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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近年來學校兒童與親子團體已是博物館參觀族群的大宗，博物館在導覽上

若能由教學者引導啟發兒童，促成兒童愉快的學習與參與經驗，可產生深

刻的正面影響，同時培養兒童成為博物館終身的使用者與參觀者。本研究

以國立臺灣博物館之兒童團體導覽為個案，主要以 Vygotsky 的可能發展區

（ZPD）與鷹架理論為基礎，探究如何針對學校兒童一次性團體，設計適

齡且有效的導覽活動。並希望透過導覽的設計，協助兒童對博物館歷史與

建築知識的學習，且對此主題的導覽活動產生興趣與參與感。 本研究以行

動研究取向，主要以兩階段的設計進行研究，第一階段為導覽方案的規畫

與評量，包括導覽活動規畫與內容編寫、導覽活動內容評量，以及導覽活

動實施評量。第二階段則為導覽正式執行階段，透過導覽歷程的執行與兒

童的意見回饋，再次進行導覽活動方案的修正調整，並於最後提出反省與

建議。 研究發現導覽所提供之鷹架有助於兒童能力的提升，使其在博物館

中可有效學習，並且留下正向的參觀經驗。同時亦發現同儕互動必須透過

成人鷹架的介入與催化，方能產生較佳的互動與效果。  

摘

要

(英) 

The school children and family groups are viewed as an important museum-going 

audience in Taiwan. If the docents could guide and inspire children in the museum 

environment, it will help children to gain meaningful learning and joyful visiting 

experience. Therefore, museum-visiting for the children not only brings deep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ir museum experience, but also cultivates them into either as 

lifelong learners or heavy museum-goers. Taking perspectives of Vygotsky’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ZPD, this research targeted at the guided tours of school 

children in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in order to design programs that are 

appropriate, effective and facilitate group leaning for non-recurring elementary 

school group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ssist children to lear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Taiwan Museum and its architecture through newly developed guided tours 

with which the learning communities are well organized. Based on action research, a 

two-step designed is carried out to research into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uggest that the scaffolding designed by the program do encourage 

children to engage in many 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peer to peer, adult to child, 

and child to adult. Furthermore, engag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 do help children to 

gain meaningful museum experience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capabilities such as linguistic, interpersonal, problem-solving, picture-drawing and 

knowledge of history of Taiwan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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