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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博物館資訊科技及應用

博物館創新教育應用領域特性

科博館近年 VR/ AR 技術應用

產學官 VR 專業人才需求及培育建議



博物館資通訊科技應用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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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from

Paul F. Marty and Katherine Burton Jones, (2008), " 

Museum informatics", Taylor & Francies Group



Horizon Report of
New Media Consortium (NMC)-Museum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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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 Report of
New Media Consortium (NMC) - K12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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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 Report of
New Media Consortium (NMC)-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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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VR 創新教育應用

創意應用

 展示互動

 虛擬蒐藏庫

 科教活動

 大自然實境

 科學原理

 科普推廣

互動方式

 穿梭時空

 全場域

 微觀世界

 沉浸擬真

 虛擬復原

 趣味互動

 探索學習



演講大綱

博物館資訊科技應用

博物館創新教育應用領域特性

科博館近年 VR/ AR 技術應用

 產學官 VR 專業人才需求及培育建議



博物館創新教育應用領域特性

契合分眾族群及應用場域需求

善用活水式的跨領域知識與故事大寶藏

獨特性教育內容、服務、體驗及產品

虛實整合 / 主題式 / 套裝式創新加值

無所不在/良性循環終身學習與生活空間

永續經營的獨特教育品牌與商業模式



博物館創造、傳播知識與故事的特質

Study

Education

Enjoyment

Institutes

KnowledgeResearch

Interpret

Exhibit

Conserve

Curators
Object

Public

Communities

知識建構與詮釋
Knowledge cre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知識再利用與傳播
Knowledge reuse and diffusion 

知識分享與拓展
Knowledge sharing and exploration

Story



物件為主/參與式/悅趣式博物館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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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整合循環式博物館學習經驗
(Online and Onsite Cyclical Learning Model)

無所不在學習體驗
參觀前 (Before the visit)  

參觀中 (During the visit) 

參觀後 (After the Visit) 

學習者為中心學習情境模式










虛實整合良性循環學習服務模式



虛實整合創新內容/服務/商業模式



可永續經營的教育品牌與商業模式

 Developing Unique Products,  
Services & Experiences with 
innovation, integration, and impact 
between virtual and physical 
spaces 

 Maintaining image, loyalty, and 
support

 Creating sustainable public value 



演講大綱

博物館資訊科技應用

博物館創新教育應用領域特性

科博館近年 VR/ AR 技術應用

 產學官 VR 專業人才需求及培育建議



科博館近年 VR/ AR 技術應用

融入特展/常設展互動展示應用

虛擬蒐藏庫典藏精選復原探索

虛實整合/參觀前中後行動探索學習

科學原理與科普概念體驗



融入特展主題 VR 應用



生命的演化與滅絕主題之恐龍彩繪互動應用展示芸芸眾生主題之全球7大生態區自行車之旅互動展示

個人化學習歷程紀錄整合影像展演互動
裝置(光雕)

人類文化主題之「台灣史前文化體感
互動展示」

恐龍樂園5DVR動感座椅體驗區

探索科博互動科技體驗特展



科學原理與科普教育

Birdly®



大自然實境探索



典藏精選
3D VR 虛擬復原

虛擬蒐藏庫互動體驗



虛實整合良性循環探索學習

../博物館學會/師生影片0226_en.mp4
../博物館學會/師生影片0226_en.mp4


融入九年一貫課程 - 虛實整合教材

老師

內容
專家

專案
管理

教學
設計

內容
設計

系統
設計

教材
推廣

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 Evaluation



融入學校課程行動探索主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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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植物：

中國醫藥藥草園、植物演化步道、植物園

岩石礦物：

劇場教室課程、生命的起源與化石、自然學友之家岩石標本

水中生物：

劇場教室課程、微觀世界、植物園

人文社會：

古代中國人、農業社會、中國人的心靈生活、臺灣南島語族

師生影片0226_en.mp4
師生影片0226_en.mp4
師生影片0226_en.mp4
師生影片0226_en.mp4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務

選擇

AR

繪圖

拍照
群組

參觀中虛實整合互動學習內容

問答



親子兒童行動悠遊學習

互動機台

微觀世界主題人類文化主題

生命科學主題 芸芸眾生主題

兒童影片0301mail.mp4
兒童影片0301mail.mp4


親子兒童行動悠遊學習服務

拍照
AR

繪圖

探索
謎題

遊戲

觀察

互動
機台

參觀中虛實整合互動學習



擴增實境 (AR)互動學習





提供
「智慧導覽」
及「探索解謎」
二種服務模式

觸發beacon
主動推播導覽內容

解謎線索任務情境

觸發beacon並瀏覽行動導覽
內容為探索解謎任務類型之一

任務填答 獲得任
務拼圖

AR互動 VR互動

引導觸發AR互動

完成任務!

