展作品。 

（8）第八週（08/17- 08/21）： 

找季刊稿的照片、發滿意度調查問卷、整理鶯陶卡特約店家資料（店家資料建

檔、簡介編修、列印設立登記文件、資料表掃描、照片整理）、協助桌牌製作、

協助撰寫季刊（三鶯特展展示設計概念之提問及展覽心得）、協助接待外賓準備

茶水、提供鶯陶卡網站設計修改意見、鶯陶卡網頁版型、EDM 設計及文案討論、

移交業務資料並製作清冊交接。 

3. 實習工作紀錄 

（1） 熟悉館務、展覽與活動 

參加實習生說明會，瞭解陶博館環境、實習規範、注意事項，並聆聽常設展導覽，

對臺灣陶瓷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參觀小美賣店、陶藝研習室、兒童體驗室、

駐村中心、展品準備室，多檔展覽「生命的來處─尤尉州陶塑個展」、「穿越時

空的巧遇—交趾尪仔 vs.陶瓷娃娃」、「陶最自然」、 「人間─原生藝術創作展」、

「土神祭聲之巫─杜爾陶藝個展」、「顫動的生命之火─涂慶賀陶藝個展」及暑

期活動「歡樂窯滾趣」、手拉坯教學。 



 
     圖 2 參觀「人間─原生藝術創作展」手語導覽 

（2） 參加館內教育課程 

館內規劃「服務與客訴抱怨」專題課程，講授服務最佳的表情、音調，如何有效

溝通、做好服務，民眾抱怨處理的禁止事項與處理程序，並透過案例分享及對話

演練，提升館員服務品質。此外，陶品集聘請資深陶藝家林妙芳老師講解陶藝釉

藥，介紹不同釉色的變化與特色，從宋代汝窯到明清青花，並兼論國外陶藝發展，

如樂燒、志野燒，對陶藝發展脈絡有更深刻的認識，並以商店內的商品做解說，

讓賣店人員在銷售商品時能知道商品特色，更具陶藝專業知識。 

（3） 鶯陶卡店家資料整理 

與實習生佳芳一同協助 100 家特約店家資料的蒐集與建檔、店家簡介撰寫與編

修、照片挑選與編修、查詢與列印店家設立登記證明、掃描店家申請表文件、店

家類別分類等事項，並製作「店家資料檢核表」逐項查核資料蒐集概況。

 

