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策略 

彭錦鵬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壹、 文化創意產業是 21世紀新興產業 

英國首相布萊爾 (Tony Blair) 最早在 1997 年提出「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首創籌設了「創意產業籌備小組」，針對文化與創意面進行產業發展政

策。英國是第一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國家，因而創造了將近 200 萬就業人口。

英國的文化產業也成為僅次於金融業的第二大產業。美國的視聽產品已經成為僅

次於航空業的主要出口產品，為美國出口貿易的第二位。 

文化創意產業在現代化、全球化世界中，具有相當強烈的價值鏈特性，而不

是只有傳統的產業鏈結關係。現在的文化產業貿易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來源，並且成為重要的出口產業。文化產業的供給具有壟斷性，隨著文化產業專

業性和複合性的提高，小公司已經無法適應現代文化產業國際化的競爭，因此必

須依靠大型壟斷的跨國公司開拓文化產業。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西歐和

日本的跨國公司囊括全球文化貿易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全球 50 家媒體娛樂公司

佔據了當今世界上 95%的文化市場。新聞傳播、音樂產業，都呈現相同的情況。

也就是說，全球文化產業的壟斷性是非常強的。在佛羅里達 (Richard Florida)《創

意階層的崛起》書中指出，在經濟領先的歐洲國家，創意階層佔就業總人口的 25%
至 30%。在美國，整個創意產業的薪酬佔全美所有產業薪酬的將近一半（1.7 兆

美元），相當於製造業和服務業薪酬的總和。由此可知，整個創意產業的經濟影

響力是相當巨大的。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創意是人類文化定位的一個重要部分，可以

用不同的形式來表現。一般而言，文化產業是以無形的文化為本質的內容，經過

創造、生產與商品化集合的產業。這些文化產業的內容和使用是被著作權保障的，

並且可以採用產品或服務的形式來表現。文化產業在過去幾十年來逐漸形成的共

識是包括：印刷、出版、多媒體、視覺、聽覺、攝影、電影生產。換個角度來看，

文化產業其實就包括了：建築、視覺表演藝術、運動、音樂器具的製造、廣告與

文化觀光產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將文化創意產業分成為三項：文化產品、文

化服務與智慧財產權三項。 

文化產品指的是：書本、書籍、雜誌、多媒體產品、軟體、唱片、電影、錄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industri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industries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CN10699560#CategoryP00a400040009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CN10699560#CategoryP00a40004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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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帶、聲光娛樂、公益與時尚設計。文化服務則包括了：表演服務、出版、出版

品、新聞報紙、傳播與建築服務。文化服務又包括各種的展演服務、圖書館服務、

檔案、博物館與其他服務。從以上的類別而言，文化創意產業在現代社會中，幾

乎已經完全穿透人類生活的各方面。文化創意產業不但植基於過去的歷史文化遺

產、思想理念、視覺聽覺的具體文物，也延伸到未來人類以思考、設計而產生的

文化軟硬體服務。 

文化創意產業和傳統對於服務產業的觀點加以集合，其所涵蓋的內容就非常

廣泛了。一、文化藝術產業：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傳統民俗藝術。二、設計產

業：流行音樂、服裝設計、廣告、廣播電視製作、室內設計、遊戲軟體。三、創

意資源及多邊創意產業：展覽、出版行銷、流行文化行銷。 

傳統經濟學教科書所謂的產業內容，重視的是產業的市場佔有率、行銷策略

與產品開發。然而，文化產業特別是加上創意、創新，包含跨越傳統文化、現代

文化、地方文化、各種文化特色人才，所表達的綜合體。對於文化本國和外國人

而言，最主要在創造生活的體驗文化，無論是衣食住行育樂各方面的消費品，或

各種節慶、展覽、視覺藝術的呈現和創造，都會整體提升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 

各國的文化發展和國家的歷史是密切相關的，也就是文化發展和國家的地理

位置、人民的生活習慣密切相關，但也可能因為軍事政治的關係而向外擴展。就

正如西方的羅馬帝國，隨著開疆拓土而擴張政府統治權，在地中海周遭地區傳播

羅馬文化，建立各式各樣的羅馬建築一般。文化產業相當受到重視，但基本上是

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比較跨不出政治統治的領域。這個現象一直到 1997 年

英國創立創意產業籌備小組，由英國首相布萊爾直接推動，才產生了重大的變革。

英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主要在於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下，文化創意產業是將傳統

