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推廣

談故宮兒童語音導覽服務

浦莉安

國立故宮博物院長期關注各項分齡、跨齡及分眾之教育推廣，因深知美感教育往下扎
根的重要性，特別針對兒童規劃各項服務，內容包括設置專屬場域、舉辦活動及研
習、推動學校團體參觀服務、提供週末親子導覽、招募小志工、出版兒童讀物，以及
建置網站資源等，這些各式服務羅織成緊密而強韌的故宮兒童服務資源網，使兒童無
論到院參訪或遠距學習，都可便利地汲取所需的資源。其中，規劃完善的語音導覽系
統更是兒童觀展時輔助理解文物的重要工具，其引導孩童親近文化藝術、激發探求知

宮︶成人語音導覽系統自民國八十四

緣起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

兒童語音導覽服務簡介

為強化語音導覽機能，提供更細緻

始終未能享有共賞文物的趣味，因此

卻顯得較為艱澀難懂，使得親子觀眾

方式建置的導覽內容對兒童觀眾而言

教育輔助設施，但以成人語彙、思維

運用於參訪行為中。

系統已逐漸被蒞臨參觀的民眾知曉且

統計圖可知︵圖一︶，兒童語音導覽

語音導覽服務。從逐年成長的租用量

以五至十歲兒童為訴求的中、英文版

識的渴望，並塑造出展廳內無形的自主學習場域。

年開始提供到院參訪的民眾租借，至
化的分齡服務，同年九月配合﹁精彩

兒童語音導覽系統的特色

建國百年時，有感於成人語音導覽服
一百

並介紹各類文物材質特性及鑑賞重

大類別，呈現本院典藏的多樣性，

態，即跟著成人到處遊走觀賞，如有

物館，傳統的參訪行為多數為被動型

由於兒童通常是跟隨師長參觀博

二、化零為整的主題式導覽行程

點。

事前規劃，也可能較多關注於某幾件

選件涵括書畫、器物、圖書文獻三

國寶總動員﹂特展，正式推出
•

務已漸趨成熟，且為民眾觀展的重要

一、文物選件易引起兒童共鳴且具
重要代表性
導覽系統的內容設計以兒童為中
心，根據下列原則進行選件：

為加強資源整合，配合故宮文創動

等畫類，引領兒童探索古書畫窮妙之

變，以及分門介紹人物、花鳥、山水

等，並解說書法源流、各式書體演

種裝裱形制、題跋印記、使用工具

畫類為介紹書畫的鑑賞知識，包含各

在內容規劃上也有些微的差異，書

各類文物並依性質、陳設狀況

故事﹂，以及﹁小故宮幻想曲﹂五大

貝﹂、﹁陶瓷小旅行﹂、﹁文物裡的

設計有﹁百獸樂園﹂、﹁尋找神奇寶

用目的、文物類別、動畫影片等，

離破碎的文物知識。根據紋飾、使

織具關聯性的文物，避免兒童得到支

案學習的優點，以系統化的方式組

導覽行程的設計採用主題式方

人氣展品，有鑑於此，提供適宜的導

處；圖書文獻類則介紹古代圖書的印

導覽行程，並逐年陸續新增，使兒童

畫影片選擇適合的文物，加深兒童

刷、裝幀，以及叢書類別、硃批奏摺

可於展廳內進行個人化的故宮文物

式，優先選擇造型特殊、色彩鮮

等，此種內容設計方式，可使兒童獲

﹁微﹂旅行。

覽參考路線便顯得有其必要性。

明，以及圖案具故事性、趣味性的
文物。
精選本院重要典藏且風格及工藝技

1000

2.
術上具劃時代意義的文物。

104年
103年
102年
101年
100年

得基礎鑑賞觀念，且不囿於文物的定

的印象。

依據兒童偏向直觀性觀察事物的方

3.
4.

美。此外，並設置﹁未展出文物﹂延

物，帶領兒童於展廳內細賞文物之

陶瓷、玉器、青銅、珍玩與佛像等文

則。器物類則以常設展廳為主，精選

期換展，提供初步解讀展品的審美原

的人潮。而每趟行程的導覽解說總長

物，也間接地舒緩各展廳內過於集中

引導兒童至各展廳觀賞及比對相關文

程以三至六間的展廳串成導覽路線，

動線規劃方面，每種主題導覽行

賞的時間，參訪行程大約為一小時，

度約為三十分鐘，加上走動、細細觀
解說內容。

伸學習專區，提供非當期展出的文物

兒童語音導覽系統年租量統計圖（民國100年9月至104年11月中旬）
有限公司資料 作者繪
圖一

（11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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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小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師層

