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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與討論，獲致以下十七項重要結論，並依據所獲結論，分別對

政府部門及博物館提出建議，分述如次。 

第一節 結論 

一、建構主義學習是新典範 

近十年建構主義已成為國內外教育界熱烈探討的學習理論，成人教育界甚

少有這方面的研究，係因成人教育試圖建立自己的理論系統，而未使用其他教育

領域的概念架構。然而建構主義與成人學習理論均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個人在

學習的主動性，並重視個人經由與環境互動，建立自己的了解與知識；重視學習

者與經驗的互動作用；主張學習是情境的真確性，重視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均

重視學習社群之溝通、辯證與論述。因此建構主義與成人學習理論的觀點是一致

的。 

對博物館界而言，由於對教育的分析較遲，在學習領域方面的研究落後教

育界甚遠。博物館對於有關觀眾及其學習過程方面的知識，仍相當有限。過去，

博物館注重文物蒐藏的角色，認為物件即是知識的來源，具有固定的意義，而展

覽的物件是經過專家所預先篩選的，所要表達的是有關學科知識的普同法則，這

種透過物件提供觀察，觀眾即學習並吸收由專家傳輸的知識，無視於觀眾的需求

及主體性。建構主義顛覆直線傳輸式的學習觀，重視觀眾的主體性，所提供的教

育內容是多面向的，且與生活相連結的。所採用的教育方法也是多樣性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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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事件、觸摸的機會、互動、探索以及問題解決等，特別重視觀眾的學習過

程與意義建構。 

二、建構主義學習是博物館的新挑戰 

博物館與學校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學校的學生同質性高，而博物館的觀

眾之異質性高，觀眾年齡、職業、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社會經驗等均不一致，

對於以建構主義原則來規劃博物館而言，要滿足來自不同背景的觀眾的需求，是

一項新的挑戰。其次，博物館是一個蒐藏展示、教育、解說等元素組成的一個複

雜的機構，所提供的學習機會與方法，主要以展覽供觀眾自由選擇學習，其過程

與學校相比較，複雜程度高出甚多。因此博物館面臨的新挑戰有： 

(一)、 博物館與觀眾關係的再磋商：博物館須以觀眾為最優先之考慮，因此了解

誰是博物館的觀眾，誰不是博物館的觀眾，須有相當的研究。人們為什麼到

博物館來的原因與不來的原因是什麼，以及觀眾來旳時候所帶來的文化、社

會與教育訴求是什麼，博物館均須有清晰的了解。 

(二)、 規劃一個能統合觀眾主張的展覽：要使觀眾能了解展覽的相關內容及與展

覽有關的相關議題，並能使觀眾依其語彙來尋找其意義。 

(三)、 傳統價值須調整：傳統博物館以蒐藏為其主流價值，關心蒐藏品的照顧，

很少注意觀眾。研究與蒐藏是博物館的本質，絕對有必要存在，但是蒐藏與

研究之目的在於使觀眾得到樂趣與學習，因此傳統以物為重心的價值，必須

重新考慮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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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人的經驗與自我概念影響其在博物館之學習 

成人觀眾的自我概念發展成熟，能夠自己決定是否學習，當他們進入一個

與生活經驗連結性不高的環境，或認為該環境沒有價值時，會避免投入於該情

境，甚至拒絕學習。博物館所提供之展覽與活動，如被成人觀眾認為無價值，成

人觀眾即立即退出學習。 

其次，成人有豐富生活經驗，能將生活經驗投射在博物館有關的展覽上，

進行學習活動。有參觀經驗的觀眾，在博物館進行學習時，較能迅速而清楚自己

要學習什麼，以及如何進行學習。沒有參觀經驗或參觀經驗較少的成人，在博物

館參觀時，經常產生焦慮不安、怕迷路、跟著團體走的現象，不利於學習。 

四、博物館未鼓勵成人主動學習，以致成人在博物館陳現被

動的行為 

博物館提供給成人與兒童的學習機會與方式，經常不同，而影響成人的學

習。博物館的設施、計畫較少鼓勵成人創造、討論、遊戲、探索，教育人員及解

說人員對觀眾也很少採用鼓勵主動探索的言語，以致成人在博物館的行為，顯現

被動的傾向，如觀看、聽講、跟著走、逛紀念品店。相對的，博物館對兒童則鼓

勵主動創造、探索、動手做，成為兒童在博物館的主流活動。 

五、考古學博物館對成人不能產生立即應用的學習效果 

考古學博物館所提供的知識，非以問題解決為中心，對於成人之工作、家

庭生活、社區、健康等方面之實際生活，連結性不強，成人於參觀考古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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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於生活上的實際應用，沒有立即的幫助。尤其考古學博物館的常設展所提

