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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物館屬於社會教育機構也應為學校教學應涵蓋之重要學習場域，為能善用此社教資源
並強化大學人文素養教育，本課程透過與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市立史博物館以及
高雄市立美術館間之合作，將行動導向（Action Learning）之設計應用於課程中。其目的除
了使學生熟悉博物館導覽理論與實務技巧外，更能獲得知識整合、問題解決及行動抉擇之能
力。
本文將探討「行動導向學習」的教學原理，並試著釐梳「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的真諦：一、解決真實存在問題的多元思維以及自我反思的歷程、二、整合知識、評估解決
方案與反省方案執行的能力、三、與他人合作並向他人學習四、為自己的學習負責，培養主
動學習與終生學習的態度。
依上述規劃理念，首先透過博物館相關主題的介紹及導覽理論與技巧的說明，幫助學生
建立導覽人員應有的先備知識與能力。在課程的後半段，學生依照其專長與興趣，在博物館
展場進行一週的實地訓練與兩週的導覽演繹，藉由實際行動的過程進行體驗與反思，構築一
位博物館導覽者應具備的態度、知識基礎與導覽技能。
關鍵字：行動導向課程設計、藝術通識課程、博物館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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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藉此達成終身學習、服務大眾與回饋社會的

教育部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2006）

通識教育目標。

將設計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的通識教育

貳、文獻探討

課程，列為 96-99 年度計畫中的重點推展項
目，並認定此類課程應發展為未來通識教育

一、行動導向課程規劃理念

的主要潮流，支持此論點的思維即認定問題

自 1990 年代起，許多學者開始對傳統的

解決、批判思考、有效溝通、倫理推展、實

灌輸式、講授法教學提出質疑，傳統的教學

踐智慧、以及社會責任感等能力，是培養學

過於著重知識灌輸，使學習者雖具備許多知

生解決問題、激發正確行動的基礎，也是學

識或對問題的覺知，卻無法產生行動運用於

生面對未來生涯與職涯挑戰時必須具備的能

職場及生活中。陳建州（2007）指出無論是

力。此外，以行動、問題解決為導向的學習，

理論與知識的教授，最終都應以「實踐」為

將有助於學生整合各專業領域的知識，並落

目的，使學習者具有行動的能力。而教師如

實於實踐行動中。因此，本課程嘗試將行動

何在教學中，培養學生不僅是被動的知識習

導向的理念導入「博物館導覽之理論與實踐」

得者，更是知識的建構者、運用知識的行動

的課程設計，希望能轉化學生的學習態度，

者，以成為一個能「終身學習」且「實踐知

由被動化為主動，培養為自己學習負責的責

識」的人。因此，行動導向課程相關理論逐

任心與終身學習的價值觀。教育部顧問室也

漸受到重視。以下筆者整理相關行動導向理

強調，未來的教育場域應逐漸由校園內往外

論文獻定義，期教學者對行動導向理論如何

擴散，並培育學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

運用於課程中能有更清楚之認識。

力，博物館作為重要的社會教育機構，也應
是學校教學應積極涵蓋之重要學習場域。若
能善用博物館的社教資源於通識課程中，不
但能擴展學生的知識領域並提升其人文素
養；藉由博物館導覽理論與實務技巧的學習
與應用，更能培養學生在未來善用其專業知
識，投身於各類型博物館場域的導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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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行動」
學者傑生和宣克（Jensen ＆ Schnack,
1997）將幾個容易混淆的概念—「活動」
（activities）
、
「行動」
（action）與「行為」
（behaviors）改變作一些釐清（見圖 1）
（任
孟淵，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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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被影響去

自己決定去
做某件事

活動

活動被當成是理
論教學的平衡

活動的目的在於
行動

做某件事

行動

解決問題
圖 1 行動的定義

資料來源：任孟淵（2008）
。培養孩子的環境行動力~北歐行動導向的環境教育理論與個案。台灣綠色
學校夥伴網路網。98 年 3 月 16 日，取自：http://www.greenschool.moe.edu.tw/

傑生和宣克認為「行動」代表個人有

和宣克所稱的行動指的是「以解決真實問

意識的做決定，但「行為」改變則不一定

題為目標的有意識作為」。

如此，因行為方法（如規範、懲罰或利誘）

(二) 行動導向學習緣起

常被用來影響學習者採取事前預設的行

行動導向學習理論開始發展於 1940

為，未必涉及學童的自主意識，因此倘若

年代，由雷格·瑞文斯（Reg Revans）所提

是受人影響而去作為，稱為「行為」
。而以

出，逐漸受到學者的重視與運用於教學

「 活 動 」 為 基 礎 的 教 學 （ activity-based

中。雷格．瑞文斯：
「將過去的經驗重新加

teaching）也常常被認為是「行動導向」
，
「活

以詮釋，比吸收新知是更能導致行為持久

動」可說是教學中的作為被當作理論教學

的改變。」
（黃雲龍、徐嘉，2001）學習者

的一種示範或演練，在某種程度來說很有

需要意識到自我缺乏的相關知識，並且準

價值，因為它們刺激學習動機而且獲得知

備好以適當的問題即在他人協助下，於個

識，但不應被歸類於「行動」。

人陌生的領域所新的訊息和知識。

換言之，傑生和宣克定義的「行動」，

狄克（Bob Dick, 1997）
：
「行動學習是

必須要針對所探討的問題，作出真實的改

一個完成某一件事情或任務的連續過程，

變，而不能只停留在瞭解階段。一個行動

學習圍繞在針對一實際任務找到解決方案

必須直接針對解決一個真實的問題，應該

的需求…每個人可以對自己的行動有所反

由那些準備實踐行動的人來決定，是有意

思而產生學習。」

識的決定。一個行動也就代表一個改變：

羅倫斯（Lawrence, 1986）指出：「行

改變個人在學校、在當地或全球社會的生

動學習法就是以行動來學習（Learning by

活方式。此外，行動也可能是個人或集體
的，也可以是直接或間接的。因此，傑生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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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透過經驗，加速學習的歷程。」派德

