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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市規劃於於水湳經貿園區內設立臺中城市文化館(市立美術館與市立圖書

館)，目前正進行國際競圖作業中，預計於今年(102年)9月 1日將發表得獎建築

師名單，隨即將進入設計作業與興建工程。本案預計於 106年底前完工，相關準

備作業刻正緊鑼密鼓的進行中，亟需於現階段針對美術館與圖書館之定位、設

計、興建、營運等，吸取國外優秀之成功案例與經驗，以供將來二館興建與營運

之參考。 

2013年 4月 16日至 19日，以美術館與圖書館主要籌辦人員為主，由本局

葉樹姍局長組團，展開為期 4天 3夜日本金澤市之參訪，主要參訪對象為日本「金

澤 21世紀美術館」與「金澤海未來圖書館」。另，金澤市以傳統手工藝聞名於世，

亦規劃參訪當地古蹟歷史建築、博物館、紀念館、文創工藝等設施。參訪過程經

由日本金澤市役所、金澤市議會及北國新聞社、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亞東交流

協會等多方照顧與幫忙，讓此行順利圓滿，除了達到主要之參訪目的，亦加強了

姐妹市之友誼。 

本次參訪雖行程緊湊卻收益良多，雙方透過彼此交換文化、建設、觀光、古

蹟維護、文化創意產業等多方面經驗與意見，並舉辦正式之機關座談與分享，瞭

解文化設施籌建與營運過程，此行之經驗與心得，將提供本市未來城市文化二館

興建與營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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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成員 

2013日本金澤 21世紀美術館及相關藝文設施參訪活動團員名單 

職稱 姓  名 服務單位/職稱 出國任務 

團長 葉樹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督導參訪活動各項事宜 

團員 賴惠英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科長 

負責文化訪問行程協調、協助參

訪活動執行等工作 

團員 陳文進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股長 

負責參訪活動聯繫、協調、經費

管控、成果報告等工作 

團員 范秀情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西

屯區協和圖書館/管理

員  

負責文化參訪活動拍照、記錄、

成果報告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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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目的 

自從水湳機場遷移後，臺中市政府即積極對該地進行大規模規劃與開發，計

畫開發為「大宅門特區」，特區內除了一般住、商區域外，將有清翠園(特區內之

中央公園)、大會展中心、臺灣塔、臺中城市博物館、臺中城市文化館等公共設

施，而規劃中的臺中城市文化館，即包含了臺中市立美術館與臺中市立圖書館之

文化二館之興建。 

直轄市級美術館與圖書館總館自然要有一定程度之國際化，臺中市在胡志強

市長的國際化及以文化藝術帶動城市發展方向上頗具成績，在亞洲崛起的時代

中，臺中必然不能缺席。是以本次參訪對象主要以聞名於國際的日本「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及去年（101 年）以其獨特造型與服務，被列為世界最美的 25 個圖

書館之一，有「蛋糕盒子」之稱的「金澤海未來圖書館」。 

位於日本北陸的金澤市素有「日本小京都」之稱，2009 年 6 月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更把金澤市登錄為「全球創意城市網路-手工藝和民間藝術之都」，成為每年

高達 700 萬人次觀光客來訪的人氣觀光地。金澤市雖為歷史悠久之古城，然並不

以傳統工藝成就自滿，更不時接收新觀念，創造城市之蛻變，融合傳統與創新，

讓城市充滿了活力，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就是「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的成立，

讓金澤市聞名於國際。美術館於 2004 年 10 月正式啟用，峻工前一個月，就獲得

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金獅獎，蜚聲國際，每年創造 150 萬以上的參觀人次。另

外新近成立的「金澤海未來圖書館」更獲美國藝術網站 Flavorpill 入選為「世界

最美的圖書館 Best 25」之一。而金澤市與本市素有淵源，縣市合併前即與臺中

縣豐原市結為姐妹市，兩城市之間友誼深厚，二市交流與合作頻繁，亦藉此機會

加強兩城市之間文化方面之交流，拓展國際合作之機會。 

本次參訪以美術館與圖書館為主要參訪對象，目前本市市立美術館與市立圖

書館亦進行國際競圖作業中，亟須與館方進行面對面之交流訪談，希望能以詳盡

與深入的訪談方式及現場的實地觀摩，透過館方之協助，針對事前提出之問題，

吸取相關經驗與教訓，作為籌辦本市城市文化二館有效之方法，並吸取金澤市美

術館與圖書館籌建過程中之相關經驗，以作為將來二館興建與營運之參考，正是

此行選擇日本金澤市參訪的目的。 

 



 6 

參、參訪過程 

一、行程表 

日  期 行    程 

第一天 

4 月 16 日 

（星期二） 

上午 

05：00 於市政府惠中樓大門口前集合出發 

08：55 桃園國際機場起飛 

      （中華航空 CI100  桃園/東京） 

13：05 抵達東京成田國際機場 

下午 14：00 由東京成田機場搭車前往長野縣 

晚上 

18：30 抵達飯店 

飯店：一茶小道  

ADD：長野縣下高井郡山之內町湯田中 

TEL：0269-33-4126 

第二天 

4 月 17 日 

（星期三） 

上午 
08：00 前往金澤市 

11：00 參觀金澤火車站 

下午 
14：30 拜會金澤市役所、座談 

15：30 參訪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 

晚上 

18：30 文化交流懇談會 

20：30 參觀金澤東茶屋古街 

飯店：金澤 crown plaza(全日空飯店) 

ADD：石川縣金澤市昭和町 16-3 

TEL：076-224-6111 

第三天 

4 月 18 
上午 

09：00 參訪金澤海未來圖書館 

11：00 拜會北國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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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下午 

13：00 參觀長町武家屋敷 

13：50 參訪能樂美術館 

14：30 參訪中村紀念美術館 

15：10 參訪鈴木大拙館 

16：10 參觀金澤兼六園 

晚上 

18：30 金澤市議會「日台親善連盟」懇談會 

住宿：金澤 crown plaza(全日空飯店) 

ADD：石川縣金澤市昭和町 16-3 

TEL：076-224-6111 

第四天 

4 月 19 日 

（星期五） 

上午 

回程 

10：00 由金澤市搭車前往富山機場 

11：00 抵達富山機場 

12：40 富山機場起飛 

      （華航 CI-171 富山/桃園） 

下午 
15：0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18：00 抵達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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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內容與參訪任務 

第一天  4月 16日（星期二） 

「2013日本金澤 21世紀美術館及相關藝文設施參訪活動」由葉局長樹

姍率團，團員包括視覺藝術科科長賴惠英、股長陳文進及西屯區協和圖書館

管理員范秀情，一行 4人於 4月 16日（星期二）上午在桃園國際機場搭乘

8時 55分中華航空 CI100班次飛往日本，於 13時 5分抵達成田國際機場，

14時完成入關手續後，隨即驅車前往住宿地點－長野縣下高井郡，18時 30

分抵達飯店，晚餐過後，團員為第二天的官方拜會與參訪行程，再次確認流

程、名單、文宣資料及紀念品等，為緊湊的參訪預作準備。 

 

