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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was to discuss the use of the 18 Bronzemen as creative elements in 

cross-disciplinary explan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related stories and 

knowledge in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Kung Fu Special Exhibition. Moreover, in this age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a visitor survey was conducted regard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conveyed in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Kung Fu Special Exhibition, as well as documentation 

through photography trends and modes of sharing of images. Cross-disciplinary links between the 18 

Bronzemen of popular culture and occupational safety-related knowledge are also introduced. Storie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workplace injuries and illnesses were told through the 18 Bronzemen various 

kung fu stances, the 0800 Occupational Safety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display area and the 18 

Bronzemen Occupational Safety Herbal Power printing box. Through various media and technologies, 

such as trompe l’oeil, cartoon bombing and augmented reality, experiential displays were designed. 

Moreover, an entertaining and engaging cross-disciplinary exhibition was created to disseminate 

occupational safety information. During the exhibition, sampling was carried out of visitors 16 years of 

age and over, regardless of gender or occupation. A total of 42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40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es, 78% of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concepts promoted in this exhibition were very helpful or help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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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2% of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se concepts were not helpful or very unhelpful. Therefore, 

there was affirmation of presented occupational safety concepts by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In addition, 

most respondents (approximately 79%) carried out documentation through photography using 

smartphone with Internet access function. Only 9% of respondents used a camera. None reported using 

a video camera. Approximately 81% of respondents shared the photographed images, mostly (58%) 

through instant messaging application, followed by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28%). Only about 14% of 

respondents shared images through email. From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this age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that for similar types of educational exhibition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 cross-disciplinary exhibition theme be selected to complement the presented information. 

Interesting and novel storytelling displays can be used to allow visitors to enter the stories, take 

photographs using their mobile devices and share them on instant messaging apps and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 

Key words: cross-disciplinary, 18 Bronzemen, occupational safety, special exhibi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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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工安關係著工作者安全也影響工作者的家庭幸福與企業和國家的競爭力，

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工安特展以宣傳工作安全知識與觀念為目的，屬於宣導性的

展覽。宣導是主持計畫者懷有讓觀眾接受某些觀念或事實的想法(漢寶德，2000，

頁 60)。工安特展雖重要但還是需要吸引人來看，才有達成宣導工安目的的機會。 

工安功夫特展為宣傳工安知識與觀念的宣導性展覽，於 2015 年 7 月 3 日至 12

月 6 日在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立體劇場前廳展區進行展出。本文主要在論述

工安功夫特展如何運用民眾耳熟能詳的十八銅人為跨界元素來述說與傳遞具有

工安面向的展示故事與知識，以吸引民眾參觀展覽來提高進行工安宣導的機會；

並研究調查觀眾對於此特展的工安宣導認知、拍攝紀錄與分享模式的情況。 

 

貳、 工安功夫特展的跨界展出內容與形式 

     一般來說，宣導性展覽的展出形式大都採用面板、模型、影片等展出形式

進行展出，往往枯燥乏味而無法吸引民眾參觀。工安功夫特展雖然是宣導性展

覽，但在規畫設計特展時即以讓特展跳脫枯燥乏味展示為設想目標。此特展的規

畫設計觀點是參觀博物館與遊樂園區、購物、家庭娛樂等活動競爭民眾時間

(Caulton, 1988, p.1)，而且也和表演藝術甚至是圖書館等文化機構競爭民眾時間

(Wallace, 2006, p.1)，因此需要思考如何吸引民眾參觀來增加達成展示宣導的機

會。遊戲式參與的形式是重要吸引與保有觀眾的方式(Sharpley & Stone, 2012, 

p.215)，但是博物館參觀者也認為參觀博物館是學習與娛樂的活動(Falk & 

Dierking, 2000, p.72)，所以也不能忽視此特展的教育學習內涵。民眾在進行博物

館參觀時，大都是和家人或朋友成群來參觀博物館，社交出遊也是其參觀博物館

的主要動機之一(Black, 2005, p.30)。博物館的展示須要納入觀眾對展示的看法 

(McLean, 1997, p.83)，並以寓教於樂的方式來吸引民眾到博物館參觀展示，就成

為設計展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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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將娛樂元素融入工安知識展示中，來產生吸引觀眾並跳脫枯燥乏味的