要但不充分的。

（Pedler, 1997）說：「行動學習法基於一

Q（Questioning）有意義的提問題，

項前提：沒有行動，就沒有學習；沒有學

人們從對自己的認知中學習，先前的知識

習就沒有深思熟慮的行動。」
（黃雲龍、徐

和經驗哪些面向是有用、相關、有助益。

嘉，2001）

提問題是一種後設認知的學習，使提問者

關秉寅（2006）行動導向的學習涉及

了解自己無知或問題所在，亦是個人獨特

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 AL）及服務學

的經驗。人們從自己的經驗中發展新的世

習（Service Learning, SL）兩種概念，亦

界知識。而這些知識包括對自我和世界的

都含有主動學習、經驗學習以及重視反思

認知（含已知即無知的部份）。

的意涵，儘管行動學習與服務學習並非相

L（Learning）為學習，因此可得知學

同的概念，卻都能達成學習者本身藉經驗

習是基於 P（所有從書本、課堂或專家授

自我覺知及自我反思之目標。

課中累積的知識）和 Q（對那些程式化的

總言之，一般學習者在傳統教學模式

知識和身處的情境提出問題。）

下，學習皆以求知為主要價值，而行動導

除了問題的學習，行動學習更強調對

向學習以「行動學習」是注重個人學習、

於提出的問題去驗證及思考，因此行動學

反思性觀點與能力的培養，且強調實踐，

習法的所有歷程都含有相當多的反思成

其提供的學習經驗比短暫的事實知識更能

分，原先的行動學習方程式可拓展成下列

為學習者留下深刻記憶。誠如荀子《儒效》

形式：

所言：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
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

L=P+Q+A+R

而止矣」
，唯有經由身體力行才算是完整的
A 表示行動（Action）
（或對話、想法

學習。

和感覺）
，而 R 是反思（Reflection）。
(三) 行動導向學習原則

反思也就是回顧、思考、探索問題核

雷格．瑞文斯曾說：
「在真實的行動學
習中，發覺自己有不知道的事才會引起學
習。行動學習法的關鍵在於看到自己的無
知，而非去吸收制式化的知識。」因此瑞
文斯提出以下公式（黃雲龍、徐嘉，2001）
：

心、賦予經驗意義、試著理解，因此反思
對學習至關重要，它使學習者可察覺自我
的學習或行動，對自己與別人以及週遭所
發生的事產生了什麼影響，進而重新學習
或進行新的學習，而使學習形成一個循環
的歷程（見圖 2 和圖 3）。

L=P+Q
P（Programmed Knowledge）程式化
知識，指我們從已經學會的和別人外顯的
行動中學習新知識，這些知識對我們處理
複雜、混亂或要改變我們的經驗來說是必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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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自主與運用，並經營一個批判、反省、
開創的學習空間，使大學生不僅學習過去
的知識，更能將知識與其經驗結合、運用
知識於其現在面對的環境，並在未來能自
己形構知識，成為一個終身學習的行動者。
因此，大學教育最重要的是讓學生在
其未來的生活、學習與就業活動中，能獨
立制定計劃、實施計劃與評鑑計劃，學生
圖 2 科爾伯（Kolb）學習循環圖

不是單方面被動接受教師所傳授的知識或

資料改編自：黃雲龍、徐嘉譯（2001）
。行動學

技能，而是能理解這些知識或技能的形構

習法。台北：宏智文化，頁 56。

過程與方法，進而將這種能力運用於未來
所面對的職場與生活，包括工作、人際、
適應、社會公共領域事務等，並具有批判
與反省的能力（陳建州，2007）
。
而行動導向學習是一種在同儕的支持
下，不斷學習及反思的過程，來達到從經
驗中學習及成長的目的，行動學習是一種
經驗學習的循環過程。在此過程中，
「行動
經驗」導致「反省」及「理論思考」
，然後
在促成「行動計畫」與行動後，學習者會
有進一步的行動經驗。與傳統學習方法最

圖 3 瑞文斯學習循環圖

大的不同，在於學生以個人參與學習或服

資料改編自：黃雲龍、徐嘉譯（2001）
。行動學

務過程中的經驗為基礎，掌握自己的學習

習法。台北：宏智文化，頁 56。

過程，設定自己的目標及計畫後，進一步
從事行動，資料蒐集、分析及呈現等工作。

(四) 行動導向學習於通識課程運用之重

因此，學習是全面性或全人式的，且學習

要性

者能直接涉入問題解決，因而能夠使學生

通識教育之意涵可溯源自中國傳統的

瞭解及重視真實生活中的問題。

人文教育及西方博雅教育的傳統，換言

因此，通識教育課程欲培育全人教

之，通識教育是使人成為一個「人」的教

育，若靠傳統方式以講課來傳遞訊息給學

育過程，它是一種「學習如何看待事情、

生，往往無法使學生成為一個自我引導的

研究學問及學習做人的態度與方法」的全

學習者。將行動導向融入通識課程中，教

人教育。有鑑於此，陳建州（2007）指出

師的角色不是講授內容，而是學習的引導

對於大學課程的教學，更應傾向於強調經

者。引導學生經驗各類的學習方式，培養
學生成為能自我引導、終身學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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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館導覽相關理論

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於倫敦成立，並將公共教育列為營運目標

(一) 博物館教育功能起源與發展

之一，為全球最早的公共博物館。該博物
1.博物館起源
博物館（Museum）起源於 300B.C（公
元 前 300 年 ） 亞 歷 山 大 城 的 繆 斯 廟
（Mouseion）
，廟中專門收藏古希臘的亞歷
山大大帝在歐洲、亞洲及非洲的征戰得到
的珍品（Paula，1989）。博物館的英文
「Museum」，源於希臘語「Mouseion」意
思為「祭祀繆斯的地方」
，繆斯在希臘神話
中為掌管史詩、抒情詩、悲劇、喜劇、歷
史、天文、音樂舞蹈的九位女神。

