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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近年來「資源整合」是國內外公民營企業勢在必行的一種行銷策略趨勢，而整合

行銷傳播應用在企業或媒體成功的案例也很多，包括博物館的整合傳播行銷策略

近年來也獲得研究重視1，但尚未有以「媒體與博物館合作舉辦大型特展」為對

象的研究。 

 

本研究的出發點，在於大部分的案例當中，媒體與博物館間的合作模式有規則可

循，因此採用個案研究法，鎖定具代表性的個案來呈現雙方的合作模式及結果。 

 

另外，本研究對媒體與博物館之間合作的相互衝突與溝通、對大型特展有著不一

樣的觀點立意、以及雙方對於整合行銷傳播的不同認知等問題，採用深度訪談

法，試圖了解雙方決策者及參與者的想法。 

 

而為了具體了解大型特展的整合行銷傳播策略及成效，本研究針對選定個案，採

取次級資料分析法，收集個案全方面的執行細節與成果。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與個案說明 

 

一、個案研究法 ( case studies)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普遍的科學研究方法，是充分使用資料來源以系統化地調查個

人、團體、組織或某一事件的方法，對研究者在了解或解釋一個現象時有相當大

的助益(Wimmer & Dominick, 1994)2。 

 

Merriam(1989)提出個案研究的四個特性3： 

1. 特殊性：個案研究著重於一種特定的情況、事件、節目或現象，使它成為研

究現實問題的好方法。 

                                                 
1潘美君，2004，<博物館整合行銷傳播之探討－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國立歷史博物館之特展

比較研究>，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Roger Wimmer & Joseph Dominick著 ， 李 天 任 、 藍 莘 譯 ， 1995，《大 眾 媒 體 研

究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 ion》， 台 北 ： 亞 太 圖 書 出 版 社 。  
3同 2。  



2. 描述性：期最終成果是一份關於研究課題的詳細描述報告。 

3. 啟發：個案研究可以幫助人們了解研究的主題什麼，包括提出新的解釋、新

的意義、新的見識。 

4. 歸納：多數個案研究依賴歸納的推理過程，原理和普遍性的原則由資料的檢

視中形成。許多個案研究的目標在於發現新的關聯，而非證明現存的假設。 

 

質化研究中所使用的個案研究法，多屬於探索性研究，其功能偏重於客觀事實的

了解及主觀的解釋。Simon(1985)個案研究法的優點在於可獲得與研究主題相關

詳實、豐富的資料，有利於研究者進一步發現研究線索與概念；使研究者有能力

討論更大範圍的現象 (轉引自洪聖惠，2001)4。 

 

個案研究材料的來源分為直接來源與間接來源兩種途徑5： 

1. 直接來源：以個案編寫者的直接經驗作為基礎，其素材取自編寫者的個人經

驗，無論是成功或失敗的教訓，都是第一手的、直接的，不但對情況瞭如指

掌，而且深刻體會。 

2. 間接來源：第一種是文獻，包括信件、備忘錄、會議記錄、記事簿、歷史記

載、小冊子、標語等形式；第二種是訪問，包括問卷調查及深度訪談；第三

種則是實物，如一件工具、一套設備、或是一份電腦輸出資料。 

 

一、個案說明 

 

世界四大古文明分別是中國、印度、埃及及美索不達米亞，聯合報系參與的四大

古文明展分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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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兵」展及「印」展由博物館主動邀聯合報系合作；而「美」展及

「埃」展則由聯合報系邀博物館合作，每個展覽的操作方式不盡相同，因此聯合

報系參與的程度也各有不同。 

 

而聯合報系在評估這四個展覽時，思考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關連性，使得以這四

個展覽來做個案研究分析時，從中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決策及決策者的思考模

式，可以做為未來博物館及媒體相關人員在籌畫大型特展時的參考。 

 

                                                 
4洪聖惠，2001，<整合行銷傳播在候選人網站之運用－以 2000 年總統大選陳水扁競選網站為例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論文。 
5鄭貞銘，1999，《公共關係總論》，台北：五南。 



