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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科技流動的數位之光

數位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不斷推陳出新，日新月異，以文化知識作為基石，結合數位科技
與漫無邊際且持續壯大的雲端發展，開始改變傳統博物館的學習與觀看方式。如何運用科技工
具，營運未來的博物館知識體系，讓文化和知識透過數位化徹底融入生活中，呈現耳目一新的
風貌，成為博物館從業人員的基本素養。

博物館始於文藝復興時期貴族或富商的私人蒐藏，僅限於特定的階層觀賞。隨著時代演
進，博物館開始公共化，肩負起社會的託付，成為文化與知識徵集與共享的傳遞者。作為人類
文明精神的具體展現，這些精緻非凡、深具時代意義價值的經典藏品在博物館中傳承，隨著時
代步履快進，以科技平台為基底、創意共享「虛擬博物館」誕生於網路中，讓展品走出博物
館，跨越國境疆界，從地球上的另一端，不再受限於時空，飛入尋常百姓家，更貼近深入社會
的各個階層，讓不同角落的民眾，得以隨時欣賞檢閱這些珍貴的文明寶藏，仔細探察展品的種
種細節、紋理。

過去博物館對於藏品知識呈現方式的權威性，在科技跨域的催化下，進行一場破壞式創
新，讓策展人思考如何重新組織、架構，在數位典藏之後，進一步理解博物館在這個時代的新
觀眾特質。如何運用高科技吸引、歡迎新族群？考量呈現知識的新方式，構思如何親近觀眾的
策展設計，創造出一流的觀眾體驗。隨著行動載具與GPS定位和4G網路普遍，導入手機科技導
覽系統APP，或結合3D、AR、VR等穿戴裝置，讓使用者可以在「虛擬（virtual）」與「實境
（reality）」之間遊戲互動，觀者不再單純只是觀者，而成為展覽的一部份。跨領域交互結合
的概念，甚至結合大數據分析，提供個人化的觀展體驗，成為未來創新體驗的趨勢。

新北市所屬博物館群（鶯歌陶瓷博物館、淡水古蹟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黃金博物館、
坪林茶業博物館、林本源園邸）推動整合建構博物館網頁平臺，藉由聯合行銷宣傳，提升各館
能見度與知名度；十三行博物館也自2016年起結合「虛擬實境」(VR)科技推動數位博物館，增
設「海中奧秘——水下考古展暨虛擬實境（VR）」常設展、「新北行動博物館——水下考古
VR 行動列車」；淡水古蹟博物館2016 年完成無障礙導覽系統APP，設置Beacon 導覽點；而
鶯歌陶瓷博物館的數位典藏系統，已經累積2,911件數位化藏品，並引進數位導覽服務，於館
舍及常設展廳建置13 處中、英、日、韓文版數位互動導覽服務。

數位科技站在人類文明的端點，引領無數浪潮。未來，如何以博物館與文化創意為底蘊，
結合創意思維，展開文化經濟，一如自由流動的亮光，照在人類這片智識與創意無盡大海上，
閃耀出璀璨的波光。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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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時光機，回到歷史現場

數位科技及媒體技術急遽發展，科技導覽成為博物館軟硬體設備更新
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結合多元的科技媒介，讓文化內容與數位科技
結合，以典藏為平臺，藉由藏品的虛實互補，跨界媒合科技與文化，觸動更
多的創意與想像，增加展覽的趣味性。全球各地博物館，無不思考如何運用
數位化典藏，將展品做更有效地保存、加值與應用。增進展覽的創造性和活
潑性，讓觀眾更願意接近博物館，也為經營者帶來競爭優勢。

在AR延展識別技術與4G網路發展成熟的今日，淡水古蹟博物館推出一
系列「歷史再現」的科技展覽，包括Beacon科技導覽服務，只要透過手機
或平版電腦下載App，提供中、英、日、韓、越南5國語言版本，可查看16

處文資景點導覽資訊，也能離線使用；抵達海關碼頭時，透過AR app掃描
QR code，即可以2D及3D動畫一窺淡水港時代風華，重現19世紀淡水的榮
景及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情境。

我們也特別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團隊合作，在「北門鎖鑰」滬尾礮臺運
用浮空投影數位展示及AR互動體驗，數位重現如今已消失的大砲。在甬道裡
設置兩座縮小比例的火砲浮空投影，360度旋轉影像配合聲光音效，提供生
動的展示效果；走到西北砲座，透過AR手持裝置就能再現當時北臺威力最強
的12吋阿姆斯脫朗砲，還能體驗發射砲彈與擊中目標的逼真感受，創造出讓
觀眾獨特的互動體驗。

無論是運用高科技讓博物館展覽變成一場超展開的極致體驗，或是運用
科技整合提升近用性，扮演資源整合的角色。博物館對於數位技術的應用，
抱持開放性態度，藉由現場觀察或是服務人員的深入訪談，統整出觀眾對於
科技導覽和實體展品的期待度與需求性，進而提出未來建構科技導覽內容的
建議。我們期待透過科技，讓民眾更深入的理解淡水的歷史文化價值，科技
促進古蹟場域的再升級，達到跨時空連結的教育意義。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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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

       當代博物館逐步跳脫傳統學術殿堂框架，

由以物為本轉為「以人為本」。

透過結合資訊科技、展示物件與人物詮釋等媒介，

以貼近民眾生活角度的創新體驗，

讓科技與人文結合的新創意、新趣味，

達成博物館跨場域、跨平台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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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之聲

對話導覽機器人之數位轉譯應用

數位對話機器人助理Chatbot是值得期待的博物館／美術館數位導

覽互動技術，目前尤以對話機器人助理的相關研發成果，最符合互動

導覽服務之實用需求。

Digital Chatbot Assistant is an interactive digital guiding 
technology for museum and art museum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expectations. Now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atbot can 
especially make it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interactive digital 
services to provide exhibition information instantly.

文 ▼施登騰（中國科技大學互動娛樂設計系助理教授）

1. AR擴增實境技術也常被使用於導覽活動中，此圖為中國科技大學互動娛樂設計系於實驗室進行
AR導覽技術的研發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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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觀眾自行攜帶行動載具（Bring Your Own Device，簡稱BYOD）與人工智
慧（Artificial Intell igence，簡稱AI）的崛起、矚目與催生，本文將透過「無損式擴增
展示資訊」（non-destructive and augmented exhibition information）與「遊戲化」
（gamification）等設計應用原則，融合世界宗教博物館實體場域與展品、轉化既有館內數位
資料（網站、影片、圖片、文物資料、導覽文稿、3D檔案等），專注於「數位轉譯（digital 

interpretation）」的實踐，將圖文資訊內容「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提出且
搭載於Facebook Messenger的適地性博物館導覽（及相關導覽文本所涉的博物館資源）對話
機器人（Chatbot）數位應用（以下稱本案）。

數位科技導入博物館的求新求變

當前由於人工智慧 AI受到全球各產業的關注與催生，國外博物館也開始轉向人工智慧
的導覽實測，如：位於法國莫城的歷史博物館，推出具人工智慧的機器人，使其在博物館內
擔任導覽員，藉機器人主動靠近觀者推播主題內容，提供觀者更深切的訊息觀點（The New 

York Times, 2017）；若是欲讓觀眾自發的接觸機器人，則可透過行動裝置上的對話機器人
（chatbot）進行導覽輔助。對話機器人可用以非常自然的互動方式和與用戶進行對話，並
獲取他們的需求、願望和寶貴的使用者數據（Boiano, Gaia, & Caldarini, 2003），而英國廣
告公司Deeson科技策略總監Ashri（2017）亦指出對話機器人可賦予博物館以下效益，如：
Gamifying Visits（遊戲化設計）、Enhancing Museum Visits（強化參觀內容）、Enhanced 

Support（優化參觀服務）、Extending Museums through Digital Visits（掌握數位服務與優
勢）、Giving chatbots a face（賦予對話機器人具形貌）等，顯示了對話機器人在博物館參
與、數位科技、互動體驗的趨勢中，賦予了更多數位服務之客製化或個人化的可能。

劉君祺（2017）將客製化與個人化數位服務定義的很清楚：「客製化數位服務」即是需
要使用者主動參與並提供資料，由系統據以呈現可調式（adaptable）介面與內容；而「個人
化數位服務」是由系統主動分析歸納使用者資料，亦由系統據以呈現現可調式（adaptable）
介面與內容。

該文也提出許多精彩的之個人化、客製化的博物館數位服務案例之分析，並且以Nina 

Simon （2010）在 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一書中所提到的「從我到我們（me-to-we）」
的概念作為階段性發展「參與式博物館」的理想型式，並期待每個獨立個體之間能夠互動連
結，而基本上這些概念也與目前的數位通訊服務目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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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科技實現參與式敘述

一直以來，博物館面臨的挑戰之一，即是該如何在觀眾的參觀歷程中，可連接其自身
的個人敘述（personal narrative）。一個引人入勝的敘事方式是基於展覽中的觀眾、觀眾
在這之中的角色與展場的直接交流，可促進觀者對文物及背景故事的深入理解與情感聯繫。
（Vassos et al., 2016），而現處於科技革新之際，博物館為了獲取觀眾的目光，並激發其
自主來館的動機，館內的展示方式就必須建立在參觀者的預期與需求之上（Hashim, Taib, & 

Alias, 2014）。以數位科技的導入而言，過去博物館利用數位技術於「保存」館內各類典藏
資料（彭士哲，2008），近年因科技媒體的演變，各大博物館已使用數位技術於「呈現」展
覽、教育應用，學界也開始進行各種科技媒體介入博物館的研究（丁維欣等人，2012）。
猶如Koleva等人（2009）指出博物館的靜態文字內容已無法吸引長期面對絢爛聲光效果
的「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若透過數位資訊的呈現，尤是互動展覽（interactive 

exhibition）的導入，更可激發其探索動機並強化其主動學習意願。

受惠於互動及多媒體技術在展示領域日益成熟，相關新型數位技術如：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多點觸控桌（multi-touch table）、
行動雲端（mobile cloud）、智慧感知（Smart Sensing）、大數據（big data）等與資通訊
技術已逐步帶入博物館的應用，國內也基於此逐步推動「智慧博物館」相關技術更新與建設
（Confalonieri et al, 2015；教育部電子報，2016）。互動裝置或多媒體展覽已成為當前博
物館策劃展覽、辦理推廣教育活動的一大利器（吳紹群，2015），其雖無時間限制，但特
定空間範圍卻限制了同一時間的參與人數（劉曉樺、林宜蓉，2018）。然而，參觀博物館
不僅具休閒、教育意義，更屬社交行為，博物館觀眾研究中指出，參觀者約有四分之三為結
伴參觀，僅有少數四分之一為單獨到訪（張譽騰譯，1996；Heath & Vom Lehn, 2009），
若採用多人互動形式，則可提供更多互動機會，增進共同參與（co-participation）與「社
會互動性」（social interaction）。在此需求脈絡下，允許多位觀眾同時對館藏及其資料庫
進行交涉的多用戶博物館互動（multiuser museum interactives）形式與系統，顯得格外重
要（Confalonieri et al, 2015），而多用戶的交互行為及社交參與，也象徵著未來展示需求
從著重「內容交付」（content delivery）逐漸轉變為「社交建設」（social construction）
（Walk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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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領域的「對話機器人」應用崛起

Jurafsky與Martin（2017）指出對話系統（dialog systems）或會話代理（conversational 

agents）皆以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即文本、語音或兼具兩者）與用戶進行溝
通。對話機器人（chatbot）依據功能性的不同，常可區分為以下兩類：任務導向（task-

oriented）及閒聊（chit-chat）。「任務導向chatbot」主要從使用者端獲得訊息，並幫助其完
成任務，如：微軟的Cortana、蘋果的Siri、亞馬遜的Alexa等，可協助撥話或發送文本，甚至
可提供旅行規劃、控制家用電器；而「閒聊chatbot」專為擴展對話而設計的系統，模仿人與
人之間交談的非結構化對話，具「聊天」特徵，而不是專注於預訂飛機航班等特定任務，通
常較具有娛樂價值（Gangadharaiah, Narayanaswamy, Elkan, 2017；Chen, Liu, Yin, Tang, 

2017）。

博物館之於對話機器人的開發優點在於，可在低成本平台上、開發功能強大且易於維
護的系統，得以整合人工智能與博物館技術基礎，並進一步作為自然語言識別引擎、語音
識別系統以及現有數據庫和內容管理應用程序的前端（Boiano et al., 2003）。Vassos等人
（2016）指出對話機器人導入博物館作為現代展覽的方法也具有以下優點，如：（1）對博
物館環境沒有侵襲性、（2）藉由熟悉的聊天界面進行有吸引力的溝通、（3）傳達關於展品
的隱藏或擴增資訊、（4）得以遊戲化的方式接收使用者反饋，即「無損式擴增展示資訊」
（non-destructive and augmented exhibition information）與的「遊戲化」（gamification）
應用產物。一方面，透過各博物館自主導覽系統的開發，可建立其與觀眾間的社交聯繫、
保持觀眾的參與度、增加學習的可能性與滿意度（Bickmore, Vardoulakis, & Schulman, 

2013）。

以開發面向而論，各博物館的行動導覽（mobile tour）產品都有其合適的内容管理系统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簡稱CMS），並使用相對應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稱API），如：TAP為創建博物館行動體驗的開發套件，其構建在
內容管理系統Drupal之上，並可導出至TourML供應用程序使用（Jaebker & Bowman, 2013） 

，而多數博物館基於開發與使用的便利性及意用性，則採用社交軟體所支援的聊天介面，
如：Facebook的Messenger、LINE等應用程式，也可進行對話機器人開發且匯出使用者數
據。然而，對話機器人雖具前述優勢，但其開發過程仍然非常仰賴「內容製作」，必須由具
備專業知識的開發人員或內容管理員構建、管理所有內容，創建出可連接現有的數據、特別
是網站上的典藏資料的友善訊息傳遞方式（Walter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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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話機器人」之博物館應用實例

綜合上述，本文統整國外知名博物館應用案例，針對文化或歷史場域的閒聊類型對話機
器人再分為「純簡訊服務類」（text messaging service）、「即時對話服務類」（chatbot 

conversational service）、「問與答諮詢類」（Q&A chatbot service）。

（一）純簡訊服務類：

1. 庫柏休伊特設計博物館（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於2013年推出
「Object Phone」，針對特定展覽（展館）的展件編號提供進階資訊查詢服務。若欲深
入了解該展件時，只要在Object Phone以語音或文字鍵入編號，就可以透過Twilio回覆
相關資訊（統整自Cooper Hewitt Labs）。

2. 國立白俄羅斯美術館（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在2016

年5月推出「世界第一款」對話機器人服務，使用館內Facebook messenger，並且送
出「Hello」就可以啟用此服務，接著只要鍵入展品名稱，就可以獲得進一步資訊。不
過這個服務目前已停用（統整自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官網）。

2. Object Phone在通訊軟體上的使用圖例。（資料來源：https://labs.cooperhewitt.org/2013/object-
phone///）（http://www.wearemuseums.com/fancy-a-museum-chatbot-heres-how-the-cooper-hewitt-
doe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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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於2017年推出
「Send Me SFMOMA」，也是此類的API程式服務。只要傳簡訊「send me XX」，可
以是表情符號、顏色或任何關鍵字，系統就會從34,678件藏品中尋找相對應的作品，
並回覆含名稱、藝術家、創作年代及圖片給使用者，但這些資訊也不盡然都是具有啟發
性、資訊性的，有時甚至是滑稽的（統整自SFMOMA官網）。

3. 國立白俄羅斯美術館Facebook chatbot guide宣傳圖。（資料來源：https://vimeo.com/214488602）

4. Send Me SFMOMA使用示意。（資料來源：https://news.artnet.com/art-world/sfmoma-made-art-go-
viral-102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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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時對話服務類：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於2017年正式發表一款以Facebook 

messenger進行對話且具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對話機器人，為全球首批在該台上應
用此技術的博物館之一，為特別吸引年輕觀眾了解Anne Frank生平故事的個人化服務（統整
自ANNE FRANK官網），而搭載於Messenger平台上的導覽服務尚有位於法國土魯士的當代
美術館（Les Abattoirs），於開館時間線上回覆觀眾參觀問題。

（三）問與答諮詢類：

美國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的「Ask」是一款適用於iOS和Android系統，
且專門作為博物館導覽回覆的應用程式。特別的是他們由真人為觀眾服務，所以其介面設計
與Messager極為類似，為的就是塑造使用者僅是進行正常而悠閒的對話。此應用程式更搭配
Beacon做室內定位，將訪客的所在位置發送給團隊，讓館員的訊息回覆更加準確且貼近觀眾
（統整自Brooklyn museum’s blog）。

5. Anne Frank House chatbot示意圖。（資料來源：http://www.wearemuseums.com/how-can-bots-and-
ai-make-history-and-art-more-accessible/）

6. ASK使用示意圖。（資料來源：http://brianfeeney.us/work/askbrooklyn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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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創造數位服務可能性

具互動性的數位裝置可以是博物館導覽的重要輔助載具
之一，國外博物館更開始轉向人工智慧的實測。如位於法國
莫城的歷史博物館，推出具人工智慧的機器人，使其在博物
館內擔任導覽員，藉機器人主動靠近觀者推播主題內容，提
供觀者更深切的訊息觀點（The New York Times, 2017）；
若是欲讓觀眾自發的接觸機器人，則可透過行動裝置上的
對話機器人（Chatbot）。就在2017年5月18日國際博物
館日當天，荷蘭阿姆斯特丹與臺灣嘉義市都有Chatbot的
應用推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正式發表一款使用Facebook Messenger的人工智慧機器人數位互動服務，這款
Chatbot應用軟體設計作為觀眾了解Anne Frank生平故事的個人化服務；而臺灣嘉義市則是由
當地政府委外設計，以畫家陳澄波為主題的實境遊戲，隱隱地讓玩家體驗陳澄波先生在被槍
決後，許多收藏陳氏畫作的藏家怕受牽連而將畫作毀棄或隱掩的白色恐怖史實。

在Line與Facebook相繼針對數位智慧助理服務提供技術與解決方案下，在醫療服務、理
財服務、行銷服務方面，Chatbot已經是能夠整合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與人工智
慧AI發展的數位即時服務技術與平台，在國外博物館開始研發與使用Chatbot服務的案例亦
多， 1但國內相關應用卻仍不多。 

所以在介紹本文意欲分享的實務研發專案前，試著從基本元素、裝置支援、數位策略等
要項，去建立此項數位科技服務導入博物館導覽應用的可行性與應用性。

一、數位智慧導覽助理的基本元素：

前述這些數位對話與互動技術聽來高科技，但其實也跟我們熟悉的文字表述方式與習慣
相關。因為數位語音服務在技術上是種「文字」與「語音」的交互轉換與功能呈現，不論是
text-to-speech（TTS）或speech-to-text（STT）形式。

text-to-speech（TTS）這種數位轉譯形式對現在的數位技術來說其實是很簡單的應用，
電子書閱讀器或文件瀏覽器都常內建「朗讀」功能，將文章唸出；即使是逆向工程：speech-

1　國外博物館Chatbot案例介紹與分析可參考計畫共同主持人施登騰教授在「教育部智慧博物館平台網
站」分享的「AI上博物館」一文，連結如後：http://moeimo2016.blogspot.tw/2017/12/ai.html?m=1。

7. 以玉山旅社為設計參考的忘憂旅社實境
遊戲任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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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ext（STT），其實也很普及常見，像
是現在手機輸入法中內建的語音輸入法
即是。

「文字」與「語音」可說都是與 AI

數位語音應用的重要媒介與關鍵元素，
目前在國外博物館與國內外不同業界
（如理財、醫療）所使用的「AI對話機器
人」，不管是其為「純簡訊服務類（text 

messaging service）」、「即時對話服
務類 （chatbot conversational service） 

」、「問與答諮詢類  Q&A  cha tbo t 

service」類型，基本上，人機互動都是
透過「文字」或／與「語音」溝通的。
此外，「context語境」、「language語言」、「reasoning推理」被視為人工智慧的三大挑
戰，即使是考慮將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項AI智慧導入數位語音助理之研發應用的話，它
們也同樣要面對的重大挑戰。

二、行動裝置與數位技術支援

美國新媒體聯盟 New Media Consortium（簡稱NMC）出版的地平線報告（Horizon 

Report）針對博物館應用，定義
3級趨勢，短期1到2年的影響趨
勢為：行動內容與傳遞（mobi le 

content and delivery）、參與式體
驗（participatory experiences）；
中期未來3至4年的應用技術為：博
物館營運數據分析（data analytics 

for museum operat ions）、個
人化（p e r s o n a l i z a t i o n）；長
期未來 5 年後的應用科技為：
跨機構合作（cross - ins t i tu t ion 

8. 此圖截自正在開發之世界宗教博物館對話機器人於
手機螢幕上之數位導覽畫面。

9. 展場設計中常使用的各式多媒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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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博物館專業人員新角色（new roles for museum professionals）（NMC，
2016）。博物館方面除了提供傳統既有的展品文字說明及專人導覽等外，多媒體導覽器材的
演進，也從語音導覽、影音導覽（如：PDA）皆是掌上型數位導覽概念下的產品（林宏熒，
2006）。近期，因應觀眾自行攜帶行動載具（Bring Your Own Device，簡稱BYOD）的趨
勢，博物館該思索如何提供適地性（location-based service，LBS）服務，讓觀眾有更多機
會直接獲取館方展示、典藏、教育及其他活動資訊（湛文甫、辛治寧，2017），且可銜接數
位人文技術（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ies）與觀眾研究分析。

在展場相關影像設備方面，徐典裕（2012）就曾提到，博物館目前在展場已透過多媒
體螢幕、互動投影資訊牆、互動螢幕牆、Kiosk導覽機、個人語音導覽機、專屬應用程式
（手機）等項，以針對 「在館／館外訪客」的「展覽內容」、「數位典藏資料」、「個人助
理」、「分享體驗」、「教育推廣」、「互動娛樂」等等數位服務內容，而以目前數位裝置
／視窗發展來說，其中影響資訊分享技術最鉅的就是「行動裝置——手機」。

克里夫蘭美術館的Gallery One與Artlens Gallery Project是相當成功的數位互動科技導入博
物館展示用途的成功案例的， 其核心團隊 在2017 Museum and the Web研討會上提出Gallery 

One是未竟之形的數位展示成品，因為其仍非讓「數位科技展示」與「美術館展品」在同一空
間各司其職、相互補充的博物館展示終極形式。文中幾段話是其核心論述，摘錄如後： 

1. 「……the original Gallery One to be more of a “proof of concept” than an 

endpoint.」

2. 「 The next step is an update of the exhibition portion of ArtLens —the truly unique 

area in which a sophisticated and unprecedented integration of art and immersive 

technology provides interpretive content right alongside the artwork.」

審度其意，他們認為「數位博物館資源」與「實體博物館展品」間資源與形式整合，就
是「使用手機去進行『同場域』的『數位』與『實體』藝術欣賞方式轉換」。透過將手機作
為數位視窗的積極設計，克里夫蘭美術館團隊所期待完成的理想數位展示形式「『同場域』
的『數位』與『實體』藝術欣賞」方能實踐。而「內容與技術，文化與科技同台競演」 也是
本文期待能推介的數位語音與數位轉譯研發與立論之具體方向。

Elon Musk（2016）在訪談中提出：現代人早已是「賽博格」（Cyborg，電子人、機械
化人、改造人、生化人），或該視為「賽博格」的論點。 或許Musk 對「人類＋手機＝賽博
格」的想法過於聳動激進，但仍不啻是現況與可預見未來的務實觀察。因此，以手機為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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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數位對話機器人」其實正是可以期待
的數位導覽服務形態。

