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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館廣推文創行銷

■ 張譽騰館長講
解博物館的文創
營銷策略。
營銷策略
。
伍麗微 攝

文物生財 提升價值
博物館被動等待大眾來參觀的時代已經過去，近年，不少博物館在傳

統展覽上開拓新機，運用館藏圖像，製作各式各樣的文創產品，並配合
市場營銷，打開一條另類的生財之路。台灣歷史博物館（史博館）便是
其中一個例子，其累積館藏超過六萬件，但隨着近年更多博物館在台灣
成立，在危機感籠罩下，館方在 2012 年成立文創行銷組，專門開發文創
商品及推動公益文創計劃，一方面讓展覽從館內走到館外，另一方面亦
為館方帶來額外收入。
史博館館長張譽騰日前來港參與香港國際授權展，並出席光華文化中
心舉辦的文創與行銷講座，他介紹，史博館的文創商店遍佈全台，共有
十二家，又與中華郵政、金門酒廠、花東鐵路等機構合作開發產品，為
藏品衍生更多價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前，史博館的文創產品主要來自六大授權，分別
目是以國寶文物、生肖珍品為主的年度產品，從眾

多館藏中挑選出來的塊寶，以館徽及花鳥刺繡為主題
的作品，具東方文人氣息的典藏，有「招財進寶」寓
意的藏品及與荷花相關的畫作，並將之轉化成茶具、
項鏈、行李吊牌、皂、瓷器等。

開發產品
史博館於 1955 年成立，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
館，又坐落於南海學園，與旁邊植物園的荷花池畔相
互輝映。博物館的館藏大多從河南新鄭縣、輝縣和安
陽殷墟等考古遺址而來，以青銅器、唐三彩、甲骨文
為主；還有不少是日本戰後歸還的石刻、瓷器、宗教
文物；而創館之初政府撥交之中外歷代錢幣亦是館藏
來源之一。近代美術品方面，張大千的書畫作品有一
百六十件、黃君璧作品四十七件、溥心畬作品二百六
十件、常玉畫作五十二件。文創行銷組便在這些基礎
上，配合主題，如史博館館徽為鳳凰鳥紋或最為人熟
知的錢幣收藏等，挑出相關藏品，製作文創產品。
其中，近代美術品牽涉著作權，條文規定需在作者
死後五十年才可複製使用，因而館方會在保護期屆滿
時，陸續推出文創商品。譬如溥心畬於 1963 年逝世，
保護期至 2013 年，史博館便在這兩年推出不少溥心畬
相關的產品，如取材自《十猿圖》的溥心畬猿靜耳
釘、猿擁皮繩項鏈、十猿圖紙膠帶等。張譽騰透露，

■溥心畬四季同心杯組之荷花蜻蜓，
取材自溥心畬的圖像。

文：余綺平

常玉作品的保護期亦將屆滿，博
物館會推出相關文創商品。
此外，關於花鳥刺繡、荷花主
題的產品也非常多，因為博物館鄰近荷花池，予人深
刻印象，因而製作出荷花變色陶瓷杯、花鳥刺繡旅行
沖茶組等茶具。當然，還有以古代漆器為素材的狩獵
紋噴砂馬克杯、靈感來自春秋玉器的玉皂、以鳳凰為
意象的八方新氣「鳳鳴」白瓷系列。

