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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羅浮宮埃及文物珍藏展 

 

本研究以 2000 年至 2004 年所舉辦的四大古文明特展—兵馬俑展、印度古文明

特展、美索不達米亞特展、羅浮宮埃及文物珍藏展(以下簡稱為埃展)為研究個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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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從此展台北展之合作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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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名稱：金字塔探祕  四大古文明—羅浮宮埃及文物珍藏展 

 

2003年11月21日~2004年3月28日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中正藝廊(台北) 126天 

2004年4月23日~2004年7月18日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台中) 86天 

2004年7月31日~2004年11月21日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 115天 

主辦單位：法國羅浮宮博物館、聯合報系、九觀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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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贊助：中國信託 

協辦單位：台北市政府、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民生報、台北捷運公司、晶華酒

店、Discovery、中國石油、錠嵂保險經紀人、中央產險、年代電視、

公共電視、La New 

指定運輸：長榮航空、長榮海運 

 

埃展在合作洽談之初，有一個很重要的中介角色，即九觀文化。此單位為法國羅

浮宮博物館的牽線者，亦為主要策展單位。主辦媒體聯合報系與九觀文化的合作

分工如下： 

(1) 展覽所有支出由聯合報系負擔，包括借展權利金、策展費、展場裝修費用、

三地場租及回饋金、保險運輸、宣傳費用、相關人事費用等。 

(2) 門票及贊助收入歸聯合報系所有；紀念品開發經營及收支由九觀獨攬，聯合

報系以寄售方式生產販售紀念品。 

(3) 九觀負責與羅浮宮的協調策展、展場規劃、展品佈卸展等，聯合報系監督配



合；其餘所有籌展事項，包括展覽場地洽談、運輸包裝執行、展品保險投保、

票務作業、宣傳推廣、贊助洽談、週邊活動、展場營運行政、等等均由聯合

報系負責。 

 

第一節  博物館展場選擇 

 

與三地博物館之場地合作，初期由九觀文化接洽，後轉由聯合報系負責。報系接

手前九觀已經先與台北中正紀念堂簽約、口頭談好高雄市立美術館，台中則因場

地與條件不佳尚未決定。 

 

一、中正紀念堂(台北)： 

聯合報系承接九觀與中正紀念堂之簽約內容，但館方卻以場地費用調整片面

要求重簽合約調高場租，在時間與別無場地的壓力下，聯合報系只能接受重

簽。幸好日後館方承辦人員配合度極高。硬體設備方面，此展場從未舉辦過

國際性大展，基本設備如空調、監控系統、溫濕控制等均未達標準，影響保

險費在先，分攤支付設備加強費用在後。 

 

二、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台中)： 

台中原選定國立台灣美術館，該館因重新整修，施工進度嚴重落後，迫使在

展前一個月臨時更改到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惟科博館所提出條件比國

立美術館佳，以「投資」方式合作，場租費用大幅降低，實際支付的金額是

三場中最低的。硬體設施方面，因臨時移動展場展示，無法選擇最好的展廳，

爲了獨立售票刻意規劃上下兩層樓的動線，展品也因為場地不足刪減體積最

大也是唯一的複製展品—塞內珍古墓。不過因為該場地為正方格局，除了出

入口、轉角處，大致上展場不太擁擠。 

 

三、高雄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此館為釋出善意最多的館方，場地狀況也最佳，各方面的配合度均高。但由

於地理位置不佳，兼以南部對藝文展演活動風潮較不熱衷，參觀人潮相較兩

地遜色不少。 

 



四、整體分析：三地展場各有利弊，配合度上都稱滿意，合作條件以台中科博館

最佳，地理位置屬台北中正紀念堂最優，展場空間則是高雄科工館取勝。 

 

五、館方看法：針對埃展合作，此次訪談了中正紀念堂管理處承辦主管，對於館

方與媒體在展覽場地上的合作模式與角度，並佐以經常與媒體合作特展的國

立歷史博物館館長黃光男的看法。 

 

雙方合作係以場地合作為核心，故館方向主辦單位收取場地租金，但另一方面，

館方有別於其他場地出借之營運，館方亦投入了人力、既有館務資源、公務體系

資源與長期合作之民間關係，並基於雙方合作之立場，故由主辦單位提供固定金

額之贊助款，指定贊助館方之館務與設備更新。 

館方與策展單位合作的決策模式大多是由上而下……目前比例較高的民間合作

對象為「藝文團體」及「藝術家」，合作模式有共同舉辦、合辦、協辦與單純場

地合作……作業程序方面，原則上在公務流程部分，基本上必須完成開案、合作

模式及可能支用經概算之核定。後續則端視各特展或主題展的合作模式與協商進

行，無特定或其他標準流程……在策展部分，原則上係由「共同主辦單位」為策

展核心，則館方之一級主管即為當然之策展人，但在策展分工上，館方較傾向於

就合作方式及對展場特性部分提供意見，而不介入展示內容及展示之各項實際運

作。 

自特展模式興起之後，各類公部門與民間共同合作之主題特展日益增多，但確有

運作不佳或良莠不齊之狀況，一旦民間部門違反雙方協議，則公部門則有可能面

臨如展品未達預期水準、經費無法核銷、議定之贊助款無著落、協議分攤事項無

法結案等，甚至必須訴諸法律途徑之狀況。故，是否與特定民間單位共同舉辦特

展，該單位之信譽是館方決定是否合作與合作之深度重要的考量目標……展示主

題代表了可能的到館人潮與票房、展示水準及可能對館方聲譽的影響，故主題的

挑選與雙方可商議的合作空間則為館方第二個深入考量的要項。主要考量仍為館

方之任務與屬向，至於年度計畫部分，彈性是較高的，至於觀眾族群，則是希望

能夠開發潛在族群，提升更高的到館率。(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林佩樺) 

 

談到行銷，就談到有些特展會跟媒體合作，而媒體會扮演很重要的行銷角色，因

為博物館很難編列太多的行銷預算，這個部分可以透過與媒體的合作補足，當然



我也會站在媒體的角度著想，不能讓媒體賠錢，如此才會增加媒體合作的意願。 

所以館長要站在博物館與媒體的兩邊衡量，博物館端是公共利益，是絕對要最優

先考量；但媒體合作特展，還是有很多看不到的成本，不能不替媒體著想，要讓

媒體賺一點點錢，但也不能太多，就是要做到雙贏的局面。 

另一個角度來看，與媒體的合作中，媒體大多要負責大部分的成本，在不知道會

不會賺錢的情況下，媒體還是存在一定的風險，這個也要幫媒體顧慮到。(國立

歷史博物館  黃光男) 

 

由此可知館方合作模式以場地資源為主，並期待不同的展覽可以開發潛在族群、

提升到館率，公務部門的行政程序仍是合作時很重要的考量因素。另外，四位受

訪者均曾提到認為與其他單位合作特展，最大的優點與缺點是什麼？ 

 

優點部分 館內設備之充實、更新 贊助款收入及 組織學習與工作模式之檢

討……缺點部分，公務體系仍有諸多法令上與管理上必須考量之面向，故在與民

間單位合作期間，卻有諸多效率與法令間難以取得的平衡之處，此為仍尚須民間

單位配合之處。(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林佩樺) 

 

最大優點是在經費的分擔上，因為目前史博館的展覽經費編列有限，要舉辦大型

特展是有相當的困難的；另外以史博館辦兵馬俑展、美索不達米亞展、印度古文

明展等為例，因為是跟媒體聯合報合作，它在行銷方面就可以借重媒體在這方面

的經驗，擴大行銷效果，加上媒體廣大的宣傳能力，可以讓展覽資訊的傳遞更廣

更遠；另外在教育推廣上，好的合作單位也會協助推動，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多接

觸美的事情……缺點方面，就是有些合作單位認為辦特展很賺錢，因而只想租借

場地，自己策展來獨享展覽利益，這個我是非常不認同的，任何的展覽都要考量

博物館的公共性，它畢竟不是商業場所，太商業操作的結果會導致觀眾對博物館

的信度降低，對館是很大的傷害。（國立歷史博物館  黃光男） 

 

一個博物館不可能關起門來自己持續地不斷辦展覽，畢竟國家給的預算不是那麼

充沛，現在也是一個比較參與的時代，如果博物館可以與外面的單位合作大型特

展，達到資源共享、共同參與的目的，所以最大的優點是符合時代發展的方向，

過去公立博物館是比較官僚的時代，那後續的發展是屬於服務的時代，現在是一



個參與的時代……缺點是籌展中合作上的協商及談判，或是在觀念的溝通上，往

往要花比較大的心力，所以時間上是要花的更多的；而如果遇到的合作單位不是

那麼理想，也比較沒有經驗，那往往會產生一些衝突，甚至一些不愉快的狀況…… 

所以最大的缺點就是觀念不同，有時侯甚至沒有預估的效益，甚至經費不足，就

會產生一些衝突，或者一些不愉快的狀況，這些都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國立歷

史博物館  林泊佑） 

 

優點是雙贏，我們也能夠為對方帶來效益，或是正面的宣傳效果；而外面單位的

宣傳能力又比我們公立機構來的強，所以對館方來說也有正面的效果……缺點

是，合作單位有時侯太過於商業，會讓我們在教育及商業之間做掙扎，使得我們

慢慢的也被迫要有商業的考量。（國立歷史博物館  韋心瀅） 

 

以博物館的心態來看，與外部單位合作依然是「資源」與「商業」的拉鋸，籌展

中「合作上的協商及談判」，以及「觀念的溝通」，這仰賴於博物館內部共識之建

立，以及對於自身任務、角色、發展之確認。 

 

