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

第三章 博物館的成人建構學習之探討 

 博物館在蒐集、保存與展示文化遺產的角色，與協助教育大眾的角色，二者

之間歷經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衝突。現在學者指出，對博物館的觀念必須有所改

變，博物館不只是教育場所，而且是學習場所，必須反映觀眾的興趣與需求。本

章探討成人在博物館環境的學習經驗、學習過程、學習指標、學習型態及學習模

式。 

第一節 終身學習社會與博物館教育 

   從西方博物館的發展史來看，博物館與教育之間的關係，已超過一百年的歷

史( Hooper-Greenhill, 1991; Sheppard, 1994 )。然而，目前博物館在詮釋其在教育

上的角色，已大異昔日。大體而言，早期博物館的主要角色是作為文物貯存的場

所，用以蒐集、保存社會上具有歷史、藝術、文化及科學意義的文物。十九世紀

期間，博物館在蒐集、保存與教育的角色，糾纏不分。博物館認為蒐集、保存的

基本任務在於教育大眾，因此，此一時間，博物館被視為是各階層聚集，用以社

會化與學習的場所( Hooper-Greenhill, 1991 )。 

1920年代期間，博物館界出現教育與研究( curatorial )二元角色的分類。人

們對文物的興趣，從教育與文物的觀點，轉向對文物品質及稀有性的價值，致使

研究人員( curator )竭盡所能致力於蒐藏，而甚少與大眾互動。另一方面，博物館

人員則透過學習素材與導覽，擔負起教諭的角色( Hooper-Greenhill, 1991 )。因

此，博物館在蒐集、保存與展示文化遺產的角色，與協助教育大眾的角色，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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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歷經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衝突( Curran, 1995; Lehman & Igoe, 1981 )。具體而

言，早期博物館建立之前提，其教育的角色係基於「對無知大眾的教育」( education 

for the uneducated of masses )( Benett, 1995 )、建立「好奇心的陳列室」( cabinets of 

curiosities )，以提升觀眾的精神及品味( Weil, 1997：257 )。現在學者指出，對博

物館的觀念必須有所改變，博物館不只是教育場所，而且是學習場所，必須反映

觀眾的興趣與需求( Carr, 1999；Pitman, 1999 )。博物館已從知識與物件的儲存

所，移轉到「邀請觀眾尋找驚奇、接觸與學習的多面向且向外的角色」( Schauble, 

Leinhardt & Martin, 1997：3 )。 

  1980年間至 1990年間初期，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的來臨，美國博物館協會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 )組織了兩個任務委員會，進行評估博物

館如何因應未來準備。該二委員會發表報告書：「新世紀的博物館」(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 ( Commission on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 1984 )，以及「卓越

與公平」 ( Excellence and Equity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92 )，對

博物館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Garoian, 1992；Hicks, 1986；Munley, 1994；

Stone, 1994)。 

  在「新世紀的博物館」報告書的結論提及，博物館未能體認教育潛力，因此

博物館必須重新規劃其任務的優先性與組織的結構。該報告提出十六個建議事

項，其中有幾項與教育有關，包括重新界定博物館與學校的關係、統整組織整體

的博物館教育、將博物館教育統整於學校課程內、終止研究部門與教育部門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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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以及進行博物館學習之研究等。美國博物館協會回應上述報告書，建議採取

行動以強化並擴增博物館的教育角色( AAM, 1992：3 )。在「卓越與公平」報告

書中，重新賦予博物館教育新的定義：「教育是博物館公共服務的中心…….並清

晰地表達於各博物館的任務中，並且是各博物館的活動中樞」( AAM, 1992: 3 )。

Hooper-Greenhill對博物館因應新世紀來臨的準備，曾提出精闢的見解：「過去十

年，全世界的博物館與美術館確有重大的改變，博物館正從靜態的文物貯存所，

改變成為人們主動學習的環境。這種功能的改變，意即整體博物館文化的激烈重

組，包括人員結構、態度及工作型態均需改變，以適應新的觀念與方法。除了向

內須面對蒐藏品外，現在向外還須面對觀眾；過去研究的是蒐藏品，現在則也要

研究觀眾。博物館內部力量的平衡，正從關注物的人員身上，移轉到關注人的人

員身上；老舊的保存意識型態，正與新穎的合作意識型態共同分享指導的角色。

這種激烈的移轉，並非沒有挑戰。物件的保存與其在教育上的運用，其間存有複

雜的關係，而長久以來的假設則需重新評估。今天的挑戰在於如何既能保有傳統

上博物館所關注的物件保存，而又能與教育價值相結合，以提升全民的生活品

質。」( Hooper-Greenhill, 1994: 1 )。 

英國博物館協會( Museums Association, 1996 )摒棄過去以蒐藏品為重心的定

義，提出較廣泛且具參與性的博物館定義：「博物館促使人們為啟發、學習與愉

悅而探索蒐藏品，它是一個為社會而收集、保護並容易接近文物與標本的機構。」

這份報告並採取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的定義，博物館的概念不應侷限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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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內，而應包括文化與自然環境，社會的物質與非物質資源均為博物館收集的

範圍。 

 1990年代期間，學習成為博物館的重要議題。Falk & Dierking ( 1992: xiii )認

為博物館「傾向於陳述，他們是公共學習的中心」。Bradburne ( 1998 )對於科學中

心在二十一世紀的生存之道，勾勒出幾項因素。其中之一是找出使用者如何學

習，以運用其知識，並以建構主義取向為基礎，創造具有彈性的使用者學習經驗。 

 Falk & Dierking（2000）認為，了解學習對於博物館之未來發展是非常重要

的，其原因有三：首先，博物館可以將參觀博物館的價值介紹給外部機構，如財

務單位。第二，可以顯示博物館學習如何適合於學習社會與終身學習。第三，了

解博物館學習如何發生，可以提供較好的學習環境給觀眾，尤其是與博物館有關

的重要議題，如科學與自然世界、環境、社會公義與人權、社會歷史、文化認同

與變遷。 

英國文化媒體運動部於1999年由Anderson( 1999 )主持的一項報告書「共同

的財富：學習世代的博物館」( A common wealth: Museums in the learning age )指

出，面臨二十一世紀學習社會的挑戰，教育是博物館的中心工作，博物館所持有

的物件應轉換成為學習與愉悅的資源。該項報告書從機構、公眾及全國架構三個

層面提出十二項目標，均環繞在學習與教育的主軸上。   

 博物館擁有豐富的素材，以提供各種年齡層及背景的人學習，是促進社會凝

聚力的重要機構( LIC, 1998 )。再者，博物館與成人教育之連結已有長久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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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被視為安全、私密、可接近及具支持性的場所，人們可以在此以低廉的費

用學習，使處於被排斥的危險邊緣上的個人，重新回到學習圈內 (Resource; 

2001)。為此，英國全國繼續教育與終身學習顧問團( National Advisory Group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於1998年發表The Fryer Report 報告

書主張：「在促進終身學習並廣增接近之道，投入於圖書館、博物館與學習中心

的主要社區資源，應廣為運用」。英國政府更於2000年發布「博物館的學習力量」

( Learning power of museums )明確表達信念：「教育是今日博物館的中心角色」

( DCMS, 2000 )。 

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是全球最具公信力的博物館組織，該協會致力於建

立博物館的各項標準，認為博物館在促進人類相互溝通與瞭解上的重要性與日俱

增，訂定每年 5月 18日為國際博物館日(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並宣示：「博

物館是促進文化交流、豐富文化內涵的重要管道，增進人類相互暸解與合作，以

達成世界和平。」國際博物日活動對社會產生許多重要效應，包括： 

1. 提高社會對博物館的意識； 

2. 彰顯博物館在社會上的角色； 

3. 建立博物館符合國際潮流、發展時代精神的正面形象； 

4. 促進民眾對博物館的注意； 

5. 吸引潛在觀眾對博物館的興趣，進一步參加博物館的活體。 

國際博物館日的舉辦，使得學習活動更為多元化。我國教育部為落實「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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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習社會」白皮書，積極推動終身學習，並將博物館視為終身學習機構，自

1999年起響應國際博物館日，以「探索的喜悅」為主題，舉辦「社教機構終身

學習節」，其後每年均配合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與精神，定期將全省分為北、中、

南、東四區，各由一個大型博物館統籌，結合該區域內之機關、機構、學校及民

間團體，環繞學習主題，共同策辦學習活動。另外，教育部並指導各博物館經常

辦理「博物館利用教育計畫」，使博物館學習蔚成一股風潮，顯見博物館在終身

學習的重要性的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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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博物館之物件學習 

物件學習 ( object-based learning ) 指的是人可以從探索物件的脈絡來學習，

在設計良好的展示下，物件本身可以作為學習文化、政治及個人脈絡的素材 

( Branen & Congdon, 1994；Jabbawy, 1989 )。Gaither ( 1991 ) 指出物件來自於前

人經驗，是探討人類意義的豐富素材，經由接觸與檢視物件，博物館提供一個以

物件為中心的對環境，引導我們去反省人類所共享的深層價值。物件既根源於人

類共享的經驗，則博物館的基本教育角色在於孕育人文價值、容忍、接受差異，

以及相互了解。 

雖然博物館的教育功能隨哲學概念與社會發展而今昔各異，關注的重點由物

件轉向人的身上，但是物件仍是博物館不可或缺的元素，人們透過物件得以學

習。一般而言，物件的蒐藏是博物館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大部分的博物館均以其

蒐藏與展示，作為面對公眾的基礎( Carr, 1991 )。博物館是物件與訊息經過篩選，

而成為高度文化價值的場所。物件之收藏於博物館，有時是因其具有獨特性，如

最老舊的、最大的、最稀少的、或最複雜的。有時則恰好相反，以該等物件是某

個重要團體、時間或地點的共同回憶，而被收藏。 

Leinhardt 和Crowley( 2001 )指出，物件在博物館學習中，有四項特點： 

1. 訊息的全貌與深度：真實的物件維持著訊息的全貌與深度。照片及繪畫能

以二度空間將一個物件的重要視覺要點呈現出來，但須取決於攝影者與繪

製者的取捨，不能一窺全貌。實物以其三度空間，能將全貌與深度表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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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2. 量體：博物館的物件以其真實的體積大小呈現，不若攝影須要作量體的數

