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故宮零距離特展」展場巡禮

本片的故事主要描寫最後一位遊

首獎。

民國九十七年獲得東京國際動畫影展

高畫質動畫，深受國人所喜愛，並於

星，製作成具文化及教育性的多媒體

娃娃，展場中特以燈箱介紹卡通明星

險正要展開 …
為能使觀眾深入了解這三位國寶

斯，在追逐過程中，博物院的夜間探

螽斯跑走，三寶得在天亮以前找回螽

白菜上的螽斯把玩。沒想到卻失手讓

江怡靜 謝俊科

一、串場人物 國
—寶總動員

客離去，博物院拉下大門後，陳列室

與本院典藏文物的關係，以下先梗概

楊芳綺

故
•宮零距離特展﹂展場巡禮

展出時間：民國一百年三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六日
展出地點：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嘉義縣布袋遊客中心

為推廣本院近年來所累積之數位典
藏成果，並縮短南部觀眾與本院文
物之距離，特別推出﹁嘉義 •
故宮
零距離特展﹂。本次展出方式異於
一般的實體文物展示，而是透過先
進的資訊技術，使觀眾感知文物數
位化的高度靈活性，超越傳統文物
的鑑賞經驗，改以一種嶄新的人機

討喜的嬰兒枕、逗趣的玉辟邪以及

裡的國寶便會甦醒過來，在博物館內

介紹三件文物的基礎背景。

互動體驗。

可愛的玉鴨，引領觀眾參觀展覽。

展覽內容簡介

動畫影片於民國

嬉戲遊玩。嬰兒枕、玉鴨及玉辟邪是

國寶總動員主角嬰兒枕的構想源

﹁國寶總動員﹂三

動員﹂當中的三位主人翁︵圖一︶：

本展由大家相當熟悉的﹁國寶總

九十六年正式首映，其運用故宮文物

首先登場的三位主角，淘氣的嬰兒枕

漢玉辟邪︵圖三︶是清代乾隆

深刻的片段。

情感至深的手足，是該影片令人印象

中，經導演的巧妙安排，幻化成一對

相似的典藏，在國寶總動員的影片

素無紋飾，較為簡約。而本院有兩件

有一件造型相同的典藏，但其背心樸

造型相當討喜。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亦

盤壓在下的右手持有一只長繐彩球，

交疊閒適地臥於精緻華美的軟墊上，

套雙錢紋飾長背心，裸足交叉，雙手

日常生活使用。嬰兒枕身著長衫褲外

化，亦有陪葬使用者，但此件器物屬

途為睡枕或脈枕。宋代造型趨於多樣

二︶，瓷枕在唐代即有燒造，主要用

數位典藏相關成果，結合現代的數位

國寶總動員主角—宋定窯嬰兒枕

起是院藏宋代的定窯白瓷嬰兒枕︵圖

圖二

不聽玉辟邪的勸阻，貪玩地抓走翠玉

國寶總動員主視覺

科技技術，將相關文物轉化為卡通明

圖一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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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戰之用。文末，記載毛公鑄鼎的目