供的知識，多屬於知識延宕應用取向，對成人與兒童之學習而言，兩者之間並無

差異。 

六、參觀博物館是成人的一種插曲式經驗 

博物館是一種自由選擇的學習環境，除博物館志工經常藉服務時間，有較

多機會連續在博物館參觀或學習，一般成人考慮時間、費用、交通等因素，很少

連續參觀博物館，參觀博物館是成人人生階段的一種插曲式經驗。 

七、參觀博物館是許多成人生涯中的重要事件 

對台灣成人而言並非每一個人均有機會參觀博物館，或在博物館學習，尤

其對弱勢族群如原住民而言，參觀博物館似乎是一種奢侈的事情，因此一旦有機

會參觀博物館，則視為人生階段的重要事件，特別重視此種經驗，而且帶有朝聖

的心理。在台灣，存有相當大的博物館學習落差。 

八、參觀博物館兼具休閒與學習的經驗 

參觀博物館之成人以休閒為訴求者居多，學習亦逐漸成為參觀博物館的重

要原因。大部分觀眾認為休閒與學習是不相衝突的，而且是可以同時存在的經

驗。博物館不僅提供有趣、愉悅的經驗吸引觀眾，也使觀眾獲得智識的成長與自

我充實。博物館成結合教育與娛樂(edutainment)的場所。 

九、物件是博物館學習的公共財 

雖然博物館關注的重點逐漸由物件轉向人的身上，但是物件仍是博物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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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的元素，人們透過物件得以學習。博物館的物件蒐藏須以面對公眾為基

礎，是學習的公共財。無論稱為「標本」、「遺留」或「文物」，由遺址出土的文

化遺留，均屬於全體國民所有，均應公開面對公眾。以研究或教學為名而未予公

開，只提供少數人之用，扭曲了研究與蒐藏的意義，更忽視了公眾的需要。 

十、先備知識與經驗是成人在博物館學習的基石 

先備知識與經驗對成人在博物館學習，具有多樣而深遠的影響，是博物館

成人學習的基石。台灣成人對人類學與考古學方面的先備知識普遍不足，不利於

渠等在史前館的學習活動。博物館一方面承認先備知識存在於學習之中，是學習

過程的重要元素，一方面又認為成人知識不足，而產生矛盾現象。博物館人員應

尋找促成功學習的先備知識，而非取代學習者對自己的了解。博物館不忽視先備

知識的重要性，也不能過份強調先備知識與經驗，而影響成人學習的視野。 

十一、博物館展示與學習活動應與成人生經驗聯結 

史前館部分展示與學習活動未能與成人生活經驗產聯結作用，致使成人對

學習活動感覺索然無味。反之，當成人認為博物館活動與其生活息息相關，則對

學習活動產生共鳴，而增強學習。博物館之展示與學習活動應儘量與成人之現實

生活產生聯結。 

十二、意義建構是博物館成人學習的核心 

博物館學習是一個整體而連續的過程，以意義建構為核心，成人有能力並

且能主動詮釋博物館之展示，並建構自己的意義。成人所建構的意義依個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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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受先備知識、文化能力、以及歷史與社會情境等影響，而有所差異。成人在