「兵」展是黃光男先生任國立歷史博物館館長時，主動向聯合報表達合作意願，

經報社內部評估後合作；「美」展則是由橘園策展公司策畫，向法國羅浮宮借展，

並主動向聯合報系遞案爭取合作，社方評估後跟橘園買斷承辦權，加上正值與史

博館合作「兵」展，因此直接找史博館合作，聯合報另找了統一企業及年代電視

共同投資；「印」展由史博館策展，因為前面兩個展的愉快合作，史博館與聯合

報系培養不錯的合作關係，黃光男館長順勢再邀聯合報系共同主辦；「埃」展則

由九觀文化策展，向法國羅浮宮借展，九觀主動向聯合報系遞案，社方評估後跟

九觀文化買斷承辦權，再選擇展場後到台北中正紀念堂、台中科博館、高雄科工

館展出。 

 

仔細解析這四個展覽的營運模式，可以清楚看到媒體與博物館的策略聯盟關係，

也可以看到媒體操作大型特展的整合行銷手法及優缺點；本研究個案分析更詳列

「埃」展台北展的整合行銷策略操作細節及效益分析，做為主要論述。



表3-1-1：研究個案資料整理/四大古文明展一覽表 

展覽全名 時間 地點 主辦 贊助/合作 參觀人次 

秦文化— 

兵馬俑特展 

2000/12/5-2001/03/11 國立歷史 

博物館 

聯合報系 

國立歷史博物館 

中華航空 

台灣啤酒 

1,050,537 

美索不達米亞

羅浮宮兩河流

域珍藏展 

2001/03/24-07/15 國立歷史 

博物館 

聯合報系 

國立歷史博物館 

年代網際 

統一夢公園 

誠泰銀行 

富邦保險 

長榮航空 

TVBS  

廣達電腦基金會 

315,871 

印度古文明藝

術特展 

2002/04/23-07/20 國立歷史 

博物館 

聯合報系 

國立歷史博物館 

 

東元家電 67,969 

羅浮宮埃及文

物珍藏展 

2003/11/21-2004/11/07 中正紀念堂

(台北) 

國立自然科

學博物館 

(台中) 

國立科學工

藝博物館 

(高雄) 

 

聯合報系 

中正紀念堂管理處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九觀文化 

中國信託 

中國石油 

錠嵂保險經紀人

台北市政府 

長榮航空 

長榮海運 

中央產險 

年代電視 

晶華酒店 

公共電視 

台北捷運公司 

La New  

711,797 

                                                         (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 
 

一、深度訪談法 

 

深度訪談是質性研究的資料收集方法之一，它是一種比較不具結構，而讓受訪者

有更大的自由，可以引導訪問方向的訪談方式6。「深度訪談」是一種非數量表

示的定性研究技術，目的不在於提供數量化資訊，而在發掘研究對象的看法與動

機上，它的最大優點是提供了豐富的詳盡資料，與傳統的調查方法相比，深入訪

談較能提供敏感性問題的精確回答7。 

 

研究者運用口語敘述的方式，針對特定對象收集與研究有關的資料，以便對研究

的對象或行動有全面式的了解。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必須創造出一種自然的情

境，讓受訪者在一種被尊重與平等的互動關係中，進行雙向式的溝通與對話；而

研究者必須本著開放態度與彈性的原則，讓受訪者能夠針對研究議題，充分表達

自己的看法與感受。 

 

透過深度訪談法探究問題，將使研究者較能掌握問題的焦點所在，另也可經由受

訪者豐富的回答內容，推測其邏輯和背後的語言或行動的意義，並可直接判斷其

談話的可靠性(轉引自吳振宇，1998)8。質性訪談具有幾項特色9： 

1. 有目的的談話； 

2. 雙向交流的過程； 

3. 平等的互動關係； 

4. 彈性的原則； 

5. 積極的傾聽； 

 

深度訪談的步驟，為確定問題、徵募受訪者、收集資料與分析資料。社會科學研

究將訪談法依據問題設計的嚴謹度，劃分為結構式(structured interview)、無結構

式(unstructured interview)及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訪談，本研究將採半

結構式，又稱引導式(guided interview)訪談，先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的

