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博物館相關文獻 

一、生活型博物館的興起 

(一)博物館的定義 

博物館譯自英文 ”Museum”，此字源自希臘文 “Mouseion”，意思是禮

拜繆思諸女神的神廟。在希臘神話中，繆思諸女神是宙斯神和記憶女神所生

的九個女兒，分別掌管史詩、情詩、音樂、宗教音樂、歷史、喜劇、悲劇、

舞蹈、天文。因此當時的博物館是一個禮拜眾神聚會的殿堂，供奉各類的神

像與聖物，舉辦祭典儀式，是一個民眾可以帶著朝聖的心情頂禮膜拜，並藉

此參與濡染人文藝術與科學的地方，也因此「殿堂」這個概念，一直影響博

物館的設計與營運，至二十世紀初（呂理政 2002、陳慶坤 2003）。 

現在各國一般是以國際博物館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 簡

稱 ICOM）所訂之定義為主，再加以修改，以下列舉幾個代表性機構的定義。 

《中華民國博物館學會》：「凡為服務社會及促進社會發展，從事蒐集、

維護、研究、傳播、展覽與人類暨其生活環境有關之具體證物，且以研究、

教育、提昇文化為目的而開放之非營利的法人機構皆屬之。」1

《美國博物館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簡稱AAM﹞：

「一座有組織、常設的非營利機構，主要以教育或美學為目的，它設有專任

館員，擁有、照顧和利用實物，並做常態展出以饕社會大眾。」2

《國際博物館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簡稱ICOM﹞：

「以服務社會為宗旨的非營利機構，負有蒐集、維護、溝通和展示自然和人

類演化物質證據的功能，並以研究、教育和提供娛樂為目的。」3

                                                 
1 中華民國博物館學會章程。http://www.cam.org.tw 

2 張譽騰，博物館的特性和觀察向度，博物館教學資源中心，國立台南藝術大學。

http://art.tnnua.edu.tw/museum/ 

3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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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並對博物館的轄屬、性質、範圍、認定做進一步的說明，包括界

定博物館的範疇：除了標明為博物館的機構外，自然、考古以及民族誌的古

蹟遺址、機構，擁有並展示活的動植物的機構（植物園、動物園、水族館和

動物所），科學中心和天文館，自然保育區、文化中心、維護與延續遺產資

源的實質組織、非營利性藝術展覽館、從事保存有關博物館和博物館學的其

他活動的非營利性機構或組織為廣義「博物館」定義中的成員（劉婉珍

2002）。 

據以上對博物館的定義得知，其強調的元素包括：永久的、公立的、非

營利的、對公眾開放的，功能主要是蒐藏、保存、研究、展示、教育、娛樂

等，且為了因應時代變化，不斷將新形態的展示機構納入廣義的博物館中，

包括其他收藏、展示文物、自然標本和藝術品的紀念館、陳列館、美術館、

展覽館等。 

對博物館的定義其實不斷的在爭論之中，包括其所強調的元素、功能及

所納入的各種機構的廣度，不斷的受到時代變化的考驗。如同亞歷山卓

（Alexander）曾說：「博物館為一錯綜複雜的機構，定義博物館實非易事。」。

國內博物館學學者張譽騰（2002）在考量了社會脈絡後指出，在後現代社會

中博物館最精簡的定義其實可以僅是「一個搜集整理和保存引人興趣物件的

場所。」，其認為此一定義不僅保存了機構的歷史特色，同時也反映了當代

博物館界所面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現實情況，此定義具有開放性，可以

涵蓋種種不同目的、不同經營主體形式之博物館的存在。此定義也為本研究

所採用。 

(二)博物館發展 

博物館源於十四世紀至十六世紀之間，義大利興起的文藝復興運動，當

時許多貴族富商開始喜愛並收集希臘、羅馬時代的古典藝術品，以及當時的

藝術作品，設置藝廊(gallery)或藏寶閣(cabinet of curiosities)。這些王宮貴族

的珍物陳列室，本質上都是提供皇家貴族和社會菁英享用，屬於菁英主義的

「小眾文化」。世界第一座公眾博物館（public museum)是英國的一位律師兼

業餘收藏家阿須摩爾(Ashmole)將其畢生收藏品捐給牛津大學，於 1683 年創

 8



 

