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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驛　台灣木造車站巡禮

摘要

　　本研究為推廣木造車站與其周邊景點，運用文化創意商品的概念轉化
既有印象，讓更多人認識與了解木造車站背後的歷史與建築之美。運用長
形捲軸地圖的方式將車站從北到南串聯，希望能引發過去人們對鐵路的情
感連結。最後為達到深入旅遊的目的，推出的周邊筆記書都是以鐵路旅行
觀點設計，讓每個使用者除了認識此具有價值的歷史建築，並在旅途中享
受鐵路漫遊的過程，留下屬於自己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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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因時代不斷更迭和快速經濟發展，產業結構面臨轉變。早期傳統產業
沒落後，進出物品與資源大量減少，再加上人口外流的問題，每一個歷史
悠久的傳統木造車站因而逐漸式微，歷史的記憶也在人們心中漸漸淡去。
木造車站是日治時期所保存下來的老車站，每座都具有相當久的歷史，由
於現代交通及產業轉變導致人口外移，老車站風華不如當年，但仍保有過
去時光的樸實樣貌，希望藉由記錄這些車站，喚起大家對木造車站的重
視。同時，希望以輕旅行的概念，放慢生活步調沿著鐵路出遊，在木造車
站的特殊建築與當地的清靜環境下放鬆身心，更引發對於老木造車站歷史
和當地人文的興趣，並帶動周邊觀光景點發展。

　　「驛」是日治時期稱呼車站的方式，也就是現在保存下來的木造車站，
而 「記」代表記錄的意思，「記驛」兩字傳達出「記錄驛站」此事，不
論是用相片、文字、圖像或任何方式，讓木造車站不被遺忘，希望大家看
了作品也能細細品味這些具有文化歷史且樸實可愛的車站。

　　本研究以臺灣鐵路車站旅遊為主題，再以文化創意推廣方向執行。但
搭乘鐵路旅遊的目標群眾逐漸減少，因鐵路交通重要性已逐漸被公路交通
所取代。且有能力與行動力實際到車站和周邊景點旅遊的年齡層集中於年
輕上班族，因此老車站舊有形象較無法吸引注意力與達成消費行為，此為
一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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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26 座木造車站介紹

一、 車站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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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車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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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分析

一、情勢與市場概況分析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級理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
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需求順序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
現今社會快速進步、世界局勢穩定，人們逐漸到達自我實現需求的階段，
也就是重視精神層面與美感等等的需求，所以世界上逐漸重視設計，越來
越多人在功能與使用性之外，也開始體會到要豐富自我的生活。

　　隨著生活型態的轉變，人們對於物質的要求越來越高，除了實用性之
外，商品也開始附著更多意涵和能呼應生活的巧思，融合趣味性和美感，
使得商品更具獨特性。也因現代生活的困苦，讓許多人不禁懷念以前日
子，懷舊風潮也跟著孕育而生，融合文化、歷史的創意產業逐漸蓬勃，是
不可忽視的趨勢；我們可以從網路購物中心的購買率排名、電視節目的討
論、設計比賽的主題、「學學文創」等機構所開辦的演講和展覽，來看出
設計以及概念商品對於現在的重要影響。

二、市場潛力

　　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人們不只在乎商品的功能性，同時也開始
注重商品的內涵和共鳴；鐵路原屬於台灣共同的交通記憶，有一定的時間
與情感所聯繫，甚至有固定的鐵道迷作為消費族群。若將固有的鐵路形象
經過設計讓更多人能夠接受與推廣，必定有其開發潛質。

三、創意文具商品市場分析

（一）問題

　　　1. 若木造車站未被列為古蹟，當地也未發展成觀光地區，可能因
　　　　為經濟發展因素被拆除或改建成水泥建築。
　　　2. 因木造車站多數屬於小站，火車目前只有區間車行經，班次相
　　　　對較少，吸引消費者去造訪時間將會受限。
　　　3. 車站地方社區行政組織與地方單位，如果沒有文化保存意識，
　　　　造成老車站年久失修，逐漸凋零損壞。
 
