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國立臺灣圖書館
文化特色商品設計開發
實例分享
吳明珏

國立臺灣圖書館主任秘書兼中山樓管理所所長
樓文甯

國立臺灣圖書館中山樓編輯

【摘要】隨著全球化風潮，經濟型態已經轉變為以創新為主的知識經濟型態，而「文
化創意」也在此時空背景下因應而生，期望將原有的「文化產業」導入創新元素，以
創造高附加價值，帶動公共圖書館館藏推廣發展及增加自籌經費收入。在經營管理層
面，應用適當的行銷策略，達成永續經營與文化推廣的目的。國立臺灣圖書館擁有悠
久的歷史背景，獨有的日治時期臺灣學館藏，承載著文化互動與時代變革的歷史意
涵；在教育推廣上，除藉由數位化快速的將知識傳遞，館藏加值商品的流通，也可視
為最直接、也最生活化的宣傳媒介。
關鍵詞：國立臺灣圖書館；陽明山中山樓；文創商品

壹、前言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臺

館藏文化資產不論是有形或無形的歷
史人文，都是館所推廣發展的主要內涵。
透過保存維護與創意活化，再加上專業化
的營運管理，文化再現便可隨之繁榮發
展。因此，世界各國公共圖書館所莫不以
此作為活化轉型的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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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成立於 1914 年，前身為日治時期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1945 年，由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館藏 16 萬冊，次年合併「財團法人南方資
料館」館藏 4 萬冊，成立「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圖書館」。1948 年，改隸臺灣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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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教育廳，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

詮釋資料 1,649 筆。讀者可透過借閱證號於

館」。1973 年奉行政院令改為「國立中央

線上閱覽與下載數位影像檔，學術機關團

圖書館臺灣分館」，隸屬教育部。2004 年

體可透過網路 IP 認證申請使用，目前已認

底，遷建於新北市中和區現址。2012 年，

證 231 個（含國外 15 個）學術機關團體。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自 2013 年更名為「國

