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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7 年英國揭開了文化創意產業風潮之後，台灣自 2002 年也開始追隨這股風潮。
在歷經 10 年的政策推動與產業發展，臺灣文創產業期望與成果還是有相當大差
距，其中最主要的癥結點在於台灣對於文化與創意的思維與英國大相逕庭。英國
是個文化深遠的國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起源於對於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相較
之下台灣政府一直將文化與創意當作一個可以獲利的新產業，卻並未深入去了解
產業核心的文化與創意該如何發展與傳承，甚至運用過去台灣發展科技產業的思
維進行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如果欠缺正確的產業發展思維，勢必難以取得重大
的突破與發展。
關鍵字：文化創意產業、創意產業、知識經濟、文化產業思維、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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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97 the United Kingdom opene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trend , Taiwan
began to follow the trend since 2002. After 10 years of policies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re remains a sizable gap between aspir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of
Taiwan'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problem is a big
difference from UK and Taiwan’s industry thinking. UK has a far-reaching cultural
an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was originated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fact, the Taiwan government did not go in understand of the
industry's core just has been treated as cultural and creative as a new industry can be
profitable. Even use the past of the Taiwan's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thinking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f the lack of prope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nking, there is bound to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and development.
Keyword：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reative Industry, Knowledge Economy,
Industry Thinking, Indust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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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近幾年國際間相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正因為有相關證據證明文化創意
產業能為國家帶來非常可觀的經濟效益且能提昇國內其他產業，遂成為二十一世
紀國際新顯學。有賴人類知識作為養份進而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也可說是「知識
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 KBE）的效應。被喻為「創意經濟之父」的
英國文創大師約翰霍金斯（John Howkins）於2013年3月6日來台訪問，並以「打
造永續的創意生態」（A Sustainable Creative Ecology）為主題發表對於創意經濟
（Creative Economic）的看法。1約翰霍金斯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思維影響世界經
濟深遠，其中英國的文化創意產業正是由他提出分類與定義，也因為他的主張讓
當年的英國首相布萊爾（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積極推動並扶植文化創
意產業，並曾協助美國、加拿大、日本、大陸、香港、澳洲與新加坡等三十多國
政府以及歐盟委員會擬定創意經濟政策。此次訪台，約翰霍金斯不僅分享他在英
國的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經驗並說明了永續與維持創新技術的潛力對於提昇國際
競爭力的重要性。他認為創意經濟不僅是產業也是消費，而且要不斷的學習並調
適改變才能成功。約翰霍金斯也提出創意經濟的三大因素及原則，包括普世價值、
要有表達的自由，並有自由去管理創意，最後要把創意經濟當做一個競爭的市場
去經營。

由於近年來經濟演進之過程與消費型態之改變，世界各國從過去之農業經濟、

1

袁延壽，〈英國文創大師霍金斯：創意經濟，變才會贏〉
《中時電子報》，2013 年 3 月 6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1050106/122013030600151.html〉
。
1

工業經濟、服務經濟轉變至「知識經濟」。「知識經濟」一詞是「經濟合作發展
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1996
年提出，2所謂「知識經濟」係指在一個經濟體系中，以知識（knowledge）創造、
流通與應用作為國家經濟成長、就業及財富累積的最重要驅動力量，並在全球化
的影響下，「文化」與「知識」遂成為各國重要的資產，在這股風潮推波助瀾之
下，「文化創意產業」順勢崛起。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將
「文化產業」（Cultral Industries）定義為「結合創作、生產等方式，把本質上無
形的文化內容商品化；這些內容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其形式可以是商品或是服
務」，也就是證實「文化」與「知識」是可以產生經濟上的利益，也等於宣布「文
化」與「創意」的知識時代來臨。31997英國最首先提出「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概念，並組成「創意產業小組」
（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 CITF）。
該小組於1998年及2001年提出《創意產業圖錄報告》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s），4針對廣告、古董、建築、手工藝、設計、時裝、電影、互動式娛
樂軟體、音樂、表演藝術、出版、軟體、電視廣播等創意產業進行背景調查，瞭
解各個產業的結構、收入、市場大小、貿易、就業等，其中關於創意產業所帶來
的經濟效益部分，使得創意產業在英國經濟發展中快速崛起並占有重要地位，至
此英國創意產業搖身成為僅次於金融服務業的第二大產業。5這份報告同時也讓
世界注意到「創意」與「文化」所帶來的驚人經濟效益，引起國際間各國的重視
與討論，其他國家諸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等，紛紛制訂以「文化」、「創
2

3

4
5

OECD 目前有 34 個會員國，其宗旨為幫助各成員國家的政府實現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促進
成員國生活水準上升，同時保持金融穩定，從而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著，關世杰譯，《世界文化報告：文化、創新與市場》（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3）
，頁 121。
夏學理編著，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台北：五南，2011）
，頁 74。
李天鐸，《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遠流，2011）
，頁 36-37。
2

意」為導向的相關產業發展策略，甚至立法來當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力」，
而UNESCO的《1994至2003年全球文化貿易趨勢》
（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e Goods and Services, 1994-2003）報告提到全球文化商品的貿易總額從1994
年的約三百九十三億美元，到2002年已達約五百九十二億美元，估計文化創意產
業已經超過國內生產毛額的7％；2005年聯合國（United Nations，UN）貿易與發
展會議中也指出，文化創意產業全球市場已達約一兆三千億美元，年成長率更高
達5％至20％，6其中蘊含的經濟潛力讓各國醉心其中，也引領文化創意產業進入
一個高度發展的狀態，成為全球先進國家政策之主軸。

過去台灣產業以傳統製造業為經濟主體，但近年來面對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
崛起以及全球化及國際化激烈競爭與挑戰，台灣賴以維生的傳統製造產業遭受劇
烈的衝擊，因此台灣急需加速整體經濟的轉型與升級，借鑑於其他國家的情況，
文化創意產業正是其中的一個良方。為協助產業尋得其他有利於生存的發展機會，
台灣政府乃於觀察全球化的浪潮與符號消費的趨勢後，發現在知識經濟的帶動下，
果能產出高附加價值的產業類型。7行政院遂於2002年提出《挑戰2008：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十大重點投資計畫揭示台灣正式發展「文化創意產業」，8一時之
間這股「文化」與「創意」的熱潮從國際間蔓延至台灣。近年「文化創意產業」
相繼成為國際上諸多國家提升產業競爭力與創新升級的關鍵要素之一，但是從政
府歷年來推動的相關產業計畫和促進產業發展及導入產業運用的結果來看，仍有
諸多問題尚待解決，例如如何讓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持續成長發展？如何協助其他

6

7
8

UNECSO, “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e Goods and Services, 1994-2003”（Montreal and
Paris: UNECSO, 2005）, p11.
夏學理編著，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台北：五南，2011）
，頁 65。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3 年
9 月 22 日，<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1539&ex=2 >。
3

產業運用創新來轉型升級？或如何有效提升國民美學與生活品質，進而達到如歐
美國家文化創意產業之涵養？因此，針對過往與現行的政策與成果進行分析是相
當重要的，如此一來才能推導出未來適用於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政策與
相關規制以協助政府更有效地利用國家資源去協助提昇「文化創意產業」的實力
與經濟效益，同時也是本研究最為關注的課題。

如前所述台灣過去以製造業和科技業為國家發展主軸，但是在面對「文化創
意產業」此一新興產業時，由於我國政府極度欠缺相關的經驗與研究，導致我國
政府在規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策略時，常以英國制度為參考範本之一。正因為英
國係世界第一個由政府政策為手段進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國家，其成果更使英
國成為世界各國爭相師法的對象。英國不僅是首先提出並具體化「創意產業」概
念，同時也是目前國際上在文化創意產業成果相當豐碩的國家之一，英國的「創
意產業小組」所提出的《創意產業圖錄報告》更是引起世界追逐文化創意產業風
潮的主因。所以本研究將進行台灣與英國文化創意產業與相關政策之文獻探討，
論述台灣目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情形，再透過對英國相關的產業政策推動與發
展進行廣泛探索，最後將兩者進行比較分析，藉此檢視源自英國的台灣「文化創
意產業」政策是否達到效果。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由於本研究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與英國「創意產業」的比較分析，雖然
兩者名稱不同，在內容分類上也有細微差異，但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為此，在進
入研究主軸之前必須先對於「文化創意產業」與「創意產業」內容與定義上做一
個說明，另外為避免混淆，本研究針對這項產業一律通稱台灣所使用的「文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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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產業」。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雖然多方借鏡英國的「文化創意產業」，9但
因為國家風俗與文化上的差異，所以在產業分類部分有些差異，而 2010 年所制
定並頒佈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文創法）其中又將台灣文化創意
產業舊有的部分項目做了調整（如表 1-1）。
表 1-1

創意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綜合資訊
文化創意產業

名稱

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新版）

個人之創造力、技能 源自於創意與文化的 源自創 意或 文化積
與才華，透過智慧財 累積，透過智慧財產 累，透過智慧財產之
產之形成與運用之相 的形成與運用，具有 形成及運用，具有創
定義

關產業。

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 造財富 與就 業機會
潛力之相關產業。

之潛力，並促進全民
美學素養，使國民生
活環境提昇之產業。

英國於1997年提出。

台灣於2002年提出。

提出國家

2010 年 制 定 並 頒 佈
之〈文創法〉其中所
提出。

具開創財富及就業機 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 同舊版。
目的

會之潛力，可讓生活 升的行業
品質再提升

範疇

詳見表1-2。

資料來源：周得禎編著，《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2011），頁6-7；行政院
9

除了分類項目以外，後續政策與計畫與英國所推行之版本多有相似雷同之處。
5

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文化白皮書》（台北：文建會，2004），頁125-126；中華民國總統府，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總統府公報》，第6905號，2010年2月3日，頁10。本研究整理。

首先在兩國對產業的定義方面，英國將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為「個人之創造力、
技能與才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與運用之相關產業」，10其中英國對於文化創
意產業的重點在於「以智慧財產權的保障前提下」，個人的創造力、技能與才華
得以被用運用與形成進而獲利；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舊版定義為「源自於創意與
文化的累積，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之相關
產業」；台灣於 2010 年通過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文創法）提
出新版定義為「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
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昇之產業」。1112
不論在新版或舊版，同樣都強調「智慧財產權必須作為創意與文化的保障」，並
在此前提下文化與創意才能夠進一步的創造財富，台灣方面還認為透過文化與創
意的作用還能提昇就業率與國民生活品質，據此不難看出台灣政府對於文化創意
產業的期許。在英國與台灣的這三種定義中也可以看出，兩國都認同透過「文化」
與「創意」的形成與運用可以創造經濟效益，而且同樣強調必須確保智慧財產權
的行使與維護，所以不論在產業的定義或是在目的上可以說其本質是相同的。在
子產業分類方面，英國方面維持 13 項，台灣則由原本的 13 項增加到 16 項，接
下來將以英國的 13 項與台灣新版的 16 項區分為四大類，分別是「藝文類」
、
「媒
體類」、「設計類」、「數位內容類」做子產業的說明。

10
11

12

周得禎編著，《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2011），頁 6-7。
中華民國總統府，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
《總統府公報》
，第 6905 號，2010 年 2 月 3 日，頁
9-17。
規定於〈文創法〉第三條，詳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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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台灣與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範疇

英國

台灣

台灣

創意產業

文創產業（16 類）

文創產業（原 13 類）

藝術與古董產業

視覺藝術產業

視覺藝術產業

表演藝術產業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

設施產業

設施產業

工藝產業

工藝產業

工藝產業

電影與影視產業

電影產業

電影產業

電視廣播產業

廣播電視產業

廣播電視產業

出版產業

出版產業

出版產業

廣告產業

廣告產業

名稱

藝文類
音樂產業

媒體類

廣告產業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
None
產業（新增）
產品設計產業（調整）

設計產業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設計產業

（調整）
設計類
時尚設計產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建築設計產業

建築設計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

建築產業

7

軟體與電子出版產
業
數位內容

數位內容產業（調整）

數位休閒娛樂產業

數位休閒軟體產業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其他

None

None
之產業

資料來源：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行政院文建會，《2004文化白皮書》（台北：文建會，2004），頁126-127；中
華民國總統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總統府公報》，第6905號，2010年2月3日，頁10-11。
本研究整理。

一 藝文類：13
（一） 英國「藝術與古董產業」
（Art & Antiques）與台灣「視覺藝術產業」主
要產業內容為藝術品或古董商品的買賣行業，還包含藝術經紀代理、藝術品
鑑價、修復等相關行業。不過台灣於舊版項目有納入藝術品的創作產業，但
在新版方面已將這部分移至出版產業。
（二） 英國的「視覺表演藝術產業」（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與「音樂產
業」
（Music）主要產業內容為聲音錄製的相關行業和戲劇、舞蹈表演，包括
藝術設施的管理等相關行業，尚包含休閒與娛樂相關活動；台灣的「音樂及
表演藝術產業」和「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包括藝術設施的管理、
租賃和藝術表演等相關行業，還包括音樂演奏。14
二 媒體類：台灣的「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主要係從事普遍大眾接受度較
13

14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25. ；李仁芳總編輯，
《2011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39。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25. ；李仁芳總編輯，
《2011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45-149。
8

高的音樂和文化創作、出版等相關行業，英國在這部份同樣都歸類於「音樂
產業」；兩國的出版產業與廣告產業內容則無太多差異，出版產業主要是文
化商品的版權進行商業行為；廣告產業則是針對商品進行具備文化與創意內
容的宣傳與行銷。15
三 設計類：16
（一） 「設計產業」（Design）部分，台灣將設計產業又細分為「產品設計」
與「視覺傳達設計」兩項，除此之外，台灣設計產業整體內容和英國並無差
異。
（二） 另外台灣在分類上多了「創意生活產業」，其主要內容為例如飲食、文
化、自然、時尚的體驗等，英國方面則是將這部分內容歸類在「視覺與表演
藝術產業」裡。
四 數位內容類：17
英國將數位內容產業區分為「軟體與數位出版產業」與「數位休閒軟體產業」
；
台灣則是將軟體、數位出版、數位休閒軟體通通整合在「數位休閒軟體產業」
裡。

從上述幾點說明可以認為台灣雖然分類數上較英國為多，不過內容幾乎是大
同小異，所以雖然產業名稱及分類上有些微差異，但對於強調「文化」與「創意」
的文化創意產業或是創意產業來說，本身主要的概念與內容都是一致的，所以不
影響本研究的進行。不過不論是英國的創意產業或是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子產

15

16

17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25. ；李仁芳總編輯，
《2011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61-187。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25. ；李仁芳總編輯，
《2011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89-203。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25. ；李仁芳總編輯，
《2011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207。
9

業的數量相當眾多，為了在有限的時間與成本內進行本研究，所以難以針對各個
子產業進行數據分析與比較，屆時將以英國創意產業與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四大
主要分類做整合性的分析與比較。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研究方法系指利用蒐集和處理資料的方式來達成解決問題的研究目的，而研
究方法主要分為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量化研究是用數據化統計分析的方法將研
究對象相對關係進行測量、分析後得到的研究結果；質性研究則是透過非統計、
非數據和非量化的方式產生研究結果。18研究對象大部份是人們的故事、行為、
組織運作或社會運動等相關議題，有時候也會將一些原本眾所周知的事件以不同
角度做重新詮釋，透過完全呈現的描繪方式，對於研究中的特殊情境加以深入探
討。19任何不同的研究都必須依循適當的方法，研究者應該是要透過深入的觀察、
體會來瞭解才能更貼近事實。20本研究使用的方法有：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
各研究法分述於後。
1

文獻分析法：
文獻資料在研究過程中是一個持續性的工作，於研究工作開始前搜集與閱讀
相關文獻資料，且在研究的進行中仍需持續進行直到研究報告完成為止。21
文獻資料分析有助於研究者以客觀的方法了解過往研究的確定性與結論，並
讓研究者進一步釐清研究的問題並推測未來22。文獻資料的分析係將所收集
到的文獻資料進行歸類、彙整與分析，使研究的方向更加清楚明瞭。23

18
19
20

21

22
23

陳向明，《社會科學質的研究》
（台北：五南，2002）
，頁 6-13。
Anselm Strauss, Juliet Corbin 著，徐宗國譯，
《質性研究概論》
（台北：巨流，1997）
，頁 37-40。
蕭瑞麟，
《不用數字的研究：鍛鍊深度思考力的質性研究》
（台北：台灣培生教育，2006）
，頁
44。
Ranjit Kumar 著，潘中道、黃瑋瑩、胡龍騰譯，
《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
（台北：學富文
化，2010）
，頁 36-39。
葉志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台北：商鼎文化，1999）
，頁 138。
Donald Cooper, Pamela Schindler 著，古永嘉、楊雪蘭譯，
《企業研究方法》
（台北：華泰，2003）
，
10

2

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Case Study）是在特定領域中存在的一個現象單位，此現象單位

可以是一個人或一些人、一個社會群體、一個組織或是一個歷史事件，
通常也因個案具有關鍵的（critical）
、極端的（extreme）
、獨特的（unique）
或具啟示性的（revelatory）等特質，而成為研究者所選擇的個案研究
對象。24個案研究法的目的是以描繪與探討個案的特質，再從客觀具
體的分析中，發現同類事物的共通性，期使研究分析的結果更貼近於
事實。
本研究主要之研究流程大致可分成三部分，分述如下：
1

文獻探討
透過文獻探討及相關理論研析，瞭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特質及兩國產業與政
策分析等議題進行深究。

2

研究分析
運用前述所得到的文獻、數據，針對台灣與英國在產業與政策上的比較，並
分析兩國在各自政策推行上的成效。步驟如下說明：

（1）

蒐集並選取歸納資料
選取分析資料過程先界定文獻群體，然後再選取文獻樣本。

（2）

界定分析的類別
分析的類別依據研究目的，並參酌文獻內容而定。

（3）

決定分析範圍
由於分析的範圍不同，分析的結果就可能有差異，所以本研究參酌文獻

24

頁 68-69。
Matthew Miles, Michael Huberman 著，張芬芬譯，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
（台北：雙葉書廊，2005）
，
頁 54-57。
11

內容進而訂立分析範圍。
（4）

進行分析
在上述步驟確立之後，便進行分析所蒐集之文獻及檔案資料。

3

比較與結論
針對研究分析過程進行台灣在產業政策與英國產業政策的差異比較，歸納結
論與檢討，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依據。

研究主題
設立

研究方法
與範圍設
定

圖 1-1

文獻收集
與歸納

個案分析
與比較

研究結論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首先針對主題，大量蒐集相關文獻，包括近年來英國、台灣政府推動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之相關檔案，例如兩國官方資料、政府業務、統計資料、中英文研究
論文、結案報告、書籍、座談會紀錄、業界人士於報章雜誌上所撰相關專文等，
再就內容歸納整理並予以分析，最後再將兩國產業現況與政策進行比較。本研究
以最新的資料作為題材，然仍有其限制，本研究唯恐相關意涵失真或有未更新之
12

處，另攝取更多管道之資訊交叉映證，過程雖感困挫，惟已力求跨越語言障礙及
精確，所獲結果仍具重要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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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軸為「文化創意產業」，這不僅是一個新興的產業，與過往傳統製
造產業或科技產業更是大相逕庭，所以在進入研究主軸之前有必要先說明文化創
意產業的本質與其背景「知識經濟」
。知識經濟的概念早從 1776 年開始就有學者
提出，遲至近年才成為國際間的顯學，各國政府與企業也因此將「知識經濟」當
做未來的發展重心，其中主要內容為知識的文化創意產業也隨著知識經濟的風潮
而順勢崛起，25所以本章將首先介紹「知識經濟」再接著介紹本研究主軸「文化
創意產業」。

第一節 知識經濟
一 知識經濟定義
1890 年英國新古典經濟學派大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著作《經濟學
原理》中提到知識的進步和擴散導致新方法與新機器設備的使用，提高勞工和資
本的效率，進而提高總體經濟成長。261912 年奧地利學者熊彼得（J.A. Schumpeter）
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則指出「創新是經濟成長的原動力」，強調知識與創新是
推動技術進步的原因，進而促進經濟成長。27但前述學者僅提出相似的概念，只
能證明知識對於產業和經濟的進步有相當程度的助益。一直至 1962 年，在美國
經濟學家馬契盧普（Fritz Machlup）的《美國知識的生產與分配》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才首次提出「知識產業」
的概念，並將「知識產業」清楚的界定為「教育」
、
「研究發展」
、
「傳播」
、
「資訊
設備」和「資訊服務」等五種。28

25

26
27
28

我國經濟部工業局於 2008 年將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為「那些源自於創意或文化的累積，透過智
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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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fred Marshall 著，朱志泰譯，
《經濟學原理》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頁 325。
J.A. Schumpeter 著，何畏、易家詳譯，
《經濟發展理論》
（台北：左岸文化，2009）
，頁 86-96。
Fritz Machlup,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14

「知識經濟」最早提出也最顯為人知的定義乃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1995
年 10 月 8 日的報告《1996 年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中指出，29凡是直接以知
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為本的經濟，皆稱為「知識經濟」。30該報告中提到，由
於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快速成長與應
用，知識已經取代傳統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成為一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
惟該定義過於廣泛，甚至 OECD 和世界銀行組織（World Bank Group, WBG）都
於 2000 年指出先前定義過於廣泛，31以致於 OECD 全體會員國的經濟體系似乎
都能歸類於「知識經濟」，而 OECD 認為一個社會缺乏的關鍵條件未必是知識，
而是如何把知識迅速有效的轉化成生產力的能力，因此最好從「有效使用知識」
（effective use of knowledge）的觀點來定義與解釋知識經濟，也因此 OECD 為知
識經濟重新定義為「知識經濟是由企業組織、個人和社群對知識的有效創造、獲
取、傳播及應用所構成的經濟」。32換言之，知識經濟就是以人力資源和知識累
積為主要生產因素的經濟型態。
二 知識經濟性質
人類的科技知識，十九世紀是每五十年增加一倍，二十世紀中期是每十年增
加一倍，二十世紀末則是三到五年增加一倍。科技由發明到用於生產的周期也愈

29
30

31

32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2）, pp.44-50.。
OECD, Review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Paris: OECD, 1996）.
1996 年 OECD 所發表的《知識經濟報告》中談到「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即將改變全球經濟發
展型態；知識已成為生產力提昇與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隨著資訊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高
度應用，世界各國的產出、就業及投資將明顯轉向知識密集型產業」，並定義「以知識為基礎
的經濟」為「建立在知識和資訊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
。換言之，所謂「知識經濟」
係指以知識資本為主要生產要素，透過持續不斷的創新，並善用資訊科技力量以提昇產品附加
價值的一種經濟型態，而此種經濟型態據以發展的要素包括社會基礎、創新能力、資訊科技應
用及知識資本等四項。《全國圖書館合作參考服務》
，
〈http://vrt.ncl.edu.tw/hypage.cgi?HYPAGE=knowledge_detail.htm&idx=1744&libraryid=36〉
，
2013 月 2 月 26 日。
WBG 由五個機構組成，主要功能是資助國家解決窮困問題，聯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息貸款、
無息信貸和贈款。
伍忠賢，《知識經濟》
（台北：全華，2004）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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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愈短，雷達從發明到應用耗時十五年，電視十二年，而積體電路從無到有僅用
了二年。生產要素結構發生根本變化，根據統計在生產要素中，科技知識的投入
占生產成本的90％，而勞工成本只占10％；產品製造模式和生產方式也發生根本
變化，產品製造模式轉向知識密集，例如在1970年代代表性產品是微處理器，33
每公斤要價一千多元，到了80年代代表性產品是軟體，沒有重量，價值卻比電腦
硬體設備高很多。34生產方式的改變則由原先大量且標準化的生產，改變成小量
而有彈性的生產，如此不但縮短了從設計到量產的時間，更重要的是能迅速根據
市場的需求，進行生產或改變生產，以靈活的反應即時滿足市場的需要。35由於
社會的生產與生活日益資訊化，對於知識、資訊技術服務的需求急遽增加，使得
以各種形式提供知識、資訊、技術服務的新型服務業迅速地發展，使得產業結構
與就業結構也產生改變，以服務為主的第三級產業，重要性與比重增加，第二級
的製造業比重則是下降。就業情況的改變表現在幾方面，例如傳統製造業人數減
少，服務業人數增加；藍領工人減少，從事技術與腦力的技術人員增加；傳統行
政工作人員減少，與電腦及資訊系統相關的工作增加；全職就業機會減少，兼職
工作機會增加。財富分配的方式也產生改變，以前擁有土地、資本的人即擁有財
富與權力，現在是誰有知識、資訊、技術，誰就擁有財富。
1

知識的分類
美國經濟學家馬契盧普除了提出知識經濟的概念，更把知識區分為「實用知

識」、「學術知識」、「閒談及消遣知識」、「精神知識」及「多餘的知識」。
33

34
35

微處理器（micro processor）是可程式化的特殊積體電路，用作處理通用資料時，叫作中央處
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
，這也是最為人所知的應用；專用於圖像資料處理的，叫
作圖形處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GPU）
；用於音訊資料處理的，叫作音訊處理器（Audio
Processing Unit，APU）等等，是電腦的一個主要部件。
賴景昌、林國仕，〈知識經濟〉
，《科學發展》
，2004 年 5 月，377 期，頁 58-63。
即是「彈性專業化」
，彈性專業化是在福特主義大眾化生產沒落後所浮現的一種組織所建構生
產的新方法，就宏觀層次而言，把過去大眾化生產強調的市場穩定、生產要素成本降低與規模
經濟等，轉移到強調彈性與創新，以因應市場、產品與製成的不斷變遷環境。就微觀層次而言，
他是被用來說明一個能因應創新與彈性需求的產業新組織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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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當今最為大家所熟悉的則是OECD的分類，OECD把知識分成四類，包括有關

事實的知識（know-what）：37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有多少人、規範內容為何，此
類知識可稱為「資訊」，而相關領域的專家必須擁有許多此類資訊（如律師、醫
師、或專業顧問）；知道為什麼的知識（know-why）：與自然原理或法則有關
的科學知識，此類知識是大多數產業技術發展和產品製程的基礎，而知識的產生
則來自於研究實驗室或大學等特定的組織，產業界要取得此類知識，必須僱用受
過科學訓練的人力，或經由契約和合作活動；知道如何去做的知識（know-how）：
也可以稱為「技能知識」，是從事某項技能的技術與能力，如企業家判斷新產品
的市場前景、受過訓練的員工操作複雜的機器，此類知識通常是由個別廠商所擁
有，或在企業內部發展而成，Know-how同時也是一種「內在知識」，是人們由
經驗、認知和學習所獲得的重要知識，內在知識如果沒有被寫下來或記錄起來，
那麼它就只存於個人記憶中，所以當有經驗的人被裁員、退休或轉業時，組織也
就失去他們的知識；知道誰擁有所需要的知識（know-who）：主要是關於誰知
道某一事實或誰知道如何做的知識，此類知識在高度專業分工的社會尤其重要，
在企業內的層次通常高於其他知識。上述各類知識中，了解事實（know-what）
和為什麼的知識（know-why），可經由書本、文獻、資料庫取得，具有公共財
（public goods）性質。38而知道如何去做的知識（know-how）與知道誰有相關知
識（know-who），則是由個人、個別廠商所擁有或在企業內部發展而成，是屬
於準公共財。39

