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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en year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made tremendous changes in social life. The 

network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one-way information media, but to promote users in the creation of 

content and sharing of two-way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useum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udio-visual documents in social media,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Museums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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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在过去十几年中,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网络不再局限于单向

的资讯传播媒介,而成为促进使用者在创作内容与分享的双向交流与沟通的媒介。本文透过

国内外博物馆的个案对比分析,考察影音文件 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开与应用情况,对国内博物

馆相关领域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1．引言 

    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在描绘博物馆的特点时指出,博物馆具

有开放民众参观、促进社会进步,并有研究、教育与娱乐之目的。但是,在公共博物馆形成之初,

博物馆馆关注更多的是展览、收藏以及文物保护。其功能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末,随着文物的

价格越来越高,博物馆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而其获得的公共资助与参观人数紧密相连。在这种

情况下,博物馆变得更加社会化,为了吸引各种各样的观众,博物馆的花样层出不穷,数字技术成

为他们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手段 (Bautista,2014) 。各国博物馆都争相运用数字技术来策划展

览、传播文物咨询、发展公共教育。Social networking statistics 在 2010 年的调查发现,“几乎

半数的成年人在使用社交网站,而 73%的青少年至少会加入一个社交网站。” (韩志翔，2012)

因此，社交网站成为博物馆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媒介。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ICHESS 2019)

Copyright © 2019,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69

262



 

 

    在博物馆的展览中,对于影音文件使用一般分为:1、作为展品说明的影音文件。2、独立于

展品而存在的影音文件。3、兼具上述两种功能的影音文件。第二种特征的影音文件更多见于

图书馆或档案馆。所以,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特性的影音文件。这两种影音文件

的有效使用一般是配合展览主题和展品,它是对静态展品的多维度阐释,是文字说明的延伸与

拓展,它能够更好的帮助观众完成对展览的体验和对展品德理解。特别是那些无法达到现场的

远程观众来说,影音文件能够非常有效的帮助他们去观看和理解展览的内容。因此,展览的策划

方式与展品的选择对影音文件有效利用上尤为关键。  

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外博物馆在社交媒体中使用影音文件的情况,本文选择中外最具代表

性的四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

馆四家博物馆为例,就中外博物馆在社交媒体上影音文件的使用情进行分析和比较。  

2．研究设计 

本文采取多重个案研究的方法,由于博物馆社交媒体的研究发展较晚,还没有建构出一套

基础理论,因此本文将以故宫博物院新浪微博、中国国家博物馆新浪微博、美国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Facebook、英国大英博物馆Facebook为研究对象,采用次级资料文件分析以及线上观

察的方法搜集资料。次级资料包括过刊论文和期刊、杂志报道、相关书籍、网页资讯、线上

杂志等数字资料。“线上观察法”则是对Internet或www上的内容做客观、有系统的描述与分析

的一种研究方法(卢贞云, 2013)。本研究对四家博物馆社交媒体上影音文件的发布讯息的频率

与类型、成员回应的讯息量、经营者回复的讯息量、转载链接的数量进行观察和分析。  

3．四大博物馆社交媒体粉丝专页比较    

 

中外博物馆在社交媒体粉丝及影音文件发布情况调查1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Facebook粉丝专页成立早于国内两家博物馆, 分

别是2007年和2009年。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的新浪微博都是在2010年成立,时间相差一个

多月 ,在经营粉丝专页上有下列共同之处 :(1)版面设计上两大博物馆基本相同 , 多采用

Facebook时间轴版面配置。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也是选择了新浪微博的时间轴版面配置。

(2)涂鸦墙发文内容部分,主要发布博物馆展览活动和藏品讯息,包含馆藏文物的线上介绍和活

动邀请。(3)发文形式方面,各博物馆都偏好以图片配文字的方式呈现,通过图像吸引粉丝点阅

详细内容。不同的是,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偶尔会搭配短片增加观众的注意。但是,

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发布的影音文件数量只有6段。  

 
1本研究数据观察整理日期2016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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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博物馆在社交媒体上的经营也有不少自己的特点。(1)语言方面,与官网多语言页面不

同的是,各博物馆社交媒体皆使用母语作为主要语言。主要原因可能是社交媒体只要目的是为

了跟粉丝建立长久联系,而非只是给观光客提供博物馆相关介绍。 (2)展览讯息和馆藏文物导

览是各博物馆发文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发文比例和发文语气等方面各有不同。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专页上 90%以上的发文都是展品和展览介绍,每天都推送有特色的作品给粉丝欣赏,文字叙

述较简短,以导览的口气介绍文物的名称及相关信息, 并辅以链接到官网,帮助感兴趣的观众

了解更多藏品讯息。发布的影音文件是几家博物馆中最高的。影音文件以3分钟左右的长度,

内容以介绍藏品居多。比较令人影响深刻的是一个艺术家项目,持续邀请多名当代艺术家对藏

品进行解读,点击率比较高。大英博物馆展品和展览介绍涂鸦墙的发文比例也很高,专页中有许

多具有考古性质的内容、策展人对展览的介绍和布展花絮。故宫较前两家博物馆,发文最高的

是针对每天的节气发布一些相关的藏品讯息,而影音文件只有1段介绍《韩熙载夜宴图》APP、

一段介绍故宫出版的台历、一部故宫的纪录片的视频,其它三段关于人物、建筑和活动的介绍,

六段视频均在2分钟以内。国博的粉丝页发文多以发布人心情以及藏品介绍居多,视频更是短

小,六个视频中五个不超过10秒,基本都是馆内花絮。 (3)建立与粉丝的关系连结,各大博物馆也

不太相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通过“The Artists Project”让艺术家谈谈对藏品的感想方式了

