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博物館定義、發展與教育功能 

 

一、博物館的定義與演進 

博物館由出現至今已有兩千多年的歷史。博物館（Museum）一辭

源自於希臘字 Mouseiom，其原來意思是拜希臘神話中掌管詩歌、音樂、

歷史、舞蹈、天文等九位繆斯女神的殿堂。因此博物館一辭的原始意義

表示「一座致力於學習與藝術的建築」（張譽騰，1994）。我國在「博物

館法」草案中第三條條文，將博物館定義為：「從事歷史、民俗、美術、

工藝、自然科學等原物、標本、模型、文件與資料之蒐集、保存、研究、

展示，以提供民眾學術研究、教育、休閒之固定永久而非營利之教育文

化機構。」（秦裕傑，1996）。 

漢寶德先生的定義博物館是指一個「專為服務社會和促進社會發展

而設置的非營利性永久機構，藉此來提供社會一個研究、教育和娛樂的

場所，並從事蒐集、保藏、研究、傳播及展覽有關人類及生活空間中的

各種事物」(林正弘、張沛華，1995)。 

而博物館演變至今，Hein（1992）按照展示內容的差異，大致上將

博物館分為下列五類： 

（一）藝術博物館（art museums） 

（二）科學博物館（science museums）：包括歷史性（historical）、工

業技術（industry and technology）、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動物園

及植物園（zoo and botanical gardens）與科學中心（science centers） 

（三）人類學博物館（anthropology museums） 

（四）歷史博物館（history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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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混合型有特殊主題的博物館（miscellaneous special interest 

museums） 

博物館是社會的產物，其功能也會隨著社會變遷有所調整，從博物

館定義中可發現，博物館原為蒐集、保存、研究及展示文物而設，故傳

統的博物館功能不外有四種：（一）研究（Research）（二）蒐集（In 

closure）（三）保存（Conservation）（四）展示（Exhibition），合稱為

RICE（林勝義，1997），通常是屬於社會菁英參觀或是研究人員進行研

究的場所。由於今日對於教育的重視，再加上六○年代美國博物館開始

審視「博物館應為促進社會變遷的工具」的想法（林振春，1997），且

國中小九年一貫課程，強調課程統整的概念，教育成為博物館的重要功

能之一。要如何活用博物館的典藏文物在學習活動上，正是目前極需努

力的方向。 
 

二、博物館的教育功能 

早期博物館為貴族及有錢階級所創，具有濃厚的精英色彩，故重視

收藏和研究；而現代的博物館，標榜為大眾所有，故重視其展示和教育

的功能(吳鴻慶，2003)。Ito (1991)將博物館的社會角色經歷過幾次的演

變歸納為：從早期為蒐藏的角色；到只開放陳列品，但無特殊的教育活

動；最後漸漸發展對大眾的教育活動:近代更強調民眾的參與及對博物

館的持續學習利用，且博物館對參與者學習目標的達成，有較強烈的要

求，因此現代博物館被認同是一個學習的場所。Drake (1992)博物館內

的蒐藏品、展示品或是舉辦的相關活動，都能吸引不同年齡、不同志趣

和不同能力的觀眾，博物館成為提供社會大眾與學區教師從事學習的機

會，也是戶外教育在社區教育資源的一部份 (引自靳知勤，1998；周儒

和呂建政譯，1999)，且戶外教學能引發學生對週遭環境產生好奇心，

進而引發學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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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館與學校教育之關係 

博物館與學校兩者有一共同目標，就是提供學習環境的機會(漢寶

德，1999)，博物館學習屬於非制式的學習，學校的教育為教育體制下

的教育，學校教育如能結合博物館的資源，讓非制式的教育彌補體制內

教育的缺漏之處，使學校教育能夠逐漸擺脫書本式的學習方式。 

表 2-1 制式教育與非制式教育比較(採用學校教育和博物館教育為例) 

 

學校（制式學習) 博物館(非制式學習) 

年齡、知識大致相同的學生 學習對象 

學習環境 不能隨意進出 可自由選擇展示區 

學習者意願 志願性的 
自行選擇所需的經驗 

義務的 
在整個學習過程通常具

有強迫學習性質 

學習內容 結構性安排(按進度計畫實施) 

