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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展示說明設計與家庭觀眾經驗之研究
Exploring Art Museum Experiences with Exhibit Label Design: 

A Visitor Study Approach
林維真1　酆詠之2

Weijane Lin1, Yung-Chih Feng2

摘　要

過去博物館觀眾研究在主題與方法上多著重參觀行為模式的分析，對觀眾行為如何回

應博物館績效目標與實際決策的著墨較少。特別對美術館這類展示內容多元且依賴觀眾自

由詮釋程度也高的博物館而言，面對異質性高的觀眾群體時，需要更直接可參考的方法與

策略。本研究根據閱讀與學習理論發展行為分析架構，並對應美術館展示說明的特徵與設

計，評估展示說明對於家庭觀眾美術館經驗與學習的影響。採用個案研究方法並運用行為

對映技術，透過參與式觀察與訪談蒐集共8組美術館家庭觀眾的口語及非口語互動資料進

行分析。研究結果說明家庭觀眾對於展示說明的一般閱讀行為，以及閱讀不同類型展示說

明的差異和原因，並據此提出美術館展示說明之設計原則與建議。

關鍵字： 觀眾研究、家庭觀眾、藝術博物館、展示說明、展示設計

Abstract
The rise of museum visitor studies has inspired a deeper inquiry into the functions and purposes 

of museums. However, visitor studies have long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visitor behavior patterns 
in terms of research themes and methods, with less attention paid to how visitor behaviors respond to 
the goals and decisions of the museums, and therefore result in poor generalizability for the following 
museum practices. In particular, for art museums which have diverse exhibits but rely heavily on 
audience autonomous interpretation, there is often a need for more direct guidelines i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when dealing with highly heterogeneous visitor groups, such as family visitors. This study 
therefore investigates the family visitors’ behaviors in art museums in general, and their behaviors 
of reading exhibit labels in specific, to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impact of exhibit design on family 
visitors’ museum experiences and learning.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about reading and learning, a case 
study using behavioral mapping technique was adopted to develop a coding framework for behavioral 
observation. Data on verbal and non-verbal interactions of a total of 8 groups of family visitor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for analysis. The results illustrate the general 
reading behavior of family visitors to exhibit labels,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ces and rationales for reading 
different types of exhibit label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design principles for art museum practices in 
exhibit label design, and methodological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 design of visitor studies ar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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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Abstract

1. Introduction
Family visitors have always been the 

main audience for museums. To promote visits 
and participation, art museums often prioritize 
activit ies such as programs or workshops, 
ra ther than exhib i t ions, to a t t rac t fami ly 
visitors. However, family visitors are not only 
a key social unit, they are also an important 
learning group whose museum experiences are 
diverse and distinct. These rich and diverse 
attributes of family visitors interact with the 
physical context of the museum and greatly 
affect visitors’ museum experiences (Falk 
& Dierking, 2018). To fulfill their needs for 
social interactions, both the adult and child 
members of a family explore and attend to 
the resources and faci l i t ies in a museum. 
Therefore, the manner in which resources 
are displayed in museums, including through 
exhibit themes, contents, and labels, is closely 
related to family visitors’ museum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tly, affects their interactions 
and retention of information.

Museum exhibit labels typically have 
operational designs; they display information 
on the art and interpretations by researchers. 
H o w e v e r,  t h e s e l a b e l s d o n o t a c c o u n t 
for v is i tors’ perspect ives and needs. The 
descriptions on the labels are relatively brief, 

Note. To cite this article in APA format: Lin, W., & Feng, Y.-C. (2021). Exploring art museum 
experiences with exhibit label design: A visitor study approach.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
tion Studies, 19(2), 145-172. doi: 10.6182/jlis.202112_19(2).145 [Text in Chinese]. 
To cite this article in Chicago format: Weijane Lin and Yung-Chih Feng. “Exploring art museum 
experiences with exhibit label design: A visitor study approach.”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
tion Studies 19, no. 2 (2021): 145-172. doi: 10.6182/jlis.202112_19(2).145 [Text in Chinese].

and therefore, may provide v is i tors wi th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and a less satisfactory 
viewing experience. Studies have consistently 
indicated that art museum visitors prefer greater 
explanation for art. Nevertheless, systematic 
evidence remains scarce regarding how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the labels should be 
presented in response to visitors’ preferences.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d family visitors’ 
behaviors with respect to their read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exhibit labels in art museums 
and proposed a set of label design principles. 
We investigated visitors’ behavior using a 
behavioral analysis framework, which was 
developed based on reading and learning 
theories, and evaluated the effec ts of the 
design features of exhibit labels on family 
visitors’ museum experiences and learning. 
F u r t h e r m o r e, a s e t o f d e s i g n p r i n c i p l e s 
were proposed for exhibit lab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itor studies.

2. Research Methods
A case study method was employed to 

study the critical instance of family visitors 
at a special educational exhibition held by 
a nat ional ar t museum in centra l Taiwan. 
Family visitors’ interactio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exhibit labels were analyzed. The 



147

Extended Abstract

theme of the educational exhibition was line, 
which is one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art, and 
featured 17 dynamic and static works of art; 
23 exhibit labels were provided. We divided 
the exhibit labels into four categories, namely 
title, introduction, section and group labels, 
and capti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was 
then conducted, and behavior mapping was 
employed to record family visitors’ behaviors 
and activity. Subsequently,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verify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s 
and attitudes.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Eight groups of family visitors, comprising 

12 adults and 11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mong these, seven groups liv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museum. The family visitors 
considered the museum to be a space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Fu r the rmore, t he pa ren t s expec ted the i r 
children to learn from the visit; therefore, 
they viewed social interaction as a learning 
mechanism.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parents 
and children had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the topic of the exhibit, they noticed the label 
design and read the explanation. The parents, 
in part icular, expected to receive viewing 
guidance from the exhibi t labels, such as 
gaining an overview of the overall concept of a 
work of art through its title,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k through its introduction, 
a n d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t h e 
exhibi t ion through the sect ion and group 
labels. In addition, comparing family visitors’ 
reading behavior, memory, understanding,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four types of labels, it 

was found that ‘introduction’ and ‘section and 
group’ labels, which were rich in conceptual 
knowledge, most significant affected family 
v is i tors’ socia l in terac t ions and museum 
learning.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ore 
inform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on labels that 
assist visitors in linking past experiences to 
the information being present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design suggestions for 
the exhibit design are provided as Table 1.

Regarding exhibit label design, the family 
visitor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ength 
of description and content relevancy that affect 
readability. Hence, exhibit labels should be 
designed to make visitors want to read them. The 
length of description preferred by most visi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Moreover, the visiting 
rout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visitors 
encounter introduction labels that are too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visit, their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reading labels decreases, 
and they no longer attentively read subsequent 
labels. Accordingly, when designing exhibit labels, 
curators should not assume visitors will skip the 
parts of descriptions that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in. 
Visitors without relevant background knowledge 
do not know which parts can be skipped and 
therefore rely more heavily on the guidance 
provided by the labels. The study results obtained 
indicated that exhibit labels have key articulation 
and guiding functions; they constitute the physical 
context of a museum and should be integrally 
designed with the exhibit items and environment 
in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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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家庭觀眾一直是博物館主要觀眾族群

之一（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2018; 

The Audience Agency, 2018）。根據國內的

博物館統計資料，臺灣487家博物館中，

共有55家為公私立藝術博物館（文化部，

Table 1. Design Suggestions for Exhibit Labels

Label types Findings of the study Design principles suggested

Title The main visual image and 
title is the key to attract 
visitors’ attention.

The combination of text and images should include both abstract 
and concrete information to aid memory (Bitgood, 2014).

