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日本生活型博物館個案 

第一節、新橫濱拉麵博物館 

一、背景簡介 

拉麵博物館的創辦人也是現任館長岩岡洋志先生原本是在新橫濱父母的不

動產管理公司工作，在買下這塊地後岩岡洋志構思著如何能有效活用，因為當時

新橫濱車站周圍一棟棟的商業大廈林立，岩岡洋志覺得自己成長的新橫濱就像是

一條條「冷冰冰的街道」，尤其假日更是人煙稀少，他希望能將新橫濱塑造成有

活力及富有魅力的城市，進行街道的活性化，於是便結合「話題性、飲食、停車

場」，加上本身熱愛的拉麵構思出了「拉麵博物館」。 

新橫濱拉麵博物館於 1994 年開幕，是全世界第一個食品主題樂園，除了一

樓及地下兩樓是博物館外，二、三、四樓規劃為停車場。博物館最大的特色之一

就是有日本各地被評選出最好吃的八家拉麵店進駐，如此一來不需長途奔波就可

吃到全日本好吃的拉麵。 

一樓是拉麵展覽館，裡頭有拉麵的歷史、文物、特色等解說。地下一、二樓

塑造成「昭和 33 年（1958）黃昏時的舊街風情」，因為當時是日本戰後經濟起飛，

拉麵進入一般家庭的時期，透過舊時情景的忠實呈現，想讓每個人都能回到擁有

純真、好奇心的孩童時光，也希望在日本經濟高度成長期後，幫助每天忙碌於生

活的人們尋回漸漸遺忘的一些東西。 

拉麵博物館平日約 3000 人，假日約 7000 人來館，2001 年來館人數已超過

一千萬人次，可算是經營的非常成功，也帶動了日本食品主題館的風潮，包括「清

水壽司博物館」、「池袋餃子博物館」、「橫濱咖哩博物館」等陸續仿照相同模式成

立。 

 

二、基本資料 

新橫濱拉麵博物館 

投資金額：約 35億日圓 

資本額：1千 2百萬日圓 

員工：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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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費：大人（13歲以上）300日圓 

        小孩（6歲未滿 13歲）100日圓 

開館時間：11：00～23：00 

地址：神奈川県横浜市港北区新横浜 2-14-21 

官方網站：http://www.raumen.co.jp/home/Default.asp 

 ◤拉麵博物館門票。圖
片來源：http://odekak
e.nekosuke.net/ 三、創意生活展現 

(一)1F-拉麵展覽館 

1.拉麵文化館 

這裡像是拉麵知識的補充站，可以瞭解拉麵的起源、發展史、製作

方法、各地的拉麵特色及約 320家拉麵店的食具等。有傳統販賣拉麵的

推車--「屋台」，及一世紀多以前東京最早的拉麵鋪「來來軒」的縮小

場景。 

櫥窗裡展示各個時期各家拉麵店的碗、各種拉麵麵條的比較，也有

日本最早拉麵的複製品，據說這是供十七世紀的著名武士水戶黃門品嚐

的。另外也有許多大看板展示拉麵的發展史、製作法、在日本分佈狀況

等。另外麵工房還可以看到用製麵機製作拉麵的過程。 

 

 

 

 

 
◤日本第一家拉麵店-來來軒。圖片來
源：www.claire.twmail.cc 

◤拉麵博物館入口處，地毯上有魚板的花
紋。圖片來源：www.claire.twmail.cc 

 

 

 

 

 

 
◤拉麵工房。圖片來源：

拉麵博物館官方網站 
◤各地拉麵的碗。圖片來
源：拉麵博物館官方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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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麵口味的泡麵。圖片
來源：拉麵博物館官方
網站 

http://odekak/


 

2.商品＆紀念品店 

有拉麵博物館獨創的巧克力拉麵、知名拉麵店的拉麵、點心等，另

外還有許多與拉麵相關的書籍、食譜，或由拉麵衍生出來的文具、紀念

品、生活雜貨等，如魚板抱枕、魚板拖鞋、拉麵湯碗及湯匙的鑰匙圈。 

 

 

 

 

 
◤魚板抱枕。圖片來源：新
橫濱拉麵博物館官方網站

◤商品販賣區。圖片來源：新橫濱拉麵博物館官方網
站 

 

(二)B1、B2--拉麵街 

走入地下一、二樓，彷彿走進了日本昭和時代的時光隧道，古街道被一

片火紅的夕陽所籠罩，伴隨以懷舊鄉音的流行歌曲，裡頭重現了昭和 33 年

（1958）的街道景物與氣氛。 

1.蓮華町（B1） 

這裡是一般的平民住宅區，狹窄

的道路、昭和時期的路燈、四周的矮

舊屋子（一或二層樓高）、屋上曬晾的

衣服等，其中住家傳出的收音機或電

視機的聲音也都是那個年代的節目內

容，甚至還有預錄的狗吠聲，也有派

出所、電影院、理髮廳、郵局、小酒

吧、雜貨店等。穿著卡其制服、手持

棍棒的舊日警察在來回巡街。 

◤蓮華街。圖片來源：新橫濱拉
麵博物館官方網站 

蓮華町裡有兩條街，蓮華街是住

宅街，另一條較像尋歡作樂的街道，

裡頭有酒店、柏青哥、彈子房等。 

◤尋歡作樂的街道。圖片來源：
新橫濱拉麵博物館官方網站 

這一層樓有兩間拉麵店，其中一間是「限期拉麵舖」，由特別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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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來的拉麵店暫駐。 

2.龜鶴町（B2） 

這裡是一個有攤販吆喝聲熱鬧的昭和年代夜市情景，四周的建築為

三層樓高，挑高的天空營造出更真實的感受。另外六家拉麵店分佈在四

周的房屋的一樓，中間有夾雜一些麵包店、牙科診所等，但都只有門面，

裡面是拉麵店的廚房。中央的小廣場是龜鶴公園，有小吃攤販、夜市遊

戲攤販，另外還有傳統偶戲及說書表演「紙芝居」，館方也舉辦「追捕

假面怪盜」活動，在龜鶴町裡有許多「名人」，如里長、警察巡邏長、

甚至是雜貨店的糖婆婆等，這裡強調昭和三十三年的社區是很有人情味

的，所以見到町內的居民要記得打招呼唷！ 

 

 

 

 

 

 

 

 

 

 

 
◤黃昏的龜鶴町。圖片來源：http://larc.ee.nthu.edu.tw/~ssyang/Japan2004/ 

 

       3.拉麵店 

           裡面有來自札幌、東京、京都、博多、橫濱、旭川、熊本等各式具

代表性、風味不同的拉麵。拉麵博物館每年還會舉辦拉麵王比賽，自全

國參賽者中選出優勝者，優勝者擁有三個月或一年在博物館中設門市的

經營權，而這家限期拉麵鋪往往也最超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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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麵街的特殊小店介紹： 