量轉換。因此，觀眾能體驗物件的真正大小。 

3. 真實性：真實性存在於物件與歷史文化之互動間。例如觀歷史人物的用

品，觀眾能體會到用品的真實性，感受似乎與歷史有所連結。 

4. 價值：物件之價值在於其具有文化意涵或值錢，但並非所有有價值的物件

均是真實的。 

許多博物館學家認為，物件是博物館運作的基本構成元素，也是構成博物館

運作理論的基本參數( van Mensch, 1990 )。物件本位理論( object-based theory )以

物質文化研究為基礎，從文化價值而非經濟價值，探討人類與其環境的特殊關係

( Finley, 1985; Pearce, 1986a, 1986b)。van Mensch ( 1990 )認為物件本位理論之發

展，係基於以下的基本假設，包括保存（包含收藏、保護、修復、登記、記錄）、

研究、及溝通（包含展示與教育）等，這些活動創造了吾人所稱之文化遺產

( heritage )的物質環境。雖然博物學理論取向具有多樣性，但博物館學家有高度

共識，認為物件取向理論包括四個基本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物件本身，物件是文化與自然遺產的基本元素。物質文化不僅

限於可觸摸、可移動的文物( artifacts )本身，尚包括從最簡單到最複雜的所有文

物( Deetz, 1977 )。 

第二個參數是環繞於保存並使用文化及自然遺產的活動，該等活動均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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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研究及溝通有關。 

第三個參數是實施該等活動的機構形式，傳統博物館即為實施此等活動的機

構。 

第四個參數則是整體的社會。博物館學的內容之形式，即以物件本身為核

心，探討物件與其他參數間的關係，而博物館學理論與實務之目標，在於有系統

的結合物件與人類的價值，博物館本身只是中介者，而非終極目的( Tsuruta, 

1980 )。 

van Mensch( 1990 )指出博物館物件之概念依其原始資料可區分為四個層

次：（一）結構屬性( structural properties )；（二）功能屬性( functional properties )；

（三）脈絡( context )（四）意義( meaning )。結構屬性隱含物件的物理特質，「物

件」一詞通用的用法，常指此一層次的訊息。功能屬性則是指物件的潛在使用與

實際使用。脈絡係指物件的物理與概念的環境。意義則是物件的意義與價值。

Maroevic等人以相同的方法，視物件為原始資料的裝載者，發展出一個三重符號

的物件模式。第一層次，物件即記錄( object as doucument )，此一層次物件是訊

息原始資料的總和，而原始資料則為溝通過程的載具( vehicles )。第二層次，物

件即為信息( object as message )，由於信息起於物件記錄與傳遞主體之互動，物

件可以裝載許多不同的信息。第三層次，物件即資訊( object as information )，係

指與信息有關的意義與衝擊( van Mensch, 1990 )。 

 物件既為博物館學習所不可或缺的元素，而這些物件透過展覽將訊息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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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周功鑫( 民 90 )探討博物館展覽與觀眾之的關係，指出博物館展覽存在特有

的本質： 

(一)、博物館展覽有其特定目的，該特定目的對觀眾產生影響，亦即明確的

展覽目的對觀眾學習的效果有關鍵性影響。 

(二)、博物館展覽是預以「實物」呈現給觀眾，「物質證據」是博物館構成

的要素，也是展覽的基本條件。物件本身所蘊涵的現象與意義，不是隨意臆測的，

是經過深入研究的結果。 

(三)、博物館展覽是三度空間的藝術創作，展示設計人員將展品做正確的銓

釋，展示手法雖有不同，其目的只有一個，即須符合觀眾的學習動機，以達認知

的效果。 

Bruner的表徵系統學習理論對於物件學習相當有用，Bruner認為「表徵」

( representation )是一種媒介，人們透不同的表徵方式，將新經驗融合於內在的認

知結構。各個人依其偏好及所欲學習的素材，而採取不同的學習型式。(一)、符

號型式( symbolic mode )，係採用最為抽象的語文形式，需要複雜的技巧及了解，

通常須以高度的語言來操作。(二)、圖像型式( iconic mode ), 包括影像及其他實

體的表徵，如繪畫、影片或實景模擬( diorama )等，此種方式是較具體的學習方

式。(三)、動作型式( enactive mode )，包括使用實物的學習，或經由人、事件及

活動來學習( Suina, 1992；林生傳，民 88 )。研究發現，學習者的記憶多寡與其

學習及參與方式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Clark & Starr, 1986；Hooper-Green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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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一般人能記住所「閱讀」的百分之十；能記住所「聽到」的百分之二十；

能記住所「聽到及看到」的百分之五十；能記住所「說過」的百分之七十；能記

住所「說過並做過」的百分之九十。動作型式的學習必須參與活動，以此種型式

學習或處理新經驗，常有融入與愉悅的感覺。使用互動式展示、研習及鼓勵動手

做的博物館，常採用動作型式的學習方式。形像型式的學習則是透過二度空間及

三度空的表徵，此種型式的學習最為博物館所熟悉。在各種溝通的管道中，採用

形像型式，能促使溝通過程較易進行，尤其在影像與日常生活有關時，更能表達。

博物館的展覽多屬形像經驗，以視覺方式傳達意念，由於非常具體，不需要高度

的推理技巧與經驗。符號型式的溝通是以文字來呈現經驗，常有文化隔閡的限

制。符號型式的溝通所採用的語言及思考結構、議題陳述的選擇、物件或影像與

文本( text )之間的關係，均顯現文本作者獨特之主觀性。讀者是否能分享作者的

主觀性，端視兩者接近的程度，以及文本的難易度而定。Hooper-Greenhill ( 1994 )

認為博物館若未能提供形像型式與動作型式的學習經驗，而僅依賴符號型作為主

要的展示溝通方式，則與觀眾溝通成功之可能性將大受限制。無論任何展覽，愈

能提供多種不同型式的學習機會，則其溝通之開展性愈高。有些博物館所陳列的

物件，係以典藏研究的角度來選擇，以技術語言來書寫標籤，且沒有提供物件的

脈絡，以致藝廊成為典藏研究人員陳列其學術的地方( Lucas and McManus, 1986: 

342 )，而 Russell( 1994 )使用「典藏研究人員的藝廊」( curator’s gallery )與「觀

眾的藝廊」( vistor’s gallery )二詞對照，來凸顯博物館所採取的哲學，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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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障礙，前者只是「訊息銀行」( information bank )。 

Tudge & Winterhoff( 1993: 66 )從 Vygotsky 的文化歷史論，探討認知發展的

本質，認為社會與文化機構是人際互動的管道，並且能作為中介高層次心理功能

的發展。另一方面，認知發展的研究主張，物件學習是具體思考階段的基本且重

要的項目。有時，觀看物件的發展能力被稱之為「博物館素養」( museum literacy )

或「視覺素養」( visual literacy )。博物館學習脈絡之提供包括：展覽本身、標籤

及指示說明、看其他的觀眾、觀眾本身的經驗、解釋展覽的人員（Lucas & McManus, 

1986），研究發現，博物館觀眾傾向略過書面詳細章節段落，典藏研究人員可以

以此來設計展覽，以吸引目標觀眾，並鼓勵他們再回來參觀。 

博物館教育人員認為物件能刺激思考與反省，是觀眾參觀博物館經驗的起

點。歷史博物館的物件，對機構而言，是過去事件的記憶線索，而對個人而言，

則是記憶重建的線索。觀看物件讓觀眾可以重建個人的記憶、展現自巳的經驗，

並與他人分享。Gurian ( 1999 )認為博物館物件本身有其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

環繞於物件的故事意義，由於博物館物件的可接近性，提供機會予觀眾，以尋求

其記憶的意義。許多物件的展示允許觀眾創造其本身的故事。Roberts( 1997 )曾

以芝加哥植物園的一項展示為例，說明展示設計的目的不在於告訴觀眾植物分類

的事實，而在於如何解決問題。她提出意義建構的敘事形式( narrative mode of 

meaning-making )，認為觀眾以建構自己對物件的敘事來學習，並強調意義建構

是博物館事業的核心，而敘事則提供意義建構的方法，如此方能促使博物館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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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納多元的聲音與觀點。 

 Abu-Shumays & Leinhard( 2000 )追蹤檢視導覽員對博物館物件的對話，提出

一個物件本位活動模式( Object Based Activity Model )。該模式包含二種主要的活

動：一是對於個別的物件或系列的物件或其過程的指認活動；另一則是對於物件

或其過程的詮釋活動。 

 

 

如圖所示，指認活動與詮釋活動係由其他幾個次級活動所組成。茲說明如下： 

 

（一） 指認 

指認活動與三個次級活動相連結，即分類、來源、脈絡。在分類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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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可以指出物件本身的類型，並進一步詳細指出物件的目的、功能及屬

性。另外觀眾可以舉例指出物件的類型，或依物件製作的過程予以分類。第

二種指認活動是指出物件的來源，包括物件的時間、位置及其真實性。第三

種指認活動是指出物件的脈絡，觀眾可以對類似的物件地點、時間、功能等

作比較而指認物件。 

（二） 詮釋 

觀眾不只對指認博物館所展示的物件，尚能進一步詮釋展覽。詮釋活動係

與直接反應與轉換溝通二種次級活動相連結。該等活動係對物件的視覺特點

所作的反映，或據此建立物件的意義及重要性。直接反應包括經由對物件的

反應而建構意義，以及情感上的正向與負向反應。詮釋的另一個次級活動是

轉換溝通，經由了解展覽的目的，觀眾能夠了解典藏人員的意圖；判斷活動

則促使了解展覽與觀眾的關聯性。 

Abu-Shumays & Leinhardt 以物件本位活動模式為基礎，進一步觀察博物館

觀眾的外顯活動，認為觀眾的談話是觀眾參與博物館展覽涉入程度的重要反映。

二氏將博物館觀眾對物件所作反應的談話分為列名( listing )、分析( analyzing )、

綜合( synthesizing )、解釋( explaining )等四種要素。列名是指出物件的名稱，所

問的問題是「這是什麼？」；分析是描述物件品質的特點，所問的問題是「它像

什麼？」；綜合是在觀看一件物件後，與另一物件相比較，所問的問題是「這個

物件與那個物件如何相像？」；解釋則是建立與物件的連結，所問的問題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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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它在這裏？」、「它如何運作？」。 

傳統的物件取向博物館 ( object-oriented museum ) 非常熟悉物件學習的方

法，而經驗取向博物館( experience-oriented museum )則較不以物件蒐集為重心，

而是透過互動性的展示，提供探索與遊玩的機會來促進學習，以幫助兒童及成人

獲得並形成與其周遭世界有關的認知技巧、態度與知識 ( Hamilton, 1994: 21 )。

要言之，經驗取向博物館較注重支持學習的層面，其所提供的學習活動不同於物

件取向博物館。後者之重心係以幫助觀眾從物件中去學習，而前者則經由製作良

的展示，幫助觀眾在遊玩與探索中學習。兩者之間的界線有漸趨模糊之勢，例如

有些歷史博物館在物件取向的展示，也設計參與式的展示。 

採取傳統學習取向的博物館，被批評為「無視於觀眾」( blind to the 

audience )( Miles, 1993: 27 )，博物館觀眾或使用者不被考慮，教育成為一種單向

的過程，從研究人員到學習者之間，沒有回饋圈。傳統上，典藏研究人員依其專

業，優先考慮的是物而非人。在展覽設計上，教育專業人員被諮詢的時機往往太

遲，而不能對展覽設計有顯著貢獻( Miles, 1993：27 )。近來博物館的教育方法，

已強調學習與發現的主動性與想像力層面，博物館在組織其計畫方案時，已隱含

觀眾學習方法的假設在內，意即博物館已關注在人的向度，考慮觀眾的主體性，

將觀眾視為「心智上的主動，而非被動的接受」( Russell,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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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博物館之自由選擇學習環境 