的文化藝術和其他人類智能、創造力、技能相結合，創造具有經濟產值的產業，

並從而帶動就業機會。從公共治理的角度來看，文化創意產業是和全球化、亞洲

金融風暴、電腦科技、電腦網路化，政策轉折點上的全球性匯合在一起。英國文

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很快引起澳洲、紐西蘭、歐洲各國的快速學習，並被認為是

下一波的經濟動力。 
 

貳、 臺灣承襲各地域中華文化傳統 

臺灣在過去半個世紀，因為承襲了中國大陸各地區的中華文化傳統和人才，

並且因為長期曾經是殖民地的關係，臺灣人民生活和文化的內涵上，擁有多元的

文化素養和外來元素。從地理和歷史的剖面來看，臺灣實際文化發展的內涵在密

度、質量上，相對於整個世界的全球化發展，是緊密結合的。舉例而言，在全球

華人的音樂產業中，臺灣的歌星在 20 世紀下半葉佔有壟斷性的地位，進入 21 世

紀仍然是非常耀眼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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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眾熟悉的「文創」字眼指的是「文化創意產業」，最早由行政院於 2002
年依照「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子計畫「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所

提出定名。根據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辦公室定義，是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

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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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在英國所定義的「創意產業」前又再加上了「文化」。

把「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 與「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 結合成一

體。另外還提出一個同心圓模型——位於核心的叫做「文化」，第二圈叫做「創

意」，第三圈叫做「產業」。 

臺灣的同心圓的模型援引自澳洲學者索斯比 (David Throsby) 提出同心圓

模型 (concentric circles model)。索斯比將文化創意產業劃分為三圈同心圓。最內

圈的「核心產業」是具有創造性藝術的產業，如：音樂、舞蹈、文學等；向外擴

展的是藝術成分較低但具有高度文化意識的「支援性產業」，如書籍及雜誌出版、

電視及廣播等；最外圈則是「週邊性產業」，如廣告、觀光等。 

 
 

參、 韓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策略 

韓國在過去 20年中大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並且在政府和民間共同努力下，

創造了非常顯著的成果。從韓國的成就加以分析，在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策略主

要有以下三項。 

第一、重視並培養文化創意的複合型人才。所謂複合型人才是具有多方面才

藝的文化人才。多方面才藝應該表現在表演藝術的天分、熟悉管理技術、不斷創

新的高級人才。人才培養方面也必須顧及各種不同領域人才的品質和數量，以取

得表演藝術的團體人才庫。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需要有培養人才的策略計畫，分

別從教育和培訓師資著手，引導企業和文化產業，共同建構培養人才的管道以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89%B5%E6%84%8F%E7%94%A2%E6%A5%AD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Thro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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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文化創意產業法制規定。 

第二、打造在國際文化市場上的品牌印象。韓國的知名品牌例如三星、現代

以及著名影星、歌星，都是全球知名的代表性品牌。打造國際文化創意產業的品

牌，需要吸取國際上的經驗，也需要長期的、國家高度的、策略性的經營模式。

韓國採用的品牌策略，主要是深耕影歌星和戲劇的現代化市場化，逐步建立音樂、

電影、電視等文化創意產業的基礎建設。韓國透過國家型的投資計畫，強力協助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新聞媒體也發揮推波助瀾的效果，才使韓國在 20 年間就

建立了全球性的知名度。 

第三、策劃文化創意產業的特點專案和內容。文化園區的建設再加上政府各

方面的協助產生重大效果。例如韓國民間所推動的坡州市 2 個著名文化聚落：坡

州出版城與 Heyri 藝術村。政府參與之後，開始協助提供各種補助支持，讓進駐

廠商享有前 5 年免稅、後 3 年 50%的稅負減免，還可申請長期優惠貸款，讓出版

相關廠商願意搬遷入藝術村。出版城與藝術村除了是成功的出版產業聚落，也致

力提高市民關心度和參與度，將書文化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園區。 

觀察英國、美國、韓國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方式，大多採由下而上的方式發

展，政府扮演的角色較少，但政府專注於解決政策、法令並協助經營團隊無法解

決的問題，將資源挹注在友善環境的創造與經營，滿足產業的需求則是必要的。

各政府也將創意塑造為國家發展核心，使創意產業成為風潮、帶動國家整體的進

步與發展。 
 

肆、 中華文化創意產業相對優越的競爭力 

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文化創意產業，在全球範圍的角度來看，目前正處於擁

有相對優越的競爭力階段。原因包括下列四項： 

第一、中國將近 14 億人口及其所形成的龐大世界市場。任何產業都需要依

賴較多的消費人口，以產生經濟規模、降低成本、提升產量、消費量，並從而進

行研究和發展，不斷提高品質和產品的數量。這個經驗法則在經常需要龐大市場

的文化創意產業更是如此。 

第二、中華文化的歷史和文化遺產，因為數千年的累積而擁有龐大的數量，

可供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營運和開發的素材。 

第三、由於中國大陸在數十年中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大成果，成為世界

第二大的經濟體，人均所得不斷提高，中產階級人口大幅提升，也奠定文化創意

產業消費力的大幅成長基礎。 

第四、中國大陸的經濟力量全面成長的過程中，和世界各國的互動也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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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透過經濟交流，也強化了世界其他國家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和接納。回顧過去