36

37
38

39

Fritz Machlup,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2）, pp.44-50.。
OECD, Review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Paris: OECD, 1996）.
公共財是一種集體消費財，表示一旦這種財貨被提供，任何人都可以均等的享有。 一般用來
界定一個財貨是否為「純」
(pure)公共財，通常有兩種指標。公共財具有「非敵對性」(non-rivalness)，
表示這個財貨不能被個別消費者所獨享，個人的消費也不能減少他人對此財貨的消費，因此必
須整體提供。相反的，某人對私有財的消費必然會減損他人可以消費的數量。
一種財貨在消費上不具獨享，但具排他性。例如：市立游泳池、公園、俱樂部財與殊價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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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識經濟型態
知識經濟由於是將知識成為主要的生產投入要素，與傳統經濟相比具有相當

大的差異，而根據 OECD 等國家的發展經驗顯示，可以推論知識經濟具有下列
特質，就內容而言，知識經濟是創新型經濟；就外在形式而言，知識經濟是網路
化經濟；就社會形態而言，知識經濟是學習型經濟；就現代科技與環保互動而言，
知識經濟是綠色經濟。40以下就這四點分別論述：
（1）

創新型經濟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2000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中針對國家科學技術能力與創業難易度的經濟創意指數（economic creativity
index）評比中指出各國的創意競爭力大多跟國家競爭力全球排名呈正相關，
也就是說創意、創新衍生的新產品、新市場、及創造財富的新機會，是當前
提昇產業經爭優勢的一股動力。
（2）

網路化經濟

網路不僅是知識擴散的主要平台，也由於網路的影響，逐漸改變傳統的交易
方式，使得知識與產業的關係更趨緊密，例如麵包師父在網路接受訂單後才
製作麵包，有別於傳統交易過程，先製作產品後的才進行販售，也可能在網
路上彼此分享麵包製作的知識，因此各國經濟也日趨網路化。
（3）

學習型經濟

由於創造知識的根源就是人腦，而學習過程中容易將自身經驗類型的知識進
行整理與歸納成為得以傳播與教授的知識，41讓其他人得以付諸實用，所以
學習本身就是知識經濟提昇競爭優勢的核心，惟學習過程與知識取得並非完
全依靠學校正規教育，所以全民終身學習體系的建構必然成為趨勢。
40
41

陳智凱，《知識經濟》
（台北：五南，2006）
，頁 14。
自身經驗類型的知識也就是知識分類中所提到的 Know-how，也就是技能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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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綠色經濟

近年來，環保議題一直是國際間矚目焦點，不但成為人類追求生存發展的目
標，更逐漸成為科技研發和應用的標準，而知識與網路的推動提昇科技技術
加速對於環保綠能產品的推動，無疑有助於減緩生態環境的負荷。
表 2-1
比較項目

傳統經濟與知識經濟比較
傳統經濟

知識經濟

重視勞工和資本（機械設 重視知識等無形資產投入，
生產要素

備）和土地。

對於勞工和資本及土地需求
大幅降低。

技術變革

技術變革較慢。

技術變革相當快速。

公路、鐵路、機場等。

通訊網，如寬頻網路、光纖

政府基礎建設
網路
產業結構

實體性工業為主。

無實體的服務業為主。

因受交通與其他因素之影 因為網路影響，所以範圍可
市場範圍

發展策略

響，所以相當有限。

說是無限。

重視競爭。

競爭與合作並存。

變化小、生命週期長、附加 變化大、生命週期短、附加
產品特性

通路

價值低。

價值高。

實體商店為主。

網路為主。

資料來源：王健全、孫克難，
《知識經濟下中小企業的發展策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託中華經
濟研究院專案研究計畫）》
（台北：經濟部，2011）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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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創意產業
這個以「文化」與「創意」為核心的產業，全球越來越多案例證明不僅
能創造出財富與就業機會，還能提昇社會生活品質，所以自英國成為全球公認的
成功案例後，當前世界各國無不竭盡全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從西方到東方甚至
於南半球，都期望能在新一波的全球賽局中以文化與創意取得致勝關鍵。本節將
初步介紹「文化創意產業」。
一 何謂文化
既然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是「文化」
，那麼自當先理解什麼是「文化」
，但文
化本身卻是相當抽象與難以釐清的概念。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B. Tylor）在 1871
年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書中為文化下了一個概括性的定義「文
化是人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複合整體（complex whole）
，包括知識、信仰、
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及其他能力和習慣。」42UNESCO 則將文化定義為「可
以用來區別一個社會或群體的獨特精神、物質、知識性層面的一組特徵，包含了
藝術、文字創作、生活風格、基本人權、價值系統、以及傳統信仰。」43所以總
結來說，文化指的是一群人的整體生活方式，是個人從其所屬的群體獲得的社會
遺產，文化也是一種思考、感覺與信仰，它是為人們未來做準備，預先儲存起來
的人群知識。44而文化創意產業正是將文化商品化，使其更具有經濟效益也達到
文化傳播的效果。45

42
43
44
45

周得禎編著，
《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
（台北：五南，2011）
，頁 12。
夏學理編著，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台北：五南，2011）
，頁 11。
夏學理編著，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台北：五南，2011）
，頁 13。
「文化」就筆者理解，就是一種人們意念所產生的集合體。例如台灣知名的「藍白拖」
，在第
一雙藍白拖出現之時，它僅是一雙由塑膠製的簡單拖鞋，並不具有所謂的文化或其他含意，但
近年卻成為台灣草根文化的象徵。這是由於在一項事物問世之後，隨著參與或使用的人們增加，
人們對這一項事物所給予的意涵就會增加，當這些意涵增加到某種程度就會形成所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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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創意產業
早在「文化創意產業」一詞出現之前，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阿多諾
（Adorno Theador）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 Max）在 1960 年代就提出了「文化
工業」
（culture industry）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主要是批判文化商品化，且被市場
主導，導致品味越來越低俗，而商品化過程採用標準化生產模式，間接扼殺創造
力，最後則是大量製造強迫消費者接受，剝奪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力，此概念與現
行的文化創意產業以文化與創意開拓新市場的概念相當不同，46而台灣學者陳學
明歸納其特點：
1

文化的產生越來越類似現代工業化的生產過程。

2

文化產生與現代科學技術關係越來越緊密。

3

文化的主題越來越脫離廣大的消費者群眾。

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著作《啟蒙的辯證》
（Dialectic of Enlightement）一書
中指出，民主及資本主義的美國生活雖然不像他們逃離的德國生活那般殘暴恐怖，
但卻是空洞與浮誇不實，對多諾與霍克海默而言，藝術是評論生活其他部分的一
種形式，認為藝術能讓生活更加美好，47正因如此他們認為工業化的文化正是傳
統的瓦解。當然法蘭克福學派對於文化與工業結合的這種悲觀思維也招致不少其
他學者的批評，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就是文化產業社會學家米亞基（Bernard Miege），
米亞基認為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於前工業時期的文化產製抱有懷舊遐想，雖然把
工業化和新科技引進文化產製的過程中，確實會導致商品化的現象，但是卻也帶
來更多令人激賞的創新方向。48其次是文化商品化並不是一個平順且未經抵制的
46

47
48

Horkheimer Max, Adorno Theodor W.,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7）, pp. 95-136.
David Hesmondhalgh 著，廖佩君譯，
《文化產業分析》
（台北：韋伯文化國際，2009）
，頁 17。
Bernard Miege,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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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強調資本主義若試圖進入文化領域，需要面臨的是不完整而且受限的狀況，
並指出文化產業會經歷飽受非議而持續鬥爭的過程。49以現代而言，文化越來越
難脫離科學技術，也越來越多文化商品開始工業化量產。例如台灣流行的「電音
三太子」
，
「三太子」本身是台灣傳統的神明信仰對象，如果以阿多諾與霍克海默
的觀點來看，電音三太子背離過去傳統的神明信仰，民眾過去對於神明信仰的莊
嚴與敬重如今可能越來越薄弱甚至是蕩然無存。尤其在年輕世代對於神明信仰的
意識更為薄弱，甚至將其當做是種商品或僅是種象徵性的符號而已。但在結合了
電子音樂（科技）後，創造出新的文化商品50，也藉由工業量產的力量（工業化），
不僅全台灣都能夠買到相關的商品，甚至還能販售至國外，這就是米亞基認為的
工業化與新科技對於文化所帶來的創新，這個創新使得「三太子」不再單純只是
個信仰對象，更是一種可以代表台灣文化的表徵與可獲利的商品。

過去囿於東西方社會精英階級與傳統美學觀的影響，「文化」的概念一直存
在精緻與通俗的分界，例如「歌劇」與「街頭藝術」的差異，然而隨著教育水準
的提升與科技的進步與全球的幾個重大變化下，精緻與通俗的分界越來越模糊，
這個變化為文化創意產業打開了一個契機。首先是跨國資本主義的興起，由於跨
國企業打破國家疆界，衝擊傳統國家生產、貿易、消費等，造成全球化風潮蔓延。
例如代表美式飲食文化的「麥當勞」在世界各國蔓延，大家對於美式飲食文化的
接受程度也越來越高，國家不同在餐點商品上變化也有不同，各國文化商品四處
擴散與衝擊。其次是交通科技進步、經濟成長、民主制度等因素影響下的全球移

49

50

pp9-12.
例如電影產業的投資正是一個不完整且受限的狀況。電影是一個難以預期獲利回收的產業，
從，電影的製成並無一個完整或標準的流程，且於人力、地點、文化、創意的限制上相當的多，
縱使確保排除所有的受限因素，卻仍無法保證會有所獲利。
這個文化商品不僅僅是指實體化的公仔娃娃或圖片貼紙等，更包含新的表徵意象，例如電音
三太子多次獲邀國外表演，這時候就具有代表「台灣文化」的表徵。
22

民風潮，造成多元文化的衝擊與融合，例如台灣移民在日本經營台式餐館、美國
移民在台編撰與販售英文教材、日本遊客來台體驗文化與購買文化商品甚至移居
台灣，這些現象都為文化創意產業打下基礎。最後則是由於科技的進步，電腦與
網路的普及促成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使人類由工業時代進入資訊時代，只要一
個按鍵就隨時可以接收到國外的訊息，例如上網觀看 YouTube 的影音內容，使
文化傳播速度達到過去難以想像的快速。這些劇變與衝擊帶來產業思維的變革絆
隨著日常生活美學化（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使得消費者開始主導市
場，文化符號、創新與愉悅體驗成為產品的重要價值。51

在世界各國中，最早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首推澳洲，澳洲政府自 1994 年起
就已「創意之國」
（Creative Nation）為名，制定國家經濟的發展目標。但是國家
政策中對產業架構最完整，績效成果最好的首推英國，1997 年由工黨首相布萊
爾提出「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其內容項包含藝術及古董市場、表演
藝術、工藝、設計、時尚設計、出版、廣播電視、影視產業、廣告、建築、音樂
產業、軟體及電腦服務、數位休閒軟體等，並成立「創意產業小組」，該小組主
要協助政府在政策擬定之際能夠有相關研究與產業數據能夠參考，藉此制定最適
合產業現況的政策法規，達到有效提昇創意產業的產值與規模、方法，而該小組
於 1998 年及 2001 年提出《創意產業圖錄報告》，該報告中也首次將英國「創意
產業」定義為「起源於個體創意、技巧與才能的產業，通過知識產權的生成與利
用，而有潛力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52而 UNESCO 給「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定義為「結合創作、生產與商業的內容，同時這內容在本質上，是具
有無形資產與文化概念的特性，並獲得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51
52

周德禎等著，
《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
（台北：五南，2011）
，頁 5-6。
夏學理等著，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台北：五南，2008）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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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護，而以產品或服務的形式來呈現」
。台灣於 2002 年率先提出「文化創意產
業」一詞，2004 年在文建會的《文化白皮書》中將其定義為「源自創抑或文化
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
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昇之產業。」53內容包含視覺藝術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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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54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定義與內容範疇劃分主要是參酌英國的「創意產
業」與聯合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55雖然細部分類有些差異，但主要內容
仍是相同的。56從上述這些定義中可以歸結出文化創意產業皆環繞並呼應對於個
人智慧與知識的強調、商品文化意涵與財富經濟提昇等核心概念，換言之「創意」
與「文化商品」及「經濟發展」就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構成。

首先「創意」指的是生產新事物的能力，這也是創意的本質。由個人或多人
的概念和發明所產生，這些概念或發明都是個人的、原創的、有意義的。57在文
化創意產業中，「創意」正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憑藉個人知識與創意對文化
商品的創造與投入，才能創造出新的競爭力與經濟成長力。其次是「文化商品」，
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特徵正是透過商業生產模式將文化商品化，其中文化商品有
兩大基本來源：第一是在地的傳統文化或藝術，經由商業化或產業化等創新經營
53
54
55
56

57

行政院文建會，《2004 文化白皮書》（台北：文建會，2004），頁 125-126
行政院文建會，《2004 文化白皮書》（台北：文建會，2004），頁 126-127。
行政院文建會，《2004 文化白皮書》（台北：文建會，2004），頁 126。
各國在文創產業的用詞、定義或界定範圍上不盡相同，且因為時間、地點、文化等因素的影
響下，發展政策、目的、對象等也有差異，但這些差異不論是名詞的選用或是定義的陳述，對
於「文化產業」
、
「創意產業」或是「文化創意產業」來說仍是以「文化」為基礎，利用「創意」
去活化市場，而且都難以背離「市場」與「法律」這兩個要件，所以本研究認為在本質上都是
相同的。
John Howkins 著，李璞良譯，
《創意經濟：好點子變好生意》
（台北：典藏，2003）
，頁 5。
24

模式為其增加附加價值；第二是仰賴創意或知識人才的創造力，透過生產與製造
的行銷鏈而來。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界定，文化商品又可以區分為「有形的
商品」與「無形的服務」兩種，前者泛指具有傳達概念、象徵符號的消費性商品，
例如：書籍、雜誌、多媒體產品等；後者則是指可以滿足文化興趣或需求的活動，
例如演唱會、舞台劇等。58大體而言，文化商品具備幾種特質，首先是強調創意
性與獨特性，其次是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特質，59最後則是超文化價值
（extra – cultural value），這些特質使得文化商品得以讓不同文化種族、族群的
文化傳統及精神等都能透過商品形式來傳遞，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中，確保文
化多元性的可能。第三「經濟發展」，正由於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便是其擁有的
獨特性以及不同於一般勞力生產的經濟效益，不僅能吸引消費者前來從事文化觀
光活動，擴大商品的附加價值，同時又能提昇其他產業的發展。所以整體而言，
文化創意產業的生產網路是相當縝密的，與其他產業不同的是，文化創意產業強
調的是掌握創意思維，並應用至產製層面以創造經濟價值。
三 台灣發展背景
文建會在 1995 年「文化產業研討會」中首先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
化」之構想，此「文化產業」概念，隨後成為我國「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在
全球化與科技化兩股力量的推進下，全球新經濟型態已轉變為以創新為主之知識
經濟型態，「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更成為二十一世紀之主流思維，政府為貼近
此脈動，因此於 2002 年正式將「文化創意產業」這項「文化軟實力」列為「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一項－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60期待藉由結
合藝術創作和商業機制，以創造具本土文化特色之產品，藉以增強人民的文化認
58

59
60

UNESCO, “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and Services, 1994-2003”, （Montreal and
Paris: UNESCO, 2005）, p.12.
John Howkins 著，李璞良譯，
《創意經濟：好點子變好生意》
（台北：典藏，2003）
，頁 56-57。
行政院文建會，《2004 文化白皮書》
（台北：文建會，2004）
，頁 125。
25

同與增加產業的附加價值。自 2002 年的「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開始，
歷經數個政策推行，於 2010 年台灣終於通過〈文創法〉
，該法對於台灣文化創意
產業來說具有相當特別的意義，其中「文化創意有價」、61「國家提撥一定比例
經費投資文化創意產業」、62「藝文體驗卷發放」、63「票價補貼」、64「企業購票
捐贈抵稅」65以及「設立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66等重要條文通過，
無疑是回應了長久以來藝文界與文化界最關切的議題，但是該法的另一項重要內
容則是將原本的十三項產業項目擴增到十六項，其內容範圍可說是包羅萬象應有
盡有。也因為內容範圍涵蓋過廣，導致從夜市小吃到地景豪宅，各行各業只要是
與食衣住行育樂相關的行業，都開始自認為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員。因此台灣學者
李天鐸認為，「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甚至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提出，是
欲將原本自主於經濟部門之外的「社會表意符號」納入資本體系，從而為國家進
行財富的累積，而這個概念在國家的動員下，如今已成為社會主導行的意思型態，
但是在實際運作上卻因為「文化」與「創意」這兩個抽象的名詞而產生諸如前述
的混亂與混淆。67

68

由於台灣在 2002 年元月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69

接踵而來的是更激烈的國際競爭，面臨企業全球化的挑戰，有效提升產業的競

61

規定於〈文創法〉第十條，詳見附錄。
規定於〈文創法〉第十一條，詳見附錄。
規定於〈文創法〉第十四條，詳見附錄。
規定於〈文創法〉第十五條，詳見附錄。
規定於〈文創法〉第二十六至二十八條，詳見附錄。
規定於〈文創法〉第七條，詳見附錄。
李天鐸，《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遠流，2011）
，頁 19。
李天鐸認為連學術界也陷入這場混亂，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學門範疇都未界定清楚前，各大專
院校開始廣設相關系所，諸如「創意產業設計」
、
「文化創意商品設計經營」
、
「文化創意產業管
理」等如雨後春筍般相繼設立，但內容卻仍多半是舊有的藝術、教育、文化史、設計等就有領
域，針對文化創意的反而是少數。
負責監督成員經濟體之間各種貿易協議得到執行的一個國際組織，前身是 1948 年開始實施的
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秘書處。
26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爭力是台灣能否在國際性競爭中存活的關鍵。在全球化風潮下，台灣產業面臨轉
型與升級壓力，許多傳統產業已逐漸失去產業競爭優勢，因此如何發掘並培育具
有潛力的新興產業，作為未來經濟成長的新動力，是政府推動產業政策的當務之
急。而台灣向來擅長生產製造，不但擁有高度的生產技術力以及豐富的製造經驗，
更成為全球資訊產品的最大製造供應地，根據 2001 年 11 月世界經濟論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所公佈的全球未來五年國家競爭力排名，台灣科
技水準表現佔全球的排名第四位，但隱憂的是缺乏品牌建立以及創新研發的概念。
70

台灣的科技與生產技術雖已達國際水準，但所製造的產品卻是欠缺自己的風格

71

，以往在全球化的市場競爭中，台灣向來以快速的生產與低價的策略作為競爭

的武器，隨著近年來大陸及東南亞各國生產技術力的提升加上更低廉的生產成本，
台灣的優勢便逐漸消失。要如何掌握台灣已有的資源，並且更進一步的提升國際
市場對「台灣製造」72的形象認同，必需在設計、研發、創新等領域多下努力，
方得以提升台灣朝企業全球化發展的方向邁進。當台灣逐漸喪失成本的優勢之後，
為求在全球的市場機制中佔有一席之地，如何加強台灣產品在全球市場中的「差
異化」是有其絕對的必要性，要達成「差異化」的手段，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發掘
台灣地區的獨特文化，相較於其他華文國家，台灣擁有自由的創作環境、深厚的
文化底蘊、多元的社會風氣、豐沛的創作能量。73

70

71

72

73

姜貞吟，
〈我國加入 WTO 後製造業之衝擊與因應對策〉
，
《台經月刊》
，2002 年 1 月，第 25 卷
第 1 期，頁 58-63。
對於過度依賴代工產業的台灣，出口的商品幾乎未加入任何台灣的文化或是創意巧思，這也
是台灣商品在國際上逐漸失去競爭力的原因。
過去「台灣製造」代表的是物美價廉，惟近年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崛起，其低廉的工資讓
台灣商品不再是「價廉」
，如何擦亮「台灣製造」這塊招牌，正是「文化創意產業」近年來受
到重視的地方。
國際上主要經濟大國，其商品多少都帶有其國家文化色彩，例如漢堡、薯條就容易讓人聯想
到美國；壽司、生魚片就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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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文化創意產業」74便是台灣因應企業全球化之下表現自我文化的最佳
策略之一，設計、創意無論是在國家文化、企業文化、消費市場、生活型態等方
面都被視為極具威力的競爭利器。如蘋果（APPLE）
、三星（SAMSUNG）
、索尼
（SONY）等世界知名企業，皆以創新設計的角度考量產品實用面的功能以及傳
達品質的外觀，期望設計在整個產品開發流程提供創新價值，以加強產品的市場
競爭力。繼資訊產業經濟後，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下一波經濟動力，消費者購買
商品的考量不再僅是商品本身的功能，更包括了商品本身帶來的文化意象，在這
樣全球化的趨勢下，對台灣的影響不只是消費型態的改變，也促使產業的競爭與
轉型。面對開發中國家的興起，台灣過去賴以維生的製造業在競爭過程中逐漸失
去優勢，然而台灣在中小企業、資訊通訊硬體產業發展過程中，所累積的資金、
人才、創新技術、靈活應變能力，以及在全球價值鏈上的操作經驗和專業，恰可
移轉至「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將可成為台灣未來發展及轉型
的契機。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具備六項優勢：75
1

具有高度的經濟效益，增加就業機會。

2

文化創意產業證明是近年先進國家的經濟利器並非只是高科技產業。

3

文化創意產業對應人類的感性消費，常比實體產業更能提供消費者幸福感。

4

文化創意產業與一個國家的民眾生活品質息息相關，而生活品質常影響國家
的形象，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性不只在於經濟意義而已。

5

文化創意產業中，對自我族群的敘述常能提高一國家的認同感。

74

由於「文化創意產業」一詞目前仍僅有台灣使用，所以討論到其他國家仍維持使用「創意產
業」
。

75

林正儀、張瓏編著，《文建會網路學院case智庫2：文化創意產業》（台北：文建會，2004)，
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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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透過文化創意產業，能使艱澀的藝術變得使人喜愛，雖可能喪失其原本的藝
術精神，但大體來說這是文化民主化（Cultural Democracy）的表現。文化
上的民主也就是一種經過教化後的民主，不論貼上什麼樣的標籤，都會擁抱
所有事物中最佳的部分。76

文化與創意在產業面對全球化的競爭中確實是一項重要的武器，例如日本市
場正是因為地域性特殊的社會文化，而帶動日本國內的廠商不斷以更多樣、更精
緻的文化與創意產品來迎合國內消費者的需求，也進一步影響其他國家消費者的
消費習慣，擴大全球市場的需求以贏得全球化的競爭優勢。77反觀國內，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
為主要產業型態的台灣廠商對於設計的著眼點，
大多是基於 「外銷導向」的代工產品，以及與國外技術合作的廠商之產品設計，
極少有觸及文化層面的設計。78原因在於現今台灣民眾普遍對文化與創意價值的
認知較不健全，造成創意與文化真正價值至今仍無法依靠內銷的市場機能來運作。
因此，台灣企業全球化的成功與否，仰賴著國內文化意識的提升，需要國家制定
政策來加以推動。台灣的產業政策發展，多年來係由經濟部針對產業的升級需求，
主導國家發展策略之走向，台灣的經濟發展從1950年代以內銷為主的階段，演變
至1960年開始的外銷發展階段，同時1970年代到1990年代產業的發展，從OEM
逐漸演變成Own Designing & Manufacturing（ODM） 階段，而下一階段便是要
朝著Own Branding & Manufacturing（OBM）邁進。

76

Chris Smith著，李俊明譯，《創意英國：英國前文化部長給年輕人的15場演講》(台北：五觀
藝術管理，2005)，頁13。

77
78

例如日本知名的動漫畫，日式飲食，日本流行音樂等。
林幸蓉，
〈產品語意及其在工業設計的應用(上)〉
，
《台灣手工業》
，1994 年，第 51 期，頁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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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國產業現況
（一） 日本
放眼國際上各國對於推廣文化創意產業的努力，1997 年日本通產省工業政
策局的設計政策辦事處完成了《日本設計政策（草案）》
，用以推動日本從一個外
銷為主，轉變成設計為主的國家，這表達出日本政府及產業認真看待它們的設計
能力，將設計變成了國家與產業的策略。79而日本目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
主要依據是〈形成高度情報通訊網路社會基本法〉
（簡稱 IT 基本法）與〈文化藝
術振興基本法〉
。前者主要為提昇網路品質，強化相關技術人員能力，以促進網
路商業活動，並強化國際間的聯繫與合作；後者則是針對藝術（例如文學、音樂、
戲劇等）
、媒體藝術（例如漫畫、動畫）
、傳統技藝（例如雅樂、能樂、歌舞伎等）
的傳承與發展，還有藝能（例如落語、講談等）的振興、推廣生活文化（例如茶
道、書道等）和國民娛樂、出版相關刊物、文化財的保存與應用、振興地方文化
藝術、促進國際交流以及人才培育等政策。同時也開始針對智慧財產權與數位內
容產業訂定相關施政策略，例如關於智慧財產權的〈知識財產基本法〉還有為了
強化日本資訊科技發展的《e – japan 重點計畫 2003》與〈內容創造、保護與活
用促進法〉以及近期推廣日本流行文化的《酷日本》
（Cool Japan）80。
《酷日本》
是描繪日本現代文化的新詞彙，藉此形象訂定文化立國的產業策略，不難看出身
為文化商品輸出大國的日本也是竭盡權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2004 年因為韓國
內容產業商品在日本市場反應熱烈，日本政府開始擬定相關辦法，以加強數位產
業內容的發展。在「新產業創造戰略」報告中，針對日本文化產業提出建立新市
場、數位電影普及、人才培育、文化產業流通路徑多樣化、文化產業機構改革等
79
80