一、自由選擇學習環境 

成人教育機構與活動，依其所提供的學習機會之性質可分為正規的

( formal )、非正規( nonformal ) 與非正式( informal )三種型式( Coombs, Prosser & 

Ahmed, 1973；楊國賜，民77 )。正規教育係指具有高度結構與嚴密的教育組織，

其教學內容有相當的規定，例如傳統的初等、中等與高等教育制度，通常提供學

位或學分。非正規教育則是正規教育機構以外所提供之有組織的學習活動，是較

低結構、較具彈性以及較能符應地區需要的教育活動。非正式教育則是指從日常

生活經驗中的學習活動，由學習者自發的學習活動( Candy, 1991 )。三者所提供

的學習有時會重疊或漸趨模糊，例如許多正規機構提供非學分、休閒取向與短期

的學習活動；而同樣的，非正規機構與非正式的生活經驗也可以轉而進入正規

的、獲得學分的學習活動( Merriam & Caffarella, 1999 )。 

 以機構型態而言，博物館屬於非正規機構，但所提供的成人學習活動與機

會，從正規的、非正規的以至非正式的各種活動，均包含在內( Watkins & 

Marsick, 1993 )。博物館所規劃的研習、演講、班級以及演示等，是正規的成

人學習課程；由教育人員所規劃的參觀、資訊系統、展覽、互動展示等，屬於

非正規學習活動；個別的觀眾在自由的情境下參觀，則是非正式的學習( Diem, 

1994 )。相對於前述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之分類，Falk & Dierking ( 1998 ) 以

學習者的需要與興趣為中心，認為觀眾在非正式學習環境中，有選擇並控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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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機會，因此使用「自由選擇學習」( free-choice learning )一詞來代替非正式

學習，以說明非正式學習的概念。自由選擇學習是終身學習的要素，係指個人

能夠選擇學習的時間、內容與地點，其學習是自我導向與自願的，並能自己控

制的學習。參觀博物館、上圖書館、看電視、閱讀書報、上網等均可能發生此

類學習。自由選擇學習之特點在於其學習是非直線的( nonlinear )與個人動機

的。Falk and Dierking ( 2001 )認為近年來參觀博物館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休閒經

驗之一，其主要原因在於人們對學習的慾望，而博物館所提供的經驗，正是以

自由選擇學習為核心。 

Tressel（2001）認為此類學習能建立、增強並擴增學習者的知識基礎與技

巧，是由於其學習機會是不具威脅性的，其所提供的要素包括： 

(一)、好奇心：博物館提供第一手發現的刺激，引發學習的好奇心； 

(二)、自信心：在諸如博物館的休閒學習環境下，沒有人會失敗，使學習

者的自信心增強； 

(三)、經驗：非正式學習所提供的訊息與經驗較為廣泛，能促進解決問題

的能力； 

(四)、推理技巧：非正式教育活動能幫助學習者發展獨立學習的習慣，使

其視問題為挑戰而非障礙； 

(五)、興趣：由於沒有課程限制與負擔，教育人員得以集中全力促進學習

者均學習慾望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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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nick( 1987 )指出學校之外的學習強調認知的分享、工具的操作、脈絡化

的推理、以及情境的能力等。非正式學習環境的特點，係以物件與經驗為學習基

礎，而非以教科書為主，其所提供的是真實的物件，並允許學習者自己決定探討、

發現與學習的目標。Paris ( 1997 )依據觀眾建構意義、作選擇、控制練習、參與

合作及會談、任務的挑戰性等方面的機會，來描述觀眾在博物館的情境動機。 

Howard Gardner 認為「博物館的精髓」（genius of the museum）在於它是一種

獨特的學習環境（Leinhardt & Crowley, 2001）。首先，博物館展示是機會性的，且

不完整的，不似教科書之具有學科的系統與延伸性。一個展示所陳述的主題，有

賴於物件組合之便利性。在展覽設計的初期階段，典藏研究人員常常先確認物

件，然後再倒回去尋找與展覽連結的學科知識（Knuston, 2001）。教科書或論文可

以將論點以直線方式舖陳於其中，博物館之展示則不能強烈地作以下的假設：「觀

眾在觀看展覽元素前，已先看過或了解其大要」。觀眾選擇自己的參觀路線，很

少看完每一物件元素（Serrell, 1997）。同樣的，由於展覽的多種路徑，使得博物

館的敘事功能，弱於小說、電影或電視劇。 

並非所有參訪非正規學習環境的人，均能深入地參與其活動。研究指出，

博物館觀眾的參觀時間很少持久超過二個半小時以上。觀眾在館內移動，有時駐

足展覽長達四十五分鐘，但通常少於三十秒。再者，觀眾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參

觀的前三十分鐘。研究指出，有些觀眾停留在一件展品前的時間少於一分鐘，而

多數觀眾在參觀三十分鐘後會產生博物館疲勞現象( museum fatigue )( Fal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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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rking, 1992 )。然而，有些研究發現，即使是短暫的接觸展覽，亦可能引起高

度記憶，從成人對參觀博物館後的回憶中，顯示博物館經驗有顯著而持久的學習

效果( Falk & Dierking, 1995；McManus, 1993 )。Carr( 1991: 19-20 )指出：「在文

化機構中的重要認知經驗，會產生分水嶺效應的經驗，而成為個人永久保有的資

料」。Kaplan ( 1994 )認為這種個人經驗的轉換具有長久的影響，能促使個人轉換

而達另一新的目標，但對該等經驗轉換的了解仍然有限，非正規學習環境對經驗

的轉換及個人的發展有關的議題，尚待研究與探討。Hein( 1991 )指出：「博物館

及藝廊不是被設計作為徘徊的場所」，因此教育人員面臨一個問題，即如何增加

觀眾與展覽互動，反省與再參觀的時間。博物館是非正規的學習環境，其學習是

非指導性的、探索的、志願的及個人的。因此，探討學習者如何學習，比探討學

習者學到什麼更有價值。 

二、博物館學習的特性 

依據研究(王秀雄，民87；何青蓉，黃淑芬，1997；薛平海，1997)，博物館

的教育活動相當多元，包括導覽服務、演講、座談會與學術研討會、主題展示、

研習活動、影片欣賞、博物館出版品、諮詢服務、巡迴展示、學校教育推廣、獨

立探索等。 

歸結博物館教育提供的方式，可分為以下幾方面： 

1. 展示－透過展示品向觀眾傳達某些訊息。 

2. 媒體－運用各種媒體，傳達與闡釋博物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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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博物館參觀時的環境，提供觀眾潛在學習的機會。 

4. 教學－透過正式的教學活動，促使博物館學習者認知與意義觀點的

轉換。 

5.諮詢－藉由諮詢，提供觀眾自我導向學習的機會。 

博物館的學習環境包含了各群體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各種學習方式，包

括正式的學習及非正式的學習。正式的學習是指有事先計畫的學習目標，例如解

說導覽、研習、研討會、演講等；非正式的學習則是指觀眾沒有引導、隨興的參

觀、任意走動、觀賞、操作展示等。 

比較博物館教育與學校教育的不同，博物館教育的特性如下(劉婉珍，民83)： 

1. 在參與者方面，通常是獨立個體或一個家庭；在學習意願方面，是出

自於自由意願； 

2. 在學習持續方面，常是片斷式、偶發式的學習； 

3. 在學習方式的決定方面，是由參與者自己決定學習方式、範圍及次序； 

4. 在教育方式方面，博物館以三度空間的立體物品傳達意念予學習者； 

5. 在學習知覺方面，博物館的參與者在潛移默化中進行學習。 

雖然博物館與學校在教育對象、內容、時間、地點、方式、資源等方面有所

差異，但是兩者之間仍有相當多的共通性(謝文和，。   

首先，從教育目的而言，心理學家及教育學家將教育內容分為認知的

（cognitive）、技能的（psychomoto）及情意的(affective )等三大領域，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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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教育主要經由展示物件的直接接觸，其教育意義著重於認知領域與情意領域，

並以引發學習者探索問題，產生新的興趣為主要目標（施明發，1998）。而學校

教育則透過完整的課程、固定的時間與場所的安排等來實現上述三大領域的教育

目的，晚近尤其注重「學習如何學習」，與博物館的教育目的並無二致。 

  其次，就教育人員而言，學校有合格的教師進行教學工作，而博物館並

沒有正式的教師編制，但有博物館教育人員，如導覽員、解說員等進行現場解說，

雖然不同於學校的師生關係，在幫助學習者理解與解釋物件上，博物館教育人員

擔任促進學習的角色，所需具備的教育專業知識與學校教師是一樣的 

  第三，就教育對象而言，學校以學生為主要的教育對象，在正式教育的

編班制度下，進行結構化的教學，博物館的教育對象，大部分是沒有組織的，也

不是事先安排的，其對象非常廣泛，其中學生觀眾佔相當大的比例，因此學校與

博物館擁有共同的教育對象，一方面成為競爭對手，另一方面也使得雙方共同合

作的可能性大為提高。 

  第四，就課程與方法而言，博物館沒有類似學校的共同課程，但可透過教育

設計，作為發展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指南，以助長學習者的理解與鑑賞，這種博物

館課程需要學校教師、博物館專業人員及教育人員組成一個團隊共同發展（施明

發，1998）。在教育方法上，學校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達成其教育目的，有的

重視思考，有的重視練習，有的重視欣賞。博物館教育強調問題與探索。以及經

驗的學習，這些都是運用學校的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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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者主張博物館教育採非正式教育取向，而有些學者則指出一味強調

非正式學習經驗會減低博物館的教育潛能( 劉婉珍，民86 )。黃明月( 民86 )認

為博物館教育活動是一個可以促成自我導向學習而資源豐富的機構，她分析博物

館中的學習特性有幾項，茲摘述如下： 

1. 強調實物的體驗：以具體三度空間的文物、標本、模型或情境塑造等來認識

某種現象本質。 

2. 注重動態的活動：以觀眾參觀、觀察、實驗操作等第一手經驗為主，盡量提

供觀眾各種感官的直接體驗。 

3. 是自導式、探索式的學習：觀眾可以按照自己興趣與意願，自由選擇最方便

的時間及項目去參加。 

4. 是全民的、終生的教育：博物館的服務對象是針對全體民眾的，不分男女老

少。 

5. 以啟發誘導為目的：博物館教育活動的目的，提供觀眾愉悅的學習經驗，幫

助觀眾學習。 

6. 扮演知識寶庫及學習中心的角色：提供各種展示與學習資源，引發觀眾學習

慾望。 

7. 補充學校教育的不足：博物館的教育活動可以配合學校的課程範圍，提昇學

生的興趣與理解。 

8. 關心社會脈動，反映現代生活：博物館的教育議題也考慮到民眾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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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連結，如民眾關心的主題或是生活必備的常識。 

