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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本土藝術家所創立的朱銘美術館在國際上享有盛名，文獻上卻少有其研究，故本研究以

朱銘美術館為主題，運用館內藏有眾多大型雕塑品之優勢，探討將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科技結合導覽方式進而延伸出創新的藝術導覽系統。虛擬擴增實境使虛擬與現實相結合，以

手機載具配合本研究所設計之藝術導覽手冊，帶給參觀者不同於故有的導覽模式，以探索式的互動

科技誘發參觀者的好奇心，進而萌發主動探究之心、探勘朱銘美術館的藝術品之創作內涵。本研究

旨在藉由Aurasma擴增實境藝術導覽系統設計的引導，引領參觀者主動探究作品環場角度與美術館

的空間景色。並以館方及現場遊客對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使用態度與接受情形做為探究。期望研究

成果將來可供館內遊客導覽使用。並作為其他擴增實境互動導覽系統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朱銘美術館、擴增實境、數位導覽、互動設計 

 

一、前言 

藝術為國家創造力的主要核心，但藝術領

域的創新與研究，極少結合科技進行開發推

廣。科技日新月異，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技術已不再像電影中科幻場景遙不

可及，拍攝圖像進行掃描，即可獲得虛擬信息

能真實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台灣本土藝術家所創立的朱銘美術館，因

作品帶著其獨特的精神內涵，在國際間有著舉

足輕重的地位，但目前文獻中卻少有此相關方

面之研究。故本研究將擴增實境應用於朱銘美

術館的藝術導覽，以 Aurasma 擴增實境運用於

保存台灣藝術教育之傳承上，創造出有別以往

故有的傳承方式，希望以嶄新的互動科技誘發

大眾的好奇心，藉以豐富大眾之藝術的涵養。 

 

二、 文獻探討 

1、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 

林禹璁(2013)指出擴增實境是一種介於真

實環境(Real Environment)以及虛擬環境(Real 

Environment)的實境概念，在真實環境中加入虛

擬信息來達到互動的效果。藉由擴增實境的技

術，我們可以利用一些行動載具，例如手機、

平板電腦等的攝影機，來對真實環境中的影像

作辨識，辨識成功後，就能夠將虛擬信息顯示

在真實環境當中。 

陳志銘、蔡雁農(2013)亦提出擴增實境是

一種視覺化概念運用的例子，透過行動資訊配

合擴增實境科技輔助，可使使用者認識空間與

物件，讓人們從環境、資訊互動中學習知識並

取得環境相關經驗。陳瑜奇(2012)指出擴增實境

發展已經有近十年的時間，跟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不同的是，VR 是無中生有，從頭創

造出一個不存在的世界；AR 則是著重在與真實

世界的結合，增強真實世界裡的資訊顯示與互

動經驗。 

有關擴增實境之定義 Ronald Azuma(1997)

提出，擴增實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將虛擬

物與現實結合、具有即時系的互動、虛擬物件，

其共同特性為皆需存在於現實生活的三維空間

中與使用者互動。陳瑜奇（2012）則提到擴增

實境是將虛擬物件加入真實環境的圖像，原理

是用電腦視覺( computer vision ) 與電腦圖學 

( computer graphics ) 技術進行實體物件定位追



 

 

 

 

 

  

蹤，再附加相關的數位化資訊或虛擬物件。 

 

