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故宮博物院兒童暨青年事務推動諮詢會
第二屆第二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地點：第一行政大樓大會議室
參、主持人：吳院長兼召集人密察
肆、出(列)席者(詳簽到表)
伍、會議資料(詳如附件)
陸、會議摘要
一、主席致詞：
前幾天本院辦理「數位人文論壇」直播，會中已明確提出故宮目標—「友
善的博物館」
，在各式各樣層面上達到友善；
「開放的博物館」
，包含 Open Data
與青諮會，並非關起門來想自己要怎麼做，而是要開放、聆聽大家的意見；
「智
慧的博物館」
，脫離傳統工業時代的做法，包含內部行政的管理、對外的運作，
都須借助智慧科技的幫忙；「普世的博物館」，不是只有台灣的、中國的、中
華文化的博物館，現在有雲端，且我們的文物本身就有普世的水準。
綜合以上四點，故宮會有很多的改革。Open Data 用比以前更快的速度
上傳，讓民眾在線上策展，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用我們所釋出的資源，做
故宮線上策展。這些文物是我們為全人類保存的文明遺產，是全人類都應該
來詮釋它。這波疫情讓大家看到數位與網路是 21 世紀博物館都會做的事，既
然有這麼好的科技可以幫忙，就應該把這些全世界的文明遺產，大量的、積
極的開放出來。還有最新的 5G，使得傳輸不再是瓶頸。
這些新科技幫我們做出很好的條件，我們會不斷地往剛剛說的這幾個方
向走。除了青諮會之外，我們馬上會成立有國內外專家的「展示諮詢委員會」
。
我們會引進院外、國外人士的意見。這是故宮很好的機會，疫情是危機也是
轉機，這些科技讓我們的改革相對簡單，也希望持續獲得大家幫忙。
二、報告事項(略)
1.報告案一 (10 分鐘)
案由：「線上故宮」業務報告 (報告人：教育展資處資訊統合運用科)
2.報告案二 (10 分鐘)
案由：北院教育推廣業務報告 (報告人：教育展資處教育推廣科)
3.報告案三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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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南院親子月活動規劃報告 (報告人：南院處教育展資科)
三、意見交流：
(一)孫諮詢委員梓云：
這次我剛好有機會和院長一起錄製 Podcast 第一集，在第一集當中的提
問都是我和兩位青年代表蒐集學校同學的問題，原本對於錄音現場感到有點
擔心，也不知會不會得到年輕族群的青睞，後來收聽內容覺得效果還不錯。
我有推薦給我的同學收聽，他們相當喜愛在睡前重複收聽，認為可以沉澱心
情，並推廣給自己的朋友。學校教授也有聽到，回饋說節目不錯，認為院長
很有趣。我認為這個談話性的企劃很棒，效果比預期中好，讓聽眾覺得較為
親近。
※本院吳院長密察回應：
我記得錄音當天，孫梓云同學問我：
「這些題目可以問嗎？」我回復：
「台
灣是自由的社會，為什麼不可以問。」我可能答得不好、丹田不夠力、聲音
低沉，所以讓同學覺得有催眠效果。重點是不要太嚴肅，大家把故宮的院長
想太嚴肅了。
(二) 劉諮詢委員惠媛：
今天聽的三個報告案，讓我覺得很感動。因為在疫情期間，全世界博物
館、美術館都在鴨子划水，面臨來館人數遽降的狀況。而故宮則和世界一流
的博物館、美術館一樣，是用策略性來思考如何有目的的行動。如同院長說
的，危機就是轉機。大型的博物館比較不會使用迷因、搞笑，是有分層次在
進行，像是故宮的 Open Data、Google Art Project、街景式觀覽等，都很
有格調、非常吸引人，可以感受到故宮團隊的專業、經驗與熱忱，讓我很引
以為榮。尤其是善用工具的意義，不管是線上策展和 3D 內容，都是為了運
用新的工具開發新的觀眾。
疫情後，各個博物館都在打開雙手，嘗詴利用不同途徑去親近觀眾，我