博物館所建構的意義是暫時的、非靜態的、並且是不完整的。博物館應給予觀眾

有多重機會建構意義，邀請觀眾進行詮釋，甚至參與規劃博物館的展示與教育活

動。 

十三、一次的博物館參觀難以使成人的觀點轉換，時間向度

是博物館學習仍無法解決的議題 

一次的博物館參觀難以使成人建立新的觀點，更遑論徹底觀點轉換。博物

館是一種自由選擇的學習環境，成人學習者受參觀時間、個人注意力與參觀經驗

等的影響，在建立新的觀點上受到限制。博物館不必奢求觀眾經歷一次的參觀即

能產生觀點轉換的效果，而應鼓勵第二次及更多次的參觀與使用，或者將博物館

經驗視為成人生命中的觸發事件。時間是博物館轉換學習尚無法解決的議題。 

十四、建構主義博物館之發展尚未臻完善 

建構主義博物館是新的博物館典範，博物館不再是一個單向傳遞知識的機

構，而是以觀眾或學習者為中心，真誠與觀眾溝通，重視博物館與觀眾間磋商關

係的新取向，讓觀眾產生自我建構意義的場所。建構主義博物館鼓勵互動式展示

與教育活動，並鼓勵觀眾發問、討論、遊戲，讓觀眾自己建構意義，又不背離傳

統的物件學習。另外建構主義博物館開放機會，讓觀眾與博物館共同詮釋與建構

意義，亦即允許觀眾有機會參與規劃博物館之展示及學習活動。目前為止，建構

主義博物館尚未完全發展成最佳的操作模式，亦尚未發展出完整之建構主義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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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判準。 

十五、建構主義模式之博物館成人學習是一個二向度三階段

的連續過程 

建構主義模式之博物館成人學習，分為兩個向度，一是博物館向度，一是成

人學習者向度。博物館向度方面，包括建築、環境、媒體、展示主題、展品、解

說導覽、研討等；在成人學習者向度方面，包括成人的學習動機、學習準備度、

學習態度、學習經驗、學習者的感官、學習的能力、學習成長、反省與解放等。

成人的學習則分為聯結、參與體驗、解放成長三個階段。學習者因個別差異，每

個人所能達成的階段各有不同，並非所有人均能達到反省、解放的階段。 

十六、促進博物館學習是全體館員共同合作的事項 

博物館學習是一件複雜的過程，觀眾透過物件、展示、環境、討論來學習。

而博物館是一個複雜的、獨特的社群，由許多次級社群組成，包括館長、典藏研

究人員、設計人員、教育人員、導覽人員等，每一社群各有其訴求。各個不同的

次級社群之間，雖時有爭論，卻又環繞於博物館所持有的資源，共同分享彼的功

能，以及博物館本身的環境。要促進觀眾學習，使博物館順暢運作，各次社群必

須能相互了解，至少必須相互欣賞彼此的重心與功能。各個次級社群以觀眾為中

中心，從不同觀點角度，共同合作，關注於觀眾，吸引觀眾至博物館參觀，進而

促進博物館學習。 

十七、博物館與成人教育機構是發展成人學習的教育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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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觀眾已逐漸成為博物館主流觀眾，博物館除透過展覽提供學習機外，

尚可辦理成人學習的教育服務，此等方案之發展，須賴成人教育機構與博物館共

同合作。博物館與成人教育機構在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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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使得博物館與成人教育在合作方

面，具有可能性。兩者合作型態有供應－消費型態、附屬關係型態、博物館結合

成人教育型態、夥伴關係型態，其合作事項包括：教育活動的合作計畫、人員的

在職訓練計畫、共同拓展觀眾與學習者來源。合作目的係為提供成人學習更佳的

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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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研究發現與結論，分別對史前館及政府部門提出建議，以供推動博物