Image and graphics are enabling media for provid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Baer & Wise, 2014), that helps 
visitors develop motivation to explore, direct attention 
and encourage association.

Introduction Visitors generally have 
limited knowledge of 
the basic concepts, and 
expect shorter texts, 
more images, and direct 
annotation on important 
information.

Provide the underlying concepts of the exhibition as 
keywords, with brief definitions to facilitate visitors’ 
association of previous experiences (Pickard, 2007).

Use paragraph headings t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and 
to sectionalize the narratives into rhythmic, sequential 
paragraphs (Lipton, 2011), to reveal the structure of the 
exhibition and facilitate visitors’ ma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unfamiliar concepts.

Section and 
group labels

Difficult vocabularies 
lack of connections to 
real life experiences 
hindered family visitors 
understanding.

Visual design and arrangements to emphasize the structure of 
the exhibitions are necessary to help visitors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arts and the whole.

Use direct and specific narrative, avoiding metonymic 
rhetoric (Bitgood, 2014). Provide analogies or metaphors 
in graphical formats.

Reference to life and cultural events such as news and 
festivals, provide associative clues related to everyday 
experiences (Perry, 2012). Use questions to prompt or 
draw family visitors’ attention and dialogue. 

Captions 
(statistic 
exhibit)

Family visitors expect 
more content that helps 
them understand the 
work of art, such as 
information about the 
artist and ideas.

Captions should aim to inspire the visitors rather than only 
providing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Serrell, 2015).

Use real objects (e.g., photos/film) or language (e.g., quotes 
from the artists) to meet family visitors’ expectations of 
credibility and uniqueness (Falk & Dierking, 2018).

Captions 
(dynamic 
exhibit)

Children are the primary 
and active readers. 
They considered 
illustrations as better 
media to guide them 
through the visits.

Use imperative sentences to provide simple and direct 
instructions to assist the visitors in completing correct 
actions (Pattison & Dierking, 2012).

Use step-by-step illustrations to provide feedback for visitors 
to confirm their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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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無日期），為

了促進參觀與參與，美術館經常優先運用包

括動手做、說故事、表演節目等活動形式，

而非透過展示本身來吸引家庭觀眾。然而，

家庭觀眾不僅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單位，也是

一個重要的學習群體，他們的博物館經驗俯

仰異觀且群體之間差異性也大，根據Falk與

Dierking（1992, 2000, 2018）所提構成博物

館經驗的個人、社會文化與環境三大情境因

素來分析家庭觀眾，可發現家庭觀眾具備每

個成員本身的個人脈絡，以及多代成員之間

異質但相對緊密的社會文化脈絡，組成與互

動的多元性高、參觀動機與行為模式也會有

很大的差異。而家庭觀眾豐富而多樣的屬性

特徵與博物館環境脈絡互動的結果，能夠顯

著影響成員的博物館經驗：過去研究指出與

家庭成員一起參觀博物館的成人與兒童，

平均停留時間會比他們個人參觀時來得長

（Puchner, Rapoport, & Gaskins, 2001）、社

會互動也比較頻繁（McManus, 1994），而

多代成員間的互動對彼此的學習經驗也有

所助益（侯天麗，2009；Borun, Chambers, 

Dritsas, & Johnson, 1997）。此外，與家庭

成員一同參觀時，為了滿足社會互動的需

求，家庭觀眾中的成人與兒童都會主動注意

環境中的資源或設施並加以利用（Diamond, 

1986; Fa lk, 1991; Pa t t i son & Die rk ing, 

2012），因此博物館中的各項展示資源，包

括展示主題、展示內容與展示說明，都與家

庭觀眾的博物館經驗密切相關，影響家庭觀

眾的互動與學習。

在美術館、歷史博物館與科學博物館

（Burcaw, 1997）等不同類型的博物館中，

美術館一直被認為是對兒童學習最不友善

的環境之一（Lee, 2021; Sterry & Beaumont, 

2006）。2019年5月一份針對全英兩千多位

擁有未成年子女的家長所進行的調查發現，

有九成的家庭觀眾會參觀博物館，但其中有

三成五的家庭觀眾則從未造訪美術館或藝

廊，顯示家長不太選擇藝術博物館作為家庭

活動的場所（Ecclesiastical Specialist Heritage 

Insurer, 2019），而2020文化統計公務機關

與機構調查國內32家國立文化相關機關2019

年入館人次統計結果，則發現參觀博物館的

人數較前年大幅增加，但美術館或藝術中

心的平均入館人次則多遠低於總平均（文

化部，2020）。家長們除了反應美術館環

境，像是展品、動線的嚴格管制可能不利兒

童活動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家長認為

美術館的展示說明，常使用艱澀或簡略的

語言不利他們理解，因此不選擇美術館作

為家庭的休閒場所。事實上，與家庭成員

的社會互動，一直是觀眾選擇博物館參觀

的主要動機（林詠能，2013；Dodd, Jones, 

Sawyer, & Tseliou, 2012; Hood, 1989;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2018），當博物館環

境不利社會互動，就會影響家庭觀眾的休閒

選擇。

另一方面，美術館最初是為了補充

藝術品資訊與滿足觀眾疑問，開始使用展

示說明（Exhibi t Label）作為一種詮釋工

具（Bitgood, 1991），不過長久以來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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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在提供展示說明時是以功能操作設計

（operational design）取向為主，偏重藝術

品本身資訊以及專業研究人員的詮釋，展

示說明也較簡短，或只有標記簡易資訊的

身份證式標籤，較少考慮觀眾的觀點與需

求，也可能會降低觀眾的博物館經驗品質

（Devine-Wright & Breakwell, 1997）。若與自

然科學博物館展示說明的相關研究結果相對

照（王啟祥、朱仕甄，2010；顏鎮榮，2005；

Brown, 1995; Crowley et al., 2001; Diamond, 

1986），則可發現博物館經驗品質的降低

主要是由於展示說明對藝術品本身的歷史背

景、審美與價值性並未提供充分的資訊，

使觀眾無法理解。雖然過去研究一致地指

出美術館觀眾都希望有更多的展示說明

（吳鴻慶，2010；Edwards, Loomis, Fusco, 

& McDermott, 1990），不過實際上對於展

示說明的內容與形式如何回應或連結觀眾的

需求，仍缺乏系統化的探索，因此不容易歸

納出一般設計原則，也不利後續實務參考。

此外，雖然國內對於博物館家庭觀眾研究的

關注持續成長，但整體實證研究仍屬少數 

（王啟祥，2008），且研究主題與方法多

屬於整體參觀行為模式的個案研究，對

於展示說明以及展品互動細節的探討較

少（王啟祥、朱仕甄，2 0 1 0；黃智琪、 

許義忠，2009），在研究方法與設計上仍有

改善空間。特別是面對科技資源普及、博

物館人員組織環境等變化，若希望透過展

示說明或科技輔助來促進家庭觀眾的社會

互動，瞭解家庭觀眾對於展示說明的使用

行為與需求，更顯得重要（Benckendorff, 

Tussyadiah, & Scarles, 2018; Parry, Ortiz-

Williams, & Sawyer, 2007; Reid, 2014）。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具體