立阿須摩林博物館(Ashmolean Museum)，該館並於 1773 年開放給一般大眾

參觀，可稱為現代博物館的先驅。之後，大英博物館也在十九世紀初年開放

大眾參觀，從此開始，博物館不再只是藏之於深宅大院的貴族專用品，逐漸

建立為公之於民眾的文化機構之傳統（呂理政 2001）。 

雖然博物館對一般大眾開放，但其型式仍然一直是高級文化的殿堂，發

展至二十世紀，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開始對傳統的高級文化殿堂式的

博物館有了省思。1920 年左右，德國的德意志博物館嘗試改變傳統的、靜

態的展示方式，引進了互動式、參與式的展示，為第一個改革運動，1970

年出現了新博物館學的名詞，依新博物館學的理念而成立的生態博物館、社

區博物館也逐漸在各地萌芽。此時期的博物館不但數量急劇增加，類型也逐

漸多樣化，許多都是中小型的地方性及專題性的博物館，使得博物館的數量

激增，蔚然成為一股博物館運動風潮，當今世界上的博物館，其中半數以上

為 1950 年代之後興建的新館（陳慶坤 2003、呂理政 2001）。 

台灣的博物館約從 1970-1980 年代蓬勃興起，台灣的鄉土文學運動帶動

了本土文化自覺，民間興起蒐集民俗文物及地方自然標本的風氣，以此為主

題的民間博物館多間出現。1990 年代到現在，台灣博物館的成長快速，在

十餘年間新出現的博物館有三百多所（目前台灣公私立博物館約有四百多

所）。受到 90 年代初期台灣經濟奇蹟的影響，國民所得快速增加，對文化藝

術活動的參與及普及率增高，小資本家與大企業家蒐集藝術品的風氣旺盛，

並有幾個企業團體成立藝術文化基金會，故民間出現的美術館、文物館、私

立博物館有如雨後春筍。而文建會在「充實鄉鎮及社區文化軟硬體設施」、「地

方文化館計畫」中，預定在 2008 年前輔導出三百餘所以地方為主題的地方

文化館，除可見博物館更加興盛外也開始強調重視地方、人民的參與，不再

只是國家機器及專業者所掌控，有由專家知識變成通俗性的趨勢（陳國寧

2005）。 

(三)生活型博物館的興起 

在過去博物館是菁英份子所享有的神聖藝術殿堂，但近年來隨著經濟發

展與知識提升，博物館相繼林立，加上現代人對博物館越來越有休閒娛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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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博物館已逐漸轉向大眾文化，並藉由參觀博物館成為帶動休閒旅遊產

業、提振地方經濟的方式之一，故博物館思考的方向已從過去以「物」為主

的靜態展覽，到現在以「人」為主的符合地區居民、觀眾等需求為主的營運。 

而參觀博物館對現代民眾來說也成為休閒需求的一部份，研究顯示民眾

會以從事休閒活動的因素來考慮是不是到博物館參觀（Falk,1993）。這意味

著博物館不只要與其他文化機構競爭，同時也要與各類休閒活動、娛樂場所

競爭。尤其在 1950 年代開幕的迪士尼樂園及持續接踵而來的娛樂性主題公

園(theme park），紛紛加入博物館「市場」競爭的行列，其遊樂園歡樂活潑

與博物館沈悶嚴肅形成明顯的對比，也對博物館產生了相當大的衝擊和震

撼，引發了博物館界對傳統經營和展示方式的議論和反省（王啟祥 2002、

呂理政 2001）。 

世界宗教博物館館長漢寶德（2003）說從 90 年代開始，博物館成為一

個普通名詞，它的意思是「生活的記憶」，幫我們活化生命過程中的點點滴

滴，讓我們追憶往日生活中的趣味。 

袖珍博物館創辦人林文仁（2003）將先進國家如歐美日的博物館概分成

兩類，一是以典藏、研究、教育為主，另一類則是富於地方色彩、歷史和有

趣主題的博物館。林文仁形容這一類的博物館為「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切相

連，在那裡，我們有歡笑有回憶，可以期待可以幻想，讓人覺得親切，但一

樣不乏教育與知識的傳輸…。」，並把它命名為「生活型博物館」，以別於典

型的研究型博物館。目前此類博物館尚未有其它的統稱，有些人把它稱為「類

博物館（quasi-museum institution）」（陳慶坤 2003），認為是有一點像但又不

完全像傳統的博物館，或統稱為泛博物館、新博物館，但其實都沒有正式的

命名，反而更感到混淆。 

本研究認為「生活型博物館」有較為明確的範圍界定，且名稱也與此類

博物館的特性相符，故本研究使用「生活型博物館」來稱呼這些重視顧客體

驗、與生活結合，不侷限在收藏、展示、研究、教育等功能，也重視娛樂休

閒價值的博物館。並借創意生活產業的特性定義之-以創意整合相關之核心

知識，提供具有深度體驗及高質美感的博物館。 

傳統博物館重視文物，是收藏導向的，現代博物館重視觀眾的學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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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導向的，到了後現代的博物館除了收藏和教育的功能外，更進一步重視