學習刺激 主要以教科書及教師講述為主 提供多元的視覺、聽

覺、視覺的展示 

互動關係呈現結構化現象 比學校有較多的社會因素

學習者導向 
離開學校環境 

教師導向 
以教室與學校為基礎的 

學習方式 

有正式評量、有學歷證明的 
學習成果較封閉 

無正式評量、無學歷證明的

學習成果較開放 
學習目標 

與社會接觸 

結構性安排/非結構性安排 

各年齡層及知識程度的社會 
大眾(包括學生) 

資料來源：出自黃俞菁（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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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物館導覽的發展與應用 

（一）博物館導覽之意涵 

導覽具有延伸觀眾對展品的認知和擴展知識領域的功能，導覽制

度是緣起於，西元 1907 年，美國波士頓美術館在格爾曼（Benjanin 

I. Gilman）的倡導下率先啟用導覽人員（docent），隨後大都會美術

館（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及大英博物館（the British 

Museum）皆相繼跟進（余慧玉，1999）。 

「導覽」從字義上而言：「引導觀覽，是藉由一種有意的安排，

來施行引導活動，經由導覽人員來進行，以達到某種教育計劃性的

目的。」其中含有博物館教導（instruction）與激勵（inspiration）之

功能。導覽制式博物館服務大眾之具體措施，是促進博物館推展公

共關係，與達到民主開放的精神依據，並藉由博物館導覽以增進教

育推廣的成效（張振明，1992）。吳麗玲（2000）提出對導覽之定義，

具有以下幾點特性：1、導覽是一種溝通過程；2、導覽是服務觀眾

的方式；3、導覽具有教育性。具體言之，導覽是一種對展示品詮釋

的過程，是一種輔助觀眾參觀的方式；是觀眾與展品之間在欣賞認

知及參與上透過第三者之引導或傳達，產生暸解、獲得更豐富的訊

息，達到博物館之教育目的。 

 

（二）博物館導覽之演進 

在 1959 年美國鳳凰城歷史博物館（Phoenix Museum of History）

使用語音的方式進行導覽，首開了博物館導覽的先例。隨著時代的

演進，目前在博物館的導覽方式轉變為使用導覽手冊或語音導覽服

務，其學習模式較為侷限。近年來運用行動裝置進行博物館參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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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初步的雛型，國立故宮博物院為了因應資訊科技應用於博物館

教育推廣之新興趨勢，結合無線網路、手持電腦等新科技運用於文

物導覽的學習思維也推出了行動數位導覽系統。 

吳麗玲（2000）參照國內各博物館之導覽服務規劃方式，依導覽

類型區分為人員、文字、聲音、多媒體四種類型： 

1、人員型態：由導覽人員進行解說可分為一般性導覽、展覽室講

解、專家或藝術家導覽、諮詢服務、導遊人員導覽。 

（1）一般性導覽 

通常分為固定導覽（scheduled guided tours）及安排導覽

（appointment）兩種方式，前者為固定時段提供服務，後者須事 

先預約請館方安排。 

（2）展覽室講解 

有主題形式或講題由研究人員或資深導覽人員針對特定作品進

行深入瞭解。 

（3）專家或藝術家導覽 

為使觀眾深入瞭解展品，館方邀請專家或藝術家到場說明。 

（4）諮詢服務 

一般入口之詢問、遊客中心之接待櫃檯。 

（5）導遊人員導覽 

帶領團體旅客從起點到終點究其參觀據點加以說明。 

2、文字型態 

（1）展示說明資料板 

以文字將展品的訊息呈現出來，是基本的導覽方式。包括牆面、 

展示櫃上的標籤、展示板說明板等。 

（2）展示簡介/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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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型式呈現，對展覽作簡要說明。一般放置於展覽場入口， 

