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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中文創園區自 2005 年起以公辦公營形式營運，迄今已十二年。本研究以日

據時期工業建築舊酒廠的活化經營策略研究出發，探討臺中文創園區從臺灣酒類

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為「臺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再依產業轉型後再利用

規畫更名為「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部門在經營管理發展策略上所面臨的問

題，並探討其與規劃制訂的目標是否契合。本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法、深度訪

談法、田野調查法，主要運用 Mommaas (2004) 之文創園區經營管理要素的五評估

要點仔細探討，並且與以企業模式經營之臺北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從公

私協力及經營策略兩層面比較其異同。 

研究結論指出臺中文創園區當前的經營與發展模式，無論是轉型為臺灣建築，

設計及藝術展演中心，以扶持文創、保護文資為目的，或將具有豐富文資價值的製

酒工業遺址活化再利用，與當初規劃之目標與定位完全契合。這十二年來，臺中文

創園區業已充分發揮文創產業群聚功能，其文創發展的上游角色定位，已確立不

疑。 

 

關鍵字：活化、再利用、公私協力、文創產業、工業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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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owned-and-operated Taichu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 has been operating for 12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5. It was originally a 

private-owned winery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ing and management problems the entrusted official managerial entity has 

been encountered and to examine whether the setting goals are achieved.  Throughout 

its reviving course, the winery industrial heritage was firstly restored and designated as 

the Taiwan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Art Center, then renamed to the current Taichu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 as the re-use project proceeds.  

The methodology applied in this study are literature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 and 

field research, with the intensive usage of the five essential managerial assessments 

specified by Mommaas (2004) in evaluating whether the planned goals for the park were 

duly achieved. For this purpose, the research also compared this industrial park’s 

operation with the contracted business operational model of the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in Taipei to see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oper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k has achieved its 

originally set goals. The winery industrial heritage has successfully restored and 

revitalized as the Taichu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 and played an exemplary 

model role for cultural innovative creativities in Taiwan. Exerting its  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 function, the Taichung Park promotes well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product marketing activities, and thus, its cultural creativity roles are firmly enhanced. 

Keywords: Revitalization, Reus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dustri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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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一二十年來，世界各地興起將廢置的工業遺址，改造成文創園區進行活化

再利用，使其浴火重生，進而活絡文創產業及觀光產業經濟。 

而臺灣政府為了提升國際競爭力，於 2002 年行政院公布之「挑戰 2008：國

家發展重點計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開始，致力並期盼能開拓創意領域、結

合人文與經濟發展，成為具國際水準的文創產業，增加臺灣軟實力。其中行政院

於 2009 年推動六大新興產業政策《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發展方案》之「產業聚落

效應」就是積極推動國內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此為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設

立的緣由。1 

因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以下簡稱臺中文創園區)是全台五大創意園區中

唯一公辦公營之文化創意園區，園區內的日治時期歷史建築及製酒機具設備，更

是目前全臺灣各酒廠工業遺址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儘管過去研究關於臺中文創

園區的相關議題甚多，但臺中文創園區自 2002 年文建會（今文化部）接收後即

定位為文創園區，2005 年營運迄今已十二年，本研究以日據時期工業建築舊酒

廠的活化策略出發，去探討迄今臺中文創園區從臺灣酒類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為

「臺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再更名為「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產業轉

型後再利用，在經營發展策略上所面臨的問題，並探討是否符合當初所制訂的目

                                                       
1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臺北市：行政院經建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6%87%E5%8C%96%E9%83%A8


2 

標，期盼本研究適可補足過去理論之不足並作相關資訊之更新。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園區型文化設施須關注的不只是消費性功能，而亦須引入更多生產性的活

動，發揮輔助文創或文化產業發展的平台功能。在此策略定位下，對於園區型文

化設施的資源投入及配置之評估與考量，即必須從協助強化園區型文化設施之創

意形成、生產性與消費性等三重功能的角度出發，考量在地文創或文化產業的發

展潛力，打造具在地特色、創新性的文化產業園區。2期能從各面向瞭解並探討臺

中文創園區從開創迄今，在經營策略活化成效上是否符合當初制訂之目標，及探

討臺中文創園區為周遭社區與臺中市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及改變又為何？ 

本研究探究的目的如下： 

一、 探討臺中文創園區發展脈絡及經營策略上，和當初的定位有無落差？ 

二、 探討臺中文創園區是否發揮文創產業群聚之功能？ 

三、 探討臺中文創園區位在地相關文創產業發展是否帶動正面的效益、人才

培育面及文創上游之角色？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2盧俊偉、賴逸芳（2015）‧文化部所屬文化設施整理發展方案研究報告(文化部研究計畫成果報

告編號：103-10061)‧臺北：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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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以臺中文創園區發展策略是否符合當初的定位為主要研究範

圍，並特別著重在公部門之管理及是否成功扮演文創上游之角色面。並與台北華

山 1914 文化創意園區(以下簡稱華山 1914 文創園區)，一起相互比較各別之差異

性。本研究引用之網路資料，目的用以更新研究範圍內最新情況；然而網路資料

雖即時性，卻存在易變動性，故在本研究定案前，仍會逐一再確認引用是否變動，

並做最後之更新資訊。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首先探討研究主體臺中文創園區從開園迄今之相關背景及所有歷史

文獻資料，包含期刊、論文及公部門之計畫報告；再研究整個活化歷程及各個經

營管理面，進而與國內相關工業遺址活化之案例：華山 1914 文創園區作相互比

較；後續設計出針對公部門及關係廠商和周遭居民訪談問卷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

談，再運用 Mommaas 文創園區經營五個重要評估要領，進行整體歸納與分析；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與分析，提出相關之建議與意見回饋。 

研究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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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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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一、活化 

所謂「活化」，是指把陳舊、不再使用、被人遺忘、似乎已經失去實用

價值古舊的東西或事物賦予新的意義，使其價值重新得到認同和肯定，這便

是「活化」。「活化」就是將文化古蹟「再利用」，是現時世界主流的保育方

式。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訂立的《威尼斯憲章》，指保育不單是保留一件藝

術實物，而是為彰顯人類文明發展的證據。首要工序是就歷史、藝術、社會

和科學的角度進行完整的「文化價值評估」，再按結果擬訂活化方案。《中國

文物古蹟保護準則》亦指出，歷史真實性是古蹟的審美價值標準，不可為追

求完整、華麗而改變原貌，必要時更可恢復原本狀態。根據《維也納世界文

化遺產及當代建築備忘錄》，在具歷史價值的市區建築項目中，興建當代建

築的最大挑戰是如何盡量發揮其可用潛質，又符合當地經濟社會轉變，並尊

重周遭環境風貌。在建築上，傅朝卿認為「活用(化)」是一種行動，化建築

物之被動為主動。3 

二、再利用 

建築評論家赫塔波(Ada Louise Huxtable)強調：「我們必須學習珍惜歷史

並保存具有價值的老建築…，…我們必須學習保存它們，不要當成引人憐憫

的博物館展示品，而是賦予它們新用途」。(Woodcock, 1988) 

談宜芳提到：「再利用(reuse)是老建築為因應新的使用目的而進行的改

造過程，通常將建築的主要結構盡量保留，只針對內部裝修和設施、設備進

                                                       
3傅朝卿（2010）‧跨領域設計與永續發展—建築再利用的跨領域思維‧桃園：中原大學設計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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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善，並導入新的建築意涵，轉化成地方的新活力」。4 

而傅朝卿則認為：古蹟或歷史建築再利用即藉由保存策略，人類之過去

可以被以「活」的面貌出現在今日，甚至與今世共同成為將來之見證。而「再

利用乃是在建築領域之中藉由創造一種新的使用機能，或者藉由重新組構

(reconfiguration)一棟建築，以便其原有機能得以滿足新需求之新形式重新延

續一棟建築或構造物之舉」。5 

建築學家胡寶林則認為古蹟保存到再利用的三個階段為：由十九世紀

中期的「廢墟式保存」(反對保存)、現代式「凍結保存」(修護後僅供參觀)到

今日的「動態式保存」(古蹟再利用)。6 

三、公私協力 

又稱「公私合夥關係」、「公私營機構伙伴合作」、「公私聯營」或「公私

部門協力關係」。公私協力行為是一種行政任務實現時，公部門與私部門（或

高權主體與私經濟主體間）的合作關係。它是公部門與私經濟力量在原本需

由國家公部門提供的給付中，於計畫、營造、財務取得、營運與管理等不同

階段上的合作。公部門在合作關係中本質上是一種勞務給付的需求者，而私

人通常是一種透過契約方式合意提供給付者。透過這種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合

意，可以適當地將部分風險與責任轉嫁到私人一方。7 

四、文化創意產業 

                                                       
4談宜芳（2009）‧古蹟與歷史建築再利用類型及其管理維護問題探討‧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

築研究所簡訊‧64‧24-27。 

5傅朝卿（1993）‧老建築的第二春﹣談臺灣日據時期歷史性建築再利用之契機與問題‧中華民

國建築師雜誌‧19（11），93-99。 

6胡寶林（2003）‧古蹟、歷史建築及閒置空間再利用脈絡—借屍還魂還是廢物再利用?利用軀殼

或是脈絡延續‧建築 Dialogue 雜誌‧69‧50-57。 

7程明修（2005）‧行政行為形式選擇自由－以公私協力行為為例‧月旦法學雜誌‧120‧3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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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來自「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而「文化產業」，英文

為 cultural industries，複數，是從 cultural industry(單數)演進而來。 

「文化工業」一詞起源於 1948 年，兩位逃到美國避難的德裔猶太學者，

受到美式生活的刺激，對美國電影工業與社會互動的現象非常震撼，於是撰

文批判這種意識型態。此一名詞被法蘭克福學派8沿用，一直到 1980 年代，

才有轉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對文化創意產業之定義：文化產業

(Cultural Industries)一詞，係指結合創作、生產與商業之內容，同時這些內容

在本質上具有無形資產與文化概念之特性，並獲得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其形

式可以是貨品或是服務。從內容來看，文化產業也可以視為創意產業；或在

經濟領域中，稱之為未來性產業(Future Oriented Industries)；或在科技領域

中，稱之為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ies)。 

而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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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範籌核定為十六項子

產業，包括: (1)視覺藝術產業、(2)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3)文化資產應用及

展演設施產業。(4)工藝產業。(5)電影產業。(6)廣播電視產業。(7)出版產業。

(8)廣告產業。(9)產品設計產業。(10)視覺傳達設計產業。(11)設計品牌時尚

產業。 (12) 建築設計產業。(13)數位內容產業。(14)創意生活產業。(15)流

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16)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為實落此十六項或以上行業的跨業整合與交流之目標，政府設置創意

                                                       
8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是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中心”為中心的一群社

會科學學者、哲學家、文化批評家所組成的學術社群。被認為是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一

支。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諾、馬爾庫塞、霍克海默、弗洛姆以及第二代的柏格

（Peter Burger ）、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等人。(資料取自

http://wiki.mbalib.com/zh-tw/ODM)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3%95%E5%85%B0%E5%85%8B%E7%A6%8F%E5%A4%A7%E5%AD%A6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6%96%B0%E9%A9%AC%E5%85%8B%E6%80%9D%E4%B8%BB%E4%B9%89%E5%AD%A6%E6%B4%B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8%BF%E5%A4%9A%E8%AF%BA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9%A9%AC%E5%B0%94%E5%BA%93%E5%A1%9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9%9C%8D%E5%85%8B%E6%B5%B7%E9%BB%98&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6%9F%8F%E6%A0%BC&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6%9F%8F%E6%A0%BC&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0%A4%E5%B0%94%E6%A0%B9%C2%B7%E5%93%88%E8%B4%9D%E9%A9%AC%E6%96%AF
http://wiki.mbalib.com/zh-tw/Jurgen_Haber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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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園區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旗艦發展計劃，以期帶動地方上的文化創意產

業跨領域之發展，促進藝術與藝術、藝術與設計、藝術與商業等之間的合作，

具領頭羊的效果。 

創意是創新、改變、增強或發明。國際社會均強調創意是國家發展的動

力，因為創意教育可能是社會發展中的元素，也是作為各行各業的重點學程。

因此才有「創意產業」的研究與發展中心，而不在「文化」名詞上贅詞，因

為文化是人民生活的整體，只要在創意發揮有益於人類生活者，都是文化創

意產業的範疇。9 

  

                                                       
9黃光男（2016）‧氣韻生動文化創意產業 20 講‧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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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針對臺灣工業遺址的保存與再利用方式進行探討，主要是採用

質性研究方式及理念建構產業文化之模式。在進行調查方法研究之前，必須先瞭

解國際上工業遺產的起源及其相關定義，並探討其價值核心；另外為了保存工業

遺產，綜整過去專家學者所提出有關保存與再利用之方法研究。探討工業遺產發

展之脈絡後，反觀國內於工業遺產保護的重要進程，包含國際活動的參與、法律

規章的制定、保存及管理的模式等。最後則探討文創產業園區經營管理要素。 

 