【飯店準備的晚餐讓旅客現摘香菇烹煮，餐飲設計亦富文化創意】 

 

第二天 4月 17日（星期三） 

本日參訪重點活動為下午拜會石川縣的縣廳所在地－金澤市役所，及參

訪金澤 21世紀美術館，因路途遙遠，參訪團於上午 8時 30分準時集合，搭

車前往金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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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金澤市火車站 

原本以為日本北陸地區天氣仍寒，卻意外的有初春的溫暖，約 11時來

到日本素有小京都之稱的金澤市，抵達火車站時，迎面映入眼簾的是一巨大

的現代迎賓鼓門，團員們被城市新舊融合的強烈印象所震撼。金澤火車站於

2005年揭牌，這座由木材、鋁合金與玻璃帷幕建造而成的車站，廣場挑高

約 30公尺，使用金澤當地的工藝玻璃，總計 3019片，其造型宛如巨傘。門

口的鼓門，參考日本能劇小鼓造型的樑柱概念設計而成，整體建築融合傳統

與現代，造型非常特殊，金澤火車站被美國旅遊雜誌《Travel + Leisure》

評選為世界最美麗的車站，名符其實。 

 

【金澤火車站的鼓門與玻璃帷幕，融合傳統與現代，吸引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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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澤火車站的地下街，展示廣場縮小模型與結構說明】 

 

 

【火車站前的水鐘，以日、英文秀出時間與歡迎字樣】 



 11 

  ●拜會金澤市役所 

下午 2時 30分依原訂行程到達金澤市役所，由市長山野之義親自接見，

現場還有井澤議員、中西議員、新村議員、松村議員、小林議員及長坂議員、

經濟局長、觀光交流課長等陪同，深刻感受日方對參訪團之重視及禮遇。拜

會活動由山野市長首先致歡迎詞，他歡迎大家到金澤市，除了參觀美術館、

圖書館，也歡迎大家來體驗金澤的空氣、金澤的水，希望透過意見交換，促

進雙方的交流與合作。山野市長隨後並為第一屆金澤馬拉松活動宣傳。 

 

【金澤市長山野之義與議員於市役所接待訪問團成員】 

 

葉局長隨後代表胡市長問候山野市長及議員們，她表示，此次文化局到

金澤市參訪的人員雖然不多，卻肩負很重要的任務，要來學習金澤市在文化

交流與保存方面的經驗，雖然到達金澤市才三個小時，就已經愛上這個城市

了。金澤是一個很美的城市，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對文化保存的用心。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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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即將參觀的 21世紀美術館，是日本知名建築師妹島和世所設計，目前也

有幾位世界級的日本建築師，為臺灣的臺中進行重要的公共建築設計，例如

大都會歌劇院是由伊東豊雄先生設計，臺灣塔是由藤本壯介先生設計。正在

辦理國際競圖的市立圖書館、市立美術館，也希望優秀的日本建築師來參與。 

葉局長接著談到在金澤火車站看到的「市民宣言」，據說金澤市的市民

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對公眾事務特別是文化保存的事務，都非常且主動的投

入，除了民間自發性的意識之外，請問政府部門做了那些方面的努力？山野

市長表示，金澤 30年來沒有發生重大的災害，文化保存得非常好，市民對

文化保存的意識很高昂，市役所編列預算，並與市議會聯合向中央爭取經

費，加上民間的資助，全力支持保存文化的政策。 

山野市長與葉局長就振興地方手工藝產業交換意見，金澤市役所在 21

世紀美術館旁的金澤能樂美術館附設工藝廣坂，專門銷售具特色的金澤傳統

工藝品，來加強這方面的行銷。雙方在一陣交流後，進行交換紀念品，由葉

局長代表胡市長致贈山野市長臺中霧峰出產的初霧酒，贈送議員臺灣藝術家

王俠軍設計的「八方新氣」白瓷藝術品，山野市長回贈金澤金箔品等，以資

紀念。 

 

 

 

 

 

 

 

【葉局長樹姍與金澤市長山野之義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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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北國新聞社特別派記者來訪問葉局長此行目的，葉局長表示，臺中

市即將興建市立美術館與圖書館，金澤 21世紀美術館不論在建築空間或行

銷策略都非常成功，所以特別來觀摩和學習。金澤市在古蹟、歷史建築的保

存，或是傳統手工藝的傳承，都是值得學習的地方。4月 18日的北國新聞

報，以圖文報導，顯示當地對本局訪問團的友好。 

北國新聞報導  2013年平成 25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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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與全體人員合影留念，隨後並到市役所旁的金澤能樂美術館附設

工藝廣坂參觀，這個工藝品直銷專門店，可以見到眾多從日本加賀藩政時代

傳承下來的稀少傳統工藝，也有傳統與現代技法融合的手工藝品，店內還出

售能樂美術館的精品，都非常的精美。 

 

【工藝廣坂內的金澤工藝品，以傳統為元素並融入現代新意】 

●參訪金澤 21世紀美術館 

結束金澤市役所的拜訪行程，繼續前往市役所旁的金澤 21世紀美術館

參訪。21世紀美術館的設計者是「SANAA」，也就是妹島和世（Kazuyo Sejima）

與西澤立衛（Ryue Nishizawa）於 1995年所組成的設計團隊。美術館建造

費用約 200億日元，花了 5年時間，於 2004年 10月正式啟用，峻工前一個

月，就獲得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金獅獎，蜚聲國際，每年創造 150萬以上

的參觀人次，遠多於當初預估的 50萬人次，為這個擁有加賀百萬石輝煌歷

史的金澤名城，帶來當代藝術的豐厚洗禮。 

在金澤市役所的安排下，與館長秋元雄史團隊作了一場正式的交流座

談，主要是想瞭解金澤 21世紀美術館成立的過程，吸取該館設立成功的經

驗，其中訪問團最感興趣的是，當初成立這個館的原因與設館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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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 21世紀美術館館長秋元雄史為訪問團進行簡報與文流】 

 