想這是很專業的問題。看到南院、北院將策略性的思考轉化為 Action Plan，
設計很多的活動。站在博物館同業看來，未來博物館不只是展覽中心，也是
創新中心、教育中心與資源中心，故宮一直是領先的，我覺得相當感動。
我同時也是教育部美感與設計創新團隊，我們在這段期間也做了美感與
AI 的結合，用「美感智慧」做了給 11-15 歲青少年的報紙。報紙本身是美感
教育，我們也做了跨域的嘗詴，最新一期則是 AR。用手機可以看到台灣年輕
團隊的作品，比如以「設計」為主題，房間就能用 AR 上色。用平凡的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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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閱讀的行為跨域，我們做的是並非傳統的藝術教育。上一期主題為
「傳播與溝通」
，運用象形文字、埃及文字，我們也規畫故宮的清明上河圖、
講了歷代的藝術家怎麼與人溝通、芬蘭孩子如何。我們想讓孩子知道，世界
很寬廣，除了純美術之外也有別的。我們目前在嘗詴進入 100 個班級實驗教
育，訓練老師如何連結素材進行培養美感的教學，我們連結天文、地理、生
物、新聞攝影等，之後才進到美術設計，希望有機會能跟故宮一起合作。
(三) 許諮詢委員芯瑋：
從剛才聽到的報告案看來，我認為目前故宮所有進行的計畫都符合院長
的願景，是一個開放、友善的環境。身為年輕人，我可以感受到故宮跟小時
候已經不一樣了。上一次來故宮是看「鄭問」展，再上一次就是國小學校旅
行了，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對故宮的印象都還停留在陰暗的形象。今天參訪
在兒童學藝中心拍了很多照片給家人看，他們也都很驚訝看到故宮變得這麼
不一樣。
我剛剛上了故宮 Youtube 頻道，發現了很多新的影片，比如高中生跳舞
等等。但我個人有觀看紀錄的，則多為北京故宮的影片，比如「我在故宮修
文物」
。剛才我也與登錄保存處岩處長交流，處長相當熱情，我建議故宮與
其僅是修完文物展示給觀眾看，更可以將這個過程開放讓觀眾參與，並不是
讓觀眾一同修復，而是讓觀眾了解修復文物的過程。我們這一輩年輕人很快
也要成為家長，要怎麼樣吸引這一輩的眼球，用青年的語言創造更多互動，
很值得期待。
※本院岩處長素芬回應：
故宮一直都有保存維護專業影片的呈現，如公視幫我們拍的修復影片。
我們可以詢問可否連結至本院官網。
(四) 林諮詢委員啟維：
最近幾個月我較頻繁來到故宮，為兒童學藝中心展示更新審核，並提供
建議，感受到故宮的用心。故宮的活動相當吸引人，然我親自體驗南、北院
網頁訊息，並沒有更進一步的連結與更新的資料。如果在故宮網站上讓大家
體驗淺嚐部分關卡，會更加吸引人，讓整體宣傳上補上臨門一腳。例如許多
企業和政府機關的活動網頁以互動的介面，透過小動畫讓觀眾有興奮期待
感，以及一些資訊的補充。
建議兒童學藝中心開幕之後，可以規劃一些闖關活動。空間是「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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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一個 Campaign(活動)來「主動」宣傳，效果會更好。
※本院吳院長密察回應：
我們的官方網站有改善的必要。本人關切故宮官方網站已久，博物館的
網站應以使用者角度出發，而非以業務內容為考量，我們的官方網站目前正
規劃要改善。台灣政府機關的網站，「化石化」的比例很高，我們一定要有
專人更新、維運，否則無法滿足觀眾的需求、與時俱進提供資訊。
(五) 祝諮詢委員本堯：
疫情對產業有很大衝擊，我很感動故宮以積極的方法，用策略性的角度
行動，沒有失去一流博物館應有的作為。我分享這段期間我們公司城邦的改