飾、馬飾等，希望毛公能用於祭祀及

的器物，含玉禮器、佩飾、官服、車

另一部份主要記載周宣王賞賜予毛公

其能在毛公的協助下開創政治新局。

載周宣王對於毛公的殷殷期盼，希冀

叔父毛公瘖輔佐朝政，此器物主要記

辟邪胸前相同的御製詩。辟邪，造型

層刻有﹁乾隆御玩﹂，下層刻有與玉

詩，在宮中亦配有雙層紫檀木座，上

皇帝寶愛的器物，其胸前刻有御製

重觸控螢幕、鼎造型的機座、四部投

內涵。本裝置主要由一部五十五吋多

鼎的銘文，並且了解其所蘊含的文字

用者可透過數位展示手法，親炙毛公

﹁毛公鼎互動裝置﹂︵圖六︶，讓使

院與宜通多媒體科技公司共同開發

也是漢字文化精華的載體。為此，本

中國青銅器，計有三十二行五百字，

之意，其造型可能是源自西亞。常以

中的神話動物，取其意乃是避除邪惡

身有雙翼，非現實中的動物，是想像

似虎又似馬，昂首張口，尾巴貼地，

所需，需有專屬的暗房遮蔽外來的光

的，願後代子孫永誌祖先對於國家的

毛公鼎是迄今為止銘文最長的

影機及相關設備所組成，因投影效果

展場中人型立牌

貢獻及榮耀，並且能傳承不歇。

圖五
圖六

毛公鼎互動裝置入口處

圖七

觀眾在毛公鼎數位展示暗室中與毛公鼎銘文互動

巨石雕刻，作為鎮墓獸，也有以玉雕
琢，作陳設器使用。此件器物以青白
玉雕成，作為陳設器，是漢代所知的
玉辟邪中較大的一件。
玉鴨︵圖四︶豐尾翹臀模樣相當
可愛，製作年代約為宋至元。北宋開
始，玉器常以雁、鴨為主題，這與當
時繪畫的風氣相關。宋畫重視寫生，
其關鍵在於畫家透過仔細的觀察，描
繪出自然的生命樣貌，而非逼真的寫
實。此件作品以黃色閃玉雕成，鴨的
頭、腹、雙足呈褐色，其餘身體部份
為黃色，通體圓潤自然，顏色變化自
然巧妙。但其顏色變化經後人研究是
經人為染色而成，藉此也足見創作者
觀察細膩、工藝技巧之高妙。
為吸引參觀民眾的興趣，在各
展區擺設大型的立牌輸出︵圖五︶，
指引觀眾參觀動線，三位國寶娃娃宛
如親切的導覽員，歡迎每個觀眾的到
來。

二、漢字真奇妙 毛
—公鼎漢字互動
裝置及其趣味互動空間
毛公鼎製作年代約為周宣王之
時，其即位之初即勵精圖治，邀請其

線，以達最佳的展示效果。 ︵圖七︶
本裝置首先展示毛公鼎的正面
圖，觀眾可欣賞其造型之美，具三個
壯碩的獸足，鼎腹接近口緣處有重環
紋，造型厚重樸實，是青銅器中的佳
作。接著展示文物的俯視圖，及青銅
器上的銘文拓印，這也是在展場中較
難得見到的視角，藉著文物的數位化
之便，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欣賞銘文。
因多數人對於銘文並不熟悉，互
動裝置接續會出現黃色放大解析框，
將青銅器上的銘文隸定為現今使用的
文字，其展示手法宛如現今的翻譯
機，透過黃色的圓框，可快速轉譯為
日常使用的漢字︵圖八︶。結束古今
文字對照後，進入互動畫面，螢幕上
反黃的文字，共計二十三字可由民眾
自行點選。點選完成後，自動播放漢
字演變的歷程，舉例而言，﹁立﹂字
的原型是描繪人的正面，兩隻腳跨於
地平線上的立姿︵圖九︶，再逐漸演
變而成今日所使用的漢字。本裝置不
僅是在螢幕展示漢字演變歷程，整個
環境空間亦呈現立體的動畫投影，以
滿足觀眾視覺的多重體驗。︵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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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總動員主角—漢玉辟邪
國寶總動員主角—宋至元玉鴨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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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也設置了兩處漢字趣味體驗區，使