 （二）機會

　　　1. 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人們對美感的提升，越來越多人願
　　　　意花錢購買具有特色的商品。將地方精神結合實際功能，並具有
　　　　紀念性質，可創造出商品的獨特性與記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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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面上尚無木造車站為主題的整體地圖設計與相關創意商品。
3. 台灣本地旅行風氣興盛，而各地方都極力發展特色景點，政府也強力 
  推廣一鄉一特色，高度競爭更需要用創意來製造能見度。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針對在台灣做火車旅行的人，或是對於保存台灣具歷史價值、文化意
義的百年建築有興趣、共鳴以及回憶的人。希望透過商品的結合可以加深
大家對台灣僅存木造火車站的印象以及認知這些車站的歷史價值與意義。

二、問卷評估

　　　　　　•了解消費者對於：
1. 旅行的資料取得方式
2. 旅行的動機與目的
3. 旅行的交通方式
4. 木造火車站的熟悉度有多少
5. 前往木造火車站旅行的意願程度
6. 火車相關紀念品的價格接受度為何
7. 哪種調性較符合木造火車站

    設計問卷讓網友填答，發現多數人對於木造車站並無深入了解，但對
木造車站仍有相當高的好奇及興趣。而鐵路旅遊形式也行之有年，可先吸
引舊有鐵道旅行族群，再透過宣傳行銷吸引新的消費者。然而木造車站本
身知名度還不高，除了好的商品和創意外，需要好的整體規劃配合行銷活
動，也需要更有效的管道強力行銷及宣傳，如電視或網路媒體。

　　對於以木造車站為主的旅遊還有很大空間可改善。而產品部分，多數
人會想要具有紀念價值的商品，最普遍即明信片，也由於台鐵推出相關商
品普遍實用性都較低，消費者對紀念品興趣因此不高。若能打破既定印
象，以旅遊所需的功能性和紀念性做結合，將能提高購買意願，進而推廣
木造車站與背後的地方產業故事，最後結合人文和地方景點，帶動整體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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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行銷與媒體策略

一、目標族群

　　根據問卷調查分析結果，我們將產品目標族群鎖定20～40歲青壯年。
此年齡層都是在高度競爭職場打拼事業，需要一定舒壓管道，且此族群尚
擁有年輕冒險精神，對旅行有較高行動力，相較於國、高中學生而言，也
擁有更佳經濟能力可支出旅途費用。此外我們透過木造車站鐵路旅遊，吸
引喜愛木造建築質感以及對老房子舊空間情有獨鍾的人。最後，近年來越
來越多的集章客也是重點目標消費者。

二、價位擬訂

　　依問卷顯示多數人願意接受的旅遊書價格為 200 ～ 290 元。也有部分
人認為若其內容價值高願意用更高的價格購買。紙製商品的價格接受度最
高為 300 元，若價格再高通常會是特殊材質或裝訂方式。創意商品接受價
為 50 ～ 200 元。

三、通路擬訂

　　依據問卷結果顯示，旅行資料取得來源多為網路，且現在網路買賣發
展越趨成熟，希望透過博客來、金石堂、PChome 等網路商店，在年輕族
群常瀏覽的網頁上販售。並與台灣各地的台鐵本鋪合作販賣，吸引更多火
車乘客注意我們商品。台灣創意商品多聚集在各地的創意市集，如西門紅
樓創意市集，信義區四四南村外市集等，利用聚集效應可讓更多喜歡台灣
本地文化創意的人看見我們。同時，許多人會到書店閱讀，找尋需要書籍，
因此可出版成書，在實體店面書局販賣。

四、廣告企劃

　　如果沒有透過廣告行銷，即使擁有再好的商品與創意也無法成功推
廣。而網路廣告比重大大提升，儼然已成為趨勢，近年來Facebook崛起，
使得網路宣傳的力量更加無遠弗屆，利用彼此串連分享過程達到最高廣告
效益與最低廣告成本。透過網路販賣書籍外，並階段性行銷輕旅行活動路
線，將配合時間性與地域性的遊玩方式介紹給各種消費者。也會在新一代
展覽會前宣傳我們的展覽相關訊息，製造話題也吸引當日人潮。
 