變與經驗給大家參考：
1. 疫情影響最大的衝擊不是內容的給予，而是廣告。現在有很多廣告商抽
單，即使增加會員，營收卻大幅下降，流量再也不是獲利的保證，這與以往
是完全不同的情況。我們發現這麼多的產品，在資訊過載的情況下，能靜下
來看書、觀看內容的狀況是很少的。相較過往 SARS 期間，這次疫情間看書
的需求並沒有增加太多，但是音頻產品(如 Podcast)需求則是相對地增加，
也獲得好的反應。
2. 因為在這段期間，流量不是獲利的保證，所以過去許多以流量為經營者
的人，會開始「蹭流量」
。舉例，現在因為無法出國，許多人會去台灣熱門
的景點，所以很多網紅就會提早去到該景點拍照片，在別人搜尋時就會看到
他們的照片，他的紀錄會被 Google 搜尋結果排在前面。在這段疫情期間消
費緊縮，民眾渴望外界資訊，透過「蹭流量」的方式可以有效增加接觸率，
讓原本與我們無相關的人群與我們發生接觸。
3. 增加接觸率是希望更多人進來，部分人被「圈粉」
，這樣就能成功，不用
花太多廣告費。我認為「化石化」的網站不一定全部錯誤，以公路局來說，
因為人們對他有需求，所以不須招徠客群。但像博物館是以服務為主，則無
法「化石化」
。過去故宮有一定的地位，然現在一般人透過網路也能夠有話
語權，所以故宮必須要主動，而 Campaign(活動)是一定要做的。這些活動的
知識內容可能較為淺薄，但是能夠吸引觀眾，找到新的接觸。
4. 對於內容業者來說，5G 跟內容到底有什麼關係？我們公司研究了一年，
目前仍找不出結論，5G 究竟有什麼必要性？希望在座先進跟我們一起尋找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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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劉諮詢委員安婷：
我這次來到現場有兩個身分，在家長的身分上，我要謝謝故宮，在我懷
孕期間來到故宮的次數比過去都多，因為來到故宮是很好的胎教。
而在工作場域上面，我負責的單位是 TFT(Teach For Taiwan，為台灣而
教)，在 2017 年曾有幸和故宮合作，我們是關注台灣偏鄉教育，所以今天也
會以偏鄉、資源弱勢地區的角度，來去思考故宮可以多做什麼事情。
在剛才參訪的行程當中，感受從孩子視角出發的體驗、哺乳室的設計、
還有院長願意做 Podcast，這麼快速變動的思維，我不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些都讓我相當感動。而從偏鄉教育的角度，看到許多的嘗詴也讓我很感
動，等一下的建議也並不是代表故宮做的不好，而是可以一起來思考如何進
步。
TFT 在思考偏鄉教育、教育不平等的議題之下，會以 3A 的角度來進行：
Access(普及性的)、Achievement(認知型的、學業成就)、Aspiration(非認
知能力、自我認同感、恆毅力、整合力)。故宮目前已做的偏向 Achievement，
像是知識庫的建立、STEAM 課程的結合，尤其是透過線上資源，讓不同地區
的孩子都能看到關於 Achievement 相關的內容，因此我今天主要以 Access
和 Aspiration 的方向進行討論。
在 Acccess 部分，可以與院長所提及的「Friendly」(友善的)相扣。近
年來，偏鄉教育是熱門搜尋字，但許多人出發點常常是自己，而非從使用者
出發。例如，很多活動需要偏鄉老師花費力氣申請，但偏鄉學校人力已短缺，
孩子家庭也功能不佳，老師們在疲倦的狀態下，已沒有力氣做常態性的申請
與文書工作。如果我們要從 Friendly 的概念提高 Acccess，我建議：
1. 轉換方向性，不是讓資源等著「被申請」
，因為資源末端的學校較無餘裕
申請。可透過地區深化的合作可能，與地區的種子老師與種子家長進行常態
性、深度合作，應充分利用在地網絡，透過在地大使推動雙向的交流。建議
於區域找種子、深化的窗口，是以常態性的存在，而非一次性。