2、擴增實境相關應用 

早 期 許 多 研 究 都 以 頭 戴 式 顯 示 器

（Head-Mounted Displays，HMDs）來定義擴增

實境的應用方式，然而現今除了頭戴式顯示器

以外，其他科技產品在擴增實境中也佔有一席

之地。以 LiveMap 智慧安全帽為例，LiveMap

智慧安全帽為一款擁有「語音辨識控制」和「抬

頭顯示器導航」的安全帽，此安全帽的遮陽鏡

片還加入了新型的投影技術，只要透過後方的

微型顯示器經過折射後，就能將各種 GPS 資訊

影像以半透明的方式顯示在鏡片上方。日本知

名電信公司DoCoMo 推出一款擴增實境眼鏡的

新技術，只要戴上該眼鏡，任何拿在你手上的

平面物件例如文件夾、白紙、書本等，甚至於

拿不起來的物體，例如牆壁、石塊等等都可以

化身為一台個人化的平板電腦。另外，在遊戲

生活方面，Sony 與哈利波特作者 J. K. Rowling 

合作，公開 PS3 專用的周邊設備《奇幻之書

（Wonderbook）》將發表第一彈作品《奇幻之

書：魔咒之冊（Wonderbook: Book of Spells）》，

搭配 PlayStation Eye 與 PlayStation Move 動

態控制器當作「魔杖」來使用，就能發動各式

各樣的魔法，讓遊戲者身歷其境。 

而在博物館主題館方面，台南虱目魚主題

館在 2013 年 3 月開幕，創辦人因自己對於虱目

魚的喜愛，以及想將家鄉─台南的虱目魚推廣

給更多人認識，因此選擇虱目魚來創業，一開

始藉由虛擬通路來推廣，經過十年的努力後才

在安平開幕第一間旗艦店。在店內可以看到許

多虱目魚的介紹以及產品，在二樓的遊戲空間

中，更是與孙萌數位科技合作，推出了兩款擴

增實境的互動遊戲，分別為：狀元魚大會考以

及混水摸魚奇幻之旅，帶給遊客不一樣的體驗。 

 

三、研究方法 

1、擬定目標 

由於參觀時，館內導覽有時間、人數之限

制，如週二 ~ 週五 14:30，及國定假日 10:30、

14:30 ，一天僅僅只有兩個時段可聽導覽，若

沒於時間內前往，則將錯過專人導覽，只可透

過手機語音導覽進行作品解說，少了互動性與

連結性。若能透過擴增實境之輔助，使參觀者

在遊戲中加深對展品之印象，即可達到教育之

意涵。故有的告示牌、語音導覽系統等傳統導

覽模式，參觀者大多一覽而過，但若採用此

Aurasma 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可以藉由掃描即

有虛擬信息顯現，而引發其好奇心，誘發參觀

者主動地去嘗試，藉此也加深對各個角度的觀

察體驗。 

 

2、文獻蒐集 

實地探查朱銘美術館，並以參觀者身分感

受館內現有的導覽模式，目前現有的導覽模式

有:專人於時段內進行導覽，手機語音導覽系

統，告示牌。並從參觀中找出能夠加以應用的

地方。 

 

圖 1. 研究步驟 

 

3、系統設計 

朱銘美術館內展覽品以大型雕像為多，參

觀者拍攝時通常以正面為拍攝角度，時常忽略

展覽品之角度之美感，期望可以透過 Aurasma

導覽互動裝置，將裝置設置於展覽品四周，使

參觀者以玩遊戲及探索心態，觀察到整個展覽

品本身，加深參觀者對於展覽品的認知了解。 

    由於擴增實境技術之發達，Aurasma 系統

能透過手機載具，將虛擬信息與現實生活中結

合，增加更多訊息連結的顯示，若能將 Aurasm

技術使用於朱銘美術館與小遊戲的結合，想必

更多趣味性，且能使參觀者破除舊有的既定角



 

 

 

 

 

 

  

度死角，經由鏤空紙卡的線索利用手機載具進

行掃描，當對應好系統所設置的角度，就會顯

示出隱藏的信息，能增加與大型展覽品的互動。 

 

四、擴增實境內容設計 

朱銘美術館內的大型雕塑作品居多，故本

研究利用掃描大型作品角度在某特定範圍內，

外型輪廓差異不大之優勢，將朱銘美術館戶外

園區依遊園順序，分為 A、B、C、D 四個獨立

的闖關區域，並於各區域內設置各四個掃瞄

點，參觀者使用手機載具配合導覽手冊後鏤空

紙卡的提示，在該關卡內找尋與紙卡相對應之

雕像，找到雕像後，再對大型作品的進行各個

角度的探究，當紙卡鏤空處與雕像指定角度配

對成功後，進行掃描即可掃描出該關提示，再

觸碰手機螢幕中顯示出的圖示，即可顯示該作

品的材質、說明等等詳細介紹。 

1、導覽手冊設計 

研究者設計之藝術導覽手冊取名為「隱身

術」，靈感來自於本導覽系統以尋寶遊戲的概念

作為發想，參觀者須透過導覽手冊中(圖 2)所附

的闖關地圖搭配手冊後方鏤空紙卡(圖 5)，尋找

隱藏在園區中的雕像，並配合手機 Aurasma 擴

增實境系統掃描，找尋闖關提示。當參觀者找

到研究者所設定雕像特定的角度，闖關提示方

可顯示於手機螢幕上，本導覽手冊之內容包含

導覽系統教學(圖 3)、園區導覽地圖(圖 4)、闖

關題目鏤空紙卡(圖 5)及闖關地圖(圖 6)。 

1.隱身術故事設定: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朱銘美術館進行整修期間，對外不開放，