研究目的為分析家庭觀眾閱讀與使用美術館

展示說明之行為，並歸納美術館展示說明之

設計原則。本研究選擇家庭觀眾在美術館閱

讀展示說明的行為，根據閱讀與學習理論發

展行為分析架構，並對應展示說明的特徵與

設計，評估展示說明對於家庭觀眾美術館經

驗與學習的影響。意圖藉由家庭觀眾對美術

館展示說明的閱讀行為與使用經驗，以及在

動靜態不同展示型態下的行為表現，來完整探

索家庭觀眾個人脈絡、社會文化脈絡與環境脈

絡三大情境因素，對博物館經驗的影響。並基

於觀眾研究的角度，根據研究結果對美術館展

示說明提出具體完整的設計建議。

貳、 文獻回顧
一、 美術館中的家庭觀眾

家庭是兒童學習的重要媒介，相關研

究定義家庭觀眾是一個社會單位（s o c i a l 

u n i t），具有多代的成員，成員間社會互

動頻繁，並具有親密、強烈、持久的關係

（Kropf & Wolins, 1989; McManus, 1994）。

家庭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學習單位（learning 

unit），而且是異質性並高度互動的學習群

體（Falk & Dierking, 2018），成人終生學

習的素養、傾向與能力基礎，與家庭息息相

關；在個人學習生活與生存技能的歷程中，

文化一直具有關鍵的影響力，而家庭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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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養的重要媒介，許多行為的養成都受到家

庭的潛移默化，這些在家庭中透過共同生活

與學習所形成的態度和行為，會延續與傳承

於每一位家人未來的生活經驗中，包括像是

家庭觀眾在博物館中根據過去經驗或記憶來

詮釋與討論他們的所見所得，這些討論也會

同時深化家族共同歷史，並在家庭成員間形

成共同的理解（Diamond, 1986）。針對家庭

觀眾中的兒童學習，相關研究也發現當兒童

在成人的陪伴下積極參與博物館活動時，他

們在展示中停留的時間更長，學到的東西也

更多（Puchner et al., 2001）。

若以F a l k與D i e r k i n g（1992, 2000, 

2018）所提的個人、社會文化與環境三大脈

絡來說明家庭觀眾的博物館經驗：個人脈絡

中，有關家庭觀眾的博物館參觀動機，國

內外相關研究的結果一致認同，家庭觀眾

期待博物館是能夠提供社會互動、參與學

習的舒適環境（王啟祥、朱仕甄，2010；

Hood, 1989; McManus, 1994），他們重視與

博物館環境的互動能對所有成員的經驗與學

習帶來價值和挑戰。與一般觀眾相同，過去

以及立即的博物館參觀經驗會影響或改變家

庭觀眾的參觀動機，經常參觀博物館的家庭

觀眾更重視教育學習的機會，而較少造訪博

物館的偶發性觀眾，或完全不參觀的非觀眾

則較重視社會互動、參與等社交與娛樂價值

（McManus, 1994）。這些不同的參觀動機

也影響了家長對博物館參觀的規劃與安排

（Dodd et al., 2012; Hood, 1989），他們以兒

童或子女為中心，來選擇及決定參觀計畫。

由社會文化脈絡的角度觀照家庭觀眾

的參觀行為，過去研究則顯示家庭成員之

間的社會互動會影響參觀時間與動線的選

擇（Blud, 1990）：家庭觀眾平均美術館參

觀時間約在1至2小時內（陳桂淑，2007；

謝昀真，2009；Diamond, 1986），針對個

別展廳或展示空間停留的時間則平均有30至

40分鐘。在美術館與藝廊中，觀看單一作品

的時間一般偏短，甚至不超過一分鐘，但如

果是可以操作、互動的展示則會停留較長的

時間（Lee, 2021）。親代積極引導的家庭平

均參觀時間會比親代消極參與的家庭長，但

孩童的經驗與喜好才是決定家庭觀眾參觀與

再訪的關鍵 （王啟祥，2008；Hood, 1989;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2018）。在

參觀行為方面，美術館通常沒有明確的動線

規劃，參觀美術館動線的主導者，有研究

發現是由親代主導參觀（陳築萱，2007；

謝昀真，2009），但多數研究結果則顯示家

庭觀眾的參觀行程是由子代主導（陳桂淑，

2007；Dodd et al., 2012; Falk, 1991; Hike, 

1989）。此外同行人數、成員互動、參觀步

調以及展品陳列形式也會影響參觀動線的聚

合，例如父母會表現不同的角色（方惠玉，

2004；Stanton, 1999），相對於父親經常是

社交促進的功能，母親更重視博物館展示的

主題內容與知識，並試圖引發討論；兒童主

導參觀時則是主要基於好奇心對博物館環境進

行探索（Koran & Koran, 1983），此時家庭成

員會注意具吸引力的展示單元主題，來決定參

觀動線（謝昀真，2009；Dodd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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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有關美術館環境脈絡如何影

響博物館經驗的相關研究結果則指出，展

示環境包括照明、位置、高度、可及性

（accessibility）等都會影響家庭對展示的

注意程度（Benton, 2008）。家長會依據自

己對主題的熟悉程度來選擇展示，一旦選

擇之後，與展示互動的深度則取決於孩童

（Crowley et al., 2001），由於對孩童而言

的新奇事物，對家長們來說可能習以為常，

而孩童的好奇心強且社會化程度較低，對觸

摸展品沒有先入為主的概念，因此孩童比大

人更容易與展示產生互動（方惠玉，2004；

Koran & Koran, 1983）。對於展示說明的使

用，家庭觀眾觀賞展示時，很少事先閱讀展

示說明，而是一起嘗試、討論，試著理解展

示，直到無法理解時才會較仔細地閱讀展示

說明（吳春秀，1996；McManus, 1994），

且孩童比父母更有興趣去操作展示，而父母

則比孩童更注意閱讀展示說明（陳築萱，

2007；Diamond, 1986）。

二、 美術館與博物館學習

有鑒於早期的美術館教育，多來自於

教育者或館方人員的個人信念，缺乏正式

的政策基礎或實務研究，1987年11月在美國

丹佛市舉行全美美術館教育人員會議（丹

佛會議），以明確地界定美術館教育的使

命與目的。會中針對美術館的使命與教育

目的、方式、教育人員的標準發表了一份

宣言（El-Omami, 1989），指出美術館的

使命是收藏與維護美術品，同時將這些作品

透過展示、出版物和教育方案等方式，與全

體民眾進行溝通，目的是為了加強觀眾對美

術原作的了解與鑑賞能力，並且將此經驗延

伸到生活層面上。展示是美術館工作中直接

面對觀眾的部分，觀眾與展示之間的交流模

式對觀眾的學習效果有莫大的影響（Falk & 

Dierking, 2018），觀眾也經常根據展示內

容來評估自身的博物館經驗。有些美術館使

用「教育性展示」的概念來強調美術館展示

的教育目的（李靜芳，2020；Belcher, 1993; 

Villeneuve & Love, 2017），在教育展中試圖

提供更多有關展示主題與教育意涵的說明，

來輔助物件陳列的靜態展示，以吸引家庭觀

眾的注意；美術館也嘗試跳脫只有觀看的展

覽形式，強調動態呈現、操作與互動，來增

進觀眾的參與和體驗 （李靜芳，2014；Lee, 

2021）。同時，隨著博物館人員專業職能與

領域專長的增加，美術館教育人員也採用各

種學習與教學原理於作品解釋、展示等活動

上，以創造觀眾與展示之間有意義的互動，

並發展相關評估標準來觀照觀眾的博物館學

習經驗。例如透過文字說明來傳達抽象概

念，輔助觀眾進行符號的學習，透過藝術作

品本身或圖像影音等強調形制構造的說明，

促進圖像學習；以及透過操作、互動等參

與來進行活動學習（Hooper-Greenhill, 2013; 

Lynch, McCleary, & Smith, 2018）。

另一方面，社會互動是家庭觀眾進行博

物館學習的重要機制（Blud, 1990; Crowley 

et al., 2001; Falk & Dierking, 2018），因此要

評估家庭觀眾的博物館學習，相關研究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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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社會互動行為作為指標：當家庭成員出