展出效果是本次特展設計思考的重點。跨界其他領域來進行展示設計是筆者近幾

年來進行設計的方向，例如由跨界中國四大小說中的西遊記故事找到進行防災西

遊記特展工安展示的故事線，從跨界西方福爾摩斯偵探小說探案故事裡找到述說

工安福爾摩斯特展工安展示的故事線。上述跨界說故事的作法，是以結合或混合

的方式來取得新的設計點子為目的，採結合或混合兩種不相關的概念或故事來產

生新的組合創意(楊中信，2011，頁 206-209)，並且向離的更遠的地方或領域借

用來讓創意顯得更奇特(林麗冠，2010，頁 101-108)。工安功夫特展依此作法，

將十八銅人有趣的元素融入在述說工安知識的展示中，來產生一個寓教於樂且奇

特吸引人的跨界說故事方式。 

一、特展跨界展出內容 

     工安功夫特展在跨界說故事思路上，找到以十八銅人為創意元素來跨界述

說特展的工安展示故事與知識。十八銅人為台灣民眾耳熟能詳名詞，它出現在十

八銅人小說故事與電影中，也出現在十八銅人行氣散藥品廣告裡，還有控八控控

中醫診所的銅人造型廣告元素內。工安功夫特展以十八銅人為跨界元素述說的三

個主題工安展項故事，將十八銅人闖關故事跨界轉換成展示各類工安危害及其防

止對策的十八銅人陣式武功祕笈，把控八控控中醫診所跨界轉換成展示不正確坐

姿與搬運姿勢及不當使用 3C 產品造成身體危害的控八控控工安中醫診所，另外

還將十八銅人行氣散跨界轉換成展示工安防災方法的十八銅人工安散(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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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以十八銅人為元素跨界述說工安功夫特展故事做法圖 
 

     在十八銅人陣式武功祕笈主題展項中，共有十八套銅人武功陣式介紹各類

工安危害及其防止對策如下: (一)鐵頭功銅人陣-物體掉落危害、(二)獅子吼銅人

陣-噪音危害、(三)圓鋸銅人陣-切割危害、(四)夾捲手銅人陣-夾捲危害、(五)千忙

手銅人陣-工作壓力危害、(六)輕功銅人陣-墜落危害、(七)赤陽掌銅人陣-高溫危

害、(八)火雲掌銅人陣-火災危害、(九)寒冰腳銅人陣-低溫危害、(十)震天雷銅人

陣-爆炸危害、(十一)電光鞭銅人陣-感電危害、(十二)金光漫射銅人陣-強光危害、

(十三)化骨水銅人陣-腐蝕危害、(十四)塵肺粉銅人陣-粉塵危害、(十五)追命蟲銅

人陣-登革熱感染、(十六)奪命針銅人陣-針扎危害、(十七)閉氣功銅人陣-缺氧窒

息危害、(十八)搬運銅人陣-抬舉搬運。另外在控八控控工安中醫診所主題展項

裡，說明了因坐姿不正確引發坐骨神經痛、搬運姿勢不良造成腰背痠痛及 3C 產

品使用不當引起頸歪眼矇的症狀等。而在十八銅人工安散主題展項內，展示須要

重視虛驚工安事故、做好工安管理工作及落實防災演練與保險投保等工安防災內

容事項。 

二、特展跨界展出形式 

     工安功夫特展以十八銅人為跨界發想元素，以大型十八銅人武功祕笈畫軸

為入口(如圖 2)，並布置從火雲掌銅人陣擊掌發出能將人有如功夫電影中被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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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掌擊中陷入燒焦地板內的拍攝場景(如圖 3)，而在展場四週則陳設有讓觀眾可