第一節 工業遺產起源與定義 

 

以下分別就工業遺產起源與定義進行說明，探討各專家學者對本議題之解

讀與研究方向。 

一、工業遺產起源 

工業遺產（Industrial heritage）是由「工業的（或譯產業的）」

（industrial）和「遺產」（heritage）複和而成的一個概念，其文字意涵略

述如下： 

工業（industry）：大英百科全書對其解釋為「製造或供應貨物、勞務

或收入來源的生產性企業或組織，並劃分為第一、第二及第三產業」。 

第一產業：包括創始工業的—農業、林業、漁業、畜牧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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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掘工業的採礦、採石、礦物性燃料的採掘等。 

第二產業：又稱製造業，劃分為重工業與輕工業。 

第三產業：又稱為服務業。 

簡言之，凡是製造或提供貨物、勞務或收入來源的生產性企業或

組織，包含第一、第二及第三產業的事業皆屬於工業的範疇。 

遺產（heritage）：韋伯新世界字典（New 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

對其定義為祖先或過去所承傳下來，是一種特質，文化，傳統等。新簡明

牛津字典（New 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則定義如下： 

1. 被繼承或可能被繼承； 

2. 由土地等組成的資產，經由遺囑執行人所法定過程來移交； 

3. 繼承的事實，世襲的接替； 

4. 構成適當資產的禮物； 

5. 繼承下來的環境或利益。 

因此在此所謂的「遺產」，除了是一種特質，文化，傳統外，也

暗示著給子孫後代的禮物以及留給大眾的利益。 

綜合上述，可初步瞭解工業遺產是指過去作為製造或供應貨物、勞務或

收入來源的生產性企業或組織，因某種原因而停止運作或遺留下的物質。而

以上所稱工業遺產其來源為何，將從人類發展歷史進行說明。 

現代人類文明最重要的經驗是工業文明的發展，自 18 世紀以來所展開

的工業化，距今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卻帶來了強大能量，使人類生活及歷

史發展上產生強烈的鉅變。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於 1760 年代，一直持續

到 1830 年代至 1840 年代。在這段時間裡，人類生產逐漸轉向新的製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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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出現了以機器取代人力、獸力的趨勢，以大規模的工廠生產取代個體工

場手工生產的一場生產與科技革命，不僅促成了許多工廠的興建，進而帶動

了海洋貿易的發生。第二次則是發生在 1870 年至 1914 年間，是以能源為主

的工業革命。這次的工業革命促進了大企業的發展，貿易條款、貿易協定便

是在此因素下產生的，影響最大的就是 WTO 的貿易規則。依照當時的時空

背景下，所建造出的建築物，必然會有當時代的精神與生活方式及當代的建

築美學。 

在這些工業化生產的過程中，留下了深刻且難以磨滅的軌跡。這些曾經

為城鎮發展動能活力重心的工業空間與建築，在產業結構轉變、產業外移、

都市空間擴張下，造成產業空間的閒置、荒廢、面臨開發壓力或存有污染的

問題而有待處理，而這些遺留下來的產物，即為工業遺產。 

工業遺產是人類的工業文化，更是文化資產的一部份，因其包含了過去

歷代祖先遺留下來的智慧與生存痕跡，如今被保持原狀並爲後代文化遺產而

存留。這些遺物在内容方面，狹義的工業遺產主要包括工作坊、車間、倉庫、

碼頭、管理辦公用房等不可移動文物；工具、器具、機械、設備等可移動文

物；契約合同、商號商標、產品樣品、招牌字號等記錄檔案。廣義的工業遺

產還包括工藝流程、生產技能和與其相關的文化表現形式，以及存在於人們

記憶、口傳和習慣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工業遺產定義 

由上述可知，人類在發展經濟的過程當中，遺留下許多有形的建築設備

與無形的記憶，是人類發展的重要經驗，因此引起許多專家學者進行研究，

並對於工業遺產給予諸多定義，以下將分別整理國內外學者所提出之定義，

並嘗試釐出相同點。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6%96%87%e5%8c%96%e9%81%ba%e7%94%a2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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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朝卿10（2004）認為工業遺產包括仍然持續運作或已經閒置之工業設

施與工業人造物的遺產，以廣義的角度探討：從歐洲工業革命後，有別於人

力生產的手工業遺產，凡是機械動力作為生產的事業設施及其產品之遺址，

皆可視工業遺產一部份。因此，在產業生產過程所會運用到的各類型的輔助

設施，如鐵道、運河等交通設施皆可納入工業遺產的範疇。 

施國隆11（2009）則以範圍來進行劃分，認為狹義的工業遺產主要指生

產加工區、倉儲區和礦山等處的工業物質遺存，包括鋼鐵工業、煤炭工業、

紡織工業、電子工業等眾多工業門類所涉及的各類工業建築物和附屬設施；

廣義的工業遺產包括與工業發展相聯繫的交通業、商業以及有關社會事業的

相關遺存；包括新技術、新材料所帶來的社會和工程領域的相關成就，如運

河、鐵路、橋梁以及其他交通運輸設施和能源生產、傳輸、使用場所。 

我國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定義的工業遺產，其具體範圍係指「伴隨

工業發展而出現之相關農、林、漁、軍、工業、食品、商業設施及相關附屬

設備及文物。工業遺產的內容：包括具有自然、歷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

值，而可供鑑賞、研究、教育、發展、宣揚之產業文獻、產業文物、產業建

築、產業聚落、產業遺址、產業器具、產業文化景觀、產業自然景觀等」。

其範圍及樣態非常廣，由第一級產業到第三級產業連帶其相關與附屬文物幾

乎無所不包。也因此，如林崇熙12（2005）所指出，工業遺產具有多元文化

資產樣態高綜合性，生活文化高關聯性，量體規模大、材質分疏性大、在利

用潛力大、與社區關聯度高、與社會運作關聯度高等特色與內涵，有著多元

豐富且異於其他類別文化資產樣態，但也常常包含其他類別的文化資產樣

                                                       
10傅朝卿（2004）‧工業遺產再生論－探索世界工業文化遺產之保存與永續經營，建築師期

刊，29（4），64-69。 

11施國隆（2009）‧國際共識下的工業遺產保護‧文化資產保存學刊‧10‧5-12。 

12林崇熙（2005）‧產業文化資產的消逝、形成與尷尬．科技博物‧9（1）‧6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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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我國文化部指出，工業遺產定義可簡化為「包含仍然持續運作或已經閒

置之工業設施與工業人造物的遺物及相關的工業文化地景」13。嚴謹地說，

工業遺產應該是指工業革命以後，以機械動力為生產媒介之事業設施空間，

產物與技術，這有別於傳統手工產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為：「工業革命極大程度上改變人們

的生活方式和景觀環境，大規模的生產方式運用於原材料的獲取、礦業和農

業產品的開發，其所創造的偉大成就和宏偉的建築物，正是人類創造性天賦

的證明。工業遺產不僅包括工廠，還包括新技術帶來社會和工程成果，如企

業生活區、運河、鐵路、橋樑和其他形式的交通和動力工程」14，從 UNESCO

對於工業遺產的解釋，指的是因工業所遺留下的遺留物，除有形的硬體外，

還包含了無形的生產技術知識、以及所影響的社會生活圈皆視為工業遺產的

範籌之內。 

目前國際上普遍以 2003 年國際工業遺產保護協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TICCIH）在俄羅斯下

塔吉爾（Nizhny Tagil）起草關於工業遺產的下塔吉爾憲章（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其中對工業遺產的定義，認為「工業遺

產是由具有歷史、技術、社會、建築或科學價值的工業文化遺存所構成。工

業遺產由建築物、機械、車間、製造場、工廠、礦場、提煉加工廠、倉庫、

店舖、能源生產、運輸設施與交通設施所組成。與工業相關的社會活動場所，

如住宅、宗教場所和教育機構都包含在工業遺產的範疇內」。另在憲章中，

                                                       
13文化部（2006）‧工不可沒、廠獲新生-成果專輯‧臺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

處。 

14夏鑄九（2006）‧對臺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初期觀察：一點批判性反思‧國立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3，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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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對工業遺產概念，做進一步的闡釋：工業發展過程中，為工業活動建造

的建築物、運用的技術、方法和工具、建築物所處的城鎮背景及形成的景觀，

以及其他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現象，都是組成工業遺產的元素，具有同等的重

要性。 

 

三、小結 

綜整各專家學者針對工業遺產的定義，可知工業遺產並不局限於實體

的建築或設備，且與以往一般人所認知的文化資產或「古蹟」有所不同，它

們多數為構成一組生產方式與社會組織等脈絡關係的構造物，而不一定是單

棟精美的建築體，同時其歷史意義的彰顯對象經常為民眾情感依附或是勞動

者生活記憶，而非政治菁英階層所結構的歷史範疇。工業遺產象徵過去一段

時期的社會文化，特別是工業化影響下的社會、技術與經濟變化，不同類型

的工業遺產幫助我們拼湊出整體產業文化的圖像，以及瞭解一個地方與社群

的發展史。 

 

第二節 工業遺址保存及再利用的價值 

 

由於工業遺產是人類發展史上，重要的文獻來源且富有許多寶貴經驗，因此

眾多專家學者提倡工業遺產保存的重要性，並且提出許多保存的方法，以及賦予

其他功能以創造更多價值，以下將分別針對工業遺產保存的發展來龍去脈以及專

家學者所提出保存的方法來進行說明。 

一、工業遺址保存 

當歐美各國對於工業革命及工業發展時期的所設立的工業廠區，面臨

科技發達、都市擴張土地使用變更、以及重視環境保護意識的情況下，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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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無法適應新時代之需求，陸續面臨遷移或停工拆除的過程中，部份的人開

始探討工廠的建築、生產設備是否毫無價值可言？尤其是曾經與該工業有關

連的人們，例如居住工廠周遭以及曾在此工作過的人，開始思考工廠的廠房

空間和設施，以及生產技術，看似簡單的建築，原本賴以為生的技術，其實

是有保存的必要，因為工廠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同時也代表著一個時代的

歷史發展，若隨著工廠的荒廢，將其從土地上曾存在的痕跡連根拔起，是否

在歷史軌跡上產生了缺口，在深切的反思與檢討後，便積極倡議保存閒置的

工業遺產。 

19 世紀中期，工業遺產保護問題在英國開始引起重視，並出現了有關

工業遺產的展覽。有關工業遺產的研究直到 20 世紀 50 年代才正式出現，60

年代後取得較快發展。Yale15（1991）中對英國「工業考古」研究進行了回

顧，對工業遺產旅遊資源進行了分類介紹，並以鐵橋峽谷工業地為案例介紹

了其旅遊發展歷程，系統介紹工業遺產保護及旅遊開發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

果。國外工業遺產研究歷程中，歐洲理事會及 1978 年組成的國際工業遺產

保護委員會（TICCIH）具重要的作用。歐洲理事會主要關注歐洲，國際工業

遺產保護委員會（TICCIH）是一個世界性的工業遺產組織。在這兩個機構的

領導和組織下，工業遺產保護研究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國際工業遺產保護委

員會（TICCIH）的 Eusebi Casanelles 在 2006 年提出工業遺產的重要性主要

基礎於兩個主要價值。第一是作為人類社會變革時期的工作領域和日常生活

的見證；另一價值則是作為一個文獻檔案，它幫助我們理解人們在這個階段

是怎樣生活和工作的。它承載的資訊決定了其作為證據的價值，因而我們可

得到的資訊建立了其作為一種文獻檔案的價值。 

                                                       
15Yale, P. (1991). From Tourist Attractions to Heritage Tourism, Huntingdon, England: ELM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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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遺址價值分析 

專家學者在提倡工業遺產的保存時，輔以宣導工業遺產的價值，盼能增

進政府的重視。經本研究統整後，所提出之價值大致可分為文化、經濟、環

境、教育四個面向，以下分別說明其價值意涵。 

(一) 文化價值 

藉著文化資產類型的多樣性與歷史解釋的多元化，工業遺產漸漸被視

為文化資源，許多國外案例以博物館、藝術展演、檔案資料館等文化教育性

質的用途再利用。事實上許多產業即使生產組織已改變，但是依然存在人們

的生活中，產業建築或設施在創設當時的理由或許是機能上的需求，然而歷

經歲月的累積已成為過去產業的意像（image），如果能妥善運用，可以視為

產業文化的延續與開創。Summerby-Murray16（2002）在解析加拿大亞特蘭提

克（Atlantic）的去工業化地景（Deindustrialized Landscapes）時指出，舊產

業遺址的再發展，位於 New Brunswick 的 Sackville 工業遺產現今已成為加

拿大地景的重要組成元素。Sackville 創造了它的地方認同感，因此由一種產

業歷史的特殊角度來觀察的共同記憶（ commemoration）、共同形塑

（commodification）與消費（consumption）意義，成為本研究的重要意涵。 

(二) 經濟價值 

工廠設施建造的目的即在於製造以獲取利潤，當機能消退，舊的機器廠

房價值也跟著消退，林崇熙17（2004）提出產業文化資產的「新資產化」概

                                                       
16R. SUMMERBY‐MURRAY. (2002). Interpreting Deindustrialized Landscapes of Atlantic Canada: 

memory and industrial heritage in Sackville, New Brunswick. Canadian Geographer, 46(1), 48-62. 