館以裝飾藝術與工藝品為主，至今仍被視
為全球第一座「現代化」博物館（閰蕙群，
2006）。
19 世紀時，大多數的博物館皆開始收
費，用以過濾不喜歡的參觀者，可進入博
物館的以專業人員、上流社會人士為主。
當時所設立之博物館雖是公共博物館，但
公共教育並非設館的主要目標，設館的首
要目的是將博物館做為學者與學生的研習
中心（閰蕙群，2006）
，教育仍只是博物館

「缪斯女神帶著她們的舞蹈詩歌的天
賦，自神廟降到人間，在熙攘的街道中穿
梭，鼓舞激勵人的精神生活。而過去我們
卻反將把繆斯女神捉起來，放回神廟殿堂
中，那庇藏女神的房子就稱博物館。」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84；引自劉婉珍，2004，頁 45）

的一項附加產品。
至 1989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表示：
「博物館是一個
為公眾利益而設置管理的永久性娛樂機
構。用各種方法達成保存、研究、發揚的
目的，特別是為了公眾的娛樂與教育而公
開展覽所蒐集有關美術、歷史、科學或工

早期博物館不對一般大眾做公開展
示，只是反映出王室貴族的私人收藏興
趣，僅提供給貴族參觀，直至 18 世紀歐洲
啟蒙時代的來臨，強調理性思考、客觀求
證，跳脫宗教的束縛，博物館也正式被引
薦給社會大眾。1683 年英國設立的艾許莫
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為世界最
早的私人收藏的博物館。1845 年英國通過
「博物館法案」
，允許鄉鎮議會運用公共資
金設立及維護博物館，至此法通過後，許
多城市與鄉鎮便紛紛設立博物館（閰蕙
群，2006）
。

藝方面的蒐藏品」（ICOM，1989；王嵩
山，1990）
。博物館不再只是文明產物保存
的場所，還應將資訊與想法帶給民眾，讓
社會明白文物的意義。因此，國際博物館
章程內對博物館定義為：「是一個為社會
及其發展服務而設立的非營利、永久性的
機構，為了研究、教育和娛樂之目的，而
蒐集、保存、研究、傳播與展示人類及其
環境的物質證據，並對大眾開放」
（ICOM,
1989；周功鑫，2001）
。二十世紀開始，各
國紛紛提出對博物館的定義（表 1）
，往後
博物館不僅只是典藏品的保存品，而更是

1852 年，舉世文明的「維多利亞與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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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各國和本國對博物館定義
定義機構
國際博物館協會
美國博物館協會
法國博物館聯合會
中華民國博物館法
草案

定位
經營目的
為非營利性、對外開放的
永久機構。以社會及服務 研究、教育及娛樂。
為其發展導向。
永久性的非營利機構。

教育或美學目的。

功能
從事蒐集、研究、保存、
傳播及導覽。
保護、保存、研究、闡釋、
裝置和展示。

增長知識、守護和發展祖
蒐購、保存、傳播及展
服務社會之機構
先之產業，教育和文化事
示。
業。
固定永久而非營利之教 提供民眾學術研究、教育
蒐集、保存、研究、展示。
或休閒。
育文化機構。

資料來源：高美館網站（http://www.kmfa.gov.tw/Desktop.aspx）

(二) 博物館導覽起源

2.博物館教育功能
博物館是對歷史、民俗、美術、工藝、

紐渥克博物館（The Newark Museum）

自然科學等原物、標本、模型、文件、資

的創辦人達納（John Cotton Dana）曾說

料的蒐集、保存、研究、展示，以提供民

過：
「光置身於博物館中民眾所接收的資訊

眾學術研究、教育或休閒的固定永久且非

是不夠的，博物館應傳達資訊及其對生命

營利的教育文化機構（秦裕傑，1996）
。因

的一種觀點，如此才能讓典藏的物件變得

此博物館除典藏功能外，更賦予了對社會

有意義」
（閰蕙群，2006）
。

大眾的教育功能，博物館界流行一句話：

博物館的教育工作方式有：導覽解

「如果藏品是博物館的心，那麼教育就是

說；導覽手冊、展示說明文、圖片說明、

他的靈魂」
。由此可知，如不藉由教育的方

研習教學等等，最能引起觀眾學習的，莫

式將陳列品的知識加以傳播，就同一沒有

過於導覽解說（鄭美女，2003）
。因此，導

思想與靈魂之人，相對之下，博物館存在

覽解說普遍受到世界各地博物館所採用，

的意涵與作用變降低（鄭美女，2003）
。博

透過導覽解說能夠拓展觀眾對展示品的認

物館以展示物件為教育的中心，且提供自

識並延伸相關知識領域的學習達到博物館

由與開放學習的環境，及使觀眾與物件直

教育的效果。

接接觸的具體經驗。有利於學習者主動建

在博物館學界，導覽一字為

構個人知識，從事全方面的學習（何青蓉，

「Docent」
，係出於拉丁文「Docere」意為

2000）。

「教授」
（to teach）之意（王淮真，2000），

二十一世紀，民眾的生活型態改變，

而「Docent」指一個博學的引導者，特別

民眾越來越重視休閒以及頻繁的旅行，使

是指在博物館指導觀眾或在展覽中提出解

得現代人，使得現在人更能重視文化的多

說的人。導覽是一種輔導觀眾參觀的方

元性，透過博物館使民眾要比其他任何文

式，Hartt（1910）提出：「導覽是一種教

化機構，更能看到世界的歷史與文化。

育活動，其名稱雖含蓄但其效果極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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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使得沉悶的博物館成為大眾化的場

獲得更豐富的訊息，達到博物館教育的目

所，更讓終日與古物為伍的博物館人員，

的（吳麗玲，1999）
。而導覽所涵蓋內容盛

轉變為和藹可親的傳道者，不僅為一知識

廣泛，其中包含人員的導覽、文字告示牌、

吸收者，也是知識的傳授者。」
（劉婉珍，

聲音的解說與多媒體的互動學習等，本報

1992）

告以探討解說導覽人員藉由文字說明、聲
音影像的解說導覽技巧。
1907 年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在格爾曼