供觀眾自行取用。部分博物館所編印的自我導覽手冊能輔助傳

統 的參觀方式，以協助觀眾正確的學習模式。 

3、聲音型態：語音導覽以耳機接聽小型錄音機或收音機，結合音

樂欣賞與口語導覽方式，作為更深入且詳細的說明介紹。「語音導

覽手機」可依參觀動線或自行聆聽解說。語音導覽其優點是，可以

彌補無法參於人員導覽之觀眾需求，並達到專業教育功能。錄製內

容較面板說明文字更為深入，視覺可置於展品，以聽到聲音的解

說，視覺不受文字閱讀的干擾及不受固定動線與其他人員影響。 

4、多媒體型態：包括視聽媒體、電腦多媒體與全球資訊網路。 

（1）視聽媒體 

博物館有時會配合展覽定時定點播放展品的創作與展覽主題相

關的錄影帶、影片、碟影等。藉由影片的放映來補充靜態展示

所無法表達的動態過程。通常此類型於大型特展期間施行。  

（2）電腦多媒體導覽 

利用電腦將平面的內容化為生動活潑的影像與語音，以解決導

覽 人員不足，亦可滿足觀眾操作探索的樂趣。  

（3）全球資訊網路 

運用電腦與通訊技術及不受時空的限制，將館內的展示以數位化

影像呈現，提供雙向溝通、立即回饋等功能，並輔助民眾參觀前

的預習資料。 

 

五、博物館導覽的互動方式 

除了導覽的方式之外，導覽本身的設計要素也是相當重要，Bitgood

（1989）則指出導覽涵蓋了三個要素包括概念性引導也稱為主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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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對一機構主題及架構的解說；路徑尋找或是地形與位置的引導；指

示觀覽者在展場中參觀動線，其瀏覽動線設計，需同時考量使用者特性

以及展示內容特性，並且建議整體導覽的設計應符合下列評量標準（劉

純如，2001） 

(一) 吸引力：在高吸引的解說環境下，才能提昇導覽使用率。 

(二) 持續力：使用者將有足夠的時間使用導覽系統，獲取資訊。 

(三) 理解力：使用者可輕易地瞭解所呈現的展示內容。 

Falk 與 Dierking（1992）兩位學者特別強調學習的本質，從參觀者

角度進行研究，提出博物館參觀「互動經驗模式」取決於個人脈絡

（personal context）、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與環境脈絡（environmental 

context），這是對於博物館學習特性與學習意涵的探討，架構出博物館

經驗的抽象概念，而隨著不同的情況下，此三個脈絡所占的比例也不盡

相同，其整體架構如圖 2-1 所示。 

 

環境脈絡 

個人脈絡

 

社會脈絡

互動

經驗 

 
圖 2-1 博物館互動經驗模式 

資料來源：出自 Falk & Dierking（1992） 
 
 

以下茲將此三個脈絡做較詳盡的敘述： 

（一）個人脈絡：包括每位參觀者的興趣、動機及其所關切的事物，

由於這些特質會塑造其所喜愛和欣賞的事物、希望安排的方式及在

任何經驗中尋求自我的實現。 

（二）社會脈絡：由於大多數人參觀博物館活動多為和同伴一同前

往，若是單獨的參觀者也會和其他參觀者或館員有所接觸，因此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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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經驗會因接觸的人而有所不同。 

（三）環境脈絡：由於博物館中的建築、展品和氣氛等，會影響參

觀者的行為舉止、當時參觀及參觀後還記得的內容。 

 

六、博物館導覽學習引導問題規劃 

根據 Fry（1987）、McCoy 和 Grinder（1985）的研究，將博物館導

覽活動的問題分為四種類型，分別是記憶性、聚歛性、擴散性與評判性，

其問題內容與範圍，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博物館導覽活動引導問題類型

 

導引問題類型 目的 實際範例 

記憶性 (memory) 引導使用者發現展示

品的一些具體事實。

聚斂性 (convergent) 引導使用者就個人已

具有的知識或觀察所

得的訊息，選擇出一

個最適當的答案。 

擴散性 (divergent) 

批判性 (judgement) 

引導使用者進行想像 

的思考，鼓勵對展示

品的多元思考，並無

固定答案。 

引導使用者進行評價 

或選擇，以形成個人的

意見、概念或價值，需

要高層次的思考。 

列出… 

有什麼？ 

有多少？ 

哪一個？ 

…的名稱為何？ 

你覺得這件用具在現

代的意義為何？ 

這個器具還有什麼用途？ 

有哪些方法？ 

想想看，… 

為什麼會使用這種材料？ 

如果…然後 

這個展示的用途是什麼？ 

資料來源：出自 Fry（1987）、McCoy & Grinder（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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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Hooper-Greenhill（1994）對於博物館導覽活動的問題的內容提