為此行的訪問活動，訪問團事先針對美術館的組織、營運、經費、行銷

等方面的問題，特研擬了下列議題與館方進行座談，藉以深入瞭解各項作法

與經驗： 

一、從籌備、建館到營運的歷程最大的困難與挑戰？ 

二、管理組織與編制採政府行政組織或財團法人、基金會？館長聘任、限制、

權責？ 

三、年度計畫、年度營運經費之擬定？ 

四、每年入館人數與主要服務對象？年度經費收支情形？ 

五、展覽計畫之安排與擬訂？自行研究辦理或委託辦理？ 

六、典藏計畫之擬訂？典藏經費？ 

七、教育推廣計畫？社區資源結合或共榮政策？ 

八、總體行銷的規劃？ 

九、周邊文化設施、商營服務？ 

經過詳細的請益方知，自 1996年籌備之初，該館就不斷的與市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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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說明會與懇談會，瞭解居民心目中的需求，也推動雙方的

信任與互助機制，最後才決定設立一個現代的、屬於居民的現代美術館。以

「與世界的今天共存的美術館」、「活躍於城鎮，與市民共同參與創建的交流

型美術館」、「延續當地傳統，面向全球開放的美術館」、「與孩子共同成長的

美術館」為四大目標，建築也是以「面向全市開放的公園型美術館」為構想。 

 

 

【民眾自由閱覽的空間與現代感座椅，符合美術館整體意象】 

美術館由市政府指定財團法人金澤市創造基金會為管理人，每年營運費

約 7億 6仟萬日元，其中市政府編列預算 4.4億日元支應，美術館本身之收

入與來自民間之捐獻約 3.2億日元。總職員人數約 36人，所有職員由該基

金會依專業、適才、適所去聘任或市政府派任，在用人制度上深具彈性。座

談會後，葉局長致贈秋田館長臺中的梨山茶、本局的文創品手機殼、USB等，

隨即由館方學藝員（研究員）引領實地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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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 21世紀美術館建築大量採用玻璃，讓戶外的光線自然進入室內，

所以採光性特別好，與過去傳統美術館以空間幽暗、密閉的設計有別，這種

採光的設計方式，21世紀美術館應是首創，而該館所展示的皆為 1980年以

後的現代作品，由於是現代作品，故以影像、材質不同題材來表達訴求。收

藏東亞洲、非洲和歐洲各個國家的作品。一年編列 9000萬日元的經費採購

典藏品。 

 

 

【美術館大量採用玻璃，讓光線進入室內，與傳統美術館有別】 

美術館的建築構想是「面向全市開放的公園型美術館」，是以在外觀設

計上，妹島和世建築師提出仿效海島造型的概念，也就是利用圓型將不同的

展區集中在內部，而且最外圍並非實牆，而是透明的玻璃落地窗，讓此美術

館猶如透明飄浮的大扁圓島一般，從外面環境也能對美術館內部的活動一目

了然。在入口的設計方面，總共有 4個門，每一個門都是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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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 21世紀美術館外觀鳥瞰 攝影：中道淳／ナカサアンドパートナーズ】 

 

【參觀美術館的民眾悠閒閱讀、欣賞戶外公共藝術作品】 

 

美術館內則分為收藏展與特展兩部分，收藏展在開館之初即邀請世界級

大師創作，以供固定常年展示，也成為該館開館後的招牌。如引人注目的藝

術家林德羅‧厄利區（Leandro Erlich）作品〈泳池〉（The Swimming Pool），

其利用水藍色展室的天窗加上一層僅 10公分深的水，並設置泳池扶手，從

水面往下俯視，恍若真的游泳池，但遊客亦能在底下的展室走動並向下仰

望，上下觀看，造成了特殊的趣味和效果，每年都吸引廣大藝術愛好者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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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拜。 

 

 

 

【林德羅‧厄利區作品〈泳池〉，吸引藝術愛好者前來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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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藝術家在該館也沒有缺席，臺中霧峰出生的藝術家林明弘，以臺灣

花布的概念，在調查加賀友禪的手法以及圖案後構思出來的壁繪作品，創造

出嶄新的空間體驗。 

 

【臺灣臺中藝術家林明弘以加賀友禪為創作元素的作品】 

美術館戶外藝術品亦很有特色，如德國藝術家佛羅里安‧克拉爾（A. 

Florian Claar）的作品〈Klangfeld Nr.3 für Alina〉，以 12個低音大號

形狀的管子分散於室外各處，兩個管子在地底中成對連接，讓聲音可傳達到

意想不到的地方。 

 

 

 

 

 

【園區的低音大號，讓聲音傳到意想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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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暨冰島藝術家歐拉弗‧艾力森（Olafur Eliasson）的作品〈Colour 

activity house〉由青、紫紅及黃三種顏色所組合，隨著環境的變化或參觀

者的移動會產生不同顏色的風景，都是聞名國際的經典作品。 

 

【青、紫紅及黃色隨環境變化或參觀者的移動而產生不同的風景】 

●文化交流懇談會 

晚上 6時 30分，由金澤市役所與市議會共同舉辦「文化交流懇談會」，

包括山野市長、八田經濟局長、縄生涯學習部長（寬敏）、浦觀光交流課長

史世宏、石藏文化政策課長茂幸等，市議會參加的議員為井澤議員、安達議

員、中西議員、上田議員、新村議員、松村議員、宮崎議員、小林議員、長

坂議員。 

山野市長除了再次歡迎參訪團外，特別提到「烏山頭水庫之父」八田與

一，以及臺中市新社區的「白冷圳之父」磯田謙雄，此二人的故鄉同為金澤

市，金澤市役所與市議會這兩年常到臺灣來蒐集其相關資料，為金澤市「故

鄉偉人館」內的八田與一專廳，展示其建設烏山頭水庫時的資料。葉局長致

詞感謝金澤二位優秀的水利技師為臺灣所做的貢獻，透過這層歷史關係，臺

中與金澤兩個城市的友誼也更加深厚。懇談會還特別為即將退休的臺北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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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文化代表處處長黃諸侯，舉行歡送儀式，感謝其為臺、日雙方文化與觀

光交流所作的奉獻，場面非常溫馨。 

 

【文化交流懇談會，雙方暢談文化藝術推廣經驗】 

 

 

【與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長黃諸侯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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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東茶屋古街 

晚間 8時 30分由小林議員與長坂議員帶領訪問團到東茶屋古街參觀，

同行的有安達議員及黃諸侯處長夫妻等。 

東茶屋古街是江戶時代觀賞藝妓與演奏的場所，為兩層樓的木造房屋，

一樓有優美的細格子窗櫺，稱為「木蟲籠」，接待客人的房間則位於二樓，

此為其特徵。傳統的建築外觀，多經重新裝修後，成為茶店、飲食店，由於

其具有歷史價值，被指定為日本國家文化財。 

東茶屋古街內晚間營業的店家並不多，大家在名為「藤」的茶店喝茶，

團員們被古樸的傳統建築，寧靜的氛圍，與道地的日本茶道所吸引。雖然東

茶屋古街已無藝妓表演，仍有許多的觀光客到此參觀、拍照，是金澤的熱門

景點之一，可見金澤市役所保存茶屋古街的完整性，不僅為傳統建築注入新

生命，更以文化財為地方帶來無限商機。 

 

