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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不僅要擔心服務創新沒被採納，更擔心被曲解的採用。此時，理解創

新的認知過程成為關鍵。本研究調查博物館的導覽服務，分析設計者如何引導

意會促成對認知的重塑。本文從設計者與使用者的互動過程，闡釋意會的三階

段：始意會、導意會、再意會，以理解創新歷程中認知的變化。學理上，本文

提出導意新作法，點出意會理論中認知轉換的重要性，追溯導意重塑認知框架

的作法，探討意會的連貫性、互動性與可塑性。實務上，本文解釋導意應用於

展商複合的思維及服務設計的微旅程。這類新導覽方式使博物館策展不再侷限

於不動、走動與互動，而能產生文化上的感動。當設計者理解意會過程，就能

引導驚訝變成驚喜，使意會變為心領神會，服務創新得以歷久彌新。 
 

關鍵詞：意會、導意、認知轉移、意會重塑、服務設計 

Abstract 

What enterprises should worry is not about the none-adoption of service 

innovation, but adoptions that are used inaccurately. Users often make false senses 

during unfamiliar situations, which leads to undesirable outcomes. In this 

circumstance, understanding the cognitive dynamics underpinning the innovation 

process becomes critical.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service design of a 

museum’s guided tours and analyzes how designers redirect audiences’ sensemaking, 

while facilitating cognitive reframing of artifac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esigners and users, elaborating the three phases of sensemaking: 

initial sensemaking, sensegiving and sense-remaking, in order to apprehend the 

process of cognitive shift. Theoretic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new practices of 

sensegiving, assisting audiences to establish new sensemaking from their initial 

misinterpretation towards artifacts. Such analysis also points out the pivotal role of 

cognitive shift in sensemaking theories, tracing how designers’ sensegiving may 

reframe users’ cognition. Practicall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use of sensegiving in 

building hybrid business model, and exploring the micro-journey in service design. 

As such, museum curating no more needs to be constrained in the traditional models 

of the static display, packaged tours and digital interaction, while allowing exhibitions 

to induce cultural inspiration. When designers could recognize the trigger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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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ensemaking,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turn startle into surprise, and sensemaking into 

appreciation. In so doing, service innovation would become more sustainable. 

Keywords: Sensemaking, Sensegiving, Cognitive Shift, Sense Reframing, Service 

Design 

 

壹、緒論 

企業仰賴創新以維持生存或擴充營收，此議題不僅在民營企業中舉足輕

重，於公立機構中也面臨到這樣的挑戰。由於政府的經費有限，因此在分配各

項資源時，需要考量資源配置、財政規劃與施政落實的問題，非營利機構如博

物館也受到經費的影響，不僅面臨政府補助減少，有些還有自籌經費的窘境(林

玟伶，2010)。創新於博物館場域中也為近年熱烈討論的議題。於國際博物館協

會的定義中，博物館雖為永久性非營利機構，但礙於政府經費有限且營業額中

的百分之七十都需要用來支付員工薪資，博物館為了生存需要更積極的展開服

務創新以增加遊客帶來的門票收入以及博物館商店的收入。從觀眾面來看，博

物館最大的問題則是在於其觀展體驗不佳，如果博物館能夠使用寓教於樂的設

計，那麼將有可能提升觀眾的觀展體驗(Komarac et al., 2019)。觀展體驗不佳也

讓博物館商店面臨業績的挑戰，相關研究也指出，博物館的參觀者才是博物館

創新的關鍵因素(Camarero & Garrido, 2012)。 

Falk & Dierking (1992)在博物館體驗一書中提到，博物館的活動設計應以

「觀展者」為主角，並理解與調查觀展者對於博物館展覽活動的先備知識、過

去經驗以及興趣，此點將有助於觀展者在觀展過程中連結情境、感受與感動。

此點提醒博物館策展者在設計展覽前，應多方瞭解觀眾的先備知識。若觀眾聽

不懂博物館的導覽，即使博物館投入鉅資以數位方式呈現文物的特色，但其內

容若多以學術研究的導向為主，最後也是無法讓觀眾對於文物產生共鳴與感動

(Miles, 1988)。觀眾的觀展體驗以及博物館商店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博物

館商店可以擴展觀眾的觀展體驗(Kent, 2010)，也可以因為其觀展體驗佳而提升

博物館商店的收益。現實狀況中，博物館與博物館商店卻有著難以整合的挑

戰，博物館的展覽與文創商品無法同步配合，導致博物館商店業績不佳，因此

要解決博物館商店文創行銷的問題，勢必得從觀眾的觀展體驗來下手(Komarac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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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會(sensemaking)觀點的提出，讓我們瞭解使用者在陌生狀態下，是如何

根據過往經驗持續性的回溯並理解眼前模稜兩可的狀態(Weick et al., 2005)，例

如面對新穎的科技、新模式與舊有習慣不同或是遇到具有啟發性的情境都容易

產生意會(Griffith, 1999)。意會是根據個人主觀將自己過去以及獲得的訊息系統

連結起來，透過所謂的理性管道使世界變得更容易理解(Maitlis, 2005)。從此點

來看，意會是個人內在訊息系統與外在訊息的統整過程，無關乎對錯；然而當

個人的理解和解釋充滿矛盾，或是觀察缺乏合理的解釋時，理解和解釋就無法

達成一致性，進而影響行動。在博物館導覽的實境中，觀眾對於文物感到陌生，

也缺乏文物相關的先備知識，當意會被觸發時容易以片段零散的知識臆測，因

此對文物形成不理解、一知半解甚至誤解的狀況，當觀眾對於文物無感，也就

無法有後續觀展體驗的感動與心動。 

意會也會因為角色與情境的不同而產生誤解。例如，醫院在做資訊系統導

入時，醫生對新系統感到信任，行政人員卻擔心自己的工作被取代，不同使用

者有不同的解讀，導致拒絕或接受採納(Prasad, 1993)；意會機制的失靈也可能

導致傷亡，最知名的《曼恩峽谷大火案例》就在提醒我們意會的回溯若發生錯

誤狀態，就會導致意會的崩潰以及危害人命(Weick, 1993)。當意外發生時消防

隊員正在搶救，由於強風導致火勢變得更大，眼看火勢無法撲滅，消防隊員只

好快速撤離，此時領隊命令所有消防隊員卸下沉重的裝備逃離。然而，多數消

防隊員當下因為混亂無法判別正確的指令，背著裝備往山上跑，最後被大火吞

沒。16 名消防隊員包含領隊只有 3 位倖存。此種意會與一般性意會不同，當時

隊員的意會系統崩潰，產生錯誤的狀況，因此造成遺憾。 

即使有以上案例顯示意會中含有誤解，但我們仍無法得知使用者在意會前

若有先備知識的落差，後續該如何改變使用者的意會，進而改變整個服務流

程。導意(sensegiving)觀點更進一步分析如何改變使用者的意會。賦意者可以

動之以情，客製化對方想聽的訊息，藉此改變他人想法(Rouleau, 2005)；也可

以再脈絡，透過社會熟知的神話轉譯新訊息(Zilber, 2006)；也可以透過權力進

行說服式導意。然而，一連串改變使用者的方法中，卻忽略使用者意會若有著

先備知識的落差將可能導致錯意會。設計者無法理解使用者的「錯意會」就貿

然進行導意，將無法有效地進行導意。 

使用者意會究竟如何被有效改變，這問題涉及理解使用者的認知框架。認

知是在某一種結構中，共同分享其意義(Balogun & Johnson, 2005)，若認知框架

不同有可能導致雞同鴨講，設計再好的產品也無法吸引使用者，就好比博物館

場域，若無法瞭解使用者觀展體驗，將無法成功運用導意方式改變使用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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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因此，更重要的議題是如何理解使用者的錯意會以及設計者要如何避免

錯意會進行導意設計。 

據此，本研究探討的研究問題為：賦意者如何改變受意者的認知框架？這

項問題將以故宮商店作為調查場域，並包含三項研究目標。第一，分析使用者

的初始意會。於案例中，需要理解使用者接觸到文物所產生的意會中，是否含

有錯誤。第二，分析賦意者如何根據錯誤進行轉換，這牽涉到賦意者如何根據

錯意會進行將錯就錯的導意，將錯就錯意指能夠根據受意者的錯意會追蹤其知

識的斷點，接著再使用他可以理解的知識來銜接先備知識的落差。這個導意方

式牽涉到使用者的框架轉換，也就是我們要瞭解賦意者如何根據錯意會進行換

框(reframing)。第三，分析使用者意會是否有效被改變，我們將追蹤使用者意

會的改變，並分析使用者看完展覽後產生何種新意會及是否有達到預期的導意

成效。 

以上環環相扣的分析將擴充我們對於意會的三層新理解。第一，意會觸發

的過程中隱藏著誤會、迷思，而不是只有正負意會。第二，賦意者可透過轉換

框架的方式改變使用者意會，而不只是給個新說法或解釋。第三，理解使用者

意會的前後改變，並透過換框形塑新的意會。接下來先梳理意會相關的文獻，

從中點出理論缺口；之後說明案例背景，解釋案例取樣條件，交代資料蒐集與

分析方法。隨後，研究發現將呈現案例背景與意會變化的過程，據此歸納理論

與實務的貢獻，解釋意會理論的新觀念以及導覽設計的新作法，並點出目前限

制與未來研究方向。最後，總結本研究洞見，分享此案例對意會與導意的領

悟。 

貳、文獻回顧 

本文以博物館商店為案例，分析認知轉變與導覽設計之間的關係。以下將

由意會相關理論出發，闡述導意與說明認知框架兩個主要觀點，並觀看兩方觀

點如何改變使用者意會，再由此點出研究缺口。 

一、意會觀點 

意會指的是使用者面對模糊不清的狀況下，如何由過去的認知產生對陌生

事物的理解(Weick et al., 2005)。因此，我們可以將意會視為一個過程，此過程

包含意會的觸發，這裡需要注意的是，特徵本身並不會觸發意會，而是超越使

用者理解範圍外的事物，才會觸發意會。意會觸發後接著便是一連串的回溯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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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當人們根據過往認知經驗進行回溯後，便會產生意會的結果，可能是正面

也可能是負面。例如，一間公司想要創建新的市場，管理者宣布後，組織成員

面對新的目標卻產生工作量是否會提升，以及是否會被裁員的負面意會，這提

醒，意會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意會具有多樣性也具有可塑性，因此有導意觀點的提出。探索重點是設計

者如何運用某種策略來引導使用者的意會。Gioia & Chittipeddi (1991)研究一位

新校長接手大學時，是如何進行策略變革與人事變動。從學校變革的案例我們

可以看到導意是一種說服的方式，透過給予願景讓組織成員或是相關利益者能

夠支持自己，新任校長透過設定新願景、傳遞願景、成員修正意會與實現新願

景來闡釋導意的過程，這不外乎就是運用一個美好的解釋來降低成員的不確定

性，以達到組織變革的目的。導意也可以透過重新包裝傳遞給目標對象。

Rouleau (2005)研究一間位於加拿大的服裝公司，為了吸引更多的顧客必須要

針對顧客背景給予不同的說法，例如當客戶講法文時，你可以提到魁北克的時

尚來喚起歸屬感，當客戶是女性時，可以強調穿上新衣凸顯美麗的修辭，與其

告訴大家我們推出新系列，不如針對不同客戶來給予訊息。 

相似的導意手法也出現在制度理論的研究中。Zilber (2006)研究神話在以

色列高科技事業中的作用，發現神話與當地文化脈絡息息相關。社會行動者可

以運用神話來作為修辭或符號的資源，透過大家已知的神話來達到共同理解。

例如，運用在地民族主義作為神話，將描述重點著重在高科技可以為國家帶來

繁榮，政府將不惜一切透過減稅來支持高科技產業，藉由民族主義的神話來獲

得當地居民的支持。 

如果沒有寓言或是神話可以包裝，也可以透過銷售新議題的方式來導意

(Dutton et al., 1997)。此研究探討中階管理者要如何透過議題銷售的方式影響高

階管理者。研究指出，中階管理者的聲譽風險將攸關導意的成功與否，例如有

沒有違反相關規定，或是與高階管理的親疏遠近都會影響銷售議題的結果。再

者，若是什麼都沒有，行動者可以妙手生花自己說一個生動的故事(Collins, 

2013)。吸引人的故事內容將能促成與受眾間的共通性管道，藉此達到導意的目

的。組織發布訊息的用字遣詞也會影響成員的感知(Bilgili et al., 2017)。為了說

服大家接受變革，管理者可以透過符號框架、關係框架或是認知框架的方式來

引領大家接受變革(Logemann et al., 2019)。反之，導意建構的過程中若稍有不

慎，也可能因為醜聞快速地破壞其聲譽(Bishop et al., 2020)。導意也具有反思性

可以讓受眾更加地投入，給予開放性、較少線索、多元性線索以及鼓勵模糊地

帶皆可以影響意會的改變(Robert & Ol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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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方式指出，當缺乏導意的著力點時，就需要透過「象徵性行動」來獲