出了三個思考方向： 

（一）引導使用感官探索實物 

（二）引導討論、分析以及批判 

（三）引導回憶、比較與綜合 

綜合上述的論點，導覽活動最基本的問題型態都是利用感官對物件

進行描述，其次是引導學習者形成概念或是應用概念解決問題，最後則

是引導進行開放性的思考以形成價值判斷或進行批判。所以當問題的層

次愈高時，通常就需要更多的時間來回答，因此一個導覽活動的問題必

須視學習者的程度與時間作適當的調配。此外在設計博物館活動單的時

候，應該盡量包含各種不同層次的問題，以發展學生各種方面的能力。 

 

七、博物館近年之研究 

表 2-3 為近 18 年來以博物館為研究對象之相關論文摘要，以年份

作為排序的依據。 

表 2-3 近年來我國有關博物館觀眾研究之相關文獻 

1 ＊  1988  
   

張譽騰等  中小學學生對國立自然科學博

物館科學中心三、四樓展示之

評鑑研究  

中小學學生觀

眾  

2  1992  
   

劉天課  台北市立美術館八十年度觀眾

調查  

一般觀眾  

3  1992  
   

劉幸真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觀眾意見

調查報告  

一般觀眾  

4  1992  安奎、陳運造 台灣省立博物館「蠶與蜂特展」

之評鑑及建議  

一般觀眾  

5  1993  羅美蘭  美術館觀眾特性與美術鑑賞能

力關係之研究  

一般觀眾  

6 ＊  1993  
   

徐蓉蓉  台北市各國、高中校長與美術

館互動關係問卷調查研究報告 

台北市各國、高

中校長  

7  1994  
   

許博超  博物館觀眾研究之評鑑類型與

原則  

一般觀眾  

8  1994  張曉東  博物館互動式多媒體導覽系統 一般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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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現況與觀眾研究  

9  1996  吳春秀  博物館觀眾研究－以故宮博物

院玉器陳列室為例  

一般觀眾  

10  1998  許瓊心  博物館家庭觀眾參觀行為與親

子互動之研究  

家庭觀眾  

11  2000  陳亞萍  北市表演藝術觀眾之生活型態

與行銷研究  

一般觀眾  

12 
＊  

2000  蔡淑惠  國中生對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生命科學廳展示設施之解說效

果研究  

國中生學生觀

眾  

13  2001  黃于珊  

   

博物館展示環境與參觀行為之

研究  

一般觀眾  

14  2001  劉慶宗  博物館觀眾參觀經驗之研究 

-- 以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為

例  

一般觀眾  

15  2002  陳鈞坤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觀眾參觀

行為之研究  

一般觀眾  

16  2002  陳筱筠  奇美博物館成人觀眾學習類型

之個案研究  

一般觀眾  

17  2002  黃曉芸  博物館展示空間參觀者參觀路

徑與參觀行為之研究－以國立

科學工藝博物館為例  

一般觀眾  

18  2002  蔡喜信  博物館成人觀眾學習參與歷程

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 — 以國

立自然科學博物館為例  

成人觀眾  

19  2003  陳正勳  新竹影像博物館觀眾觀影行為

與生活型態之研究  

一般觀眾  

註：標＊為以學校團體為對象之觀眾研究 

資料來源：出自傅斌暉（2005） 

由以上整理可知，以學校學生、教師、以及教育行政人員為對象之

觀眾研究以及建立博物館觀眾研究與學校之間的資訊交流管道的研究 

較為缺乏，故本研究將以實證研究的方式，探討學生於博物館參觀，以 

及在學校或家中使用學習平台進行博物館學習的學習成效。 

 

八、社會領域結合博物館教育活動 

九年一貫社會領域的基本內涵和範疇與舊制課程最大的差別是強

調學生的統整能力，而非分科的零碎記憶，期許能增進學生對人類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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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了解，進而培養出學生的社會參與能力。社會領域是統整自我、