【東茶屋古街被日本指定為國家文化財，為地方帶來無限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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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4月 18日（星期四） 

●參訪金澤海未來圖書館（Ｋanazawa Uminirai Library） 

圖書館於 2011年 5月 21日開館，建築由東京 Coelacanth K&H 

Architects 設計，建築師稱之為「蛋糕盒子」。建築物地上三層，地下一層，

45x45m，高 18m。建築設計曾榮獲日本建築家協會賞等多項建築大獎，更被

美國藝術網站 Flavorpill選為「世界最美的圖書館 Best 25」之一，果然

名不虛傳。 

圖書館建築表面分布約 6,000個（直徑 20、25、30㎝）孔洞，讓大自

然的光，均勻地進入大樓內部，與書架上的燈光，形成柔和的光線；冷氣從

書架下方吹出，再抽入三樓上方管線，以循環空氣降低溫度，讓舒適的空氣，

吹拂讀者活動的範圍，不需冷卻整個空間，達到節能目的。  

 

 

【金澤海未來圖書館建築表面的圓孔，為室內引入自然光線】 

 

金澤海未來圖書館位於金澤市的西部，參訪團於上午 9時到達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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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館長元林康志與館方人員進行簡報，為能深入了解該館的館藏政策、組織

編制與閱讀推廣政策，參訪團向館方提問： 

一、從籌劃、建館到營運，不同階段參與單位或人員？社區意識的凝聚？ 

二、曾獲美國藝術網站 Flavorpill入選為「世界最美的圖書館 Best 25」

之一，空間規劃策略？如何因應圖書的成長? 

三、定位策略?與金澤其他圖書館的區隔或合作？行銷規劃？ 

四、館藏總量最大約為 40萬冊，每年成長目標?年度編列圖書經費？採購方

式？ 

五、人員編制？志工人力的運用？ 

六、社會資源的運用？異業結盟？社區資源的整合？  

七、閱讀推廣計畫之擬定？針對多元族群提供的服務？ 

八、積極收集日本海與地域相關歷史資料，收集方式？合作單位？如何推

廣？ 

九、重視生涯（終身）學習，提供電腦設備的特色？是否與企業合作辦理相

關閱讀活動或研習？ 

 

【金澤海未來圖書館人員與訪問團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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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館方綜合說明之下，了解到當地的圖書館計有 4座，包含玉川圖書館

（中央館、資料保存、史料）、玉川兒童圖書館（兒童圖書推廣活動、學校

圖書館支援）、泉野圖書館（視聽資料）及金澤海未來圖書館（日本海地域

文化資料、工藝產業資料）。圖書館一年的營運經費約 2.4億日元，職員共

有 34位，含 14位正式編制人員。志工共 120人，圖書整架與兒童服務各有

60人。 

葉局長問到，金澤市 4座圖書館成立的時間愈來愈接近，是否意味政府

對閱讀推廣的重視？館方表示，各個圖書館均努力推動閱讀，為了讓市民騎

腳踏車就可以到達圖書館，各館之間的距離，大約在半徑 4.5公里內。從這

項政策來看，金澤市役所運用空間與館藏定位策略，為市民營造被書圍繞的

環境，建立圖書館豐富、多元的公共價值。 

在空間配置上，一樓為兒童區，展示繪本與兒童新書及辦公室所在。二

樓成人書區提供休閒、進修的圖書與網路設備，三樓陳列與日本海、金澤市

有關的歷史資料。金澤以金箔、加賀友禪（染布）、陶器等工藝特色聞名，

館方收集相關工藝產業的圖書，使三樓成為地區的情報與資料中心，頗具特

色。內部設計簡潔、寬敞又舒適，閱覽席位共 300席，受到市民的高度喜愛。 

 

【提供讀者自助借書的自動化借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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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方收藏烏山頭水庫之父－八田與一傳記，右為金澤木製椅】 

 

事實上，自 2006年籌建開始，即廣邀請社區居民參與，關於這一點，

從館內交誼廳（200席）、集會室、活動室、展覽室、交流區的設置，及場

地免費提供市民使用來看，圖書館儼然成為當地社區居民生活與學習的中

心。金澤市約 45萬人，約 19.1萬人擁有借閱證，開館 1年 4個月，即達到

100萬的入館人次，亮眼的實績，說明了令人愉悅的環境、具特色的館藏，

與社交中心的設計概念，讓社區居民對圖書館產生高度的認同感，是非常值

得學習的。 

 

【寬敞、明亮的設計，留給市民最舒適的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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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館藏方面，2011年開館藏書約 17萬冊，目前約 20萬冊，預估最大

的館藏量約 40萬冊，在圖書館規劃之初，即已計算圖書的成長量，包括一

年圖書成長目標約 17,300冊，一年編列約 3,000萬日元購書經費，由專職

人員負責採購，內容以新書為主，並以當地的書商為優先採購的對象，以

13年的時間，計畫性的充實圖書。 

最後，館方帶團員參觀館自動化書庫，書庫內有 2,418個集書箱，每個

深 4.5㎝、寬 17.7㎝、高 11.1㎝，共可容納 13萬冊的圖書，系統以書的

大小區分集書箱，不分類，以晶片找書，快速、方便、有效率，可說是圖書

館的魔法空間。民眾到館借還書採 IC管理，運用機器設備節省人力，是日

本近幾年發展的趨勢，圖書館也採用，為館方節省人事開支。 

 

 

 

 

             【友善的設施，令人倍感貼心】 

 

【自動化書庫預留圖書成長空間】 

圖書館在與社區的合作更是精采，館方分享如 JAMSTEC（海洋研究開發

機構）曾在圖書館舉辦「體驗海的科學」活動，展示潛水艇模型，現場可觀

看埋在日本海底的地震測量儀器，及深海 1000公尺水壓的科學實驗等。一

樓兒童區以「海洋是我們的朋友」為主題，展示海洋繪本，為小朋友講述海

洋大冒險的故事與製作海底小模型。二樓成人書區展示「與海洋共存」主題

書。三樓展示「北前船模型展」，及舉辦與海洋有關的講座，所有的活動主

題皆緊扣「日本海」的館藏特色，豐富又趣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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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高的空間設計，帶給讀者視野的開闊感】 

 

【置放特色館藏－日本海的地圖櫃】 

另，金澤美術工藝大學曾到館展示典藏藝術品，透過在玻璃貼飾，達到

親近藝術及圖書館禮節的提升；在館內展示 21世紀美術館典藏品，並安排

研究員解說作品；地區公民館也在圖書館舉辦演藝發表會，及當地足球隊

Zweigen金澤 FC於館展示比賽照片、足球主題書展等，這些活動皆與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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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密切整合，使圖書館不再只是單純的借書功能，而是一個充滿知識與想

