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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競爭及知識型經濟的背景下，英國政府成立成立「創意產業專責小
組」推動「那些源自個人創意、技能和才幹的活動，通過知識產權的生成與利用，
而有潛力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的創意產業，以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改善就業、
及增加出口。創意產業現已成為英國就業人數最多，經濟貢獻僅次於金融業的第
二大產業。由於英國推動創意產業的成功經驗，香港和台灣爭相效尤。本研究擬
比較兩地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政策和成效，從而探討這些政策對推動文化創
意產業的成效所產生的影響。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陷入一段頗長時期的經濟低潮，因此，香港
政府借鑑英國的經驗，於 2003 年提出推動創意產業，以拉動經濟發展及促進就
業，並界定十一類產業為創意產業。2005 年香港將創意產業改稱為文化創意產
業，反映體現文化的無形價值在提升創意產品的重要性，藉此更清楚表明香港努
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方向。由於行政長官的更替及經濟的好轉，香港推動文化
創意產業的動力減退，2009 年更將文化創意產業歸納於香港的六大優勢產業內。
香港政府的文化創意產業策略以創造市場需求，彙集創意人才和企業為目
的，從而建立創意產業的叢集，營造創意的氛圍，籍此建立香港作為亞洲創意之
都的形象。實際政策包括有成立「創意香港」辦公室，設立「創意智優計劃」
、
「設
計智優計劃」
、
「電影發展基金」等資助計劃，設立「香港創意中心」
、
「香港設計
中心」聚集企業及人才。但上述政策的成效不顯著，成功的創意企業都不認為政
府的政策有實質幫助。這些政策被批評為「由上而下」
、
「片面」
、
「對產業缺乏理
解」、「不能對症下藥」、及「缺乏文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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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 1990 年代中期已經推動地方文化產業，2002 年更將策略改為推動文
化創意產業。台灣將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為「那些來自於創意與文化積累，透過智
慧財產權的生成與運用，有潛力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昇
的活動。」認為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價值，在於文化創意的生成和積累，而其發
展關鍵，在於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造性與文化特殊性。2009 年行政院院會通過
「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以「環境整備」及六大「旗艦計劃」為
推動策略，期望將台灣打造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匯流中心」。為了有效執行一
述策略，台灣通過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對國家發展基金應提撥，培育文
化創意事業人才，鼓勵建置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發展設施，及對文化創意事業給予
適當之協助、獎勵或補助，及租稅優惠等政策提供法理依據，又將文建會升格為
文化部統籌相關政策。台灣自推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提升了文化創意
產業對經濟的貢獻，而工藝及設計類產業的發展尤為迅速。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比香港的優勝，在於台灣對該產業有深入的研究，
能夠對症下藥，提出全面的政策，以多元資金及政府積極輔助的方式，推動產業
的發展。此外，台灣有重視文化的傳統，文化產業已經有相當基礎，又有文化部
的設立，統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香港可從台灣的經驗吸收教訓，以推動具備
香港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產業為發展重心，暫緩推動缺乏人才的創新科技產業，
並盡快設定專責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局。

關鍵字：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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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tensified global competi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knowledge
economy, British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Great Britain in 1997. The purpose
of this initiative was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e employment and
exports. The success of the British experience enlightened the governments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se two regions.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compare the policies and results of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in promp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henc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 policies.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economic depression since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Inspired from the British successful experience,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promote creative industr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ity's
economy and employment in 2003. Two years later, the government renamed
"creative industries"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production of successful creative products. However, the
effort in promoting the industries has been decreased since the turnaround of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Hong Ko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ere classified as one of the six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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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ong Kong, th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clude the creation of market needs, and the aggregation of creative
Talents and enterprises. Polices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CreateHK"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measures to support creative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financial support, such as "CreateSamrt Initiative",
"DesignSmart Initiative", and "Film Development Fund", and projects, such as
"Design-Business Collaboration Scheme" and "Design Incubation Scheme", to
support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However, the policies are criticized to be ineffective
because they were developed from up to bottom. The government have not done
in-depth investigation on the industries. The initiatives could only benefit a small
portion of the industries.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had initiated projects to promote cultural industries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since mid-1990s. They started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2002. Therefore, they realized the core
valu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s the produc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ity. The competitiveness is based on the capability to create and the unique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government has determination to develop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aiwan. They initiated the "Creative Taiwan - Strategies to
develop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2009. The strategies have two primary
directions, the preparation of creative environment and the execution of six flag-ship
projec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strategies, the legisl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ct" was passed in 2010, providing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all-round subsidies and guidance for the industries. Department of Culture is now
assigned to be in charg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es.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has been significant since 2009. This
impli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Creative Taiwan" strategies.
It appears that Taiwan government has done a better job than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y have conducted in-depth investigation on the industries so that the
Taiwan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able to identify the real problems of the industries
and initiate effective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aiwan has sound
b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that is also an advan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Hong Kong can learn some lessons
from the Taiwan's experience. Hong Kong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talented persons
for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but does have very attractive local cultu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hift their attention from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industries to
the promotion of local cultures. More investigation on the industries should be
7