2. 另外想知道故宮思考這些活動目標時，對於未來偏鄉的想像為何？比如
剛剛看見有 71 所學校來參訪，也有原住民學校數間，但台灣有 1000 多所的
偏鄉學校，所以目前服務的比例仍較低。好奇未來中長程的規劃為何？服務
的普及率會多高？期待他們與故宮的關係會是什麼？
最後，從 Aspiration 的角度來看的話：
1. TFT 過去曾與台中國家歌劇院、兩廳院合作過，他們會事前規劃課程，提
供模組化機制，讓孩子先了解古典音樂會為何、進入場地時的行為，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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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家長一起參與，並在前置的模組讓家長一同參與。學生回去後也有模組
化教案，讓學生反饋經驗，使學習深化。孩子在前後深化的模組教案當中，
發展起對音樂、文化的興趣，如果只有參加一次性，則效果有限。
2. 另外，國外有博物館成立了 Children’s Council，類似於疫情中的「兒
童記者會」，翻轉過去對於兒童使用者參與形式的想像，故宮未來也可考慮
徵詢偏鄉孩子的意見，與偏鄉孩子深度的合作。
※本院徐處長孝德回應：
故宮長期服務偏鄉，比如創魔列車進校、進班，以及數位微型展，我們
也辦理種子教師的培訓，並運用奉天宮、龍山寺的經費，邀請學生來到故宮
參觀、也參觀台北的其他景點。後續如有需要，則可透過教育資源鏈結，至
故宮教育頻道，隨時取得教育資源。以上是故宮目前辦理的情況，故宮還有
很多提升的空間。今年我們會進入 80 所小學，也有一些學校還沒確認，委
員有提出的部分我們會繼續努力。
※劉諮詢委員安婷補充：
補充說明，偏鄉還有偏鄉中的偏鄉，比如恆春半島的資源就少於屏北、
花蓮的南區與花蓮市的資源也不相同。在 Access 的部分，未來如果有機會，
有我們可以協力的地方希望可以一起合作。
(七) 孫諮詢委員瑋成：
每次來故宮看到的東西都很不一樣，我想針對大專生使用者立場分享一
些想法：
1. 回應梓云所說 Podcast 的節目，Podcast 很方便，開車、坐大眾交通工具
都可以聽，是養成課外學習習慣的好工具。我建議未來故宮可以考慮找故事
型 YouTuber 一起合作，行銷效果會很好。比如 YouTuber 老高與小茉的敘事
手法會包裝成解謎的過程，觀眾會想在節目找線索。
2. 故宮有非常豐富線上資源的推廣，但大專生可能不太知道如何使用故宮
的資源和工具。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聽到剛才的介紹，像是新生入學時，學校
會告訴學生如何使用學校資源。是否有針對大學生做推廣的可能？我過去從
擔任校園大使推廣的任務，校園大使可以透過撰寫與學校議題相關的文案，
結合社團、課外組，整合學校內的資源與學校的定位。我建議可以透過學校
大使、校園小幫手來宣傳，把資源推向高中生、大學生。
3. 在官網的部分，以大學生的角度來看，很多活動都是針對專家或親子，
建議在網站上分別年齡層，例如成立大專生的專區，將資源整合，可以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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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跟故宮有所連結。
4. 透過種子與平台，建立青年與故宮的話題與社群，不管是大專生資源平
台、YouTuber、Instagram 等。我建議可以考慮更照顧大專生這個社群，因
為其實他們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建立類似「公民參與討論」的機制，讓
青年能夠一起討論關於故宮的資訊。
※本院徐處長孝德回應：