1.Yuyake Shoten雜貨店 

販售古早的糖果、玩具，就像是日

本人小時候去的雜貨店一樣親切自

然。為了要有真實感，店員皆穿著那個

年代的衣服，做當時的打扮，也會扮成

老先生、老太太賣東西在微弱的燈光下

等顧客上門。 
◤以前的雜貨店。圖片來源：拉麵博
物館官方網站 

2. 35Knots酒吧 

仿自昭和時代的美式酒吧，店內如

往早期日本電影內會出現的場景，白天

販售飲料、霜淇淋，到了夜晚就是道地

的酒吧方式經營，也是館內唯一附有吸

煙區的商店。 ◤ 35Knots 酒 吧 。 圖 片 來 源 ：
http://homepage1.nifty.com/3gatsu-u
sagi/sampo_yokohama_rahaku.htm 

3. Shinsei Shoten香菸舖 

提供日本古早的香菸、火柴，香菸巧克力（早期受歡迎的零食）。 

 

4.Shonen Jidai Ya少年時代屋 

可眺望夕陽的站立式酒吧，備有啤酒、調酒等酒類，還有串燒，也販售

日本小學生最喜愛的人氣餐點—炸麵包、丸子串，還有早期玻璃瓶包裝的牛

奶等。 

 

 

 

 

 

 

 ◤少年時代屋。圖片來源： http://ww
w.maboroshi-ch.com/rep/inq_07.htm 

◤黑糖炸麵包＆森永牛奶。圖片來源
http://rocling.iis.sinica.edu.tw/~eddie/
Tar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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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reet stalls街頭攤販 

◤打彈珠攤販。圖片來源：http://
www.asobiba.jp/asobiba/conte
nts/asobiba097_ramen.htm 

從冰棒、彈珠汽水到投圈圈、射飛鏢

等，就像是日本夏季祭典時路邊的小吃、

遊戲攤販。 
 
 
 

◎拉麵街的固定活動介紹： 

1.紙芝居-連環畫劇 

每星期一到五說故事叔叔會來到龜鶴

公園，用一張張的圖畫（在電視機盒子裡，

就像在看電視一般）說故事，小朋友們都

期待他趕快來唷！ 
◤連環畫劇。圖片來源http://lar

c.ee.nthu.edu.tw/~ssyang/Japa
n2004/  

2.划拳奧林匹克 

每星期一到五下午三點，町內的警

察、居民會組隊和遊客舉行猜拳大賽，贏

的隊伍會有獎品唷！町內里長是奧林匹克

划拳協會的理事長。 

 ◤町內人物和遊客一起玩猜拳
大賽。圖片來源：拉麵博物館
官方網站  

3.追捕假面怪盜 

在町內有一個叫做納魯特的假面怪

盜，善於變裝、身手矯捷且神出鬼沒，已

多次張貼追捕告示，為了拉麵街的安全，

里長、巡邏長、偵探已組成搜查小組，線

索放在警察局（每週更新），歡迎大家一起

幫忙追捕假面怪盜，若能提供有利情報之

民眾有賞。 

 ◥（右圖）假面怪盜納魯特。圖片來源：拉麵博物館官方網站

（左圖）追捕告示。圖片來源：http://www.anyway.com.tw/book
mark/photo_show.asp?dyrfnbr=18903&dymbnbr=75171  

 107

http://www.anyway.com.tw/book mark
http://www.anyway.com.tw/book mark
http://lar c.ee/
http://lar c.ee/


 

4.抽神籤 

來博物館可以抽張神籤做紀念，順便測

測今天的運勢如何，這裡也有像日本神廟可

以綁籤的地方。 

 

5.占卜 
◤抽神籤。圖片來源：拉麵博
物館官方網站 可以占卜任何事情。 

 

 

◎拉麵街名人介紹： 

1.警察局巡邏長—祝 十四郎（32歲） 

在十六個兄弟中排行第十四。有妻子、

女兒一家三口。與拉麵街有關的事都可以問

他唷！最近因為跳太多舞而腰痛。 

 ◤巡邏長。圖片來源：拉麵博
物館官方網站 

2.駄菓子屋雜貨店—根本 ユウ（68歲） 

小孩們都叫她糖婆婆。 

拉麵街還住了許多人，看到他們不要忘

記打招呼唷！ 

 
◤糖婆婆。圖片來源：拉麵博物

館官方網站 (三)中、小學生的學習旅遊 

活動為免費，需事先預約，2-10人開課 

1.拉麵知識體驗（約 30分鐘） 

有拉麵專家在場，可以讓大家詢問學習所有與拉麵相關的事情，歷史、

文化、種類等等。 

2.懷舊遊戲體驗（約 30分鐘） 

會有專人講解昭和年間的民情文化，及解說當時小朋友玩的遊戲，包括

玩具的歷史、傳統等，若要購買玩具則需另外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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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拉麵博物館舉辦之活動 

1.尋找全國拉麵紀行 

巡迴日本各地找尋具特色、話題性、好吃的拉麵，並在館中做三個月到

一年的介紹，讓大家認識日本各地的特色拉麵。 

2.激戰！拉麵登龍門 

愛拉麵的民眾、開拉麵店的人、其他非本行想嘗試做拉麵的廚師都可參

與比賽，獲勝者可在拉麵博物館內營業三個月。 

3.創造地方拉麵計畫 

幫日本尚未有特色拉麵的地區，依當地的特產、風土人文等，創造出有

地方特色的拉麵。 

4.出版拉麵電子報「ラー博TIMES」 

免費加入ラー博電子報會員即可收到拉麵最新資訊及館內最新活動訊

息。 

 

(五)商品創意展現 

拉麵博物館裡頭的拉麵店是從全國各地挑選

出來的，札幌、旭川、東京、和歌山、久留米、

熊本，由北至南的名店，每一家都有自己的風味 

及特色，平日及吸引絡繹

不絕的人潮。 

有感於戰後日本經

濟高度成長、技術快速革

新，如現在在室內大家都

能享受冷暖氣機的方

便，食物的保存冷凍技術 

◤上圖為「蜂屋」的秋麵。
左圖為「支那麵屋」的秋
麵。其他家使用的秋的食
材還有蓮芋、蕈類、鴨
肉、馬肉等。圖片來源：
拉麵博物館官方網站 

也越來越好，大家逐漸失去了對季節的感覺，或是對食物的季節感，正如有

句話說「當季吃當季食」，所以拉麵博物館推出了「旬1麵」，像九月下旬開

                                                 
1 「旬」是季節性，日本人認為每一種食物在一年之中會有十天特別的美味，能在那個時吃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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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推出的是「秋麵」，秋天會想到「藝術的秋」、「食慾的秋」、「收穫的秋」，

秋天美味的食材有松茸、栗子、秋茄子、秋刀魚…，秋天也是色彩鮮豔的季

節，在博物館內的各家拉麵店推出自己用了當季食材所做並重視色彩感的秋

麵。到了十一月中會推出「冬麵」的企畫。 

 

 

 

 

 

 

 

 

 

 

 

 

 

 

 

 

 

 

 

 

 

 

 

                                                                                                                                            

非常幸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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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鈴廣魚板博物館 