第二節  大眾宣傳 

 

一、宣傳時程：埃展北、中、南三地展覽大多運用類似的新聞操作模式 

 

1. 預售階段 2003/10/15-11/20： 

(1) 新聞重點：10/15 展覽訊息宣佈、獨家贊助簽約宣佈、預售記者會、重要

展品公佈。 

(2) 廣告重點：五報預售訊息。 

(3) 告示宣傳：五報預售訊息。 

(4) 其他：預售抽獎活動名單公佈。 

 

2. 展品運輸階段 2003/11/08-11/16： 

(1) 新聞重點：羅浮宮大型展品起運巴黎採訪、首批空運及海運抵達宣傳、

少女木乃伊至台大進行電腦斷層掃描、策展人來台、複製古墓組裝過程、

藝術種子教師研習營講座等。 



表 4-2-1 埃及展展品運輸階段新聞主題 
日期 新聞宣傳主題 說明 

11/06 海運展品抵達 最大展品海運抵達 

11/09 大型展品空運抵達 大型展品，包括 2 噸重的人面獅身獸二隻、烏加霍石

棺等 

11/11 開箱記者會 下午於中正紀念堂瑞元廳開箱作品共件，包括四尊動

物物木乃伊、及圖特慕斯四世（法老像）、出席貴賓：

三地展館館長(曾坤地處長、李戊崑館長、顏鴻森館

長)、聯合報暨民生報王發行人、長榮集團聶國維協理

及中央產物白博文董事長出席致詞。 

11/14 重點展品空運抵達 少女木乃伊 

 

11/15 少女木乃伊 

電腦斷層掃描 

晚間木乃伊於臺大醫院公館分院進行電腦斷層掃描，

僅聯合報系與年代電視台記者可以入場拍攝，其餘媒

體在等候室接收訊息。 

11/15 藝術教師種子研習營 

(第一日) 

三堂課程分別為策展單位陳宏星「埃及展展覽策劃」、 

國北師郭博州「導覽技巧」、頑石創意總監林芳吟「藝

術光碟及數位學習」。教師可免費報名參加並可取得研

習時數。 

11/16 藝術教師種子研習營 

(第二日) 

課程分別為北市師邱建一「埃及歷史與藝術」、民生報

資深記者賴素鈴「埃及、中國比一比」。教師可免費報

名參加並可取得研習時數。 

                                                      (本研究整理) 

(2) 告示宣傳：教師研習營報名訊息 

(3) 廣告重點：預售訊息、展覽訊息預告 

 

3. 開幕前後階段 2003/11/15-11/21： 

(1)新聞重點：捷運埃及系列活動、法方貴賓來台、展前記者會、開幕酒會新聞

等 

 

表 4-2-2 埃及展開幕前後階段新聞主題 
日期 新聞宣傳主題 說明 

11/18 捷運【塞內珍古墓隧道】揭幕典

禮  

 

上午 11 時於台北捷運西門站舉辦，現場活動包

括：古墓隧道揭幕、鞋盒金字塔搭建(建中學

生)、兒童彩繪埃及壁畫 

  (續下頁)



  (接上頁)

日期 新聞宣傳主題 說明 

11/20 展前記者參觀會 下午 4 時 30 分於展場中正紀念堂中正藝廊舉

辦，媒體可憑證優先入場、自由採訪。 

11/20 開幕酒會 下午 6 時 30 分於中正紀念堂中正藝廊舉辦，邀

請主辦、贊助與協辦單位之貴賓參與，現場有表

演活動、餐飲服務及專門導覽行程 

11/29 捷運【埃及藝術列車】啟航儀式 上午 11 時於捷運北投站開駛 

                                                      (本研究整理) 

(2) 告示宣傳：五報倒數插牌、周邊活動告示 

(3) 廣告重點：展覽訊息預告、協辦與贊助單位回饋廣告 

 

4. 台北展期階段 2003/11/21 至 2004/03/28： 

(1) 新聞重點：展品介紹、周邊活動 

(2) 告示宣傳：周邊活動報名訊息 

(3) 廣告重點：展覽訊息預告、協辦與贊助單位回饋廣告 

 

5. 台中展前階段 2004/03/15 至 04/09： 

(1) 新聞重點：台中展出暖身、地區性預售辦法宣布、中部地區教師研習營、

法方貴賓抵台(羅浮宮館館長)等 

(2) 告示宣傳：台中區域預售訊息、開幕倒數印花 

(3) 廣告重點：台中區域預售廣告 

 

6.高雄展前階段 2004/06/15 至 07/30： 

   (1) 新聞重點：少女木乃伊電腦重建模型將公開、最後一站 

   (2) 告示宣傳：周邊活動新聞 

   (3) 廣告重點：高雄區域預售廣告 

 

二、新聞版面規劃：文化特展通常都見刊在文化新聞版面，因為聯合報系本身是

主辦單位，因此在版面的應用上較為靈活且具彈性，除見刊次數較多之外，

更能以活動或話題包裝，將見刊版面擴散到其他版面，除了增加能見度以

外，也吸引不同客群、拓展話題廣度。以下列舉正常特展文化新聞外，不同

議題新聞標題為例。 



表 4-2-3 埃及展不同議題新聞標題一覽表 

版面 刊出日期/位置 標題 

焦點新聞版 

 

2003/11/16 聯合報 A3 台大探祕 揭開羅浮宮少女木乃伊之謎    

埃及展專刊版 2003/11/21 

聯合報專刊 1   

聯合報專刊 2  

 

站上巨人肩膀 探窺神祕文明 

來世之旅長廊  過關先稱心 

品味生活家版    2003/11/26 民生報 A10  方國強讓埃及風情帶著走 

焦點新聞版 2003/11/27 民生報 A1 少女木乃伊 臉部現雛形 

消費資訊站版    2003/11/27 民生報 A6 看埃及展 嘗開羅小吃超正點 

焦點新聞版     2003/11/30 民生報 A1   條條捷運通埃及 變裝載客 淡水線神氣活現 

今日我最 in  

(影劇新聞版)    

2003/12/04 民生報 C7  獅頭人身 讓你見識女人發威時  

民視主播結伴參觀埃及文物展 個個成問題寶寶 

文化版 2003/12/12 聯合報 B6 埃及文物展「紙上導覽」系列 

活動特刊版 2004/01/17 民生報 C7 搭捷運 也能感受古埃及魅力  

買捷運主題票 動作要快  

埃及印象隨手拍票選 金字塔尋寶遊戲邀你參加 

文化風信版 2004/02/28 民生報 A12 參觀埃及展 時時刻刻都有保險  

錠嵂貴賓之夜 扮裝親近古文明 

時尚風華版 2004/03/02 民生報 A6  民俗風吹 埃及艷后回來」 

文化新聞版  2004/03/07 民生報 A6 扮裝埃及秀創意 時尚又環保 

文化新聞版 2004/03/08 民生報 A6 花博娃娃逛埃及展 觀眾驚呼  

粉粉香 咬咬貓 超人氣 

活動特刊版 2004/03/27 民生報 C7 少女木乃伊 就要遠離台北 

埃及展紀念品廣受歡迎 中國信託持卡人 獨享回

饋禮 

                                                      (本研究整理) 

三、聯合報系資源之宣傳規劃 

1. 以聯合報、民生報、UDN 聯合新聞網為主，聯合晚報、經濟日報、星報、

歷史月刊、聯合文學為輔，宣傳期內共有 344 則新聞見報。 

2. 聯合報綜藝中心宣傳計畫：重點展品介紹、專家開講、消費及旅遊結合展品



及紀念品，製作「埃及展紙上導覽」系列專題。 

3. 民生報文化版宣傳計畫：「每日一字」利用埃及文字，在版面上刊登圖形，

讓讀者猜文字的意含，增加親近感以及教育性。「圖坦卡門說故事」則以第

一人稱口吻，介紹埃及歷史文化。 

4. 專刊：配合展覽規劃於當日報紙發行加張專刊，民生報 11/20 出刊，聯合報

11/21 出刊。 

5. 專屬網頁規劃：由 UDN.COM 聯合線上協助規劃、製作，網站規劃有「展

覽特色」、「展品主題規劃」、「我的埃及印象隨手拍」、「特別企劃活動」、「主

題活動」、「精華新聞」、「紀念品專區」、「虛擬導覽」及「頑石藝術互動教學」，

其中「虛擬導覽」及「頑石藝術互動教學」由頑石創意負責製作，並提供連

結；「紀念品專區」則連結 UDN 購物。網址為 http:// udn.com/Egypt  

 

 

虛擬導覽 紀念品專區 我的埃及印

象隨手拍
主題活動

教師研習

營 

專題講座 
名人講堂

假日活動

每一主題 20 個作品

介紹+圖說+文字介

紹 

主題一 

主題二 

特別企劃活動

中正紀念

堂

中央產物

中國信託

精華新聞

http://j20.tpe.hyweb.com.tw/inner.htm 

連結至

udn.co
m/egyp
t/photo
show 

埃及印象站內佈置 

塞內珍姆古墓隧道佈

捷運西門站塞內珍姆

古墓隧道 

La new 鞋盒金字塔展

金字塔探祕尋寶遊戲 

埃及彩繪列車啟航 

我的埃及印象隨手拍 

情比金堅情人節優惠 

各活動均為 1 頁的

活動內容說明頁 

紀念紙票 

條條捷運通埃及 

深耕藝術‧廣達你心系列 

情錠埃及系列

頑石藝術

互動教學 

大圖呈現  

主題三 

主題四 

主題一介紹 

主題二介紹 

主題三介紹 

主題四介紹 

說明介紹 連結至 udn 

連結至頑石藝

術商務網站 

展品主題規劃 展

覽

特

色 

【四大古文明~羅浮宮埃及文物展】首頁導覽頁 

圖 4-2-1  專屬網站架構圖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四、其他宣傳管道：電視、電台、台北市政府行政宣傳資源、宣傳製作物、