百年歷史，由於西方文化在學術、科技、經濟、軍事各方面都全面領先，非西方

國家因此必須要積極趕上。然而，當文化創意產業在全世界追求永續發展的情形

之下，顯得特別突出的綠色產業概念，得到全球消費者的熱烈擁抱。中華文化的

獨特性、人口數量優勢以及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各方面的全球性話語權逐漸確立，

中華文化所產生的創意產業，不但消費人口驚人，而且發展潛力就全球觀點而言，

是無可限量的。其未來發展成長的軌跡，如果以美國短暫兩百年的發展和成果來

加以檢討借鏡，中華文化產業的前景是非常亮麗的，並且目前的經濟產值只是處

在相對的起跑點上。 

中華文化所帶動的文化創意產業可和資訊科技產業、傳統和現代的製造業、

各式各樣的服務業，進行密切的跨領域互動和合作，形成 21 世紀最具有經濟產

值爆發力的朝陽企業。中華文化及其延伸所產生的文化創意產業在全球化時代具

有龐大的潛力，然而，如何促進文化創意產業能夠得到全球性的認同，仍然有許

多挑戰。 
 

伍、 臺灣和大陸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策略 

臺灣和大陸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策略，可以同時兼顧前述文化創意產業的同

心圓概念，並同時思考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文化創意產業圓球體的結構。圓球體

的最核心是中華文化，第二圈是中華文化品牌，第三圈是教育，第四圈則是各種

文創產業。 

1. 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文化創意產業球體 

在韋政通所著《中國文化概論》一書中提到，中華文化的特質從歷史時間

和全球空間的尺度來看，具有以下的特性： 

(1) 春秋以來的文化獨創性 
(2) 5000 年以上的歷史攸久性 
(3) 文化內涵的廣大涵攝性 
(4) 文字為基礎的中華文化統一性 
(5) 農業社會的保守性 
(6) 相對崇尚和平 
(7) 重視鄉土情誼 
(8) 有感情的宇宙觀 
(9) 家庭本位 
(10) 重視道德 

中華文化的特質就 21 世紀文化創意產業而言，所具有的最大利基是中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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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特殊性和悠久歷史，和西方文化形成強烈的反差。傳統的中原文化在歷史中

雖然不斷改朝換代、各國爭戰，但是核心的文化思想仍然是愛好和平的，並且植

基於家庭價值、人際關係和道德文明，而產生和西方文化明顯的不同。這種文化

特質如果和其他文化特質來相比較，相對是比較符合 21 世紀人類嚮往的生活方

式和精神。 

中華文化在面對民主社會和資本主義在 20 世紀所產生的貧富差距、種族分

歧等巨大社會分裂元素，提供精神寄託的出海口。中華文化的包容性也顕現在對

於各種宗教的融合發展，以及政教分離的歷史認知，有助於促進社會的和諧。舉

例而言，印度的種姓制度和人類追求自由平等社會的普世價值是衝突的。相對的，

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則是充滿有教無類的平等觀念。 

不過最重要的仍然是，中華文化的使用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對

於全球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具有強烈的話語權和規格制訂權，其所延伸的文化

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 

 

2. 建構中華文化的全球品牌 

為了推動中華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體，需要建構整體協調一致的中華文化品

牌，而中華文化品牌的建立，則有賴健全發展的智庫組織專門投入中華文化的研

究與發展，並且和文化創意產業充分結合。 

為了連結中華文化創意產業的品牌意識，有賴智庫和教育產業進行研究和發

展。智庫組織，尤其是大陸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人才充沛，可以進行跨產業、跨

地域、跨生活階層的文化與產業研究。 

中華文化品牌的發展必須和現代商業品牌的發展相容，並且表現在品牌的辨

識度，以及品牌持續發展的需求。從人類有史以來的文化加以觀察，最具有全球

性接受度的無非羅馬文化和中華文化。羅馬文化已經因為政權瓦解而中斷，羅馬

中華文創產業 

中華文創教育 

中華文化品牌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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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產物在現代人生活中，精神仍然存在，但實體產品已經難以找尋。相對的，

