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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社會整個消費型態已改變，人們追求自我形象品味的建立，崇尚生活美

學，進博物館參觀、看特展、購買文創商品，博物館文創商品就是文化消費、美

感體驗的來源！ 

 

    藝術衍生商品是將無價的藝術轉化為有價值的商品，從開發、設計到行銷每

個細節都會影響其產出的結果，因此設計師在進行畫作衍生文創商品開發時須有

完整的設計思考脈絡，要從蒐集藝術家與畫作資料，了解熟悉藝術作品的內外在

精神，進行資訊加值，接著運用轉換、轉變、轉化的思考進行知識加值，再透過

複製性、解構性、創新性的形式轉換，以直接複製、符號元素、圖像運用、功能

轉化以及意象延伸的設計手法創意加值，同時要注意到消費者所重視的特質，才

能設計出理想的畫作衍生文創商品。 

 

    我們比較國內外博物館在開發特展文創商品上的差異，也發現到許多國外博

物館多自我開發，較符合博物館文創商品的特質，也較獲肯定，相當值得我們借

鏡。 

 

    從觀眾的角度出發觀察國內特展文創商品案例，也發現觀眾對畫作衍生文創

商品在特質上，對象徵性、紀念性、藝術價值與故事性的重視程度大過實用性與

教育性，這是設計師在設計開發這類商品時須多加注意到的。期待國內特展策展

單位與博物館在開發衍生文創商品上，能為觀眾帶來也能散發出如同藝術品魅力

般的好文創商品。 

 

 

 

關鍵詞：文創商品、超級特展、藝術衍生、創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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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pattern in modern society has been altered; people have 

embraced and practice the idea of building a self-image and developing their taste, 
adore everyday aesthetics, spend time visiting museums and exhibitions, and purchas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One can say tha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sold in 
museums is a source for experiencing art for oneself. 
 

Derived product from art is about transforming invaluable fine art to valuable 
product. From development to design to marketing, the final output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every detail. Therefore when develop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from paintings, designers have to employ comprehensive and contextualized design 
thinking. They must also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artists and their painting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artwork from the inside out so as to add value to 
information. Next, they can apply the thinking of transfer, transit, transform for 
adding value to knowledge. Then, transformation involving replication, 
decomposition, and innovation is adopted to add value to creativity through the use of 
various design approaches such as direct replication, the use of symbolic elements and 
image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r image extension.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design the ide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rived from painting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features emphasized by consumers. 
 

We compared museums in Taiwan with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to find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We found that many museums abroad 
develop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themselves, and as a result, their product not 
only better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of museums but 
is also more praised. 
 

We also reviewed cas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merchandise from domestic 
exhib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dience and found that the audience tends to 
value more the symbolic value, the value as a keepsake, the artistic value, and the 
story appeal than the practicability or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such merchandise. 
Designers when developing merchandise should be aware of this key point. We hope 
that cultural and creative merchandise developed by museums and exhibition agencies 
in Taiwan for museum visitors can be good and charming and like a piece of art. 
 
Keywor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Blockbuster, Art derived,  

Cre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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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近來文創相關議題，包括文創法的通過、文化部的成立，都引起廣泛的討論

與迴響，文化創意產業儼然成為一門新顯學，這不僅象徵社會各界對台灣當前發

展軟實力的殷勤期待，也代表民眾在文化涵養與生活美學上的提升。而要推廣文

創產業，必要將過去束之高閣的藝術推廣為文化、普及至生活，透過藝術商品化

與各種整合行銷推廣的方式，讓藝術成為生活的一部份，也才能深化公民美學。 

 

    文化創意產業不但是開拓創意領域，更是一結合經濟發展的文化產業。特別

是以藝術美學為內容的設計，延伸出相關的展覽設施、經營、策展專業、展演經

濟、活動規劃、出版行銷、廣告企劃、文創商品開發等。 

 

    文創產業的發展與消費社會的演進息息相關，揭示著精緻文化不再屬於少數

有錢有閒的階級或高級知識份子的專利，而能普及於一般大眾，使得藝術與商業

間的交流產生了更進一步的影響，藝術可能不再只是純粹的藝術創作，而是結合

藝術與設計的跨界藝術作品。我們從近年來幾次博物館和企業、媒體之間合辦展

覽的例子可看出。同時我們也發現到，美術館或博物館原本附屬於藝術展覽中販

售琳琅滿目的藝術商品空間，如今也佔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整體社會經濟的改善，而有了新的消費模式，消費的東西不斷地再提

升，當下美的感受演變為現代人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生活體驗，而不再是社會少數

族群專有的權利，文化經濟源源不斷供給經過設計具有美學性質的商品或服務，

顯示出當下的社會是個美感體驗的消費時代。 

 

    消費社會的發展造成藝術商品化的開展，而藝術商品化的開展則幫助了藝術

的傳播。一般社會大眾並無力負擔藝術品的消費，因此藝術經由特展活動或與其

它商業機制結合，發展出獨特的藝術文創商品以利大眾消費。 

 

    文創產業以「創意」為概念，以「設計」為手法，需加入文化的內涵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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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創意」何來？「藝術品」的出現，是創作者運用創造力產生出獨特、驚奇、

新穎，同時富美感的作品，並展現豐富的藝術價值，而「藝術品」正是創意發想

的源頭所在，藝術產業也是文創產業中創意概念的核心來源！ 

 

    在台灣，社會型態的改變與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文創產業已成為新興產業，

最受注目的就是藝術的商品化，因此展示這些高級藝術品的場所─美術館、博物

館自然成為中心，這裡是「展銷」藝術價值的地方，特殊的展示與來自國外的超

級大展為製造產值的手段，本研究即以這類藝術衍生文創商品為探討主軸。 

 

    畫作是人生的反映、情感的表現，在藝術發展過程中，藝術家以自己主觀的

意念為出發點，加以處理創作而成的。除了時代的需要與政策推行具有某些程度

的連結脈絡外，創作者本身的生活經驗相當重要，創作者運用本身的技術與素養

建構出自我創作風貌。國內外有許多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藝廊將自身收藏的藝

術品或博物館特色轉化為文創商品，國內首推故宮將自身收藏的古畫衍生出大量

文創商品；國外的例子更多，例如大英博物館、法國羅浮宮、梵谷美術館、馬諦

斯、畢卡索美術館，都把藝術家畫作特色轉化為文創商品，而這些藝術文創商品

如何被創造及催生？文化意涵是如何經由何種方式轉化藝術作品而搭載於商品

中？這些經由畫作衍生出的文創商品想要表達些什麼？他們如何將藝術透過文

創商品的方式傳遞給世界各地的消費者，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台灣，大型特展從 1990 年代起即蔚為潮流，如表 1-1 所示。而其中更以

外國藝術家為主題的畫作性展覽最多。在展場中除藝術家的重要作品吸引人潮聚

集外，展場外的特展商品也是人潮聚集焦點！ 

 

表 1-1：近年來台北市博物館畫作類特展展覽列表 

時間 展題 展館 

1997 黃金印象奧塞美術館名作特展 史博館 

1998 畢卡索的世界 故宮 

1999 橘園美術館珍藏展 北美館 

2001 從普桑到塞尚：法國繪畫三百年 故宮 

2002 布拉格之春~慕夏特展 史博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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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馬諦斯 史博館 

2004 濃情楓丹白露：米勒、柯洛與巴比松畫派 史博館 

2005 敦煌藝術大展 史博館 

2008 驚豔米勒：田園之美美展 史博館 

2009 燃燒的靈魂：梵谷 史博館 

2010 永遠的他鄉─高更 北美館 

2011 「莫內花園」特展 北美館 

2011 世紀大師─畢卡索特展 史博館 

2011 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 故宮 

2011 生日快樂．夏卡爾的愛與美 故宮 

2011 新藝術烏托邦~慕夏特展 故宮 

2012 西方神話與傳說－羅浮宮珍藏展 故宮 

2013 米開朗基羅：文藝復興巨匠再現 史博館 

2013 幸福大師－雷諾瓦與二十世紀繪畫特展 故宮 

2013 女人．小鳥．星星－米羅特展 史博館 

2013 印象．經典－莫內特展 史博館 

2013 蒙娜麗莎 500 年：達文西傳奇 故宮 

2014 錯覺藝術大師 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 故宮 

本研究整理 

 

    在各類展覽中，歷史性展覽與藝術性展覽較注重商品與作品間的視覺設計與

文化關聯性，其中又以藝術性展覽因具有大量美學基礎，更適宜作為展品與商品

間的發展元素。1 

 

    在博物館的文創商品中以畫作類的衍生商品最多，而博物館舉辦以畫作為主

題並開發有文創商品的展覽，又多以特展方式呈現！試以博物館特展商品為例，

以其銷售之藝術文創商品為依據，分析出由畫作衍生的文創商品之特質與要點，

找出最適的文創商品開發策略。 

 

                                                
1 支涵郁，《超級特展與衍生商品成效之關聯性研究─ 以「永遠的他鄉—高更」展為例》，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藝術行政暨管理在職班碩士論文，2011 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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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分析 

 

一、文創產業與博物館的關係 

 

（一）文化與文創產業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文化的定義：文化視為某個社會或某個

社會群體特有的精神與物質，智力與情感方面的不同特點之總和；除了文學和藝

術外，文化還包括生活方式、共處的方式、價值觀體系，傳統和信仰。2簡言之，

大眾日常所接觸的一切事物都包含在文化裡，生活當中蘊含文化，同時文化也構

成生活。 

 

    今日的文化不僅代表人類生活，產業更可藉由文化創造經濟價值！馮久玲在

其著作《文化是好生意》3提到：文化是一種知覺，這知覺顯現於生活的各個層

面，形成一種主張、一種主意、一種風格、一種生活的方式。以法國為例，法國

人的生活形式與風格廣受大眾喜愛，每年有六千多萬觀光客蒞臨法國觀光體驗文

化，巴黎因而成為最受歡迎的城市之一。在觀光行銷上，法國人極少為自己作廣

告，但仍吸引著為數眾多的觀光人潮。法國人建構了獨特文化的生活方式與美感

品味，為自己的生活文化設計流行於世界的產品：香水、葡萄酒、美食與服飾等

產業，不是針對觀光客特定品味需求所創造出來的，而是一種堅持自身文化獨特

的生活美學，影響了其他文化族群間的學習與效法。另一個顯著的例子，便是近

年來引起的韓劇熱潮，韓國以其影劇行銷，帶動文化觀光，並藉此在各類產業中

創造極高的經濟價值，成為繼日本之後的亞洲文化輸出大國，由此可知文化創意

龐大的軟實力！ 

 

    近年來，從亞洲的韓國、泰國、新加坡到歐美的英國、美國等，無不積極發

展文化創意產業，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通過、「文化部」的成立，都代

表著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一大步！ 

 

                                                
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1 年 11 月 2 日第二十次全體會議報告通過的決議〈世界文化多樣性 
  宣言〉全文。 
3 馮久玲，《文化是好生意》，台北：臉譜，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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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文化創意產業」？簡單來說，就是「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

財產的形成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

業」。台灣通過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強調創意與文化的累積，包括：視覺

藝術產業、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電

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業、廣告產業、產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產

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業、數位內容產業、創意生活產業、流行音

樂及文化內容產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其中產業範疇高達十五項

行業，涵蓋面相當廣泛。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定義「文創產業」是指：以無形、文

化為本質的內容，經過創造、生產與商品化結合的產業， 並獲得智慧財產權的

保障，採用產品或者服務形式來表現的產業。文化創意產業，顧名思義其中包含

文化，要有創意，同時要與消費市場結合，產生具有經濟效益的產業。謝宜君於

其研究中指出： 

 

    「文化商品透過創意化、產業化的設計與行銷，經由現代傳播技術在全世界

迅速傳播，運用現代經營與組織方式，通過市場交換自身價值。簡而言之，文化

產業便是以文化為核心，通過市場化與商業化的組織，大規模的提供文化產品與

文化服務的經濟型態。」4 

 

    在文創產業的範疇裡，文化代表一種源頭與基礎，經由創意的發想與設計成

為一種商品，文創商品的優劣就在於是否傳達了創作者想要傳遞的內容，或者是

否具有「美學」的價值，而當產業加入時，運用市場評估與行銷手法的結合，此

商品能否創造出商機，成為文創產業的重點考量。劉維公認為必須以體系的觀點

看待文創產業，而這個體系指的不僅是上中下游的製造生產體系，更是從創作、

生產、流通到消費部門的完整產業體系。5文創產業是將文化生產與消費市場連

接起來，並對市場提出趣味性、精緻性的文化要求，文創產業是一個綜合文化與

產業的共同體。 

 

                                                
4 謝宜君，《桃園縣新屋鄉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行銷策略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2009，頁 24。 
5 劉維公，〈文化產業的時代意義〉，《典藏今藝術》，2003 年 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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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創產業與一般產業的區別，在於它是智慧、知識及文化力量的集結與發

揮，是整合文化形象與文化藝術生命力，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情境塑造及文化藝

術的「知識」傳遞，透過文化資源不斷的積累，進而形成一股強而有力的經濟力

量。6 

 

（二）博物館與文創產業 

 

    博物館屬於「文創法」內所包含的「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博物

館是文化的呈現場域，是融合區域文化的媒介，也是吸引外來文化的視窗。博物

館不僅能呈現歷史收藏，也能展現當代思潮，可穿越古今、也能融合東西方文化！ 

 

    博物館廣納文化資源之百川，將物件及其意義匯流，是一處空間，也是一種

概念。文化之於博物館，是創新，是傳承，也是教育！不同博物館的藏品與展示，

各有其獨特之處，一方面博物館藏品可視為人類心智活動後所出現的「文化產

品」，另一方面，博物館本身就是一座收藏與展示文化產品的「文化機構」，綜合

來說，博物館是一座收藏與展示某些具有文化識別度產品的文化機構，以其豐富

的文化資產，是作為發展文創產業平台的最佳首選！ 

 

    有研究指出：「博物館功能所產生的文化知識，是可以作為文化創意產業文

化知識的最大來源，因為它提供的不只是一個訊息，不只是一種資訊，而是可以

作為轉換成創意的最大知識來源。」7博物館提供文化創意產業設計的核心，其

所保存或展示的「文化」成為創意的源頭。 

 

    博物館之於文創產業，本身所典藏豐富的文化資本是前人所流傳至今的智

慧，可提供文創產業發展的重要資源。博物館本身是文化的載具，博物館文創商

店成為文創商品的銷售場域，參觀博物館展覽的觀眾成為文創商品的消費族群，

彼此相輔相成共創經濟效益。 

 

                                                
6 鄭瑤婷，〈兆元產業 你我都有機會〉，2005/1/2 發表，  
  http://www.art-mall.com.tw/shop.php?html=action6_2&Fid=13010&actionmode=6&Aid=1234，瀏 
  覽日期：2013/6/16。 
7 蔡淑娟，《以博物館作為文化知識供應平台研究－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例》，國立中山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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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文化而言，產業是推動文化創新發展的動力；對產業而言，文化加值可

以創造商品或服務的核心價值。」8文創產業所需的文化背景可從博物館中汲取

創意所需的靈感，透過設計的轉化使文化具有嶄新面貌，設計出博物館文創商

品，透過消費行為，讓博物館欲傳遞的文化得以傳播到世界各地，讓參觀者的參

觀記憶得以延續下去，創新手法為博物館帶來生命力，也帶來可觀的文化消費商

機。 

 

（三）文創商品與博物館 

 

    博物館長久以來代表著「知識殿堂」的形象，給予人們難以親近之感。隨時

代的進展，當博物館不再只是「菁英文化」般的高不可攀，且文化觀光風氣日盛，

博物館展現有別以往的嶄新面貌，成為提供文化、創意、體驗的文化場域。 

 

    人們會在參觀完博物館展覽後，走向賣店購買紀念品，這些紀念品往往成為

人們珍藏的一部分，作為紀念，也作為向別人展示自我的體驗、作為講述的媒介。

參觀者期望能將參觀經驗帶離博物館，透過紀念品的購買，一方面滿足人們消費

購物的慾望，一方面透過商品作為經驗的延伸與分享。 

 

    博物館衍生文創商品，一開始是以紀念品的角度出發，結合參觀展覽行為，

特地為觀眾開發設計的商品。透過文化與當代設計的結合，透過現代人的角度重

新詮釋展品意涵，消弭文物或藝術品給人的距離感，設計出既創新又生活化的博

物館文創商品。 

 

    為符合大眾消費的商品定位，打破典藏複製品的價格限制，使一般大眾更能

產生共鳴，衍生文創商品價位較為低廉、有彈性，並具有實用的功能，使文物藏

品或展品更加親民！  

 

    博物館文創商品是由典藏的文物或展示的藝術品所衍生而來，具備博物館典

藏品的文化性，將館藏與展示品透過創意設計所開發而來，展現出一種新的表達

                                                
8 林榮泰、徐啟賢，〈數位典藏應用於文化產品設計加值之分析〉，《教育資料與研究》，第 105 期， 

2012.05，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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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擁有商品開發的設計巧思，再加上實用性與價格彈性，使消費者不僅滿足

物質層面，更增加精神方面的提昇，提供觀眾美感經驗，更提升生活中的美學涵

養。 

 

二、消費品味與生活美學的轉變 

 

    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消費行為從過去滿足基本生理需求逐步發展到對文化

消費的需求。 

 

    在工業革命後，中產階級大量興起，出現「炫耀式消費」，中產階級藉著消

費顯示文化消費不僅限於貴族等上流社會階級，藉此投射出富有的形象，展現自

己的經濟實力，並尋求社會聲望。9是一種對自我的滿足，追求自我實現。 

 

    法國社會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指出，在現代的社會裡，消費對我們

的意義，早已脫離了過去的購買、擁有、享受與浪費等概念，消費行為不再只是

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所購買的不只是商品本身

的用途，而是商品所含括的意義，商品變成一種象徵性的符碼，產生特有的象徵

與文化意涵。10當今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不是只有物質性的實踐，而是一連串的

符號價值！ 

 

    詹偉雄在其著作《美學的經濟》中呼應布希亞的論點，他認為所有的商品都

有兩種價值，分為「使用價值」與「符號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功能」之滿

足，而符號價值指的是商品造型、材質、元素組合所帶來的美。隨著全球商品的

供過於求，靠使用價值來販賣的商品，售價只能愈來愈低，但靠符號價值來行銷

的商品，卻能以其「意義」的稀有性，創造較高的售價。11 

 

    由於社會階級的流動性，以及文化彼此的相互感染與質變，當下社會的階級

不能只劃分出上流、中產、大眾階級，而且如以消費能力作為劃分更加詭異，新

階級的不斷崛起，在消費上出現一種「選擇性的提升」傾向，如中下階層之收入

                                                
9  陳國政，《臺灣博物館之賣店生態與文化商品研究》，國立成功大學，2005，頁 23。 
10 同上註，頁 30。 
11 詹偉雄，《美學的經濟》，臺北市 : 藍鯨出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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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亦可能是名牌包的愛用者。如流行文化中購買 LV 的皮包，其不僅是身分地

位的象徵，同時也代表了時尚品味的零時差與零距離，商品變成一種象徵性的符

碼，藉以代表自己的品味與地位。而現在的中產階級也可能為了附庸風雅，也開

始消費高級藝術，以達到社會階級的模糊及跨越，這促使了消費文化與大眾文化

或流行文化的結合，帶來新的消費生活形態。 

 

    不論是何種階級的消費，在現今整體社會經濟的改善，已有了新的消費模式， 

消費者透過日常生活的消費行為展現自我的品味。展現生活風格就是在傳達「意

象」，可以刻意加以粉飾，消費者從中選擇適合自己的、突顯自己生活風格的符

號，從一個人的服裝、背包、手機，甚至是慣於用餐的環境，便可以了解其生活

風格傾向，向人宣稱「我的品味是什麼」或「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如今日時常

提到的所謂「文青」族群，其所展現的消費品味，便有其明顯的風格特徵。  

 

    如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述：「品味是一種審美判斷，

可以表現在生活風格、休閒、藝術、文化等消費的活動中。」今日的消費者由於

經濟能力的提升，加上傳媒與自我形塑生活風尚的影響下，跨越原有的階級消

費，以突出個人品味與風格，變成一種生活美學的力行實踐。這樣的消費行為也

反映在文化消費行為上，反映到消費藝術文創商品上，藉以完成個人完美生活風

尚，對美的感受演變成普及於生活中的體驗。 

 

    進博物館參觀，就是一種文化消費！長久以來，博物館是莊嚴的學術、藝術

殿堂，博物館的收藏具有「精緻」、「高品味」的象徵，博物館是高級的文化場域，

對社會大眾而言，進到博物館多少帶有著「朝聖」的心態！ 

 