17林崇熙（2004）‧新資產化與多元審議─產業文化資產調查的概念與方法，產業文化資產清

查操作參考手冊‧臺北：文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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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作為一種重新思考產業文化資產價值與再利用的概念。其所闡述的「新

資產化」的五個面向包括「智慧再生產」、「經濟再生產」、「事業再生產」、

「名聲再生產」以及「能力再生產」強調的是資產的再生產性的意涵與社會

實踐，同時可轉化被企業視為老舊負擔的產業文化資產，成為促進產業再發

展的新資產。 

在資產概念特別是在經濟向度上讓舊東西產生新機能，例如經營服務

業等新事業為其帶來財務收益。亦可藉由保存修復計劃恢復工業遺產獨特的

魅力吸引觀光人潮，觀光策略所帶來的經濟潛力亦不容小覷。例如在歐洲，

工業遺產已帶動形成一股文化旅遊風氣，如德國魯爾 Emscher 工業區，英國

曼徹斯特 Castlefield 小區，以及法國 LeCreusot 等見證此一趨勢與事實之進

展。工業遺產以及文化旅遊使用舊建物及工業設施，體現環保及永續發展之

意圖。在某些地區，整個地方地景，藉由工業遺產的串連與詮釋，意義的探

索與地方感的帶入，經歷了全然不同感受的改觀。如美國將此種型態的文化

地景標誌成「國家遺產廊道」，已受到高度的注目，進而在觀光旅遊上獲得

高度發展。 

工業遺產的探索及保存也有著經濟向度的意涵及就業上的正面影響。

觀光旅遊是目前世界上最快速增長的產業之一，研究顯示其參與人數甚至比

最受歡迎的大型活動還多。如德國的國家足球聯賽被認為是休閒事業最受青

睞、參與人最多的活動，其每年觀眾人數約為 460 萬，但德國僅科技博物館

一處的參觀人數，每年就達 1340 萬人。（翁文村18,2006） 

(三) 環境價值 

人類創造物質文明的過程，亦是人類形塑環境與地貌的歷史，產業景觀

                                                       
18翁文村（2006）‧產業遺產之脈絡性意義與詮釋：以金門太武電廠為例‧國立成功大學都市

計畫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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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動態的方式隨時間變化，反映出人類創造景觀模式的價值運作，工業遺產

見證了這段環境景觀的變遷，但也可能同時突顯出環境遭不當使用的污染與

破壞問題。因此從永續發展觀點來看，運用策略除了人文資源的考量，更應

該結合生態環境意識，整合工業遺產本身所連結的網絡，從原料來源、交通

系統、自然條件等產業發展要素進行維護改善，將資源經營策略從點延伸為

全面性的思考，以發揮工業遺產塑造都市風貌、改善環境品質以及帶動區域

再發展的環境資源潛力。 

(四) 教育價值 

工業遺產的教育價值不僅僅是在於以實際證物讓人瞭解製造是如何完

成，國際上都同意，工業遺產深具探知歷史上不為人知的勞工歷史，包括婦

女、童工、奴隸等弱勢族群的過往，提供現代社會鑒往知來、自我反省的資

源。 

 

三、工業遺址再利用 

工業遺產除了妥善保存，避免寶貴資源的流失外，如何利用以及與人們

互動產生價值是至關重要的，以不失其保存之意義。下塔吉爾憲章在「維護

與保護」第四點提出：「賦予工業遺址新的用途以保證其生存下去是一種可

行的途徑，新的用途必須尊重原有材料，維護原始的人流活動，並且盡可能

與初始或主要用途兼容，推薦留出某個區域展示曾經的用途」；第五點提及：

「對於工業建築的再利用可以避免能源浪費有利於可持續發展。工業遺產能

夠在衰退地區的經濟振興中發揮重要作用，持續的利用可以給面臨突然改變

的社區居民提供長期持續的就業機會和心理上的穩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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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宏祥19（2010）認為，憲章中提到對於工業遺產的保護與一般文化資

產的保護不同，其重要的要素就是適當進行再利用，在保存工業文化特徵的

前提下，注入再生的新空間元素、開發新的空間使用功能。工業遺產的保存

工作不僅是讓工業遺產廠區空間、建築物體留存，更重要是復甦工業遺產的

生命力，使之能夠融入當代都市生活，透過再利用的方式，重新建構其與都

市空間、使用型態的新舊關係。 

單霽翔20（2006）認為城市的發展是循序漸進、有機更新的過程，城市

是千百萬人生活和工作的有機的載體（living organism），構成城市本身組織

的城市細胞總是經常不斷地代謝的，因此應按照城市內在的發展規律，順應

城市之紋理，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探索城市的更新與發展。夏鑄九

21(2004)指出工業遺產保護性再利用不應作為商業性房地產開發專案，重點

應用於文化設施建設。 

保護規劃將有助於界定場所的文化意義，並將它與未來的有關問題相

聯繫。政策也能為某一場所的恰當用途提供建議，這些用途必須考慮諸如法

規控制和經濟可行性等其他因素。編制工業遺產保護規劃應注意與保護年代

更為久遠的文化遺產所採用的理論和方法之間的區別。特別是工業遺產在材

料和結構方面的特點，為保護規劃的編制工作帶來新的挑戰。對經認定具有

重要意義的工業遺產應及時明確界定保護範圍和控制地帶，並應針對機械設

備、地下設施、地面構築物、綜合性建築群以及整體工業景觀制定相關保護

規定，針對其未來適應性改動制定修復與合理利用導則。 

                                                       
19楊宏祥（2010）。臺灣工業遺產保存、修復及再利用探討－以台中創意文化園區為例。文化

資產保存學刊，14，71-88。 

20單霽翔（2007）。關注新型文化遺產：工業遺產的保護。北京規劃建設，2007(2)，11-14。 

21夏鑄九（2004）。對臺灣當前工業遺產的一點批判性反思，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與優秀歷

史建築保護國際研討會，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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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霽翔（2006）22工業遺產保護具有的公益事業性質，保護目標往往需

要通過資金援助和稅收激勵來實現。要將工業遺產保護納入各級政府的財政

預算，確保基本保護資金的落實。除國家撥款支援外，還可以通過相關政策

和獎勵等手段對保護措施予以鼓勵，以及制定有利於社會捐贈和贊助的政策

措施，通過各種渠道，籌集資金，促進工業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 

夏鑄九（2006）23認為，工業遺產不是城市發展的歷史包袱，而是寶貴

財富。只有把它當作文化資源，人們才能珍惜它、善待它。更重要的是通過

持續性和適應性的合理利用來證明它的價值，進而使人們自覺地投入保護行

列，並引導社會力量、社會資金進入工業遺產保護領域。 

俞孔堅24（2007）保護性再利用是賦予工業遺產新的生存環境的一種可

行途徑。對於未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的一般性工業遺產，在嚴格保護好外觀及

主要特徵的前提下，審慎適度地對其用途進行適應性改變通常是比較經濟可

行的保護手段，可以為社會所接受和理解。在制定保護性再利用方案時，對

於工業遺產中的每一區域和每棟建築都應經過仔細甄別和單獨評估，並在考

慮它與整個遺址聯繫的基礎上，確定其最恰當的用途。 

 

 

第三節 臺灣參與工業遺址活動的里程碑 

 

                                                       
22單霽翔（2007）。關注新型文化遺產：工業遺產的保護。北京規劃建設，2007(2)，11-14。 

23夏鑄九（2006）‧對臺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初期觀察：一點批判性反思‧國立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3，91-106。 

24俞孔堅（2007）‧俞孔堅談工業遺產‧城市環境設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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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十年來，文化創意產業無不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而建築史更是人類文

明發展史中很重要的一環，古建築蘊含豐富的文化意義，它的空間布局反映社會

組織與人際關係互動，它的技術反映科學與環境適應能力應變，它的形式反映審

美價值判斷分析。而建築史最直接的史料便是建物，因為時代變遷發展的關係，

使得臺灣古建築消失的十分速度，除了天災的因素外，其實主要原因都是人為破

壞。 

1970 年代末期臺灣各界無論是原本就喜愛古建築的人士、藝文界、海外歸

國的僑胞們，這些對於古蹟保存有相同理念看法的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共同參與

古蹟保存運動，他們在各報刊雜誌上發表意見，呼籲保存古蹟的行動刻不容緩，

故稱此年代為臺灣古蹟保存意識抬頭的起源。而林安泰古厝事件更是臺灣近代古

蹟保存歷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了。 

臺灣工業遺址保存歷程，是由 1980 年代的古蹟保存意識開始，進而閒置空

間如何發揮其價值並利用之，開始激發起大家的省思與討論研究，保護文化資產

的意識漸漸抬頭與成熟。 

一、臺灣工業遺產保存之起因 

臺灣在 1980 年代也同樣面臨都市發展與工業污染的問題，原本在市中

心的工業廠房，遷移至都市邊陲地區，到 1990 年代部份傳統產業衰退，促

使產業必須面臨轉型或處份資產，因此，造成廠區閒置、荒廢。有許多發展

較早的產業，廠區設置在都市中心區域，經過都市發展，該廠區多數位在都

市計劃變更待發展的地段，例如高雄硫酸錏公司過去廠區位於現今高雄大型

購物商場夢時代附近，臺灣菸酒公司臺中酒廠則位於臺中後火車站附近。土

地價值讓企業積極規劃土地變更的作業，面臨拆除、保存、開發的問題。 

1990 年代臺灣公民意識的抬頭，重視地方文化的非政府組織、民間社

團，在各自專業領域下以不同的形式表達出對於工業遺產的關心，對於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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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衰退而急於轉型的產業如鐵道文化資產、林場、鹽田、糖廠、酒廠、製

菸廠，由民間非政府組織與學者自發性的發起保存運動，並與政府、企業，

開始展開工業遺產保存議題的辯論。25由民間所發起工業遺產保存運動強

調，工業遺產的確具有重要的保存價值，同時也提出其文化資產價值不僅只

有建築物之建造年代以及建築的特色，還有生產流程的設施與技術也是文化

資產價值，另外，還有一項重要概念即是工業遺產與當地居民生活息息相關。

因此，工業遺產保存除保持廠區空間與建築外，工業遺產所遺留的廠區建物、

文物、生產設備等，也應該是重點保存的元素。通常生產器具的年限會比建

築壽命短，生產設備在工業遺產中常被當成展示品，工業遺產保存再利用的

積極做法，應該具備對工業發展與廠房空間使用的深度了解，因為工業遺產

的廠房空間因機能不同會有不同的空間特色，便可創造文化價值。26由於文

化工作者與學者憂心於見證臺灣近代產業發展的文化資產快速凋零，積極向

政府提出建言，進而引起政府開始重視工業遺產保存與再利用的議題。 

由民間所發起的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產生了廣泛的迴響，因此在 1998

年政府應民間的要求下，在行政院成立「文化資產委員會」，並對當時正進

行國營事業私營化的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與臺灣電力公司等國有資產中具有

文化資產價值潛力的廠房與宿舍進行清查。2002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以下簡稱文建會）因「文化資產委員會」被撤銷，而另組「國營事業文化

資產清查小組」以文建會中部辦公室負責其執行工作，除邀請相關專家學者

參與外，並要求政府相關部會，如經濟部、國有財產局、國家檔案局都必須

                                                       
25夏鑄九（2006）‧對臺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初期觀察：一點批判性反思‧國立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3，91-106。 

26黃龍興（2010）‧工業遺產保存再利用探討－以花蓮創意文化園區為例‧文化資產保存學

刊，12，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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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參加。272003 年因產業文化資產調查工作不能僅限於國營事業，因此，

