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時期文化資產的急救與韌性
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

可移動文化資產的風險辦識、影響監測、需求評估之
快速評估參考範本
本範本旨在因應 COVID-19 疫情，對需要進行可移動文化資產影響評估的人們/社群/當局/機構/
非政府組織提供指南。該評估能夠作為納入相關復原計畫或尋求政府、非政府組織或國際組織
的支持佐證。

如何使用此範本?
本範本只作為快速評估情況的指南。鼓勵使用者根據實際的情況和需求進行調整。每個對象的
情況將有所不同，取決於是針對特定文化資產收藏的影響評估，或是對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
館或宗教文化資產地等不同機構，所進行更廣泛的 COVID-19 影響評估。然而，在所有情況下，
該範本仍然普遍適用於：
(1) 建立您的基準點；(2) 評估影響和風險；(3) 確定立即性需求和行動；以及 (4) 監測。
提醒：可移動文化資產並非與不可移動文化資產和無形文化資產有所切割。若後兩者對您正在評估的可移動文化
資產影響至關重要，您也會需要進行可移動、不可移動和無形文化資產的綜合評估 (請參閱不可移動和無形文化
資產評估範本的連結)。

第一階段：基線資訊
為了瞭解影響，您需要一個基準點來衡量變化，或稱為基線資訊。
1. 內容描述
▪

記錄可能受到影響的可移動文化資產所在地理位置。

▪

記錄該位置的文物/文化資產收藏的數量；收集現場地圖(如可能的話)，樓層平面圖，標示重要文物的
位置和清查數量。

▪

確定文物/藏品是否位於文化資產建築中。

▪

記錄與典藏相關的各種價值，例如歷史、藝術、科學和指認重要文物的位置。

▪

記錄有多少人直接參與文物/典藏的保護，以及在閉館後可以進入建物和接觸藏品的人員。

▪

在可能的情況下，記錄機構的平均、每月或年收入。

▪

記錄網站瀏覽的數量(每日/每月/年)。

▪

描述使用網站、典藏或文物的利益關係人，例如教育工作者、學者、學童、文化資產從業人員等。

▪

評估非工作時段的維安級別，例如警衛、維安監控攝影機、警報器等。

2. 識別既有資訊來源 (例如任何調查、清查數量、檢索工具、年度報告、人口普查資料、專業
協會可能保有的會員資料，或專家/工作人員)，以幫助您對疫情爆發前狀態的理解。同時，
瞭解工作人員是否可以取得清查數量等重要記錄的電子副本。

第二階段：確認影響和風險
本階段請您思考如何識別當前危機所帶來的風險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
提醒：通常，該評估係基於能夠親臨現場，或能與利益關係人和受影響社區直接交談。一般在隔離和行動受限的
時期，訪視與訪問將面臨挑戰。在此情況下，運用您對 COVID-19 所具備的防疫知識與技能是相當重要的，以識
別誰可能易受感染、誰能夠或不能夠繼續勝任和擔任可移動文化資產的保護工作。盼透過以下表格格式，來協助
您記述相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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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和衍生風險 – 可移動文化資產
1、機構/場所、房舍物件或典藏是否對外開放並正常運作?

□否

□是

2、您是否懷疑或有證據顯示您所在建物，因工作人員或訪
□否
客而受到病毒污染? 若是如此，請說明何時發生。

□ 是：年/月/日/時間/地點

3、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或有理由相信)，位在建物中的部
□否
分文物被病毒污染了呢?

□是

4、是否有安全的內部空間來隔離被污染的文物?

□否

□是

5、承上題 4，如果沒有，是否有其他安全空間可供安置，
□否
無論是戶外或是臨時處所?

□是

6、承上題 5，或者，您是否能針對文物所在空間，就地與
□否
主建物進行隔離?