    設計精良的博物館文創商品擁有博物館收藏的獨特性，同時有創意設計的巧

思與複製量產的特性，削減了人們對博物館艱澀難懂的印象，可以輕鬆面對文

化；商品的開發、設計與定位，必須考量到消費者的需求，結合生活運用功能，

文創商品成為博物館傳播文化的載具、傳達的媒介，博物館透過文創商品使精緻

文化與民共享，給人親近的形象。 

 

    「當具有高價值的藝術品轉變為商品時，必須藉用藝術所象徵之價值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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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創意的符號圖像，也因為博物館衍生商品兼具藝術美感的感性價值和生活功

能的理性價值，就同時擁有實用功能與藝術品味的雙重性格。」12融入日常生活

的博物館文創商品大大提升了博物館的親切感，更成為社會大眾尋求生活美學的

途徑。 

 

    在人們追求生活風格的同時，美學的實踐也融入消費過程中，當消費者的經

濟能力提升，加上生活風格的潮流影響下，為了突顯個人品味，進入博物館參觀

消費，以及購買博物館文創商品成為一種生活美學的實踐，博物館文創商品中所

象徵的藝術形象或價值，成為展現個人生活美學的符號。博物館運用文創商品，

將自身藏品或展品轉化為生活用品作為行銷推廣，讓博物館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呈

現，進而傳遞了博物館所欲傳達的文化或意涵。 

 

三、藝術商品化的轉變 

 

    現代人講究生活美學，追求具美感的事物，強調品味、感受，現今社會各個

生活分向，都環繞著美的氛圍過生活！審美的日常生活化與日常生活的審美化，

審美不再專屬於藝術，也不再是區別藝術與非藝術的根本要素，現在的審美活動

已經遠超過所謂純藝術的範圍，更為深入生活中。13 

 

    藝術品是表達人類經驗、製作精巧且有創意的作品，非為了功能性所創造，

但是當畫作被印在 T 恤上時，藝術成了一種整合性的產品，可以讓更多人欣賞，

雖然這樣的藝術商品在某種程度上只能算是複製藝術品，不能「證明」藝術品的

價值，但卻能延續普羅大眾對藝術品的欣賞喜好，提升生活美感。 

 

    當代消費社會中的文化已然商品化，文化商品進入了消費，進一步來說，藝

術在現今的消費社會中成為商品是必然的，藝術要為大眾所享有，商品化的形式

在某種程度上將有助於藝術直接與大眾接觸。 

 

                                                
12 陳建勳，《商品藝術化與藝術商品化之研究：視覺藝術產業發展的第一步》，元智大學藝術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79。 
13 莊雅荃，《跟著奈良美智玩跨界－藝術商品化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9，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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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商品化的發展與消費的發展密不可分，也引發當代藝術的創新，要使藝術融

於生活，就要使藝術被大量消費。陳建勳於其研究中指出，藝術商品化的功能，

可以跨越空間與時間的障礙，扮演藝術傳播、藝術大眾化、生活化的角色。藉由

商業行為來推動藝術發展，有助於藝術活動的推廣，讓人人有機會享受並擁有藝

術。因此也可以說，消費社會的發展造成藝術商品化的開展，而藝術商品化的開

展則幫助了藝術的傳播。一般社會大眾並無力負擔藝術品的消費，因此藝術家也

思考如何使藝術大眾化、普遍化，讓藝術不只是為小眾的階級服務，藝術可經由

展覽、節慶等活動，做跨界的合作或與其它商業機制結合，發展出獨特的藝術文

創商品，以利大眾消費。14 

 

    在藝術商品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有相當顯著的跨界趨勢：跨界可使藝術不

再僅是純藝術作品，而是有更豐富多元的變化；跨界不僅在於藝術創作脈絡，且

同時存在於藝術商品中，不僅僅是作品的印刷，愈來愈多是富有設計感和巧思的

藝術文創商品，跨界的合作，藝術可以不再只是一件作品，而是由設計師構思設

計，變成饒富設計感的藝術文創商品。 

 

    藝術文創商品不但多了一層美感意義及獨有的經驗感受，還兼具藝術之美和

實用功能，因此藝術文創商品在價錢上雖然比一般大眾商品高，但相較於藝術品

本身不易親近的單價而言，仍是具有品味且是一般消費者所願意負擔的。 

 

    儘管，有學者指出藝術商品化將會破壞藝術的本質，卻也不能否認商品化本

身的功能可以強化藝術的傳播，並重塑藝術在經濟社會的貢獻。藝術家或設計師

必須思考，跳出傳統創造了藝術品後便以高價等待知音、孤芳自賞的心態，而轉

以一種異業結合但不被吞噬的模式，進入產業鏈與市場機制。可以平衡操作商

品：高價如絕版、限量版發行；平價如大量授權、普及化的日常生活用品。這不

全然是商品消費經濟，也是把藝術品味、文化有價的概念在生活中實踐。15 

 

 

                                                
14 林榮泰、徐啟賢，〈數位典藏應用於文化產品設計加值之分析〉，《教育資料與研究》，第 105 
   期，2012.05。 
15 盧姝如，2008 年 6 月，〈藝術商品化策略之初探〉，2008 玩具與遊戲設計暨造形設計研討會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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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與商業 

 

    安迪沃荷(AndyWarhol，1928〜1987)，可說是將藝術商業發揚光大的先趨。

普普藝術於 1952 年起源於英國，其宗旨是讓藝術更接近一般民眾，並於 1962

年自英國流行至美國，當時美國的經濟陷入不景氣，屬於大眾的普普因而崛起。

有人認為普普藝術是粗俗而廉價的，也有人認為它是藝術的反叛，以及對消費的

一種嘲諷。有趣的是，以安迪沃荷為代表的美國普普藝術，開啟了當代藝術在消

費文化下最顯著的影響，他成立工廠，透過絹印，以不斷重複影像手法，將日常

生活的物品與名人轉而為藝術品並大為暢銷。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國際經典案例，就是烈酒品牌絕對伏特加（Absolut Vodka）

與安迪沃荷的合作，被奉為藝術與商業跨界合作的圭臬。安迪沃荷為絕對伏特加

公司創作了一幅油畫，黑色的畫上只有伏特加酒瓶與「Absolut Vodka」的字樣，

該公司將其作為廣告在媒體上發表，廣告一發佈，銷量立即增加，兩年內，絕對

伏特加成為美國市場第一大伏特加酒品牌，對安迪沃荷而言，絕對伏特加系列是

其重要的代表作，而絕對伏特加在與藝術家的合作中，為其品牌喚起了生機。 

 

 
圖 1-1：絕對伏特加與安迪沃荷的跨界合作 

     

    安迪沃荷認為，藝術本來就不該是屬於特定的一群人(精英貴族)，它應該

為：大眾所擁抱！而如果沒有透過這樣大量複製的形式，藝術便無法被快速的傳

佈，若沒有被傳佈，藝術就無法為大眾所知，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安迪沃荷對於藝

術傳播的重視，而這其實也是普普藝術的本意。安迪沃荷亦從不否認其作品的商

業特性，也從不諱言錢對自己的重要性，他並認為商業藝術乃藝術的下一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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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因為消費與市場已是藝術運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安迪沃荷將藝術商業化，成功的將普普藝術傳佈到社會各階層，並試圖推廣

一個觀念：藝術的確需要金錢的支持，而藝術是無法脫離商業的，藝術和商業應

是一體兩面的發展。 

 

    藝術家跨領域合作，藉由與不同領域的了解、交流與互動，能讓藝術家與跨

領域的不同產業面，能有更多元化合作的可能性，對許多品牌、產業界創造出更

多的商機，就如時尚品牌 LV 與日本藝術家村上隆、草間彌生的合作，掀起商品

搶購熱潮，而品牌透過與藝術家合作的方式，也達成行銷的策略或是形象的提

升。而除了以商業考量的行銷活動外，有些時尚企業與當代藝術的結合成立基金

會，也是藝術家貢獻社會最直接的方式。 

 

    藝術商品化需要媒體的宣傳，藉助流行商品的廣大宣傳，有助於藝術家提升

知名度與建立觀眾群，以往對藝術家的認識，不外乎是在美術館或畫廊，而且大

部分的參觀者是來自少數的品味階級，或是從閱讀藝術家雜誌之類介紹才了解，

相對地，絕大部分的人對藝術經驗的分享，反而是透過進行藝術文創商品的消

費，而其中當然要歸功於流行商品廣大的媒體造勢力量。藝術與商業的鍵結其實

是環環相扣的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內容 
 

    藝術家以個人豐富的自我探索和內在轉化歷練創作藝術，每一件藝術作品的

背後都有一個故事，美術館或博物館裡彙集著各種藝術品，並清楚闡述每一件藝

術品所表達的意涵，因此，美術館或博物館自然成為藝術商品化的創意來源中

心，因為這裡是「展示」藝術價值的地方，透過參觀博物館的「認識」過程，進

而帶動藝術文創商品的消費，延續觀賞情境。而在藝術商品化過程中，繪畫作品

最具創作表現力，繪畫作品跨領域運用為各種衍生商品也最為多元！  

 

    本研究以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為研究範疇，試圖找出經營此類商品之設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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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參考方向。為進行相關研究分析，運用以下方法進行研究。 

 

一、文獻分析 

 

    由於本論文以博物館畫作特展所衍生之文創商品為研究主體，因此研究初期

先進行有關博物館特展、博物館文創商品、藝術品與商業化等相關議題的文獻資

料大量閱讀，並加以整理分析歸納，再蒐集關於文創商品設計領域之專書、論文、

期刊、報紙專文、研討會紀錄等相關文獻資料，作為本研究發展的理論基礎，同

時蒐集博物館衍生商品的相關論文、案例，藉由各項文獻資料做有系統之整理與

歸納，分析本論文所需之驗證及論點，作為本研究的參考，從中取得問卷調查的

方向。 

 

二、個案研究 

 

    本研究個案首先擇選主要以常態性舉辦畫作類特展之博物館為對象，再以近

年來舉辦過大型畫作類特展，並針對該特展開發有文創商品之國內外博物館為

例，選定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舉辦的「達文西－米蘭的宮廷畫家特展」、美國波

士頓美術館舉辦的「竇加與裸體特展」、故宮舉辦的「新藝術‧烏托邦─慕夏大

展」，此三大展皆為同時期展出之畫作類特展。 

 

    此三大博物館於特展期間皆為該特展設立專屬網頁介紹，同時並清楚呈現畫

作衍生商品介紹，藉由此三大博物館官網上的資料、該館年報，參照相關博物館

與該展覽介紹之書籍與報導，以此三大博物館舉辦的畫作性質特展所研發之相關

衍生文創商品進行比較分析研究。 

 

三、問卷調查 

 

    本研究擬以近年來台北市地區博物館舉辦之大型特展的衍生文創商品為研

究範疇，對於參觀過展覽及該展文創商店之觀眾進行現場問卷調查，了解藝術消

費端，試圖從消費者對展覽作品衍生之文創商品的特質評價，找出藝術文創商品

的開發策略與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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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設計與問卷問題重點在於：特展文創商品所應具備的特質！再根據實地

觀察與問卷統計方式，分析畫作衍生文創商品之市場狀況，探究展覽與衍生商品

間的連動關係。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有系統地開發畫作衍生文創商品，就屬博物館推動最力，因此，這類畫作衍

生文創商品多屬於博物館文創商品類別之一！而博物館文創商品除了針對館

徽、典藏品開發外，多半伴隨著展覽而生，而大多是隨著特展的舉辦而特別開發。 

 

    特展是針對特別主題所設計的展覽，主題很多元，舉凡古文物、名畫、古生

物或是卡通等類型都有可能，展品依據主題選擇規劃，可能是博物館自己本身的

藏品，也可能向其他單位商借或兩者皆有，而以向國外借展或向收藏家借展的方

式籌劃為多，展出期間通常是數月不等，屬短期性質。因此，這類特展商品在開

發上主題性顯著，種類與數量上有一定的控制。 

 

    觀察國內外博物館舉辦大型特展，國外博物館多為自己籌備舉辦，在文創商

品開發上也是自產自銷，反觀國內博物館則多為委外策劃，最常見的即是國內兩

大報社中國時報與聯合報與博物館合辦特展，如表 1-2 所示，幾乎已經成了國內

特展常態！博物館本身僅為監督之責，而針對這類展覽也才有文創商品的開發，

不過整個特展文創商店、文創商品也皆是委外經營、開發。 

 

    由於特展類型繁多，博物館文創商店裡的文創商品種類繁雜，也未必都有系

統性的開發，因此，本研究是針對設立有文創商店之大型特展為研究標的，對其

所衍生的文創商品進行分析探討，而研究的類型就聚焦在畫作類的超級大展。 

 

    此外，由於這類展覽多是與媒體合辦，博物館方面除參與展覽主體的策劃

外，關於文創商店與文創商品都是委由媒體單位處理，博物館僅做品項審查並未

參與討論，媒體單位有其營業機密之考量，因此取得相關資料不易，諸多資料僅

能以實地觀察取得，再加上文創商店多有禁止拍照之限制，也增加品項比較分析

的難度，所以問卷方式以觀眾角度進行分析。 



 

 16 

    本研究個案即分別擇選聯合報系與中國時報個別與博物館合作所舉辦之畫

作類特展為研究對象，並為同時期展出之特展，擇定於 2013 年聯合報系與故宮

合作舉辦的「幸福大師─雷諾瓦與二十世紀繪畫」以及中國時報與史博館所舉辦

的「女人‧小鳥‧星星─米羅特展」兩特展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表 1-2：近年來台北市博物館畫作類特展展覽合辦媒體列表 
時間 展題 展館 合辦媒體 

1997 黃金印象奧塞美術館名作特展 史博館 中國時報 

1998 畢卡索的世界 故宮 中國時報 

1999 橘園美術館珍藏展 北美館 中國時報 

2001 從普桑到塞尚：法國繪畫三百年 故宮 聯合報系 

2002 布拉格之春~慕夏特展 史博館 中國時報 

2002 馬諦斯 史博館 聯合報系 

2004 濃情楓丹白露：米勒、柯洛與巴比松畫派 史博館 中國時報 

2005 敦煌藝術大展 史博館 中國時報 

2008 驚豔米勒：田園之美美展 史博館 聯合報系 

2009 燃燒的靈魂：梵谷 史博館 聯合報系 

2010 永遠的他鄉─高更 北美館  

2011 「莫內花園」特展 北美館  

2011 世紀大師─畢卡索特展 史博館 聯合報系 

2011 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 故宮 鳳凰衛視 

2011 生日快樂．夏卡爾的愛與美 故宮 聯合報系 

2011 新藝術烏托邦~慕夏特展 故宮  

2012 西方神話與傳說－羅浮宮珍藏展 故宮 中國時報 

2013 米開朗基羅：文藝復興巨匠再現 史博館 中國時報 

2013 幸福大師－雷諾瓦與二十世紀繪畫特展 故宮 聯合報系 

2013 女人．小鳥．星星－米羅特展 史博館 中國時報 

2013 印象．經典－莫內特展 史博館 聯合報系 

2013 蒙娜麗莎 500 年：達文西傳奇 故宮 中國時報 

2014 錯覺藝術大師 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 故宮 中國時報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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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預期成果 
 

    在藝術展覽中所販賣的文創商品與一般商品特性不同，它是根據藝術家或藝

術品以及展覽風格所衍生開發出來的，提供消費者連結起展覽的美好氛圍與延長

其文化消費經驗，商品的風格與印象成為重要特性，「設計」在其中佔有重要的

地位！設計師運用哪些藝術元素、設計手法、表現方式是這些藝術文創商品的開

發關鍵。 

 

期望藉由本研究得到以下成果： 

一、藉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找出文創商品的設計脈絡。 

二、經由問卷調查，了解觀眾對藝術衍生文創商品的認知與接受度，進而作為設

計師之商品開發參考依據。 

三、藉由上述調查與分析，呈現現況與給予建議，以期作為文創產業鏈中文創商

品開發端模式之參考。 

 

第六節  名詞釋意 
 

一、 超級特展（Blockbuster） 

 

    超級特展又稱大型特展或超級大展，英文以 Blockbuster 稱之，意指轟動矚目

的特展，是前述博物館特展的一種，包括贊助、國際巡迴、展品的話題性與新奇

性都是超級特展的主要要素。 

 

    這類展覽沒有一定標準，但都有著共同現象：展品多為經典的代表作，且是

以借展的性質巡迴世界各地，由於展品多來自海外，因此展期至少 2 個月以上，

在活動方面多有企業贊助，經費動輒千萬以上，同時投入大量的媒體宣傳行銷於

展覽活動上，以吸引大量的參觀人潮，門票採另行收費，並有展覽衍生文創商品

的賣店販售，這類展覽的目的，多是基於政治、經濟、媒體與市場考量，為增加

博物館知名度與開發更廣大的觀眾而來。 

 

    在台灣，自 1990 年起掀起一股超級特展熱潮，其中來展最多的展覽就屬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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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派的畫家最多，畫作類型的展覽次數也最多。這類展覽博物館多與媒體合辦，

在博物館方面可達到更高的宣傳效益與節省媒體宣傳支出，而媒體方面可提升文

化形象，並藉著高票房與賣店收入，幫助財務運作，形成一種互利的情況。 

 

二、 衍生商品（Derived Products） 

 

    就展覽而言，參觀展覽本身為主要商品，而藉展覽本身的展品所開發的商

品，或為紀念、或為教育之用，這些即為展覽的衍生商品。16 

 

    在諸多論述或研究內容中，對於博物館商品的名稱，或稱為「博物館創意商

品」、「博物館衍生商品」或「博物館文化商品」，而隨著文創產業定義的廣泛，

皆屬文創產業範疇裡，為便於探討，本文統稱為：「博物館文創商品」。 

 

    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博物館展覽中由展品所衍生的文創商品，這些展品往往

是藝術品，是由藝術品原作為設計發想主題所衍生而出的商品，稱為藝術衍生商

品，為便於討論，本文也統稱之為：「藝術文創商品」，特別是以畫作為主題的展

覽，探討的是「畫作衍生文創商品」。 

 

三、 藝術商品化（Art Commercialization） 

 

指藝術活動與商業結合的現象，藉由商業行為來推動藝術發展，有助於藝術活動

的推廣，讓人人有機會享受藝術並擁有藝術。 

     

四、 文化消費者（Cultural Consumer） 

     

此消費族群因為本身所具備的經濟資本以及文化資本，使得其願意並有能力成為

主動積極參與各項文化消費活動的消費者。 

 

 

                                                
16 支涵郁，《超級特展與衍生商品成效之關聯性研究─ 以「永遠的他鄉—高更」展為例》，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藝術行政暨管理在職班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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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博物館文創商品分析 
 

一、博物館文創商品種類  

 

    博物館文創商品種類眾多，將學者研究分類的博物館文創商品整理如表 2-1： 

 

表 2-1：博物館文創商品分類表 

作  者 博物館文創商品分類 

洪紫娟，200117 典藏品、出版品、紀念品 

陳國政，200418 典藏複製品、出版品、衍生紀念品、精選商品 

鄧佩芸，200519 複製典藏品、出版品、紀念品或衍生紀念商品 

朱珮瑄，200820 複製典藏品、出版品、衍生商品 

陳珮文，201021 出版品、典藏複製品、文化創意商品 

洪嘉勵，201022 
藝術複製商品、藝術衍生商品、藝術元素商品、藝術

設計商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琳瑯滿目的博物館文創商品，一般而言可區分為：典藏複製品、

出版品和衍生性商品三類。  

 

    第一類「典藏複製品」：為博物館展覽的精神商品，為承載博物館展覽特殊

意義及形象的主要商品。多以館藏或展品中較知名的作品來複製，以重現原作為

製作標準，因此講究材質、細節與質感，相對售價較高，多作為擺飾收藏之用。 

                                                
17 洪紫娟，《觀眾在博物館賣店內之消費行為與顧客滿意度之研究－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禮品 

中心為例》，臺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2001。 
18 陳國政，《台灣博物館之賣店生態與文化商品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19 鄧佩芸，《歷史類博物館商店之商品設計策略》，銘傳大學，碩士論文，2005。 
20 朱珮瑄，《美術館衍生商品行銷策略》，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21 陳珮文，《博物館文化創意商品之研究：以國立臺灣美術館為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 

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22 洪嘉勵，《美術館文化商品開發設計策略研究》，雲林科技大學工業設計所碩士論文，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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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出版品」：宣傳展覽理念、研究成果的展現，具有強烈的教育意涵

及知識傳遞的目的，導覽手冊、圖錄、展覽主題專書以及多媒體光碟等均是，各

有其消費群，可增進大眾在藝術、歷史、科學等領域的認知，是大眾探索博物館

文化深度的最佳途徑。 

 