一、背景簡介 

1865 年小田原「村田屋」魚店第四代村田屋権右衛門即開始販賣魚板，明

治年間改姓鈴木，第六代鈴木廣吉於明治二十年將商號改為「鈴廣」，並專門販

賣魚板。雖然歷經大正、昭和、平成時代的變遷，鈴廣魚板仍堅守著小田原魚板

的精髓。鈴廣魚板堅持不添加任何化學添加物，有效運用天然素材的原味，嚴選

素材包括魚、鹽、水（箱根百年水）、油等，並致力於製造技術、衛生管理的革

新，努力研究開發對人體健康有益的魚產加工品。 

鈴廣一開始從事水產熟食的製造、銷售，後來跨入啤酒餐廳等經營，可說是

一直從事與飲食相關之事業，企業理念為吃就是體驗生命、回味生命，以提供食

物感到驕傲。 

 

二、基本資料 

鈴廣公司 

設立：1951 年（創業 1865 年） 

資本額：7000萬日圓 

營業額：155億日圓（2004 年 8月） 

員工：830名 

 

三、創意生活體驗 

(一)鈴廣魚板博物館 

入場費：免費 

DIY體驗教室： 1500日圓（不含稅） 

開館時間：10：00—17：00 

地址：小田原市風祭 245 

官方網站：http://www.kamaboko.com/ 

裡頭是以木頭為主體的布置，木質地板、牆壁、木頭的展示櫃及展示框，

推想是因為要配合魚板的材質，並以橘黃的燈光營造溫潤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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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板博物館平面圖。圖片來源：鈴廣魚
板官方網站   

 

1.講學廳 

進入魚板博物館後便會看到一片玻璃上刻著藝術的「魚、水、技」，

這也是鈴廣魚板好吃的秘訣，玻璃後面就是頗有日式禪味的寧靜空間，

上面排列著兩排對稱的跪坐墊，中間有水，遊客可以坐在這裡聽流水

聲、享受用箱根百年水做出的魚板。 

 

 

 

 

 

 ◤講學廳。圖片來源：http://f16.aaa.liv
edoor.jp/ 

 

 

 

 

 

 

 

◤魚‧水‧技是鈴廣魚板好吃的秘
訣。圖片來源：鈴廣魚板官方網站
2.魚板的科學 

透過音樂、圖畫及利用道具問答的方

為什麼魚板是白色的？為什麼要用木板？

可以用顯微鏡看到魚變成魚板的細微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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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魚板，博物館也是用魚板的
木板做為主要材質。圖片來源：http:
//www.0465.net/odawara /report/004
式瞭解魚板的各種知識。例如

魚板有哪些營養？等另外也

化等。 

◤魚板的知識都藏在
這些有趣的道具裡
唷 。 圖 片 來 源 ：
http://www.wizforest.c
om/inspect/kamaboko/

http://f16.aaa.live/
http://f16.aaa.live/
http://www.0465. net/
http://www.0465. net/


 

3.魚板 DIY體驗教室 

在師傅的帶領下，遊客穿上圍裙、戴上帽子，拿著專業器具學習把

魚漿做成魚板或竹輪（二種 DIY），竹輪現烤約需二十分鐘，可立即享

用，魚板蒸熟、冷卻約需七十分鐘，若不想等的話也可以宅急便回去。

活動時間約五十分鐘，一天進行四次教學，需先預約。 

 

 

 

 

 

 
◤DIY後立刻現烤的竹輪。圖
片來源：http://f16.aaa.livedoor.

 

 

 

 
◤左圖為教學者，大家都穿戴頭套及圍裙。圖片來
源：http://stakano.hp.infoseek.co.jp/v53/v53.htm
jp/  

4.魚板手工工房 

可以透過玻璃看到裡頭師傅

製作精緻漂亮魚板的過程，是日

本傳統技藝的展現。 

 

 ◥可以看到魚板師傅的魚板技藝表演。
圖片來源： 鈴廣魚板官方網站 

5.箱根百年水體驗區 

箱根的山泉水質甜美且富含鈣和

鎂，這也是為什麼位於小田原的鈴廣魚

板好吃的原因之一，在這裡可以自己用

幫浦的方式按壓泉水品嚐，體驗百年箱

根水的味道。 

 

 

◥可以自己動手壓幫浦，品嚐
箱根百年水的味道哪裡不一
樣。圖片來源：http://www3.
point.ne.jp/~Odyssey/walk/suz
uhi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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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魚板情報區 

這裡蒐集了與魚板相關

的資訊如魚板的製作過程

等，透過觸碰式螢幕等有趣的

方式呈現 

◤魚板情報區。圖片來源：
http://f16. aaa.livedoor.jp/~attrain/ 7.全國魚圖鑑 

放大的日本地圖，用真實的魚類標本解說日本各地可以製作魚板的

魚類。 

8.魚板的歷史 

瞭解魚板的由來，過去製作魚板的器具、木頭壓模、搗碎魚肉的機

器等，並再現平安時代的魚板。 

9.鈴廣歷史區 

展示過去的文物、照片。 

 

 

 

 

 

10.博物館商店 

除了販售各式的魚板外

大頭貼…，也有木頭製的玩

 

 

 

 

 
◤紀念品販售區，另外還有鈴廣魚
售區。圖片來源：http://mizu.moe
/photos/hakone1/img_0805.html 

 

 

◤全國魚圖鑑。圖片來源：http://www.0465.net/
odawara/report/004/
，也有月曆、T-shirt，魚板手機吊飾、CD、

具、箱根當地的六福神類紀念品等。 

板商品販
-nif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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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館販售的魚板CD。圖片來
源：http://mizu.moe-nifty.com/pho
tos/hakone1/img 0810.html 
◤鈴廣歷史區。圖片來源：鈴廣官
方網站

http://mizu.moe-nifty.com/
http://mizu.moe-nifty.com/pho
http://www.0465.net/ odawara/
http://www.0465.net/ odawara/
http://f16/


 

◤超可愛魚板人氣大頭貼。圖片來源：
http://www.0465.net/odawara /report/004/  

 

 

 

11.魚板美術館（2F） 

用魚板的木板作畫，裡頭有許多有名的漫畫家的作品如忍者亂太

郎、麵包超人、小獅王等等。鈴廣還會舉辦魚板板畫競賽，兩年舉行一

次美術展。 

 

 

 

 
◤魚板板畫展覽室一隅。圖片
來源：http://homepage1.nifty.
com/takumitsu/taiki/kamaboko
/kamaboko.html 

◤手塚虫治畫的的小獅王。圖
片來源：http://homepage1.nift
y.com/takumitsu/taiki/kamabo
ko/kamaboko.html 

◤魚板的變化。圖片來
源：http://mizu.moe-nift
y.com/photos/hakone1 

 

 

 

(二)商品創意展現 

簡單的魚板製作過程可分為取魚肉、水洗、碾絞、壓磨、置板、蒸熟、

冷卻、裝箱等步驟。鈴廣魚板重視素材的選擇： 

․「魚」是使用遠洋的天然魚，不使用人工養殖或近海淺灘的魚，以減少人

為環境中的不良物質。 

․「鹽」會影響魚板的口味及口感，所使用的是能誘發出魚板最佳風味的「天

日鹽」。 

․「水」是使用流動超過百年的箱根山系的水，其裡頭含有的礦物營養素鈣

和鎂的含量最適合魚板製作，被大自然培育百年的水除對口感有極大的影

響外，還能自然清理魚身上的血液、色素等雜質讓魚肉產生自然的白淨及

彈性。 

․「調味料和油」使用魚或貝類所製作的天然調味料，絕不使用化學調味料，

可以安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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鈴 廣 魚 板 強 調 的 是