conducted. A new bureau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hould be developed in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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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導論

第㇐節 研究的背景
在 全 球 化 (globalisation)及知 識 型 社會(knowledge society) 的 大趨 勢
下，創意成為拉動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於 1990 年代末期，英國工黨政府以推
1

動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為手段，拉動英國經濟的成長 ，成績昭著，
因而引發其他國家及地方政府的效尤。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澳洲、及紐
西蘭等，都提出以創意和文化為主軸的產業政策。
2

香港在民間團體的推動下，於 2003 年將創意產業納入政府政策範圍 ，此後，
每年的行政長官施報告都有提及。2005 年香港政府首次仿傚台灣的分類方式，
3

將創意產業改稱為文化及創意產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並
於 2009 年將文化及創意產業納入為香港的六項優勢產業，於行政長官的施政報
4

告中，宣告將會大力推動此六項優勢產業 。由此可見，香港政府銳意發展文化
創意產業，已經有十年時間，並曾多次宣告予以大力發展，理應成效顯著，查香
港貿易局及香港統計處的資料，2002 年創意產業的就業人口佔香港的總就業人
5

口的 3.7%，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是 2% ；而 2010 年已上升至佔總就業
6

人口的 5.4%，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4.6% 。然而，仍有評論認為香港政府的文化創
意產業政策仍以口號為主，缺乏政策及行業的研究，沒有一套具體和全面的文化
7

8

創意產業政策 ，而且政策由上而下，閉門造車 。
另一方面，台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歷史比香港更長，可上溯至 1991 年，
9

台灣政府推動以傳統工藝及觀光業振興地區經濟 。2002 年正式將文化創意產業
1

DCMS, Creative Industry Mapping Document, London,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1998.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行政長官二零零三年施政報告》
，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3。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行政長官二零零五年施政報告》
，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5。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9-10 施政報告 - 羣策創新天》
，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9。
5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的創意產業》，香港：香港貿易發展局，2002。
6
香港政府統計處，
《統計月刊：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的概況》
，香
港：香港政府統計處。
7
胡恩威，
《文化創意產業須有完整政策》，香港：文滙報，2010-02-09
8
黃英琦出席香港嶺南大學舉辦「文化維穩與起義之三：文化治理：從藝發局到文化局」講座的
言論。
9
劉曉蓉 ，
《文化產業發展成文化創意產業之特性研究》
，碩士論文，台灣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11

1

定為重點產業 。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方向有兩種不同的型態：(1)小規模具
2

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2)大量製造與符號消費的文化創意產業。 根據台灣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為「文建會」)的數據，於 2010 年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
3

佔 GDP 的百分比為 4.9%，就業人口有 170,539 人。 若簡純從數字來看，香港和
台灣兩地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似不相伯仲；然而，從產業的多元化、政策的
完備程度、支援的到位等各方面比較，台灣的發展成效似比香港的更勝一籌。

第二節 研究問題的提出
香港與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中，曾經互相影響。2002 年台灣行政
4

院將文化創意產業納入國家的重點發展產業，是受到英國和香港的啟發 ，而香
港亦受到台灣的影響，明白到要以創意提升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需要通過設
計、包裝、形象和廣告等手段，實際上是體現文化的無形價值，故於 2005 年將
5