三、資訊／知識數位轉譯的必須 

確立互動數位敘事為主要流程結構，將進
行館藏資料跨媒介至混合實境導覽應用程式的
敘事方法檢驗。因不同空間、時間的轉換，行動
者不斷在這其中產生位移（displacement），
其形體、外貌、本質均可能產生改變，所以需
透過現有素材的翻譯，才能表達、延續其經擴
大或轉變的敘事脈絡，此歷程稱之為「轉譯」
（interpretation）（蔡敦浩、劉育忠、洪榮志，
2013）。猶如進行文本內容與故事改編的過程
中，設計者需思考如何轉化原有「檔案資源」
（database）為多重版本之「互文性商品」
（intertextual commodity），甚至就數位媒體端進一步思索如何達成「互媒」（媒介形式的
互相模仿）以串聯敘事網絡，即模擬原創之生命經歷、五感聯想的再詮釋歷程（Grishakova 

& Ryan, 2010；賴玉釵，2016）。以遊戲為主體的敘事模組包括：視覺元素（如：圖像、動
畫、影像）、聽覺元素（旁白、音樂、聲效）、互動情境（使用者決策、後續回饋）等層面
（Zimmerman, 2009）。

此外，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DCMS）」剛於2018年3月提出一份「Culture is Digital」的報告，在報告中強調：數
位體驗正在改變觀眾與文化接觸的方式，而且「數位技術提供了觀眾參與的機會，也使文化
組織能夠吸引更多的觀眾以及接觸新的客群。」這也該是文化機構必須去面對的數位趨勢與
應變需求，那就是「以服務為體的數位文化科技趨勢」，其實這符合新博物館學的知識民主
化、資訊近用、參與式博物館的相關概念。

四、知識型使用者導向設計

而談「博物館的Chatbot 運用」若是著眼於一對一的數位服務，就需從「客製化」
與「個人化」兩類博物館服務的差異談起，以期能讓博物館由使用者導向設計（user-

oriented design）出發，促發群體與社群互動，進行發展為參與式博物館（the participatory 

10. 於世界宗教博物館實境測試對話機器人之
導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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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且針對使用者導向在Chatbot設計上的應用，可以透過下面2個互動設計手法，去
擴大使用者的參與：

（一） call to action：去接軌各項適合訪客的數位服務功能，使用像是「find out more」的提
示去引導進行主動探索，以接續後面的蒐藏、讀取、與回饋等服務。

（二） participatory experiences：提供個人化展品資料庫功能，使參與式體驗整合與提供個
人專屬之展件資料蒐藏與讀取。

本計畫在創造「創意豐富度」部分，將以鼓勵參與的Call to action 去觸發動機，以個人
化的Participatory experiences去創造專屬感。

然而「數位導覽功能的對話機器人」無論使用形式或對話內容，也必須面對Q＆A的服務
與Q＆Q的挑戰。因為以博物館功能與需求審之，數位導覽服務所期待的數位應用是針對「與
觀眾對話engaging visitors in the conversation」、「數位互動digital interaction」去整合「數
位科技」與「參觀經驗」為「適地性數位體驗」，也就是「參觀者在特定博物館、展演機構
場域的專屬的個人數位服務」。對於知識或資訊內容問答來說，概念很清楚，那就是「越清
楚重點就越接近真相」。 因此針對對話機器人分析Q＆A應用如下：

（一） 「Q&A服務」：就是引導使用者以正確的方式，讓對話機器人導覽服務。好的使用方式是
針對個人需求去諮詢；好的導覽服務則是以專業研究資源即時提供具資料與進階選項。 

（二） 「Q&Q挑戰」：就是讓「數位聊天導覽服務」針對Q&A互動內容，再發掘新問題或去
質疑修正其回應的解答，並從中學習更完善的Q&A解決方法。

五、依存互動式對話設計

針對本文介紹的對話機器人專案，個人援引「依存互動contingent interaction」技術概
念，以創造來回反應、對話互動、人機連繫的對話機制。創造「擬人Humanlike」基本型態
使成為兼有個性與實用性的虛擬助理服務功能。 過去博物館、美術館、展場所常用的單向式
資訊服務（語音導覽機），已能藉由在導覽機或手機上輸入號碼、掃描QR Code、接受通知
（beacon， notification push system）等技術提供使用者基本的導覽服務，進階者則更導
入擴增實境技術提供多媒體導覽服務。何況根據Business Insider（BI Intelligence）在2016

年9月份的報導，前四大通訊軟體（Messaging Apps）在2015年第一季與社群軟體（social 

networks）出現交叉後，就一路攀升持續領先，此趨勢會使行銷預算轉而投入通訊軟體，而
採用AI策略與廣告服務也將更成熟且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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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為對話導覽服務的內容是需要進行「內容轉譯」的，這其實存在著「資料解
碼（Data Decipher）」／「內容轉譯（Content Interpretation）」／「跨媒體敘事（ 

Transmedia Storytelling）」的技術問題。館方與觀眾間的（展品）知識落差，以及不同觀眾
的知識差距等都使得 chatbot的數位服務必須聚焦在以對話去引導觀眾進行知識探索及參與，
而不是以全知的人類版google形式 （a human version of Google）出現。 

像是本案世界宗教博物館對話機器人的對應內容的範圍相當大，經營難度也較高，更深
度的知識與數位典藏資源的支援，幸賴博物館研究員的專業知識提供與處理。 

六、展場空間的數位轉譯

展覽就像說故事， 順著情節發展移動，留下的足跡就串連成「故事線」，這隱隱然的
「故事線」其實既是策展單位心中的「展覽動線」。而且從結構分析的角度來看， 「展場
設計」、「敘事設計」上導入「尋路／導視機制」，目的也就在於讓參觀者的「參觀行進路
線」可以更接近策展者的規劃構想，「觀眾『參觀行進路線』＝ 策展者的『展覽動線／故事
線／互動敘事結構』」應該是最完美的成果。

其實，不論是用在說故事（Storytelling）技術的narrative／story flow，或者是對話機器
人（Chatbot）技術的chatting／dialogue flow，都是經過設定與設計的「自主路徑」。套用
Kevin Lynch （1960）的概念，城市環境中的人們通過「心智地圖 mental map」來定位自
己、描述環境。（雖然個人更認爲這是「認知地圖 cognitive map」）。無論是為「閱讀／理
解」城市景觀（或在本文中的展區），移動的訪客／觀眾的參與，需要尋找方式讓他們能識
別「城市／展區元素」，並予以組織連貫。因此， Kevin Lynch提出5個環境元素，本文則進
一步根據「展場空間識別」、「動線規劃」、「敘事結構」等3大需求，去重新詮釋如下：

（一）路徑（Paths）：在展場中的動線、通道等等可以提供通行的元素。

（二）邊緣（Edges）：在展場中的牆壁、展品區等阻礙或無法通行的元素。

（三）地區（Districts）：在展場中的特定主題展區。

11. Kevin Lynch所提出的5大環境元素。（圖片來源：http://mirandasurbandesignseminarcourse.blogspot.
com/2016/10/module-3-influ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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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點（Nodes）：在展場中的展品、展櫃、展架等，在展區被設定暫留欣賞展覽之地點。

（五）地標（Landmarks）：大型、獨立、明顯可辨識的展間或展櫃，可在遠處提供定位參考。

12. 正測試應用的Chatbot共編腳本，內容融入Kevin Lynch的空間元素。Kevin Lynch所提出的5大環境
元素。（圖片來源：http://mirandasurbandesignseminarcourse.blogspot.com/2016/10/module-3-
influential-urban-design.html）

數位對話機器人的設計實踐

• 一、數位轉譯的實踐

（一）空間元素整合腳本內容

在轉譯世界宗教博物館既有數位資源時，像是：展覽主題、展覽區規劃、展品文字說
明、展品圖片、導覽文本、教推素材、藏品3D檔素材、導覽聲音檔、空間照片……等，專案
專用的數位轉譯腳本中也導入了Kevin Lynch所提的「環境元素」概念，有系統地將所有已在
（與將在）此Chatbot使用的「必要內容」，都在轉譯後，分列整理在「區域編號」、「引導
設計」、「 接續路徑」、「 互動輸入」、「路徑序號 」、「跳接節點編號」 、 「節點內容
編號」、「 接續觸發路徑／選項」、「 圖片」、「 對應地標」、「 邊緣設定」等欄目中。

這樣的系統化分析與編輯的「文本／腳本」，有助於「內容團隊（IP方、轉譯團隊）」與
「技術團隊（數位應用、Chatbot）」雙方的共同合作，甚至是線上遠端合作。

（二）使用者導向設計

此外，因為展場的展示單元則包括：「水幕牆」、「朝聖步道」、「掌痕手印」、「金
色大廳」、「肘宇宙創視廳」、「生命之旅廳」、「靈修學習區」、「特展區」、「華嚴
世界」、「世界宗教展示大廳」、「世界宗教建築縮影」等等區域，分設在6、7樓兩個樓
層。其展覽單元之空間與距離分佈廣，若要更具體實踐「展覽敘事設計」跟「展場動線規
劃」，也就是「導覽」，其「導覽」敘事（narrative／storytelling）之「移動路線式架構」
（guide／narrative flow）都需要針對針對觀眾進行觸發與引導 。因此進行「尋路／導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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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finding」技術與概念為主體的導覽設計，而且 「尋路／導視」技術與概念與許多場域的
「導覽動線」的規劃概念其實次相通的。「尋路／導視」相關之應用與設是種空間經驗的理
解與解決能力，更必須透過鼓勵參與的call to action機制去觸發動機（像是按鍵選項），以個
人化的participatory experiences去創造專屬感，落實「與觀眾對話（engaging visitors in the 

conversation）」的數位對話機器人設計目標。

二、數位導覽的實踐

以世界宗教博物館對話機器人專案為例，此
數位導覽員（digital docent）製作案的規模相當
合適，所謂的「合宜」，考量主要是一些必要的
「不可逆因素」，包括：展場規模、展覽動線、
展品數量、資訊內容、互動設計。此外，「可逆
因素」包括館方需求、研究條件、技術難度、團
隊編制、執行期程等等，則在經過勘查與初步討
論後，會進行必要調整。因此， 才正式進行此數
位專案的研究與開發。

在展場的導覽模式方面，目前分為「淺嚐體
驗」（30分鐘）、「深度導覽」（60分鐘）、
「自由參觀」等3類，供觀眾自己選擇。

13. 世界宗教博物館展覽實景。（資料來源：http://mirandasurbandesignseminarcourse.blogspot.
com/2016/10/module-3-influential-urban-design.html）

14. 數位對話機器人進行現場實際測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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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為了維持合宜的數位服務規模與內容外，不朝全知google形式的展覽知識與資源服
務，也是必要的堅持。 反而代以採用遊戲化Gamification設計：除了新手關卡之設計讓使用
者熟悉「按鍵」、「文字輸入」、「語音輸入」、「迴圈」等基本操作技巧外，也導入遊戲
流程（game flow）以及關卡制設計（level design），以確保展覽故事線可以被完整呈現與
體驗。

而為因應觀眾自行攜帶行動載具（Bring Your Own Device，簡稱BYOD）的趨勢，本案
特別聚焦在手機版對話機器人的數位導覽設計上，亦模擬「可攜式數位多媒體裝置」之隨身
服務 。因此數位對話機器人在前期設計時就導入並參照 Schmitt （1999） 提出的5種策略體
驗模組：感官、感覺、思考、行動與關聯去設計「互動體驗」與「學習認知」的緊密連結，
雖然機器人所提供的「可攜式」數位服務是否較「定置式」更為優越還言之過早，但從既有
的物理條件來看，兩者的功能性差異是相當明顯的。

15.數位導覽與數位人文應用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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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雖然社交媒體的即時通訊功能越來越受歡迎，但至目前為止，仍只有少數博物館使用即
時通訊與實際或潛在觀眾進行接觸；而前述已開始嘗試對話機器人服務的博物館，其執行方
式與規模雖全然不同，但都有同樣的目標：在參觀者對博物館或館藏有疑問時，可即時提出
答案，並嘗試在固定的日期或時間範圍內，解決訪客的個別需求（Murphy, 2016；Boiano, 

Cuomo, & Gaia, 2016）。對話機器人雖已逐漸蔚為應用與議題趨勢，國內早期也有對對話機
器人於博物館介入的探討，如：王玉豐（1998）「一種科技的想像：論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中
交談互動式機器人的溝通意涵與潛在發展」一文，但近期國內聊天機器的研發多數以商務用途
為主，於博物館內的開發方法、開發程序、實測與觀眾研究等，尚未具系統性的專題研究立論
與應用研究，基於此即是本專題研究分析國外案例後，欲導回國內研究與實務的利基點。

目前製作Chatbot的實務經驗來看，這項數位語音與轉譯應用確實能讓博物館導覽更符合
個人化服務與客製化服務的標準。無論展覽與服務是學習目標型（learning-objective）或體
驗目標型（experiencing-objective），這些都是在Chatbot可以提供實務功能的範圍內。

16.團隊之設計構想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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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設備與技術不斷地推陳出新，科技產品已不再僅是「設備」，而是一種「娛
樂」，更是種「感官體驗」，甚或是聯通更多資訊的「數位視窗」。因此數位技術、行動導
覽介入博物館，已逐漸成為博物館學／展示技術研究的重點。而且承前文所述的「數位資訊
與展覽實品同場競演」觀念，既要架設此類科技與科技競演的平台，那這平台就該是能在展
示區現場提供直接查詢、展示、互動、收藏的服務。數位典藏資料庫的體驗是On Cloud形
式，實體博物館的體驗則是On Site，要讓On Cloud與On Site同框，「手機＋數位導覽」似
乎提供了可以想像依憑的解答，「數位語音＋數位轉譯」更是提供了整合內容與技術的設計
方向。

(世界宗教博物館AI Chatbot實地測試之專文採訪：「AI時代，就是現在」博物館導覽員篇。影音連結：
https://video.udn.com/news/910412（聯合報系願景工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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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數位博物館

虛實整合、智慧創新、終身樂學、永續經營

博物館是當代社會最重要的教育與休閒場域之一。與時俱進的資通

訊與數位科技，推促著全球博物館致力於發展數位博物館提升經營管

理與觀眾服務品質。迎接智慧科技時代來臨，為提供以孩子及觀眾為

中心，終身悠遊於跨虛實、跨領域及跨服務的行動智慧學習與生活空

間，新世代數位博物館應發揮創造、利用及傳播知識與故事生命體的

特質，統整博物館生生不息地跨領域智識資產，融合數位博物館與實

體博物館的資源與優勢，以分眾消費族群及市場需求為導向，巧用創

新資通訊與智慧科技特性與創意，發展獨特具吸引力及可永續經營的

新形態內容、服務、體驗與商品，使博物館成為陪伴孩子成長及大眾

終身樂學與樂活的公共空間，具體實現融合「虛實整合」、「智慧創

新」、「終身樂學」、「永續經營」的新世代數位博物館。

Museum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ducational and recreational 
spaces in modern societ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and digital technology that keep up with the times are pushing museums 
around the glob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advancements such as developing 
digital museums, enhancing their operational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services they offer to the public. In welcoming the coming of the smart age, 
museums are providing mobile smart learning and living spaces. These spaces 
are child- and citizen-centric, and provide lifelong recreation in virtual-and-
physical,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ervice ways. Digital museums for this new 
era must take advantage of creativity, and being an organism that employ and 
transmit what makes knowledge and story special. Uniting the multidisciplinary 
collections so closely tied with museums, and fusing with these the resources 
and advantages of both digital and physical museums, allows targeting that 
focuses on different consumer groups and market needs. When museums 
make agile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vity inherent in innovative ICT 
and smart technology, they can develop content, services, experiences and 
products that are new, attractive, and sustainable. Doing so will allow museums 
to become public spaces that accompany children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throughout their learning and recreational lives; and this will bring about the 
Virtual-and-Physical, Smart Innovation, Life-Long Learning, and Sustainability 
features that combine to make digital museums for a new age.

文 ▼徐典裕（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圖書資訊科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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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物館如同其他產業在資通訊科技應用演進，在過去近30年歷經網際網路、多媒體、行
動化與智慧化科技應用等階段（Marty, P. F. & Jones, K. B., 2008）。全球博物館都在此演進
過程不斷被推促思考如何應用新科技解決經營管理與觀眾服務的各種議題，相反的博物館資
通訊與智慧科技應用需求，也不斷激發吸引產、官、學、研投入博物館各領域的創新科技研
發。回顧全球博物館在資訊化、網路化、行動化及智慧化科技應用過程，無論是用來解決蒐
藏、研究、展示、教育及觀眾服務的議題，每個應用大多獨立發展，彼此各跨領域資源無法
累積共享，數位與實體空間無法融合，各服務間各自營運無法串聯，對使用者及觀眾而言，
與博物館間長期互動過程無論跨領域、跨虛實及跨服務間都是獨立而缺乏整合與延續的。因
此，思考博物館要能落實終身學習環境建構，數位博物館發展過程必須發揮博物館創造及傳
播知識與故事的特質，每一個專案、計劃及每一個階段所建構的成果都必須是可被延續、被
累積及可再利用，而非個別或階段性的建置與展現而已。這樣才能蓄積跨領域知識以及教育
傳播的知識養分，讓專業知識成博物館永續經營與發展的活水，提供未來新型態的加值內
容、服務與體驗應用，可以有源源不斷的豐沛創新資源與創意元素。

從跨領域、跨虛實及跨服務的資源整合、創新應用、服務串聯及永續經營的新思維與新
視野出發，新世代數位博物館面臨全球化競爭、體驗經濟、創新科技普及與快速發展及現代
大眾休閒生活型態與需求轉變的新挑戰，如何重新定位經營管理及觀眾服務目標與方向，善
用資通訊與數位科技整合蒐藏、研究、展示及教育跨領域資源，建構活水式的跨領域知識與
故事大寶藏，善用行動智慧科技融合數位與實體資源及場域的優勢，以契合各分眾族群需求
及期待，以每位孩子及民眾為中心，發展虛實整合具獨特性加值內容、服務、體驗及產品，
讓孩子與民眾每次與博物館在虛擬與實體空間的互動都是可以串聯延續的，帶領大眾體驗行
動智慧科技時代全新的博物館終身學習與生活型態，是新世代博物館維運存活、翻轉創新提
昇競爭力與永續發展的關鍵議題。

新世代數位博物館的思維與願景

新世代數位博物館的發展與經營，不僅是著眼於行動化與智慧化創新科技的應用，而必
須回歸善用博物館創造及傳播知識與故事生命體的特質、數位與實體資源融合可激發出無限
可能創新與創意應用，吸引孩子與民眾可以不斷回流與博物館間持續保持新鮮感及高黏稠度
的互動，真正落實博物館扮演現代社會終身學習場域的角色。因此，新世代數位博物館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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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跨領域知識與故事活水的建構、跨虛實資源與場域的融合、跨服務無所不在學習與體驗的
串聯與循環，實現提供孩子終身樂學與民眾終身樂活的公共空間。

因此，數位博物館的建構必須回歸博物館創造、傳播與活化知識與故事的特質，善用蒐
藏、研究、展示及教育跨領域生生不息的知識與故事大寶藏，建構具有豐厚知識與獨特故事
底蘊的各種創新服務與應用。數位博物館及實體博物館的資產與發展遠景各具擅長與優勢，
考量主要與潛力使用族群及產業市場需求，善用創新資通訊、數位與行動智慧科技，將虛實
空間的具優勢與獨特內容與服務資產，有計畫有方向的加統整、融合與串聯，結合社會與科
技脈動與時俱進推出獨特且優質內容、服務、應用與產品，藉由獨特品牌營塑、高忠誠度顧
客經營及永續創新與發展，才能保有既有並擴展新的消費族群。綜而言之，新世代數位博物
館從「虛實整合」、「智慧創新」、「終身樂學」及「永續經營」的核心思維出發，博物館
必須善用數位博物館或實體博物館的優勢與價值，從契合學校師生、親子家庭、社會大眾及
學術研究等各分眾族群需求為發展導向，讓數位與智慧科技不斷創新與推進的力量，實現跨
領域知識與故事統整、網路與實體觀眾在虛實空間創新服務與內容的長期個人與社群互動歷
程的累積及整合，進而運用不斷推陳出新的創新科技發展新型態參觀、學習、娛樂與體驗吸
引觀眾不斷回到博物館，發展以觀眾或學習者為中心從孩童到銀髮時期全年齡的個人化與社
群化良性循環服務環境，營造無所不在與智慧永續的終身樂學與休閒生活空間的新願景與新
藍圖（圖1）。

1.  新世代博物館的藍圖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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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接踵而來的數位科技浪潮，諸如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創客空間（Makerspaces）、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機器人（Robotics）、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及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
等新興科技，善用這股無法抵擋的數位與智慧革新力量，將為博物館社群帶來創新教育與商
業的機會與願景。但博物館如何因應外在科技、社會、經濟與政治脈動及內外有限的資源，
選擇適切的前瞻資通
訊科技，在串聯館內
外、線上與展場、虛
擬與實體的大虛擬與
大實體的超虛實空間
中，引進產、官、
學、研資源，為各類
目標族群開發具獨特
性、吸引力及市場區
隔的新型態內容、服
務、體驗與商品，吸
引孩子及民眾悠遊於
博物館、學校、家庭
及在地無所不在的終
身學習與生活空間，
是全球博物館在智慧
科技時代的新契機也
是新挑戰（圖2）。

建構終身樂學與永續經營新世代數位博物館的關鍵議題

為提供每一位孩子及觀眾在館內外無論是雲端或展場、虛擬或實體空間，任何人在任何
時間與地點攜帶各種形式載具都能被智慧感知，透過最適當的虛實傳播通路主動提供個人化
最適性的內容與服務。為實現此無所不在的智慧服務情境，必須為每位孩子或民眾從第一次
接觸博物館開始，為每一位觀眾長期與博物館各種虛實服務與體驗的互動過程，建立融合個

2.  智慧科技時代服務創新與體驗經濟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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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境（Personal Context），社群情境（Sociocultural Context），虛實混合情境（Blended 

Virtual and Physical Context），以及良性循環學習（Virtuous Cycle）之全方位情境感知情境
學習歷程與學習行為模式大數據，以進行智慧分析，動態掌握每一位觀眾的學習與消費脈絡與
行為模型，據以將博物館源源不斷產出的知識性、故事性與趣味性的創新內容、服務與體驗主
動行銷推薦給觀眾及學習者，串聯觀眾與博物館間跨越虛實與跨服務間無縫參觀、學習、休閒
與消費的橋樑，實現以觀眾為中心悠遊於虛實整合的良性循環終身學習與永續經營模式。

就實務方法而言，建構「虛實整合」、「智慧創新」與「終身樂學」可永續經營之新世
代數位博物館必須實踐3個主要議題：跨虛實、跨領域與跨服務資源整合、虛實整合良性循環
學習與體驗環境及超虛實智慧博物管終身學習樂園。