回應孫委員所說，補充說明故宮目前運用 Open Data 辦理「線上策展人」
比賽，這個活動即是鼓勵大專生運用 STEAM 素養，與故宮合作，也是一種非
典型的振興方案。
(八) 王諮詢委員俊傑：
現在博物館的經營非常困難，如何兼顧學術專業、深度與普及性的人
流、教育性，兩者之間如何達到平衡是個難題。方才院長所提成立「展示諮
詢委員會」，我認為可以把展示與內容策畫做更好的連結，現在國際大館都
在這兩者當中著墨，雖然還有線上、數位、推廣等周邊的活動，但我認為博
物館本館的主體還是最重要的，畢竟是一個館對外身分的代表。
剛才我們參觀兒童學藝中心，兒藝中心是很重要的，以龐畢度來說，兒
童的展示空間與思維與給大人看的展是不一樣的。我剛剛在看兒藝中心時，
覺得空間有點小，以新媒體展示為主體，會有許多限制，相較於傳統展間，
需要比較多後台與腹地。進入展間如能有更好的動線，針對較小年齡的互動
的關係，效果能夠更好。重視兒童藝術是很好的事，希望故宮可以給兒童更
多的資源，跟給大人的資源比例可以平衡一些。
關於故宮 Instagram，我建議應該要減少資訊，以經過設計、快速的視
覺概念為主。我認為「小小的我遊故宮」影片很有趣，建議這個部分可以發
展成一個系列，而青年節用現代術語套用也很好。而唐鳳跟副院長對談的宣
傳，建議不應放資訊，而是活動中的側拍以及與文物的關係。建議針對不同
媒體來設計資訊的呈現，因不同媒體的對象與功能皆不同。
教育部新課綱開始實行，較重視美術、新媒體藝術、藝術生活等議題。
剛剛看到故宮有與歷史學科中心合作，建議未來也可以考慮跟美術學科中心
合作，擴大故宮與教育的關係。
故宮活動是相當多樣性的，非常用心的與劇團、設計師、網紅合作。但
故宮為國際級博物館，應提升對於「跨領域」的思維，跨領域是要打破類科
的限制，應該要有一些思考與設計，比如與表演藝術合作，是要透過不同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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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新思維，討論把不同領域的創作手法帶入，目的是要創造一個大家沒有
體驗過的新形式，對故宮產生新的藝術思維。跨領域思維在推廣時要有個全
面的提升，進入一個不一樣的層次。
(九) 黃諮詢委員意晴：
做為一個 20 歲且科技成癮者，以我的角度提供一些建議：
1. 在兒童學藝中心部分，除了新媒體藝術的導入，建議增加一些其他感官
體驗。並且建議將各議題敘述完整，以現在生活中延伸的有古今差別物件的
轉換，例如現代社會使用工業生產的塑膠袋，而以前的人是用什麼來裝東
西？利用完整敘述幫助孩子深入理解。另外，建議多讓年輕人展現自我，除
了可以掃描展示自己的畫，可以設計連結分享到自己的社群媒體。
2. 在導覽大廳的部分，我相當喜愛呈現出書法作品的釋文的互動功能。
3. 在 Google Art API 的部分，我曾於半年前申請 API，目前尚未通過，建
議在受理速度上可以改善。
4. 配合教導 AR 濾鏡的教育推廣活動課程，建議可以創造一個故宮專屬的
Instagram 濾鏡，以此包裝故宮品牌，並作為一種示範，例如現在許多歌手
發佈新專輯時，也會透過符合專輯形象的濾鏡宣傳。
5. 在 5G 的議題上，在數位媒介的資訊給人帶來更多的選擇，在 VR 體驗當
中，一般拍攝手法為單向，如需拍攝影片則使用九宮格的拍攝方式。在 5G
的形式上，可以眼動儀追蹤，例如看電影時，可以追蹤想要聚焦的人物視角，
促進觀影後的討論。
6. 在故宮青諮會議的建議上，許多委員會在筆記上記錄再口頭報告，有很
多內容會缺乏文字補充，無法描寫完整。建議開啟線上同步編輯的 Google
文件，讓委員們撰寫自己所陳述的內容，並且透過電子內容取代紙本寄送，
也讓更多人理解青諮會的作用和任務。
7. 建議與現代時事結合，例如在下半年度最大的活動就是跨年，建議可以
辦理在故宮跨年的活動，可以讓大家看看古代人如何跨年。透過古今之間節
日與文物之間結合、創造火花，將人群吸引回故宮。
