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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國內的大型特展在這十幾年間蓬勃發展，而不同於歐美地區大多由博物館本身主

導展覽的作法，台灣的大型特展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可以明顯看到媒體參與

其中的情況，從1993年中國時報與台北故宮合辦「莫內與印象派畫作展」

(1993/02/20-04/25)，二個多月的展期吸引約31萬多人參觀；1995年聯合報系與

台北故宮合辦「羅浮宮珍藏名畫特展」(1995/09/16-12/31)，三個多月吸引約72

萬人參觀；至2000年聯合報系與國立歷史博物館合辦「兵馬俑．秦文化特展」

(2000/12/15-2001/03/11)，三個月有105萬觀展人數，創下單一特展參觀人數的

世界紀錄，這十幾年來數十個大型特展，幾乎被聯合報系及中時報系兩大媒體壟

斷，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也可以說，國內大型特展的發展史就是國內兩

大平面報業集團的另一個戰場紀實。 

 

而媒體是用什麼角度來思考、評估參與大型特展?用什麼條件與博物館合作？用

什麼方法來行銷、宣傳特展？本研究選定聯合報系主辦之羅浮宮埃及文物珍藏

展，這個個案在全國北、中、南巡迴一年，應用豐富的整合行銷手法操作，創造

了不錯的宣傳效益及參觀人數，能夠對於國內媒體與博物館合辦大型特展的生態

有深入了解的機會。 

 

聯合報系於2000-2004年之間陸續舉辦四大古文明特展，即「兵馬俑─秦文化特

展」(2000/12/05-2001/03/11)、「文明曙光─美索不達米亞羅浮宮兩河流域珍藏

展」(2001/03/24-07/15)、「印度古文明藝術特展」(2002/04/23-07/20)、「四大古

文明之羅浮宮埃及文物珍藏展」(2003/11/21-2004/11/07)，2004年之後在台灣舉

辦的古文明特展就僅有2007年再度舉辦的「兵馬俑」特展(2007/05/12-07/31，

國立歷史博物館)。近年由於來全球化趨勢發展，以及科技的急遽進步，第二次

的兵馬俑特展所採取的整合行銷策略已明顯與七年前有所差異，而近年來所舉辦

的多個大型特展，也明顯看出整合行銷資源的快速流動。同時，教育部已於2006

年5月通過「國立社教機構作業基金」計畫，未來將逐年減少對公立博物館的預

算編列，因此針對國內大型國立博物館設立館務基金，以達促進機構開源之意願



及潛力、增加預算編制與執行之彈性、作為轉型行政法人之過渡期等目標。面對

這樣的衝擊，博物館勢必需改變行銷的心態與作法，此轉變值得未來觀察。正因

如此，本研究認為在此時刻研究探討此個案有其價值存在，俾能為未來相同性質

的大型特展，釐清更多本質面與策略面的重要關鍵。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 媒體加博物館—台灣獨特的特展生態 

 

自1993年至今，聯合、中時兩大報系習慣不定期的舉辦大型特展，互相竸爭的

意味濃厚，檯面上彰顯藝文推廣的正面形象；檯面下承辦人員仍然有為社方創造

現金、廣告及發行等實質績效的壓力，即使這幾年國內的報紙生態丕變，自由時

報及蘋果日報逐漸佔領了閱讀率第一、二名的位置，或許是舉辦特展有一定的門

檻限制，兩報看起來並沒有跨入辦展領域的跡象，至今仍然是聯合與中時競爭的

局面沒有改變，而博物館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從各館的辦展紀錄顯示，沒有一

個館會獨惠單一媒體，都有與兩個媒體合作的經驗，試圖與兩個媒體培養都是合

作夥伴的平衡關係，因此以博物館的合作模式來判斷，如果自由及蘋果也要跨入

特展的領域，相信博物館是敞開大門歡迎，然後在幾個媒體間尋找最有利的合作

條件。 

 

媒體要藉由舉辦特展創造可觀的盈收並不容易，主要是舉辦特展既花錢、花時

間，又要有不小的人力投入，風險不小，以投資報酬率來看並不划算，而兩大報

投入辦展的時期正是兩大報本業獲利較佳的年代，在企業有高獲利的時侯比較有

多餘的經費投入文化事業，虧損的時候當做公益贊助，更何況有機會賺到面子及

裡子，既有好名聲，又可能有不小的實質獲利。 

 