︵ 註 二 ︶， 編 撰 對 話 稿 ， 並 經 研 究 人

彙、詞意掌握的發展規律和年齡特點

隆爺﹂補充說明歷史典故及製作工

心，激起興趣與想像力後，再由﹁乾

語及充滿好奇的提問，引發兒童同理

在聆聽完導覽解說後，還可於導

藝，並鼓勵兒童觀察及比較文物的異

文稿以漸進式結構設計，首先以

覽機具上進行﹁收藏家大挑戰﹂闖關

層把關，共同將文物研究成果之精髓

與視覺經驗有關的外形特徵引導兒童

互動遊戲，試試眼力及回顧剛學習過

同處。

留意文物的造型、材質、顏色、尺寸

的文物知識，讓自己化身為如乾隆皇

轉化、詮釋為深入淺出的文物知識。

等，透過﹁阿弟仔﹂極富生活感的用

符合親子觀眾平均參觀時間及兒童的
體力、耐性。

三、以觀察、提問與聯想的方式引
導兒童學習
在認知發展的進程中，兒童的學
習必須以其認知程度及生活經驗為基
礎，才會興起好奇心去探索，進而建
構自己的知識與文化 ︵註一︶，因此一
個自然、有效的建構過程，實非強灌
知識於這些小腦袋中，而是可透過觀
察、發現、聯想及比較等方式進行。
在語音講解部分，與成人語音導
覽採單人直述的方式不同，兒童語音
導覽藉由雙向溝通性質的對話模式，
提升內容的思辨性及趣味性。導覽代
言人選擇兒童學藝中心形象指標﹁乾
隆爺﹂與﹁阿弟仔﹂，一方面使導覽
系統與兒童專屬場域接軌，以達服務
資源整合，另一方面，兩者剛好恰如
其分地代表著﹁古﹂與﹁今﹂以及
﹁知﹂與﹁不知﹂，藉由觀念及生活
經驗上的對比，激盪出知識的火花。
在語音文稿設計方面，由故宮
教育人員主導，偕同語音導覽製作
公司，根據文物研究成果及兒童對詞

帝般的古物鑑賞家。

四、繪本風格的視覺設計
活潑的視覺設計可增進導覽的
趣味性、藝術性，並提升兒童聆聽
興趣，間接地增強知識傳遞的效用。
為營造輕鬆自在、快樂開放的學習
氛圍，在視覺美感設計上，由知名
插畫藝術家嚴凱信以富有童趣的手繪
風格，為導覽系統頁面注入清新、鮮
活之感。藝術家以流暢自如的筆觸，
敷以濃淡適中的水彩色料繪製﹁乾隆
爺﹂及﹁阿弟仔﹂，並以典藏文物西
漢︿玉鳩杖首﹀和東漢︿玉辟邪﹀為
發想，創造新的神獸角色，帶領兒童
遊歷各展廳。︵圖二︶
紙本導覽簡介也採以同樣繪本
風格，色彩計畫搭配兒童學藝中心展
場色調，使兒童服務資源於視覺上具
整體感。內容含操作指南、導覽編號
對照表，以及主題行程簡介等，不但
便利參觀，且可作為觀展後的博物館
紀念物，延長兒童的參訪記憶。︵圖
三︶

五、適合兒童操作的友善介面
導覽機具採觸控式螢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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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典藏文物〈玉鳩杖首〉和〈玉辟邪〉為發想的神獸角色，帶領兒童欣賞文物。
圖二
兒童語音導覽紙本簡介以繪本風格呈現童趣之感。
圖三

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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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份問卷，其中一 ○
九份是由兒童親
自填寫完成、二百九十八份由家長填
答完成。以兒童年齡分佈狀況來看，
四至六歲佔百分之四十一，七至九歲