像的大寶庫，讓人不得不佩服圖書館在閱讀推廣的用心與創意。 

今日因行程緊湊，結束參觀與分享經驗後，隨即展開下一個行程，前往

北國新聞社拜會。 

●參訪北國新聞社 

上午 11時來到北國新聞社，由新聞社的局長田中則男親自接待，並安

排記者訪問葉局長，局長談到，臺中市目前正在辦理美術館和圖書館的國際

競圖，此行目的是來取經、學習。已經參觀 21世紀美術館，它在開館後，

一年內創造了 150萬的參觀人次，是金澤市 45萬人口的 3倍，因為美術館

有很好的空間規劃、很美的建築與策劃的展覽主題，所以吸引非常多的觀光

客，這是項了不起的成就。參觀金澤海未來圖書館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建

築設計得獎，最重要是，金澤有 4座規模相當大的圖書館，各自都有主題和

定位，規劃得非常好。加上金澤對古老技藝、手工藝及古老建築的保存皆很

用心，此行學習很多寶貴的經驗，希望將來有機會到金澤 long stay。 

當記者問到葉局長，不知臺中市民對金澤出身的水利工程師磯田謙雄的

認識程度?葉局長表示，新社區的居民，都認識白冷圳的特色與磯田先生，

當地也建有紀念公園和紀念碑。議員安達先生表示，今年 10月磯田謙雄紀

念公園的紀念銅像即將完工，屆時將組團到臺灣參加落成儀式。去年 10月

磯田謙雄的家屬與金澤市議會，曾參加白冷圳故事牆啟用典禮，及白冷圳生

日感恩晚會，當時的報紙大幅報導，有助於臺中市民對磯田先生新社水利建

設的了解。 

記者再請葉局長發表對臺中與金澤日後的交流或發展的看法﹖葉局長

說，臺灣每天都有飛機到富山，金澤有這麼多的特色，相信臺灣到金澤的觀

光客會愈來愈多。在文化交流方面，希望臺中與金澤能有更深一層的交流。

文化局舉辦的大墩美展，每年前往國際城市交流、展覽，如美國休士頓、澳

洲坎培拉、日本京都和琉球，去年到印尼亞加達，今年將到大陸杭州，希望

兩年之內有機會到金澤來展覽，圖書館之間也可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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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臺中有很多表演藝術團體，希望能帶團到金澤來觀摩、交流。臺

中還有很多的文化節慶、活動，有傳統藝術的、有兒童的、有古典音樂的，

也有爵士音樂的，希望未來的城市交流，可評估規劃舉辦「Kanazawa週」，

或邀請 Kanazawa的團隊，加入臺中辦理的節慶、活動等等，讓雙方有更多

的交流與合作的機會。 

 

 

 

 

【北國新聞社局長田中則男】 

 

                【葉局長率訪問團於北國新聞社接受採訪】 

新聞社的田中局長笑問葉局長，從媒體工作轉換到文化單位的轉折?葉

局長回答，在媒體領域工作時，負責新聞主播，但得獎的獎項都與教育文化

有關，胡市長邀請她擔任文化局長，並以「文化公益」的想法，透過文化資

源的重新整合與再分配，來做與大眾利益有關的事務。 

北國新聞社擁有石川縣的有線電視台、廣播電台及報紙，田中局長去年

曾到臺南，報導有關八田與一的故事，葉局長邀請他到臺中來報導磯田謙雄

對新社的建設事蹟。之後，雙方互贈紀念品，當記者看到葉局長贈送的「I 

LOVE TAICHUNG」打包帶時，不禁發出驚喜聲，在歡笑聲中，結束拜會行程。 

●參觀長町武家屋敷遺跡 

參訪團於下午 1時到了長町武家屋敷跡，也就是金澤市的傳統環境保存

區域，由金澤市役所觀光交流課的浦課長安排導覽員為團員解說，課長表

示，在屋敷跡均有導覽志工為參觀的遊客解說。團員看到金澤市役所設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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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牌，提醒遊客輕聲細語，避免打擾武家屋敷內的居民。此外，該區禁止

車輛進入，貼心提供腳踏車供遊客騎乘與遊覽。在進入屋敷之前，團員們對

於流經屋前的水渠很好奇，導覽員解釋，水渠在江戶時代是港口到城裡運送

物資的水路交通要道，現在則流入家戶為其所用。 

 

【導覽員為參訪團詳盡解說長町武家屋敷的歷史與再利用】 

 

導覽員解說，日本江戶時代的前田家，是豐臣秀吉政權下的武將，金澤

在當時是前田家支配的加賀藩的領地，在文化和工藝方面有繁榮的成長，而

在長町，加賀藩重臣之中有兩人的屋敷留存著，它是當時中級武士及其家庭

居住的地方，雖然近代民間的住宅風貌改變，但該地區保留了武士的住宅、

土牆、長屋門，及由石板舖成的小巷道等。建築物已完成整修，有的建築由

武士後代居住，也有建築再利用，裝修成工房或商店，販賣金澤當地具有特

色的各式工藝品，團員參觀一家金澤工房時，看到手提袋是由日本傳統榻榻

米的邊布製成的，也有利用金澤的金箔作成的各式紀念品，金澤的陶藝品也

相當有名氣，這些文創商品，富有創意，受到遊客們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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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完整的武士屋與石板小巷道】 

 

 

 

 

 

  

 

 

【善用傳統建築規劃的現代商店，金澤食器文創品頗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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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工藝創意手提袋，由日本傳統榻榻米邊布製成】 

 

日本政府對傳統建築不論是保存建物，或是保存的技術，都相當重視，

看到被文化廳登錄有形文化財的建築物，均有編號，並於屋前掛牌說明，對

於百年老樹也立牌予以維護。金澤市役所鑑於近年來居住與生活型態的改

變，加上機械化技術的普遍，造成傳統建築修復技法的衰退、修復人才的流

失，為了保存金澤市的傳統建築，成立了金澤職人大學校，透過資料的收集、

調查、設計圖的閱覽，及具文化財修復技術的專門人才的指導等，培訓金澤

傳統建築高級修復人才。導覽員特別帶參訪團參觀「長町研修塾」及茶室「匠

心庵」，由金澤職人大學校第一期學生，綜合實習、整修而的成果。 

當團員在武家屋敷的巷弄間穿梭時，彷彿走入了當時的場景，瞬間被歷

史的氛圍所包圍，讓人有回到過去的感覺，但也著實看見了金澤市役所對傳

統建築的保存、活化，及傳統建築修復人才培育，所做的努力。此外，當地

政府對於建築內居住者的尊重，也教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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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澤職人大學校培育的學生修復之長町研修塾】 

 

 