現詢問問題、回答問題、評論或解釋展示內

容、默念或唸出展示說明文字，就可以推斷

學習正在進行（Borun et al., 1997）。家庭

成員之間也會透過評論與解釋展示內容來學

習，通常親代為教導者，是主要的知識建構

者，在評論與解釋展示內容時會與生活經驗

結合；而子代則無形中成為被動的受教者，

但是會提供各種新穎的觀點或發現，因此家

庭觀眾作為一個異質性卻具有共同學習目標

的學習單位，親代與子代間能發展出教學

相長的共學模式（Dierking, 1989; Pattison & 

Dierking, 2012）。然而，相關研究也指出家

庭觀眾普遍對於展品認識不足，當家長對於

展覽主題或藝術品有疑惑時就會降低互動，

雖然需要輔助說明來增進對作品意涵的理

解，但是若參與導覽活動，被動聆聽導覽員

的說明教導，會排擠家庭成員之間分享感受

或深度討論的機會，實證研究也發現家庭觀

眾並不偏好參與導覽解說（陳桂淑，2007）。

同時跨世代組成的家庭觀眾個別知識、能力

與需求不同，因此單向導覽並不符合家庭觀

眾合作學習的風格（Crowley et al., 2001），

無法滿足所有成員對作品的好奇和興趣，也

使得參與導覽解說的家庭觀眾數量偏低，而

是各家庭自行導覽（陳築萱，2007）。基於

上述相關研究發現可知，家庭觀眾在美術館

中的學習建立在成員的互動上，學習不是單

向的，成員間彼此所給予的刺激都會影響學

習經驗。而能夠符合家庭觀眾參觀與學習特

性的展示說明，或許能作為促進家庭觀眾美

術館經驗與學習的重要媒介，其效果與影響

值得深入探索。

三、 展示說明

展示說明（Exhibit Label）是博物館最

早開始使用，歷史最久遠且通用的詮釋工

具（Parry et al., 2007; Williams, 1960）。展

示說明扮演博物館專業知識與一般觀眾理解

之間的溝通橋樑，也是觀眾在展示空間中重

要的概念導引，2001年在大英博物館「未

識別的博物館物件（Unidentified Museum 

Objects）」展示中，策展人刻意在小展間

內擺放了大量沒有被分類、也沒有任何展示

說明的藏品，就讓許多觀眾感到不安和質疑

（Henry Moore Institute, 2001），由這樣的

實例可以說明觀眾對展示說明的依賴，以及

缺乏展示說明不僅會妨礙觀眾對特定展品物

件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可能會造成對整個展

覽概念的質疑，而影響整體博物館經驗。

因此展示說明的功能，除了識別與詮釋物

件，更重要的是能夠導引觀眾、告知並輔助

觀眾瞭解物件在展示中的脈絡位置（Serrell, 

2 0 1 5），可引起觀眾閱讀動機，更是促

進和開啟觀眾學習的媒介（Benton, 2008; 

Screven, 1992）。

有關展示說明的類型，過去在研究與

實踐上缺乏共通一致的命名與分類方式，

有些機構會根據展示說明的功能，例如由

引導、介紹、圖說等來分類；有些使用地

理位置，例如牆上文字、展示櫃文字、

活動文字來指稱。Wil l i ams（1960）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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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觀眾閱讀展示說明的時間軸，從引起

動機、瀏覽、深入閱讀與單一物件閱讀的

歷程，將展示說明區分為標題／副標題

（Heading）、主要標籤（Main Label）、

描述性標籤（Secondary Descriptive Labels）

及身分證式標籤（Identification Labels）四

大類型。但早期的展示說明強調表面的訊

息，缺乏對觀眾需求的考量，以敘述性展

示說明為主。1990年代開始，博物館實務倡

議詮釋性展示說明（Interpretative Labels）

的概念，旨在強調展示說明作為刺激觀眾

思考與學習的媒介角色，Screven（1992）

首先依據學習表現的不同層次，將展示說

明區分為傳統式展示說明（Convent iona l 

Labels）、探索型（Covert Interaction）、

輔助互動型（Secondary Interaction）、直接

互動型（Direct Interaction）與適性展示說

明（Adaptive Interaction）等五大類。Serrell

（1996, 2015）則進一步由觀眾可理解的角

度出發，將展示說明類型調整為以溝通整體

性資訊為主的「展示標題（Title）」與「介

紹性標籤（Introduction）」、詮釋特定群

體物件或子主題的「展區說明（Section & 

Group Labels）」、以及詮釋個別物件、模

式或現象的「個別物件標籤（Captions）」

四大類，同時提出各展示說明適用的文字字

數範圍建議，讓博物館從業人員在設計展示

說明時，不僅有類型可供參考，更有字數作

為依據。詮釋性展示說明的出現與發展，

象徵博物館對觀眾需求、教育功能與成效

的重視，也是後續博物館從事展示設計時

重要的參考依據（Bitgood, 2014; Fragomeni, 

2010）。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希望深入探索家庭觀眾與美術館

展示內容的互動經驗，特別是展示說明的閱

讀行為，以瞭解展示說明對於家庭觀眾博物

館經驗的影響。根據研究目的，具體研究問

題包括分析家庭觀眾閱讀與使用美術館展示

說明之行為，並根據家庭觀眾美術館參觀與

學習動機、使用展示說明行為、美術教育內

涵及整體參觀滿意度，歸納美術館展示說明

之設計原則。為能有效回答前述問題，本研

究以質化研究取徑，採用個案研究方法，以

參觀一個美術館教育展之家庭觀眾為個案，

分析家庭觀眾的博物館經驗，透過行為對映

技術、參與式觀察及訪談蒐集瞭解家庭觀眾

之行為、感受與表現。

一、 研究場域與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中部一所公立美術館之

教育展作為研究場域，該展示是美術館教育

展間內的特展，展出時間為一年。研究是於

特展後半期實施，每個週末於展間前走廊，

招募參觀該特展之觀眾。最後共計8組包含

至少一位家長與一位12歲以下子女的家庭觀

眾，在完整瞭解研究目的與流程並同意參與

的前提下進行本研究。本研究由兩位研究者

參與執行，為了不干擾參觀，其中一位身兼

館員身份的研究者會從旁觀察與記錄每組家

庭觀眾，但參觀過程中如果觀眾對展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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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問且主動尋求協助時，該研究者會以館

員角度提供導覽與說明。所有參觀過程中之

互動資料均根據行為記錄觀察表進行文字記

錄，當家庭觀眾進入展示廳後，研究者觀察

並記錄觀眾視線與注意力、參觀時間、閱讀

展示說明時間、參觀動線與互動行為。展示

參觀結束之後，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確認觀

眾之個人脈絡與社會文化脈絡，以及對展示

說明的使用動機。

二、 研究工具

(一) 美術館教育特展與展示說明

本研究選擇臺灣中部一所公立美術館之

教育展作為研究場域。以教育特展之內容作

為研究材料，特展主題是透過作品認識美術

的基本構成元素－線條。該教育特展展出時

間為期一年，於美術館一小型、教育展專用

展覽室舉行，共陳列與展出作品17件，分為

三大子題單元區呈現：包括靜態展示攝影作

品7件、靜態展示油畫作品6件，以及動態展

示複合媒材4件，讓觀眾透過視覺、聽覺、

觸覺與嗅覺操作，與展品互動。根據本研究

對於展示說明的研究目的，在實施場域研究

之前，參照Serrell（2015）的詮釋性展示說明

類型對研究材料進行分析，並將該特展所有

展示說明，分為展示標題、介紹性標籤、展

區說明與個別物件標籤四大類（如表一）。

表一　展示說明類型

類別 說明 位置 圖例

展示標題 有關展覽名稱、展覽時間及策展人等，以吸
引觀眾注意為目的的展示說明

美術館入口
展覽室入口

介紹性標籤 有關該展示整體性概念說明，以介紹主題、
展示大綱、導引觀眾為目的的展示說明

展覽室入口
展覽摺頁上

展區說明 標示該展示三大子題單元，說明各子題主要
概念之展示說明

展覽室內

個別物件標籤 身分證式標籤記錄作品名稱、作者、年代、
媒材與尺寸，提供物件基本資訊的展示
說明

展覽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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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為觀察記錄表