■國立歷史博物館於多個地方設立文創專櫃
國立歷史博物館於多個地方設立文創專櫃。
。 資料圖片

跨界合作

■與好合苑合作，將夏至荷葉之神
■創作靈感來自博物館鳳凰館
除了自家藏品製作而成的商品外，史博館亦與民間 ■博物館與陶藝業者合作，結合老
韻轉化為東方饗宴的器皿。
徽，以金屬材質打造成徽章，
組織合作，將館藏廣而推之。如與茶器品牌陶作坊合 書法字體之美，開發「一定賺」陶
小巧精緻。
作，授權溥心畬的書畫圖像，結合陶作坊經典工藝同 瓷釘書機。
心杯，打造文化創意商品「四季溥儒」；又融入于右
魯閣之美》，又以窯燒磁磚拼貼方式，將台灣畫家林 文創區展出作品。事實上，勝利琉璃是小兒麻痺兒童
任的書法，與陶藝業者創作出文創陶瓷釘書機。2013 惺嶽的《天佑花蓮》畫作，設置在新建的花蓮車站進 之家，2008 年才開始設計及生產琉璃手工製品，工作
年，館方與中華郵政合作，挑選《清代花鳥刺繡橫 站牆面上。
團隊包含設計師及不同的障礙者。此次展覽除了展示
披》，推出「清代刺繡郵票」系列，發行郵票、小全
史博館致力推動公共藝術，除了花東鐵路的車站， 史博館的溥心畬作品外，亦得以引起大眾關注弱勢社
張、珍藏摺等 。2014 年推出的 「古物郵票－青花 亦在桃園機場留下其「足印」，設置文化藝廊、展示 群，提升文創的價值，並成為一股推動社會發展的力
瓷」，更舉辦拍賣會，將所得全數捐贈罕病及育成基 燈箱等，辦小展覽，「藉此調整機場的文化氛圍。」 量。
金會。張譽騰原本計劃找周杰倫幫忙宣傳，可惜周杰 張譽騰說，館方自掏腰包，花了幾百萬做這些小展
香港近年亦持續推動文創發展，然而成效卻不顯
倫沒空，結果由方文山代言，最後拍出 106 萬元的好 覽，「我們希望旅客不只看到巧克力、化妝品、煙 著，依然停留在商業層面上，賺錢至上。像史博館這
成績。
酒，也看見台灣的文化。」
種有策略、具規模的文創營銷方式，從成立專門的文
為了將文化氛圍帶入日常生活，史博館 2013 年便與
創行銷部門、開發產品、設立銷路，到拉攏合作夥
公益文創
鐵工局簽約，未來幾年將在車站內設置藝術大師的名
伴、推動公益，香港比較少見。張譽騰便指，文創行
作，如新城車站水晶玻璃上會放置馬白水的畫作《太
發展文創帶來額外的收益，而這些收益可以回饋社 銷為博物館每年帶來 1.2 億台幣（約三至千萬港幣）的
會，成為持續推動藝術文化的資本。有 收入，但除去公益收入，只佔全年總收入 5-6%。然而
見及此，史博館近年亦致力推動「公益 博物館的六萬件館藏，在博物館展出的只有兩百多
文創」計劃，譬如去年年中便繼續「利 件，即是只有 1-2%的展品會被大眾看到，「透過文創
用」溥心畬，以其文物圖像及授權機制 方式可以拓展文物的影響力，文物是歷史，可以結合
為基礎，邀請十家企業參與，聯同十位 現代創意，讓觀眾可以把博物館的文物帶回家。另一
文創工作者，由勝利琉璃打造十件琉璃 個層面是，博物館是社會的信使，發展文創是否過於
展品。如大提琴家張正傑便為星展銀行 商 業 性 ？ 其 實 不 會 ， 史 博 館 的 文 創 有 社 會 公 益 價
設計了「美猴王」，琉璃設計師何希 值。」
至於文物被過度「開發」，會否流於通俗、失去吸
文、余玉蓮便為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
■與金門酒廠合作，製作了蟠龍白玉
■松間戲猿系列飾品之銀飾。
務所打造出「無盡吉祥」等，並在松山 引力，則是後話。
金門高粱酒。

種族矛盾

南非開普敦大學黑人學生去年向
校園內的羅德斯（Cecil Rhodes）
雕像投擲糞便，抗議他當年以殘酷
手法剝削非洲黑人，學生要求校方
將雕像推倒。「打倒羅德斯」運動
一發不可收拾，如今蔓延至英國，
涉及種族矛盾的「文化清洗」，也
蔓延全球。
英國人羅德斯是臭名遠播的狂熱
帝國主義分子和殖民主義者。一八
八零年他在南非創辦礦業公司，奪
得開採鑽石權，幾乎壟斷全球九成的鑽石生
產，他更是種族隔離的「設計師」。羅德斯
擔任開普殖民總理期間，積極向外擴張，擴
大英國在南非的殖民地，奪取津巴布韋後，
更以其名命名為「羅德西亞」。
開普敦大學發生投擲糞便事件後，羅德斯
的雕像已被木板封起。類似的反白人統治和
推翻雕像行動，如星火燎原般蔓延至南非各
大學。
英國牛津大學最近亦發生「打倒羅德斯」
運動。羅德斯是牛津畢業生，在母校設立獎
學金，校園裡豎立了他的雕像。英國媒體對
這場運動的意見不一，部分評論認為這是一
場荒謬的「文化清洗」。
《每日電訊報》指出，牛津大學校園裡還
有許多雕像，例如英國史上兩位著名昏君愛
德華二世和查理一世，他們遭子民處死，其
劣行比羅德斯更甚。按道理，其雕像是否也
應該被拆掉？
《衛報》認為不能將兩者混淆。歷史進程
錯綜複雜，時至今日，這些殘酷昏君已經與
現代人無關。但羅德斯卻抵觸現代道德標
準，他貪贓枉法，所賺取的財富是欺詐非洲
人民所得的，他的帝國主義觀點在今天看
來，仍屬極端。他的雕像早該被拆掉。
文章認為，英國應該正視那些不光榮的歷
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歧視……
這些歷史污垢永遠抹不掉。為了保持良好的