「魚‧水‧技」，在技藝上，

魚板職人所傳承的是珍貴的

傳統魚板技法，對魚種、水

質、調味、成形的拿捏調配

是一門高深的技術，鈴廣最

高的職人等級是「一級技能

士」。 

 

 

 

 

 

 
◤由左至右為魚板、魚生和竹輪，雖
顯現出完全不同的質感。圖片來源： 

 

 

 

 

 

 

 

◤可做關東煮或用烤的的各式魚板。
片來源：鈴廣官方網站 

 

 

 

 

 

 

 

 

◤鈴廣一級技能士對魚板及技法的熱情與堅持。
圖片來源：鈴廣官方網站
然是簡單基本的產品，但是經過擺盤裝飾設計後，
鈴廣官方網站 

圖 ◤將魚板加入蝦子、花枝、螃蟹卵、海扇、鰻
魚、毛豆、波菜、雞蛋、南瓜等材料做成的色
彩鮮豔的魚板，上圖為切片後美麗的模樣。圖
片來源：鈴廣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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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季節推出的魚板～ 

 

 

 

 
◤用十月的特選素材「栗
子」所做的月份魚板。圖
片來源：鈴廣官方網站

◤中秋節的「濱之
月」，請享受在碗裡頭
賞月的樂趣。圖片來
源：鈴廣官方網站 

 

 

 

 

 

 

 ◤（上圖及右圖）魚板也能展現出濃濃的季節
感。圖片來源：鈴廣官方網站 

 

 

～地區限定的卡通魚板～ 

 

 

 

 

 ◤小田原、箱根的限定商品，最右邊的圖是限時贈品。圖

 

～魚板的裝飾切法～ 

 

 

 

 

 ◤鈴廣網站上也有裝飾切法
教學，但解析度不佳，使用
的圖片是ちくわ魚板公司網
站上的圖片。圖片來源：
http://www.chikuw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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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時節所捕獲初冬最
好吃的寒鰤魚做成的魚
板。圖片來源：鈴廣官方網
站 
片來源：鈴廣官方網站 



 

～魚板料理～ 

 

 

 

 
◤魚板的和風料理變化。圖片來源：鈴廣官方網站

 

 

 

 

 

 ◤魚板的西式料理變化，魚板可以煎、煮、炒、炸、烤，甚至做沙拉。圖片來源：鈴
廣官方網站 

 

(三)發行季刊—「如」 

鈴廣發行「如」季刊，內容大部

分是和小田原的食材或與鈴廣產品

類別相關的資訊，如 2005 年夏季刊

內容包括介紹夏天的鮑魚、魚板料理

製作、江戶時代食的風景、小田原特

產的料理製作、鈴廣舉辦的活動介紹

等。 
◤「如」季刊。圖片來源：鈴廣
官方網站 

 

(四)休閒旅遊之結合 

1.鈴廣魚板鄉 

鈴廣的發源地就是小田原風祭，鈴廣魚板也可說是小田原的名產，

現在在風祭除了有鈴廣小田原風祭本店（販售）、鈴廣魚板博物館外，

鈴廣也在當地開設了啤酒餐廳—「箱根酒藏」，同樣強調利用箱根的泉

水釀造風味獨特的啤酒，另外一家是江戶式建築的餐廳「千世倭樓」，

裡頭也採用了許多小田原當地的特色食材，咖啡、果汁當然也是用箱根

百年名水製造的。鈴廣也開設「こゆるぎ屋」，其使用小田原特有或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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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性的食材製造干物，如魚乾、果乾等販售；「汐風の果樹園」是有感

於小田原的風、水、陽光特別的好，能孕育美味的水果，其利用這些水

果做成果汁及果醬等販賣。 

鈴廣運用小田原的特色開發出食、遊、購物兼具的「魚板鄉」，許

多人在魚板博物館遊玩後就會到其所開設的餐廳吃飯，並購買各項土產

禮品。 

鈴廣接下來將規劃動線，重整當地步道景觀、賣店重新整修、增加

停車設施等，希望能夠讓鈴廣魚板鄉成為一個「在令人懷念的日本景緻

裡，能有親切溫暖的人際接觸，並有正確的食文化，使這裡成為體驗快

樂飲食生活的據點。」，希望能提供一個優質又熱鬧的空間給到小田原、

箱根、伊豆區旅行的人們。 

 

 

 

 

 

 
◤鈴廣欲打造的魚板鄉。圖片來源：鈴廣官方網站

 

 

 

 

 

 ◤魚板鄉完全完工時的想像圖。
圖片來源：鈴廣官方網站 

 

2.小田原的味覺與箱根的溫泉 

箱根因為溫泉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小田原就位在箱根的旁邊，鈴

廣認為其為箱根的玄關，標榜的是來箱根泡完溫泉後，請將小田原的土

產美味作為旅行的禮品帶回去。故網站上有箱根、小田原的旅遊資訊介

紹，有些內容會隨當季的季節旅遊特色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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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俵屋吉富京菓子資料館 

一、背景簡介 

1745 年藤野別總左衛門，搬到京都，改稱為俵屋總兵衛，1755 年俵屋總兵

衛在澤屋播磨御菓子司任職，1920 年第七代製菓師石原留治郎創作了俵屋吉富

的代表菓子「雲龍」，並在 1924 年繼承俵屋，改稱為播磨大掾俵屋總兵衛一房吉

富，屋號就稱做俵屋吉富。1953 年正式設立俵屋吉富，石原留治郎擔任社長。 

1978 年京菓子協會屋（Guild House，ギルドハウス京菓子）與俵屋吉富烏丸分

店同時開幕，裡頭陳列京菓子的歷史文物資料，可說是京菓子文化資料館，1985

年成立ギルドハウス京菓子財團法人。為了迎接 21 世紀，並作為京都的文化資

產之一，擴建增設「京菓子資料館‧龍寶館」，除了成為觀光旅遊的景點之一外，

也希望能成為京都居民品嚐茶和菓子，討論學習的地方。 

 

二、基本資料 

俵屋吉富公司 

設立：1953 年（創業 1755 年） 

資本額：2400萬日圓 

營業額：約 16億日圓 

員工：150名（2005 年 1月） 

 

三、創意生活體驗 

◆京菓子的發展-- 

奈良時代，遣唐使將唐朝的點心（唐菓子）傳到日本，當時是神社佛寺的供

品，到了平安時代逐漸發展成為貴族宴會中不可缺少的東西，當時京都是全國的

首都，許多王宮貴族居住在這裡，京都的菓子師傅也不斷的鑽研技術、構思優美

典雅的造型圖樣，將花鳥風月等美麗的大自然圖案烙印在菓子上，對菓子的製作

傾注熱情，京都的菓子也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日益蓬勃精進。 

另外，日本榮西禪師將茶學帶回日本，許多茶道的流派大師都住在京都，茶

飲與點心配合成茶食點心，京菓子也因此更加發展，配合京都所擁有優質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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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京都特色的京菓子受到了大家的注目。 