李台安，〈日本的設計政策〉
，《工業簡訊》
，1998 年，頁 98-117。
日本政府積極將文化產業當做一種商業資本，希望藉此拓展貿易。基本上「酷日本」也被解
釋成日本政府培養「軟實力」的政策。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ol_Japan〉
，2013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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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提高產業的市場規模。日本因此創設了「日本國際文化產品展」
（Japan
International Contents Festival），又稱「數位內容嘉年華」（CoFesta），結合日本
遊戲、動畫、漫畫、卡通商品、廣播電視、音樂與電影等相關文化創意產業，成
為全球最具規模的文化創意商品綜合活動場域。81所以整體而言，日本文化創意
產業主要是以「文化」和「內容」為基礎，輔以智慧財產權的概念，搭配資訊科
技提昇，進而推動發展。
（二） 南韓
鄰近日本的南韓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上也不遑多讓，90 年代末由於 1997 年
亞洲金融風暴重創韓國，政府開始意識到製造業的危機，82體認到國家經濟除透
過工業來支撐外，亦能透過知識型產業來提升競爭力並認為文化就是國力，所以
1998 年提出「文化立國」方針並開始積極的拓展文化創意產業。南韓稱之為「文
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內容涵括影視、廣播、音像、遊戲、動畫、卡通
形象、演出、文化、美術、廣告、出版印刷、創意性設計、傳統工藝品、傳統服
裝、傳統食品、多媒體影像軟體、網路等。1997 年將原本的「韓國包裝設計中
心」
（Korea Design Packaging Center, KDPC）重組更名為「韓國設計振興院」
（Korea
Institute of Design Promotion, KIDP）
，831998 年的「國民新文化政策」
、1999 年制
定的〈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與《文化產業振興五年計畫》
、2000 年的《文化產
業展望 21》與《電影產業振興綜合計畫》
、2001 年的《文化韓國展望 21》
。其中
《文化韓國展望 21》更促成「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Korea Culture and Content
81

82

83

周能傳，《九七年度專案計畫出國報告：台日韓數位內容國際論壇參訪團》（台北：經濟部工
業局，2008）
，頁 18-19。
1997 年韓國爆發金融危機，在這期間韓國意識到單憑製造業是不足以支撐整個國家經濟，便
開始積極將資金投注於文化相關產業，從人才培育內容研發、國際行銷各方面著手，後來也因
此帶動韓國經濟重新起飛。
最新組織名稱為「韓國工藝設計振興院」
（Korea craft & design foundation，KCDF）
，於 2010
年 3 月成立，整併了「韓國工藝推廣振興院」
、
「工藝推廣中心」
、
「韓國設計振興院」
、
「工藝資
訊中心」四個單位，目前專責於韓國工藝與設計的研究和推廣，隸屬於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
〈http://www.wretch.cc/blog/jflee/14528192〉
，2013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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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 KOCCA）成立，成功地結合國家政策與跨國企業資源，有效地將韓國設
計推入全球化創新之舞台。總體而言，韓國文化產業著重在於文化商品的開發，
特別是電玩遊戲、電影電視劇、動漫卡通等，其中又以電玩遊戲產業為發展主軸。
根據「韓國文化觀光部遊戲產業振興院」
（Korea Game Development & Promotion
Institure, KDGI）所發佈的《2007 年韓國遊戲白皮書》中指出，2006 年韓國遊戲
產業出口額達到 6.72 億美金，比 2005 年增長約 19％，且網路遊戲部分的出口額
更提昇 30％，高達 6 億美元，佔整個遊戲產業的 89％。84在動畫產業的發展上，
2006 年的《動畫產業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韓國國內動畫市場從 2004 年的 3,000
億韓元擴大至 10,000 億韓元的規模，並俱此計畫提出確保穩定的投資財源、技
術開發與建立創作基礎設施、培育並支持創作人才、擴大出口並加強合作、改善
並擴大動畫產業環境等等重要目標。韓國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上，除了強調自
身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外，亦相當重視媒體科技在文化產業中的影響性，所以韓國
將媒體科技與文化產業做結合，發展出韓國獨特的「文化科技」（culture
technology）
，所以整體而言，韓國的數位內容產業在遊戲、數位傳播、數位影片、
電子學習、數位音樂與電子書等相關的產業中都有相當豐碩的成長。85
（三） 歐洲
根據歐盟 2006 年針對文化創意產業對於歐洲影響的研究指出，該產業產值
在 2003 年的國內生產毛額達 2.3％，約六千五百四十億歐元，從 1999 年到 2003
年成長了 12.3％，高於歐洲的一般產業。86文化創意產業對於經濟產值的影響與
社會發展的提升也讓歐盟在 2007 年首次針對「文化」擬定了策略，提出了《全
84
85

86

李天鐸，《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遠流，2011）
，頁 43。
韓國軟體產業振興院，〈韓國數位內容產業 2008 年度報告〉，
《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C4QFjAA&
url=http%3A%2F%2Freport.nat.gov.tw%2FReportFront%2Freport_download.jspx%3FsysId%3DC0
9703368%26fileNo%3D005&ei=tgW_Ud2RKcTAkAWOuIBQ&usg=AFQjCNE3i8AmLETAjjC8yI
3l0--zRMC6YA&sig2=nDYkIZ2dz7oqC_jxK_2Zkg>，頁 8-16。
李天鐸，《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遠流，2011）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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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世界中的歐洲的文化事務》（A European agenda for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world）政策，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更指出：「文化、
創意與人民的每日生活緊密聯繫著，是個人發展、社會凝聚與經濟成長的動力，
同時是以公共價值與共同遺產為基礎的歐盟專案核心要素，這項策略的執行會促
進多元文化間的了解，並讓文化成為共同政策中的核心」。在歐盟的政策中可以
發現，文化政策的擬定除確保多元文化的發展和整合歐洲文化的核心外，對於擁
有豐富文化資源的歐盟國家而言，其文化與創意對於經濟發展的潛能更是不容小
覷。所以法國、義大利、西班牙以及德國也相繼透過官方或非官方的組織來支持
文化創意產業，積極地推廣設計能力，作為產品外銷的強力後盾。特別是德國，
德國全國有政府部門主導、地區性的計劃以及民間的贊助等，總共超過七百五十
個以上的設計相關組織，再由地方政府支持成立設計中心，與德國經濟部密切合
作，將提高產業競爭力視為支持設計的號召。

英國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廣更是其他國家的典範。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擔任英國首相時，政府就以提供經費來推動長程、重大的方案，
全方位的著手於國內文化創意的提升計劃，例如在各級學校設立相關教育課程；
支持高階的文化與創意教育以培養專業人才；設立設計諮詢服務，提供中小型企
業與設計顧問之間適當的聯繫，並由設計議會（Design Council）來帶領此些設
計事務的前導業務，也就是由政府當起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間的聯繫橋樑。
87

1997 年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成立「文化媒體暨體育部」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致力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2001 年產值就
高達約一千一百二十億英鎊，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 8.2％。有台灣學者認為英國
87

Robert Blaich, Janet Blaich 著，楊敏英譯，
《產品設計與企業策略－競爭優勢環節的管理》
（台
北：六合，2003）
，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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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英國在政策擬定與推動上都是仰賴相關的基礎研究，以研
究作為政策擬定的基礎進而推動。88

綜觀國外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發展、規劃與執行，足以證明正確且長遠深慮
之政策對於國家整體競爭力的提升影響甚鉅。面對全球產業的激烈競爭，企業需
要有效的規劃競爭策略來因應。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認為任何產業需要
由「全面成本領導」以及「差異化」兩大策略來提升產業的競爭力。89而在台灣
逐漸喪失成本的優勢之後，為求在全球的市場機制中佔有一席之地，政府大力推
廣文化創意產業以進一步發掘台灣的獨特文化，為產品開發提供創新價值，並視
創意與文化為國家發展的重點之一，透過產業政策促進提高國內產品在國際中的
競爭力。「文化」與「創意」儼然已成為當今「知識經濟」時代下提供消費者與
使用者於產品及服務中強大吸引力之所在，在國際貿易往來頻繁之今日，其重要
性亦不斷持續增加中。現階段許多全世界的領先企業，如美國企業「蘋果」、韓
國企業「三星」等，都致力於運用創意創造價值。再者，許多國家更體認到唯有
正確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來作指引始能有效促進經濟永續發展。除了英國、
丹麥、芬蘭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外，近年來鄰近國家，如韓國、澳洲、泰國、新加
坡及中國等，亦紛紛針對「文化創意產業」制定明確的國家政策，並積極建立國
家級設計中心與各項配套基礎建設。

88
89

李天鐸，《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遠流，2011）
，頁 37。
Michael Porter 著，蔡正雄譯，
《競爭策略》（台北：華泰，1985）
，頁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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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第一節 政策背景與範疇
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代表麥瑞禮（Michael Reilly）曾說過：「創意產業對經
濟非常重要，為英國貢獻約 8.5％的 GDP，而且比率持續擴大。大企業可以根據
自己的力量開拓海外市場，我們的創意產業多為中小企業，包括員工人數不多的
微型企業，因此更需要政府的奧援。」，90這句話道出政府扮演的角色對於文化
創意產業的重要性。台灣光復初期，社會經濟尚待復甦，而大陸又隨即淪陷，國
防與經濟自然成為政府施政的重心，所謂文化建設也只不過是為了配合政治、經
濟的考量所做的行政措施。從大陸運抵台灣的故宮文物五千多箱，成為在台灣重
新建構中華文化正朔和道統的象徵。為強固這個道統，政府並從教育上著手統一
語言，禁止地方語言的使用，導致此時期政治上弱勢的族群文化被壓抑，並且以
官方力量強力推動附有意識型態的文化活動，產生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嚴重脫
節。1966 年，中共在大陸上發動文化大革命，有鑒於中華固有文化和民族命脈
面臨存亡絕續的危機，當時的蔣總統便號召國人奮起復興中華文化，闡揚以三民
主義及倫理、民主、科學做為復興中華文化的理論基礎與行動指標，訂定「中華
文化復興方案」
，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
，其主要任務在提倡中華固有文化
研究，並推行以倫理、民主、科學為本質之各項文化建設，鼓勵公私立文化學術
機構從思想上、學術上宏揚中華文化等等。接續而來 1970 年代的台灣，逐漸由
一個農業為基底的社會過渡到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生活型態的轉變，帶動了民
眾休閒活動的需求；工商社會的理性價值及逐利風氣，則帶動行政部門改善社會
風氣的想法。在繼續追求經濟快速成長的過程中，社會也產生不少問題，如生活
奢侈，風氣浮華等。政府有鑑於此，乃於十大經濟建設完成後，轉而注意到文化
90

夏學理主編，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台北：五南，2011）
，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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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的重要。1977 年，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宣佈，為強化經濟社會
發展、提高國民生活水準，在十大建設完成之後繼續進行「十二項建設」，其中
第十二項即為文化建設。由於當時在國家行政組織中，並未有專責的文化行政機
構，在「人文化成」的教育觀點下，相關事宜便由教育部統籌負責。教育部奉示
後即策畫擬定「教育部建立縣市文化中心計畫大綱」。在這個時代，有關文化政
策的思想雖然不很成熟，但是地方文化中心的建設卻是一項非常有前瞻性與魄力
的文化施政作為。

1981 年「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做為台灣各項藝文活動指標的文藝季也
是開始於此一時期，1979 年秋季台北市在當時的市長李登輝的支持下，首次主
辦系列性的台北市音樂季和戲劇季活動，接著有民間新象活動廣中心舉辦的的國
際藝術節和教育部主辦的全國文藝季。1982 年起，全國文藝季移由剛成立的文
建會舉辦。1985 年起，文建會協調有關機關及省市政府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各
地文化中心訪視小組」，連續數年展開各縣市文化中心的訪視，除就文化中心各
項問題進行討論，最重要的是輔導各縣市針對本身人文背景進行特色規劃，成立
縣市文化中心特色館。台灣光復以來到 1980 年代，文化政策的思考已從抽象到
具體，從意識型態轉向實務為主，從政治、教育的附屬部門轉變為文化專責化發
展，從國族文化的打造轉變為以文化藝術的自由表現為考量，從中央台北開始邁
向地方與本土。1990 年代後開始了文化地方自治化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以
社區為對象，試圖啟動社區意識的建立，整合相關的社區建設和社區活動計畫，
在鄉鎮地區更以振興地方社區之文化產業和產業文化作為目標，在市鎮地區則以
社區環境空間的美化和生活形態的改善作為目標。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中，
許多效應也陸續產生，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現象即是地方文史工作的蓬勃發展。
36

這個時期中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發展就是「文化產業化」觀念的形成。「文
化產業化」的目標是要將文化和藝術活動本身及其產品作為地方產業來發展，或
運用原有和新開發的文化藝術活動和產品做為基礎和誘因，促成以文化藝術來進
行營造社區和重建的計畫，因而振興地方的各種相關經濟活動。其類型包括既有
和新開發之文化和藝術活動（包括音樂、美術、表演藝術），文化和藝術活動產
品，古蹟與傳統建築，文史事蹟和民俗活動。其他屬於軟體性之文化藝術事物，
這些類型本身就具備地方特色，一方面提供當地居民社區活動內涵，同時也做為
吸引未來旅遊活動的資源。透過這種方式來發展地方產業，可以稱之為「內發性」
的發展策略，就是以地方本身做為思考的出發點，基於地方的特色、地方的條件、
地方的人才，甚至是以地方的福祉做為優先考慮，來發展產業。不過此時期的「文
化產業化」
，乃是基於長久以來大家普遍認為傳統文化是奢侈的、消費性的東西，
這個觀念往往造成政府部門在推動文化發展計劃的阻礙，一談到文化建設，就認
為是很花錢的事情，是不能獲利的部門，因此文化建設很難在政府部門或在行政
資源的分配上獲得真正大力的支持。因此文建會才在這階段的文化施策中加入了
「文化產業化」的觀念。91
2002 年，有鑑於英國及其他國家發展創意產業的成功，行政院在同年的《挑
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中，正式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國家發展的重點項
目，並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由經濟部統籌並負責設計產業、教育部
負責跨領域的人才培訓、新聞局負責媒體產業、文建會則負責藝術產業扶植，92
其推動措施包含：整備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機制、設置文化創意產業資源中心、發

91

92

陳其南、孫華翔，〈從中央到地方文化施政觀念的轉型〉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2000 年
4 月 9 日，
<http://www.taiwanncf.org.tw/ch01/public_show.asp?title=04.%B1q%A4%A4%A5%A1%A8%EC
%A6a%A4%E8%A4%E5%A4%C6%ACI%ACF%C6%5B%A9%C0%AA%BA%C2%E0%AB%A
C%A1%5D%B3%AF%A8%E4%ABn%A1B%AE%5D%B5%D8%B5%BE%A1%5E>。
文建會、教育部、新聞局因應政府組織改造，已於 2012 年 5 月 20 日起合併為「文化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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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藝術產業、發展重點媒體文化產業、台灣設計產業起飛等 5 項。其將藝術、
媒體及設計等三大領域共十三項產業列為政府重點發展產業，希望從 2002 年推
動至 2008 年能使文化創意產業之營業額提升為 1.5 倍，其中並研擬〈文創法〉，
該法於 2010 年 1 月 7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93通過版本使文化創意產業涵蓋領
域更為廣泛，原十三項產業增加至十六項產業，包含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工藝、電影、廣播電視、出版、廣告、產品設計、視
覺傳達設計、設計品牌時尚、建築設計、數位內容、創意生活、流行音樂及文化
內容與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英國學者海斯莫汗（David Hesmondhalgh）指出政府介入文化市場的三種主
要方式為「立法規定」
、
「管制規範」
、
「津貼補助」
，而這三者結合起來就是政策。
94

行政院所提出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主要任務在於建立文化創意產業

機場發展環境與人才培育。另外將文化創意產業分為三大類，分別由文建會、新
聞局、經濟部三部會負責，將藝文類、媒體類及設計類等相關產業，原分屬不同
專業的行業，統籌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下，納入國家發展的重點計畫。2003 年
起也陸續推動旗艦計畫如《陶瓷產業發展計畫》
、
《台灣衣 Party－時尚風格計畫》
、
《台灣新飾紀—金工飾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與《傳統紙新顏綻計畫》，這
些皆為台灣固有深厚基礎與豐富的文化資產，然因長期缺乏設計人才與行銷管道，
期望藉由旗艦計畫建立其自有特色，成為台灣具國際競爭潛力的文化創意產業。
2002 年同時啟動《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2003 年啟動《數位學習國家型科

93

94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自 2002 年起由行政院新聞局配合經濟部開始研議，曾提出三次「文
創法」草案，第一次是 2007 年 9 月 28 日，第二次是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三次是 2009 年 4
月 9 日。歷經不同政黨、多位文建會主委，前後經過籌備會、公聽會與審查會總共超過 60 多
場會議最後於 2010 年初誕生。
David Hesmondhalgh 著，廖佩君譯，
《文化產業分析》
（台北：韋伯文化國際，2009）
，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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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計畫》，並於 2008 年將此二個計畫合併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
計畫》
，執行迄今。2009 年的《愛台十二建設》裡的《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方案》，此計畫劃分為兩個部分「環境整備」與「旗艦產業」。在「環境整
備」部分明確的針對市場的建立而劃分出五大重點：經費的挹注、融資及創投機
制、法規面的鬆綁及制度面建立、擴大國內外市場、建立文化創意合作平台及人
才培育。此計畫並提出將成立「文化觀光部」以作為文化創意產業之專責機關，
並訂定《文化創意產業旗艦計畫》
，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重點放在工藝、電視、
電影、流行音樂、設計、數位內容產業上。另外包括推動〈文創法〉的制定，並
設置文化創意及數位內容產業專業園區以利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資金部分則
計畫由國家發展基金撥出一百億元以創投方式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企業，並
編列預算以獎助文化創意及數位內容產業業者進行國際拓銷與參與國際性展
覽。
一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之類型
2010 年通過之文創法所規範之文化創意產業涵蓋領域更為廣泛，原十三項
產業增加至十六項產業，包含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
設施、工藝、電影、廣播電視、出版、廣告、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設計品
牌時尚、建築設計、數位內容、創意生活、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與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產業。以下將分項敘述：
1

95

視覺藝術產業
從事繪畫、雕塑及其他藝術品的創作與買賣等行業，該產業類別中主要以古
玩書畫與雕塑品的買賣為大宗。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2,777
家減少至 2010 年的 2,586 家；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46 億元減少至 2010 年的

95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39-209。
39

43 億元。96
2

音樂及表演藝術
從事音樂、戲劇、舞蹈的創作與表演等相關行業，該產業類別中主要以節目
安排、演出代理為大宗。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1,218 家增
加至 2010 年的 1,722 家；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71 億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87
億元。97

3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
從事文化資產利用、展演設施經營管理之行業，該產業類別中以音樂廳經營
為大宗。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45 家增加至 2010 年的 66
家；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13 億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17 億元。98

4

工藝
從事工藝創作相關的行業，該產業類別以金飾零售為大宗。產業現況方面，
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10,337 家減少至 2010 年的 10,056 家；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703 億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954 億元。99

5

電影
從事電影片製作等相關之行業，該產業類別中以影片製作與影片買賣為大宗。
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602 家增加至 2010 年的 664 家；營業
額從 2007 年的 125 億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146 億元。100

6

廣播電視
從事節目製作、播送等相關行業，該產業類別中以電視節目製作為大宗。產

96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39-143。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44-148。
98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49-153。
99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54-159。
100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6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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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1,876 家減少至 2010 年的 1,603 家；營
業額從 2007 年的 1030 億增加至 2010 年的 1098 億元。101
7

出版
從事新聞、雜誌、圖書等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創作、發行之行業，該行業類別
中以書籍出版為大宗。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5,104 家減少
至 2010 年的 5,051 家；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83 億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89 億
元。102

8

廣告
從事媒體宣傳物設計、廣告分送與招攬等行業，該行業類別廣告設計為大宗。
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12,312 家增加至 2010 年的 12,743 家；
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1,291 億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1,328 億元。103

9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
從事大眾普遍接受的文化與音樂創作等相關行業，該產業類別以樂器製造業
為大宗。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1,679 家減少至 2010 年的 1,672
家；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161 億元減少至 2010 年的 159 億元。104

10 產品設計
從事產品設計等相關行業，該產業類別以產品外觀設計為大宗。產業現況方
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2,215 家增加至 2010 年的 2,642 家；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634 億元增加至 644 億元。105
11 視覺傳達設計

101
102
103
104
105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69-173。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74-176。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77-181。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82-187。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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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品牌形象、商業包裝、網頁多媒體等設計相關行業，該產業類別以企業
識別系統設計為大宗。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77 家增加至
2010 年的 143 家；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12 億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16 億元。106
12 設計品牌時尚
從事以設計師為品牌等相關行業。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13
家增加至 2010 年的 74 家；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1.4 億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1.9
億元。107
13 建築設計
從事建築物或室內裝修等設計相關行業，該產業類別以庭園景觀工程與室內
設計為大宗。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7,211 家減少至 2010 年
的 6,940 家；營業額從 2007 年的 810 億元減少至 2010 年的 785 億元。108
14 數位內容
從事將各類內容素材透過數位技術處理的相關行業，經濟部將其分為五大核
心產業與三大關聯產業，分別是：數位遊戲、電腦動畫、數位影音、數位出
版典藏、數位學習與行動應用服務、網路服務、內容軟體。其中又以內容軟
體與網路服務為最大宗。數位內容產業的產值從 2007 年的 3,609 增加至 2010
年的 5,225 億元。109
15 創意生活
從事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等相關行業，例如飲食文化體驗、自然生態體驗等。
產業現況方面，產業規模從 2007 年的 115 家增加至 2010 年的 159 家；營業

106
107
108
109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92-194。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95-196。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97-201。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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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從 2007 年的 229 億元增加至 2010 年的 235 億元。110
16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二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主管機關
表 3-1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各類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組織再造前

組織再造後

產業別
視覺藝術產業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文建會（舊制）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工藝產業
文化部（現行）
電影產業
廣播電視產業
新聞局（舊制）
出版產業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廣告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
經濟部

經濟及能源部

內政部

交通及建設部

經濟部

經濟及能源部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建築設計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
數位內容產業
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
《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2，本研
110

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1）
，頁 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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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整理。

行政院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指導委員會
經濟部文化創意
產業推動小組

（評議發展策略目標措
施及研究諮詢等）

（負責協調各部
會推動各項執行
工作）
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
小組辦公室
（負責指導委員會所有議
事及幕僚作業，並協調各
部會執行合作等）

經濟部

文建會

教育部

文化創意園
區專案管理
中心

創意產業專
案中心

圖 3-1

新聞局

台灣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組織架構

，頁 129。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建會，《2004 文化白皮書》
（台北：文建會，2004）

表 3-1 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各類別目前的主管機關，其中主要以文建會、
新聞局與經濟部這三個政府部會負責各領域的政策推動與執行。圖 3-1 則是台灣
44

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的政府組織架構。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的「文化創意產業指
導委員會」，並由經濟部、文建會、教育部與新聞局等共同成立「文化創意產業
推動小組」，期望以結合跨部會與跨企業界的合作模式，指導與協調各部會推動
文化創意產業各項執行工作，並於經濟部成立「文化創意產業小組推動辦公室」，
負責指導委員會與推動小組幕僚作業及跨部會協調事項。111其中雖然經濟部為產
業主要推動機關，但在經濟部上層組織卻又創造一個隸屬於經濟部的「文化創意
產業推動小組」
，如此疊床架屋的組織架構在政策推動上不免有多頭馬車的問題。
配合中央政府組織改造的啟動，2012 年 5 月 20 日文建會與新聞局合併改制為「文
化部」
，任務在於解決文化業務長久以來面臨人力及資源的困境，將政府組織中
原本分散的文化事務予以整合，但是經濟部的權責範圍卻仍未見變動。文化部主
要業務包含文化政策、文化資產、文學、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化設施、社區
營造、文化創意產業、出版產業、流行音樂產業、廣播電視產業、電影產業、文
化國際交流等政策之規劃及推動，112與英國相比，我國文化部的業務相對單純，
未跨足觀光、體育等。另外綜觀我文化部創設之新單位—影視產業局，此係文化
附屬機關，負責執行電影法、廣電法及文創產法部分業務，並掌理電影產業、廣
電產業、流行音樂產業之輔導、獎勵及相關業務執行；廣電、電影及流行音樂資
料之典藏與再利用之規劃、執行與推廣等。同樣以「影視」為題，內容涵蓋新聞
局目前職司之電視、流行音樂及電影業務的單位，尚有文化部內的影視發展司。
換言之，同樣的影視業務內容，卻分佈在部內二級、三級以及行政法人機關，由
於這三項文化創意產業正好佔文化創意產業六大旗艦計畫的一半之多，其重要性
理當對應至英國實務發展重點，惟在部內的編制上，似並未凸顯其意義。113不若
111

行政院文建會，《2004 文化白皮書》
（台北：文建會，2004）
，頁 128。
文化部，〈組織職掌〉
，《文化部》，2013 年 5 月 27 日，
〈http://www.moc.gov.tw/about.do?method=list&id=3〉
。
113
莊靜怡，《文創產業相關公部門之趨勢、實務及制度比較分析—以英國、韓國為例》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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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同為附屬機關的「文化資產管理局」114具有明確的任務，然而層級上影視局又不
若影視發展司，難以擔任統籌規劃角色，對外與行政法人又置於同一層次，似又
非行政法人的監督單位，該局設立目的及功能不明。

文化部
其法資主政人祕
他規訊計風事書
駐會處處處處處
外
文
化
單
位

影文
視化
及資
流產
行局
音
樂
產
業
局

文藝人影文文綜
化術文視創化合
交發及及發資規
流展出流展源劃
司司版行司司司
司音
樂
司

國衛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家武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
人營台台台台台台台歷中國傳
權藝灣灣灣灣灣灣灣史正父統
博術文歷交史博工美博紀紀藝
物文學史響前物藝術物念念術
館化館博樂文館研館館堂館中
籌中 物團化 究
管 心
備心 館 博 發
理
處籌
物 展
處
館 中
備
心
處

圖 3-2

文化部組織系統

資料來源：文化部，〈組織職掌〉，
《文化部》
，2013 年 5 月 27 日，
〈http://www.moc.gov.tw/about.do?method=list&id=3〉
。

114

新聞局，2010）
，頁 58-60。
文化資產管理局主要執行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相關子法之法定業務，掌理文化資產之保存、
教育、推廣、傳習、研究、國際合作及交流以及相關法規之研擬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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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現況
台灣政府從 2002 年《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開始，迄今也陸續推
行了相當多提昇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而政策推行至今所達成的成果與發展有哪
些，本節針對台灣過去至今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相關政策與計畫及其內涵做
一陳述，並依照時間軸由遠至今之方式分別對《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愛台十二建設》、〈文創法〉，透過
此一介紹了解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發展歷程以及主要目標。
文創產業營業額