教育通路等。 

 

1. 電視、電台：利用聯合報系與電視、電台媒體交換的廣告，以維持展覽訊息

持續曝光，三地共使用以下幾家電子媒體，包括台北—年代、公視、

discovery，台中—群健有線、全國廣播、古典音樂台，高雄—大眾電台、

港都電台。 

 

2. 台北市政府的行政宣傳資源 

  (1)台北市文化局 

＊發函各校及全省文化通路協助展覽海報張貼宣傳。 

    ＊提供「文化快遞」刊物版面宣傳本展。 

  (2)台北市教育局 

＊發文各級學校宣導展覽訊息。 

＊發函各校校長、美術教師參加座談會，計公假並列為研習時數。 

(3)台北市交通局 

＊於週休二日假日及農曆春節期間加開行經中正紀念堂之聯營公車接駁，疏

散參觀人潮。 

(4)台北捷運公司 

＊展覽捷運紀念票發行。 

＊捷運沿線藝術及宣傳裝置。 

＊宣傳海報張貼及相關宣傳配合。 

＊展覽造勢活動舉辦。 

(5)台北市環保局 

  ＊展覽期間 2003/11/15~2004/3/28 期間在本市各路段懸掛路燈旗。 

(6)台北市政府公管中心 

＊展覽期間 2003/11/15~2004/3/28 於市府大門左右掛設巨幅展覽宣傳廣

告。 

(7)台北市民政局 

＊協助發函各行政區、鄰里以及張貼展覽海報協助宣傳本展，鼓勵里民踴躍

參加藝術活動。 



3. 宣傳製作物：戶外宣傳物：路燈旗、宣傳海報、戶外看板、LED 

(1) 路燈旗—分別於三地展出期間，在該城市重要路段懸掛。 

(2) 宣傳海報—預售期間製作小型海報至於年代售票系統全省櫃檯，展出期間

則將海報透過市府收發分送到台北、基隆、桃園、台中、高雄的各級學校

張貼。 

(3) 戶外看板—台北市政府外牆的大型帆布、台北中正紀念堂館區入口；台中

科博館週邊重要路段設置固定大型看板製作帆布廣告，以及館區各入口的

指示看板；另外與大型商場(老虎城)合作於商城外牆 LED 播放展覽廣告；

高雄科工館區入口大門與展場必經通道上製作大型看板，並在獨立的展館

外觀牆上、圓柱、玻璃門上製作展覽指使說明。 

(4) 雜誌—首次與藝術家雜誌合作，交換包括封面露出的 12 個月的內頁廣告，

針對藝術愛好族群長期宣傳。 

(5) 展場文宣：DM 與宣傳海報，三地使用同一設計稿，再依各地時間活動修

改，除於展場發送，也隨著活動發送至學校、藝術機構。 

 

4. 教育通路： 

透過發函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獲得對管轄之各級學校發函，鼓勵參觀本展並

利用專人導覽或週一的學生團體免費觀展方案、藝術大使到校導覽等活動，以

及取得教師研習活動的時數認證，藉以打入校園，本展學生票佔總售票一半，

顯示校園學生族群仍是重要宣傳目標。 

 

五、實際執行分析： 

1 大眾宣傳是一種難以評估成效的開銷，本個案中，大眾宣傳的最重要目的是持

續提昇社會大眾的注意力、關切度與好奇心，進而促成前來觀賞的動力。 

2 本個案的宣傳工作及經費皆由聯合報系負責，宣傳費用(含廣宣支出及文宣製作

費)佔整體總經費的 20.27%，高於一般展覽的宣傳支出，但其中約有三分之二

利用報社本身的資源與合作管道，而無實際現金開銷。 

3 由於展覽時間長，宣傳作業的延續力難以維持：主題不變，主要活動不變，三

地長達 327 天的展出，很難維持宣傳的持續曝光及民眾的吸引力，例如展品

已經在台北展時以圖文逐一介紹，到台中、高雄展時便無法再重新介紹，但光

靠活動的吸引力有限，間接影響兩展的聲勢。 



4 戶外大型製作物因三地展館館區遼闊，故加重製作指引看板的數量及花費。但

因長期置放於交通要處，也是值得的。 

 

六、館方看法：由於大眾宣傳可說是媒體方最強大的優勢，也是大部分博物館考

量與媒體合作所期待最大的效益，透過深度訪談，本研究試著了解館方如何

看待大型特展的強力的大眾宣傳力量。 

 

電視廣告及報紙報導的頻率，另外口耳相傳也是很好的行銷方式，這真的很有

效，雖然這個比較不容易看到立即效益，但大部分聽人家說展覽很好看，很多人

就會來看展，所以它在一般比較沒有行銷預算的常態展時，就扮演很有用的行銷

策略。（國立歷史博物館  韋心瀅） 

 

博物館一般是常態的展覽，當然特展也很重要，會受到國內甚到國外的關注，但

大型展覽也必須投入大筆的經費；而在常態展方面，以史博館為例，還是會投入

部分的宣傳經費……通常一般會印製展覽的文宣，包括展覽的折頁及相關出版的

書籍，另外也會適時的刊登廣告，包括在一些相關的雜誌及媒體，而每一個展覽

也都會召開記者會，讓媒體能夠將展覽的訊息讓外界了解。網路行銷也是博物館

相當重視的一環。 

特展方面，則會列更多的行銷經費，往往會結合外面的媒體資源，以史博館為例，

常會與聯合報系、中時報系等合作，因為大型特展的經費比較高，不是一個展館

能夠在預算之內可以承擔的；而雙方會針對合作的事項研商後進行簽約，因此在

行銷方面，合作的媒體就會做一系列的介紹，而合作的平面媒體會從展前到展期

間不斷地報導，幾乎是天天見報，這對行銷的持續力來說就會發揮很好的效果。 

不過，很重要的還是來看過展覽的人對於展覽的評價，如果認為是很棒的展覽，

對於知識的啟發很有幫助，那透過這些看過展的人的宣傳，那個效果就會更好。

這幾年來博物館的行銷都是透過以上的方式在操作；不過博物館在行銷單位的建

置及經費編列上應該加強，以便讓本身的行銷能夠更強勢的運作。（國立歷史博

物館  林泊佑） 

 

 
 
 



第三節  售票策略 

 

門票收入往往是特展最大的收入來源，此個案的門票收入即佔 55.60%。從票價

的規劃、售票規則擬定、票務執行、乃至票券印製、售票通路、促銷方式等，都

是一門學問，售票策略可說是特展整合行銷傳播策略中，較不為人注意但確非常

重要的部份。 

 

一、 售票規則： 

全 票：新台幣 180 元  

學生票：新台幣 160 元   

免費入場：65 歲以上老人、110cm 以下兒童、身障人士 

折扣優惠：現場持中國信託信用卡刷卡購票 9 折 

團 體 票：一次購滿 20 張以上，即贈貴賓券 4 張，之上每 5 張再送 1 張。 

套票優惠：現場購票加導覽手冊折價 30 元  

 

二、售票管道 

 

1. 提前預售： 

於台北開展前 37 天推出門票預售，透過既有的年代電腦售票系統，以「買二

送百」(買兩張票送一百元紀念品抵用券)的優惠吸引觀眾提前購票，除了藉此

試探市場反應外，也藉以疏散屆時現場因購票人潮造成的擁擠與抱怨。預售優

惠為以原價買 2 張門票就送 100 元紀念品現金抵用券，相當於 72 折。預售期

間售出門票占總票數的比例為 2.45%。 

(1) 預售方式 

a.票券種類： 

全票 180 元、學生票 160 元、貴賓券三種 

b.預售時間、地點： 

2003 年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20 日於年代售票系統端點全省端點 

c.預售優惠： 

(a)【買二送百】：預售期間凡購買兩張展覽門票(含全票及學生票)，即可

獲贈紀念品 100 元抵用券乙張 



(b)【週週遊埃及】：凡購買預售展覽門票，即有機會參加抽獎，獎品包

括「皇家國際運通埃及豪華十日遊」、「錠嵂悠遊 2000

意外險」、「展覽門票」、「展覽紀念品」等大獎 

d.預售辦法：年代售票系統提供端點購票及網路購票兩種方式，民眾至年代

售票全省 300 個端點購票向服務人員購票現場取得票券憑單，或是進入

年代售票網站(www.ticket.com.tw)即可預購門票，售票系統人員將票券憑

單郵寄給預購者，參展期間持券至票口兌換正式全票、學生票及抵用券入

場。 

 

(2) 抽獎活動 

a.預售票券可參與抽獎，於預售期間每週舉辦，共計五次，最後一次於開

幕酒會現場，製造新聞高潮。 

b.抽獎方式：年代售票每週將預售列印之票券存根聯交給聯合報，聯合報

邀請展覽主協辦單位之貴賓進行抽獎，抽出之存根聯流水號將公佈於報

紙及展覽網站上。得獎民眾憑購票列印之收執聯，於展覽期間至展覽現

場售票窗口，即可兌換獎品。 

c.獎品內容包括： 

頭獎：皇家國際運通埃及豪華十日遊 1 名〈每名價值 75000 元〉 

二獎：錠嵂保險經紀人 2000 萬意外險 1 名〈每名價值 2500 元〉 

三獎：展覽門票兩張 2 名〈每張價值 180 元〉 

四獎：導覽手冊 3 名〈每本價值 180 元〉 

五獎：小河馬鑰匙圈 5 名〈每個價值 120 元〉 

 

