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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展示在博物館的各種活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其展示形式乃是透過物品或圖樣以各種樣式呈現於

觀眾的眼前，以達到傳達該展示品的知識或情境給予觀眾，並使觀眾能夠澈底了解展示品的內容，得

以增加各種知識，而展示設計乃是最直接且最有效的方法與觀眾之間作交流與互動。今日各種類博物

館的展示設計，也開始多樣化與多元化，各種電子技術、電腦軟體或網路設施的應用，也多為設計師

所採納，將之轉換為呈現博物館各種知識的媒介。本文主旨在探討博物館展示呈現之演變的形成，由

博物館的形式、功能、本質到展示技術的應用，作深入質的探討 ; 也由於資訊傳達的進步與電子科技

的應用，使展示設計的演變趨勢由早期傳統的物件陳列到最新的數位互動模式，本研究最後在結論出

展示設計流程模式演變的變因與過程。 

 

關鍵字：展示設計、博物館、數位、展示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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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博物館館務運作的功能包括很多，有典

藏、技術、展示、行政、研究、教學、保存與

劇 場 演 出 等 。 而 在 此 些 館 務 功 能 中 ， 展 示

(Exhibition) 功能乃是最直接與外界觀眾接觸，

並傳達博物館內容最具體的表現方式。博物館

展示設計而言，乃是具備各種溝通功能的特

質，例如典藏品(Collection objects)需透過展示

形式的呈現，才能達到展現該典藏品的內容與

目的。而透過展示設計，才能將博物館專業研

究的成果，以最容易溝通的方式呈現給予觀眾

了解。而展示設計模式則是在進行設計流程所

使用的設計方法，目的在發展出展示的硬體與

軟體設施的使用功能。本文研究之主題在探討

因不同年代，博物館的宗旨與目標的修正，關

係到展示設計形成的演變，另因為電子技術的

發明，引入展示設計的應用，使博物館展示品

的呈現又出現了另一種新的風貌。 

 

二、文獻探討 

本文研究起源主要在探討博物館展示的形

成演變，間接的也影響到展示設計方法和流程

的模式。文獻參考之主要來源為博物館的特

質、展示的功能與展示設計流程模式三大類，

其文獻研究的內容如下： 

（1） 博物館特質：探討博物館在知識傳達所扮

演的地位與角色，著重在於博物館的特質

及了解博物館應具備的功能與內容，針對

七Ο年代到九Ο年代的博物館特質加以

探討。 

（2） 展 示 的 功 能 ： 針 對 八 Ο 年 代 英 國

Thompson 設計師對展示的各種要素與特

質，探討展示的形成和展示形成的統一原

則，乃著重探討展示的各種功能性與各種

型態，特別分析博物館展示的特色引申至

表達博物館的特質。 

（3） 展示設計流程：以九Ο年代英國設計師

Belcher 的展示設計流程模式為基本背

景，主要在探討展示設計過程所應具備的

各種設計資訊、參與人員和設計流程規

範，藉由此些元素，可建立起應用於一個

專屬於博物館的展示設計模式架構，有助

於本研究的結論。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乃藉由博物館的早期傳統展示方式

到近期的數位技術展示演進，透徹各種形式的

展示方式，先探討出博物館展示的基本特質，

再透過博物館展示的詮釋，找出展示設計的進

展型態與其變因理論模式，對展示形式的影響

變因，整體研究的計劃步驟包含以下三項： 

（1）形式構念的模式質化分析（2）理論構

念的界定（3）解釋分析與推展出基本的概念架

構【1】。本研究方法在於確定博物館展示構成

特徵，藉由分析與評估其特質和需求，而推導

出展示設計流程的演變與變因。 
 

四、博物館的設立宗旨與本質 

博物館的功能，按英國博物館協會(Museum 

Association) 於 1984 年所定義出的定義為：一

種具有收藏、紀錄、保存、展示且可轉譯成具

體的物品功能，最後可以整合各種資訊而有益

於大眾的吸收【2】。顧名思義，博物館乃是在

綜合各類的知識領域，以物品模型、圖案、文

字等各種概念，將其特質轉換為永久教育的形

式，而傳達給觀眾【3】。有鑑於此，可以得知 “展

示” 形式是一種最合乎博物館具體的表達方

法，且最能完全發揮出博物館典藏和研究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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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展示的工作在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也漸漸

形成了一種詮釋或傳遞知識或能娛樂觀眾，啟

發知識的媒介【4】。 

博物館真正有雛形，在十八世紀初，博物

館的功能只限於研究工作，且並未開放給外界

使用，到了十九世紀，因各界的捐贈，博物館

成了物品的收藏場所，也開始有了收藏品了。

博物館代表的象徵不只是一種知識的場所而

已，自 1900 年代之後，博物館不再只是做研究

知識領域的工作收藏場所，它更擴展到建立博

物館與民眾的關係【5】，請參考表 1。

表 1：博物館的功能演變 

 