名目國內生產毛額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670,000

13,800,000
13,600,000

650,000

13,400,000

630,000

13,200,000
13,000,000

610,000

12,800,000

590,000

12,600,000
12,400,000

570,000
550,000
文創產業營業額

12,200,00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599,758

617,415

609,137

569,834

661,597

12,910,511

12,620,150

12,481,093

13,614,221

名目國內生產毛額 12,243,471

圖 3-3

2006－2010 文化創意產業歷年營業額名目國內生產毛額

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2-14，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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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00

內銷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外銷

700,000
650,000
600,000

10%
8%

1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外銷

47,981

61,742

60,914

51,285

66,160

內銷

551,777

555,673

548,223

518,549

595,437

550,000

10%

9%

500,000
450,000
400,000

圖 3-4

2006－2010 年文化創意產業國內外銷售狀況115

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
《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4；李仁
芳總編輯，
《2010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58，本研究整理。

52,000

51,667

51,500
51,000

50,667

50,500
50,000
49,452

49,500
49,000

48,520

48,500
48,000
2006

圖 3-5

2007

2008

2009

2006－2009 文化創意產業國內產業規模

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
《2010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56，本研
究整理。

115

由於 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統計僅有歷年營業額統計並無內外銷的數據，所以本圖表是
根據 2010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的內外銷比例並參酌 2011 年歷年營業額資料自行統計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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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是文化創意產業在近年的發展趨勢，文化創意產業在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間是首度呈現負成長趨勢，相較於前後期間呈現正成長趨勢有相當明顯的對
比，尤其是 2010 年呈現的大幅度成長的趨勢。如果比對名目國內生產毛額趨勢，
可以發現兩者趨勢相當接近，同樣在 2007 年至 2009 年區間呈現負成長的趨勢，
2010 年也呈現大幅成長的趨勢。圖 3-4 則是文化創意產業於內銷與外銷的情況，
顯而易見內銷比例遠高於外銷。參照圖 3-3 和圖 3-4 不難發現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受國內市場影響相當大，所以在 2008 年金融風暴之時國內市場不景氣的情形下，
文化創意產業自然受到相當大的影響。這個影響當然衝擊到國內文化創意產業的
業者。如圖 3-5 所呈現的國內廠商於 2009 年達到最低的 48,520 家，相較於 2006
年的 51,667 家，短少了 3,147 家廠商。從 2006 年至 2009 年間就減少了約 6％的
廠商。根據這些資料，本研究認為在這幾年政策的推動與發展下，文化創意產業
的體質仍尚未健全，導致文化創意產業欠缺國際競爭力與過度依賴國內市場。惟
政策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影響程度如何，以下將透過相關政策與各產業類別
進行分析論述，然而由政府訂立的這 15 項子產業的內容實在過於龐雜，為了講
求精確與對照上的需要，某些部分會將數據資料進一步地的分成四大類來觀察，
分別是藝文類、媒體類、設計類、數位內容類。
一 2002 年《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台灣最早出現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政策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這是首次將文化創意產業列為台灣發展之重點產業。此計畫實施期程由
2002 至 2007 年，由十項子計畫所組成，其中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相關的子計畫
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在這個計畫裡著重培養文化創意產業所需之人才
來推動並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以設置文化創意產業資源中心的方式作為達成目
標之行動，換言之就是打造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環境。另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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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部分則分別從組織與協調機制、通路的整合、發展活動產業的整合以及智慧
財產權機制的強化來著手，著手建立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法規與制度。計畫裡也
將「藝術產業」、「媒體產業」、「設計產業」三大類產業作為文化創意產業主
要的發展對象。計畫願景乃是開拓創意領域，結合人文與經濟，發展具國際水準
之文化創意產業，其所欲達成的具體目標分列如下：116
1

文化創意產業提升營業額為 1.5 倍；由 4,200 億元提升至 6,400 億元。

2

文化創意產業提升直接就業機會為 1.5 倍：由十八點六萬人提升至二十八萬
人。

3

娛樂教育及文化服務佔家庭總支出比重由 13.5％提升為 15％。

4

文化創意產業作品參加國際競賽得獎提升為 2 倍；由四十二件提升至八十
四件。

5

文化創意產業區域性國際品牌提升為 5 倍；由三項提升至十五項。

誠如先前知識經濟部分所提到的，知識源於人腦，所以主要內容為知識的文
化創意產業，在面對未來的挑戰自當首先強化國民素質以因應全球化的競爭能力
並營造國際化的生活環境和全民學習的條件，文化與創意的人才正是文化創意產
業的中樞；此外，以知識為主要內容的文化創意產業，智慧產權的保護更是產業
發展的首要條件，所以推動一個適合文化創意產業的智慧產權法規與相關制度的
建置也是政策的主軸。
（一） 政策架構
1

整備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機制

（1）
116

強化推動組織與協調機制

行政院經建會，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文化創意發展計畫》
（台北：經建會，2008）
，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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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立網路流通整合機制

（3）

整合發展活動產業

（4）

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

2

設置文化創意產業資源中心

（1）

設置教學資源中心

（2）

成立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3）

規劃設置創意文化園區

（4）

成立國家影音事業發展中心

3

發展藝術產業

（1）

人才延攬、進修與交流

（2）

創意藝術產業

（3）

數位藝術創作

（4）

傳統工藝技術

4

發展重點媒體文化產業

（1）

振興電影產業

（2）

振興電視產業

（3）

發展流行音樂產業

（4）

發展圖文出版產業

（5）

整合媒體產業資訊資源

（6）

發展數位休閒娛樂產業

5

台灣設計產業起飛

（1）

活化設計產業推動機制

（2）

開發設計產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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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化設計主題研究開發

（4）

促進重點設計發展

A

創意家具設計

B

創意生活設計

C

紡織與時尚設計

D

商業設計

E

建築設計

（5）

台灣設計運動

（6）

設計大展活動

（7）

設計理念與教育推廣

（8）

國際推展與交流

《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執行策略及個別計畫可由下圖 所示：

52

整備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機制

•強化推動組織與協調機制。
•建立網路流通整合機制。
•整合發展活動產業。
•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

設置文化創意產業資源中心

•設置教學資源中心。
•成立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規劃設置文化創意園區。
•建置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

發展藝術產業(文建會)

發展重點媒體文化產業(新聞局)

台灣設計產業起飛(經濟部)

圖 3-6

•人才延攬、進修與交流。
•創意藝術產業。
•數位藝術創作。
•傳統工藝技術。
•振興電影產業、電視產業。
•發展流行音樂產業、圖文出版產業、數位休閒娛
樂產業。
•活化設計產業推展機制。
•開發設計產業資源。
•強化設計主題研究開發。
•促進重點設計發展。
•台灣設計運動。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
《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文化創意發展計畫》
（台北：經建
會，2008）
，頁 4，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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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促進重點設計發展與台灣設計運動又可分列如下圖 所示：

促進重點設計發展

創意家具設計
創意生活設計
紡織與時尚設計
商業設計
建築設計(內政部)

• 設計大展活動
• 設計理念與教育推廣
• 國際推展與交流

台灣設計運動

圖 3-7

•
•
•
•
•

促進重點設計發展與台灣設計運動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
《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文化創意發展計畫》
（台北：經建
會，2008）
，頁 4，本研究整理。

從上面的架構圖可以歸類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三大主軸，
分別是「發展機制的建立」
、
「硬體設施的設置」
、
「個別文化創意產業類別的發展」
。
其中在產業類別發展方面又可細分為三大類，依序為藝文類、媒體類、設計類，
分別由不同的政府部門進行推動。為了統計及分析上的方便，以下將依發展機制
的建立與硬體設施的建置二大主軸及後續計畫的三大分類分別進行論述。
（二） 政策成果
1

發展機制的建立
主要成果有下列幾項：文化創意產業法令規章的整備、強化資金融通機制、

整合人才培訓與產學合作、辦理文化創意產業統計研析、擴大文化創意產業推廣
宣傳、舉辦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展與文化創意產業趨勢論壇。117

117

行政院經建會，
《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文化創意發展計畫》
（台北：經建會，2008）
，
頁 6-1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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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法令規章整備部分主要為研擬〈文創法〉
（草案）
，本法案特色包括揭

示我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基本原則及方向；檢討文化創意產業既有的
相關法令 39 案，包括建構推動組織 3 項、資金融通 2 項、智慧財產保護 5
項、人才培育 3 項、文化藝術 5 項、影視 21 項。
（2）

強化資金融通機制部分則是訂定了〈數位內容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優惠

貸款要點〉提供文化創意產業投資計畫所需資金，並於 2004 年至 2007 年間
申請 118 件，審核通過 77 件，總金額為 13 億 2,884 萬」。
（3）

人才培訓與產學合作的成果為結合教育部 5 所教學資源中心與 5 個政府

部會人才培訓資源，達到每年培訓 6000 多人次；提供文化創意產業研發、
創業、人培育等各項協助。
（4）

辦理文化創意產業統計研析方面則是研訂產業定義、範疇與分類，進行

產業的統計與調查並出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5）

擴大文化創意產業推廣宣導方面，建置文化創意產業專屬網站與發行

《文化創意產業速報》並彙編輔導資源手冊與英文宣傳專刊。118
2

硬體設施的建置
主要成果有三項：成立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建置國家影音資訊產業平台、還

有五大創意文化園區的規劃。119
（1）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於 2004 年正式啟動營運，其主要工作內容為研究發

展、產業輔導、推廣行銷、資訊建置等，也就是成為台灣創意設計的整合性
平台，迄 2007 年底之執行成果包括：

118

經濟部，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簡報》
（台北：經濟部，2008）
頁 7-13。

119

行政院經建會，
《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文化創意發展計畫》
（台北：經建會，2008）
，
頁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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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提高設計服務能量：協助企業運用設計建立品牌 102 案，投入設計經費
新台幣 10 億元，衍生產值效益約新台幣 100 億元。協助設計服務業媒
合 402 案，協助企業開發產品 1,205 件，投入設計經費達新台幣 12 億
元，衍生產值效益約新台幣 120 億元。

②

擴大設計產業市場：辦理企業設計輔導 200 案，開發國內企業設計服務
需求 412 案，提供設計診斷服務 1,247 案,促成企業投入設計經費 20 億
元，衍生產值達 200 億元。推動公部門採購導入設計美學評審項目，培
訓採購人員 3,195 人次；協助 近 50 個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暨國營事業
設計服務需求 74 案,擴大設計採購應用設計市場。辦理國際設計拓展 10
團，促成設計產業與國際設計合作 134 案。

③

強化設計研究開發：建置台灣設計元素資料 16,186 筆，運用廠商達
12,000 家次。辦理設計趨勢等研究共 50 項研究，產出 301 篇報告並衍
生開發 123 件概念性產品，其中 3 件獲得德國 iF 國際設計大獎。與中
科院及工研院等技術單位進行跨領域設計合作，衍生開發 100 件概念產
品。

④ 加強設計人才培訓：辦理設計菁英國際培訓，共培訓國際人才 138 名，
其中學員藉學習心得編輯出版《設計西遊記》及《設計走私 走私設計》，
為設計界之暢銷書。
⑤

推動台灣設計運動：成功爭取 2011 年世界設計大會在台灣舉辦。結合
地方政府舉辦 4 屆設計博覽會，參觀人數達 110 萬人次，帶動全民設計
美學運動。舉辦 4 屆新一代設計展，成為全球最大畢業學生聯展，受到
國際各界矚目。辦理 3 屆國家設計獎，表揚標竿，促使業者重視設計並
將設計提升為企業戰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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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健全設計發展環境：設置開放性設計專業實驗室，業者會員逾二百家，
提供業者色彩材質、人因工程等最新技術開發新商品。建置電子化服務
平臺共五萬名會員，每日上網人數逾七千人，提供設計商務、培訓、人
力媒合等 7 大功能。建置設計資訊館會員超過六千人，藏書約兩萬冊，
成為國內最大設計資訊平臺。120
家數

設計類歷年營業額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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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2002－2007 設計類產業營業額與產業規模121

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
《2009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0）
，頁 15，
本研究整理。

圖 3-8 是 2002 年至 2007 年間的設計類產業營業額統計。從 2002 年起設計類
產業就一直保持成長的態勢，直至計畫結束期間的成長幅度超過一倍。如果根據
設計產業相關的數據與成果來看，政府相關政策似乎產生相當卓越的成效。

120
121

行政院經建會，《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會編》（台北：經建會，2008）
，頁 14-17。
2002 年至 2007 年間僅有建築設計產業與設計產業的數據統計，並無設計品牌時尚設計的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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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影音資訊產業平台於 2005 年開始啟用，其主要目的為推動媒體類

產業的發展，整合國內的影音相關產業市場，促進資金與人才的流通，截至
2008 年的成果為：完成影音資料 23,050 筆之徵集，約四萬五千九百三十八
分鐘與瀏覽人次約兩百四十五萬人次、影音資料點閱次數約十萬次。122
（3）

五大創意文化園區的規劃，包括台北、台中、嘉義、花蓮的舊酒廠以及

台南的北門倉庫群，其目的為提供文化創意發展的資訊交流平台以及示範基
地，實際推動情況則容文章後續詳述。

另外在本計劃欲達成的五項目標：文化創意產業作品參加國際競賽得獎數，
原訂目標由 42 件提升為 275 件，至 2007 年已實際達成 291 件，另外，區域性國
際品牌數也從 3 件提升為 27 件，超出原訂目標的 21 件，成果皆優於預期目標，
由上列兩項數據，皆可直接展現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在國際競賽與拓展國際品牌
的部分，已有顯著的成長。123至於產業的營業額、直接就業機會，與娛樂教育及
文化服務占家庭總支出比重等 3 項目標，直到 2007 年都沒有達到原本預期目標，
所以以下僅就營業額、就業人數與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的家庭支出三項進行論
述。

122
123

行政院經建會，《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會編》（台北：經建會，2008）
，頁 19。
李仁芳總編輯，《2008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08）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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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
《2009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文建會，2010），頁 18，
本研究整理。

圖 3-9 為文化創意產業於 2002 年至 2007 年間的總營業額統計圖，在該圖中
可以看出在計畫施行當年 2002 年，總營業額為 4,353 億元，2007 年成長至 6,329
億元，增加約 1,976 億元。以此數據統計 2002 至 2007 年的年平均成長率為 7.78%，
較我國同期 2002 年至 2007 年的 GDP 年平均成長率 3.7%為高。雖然文化創意產
業整體來看有正成長的趨勢，惟仍不及政府當初設立的 6400 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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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2009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0）頁 21。

圖 3-10 為 2002 年至 2007 年間的文化創意產業就業人數統計，在計畫施行
當年就業人數有 16 萬人，就業人口在計畫推行期間也不斷攀升，於 2007 年達到
21 萬人，增加約五萬人。以此數據統計 2002 至 2007 年年平均成長率為 5.43%，
從業人數明顯的增加，平均一年增加約一萬人，相較於政府每年培訓的 6 千人，
可以認為在此政策下的人才培育具有相當成果，不過此人數離計畫預期目標 28
萬人仍有相當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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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比例

資料來源：游麗君，《100 年綜合規劃研究》
（台北：經建會，2011）頁 237，本研究整理。

圖 3-11 為台灣家庭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比例，在 2002 年計畫施行當年
台灣家庭對於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比例為 13.5％，不過 2002 年至 2007 年間
除了 2004 年有回升至 13.3％，其他時間都是呈現下降的趨勢，尤其在 2007 年計
畫結束當年，比例更下降至 12.5％，整體來說差異並不大，但是相較於先前產業
趨勢，在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與從業人數增加等相關數據來看文化創意產業是有
相當程度的發展，但是在此情況下家庭相關支出比例卻是逐年下降，這是相當特
別的現象。

總結來說《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對於文化創意產業可以說是全面
的規劃，從機制的建立，硬體的設置，乃至於後續計畫的推動都有相關規定。總
體來說該計畫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是並不是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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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之下，全面性的產業政策在推行上本來就不容易，但政
策推行的力道與深度還是稍嫌不足。繼《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後
也宣告文化創意產業第一期（2003－2007 年）發展計畫的結束，後面由行政院
文建會、新聞局及經濟部等部會分別執行其後續計畫。
二 文建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2008－2013 年）》
此計畫是繼《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的後繼計畫，
主要聚焦於藝文產業的扶植及創新育成，強化交流平台及地方推動能量，扶植青
年藝術家，建置數位創意銀行，並結合產、官、學界相關資源，並以第一期初步
建置之五大創意文化園區及公益園區為基礎場域，推動產業扶植、輔導及創新育
成之相關計畫。整體計畫架構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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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產業環境
發展計畫

工藝創意產業
發展計畫

創意文化園區
推動計畫

圖 3-12

•
•
•
•
•

輔導成立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
補助縣市政府推動藝文產業發展
補助藝文產業研發生產及行銷推廣
建置數位資料庫及數位創意銀行
青年藝術家展才計畫

•
•
•
•

建立台灣工藝育成網絡（資源人力面）
強化工藝產業競爭力（產出面）
建構工藝產業市場機制（市場面）
工藝創新育成中心基地硬體設施整建計
畫

•
•
•
•
•
•

五大園區管理發展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台中創意文化園區
花蓮創意文化園區
嘉義創意文化園區
台南創意文化園區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計畫（2008－2011）》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行政院文建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97-102 年） 第二次修正計畫》（台北：
文建會，2010）
，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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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2006－2010 藝文類營業額與產業規模統計

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5-17，
本研究整理。

圖 3-13 是藝文類於 2006 年至 2010 年的營業額與產業規模統計。該圖可以
看出 2008 年之前都是呈現成長的態勢，2008 年更有近九百億元的營業額。2009
年則減少至七百五十億元，減少幅度高達 15％。如果照先前推論 2009 年由於金
融海嘯的影響，所以導致產業整體獲利的縮減。反觀 2010 年金融海嘯過後的影
響就相對較弱，所以才能於 2010 年有高達 1,100 億的營業額，與金融海嘯前 2007
年相比成長約 32％；藝文類產業規模自 2006 年開始就持續減少，一直到 2009
年達到最低產業規模 14,018 家，相較 2006 年的 14,628 家足足少了 610 家。2006
年與 2007 年間廠商產業規模減少營業額卻增加，顯示單一廠商的獲利有增加的
趨勢，藝文類產業可能有資本集中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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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另一個主軸正是文化創意產業五大園區的推動，如何打造產業的群聚，
一直是一個受到高度關注的議題。美國學者艾倫斯科特（Allen Scott）在其著作
《城市文化經濟學》（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中指出，產業的群聚為特
定的區域，例如好萊塢（Holly wood）
、倫敦（London）
、義大利第三工業區（the
industrial districts of the third Italy）等地區帶來強大的創意經濟競爭優勢。124群聚
像是磁鐵般能夠為在地的區域不斷吸收發展的能量，創造出來其他地方所沒有的
優勢，包括人才、工作技能、企業經營等。斯科特強調，地方（place）、文化與
經濟三者是一種「共生的」（symbiotic）關係。越能緊密結合這三項發展條件的
區域，越能在全球的市場上佔有主宰的位置。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必須要掌
握到「團塊化的運作邏輯」（the logic of agglomeration）。在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形
成之初，產業群聚就是台灣政府推動的重點項目，文建會在取得菸酒公賣局台北、
台中、嘉義、台南、以及花蓮等五個地方的舊廠房之後，即著手進行基礎建設的
修繕以及產業活動的導入，讓傳統製造業的酒廠轉型成為新經濟的文化創意園
區。

124

Allen J. Scott,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London: SAGE, 2000）, p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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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2008－2011 台灣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活動場次統計

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
《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90，本研
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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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1 台灣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參觀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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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
《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90，本研
究整理。

圖 3-14 和圖 3-15 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五大園區的活動場次統計和參觀人數
統計，五大園區分布於台灣北中南以及東部地區。活動場次及參觀人數上明顯都
是以北部的華山創意園區居多，這也符合之前相關研究所指出的特定區域在產業
群聚上較為優勢，其次則是為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根據以上兩個園區的數據
統計，應該可以推論文化創意產業在都市發展程度較高的區域較為有利。不過相
對於台南市與花蓮市，台南市於 2011 年人口統計有約一百八十八萬人，125花蓮
市 2011 年為止的人口統計約三十四萬人，126從人口數量上來看，台南市在城市
規模上較為花蓮市優異，不過在文化創意園區表現上卻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以
2011 年 10 月為例，花蓮縣園區活動舉辦場次有 34 場，參訪人數有 14,213 人；
台南市園區活動舉辦場次有 47 場，參訪人數僅有 9,390 人。其他縣市的文化創
意園區在場次與參觀人數表現上也相當迥異，例如華山創意園區在 2011 年 10
月前僅有 252 個場次，但參觀人數卻創下歷年最高約七十八萬人，相較於 2010
年 496 個場次，卻只有約六十七萬人；台中文化創意園區在 2009 年僅有 15 個場
次，但參觀人數卻是歷年最高 50 萬人，相較於 2010 年台中文化創意園區有 419
個場次，但參觀人數卻僅有 40 萬人，可以認為文化創意園區活動場次並非以次
數多為佳，而是應以活動內容與品質為主要考量。2008 年至 2010 年五大園區參
觀人數都呈現正成長，顯示台灣民眾對於文化創意的需求有增加之趨勢。另外在
前述藝文類營業額方面，2009 年整體營業額是呈現負成長，不過在五大園區方
125

台南市民政局，〈人口統計〉
《台南市民政局》
，2013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tainan.gov.tw/agr/population.asp?nsub=F0B500〉
。
126
花蓮縣民政處，（歷年人口統計）《花蓮市民政處》，2013 年 6 月 10 日，
〈http://em.hl.gov.tw/population_list5.php?typeid=3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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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2009 年卻是呈現正成長，雖然政府在推動文化創意園區的主要原因是欲提
供一個平台讓文化創意相關產業得以進駐與發展，但依據這些資料的分析比對結
果，顯示文化創意園區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幫助程度不如預期。
三 新聞局《振興流行文化產業方案（2008－2011）》
此計畫是繼《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的後繼計畫，
主要內容為培育台灣影視、圖文出版、流行音樂人才，重整台灣流行文化發展環
境，繁榮本台灣流行文化消費市場。媒體類產業首重影音內容的產製，其關鍵在
於掌握一條以「原唱構思－作品創製－行銷發行－映演販售－社會附加」五種過
程僅扣而成的垂直性結構鏈。127結合社會文化資源，運用科技技術與整合專業團
隊創造出「原稿作品」後進行大量複製與生產，最後透過行銷發行體系將其「商
品化」。計畫策略包括：藉由獎勵業者創意、人才、資金、行銷等措施，建立具
台灣本土特色的品牌形象；積極獎勵輸出台灣流行文化產品，並藉由國際行銷打
開海外市場；目標市場設定為中國市場、歐美學習華文華與熱潮的利基市場及鄰
近亞太市場。此計畫主軸為提昇台灣媒體類產業環境並建立新的機制，整體計畫
架構如下圖所示：

127

李天鐸編著，
《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
（台北：遠流，2011）
，頁 85。
68

流行音樂產業

衝刺計畫

圖文出版產業
衝刺計畫

電影產業服務
業衝刺計畫

圖 3-16

• 辦理「台灣原創流行音樂大獎」
• 積極配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宣導著作
權保護之觀念
• 補助樂團錄製專輯
• 補助音樂團體及個人進行國際性音樂交
流
• 輔導業者開拓國際市場
• 定期聘邀音樂產業從業人員進行交流
• 辦理音樂產業調查
•補助發行數位出版品
•辦理「數位出版金鼎獎」技術為出版
推廣活動
•補助辦理部落格年會
•補助「台灣數位出版聯盟」運作
•製作台灣出版資訊網及數位出版網
•辦理推廣閱讀活動
•協助業者開拓海外市場
•架構各國參展圖書及提供外管制贈轄
區重重要圖書館
•獎助出版權輸出
•出版專業人才培訓
•獎助漫畫產業(辦理劇情漫畫獎、補助
漫畫刊物發行)
•辦理出版產業調查
• 修正電視法
• 推動「台灣電影策略投資及輔導五年計
畫」
• 建立影視融資貸款制度
• 培育商業電影人才
• 推動UniTaiwan 電影國際推廣業務
• 強化媒體行銷、拓展國片人口
• 舉辦「台灣國際影視博覽會」
• 蒐整電影產業資訊
• 強化整合機制
• 持續推動「電影產業振興計畫」

「振興流行文化產業方案(2008－2011)」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台北：經建會，2008）
，頁 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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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整理。

電視產業衝刺
計畫

圖 3-17

•建立製播分離制度
•政策鼓勵國內電視業者購置台製節目
•補助優良節目外銷翻譯配音費用
•輔導製作業公協會
•培育招募各類置作業相關人才
•建立影視融資貸款及投資制度
•設置台灣電視節目行銷常設組織
•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Web2.0 化
•與知名媒體合作製播台灣主題紀錄片

「振興流行文化產業方案(2008－2011)」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台北：經建會，2008），頁 55-57，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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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

2007－2010 媒體類產業規模與營業額

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
《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4、16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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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整理。

在媒體類產業發展方面，同樣受金融風暴影響，2008 年至 2009 年間獲利都
是縮減的。比較不同的是同期間產業規模並沒有委縮的現象，反而是呈現微幅的
增加。2010 年與金融風暴前相比的成長幅度，產業規模方面 2010 年較 2007 年
增加約 2%，營業額方面 2010 年較 2007 年增加約 5％，成長幅度相當小。顯示
政策在這幾年的推行下，產業並無太多具體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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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0 國內上映電影部數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處，
《100 年業務統計資料電影事業概況》
（台北：新聞局，2011）
，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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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2007－2010 國內上映電影票房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處，
《100 年業務統計資料電影事業概況》
（台北：新聞局，2011）
，
本研究整理。

圖 3-19 與圖 3-20 分別是台灣近幾年電影上映部數與票房。媒體類產業產
值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電影產業在這幾年間的表現，可以發現國產電影與外國電
影在比例上相當懸殊，除了 2009 年同樣受到金融風暴影響導致國內國外電影上
映部數與票房受到影響之外，其餘時間國內電影在市場比例上差異不大。雖然國
片數量有小幅增加，但整體來說差異並不大，就該數據表現足以顯示在這幾年的
政策推動下，對於產業的實質幫助是不足的。
四 經濟部《設計產業翱翔計畫（2008－2011）》
本計劃同樣是繼《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的後繼
計畫，目標則是打造台灣成為亞太地區具有知識運籌能力之創意設計重鎮，其策
略包括：協助產業建立設計合作體系、跨領域合作機制，及設計創新管理制度，
72