2 現場售票：佔總售出數量的 86%，方法如下： 

(1) 現金購票。 

(2) 刷卡優惠：提供獨家贊助中國信託的持卡者，現場刷卡購票 9 折優惠。 

(3) 團體優惠：一次購滿 20 張以上，即贈貴賓券 4 張，以上每 5 張再送 1 張，

全票及學生票可搭配混合，以方便學校團體。此方案以 20 張為底限，但

是計算方式略為複雜，實際執行時則依個別情況彈性調整。 

(4) 紀念品搭售：購票加上導覽手冊提供折價優惠(30 元)。 

 

http://www.ticket.com.tw/


3. 旅行社通路： 

埃展台中及高雄場次，首次與旅行業者合作，簽訂合約，提供定量以上的折購

優惠予旅行業者。運用旅行業票務通路既有的資源及管道，將團體觀光客、學

校戶外教學、週休二日家庭旅客等納入訴求族群。同時為避免市場價格混亂，

針對旅行社特立規範如：展期間通路賣出票價不得優於現場售票價格、各項票

價銷售計畫，須先經民生報同意後方可推出執行等。為鼓勵旅行業者，並以階

段票數訂定優惠切票價格，提供銷售張數愈多，利潤愈高的優惠誘因。 

 

表 4-3-1  埃及展旅行業者階段票數切票價格 

張數 價格(元) 

50,000 以下 a 

50,001-80,000 b 

80,001-120,000 c 

120,001-150,000 d 

150,000 以上 e 

  備註：各階段價格牽涉商業機密，不便公開 

 

4. 其他售票方式： 

(1) 大宗購票方案：提出通用之大量購票優惠方案，如一次購買 5000 張以上

以八折計價、10000 張以上以 75 折計價等，並透過報系各單位廣泛資源，

尋求企業或單位認購。但針對不同情況，數量與合作模式依然有個別討論

空間。成功個案例如贊助企業錠嵂保險經紀人公司，購買超過萬張票券搭

配保戶服務運用。 

(2) 企業內部購票優惠：由於聯合報系本身即是個組織龐大的企業，展覽期間

也推出企業員工憑識別證即可買二送一的優惠，除了造福員工，也增加各

單位與客戶間聯繫關係的管道，對企業本身的形象和公共關係有所助益。 

 

三、成效分析： 

1.三地實際售票共計 60 餘萬張，其中台北佔 53.60%、台中 27.21%，高雄 19.19% 

2.此特展的售票收入佔了總收入的 55.60%，比例非常高。              

3.以平均購票單價(門票收入/購票人數)來看，平均單價最高的是南部，最低的是



台北，但購票的促銷活動多舉辦在北部，推論台北地區免票的人數較多，拉低

平均票價，另外中北部人比較會尋找低票價的管道，如預售票、旅行社推票、

企業大宗購票等等，或許也是因素之一。 

4.三地平均購票率(購票人數/入場人數)高達 85.25%，顯示本展免費觀展的比例

不高。 

5.預售票方案宣傳展覽的效益大於實際售票效益，經由預售售出的門票張數僅佔

總票數的 2.45%，但延長了宣傳火力與社會聚焦，聯合報系內部評估預售方案

日後仍可延續使用。 

6.此個案建立了許多售票與財務作業的成功模式，可供未來參考沿用。 

 

第四節  事件行銷 

 

週邊活動以贊助單位需求以及宣傳造勢活動為舉辦方向，力求兼顧教育意義，參

與活動超過 50 萬人次。 

 

一、贊助合辦活動： 

1.「深耕藝術‧廣達我心」系列活動：主要經費由廣達電腦教育基金會贊助，提

案針對廣達僅做教育活動的需求規劃。活動內容大致與往年相同，都是以學

校、學生為對象。本系列活動的執行真是「一步一腳印」，每周前進至四個學

校，每次兩組人馬帶著導覽老師走了 20 幾所學校，不過學校師生的真誠歡迎，

的確會讓人想繼續執行這個活動。 

 

 

 

 

 

 

 

 

 

 



表 4-4-1  「深耕藝術‧廣達我心」活動內容 

項目 內容 

藝術教師

種子營 

活動目的：透過活動的舉辦，提供在職美術教師及對藝術有興趣的民眾(包括曾經參

加研習的藝術大使)進修與參與藝術推廣的機會，進而希望透過參與研習的老師本身

所扮演的教育傳播角色與影響力，將本次展覽訊息廣而播種至學生身上。 

此外藉由本次研習活動，將徵選出埃及展藝術導覽員與藝術大使，前者將於展覽現場

進行導覽服務，後者則延續「馬諦斯特展」的經驗繼續前進校園落實推廣。 

活動日期：台北—2003/11/15(六)、16(日)上午 10：30~下午 04：00 

活動對象：各級學校美術老師（含民間補教師資）、文化義工。 

名額：台北 250 人/台中 200 人/高雄 200 人。全程參加者，贈送導覽手冊乙本、展覽

門票券乙張 

參加方式：(1) 活動採免費參加，交通、午餐需自理（為保障教師名額，一般名眾酌

收報名費 100 元）。(2) 凡在職教師參加本研習營者，將請縣市政府發函於權責內核

給教師研習時數九小時。(3) 採電話預約報名，額滿為止。 

研習內容共計五堂課程分別為：(台北場次) 

策展人陳宏星「埃及展展覽策劃」 

國北師教授郭博州「導覽技巧」 

頑石創意總監林芳吟「藝術光碟及數位學習」 

北市師教授邱建一「埃及歷史與藝術」 

民生報資深記者賴素鈴「埃及、中國比一比」 

廣達文化

推廣日 

 

 

活動目的：徵選並培養對藝術有興趣的美術教師或義工，參與藝術種子營培訓，結訓

後安排擔任本次展場導覽服務，實際從事藝術推廣工作。 

活動內容：訂定每週六、日為廣達文化推廣日，導覽人員統一穿著活動 T 恤及廣達徽

章進行定時導覽服務工作。 

活動時間/地點：展期間每週六、日，每日一場 （上午 10:00）共計 97 場次。 

台北 38 場/台中 30 場/高雄 29 場 

導覽時段：每週六、日定為廣達文化推廣日，每日一場，每場導覽時間為 40~60 分

鐘。每場次贈送 50 份造型面具給親子。 

津貼/獎勵：以導覽次數計算，每場次導覽津貼 300 元，展覽結束後贈送導覽員感謝

牌並選擇適合場合公開表揚。本次藝術導覽員可作繼續成為廣達文化推廣儲備義工，

為日後藝文推廣活動所運用，並有機會優先廣達基金會往後所舉辦的藝文活動之義工

及培訓計劃，繼續為推廣藝術文化而努力。 

  (續下頁)



 (接上頁)

項目 內容 

廣達藝術

大使 

活動目的：以主動出擊的方式，派遣培訓之廣達藝術特大使直接前往校園，藉由生動

活潑的方式帶領師生認識埃及與本次展覽所呈現的種種內容與藝術訊息，將高質感的

藝文展覽訊息能廣泛推廣，兒童藝術紮根工作也將再次落實。 

活動對象：幼稚園、國小、國中學生 

預約時段：活動期間每週二、四上午 11~12 點，每時段受理一梯次 

活動執行時間、梯次：共計全省服務 36 所學校， 

台北縣市 6 所/桃園縣市 10 所/台中縣市 10 所/高雄縣市 10 所 

報名方式：由校方主動向各地民生報活動組電話報名預約，每場次預約名額以 100

人以上，200 人以下為限（每校限參訪一次），如同校多個班級預約，由校方自行協

調合併時間。校方需自行提供場地、視聽設備。 

參訪課程設計：由廣達藝術大使配合使用埃及展藝術光碟教學，贈送每所參訪學校導

覽手冊乙本及藝術光碟乙片，贈送黃金面具造型頭飾給每位小朋友，除當作紀念品，

廣達另外提供每校 20 份紀念品與學生互動。 

藝術大使形象設計：統一穿著廣達藝術導覽員制服、徽章，每場參訪活動將由二位民

生報活動執行人員陪同到校執行。 

津貼/獎勵：實際參訪次數計算，每次參訪支付餐費及車馬費津貼分別為本地 1000

元，外地 1200 元，展覽結束後贈送導覽員感謝牌並選擇適合場合公開表揚。本次藝

術導覽員可作繼續成為廣達文化推廣儲備義工，為日後藝文推廣活動所運用，並有機

會優先廣達基金會往後所舉辦的藝文活動之義工及培訓計劃，繼續為推廣藝術文化而

努力。 

廣達藝術

專車 

活動目的：延續關懷偏遠地區學童藝術參訪活動精神，以提供免費藝術專車接送貧困

地區學校學童前往看展。讓生活及學習條件較差的學校學童也能享有親近藝術的機

會。 

活動對象：貧困或偏遠學校學童(國小優先) 

2. 活動執行時間、梯次：共計可服務 18 所學校。 

台北場(台北桃園地區)6 所/台中場(中彰投地區)6 所/高雄場(台南高屏地區)6 所 

學校徵選方式：由當地教育局推薦符合條件的學校，再經由主辦單位評選出最符合學

校參加。 

執行方式：由主辦單位派遣藝術專車前往學校接送學校師生至展場觀展。參訪活動門

票、車資、保險由主辦單位提供，並安排導覽人員導覽，及贈送參訪師生每人一份紀

念品。另贈送學校藝術光碟乙片。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2.「條條捷運通埃及」系列活動：活動均在台北捷運沿線舉辦，全系列共有 8 項

