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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文化藝術蓬勃發展，越來越多人前往博物館欣賞歷史文物以增廣見聞。然而博

物館面積廣闊加上展品多元且繁多，參觀者倘若要在展館中找尋特定展品需花上不少時

間。因此，若能利用資訊科技並結合多媒體互動技術應用於博物館導覽，使參觀者便捷

的了解博物館展覽中各種訊息，將是參觀者的福音。本研究利用 Wi-Fi 微定位、FCM 與

擴增實境等技術，並整合政府及博物館開放資料庫，建置一套博物館智慧導覽

「i-Museum」APP 系統。此系統提供使用者在博物館中全方位導引與展品資訊，並結合

開放資料中展覽設施，以互動性導覽方式使參觀者享受新穎且便捷的參訪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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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文化藝術蓬勃發展，越來越多人前往博物館欣賞歷史文物以增廣見聞。然而博

物館面積廣闊加上展品多元且繁多，參觀者倘若要在展館中找尋特定展品需花上不少時

間。因此，若能利用資訊科技並結合多媒體互動技術應用於博物館導覽，使參觀者便捷

的了解博物館展覽中各種訊息，將是參觀者的福音。本研究利用 Wi-Fi 微定位、FCM 與

擴增實境等技術，並整合政府及博物館開放資料庫，建置一套博物館智慧導覽

「i-Museum」APP 系統。此系統提供使用者在博物館中全方位導引與展品資訊，並結合

開放資料中展覽設施，以互動性導覽方式使參觀者享受新穎且便捷的參訪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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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ar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promoting 

museums and admiring historical relics to cultivate cultural quality. However, the large area 

of the museum and a large number of exhibits. Visitors often can’t find the target exhibits and 

public facilities immediately in the pavilion. Furthermore, they waste a lot of time looking for 

the way. If we can app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ultimedia interactive technology to 

museum navigation, we can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learn more about 

museum exhibitions. 

This study uses Android Studio SDK, combines with the Wi-Fi positioning system, FCM 

push not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Augmented Reality. And connect with Government Open 

Data and Museum Open Data. Building up a museum's intelligent navigation application 

system called "i-Museum". This system contains four functional modules, which are the 

Outdoor module, Indoor module, Exhibition module and Member module. Through this 

system provides users with all-around guidance and exhibits information in the museum. In 

addition, the open data provided by our government are used for providing the attractive is 

used to provide attractive museums or exhibition facilities, to facilitate the user's navigation 

method. So that users' can enjoy the novelty and convenience of vis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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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民眾的日常生活與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之間的關係更為

密切，許多人在工作、休閒與社交上更將手機視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因而改變了

生活型態，隨著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用品的成長，根據資策會 2015 年調

查資料顯示，國內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已達 73.4%，預估約 1525 萬使用人口，平板電腦

普及率達 32%，推估約有 665 萬用戶，且行動裝置不僅在中低年齡上廣泛使用，透過調

查也得知在中高齡層族群的普及率逐漸提高(iThome，2018)，行動裝置用品的普及率與

日俱增，使人民的日常生活已和行動裝置用品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人手一機幾乎是路上

隨處可見的景象。 

依目前發展趨勢研判，台灣行動裝置用品的普及狀況將逐漸趨於成熟，

且隨著 4G 行動網路的全面普及以及智慧型手機應用的多元發展，台灣民眾使用智慧型

手機的時間逐年增長，手機上使用進行的活動也更加豐富與多樣化。據 Google 台灣數

位消費者研究報告數據顯示，有 96%的台灣人每天上網(中央通訊社，2018)，此比例高

居亞太第二，僅次於第一名的香港，其中有 51.5%的民眾屬於手機中度使用者(每天使用

手機的時間為 2 至 5 小時)，而有 28.1%的民眾每天花超過 5 小時滑手機，屬於重度使用

者(資策會服創所，2018)，手機連結網際網路的行為已逐漸取代民眾用桌電上網的習慣，

也連帶擴大民眾對行動裝置上網和無線區域網路上網的需求，顯然行動裝置成為了生活

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 

近年來台灣文化藝術發展蓬勃，而文藝活動推廣也成為國家的發展重點之一，在國

內越來越多人推崇參與文藝活動，尤其是前往博物館及美術館，欣賞歷史的古文物與先

人的智慧結晶藝術品來陶冶文化素養與內涵，因材質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而腐壞，因此

將這些文化資產傳承下來，保存歷史發展的軌跡也是國家的重要議題。民國 71 年公布

實施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其宗旨為保存與活用文化資產，充實國民文化精神，並發揚多