提供全球設計情報及協助產業國際設計運籌等，來協助台灣產業的持續創新發展；
加強拓展設計的服務市場，擴大設計應用領域與國際市場的需求；加強國內設計
人力的設計與行銷管理能力，並協助產業引進國際設計師資源；整合國內設計相
關資源，全力辦好 2011 年世界設計大會，加強台灣優良設計與國際接軌。整體
計畫架構如下圖 所示：

協助傳統產業
提升設計附加
價值
協助科技產業

全球設計市場
運籌

協助設計服務
業開發市場

圖 3-21

• 推動技術創新設計應用，提升產業競爭力
• 協助業者提升設計資源管理能力，強化設計應
用效能
• 辦理商業設計輔導，提升商業設計發展
• 建立設計管理制度，增加產品市場競爭能力
• 連結國際設計資源，協助產品創新開發
• 辦理設計人力媒合與流通，提升設計國際能量

• 開發華人區域設計市場，強化服務輸出能力
• 辦理國際市場行銷活動，展現台灣設計能量
• 擴大國內設計應用領域，增加設計服務業產值

《台灣設計產業翱翔計畫（2008－2011）》計畫架構圖

73

促進設計研究
創新應用

強化國際設計
整合人才

協助傳統產業
提升設計附加
價值

圖 3-22

•辦理未來趨勢主題研究，協助產業設計
開發新產品
•運作設計研究平台與網絡，提供設計研
究資源
•辦理設計產業調查研究，研擬設計發展
策略

•強化設計行銷人才，協助設計市場開發
•培訓傳統產業設計管理人才，提升產品
開發能力
•培訓科技產業國際設計人才，強化產業
國際化程度

•辦理國內外推廣活動，展現台灣設計能
量
•參與國際設計事務，建立台灣設計知名
度
•推廣台灣設計優良形象，參與國際獎賽
建立DIT 標竿

《台灣設計產業翱翔計畫（2008－2011）》計畫架構圖 2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台北：經建會，2008）
，頁 57-58，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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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數

營業額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9,900

150,000
145,737

14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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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16

9,700

140,000

9,600

135,000
130,506

9,500

130,000

9,400

125,000

9,300

9,516

9,478

9,503

9,799

2007

2008

2009

2010

圖 3-23

120,000

2007－2010 設計類產業營業額

資料來源：李仁芳總編輯，
《20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台北：文建會，2011）
，頁 189-199，
本研究整理。

圖 3-23 是近年來設計類產業的產業規模與營業額統計。營業額部分同樣在 2008
年與 2009 年呈現衰退，這點與其他產業類別無異。2010 年在脫離金融風暴後，
產業規模跟營業額都有較大的成長幅度，但是如果與金融海嘯前 2007 年相比，
雖然產業規模部分成長約 2%，但是營業額部分卻是減少約 0.6％，顯示在這幾年
政策推動下，產業的發展仍未有具體成果。
五 2009 年《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
《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係《愛台十二建設》的其中一個項目。
《愛台十二建設》係依據「區域均衡發展」、「營建產業創新基礎環境」、「打
造城鄉新風貌」、「加速智慧資本的累積」、「重視永續發展」五大基本理念所
規劃。其目標為擴大國內需求、改善投資環境、強化經濟體質及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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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對於文化創意產業來說最重要的部分莫過於十二項建設中的「智慧台灣」項
目所提到的完善文創產業發展環境，推動電視內容、電影、流行音樂、數位內容、
設計及工藝六大旗艦產業，打造台灣成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匯流中心。推動〈文
創法〉；設置文化創意及數位內容產業專業園區；由國家發展基金撥出一百億元
以創投方式投資，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企業；編列充裕預算，獎助文化創意
及數位內容產業業者進行國際拓銷，參與國際性展覽。

交通運輸

• 便捷交通網。
• 高雄港市再造。
• 桃園航空城。

產業創新

• 中部高科技產業新聚落。
• 智慧台灣。
• 產業創新走廊。

城鄉發展

• 城市及工業區更新。
• 農村再生。

環境保育

•
•
•
•
圖 3-24

海岸新生。
綠色造林。
防洪治水。
污水下水道建設。

愛台十二建設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
《愛台 12 建設總體計畫》
（台北：經建會，2009）
，頁 II-1-137，
本研究整理。

《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主要是針對文化創意產業進行第二階
段的轉型。在 2008 年英國提出《創意英國》構想後，台灣政府也跟著提出此計
畫並於 2009 年 5 月 14 日獲行政院院會通過，執行期程為 2009 年至 201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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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針對台灣當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優勢、潛力、困境及產業需求提出
推動策略，期能達到以台灣為基地，拓展華文市場、進軍國際，打造台灣成為亞
太文化創意產業匯流中心之願景。預計投入經費 262 億元，目標為提升家庭娛樂
教育及文化服務支出比率至 15%，六大旗艦產業之營業額至 2013 年突破 1 兆元，
累計創造約四萬三千個就業機會，培養約一萬人次之專業及中介人才。
政策策略
方案之推動策略分為二大部分，「環境整備」與「旗艦產業」。「環境整備」
主要是對於所有文化創意產業整體面臨的共通性問題，著重於健全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之相關議題，包括：經費的挹注、融資及創投機制、法規的鬆綁及制度建立、
擴大國內外市場、建立文化創意合作平台及人才培育等。其目的是希望建構對所
有文化創意產業友善之發展環境，使相關產業皆能獲得適當之輔導及協助而成長，
並進一步培養成為明日之旗艦產業；
「旗艦產業」部分則是從現有各產業範疇中，
選擇較為成熟、具產值潛力、產業關聯效益大的業別，包括「電視」、「電影」、
「流行音樂」、「數位內容」、「設計」及「工藝產業」，針對其發展特性及需
求提出規劃，予以重點推動，期能在既有基礎上再作強化及提升，並藉以發揮領
頭羊效益，帶動其他未臻成熟的產業。對於未納入旗艦產業的業別，尚須加強扶
植及輔導，即藉由「環境整備」各項專案的執行，建置產業共通性之良好發展環
境，讓其得以成長茁壯。其分工由文建會、新聞局、經濟部共同負責，文建會負
責「環境整備」與「工藝產業」；新聞局負責「電視內容產業」、「電影產業」
與「流行音樂產業」；經濟部負責「設計產業」與「數位內容產業」。本計劃基
本上可以說是先前政策的延續，比較特別的是首次針對重點產業推行旗艦計畫。
另外於《設計產業旗艦計畫》中新增了創意生活產業。此計畫架構與執行組織如
下列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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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文化創意產
業推動小組
（政策協調）
文化創意產業推
動小組辦公室
（推動幕僚）
文建會

新聞局

經濟部

（執行單位）

（執行單位）

（執行單位）

環境整備

電視內容旗艦產業

數位內容旗艦產業

工藝旗艦產業

電影旗艦產業

設計旗艦產業

流行音樂旗艦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數位內容產

發展第二期計

電視內容產業

畫

發展旗艦計畫

工藝產業發展
旗艦計畫

電影產業發展

業發展計畫
設計產業發展
旗艦計畫

旗艦計畫

流行音樂產業
發展旗艦計畫
圖 3-25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行動方案之執行與分工圖

資料來源：行政院文建會，《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行動計畫 98-102 年》
（台北：文
建會，2009），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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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挹注

•
•
•
•
•

投資。
融資、信保。
租稅優惠。
輔助與輔導。
獎勵

產業研發與輔導

•
•
•
•
•
•

建立產業情報網。
促進頭融資與產業媒合。
加強智財權保護與應用。
建構無形資產評價機制。
提供產業軟硬體共用設施。
成立輔導窗口。

市場流通與拓展

•
•
•
•

協助業者進行談判或簽署互惠協定。
建立海內外市場聯合行銷平台。
參與國際文創組織並建立跨國合作。
結合藝文展演與觀光產業舉辦國際會展。

人才培育與媒合機制

產業群聚效應

圖 3-26

• 國外人士薪資與停留時間相關法規鬆綁。
• 建立經濟證照制度。
• 整合國內外專業機構與產業資源。

• 扶植五大文化創意園區形成產業鏈。

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架構圖（環境整備）

資料來源：文建會，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修正計畫 97—102 年》
（台北：文建會，2009）
，
頁 21-47，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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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內容產業旗艦計畫

電影產業旗艦計畫

•
•
•
•

才庫開發計畫。
風潮崛起計畫。
環境再造計畫。
台潮擴散計畫。

• 影航爭霸計畫。
• 四海翱翔計畫。
• 神鬼奇兵計畫。

流行音樂產業旗艦計畫

•
•
•
•

網羅明珠計畫。
深耕夢土計畫。
天音傳播計畫。
飛騰萬里計畫。

數位內容產業旗艦計畫

•
•
•
•

產業發展躍進計畫。
國際領航拓展計畫。
數位內容學院計畫。
數位學習與典藏加值計畫。

設計產業旗艦計畫

•
•
•
•
•

台灣設計產業翱翔計畫。
2011世界設計大會暨設計年推動計劃。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進駐松山菸廠計畫。
創意生活產業發展計畫。
商業設計發展計畫。

工藝產業旗艦計畫

• 卓越研發行動方案。
• 產業跨業合作方案。
• 「大品牌」形塑行動方案。

圖 3-27

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架構圖（旗艦產業）

資料來源：行政院文建會，
《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簡報》
（台北：文建會，2009），
頁 16-34，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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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主要的成果就是〈文創法〉的制定，2010 年 2 月 3 日正式頒布，並
於該年 8 月 30 日正式施行。其中獎補助與租稅優惠的相關機制更是發展文化創
意產業不可或缺的。不論何種產業發展，如果欠缺外部資金的挹注都難以持續推
動，而仰賴文化與創意的文化創意產業常常欠缺實體的商品，這個問題不管是銀
行融資或是說服投資者挹注資金都是相當麻煩的，而文創法正是針對這些問題提
供一個解決的方法。文創法的制定也標示著台灣正式進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年
代。這是一個以文化經濟和產業發展為核心的法案，希望透過科技運用與創新研
發，健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談產業發展不外乎是產業的創新研發、市場開拓、
人才培訓、品牌行銷推廣和資金挹注與運用，及相關配套法令與推動機制的建置。
政府政策對於產業發展具有關鍵性的決定角色，因此該法的通過意義重大。128

〈文創法〉的立法目的與原則可以從該法第一條與第二條看出，第一條之規
定「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建構具有豐富文化及創意內涵之社會環境，運
用科技與創新研發，健全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育，並積極開發國內外市場」。可
見本法承載了諸多期待，首先〈文創法〉本身具有促進文化及創意概念的產業能
夠繼續有良好的發展的理念，並且期許這發展一方面能夠運用「科技」、「創新」
與「研發」，另一方面也要能夠培育文化創意方面的「人才」。其次希望透過文
化創意產業之發展，進而開發國內以及國外的市場。最後則是希望將台灣形塑為
一個「具有豐富文化及創意內涵之社會環境」。因此，多少可以嗅出國家立法態
度是想要透過「產業」的發展帶動「文化」的提升，而從法規中也能觀察到政府
對於文化創意產業是想採取「低度管理、高度輔導」。〈文創法〉第二條則揭示
政府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六項基本原則，「加強藝術創作及文化保存」、「文
128

俞龍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通過後的展望與挑戰〉，
《北辰館訊》
，第 24 期，201 年 3 月，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http://www.nhclac.gov.tw/modules/epaper/detail.php?id=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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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科技結合」、「注重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重視地方特色」、「提升國
民文化素養」及「促進文化藝術普及」。該法也為第一部台灣當前具有法律位階
之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法令，在此之前，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規定主要是以國家產
業發展計畫內容的方式存在。〈文創法〉主要分為四章：總則、協助及獎補助機
制、租稅優惠、附則，全文共三十條。其中主要內容分述如下：129
1

設立「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
除了中央有行政院文建會負責制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外，文創法第7條
亦規定，國家應捐助設立「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並須以法
律訂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

2

發放藝文體驗券
〈文創法〉第14條「為培養藝文消費習慣，並振興文化創意產業，中央主管
機關得編列預算補助學生觀賞藝文展演，並得發放藝文體驗券。前項補助、
發放對象與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

協助及獎補助機制
有關對文化創意事業之協助及獎補助機制，有專章規定，共計14條，涉及層
面甚廣，大致可分成以下六大層面：
（1）

法律制度層面：「法人化及相關稅籍登記」（第12條）、「智慧財

產權保護及運用」（第23條、第24條）。
（2）

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育層面：「產品或服務之創作或研究發展」、「創

業育成」、「培訓專業人才及招攬國際人才」（第12條）。
（3）

經營管理層面：「經紀人制度」、「提升經營管理能力」、「蒐集

產業及市場資訊」、「協助活化文化創意事業產品及服務」（第12條）。
129

蔡朝安、王萱雅，〈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中「租稅條款」之現在與未來〉
，《稅務旬刊》
，
第 2100 期，2010 年 1 月，頁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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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產與資源運用層面：
「無形資產流通運用」
、
「運用公有不動產」、

「運用公有非共用不動產」（第22條）、「運用資訊科技」、「得獎勵
或補助民間提供適當空間，設置各類型創作、育成、展演等設施」、「公
有廣告空間優惠使用」（第18條）。
（5）

資金籌措層面：「建立文化創意事業投資、融資與信用保證機制，

並提供優惠措施引導民間資金投入，以協助各經營階段之文化創意事業
取得所需資金」（第19條）。
（6）

市場開拓與交流層面：「促進投資招商」、「事業互助合作」、「市

場拓展」、「國際合作及交流」、「參與國內外競賽」、「產業群聚」、
「推廣宣導優良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第12條）。
4

租稅條款
租稅優惠規定，明訂於〈文創法〉第三章，共計三條之規範，第一、營利事
業捐贈抵稅規定；第二、公司投資減免稅規定；第三、文化創意事業免徵進
口稅。分列如下：

（1）

營利事業捐贈抵稅規定

〈文創法〉第26條規定，「營利事業之下列捐贈，其捐贈總額在新臺幣一千
萬元或所得額百分之十之額度內，得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所得稅法
第三十六條第二款限制：
A

購買由國內文化創意事業原創之產品或服務，並經由學校、機關、團體
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B

偏遠地區舉辦之文化創意活動。

C

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立育成中心。

D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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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2）

公司投資減免稅規定

〈文創法〉第二十七條，「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創新，公司投資於文化創意
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得依有關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減免稅捐。」
（3）

文化創意事業免徵進口稅

〈文創法〉第二十八條，「文化創意事業自國外輸入自用之機器、設備，經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明屬實，並經經濟部專案認定國內尚未製造者，免
徵進口稅捐。」

〈文創法〉尚有八個配套辦法，分列如下：130
1

〈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2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協助獎勵或補助文化創意事業辦法〉

3

〈學生觀賞藝文展演補助及藝文體驗券發放辦法〉

4

〈文化創意產業原創產品或服務價差優惠補助辦法〉

5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促進民間提供適當空間提供文化創意產業使用獎
勵或補助辦法〉

6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有文化創意資產利用辦法〉

7

〈營利事業捐贈文化創意相關支出認列費用或損失實施辦法〉

8

〈文創法施行細則〉

整個〈文創法〉之架構如圖 3-28 所示：

130

行政院文建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暨相關子法彙編》
（台北：文建會，2010）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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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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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法架構

資料來源：立法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草案總說明〉，《立法院公報》，2009 年 6 月 12 日，
第 98 卷第 38 期，頁 1-9；中華民國總統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總統府公報》，第 6905
號，2010 年 2 月 3 日，頁 10-11。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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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自 2002 年《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開始，到 2009 年的《創意臺
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歷經十年光陰與大小數十個政策，都一再反映台
灣政府欲藉由商業、科技、文化與創意的結合，進而創造新的經濟價值。但是從
目前的資料分析可以明顯發現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其實沒有很具體的成果。統整官
方單位所出版之歷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中提供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到從
2002 到 2007 年，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13 項子產業，在許多指標上大致上
都是「成長」的狀態，也就是說從 2002 至 2007 年，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整體
發展不論是營業額、產業規模與就業人口部分上是有所「進步」的，131雖然遭遇
了金融海嘯，導致 2008 年與 2009 年的整體發展受到阻礙甚至是負成長，不過
2010 年開始幾乎各產業都有恢復到金融海嘯前的水準。事實上有學者提出這份
質疑，提及報告中所操作與計算出的統計數據，與一般實務界存在著出入。132不
過截至目前為止，這份《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乃是所能獲得之最便利、較具
公信力，與最易於比較的資料。即使現階段我們對於資料的可信度與完整度仍有
諸多的疑問與瑕疵，在沒有更進一步的統整與研究出爐，使得統計可以更加精確
之前，本研究願意相信這是一份具有可信度、且可供研究、分析與比較的標準評
判數據。對照於其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先進國如英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產值的官
方統計報表，可以發現類似的紀錄狀況不僅發生在台灣。比方說，因此所有報告
中看到的附加價值，事實上都是使用一定的公式與修正係數搭配所計算出來的結
果。另一方面，某些特定產業因為難以計算歸類，導致缺乏總營業額等相關統計
數據，政府公報大開天窗的狀況，同樣也發生在其他的國家，台灣、英國皆然，

131

132

雖然從數據上來看，產業確實有所成長，不過其實都是小幅度的增長，歷經 10 年發長卻仍然
依賴著國內市場，個人認為整個產業發展確實是沒有太大進步的。
夏學理主編，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台北：五南，2011）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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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英國由於在 2007 年開始試行新的統計方法後就缺少了 2008 年與 2009 年兩
年間的年度統計資料，直到 2010 年才又重新發佈。就某些觀點看來，台灣的文
化創意產業產值統計，亦可以說是「台灣之光」。

現有之文化相關政策方面，其實很難看出政府將如何針對產業所欲發展提供
必要之幫助。例如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政策內主要分為三大主
軸「發展機制的建立」、「硬體設施的設置」、「個別文化創意產業類別的發展」。
機制建立部分，強化資金融通機制雖然訂定了〈數位內容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優
惠貸款要點〉提供文化創意產業投資計畫所需資金，但是於 2004 年至 2007 年間
3 年間總共才申請 118 件，審核通過 77 件，總金額為 13 億 2,884 萬。對於涵蓋
內容達 13 項的文化創意產業，133平均一個產業申請件數上不足 10 件，更遑論通
過的件數更是不足 6 件。換言之，政府在本政策推行當時，僅僅提供了 77 個相
關企業資金方面的補助，對於產業規模約五萬家的文化創意產業來說，政府在資
金挹注方面可謂是杯水車薪。機制的另一個重要成果為〈文創法〉的推動，雖然
該法的制定對於文化創意產業來說有指標性的象徵，不過爭議也是持續不斷，此
部分容後再述。另外在硬體設施方面，主要成果有三項：成立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建置國家影音資訊產業平台、還有五大創意文化園區的規劃。這三項其實就是針
對設計類產業、媒體類產業與藝文類產業分別設立硬體設施，不過從這部份也不
難看出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了解不夠深入，認為只要提供硬體設施就能促進
產業的發展，不過事實上許多研究指出雖然文化創意產業的生產者會趨向於群聚
於某個場域，但其實這些活動的分佈並不均勻，而且通常只會集中在少數城市。

133

此以〈文創法〉制定前的分類項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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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台灣地狹人稠且交通便捷，並不用細分出那麼多的群聚地點來作為產業發展中

心，況且產業會依照自身需求而尋找其適合發展之地點，政府只需要為其發展所
需提供必要之協助即可。「個別文化創意產業類別的發展」的部份交由三個政府
部會分頭進行，分別是文建會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新聞局的《振興
流行文化產業方案》與經濟部《設計產業翱翔計畫》，其實就是根據各部會原本
的職權範圍進行分類，雖然可以達到各司其職並針對原先負責的業務範圍進行更
深入的產業推動，不過當政府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國家重點發展之時，就代表政
府已經將文化創意產業當成「主軸產業」，將產業發展分頭進行反而會產生多頭
領導的絮亂，更何況文化創意產業的各個子產業彼此間都會相互影響，將產業分
別發展反而會產生交流與媒合上的障礙。

再來談《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其特別之處在於〈文創法〉
的制定與六大旗艦計畫。首先在六大旗艦計畫部分，旗艦計畫的推行與後續的「文
化部」成立也可以說是宣告先前多頭政策失靈的證明，正因為同時進行 15 項產
業發展實在過於龐大，以台灣有限的人口與資源，本來就不可能完全支援到所有
產業，所以才針對產業規模較大與產值較高的六項產業列為主要發展對象。但是
細究六大旗艦計畫，不難發現都是以五大策略為主，如資金的挹注、產業研發及
輔導、市場流通及拓展、人才培育及媒合機制、產業群聚效應，雖然對於新興產
業而言這樣的策略並沒有錯，但是這六個產業卻有其各自的產業特性與面臨之問
題，這才是應該積極解決的部分。然而，在該計畫卻沒有深入說明如何解決這些
問題，更遑論〈文創法〉內所明定的十五項產業如何給予輔助。政府應該思考如
何針對各個產業之弱勢部份進行輔助，而不是一昧採取大一統的策略，畢竟不是
134

Andy C. Pratt 著，陳映蓉、黃仁藝譯，
〈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地理觀〉
，《文化創意產業讀本》
（台北：遠流，2011）
，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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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產業都需要一樣的幫助。〈文創法〉的制定是文化創意產業相當重要的一向
指標，但是相關的爭議卻從未少過，例如〈文創法〉第十四條「為培養藝文消費
習慣，並振興文化創意產業，中央主管機關得編列預算補助學生觀賞藝文展演，
並得發放藝文體驗券。」，雖然對於政府為刺激消費所提出的藝文體驗券與價差
補貼相當合理，但是這也顯示政府對於消費端的認識並不足夠。消費者之所願意
消費文化創意商品乃是因為對於該消費對象有所認同或是認知，因此重點應該在
於將這些美學藝術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而不是僅藉著「低價策略」或是「免
費商品」的措施來幫助文化創意產業，長期而言，對於政府財政也將造成困境或
是拖累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政府對於在學學生可以藉由美學教育來幫助學生認
識藝文的美感，搭配藝文體驗券的政策培養其藝文消費經驗；對於一般大眾則可
以藉由在地的藝文的舉辦，從活動中教育民眾有關美學的知識，並從中培養藝文
消費之習慣與概念。而後者在具有指標性的《文創法》當中並沒有規範，其思維
仍停留在補助消費的觀念裡，並不能有效建立文化創意產業的消費族群。
從政策當中不難發現政府期望以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台灣轉型與發展的主軸。
但是當我們頻頻以英國、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的發展經驗作為借鏡時，卻忽
略這些國家不僅文化與傳統與我國大相逕庭，更遑論國家人口數量都是台灣的好
幾倍。在人們所得不變的條件之下，人民可以自由的選擇其所欲消費之休閒娛樂，
而每個人都有其嗜好與興趣，消費的種類越多將會分食掉國內的大餅，因此人口
數量的多寡成為國內產業之健全發展與否的關鍵。此外，政府所能夠擁有的資源
十分有限，對於發展一個產業而言，政府的扶植與資金的投入是相當重要且不可
少的援助，然而在整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裡，政府所欲發展的產業項目卻多達十
五項，而且其所包含內容似乎意欲建立每個產業的產業鏈，在政府有限的資源條
件下，這樣的策略顯得太過不切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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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英國文化創意產業
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State of Florida）奧蘭多環球影城（Universal Orlando
Resort）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主題樂園歷經五年打造，於 2010 年 6 月 19 日
正式開幕，大批「麻瓜」將環球影城四周道路與入口擠得水泄不通，處處可見大
排長龍。為了搶搭魔法學校第一班列車，半夜三點已有幾百人在影城外等候，園
方只好提早半小時在清晨五點開放停車場。不到八點半，已有超過五千人排隊，
排隊隊伍將魔法世界所在的冒險公園群島圍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在 Twitter 和網
上論壇謔稱這一幕是「哈利波特與無盡頭的隊伍」。135這個引起世人瘋狂的「哈
利波特」（Harry Potter）正是由英國知名作家羅琳（J. K. Rowling）在 1997 年完
成的首部暢銷小說《哈利波特》
，由英國出版商 Bloomsbury 出版後隨即造成英美
之間的轟動，隨後的六部續集也是本本暢銷，並翻譯成六十多種語言銷售兩百多
個國家，歷年銷售量更超越《聖經》，成為史上最暢銷的書籍，創造出版史上的
神話。136英國提出創意產業，並以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作為政府的施政方向，將文
化創意產業納入國家發展政策中，欲以「酷不列顛」（Cool Britannia）發展新英
國形象。英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豐碩成果也讓許多國家開始以文化創意產業作
為振興經濟的方針，引起全球創意經濟的新思潮。

第一節 政策背景與範疇
過去擁有「日不落」美譽並引領「工業革命」的英國，在二戰後國際環境的
變動、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下，國家實力今非昔比，雖仍名列前茅但與美俄等國
相比還是相差甚遠。戰後全球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全球化的來臨都讓英國利益的重
心產生轉變，通貨膨脹、高失業率、低經濟成長等嚴重的經濟問題在英國持續了
135

鍾玉玨，〈哈利波特樂園開幕 粉絲擠爆〉
，《中時電子報》
，2010 年 6 月 20 日，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Showbiz/showbiz-news-cnt/0,5020,110511+1120
10062000045,00.html#>。
136
李天鐸，《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遠流，2011）
，頁 85。
90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個情況甚至被戲稱為「英國病」。在長期的經濟衰退影響
之下，國內政局動盪、勞資糾紛、勞工運動層出不窮，也使得當時英國人的形象
轉變成保守、沉悶。正因為此時英國都市社會運動興起，促使政府給予基層更多
的政治與文化自主性，並將文化發展視為都市政策與政治之一部份，其目標在讓
全體公民能接觸更多文化設施與活動、推廣個人與團體自我表現、鼓勵面對面互
動與社區重建，也就是說將城市中心作為公民認同及公共社交性的催化劑進而達
到消彌社會對立的窘態。

然而時至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原先強調個人與社區發展、公共參與、強化
公共社交生活的文化政策，逐漸被強調都市之經濟與硬體更新的論述所取代。137
英國 1970、1980 年代沒落的工業城市，主要集中在英格蘭（England）北部、威
爾斯（Wales）南部、蘇格蘭（Scotland）中部等工業核心地帶，在格拉斯哥（Glasgow）、
鄧笛（Dundee）、利物浦（Liverpool）、新堡（Newcastle）和卡蒂夫（Cardiff）
這些經歷經濟衰退與社會剝奪的英國城市中，開始採用文化產業及消費文化生產，
期望藉由地方經濟多元化及地方社區重建來遏止經濟衰退。1979 年至 1997 年間
當時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政府由於承受南北差異擴大的批評及來自威爾
斯與蘇格蘭等地要求政府下放權力的呼聲，而開始關注此一全國性議題。陸續推
出一系列的政策，由政府提供補貼以刺激地方與區域經濟並增加就業。138地方文
化政策對區域經濟的重要性獲得確認，並得到中央政府重視，確立了三層級的文
化策略：國家、區域、地方。