                                                 
6 Earl Babbie著，李美華等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譯自〈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8th ed.〉，台北：時英，pp.442 
7 李天任、藍莘譯，1998，《大眾媒體研究》，台北：亞太圖書，pp.206-207 
8 吳振宇，1998，<候選人競選策略之研究：1997 年新竹縣長選舉之分析>，中正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
9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理論及應用》，台北：心理出版社，pp. 138-139。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6CCU0022700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6CCU0022700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6CCU0022700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6CCU0022700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6CCU0022700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6CCU0022700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6CCU0022700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6CCU0022700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6CCU0022700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6CCU00227003


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而在正式訪談過程中，不一定要根據訪談大綱的順序

進行，而視現場實際情況彈性調整或補充，或針對受訪者的回答延續問題作更深

入的探討。 

Wimmer & Dominick (1995)認為深度訪談法具備的特點包括(轉引自邱映慈，

2000)10： 

1. 樣本數較小； 

2. 提供特殊回答的詳細資訊，能獲得受訪者意見、價值、動力、回憶、表情、

感覺等詳細闡述的資料； 

3. 可對受訪者的非語言反應進行較長時間的觀察； 

4. 訪問時間通常很長，深入訪問可能持續幾小時，或超過一次以上； 

5. 可能受到訪問情境的影響； 

 

二、訪談對象 

 

由於本研究針對媒體與博物館的合作，因此深度訪談的對象選取分為兩方面：一

為博物館方，對象為實際的決策者及第一線承辦人及單位主管；另一部分為媒體

方，對象為聯合報系負責大型特展的統籌人。 

 

表3-2-1：本研究深度訪談對象 

受訪者 單位 職稱 訪談時間 訪談長度

黃光男 國立歷史博物館 館長 

(目前為台灣藝術大學校長) 

2007/04/20 120 分鐘 

林泊佑 國立歷史博物館 展覽組主任 

(目前為台灣藝術大學圖書館館長) 

2007/04/30 90 分鐘 

韋心瀅 國立歷史博物館 展覽組研究員 

(兵馬俑展策展人) 

2007/05/13 70 分鐘 

林佩樺 國立中正紀念堂

管理處 

展覽組主任 

(目前為花蓮機場業務組組長) 

2007/04/28 90 分鐘 

 

 

 

 

                                                 
10 邱映慈，2000，<整合行銷傳播在選舉行銷上之運用－以 1998 臺北市長選舉為例>，私立輔仁

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論文。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FJU0002300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FJU0002300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FJU0002300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FJU0002300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FJU0002300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FJU0002300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FJU0002300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FJU0002300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FJU0002300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FJU00023002


三、訪談問題設計 

 

本研究以聯合報系四大古文明展為例，除了「埃」展與國立中正紀念堂合作外，

其餘三個展覽皆與國立歷史博物館合作，而且籌備、執行期間都由黃光男先生擔

任館長，是主要的館方決策者，是訪談中可以談的最深入的對象；當然也補強館

方策展人及策展主管，他們是第一線的實務操作者，可以了解執行中最細節的部

分；「埃」展部分，由於國立中正紀念堂僅扮演場地租借的角色，因此只訪談實

際負責的窗口；至於四個特展移展至中南部部分，由於策展已完成，展覽的各項

架構都已定型，中南部館方比較扮演重複執行及提供場地的角色，因此未安排本

次研究訪談。 

 

在題目的設定上，就以博物館的角度出發，試圖探訪館方決策行為與能力，並了

解其對於與媒體方合作大型特展的看法。訪談問題如下： 

 

一、關於博物館本身的行銷 

(1)館方既有的行銷推廣策略有哪些？(包括常態與特展的)  

(2)館方編制內的行銷部門，組織與職掌為何？是否有固定預算？ 

(3)館方是否有固定的觀眾族群？對象與人數為何？是否定期做觀眾研究？ 

(4)依館方的經驗，哪些行銷策略最有效用？原因？ 

(5)館方與媒體既有的常態關係(非特展)為何？ 

 

