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過去跟博物館相關的研究很多，但是多以博物館本身的展品放置、

路線規劃或導覽服務設施規劃居多，對於運用導覽的策略對於學生參觀

博物館的教育成效，教材與博物館教學資源是否能相互配合以及學習的

環境是否合宜，均無太多的著墨。本研究旨在發展一個「整合式學習環

境下博物館行動學習系統」且搭配適合的教學策略及學校相關課程之 

安排，建構一個以台灣歷史文化為主題的博物館學習系統，期望能透過

本研究之分析、設計與實驗教學，讓學校教育結合參觀博物館的活動以

及後續的延伸學習能夠更加多元，且能提供教師有關博物館學習的方式

以及教學活動規劃之建議。 

本章節將敘述「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

究步驟」、「研究範圍與限制」和「重要名詞釋義」等。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過去博物館的主要功能著重在蒐集與典藏，用櫥窗陳列的方式作

靜態的展示，通常是屬於社會的菁英或研究人員進行研究的場所

（Hein，1998）。但是在現今的二十一世紀，由於社會的演進以及對於

教育的重視，現代的博物館演化為休閒、資訊傳遞以及教育等多元化的

功能。有別於在學校環境中的認知取向，博物館提供了一個非正式的學

習環境，能讓學生將學校的課程與實物、模型與標本等，做相互的印證，

學生能由此加強學習效果（靳知勤，1998）。期望透過與展品和同儕間

的互動，達到舊經驗與新知識的先後連結，進而產生自我的建構。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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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館的參觀方式也由早期的導覽手冊、人員解說、語音裝置、演進到現

今的行動裝置（吳麗玲，2000），而導覽媒體也由靜態轉變為動態多媒

體的方式來呈現，但此種採用行動裝置來進行導覽的方式，目前較屬於

個人的參觀輔助工具，對於融入教育的理念或策略，尚處在發展的階段。 

本研究設計一個博物館的整合式學習環境，讓學生在參觀博物館前

能利用教學平台獲得先備知識，配合以參觀博物館為主軸的行動學習活

動，透過平板電腦及導覽策略的引導，吸收博物館豐富的資源，讓學生

在學校所習得的知識能夠與真實的環境連結，並在參觀活動結束後，可

以利用系統記錄所拍攝的個人學習照片與學習歷程，讓參觀的過程得以

保存。根據上述其研究動機分述如下： 

 

一、整合式的學習環境讓博物館參觀經驗得以延續 

Falk 與 Dierking（1992）主張博物館學習是一種複雜的互動學習經

驗，在學習上不僅需要先前的經驗加上後續的加強活動，更結合了多種

脈絡，成為影響持續的學習，且在博物館學習中除認知的成長外有其他

意義的學習發生，如：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概念學習(concept 

learning)與美感學習(aesthetic learning)等。而 Tamir（1990）認為在學校

的參觀後，若能配合實施後續的活動，對於學生的學習將有明顯的幫

助，而這一部份的工作卻是教師常常忽略的（靳知勤，1997）。以往教

師多以「心得寫作」作為參觀後的後續活動，但是這樣的學習成果相當

有限。應該以更為多元的方式進行參觀的後續活動如左曼熹（1998）建

議成果報告可以包括活動單、教學演示的心得報告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事

物、照片等，藉此培養學生整理資料的能力與完成報告的滿足感；也可

以進行全班的問題討論、活動回顧、成果發表等，使參觀經驗能有更為

長久的影響，使博物館興奮的經驗延伸到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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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索式學習能讓博物館的展示更富有教育意義 

探究學習是一種以學生的知識探索活動為主的教學策略，乃指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藉由提出問題以及提供與教學主題相關的資料，讓學生

主動進行假設、探索、驗證、歸納、解釋及討論活動。所以博物館的教

育方式應著重在提供一個能讓學習者實際參與的活動或真實情境，以利

學習者進行知識或技能的學習。教學主軸必須強調學習者「參與實務環

境」的過程（蔡秉宸、靳知勤，2004）。例如：國立故宮博物院建置個

人行動數位導覽，運用行動裝置將數位科技整合於藝術展場中使用，結

合影像，文字，聲音等多重互動機能。帶領民眾從不同的角度來欣賞故

宮的文化瑰寶。讓參觀民眾可以體驗影音同步的精彩解說，此即是運用

科技的幫助，呈現展示品背後的歷史故事背景讓參觀者融入當時社會文

化的情境之中，達到探索學習的效果。此外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也推出

科博館導覽參觀的服務，館內整合無線通訊、環境感知、數位學習及數

位典藏等資訊技術及數位學習加值內容的個人導覽學習服務新設施，運

用 PDA 以及 Wi-Fi Phone，提供給觀眾使用。故基於上述的概念，將台

灣歷史文化相關教材結合在博物館導覽之中，藉由行動學習環境的便利

性與資訊再利用的特性，讓學習者在參觀的過程之中，除了博物館本身

的環境之外，更能夠透過系統營造的情境進行學習，透過問答的方式讓

學習者在參觀的過程能夠加深印象且自我建構相關的歷史文化概念，增

進學習的效果與樂趣。 

 