元藝術文化，不僅奠定了保存文化資產的政策與制度，同時展開了臺灣對文化資產保存

的重視(林一宏，2011)。民國 101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升格為「文化部」，文資總

處籌備處同時改組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持續地透過文化政策的推動，執行文化資

產的保存與維護，建構出一個完整且健全的文藝環境，將文物資產以多面向的方式呈現

給社會大眾。 

博物館雲集珍稀的國寶及文物，包含藝術作品、生活及儀禮器物及圖書文獻，透過

博物館及展示廳將重要古物及國寶保存其價值與脈絡，使文物資產得以延年益壽。除了

將重要資產進行保存外，向推廣國民推廣文化資產也是重要的環節，提升國民對古物及

國寶了解，呈現出我國珍貴的歷史價值，以活用文物資產，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

元文化。一般來說公共展覽空間的尋路系統之優劣是直接影響參觀者對滿意度的重要因

素(陳明石、巨佳珍，2013)，而博物館面積廣大與展品量龐大，且各展品分散展館四處，

參觀者要在展館中找到特定的展品實屬不易，且博物館所提供之導引資訊的平面圖有些

標示不清，各個展廳位置與方向有時會讓參觀者難以掌握，易造成參觀者尋找文物的時

間增加，使參觀者在參訪過程中造成不便進而影響到參觀的興致。此外，傳統博物館的

展覽活動大多聚焦於前往博物館中欣賞實體的藝術品，然而博物館中保存許多珍貴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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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真品，無法經常因應大眾的需求而隨時進行展覽活動，而且文物真品要移動到不同地

區的展館進行展覽更是工程浩大，要耗時許久才可辦理一次，使得參觀者必須前往博物

館才可欣賞到這些稀世珍寶。 

現代博物館的主要功能為保存展品及展示展品，其中展示展品更是博物館與參觀者

建立互動關係的有效方式，良好的展示方式可有效的傳遞資訊，使參訪者對於導覽內容

產生興趣(陳昱璉，2017)，目前博物館的導覽主流方式以展品的紙本說明資料、展品語

音導覽機具或專人的導覽服務，然而這些導覽方式會面臨設備或人力不足的問題(徐盛

軒、郤威麟，2015)，隨著科技演進，博物館導覽服務的方式也不斷革新，除了傳統的

展品文字說明資料及專人進行導覽服務，多媒體互動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也成為博物館

導覽解說的重要工具(林宏熒，2006)，藉此不僅能夠支援語音機具與人力的解說，使博

物館展示資訊的傳達更為多元，同時也可為參觀者提供更多樣化的導覽方式，進而提升

博物館在導覽解說上的質量。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發達和手機的普及化，以及文藝活動的發展蓬勃成長，倘若能將

資訊科技結合多媒體互動技術應用於博物館導覽，建置一套行動 APP 系統，提供參觀

者於博物館中全方位的導覽服務與更豐富的導覽管道，不但為博物館解決現存的問題，

同時還可以提供更多觀眾深入了解博物館展品和展覽的機會，不但可以加深國民對於文

物資產的印象，還可以帶動國家的文化發展。 

本研究利用 Android Studio 系統環境開發工具，結合 Wi-Fi 微定位、FCM 推播與擴

增實境等技術，並整合政府開放資料庫與博物館開放資料庫，建置一套博物館智慧導覽

「i-Museum」APP 系統。透過本系統的展館室內導引功能，使用者可在展館中查詢出欲

觀賞展品及公共設施之最短可行路徑，將最佳路徑之視覺化方式呈現於博物館平面圖畫

面中，來進行導引使用者到達目的地，提升使用者參觀的便利性。而當使用者到達目的

地後，可透過圖文並茂的展品智慧影音講解，即可立即獲取詳細的展品資訊，提升參觀

者對展品的了解。 

為了增加使用者參觀時的趣味性，本系統規劃了電子集章活動，將博物館的當期展

覽訊息與展品資訊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呈現在行動裝置上，不僅是與參觀者互動活動的平

臺，也是獲取展館內服務資訊的管道。不論使用者身在何處，都可接收到博物館最新的

展覽資訊推播，以利使用者了解當期展覽資訊，藉此吸引參觀人潮，同時也幫助博物館

達到宣傳之目的。除此之外，使用者可隨時查詢鄰近的博物館與文物展覽設施，並透過

室外導引功能帶領使用者前往目標展館，並結合開放資料中多樣化的文藝展覽設施，以

互動性導覽方式使參觀者享受新穎且便捷的參訪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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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本章將探討「行動裝置開發技術」、「雲端儲存技術」、「擴增實境技術」、「BLE 

