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總說明
依據博物館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私立博物館應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設立，有關其申請設立、變更、停辦、申報、督導、獎勵、
認定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為使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私立博物館申請設立及登記相關事宜時有所
準據，爰訂定「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
，計十八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私立博物館申請設立之認定基準。（第二條）
三、私立博物館之名稱規定。（第三條）
四、自然人申請設立登記私立博物館應備文件。（第四條）
五、財團法人及公益性社團法人申請設立登記私立博物館應備文件。
（第五條）
六、地方主管機關接受私立博物館申請設立案之處理方式。（第六條）
七、完成設立登記之私立博物館，由地方主管機關核發證明文件並公
告之，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七條）
八、私立博物館應置館長一職，綜理館務。（第八條）
九、私立博物館應開設專用帳戶，且盈餘不得分配；自然人設立登記之
私立博物館每年應將營運管理報告及財務報表送地方主管機關備
查。（第九條）
十、私立博物館宣傳資料內容不得誇大不實。（第十條）
十一、 私立博物館有變更、自請停辦及復辦、自請歇業等事宜之辦理。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十二、 對於私立博物館之獎勵及接受獎勵所添購設備之處理方式。（第
十四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
十三、 地方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私立博物館登記之情形。（第十七條）
十四、 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八條）

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博物館法（以下簡稱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博物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
第二項規定：「前項第二款私立博
物館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設立，有關其申請設立、變
更、停辦、申報、督導、獎勵、認
定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本部為博
物館中央主管機關，爰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私立博物館申請設立之認定 定明私立博物館申請設立之認定基準，

基準如下：
其功能基準需至少符合一項要件、組織
一、 功能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基準須完全符合。
(一) 具有符合設立宗旨之收藏，
並能持續管理及運用。
(二) 對於設立宗旨涉及之歷史、
文化、自然環境與藝術等相
關證物或資料，有持續性之
調查、整理與建檔計畫，並
將其運用於展示及教育。
二、 組織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 有明確設置者及管理者。
(二) 博物館之營運非以營利為
目的。
(三) 有符合建築法或文化資產
保存法等相關規定之館舍。
(四) 有一名以上專職並具相關
專業之館員負責蒐藏、研
究、展示、教育及公共服務
等工作。
(五) 應開放公眾使用參觀，開放
時間每年應不少於二百日
曆天。
第三條
私立博物館之名稱不得冠以 為利民眾清楚辨識及使用私立博物館，
易使人誤解其與政府機關（構）有關 爰規範其名稱使用限制。但本辦法施行

之名稱。但本辦法施行前已設立者， 前已設立者，不在此限。
不在此限。
第四條 自然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所 一、定明自然人申請私立博物館設立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私立博物館設立登記：
一、申請書。
二、博物館設立及營運計畫書：包

登記應檢具之文件，自然人申請設
立之博物館仍應符合博物館法第
三條之定義，博物館為非營利機
構，且符合本辦法第二條之認定基

括名稱、館址、設立宗旨、組織
準。
人員編制、業務範圍及規章、典 二、建築物可區分為「一般建築物」、
藏品清冊、財務計畫、開放時間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
。在建築
及使用規定等。
物使用證明文件方面，前者應檢附
三、創辦人與館長之國民身分證影
本及館長之學經歷證明文件。
四、建築物概況：包括位置圖、平面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包含變
更使用執照）
，後者應檢附「古蹟歷
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因應

圖、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含變
計畫使用許可函影本」
。
更使用執照影本）或古蹟歷史 三、為確保經營之穩定性，私立博物館
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因應
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非申請之
計畫使用許可函影本。
自然人所有者，應檢具經公證之租
五、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權利證明文
件：包括土地及建物登記（簿）
謄本。
前項第三款之館長如未具中華

賃契約或使用同意書，爰為第三項
之規定。

民國國籍者，應檢附護照或居留證影
本。
第一項第五款土地或建築物之
所有權非申請人所有者，應分別檢具
自申請日起有效期限五年以上並經
公證之租賃、借用契約書或使用同意
書。
第五條 財團法人、公益性社團法人應 一、定明財團法人、公益性社團法人申
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請私立博物館設立登記應檢具之
（市）主管機關申請私立博物館設立
文件。
登記：
二、依博物館法第三條之定義，博物館
一、申請書。
為非營利機構，爰定明申請私立博
二、博物館設立及營運計畫書：包
物館設立登記之私法人為財團法
括名稱、館址、設立宗旨、組織
人員編制、業務範圍及規章、典
藏品清冊、財務計畫、開放時間