137

Bianchini, Culture, conflict and cities: Issues and prospects for the 1990, In Cultural Polic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1993, pp. 199-213.
138
Aitchison & Evans,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a model of sustainable regeneration:
Manufacturing "Pop" in the Rhondda Valleys of South Wales, Managing Leisure, 8, pp. 1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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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英國工黨（Labour Party）政府上台後，為了提高國內生產總值，解
決當時英國低迷的經濟以及嚴重的就業問題，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決定以發展以
知識經濟為背景的文化創意產業，其中文化與經濟政策的整合便成為重要施政指
標。英國首相布萊爾上任後為了改革英國，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靈活經濟」、
「現代福利國家」、「憲制改革」和「重塑英國」，這些目標概括了當時工黨政
府主要的政策脈絡。其中對於文化創意產業最為重要的便是「重塑英國」，這個
目標強調要賦予英國活力、創新、自信和自由等特徵，一舉改變過去戰後英國給
予世人傳統、守舊、沉悶之形象，讓英國成為世人心中一個年輕的有活力並兼具
現代化的國家，並期望重塑後的英國能在不論是經濟、文化甚至是精神上各方面
都能領先國際。英國智庫（DEMOS）於1997年出版的研究報告《BritainTM
Renewing our Identity》中指出英國的新形象應該具有六項關鍵特徵：139
1

英國是「全球的樞紐」：英國是商品、信息和價值觀念交流處。不單單只是
文化創意產業的茁壯，英語使用的普及也成為全球性的語言。例如倫敦擁有
實力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以及最繁忙的希斯洛（Heathrow）機場、擁有路透
社、金融時報、BBC等知名媒體，這些都顯示出英國的在國際上的重要性，
同時也因為英美間的特殊關係，英國可說是歐洲與美國之間的橋梁。

2

英國是「創意島嶼」：英國是許多事物的起源地，例如英國文學與歷史有莎
士比亞、狄更斯、培根等文學家；英國有許多科技發明與科學成就，根據日
本通產省統計，戰後70％的重大發明都是由英國創造，也就是說英國的技術
創新創造了現代社會；當代的文化創意產業如電影、音樂、設計、建築每年
亦不斷的成長中。

3

139

英國是「多元民族」：英國組合了許多不同的元素，例如種族、宗教、主流

Mark Leonar, Britain TM Renewing our Identity, (London: DEMOS, 1997), pp. 44-58.
92

文化、次文化。英國對外來文化持包容態度，各族裔在英國和諧共處呈現蓬
勃的多元化樣貌，支持著文化外交的發展。
4

英國是「自由開放」：英國是創業家的搖籃，鼓勵自由市場競爭，政府退出
經濟干預，在英國有相當大比例的年輕人都擁抱著創業的夢想。英國不僅是
個國家更是個企業家，不斷發明造就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其發展影響於世
界各地。

5

英國是「無聲的革命者」：英國創造民眾生活的新途徑並改善社會制度增進
人類福祉，引導世界進行著漸進的革命，如國營企業私有化、英國的議會民
主制度及政治哲學思想等都深深影響世界各地，英國不是個善於街頭運動的
國家，但是英國這些無聲的創新卻大大影響這個世界。

6

英國是「正義的國家」：基於社會正義的精神，英國具有社會正義感，有公
共服務精神、支持弱勢群體等。強調以社會福利制度服務人民享受公平的生
活。

但是「重塑英國」並不是創造另一種英國新形象或取代其舊有傳統。正因為
尊重傳統，傳統成為變革的一項基礎，這不是要擺脫過去，而是期望在以舊有傳
統為基礎的前提下加上新核心價值，進一步重新定義英國形象。藝術在歐洲始終
扮演著凝聚社會的重要功能，140英國政府也認知到文化創意業者、藝術家以及越
來越多的媒體，有作為跨文化之間的橋樑與促進理解文化差異的能力，能夠使得
「新英國」國家形象更為鮮明，於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廣泛的於文化政策和高
等教育中發展。所以在此政策理念之下於1997年7月成立「DCMS」，隔年又成
立了「創意產業工作小組」，並提出《創意產業圖錄報告》，該報告首度提出英
140

劉新圓，〈什麼是文化創意產業？〉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2009 年 5 月 13 日，
<http://www.npf.org.tw/post/2/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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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起源於個體創意、技巧及才能的產業，通過知識產權
的生成與利用，而有潛力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1412001年DCMS根據此定義在
《創意產業圖錄報告2001》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 2001）中，
正式將文化創意產業區分為十三類，分別為：廣告、建築、藝術及古董、工藝、
設計、時尚設計、電影與錄影帶、互動休閒軟體、音樂、表演藝術、出版、電腦
軟體設計及電視廣播等13類，142以下分項敘述：
1

廣告
英國是全球廣告中心之一，其中倫敦為全球廣告業三個主要中心之一。
越來越多地區與國家企業進入歐洲和全球市場的基地，英國廣告更以創
意聞名。英國著名的廣告公司如WPP集團（Wire & Plastic Products
Group）、陽獅集團（Publicis Groupe）的上奇廣告（Saatchi & Saatchi）。
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六十億英鎊，1432010年就業人數約二十七萬人。
144

2

建築
英國海外工作的建築師以及出口產值大量增加，90年代後半期，文化休
閒建築的委託設計增多。例如美國辛辛那提（Cincinnati）的羅森塔爾
當代藝術中心（Rosenthal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以及位於日本
的「橫濱港埠計畫」。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三十三億英鎊，1452010

141

周德禎編著，
《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
（台北：五南，2011）
，頁 6。

142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 2001, （London: DCMS, 2001）, pp. 13-16.

143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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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45

年就業人數約有十四萬人。146
3

藝術及古董
英國是世界第二大的藝術和古董市場，僅次於紐約。倫敦更是歐洲藝術
品和古董商品唯一真正的國際交易中心，有許多知名的拍賣行，如蘇富
比（Sotheby's）、佳士得（Christie's）。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三億
英鎊，1472010年就業人數約有八千八百人。148

4

工藝
英國工藝產業在過去十年營收相當驚人，成為小型企業經濟中相當重要
的一環。產業現況：產值方面英國政府並無提供相關數據，2010年就業
人數約有九萬二千人。149

5

設計
設計是產業與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是全球設計的頂尖出口國，
其設計的影響力更是作為世界領先的指標，例如山葉音樂公司（Yamaha
Music Corporation）便在英國設立歐洲設計中心，此外日產汽車（Nissan）、
三星集團與摩托羅拉（Motorola）也在英國設立設計中心。因為在英國
可以立即取得優質、合格且非常有彈性的自由設計人才，讓跨國企業不
斷回到英國，尋求再創高峰的機會。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十八億英
鎊，1502010年就業人數約有二十一萬人。151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95

6

時尚設計
英國擁有世界第四大時裝設計產業，每年舉辦的倫敦時尚週，顯示倫敦
已成為時尚產業的主要樞紐。例如世界知名的Jasper Conran、Nicole
Farhi與Paul Costelloe。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一億二千萬英鎊，1522010
年就業人數約有二萬六千人。153

7

電影與錄影帶
英國的電影產業規模龐大且整體來說是一個非常賺錢的產業。自1995
年以來，電影產業每年對英國的收入貢獻良多。英國也提供許多螢幕前、
後優秀的電影人才，是全球第三大的電影攝製中心，更是世界一流的電
影製作中心。近年來英國電影非常成功，獲獎無數。製作過許多經典影
片，如《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哈利波特》系列、
《007》系列等。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三十億英鎊，1542010年就業
人數約有七萬人。155

8

互動休閒軟體軟體
英國是世界互動休閒軟體產業第三大市場，僅次於美國和日本，擁有全
歐洲數量最多的遊戲開發公司與出版商，是英國非常重要的創意和經濟
動力來源。英國最暢銷的遊戲系列包括FIFA足球（FIFA Soccer）、俠
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與哈利波特，每年在各種硬體格式上可

152

153

154

155

p.18.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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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出近100萬套。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四億英鎊，1562010年就業人
數約有一萬三千人。157
9

音樂
英國唱片銷量在世界第三大市場且為歐洲市場的領導者，音樂產量佔全
球音樂產業的15%，僅次於美國。音樂產業為英國的支柱產業，在世界
的地位及影響力，更是不容小覷。英國音樂產業年產值約達50億英鎊，
其中出口約13億英鎊，淨出口收益比英國鋼鐵工業還要高。158從披頭四
合唱團（The Beatles）到酷玩樂團（Coldplay）
，從艾爾頓強（Elton John）
到愛黛兒（Adele），英國持續在流行音樂上取得突破。英國也是世界
級音樂節的所在地，例如格林德波恩歌劇音樂節（Glyndebourne）、格
拉斯頓伯裡當代表演藝術節（Glastonbury），更是世界知名音樂家巡迴
演出的必經之地。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四十億英鎊，1592010年就業
人數約有三十萬人。160

10

表演藝術
英國的表演藝術範圍廣大，從傳統、經典的範疇到前衛、挑戰傳統的新
領域，都受到世人的認同與注目。每年英國約有550個表演藝術節日，
如愛丁堡藝術節（Edinburgh Arts Festival）與諾丁山嘉年華會（Notting
Hill Carnival），愛丁堡國際藝術節就是迄今為止最大的表演藝術活動。

156

157

158
159

160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 2001, （London: DCMS, 2001）, p. 15.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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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四十億英鎊，1612010年就業人數約有三十萬人。
162163

11 出版業
由於英語是世界性的語言，英語在國際交流強勢地位使得英國出版業在
世界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英國出版產業每年外銷產值超過十億英鎊，
使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與再出口國，與中國、美國、德國、日本是
世界五大出版強國和主要圖書版權輸出國。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一
百一十六億英鎊，1642010年就業人數約有二十四萬人。165166
12

電腦軟體設計
英國是世界第二大資訊技術市場，僅次於德國。英國可以提供高度技術
的特定行業軟體給予相關行業，例如：在銀行和金融業。現在90％的英
國員工的工作內容都是依賴電腦軟體與網際網路。167產業現況：2009
年產值約六億英鎊，1682010年就業人數約有二萬三千人。169

13

電視廣播
英國也是世界第二大電視節目出口國，其廣播技術作為領導世界的先驅。
英國電視業被公認為是歐洲最有活力的，獨具英國人文氣息的電視節目，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由於英國近年官方統計中，音樂及表演藝術等僅提供合併統計的數據，故無法呈現個別產業
的統計數據。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此不包含電子出版品，電子出版品歸類在軟體項目裡面。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 2001”, （London: DCMS, 2001）, p. 16.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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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受世界的歡迎。英國電視節目例如：與龍共舞（Walking with
Dinosaurs）、百萬大挑戰（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與天線寶
寶（Teletubbies）在國際上獲得空前的成功。產業現況：2009年產值約
五十三億英鎊，1702010年就業人數約有十一萬人。171

第二節 英國文化政策
二次大戰時，共產政權大量使用文化和藝術作為政治性號召的工具，提高了
文化和藝術的價值，此舉也讓自由民主國家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文化藝術代表
國家形象，同時影響著國民素質。172英國文化源遠流長，豐富悠久的歷史與其流
行文化，融合了傳統與變革，輔以獨自一格的文化管理制度。1980年代起英國文
化政策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出現了迥異於傳統文化政策總以預算來補助文化資
金的方式，在這個目標與思維的主導下，文化活動變成了「產品」，觀眾變成了
「消費者」，而政府的藝術補助變成了一種「投資」。1731990年代文化政策中創
意及創造力日漸流行，文化政策的決策者難以忽視日益增長的文化創意產業所帶
來之影響。1990年代末文化創意產業已經達到國家政策的層級，1997年7月之前
英國政府組織中並沒有文化部的設置來主導全英國文化事務，但是設有一藝術部，
其主管對象為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表演和觀賞性的藝術活動以及文化遺產
的保存。藝術部負責文化政策的決定並且提撥經費，制定文化政策過程均交由專
家組成各種委員會，並由其來建議政府施政方向。1741997年後成立了DCMS，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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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4.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172

漢寶德，〈國家文化政策的回顧〉，《漢寶德談文化》（台北：典藏藝術，2006），頁8。

173

劉新圓，〈什麼是文化創意產業？〉，《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9 年5月13日，
<http://www.npf.org.tw/post/2/5867>，2011 年11月27日。

174

夏學理主編，《文化行政》（台北：五南文化事業，2009），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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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全英國之文化事務。1998年後文化加上創意朝向產業發展，在賦予其經濟地位
後，開始以創造財富為目的，這時英國的文化政策從原本的文化發展轉移向文化
創意產業，藝壇變成了市場，政府儼然成了大型的藝術企業家，志在經營藝術，
創造產值。換句話說，英國的文化政策思維已經從過去的「藝術補助」政策轉型
為「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以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為核心，藉由投資藝術來創造財
富。175文化以另一番不同的風貌呈現，不僅從國家推廣到地方，以文化創意產業
創造工作機會提升就業，縮短城鄉貧富差距，再從高等教育培育文創人才。176在
進入英國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發展部分之前，先從文化管理機構與文化管理原
則進行論述。
一 英國文化管理機構
（一） 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
英國文化協會創立於1934 年，為英國專責推廣文化關係並創造教育機會的
國際組織，觸角遍及全球110個國家及地區，致力於創造英國與國際交流的
機會，以促進全球不同族群與文化之間的信任與合作。該協會作為一非營利
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不賺取利潤，資金來源接受公共資金、政府撥款，
但確保業務上具備獨立運行性不受控制。177協會經常代表英國政府進行海外
宣傳，擴大實踐文化外交，使英國正式邁入文化外交領域。起初英國文化協
會主要工作在於鼓勵英語的使用並廣設海外語言學校，使外國人能更廣泛的
瞭解英國人民的思想與生活，減少語言的隔閡促進彼此的思想、知識交流，
漸漸的形成對英語的依賴，向英國貢獻出科學與技術的能力。另外英國也提

175

176
177

劉新圓，〈什麼是文化創意產業？〉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2009 年 5 月 13 日，
<http://www.npf.org.tw/post/2/5867>，2012 年 11 月 17 日。
漢寶德，〈國家文化政策的回顧〉，《漢寶德談文化》(台北：典藏藝術，2006)，頁22。
Kenton Keith,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ngagement: The British Council’s Approach to
Evaluation,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 Vol. 39, No. 4, Winter 2009, p.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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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文學、美術、戲劇和音樂上的工作機會，使兩者之間相互配合。178英國文
化協會工作項目大致分為三個領域：
1

跨文化對話：文化間成功的對話取決於信任，可從不同的文化之間探索不同
的觀點和價值觀。

2

文化變遷：英國文化協會協助強化決策者、影響者和未來領導者之間的網絡
關係，以應對世界文化變化。

3

支持英國創意知識經濟，以朝全球創意經濟發展邁進。

協會的成立與運作不僅是為展示本國的藝術家、音樂家和文學人才，更是建
立英國文化知識與它國之間的橋梁，透過英語教育、藝術、科學、資訊、治理及
人權的概念，幫助他國人民更加了解英國、增加英國的聲譽。尤其是藝術的部份，
英國文化協會的藝術團隊和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和文化機構一系列高品質的合作
活動，開拓出許多創新的藝術作品，舉辦許多藝文活動，涵蓋的領域包括音樂、
戲劇、舞蹈、視覺藝術、設計、建築、時尚、電影、文學和創意經濟，使人更了
解英國的活力，體會英國豐富多元與前衛創意等當代藝術的精髓，並透過這些藝
術活動吸引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和文化機構與英國的關係更加密切。179文化活動以
吸引更多觀眾。英國文化協會認為，文化關係建立起國際間的信任和理解，產生
發揮潛力的機會，促進合作關係則有助於穩定世界。協會的使命就在於反映一種
觀點、創建一個平台或在一安全空間（safe space）中對話，使長期的合作關係得

178

Philip Taylor,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British Council: 1934-1939,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 No. 3, October 1978, p. 256.

179

British Council, About the British Council, April 11, 2013, British Council,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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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紮根。180
（二） Visiting Arts
設立於1977年的英國Visiting Arts是獨立營運的機構，由英格蘭藝術委員會、
蘇格蘭藝術委員會、威爾斯藝術委員會、北愛爾蘭藝術委員會、手工藝術委員會、
外交與聯邦事務部、國家文化遺產部（Department of National Heritage）及英國
文化協會合資建立的機構。經費來自英國外交部，英國Visiting Arts的成立目的
是透過此組織加強文化與藝術間的理解，引薦國際文化與教育學者、遊客來到英
國參訪、旅遊，並發展國外交流，提供藝術家和文化專業人員資訊和情報，從事
跨文化活動，做為英國文化外交組織的基礎。181
（三） 「文化創意產業特別小組」
英國工業貿易署（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英國國際貿易總
署（British Trade International, BTI）以及英國外交部這三個部，共同成立「文化
創意產業特別小組」。
（四） 文化媒體暨體育部
1997年由英國首相布萊爾領導的新政府將「國家文化遺產部」更名為「文化
媒體暨體育部」，成立宗旨為「透過文化及體育活動提升生活品質，鼓勵追求卓
越，並且支持觀光、創意及休閒產業」。182DCMS為英國中央一級管理機構，屬
於中央政府之文化行政部門，取代英國文化協會統籌英國文化政策，負責全英國
文化政策之擬訂與執行監督以及經費補助，所有與文化相關之事，都由DCMS所

180

Kenton Keith,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ngagement: The British Council’s Approach
to Evaluation,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 Vol. 39, No. 4, Winter 2009, p.
294.

181

Visiting Arts, Who we are, April 17, 2013, Visiting Arts, <http://www.visitingarts.org.uk/about>.

182

莊靜怡，《文創產業相關公部門之趨勢、實務及制度比較分析—以英國、韓國為例》
（台北：
行政院新聞局，2010）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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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包括博物館藝廊、藝術、體育產業、國家樂透彩券、觀光產業、圖書館、
廣播電視、文化創意產業，新聞自由監管、歷史古蹟名勝與博弈產業等等。183該
部門除了致力於提升、推廣文化創意產業以外，亦是規劃2012年奧運及殘障奧運
的負責部門。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2009年11月號的專文對DCMS
下了這樣的註解：「雖然DCMS在內閣被戲稱為娛樂部（Ministry of Fun），但
實際上DCMS從未被當作兒戲，反而是執政的工黨訓練政壇明日之星的好地方，
該文並稱DCMS主辦大眾及媒體普遍知悉的奧運及國營媒體（如國家廣播公司
BBC）執照，使得它更不容等閒觀之」。有學者認為工黨政府以「文化」
（culture）
作為部門的名稱，暗示了工黨政府對文化政策領域採取更廣泛的定義，亦即菁英
文化與大眾文化都是文化政策關注的領域。184DCMS的經費以中央政府預算及國
家樂透彩券收入為最主要之來源，此外內政部、教育部、外交部亦編列相關預算
補助，英格蘭等地區之藝術委員會，亦設有獨立經費。其中，提撥樂透盈餘補助
外圍的非部會公共機構，亦成為英國文化經費來源的一大特色。185在一級機構
DCMS的管轄下，中間管理機構是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文化執行機構，如各
類藝術委員會，負責執行文化政策和分配文化經費。基層管理機構則是地方藝術
董事會、各種行業聯合組織，如電影委員會、英格蘭遺產協會等，非部會公共執
行機構（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NDPB）186負責執行業務。

183

陸地主編，《英國文化產業》(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頁 11。

184

梁賢文，《英國文化政策與行政作為我國學習對象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1)，頁93。

185

莊靜怡，〈文創產業之國際文宣之研究〉，《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2010年2月，頁
5。

186

非部會公共機構為執行政府性質業務、卻又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公共體，類似我國的「行政法
人」制度，由納稅人之稅收負擔，但人事非由選舉產生，也非屬政府部門內編制的機構，帶
有獨立性及公共性的色彩，係英國公共行政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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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0年為止DCMS主管55個非部會公共機構，這些機構主要負責協助與執
行DCMS的政策目標。這些非部會公共機構主要分為三類：行政，諮詢和仲裁。
其中有4家公營機構、2家公共廣播公司、1個執行署（executive agency）及47家
非部會公共機構（36個行政性質的非部會公共機構，10個諮詢性質的非部會公共
機關及1個仲裁性質的非部會公共機構），相對於大量啟用非部會公共機構，
DCMS僅成立「皇家公園」（Royal Parks）一個政署（agency），政署數量反居
各部會之末。再加上2個接受財政基金的非保密機構（皇室和教會保護信託基金）
。
187

上述所提的三級管理機構，從中央到基層各自相對獨立，無實際行政領導的關

係，但通過制定和執行統一的文化政策，逐級分配能使用文化經費，彼此關係緊
密相連。188英國過去以藝術資助為主的政策，轉為整合而廣泛定義的文化政策，
工黨政府的態度從給予資源轉而創造資源，將文化視為促進生活品質的一部分，
再以文化帶動經濟發展。189DCMS與英國商業、創新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BIS）聯合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政策可說因文
化影響經濟而漸轉為以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為重。DCMS除了執行國內的文化事務
外，國際方面則是協助文化創意產業業者積極與國際接軌並與其他國家建立永續
發展的關係，利用這層關係開發出一完備且領先世界的英國文創產業管理部門，
使各國皆仿效之。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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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S, DCMS Public Bodies Directory 2010,（London: DCMS, 2010）,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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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主編，《英國文化產業》(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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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賢文，《英國文化政策與行政作為我國學習對象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1)，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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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S, What We Do, May 9, 2013, DCM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culture-media-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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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非部會公共機構與政署之差異比較
非部會公共機構

政署

基於文化中立理念，降低政治 基於政策制定與執行分離理
設立精神
干預，以專業為導向。

念，以提升行政效率為目標。

需國會特定法案通過後成立。 由政府部門視其行政需要於
法源

其內部設立，以行政委託的方
式處理，無需透過國會立法。

編制

獨立於政府部門外。

依附在政府部門之下。

以理事會方式管理信託，多由 執 行 長 通 常 以 公 開 招 募 方
組織管理

預算
DCMS管轄單位

首長自專業領域提名任命。

式，自公、私部門中選任。

主管機關補助款。

主管機關自身預算。

英國文化協會等55個。

皇家公園。

資料來源：莊靜怡，《文創產業相關公部門之趨勢、實務及制度比較分析—以英國、韓國為例》
（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10）
，頁38。

（五） 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
BIS）191
2009年，英國政府進行大動作內閣改組，BIS由英國創新大學暨技術部
（Department for Innovation, Universities and Skills, DIUS）與商業企業暨管
制改革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BERR）
合併而成。DCMS與BIS的合作早在2005年即展開，合作的部份主要在於軟

191

莊靜怡，《文創產業相關公部門之趨勢、實務及制度比較分析—以英國、韓國為例》
（台北：
行政院新聞局，2010）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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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及電腦產業，BIS負責管理政府與遊戲產業的商業來往，並致力於提昇其
競爭力，DCMS則職司從創意、文化及社會的角度替遊戲產業加值。例如BIS
會推出專案鼓勵資金投入電腦遊戲產業，保持其競爭優勢，DCMS則主導電
腦遊戲產業的分級制度。另外，BIS和DCMS的交集還包括共同資助設計委
員會（Design Council）
，該委員會主要是掛名在BIS之下的非部會公共機構。
二 英國文化管理原則
DCMS雖負責協調與監督文創政策執行，但實際上並不參與工作，無行政領
導關係，標榜「臂距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管理體
制分為中央政府的縱向管理與地方政府和非政府部門的橫向管理。其獨特之處在
於由官方組織來經營文化機構，雖然英國政府對文化創意產業有資金支持，但是
政府只具有引導的作用，管理的職責由公共機構承擔，而大多數文化機構，不論
是國家文化機構或是地方文化機構，都必須自負盈虧與自主經營，此即英國文化
管理政策最大特色「臂距原則」，政府雖然有責任補助藝術團體或機構，但是對
藝術團體機構的補助要透過一個非政府的藝術中介機構來進行，且須由社會上公
正的權威人士主持這個中介機構，審慎的進行資源補助的評估與分配，並協助政
府制訂並具體實施相關政策，且不得以政治干涉文化藝術，充分保障藝術發展的
自由與連續，因此政府與藝術文化團體之間有一個手臂距離，以便使藝術與政治
和官僚相隔離，獨立運行以減少政治對藝術以及文化的操作程度。192世界上第一
個以臂距原則而成立的機構就是英國的「英國藝術協會」（Arts Council），藝
術協會將自身定位為與政府保持一定合作距離的獨立非政治組織，性質上雖然是
負責處理公共事務，財源經費也都來自政府，但政府不直接介入其運作，而由組
織之理事會負責執行，雙方保持一臂之距。這種臂距原則的機構向來被認為是英

192

古成，〈成熟又年輕的英國文化管理機制〉，《中國文化報》，2008年4月9日，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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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特色，理由有二，首先是因為英國藝術協會為英國人所首創；其次是由於藝
術協會是根據英國行之已久的其他英國文化機構而來，包括大學補助委員會與英
國廣播公司，大學補助委員會成立於1919年，由非選舉產生的大學人士所組成，
由財政大臣任命，對政府提供諮詢，向國會請求預算並且無任何條件的前提下分
配給每一大學。同樣的，英國廣播公司為1923年設立，與政府亦有一臂之隔，以
保障新聞自由。193

英國文化管理政策上，基於政策制訂與執行分離，利用政署制度，處理僵化
行政體系問題，以企業化精神經營，形成了純熟的管理體系，能夠聯合國家各相
關部門、組織，形成文化管理機制。194英國政府認識到文化發展不是獨立的，必
須與社會其他領域一同協調發展，因此，積極合作與協調發展是英國文化管理的
特色。DCMS協調政府其他部門和社會各界力量共同推進英國文化發展的作用，
充分顯示出文化發展中各方力量的介入和協力合作。195實行臂距原則的優點在於
政府不參與文化和文化產業機構的工作，無行政領導關係，保證機構的獨立運作，
比較不帶有政府機構挾帶的價值觀念；政府機構不直接影響文藝團體機構，這有
利於檢查監督，避免其成為政府機構所附屬而產生貪腐，使文化發展儘可能保持
其延續性與多元性。英國文化創意產業在這樣的文化管理模式下自由、蓬勃的發
展，在臂距原則的管理下加上英國本身豐富的文化背景，英國維持了其文化大國
的地位，無論是文學、戲劇、舞蹈、美術還是音樂都始終保持國際領先地位，並