觀眾動機、需求期待和個人的體驗，因此可以說是體驗導向的（張譽騰

2002）。現在的博物館已從過去讓人朝拜的神聖殿堂，變成走入民眾生活的

博物館，這些生活型博物館極有潛力創造觀光、宣傳、休閒、娛樂、經濟等

價值，成為未來的核心文化產業。 

 

二、企業博物館 

企業博物館依 Victor J. Danilov（1991）所下的定義是：「以博物館的方式陳

列展示與企業歷史、營運及員工、顧客或公眾相關利益的有形物品的企業設施。」 

星合重男（1994）所下的定義為：「企業為保存、展示企業本身的歷史、文

物，以及增進大眾對企業的理念、產業或產品的瞭解所設立的博物館。」 

由上可知企業博物館所展示之物品必須要與企業營運相關，是由企業所設立

展示、保存、研究、發揚與企業歷史、產品、產業、理念等相關事物之博物館。

故有些私人的博物館，雖然接受企業的支持與贊助，但展出者多為企業主私人蒐

藏的藝術品或文物，與企業性質並無直接關連，如：奇美博物館、國泰美術館、

順益台灣原住民博物館，一般並不歸類成企業博物館，而在私人博物館的探討範

圍內。 

目前台灣缺乏對企業博物館的統計資料，日本對企業博物館之調查很早便展

開，故多藉由參考日本企業博物館之發展資料以為借鏡。 

日本企業博物館興起主要是從 1960 年代以後，當時日本科技一日千里，一

些企業體面對產業結構的急速革新、老舊產業資料汰換流失的局面，開始產生危

機意識。一則為保存具有歷史價值的企業資料和設備、發展客戶和地方社會的關

係，二則為促進業績成長、提供見習者參觀新立廠房設施的機會，三則透過深入

簡出、精確資訊的傳遞，將產業技術過程呈獻給一般大眾理解，於是許多企業的

簡報中心、公關部門遂漸朝博物館方向發展，類博物館設施亦如雨後春筍般紛紛

出現，甚且成為日本企業與客戶進行交易例行造訪之地。日本企業博物館至 1964

年止共計有 42座。 

1970 年代以後，日本的企業簡報中心、企業博物館數量激增，往後二十餘

年間不乏許多展示概念、營運手法出色的新興企業博物館，如電力、瓦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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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的公共關係館，特別吸引許多中小學生觀眾；日本酒、啤酒、葡萄酒、威士

忌、醋、醬油等釀造工廠或飯店附設的展示館，深受觀光客的喜愛；封閉廢置礦

山改建的博物館，亦廣收再生地方觀光資源之效，到 1987 年止計有 285家（王

朝明 1992）。即使 80 年代至今景氣持續低迷不振，日本企業體持續興建企業博

物館的景況卻未受影響，日本企業博物館至 1990 年為止，計有 400座。其中四

分之一與電力、瓦斯等能源有關，四分之一由食品公司所設立，其次為纖維、電

子通訊等各色主題博物館（楊翎編譯 1999）。 

而企業博物館展出的內容也隨著時代而不同，在 80 年代以前已設立的企業

博物館，較著重在公司史料的蒐集、保存。80 年代之後角色變得更多樣，除了

是史料的儲藏室外，更賦予推展企業公關的積極角色。 

星合重男（1994）將企業博物館依展示目的分成五類： 

(一)史料館--蒐集、展示創業者的創業理念、企業的歷史資料、文物等，讓

大家瞭解企業對社會的貢獻過程。 

(二)歷史館--搜集、展示公司的產品和相關產業中的蒐集品，並附上文物解

說。讓大家瞭解其歷史背景和地區狀況。 

(三)技術館--展示公司的新技術、新商品的特色和應用，展現技術上的優勢

與公司對未來的願景。  

(四)啟蒙館--透過淺顯易懂的展示讓一般人瞭解公司的理念、社會貢獻、相

關產業的商品和技術等。  

(五)產業館--以參觀工廠為中心，瞭解產業設施等。  

星合重男在 1993 年對日本的企業博物館做了第一次大規模的調查（星合重

男 1994），十年後做了第二次的調查研究（星合重男 2003），其指出企業博物館

已從公司收集珍貴物品的神殿，轉為承擔企業戰略強而有力的一端；從可以瞭解

企業的博物館轉變為動員企業的博物館。從此點亦可窺探企業博物館發展趨勢的

合理性。 

 