人與人、人與環境間互動關係產生的知識領域（教育部，1998）。而博

物館互動經驗的三個因子 － 個人脈絡、社會脈絡與環境脈絡與九年一

貫社會領域所欲達成的學習目標有異曲同工之妙。 

運用上述之要點，規劃運用於整合式學習環境下博物館行動學習系

統，融入探索式教學之策略，整個導覽活動設計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到

博物館前就能有所準備；並透過系統的輔助讓學生在導覽學習的過程

中，就能將注意力集中在學習內容的本身，使學習活動能順利的進行；

在參觀完畢之後，後續的教學活動能使用在導覽過程中在個人學習檔案

資訊站所拍攝之照片與留言，進行心得報告之撰寫或口頭分享。葉家睿

（2002）的研究發現，教師普遍認為，做課程延伸學習作業或學習心得

報告，是學生藉助電腦或網路最適切的用途。經過一連串的反覆思考、

回憶、討論及評量的過程，讓這些參觀經驗不易流失而達到延伸學習的

效果。 

 

 － 25 － 
 
 



第二節 行動學習之探討 

 

一、行動學習之定義 

Mobile e-Learning，簡稱為 m-Learning。從字面上可看出，即為

e-Learning 加入行動的元素，學習者可透過行動手持裝置達成學習的目

的。所以 m-Learning 可定義為:「學習者透過任何行動裝置，在任何的

時間、任何的地點，以同步或非同步的方式，透過數位學習輔具自由取

得想要的學習知識與內容」（江明涓、劉晃溢，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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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行動學習的構成要素 

行動學習有三大要素：行動學習裝置、通訊裝置、學習活動模式 

（Chang, et al., 2003）。「行動學習裝置」舉凡 PDA、WebPad、Tablet PC、

notebook、cellphone。在行動學習中的「行動」二字，指的是輕薄短小、

容易攜帶、屬於個人使用並能具備無線通訊功能。「通訊裝置」提供行

動學習裝置可以存取相關的學習素材或與其他學習者溝通。此處的通訊

裝置指的是可以使用 AP（Access Point）、基地台、GPRS 網路或是其

他相關技術來達到通訊的目的。 

「行動學習活動」可以是戶外或室內的個人或團體的學習活動。 

所以行動學習活動可以分類為四種不同的類別：個人室內行動學習、 

個人戶外行動學習、團體室內行動學習、團體戶外行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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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動學習的特性 

行動學習立基於數位學習之上，是數位學習的擴展，它有別於一 

般學習。除具備了數位學習的所有特徵之外，還有它獨一無二的特性，

即學習者不再被限制在電腦桌前，可以自由自在、隨時隨地進行不同目

的、不同方式的學習。學習環境是行動的，教師、研究人員、技術人員

和學生都是行動的，高台茜（2002）認為，行動學習具有下列特性： 

（一）學習需求的迫切性 

（二）知識取得的主動性 

（三）學習場域的機動性 

（四）學習過程的互動性 

（五）教學活動的情境化 

（六）教學內容的整體性 

高互動教室研究計畫總監王緒溢亦表示，根據行動學習在國小的 

使用研究顯示，六成以上的教師將其運用在群體活動上，三成是運用 

在傳統教學上，而小朋友對新科技的應用興趣不會因時間一久而減低，

學習紀錄也都紀錄在電腦上，教師課後檢視很方便。 
 

四、行動學習裝置 

行動學習裝置是構成行動學習的一項重要元素之一，行動學習裝置

與過去一般學習科技最大的不同點在於，其必須具有行動運算的功能，

即需具有無線傳輸的功能，以符合隨意移動不受環境束縛之特性，而為

了具備移動性，其體積與重量多半不大，又由於體積的縮小，大多以手

寫或觸控的方式來作為輸入操控。因此，體積小、重量輕、無線傳輸、

手寫輸入等成為行動學習輔具的重要特點，目前符合這幾項特點的科技

產品主要有個人數位助理（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聯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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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ad）及平版電腦（Tablet PC）等，表 2-4 對上述行動輔具的功