動、靜態活動。全案向台北捷運公司提案獲同意，捷運公司更主導規劃觀展一

日票，特別發行西門的古墓通道與中正紀念堂站之間的往返紀念車票，由此可



見對本展的認同。系列活動中以互動式活動最受歡迎，包括古夫金字塔的尋寶

遊戲、埃及彩繪列車的搭乘等，以塞內珍古墓的放大圖，貼滿西門站的通道更

成為宣傳重點之一，吸引不少人路過拍照。本系列活動也因為有了錠嵂公司的

贊助款才確定執行。 

 

表 4-4-2  「條條捷運通埃及」系列活動內容 
項目 內容 

埃及印象 

捷運車站佈置 

透過各式「埃及印象」的佈置陳列，將埃及古文明的神秘魅力與藝術巧妙結合佈

置捷運站內。佈置內容及地點包括： 

- 西門站「塞內珍姆古墓 Sennedjem」隧道(6 號出口) 

- 諮詢台佈置＋系列活動人形說明立牌陳列 

- 人形貼紙(柱面/牆面) 

- 包柱(埃及壁畫) 

- 長廊壁面佈置 

- 人形立牌陳列 

- 我的埃及印象隨手拍~「我的埃及印象 photo show 鋒頭秀」看板區佈置（中正

紀念堂站出口壁面及西門站 6 號出口壁面） 

-「條條捷運通埃及」系列活動說明牆面輸出(中正紀念堂站出口壁面) 

塞內珍姆古墓

隧道 

配合埃及展，將難得一見的「塞內珍姆古墓」以壁面輸出的方式重現於台北捷運

西門站 6 號出口隧道，營造為「塞內珍姆古墓」隧道，將神秘古文明與現代高科

技的大眾交通系統做巧妙的結合 

埃及彩繪列車 

 

由台北捷運公司提供行經淡水線之高運量公益車箱，由民生報佈置埃及彩繪列

車，宣傳本展及本系列活動。  

我的埃及印象

隨手拍活動 

為吸引民眾注意本展在捷運站內佈置陳列的埃及印象，邀請民眾利用一般相機或

數位相機、可拍照手機在捷運站內任何一處有埃及印象佈置之處拍照合影。所有

合影都可以藉由「我的埃及印象 photo show 鋒頭秀」看板區張貼及參加「我的

埃及印象網路攝影展及票選活動」展出，並參加抽獎。 

「我的埃及印象 photo show 鋒頭秀」看板區設置於台北捷運中正紀念堂出口及

西門站二處，並同步說明網路票選活動，鼓勵民眾同時也將照片上傳至票選網站

參加票選。 

「情比金堅」

情人節活動 

情人節當日，情侶兩人同行前往看展，只要攜帶兩人在捷運站內與任何一處埃及

印象佈置合影的照片，即可享一人免費看展優惠，邀請情侶檔一看展過節活動。

紀念紙票 配合本展將捷運西門站「塞內珍姆古墓」隧道設定為第二展覽館，為讓參展民眾

知道西門站還有另一處新奇的埃及體驗，踴躍搭乘捷運前往參觀，因而發行「埃

及主題票」，自捷運系列活動起跑之日起發行，結合埃及展門票共同銷售。車票

版面由聯合報系設計，印刷由捷運公司負擔。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3.「情〝錠〞埃及」系列活動：主要經費由錠嵂保險經紀人公司贊助，三個活動

中以台北展時對全省小朋友舉辦的「情〝錠〞埃及著色比賽」共有 20 多萬來

件最為成功，此活動讓該公司可以藉此深入校園，也從收件服務中建立自己公

司的正面形象。後來中高兩地的活動費還是由錠嵂公司自行加碼舉辦。 
   

4.「來自地心的關懷─到中油探尋古埃及」活動：經費由中國石油公司贊助，內

容為製作加油贈品、貴賓之夜，屬於非展場內的周邊活動。5 萬個埃及小河馬

鑰匙圈在全省中油加油站獨家贈送。 

 

二、階段性造勢活動： 

1. 從台北展前的「木乃伊電腦斷層掃描」佔滿新聞版面，到台中展「公佈掃描

影片及檢測報告」，最後在高雄展出時以少女木乃伊的立體頭顱為宣傳重點；

此外還有邀請藝人及名人觀展、票根抽獎等等。這一系列的規劃，當然是因為

主題特殊可以如此安排，但階段性曝光也可以增加新鮮感。 

 

(1)檢驗時間：2003 年 11 月 15 日晚間 7 點 

(2)新聞操作方式： 

a.木乃伊到醫院掛號，夜間特別門診，羅浮宮代表到醫院掛號，並取得掛號

單，預約門診時間。 

b.木乃伊上醫院：木乃伊將搭乘救護車從離開中正紀念堂到台大醫院。 

c.影像記錄：全程將以錄影方式記錄，影片將於未來搭配展覽共同播放。並

將於日後研究於電視播放的可能。 

d.檢驗報告公開：將以記者會形式，同時對外發佈，或是，針對個別研究不

同的進度，逐一公開研究成果。 

(3)檢驗目的: 

a.少女木乃伊 

(a)死因？ 

(b)年紀？ 

(c)木乃伊的製作方式，如內臟是否清除，有無塞有麻布？ 

(d)裹屍布裡是否放有護身符，因為埃及木乃伊製作時，凡是貴族或皇室

成員身上都裹有護身符？ 



(e)少女手臂是交叉放置，還是平放？ 

(f)腦部是否空無一物？腹腔的切口位置？ 

b.動物木乃伊 

(a)確定木乃伊內藏的動物是否吻合其外觀，因為歷史上曾經發生過古埃

及神殿祭司魚目混珠，以其他動物混充的狀況。 

(b)了解動物木乃伊製作方式為何？內臟是否也被掏空？和人類木乃伊的

製作方式有何不同？ 

(c)是否如圖說中所說，動物木乃伊之處理通常只做上半身？ 
 

2. 抽獎活動：三場展覽期間，只要填妥入場券的「抽獎聯」，投入展場摸彩箱，

即可參加抽獎活動，於展覽之最後一日於展場抽出並公佈於報紙及網站上。獎

項包括皇家運通埃及豪華十日遊/晶華住宿券/比雅久 50C.C.機車/d.La New 專

業氣墊鞋提貨券/錠嵂悠遊 2000 意外險/埃及展精裝筆記本/導覽手冊/小河馬鑰

匙圈等。 

 

3. 其他自辦活動，包括專人導覽、兒童學習單、專題講座、小小埃及展造型比

賽等，不管是教育性或宣傳性，都以能兼收服務與宣傳效益為出發點。加上過

去經驗民眾對於小型的周邊活動反應並不熱烈，因次本次大幅降低。 

 

4. 集客促銷活動：包括閉展前的紀念品折扣活動、台中高雄兩展推出週一學生

團體參觀贈送導覽手冊活動，目的為提高購買意願，及提高週一參觀人潮。 

 

三、其他活動相互造勢： 

1. 埃展規劃同時，聯合報系有另一個展覽「從空中看地球」空中攝影藝術特展

也在籌畫中，台北展出時間與埃展重疊，原本該展計劃於國立國父紀念館展

出，但考量兩展在同一地點可能互相拉抬作用，因此臨時將該展移展至中正紀

念堂戶外廣場，在各項宣傳上可以一起配合。 

2. 埃展台北展出期間，聯合報系與民視合作的另一場大型博覽會─「2004 台灣

花卉博覽會」也於 2004 年 1 月 17 日開幕，因此安排花博很討喜的幾個吉祥

物娃娃，特別到埃展現場看展，也達到互相拉抬造勢的效果。 

 

 



四、服務與教育： 

1. 展場教育資訊服務：專人導覽、語音導覽、主題影片觀賞。 

2. 導覽人員訓練及教師研習營：安排專業老師及策展人，針對導覽人員及美術

教師做專題演講，並到展場實際導覽，深入認識展品及策展意義。 

 

3. 專人導覽，一向是吸引學生團體的主要服務，因為解說精彩及免費，往往一

經公告就登記額滿，台北場甚至加開到一天三場，以爭取更多學生觀眾。導覽

人員均對外徵選，台北場由本組自行招募，台中高雄則由館方負責招募，所有

導覽人員均特別開課訓練，加強展覽內容及導覽技巧。導覽種類分為三種： 

(1) 團體預約導覽：平日週一至週五，每天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舉辦，以

學校帶領之學生團體導覽為優先。 

(2) 定時導覽：週末、例假日及國定假日期間之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舉辦，

針對所有參觀民眾定時舉辦。 

(3) 臨時導覽：包括開幕酒會、貴賓之夜、臨時貴賓來訪，提前通知館方安排

導覽人員帶領。 

 

4. 專題演講： 

由藝術、生活、文化、旅遊等各種面向，切入與埃及相關的話題，延伸與一

般大眾生活更親近的接觸面。採收費方式，邀請各方專家主講，並藉此增加

報導話題與廣度。 
表 4-4-3  埃及展專題演講場次一覽表 
地區 日期 講題 講師 

台北 2003/12/14(日) 十八王朝的殞落 北市師教授 邱建一 

台北 2003/12/21(日) 埃及藝術之美 國北師教授 郭博州 

台北 2004/01/03(六) 時尚埃及風 費加洛雜誌 報導總監 馬念慈 

台北 2004/01/11(日) 教你如何玩埃及！ 皇家國際運通 總經理 溫業濤 

台中 2004/05/16(日) 古埃及文明起源 科博館人類學組主任 何傳坤 

高雄 2004/09/19(日) 走入埃及的時光隨道 鄒玫 

高雄 2004/09/26(日) 我看羅浮宮埃及文物展 科工館航太廳廳長 蘇芳儀 

高雄 2004/10/03(日) 永恆的遙遠─古埃及宗教 北市師教授 邱建一 

高雄 
2004/10/10(日) 