    第三類「衍生性商品」：為展覽最大宗，以博物館典藏文物、藝術家特質、

展品、特色等為發想衍生而成，此種文創商品往往可具獨特創意性，擺脫典藏複

製的單調刻板印象，具備生活實用性，成為因應生活美學、流行風潮而設計的博

物館紀念品。 

 

    此類衍生性商品是博物館文創商品熱潮的主角，國內外各大博物館或特展皆

結合展覽推出各種文創商品，可見衍生性商品已經成為博物館文創商品的代名

詞；因此，本研究討論也將聚焦於此類衍生性商品上。 

 

    博物館文創商品相當多元，依據李如菁、何明泉之整理，商品的類別包括：

生活用品、文具、服飾、3C 產品、餐具、裝飾品、玩具以及其它等，23陳國政觀

察國內外博物館衍生性文創商品，大致分出生活用品、文具用品、服飾織品、精

緻禮品四大類，24各式各樣種類繁多，大多是實用性的日常用品。 

 

表 2-2：博物館文創商品之樣態分析 
商品類別 實例 

生活用品 鑰匙圈、吊飾、名片夾、置物盒、提袋、書包、洋傘、手錶 

文具 明信片、鉛筆盒、筆、貼紙、筆記本、資料夾 

服飾 帽子、上衣、外套、背心、手環、項鍊 

3C 產品 滑鼠墊、行動硬碟、光碟收納盒、隨身碟 

餐具 馬克杯、碗盤、環保餐具、咖啡杯組 

裝飾品 桌上型相框、風鈴、花瓶 

玩具 公仔、益智玩具、幼兒玩具、棋具 

其它 食品、沐浴用品 

資料來源：引用自李如菁、何明泉，2009。 

                                                
23 李如菁、何明泉，〈博物館文化商品的再思考：從跨界的觀點出發〉，《設計學報》第 14 卷第 

4 期，2009，頁 74。 
24 陳國政，《台灣博物館之賣店生態與文化商品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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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分類博物館畫作類特展的文創商品種類，則大多集中在雅仕文具、生

活用品、家庭裝飾、服裝飾品、複製品、視聽出版品類等。 

 

    至於，博物館文創商品的開發模式，由於大部分的博物館都沒有創意設計單

位的編制，因此博物館的文創商品除了大部分的出版品外，大多是委外廠商開發

生產。根據鄧佩芸對台灣博物館文創商品現況調查，25整理歸納出以下五種模式： 

 

1、自行開發：由博物館人員主導文創商品的設計，由博物館承擔所有的開

發經費與販售風險。 

 

2、代銷：由館外廠商提出文創商品的完整構想後，送交博物館審核，為博

物館認可後由廠商出資開發製作，廠商再以寄售方式於博物館賣店中販

售。這是現今博物館文創商品最普遍的開發方式，可大幅降低博物館所

支付的經費與商品販售的風險。 

 

3、與廠商合作開發：為博物館提出欲開發的文物或展品，雙方討論後定案，

由廠商出資開發製作，博物館並與廠商簽訂契約於博物館賣店中販售。

此種方式與代銷類似，只是博物館參與的程度較高。 

 

4、公開市場採購：博物館就其目標，選購商業市場已有的文創商品。此種

方式多半是針對短期特展的文創商品，因為特展檔期通常僅有幾個月，

而一旦特展結束，此類文創商品便不再吸引觀眾，這是為了把握時效、

節省成本的作法。 

 

5、授權：主要以博物館豐富獨特的藏品為基礎。例如擁有豐富館藏的故宮，

將其典藏品授權予廠商運用，透過授權開發出的文創商品每年創造數億

元的收益。 

 

    以上五種商品開發模式各有採行，如與媒體合辦展覽時，採用的即是第 4

種公開市場採購模式；當沒有充裕經費或人力時，會採用第 2 種或第 3 種模式；

                                                
25 鄧佩芸，《歷史類博物館商店之商品設計策略》，銘傳大學，碩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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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廠商對於博物館典藏有高度合作興趣時，則採用第 5 種授權模式。博物館的

文創商品開發活動，通常是不定期的，視展覽與活動的需求而辦理。 

 

第二節  畫作衍生文創商品設計策略 
 

一、何謂文創商品 

 

    人類自遠古懂得使用石塊、火、獸骨後，製造生活中所需用具即是一種產品，

而產品透過商業貿易行為後，賦予其經濟價值後即成「商品」。 

 

    「文創商品」是針對器物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加以重新審視與省思運用設

計，將其文化因素尋求一新的現代面貌，並探求器物使用對精神層面的滿足。26 

 

    「文創商品」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定義下囊括了書籍、雜誌、

多媒體產品、軟體、唱片、電影、聲光娛樂、工藝與時尚設計等，就是指具有傳

達意見、符號與生活方式的消費品，透過產業流程與全球分銷被重製，而促進文

化物品的交流，為大眾提供多元化的文化選項。27這些商品具備文化的象徵與商

品的價值兩種特性。 

 

    一般商品強調的是實用性與經濟價值，文創商品則是依照文化特性所衍生的

商品，深具文化情感、故事性，文創商品涵蓋於一般商品中，兩者最大的不同在

於文創商品是以文化為訴求所開發的商品，在形式上具有多元的文化識別。28 

 

    近年來由於文創產業的發展，促使文創商品的興起，將學者對文創商品的定

義彙整如表 2-3。 

 

                                                
26 何明泉、林其祥、劉怡君，〈文化商品開發設計之構思〉，《設計學報》1996.9，頁 2。 
27 孫玉珊，《創造端與消費者端對大眾行文化商品之認知：探索性研究》，國立中正大學，2005， 
   頁 18-19。 
28 文化識別是在產品的設計過程中，融合某些文化特質而達到產品差異化的目的。重點是在產 

品文化層面的探討，並給予產品獨特的文化元素，以便在使用者的認知中建立起特定的產品

意象。因此產品的文化識別成為設計上必須考量的因素，設法使產品在不同生活文化下，呈

現出產品之文化面貌，將器物的使用精神與時代性結合，創造出時代應有的產品文化，而有

了當代的設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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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文創商品定義 

學  者 文創商品的定義 

何明泉、林其祥、劉怡

君，1996 

是針對器物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加以重新審視與省

思運用設計，將其文化因素尋求一新的現代面貌，並

探求器物使用的精神層面的滿足。 

馮久玲，2002 文創商品即將商品注入一種文化符碼，包括空間及語

文符號等。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5 

文創商品是指具有傳達意見、符號與生活方式的消費

物品。具有經濟和文化的雙重性質，通過體現和傳承

文化表現形式，成為文化特徵、價值觀和意義的載體。 

鄭自隆、洪雅惠、許安

琪，200529 

文創商品傳遞文化意涵與意義之外，在與消費者之間

的關係上，有著另一個重要的切入點－「說一個有文

化意義的故事」。 

林榮泰，200530 所謂文創商品，係針對文化器物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因

素，加以重新審視與省思，運用設計將此文化因素，

尋求一個符合現代的新形式，並探求器物使用後對精

神層面的滿足。 

孫玉珊，2005 以經濟或行銷角度來看，將文創商品區分出兩個特

性，文創商品須具備反應人、事、時、地、物、情的

特性，以及文創商品的文化性需表現於外在。 

徐嘉莉，200731 商品可以藉由加工的過程鑲嵌進入文化的系統中，變

成有意涵的文創商品。 

李如菁，2009 文創商品仍意義與訊息的載體。是種被賦予文化層面

意義的商品。 

李芊緰，200932 文創商品是根據文物所蘊含之文化能量加以設計，將

文化轉化為新一代面貌，因此文化商品能負載著人類

文化之精髓與特色。 

莊育振、楊東翰，201033 文創商品須具備創意要素、內含特定文化識別與意

義、具備文化內涵與故事與智慧財產權特質。 

彭淑貞，201034 文創商品在於本身擁有豐富的文化意義，透過商品傳

達文化內涵或故事，進而感動消費者，並採取進一步

的購買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9 鄭自隆、洪雅惠、許安琪，《文化行銷》，台北縣，空大，2005。 
30 林榮泰，〈文化創意．設計加值〉，《藝術欣賞》，2005.7，頁 1。 
31 徐嘉莉，《故宮文化創意商品之符號研究》，高雄師範大學，2007。 
32 李芊緰，《從展示衍生商品談博物館青年觀眾之回憶與學習》，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 
   士班論文，2009。 
33 莊育振、楊東翰，〈鄧雨賢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研究--以文化產品設計為例〉，《圖書資 
   訊學刊》，2010.12，p95-116。 
34 彭淑貞，《故宮文化商品創意設計之研究》，雲林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論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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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設計屬性 

     

    文創商品設計與一般商品在設計過程中最大的不同，即在於文創商品須考量

到文化本身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必須從文化的觀點著手，尋求文化意涵與商品呈

現合宜的脈絡關係。針對文創商品的初步設計方向，林榮泰教授在其研究35中歸

納出一個架構「文化創意轉換產品設計的屬性」，如圖 2-1，區分為外在層次、中

間層次與內在層次三個文化空間，如以文化層次來區分，則外在層次包涵有形

的、物質的，中間層次指的是使用行為的、儀式習俗的，而內在層次則包括意識

型態的、無形精神的；配合三個文化空間的層次，把產品設計時所需考慮的設計

因素，區分為文化產品的三個設計屬性，分別是外在（形體）層次：包括色彩、

質感、造形、線條、表面紋飾、細節處理、構件組成等屬性，中間（行為）層次：

涵蓋操作性、安全性、功能性、使用便利、結構性、結合關係等屬性；內在（心

理）層次：包涵產品的特殊涵意、產品是有故事性的、產品是有感情的、產品具

文化特質的等。 

 

 

圖 2-1：文化創意轉換產品設計的屬性（林榮泰教授整理）36 

 

                                                
35 林榮泰，〈文化創意．設計加值〉，《藝術欣賞》，2005 年 7 月號，頁 2。 
3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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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此架構我們可以對應出博物館文創商品應具備的三層次。 

     

表 2-4：博物館文創商品之三層次 

文化 

空間 

文化 

層次 

文創商品 

屬性 

博物館文創商品 

三層次 

外在 

(形體) 

層次 

有形的 

物質的 

包括色彩、質感、造形、

表面紋飾、線條、細節

處理、構件組成等 

博物館的外觀形象應用、識別符

號等，藏品或展品的外在形象、

色彩、紋飾線條、造型與識別符

號等 

中間 

(行為) 

層次 

使用行為的 

儀式習俗的 

涵蓋操作性、安全性、

功能性、使用便利、結

構性、結合關係等 

功能、包裝、使用機能、傳播知

識、教育、收藏、美學推廣、紀

念作用等 

內在 

(心理) 

層次 

意識型態的 

無形精神的 

包涵產品有特殊涵意、

產品是有故事性的、產

品是有感情的、產品具

文化特質的等 

博物館的特色定位，藏品或展品

的歷史典故、創作哲理、文化內

涵、在地特色與時代象徵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博物館文創商品需要符合以上三個層次，在內在心理層次方面：博物館的藏

品或展品其中的文化特色就是文化創意商品的核心，為了充分表現其中的意涵，

設計師就必須深入了解這些藏品與展品的文化背景；中間行為層次方面：須賴設

計師對於使用者的深入了解，將藏品或展品重新轉化開發出合乎人性使用的嶄新

日常用品；在外在形體層次方面，則需要設計師的美感經營，將博物館藏品或展

品的外在形象、色彩、線條、紋飾、造型等，做轉化設計以吸引觀眾目光，進而

產生消費行為。設計師透過執行完成創新的構想與功能，要讓顧客使用起來獲得

最大的滿足！ 

 

    同時，根據研究所提出的藝術性文創商品三層次，37我們可以進一步對應出

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三設計層次。 

                                                
37 洪嘉勵，《美術館文化商品開發設計策略研究》，雲林科技大學工業設計所碩士論文，2010， 
   頁 15。 



 

 26 

表 2-5：畫作衍生文創商品之三設計層次 

 

文化 

空間 

文化 

層次 

文創商品 

屬性 

博物館文創商品 

層次 

藝術文創商品 

三層次 

畫作衍生文創商品 

三層次 

外在 
(形體) 
層次 

有形的 
物質的 

包括色彩、質
感、造形、表面
紋飾、線條、細
節處理、構件組

成等 

博物館的外觀形象
應用、藏品或展品

的外在形象、色
彩、紋飾線條、造

型與識別符號等 

藝術家或藝術作品
的外在形象、色

彩、線條、造型與
識別符號等 

畫作的形貌、色
彩、線條、裝飾與

藝術家創作的材
料、識別符號等 

中間 
(行為) 
層次 

使用行為
的 

儀式習俗
的 

 

涵蓋操作性、安
全性、功能性、
使用便利、結構
性、結合關係等 

功能、包裝、使用
機能、傳播知識、
教育、收藏、美學
推廣、紀念作用等 

功能、包裝、使用
機能、傳播知識、
教育、收藏、美學

推廣、回憶紀念 

功能、包裝、使用
機能、傳播藝術知
識、美感教育、收
藏、美學推廣、回

憶紀念 

內在 
(心理) 
層次 

意識型態
的 

無形精神
的 

包涵產品有特殊
涵意、產品是有
故事性的、產品
是有感情的、產
品具文化特質的

等 

博物館的特色定
位，藏品或展品的
歷史典故、創作哲
理、文化內涵、在
地特色與時代象徵

等 

藝術家或藝術作品
的創作哲理、文化
內涵、故事性、藝

術氣質與象徵。 

藝術家或畫作的創
作哲理、創作歷

程、文化內涵、故
事性、藝術氣質與

象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畫作衍生文創商品必要符合以上三層次，在內在心理層次方面：設計師必須

深入了解藝術家的創作哲理、創作歷程，藝術家在創作這些畫作時的時代、文化

背景，以及這些畫作的象徵意涵；中間行為層次方面：設計師須深入了解觀眾購

買這些畫作衍生商品的作用為何，必須將觀眾著重的要點發揮到這些文創商品的

設計上；在外在形體層次方面，由於畫作極具視覺效果，因此如何完美呈現畫作

內容於商品上，考驗著設計師的功力，以及如何避免被冠上僅是貼圖的美工形

式！ 

 

三、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創意加值模式 

     

    設計師在設計產品時，有一定的設計模式與程序。而文創商品在設計之初，

也有其必要的設計模式與程序。大部分的產品在設計過程中，常是先有消費者需

求或目標產品之後再進行設計，但文創商品的設計則需先考量到其中所欲傳遞的

文化意義，從外在的表徵到內在的意涵，從有形的形式到無形的精神都可能含

括，是商品內容與文化內涵一連串的整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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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畫作所開發的文創商品來說，設計師必需對藝術家的創作過程與畫作要表

達的意涵加以調查，並針對其有形的、物質的、使用行為、儀式習俗、意識型態、 

無形精神等文化屬性，進行資料收集、分析、綜合等設計準備工作，當進入設計

發想階段時，運用各種發想方法與設計手法，透過創意設計適切地把文化訊息表

達在產品上，達到消費者深層的期望，觸發其使用需求，同時引起消費者的共鳴，

而達到滿足消費者情感上的需求。 

 

    就設計程序而言，文創商品的設計可分成：擷取文化風格特色、形成設計概

念模式，與完成文化產品設計等三個步驟，參照林榮泰所提出的「文化創意加值

的模式」38，如圖 2-2  。 

 

圖 2-2：文化創意加值的模式(林榮泰教授整理) 

 

    首先是將搜集到的「文物資料」彙整，經由分析綜合、賦予意義變成有用的

資訊，成為有用的「設計資訊」，稱之為「資訊加值」；再經由分析歸納把資訊變

成有用的知識，形成可用的「創意知識」，稱之為「知識加值」；最後，經由設計

師的素養，靈活運用於產品設計中，產出有價的「智慧財產」，稱之為「創意加

值」，構成一完整的創意加值過程。 

 

    這樣的創意加值模式運用到畫作類衍生文創商品，首先即是要蒐集畫作的相

關資料，包括：藝術家的人物資料、創作歷程、創作場域、作品呈現、創作年代，

以及所欲表達的意涵等，進行「資訊加值」，了解藝術家的創作風格與特色；接

著，將以上蒐集到的資料進行萃取、歸納、整理，進行「知識加值」，規劃出可

加值的應用方向；經過一連串整理歸納與創意發想後，設計師即可著手進行文創

                                                
38 林榮泰，〈文化創意．設計加值〉，《藝術欣賞》，2005 年 7 月號，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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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內容的設計，完成「創意加值」！整個過程如圖 2-3 所示。 

 

圖 2-3：畫作衍生文創商品創意加值模式(本研究整理) 

 

    關於畫作資料要素的彙整，我們可以以下「6W」39的方式來整理歸納。 

表 2-6：彙整畫作資料要素「6W」 

6W 要素 內    容 

WHO 人物資料 藝術家的經歷、年表、文化背景等 

HOW 創作歷程 創作靈感來源、創作理念、創作過程等 

WHERE 創作場域 創作或展覽場域、地緣關係、地理環境等 

WHAT 作品呈現 畫作本身，包含色彩、線條、結構、造型元素、材質等 

WHEN 時間年代 創作或展覽時的時間年代，或是當時的時代背景 

WHY 傳達意涵 畫作所欲闡述的意涵與故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設計概念發展之初，可藉由以上方式擷取所需的設計要素，以利規劃後續

的設計架構。 

 

四、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設計轉換模式 

     

    當設計文創商品時，必須先探究解析其文化屬性，同時須尋求文化特色與產

品呈現之間有合理的轉換脈絡。由徐啟賢與林榮泰共同發表的〈文化產品設計程

序〉文中點出：在設計概念發想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不確定性，設計者不容

                                                
39 參照洪嘉勵，《美術館文化商品開發設計策略研究》，雲林科技大學工業設計所碩士論文， 
  2010，頁 31，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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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掌握，因此兩位提出如圖 2-4「文創商品的設計呈現探討」。  

 

圖 2-4：文創商品的設計呈現探討(徐啟賢與林榮泰教授整理) 

    以轉換（transfer）、轉變（transit）、轉化（transform）3 個層次的「設計思考

轉換」，說明設計師在進行文創商品設計時可運用的思考模式。 

轉換（transfer）：色彩及紋飾的瞭解與運用、材質運用搭配的創新、擷取整

體或局部的造形特徵、線條的強化或簡化、細節處理的取捨，構件的重組運

用等 

轉變（transit）：功用效能的保留引申、操作過程中的動作與各種形態、使用

的直覺聯想與便利安全性、靜止或動作時的變化軌跡、結構形式與搭配組合

等。 

轉化（transform）：文化特色中的特殊涵意、可以訴說的典故傳說、使用時

產生的心理感受、人們生活型態的呈現。 

 

    參照謝玫晃所提出藝術作品轉移至藝術文創商品設計的轉移模式：40 

「轉換」：僅就作品外在形狀、色彩、質感、線條、表面紋飾、細節處理或構件

組成等屬性，注入設計師巧思賦予美感，直接轉換設計。 

「轉變」：就功能性、結構性或結合關係等屬性進行考量，因賦予機能或解構藝

術作品元素，而產生物理轉變。 

                                                
40 謝玫晃，《藝術商品設計創新與營銷策略之研究》，雲林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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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由內在或心理著手，藝術家或其作品之精神和設計師的構思產生化學

轉化，擺脫藝術品原有形式。 

 

    謝玫晃並提出對應以上三種轉移模式，可分為以下三種形式法則： 

複製性：完整保留藝術品原來樣貌，僅變更若干美感呈現形式，接近直接複

製圖案於其上之藝術文創商品，為外在層次。 

解構性：將藝術品的蘊含元素進行拆解，但仍可觀看出是源自於哪件藝術作

品或其元素，屬中間層次。 

創新性：設計師萃取出藝術品或藝術家的創作精神，重新設計為創新形式藝

術文創商品，跳脫出原來藝術作品之樣貌，屬內在層次。 

 

    藉文創商品屬性與設計思考轉換模式的協助，幫助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思考

各個層次的應用，而不只是形態的模仿，或為紋飾的轉貼應用。 

 

圖 2-5：文創商品的設計思考轉換形式法則(本研究整理) 

 

五、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設計程序 

     

    林榮泰與徐啟賢於 2012 年又進一步發表了〈數位典藏應用於文化產品設計

加值之分析〉，文中歸納架構出「文創商品的設計轉換模式」，分為 5 個設計程序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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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文化特色：大量瀏覽文物資訊，將可吸引目標消費族群或具有獨特性的

文化特色，經由製成表格分析歸納其形制意涵。 

 

2. 連結產品脈絡：產品特性脈絡的編寫，以設計思考轉換的方式進行思考，列

成表格審視，尋求文化屬性與產品脈絡間合理的聯結關係。 

 