三、行動學習提供高互動環境 

隨著寬頻網路技術的成熟，使得教育實施的場域由定時定點的課

室，延伸到不限時空的網路末端。隨著教育傳媒的行動性、隨身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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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化發展，未來教室的學習形式也將產生巨大的變革，行動學習將成

為新的學習環境（高台茜，2002）。而從 2002 年 2 月教育部宣佈開始推

動，全省目前共有二十餘所學校參與行動學習輔具的教學實驗。且教育

部九年一貫新課程之精神，即包含各學習領域應使用電腦為輔助學習之

工具，以擴展各領域的學習並提升學生研究的能力。而運用資訊科技架

構的無線網路學習環境，結合教學方面的策略，使得學習可以融入於每

天的行動生活與日常的真實情境當中，學習者可以在實作環境中與專家

和同儕對話或與教材互動取得知識，無線網路應用提供的高互動環境更

可以充分支援博物館參觀學習的教材內容，因此以這種環境為基礎的學

習可讓學習者充分的享受科技為學習所帶來的優勢。 

 

四、台灣歷史文化教育是培養未來公民的基礎教育 

隨著時代的演進與九年一貫新課程的實施，教育部對於課程內容的

編排近年來已加強鄉土教育，增設中小學鄉土教育課程，也鼓勵各縣市

編寫屬於自己家鄉的鄉土教材，使學生更加瞭解本土文化。其中更強調

了各校應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該課程根據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

長期望、學生需求而生，並且結合教師和社區資源；而博物館所收藏、

保存、研究、展示、教育、溝通的資產和資源，是人類共同的遺產。應

該為全民所享受，博物館是座開放的學校（漢寶德，1987）因此近年來

博物館與學校結合，進行教學上的互補，便成為重要的教學資源。而南

投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與人文風情，如能運用國史館台灣文獻館的

豐富文物典藏，配合學校課程之規劃與無線導覽環境的輔助，讓學生能

在探索學習活動之中，更了解台灣本土文化，並且學會運用科技所帶來

的優勢。除此之外，資訊科技的記錄功能能將參觀時的情形加以記錄，

以便日後作為學習者自我的心得記錄以及教師教學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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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論述的優點，研究者建立一個整合式的學習環境，在學校

能先獲得參觀前的先備知識；博物館中使用行動學習系統進行參觀，結

合網路化合作學習的教學策略，並且可以在課後使用學習平台，進行延

伸的學習。此整合式學習環境下博物館行動學習模式之整體架構如圖

1-1 所示，並以南投縣某國中於研究對象進行實驗教學，最後根據使用

結果分析學習者的學習成效、參觀行為與使用此導覽模式的滿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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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整合式學習環境下博物館行動學習模式 

 

在整合式學習環境下博物館行動學習模式之中，學校、博物館與家

庭三個不同的場域透過資訊相互的連結，學生的學習過程，不只是單獨

存在的一個層面，而是發揮數位學習的特性，學習者可以隨時取得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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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讓學習記錄得以保存並可同步化，同時數位學習也可成為學校

的課堂教育的輔助工具，運用資訊科技的技術讓學校、博物館與家庭成

為一個相輔相成的整合式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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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結合上述之動機，本研究旨在建構一個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與模

式，並參照九年一貫的社會領域能力指標製作教材，引導學習者進行博

物館學習，並以南投縣的國史館台灣文獻館為例，希望透過互動導覽的

方式連結九年一貫的社會領域以及國史館台灣文獻館的展場內容，並以

準實驗研究法作實證研究，分析並檢討本研究之教學成效。 

根據分析的結果，提出結論及建議供中等學校教師在利用歷史與文

化博物館進行統整課程設計與實施的參考。根據以上所述，茲將研究目

的分述如下： 

一、提出整合式學習環境下的博物館行動學習模式，此模式結合九年一

貫社會領域與博物館學習的教學活動。 

 