以變成十八銅人陣式武功祕笈中勇闖工作危害人物的拍照留影展示場景。這些展

示用幻視(Trompe l’oeil)欺騙眼睛作法，讓平面(2D)作品看起來是立體(3D)作品

(Rowe, 2007, p.28; Honeycutt, 2010, p.63)，及讓不是真的圖像但看起來像是真的 

(Lister, Dovey, Giddings, Grant & Kelly, 2003, p.131; Ogier, 2008, p.16)。幻視展出

形式，可見於在展示墜落危害的輕功銅人陣(如圖 4)、噪音危害的獅子吼銅人陣

(如圖 5)及缺氧危害的閉氣功銅人陣(如圖 6)等特展展示中。另外特展在幻視展示

形式中也有加入互動元素的作法，例如在介紹工作壓力危害的千忙手銅人陣加入

拍打計數遊戲來介紹工作壓力造成的危害(如圖 7)；在火災危害的火雲掌銅人陣

則加入挑戰滅火器運用的互動電腦節目來展示火災危害及選擇滅火器的知識(圖

8)。 

 

 
           圖 2 大型十八銅人武功祕笈畫軸特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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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被火雲掌擊中陷入地板合影照 

 

 
                   圖 4 墜落危害的輕功銅人陣合影照 

 



8 
 

 
            圖 5 噪音危害的獅子吼銅人陣合影照 

 

 
           圖 6 缺氧危害的閉氣功銅人陣合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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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加入拍打計數遊戲的千忙手銅人陣 

 

 
           圖 8 加入互動電腦節目的火雲掌銅人陣 

 

     為了讓展示形式有更多變化，十八銅人陣式武功祕笈中介紹針扎危害的奪

命針銅人陣(如圖 9)與粉塵危害的塵肺粉銅人陣(如圖 10)等，則以卡通炸彈也稱

卡通轟炸(Cartoon Bombing)的展示形式來進行展出。卡通炸彈是 2013 年法國插

圖畫家與藝術總監 David Troquier 發展出來的(Cartoon Bombing the Streets with 

Troqman, 2016)，他將素描本所繪的插圖與周圍的物件或環境融合成一個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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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場景(Susan Yang, 2014)。在工安功夫特展中取其物與圖或圖與景融合在一起

的作法，來形成一個具有工安知識的奇妙展示故事場景。 

 
           圖 9 物與圖融合成的奪命針銅人陣 

 

 
           圖 10 圖與景融合的塵肺粉銅人陣 

 

     展場中央處則規畫有控八控控工安中醫診所的主題展項，主要是以擴增實

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展示形式來進行展出。擴增實境是一種在真實

世界的環境中融合數位產生影像的做法，也就是結合真實與虛擬的技術(K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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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polla, 2013, p.22；Mihelj, Novak & Beguš, 2014, p.195；徐典裕等人，2012，

頁 111；陳瑞陽，2016，頁 38)。利用擴增實境的技術，觀眾在展項中扮演有如

控八控控中醫診所廣告中的中醫師，來指出不良坐姿造成坐骨神經痛、不當搬運

姿勢造成腰痠背痛及長期使用 3C 產品造成的頸歪眼矇傷害等(如圖 11、圖 12)。 

 

 
圖 11 控八控控工安中醫診所 

 

 
           圖 12 控八控控工安中醫診所擴增實境合影照 

 

     另外在展場內亦設置來自十八銅人行氣散跨界創意的十八銅人工安散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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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藥盒。在這大型藥盒上印有穿著工安護具的銅人，及具有防止工安危害的防

災成份。觀眾在主題展項中，除了可看到工安防災知識與作法，還可以與十八銅

人工安散大型仿製藥盒進行有趣拍攝合影(如圖 13)。 

 
                   圖 13 與十八銅人工安散合影照 

 