正確操作，提升人機互動的友善性。
能符合觀眾需求及研究未來規劃的方

為瞭解現階段的服務資源是否

兒童語音導覽問卷調查

︵圖四︶除規劃簡明清楚的語音選件
向，在兒童語音導覽服務滿三周年的

介面簡明易懂，使兒童可依直覺進行

點選流程外，並置入展廳動線指引，

○

暑假期間，特別針對臨櫃租借者進行

主題及自由混合參觀

包含展廳地圖、文物位置，以及路線

自由參觀

觀眾問卷調查 ︵註三︶，總計回收四

作者繪

圖，且具聲量調整、圖片放大等實用

主題式導覽行程

見導覽內容易於被兒童吸收學習，達

數人可依當次參訪經驗答題過關，顯

百分之三，可知在聆聽完導覽後，多

百分之四十八，覺得闖關較難的僅有

難易度普通佔百分之四十九、簡易佔

之六十七的使用者有體驗，其中覺得

家大挑戰﹂的難易度調查顯示有百分

知識的渴望。而透過闖關遊戲﹁收藏

富、解說生動有趣，可激發兒童探求

多古文物﹂等內容，顯示導覽內容豐

我很大的學習動機﹂、﹁想學習看更

史﹂、﹁講解機講得很仔細，因此給

完後，讓我想了解更多的文物及歷

下﹁解說內容豐富、有趣﹂、﹁觀賞

︵圖十︶，部分受訪者並在問卷上寫

聽完語音導覽內容後可引發學習興趣

九︶，且百分之八十的使用者表示，

佔百分之十一，其餘佔百分之一︵圖

意及滿意者合佔百分之八十八、普通

導覽內容滿意度方面，非常滿

較易引起使用者的注意及興趣。

率，亦可瞭解兩者在標題或內容上是

裡的故事﹂兩項主題行程偏高的點選

當高，而﹁尋找神奇寶貝﹂及﹁文物

對於主題式導覽的參訪方式接受度相

8%

作者攝
兒童觀眾操作語音導覽系統
圖四

性功能。︵圖五︶

佔百分之十二︵圖八︶，顯示使用者

旅行﹂佔百分之十六、﹁百獸樂園﹂

的故事﹂佔百分之三十五、﹁陶瓷小

奇寶貝﹂佔百分之三十七、﹁文物裡

各主題導覽行程比例分別為﹁尋找神

混合模式佔百分之八︵圖七︶，其中

分之二十四、主題行程及自由參觀的

行程佔百分之六十八、自由參觀佔百

參觀路線選擇方面，主題式導覽

13歲以上

不滿意

佔百分之三十八，十至十二歲佔百分

10-12歲

普通

作者繪
參觀路線分析圖
圖七

7-9歲

38%
滿意

43%

68%

4-6歲

非常滿意

45%

24%

1-3歲

41%
17%

11%

之十七，一至三歲及十三歲以上各佔

2% 2%

1%

百分之二，顯示填寫問卷的使用者大

百獸樂園

多為幼兒園至國小中、低年級兒童。

陶瓷小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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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裡的故事

35%

使用者年齡分佈圖
圖六
作者繪
導覽內容滿意度分析圖
圖九

尋找神奇寶貝

37%
16%

簡明易懂的兒童導覽機具操作介面。
圖五
作者繪
主題式導覽行程分析圖
圖八

︵圖六︶

12%

介內容與設計﹂的滿意及非常滿意佔

均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紙本導覽簡

對應編號標示﹂的滿意及非常滿意則

對於﹁操作介面﹂及﹁展廳文物

有趣﹂、﹁發現有很多珍寶﹂、﹁比

﹁以前覺得故宮很嚴肅，現在覺得很

故宮那麼有趣，變得更多元化了﹂、

之七十九，部分受訪者表示﹁沒想到

法與印象？﹂勾選﹁有﹂的人佔百分

覽經驗有沒有改變您先前對故宮的想

而﹁如非首次參觀故宮，本次導

教育，因此語音導覽系統不單僅是導

主動探求知識的同時，也兼顧了品格

又不失莊重的對話內容，於引導兒童

識且肯定自我，除此之外，輕鬆詼諧

統性學習；操作互動遊戲以反芻知

文物；選擇主題式導覽行程以進行系

聽詳盡的導覽解說以深度理解典藏

眾可透過專屬的語音導覽系統，聆

是故宮導覽服務的首要目標，兒童觀

百分之八十八；租借服務流程的滿意

以前了解到更全面、更詳細的文物知

覽解說工具，更是博物館員引導學

讓多數使用者感到適切且滿意。

及非常滿意佔百分之九十六，表示各

識﹂等，多數人也提出因導覽內容生

習、傳遞知識的得力助手，惟有活化

有

無

80%

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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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傳遞之效用。

項操作、導覽指引及服務態度方面均

動有趣，期待能聆聽更多導覽則數的

維、生活經驗等，才可提供完善的導

運用，考量使用者的年齡、語彙、思
依本次問卷研究分析，整體而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覽服務，有效達成教育推廣之目的。
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尤其對導覽內
容、各項操作引導、租借服務等更
是有約九成左右的滿意度。在未來規
劃方面，將持續擴增兒童語音導覽則
數、新增各式主題行程，及擴充相關
設備，期使觀眾享有更便利的導覽服

李瑞娥，︽幼兒創造性學習 —
理論與實
務︾，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七，頁八二。
司，二 ○○
有關兒童語言發展研究參考陳幗眉、洪
福財，︽兒童發展與輔導︾，臺北：五
一，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二 ○○
七八。
頁五五 —
本案於民國一 ○
三年七月至九月期間進
行觀眾問卷調查，由英商安天視聽股份
有限公司協助問卷發送及回收，作者進
行統計、繪製圖表及分析。
1.

2.

3.

務，並因此提升參訪品質及深度，激
發再次參觀、深入學習的興趣。

小結
提供美好且具深度的參觀行程，

註釋

言，使用者對兒童語音導覽服務多

建議。

作者繪
聽完導覽內容後引發學習動機分析圖
圖十

4%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