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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945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加值應用商品介紹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成立於西

元1914年，前身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

府圖書館」，歷經多次更名及改隸，從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圖書館」、「臺灣省立臺北圖

書館」，到現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

分館」，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公共圖書

館。

本館所珍藏之臺灣資料，包括舊

籍圖書、期刊報紙、清代臺灣古文書、

族譜資料、碑碣拓本等日治時期臺灣總

督府圖書館及南方資料館所藏之舊籍資

料。這些豐富的文獻資料除了透過網路

系統分享，讓一般民眾及學術研究者皆

能享受到數位化資料取得的便利性外，

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圖書館數位化的成

果必須拓展更大的應用空間，使圖書資

料的應用更具多元性。因此，本館除辦

理資料庫的推廣應用外，亦致力於活化

特色典藏，試圖將珍貴的臺灣資料轉化

應用於各個層面，透過館藏的設計加

值，吸引大眾對臺灣歷史資料的興趣，

藉以擴展臺灣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Old vs. New :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for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程藍萱(本館推廣組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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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設計開發模式

本館擁有悠久的歷史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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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加值的商品的流通也可視為最直接、也最

開發館藏加值延伸商品的效益 

素材選擇 設計應用 製作量產 行銷推廣 效益分析

●數位典藏成果

●臺灣學研究中心

展示研究成果

● 的

互動言談中，觀察市場

反應。

●藉由問卷調查，瞭解消

●透過銷量及庫存量的監

測，評估開發方向並進

行修正。

●與產業合作可以增加商

品市場化的優勢

●與學校單位合作可提供

學生參與的機會，同時

增加教育功能。

●廠商打樣，經館

方確認後進行量

產。

●皆為少量製作，

視狀況加製。

●由館內設計人員設計

●取其圖樣直接使用，或重新組合應用。

●商品樣式多選擇現成物或以公版套用

●設計過程與館內同仁及下游廠商進行多次

討論修正。

●宣傳

˙藉由館外活動，如巡迴展及社教館

所行銷活動等，同時進行展示。

˙於文宣品，如臺灣學研究、館刊等

刊載相關訊息。

˙入口網設置創意商品專區，方便讀

˙貴賓來訪或活動獎品的贈送推廣

●販售

˙藉由館內研討會、館慶等大型活

動，設置臨時攤位販售。

˙ 文

化中心-兩廳院禮品店及文華圖書門

市部-咱e冊等。

自
行
開
發

●� ��
Y� � �k��

開 館 藏 遴 選 會

議，選出具開發

價 值 之 特 色 館

藏。

●商品數量依經費

考量，由於成本

較 高 ， 少 量 製

作，多為限量商

品。

●採公開招標方式與產、學界合作

●先由廠商提出多件設計提案，並簡報設計

概念，召開會議逐次進行篩選及修正。

委
外
開
發

生活化的宣傳媒介。本館商品開發策略分為

「自行開發」及「委外開發」兩種類型，其

流程由素材選擇、設計應用、製作量產、行

銷推廣及效益分析可分為五個階段。

者上網瀏覽。

館外實體店面的販售，包括中正

在販售同時與消費者

費者需求及客群分布。

邀請專家學者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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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社采風系列

「番社采風系列」是將描繪臺灣早期

風土民情的圖樣，作為富有歷史教育意義的

視覺應用。本系列圖樣出自館藏《采風圖合

卷》，以當時的民俗風情為描寫主題，包括

瞭望、渡溪、舂米、耕種、捕鹿、刈禾、種

芋、布牀、乘屋、糖牀、織布、迎婦等十二

幅，寫實生動的描繪，充分呈現臺灣早期生

活實況。

館藏加值應用商品介紹

從館藏加值的文化商品，包括價位平

易近人、富生活實用性以及具有特殊的歷史

文化價值等特色，另外也因應不同階層的需

求，合作開發精緻典藏的商品類型。本館已

開發之商品依館藏主題可分為三大系列：

本館鎮館之寶之一的《采風圖合卷》為

清乾隆年間巡臺御史六十七聘請畫工所繪，

由本館前身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太田為三

郎於西元一九二一年自東京南陽堂書店購

得，全卷共十二幅，詳細描繪當時臺灣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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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及物產珍貴