心透過觸摸獲得滿足，也經由觸摸加

觸摸是人類的天性，人類的好奇

感。在漢字轉軸區旁，也播放本院三

得的知識，也鑑賞不同文字的造型美

動，可驗證在毛公鼎裝置互動後所獲

三、我的隨身寶典
碟操作區

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讓使用者能不受

由專家撰文簡介，運用多媒體技術，

慶，將展出的書畫擇選三十件作品，

炙原作。民國八十四年適逢七十院

後，須再等待數年後，才有機會再親

弱，因此須限期展出，且一經展出

﹁書畫菁華特展﹂。因書畫的材質脆

秋季舉辦展出書畫的精華收藏，名為

藏 —
國寶書畫精華學習光碟。本院
從民國七十三年起於每年氣候最佳的

書畫類選取本院的重要繪畫典

物及圖書文獻三類。

出內容依院藏的文物屬分為書畫、器

式，引導觀眾深入認識故宮文物。展

本區透過互動與趣味性的學習方

多
—媒體學習光

此辨識兩者的異同之處︵圖十四︶。

色彩相間的紋路之特色，因此便可籍

具有明顯的馬鬃特徵，而虎則是具有

深學習印象。除數位的體驗區外，此

﹁人﹂字作為主題。透過轉軸區的互

是從毛公鼎的銘文延伸而來，主要以

字轉軸區︵圖十一︶，選取的文字仍

民眾從遊戲中獲得知識。第一區為漢

整個環境氛圍皆展示漢字演變歷程（江怡靜攝）
圖十一
漢字成語動物園

一室鐘鼎彝銘展區動畫，同樣是以
○
﹁人﹂字為主衍生而成的動畫，觀眾
可與漢字轉軸區作比較。
舉例而言漢字轉軸區的﹁天﹂
字是以人的正面去描繪，而古人認
為天是最高處，但無法具體量化高度
感，因此以頭頂代表天，因此天字的
原型是有明顯的頭部象徵。而動畫區
﹁人﹂字的原型是描繪人的側面姿
態，與﹁天﹂字相比較之下，觀眾便
可以體會，古人在造字過程中對於自
然還有人體的觀察，具有獨特且細膩
的眼光，而這也正是漢字的底蘊與古
人智慧結晶之所在。
漢字成語動物園區︵圖十二︶
則擇取日常生活中與動物相關的成
語，例如﹁馬﹂到成功，在檯面上馬
字以院藏的清郎世寧百駿圖取代︵圖
十三︶，觀眾可透過觀察動物的外
觀，擇取正確的文字對應，亦可同時
認識院內的重要書畫收藏。此活動不
僅可以訓練兒童的觀察力，並可認
識動物文字的源流。如﹁虎﹂字與
﹁馬﹂字的甲骨文乍看之下難以分
辨，但若對照圖像可以清楚知道，馬

地域、時間的限制，盡情欣賞院內的
書畫典藏。
圖書文獻類則是選擇﹁皇城聚
珍 —
殿本圖書欣賞﹂光碟，﹁武英殿
修書處﹂是專責內府刻書的機構，其
刻印的書籍質佳墨妙，印刷華美，稱
為﹁殿本﹂。光碟內容包括﹁殿本簡
介﹂、﹁殿本欣賞﹂、﹁殿本遊戲﹂
等單元，使用者可透過光碟習得古籍
相關知識，如版面格式、外觀形制、
內容結構及版本類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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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漢字成語動物園桌面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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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轉軸區

透過移動黃色圓框可將銘文隸定為現今使用的漢字 （江怡靜攝）

圖十二

「馬」左∕「虎」右
圖十四

圖九 「立」字的演變
過程（黃瓊儀整理）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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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影片，這

歷史典藏的新生命
（80分）
16:00

盛世裡的工匠技藝
（55分）

故宮零距離特展﹂正式開幕︵圖
十五︶，本次展覽由本院與交通部觀
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共
同合辦，舉辦地點位在嘉義縣布袋遊
客中心。開幕當日雖天氣不甚良好，
不時刮起陣陣的冷冽海風，但仍阻擋
不了嘉義地區民眾對於展覽的喜愛，
當日計有七百多人參與展覽開幕式。

媒體區的電腦前探索文物的世界︵圖

前已經有許多小朋友興趣盎然地在多

長或祖父母帶領參觀，在展覽未開幕

的

推廣漢字的藝術之美不謀而合。
—
開幕當日有許多的家長陪伴著小

味的趣味變化，這也正與本次展覽目

使用的漢字，可以演變出許多令人玩

也在旁協助共同參與，因而生活中所

命，推廣本院數位學習的成果，希望

一 ︶， 而 這 正 也 是 此 次 展 覽 的 重 要 使

在故宮網站上皆可免費聯結使用 ︵註

文物數位學習，在本院的努力之下，

習渠道。由於資訊流通不足，多數的

道，希望小孩在家仍有寓教於樂的學

參觀民眾以家庭為主，趁著假日由家

十六︶。令人意外的是最受歡迎的竟

孩參觀展覽，對本院的數位典藏成果

性、便利性，無時差與文物作零距離
的親密接觸。對於故宮在嘉義縣布袋
鎮推出的數位展，地方民眾皆認為是
殊為難得的機會，並希望未來亦能有
類似的活動舉辦，以活絡地方的文化