現代化的博物館常以豐富、有趣的展示與活學習動，提供學習。學者認為人

類學習和發展智能的管道是多樣化的，最佳的博物館會運用多重感覺器官的刺

激，以提供參觀者不同形式的學習( Gardner ,1983 ; Semper ,1990 )。再者，動手

做及互動式的學習方式，鼓勵觀眾在嘗試錯誤中發現事實的價值，已成為世界現

代化博物館的一種風潮，我國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都

是採取參與式的展示方法。另外，由於博物館的觀眾，異質性非常大，因此博物

館學習過程中的人際互動，成為博物館學習的特徵之一( Brown , 1995 )。現代博

物館的學習特徵有下列幾項( 于瑞珍，民86 )： 

1. 動手做／互動式的學習方式 

2. 運用多重感覺器官的學習 

3. 從遊戲中學習 

4. 提供人際互動的學習環境 

博物館做為終身學習的機構，其重要角色是幫助學習者在自我教育中「學習」

( Marwick,1995 )，而博物館的教育人員，則成為一個異質年齡團體的導引者、鼓

勵者、諮詢者、以及學習活動的協調者。再者，博物館呈現一種不同的學習脈絡，

鼓勵新的連結、建構意義與學習，人們經由接近博物館的物件、知識及訊息，看

清自己本身及其文化，博物館因此有機會成為形塑認同的場所( Silverman, 

1995；Weil, 1997；Bradburne,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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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館知識結構分類 

Carr(1990：14)認為博物館依其選擇、展示、其所欲傳達給使用者的訊息，

以及使用者的基本動機，提供可資辨識的知識結構以供觀眾使用。這些知識結構

對於構成成人學習的個人經驗重建，有重要意涵。這些知識結構的重要包括： 

（一）博物館對其目的的假設 

（二）博物館所欲展現的概念 

（三）影響物件安排的脈絡邏輯 

（四）知識結構要素對學習者的可能意涵 

Carr認為博物館是知識的中心，並從知識結構與觀眾之間的關係，將博物

館分為四種概念結構，四者並不互相排斥。 

結構一：博物館是一種分類的計畫，強調學科的探詢、階層的指認、及陳

現順序的發展。 

這種模式的博物館展現的是展示系統的普同完整性。典型的物件顯現其在

系統內的根源、關係、演進及安置。此種結構的博物館之教育價值動因，在於分

類展示、時間概念的發展，以及根源的解釋。此類博物館以自然史博物館為典型

範例，學習者之注意力集中在文化階層的物件之上。 

結構二：博物館是一個時間、空間觀點的世界觀計畫，強調觀點的整體性

與深度。 

此種結構的博物館之設計，係為展現連貫的觀點及其根源、獲取證據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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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並提供與內部動態的相關識見。此種結構之物件反映歷史文化與社會功能，

如科技、人種、藝術、經濟或社區等。此種博物館以特別的社會、文化或宗教史

博物館為範例，有些是傳記式的，有些則是歷史重建式的。學習者所經驗的是融

浸於由物件、敘事、故事講述及演示所傳播的民族觀點。此類博物館強調結構的

真實性與連貫性。社會與歷史系統的統合力量主宰學習者的經驗，並常強調文化

遺產。 

結構三：博物館是一種延直線連續進步的計畫，強調科技創新與重要事件。 

此類博物館結構之設計，係為展現發明與問題解決，尤其是改進社會與經

濟生活的科技步驟。博物館設施及物件強調人與機械產業、科技應用的結果、以

及社會力量與控制的演進。此類博物館陳現科學史及發明史，鼓勵學習者對社

會、經濟及產業生活的改變作一些反省。 

結構四：博物館是一個參考架構或文化的記憶，強調名作或特定物件的展

示。 

此類博物館之構成，係圍繞於名作或傑作的概念之上。這類物件之展示係

依其年代、地理或風格、通常與其他物件作比較並排。博物館提供學習者欣賞物

件的概念，並培養學習者批判的、歷史的或美學的觀點。百科式藝術博物館是此

類博物館是此類博物館的典型範例。 

 

Carr( 1999: 51 )主張：「文化機構及學習者有深度的相互需求，他們互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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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人、使用者、學習者應居於博物館目的與旨趣之中心，兩者應居於平等

地位對話」。Carr認為學習者重於知識獲得的過桯，而非知識本身。因此，當考

慮博物館作學習環境如何運作時，必須以觀眾、使用者、學習者的觀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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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博物館的成人學習經驗 

早先的研究顯示，當觀眾被問到為什麼去參觀博物館時，多數人常回答是

為了學習（Kelly, 2000, 200a），但並沒有去探討其真正的意涵。現在的學習理論

著重在個人依其經驗去建構意義。因此，為了更了解個人的學習過程，必須找出

人們如何看待自己是一個學習者，也就是他們的「學習圖像」（learning image）

（van Rossum, Diejkers & Hamer, 1985: 637）。參觀博物館常被視為是休閒時間所從

事的一種社會機會，成人觀眾很少是單一心理的學習者，他們自由選擇是否參加

展覽，並且自己決定參觀時間的長短( Mile, 1993 )，而如何評估博物館學習，一

直是學者所存疑的問題。觀眾在博物館所學習事件的結果，常常不能以正規的測

驗予以顯示( Birney, 1995 )。Falk & Dierking( 1992 )發現，博物館觀眾很少從一次

的參觀，即能記得詳細的內容或概念。二氏並指出，學習是累積增加的，而參觀

博物館只是觀念增強或成長的一部分，因此以正規學校的評量工具來衡量博物館

的學習，是有其問題的，而且也忽視學習的情意層面。Falk等人( 1986 )討論評量

博物館學習的困難，在於博物館的學習較屬於非結構性質。以上學者均指出博物

館學習與學校學習，有顯著差異。 

博物館是非正規的學習環境，學習者的動機是內在的，而博物館學習是經

由好奇心、觀察與活動來進行( Ramey-Gassert, Walberg, & Walberg, 1994 )。觀眾

選擇自己的經驗學習，其想法與博物館所安排的順序，不一定相符合，而其學習

機會則可能是片斷的與非結構的。Falk , Koran, & Dierking( 1986: 505 )認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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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有助於學習者將學習內容與其經驗背景相連結，使自我導向學習的可能性增

加。再者，博物館學習以接觸實物為基礎，其學習本質是具經驗性的，其過程則

涉及觀看、質問、檢測與比較( Sheppard, 1993 )。博物館學習涉及發展敏銳的知

覺技巧與好奇心( Voris, Sedzielarz & Blakmon , 1986 )，並包含認知與情意的學

習，而博物館教育與愉悅( enjoyment )則是息息相關的( Bitgood , Serrell & 

Thompson, 1994 )。另外，觀眾間互動有助於學習的發展。通常，團體觀眾比個

人觀眾較可能融入於瀏灠展覽。Blud研究發現，在科學博物館內，家庭的討論能

增強學習。無論成人的能力如何，父母與兒童的互動，能幫助兒童對展覽的概念

了解。( Hooper-Greenhill & Moussouri, 2001: 23 ) 

 Gardner( 1983, 1990 )摒棄過去將智慧界定為語文及邏輯數學能力的狹隘定

義，發展出多元智慧理論(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重新定義人類的智慧類

型，對學習者的能力提供更深一層的瞭解。該理論提出智慧的內涵，包括語言、

數學－邏輯、空間、音樂、身體－動覺、人際、內省等七種能力。該理論對於如

何增強博物館的溝通潛力，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博物館能提供與這些能力有關的

學習機會，則將能擴增人們不同的能力與技巧。關於多元智慧與博物館的關係，

說明如下： 

1. 語言智慧(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包括文字思考、用語言表達及欣

賞語文意義的能力。博物館之收藏品與經驗，對於開展語言智慧有

相當幫助。例如邀請成人識字班到博物館，表達對收藏品與博物館



 85

經驗的看法，對於語言智慧之使用有所助益。 

2. 邏輯－數學智慧(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是指能以邏輯

及數學運算思考的能力。博物館內有些互動式展覽，可以提供練習

邏輯－數學智慧的機會。 

3. 空間智慧( spatial intelligence )：係指善長利用三度空間來思考的能

力，例如航海家、雕塑家、畫家、建築師即具有高度的空間智慧。

繪製歷史遺跡地圖、重要歷史建築、或從雕塑作品表達個人的陳

述，均是博物館提供增長空間智慧的機會。 

4. 音樂能力( music intelligence )：係指對音樂、旋律、節奏和音質反

應敏銳的能力。有些博物館能夠提供機會使用當代稀有的樂器。音

樂智慧也包括聆聽與分辨不同類型發音的能力，這種智慧可以使用

於博物館內的音樂彈奏。 

5. 身體－動覺智慧( 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係指能掌控物具

或擅長身體技能以解決問題的能力。運動員、舞者、手工藝師父均

是具有這方面專長的人。這種能力似乎與博物館無多大關係，但事

實上許多博物館提供機會運用這項能力。例如編織、陶塑等工藝均

需利用此項能力。 

6. 人際智慧(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係指善於了解他人並共同合

作的能力。成功的教師、社會工作人員、銷售員及政治家等具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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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高度能力、博物館的教育部門所規劃的活動，常是提供發展此

項能力的經驗。博物館由於有來自世界各地及不同時代的收藏品，

是探討差異性的豐富素材。職是之故，博物館透過研究、展示、小

組討論等，可以發展人際智慧。 

7. 內省智慧( 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 )：係指能建構正確自我認知，

且能善用這些能力或知識來計劃和引導自我人生的能力。博物館如

何協助人們發展此項能力，與前述人際智慧有關，要發展了解他人

的能力，須有良好的自我觀念。博物館在促進人際智慧的方法，亦

可運用於內省智慧的發展。 

Gardner ( 1991 )指出如果學校能像博物館一樣，則將更吸引力並更有效能。

博物館與其他環境比較，需要更廣泛地使用多元智慧，而這也是博物館促進發展

多元智慧的優勢。  

Csikszentmihalyi研究博物館學習經驗指出，人類行動受外在獎賞( extrinsic 

reward )與內在獎賞( intrinsic reward )之結合而引起動機。當預期的獎賞來自於外

在的活動時，其動機屬於外在的；當行為之表現是由於自身的原故而值得去做，

其動機是屬於內在的。大部分的學校學習是屬於外在的動機的( Csikszentmihalyi 

& Larson, 1984 )。博物館不似學校可以用外在誘因（如分數）來增強學習，或用

其他獎賞外在手段來迫使觀眾集中注意力，因此博物館必須重視內在動機。 

 好奇心( curiosity )係指在新奇的刺激中，投入精神的個別差異，各人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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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常受新奇的或無法解釋的刺激所吸引，例如巨大的聲響，奇怪的動物等。博物