能特色作歸納比較。 

 
表 2-4 行動學習裝置的比較 

設備 PDA WebPad Tablet PC 
螢幕大小 小 中 中 

體積 小 中 大 

重量 輕 中 重 

輸入裝置 觸控筆 觸控筆 手寫版 

無線上網 有 有 有 

儲存設備 可插卡擴充 可插卡擴充 40GB 以上 

運算能力 慢 中 快 

價格 低 中 高 

資料來源：出自吳姈蓉（2005） 
 

五、環境感知能力 

未來的資訊及通訊發展，已朝向一個無所不在（Ubiquitous）的網

路社會邁進，其中環境感知智慧（Ambient Intelligence）為重要的ㄧ環；

在博物館導覽、貨物運送甚至醫療服務等，皆已開始應用，環境感知特

別強調整合與聚合概念，包含了三項重要的創新內涵，分別是微運算

（Micro-computing）、使用者介面設計（User interface design）及無所不

在通訊網路（Ubiquitous communications networks）。整體來說，環境感

知智慧意指民眾未來生活四周將出現各式各樣的智慧型介面，也就是以

各種運算裝置與網路技術整合，達到無所不在的境界（資策會，2005）。

而目前有許多種環境感知媒介，其特性整理如表 2-5 所示。 

 
表 2-5 環境感知媒介的比較 

設備 GPS 802.11b RFID Bluetooth Irda GSM Radio 二維條碼

傳輸距離 遠 中 近 中 近 遠 近 近 

速率 快 快 慢 中 慢 中 慢 快 

定位場所 室外 室內/外 室內 室內 室內 室外 室外 室內/外 

適用裝置 PDA PDA/TPC PDA PDA/TPC PDA Cellphone TPC PDA 
PHONE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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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行動學習在教育上的應用 

在中等教育方面，微軟的「ＰiＬ（Partner in Learning）學習伙伴計

畫」，選定學校融合科技與教育特點激發創意，首波計畫在全球選定美

國費城及台灣的中崙高中進行合作。2005 年 6 月開始試辦的中崙高中

更是全球首座實現夥辦計畫教學設計的「未來學校」。「未來學校」不僅

在各學科中採用資訊教材，結合無線網路，還可以讓教室無限延伸；在

未來學校中，地球科學課用的是「虛擬教室」，學生分組在校園中進行

氣象觀測，仍可透過網路與平板電腦統一接收教師的指令，討論觀測結

果；英文課場地可以是鄰近的京華城，教師運用網路下指令，學生就要

以英語和店員談話闖關；而歷史課不必看課本的平面圖，平板電腦隨時

可以查詢資訊，而國立歷史博物館豐富的文物就是最好的戶外教室。 

國文科運用影片可以帶學生體驗抽象的詩詞情境，英文課也可以透過

MSN 通訊軟體與遠在美國的教師或學生教學互動。除學科課程可以應

用電腦，就連體育課都可望結合軟體設計增進體能（全球第一座「未來

學校」在台灣！，2005）。Cabrera 等人（2005）利用 PDA 進行博物館

參觀解謎遊戲，以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但也出現了學生將注意力放在 PDA 上的互動，減少與現場展物互

動的情形，此外如果導覽內容設定超過學生的程度，學生會喪失興趣，

所以在導覽活動進行前，需先對內容進行測試。MIT 的 Klopfer、Yoon

和 Perry（2005）也運用了 PALM 對 K-12 的教師及學生進行教學上的

輔助，利用 PLAM 的運算功能模擬基因分裂或海洋的食物鏈，讓學生

瞭解抽象概念，結果發現基因模擬活動相對於傳統的課堂講授，更能吸

引學生對複雜的基因活動產生興趣，而行動裝置提供了輔助的功能，對

於複雜的活動進行有很大的幫助，對於教學上的幫助是行動裝置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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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集中注意力在教學活動，並主動了解遊戲傳達的教育意義。台北縣

建安國小也運用了電子書包輔助學生學習，用主題式的教學方式，主題

由學生自行尋找，也自行編組，而次主題最後需與主題連串成一個大報

告，最後將小組的報告在學習平台上直接製作成網頁（焦妮娜、陳振威，

2004），而在行動學習應用於博物館導覽方面，宋曜廷、張國恩、于文

正（2006）提出的博物館「人-機-境」互動設計模式，在博物館中利用

行動載具搭配數位導覽系統與無線網路環境，使參觀者能與其他的人、

行動載具以及環境進行互動學習的參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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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探索式學習之探討 