3. 挑選適宜概念：將想法及構思以表格的方式彙整，進行產品描述及設計概念

初步圖像化，再從眾多的文化特色分析與設計概念發想表格中，篩選出較佳

的文化特色設計轉換，並尋求設計時應著重的產品特性及訴求重點等。 

 

4. 進行設計發展：整合文化屬性、產品脈絡與設計訴求後，思索產品的設計轉

換與設計呈現，並藉由文字及草圖描述使設計概念具體化。 

 

5. 產出設計定案：以文創商品設計時所需考慮的產品屬性，審視討論產品的細

節及成熟度，將文化特色賦予合理的產品轉換呈現。設計定案前，在產品呈

現方面，可再依「設計思考轉換」，再次審視產品的細節及成熟度。 

 

    進行以上設計程序步驟的同時，還必須兼顧到消費者的認知與產品訴求等面

向，商品須符合消費者的需求，才有產出的價值，因此設計師在掌握了文化元素

的同時，要回過頭來發揮商品的使用功能與實用性，避免落入好看而不好用的窘

境！ 

 

    同時須配合消費者的喜好，如設定目標族群，從消費者的角度發想，設計師

將目標消費者的生活型態或特點，具體地描述出來，界定目標消費者族群的背景

後，以其生活當中使用文創商品的使用情境，也以文字或圖像的方式描述出來。

如以目標族群設定為年輕女性上班族為例，其個性及經濟狀況獨立自主，重視個

人形象、追求時尚的心態，可針對此類族群進行商品開發，如收納性質的提包、

個人飾品或配件等產品類型。 

 

    綜合以上研究歸納，對應至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整個設計架構，整理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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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設計轉換模式(本研究整理) 

 

六、畫作衍生文創商品設計策略 

 

    作品的造型結構、色彩、線條等元素是具體可觀察到的，藝術家的創作哲理、

作品的文化內涵與藝術精神則是抽象的概念，如果能將這些具體的與抽象的概念

透過創意、好的設計，轉化為可量產的實用產品，即是優質的文創商品！將學者

對文創商品的設計策略彙整如表 2-7。 

 

表 2-7：文創商品的設計策略整理 

學  者 文創商品的設計策略 

陳國政，2004 跨界合作、藝術授權、視覺活用、生活風尚 

蔡孟珊，200741 文化擷取（符號雙意性─指示義及暗示義）、符號轉化

（符號三類型─肖像、指示、象徵）、商品設計（直喻、

轉喻、類比、暗喻、諷喻） 

朱珮瑄，2008 主題形象、符號元素、功能轉化、藏品擬人化、意象

延伸 

                                                
41 蔡孟珊，《地方文化符號於文化商品設計過程中的轉化與運用－以雲科大工業設計系學生文化 

商品設計為例》，國立雲林科技大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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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芊緰，2009 意象連結、文化加值、身分證明 

林守襄，201042 形象識別、圖像複製、符號轉化、結合潮流、情感故

事、功能取向 

洪嘉勵，2010 形狀意象、色彩意象、材質延用、結構延用、圖文意

象 

林沁潁，201243 強化特殊性、主題性、造型萃取、原創性、美感體驗、

精緻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中洪嘉勵所提出的設計手法，列述如表 2-8，較貼近本文聚焦的藝術文創

商品類型，大抵由藝術作品衍生的文創商品皆不脫這類設計手法範疇。 

 

表 2-8：藝術文創商品實體化過程之設計手法 

設計手法 運用說明 

形狀意象 擷取藝術家或藝術作品之形狀與輪廓特徵，直接呈現，以產生設計識別。 

色彩意象 擷取藝術作品之色彩特徵，直接呈現，以產生設計識別。 

材質延用 擷取藝術作品之材質或質感特徵，改變或直接呈現，產生設計識別。 

結構延用 擷取藝術作品之結構或空間特徵，經轉化後呈現，產生設計識別。 

圖文意象 擷取藝術作品之圖文特徵或局部元素，經轉化或直接呈現，產生設計識別。 

資料來源：洪嘉勵整理。 

 

    在運用這些設計手法過程中，設計師應有一策略架構，將更有助於掌握與藝

術家或藝術作品的連結，進而強化其藝術文化的識別。 

 

    綜合以上，本研究歸納出以下畫作衍生文創商品之設計手法： 

 

直接複製法：以相同或相似的尺寸、材質或色彩複製畫作，傳達畫作的樣貌與藝

術性，屬於有助於藝術教育與生活美學推廣的文創商品，如複製畫，通常經過精

細的數位典藏過程，單價較高。 

 

符號元素法：擷取畫作上的代表性符號、特徵或局部圖像為元素，以應用圖形的

概念印製於商品上，是最常見的畫作衍生文創商品設計手法，文創商店中的商品

                                                
42 林守襄，《藝術衍生商品的設計策略》，實踐大學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43 林沁潁，《地方文化商品設計策略》，雲林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論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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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依此手法衍生而出，是具藝術性、美感與實用性的生活商品，有助於推廣生

活美學。 

 

圖像運用法：運用畫作中的圖像，加諸於一般實用的商品之上，以增加商品的美

感或藝術性，強化商品的視覺效果，為商品加值，使用這些用品時同時可欣賞藝

術之美。例如將畫作印製於電器用品上，更可突顯商品特色。 

 

功能轉化法：在不改變畫作原有的樣式原則下，按比例放大縮小，轉化其使用功

能，用其他材質製作，產生出新的實用性質與具備作品原型觀賞價值的商品。例

如藝術窗簾、藝術磁磚、藝術玻璃、畫作燈罩等。 

 

意象延伸法：以解析畫作的構成要素為基礎，包含畫作的構成原理、精神象徵、

時代背景、藝術家的創作理念與藝術哲理，重新設計開發具作品文化意涵的實用

性商品，這類商品已經跳脫畫作的視覺性，運用畫作的象徵性、特色、背景或藝

術家理念，將抽象的意涵轉化為具體的商品形式，延伸出全新的消費體驗。 

 

 

第三節   畫作衍生文創商品功能 

 

    博物館有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四大功能，隨著博物館質與量的多元成長，

博物館的功能也逐漸產生轉移，不再強調物件蒐藏的完善，而是加強藏品在研究

與教育方面之功能意義，關注焦點從「物」轉變成為「人」，博物館文創商品的

推出，正切合博物館此種轉變方向。而來自於博物館的營運壓力，必須力求多元

化的經營與發展，以博物館固有典藏資源或獨有特色開發文創商品，正是博物館

謀求多元管道增加收入的方法之一。 

 

一、博物館文創商品功能 

 

    前歷史博物館館長黃光男指出，一個良好的博物館文創商品經營，具有極大

的行銷傳達力量！文創商品可以滲透入觀眾的日常生活，讓博物館的訊息藉由文

創商品的運用，而持續的提醒觀眾博物館的存在，擴大對博物館展品的認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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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延續觀眾在觀賞展覽時的美好經驗，並可將冷硬的博物館學術知識，轉化成為

親近民眾生活的事物，提升觀眾的興趣與認識，達到教育與傳達博物館宗旨的目

的。 

 

    國內針對博物館文創商品之研究論文認為博物館文創商品可以打破藏品或

展品與觀眾的距離，扮演親近大眾的角色。44過去觀眾僅能被動地接受博物館提

供的資訊，但透過設計的發想與創意，擷取藏品或展品的文化特點融入到文創商

品中，以主動的方式促使展品與觀眾有直接、真實的接觸與交流，文創商品是活

化博物館藏品或展品的新途徑！ 

 

    此外，展品的內涵蘊含在商品中，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這些文創商品的同

時，使博物館經驗潛移默化地融入到生活中，這也是博物館展示教育功能的延伸。 

 

    博物館文創商品同樣也具有文化觀光的作用，亦即點出博物館文創商品可以

強化參觀博物館的感受經驗，建立起博物館與觀眾之間的良好關係，45而博物館

開發的文創商品是一個文化的載體，融合各方精華，可作為傳播文化的媒介，同

時博物館文創商品以豐富的文化資源為依託，具有實用、欣賞和收藏價值，是一

種具特色的旅遊紀念品，可促進旅遊文化的發展。 

 

    而博物館藉自己的收藏、展覽與優良形象來美化商品，吸引觀眾消費，獲得

的收益再回饋到博物館的營運，亦可幫助博物館的運作。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博

物館文創商品的開發目的，多在刺激觀眾的消費並增加展覽收入，對觀眾而言是

紀念品的代表，進而作為展覽資訊傳播的媒介，成為一種循環式的體驗經驗。46 

 

    開發設計博物館文創商品，應包括有形實體與知識、情感的增進與發掘，因

此不管博物館文創商品以何種形式存在，經過複製或是強調藝術品精神於一種凝

聚的意象裡，都是為了讓觀眾離開博物館時，可以在生活中擁有體驗藝術的真實

感，47並引發消費者再次回到博物館參觀的作用。 

                                                
44 陳珮文，《博物館文化創意商品之研究：以國立臺灣美術館為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 
   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45 朱珮瑄，《美術館衍生商品行銷策略》，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46 林守襄，《藝術衍生商品的設計策略》，實踐大學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47 黃光男，《博物館行銷策略》。台北市：藝術家，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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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博物館宗旨與綜合以上，我們可以歸納出「博物館文創商品」應具備以

下功能： 

 

表 2-9：「博物館文創商品」之功能 

功能 說明 

知識傳遞 成為傳播博物館藏品或展品知識的最佳載具。 

教育學習 作為直接或間接學習關於博物館學術領域的教育內容。 

美學推廣 推廣與培養生活中的美學品味。 

生活體驗 運用於生活中，體驗與感受藏品或展品之美。 

記憶延伸 讓觀賞展覽的美好記憶持續延伸，作為參觀紀念。 

經驗分享 作為參觀經驗與他人分享的媒介，進而間接傳播。 

推動消費 開發成實體商品，使觀眾得以消費與運用，增加博物館收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畫作衍生文創商品功能 

 

    將以上博物館文創商品應具備的功能移作開發「畫作衍生文創商品」也須達

到以下訴求： 
表 2-10：「畫作衍生文創商品」應具備之功能 

功能 說明 

知識傳遞 成為傳播藝術家創作理念與藝術知識的最佳載具 

教育學習 作為直接或間接學習藝術領域的教育內容 

美學推廣 推廣與培養生活中的藝術美學品味 

生活體驗 運用於生活中，體驗與感受藝術之美。 

記憶延伸 讓觀賞畫作的美好記憶持續延伸，可持續欣賞畫作之美。 

經驗分享 將喜愛的畫作風格分享予他人，進而間接傳播。 

消費運用 將畫作衍生成實體商品，得以消費與運用，促進藝術生活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行畫作衍生文創商品開發前，即需了解到這類文創商品應具備的多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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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僅以銷售收益為前提考量，無論是直接複製或是意象延伸，都可以藉此

欣賞與體驗藝術之美，進而促進藝術生活化。 

 

第四節  畫作衍生文創商品之特質 

 

    理想的博物館文創商品應具備前述知識傳遞、教育學習、美學推廣、生活體

驗、記憶延伸、經驗分享、消費運用等七個功能，同時也須了解消費者對於博物

館文創商品各項特質的重視程度。 

 

    茲將相關文獻探討「文創商品」所需具備特質之研究，整理如下： 

表 2-11：文獻探討「文創商品」所需具備特質之歸納 

學者 相關研究論述 特質歸納 

馮久玲，2002 文創商品所販賣的其實是故事中的感情 故事主題性 

徐啟賢，200448 特殊意涵、文化特質、質感、造形、故事性、色

彩 

獨特性、品質佳 

設計感、故事性 

鄭瑤婷，200549 文創商品延伸了過去的生活、文化與記憶，除了

實用性外，商品價值更包含了情境的塑造與文化

藝術專業知識的傳遞。 

紀念性、實用性 

知識傳遞 

黃婷淇，200650 文創商品應具備：文化傳遞、產品創新、優質品

質、設計美學、產品形象、紀念價值與流行趨勢 

教育性、富創意 

獨特性、品質佳 

設計感、象徵性 

紀念價值 

林榮泰，200951 文創商品是文化的、精選的、愉悅的、創意的 知識性、獨特性 

設計感、創意性 

劉維公，201052 文創商品須具備故事、意象、品味與生活價值等

元素，為消費者帶來豐富與強烈的體驗。 

故事主題性 

象徵性、實用性 

林沁潁，2012 在地關聯性、獨特性、故事性、紀念價值、原創

性、經驗分享、知識傳遞、國際化、永續性 

獨特性、故事性 

紀念價值 

創意性 

知識傳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8 徐啟賢，《以台灣原住民文化為例探討文化產品設計的轉換運用》，長庚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4。 
49 鄭瑤婷，〈文化產品研發與製作實例說明與討論〉，藝術廣場網站，2005。瀏覽日期：2014/5/8， 

http://www.art-mall.com.tw/shop.php?html=action6_2&Fid=13010&actionmode=6&Aid=1249 
50 黃婷淇，《文化轉化產品之設計發展模式--以海安路街道家具設計為例》，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 
   計學系碩士論文，2006。 
51 林榮泰，〈文化創意產品設計：從感性科技、人性設計與文化創意談起〉，《人文與社會科學簡 

訊》，11(1)，台北市：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2009，頁 32-41。 
52 劉維公，《風格社會》台北市：天下雜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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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將相關文獻探討「博物館文創商品」所需具備特質之研究，整理如下： 

 

表 2-12：「博物館文創商品」所需具備特質整理 

學者 相關研究論述 特質歸納 

陳國政，2004 

 

博物館文創商品具有推廣精緻文化與教育普及的

面貌。 

知識傳遞 

教育性 

黃婷淇，2006 文創商品應具備：文化傳遞、產品創新、優質品

質、設計美學、產品形象、紀念價值與流行趨勢 

教育性、富創意 

獨特性、品質佳 

設計感、象徵性 

紀念價值 

黃光男，200753 藝術文創商品除了具備實用功能性外，也需具備

知識情感的認知、增進與發掘，運用藝術品的精

華與特色，複製或強調藝術品的精神，在一種圖

形凝聚的意象中，讓觀眾在購買後離開美術館

時，可以在生活中擁有體驗藝術的真實感。 

實用性、象徵性 

知識傳遞 

紀念性 

具藝術價值 

收藏價值性 

朱珮瑄，2008   以具創意的設計為核心來發展文創商品，將博物

館的主題靈魂，化成兼具美感的實用性物品，除

了要將藝術品的獨特性活用外，還要發揮博物館

的教育功能。 

創意性、實用性 

獨特性 

具藝術價值 

教育性 

李如菁、何明泉 

，2009 

博物館文創商品應超越博物館紀念品的層次，而

將其視為是博物館在展示之外的另一種與觀眾溝

通的有力工具，傳達訊息的層次，除了所謂的「正

確知識」之外，應以更寬廣的視野來提升觀眾製

造意義與詮釋意義的能力。 

紀念性 

知識傳遞 

洪嘉勵，2010 生活體驗、教育學習、經驗分享、記憶延伸、知

識傳播、美學推廣、收藏價值、藝術氣質、故事

主題、情感、象徵、創意、差異化、精緻化、在

地語言、國際認同、獨有市場 

教育性、創意性 

知識傳遞 

收藏價值 

具藝術價值 

故事性、象徵性 

林守襄，2010 博物館文創商品是大眾文化的產品，更是精緻文

化的載具，具有文化與經濟價值，延續博物館展

示收藏的教育功能，更為博物館形象加分。 

知識傳遞 

收藏價值 

實用性、教育性 

紀念價值 

支涵郁，2011 博物館衍生商品開發需符合以下幾項要件：普遍

性、特殊性、稀有性、實用性、多元化、高質感、

以及故事性。 

合理價格 

獨特性、品質佳 

實用性、故事性 

收藏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設計師進行產品設計時，除了要提供消費者使用便利與舒適之外，產品定位

與消費的認知也是設計重點。實用性高、材質好、設計精美是現代產品設計最基

                                                
53 黃光男，《博物館企業》，藝術家，台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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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要求，而不只是要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功能而已，對於消費者購買時、使用時

的心境更需要模擬考量。消費者會購買博物館文創商品往往是在觀賞過展覽後，

因此這類文創商品必要符合該展覽的主題，足以象徵展覽主軸或展品的特性，要

能表現出展品的獨特性、藝術價值，同時需要延伸出展覽、藝術家或作品的故事

性，而商品本身所傳達出的文化意涵，即有知識傳遞與教育的作用在其中，當這

類商品具備以上特質符合了消費者情感需求之後，消費者才會購買作為紀念之

用，進而收藏。 

  

    融合文創商品設計以及博物館文創商品須具備的特質，我們可以整理歸納出

畫作衍生文創商品應具備以下十二項特質： 

 

表 2-13：「畫作衍生文創商品」十二項特質 

特質 
1 實用性高 

2 材質（品質）優 

3 設計精美 

4 具象徵性（藝術家或原作） 

5 具教育性 

6 富創意 

7 具故事性 

8 紀念性高 

9 藝術價值 

10 獨特性（差異化） 

11 知識傳遞 

12 收藏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當然，關於商品價格的高低也會是消費者的考量重點！因此，訂定這類文創

商品的價格範圍也須參照市場行情，價格的合理性必要考量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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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博物館特展文創商品案例分析 

    以世界知名博物館作為擇選研究對象，同時以其舉辦有藝術大師作品之國際

大展作為研究案例，並以分佈歐、美、亞三洲地域性分隔之國際大型博物館，在

同時期舉辦有藝術性大展作為研究案例。 

 

    本研究之案例分別擇選歐洲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達文西－米蘭的宮廷畫家

特展」、美洲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竇加與裸體特展」、亞洲故宮「新藝術‧烏托邦

─慕夏大展」。 

 

    此三大博物館歷年來皆舉辦有藝術大師的大型畫作性特展，達文西、竇加、

慕夏也都是世界知名的藝術大師，完全符合本研究屬性，此三大特展都針對展品

研發了相關衍生性文創商品，藉由此三實際案例，可了解國際大型博物館在特展

文創商品上的開發策略。 

 

第一節  個案博物館與特展簡介 

一、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英國為最早發展文創產業之國家，其文創產業之產值已為英國第二大產業，

可見其在文創產業之耕耘，而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為英國最重要的博物館之一，

主要收藏歐洲 13 世紀到 19 世紀的畫作，畫作收藏盛豐，收藏超過 2300 幅畫作，

許多著名的畫作如達文西、拉斐爾等文藝復興巨匠的作品，哥雅、委拉斯蓋茲充

滿熱烈情思的畫作，莫內、塞尚、梵谷的「向日葵」皆收藏在此，每年有超過五

百萬的觀眾到訪。 

 

    館內有專責的部門負責館內文創商品研發，我們可以從其年報中所揭示的年

度收入來源（圖 3-1）看出，博物館文創商店的銷售收入佔比將近 80％，可見其

館內文創商品的規模！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的線上商店資訊亦皆有完整的文創

商品介紹，品項相當多元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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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 2012~2013 年度收入分析 
                 (資料來源：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 2012~2013 年報) 

    「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米蘭的宮廷畫家特展」是英國倫敦國立美術

館近 10 年來策劃最為盛大的特展，該館向收藏有達文西重要畫作之世界各大博

物館包括俄羅斯、法國、梵蒂岡等地啟動國際借展，共展出 93 件達文西的作品，

以達文西在米蘭時期的創作，依年代、創作類型與代表性作品分成七個主題展出。 

 

    許多的展覽都以展示達文西作為一個發明家、科學家或製圖員的角色作為展

覽主軸，而這是第一個以其為藝術家身分的專門畫展。作為一個畫家，達文西的

目的是說服觀眾，尤其是他精湛的肖像，渴望創造美的理想，在他的宗教作品中，

傳達出一種凜然的神秘感。在展覽的最後部分，將達文西著名的畫作「最後的晚

餐」作全面複製，並將「最後的晚餐」所有倖存的草圖一同呈現，讓觀眾充分了

解這幅大型繪畫當初是如何設計與創作的。 

 

 

圖 3-2：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網站「達文西－米蘭的宮廷畫家特展」網頁 

http://www.nationalgallery.org.uk  (2011/12/12 瀏覽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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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官網上也為該特展設置專屬網頁介紹，並針對該展展品研發諸多衍生性

文創商品，每一項文創商品也都有清楚的網頁介紹！  

 

二、美國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擁有百年歷史的波士頓美術館是全美第二大博物館，僅次於大都會博物館，

收藏十分豐富，收集有近 45 萬件藝術作品，每年有超過百萬名觀眾到館參觀。

同時為「世界博物館賣店協會」(MSA)之一員，有專責單位進行相關文創商品研

發與文創商店經營，美術館線上商品的文創商品資訊亦清楚完整。 

 