表 2 國內外學者對導覽定義
研究者

定義
導覽是為配合展覽，博物
館「設置專門教育人員，
以輔導參觀者，認識各部
包遵彭（1970）
門陳列品之意義，隨時啟
發其思想，已達到博物館
教育的目的。」
導覽是透過各種管道方
式，針對展品的內涵、觀
沈以正（1987）
念、技法等，以雙向的溝
通來達到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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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振明（1992）
經由導覽人員來進行，以
達到某種教育計畫性的目
的。
導覽是介於創作者、作品
彭明輝（1995）
與觀眾間的溝通。
解說是一種教育活動，目
的是為傳達展品的意義和
關係，是一種藝術，是一
Tilden（1997，引
種資訊傳播，並且主張解
自王淮真，2000）
說必須將主題或環境與參
訪者的人格特質或經驗加
以結合。
資料改編自：吳麗玲（1999）。博物館導覽與觀
眾涉入程度之研究—以達文西特展為例。臺北市
立師範學院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Benjamin I. Gilman）的提倡下，首先啟
用導覽員制度（王淮真，2000）
；接著美國
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 和 大 英 博 物 館 （ the British
Museum）也開始聘用解說導覽員。目前，
導覽員制度廣為世界各國博物館採用（閰
蕙群，2006）。
(三)博物館導覽技巧
導覽解說之目標是讓觀眾能有一個愉
快的博物館餐館經驗，並了解博物館是什
麼與其他機構有何不同，最後使觀眾願意
再一次來館參觀（余慧玉，1999）
。因此，
「導覽解說員」在博物館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是觀眾和展品之間的催化劑，在博
物館教育上扮演第一線的教育者。
「解說」
是一種對展示品詮釋的過程；是一種服
務，讓觀眾獲得新的資訊、理解、思考。
目的是要使觀眾、博物館與展示品三者之
間，產生動態互動關係，讓觀眾有近一步
思考的教育活動（鄭美女，2003）
。因此，
導覽員如何解說展品之意義，會深深影響
民眾對於博物館及展品之認識。
鄭美女（2003）綜合國內學者對解說

綜上所述，導覽是一溝通的過程、是
服務參訪者的方式，具有教育的性質。導
覽亦是一種對展示品詮釋的過程，並輔助
參觀；在展示品、參觀者的認知與參與之
間，透過第三者的引導及傳達，產生瞭解、
－256－

原則技巧為下：
1. 對參觀觀眾的特性清楚認識，方能因
「觀眾之才」
，進行合宜的解說內容與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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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導參與法：此一導覽技巧與引導探

2. 將觀眾的經驗與解說內容加以連結，

索式非常相似，不過這種方式經過精

使得觀眾能感同身受。
3. 解說的內容不僅是傳遞訊息訊更是整

心組織，較適合用於年紀很小的幼

合資訊、素材解說，啟發觀眾對問題

童，或是其他需要持續建構之活動團

的省思。

體，每項活動持續一段短短時間，團
員可以立刻對導覽員說命或展示他們

4. 解說員需隨時進修，接受充實新知並

的發現。

修正解說技巧。
愛樂森．葛林德（Alison Grinder）與

5. 講述法：導覽人員包辦了大部分的談

蘇．麥考依（E. Sue McCoy）將導覽的技

話，偶而提出一些問題讓觀眾參與，

巧分為以下五種（閰蕙群，2006）
：

屬單向式解說。講述法並不適用所有

1. 講述討論法：講述討論法是在一個教

參觀團體，唯有對某些主題具有高度

學格式之內呈現資訊，所以觀眾與導

學習動機，且能專心聽講的團體較為

覽者之間的互動機會相當有限，這個

適合使用此方式。

方法運用在那些時間有限，但有想大

綜上所述，導覽解說對於博物館的營

致了解博物館內有哪些收藏品的參觀

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導覽員使觀眾、博

團體最具成效，大部分是導覽員講

物館與展品間產生連結，一位優秀的導覽

解，亦鼓勵觀眾參考討論。

員除具備導覽技巧外，更重要的是其本身
的工作態度及熱忱，引導觀眾進入博物館

2. 提問討論法：提論討論法是一種對話

的世界。

式的參觀行程，由問題、回答以及導
覽員和觀眾之間的討論所組成，觀眾

參、課程規劃

在觀賞展覽及文物時，藉由導覽員的
指導，探索一些想法與關係問題是用
來將討論引導至達成參觀目標的方
向。
3. 引導探索法：引導探索式的導覽為觀
眾提供一種精心規劃的活動，讓觀眾
自行決定參觀的方向，以及跟展示的
連結（connections）
，學習的連結是無
法預測，導覽者只提供參觀行程的資
訊而已，觀眾必須自行安排其欲參觀
的行程。在引導探索式導覽的參觀行
程中，導覽員負責掌控行程、提供資
訊、激發新的思考方向，以及督導團
體的進展，避免觀眾像無頭蒼蠅盲目
尋找線索。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將藉由博物館設立目標與功能的
說明、博物館相關議題探討以及導覽技巧的
介紹，幫助學生了解博物館導覽員應具備的
相關知識與能力。幫助學生建立先備知識之
後，本課程將依照學生的專長與興趣，至高
雄市著名之博物館(（包括高美館、史博館以
及科工館等）進行三週的實地參訪與六週的
導覽練習，幫助學生藉由實際行動的過程體
驗與反思，學習博物館導覽者應具備的態
度，知識基礎與相關導覽技能，進而養成學
生終身學習的觀念，並奠定日後以導覽方式
為社會大眾服務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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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原為教育部在民國八十七年依
據行政院核定之「教育改革行動方案」
（1995）
提出教育新政策之九年一貫課程之產物。其
目的是「培養學生帶得走的基本能力，而不
是背不動的書包」
，試圖打破過去傳統學科本
位教學，以能力取代學科知識（林清江，
1998）
。教育部在多項重要計劃：如獎勵大學
卓越計畫、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等實施，已開
始關注並要求各校明訂基礎核心能力與檢核
機制（含通識）
。
而本門課程在設計規劃初始，即為呼應
本校通識教育目標及通識教育和新能力培