館具足夠條件可以吸引觀眾注意力，而可能導致學習發生。興趣( interest )則是

指對一個特別的刺激所投入精神的差異性，大部分研究者視興趣為一種現象，是

由個人與環境互動而來，分為情境興趣( situational interest )與個人興趣

( individual interest )。情境興趣之發生，發生在一個人面臨不確定性、挑戰或新

奇的任務時。博物館情境興趣之脈絡展開，先提供「掛鉤」( hook )，以攫取觀

眾的注意力。如果沒有情境興趣，觀眾不會參加往何展覽。由於情境興趣只是環

境中的某事件引起的，因此不能影響更多的學習動機。相反的，個人興趣則是較

能持久( Krapp, Hidi, & Renninger, 1992 )。 

Csikszentmihalyi指出，許多在不同環境下所進行的研究顯示，有一種共同

的經驗狀態，是人們在沒有外在獎賞，而願意全心將精神投入於其任務，其所有

的心理與身體完全融入於活動之中，注意力集中而強烈，而沒有餘地想到或憂慮

其他無關的事。許多藝術家、運動員均有此共同的經驗，強調促使他們保持活動

的吸引力，在於經驗的品質。Csikszentmihalyi ( 1975, 1990 )稱這種共同的經驗狀

態為「暢流經驗」( flow experience )，因為它像強烈的水流一樣，是一種自然而

自動的心靈狀態。產生暢流經驗活動的特質有三： 

其一，是具有明確的目標與適切的規則，例如網球選手知道所要完成的每

一個細節。 

其二，暢流活動通常提供立即且明確的回饋，例如一個音樂家如果敲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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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音符，他立即能察覺。 

其三，暢流活動的機會與個人能力須保持平衡性，換言之，活動之挑戰性

與個人技巧須相符合。如果挑戰勝於技巧，則產生焦慮；反之，如果技巧勝於挑

戰，則產生索然無味，二者均不能產生暢流經驗。在暢流經驗狀態下，一個人不

覺疲勞及時間的消逝，感覺與環境合而為一，其心理狀態是愉悅、融入、沈浸的

( Csikszentmihalyi, 1985 )。 

 當一個人處於暢流狀態時，通常描述兩種辯證關係的特質。一方面，當融入

活動時，個人完全表現自我，在過程中，發現前所未有及未知的潛力與技術。另

一方面，感覺與其他實體相連結，例如攀岩者宣稱，攀岩對他而言是「自我溝通」

的形式( Csikszentmihalyi & Csikzentmihalyi, 1988 )。 

 參觀博物館倘能產生暢流經驗，則初始的好奇心與興趣有可能成長，而進入

較為廣泛的學習互動。Csikszentmihalyi & Hermanson( 1995 )從內在動機探討博物

館的學習發展過程之基模，呈現如圖，其步驟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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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掛鉤 

博物館展覽應抓住觀眾的好奇心，這是引起內在動機的第一步。例如恐龍

與木乃伊均是古物，由於神秘且無危險性，使觀眾感覺驚奇。研究顯示，觀眾對

設計良好的展覽，能夠記得且能引起注意（Falk , 1991；Koran, Foster, & Koran, 

1989），因此須嘗試找出具吸引力的展示要素。在個人好奇心被觸動後，展示必

須能有持續的興趣，以促使學習發生。博物館的展覽應與觀眾的生活產生連結，

避免使觀眾感覺展覽與其生活脫節而毫不相干。 

(二)、涉入的機會 

學習涉及感官、智識及情感三個層面。博物館吸引短暫的注意力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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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能提供機會以導致深層的學習( Thompson , 1993 )。博物館提供的訊息，須能

鼓勵開放探索的機會，而非固定的材料，以透過感官（視覺、聽覺、運動覺）、

智識（合理性的、科學的、歷史的）及情感（同理心、自我反省）等體驗，以與

學習相連結。 

(三)、暢流的條件 

當觀眾對一項展覽感興趣，並經由感官、智識與情感去體驗，他應已準備

發生最佳的經驗。博物館宜協助觀眾設定可掌握的明確目標，並提供融入的機

會，使展覽能符合觀眾的技巧。另外，支持觀眾的自主性與責任，而非試圖控制

其行為，對於觀眾發現內在動機學習是很重要的。 

(四)、意識的成長 

如果博物館的參與是內在動機獎賞，則觀眾希望能夠維持暢流經驗，博物

館需要增加挑戰性以避免無聊，也要增進觀眾的技巧以避免挫折。這種動態參與

的結果，會促進觀眾在感官、智識與情感的意識成長。 



 91

第五節 博物館的成人學習過程及指標 

Borun等人( 1996: 135 )研究博物館學習的過程，指出一些與學習有關的指

標：「⋯提出問題、回答問題、談論展品、指向展品、閱讀標籤說明文、參與動

手做的活動、凝視展品」，這些行為的描述與 Perry( 1993 )提出博物館經驗的內在

動機要素相同：好奇心、自信心、控制、玩與溝通。Perry主張一個成功而能導

致學習的博物館經驗，包括六個要素： 

1. 好奇心：觀眾感覺驚奇與興趣 

2. 信心：觀眾感覺具有能力 

3. 挑戰：觀眾知覺有事情要做 

4. 控制：觀眾有自我決定與控制感 

5. 玩：觀眾體驗感官的愉悅與好玩 

6. 溝通：觀眾參與有意義的社會互動 

Housen研究藝術博物館之美學發展，她以類似Piaget的智力階段論勾勒美

學發展的七個階段如下： 

1. 陳述階段(accountive)：觀眾是講故事者，使用具體觀察、個人聯結及感覺去

創造一個敘事，對於藝術的評鑑，是以他們所接受及所知道的事為基礎。在

此階段，觀看者似乎進入藝術品，而成為展覽戲劇的部分，對藝術品之評論，

帶有情緒用語之色彩。 

2. 建立階段(constructive)：觀眾對觀看藝術品建立一個架構，使用自己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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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知識及社會、道德的價值，以及傳統的世界觀。手藝、技術、實用

或功能之區分不明顯，此時觀看者與藝術品保有距離，而集中於藝術家的意

圖，情緒性反應消失。 

3. 分類階段(classifying)：觀看者以類似藝術史學家分析與批判的用語描述作

品，指出作品的地點、學派、風格、時間及起源等。一旦藝術品歸類後，觀

看者能對作品之意義與信息作解釋或予以合理化。 

4. 詮釋階段(interpretive)：觀看者試圖創造某種與作品的個人相遇，讓可能的詮

釋慢慢地展開，他們指出線條、顏色、形狀的細部之處。感情與直覺凌駕批

判技巧，此時觀看者允許作品的意義及符號產生。對於作品的每一相遇、引

出新的比較、洞識與經驗。觀看者接受藝術之認同與價值是作為再詮釋的主

題的觀念。 

5. 再創造階段(re-creative)：觀看已樹立觀看與反思作品的歷史，此時「願意暫

停懷疑」。熟悉的畫作與老友一樣，知道作畫的生態：時間、歷史、問題、

旅程等，允許觀看者較廣泛地結合個人的假設。 

 

Linn & Laetsch( 1976: 376 )觀察學習者的任務取向，指出學習行為包括：「觀

察學習者花在題材上的時間多少、是否完成經驗、進行活動的順序、是否離開又

回來、以及是否與其他觀眾交談」。Koran等人( 1996 )描述 Foster的研究所使用

的任務取向指標，包括任務的時間、任務偏好、以及語文的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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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tley & Watts( 1994: 16 )描述主動學習者的七項特質： 

1. 展開自己的活動並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2. 作決定並解決問題； 

3. 能將技巧從一個情境移轉到另一個情境； 

4. 能在社會團體之內工作； 

5. 以不同方法表現其了解與能力； 

6. 參加自我與同儕的評估； 

7. 對於自己作為學習者，感到良好與自信。 

Knowles( 1993 )與Mattew( 1996 )從成人學習理論探討成人在博物館的學

習，對成人學習有相同的描述，摘要如下： 

1. 成人有需求想要知道為什麼他們應該學習某件事； 

2. 成人對於自我導向有深度的需求； 

3. 成人的經驗是其統整的一部分，他們以其經驗來處理新的知識； 

4. 成人在其生活經驗中提供想知道的需求時，準備學習； 

5. 成人以任務中心取向進入學習經驗； 

6. 成人受內在與外在動機而激發學習； 

7. 成人將整體訴求帶進學習情境。 

Griffin( 1998 )綜合探討學習過程的文獻，並將其應用於博物館情境，發展出

一套博物館學習過程的指標工具。該工具從學習責任、主動性、操作實物、連結



 94

與移轉觀念及技巧、與同儕及專家分享學習、學習能力之信心、對訊息的反應等

七個層面，指出學習者在博物館學習的行為，該工具僅作為衡量學習者在學習過

程的行為指標，而非評量其學習結果。 

該項工具指出，學習者在博物館環境的學習過程指標如下： 

一、表現學習責任並開始自己的學習 

 知道他們要尋找／選擇什麼東西 

 書寫／畫出／拍攝所選擇的東西 

 對自己講話 

 決定走動的地點與時間 

二、主動參與學習 

 駐足並觀看／閱讀 

 對展覽好奇與興趣 

 全神貫注、靠近、專心的檢視 

 堅持一項任務，例如畫圖 

三、有目的的操作或把玩實物與觀念 

 以細心與興趣對待展品 

 有目的的「把玩」展示要素／使用動手作展品 

四、 並移轉觀念與技巧 

 比較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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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預備好的問題 

 比較／參照先備知識／經驗 

五、 同儕及專家分享學習 

 談話與指向 

 拉著別人去看某件東西 

 願意被拉去看別人所感興趣的事物 

 團體成員談話與傾聽 

 互相發問 

 與成人／專家（例如教師或博物館人員） 

六、展現個人學習能力的信心 

 對展示提出發問 

 向同儕解釋 

 讀給同儕聽 

 比較另一來源的訊息 

七、 反應新訊息或事證 

 改變觀點的事證 

 發現新觀念的事證 

博物館在學習過程的角色，在於積極促進學習者參與，激發學習動機，並

鼓勵學習，回應學習者的需求，提供方向予學習者，以協助學習者組織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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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用於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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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博物館的成人學習型態 