文建會成立「產業文化資產調查小組」，當時對於工業遺產概念較偏向廣義

的產業文化資產概念，故產業文化資產的調查範圍與內容，包括伴隨工業發

展而出現之相關農、林、漁、軍、工業、食品、商業設施及相關設備及文物，

首先以國營企業為主，開始進行研究調查計劃。同時，國家檔案局也編列預

算，針對國營轉民營企業優先進行檔案清查計劃，主要調查研究工作是以該

企業之設備、文物、檔案進行清查工作，建構出該企業之歷史發展脈絡，並

提出該企業之具有保存價值的文化資產提出保存建議。2004 年文建會將工

業生產停止，導致閒置的工業遺產，定名為「產業文化資產」，並偏向廣義

解釋，其工業遺產的具體範圍及內容包括具有自然、歷史、藝術、科學等文

化資價值，而可供鑑賞、研究、教育、發展、宣揚之產業文化、產業文物、

產業建築、產業聚落、產業遺址、產業器具、產業文化、產業自然景觀等等

28。 

目前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多以閒置的、歷史性的公部門、公營事業空間

為主，然而閒置的可能性也同樣存在於現代建築，因此追究閒置空間的原因，

才是避免空間閒置的辦法。閒置空間再利用，目前多朝地方博物館、紀念館

等藝文場合規劃，而且多以歷史性作為最初的訴求居多，新的產業閒置空間

反而較被忽略，而舊的產業閒置空間處理上，問題也較複雜，除了歷史定位

會影響再利用的修補形式外，也容易與以「妨礙都市發展」為訴求的力量相

衝突，反而規劃新的產業閒置空間，較不易遭遇此問題，不易引起歷史性的

爭議，亦不會有形式修改的爭議等。 

                                                       
27夏鑄九（2006）‧對臺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初期觀察：一點批判性反思‧國立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3，91-106。 

28楊宏祥（2010）‧臺灣工業遺產保存、修復及再利用探討－以台中創意文化園區為例‧文化

資產保存學刊，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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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遺產的保存工作不僅是讓工業遺產廠區空間、建築物體留存，更重

要是復甦工業遺產的生命力，使之能夠融入當代都市生活，透過再利用的方

式，重新建構其與都市空間、使用型態的新舊關係。 

 

二、近代建築的修護與再利用 

在 1970 年代所興起的古蹟保存運動中，日治時代的近代建築很少被考

慮列為保護對象，原因來自兩方面，其一認為它們的年代不夠古老，其二對

於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歷史，帶著一種偏見，尤其國民政府在中日八年戰爭

中吃盡苦頭，因而對日本人在臺灣的建築產生憎惡。1980 年代桃園神社存

廢之爭浮上檯面，激起熱烈的討論，最後塵埃落定保存下來。畢竟歷史的批

判與歷史之證物的保存是兩回事，將臺灣寺廟龍柱上的「明治」、「大正」、

「昭和」字樣磨平，並無法改變日本統治臺灣的史實。 

臺灣本土意識之崛起，對歷史趨於客觀也成為主流觀點。桃園神社之爭

議使人們更清楚地認清臺灣史的問題，自此之後，總統府（原總督府）、臺

北賓館（原總督官邸）、臺灣博物館（原兒玉與後藤紀念博物館）、監察院（原

臺北州府）、公賣局（原專賣局）、臺北中山堂（原公會堂）及行政院（原臺

北市役所）等日治時代重要衙署或公共建築也被內政部及各地縣市政府指定

公告列為古蹟。到 1990 年代甚至修訂「文化資產保存法」，將更多的近代建

築登錄為「歷史建築」，給予一定程度的保護。為了提昇國內歷史建築保存

之意識，當時文建會也舉辦了多次全國性的教育推廣活動及學術研討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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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國人對於歷史建築之意涵有所認識，並凝聚保存的共識，其中教育推廣活

動部分較重要者如：「文化資產年」（2001）、「發現歷史建築之美系列活動」

（2001）、「老建築新生命：歷史建築保存再利用紀錄片徵選」（2001）、「歷

史建築保存再利用種籽教師研習營」（2001）、「歷史建築百景徵選活動」

（2001）、「歷史建築再利用創意金點子獎徵選活動」（2002）、「歷史建築百

景數位攝影比賽」（2002）、「歷史建築巡禮夏令營活動」（2002）及「出版歷

史建築百景專輯」（2002）等各項活動。29 

 

三、閒置空間再利用蔚為風潮 

臺灣傳統木造古建築的再利用較少有選擇，但近代建築多為鋼筋混凝土

或鋼椼架結構，再利用的可能性較廣。世界各國對近代建築如廠房、車站或

官署的再利用有許多成功實例，例如法國巴黎奧塞火車站改為印象派美術

館，日本橫濱碼頭倉庫改為商店，提供建築師一個空間再創造的機會。既能

尊重歷史、保護歷史，而同時又兼顧新功能。 

至 1990 年代末已經完成再利用的近代建築如臺北西門紅樓、新竹國民

戲院、臺中鐵路二十號倉庫、臺南州廳與高雄市役所等，多作為聚場或博物

館。2000 年之後陸續規劃中的有臺北松山菸廠、樟腦廠及酒廠，淡水殼牌倉

                                                       
29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2004 年文化白皮書‧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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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及花蓮酒廠等。30 

 

四、探討工業區再發展 

在我國工業區為土地使用分區之一種，其設定目的是為促進工業發展，

經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而為配合我國產業結構之變遷與未來工業區實質內容

之改變，原本以製造業工廠主的工業區模式已不適合，而於國內工業區早期

開發者，相對的公共設施較為缺乏，加上產業轉型，開始出現老舊和閒置的

現象，工業區之再生成為重要課題，以下針對國內有關都市計畫內工業區再

發展之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做為本研究之基礎。 

楊璦禎31（1999）在「臺北市都市產業用地再發展之研究」針對都市產

業用地再發展機制加以分析，包括變更標準、途徑與法令規定，瞭解目前產

業用地再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並對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制度、功能、委員之專

業背景與審議重點，加以探討並提出產業用地的再發展策略。 

陳智斌32（2002）的研究「我國傳統工業區再發展課題與策略之研究」

中提出，目前國內許多早期開發的工業園區在達成經濟發展的任務後，也面

臨了設施老舊、廠房不堪使用等問題；且在國際經濟結構改變下，國內產業

結構也跟著改變以及近年隨著大陸經濟開發後的高度競爭，這些來自總體產

業環境改變的影響亦對國內工業區的開發生產與經營管理形成莫大的衝擊。 

                                                       
30李乾朗（2008）‧臺灣建築史‧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31楊璦禎（1999）‧臺北市產業用地再發展之研究以工業用地變更為例‧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

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32陳智斌（2002）‧我國傳統工業區再發展課題與策略之研究—以台中工業區製造業產業需求

為例‧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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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育誠33（2002）的「棕地再發展之研究—都市計畫內工業區更新之新

方向」針對棕地在都市發展上的意涵和棕地再發展成功的案例進行探討，並

檢視國內都市工業用地有無棕地議題產生的情形與原因，再依據臺灣都市發

展的情形與趨勢，建構臺灣都市工業土地再發展策略與機制，以接合和修補

因棕地產生所造成的都市機能不連續和都市空間破碎的問題。 

蔡長山34（2003）對「臺南科技工業區再發展與轉型之研究」，從工業區

發展影響因素之相關文獻歸納產業環境因素、政府因素、顧客因素、科技工

業區再發展與轉型規劃、組織績效等變項之實證分析結果研提臺南科技工業

區再發展與轉型之建議。 

簡莉莎35（2003）的「以公私合作模式推動工業區再生可行方式之研究」，

內容針對公私部門組織之結構、參與發展的第三部門、相關之政府政策與其

他配套之獎勵措施做探討並將其應用於推動我國工業區之再生。 

 

五、臺灣工業遺產保存與國際接軌 

2012 年 11 月，地點在臺灣臺北，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簡稱

TICCIH）舉行大會，發表了「亞洲工業遺產臺北宣言 Taipei Declaration」，

主要是 TICCIH 對於亞洲各國工業遺產保存威脅日益升高的緣故，這也是 

TICCIH 大會第一次在亞洲城市舉行，更是臺灣第一次以我們的城市名當作

                                                       
33許育誠（2002）‧棕地再發展之研究都市計畫內工業區更新之新方向‧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

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34蔡長山（2003）‧台南科技工業區再發展與轉型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 

35簡莉莎（2003）‧以公私合作模式推動工業區再生可行方式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http://ticcih.org/about/charter/taipei-declaration-for-asian-industrial-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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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非會員國的國際宣言，此代表的重要性不可言喻。 

四天的議程裡，參與發表及討論的學者包括臺灣、中國、馬來西亞、韓

國、印度、日本等國，會中一致通過以亞洲工業遺產為主軸的宣言，稱為「亞

洲工業遺產臺北宣言 Taipei Declaration」，用以推動該地區工業遺產的保存

維護，認定是十分適切而且有其必要性。裡頭強調將亞洲工業遺產的概念納

入 TICCIH 關注的範圍，包括這些國家傳統工業，以及在殖民時期由外國引

進的工業技術等。 

2012 年在臺北舉行此為亞洲的第一場會議，對臺灣而言具有兩個十分重大

的代表意義。 

一、該委員會從 1999 年成立迄今，大部份會員都是以歐美國家的建築、考

古學者為主，雖然是一個世界組織，但由於核心成員背景的關係，關注

的工業遺產範圍自然集中在歐美區域，對工業遺產的定義，自然也以歐

美的文化標準為依據。這一次在臺北召開，參與發表及討論的學者包括

臺灣、中國、日本、韓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六國。研討會結束後，所

發表之「臺北宣言 Taipei Declaration」，裡頭強調將亞洲工業遺產的概

念納入 TICCIH 關注的範圍，包括這些國家傳統工業，以及在殖民時期

由外國引進的工業技術等。 

 

 

http://ticcih.org/about/charter/taipei-declaration-for-asian-industrial-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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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旗下機構，國

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對工業遺產保存的諮詢單

位，換言之，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在世界文化遺產的審

核工作中，凡有關工業遺產的研究與指定工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而臺灣並非聯合國成員，無法參與聯合國屬下任何機構的事務，一直是

臺灣外交的瓶頸，也是眾多關心臺灣文化遺產人們的遺憾。此次國際工

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年會選擇在臺北召開，無論是在學術或是

在政治外交上，對臺灣都是一個重要的突破。36 

馬來西亞記者張集強（2012）在參與會議後回國報導寫出：「臺灣

這些年來在文化遺產保存及教育上所做的事，有目共睹。從 90 年代開

始，臺灣便開始積極投入文化遺產保存工作，政治解嚴後激起廣泛的本

土文化認同感，臺灣研究成為一股潮流。 

1999 年 9 月 21 日的集集大地震在一夜間傾倒了無數擁有歷史價值的老

房子，政府及民間在資源及制度方面進一步加強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然而，

跟其他國家一樣，文化保存似乎無法追趕都市發展的腳步，一些在市區中心

的工業遺址開始被拆除改建。2001 年，擁有百年歷史的臺北市建國啤酒廠

宣佈關閉，並有計劃要拆除改建，後來在學者及公會努力保存下來，成為工

業遺產保存的先例。 

                                                       
36張集強（2012）‧工業遺址-臺北宣言‧星洲日報‧取自http://news.sinchew.com.my/node/268062?t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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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幾年內，臺灣在古蹟保存觀念上的改變速度之快，有賴於政府、

民間團體、大量學術單位的投入。雖然到目前為止，這些保存工作不能算非

常順利，尤其是在發展與保存的意識型態鬥爭中，兩者碰撞的激烈程度常讓

人感覺膽戰心驚，但看到一個願意將國家機關──文化部文資局設置在臺中

舊酒廠裡，自然會讓人覺得這個政府還是有一些文化的深度。 

目前，臺灣各地區的舊工業遺址被指定古蹟保存，甚至拿來再利用，如

歷史博物館、藝術園區，甚至委託私人經營等，在亞洲範圍裡，除了日本，

算是做得比較積極的了。也因為如此，臺灣這一次積極邀請 TICCIH 來臺北

舉辦年會，臺灣的文化保存成果展現在國際上，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而此一報導可看出，國外對於臺灣近幾年工業遺址保存及再利用推廣，均

給予正面又肯定的聲音。 

第 15 屆 TICCIH 會員大會會後，隨著《臺北亞洲工業遺產宣言》的正式

發布，在國際與亞洲地區會員的支持之下，2014 年 9 月接續在臺灣臺北市辦

理「亞洲工業遺產區域網絡國際論壇暨青年工作坊」，會中並由 TICCIH 國際

與亞洲與會會員共同簽署《亞洲工業遺產區域網絡合作備忘錄》。2015 年 9

月在法國里爾第 16 屆 TICCIH 會員大會上，經亞洲區 TICCIH 理事們的協

商、研議後，針對亞洲工業遺產在世界遺產範疇中的獨特性，以及自各區域

工業化進程的不同與文化多元性，積極尋求連結與合作。目前區域網絡運作

以日本、中國與臺灣的 TICCIH 會員們為核心，持續地透過著作論述，營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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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工業遺產彼此對話與協作的平台，並將過去亞洲區域各自努力的成果串

聯，例如：中國國家文物局於 2006 年針對保護工業遺產提出《無錫建議》，

並展開工業遺產普查；日本亦於 2007 年由經濟產業省設立「産業遺産活用

委員会」針對近代化工業遺產進行保存與再利用的列冊追蹤；臺灣則有自

2004 年施行至今的各類產業「文化性資產清查作業」調查研究，隨著亞洲工

業遺產保存意識與日俱進，未來韓國、越南、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

加坡、印度等亞洲國家代表也將陸續加入亞洲工業遺產區域網絡。 

 