本研究根據文獻歸納觀眾研究記錄項

目，並採用環境心理學領域所發展的行為

對映（Behavior Mapping）技術（Ittelson, 

Rivlin, & Proshansky, 1970），來設計行為觀

察記錄表，記錄所有參與者在展覽室內的參

觀行為。環境心理學的觀點認為行為是與特

定環境連結在一起的，要研究行為必須同時

考慮人與環境的互動，因此行為對映技術觀

察並記錄完整的行為場景，包括物理空間、

時間的特徵，以及人與環境互動的過程與結

果等資訊。根據這個準則，本研究首先製作

展覽室空間地圖並標示各展示內容與展示說

明之物理空間特徵，接著定義展示說明的閱

讀行為並進行編碼（如表二），以將觀眾與

展示互動的過程與結果對映至物理空間中。

本研究實際由一名身兼館員身份之研究者實

施參與式觀察，並依據事件活動發生時序進

行記錄。

(三) 訪談大綱

在每一組家庭觀眾結束參觀後，則透

過半結構式訪談，確認參觀過程中的行為，

以及各項行為表現背後之動機，訪談大綱共

八大題32小題，包括本次參觀動機與預期、

對於四種類展示說明的使用行為與看法、在

靜態／動態展示中使用展示說明的情形與看

法，以及對整體參觀的滿意度、記憶與理

解。其中滿意度的測量是先透過十點量表，

請受訪者勾選後，再說明滿意或不滿意的原

因。記憶程度是計算受訪者印象深刻內容

佔總展示內容（含17件作品與23項展示說

表二　行為觀察記錄項目編碼表

觀察項目 編碼與說明

展區空間 D1 靜態展
D2 動態展

行動者 P 家長（M父／F母）
C 兒童（依照年齡順序編號）

展示說明 E1 介紹性
E2 群組
E3 個別物件

閱讀時機 G1 經過時
G2 看完作品與作品對照
G3 操作前
G4 操作後
G5 忽略

閱讀方式 I1 不閱讀
I2 快速掃描
I3 閱讀
I4 朗讀

閱讀目的 J1 建立基本概念
J2 回答疑問
J3 隨意瀏覽

閱讀時間 實際閱讀時間（中位數Med = 
207 sec）

K1 長
K2 短

記憶程度 受訪者印象深刻內容佔總展示
內容比例

< 12.5% 低
< 50.0% 中
> 50.0% 高

理解程度 受訪家長與兒童主觀判定
高
低

滿意度 滿意程度（1 = 非常不滿意；10 
= 非常滿意）

1-3 低
4-6 中
7-10 高

明）比例，並區分為低（< 12.5%）、中（< 

50%）、高（> 50%）。理解程度則是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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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請受訪者主觀判定，區分為高與低。最

後，根據上述行為觀察與訪談所蒐集之資

料，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方法進行資料轉

錄、編碼與分析。

肆、 研究結果
一、 參與者背景資料

參與本研究的8組家庭觀眾，共計12位

成人及11位兒童。基本資料如表三所示：有

4組是兩位家長與子女一同參觀，4組則為一

位家長與子女一同參觀。家長平均年齡為40

歲，兒童平均年齡則為10歲，為典型的國

內家庭概況（內政部，2017）。參與者多

為美術館當地居民，並有4組為經常性觀眾

（Hood, 1989），至少每個月會造訪美術館

一次，最頻繁的每週會造訪美術館一次。除

了一組經常性觀眾（Group4）是為了使用

美術館遊戲室空間而來，屬於單純娛樂動機

外，其他7組家庭觀眾都是以「學習」為主

要動機，為了參與繪本區活動以及看展覽而

到館參觀。在8組受訪家庭中，有兩組是與

親戚朋友一起出遊（Group3, Group6），其

他6組則是核心家庭的成員來參觀。

受訪家長將美術館當作是一個安全且能

從事探索活動的學習資源空間，在美術館戶

外與室內空間隨意瀏覽，有感興趣的主題展

示才會進一步參觀，因此對於本次教育特展

的主題，除了一組是教師推薦（Group3），

另一組是兒童為了完成先前作品而再訪

（Group6）外，其他6組觀眾是在欣賞完其

他展覽，或等待預約活動的空檔時經過特展

展覽室而順道參觀，家長多數並不清楚本次

特展主題內容。

二、 家庭觀眾對展示說明的一般閱讀行為

(一) 家庭觀眾以快速掃描方式閱讀展示說明

本研究依據行為觀察記錄表，分析家庭

觀眾在參觀時對展品及展示說明駐足或瀏覽

的時間、口語互動的有無，及觀看模式；並

對照訪談記錄，分析家庭觀眾對展示說明之

表三　參與者資料

編號 組合 家長年齡 兒童年齡 觀眾類型
博物館 
鄰里

參觀動機

美術館 本展

Group1 2+2 43 11、13 偶發性 否 學習 偶遇

Group2 2+2 34 13、6 偶發性 是 娛樂、學習 偶遇

Group3 2+2 43 10、7 經常性 是 學習、社交 學校推薦

Group4 2+1 34 10 經常性 是 娛樂 偶遇

Group5 1+1 44 11 經常性 是 學習 偶遇

Group6 1+1 37 7 偶發性 是 學習、社交 再訪

Group7 1+1 40 12 偶發性 是 學習 偶遇

Group8 1+1 42 10 經常性 是 學習 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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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性需求與使用行為。研究結果顯示，家