(一)京菓子資料館 

入場費：免費 

品茶及菓子：500日圓（含稅） 

開館時間：10：00—17：00 

地址：京都市上京区烏丸通り上立売上ル 
◤京菓子資料館就在俵屋吉
富烏丸店旁邊。圖片來源：
俵屋吉富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http://www.kyogashi.co.jp/shiryokan/

 

1.資料館（2F） 

有專業的藝文導覽人員解說，這個統合京菓子文化的資料館成立於

2002 年，展示奈良時代由遣唐使帶回日本的「唐菓子」（油炸的中國點

心），和京菓子的用具、宮中保存的資料、古文獻、容器等，展示出來

的資料約有六百件之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菓子的樣品目錄（見本帳）

和圖畫本（繪圖帳），這些東西是古代菓子的紀錄也方便客人選購，現

在看起來都像藝術一般。另外還有江戶時代宮中收納菓子的容器，是在

漆器鑲上珍珠貝殼的花紋，即「螺鈿行器」，可見當時京菓子的珍貴。 

另外還有放在館內入口的「糖芸菓子」，它集結了京菓子的最高技

術而成，是藝術成分很高的創作菓子。這是源自於在江戶時代諸侯對天

皇進貢物品的裝飾，到了現代菓子可徹底表現出栩栩如生的花鳥風月，

如吉祥的松竹梅，也有華麗的牡丹、菊花等。 

 

 

 

 

 

 

 
◤油炸點心「唐菓子」。圖片來源：

http://www.city.kyoto.jp/koho/ky
oto_im/vol_11/okasi. 

◤盛裝菓子的「螺鈿行器」，可見當
時和菓子的貴重精緻。圖片來源：
http://www.city.kyoto.jp/koho/kyoto
_im/vol_11/ok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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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菓子的目錄及作法。圖片來源：http://
www.city.kyoto.jp/koho/kyoto_im/vol_
11/okasi. 

 

 

 

 

 
◤菓子模型。圖片來源：http://www.city.

kyoto.jp/koho/kyoto_im/vol_11/okasi.  

 

 

 

 

 

 
◤栩栩如生的「糖芸菓子」。圖片來源：(左)http://www.city.kyoto.jp/koho/kyoto_im/vol_11/

okasi.，(右)http://www.kyokira.jp/modules/shikisai/print.php?id=45  

2.茶室—祥雲軒（1F） 

是由日本最有名的茶道流派—千家流第十五代傳人鵬雲斎千所命

名的茶室。在這裡能享用配合季節變化的京菓子，可以從三種裡頭挑選

喜歡的，和抹茶一起享用（500 日圓）。此外，也能享用到不一樣現做

的生的”雲龍”。 

這裡並提供了茶道初階的體驗課程（由裏千家學校的畢業生教

授），內容包括： 

‧ 在茶席中菓子的吃法 

‧ 抹茶的刷法 
◢祥雲軒茶室。圖片來源：俵屋
吉富官方網站 

‧ 茶具的使用方法/品嚐抹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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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俵屋吉富的招牌銘果「雲
龍」。圖片來源：俵屋吉富官
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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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功能廳—菓仙堂（3F） 

是由萬年山相國寺有馬賴底管

長（流派管理者）所命名。是一個有

彌勒菩薩像的修身養性的場所。可以

做為果子教室或是各種演講、進修會

等使用，是一個可以體驗並討論，有

悠久歷史的京菓子的和味空間。 
◤菓仙堂。圖片來源：俵屋吉
富官方網站 

 

4.資料館（龍寶館）庭院 

有名剎錢閣寺贈送的古老的紅白梅樹，是一個幽靜的空間，裡頭有

龍形水盆和水琴窟。 

‧水琴窟—從地下抽水上來並聚集在瓶中，瓶裡頭的水因反射產生音

波，發出優美的琴音，這種裝置是江戶時代的園藝師所發明的，聲音優

美能讓人心情安穩。 

 

 

 

 

 

 
◤水琴窟。圖片來源：
俵屋吉富官方網站

◤龍形洗手盆。圖片來源：俵
屋吉富官方網站  

 

5.俵屋書庫 

裡頭有俵屋吉富第七代石原留

治郎的菓子作品記錄，及代代傳承下

來的古文獻。未來將會盡力蒐集京菓

子的圖書文獻，以期能變成名符其實

的圖書館。 ◤俵屋書庫。圖片來源：俵屋吉富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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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感營造 

(1)名符其實的「龍」寶館：京菓子資料館又稱做龍寶館，裡頭巧妙的

隱藏了許多龍的設計。如資料館的門是龍的爪抓住了寶珠的樣子；資料

館裡頭的文鎮也是龍的形狀。還有許多其他的地方也都找得到龍喔！歡

迎一起來找找看！ 

 

 

 

 

 

 

◤京菓子資料館別名「龍寶館」，可能與俵屋吉富的招牌商品「雲龍」有關，館內
仔細看到處都藏著龍唷。圖片來源：俵屋吉富官方網站 

(2)景觀設計獲獎：無論是建築主體、入口

處、日式庭院等，整體環境營造都充滿了

京都的景致韻味，獲得 2003 年京都景觀

街道建設的優秀獎，所以到京菓子資料館

時，不只是看展示物，也要欣賞整體的建

築、景觀唷！ 

 

 ◤京菓子資料館外觀。圖片來
源： http://www.kyoto-np.co.
jp/kp/rensai/wagashi/w-05 (二)商品創意展現 

和菓子重視季節性，包括使用的原料及外

觀造型，如：春天-櫻、梅、蝶；夏天-撫子、

水、紫藤；秋天-桔梗、菊、楓葉、雀；冬天-

椿、水仙、雪、丹頂鶴。 

和菓子也重視五感的體驗，視覺就是外型

要賞心悅目；味覺就是口味要好；觸覺就是吃

在口中舌頭的感覺、拿在手中指尖的感覺、用

刀子或竹籤切開時的感覺；嗅覺指的是和菓子

的自然香氣；聽覺即是按照四季變化，做出每

◤「秋的京菓子」。圖片來源：
俵屋吉富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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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季節特有的菓子，聽到名字就可以得知菓子