六、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的推動 

近年來，藉由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建設，引進企業經營理念，以改善公共

服務品質，已成為國際趨勢；而國內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擴大公共建設投

資以提振景氣，行政院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列為重要施政方向，新興公共建

設計畫皆應先行評估民間參與可行性，凡具民間參與空間者，政府即不再編

列預算，優先以民間參與方式辦理。 

為健全國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環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參

法）於 2000 年 2 月 9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範圍包

括：以公益性為主之交通運輸、文教、社會勞工福利設施，及商業性強之重

大觀光遊憩、工商設施等 13 項 20 類公共建設，放寬土地、籌資等法令限

制，提供融資優惠、租稅減免等諸多誘因，並合理規範政府與民間機構間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6%96%87%E7%89%A9%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4%A1%E9%8C%AB%E5%BB%BA%E8%AD%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7%94%A2%E6%A5%A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8%B3%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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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契約之權利義務，明定主辦機關甄審與監督程序。促參法的立法與推動，

充分展現政府再造的創新精神，摒除傳統政府興辦公共建設可能遭致「與民

爭利」的質疑，從「為民興利」的角度，開放民間共同參與開發國家資源。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係充分結合政府公權力、民間資金、創意及經營效率，

透過 BOT（興建 - 營運 - 移轉）、 BTO（興建 - 移轉 - 營運）、 ROT（擴、

整建 - 營運 - 移轉）、 BOO（興建 - 擁有 - 營運）或 OT（營運 - 移轉）

等方式，共同規劃、興建、經營公共建設，在有效發掘民間產業商機的同時，

提升公共建設服務效能，締造政府、企業與民眾「三贏」而共利、共榮的局

面。 

(一) 立法原則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於八十九年二月

九日公布實施，秉持積極創新之精神，從興利的角度建立政府、民間之

夥伴關係，其立法特色包括： 

1. 通案立法方式：一體適用各種產業、部門及建設計劃，並保持條文的

彈性，擴大政府承辦人員行政授權。 

2. 民間最大的參與：採「促進」之意，不僅民間可參與之公共建設範圍

廣泛、參與方式多樣化，另開放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提

供民間發掘商機、發揮創意之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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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最大的審慎：為求周延，政府規劃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皆

應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以民間參與的角度，審慎評估民間投

資之可行性；並就公共建設特性，結合商業誘因，研擬先期計劃書。 

(二) 適用範圍 

1. 交通建設 

2. 共同管道 

3. 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4. 污水下水道 

5. 自來水設施 

6. 水利設施 

7. 衛生醫療設施 

8. 社會福利設施 

9. 勞工福利設施 

10. 文教設施 

11. 觀光遊憩重大設施 

12. 電業設施 

13. 公用氣體燃料設施 

14. 運動設施 

15. 公園綠地設施 

16. 重大工業設施 

17. 重大商業設施 

18. 重大科技設施 

19. 新市鎮開發 

20. 農業設施 

 

(三) 民間參與方式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於八十九年二月

九日公布實施，秉持積極創新之精神，從興利的角度建立政府、民間之

夥伴關係，其立法特色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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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

所有權予政府。（Build-Operate-Transfer，簡稱 BOT） 

2.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

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Build-Transfer-

Operate，簡稱無償 BTO） 

3.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

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

還政府。（Build-Transfer-Operate，簡稱有償 BTO） 

4. 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

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簡稱 ROT） 

5. 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

營運權歸還政府。（Operate-Transfer，簡稱 OT） 

6. 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

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Build-Own-Operate，簡稱 BOO） 

7. 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

運權歸還政府。（Operation, and Transfer，簡稱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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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臺灣五大文創園區營運管理模式列表如下： 

表 2-1 臺灣五大創意產業園區營運管理模式整理表 

園區名稱 營運管理模式 

臺中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 

園區管理者 文化部文資局 

營運管理模式 

公辦公營加 5 棟館舍委託經營管理（包括祥瀧藝文展

覽館、TADA 方舟、禾興工場、時藝多媒體及臺灣菸

酒展示服務區） 

定位 臺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 

華山 1914 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 

園區管理者 

ROT：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OT：臺灣電影文化協會 

BOT：華山文創公司 

營運管理模式 全區 OT 及 ROT 

定位 文化創意產業、跨界藝術展現與生活美學風格塑造 

嘉義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 

園區管理者 新嘉文創公司 

營運管理模式 分區方式 OT 

定位 傳統藝術創新中心 

臺南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 

園區管理者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已於 102 年完成全區整建工

程，並於 102 年 11 月委由南臺科技大學經營管理，於

104 年 6 月 12 日正式開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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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名稱 營運管理模式 

營運管理模式 全區 ROT 

定位 臺灣創意生活產業發展中心 

花蓮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 

園區管理者 新開公司 

營運管理模式 全區 ROT 

定位 文化藝術產業與觀光結合之實驗場域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創司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文創產業園區經營管理要素 

 

文創產業園區經營管理要素許多學者皆提出了不同地闡述及看法，針對文

創園區成功的管理基本要件已有諸多學者提出，而本研究主要以 Mommaas(2004)

於荷蘭五座在管理經營及文化創新方面成為地方模範的文創園區中，分別於成立

結構背景、空間使用和管理情形等不同方面做了整理，並得到五個文創園區經營

的重要評估要領，分別是：塑造身分及地位、藝術文化的企業式經營、刺激創新

創意、文化民主化及多元化，還有閒置空間的利用。而因為 Mommaas 這一理論

已有實證之案例，故選擇套用此模型於本研究。 

本研究將運用 Mommaas 文創園區經營五個重要評估要領，來作為本篇研究

臺中文創園區之研究參考基礎理論。 

 

一、塑造身分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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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s(2005)提出的「文化領導城市再生」觀念中，藉由鼓勵文化相關活

動帶出更多元、更多層次的關於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再生議題及討論，才是

文化在城市再生目標中作為主角的原因(Bianchini, 1993; Clifton, 2008; Ebert 

et al., 1994; Evans, 2002; McCarthy, 1998; Montgomery, 2004)。 

文創園區的身分塑造及地位建立是以行銷和品牌的角度來經營文創園

區，而就像一般企業的品牌及行銷，文創園區需要的是明確的定位和差異化，

將園區特質藉由藝術展演活動的舉辦而確立並向外發佈。而文創園區身份塑

造及地位，有以下三項重要評估要點： 

(一) 對外開放程度 

文藝文創園區須兼文化生產與消費，一邊讓文創工作者能發揮才能

並有充足的展示、交流機會，一方面也讓文化消費在園區中活絡園區氣

氛，帶動園區內部及周遭相關產業的發展。文創園區的建立從社會和經

濟的角度來看，它能夠在活動的舉辦過程中，漸漸成為城市重要的活動

發生場地，並慢慢吸引了地方居民及相關市場的遊客，連帶的在投資的

機會以及人才的培訓上也就有更多的優勢。 

(二) 推動地方意象 

在建立地方品牌和文創園區特色時，為避免大量複製其他成功例子

而喪失地方文化的原創性和特殊性，多位學者也呼籲了應由地方文化作

出發點，由在地特色和地方居民的需求與創意作最好的文化創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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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ters & Richards, 2002a; Richards, 2001; Roodhouse, 2001; Zukins, 

1995)。以地方特色作為園區核心精神，使地方文化氣氛於園區中呈現，

園區進而能成為地方休閒娛樂場所，文化園區的社會意義也能夠實現。

在 Montgomery(2003)所提出的園區三大架構下，「地方代表性」就在地

方特色和園區象徵價值的交換下帶出了該文創園區的代表性。 

(三) 成為觀光景點 

在觀光領域中，提供消費者特殊的、更真實的或另類的旅遊經驗也

就成為各景點爭相比較的地方，也將傳統的文化觀光導引至創意觀光

(creative tourism)的方向上(Florida, 2002; Richards, 2001)。創意觀光當中

尤其注重與消費者互動的機會和方式，讓園區價值能夠藉由互動當中獲

得流動。文創園區的文化聚集讓都市中的氣氛及能量有了景觀化

(spectacularisation)的變化，在文創園區成為地方重要地標之餘，能夠展

現出地方精神與文化創新之潛力(Porter, 2000)。 

在 Mommaas(2004)研究荷蘭五座文創園區的經營模式和在地方的

角色之後他提出，不論是博物館或是美術館類型的文化園區，在公部門

補助與其他方式的經營策略下，這些地方文化建設所營造出的生活品

質、文化與藝術的氣氛都是吸引遊客與居民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服

務業的不穩定性、經濟空間的移動和地區之間的競爭，都是地方如此看

重「軟體」聚集的原因(Evans, 2004, 2009b; Florida, 2002; Lash &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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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Landry, 2002; Lazzeretti et al., 2009)，創意階級在此關鍵上就扮演

了核心的角色，也在硬體設備失去競爭力之後新的地域性特質。園區之

特色應從文化、休閒和觀光三方面的協調而融合，讓屬於地方的品牌和

包裝從地方經驗開始，城市空間也就有了不同的發展可能。 

 

對於園區型文化設施之營運模式，除了現行採取 OT、ROT 等「經營主

體」層面的模式之外，更應重視園區型文化設施的經營定位，才不致流於純

商業導向而失去扶持文創產業的政策原意。現行園區型文化設施之經營定位

多傾向消費型，而偏重於純商業性質。園區型文化設施之營運定位，應於園

區內整合產業鏈上下游活動，朝形塑產業群聚及完整產業生態圈的方向努

力。 

據此，園區型文化設施之營運定位，從產業鏈上下游活動來思考，應提

供社會空間、產業空間、消費空間等三種功能： 

1. 在產業鏈上游的創意形成端，園區型文化設施可提供多元、開放

之社會空間的營造，例如提供平價咖啡館與酒館等，讓創意工作

者或不同背景、特質的人有機會產生互動連結，以激盪更多創意

發想，形成支持創意群聚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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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產業鏈中游的生產製造端，園區型文化設施可提供文創產業廠

商、工作室進駐的產業空間，包括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s）等，讓更多創意有予以落實、產業化的可能性。 

3. 在產業鏈下游的行銷及展售端，可藉由商業行銷手法，將園區型

文化設施予以品牌化經營，同時發揮扶植微型文創業者發展其品

牌的功能，提供進駐和未進駐園區之在地文創業者或創作者展售

其產品的空間，利用園區型文化設施品牌化的集客吸引力，將消

費能量引入，以在園區內形成從創意形成、生產製造到行銷展售

的完整產業生態圈。37 

 

二、藝術文化企業式經營 

刺激文化藝術組織以企業經營方式來經營的原因分別是市場競爭、消費

者取向以及文化政策方向的改變(Amin & Thrift, 2002; Hannigan, 2004)。首

先，市場自由和文化藝術成為能大量消費和創造的領域時，文化藝術場館像

是博物館、美術館、藝廊和經紀公司等大量成立，教學、市場買賣或創作得

藝術機構也就相繼而生。如此一來，不只是在本來的藝術領域，藝術場館在

媒體、娛樂和觀光此三個後現代社會舉足輕重的產業中，也就是所謂的體驗

經濟當中，有些在這激烈的競爭中慢慢失去優勢(Clifton, 2008)。在新的相關

                                                       
37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2015)‧文化部所屬文化設施整體發展方案研究報告‧委託機關：文

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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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和科技一一出現之後，文化及藝術產業的競爭者也就不限於藝術或文化

領域，而是與全球的創作者和觀眾在同樣的平面上共同目睹並彼此競爭。 

其次，現代消費者的教育程度、消費習慣和喜好，皆改變了藝文場館對

於活動和節目內容的考量因素。新一代的消費者對於另類的、非傳統的和現

代的藝術表現有相對較高的接受度和包容性，在社會、文化和媒體科技快速

改變的環境下，二戰後的世代養成了更不同的文化素養(O’Connor, 1999; 

Scott, 2000; Zukin, 1995)。 

自從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歐洲各國普遍經濟表現不若從前，在文化

政策的裁定上也因此有了改制，而往往在裁減預算時，文化及藝術補助都是

最先被犧牲的。也因此許多依賴公部門資金補助已多年的大型場館只能想辦

法自籌資金以市場為導向。綜合以上三點考量，文化藝術場館，乃至於以文

化和藝術為經營中心的文創園區，紛紛轉向以企業經營方式來重新刺激園區

的文化藝術品質及成份 (Hitters & Richards, 2002b; Lash & Urry, 1994; 

O’Connor, 1998)。 

藝術文化企業式經營則包含以下三點模式： 

(一) 多重資金、人力來源管道 

資金上來說，文創園區要能夠順利營運，不能僅靠園區本身的獨立

運作和資金上的獨資，而還需要公部門在環境、政策和資源上的支助，

以及由其他私部門的補助或贊助，讓文創園區展示或演出的金費能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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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來源，減少園區經營對於公部門的依賴，並也能拓展文創園區在