創意產業改稱為文化及創意產業 。台灣和香港兩地在地理位置上接近，人民的
交往頻繁，且同為中華文化體系的成員，有相近的文化背景。兩地發展文化創意
產業的歷史相近，雖然台灣早在 1990 年代已借鑑日本的經濟，發展文化產業；
然而，重點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則始於 2002 年，與香港同時開始。因此，兩地
都有大約 10 年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史。香港和台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有著相
6

同的困難，就是主管產業的政府機構非常分散。 台灣將十三類產業歸納為文化
創意產業，分別由文建會、新聞局、經濟部、內政部等主管；香港的文化及創意
7

產業包括 11 個組成界別 ，分別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展局和民政事務局主管。
為了應對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困難，及達成推動的目標，兩地政府實施了不同的
政策，成效亦各有不同。基於上述的論述，本研究提出以下擬解答的的研究問題：

香港和台灣於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和成效有沒有差別？
政策上的差異是否構成不同成效的原因？

理研究所，2006。
1
台灣行政院，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2002-2007)》
，台灣：行政院，2002。
2
劉曉蓉 ，
《文化產業發展成文化創意產業之特性研究》
，碩士論文，台灣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理研究所，2006。
3
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11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灣：行政院，2011。
4
台灣文化藝術基金會，
《文化創意產業概況分析調查》
，台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二零零五年施政報告》，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5。
6
台灣文化藝術基金會主持的《文化創意產業概況分析調查》研究，和香港大學的《香港創意產
基線研究》
，都同時指出此推動上的困難。
7
香港政府統計處，
《統計月刊：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的概況》
，香
港：香港政府統計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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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擬比較香港和台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和成效，從而探討
這些政策對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成效所產生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的意義
1

經濟波動和全球化競爭是香港 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原因，外國的
2

經濟顯示文化創意產業可以創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 。另外，推高市民的文化
水平亦是香港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前提。可惜多年來，香港政府既缺乏全面和深
3

入的政策研究，又欠缺具體、有深度和有效的措施 ，文化創意產業在香港的發
4

展實際進展不大，受到多方面的批評 。本文擬從香港人的角度，比較香港和台
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和成效，企圖探究出適合香港環境下實施的有效政
策，能夠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在香港的深入和全面的發展，增加就業人口，加速經
濟發展，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

第四節 文獻綜述
文化創意產業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始於英國工黨政府於 1997 年為了振興
英國經濟及提高本地生產總值(GDP)，決定以發展知識經濟為目的，而成立新的
政府部門，稱為文化、媒體及體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簡稱為 DCMS)，翌年 DCMS 組成創意產業任務小組(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5

Force)，並提出創意產業發展藍圖(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 ，
各國政府重視紛紛重新注視創意產業。雖然各國政府所指稱的創意產業的內容大
同小異，但採用的名詞卻所異，包括英國的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韓國的內容產業
(content industries)、和芬蘭的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的定義正好反映出名詞的分歧，但內容是一致的。UNESCO 定
義文化產業為結合創作、生產與商業內容，同時這些內容在本質上，具備有形資
1

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於 2003 年提出以創意產業推動香港經濟，於 2005 年提到在全球化競爭的
年代，產品和服務需要以創意提升附加價值。
2
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在 2005 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以英國為例，當地政府實施推動創意產業的政
策後，這一經濟領域在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一年期間，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八，遠高於整體經濟
的增長率；同期，創意產業的總就業人數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三，高於整體的百分之一增長。
3
胡恩威，《文化創意產業須有完整政策》，香港：文滙報，2010-02-09。
4
除前述文化人胡恩威、前議員黃英琦的批評言論外，亦可參考尹麗麗及香港集思會的研究報告。
5
DCMS, Creative Industry Mapping Document, London,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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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與無形文化內涵的特性，並獲得知識產權(intelligent right)的保護，而以
產品或服務形式來呈現。從內容來看，文化產業也可以被視為創意產業
(creative industries)；或在經濟領域中，稱欸為未來性產業 (future oriented
industries)；或在科技領域中，稱之為內容產業 (content industries)。