跨虛實、跨領域與跨服務資源整合考量隨著博物館營運源源不斷產出之典藏、展示及教
育跨領域知識庫內容管理，虛擬與實體觀眾與學習者管理、數位與實體跨場域多元服務管理
及每一位觀眾於跨虛實、跨領域與跨服務的全方位學習情境的動態歷程與行為模式大數據管
理。虛實整合良性循環學習與體驗環境是建構以觀眾或學習者為中心，悠遊於線上與實體展
場各種實體、數位或虛實混合跨服務的整體互動體驗過程，藉由長期跨服務學習歷程追蹤記
錄及學習行為大數據分析，提供每位觀眾無所不在的個人化智慧推薦服務。而超虛實智慧博
物館終身學習樂園建構，則陪伴學習者從孩童到銀髮族全年齡成長過程，於館內外經由線上
與實體展場學習場域的參觀前中後各階段互動傳播管道，存取各種虛實整合創新應用服務及
依個人學習歷程大數據分析，經由系統動態推薦跨領域及跨服務學習或休閒消費資源，藉由
觀眾高黏稠反覆悠遊於跨虛實、跨領域與跨服務的雲端線上與實體展場學習場域之間，達成
行動化，智慧化與個人化無所不在的良性循環終身學習環境及可永續經營的數位博物館服務
模式。以下分別就跨虛實、跨領域與跨服務資源整合模式、虛實整合良性循環學習與體驗環
境建構及超虛實智慧博物館終身學習樂園的建構方法與過程，再做進一步延伸陳述。

跨虛實、跨領域與跨服務資源整合模式

跨虛實、跨領域與跨服務資源整合模式必須考量虛擬與實體空間的會員統整、服務及
知識內容資源之建構、管理及發佈。會員管理集結所有實體會員與網路會員，管理維護會員
基本背景、喜好及會員於虛實服務空間存取內容及參與服務與活動歷程。服務管理整合及管
理跨越數位與實體博物館應用服務，數位博物館應用服務如網路學習、虛擬展示與行動學習
等；實體博物館應用服務如常設展、特展與教育活動等。而內容管理統整蒐藏、展示、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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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營運等跨領域數位知識內容，建立跨領域內容專家間共同知識內容編輯與組織結構及建
構流程。統整式資源整合與管理扮演以虛實整合會員為核心的數位博物館關鍵基石，有賴會
員、知識內容、應用服務3方面資源成功整合及緊密關聯運作（徐典裕等，2012）。

而其中跨領域知識內容管理又扮演整體統整式資源管理的核心，由統整式知識內容建
構流程、多層式可再利用知識內容結構與統整式知識內容管理系統3部分組構而成（徐典
裕,2012; Hsu et al., 2006）。統整式知識內容建構流程功能主要扮演所有參與者、群組及
專案間的共同工作流程，包括了知識內容蒐集、數位化、編輯、組織、發佈與使用等階段。
多層式可再利用知識內容結構定義知識內容多樣類別，從核心知識元件、進階元件到創建元
件，提供所有跨領域專業人員由隱性進而顯化知識與故事內容的表達及建構套用結構模板。
一個核心知識元件為知識內容的基礎，具備多媒體物件與語意後設資料，進階與創建元件則
可從原有核心知識元件再進一步人工編輯或由系統自動關聯推演產生。統整式知識內容管理
系統主要為整合所有系統，此系統包括內容建構子系統用以建立跨領域分類階層架構、多層
內容及後設資料編輯作業等；內容管理子系統用以管理所有多層知識內容、後設資料、編輯
套版、知識本體與詮釋控制詞彙及網頁呈現內容等資源；而發佈子系統負責轉換跨專案及跨
領域內容專家所編輯組織的多層結構內容，成為跨載具跨平台可動態呈現的網頁內容。

虛實整合良性循環學習與體驗環境建構

為具體實現虛實整合終身樂學的新世代數位博物館，必須為分眾族群發展從孩童到銀髮全年
齡的跨虛實、跨領域與跨服務的良性循環終身學習環境。藉由線上與展場及虛擬與實體混搭學習
場域與服務的串聯，建立以觀眾為中心的虛實整合跨服務循環式學習模式（OOCLM-Online and 

Onsite Cyclical Learning Model）（Hsu, T. Y. & Liang, H. Y., 2016）。虛實整合跨服務循環式學
習模式以博物館學習情境（CML- 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為核心藉以具體描述每一兒童
或觀眾個人情境脈絡（Personal context），社群文化情境脈絡（Sociocurtual context），虛實整
合環境脈絡（Blended virtual and physical context），以及與博物館間（Virtuous cycle）長期互
動所形成的良性循環學習情境脈絡的全方位博物館學習情境歷程（Falk & Dierking, 2013; Hou et 

al, 2014）（圖3）。個人情境脈絡描述每個孩子的個人特質，包括以前的參觀學習經驗和偏好，
都隨著他／她們在跨虛實與跨服務間遊走過程動態影響與建構他／她在博物館的個人化與客製化
學習行為與經驗。因為孩子們通常是和他們的同學、朋友或家人同遊博物館，所以社群文化情境
脈絡考慮到孩子在博物館學習中的線上及展場社群互動過程及關鍵行為（Falk and Die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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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虛實整合情
境脈絡將博物館學習以
跨虛實與跨服務主題式
方式串聯展場實體物件
及虛擬學習內容，引導
兒童深入觀察探索博物
館的實體資源環境，並
於探索過程動態提供延
伸性互動學習內容，藉
以拓展更具深度與廣度
相關的跨領域知識與探
索輔助工具。因此，博
物館學習經驗是隨著個
人、社群文化和虛實整
合學習情境脈絡間的長
期不斷交互作用與建構
過程。考量博物館學習
是在跨虛實與跨服務參

觀前、中、後的長期循環式學習情境脈絡互動過程，Dierking（2002）將博物館學習情境加上
時間因素，以激發兒童不斷回流博物館形成良性循環的互動學習經驗。

虛實整合良性循環學習模式以學習者為中心，以連結館內外之參觀前、中、後學習模式
為核心，進而提供兒童線上與展場學習空間中虛實整合的深度探索、跨領域知識與故事內涵、
多元文創加值服務及長期社群互動經營。藉由良性循環終身學習模式中每個學習情境脈絡的聚
合及互動學習歷程的有效管理與經營，將增強孩子們主動善用虛實整合學習資源、拓展社群關
係連結和激發不斷回流學習的動力。因此，虛實整合良性循環學習服務模式運用博物館的跨虛
實、跨領域及跨服務資源有助於博物館整體資源整合、管理與創新，橋接線上和展場及虛擬與
實體空間多元學習經驗設計，有效地促進博物館良性循環學習，此模式成功建立可重複參訪和
博物館永續學習環境。藉由個人化推薦、社群化經營及客製化虛實整合跨服務模式，每個孩子
從第一次博物館學習經驗開始，博物館將持續延伸成為陪伴他／她成長的虛實整合終身學習
環境。

3.  虛實整合良性循環學習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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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虛實智慧博物館終身學習樂園

近年來隨著接踵而來的數位與智慧科技浪潮，諸如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 ty）、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創客空間（Makerspaces）、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機器人（Robotics）、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及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等，這股不可抗拒的智慧化革新力量，確實為博物館社群帶來教育化與商業化的
新契機。但博物館如何應用有限資源，選擇適當的行動智慧科技，翻轉蒐藏、研究、展示、
教育及服務新思維，以觀眾及消費者需求為導向，重新定位博物館的社會功能與公共價值，
再造新世代博物館的跨領域生產、創新、服務與消費鏈。為目標及潛力族群開發具獨特性、
具吸引力及市場區隔的新型態服務與產品，並尋求虛實整合與共創的永續發展、推廣與經
營，也是博物館界必須勇於改變積極面對的新挑戰。

在長期發展策略上，應結合產、官、學與大眾共創資源與能量，為不同的分眾族群，包
括老師學生、親子家庭、一般大眾及銀髮族，發展創新有感的個人化與社群化服務與體驗。
超虛實智慧博物館發展視野，必須將創新數位與智慧科技融入博物館生生不息的知識與故事
活體、無限想像的虛
實整合創新服務及館
內外無所不在的生活與
學習空間。從契合全年
齡分眾族群需求及期待
出發，永續建構及再利
用活水式的跨領域知識
與故事大寶藏，開發獨
特性教育加值內容、服
務、體驗及產品，藉由
虛實整合、跨服務、主
題式、套裝式創新加值
與服務，提供大眾全年
齡無所不在、良性循環
終身學習與生活空間，
建立永續經營的獨特教
育品牌與商業模式，落

4.  超虛實的「智慧終身學習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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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博館數位博物館發展歷程。

實建構從線上與線下及虛擬與實體串聯館內外多維空間所構成的跨世代、跨虛實、跨場域及
跨服務的超虛實智慧終身學習樂園。讓孩子及民眾終身悠遊於博物館、學校、家庭、都會與
編鄉無所不在的終身樂學與樂活空間（圖4）。

新世代數位博物館建構實例：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

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博館）為例，科博館前後歷經「全館電腦化發展計畫第
一、二期計畫」、「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博物館旗艦
計畫」、「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文創與數位教育計畫」，「超虛實智
慧博物館計畫」等計畫，歷經資訊化、知識化、行動化與智慧化等發展階段，奠立科博館數位博
物館整合與創新的永續發展基礎及豐厚能量（圖5）。科博館在長達12年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期間，建立了一個提供科博館動物、植物、地質、人類四大學域，近40個學門，
60幾位研究同仁的跨領域知識建構、加值與傳播平台，同時將蒐集、詮釋、組織、加值、發布內
容的工作流程標準化並融入常態業務中，讓蘊含在博物館中無所不在的知識與故事內容，能夠隨
著各領域專業人員蒐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工作過程，生生不息的被累積、建構、再利用、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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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享。科博館從參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期間在跨領域數位化與知識化建構及
虛實整合教育化與產業化創新模式的堅實基礎。

為具體實現虛實整合良性循環學習服務環境，科博館從過去近十年來，整合實體博物館
與數位博物館優勢及獨特資源，串聯雲端線上與實體展場學習場域，具體實現虛實整合良性
循環學習服務模式，科博館近年來特別為學校師生、親子兒童及ㄧ般民眾族群，分別開發學
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圖6）、親子兒童行動悠遊學習（圖7）、行動智慧實境解謎學習（圖
8）及超實境虛擬互動科技特展等多元服務（圖9）。

10.   學習者為中心虛實整合跨
　　 服務良性循環學習環境。

6 7 8 9
6.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
7.     親子兒童行動悠遊學習。

8.     行動智慧實境解謎學習。
9.     超實境虛擬互動科技特展。

1217博物淡水第10期電子書.indd   37 2018/12/17   上午11:42



38

封 面 專 題

Special Topic

1

透過學習者為中心悠遊於跨虛實跨服務間之參觀前中後學習模式，歷經參觀前線上學
習、參觀中的展場探索服務及參觀後的延伸學習與社群分享服務，引導及激發觀眾於雲端及
展區間進行融合故事情境、科學觀察、趣味學習及科技體驗的深度探索學習之旅，希望此模
式以每位兒童為中心，悠遊於虛實整合跨服務良性循環終身學習環境，迎接新科技的不斷推
進，創新服務與應用將可延展加入串聯於跨服務的學習整合架構中，為博物館界建立虛實整
合跨服務科普教育應用與推廣的新典範（圖10）。

為建構陪伴孩子成長的超虛實的「智慧終身學習樂園」，新世代數位博物館博館除以實
現「虛實整合」、「智慧創新」、「終身樂學」與「永續經營」的藍圖為目標，更應強化善
用行動智慧科技的優勢，藉由物聯網連結館外與館內間之線上與線下及虛擬與實體多維空間
所構成的大虛擬與大實體的超虛實（Hyper Virtual-and-Physical）生活與學習場域，從參觀前
（Pre-visit）：行動智慧購票及預約參觀服務；參觀中（Onsite-visit）：智慧展示空間趣味探
索學習與文創消費休閒環境，到參觀後（Post-visit）：良性循環智慧學習環境與異業合作永
續經營模式，營造全年齡跨虛實與跨服務，無所不在的參觀前中後循環式創新學習服務、文
創體驗與永續經營模式。發展為融合陪伴孩子成長的跨世代、跨場域、跨虛實及跨服務終身
樂學與生活的全方位智慧化博物館（圖11）。

11.　全方位智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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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過去30年來全球博物館致力於運用資通訊與數位科技發展數位博物館以拓展蒐藏、研
究、展示及教育視野，並提升經營管理績效與觀眾服務品質。迎接物聯網、人工智慧與大數
據等行動智慧科技時代的來臨，科技的應用如何真正落實終身樂學與樂活環境建構及博物館
蒐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的永續經營，新世代數位博物館必須以消費族群及市場需求為
導向，透過跨領域知識內容整合建構、線上與展場學習場域串聯及數位與實體資源整合，善
用與時俱進的資通訊與智慧創新科技，發展虛實整合的新型態內容、服務、體驗、產品與經
營模式，以持續保有既有並擴展新的消費族群。為建構可永續經營的數位博物館，必須落實
建構跨虛實、跨領域與跨服務資源整合、虛實整合良性循環學習與體驗環境及超虛實智慧博
物館終身學習樂園，提供學習者漫遊於虛擬與實體空間之良性循環與終身樂學與休閒環境，
從一次又一次觀眾不斷回流的循環式深度參觀與樂趣學習服務中，具體實現虛實整合、智慧
創新、終身樂學及永續經營的全方位數位博物館理想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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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管理、近用到體驗

博物館應用數位科技於提升觀眾體驗之探討

博物館應用資通訊科技已有數十年的時間。在早期，由於受限於

科技本身的效能及成本等因素，博物館大多將資訊科技應用於典藏管

理，具體的成果便是藏品管理系統(CMS)，其性質是以博物館的業務

需求為核心發展，並非以觀眾為中心。其後全球資訊網的出現，則是

使博物館在資訊的傳佈、藏品資訊的近用上有較大進展。而後隨著科

技的持續進步，博物館的科技應用，才開始走向以提升觀眾的體驗

(Experience)為主要發展方向。本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案例，分析故

宮近二十年來以提升觀眾體驗為目的進行互動裝置和數位內容發展的

歷程，並依據其所能提供體驗的類型，將其分類為影音視聽性質的體

驗、人機互動體驗、行動及空間感的體驗、立體化及沈浸式的體驗等

五類；當然此五種不同類型的數位體驗也可以是互相複合、交錯的。

最後則是依據故宮的開發經驗，對博物館開發數位內容及互動裝置提

出若干建議供同道參考。

Museums have been using ICT for decades. In the early day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 efficiency and cost of technology itself, most of the 
museums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ollection management. The main 
result is the collection management system (CMS), whose nature is based on 
the business needs of museums. Not centered on the visitor. Since then, the 
emergence of the WWW has enabled the museum to make great progres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ccess of information of collection. 
Then,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ICT 
in museums began to move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sitor’s experience 
as the main direc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NPM)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ve devices and digital 
content for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the visitor’s experience in the past 20 
year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experience it can provide, it is classified into five 
types of experience : the audio-visual experienc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xperience, action and space experience, three-dimensional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of course, these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digital experience can also 
be composite and interlaced. Finall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NPM,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ntent and interactive devices 
for museums are provided for reference.

文．圖 ▼吳紹群（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副研究員兼資訊統合運用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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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1960年代以來，博物館便開始將資訊科技導入於日常業務之中（AAM, 1997），雖然
當時僅用於文物帳籍管理，但已開始顯現資訊科技在博物館的應用潛能。隨著資訊科技的不
斷進步，資料庫、網路、多媒體、互動、雲端、手機、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AR／VR） 等
科技應用不斷湧現，使用的方式日益便利、成本日益下降、受眾也日益增加，使得博物館開
始將資訊科技的應用範圍，由過去的博物館文物管理，擴大到了展示、教育、行銷等各種博
物館工作相關層面。然而，隨著博物館應用資訊科技的範圍日益擴大，也使得各個博物館必
需開始思考究竟博物館不斷追逐新科技的目標為何。

具體而言，博物館業務以典藏為核心展開、以觀眾的教育為目的推展。博物館導入資
訊科技，在過去多由典藏管理、文物典藏資訊的近用（Access）出發，漸次擴展到其它層
面如展示和行銷，但隨著現代社會人們在學習、溝通、娛樂、生活等各方面都已因為資訊科
技的影響而完全改觀之際，博物館更應當思考，如何應用資訊科技以提升、豐富觀眾的體驗
（Experience）、進而讓觀眾能因體驗而刺激學習、啟發思考，進而達到博物館教育的目
的。因此，隨著各種不同資訊科技的出現，博物館在導入資訊科技的目標上，未來應當由博
物館業務為中心的思考、朝向以數位內容和數位工具提升觀眾體驗為導向來發展。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自70年代開始導入資訊科技，一如國內外其它博物館
應用資訊科技的發展歷程，過去故宮在應用資訊科技上，亦是以典藏、管理等為主要應用範
疇，其後則開始將資訊科技應用於和觀眾的溝通及典藏資訊的傳播，晚近更應用多元的數位
技術，將故宮的文物內容以數位化的方式增益觀眾的體驗。本文先簡略介紹資訊科技早期應
用於博物館典藏管理和資訊近用的歷程；第二部份則是以故宮為例，說明近年來故宮如何應
用各種新興科技，提供觀眾不同類型的體驗並達到不同的教育目的；最後則是根據故宮的案
例，總結出博物館以資訊科技提升觀眾體驗的類型與特性，並對未來博物館應用資訊科技的
方向提出若干建議，以供國內博物館界同道參考。

博物館數位化管理及資訊近用

一、博物館藏品管理系統

博物館開始具體應用資訊科技，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群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中的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當時由該博物館主導，開始將博物館的
典藏文物資訊，以文數字欄位資料和符號標記的方式輸入資料庫，並以大型主機和磁片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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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料，供多個博物館儲存、檢索文物資料，以便於進行文物典藏管理；而同一時期，美
國其它的博物館組織如MCN，也紛紛採用類似的模式開發了第一代的博物館文物藏品管理系
統（Katherine Jones-garmil, 1997）。在6、70年代，受限於當時資訊科技的效能，博物館在
導入資訊科技時，大多集中於以集中式資料庫方式，建立以博物館業務為中心的藏品管理系
統（Collection Management System, CMS），提供博物館館員進行登錄、典藏管理、文物資
料查詢、文物位置記錄等功能，其設計是以滿足博物館典藏管理的需求為主要目標，無法作
到觀眾服務等功能；雖然其後大部份的藏品管理系統也逐步設計有一些功能，讓博物館愛好
者可以有一定權限的介面查詢博物館的藏品資訊，但整體而言，早期的博物館管理系統，在
發展精神上，仍然是博物館的登錄和典藏管理為主，並非以觀眾為主體。

博物館藏品管理系統由6、70年代一直發展至80年代，雖然有因應科技發展而在軟硬體、
人機介面有所進步，但大抵仍是以管理和典藏為中心的系統。根據國外專業組織的整理，藏
品管理系統的主要內容大致上是以藏品目錄、登錄表單、盤點檔案、購藏資料、文物編目記
錄、文物影像乃至於保存維護資料、狀況報告等等為主，主要功能則包括有以下數個面向
（CHIN, 2003）：

1. 藏品管理功能：例如文物的描述、盤點資料、文物位置及移動之管理、編目資料、文
物維護、文物版權管理、文物之保險管理、展覽管理、借展管理、運送管理等功能。

2. 資料管理功能：主要包括有欄位結構的管理、辭彙控制功能、數值管理（例如排序及
進位之設定）等等。

3. 使用者介面：包括了具備使用者輔助及說明機制、支援雙語或多語言資料、具一般觀
眾檢索設定功能、可支援影像及多媒體瀏覽。

4. 資料查詢功能：一般關鍵字查詢功能、特定數值限制之查詢功能、切截及邏輯查詢、
查詢結果之展現順序調整或再縮小、以及查詢結果的儲存及列印等等。

5. 系統報表輸出：包括預設報表功能、自訂或依業務需要不同可調整報表等。

6. 系統技術需求：支援多種格式資料檔的輸入及輸出、技術文件及使用文件、系統維護
支援、以及支援其它式輸入（如Bar Code）等。

  7. 系統管理：例如索引檔管理、資料備份、系統記錄查詢、系統安全管理。

二、博物館資訊近用

由上述對博物館藏品管理系統的發展及主要功能分析可知，博物館藏品管理系統雖然是
博物館在早期應用資訊科技上最具體的成果之一，但其發展重點並非以展覽、教育、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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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觀眾切身相關的活動為中心，而是以博物館的管理需求為中心。而到了80至90年代，隨著
網路技術的進步、民間使用網路的日益普及，開始出現了以網路來查詢博物館文物訊息、服
務訊息的需求，也使得博物館開始應用網路建置網站和民眾接觸，在網站上開放資料庫讓民
眾可以近用（Access）文物內容、經由網站取得博物館的服務訊息、或是傳訊或留言給館
方。這些應用不僅開啟了博物館資訊近用的服務，也提供了博物館和民眾之間一種有限的互
動管道。時至今日，博物館的網站/網路服務已成為世界各個博物館必備的服務工具。

數位科技之應用與博物館觀眾體驗

受限於早期資訊科技尚未能在多媒體、互動性等方面展現足夠的效能，加上成本過高及
社會大眾在吸收資訊、學習、娛樂等方面，尚未如今日一般已全面數位化，因此，早期博物
館在應用資訊科技方面，正如同前一章節所述、仍以文物藏品管理系統的應用為主。其後雖
然拜網際網路日漸普及所賜，博物館網站的作用開始受到重視，但單純的文數字、圖片所構
成的網站，畢竟難以提升博物館觀眾的體驗，其所發揮的功能，較為接近文物藏品資訊的查
詢、博物館訊息的傳佈等等，較為偏向博物館資訊的近用和傳播。

隨著資訊科技在多媒體、人機互動等各方面的進步，尤其在2000年以後，各種能提升、
豐富觀眾感官體驗的技術不斷成熟，加上無線上網、行動載具的普及，博物館開始能有機會
應用這些新科技來增進博物館觀眾的體驗，並摸索不同的科技是否能創造新的觀眾體驗方
式、進而達到博物館教育的效果。

然而，雖然博物館有了更多科技選擇可以為觀眾創造多樣的體驗，但博物館不能為科技
而科技，博物館在導入新科技時，必需先了解什麼是觀眾的博物館體驗。博物館體驗，有時
也稱為博物館經驗（Museum Experience），可以被視為觀眾在接觸博物館時一種情感上、
認知上的刺激，有其獨特的複雜性（殷寶寧，2012）。而Falk和Dierking更進一步界定的博物
館經驗的構成，他們認為，觀眾的經驗是由個人脈絡（如個人學識、年齡、性別等）、環境
脈絡（如館舍環境、氣氛、導覽）、以及社會脈絡（如和家人或同學同行、和館員的互動）
3種不同脈絡的所構成，並交互影響，並在三者交互影響下形成學習效果（Falk & Dierking, 

2008）。所以，博物館在引入某一種資訊科技時，必需思考能否在觀眾的博物館經驗構成
中發揮作用，例如，此一新技術在特定博物館條件下，能帶給哪些背景的觀眾新的體驗？科
技的使用時機或環境？是否或必需和其它人共同使用或觀賞？博物館在導入資訊科技時只有
在考量到發展博物館經驗的需求後，設計出正確的內容和介面，才能對提升觀眾的體驗有所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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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自90年代以來，即開始嚐試將多媒體、人機互動、影音、行動通訊等不同科技應用
於提升博物館觀眾體驗的各種方案之中。在發展過程之中，故宮的資訊科技團隊除了導入新
技術之外，也不斷摸索、試驗如何讓各種不同的新技術在導入過程中能符合各種不同觀眾的
背景、環境、社會特質，以發揮不同技術的特性、找出不同技術所最能發揮效果的條件。經
由綜合的整理，近年來故宮在體驗性的科技應用上，若以帶給觀眾的體驗類型為分類依據，
大致可以分為以下5種不同的體驗類型：