於是園區內的雕像太孤單了，便學習了隱身

術，可是一不小心，全部都被封印在圖卡裡。

一場從未體驗過的尋寶之旅即將開始，邀請挑

戰者一起幫雕像們解除封印。 

2.闖關地圖設計:將關卡分布與掃瞄點提示印刷

於透明片，將透明片疊蓋至導覽地圖(圖 4)，即

變成闖關地圖(圖 6)。 

3.題目設計: 採用磅數高的紙卡，依題目將中間

鏤空成雕像的形狀，右上方有輪廓與外型的提

示，左下的數字編號則表示該關的第幾題。 

2、導覽系統與獎品設計 

    本系統依館內動線順序，分為 A、B、C、

D 共四個獨立的闖關區域(如圖 6)，每關各設置

四個掃描點，參觀者可決定欲挑戰之區域，透 

 

圖 2. 導覽手冊封面設計 

 

 

圖 3. 導覽系統教學 

 

 

圖 4. 園區導覽地圖 

 

 

圖 5. 鏤空紙卡題目 



 

 

 

 

 

  

圖 6. 疊蓋透明片後變成闖關圖

 

過導覽手冊翻至該關的鏤空紙卡，取出紙卡後

藉由右上角所附的提示，及題目輪廓外框的特

色(圖 7) ，在限定區域內進行探究，當找到符

合紙卡的雕像後，即可經由 Aurasma 系統進行

掃描(圖 8)，手機螢幕將會顯示一圖像(圖 9)，

點擊此圖像將會跳出該雕像之說明介紹，另

外，此圖像也代表該關關卡獎品杯墊之部分外

型揭曉，當蒐集完此關卡之四個掃描點後，才

會知曉該關獎品之完整外型，並可去櫃檯兌換

此杯墊。 

 此防水杯墊被設計具有拼圖功能，可單獨

一塊使用，也可依闖關成功數目將杯墊進行擴

充。整套共四入，四塊杯墊可再組成一大型杯

墊(圖 10)。亦即，整個園區分 A、B、C、D 四

關，每破完一關即可獲得一塊杯墊，可視參觀

者意願，自行決定要挑戰哪一關，挑戰完成後，

即可獲得該關之獎品杯墊。而當闖完 A、B、C、

D 四關後，除了可獲得一套四入之獎品杯墊

外，此四塊杯墊又可再組合成一大型杯墊。以

此例說明整個導覽系統之設計，參觀者甲想挑

戰 B 區，翻至導覽手冊後的關卡 B 並取出題目

B-1，在地圖所標示的 B 區域內進行搜尋，找到 

 

符合題目的雕像後，用手機掃描即可顯示出一

圖像，此圖像為 B 關卡獎品杯墊的部分外型揭

露，當觸碰一下此圖像後，即會跑出此雕像的 

詳細介紹說明。接下來，以此類推，依據 B-2、 

B-3、B-4 題目上的提示，繼續找尋剩下的三個

掃瞄點進行掃描，當四個掃瞄點都找到時，手

機掃瞄出的各個圖像將會湊成一個完整的杯墊

圖像，即闖關成功，可兌換此杯墊。 

 

五、資料分析 

評估量表內容設計主要包括視覺感受、學

習效果、導覽系統、整體感受四大層面。視覺

感受層面，依受測者使用手機掃描雕像成功顯

示之圖像設計與導覽手冊內容設計，檢測其所

呈現之視覺感受。學習效果層面，檢測此系統

是否有效增加受測者對雕像的認識以及發掘平

時易忽略之雕像角度。導覽系統層面，檢測此

系統是否引起受測者興趣，並使受測者可在遊

戲中快樂學習。整體感受層面，則檢測受測者

使用 AR 擴增實境之觀感及回饋。問卷題項採

用李克特氏四種尺度：「非常同意」、「同意」、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完整問卷共 17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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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觀察提示與輪廓外框，搜尋雕像 

 
圖 8. 角度配對成功，進行掃描 

 
圖 9. 掃描成功後，即出現圖像 

 