【匠心庵；右為建築物經文化廳登陸為有形文化財的說明牌】  

●參訪能樂美術館 

下午 1時 50依原訂行程到達金澤能樂美術館，由館長吉野晴夫親自接

待，吉野館長也是能劇的表演者。金澤的能樂是由家賀藩前田家作為武士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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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典禮樂加以保護發展而成，並推廣至平民百姓階層，獨自形成了「加賀

寶生」流派，金澤也因此被稱為「天空飄下歌謠」聖地。日本明治維新後，

武士階層勢力衰退，加賀寶生也隨之衰落。後來加賀寶生的中興之祖－佐野

吉之助，透過財力及精神的扶持和努力，能樂才能在市民間廣為流傳。 

吉野館長為參訪團導覽館內設施，一樓的能樂舞台，可以一邊觀賞能樂

表演影片，一邊體驗能樂。展示的金澤能樂堂復原模型，詳細介紹能舞台的

構造與舞台的幕後，「能」一般是在帶屋頂的三間四方形（邊長 6公尺）的

正舞台上表演。支撐屋頂的四根柱子，同時也具有辨別主角的記號作用。從

正面看舞台的配置，右側是「伴唱座」，後方是伴唱人或輔佐員的位置「後

座」，後座的後面稱為鏡板，相傳神靈會降臨到鏡板上所繪的老松樹上。從

正面看的左側，則是一座與後座相接的橋廊斜伸向後面，其裡面就是「鏡

間」，與橋廊用幕簾相隔，橋廊不僅是通往正舞台的通道，是舞台的一部分，

也是表演場地的一角。 

 

 

 

 

 

 

 

 

               【館長吉野晴夫解說金澤能樂堂復原模型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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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的主展示廳展示加賀寶生世代相傳貴重的能裝束與能面具；影片展

覽專區可觀看加賀寶生的歷史、金澤的傳統藝能等影片。此外，設有研修室，

透過接觸能裝束、能面具和樂器等，可輕鬆體驗能樂，研修室也對外出租，

用於學習、研修能樂等傳統藝能，更重要的是，它是加賀寶生兒童培訓班及

活動據點。金澤能樂美術收藏展示了貴重的加賀寶生能面具和能裝束，「加

賀寶生」被指定為金澤的無形文化遺產，而「能樂」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指定為無形文化遺產。金澤能樂美術館作為文化設施，不但致力保存珍貴的

傳統藝能與美術工藝品，使其能傳承至後世，它同時也是傳統藝術連繫現代

與未來的橋樑呢！ 

 

   【不同角色的能面具展示】       【館方收藏珍貴的能裝束】 

 

【可供民眾體驗的能樂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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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中村紀念美術館 

下午 2時 30分參訪中村美術館，導覽員帶領大家到一樓的簡報室，在

創辦人中村榮俊的銅像旁進行簡報。 

導覽員為參訪團娓娓道來，中村美術館創建於 1966年，創辦人為中村

酒造株式會社社長中村榮俊先生，中村先生本著「美術品不是個人的，而是

國民的寶貴財富」信念，貢獻自已多年收藏的美術作品，創建了財團法人中

村紀念美術館，1975年中村先生將紀念館捐贈給金澤市。為了推廣所收藏

的典藏品，美術館每年舉辦 4到 6次不同主題的展示，一般人進入參觀需收

費，高中及國中小學生則免費。 

 

 

【中村美術館外觀】 

 

美術館以中村榮俊先生收藏的茶道美術名作為中心，收藏了書、畫、古

九谷等陶瓷器，加賀莳繪、加賀鑲嵌等多領域的作品，包括重點文化財產 5

件、重要美術 5件、縣指定財產 1件，市指定財產 8件。訪問團仔細參觀一、

二樓的典藏品，包括漆器工藝、墨寶、硯箱、茶碗及莳繪等，收藏作品的年

代，遠從 14世紀至今，年代久遠，彌足珍貴。其中，「友禪花鳥文振袖」是

由 1955年被認定為日本人間國寶的加賀友禪已故名匠林村雨山所製的和

服，以他的獨特技法，來表達色彩的濃淡微妙變化，最受團員們的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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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間國寶木村雨山所製的友禪花鳥文振袖和服】 

 

最後，導覽員帶領訪問團來到一樓的休息室，為團員安排抹茶體驗，讓

大家可以一邊品嚐抹茶，一邊眺望日式庭園的美景。館方表示，凡是到中村

美術館參觀者，一律安排這項行程。此外，美術館也提供免費使用，只要填

寫申請表，館方並備有 200套茶具，可供客人免費使用，致力推廣日本茶道，

可見一斑。 

  

 

 

【美術館推廣抹茶體驗】 

●參訪鈴木大拙館 

位於金澤市本多町 3丁目的鈴木大拙館，與中村紀念美術館相鄰近，市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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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的蒲課長帶領參訪團，於參訪中村美術館後，沿著山丘的綠色小徑走到鈴

木大拙館，館方人員已在入口處等候解說。 

出生於金澤市的鈴木大拙，本名鈴木貞太郎，大拙為其居士號，是日本知名

的禪學大師，也是世界知名的佛教哲學家，為了紀念他，在其故居附近建立「鈴

木大拙館」。建築物是由日本的谷口吉生所設計，興建時保留部分土地上的樹木，

使建築與周邊的景物融合，而保有大自然的風貌。展覽室使用的楠木，具有 300

年的樹齡，呈現木質特有的厚實感。「鈴木大拙館」鋼筋混凝土的建築，外型簡

約的現代風格，具禪意的室內設計特色，自 2011年 10月開館以來，吸引眾多日

本國內外的建築師與遊客慕名而來參觀。 

館方人員解說「鈴木大拙館」的內部分為「展示空間」、「學習空間」及「思

索空間」。戶外空間則分為「玄關之庭」、「露地之庭」與「水鏡之庭」三部分。

在館方的導覽下，首先參觀「展示空間」，此空間最重要的特色為陳列的作品皆

無標示名稱，主要目的讓參觀者可以自由想像，而不受限於標示文字的說明。接

著進入「學習空間」，幾座書櫃上擺滿了鈴木大拙的著作與資料，提供參觀者自

由參閱。其旁的日式客廳，運用金澤當地的漆、和紙及木材而造，讓人的心靈在

此空間此得以沉靜。「露地之庭」水裡擺滿河床取來的細石，上方的巨石，從三

角的造型形流出水來，從上方看，在四方形中有三角形。從另一角度觀看，其形

為圓，不同的形狀形成為遊玩的巧思。 

 

【『露地之庭』外由三角、方與圓形成的噴水池，融合大自然與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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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有柳木的「水鏡之庭」水深 14公分，波光粼粼，水面偶有跳動的波紋，