取正當性，例如取得專業證照、獲得名人加持、獲獎無數、善於使用修辭或經

營自己的形象。這些作法都是行動者透過社會認同的正當性來影響受眾的想

法。導意觀點強調行動者需要提出一個「解釋」，藉此影響使用者意會。解釋需

要建立在與使用者有共同的共享經驗，例如美好願景、神話、故事或社會認可

的正當性，也就是導意可以透過說服或賦意的方式引導使用者意會。然而，導

意文獻卻沒有討論到當賦意者與使用者之間的認知若具有差異或是誤解，該如

何導意。此種根本性的不同，將可能導致雞同鴨講的情況，接著便由認知框架

觀點來探討如何弭平差異進行導意。 

二、認知框架觀點 

框架觀點進一步帶我們理解人的想法為什麼會不一樣。意會發生在人們的

理解之外，因此面對陌生混亂或是不確定時，人們便會開始意會。框架的影響

因素包含人們過去的經驗以及受到社會文化意識型態的影響，因而形成的一種

價值觀或是思考結構(Goffman, 1974)。這樣的框架影響人們對於事件解釋的異

同，此種不相容將造成各種矛盾與衝突。提供一種新的解釋或許能夠影響意

見，卻無法改變意識形態的不相容。框架的概念也被運用在解釋設計者與使用

者之間的認知落差，探討兩造之間的溝通阻礙(Orlikowski & Gash, 1994)。該研

究分析一間管理諮詢公司導入群組軟體的過程，發現資訊相關人員以及使用者

對於新軟體的解讀不同。資訊人員認為軟體十分有趣又可以提升效能。使用者

卻認為群組軟體帶來更多的責任與互動冷漠。雙方的認知落差導致溝通遇到阻

礙，有溝無通辜負了新科技導入的美意。 

框架觀點發現溝通瓶頸來自於雙方對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因此想要改變

框架必須要先轉換雙方認知，才能夠達到導意的理想結果。Foldy et al. (2008)

點出認知轉換可以透過議題以及受眾來改變。議題引導有三種作法。首先，激

發成員對於問題的不同想像。例如，加州某一個組織想要廢除監獄，但是宣導

方式卻是讓大家重視女囚犯在監獄當中會遭遇到不良醫療以及性虐待的問題。

透過關注不人道的議題讓成員重新省思，監獄的存在其實就是一種根本性的危

害。其次，漸進式的提高議題的影響力。例如，愛滋病機構要大家重視愛滋病

的問題，於是先鎖定非裔美國人，接著再從男同性戀族群著手，透過漸進式的

宣導，讓大家逐步接受問題的迫切性。最後是擴大議題範圍，例如為了修改移

民政策，將各種移民組織團結起來，讓更多的群體產生共鳴，透過群體的力量

引起認知轉變。受眾引導的作法則是有以下兩種。首先，重新理解自己。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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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或是增進自信心來讓受眾相信自己是有能力也能夠改變的。其次，改

變他人觀感。例如 Cornerstone 劇院倡導文化融合，但是透過「人道主義」來讓

大家認同「人」都值得被尊重。 

認知轉換的方法不僅可以透過轉變議題以及感化受眾，也可以使用框架轉

換的方式來達到認知轉換。這個案例發生在 2011 年的倫敦，當時正醞釀一起佔

領交易所的活動，抗議的主要訴求是「反資本主義」。但是，佔領者卻巧妙的將

框架轉換成「若是耶穌會怎麼做」，透過換框的手法成功拉攏更多的支持者

(Reinecke & Ansari, 2021)。研究提到轉換框架是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隱含

三個階段。首先，創造對新框架的情感依戀。例如在此案例中，先讓抗議者對

於現狀產生不滿，當憤怒與不滿累積至一個高峰時，就能夠促使抗議者尋求新

的框架來定義正在發生的事情。接著，使框架神聖化。透過神聖化的方式賦予

框架一個超然的意義，例如黑人的婦女運動重新定義成「女權運動」，讓框架本

身增加道德感，促使新框架更有意義。最後，擴大框架的影響範圍。例如在案

例中透過新聞媒體的關注，讓更多人注意到抗議事件，讓外部受眾也能夠成為

支持者。由此可知，框架的轉換並不是短暫地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也不是兜

售一個想法，而是透過轉換框架後，再給予新框架一層神聖的護背膠膜(frame 

laminations)，藉此讓局外人都變成局內人，最後達到抗爭的目的。 

認知框架的分析點出賦意者與受眾之間的認知落差，也展示框架轉變的過

程中需要理解受眾的認知假設，才有辦法進行換框。然而，框架並不僅限於個

人思維上的框架，他也可能發生在角色框架上。Creed et al. (2010)在研究中指

出，想要解決異性戀者在制度中的不相容，需要透過轉換角色框架的方式來進

行導意。例如，研究中的一位女牧師，本身是蕾絲邊，但她重新解讀聖經中「神

愛世人」的意義。她推理，如果她連自己都不愛，如何做到聖經裡所說的「愛

世人」。她利用角色的框架重新去解讀聖經，藉此推廣教會歡迎所有的兒女，包

含所有同性戀者。再者，也可以透過角色的正當性來達到轉換，例如從牧師變

成性別研究者，讓大家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及性向都是被認可的。 

溝通之所以遇到阻礙，來自於彼此雙方的認知有落差，弭平的方式並非透

過灌輸正確的知識，而是透過巧妙的換框手法。這有點類似換位思考，重新找

出問題的思考點，再進行轉換。然而，框架文獻雖然關注到認知落差以及轉換

的過程，卻沒有提到在此過程中若是轉換失誤，導致框架更新失敗該如何挽救。

在轉換的過程中有可能會遭遇到不可測的意外，面對意外團隊該如何脫困進行

更新，這在認知框架相關的文獻中並沒有被探討。在 Christianson (2019)的研究

中補充，更新其實是一種認知框架或信念的變化，若要達到有效率的更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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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採納新的線索。也就是團隊遇到困境時，首先要注意到線索，並且經常性地

檢視線索。接著要調查線索並找尋新的解釋，在此過程才有可能發生認知改

變。最後一步才是檢視解釋是否有誤，透過來回不斷的測試，將新的線索透過

解釋規則化的輸出，最後達到更新，也就是導意的最終目的「認知框架轉換」。 

以上文獻帶領我們認識到雙方若有認知落差時，可以透過轉換框架的方式

來進行導意，然而這樣的分析仍然對於使用者的認知框架理解有限，更無法得

知賦意者與受眾之間的互動，若無法得知使用者的認知框架以及賦意者要如何

轉換，我們仍無法釐清導意的過程與框架轉移的方法，如此一來，導意可能僅

能紙上談兵無法實際解決問題。 

三、理論缺口─導意觀點 

意會涉及行動與認知(Weick, 1995)，在過程中受眾的理解會根據新的訊息

不斷做調整。因此導意觀點提出，若要改變使用者的想法，提供一個強而有力

的說服論點或是新解釋即可改變使用者意會；認知框架觀點則表示雙方的思考

結構以及價值信念的不同會影響溝通形成阻礙，即便提出新解釋也無法改變彼

此的不相容，例如資本主義與反資本主義各有支持者，兩派人馬對於平等與公

平的價值體系不相同，此種不相同形成認知框架的不相容，因此需要藉由框架

的轉換以達到溝通的目的。然而，雖然我們看到認知框架的確會隨著時間的推

移而改變，對於如何改變的微觀過程仍是模糊不清，本研究據此歸納以下三點

缺口。 

首先，許多意會文獻將導意視為單向的溝通方式，並將導意結果視為理所

當然，也有研究提到框架不同將導致雞同鴨講。但少有研究揭示受意者

(sense-maker)的認知框架若是包含誤解時，其換框的過程中恐怕無法如此順

利。尤其受意者的認知框架存在的比我們想像的還要久，在理解陌生事物時是

否滲有誤解，這是在受意者意會被觸發之時，要深入瞭解的。因此本研究將深

入探討受意者的認知框架中存在哪些誤解，再從誤解梳理出導意的作法，如此

將能夠重新引導受意者理解新事物。 

其次，過往導意與換框的方式偏向直接的轉換，少有將這之間的曲折變化

呈現出來。例如當賦意者(sense-giver)發現受意者的框架中含有誤解時，此時無

法強行進行轉換，而是需要透過迴旋環繞的方法，根據受意者的誤解進行導意

設計。此種導意設計不是一種新說法，也不是聲東擊西的框架轉換，而是一種

轉換誤解銜接新知的導意法，重新引導受意者理解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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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導意的目的在於化解誤解，並非要大家的理解趨於一致。那麼我們

更需要分析受意者是否有新的體會或是理解。過往文獻將導意視為一種說服，

當校長與教職員工宣達願景時，就能夠形成改變(Gioia et al., 1994)，這似乎過於

順理成章；又或是根據顧客的喜好給予客製化的訊息，也未呈現顧客是否買單；

再者也有從議題下手，轉換使用者認知，透過重新思考問題以及擴大議題的影

響力來達到改變(Foldy et al., 2008)，研究提出轉換的手法，卻沒有展示轉換的

結果。因此在導意的過程中，更需調查受意者是否有轉變原先的意會。 

據此，本研究認為分析導意的過程中，需要透過三個階段來展示導意歷

程。首先是受意者的初始意會，瞭解初始意會是否含有誤會。其次是導意策

略，瞭解賦意者如何根據誤會進行導意設計。最後是再度意會，分析受意者接

收訊息後是否有意會上的改變，從誤會變為體會。於第三章將解釋分析的作

法，從而理解賦意者與受意者之間的互動歷程。 

參、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分為四部分說明。首先，說明案例選擇與理論取樣原則，解釋以

故宮商店為案例的原因。其次，解釋分析架構，說明如何以賦意者與受意者行

動來檢視認知改變的過程。最後，說明資料蒐集以及分析的步驟，佐以資料驗

證的安排。 

一、案例選擇與理論取樣 

本文選擇國立故宮博物院商店（以下簡稱故宮商店）為研究案例，瞭解故

宮商店文創商品業績停滯的原因以及背後的影響因素，並調查故宮商店如何回

應這些制約以及調適。故宮館內的導覽以及策展分別為教育推廣部以及書畫部

門各自分工，與故宮商店並不會進行合作，因此常發生展覽以及文物無法同步

的狀況，此為機構內部的問題但卻是研究在瞭解故宮商店為何業績不佳的重要

背景因素。故宮商店發展出文創行銷的方式以回應此制約，回應的過程中也發

現影響業績的連動性的因素，更於文創行銷的導覽過程發現導意的重要性，因

此選擇故宮商店的快閃活動為研究標的。 

研究期程鎖定 2016 年至 2018 所舉辦的快閃展為分析重點。這些快閃展籌

劃約五個月，於一日內結束，比常設展或特展更方便追蹤導覽成效。以故宮商

店快閃展做為案例有三項理論取樣考量(Yin, 1989)：意會的情境、認知的轉移及

導意的作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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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意會的情境：要分析意會，首要條件是處於陌生狀態下被觸發理解

