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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科教館
以智慧學習平台虛實整合使用者端行動感知環境、
跨領域教育內容與服務整合，
可形塑智慧互動導覽與自主學習的終身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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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智慧科教館不僅考慮科技的創新性，仍需考慮到最終的服務對象是觀眾，
必須以觀眾為本，了解觀眾的行為與需求。
近年臺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簡稱科教館）
以科學教育參觀前、中、後學習歷程與行動化

眾的行為與需求，依其需求規劃基礎建設和服

生活創新服務串聯為發展主軸，建置「科教館

務類型，才能創造出觀眾願意回流的科教館。

行動導覽 APP」，提供參觀前的 720 度室內街

採用顧客體驗旅程地圖方式打造最佳體

景、展區展品介紹及參觀資訊；導入室內定位

驗旅程，角色原型分為成人、老師、學生及親

導引技術，發展參觀中科技創新的智慧展示與

子 4 種族群，需求調查以問卷輔以訪談方式進

趣味探索終身學習休閒環境，提供智慧行動導

行，包含接收訊息管道、購買行為、進場設

覽、個人化學習歷程紀錄、擴增實境、實境解

計、參觀服務、回饋機制。藉由訪談者和受訪

謎遊戲；參觀後提供個人化學習歷程追蹤、再

者之間的口語交談，交換意見，採用質化和量

次瀏覽學習，以及至「臺灣網路科教館」資源

化混合的研究方法蒐集資料、分析資料及詮釋

網站延伸學習。

結果。

以這個智慧學習平台虛實整合使用者端行
動感知環境、跨領域教育內容與服務整合，形

步驟二：依據全面分析結果擬定與現況最
契合的實作與方案。

塑智慧互動導覽與自主學習的終身學習環境。

辦理虛實整合主題式教師研習（106 年實

然而建構良善智慧學習環境仍需多元服務的支

作）─ 透過虛實整合主題式教師研習課程，

持，目前各多元服務系統彼此獨立，系統裡的

提升教師教學能力與自製教材能力，並搭配高

觀眾樣貌無法關聯，更有非自建平台的社群媒

互動的學習空間，落實民眾體驗新科技生活與

體，面臨品質、完整度、數據規模與外部資料

智慧學習的機會，提升教育學習服務品質與

串接的不足，以及面對未來智慧感測環境產生

效益。

的各項多元數據，實是數據分析與評估的一大
挑戰。

建構高互動的虛實整合學習空間（106 年
實作）─平板同步車應用在既有的實驗室及兒

因此需整體通盤考量科教館現有的各服務

童探索館，讓學生與教師間能資訊同步及即時

系統、介面環境與可能發展的面向，分析評估

互動教學，並邀請專家學者至館內進行「虛實

其修正與去留適用性，並從觀眾的角度出發，

整合學習空間建置諮詢創意工坊」，針對科教

依服務特性設計出順暢的流程、清楚的架構，

館預設空間給予實質建議。

以及易用好懂的整合性規畫，依以下 3 個步驟
推動。
步驟一：進行科技創新服務的全面分析，
從館外尋找趨勢下的創新應用，以及從館內全
面檢視現況尋找問題。

打造實驗教育虛實整合空間─多功能智慧
型教室空間的建置（107 年建置），整合專家
學者建議，107 年度重新打造多功能智慧教室
空間，這個空間的兩大區域特色分別是：
授課區

教室設置包含資訊講桌，可統

蒐集國內外適用科教館場域的案例─包

一操作控制設備開關、音量、投影機切換，能

含：多元支付、智慧進場感應；物聯網、感測

同步投影在兩個牆面，學生無論坐在哪個方位

器布建；數據蒐集場景及方式；應用大數據預

都能全視角觀課；梯形課桌可依照課程方式變

測消費行為；創造粉絲、會員及學員高度參與；

換課桌椅形式；富有科技未來感的智能薄膜玻

上述科技創新及整合應用的資安防護。

璃，原理是通電時呈現透明狀，不通電時呈現

全面檢視館內現況尋找問題─發展智慧科
教館不僅考慮科技的創新性，仍需考慮到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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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狀，因此可因應上課情形隨時控制窗戶成透
明或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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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分享