問題。各項層面之評估結果分述如下： 

1、 視覺感受之評估 

    視覺感受評估包括手機螢幕經由掃描顯示

之圖像及導覽手冊設計的辨識效果與視覺感官

舒適度作為檢驗之準則。結果顯示視覺感受部

分整體表現，非常同意占 46.7%，同意占

48.0%，不同意占 5.3%，非常不同意 0.0% ，

從分析資料可得知，本研究所設計的導覽手冊

及手機所顯示的頁面視覺感受，令受測者多數

感到滿意。 

2、學習娛樂效果評估 

此層面依據使用者實際操作後對學習娛樂

效果做為評估依據。其中內容包括學習感受、

認識展品以及可以探究角度之學習效果進行檢

測。結果顯示學習娛樂效果的部分整體表現，

非常同意占 61.0%，同意占 33.0%，不同意占

4.0%，非常不同意占 0.0%，其中高達 94.0% 表

示正向認同，而 4.0%表示不認同。攜帶孩子的

受測者尤其表示此系統相當有趣，並可誘發使

用者的探索之心，並藉機達到學習的目的。而

4.0%受測者表示系統過於複雜不易操作。 

3、導覽系統評估 

該導覽系統評估的部分針對園區內有的導

覽方式進行檢測，此層面對專人導覽、語音系

統導覽、AR 擴增實境導覽以上三種導覽方式進

行檢測。根據問卷資料，進行受訪者資料統計，

分析結果顯示導覽需求整體表現，非常同意占

38.4%，同意占 32.0%，不同意占 22.4%，非常

不同意 7.2%。本研究顯示受測者對於導覽系統

整體滿意度多數為非常滿意、滿意，但不同意

及非常不同意占了整體的 29.6%。其中根據資

料顯示，傳統的專人導覽、語音系統導覽以及

AR 擴增實境導覽的接受程度由高至低分別是

使用 AR 擴增實境導覽 > 語音系統導覽 > 專

人導覽，顯示大多數的使用者對 AR 擴增實境

導覽感到有趣新奇，受測者表示語音系統導覽

得增加額外成本才能租借使用，專人導覽不便

處在於須有足夠人數才可進行講解，以及行程

得配合解說時間，大眾較能接受的方式是依觀

者需求再自行使用詢問。而不同意及非常不同

意占了整體的 29.6%，則是因為在操作 Aurasma

上，受測者因首次使用而感到較困難，較有距

離感。 

4、整體使用感受評估 

此部分主要分析之項目有整體滿意度、願

意推薦給他人、參加參觀次數、導覽需求進行

評估。根據問卷資料進行受訪者資料統計，分

析結果顯示整體使用感受表現，非常同意占

68.0%，同意占 52.2%，不同意占 4.8%，非常

不同意 0.0%，依資料顯示受測者大多對 AR 擴

增實境導覽感到有興趣，期待本研究實行。 

本研究經由將 AR 擴增實境配合導覽手冊

實地測試，有受測者經由研究者解說引導操作

後，表示願意了解更多，測試過程中，以文字

紀錄受測者使用時之操作反應，以及對系統的

建議。當受測者將鏤空圖卡找到該指定角度，

根據作品內容找到提示，對此認識作品的方式

[鍵入文件的引文或重點的摘

要。您可以將文字方塊放在文

件中的任何位置。使用 [繪圖

工具] 索引標籤以變更重要

引述文字方塊的格式。] 



 

 

 

 

 

  

感到新鮮且樂於嘗試，並有受測者建議可推出

親子版，本研究認為確實有其發展性，未來，

朱銘美術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除了運用當前的

文字與遊戲的結合，亦可依年齡層較低的孩童

推出親子互動版，增加親子互動性，並可結合

有聲書的使用將會更加生動易懂。而在互動導

覽應用方面，因多數受測者皆首次接觸擴增實

境導覽系統，雖有紙本說明引導操作，但受測

者對於此系統仍會感到困難及有距離感，還是

需要專人在旁解說，一步步帶領，才使受測者

願意深入了解。  

 

圖 10. 闖關成功即可兌換獎勵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AURASMA 擴增實境技術結合 

導覽手冊的概念進行園區導覽，透過激發參觀 

者對於作品研究探查的好奇心，以讓參觀者對

雕塑品及背後的故事能夠更進一步地了解。本

研究藉由研究者對參觀者的帶領，將導覽手冊

後所附的鏤空紙卡，依照提示找到對應的雕

像，再經由手機掃描即可顯示出作品資訊。藉

由尋寶遊戲的互動方式，引領參觀者找到雕像

平時較易被忽略之角度，發現作品的美，也藉

機誘發參觀者的好奇心，進而在遊戲中獲得對

作品的認識。經本研究之調查分析，資料顯示

受測者大多對 AR 擴增實境導覽感到有興趣，

然而，在操作 Aurasma 上，對於首次使用的參

觀者使用較困難，較有距離感。 

     針對本研究之未來發展與建議，除了可在

導覽手冊前頁設置教學影片外，更可在導覽手

冊中增加對操作錯誤的解決說明，希望可以透

過此方式減少對使用者的挫敗感。另外，除了

現有的以 AR 擴增實境，2D 掃描 3D 顯示出 2D

資訊的導覽方式，亦可結合專人及語音系統導

覽的優點，將 AR 擴增實境導覽系統以錄製音

檔的方式作為掃描的提示，使參觀者專心探究

作品本身，而非盯著手機上的資訊。研究者期

許透過以上兩點之建議，能令這創新的藝術導

覽系統於未來更加完善，並也非常感謝科技部

大專生計畫(104-2815-C-134 -001 –H)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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