二、關於博物館與其他單位合作特展 

(1)館方與民間單位合作特展的一般決策流程、決策者？ 

(2)館方最常合作的民間單位是哪些？合作模式通常為何？ 

(3)通常一個合作特展，從開始計畫到展出，平均所需時間多久？作業程序為何？ 

(4)館方與其他單位合作特展時，策展人及策展事務通常是由館方或對方負責？ 

(5)館方跟其他單位合作特展時，主要考慮因素是哪些？(如預算、信賴度、合作

特展的吸引度、館方本身的年度計畫、對館方的聲望與收益…或其他) 

(6)館方在決策與其他單位合作舉辦特展時，是否會考慮博物館本身的

mission、屬性、計畫或觀眾族群？ 

 

 



三、博物館對合作特展的意見與觀點 

(1)館方認為與其他單位合作特展，最大的優點是？缺點是？ 

(2)與其他單位合作過的特展當中，館方覺得哪一個是最成功的？哪一個最失

敗？原因？ 

(3)館方是否有針對個別特展的評鑑？如果有，評鑑標準為何？ 

(4)特展是否帶給博物館實質的效益？(如收入、觀眾人數增加、聲譽提高等) 

(5)在合作過程中，館方是否會面臨內部的不同聲浪？大部分意見如何？ 

 

四、針對四大古文明特展合作的意見 

(1)館方與聯合報系的合作，最大的考量是基於？ 

(2)館方與聯合報系的合作，模式為何？與其他媒體或單位的合作最大的不同？ 

(3)館方之前是否辦過古文明題材的展覽？或本身是否有古文明的展示與收藏？ 

(4)館方認為古文明題材的展覽，符合博物館本身的屬性與族群嗎？ 

(5)古文明特展結合了媒體宣傳、贊助、票房行銷、異業結合、紀念品販售等商

業要素，有沒有哪些是館方覺得可茲學習，哪些是覺得不妥的？ 

(6)針對這四大古文明特展，館方是否有進行觀眾研究？ 

(7)針對這四大古文明特展，一般觀眾的反應為何？博物館既有族群的反應為

何？館內工作人員或義工的反應為何？ 

(8)館方認為四大古文明特展的文宣品、廣告、節目冊製作品質如何？ 

(9)館方認為四大古文明特展的展覽動線、展示佈置、文字說明的品質為何？ 

(10)館方認為四大古文特展的紀念品品質，及與展覽的相關性如何？ 

 

第三節   次級資料分析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次級資料分析是將別的研究者資料收集和過程再分析的一種研究方法，而和原有

研究者是不同的研究目的11。次級資料包括不同的資料來源，以及由其他研究人

員所蒐集的資料或不同形式的檔案，包括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究、文

件紀錄資料庫、企業組織資料、以及圖書館中的書籍及期刊等。次級資料提供一

個相當便捷及經濟的路徑以回答不同問題，次級資料更包含一個重要的意義，即

將原始研究所蒐集的資料，作新的方向分析12。 

                                                 
11 Earl Babbie，1998，pp.269 
12 David W. Stewart/Michael A Kamins著，董旭英、黃儀娟譯，2000，《次級資料研究方法》，



應用次級資料分析的研究範圍包括以下幾項(轉引自宇若霏，2004)13： 

1. 歷史性的問題； 

2. 難以實驗的問題； 

3. 實用的問題； 

本研究可被歸類為上述「實用的問題」，蒐集研究個案的內部計畫、數據報告、

簡報資料、工作日誌、結案報告、觀眾研究、文件、文宣品、簡報、刊物、紀念

品等，經由整理與分析，呈現更具體的研究內容。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想探討媒體與博物館合作文化特展的整合行銷模式，選取聯合報系舉

辦的「羅浮宮埃及文物珍藏展」為研究個案，收集相關展覽資料及文獻，並同時

做相關合作對象之深度訪談，藉以整理、分析，最後歸納出研究結論。 
 
 
 
 
 
 
 
 
 
 
 
 
 
 
 
 
 
 
 
 

                                                                                                                                            
譯自〈Secondary Research〉，台北：弘智文化，pp.19 
13 宇若霏，2004，<政府宣導置入電視新聞節目之表現方式分析>，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2PCCU038302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2PCCU038302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2PCCU038302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2PCCU038302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2PCCU038302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2PCCU038302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2PCCU038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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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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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研究流程(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