的過程。過去研究偏向探討極端狀況，像是危機與自然天災，或是組織改革的

變動、複雜政治局勢中造成人員的恐慌臆測。於傳統博物館場域中的導覽服務，

狀況雖不極端，但觀眾對文物的理解是陌生的。本研究分析故宮商店舉辦的快

閃展中，也具備導覽文物的任務，多數觀眾對於文物多為一知半解，因次在導

覽過程產生意會。此外快閃展的特色在於期間短，觀展過程可鎖定特定文物的

觸發特徵，易於追蹤，且觀眾因過往知識而制約對陌生文物的理解，正具備意

會的情境。  

第二、認知的轉移：意會隱含觀眾認知受到認知框架的限制。因此，對陌

生事物的認知需要脫離原先框架，轉移到另一個框架，而產生新的理解。這不

僅是吸收新知識，更是重新學習的過程。受意者不容易理解陌生文物，而需要

經歷認知轉換來跳出原認知框架。本案中有兩項制約：一是看不懂，觀賞文物

時難以理解，像是看到國寶《文徵明仿趙伯驌後赤壁圖》卻無法體會文徵明的

義氣及蘇軾的浮沈；二是看不到，觀眾想看到鎮館國寶卻因限展令而敗興。這

些狀況都要求導意時必須重塑認知框架，符合意會理論需呈現認知轉移的要

求。 

第三、導意的作法：本研究重點是導意，涉及導覽方式的創新，需由原先

的曲解轉換為新的理解。這並非已知狀況下的理解，而是陌生狀態下的摸索。

導意之目的在找出新的理解方式，橋接過去經驗與曲解之間的認知落差。這需

分析觀眾原先走馬看花的意會，如何轉變為心領神會的感受，對比於博物館制

式導覽又有何差別。此導意過程涉及賦意者如何理解受意者的意會，又根據其

誤會來設計導覽的作法，於其中衍生出不同的導意方式。這些是分析認知轉移

的最佳素材。 

二、分析架構與步驟 

本文以脈絡方法探索意會過程，分析重點在於工作實務，藉由行動釐清認

知，藉由行為理解思維(Pettigrew, 1987; Whittington, 2006)。本文分析服務流程

中的意會脈絡，有以下三項考量：互動的分析、認知的剖析、導意的解析。 

第一，互動的分析：若將意會視為溝通過程，本研究將涉及兩個核心角色，

含賦意者(設計者)以及受意者(觀眾)，參見圖 1。本研究分析導覽設計過程，賦

意者是主要行動者，其中包含許多異質性的合作夥伴，例如商店內的藝術印刷

公司、珠寶公司等，他們是實踐此項服務創新的實踐者；受意者是使用者，於

本案例中是看展的觀眾，分析重點是他們看到文物特徵觸發後的意會。互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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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將納入文物，可細分四種：文物和受意者的互動、賦意者和受意者的互動、

賦意者和文物的互動、受意者和文物的互動。本研究將從此互動過程中分析導

意內涵。 

 

 

圖 1：導意流程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認知的剖析：由初始意會(initial sensemaking)、引導意會(sensegiving)

與再度意會(sense remaking)三個過程來瞭解受意者的認知轉移。由故宮商店推

出的導覽服務著手，分析受意者對文物的初始意會。隨之，分析賦意者如何解

讀受意者的初始意會，形成導覽設計，過程中如何考量引導認知的方式。這部

份牽涉到賦意者如何思考新的導覽內容、順序以及方式。最後，分析受意者的

再度意會，理解導覽後其意會是否被引導，檢視受意者的一知半解、誤解與不

解如何透過導意而改變。 

第三，導意的解析：受意者對文物有所曲解與不理解，導致博物館觀展體

驗不佳，進而影響故宮商店的行銷業績。因此導意的分析重點是調查賦意者如

何引導、誘導、嚮導受意者的認知，瞭解賦意者如何由受意者的曲解取得線索，

轉為導意的考量，而不是由賦意者將既定解釋注入導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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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導覽過程，以下說明始意會、導意會、再意會所需分析的步驟。這三

個過程對應的是設計者、文物與觀眾之間的互動。第一階段始意會，分析文物

和受意者的互動。第二階段導意會，分析賦意者和受意者的互動，之後分析賦

意者和文物的互動。第三階段再意會，分析受意者和文物的再次互動。文物與

受意者、受意者與文物的互動分析具有先後順序的不同。第一種是在沒有導意

的狀況下，觀眾如何理解文物。第二種是導意後，觀眾如何重新理解文物。互

動分析需有先後順序才能夠對比前後的不同，藉此也可以評量觀眾體驗後，是

否產生對於文物的新理解。 

流程一，始意會：如前文獻所述，當物件特徵是新穎、有落差、離題、複

雜時，便會觸發受意者的意會。首先，分析文物哪些特徵會觸發意會，隨之分

析所引發的意會內涵。案例中，便是分析觀眾注意到文物哪些特徵，產生哪些

不解或曲解。這並不代表觀眾是無知的，他們只是不熟悉文物的內涵。此部份

包括兩個主要問題：文物的特徵如何觸發觀眾的意會？觀眾對文物的認知有哪

些誤解？ 

流程二，導意會：分析賦意者如何解讀受意者的錯誤意會，又如何轉換成

為導意的方法。現實中，觀眾看展前不會先研讀文獻，而博物館的網頁也未提

供科普化的說明，因此觀眾多對文物的知識一知半解。導覽於本研究中是一種

行銷手段，賦意者如何由這樣的作法將誤解轉換為容易理解的導覽內容，是偵

查的重點。此部份包括兩個主要問題：賦意者如何解讀觀眾的誤解，從中找到

怎樣的機會？賦意者發展出怎樣的導意方式來轉換觀眾的認知？ 

流程三，再意會：這部份需分析受意者經歷新的導覽方式後，會產生怎樣

的認知轉移。本研究並非是要理解觀眾來到博物館學到什麼，而是要藉由博物

館商店的特殊導覽方式來讓觀眾從心動(補足先備知識的落差)轉變成行動(因

解開誤解而有的行動)。觀眾的初始意會多為誤解，而他們再度意會後是否釐清

誤解，又產生怎樣的新理解。這並非像是考試，分析觀眾對文物內容答對與否，

而是認知上的轉換。這樣的分析並非調查創新採納的結果，而是要探索創新是

否有效採用。也就是，觀眾是否在陌生的狀況下能轉換認知，以新的方式理解

文物。在導覽的互動過程中，受意者的意會是開放的，並無限制受意者的意會

需有一致性。透過故宮商店導意的作法，若受意者本著自身經歷與體會不同，

而有與先前不同的意會，即為再意會。此部份的主要問題是：在新的導覽方式

下，觀眾對文物產生怎樣的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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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分四項考量，依序分述之：時空背景、田野採訪設計、次級資料

蒐集、交互主觀考量。這些考量分別說明研究設計與調整的過程。 

一，時空背景：此案例的背景是在 2015 至 2019 年之間。早至 2012 年，臺

北故宮被視為當時博物館界創新之領先者，北京故宮前來交流學習文創行銷作

法，隨後迎頭趕上。後來，陸客熱潮因兩岸關係冰凍而退，觀展人數急遽下降，

加上在地觀眾並不熱衷博物館而偏好藝廊、影視以及文創園區，故宮商店業績

面臨挑戰。立法委員批評博物館過於追求學術而「不說人話」，要求改善浪潮日

增。時藝多媒體公司於此時承攬故宮商店業務，面臨觀展人數低迷與業績壓力，

引入「故宮小編」來經營社交媒體，雖引起熱潮卻難以轉換為觀展流量以及紀

念品銷售。故此，故宮商店針對企業人士籌劃快閃展做為服務創新的一環。 

研究主軸乃針對故宮商店於 2017、2018 年的 5 月所舉辦的兩次快閃展為

主，分為「宮內」(博物館內展覽)與「宮外」(故宮商店文創展)的體驗式導覽。

宮內導覽主題為「宋代文人風雅」，涵蓋《文徵明倣趙伯驌後赤壁圖》數位典

藏、蓮花溫碗、水仙盆、嬰兒枕等汝窯與定窯文物；宮外導覽則設於商店內，

以「人見人愛蘇東坡」為主題，由文徵明作品延伸出文豪蘇軾的《前赤壁賦》、

《後赤壁圖》與《寒食帖》。此三樣文物皆為一級國寶，因限展令封存，故宮商

店以高仿文創品取代，但以正式展覽方式呈現。 

二，田野採訪設計：資料蒐集分兩階段，參見表 1。第一階段包含導覽設

計過程，約為展前五個月，採訪對象為博物館的文創行銷、推廣教育、研究部

門、導覽志工、設計團隊、社交媒體組以及參與店家，以理解籌備過程的各項

活動。此階段以故宮商店的設計團隊為焦點，理解調查觀眾需求的過程。第二

階段包含導覽當天的行程跟蹤，並於導覽前、中、後採訪參與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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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研究田野調查計畫 

角色 單位 採訪對象 人數 次數 時數 

賦 
意 
者 

導覽設計單位
故宮商店管理、故宮小編、行銷部

門、外部顧問 
8 36 36 

廠商 
藝術印刷公司、珠寶公司以及商品

部門 
12 18 18 

創 
新 
物 

研究單位 
故宮器物處、書畫處、教育展資

處、文創行銷處、導覽志工 
24 24 24 

數位典藏 
北京家傳文化、意庫行銷、太極影

音 
6 10 10 

博物館專家 

博物館專家：北京故宮商店、蘇州

博物館商店、良渚博物館（杭州）、

歷史博物館商店、大英博物館（倫

敦） 

6 8 18 

受 
意 
者 

一般觀眾 故宮觀眾以及其他博物館觀眾 27 27 27 

參與觀眾 以參訪團為主要採訪對象 74 74 74 

總計 2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採訪含三類核心角色，分別為賦意者、文物內涵以及受意者。所採訪的賦

意者以導覽設計團隊為主，不含故宮書畫與器物處的研究人員，而是故宮商店

負責此次服務設計的團隊，又可分兩組。第一組含商店管理、故宮小編、行銷

部門以及服務設計顧問。第二組是故宮商店的各家參與廠商，主要包含臻印與

拓拓兩家書畫印刷公司，其所銷售的高仿畫及畫冊為導覽中展出的「逼珍品」；

朱之寶飾提供相關珠寶文創展示；喜朋提供赤壁賦相關商品搭配文物導覽。各

家店長都參與導覽介紹，因此需追蹤由企劃到培訓的過程。採訪問題主要是理

解導覽設計的過程，含主題、旅程、講解、道具、陳設等企劃。導意分析來自

於設計者如何解讀觀眾對文物的誤解，從而發展出新的導覽內容與解說方式。 

文物內涵相關受訪者是指與文物背景知識相關的人員，包含故宮的文創行

銷處、器物書畫處以及推廣教育處相關人員，並延伸採訪故宮導覽志工。這些

志工並未參與本案例的導覽活動，但理解他們的導覽方式可提供對比。本研究

也採訪數位典藏設計廠商，例如北京家傳文化、意庫行銷、太極影音等公司，

主要理解數位互動設計、赤壁賦背景知識與展覽製作過程。研究中期，也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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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專家，理解他們對所選定文物的解讀，對比故宮商店的導覽內容，延伸