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圖書館數位化的

立臺灣圖書館」，並接管陽明山中山樓管

成果必須拓展更大的應用空間，使圖書資

理所，接續辦理該樓市定古蹟之維護及營

料的應用更具多元性與生活化。國臺圖自

運管理工作。

2007 年開始致力於活化特色典藏，僅由 2

依據「國立臺灣圖書館組織法」，職

名具文創設計背景館員，以土法煉鋼方式

司圖書資訊之蒐集、整理、保存、利用、

自行設計開發文創品，試圖將珍貴的臺灣

推廣及促進臺灣學資料之研究，保存日治

資料轉化應用於各個層面，透過館藏的設

時期以來最完整的臺灣文獻與東南亞資

計加值，吸引大眾對臺灣歷史資料的興

料，且為政府出版品寄存法定機關，設有

趣，藉以擴展臺灣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企劃推廣組、採訪編目組、閱覽典藏組、

至今，已開發設計 89 項文創品。

參考特藏組、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

本文謹野人獻曝，分就臺灣學特色館

提供專業的圖書資訊及讀者服務，並協助

藏、中山樓建築美學及珍貴動產，轉化形

全國圖書館閱讀推廣與發展。2007 年，教

塑國臺圖特有之人文樣貌，創新生活美學

育部函囑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2014 年，

用品，輔以行銷推廣，讓民眾得以親近平

指定為身心障礙專責圖書館。近年更規劃

時深藏庫房、不易接觸到的特藏菁華圖

多元服務閱讀專區，與異業結盟合作，辦

像，化身生活用品，得以時時玩賞回味。

理各項社會教育閱讀推廣活動，以推動終
身學習理念，發揮整體社教功能。
館內珍藏之臺灣資料，包括：舊籍圖

貳、館藏特色及設計理念
一、臺灣學特藏文創設計理念

書、期刊報紙、清代臺灣古文書、族譜資

臺灣文獻資料中，中文圖書主要有方

料、碑碣拓本等舊籍資料，已建置「日治

志、采訪冊、輿圖、族譜、詩文別集等，

時期圖書（期刊）影像系統」，完成數位

如《六十七兩采風圖卷》等；日文圖書多

化圖書 2,887,933 影幅、詮釋資料 16,462

為日本治臺時期及日本內地所撰的書籍與

筆/本，期刊 1,116,211 影幅、詮釋資料

資料，內含有官方的公報、官報、年鑑、

293,349 篇（約 322 種），地圖 2,198 影幅、

業務計畫等資料，甚至包含旅遊的宣傳
品、寫真集（帖）、街庄概況與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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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圖書保存有關臺灣專書中，不乏珍貴

（一）館內空間設計應用

的珍本，如十七世紀出版的《被遺誤的台

1. 一樓自動借書區意象設計

灣》荷蘭文原本。館藏珍貴之日治時期報
紙，如《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報》
等，記載當時社會、政治、工商產業等報
導與評論，為研究日人治臺實況之重要資
料；期刊雜誌則包含教育、醫學、建築、
文藝、宗教、美術等類別，如《台灣教育》、
《臺灣醫學會雜誌》等。館藏珍貴之臺灣
古文書，包含番契、漢契及各種文書，為
研究臺灣開發早期的社會、政治、經濟、
2. 二樓新書展示區意象設計

習慣等重要原始資料。
南方資料 4 萬冊，來自於 1940 年代臺
灣總督府執行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
由臺實業家後宮信太郎捐獻的 100 萬日圓
為基金成立南方資料館，專責蒐集華南及
南洋一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情勢研究
與資料，如《南支那及南洋情報》、《南
洋年鑑》、《南洋鑛產資源》、《南支南
洋研究》、《南方資料館報》等，以及許
多南洋語言學習教材，正建置「館藏南方
資料影像系統」，進行南方資料數位化。
館藏加值應用的範圍，相當廣泛。
國臺圖除進行商品開發外，同時將館藏圖
樣應用於館內空間布置、文宣海報、出版
品及借閱證等，藉由整體視覺的規劃，營
造歷史文化的氛圍，並建立一致的圖書館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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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閱證主視覺設計
1. 來自《采風圖合卷》臺灣水果（2007 年）

（二）出版品封面設計應用
1. 《臺灣學研究》封面，來自臺灣古地輿圖

2. 來自《采風圖合卷》迎婦（2014 年）

（四）館藏文化商品系列
2.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封面，來
自國臺圖典藏立石鐵臣版畫──眠床

1. 采風系列（見圖 1）
鎮館之寶之一《采風圖合卷》，為清
乾隆年間巡臺御史六十七聘請畫工所繪，
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太田為三郎於
1921 年自東京南陽堂書店購得。全卷風
俗、物產各 12 幅，詳細描繪當時臺灣平埔
族人文風俗及物產之情況，充分呈現臺灣
早期生活實況，為研究臺灣風土民情及物
產之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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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采風系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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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風華系列（見圖 2）
本系列由總督府圖書館時期
的珍貴館藏中，選出記錄日治時
期美術設計發展的圖樣加值應
用。這些視覺圖像，融合中國傳
統、西方、日本的美術特色，並
且記錄了產業、風景、文化、民
俗等各個面向的臺灣，為當時臺
灣的社會文化留下珍貴的見證。
另自 1895 年至 1945 年間之
館藏中，精選出一系列以女性為
題材的雜誌封面，創作者捕捉了
各種女性的形象，她們或沉思、
或舞動，或傳統、或現代，展現
二十世紀初期各種文化交流下豐
富而多樣的女性面貌。
3. 漂流臺灣系列（見圖 3）

圖 2：設計風華系列商品

珍藏之《享和三年癸亥漂流
臺灣チョプラン嶋之記》，為日
船「順吉丸」船長文助口述、秦
貞廉整理。該船於日享和二年
（1802）年底自日本箱館出航，
途中因暴風雨漂流至臺灣東部秀
姑巒溪口。文助於當地生活四
年，歷經萬難返日後，將其經歷
口述整理寫成本文，並加上多幅
描繪當地住民風俗、住家、裝飾、
祭儀等等彩色圖繪。
圖 3：漂流臺灣系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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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鳥瞰臺灣系列（見圖 4）