偉大法老─ 

拉姆西斯二世的身家調查
藝術工作者 陳志偉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5. 語音導覽雖已商品化，但仍是展場提供的主要教育性服務之一。本此由九觀

授權頑石創意公司製作開發，並於展場現場提供租借服務。 

6. 主題影片觀賞，本次洽談有 Discovery 頻道提供三支影片於展場放映室全天

播放(台中場次除外)，不另外收費。 

 

五、檢討分析： 

1.周邊活動的舉辦，持續增加新聞點，也讓民眾可以參與互動式、教育推廣的活

動，例如每次舉辦的教師研習營，常常就有一般名眾要參加，因此在高雄展就

將研習課程規劃為專題講座。 

2.周邊活動以有贊助經費者再舉辦，雖然必須顧慮贊助者的宣傳目的，不過經過

溝通，贊助者也都希望具有教育意義。廣達與錠嵂的系列活動就是成功的案

例。另有中油的通路贈品活動，對於推廣本個案也多有幫助。 

 

六、館方看法：事件行銷可說是整合行銷傳播中非常有力的一環，一般公務性質

的博物館較少利用，亦與公關資源有限有關。媒體在操作事件行銷上可說是

無往不利，透過深度訪談也試圖了解博物館方對此看法。 

 

大型的特展舉辦開箱記者會，那也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因為開箱會選擇三至五件

精采的作品，這對電子媒體或平面媒體的效果都非常理想；另外博物館也是一個

社教機構，也常常會招待或邀請各級學校的校長、主任或是老師，能夠先來博物

館參觀，讓他們先行了解，可與學校的校外教學做結合，因為這些都是我們在教

育上比較缺乏的，因為過去我們的教育都比較重視文獻，及知識的追求，但是展

覽中的作品或是古物，它是一個實物，實物經過研究以後，它的知識是更真切的，

我們透過展示，讓我們的學生能夠來看，進而得到知識以及知識的印証，所以史

博館本身很重視與學校方面的結合。（國立歷史博物館  林泊佑） 

 

第五節  異業合作 

 

異業合作可以是企業贊助、媒體互為運用、也可以是行銷資源交換，現今資源取

得及販售通路多元化，提供特展許多異業合作的運用空間，如宣傳管道，直效行

銷對象、銷售通路、資源套裝搭配都是整合行銷傳播的利器。本個案之現金贊助



與勞務贊助，分別佔總收入之13.41%及8.97%之多，可見一般。 

 

 

一、現金贊助： 

外圍資金挹注是大型特展的一大條件，可想而知企業贊助對一個展覽的成敗有多

大的影響。本個案的現金贊助是由媒體方負責，因為媒體擁有較多的資源，最主

要是版面露出、廣告交換、新聞配合等，因此相對於博物館，媒體尋求贊助的成

功率更高，對於企業的合作經驗也更為豐富。 

共計獲得中國信託、錠嵂保險經紀人公司、廣達電腦文教基金會、中國石油公司、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法國在台協會六個單位的現金贊助，約為總收入的

13.41%。 

各贊助單位的合作模式： 

1. 中國信託：以「獨家贊助」的名義合作，提供現金贊助。給予的回饋則以獨家

贊助身分隨同主辦單位出現在所有文宣上、卡友獨享權利、紀念品、獨家貴賓

之夜、現場銷售用中信的刷卡系統等。 

2. 錠嵂保險經紀人公司：以「公共意外險贊助」的名義合作，提供保費支出的負

擔、及部份現金贊助。回饋方式為於捷運活動掛名主辦單位、於本個案掛名為

公共意外險贊助者、主辦推廣活動三地舉辦、文宣露名、授權販售門票等。 

3. 廣達電腦文教基金會：以「協辦單位」的名義合作。該基金會與聯合報系已經

有多年的合作默契，本個案亦因循教育活動的贊助模式，負擔舉辦教育推廣、

學校團體參訪、種子教師訓練等相關活動的支出。 

4. 中國石油公司：以「協辦單位」的名義合作，提供現金贊助，並以舉辦中油貴

賓之夜、北部加油站贈品、廣宣等活動支援本個案之宣傳配合。 

5.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以台中場次的「主辦單位」名義合作，共同投資台中場

次的開銷，再依台中場觀展人數回饋館方。 

6. 法國在台協會：以「協辦單位」的名義合作，提供少量現金贊助及一些外交行

政支援。 

 

二、勞務贊助、宣傳配合： 

可計算之勞務贊助金額佔總收入之 8.97%。雖然並非現金收入，但節省成本

亦對於展覽的財務壓力減輕有很大的影響。與現金贊助的情況相同，勞務贊



助由媒體方負責，並以版面露出、廣告交換、新聞配合等資源給予贊助企業

回饋。 

1. 長榮航空、長榮海運：以「指定航空運輸」的名義合作，全額贊助國際運輸，

共計 625 組件展品依照重量及保險價值，分為三梯空運、一梯海運，並配合

協助調度大型飛機及安排超大輪船運載展品往返，並處理報關細節。回饋內容

包括廣告、紀念品、票券、貴賓之夜等權利。 

2. 中央產物保險：以「協辦單位」的名義合作，本個案向羅浮宮所出借的展覽品，

投保金額極高。中央產物保險同意僅收取部份保險費的方式承保，差額則以協

辦單位露名、紀念品提供、廣告交換等回饋。 

3. 錠嵂保險經紀人公司：以「公共意外險贊助者」的名義合作，如前項現金贊助

部份所述，除了現金贊助，亦提供部份保費支出的負擔，回饋方式為於捷運活

動掛名主辦單位、於本個案掛名公共意外險贊助者、主辦推廣活動三地舉辦、

文宣露名、授權販售門票等等。 

4. 晶華酒店：以「協辦單位」的名義合作，提供國外貴賓住房、外燴餐點。 

5. 台北捷運公司：以台北場次的「協辦單位」名義合作，提供於本個案宣傳資源。

包括規劃專屬系列活動、提供場地、空間舉辦活動，協助宣傳，包括利用捷運

車體，將淡水線一列車廂畫上埃及展的圖像，形同活動廣告看板，同時也符合

對方要求的藝文、互動、創新的形象。與台北捷運公司的合作發展出系列活動，

如第四節「事件行銷」所述。 

6. 年代電視台：以台北場次的「協辦單位」名義合作，提供本個案於該頻道的電

視新聞報導及廣告檔次。 

7. 台北市政府：以台北場次的「協辦單位」名義合作，透過教育行政體系協助北

市學校、行政單位的宣傳，並傳播對學生所規劃的導覽及教育性活動。另提供

北市府牆面的大型帆布為宣傳資源點。 

8. 皇家運通旅行社：以預售活動的「協辦單位」名義合作，提供埃及旅遊名額作

為活動抽獎贈品，回饋則是聯合報系的報紙廣告。 

9. 台中全國大飯店：以台中場次的「協辦單位」名義合作，提供住房。 

10. La New 皮鞋：為捷運活動之「協辦單位」，主要為舉辦金字塔堆疊活動構思

而主動尋找的贊助單位，合作的活動內容如第四節「事件行銷」所述。 

11. 台中市政府：以台中場次的「協辦單位」名義合作，模式如同台北市政府。

需求如同台北市一般，台中市府對於本展的展出更是歡迎。 



12. 其他：如台中中友百貨、法雅客等，以代售門票及紀念品銷售、造勢活動等

合作。 

 

三、檢討分析： 

1. 本個案的贊助、協辦單位多達 20 幾個，各家回饋條件不一，要求也不斷，溝

通執行起來往往成為展出期間的首要工作之一。 

2. 這些合作單位所提供的資源都是無法以數字確實換算出的，但經過這些單位

的代為宣傳及公告，一方面幫本個案的品質加分，另方面則有協助發動的力量。 

3. 其他單位的合作也都朝宣傳為主要目標，方法是銷售門票或紀念品或造勢活

動，對於增加曝光點與話題性頗具效果。 

 

第六節  週邊商品 

 

一、運作模式： 

紀念品賣場的運作模式，在聯合報系所主辦過的大型特展中，均不盡相同，大致

可見以下幾種模式： 

1. 聯合報系自行擔任商品開發，並自行經營紀念品賣場。 

2. 聯合報系取得商品授權，並遴選授權廠商進行商品開發，由聯合報系自行經

營紀念品賣場，其他廠商採寄售模式。 

3. 聯合報系取得商品授權，並遴選授權廠商進行商品開發，委託一家廠商擔任

賣場管理，其他廠商採寄售模式。 

4. 由博物館經營紀念品賣場，聯合報系擔任商品開發角色，採寄售模式。 

5. 由其他單位經營紀念品賣場，聯合報系採寄售模式。 

無論何種合作模式，紀念品賣場的營收均為大型特展收入中極重要的一部

分，同時也是創造話題、行銷運用、延伸參觀者興趣的利器。 

 

二、紀念品種類： 

埃展的紀念品授權、開發及賣場管理，由主辦單位之一的九觀文化負責，委請頑

石創意開發紀念商品並管理三地賣場，聯合報系與其他廠商一樣，以寄售方式合

作。 

 