社會資本上的網絡。另外，相關產業的進駐不僅是文化生產者生活中的

必需，也是文創園區在交叉補貼(cross-subsidy)上重要的對象，例如餐

廳。人力上來說，除了在文創園區工作的藝術家能夠為園區貢獻文化生

產之外，地方居民形成的志工組織也能為園區導覽或節目舉辦有相當的

協助，將文化藝術在地方推廣乃至地方發展上的作用力確實發揮(Hitters 

& Richards, 2002b; Hall, 2004; Scott, 2000)。 

 

(二) 多元文化藝術形式的連結 

資金和空間是藝術創作者和任何活動最需要的兩樣要素，因此以資

金的籌措來說，無論從其他私部門爭取資金補助或是從收取門票來增加

收入等，都是藝文活動或場所重要的資金來源。也因此需求，藝術創作

或是任何活動也常面臨以需求為優先考慮的情形，爭取贊助的目標也越

來越多元。不同形式的藝術合作能夠刺激創作者的創作，進而吸引不同

類型及市場的觀眾。多元化的產品和目標市場的配合也會是增加園區收

入的項目之一。 

 

(三) 體驗經濟的應用 

文創園區當中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所創造出的創意氛圍，和提供消

費者容易消費的空間和互動機會，是文創園區在成為人力聚集基地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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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持續活絡園區內部文化藝術消費的關鍵(McCann, 2002)。體驗經濟

的應用在園區中的文化生產和消費上能夠提供充足的空間、機會和方式

讓創作者與消費者得到各自的需求。在這同時園區一方面能夠有更多的

造訪者，體驗經濟吸引的周邊相關產業也能帶來商機。在 Rae(2004)的

文章中他提出了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和組織經營者皆需要在各人技術

上持續進步，並在組織框架下建立實務的技巧及經驗。 

 

關於文創園區的管理策略大致上也從政策決定角色及領導角度分為由

上而下(top-down)的和由下而上(bottom-up)兩種。從公部門的政策方針直接

對文化園區實行有策略及目標性的指示和規定，也以大量資金補助的方式對

於組織有一定的介入和影響力，從活動辦理和園區發展都有高度參與性。此

手段擁有大力的資源及成效，但是否能夠有效容納所有權力關係人的意見和

需求，就需要與其參與者有更仔細的討論。相反的，地方居民和文創產業者

及私人企業對於文創園區的共同理想而同開啟了由下而上的經營策略，雖然

在資源上及長期經營觀點中比起有政府支持來的困難，園區所有的經營方向

也自己決定，但對於居民及產業的意願，由下而上的草根性(grassroot)計劃

擁有更多的公眾參與。也在兩種不同的管理策略各有優缺點的情況下，公部

門及私部門的合作式文創園區能夠在公部門有效率的領導和介入下維持私

部門對於利益和品牌行銷的大量通路和居民的參與及投入 (Br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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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shner, 2001; Mommaas, 2000; Power & Scott, 2004)。 

企業式經營是以獲得利益為首要考量，並爭取足夠的成本和其他資源，

在有限的空間和時間下安排合適的、具市場需求的藝文活動。企業型經營模

式也將原本沉默的文化場館變成向外找尋新機會、主動並企圖走向一個地方

上能永續發展的場所。企業式經營此觀念對於在地方上的文創圈區來說，恰

好與文化園區作為地方文化政策實施單位並強化園區地位的願景不謀而合；

而同時在國家層面來說，國家文化政策鼓勵更積極的態度，也藉由文化的力

量來達成超越文化的目標(Garnham, 2005; Garcia, 2004; Jeffcutt&Pratt, 2002; 

Jones et al., 2004;Mommaas, 2004)。成立文創園區的策略既是藝術再生的重

要策略，更在全球文化產業興盛、文化商品化、新科技和消費模式改變下能

夠容納多種文化形式和功能，這些環境背景不僅讓文創園區能夠確實成為以

開放的、創新的態度來接納創作者/消費者和經濟與文化的場域，更是文創

園區想要長期經營的必需條件。 

三、刺激創新、創意及文化民主化、多元化 

文化創意產業所創造的創意經濟和文創產業及文創園區對於創意城市

的相輔相成兩者是文化政策越發重要的原因；文創園區也就在這條件下成為

城市中的重要建設，作為藝術、文化與經濟能夠持續創新和創造的基地

(Mommaas, 2004)。 

文創園區於城市中的作用應不限於創意經濟的成效，應將之放大於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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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創意氛圍和人才的擁有，文創園區的創意資源集中得以讓園區內部企業

經營和外部社會效益以文化的創新創意提升整體的競爭力。為達此目的，有

以下三項指標： 

(一) 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兼顧 

文創園區為一城市欲成為創意城市的核心單位，為在全球化和科技

發展下保有城市之文化、經濟的競爭力，文創園區必須在以地方文化特

色為基礎的前提下發展地方創意經濟，像是從基礎教育或是社區活動的

舉辦開始，並以此來向外含括全球趨勢而建立地方和全球的連結。文化

的創新、創意不僅是將地方文化加值成全球平台下可消費產品的重要元

素，也是城市和地方之間文化價值交流的重要方式，資訊和文化的交流

再加上園區的社會、組織和文化價值，能夠使保有特色的文創園區以創

意經濟的發展於全球脈絡中為城市獲得重要地位。 

(二) 充足的文化生產空間 

當文創園區提供創意工作者適合工作的空間及環境，就會提升當地

和其他地方文化工作者留下的意願。再來，若有足夠的文化藝術氛圍及

生產/消費活動，文創園區能找到它的特色並創造更多價值：象徵意義產

生於園區與文化創意之間的交會，並在生產消費活動中流動，將文創園

區在地方的代表意義慢慢帶出，其外溢效果因此能帶動週邊相關產業，

在生產和消費的環境中形成互相依賴和信任、社會化、知識和創意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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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空間(Hayllay et al., 2008; Florida, 2005)。 

(三) 利於文創生產的社會、經濟條件 

城市當中除了大型硬體建設之外，社區型文化組織的成立對於以點

狀形式發展文創產業和創意經濟有重要的幫助。社區型藝文單位對於社

區的需求和資源最為清楚，而如何啟動、以及成員是誰就成為連結兩者

的關鍵所在。連接並平衡城市和社區的創意產業發展是確保在社會及經

濟條件上能夠有連貫的脈絡，以草根性(grass-root)方式培養的人才多元

性因此能穩固城市的創意基礎，使城市保有源源不絕的創意力、創新力。

都市空間和地方文化生產及消費之間的連結是城市創意重要的來源。文

化被使用作城市再生(Evans & Shaw, 2004; Miles, 2005)、經濟發展

(Florida, 2002; Myerscough, 1988; Scott, 2000)和社會融合(Belfiore, 2002; 

Merli, 2002)的手段的同時，最基層的組織及人才互動間的培養是以上這

些目的得以達成的關鍵。 

從創新及創意的角度來看文創園區，文創園區是為在全球經濟文化

化下創造出適合文化藝術成長環境的策略。再者，文創園區及其帶來的

聚集效應能夠刺激文化藝術生產所需之空間、社會和經濟環境發展，也

在園區以小公司聚集而成的背景下進行產業互相合作和競爭的網絡建

立，讓更多文化創新得以被發掘(Comunian, 2011; Hitters & Richards, 

2002b; Montgomer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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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 

另一方面，在以上所討論的內部管理議題之外，文創園區面對文化

消費行為及數位化和全球化的轉變，再加上藝術與文化成為政治決策中

的重要考量、文化藝術成為商業活動中的大宗交易，經濟及文化管道有

了大量需求，年輕一代的藝術家及少數民族的文化表現成為展現創意經

濟及文化多元的必要條件(王兆毅，2013; Zukin, 1995; Florida, 2002)。文

化的民主化和多元化能確保文創園區藉由生產者的創意激發成為城市

中重要的文化重新演繹的中心。 

如何提升城市居民的文化資本和文化擁有權是文創園區推動其社

會文化價值的重要考量，而其中文化民主性和多元性在園區整體活動內

容規劃和文化消費中佔有以下三項非常重要的方式： 

(一) 年輕藝術家及少數民族文化的表現機會 

在多數國家中文化政策對於藝文場館的補助減少，各單位為市

場和自身經營開發了以往較小眾的藝術型態並和年輕一代及文化

背景更多元的藝術家合作。文化的多元性在於給予任何形式的藝術

表現其展現機會，並以鼓勵的方式給予資源，而在這前提下，年輕

藝術家和少數民族文化的表現更需支持；民主化的實現則在於以市

場角度來看，必須符合不同客群來規劃節目和相關活動，甚至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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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客群都是文創園區作為文化社會重要推手的任務。有了對於藝

術創作有善的空間，園區的空間和資源是必將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

文化創作者。 

 

(二)提供表演平台和資金補助 

從供給面來說，文化園區或其他文化藝術場館因此發現更多小

眾但卻有其市場的表演和藝術形式，並也由此提供更多機會給資源

相對弱勢的年輕藝術家和地方少數民族創作者。在增加節目可看性

和多元性的同時也擴增了園區資金來源的管道，廣告行銷的管道和

手法也跟著成長；對於補助藝術家的資金來說，資金來源也可以打

破舊有的直接補助，並導向借款和輔助角色來幫助藝術家找尋經濟

上的自助性。再加上更有多的行銷和流通管道，文創園區能夠另外

找出更多的文化可能性和市場( O’Connor, 2002; Oakley, 2004)。 

 

(三)針對不同市場的節目規劃 

文化藝術在不同族群中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也就有不同美感之

間的衝突和融合，而這才是文創園區應成為的場所：一個能夠包容

所有文化族群和藝術形式的場所，打破國家文化政策對於主流文化

或流行文化的偏好，成為多元族群在文化領域上的可及場地，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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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展示的平台和可能的訓練場所，讓更多原本沒有機會的創作者能

夠在地方空間和資源上找到有助於發展的媒介，達到文化民主化和

多元化的目標，也使文化表現可能性和地方文化發展有更多後續的

管道和多元性。(Evans, 2001, 2009b; Hannigan, 2004; Thrift, 2000)。 

 

五、閒置空間活用 

遺產觀光的核心一方面是為地方歷史標地和廢棄建築進行文化和經濟

上的再次評估，讓歷史遺跡得以重現於城市版圖中，得到適當的解說，並在

這評估結果中找尋合適的使用方式和發展模式；另一方面則是在閒置空間的

再次活化過程中，藉機帶動當地的產業轉型，或是慢慢的將產業結構加入更

多的文化及觀光元素，並帶動週邊文化觀光相關產業的吸引和建立，而此趨

勢自二戰後由現代社會進到後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有了明確的前提和方向

(Evans, 2001; Harvey, 1989; Mommaas, 2004)。而第二個原因是文化政策中重

新活化工業遺產的趨勢，也就是經濟方面的發展和就業市場的提供是文化政

策在面對城市整體發展時的目標，因此經常地，對於遺產的保留反而不是文

創園區建立時的首要考慮(Evans, 2009a, 2009b; Miles, 2005)。二戰時期所建

之船艦、港口、工廠和大型倉庫等在戰後停止使用，再加上科技發展和冷戰

的結束，這些大型重工業的硬體設備漸漸在新興城市中受到冷落。受到城市

發展和重整的需求，此種工業設備也經常受到拆除重建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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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城市首重的不再是如何拆除大型工廠並重建，而是在於如何讓經濟

活動重回這個空間，得以讓有價值的建築物保存下去，進而發揮建築物之象

徵和經濟潛力。 

近年來全球各大小城市在文化經營上無不從城市中本有的資源下手，重

新整理之後作為政府文化政策對於鼓勵文創產業的重要資源。不論是著名的

幾個成功文創園區案例像是：愛爾蘭都柏林的 Temple Bar、阿姆斯特丹的

Westergasfabriek、倫敦的 South Bank 區或英國雪菲爾的 CIQ 等都是在城市

由工業轉型為後現代社會之後重新使用了當初的工業用地，作為一般工商業

以外另類的空間使用(Mommaas, 2004: Comunian,2011; Hutton, 2008; Porter, 

2000; Simmie, 2001)。大量工廠、倉庫和醫院等大型建築物因地處較偏遠、

佔地大、租金低廉，也常常成為房地產投資的好地方。改建成公寓、辦公室、

舉辦大型活動的場地或文化生產和展示的空間。 

建築空間的重新使用對於建築本身的保存能得到延續，對於地方空間上

的活化也能帶來人氣和商業活動，在地方社會和經濟發展上有基本上的好

處。要使閒置空間的使用和現代社會脈絡有所連結，就不能只是將空間內部

作另外的使用，而是從意義的傳達和所象徵的內涵上有整體的設計，使得空

間背景和創意使用能夠同時被消費： 

(一) 空間多元利用 

工業用空間的寬敞和開放性能夠為文創產業提供彈性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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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進駐對於空間的使用也能提供更多不同、多元的角度。而文創