 

 

 

 

     

由表 1 所述，可以得知幾千年來博物館的

發展，也因其功能的轉變，漸漸的引申由保守

的研究和收藏到今日的告知與教育社會大眾，

博物館研究成果也由原先的典藏形式到目前的

展示形式；並且藉由展示，將之轉為非正式教

育(Informal education) 的方式呈現給社會大眾

【6】。按博物館的分類與功能，如表 2 所示：

表 2：博物館的分類與功能 

 

 

 

博物館展示的設立已漸漸的由典藏轉為教

育社會大眾的方式，其宗旨已相當明確，也因

此能完完全全的擔任知識傳遞的主要工作。所

以展示設計的方法、形式必須能有效的表達博

物館宗旨與本質，乃是博物館必須進行的一項

主要工作。也就是說，展示設計必須做最有效

率的發揮，才能達到展示的精神與目標。 

對於博物館的各種收藏品或各種研究成 

果，需藉由展示的形式，才能與觀眾溝通。因

此，必須建立起展示模式的基本架構，做為進

行展示設計溝通的依據。展示設計模式需具有

多元化的理解、分析與判斷，並加強成果的特

色。（參考圖 1） 

世紀         定義                         地方          形式

紀元前3世紀  古蹟遺物保存的場所         羅馬,希臘     哲學研究

15世紀       收集場所                    佛羅倫斯      研究

17世紀       典藏場所                    歐洲          收集

18世紀       保存與收集的公共場所       法國          收集

19-20世紀    保存與收集且解釋給予大眾  全球各地      收藏保存解釋

20後世紀     使用各種不同媒介作保存與   全球各地     收藏保存解釋
              收集與展現給予大眾

博物館種類  科學博物館  美術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 紀念形博物館 特定博物館

博物館目的  文化提升  教育民眾  美化環境  知識研究

博物館形式  區域博物館  國家博物館  私人博物館

博物館功能  典藏  展示  研究  教育  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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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有美化功能的雕塑品展示 

博物館的一般主旨，以娛樂或教育二大主

要目標為發展方向【7】。例如台北市立天文科

學教育館，以天文科學知識為主，該館的展示

除了在非正式的教導觀眾一般的天文學、太空

學知識，另外，藉由博物館內的各種展示形式

的操作（模型、數位影像），可以使觀眾以輕鬆

遊戲的方式，達到操作的目的與附加娛樂的功

能。也因此展示設計必須考慮到的不只是科

學、歷史等知識研究成果的正確表達方式，另

外也需顧及到所展示出的效果，是否滿足觀眾

的需求或興趣【8】，以吸引觀眾去參與展示。 
 

五、展示的功能 

展示的主要目標乃是在呈現物品圖像或其

他具體的形式之特質、形象、聲音或資訊。展

示的形式也相當多種，綜合各種展示方式、種

類、方法、功能、形式和概念，如表 3 所示：  

表 3：展示的分類 

 

 

 

 

展示所扮演的共通性角色，主要在傳達資

訊【9】，藉由傳達資訊，來教導觀眾知識，而

此傳達資訊目標在各種不同的展示種類中，各

有其特色的功能性，例如商業展示之功能則是

要達到商品銷售的目的；而主題展示，則是有

宣傳性的效果存在；例如二二八文物、歷史紀

念展示。綜上所述，在現代博物館展示已具備

有教育、娛樂、休閒與學習等四大功能；展示

設計對博物館而言，也因此涉及龐大的規劃與

策略需有系統化的規則，展示的方式則必須是

有效的傳達該博物館的各種資訊，包含該館的

特色、收藏(collection)、形象(Identity) 和研究等

(Research)。（參考圖 2） 

 
 
 
 
 
 
 
 
 
 
 
 

圖 2：表達太空資訊的博物館展示 
 

5.1 展示的形式 

展示乃為博物館最具說服力且最能表達博

物館收藏品概念的工具。展示的形式在早期時

展示方式  活動展示  固定展示  永久展示  臨時展示

展示種類  商業展示 博物館展示 特色展示 遊樂園展示 博覽會展示 主題展示

展示方法  互動式  觀察式  感官式  體驗式

展示功能  教導  娛樂  休閒  學習  宣傳  銷售

展示形式  模型  圖案  影像多媒體  操作物品  電腦數位

展示概念  氣氛  意境  理解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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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博物館多以 ‘陳列’（display）的方式呈現