一、影音視聽性質的體驗

自從影片的製作成為博物館敍事、介紹的工具以來，以影音方式呈現博物館內容，一直
是博物館刺激觀眾體驗的方式之一。而網路頻寛不斷提升、以及影音串流服務的出現，也讓
網路影音成為博物館推廣的有力工具。觀眾在觀賞其有興趣或內容有趣的影片時，因為具有
娛樂的效果，可以達到結合教育與娛樂的「寓教於樂」（Edutainment）效果（Gladysheva, 

Verboom & Arora, 2014）；而網路頻寛提升和製作技術的進步，也讓博物館可以不斷將影音
的品質持續拉高（由Full HD到4K甚至8K）、嚐試更多樣的製作技術（動畫、3D影片），帶
給觀眾更為豐富的影視音體驗。

故宮在過去，即已有製作記錄片、文物內容介紹影片的歷史。而自90年代以後，更開始
製作動畫電影，並以系列性的方式發展3D動畫影片，例如「國寶娃娃歷險記」系列便是典型
的系列型3D動畫影片，近年來更嚐試製作新型態動畫，將2D的平面動畫人物和3D動畫人物
整合在同一動畫影片之中。這些動畫片因為將文物擬人化、3D動畫繪製有趣，因而在網路
上有相當的點閱率，現場播放也頗受學童歡迎，發揮了寓教於樂的效果。而為提供更多元的
影視音體驗，故宮在文物和歷史記錄片上，也致力於提升畫質、或用多樣的視覺風格拍攝，
例如，以4K畫質製作「銅版記
功」、「水沙連」、「漢代玉器」
等文物記錄片，以8K畫質製作轉
心瓶的推廣短片，都在影音視覺上
提供觀眾更為細緻、清晰的體驗，
讓觀眾可以更仔細的觀賞文物或欣
賞文物的歷史場景，達到深化印象
的目的。故宮擬人化動畫影片如圖
1、多元風格文物及歷史記錄片如
圖2所示。

1. 故宮國寶娃娃系列文物擬人化3D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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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機互動體驗

除了以影音來豐富觀眾的體驗以外，近年來博物館也越來越常使用數位多媒體互動裝
置來創造互動情境，讓觀眾可以用互動操作來體會文物特徵、歷史事件場景、科學原理等博
物館教育要素。現在的數位互動展件已經可以用多種不同的操作模式來讓觀眾觸發數位內
容，包括了觸控、通過、揮動、翻頁、音控等都是成熟可行的互動操作（Campos, Campos, 

Freitas & Jore, 2010），在技術原理上則已經可使用紅外線偵測、雷射測距、壓力地毯、觸控
螢幕、聲響偵測、Beacon、RFID等各種不同技術，並因應內容的需要搭配設計。一般而言，
數位互動裝置為了創造觀眾體驗，應當視內容或體驗的需要，設計觀眾和數位內容之間互動
的順序、方式；常見的互動模式，包括有「回饋」、「控制」、「創造」、「製作」、「傳
達」等互動模式（周一彤，2006），博物館數位發展團隊必需視情況設計、組合這些互動模
式，創造出最適當和自然的互動體驗。

故宮在發展數位互動裝置時，會根據文物的內容特徵、想要經由互動傳達給觀眾的訊息
為何、企圖經由互動效果讓觀眾留下哪些與文物相關的印象等目標，來設計數位互動裝置。
例如，故宮曾以宋代的畫作「太液荷風」為主題，創造具備紅外線偵測和動畫投影的互動裝
置，將宋代的荷花池場景轉化為數位互動場景，觀眾只要站上投影區，荷花池的荷葉、游魚
都會隨之產生互動，其場景如圖3所示，而近來故宮針對此一作品，更改用雷射測距取代紅外
線偵測，雖然站立式的互動方式沒變，但反應速度和準確性提高，此一技術上的優化，對觀
眾的體驗也是一種提升。而相對於以站立方式互動產生體驗，故宮近年則嚐試其它的體驗模
式，例如最近所設計的「海錯奇珍」互動裝置，係將清代的海中生物圖冊設計為海洋場景，
讓觀眾用躺著的方式，模擬潛游於海中的狀態並和海洋生物互動，以加深對故宮所藏古代海
洋生物晝冊風格的印象，其互動效果如圖4所示。

2. 不同影像風格的4K文物影片:「實幻之間」(左)及「銅版記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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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式及空間感的體驗

在空間中行動和在空間中感知
自己的位置或事件，是人類的本能和
需求，也是博物滿足觀眾需求時所不
能忽略的重點。由於無線通訊、行動
載具的進步，加上空間資訊系統的使
用日益便利，使得博物館可以在小範
圍的館舍空間服務、大尺度的GIS應
用上，都可以提供觀眾新穎的體驗、
不同的資訊或解讀。尤其在小範圍的
館舍空間上，博物館已經大量應用
App服務，以行動化方式提供藏品訊
息、展覽介紹、服務訊息，最重要
者，是App可以應用Beacon和室內
地圖等方法進行室內定位，根據觀眾
所在位置，提供所在地點的藏品訊息
或樓層設施，大大改變了觀眾在博物
館館舍空間中的體驗方式（Proctor, 

2011）。

3. 「太液荷風」的互動效果。

5. 故宮App中的街景導引和各區域QR code。                      

6. 故宮「印象水沙連」影片應用GIS解析文獻後呈現之效
果。

4. 「海錯奇珍」的互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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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動服務及空間感的體驗上，故宮在2013年，便曾嚐試以App搭配 Beacon偵側，依觀
眾所在位置提供藏品介紹及藏品影片；其後所開發的App則開始導入館舍空間的街景導引功
能、不同空間展廳的展品介紹，提供行動化和室內空間的體驗，這些服務在App上的畫面如圖
5所示。而在大尺度的GIS應用上，故宮也應用GIS和空間資料，對故宮所收藏的古地圖、古文
獻中所提及的地理現象加以解析對照，然後再以影片方式予以具象化、視覺化，讓觀眾可以
更具體的了解歷史文獻中的各種事件、路線的空間概念，提供與空間感相關的體驗；圖6是故
宮應用GIS解析古文獻後，在影片中具象化呈現的效果。

四、立體化的體驗

隨著3D化技術的進步、3D軟體效能的提
升，目前博物館的文物在進行3D作業時，不僅
可選擇的進行方式已有多種方法，在3D的品質
上也較過去大為提升；而3D列印技術的出現和
普及，更提供了博物館教育、展示新的方法和
工具，提供觀眾具體化、可親手觸摸的多感官
的體驗（Jakobsen, 2016）。一般來說，博物
館將文物3D建模之後，可以應用於動畫電影的
製作、文物複製品的製造、VR或AR物件、發
展3D列印用於創客／自造教育（Maker）、文創品創意設計等多元用途，不僅在博物館教育
上可以邁入自造教育領域，在觀眾的視覺體驗上，更可提供觀眾更為立體化、實體化的視覺
體驗，使觀眾留下更為深刻的記憶。圖7為故宮文物3D列印的樣品。

五、沈浸式體驗

自從數位多媒體技術進入博物館以來，如何同時利用多感官的多媒體技術創造沈浸式、
全感官的觀眾體驗，一直是博物館的挑戰。從90年代開始，便已有博物館利用CAVE之類的技
術，建造環場、沈浸式的環境，到後來更發展出結合投影熔接、動作偵測的互動劇場。而近
年來，完全以3D建模製作物件、以Unity之類的引擎開發的頭戴式、可偵測身體動作的VR，
更是成為博物館關注的焦點。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同為沈浸式的體驗，互動劇場的觀眾體
驗和VR並不相同，互動劇場可允許多人同時使用、和同行者創造體驗和回憶，實現社會脈絡
（Social Context）下的參觀體驗；而VR一次僅能一人使用，但VR能提供更強烈的視聽體驗，
也較能深入呈現博物館文物的意境或細部特徵、提供強度更高的互動。

7. 故宮文物3D列印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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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長期以來一直關注沈浸式體驗的開
發，過去曾應用投影熔接、動畫、紅外線動
作偵測、聲音和燈光控制等加以結合，創造
出可多人使用的互動劇場（如圖8）。在VR

技術成熟之後，也開發多組文物相關的VR，
例如圖9所呈現的，便是故宮書法的VR，觀
眾不僅可在頭戴裝置中沈浸於文字動畫意
境，更可應用VR的手把，體會在空中寫書法
的感覺，提供書寫的互動體驗。

結語

博物館自開始導入資訊科技以來，走過了過去以藏品管理為中心、以博物館管理工作
為導向來發展的時代，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變遷，走向了應用各種的新興數位科技，創
造了各種能夠提升、豐富觀眾體驗的數位裝置或數位內容。畢竟，博物館不能存在於真空之
中，當出現了能夠提升體驗的新興科技，博物館勢必要開發、引進、以滿足觀眾體驗的需
求；尤其，博物館雖以典藏為核心，但觀眾的服務和教育卻是博物館的任務，尤其博物館作
為非正式教育機構，主要的教育手段便是經用體驗來增強記憶，並以體驗來啟發、刺激、誘
發觀眾的學習興趣，以達成博物館教育的目標。在博物館的教育特性日益突顯、對觀眾日益
重視的今日，資訊科技的導入終將逐漸把重點放置於如何提升觀眾的體驗。

要科技發展重點的時期。惟近年來在各種數位多媒體、互動技術、動畫等新興科技的湧
現和驅動之下，故宮在近20年的時間之中，不斷嘗試各種新技術應用於提升觀眾體驗的可能
性，並視典藏品內容的特徵、題材的特性、技術的最佳體驗方式、博物館經驗如何創造等多

8. 故宮多人互動劇場。

9. 觀眾使用故宮書法VR（左）、並以VR搖桿凌空書寫書法字（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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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條件，開發各種能提升觀眾體驗的數位內容或數位裝置。綜而言之，故宮在數位體驗科技
的應用上，經過20年的累積，大致可歸納為影音視聽性質的體驗、行動及空間上的體驗、人
機互動的體驗、立體化的體驗、以及沈浸式的體驗等多種類型。當然，這五種不同的數位體
驗彼此之間並不是涇渭分明的，不同體驗類型之間往往會在同一種互動裝置上複合展現。此
外，故宮同時也且開始將多種不同類型的數位體驗裝置加以組合後，在故宮或其它縣市舉辦
數位型的巡迴展，讓觀眾能在單一場域一次接受多種不同類型的數位體驗。而根據多年來故
宮在開發博物館體驗性數位裝置、數位內容的經驗，在此也提出若干博物館開發體驗性數位
內容的建議供其它博物館同道參考：

1. 不同體驗技術混用，以創造體驗為最大依歸

博物館在發展以某項技術為主要體驗手段的數位內容時，其實往往需要混用或搭配其它
技術，才能使數位裝置發揮出最好的體驗效果（例如，開發VR時反而高度需要動畫和3D建
模）。博物館的開發團隊，在決定技術的組合方式、選擇效果時，應當以最後數位裝置能否
提供觀眾最好的體驗為依歸，在歸劃上也要注意單一技術的引進，往往需要搭配其它技術的
配合才能發展出最好的效果。

2. 技術疊代可增強觀眾體驗

在故宮發展數位體驗裝置的歷程中，也發現同一個數位互動裝置，如果其互動方式設計
得當、能創造很好的參觀體驗，即便效果已經因時代進步而顯得陳舊，只要能更換新的技術
成份、保留原有深受歡迎的設計原理，也能夠在更新優化之後持續發揮作用。易言之，設計
和架構如果得當，既有的數位互動裝置可以經由技術的疊代更新持續增強觀眾的體驗。這對
於經費有限、開發新的經典文物相關互動裝置較為不易的博物館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3. 視主題及教育目標設計

博物館在開發數位內容和數位互動裝置時，無論在視覺效果、聲光、互動方式、外觀、
腳本等方方面面的設計，往往都有很多的選擇可以應用，但無論如何，都應視文物主題、該
項裝置的目標受眾的教育等等作為主要的目標去設計，不能為技術而技術、或是讓效果及遊
戲性壓倒了「以體驗進行教育」的原始目標。

4. 技術選用決定了用途與體驗場域

由故宮的經驗顯示，在開發數位內容、數位裝置時，對於關鍵技術的選用，往往會決定
了其後的用途、決定了觀眾所能體驗的場域。例如，在開發4K或8K影片時，一般電視或一般
解析度的螢幕便難以體驗；又如開發多台高流明投影機熔接的投影動畫，便需要在一定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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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遮光的場域中才能安裝提供體驗。這些都是在開發前需要思考到的。博物館最好能夠具備
不同類型、不同用途的數位內容，才能避免在某些場域中缺乏可用的數位內容。

5. 新技術的導入時需試驗與思考

隨著資訊科技進步的速度日益快速，幾乎每隔一段時間便會有新的技術出現。然而博物
館是個特殊的場域，如何經由科技提升觀眾的體驗更是需要審慎設計的工作。故宮的開發經
驗顯示，一項全新的技術導入，往往需要試驗並不斷修正，才能夠製作出真正能在博物館場
域中運作的裝置。因此，建議博物館在導入新技術時，應預留試驗與改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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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美術館數位典藏之路

數位典藏的資料治理、設計到近用

數位身份在當今社會中，已是在與真實世界平行的虛擬網路世界中

取得識別的基本單位，許多近期成立的博物館，在還未建立實體館設

前就以數位博物館之姿與觀眾建立關係。2018年是國立臺灣美術館30
週年，其數位典藏網自96年上線開始，則邁入12歲，歷經多次介面美

化的改版。文化部遂於今年提出重建臺灣藝術史及文化近用政策，國

美館依政策精神提出新版數位典藏網站——國美典藏。改版目的為透

過系統化的後設資料定義與使用者經驗研究，結合演算法及數位行銷

手段，打造更貼近當今民眾網路使用習慣的數位典藏網。本文將務實地

從借鏡國外經驗、網站策略擬定與使用者研究、後設資料定義……等面

向，向讀者分享國美館實踐美術館數位典藏之路上的經驗與挑戰。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digital identity is the basic unit for identification 
in the virtual Internet world that runs parallel to the real world.  Many 
museums that have been recently established first established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public through setting up a digital museum before the physical 
museum was established.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NTMFA） 
celebrated its 30th anniversary in 2018. Its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 also 
entered its 12th year, after being established in 2007, and has undergone 
multiple revisions to improve the interface in this time. This yea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put forward the policy of reconstructing Taiwan’s art history and 
cultural accessibility;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is policy, NTMoFA has put 
forward a new version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 NTMoFA Archives. The aim 
of revision is, through systematic metadata definition and study of user 
experience and combining the means of algorithms and digital marketing, to 
present a digital archives website that more closely matches the use habits of 
today’s netizens. This article will, on a practical level, with regard to borrowing 
overseas experience, website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user research, 
metadata definition, and other aspects, share the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faced on the NTMoFA’s road to digital archives.

文 ▼陳禹先（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管理組專案助理）
圖片提供 ▼國立臺灣美術館、深擊設計有限公司專案管理師王頌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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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數位科技與網際網路出現，全世界的博物館自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四大功能出
發，建置了無數的線上網站，以國立臺灣美術館為例，目前於網際網路上還能查找到的系統
（含網站及APP），初步統計就超過40個。依據其內容與功能分野，包含短期的特展及活動
網站、常態性的官方入口網站、知識性教育網站及本篇欲向讀者介紹的常態性典藏品查詢網
站。有關數位博物館及數位典藏的定義，依據中研院「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彙
編》所述，是以「數位化」的方式，將各種文物、器物與檔案等典藏資料與物件，以高解析
度掃描、數位化拍攝、三度空間模型虛擬製作等技術加以數位化與儲存，並透過網路完整呈
現實體博物館具有的展示、收藏、教育和研究等功能（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
目前於線上為國內外民眾提供國美館藏品查詢及圖像申請服務的「典藏之美」網站，在國美
館眾多網站中最符合前述定義。

該網站於2007年上線，當時的數位環境與今日相比截然不同，人機互動、大數據、開放
資料、共享文化……等，都顯示數位科技發展從各層面改變民眾使用數位工具的方式，進而
影響認識世界的途徑與角度，也為數位典藏定義中的最後一個步驟——「透過網路完整呈現
實體博物館所應具有的展示、收藏、教育和研究等功能」——提供了全然不同的切入角度與
執行方法，國美館也決定於此時提出典藏之美網站的全面改版，命名為「國美典藏」網站。

本文從數位典藏的過往研究中，比較筆者於2018年承辦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美典藏」網
站專案的實務淺見，務實的從網站建置的執行面向，探討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10年後的
今天，數位博物館如何透過後設資料，進入網站前後端的使用者介面設計當中，又是如何藉
使用者經驗研究，自數位世界中縮短典藏品與觀眾的距離，另同時分享作為借鏡的3個國際經
驗，為21世紀的數位博物館開啟更多的想像。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之美網站

數位典藏，不僅能使典藏原件在受到妥善保護的公眾利益下，透過網路不限次數的傳送
至任何地點，最終有助資源共享消彌差距（黃寬重，2012）。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之美網站
於2007年上線，一直以來擔任國內外一般民眾了解與申請國美館典藏品的重要途徑。2018

年，文化部提出「重建臺灣藝術史」計畫，鄭部長麗君接受各大媒體採訪時，指出藝術史是
臺灣歷史意義的核心，重建臺灣藝術史將是他任期內最重要的工作，同時加強藝術平權。國
立臺灣美術館身為文化部直屬的唯一一間國家級美術館，在此計畫中肩負重任，大量投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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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藝術史相關典藏政策、研究方向與講座論壇等措施，同時也在典藏管理組的自行提案下，
通過了為期2年的「典藏之美」網站改版「國美典藏」網站建置計畫。1這次的改版規模可以
視為從舊有資料庫中爬梳一個新典藏網站的完整重建，並以擴散美學氛圍與知識為目的，提
供使用者在兼具互動性、個人化的線上環境中，接觸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品與典藏品背後的
故事。

國際經驗的借鏡

本案初期，承接單位——深擊設計有限公司專案管理師王頌儀女士與筆者，以國美館的
典藏屬性為延伸，共同選出英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2、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3及歐洲數位圖書館（Europeana collections）43個數位
典藏網站；其中更以廣納多個歐盟國家約2,000個館所的歐洲數位圖書館最具規模。

這3個網站的介面設計皆以塊狀切割、單色系的簡約設計為主，這也是以視覺藝術為典
藏品的博物館最常見的設計方向，在此便不贅述。重點在透過國際案例分析，了解其引導使
用者找到網站的途徑、藏品分類的方式、詮釋資料標示的形式與申請授權的流程。下表彙整
三大案例的網站架構、搜尋功能與介面、授權說明及整體的優缺點（National Gallery, 2018; 

The MET, 2018; Europeana Collections, 2018）。

1　「典藏之美」為國立臺灣美術館自民國96年上線之典藏品暨圖像申請外部網站，此網改版之專案全名
為：107年度「『藏品資料查詢暨圖像授權申請與加值應用成果』中英文網站系統建置及示範內容維
運採購案」。

2　位於英國倫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廣場北側的美術館，成立於1824年。國家美術館收集了從13至19世紀，
多達2,300件的繪畫作品。

3　位於美國紐約州紐約市中央公園旁，是世界上最大的、參觀人數最多的藝術博物館之一。
4　歐洲數位圖書館是一個網際網路站點，展示了無數被歐洲委員會數位化的書籍、繪畫、電影、博物館
藏品和音訊檔案，超過2,000家的歐洲機構對歐洲數位圖書館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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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所國外案例分析表（深擊設計有限公司協助統整）

英國國家美術館

（National Gallery）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The MET）
歐洲數位圖書館

（Europeana Collections）

網站
架構

屬於官網的網站架構之一：
collection overview

Ａ. collection  overview

 1. 13th to 15th century

 2. 16th century

 3. 17th century

 4.   18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屬於官網的網站架構之
一：
Art

A. Collection

B. Time of Art History

獨立網站
1. 1914-1918

2. Art

3. Fashion

4. Maps and Geography

5. Migration

6. Music

7. Natural History

8. Photography

9. Sport

搜尋
功能

與官網搜尋Bar合併，搜尋結
果特別標示資料屬性

篩選器
1. Entire Website

2. Paintings

3. Artists

4. Events

另有 T i m e l i n e  o f  A r t 

History，集結藏品及藝術
史短文、作品及年表，以
時間、地理位置及主題分
類等篩選器，引發使用者
興趣。

藏品搜尋系統（於官網的網站架
構之一： Collection）
可以下多重關鍵字搜尋
瀏覽分類
1. Imagine

2. Sound Recording

3. Texts

4. Vedios

5. 3D objects

6. All

篩選器
1. COLLECTIONS

2. MEDIA

3. CAN I USE IT?

4. PROVIDING COUNTRY

5. LANGUAGE

6. AGGREGATOR

7. INSTITUTION

授權
說明

無須註冊即可直接於該授權
頁面下載圖檔 (800pixel)；註
冊會員可取得72至300dpi之
尺寸規格不同的圖像檔案，
若須取得其他格式，則需另
外填寫表單。

若 圖 片 下 方 有 一 個
「Public Domain」（公共
領域）的標誌，可以直接
免費下載、列印400dpi的
圖像檔，可於法律允許範
圍內複製、修改和發行。

歐洲數位圖書館可以讓用戶看到
來自不同機構的作品，但是這些
作品並不是被儲存在其自身的伺
服器上，其不擁有該作品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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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國國家美術館

（National Gallery）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The MET）
歐洲數位圖書館

（Europeana Collections）

優點 • 使用年代分類，如果知道
作品年代很快可以選取，
不熟悉藝術史的觀眾也可
以自主學習藝術史。

• 作品資料欄位齊全、具有
詮釋資料；部分作品搭配
有影片；影像授權格式說
明清楚；主頁面有該作品
的相關文創商品。

• 視覺舒服，圖檔大。
• 具有篩選功能。
• 有相似作品推薦系統。
• 可以直接下載或列印。
• 有展品履歷與相關文章
討論。

• 能夠跨平臺搜尋。
• 具有分享連結，可以直接分
享給朋友。有相似作品推薦
系統。

• 輸入搜尋，有篩選器依照不同
類別、年代篩選。具有多種主
題線上展覽，可提供沒有特定
搜尋目的的觀眾閱讀。

缺點 • 位在主網站第二層，不易
尋找。

• 圖片較小，但一次可瀏覽
較多筆。較多小方塊提
示其他訊息，容易混淆
視覺。

• 位在主網站第二層，
需要尋找，才能找到
collections區域。進 入 

collections主頁，因在
篩選物件，會有頁面
lag現的狀態。

• europeana col lect ion 和
europeaan pro 兩者的資料搜
尋是分開的，但有時候會希望
是一起搜尋。

實地走訪國美館數位典藏網站建置現場

來到臺灣碩博士論文網，鍵入「數位典藏」，全臺自2001年至今共，發表200篇的碩博
士研究論文，而當中以藝術、美術類為題的，則有22篇；而更確切以現當代視覺藝術的，僅
有兩篇，分別為2004年研究生翁子晴「數位典藏藝術相關網站之使用者經驗研究：以國中美
術教師為例」以及2009年研究生王蓓瑜「美術館數位典藏詮釋資料欄位專業使用者需求之研
究」。此2篇論文雖也正好從本文欲先後探討的兩個面向――詮釋資料、使用者經驗――為研
究題目；然而不同的使用者會得到完全不一樣的研究結果。王研究生正好以當時始上線2年
的國美館典藏之美網站作為研究案例之一，訪談13位美術專業工作者後發現他們的使用時機
均為工作需要與研究需要，並會從作者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創作年代、類別、媒材入手，
在進行查詢時已經有明確的目的，鮮少漫無目的的瀏覽（王蓓瑜，2009）；翁子晴（2004）
則以國中美術教師為訪談對象，了解教師以美術教學為目的，使用數位典藏網站的需求。可
見，使用者及使用者的使用目的，是每一個數位典藏的核心。