三、博物館的展演 

Oppenheimer認為展示設計的哲學是「為觀眾創造促進學習的最佳情境」（陳

慧娟 2003）。如 Bauman 將「展演」（performance）定義為一種具有美感型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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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溝通」，其在參觀者之前展現或演出，經演出者與參與者共處一段時間，

而產生了「意義」（許功明 1998）。 

博物館的表現用展演兩字，更看出其動態的性質，包括展示及表演，泛指所

有介於博物館與觀眾之間的「溝通」，而這也是博物館展示的趨勢，由過去的靜

止、被動的溝通，變成依觀眾需求來設計規劃的可參與互動的環境，「參觀」成

為一種可透過個人（或集體）身體力行、積極參與、體驗與建構活生生的經驗（許

功明 1998）。 

Michael Belcher,1991在博物館展示（Exhibition in Museums）一書中將展示

區分為：情感型的、教育型的、娛樂型的、以及其他型四大類。 

(一)情感型的展示（emotive exhibitions） 

為使觀眾產生情感反應為其主要目的的展示，又可分為： 

1.因展品之美而起的「審美型」展示，如美術館大多數的展示。 

2.以戲劇效果、營造環境氣氛的手法，引起觀眾興趣、參與並產生情感

與聯想力的「聯想型」或「浪漫型」。 

(二)教育型的展示（didactic exhibitions） 

為應用平面、三度空間等多元展示媒體，綜合了知性與感性，做符合教

學目標、設計與程序的展示；常以教具、設備等來取代「真品」的展出。 

(三)娛樂型的展示（exhibitions as entertainment） 

為以滿足觀眾娛樂需求為主的展示，從主張創意式的遊戲學習法，到純

遊樂的博覽會或具有戲劇風格的表現等各層次的娛樂皆有。 

(四)其他類型的展示（miscellaneous categories） 

包括互動型的、感應型的、動態型的、物品導向型的、系統型的、主題

型的、參與型的等。 

Belcher並認為，以上的類型與方法是可以交相應用的。 

展演該如何的詮釋，吳鴻智（2003）在〈超博物館〉一書中提到，因為博物

館詮釋物件後的接收對象是觀眾，所以應針對觀眾需求，在詮釋展品的技術上，

應透過多樣的、活潑的展示手法，參觀者會比較有興趣吸收，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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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詮釋展品的技術 

靜態的 動態的 

展品 語音導覽 

模型 演講 

素描 影片 

照片 動手做的模型 

生態造景 現場的詮釋 

圖表 電腦展示 

資訊 互動式光碟 

簡介 動手操作的展品 

導覽手冊 戲劇的表現方式 

資料來源：吳鴻智（2003），超博物館 

過去博物館以收藏為主，單純的靜態展示物件，而近代博物館研究則強調觀

眾的博物館經驗，故展示的氣氛、參觀環境與體驗的營造、動態展演活動的設計

等成為關注的焦點（許功明 1998）。 

在美國 ASTC（Associ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Centers 美國科技博物館協

進會）的調查中發現，成功的科學中心展示包含以下幾個要素：1.可參與的。2.

活潑生動的。3.具有挑戰性的。4.具有視覺吸引力的。5.豐富多樣的。6.非比尋常

的。7.見聞廣博的。8.有趣的。9.可親身體驗的。10.有關連性的。11.有音效和動

作的。12.能夠包含各年齡層的。13.真實的東西。14.可展現物件的特質。15.跟全

體民眾有關的。16.表現物件天生的吸引力。17.令人驚喜的。在展示時若能將這

些要素混合呈現將能增加觀眾的興趣（吳鴻智 2003）。這些要素除了展品本身的

要素外，其餘在展演方式的營造上不外乎重視參與互動、重視五感體驗，與創意

生活所重視之深度體驗有高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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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創意生活相關文獻 