高應大通識
核心能力

課程能力指標

(1) 和 他 人 發 展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並以合作的方式達 成共
同的目標
(2) 能接納別人的意見，懂得尊重
4. 溝通協調
他人，並發展與人 談判並達
能力
成共識的能力
(3) 能遵守團體紀律或規範，並投
身團體活動，為達成團體目標
而努力
(1) 能清楚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2) 能認識自己的情緒，並有效使
用內在感覺訊息調 整自己生
5. 自我反省
活的能力
能力
(3) 能適時反省自己的行為或想
法，並即時修正

育，在課程目標的訂定、課程內容的規劃、
以及教學策略的應用上，融入本校通識教育
核心能力指標，規劃出適合本課程所含概之

二、課程行動場域介紹

通識能力指標如下表 3 所示：

(一) 高雄市立美術館
1.歷史沿革

表 3 「博物館導覽之理論與實踐」課程能力指標
高應大通識
核心能力

課程能力指標

民國七十年代，在高雄市民的殷切期
待與市議會的建議下，七十四年二月前高

(1) 能瞭解博物館教育功能之起
源與發展
1. 人文藝術 (2) 能具備博物館導覽之相關學
能力
習理論
(3) 能瞭解並應用博物館導覽技
巧
(1) 能以各種不同的觀點分析問
題
2. 解決問題 (2) 能調查、研究、探索、產生並
能力
發展想法
(3) 能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並
判斷解決問題之最有效方法
(1) 善用解說方式，適當使用答問
法，導引觀眾互動，並鼓勵觀
眾提問題
(2) 導覽解說的語氣及用詞，應豐
3. 語文表達
富且幽默，並能控制說話速度
能力
和語調及音量大小
(3) 解說時間應掌控得宜，配合觀
眾參展時間的長短來調整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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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長許水德先生指示教育局積極規劃與
興建高雄市立美術館，以滿足市民的藝術
生活。民七十五年決定在內惟埤省學產用
地興建美術館及美術公園，將占地擴大為
四十一公頃，七月由本市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辦理公開徵圖，由陳柏森、盧友義建築
師取得設計規劃及監造權。七十七年五月
一日高雄市立美術館籌備處正式成立，八
十年元月教育部同意國立台灣藝術藝術教
育館遷進，而市立社教館文化活動中心和
市立圖書館之原計劃取消。此外，並將園
區暫定為「內惟埤文化園區」。
八十三年一月高美館主體建築完工，
興建地上四層地下兩層，總樓板面積八千
三百一十八坪，六月十二日正式開館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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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積極舉辦許多國內外重要展覽、乙次

術館、當代藝術實驗空間，讓內惟埤蛻變

創作營，及高雄國際雕塑節等活動，為美

為兼具景觀、生態與藝術特質的空間，不

術館紮下良好根基。八十八年十二月謝長

只是高雄市民的最愛也是全國矚目的藝術

廷先生接任高雄市市長以來，重視內惟埤

文化綜合園區。

文化園區之相關建設，已於九十二年七月

(2)美術館區：

完成第三期工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高

本體建築為地上四層、地下一層五樓

雄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成立營運，高美館以

挑高空間建築，包括北大廳、雕塑大廳、

及高雄市相關社教單位，一併隸屬文化局

十六個間個展室與兩個多目的室，公共活

管轄，脫離以往教育局主管之時代，美術

動區如專門收藏藝術資料的藝術研究室、

館也從以往的社教單位轉變為文化所屬單

演講廳、美術資源教室等。展示空間共有

位。

八千餘坪為南台灣最大之美術館。除本體

2.展區介紹

建築外亦涵蓋周圍之藝術空間包括：戶外
空間、邊緣空間、遊園步道及休憩設施.

(1)內惟埤文化園區：
內惟埤，曾經是北高雄埤塘相連，範

戶外的圓形廣場與迴廊，使室內室外的活

圍遼闊的水澤溼地。水域北接蓮池潭，有

動產生緊密的關聯，而有效的發揮活動成

渠道下注南邊蜿蜒的愛河，西有柴山如屏

效。

障。數千年前，還是內陸潟湖時，曾是打

(3)雕塑公園：

狗的先民平埔族馬卡道族打狗社活躍的場

涵括範圍以一期工程為主體，即美術

域。漢人移墾台灣後，落腳於水域之南，

館行政區後方草坡與西南園區範圍為主，

壘石為牆垣以自保而得名。往昔，內惟埤

該區域藉不同的景觀如樹林、草原及各種

的內惟芋、菱角、蓮藕聞名高雄。春雷驚

雕塑品展示方法分別陳列於不同的景區

蟄後，春雨打在亭亭挺立的芋葉上，風翻

中。園區雕塑品的主要來自一九九一年的

荷葉，蛙鳴蟲嘶。夏日雷陣雨停的午後，

「第一屆高雄國際雕塑創作研究營」
、一九

白鷺鷥優雅的站在沼澤的水牛背上，與遠

九三年的「環境形象化、再現內惟埤雕塑

方的彩虹一起入畫。秋來農家忙著摘蓮

徵件」
、「一九九五高雄國際雕塑創作研究

蓬、採紅菱；冬至遠方避寒的鳥兒紛紛來

營」及本館部份大型典藏品，營造出雕塑

到，內惟埤又成了賞鳥的樂園。台灣經濟

公園藝術化的特質。

起飛的年代，工業進駐內惟埤、鐵工廠、

(4)生態公園：

合板工廠相繼設立，埤塘成了原木貯木

包括主湖、小島、沼澤、觀景台、密

池。民國七十九年高美館舉行奠基儀式

林區、文學步道等。其中主湖及湖岸在強

前，內惟埤幾乎被工業事業廢棄物填滿。

調生態復原的概念上，分草坡湖岸、木樁

園區包括甘肅路、美術館路、馬卡道路、

湖岸、塊石湖岸以及湖底、湖岸採以下方

明誠路佔地三十四公頃，規劃有美術館

式施作：草坡湖岸係卵石及植草方式施

區、湖區、雕塑園區、生態公園、兒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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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密集排列方式施作。塊石湖岸係以楓