智慧行動導覽及實境解謎探索學習

任務題目及
任務地圖

搭配實體
道具包提
供線索

解完任務收集到的
恐龍可透過VR觀賞



✓ 學習主軸：
了解生物生命如何發生、如何演化、如何滅絕，生物間如何息息相關的事實，透過地質年
代的時間軸來彙整這些科學事實。

✓ 設計方式：
以非線性實境解謎探索任務方式進行，蒐集(含觸發beacon、播放影音、開啟AR互動功能)

並解開線索(含解鎖填答、拖曳答案功能及個人探索筆記功能)，完成線索後系統將該線索相
關學習內容填進個人探索筆記，使用者可參考個人探索筆記的內容，去填答題目的答案。

✓ 情境故事：

實境解謎故事情境規劃

D博士：
要找到它們必
需要通過9個
考驗，我想請
你幫幫忙尋找
這些DNA，一
起來復育恐龍
，重建充滿神
秘的夢幻恐龍
樂園。

CoCo：
我們是D博
士派來協助
你的助手，
要解開謎題
才能通過考
驗，每個謎
題會有數個
線索

BoBo：
解答線索後，
探索筆記中失
落的紀錄會神
奇的復原

阿波：
這份筆記可能
是解答謎題時
的參考資料
(CoCo BoBo及
阿波)：那我們
現在就出發!!



參觀中

參觀後 ( Day & Night ) 

線上/行動 MOOCs 

(Day)



movie2.mp4
movie2.mp4


全場域互動科技體驗展覽



個人化無所不在虛實整合行動探索學習

巡迴展示



演講大綱

博物館資訊科技應用

博物館創新教育應用領域特性

科博館近年 VR/ AR 技術應用

 產學官 VR 專業人才需求及培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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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博物館 - 良性循環終身學習環境
參觀前：整合行銷服務及智慧預約參觀 參觀中：智慧展示空間與趣味探索互動體驗環境

參觀後：良性循環延伸學習環境與永續經營模式

全年齡
終身學習



大博物館/大圖書館營運模式



跨域整合策略聯盟營運模式

40



內容筒倉式問題 (Content Silo Trap)

 Higher cost of content creation, 

management, and delivery 

 Duplication of effort 

 Explosion of mobile devices 

 Poor communication 

 Reduced awareness of other 

initiatives 

 Lack of consistency and 

standardization 

 Customers suffer 

(by Ann Rockley, 2003)



統整式內容建構策略
(Unified content strategy )

(ANN ROCKLEY, 2012) 

 Helping organizations avoid 

the content silo trap and 

effectively supports both 

organizational and customer 

needs 

 Creating repeatable processes

and consistent structures for 

reusing, managing, and 

assembling content on demand 

to meet customer needs 

 Making it possible to deliver 

content to any customer, 

anywhere, and on any device

4
2



政府部門組織建議

扮演由上而下的統整規劃角色

點線面體整合應用長期發展

盤點整合產官學專業人力資源

連結學校教育及大眾生活有計畫性及系統化發展

發展經驗與技術交流分享平台

教育化 / 商品化 / 國際化整合推動平台

集結社教機構與產官學力量永續發展



產學跨領域專業人才需求

 博物館缺乏專案規劃與管理、故事情境創意設計、教
學內容與活動設計、互動多媒體設計、視覺與藝術設
計、互動裝置與系統整合及商品化與國際化行銷人才。

 發展具知識與故事厚度及高質感的VR內容無法速成。

 需要社教機構、產界與學界間挹注跨域人才長期耕耘，
以形成精實跨領域合作團隊。



產 / 學界建議

長期耕耘多元產業

掌握產業需求特性及發展趨勢

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聚焦跨領域專業與整合技術

養成產業領域知識

培養敬業態度與團隊精神

高度溝通協調能力的專案規劃與管理人才



結語

學

產

官

• 專案規劃

• 技術實踐

• 系統整合

• 解決問題

• 政策統整

• 資源整合

• 教育化

• 商品化

• 國際化

• 創新研發

• 創意設計

• 藝術創作

• 優質量產

應用
場域

• 科技應用敏感度

• 系列故事構想

• 跨域資源整合

• 前瞻規劃能力

• 永續經營發展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