一、創意生活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是台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時考量國內經濟情勢與參考國外

作法後所獨創的文化創意產業範疇。其他國家如英國等有所謂的創意產業，但尚

未有生活產業這一名詞，正因為是我國獨創且「生活」的範圍很廣，所以在定義

上也獲得許多的討論。 

許士軍（2005-1）認為「生活上的演變和差異也就是構成其價值和吸引力的

來源，也是生活產業所企圖捕捉與表現的內涵。」「人類的生活中沒有一種生活

是不具某種特色的，但能否轉變為一種產業，關鍵在於如何將其轉變為具有市場

價值的產品或服務罷了。」「生活可以包括人們所使用的器皿、工具、建築之類

的有形的製造物，也可以包括人與人間的互動和合作形態，更可以形成一種整體

性的環境、氣氛和風格。重要的是，在所有這些的背後，他們必須蘊含深層的價

值、美感和宇宙觀，這些才是構成「生活產業」所要捕捉和利用的素材。」 

李仁芳（2002）認為「生活其實就包含一連串的文化要素，看似不經意的散

落在各處。」「生活就像一場動人的戲劇，就是人心之華與生活之華的對應。」 

劉維公（2005）認為創意生活產業所指的「生活」並不是空洞泛稱的字眼，

而是生活品質之意。 

故綜合學者上述對生活產業的闡釋可知，生活產業是把生活中所體現的事物

（其中包含許多文化要素）轉變成具有市場價值的商品或服務，而此商品或服務

能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要能轉變為具有市場價值的商品或服務，則必須要蘊含

價值，如知識、美感、體驗等。而這裡指的生活，也不限定在那個時空下的生活，

可以是過去、現在、未來、或各民族的生活。 

創意生活產業的官方定義，據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2004）在民國

92 年對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所做的說明是指：「源自創意或文化累積，以創新的

經營方式提供食、衣、住、行、育、樂各領域有用的商品或服務。運用複合式經

營，具創意再生能力，並提供學習體驗活動。」民國 93 年修正最新定義為：「以

創意整合生活產業之核心知識，提供具有深度體驗及高質美感之產業。」（文化

創意產業推動小組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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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為生活創意產業是創新思維的產業經營模式，將創意或文化累積，運用

創新、突破的經營方式，進而發展出台灣特有的創意生活產業。並闡述生活創意

產業的商品包含了「產品」、「場所」、「服務」、「活動」四個必備要素： 

(一)產品創意：產品功能與造型推陳出新或賦予文化新意。 

(二)服務創意：提供與顧客人際互動之多元或新穎之體驗，創造生活愉悅的

價值。 

(三)場所創意：塑造創意環境，感動顧客心靈。 

(四)活動創意：定期或非定期舉辦創新活動，提供消費者學習體驗。 

而商品的提供者與消費者在過程中均能獲得知識的增長，透過創意與文化的

加乘，讓食、衣、住、行、育、樂產業更為優質化及蓬勃發展。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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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創意生活產業定義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2004）， 

《2003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年報》  

 

 



 

經濟部工業局為了擴大普及推廣，將創意生活產業的定義精粹出主要內涵為

「核心知識」、「深度體驗」、及「高質美感」三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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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創意生活產業關連圖 

資料來源：中衛發展中心（2003），創意生活產業發展計畫簡報 
軍（2005-2）提出「創意生活產業的」六個特色、四種「解放」和兩個

，摘要如下： 

與傳統產業相較的六個特色-- 

1.自顧客立場面出發，而非自生產面。 

2.所要滿足的需求就是指生活本身這一目的。 

3.此產業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是在於超脫物質之外的文化意涵，而非建立

在物質上。 

4.傳統產業是一種工具性的分類，創意生活產業是一個整體，無法分割。 

5.傳統產業一般是成本取向，創意生活產業競爭的是不同的創意內涵。 

6.傳統產業追求的是可衡量的品質（quality），創意生活產業追求的是感

質（qualia），是一種「心理感動」或「心弦受到撥弄的喜悅」。 

四種「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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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脫離物質的生產，價值來自創意和生活，無所謂「規模經濟」的問題。 

