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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he study of museum audienc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Western Art Museum 

world. Starting from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service and the visitor experience of the art museum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visitors of the art museums, classifies the visitor experience from the tool dimension, the 

use dimension and the deep dimension, sums up the satisfaction experience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object 

experience, cognitive experience, self-examination experience and social experie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creation and uncertainty in the process of visit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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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博物馆观众研究就成为西方美术馆界的热门话题。本文

从服务与美术馆参观体验的相似性入手，对美术馆的参观者进行分析，从工具维度、使用维

度和深层维度对参观体验分类，归纳了客体体验、认知体验、自省体验和社会体验四个方面

的满意体验。 

1．引言 

    在西方，对于美术馆观众的研究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就是一个业内的热门话题，美术

馆希望通过研究观众来提高参观者的数量。早在 60年代，美国学者谢特尔和斯克里文就在

博物馆学界提出了以博物馆为基础的评估问题，这其中也涉及到对博物馆观众的评估。在近

四十年多的发展过程中，观众研究融合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特征，成为一

个综合了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学科关注对象。  

在国内，由于博物馆学的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晚，相关专业人才严重缺乏。关于博物馆观

众的研究近 20年来，共有 24篇论文发表，主要集中在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定义和及其相关的

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介绍。本文将通过设计领域中新兴的服务设计的理论切入美术馆观众研

究，将观众的美术馆参观体验与服务体验进行比较，总结了美术馆参观体验中有无形性、不

可分割性、异质性和易逝性的特征，通过参观者与美术馆的共同创造以及对体验不确定性的

分析，实现提高美术馆观众体验和服务水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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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美术馆的新思潮与观众研究 

    随着近些年来，伴随着大众对物质文化、文化遗产与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兴趣，美术馆与

社会文化体系的关系日益复杂，对美术馆的研究也日趋增加。随着 1960 年代起民主政治发

展的转型以及新社会运动、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原住民权利、消费主义、大众媒体等现象

与思潮运动的崛起，美术馆也面对着必须改革的局势。到了 90年代，西方美术馆面临的经

济紧缩与消费主义娱乐方式竞争的外部环境，使得观众对研究成为博物馆学中一个重要的议

题。 

3．服务设计与美术馆参观者的体验 

    美术馆参观体验被广泛认为是多维度的，它是参观者个人、社会文化和身体环境之间的

同步互动（Falk，2000）。这些对美术馆的体验与服务设计的研究对象——非物质性的设计

对象，不谋而合。服务设计秉承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念和

方法，提出了有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异质性和易逝性的服务的特征。虽然观众研究属于博

物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服务设计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博物馆学中的观众

研究。 

3.1  服务设计的概念 

服务是一个综合了多种物质基础、多样化的非物质条件和复杂社会互动的多元设计对

象，它不同于车间标准化的消费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顾客需要不同程度的

参与服务的生产过程。服务的过程与美术馆的参观体验类似，美术馆参观体验的本质是人与

人之间的互动，“体验意味着积极参与（直接观察或参与某一事件）、即时性（通过感官刺

激了解某件事情）、个性（经历过的事情）以及强烈、难忘或不寻常的遭遇。”

（Kotler,1999）在这个意义上，服务设计的理念为美术馆的观众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 

 

3.2  美术馆参观体验分析 

    按照服务设计的理念，体验可以分为三个维度：有形（工具维度）、流程／行动（使用

维度）和意义（深层维度）。第一维度关注的是提供便利的产品，它是有形的，如美术馆的

环境、展览陈设、服务设施等。第二维度关注的是人在使用该产品时所具有的体验。第三个

维度深层体验，研究体验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当所有事物的形态形成一个整体时，事物赋

予彼此意义和用途。使用和工具维度是实现深层维度的手段，深层维度是较高层次的体验。 

    针对美术馆的参观体验，第三维度的深层体验可分为四个方面的满意体验：1）客体体

验。比如在美术馆参观时看到令人难忘的作品；2）认知体验。通过参观，增长了知识，获

得了信息；3）自省体验。参观过后，参观者会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某些藏品勾起了个

体经历的回忆，由于身份的认同而增加了归属感；4）社会体验。参观美术馆作为休闲学习

的主要方式，是与亲朋好友共度美好时光的最佳场所，参观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会有新的学习

收获。 

4．服务设计中的共同创造与美术馆参观体验 

    与传统的静态、可见、可触的商品不一样，服务是无形而多元的。可见物质的藏品、展

览的空间等物理环境与非物质的互动体验，都是美术馆需要设计的环节。观众参与下的美术

馆参观体验是完成服务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它不同于车间标准化生产的消费品的一个重要

区别，也就是说没有参观者的在场参与，就缺少了服务提供或传递过程中的被作用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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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发生的，美术馆和参观者之间的角色扮演具有双向互动

性，同时也包括参观者与实体环境、服务设施乃至其他参观者之间的互动。 

    安德里亚·威特科姆认为参观者可以与对象、空间和意义形成互动关系，并且这种关系

不依赖于任何类型的媒体。互动性可以通过想象和概念性活动来实现，而不仅仅是身体活

动。值得注意的是，威特科姆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美术馆互动的方式决定了它的总体叙事

基调。她将互动的方法理论化为“技术性”、“空间性”和“对话性”( Witcomb,2003)。 

5．结束语 

    在新博物馆学对物件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的反思之下，美术馆从“物件取向”的思考典

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变革。许多美术馆都以观众、以

“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转变，并且设立了观众研究中心来研究参观者。美术馆观众研究涉

及的领域和研究方法众多，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物质文化研究和教育学都被应用其

中。服务设计被理解为一种通过系统流程管理来提高服务效率的利润率的服务设计方法。服

务的过程与美术馆的参观体验类似，都是对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研究。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

时发生的，美术馆和参观者之间的角色扮演具有双向互动性，同时也包括参观者与实体环

境、服务设施乃至其他参观者之间的互动。由于参观者与作为服务提供者的美术馆之间即时

互动产生的服务的异质性，导致了美术馆在设计整套参观服务时无法去完整策划或标准化每

一个服务接触细节，美术馆很难保证不同的参观者都能获得一种相对稳定、符合预期的参观

体验。面对美术馆体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服务设计提供了多种差异化、个性化的解决方

案。正因为这些不确定性的变量因素，在美术馆参观体验的共同创造过程中具有与生俱来的

特殊性和排他性，有待美术馆相关人员、服务设计的研究和实践者共同研究，提出新的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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