Beacon 技術」及「Wi-Fi 微定位技術」之文獻，本研究從使用性與功能性的技術，以及

相關應用案例來比較其優劣，作為後續研究上的依據。 

一、 行動裝置開發技術  

Android 是 Google 公司基於 Linux 核心的行動作業系統，對於系統開發者而言，

Android 提供完整且友善的開發環境，並支援各種先進的繪圖與網路等處理功能，使開

發者撰寫應用更為方便，對於行動裝置者而言，由於 Android 搭載 Google 帳號，因此行

動裝置可在使用者更換裝置後，保留原有帳號之資料以持續地使用（鄧文淵和文淵閣工

作室，2017）。 

二、 雲端儲存技術 

雲端的基本概念，是透過網路將龐大的運算處理程序自動分拆成無數個較小的子程

序，再由多部伺服器所組成的龐大系統搜尋、運算分析之後將處理結果回傳給使用者，

透過這項技術，遠端的服務供應商可以在數秒之內，達成處理數以千萬計甚至億計的資

訊，達到和「超級電腦」同樣強大效能的網路服務。它可分析 DNA 結構、基因圖譜定

序、解析癌症細胞等高階運算，例如 Skype 以點對點（P2P）方式來共同組成單一系統；

又如 Google 透過 MapReduce 架構將資料拆成小塊運算後再重組回來，而且Big Table 

技術完全跳脫一般資料庫資料運作方式，以 row 設計儲存又完全的配合 Google 自己

的檔案系統（Google 檔案系統），以幫助資料快速穿過「雲端」，雲端運算的產業三

級分層：雲端軟體、雲端平台、雲端設備（許建川，2012） 

在安全管控方面，在過去由於雲端儲存的使用者來自世界各地，其網際網路協定

（Internet Protocol，IP）來源位置經負載平衡器及SSL加密並轉換地址，要取得真實IP

有其困難性，如今雲端技術可即時追蹤使用者IP及完整的連線過程，並可對網路IP資料

庫進行過濾，必要時還可進行施以阻隔或監控。此外，採取分散式的運算方法以接近即

時的統計使用量，包括存取檔案數、目錄數量、平均檔案大小及總使用量等統計，該統

計可做為防範異常用量的使用行為分析(朱金城等，2012)。 

三、 擴增實境技術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概念與應用擴增實境為在同一介面空間結合虛

擬和真實物件的數位技術，在視覺上會感覺虛擬的物件存在於現實的物件中。故在系統

中讓使用者感知到真實與虛擬的環境，即為擴增實境。也就是其產生的影像，為實體物

件與系統加上去的虛擬物件的組合。主要技術為根據擴充實體的物件來增加使用者的感

知，所以擴增實境又被稱為「擴充實境」、「擴充現實」，也有稱為「增強現實」，不

過所指的都是結合虛擬與實體的 AR 概念（卓詠欽和王健華，2008）。 

四、 BLE Beacon 技術 

BLE Beacon技術簡單的來說是一個小型的訊息基地，而多個Beacon能構成訊息服務

網路。BLE Beacon 技術是基於Bluetooth 4.0所研發，通過使用低功耗藍牙技術（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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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Energy，BLE），任何支援 Bluetooth 4.0的裝置都可以接收到Beacon發送器所傳出