2.生活包括的有形物質與無形價值融為一體，無所謂「形體之分」的問

題。 

3.生活代表一種體驗，此乃供需雙方一同創造的，消除了「供需分立」

的問題。 

4.此種產業沒有必須放棄「舊的」、「過時的」的煩惱；而新的也未必就

是「好的」和「受歡迎的」。 

(三)兩個「陷阱」-- 

1.工業化陷阱：大量抄襲、模仿，將使此種產業失去價值。 

2.商業化陷阱：嘩眾取寵與世俗化的作法，只能短期獲利，長期將斬斷

生機。 

李仁芳（2004）對創意生活的註解為以城鄉山川為舞台、歷史人文為布景、

創意工藝為道具，在世人面前展演「生活劇場」的創意空間。創意生活產業是一

種「在地人對生活品質的要求」，其將生活變成一場動人的戲劇，在居住的城鄉，

整編著自己的歷史、文化、自然等資源，加以創意設計、營運而成，工藝品傳達

的是常民文化的呼吸與律動。 

創意生活產業自 2003 年開始執行，經濟部工業局訂定的「創意生活產業計

畫」的目標為五年評鑑通過 100家創意生活事業，民國 92 年通過評選共 28家，

民國 93 年通過評選的共 53家，其評選標準主要分成核心知識的運用、深度體驗

的模式、高質美感的享受與事業經營的合理性，環繞的主題即是「核心知識」、「深

度體驗」、「高質美感」這三大要素。 

從創意生活產業的特質可發現其重視文化、知識等的創意運用，並創造深度

體驗和高質美感，與現代重視體驗導向的博物館趨勢不謀而合，故本研究欲以創

意生活的角度-核心知識、體驗、美感來檢視生活型企業博物館。 

 

二、體驗理論 

Bernd H. Schmitt（2000）認為體驗是發生於對某些刺激回應的個別事件。體

驗包含整個生活本質。通常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是參與造成的，不論事件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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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如夢幻般的、或是虛擬的。Pine II and Gilmore（2003）認為體驗是當一個

人達到情緒、體力、智力甚至精神的某一水平時，意識中所產生的美好感覺。兩

個人不可能得到完全相同的體驗，因為任何一種體驗，都是某個人本身心智狀態

與那件事之間互動的結果。 

(一)體驗行銷 

Schmitt（2000）所著之《體驗行銷》，由行銷演進的觀點出發，其認為

傳統的行銷重視產品的性能和效益，但現在顧客想要的是能另他們感官暈

眩、觸動心靈、刺激思考，能和他們生活形態結合的產品與活動。現代的行

銷趨勢焦點要放在顧客的體驗上，重視消費情境的提供，因為顧客是理性與

感性的動物，除了理性的選擇外，顧客也經常「直接朝向狂想、感情與歡樂

的追求。」 

Schmitt 將體驗分成五種型式，分別是「感官」、「情感」、「思考」、「行

動」、「關聯」，而這些不同的體驗型式可視為達到行銷目標的「策略體驗模

組」。 

1.感官（Sense）：創造知覺體驗的感覺，經由視覺、聽覺、處覺、味覺

與嗅覺等刺激，提供美學的愉悅、興奮、美麗與滿足。誠如凱悅飯店

標語所述：「我們相信，這五種感官應該不只是被刺激，還應該被取悅。」 

2.情感（Feel）：訴求顧客內在的感情與情緒，藉由某種體驗使消費者對

品牌產生情感策略的方法。需要瞭解什麼刺激可以引起什麼情緒，如

何在消費行為中營造出某種感覺，以及促使消費者自動的參與。 

3.思考（Think）：用創意的方式使顧客創造認知、與解決問題的體驗。

思考訴求經由驚奇、引起興趣、挑起顧客做集中與分散的思考，促使

他們對產品及企業進行重新評估。 

4.行動（Act）：創造與身體、較長期的行為模式與生活型態相關的顧客

體驗，也包括與他人互動結果所發生的體驗。藉由增加身體體驗，指

出做事的替代方法、替代的生活形態、與互動，並豐富顧客的生活。 

5.關聯（Relate）：包含了感官、情感、思考、行動行銷等層面，但超越

個人人格，私人感情，加上「個人體驗」，除讓品牌與社會文化的環境

產生關聯外，進而讓個人與理想自我、他人、或是文化產生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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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供導致顧客體驗的刺激是：「體驗媒介」，其包括溝通、視覺口語識

別、產品呈現、建立共同品牌、空間環境、網站與電子媒體、人。用策略體

驗模組與體驗媒介，可以建構體驗矩陣（Experiential Grid）。 

 