193

Harry Hillman Chartrand, Claire McCaughey 著，漢寶德譯，
《「一臂之隔」的藝術評議會》（台
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2）
，2013 年 6 月 16 日，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EC/091/EC-R-091-018.htm>。

194

莊靜怡，《文創產業相關公部門之趨勢、實務及制度比較分析—以英國、韓國為例》（台北：
行政院新聞局，2010），頁36、37。

195

古成，〈成熟又年輕的英國文化管理機制〉，《中國文化報》，2008年4月9日，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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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遠地影響著其他國家的文化藝術創作和文創產業的發展。臂距原則也受到許多
國家接受，如加拿大、芬蘭、奧地利、比利時都明確聲明採用此一文化管理原則。
196

DCMS是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最主要的管理部門和最權威的機構，主要致力於提

高英國文創產業的作用與地位、説明他們達到其經濟目的，並以此來推動英國文
創產業的全面發展。政府在文化創意產業中，扮演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雖然政
府無法預言與斷定文化創意的發展，但政府卻能讓適當的架構就緒，所以所有部
會的政策都能認清文化創意掛帥的產業佔有多麼顯著的經濟重要性，進而提出創
意經濟需求，以期獲致最大利益，故政府最大的目標就是使文化經濟力位於最宏
觀的視野，去協助改善這個文創產業領域的經濟改變。197文化創意產業的迅速發
展與英國政府的扶持政策密切相關，也有賴於英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其得以發展
良好。

第三節 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以工業起家的英國，船堅砲利是其他國家對英國的刻板印象，但傳統工業已
經無法支撐英國的經濟，戰後的環境變遷使得80年代英國國內具備國際競爭優勢
的產業僅剩金融、服務業等。戰後遺留的舊工業廠房，隨工業時代結束，成為空
殼與環境醜陋的主因。英國經濟學家霍金斯長期致力於創意活動與經濟關係的硏
究，其積極倡導創意經濟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創意不一定是經濟活動，但是當
創意的生成涉及經濟以及產品交易時，那麼創意即形成經濟活動。198創意經濟的
經濟形式使得文化政策漸受到重視，利用地方資源發跡的文化產業，成為眾所矚
196

曹峰旗、賈小鵬、張國昌，〈英國臂距文化管理模式與啟示〉，《商場現代化》，第522期，
2007年11月，頁56。

197

Chris Smith著，李俊明譯，《創意英國：英國前文化部長給年輕人的15 場演講》(台北：五
觀藝術管理，2005)，頁31-54。

198

John Howkins, The Creative Economy: 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
Books, 2007), pp. i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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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Penguin

目的焦點。早期英國的工業區閒置空間再利用成為一個趨勢，成為該地區或是新
興文化生產者工作、展示表演的空間。透過此政策發展出文化區（cultural quarter,
CQ）和文化產業園區（cultural industrial quarter, CIQ）之概念。例如英國第三大
工業城「雪菲爾」（Sheffield）經歷二戰的摧殘後留下鋼鐵工業發展時的老舊建
物和廢棄空間，加上80年代的大失業問題，促使當地政府期望透過文化創意產業
的推動，將這些老舊與廢棄的建物作為發展新經濟的希望，雪菲爾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Sheffield’s CIQ）應運而生。雪菲爾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有兩大功能，首先
是扶植地方音樂產業發展，進而推向全球市場；其次創造地方觀光潛力，吸引國
內和海外訪客到雪菲爾市中心，除了訴求提升國家形象外，也重塑出地方意象，
發展屬於地方特色的文化創意來吸引更多的人。19990年代英國轉而強調文化創意
產業的扶植與結合空間的配置再利用，成為重要的政策主軸。
一 《創意產業特別小組》（Creative Industries Taskforce）
英國DCMS前部長史密斯（Chris Smith）認為沒有政府能夠或應該去預言創
意的發展，但政府卻能讓適當的產業環境與架構準備就緒。為了確保所有政府部
會的政策都能明白文化創意產業佔有多重要的經濟性，為此進行了英國《創意產
業特別小組》計畫，該組織主要是為了提昇整個英國文化創意產業而推動，主要
任務分述如下：
1

標示記錄國內外英國創意活動的樣貌，評估其經濟趨勢及潛力並檢視政府政
策如何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表現，並且密切的遵循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所訂出關於版權、打擊盜版等事
項的條約。

199

林正儀、張瓏編著，《文建會網路學院case智庫2：文化創意產業》（台北：文建會，2004)，
頁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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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保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界擁有足夠的能力，充分利用新科技的潛能；同時也
檢視政府為企業界在出口產品與服務所提供的援助，如何能將目標更鎖定在
文化創意產業上。

3

探討教育與訓練是否提供民眾在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需求。

這個計畫推行後，除了強調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視，同時英國也因強勢的
版權保護法令而受益良多，讓商界擁有更強烈的動機去投資在文化創意產業上，
因為它們知道自己可以從投資中收回獲利。200
二 《創意經濟計畫》（Creative Economy Programme）
2008年由DCMS與英國「商業企業暨管制改革部」及「創新大學暨技能部」
合作共同推出《創意英國－新經濟下的新人才需求》
（Creative Britain: New Talents
for the New Economy）政策報告與推出文化創意產業五年策略（2008－2013）
《創
意經濟計畫》（Creative Economy Programme）。該計畫指出「創意為英國文化
的核心，讓創意成為英國國家認同。」並欲以此提升文化創意產業。201內容中提
及各項國際策略，以維持英國國際競爭力，該計畫有以下重點策略：202
（一） 創意教育向下紮根（Giving All Children a Creative Education）：
為創造個人創意，及早發現創意才能，政府為兒童或年輕人推出《發掘天份》
（Find your talent）專案，每週編列5小時文化課程。啟發下一代創意的希望，
並提供其他的方式發現被埋沒的創意人才。

200

Chris Smith著，李俊明譯，《創意英國：英國前文化部長給年輕人的15場演講》(台北：五觀
藝術管理，2005)，頁31。

201

夏學理、凌公山、陳媛編著，《文化行政》(台北：五南，2009)，頁 9。

202

DCMS, Creative Britain: New Talents for the New Economy, Department for Culture,（London:
DCMS, 2008）, pp. 76-77,
110

（二） 才能創造就業（Turning Talent into Jobs）：
人才是文產業的命脈，對於那些願意為天賦所努力的人，政府應竭盡所能消
除任何障礙，實現他們的夢想。由政府文化事業部門與英國高等學府，為所
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年輕人創造一個創意溝通平台，支持鼓勵並協助年輕人從
事創意產業。DCMS將與非政府公共組織合作，並透過這些組織來推廣與行
動促進多元化的員工，確保創意人才的多樣性。政府將作市場調查來瞭解當
地的學術中心是否有足夠資源教育學生，使學生可在將來文化與創意上作最
大的貢獻。政府單位正積極與幾個學術機構研究如何增設更多創新的學習中
心。成立學術中心（Academic Hub）作為支援學校與具有技能的人才之間的
橋樑，使小學、中學等14歲至25歲的學生充分發展創意潛能並與創意發展接
軌。例如：倫敦藝術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試辦一項方案，
與4家中學及兩家大學合作，來支援創意技能的學習。預計在2013年以前，
將鼓勵當地文化創意產業提供5,000個培訓創意人才的機會。當地創意及文
化技能發展組織（Creative and Cultural Skills）推出一項《創意接班人》
（Creative Apprenticeships）計畫，將有助於企業和機構在技術和專業技能
培訓的年輕人，為創意產業效力。
（三） 協助研究與創新（Support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雖然文化創意產業正值蓬勃發展，但文化創意產業仍舊必須積極創新，因為
文化創意產業需保持創新以維持競爭力。科技策略委員會（the 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提供1,000萬英鎊協助創意的研發及合作，刺激文化創意產
業。國家科學技術暨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NESTA）推出一項300萬英鎊的《創意發明者成長專案》
（Creative
Innovations Growth Programme），自2008年以來，已有4個文化創意產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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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推出一些創意方案，其中《創新數位電影》（Digital Innovation in Film）
是與英國電影協會（UK Film Council）合作的方案，這項方案主要是促進提
昇電影經由數位行銷所帶來的收入。科技策略委員會推出「知識交換網路」
（Knowledge Transfer Network），該組織成員將包括著名高等教育學府，如
倫敦藝術大學、倫敦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以及英國國
內貿易協會等組成。創新、大學與技能部委託專業公司針對文化創意產業如
何為英國經濟加值作一個研究調查，量化研究創意經濟的效益。
（四） 幫助文化創意產業成長及資金挹注（Helping Creative Businesses Grow
and Access Finance）：
由政府召開一系列諮商會議，召攬企業、銀行、財團投入文化創意產業。鼓
勵文化創意產業業者，申請企業基金補助，增加文化創意產業投資流量。英
格蘭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持續協助政府執行創意經濟政策，
定期資助文化創意產業。區域發展機構（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成立一個以地區為主的文化創意產業網路，劃分英國為西南、東南、東北及
西米德蘭區四個區域。鼓勵企業投資與推出與文化創意產業有關的計畫，增
加對產業的投資。
（五） 促進與保護智慧財產權（Fostering and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政府運用正確的執法手段，打擊智慧財產權犯罪，提高對智慧財產權的教育
和理解。英國商業部門在2009年4月蒐集網路服務業及權益擁有者的意見後，
修正網路資訊分享的法規，制止不合法的資訊分享。英國智慧財產局（The
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UK-IPO）與相關組織合作推出一個全球防治
網路犯罪的網絡，宣導抵制網路侵權的犯罪行為。教育方面，增加教師之間
更認識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並確定它可能成功地納入到教學課程之中，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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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智慧財產權的價值和重要性。成立智慧財產權法律顧問諮詢為一般社會
大眾、企業界及投資者服務。
（六） 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群聚（Supporting Creative Clusters）：
區域發展機構於2008年5月開始在英國西北及東南兩區試辦地區性文化創意
產業群聚策略，透過當地政府和區域發展機構的協助，制定數個提升地區文
化創意基礎設施的計畫，並協助各地區建立溝通聯繫管道，促進資訊流通，
藉由地方特性為各地區量身打造適合發展之文化創意產業。
（七） 推動英國成為全球創意樞紐（Promoting Britain as the World’s Creative
Hub）：
英國在全球已建立了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的領先地位，依靠文化創意產業的創
造力，成為英國人的民族認同和國家品牌的核心。這種相互依存模式很可能
在未來幾年越趨明顯。同時隨著新發展國家的商品和服務提升，文化創意商
品和服務的需求也跟著上升，除了刺激新發展中國家自己的文化創意產業，
也增加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更多的發展機會。但同時也預示英國將面臨越來越
多的國際競爭。因此，英國需要盡可能有效地向市場行銷英國開放的思想和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以確保倫敦和英國繼續保持最好的文化創意產業樞紐。
英國投資局（UK Trade and Investment, UKTI）在未來5年中將加強提昇英國
文化創意產業在世界中的競爭力。推出世界創意商務會議，由文化創意產業
出口促進諮詢小組及英國文化創意產業出口部門合組政府論壇，定期與工商
界會面檢討促進產業出口。英國DCMS將加強並贊助倫敦所推動的慶典活動，
並帶動其他英國城市舉辦類似活動。
（八） 保持最新政策與策略(Keeping the Strategy Up-to-Date)：
落實正確的政策，及時調整策略，以確保、維持創意經濟計劃發展步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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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作為如成立互動網站，讓創意產業產官學界、創意聚落、各專案負責人都
能彼此交流，並獲得各創意節慶或策展的資訊。

從以上八項得知英國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從基礎教育為創意紮根銜接
進入文化創意產業就業，每一環節皆受到政府的重視，充分考量文化創意產業從
無到有的發展過程，也因鼓勵多元文化並重視智慧財產權，文化創意人才在產品
及設計上獲得保障，這樣一套完整的制度讓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更多元也更穩定。
該計畫的出發點相當實際，顯以產業經濟及產值為考量，惟無論是整體規畫或是
個案執行，似乎未見具體且量化的指標。英國2010年5月的大選中，前英國首相
布朗（James Gordon Brown）推出工黨政府《創意英國文化宣言》，宣言中指出
在過去十年英國的藝術和文化的蓬勃的發展，例如文化機構的資源增加一倍、世
界領先的文化創意產業為英國帶來數百萬遊客及數十億美元的產值等。在國際社
會中，英國作為一個創意才能蓬勃發展的樞紐，定義其文化生活和遺產的豐富性
和多樣性，就政策面來說，英國靈活且運用得宜的政策配合各部門，建立一個更
具創造性的英國，使得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帶動英國經濟起飛。203

203

The Labour Party, “Creative Britain: Labour’s cultural manifesto”, （London: The Labour Part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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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1997－2007 英國歷年文化創意產業總產值與國內總產業產值比例

資料來源：DCMS, Gross Value Added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UK, June 10, 2013, GOV 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reative-industries-economic-estimates-februar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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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08－2009 年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總產值204
2008

2009

總產值 （百 佔國內百
產業項目

萬英鎊）

分比

總產值

佔國內百

（百萬英

分比

鎊）
1. 廣告

7,160

0.55%

5,990

0.48%

2. 建築

3,650

0.28%

3,290

0.26%

310

0.02%

260

0.02%

1,660

0.13%

1,790

0.14%

110

0.01%

120

0.01%

7. 電影與影視

2,680

0.21%

3,000

0.24%

9 & 10. 音樂和表演藝術

3,740

0.29%

4,070

0.32%

11. 出版

11,610

0.90%

11,560

0.92%

8 & 12. 軟體與電子出版

570

0.04%

560

0.04%

8 & 12. 休閒互動軟體

160

0.01%

400

0.03%

13. 電視廣播

4,950

0.38%

5,260

0.42%

文化創意產業總產值

36,600

2.82%

36,290

2.89%

3. 藝術與古董
4. 工藝205
5. 設計
6. 時尚設計

英國產業總產值

1,295,633

1,256,932

資料來源：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4

205

由於英國於 2010 年開始採行新的統計方法，所以 2008 年開始的統計資料與 2007 年以前的資
料分別列出。
關於工藝設計的統計資料，在英國官方報告中提到由於工藝產業的統計相當複雜困難，所以
暫時未提工藝產業方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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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p.14.

出口產值

佔產值百分比

單位：百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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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2000－2007 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歷年出口產值

資料來源：DCMS, Exports of services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UK, June 10, 2013, GOV 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reative-industries-economic-estimates-february-2010>.

圖 4-1 顯示英國自 1997 年推行文化創意產業以來，每年產值都不斷成長，
2007 年更是成長了一倍之多，增加了約三百億英鎊的產值，可見英國的文化創
意產業的確是有相當驚人的成長。文化創意產業在英國國內總產值也佔有相當大
的比例，足見文化創意產業在英國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圖 4-2 則顯示產業在
出口的表現，相較於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英國的在出口部分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表現出國外對於英國文化創意的需求，這也反應出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不
過 2008 年英國文化創意產業首次呈現負成長，這次衰退一直持續到 2009 年，不
僅在產值大受影響，甚至連帶使得在國內總產值所佔比例從 6.2％直接下降到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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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1997－2007 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歷年就業人口

資料來源：DCMS, Creative employment, Great Britain, June 10, 2013, GOV 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reative-industries-economic-estimates-february-2010>

表 4-3

2009－2010 年英國文化創意產業就業人口

產業項目

2009
就業人口

2010

國內百分比

就業人口

國內百分比

1. 廣告

252,022

0.87%

268,254

0.92%

2. 建築

136,534

0.47%

136,298

0.47%

3. 藝術與古董

10,351

0.04%

8,818

0.03%

4. 工藝

84,224

0.29%

91,983

0.32%

5. 設計

209,045

0.72%

208,810

0.72%

6. 時尚設計

18,409

0.06%

25,583

0.09%

7. 電影與影視

67,250

0.23%

71,731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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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0. 音樂與表演

279,636

0.97%

292,536

1.00%

241,881

0.84%

243,809

0.84%

23,282

0.08%

23,205

0.08%

7,579

0.03%

13,179

0.05%

113,124

0.39%

113,966

0.39%

1,443,338

4.99%

1,498,173

5.14%

藝術
11. 出版
8 & 12. 軟體與電子
出版
8 & 12. 休閒互動軟
體
13. 電視廣播
文化創意產業總就
業人口
英國總就業人口

28,905,000

29,121,000

資料來源：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18.

在圖4-3與表4-3的部份顯示的是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就業人數，從1997年到2007
年就業人口就成長了約四十萬人，顯示出產業成長與人才培育的成效。2009年與
2010年間的就業人數就明顯減少很多，這部份與產值的變化相當雷同，推論也是
由於產業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不僅產值負成長也連帶引發裁員。不過2010年就
業人口有開始回復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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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1997－2007 年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歷年產業規模206

資料來源：DCMS, Numbers of businesse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UK, June 10, 2013, GOV 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reative-industries-economic-estimates-february-2010>.

表 4-4

2009－2011 年文化創意產業規模統計

2009

2010

佔文

佔文
佔全

佔全

化創
項目

產業規

佔文化

佔全國

化創
國產

產業規

意產
模

2011

國產

產業規

創意產

產業規

業百

模

業百分

模百分

比

比

意產
業百

模

業百

業百
分比

分比

分比

分比

1. 廣告

13,930

13.3%

0.65%

14,790

14.1%

0.70%

16,010

15.0%

0.77%

2. 建築

11,320

10.8%

0.53%

11,500

10.9%

0.55%

11,700

11.0%

0.56%

206

2008 年人數暴增的原因，官方報告提出是因為增加跨部會的業務報告所統計的結果，但比較
前後幾年的數據，本研究認為該年的數據可信度相當低，所以本研究不採用 2008 年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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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與古
2,760

2.6%

0.13%

2,660

2.5%

0.13%

2,580

2.4%

0.12%

13,600

13.0%

0.63%

14,160

13.5%

0.67%

14,720

13.8%

0.71%

900

0.9%

0.04%

940

0.9%

0.04%

970

0.9%

0.05%

10,150

9.7%

0.47%

10,200

9.7%

0.49%

10,360

9.7%

0.50%

31,350

29.9%

1.46%

30,730

29.2%

1.46%

30,460

28.5%

1.46%

10,820

10.3%

0.50%

10,200

9.7%

0.49%

9,700

9.1%

0.47%

2,090

2.0%

0.10%

1,930

1.8%

0.09%

1,810

1.7%

0.09%

220

0.2%

0.01%

350

0.3%

0.02%

440

0.4%

0.02%

7,550

7.2%

0.35%

7,680

7.3%

0.37%

7,960

7.5%

0.38%

104,690

100%

4.86%

105,100

100%

5.00%

106,700

100.0%

5.13%

董
4. 工藝
5. 設計
6. 時尚設計
7. 電影與影
視
9 & 10. 音樂
與表演藝術
11. 出版
8 &12. 軟體
與電子出版
8 & 12. 互動
休閒軟體
13. 電 視 廣
播
文化創
意產業
規模
英國總產業
2,152,400

2,100,400

2,080,860

規模
資料來源：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Full Statistical Release, （London: DCMS,
2011）,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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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與表4-4則是產業規模的部份，同樣從1997開始就呈現正成長的趨勢，
與其他項目比較不同的部份則是2004年與2005年產業規模驟減的部分，相較於就
業人數部分，就業人數在2004年與2005年並無太大的差異。細究歷年統計資料發
現，2004年與2005年一些特定產業是呈現衰退的趨勢，其餘部分仍舊維持正成長，
所以才會產生產業規模減少，但就業人數並無太大差異的落差。英國產業規模其
實都維持的差不多，成長趨勢起伏並沒有太明顯，如果參考就業人數與產值來說，
可以推論產業獲利情況確實有改善，所以在規模沒有特別擴大的情形下，還能讓
產值與就業人口增加。不過2008年之後，由於金融海嘯的影響，產業規模開始有
較大幅度的變化。
三 目前籌劃及推動中之專案
英國DCMS大張旗鼓的推動「創意經濟計畫」，不難領略到DCMS將創意產
業一舉推向英國未來發展藍圖中樞的壯志，另外還可看出英國創意產業往全球擴
張版圖的企望。惟2010年政黨輪替及內閣改組，顯然為該計畫投下了重大變數，
目前英國DCMS網站已無法看到計畫內容，英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也趨於
保守，較無整體性政策規畫，不過目前仍可就其網站上登載的個別專案觀察其實
務運作方式。207
（一） 媒體類產業：208
1

繼續支持在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內容生產商，如電影製片、電視節目製作、
動畫和視頻遊戲生產商等提供減稅優惠。

2

207

208

推動英國創意產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發展。

莊靜怡，《文創產業相關公部門之趨勢、實務及制度比較分析—以英國、韓國為例》
（台北：
行政院新聞局，2010）
，頁 49-50。
DCMS,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 media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o grow, while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citizens, May 7, 2013, GOV.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olicies/making-it-easier-for-the-media-and-creative-industries-t
o-grow-while-protecting-the-interests-of-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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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助英國電影協會（British Film Institute, BFI） 以協助電影製作、發行、教
育、觀眾拓展和市場調查研究。

4

支持成長快速的數位廣播服務和改善基礎設施。

5

設立「創意產業委員會」（Creative Industries Council）為政府和產業之間的
定期聯繫。

6

修改相關法規，使音樂、戲劇和其他娛樂產業更容易進入市場。

7

制定新政策，主要內容在於檢討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的
皇家特許証（Royal Charter），並向許可的公共服務廣播機構推動執行收取
「電視特許費」（television licence fee）。

8

創建一個英國本地一致的電視架構，以便可以在英國各地的設立本地電視服
務。

9

確保英國通訊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的資金和權力，並確保其功能
正常。

10 設置一個新的和有效的新聞自律制度（self-regulation for the press）。
11 確保有多個（或混合）的媒體所有者。
12 與產業合作，以解決網上侵權。
（二） 藝文類產業：209
為了持續發展英國具有潛力的藝術和文化產業，政府提出以下政策：
1

透過英格蘭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持續提供英格蘭當地藝術資
助。

2

努力創建《國家文化教育計劃》（National plan for cultural education），預
計於2013年上半年度開始推行。

209

DCMS, Supporting vibrant and sustainable arts and culture, June 7, 2013 , GOV.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olicies/supporting-vibrant-and-sustainable-arts-and-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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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英國城市文化計畫》（UK City of Culture programme）。

4

幫助文化藝術組織與產業尋找新的資金來源，如慈善活動等相關募款。

5

透過「藝術典藏部」
（Government Art Collection）向全世界推廣英國藝術品；
英國文化協會也促進了英國文化在國外的發展。

第四節 小結
昔日英國以一工業大國之姿，推動工業革命，如轉變國家形象成為創意大國，
成為文化創意產業起源地，影響其他國家紛紛跟進，更帶動一系列以國家為品牌
之運動。英國完善的文化創意產業制度與政策，成功的增進產業的價值也帶動國
家整體經濟。其成功除了因為英國具有享譽全球的雄厚歷史資產、頗具創造力的
文化產業、多元社會與擁有高度藝術需求的人民，且英國使用長久以來的強勢世
界語言—英語，搭上全球市場消費風潮。不過本研究認為最核心的部分還是在於
英國對於傳統文化的保存延續與創新改革，並以文化為基礎發展出無限的創意，
由民間主導發展，並透過市場機制來篩選未來發展的關鍵文創產業，而政府只提
供友善環境和塑造文化創業風潮，不直接干涉產業的發展。。善用創意的元素加
上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重視，然後以文化創意產業為媒介，不僅打破人們對英國的
刻板印象形塑出創意英國的新形象，並以這新形象感染全世界。

制度方面有別於台灣的多頭馬車，中央文化部門 DCMS 囊括文化、媒體、
體育及觀光業務，其中軟體及電腦產業部份，目前也由英國 DCMS 與 BIS 協力
推動。基於「臂距原則」之理念，中央部門主導政策，行政法人負責政策執行，
透過專業的公共機構擔任文創藝術者和商業化的中介橋樑。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相
關政府組織在編制上重視跨領域並強調彈性整合，跨單位、跨領域地以專案為導
向，絕大部分執行業務則由大量專殊化的行政法人處理。英國政府很重視產業分
124

析，特別編制專職產業分析單位，強調產業研究之重要性，如 1998 年和 2001
年的兩份產業報告是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基石，後來的各種政策都注重將報
告中描述的產業狀況和提出的問題納入政策思考當中。注重數據，注重對象發展
狀況的做法，一直貫穿于英國創意產業發展過程之中。在清楚瞭解對象的前提下，
政策制定可以更加直接且有效。實務方面著重公私協力機制，英國採取由下而上
機制，由民間主導，政府自民間提案內容掌握政策方向，許多資助計畫大多以中
小型企業為目標對象，擬定的措施亦多是從旁建置環境。

英國的政策均以產值為導向，英國認定文化創意產業系以「個人創造力、技
藝及才能」為基礎，從而創造財富等，此思維反映在實務上，觀察英國的文化產
業政策，對於開始及生產階段都有很綿密的政策，舉例來說，英國推出創意教育
課程，要求學童觀賞戲劇、舞蹈等課程，從而激發孩童創意潛能或培養賞析能力，
在「觀眾與接收階段」，英國推動孩童及青少年創意教育課程，雖然是在催化創
意人才的產生，但綜觀其計畫內容，未嘗不是在培育未來創意產業的消費者。英
國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上也很重視創意人才培養，為產業發展提供持久動力。文
化創意產業是人才密集型產業，對創意、創新人才要求較高。因此，英國創意產
業一直十分重視人才培養，此舉也為產業的長期發展提供充足動力。

125

第伍章 結論
本研究進行至此，從前述的文獻與數據其實不難辨別出台灣與英國在文化創
意產業思維與發展上的差異。文化創意產業是個相當大的招牌，其背後所帶來的
巨大經濟效益也是台灣政府所追求的目標，但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在追求經濟
發展的同時卻忘記文化與創意所蘊含的意義與本質，這點與為了重塑英國文化進
而推行文化創意產業的英國相比就顯得相當不同。以下將藉由三部分進行說明，
分別是產業發展思維、產業政策與產業發展成果。