本文重要案例「國美典藏」網站，是以非美術專業人士為網站使用者，如何在少了工作
與研究所需的動機目的下，吸引未曾或較少接觸美術的觀眾前來使用網站，再進一步延長瀏
覽時間為最大的課題。而在實際進行使用者經驗研究前，設定提升網站易用性、內容優化、
衍伸價值為三大目標，具體表現在網站的以下五大設計方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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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式藏品介紹，多元化主題內容；

2. 動態搜尋關鍵字建議；

3. 協助線上使用者對藏品資訊進行搜集；

4. 相關藏品推薦延伸瀏覽；

5. 數位授權佈局，申請金額即時運算。

一、藉由使用者經驗研究，型塑觀眾心中的數位典藏網站

    大英博物館數位總監Chris Michaels觀察數位化產業過去20年來的發展，認為使用者中
心導向（User-Centricity）應是博物館發展任何數位服務的核心（Michaels, 2017），過去網
站設計的研究，大多從使用者評估及技術面角度切入（Navarro & Khan,2001），但是好的使
用者經驗要同時具備使用性和情感性（Preece, Rogers & Sharp, 2002）。深入了解使用者想
法的質性使用者經驗研究方法，在國美典藏網站的建置過程中擔任重要的角色。參與本網使
用者經驗的受訪者分為以下4種：策展人、臺灣美術史研究員、文化創意商品開發者及一般民
眾，並在專案前、中、後安排使用者訪談、行為觀察等，藉此分析使用者的情感及行為，歸
納研究結果，反映在本網「簡易查詢」與「進階查詢」的介面設計上；而各階段的使用者經
驗研究目的、方法等如下表2。

表2　國美典藏網站——使用者經驗研究執行內容

前期 中期 後期

專案
進程

瞭解目標使用者區需求，並
彙整為網站策略

開始進行資料庫架構及網站介
面設計

網站工程接近完成階段，準
備進行除錯與功能微調

目的 了解國立臺灣美術館的典藏
工作，了解國美館對此網的
需求與期望

觀察受測者使用舊版網站或相
似網站的目的及經驗

新版網站的易用性測試

研究
方法

依國美館不同面向進行國美
館內部使用者訪談，採用半
結構性訪談引導受訪者針對
本按目標進行深入描述與
需求

1. 受訪者背景
2. 數位典藏使用經驗
3. 舊網典藏之美――網站操作
說明

4. 開放問題

1. 訪談受測者的背景和過去
使用關於數位典藏網站的
經驗

2. 實際操作數位典藏網站

受訪
數量

15人（典藏管理組全員、國
美館工程師1名、展覽組2

名）

13人（2位策展人、2位研究
者、4位文創產業者、4位一般
民眾、1位一般外國人士）

15人（館員6人，非館員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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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 中期 後期

結果
與
回饋

依據調查結果擬定網站策略 根據結果獲得設計原則歸納：
1. 主題是藏品介紹
2. 以圖像為主的呈現
3. 推薦相關藏品
4. 收藏機制
5. 授權試算
6. 關鍵字搜尋建議

分析受測者的痛點來自工
程、介面或其他層面； 擬定
修正先後排序，於專案時程
內優化網站

專案後期的使用者經驗研究又更聚焦為網站易用性測試，此時網站接近完成，得以觀察
使用者實際使用新網站的反應，再次藉由調查、分析、設計，評測、改進等歷程實現使用者
需求。為鎖定不同類型的使用者，圖1橫軸為搜尋作品、廣泛瀏覽，縱軸為授權／借展、接受
資訊，系統性的歸納不同使用者的使用目的。每位受測者的受測時間約為1.5小時，1場測試分
為2階段：

•  第一階段︰簡介測試內容，並訪談受測者的背景和過去使用關於數位典藏網站的經驗。

•  第二階段︰實際操作數位典藏網站，研究員再針對操作過程訪談受測者，觀察和紀錄受
測者操作過程中遇到的阻礙、使用過程中需要學習的操作、閱讀網站內容後的感受與想
法以及對國立臺灣美術館數位典藏網站的建議與期待。

1. 典藏網站受測者目的軸向定義圖。（深擊設計有限公司王頌儀管理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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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網重點功能之「查詢頁面」易用性測試結果為例，圖2的設計雖達到吸引使用嘗試搜
尋功能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多數受測者表示不理解進階搜尋功能，更有沒辦法返回前次查
詢結果頁面的工程疏失，影響使用者體驗到斷裂且不連貫的不愉快經驗。

2. 易用性測試前-首頁之查詢功能介面。（深擊設計有限公司王頌儀管理師提供）

以下實際引用幾段受測者在後期「易用性測試」中，直覺表達出的「使用者話語」，此
時的紀錄越忠於使用者原話語越好：

•  「首頁的搜尋入口，有藍色標籤提示，搜尋框內有灰色字體提示，和展品數量，覺得清
楚呈現資訊。」

•  「典藏搜尋的部分，有色塊，有數據，就覺得可以獲得很多的感覺。 」

•  「他這個年代是收藏的年代，還是創作的年代，第一個點進來，上面這些年份，是當年
收藏，還是這個時候做的，用年代做分類，跟我搜尋的直覺不一樣……。」

•  「我想要我點一點，就可以看作品，我不想搜尋。」

3. 易用性測試前——進階查詢功能介面一，許多民眾未能展開關鍵字篩選扭。（深擊設計有限公司王頌
儀管理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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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易用性測試前——進階查詢功能特寫二，許多民眾未能展開關鍵字篩選扭。（深擊設計有限公司王頌
儀管理師提供）

綜合全網的易用性測試結果後，根據優缺點提供解決方案如下表，依據解決方案調整使
用者介面設計。

表3 易用性測試後，歸納解決方案（深擊設計有限公司協助統整）

項目 目標 解決方案

首頁 強化首頁目的引導性 優化頁首設計，改以功能導向設計，讓使用者可以快速
找到其目標功能：搜尋、授權、會員、收藏等。

提升漢堡選單階層與易讀性 優化漢堡選單，修正字體與色彩設計，使階層容易分
辨，並新增典藏查詢項目。

提升會員功能重要性 優化頁首設計，調整現有頁首會員登入不明顯問題，並
將瞭解授權、申請授權、我的收藏，3顆按鈕收納入漢
堡選單，提升會員登入的能見性。

搜尋 強化國美藏品的分類索引 提升進階查詢易用性，將類別、創作年代、內容主題、
色系作為進階搜尋條件，並將其內容列表展現出，使用
者可依照需求做進階搜尋。

使進階搜尋選單容易被理解並使用 同上。

提升搜尋體驗 提供回到搜尋結果的網頁、提供典藏查詢連結進入到搜
尋頁面。

授權 優化授權流程與體驗 提供說明頁面告知使用者授權步驟，並提供業務承辦人
聯繫方式。

會員 優化註冊流程 提供註冊時必填欄位，提升註冊體驗

其他 提升藝術品作者重要性 於作品頁將作者、作者介紹排序向前調整。

1217博物淡水第10期電子書.indd   60 2018/12/17   上午11:42



61

NO.  10

5. 易用性測試後-藏品進階查詢介面設計，此圖僅為介面概念設計稿，選項描述非正式資料。（國立臺灣
美術館提供）

二、援引CDWA打造未來與國際接軌的後設資料庫

在資料庫工程面，打造數位典藏網站資料庫的第一步是掌握並定義資料的樣貌及閱讀
的方式，對現前系統狀況的了解及資料盤點，盤點後的資料匯集而成所謂的「藏品詮釋資
料」，也是決定數位典藏網站質量的關鍵之一。臺北市立美術館《現代美術》季刊第189期，
專訪臺灣文化政策學會理事城菁汝的文章，城氏於訪談中清晰的描述「Metadata」在數位典
藏中的運作機制與角色（廖春玲、林靖恩，2018）。

國美典藏網站採用美國蓋提於1990年所提出的藝術品描述類目（CDWA, 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5為後設資料定義的規格標準，該標準時至今日不斷由其藝術
資訊小組維護與更新，截至2016年的最新版本，6共有540個著錄項目，其中有36個為核心項
目，部分欄位更需經過「權威檔」的控制，例如國家、地理位置、媒材……等。經過與國立
臺灣美術館藏品管理系統現有資料欄位比對，雖大多能從來自不同功能屬性的欄位中，匯集
CDWA的核心欄位，然而，國美館過去建置藏品管理資料庫時，未考量「Metadata後設資料
定義」及「著錄規範」，為了使藏品原始資料7得以進入CDWA框架，尚需具有相關領域之專
業人員的分析、整理，謹慎地標註正確無誤的中英文描述語彙；此外，對資料表單而言，要

5　美國蓋提基金會的藝術品描述類目在1990年代初期成形，由蓋提藝術資訊小組維運，逐年更具藝術發
展與變化，不斷更新藝術品描述類之相關細節與規範。

6　藝術品描述類目2016版：http://www.getty.edu/research/publications/electronic_publications/cdwa/。
7　國美館並未參與中研院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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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對簡單的原始資料表單，對應到分工細緻且較為複雜的CDWA資料表單，更是一件耗時
耗力的事情。在筆者協助外部團隊清洗資料的過程中，常發現以下狀況：

1. 描述同一個事物的複數用詞。例：臺灣、臺灣、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臺灣等；

2. 作者生卒年與作品創作年代彼此矛盾。例：作者卒於1950年，作品創作年為1960年；

3. 外國籍藝術家姓與名欄位倒置；

4. 同樣的內容，於藏品管理系統為一個欄位，於CDWA為兩個以上欄位組成。

雖然城菁汝在接受採訪時，對於不同資料庫所採用的Metadata都能跟國際標準接軌保持
正向的態度，並強調國際交換是未來式（廖春玲、林靖恩，2018），筆者推測城氏對當今演
算法技術的發展和各機關的專業素養抱持信心，唯筆者根據專案執行經驗，並未如此樂觀看
待。實際上，藏品資料管理及數位化的課題發生在每一間博物館。倫敦自然史博物館（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United Kingom, NHMUK）於2017年發表iCollections methodology: 

workflow, results and lessons learned （暫譯：數位典藏計畫：執行流程、成果及經驗學
習），詳細說明其藏品數位化至轉錄藏品資料之計畫的執行成果，該館的真蝶總科（蝴蝶）
蒐藏，最早源於1947年Tring Museum的蝶類蒐藏，在幾經3次的館舍合併與一次的館址搬遷
後，才形成現今的NHMUK蝴蝶蒐藏，目前共有181,545件標本，涵蓋89種類。iCollection計
畫目標，為將複雜且巨量的藏品資料數位化，並建立工作流程與流水線，為了從蒐藏品數位
化、工具軟體開發、導入地理資訊到導入資料庫並發布於CMS，總共使用了4個工作流程模
組。以圖6模組二為例，在1至4步驟，開發iCollection database作為從舊資料轉錄至此計畫
的暫時性資料庫，並採用視覺化使用者介面；5至12步驟，則將被相關專業社群認可的物種
清單注入資料庫中，並依照工作屬性與權限建立使用者帳號，許多屬於資料辨識與分類的流
程，也盡量以軟體的自動排程24小時不間斷的執行。（Vladimir Blagoderov and 30 other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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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collection計畫流程模組二。（icollection, 2017）

自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啟動icollection計畫以來，共以13人小組耗費264個月於拍攝藏品
數位化資料，並當中有197個月（約17年）為執行icollection資料轉錄與整治作業（Vladimir 

Blagoderov and 30 other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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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共業和文化資訊政策的堪憂

在前一章節簡述Metadata時，就提到國美館自開館缺乏藏品著錄規範，而許多透過交
藏、捐贈等非從第一手進入館內的典藏品，其詮釋資料往往不全、有誤或過於空泛到令人懷
疑，這確實是許多歷史較悠久博物館在面臨數位典藏時選擇開放較少藏品詮釋資料的主因。
另一方面，文化部於2010年，提出「典藏資料庫共構」政策，希望透過資料庫集中管理與維
運，藉此降低文化部所屬各館所的資訊維運成本，並有意串連不同館舍間的資料，達成共享
資料庫的概念。其反映在具體行動上，2017年正式將文化部所屬館所的藏品管理系統進行全
面性的整合，將資料統一由文化部資訊處進行管理與維運，並於每季向各館所以開放表格向
各單位徵詢功能修改意見，再由管理單位決策修改項目與優先順位。

身為國美典藏網站承辦人，擔任館方、文化部及網站建置團隊間的溝通角色，認同資料
集中及開放的政策方向，並能了解降低成本在某種程度上也降低了各館所的負擔；然而此政
策忽略了每間博物館因為其使命及典藏特色不同，適用的詮釋資料規則不盡相同，資料集中
控制的影響，一方面阻礙各館所發展數位典藏特色與服務，另一方面文化部共構執行單位更
面對整合所有文化機構需求的挑戰，然而此事涉及文化政策與更專業的資訊管理考量，在此
點到為止。

結語與未來展望

透過國美館的國美典藏網站案例，可以發現在將藏品數位化後的數位典藏課題，不僅需
要典藏機構、工程執行單位和管理機關的政策三方的跨領域溝通與配合，以長期的規劃與經
營，加上對過去的挖掘和對未來的想望，逐步讓典藏品進入民眾生活中。本網站預計於2018

年末上線，未來更面對21世紀的數位行銷手段，例如：關鍵字行銷（SEO）、社群行銷、話
題行銷等。希望本文可提供未來欲優化典藏網站的博物館規劃數位典藏服務時的實務參考，
筆者期待在科技發展巨變的時代中，透過更年輕的網路語彙，將古老、珍貴的文化資產，透
過網路散播到世界、傳承到未來。

後記

文中許多資料經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以及深擊設計有限公司王頌儀專案管理師協助彙
整並同意分享，文中網頁截圖並非最終版本；文中提出的各方淺見，也非常歡迎同業人員互
相切磋與討論，期待本文刊登時網站已順利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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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美典藏網站首頁（暫定稿），預計於2018年底上線。（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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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數位科技在展示與教育上的應用

虛擬世界的沈浸式體驗與人機互動介面（HCI）設計的技術蓬勃發

展，使得以觀眾經驗為核心的展示設計帶來更多的可能;另一方面，數

位科技也翻轉了博物館教育，相較以往，觀眾在博物館中更有機會主

動展現創意。本文透過數個國際案例介紹數位科技在展示與教育的相

關應用策略，並反思數位科技在展示與教育應用上可扮演的角色。

The vibrant development of immersion experience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in the virtual world has created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display designs that revolve around visitor experience. In additio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museums, in as much as 
visitors now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display their own creativity. This 
paper uses international examples to introduce applica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display and education work, while reflecting on 
the role such technology can play in both areas as we look to the future.

文．圖 ▼林怡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跨域策展小組組長）

1. Team Lab隨觀眾互動而自動演算生成
的投影畫面供。

2. Team Lab觀眾將2D的圖紙塗色掃描後，
呈現於大螢幕的3D模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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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數位科技在當代人類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關虛擬世界的沈浸式體驗與人機互
動界面設計的相關研究與技術開發，為博物館的展示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此外，數位科技也
為學習帶來新的可能性。網路與多媒體的應用，改變知識傳遞的途徑與方法，許多博物館不
但提供了開放式的數位典藏資料也提供線上課程供大眾學習。數位製造不但讓專業者在進行
創新開發的過程中，打造原型變得更為容易，也開啟的大眾參與製造的可能。博物館不僅可
以運用3D列印複製珍貴的藏品供教育使用，更能邀請觀眾運用科技展現他們的創意。本文將
介紹數位科技運用於展示與教育上的國際案例，透過這些案例，期望能更進一步思考數位科
技在博物館展示與教育上可以扮演的角色。

從巴黎自然史博物館「演化大廳」的展示設計談起

巴黎自然史博物館的「演化大廳」設計，是自然史博物館展示的經典之作。演化大廳打
破了傳統博物館以演化時間軸與生物學分類為主的架構，也捨棄的傳統的生態造景的情境展
示，改以美學為導向，營造出象徵諾亞方舟隱喻舞臺，讓栩栩如生的動物標本與穿梭其中觀
眾成為空間中的主角，給予觀眾不同以往的參觀經驗。演化大廳保留了建築物本身古典優雅
的形態，且在設計之初即思考到如何運用電腦編程控制燈光與聲音，營造出日光與氣候變幻
的意向。數位科技讓燈光在展示中扮演的角色不僅是功能性的照明，透過控制燈光並隨時序
變化其顏色、照度，可以進一步帶給觀者情緒與感受上的聯結。「演化大廳」的燈光設計，
呈現出對策展團隊對於美學與觀眾經驗的重視，是博物館展示中一個極具啟發的案例。

除此之外，「演化大廳」主要展示區的周圍，也提供了多媒體的互動電腦和座位，讓觀
眾透過互動遊戲的與多媒體影片，更深入了解有關生物多樣性的核心概念。

強調觀眾互動參與的科技藝術展示——Team Lab

來自日本的互動藝術設計公司——Team Lab，團隊成員包含程式工程師（UI工程師、DB

工程師、網絡工程師、硬體工程師、演算法工程師、軟體工程師）、數學家、建築家、CG 動
畫制作者、網頁設計師、平面設計師、畫家、編輯等，他們的作品企圖讓藝術、科學與科技
的邊界曖昧與模糊化，運用數位建模、數位投影、電腦圖學、即時運算、互動感測等技術，
結合科技與美學，創作出沈浸式的互動展示體驗。Team Lab的作品也曾在臺灣多次展出，
目前其常設展作品與特展作品已經遍及日本、新加坡、泰國、澳洲、美國、法國、英國、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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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杜拜等許多國家。2014年在位於東京的日本科學未來館（Miraikan）展出「Learn! Play! 

Team Lab Future Park」特展中，作品「Sketch Aquqrium」、「Sketch Twon 」、「Sketch 

Funassyi」是請觀眾在圖紙上用蠟筆著色，透過影像掃描將紙本轉為數位圖檔，並利用及時
運算貼圖技術，把觀眾繪製好的圖檔貼到預先建制好的3D模型中，與其他的觀眾共創大型
的投影作品。2016年為國立新加坡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製作了常設展
「Story of the Forest」則是將生長於新加坡的動物與植物，透過3D建模技術，以藝術的手法
再現。作品呈現在高度約15公尺的巨蛋空間中，觀眾穿越綻放新加坡花卉的空橋後，行進在
長約170公尺的螺旋迴廊中，欣賞隨著時序變化的森林，包含了從早晨到黃昏、雨季與乾季一
系列的變化。當觀眾接近投影的壁面，森林與動物隨之出現，並隨著觀者移動。此外，觀眾
還可以運用個人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APP）「Forest Catcher」將森林中隨機出現的動物
圖像與資訊下載到手機內，做成個人專屬的動物圖鑒。

2018年，在東京臺場開設了常設性美術館「MORI Building DIGITAL ART MUSEUM: 

EPSON teamLab Borderless」，在佔地10,000平方公尺的空間中，運用了520臺電腦與470

臺投影機展出他們的系列作品，包含Borderless World、Team LAB運動森林、未來遊樂園
Future Park、燈之森林以及EN TEA HOUSE幻花亭，五大分區，觀眾可以在黑暗中一邊享用
日本茶，一邊感受美麗綻放的花朵。

Team Lab的作品的有別於過去僅單向播放訊號的數位投影技術，透過輸入觀眾運用肢體
動作或操作實體物件產生的訊號 ，隨機輸出自動生成的投影畫面，使得觀眾獲得參觀經驗中
及時的反饋與不重複的視覺體驗。此外，由於在電腦圖學技術的成熟，使得Tam Lab的作品除

3. Team Lab沉浸式的投影空間，觀眾著色後的海洋生物即時出
現於投影中。

4. Team Lab幼兒與自動變化顏色的光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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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兼顧美學外，容錯率與穩定性都相當高，因此給可以給予觀眾十分流暢的體驗與感受，避
免因為故障、靈敏度不足等因素，而產生使用者期望與實際體驗上的經驗落差。

結合教育意涵與科技互動的展示：紐約科學館常設展「Connected 
Worlds」 

位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的紐約科學館（New York Hall of Science），是在1964年紐約世
界博纜會時所新建，世博會結束後，科學館被保留下來，並經歷多次的改建，形成現今的樣
貌。其中最知名的展示是位於「The Great Hall」的互動展示「Connected Worlds」。「The 

Great Hall」是建築師Wallace K. Harrison的作品，他運用混凝土放入玻璃磚形成模組，建築
物曲線的立面由超過5,000個2×3英尺的玻璃面板構成，光線透過藍色玻璃磚，在室內形成俱
有獨特未來感的空間。Connected Worlds在這個獨特的空間裡，讓觀眾沈浸於奇幻的動畫世
界中，觀眾的行為則影響奇幻世界裡生態平衡，展示隱喻著人類在自然生態系統平衡中扮演
的角色。在虛構的奇幻世界裡有著類似地球豐富的生態棲地，包含了：叢林、沙漠、濕地、
山谷、水庫和平原。每個棲地都有屬於自己獨特的植物與動物，但是卻需要共享同一個中央
瀑布所提供的水源。觀眾可以運用移動地板上的物件，改變水流的供給方向和面積，同時透
過不同的肢體動作可以替植物播種、促進其生長或砍伐植物。 觀眾可以觀察到水源對於棲地
植物生長與動物生存的重要，也會發現當棲地上的植物多樣性增加時，動物的多樣性也隨之
增加，用隱喻與類比的手法將生物多樣性及永續的核心概念放入在互動的體驗之中。展場中
也設計了一本大型的互動電子書，仔細地介紹虛擬奇幻世界中各式各樣的物種，使隱喻背後

5. Connected Worlds展中，越豐富的植物會
帶來更豐富的動物棲息。

6. Connected Worlds展覽裡的中央瀑布，提供水源給四周
6個不同的棲地，觀眾可以透過移動地面上的軟墊，改
變水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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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概念更為清晰。「Connect Worlds」結合了博物館的策展團隊、設計公司與大學共同
合作，創造出俱有豐富教育意涵的沈浸是展示體驗，同時也獲得AAM MUSE Award 金獎的
肯定。

數位科技在展示生物多樣性相關主題的策略比較

上述3個案例，都涉及生物多樣性的相關主題，但運用了不同的數位展示策略。巴黎自然
史博物館的「演化大廳」透過電腦控制燈光設計結合栩栩如生的動物標本，營造出令觀眾印
象深刻的場景，並結合多媒體互動電腦提供觀眾延伸閱讀與學習。Team Lab 為新加坡國立
博物館設計的森林故事，則是運用3D建模重現新加坡的動物與植物，並結合個人手機裝置建
立個人化的動物圖鑒。紐約科學館的「Connect Worlds」則是創造出隱喻真實世界的奇幻世
界，透過創造一個虛構的世界來溝通生態系統中物種、棲地相連的複雜觀念，並讓觀眾從互
動中獲得聯想與啟發。

對於隱喻象徵、美學及以觀眾經驗為核心的細緻設計是這3個案例的共通之處，當展示運
用數位科技時，如何避免只呈現出科技的「功能」、「特效」，為「互動」而「互動」，而
能妥善地結合美學、隱喻象徵與參觀者的感受，是展示在使用科技時可以反覆思考的方向。