峻拔，林木蔥蘢，氣象莊嚴，從構思、設

雜誌《臺灣公論》創刊於 1936 年，自

計至建造完工，出自臺灣第一位女建築師

1 卷 6 號（1936 年 6 月）至 4 卷 1 號（1939

修澤蘭之手。以中國宮殿式建築藝術為藍

年 1 月）間，連續刊載了一系列臺灣各地

本，與一千四百多名榮工，經十三個月又

鳥瞰圖，內容遍及基隆、臺北、新竹、臺

四天，於 1966 年 11 月 6 日完工，創下臺

中、臺南、高雄、屏東、臺東等地，圖像

灣建築工程施工最短紀錄，並在國父誕辰

內容及色彩均相當豐富，引人注目。

11 月 12 日舉行落成典禮。中山樓外觀宏
偉，建築屋簷頂上的脊飾，簷角上的仙人
走獸，呈現中華傳統建築細部雕刻美學。
又有 100 級壽字階梯，扶手上 100 顆大理
石壽桃，處處福、壽吉祥寓意。48 種樣式、
408 盞手雕宮燈，最大的宮燈長寬達 240
公分，比雙人床還大，且為全世界唯一建
在硫磺口的建築物，可謂融合歷史、文化
及藝術之價值於一身，故於 2005 年被臺北
市政府評定為市定古蹟。
中山樓金碧輝煌，室內外裝飾工作的工
人種類多達四十多種，處處可見精心設計。
梁柱以色澤鮮豔、變化多端的牡丹、西番
蓮、團龍、祥雲等傳統圖樣裝飾，再以純金
金箔、金粉、泥金描邊，古典華麗，即使經

圖 4：鳥瞰臺灣系列商品

硫磺氣多年薰蝕，亦歷久如新。梁柱、家具

二、中山樓建築動產特色設計理念
國臺圖自 2013 年正式接管陽明山中
山樓。中山樓啟建於 1965 年，原為紀念孫
中山先生百年誕辰暨復興中華文化，為早
期我國舉行重要活動及接待外賓之場所，
後為國民大會之議事殿堂。
中山樓位於臺灣山脈之始，山勢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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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宮燈皆未用一根鐵釘，而以卡榫接合，加
以真金屬性恆定，整體建築未受到硫磺氣太
大影響。螺鈿家具及屏風出自國寶藝師陳志
升之手，以精心挑選的珍珠、九孔、養珠等
貝殼或牛角、象牙鑲嵌裝飾，增加色澤變
化。這些文物極璀璨華美之雕鐫，在在都見
證了臺灣當時工藝巔峰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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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樓入藏的水墨書畫落款時間，集