在觀眾面前，主要是因為早期博物館的收藏多

以 ‘物品’、‘標本’ 等形式為主，而必須將實務

呈現於觀眾前，再加以文字的解說，使觀眾能

了解展示的內容。例如至今許多藝術博物(Art 

museum) 仍是以畫、雕塑等收藏品為主，做陳

列 式 的 展 示 ； 另 也 有 許 多 自 然 歷 史 博 物 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展出以標本為主的陳

列形式。（參考圖 3） 

到了大約 80 年代，博物館開始使用電子資

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將展示品的概

念、內容，以各種不同的電子媒介，例如視覺

影像、電腦螢幕等形式，將之呈現於觀眾，使

觀眾可以以視覺、觸覺等感官了解展示品所呈

現的內容；到了 90 年代，由於網路(Internet) 與

數位(Digital) 技術的引進博物館展示設計，使

展示的形式也更多元化與多樣化，表 4 為博物

館展示形式的演變。 

 

圖 3：以陳列為主的博物館標本展示

表 4：博物館展示形式的演變 

 
由於近來科技的進步，數位的技術不但可以

創造出許多不同的視覺效果，包括以多媒體、

數位影片等，表達了展示主題的內容。而數位

技術更以網路連線、光碟視覺傳播等技術，將

展示設計的形式，提昇至電子介面(Electronic 

interface)、人工智慧、虛擬畫面的境界，使觀眾

不只是可以視覺觀看而已，也創新了許多電子

機械（Mechanical）互動模式、數位（Digital）

資訊傳達互動模式(Interaction)、光與影像呈

現、網路連線互動模式等(圖 4)。 

 

 

 

 

圖 4：現代博物館展示形式與方法 

最新數位科技已將傳統的博物館具體展示

方式，轉換到虛擬化、模擬化的層式形式。此

些形式仍是有共通的目的，主要是將展示主題

或展示品的知識，內容或意義，轉換成觀眾易

 博物館種類 展示媒介 展示方法 

物品陳列形式 歷史性博物館、自然博物館、美術

館、工學博物館、汽車博物館 

圖片、模型、標本、雕

塑、實物 

以陳列、擺置方式、圖片

以張貼或陳列方式。 

電子技術或機械

展示形成 

電子工業博物館、化學工業博物

館、機械博物館 

機械式傳動、之實物或

模型、電子式傳動物品

以動力機械或電子技術作

實物或模型的表規 

網路、數位展示

形式 

科學博物館、攝影博物館、主題性

博物館 

光碟、數位技術、電腦

軟硬體、網路系統 

以數位網路方式、作影像

的表達，或是感官的互動

博物館
收藏品

電子與數位技術
多媒體
虛擬實境
電腦模擬

展示形式與方法

展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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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操作且易於了解的方式或成果【10】。這乃是

博物館展示的目標，站在博物館立場，是一個

以教育為宗旨的特色，主要在提供觀眾一種學

習的模式【11】。基於傳統形式與現代化形式二

者都有相同的目標，但兩者所給予觀眾的感覺

大有差異。 

5.2 展示設計內容 

隨著展示形式的演變，電子與數位科技的引

入博物館本身觀念的改變與成長及觀眾對博物

館的期望，展示在博物館已佔據重要的地位。

博物館員也藉由參與展示設計的行為而改變了

傳統展示形式的觀念。展示設計在早期只是純

粹的在博物館內的各個空間位置中，將所典藏

的物品、圖片等，陳列或張貼，如此，展示設

計並不需設計而或其他特殊專業人員（電腦程

式設計、多媒體）的參與，博物館員就可勝任

此項工作。如此些展示設計，就無須做先期規

劃、專業協調、觀眾調查、電子多媒體設計、

展示品測試等程序或方法。（參考圖 5） 

 

 

 

 

 

 

 