中華文化綿延持久，中華文化精神和思想理念仍然強烈影響所有華人社會，而在

現代化、全球化社會中，仍然能夠和全球永續發展、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理想，

隱約和未來的全球化永續發展活潑互動。在美國霸權思想因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而改弦易轍之際，適時推動中華文化發展的全盤戰略，創造中華文化創意產業的

輝煌時期，不但有益國計民生，也將對全世界的和平發展，做出偉大貢獻。 

從實務面來看，要推動全球文化品牌，韓國的成功經驗值得細緻參考，從現

代品牌的設計、建築、時尚產業、生活美學，文化精神和產品的行銷，都需要建

構中華文化創意產業的基礎知識和指導原則，並透過不同的產業管道不斷學習和

創新。 

3. 各級學校是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載具 

品牌構建更往外一層來說，教育體系需負責建構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多元、

充分、高品質的文化創意人才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基礎。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

則可參照前述同心圓的模型，從核心產業著手，往外擴散到支援性產業以及周邊

性產業，形成一個圓圓相連的產業鏈。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載具，主要還是需要依靠各級學校，尤其是大學相

關科系的發展。建築系、美術系、音樂系、戲劇系、室內設計系、餐飲系、電影

系、電視傳播系，都是中華文化創意產業不斷創新的領頭羊。就全球化發展的大

情勢來看，單獨的文化創意產業科系固然擁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但是從整體中華

文化產業的角度來看，更需要的是跨科系的動腦協調作業，也就是從產業的角度，

運用逆向工程的技術，優先確定產業發展的重點，和產生綜效的途徑，檢討出文

化創意產業的大學科系所應該加緊力道努力的整體目標。舉例而言，中國的電影

產業市場規模在 2017 年將成為全世界第一名。但仔細分析，中國製作的電影 90%
都在賠錢，好萊塢的強檔巨片才是中國電影市場真正獲利的來源。根據電影產業

的專業估計，美國一部票房 100 億美元的電影，可以再透過其他收入管道帶來大

約 500 億美元的收入。但是中國一部票房 100 億美元的電影加上其他收入管道，

總收益可能僅增加 110 億美元。這種現象背後的因素最主要是，文化創意產業的

整體效益需要有相關產業的集體連結性規劃和執行。例如企業的廣告贊助、產品

置入性行銷、電影角色的產品化、音樂歌曲的授權和產業化、遊樂園的下游產業、

電影相關產業和學術界的連結、互動、行銷。 

參考美國電影企業的成長和產業連結關係，要推動中華文化相關的電影產業，

則電影製作素材、人才、技術、美學水準、內容水準的要求將不斷推升。相關文

化創意產業的的科系，應該在師資和教材內容方面，提供配套性的提升作為，就

需要政府、產業界、學界更緊密的檢討和改進。 

4. 建構全面的中華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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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和大陸對於文化產業獨特品牌的追求已經形成共識，並且從各方面

多加努力，不斷推出新的產品。但是文創產業距離形成中華文化的文創品牌而言，

目前的成績仍然寥寥可數。其主要原因是，符合全球化市場需要的奢侈品產業仍

然有賴跨國公司歷史悠久的百年企業，並擁有高度的市場佔有率。相對的，海峽

兩岸的文化創意產業主要仍在傳統的中華文化概念下進行突破，而尚未建構符合

全球化市場的主要發展方向和品牌。 

中華文化的歷史悠久，和文化創意相關產業的產品有待開發之處甚多，但是

在全球化的環境之下，如何面向對於中華文化只有一知半解，或者是零星印象的

各國消費族群，就需要能有品牌印象比較鮮明的代表性產業和產品。如此才能創

造出文化創意產業產品的差異性和特殊性。文化創意性的差異，需要顯現出，「人

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強」的文化水準。 

中華文化歷史悠久，多元發展，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需要從國家和中央政

府層級檢討出符合全球化市場的民主文化、地域特質、文化習俗、人才結構等。

須先盤點各項文創產業的優勢和劣勢，選出明星產業，以塑造中華文化品牌。究

竟是採用音樂產業、電影產業、美食產業、手工藝產業或戲劇產業，作為中華文

化藝術產業品牌的領頭羊，需要不斷地討論和實踐的檢驗。以泰國為例，泰國料

理的發展在政府推動之下，已經卓有成績。以土耳其為例，在過去 20 年間，政

府特別推動以人文歷史景觀為基礎的國際觀光旅遊產業，形成文化創意產業的領

頭羊，帶動國家經濟，均有可供借鏡之處。中華文化創意產業只在起步階段，未

來發展仍需要官產學界的兩岸人士共同努力創造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