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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8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26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1957

案由：文化部函，為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
檢送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文創商品開發計畫及推廣行銷計畫書
面報告，請查照案。

文化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1 日
發文字號：文藝字第 106100387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大院審議 105 年度本部主管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決議，請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拓展現有文物商品積極開發文創商品，並提出文創商品開發計畫及推廣行銷計畫之
書面報告 1 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總統 106 年 1 月 2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11631 號令暨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
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第 24 案辦理。
正本：立法院
副本：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本部國會聯絡組、本部主計處、本部藝
術發展司（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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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主管 105 年度預算案「立法院審查 105 年度國立文化機構
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應辦理事項分工表」中第三項其他（
非預算凍結計 38 項）之第 24 案，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基金
105 年度預算編列「其他業務外收入─雜項收入」566 萬元，較
104 年度預算增加 6 萬元，增幅 1.07%，主要為銷售出版品、自
行開發商品及寄售商品銷售收入等，由自營之博物館商店銷售。
另查 99 年度至 103 年度之各項活動參觀人數統計，參觀人次分別
達 713 萬人次、714 萬人次、654 萬人次、633 萬人次及 662 萬人
次，其參觀人次高於故宮博物院 103 年度之 540 萬人次，顯示中
正紀念堂極具文創資產推廣優勢及自籌財源潛力。請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以提升品牌能見度與館藏效益，並增加自籌收入以減輕政
府財政負擔為前提，針對可充分運用典藏品素材及品牌形象，拓
展現有文物商品積極開發文創商品，並提出文創商品開發計畫及
推廣行銷計畫。
文化部提出書面報告說明如下：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入藏藏品係民眾及各方捐贈，捐贈者僅授予部份權利，故為「有限制
利用」之藏品；係指該批藏品得使用範圍包含典藏、公開展示、機關網站（資料庫）瀏覽、本部相
關網站瀏覽、機關教育推廣使用等類似態樣之不同組合。後於 105 年辦理「藏品權利盤點法律專業
服務專案」完成 1,395 件典藏品權利釐清，因此，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取得著作權、可用於開發
文創商品之藏品數量僅有 157 件（含營利目的之再授權予第三人者 136 件）。雖藏品可授權開發為
文創商品之數量不多，仍積極從多角度應用藏品，如自辦主題展、參加文博會、建置主題網站及結
合廠商設計轉化藏品圖像以開發文創商品，充分發揮博物館功能。
一、館藏推廣與多元應用
(一)105 年 5 月新興建置之「圖像資源網」，利用線上申請及多樣檢索功能，方便民眾及廠商
瀏覽該管理處授權之圖像資源，民眾可使用範圍包括學術研究、教育推廣、印刷出版、
多媒體出版、大型輸出展示、開發文創商品等，鼓勵大眾多元運用，期達到推廣與行銷
典藏品、該管理處圖像及品牌之目的。
(二)該管理處於 105 年訂定「數位圖像檔案管理作業規範」，以維護、有效管理及持續更新
「圖像資源網」之數位圖像檔案資源。
(三)「科技‧人文‧友善體驗─博物館數位導覽示範計畫」：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為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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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文‧友善體驗─博物館數位導覽示範計畫」參與館所之一，欲透過 3D 浮空投
影展示區與互動技術的設置，將館藏資源結合科技技術給予展品更多元的詮釋空間，不
僅有助彌補原本靜態展示呈現內容之不足外，更能帶動台灣科技團隊與博物館內部之展
示與研究能量，使遊客獲得嶄新的博物館參觀經驗。
(四)辦理 105 年藏品解說專案：本專案係就該管理處 273 件藏品，委託專業藝術史學者進行
藏品解說之撰寫工作，透過階段性工作，逐步充實藏品內涵，配合紀念堂圖像資源，提
供社會大眾珍貴藏品圖像與資料，以推廣並提高文物的可及性、充分發揮藏品價值。
二、加強行銷中正紀念堂品牌形象
(一)104 年辦理 2 場講座，期透過教育訓練，提升文創合作業者知能及說明品牌合作模式，以
共同開發優質文創商品。
(二)該管理處 104 年至 105 年參加本部主辦之「公有文創資產授權推廣計畫」，透過本計畫
創新應用開發、授權洽商活動等整合創意行銷及市場連結服務導入，並參加 2 場行銷展
示會，以提供跨界媒合，行銷中正紀念堂品牌形象及文創推廣。該計畫亦媒合專業設計
團隊，打造紀念堂專屬文創商品，並透過「2016 文化創意博覽會」展示開發成果與推廣
中正紀念堂文創資源，藉由展覽活動、媒體宣傳及串連好店優惠措施等，加強行銷中正
紀念堂文創品牌。
(三)105 年辦理 3 場有關民國歷史及品牌文創相關講座，另舉辦 1 場學術研討會，並展示紀念
堂出版之專書，藉以提升民眾對民國歷史與人物認識，形塑整體形象。
三、博物館商店經營及文創商品開發
中正紀念堂博物館商店於 99 年 7 月 9 日開幕，運用館內既有人力採自營模式，營運之初
大部分商品來自廠商寄售，僅少部分為自行開發。100 年開始逐步建立中正紀念堂品牌，並為
推廣品牌形象，積極運用品牌識別與中正紀念堂相關意涵元素開發文創商品。
(一)為積極導入民間企業多元創意及資源，提昇營運效能，經評估後，中正紀念堂博物館商
店於 104 年 7 月 24 日起委外經營。原「雜項收入」中之博物館商店收入已大部分轉為場
地「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博物館商店委外經營後，因收入認列科目改變，雜項收
入已大幅減少，實難以成長。
(二)博物館商店營運至今已經屆滿 6 年，期間積極規劃結合中正紀念堂獨特的建築特色及文
化內涵，並參考市場偏好，自行開發部分文創商品。惟因受限生產量低成本偏高、設計
專業能力與倉儲空間等問題，仍以與廠商合作開發為宜，未來將積極提供相關素材，提
高廠商合作開發意願。104 年開發商品計 12 件 22 款商品，105 年開發商品計 20 件 32 款
，100 年至 105 年文創商品開發總數共計 111 件，都是集結巧思將中正紀念堂意象、歷史
背景與國家意涵等元素相互結合，發展出之各式創意商品。此外亦積極尋求合作廠商之
設計與量產能力，透過民間企業的宣傳與行銷力量，以雙品牌合作模式創造雙贏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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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與廠商合作開發之文創商品