劇院區

教室外觀

主要特色是劇院區的牆面應

用高階投影機投射整面牆面，學習者於課
程中能有像在劇院般的深刻感受。
106 年度所採購的平板同步車搭配多功
能智慧型教室空間規畫，期能提供新形態
的智慧學習空間，讓參與者感受及體驗多
元應用的虛實整合學習氛圍。
虛實整合主題式課程營隊（106 及 107
年實作）─ 打破原本以學科主題的分類，
把課程教案與活動以跨領域跨學科方式重
新組合，同時納入以「體驗」、「探索」為
主的學習歷程，嘗試提供不同以往的科學
學習經驗。106 年度嘗試把科教館部分寒暑
假營隊課程採用科技融入、虛實整合的方
式進行。107 年度發展新興科技應用創新
主題式課程，基於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
嘗試把科技的便利性、輔助性優點融入科
學領域相關課程。
在「科學家的祕密」課程中介紹 : 發明

體驗階段

首先帶領學習者應用 AR

的 APP，開啟 APP 後直接投射 Merge Cube

小方塊，從 IPAD 的螢幕上，能直接透視汽
車零件結構以及不同的車體架構的一個擴
增實境體驗，激發學習者的好奇心。
探索階段

這階段學習者會透過 AR

觀察不同的車體架構，同時教師介紹福特
這位科學家發明汽車的過程，強調設計過
程須遵循步驟 : 製作、測試、評估和重新設
計。學習者會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思
考如何運用手邊現有材料設計出車子。
實作階段

在實作前，教師向學習者

解釋當發明家解決問題或構思解決方案時，
心中會有預設的產出功能或結果，這些功
能或結果都是「標準」。因此教師會規定氣
球車的一些「標準」，如必須被氣球推動，
車子跑得愈遠愈好等條件。而在設計過程
中，教師須傳達沒有絕對或完美的方法設
計車子，希望學習者不要限制自己的創造
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儘量多方嘗試。

家亨利福特先生探索如何打造出大家都負

小組在腦力激盪的實作過程產出成品

擔的起的車子，以及他與愛迪生友誼的故

後，進行汽球車競賽，檢測是否有達到標

事。藉 AR 科技輔助引導學生運用身邊的東

準。小組輪流分享，相互交流設計的想法。

西來設計氣球車，學習者在課程中會學到

科教館這場域提供可實際操作，探究

設計的流程，以及如何運用所學改良他們

活動的探索，提升科學素養以培養解決科

的氣球車。

學問題的能力的課程，帶給學習者多元體

以三大階段「體驗─探索─實作」進
行這項課程。

驗新科技生活與智慧學習的機會，以提升
教育學習服務品質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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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R APP 投射右下角的 Merge Cube 小方塊

汽車構造

服務整合系統（107 年建置）─藉由調解
中介軟體整合新舊系統功能與資料庫，幫助應
用程式處理異質性輸入出介面、通訊資料格
式、處理程序、資料庫等轉換、解譯和整合。
調解中介軟體利用傳譯轉換功能解決相互
不匹配系統之間的互通性，扮演中介的角色。
二大主要功能是介接新舊系統，以及利用「虛
實整合服務系統」提供所有會員與學員於跨服
務間資料存取及串聯協定，並記錄每一位會員
於數位與實體科教館的學習行為及活動參與歷
程，同時把各會員線上瀏覽或參與館內實體活
動的行為紀錄進行分析及行為樣本的探勘，推
薦個人、同好群及全體會員相似行為樣本的跨
領域內容與服務資源。
整合程式單一簽入讓多個獨立的軟體系
統平台的簽入頁面可以整合在單一網頁，用戶

小組實作與作品

使用單一帳號和密碼登入就可訪問連結的一個
或多個系統，而不需使用不同的帳號和密碼，
也可以於每個系統無縫登入某些特製的服務
（如會員服務）。
智慧客服 Chatbot（預計 108 年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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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行為，讓民眾主動告知他想要知道的內
容與有興趣的服務，這種對話式的服務能創造
更多額外價值。