1

學術界對創意產業的定義雖然各有不同，基本的概念大致相同。凱夫斯
(Caves)從文化經濟學的角度，把創意產業定義為提供具有廣義文化、藝術或僅
2

僅只有娛樂價值的產品和服務的產業。 霍金斯(Howkins)從經濟學的角度定義創
意產業，創意產業即其產品都在知識產權法保障範圍內的經濟部門。知識產權有
四 種 型 式 ： 專 利 (patent) 、 版 權 (copyright) 、 商 標 (trademark) 、 和 設 計
(design)。知識產權法的每一形式都有龐大的產業與之相應，加在一起這種產業
就組成了創意產業和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

3

英國是最早定義創意產業的國家，DCMS 定義創意產業為那些源自個人創
意、技能和才幹的活動，通過知識產權的生成與利用，而有潛力創造財富和就業
4

機會 ，包括藝術及古董市場、表演藝術、工藝與設計、時尚設計、出版、電視
與廣播、電影及錄影帶、廣告、建築、音樂、軟體及電腦、及互動休閒軟體。香
港的創意產業定義基本上跟隨英國的定義，香港大學的《創意產業基線研究》定
義創意產業為一個經濟活動羣組，開拓和利用創意、技術及知識產權以生產並分
配具有社會及文化意義的產品與服務，更可望成為一個創造財富和就業的生產系
5

統。此後，香港政府的文件都跟隨此定義 。台灣的定義則略有不同，根據《文
化創意產業概況分析調查》，文化創意產業係指那些來自於創意與文化積累，透
過智慧財產權的生成與運用，有潛力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
提昇的活動。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價值，在於文化創意的生成，而其發展
關鍵，在於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造性與文化特殊性。除創造財富與就業外，台灣
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還強調提升生活品質。
雖然上述定義都略有不同，綜合而言，文化創意產業都包含五項特性：
(一)

文化創意產業都源自個人的創造力、知識和才能。

(二)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可以創造經濟產值及增加就業。

(三)

文化創意產品包括有型的產品和無型的服務。

(四)

文化創意產品能被多數消費者所接受。

1

台灣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化創意產業概況分析調查》，台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
Caves, R. E.,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s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Howkins, J.,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Sage Publications, 2001.
4
DCMS, Creative Industry Mapping Document, London,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1998.
5
香港政府統計處，
《統計月刊：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的概況》
，香
港：香港政府統計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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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創意產品受到知識產權法所保障。

雖然有評論認為香港欠缺全面而深入的文化創業產業的研究，但香港推動文
化創意產業的早期，政府委託香港的大學進行了幾項重要的研究，包括《香港創
意產業基線研究》、《創意指數研究》、和《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與珠江三角洲的
1

2

關係研究》。此三項研究的成果，成為香港政府日後制定政策的主要參考依據 。
2003 年的《香港創意產業基線研究》奠定香港政府推動創意產業的基礎：(1)為
創意產業 設下正式 的 定 義；(2)以創意產 業生產系 統(Creative Industries
3

Production System, CIPS)為架構 ，界定屬於創意產業的 11 個行業；(3)以米
4

高‧波特(Michael Porter)的鑽石模型(Diamond Model) 為基礎，勾劃出創意產
業的叢集(Cluster)概念。香港政府若干推動創意產業的政策，例如數碼港和西
九龍文化區的設立，都源於叢集概念。2005 年的《創意指數研究》創立一套創
意指數，作為評估香港創意活力的準則，成為政府制定政策的參考。創意指數以
(1)創意的成果、(2)結構及制度資本、(3)人力資本、(4)社會資本、和(5)文化
資本為衡量的架構。《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與珠江三角洲的關係研究》分兩部份
報告，第一部份集中於探討珠江三角洲込及創意產業發展的總體態勢，第二部份
探討香 港文 及創意產業與珠江三角洲的關係。此研究採用的分析架構仍為
5