庭觀眾主要以「快速掃描」的方式，在經過

展示說明時隨意瀏覽，很少駐足仔細閱讀。

兒童若沒有家長指引，均直接跳過展示說

明。家長在訪談中進一步指出，在參觀美術

館時通常只會欣賞作品（2PF、4PF），若

沒有具體迫切的要求，例如需完成學習單，

就不會特別注意展示說明（1PF）。家庭觀

眾對美術館展示說明的瀏覽行為，與過去

研究相呼應 （Hooper-Greenhill, 2013），相

較於對博物館熟悉的經常性觀眾（Devine-

Wright & Breakwell, 1997; Edwards et al., 

1990），以及具有明確參觀目的的學校觀眾

（Villeneuve & Love, 2017）相比，家庭觀眾

作為對博物館環境較不熟悉的偶發性觀眾，

會依賴環境中更為直覺熟悉的資源進行學

習，因此在美術館中會優先注意環境中的圖

像刺激。

若對照展示說明的閱讀行為以及家庭

觀眾之間的社會互動，則發現家長在瀏覽

展示說明時，大部分時候並不會唸出來，

也不會向子女解釋或說明。後續訪談中家

長反應「自己無法看出展示說明的重點」

（7P M），也覺得「展示說明不具吸引

力」（2PM），顯示觀眾雖然經過時會注意

並瀏覽略讀，但一眼看過去認為文字太多，

便判定自己不感興趣且放棄仔細閱讀。同時

家長在略讀中找不到關鍵字連結自己的相關

經驗或知識，對展示說明的印象薄弱，因此

也不會特意跟子女討論分享。

研究結果也發現，三年級以下的兒童因

為認字與詞彙的能力發展，幾乎完全不看展

示說明，也不會要求家長講解，而是由家長

在閱讀展示說明後，主動提供引導和說明。

三年級以上的兒童則會依照自己的興趣和理

解，主動選擇注意並瀏覽展示內容，家長則

較屬於被動陪伴、回答問題的角色，在回答

問題時會注意展示說明。不論家長是主動或

被動參與互動，口語互動較多的家庭觀眾，

參觀靜態展的時間比較長，對於展示內容的

記憶也會比較深刻。

(二) 家庭觀眾偏好量少的介紹性展示說明

文字長度是影響觀眾是否閱讀的重

要因素（Bitgood, 2014; Hooper-Greenhill, 

2013），詢問受訪家長與兒童，對於四種類

展示說明長度的看法，家庭觀眾普遍認為，

位於展覽室內三大子題區，說明特展三大子

題單元的「展區說明」，長度最為適中；而

在展覽室入口及摺頁上，有關該展示整體

性概念說明的「介紹性標籤」的長度則過

長。值得注意的是，與過去研究有關家庭觀

眾多為偶發性觀眾的結果相呼應（Borun et 

al., 1997; Pattison & Dierking, 2012; Sterry & 

Beaumont, 2006），本研究中所有受訪的家

長事前沒有對本特展主題或內容有任何相關

經驗或準備，認為自己是兒童的陪伴者，因

此在入口處看到長篇介紹文字時，可能缺乏

興趣而不注意，或不知道要注意哪裡；即便注

意了，也受到認知負荷的影響，認為自己無法

在短時間內記憶大量訊息，而放棄仔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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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介紹性標籤）應該可以一開始

出現三個重點，讓你先注意到粗體字。

然後在慢慢（引導）。有些人對大標題

比較有想法，就會想要看細節，這樣子

才能夠再引進去，如果全部都一樣，那

你想要知道這東西就要從頭看到尾，這

樣子自己比較累一點。（3PM）
這個（介紹性標籤）到第二排而已

就看不下去了。你會發現在參觀的人，

會停留在文字上的幾乎很少。而且你看

文字那麼多，不可能五秒之內讀完啊？

（2PM）

(三) 家庭觀眾偏好文字淺顯且與經驗連結之

展示說明

受訪的8組家庭觀眾均反應大部分的展

示說明文字艱深，包含很多專業術語：例如

介紹性標籤中所提到的「獨白、隱喻、宣

示、量體」等，甚至在動態展示的物件標籤

中所寫的「2D、3D」也有多組親子反應無

法立即理解，也不易閱讀。觀察結果發現，

在第一子題區介紹7件靜態展示攝影作品的

展區說明中，使用「鐵窗、街道、葉脈」等

與生活經驗相關的具體指稱，會吸引觀眾的

注意力；而在第二子題區說明6件靜態展示

油畫作品的展區說明中，抽象的文字敘述像

是「線條擁有自發性、音樂性、方向感、速

度感等各種表徵⋯⋯」，觀眾則經常略過不

看。訪談時進一步證實家長與兒童對於具體

實例的偏好，對於抽象的說明文字，家長認

為內容艱深難懂，且自己沒有專業美術背

景又欠缺熟悉的例子，因此無法想像或感受

這些詞彙代表的意境與意義（4C1、4PF、

6PM），沒辦法連結說明文字和油畫作品，

所以認為油畫作品的展區說明並未提供有助

觀賞的資訊（3PM）。

就展示說明的「易讀性」而言，家庭觀

眾偏好文字淺顯易懂且與「經驗」結合的展

示說明，也呼應語言學領域的相關研究結果

（Ravelli, 1996），顯示觀眾期待與需要的

是使用生活化語言，避免不必要的形容詞，

以及將抽象概念以具體化的方式舉例或譬喻

的展示說明。使用一些符合當代社會文化的

生活語彙，會創造趣味而能吸引觀眾閱讀，

並促進理解、聯想與思考。在訪談中家長也

提到對圖文對照的期待，他們希望展區說明

能像個別物件的身份證標籤一樣，提供圖像與

文字更直接的對照，以提高他們對展示說明的

注意力，也更能幫助他們理解文字語意：

除非它像裡面的展，它有一個圖

畫，旁邊有文字，我就會想這圖畫在表

現的是什麼。（4PF）
色彩、聲音、律動、表情我們一

般人不會觀察注意這麼深入，除非你有

特殊的學習⋯⋯，不然就是這個展它可

以真的有一個喜怒哀樂的臉，笑臉就是

這樣子（比劃微笑的線條）一定要跟它

（說明文字）直接對應，這樣一看就知

道它的重點在說什麼。（6PM）
有關易讀性的提升，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閱讀與理解文字訊息屬於象徵符號的學

習（Hooper-Greenhill, 2013），需要觀眾較

高層次的認知處理，也不利於透過隨意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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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理解。因此圖像的使用能夠具象化文字與

抽象概念，並提供聯想與連結的基礎，會對

閱讀理解有所助益，而家長在訪談中也提到

他們對圖像線索的需求，例如希望在個別物

件的身分證標籤上加上藝術家的照片，或是

藝術家本人對於作品的介紹，家長認為這些

與生活經驗相關的線索，有助於滿足他們對

作者的想像，也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如果它這邊放一個作者（的照片）

的話，我就會去看，是誰，怎麼會做出

這種東西來。（2PM）
三、 家庭觀眾對不同類型展示說明之閱讀行為

表四是根據四種不同的展示說明，摘要

歸納受訪家庭觀眾的閱讀行為，說明家庭觀

眾中的成人與兒童，閱讀展示主題、介紹性

標籤、展區說明與個別物件標籤的時機、方

式、目的以及時間。並參照訪談結果，進一

步討論家庭觀眾對展示說明的理解程度、記

憶程度與滿意程度。

家庭觀眾中的家長為了建立對展覽主題

及內容的概念，會主動覺察並注意「展示標

題」、「介紹性標籤」以及「展區說明」。

兒童則是在動態展示的操作上遇到困難，為

了解決問題才閱讀「個別物件標籤」。行為

觀察記錄顯示受訪觀眾鮮少仔細閱讀展示說

明，以經過時快速掃描、略讀為主，少數家

長會將作品名稱念出來，並與孩童交流彼此

對作品本身的印象與想法，但不會特別針對

展示說明做解說或討論。

觀眾對於各類展示說明的滿意程度，會受

到閱讀理解與記憶程度的影響。幾乎每組受訪

者都提到位於展覽室入口處的「介紹性標籤」

過於複雜艱深，缺乏基礎概念的說明和解釋，

讓他們覺得很難理解，而因此感到不滿意：

我覺得（介紹性標籤）蠻形而上？

我認為應該就是一個主題，讓人一看就

能夠一直點頭有共鳴，可是這個好像在

寫報告一樣。（5PF）
我覺得它切入太快了，我又沒有經驗

就很難想像，像是這個線條到底是要怎樣

看？為什麼我看到這個線條會有這樣（展

示說明所說）的感覺？它（展示說明）在

裡面沒有講出來，真的蠻難的。（3PM）
簡短，然後更淺顯，如果能舉例的

話是更好。（2PM）
也有家長指出，他們其實更有興趣瞭

解這個展覽是如何發想、展覽的目標還有個

別作品的賞析，可是這些內容在展示說明中

都沒有出現，所以一來家長不知道為什麼要

閱讀介紹性標籤（5PF、7PF），認為展示

說明與展品之間並沒有太大的關聯。其次是

仔細閱讀之後，家長認為他們並沒有由展示

說明中獲得引導（1PF、6PM、8PF）。家長

高度希望介紹性標籤可以發揮導覽的作用，

例如解釋作品的創作背景、說明線條與顏色

的關聯，或者提供一些聯想的具體舉例，讓

觀眾可以知道如何欣賞作品。研究結果也發

現，由於一般家庭觀眾認為自己缺乏專業背

景或經驗，因此更需要對展覽主題建立基本

認識，因此介紹性標籤應提供基礎概念的介

紹，並由淺入深，避免一開始就使用艱澀的

文字說明，才能發揮導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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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說明」應具有刺激性、教育性、