讓人以為水中有魚，事實上是水在循環時，遇到空氣而產生的，為這個靜謐空間

帶來趣味性的效果。在「水鏡之庭」中，同一個畫面同時可以看到大自然與人工

兩種不同的景色，大自然如樹、水，及直線、四方形成的人工空間，從中可以體

會其差異。「思索空間」以多組四疊半的榻榻米，營造一個讓人可以在這裡喝茶，

抬頭仰望，體驗由圓與三角形塑造的另一個意境。 

 

【鈴木大拙館的思索空間與水鏡之庭，表達禪的意境】 

 

鈴木大拙在日本時，以禪學思想教外國人享受日本四季不同的變化，晚年居

住國外，以英文宣揚其理念。現在市面上有許多關於禪的介紹書籍，最早是鈴木

大拙於 1950年所撰寫。鈴木最有名的著作是「6分 33秒」，它所要表達的是一

種「無」的思想。參觀其館內的展示空間，與戶外的山、水景緻，融為一體，頗

有「禪」的意境，對於這位形成日本獨特文化的宗教學者，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而鈴木大拙的思想，透過紀念館，向世人發揮它廣泛與深遠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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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空間陳列的作品，無解說卡，讓參觀者自由想像】 

 

 

 

●參觀兼六園 

趁著天黑之前，參訪團利用時間趕緊到著名的兼六園參觀。兼六園位於金澤

市中心，與水戶偕樂園及岡山後樂園並列為日本三大名園，是代表性的江戶時代

大名（諸侯）庭園。這座日本式庭園佔地廣大，大池（霞之池）貫穿其間，堆砌

假山，種植各種花木，稱之為「迴遊式庭園」，歷經多任加賀藩主耗時建造而成，

不僅是當時各種造園手法之集大成，又因齊備一般庭園不易具備的六個景觀元素

－宏大、幽邃、蒼古、水泉、遠景及人力，故命名為「兼六園」。 

兼六園雖經歷不同加賀藩主的建造，但建造的基本思想是一以貫之即神仙思

想－將大池比擬成大海，海中有島，島上住著長生不老的神仙。藩主們將祈求長

壽與永世繁榮的心願，投射在所建造的庭園中，如首位建園的五代藩主綱紀，在

瓢池中建造了蓬萊、方丈、瀛州三座神仙島，另十三代藩主齊泰也在霞之池中，

建造了蓬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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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六園擁有四季不同風情的美景，團員參觀的時節，正好是春季，欣賞了八

重櫻花和梅花；在夏季可見到杜鵑與燕子花；秋天可賞楓紅；冬季靄靄白雪的景

色更是夢幻。由於兼六園反映加賀百萬石的文化，具有歷史價值的文化遺產，於

1985年被認定為「特別名勝」，其不同季節展現的大自然美景，使來自世界各地

的遊客絡繹不絕，為金澤帶來龐大的觀光財富。 

 

 【兼六園四季美景，吸引絡繹不絕的觀光客】 

 

【園內恣意綻放的櫻花樹 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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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4月 19日（星期五） 

本日是參訪活動的最後一天，訪問團於上午 10時即搭車前往富山國際機

場，回程搭乘 12時 30分的中華航空 CI171班次，飛機準時在 15時平安降落桃

園國際機場，團員抵達本府大樓已是黃昏時分，個個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國。 

 

肆、心得 

一、文化資產 保存活化 

日本非常重視文化與文物的保存，透過立法將各種有形文化財產（如建築、

雕刻、繪畫、工藝品、古書等）指定為「重要文化財」或「國寶」加以保護；在

無形文化財產（音樂、戲劇、工藝技術等）及民俗文化方面，也經由國家認定的

「人間國寶」來保護。參訪的長町武家屋敷，作為金澤重要傳統建築保護區域，

善用歷史空間，保留傳統建築樣貌，對於屋主的保護、傳統建築修復人才的養成，

及規劃再利用成文創商店街等作法，吸引國內外觀光客到訪，成功行銷當地特色。 

推廣日本能劇的金澤能樂美術館，以靜態的舞台模型、能具與能裝束的展示、

互動式舞台體驗、兒童能劇人才的培養等，讓能這項日本傳統的戲劇，在現今生

活中依舊傳承下來，其所附設的工藝廣坂，專門銷售傳統工藝品與文創商品，在

作法上注入新意，例如與金澤美術工藝大學合作，以傳統工藝品「加賀手球」為

創作元素，印製在礦泉水包裝上，於飯店及各商店銷售，廣受觀光客的喜愛，以

文化財創造附加價值，讓傳統工藝自然融入現代生活之中。 

 

二、國際場館 全球接軌 

金澤市以傳統手工藝之都知名於世，然而市民並不因此而滿足，反而更積極

的想要與世界接軌，跟上時代潮流。藉由「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的成立，讓金

澤市聞名於國際，「金澤海未來圖書館」及「金澤火車站」更分別獲得國際知名

媒體評選為必參訪景點，大大提升城市的能見度，也因此增加許多國際交流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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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市民更具國際觀、生活更進步美好。難能可貴的是，這三棟國際級場館都

是採用日本的建築師建築設計，讓國內建築師有發揮之空間，也讓日本的建築師

登上國際的舞台。 

此行「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除了深度訪談得到我們所想要知道的答案外，

經由實地觀摩，更加能深入瞭解該建築物之特色。金澤美術館因其外觀造型而知

名於國際，但參觀其內部空間內容，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它是一座有內涵的與功能

性的美術館，它開放性格局及注重空間的互動與對話，空間與內容相配合，彷彿

量身訂作。該館開館時之展覽內容就具國際觀，一開館即規劃國際性展覽，經由

國際知名藝術家的加持，讓金澤美術館成為國內外遊客的朝聖之地。營運上亦有

其特點，經由金澤市役所有魄力的經費及人力投入，並且充分的授權財團法人金

澤市創造基金會管理，讓組織與用人更具彈性，而日本行之有年的學藝員制度(展

覽研究員)的運作亦值得效法，諸多因素的互相配合，讓金澤美術館變成為一個

具有深度且大受歡迎的國際級美術館。 

 

三、推廣閱讀 多元創新 

金澤海未來圖書館在建築表面 6,000個圓孔，為室內引入自然光線，書庫僅

需在書架上設置光源，大大降低電力的使用，達到節能目的。開館一年 4個月，

即達到 100萬的入館人次，應與圖書館規劃之初，廣邀市民參與討論會，讓市民

有參與感有關。館內設置大、小會議室，免費提供市民使用，甚至可以在這裡舉

辦演藝發表會，市民對圖書館擁有高度的認同感，自然愛上圖書館。 

金澤市計有 4座圖書館，玉川圖書館是金澤的中央圖書館，負責資料的保存

與史料的收集；玉川兒童圖書館負責兒童圖書推廣活動，並支援學校圖書館；泉

野圖書館以視聽資料為特色館藏，參訪的金澤海未來圖書館，則以日本海地域文

化資料及手工業產業資料為主，各館不同的館藏特色與定位，加上 1部圖書巡迴

車，共同為金澤市民提供非常豐富的閱讀資源。金澤市圖書館館藏特色的規劃與

經營理念，值得本市在規劃市立圖書館及各區圖書館營運的借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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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靈魂  文化顯現 