■ 開普敦大學將羅德斯
雕像拆除。
雕像拆除
。
《衛報
衛報》
》圖片

國際關係和國內和諧，英國要公開並坦然面
對歷史。
歷史應該受到尊重。文章指出，假如某段
歷史事件或某位歷史人物被人民批評，甚至
激怒民眾，如果將這段歷史擱置一旁不理，
並不能假裝它們從未發生過。
這篇文章的觀點，放諸四海皆準，無論是
對日本，或是對中國。
英政府去年在議會廣場豎立了印度聖雄甘
地的銅像。甘地帶領印度邁向獨立，脫離英
國殖民統治。在甘地銅像旁邊，是他的「對
手」英國前首相邱吉爾，他們識英雄重英
雄。最重要是尊重歷史。
《衛報》文章建議英政府設立一個主題公
園，專門放置如羅德斯那樣不受民眾歡迎的
雕像，以解決目前的尷尬情況。如：當年蘇
聯解體，葉利欽政府建造了一個紀念公園，
安置了從各地廣場和市中心拆除下來的列寧
和斯大林的雕像，吸引無數遊客參觀。
解決了雕像安置問題，卻阻擋不了涉及種
族矛盾的「文化清洗」洪流。美國大學生最
近要求推倒前總統傑斐遜的雕像，因為他曾
經擁有黑奴；荷蘭國立博物館將名畫《黑少
女》的「黑」字除掉；英國現代畫廊 Tate 將
《黑人頭像》改名為《人頭》……《星期日
泰晤士報》署名文章卻批評，將不受歡迎的
雕像或字眼刪除，這種行為，等同將歷史連
根拔起。

《弟子規》朗誦比賽 推廣傳統文化
作為《弟子規》文化藝術節
的開幕活動，全港中小學、幼
稚園《弟子規》朗誦比賽日前
於孔聖堂舉行，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許曉暉出席啟動儀式，她
在致辭中肯定了《弟子規》對
小朋友待人處事、成為品行端
正的君子的作用。
孔聖堂中學學生集誦《
《禮運
禮運．
．大同篇
大同篇》。
》。
比賽分為粵語集誦、獨頌和 ■孔聖堂中學學生集誦
楊永漢校長親自教授《
《弟子規
弟子規》。
》。
張岳悅 攝 ■楊永漢校長親自教授
普通話集誦、獨頌四組，賽前
張岳悅 攝
由來自孔聖堂中學的四十名
發生，學生們在校內即使見到陌生人，也會微笑致意或道一聲
中、外籍學生集誦《禮運大同篇》作開場演出。據粵語組評委
「老師好」。
之一、孔聖堂中學校長楊永漢博士介紹，《禮運大同篇》為該
普通話組評委張萬民博士認為，香港普遍重視英文，推廣傳
校中二學生必學必背的篇目之一，表演由學生自願報名參加，
統文化的活動較少，《弟子規》相關活動也是首次舉行。要求
提前進行為期一個月的特訓。談及《弟子規》對學校的正面影
幼稚園學生背誦《弟子規》是否有困難？他表示，《弟子規》
響，他說：「我們非常重視學生的行為，在校內推廣儒家思
三字一句，瑯瑯上口，易讀易背，古時的小童除要掌握《弟子
想，『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是第一要素，提倡學生為父
規》、《三字經》外，更已開始學習四書五經，「普通話組的
母斟茶以示尊重和愛，培養學生的禮儀、責任感、獨立思想和
參賽人數遠遠多於粵語組，這也是活動的特別之處。」他說。
自由意志。」而最讓他引以為傲的一點是，校內並無霸凌事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探秘中國古代黃金技術
中大文物館聯同陝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及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日前舉辦「錯彩
鏤金：中國古代黃金技術的探索與傳承公開
研討會」，邀請來自內地及本地的專家分享
中國古代黃金工藝的研究。
黃金自古以來便是人們所珍視的材質，是
財富、地位的象徵。它亦是最早被古人認識
並加以開發利用的幾種少數金屬之一。然
而，歷史上的黃金工藝歷史悠久卻不為人熟
悉。一方面，傳統金匠的技藝在史籍中較少
被提及，另一方面，匠人的技術往往通過師
徒口耳相傳，久而久之產生訛誤，失去原
貌。
研討會旨在通過多角度的探索，清晰梳
理中國古代黃金工藝在歷史中的記載，加
深大眾對技術的理解，並嘗試結合實驗，
還原部分工藝，讓這些傳統技藝得以保

存。研討會由中大文物館訪問學人嵇若昕
教授主持，並邀請周大福珠寶集團創作總
監林鴻勝先生、陝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研
究員楊軍昌博士及中大文物館副館長許曉
東教授擔任講者。他們從不同角度探討中
國古代黃金工藝，包括歷史文獻和考古資
料的歸納研究，採用現代科學技術對出土
金器文物進行的檢測分析及古代工藝復原
模擬實驗等，透過跨學科的研究，探討捶
揲、鏨刻、鎏金、錯金銀、珠化、掐絲、
累絲、花絲、點翠等工藝技術。
是次研討會乃中大文物館、陝西省文物保
護研究院和周大福大師工作室合作研究的
「中國古代黃金工藝研究專案」的首個活
動，研究成果將於 2017 年初通過專題展覽、
圖錄、講座等形式與公眾分享。
文：笑笑

■黃金工藝示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