紀念品大致可分為： 

1. 出版品：導覽手冊、圖錄。 

2. 紀念商品：獲得展覽授權而特別設計開發之商品，以文具類居多。 

3. 進口商品：由原展地(羅浮宮)賣場挑選符合主題者直接進貨寄售。 

4. 相關商品：與埃及古文明有關之出版物、以埃及古文明為設計圖騰的商品等。 

5. 意象商品：有埃及意象、民族意象或古文明意象的既有商品，以飾品居多。 

 

紀念品結合十餘家廠商近三百種商品販售，商品之間屬性或材質惟一且不重覆，

首重於商品之設計優良與否、賣相佳者為主要取捨考量，商品內容包含文具類、

書籍雜誌類、服飾類、精緻首飾飾品類、遊戲類、個人小用品類、光碟影帶類、

羅浮宮原裝進口類、陶瓷類、大型擺飾類、絲質類、複製品類、電話卡類、琉璃

製品類、音樂類等，期望提供豐富多元的選擇給消費者，並創造營收佳績。 

 

紀念品的設計原素部分，特別從展品中挑選一件造型可愛、討喜的陶瓷河馬為重

點，衍生各項紀念品，在報導的主軸也配合常報導這件展品，藉以讓讀者更能關

注它，進而產生消費行為。 

 

表 4-6-1  埃及展賣場紀念品清單 
編號 種類 項目 定價 

1 紙製品 導覽手冊 180 

2 紙製品 便條紙盒-河馬 120 

3 紙製品 平裝筆記本-河馬 80 

4 紙製品 精裝筆記本- 200 

5 紙製品 桌曆 200 

6 紙製品 3D 便條紙-河馬 150 

7 紙製品 工作日誌-金字塔尖 150 

8 紙製品 工作日誌-陪葬箱 150 

9 紙製品 宣傳海報 1 100 

10 紙製品 宣傳海報 2 100 

11 紙製品 紅包袋 45 

12 文具 橡皮擦-河馬 39 

13 文具 尺-河馬 30 

14 文具 木棺鉛筆盒 250 

   (續下頁) 



  (接上頁) 
編號 種類 項目 定價 

15 擺飾類 金字塔紙鎮 690 

16 擺飾類 書吏官 1280 

    

17 擺飾類 祈禱者 1580 

18 擺飾類 燭台-烏加眼（含蠟燭） 1280 

19 擺飾類 燭台-人面獅身（含蠟燭） 1280 

20 擺飾類 造型燭台-人頭烏（素面燈罩） 1980 

21 擺飾類 造型燭台-猴子（素面燈罩） 1980 

22 擺飾類 造型燭台-女王（素面燈罩） 1980 

23 擺飾類 造型燭台-法老王（素面燈罩） 1980 

24 擺飾類 精油燭台-侍女 1580 

25 擺飾類 精油燭台-法老王 1580 

26 擺飾類 造型花器-侍女 990 

27 擺飾類 仿古裝飾品-河馬 490 

28 擺飾類 仿古裝飾品-哥那蒙 490 

29 擺飾類 仿古裝飾品-貓頭鷹 690 

30 擺飾類 仿古裝飾品-貓 690 

31 擺飾類 仿古裝飾品-皇家頭像 690 

32 擺飾類 仿古裝飾品-霍魯斯 690 

33 擺飾類 仿古筆筒-埃及文 490 

34 擺飾類 仿古裝飾盒-胭脂勺 350 

35 擺飾類 仿古裝飾盒-藍彩魚紋盤 350 

36 擺飾類 水晶文鎮-法老王 190 

37 擺飾類 水晶文鎮-金字塔 190 

38 擺飾類 水晶文鎮-人面獅身 190 

39 擺飾類 水晶文鎮-娜芙蒂蒂 190 

40 其他 四大古文明超值包 450 

41 珠寶飾品類 聖甲蟲耳環 450 

42 珠寶飾品類 生命之鑰耳環-鍍白金 450 

43 珠寶飾品類 生命之鑰耳環-鍍 K 金 450 

44 珠寶飾品類 生命之鑰耳環-白鑽 590 

45 珠寶飾品類 貓耳環 450 

46 珠寶飾品類 聖甲蟲項鍊 1280 

47 珠寶飾品類 生命之鑰項鍊-鍍白金 1280 

   (續下頁) 



   (接上頁) 

編號 種類 項目 定價 

48 珠寶飾品類 生命之鑰項鍊-鍍 K 金 1280 

49 珠寶飾品類 貓項鍊 1280 

50 珠寶飾品類 貓項鍊-白鑽 1280 

51 珠寶飾品類 烏加眼項鍊 1280 

52 珠寶飾品類 手鍊-金 1580 

53 珠寶飾品類 手鍊-銀 1580 

54 珠寶飾品類 蓮花胸針 980 

55 珠寶飾品類 烏加眼胸針 790 

56 珠寶飾品類 項鍊-埃及文 1280 

57 珠寶飾品類 項鍊-守護神 1280 

58 珠寶飾品類 項鍊-埃及圖騰 1280 

59 珠寶飾品類 項鍊-聖甲蟲 1280 

60 珠寶飾品類 項鍊-輪迴 1280 

61 玩具類 河馬絨毛玩具（大） 250 

62 玩具類 河馬絨毛玩具（中） 180 

63 服飾配件類 絲巾-米黃（寬） 2580 

64 服飾配件類 絲巾-米黑（寬） 2580 

65 服飾配件類 絲巾-黑白（寬） 2580 

66 服飾配件類 絲巾-紫黑（寬） 2580 

67 服飾配件類 絲巾-米黃（窄） 1280 

68 服飾配件類 絲巾-米黑（窄） 1280 

69 服飾配件類 絲巾-黑白（窄） 1280 

70 服飾配件類 絲巾-紫黑（窄） 1280 

71 服飾配件類 絲巾-米黃（方） 550 

72 服飾配件類 絲巾-米黑（方） 550 

73 服飾配件類 絲巾-黑白（方） 550 

74 服飾配件類 絲巾-紫黑（方） 550 

75 服飾配件類 河馬兒童 T 恤-XS 499 

76 服飾配件類 河馬媽媽 T 恤-M 499 

77 服飾配件類 河馬媽媽 T 恤-L 499 

78 服飾配件類 河馬連帽 T(紅)-M 1080 

79 服飾配件類 河馬連帽 T(紅)-L 1080 

80 服飾配件類 河馬連帽 T(黑)-M 1080 

81 服飾配件類 河馬連帽 T(黑)-L 1080 

   (續下頁) 



   (接上頁) 

編號 種類 項目 定價 

82 服飾配件類 神殿 T 恤-M 499 

83 服飾配件類 神殿帆布手提包 1480 

84 服飾配件類 神殿帆布購物袋 1280 

85 服飾配件類 棒球帽-紅 450 

86 服飾配件類 棒球帽-黑 450 

87 服飾配件類 皮繩項鍊-王名章 249 

88 服飾配件類 皮繩項鍊-烏加眼 249 

89 服飾配件類 皮繩項鍊-人頭鳥 249 

90 服飾配件類 鑰匙圈-娜芙蒂蒂 199 

91 服飾配件類 鑰匙圈-法老王 149 

92 服飾配件類 鑰匙圈-人頭鳥 149 

93 服飾配件類 手機吊飾-生命之鑰 169 

94 服飾配件類 手機吊飾-胡狼神 169 

95 服飾配件類 手機吊飾-蓮花 169 

96 服飾配件類 造型手表-河馬 450 

97 服飾配件類 造型手表-皇家頭像 450 

98 服飾配件類 造型手表-哥那蒙 450 

99 服飾配件類 造型手表-鳥飾 450 

100 服飾配件類 古埃及象形文字領帶 600 

101 家飾用品 杯墊-埃及文 250 

102 家飾用品 杯墊-埃及圖騰 250 

103 家飾用品 時鐘-石碑米黃 690 

104 家飾用品 時鐘-石碑綠 690 

105 家飾用品 時鐘-埃及文米黃 790 

106 家飾用品 時鐘-埃及文綠 790 

107 家飾用品 相框-埃及文黑 450 

108 家飾用品 相框-埃及文白 450 

109 家飾用品 仿古鏡子-米黃 190 

110 家飾用品 仿古鏡子-綠 190 

111 家飾用品 藝術蠟燭-河馬 500 

112 家飾用品 藝術蠟燭-方尖碑 500 

113 家飾用品 Hippo 鑰匙圈 120 

114 家飾用品 Hippo 手機吊飾 120 

115 飾品 四隻聖甲蟲項鍊（單獨） 2880 

   (續下頁) 



   (接上頁) 

編號 種類 項目 定價 

116 飾品 六隻聖甲蟲項鍊（單獨） 2280 

117 飾品 六隻聖甲蟲手鍊（單獨） 1880 

118 飾品 四隻聖甲蟲手鍊（單獨） 1880 

119 飾品 綜合項鍊（生命之鑰／聖甲蟲／貓 3680 

120 飾品 四隻聖甲蟲項鍊+六隻聖甲蟲手鍊組 3680 

121 飾品 六隻聖甲蟲項鍊+四隻聖甲蟲手鍊組 3680 

122 飾品 五隻聖甲蟲手鍊 1880 

123 飾品 綜合手鍊 1880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在毎一場大型特展之中必備的製作物首推導覽手冊及展品圖錄。此展的兩項出版

物由九觀文化與聯合報系雙方分工，利潤均分。在此展中，博物館並未於紀念品

開發及販售這一區塊擔任任何角色。 

 

 