從博物館本身的策展預算看來，很難有太高的比率將經費投入行銷、宣傳上，也

就是說，博物館的主要任務是策畫好的展覽，至於觀眾如何得知展覽資訊進而到

博物館看展，大部分的博物館受到經費限制，只能採消極的方式，舉辦一、二次

記者會、在專業雜誌上做點宣傳、懸掛路燈旗…等之外，大概很難再有大的宣傳

動作；加上規劃大型特展的經費動輒數千萬元，而博物館編列一個展覽經費要超



過千萬元是少之又少，如此讓媒體有介入的空間，以金錢及版面的投資，換取特

展的主辦權及分享獲利的權利，而需要兼具這兩方面的投資及策展經驗造成了門

檻限制，使得這十幾年來，兩大報幾乎少有新的競爭對手出現，而逐漸形成壟斷

市場的局面。 

 

反觀國外情況，歐美的博物館對於大型特展執行已相當成熟，除了博物館本身有

較高經費外，企業及基金會更願意贊助高額的贊助款給館方，加上博物館擁有豐 

富的館藏，館對館的展品交換策展，致使不用支付借展費而降低展覽成本，相對

提高了館方自辦特展的能力。而日本媒體則有大量參與大型特展的現場，賺錢的

媒體舉辦特展做為形象提升的目的，藉以與讀者產生直接互動，因此不以獲利為

考量。 

 

台灣的媒體與博物館合作大型特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博物館方都把宣傳視為是

媒體的最大優勢，因此把展覽的行銷工作大多交由媒體方主導，而媒體中的企劃

人員也從中邊操作、邊學習，從單純的在自家媒體寫新聞、發廣告的方法，發展

到透過有線電視、網路、廣播、戶外媒體等全媒體宣傳及附屬活動舉行等直效行

銷，簡單說就是應用整合行銷的手法來推銷特展，成為台灣舉辦特展的特有現象。 

 

二、 聯合報系舉辦特展沿革 

 

本研究之對象為聯合報系主辦之四大古文明特展之一，因此藉由聯合報系舉辦特

展的歷史淵源、沿革與現況，可略窺國內媒體參與大型特展的思維。 

聯合報成立於 1953 年，在政府報禁期間，與中國時報並列國內兩大報，創辦人

王惕吾並於 1978 年成立民生報，並由他的長女王效蘭擔任社長，主導整個民生

報的社務運作，民生報的宗旨是「提高國民生活素質，增進民生福祉，服務社會，

宣揚健康的現代生活」，一開始就走軟性新聞路線，注重藝文推廣，並舉辦球賽、

抽獎、才藝教室等各式各樣活動與讀者直接互動。 

王效蘭留學瑞士，並長期旅居法國，與法國各界互動良好，由於長期致力於兩國

的文化交流，於 1991 年榮獲法國國家榮譽勳章─文化騎士勳章；1997 年更由法

國總統席哈克親自頒授法國最高層級的榮譽軍團勛章。 

王效蘭於民生報創辦之初就成立活動企劃部門，專門負責報社甚至聯合報系對外



的相關活動規劃與執行，也慢慢地累積活動執行的經驗，而聯合報系這數十年來

大大小小的活動幾乎由她主導。 

1993 年 2 月 18 日為慶祝民生報十五周年社慶，舉辦了「奧運百周年紀念版畫

展」，算是民生報自己策畫的第一個特展，但採不收費方式在國父紀念館及時代

畫廊展出，以社慶名義回餽社會大眾，屬於操作較為簡單的小型特展。 

同年 12 月 3 日又在國立國父紀念館舉辦「馬克．夏卡爾展」，41 天展期吸引 7

萬 5 千人前往觀賞，造成不小的轟動，此展也是由民生報獨立策展。 

1995 年 9 月 17 日為慶祝聯合報四十四周年，與故宮及帝門藝術教育基金會合

辦「羅浮宮博物館珍藏名畫特展」，近四個月展期吸引 73 萬人參觀，創下國內

大型特展的參觀人數紀錄。 

直到 2000 年 12 月 15 日，聯合報與國立歷史博物館合辦「兵馬俑─秦文化特展」，

三個月展期共有 105 萬人參觀，創下了單一展覽參觀人數的世界紀錄；至 2003

年期間，並陸續舉辦了美索不達米亞展、印度古文明藝術特展及羅浮宮埃及文物

珍藏展，聯合報系在台灣完成了世界四大古文明的特展，四個展共有 270 餘萬

人次參觀，寫下輝煌的辦展紀錄。 

觀察聯合報系舉辦的文化特展，幾乎都由王效蘭主導，掛名的單位分別有民生

報、聯合報、聯合報系文化基金會及聯合報系，只是依每個個案不同的時空環境

及報系內需求，而以不同的單位掛名，但大多由民生報活動企劃組為執行單位。 

民生報雖於 2006 年 11 月 30 日停刊，所屬的活動組則整組移轉至聯合報編輯

部，繼續執行同樣的任務。 

截至目前為止，聯合報系仍不定期的規劃大型特展，2007 年 3 月再度與國立歷

史博物館合作兵馬俑特展，又有近 30 萬人的參觀人潮，依然引起轟動。 

 