宴廳挑高三層樓的一面牆壁上，矯健豪

中於 1967 年至 1970 年四年間。經專家逐

縱，飛行萬里之勢，大氣壯闊可匹配相當。

一考察評估後，編列為「珍貴動產」的書

此一翠綠寶殿在莊嚴肅穆的蒼翠松柏

畫作品共有 20 件；一件為四季瓷版畫、一

中，依然熠熠生輝，見證了民主憲政發展的

件為許九麟的〈國父畫像〉油畫，其餘皆

珍貴建築藝術文化資產。在教育部指導下，

為水墨作品，包括：馬壽華〈四竹〉、曾

積極活化，期使將中山樓轉化成為一個兼具

后希〈子貢連騎〉、季康〈仕女書畫屏風〉、

憲政歷史、教育文化、建築、觀光等多元價

江兆申〈山水屏風〉、歐豪年〈荷〉、黃

值的重要國家資產，與全民共享，並創造其

君璧〈松蔭觀瀑〉、汪亞塵〈春藤游魚〉、

經濟價值，永續經營。2014 年底，完成「陽

高逸鴻〈三花二貓〉、林玉山〈雙鹿松濤〉、

明山中山樓珍貴動產數位化及仿製品製作

胡宇基〈荷〉等。至今中山樓內書畫創作

計畫」，並開始自行開發設計製作文創品，

最多者，為購藏歐豪年 1968 年秋〈山高水

用創新設計手法，讓中山樓「建築美學」及

長〉、1969 年元旦〈柳鷺〉、1969 年〈千

「珍貴畫作」，變身為結合文化底蘊的創新

里江山一擊中〉、〈一鳴天下白〉、〈松

設計並結合相關商品的設計策略，保存並注

柯壽帶〉、〈荷〉、〈獅吼〉、〈朝雲〉

入文化創新的成功方程式，融入美學的文

八幅巨作，以及兩巨幅駿馬圖各長 265 公

化，讓文創深耕於生活美學實用商品。

分、寬 520 公分，懸掛於可容二千人的國

（一）建築之美系列（見圖 5）

圖 5：建築之美系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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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樓外表宏偉、內部璀璨，樓之結
構層層疊疊，屋頂鋪蓋以綠色琉璃瓦，飛

麗，令人激賞。
（二）彩繪美學系列（見圖 6）

簷翹角有如大鵬展翼，活潑而生動，加以

宮燈，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特色之

紅簷白牆，尤顯壯麗。內部有古典家具擺

一。陽明山中山樓超過 400 盞的宮燈，儼

設之會客廳，其裝潢以明、清兩代圖案彩

然是宮燈的寶庫。精雕細琢、華麗典雅的

繪，宮燈樣式變化多端，典雅如天花板以

裝飾藝術及柔性的美學，充分調和建築的

噴沙、立粉製成，豔麗如梁柱、壁體上彩

剛性線條。針對此獨特細緻的風格設計出

繪之色澤鮮豔、變化多端，觀之皆高雅華

的「中山樓宮燈書籤」，實為品味的您值

圖 6：彩繪美學系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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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收藏的文創精品。

愛與推重，堪稱為鎮樓之寶。季康，浙江

中山樓內的裝飾藝術有令人嘖嘖稱奇

慈谿人，筆下的馬、仕女、蘭花並稱為「季

的華麗彩繪──金箔寶相花。寶相者，謂

康三絕」。張大千觀其仕女圖，讚賞不已，

佛像莊嚴之相；寶相花紋，主要以蓮花為

曾經贈字「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

圖案設計的基礎，融合了石榴、卷草、祥

婦人」。屏風分上、中、下三段，上段以

雲與牡丹花的形態，形成一種多樣花卉的

人物畫仕女為主體，分別以春夏秋冬四季

綜合幾何圖案，有莊重、富貴、高潔、吉

花卉植物為景，所繪仕女神情悠然自適，

祥的多重寓意。

明麗清朗，一掃舊時仕女畫頹廢瘦弱之

（三）季康大師仕女、花鳥畫作系列（見

態，畫屏橫段分別為梅花、桃花、水仙、

圖 7）

蘭花、菊花、蓮花、牽牛等工細筆畫，秀

季康〈仕女屏風〉典藏於中山樓會客

麗雅緻，與下段清供圖之組合所表現的瓶

廳會客席之前，見證元首會面各國政要重

菊延壽、瓶松長年、壯元紅吉祥等寓意相

要場合。由此可見，蔣夫人對其畫藝之喜

對應，實有清新華美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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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康仕女個人化郵票組

季康花鳥個人化郵票組

圖 7：季康大師仕女、花鳥畫作系列

參、文創商品開發流程及銷售管道
國臺圖文創商品開發策略，分為「自
行開發」及「委外開發」兩種類型；其開
發流程可分為五個階段：設計元素（即素
材選擇）、設計應用、製作生產、行銷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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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及效益分析。（見圖 8）
國臺圖於入口網首頁設置創意商品專
區，以中英文雙語介紹各系列商品，並於
館內一樓大廳設計商品展示櫥窗，大幅增
加產品曝光率。商品販售方式，主要採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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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文創商品開發流程五個階段