三、銷售通路： 

埃展除了在展覽現場設置紀念品賣場銷售商品以外，此次更運用了其他多元通路

(主要銷售聯合報系自製商品)，或行銷策略，包括： 

1. 中國信託卡友郵購及紅利兌換 

2. Fifi 書城(聯合報系子公司)販售 

3. 聯合報系四報發行作為贈品使用 

4. 長榮航空機上郵購 

5. udn.com 網路銷售 

6. 配合活動使用 

7. 合作單位團購 

8. 套票銷售策略—買門票加導覽手冊或木乃伊鉛筆盒，享折價優惠 

9. 預購優惠—門票預售期間推出「買二送百」買兩張門票送一張百元紀念品折

價券的方案，創造購票人潮的二次消費。 

透過多元的銷售通路，不僅創造更多業績，也成為展覽最佳的宣傳大使，因為增

加曝光度，亦為展覽帶來不一樣的社會迴響。 

 



四、效益分析： 

1.三地紀念品賣場平均客單價 93.4 元(總收入除以總參觀人數)；其中 

‧台北佔比 62.6%，平均客單價為 102.4 元、 

‧台中佔比 20.6%，平均客單價為 71.4 元、 

‧高雄佔比 16.8%，平均客單價為 81.2 元。 

2.賣場以外的其他通路，亦有數百萬元的銷售業績，包括票口搭售、銀行卡友郵

購、活動購買、合作單位銷售等等。 

3.搭配門票銷售的策略反應極佳，以此方式售出的導覽手冊萬餘本。 

4.本個案首次使用預售票搭配紀念品折價券的「買二送百」方案，折價券使用率

59%，相對節省主辦單位成本。 

5.三地賣場總營業額中，台北即佔 62.6%，台中高雄兩地加起來僅 37.4%，落差

極大，反應不同地區的消費習慣與水平。另根據賣場反應，商品雷同性過高也

是影響銷售的原因之一。 

 

 

五、館方看法：紀念品可說是最容易造成商業化爭議的部份，透過深入訪談，試

圖了解館方對於大型特展操作紀念品賣場的看法。 

 

博物館舉辦古文明特展，最重要的目的當然是讓民眾認識及接觸古文明，而由於

特展的成本都相對較高，博物館及合作的民間單位透過售票及紀念品販售來平衡

支出是必然的作法，否則特展是辦不成的；至於有那些不妥的地方，我個人認為

在紀念品販售的範圍上要有些限制，例如與特展無關的紀念品就不應該在特展的

紀念品區販售。（國立歷史博物館  林泊佑） 

 

就本檔展覽而言，應可朝向主題性更為明確、更為精緻化以及更具教育性進行設

計。(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林佩樺) 

 

 

第七節   經濟效益與參觀者效益分析 

 
本個案之效益可評估者，分為經濟效益與參觀者效益，對社會大眾效益較為難以

評估。本研究以統計數據呈現經濟效益，並以觀眾問卷調查結果呈現參展者效益。 



一、經濟效益： 

1. 參觀人數：三地總人數為 711,797 人，其中台北場次占 55.2%，台中場次占

26%，高雄占 18.8%，人數有遞減的現象，分析原因有幾點： 

(1) 展覽時間長達一年，新鮮感會逐漸降低，影響民眾觀展意願。 

(2) 主辦單位會將整合行銷的重心都擺在第一站台北，使得本個案曝光度效益都

顯現在初期，投入的資源也會逐漸減少。 

(3) 愈往南部，勞工階層比率增加，休閒娛樂習慣不同，對文化性展覽的興趣逐

漸降低。 

 

表 4-7-1：埃及展參觀人數／票數統計表 

 三地總計 台北 台中 高雄

參觀總人數 711,797 393,301 185,537 132,959

展覽天數 327 天 126 天 86 天  115 天

每日平均人數 2,177 3,121 2,157 1,156

購票率 85.25% 82.69% 88.99% 87.60%

全票：學生票 1：1.08 1：1.32 1.25：1 1.07：1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但本個案仍是國內同時期參觀人數最多的文化特展，因此若以人數做參考指數，

本個案的整合行銷傳播策略操作得宜，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 

 

2. 展覽收入：收入的主要來源分別為門票收入 55.6%、現金及勞物贊助

22.38%、紀念品收入 8.97%，紀念品收入占比較低，主要是因為紀念品的販

售權利轉讓給九觀文化，其他的特展佔比通常較高。 

 

表 4-7-2：埃及展收入比例分析 

展覽收入：(依佔比排序) 

來源 售票 現金贊助 電子媒體廣告 勞務贊助 紀念品收入 其他收入

佔比 55.60% 13.41% 12.89% 8.97% 8.97% 0.16% 

備註     交換，無現金收入 無現金收入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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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埃及展收入比例分析(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3. 展覽支出：支出的占比中，廣宣及週邊活動均屬整合行銷的範疇，共占了總

支出的 23.07%，是除了籌展基本費用 55.77%以外，占比最重的支出項目。 

 

表 4-7-3：埃及展支出比例分析 

  展覽支出：(依佔比排序) 

來源 
籌展 

基本費 廣宣 

紀念品 

製作 

場地 

回饋 

展場 

施做 

週邊 

活動 

 

行政 

文宣 

製作 票務 

佔比 55.77% 18.85% 8.25% 5.11% 4.15% 4.02% 2.19% 1.06% 0.60%

備註   
含現金與

交換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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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埃及展支出比例分析(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二、參觀者效益分析 

聯合報系於台中展出期間，委託育達技術學院休閒管理系林詠能老師做觀眾問卷

調查，訪問時間於 2004/7/5-7/11，地點於台中科博館埃及展展場出口處，共發

出 500 份問卷，皆為有效問卷。本研究擷取部份與整合行銷傳播策略有關問項

分析如下： 

 

表 4-7-4  埃及展台中場觀眾問卷調查部份結果 

題目 選項 百分比 

男 30.3% 
性別 

女 69.7% 

參觀本展 53.8% 

外出旅遊 12.2% 

興趣 44.2% 

路過 3.0% 

學校作業或研究 9.6% 

家人或朋友推薦 14.6% 

購買紀念品 3.8% 

參觀本展的主因 

其他 3.0% 

報紙 41.6% 

電視 27.2% 

雜誌 6.4% 

家人或朋友介紹 43.0% 

海報 14.8% 

電台 4.0% 

網路 19.8% 

馬路宣傳看板 6.0% 

路過 6.2% 

公車宣傳看板 1.4% 

得知本展的主要資訊來源 

便利商店 3.0% 



旅行社 1.0% 

信用卡發卡銀行 2.2% 

傳單 2.4% 

學校 20.2% 

其他 3.0% 

參觀時間 30 分鐘以下 4.4% 

  (續下頁) 

  (接上頁) 

題目 選項 百分比 

31 分到 1 小時 24.7% 

1 小時到 2 小時 47.6% 

2 小時到 3 小時 18.9% 
 

3 小時以上 4.4% 

有 47.4% 
有無購買紀念品 

沒有 52.6% 

100 元以下 22.5% 

101 元到 500 元 48.3% 

501 元到 1000 元 18.8% 

1001 元到 2000 元 8.3% 

購買的金額為 

2001 元以上 2.1% 

是，比預期中好 17.3% 

還好 74.3% 

否，完全不符 7.6% 
看完本展是否與預期相符 

其他 0.8% 

是 82.7% 
是否願意向其他人推薦 

否 17.3%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表 4-7-5  埃及展台中場次門票價格接受度調查 

學生票 願意 次數分配 不願意 次數分配 

120 元 96.4% 159 0.6% 1 

140 元 93.2% 150 3.1% 5 

160 元 84.5% 136 5.6% 9 

180 元 60.0% 96 21.9% 35 

200 元 47.8% 76 30.2% 48 

其他 11.7% 21 79.41% 143 
     

全票 願意 次數分配 不願意 次數分配 



120 元 94.6% 300 0.9% 3 

150 元 86.5% 270 6.7% 21 

180 元 66.0% 200 20.5% 62 

210 元 34.5% 101 43.0% 126 

240 元 31.8% 92 45.0% 130 

其他 9.2% 31 85.11% 286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從調查結果顯示： 

1. 得知本展的主要資訊來源中，前四名分別為家人或朋友介紹占 43%，報紙

41.6%，電視 27.2%，網路 19.8%；這顯示觀眾獲得資訊的來源主要來自口

碑傳播及三大媒體為主。 

2. 展覽門票金額方面，顯示學生族群的消費力較強，即使未來門票調高到 200

元，仍有近五成的受訪者願意付費看展；全票的部分，若調高到 210 元，則

只有 34.5%的受訪者願意付費看展。 

3. 紀念品方面，在現場有無購買約各占一半受訪者，購買金額在 101 到 500 元

之間者占 48.3%。 

 

聯合報系於 2007 年「兵馬俑特展」展出期間，再度委託林詠能老師做觀眾問卷

調查，地點於國立歷史博物館展覽出口，時間於 2007/05/19-07/22 期間，樣本

數為 1000 份，有效樣本 945 份；而觀眾獲得展覽的來源產生變化，從家人朋友

的介紹及報紙得知均大幅下降，更平均在各種選項中，顯示觀眾的資訊來源更加

多元，也可印証整合行銷傳播之重要。 

 

表 4-7-6  2007 年兵馬俑特展觀眾問卷調查部份結果 

選項 百分比 

電視 26.3% 

報紙 18.2% 

網路 16.3% 

家人或朋友介紹 15.3% 

廣告 6.1% 

學校團體 4.3% 

馬路布旗 3.9% 

捷運宣傳 3.7% 

得知本展的主要資訊來源 

雜誌 2.3% 



捷運報 1.5% 

其他 1.1% 

路過 0.9% 

                                               (資料來源：聯合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