詮釋性及啟發性，是為了激發觀眾好奇心，

提供資訊、解釋展示子題與物件之間的關

聯，並啟發觀眾思考與聯想而設計。在本次

特展中使用了三個展區說明來描述與線條相

關的三大子題：「生活中的線條」包含靜態

展示攝影作品7件，「會說話的線條」則是

包含靜態展示油畫作品6件，以及「線條不

設限」是透過動態展示複合媒材4件。受訪

的家庭觀眾，不論家長或是孩童，都不容易

表四　家庭觀眾閱讀各類型展示說明之行為

展示說明類型 展示標題 介紹性標籤 展區說明 個別物件標籤
閱讀時機

親 經過時 經過時 經過時 靜：觀賞後
動：操作前／後子 忽略 忽略 忽略

閱讀方式
親 快速掃描 快速掃描 閱讀 閱讀
子 快速掃描 不閱讀 快速掃描 快速掃描

閱讀目的
親 建立概念 建立概念 建立概念 回答疑問
子 建立概念 隨意瀏覽 隨意瀏覽 回答疑問

閱讀時間
親 長 短 短 短
子 短 短 短 短

閱讀理解
親 高 低 高：靜照、動

低：靜畫
高：靜照、動
低：靜畫

子 高 低 高：動
中：靜照
低：靜畫

記憶程度
親 高 低 中 中
子 高 低 低 低

滿意程度
親 高 低 高：靜照

中：動
低：靜畫

高：靜照
中：動
低：靜畫

子 高 低 低 高：動
中：靜照
低：靜畫

註：靜照 = 靜態展示攝影作品7件；靜畫 = 靜態展示油畫作品6件；動 = 動態展示複合媒材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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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陳述或說明各個子題與展覽標題之間的

關聯，甚至有幾組觀眾並未發現整個展覽共

包含三個子題，顯示觀眾無法透過展區說明

瞭解整體展示的結構，以及展示內容之間的

關係。家長對於在毫無線索的情況下自由去

詮釋展示內容缺乏信心，認為展區說明的文

字應提供更直接明確的提示或指示，引導他

們去找出作品之間的關聯。

此外，在四種類展示說明中，展區說

明是受訪家庭觀眾認為長度最為適中，因此

一開始會嘗試閱讀注意的，但是觀眾認為所

有展區說明都是以純文字形式呈現，很難快

速瞭解內容，受訪家長與孩童提到希望文字

說明在呈現形式上能夠更強調組織架構，例

如使用粗體、或是顏色來區別或突顯三大子

題。顯示展示說明除了考慮文字的易讀性，

段落編排等視覺化設計也會影響觀眾對於展

示說明及展示內容的理解：

我覺得應該是字少一點，抓出多一

點的重點，不要那麼多字。（2C2男童）
不同的主題就有不同的線，如果它

的背景顏色有區分的話，可能我們就可

以知道說是不同的主題。（1PF）
最後，觀眾閱讀身分證式的「個別物件

標籤」，包括閱讀時機、閱讀方式、閱讀理

解、記憶與滿意程度，在靜態展示與動態展

示中有很大的差異。靜態展示的個別物件標

籤，觀眾是在看完作品後，為了確認自己所

見所得是否與作者傳達的一致，而藉由閱讀

個別物件標籤上的作品名稱來確認並對照作

品內容：

我看到有興趣的作品時如果看不

懂，會想知道作品的名稱，這樣可以幫

助我了解作品是什麼。（5C1男童）
我會看它的名字然後去想像。

（1C2女童）
比如說你看那東西（指靜態展示攝

影作品），它有一個名稱比如[情緒地
景]，如果對這個名稱有共鳴，就覺得蠻
好的。（3PM）

我通常只有看作者跟作品名稱，

作者稍微看一下，我一定會看圖片（指

作品）。時間（指年代）比較不會注

意，除非它是非常古老的，像樓上（指

其他展覽）有些非常古老我們都沒看過

的，我就會稍微看一下那是什麼年代。

（8PF）
僅有少數家長會注意創作媒材、年代、

作者等與作品相關的資訊，主要目的是透過描

述性事實資訊建立對作品的理解，也不在意像

是尺寸、典藏地等與作品內容無關的資訊。

而家庭觀眾閱讀動態展示的個別物件

標籤，則類似閱讀說明書，是為了輔助互動

與操作而閱讀展示說明。有些兒童認為必須

先看過個別物件標籤後再進行操作，但受訪

者多數先嘗試操作，遇到困難才會看展示說

明。此外，在動態展示的個別物件標籤中，

本特展使用了圖示來提供程序與步驟的說

明，受訪的家長與兒童均認為圖示更有助於

理解也符合需要，因此對於動態展示的個別

物件標籤滿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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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哪個動物（指動態展示物件）

可愛我就做那動物。就大概看這個怎麼

玩啊，看那個上面的標示說聽一聽、看

一看、摸一摸。（1C2女童）
比如說剛開始可能不會特別去注意

這個文字，可是妳在摺紙的過程中有一

些瓶頸，妳就會回去看一下它這邊有沒

有一些線索讓妳去知道怎麼摺出來，把

這個作品完成。（1PF）
我先玩，再看一下文字，然後做了

又不懂再繼續看。（7PF）
我有看它怎麼做啊，先看（圖示）

怎麼做再做。（7C1男童）
觀眾非常在乎能成功操作與完成互動，

並偏好圖示優於文字說明，因此在動態展示

中，對於個別物件標籤上的文字，其實並沒

有仔細閱讀，他們更注意圖像與圖示，以與

實際操作對照。在訪談中家長與孩童都提到

他們很容易受到這類可參與、有互動的展示

吸引，達成互動或完成作品很有成就感，但

是他們並不清楚這些互動操作與展示主題之

間的關係。

依據布魯姆學習成果類別（B l o o m ’ s 

Taxonomy）來分析與比較家庭觀眾對四種

類展示說明的閱讀與理解，可發現「展示標

題」、「個別物件標籤」上的資訊對觀眾而

言屬於「事實性知識」，觀眾以覺察、記憶

的方式來學習，一旦能夠念出、複誦就達成

學習；但「介紹性標籤」與「展區說明」，

則主要是「概念性知識」的傳達，會引發觀

眾對概念之間關係的好奇和聯想，他們藉由

確認自己能不能解釋這些概念來確認自己的

理解，家長將在展示說明上看到的新概念與

過去的經驗知識相互參照，對新概念做出區

辨、分類或描述，也透過與家庭成員之間的

討論和解釋來達成學習，因此富含概念性知

識的「介紹性標籤」與「展區說明」對家庭

觀眾而言，是促進社會互動與學習的重要媒

介，設計不良的展示說明會妨礙家庭觀眾的

閱讀理解與記憶，並降低觀眾的滿意程度。

整體而言，不論哪一種類型的展示說

明，研究結果指出有閱讀展示說明的觀眾，

與展示作品會有較高的互動，親子之間的

互動也比較多，對於整體展示內容有更深刻

的印象；而不閱讀展示說明的觀眾，對展示

的整體滿意度偏低，認為自己沒有特別的收

穫，僅對動態展有記憶與印象。研究結果證

明展示說明會影響家庭觀眾的整體博物館經

驗，閱讀展示說明的家庭觀眾，在記憶、經

驗及滿意度上，都比不閱讀展示說明的觀眾

來得高，對展示內容也有比較正面的評價。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美術館家庭觀眾為個案，探