（二）體驗經濟 

學者 Pine II and Gilmore（2003）在《體驗經濟時代》，以經濟發展演進

為出發點，將體驗視為第四代的經濟產物，從服務中再被分出來的。『當一

家公司有意識地以服務為舞台、以商品為道具、使消費者融入其中，這種剛

被命名的新產品--「體驗」就出現了。』其認為企業不再僅提供商品或服務，

而是提供最終的體驗，給顧客留下難忘的愉悅回憶。 

其認為當人們在購買一種體驗時，他是在花時間享受某一企業所提供的

一系列值得記憶的事件—就像在戲劇演出中那樣—使他身歷其境。 

而體驗也一直是娛樂業的中心，從戲劇、音樂會，到電影、電視節目皆

是。但這並不表示體驗只依賴於娛樂消遣，娛樂消遣只是體驗的一個面向。

每當企業吸引消費，與他們建立一種個人化、值得記憶的聯繫，都是在展示

一種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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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體驗經濟模型 

 資料來源：Pine II and Gilmore（2003），《體驗經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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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出的體驗模型，可從兩個面向來衡量體驗，第一個面向（橫軸）表

示人的參與程度。一方代表消極、被動的參與者（Passive participation），消

費者不直接影響表演，另一方代表積極、主動參與的消費者（Active 

participation），他們能影響事件進而影響或創造出自己的體驗。 

第二個面向（縱軸）是描述聯繫的類型，即消費者與環境的關聯，消費

者和事件、展演活動是否結合有一體感（B Joseph Pine II、James H 

Gilmore1998）。在軸的一端代表關聯感較弱，消費者和事件、活動較沒有一

體感，此稱為吸收（Absorption），另一端則是沈浸（Immersion），即消費者

與環境關聯感較強，消費者變成具體體驗的一部份。換個方式說，如果體驗

「進入」客體，比如說是看電視，他是正在吸收體驗；如果是客體「進入」

體驗，比如說玩虛擬實境的遊戲，那麼他就是沈浸在體驗中。 

這兩個面向將體驗分成四個領域：娛樂的（Entertainment）、教育的

（Educational）、審美的（Esthetic）和忘我的（Escapist），它們互相兼融形

成獨特的個人情境。 

1.娛樂的體驗：大多數人在他們視為是娛樂的體驗中，只不過是被動地透過

感覺吸收體驗，比如：觀看演出、聽音樂和閱讀輕鬆讀物等。 

2.教育的體驗：和娛樂的體驗一樣，在教育的體驗中，客體吸收對他來說並

不是很清楚的事件。然而和娛樂體驗不一樣的是，教育需要更多客體積極

的參與。 

3.審美的體驗：在這樣的體驗中，人們沈浸於某一事物或環境之中，而他們

自己對事物或環境極少產生影響或根本沒有影響，因此環境基本上未被改

變。 

4.忘我的體驗：它們與純娛樂體驗完全相反，消費者完全沈溺在其中，同時

也是更積極的參與者，他們可說是參與其中的演員，會影響到現實的事

件。典型的忘我體驗所要求的環境包括主題公園、賭場、虛擬實境的耳機、

聊天室等。 

參與娛樂的體驗是想感覺，參與有教育意義的體驗是想學習，參與審美

體驗的人是想到現場去，而參與忘我的體驗是想去做。 

Pine II and Gilmore認為企業可以透過模糊四個領域體驗之間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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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體驗的真實性，而最豐富的體驗應包含四個領域的各個面向--任何具

有說服力的體驗，其甜美之處，是將娛樂、教育、審美、忘我融入尋常空間

中。 

體驗來自於個人親身的參與經歷，和個人的心智、經驗、背景、價值觀

相關，甚至同一個人、同一個地點，在不同的時間也會產生不同的體驗，如

同 Schmitt所說：與其關心特別的個別體驗，不如問更重要的策略問題—你

想要提供那種型式的體驗？ 

過去體驗的相關研究皆把焦點放在消費者的體驗感受，而本研究欲從博

物館展演的趨勢-「體驗」的角度來看博物館，從博物館的角度出發，瞭解

個案博物館的體驗營造為何，並從體驗經濟模型衡量體驗的兩個面向「積極

感」、「沈浸感」來檢視博物館之體驗營造， 

 