園區若於空間的使用能夠符合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兼併的條件，並再加

上休閒娛樂及教育性質的相關軟硬體設施，對於園區的多角發展、人才

吸引以及消費者的吸引都將有幫助。再者，文創園區若以複合式文創聚

落的概念來經營，則除了文創產業的進駐外，更有產學合作或居住空間

的機會，則在資源分享、刺激創意和人才聚集上勢必能夠有顯著的效果

(Evans et al., 2006)。 

(二) 歷史的解說和呈現 

文創園區常常會於歷史建物或是工業用空間成立，而空間的歷史及

相關使用情形都會在硬體上有其痕跡。若一味的將歷史建築的過去抹

去，而只作文創產業使用，則其地方意義和社會價值都將損失。文創園

區內對於其歷史的解說可以增添消費者對於文創園區的文化認同，而若

將園區文化生產與其歷史和相關元素作結合，乃至於園區中有主動對消

費者的歷史簡介，建築物和文創園區的關係將由文化消費的過程中達到

結合。以城市中的歷史空間展示文創產業成果也能夠強化並刺激城市的

創意力，都市設計和原有建築物的相互交錯與搭配更是城市建立特殊性

及吸引力的重要方式。 

(三) 長期發展計畫 

城市同時面臨了市場需求和空間壓力，但另一方面也要維持城市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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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開放的氣氛和都會區所應有的形象，而必須正視文化設施的擁有。

這裡所討論的空間通常不是歷史悠久而尚未發展的工業遺址，就是被閒

置之建物，而較有利長期發展的模式就是由地方組織在初期階段就建立

一個由下而上的發展計畫。從建築物的歷史背景了解過去，並將現在的

使用目的和它作合適的連結，在之後的保存或應用上都應以此為基礎。

在地方居民的共同監護下，文化歷史遺跡得以有更周全、更適合地方發

展的方向(Mommaas, 2004)。建築物在地方的社會價值為塑造地方認同

感，其重要性是凝聚園區成立後居民的投入，因而建築物之過去和未來

必須在同一個平面上作討論。 

前面提到，對於文創工作者來說，空間和經濟兩部分是最重要的經

營因素，而租金高低和工作環境中相關產業的有無是首要的考慮條件。

文創工作者小型、流動性高的特性也容易在不同地方的條件選擇中顯

現。在這時候，城市文化政策中對於文創產業的保障和優惠條件就顯得

重要了。在 Mommaas 的研究當中，阿姆斯特丹因地價昂貴，許多文創

工作者選擇轉移到鹿特丹作為基地，阿姆斯特丹的公部門因而花費大筆

經費來確保文創產業在城市中的工作空間。而將歷史遺產，尤其是工業

遺產作為文創產業基地來建立新的經濟體來讓它在保存的同時擁有再

生活化的能力，更是將建築物本身象徵意義和經濟活動本身結合的良好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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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主要針對公部門管理之臺中文創園區探討其再利用後

經營模式、園區定位是否成功帶領文創產業成為文創上游及領頭羊的角色。依據

本研究架構從文獻探討先探討工業遺產起源、保存及再利用的價值、亞洲工業遺

產臺北宣言對臺灣的重要性及 Mommaas 文創園區經營管理要素，進而與國內華

山文創中心為比較樣本並探討兩園區之異同處。本章針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

訪談方法與限制、問卷設計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對象 

 

因臺中文創園區是全台五大創意園區中唯一公辦公營之文化創意園區，因

此本訪談研究對象主要選擇以經營管理之公部門主管、園區內之經營管理廠商、

臺中文創園區周圍環境息息相關之攤商代表、村里長、社區發展協會代表等進行

深度訪談，期能從各面向瞭解並探討臺中文創園區從開創迄今，在經營策略活化

成效上是否符合當初制訂之目標，及探討臺中文創園區為周遭社區與臺中市環境

所帶來的影響及改變又為何？園區定位為「臺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

是否成功帶領文創產業成為文創上游及領頭羊的角色？ 

 

第二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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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探討法，除參考國內外各工業遺址再利用之情況，並

探討臺灣日據時期工業建築舊酒廠的保存及如何活化再利用，而再利用後的成效

為何？實地探訪臺中文創園區及周圍環境進行田野實地調查，與園區內公部門管

理者及經營管理廠商、周圍鄰里意見領袖等進行深度訪談，期盼從各面向進行整

理與分析，並能提供未來工業遺址活化經營策略改善之建議。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主要是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研究來提取所需的資料的方

法，並且對文獻作客觀而有系統地描述。文獻分析法是注重客觀、系統及量

化的一種研究；在範圍上，不僅是分析文獻內容，並且是分析整個文獻的學

術傳播過程；在價值上，不只是針對文獻內容作敘述性的解說，並且是在推

論文獻內容對整個學術傳播過程所發生的影響38。本研究主要先從國內期刊

論文及國內外相關研究報告、政府資訊等，從日據時期工業建築舊酒場的保

存、舊酒場如何活化再利用之方式、臺中文創園區發展脈絡歷史及相關研究

資料，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二、 深度訪談法 

訪談法是研究者運用口語敘述的形式，針對特定對象蒐集與研究有關

的資料，以便對研究的現象或行動有全面式的了解。訪談法適用於研究者想

要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內心世界，或被研究對象對事件的看法、感覺、認知

或意見時39。本研究訪談對象從經營管理單位文化資產局到委外單位 TADA

方舟音樂藝文展演空間及鄰近的里長及攤販自治會會長等，盼藉由各面向

者，深入探討與了解。 

 

                                                       
38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等，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市：臺灣東華，1989 年，頁 904

～906。 
39潘淑滿，2003 年，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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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田野實地調查法 

田野調查是來自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論，即「直接觀察

法」的實踐與應用，也是研究工作開展之前，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前

置步驟。「田野調查」原文 field study 或 field research，其中 field 直譯為「田

野」，亦即所有實地參與現場的調查研究工作，都可稱為「田野研究」或「田 

野調查」。田野調查涉獵的範疇和領域相當廣，舉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

學、 行為學、人類學、文學、哲學、藝術、民俗……等，都可透過田野資

料的蒐集和記錄，架構出新的研究體系和理論基礎。40從某個角度來說，田

野調查是到行為發生的地點，單純地觀察和聆聽41。本研究實地訪查臺中文

創園區及鄰近區域，盼深入瞭解台中舊酒場各廠館的空間如何被活化並使用

與保存，期能輔助研究之用。 

 

第三節 個案訪談對象及其限制 

 

因臺中文創園區是全台五大創意園區中唯一由公部門直接經營管理之文化

創意園區，因此本訪談研究對象主要選擇以經營管理之公部門主管、園區內之經

營管理廠商、臺中文創園區周圍環境息息相關之攤商代表、村里長、社區發展協

會代表等進行深度訪談，期能從各面向瞭解並探討臺中文創園區從整頓迄今，在

經營策略活化成效上是否符合當初制訂之目標與定位，並探討臺中文創園區為周

遭社區與臺中市環境及其他文創園區所帶來的影響及指標又為何？ 

訪談進行中，除外在因素干擾，也可能因提問人的問話方式或是語調表情等

                                                       
40 What Design Method Research，線上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5 日，取自

http://whatmethod.blogspot.tw/2013/04/field-research.html 
41林佳瑩、徐富珍，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臺北：新加坡商湯姆生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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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無意中影響受訪者回答內容上造成偏頗，而因為這些因素也因此較難以防

範其影響之程度。 

 

第四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及與教授討論之結果，研擬歸納問題表，而依據

實際訪談之情況於內容及順序上會有所不同與變動，該訪談問題表旨在探討研究

之內容，而不試圖操控受訪者之回答。訪談結果將於後續章節進行比較與分析，

訪談重點紀錄則列於附錄中附上。 

表 3-1 受訪者編碼表 

受訪者編號 受訪者單位 職稱 

G1 文資局 前局長 

G2 文資局 組長 

C1 御東風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營運長 

P1 長春里 村里長 

P2 長春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P3 第三市場攤販集中區自治會 會長 

訪談對象 共 6 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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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訪談問題表 

一 菸酒公司和臺中文創園區間的關係及互動狀況？ 

二 臺中文創園區自設立以來，是否已達成預定的目標？ 

三 
依據目前的定位與營運管理模式，園區面臨最大的問題或困難是什麼？您

認為應如何克服？ 

四 
政府在臺中文創園區的發展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對園區帶來何種影

響？  

五 
您認為未來政府的角色及法令規範對園區而言，還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與建議？ 

六 
您認為臺中文創園區在未來發展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您認為如何做

到？ 

七 
目前臺中文創園區的行銷推廣方式為何？您認為目前的優勢與機會在哪

裡？此外，劣勢與威脅又為何？ 

八 如何吸引觀光客? 

九 如何吸引社區民眾? 

十 您認為臺中文創園區與周圍居民的互動為何? 

十

一 
就您的角色而言，您是否對臺中文創園區未來有其他的期許與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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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 

 

 

本章節將就第二章文獻探討背景及理論，進行公營文創園區－臺中文創園

區與企業經營之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以下簡稱華山文創園區)，套用

Mommaas(2004)之文創園區經營要素五評估要點共計 15 項，分別作更仔細的探

討，最後進行兩園區間相同處與相異處之比較分析。以此歸納出公營及私營之文

創園區在經營策略管理模式上有何差異性比較，最後於第五章進行研究結論建

議。 

 

圖 4-1 文創園區經營要素架構資料表 

資料來源：Mommaas(2004)、蘇安婷(2013)、本研究整理 

 

 

 

文創園區經營管理

刺激創新、創意塑造身分及地位 企業式經營 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 閒置空間活用

•

對
外
開
放
程
度

•

推
動
地
方
意
象

•

成
為
觀
光
景
點

•

多
重
資
金
、
人
力
來
源

•

多
元
文
化
藝
術
形
式
的
連
結

•

體
驗
經
濟
的
應
用

•

全
球
性
和
地
方
性
的
兼
顧

•

充
足
的
文
化
生
產
空
間

•

利
於
文
創
生
產
的
社
會
、
經
濟
條
件

•

年
輕
藝
術
家\

少
數
民
族
文
化
表
現
機
會

•

提
供
表
演
平
台
和
資
金
的
補
助

•

針
對
不
同
市
場
的
節
目
規
劃

•

空
間
多
元
利
用

•

歷
史
解
說
和
呈
現

•

長
期
發
展
計
畫

 



59 

第一節 公營文創園區－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臺中文化創意園區沿革與現況介紹 

臺中市在日治時期，因市區的綠川、柳川與公園綠地相互交織，而有小京都

之稱。產業文化資產所指的「硬體」是指廠區、建築物或構造物，是整個產業的

核心，又可分成兩個部分一為廠區或是園區，另一為空間區域和建築群體；酒產

業最重要的即是酒品的生產製造流程，因此酒廠內的釀造工場、包裝工場等設施

都是需要保存的重要產業文化資產，從這些空間配置的方式和特性可了解酒品生

產製造的各項關係。除了最重要的生產製造空間外，其他的維修、研發、職工生

活福利、紀念物、宗教設施等等空間建物，也是不容忽視的產業文化資產，可看

出酒廠員工在工作和生活之間的互動關係。 

除此之外，建築物和構造物的建築特色也是重點之一，從建築構造物的整體

風格和細部特色反映了興建當時時代背景、建築技術、設計水準，這些重要的建

築文化資產可從建物的整體樣式、屋頂形式、裝修、構架、牆壁體、磚石等反映

出。 

每個產業的發展過程，從醞釀、草創、成長、成熟、轉型到結束歷經的歲月

不一樣，但卻是一個產業生命的歷程，要了解一個產業就必須知道其當時社經政

治背景、產業機構的沿革、政府主管機關的變遷、相關法令等等，都是相互影響

的，也是見證產業的成長歷程。臺中文創園區從日治時期專賣制度開始到後來臺

灣省政府接管，更名為「臺中酒廠」，閒置後，再設立為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迄今，是酒產業工業遺址再利用最好的代表之一。 

在文化部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營運管理中，對於臺中文創園區明確指出

其核心與定位，如是介紹： 

「臺中文創園區是全國五大園區中唯一的公辦公營，營運定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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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建築，設計及藝術展演中心」，以文創、文資為主，商業為輔，目標

活化老舊歷史建築，使製酒工業遺址活化新生，成為工業遺址活化典範，

文化資產應用基地。並促成臺灣與世界建築設計產業接軌，強化建築與

設計之專業領域，培養全民空間美學，並提升臺灣成為亞洲創意設計產

業之重鎮。 

臺中文創園區由本部文化資產局進駐管理，目前已完成全區 28 棟

建築物本體修繕。現有 5 棟館舍(音樂、設計、視覺藝術、文創生活產

業)出租民間營運；同時成立「臺中文創園區發展推廣中心」，徵選文創

工作者進駐，以前店後場方式，輔導培育及推廣發展。每年辦理 A+創

意季等主題文創性活動，並輔助個人及團體運用園區展館，辦理建築、

設計、藝術等文創文資相關活動。」 

 