    我們可以從其歷年來的年報資料中的財務收入比較報表發現，每年波士頓美

術館的文創商品銷售可創造超過五百萬美元的收入，可知該館在文創商品開發上

的著力！ 

表 3-1：波士頓美術館 2009~2013 年度營運收入比較報表 

 
 資料來源：波士頓美術館 2012~2013 年報(本研究製表) 

     

    波士頓美術館於 2011 年底與法國奧賽美術館合作，展出印象派大師竇加

（Edgar Degas）從 19 世紀中到 19 世紀末各時期的作品，共展出 160 件竇加的作

品，特別是裸體題材，匯集了上百位由竇加所創作的裸體女人畫作、素描、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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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彩和青銅雕塑，呈現竇加所追求的瞬間人體之美，以及探討裸體形象創作。展

覽期間並以該特展主題設立專屬網頁介紹，並研發許多相關文創商品，而每一項

商品皆有詳細的說明！ 

 

 

圖 3-3：波士頓美術館網站線上商店網頁 http://www.mfa.org  (2012/1/1 瀏覽擷取) 

 

 
三、國立故宮博物館（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故宮為國內發展博物館文創商品的先鋒，也是博物館商品開發最完善的範

例，其文創商品有專責單位負責，「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統籌商品產製事宜，

以委外的方式與廠商合作開發，並請「員工消費合作社」辦理商品的銷售業務。

根據故宮 2013 年年報紀錄，一年與故宮合作開發文創商品的商品品項就高達

2118 種，銷售超過 2 百多萬件，營業額高達 4 億 6 千 5 百多萬，54這尚不包括對

外授權製作的部份，足見商機之大。 

 

    不過如以國際特展形式與故宮合作展出，這類文創商店的管理與文創商品的

開發，就不在故宮的管理之內，故宮主為審查監督性質，相關展覽與衍生商品事

宜皆為策展單位負責。 

 

    「新藝術‧烏托邦─慕夏大展」，展出新藝術大師慕夏的繪畫、海報、家具、

工藝、設計等各類作品，共展出 178 件作品，依慕夏創作歷程，分六大主題：巴

                                                
54 參考自國立故宮博物院 102 年年報，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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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發跡的波希米亞人、「慕夏風格」創立者、享譽國際的名人藝術家、深具宗教

情懷的慕夏、熱愛祖國的慕夏、具哲學家特質的藝術家來規劃展場。  

 

 

圖 3-4：「慕夏大展─新藝術．烏托邦」活動官網 http://www.muchaart.com.tw 

 

    慕夏（Alphonse Mucha）這位捷克知名藝術家，不僅是新藝術裝飾風格的代

表人物，他將許多日常生活用品、家具、玻璃工藝的造形提昇至藝術境界，也設

計過室內、海報、餐館菜單，被稱為商業設計的始祖。這種讓藝術走入生活的方

式，也可說是百年前的文創始祖！ 

 

    慕夏的作品充滿綿密驚人的構圖，擅長以大量花卉及植物的圖案，搭配各種

元素，炫麗的華服、珠寶、阿拉伯紋飾及繁複的輪廓線條，使得作品富含裝飾氣

息，其中，美麗的女體、裝飾性的花朵、流水般的長髮，以及顏色鮮豔和諧的色

彩運用，都使慕夏畫作獨具迷人丰采！這樣的作品自然是開發為衍生商品的好對

象，因此本展覽所開發的衍生文創商品類型眾多。 

 

    在展覽期間，策展單位同樣為該展覽設置有專屬官網與粉絲團，併同開發的

文創商品也一併於官網上介紹與銷售，就國內大型特展官網來說，這是極少有的

情形，一般多只是展覽訊息、活動，以及媒體報導的宣傳發佈，少有商品的介紹

與銷售！ 

 

    本展所開發的文創商品品項繁多，最顯著的現象便是展覽外的文創商店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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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潮眾多，可見慕夏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魅力！ 

    將此三大博物館所舉辦的三大特展之展覽特色做列表比較，如表 3-2 所示。 

 

表 3-2：達文西、竇加、慕夏畫作特展比較表 

特展名稱 
達文西－ 

米蘭的宮廷畫家特展 
竇加與裸體特展 新藝術‧烏托邦─ 

慕夏大展 

展出時間 
2011 年 11 月9 日- 2012
年 2 月 5 日 

2011 年 10 月 9 日-2012 
年 2 月 5 日 

2011 年 6 月 11 日-2011 
年 9 月 12 日 

展出地點 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故宮博物院 

展覽簡介 

許多展覽都在展示達

文西作為一個發明

家、科學家或製圖員，

這是第一個以其為藝

術家身分的專門畫

展。作為一個畫家，達

文西的目的是說服觀

眾，尤其是他精湛的肖

像，渴望創造美的理

想，在他的宗教作品

中，則傳達一種凜然的

神秘感。 

展出印象派大師竇加

從 19 世紀中到 19 世紀

末各時期的作品，特別

是裸體題材，竇加探討

瞬間的人體之美。 

台灣為《新藝術‧烏托

邦-慕夏大展》亞洲巡

迴展首站，展出新藝術

大師慕夏的繪畫、海

報、家具、工藝、設計

等各類作品，他是商業

設計的始祖，正是從百

年前即展開藝術、設

計、生活美學等跨領域

創作的啟蒙特展。 

展場規劃 

展出 93 件達文西作

品，以達文西在米蘭時

期的創作，依年代、創

作類型與代表性作品

分成七個主題展場展

出。  

展出 160 件竇加的作

品，匯集了上百位由竇

加所創作的裸體女人

畫作、素描、版畫、粉

彩和青銅雕塑。以及探

討裸體形象創作。 

展出 178 件作品，依慕

夏創作歷程，分六大主

題：巴黎發跡的波希米

亞人、「慕夏風格」創

立者、享譽國際的名人

藝術家、深具宗教情懷

的慕夏、熱愛祖國的慕

夏、具哲學家特質的藝

術家規劃展場。 

展場設計 

在展覽的最後部分，將

達文西著名的畫作「最

後的晚餐」作全面複

製，並將「最後的晚餐」

所有倖存的草圖一同

呈現，讓觀眾充分了解

依竇加之創作歷程，各

時期分別展示，展出其

特色畫作、蠟筆畫、素

描、版畫，以及雕塑等

作品。 

特別加入電子媒體兒

童互動區，寓教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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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大型繪畫如何設

計與執行。 

網站形式 

以線上導覽、個別線上

專家解說影片，介紹藝

術家及其畫作。 

以線上導覽與多媒體

方式介紹，並結合行動

影音推廣。同時做線上

粉彩和版畫技術介紹 

以「特展部落格」募集

方式吸引消費者專文

介紹，並有相關活動影

音播放，加深參觀印

象。 

行銷活動 

以首度大規模國際借

展方式，完整呈現達文

西罕見且尚存的畫作

為號召。採預購售票方

式，創造獨特性吸引觀

眾注意。並與週邊商家

結合，延伸出達文西菜

單。 

提供觀眾、團體特別優

惠方案與價格，並結合

飯店套票。 
導入討論「裸體」的新

聞事件，以引起關注。 

與時尚結合為活動造

勢，推出「慕夏女神選

拔賽」、流行時尚服裝

設計賽，以及舉辦慕夏

風文創商品設計賽，將

慕夏風格實際衍生創

新。同時推出送機票活

動，吸引民眾參與。 

教育推廣 

舉辦講座、表演活動、

午間座談會、討論會、

音樂會、演講，內容囊

括其時代的音樂、舞

蹈、人物等介紹，活動

性質十分多元。 

舉辦講座、座談會，推

動教育活動，依年齡層

開立個別繪畫課程，並

請來藝術家示範裸體

寫生，富學術性、教育

意義。 

舉辦專題講座與多元

教育推廣活動。 

特展商品 

製作專屬特展商品與

專區，品項類型豐富多

元，並匯集眾家關於研

究達文西之書籍。 

品項較少，多以複製品

為主。 
網站、展場皆大幅呈現

商品，極盡平面印刷之

能，品項眾多，商業氣

息濃厚。 
本研究製表 

 

    一個良好的特展規劃，對於博物館具有極大的行銷傳播力量，展覽活動與文

創商品可以滲透入觀眾的日常生活，擴大對博物館展品的認知，同時延續觀眾在

觀賞展覽時的美好經驗，並可將艱澀的藝術知識轉化成為親近民眾生活的事物，

提升觀眾的興趣與認識達到教育目的。國外博物館在特展活動規畫與文創商品開

發上十分重視教育功能也較為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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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特展文創商品分析 

 

一、個案特展文創商品品項分析 

 

    自「達文西－米蘭的宮廷畫家特展」、「竇加與裸體特展」、「新藝術‧烏托邦

─慕夏大展」三大特展之專屬網頁所呈現的文創商品做整理列示（如附錄一），

觀察分析此三案例所開發之文創商品品項，整理歸納如表 3-3 

 

表 3-3：三案例所開發之文創商品品項歸納 

 

              文創商品類型 

博物館特展 
雅仕 

文具 

生活 

用品 

家庭 

裝飾 

服裝 

飾品 

複製性

商品 

視聽 

出版品 

其他 

(食品) 

達文西－米蘭的宮廷畫家特展 ● ● ● ● ● ●  

竇加與裸體特展 ● ●  ● ● ●  

新藝術‧烏托邦─慕夏大展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藝術家屬性與風格的不同，所衍生之文創商品類型多寡不一。達文西身兼

畫家、科學家與發明家身份，因此衍生出的文創商品類型較多元；竇加較以特定

對象創作，如女性裸體、芭蕾舞者等，衍生出的文創商品品項相對較少；慕夏是

新藝術大師，作品裝飾性濃厚，具平面設計概念較易發揮，因此衍生出的商品品

項眾多，特別是食品類的包裝，這與慕夏本身為商品包裝的商業設計相呼應，但

在品項上是極盡平面印刷之能，較無造型創意。 

 

 

二、個案特展文創商品設計層次 

 

    藉由前章論述出的畫作衍生文創商品之三設計層次，再簡略製成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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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畫作衍生文創商品之三設計層次 

文化 
空間 

文化 
層次 

文創商品 
屬性 

畫作衍生文創商品 
三層次 

(形體) 

外在層次 

有形的 

物質的 

包括色彩、質感、造形、表面

紋飾、線條、細節處理、構件

組成等 

畫作的形貌、色彩、線條、裝

飾與藝術家創作的材料、識別

符號等 

(行為) 

中間層次 

使用行為的 

儀式習俗的 

涵蓋操作性、安全性、功能

性、使用便利、結構性、結合

關係等 

功能、包裝、使用機能、傳播

藝術知識、美感教育、收藏、

美學推廣、回憶紀念 

(心理) 

內在層次 

意識型態的 

無形精神的 

包涵產品有特殊涵意、產品是

有故事性的、產品是有感情

的、產品具文化特質的等 

藝術家或畫作的創作哲理、創

作歷程、文化內涵、故事性、

藝術氣質與象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我們將三個案特展所開發出的畫作衍生文創商品，依據其所具備的三設計層

次之具體商品整理如表 3-5： 

 

表 3-5：三個案之畫作衍生文創商品三設計層次整理 

畫作文創商品三層次 達文西特展商品 竇加與裸體特展商品 新藝術慕夏特展商品 

  
 

領帶 
(尺寸:150 ㎝) 

收納包 
(尺寸:11.5×7.5 ㎝) 

馬克杯 
(尺寸:7×12 ㎝) 

畫作的形貌、色彩、

線條、裝飾與藝術家

創作的材料、識別符

號等 

（外在層次） 
形貌複製 形貌複製 形貌複製 

   

名片夾 

(尺寸:9.3×5.7×0.8 ㎝) 

拼圖 

(尺寸:12.5×16.8×0.6 ㎝) 

薰香座(尺寸: 座:3×8.4 ㎝

圓台直徑 9.3 ㎝) 

功能、包裝、使用機

能、傳播藝術知識、

美感教育、收藏、美

學推廣、回憶紀念 

 

（中間層次） 

傳播知識 遊戲功能 使用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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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特魯威人雕像 
(尺寸:22×22×4.5 ㎝) 

舞者雕像 
(尺寸:高 43 ㎝) 

小海報 
(尺寸:50×180 ㎝) 

藝術家或畫作的創作

哲理、創作歷程、文

化內涵、故事性、藝

術氣質與象徵。 

（內在層次） 
理想的人體美 探索表現人體可能性 延續海報創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個案特展文創商品設計手法 

 

    藉前章所論述，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設計手法有：直接複製法、符號元素法、

圖像運用法、功能轉化法以及意象延伸法。 

 

    縱觀「達文西－米蘭的宮廷畫家特展」、「竇加與裸體特展」、「新藝術‧烏托

邦─慕夏大展」此三特展所開發出之畫作衍生文創商品，藉以上五種設計手法進

行分析，其共同的設計手法可以歸納如表 3-6。 

 

表 3-6：三特展個案共同設計手法歸納 

直接複製法：以相同或相似的尺寸、材質或色彩複製畫作，傳達畫作的樣貌與藝術性，

屬於有助於藝術教育與生活美學推廣的文創商品。 

達文西特展商品 竇加與裸體特展商品 新藝術慕夏特展商品 

 

(尺寸:28.5×35 ㎝) 

 

(尺寸:34×41.9 ㎝) 

 

(尺寸:50×180 ㎝) 

複製畫 小複製畫 海報吊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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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運用法：運用畫作中的圖像，加諸於一般實用的商品之上，以增加商品的美感或藝

術性，強化商品的視覺效果，為商品加值，使用這些用品時同時可欣賞藝術之美。 

達文西特展商品 竇加與裸體特展商品 新藝術慕夏特展商品 

 

(尺寸:30×10 ㎝) 

 

(尺寸:12.7×18 ㎝) 
 

(尺寸:17×20 ㎝) 

桌曆 卡片套組 藏書票書籤 

 

功能轉化法：在不改變畫作原有的樣式原則下，按比例放大縮小，轉化其使用功能，用

其他材質製作，產生出新的實用性質與具備作品原型觀賞價值的商品。 

達文西特展商品 竇加與裸體特展商品 新藝術慕夏特展商品 

 

(尺寸:65.5×47.5 ㎝) 

     

(尺寸:2×3 ㎝) 

 

(尺寸:18×18×1.5 ㎝) 

茶巾 別針 慕夏磁磚熱墊 

符號元素法：擷取畫作上的代表性符號、特徵或局部圖像為元素，以應用圖形的概念印

製於商品上，是具藝術性、美感與實用性的生活商品，有助於推廣生活美學。 

達文西特展商品 竇加與裸體特展商品 新藝術慕夏特展商品 

 

(尺寸:180×51 ㎝) 

 

(尺寸:35.5×29×10 ㎝) 

 

(尺寸:6.2×6.8×0.8 ㎝) 

絲巾 手提包 鏡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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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延伸法：以解析畫作的構成要素為基礎，包含畫作的構成原理、精神象徵、時代背

景、藝術家的創作理念與藝術哲理，重新設計開發具作品文化意涵的實用性商品。 

達文西特展商品 竇加與裸體特展商品 新藝術慕夏特展商品 

 

(尺寸:15.5×15.5 ㎝) 

       

(尺寸:高 50.5×㎝) 

 

(尺寸:21×30 ㎝) 

達文西名言賀卡 

(傳遞達文西理念) 

舞者雕塑 

(延續竇加對表現人體的努力) 

不織布桌墊 

(轉化慕夏擅長的裝飾性線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個特展文創商品在設計層次上都兼具了外在、中間、內在層次，僅是品項

多寡的不同，不過觀察各個展覽文創商品品項，慕夏特展文創商品較重外在層

次，多是畫作形貌、裝飾的運用，竇加特展文創商品較重中間層次，在使用機能、

紀念性、藝術知識傳遞上運用較多，達文西特展文創商品可說是三層次都平均兼

顧，也重視傳達藝術家的創作哲理等內在層次。 

 

    在設計手法上，三個特展都運用到了直接複製法、符號元素法、圖像運用法、

功能轉化法以及意象延伸法。達文西特展文創商品所開發的品項較為豐富多元，

運用的手法皆具備，而竇加特展文創商品則較多運用到符號元素法與功能轉化

法，慕夏特展商品則明顯多運用到直接複製法、符號元素法以及圖像運用法，造

型轉換巧思較為缺乏。 

 

第三節  個案特展文創商品特質比較分析 

 

    在前章已經彙整出畫作衍生文創商品應具備：實用性、材質優、設計精美、

象徵性、教育性、富創意、故事性、紀念性、藝術價值、獨特性、知識傳遞，以



 

 52 

及收藏價值等十二項特質。 

 

    我們邀請 15 位從事藝術設計相關領域的人士與 15 位一般展覽消費者，針對

此三大特展所衍生的文創商品進行以上特質的問卷調查，試著從專業人士與一般

消費者的角度分析比較出此三大特展文創商品的差異。 

 

一、問卷設計與調查程序 

 

    本問卷在執行之前，皆已事先確認過 15 位專業人士之相關背景與目前從事

的行業或工作，皆與文化、藝術、設計領域相關，55也為求客觀，其中也延請開

發文創商品相關之設計師作為受訪對象。首先，請受訪者針對特展文創商品所應

具備的特質進行問卷填寫，接著，依據問卷附件所提供的三大特展文創商品圖（同

附錄一）進行觀察，再進行個別特展商品問卷的填寫。 

 

    相關問卷的整體架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為受訪人士的基本資料，包括性

別、年齡、學歷、專業、年收入、職業、居住地，以確認樣本的代表性，提高問

卷調查的可信度。第二部份將三大特展文創商品所具備的特質個別以七點式李克

特量表（Likert scale）56分別列示，藉以來檢視受訪者對於這些展覽文創商品在設

計上所呈現之特質的認同程度。57 

 

二、問卷結果分析 

 

（一）藝術設計相關人士與一般消費者對特展文創商品各項特質重視程度分析 

 

    透過問卷調查發現，藝術設計相關人士對於特展衍生文創商品各項特質的重

視程度，依序分別為表 3-7 

 

 

                                                
55 詳附錄二。 
56 七點式李克特量表是：很不同意、頗不同意、稍不同意、沒意見、有點同意、相當同意、 
   非常同意。 
57 問卷內容同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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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藝術設計相關人士對特展文創商品各項特質重視程度 

藝術設計相關人士 

重視程度 
特質 

1 設計精美 

2 富創意 

3 材質佳 

4 具象徵性 

5 紀念性高 

6 藝術價值 

7 具故事(主題)性 

8 獨特性 

9 有收藏價值 

10 實用性高 

11 知識傳遞 

12 具教育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問卷調查，發現一般消費者對於特展衍生文創商品各項特質的重視程

度，依序分別為表 3-8。 

 

表 3-8：一般消費者對特展文創商品各項特質重視程度 

一般消費者 

重視程度 
特質 

1 具故事性（主題性） 

2 設計精美 

3 材質（品質）佳 

4 具象徵性（藝術家或原作） 

5 富創意 

6 獨特性（差異化） 

7 紀念性高 

8 有收藏價值 

9 實用性高 

10 知識傳遞 

11 藝術價值 

12 具教育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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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藝術設計人士與一般消費者對特展商品特質重視程度之折線圖 

 

    從以上折線圖可看出，一般消費者與藝術設計相關人士對於博物館特展文創

商品各項特質的重視程度，趨勢方向大致相似，大家對特展文創商品在創意、品

質與設計力上都有很高的期許！ 

 

    作為文創商品屬性，自然須重視其設計與創意，並必要創造出差異化的獨特

性，而博物館特展有其針對特定性，以特定藝術家或對象為主題，因此博物館特

展文創商品首要即需符合其故事主題性與象徵性。 

 

    特展文創商品原本即具有消費者觀賞展覽後延續展覽經驗之作用，當然需要

有其紀念性與收藏價值；特展商品衍生自藝術作品，也必要講求其藝術價值，但

頗為意外的是，特展文創商品在實用功能上似乎已是次要的重點。 

 

    此外，在博物館所強調的教育學習與知識傳遞的功能上，也非消費者與藝術

設計人士所強調的特質，畢竟展覽中多有專書或圖錄詳細介紹藝術家與其藝術作

品，要能在文創商品中將藝術專業知識展現出來相對作用較低。 

 

    從圖 3-5 中，也可看出一般消費者與藝術設計專業人士對特展商品重視特質

的些微差異，一般消費者最重視故事主題性，而藝術設計人士則著重在設計創意

上，在實用性的重視程度上一般消費者也高過藝術設計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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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設計相關人士與一般消費者對三大特展文創商品所具備特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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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藝術設計相關人士對三大特展文創商品具備特質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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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一般消費者對三大特展文創商品具備特質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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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一般消費者與藝術設計人士對「達文西特展文創商品」具備特質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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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一般消費者與藝術設計人士對「竇加特展商品」具備特質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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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一般消費者與藝術設計人士對「慕夏特展商品」具備特質折線圖 