三、美感理論 

美是抽象的概念，且很難定義，連大哲學家柏拉圖都曾感嘆道：「美是

難的。」，曾有許多人試著回答或論述說美是善、美是典型或美是和諧，但

都不見得能獲得其他人的認可，主觀派甚至認為，一個事物只要我認為它

美，它就是美的。更加讓人覺得美是很玄妙且難以定義。 

美與美感的差別在於美感是透過感官對美產生的感知，「美來自客體，

美感來自主體。（張法 2004）」。美感起自於對美的直接感受，一開始是感官

帶來的生理性的直接反應，如紅色（波長較長的色）會引起擴張性的反應，

反之綠色是收縮，之後再透過聯想與想像產生情感上的體驗。周來祥、周紀

文（2002）認為美感是「審美情感」的簡稱，是客體對象的一種情感體驗，

欣賞藝術或自然時經常感到的那種喜悅、愉快之情。 

西方美感的文獻根據瑪奎的說法，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包恩葛頓

（Alexander Baumgarten）是第一位將希臘字 aisthtikos 用作感知（sense 

perception）的意義（Jacques Maque 2003）。Verginia Postrel（2004）認為，

美感是指我們透過感官來溝通的方式，這是一種不須經由言語，僅僅是透過

對人、地、物的外觀和感覺，便能引起反應的溝通藝術。故美感是一種客體

透過感官所產生的體驗，並可用來溝通某些事物或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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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之所以一直被人所喜愛，是因為美感本身具有價值（Verginia Postrel 

2004），它能帶來感官上的愉悅，無怪乎亞里士多德說：「美是比任何介紹信

都有力的推薦。」。Schmitt在《大市場美學》也提到，美學是一種策略性工

具，可為企業提供有形價值： 

․美學可創造忠誠度 

․美學可使高昂的價格成為可能 

․美學可由眾多資訊中脫穎而出 

․美學可提供保護，以對抗競爭者的攻擊 

․美學可節省成本與提高生產力 

Verginia Postrel也在《風格 美感 經濟學》中提到，雖然產品的功能還

是很重要，但因為市場競爭空前激烈，各家廠商都能做出高品質低售價的產

品，故美感成了產品脫穎而出的唯一方法。 

由上可知，美感可帶來愉悅感並創造價值，是一項組織可以利用的策略

工具，在現代企業中也是大家競爭的焦點，創意生活產業也強調企業需提供

「高質美感」。先不論美感的高低多寡如何判定，但審美客體是如何產生美

感呢？ 

周來祥、周紀文（2002）指出審美活動一開始是由審美感官被刺激，而

帶來初步的愉悅感，之後感官會集中於目標物通過知覺本身的組織能力，發

現它的「完型」，於是主體與客體之間開始達到心物感應，物我交流，「我沒

入大自然，大自然沒入我」的審美高潮境界，審美愉快也從感官感性的愉快

更多地上升到帶有理性的愉快。而審美高潮之後會留下關於美的美好意象、

回憶，還帶來一種審美的慾望。 

Jacques Maquet（2003）指出美感的知覺是去確認個人凝集心神所框設

的景象，隨著美學觀點感受到這個框景的全體時，注意力包括了對這個知覺

物的內容與細節，但對物體本身的興趣則置於腦後。當下發生的情境是觀者

置於一種沈浸與抽離的狀態中，且會因專注而進入沈思默想的狀態，個人與

物體合一，藉由冥思成就了美感的吸收，觀者的自我進入了美感的領域。 

綜合上述與美感或審美的相關文獻可知，美感是主體對美的感知，而在

美感產生或達到審美高潮時，會有一種沈浸、抽離、與物合而為一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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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帶來愉悅的感覺。而既然美感是主體的知覺，創意生活所指的高質美感

便不易衡量，因為沒有兩個主體的感知會是完全相同的，衡量標準不易拿

捏，故本研究不以主體極（消費者端）來做高質美感的衡量，轉而看客體極

（企業端）對於美感的營造為何。 

尤煌傑（2004）提出審美意識活動的展開圖如下： 

 

審美情操

審美想像力

審美知覺

美感觀念（源自對印象的提升）

印象（銜接審美知覺物與美感觀念）

審美知覺物（源自感官）

主
體
極

客
體
極

判斷力 判斷作用 謂詞（源自美感觀念）

 

 

 

 

 

 

圖 2. 4審美活動圖 

 資料來源：尤煌傑（2004），《美學基本原理：士林哲學的美學理論建構》 

本研究不從主體來看美感，因為與體驗一樣，每一個個體都會產生不同

的美感，本研究從個案的客體極—審美知覺物、印象、美感觀念來看美感的

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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