請教經營模式、銷售方式以及導覽作法。 

受意者含兩種：一般觀眾以及參與本次活動的觀眾。採訪一般觀眾是為過

濾哪些類別受意者較適合本研究，排除對博物館等藝文活動本就無興趣者，也

不含走馬看花型的觀眾。本研究設定的對象是具備經濟能力的「慕博粉」，即仰

慕博物館的粉絲，這群觀眾不會做好深度研究才來觀展。慕博粉對文物有興

趣，但礙於時間與理解能力，對文物僅一知半解。參與活動的觀眾為企業界人

士，位至中高階主管或中小企業主，涵蓋科技、貿易、製造、服務、地產、時

尚等行業，多為大學以上學歷，他們對歷史文化有興趣，可是不得其門而入。 

除本地觀眾外，參與者也來自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華人，

對中華文化有基礎認識，無語言上溝通障礙。本研究涵蓋 2017 年與 2018 年的

快閃展各兩團，每團有 40 人參與。這些觀眾於參展前後接受採訪，表達他們的

觀展體驗。觀展前採訪重點是理解觀眾對文物的初始理解，為何對文物的某項

特徵特別有興趣，像是好奇於玉辟邪神獸的鬍鬚。觀展後則調查觀眾對文物有

何新的理解，觀察他們的認知轉換。 

三、次級資料蒐集：所參考的次級資料含故宮出版文獻、故宮文創年冊、

文物視頻報導等。這些文獻用於文物展導覽規劃，是理解導意過程的證據。《赤

壁賦》文物內容參考的相關文獻含：林語堂(2005)的《蘇東坡傳：歡樂天才的生

平》、康震(2010)《評說蘇東坡》、楊東聲(2017)《蘇軾的心路歷程》、衣若芬

(2019)《書藝東坡》。文物相關視頻節目含：蔣勳於《殷瑗小聚》的赤壁賦講座、

央視文博節目《國寶檔案》、央視紀錄片《雪鴻泥爪》等。這些資料提供豐富佐

證，理解導覽設計的來源。 

四、交互主觀考量：由於研究者密集參與導覽設計過程，也可能遭遇交互

主觀 (inter-subjectivity) 的問題，這是因雙方密集互動後而影響研究者的中立判

斷(Agar, 1980)。在調查過程中研究者身兼行動者與分析者兩種角色，好處是能

更深入現象發生的過程，但缺點是容易被同化，無法觀察到行動中的異常樣貌。

為克服此狀況，團隊中有一人不進入現場，只協助博物館外的採訪，以保持分

析的客觀性，並將初步成果與專家交流，以維持分析的客觀性。資料蒐集採多

方來源，除導覽團隊外，也列入故宮商店、志工導覽員與參與廠商的看法；分

析受意者認知時，也會融入不同行業觀眾的證詞，也於前後採訪不同組觀眾以

避免受訪者被誘導，難以說出對文物的新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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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分四小節呈現。第一節介紹故宮商店的挑戰；第二至五節以《文

徵明倣趙伯驌後赤壁圖》的觀眾意會分析導意策略，內容包含初始意會、引導

策略與再度意會的過程。始意會分析重點在於觀眾看到文物特徵會觸發怎樣的

初始意會，賦意者透過理解這樣的意會可找到怎樣的機會。導意會分析賦意者

如何發展導覽的內容與進行方式，以引導觀眾的意會。再意會著重於觀眾經歷

導覽後產生怎樣的新認知。 

一、博物館導覽的挑戰 

本節分三部分說明。首先說明故宮的展覽業務；其次解釋博物館面臨的三

大挑戰，解釋觀眾看不懂、看不到的觀展經驗以及影響故宮商店看不上的痛點；

最後說明故宮商店如何因應此制約並策劃《後赤壁圖》的導覽。 

故宮的使命是維護與保存歷史文物，藉展覽以推廣文化教育。故宮為因應

時代潮流也融入數位策展，希望運用資訊科技擴大影響力。與此同步發展的是

合作授權，發展文創商品。除政府預算外，販售商品與品牌授權是故宮另一項

重要收入。故宮典藏 60 多萬件文物，內含 2000 件菁華國寶。但參觀人數卻未

能如預期成長，自 2014 年 540 萬人次，參觀人數逐年下滑，2019 年縮減到 383

萬人次，相對於大英博物館的 624 萬人次以及羅浮宮則是 960 萬人次。2015 年

故宮南院開幕，除第二年達到 147 萬人次，此後逐漸下滑，後雖在展館旁設立

「國寶文物修復展示館」，但人流仍未顯著成長。觀眾看展後諸多抱怨，制式化

的展出方式讓年輕族群漸漸流失。觀眾對文物的認識仍模糊。文物從過往在玻

璃櫥窗內的靜態展示，轉變到數位動態展示，觀展體驗仍未見改善。 

到博物館觀展並非如預期中愉悅。當觀眾走入博物館時，往往不知道從何

著手。文物說明牌上是令人生畏的古文，走完展場多數人懷著不知所云的感受

離開。故宮展覽面臨三大挑戰：看不懂、看不到及看不上，以下分別說明。 

挑戰一：看不懂─解釋深奧難親近。展品說明難懂是觀眾首要困擾。故宮

爲展品主要以說明牌搭配文物的方式來呈現，說明牌以文言文撰寫。這是因 研

究員認為，展示文物時不應過度解釋史實，而應有限的呈現史料記載。觀眾可

以租借導覽機，依照個人興趣參觀。但是，導覽機提供的「罐頭內容」多半為

制式化解說，觀眾不易理解文物的意涵，最後仍是走馬看花。 

觀眾不理解說明卡上的內容，導覽機幫助也不大，觀眾也困擾於：太難看

不懂以及徬徨看什麼。一般觀眾看展前，大多不會事先上網查詢資料，而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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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展覽過程中輕鬆學習。例如，曾得過休士頓國際影展文化類銀獎的《文徵

明倣趙伯驌後赤壁圖》動畫，其說明卡上文字為： 

「本卷為明代文徵明七十九歲之力作。文徵明（1470~1559 年），蘇州

人，與唐寅、沈周、仇英合稱為明四家。當時蘇州一位士人收藏名家

趙伯驌的《後赤壁圖》，官吏得知後欲強索獻給宰相嚴嵩的兒子。收藏

者不願配合，文徵明因而畫了此卷相贈，以勸他不要為畫惹禍。」 

說明卡的文字雖不至於艱澀，但也難懂。文中提到許多專有名詞，讓觀眾

對於故宮文物更有距離感。一位觀眾(高中老師)說到： 

「解說牌上的古人讓人看不懂。文徵明是誰、蘇軾是誰、嚴嵩是誰、

趙伯驌是誰，這一大串的問題對於學生來說是很吃力的，更何況要搞

清楚他們之間的關係。所以弄了半天，我的學生就問我：『文徵明為什

麼抄襲趙伯驌？』這樣的說明反而讓觀眾搞混了。」 

觀眾感到徬徨，不知要從何看起。傳統策展會按照主題，將文物歸類，像

是展品類型，如器物、扇畫、長絹軸；或內容，如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

詩文畫。接著，策展人再將文物進行細部分類，按照年代依序擺放。這樣擺放

方式使觀眾弄不清展品間的關係與知識的連結。觀眾對畫作背景不理解，會利

用過去片段的知識來猜測眼前的陌生文物。一位觀眾提出： 

「為什麼文徵明要畫《後赤壁賦》呢？他到底是畫家還是書法家啊？

如果有《後赤壁賦》，那有沒有《前赤壁賦》呢？這四個連環畫看起來

很一般啊。所以，我到底要看什麼呢？這幅畫中，文徵明到底在哪裡

渡假？為什麼他要去那裡渡假？」 

除了對作者的疑惑外，觀眾不明白文徵明與赤壁之間的淵源，也不理解

《赤壁賦》其實是北宋大文豪蘇軾被貶謫至黃州時所寫的，分為前後赤壁賦。

若不理解黃州、赤壁賦、蘇軾與文徵明的關聯，觀眾也只能看高解析的動畫，

而無法理解文物背後的意涵。 

挑戰二：看不到─鎮館之寶怎麼沒展出。觀眾更抱怨看不到館內珍藏，故

宮展廳是按照文物類別以編年的方式陳列展品。器物類展件相隔半年至兩年輪

換一次，書畫和文獻類展件每三個月更換。於特展中，文物展出 40 天必須進庫

保養三年。若時機不對，觀眾很可能遠道而來卻看不到「鎮館之寶」，敗興而

歸。例如，故宮於 2012 年時展出山水畫第一神品—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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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造成觀展熱潮，因為若錯過此展期，最少就要再等三至十年。一位遠從新