DIY

氛圍，並提供學童更多的藝術文化學
習場域。

教育推廣活動 漢
—字巧克力

在展覽推出後，為吸引家庭團

體參觀，特推出親子活動，其主題亦

推出後廣受民眾歡迎，由家長
DIY

是圍繞在漢字相關的活動。漢字巧克
力

帶領小朋友自行在蛋糕盤上陰刻喜歡
的漢字或是句子，接著再以融化的巧
克力澆注於蛋糕盤上，待巧克力冷

的製作過程，讓兒童與
DIY

卻後即有陽刻的文字出現。透過漢
字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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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文物，透過數位科技結合詼諧趣
味的腳本，製作成三

14:00

器物類向來是本院最豐富的典
藏，因此數位學習內容的擇取，原則
乃是博物館界具有創見的行銷方式。
本院尚有另一個電影行銷博物

上是以國寶總動員三位主角及毛公鼎
為主，因三位主角中漢玉辟邪、宋至

布袋遊客中心開幕側寫

元面向。

覽，以電影及紀錄片介紹博物館的多

意且周延的規劃。希冀透過此次的展

片作為行銷宣傳工具，在早期即有創

導演拍攝﹁臉﹂等，本院以電影劇情

氣球﹂；九十八年羅浮宮邀請蔡明亮

奧賽博物館邀請侯孝賢導演執導﹁紅

物館的認同感。相較於九十七年法國

了解博物館的多樣面貌，增加其對博

線的主軸，使民眾透過電影的劇情，

活並以本院典藏寒食帖作為貫穿故事

過﹂劇情片，片中描述博物館員的生

九十四年即邀請鄭文堂導演拍攝﹁經

對於博物館的印象。例如本院在民國

主要場景的動人故事，藉此加深民眾

行銷博物館典藏或是撰寫以博物館為

驅，其方法乃是透過電影的劇情片，

館模式，也可稱的上是博物館界的先
—

元玉鴨兩件為玉器，嬰兒枕為瓷器，
毛公鼎為青銅器，因此選擇玉之靈
曙光中的天人對話、時新與復古 —
清
代時樣及仿古玉器、青銅之旅、陶瓷
世界歷險記等數位學習光碟。此區的
設置主要是希望能作為展覽的延伸學
習之用。舉例而言觀眾若對毛公鼎的
歷史背景有興趣，則可透過數位學習
課程做靜態的深入學習，同時可對青
銅器作廣面的認識，在數位學習課程
中亦介紹本院其它青銅器的典藏品，
如散盤、宗周鐘等。若對青銅的製作
工藝有興趣，光碟中亦有相關單元以
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使民眾能快速
了解複雜的製作工序。

四、國寶影音漫遊

故
—宮電影院

本區播放多部由本院自行拍攝製
作或與國際知名導演所共同合作之電

動畫影片已為一般觀

影長片及紀錄片︵表一︶。本院﹁國
寶總動員﹂三

國寶總動員
（13分）

是﹁皇城聚珍 —
殿本圖書欣賞﹂殿本
遊戲，許多年齡層較低的小朋友對於

•

13:00

每個民眾，皆可利用數位的可攜帶

一百年三月二十六日﹁嘉義

經過
（1時45分）

讚譽有加，也頻頻詢問購買光碟的管

眾所熟知，其行銷手法乃是將博物館

10:00
10:00~16:30
國寶總動員
每半個整點 ( 獲2008年東京國
播映
際動畫影展首獎 )

週六及週日
時間
週一至週五
間
時

展場影片播放一覽表
表一

D

猜部首的闖關小遊戲著迷不已，父母

兒童使用多媒體光碟區
圖十六

「嘉義•故宮零距離特展」開幕剪綵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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