故其建館任務為研究、設計、展示各項科

港石、花蓮紋石為主，採自然疊砌方式施

技主題，引介重要科技之發展及其對人類

作，石塊護岸孔隙較多，可讓生物繁殖棲

生活的影響。

息。

2.展區介紹
(1) 北館：建築面積 15,313 平方公尺，

(5)入口廣場：
延續美術館半圓形環繞迴廊概念，提

設置行政中心、常設展示廳、臨時展

供遮蔭、活動、聚集及空間的形塑。廣場

示廳、大螢幕電影院、多媒體世界、

中設計有噴水設施與燈光設備，不定期進

維修工廠、文教服務區、禮品店等觀

行施放，更設有優質公廁提供民眾使用。

眾服務之設施。
(2) 南館：建築面積 5,443 平方公尺，設

(6)兒童美術館：
提供民眾於遊園動線中之休息點，建
築物採較小量體及階梯狀綠化平台設計，

置圖書中心、研究中心、大型演講
廳、階梯教室、蒐藏庫等場所。
兩館建築皆採高跨矩、高承載設計，

將植物由地面延伸至屋頂。
（ 高 美 館 網 站 ， http://www.kmfa.gov.tw/

以求百年使用為原則，建築本體一次興建
完成。建築本身即是展示品，顯現科技博

Desktop.aspx）

物館的內涵。採用智慧型資訊設備，進行
(二)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科學化管理，兼具展示示範效果。儲冰式

1.歷史沿革

空調系統，夜間製冰，日間使用，分散顛

七十三年三月奉行政院核准成立國立

峰用電時間。

科學工藝博物館籌建規劃小組，八月組團

（ 科 工 館 網 站 ， http://www.nstm.gov.tw/

赴歐美日等國考察科學博物館。七十六年

index.asp）

甄選出三門建築師事務所，負責建築工程
之設計監造工作。七十七年十一月行政院
核定建館整體計畫。八十一年起空調工

(三) 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1.歷史沿革

程、水電工程、建築裝修第一期工程、電

1924 年（日本大正 13 年）12 月 25

梯工程、智慧型資訊裝備工程、建築裝修

日，高雄設市，高雄市役所設於湊町四丁

第二期工程、教學中心工程、景觀工程及

目（今鼓山區代天宮）
；1939 年（日本昭

展示製作工程等陸續發包興建，工程之進

和 14 年）
，日本政府鑒於市中心東移，將

行達七年之久。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科

高雄市役所遷至榮町，亦即現今鹽埕區本

技教育中心啟用。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館現址；1945 年台灣光復後，高雄市役所

基地公園開放。八十六年十一月九日正式

經接收並更名為高雄市政府，此後到 1992

對外開放十個常設展示廳。八十七年十一

年（民國 81 年）1 月，一直是高雄市政府

月八日十八個常設展示廳全部對外開放。

所在地，也是推動高雄市政建設的重心。

藉以科學工藝博物館推廣社會科技教育，

1947 年（民國 36 年）
，
「228 事件」發
生，本館曾為當時高雄事件的歷史現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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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外型到內涵，皆書寫著高雄城市的

潢方面，一樓大廳氣派大度的 Y 字型樓

記憶與歷程，遺留些許傷痕與甜美。1992

梯、兩側造型唯美的拱型迴廊、可引光源

年（民國 81 年）1 月 18 日，市政府搬遷

堂皇雄偉的挑高天井及柱頭刻有混合式中

至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之「合署辦公大

西紋飾（雲狀雀替及哥林斯式柱頭蕨床葉

樓」
，舊市府建築乃完成階段性任務，功成

飾）之雄美圓柱等，除顯示當時日本統治

身退。因其歷史地位意義重大，緊繫高雄

政權意圖展現之威嚴外，亦彰顯出東西方

市發展脈絡，市政府特規劃為「高雄市立

建築風格巧妙地結合，可稱是日治時期最

歷史博物館」
，以保存並發揚高雄地區歷史

典型的建築體，經過時間的淘洗遞變，建

文化為工作目標，並於 1998 年（民國 87

築本身即是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最重要的

年）10 月 25 日正式開館，成為台灣第一

文化資產，是一件深具歷史厚度與人文涵

座由地方政府經營的歷史博物館。

養的藝術經典之作。
（史博館網站，http://w5.kcg.gov.tw/khm/

2.建築特色

TW/index.asp）

本館建築本體由日本清水組（大野米
次郎）設計監造，興建於 1938 年（日本昭

三、課程規劃架構說明

和 13 年）
，次年（1939 年，日本昭和 14

本課程將導入「行動導向學習」的教學

年）完工落成。主要建築特色為日本帝冠

原理，幫助學生「從做中學」（Learning by

式樣式，建材為鋼筋混凝土，為因應戰時

doing）。經由小組合作的模式，以及實作的

防遭敵機轟炸，外觀以淺綠的國防色系為

過程了解並學習：1.解決真實存在問題的多

基調，整體採中央主塔搭配兩側對稱副塔

元思維以及自我反思的歷程、2.整合知識、

的塔樓式造型，中軸線的設計表達莊嚴、

評估解決方案與反省方案執行的能力、3.與

隆重的氣氛。主塔位居四樓最高點，具良

他人合作並向他人學習、4.為自己的學習負

好的瞭望功能，主塔與兩側副塔頂部均加

責，培養主動學習與終生學習的態度。依上

上日本傳統的四角攢尖頂與琉璃瓦大屋

述之課程理念，本課程之學習流程請參閱下

頂，飾以寶瓶式的塔尖、梅花圖案的滴水

圖 4：

及日本菊花圖騰的飾帶；一樓設有門廊，
廊頂為戶外平台，具有校閱與典禮司令台
的功能，可一窺日本帝國主義顛峰時期的
建築風貌。
另外，建物四周牆面雕刻各種圖案紋
飾，窗戶造型如八角窗、桃形窗、弧形窗
等都玲瓏有致，匠心工巧，而外露式陶燒
排水管更是少見特殊的建築景觀。內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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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博物館導覽之理論與實踐」課程學習流程圖