三、特展跨界展出小結： 

     工安功夫特展以十八銅人為跨界元素來述說工安故事，述說展出的工安知

識含括大部分工安危害及其防止對策的內容。這些工安宣導知識除了以有趣的跨

界方式來陳述外，還透過幻視藝術、卡通炸彈與擴增實境等展示手法來營造具有

寓教於樂效果的跨界工安特展。特展跳脫枯燥乏味的氛圍，除了讓民眾可以進行

參與體驗外，也可以在展區內與其親朋好友進行特展拍攝留影，來達成吸引觀眾

參觀增加宣導工安機會與利用參觀觀眾散佈其在特展的留影來擴大特展的工安

知識宣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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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安功夫特展的展示研究調查 

     工安功夫特展為了解在今日的行動通訊時代，觀眾對特展的工安宣導認知

與觀眾的拍攝紀錄與分享模式情況，採問卷調查方式在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立體劇場前廳展區對觀眾進行研究調查。問卷調查以便利調查法，在 2015 年 10

月 9 日(47 份)、10 月 10 日(52 份)、10 月 14 日(7 份)、10 月 17 日(26 份)、10 月

18 日(55 份)、10 月 24 日(36 份)、10 月 25 日(59 份)、11 月 1 日(47 份)、11 月 3

日(12 份)、11 月 4 日(11 份)、11 月 7 日(27 份)、11 月 8 日(41 份)等日期進行受

訪調查。問卷調查以符合勞動基準法非童工身分的 16 歲以上觀眾且不分其性別

與職業別為受訪對象。特展觀眾總人次依以往工安特展橫跨暑期時間在台中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觀眾人次來推估為 300,000 人次；並推估 16 歲以上觀眾為

150,000 人次。本次研究調查就以 150,000 人次為取樣母體，在可信度 95%下且

誤差在正負5%以內來發出420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408份則在信心水準95%

下且抽樣誤差在正負 5%以內。 

一、研究調查對象基本資料 

     從有效問卷受訪觀眾的調查基本資料來看，受訪觀眾的性別男性占

45%(182 人)，女性占 55%(226 人)。受訪觀眾的年齡層類別，16~24 歲 35%(142

人)、25~44 歲 56%(230 人)、45~64 歲 8%(32 人)、65 歲(含)以上 1%(4 人)。受訪

觀眾行業別，藍領 17%(71 人)、白領 46%(189 人)、未就業者 34%(138 人)、找工

作者 2%(10 人)。 

二、研究調查資料分析 

     針對特展對宣傳工作安全觀念是否有幫助的調查，受訪者認為非常有幫助

者約占 24%(98 人)、有幫助者約占 54%(219 人)、普通者約占 20%(83 人)、沒有

幫助者約占 2%(7 人)、完全沒幫助者約占 0%(1 人)， 如表 1。受訪觀眾認為非

常有幫助者與有幫助者所占比例約為 78%，顯示大部分的受訪觀眾認為特展對宣

傳工作安全觀念是有幫助的。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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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展對宣傳工作安全觀念是否有幫助調查統計表 
受益程度 人數 比例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合計 

98 

219 

83 

7 

1 

408 

24% 

54% 

20% 

2% 

0% 

100% 

 

     對於觀眾在參觀特展中進行扮演拍攝情況的調查，從受訪觀眾或受訪觀眾

親友有無在參觀中進行扮演拍攝，答覆有扮演者約占 48%(197 人)，沒有扮演者

約占 52%(211 人)，如表 2。從調查統計可看出約有一半的受訪觀眾與其親友有

在特展中進行扮演拍攝的，比起大部份宣導性展覽觀眾只瞬間瀏覽參觀來看，此

特展對受訪觀眾與其親友還是有吸引力的。 

                 表 2 

受訪觀眾或其親友有無在參觀中進行扮演拍攝調查統計 

是否扮演 人數 比例 

有   

沒有 

合計 

197 

211 

408 

48% 

52% 

100% 

 