之資料。

采風系列

采風書籤(舂米)

采風書籤

采風小札

《采風圖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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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風華系列

臺海采風系列

本館珍藏的《采風圖合卷》可分為兩大

部分，除了對於人文風俗的描寫，另一部份

則是針對臺灣物產的描繪紀錄，包括臺灣的

植物花卉、蔬果、鳥類及爬蟲等十二幅，各

個物產旁也同時加註產地、特色、味道、型

態或用途之描

述。「臺海采

風系列」係將

這 些 具 歷 史

色彩及參考價

值的圖樣再應

用，衍生為實

用性商品。從

這些圖樣的應

用推廣，閱讀

早期臺灣的自

然與文化。

日治時期是臺灣美術設計的啟蒙階段，

在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影響下，不論是

書籍、雜誌、圖錄、報章刊頭等的封面設計

及內頁圖樣皆展現了豐富多樣的風貌。「設

計風華系列」由本館前身總督府圖書館時期

的珍貴館藏中，選出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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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風書籤(紅花)

采風馬克杯

采風書袋

設計風華系列杯墊(貓) 

設計風華系列

馬克杯(貓) 

采風杯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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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女畫報》四卷二號
  （1915年2月，博文館發行）

   繪者/竹久夢二（1884~1934）

《淑女畫報》於1912年

創刊，是一本針對女性讀者

的雜誌，本館典藏該誌1915

年1月號至1920年12月號。

日治時期美術設計風華明信片

筆記書(女性系列)

內容分為「畫報」及「讀

物」兩部分，「畫報」介

紹當時皇室成員、名流女

性之最新動向；「讀物」

則收錄小說、詩歌以及與

家庭、料理、健康、服飾

等相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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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臺灣系列

本館珍藏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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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貞廉所作。該船於日享和

二年（西元1802年）年底自日本

箱館出航，途中因風漂流至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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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列設計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合作，將書中的圖樣應用於茶具及皮

件文具組。簡單素雅的茶盅組合，茶

盅組合搭配茶盤，茶盤以漂流記中的

小船為意象，並以雕刻的方式呈現漂

流記的圖樣。皮件組則使用皮革材質

加工，圖案部分以烙印的方式處理。

《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嶋之記》

漂流臺灣茶具組（茶盤、蓋杯、飲杯、茶匙）

漂流臺灣皮件組（筆記書、筆袋、名片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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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圖像加值應用層面

館藏加值應用的範圍相當廣泛，本館

除進行商品開發外，同時將館藏圖樣應用於

館內空間佈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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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樓臺灣學研究中心主牆意象

5樓臺灣學研究中心主牆意象

《臺灣學研究》半年刊封面

2008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封面

賀卡及萬用卡

個人借閱證 白金卡借閱證
年曆小卡

2樓新書展示區 1樓自動借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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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海報展

98年度的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舉辦的海

報展，本館即以館藏加值應用商品為主題，

藉由圖像的轉化，推廣館藏特色，也藉由這

些生活化的商品，使讀者更加親近書籍，並

從中瞭解臺灣的歷史文化。

本次展出獲得許多迴響，感謝會員們

的支持，海報展票選活動榮獲第一名，將

於2010年代表臺灣的圖書館到美國華盛頓

D.C.參加ALA年會的海報展比

賽，也希望藉此將臺灣圖書館

的珍貴館藏推展出去。

黃館長介紹本館展區商品

本館展區

展區前民眾反應熱烈

公共圖書館海報展第一名獎狀

本次公共圖書館海報展

第一名為國立中央圖書

館臺灣分館、第二名為

臺北縣立圖書館、第三

名為臺北市立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