表 1-2-1    聯合報系歷年舉辦特展一覽表 

展覽名稱 主辦單位 展覽日期 贊助 

兵馬俑特展 

國立歷史博物館 

聯合報系 

陝西省文物局 

2007/05/12-07/31 台新金控 

妮基的異想世界 
聯合報系 

國立歷史博物館 
2007/02/09-04/29 台新金控 

   
(續下頁)



         (接上頁)

展覽名稱 主辦單位 展覽日期 贊助 

西班牙玩具展 
國立歷史博物館 

聯合報系 
2006/07/10-09/24 

長榮航空    

亞太會館 

「畫魂」潘玉良畫展 

國立歷史博物館 

國立台灣美術館  

聯合報系   

觀想藝術         

2006/02/10-07/09 亞都麗緻飯店

絲情畫意- 

當代繡畫藝術展 

民生報 

聯合報系文化基金會 

國立國父紀念館 

鳳甲美術館   

2005/12/30-2006/02/28   

筆力詩心-秦孝儀 

詩文書法文房展 

聯合報系 

國立國父紀念館 

廣達電腦教育基金會 

 中正文教基金會 

2004/09/10-10/03   

四大古文明之─ 

羅浮宮埃及文物珍藏展 

國立中正紀念堂管理處 

高雄市立美術館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九觀文化 

法國羅浮宮博物館 

聯合報系 

2003/11/21-2004/11/07  中國信託 

「從空中看地球」   

空中攝影藝術特展 

國立中正紀念堂管理處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聯合報系 

2003/11/15-2004/06/26 台新銀行 

印度古文明─藝術特展 
國立歷史博物館 

聯合報系 
2003/04/23-07/20 東元家電 

彩筆飛舞空間─ 

馬諦斯特展 

國立歷史博物館 

聯合報系   

 

2002/11/19-2003/02/16 

 

世華銀行 

從普桑到塞尚─法國繪

畫三百年 

國立故宮博物院 

聯合報系 

法國博物館聯會 

法國博物館司 

2001/11/16-2002/02/20 世華銀行 

文明曙光— 

美索不達米亞羅浮宮 

兩河流域珍藏展 

國立歷史博物館 

聯合報系 

年代網際 

統一夢公園 

2001/03/24-07/15 

誠泰銀行 

(續下頁) 



   (接上頁)

展覽名稱 主辦單位 展覽日期 贊助 

席德進世紀再現特展 

聯合報 

民生報 

席德進基金會 

新光三越 

2001/01/10-04/18  

兵馬俑－秦文化特展 

國立歷史博物館 

西安秦俑博物館 

聯合報系 

2000/12/15-2001/03/11 中華航空 

林風眠百歲紀念畫展 
國立國父紀念館 

民生報 
2000/07/14-08/28 

元大証券  

年代網際 

世紀的新生─西洋美術

的兒童形象特展 

國立故宮博物院 

民生報 

聯合報 

奇美文化基金會 

2000/04/01-07/30   

漢代文物大展 

國立故宮博物院 

聯合報系文化基金會 

民生報 

1999/09/21-2000/02/25 

中華賓士  

富邦集團  

正隆春風  

希爾頓大飯店 

中華航空  

立榮海運 

「傳奇之美女人頌」 

西洋繪畫與雕塑特展 

國立故宮博物院 

聯合報系文化基金會 

民生報 

奇美文化基金會 

1998/02/18-05/31   

巴斯奇亞畫展 

民生報 

高雄市立美術館 

台灣省立美術館 

1997/01/26-06/15 長榮航空    

傳奇．美麗─ 

奇美典藏西洋名畫展 

民生報 

奇美文化基金會 

聯合報系文化基金會 

國立國父紀念館 

199702/22-03/20   

羅浮宮博物館 

珍藏名畫特展 

國立故宮博物院 

聯合報系 

帝門藝術教育基金會 

1995/09/17-1996/01/15   

   
(續下頁)



   (接上頁)