四、課程內容&課程進度
表 4 「博物館導覽之理論與實踐」課程內容進度表
週別

課程主題

第1週

課程導論

課程內容
1. 說明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與課程評量方式
2. 說明課程網頁與課程部落格之功能以及與課程結合的方式
3. 小組討論模式說明與練習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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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課程主題

第2週

博物館的起源與發展

第3週

博物館的教育推廣功能

第4週

博物館與學習

第5週

導覽員的職責

第6週

導覽的規畫與技巧的
運用

課程內容
1. 「博物園」的建立
2. 收藏與博物館的關係
3. 文藝復興運動 （1400~1700 A.D.）與博物館發展的相關性
4. 梵諦岡市&博物館
5. 畫廊（Galleria）形式之博物館
6. 收藏的博物館化
7. 博物館現代化之起步
8. 國家級博物館的設立
9. Ex.大英博物館的形成
10.博物館邁向民享化
1. 博物館教育的沿革
2 博物館為教育機構
(1) 保存與維護
(2) 博物館與兒童
(3) 博物館與學校
(4) 導覽
3. 博物館教育的未來
1. 學習的定義
2. 學習的三大領域
(1) 認知領域
(2) 情意領域
(3) 技能領域
3. 學習理論
4. 博物館的學習經驗
5. 學習的結構
6. 學習的焦點
(1) 以物件為導向
(2) 與物件連結
7. 導覽過程的學習方法
(1) 比較與對比
(2) 想像法
(3) 主題強調法
1. 導覽員的起源 （Grinder, p. 42）
2. 導覽員所需培養之能力
(1) 主題
(2) 溝通技巧
3. 義工導覽員的培訓
4. 導覽員的責任
1. 導覽的規劃
2. 導覽的技法
(1) 講述討論法
(2) 詢問討論法
(3) 引導探索法
(4) 引導參與法
3. 觀眾與導覽技巧的運用
4. 提問的策略
5. 導覽的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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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週
第8週
第9週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第 13 週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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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博物館參訪~高美館
（南方的故事）
博物館參訪~科工館
（台灣工業史蹟館）
博物館參訪~科工館
（食品工業）
導覽行動計畫書檢討
導覽實習：高美館
（南方的故事）
導覽實習：科工館
（台灣工業史蹟館）
導覽實習：科工館
（食品工業）
導覽反思
導覽實習：高美館
（南方的故事）
導覽實習：科工館
（台灣工業史蹟館）
導覽實習：科工館
（食品工業）
課程總結

課程內容
6. 導覽的補充資訊
7. 導覽可能出現的問題
1. 決定導覽內容
2. 小組討論
1. 決定導覽內容
2. 小組討論
1. 決定導覽內容
2. 小組討論
1. 導覽行動計畫書內容檢討
2. 小組討論
經由課程部落格進行導覽行動之反思與改進策略分享
經由課程部落格進行導覽行動之反思與改進策略分享
經由課程部落格進行導覽行動之反思與改進策略分享
第一回導覽之檢討與改進
經由課程部落格進行導覽行動之反思與改進策略分享
經由課程部落格進行導覽行動之反思與改進策略分享
經由課程部落格進行導覽行動之反思與改進策略分享
成果報告與分享
課程能力
培養

五、課程評量說明

所佔
比例

5%
個人行動成果報告 5%

本課程評量是以課程欲培養學生之能力
為評分基礎，五個課程評量項目為：1.個人
導覽計畫書、2.個人導覽反思&改進策略、
3.個人行動成果報告、4.小組討論與、5.小組

3. 語文表達
能力
4. 溝通協調
能力

10%
20%

同儕互評。課程能力培養與對應之評量項
目，請參閱表 5。

5. 自我反省
能力

表 5 「博物館導覽之理論與實踐」課程評量說明
課程能力
培養

所佔
比例

1. 人文藝術
能力

35%

2. 解決問題
能力

20%

對應之評量項目

15%

個人行動成果報告 10%
小組討論 15%
小組同儕互評 5%
小組討論 2%
個人導覽計畫書 3%
個人導覽反思&改進策略
5%
小組同儕互評
個人行動成果報告 5%

對應之評量項目
個人導覽計畫書 20%
小組同儕互評 5%
個人行動成果報告 10%
小組討論 3%
個人導覽計畫書 7%
個人導覽反思&改進策略

本課程除了強調從「做中學」之導覽行
動外，亦重視行動後之反思，為幫助學生進
行：1.課程部落格導覽反思，以及撰寫、2.
個人成果報告時有所指引，因而訂定反思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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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供學生作為參考依據（表 6）
。

六、分組討論及教學助理之規劃
(一)分組討論之規劃

表 6 反思題綱
反思內容

導覽內容

導覽技巧

與觀眾的
互動

小組合作

其他

每週針對課程主題設計分組討論議題

反思題綱
導覽內容的準備是否充裕?
導覽內容的規劃是否適當?
導覽時間的控制是否精確?
若有第二次導覽機會，你會如何
規劃導覽內容?
導覽時所規劃的導覽技巧是否適
當?
導覽技巧的運用是否順暢，若有
缺失，請說明原因並提改善策
略？
若有第二次導覽機會，你會運用
何種導覽技巧?
聽眾對你有何反應？
與觀眾的互動是否融洽?
與觀眾互動的改進策略?
針對觀眾的提問，回應是否得
當？
小組討論是否有效率?
小組合作模式，對你是否有幫助?
如何解決小組成員之間意見的衝
突？
應如何利用小組合作的方式，達
到最佳的學習成效？
導覽中有什麼突發狀況？
參與導覽行動有何感想？
你覺得導覽行動中，什麼層面/方
面最有趣？
你覺得導覽行動中，什麼層面/方
面最具挑戰？
你覺得導覽行動中，什麼層面/方
面對你最有收獲?