城市本身由外表顯現，但內在的靈魂卻必須由文化來呈現，就如日臺親善聯

誼會會長安達議員所說『你們看到的只是金澤市的外表，要瞭解金澤之美必需從

文化面體驗』。誠然，冷冰冰的建築外表下，如果徒有形式卻沒有內容，如何能

令人感動呢？從我們一踏出金澤火車站的震撼開始，就被這美麗的城市所吸引。

金澤市內不但多處有知名國際級建築，而建築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且市內公共

藝術品林立，雖然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卻處處顯現出它的朝氣與活力，市民每天

生活在藝術環境之中，充滿著幸福與喜悅。 

這些由外表所引發的氣氛感受，卻來自於金澤市民與主政者對文化藝術的重

視與提倡。我們在金澤火車站看到的「市民宣言」，顯現出金澤市民共同的理想

及對公眾事務的關心與主動投入。三天行程中，市府官員與議員全程參與陪同，

更可以感受到日方對文化的關心及重視程度。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其建館過程

中，就尊重當地居民使用者的看法，更融入她們的希望與想像。另外參訪的「中

村紀念美術館」、「鈴木大拙館」更是由民間自行興建與捐贈，市民重視藝文風氣

可見一般，重要的是市府的推動與配合，讓整個城市文化內容豐富起來。 

 

伍、建議 

一、依參訪心得於城市文化館籌建過程中參考運用 

此行參訪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最大感受即是展示空間與內容之相配合，臺中

城市文化館(市立美術館、圖書館總館)目前已進行至國際競圖階段，預計在今年

9 月 1 日公布得獎名單，經由國內外優秀建築團隊的競爭，將來其外觀具有國際

水準應是不容置疑，而內部空間規劃與展示內容之呈現，則有待本局日後與得獎

建築師仔細研究規劃，可於建築師進入設計階段及室內裝修展示內容發包時，參

考參訪心得加以修正，以期讓空間、內容、功能三者互相結合，讓二館內外皆美。    

另外日本學藝員制度亦值得參考，要規劃屬於在地觀點的展覽，就必需靠機

關本身自行研究，否則極易淪為其他大型展覽之借展場所。是以將來二館興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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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將積極爭取研究人員之編制，透過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引進學術相關人員

進入美術館的營運範疇，破除一般行政體系之公式化作為。而為讓二館順利開

館，將爭取於開館前成立籌備處，規劃開館營運事宜，讓開館後即能無縫接軌，

並於籌備期間積極爭取展出、購書、典藏經費，辦理國際級的開館活動，不讓北、

高二直轄市立美術館專美於前。  

 

臺中城市文化館籌建過程中之運用 

展示空間與內容相配合 於建築師進入設計階段及室內裝修發包時加

以修正。 

日方學藝員之制度 透過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引進學術研究人員進

入美術館營運體系。 

營運規劃 開館前成立籌備處，規劃開館營運事宜，讓開

館後即能無縫接軌。 

國際化策略 籌備期間積極爭取展出經費，辦理國際級的開

館展覽。 

 

二、充實各區圖書館特色館藏  

如果，閱讀是一扇窗，在金澤市，以圖書館為中心，在半徑約 4.5 公里的距

離，騎著腳踏車，就可以自由地探索世界！金澤海未來圖書館亮眼的經營成果，

可以從該市 4 座圖書館館藏特色圖書的收集看出用心。其中，參觀的金澤海未來

圖書館特別在三樓設置地方產業與情報中心，收集手工產業相關圖書與資料，這

是針對金澤傳統工藝特色而訂定的，受到讀者與產業界的歡迎。 

由於館藏是圖書館服務的核心，圖書館的各項服務皆以館藏為基礎，並從館

藏向外延伸。本市 29 區計有 42 所圖書館(含分館)，為使各區圖書館依其任務及

目標，在人口結構快速變遷、國際化與在地化的潮流下，訂定各館的館藏特色，

本局於 101 年邀請圖書館界學者專家，經會議諮詢、研議與輔導，已核定各區圖

書館館藏特色，如大安區依其海域特性發展出的自然生態保育、大甲著名的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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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大雅的窯燒陶藝、沙鹿的電影等等，多與當地發展特色結合。 

為使各區圖書館發揮館藏特色，建議每年採購圖書時，應以館藏特色圖書為

主，專事收集，持續建構與充實相關資源，使圖書符合讀者需求，又能與在地特

色緊密結合，達到多元化的閱讀服務，豐富民眾的生活，實踐圖書館的公共價值。 

臺中市各區圖書館館藏特色一覽表 

大甲區圖書館 編織（藺草） 

大安區圖書館 自然生態保育 

大肚區圖書館 親職教育 

大肚山頂分館 花卉 

大里區圖書館 旅遊 

大里德芳分館 科普 

大里大新分館 財經 

大雅區圖書館 陶藝 

太平區圖書館 地方戲曲（北管） 

太平坪林分館 生態 

外埔區圖書館 農牧 

石岡區圖書館 客家文史 

后里區圖書館 音樂 

沙鹿區圖書館 電影 

沙鹿文昌分館 青少年文學 

和平區圖書館 原住民文化 

東勢區圖書館 森林旅遊 

烏日區圖書館 鐵道文化 

神岡區圖書館 人文古蹟 

梧棲區圖書館 海港文化 

清水區圖書館 生態保育（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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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圖書館 休閒農業 

潭子區圖書館 單車旅遊 

龍井區圖書館 養生食譜 

龍井龍津分館 環保 

龍井山頂分館 藝術 

豐原區圖書館 糕餅 

豐原南嵩分館 漆藝 

霧峰區圖書館 地方文獻（霧峰林家） 

中區圖書館 攝影 

東區圖書館 建築美學 

西區圖書館 文學 

南區圖書館 自然科學 

北區圖書館 飲食文化 

西屯區圖書館 性別平等 

西屯區協和圖書館 家政 

西屯區永安圖書館 宗教命理 

南屯區圖書館 動物 

北屯區圖書館 生命教育 

北屯四張犁圖書館 傳統戲劇 

圖書資訊中心 0-6 歲幼兒圖書 

 

 

 

 

 

 

 

 



 50 

附錄 

一、金澤 21世紀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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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澤海未來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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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澤能樂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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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村紀念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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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鈴木大拙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