CIPS，此架構的基本理論是米高‧波特的價值鏈(Value Chain) 概念 ，香港大
學的研究將創意產業價值鏈劃分為：(1)內容創作與創造，(2)再生產、服務供應
及分銷，及(3)製造輸入或基建。
台灣行政院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2002-2007)》是一份政策文
件，落實將文化創意產業定調為重點推動的產業，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的研究《文
化創意產業概況分析調查》，參考了各國的文化產業及創意產業的發展程況，提
出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並提出十三項產業及周邊產業的概念。此後，文
6

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 成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研究的政府單位，重要的研究包
7

8

括《創意文化園區總結報告》、
《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調查與推估研究報告》 、
《推

1

三項研究均由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負責，《香港創意產業基線研究》及《香港文化及創
意產業與珠江三角洲的關係研究》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委託進行，而《創意指數研究》
則由民政事務局委託進行。
2
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 2006 年 2 月 6 日會議的文件，引用上述三份研究的成果，作
為會議討論的參考依據。
3
Pratt, A.,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Produc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Employment Change in Britain,
1984-91,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7, Vol. 29: 1953-1974.
4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5
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6
台灣文化建設委員會已於 2012 年 5 月改制為文化部，專責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7
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創意文化園區總結報告》，台灣：文建會，2002。
8
台灣經濟研究院，《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調查與推估研究報告》，台灣：文建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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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文化創意產業之系統服務計劃》 、《「文化產業」最佳範例 -- 以琉璃工房等
2

3

個案為例研究報告》 、《創意藝術產業先期規劃報告》 、
《數位藝術創作前期規
4

5

劃研究計劃》 、和《台灣文化指標第二階段研究期末報告》 等。上述研究大都
基於制定推動台灣文化創產產業的政策的需要而進行，例如《創意文化園區總結
報告》就是總結外國的經驗，訂立推動以停止使用之生產基地改建為創意文化園
區的研究。台灣政府將台北酒廠舊址、台中酒廠舊址、嘉義酒廠舊址、台南倉庫
群與花蓮酒廠舊址，設立為地方文化創意園區的操作基地，藉由「由下而上」
、
「專
業與業餘互動」
、
「精緻與常民交錯」之操作過程，營造一個全民體驗藝術、創意、
設計之環境氛圍。《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調查與推估研究報告》及《推動文化創意
產業之系統服務計劃》兩份研究，均屬於實務性的調查研究工作，目的是調查台
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及提出建議協助台灣政府的相關單位改進既有之文化
統計項目。
除了由文建會推動的實務性研究外，台灣的學術界亦有數目眾多的文化創意
產業相關的研究。有些研究探討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理論及概念，例如黃惠穗的
6

《促進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研究 -- 夥伴關係理論之應用》，鄭美華的《推
7

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政府治理模式的轉型--政府與文化關係的再思考》 ，及
8

劉曉蓉的《文化產業發展成文化創意產業之特性研究》 。這些研究討論了政府
9

的治理轉型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作用 ，也有討論如何應用黟侎關係理論以促
10

11

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也有研究釐清了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特性 。除
上述從公共行政角度進行的研究，更多的是從營銷和管理的角度，探討文化創意
產業的營運。例如楊燕枝和吳思華以營銷學的理論探討文化創意產業如何創造價
12

13

值 ；賴建都和連瓊芬以曲栗窯業為例，探討文化創意產業的形象設計問題 ；張

1

台灣經濟研究院，《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系統服務計劃》，台灣：文建會，2003。
中華經濟研究院，
《
「文化產業」最佳範例 -- 以琉璃工房等個案為例研究報告》
，台灣：文建會，
2004。
3
台灣藝術發展協會，
《創意藝術產業先期規劃報告》，台灣：文建會，2004。
4
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數位藝術創作前期規劃研究計劃》，台灣：文建會，2004。
5
台灣智庫，
《台灣文化指標第二階段研究期末報告》，台灣：文建會，2004。
6
黃惠穗，
《促進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研究 -- 夥伴關係理論之應用》，文化創意產業與地方
發展策略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2006。
7
鄭美華，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政府治理模式的轉型--政府與文化關係的再思考》，公共行
政學報，2008，第二十七期，頁 111-159。
8
劉曉蓉 ，《文化產業發展成文化創意產業之特性研究》
，碩士論文，台灣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理研究所，2006。
9
鄭美華，同上。
10
黃惠穗，同上。
11
劉曉蓉，同上。
12
楊燕枝、吳思華，《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創造形塑之初探》
，行銷評論，2005，第二卷，第三
期，頁 313-338。
13
賴建都、連瓊芬，《文化創意產業品牌形象之設計--以苗栗窯業為例》
，廣告學研究，2005，第
二十四集，頁 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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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淑君等人則研究地方文化產業的營銷戰略 。也有些研究聚焦於文化創意產業與
2