 

 

    從以上折線圖分佈可知，三大特展所開發的文創商品中，達文西特展商品無

論在藝術設計相關人士或一般消費者心中都具有比較高的評價，儘管仍低於對特

展文創商品特質的期待，但其商品類型卻較符合特展文創商品的特質，幾乎所有

的特質皆含括，雖然在創意與獨特性方面仍稍嫌不足，但在品項的多元上可看出

博物館在開發文創商品上的用心，充分表現這位藝術家的創作特質，同時將達文

西在發明、科學領域以及人體解剖學上的貢獻也一併呈現。 

 

    三個特展所衍生的文創商品在教育性與知識傳遞特質上較不高，不過在達文

西特展商品中，有大量教學式題材與研究達文西的著作相當豐富，在教育性質上

十分濃厚，誠然符合博物館在教育與研究宗旨。竇加特展所開發的文創商品大多

能充分表現展覽主題與藝術家的特色，追求人體曲線的完美呈現，但開發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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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重複性也較高，在文創商品品項的開發上仍有相當大的空間。 

 

    慕夏特展商品除較符合實用性與象徵性外，其創意與設計皆相當不受肯定，

這雖然與藝術家本身作品的特質有其關係，多為平面創作的發揮，在文創商品設

計也就較偏重視覺效果，但其在教育性與知識傳遞上評價甚低，未能將藝術家的

創作精神傳遞出來，甚為可惜。 

 

（三）三大特展文創商品特質綜合比較 

 

    再將一般消費者與藝術設計人士對此三特展進行綜合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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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消費者評價達文西特展商品
一般消費者評價竇加特展商品
一般消費者評價慕夏特展商品
藝術設計人士評價達文西特展商品
藝術設計人士評價竇加特展商品
藝術設計人士評價慕夏特展商品

圖 3-11：一般消費者與藝術設計人士對三大特展商品具備特質綜合折線圖 

 

    根據以上折線圖結果顯示，國外博物館在開發特展文創商品上的努力，品項

較為多元而豐富，也較為注重教育功能，相信這與由館內組織自行開發生產有絕

對性的關係，較能掌握藝術家與作品特色及博物館的宗旨。總體評價上國外博物

館所開發的特展文創商品明顯高過國內特展所開發的文創商品！ 

 

 

小  結 

 

    從前兩節折線圖分佈中，可察覺到一般消費者與藝術設計人士對特展商品所

需具備特質在認知程度上仍有差異，一般消費者主要為展覽而來，所以最重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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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題性，而藝術設計人士則較重視設計創意方面，較注意符合其本業上的特

質。另外，對於竇加特展商品的特質評價，一般消費者與藝術設計人士在觀點上

也有明顯差異，藝術設計人士對竇加特展商品的每一項特質評價均明顯高過一般

消費者的觀感，可見在設計端與消費者端在認知上仍有明顯落差，這是設計師在

進行特展文創商品開發時須特別注意的。 

 

    而藉由以上的案例，就整體而言，國外博物館商品設計師涉入程度較高，設

計概念與手法的運用讓商品類型多樣、品項豐富，雖然仍多是以主體形象、符號

元素表現為主，但商品呈現樣態較具美感，也富創意。 

 

    國外博物館明顯在設計面向上展現優勢，設計師對於展品具一定程度的瞭

解，不侷限商品呈現樣態，從展品圖樣應用，乃至於擷取展品的特色元素、文化

意涵作為設計的基礎，重新打造出具美感、多樣性的商品。 

 

    研究者指出「展品詮釋層次的深淺會影響消費者感動程度的多寡。」58文創

商品若能敘述故事，能提高消費者對商品認同的價值以及購買慾，設計師對於商

品的涉入程度愈深，文創商品的故事性就愈豐富，故事能讓商品的優點及價值轉

換為情感因素，連結消費者的參觀經驗。 

 

    反觀國內所舉辦的慕夏特展，在商品開發上品項類別數量最多，而除了實用

性之外，在一般消費者與藝術設計人士大多數的特質評價上皆最低，明顯看出慕

夏特展文創商品十分缺乏創意與設計性，實有違慕夏—新藝術大師之名，慕夏是

商業設計的始祖，也是百年前文創美學的先驅，以其作品延續開發的文創商品更

需符合其創作精神。 

 

    在慕夏特展商品特質調查中惟有「實用性」評價最高，這也突顯出台灣目前

特展商品的一般現象，多是實用器物上的外觀複製，在進行畫作類特展文創商品

的設計開發上，實需針對此現象做大幅度改進。 

 

 

                                                
58 朱珮瑄，《美術館衍生商品行銷策略》，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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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北市大型特展文創商品案例分析 

 

    本章以近年來台北市地區博物館舉辦的大型畫作類特展設立有文創商店、開

發有文創商品之個案進行研究，擇定同時期於 2013 年中國時報與史博館所舉辦

的「女人‧小鳥‧星星─米羅特展」，以及聯合報系與故宮舉辦的「幸福大師─

雷諾瓦與二十世紀繪畫」兩個以藝術家為主題、以畫作為主要展品的展覽作為研

究，試從觀眾的角度出發，藉以了解觀眾對於展覽與其衍生文創商品連結度的認

同感與接受程度。 

 

第一節  「幸福大師─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及其文創商品簡介 

 

一、「幸福大師─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簡介 

 

    「幸福大師─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是台灣首次以雷諾瓦

(Pierre-Auguste Renoir)為主題的大型畫展，是由聯合報系與故宮博物院共同主

辦，於 2013 年 5 月 25 日至 9 月 8 日在故宮圖書文獻大樓展出，共展出 65 件作

品，展品主要來自日本箱根的 POLA 美術館，由 POLA 美術館策畫，除該館的

53 件收藏，還包括來自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華盛頓國家畫廊、法國的龐畢度中

心及里摩日美術館、日本的東京富士美術館、茨城美術館、琦玉縣立近代美術館

及北九州市立美術館等共 12 件雷諾瓦作品。 

 

    此次展出的作品中，雷諾瓦畫作有 28 件，另外還展出深受雷諾瓦影響的畢

卡索、馬諦斯、杜菲、奇斯林、羅蘭桑、凡東榮、波納爾、拉普拉德、馬約爾等

9 位畫家的 37 件作品，堪稱重量級繪畫展覽。 

 

    展場規畫為六大主題，包括「戴帽女子」、「花卉」、「女人」、「田園與音樂」、

「身體表現」及「法國南部和地中海」，探討雷諾瓦所創造的繪畫世界，如何延

續並傳承給新的世代。 

 

    雷諾瓦有「幸福畫家」稱號，是印象派中唯一以人物肖像著稱的畫家，儘管

晚年飽受病痛磨難，但仍執著創作美的事物。在他的藝術生涯後期以田園牧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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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描繪女性，就像是在自我的人生樂園裡追求美麗動人的詩篇、歌頌人體的

美感。 

 

二、「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衍生文創商品品項設計分析 

 

    本展相關文創商品的開發同樣僅由主辦單位聯合報系所主導，故宮僅是監督

單位，而由於展品多授權自日本 POLA 美術館，在相關展覽商品開發上日方有相

當嚴格的合約限制，因此未能取得相關資料，僅能以現場觀察及從觀眾的角度出

發。 

 

    在本展文創商店中一般特展中必然會看到的基本商品品項與款式，在本展中

同樣具備，而展品除主角雷諾瓦的作品外，還有眾多著名畫家如畢卡索、馬諦斯

的精采之作，由於是畫作性的展覽，在文創商品開發上仍是圖像極大化的表現，

大量運用在日常生活用品的外觀美化上。 

 

    同樣試將「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所開發的文創商品依據畫作衍生文創

商品的設計手法：直接複製法、符號元素法、圖像運用法、功能轉化法以及意象

延伸法，進行檢視列表。 

表 4-1：「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衍生文創商品設計手法整理歸納 

直接複製法 複製品 

 

將雷諾瓦畫作以相同或相似的尺

寸、材質或色彩複製畫作，傳達畫作

的樣貌與藝術性，屬於有助於藝術教

育與生活美學推廣的文創商品。 

複製畫 (尺寸:103.5×84 ㎝含框) 

符號元素法 生活用品 

 

擷取畫作上的代表性符號、特徵或局

部圖像為元素，以應用圖形的概念印

製於商品上，是具藝術性、美感與實

用性的生活商品，有助於推廣生活美

學。 傘 (尺寸:直徑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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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運用法 生活用品 

 

運用畫作圖像加諸於一般實用的商

品之上，以增加商品的美感或藝術

性，強化商品的視覺效果，為商品加

值，使用這些用品時同時可欣賞藝術

之美。 卡套 (尺寸:8×11 ㎝) 

功能轉化法 雅仕文具 

 

  

在不改變畫作原有的樣式原則下，按

比例縮小，轉化其使用功能，用其他

材質製作，產生出新的實用性質與具

備作品原型觀賞價值的商品。 

畫作磁鐵(尺寸:5.5×8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圖片引用自「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官網 http://renoir.ishow.udn.com） 

 

    雷諾瓦是印象派中最擅長描繪女性的畫家，他熱中描繪浴女、裸女等不同女

性形象之美，他認為這是人體最美的境界、最自然的表現，其描繪的背後是一種

對純真的嚮往。所以他的畫作風格最大特色就直接在這些畫作裡，直視他的畫作

自然產生一種幸福之感，呼應到「幸福大師」這個展覽主題。因此，由他畫作所

衍生的文創商品在設計手法上有直接複製法、符號元素法、圖像運用法，以及功

能轉化法，卻少有意象延伸的設計手法，因為這個意象已經在每一位觀賞他畫作

觀眾的心中！ 

 

三、從觀眾角度看「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文創商品特質 

 

（一）問卷設計與調查程序 

    問卷的整體架構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為受訪對象的基本資料，包括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職業、年收入，以及看展頻率，以確認樣本的代

表性，了解特展觀眾的結構，也藉此觀察博物館特展趨勢。第二部份將特展文創

商品所應具備的特質個別以七點式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分別列示，來檢視

觀眾對於這些展覽文創商品在設計上所呈現之特質的認同程度。59並將原特質中

                                                
59 詳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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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傳遞」與「教育性」納為同一「教育性」特質，並加入「這類商品會使

您提高參觀度」的子題，藉以觀察展覽本身與衍生文創商品間的關連程度。 

 

    本研究問卷主要發放時間為 2013 年 9 月 7、8 日，發放時間為上午 9 點開館

至下午 5 點閉館的兩個全天，對象為參觀過「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及其文

創商店的觀眾，以人工方式隨機邀請進行問卷填寫 ，計畫收集 500 份問卷，以

提高問卷調查的可信度。 

 

    兩日於故宮中庭台階執行問卷受訪邀請，執行問卷期間正為該展即將閉展之

最後一個週末，參觀人數眾多，確實回收到有效問卷數量 500 份 。 

 

（二）問卷資料分析 

1. 性別分析：明顯女性多於男性，女性觀眾將近是男性觀眾的三倍。 

女
74%

男
26%

男

女

 
圖  4-1：「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問卷調查性別分析 

 

2. 學歷分析：八成以上的觀眾皆為高學歷的知識份子。 

研究所以上
20%

大專
63%

高中
12%

國中以下
5%

國中以下
0.2%

國中以下 
國中以下 
高中 

大專
研究所以上 

 

圖  4-2：「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問卷調查學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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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住地分析：由於地緣關係，以北部居多，台北市民參觀人數最多佔 41％、

新北市佔 32％，甚至有來自海外的觀眾。 

北北基
79%

中部縣市
2%桃竹苗

17%

外島、海外
2%

北北基
桃竹苗
中部縣市
外島、海外

 

圖  4-3：「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問卷調查居住地分析 

 

4. 年齡分析：年輕族群居多，21~30 歲人數最多佔 42％，31~40 歲次之佔 26％。 

15歲
4% 16~20歲

15%

21~30歲
42%

31~40歲
26%

41~50歲
9%

51~60歲
3%

61~70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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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70歲   

 

圖  4-4：「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問卷調查年齡分析 

 

5. 職業分析：以學生族群居多，占 30％，其他各行各業皆吸引而來。 

學生
30%

設計相關
5%

藝術相關
2%

家管
3%

軍公教
11%服務業

13%

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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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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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設計相關  
藝術相關  
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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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問卷調查職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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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收入分析：除因學生觀眾居多，無收入比例最高外，其他佔比皆很平均，

都有一定程度的購買力。 

 

29%

14%

9%11%

10%

7%

7%

4%
9%

無收入 

20萬元以下 

20~30萬元

31~40萬元  
41~50萬元

51~60萬元

61~70萬元 
71~90萬元

91萬元以上

 

圖 4-6：「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問卷調查年收入分析 

 

 

7. 看展頻率分析：特別加入「看展頻率」的提問，也為觀察近年特展文化與觀

眾群的連動關係，有 44％以上民眾每季看展一次，有 66％以上的民眾每半年

看展一次，有 87％以上的民眾每年至少看展一次，可見博物館看特展已為民

眾常態性的休閒活動選項之一。 

 

 

每月3~5次
5% 每月至少1次

11%

每雙月至少1次
8%

每季至少1次
20%

每半年至少1次
22%

每年至少1次
21%

極少看展
13%

每月3~5次 
每月至少1次
每雙月至少1次 
每季至少1次
每半年至少1次 
每年至少1次 
極少看展 

 
                          

圖 4-7：「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問卷調查看展頻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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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眾對「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文創商品特質之認同程度分析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實用性高

材質優

設計精美

具象徵性

具教育性

富創意

具故事性

紀念性高

藝術價值

獨特性

價格合理

收藏價值

提高參觀意願

很不同意
頗不同意
稍不同意
沒意見
有點同意
相當同意
非常同意

 
圖  4-8：觀眾對「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文創商品特質之認同度橫條圖 

 

    從數據中可明顯看出，關於特展是否供應文創商品販售，並不一定直接影響

觀眾的參觀意願，只有 49％的觀眾認為會提高參觀意願，相信原則上還是在於

展覽本身主題或內容的吸引度才是參觀關鍵。 

 

    在「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文創商品所具備的特質中，觀眾對於「象徵

性」、「藝術價值」與「紀念性」都給予高度肯定，有 81％的觀眾認為深具象徵

性、有 74％的觀眾認為紀念性高、有 73％的觀眾認為很有藝術價值，而有六成

以上的觀眾認為具有教育性（65％）、故事性（65％）、材質優（61％）、設計精

美（66％），也具收藏價值（59％），但在創意性（54％）與獨特性（55％）上則

需再加強，且觀眾普遍性認為實用性（47％）並不高。此外，在「價格合理」的

特質上則是評價最低，僅有 38％的觀眾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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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女人‧小鳥‧星星─米羅特展」展覽及其文創商品簡介 

 

一、「米羅特展」簡介 

 

    「女人‧小鳥‧星星─米羅特展」是由國立歷史博物館、時藝多媒體、西班

牙巴塞隆納米羅基金會美術館(Fundació Joan Miró)與馬約卡皮拉爾米羅基金會

美術館(Successió Miró)所共同策劃，於 2013 年 6 月 8 日至 9 月 25 日於史博館展

出，共計展出 86 件作品，來自西班牙巴塞隆納的米羅基金會以及米羅家族的收

藏，展出作品囊括油畫、石版畫、雕塑、織品、圖文書等類型，其中還包含五件

米羅孫子的個人珍藏油畫。 

 

    在近代藝術史上，米羅(Joan Miró)與達利、畢卡索齊名，並列西班牙三大藝

術家。米羅一生的畫風十分多變，曾受野獸派、達達主義、立體主義的影響。他

從三○年代創下個人的星星、太陽、月亮、小鳥與女人等繪畫語言符號之後，不

斷的努力尋求更深入的繪畫風格，四○年代將自我的經歷與感受溶入作品中，五

○年代他忙於繪畫符號與顏色和結構的整合，一直到了六○年代才功成名就於巴

黎與紐約間。本次展出作品主要展示米羅六、七○年代以「女人、小鳥、星星」

為表現主題的風格成熟之作。，此時期米羅以有限的符號、鮮豔飽和的色彩作畫，

作品既呈現孩童般純樸天真，又隱含著諷喻和幽默，給人強烈的衝擊感，展現出

他對世界與生命的熱情。 

 

二、「米羅特展」衍生文創商品品項分析 

 

（一）文創商品開發模式 

 

    米羅特展文創商店中的商品除了主辦單位時藝多媒體主動開發的商品之

外，並聯合其他 23 家廠商所共同生產或提供而來。各家廠商依照自身的資源與

擅長製作的品項分別供應相關系列商品，如出版社即提供相關米羅或其他藝術家

或相關藝術類的論述、圖錄或著作，原為製作飾品的廠商即開發相關的飾品供

應。廠商先前如已開發過類似產品即沿用原有的樣式，換上本次畫作的圖版做新

的呈現再次開發，這也是我們在特展商品中時常看到的品項，如：筆記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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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書籤、滑鼠墊、明信片、磁鐵…等，都已成為特展商品中的基本款項。而這

類商品多以較知名的畫作或展覽主力宣傳的展品為主要開發對象，畢竟這類畫作

對觀眾的接受度比較高，但愈知名的畫作相對授權金愈高，這都是廠商開發時的

必然考量，因此，同一畫作所開發的品項種類重複率極高。 

 

    根據第二章研究整理出的博物館文創商品的五種開發模式：自行開發、代

銷、與廠商合作開發、公開市場採購、授權，本次展覽的開發模式均運用到了，

不過皆由主辦單位時藝所主導，史博館方面僅為品項審查監督角色，凡與展覽相

關即可通過，並未參與其中商品的開發。 

 

（二）文創商品開發品項 

 

    「米羅特展」文創商店裡販售的品項多達 760 款，以米羅及展覽主題所開發

的品項佔 53％，由於本次展覽以「女人‧小鳥‧星星」為主題，相關小鳥或星

星為形象的眾多商品也含括進來，增加了趣味性。其他相關系列商品佔 47％，

納入了音樂 CD 類(275 款)的販售，與藝術書籍類作為延伸學習，以及其他藝術家

或畫作的文創商品，品項及款式皆相當豐富。  

 

表 4-2：「女人‧小鳥‧星星─米羅特展」衍生文創商品品項整理 

種類 品項 款式 小計 比例 

雅仕文具 24 項 128 款 

生活用品 45 項 114 款 

家庭裝飾 6 項 11 款 

服裝飾品 4 項 33 款 

複製品 2 項 23 款 

視聽出版品 各式書籍、DVD 6 款 

主題相關系列商品 39 項 85 款 

米
羅
畫
作
衍
生
文
創
商
品

 

其他 2 項 5 款 

405 款 53％ 

同質性（其他畫作）衍生文創商品 29 款 

相關藝術類書籍 51 款 

相
關
系
列
商
品

 

相關視聽音樂 CD 275 款 

355 款 47％ 

合  計 760 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時藝多媒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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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米羅及其畫作為主題所衍生的文創商品品項多達 405 款60，其中文具類款

式最多，生活用品類品項最豐富，舉凡食衣住行育樂需使用到的物品皆囊括在內。 

依據博物館文創商品的一般分類：典藏複製品、出版品和衍生性商品三類，加以

分析說明。  

 

1. 典藏複製品（佔 7％） 

本展文創商店裡的複製品主要有兩項，為選定幾幅主要展出的畫作如「夜之鳥」、

「人物與鳥」，依比例放大或縮小製作成複製畫與精緻畫作，力求與原作相符，

單價雖較高，卻可永久欣賞，消費者可擇選帶回家中擺飾收藏。 

2. 出版品（佔 2％） 

包括介紹展覽的導覽手冊、以米羅為主題介紹的書籍，以及米羅美術館及其故居

的相關影音 DVD 等多媒體。透過出版品可幫助觀眾更進一步了解藝術家的背

景、創作理念與作品的深入解析，能直接拓展觀眾藝術領域的知識，也是作為觀

賞完展覽後的完整學習。 

3. 衍生性商品（佔 91％） 

這類衍生性商品種類與款式最多，功能亦相當多元，不過多是延續對畫作的欣

賞，直接將畫作圖案製作於不同類型的商品上，或是擷取作品局部設計呈現於商

品上。品項中也納入米羅較著名但未在本次展覽中展出的畫作如「藍色 2 號」的

衍生商品。 

雅仕文具
40%

生活用品
36%

家庭裝飾
3%

服裝飾品
10%

複製性商品
7%

視聽出版品
2%

其他
2%

 
圖 4-9：米羅特展文創商品款式分析 

                                                
60 詳附錄五。 



 