博物館學習者的需求，依其學習型態及個人學習偏好，各有差異。學習者

之興趣及其注意事情的焦點，因人而異。舉例而言，對某些人而言是第一次接觸

的學習主題，對其他人而言，可能早已從先備經驗形成觀念。再者，即使是同一

個學習者，隨著學習時間的進展，其強度從新手進步到專家，其各階段的學習需

求也有所不同。Moussouri指出觀眾的訴求依其年齡、成人教育程度、成人在團

體的角色、參觀頻率，以及博物館的類型等不同，而有所差異。首次或偶而參觀

博物館的觀眾傾向於採取無限制的計畫，想要儘可能觀看得越多，而先前有參觀

經驗的人，則較有彈性且願意磋商( Hooper-Greenhill & Moussouri, 2001 )。因此，

面對各種型態的學習者，如何提供符合學習者需求的學習機會，對作為學習提供

者的博物館而言，是一大挑戰( Henderson and Watts, 2000：41 )。 

Kolb在發展其經驗學習模式時，同時指出每個人皆有其偏好的學習 型態，

而產生四種不同的學習型態，即聚斂型、擴散型、同化型、調適型，其特徵如下

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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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態 學習特徵 描述 

聚斂型 

（Converger） 

抽象概念化（AC） 

+ 積極實驗（AE） 

1. 在實際應用想法上強勢 

2. 在單一標準答案的測驗表現良好 

3. 在特殊問題上能聚焦於假設演繹

推理 

4. 不帶感情，寧可處理事情也不願處

理與人有關的事 

5. 興趣狹隘，選擇專精於物理科學 

6. 許多工程師的特徵 

擴散型 

（Diverger） 

具體經驗（CE）＋ 

反省式觀察（RO） 

1. 想像能力強 

2. 善於提出點子與從不同觀點看事

情 

3. 對人有興趣 

4. 廣泛文化興趣 

5. 專精於藝術 

6. 為人文與藝術背景的人所具有的

特徵 

同化型 

（Assimialator） 

抽象概念化（AC） 

反省式觀察（RO） 

1. 強於創造理論模型的能力 

2. 擅長歸納推理 

3. 關心抽象概念勝於關心人，不太在

意理論的實際應用 

4. 受基礎科學與教學的吸引 

5. 通常在研究與規劃部門工作 

調適型 
（Accommodator） 

具體經驗（CE）＋ 

+ 積極實驗（AE） 
1. 做事能力一流 
2. 冒險者 
3. 需要立即適應當前情境時表現佳 
4. 直覺式解決問題 
5. 依靠他人提供訊息 
6. 通常從事行動導向工作，如行銷與
銷售 

資料來源：Tennant,1997：90 

 

每個成人皆有不同的學習方式，有極大的個別差異。Bernice McCarthy，歸

結成人的學習有四種型態，有助於瞭解成人在博物館的學習行為( Cassels, 1996；

劉婉珍，民83 ) 。McCarthy 把學習者以兩個軸加以安排，縱軸是對喜好「思考」

和偏向於「感覺」的人加以區分，由橫軸則將喜好「做」和喜好「看」的人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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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如圖4、圖5)，而創造出四種學習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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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一類學習者：想像的學習者( imaginative learner )，最喜歡問「為什麼」

( why )。 

  以具象思考方式理解資訊，理解過程中並作反思。喜歡以討論方式，聆

聽並分享各種想法，擅長從各種觀點中直接學習，重視深度思考。每當進入

博物館時，即追求個人的意義。最喜歡問「為什麼」( why )。 

２．第二類學習者：分析的學習者( analytical learner )，最喜歡問「是什麼」

( what )。 

  以抽象思考方式理解資訊，理解過程中並作反思。喜歡事實及細節，希

望瞭解專家的想法，會評斷資訊並收集資料。不喜歡提綱挈領式的說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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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入博物館時，通常會閱讀所有的標示說明。最喜歡問「是什麼」( what )。 

３．第三類學習者：常識的、問題解決的學習者( common sense, 

problem-solve learner )，最喜歡問「怎麼做」( how )。 

以抽象思考方式理解資訊，理解過程中並表現其積極性。這類學習者係

懂得應用常識的實踐家，以技術為學習取向。每當進入博物館時，即想瞭解

展品製作的技巧與過程。最喜歡問「怎麼做」( how )。 

４．第四類學習者：動態的學習者( dynamic learner )，最喜歡問「如果」

( if… )。 

以具象思考方式理解資訊，理解過程中並表現其積極性。自嘗試錯誤中

學習，相信「自我發現」式的學習。熱衷於各種新奇的經驗與想法，喜歡

「身歷其境」的體會，這類學習形態者通常會主動參加能夠接觸新奇物質

及理念的博物館活動。最喜歡問「如果」( if… )。 

任何一個人並非僅屬於單一類型的學習者，只是所顯現的學習特質程度

不同而已。博物館面對多種類型的學習者，倘若只以一種方法與學習者溝

通，必然會遭遇困難，這也是一般博物館面臨的極大挑戰。因此，博物館

從業人員必須細心地思考，並以使用合適的語言或呈現方式，以與不同的

服務對象進行溝通。 

從博物館本身的屬性而言，有些博物館的展示或服務方式，可能比較符合

某些類型的學習者，傳統的博物館偏向於靜態的展示，只允許參觀者經驗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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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和第二類型的學習，也就是學習者使用他們的想像、觀察、思考、比較和分

類。而現代化的博物館則強調動手做的學習方式，較能吸引第三類型和第四類型

的學習者。 

另外以下是幾個較常為學者所用的學習型態分類，對博物館學習之研究有

所幫助： 

Hein( 1998 )引述 Falk 的研究，將博物館比喻為百貨公司，而將觀眾歸類

為三種類型： 

1. 認真型購物者( serious shoppers )，對所想參觀的展示，有清楚且預定的想

法； 

2. 櫥窗型購物者( window shoppers )，想要看遍每件東西； 

3. 脈衝型購物者( impulse shoppers )，發現一個或多個足以引起興趣的展覽

時，比原定計畫更融入於該項展覽。 

Honey & Mumford將學習分為四種類型( Harris & Bell, 1994 )： 

1. 主動者( activist )：追尋新的經驗、刺激、變化、自由與挑戰。 

2. 實用者( pragmatist )：偏好實務的方法與應用學習的型式。 

3. 反省者( reflector )：喜歡觀察、思考與反省，以及使用詳細且結構良好的學

習材料。 

4. 理論者( theorist )，選擇發展個人系統，經由方法論的探討提出問題或調查，

並喜歡智識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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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land & Carnwell ( 2001 )以另一種取向提出三種學習方法： 

1. 系統的跋涉者( systematic waders )：參加「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喜歡

系統性的方法，偏愛將訊息一次一步驟的呈現。這類學習者很少採取捷徑，

意即抄捷徑會使他們很快感覺已經「窮途末路」。再者，他們偏好使用封閉

而高度結構的學習材料，並且在學習時，有一位扮演被動角色的教師。 

2. 迅速的聚焦者( speedy focuser )：偏好較整體性的方法；喜歡在學習經驗之

初，即看見「全景」( whole picture )。他們能迅速聚焦要點，並有效率地找

出相關的材料，也喜歡有一位被動角色的教師，但不同於系統跋涉者，他們

喜歡選擇使用開放且富彈性的材料。 

3. 全面的汲取者( global dipper )：依所知覺其興趣或需求來選擇學習材料。開

始時以系統性學習，但很快分類汲取所要的，並經常需要找尋意見。全面汲

取者可以發現學習過程的困難所在，尤其是在篩選適當的學習材料時。但危

險的是，他們只是被動的參與學習經驗，而不超越表面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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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博物館學習理論 

一、Hein的建構主義博物館學習理論 

Hein將四個學習理論應用於博物館之上，呈現四種不同觀念的博物館型態系統

式博物館( systematic museum )、發現式博物館( discovery museum )、編序式博

物館( orderly museum )以及建構主義式博物館( constructivist museum )，如圖，

分別表現不同的學習特點。

 

(一)、傳統講述文本模式 

以知識的直線傳統傳輸為學習模式之基礎，認為知識是教學鏈的頂端，具有

權威性，教學者將知識分割成幾個零碎的部分，直接傳輸給學習者。學習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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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被動的「空瓶」，接受知識的裝填，其任務只是將知識加以重組複製。此

種模式的學習者需求不被考慮，而且學習者不能吸收知識時，則將錯誤歸咎於

學習者。該模式採用單向的直線的溝通，因此用於博物館學習，則產生幾項問

題。首先，該模式採取講述及文本之溝通，對於缺乏文字與數學思考方式的學

習者而言，將被摒除在外，不得其門而入。其次，該模式不適合博物館自由選

擇的學習環境。再者，由於忽視學習者及其需求，個別的學習很少被考慮，致

使學習者產生權威式的學習態度。 

(二)、行為主義模式 

行為主義學習模式的基本概念，強調學習是學習者行為的改變，而教學則是

促使學習者符合預定目標的形成過程。行為主義學習的機制是學習者對刺激的

反應，而學習的主題則被分割成片斷的步驟，學習在受控制的環境下進行，當

學習者有正確的反應時，可以得獎賞而增強學習。由於博物館情境的學習是自

由選擇的，且為整體的，因此行為主義學習模式頗不適用於博物館。行為主義

的學習，雖然有回饋圈，但其溝通是直線的，任何溝通過程中產生的中斷均會

干擾學習。博物館環境有許多使人分心的事物，以致行為主義的互動展示常被

置於獨立安靜的空間。依行為主義原理所設計的編序學習方案用之於博物館，

學習者常因答錯，而產生挫折、憤怒與排斥，對博物館學習不利。 

(三)、發現式學習模式 

發現式學習與經驗學習、主動學習以及遊戲中學習等一樣，均強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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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是意義的主動建構者。但是發現式學習認為知識是獨立存在於學習者

之外的，其特點是重視學習的主動探索過程，學習者藉由與環境的主動，發現

其世界之原則與特點的內在模式。再者，經驗所發展的心智概念，可以應用於

真實的情境。學習者在學習中能夠承受變化，並與學習材料互動，非僅止於吸

收或堆積事實與概念，而是能轉換成新的訊息。發現式學習應用於博物館，常

強調學習者的主動參與，許多科學博物館設有「探索室」( discovery room )，

即重視提出問題以及體驗學習材料。發現式博物館之特點包括： 

1. 展覽允許探索，包含可以在各展示單元來回穿梭； 

2. 廣泛的主動學習方式； 

3. 教導式的元素（標籤、面板），可以發問，促使觀眾尋找自己想要的

事物； 

4. 提供一些方法予觀眾，使其能評估自己的詮釋，以對照於展覽所謂

的「正確」的詮釋； 

5. 辦理成人研習，提供專家之證明，使參與者能了解學習材料的真正

意義。 

發現式博物館之展覽動線安排，可以是直線或非直線的，依其目的而定。

如果整個展覽欲導引觀眾至適切的結論，則展覽可依直線式設計。如果各展示

單元各自獨立，則無理由刻意安排。 

(四)、建構主義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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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我學習模式之基本概念指出，學習是由學習者主動的意義建構。學