或作品分析練習，課堂上由兩名教學助理
從旁協助，引導每組學生（小組成員包含
組長、記錄者、報告者以及其他成員）參
與討論、統整記錄、提出疑問，培養學生
之溝通協調能力，抱持共同解決問題之良
好態度，課堂討論實況將以攝影或拍照等
方式做記錄。
(二)教學助理與網站助理之規劃
1. 教學助理：本課程安排兩名教學助
理，負責準備課程內容之提綱及課堂
使用器材，協助授課教師之課堂教
學，引導學生進行分組討論活動，並
拍攝討論實況，定時於課程部落格回
應學生的發表與提問。
2. 網站助理：本課程安排一名網站助
理，協助授課教師規劃網站設計，定
時更新課程網站內容並負責維護硬體
設備。
七、課程網頁&部落格規劃
課程網頁架構（如圖 5 所示）包含：1.
課程基本資料、2.教師與 TA 介紹、3.數位學
習庫、4.課程部落格等四大部分，詳細內容
分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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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博物館導覽之理論與實踐」課程網頁架構

1.課程基本資料：包含課程概述、教學

式認識課程（圖 7）
。

目標、教學綱要、教科書、參考資料、

2.教師介紹：包含教師基本學經歷專長

及課程其他相關說明，提供學生選課

介紹、近年研究主題、教師個人部落

前對課程之基本認識（圖 6）
，並設計

格及其它授課課程網頁，提供學生對

有課程動畫，提供學生以更多元的方

師資專長之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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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位學習庫：與本校教師教學檔案資
源共享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平台結
合，可提供師生雙方教與學的雙向交
流，老師可提供書面教材於平台供學
生課前課後預習與複習，學生可將個
人作業繳交至平台，亦可共其他修課
同學參考。
4.課程部落格：課程部落格提供學生與
教師交流互動之平台，可針對議題討
論，亦可做資訊之交流，教師可提供
與課程相關之訊息於部落格。部落格

圖 8 「博物館導覽之理論與實踐」課程部落格

亦為現今網路流行趨勢，因此藉由部

肆、課程實施之反省與檢討

落格做師生互動之平台，可提升學生
參與交流之意願（圖 8）。

本課程為一個學期之通識課程，修課學
生的專業背景都來自非藝術或非博物館相關
科系，因此在課程中針對博物館與導覽相關
理論之探討，若與專業系所開設課程相比，
在理論探索之深度與廣度上必有落差。然
而，此課程的主要教學目標，是希望提升學
生對社會教育機構的熟悉度與參與度，並藉
由“導覽的執行”培養其解決問題、語文表
達、溝通協調以及自我反思等能力。根據學

圖 6 「博物館導覽之理論與實踐」課程網頁

生在課程部落格中的發言，以及在導覽反思
中的陳述，對此行動導向之課程規劃，大多
抱持著正面的評價。但是，此類課程之執行，
若要更進一步強化課程之內涵與提升學生之
學習成效，有以下兩點困難需克服：
1. 行動導向之課程設計強調學生從「做中
學」
，因此一班學生的修課上限，應從五
十幾位的人數下修為 20~30 位，才能讓
每一位學生有充分的時間執行導覽行
動，而老師也才能針對每一位學生做一
對一的諮詢與協助。

圖 7 「博物館導覽之理論與實踐」課程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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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部分，所以學生主要學習的場域

[5] 余慧玉，「博物館導覽員專業知能需求

是從教室延伸至博物館中，然而扣除掉

之研究－以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例」，國

交通所需時間，以及大多數學生必須回

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

校園上下一門課的壓力，實際上的上課

文，台北市，1999。

時間是呈現被壓縮的狀態，因此，若能

[6] 吳麗玲，「博物館導覽與觀眾涉入程度

提高此門課的時數（從原本的 2 小時提

之研究－以達文西特展為例」，臺北市

升至 3~4 小時），必能讓學生更嚴肅的

立師範學院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論

投入此課程。

文，台北市，1999。

根據此課程的實施經驗，行動導向的課

[7] 周功鑫，「博物館展覽策劃與觀眾學

程的確能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主導權，有

習」，博物館學季刊，15(2)，83-113，

別於一般以授課老師所傳達的知識為主的課

2001。

程框架，在行動導向的課程中，學生必須藉

[8] 林清江，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規劃專案

由直接參與行動以及觀摩同學的表現中學習

報告，立法院教育委員會第三屆第六會

與成長，老師的角色也從知識的傳達者轉變

期，台北：教育部，1998。

為課程運作的協助者。然而，角色的轉變需

[9] 秦裕傑，「現代博物館」，台北，世界宗

要時間上的調適與多次的演練，若是師生能
叄與更多行動或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此類

教博物館，1996。
[10]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美館簡介」
，2009

課程之成效才能有機會逐步的提升。

年 5 月 30 日，取自：http://www.kmfa.gov.
tw/home02.aspx?ID=$2005&IDK=2&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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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eums are not only soci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ut also important venues for learning
which school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including in school education. Aiming to make good use
of this valuable social education resource and enhance humanity education in colleges, cooperation
with the three major museums in Kaohsiung, including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and 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was sought to incorporate
action-oriented design into the curriculum. The action-oriented curriculum aims to help students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useum guided tours and relevant skills, and
help them acquire the abilities to integrate knowledge, solve problems, and choose action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rinciples of action-oriented learning and attempt to clarify the true
meanings of “learning by doing,” which are: (1) diversified thinking which can solve actual
problems and the process of self-reflection; (2) the abilities to integrate knowledge and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lutions and reflections; (3)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
and (4) responsibility for learning and attitudes toward active lear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Based on the aforesaid philosophy, the curriculum first offers an introduction to
museum-related topics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theories and skills regarding guided tour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obtain the prerequisite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required for a museum tour guide.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curriculum, students will receive one-week on-site training and carry out
two-week tour guide practices in the exhibition area of a museum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alty and
interest, to develop the attitudes, basic knowledge, and guiding skills required for a museum tour
guide through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s during the action-oriented learning process.
Key words: action-oriented curriculum design, general art curriculum, museum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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