     對於觀眾使用何種工具來進行拍攝的調查，從受訪觀眾的答覆來看，使用

有上網功能智慧型手機者約占 79%(321 人)、使用無上網功能手機者約占 5%(21

人)、使用有上網功能相機者約占 6%(23 人)、使用無上網功能相機者約占 3%(12

人)、使用錄影機者占 0%(0 人)、未作答者約占 7%(31 人)，如表 3。調查統計顯

示約有 84%受訪觀眾是使用手機來拍攝且其中有 79%是使用有上網功能的智慧

型手機，而僅有 9%受訪觀眾是使用相機來拍攝的，此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觀眾

使用的拍攝工具已與傳統使用具拍攝功能的相機不同。 

 

             表 3 

             受訪觀眾使用何種工具進行拍攝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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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工具 人數 比例 

1.有上網功能智慧型手機   

2.無上網功能手機 

3.有上網功能相機  

4.無上網功能相機 

5.錄影機  

6.未作答 

合計 

321 

21 

23 

12 

0 

31 

408 

79% 

5% 

6% 

3% 

0% 

7% 

100% 

 

     對於觀眾拍攝影像是否與他人分享的調查，從受訪觀眾答覆會分享者約占

81%(329 人)、不會分享者約占 14%(57 人)，而未作答者約占 5%(22 人)，如圖 14。

調查統計顯示，絕大部分的受訪觀眾是願意將他在特展中拍攝的影像與他人分享

的。 

 
    圖 14 受訪觀眾是否與他人分享拍攝影像調查統計 
 

     而觀眾應用何種方式與親朋好友或他人分享的複選題調查來看，受訪觀眾

選擇會以即時通訊軟體方式約占 58%(275 人)、以社群網站方式者約占 28%(132

人)、而以電子郵件方式者約占 14%(64 人)，如圖 15。調查統計顯示即時通訊軟

體如 Line、WeChat、Skype、Whatsapp 等，是受訪觀眾最常採用的分享拍攝影像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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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 受訪觀眾使用何種方式分享拍攝影像調查統計 
 

三、研究調查分析小結 

     總結工安功夫特展研究調查，可發現此特展在工安宣導工作上是受到大部

分受訪觀眾肯定的，且有近一半的觀眾會如特展設計設想一樣，主動參與展示在

展場中進行扮演拍攝，而非僅是靜態的閱覽面板與觀看節目。調查也發現在行動

通訊時代大部分受訪觀眾已轉換其拍攝工具為具有拍攝與上網功能的智慧型手

機且即時通訊軟體與社群網站也成為觀眾主要拍攝分享的管道。 

 

肆、結論與建議 

     工安功夫特展以讓宣導工安知識與觀念不枯燥乏味為設計設想目標，運用

民眾耳熟能詳的十八銅人為跨界創意元素將展示故事線變得有趣且吸引人。工安

知識與觀念的展示內容加入在以十八銅人為跨界元素展示故事線的十八銅人武

功秘笈、控八控控工安中醫診所與十八銅人工安散等展示主題項目中，使此特展

具有工安教育學習性。另外在特展的展示形式上運用了幻視藝術、卡通炸彈及擴

增實境等參與且可合影的展示形式，讓展示變成具有可以親自體驗及和親朋好友

共同拍照合影的寓教於樂效果。 

     依照資策會創研所(FIND)對 2015 年上半年的研究，台灣地區 12 歲(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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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民眾有超過 1604 萬人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且在 4G 智慧型手機的行為

調查發現，使用行為在即時通訊聊天/通話有 88.2%、拍照/錄影 83.7%、連結社

群網站 76.6%。在行動通訊時代的工安等宣導類展示，如果能利用跨界有趣或新

奇故事合影場景並結合民眾使用行動載具參與拍照及和即時社群分享的概念，將

能擴大展示資訊的傳遞宣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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