風鈴

中正景窗杯

瓦當杯墊

沙漏紙鎮

儀兵金屬書籤

花窗手鍊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自行開發之文創商品

紀念堂花窗紙膠帶

吸水杯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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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堂牌匾大理石名片座

「郵覽中正紀念堂」紀念郵冊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與廠商共同合作開發商品(雙品牌)

邦迪公司合作開發

金門酒廠合作開發

文青筆記本

中正紀念酒-精裝版

(三)中正紀念堂博物館商店雖已委外經營，惟仍維持「中正紀念堂博物館商店」品牌形象。
對於商品導入主題規範，分別為中正紀念堂意象、時代意義、生活美學、臺灣特色和國
家意涵之主題商品；其中中正紀念堂意象、時代意義和國家意涵商品，規範第一年商品
品項須占總商品數 30%以上，逐年增加 10%，最終以 50%為底線。而在商品合作開發上
，每年具中正紀念堂文創品牌商標商品比例須占總商品品項之 15%以上，且每年必須新
開發 15 件以上紀念堂專屬商品。
(四)中正紀念堂未來開發商品將持續擷取紀念堂意象，設計轉化為元素，並針對消費市場趨
勢，與委外廠商研擬市場接受度與顧客消費喜好，積極開發文創商品。另商品除了在紀
念堂博物館商店販售外，亦積極尋求其他對外通路，目前已與 7 處通路合作，藉以推廣
行銷自有品牌商品及增加銷售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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