     圖 3 裝訂店家資料表 

（4） 邀約加入鶯陶卡特約店家 

與佳芳花了 6 天下午，一同走訪文化路、中正一路、行政路、建國路、南雅路、

國慶路、尖山埔路及育英街，邀請合適的店家加入鶯陶卡特約店家，並協助部分

店家完成申請手續（填寫店家資訊、找出店家特色並透過訪談協助撰寫簡介、用

印、拍照）。共計拜訪約 100 家，送出 44 份，回收 10 份，並補拍照片 26 家。 



 
圖 4 撰寫店家特色商品 

（5） 鶯陶卡網站架構及設計 

與佳芳一同就陶博館文化觀光網的內容，重新規劃分類，擬定網站架構內容，給

予網站建置建議，並分析多個網站功能的優缺點，製作前後臺標題表及網頁內容

與版型建議。 

（6） 主題訪談 

與佳芳各擬定三個主題，共六個專題：「典藏機制」、「藝術駐村」、「教育活

動和課程規劃、設計、執行」、「觀眾研究調查與分析」、「展覽規劃」、「鶯

歌燒」訪問業務相關承辦人，增進對各業務內容企劃與執行層面的瞭解。 

 
圖 5 專訪程文宏組長 

（7） 撰寫季刊稿 

協助撰寫季刊文案，針對鶯陶卡發行做推廣，並協助撰寫三鶯特展展示空間及設

計概念之提問與觀展心得分享。 

（8） 撰寫展覽新聞稿 

新聞稿撰寫為行銷企劃組業務之一，暑假期間主要由另兩位大學實習生協助撰

寫。因館內新聞連絡人曾帶我們一起去三鶯藝術村以「穿越時空的巧遇—交趾尪

仔 vs.陶瓷娃娃」特展作新聞議題的發想與照片的拍攝，並嘗試撰寫展覽新聞稿。

經館員的指導，實際撰寫該展新聞稿一篇「穿越時空跨國趴 各顯神通在陶博」。 

（9） 協助發滿意度調查問卷 

行銷企劃組今年暑假設計了兩款滿意度調查問卷，一個是針對文化商品店－陶品



集，另一個是導覽服務。此部分主要由另兩位大學實習生協助，我實際參與 2 日

各 1 小時的「文化商品店－陶品集顧客滿意度調查問卷」的發放，共計回收 15

份問卷。 

（10） 協助館務 

 協助製作實習生與工讀生識別名牌及打卡姓名標籤；協助樂齡午餐發放；協助

貴賓接待準備茶水等交辦事項。 

      
 圖 6 協助實習生識別牌製作及文件裝訂 

4. 實際參與之計畫－鶯陶卡專案 

（1）特約店家資料建檔： 

由於多數店家電子化程度不高，需以人工的方式將紙本資料建檔，且店家簡介

過於官方說法對消費者不具吸引力，因此需協助編修。此外，部分店家未提供

設立登記文件，需協助查詢、列印。店家提供之照片效果不是很好，部分需重

拍，建議可拍攝 3-6 張店家門面、店家展示環境、特色商品、人群互動景況。

最後需檢核各家廠商資料是否齊全，並將資料表掃描上傳建檔。 

（2）招募特約店家： 

實際走訪店家，發送資料袋，協助加入鶯陶卡特約店家、補拍照片，並藉由訪

談協助撰寫店家簡介與發掘商品特色。此外，須考量店家門面是否乾淨衛生，

值得陶博館推薦，且有無設立登記證明為合法店家，需避開髒亂、食安有疑慮

之店家。走訪店家時，有時店員在忙、老闆不在或是參加意願不高，則無法順

利招商；部分店家不知道自己店的特色在哪，或覺得填寫資料表有一定困難，

所以需發掘店家找到特色，協助店家完成資料的填寫。拜訪邀約店家加入時，

需提出誘因，鼓勵店家參與，不然多數店家持觀望及考慮的態度。 

（3）鶯陶卡網站建置企劃： 

鶯陶卡前臺網站建置，版面應簡潔，以圖文塊狀為導向，使內容視覺化呈現；

加強行銷活動露出與規劃，增加互動性與專題報導，呈現在地文化觀光特色。

網站設計需考量使用者瀏覽習慣及需求，兼顧友善度、易用性，如進站速度快、

安全性、網站相容性、網站選項直覺化、網站動線清楚，並建立完善的網站導



覽功能。在網站管理上需能方便新增或更新網頁的內容。網站配色上可依鶯陶

卡品牌形象金色作主色；或依使用族群(親子)選用主色，色彩繽紛；或依產品

特性(旅遊)選用主色，大地色系如綠色、咖啡。網站內容文字使用大眾的語言

和會員溝通、互動，讓訊息更容易打動人心。善用照片、圖片、影片呈現內容，

提升互動參與度，並藉由故事行銷，輔助引發情感與連結。此外，需考量內容

豐富度，連結重要節日與時事開發新議題，引發討論，並提供專屬優惠活動。 

鶯陶卡後臺網站建置，功能著重在技術架構和應用軟體，透過編寫程式，管理

者可以更快速更新訊息、照片，網站前台每個區塊圖文均與後台專屬對應欄

位，不需耗時排版等待，快速提升宣傳效率。鶯陶卡作為遊客與在地商家之間

的溝通平台，提供最即時、生動、深入訊息。後端資料庫建構以管理模塊劃分，

提供管理者，方便、簡單上手操作查、增、刪、改。以數據報表，作為行銷三

鶯文化依據，發揮建構鶯陶卡最大效益。 

（4）鶯陶卡行銷策略： 

鶯陶卡目標對象分為特約商家（三鶯地區商家）與一般民眾。短期目標為招募