加坡來的遊客表示： 

「我很喜歡黃公望，來臺北故宮最想看的就是《富春山居圖》，但可惜

的是我沒有辦法看到真跡。等到下一次展出，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來

故宮一趟，難道現在的技術沒有辦法讓文物一邊保存，一邊讓觀眾欣

賞嗎？這樣的話，臺北故宮有什麼值得來的地方呢？」 

挑戰三：看不上─可以買什麼紀念品。第三個挑戰是看不上故宮商店的紀

念品。觀眾參觀完畢後，如果對展覽內容有感動，進入商店就會購買相關紀念

品。若沒有記憶連結，對文創商品就會失去興趣。難以理解的展覽與缺乏情境

的文物，造成文物與觀眾間缺乏連結，觀眾就難以有購買的動機，博物館也就

遑論能造成影響力。一位故宮商店主管表示： 

「看完展覽如果有感動還願意買單，但是離開了故宮以後，缺乏這個

情境，大家更不會對文物產生情感，購買率更低了。故宮策展單位通

常因為忙碌，沒有辦法即時告訴我們展出的內容，所以我們也就沒有

足夠時間去設計相關文創商品。更何況，故宮審查委員的作業時間也

會拖到，我們提出的設計他們也不一定喜歡。這樣兩邊延遲，最後就

很難開發出與展覽同步的商品了。」 

本研究鎖定的是故宮商店的文創導覽。原本宮內(館內)與宮外(商店)是各

自為政，宮內甚至於不太願意與宮外合作。這造成宮內所看到的文物與宮外的

商品脫節，觀眾因此難以有記憶點。故宮商店由復刻商品出發，思考導覽應該

涵蓋哪些文物。這是文物不動，但改變導覽行程的作法。宮內導覽不是跟著志

工走，而是跟著商店所安排的導覽員，介紹特定的文物並配合商店展售商品。 

當宮內導覽結束後，導覽員會帶領觀眾來到商店，而商店局部佈置為類似

館內展覽的樣貌，讓觀眾感覺仍在觀展。此階段所展出的「文物」是復刻品，

這是以「逼珍品」代替「真品」；也就是將文物文創化的策略。本研究的範圍是

以當時館內特展《文徵明倣趙伯驌後赤壁圖》，簡稱《後赤壁圖》，為主軸來規

劃。雖然是以明代四大才子的文物為主，但《後赤壁圖》成為策展主軸，原因

是此文物之數位版獲得諸多獎項。館內之導覽主軸以《宋代文人風雅》為主題，

於常設展 201、205 室介紹汝窯文物，並帶出宋徽宗與蘇軾的故事。館內導覽

後，前往故宮商店，展開以《人見人愛蘇東坡》為主題的快閃展，都是封存中

的國寶，含《前赤壁賦》、《後赤壁圖》、《寒食帖》等文物復刻品。本研究將鎖



意會重塑：博物館服務設計中的導意作法 

~786~ 

定分析《後赤壁圖》導覽為主，探索觀眾看到文物時的初始意會、設計師的導

意策略，以及觀眾的再意會，觀察觀眾是否對文物產生新的認知。 

二、人物關係圖解法 

初始意會發生於當觀眾第一次接觸到陌生文物時，如何根據過往經驗與知

識發展出對文物的臆測，臆測的觸發包含各種不同的線索，例如文物的特徵、

作者名稱或是說明內容等，本研究將此過程描述於初始意會；接著設計者如何

從初始意會中得到導意的靈感，此設計過程將描述於導意策略；最後觀眾接收

導意後是否產生新的認知，將呈現於再意會內文中，分析如下。 

初始意會：赤壁賦是文徵明寫的嗎？故宮自 100 年度起，開始展出館內精

選書畫作品「古畫動漫」系列。其中《文徵明仿趙伯驌後赤壁圖》更是此系列

中的經典之作。當觀眾看到這幅典藏的作品時，從閱覽畫作名稱的過程中，產

生一連串的猜測與聯想，例如一位觀眾便說： 

「這幅畫是誰畫的啊？作品名稱還有寫趙伯驌，這位又是誰呢？文徵

明為什麼要模仿趙伯驌？圖片裡有山有水，文徵明是去那邊渡假順便

畫下這幅風景畫的嗎？」 

觀眾從作品中的人物名稱臆測人物之間的關係，加上觀看的時間不長，因

此僅能從作品給予的文字線索與圖片進行理解。另外則有觀眾仔細閱讀完說明

字卡後，瞭解到這是一幅與「赤壁」有關的畫作，但是對於作者文徵明以及赤

壁之間的關係，或是赤壁與蘇軾之間的關係則是感到迷糊。一位觀眾便提問： 

「印象中蘇軾有寫過赤壁賦啊？以前國文老師這樣教我們背的，我印

象很深刻蘇軾就是寫赤壁賦的作者，還是我記錯了，赤壁賦是文徵明

寫的？好多人名都被搞混了，到底誰是誰？」 

觀眾倚靠著文字解說提取過往記憶，將文物與蘇軾、赤壁相連結，但因說

明字卡上還增加文徵明、趙伯驌等人名。與過往背誦蘇軾與赤壁之間的連結不

一致，因此記憶變得更為片段與零散，甚至產生了誤解。原來在這幅圖中，不

僅涵蓋作者文徵明、另一位南宋畫家趙伯驌，還包含蘇軾與赤壁的概念於其

中，即使是對文物有興趣的觀眾，也容易被過多的人名與其乘載的歷史知識混

淆。 

導意策略：人物關係明朗化。根據觀眾的初始意會，設計者發現觀眾對於

人名的臆測有諸多的錯誤，例如誤以為赤壁是文徵明寫的、不知趙伯驌與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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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等。這背後蘊含的歷史典故與知識量過於龐大，因此許多觀眾在短時間

內無法理解文物與這些人名之間的關係。一位資深導覽員表示： 

「我們說這些文物的故事說到都可以倒背如流，但是對觀眾來說其實

搞不清楚這之間的邏輯關係。要從頭說起不太可能，要把說明卡補充

得更詳細觀眾也不一定理解，不如先讓他們理解這些人名之間的關

係。」 

觀眾不理解人名之間的連結，因此導意設計利用「人物關係明朗化」的方

式將觀眾的錯誤的臆測進行重新連結。這部分的導意作法首先點出趙伯驌乃為

蘇軾的「粉絲」，因此趙伯驌將蘇軾所寫的《後赤壁賦》畫成五段分鏡圖，稱為

《後赤壁圖》，後來被一位收藏家所珍藏。其次點出文徵明與收藏家之間為「好

友」關係，文徵明為瞭解救好友的作品免受貪官污吏奪取，因此模仿趙伯驌的

畫作送給好友，不但模仿的惟妙惟肖，也因其色調處理極佳，展現明朝的畫風，

最後便被當成國寶珍藏於故宮，即為現今的館藏《文徵明仿趙伯驌後赤壁圖》。 

這樣的導意方式，將人名所蘊含的歷史典故以「關係」的方式呈現，對觀

眾來說不僅能夠快速的重新連結，也從關係明朗化的過程中知曉文物故事，如

此導覽便能夠有效地澄清錯誤。 

再意會：一目瞭然文物起源。過多的文物人名導致回溯過往記憶時感到混

亂，甚至誤以為赤壁賦是文徵明所著，使用簡潔明瞭的「人物關係圖」不僅可

從故事導出文物的起源，更可以省略造成觀眾認知負荷的人名，讓觀眾能夠透

過導意釐清文物主要相關者，這就好比看一場電影或是電視劇之前，要先看劇

情大綱與人物介紹般，如此才能夠進一步的理解文物相關情節。一位觀眾聽完

表示： 

「《後赤壁賦》不僅僅是蘇軾抒發情懷的作品，原來他這麼厲害還有很

多粉絲，還可以一代傳一代。看來赤壁賦的內容要來好好研究一下，

到底有什麼魅力讓後世這麼多人喜歡。蘇軾可以說是宋代的偶像了

吧。」 

偶像與粉絲的稱謂，讓觀眾以現代用詞理解人物之間的關係，好友相救的

故事讓觀眾理解文物起源自一對至交好友的肝膽相照。觀眾不僅恍然大悟人物

之間的關係，還燃起對於文物本身意涵的興趣，如此更可以延續觀眾繼續觀展

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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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關係圖解法是讓觀眾在理解抽象名詞過程中，以具象的關係連結抽象

概念。從觀眾意會的素材裡可得知，觀眾對於太多的專有名詞感到混亂。這些

專有名詞之間有「粉絲」、「好友」、「貪官」等角色特性，透過關係圖讓觀眾連

結這些專有名詞，更透過故事性的講述方法讓觀眾理解文物蘊含的歷史故事。

一般而言，觀眾對於故事中的人物設定有一定的基礎認識，例如「貪官」就是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權利，豪取搶獨之人、「粉絲」就是迷戀、崇拜名人的人。

這些是觀眾已知且熟悉的概念，由此出發點出文物關係的重要關鍵，讓觀眾可

於故事中學習歷史起源。 

三、經典事蹟再現法 

《文徵明仿趙伯驌後赤壁圖》的文本是來自於蘇軾的後赤壁賦，文徵明將

蘇軾寫後赤壁賦的情景躍然於紙上，可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觀眾第一次觀

賞時，多數習慣以圖畫中的物件揣測作品要傳達的訊息。例如，有觀眾從畫中

的「魚」，開始與美食做聯想。 

初始意會：蘇軾是吃貨嗎？引發觀眾意會的是畫中童子拿著一條「魚」，讓

觀眾誤以為蘇軾遊山玩水時，還差遣小弟去釣魚給他吃，用現代的說法就是個

「吃貨」，意指愛吃各類美食的人。一位觀眾便解釋： 

「我假日的時候都喜歡和朋友去海釣，釣完魚我們就在船上烤魚來

吃，蘇軾他也是這樣嗎？和一群好朋友約一個地方去玩，一起吃美食，

大家一起閒話家常聊聊天，該不會蘇軾也煮了一桌子好菜吧，又會做

詩又會煮菜，是才藝雙全？」 

觀眾對於「魚」有各自的經驗，但都脫不了與美食的連結。有些觀眾與自

身經驗做連結。有些觀眾則是記不得以前學過的相關知識，直覺提出蘇軾與東

坡肉有關，但是無法更進一步說明故事內容。一位觀眾表示： 

「這幅畫跟蘇東坡有關嗎？蘇東坡我只聯想到東坡肉，東坡肉常吃，

但我不記得蘇軾和東坡肉的故事，這道菜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是為了

紀念他嗎？還是我記錯了，東坡肉跟蘇東坡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記憶模糊加上只記得關鍵字，就算已經從過往記憶中提取有關的訊

息，觀眾仍無法說出蘇軾與東坡肉之間的故事，且大家對於蘇軾的認識多以文

學家或是作家為主，也少有觀眾認識到蘇軾的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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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意策略：重現歷史典故。首先設計者利用觀眾對魚的揣測「吃貨」來將

計就計，將吃貨連結到經典的「東坡肉典故」。原來，蘇軾被貶至黃州時，除了

繼續文學創作以外，也善於下廚。有一次因鄉音太重而讓廚子放過多的酒，以

小火慢煨來燉煮豬肉。沒想到一時的疏忽反倒成了一道佳餚，就是過年家家戶

戶桌上必備的年菜「東坡肉」。蘇軾不僅是文學家，也擅於下廚，是個美食家。

一位活動企劃表示： 

「觀眾看文物時，除了看說明字卡也喜歡看畫中的物件，許多觀眾看

到魚就以為蘇軾愛玩又愛吃，那沒關係，我們就從食物來借題發揮，

從食物連結到著名的東坡肉，再將東坡肉的典故告訴他們，讓他們串

連起這個重要的典故。」 

設計者從「美食的典故」連結到「創新的典故」。蘇軾被流放於外地時，發

揮創意與創業的精神，不僅成立歷史上第一間孤兒院，還改變了當地殺嬰的惡

俗。不僅如此，蘇軾也和當地官員合作想出募款機制來協助這些孤兒。設計者

藉由觀眾對「魚」的意會，接連點出美食家與創新家的歷史典故。觀眾不僅可

以串連過去對蘇軾的印象，也從這些經典事蹟中認識蘇軾不為人知的一面。 

再意會：全能才子蘇東坡。觀眾聽完導覽，有兩點新認識。首先，從食物

的典故連結到耳熟能響的東坡肉原來是出自於蘇軾。其次，從以為蘇軾只是文

學家瞭解到原來他還是美食家與創意家，認識多面向的蘇軾。一位觀眾笑著表

示： 

「東坡肉是我每次去臺菜餐廳最喜歡點的一道菜，逢年過節我也都會

準備這道菜，原來這個典故是來自於蘇東坡啊！他被貶謫到黃州，還

可以苦中作樂下廚，做創意料理，還有經世濟民當個孤兒院創辦人，

真是了不起。」 

設計者運用大家熟知的美食東坡肉引導出有關於蘇軾的經典事蹟，讓觀眾

原本的關鍵字揣測有了故事內容的填充，讓大家從典故中瞭解文物的內涵，創

造出層層堆疊的驚喜感。經典事蹟再現法是藉由分類性的主題引導觀眾理解蘇

軾不為人知的一面。過往學習知識時，多以考試背誦為導向，例如背誦蘇軾撰

寫的詩詞、文章內容的名詞釋義或是蘇軾乃唐宋八大家其中一員的事蹟，對於

其他非考試取向的內容則是一知半解。設計者透過主題分類，如美食家、創新

家帶出蘇軾於貶謫時期的事蹟，讓觀眾更加貼近文人的生活。對觀眾來說，文

人生活與凡人生活之間的交流更勝於背誦單一知識，感動也更為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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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浪漫情史敘事法 

《後赤壁圖》的內容有山有水有人物，除了主角蘇軾，其他還有男人、女

人與小孩。在畫中唯二的兩位女性引起觀眾的目光，觀眾分別從女性身上的服

飾、表情、手裡拿的物品，以及與蘇軾的互動開始做聯想與臆測。 

初始意會：這是蘇東坡的太太嗎？女性的身份引起觀眾的好奇，有觀眾覺

得這是妻小和蘇軾會面的場景。一位有金融背景的觀眾表示： 

「這個場景在家門口，蘇軾面對外面，看起來是要出門，這兩位女子

應該是他的太太和女兒吧？動作像是小孩和爸爸說再見。」 

觀眾從畫中女性的外觀推敲出蘇軾與兩位女性的關係。圖中的兩位女性站

在房舍門口，一位高一位矮，高的衣著顏色較為豐富，矮的較為素雅，髮飾也

略有不同。高的婦人有髮髻，矮的女性則無。在沒有文本的情況下，觀眾只好

根據過往所學猜測蘇軾周邊可能會出現的女性，例如太太或是女兒。有的觀眾

則是記得傳說中蘇軾有一位厲害妹妹。一位觀眾表示： 

「蘇軾有一位很有名的爸爸是蘇洵，還有一位有名的哥哥叫蘇轍，這

位在家裡出現的女子應該就是傳說中的蘇小妹啦，蘇小妹是傳說中的

北宋才女，一家人都很厲害啊！」 

觀眾容易記得野史或傳說，因為野史大多是民間的傳聞，流傳快但很多沒

有經過歷史考究，像是蘇小妹在野史中是蘇軾的妹妹。但事實上，蘇小妹是杜

撰的人物，蘇軾並沒有妹妹。從觀眾的臆測中可見在初始意會中也藏有此類型

的誤解。 

導意策略：風流韻事連載。自古流傳英雄難過美人關、才子配佳人等諺語，

描述有才情的英雄、偉人也有七情六慾，許多才子風流韻事更是被後世改編成

電影或小說，處處可見。設計師藉由被誤解的「女人」點出蘇軾一生中與他有

關的六段粉紅故事，讓觀眾從另一個視角來認識蘇軾。一位企劃人員表示： 

「與蘇軾有關的女人，大家都會聯想到太太和蘇小妹，蘇小妹也是才

女。過往介紹到蘇軾的家庭背景時，就會順道將蘇軾的爸爸與兄弟姊

妹介紹一次，但很少提到蘇軾的紅粉故事。其實這種愛情線，觀眾很

喜歡，也很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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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意方式從「女人與浪漫」建立連結點，介紹與蘇軾有關的女性，引導出