的季節性和其中的韻味。 

將遞轉的四季、地方自然界風物，運用相

當精細的手藝，以「意匠」手法表現出和菓子

的情境意象，而和菓子的名稱也會藉由花鳥風

月、自然風景、徘句或文學、歷史、地名而來。

而要講究不同的菓子有不同的器皿盛裝，有食

用時的禮儀，配合不同濃淡口味的茶等。 

◤「京逍遙」-秋天販賣的羊
羹，也染上了秋的氣息。圖
片來源：俵屋吉富官方網站

俵屋吉富在京菓子的創作上分為固定商

品和季節性商品，固定商品如招牌的雲龍、白

雲龍，及特製的羊羹、最中（豆餡糯米薄餅）

等，季節性商品則會根據季節的變化及當地的

自然景物特色，做出一些時節感地域濃厚的菓

子，如春天北野天滿宮的紅梅、夏天鴨川的鮎

魚、秋天的京都的楓紅等都會成為菓子創作的

題材。 

◤「北野」-表現北野天滿宮
的紅梅。圖片來源：http://w
ww.kyoto-np.co.jp/kp/rensai
/wagashi/w-05.html 

◤夏天的風物詩-「鴨川鮎」。
圖片來源：http://www.ops.
dti.ne.jp/~mutsuko/ 另外充滿傳統風情與古典文學氛圍的京

都，經常有以古典文學為題材的和菓子，特別

是源氏物語中所描寫的世界，也是京菓子經常

取材的主題，包括人物、裡頭提到的菓子、意

境等。 ◥京都宇治式部鄉以源氏物
語四位主角為主題的仙
貝。圖片來源：http://www.
shikibunosato.com/ 

 

 

◤日本菓子如同中式糕餅，各重要節慶都有適合
的菓子，可說是和人生息息相關，此為祝宴上
的「藥玉饅頭」。圖片來源：俵屋吉富官方網站

 

 

 

 

 ◤祝福夫妻百年好合的「夫
婦鶴」。圖片來源：俵屋吉
富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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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日本個案啟示 

一、豐富體驗的營造 

(一)體驗的積極感營造 

1.製造能讓顧客參與的情境 

新橫濱拉麵博物館除了有八家拉麵店可供選擇外，有許多復古的店

鋪如早期的雜貨店、酒吧、香菸舖等民眾可以真的進去消費體驗，吃到、

買到或玩到以前的東西。台灣的生活型博物館雖然有類似的復古場景營

造，如先麥合味香、黑松世界，但在那裡只能參觀、不能動手，更不用

說在裡頭跟老婆婆買樣小零食，和唱片行老闆聊聊當時的唱片之類的。

而日本的新橫濱拉麵博物館甚至在網站上還介紹了裡面的「居民」或「名

人」，詳細的背景介紹讓民眾覺得好像真有其人，且歡迎民眾遇到他們

時要跟他們打招呼等，除了場景的營造外還讓店鋪裡的商品、人物活起

來，顧客能與之參與互動，提升體驗的深度。 

2.運用器材的設計，使顧客不需導覽人員也能樂在其中 

鈴廣魚板博物館將魚板相關的知識、資訊等融入許多有趣的展示器

材中，如魚板形狀的道具、旋轉動畫、音樂圖畫、顯微鏡、幫浦等，遊

客可以自己動手發現這些知識，大大提升民眾的參與度及娛樂感。而在

台灣的個案中相關的資訊知識，都是經由靜態的展示板展示，參觀者屬

於較被動的接收，或是需要導覽人員的解說，不單獨開放參觀，若是未

來有考慮單獨開放給平常民眾參觀，可以考慮這些在沒有導覽下也能提

升積極感的方法。 

3.提供多項有趣活動讓顧客參與 

鈴廣魚板博物館提供了兩種魚板 DIY 活動。新橫濱拉麵博物館在

拉麵街提供了許多的固定活動，如連環畫劇、划拳大賽、追捕假面怪盜、

抽神籤及占卜等，另外還有拉麵知識體驗、懷舊遊戲體驗，讓民眾能夠

在裡頭玩得很盡興，達到高度的參與互動，且有些活動是固定時間舉

辦，能夠延長顧客在裡頭停留的時間，而追捕假面怪盜的偵探遊戲線索

與情節還會不斷的發展更換，吸引民眾長期的參與，且不是只有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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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樂還需智力的參與，加入了思考的體驗，這些都是拉麵博物館吸引人

的地方。 

(二)體驗的沈浸感營造 

1.重視五感營造，共感覺的產生 

新橫濱拉麵博物館地下室是挑高三層，街道景物如同昭和三十三年

的拉麵街，環境沈浸感的營造非常精緻，重視五種感官的體驗營造，視

覺的體驗營造包括三層樓高的天空會從傍晚轉變為夜晚，各建築物、商

店、裡頭販賣的物品、店員、警察等，配合燈光、材質的營造，達到視

覺上的沈浸感。聽覺上則有那個時代的收音機、電視機發出來的聲音、

狗吠聲、小販的吆喝聲；嗅覺及味覺則有各家拉麵的香味，及能吃到各

種有名的拉麵；觸覺上的體驗則包括能處碰到所有那個年代的事物，如

香菸、玻璃瓶牛奶、丟圈圈、射飛鏢等遊戲。且五感體驗營造都圍繞著

相同的主題—昭和三十三年夕陽下的拉麵街，加深顧客沈浸體驗。 

「水」是做成美味鈴廣魚板的重要素材，其所使用的是富含礦物質

的箱根百年山泉水，一邊吃著魚板一邊在和式的講學廳，聆聽潺潺流水

聲，是一種「共感覺2」的營造，未來在吃鈴廣魚板之時就會感覺到潺

潺的箱根百年水流瀉而過。「博物館不再是一個傳遞知識的機構，而是

一個真誠溝通，讓觀眾產生詩意經驗的地方。3」。 

2.環境與活動的配合達到全面的沈浸感 

沈浸感是與環境及事件融為一體，所以除了環境的營造外，活動需

要與環境配合，如在昭和三十三年的場景中看連環畫劇、玩丟圈圈，和

在現代的環境中看連環畫劇、玩丟圈圈，前者的沈浸感會較高，或是營

造了情景，但在裡頭做的事情與此場景無關，沈浸度也會降低。又如穿

自己的衣服做 DIY，與穿上圍裙、戴上廚師帽，在專業廚房的場景做

                                                 

2 一種感官刺激會連帶刺激另一種感官：也就是所謂的共感覺（synesthesia）。出自 Diane Ackerman

（1993）。 

3 Sola T. 1987 The Concept ant Nature of Museology, Museum 153,39,1：45-49。轉引自洪瑩甄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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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後者的沈浸度會較高，也會更接近忘我的體驗。 

(三)體驗可以創造價值 

新橫濱拉麵博物館進去需要門票，因為進去之後就像進入時光隧道掉入

過去的場景中，可以在昭和三十三年享受買東西、玩遊戲、吃拉麵的樂趣，

因為這個體驗對消費者是有價值的，所以就算收取門票消費者仍然願意進

入。體驗經濟說：你屬於哪種產業，要看你針對什麼收費。如果收取門票，

博物館就更會去思考能夠提供給顧客哪些價值而讓顧客願意付費，這樣反而

是讓博物館進步的一種方法，如拉麵博物館會不斷有徵選活動以換新裡面的

拉麵店，或是追捕假面怪盜也會有新的發展，以吸引顧客再次到訪，甚至有

各種長期的特價票卷等。這種作法及精神值得台灣的生活型博物館參考，體

驗是有價值的，不過必須先設計出涵蓋四領域的體驗（娛樂、教育、審美、

忘我），創造具吸引力值得紀念的體驗才能收取門票。 

 