售的合作模式，實體店面包括國立臺灣師

用。進行設計轉換時，則導入商品特質思

範大學圖書館、世界宗教博物館、三民書

考，觀察文化特質與商品特質間具有的關

局、林百貨－林珈琲、聚珍臺灣（本店及

係與發展性，設計適宜的文化商品，之後

濱町店）、臺灣好行（國史館內販售）及

再經由適合的文化因子及市場銷售面進行

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共 7 個寄售點，以

檢視，使文化商品轉換設計更加完整。設

及三民網路書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計策略藉由相關可辨識的設計元素，由內

E-Shop 二處網路商城。2018 年，於館內一

而外的描繪文化商品的設計可能性，產生

樓流通櫃臺增設現場購買點，方便讓讀者

連結文化內涵的設計概念。

在借還書時，也可將館藏文創品帶回家。

（一）延續傳承歷史文化的途徑

肆、結語
一、開發館藏加值延伸商品的效益
文化轉換商品設計模式，認為首先面
對文化來源時，應先針對文化來源擷取文

將商品視為館藏的延伸，亦可作為另
一種推廣歷史知識的方式，讓民眾透過衍
生商品的體驗與收藏，更加深入了解國臺
圖館藏的歷史特色，以及增加對圖書館的
認同感。

化元素並歸納其特質，作為設計轉換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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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推廣場域活化的功能

內容的元素萃取與轉化應用，並以保有文

圖書館不僅提供社會教育活動，更因

化的核心價值，轉化為符合時尚市場需求

應大眾對於研究以及休閒消費的服務需

的創意加值設計為目的。即從商品的情感

求，藉由商品的推廣使用，來增進民眾與

意念，延伸出強調文化表現，進而發展出

圖書館間的互動交流，提供更完整的閱讀

文化商品設計的創新機會點，打造國臺圖

經驗。

以閱讀知識為基底的多元化形象品牌，結

（三）圖書館藏設計加值的功能

合「文化」與「創意」模式的商品、活動

將這些館藏圖像及內容的介紹，透過

與服務。差異化行銷、館藏特色及文化的

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商品，以及包

傳遞，營造創意生活的場所兼具文化價

裝或摺頁上的商品說明，幫助觀眾以簡單

值、跨界結合的館所。

輕鬆的方式，更親近館藏所涵蓋的知識。

（一）異業結盟
縱向及橫向跨業合作，互享消費族

（四）傳遞知識的媒介
利用商品流通的普遍性，誘發一般大

群，異業攜手合作行銷。1+1>2 增加銷售

眾在圖書館探索相關資料或更近一步的研

通路多元化及廣度。例如，與博客來社群

究，增加圖書館資源利用的價值。

網站、文化行銷業者合作。

（五）館務基金的增加

（二）行銷通路

配合社教館所實施館務基金的政策，

提升至經營策略角度，透過實體與虛

將商品收益轉化為提升圖書館的服務功

擬行銷通路行銷文創商品。

能，也是圖書館達到永續經營的方法之一。

（三）增加差異、創造獨特
以館藏特色元素客製化的商品達到客

（六）圖書館形象的行銷
運用歷史文化延伸的商品擁有很大的

戶的需求，除了增加商品的差異化外，客

宣傳潛力，優質商品的推廣販售可以提供

製化發展也可以提高國臺圖文創產品的獨

資訊並獲得回饋，其發揮的功能與圖書館

特性，創造國臺圖的藍海長久經營策略。

教育的本質意義相同。透過特色商品建立

（四）活化設計元素

鮮明、親切、獨具風格的館所形象，不僅

創新與活化館藏特色，透過文創設計

是藉此妝點門面，也是吸引讀者所須具備

理念過程中的多元創新，將文創商品的屬

的要素。

性提升活化，讓國臺圖的文創品不只是商
品，更將故事化導入，增加文化價值性。

二、未來發展策略
文化商品設計的關鍵技術，在於文化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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