二、根據研究目的一的結果，建置博物館學習環境中的行動學習系統。 

 

三、評估整合式學習環境下中實施博物館行動學習的成效。 

  （一）探討學習者在博物館參觀前，使用博物館教學平台對於展示內

容相關概念的學習成效。 

（二）探討學習者在博物館參觀時，使用博物館行動學習系統對於展

示內容相關概念的學習成效。 

（三）探討學習者在博物館參觀後，使用博物館教學平台對於展示內

容相關概念的學習成效。 

  （四）探討學習者使用博物館行動學習系統對於參觀行為的影響。 

（五）探討學習者在整合式學習環境下，對此種學習模式的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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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對於「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下之行動學習系統，有三項

研究假設： 

 

假設一：使用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輔助學生學習對於學生之博物館

展示內容理解上沒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使用博物館行動學習系統輔助學生參觀博物館，對於學生的

參觀行為沒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使用博物館行動學習系統輔助學生參觀博物館，對於學生的

滿意程度沒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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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步驟分為前置計畫階段、分析發展階段、實驗階段、完成

階段共四步驟，每個步驟皆有其功能性及子項目，茲將各階段說明如下： 

 

一、前置計畫階段 

研究者從以往的參觀經驗中，發覺博物館中需要適當的引導方式及

工具才能讓學生在參觀的過程之中有所收穫，因而產生了研究的動機，

進而收集相關的文獻，並依此產生研究問題。 

 

二、分析發展階段 

基於研究目的與系統建置的方法，進行各項功能及需求的分析，再

依照分析的結果進行建置與評估的步驟。 

 

三、實驗階段. 

以南投縣某國中的兩個國一班級為對象，以不影響學校課程進度的

前提之下，借用該班之社會課程進行實驗研究。 

 

四、完成階段 

本研究的資料來源有展示內容理解測驗、參觀行為記錄表、參觀滿

意度問卷共計四項，研究者依據此四項資料進行分析，並提出結論與建

議。整個研究步驟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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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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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基於人力、技術與物力等相關要素考量，茲將研究範圍與限

制分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本研究以國史館台灣文獻館內典藏文物為學習內容。 

 

（二）本研究之實驗對象為南投縣立某國中一年級二個班之學生，人

數 79 人。 

 

二、研究限制 

（一）礙於實驗對象學校的課程規劃，本研究僅利用進行為期三週的

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實驗。此外，進行實驗的電腦設備亦有不足，

學習者在進行博物館行動學習時，常有電腦使用上的問題。本研究

亦無法排除「霍桑效應」，亦即學習者知道自己在進行實驗、而實驗

成績將作為評量依據所帶來的影響。 

 

（二）本研究設計只讓每位學生參觀一次國史館台灣文獻館，如果學

生進行多次參觀、對館內資源有相當的熟悉程度之後，或許所得結

果並不相同。因此本研究結果不宜過度推論至進行多次參觀的教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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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一、博物館教育（museum education） 

博物館使用廣泛的形式、內容、媒介，以傳達知識與理念。這種學

習比較具體，它不注重知識的累積，而重視思考的技巧，重視概念發展

與問題的解決。博物館教育方法強調問題，而不是回答，強調探索而不

是記憶（施明發，2000）。 

 

二、探索式學習（inquiry based learning） 

探究學習是一種以學生的知識探索活動為主的教學策略，乃指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藉由提出問題以及提供與教學主題相關的資料，讓學生

主動進行假設、探索、驗證、歸納、解釋及討論活動，教師是站在引導

的立場，指引學生主動學習（Looi, 1998）。 

 

三、行動學習 （mobile learning） 

行動學習是行動裝置與 e-Learning 的切合點，它能為學習者帶來 

一種隨時隨地學習的體驗。行動學習的定義是學習者可在任何地點， 

任何時間，透過裝載資料內容的數位學習輔具進行學習活動。數位學 

習輔具可以是 Tablet PC、Pocket PC、PDA 或是任何可以裝載數位資 

訊內容的輔具或裝置（devices），而其中重要的學習環境、互動學習 

模式及學習內容都是經過教師或學者專家為了配合學習者需求所精 

心設計而成的（江明涓、劉晃溢，2004）。 

 

四、博物館行動學習系統 

本研究所探討的行動導覽學習系統定義為：學習者可藉 Tablet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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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寫功能運用系統內建之導覽模式，將導覽的過程提供教材瀏覽以及

採用手寫問答的方式儲存並可記錄學習歷程，導覽過程中的資訊可由系

統儲存供未來學習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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