圖 5：以數位多媒體為主的展示 

博物館設立發展至今，無論任何種類的博物

館，對於展示設計方面已愈來愈受重視，且順

應社會的潮流與數位技術的應用，已成為當代

各個博物館無論在新設立改建或擴建上，都是

一項不可缺少的媒介。博物館展示的形式已發

展趨向於多元化，甚至一些以藝術品、圖畫自

豪的美術博物館(Art museum)也卻開始應用電

子、數位技術，將圖像或藝術品做數據處理，

以多媒體影像的形式呈現給觀眾。綜上所述，

博物館展示形式的演變主要有下列幾點： 

1、 博物館的理念與宗旨隨著社會的需求而日

新月異，使得博物館修對展示的形式，必須

附合當時的社會資訊與生活型態。 

2、 電子與數位技術的應用，使展示的方式多元

化與多樣化，例如，英國國立自然歷史博物

館除了應用傳統的恐龍的模型展示，另外也

使用電腦 3D 動畫(Computer animation)，呈

現恐龍時代的生活形式，另有以電腦銀幕之

觸控式方式，著重於視覺畫面影像表現。 

3、 博物館對人員於新博物館觀念有了新的理

念與認知，傳統式的博物館理念已被遺棄，

博物館員吸收了更多的資訊，改變了他們對

呈現博物館收藏與展示的想法（視覺多媒

體、互動設計與網路）。 

4、 設計師的創新概念，整合了各種不同展示的

專業技術，使博物館展示呈現了創新的風

貌，增加了觀眾與博物館之間的互動關係。 

5、 博物館參觀觀眾的需求已多樣化，由於教育

的方法也在改變，由傳統式的書本學習模式

進入了現代化的外出觀察方式，博物館展示

的形式與內容更需滿足此些觀眾的學習慾

望。 
 

六、展示設計模式的發展 

 展示概念的形成與發展，仍決定展示的形

式【12】，而展示設計模式，可衍生出展示概念

的形式。由以上所述，展示形成的演變特色過

程，可以得知，展示設計方法的模式也需隨之 

而修正。由傳統的以著重於展示品與空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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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修正。由傳統的以著重於展示品與空間規劃

轉換為專業設計的策略規劃模式，而不再以空

間規劃或是展示品規劃作為展示設計考量的主

體。 

圖 6：互動式展示設計 

今日的展示設計，已由以博物館員為主的考

量轉變為以設計師為主軸的考量。而此類展示

設計案的執行，必須邀請多位相關領域的專家

參與設計與規劃工作，因此，展示設計模式必

須是一個多樣專業功能的流程架構（Process 

structure）。此架構的主要宗旨在提供一種順暢

的設計方法給予計劃總主持人和相關參與人員

來 進 行 展 示 設 計 的 流 程 ， 其 功 能 包 含 下 列

【13】： 

1、 可以提供各種相關展示專業的規則與構想

的一種設計流程。 

2、 可以整合博物館、設計與各相關專業知識

（電腦、介面、教學）的一種設計原則

(Design principle)。 

3、 可以作為讓參與展示專業的每一位人員，供

作其執行展示工作的一種相互溝通資料或

規範。 

4、 可以作為每一類博物館展示設計專案的應

用規範。 

按展示形式的概念，展示設計模式設計架

構，必須是一種符合博物館展示需求的設計規

範，也就是說，設計流程由一系統化的專業策

略與規劃開始到展示品的執行安裝和測試結果

的一套模式（Model）。其中包含了參與人員、

設計流程和設計要素三大項，貫穿整個經過的

過程之觀念、技術應用、策略、執行方法等，

都需配合參與人員的狀況和需求。 

有關於傳統式和現代式的博物館展示設計

模式如圖 7 及圖 8 所示。兩者相較之下，傳統

式的設計理念較著重於展示品的規劃，而現代

式的設計理念設計模式則著重於整體展示的人

員與專業知識之配合。

 

 

 

 

 

 

圖 7：傳統展示設計流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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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現代展示設計流程模式 

 

七、結論 

本研究之成果乃是在建立一種新型的博物

館展示設計模式架構，模式的建構，只是一種

設計流程的標準型式，不包含細節的設計流

程；對於博物館本身而言，有助於創新展示效

果的形成，使其有助於提昇博物館的品質和觀

眾對博物館產生的吸引力。今日的博物館展示

設計而言，已不再是呈現 “收藏品” 的獨特專利

了。一個好的博物館展示形式，需考量最新展

示專業技術，有整體性的規劃與發展，且設計

案需納入相關專業人員參與，由規劃到最終的

評估，保持整體系統的設計流程(Design process) 

運作。 

本文所導引出的展示設計模式可作為設計

師與博物館員發展專案的展示策略概要，也可

作為專案計劃先前步驟之 “概要計劃書”之架

構。希望藉由本研究的成果，在未來可繼續發

展博物館展示設計的全程設計流程的細節設計

與規劃架構，也是本研究的下一個步驟探討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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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eum exhibi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museum activities. The style of its exhibitions is to present objects 

and graphics to museum visitors. This is to communicate knowledge or present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let 

visitor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exhibited objects. Therefore, exhibition design is the best way to contact 

people. Today all kinds of museums’ exhibitions diversified. All kinds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mputer 

software and internet application are adopted by designer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change of museum 

exhibition expression. It discusses museum types, functions, characterizes and exhibite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With the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exhibition style 

i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displays to new style of digital interaction. The research finally concludes that 

exhibition design process model is changed based on the progr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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