館成人學習之參考。 

一、 對博物館的建議 

(一)、促進成人學習方面 

１．提供機會使觀眾能將博物館經驗與其日常生活聯結 

史前館是一個考古學與人類學的博物館，一般人對展示主題較為陌生，必

須透過多種方法，使觀眾能將日常生活經驗與展示主題相聯結。例如展示設計方

面，儘量呈現代生活與史前人類生活之互相對照，物件之安排亦可兩者並列。導

覽手冊方面，除介紹博物館設施外，宜儘可能說明展示主題與現代生活的關聯

性。解說方面，則宜鼓勵觀眾想像人們在遠古時代生活的景像。 

２．允許成人學習者使用自己的學習偏好型態與學習策略 

每個成人的學習偏好各有不同，有些人喜歡觀看，有些人喜歡聽講，有些

人喜歡動手做。博物館人員宜鼓勵成人觀眾選擇自己的學習方法，尤其解說人員

在導覽前宜清楚地告訴成人觀眾，館內有那些設施與學習方式可供使用。 

３．提供多重的學習出入點，以供成人觀眾自由選擇。 

史前館的動線規劃採強制動線，從自然史到史前史，再到南島民族文化，

已稍為限制觀眾的自由選擇。其解決之道，在觀眾參觀前，由解說人員或透過導

覽影片、摺頁等，清楚告訴觀眾學習出入點，使觀眾自己自由選擇，以符合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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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學習需要。由解說人員一路帶到底的解說服務，宜儘量避免，而可改為定點

解說，較符個別需要。 

４．增強成人的先備知識與經驗，並適時協助觀眾重塑其了解、態度

與行為 

善用成人的先備知識與經驗，可以增強成人的自尊、自我意識與自我價值，

進而促進成人觀眾的博物館學習。例如成人對原住民的服飾、建築、工藝、舞蹈、

祭祀儀式等方面的先備知識與了解，博物館宜善加引導與鼓勵，適時予以增強，

對於南島民族文化的認識態度，可以產生進一步的改變。 

５．鼓勵成人主動參與博物館經驗 

博物館所提供之展示與學習活動，必須符合成人的興趣與需要，並鼓勵成

人主動參與學習。在展示教育方面多運用互動式與參與式的方式，鼓勵觀眾的好

奇心與興趣，使其注意力集中，而產生智慧與情感方面的促進作用。再者，鼓勵

成人學習者「使用」博物館，而不只是「參觀」博物館。 

６．提供成人與他人討論、分享經驗與互動的機會與設施 

博物館宜規劃適當的空間，供成人學習者互相討論與分享經驗，例如史前

館的公共論壇地點，宜重新加以檢討評估，倘若其主要目的是讓觀眾休息、舒緩

或沈澱思考之用，則須另闢小間以供討論、研習等活動，亦可激盪成人學習者的

經驗分享。 

７．鼓勵觀眾建構意義、批判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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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展示設計、導覽手冊、解說教育，均應避免使用百科全書式的單向知

識傳輸，而應儘量提供成人學習者思考、反省的機會。例如史前館的史前史展示，

除提供必要知識外，宜儘量提供「為什麼？」、「如何？」等問題。 

８．提供休閒愉悅的經驗 

博物館是一個兼具休閒與學習的場所，博物館不能一味地以教育機構自

居，忽視觀眾的休閒心理。環境設施方面，宜儘量提供愉快的、舒適的經驗；在

解說教育方面，宜避免趕鴨子式的導覽，而應儘量採用幽默輕鬆的對談；在出版

品方面，亦宜儘量採輕鬆有趣的安排設計。要之，使觀眾產生愉悅感，能進一步

做第二次或更多次的使用博物館，而促進後續之學習。 

９．延伸成人學習經驗 

博物館應提供成人觀眾具體的學習經驗，並將此經驗延伸至博物館之外，

而非僅限於博物館建築之內。例如將博物館展示有關的議題與訊息，製成雜誌、

書籍、錄影帶或紀念品等，供成人選購，或將該等訊息或議題列成一個清單，放

在合適的場所供人取閱，或張貼在相關的網站上供人瀏灠，以使觀眾在離開博物

館後，仍能繼續學習。 

(二)、經營策略方面 

１．加強行銷，以激發人們參觀博物館的動機 

觀眾是博物館存在的主要理由，沒有觀眾，則博物館只是文物的儲藏所，

不必奢談促進觀眾學習。因此必須加強博物館行銷，使人們對博物館產生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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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激發參觀意願。史前館開館二年以來，仍有許多人不知道該館的存在，有必要