六段浪漫的愛情故事。分別是蘇軾最敬愛的元配夫人王弗，大家誤以為畫中的

女子是王弗，其實不是。王弗死後蘇軾續絃王潤之，陪伴蘇軾最久的人是她；

接著是愛妾王朝雲，正是畫中的女性。當時蘇軾被貶於黃州時，陪伴的便是朝

雲。之後的紅粉知己還有西湖古箏女、馬盼盼、超超等三段愛情故事。導意從

「女人」連結到「紅粉故事」，透過一段接著一段的連載方式，讓觀眾瞭解圍繞

蘇軾一生的愛情故事。 

再意會：有情有義蘇東坡。設計者運用後赤壁圖中的女人延伸出蘇軾的六

段浪漫故事，不僅解開圖中女性的身份，也讓觀眾感受到蘇軾與平凡人家一樣

的生活，讓觀眾從導覽中一同回味蘇軾的感情世界。有觀眾聽完導覽表示，過

往大多是學習到蘇軾的文學造詣有多高，但卻少有這些人性化的一部分。一位

觀眾附和： 

「原來蘇東坡和大家一樣有血有淚。他被貶到黃州的時候，陪伴在他

身邊的是愛妾朝雲。以前還以為他落難時，是元配陪在他身邊，現在

終於知道蘇軾有義也多情，才寫出那麼多的好詩。」 

文學上的才華不是每個人都有，但在感情世界上，多數觀眾都有自身的經

歷。因此，設計者將這些紅粉故事納入導意過程，讓觀眾從愛情的視角貼近蘇

軾。導意過程不僅只有正經八百的知識型訊息，也有平易近人的娛樂型訊息，

減輕觀眾的認知負荷。浪漫情史敘事法是透過吸引人以及共同的過去經驗來引

導觀眾學習文物內涵。於電視電影或是小說情節中，男女主角的愛情故事都會

成為大眾茶餘飯後的話題，除了能夠對比現實生活中少有的浪漫外，紅粉故事

也更能貼近觀眾的生活經驗。導意方法從女人此項物件取材，將「紅粉」、「緋

聞」串連出蘇軾的一生，在闡述的過程中仍不忘點出後赤壁圖中的女士是誰。

以吸引人的題材為包裝，再點出正確史實的導意法，能讓觀眾不知不覺地吸收

知識，也回味無窮。 

五、寓言故事啟示法 

《後赤壁圖》的解說牌上寫著「本卷描繪蘇軾與二友人復遊赤壁、登絕壁

等情節」。此段落展現在圖中一群人坐在一艘船上的情景，船上共有五人。觀

眾推測是蘇軾與朋友們，但船的右上方有一隻非常顯眼的白鶴引起觀眾的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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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意會：這是在賞鳥嗎？圖中的鳥出現在船隻旁邊，在廣闊的天空中僅

出現一隻鳥，由於鳥與船隻的距離相當近，因此有觀眾誤以為蘇軾與朋友們共

同坐船賞鳥。觀眾表示： 

「蘇軾和一群朋友坐船遊赤壁，旁邊怎麼有一隻這麼大的鳥，是文徵

明自己想畫鳥讓整體畫面更豐富嗎？還是他們是坐船賞鳥？但為什麼

只畫一隻鳥？畫成群結隊的燕子不是更豐富嗎？」 

觀眾所說的鳥，在《後赤壁圖》中的確只有一隻。然而，它其實是一隻白

鶴，沒有看過《後赤壁賦》的觀眾可能無法體會白鶴延伸的寓意。文徵明所繪

的《後赤壁圖》不僅是將遊赤壁的景象畫出，其中更蘊涵《後赤壁賦》文本的

含義。若只是觀看物件以過往經驗揣測，則文物背後的這些意涵觀眾仍然是不

瞭解的。 

導意策略：東方伊索寓言。西方有伊索寓言故事，這是多數觀眾從小到大

都有聽過的故事集。此著作被認為是動物寓言的經典之作，每種動物都有代表

性的故事。例如，烏鴉喝水，告訴人們遇到困難不要放棄，因此設計師藉由「動

物」連結到「寓言故事」，解釋動物所代表的寓言。一位主管表示： 

「聽故事比聽道理有趣，如果直接告訴觀眾白鶴代表的意涵，下次問

他們肯定也會忘記。但是寓言故事有種魔力，因為跟人生經驗有關，

因此不容易忘，反而還有可能會引起共鳴與傳頌。」 

導意方式從動物得到靈感，從「動物」連接到「伊索寓言」。接著，將西方

與東方做一對比，西方有烏鴉，東方則是有白鶴。白鶴代表的含義是為了呼應

莊周夢蝶、南柯一夢、黃粱一夢等故事。蘇軾認為人生如夢，看透官場險惡後，

覺得人生最好過生活的方式就是順其自然。這就像《後赤壁賦》中所提到「放

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意思就是讓這一扁舟，隨波逐流，他會到哪裡便是

哪裡。蘇軾於《後赤壁賦》中展現的是得到了超凡脫俗的快樂。此種人生境界

可比擬為莊子，如莊周夢蝶一般，有悟道的豁達大度。 

再意會：人生如夢的啟迪。故事寓言讓觀眾理解原來白鶴代表另一種莊周

夢蝶的隱喻。這是出自《莊子 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這個寓言談到，莊子做了一個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夢中變成蝴蝶的莊子，

或是現實中蝴蝶所變成莊子。莊子提出一個哲學問題—人如何認識真實的狀

況？自己的現實其實是在夢中，或是自己其實是在做夢。一位企業主管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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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夢這樣的解釋有感而發： 

「年輕時候做生意，大風大浪都見過了，跟蘇軾貶謫心情很像，人生

低潮時只能自娛娛人。人生的起伏我們也無法控制，學習樂觀豁達看

待才是有智慧的本事，蘇軾給的啟發不僅僅只是文學上的，更是精神

上的。」 

藉由觀眾有誤解的意會重新設計導意方式，帶領觀眾從被誤解的物件中重

新理解《後赤壁圖》的重點。導覽的重新設計讓展覽的文物更具生命力，過程

中更可與每位觀眾的生命經驗對話，也讓觀眾在觀展過程中得到自我療癒。寓

言故事啟示法其實就是運用具啟發性的方式引導觀眾聯想。寓言故事正具備這

樣的特性，有別於以往直接教導觀眾正確知識，寓言故事的引導讓觀眾有更多

的想像空間，引發觀眾思考世事無定人生如夢的哲學境界。以《後赤壁圖》為

例，白鶴可以類比到蝴蝶、黃粱，雖然是不同的寓言但都隱含榮華富貴如夢般

短暫虛幻。此種借物抒情的方法更可以讓觀眾產生同理與借鏡自己的人生。於

哲學境界中，再意會無特定的答案，是融合每位觀眾各自不同的人生體會。此

種導覽方法不僅引起共鳴，更將能夠帶給觀眾無限遐想。 

伍、討論 

本章討論理論貢獻、實務貢獻以及研究限制。於觀念上，點出如何透過導

意形塑說明對導意及意會、認知框架理論的新概念。於實務上，說明導意設計

如何帶給博物館於導覽上的新作為。最後，說明本研究分析不足之處，以提出

未來研究建議。  

一、理論貢獻 

意會理論探討當人面對陌生情境時，何種觸發點會引起意會；觸發後會引

起何種意會。這是一個從輸入到輸出的意會過程。導意則是研究這樣的路徑是

否能夠被改變，例如透過提供新解釋的方式改變意會的結果。本研究提出，導

意過程需以引導的方式進行，而意會則是要注意其中是否含有錯誤的意會。以

下將針對導意理論、意會理論以及導意策略分述其理論貢獻。 

第一，過往導意強調「教導」，本研究則發現「引導」的新作法。過往導意

關心的焦點是如何影響受眾意會並建構新的意義。這是一種「說服」的過程，

說服受眾接受新的論點或是說之以理讓受眾支持變革。導意不一定要用說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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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教的方式，也可以使用迎合的方式，探聽受眾的喜好，透過喜好來設計導