習者主動追尋意義，以符合其需求。學習是脈絡的，而其形成深受社會與文化之

影響。建構主義學習是流動的，且有多種結果的。教師的角色在於提供彈性的學

習結構，承認從學習過程所得的許多可能結果。 

Hein( 1991: 191 )以建構主義的觀點，認為對於學習的了解，重點在於學習

者而非學習內容。吾人無法確定預測學習者會學到什麼事情，也無法預測學習者

會建構何種經驗意義。他提出「博物館即教師」( museum as teacher )或「博物館

即學習場所」( museum as a place to learn )的觀念，認為博物館學習是由觀眾的經

驗所建構的，教學者所提供的學習機會與學習之間，沒有必然的關連性。因此。

要了解博物館觀眾及其學習，必須融合質性的與自然主義的( naturalistic )研究

( Hein, 1995: 201 )。 

Hein( 1996 )特別重視建構主義學習，他綜合建構主義學習之原則如下： 

1. 學習是學習者使用感官輸入並建構出意義的主動過程，亦即學習不是

被動的接受既存於外在的知識，而是關於學習者致力與世界互動的。 

2. 人們從學習中學會學習：學習包括建構意義和建構意義的體系。吾人

所建構的每一意義，使我們更能對其他類似型態的感覺賦予合適的意

義。 

3. 建構意義的重要活動是心智：建構意義的活動發生於心靈，生理的活

動即動手做( hands-on )的經驗，對學習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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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習涉及語言：吾人所使用的語言影響學習，以Vygotsky的觀點，

語言與學習是錯縱複雜、緊密結合論證的集合體。 

5. 學習是一種社會活動：學習與教師、同儕、家人及包括展覽埸上的人

們，有內在關聯。 

6. 學習是脈絡的：吾人無法學到與生活無關的抽象的、奇妙的心靈領域

之孤立事實與理論。學習是主動的、社會的，不能離開生活的。 

7. 人需要知識以便學習：倘使沒有發展先備知識，賴以建立其知識結

構，則同化新知識將不可能達成。 

8. 需要花時間去學習：對於重要的學習，必需再溫習觀念、思索、驗證、

操弄與使用，均需花費時間，不是一蹴可及的。 

9. 動機是學習的關鍵因素：動機不只幫助學習學習，而且還是學習的要

素。 

Hein並將以上建構主義學習原則應用於博物館展覽與發展課程上，具有幾意

義： 

1. 博物館應使學習者參與展覽和課程，並促使觀眾動手和動腦來發展活

動，所有動手做的活動必須通過動腦活動的檢驗。 

2. 博物館展覽之設計應促使觀眾學習到原理原則。 

3. 個別觀眾與團體觀眾的學習方式不同，個別觀眾喜歡透過閱讀說明、

聆聽錄音帶、觸摸等方式學習；而團體成員則較喜歡透過對話討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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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博物館展覽宜針對多數人的需求，鼓勵討論、分享與發現。某些

藝術博物館之氣氛須安靜以適合沈思，則宜考慮在鄰近展覽室的其他

房間，陳放複製品，以鼓勵討論。 

4. 博物館宜提供觀眾不同的輸入點，使用各種感官模式，不同種類的刺

激，以吸引更廣泛的學習者。 

5. 博物館如何讓觀眾能多花一點時間在展覽主題，或再次參觀博物館，

以進行更多的學習，對博物館是一項討挑戰。 

  

二、Falk & Dierking的脈絡學習模式 

 Falk & Dierking( 1992 )對數千名博物館觀眾進行訪問、觀察與晤談，發展形

成一個以博物館學習為中心的經驗架構，稱為「互動經驗模式」( Interactive 

Experience Model )。該模式架構以博物館觀眾研究的有關文獻，以及心理學、人

類學及社會學相關研究，從觀眾的觀點，試圖了解博物館之參觀與經驗，包括個

人脈絡( Personal Context )、社會脈絡( Social Context )與物理環境脈絡( Physical 

Context )等三個向度互動之博物館學習概念模式。二氏於2000年將該架構予以

精鍊並擴充，加入時間向度，並將文化層面考慮於社會脈絡之內，稱之為「脈絡

學習模式」 ( 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 )。二氏認為所有的學習均在情境脈絡

下進行，學習不是抽象的經驗，可以在試管或實驗室內孤立進行的，而是發生於

真實世界的一個有機與統整的經驗。脈絡學習模式以自由選擇學習為核心，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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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重疊的三個脈絡，即個人脈絡( Personal Context )、社會文化脈絡

( Sociocultural Context )與物理環境脈絡( Physical Context )。博物館學習是這三個

脈絡交互作用的過程與產物。二氏認為除了原有的三個脈絡向度外，時間向度也

很重要，而成為該模式的第四個向度。短時間觀看的自由選擇學習是不夠的，要

了解學習，需要較長時間的觀看，甚至跨越其生命週期（如圖）。該學習模式之

描述性多於預測性，並非要將博物館學習之複雜性減低至一兩個簡單的規則，而

是將博物館學習之複雜性予以組織，使之成為一個可資處理並可明瞭的整體模式

( Falk & Dierking, 2001 )。 

 個人脈絡描述個人在自由選擇情境的所有個人特質，包括興趣、動機、學習

風格偏好、先備知識與經驗，動機與情感的連結也具有重要角色。個人脈絡的核

心課題有四項： 

1. 自由選擇學習之流暢來自於適切的動機與情感線索； 

2. 個人興趣有利於自由選擇學習； 

3. 「新的」知識之構成，以先備經驗與知識為基礎； 

4. 學習表現於適切的脈絡中。 

個人脈絡不是自由選擇學習經驗成功的唯一影響因素，學習者很少孤單地參

加自由選擇學習。社會文化脈絡承認學習是包含個人與團體經驗的，個人之學習

與經驗無外乎於社會、文化與歷史的脈絡下進行。尤有甚者，自由選擇學是合作

學習的經驗與機會之分享。另外，學習不僅只是此時此地的社會文化過程，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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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觀念溝通的歷史與文化因素。 

再者，自由選擇學習在豐富的物理環境下發生，許多真實世界的物件與連

結，有助於對抽象概念的理解，使之情境化並賦予意義。例如，一棟建築物或自

然場所的結構與感覺、設計的特點、以及視線、聲光等均強烈影響博物館學習。 

 Falk & Dierking 認為學習之構成始於吾人之腦，是由內而外的，但學習也

受社會文化及物理環境之影響，是由外而內的，因此博物館學習之過程可簡述成

三個陳述： 

 學習始於個人 

 學習涉及他人 

 學習發生於某地 

為了對於脈絡學習模式有整體的了解，茲進一步說明三個脈絡的要點如次： 

(一)、個人脈絡 

1.動機與期望 

人們參觀博物館有許多原因與期望，這些動機與期望的強弱，直接影響人們

在博物館進行自由選擇學習之所做與所學。當期望實現時，則有利於學習；反之

期望落空，則對學習不利。內在動機強的學習者，較容易成為成功的學習者，而

學習情境如能吸引學習者，並增強其內在動機，則此種學習情境是具有效果的。 

2.興趣 

博物館之學習者以其先前的興趣為基礎，選擇自己所想看的、想做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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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互動的物件及經驗。興趣是影響學習者後續學習的重要變項，直接影響人們

從物件與經驗所做與所學( Dierking & Pollock, 1998 )。 

3.先備知識與經驗 

先備知識( prior knowledge )與經驗是自由選擇學習的基本要素( Roschelle, 

1995 )，人們在真實世界場所的博物館，面對物件與經驗而與之相遇

( encounter )，先備知識與經驗扮演重要角色，直接影響人們之所學與所做。換

言之，自由選擇學習總是在先備知識與經驗之框架與範限內進行。由於先備知識

與經驗的影響，學習者主動選擇是否參觀博物館，或參觀那一類型博物館，或參

觀何種展覽。 

4.選擇與控制 

當個體能選擇其學習的時間、地點、對象與方式，並感覺能掌控自己的學習，

則對其學習是有利的。博物館是典型的自由選擇學習場所，它們提供觀眾充裕的

機會作選擇與控制。 

(二)、社會文化脈絡 

1.團體內的社會文化中介( sociocultural mediation ) 

人們作為社會團體、家庭團體、學校團體以及參觀團體的部分成員，他們在

團體內學習，並建構意義。這些團體均有其歷史，並且分別集體形成學習社群。

同儕之間經由經驗與知識之分享，訂定其社群規約。博物館的社會團體相互作為

詮釋訊息的工具，以增強分享共同的信念，並建構意義。因此，博物館是個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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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合作學習的獨特場所。 

2.藉助他人促進中介學習 

博物館的社會中介不是只發生於個人所屬的社會團體之內，個體知覺某些人

是具有知識的，如教師、父母及其他對學習者有幫助的人，與他們接觸，均有可

能促進學習的發生。博物館人員，如解說員、導覽員、演示者等，與觀眾互動情

形之良窳，對觀眾學習經驗之增強或抑制有直接影響。具體言之，有技巧的博物

館人員明顯有利於觀眾的學習。 

3.文化 

博物館學習的另一重要社會文化脈絡因素，是與文化有關的層面，涉及學習

在社會中的意義。所有學習均建立在先前的學習之上，但學習不只是個人的，整

個社會的文化背景影響博物館的學習。 

(三)、物理環境脈絡 

1.前導組體( advance organizer )與定向( orientation ) 

研究顯示，人們在感覺其所處的環境是安全可靠，以及知覺期望為何的情況

下，其學習情形較佳。博物館是個傾向於龐大、視覺、聽覺的，且充滿新奇事物

的場所。當人們感覺失去方向感時，會直接影響其注意力；反之，當人們在偌大

博物館空間內感覺有方向感時，則博物館之新奇事物能增強學習。前導組體係指

在教學前，對教學內容作概括介紹，使學習者將學習內容與其原有認知結構相連

結。博物館若能提供概念性的前導組體，則能顯著改善個體在經驗中建構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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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2.環境 

博物館之學習與建構意義，受場地或情境氣氛、感覺及舒適與否影響。當人

們感覺學習環境舒適時，其學習受到增強。 

3.設計 

  無論展覽或活動方案，博物館學習均受設計影響，尤其展覽設計者須具有豐

富的教育經驗。人們到博物館參觀是去觀看與體驗真實的物件，合適的展覽設計

能激發學習的興趣。 

4.後續的增強事件與經驗 

  學習不僅限於機構之內，人們歷經長時間從不同來源，以不同各種方法學

習，博物館之學習亦不例外。從博物館所獲得的知識與經驗是不完全的，而學習

脈絡必須具有整體性，因此博物館館外的後續增強事件與經驗，對博物館學習是

很重要的。 

三、Hooper-Greenhill的博物館教育學 

 Hooper-Greehill從博物館溝通理論與詮釋學，探討博物館與觀眾之間的關

係，進而提出博物館教育學( museum pedagogy )的概念，Hooper-Greenhill( 1994 )