 69 

    米羅是一位人稱老頑童的藝術家，作品展現給人一種親切、可愛、舒適的感

覺，充滿童趣感，在衍生商品方面也將他的藝術家特質發揮的淋漓盡致，在食品

方面特別開發了棒棒糖系列，就是呼應他的這項特質，而在服飾方面，邀請知名

童裝品牌合作開發，可愛感十足！品項中也加入許多與兒童創作或遊戲的相關商

品。 

 

（三）文創商品設計層次與手法 

    將「米羅特展」所開發的文創商品依據畫作衍生文創商品所具備的三設計層

次整理如表 4-3： 

表 4-3：「米羅特展」衍生文創商品之三設計層次 

文化 

空間 

文化 

層次 

畫作衍生文創商品 

三設計層次 

米羅特展衍生文創商品 

設計層次 

 

米羅網帽(尺寸:58 ㎝) 

(形體) 

外在層次 

有形的 

物質的 

 

畫作的形貌、色彩、線

條、裝飾與藝術家創作

的材料、識別符號等 

形貌裝飾 

 
米羅撲克牌(尺寸:6.5×9×2 ㎝) 

(行為) 

中間層次 

使用行為的 

儀式習俗的 

功能、包裝、使用機

能、傳播藝術知識、美

感教育、收藏、美學推

廣、回憶紀念 

遊戲功能 

 

米羅童裝(尺寸:80~110) 

(心理) 

內在層次 

意識型態的 

無形精神的 

藝術家或畫作的創作

哲理、創作歷程、文化

內涵、故事性、藝術氣

質與象徵。 

充滿童心與詩意的畫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圖片來源：時藝多媒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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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進一步依據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設計手法：直接複製法、符號元素法、圖

像運用法、功能轉化法以及意象延伸法，檢視「米羅特展」所開發的文創商品，

整理列表顯示。 

表 4-4：「米羅特展」衍生文創商品設計手法整理歸納 

直接複製法 複製品 雅仕文具 

  

將米羅畫作以相同或相似的

尺寸、材質或色彩複製畫

作，傳達畫作的樣貌與藝術

性，屬於有助於藝術教育與

生活美學推廣的文創商品。 

複製畫 (尺寸:90×60 ㎝) 海報 (尺寸:90×60 ㎝) 

符號元素法 雅仕文具 生活用品 

 

  

擷取米羅畫作上的代表性符

號、特徵或局部圖像為元

素，以應用圖形的概念印製

於商品上，是具藝術性、美

感與實用性的生活商品，有

助於推廣生活美學。 米羅尺(尺寸:3×16 ㎝) 米羅手錶 (尺寸:3.8×3.8×0.8 ㎝) 

圖像運用法 雅仕文具 家庭裝飾 

  

運用米羅畫作圖像加諸於一

般實用的商品之上，以增加

商品的美感或藝術性，強化

商品的視覺效果，為商品加

值，使用這些用品時同時可

欣賞藝術之美。 
米羅鉛筆盒(尺寸: 23.5×9×3cm) 米羅石版畫畫鐘(尺寸:30×40 ㎝) 

功能轉化法 家庭裝飾 生活用品 

  

在不改變米羅畫作原有的樣

式原則下，按比例縮小，轉

化其使用功能，用其他材質

製作，產生出新的實用性質

與具備作品原型觀賞價值的

商品。 米羅扁燈(尺寸:25×9.5×27 ㎝) 米羅手機擦拭貼(尺寸:3.4×4 ㎝) 

意象延伸法 其他(食品) 服裝飾品 

 
 

解析米羅的創作理念，那充

滿童心、詩意、想像力馳騁

的畫作風格，重新設計開發

具藝術家特色、內涵的實用

性商品。 

米羅棒棒糖(尺寸:3×10 ㎝) 米羅童裝(尺寸:80~1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圖片來源：時藝多媒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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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觀眾角度看「米羅特展」文創商品特質 

 

（一）問卷設計與調查程序 

 

    問卷整體架構同前節「雷諾瓦特展」文創商品特質調查之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主要發放時間為 2013 年 9 月 14 至 25 日期間，發放時間為下午 2

點至下午 6 點文創商店閉館，對象為參觀過「米羅特展」及其文創商店的觀眾，

於展覽文創商店外以人工方式隨機邀請進行問卷填寫 ，計畫收集 500 份以上問

卷，以提高問卷調查的可信度，共計回收到有效問卷數量 637 份 。 

 

（二）問卷資料分析 

1. 性別分析：同樣女性觀眾多於男性觀眾 

男
28%

女
72%

男

女

 

圖 4-10：「米羅特展」問卷調查性別分析 

 

2. 學歷分析：八成以上的觀眾皆為高學歷的知識份子。 

國中以下
3%

國中以下
1%

高中
13%

大專
64%

研究所以上
19%

國中以下 
國中以下 

高中 
大專

研究所以上 

 

圖 4-11：「米羅特展」問卷調查學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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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住地分析：由於地緣關係，九成以上為北部觀眾，台北市民參觀人數最多

佔 47％、新北市佔 34％，由於本展為北、南（高美館）、中（國美館）巡展，

因此於史博館展出時相對來自中南部的觀眾較少，而有來自東部縣市的觀眾。 

中部縣市
0.2%

東部縣市
1% 海外

1%

北北基
89%

桃竹苗
9%

北北基
桃竹苗

中部縣市

東部縣市
海外

 
圖 4-12：「米羅特展」問卷調查居住地分析 

 

4. 年齡分析：也以年輕族群居多，21~30 歲佔 40％。 

31~40歲
23%

21~30歲
40%

16~20歲
19%

41~50歲
11%

61~70歲
0.2%

15歲
5%

51~60歲
2%

71歲以上
0.2%

15歲            
16~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70歲   
71歲以上

 
圖 4-13：「米羅特展」問卷調查年齡分析 

 

5. 職業分析：以學生族群居多，占 36％。

學生
36%

服務業
14%

藝術相關
3%

家管
4%

其他
14%

設計相關
3%

資訊業
5%

軍公教
9%製造業

3%
廣告業

3%

金融保險
6%

學生          

軍公教      
資訊業      
製造業      

廣告業      
金融保險  
服務業      
設計相關  

藝術相關  
家管          
其他          

 

圖 4-14：「米羅特展」問卷調查職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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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收入分析：除因學生觀眾居多，無收入比例最高外，其他佔比亦很平均，

也顯示出皆有一定程度的購買力。 

 

32%

15%
8%

12%

9%

8%

4%

5%
7%

無收入 
20萬元以下 

20~30萬元
31~40萬元  

41~50萬元
51~60萬元

61~70萬元 
71~90萬元
91萬元以上

 

圖 4-15：「米羅特展」問卷調查年收入分析 

 

 

7. 看展頻率分析：各佔比皆相當平均，有 56％以上民眾每季看展一次，有 73

％以上的民眾每半年看展一次，有 87％以上的民眾每年至少看展一次，看展

次數更為密集頻繁！  

 

 
每月3~5次

5%
每月至少1次

18%

每雙月至少1次
12%

每半年至少1次
17%

每年至少1次
14%

極少看展
13%

每季至少1次
21%

每月3~5次 
每月至少1次

每雙月至少1次 
每季至少1次
每半年至少1次 
每年至少1次 

極少看展 

 
                            

圖：4-16「米羅特展」問卷調查看展頻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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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眾對「米羅特展」文創商品特質之認同程度分析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實用性高

材質優

設計精美

具象徵性

具教育性

富創意

具故事性

紀念性高

藝術價值

獨特性

價格合理

收藏價值

提高參觀意願

很不同意
頗不同意
稍不同意
沒意見
有點同意
相當同意
非常同意

 
圖 4-17：觀眾對「米羅特展」文創商品特質之認同度橫條圖 

 

    從圖表中可明顯看出，特展如供應有文創商品販售，有 51％的觀眾認為會

提高參觀意願。 

 

    在「米羅特展」文創商品所具備的特質中，觀眾對於「象徵性」、「設計精美」

與「紀念性」都給予高度肯定，有 83％的觀眾認為深具象徵性、有 77％的觀眾

認為紀念性高、有 72％的觀眾認為設計精美，而有六成以上的觀眾認為具有故

事性（67％）、藝術價值（67％）、材質優（66％）、教育性（65％）、創意性（62

％）、實用性（62％），也具收藏價值（60％），但在獨特性（56％）上則需再加

強， 

不過，在「價格合理」的特質上也是評價最低，僅有 43％的觀眾同意價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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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兩個案特展文創商品綜合比較分析 

 

一、文創商品開發分析 

 

    「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特展」文創商品較偏重典藏複製品的開發，強調對於

畫作的賞析收藏，現場有多幅畫作採限量編號複製畫販售，這也是為何觀眾對此

展的評價以「象徵性」、「藝術價值」與「紀念性」最高；「米羅特展」文創商品

款式上則較多元，在開發品項的豐富度上也多有發揮，擴及到眾多生活相關事物

用品的運用，品項開發相當地生活化，觀眾們給予「設計精美」的肯定。 

 

    觀察分析此兩案例所開發之文創商品品項，整理歸納如表 4-5 

 

表 4-5：兩案例所開發之文創商品品項歸納 

              文創商品類型 

博物館特展 
雅仕 

文具 

生活 

用品 

家庭 

裝飾 

服裝 

飾品 

複製性

商品 

視聽 

出版品 

其他 

 

「雷諾瓦與廿世紀繪畫」 ● ● ● ● ● ●  

「米羅特展」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不過，兩個特展在商品開發上都主為廠商角度，大多是在節省成本的概念

下，因此多是「公版」形式的呈現，往往是直接呈現畫作的作法，雖然觀眾的參

觀重點在於畫作，期望能有再次品味欣賞的機會，但眾多的貼圖效果，巧思明顯

不足，也是另一種視覺疲乏！  

 

    觀眾購買特展文創商品主要為紀念之用，因此商品必要與參觀經驗相關，而

展覽中的重點展品由於展覽說明最多，往往是展場焦點，獲得人們的關注也最

多，這類展品衍生的文創商品相對最容易吸引人注意，也是選購、作為紀念上的

主要品項。而由此類展品所衍生的商品款式、品項相對也最多，重複率極高！ 

 

二、觀眾族群分析 

 

    藉由兩個特展的問卷調查結果，明顯看出展覽觀眾以女性居多，且多是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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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分子，均有 83％的觀眾學歷程度在大專以上。而好的展覽就算再遠，也能吸

引觀眾入場，儘管展覽地點在台北，觀眾仍然會從東部、外島甚至海外遠道而來。 

 

    我們可以從統計結果看出，看展的觀眾仍以學生年輕族群居多，關於銀髮

族、兒童族群仍有待開發，不過中高齡的觀眾有愈來愈多的趨勢，可針對這類觀

眾著力品項開發。 

 

    原本以為這類畫作類型的展覽，對於藝術、設計相關行業人士較具吸引力，

然而從職業分析的統計中明顯看出均僅佔 6~7％，由此可知各行各業的民眾對藝

文素養亦相當重視。 

 

    在年收入的統計資料方面，都有一定程度之購買能力，但年收入在 30 萬以

下的觀眾分別為 52％（雷諾瓦特展）與 55％（米羅特展），相對在購買選擇文創

商品單價上勢必多所斟酌，也反映出為何觀眾在「價格合理」的評價上不佳。 

 

    兩個展覽均僅有 13％的觀眾屬極少看展，而且看展的密集程度有愈來愈高

的趨勢，可見欣賞展覽活動已逐漸成為民眾休閒生活的一部份，也可看出特展觀

眾客群已然成形。 

 

三、文創商品特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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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觀眾對兩大特展文創商品各項特質認同程度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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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圖 4-18 民眾對兩個特展衍生文創商品的特質認同度折線圖中可看

出，曲線變化十分相似，但對「米羅特展」文創商品的普遍評價較高，特別是在

創意、品質、設計方面的評價均較「雷諾瓦特展」來的高，從藝術家的創作理念

到主題的延伸、到展覽精神的傳達，再到開發品項的多元性，「米羅特展」文創

商品較獲觀眾肯定。 

 

    觀眾對此兩特展文創商品特質認同度最高的都是「象徵性」，在「紀念性」、

「 藝術價值」與「故事性」的評價也多予以肯定，可見兩個特展文創商品均充

分表現了藝術家與其畫作的特色。 

 

    進一步觀察，摒除「價格合理」與「提高參觀意願」特質後，觀眾最不肯定

「米羅特展」文創商品在「獨特性」的特質，儘管在品項上時有新意，但眾多品

項在設計上仍多是平面視覺的發揮。而觀眾就「雷諾瓦特展」文創商品在特質上

最不肯定「實用性」這項特質，這從該展文創商店現場眾多複製畫類別的展售可

看出。 

 

    而兩個特展文創商品在「價格合理」上均屬認同度最低！我們從觀眾年收入

的分析中得知，看展民眾都是有一定程度購買力的族群，但在特展商品的價格上

都反應不甚合理，顯示出特展商品在特色上未達民眾期望！ 

 

    由於特展商品屬短期性，在數量開發上較為保守，再加上需有授權金的支

付，相對成本單價較高，便反應在商品價格上，但價格高也減低消費者的購買意

願；另外，廠商為節省成本，又多以重複樣式呈現，就如同一般生活用品，只是

平面視覺的轉換，這樣的商品變化對於時常看展的觀眾來說已經無法滿足，期待

有更具特色的創意商品出現！商品開發究竟在「精」還是在「多」，考驗著開發

廠商與設計師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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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我們從第一章中，了解到整個消費社會的改變，人們追求自我形象品味的建

立，崇尚生活美學，進博物館參觀、看特展、購買文創商品，就是文化消費、美

感體驗的來源！在第二章中歸納出開發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設計思考脈絡，藝術

衍生商品是將無價的藝術轉化為有價值的商品，從開發、設計到行銷每個細節都

會影響其產出的結果。第三章我們比較國內外博物館在開發特展文創商品上的差

異，也發現到許多國外博物館的經驗相當值得我們借鏡。第四章從觀眾的角度出

發，觀察國內特展文創商品案例，也發現觀眾對畫作衍生文創商品在特質上，對

「象徵性」、「紀念性」、「 藝術價值」與「故事性」的重視程度大過「實用性」

與「教育性」，這是設計師在設計開發這類商品時須多加注意到的。 

 

    本研究僅擇定特展類畫作衍生文創商品進行個案研究，未來可擴大範圍選取

不同形式所開發的畫作衍生文創商品進行更為深入的觀察研究。而就本研究內容

我們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節  結  論 

 

一、開發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的設計思考脈絡 

 

    在第二章中，我們彙整出了整個畫作衍生文創商品在設計上的思考脈絡，必

要從蒐集藝術家與畫作資料，了解熟悉藝術作品的內外在精神，消化資料進行資

訊加值，接著選取資料運用轉換、轉變、轉化的思考進行知識加值，再透過複製

性、解構性、創新性的形式轉換，以直接複製、符號元素、圖像運用、功能轉化

以及意象延伸的設計手法創意加值，設計出理想的文創商品，這是經過一連串的

創意思考與腦力激盪的過程。 

 

    同時，設計師在取得藝術元素與訂立自己的設計策略後，必要參照消費者所

需求的商品特質，才能產出叫好又叫座的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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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館的應有作為 

 

    從個案研究中，我們觀察到國外博物館在舉辦特展與開發特展文創商品時，

都是由內部開發，因此對藝術作品的了解較具深度，涉入程度也較高，因此開發

出的文創商品較符合博物館文創商品所應具備的特質，品項、類別較為多元豐

富，消費者的評價也較高，同時也較著重博物館的教育宗旨。 

 

    反觀國內博物館，在舉辦特展的動能上雖高，但在開發特展文創商品上卻是

極為被動，特展文創商品的開發全委由合辦媒體單位負責規劃開發，媒體單位為

營利事業，以銷售利潤為前提，與博物館屬非營利事業在經營角度上、著重的特

質上自然不同，然而特展的文創商店在博物館裡設立、特展文創商品在博物館裡

販售，消費者依然將這類商品與博物館連結在一起，關乎大眾對博物館的觀感，

博物館應該參與加入此類特展文創商品的開發，建立起博物館舉辦特展與開發特

展文創商品的好口碑，以導師或領導者之姿帶領文創產業業者精益求精。 

 

    我們從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 2011~2012 年報中，由「達文西特展」所開發的

特展文創商品為該館文創商店增加了 32％的營業額，帶進了 191 萬英鎊的收入，

以當年度匯率計算，相當於 9 千萬的台幣收入！這樣的可觀收入十分有助於博物

館營運，實可作為國內博物館之借鏡。 

 

三、觀眾的特質： 

 

    在許多博物館研究資料中都顯示：博物館觀眾以女性居多。這也同時反映在

特展觀眾上，我們從特展文創商品的開發品項、類型中可明顯看出，也是以女性

使用者的商品類居多。 

 

    在英國倫敦國立美術館「達文西特展」所開發的文創商品類型中，男女老幼

的品項皆備，但以女性與兒童類的商品為多，可見其觀眾族群亦以女性為主；美

國波士頓美術館「竇加特展」的文創商品，因畫作主題多為女性題材，因此商品

類型皆以女性為主，然觀察其網路文創商店商品，品項類別則多以女性與家庭用

品為主；在故宮所舉辦的「慕夏特展」，由於慕夏擅長詮釋美麗的女體、華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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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飾等女性特質，因此所開發的文創商品多符合女性族群所用。 

 

    觀察國內所舉辦的「米羅特展」與「雷諾瓦特展」所開發的文創商品類型，

「米羅特展」文創商品類型較貼近學生族群，特別是兒童類的品項眾多；「雷諾

瓦特展」文創商品以複製類居多，主為收藏運用，較無特定族群的開發。 

 

    從問卷統計數據顯示，參觀特展的女性觀眾多過男性觀眾，女性觀眾與男性

觀眾的比例將近是 3：1 的比例。綜合以上五大特展所開發的文創商品類型，我

們可以歸納出：女性觀眾為特展商品的目標族群，不管是兒童類或家庭用品類的

購買，也多是由女性所主導的，因此特展商品必要針對女性觀眾重點開發。 

 

    我們從問卷調查中了解到，有 83％比例的特展觀眾學歷在大專以上，都是

高知識份子；觀眾年齡以 21~30 歲比例最多占 40~42％，而在 31~50 歲的觀眾也

有 34~35％的比例，中高齡觀眾有越來越多的趨勢，這類觀眾較具有經濟實力，

可針對有豐富學養的中高齡觀眾開發精緻的單品類商品。 

 

    根據數據顯示，參觀博物館特展的觀眾 52~55％的年收入在 30 萬以下，特展

觀眾多以 16~20 歲學生與初入社會 21~30 歲的社會新鮮人為主要參觀對象，這類

族群的觀眾尚無固定收入來源或是年收入不高，對於高價位的特展文創商品消費

力相對較低，不過這類觀眾較重視塑造個人品味或講求自我生活風格，儘管收入

有限，但在購買力上易隨個人喜好程度而衝動購買，應針對此族群開發較平價且

獨特的文創商品。 

 

    不獨獨藝術與設計相關行業的觀眾（6~7％）喜愛觀賞這類畫作性特展，從

統計數據中發現，各行各業的人士皆可能參與這類的展覽，民眾有愈來愈高的藝

文素養。 

 

    此外，從看展頻率的統計中，也明顯看出博物館特展觀眾多是參觀這類特展

的常客，看過眾多特展文創商品也有一定的心得，除了對藝術家及其畫作本身的

愛好外，會期待更具創意與獨特性的文創商品，相似的品項一再重複，必然會減

低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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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師的應有認知： 

 

    藝術衍生商品較一般商品在設計上的美學要求更高，在設計藝術衍生文創商

品時，要藉設計牽引出藝術品的高雅品味與內在氣質，在設計畫作衍生文創商品

時，就要牽引出畫作的精緻細膩與視覺美感。因此應將藝術文創商品以「藝術品」

的角度來看待，藝術的價值貴在其獨特性，我們從問卷統計中消費者對文創商品

在「設計」、「創意」、「品質」皆甚為重視，設計師應致力設計出精緻、美感、獨

特又能散發如同藝術品魅力的文創商品！ 

 

    不過從消費者對畫作衍生文創商品特質的問卷統計中，我們明顯看出：觀眾

對畫作類文創商品重視欣賞、紀念的程度甚過創意與實用，對文創商品「象徵

性」、「故事性」、「藝術價值」、「紀念性」的特質重視程度均高過「實用性」與「教

育性」，五個特展問卷中，對「象徵性」的強調始終位居最高位，根據「達文西

特展」文創商品的銷售統計，銷售數量最多的是明信片與磁鐵類，展覽期間共售

出 285,000 張明信片、21,850 個冰箱磁鐵，足見對畫作本身的喜愛，而非使用價

值。設計師在設計上須兼顧到消費者的觀感，才能與消費者產生共鳴。 

 