二、商品的體驗及美感營造 

(一)重視造型、色彩、圖紋等美學變化 

日本個案的商品在視覺上有不同的形狀、顏色變化，如鈴廣魚板藉由在

魚板內加入不同的素材（蝦、蟹卵、波菜、蛋…），讓簡單的魚板有多彩及

層次的變化，在口味及美學上提升價值，而形狀也有葉子、魚、愛心等等，

秋天也會做出玉兔、楓葉等漂亮的造型。和菓子也會在皮加入芋頭、栗子、

芝麻、櫻花等配合季節、主題捏出各種花、葉、鳥、魚，或是在和菓子上烙

印美麗的圖案，透明的羊羹也會有各種顏色層次上的變化。 

日本的商品追求的不只是味道口感，其更重視的是整體呈現的美感及精

緻度的提升，每一項產品都能成為高級宴會上的精緻餐點或是逢年過節的高

級禮盒。 

(二)配合「四季節氣」推出不同的商品 

在工業經濟邏輯如此高超發達的日本，他們的城鄉到處仍保持農業文明

的「四季節氣」與生活節奏，不讓工業經濟的生產理性凌越大自然四季節氣、

生活節奏與人性 amenity（李仁芳 2005）。日本個案都很重視季節感，和菓

子會將四季轉換時的地方景色透過菓子的食材及外型展現出來，如俵屋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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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京菓子春天展現出北野天滿宮的紅梅、夏天展現鴨川的鮎魚等。鈴廣魚板

每個月都會有當月特選素材所製造的魚板，如十月的栗子特別甜，推出栗子

魚板，初冬的寒鰤魚魚板，而秋天也會特別推出楓葉造型的秋天魚板禮盒，

或是在中秋節的時候有月亮及玉兔造型的魚板。拉麵博物館也會推出「旬

麵」，各家拉麵店使用當月特別食材所製造的拉麵。 

不同時節用當月最好吃的食材是味覺的提升，而也能以此吸引顧客來購

買不一樣的當季才能吃到的商品，且透過外型整體的季節感展現，讓顧客能

在吃的時候也能有濃濃的季節感，增加產品的變化與特色。 

(三)商品融入文化與意境 

文化創意產業必須要在商品內也能融入文化，如每一項產品都有其背後

的意涵，或是結合文學藝術，如和菓子會使用日本的徘句、和歌做為創作來

源或名稱，京都會使用「源氏物語」作為創作來源，不但提升產品價值，也

讓顧客享用時多了一份風味。 

日本個案的商品也很講究意境，這是一種將商品藝術性的提升，也是提

高附加價值的好方法，除了和菓子的意境表現外，如鈴廣中秋節推出的月亮

造型魚板，讓你從湯舀到碗中，享受「在碗裡賞月的樂趣」，同樣是魚漿製

品，魚丸湯一碗的價值與一個魚板月亮的價值其差別不言可喻。 

(四)商品的應用加值 

其研發出魚板許多的裝飾切法，提升魚板的美感與價值感，另外提供許

多魚板的各種西式、日式料理法，不是只講究煎煮炒炸的功夫，其中有許多

的變化是一種美學的創意，真的把魚板當作一種重要食材，發揮魚板造型口

感等特色來做變化，反觀我們的摃丸、魚丸，從北吃到南吃法差異不大，就

算是摃丸節把各家摃丸店齊聚一堂時，大家賣的都是清一色的摃丸湯，無法

創造特色差異，也無法提升商品價值。 

台灣許多小吃點心都只講求料好實在，但似乎做得再好吃也很難成為高級宴

會上的佳餚，或利潤高的高級禮品，大家只能比誰最「物美價廉」，透過日本個

案可以發現美學、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讓同樣的食材展現出完全不同的價值

與質感，配合時節的變化經由創意與美學，將產品融入生活中的事物，文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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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創作題材…，每一家都能做出自己的特色，差異化的同時也能提升利潤。 

 

三、核心知識的深化 

(一)自然學的累積 

自然學（natural history，亦有人翻為博物學）指的是研究自然包括動植

物、地質等的學科總稱，大自然是一個地區珍貴的資源，自然學的挖掘累積

有兩項好處，一是可以作為商品、博物館美學上的應用，另外也可以作為商

品材料（如食材）上的考據，如此可做出當地的特色。 

鈴廣魚板強調使用的是「箱根百年水」，因為箱根山系流動超過百年的

泉水，富有鎂、鈣等礦物質，其硬度最適合用來做魚板，鈴廣也使用箱根水

來釀造啤酒，製作咖啡、果汁等。另外小田原的風和日光及當地的水果、海

鮮等特產，也被運用來製作成各種魚干、水果干或果汁。一個地方產品的特

色就是從當地的特色出發，而當地的特色如何和產品特色結合，需要的就是

當地自然學的累積。俵屋吉富運用的是不同季節京都的產物做為菓子的創作

來源，如春天的梅花、夏天鴨川裡的鮎魚等，或是運用京都特產的蔬菜作為

造型，這些存在於大自然中但又與當地民眾息息相關的事物容易引起民眾的

共鳴，並賦予商品意義。 

如同李仁芳（2004）所提創意生活產業是以城鄉山川為布景，必須要對

當地的花草樹木、魚鳥蟲獸、日月山川瞭解或受到感動後，才能將其轉化成

有特色的商品創意。 

(二)文化、歷史、科學知識的深研 

每家日本個案對自己產品相關的文化、歷史、科學知識都有深入的瞭

解，而這也是屬於一種無形文物的搜集。 

新橫濱拉麵博物館有拉麵的起源、發展史、製作方法、麵條比較、各地

的拉麵特色及約 320家拉麵店的食具等，另外還提供了拉麵知識體驗，有「拉

麵專家」可以讓大家詢問所有與拉麵相關的事情。 

鈴廣魚板博物館有豐富的魚板科學知識，透過有趣的自己動手的小道具

呈現，包括魚板的營養、製作、全日本可做成魚板的魚類、魚板的小常識、

魚板作為食材刀工料理的變化等，而鈴廣魚板對小田原自然學的重視，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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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運用地方素材也是其產品的特色，在產品上更是融入多樣的食材運用

傳承的魚板製作技術，表現出魚板的美學與精緻。 

俵屋吉富京菓子資料館裡頭有珍貴的歷史文物、書籍的收藏，也配合和

菓子與茶道的文化實演教學，其產品充分的運用京都的四季物產成為其創意

主題，也會使用徘句、和歌或當地文學作品融入產品。 

核心知識的加深才能不愧稱為”博”物館，顧客相關問題能在此獲得解

答，也才會顯出此家公司對此項產品或產業的專業，顧客到此一遊後也才有

充實感，博物館將相關核心知識鑽研越深，也越能發揮創意使其成為體驗活

動或環境的一部份，要先累積足夠的文化知識，才能發展成文化創意產業。 

 