目前最常使用文字搜尋及點選的方式與顧客聊

不過機器人的 AI 智慧並非與生俱來，也

天得知喜好，再結合通訊軟體發送更具個人化

無法獨當一面，需要倚靠大量資料訓練才能成

特色的商品推薦、優惠給顧客。現階段自動

就一個優良的 AI。而 AI 能做什麼事情與提供

化、靜態的機械式客服無法與人心產生連結，

給它的資料息息相關，因此在建置 AI 聊天機

顧客期待更快、更有效率的解決方案之際，

器人時，依據科教館的服務邏輯設計選單式客

可以結合各式載體使民眾能方便透過語音輸

服，這能令觀眾與機器人的對話限縮在某一情

入與機器人對話，得到想得知的訊息，改變

境下，幫助聊天機器人更精準地給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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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知識資訊適性分類系統，把蒐集到的觀眾數據作有效運用，
以達到個人化服務的目的。
由於學員與會員身分可能重疊，因此

整合系統，讓數據資料能共享進而創造更

在功能選單上建置會員∕學員中心一次全

大價值，形成科普學習生態圈，讓收集的

部呈現，但依科教館會員、賽恩斯會員、

觀眾參觀歷程能與其他博物館共享資料。

網路科教館會員與實驗室學員不同的身分

加盟「跨館所學習履歷及推薦服務」，提供

所能享受的權限顯示所需的資訊，同時會

使用者綁定館所會員身分、「跨館所學習履

員會採取分級制度與紅利積點回饋機制。

歷及推薦服務的會員身分」機制，以及單

活動、課程及衍生商品報名或訂購功
能提供網站會員查詢活動、課程及衍生商
品，能立即報名或訂購，並提供線上金流
服務。

一簽入服務，以利無縫介接並把學習紀錄
寫入跨館所學習履歷及推薦服務平台。
知識資訊適性分類系統（預計 109 年
建置）─支援科教館數位學習和服務整合

後台管理系統提供相關管理人員進行

系統的課程、活動等適性推薦，透過知識

活動、課程及衍生商品發布管理、報表查

資訊適性分類系統，把蒐集到的觀眾數據

詢、顧客關係管理及行銷管理分析，後續可

作有效運用，以達到個人化服務的目的。

結合 ICT 設備（如智慧路燈、電子看版、行
動導覽 APP）、官網等進行即時推播服務。

步驟三：面對未來創新科技的發展，
為使具有各類豐富博物館管理經驗的同仁

機器人輔助客服（107 年建置）─人型

能更加純熟地應用數位科技進行館藏的推

機器人是應用於展場、實驗室、服務台等

廣、展覽規畫及課程研發，就五大類型知

實體場景的載體，透過智慧客服建構的全

能規劃教育培訓活動：物聯網技術與應用、

方位自主服務平台，把服務人員的回答標

互動數據收集與分析、數位行銷實務觀念

準化建立至知識管理系統，有效讓人型機

與工具應用、應用 STEM 精神開發課程、

器人運用。而人型機器人接收到的問題也

Tinkering 工作坊引導員。

能回饋至知識管理系統，透過大數據分析
了解觀眾的問題，協助改善服務品質，讓
科教館比客戶更了解其需求。
影像人流辨識（預計 108 年建置）─
利用具有邊緣計算能力的智慧攝影，在拍
攝時直接一筆一筆萃取個人明顯特徵，像
是性別、年齡、駐留時間等，再把資料掃
入資料庫，以減少儲存影片和傳送的時間，
想辦法在「準確」和「有效率」間取得平衡。
在不打擾觀眾的前提下，透過影像視覺數
據，考量個人隱私及個資問題去識別化後，
計算展區客流量、動線和熱門展品，部分

蘇萬生、蔡佳穎

區域規劃以人臉辨識方式提取有關年齡、

臺灣科學教育館推廣組

性別、情緒等資訊。
開放與協作的服務系統（預計 109 年

建置）─於 107 年建置靈活可擴充的服務

林欣璇
臺灣科學教育館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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