第一節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思維
一 產業思維形成
首先在英國方面，由於戰後的沒落，通貨膨脹、高失業率、低經濟成長等嚴
重的經濟問題在英國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為了解決在長期的經濟衰退影響
之下，國內政局動盪、勞資糾紛、勞工運動等問題，英國政府將文化發展視為都
市政策與政治之一部份，給予基層更多的政治與文化自主性，進而達到消彌社會
對立的窘態。然而時至1980年代中期以後，原先強調個人與社區發展、公共參與、
強化公共社交生活的文化政策，逐漸被強調都市之經濟與硬體更新的論述所取代，
開始採用文化產業及消費文化生產，期望藉由地方經濟多元化及地方社區重建來
遏止經濟衰退。1979年至1997年間當時保守黨政府由於承受南北差異擴大的批評
及來自威爾斯與蘇格蘭等地要求政府下放權力的呼聲，而開始關注此一全國性議
題。陸續推出一系列的政策，由政府提供補貼以刺激地方與區域經濟並增加就業。
地方文化政策對區域經濟的重要性獲得確認，並得到中央政府重視。1997年英國
首相布萊爾上任後為了改革英國，提出「重塑英國」，這個目標強調要賦予英國
活力、創新、自信和自由等特徵，一舉改變過去戰後英國給予世人傳統、守舊、
沉悶之形象，讓英國成為世人心中一個年輕的有活力並兼具現代化的國家，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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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重塑後的英國能在不論是經濟、文化甚至是精神上各方面都能領先國際。

台灣方面，台灣光復初期，社會經濟尚待復甦，而大陸又隨即淪陷，國防與
經濟自然成為政府施政的重心，所謂文化建設也只不過是為了配合政治、經濟的
考量所做的行政措施。1966年，中共在大陸上發動文化大革命，當時的蔣總統便
號召國人奮起復興中華文化，訂定「中華文化復興方案」，成立「中華文化復興
委員會」，其主要任務在提倡中華固有文化研究，並推行以倫理、民主、科學為
本質之各項文化建設，鼓勵公私立文化學術機構從思想上、學術上宏揚中華文化
等等。1970年代的台灣，由於生活型態的轉變，帶動了民眾休閒活動的需求；工
商社會的理性價值及逐利風氣，則帶動行政部門改善社會風氣的想法。政府有鑑
於此，乃於十大經濟建設完成後，轉而注意到文化建設的重要。1977年在十大建
設完成之後繼續進行「十二項建設」，其中第十二項即為文化建設。由於當時在
國家行政組織中，並未有專責的文化行政機構，在「人文化成」的教育觀點下，
相關事宜便由教育部統籌負責。教育部奉示後即策畫擬定「教育部建立縣市文化
中心計畫大綱」。在這個時代，有關文化政策的思想雖然不很成熟，但是地方文
化中心的建設卻是一項非常有前瞻性與魄力的文化施政作為。

1981年「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做為台灣各項藝文活動指標的文藝季也是
開始於此一時期。1985年起，文建會協調有關機關及省市政府聘請專家學者組成
「各地文化中心訪視小組」，連續數年展開各縣市文化中心的訪視，除就文化中
心各項問題進行討論，最重要的是輔導各縣市針對本身人文背景進行特色規劃，
成立縣市文化中心特色館。台灣光復以來到1980年代，文化政策的思考已從抽象
到具體，從意識型態轉向實務為主，從政治、教育的附屬部門轉變為文化專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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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從國族文化的打造轉變為以文化藝術的自由表現為考量，從中央台北開始
邁向地方與本土。1990年代後開始了文化地方自治化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以
社區為對象，試圖啟動社區意識的建立，整合相關的社區建設和社區活動計畫，
在鄉鎮地區更以振興地方社區之文化產業和產業文化作為目標。在推動社區總體
營造的過程中，許多效應也陸續產生，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現象即是地方文史工作
的蓬勃發展。這個時期中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發展就是「文化產業化」觀念的形
成。「文化產業化」的目標是要將文化和藝術活動本身及其產品作為地方產業來
發展，或運用原有和新開發的文化藝術活動和產品做為基礎和誘因，促成以文化
藝術來進行營造社區和重建的計畫，因而振興地方的各種相關經濟活動。不過此
時期的「文化產業化」，乃是基於長久以來大家普遍認為傳統文化是奢侈的、消
費性的東西，這個觀念往往造成政府部門在推動文化發展計劃的阻礙，一談到文
化建設，就認為是很花錢的事情，是不能獲利的部門，因此文化建設很難在政府
部門或在行政資源的分配上獲得真正大力的支持。因此文建會才在這階段的文化
施策中加入了「文化產業化」的觀念。直到2002年，有鑑於英國及其他國家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行政院在同年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中，正式將
「文化創意產業」列為國家發展的重點項目，並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二 產業思維差異
雖然我國在文化創意產業的起步較英國晚，但如果文化創意產業能帶來讓台
灣驚艷的經濟效益似乎也無妨，例如鄰近的韓國也是繼英國之後發展文化創意產
業，近年來的發展成果也是相當令人稱羨，韓國文化更是在全世界掀起一陣風潮。
但是台灣在近十年的發展以來，成果一直是未如預期，本研究認為最主要的關鍵
就在於各國對於產業發展思維上的差異。對於文化創意產業來說，文化與創意內
容是至關緊要的，所以文化發展程度就是關鍵，而文化發展程度決定於國家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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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的重視程度也就是對於文化的思維，正因為認識到文化對於國家的重要性，
自然對於文化政策就會相當重視，而台灣與英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思維上就大
相逕庭。英國的文化政策脈絡，從早期的使用文化來消彌社會上的對立到中期的
以文化產業創造地區經濟的獨立，最後英國政府發現文化創意產業不僅是轉變英
國國家形象的關鍵，更是一個極富經濟潛力的產業，遂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國家
的發展主軸之一。所以英國是立於文化發展基礎，進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反觀
台灣，台灣的文化政策脈絡，從早期的政治附屬工具到中期的改變社會風氣，直
到文建會的成立，台灣政府文化政策開始「正常化」210，列如文藝季、社區總體
營造等，開始重視人文藝術的發展。但是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視卻未如英國，
台灣雖然也在相近時期提出「文化產業化」的觀念，但是這個觀念的提出卻未受
當時台灣政府的青睞，直到目睹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所帶來的驚人經濟效益才真正
開始重視文化創意產業並將其列入國家發展重點之一，所以台灣可以說是立於產
業發展為基礎，進而推動文化發展。

210

此處所指之「正常化」乃是以英國為比較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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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台灣與英國文化發展思維比較
英國

台灣

解決社會對立的方法，政 政治的附屬工具、改善民
前期（戰後至1980）

府也開始認 識到文 化 政 眾生活風氣的方法。
策的重要性。
文化開始產 業化並 更 進 脫離政治意識附屬，並提

中期

一步重視文化政策。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

出文化產業化之概念，惟
此時期仍 未受到 政府 重
視。

基於文化發 展並發 現 其 基於英國發展的成果，始
現在（1997年後）

經濟潛力，全力推動文化 將文化產業化，並列為國
創意產業。

家發展重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根據表5-1更能明瞭的分辨出台灣與英國的差異，在二戰後的國家文化發展
上，前期兩國其實是差不多的，都將文化做為國家政治的附屬工具，英國為了解
決國內對立的問題；台灣則是政治意識的形塑與改善民眾的生活風氣。但是英國
政府在此一時期就開始注意到文化發展的重要性，所以在中期階段兩國對於文化
發展就開始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了。英國由於在前期就注意到文化發展的重要性，
所以在中期就已經進入了文化產業化的階段；台灣文建會雖然有提出文化產業化
的觀念，可是究其原因卻是想獲得更多政府對於文化發展的重視，兩國政府對於
文化發展的思維就有很大的出入。也因為中期發展的影響，更直接的造成現在兩
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差異，英國由於中期就已開始文化產業化，所以很早就注意到
文化產業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所以才會在1997年開始全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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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於短短數年間就讓國際看到文化創意產業的潛力；台灣由於長年以來對於文
化發展的「輕視」，211所以錯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契機。台灣推行文化創意產
業已十年有餘，綜觀這十年來的政策，其實不難發現台灣政府對於文化發展的思
維並無太大的轉變，以下將由政策面繼續探討此一議題。

第二節 產業政策
一 產業推動前期
台灣政府從2002年《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開始，陸續推行了相當
多提昇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分別是：《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與《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台灣最早出現有關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之政策為《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相
關的子計畫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在這個計畫裡著重培養文化創意產業
所需之人才來推動並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以設置文化創意產業資源中心的方式
作為達成目標之行動，換言之就是打造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環境。該計畫後續還
有三個計畫，分別是文建會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 2008－2013）》、
新聞局的《振興流行文化產業方案（2008－2011）》與經濟部的《設計產業翱翔
計畫（2008-2011）》，這三個後續計畫主要聚焦於藝文產業、媒體產業與設計
產業的扶植及創新育成，強化交流平台及地方推動能量與重整台灣文化發展環境，
並結合產、官、學界相關資源，並以第一期初步建置之五大創意文化園區及公益
園區為基礎場域。所以可以看出台灣政府在對於文化產業發展初期的思維就是以
建立產業發展環境與硬體設施為主。

211

由文建會所提出「文化產業化」的緣由就不難知道台灣政府對於文化發展有多麼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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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方面，英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首先推行《創意產業特別小組計畫》，英
國DCMS前部長史密斯認為沒有政府能夠或應該去預言創意的發展，但政府卻能
讓適當的產業環境與架構準備就緒。所以本研究認為英國在產業推動初期同樣以
產業環境建構做準備，但是本計劃與台灣不同的地方在於，為了確保所有政府部
會的政策都能明白文化創意產業佔有多重要的經濟性，為此組織了「創意產業特
別小組」，該組織主要是為了提昇整個英國文化創意產業而推動，主要任務為標
示記錄國內外英國創意活動的樣貌，評估其經濟趨勢及潛力並檢視政府政策如何
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表現，並且確保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界擁有足夠的能力，
充分利用新科技的潛能；同時也檢視政府為企業界在出口產品與服務所提供的援
助，如何能將目標更鎖定在文化創意產業上。探討教育與訓練是否提供民眾在於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需求。繼「創意產業特別小組」之後，英國政府也隨即成立
了文化創意產業專責機構「DCMS」，為英國中央一級管理機構，屬於中央政府
之文化行政部門，取代英國文化協會統籌英國文化政策，負責全英國文化政策之
擬訂與執行監督以及經費補助，所有與文化相關之事，都由DCMS所管轄。

此部份也呼應了先前的政府對於文化發展思維的論述，從台灣政府對於文化
創意產業的行政組織分配證明在產業推動前期對於文化發展仍不夠重視。兩國在
產業發展前期，雖然同樣都以產業環境建構為目標，但是英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
的重視程度就相對較高，因為「創意產業特別小組」的成立不僅僅是為了提供政
府於相關政策制定時所需的產業資訊，更是具有英國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特別
重視的象徵，而DCMS的成立更是再一次宣示英國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的
決心。反觀台灣在政策推動初期，雖然有成立「行政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指導委
員會」，其底下又分設「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然後又將文化創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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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依類別分屬於文建會、新聞局與經濟部（詳見圖3-1），或許政府當初是基於
部會分工之考量，但是本研究認為這也是顯示台灣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認識
欠缺的象徵。文化創意產業有別於其他產業，不僅會深深影響到其他產業，其本
身的子產業相互關係更是錯綜複雜，例如藝文類產業就會與出版產業相互影響，
廣告產業和設計產業的關係也是密不可分，時尚設計產業與藝文類產業的關係也
是相當密切，所以文化創意產業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政府部會進行管理與規劃，如
果以多頭馬車進行勢必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再來也由於文建會、新聞局與經濟
部的層級差異，更難讓人區分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視程度在哪裡？以我國
行政組織劃分來說，就以經濟部的層級最高，當初成立的「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
推動小組」也是隸屬於經濟部，但是經濟部卻只負責設計類與數位內容產業的推
動，其他產業類別卻又分別交給不同層級的部會負責，所以實在難以區分台灣文
化創意產業的權責機關究竟是誰。
二 產業推動近期
2009年的《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係《愛台十二建設》的其中
一個項目，方案之推動策略分為二大部分，「環境整備」與「旗艦產業」。「環
境整備」其目的是希望建構對所有文化創意產業友善之發展環境，使相關產業皆
能獲得適當之輔導及協助而成長，並進一步培養成為明日之旗艦產業；「旗艦產
業」部分則是從現有各產業範疇中，選擇較為成熟、具產值潛力、產業關聯效益
大的業別，包括「電視」、「電影」、「流行音樂」、「數位內容」、「設計」
及「工藝產業」，針對其發展特性及需求提出規劃，予以重點推動，期能在既有
基礎上再作強化及提升，並藉以發揮領頭羊效益，帶動其他未臻成熟的產業。其
分工由文建會、新聞局、經濟部共同負責，文建會負責「環境整備」與「工藝產
業」；新聞局負責「電視內容產業」、「電影產業」與「流行音樂產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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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負責「設計產業」與「數位內容產業」。本計劃基本上可以說是先前政策的延
續，比較特別的是針對重點產業推行旗艦計畫與〈文創法〉的制定。

英國方面，2008年由DCMS與英國「商業企業暨管制改革部」及「創新大學
暨技能部」合作共同推出《創意英國－新經濟下的新人才需求》，該計畫主要內
容有八項，分別是「創意教育向下紮根」、「才能創造就業」、「協助研究與創
新」、「幫助文化創意產業成長及資金挹注」、「促進與保護智慧財產權」、「促
進文化創意產業群聚」、「推動英國成為全球創意樞紐」、「保持最新政策與策
略」。以上八項可以得知英國相當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從基礎教育開始就
以文化創意紮根，不僅培養未來的產業人才，也是創造未來的消費者，前述也提
過文化創意產業必須仰賴國民美學素質的提升，所有從小培養美學品味是相當重
要的，所以英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對於每一環節都相當重視，充分考量文化創
意產業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也因鼓勵多元文化並重視智慧財產權，文化創意在
產品及設計上獲得保障，這樣一套完整的制度讓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更多元也更
穩定。

從這兩個計畫就可以看出兩國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程度上的差異，台灣方面
仍舊延續先前政策的產業環境建設，重點還是放在「產業」本身。相較之下，英
國在產業政策制定上，已經開始朝向永續發展的方向前進，從基礎教育開始國民
美學的養成到智慧財產權的強化，這些政策內容都足以顯示英國對於「文化與創
意」的重視。英國認定文化創意產業系以「個人創造力、技藝及才能」為基礎，
從而創造財富等，此思維反映在實務上，觀察英國的文化產業政策，對於開始及
生產階段都有很綿密的政策，舉例來說，英國推出創意教育課程，要求學童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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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舞蹈等課程，從而激發孩童創意潛能或培養賞析能力，在「觀眾與接收階
段」，英國推動孩童及青少年創意教育課程，雖然是在催化創意人才的產生，但
綜觀其計畫內容，未嘗不是在培育未來創意產業的消費者。而台灣的《創意臺灣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特別之處在於〈文創法〉的制定與六大旗艦計畫。首
先在六大旗艦計畫部分，旗艦計畫的推行與後續的「文化部」成立也可以說是宣
告先前政策失靈的證明，正因為同時進行15項產業發展實在過於龐大，以台灣有
限的人口與資源，本來就不可能完全支援到所有產業，所以才針對產業規模較大
與產值較高的六項產業列為主要發展對象。但是細究六大旗艦計畫，不難發現都
是以五大策略為主，如資金的挹注、產業研發及輔導、市場流通及拓展、人才培
育及媒合機制、產業群聚效應，雖然對於新興產業而言這樣的策略或許沒有錯，
但是這六個產業卻有其各自的產業特性與面臨之問題，這才是應該積極解決的部
分。然而，在該計畫卻沒有深入說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更遑論〈文創法〉內所
明定的十五項產業如何給予輔助。政府應該思考如何針對各個產業之弱勢部份進
行輔助，而不是一昧採取大一統的策略，畢竟不是每個產業都需要一樣的幫助。
〈文創法〉的制定是文化創意產業相當重要的一向指標，但是相關的爭議卻從未
少過，例如〈文創法〉第十四條「為培養藝文消費習慣，並振興文化創意產業，
中央主管機關得編列預算補助學生觀賞藝文展演，並得發放藝文體驗券。」，雖
然對於政府為刺激消費所提出的藝文體驗券與價差補貼相當合理，但是這也顯示
政府對於消費端的認識並不足夠。消費者之所願意消費文化創意商品乃是因為對
於該消費對象有所認同或是認知，因此重點應該在於將這些美學藝術深入民眾的
日常生活之中，而不是僅藉著「低價策略」或是「免費商品」的措施來幫助文化
創意產業，長期而言，對於政府財政也將造成困境或是拖累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政府對於在學學生可以藉由美學教育來幫助學生認識藝文的美感，搭配藝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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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的政策培養其藝文消費經驗；對於一般大眾則可以藉由在地的藝文的舉辦，從
活動中教育民眾有關美學的知識，並從中培養藝文消費之習慣與概念。而後者在
具有指標性的《文創法》當中並沒有規範，其思維仍停留在補助消費的觀念裡，
並不能有效建立文創產業消費族群。

第三節 產業發展
綜合前述所論，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一直未能取得具體的成果，本研究認為主
要關鍵就在於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思維並不健全導致政策制定未能達到預
期的效果，例如台灣政府提出計畫協助文創工作者創業，並以文創有價之概念與
民間基金會、銀行、郵局共同撥款資助。但是依照金額規模分屬國發基金與文建
會負責審查似乎會造成投資偏頗，而與民間共同成立之基金會則還有待觀察未來
哪幾類產業為主要投資對象，畢竟十五項產業並非都具有發展潛力。而政府在資
源有限之下更應該思考如何將有限資源最大化之利用。政府雖然提出公有文創資
產利用之辦法協助創作端，不過對於多數文化創意產業而言，這樣的辦法實際效
用並不高。

人才部分來看，文化創意相關專科學生和經營管理專科學生應彼此相互學習
其內容，了解不同領域之間的差異以成為複合性人才，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目前
缺乏的就是這類人才。在十二年國教的推行之下，學校有必要思考如何安排美育
之課程，以培養供、需兩端人口。就社會風氣而言，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過去
的歷史造就台灣社會有積極的創新精神與較為開放接受新事物之態度。對於外來
民族之態度，普遍呈現熱情與好客，這點我們與英國有著極為相似的部分，所以
我們更應該善用這項優點，將其發揮在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之上。國家資源部分，
台灣小國寡民而擁有眾多之古蹟、博物館、圖書館、藝文中心、表演場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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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館等，對於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擁有不錯的條件。鑑於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
出口額比例相當低，雖然我國雖然邦交國並不多，不過在已發展國家卻有眾多辦
事處，政府應藉這些單位來推廣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並積極參與國際文化創意產
業相關活動並傳達訊息，將我國與世界各國做密切之連結。文化資源還有因為移
民社會之關係，台灣的節慶與習俗與傳統技藝、工藝都成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
資源。
至於有部分研究認為文化與商業兩者不應該放在一起討論，而所持的論點恰
似阿多諾學派認為將藝術作為工業般經營只會使文化日益庸俗化。不過本研究認
為，藝術就是藝術，差別在於商業化的程度，縱使是最純粹的藝術，仍然需要有
其欣賞者，這個過程何嘗不是一種商業行為，縱使沒有價金的交易，但仍然是一
種服務的提供，而政府目前僅對於文化與創意商業化的部份提出〈文創法〉，並
未對舊有的文化政策作規範，而產業政策與文化政策彼此之間應當相互配合才能
兼顧文化與商業。從產業分類來說，十五項產業相當的廣泛，各個產業之間之特
性以及面臨之困境差異頗大，依照台灣人口數量以及資源而言，並沒有必要全都
發展之必要與條件，應該找出幾個具有發展潛能之產業進行輔導才是上策。而眾
多產業放在一起處理也造成政策制定之混亂，許多法條具有強烈針對某幾個產業
有助益，而對其他產業也許並沒有幫助或幫助不大之現象。政府欲依循過去科技
產業發展成功模式或是韓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成功例子，打算設立「文化創意
產業研究院」，其功能將如工研院班負責研發、拓展及行銷市場、專業諮詢與輔
導、培育專業人才、建立媒合機制、保護智慧財產權及建立流通機制等。不過文
化創意產業的產業生態與科技產業有所不同，而欲複製科技產業成功模式的思維
本身就具有問題，可想而知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未來勢必影響文創產業之發展。
而目前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尚未成立，未來還必須密切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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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建構具有豐富文化及創意內涵之社會環境，運用科
技與創新研發，健全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育，並積極開發國內外市場，特制定本
法。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規定較本法更有利者，從
其規定。
第 2 條
政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應加強藝術創作及文化保存、文化與科技結合，注重
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並重視地方特色，提升國民文化素養及促進文化藝術普及，
以符合國際潮流。
第 3 條
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
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
下列產業：
一、視覺藝術產業。
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三、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四、工藝產業。
五、電影產業。
六、廣播電視產業。
七、出版產業。
八、廣告產業。
九、產品設計產業。
十、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十一、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十二、建築設計產業。
十三、數位內容產業。
十四、創意生活產業。
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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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前項各款產業內容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
第 4 條
本法所稱文化創意事業，指從事文化創意產業之法人、合夥、獨資或個人。
第 5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並每四年檢討修正，報請行政院核
定，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政策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建立文化創意產業統計，並每年出版文化創意產業年報。
第 7 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
其設置條例另定之。
第 8 條
政府應致力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保障其發展所需之經費。
第 9 條
國家發展基金應提撥一定比例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前項投資之審核、撥款機制與
績效指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政府應推廣文化創意有價之觀念，充分開發、運用文化創意資產，並落實於相關
政策。政府用於有形或無形之文化創意資產支出，經濟效用年限達二年以上者，
應劃編為資本門經費預算。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各項獎勵或輔導措施，
以協助公民營企業及文化創意事業，將創意成果及文化創意資產，轉化為實際之
生產或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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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為培育文化創意事業人才，政府應充分開發、運用文化創意人力資源，整合各種
教學與研究資源，鼓勵文化創意產業進行產官學合作研究及人才培訓。政府得協
助地方政府、大專校院及文化創意事業充實文化創意人才，並鼓勵其建置文化創
意產業相關發展設施，開設相關課程，或進行創意開發、實驗、創作與展演。
第 二 章 協助及獎補助機制
第 12 條
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就下列事項，對文化創意事業給予適當之協
助、獎勵或補助：
一、法人化及相關稅籍登記。
二、產品或服務之創作或研究發展。
三、創業育成。
四、健全經紀人制度。
五、無形資產流通運用。
六、提升經營管理能力。
七、運用資訊科技。
八、培訓專業人才及招攬國際人才。
九、促進投資招商。
十、事業互助合作。
十一、市場拓展。
十二、國際合作及交流。
十三、參與國內外競賽。
十四、產業群聚。
十五、運用公有不動產。
十六、蒐集產業及市場資訊。
十七、推廣宣導優良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
十八、智慧財產權保護及運用。
十九、協助活化文化創意事業產品及服務。
二十、其他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事項。
前項協助、獎勵或補助之對象、條件、適用範圍、申請程序、審查基準、撤銷、
廢止補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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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國民美學素養及培養文化創意活動人口，政府應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
美學及文化創意欣賞課程，並辦理相關教學活動。
第 14 條
為培養藝文消費習慣，並振興文化創意產業，中央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補助學生
觀賞藝文展演，並得發放藝文體驗券。前項補助、發放對象與實施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15 條
為發展本國文化創意產業，政府應鼓勵文化創意事業以優惠之價格提供原創產品
或服務；其價差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之。前項原創產品或服務範圍之認定與補助
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獎勵或補助民間提供適當空間，設置各類型創作、育成、
展演等設施，以提供文化創意事業使用。前項獎勵或補助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政府機關辦理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之採購，其採公開評選方式者，得將文化創意
產品或服務之創意、美學列為評選項目。
第 18 條
公有公共運輸系統之場站或相關設施之主管機關，應保留該場站或相關設施一定
比率之廣告空間，優先提供予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以優惠價格使用；其比率及
使用費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相關政府機關（構）、金融機構、信用保證機構，建立文化
創意事業投資、融資與信用保證機制，並提供優惠措施引導民間資金投入，以協
助各經營階段之文化創意事業取得所需資金。政府應鼓勵企業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促成跨領域經營策略與管理經驗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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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鼓勵文化創意事業建立自有品牌，並積極開拓國際市場，
得協調各駐外機構，協助文化創意事業塑造國際品牌形象，參加知名國際展演、
競賽、博覽會、文化藝術節慶等活動，並提供相關國際市場拓展及推廣銷售之協
助。
第 21 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政府得以出租、授權或其他方式，提供其管理之圖
書、史料、典藏文物或影音資料等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但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相
關法令規定。依前項規定提供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管理機關，應將對外提供之公
有文化創意資產造冊，並以適當之方式對外公開。管理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
收益，得保留部分作為管理維護、技術研發與人才培育之費用，不受國有財產法
第七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理法令規定之限制。利用人係為非營利目的而使用
公有文化創意資產時，管理機關得採優惠計價方式辦理。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出
租、授權、收益保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 22 條
政府機關為協助文化創意事業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展演場所所需公有非
公用不動產，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動產管理機關得逕予出租，不受國
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理法令相關出租方式之限制。
第 23 條
以文化創意產業產生之著作財產權為標的之質權，其設定、讓與、變更、消滅或
處分之限制，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登記；未經登記者，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但
因混同、著作財產權或擔保債權之消滅而質權消滅者，不在此限。前項登記內容，
任何人均得申請查閱。第一項登記及前項查閱之辦法，由著作權法主管機關定之。
著作權專責機關得將第一項及第二項業務委託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
第 24 條
利用人為製作文化創意產品，已盡一切努力，就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因著作財產
權人不明或其所在不明致無法取得授權時，經向著作權專責機關釋明無法取得授
權之情形，且經著作權專責機關再查證後，經許可授權並提存使用報酬者，得於
許可範圍內利用該著作。著作權專責機關對於前項授權許可，應以適當之方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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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刊登政府公報。第一項使用報酬之金額應與一般著作經自由磋商所應支付
合理之使用報酬相當。依第一項規定獲得授權許可完成之文化創意產品重製物，
應註明著作權專責機關之許可日期、文號及許可利用之條件與範圍。第一項申請
許可、使用報酬之詳細計算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著作權法主管機關
定之。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授權後，發現其申請有不實情事者，著作權專責
機關應撤銷其許可。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授權後，未依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
之方式利用著作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第 25 條
政府應協助設置文化創意聚落，並優先輔導核心創作及獨立工作者進駐，透過群
聚效益促進文化創意事業發展。
第 三 章 租稅優惠
第 26 條
營利事業之下列捐贈，其捐贈總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或所得額百分之十之額度內，
得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限制：
一、購買由國內文化創意事業原創之產品或服務，並經由學校、機關、團
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二、偏遠地區舉辦之文化創意活動。
三、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立育成中心。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事項。
前項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27 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創新，公司投資於文化創意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
得依有關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減免稅捐。
第 28 條
文化創意事業自國外輸入自用之機器、設備，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明屬實，
並經經濟部專案認定國內尚未製造者，免徵進口稅捐。
第 四 章 附則
第 29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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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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