透過報紙、電視、廣播、雜誌或其他方式，加強大眾對史前館的印象，一旦有機

會則願意進館參觀。另外行銷需有賣點，史前館吸引遊客的焦點應是卑南文化，

但現在旅行團將水舞視為景點，史前館宜善加利用此一賣點加強行銷，並設法將

卑南文化與水舞產生聯結，適時導引觀眾進館參館史前文化展覽，並進行學習活

動。另外加強博物館的服務品質、社會互動等亦能促進博物館行銷。 

２．博物館與休閒產業結合 

博物館兼具休閒與教育功能，尤以最近休閒學習觀念開始盛行，博物館宜

順應此一趨勢，適時調整經營策略，與休閒產業合作。史前館地處自然景觀、觀

光資源豐富的台東，宜擬定休閒學習的幾條路線，供遊客自由選擇，而將博物館

列為必經機構。 

３．進行策略聯盟 

博物館為開拓觀眾來源，宜與其他機構進行策略聯盟，包括同業聯盟與異

業聯盟。例如史前館可與海洋生物博物館、科學工藝博物館成立同業策略聯盟，

規劃類似博物館之旅、博物館之友的活動方案。亦可與台東社會教育館、南島社

區大學、台東師範學院原住民研究中心等，進行異業策略聯盟。另外卑南文化公

園與史前館本館之間的關係，雖屬同一機構，在經營上亦可視為夥伴關係，採取

既競爭又合作的策略。推動博物館與成人教育機構成為教育夥伴，有幾項原則可

以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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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守法規原則 

任何合作計畫均須在法規許可之下進行，成人教育機構與博物館受相關的

法規規範。例如前述「國立社會教育機構推展終身教育辦法」，規定博物館可與

大學合作開設學分班，但其師資員額必須具有三分之一來自於合作的大學校院專

任教師。又如博物館辦理文物出借、複製或巡迴展覽，應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

的規定。博物館與成人教育機構雙方進行合作前，宜對合作事項有無踰越法規做

一檢視。 

（2）、權責分明原則： 

博物館與成人教育機構進行合作前，須先就權利義務進行磋商，包括人員、

經費、場地、設備、時間等，均須非常清楚，為避免日後產生糾紛，應訂定合約

以載明之。 

（3）、平等互惠原則 

合作計畫的發起，有時來自博物館，有時來自成人教育機構，無論如何，

在選擇合作對象時，雙方應以平等互惠的原則，提供本身充裕的專業資源或知

能。尤其應摒除博物館是供應者，成人教育機構是接受者的單向服務觀念。 

（4）、相互尊重原則 

教育夥伴關係的博物館與成人教育機構雙方，更有不同的專業背景，其規

模大小，層級高低亦各有不同，在進行合作時不應因其規模或層級因素而有差別

待遇。例如史前博物館與南島社區大學合作辦理研習活動，即須尊重地方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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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權。 

（5）、資源共享原則 

博物館與成人教育機構的合作，須尋找出聚合的焦點，就此焦點事項提出

可以共享的資源，為避免資源重疊浪費，雙方可以成立一個協調委員會，以做為

資源整合的機制。 

（6）、共同參與原則 

雖然一個合作計畫的策畫，常會出現主導與配合的關係，但進行方案規劃

的過程中，雙方均須共同參與，以增進歸屬感，確保合作的成功。 

（7）、溝通共識原則 

博物館與成人教育機構進行有效的溝通，彼此隨時聯繫，較不會有主客之

分，也較能取得共識，捐棄成見，共同努力。由於成人教育機構數目眾多，博物

館分別與合作機構聯繫，常疲於奔命。倘能成立一個聯合會的組織，可以使所有

參與合作計畫的博物館與成人教育機構的人員，取得正式的連繫管道，對於促進

雙方合作相當有成效，但由於人數過多且分散各地，較難達到雙向溝通，倘能成

立聯合會的組織，對於取得共識，或有助益。 

 

(三)、博物館運作方面 

１．明定博物館教育政策與任務 

博物館趨勢已由物的取向移轉到人的取向，促進學習成為博物館的核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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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博物館宜於其於組織規程內，明訂教育為重要的任務，擬訂完整的教育計畫