7. 紐約科學館的Connected Worlds展區位於特殊的建築空
間內。

8. 在Connected Worlds展中，觀眾透過手
式感應可以進行植物種子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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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以生物多樣性為主題的三種科技展示策略

展示

地點 巴黎自然博物館

演化大廳

新加坡國立博物館

Story of the Forest
紐約科學館的

Connected Worlds

主題內容 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

展示策略 以挪亞方舟的隱喻，營造出
動物大遷徙般震撼的劇場效
果。

將參觀動線、空間與沈浸式
的投影結合，以美學為出發
呈現新加坡物種的特色。

塑造虛擬的奇幻世界，觀
眾在互動中可以探索維持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平衡的
基本概念。

科技應用 運用真實標本結合電腦控制
燈光、聲音的劇場設計。

運用3D建模重建擬真的
動、植物並結合投影與感測
互動技術。

運用3D建模建立虛構的動
植物，結合投影與感測互
動技術。

延伸學習 運用電腦進行遊戲互動加深
觀眾自我學習。

運用行動載具與APP，觀眾
可建立自己的圖鑑。

電子書展示虛擬的棲地、
動物、植物介紹圖鑑，供
觀眾近一步翻閱探索。

運用數位科技進行博物館展示更新——國立設計博物館（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

位於紐約的國立設計博物館（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是一棟歷
史建物，考慮古蹟的維護與保存等因素，在博物館進行建築空間的改善上面臨很大的限制，
博物館的豐富的蒐藏與在有限的實體空間下，很難將所有的藏品在觀眾面前呈現出來。因
此，如何運用數位科技展示博物館的蒐藏並與觀眾有更多的互動，是這次博物館更新計劃的
重點。

一、Immersion Room

國立設計博物館擁有北美最豐富的壁紙收藏，但是這些壁紙也很難向觀眾展示出來。因
此策展團隊建置了一個沈浸式的房間（Immersion Room），房間中有一張互動桌，觀眾可以
透過互動桌的軟體，挑選並設計自己的壁紙，同時，透過全幅數位投影，將設計的成果展示
在牆上；這個展示為觀眾創造了一個獨特的「自拍」景點，同時觀眾也可以把自己設計的壁
紙圖案帶回家，列印製作自己專屬的壁紙。

展示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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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rocess Lab

除此之外，國立設計博物館還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稱為「過程實驗室」（Process 

Lab） 。「過程實驗室」強調「設計」是一種思考、規劃和解決問題的方式，

實驗室裡包含了兩項多媒體互動工具 「make it better」與「Wild Ideas」。「make it 

better」鼓勵觀眾可以嘗試改進現有的日常設備（包含背包或是地鐵的旋轉門），參與參與者
可以繪製和解釋自己的設計方案，以更加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同時參與者也可以對不同的方
案進行投票。「Wild Ideas」則是透過結合看似不相關的物件，進行腦力激盪，提出有創意的
設計想法。

三、The Pen

為了整合觀眾的整體參觀經驗，國立設計博物館提出了一個更具有挑戰性的計畫構想
「The Pen」。「The Pen」是博物館為每位參觀者所提供的一支筆，他是參觀者進入博物館
的入場卷、身分證、也是在參觀過程中最重要的工具。「The Pen」的開發過程花費不少心力
在解決技術性的問題，一開始他們的想法是儘量降低硬體裝置的成本，使用現成的筆來啟動
電子標籤（內含小型的電子計算機Raspberry PI），使得每一支筆的成本可以低於5美元，並
且易於修改。但是設計的過程卻發現很難找到合適的晶片，且更複雜的問題是，博物館裡的
許多區域並不合適放上電子標籤。因此策劃單位決定改變原先的方向，改由使用「The Pen」
讀取一般的標籤，並賦予筆更多主動的角色。這意味著每支筆的開發成本增加了，但也為博
物館創造一種新的體驗的可能。博物館最後賦予「The Pen」幾個設計準則：

（1） 對使用者沒有入門的障礙：容易使用。

（2） 有助拓展內容：博物館的展覽是重點，而非「The Pen」本身。

（3） 硬體屬於博物館：筆的設計需兼顧良好的使用經驗、實用與美觀。

（4） 鼓勵探索：運用「The Pen」可以解鎖展覽的相關內容。

（5） 屬於整體展覽生態系統的一部分：運用「The Pen」是整體參觀經驗的一部分。

（6） 在情境下使用：「The Pen」可以互動，同時也是隨著使用的地點而改變。

（7） 直接操控：「The Pen」可以進行內容與互動的升級。

博物館在重新開放前，僅為會員、捐贈者或贊助人以及特定的團體提供相關的資料庫服
務，但是透過使用「The Pen」，博物館為每個觀眾都提供服務，觀眾可以收集個人的參觀經
驗，建立個人資料庫，儲存自己的設計。館方相信，這樣的個人化的設計有助於觀眾再次回

1217博物淡水第10期電子書.indd   74 2018/12/17   上午11:42



75

NO.  10

到博物館中。「The Pen」不僅只是導入一種新的科技，更重要的事，透過使用「The Pen」
幫助觀眾更深入利用博物館的藏品。

科技藝術作為與科普溝通的媒介：都柏林科學藝廊（S c i e n c e 
Gallery）

科技藝術已是當代藝術的一種新媒體，除了被視為純藝術的作品，也有越來越多的博物
館邀請藝術家對於博物館展覽的主題進行創作與詮釋，將藝術作品作為促進與大眾進行溝通
的媒介。2008年，位於愛爾蘭都柏林的三一大學，發起了Science Gallery計劃，運用學校當
中歷史建物的閒置空間，設計一種新型態的藝廊。目的是透過科學與藝術的碰撞，以及具有
創造力的發現，提升青年人對於學習的興趣。展覽的主題十分多元，與當代科技與社會文化
的發展議題也息息相關。每次的展覽都包含了科學家、研究人員、學生、藝術家、設計師、
發明家、創意思想家和企業家等不同背景的人員共同參與合作，除了傳遞專業的知識，也期
望帶給觀眾驚奇的體驗，促進不同社群間的溝通、交流與對話。

2012年，科學藝廊進一步推展全球科學藝廊網路計畫，預計在2020年底，能夠在全球8

個不同的城市設置科學藝廊，以STEM及STEAM教育為核心，發展全球的科學藝廊網絡，產生
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目前已經在倫敦、威尼斯、墨爾本、班加羅爾、底特律等5個城市，設有
屬於當地的科學藝廊或科學藝廊實驗室（Science Gallery Labs）。串聯計畫有助於藝廊間資
源的共享，並且串聯學術和文化機構的合作夥伴。

科學藝廊透過向藝術家徵件創作，作品通常運用新的科技與媒體詮釋科學與科技相關的
議題，科技藝術的裝置作品變成可以啟發大眾對於相關議題的好奇的媒介。國立臺灣科學教

9. 科學藝廊生物律動展讓觀眾透過牽手與觸
摸金屬鍊所形成的迴路，啟動聲音裝置。

10. 在科學藝廊生物律動展中，觀眾可以使用音樂互動桌
探索波形、波長、音色間的關係，創作自己的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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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館也曾與科學藝廊合作，引入「生物律動——住在身體裡的音樂家」特展，展覽背後所要
傳遞的科學知識是有關於大腦對於聲音的認知、音樂如何影響我們的生理與心理等。一系列
的結合科技藝術的展品，帶給觀眾不同以往的互動體驗，也將有關音樂認知心理學的相關知
識傳遞給觀眾。除了展覽本身，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也設計一系列的教育推廣活動，促進觀
眾更深入的參與，包含各式的工作坊與講座課程以及結合表演工作者參與的行銷活動等。

11. 科學藝廊生物律動展以互動裝置藝術，呈現耳朵的外耳與內耳
構造。

「生物律動――住在身軆裡的音樂家」特展介紹影片。

12. 科學藝廊生物律動展的表演者，以耳朵人
裝扮與觀眾互動。

影片預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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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童設計的數位科技體驗——林茲電子藝術中心 Arts Electronica 
Center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當代博物館與研發中心，從1979年成立之初，中心
就關注於藝術、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並且推出了許多創新的專案計畫。中心包含了一個
提供展覽與教育活動的博物館與一個以研發為主的研究中心，每年舉辦的林茲電子藝術節更
是全球性的藝術活動，帶動了整個城市的觀光產業。在博物館展示的部分，林茲電子中心展
現的題材包含了基因工程、神經科學、機器人、義肢輔具與多媒體藝術等，展品會隨時間而
替換，同時鼓勵觀眾互動與觸摸。近年來，林茲電子藝術中心也開始關注兒童參與科技的議

13-19.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的沉浸式8K劇場。 

13 14

15

18

16

1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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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他們為兒童及家庭觀眾創造了3D沈浸式的8K劇院，有別於傳統劇院裡停供舒適的座椅，
8K劇院提供的是沒有座位的遊戲場，讓觀眾可以跑跳、移動與席地而坐，8K劇院播放的內
容包含了互動遊戲與知識性的內容，並且也加入解說員在影片播放的過程中進行提問引導，
增加與觀眾的互動性。除了劇場之外，林茲電子藝術中心也為兒童設計了一系列運用科技進
行探索的展品，包含了介面設計十分簡單的軟體，兒童可以藉由設計的過程理解3D建模的原
理。或是運用Makey Makey 結合真實的物件，讓兒童在探索中理解迴路、導電、聲音與物件
之間的關係，並且製造自己的演奏曲目。

運用數位科技建立共創學習的社群——舊金山探索館 的「Coursera」
線上課程

線上數位學習課程，已經帶動了翻轉教育的潮流，許多大學開設了一系列免費線上課程
與認證的線上收費課程，拓展知識傳遞的可能。在這樣的潮流下，舊金山探索館的Tinkering 

20.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運用Makey Makey 讓觀眾探索迴路、聲音與物件間的關係。
21.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設置兒童也能使用的3D建模軟體。
22.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提供兒童創作與紀錄作品的多媒體裝置。
23.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提供讓幼兒使用的電子顯微鏡。
24.    林茲電子藝術中心讓幼兒探索材料、質感的空間。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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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也在「Coursera」開設線上課程，有別於典型「Coursera」以講述結合投影片的模
式，舊金山探索館的線上課程則是結合了許多實體工作坊進行的影片，設法將原先與實體工
作坊為主的活動型態，轉為可供線上分享的課程資源。這項計畫也與華盛頓大學進行合作的
相關研究，目前初步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Coursera」課程使得許多教師與教育工作者可以
跨越時間及空間的限制，透過線上學習，提升專業能力，同時也可以在社群中，透過平臺互
動，回饋與貢獻其成果經驗。

讓觀眾成為運用數位科技與創造的主體

數位科技的應用已經是當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博物館如何運用科技帶給觀眾更
深刻的參觀經與深度的學習，成為啟發觀眾創新的基地是值得努力的方向。數位科技不僅可
以用來作為傳播價知識與美感經驗的工具，更可以使觀眾成為美感與知識的創造者，數位科
技不僅可以成為展示的工具、學習的工具，也是促進專業社群與大眾對話、共創的媒介。數
位科技的進步與日俱進，當博物館在思考數位科技應用時，不僅是追逐新的科技，更重要的
細緻的思考所要傳遞的內容訊息與參觀者在使用科技時的整體經驗。當博物館決定採納新的
數位科技應用與展示和教育時，需要不斷回頭思索，採用數位科技是否有增進對博物館的蒐
藏物件認識與對核心知識概念的理解？是否幫助了使用者做到了過去沒有數位科技時，無法
獲得的參觀與學習經驗？如果數位科技無法達成上述兩項基本的目標，也許我們應該重新思
索導入數位科技的必要性，避免單純為了追求「酷炫」的技術而使用數位科技。

如何開發新的技術與生產有價值的內容，使觀眾成為可以運用數位科技進行創造、產生
美學與知識的主體，應該是當代數位科技極具價值且需要繼續努力的方向。

結論

本文案例主要來自於筆者實地參訪。文章中並未介紹目前國內也已普遍運用於展示及
教育活動的相關數位科技技術，例如ＶＲ、ＡＲ、ＭＲ，而是以數位科技如何達到博物館展
示與教育所欲傳遞的核心內容、觀眾在展示與教育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主要探討內容。除
本文所提及的案例，數位科技在博物館的應用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面向，包含：社群媒
體的使用、開放式數位典藏、群眾外包、人工智慧、大數據與物聯網等。隨著科技技術與商
業模式的成熟，可以期待數位科技將有助於博物館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帶來更多創新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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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的新視野，

博物館從業人員開始思考博物館的新觀眾是誰，

如何藉由科技整合提升近用性，

扮演資源整合的角色，

如何創造讓觀眾難忘的數位體驗，

提升展覽的能見度和話題。

與時代同步，營運未來的博物館文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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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博物館活化夕陽產業文化資產

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與活版印刷產業為例

科技博物館以人類科技發展等科學、技術、產業相關文化資產為主

要蒐藏標的，並肩負其詮釋及大眾溝通的任務。本文首先闡述科技博物

館與產業文化資產在本質上之關聯，接著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簡稱

科工館）蒐藏活版印刷產業文化資產為例，述說該館不僅將20多年來累

積的蒐藏研究成果轉化為館內展示及教育資源，並與僅存不多的活版印

刷產業合作，以其博物館專業知能和實務經驗協助瀕臨滅絕的產業轉型

為認識產業及其相關文物的場所，並藉由數位化及展覽等方式活化資源

之利用。此種異業合作為活版印刷產業開創新的資源利用方式，也使科

公館成為去脈絡化的活版印刷蒐藏獲得再脈絡化的最佳場域。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mainly collec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related cultural property developed by 
hum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ke on the task of interpret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 public. This paper will first describe the 
ess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and industrial cultural property; then, taking the collecting of lead 
type  printing industry cultural property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NSTM） as an example, it will explain how the 
NSTM has not only converted the results of its collecting and research 
over more than 20 years into displays and education resources in 
NSTM, it has also cooperated with one of the few remaining lead type 
printing companies to, using it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as a museum, assist a company in an industry that has 
almost died out transform into a place for learning about the industry 
and related  relics, and has also used digitization, exhibition and other 
methods to activize resources use.This kind of cross-field cooperation 
has established a new resources use method for the lead typeface 
industry company and become the best venue for re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NSTM’s previously decontextualized lead type printing collection.

撰文：圖片提供 ▼黃俊夫（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副研究員）、陳淑
菁（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助理研究員）、黃惠婷（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公共服務組助理研究員）

1217博物淡水第10期電子書.indd   84 2018/12/17   上午11:42



85

NO.  10

科技博物館本質

科技博物館是博物館的一種類型。顏上晴等（2016）根據建館宗旨、蒐藏類型、蒐藏內
容、蒐藏地域以及去脈絡化等5項因素，將科技博物館分為綜合型科技博物館、特定科技或產業
型博物館、地區型科技或產業博物館、產業遺址型博物館、科技史博物館、科學中心，以及企
業博物館等7種類型。此種分類只是一種相對性的區分，現實上，科技博物館之間交流頻繁，
且有些科技博物館兼有多種屬性。例如，某一特定科技或產業型博物館之文物蒐藏以某一特定
地區為範圍，亦可歸為特定型或地區型博物館。同樣的，如果特定科技或產業型博物館或是地
區型科技博物館也現地保存產業文化景觀與建築，則兼具有產業遺址型科技博物館的特性。又
如，部分科技博物館對物件的詮釋及展覽或教育活動設計常會以科技對特定地區或社會的影響
為議題，或以科技發展的潛在因素或社會條件為焦點，使得綜合型、特定科技或產業型、產業
遺址型科技博物館與科技史博物館之間產生交錯。另外，多數科技博物館引進科學中心的概
念，除了蒐藏、保存、研究科技物件之外，也運用科學中心的手法，包括以典藏文物為素材，
運用科技進行多樣性的轉化，或是植入科學展演等來與民眾溝通。

科技類博物館蒐藏層面是以蒐藏「技術（technology）及產業（industry）」物件為主的
博物館。技術的產生是人類為了解決問題及滿足需求（滿足人類需求當然也反應人性）。因
此，早期人類運用智慧發展各種工具（技術物），擴展能力來滿足需求，最終的目的是要存活
與適應環境。現今人類發展科技的目的則不止於此，而是為了讓生活更舒適、更方便，或是讓
人類更了解未知的事物，甚至是為了財富。各式各樣科技就在人類需求的驅使下發展成為各種
產業。

產業是指一個經濟體中從事經濟物品生產（不論是物品還是服務）的各種行業。經濟學
上把產業分為三類。第一級產業（又稱初級產業）泛指一切從事原材料開採的行業，例如採礦
業、農業及漁業等。第二級產業（又稱次級產業）是進行加工的行業，包括對第一級產業產出
的原料或其他第二級產業生產的半製成品進行加工者。例如工業、建造業及印刷行業等。第三
級產業則泛指一切提供服務性質的行業，例如法律專業、醫療專業、批發業、資訊技術及科學
研究等。

臺灣地區產業發展，以近代來看，蘊藏著奮鬥有成的撼動軌跡。清末至日治初期大多以
第一級產業發展為主。直到日治後期（1935年後），殖民政府為了戰備所需發展某些第二級
產業。戰後，國民政府遷臺後初期為穩定政局，在「以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下，亦選擇性推
展某些第二級產業，如化學肥料產業、食品罐頭產業及石化產業等，以及1980年代後政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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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朝向成立「科學園區」來扶植所謂的「高科技產業」；同時，第三級產業也陸續發展茁壯。
這些產業，都會因應大眾喜好、風土民情的不同（如地點、氣候及風俗等）而發展出獨特且數
量可觀的技術物。為數眾多的技術（物）在科技史的巨輪中有的曇花一現，有的則延續一段時
期（可長可短），端視社會文化對此技術（物）的接受程度而定。由此觀之，無論何種技術
（物）終將走入歷史，特別是進入21世紀後，科技發展腳步越快，技術（物）走入歷史的速度
也越快（黃俊夫，2014）。

科技博物館的存在就是為了保存或記錄人類開發過的技術（物）或科技文明。位於高雄市
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簡稱科工館）是國內第一座以應用科技為主軸的博物館，其主要任務
就是保存本地科技發展沿革中所遺留下來的產業文化資產，藉由研究、展示及非制式教育的管
道來介紹科學技術的基本原理及應用，進而引發國民研究科技之興趣以增進國民科技素養。

產業文化資產本質

臺灣對產業文化資產（industrial heritage） 1的定義為：產業文化資產指具有技術、勞動、
自然、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可供鑑賞、研究、教育、發展、宣揚的文獻、器物、
建築物、土木設施、聚落、遺址、文化景觀及自然景觀等（施國隆，2009）。前述定義對於產
業文化資產的內容、意義與價值都做了清楚的列舉。

國際上對產業文化資產的定義則以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TICCIH）在2003年於俄羅斯的下塔吉爾市
（Nizhny Tagil）發表工業遺產下塔吉爾憲章（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2為準繩。其中對工業遺產的定義明列了工業遺產的範圍：工業遺產由具有歷史、技
術、社會、建築或科學價值的工業文化遺存物所組成。這些遺存物包含建物與機械、工場、磨
坊與工廠、礦場與從事加工與精煉的場址、倉庫、產製傳送與使用能源的地點、運輸及其基礎
設施，以及作為與工業有關的社會活動的地點，如居住、宗教崇拜或教育。 3

1　Industrial heritage在臺灣的翻譯約有工業遺產、產業遺產、產業資產、產業文化資產、產業性文化資
產，以及近代化遺產等名詞。臺灣官方與法規採用文化資產一詞，因此，除了涉及國外案例與相關事

務必要時使用工業遺產之外，本文皆使用臺灣法規通用且較為廣義的產業文化資產一詞。

2　資料來源：http://inet.museum.kyoto-u.ac.jp/jias/NizhnyTagil.html。
3　原文為Industrial heritage consists of the remains of industrial culture which are of historical, technological, 

social, architectural or scientific value. These remains consist of buildings and machinery, workshops, mills 
and factories, mines and sites for processing and refining, warehouses and stores, places where energy is 
generated, transmitted and used, transport and all its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places used for soci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industry such as housing, religious worship 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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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臺灣與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對產業文化資產的闡述，產業文化資產的範圍可依
其是否定著於地表，即其移動性的難易程度，而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包含景觀、場址、建築
物等建物景觀類型產業文化資產，第二類則是機器設備、物件、圖書文獻及檔案等文物史料
類型的產業文化資產（顏上晴，2010）。

就各類型科技博物館保存產業文化資產的類型觀之，除了科學中心之外，其餘各類型的
科技博物館都有物件、圖書及檔案等文物史料類型產業文化資產的典藏；有些類型的科技博
物館（主要為產業遺址型博物館）則以建築、地景、遺址等建物景觀類型產業文化資產之保
存為重點，也蒐藏文物史料類型的產業文化資產。

科工館與活版印刷產業

為了執行有關印刷科技之蒐藏計畫，科工館在1999年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
系合作進行臺灣活版印刷產業發展研究。該計畫針對15位具有歷史之業者與耆老進行口述訪
談，據結果呈現1930至1990年代臺灣活版印刷發展面貌。當時訪查對象包含有逢源、明山、
大地、羅印務館、豐益、普文、瑞成、永興、林大、國語日報、華文、風行、太陽及中南等
知名相關活版印刷產業之業者（黃俊夫，2017）。

近20年來印刷技術已經從活版印刷（圖
1）進化到平版印刷、合版印刷，乃至現在最
新式的無版印刷。因印刷科技的快速演進，
上述具時代表徵的活版印刷店家均已結束營
業。最近5年活版印刷以新的面貌延續著產
業，例如臺灣鑄字行僅存之日星鑄字行成立
了「臺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進行活版

檢字

排版

打樣

印刷

裝訂銅模

鑄字

1.  活版印刷相關配備。

活版印刷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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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技術保存及推廣。新營糖福印刷廠重整開放之消息以及臺灣鐵路管理局票務中心活版印
刷部門關閉轉型的消息，讓科工館在長期關注臺灣印刷產業變遷的同時，發現活版印刷產業
已經轉型，於是構想再次進行臺灣活版印刷產業之普查。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的支持下，科
工館得以在2016-2017年進行「臺灣雕版及活版印刷產業文化資產調查與活用評估計畫」。

上述計畫調查對象得之不易。首先根據科工館原有之聯繫資料、網路及相關文獻圖書
等，再交叉比對業者間的客戶名單而獲取85家廠商資料；接著透過電話訪查，初步了解營運
情形及活版印刷機具之運作狀態，結果得知仍保留活版印刷機具者有34家。後續該計畫研究
者依受訪者意願實際走訪雙北地區、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及
花蓮等地之26家仍有活版印刷設備之民間印刷廠；現地訪查之後發現該產業僅剩20家還在運
作。可見該行業已瀕臨滅失邊緣。

博物館化的物件蒐藏

基於上述，科工館從1998年迄今所蒐藏的活版印刷產業機具，包括銅模雕刻機、銅模、
手搖鑄字機、電動鑄字機、鉛字、鉛字架、排版房設備、打樣機、平台式活版印刷機、圓盤
機、裁切機及裝訂機等，已經涵蓋整個活版印刷作業流程之所有機具（如圖1）。這些零散
的機具之所以成為科工館系統化蒐藏的文物之一，都是經館員根據館藏政策和計畫目標而篩
選的；入館之後，研究人員必須將這些已經去脈絡化（decontextulization）的物件與再脈絡
化（recontextulization）（許功明，2005；呂理政，1999：17）。也就是了解每一個物件在
印刷作業生產系統的定位與功能，進而理出它原來所屬的機具或作業系統，詳細編目記錄存
檔，並在爾後展出讓觀眾看到它既有的功能，甚至完整的機具型貌或生產線的廠景。