認為溝通是博物館的主要功能，而博物館的教育角色之實現，是經由大眾溝通

( mass communication )與人際溝通(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兩種方法達成。

博物館學習有兩種型式，一是以大眾溝通之特質為主的距離學習(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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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係以非直接而單向的手法學習，包括展覽、出版、錄影外借服務、行

動博物館等；另一則是以直接面對面的學習，包括操作、畫圖、製作、談話、戲

劇、講授、研習等。Hooper-Greenhill 進一步認為博物館溝通應是整體性的，博

物館經驗之要素包括文物、標本、展示、事件、建築、動線、人、出版、商店等，

其整體經驗影響博物館之影像，而博物館影像又影響人之知覺與態度，以及觀眾

是否參觀或學習。 

 

 

 Hooper-Greenhill( 2000 )認為博物館經由展示與觀眾溝通，並以此概念為中

心，提出博物館教育學的主張。她認為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可以從「什麼」( wh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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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如何」( how )加以檢視分析。博物館教育學之構成，首先是經由博物館展示

所構成的敘事( narratives )，其次是溝通敘事所使用的方法。具體而言，博物館

教育學包括內容( content )與形式( style )兩個層面。內容係指博物館的收藏、常

設展或特展的主題。形式係指展示溝通的方式，包括物件使用及安排的方法、說

明文書寫的方法、各種感覺形式的提供（包括視覺、觸覺、聽覺等）、燈光與顏

色的使用、空間的運用等。內容與形式之間有其關聯性，而觀眾使用自己的詮釋

策略來了解展覽，其策略包括觀眾的先備知識、假設、信念、技巧（如語言）、

視覺素養、訊息處理、以及博物館展覽之知識與經驗。 

 Hooper-Greenhill認為博物館教育學由傳輸式取向發展為建構主義取向。傳

輸取向博物館教育學( transmission approaches to museum pedagogy )之信念起源

於十九世紀，博物館之展示形式以物件為本位，物件被視為是真實世界的一部

分，而物件本身即是知識的來源，具有固定的意義，是可以被發現的，因此可以

將物件作為教諭之用。物件所傳達的是權威的、普世的學科法則。傳輸式博物館

教育學堅信，觀看物件即能確保學習發生，採取「專家傳輸到生手」( expert to 

novice )的溝通，其方式是直線的、單一的、單向的。學習以刺激－反應聯結為

基礎，學習者被視為訊息的被動接收者，本身不能建構意義，只是吸收專家所製

造的意義。傳輸式博物館教育學之展示，以專家知識為本位，其所呈現的是高層

次概念的學術性形式，展示內容則環繞於學術的結構。教學方法受限於視覺展

示，學習者不被期待做其他的事情，只是走動、觀看與閱讀，這種學習呈現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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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變化。 

 建構主義取向博物館教育學(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museums pedagogy )

之重心，在於促進學習者去追尋意義與關聯性。Hooper-Greenhill認為建構主義

學習理論是一種具有文化過程的溝通觀點，其關注重心在於個人意義建構活動之

上。溝通是社會生活意義磋商的一系列複雜的過程，信念與價值經由文化符號（文

字、圖像、模型等）予以呈現，而符號系統則形成、表現及傳達吾人對經驗及社

會生活的詮釋。知識是由學知識的人對經驗所作的詮釋，不是原封不動的。建構

主義取向的博物館教育學方法是多樣的，包括展示、事件、觸摸的機會、互動、

探索以及問題解決等。學習者主動對博物館之展示予以詮釋、了解並建構意義。

再者，學習者的經驗與學習需求被優先考慮，透過詮釋社群的脈絡，可以對博物

館物件、歷史及敘事有不同的觀點。建構主義博物館的教育內容是多面向的，並

且能與日常生活相連結，而非只是環繞著學術學科的結構打轉。因此，學習者不

僅是博物館的觀眾，尚且可以將其建構之意義帶入博物館，而成為博物館學習過

程及展覽設計的合作館員。 

四、Matusov & Rogoff的參與學習模式 

Matusov & Rogoff( 1995 )提出博物館的四種學習模式，特別重視學習者的

參與，認為博物館的觀眾與博物館人員均是主動的學習者，透過共同的參與，而

能互相學習與分享。 

(一)、傳統傳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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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傳遞模式( traditional transmission model )視參觀者為博物館知識的接收

者。此種學習模式要求參觀者參加展覽，並消化由展示設計者所提供的資訊。博

物館人員必須找到方法去吸引維持參觀者的注意力在展示方面，並操控參觀者的

使用展示之道。傳統傳遞模式是單向的學習方式，因為在學習的過程中，教育領

導者負擔完全的責任，學習者只是外在知識的被動吸收者的角色。 

(二)、個別發現模式 

個別發現模式( solo discovery approach )視參觀者為獨立積極的知識建構

者。博物館人員的參與被視為是學習的潛在阻礙，會限制參觀者的創造力及探

索。此種模式假定在博物館提供的剌激與豐富的環境下，參觀者有自我的學習動

機，博物館人員宜避免主動的指導及參與活動，並限制博物館人員的協助。當被

要求協助時，只可提供最少的指導。個別發現模式的學習，仍是單方面的方式，

強調學習者的主動角色。 

(三)、移轉模式 

移轉模式( transfer model )試圖結合以上兩種模式，博物館人員設計教育課

程，以使參觀者有機會發現展示實物間的重要關係。在學習方面，博物館人員完

全負責制定學習課程與學習任務，而參觀者則負責參加與解決學習任務。當參觀

者有自己的學習訴求，或展示沒有陳述的學習任務時，學習過程的問題就產生了

問題。尤有甚者，此種模式要求參觀者不斷的依博物館人員所設計的一個教育任

務，轉移到另一個任務，而參觀者在博物館內有任意走動的自由，若依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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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產生學習上的困難。個別發現模式的學習仍是單方面的方式，只是在不同階

段，教育人員與學習者，扮演不同的角色。 

(四)、參與模式 

參與模式( participation approach )係雙方面的學習方式，強調學習者在各種

情境下，與他人共同分享興趣，學習如何學習，學習如何協助及與他人合作。學

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承擔學習活動的責任，參與社會文化活動的轉換。參與模式

強調教學者與學習者的連合活動與指導的相互性，而非由其中一方控制另一方。

在博物館的學習，參觀者與博物館人員均被視為主動者，博物館人員承擔指導過

程的責任，而參觀者則學習參與管理其自身學習。依據參與模式，教育、學習以

及發展是不能分離的，此種模式適合博物館的社區學習。由於社會文化的多樣

性，不同社群的人有不同的發展路徑。博物館作為教育機構，提供機會予社群成

員，作為社會文化溝通的橋樑。經由此種社會文化過程，可以連繫社群內不同的

機構與不同領域的人。博物館的觀眾來自不同的領域的人，包括博物館專業的、

宗教的、政治的、休閒的、族群的、及其他各個領域的人士。由於不同領域的人

在博物館的接觸，可以提供博物館設計的創意。另一方面，由於參與博物館的活

動，不同領域的人可以透過社會文化的中介歷程，互相學習。社群的多樣性直接

或間接對博物館產生不同的訴求，舉例而言，公益組織想要知道他們贊助博物館

的理由，以及博物館對社區有何幫助。學校教師想知道博物館如何協助學校教學

與發展。對一般觀眾而言，他們也許想在博物館內進行社交、學習、休閒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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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興趣的活動。博物館行政人員則著重於如何做最有效的經營與管理。這種

不同訴求的參與，形成社群的互相對話與學習。 

施明發(民90)曾就傳遞模式與建構主義模式對於博物館教育的影響作了一

個比較： 

1. 知識的性質：前者認為知識一堆固定的、客觀的訊息；後者認為知識

是一組不斷建構與理解的觀念。 

2. 學習的性質：前者經由學習者的感官經驗或教導者語言訊息的傳遞而

被動接受及獲得，是被動接受的過程；後者經由具有認知能力的學習

者主動建構而獲得，是主動參與的過程。 

3. 博物館教育的目的：前者以傳播知識，引發觀眾正確的反應為目的；

後者以啟發觀眾創造意義，啟迪思考，引發興趣為目的。 

4. 展示內容：前者以研究人員的知識為藍本，提供具有科學性、邏輯性

與真實性的資料，內容比較偏重於聚斂性的思考問題；後者以觀眾先

備經驗為基礎編輯展示資料，強調相關知識網絡的反省性的討論，問

題比較屬於擴散性的思考問題。 

5. 展示資料的呈現順序：前者資料呈現講究邏輯的順序，由易而難的學

習，以分析的方法安排展示資料；後者展示說明或物件陳列強調議題

和問題的提出，引導觀眾進行高階的思考，以敘事的方法安排展示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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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展示發展過程中觀眾的地位：前者展示的發展是直線式，只是博物館

內部研究人員的事，沒有必要進行觀眾的研究、諮詢、市場調查、評

估等工作；後者展示的發展要包括觀眾、社區、教育人員等方面的共

同參與，以形成展示的觀念，決定展示的物件及展示的方法。 

7. 觀眾的認知與學習方式：前者觀眾被動的記憶展示所提供的資料，展

示的意義與結論由博物館研究人員決定，觀眾依照說明與標示進行學

習；後者觀眾把展示資料與其先備經驗相連結，或與同伴朋友進行對

話的方式，建構共同的理解，允許觀眾就展示的意義去描繪其自己的

結論，觀眾可以使用自己的方法去學習。 

8. 博物館形象：前者是唯我獨尊的博物館；後者是尊重觀眾的博物館。 

 綜言之，建構主義學習典範將學習視為一種發展的過程，涉及新經驗與先備

了解及態度的調適。吾人之生活經驗各自不同，對於觀念、行為、任務及感覺，

則有不同之知覺( Bentley & Watts, 1994: 8)。再者，學習涉及各種來源的經驗連

結，因此不能單單以博物館所提供的經驗，來決定觀眾對一個特別觀念的了解。

傳輸式取向之博物館教育學以形式教諭主義( formal didacticism )為基礎，物件之

普遍法則是學習的中心，學習者是被動的，已不適合今日的博物館教育。取而代

之的建構主義取向博物館視教育為一種過程，重視學習者的經驗與學習需求，並

承認社會的多樣性與觀眾的分殊性，博物館之學習以人際溝通為基礎，發展與觀

眾社群的磋商關係。 



 122

  

 

 


	第一節終身學習社會與博物館教育
	第二節博物館之物件學習
	第三節博物館之自由選擇學習環境
	第四節博物館的成人學習經驗
	第五節博物館的成人學習過程及指標
	第六節博物館的成人學習型態
	第七節博物館學習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