｢鶯陶卡｣廠商及會員、行銷｢鶯陶卡｣、整合鶯歌在地觀光資源；中期目標為推

廣鶯歌觀光旅遊─陶博館、陶瓷老街、三鶯陶花源、增加藝文機構聯盟合作、

增進「鶯陶卡」三方（陶博館、廠商、遊客）效益；長期目標為行銷｢鶯歌燒｣

品牌、振興鶯歌陶瓷產業、打造鶯歌觀光城市、成為｢國際陶都｣。 

行銷宣傳模式可利用媒體行銷（平面/網路媒體、廣播、電視、雜誌）、網站行

銷（每月之星、好康優惠、專題報導、電子報）、行銷活動（記者會、拍照打

卡、旅遊地圖集章、尋訪陶藝家、街區導覽）、行銷代言（知名大師、部落客、

網路名人、吉祥物）、旅遊踩線（邀請市長、記者、老師、部落客、民眾參與）、

異業合作（美食/旅遊節目、旅行社、單車、陶瓷業者）等方式增進鶯陶卡發行

效益。 

（5）鶯陶卡首發 EDM： 

協助鶯陶卡首發 EDM 文案撰寫及視覺設計版面建議，與指導員討論後文案內容

過多、宣傳焦點不明確、標題不夠簡潔需再修改，另設計稿的主視覺需放大，

多運用色塊。 

5. 預期成果與實際收獲 

（1）預期成果： 

此次的實習，我將與所學作結合，運用藝術管理、文化政策等方面的能力來進

行陶瓷行銷策略的研究，從中瞭解陶瓷藝術行銷策略與目標、初探鶯歌陶瓷品

牌建立機制、博物館商店經營管理模式，以釐清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落差。透過

實習，累積相關行銷實務工作與經驗，藉由學術研究、協助館務反饋博物館。 

 



（2）實際收穫： 

本次實習，實際參與「鶯陶卡專案」企劃與執行，協助文化觀光網站更新及招

募特約店家事宜。透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實務工作對行銷企劃組及博物館

相關業務內容的企劃與執行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有助於日後論文研究及實務工

作經驗的累積。藉由參觀展覽、活動，瞭解陶瓷藝術的推廣策略、培養欣賞各

類陶瓷藝術美感並增進陶藝相關專業知識、思考展覽論述脈絡及展示設計、思

考活動規劃與執行。較為可惜之處是礙於時間及該業務承辦人請長假，而未能

對博物館商店經營管理及文創商品開發設計有更深入的認識。 

6. 實習心得與建議 

感謝賴瑛瑛老師及陳乙禎指導員悉心指導及耐心解答疑問。感謝新北市立鶯歌陶

瓷博物館給予我實習的機會，行銷企劃組所有館員與實習生的指導與照顧，以及

六位館員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專題採訪，讓我受益良多。透過這次實習，給予我很

多啟發，有助於未來論文方向及實務工作的累積。 

陶博館推行文化觀光已有十年，為擴大城市行銷之效益，發行｢鶯陶卡｣提供國內

外旅客好康優惠及旅遊資訊，並建置行銷網站整合三鶯旅遊資源，活絡彰顯在地

文化價值。透過整合性的行銷宣傳策略，配合節慶推行各式行銷配套活動，發揮

產業集聚效應，行銷在地商家，建立會員品牌認同、信賴感，提供遊客更多元的

藝文觀光路線，進而促進文化觀光及消費。透過「鶯陶卡專案」企劃與執行，使

我瞭解到專案執行前需做好內容的規劃研究，執行過程中需經過多次討論交流，

達到共識，以促進專案內容的成形。內容的發想需與行銷宣傳結合，考慮有無亮

點、新意，是否過於艱澀、難以親近，能否讓消費者/使用者充分感受到「鶯陶卡」

所帶來的便利、優惠，進而產生會員認同感。過程中會遇到現實的困難，使原本

的方案需重新修正，並放棄過於理想性的設計規劃，才能使案子順利推行。此外，

網站視覺設計，即使已提供相關版型，但視覺設計上仍有改進的空間，抽象的描

述，如何與設計師、美編人員溝通，完成心目中的視覺意象，是需要學習的面向。 

陶博館為公立機構，需協助推動政府政策，藉由博物館任務分組共同推動陶瓷藝

術發展，並與節慶活動、文化觀光、社區營造、產業發展息息相關。因此，肩負

地方、國際、產業、陶瓷藝術發展，四個面向的期待與拉扯，各面向皆有著力，

使得業務內容擴張，多而不精，未來如何取捨業務內容，找出館的定位及業務推

動方向，值得深思。此外，陶博館為一學習型博物館，兼具休閒娛樂之功能，積

極拓展觀眾對象，企劃各式有趣的藝文活動，激發大眾對陶瓷文化的興趣與關懷，

如何促進臺灣陶藝蓬勃發展是不可懈怠的責任。而陶瓷藝術深耕，需從體驗學習、

專業養成、國際交流三方面著手;而藝術生態的健全，則需公私協力、藝文工作者

與大眾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