　　1. 製作產品海報宣傳，在 Facebook、系上公布欄張貼，讓更多人認
　　　識我們。
　　2. 利用 Facebook 粉絲團，將發想過程、經歷、到成品出現、活動發
　　　佈，以及詳細介紹主題內容。不僅能了解我們的想法與概念，並對
　　　於我們的創意商品有想法及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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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新一代展期前透過 Facebook 宣傳，以達當日的人潮。
　　4. 找尋台鐵本鋪洽詢合作的可能性，以期未來在台灣各地販售產品。
　　5. 透過與小樂團合作，到木造車站前音樂表演和宣傳產品，讓更　
　　　多人認識木造車站。

陸、實務設計

設計理念

　　木造車站是從日治時期保存下來的老車站，每座都具有相當久的歷
史，由於現代交通及產業轉變導致人口外移，老車站風華不如當年，但仍
保過去時光的樸實樣貌，希望藉由記錄這些車站喚起大家對木造車站的重
視。

設計特色

1. 情境式地圖呈現木造車站特殊的站體樣貌及地理位置，將全台灣的木
造車站收錄在全長 82 頁將近 10 公尺的篇幅當中。
2. 地圖搭配周邊景點及人文風情，將故事情境融入，讓讀者除了認識木
造車站也了解台灣各地的特殊文化。
3. 雙面經折式地圖在欣賞插圖的同時，背面也有對木造車站的詳盡介紹。
4. 筆記本使用視覺上精細的線條，並保留木紋懷舊質感，結合鐵道旅遊
及生活使用的功能，讓使用者摸到書就像感受到回憶一樣。
5. 書籤強調鐵道意象，利用鐵道元素轉化並結合木頭紋理，收藏及實用
兼具。
6. 記驛底片以收錄回憶做為訴求，將地圖中的插圖元素融入小小的底片
中，讓使用者慢慢感受其中故事及情感，另外一款底片則是集章專用，當
集滿各車站的印章也象徵著旅途的點滴都記錄在其中。

識別設計

　　利用毛筆字筆觸呈現較為懷舊的手感，而「記
驛」兩字帶有雙關意味，同時是強調記錄木造車站，
也代表著對於早期車站的記憶及情感。

標準字 c:45 m:74 y:90 k:62
英文字體 c:43 m:98 y:100 k:10
品牌主色系：咖啡色系

英文字體 Katrina-Plain Regular  wooden train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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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設計

（一）寶島驛圖

　　此本地圖是以台灣現存二十六座木造車站為主題的情境地圖，從車站
由北到南的地理位置描繪且搭配周邊人文名勝及景點，讓讀者不僅認識木
造車站，也能欣賞車站周邊景色，並將我們四位組員融入地圖的故事情
境，與當地居民及產業互動讓整幅地圖更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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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筆記本

　　筆記本的概念來自旅行的過程及對生活的記錄，其中特別為鐵道旅行
者設計「旅行」，其中有旅程規劃、票根收集、相片頁等功能，而「筆記」
單純的留白和格線希望使用者能隨心所欲，自由記下生活的每一刻。  

（三）記驛書籤

　　利用車站元素結合書籤，視覺上產生趣味，木片的質感更強化木造車
站的意象，讓使用者融入情境。

 
（四）記驛底片

　　攝影是一種記錄方式，將底片做為載體，結合作品的視覺，產生有趣
的觀賞效果，而記驛章節則是具有集章功能的底片捲軸，希望藉由收集的
動作累積自己的旅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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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規劃與設計

　　展示訴求在於車站意象的呈現，將車站情境帶
入展示中，利用屋瓦、木製牆面、時刻表、售票口、
老時鐘等元素營造懷舊氛圍，燈光使用暖色系的黃
光，讓人置身其中感受溫暖，在強調產品方面以內
嵌檯面做為地圖的放置，並用大螢幕播放地圖的動
畫，更能加深觀眾對地圖內容的印象，整體色調使
用咖啡色系，穩重且具歷史感。
 

 

   

   
媒體執行

　　利用 Facebook 宣傳主題概念及產品介紹，並不定期在網路上舉辦小
活動和粉絲互動，也將製作過程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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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展展示

新一代展示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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