8. 因本人目前亦擔任台北市的鄰長，在每個鄰當中常有辦理參訪政府機關
的活動，建議故宮與台北市合作，透過鄰長成為種子，帶著社區裡的隔代教
養的家庭參訪故宮、聽導覽。
(十) 李諮詢委員柏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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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針對數位化的部分做說明。數位化是一直在進行的方向，因為疫情
而將這件數位化向前推進。剛才參訪兒藝中心與導覽大廳，皆為常設展，我
覺得是很好的方式，讓孩子和一般觀眾透過數位方式接觸故宮的文物，是一
種數位的入口。關於數位化的部分，以下一些提問：
1. 3D 數位典藏有各式各樣的應用，想問故宮的檔案格式是什麼？立體的、
貼圖的、材質的檔案，如何做管理？網路上這幾年看到許多的案例，例如大
英博物館 Open Source，讓大家可以下載他們的模型，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
自己 3D 列印，變成家具、擺設，讓文化進入他們的生活。以及 IKEA 之前也
使用 AR，讓民眾可以直接看家具。Google 今年也推出 Google AR，可以在畫
面中產生動物。在這當中，台灣則可能會有文資法的問題，如何將製作的 3D
檔案推送至各種應用的方法？
2. 如何儲存會是個議題。國際上有組織在做各種遺跡的 3D 掃描，為了在天
災人禍意外後，可以修復世界上的遺跡。想問故宮所掃描的 3D 檔案是如何
保存這些已經做好的檔案？
3. 數位把所有現實的東西變成 0 與 1 的檔案形式，打破空間限制，可以延
伸成各種策展方案，可以有更多連結性。例如跨時、跨地域的博物館合作，
或與非博物館機構合作。
4. 《一級玩家》在講 VR 虛擬遊戲，每個人都可以創造角色，跟現實生活不
一樣。今天所說到的「線上故宮」，在虛擬的世界裡，跟現實的故宮有什麼
不一樣？在《動物森友會》的故宮當中是一種線上故宮、網站也是一種線上
故宮，或許在 VR 裡面，故宮可以是個遊樂園，可以運用大數據塑造不同的
線上故宮的樣貌給不同偏好的人看。以 VR 來說，NBA 可以付費讓人用 VR 看
live 球賽。像演出也可以使用 VR 等工具直播，可以產生線上與線下的連結，
互動展示也是一種方式，或是在行動載具上有什麼提升連結性，將虛擬和生
活透過數位的方式連結在一起。
(十一) 黃諮詢委員意晴補充：
建議在硬體外觀上要說一個完整的故事，例如志工的衣服建議也該改變
成冒險家的樣子，並且小孩子問他的時候，一律回答我是小翠的朋友、冒險
家的一員，這部分可以參考迪士尼玩偶的做法。
※王諮詢委員俊傑補充：
之前曾在倫敦博物館，每周的博物館日期間，有許多穿著白袍維修員服
裝的教育人員，進行實境的教育導覽，很活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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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諮詢委員瑋成補充：
「驚奇製造所」以情境式、實境的體驗，辦理微醺大飯店的活動，以故
事帶領人們進入場景，可以帶出人的情感，與生活有所連結。
四、召集人總結
感謝各位委員集思廣益，就本身的專業提供很多很好的建議。剛才報告
時間太多，讓大家無法暢所欲言，以後要留多一點時間給委員發表。U 字型
的會議空間過於制式，需改變開會空間，或者是把開會的頻率增加，請承辦
單位再思考。今天很謝謝各位委員！
五、散會(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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