意方式。本研究點出，「引導」需要建立在受意者當時的認知基礎上，此時需要

注意三項要點。 

首先，導意應從未知連結已知，從中「誘導」。在導意的過程中，往往調查

觀眾喜好卻沒有瞭解觀眾是否具備可以理解的先備知識。此舉可能仍會有雞同

鴨講的不良效果，也難以誘發觀眾的興趣。因此，在導意過程中，需要調查觀

眾理解新事物時的先備知識以及知識落差。從知識落差中尋得斷點，接著再利

用觀眾已知的知識銜接斷點，如此才能夠創造意想不到的知識連結，誘發觀眾

進一步理解新知的興趣。 

博物館的情境正展示知識體系複雜，但觀眾卻不得其門而入的景況。因

此，導意時更需要調查觀眾對於文物的先備知識以及知識的斷點在何處。例

如，觀眾對於《文徵明仿趙伯驌後赤壁圖》具備的先備知識是「赤壁」這個地

點以及「後赤壁賦」這篇文章，知識落差則是難以銜接赤壁和文徵明之間的關

係。因此，誘導的設計可以先從「蘇軾」這位大家耳熟能響的文學家出發，從

大家已知的知識進行誘導，讓觀眾產生意想不到的知識連結，也藉由已知的誘

導拉近文物與觀眾間的知識斷層，如此才能夠透過循循善誘的方式，打動觀眾

的心。 

其次，導意應為從誤解中進行「開導」。過往導意從輸入到輸出的過程中，

著重在賦意者如何影響受意者，屬單向賦意。本研究則發現，在導意的過程中，

賦意者需要先從與受意者的雙向互動中，瞭解受意者對於陌生事物的誤解後，

再進行開導。例如在博物館導覽實務上，導覽者與觀眾對於文物的基礎知識不

同，導覽者認為簡單好記憶的知識，對觀眾來說卻是排山倒海的記憶與背誦知

識。此時賦意者可以運用此誤解，透過故事性的包裝、科普化的語言、簡化卻

客製的精心安排化解觀眾對於複雜知識的抗拒與誤解。 

例如將《文徵明仿趙伯驌後赤壁圖》的繁複知識化簡為美食東坡、浪漫東

坡與文青東坡，導意設計除了要能夠透過互動理解觀眾的誤解外，還要創造出

能夠「共同理解」的語言，才有辦法讓觀眾心領神會，體會到艱澀知識外的意

外之喜。 

最後，「利導」的導意方式可以促成行動的改變。導意對於組織來說，不僅

是一種改變成員意會的方式也是促成行動的妙方。當組織成員意識到新政策對

於自己有利時，就會支持公司的願景或新制度；當同性戀的主教不被支持時，

可以透過「神愛世人」的詮釋，來讓大家接受原本不能接受的價值觀，最後促

成支持的行動(Creed et al., 2010)。這些都是找出行動正當性的巧思。 



中山管理評論 
 

~795~ 

利導的概念本身帶有因著觀眾的喜好與需求，順勢而利導的手法，將文物

商品與觀眾的需求喜好結合，讓觀眾帶回的不僅是紀念品更是一個展覽品。例

如，蘇軾的字帖在拍賣市場上一字千金，加上蘇軾字帖本身的寓意，觀眾購買

後無論是贈友或自己收藏，都能夠說出其文物隱含的意義。那麼，這項商品的

意義將不再只是經濟上的有形價值，更能代表回味人生片刻的無形資產。 

第二，意會不僅需處理正負意會，還有誤解與框架要處理。過去意會理論

的研究側重描寫意會產生的各種樣貌，尤其在組織變革的文獻中認為，變革是

一項仰賴於脈絡，不可預測的非線性過程。本來設定好的策略，往往會有意想

不到的結果。例如，組織成員將擴展新市場意會成工作量增加、不安與惶恐。

此種負面的意會導致變革難以推進。本研究則是將意會的樣貌擴及至含有誤解

的意會，此種意會比起正負意會更難讓人察覺，因為它涉及受眾的認知方式

(Coombs et al., 1992)。因此，在瞭解受眾意會的過程中，需注意到誤解以及使

用者的認知框架。 

首先是識別意會中的誤解。意會的崩潰會造成更新的困難，嚴重者還可能

產生傷亡。本研究提醒，若意會中的誤解沒有被發覺，不僅是造成導意的徒勞

無功也可能阻塞改變更新的路徑。例如，在故宮的導覽體系上，提供觀眾正確

的文物知識是文化傳遞的方法。然而，在觀眾接觸文物接受新知識的過程中，

卻隱含著對文物的誤解。例如，誤解「後赤壁」是文徵明寫的。這將導致文徵

明以及蘇軾的作品被誤植。不僅如此，更可能擴及對於明代畫家與宋代文學家

的風格混淆。這樣的誤解也並非給予正解後就能理解，因為在理解文物知識的

路徑中含有極高的知識含量，並非三言兩語可以釐清。因此，理解觀眾的誤

解，將可透過對觀眾的誤解，將錯就錯地引導觀眾認知而換一種方式去理解文

物。例如，從誤解文徵明寫《後赤壁賦》的意會中，釐清觀眾對於人物關係所

產生誤解。接著，便可借力使力，以人物關係圖解的方式引導觀眾重新認識文

徵明、蘇軾與《後赤壁圖》的關係。如此，才能夠讓陌生得以熟悉，誤會可以

變為心領神會。 

其次，賦意者與受意者彼此的認知框架也具有誤解。在此所討論的認知框

架是在某一個結構中，共同分享其意義。認知框架是個人內部的意義建構。當

認知框架一致且沒有受到任何挑戰時，我們可以透過彼此熟知的規範來理解。

然而，當個體面對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價值觀或先備知識時，此時的認知框架

就會產生衝突以致雞同鴨講。本研究發現，於故宮導覽實務中，導覽者與觀眾

的認知框架中有著不同的假設。例如，觀眾認為來到故宮想要看「真品」，認

為遠道而來要看到文物真品才有價值；而故宮則是因為限展令以及保存文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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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無法每次都展出真品。若不知道存於觀眾認知中的假設，就無法理解觀

眾為什麼總是敗興而歸。再者，觀眾來到故宮的認知假設其實是「寓教於樂」，

而非「長篇說教」。因此，每每花了一個半小時聽完導覽後，仍然一知半解，甚

至因為認知負荷而降低下次前往故宮的動機。對彼此認知框架上的誤解，將阻

礙溝通渠道。若沒有先處理認知框架上的誤解，則無法順利進行導意的設計。 

過往文獻雖然提到彼此認知框架不同，卻未提到解決的策略，此為過往文

獻未逮之處。本研究透過框架轉換的方式重新形塑使用者意會。例如，透過主

題式「人見人愛蘇東坡」的導覽讓觀眾著重在知識的趣味性，而非文物的歷史

價值。透過框架來轉換價值，便可讓觀眾產生不虛此行的感受(蕭瑞麟、徐嘉

黛，2020)。透過已知帶未知的導覽方法，讓觀眾對於文物知識不再感到生澀，

例如由《後赤壁圖》中的女性角色帶出浪漫東坡的紅粉故事，便能透過已知框

架轉換觀眾對陌生的恐懼。 

第三，提供導意策略的相貌。過往文獻針對不同類型的意會給予不同的導

意策略(Schildt, 2019)。例如，面對的受眾若是博士或碩士學歷，這類型受眾便

可使用廣泛型的導意方式，透過激發反思的方式讓受眾增加批判能力。賦意者更

可以善用提問，例如：未來博物館應該是什麼樣子？來激發受眾的反思，這其實

就是一種引發懷疑的導意策略。引發受眾對過去既定印象的懷疑，進而轉變。 

然而，過去的導意策略卻未論及在知識體系複雜的情況下，該使用何種導

意策略。本研究的田野在故宮商店，調查觀眾的觀展體驗發現，導覽與觀眾之

間在傳遞知識的過程中面臨知識落差與認知框架不同的困境。再者，當觀眾對

於文物知識有誤解時，更難以透過「說服」、「客製化」或是「提供新解釋」的

方式有效導意。此時，便需要不同的導意策略。例如，人物關係圖解導意法，

藉此延伸出文人的時代背景與創作情懷。透過經典事蹟導意法，將文物有關的

事蹟串連起來，讓觀眾瞭解蘇軾不僅是文學家，還是美食家與創意家。透過浪

漫情史導意法引起觀眾對於圍繞蘇軾的紅粉知己感興趣，進而理解《後赤壁圖》

的其中一個場景，其實是蘇軾被貶於黃州，身邊仍有愛妾陪伴的景況。透過寓

言故事導意法，從觀眾從已知的寓言故事連結到白鶴代表東方莊周夢蝶的隱

喻，藉此引導出蘇軾的人生哲學。 

面對知識含量較高的導意方法，需要根據誤解點將錯就錯，並借力使力引

導出正確的知識。如此，設計者才有可能將複雜知識的難解變有解，並可於不

同類型的知識落差中持續發展更多的導意策略。此種導意策略不僅可用於博物

館傳遞文物知識的任務上，也可用於教育領域。這樣的導意策略有別於傳統的

教導，而是透過策略性的知識編排來開導觀眾，最終導引其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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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貢獻 

觀眾來到博物館的觀展體驗面臨三大困境，分別是看不懂、看不到與看不

上。文物本身蘊含的知識量龐大，有些專家認為應該讓物件自己說話，不宜放

入太多個人詮釋(耿鳳英，2011)。也有研究指出，博物館若強化功能性需求，則

可以改善觀展體驗(李宜曄、林詠能，2008；張婉真，2016；鄭淑文等，2018)。

然而，觀眾來到博物館，面對艱澀難懂的說明卡，因有著先天的知識鴻溝以及

後天的知識負荷，導致在觀賞過程無法吸收文物內涵。雖有導覽者協助說明，

但仍會因為導覽者仍是呈現字卡上的說明，或是如教科書般地艱澀知識而看不

懂，導致觀展過程難以感動。 

再者，觀眾來博物館的目的多數是為了一賭國寶的風采，例如遠到法國羅

浮宮，會想看鎮館三寶，《蒙娜麗莎的微笑》、《米洛的維納斯》以及《薩莫特拉

斯的勝利女神》像。觀眾在有限的時間內，更需要提前做觀展攻略，甚至若只

能參觀一個館，觀眾也會在鎮館三寶中做選擇。若是以這樣的心情來到故宮，

卻因為限展令的規定而無法目睹文物的風姿神采，這樣窘境雖然是無可奈何，

但也讓觀眾產生望洋興嘆之感。最後，當觀展旅程來到最後一站(故宮商店)

時，帶著看不懂也看不到的心情，即使文創小物再有特色，也無法引起觀眾的興

趣。觀展旅程猶如隔靴搔癢，無法掌握吸引觀眾的要點，也無法將文物的知識

內涵傳導至觀眾的內心。於此，本研究藉由導意理論來理解觀眾來到博物館後，

觀展體驗不佳的原因，並從中獲得三點啟示。 

第一，故宮商店也可為導覽場域。過往，博物館的展品與商品各自擺放於

不同的場域，且多數商品會放置於博物館商店內，做集中的販售。為避免觀眾

看完展覽後忘記可以買什麼紀念品，有的博物館也開始將商店分散於展場的周

邊。例如，英國倫敦的國家美術館，將展覽的商品分別放在主要展覽的旁邊，

讓觀眾看完展覽，趁著記憶猶新的時候，可以順手帶走自己喜歡的紀念品。這

樣的作法看似增加觀眾的購買動機，實則仍未解決觀眾因看不懂文物，以致於

無法對文創商品產生購買動機的問題。本研究指出，若能理解觀眾來到博物館

想要一睹國寶、寓教於樂的意會，便可以透過文創化主題以及科普化的導覽方

式，將文物結合文創，博物館商店也可以變成展場的延伸。 

從本次研究中可以看到博物館展商複合的設計原型。首先，故宮商店的創

新作法，來自於設計者注入某種導意設計到導覽過程之中，使得觀眾對文物的

不解可以轉變為理解，解決看不懂文物的問題。其次，館內搭配館外（故宮商

店）的展覽，讓觀眾可以入館內看到真品，也可以在館外看到逼真品。一般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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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看不到真品的失望，是來自於投射於真品上的價值極高。然受限於限展

令，策展方式可轉換為觀眾投射於逼真品上的價值，例如對比差異點出即使是

仿真品，也具有高度價值，讓觀眾投射於逼真品的價值轉為珍品，解決看不到

的問題。最後，這種導意式的導覽也可以解決博物館為了保存國寶而無法展出

真品窘境。例如，大家都說來羅浮宮沒有看到《蒙娜麗莎的微笑》就是白來了。

沒看到會感到失望，可是真的看到後，卻反而感到失落。因為，跟著人潮排隊，

真的面對這幅畫的時候，卻看不懂《蒙娜麗莎的微笑》究竟哪裡神秘，又有何

意義。導意式的導覽讓觀眾留下的記憶，不再是執著每樣文物都要看真品，而

是經由導覽後所投射於文物上的新價值，此新價值可以是文化的共鳴、觀眾內

心的感觸、知識的擴展又或是從文物延伸對於人生的感動體會。觀眾於整個展

覽旅程的體會，部分存於心裡，部分則化為行動購買故宮商店具有文物意涵的

創意商品，讓感動從展覽結束後延伸到展外，解決看不上的問題。  

第二，導覽者需轉換自身框架才能夠引導觀眾。過往，國際博物館不僅肩

負一般博物館傳承知識文化的責任，還需要擔當國家的門面。因此，在展示或

導覽過程會以國家議題或是公共福利相關主題為主(耿鳳英，2017)。即使策展

主題與歷史文化相關，相對國家議題沒有如此生硬，但導覽方式仍受限於傳統

的包袱。然而，展示文物多數涉及專業知識，觀眾來到博物館大多需要仰賴導

覽員以理解文物內涵。雪上加霜的是，一般觀眾在沒有專業知識的狀態下，卻

需要在短時間內消化這些知識，填鴨式的導覽方式令觀眾難以消化。博物館之

所以和觀眾之間產生認知落差，主要原因來自於博物館仍以「物」的保存與傳

遞史料說法為主要使命。觀眾發現抵達展場後，看的都是官方說法的史料，文

字也艱澀難懂，即便剛開始興致勃勃而來，最後也會興致缺缺而去。 

故宮後期由文物保存轉變至吸引觀眾，開始著重使用者導向。現行作法以

數位科技導入文物，利用趣味性、互動式科技吸引觀眾的眼球，如《會動的清

明上河圖》，但文物意涵仍是被遺忘。觀展人數逐年下滑，是因為策展人雖投入

資源，卻無法感動觀眾。主要原因在於未從觀眾的角度來理解觀看文物的意

會。例如，當觀眾不理解文物，而進入一個策展場域時，心中冒出的疑問沒有

獲得解決，反而是增加每項文物的生硬知識。觀眾一時之間無法消化，因此疑

問加上無法消化的知識，觀眾只會感到失望。若策展人能夠轉變自身框架，並

引導觀眾的誤解，那麼策展將能夠促成共鳴。 

故宮商店的導覽設計是未來博物館服務創新的關鍵，首要之務是博物館或

導覽者須先將自己「研究者角度」的框架轉向為「使用者角度」框架，這不能

淪為口號，而是要有實際的步驟引導。首先導覽者要瞭解觀眾面對文物時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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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意會，以旁觀者的角度先將初始意會歸納為正負意會、歡喜或恐懼，