的訊息。當設備進入該區域時，相應的應用程序便會提示用戶是否需要接上這個訊號網

絡，用戶便能使用手機或回饋Beacon所推播的資訊（湯國俊，2015）。 

五、 Wi-Fi微定位技術 

Wi-Fi 俗稱無線網路是由 Wi-Fi 聯盟（Wireless Ethernet Compatibility Alliance，

WECA）發出的一個證書，用於保證 802.H 系統的互操作性。它主要解決區域網中移動

裝置與基站的無線接入，速率有 1Mb / S 和 2Mb / S 兩種。智慧手機可以通過主動掃描

和被動掃描來獲取 Wi-Fi 的熱點 AP。主動掃描是手機在掃描的同時主動發送探測請求

幀，通過收到探測請求幀來獲取網絡訊號;被動掃描是指手機通過幀聽 AP 定期發送的

Beacon 幀發現周圍的無線網絡訊號（Lassabe, Canalda, Chatonnay, Spies, & Charlet, 

2006）。在連接到 Wi-Fi 網絡之後，就可以利用 Wi-Fi 對手機進行定位。 

只要擁有足夠 AP 覆蓋的區域，Wi-Fi 定位就可以被實現，僅需要仰賴現有的 Wi-Fi

網絡，使用成本較低，並且 Wi-Fi 訊號受非視距影響較小，即使在有障礙物的情況下也

能正常使用。就目前來說，大多基於 Wi-Fi 的定位系統都利用 RSS，其方法主要有兩類：

三角定位法和位置指紋辨識法（陳小龍，2013）。指紋定位較可以迅速且精確算出使用

者的位置，但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採樣上；而使用三角定位方式便於快速部

署，但當環境有所變更時，例如 AP 天線變化、位置變化、加入或者拆了隔板，都會造

成信號強度的變化，造成精準度下降。相較於以上兩者技術的特色，選擇指紋定位技術

較符合本研究之需求。 

六、 現有相關系統比較 

本研究針對相關應用案例來比較其優劣，包含帶著故宮走 Discover NPM（Google 

Play，2018）、文物傳說（Google Play，2018）及文物傳說（Google Play，2018）等，

本研究擬開發系統與相關應用案例功能比較彙整如表1所示。 

表1：本研究擬開發系統與相關應用案例功能比較 

       APP 

功能 

故宮帶著走 

Discover NPM 
文物傳說 故宮常設展 

本研究擬開發

系統 

當期展覽資訊     

展館參觀資訊     

室外導引    

室內平面圖導引    

智慧影音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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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研究擬開發系統與相關應用案例功能比較（續） 

會員專區    

展品資訊搜尋    

FCM 推播    

擴增實境    

電子集章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系統具有之功能 

由表 1 中可得知，現今的博物館 APP 提供了當期展覽資訊、展館參觀資訊及展品

資訊搜尋等等功能，而本系統除了結合上述既有功能外，系統提供室外導引，方便帶領

使用者到達目的地，以室內平面圖的方式引領使用者快速地尋找到特定展品與公共設

施，亦提供智慧影音導覽功能，讓使用者可立即獲取豐富且詳細的展品影音資訊介紹。

本系統提供展品資訊搜尋功能及互動性電子集章活動，將展品依照不同類別進分類，並

可透過關鍵字進行展品搜尋，亦結合擴增實境的電子集章活動，讓使用者參觀博物館時

不再枯燥乏味，並可透過會員專屬的 FCM 推播，得知博物館最新展覽資訊，以提供參

觀者更多深入了解博物館藏品和展覽的機會，充實國民文化素養與內涵，發揚文化與藝

術活動。 

參、 設計方法與系統設計 

本研究利用 Android Studio 系統環境開發工具，結合 Wi-Fi 微定位、FCM 推播、擴

增實境等技術，並整合政府開放資料庫與博物館開放資料庫，建置一套博物館智慧導覽

「i-Museum」APP 系統，本系統架構圖如 1 所示。 

 

圖 1：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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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擬開發的模組，包括室外導引模組、室內導引模組、展品資訊模組和會員模

組，分別敘述如下。 

一、 室外導引模組 

室外導引模組利用政府開放資料及 GPS 即時定位功能，搭配 Google Maps 將使用者

周遭的博物館及文物展覽設施標註在地圖上。使用者可搜尋鄰近的博物館與文物展覽設

施，即時獲得展館基本資料，並帶領使用者前往目標展館，同時也方便使用者進行參訪

上的安排，讓遊客的遊覽更具知識性與趣味性，進而帶動當地的文藝觀光發展，室外導

引設計架構圖如圖 2 所示。 

 

 

圖 2：室外導引設計架構圖 

二、 室內導引模組 

室內導引模組提供使用者展品及公共設施導引功能，使用者選取欲前往之展品或公

共設施，透過 Wi-Fi 室內定位技術，找出使用者與展品或公共設施之間兩點的最短路徑，

並在室內平面圖以視覺化呈現最佳路徑，來導引使用者到達目的地。在導引的途中，使

用者會接收到 Beacon 所推播之當期展覽資訊，藉此增加展覽的曝光率，室內導引模組

設計架構圖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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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室內導引設計架構圖 