討觀眾與博物館展示之間的互動表現，並對

應展示說明的特徵與設計，評估展示說明對

家庭觀眾美術館經驗與學習的影響。綜整研

究結果發現，受訪的8組家庭觀眾中，有7組

均是居住在博物館鄰近地區，但並不會因此

就經常造訪美術館，比起特定的展示主題或

內容，家庭觀眾更容易受到博物館活動的吸

引而決定參觀，與過去研究相符（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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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wment for the Arts, 2018）。能夠與家庭

成員一同在一個特定的時空環境下分享經驗

與交流溝通，確實是家長選擇參觀的重要考

量因素；但家長更是將社會互動視為達成學

習的機制，他們預期所有的參與，都會與美

術館展示、教育有所連結，並希望孩童能從

中獲得學習，因此學習才是家庭觀眾參觀美

術館的最主要動機。在此前提之下，閱讀行

為的分析結果也指出，不論對展示主題是否

具有背景知識的家長與孩童，都會注意現場

的展示設計與說明。特別是家長會期待自展

示說明中獲得觀看展示的線索，包括由「展

示標題」獲得整體概念，由「介紹性標籤」

的敘述中驗證他們對展示標題的理解，以及

重視透過「展區說明」來瞭解整體展示的內

容結構。在美術館展示中，當「展示標題」

所提供的整體概念相對抽象時，作為觀展的

線索，家長所尋求的是具體可聯想的關鍵字，

來快速確認自己的理解。這也由受訪家庭觀眾

多是瀏覽、略讀「展示標題」、「介紹性標

籤」及「展區說明」展示說明，且平均閱讀時

間偏短可獲得證實。當展示說明使用艱澀的文

字，或者沒有提供與生活經驗相關的實例，家

長在快速閱讀中找不到關鍵字，就會妨礙理

解，也因此與成員間的互動也比較少。

比較家庭觀眾對四種類展示說明的閱讀

行為、記憶、理解與滿意度，可知富含概念

性知識的「介紹性標籤」與「展區說明」是

影響家庭觀眾之社會互動與博物館學習最重

要的展示說明，在文字敘述上需提供更多的

線索輔助觀眾連結過去經驗與知識。

在展示說明的設計方面，研究結果發現

在展示說明的組成元素中，家庭觀眾重視文

字的運用多於版面配置等視覺設計，透過文

字運用所達成的「易讀性」，是影響閱讀理

解的關鍵因素，受訪家庭觀眾對於展示說明

的篇幅與內容相關性的意見和回饋，都反應

出他們對於易讀性的重視。因此展示說明應

以「讓觀眾想要閱讀」為目標，以多數觀眾

會想要閱讀的篇幅長度，呈現希望觀眾閱讀

的內容。

此外，由研究結果也證明，美術館為了

少數觀眾所準備的帶有技術與抽象細節的展

示說明，對於大部分的觀眾來說經常是雜亂

且混淆的，若這個含有大量細節資訊的展示

說明是觀眾所讀到的第一個標籤，例如本研

究中的介紹性標籤，則會大幅降低家庭觀眾

繼續閱讀該展示說明的意願，同時觀眾也傾

向認為其他的展示說明都會是類似的，而更

不仔細閱讀接下來的展示說明。對照受訪家

庭觀眾的瀏覽與略讀行為也可以發現，美術

館在設計展示說明時，應預期讓所有「需要

閱讀展示說明的觀眾都能理解其意義」，而

非觀眾如果沒興趣會自行跳過，特別是越缺

乏相關背景知識的觀眾，不知道如何跳過文

字，多半是通篇瀏覽的，因此會越依賴展示

說明提供引導。

整體而言，展示說明具備關鍵的銜接與

導覽功能，是博物館環境脈絡的一部分，需

與展示物件、空間環境整合設計。而除了上

述的設計目標與原則外，根據研究結果並對

照資訊設計與博物館學習之相關文獻，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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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歸納提出有利家庭觀眾美術館學習之展示

說明設計建議如下表五。

儘管本研究受限於展示規模與參與觀

眾人數，部分家庭觀眾的行為無法直接推

表五　展示說明設計建議

類型 研究結果與發現 設計原則

展示標題 主視覺圖像與名稱是影響觀眾注意
力的關鍵

文字與圖像的搭配應具備抽象與具體的資
訊以輔助記憶（Bitgood, 2014）

圖像是提供情境資訊的有利媒介（Baer & 
Wise, 2014），有助觀眾發展探索動機，
導引注意與引發聯想

介紹性標籤 缺乏基礎概念，希望文字更簡短，
標示重點，增加圖像資訊

提供展示所包含的基礎概念作為關鍵字，
並提供簡短定義，輔助觀眾利用過去經
驗來區辨展示主題所屬類別（Pickard, 
2007）

運用段落標題提供有用資訊，並將整篇敘
述切割為小而有順序的段落（L i p t o n, 
2011），凸顯整體展示內容的組織架
構。有利快速介紹概念，以及輔助觀眾
理解並建立概念之間的關聯

展區說明 詞彙困難艱澀，缺乏與實際生活經
驗的連結

透過視覺的設計與安排，呈現展示內容的
組織架構，以利觀眾區辨部分與整體

文字敘述應直接具體，避免譬喻或隱喻之
修辭（Bitgood, 2014）。若要提供譬喻
或隱喻，可利用圖像或模型，以輔助辨
識與描述概念

參考時事、節慶或文化等生活事件，提
供與日常經驗相關的聯想線索（Per ry, 
2012），或使用問句以提示或引導家庭
觀眾對展示內容的注意，以引發成員間
的對話

個別物件標籤 
（靜態展示）

家庭觀眾希望增加有助理解作品的
內容：如創作背景理念或作家
介紹

靜態展示個別物件標籤，應以啟發觀眾為
目標，而非單向的資訊提供（S e r r e l l, 
2015）

利用真實的物件（如：照片／影片）或語
言（如：引述作家的話），來滿足家
庭觀眾對內容可信度與獨特性的期待
（Falk & Dierking, 2018）

個別物件標籤 
（動態展示）

兒童為主要且主動的讀者。認為圖
例比文字更能指引他們完成操
作

運用祈使句型，提供簡要直接的步驟說
明，以輔助觀眾完成正確操作為優先
（Pattison & Dierking, 2012）

運用圖例提供回饋，輔助觀眾對照與確認
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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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或適用所有美術館，然而在研究方法與

設計方面仍有所突破。相較於過去博物館

觀眾研究多以結果（o u t c o m e）評估為主

（林維真，2020），例如計算參觀人次、

滿意度調查等；本研究以質化取向之個案研

究方法，及使用者研究方法之行為對映技

術，分析一個美術館的展示說明設計，如何

影響家庭觀眾的博物館經驗，並呈現從觀眾

研究的實施，到如何連結觀眾研究發現與博

物館展示設計的完整歷程。

傳統博物館以功能操作設計（operational 

design）取向，依據展示物件內容與博物館的

詮釋觀點進行展示設計，近年則有越來越多

的美術館借鏡互動研究中以使用者為中心的

設計策略與方法，提倡以觀眾的詮釋觀點為

中心的刻意設計（intentional design），積極嘗

試在展示設計中納入觀眾的需求（李靜芳，

2005；Mortati, 2014）。此外，結構化的觀

眾研究方法與設計，可協助博物館有效瞭解

觀眾特徵外，更能透過系統化的方法探索觀

眾行為，進而發現觀眾真實的需求，並轉換

為具體的展示設計來回應，提高觀眾的博物

館經驗品質。綜合而言，本研究對於博物館

與美術館觀眾研究提供一個實徵研究基礎，

也對展示說明設計提供了具體的設計原則，

可作為美術館教育人員在展示設計與導覽解

說實務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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