其中更需要注意觀眾對於文物是否含有誤解的意會。接著便是運用誤解的意會

來設計導覽內容，例如《後赤壁圖》中，觀眾對於女性的誤解可以轉變成浪漫

東坡的紅粉故事、觀眾對於食物（魚）的誤解可以轉變為創意東坡的歷史事蹟，

藉由誤解處引導出文物的重要內涵。最後導覽者須注意，觀眾是否達到認知重

塑，也就是從誤解變理解，從誤會變體會的過程。導覽者可從以上三步驟不斷

來回嘗試，如此，才能夠找到機會點重新設計導覽內容。隨著不斷練習以使用

者意會為出發點的導覽設計，才能夠在此過程中達到所謂的導覽者框架轉換，

以落實使用者角度的導覽設計。 

第三，由已知帶未知的主題式導覽設計。現行博物館的展示方法多為以時

代或地區作為區分，例如大英博物館，按照埃及、西雅文明、羅馬文明等作展

覽的區分，觀眾可以選擇觀看的區域與動線。故宮博物院的展示作法也以動線

為主，如皇帝的玩具箱、尋寶趣來展示文物，但這樣的展示作法只是以分類性

的方式將不同類別的文物聚集在一起，仍無改變過往倉庫式的展示方法。觀眾

仍面對的是破碎式、片段式的文物記憶與知識。  

依照時代做區分，引導觀眾瞭解的只是歷史的橫切面，而文物在每個時代

都有可能有它不同的意涵與解讀。例如，大英博物館展出的《生與死》主題，

以南美智利復活島上的艾摩頭像為主視覺，展現的是關於其身上花紋的故事。

此石像代表的是在世的人對於死去戰士的追念。接著，在艾摩像後方則是擺放

現代無數顆的小藥丸，展現的是生老病死的概念。這些不同時代的文物都在表

達「生與死」的意涵。透過展覽將不同時空的文物展現於觀眾面前。有的觀眾

感動於追念祖先的意涵，有的觀眾則是感動於生與死是每個世代都要面臨的課

題。這些不同的感動來自於每個世代的解讀，此種展覽方式讓觀眾可以一探人

生中所要面臨的課題，並傳達生活也會成為歷史，生活也是藝術，文物更是生

活與藝術展現的意義。藉此，才能夠以現代觀眾聽得懂的方式，去瞭解離我們

數千年之久的文物故事。這其實就是一種已知帶未知的導覽技巧，從觀眾聽得

懂、有興趣的課題來引導出文物內涵，觀眾也才能夠從熟悉的概念接軌至陌生

的知識。 

另外，博物館導覽的作法為先看文物，再藉由導覽員或是導覽機說明文物

的故事，此種方法所產生的問題是觀眾聽過就忘，因為每個文物背後的故事都

是個別單一的。導覽方式為跟隨著文物講述個別故事。然而，故事之所以能夠

打動人心，是因為其過程中的連續性以及起承轉合。例如，若主題式策展要講

的主題是「人見人愛蘇東坡」，搭配的文物便是與宋代及蘇軾生平有關的文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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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其故事。主題式策展連結每個文物背後的故事，讓觀眾能聚焦並與故事間

產生共鳴，此也可為感動策展的借鏡。服務創新的要務，根基於瞭解使用者後，

而展開創新的服務方式。不僅是一般企業需要做服務創新，博物館也需從服務

創新的角度思考導覽作法。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提出導意新觀點，以補強導意理論及認知框架理論，但仍需要注意

其限制，並期望透過反思，提出對後續研究方向的建議，以下歸納為三點。 

第一，探索博物館多元複合的經營模式。近年來，受到全球性的經濟不景

氣影響，博物館也同樣面臨自籌經費及尋找新財源的課題。此課題在 2016 年美

國大都會博物館對外正式宣告將近千萬美金的赤字後，再次讓大家重新正視博

物館正面臨不得不轉型的困境。然而，面對財務赤字，博物館一邊要維護博物

館知識傳遞的歷史責任，一邊又要找尋能提出吸引觀眾的誘因。在內容呈現上

既不能曲高和寡，也不能譁眾媚俗，這樣的兩難可以從三個面向來探討，分別

是底蘊化、文創化與智財化。 

首先是底蘊化。可思考如何運用導意的方式介紹文物的內涵。故宮可設計

不同的文創主題，這並非如大英博物館的《100 件物件展》，而是以「主題」來

串起文物，如藉由《延禧攻略》戲劇使得文物得以有意義的重組，並將劇中的

文物與真實文物相結合。例如，由乾隆與魏櫻絡兩主角的劇情點出《鵲華秋

色》及《富春山居圖》，由富察皇后的衣著來介紹滿族的服飾，將之與點翠、領

約、一耳三鉗、12 子念珠等文物做連結。這又可以從戲劇中的主題曲「雪落下

的聲音」來介紹《清院畫十二月令圖》，從冬季開始瞭解清宮如何慶祝不同的

節日。或者，又可由乾隆自稱十全老人之典故，介紹《阿玉錫持矛蕩寇圖》，透

過不同的導意作法去思考導覽的方式，讓觀眾能透過已知的知識去瞭解新知。 

其次是文創化，探索文物與文創商品的整合。由於文物大多存於保存室，

因此可以思考文創商品與文物聯合展出。文物可在館內展出，而文創展於商店，

館內與館外聯合一體敘說文物的故事。如此一來，觀眾雖然看不到文物，也可

以欣賞文創的高仿品。這一方面也可以帶動設計產業，使所設計之商品與文物

故事能更有意義的連結。其中限量高仿的展示品也可找臺灣、大陸甚至是國際

知名的匠人製作，成為國寶臨摹精品，帶動工藝與藝術產業之振興。文物展不

同於過往只是學術議題的展出，而是文創主題的展出。以上作法不僅可以讓故

宮商店與合作公司帶動產業技術提升，也可以使文物知識更加普及化。更由此

延伸與影視產業合作的契機，像是恢復故宮大禮堂成為舞台表演的場地，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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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技，並根據每個主題設計舞台劇。 

最後為智財化，分析如何將主題式導覽模組化。未來可嘗試將主題展模式

變成文創快閃展，並授權給策展公司。策展方式若能夠以有趣、有底蘊的方式

來重新設計，並以科技展演的方式搭配講解，則文物所蘊含的故事就能夠轉化

為智財，振興文創產業，也帶動國際間的合作。如此一來，也可以培養更多文

創人才，還可以探索如何結合文創商品、逼珍品以及數位典藏，設計成整合授

權模式，而非商品各別授權，以回應因地制宜的需求。例如，杭州可能對修建

西湖的蘇東坡感興趣，如《黃州寒食帖》；京都可能對唐朝文物有感情，如螺鈿

紫檀五弦琵琶，而倫敦則是對明代青花瓷情有獨鍾。整合型智財授權的商業模

式要如何設計，又要如何克服傳統授權的阻礙，也是未來研究可斟酌之處。以

上這些作法於未來研究可以更細緻化的發展實務上的作法，提供給博物館與其

他領域合作發展的可能性，並從不同導覽方式延伸更多策展的可能。  

第二，瞭解互動到感動的歷程。博物館的展覽由過去的「不動」以及「互

動」，要如何才能變成「感動」，是下一階段要探索的應用議題。博物館的展覽

不應該是文物的靜態呈現，而是歷史文化的有效溝通。然而，當策展人面對大

多數「業餘的」觀眾，策展人就必須要重新思考溝通的模式，例如加上科技，

將文物做成數位典藏，運用科技讓文物能夠與觀眾互動。不過，這樣的互動也

不是沒有問題的。許多資訊背景的設計者對文物瞭解有限，只是單純的將文物

轉換成動畫，或者是浮空投影，或者是虛擬實境。雖然有科技的元素，但還是

沒有改變溝通的模式。觀眾看到的只不過是炫技。可是，要如何引導觀眾的意

會，讓觀眾不只是看到文物，更可以感動於文物帶來的歷史故事，此歷程於未

來可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挖掘更多的意會型態及相對應的導意策略。未來研究可擴大文物的

分析範圍，如果能選擇百件國寶，分析各別的意會類型及內含的誤解，便可觀

察各種文物於導意上的挑戰，進而思考不同樣貌的導意策略。甚至也可以針對

不同客群做意會的分析。目前在本案例只分析特定族群，對文物的理解仍有侷

限。若能根據不同人物去分析文物，例如增加親子、熟女、博粉等族群，或延

伸分析日語、英語、歐語等觀眾的意會，將可豐富文物的底蘊。這樣也可以發

展「一物多覽」的模式，也就是同一項文物可以有不同版本的解讀，或者是不

同語言的跨文化解釋。 

此外，未來研究也可以分析對博物館較不感興趣的青少年觀眾，由於當前

教育方式以及對電玩的著迷。此族群對藝術文化類活動較不感興趣，甚至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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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如果未來研究可以分析青少年族群的認知框架，或許可以藉此探討認知

負荷、認知失調、認知相稱性等問題，以便深化對認知轉移的理解，找出不同

型態的重塑方式。 

陸、結論 

意會是賦意者與受意者之間的溝通過程，一但有阻礙，即便費盡心思的溝

通，也可能徒勞無解。解鈴仍須繫鈴人，本研究以博物館商店的導覽為田野，

瞭解導覽者以及觀眾之間的溝通阻礙，發現賦意者首先要覺察到自我的認知框

架，例如博物館學術化的導覽方式，既存的框架造成溝通的障礙。導覽內容因

過於艱澀難懂，最後變成曲高和寡。於受意者來說，不但沒有解惑，反而觀展

後產生更多疑惑。導覽者需警惕，過於學術化的導覽方式雖有其專業意義，但

對於多數觀眾來說，易造成認知負荷消化不良，導致博物館乏人問津。 

博物館乘載著教育推廣與文化保存的責任，若因為財務問題而過度商業

化，希望以絢麗的科技吸引觀眾的眼球，或媚俗搞笑的方式取悅觀眾，雖短期

內或可吸引人潮，當時間軸拉長，文物的內涵卻不一定能感動觀眾。縱使有短

暫的人潮與錢潮，卻無法持續吸引觀眾進入博物館以及獲得感動的體會。短視

近利最後仍可能賠上博物館的門面與營收。因此，以觀眾為中心的導覽模式，

將是博物館需要深思的策展模式。 

將導意用於導覽中，將是未來博物館化解財務困境的關鍵。博物館的文物

要能夠成為寶藏，需要有穩固的觀眾擁護。當眾人之力一起擁護國家的文物

時，此時文物才能夠變成文化寶藏，財務困難也將迎刃而解。導覽方式的轉變

將能夠影響觀眾的認知轉變，更能夠透過轉變觀眾認知中的誤解，促成感動體

驗。當導覽者能夠與觀眾站在同一陣線，提取誤解並順勢誘導出新解時，便能

讓使用者產生記憶。當文物的意涵能被觀眾所記憶，文物才能自典藏中活化，

文化才得以傳承。 

未來，導意的理念更可推廣至服務創新中。服務是滿足顧客的需求，解決

顧客的痛點，導意則是找出痛點中的癥結點，如同大禹治水般，改變過去堵塞

的方法轉變為疏導來根治水患。一旦顧客的癥結點解開，設計者與顧客之間的

溝通渠道才能夠暢通。否則，有溝無通的服務創新不僅折損設計師的美意，顧

客端也無法獲得滿足，更無法創造共感與共鳴。導意是服務創新中新的傳遞系

統，平衡設計者與顧客間的知識系統，且共創感動於交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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