□是

7、描述可能會受到影響的文物材質類型，例如紙張、金
屬、木材、帆布等。目前研究顯示，COVID-19 病毒於物質
表面可以存活達到 9 天，意即最佳選擇是隔離可能的物件和
空間被污染數天至少 9 天 (請參考末頁所附連結，將有助於
您的決策)。
8、請指出所有現存易損因子，例如使用漂白劑或其他藥劑
進行空間、層架消毒時，致使文物接觸有害的化學物質。

9、萬一(您的)一個或多個工作人員疑似被感染，(您)是否有
□否
文物典藏保護工作替代人員的應變計畫嗎?

□是

□ 低 (≦25%)
10、(您)必須要求(您的)典藏管理團隊全體進行自我隔離， □ 中等 (≒50%)
□ 高 (≧75%)
並為(您的)機構準備因應計畫的可能性有多大?
□ 暫時無法判斷

11、若您的機構關閉，請指出所有現存易損因子，其可能致
使文物暴露在衍生危害之下，如火災、盜竊或漏水。舉例：
由於電線老舊導致的火災風險。

12、衍生危害可能會造成文物安全與文資價值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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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確認立即性的需求和行動
本階段應查明任何立即性的需求，若不加以考慮，可能導致大規模損害；並採取可能減緩這類
風險的行動。
以下的一些問題將有助於識別和釐清上述事項的優先次序：
1. 用以確保員工人身安全的立即性需求是什麼?
2. 如果您無法獲得個人安全設備，您的規劃是什麼?
3. 員工或文物管理人員是否受到感染? 他們如何受到幫助?
4. 如果文物或典藏品因封鎖情形而無法接近，是否有應對火災、盜竊或洪水等衍生危害的
維安保障措施?
5. 如果您位於疫情重災區之一，且您懷疑建物的部分可能受到污染，您是否有取得如何進
行建物消毒、隔離典藏品，以及誰可以勝任執行的相關資訊?
6. 如果大量文物受到污染，您是否準備好在現有建築物中創建隔離空間，或將文物疏散並
重新安置到另一個隔離空間?
7. 您是否可行的緊急應變計畫? 該計畫有與地方急難主管機關進行協調嗎?
8. 您是否有緊急通聯計畫? 這應當受到文化機構如美術館、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等的特
別關注，館方有責任告知公眾，他們為確保遊客和人員安全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內容。
9. 您是否已準備好共用的清查表單和標示重要文物/典藏品所在的樓層平面圖?
10. 是否有提供以遠距取用典藏品的方式? 請說明方式為何?
11. 為符合前述各項需求，您將採取哪些行動，依循什麼樣的優先序位?
12. 支持前述各項需求所仰賴的資源與夥伴關係有哪些? 這些資源可以從何處獲得? 明確的預
算和人力資源內容，將有助於更快付諸行動。
提醒：為了消除資訊中的偏見，各類需求須先依據收集自不同工作人員和相關社群的回饋和資料進行確認。

第四階段：監測
本階段應確定您將如何繼續監測 COVID-19 疫情和其他危害、安全、維安風險的未來影響。
它應包括考量如何安排利益關係人的加入，使您的資訊保持更新，以及如何分享這些資訊給可
能需要的對象，以協助復原。
1. 描述安全和維安層面的局勢變化，包括 COVID-19 的傳播，以及疫情如何影響所關注
的可移動文化資產。如果可能的話，進行每周一次的情況檢視。
2. 運用基線資訊，記錄收入損失(如果有的話)，以及長期而言，這些損失將如何影響文化
資產及其關聯社群。
3. 運用關於可能影響和風險的資訊，監測衍生危害情勢如何隨時間而變化，特別是關閉
對外公眾開放和工作人員進入的文化資產場域。
#HeritageintimesofCOVID

3

危機時期文化資產的急救與韌性
評估範本 - 可移動文化資產

4. 陳述可能加劇當前與未來對文化資產的衝擊，以及影響人民和社群需求的衝突情形或
任何長期性議題(乾旱、難民危機、國內流離失所)。
5. 掌握可以監測影響以促成協作行動和貢獻的網絡、機構、平臺。
6. 掌握由文化資產機構公布的相關專案或補助，以幫助應對當前危機並從中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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