傳統科技博物館（指發展較早，主要以去脈絡化式蒐藏文物的科技博物館）無可避免的
也面臨科技文物詮釋的去脈絡化危機（王玉豐，2006）。此外，科技博物館藏品在展覽時重
新脈絡化所使用的方法，例如圖表、模型及互動式裝置等展示手法，都與文物的原生脈絡無
關。即使有真實物件的展出，就算搭配了新奇的展示手法，仍很難讓觀眾理解文物在產業生
產過程中與其他物件之關係及歷史場景，更遑論人與該環境的關係。為了提高產業文物展示
的真實性，乃興起了產業遺址博物館的設置，以便將產業生產基地上的文物、廠房建築與景
觀都現地保存下來。因此科工館除了在進行去脈絡化的物件蒐藏外，對於目前仍堅守著，進
行活版印刷相關生產的僅存幾家廠商，更需協助他們進行活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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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文化資產之保存與運用

科工館是臺灣第一所以應用（產業）科技為主題來實踐博物館蒐藏、研究、展示、教育
與公共服務等功能的博物館，開館至今已20餘年。累積了豐富的博物館營運經驗，包括蒐
藏、研究、展示、教育與公共服務等方面之業務規劃與相關作業之執行。此外，科工館還有
豐厚的活版印刷館藏，以及2016年建立的活版印刷產業網絡。這些資源對於這些現存活版印
刷相關產業，都可能從博物館專業的角度提供多方面的協助。科工
館近年來和產業合作的具體作為摘記並說明如下：

一、與日星鑄字行的互助合作

科工館典藏一批「風行正楷鑄字社」銅模。1949年「風行正楷
鑄字社」負責人許鴻璋先生將上海字相關技術自廈門引進。值得一提
的是，中國人書寫的正楷字體有別於日本人。或許是思考模式不同所
致，字體表現有相當差異。不僅在點、捺、勾處皆力道十足，風格也
十分典雅秀麗；在當時市場大受歡迎。風行鑄字行第二代接班人許庭
偉先生在受訪時提到秀明社曾向風行購買整批字以做為翻造銅模的種
字。中南鑄字廠朱吉雄先生2011年到本館參加「正體中文正楷銅模焦
點團體座談會」時提到，該廠於西元1966年以「風行字」為主體修整
過一套楷書並以之作成鋅板字體稿，最後送到日本雕刻成整套正楷銅
模。嘉義逢源的許炳松先生在其回憶中也曾提及「到臺北風行購買上
海字，其字體極富中國傳統書法筆劃與字形結構的招牌，吸引全省各
地前來採購的盛況。」風行正楷與日本傳承的字體雖有差異，然而其
技術擴散性與早期日日新報社有異曲同工之處。

目前臺灣地區僅剩一家鑄造鉛活字的廠家─日星鑄字行。科工
館因典藏一批「風行正楷鑄字社」銅模，且1999年曾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合作研究臺灣活版印刷產業之發展，訪談過15

位具有歷史之業者與耆老。雖然耆老們都讚嘆「風行正楷」（如圖
2）字體優美，但從銅模並看不出字體之美。於是科工館委託日星鑄

2.   風行正楷銅模（中）、
     鉛字（左）及字體（右）。
3.  日星鑄字行字架群。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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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行（如圖3）進行初號（1,595個）、新初號（2,101個）及
1號正楷銅模（4,612個）鑄造鉛字（如圖4），然後把鉛字排
版、打樣、掃描，取得實際的字體（如圖5），然後再把字體
進行切割作成為單一數位檔案（如圖6）以便利用。在科工館
及日星鑄字行二者的專業合作下，終於取得字體優美的「風行
正楷」字體（如圖7）。

二、與臺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合作策展

「2017時光之書：活版印刷小誌節」南部巡迴展之展出
首站就是科工館的開放式典藏庫。該展覽是科工館與臺灣活版
印刷保存協會、日星鑄字行及活印工坊共同合作籌辦的。期望
與推廣協會、鉛字產業廠商與活版印刷廠商合作，並邀請日星
鑄字行為技術指導，由活印工坊以活版印刷方式印製此次活
動所需文宣品（如圖8），以順利推廣活版印刷產業文化之美
（如圖9、10）。在展覽期間舉辦3場講座與2場工作坊，讓利
用活版印刷元素來進行創作的作者可以親自現身說法來分享創
作心得，工作坊（如圖11、12）也可以讓參與者實際體驗活
版印刷的部分流程，並將自己親手做的成品帶回家。

三、協助糖福印刷創意館培訓員工的博物館知能

糖福印刷創意館原為台糖印刷所。為印製台糖相關產業
龐大文件，糖福印刷擁有完善的印刷機具與豐富的活版印刷文
物，但因知名度不高及宣傳力不足，導致來客數較少。期望藉
由長期合作與科工館合作，以其專業能力和經驗更多元推廣活
版印刷產業。

科工館協助糖福印刷創意館的部分包括規劃系列性活版印
刷知能養成與實務培訓課程（如圖13、14），以增進該館館員
在活版印刷方面的知識及博物館藏品管理的知能，並結合創意
館館內活版印刷文物與設備，設計完整的活版印刷訓練課程。
亦即以知識提升、文物管理及實務操作3個面向來強化活版印
刷產業之人力資源，培訓兼具知能及服務熱誠之服務人員。

4

5

6

4.  日星鑄字行鑄字情形。
5.  「風行銅模」翻鑄鉛字後打樣稿。
6.  「風行銅模」單一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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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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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7
7.   「風行銅模」單一字體組合。
8.     活動宣傳卡片（活版印刷印製）。
9.     作品名稱：詩田植字。  

10.   作品名稱：古騰夢溪。 

11.   工作坊：體驗活字排版的魅力：「字田．活印盒」。
12.   工作坊：小本書工作坊。

活化產業文化資產

糖福印刷創意館實質上是一個產業遺址（創立於1954年）；目前並沒有活版印刷相關印
製業務，內部保留眾多活版印刷機具，整個文物脈絡都還保持著，這是科工館擁有再多活版
印刷文物所無法達成的境界，特別是早期印刷廠的氛圍！有了合作關係，科工館即邀請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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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到該館進行偏鄉活版印刷知識科普扎
根的活動。使學童們不但可以學習活版印
刷相關知識，還可以感受一甲子前印刷廠
的氛圍（如圖15、16）為提供更完善的服
務與體驗。

結語

科技博物館在本質上與產業文化資
產有很高的關聯性。活版印刷產業在臺灣
已經瀕臨滅失，但還有幾家相關廠商仍在
努力轉型，試圖開發新的功能使其能以新
的功能繼續存在。科工館作為蒐藏活版印
刷產業文化資產的科技博物館，除了對自
身在活版印刷產業文化資產方面的蒐藏、
研究、展示與教育克盡職責，對於較無經
驗的其他文物蒐藏單位，如糖福印刷創意
館，科工館也不吝伸出援手，提供各種博
物館專業支援與輔導。另外，也與幾家活
版印刷相關廠商合作，使其在數位典藏、
展覽及教育活動等方面都能提高專業水
準。期使此種合作關係能夠促進產業文化

資產的活化，讓活版印刷產業能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傳承。最
後，本文作者由衷感謝文化部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對活版印刷
產業文化資產的重視，讓科工館有機會對活版印刷產業文化資
產的保存與活化盡棉薄之力。

13.   活版印刷知能養成與實務培訓課程海報。
14.  活版印刷知能養成與實務培訓課程表。

13

14

1217博物淡水第10期電子書.indd   92 2018/12/17   上午11:42



93

NO.  10

15.   偏鄉活版印刷知識科普扎根活動 —— 參訪。
16.  偏鄉活版印刷知識科普扎根活動 —— 動手作。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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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與科技互動

滬尾礮臺擬真火砲展示

國定古蹟滬尾礮臺4門大砲於日治時期已拆離（黃士娟，2010），

僅存砲座遺蹟。為彌補有砲臺而無砲的遺憾，淡水古蹟博物館首創

透過浮空投影（hologram）動態展示及擴增實境（AR）互動體驗，

將虛擬科技應用於火砲重建，提供民眾觀賞擬真的阿姆斯脫朗砲

（Armstrong's Rifled Breech Loader）與克虜伯砲（Krupp），將滬尾

礮臺的軍事場域特色以更完整的面貌呈現。

The four big guns of Huwei Fort were los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ll that remains today are the gun bases. To make 
up for the unfortunate “fort without guns” situation,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uses a hologram moving display and AR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o reproduce the guns using virtual technology. Visitors 
are given a chance to view Armstrong's Rifled Breech Loader and 
Krupp guns, to displa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ilitary fortification in 
full.

前言

常有來訪滬尾礮臺的民眾會問說：「為什麼有砲臺卻看不到大砲？」這就
要提到滬尾礮臺建造的歷史。滬尾礮臺位於紅毛城西邊約半公里處山丘，居高
臨下視野極佳，可以鳥瞰淡水河口到關渡平原一帶。1884-1885年清法戰爭滬尾
之役結束後，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為加強臺海防禦，在1886年（光緒12年）聘
請洋人技師以西式砲臺為範本督造，成為臺灣最現代的砲臺之一，門額還有劉
銘傳親筆所提「北門鎖鑰」4個大字，充分說明滬尾礮臺在當時為鎮守北臺灣的
重要關卡。

撰文 ▼陳麗玲（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研究助理）
圖片提供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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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礮臺建立初期配備有4門西式大砲，據傳最大一門砲試發時，在場人士甚至留有「聲
聞數十里，海潮壁立」的驚嘆。然而1889年（清光緒15年）大砲安裝完竣後便未曾實際參與
戰事；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結束不到10年，臺灣便於甲午戰爭割讓予日本政府，原來被清朝認
為是海防重鎮的淡水，不僅未納入要塞防禦體系，4門大砲更遭日本人拆離。這座佇立北臺要
地的軍備砲臺也隨淡水軍事價值的削減，自臺灣防務舞台黯然退場。然則正因滬尾礮臺為地
處高處之隱蔽砲台，又未曾遭受戰火侵襲，因而保存相當完整。

近年AR、VR……等各種新興科技發展，以及智慧行動載具的普及，讓博物館於展示規劃
有了新的形式與挑戰。在數位科技趨勢下，藉由新媒體科技應用融合古蹟特色，開發製作多
感官的數位內容，能跳脫既定的平面式觀展經驗，帶給遊客新穎的互動參與體驗。淡水古蹟
博物館「滬尾礮臺擬真火砲展示計畫」，即透過全新的科技與展示模式，將已消失的大砲擬
真還原，讓歷史場域環境得以完整呈現。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後劉銘傳築臺購砲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後，淡水的新舊大小砲臺都毀於戰火中，巡撫劉銘傳深知臺灣海防的
脆弱及重要性，決定於全臺各重要海口興建砲台以加強防禦。劉氏認為「辦防必先購礮，否
則雖有堅臺勁旅，亦屬虛名。」所以，他即飭各員於基隆、滬尾（淡水）、安平、旗後、澎
湖等5處海口趕造10座新式西洋砲臺。

為了真正做到「師夷長技以制夷」，劉銘傳聘請洋人巴恩士（LieutMaxE.Hecht）督造，
並由製造大礮臺的工廠派專家聞德來詳細勘驗。以西式工法及配備精良的西式砲座，意圖反
轉臺灣海防弱勢局面。另透過英商怡和洋行向英國購買「阿姆斯脫朗」大砲31門全數安裝於
這10座新砲臺上。「北門鎖鑰」滬尾
礮臺在1889年5月安裝大礮完成，成
為臺灣最現代的砲臺之一，捍衛著臺
北的門戶。

據《劉壯肅公奏議》，卷五，
〈設防略〉：「上年法兵退後，臣即

飭各員趕造基、滬礮臺，並與洋商議

購三十一尊後門巨礮」，「再查臺灣

辦理防務，基隆、滬尾、旗后、澎湖 1. 滬尾礮臺是北臺灣所存清末最完整的軍事防禦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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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建造礮臺，購辦大礮，臣於光緒十二

年三月奏辦澎防請款案內陳明，旋與英商怡

和議購阿馬士莊新式後腔鋼礮三十一尊」，

「再查臺灣訂購大礮三十一尊，……現在礮

位全數運臺，臣復加勘驗，製造精利，體質

堅剛，洵為海防利器」。（李乾朗，2010）

有關滬尾礮臺配砲，據1889年淡水英
國領事班德瑞（Fred S.A. Bourne）提交給
英國外交部及海軍司令巴特（Sir John Walsham Bart）的〈臺灣軍備報告〉中提到：「最近

由女傑號船長巴爾佛、反叛者號馬丁中校、金龜子號馬克斯威爾少校督造位於淡水港的新砲

臺（即今日滬尾礮臺）： 12吋1門、10吋1門、8吋2門。」（楊仁江，2018）

另據《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黃士娟，2010）中所紀錄，日治前夕的滬尾礮臺
有12吋徑英國阿姆斯脫朗後膛砲1尊、10吋徑英國阿姆斯脫朗後膛砲1尊與21公分徑德國克虜
伯後膛砲2尊。

於文獻記載中可得知劉銘傳任臺灣巡撫時所重新設防的滬尾礮臺，原先為英國阿姆斯脫
朗後膛砲12吋1門、10吋1門、8吋2門，但於1894-1895年清日甲午戰爭時期，將其中2門8吋
阿姆斯脫朗後膛砲改為21公分德國克虜伯砲（8吋相當於21公分）。

新媒體科技重塑軍事場域特色

滬尾礮臺朝向淡水河口，坐東南朝西北，4個砲座集中於面海的兩側，砲座邊弧形護牆上
設有置彈孔。主砲座位在西北側，採用360度迴轉的全圓磨心砲架，射角可涵蓋整個河口；其
餘3座砲位，均用半圓磨心砲架，東北側砲座設置10吋阿姆斯脫朗後膛砲，北側及西側砲座設
置8吋克虜伯後膛砲，整體火力十分強大。

「滬尾礮臺擬真火砲展示計畫」主要目標即以阿姆斯脫朗後膛砲及克虜伯砲採取擬真復
砲，精準的以數位3D 模型重建，導入近年來火紅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
與浮空投影（簡稱Hologram）技術，打造兩種互動科技裝置，在滬尾礮臺提供遊客全新的博物
館參觀體驗，並以此特色吸引更多國內外遊客前來參訪：

1.開發行動裝置AR導覽程式，在不同天候環境下能擷取並偵測環境中的特徵（夜間除外），
依此辨識阿姆斯特朗砲的擺設位置，當民眾抵達該區域時，即能透過內載Tango技術之AR行動
裝置做辨識及定位，再現當時雄偉的大砲，並可發射火砲，及做對應的拍照功能。

2. 滬尾礮臺日治時期阿姆斯脫朗砲未拆離時之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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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礮臺甬道為基地，規劃2座縮小比例的3D動態火砲浮空投影顯示裝置，利用高端渲染
技術，將阿姆斯脫朗砲和克虜伯砲以360度輪流投影展現，讓民眾可圍繞浮空影像觀看細節與
動畫；導覽人員亦可透過平板裝置遙控選擇播放2座展示的火砲。

本計畫特別感謝3位專家學者指導，分別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姚智原副教
授，對於AR擴增實境與浮空投影方面提供技術指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楊仁江副教授，對於砲臺數位模型重建、砲臺發射與互動等提供參考圖與意見、淡江大學歷史
學系李其霖助理教授，對清朝士兵服飾照片提供歷史考證。

（一）AR體驗數位重現已消失的大砲

當遊客到滬尾礮臺AR體驗區由館方提供AR手持裝置，開啟AR互動程式後，會先聽一段
滬尾礮臺的歷史語音導覽，聽完或跳過後會進入選單，如圖3，選擇西北主砲座所在的位置
後，手機便會自動辨識周圍環境，便可開始體驗AR。1

當遊客於甬道口將鏡頭對準砲座，就能再現當時北臺威力最強的12吋阿姆斯脫朗砲，氣
勢雄偉，歷歷如繪矗立在眼前；拿著手持裝置環繞大砲四處走動，可上下左右變換角度觀看
砲身；還能選擇讓大砲發射砲彈，體驗第一發是測量砲，第二發才會擊中目標的逼真感受。

另外，火砲AR體驗很受歡迎的情境合影，能與大砲或清朝士兵拍照留念，也提供民眾與
大砲拍攝紀念照功能，讓來到滬尾礮臺遊玩更具有紀念性，也適合親朋好友多人一起來玩。

（二）火砲立體浮空投影效果生動逼真

為讓民眾體驗更生動的
火砲介紹，分別於滬尾礮臺
東南側甬道規劃金字塔型大
型投影裝置，另在東側尾端
隔間裝設Z字型投影裝置，
透過浮空投影技術，打造如
同科 幻電影情節中的火砲立
體影像，阿姆斯脫朗砲和克
虜伯砲如實呈現在眼前。

1　本計畫原以清領時期的配砲為依據，規劃在4門砲座所在地，就能看到清領時期壯觀的阿姆斯脫朗大砲
及清兵動畫，惟因考量部分砲座區現場水泥地凹凸不平，為免影響遊客安全，故現階段僅提供西北主

砲座為AR體驗區。

3. 主選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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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座投影裝置除了大砲會自行360度的旋轉，方便民眾由各角度觀賞外，亦設定30分鐘自
動發砲一次，讓民眾能體驗發砲的震撼，開火的同時亦都配有火砲火光與煙塵特效，現場隆隆
的爆炸聲，聲光音效配合大砲影像，讓人有身歷其境之感。

7.   遊客開心體驗。
8.   民眾與大砲合影。
9.   「2018古蹟日」扮裝與清兵合照。
10.   全國首創淡水古蹟博物館應用虛擬科技重建火砲。
11.   AR手持裝置重現滬尾礮臺的火砲。

12. 金字塔型浮空投影顯示裝置。
13. Z字型的浮空投影顯示裝置。

7 8

12 13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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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執行成果

（一）數位模型建立阿姆斯脫朗砲

根據「滬尾礮臺復砲計畫先期評估案」中對於阿姆斯脫朗砲與克虜伯砲的描述，為方便砲
兵的操砲，在砲尾設有階梯及鐵板操作平臺；為方便砲彈的升降與裝填，在鐵板操作平臺旁邊
設有彎鉤形的吊砲桿。為方便火砲運轉，支臺下設有滑輪及齒輪，可以分別在平滑的鐵軌和有
凸齒的齒軌上循著圓心及圓弧運轉（圖13）。

（二）相關技術介紹

1.Tango AR 技術

Google Tango 技術以利用手機上的攝影鏡頭、景深感應用的成像儀與發射器擷取場域
的2D 影像及深度等資料作為特徵，使用在擴增實境比起一般只用影像的技術更能穩定更快速
的辨識場地空間，也能追蹤特徵點並轉化為3D 的空間資訊，不用靠GPS 或其他而外的訊號
協助，偵測使用者的位
置，最後，Tango 還能
透過區域學習和深度感知
提高定位中的精準度，因
此Tango 的環境感應能力
對於本計畫是非常重要的
技術。

14.  克虜伯砲發射畫面。
15.  阿姆斯脫朗砲3D模型。

 16.  清朝士兵數位模型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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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浮空投影顯示技術

浮空投影（Holography）是一種投影目標物體反
射光波中全部訊息的技術，當物體反射或者透射的光
線通過特殊材質製成的膠片，使能完全重建其外貌，
仿佛物體就在那裡一樣。通過不同的方位和角度觀察
照片，可以看到目標物體的不同的角度，因此投影成
像可以使人產生立體視覺。

結語

滬尾礮臺數位擬真復砲展示後深獲好評，遊客
興致高反應熱烈：「讓小朋友體驗到消逝的大砲威
力，很棒！」、「參加古蹟能有新體驗可以讓人還想
再來。」、「讓旅客能有更真實體驗的感覺。」、「很特
別，結合科技做模擬。」、「感覺很好玩、有趣！」為彌補有砲臺而無砲的遺憾，淡水古蹟博物
館透過手機AR（擴增實境）技術重現阿姆斯脫朗砲於砲臺，及利用「浮空投影」呈現阿姆斯脫
朗砲與克虜伯砲，讓古蹟不再沉默，讓觀眾不只是觀眾，也成為展覽的一部分，以更親切的方
式，走入民眾的生活。

17.  克虜伯砲3D模型
18.  砲彈影片。
19.  AR畫面清兵人物動畫。

20.  Google Tango 技術。
21.  浮空投影。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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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滬尾礮臺設置3D拍照 

      區，民眾可拍出生動的
      照片。
23.  火砲裝置藝術拍照區。

22

23

英製阿姆斯脫朗砲小檔案

克里米亞戰爭，又稱東方戰爭，爆
發後，英國人阿姆斯托朗為英國
陸軍設計的新型武器，1854年，
將筒固定的纏絲砲身，閉鎖性能
良好，此種砲閂至今仍用於現代
火砲上。線膛砲加以改良，研發
出具備閉鎖機構的後膛砲。英國
阿姆斯脫朗砲廠為了增大威力，
砲管都採用在內管外加裝套管的
雙層或多層的「層成砲身」，再
裝上套。

德製克虜伯砲小檔案

1856年，德國鋼鐵師克虜伯為普
魯士軍隊提供鋼製後膛砲。世
界大砲遂開始以英國阿姆斯脫
朗的直閂式後膛砲與德國克虜
伯的側閂式後膛砲為主流。克
虜伯後膛鋼砲助普魯士在普法
戰爭中獲勝，完成統一，德意
志帝國成立，更是威名遠播，
所以李鴻章逐年採用之。

24.  基隆役政公園現存阿姆斯脫朗
8吋砲。

25.  21公分克虜伯砲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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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古蹟博物館是臺灣第一座以古蹟為主題的博物館，

歷史上淡水紅毛城、海關碼頭、滬尾礮臺，

為通商貿易的港口與大航海歷史的代表，

現今已是了解臺灣海洋歷史、觀賞夕陽、假日休閒的熱門景點。

為串聯淡水古蹟建築群、觀光空間特色化發展的使命，

首創透過浮空投影動態展示及擴增實境互動體驗，

讓我們身歷其境，更深入了解淡水大航海時代的歷史故事。

影片預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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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遊老淡水

淡水古蹟博物館的AR應用實例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是21世紀重要的課題，而要如何透過現代科

技與舊有歷史空間融合，產生新的歷史空間認識方法，進而達到教育

推廣之目的呢？今天，我們就來看看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如何

透過當代正夯的AR科技，讓傳統的古蹟自主導覽，有不一樣的體驗

方式。

The merger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is an important 21st 
Century issue. How can modern technology and historical space 
be combined to produce a new way of getting to know historical 
space and thus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oday, we will see how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is using currently 
fashionable Augmented Reality AR to allow visitors to historic sites to 
self-guide and thus give them a new way of experiencing such places.

1.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吉祥物負責解說古蹟歷史。

文．圖 ▼陳靖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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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古蹟自主性導覽模式以平面解說牌為主，於古蹟內的各空間，設置不同內容的解
說牌，遊客藉著閱讀解說牌上的圖文來認識古蹟。但大部分的古蹟是屬於建築物， 而建築物
是三維空間的融合，以二維的圖文內容來理解三維的事物，難免發生無法完全理解的情況。
譬如在解說牌放古蹟平面圖來介紹建築空間，但由幾何線條組成的平面圖，對於一般民眾來
說可能會看得霧煞煞；又或者一段以各種專有名詞，來解釋古蹟某些空間特徵的文字，許多
人可能會搞不清楚哪個名詞是指哪個位置。接觸過多知識性文字，集中在版面有限的單一解
說牌中，文字本身也生硬難讀，使得遊客閱讀的意願大大降低，成為接觸、認識古蹟的阻
礙。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許多博物館與教育單位，已經開始採用AR這種新技術來輔助自主導
覽體驗。

AR可以做些什麼?