解观众的想法,并透过分享与粉丝互动。大英博物馆透过各种展览花絮和讨论性议题引发回应。

国内两家博物馆则多以回应留言的方式与粉丝互动。 

4．谈论率分析 

    观众在成为 Facebook或微博的粉丝后是否持续回到专页关注影音文件,并与管理员或其

他粉丝互动,这才是影音文件最佳的使用结果。本文统计了近6个月时间内四大博物馆发布的

影音文件浏览的人数、点赞人数,分析多少比例的粉丝是真正活跃在粉丝专页中的。  

    从谈论率来看,故宫博物院的数值要远高于其他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

的谈论率比较接近,国博的谈论率最低。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的视频都是关于他们推出

产品和展览的介绍,内容比较新颖,所以关注度比较高。大都会艺术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经营

时间比较长,有稳定的观众,所以,谈论率比较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两家博物馆6月内

发布的影音文件的数量是国内两家博物馆的30-50多倍。  

博物馆名称  
影音文件数

量  
浏览量  点赞人数  平均谈论率  

北京故宫博物院  2  3379  2359  69.8%  

中国国家博物馆  1  89  49  55%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 
59  9224322  222286  2.4%  

英国大英博物馆  54  3101425  149514  4.8%  

中外博物馆在社交媒体粉丝及影音文件发布情况调查2 

    以下将针对各博物馆分别进行比较。  

    (1)内容面。1)以影音文件丰富内容:因为影像素材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所以,四大博物馆

皆有使用图片资料等丰富粉丝专页内容。但是,在使用影音资料时,国内的博物馆显得特别薄弱, 

6个月内只发布了一、两段视频,并且都只在一分钟以内。大英博物馆经常上传与博物馆相关

的影音资料,包括幕后影片、宣传影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则是有一档固定栏目——邀请艺术

家讲解藏品,通过这种形式使得观众与藏品的距离拉近。2)与其他社群媒体连结:通过粉丝专页

与其他社群联结可以提升专页的曝光度。故宫的粉丝专页链接有它自己的官网、故宫淘宝、

 
2数据采集截至时间为2016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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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商城、故宫出版社以及优酷视频。国家博物馆联结到官网和官网上的分类页面——古代

钱币、古代玉器艺术、古代佛造像艺术、古代青铜艺术、古代瓷器艺术、古代经典绘画,以及

优酷视频和馆内微博国博衍艺、国家博物馆 公共教育、国博讲堂。大英博物馆则可连结到

TripAdvisor、Twitter、Instagram和Youtube。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类似,多了一个

Pinterest的联结。3)发文口气贴近民众:社交媒体粉丝专页设立就是希望建立与粉丝的关系,因

此令民众感到亲切的口吻非常重要。故宫和国博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多采用朋友般的、时

下流行的语气,有助于加深博物馆与粉丝间的关系。大英博物馆多采用说故事的方式介绍博物

馆展品和讯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发文口气较生硬,比较偏向平淡和生硬,让人有距离感。4)

发布影音文件的频率:故宫近6个月内发布2段,国博发布了1段。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每个月发布影音文件9段以上。  

    (2)互动面。1)热切回应成员意见:四家博物馆回应粉丝的留言都比较少。2)带动讨论:大英

博物馆偶尔会发布一些具有讨论性的议题或鼓励民众发表感想,引发观众的主动回应。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发文几乎是单方面的公布消息,能引发粉丝热烈讨论的讯息。  

4．影音文件在博物馆社交媒体应用的建议 

社交媒体的消息传播能力已被各大美术馆所认知,成为博物馆喜爱的网络社交行销工具

之一。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如何用影音文件持续吸引粉丝增加曝光率,如何增加与粉丝

的互动,以及藉由各种活动增加粉丝的粘黏度和回访率,达到文化行销目的。下文针对国内博物

馆社交媒体粉丝专页经营提出几点建议。  

1、善用影音文件做藏品介绍。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使用影音文件的

频率都相当的高,这符合当下文化传播的趋势,国内博物馆在使用照片方面已与国外同步,但是

在如何策划主题使用影音文件方面还有距离。这个距离不是技术上的距离,而是意识和观念方

面的距离。  

2、社交网站连结。如今的社交媒体除了微博,还有微信,以及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等社交

网站,可以相互连结,增加曝光度和知名度。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各种APP客户端

也孕育而生。博物馆需要紧跟技术发展的趋势,推动影音文件的制作和传播。  

3、与粉丝互动。博物馆经常给人刻板的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粉丝的互动太少。社交

媒体上的互动不仅限于直接回答粉丝的问题,也可以发表对留言的感谢与感想,甚至可以采取

与粉丝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沟通,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增加粉丝回访专页的意愿。  

4、引发粉丝的讨论。影音文件的内容设计上可以多增加一些引发粉丝自主讨论的思考性

议题,活跃专页人气。粉丝也有可能在这里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而增加对专页的粘黏度。  

5. 结语 

    博物馆作为经营文化的事业机构,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从博物馆在社交媒

体粉丝页影音文件的使用情况入手进行分析,不过,社交媒体详细的经营绩效,如每日粉丝活跃

数、媒体使用量、回应篇数等,这些数据只有管理者才能得知,因此,本文只能从一些表面和次

级资料去观察和分析。无法做到更加精准的去研究粉丝特性,这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

间,有待下一步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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