三、 展品資訊模組 

展品資訊模組提供使用者博物館中展品及展廳的即時智慧影音導覽，將展品依不同

類別進行分類，不論在家中或室博物館中，使用者可藉由關鍵字搜尋或依類別來選擇展

品，即可立即獲取豐富且詳細的展品資訊，以及圖文並茂的展品智慧影音講解，有效地

刺激使用者的視覺與聽覺感官，使參觀者能便捷且清楚地了解展品資訊。除此之外，若

使用者對該展品有興趣時，可以點選展品收藏圖示，方便使用者下次再做查詢時，只需

點選我的展品收藏，即可看到已收藏的展品相關資訊，省去查詢的麻煩與時間，展品資

訊模組設計架構圖如圖 4 所示。 

 

圖 4：展品資訊模組設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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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員模組 

會員模組利用 FCM 進行最新展覽資訊的雲端推播，以利使用者了解當期展覽與活

動資訊，藉此讓用者掌握最新資訊並吸引參觀人潮，同時幫助博物館達到宣傳之目的。

而電子集章活動結合擴增實境技術，將展品資訊呈現在行動裝置上，不僅能提高展品的

曝光率，也讓使用者在參觀博物館的同時能享受擴增實境帶來的互動性與新鮮感，會員

模組設計架構圖如圖 5 所示。 

 

圖 5：會員模組設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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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近年來文化藝術發展蓬勃，而文藝活動推廣也成為國家的發展重點之一，尤其是前

往博物館，欣賞歷史的文物與先人的智慧結晶來提升內涵與文化素養，並提升對展品資

訊的了解，而博物館除了將重要古物及國寶保存其價值與脈絡，使文化資產得以延年益

壽之外，向推廣國民推廣文物資產也是重要的環節，以活用文物資產，充實國民精神與

內涵，然而博物館面積廣大且古文物收藏量龐大，參觀者要在浩大的展館中要找到特定

展品或公共設施實屬不易，且目前博物館的導覽主流方式以展品的紙本說明資料、展品

語音導覽機具或專人的導覽服務，然而這些導覽方式會面臨設備或人力不足的問題，透

過此智慧導覽系統，結合室內外導引與視覺化呈現路徑，可有效改善在博物館中參觀上

不便的問題，並使博物館展示資訊的傳達更為多元，同時也可為參觀者提供更多樣化的

導覽方式。 

本研究擬利用 Android Studio 系統環境開發工具，結合 Wi-Fi 微定位、FCM 推播與

擴增實境等技術，並整合政府開放資料庫與博物館開放資料庫，建置一套博物館智慧導

覽「i-Museum」APP 系統。透過本系統的展館室內導引功能，使用者可在展館中利用便

捷的操作介面，快速查詢欲觀賞展品及公共設施之最短可行路徑，將最佳路徑之視覺化

方式呈現於博物館平面圖畫面中，來進行導引使用者到達目的地，提升使用者參觀的便

利性。而當使用者到達目的地後，可透過圖文並茂的展品智慧影音講解，即可立即獲取

詳細的展品資訊，提升參觀者對展品的了解。 

為了提升使用者參觀時的趣味性，本系統規劃了電子集章活動，將博物館的當期展

覽訊息與展品資訊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呈現在行動裝置上，不僅是提供參觀者互動性活動

的平臺，也是獲取展館內服務資訊的管道。不論使用者身在何處，都可接收到博物館最

新的展覽資訊推播，以利使用者了解當期展覽資訊，藉此吸引人潮至博物館參觀，同時

也幫助博物館達到宣傳之目的。除此之外，使用者可隨時查詢鄰近的博物館與文物展覽

設施，並透過室外導引功能帶領使用者前往目標展館，並結合開放資料中多樣化的文藝

展覽設施，以互動性導覽方式使參觀者享受新穎且便捷的參訪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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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ar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promoting 

museums and admiring historical relics to cultivate cultural quality. However, the large area 

of the museum and a large number of exhibits. Visitors often can’t find the target exhibits and 

public facilities immediately in the pavilion. Furthermore, they waste a lot of time looking for 

the way. If we can app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ultimedia interactive technology to 

museum navigation, we can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learn more about 

museum exhibitions. 

This study uses Android Studio SDK, combines with the Wi-Fi positioning system, FCM 

push not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Augmented Reality. And connect with Government Open 

Data and Museum Open Data. Building up a museum's intelligent navigation application 

system called "i-Museum". This system contains four functional modules, which are the 

Outdoor module, Indoor module, Exhibition module and Member module. Through this 

system provides users with all-around guidance and exhibits information in the museum. In 

addition, the open data provided by our government are used for providing the attractive is 

used to provide attractive museums or exhibition facilities, to facilitate the user's navigation 

method. So that users' can enjoy the novelty and convenience of visiting. 

Keywords: Wi-Fi positioning system, FCM, Augmented Reality, Open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