四、環繞主題做「搜集」 

(一)主題明確的搜集 

從日本個案可以發現，他們都有很明確的主題，而所有活動圍繞著主題

發展，例如拉麵博物館的主題是「拉麵」，而體驗主題為「在昭和三十三年

夕陽下的拉麵街」，所有的活動、佈置、商品都與拉麵有關。鈴廣魚板博物

館以「魚板」或「鈴廣魚板」為主題，裡頭不管是 DIY、知識及資訊體驗、

商品販賣等都圍繞著魚板的主題，就連 2F的藝術展示也選擇魚板板畫，整

個博物館的佈置都是用魚板。俵屋吉富的京菓子資料館除了展示室搜集了許

多過去京菓子的文物史料、圖書外，還有「糖芸果子」，另外也有配合果子

的茶道體驗，整體佈置也很有京都風味。可以發現博物館其實還是在進行「搜

集」，只是對傳統博物館來說都是文物的搜集，但現代的生活型博物館文物

只是搜集的其中一部分，其他還有許多如 DIY活動、無形的文化知識資訊、

產品及周邊商品等搜集（如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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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文物

DIY娛樂

主題周邊商品 

餐飲

工廠見學 

 

 

 

 

 

 文化.歷史.科學

圖 6. 1生活型企業博物館之主題搜集圖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反觀台灣的生活型企業博物館並未設定明確的體驗主題，所以常有〈體

驗經濟〉所提到的「負面線索」出現，如到糕餅博物館一般人所想的應該是

參與與糕餅相關的活動，但行程中有吃鄉土風味餐、玩打彈珠，若說主題與

台灣懷舊相關，但整體的空間裝潢佈置又是現代風格，而導覽人員又有西部

牛仔、星星王子、小魔女等西方的造型。主題不夠集中，體驗的深度也會降

低。 

 (二)有形文物的搜集 

文物搜集可分為地理空間的廣度與歷史年代的深度，像拉麵博物館大部

分的文物蒐藏是日本全國各地拉麵店的碗、筷子包裝、拉麵泡麵等，數大便

是美，也能讓人瞭解各地的差異及文化；而鈴廣魚板博物館蒐藏的文物是一

些早期的魚板模、魚板刀等；京菓子資料館搜藏的是從奈良時代以來的果子

圖畫、目錄、模具、盛裝的容器，此外也有與和果子相關的古代畫軸、圖書。 

除非組織自己本身就保有或搜集一些早期古代的文物，否則要為了成立

一個博物館而搜集需要花費很多的金錢，新橫濱拉麵博物館給我們的啟示就

是不一定要往歷史深度的文物去搜集，也可以著重搜集各地區的相關文物，

如食品在各地區的發展皆有差異，如台灣與大陸各地方的丸子、米粉、麵條、

糕餅等，無論是在原料、製作、口味、型式上都有各自的歷史地理淵源，能

夠搜集齊各地的東西做介紹對顧客來說也是很有價值的，且從中再凸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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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特色為何。 

 

五、網站的營造 

日本的三家個案除了都有專屬網站外，在網站內的說明及活動也非常的齊全

及生動活潑，就像是數位博物館一般，如鈴廣魚板博物館的網站上有動畫的「魚

板的故事」描述一隻魚變成魚板的過程，用卡通的敘述手法讓小朋友能夠輕鬆的

瞭解魚板的製作；另外也有如魚板的各種漂亮切法介紹、魚板的營養知識、資訊

及製作過程。新橫濱拉麵博物館有追捕假面怪盜的各期進展介紹，也有拉麵街的

店鋪、人物介紹，日本拉麵的口味湯頭介紹比較，甚至還有拉麵電子報，另外也

有線上購物。現代網站是一個很重要的媒體，是顧客認識公司的重要媒介，好好

經營必能吸收許多年輕一代的顧客，不過網站內容的豐富呈現仍有賴主題相關核

心知識的深化。 

 

六、周邊商品販賣 

如上所述，周邊商品也是現代生活型博物館一項很重要的「搜集」，在當代

社會生活品味與消費結合的風潮下，博物館賣店不僅變成為觀眾在博物館消費行

為不可或缺的體驗與形象窗口，實質的營收更在博物館營運中佔一席之地（陳國

政 2005）。提供因應生活美學、流行時尚所設計的博物館紀念品，不但能提升營

收，也是增加顧客體驗的方式之一。 

現在的博物館與旅遊結合，許多人也會希望能在一遊後買一些小禮物自己做

紀念及送給親朋好友，而日本個案的周邊商品發展得十分成熟，很值得我們參

考。拉麵博物館販賣各種可帶回去煮食的拉麵，還有限定拉麵，拉麵的配菜等，

另外有許多以拉麵為主題的生活雜貨，如碗、筷子、拉麵的鑰匙圈、魚板抱枕、

魚板拖鞋等。鈴廣魚板博物館也有專屬的商品區販賣鈴廣的各種魚板，也提供試

吃，紀念品區裡頭有魚板相關的各項物品如魚板手機吊飾、魚板 CD，甚至還有

魚板的大頭貼。相信周邊商品的販賣會是博物館利潤較高的收入來源，不但有益

於博物館的營收經濟，也能增加顧客體驗。 

 

七、在各項展演中融入組織產品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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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鈴廣魚板博物館可以發現，雖然整個魚板博物館主要是以魚板的知識資訊

為主，但中間其實結合了鈴廣魚板的特色，如「箱根百年水體驗區」，與其一直

宣傳製作鈴廣魚板所使用的箱根水質的特殊，不如讓參觀者自己喝喝看；「講學

廳」也是一個能一邊享用魚板一邊聽到潺潺水聲的地方，讓參觀者可以一邊品嚐

鈴廣魚板，一邊想到這是用不同的水做出來的；另外「DIY體驗區」所用的魚漿、

技術其實也都是鈴廣魚板所提供，也等於是讓顧客試吃鈴廣魚板。另外還有「魚

板手工工房」可以看到鈴廣魚板的師傅展示高超的技術等。其實整個鈴廣魚板博

物館一遊之後除了可以瞭解魚板的資訊與知識，也可以知道魚板的好吃與否和

「魚、水、技」，即魚肉、水質、技術相關，而也可以得知鈴廣魚板在這些地方

所下的功夫，和別家魚板不同的地方在哪裡，鈴廣魚板運用自己本身的資源， 

將組織產品的特色融入博物館的展演之中，可說是非常成功。反觀台灣的企

業博物館在逛完後往往也不清楚這一家企業產品與他人不同的地方在哪裡，或是 

宣傳的太過直接明顯，這些都是日本個案值得我們參考的地方。以下藉由圖 6-1

所提的博物館搜集架構，來檢視鈴廣魚板博物館如何將組織產品特色成功的融入

博物館展演之中。 

 

 
販售鈴廣各式魚板

 
產品

文物

DIY

餐廳裡頭會使用到魚
板及小田原當地特色
的素材，啤酒是用百年
箱根水所釀造 

娛樂

主題周邊商品 

餐飲

工廠見學 

鈴廣歷代所留下的
魚板文物，顯現鈴
廣的歷史與專業 

 

 
可見到鈴廣
魚板師傅的
技術實演 

 

 

鈴廣的魚板紀念品
及小田原特色的紀
念品 

鈴廣的材料及師
傅，顧客有機會試
吃自己做的鈴廣
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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鈴廣魚板博物館的
娛樂是和魚板的文
化 . 歷史 .科學結
合，寓教於樂 
瞭解魚板好吃要有好的魚、水
和技術，而鈴廣是用百年箱根
水所製造，這也是好吃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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