展覽名稱 主辦單位 展覽日期 贊助 

俄羅斯沙皇夏宮文物展 民生報 1993/12/19-1994/03/20  

馬克．夏卡爾畫展 
聯合報 

民生報   
1993/12/03-1994/01/12   

趙無極回顧展 
民生報 

台北市立美術館 
1993/03/27-05/30   

奧運百周年紀念版畫展 民生報 1993/02/1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所探討為「媒體與博物館合作大型特展」之整合行銷策略，研究對象鎖定

聯合報系與博物館間合作之古文明特展為個案。本研究重點有三： 

一、無論對博物館和媒體而言，大型特展所欲達成的目標，不外是吸引參展人潮

及提升正面形象這兩點，而透過整合行銷傳播，是否真能達成上述兩個目

標？ 

二、當整合行銷傳播之標的物為藝文性展覽時，如何透過整合行銷傳播策略，將

短期的展覽塑造為品牌，以及將這種難以量化及具體化的產品傳達給消費

者。 

三、大型特展經常被批評為假文化之名，行商業之實的利益做法，透過整合行銷

傳播，是否有可能達到經濟收益、參觀者效益、以及社會大眾效益的三贏局

面？ 

 

針對上述三個討論重點，擬定下列問題為研究時尋找答案的方向： 

(1) 個案運用整合行銷傳播的策略為何？媒體與博物館雙方主導與決策情況為

何？雙方認知為何？ 

(2) 個案運用整合行銷傳播的執行成效為何？此處執行成效欲探討三個面向：收

益、參觀者效益、及社會大眾效益。 

(3) 媒體與博物館合作，雙方對大型特展的期待與認知有何差異？這差異對特展

舉辦是否造成障礙？對相對較為保守的博物館來說，是否在行銷策略及作法

上有所衝擊及學習？反之，對以商業利益考量為優先的媒體來說，是否影響

其對社會責任及公眾權益的思維改變？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全文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為緒論，第一節研究動機，說明選擇此題目及個案的原因；第二節研究背

景，說明研究對象聯合報系歷來與博物館合作大型特展之淵源與現況；第三節研

究問題，說明本研究所欲探討及期待解答的問題；第四節研究架構；第五節研究

問題與限制。 

第二章文獻探討，由於本研究實際個案為出發點，所探討內容以實務面為主，理

論為輔，因此本章選擇四個與本研究相關的主題，援引國內外期刊、文獻、理論、

書籍、論文交互探討。第一節討論「大型特展」、第二節討論「博物館行銷」、第

三節討論台灣「媒體與博物館合作」之狀況、第四節則討論國內外「整合行銷傳

播」之理論。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本研究所採取的分別為個案研究法、深度訪談法及次級資料

分析法，並佐以研究流程圖說明。 

第四章為個案分析，本研究以聯合報系與不同博物館合作之四個古文明特展為研

究對象，在仔細分析整合行銷傳播策略時，選擇以羅浮宮埃及文物展為分析對

象，此展歷時近一年，巡迴台北、台中、高雄三地，所得數據及資料最為完整清

晰。以下從此展之合作博物館選擇、大眾宣傳、事件行銷、異業結合、售票策略、

週邊商品等面向分析探討，並加上深度訪談之內容為佐證，期能呈現客觀、主觀

兼具的完整樣貌。 

第五章為結論與建議，綜合前述個案之資料整理、分析探討之後，除了總結對本

研究問題的解答，並分別提出對媒體方和博物館方的建議，以及未來研究建議。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媒體與台灣公立博物館合作的大型特展為研究範圍，對象鎖定聯合報系

舉辦的「兵馬俑─秦文化特展」、「文明曙光─美索不達米亞羅浮宮兩河流域珍藏

展」、「印度古文明藝術特展」、「四大古文明之羅浮宮埃及文物珍藏展」等世界四

大古文明特展相關之人事物，並從中再挑選埃及展台北展為主要論述個案。 

 



二、研究限制 

(1) 本研究之個案分析以四大古文明之「羅浮宮埃及文物珍藏展」為主要案例，

探討媒體在操作大型特展的整合行銷手法，但本個案由聯合報系主導，合作

的北、中、南三個博物館是被動的租借場地配合，較無法在展覽的整合行銷

計劃中表示意見。   

(2) 礙於商業機密，如實際門票所得、贊助條件及金額、衍生性商品的營業額等

數據都無法公開。 

(3) 深度訪談的部分，訪談品質會因為受訪人的人格特質、機密考量、主觀認定

等因素而影響訪談的信度。 

(4) 本研究僅以聯合報系合作之大型特展為例，較無法全面性分析其他媒體參與

特展的思考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