地方經濟的關係，例如古宜靈和廖淑容所討論的文化產業的地方性與經濟性 ；
蔡菱芳研究高高台灣南部三個縣市所組成的「高高屏」地區的文化觀光產業的規
3

劃和開發 。由此可見台灣學術界對於文化創意產業此題目的研究，不但數量來
得多，而且題材亦多元化，對於台灣政府及民間組織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有相當
大的幫助，而香港在學術研究方面，無論質與量都及不上台灣。

第五節 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擬探討香港和台灣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和成效的異同，目的在
於提出解釋性的理解。根據陳向明對質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解釋，
4

質的研究的目的是解答描述性問題和解釋性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正是解答描述
性的問題：

“香港和台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採取了那些政策？成效如何？”
和解釋性問題：

“政策上的差異是否造成不同成效的原因？”
因此，論文在寫作的過程中，針對研究問題的特點，採取了質的研究方法，具體
的方法是以文獻研究和個案研究等方法獲得資料，進得分析。文獻研究和訪談研
究的具體過程分述如下：
一、文獻研究方法
主要通過網路、圖書館、檔案館等途徑，大量收集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
報告，香港和台灣相關政府政策部門/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等所撰寫的政策和研
究報告，及期刊、報紙、書籍等書面的、電子化的文本和研究資料。
二、個案研究方法
為了能更瞭解香港和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的情況，從側面反映兩地推動文化
創意產業政策的成效。本文將選取數個在香港或台灣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公司，
進行個案分析。香港的個案包括「住好啲」
、
「PIP 文化產業」和「麥嘜麥兜卡通」
；
1

張淑君、劉怜均、張俊傑，
《農村地方文化產業行銷策略之研究：以彰化縣埔鹽鄉永樂社區為
例》
，農業推廣文彚，2010，第 55 輯，頁 71-83。
2
古宜靈、廖淑容，《文化產業的地方性與經濟性》，文化研究學會 2003 年年會，「靠文化，By
Culture」學術研討會論文，2003。
3
蔡菱芳，
《高高屏「文化觀光產業」規劃與開發之研究》
，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
究所，2007。
4
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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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的個案則包括「中山休閒農區」
、
「田媽媽」
、
「九天民俗技藝團」和「琉璃
工房」。

第六節 研究思考及其邏輯框架
一、研究思考
進行是次的研究乃起因於筆者曾從事文化創意產業有一段頗長的時間，對香
港文化創意產業所面對的問題有所接觸和了解，對政府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
十分關注。有感於香港政府的相關政策未能對症下藥，因此，筆者希望能從比較
香港和台灣兩地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切入，進一步探討香港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的政策及成效，並透過與文獻研究和個案分析的方法，希望對研究的問題提出解
釋性的理解。
研究流程如下：
香港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所面
對的問題
引發
研究動機和目的
確立
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

收集
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政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政

策及成效，及個案資料

策及成效，及個案資料
結合
資料分析和結論

圖表 1.18研究流程圖

二、邏輯框架
本研究擬比較香港和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政策和成效，藉此探討香
港現存政策及措施的不足，提出相關的對策和建議作為參考，以改善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情況。
邏輯框架：

文化創意產業的定

文化創意產業的政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義

策

的成效

(1)
(2)
(3)

發展的目標

(1)

政府組織

(1)

生產值

與願景

(2)

法例

(2)

就業人數

發展的關鍵

(3)

支援措施

(3)

創新產品或

因素

(4)

規劃

服務

衡量成功的

(4)

生活品質

指標

(5)

文化水平

圖表 2. 邏輯框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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