 

一、探索式學習的定義 

探索式學習(Inquiry-based learning)理論源起於維古斯基（Vigotsky）

的社會建構理論，以建構理論為主的學習觀強調由學生親身探索知識，

並由他們主動建構對知識的了解與詮釋方式。在這種學習理念下，知識

的定義更為廣泛，而知識所涵蓋的內容也更符合社會多元化的需求。 

Looi（1998）則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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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索式學習通常被描

述為一個循環，包括了一個問題，相關的調查來探尋解答，同時與同學

討論與連結調查的結果 (Bishop & Bruce, 2002)，探索是一個允許學生

收集資訊，建立自己的概念，回答問題的過程。 

本研究根據 Bishop 和 Bruce（2002）提出的探索式學習理論的要

點，分別是： 

（一）問題引導（Ask） 

（二）調查（Investigate） 

（三）建立概念（Create） 

（四）互動討論（Discuss） 

（五）反思（Reflect） 

 

其步驟如圖示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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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探索式學習模式 
資料來源：Bishop & Bruce（2002） 

 

以下分別對各個步驟與博物館導覽的對應進行說明。 

（一）詢問（Ask）：首先引發學生對事物的好奇心，老師需要對欲

學習的主題進行介紹，詢問同學相關的問題，增進學生們的好奇心。

這個步驟著重在開始定義問題，這些問題在整個探索式學習循環之

中，將不斷的被重新定義且問題的界線通常是模糊不清的。 

（二）調查（Investigate）：詢問步驟能自然地引導調查，引發學生的

好奇心去持續的尋找資訊，學生或小組可以查看資源，進行實驗，

訪談或繪圖等等方式，而且可以持續重新定義問題，拆解問題使其

變得簡單，調查是ㄧ個自我激勵的過程，尤其是在主動的學生身上。 

（三）建造（Create）：收集完資訊之後，開始組織合併。學生開始

做資料間的連結，讓這些合成一個新的知識。學生製造新的觀點與

理論，而不是直接從自身經驗得到啟示，學生可以將這些知識撰寫

成報告。 

（四）討論（Discuss）：學生經歷過前三階段後，學生們分享彼此的

 － 32 － 
 
 



心得且詢問調查的經驗。知識分享是ㄧ個社群建構的過程，同時他

們開始了解他們調查的意義。 

（五）反思（Reflect）：這個步驟融合了反思的時間，再一次的思考

有關一開始的問題，然後抓住方向以及相關的結論，學生回顧同時

作ㄧ些新決定，＂有發現問題解答嗎？＂，＂有新問題出現

嗎？＂,＂他們在問什麼呢＂。 

 

二、探索式學習在行動學習上的運用 

博物館中運用探索學習理論來進行教學活動，其實際作法可以從學

習者的經驗中取得相關的應用問題，進而使用這些問題促使學習者提昇

原有概念，成為較成熟的概念。這是探索學習理論非常重要的特色，事

實上它讓學習者由生活中出發，令其在學習情境裡，有一些線索足以解

決問題，這也正是探索學習由生活取材的部分（蔡秉宸、靳知勤，2004）。 

Hsi（2003）應用探索式學習於舊金山探索博物館的研究發現，博物館

像其他學習場所一樣，能如善用行動裝置和無線傳輸科技，將可提供解

說員之外新的學習方式。而在 Vahey 和 Crawford（2002）的發現教師

普遍反映手持式裝置能夠有效的幫助學生探尋自然課領域，其運算功能

有助於學生計算相關課程的數據。Schwabe 和 Göth（2005）運用 PDA

以及遊戲探索的情境，請大學生利用系統的指示以及無線網路的指引指

示找到圖書館中指定的書籍，餐廳中食物的售價等，並使用無線網路訊

號進行定位，教導新進大學生認識校園，也得到不錯的成效。Facer 等

人（2004）採用 PDA 讓學生模擬是大草原上的獵豹，在草原上進行冒

險探索，同伴之間可以互相傳遞訊息，以達成系統交付之任務，研究發

現行動學習結合互動體感遊戲的方式，讓學生感覺比在電腦上的角色扮

演遊戲，更加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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