人或公益性社團法人。

及使用規定等。
三、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博物
館館長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及學
經歷證明文件。
四、法人章程影本，章程內容中應
載明辦理博物館事項。
五、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決議附設
博物館之紀錄。
六、建築物概況：包括位置圖、平面
圖、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含變
更使用執照影本）或古蹟歷史
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因應
計畫使用許可函影本。
七、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權利證明文
件：包括土地及建物登記（簿）
謄本。
前項財團法人為私立學校者，除
第一項規定文件外，應檢附教育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辦理博物館之
證明文件。
第一項第三款之館長如未具中
華民國國籍者，應檢附護照或居留證
影本。
第一項第七款土地或建築物之
所有權非第一項申請之法人所有者，
應分別檢具自申請日起有效期限五
年以上並經公證之租賃、借用契約書
或使用同意書。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相
理私立博物館之設立申請後，經會同 關機關實地勘查私立博物館之申請設
相關機關實地勘查，認符合本辦法規 立案，符合規定者核准其設立，未符規
定者，應核准其設立，並通知申請人； 定者，應附具理由通知申請人。
未符合規定者，應附具理由通知申請
人。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定明私立博物館完成設立登記後，由直
准私立博物館之設立登記後，應公告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授予證書、公
並核發記載下列事項之證明文件：
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博 物 館 名 稱 及 地 址 或 座 落 位

置。
二、申請人名稱、負責人姓名。
三、核發機關。
四、核准日期、字號。
前項證明文件，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八條 私立博物館應設置館長，綜理 定明私立博物館應設置館長及其職
館務，並秉持本法精神督導所屬人員 權。
履行職務。
第九條

私立博物館經許可設立登記 一、第一項定明私立博物館（包含由自

後，應開設博物館名義之專用帳戶，
然人、財團法人及公益性社團法人
作為私立博物館平日收支經費之用。
申請設立）應開設專用帳戶，專款
私立博物館之盈餘應用於其運
專用。
作之需，不得分配予個人或組織成 二、第二項所定之「個人」，包含自然
員。
人、董（理）事、監事或社員等。
依本辦法第四條設立登記之私 三、考量本辦法第四條之私立博物館
係由自然人申請設立登記，為確認
立博物館，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其營運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將前一年度之博物館營運管理報告
第二款第二目所定非以營利為目
及財務報表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並得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其前一

的，爰於第三項定明其會計師查核
簽證機制。

年度之財務報表。
第十條

私立博物館辦理之展覽或其 定明私立博物館展覽活動宣傳資料之

他教育活動，其宣傳資料內容不得誇 內容不得誇大不實，例如展出之展品如
大不實。
為複製品或後人仿作，應清楚載明，以
避免觀眾誤解。
第十一條 私立博物館有變更負責人、 定明私立博物館之登記事項如有變更，
館長、設立宗旨、名稱、地址或其他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變
登記事項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 更登記，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相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前項變更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後，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辦理公告，並將變更事項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二條 私立博物館自請停辦，應敘 一、第一項定明私立博物館停辦應經
明理由、停辦期限，向直轄市、縣（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主管機關申請，經核准後，始得辦理，

始得辦理。

並應對外公告。未依規定辦理者，直 二、第二項定明停辦期限，以一年為原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限
則，必要時，得申請縮短或延長一
期改善；經三次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
年。
善者，得廢止其登記。
三、第三項定明私立博物館復辦應於
前項停辦期限，以一年為原則，
必要時，得申請縮短或延長一年。
私立博物館應於停辦期限屆滿
二個月前填具申請書，並檢具復辦計

停辦期限屆滿二個月前填具申請
書、復辦計畫及相關文件，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始得
辦理。

畫及相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 四、停辦期限屆滿未申請延長或復辦，
主管機關申請，經核准後，始得復辦。
或申請復辦未經核准者，直轄市、
第二項停辦期限屆滿未申請延
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限期改
長或復辦，或申請復辦未經核准者，
善，經三次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
限期改善；經三次限期改善而屆期未

者，得廢止其登記，爰為第四項之
規定。

改善者，得廢止其登記。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私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立博物館之停辦、復辦之申請後，
私立博物館之停辦、復辦之申請後，
應將結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爰
應將結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為第五項之規定。
第十三條 私立博物館自請歇業者，應 一、第一項定明私立博物館自請歇業
敘明理由，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者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機關申請，經核准後，直轄市、縣（市）
核准並廢止其登記。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登記。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私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私立博物館之歇業申請後，應將結果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對外公告。

立博物館之歇業申請後，應將結果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之，
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第十四條 私立博物館設立二年以上，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獎勵
組織健全，且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績優之私立博物館。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獎勵之：
一、辦理績效卓著。
二、對文化有特殊貢獻。
三、擴充或增置設施、設備、館藏或
研究資料，對文化傳承確有貢
獻。
第十五條 前條之獎勵方式如下：
一、發給匾額、獎座或獎狀。
二、發給獎助金。
第十六條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給予
績效卓著之私立博物館之獎勵方式。

私立博物館接受前條獎勵 定明私立博物館接受前條獎勵所增添

所增添或購置之設備，應列入其財產 或購置設備之處置方式。

清冊，並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
第十七條

私立博物館有下列情形之 為維護博物館功能發展之專業性、公共

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並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一、第四條及第五條所列主管機關

性，以及民眾的參觀權利，已登記之私
立博物館經檢舉或由各級主管機關發
現有違反博物館營運之相關事項，其所
在地主管機關得立即處理查證，並為撤

核准相關證明文件經撤銷或廢 銷或廢止其登記之處置後，報中央主管
止。
機關備查。
二、危及典藏品保存、影響參觀民
眾權益或其他安全之情事。
三、以營利為目的銷售其典藏品。
四、無正當理由停止對外開放或未
提供服務持續達一年以上。
五、其他違反本法及本辦法規定，
經請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