    畫作本身即屬平面性質，著重藝術家在畫面上的創意表現。畫作類衍生文創

商品自然會直覺式的進行畫作圖像採用，因此在畫作原件的挑選上就相形重要！

而平面視覺的表現方式或許比較容易拉近藝術與觀眾的距離，但大量的平面複製

容易忽略藝術品本身的質感，也減低了因為不同尺寸或材質所帶來的感官震撼，

這是設計師須特別注意的！ 

 

第二節  建  議 

 

一、 消費者美感體驗的需求 

 

    當全球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之際，消費市場日益重視具有展現其文化特色

與美感表現的產品，而隨著消費需求的轉變，開發商品除了使用功能與實用性

外，還必須兼顧消費者認知與產品訴求等面向，而文創商品的設計與開發，有助

於提升民眾生活品質與社會文化層次，是生活型態的創造、生活品味的體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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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活價值的實踐。 

 

    許多的畫作衍生文創商品都偏愛視覺要素，往往是將畫作或特色圖案，直接

印在商品上，而如果僅是把畫作附著於一般日常用品上，已經無法滿足追求美

感、講究個人品味的消費者。 

 

    雖然保有畫作的原始樣貌，消費者較為熟悉親近，但除保有這些類型的商品

品項外，應該思考如何在保有原作的樣貌下，表現各種具備美感的創新呈現形

式。設計師可參照藝術家創作的精神意涵或借助藝術作品給予的靈感，轉移、轉

換、轉化運用、激發構思，也是一種再創造！ 

 

    由藝術衍生的文創商品，甚而是由畫作所衍生的文創商品，都是文創產業中

重要的一環，設計師扮演著藝術家與消費者之間的溝通橋樑，因此在產製上不能

僅考慮到商業利益，為應付市場而一味模仿，應在設計製造過程中講求創意的差

異化而非標準化，要注意造型上的美感經營，同時要傳達出具象徵意義的藝術內

涵。 

 

二、 博物館文創商品兼具多重角色 

 

    博物館販售的文創商品，複製品是精緻文化的縮影，力求達到真實性，其做

工、細節與素材要求高，當然價位相對偏高，出版品則依銷售對象而有所不同，

研究報告、專書、畫冊圖錄、導覽手冊等，多為專家學者所撰述，容易落入專業

用詞或深奧艱澀的文字，觀眾不易消化，而衍生性文創商品拉近消費者與博物館

展品的距離，使消費者產生一種「擬像擁有」的收藏價值，61間接透露出個人的

文藝氣息，提供消費者價位較低、品項多且具備實用性的選擇，使博物館藏品或

展品的精緻文化融入人們的生活美學中。 

 

    一件良好的博物館文創商品兼具多重角色，對觀眾而言，提供參觀經驗與美

學的新體驗，對文創產業而言，是創意設計的智慧結晶，博物館可視之為活化展

                                                
61 陳珮文，《博物館文化創意商品之研究：以國立臺灣美術館為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 
   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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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傳播教育與創造收益的好媒介。經過完整的展品研究、融合設計的創意發想、

觀眾的行銷調查，才能打造出優良的博物館文創商品，也才能造就博物館、觀眾

與產業間三贏的契機。 

 

三、 優質文創商品需具備多重特質 

 

    「大型特展是非營利機構與營利機構間相互合作的產物」，62而特展文創商品

的開發全然是「營利機構」的產物，容易流於製造業的成本考量。為降低成本，

即以「公版」形式生產，大大限制住了設計師的發揮空間。再者，為考量商品受

歡迎的程度，在作品的擇選上又以知名度高、觀眾較熟悉的作品為主要設計對

象，又限制住了商品開發的可能性；由於展覽銷售期短，難以掌握商品銷售的的

成效，也造成開發廠商以保守態度進行商品開發。 

 

    一般民眾參觀完展覽後進文創商店消費，多是延續展覽情境與回憶，購買文

創商品作為紀念之用，因此大量複製性的商品即足以因應，雖說缺乏創意，但一

直是文創商店中主力且暢銷的商品，設計師應在使用圖樣的過程中，利用不同的

呈現方式發揮藝術傳達的可能，在貼圖之外，材質的選擇與商品的包裝，都可提

高商品的設計感。 

 

    畫作本身即是具有美感的作品，直接的圖像附加已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但

重點在於其為商品加值的過程中，能有更獨特性的發揮，即使是開發氾濫的馬克

杯或環保袋，也能從中萃取到令人感動的元素！ 

 

    要商品兼具所有的特質有其難度，只要具備多重特質就是好的文創商品。以

達文西特展所衍生的文創商品為例，如圖 5-1：同樣是馬克杯的開發，設計師改

以達文西作品「岩窟聖母」中天使的翅膀造型作為把手的設計，在把手的材質選

擇上刻意選擇防燙的塑料材質，將達文西作品中的天使創作意象融入到商品的設

計裡，兼顧了實用功能，也有極好的視覺效果，更重要的是將藝術家的創作萃取

點綴的恰到好處！有其象徵性也有其獨特之處！ 

                                                
62 陳國政，《台灣博物館之賣店生態與文化商品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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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達文西特展」商品馬克杯與藍色天使翅膀 

 

    不管是開發藝術文創商品或是畫作類衍生文創商品，都是以藝術品、以畫作

作為中心所發展出的商品開發模式，如果僅是直接運用到一般生活器物上，則藝

術品或畫作便退居到配角的位置，須因應品項規格的限制，就可能因此破壞了藝

術品或畫作原本的美感，在設計上需特別注意。 

 

    此外，由於很多設計師的巧思並未一眼就能被察覺出來，也或者許多藝術家

的創作深義觀眾未能即時理解，因此許多富設計感的文創商品未能獲消費者青

睞，而隨著不同展覽活動的接連登場，民眾看展的頻率提高，對藝術的涵養也相

對提升，表象式的作品傳達已逐漸不符觀眾的需求，如何讓作品詮釋再進階或是

使設計概念流暢傳達，都有賴藝術教育、公民美學的深耕。 

 

四、 國外特展案例的借鏡 

 

    從問卷執行過程中，了解到消費展覽文創商品，通常在參觀展覽結束後，是

最直接的參觀經驗連結，也是最佳的情境行銷，趁著觀眾仍記憶猶存的時刻，滿

足觀眾想保有展品與延續參觀經驗的慾望。雖然透過參觀行為與展品接觸，較易

使消費者對展覽商品產生購買慾望，但如果設計精良、極具美感，同樣可以引起

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就如國外博物館的網路商店，透過良好的影像處理呈現精美

的展品衍生商品設計，頁面清楚說明商品相關資訊，包括規格、展品相關史料及

設計理念，清楚的資訊、絕佳的視覺效果呈現於網頁上，同樣吸睛！同樣能激起

消費慾望，透過這類文創商品的消費，再進一步瞭解展品價值，也是另一種對展

覽文化的傳播！因此許多國外博物館大展在展出的同時，同樣在博物館網站上設

置該展覽文創商品的專屬網頁，吸引展覽觀眾再次的目光與非展覽觀眾間接認識

展品的可能。博物館透過網路行銷實在有其作用，運用網路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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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更發揮無遠弗屆的傳播效力。 

 

    此外，以慕夏於日本東京巡展為例，展覽的同時也吸引眾多品牌與其聯名行

銷，為該次展覽期間特別推出與之相關的系列商品，不僅豐富其文創商店，讓展

覽所衍生的文創商品品項更多元，讓展覽元素擴大應用，也可更加擴大展覽的效

力，讓博物館展覽與產業並肩齊進！ 

 

    本次米羅特展文創商品也特與童裝品牌「WHY AND 1/2」合作推出米羅畫作

元素的童裝系列，呼應米羅充滿童真的畫作風格，也發揮展覽與品牌相輔相成的

效應，顯示展覽文創商品可為博物館與產業間互助互利的合作結晶！ 

 

五、 畫作衍生性文創商品須開發商、博物館、設計師的共同協力 

 

    在開發商方面，觀眾對特展文創商品延續展覽作品藝術價值的呈現，多表示

肯定！也認為這些文創商品具有美感與實用價值，可延伸參觀經驗，幫助觀眾進

一步學習。但對於價格則持保留態度，畢竟特展文創商品的消費多與參觀行為連

結，而展覽必有其期間，特展文創商品多屬短期性質，無法大量生產且須支付展

品圖像的授權金，開發成本不易攤銷，便反映在價格上，如何制定出適當的行銷

模組，針對觀眾制定合宜價格，考驗著博物館展覽策展單位與開發商的智慧！ 

 

    商品的開發必須瞭解消費者的喜好，深入瞭解顧客的需求、觀念、偏好與行

為，才能取得競爭優勢。在客群分析上，博物館文創商品客群以年輕女性為主，

可分析女性消費者進行商品企劃，在商品開發的設計環節上，可參考女性觀眾消

費習慣與需求進行分析，讓商品獲得女性消費者的青睞，女性也往往是口碑行銷

的最佳代言人，這是比任何行銷策略都更有效的傳播方式，當女性擁有良好的參

觀經驗，並在文創商店中發掘到具吸引力的商品，透過口耳相傳，將帶動新展覽

觀眾的到來與商品購買意願。 

 

    在博物館方面，博物館文創商品為藝術生活化，也落實生活藝術化，進一步

提升大眾生活品味，在講求實用性時，也須重視商品品質管理，因其有收藏紀念

與分享的作用，也代表著博物館的門面，儘管無法盡善盡美也需有一定程度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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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設計師在開發博物館文創商品的過程中，不能僅依照個人的概念來進行，必

須具備有討喜的外觀、豐富的文化內容，透過故事性的詮釋吸引觀眾目光，同時

要讓觀眾在購買後能善加利用，真正進入觀眾的生活，真正藝術生活化！ 

 

    展覽文創商品的開發須掌握不同客群的需求，就如同展覽設計需了解主要觀

眾群一般，越符合觀眾的需求，愈能達到觀眾的期望值，展覽與文創商品發揮的

功能就愈大。可廣泛考量不同觀眾群的需求，設計出適合各類型消費者的商品，

可針對兒童教育、男性觀眾、銀髮族群這些潛在顧客個別開發。 

 

    設計是特展文創商品的外在，教育是其內涵，連結參觀經驗的博物館特展文

創商品除了以外在展品圖樣與設計作為教育的延伸，文字則作為內在加強的工

具，運用文字說明商品，以淺顯易懂的內容解釋商品，幫助觀眾瞭解商品的資訊

是絕對必要的，也能達到雅俗共賞的效果。商品的標籤說明也應是商品開發原件

中必要的一環，與商品設計上一樣需要注重美感，在視覺呈現上要有一致的設計

感，利用適當的文字敘述輔助說明展品資訊與設計理念，幫助觀眾了解設計師的

創意連結所在，也展現文創商品的教育功能！ 

 

    開發畫作衍生文創商品需要開發商、博物館、設計師三方協力，才能成就出

好的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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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三個案特展文創商品圖 

 

達文西特展文創商品圖 
 

 

 

 



 

 92 

 

 



 

 93 

 

 



 

 94 

 
 



 

 95 

 

 



 

 96 

竇加特展文創商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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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夏特展文創商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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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美術館特展商品特質問卷調查－藝術設計相關人士基本資料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 學歷 專業 

01 男 30-39 大學 商品設計 

02 男 30-39 大學 美術設計 

03 男 30-39 碩士 工業設計 

04 女 20-29 碩士 藝術行銷 

05 男 50-59 碩士 藝術行銷 

06 女 40-49 碩士 文化相關 

07 女 20-29 碩士 藝術企劃 

08 女 20-29 碩士 藝術企劃 

09 男 30-39 碩士 文化行政 

10 女 30-39 碩士 藝術企劃 

11 女 30-39 碩士 藝術行銷 

12 女 20-29 碩士 藝術企劃 

13 女 20-29 大學 文創企劃 

14 男 30-39 大學 文創行銷 

15 男 20-29 大學 文創行銷 

 

受訪者 

編號 
性別 年齡 學歷 專業 年收入 現職 居住地 

01 男 30-39 大專 資管 60-70 科技業 台北市 

02 男 30-39 大專 倉管 40-50 食品業 桃園縣 

03 男 30-39 大專 企劃 40-50 製造業 新莊市 

04 女 20-29 碩士 行銷 40-50 數位學習 台北市 

05 男 50-59 大專 行銷 30-40 業務 新店市 

06 女 40-49 大專 財務會計 40~50 財務 三重市 

07 女 20-29 大專 行政 20-30 人資 新店市 

08 女 20-29 大專 企劃 20-30 文創業 土城市 

09 男 30-39 大專 行銷 30-40 文創業 新莊市 

10 女 30-39 大專 業務 40-50 汽車業 中和市 

11 女 30-39 大專 網路行銷 30-40 出版業 土城市 

12 女 20~29 大專 倉管 30-40 物流業 中和市 

13 男 30-39 大專 倉管 30-40 生技業 桃園縣 

14 女 20~29 大專 客服 30-40 雜誌業 板橋市 

15 女 20~29 大專 客服 30-40 雜誌業 鶯歌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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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三大特展文創商品特質問卷調查 

 

感謝您撥空填寫這份問卷，希望透過您個人的專業素養，探討您對於三大特

展文創商品應具備哪些特質之看法。首先請您針對特展文創商品所應具備的特質

進行問卷填寫，接著，請您依據附件所提供的三大特展文創商品圖進行觀察，再

進行個別特展商品問卷的填寫。 

本問卷採匿名的方式，而且您在問卷中所提供的資訊，僅作為學術研究之

用，不會提供其他單位，敬請安心填寫。 您的意見對我們非常重要，衷心期盼

您依自己的實際感受填答。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1. 性別    □ 男   □ 女     

 2.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 專科   □ 大學   □ 碩士   □博士 

 3. 請問您的年齡？ □ 21─30歲    □ 31─40 歲      □ 41─50歲    □ 51─60

歲 

 

【特展文創商品應具備哪些特質？】 

問題 
很不

同意 

頗不

同意 

稍不

同意 

沒意

見 

有點

同意 

相當

同意 

非常

同意 

實用性高        

材質（品質）佳        

設計精美        

具象徵性（藝術家或原作）        

具教育性        

富創意        

具故事性（主題性）        

紀念性高        

藝術價值        

獨特性（差異化）        

價格合理性        

知識傳遞        

有收藏價值        

 

 

 

問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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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特展商品具備哪些特質？】 

問題 
很不

同意 

頗不

同意 

稍不

同意 

沒意

見 

有點

同意 

相當

同意 

非常

同意 

實用性高        

材質（品質）佳        

設計精美        

具象徵性（藝術家或原作）        

具教育性        

富創意        

具故事性（主題性）        

紀念性高        

藝術價值        

獨特性（差異化）        

知識傳遞        

有收藏價值        

 

【竇加與裸體特展商品具備哪些特質？】 

問題 
很不

同意 

頗不

同意 

稍不

同意 

沒意

見 

有點

同意 

相當

同意 

非常

同意 

實用性高        

材質（品質）佳        

設計精美        

具象徵性（藝術家或原作）        

具教育性        

富創意        

具故事性（主題性）        

紀念性高        

藝術價值        

獨特性（差異化）        

知識傳遞        

有收藏價值        

 

【新藝術慕夏特展商品具備哪些特質？】 

問題 
很不

同意 

頗不

同意 

稍不

同意 

沒意

見 

有點

同意 

相當

同意 

非常

同意 

實用性高        

材質（品質）佳        

設計精美        

具象徵性（藝術家或原作）        

具教育性        

富創意        

具故事性（主題性）        

紀念性高        

藝術價值        

獨特性（差異化）        

知識傳遞        

有收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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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博物館特展商品特質問卷調查 

感謝您撥空填寫這一份問卷，本問卷目的為探討您對於博物館特展商品應具

備哪些特質之看法。問卷採匿名的方式，而且您在問卷中所提供的資訊，僅作為

學術研究之用，不會提供其他單位，敬請安心填寫。 您的意見對我們非常重要，

衷心期盼您依自己的實際感受填答。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敬祝 平安快樂，萬

事如意！ 

1. 性別    □ 男   □ 女    居住地：              (縣/市) 

 2.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 國中以下   □ 國中   □ 高中   □ 專科   □ 大學   □ 研究所以上 

 3. 請問您的年齡？ 

   □ 15 歲以下    □ 16─20 歲    □ 21─30 歲    □ 31─40 歲  

   □ 41─50 歲    □ 51─60 歲    □ 61─70 歲    □71 歲以上 

 4. 請問您的職業？ 

   □ 學生    □ 軍公教    □ 資訊業    □ 製造業   □廣告業   □ 金融保險     

   □ 服務業  □設計相關  □藝術相關  □家管     □待業中   □ 其他 

 5. 請問您的年收入？ 

□20 萬元以下   □ 20~30 萬元   □ 31~40 萬元   □ 41~50 萬元  

□51~60 萬元    □ 61~70 萬元   □ 71~90 萬元   □91 萬元以上 

6. 請問您看展覽的平均頻率？ 

□ 每月 3~5 次      □ 每月至少 1 次     □ 每雙月至少 1 次  

□ 每季至少 1 次    □ 每半年至少 1 次   □ 每年至少 1 次    □ 極少看展 

【博物館特展商品具備哪些特質？】 

問題 
很不

同意 

頗不

同意 

稍不

同意 

沒意

見 

有點

同意 

相當

同意 

非常

同意 

實用性高        

材質（品質）佳        

設計精美        

具象徵性（藝術家或原作）        

具教育性        

富創意        

具故事性（主題性）        

紀念性高        

藝術價值        

獨特性（差異化）        

價格合理性        

有收藏價值        

這類商品會使您提高參觀度        

 

問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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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女人‧小鳥‧星星─米羅特展」衍生文創商品品項列表 

種

類 
項

 

品項 
款

式 

種

類 
項

 

品項 
款

式 

1 明信片 12 1 米羅撲克牌 4 

2 明信片套組 1 2 米羅卡貼 2 

3 米羅進口明信片 41 3 米羅隨手杯 2 

4 3D 立體明信片 5 4 米羅馬克杯 5 

5 海報 8 5 米羅杯墊 5 

6 筆記本 10 6 米羅鑰匙圈 4 

7 麂皮筆記本 2 7 米羅金屬鑰匙圈 4 

8 資料袋筆記本 4 8 米羅鑰匙圈（銅製） 2 

9 米羅書籤 6 9 鑰匙包 2 

10 米羅書籤套組 1 10 米羅金屬吊飾 4 

11 米羅資料夾 4 11 米羅手錶 3 

12 米羅 L 夾 4 12 米羅金屬手錶 2 

13 米羅貼紙 1 13 米羅 54 片拼圖 4 

14 米羅尺 4 14 米羅 520 片拼圖 2 

15 米羅吸鐵 4 15 米羅零錢包 2 

16 米羅墊板 4 16 米羅圓鏡 2 

17 米羅鉛筆盒 2 17 米羅扇子 2 

18 米羅鉛筆組 2 18 米羅塑膠提袋 2 

19 米羅削鉛筆機 1 19 米羅名片盒 2 

20 米羅原子筆 1 20 拭鏡布 5 

21 米羅滑鼠墊 4 21 米羅姓名貼 1 

22 相框式卡片 4 22 米羅精選套卡 1 

23 便條紙磚 2 23 智慧手機套 3 

雅

仕

文

具 

24 萬用卡片 1 24 護照本套 3 

1 米羅瓷板畫 2 25 手機擦拭貼 5 

2 米羅圓燈 2 26 米羅行李箱貼紙 1 

3 米羅小夜燈 2 27 iPhone5 時尚保護殼 4 

4 米羅高中扁燈 2 28 米羅限定套組 2 

5 無框畫鐘 2 29 米羅限定護照包組 2 

家

庭

裝

飾 

6 手搖音樂盒 1 30 米羅限定多功能證件帶 2 

1 米羅胸章 4 31 米羅限定化妝包 2 

2 米羅 T 恤 25 32 米羅-票卡夾 4 

服

裝

飾 3 米羅網帽 3 

生

活

用

品 

33 米羅石版畫保溫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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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4 米羅布料小別針 1 34 隨身卡套 2 

1 展覽導冊 1 35 開瓶器 4 

2 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大師─米羅 1 36 手提袋 5 

3 走進大畫家的世界-米羅 1 37 米羅桌墊 1 

4 載詩載夢的畫家—米羅 1 38 米羅進口點心盤 3 

5 瞭解米羅 1 39 米羅進口水杯 1 

視

聽

出

版

品 
6 米羅介紹 DVD 1 40 米羅圍裙 1 

1 複製畫 8 41 米羅雨傘 1 複

製

畫 2 精緻畫作 15 42 米羅行李吊牌 1 

1 米羅棒棒糖 4 43 米羅傳統遊戲盤 1 其

他 2 米羅紀念幣 1 44 米羅魔術方塊 1 

主題相關系列商品 85 45 米羅壓克力磁貼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