及實施方案，並將成人學習列為其中的實施要項。 

２．適時調整組織結構 

過去博物館常以學科作為組織分工的依據，為因應博物館發展趨勢，新近

成立之國立博物館均以職能分工居多，大抵分為展示教育、研究典藏、解說服務

等分組。解說教育是居於博物館面對觀眾的第一線，其地位日益重要。史前館的

解說教育人員地位偏低，宜適時調整結構，以應服務觀眾之需求。 

３．發展博物館成為學習型組織 

博物館是許多次社群組成的複雜機構，包括館長、研究典藏人員、教育人

員、解說人員、展示設計人員等。為促進博物館順暢運作，提升組織效能，博物

館之各部門人員宜以觀眾為本位，建立共同願景，改變心智模式，進行團隊學習，

共同合作，而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如有可能，邀請觀眾成為合作館員，共同參

與，更能發展符合觀眾學習需要的機構。 

二、對政府的建議 

（一） 訂定博物館法及博物館教育政策 

我國目前博物館之設立、管理、經營，係以社會教育法之子法「社會教育

機構設立及獎勵辦法」為其法源，一方面由於法律位階過低，一方面博物館是一

種複雜的機構。因此，宜單獨立法，予以規範，並將教育任務明定於博物館法之

內。再者，各級政府宜訂定具體明確的博物館教育政策，以為實施博物館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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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繩，並將博物館明定為終身學習機構。 

（二） 成立博物館事業發展委員會  

我國現行博物館之管理分屬於教育部與文建會，行政院為求事權統一，在政府組

織再造方案中，擬議將博物館納於同一機關管理。惟因涉及修法，恐曠日廢時，

因此宜成立跨部會之博物館事業發展委員會，提供博物館發展之諮詢及擬議政策

方向，以符社會脈動及國際趨勢。 

（三） 審慎評估博物館核心業務之委外經營 

行政院為進行政府組織再造，檢討各機關的組織功能，從去任務化、地方

化、法人化及委外辦理等四個方向進行，其中對博物館則朝向委外辦理方式。值

得注意的是教育是博物館的核心業務，倘貿然將教育業務委外經營，則教育成為

商品的風險大增，博物館的非營利機構性質亦恐成為委外經營的犠牲品，政府宜

考慮博物館教育的特殊性，審慎評估博物館核心業務委外辦理之可行性。 

（四） 注意博物館學習落差 

參觀博物館被弱勢族群視為人生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可見仍有許多人尚未

有參觀博物館的經驗，惟政府部門尚未有此方面的正式統計資料。政府宜就國人

參觀博物館的經驗，進行調查，並充分提供弱勢族群利用博物館資源的機會與管

道，縮短博物館學習落差，以符社會公平正義。 

（五） 確實執行文化資產保存法 

出土古物是公眾學習的公共財，更是國家的資產。六十九年至七十七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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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大考隊進行搶救的卑南文化史前文物，計二萬六千餘件，台灣大學仍以研究

尚未完成及教學目的為理由，放置於該校人類考古學系，而未公諸於公眾。教育

部經過幾次協調，要求台大儘速將卑南文化史前文物移轉史前館，卻未有具體成

果。教育部作為古物指定主管機關宜再速協調，如協調不成，宜訴諸法律行動，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解決，以免因學者一人之見，一人之私，影響博物館之運作與

公眾之學習。 

（六）培養國人博物館素養與人文素養 

先備知識與經驗影響成人學習，台灣成人普遍缺乏考古學及人類學的知識

與素養，係因教育制度所致。同時，博物館在台灣發展亦不過幾十年，台灣成人

於兒童時期很少有博物館經驗，均影響其博物館之學習。政府宜重視此一問題，

除透過社會教育途徑外，經由教育制度從兒童時開始培養國人的博物館素養人文

素養，不失為重要的解決之道。 

（七）加強博物館人員的在職進修與養成教育 

博物館人員素質之提升，有助於博物館學習之提供。當前博物館的理念己

從「以物為主」移轉到「以人為主」，博物館人員的專業訓練與專業意識均需隨

著調整與提升，方能提供觀眾最佳的服務，此均有賴加強博物館人員的在職進

修，以及養成教育。另外，成人已是博物館觀眾的主流，因此養成教育與在職進

修的課程規劃上，宜將成人心理與成人教學列為博物館人員必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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