所謂AR，是Augmented Reality的簡稱，中文翻譯為「擴增實境」，將虛擬的元素與現
實結合，擴充我們的視覺體驗。AR技術最初應用於軍事，之後轉入民間，並已漸漸應用在我
們的日常生活中。一般來說，要達到AR效果，通常會需要攝影機、螢幕與軟體程式：攝影機
投射出現實畫面，另外由軟體程式將虛擬的各種資訊、元素加入，最後於螢幕中綜合呈現出
來。而在手機與平板電腦等，同時具有攝影機、螢幕與軟體程式之可攜式裝置，已十分普及

2. 紅毛城主堡一樓內的AR劇場，是一個縮小比例的紅毛城剖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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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許多遊戲廠商早已經利用AR技術開發產品，例如「寶可夢」（Pokémon GO）這款
遊戲，便是把虛擬的寶可夢與現實生活環境結合，讓玩家能在現實生活中走動抓寶，提供了
更真實、有趣的遊玩體驗。

相較於遊戲App為單純娛樂的性質，與古蹟自主導覽體驗相關的AR技術產品，除了要解
決古蹟相關歷史文化知識之內容，如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給大眾外，還要思考AR技術，
如何充分運用在一處古蹟所擁有的每一個空間角落，並以此達到最好的導覽體驗。

Beacon科技導覽服務

近年來，淡水古蹟博物館積極地將現代科技運用於古蹟導覽上，除了原有的古蹟專人導
覽服務以外，也有新的選擇。淡水古蹟博物館以「蹦世界」App為媒介，提供免費Beacon科
技導覽服務，遊客只要下載「蹦世界」App，啟動後走到螢幕顯示的景點小地圖中特定位置，
不僅能獲得景點資訊，更能同時透過耳機聽到即時語音導覽，如同自己的專屬導覽員。

目前館方提供「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礮臺、淡水海關碼頭、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
得忌利士洋行、淡水藝術工坊、滬水一方、公司田溪程氏古厝、理學堂大書院、淡水禮拜
堂、滬尾偕醫館、淡水福佑宮、淡水龍山寺、鄞山寺、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等16處景點的
資訊，也推出中、英、日、韓、越南等5國語言的版本，讓外國朋友也能了解淡水之美。下載
導覽資訊後就可離線使用，不用擔心現場沒有網路，更能事先輕鬆規劃淡水之旅。

3. 只要掃瞄模型裡的Q版人物，便能觀賞解說影片。 4. 海關碼頭園區的出入口告示牌說明如何操作AR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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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關碼頭園區的出入口告示牌說明如何操作AR體驗。

5. 「蹦世界」App畫面。

下載方式：

一、掃描QR Code可連結至蘋果的App Store或谷歌的Google play下載「蹦世界」App。

二、開啟App選擇「立即體驗」登入。

三、點選首頁右下角選擇QR條碼掃描器，再次掃描「中、英、日、韓、越南」QR 

Code，完成下載即可使用。

四、如果無法掃描QR Code，也可以搜尋App內的「地區——台灣——新北市」，就能
找到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導覽資訊。

淡水古蹟博物館的AR應用

淡水作為全臺灣歷史發展最悠久的地方之一，不同類型的文化資產數量總合已超過40

個，其中有幾個屬於有形建築空間之古蹟、歷史建築等，創建年代較早，歷經了不同族群文
化的使用疊加，空間中豐富而多元的元素與痕跡，都反映著不同的脈絡與內涵，自主導覽模
式也會因應不同空間來設計。實際走訪淡水各文化資產有形建築空間，所見仍以矩形文字解
說牌為主，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轄下之紅毛城園區與海關碼頭園區，則有使用AR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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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設計。

首先來到位於埔頂的淡水紅毛城園區內，主堡一樓的「AR劇場」，其外觀是一個尺寸1

／30的紅毛城剖面模型，可讓人了解紅毛城主堡內部結構，模型內則放置了4個Q版歷史人物
小立牌。參訪民眾只要左右移動平版電腦掃描Q版歷史人物，平板電腦就會偵測並播放相應的
解說影片，增加了一些互動性。解說影片則有4個主題內容，分別是紅毛城修建簡史、領事館
空間與文物、地牢空間由來與意義、淡水港茶葉貿易的歷史。

而埔頂山下的海關碼頭園區，其設立的「AR互動之旅」導覽則大致有2種模式。第一
種模式跟紅毛城AR劇場類似，為掃描相應圖案播放影片，遊客只要用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Marq+」App，並以之掃描位於堤岸碼頭邊告示牌上的觀音山照片，就會看到螢幕上還
原了1884年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情境的影片。第二種模式則是需要遊客開啟相應App的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行動定位服務）模式，只要步行到園區內的清代洋樓、日本時代
倉庫以及登船口前，就會有吉祥物從螢幕畫面跳出來，介紹這3處空間的歷史脈絡與特徵。另
外，除了古蹟導覽以外，還有模擬清末淡水河上，商船在碼頭作業的情境AR，提供對此處過
去場景的想像畫面。

紅毛城與海關碼頭，是淡水很重要的2處文化資產。前者為創建於西荷時期的城堡，而後
曾做為砲台、領事館等用途，後者則是清末開港通商後設立海關的碼頭區，二戰後由軍事單
位與國劇訓練班進駐。這兩處古蹟所擁有空間與歷史文化的豐富性內涵，透過解說牌說明，

6. 1884年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歷史情境影片。 7. 民眾使用手機AR還原商船在碼頭作業的情境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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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原有的古蹟遺址，進一步使用AR技術輔助導覽體驗，確實是個很好的嘗試。

然因AR技術還在發展階段，因此目前所見的導覽方式是以掃描告示牌中相應的圖像，取
得設定好的二維影片虛擬元素，雖然未臻成熟，但應用AR於古蹟導覽的潛力不可限量，仍值
得期待。例如掃描古蹟外觀，就會在螢幕中顯示磚牆砌法特徵、剖面結構以及同角度之舊貌
等圖文導覽內容。相信相關單位持續發展AR技術，進而改善AR使用者體驗，將會對文化資產
推廣與教育有大大的助益，也能讓文化資產更豐富，融入我們的現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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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藝術的新方式

2018新北市兒童藝術節

這次新北市兒童藝術節主題「重返怪獸島」，找來去年「歡迎光

臨怪獸島」中的6隻怪獸：筆刷怪、書本怪、音樂怪、黏土怪、燈光

怪、水泥怪再次登場，並加入兩隻新的怪獸：跳舞怪以及電影怪一起

同樂。8隻可愛的怪獸不僅是新北兒藝節的人氣角色，也代表著8種來

自新北市不同地方的藝術元素，藉由實際參與各怪獸們喜歡從事的活

動，也帶出本次活動的核心主軸：藝術體驗。

The theme of the New Taipei City Children’s Arts Festival this 
time was Hello Monsters; Brush Monster, Book Monster, Music 
Monster, Clay Monster, Light Monster, and Concrete Monster, six 
monsters from last year’s Hello Monsters, were invited to take the 
stage again, with two new monsters, Dancing Monster and Movie 
Monster, also joining 
in the fun. The eight 
cute monsters were not 
just popular characters 
in the Festival, they 
also represented arts 
elements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New Taipei 
C i t y .  B y  a l l o w i n g 
children to actually take 
part in the things that 
the monster like to do,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event was realized: arts 
experience.

1. 浮游於空中的Les Luminéoles光之鳥。

文／圖 ▼陳嶼（面天山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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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大小朋友喜愛的新北市兒童藝術節（以下簡稱新北兒藝節），2018年8月3日至12

日，在新北市市民廣場盛大舉辦。一來到活動現場，首先可以看到兩個飄浮中的白色氣球，
這是法國藝術家Christophe Martine的作品光之鳥（Les Luminéoles），它們在藝術家的拉動
之下彷彿在空中游動，到了晚上還會隨著音樂旋律變換光彩，極有藝術與科技的夢幻感，也
是本次新北兒藝節主打的公共藝術裝置。緊接著光之鳥視線往下，會看到一隻巨大的充氣恐
龍，以及五顏六色的帳篷，帳篷屋頂還長有眼睛，乍看就像是可愛怪獸的化身。

科技叢林：藝術體驗的新方式

21世紀科技發達的今日，小朋友已經能隨時隨地透過手機、電腦的遊戲來獲得各種資訊
及娛樂，而要引起小朋友對藝術的興趣，並達到藝術推廣教育的目的，勢必就要與時俱進。
今年的新北兒藝節，除了8隻怪獸相關的體驗活動外，更邀請了來自日本東京的數位藝術團隊
teamLab，與新北市立美術館、十三行博物館、黃金博物館等，一同於新北市政府大廳打造
科技叢林，包含了：teamLab滑梯水果園、海洋魔立方、我是大藝術家、捕捉名畫、畫誰像
誰、翱翔水金九、MR體驗、阿金伯講給你知、怪獸變臉、恐龍世界等不同的科技體驗設施。

其中，teamLab帶來的「滑梯水果園」使用投影互動技術，在滑坡上投射各式各樣的水
果種子及自然界元素，小朋友則扮演生命最重要的太陽光，在滑動過程中，與不同自然界元
素碰撞，進而促成生命的生長與綻放。而十三行博物館的「海洋魔力方」與黃金博物館的
「翱翔水金九」則透過三面的巨型螢幕牆，讓小朋友有身歷其境之感，前者場景在臺灣四周
的深海中，讓小朋友探索海洋的奧秘，並同時認識水下考古員的工作；後者則是來到瑞芳區

2. 新北兒藝節的活動會場帳篷，充滿童趣。 3. 「翱翔水金九」帶領大小朋友用空中視角欣賞水金九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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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湳洞、金瓜石、九份等地的高空，讓小朋友變身鳥類視角，也藉此能以另一種角度欣賞水
金九地區豐富的地形與自然之美。體驗完空中翱翔的感覺，還能到隔壁「阿金伯講給你知」
設施，透過多媒體觸控，認識關於地下礦坑內的知識與小禁忌，或者在「MR體驗」以特殊3D

科技與電腦螢幕上的恐龍進行互動。

而新北市立美術館的「我是大藝術家」、「捕捉名畫」、「畫誰像誰」等則使用了數
位影像處理技術。「我是大藝術家」讓小朋友能將現場創作數位化展示在虛擬美術館；「捕
捉名畫」、「畫誰像誰」以李梅樹及李石樵等新北市知名的藝術家之作品為基礎，透過模仿
畫作人物的肢體動作，以及用類似藝術家畫風的相機濾鏡效果，與大師名畫有更進一步的互
動。另外，「怪獸變臉」則用臉部辨識技術，讓小朋友變身澳洲動畫設計師Tobias Kolodziey

創作的動畫角色。

行動博物館：特色典藏創意呈現

除了科技叢林以外，其他新北市境內的博物館也參與了這次新北兒藝節，包含了新北市
立美術館、坪林茶業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黃金博物館、鶯歌陶瓷博物館、淡水古蹟博物
館以及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各館將展示模組做成可以隨身攜帶的行動博物館，用創意遊玩
的方式給小朋友體驗。

新北市立美術館將其典藏畫作中的人文地景元素例如淡水禮拜堂、白樓、街道等製作成
立牌，透過小朋友的巧思自由排列組合，拼出屬於自己的城市風景畫。鶯歌陶瓷博物館也讓

4. 只要按壓多媒體牆上的圖案，「阿金伯」就會「講給你
知」礦坑大小事。

5. 「畫誰像誰」在小朋友的照片效果出來之前，還能先玩畫
作拼圖增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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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發揮創意，在現場提供各種顏色的小口馬賽克磁磚、磁鐵板子與花瓶模型，小朋友可
以自由排列出自己喜歡的圖案，在拼貼過程中，激發創作靈感，也認識早期陶瓷色彩美學。

坪林茶葉博物館則以茶葉生產流程中的茶蟲防治為體驗理念，在現場布置了4堆茶葉，讓
小朋友體驗坪林地區有機茶農在茶菁中抓蟲的情形。十三行博物館也模擬考古遺址發掘的過
程，在展場布置2處沙坑，小朋友得透過刷子找出隱藏的人骨拼圖，而事實上，一個考古現場
所使用的發掘工具，通常會先以鏟子、十字鎬等大型工具先整地，若挖到人骨時，就要換使
用刷子避免破壞，因此可說是很貼近考古的步驟。

黃金博物館將礦山文化中的礦場臺車以及人字砌石駁坎變成絕佳展場體驗。前者讓小朋
友觀察模型臺車在軌道行駛的情形；後者則將金瓜石園區日式宿舍駁坎特殊的石牆砌法做成
縮小版木模型，讓小朋友理解人字砌的結構與美感。同樣安排砌築工法體驗的還有淡水古蹟
博物館，讓小朋友以小塊紅磚堆疊出海關碼頭洋樓模型的外牆，還有英國領事館官邸地磚造
型的磁鐵供小朋友拼貼，除此之外，還有超大型彈珠臺，遊玩的時候也認識彈珠臺上的Q版歷
史人物、古蹟以及老地名等。而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將其園區內的傳統建築技藝為發想。古
時傳統建築不使用釘子，匠師皆以木作榫接來固定木構件，現場便以魯班鎖來讓小朋友體驗
榫接組裝及拆解的過程，玩完魯班鎖之後，還有更進階的冰裂窗模型可以體驗。

總的來看，這次新北市兒童藝術節，不僅延續了前幾年舉辦的主題，還因應了時代潮
流，帶來了許多新奇、先進的科技設施。過去總認為理性的科技與感性的藝術是對立的兩
面，但實際參與了這次新北兒藝節會發現，藉由科技，人們得以與藝術作品之間的距離更加
貼近，並提供人們另一種體驗、欣賞藝術的方式；小朋友也能藉由科技輔助，了解更多有關
於藝術的知識。

6. 淡水古蹟博物館彈珠檯上的Q版人物與古蹟圖案
可透過AR掃描獲得進一步歷史知識。

7. 透過將積木拼回模型
的過程，小朋友也認
識了人字砌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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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大事紀要 單位
01.01 Beacon科技導覽景點擴增至16處，並增加越南語 營運管理組
01.06 市長朱立倫與淡水在地議員等蒞臨「2017淡水文化生活節」 行銷企劃組
01.10 第6屆國家環境教育獎至本館訪查、聽取簡報，並現勘滬尾礮臺及紅毛城 行　政　組
01.15 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核定補助107-108年度「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重現計畫」 研究典藏組
01.19 跨視界—崇右影藝大學攝影學程師生聯展（01.19-03.11） 展示教育組
01.26 淡水區長巫宗仁及日本福井縣議員大飯町等共4人參訪紅毛城 營運管理組
01.27 「淡水海關遇到愛」系列活動（01.27-03.11），共計62,580人次參與 營運管理組
01.29 新北市歷史建築淡水日本警官宿舍修復及再利用工程開工 行　政　組

02.03
【春節活動】「淡古春來真狗力：十犬十美迎春趣」（02.03-02.19）：贈春聯、福袋、集章、民
俗手作、音樂會等，共辦理10場 展示教育組

02.17 全國首創「滬尾礮臺擬真火砲展示計畫」，以浮空投影、AR互動體驗再現清代場景和火砲 研究典藏組

03.03
臺灣世界遺產登錄應援團—世界遺產認定講師飯島一隆、片木祐一、富澤英、斎藤毅拜訪本館，
並舉辦座談討論淡水申請世界遺產未來推動願景 營運管理組

03.09 春藝盎然—潘柏克、鄭淑妃油畫創作聯展（03.09-05.01） 展示教育組
03.15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於3月至11月共辦理18場、507人參加 營運管理組
03.16 淡水邊緣有設計—聖約翰科技大學創意設計系系展（03.16-04.29），期間辦理週末設計體驗營 展示教育組
03.17 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茶道體驗活動」（03.17迎春茶會、04.14賞花茶會） 展示教育組
03.29 「早安．淡水」早安博物館活動於3月至11月共辦理7場、176人參加 營運管理組
04.04 【兒童節活動】與駐村藝術家合作「老靈魂，綠手指：古蹟生態DIY小作坊」 展示教育組
04.04 【兒童節活動】兒童免費浴衣體驗（04.04-04.08），共計369人次參與 行銷企劃組
04.08 泰國皇室公主烏汶叻公主殿下、泰國辦事處代表、副代表等共21人參訪紅毛城 營運管理組

04.19
107年度「新北市世界遺產保存與教育推廣計畫」參與式預算—「淡水青年大使培力計畫」，與淡
江大學歷史系合作，本館4.19、4.23至課堂說明計畫理念 研究典藏組

04.22 「古蹟浴衣．手作注連繩」活動，共計22人次參與 行銷企劃組
04.30 「大道公千秋祭典」體驗活動，推廣淡水無形文化資產 展示教育組
05.04 溫故芝心好友麋鹿—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103級畢展（05.04-05.27） 展示教育組
05.14 「淡水青年大使培力計畫」投票週（05.14-05.18）票選淡水世界遺產潛力點保存推廣創新提案 研究典藏組

05.16
本館精選藏品（皇明黃公郭氏圓墓碑、領事印章、象牙製鴨子、鏤空上釉花磚、綠釉瓶欄杆）3D
線上展示於官網 研究典藏組

05.18 五分二十四秒—淡江高中第24屆美術班班展（05.18-07.29） 展示教育組

05.18
【518國際博物館日活動】與淡水長老教會合作舉辦世界遺產學習之古蹟導覽活動，另於滬尾礮臺
舉辦小小導覽員體驗營 行銷企劃組

05.30 館刊《博物．淡水》第9期出刊，主題為「無形文化資產專輯：淡水的信仰與民俗」 研究典藏組
06.01 藝想世界—時尚形象美學聯展（06.01-08.05） 展示教育組
06.04 107年上半年度防衛編組演練 行　政　組

06.09 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古蹟浴衣體驗活動」（6-9月每週三、六及連續假日） 行銷企劃組
營運管理組

06.18 「清水祖師遶境」系列活動，包含「扮百將體驗」與「暗訪遶境體驗」2場免費導覽活動 展示教育組
06.22 藝日時光：臺藝大藝術工藝創作展（06.22-07.06） 展示教育組
06.30 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小白宮）木作景觀平台修繕完成，開放使用 行　政　組
07.06 107年度文創商品「海關碼頭立體卡片」上架，於紀念品商店（紅城小舖）銷售 行銷企劃組
07.19 2018年歐洲議會對中關係代表團暨跨黨團議員團及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等共6人參訪紅毛城 營運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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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大事紀要 單位
07.24 小白宮常設展更新 行銷企劃組

07.26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及「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前秘書長Mr Fischer參訪紅毛城、小白宮、多田榮
吉故居 營運管理組

07.27 海關碼頭園區正式開園，規劃開放式大型廣場、新設園區照明設備、燈光互動裝置及AR體驗 行銷企劃組
07.28 2018新北市共融藝術節「共融工作坊—淡水紙物園」公益手作體驗活動 展示教育組
08.03 童畫與童話—甜甜圈畫畫屋聯展（08.03-10.14） 展示教育組

08.10
本館提報「國定古蹟滬尾礮臺火砲展示計畫」於文化部第7屆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審議會第2次會議
通過 研究典藏組

08.10 紅茶八分糖—共茗書畫社聯展（08.10-10.21） 展示教育組
08.13 與新北市立淡水國小合作舉辦「小小英語導覽員培訓」課程，為期2週 營運管理組
08.13 與新北市私立淡江中學人文社會班暑期特殊課程合作辦理在地歷史人文探索訓練 營運管理組
08.15 文化部「博物館評鑑實施計畫」本館初評會議 研究典藏組
08.15 2018淡水古蹟夜未眠體驗營—勇闖淡古城x小小戰士攻礮臺（08.15-08.16一般場、08.17公益場） 展示教育組
08.18 淡水駐村藝術家微型成果展「這朵雲—劉裕芳夏日展」（08.18-09.02） 展示教育組
08.18 「一葉．淡水行旅的時代記憶」特展（08.18-108.03.03） 展示教育組

08.23
與新北市立新市國小合作古蹟人文相關教育課程，透過本館「穿越淡水、走讀世遺」世界遺產系列教
材，設計「滬尾礮臺密室逃脫課程」並辦理戶外教育觀摩體驗活動 營運管理組

09.04 107年下半年度防災教育訓練 行　政　組
09.08 【全國古蹟日】前線戰役巡禮導覽（09.08、09.16、09.22） 行銷企劃組
09.08 【全國古蹟日】淡水古蹟闖關遊戲（09.08、09.09、09.15、09.16） 行銷企劃組
09.15 淡水駐村藝術家微型成果展「初秋時分—淡水秘境x古蹟時尚系列攝影展」（09.15-09.30） 展示教育組
09.15 巷弄藝起來—「淡水好漾~被遺忘的時光」音樂會 行銷企劃組
09.20 行政院農業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協同美國高層官員等共12人參訪紅毛城 營運管理組
10.06 淡水駐村藝術家微型成果展「淡雨—郭佩奇個展」（10.06-11.04） 展示教育組
10.16 文化部「博物館評鑑實施計畫」本館複評會議 研究典藏組
10.17 滬尾礮臺入口及內庭通路設施改善工程（10.17開工、11.30竣工） 行　政　組
10.19 2018融藝無限淡水影像創作展（10.19-11.11） 展示教育組
10.19 「新北Beats—創新翻轉城市」特展（10.19-12.02） 展示教育組
10.26 2018台灣攝影家交流協會暨新北市中華粥會藝術聯展（10.26-11.25） 展示教育組
10.31 淡水駐村藝術家微型成果展「鐵水泥」（10.31-12.02） 展示教育組
11.02 監察院貝里斯貴賓共3人參訪紅毛城、海關碼頭 營運管理組
11.13 檔案管理局協同荷蘭及俄羅斯貴賓等共6人參訪紅毛城、海關碼頭 營運管理組
11.16 「淡水青年大使培力計畫」成果展（11.16-108.01.01） 研究典藏組
11.18 果陀劇場「玩美新北．生命劇場《我家在滬尾》」於海關碼頭演出 展示教育組
11.19 淡水海關碼頭景觀美化案工程（11.19開工、12.18竣工） 行　政　組
11.21 淡水駐村藝術家微型成果展「紙花窗」（11.21-12.16） 展示教育組
11.2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與日本女子美術大學師生共22人參訪紅毛城、小白宮、多田榮吉故居 營運管理組
11.30 一童淨心趣—「節能減碳、環保愛地球」繪畫作品聯展（11.30-108.02.28） 展示教育組
11.30 國家實驗研究院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貴賓共50人參訪海關碼頭、多田榮吉故居、小白宮、紅毛城 營運管理組
12.04 107年文化地圖A4版「文化X輕旅行」中文版改版 行銷企劃組
12.10 「曙光祭　Reborn」特展（12.10-108.01.06）於海關碼頭推出文創市集、跨年音樂表演活動 展示教育組
12.15 館刊《博物．淡水》第10期出刊，主題為「數位科技時代的博物館」 研究典藏組
12.23 【節慶活動】聖誕老公公在紅毛城、海關碼頭出沒，互動送拍立得合照及聖誕小禮 行銷企劃組
12.23 「淡水青年大使培力計畫」成果—「淡古」桌遊試玩會（12.23、12.29-108.01.01） 研究典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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