而從文獻資料上，可以看到百年前臺中舊酒廠從創建到現在轉變成文創產

業園區並由公部門機關管理的過程，茲將臺中舊酒廠發展歷程列如下表所述： 

表 4-1 臺中舊酒廠發展歷程表 

時間點 事件紀要 

1914 年 6 月 日籍商人赤司初太郎設立「赤司製酒場」。 

1916 年 11 月 

赤司初太郎籌設大正製酒株式會社後，赤司製酒場即更名為「大

正製酒株式會社臺中酒工場」。 

1922 年 
臺灣總督府實施酒類專賣制度後被收歸官有，更名為「臺灣總督

府專賣局臺中酒工場」並設立「臺中專賣支局」。 

1926 年 「臺中專賣支局」改稱「專賣局臺中支局」。 

1928 年 產量為成為當時全台最大的釀酒工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5%8F%B8%E5%88%9D%E5%A4%AA%E9%83%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1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6%AD%A3%E8%A3%BD%E9%85%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6%AD%A3%E8%A3%BD%E9%85%9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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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點 事件紀要 

1945 年 

政府接收日本臺灣總督府轄區後，更名為「臺灣省公賣第五酒

廠」。 

1947 年 由臺灣菸酒公賣局接管。 

1958 年 更名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臺中酒廠 」。 

1970 年 生產花雕酒(全國唯一生產花雕酒) 

1998 年 7 月 遷移至臺中工業區，留下大片工業遺址與建築。 

2002 年 7 月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將園區內 16 棟建築登錄為歷史建築，國有財

產局將 5.6 公頃的土地及建物所有權撥交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 

2005 年 6 月 

文建會將園區轉型為「臺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將新

成立的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設址於

此。 

2009 年 10 月 
10 月臺中創意文化園區正式開園，11 月 7 日舉辦「當傳統遇上

創意﹣慶成開園」揭牌活動，也隆重舉行「安龍謝土」儀式。 

2013 年 2 月 
臺灣菸酒公司重回舊酒廠（臺中文創園區）設置酒文化館及服務

區，7 月 24 日，酒文化館正式對外開放。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唯有酒香似舊時》，2013 年。本研究整理 

 

 

臺中舊酒廠的存在是日治時期臺中市專賣／公賣體制發展的最主要象徵，

而酒廠全區依發展時期分為前酒廠時期、民營酒廠時期、臺中造酒工場及臺中專

賣支局時期、專賣局臺中支局時期及公賣局時期，茲將各時期地區發展變遷情形

列表如下。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4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7%A5%E6%9C%AC%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7%A5%E6%9C%AC%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8%8F%B8%E9%85%92%E5%85%AC%E8%B3%A3%E5%B1%80
http://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ymmyW0nukA7tzDuR1LN_Lg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9%83%A8%E6%96%87%E5%8C%96%E8%B3%87%E7%94%A2%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9%83%A8%E6%96%87%E5%8C%96%E8%B3%87%E7%94%A2%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9%83%A8%E6%96%87%E5%8C%96%E8%B3%87%E7%94%A2%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8%8F%B8%E9%85%92%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8%8F%B8%E9%85%92%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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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地區發展變遷表 

時間 發展示意圖 地區變遷簡述 

前酒廠時期

1890~1916 

 

在日治時期的臺中市市區改正計

畫尚未實施之時，此區是劉銘傳

臺灣府城中心區域內的臺灣縣衙

西側地區，與縣衙用地以一小圳

溝相隔，往南為頂橋仔庄自然地

貌則是古綠川的下游轉折曲流之

南側。 

民營酒廠時期

1916~1922 

 

日治時期的臺中市市區改正計畫

逐步修改定案及實施之後，本區

的東側由赤司酒工場開始經營，

後於大正五年(1916)改為大正製

酒株式會社臺中工場；西北側則

為海南製粉株式會社工場用地。 

臺中酒工場及

臺中專賣支局

時期

1922~1926 
 

大正十一年(1922)實施酒類專賣

以後，原大正製酒株式會社臺中

工場部份被徵收，先設立臺中酒

工場，後開設臺中專賣支局，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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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展示意圖 地區變遷簡述 

有徵收廠房之外，此時期之建設，

以臨時廳舍、宿舍、大型木造倉庫

及鍋爐室為主。 

專賣局臺中支

局時期

1926~1945 

 

1926 年以後，改稱專賣局臺中支

局，此一時期由於產量增加及化

學工業化的發展，區內建築物大

量擴建，並購買海南製粉株式會

社工場用地。古綠川改道之後，西

北側廠區的利用及交通出入更趨

向完整及便利。 

公賣局臺中酒

廠前期

1945~1969 

 

1945 年，光復後改制為臺灣省公

賣局第五酒廠，1958 年再改名為

臺灣省菸酒公賣局臺中酒廠，應

用日治時期的廠房，但原清酒生

產部份改為製造黃酒類酒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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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展示意圖 地區變遷簡述 

公賣局臺中酒

廠後期

1969~1998 

 

1969 年，廠區空間結構的大變革，

主要出入動線由東側移向北側，

支局與酒廠空間的區劃也因此改

變，並興建樓房式的黃酒類釀造

庫房。至 1998 年，由於都市化的

影響，酒廠遷往臺中工業區新址，

本區旋即閒置。 

遷廠及再生期

(1999~2017 

 

廠區閒置至 2002 年，全區登錄為

歷史建築，2016 年已修繕完畢，

目前為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建會，《臺中創意文化園區（原公賣局第五酒廠）歷史建

築調查研究及修復再利用規劃案」結案報告書》2004年。本研究整理 

 

從上表可以看出，臺中酒廠與整個臺中地區發展變遷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

色，看盡臺中百年來的繁華與建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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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在臺中文創產業園區之人力組織分配，繪如下圖： 

圖 4-2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營運業務分工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再利用後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整體規劃 

臺中文創園區全區內之土地權屬以公有土地為主，國有財產局將 5.6 公頃的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撥交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前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使得

台中酒廠舊址得以完整保留，是目前國內現存五大酒廠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園

區內部規劃為文資局辦公室、工作坊、展覽空間、育成中心及多功能會藝展演中

心等。 

 

組長

副組長

專門委員

視察 科長

1.綜合業務

2.創意生活節

3.簡介拍攝製作案

4.春節廟會活動暨宣傳行銷案

5.展場人力管理行銷勞務採購案

6.網站、FB維護

專案助理8人 園區展演活動
補助案

A+創意季

助理 助理 助理 助理

1.展場空間管理及維護

2.委外展館管理

3.場地租借

4.參訪導覽

5.志工管理運用

6.園區宣傳行銷DM、大圖、摺頁

7.民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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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走訪發現園區內建物皆已整建完畢，就開放空間簡介與功能說明如下

表： 

表 4-3 園區建物與開放空間簡介 

外觀 場館名稱 說明 

 

TADA 方舟‧

音樂藝文展演

空間 B01 

原為八號(包裝材料)倉庫，建於 1939 年。空間寬

敞方正，屋內的木造屋椼架為建築主要特色，租予

御東風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以 Live house 形式經營，

營運年期為五年，該空間有四大主軸概念：音樂、

文創、環境與美食，該館有音樂藝術的展演（每周

安排音樂樂團或藝術創作等表演）、低碳時尚的美

食、環境再生的文化美學等，具有多元複合功能，

亦可提供成果與產品發表會、記者會、教育訓練等

其他大型活動使用，該空間約 200 坪。 

 

祥瀧藝文展覽

館 B03 

(拾藝所) 

原為黃酒及花雕酒成品倉庫，建於 1936-1938 年。

窗臺的收邊、高牆與屋椼架結合處作工細緻，為工

整的三連棟展覽空間，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OT 委外經營給祥瀧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營運年期

為十年（至民國 111 年止），主要營運內容是大型

藝文展覽與策展進駐、在地創作者培訓與合作等，

全館面積約為 320 坪，舉辦過如：恐龍夢公園、回

眸胡適、蟲蟲探索世界等大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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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場館名稱 說明 

 

舞蹈排練室

B04 

原為七號(菸草)倉庫，建於 1930 年。磚造建築東

向立面上迄今殘留著二次大戰時美軍機關槍掃射

的彈孔痕跡。內部規劃有鏡面與舞蹈地板，可提供

表演團體申請排練和演出之用，內部空間約 94 

坪。 

 

衡道堂 B05 

原為禮堂、餐廳、供應部，建於 1941 年。為紀念

林衡道先生，故取名為衡道堂；目前規劃為集會、

演講、表演及展覽場地分 A、B 館，A 館設有 140 

座位約 96 坪階梯式的演講廳。 

 

雅堂館 B09 

原為米酒成品倉庫及半製品儲酒庫，建於 1925-

1927 年。為紀念連雅堂先生，故命名為雅堂館；規

劃做為文化創意展覽場所並提供多功能用途，並分

AB、C、D 三館，建築內部空間約 420 坪，舉辦

過立體書的異想世界、2012 藝術家博覽會、2012 

創意生活節與學生畢業展等等。 

 

杜康草堂 B10 規劃為行政院文化資產局會議室與貴賓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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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場館名稱 說明 

 

國際展演館

B11 

北段原為花雕酒、黃酒原料倉庫；南段原為精米室

及黃酒儲酒庫。建於 1925-1931 年。建物內部採光

與通風良好，並挑高空間感是園區內建物中最佳，

目前規劃為多功能展覽空間，空間約 450 坪，舉

辦過 GeGeGe 鬼太郎の妖怪樂園、A+創意季等。 

 

願景館 R04 

預定展示臺中市相關市政建設之願景展示空間；園

區因都市計畫變更的回饋計畫，給予臺中市政府一

棟建築物，此建物原本預定做為臺中市政府展示都

市未來發展的願景空間，包含：模型、動畫與圖表

等，但臺中市都發局在水湳經貿園區，已另有展示

都市願景之空間，故不再使用該場所目前做展示願

景之用。 

 音樂排練室 

原為米酒原料米倉庫，二樓規劃成數間大小坪數之

可供排練空間，可供小型排練、活動課程使用，分

A、B、C、D、E 室，大小不一的空間，總空間約

85 坪。 

 

思源樓 R02(臺

中市文化資產

管理中心) 

該中心係為臺中市文化局附屬二級機關，業務管轄

為負責大臺中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

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及古物等六大

類，有關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活用、再利用及推

廣等相關工作，為文資局鼓勵地方政府成立文資專

責單位，特別撥用園內該建物租賃予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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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場館名稱 說明 

 

求是書院 R11 

目前為文化資產人才培育中心，設有 1 間 88 座位

約 35 坪階梯式的演講廳與 2 間各約 20 坪研討

室，規劃做為會議、研討會、講座與 DIY 多功能

空間。 

 

文化資產局行

政暨育成中心

R13、R14 

未來規劃成文化部文資局行政與育成中心，據受訪

者表示此預定地，在未來可能做為文資局所有行政

單位辦公的場域。 

 

菸草倉庫 

原酒廠內少數的煙草倉庫，建於 1935 年。其木衍

架為二次大戰時期產物，現為園區歷史建築之一。

原本委由「臺灣創意設計中心」經營管理，租約已

於 105 年 12 月 15 日結束營業。目前規劃為臨時

租借場地，供活動申請。 

 

渭水樓 S02、

S03 

原為菸倉庫及大酒倉庫，建於 1987 年及 1970 年。

為 RC 造樑柱系統三樓建築。為紀念蔣渭水先生，

故命為渭水樓；目前一樓規劃為渭水樓展覽場地，

二樓為圖書館，三樓以上規畫為文化資產局辦公

室。 

 

中央廣場 

原為松尾神社遺址及日式花園。現為園區中央廣

場，可舉辦各類戶外活動的主要場地，空間約 290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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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場館名稱 說明 

 

藝術大道 

為園區內部主要的石材鋪面道路，可做大型活動擺

設攤位或表演場地之用，空間約 600 坪，另外園

區門口兩側設有看板，可供海報類宣傳品張貼。 

 

綠地廣場 
為園區最佳的戶外空間，可供休閒遊憩用，以綠地

增加園區綠覆率。 

 

園區停車場 
將以 BOT 方式委外民間經營並考慮規劃地下化，

預計和園區週遭商業區做結合。 

 

1916 文創工坊-

生活設計館

R12 

「1916 文創工坊」包含了生活設計館(R12)、創意

設計館(R06)、酒文化館(R07)、臺中文創園區發展

推廣中心(R08)等空間，邀請視覺及工藝領域、傳

統產業轉型領域、青年創業團隊、音樂團體等四種

類型之文創工作者齊聚一堂，除了提供文創工作者

創作、展演、銷售、體驗等空間之外，並給予產品

打樣、育成、整合行銷等服務，共同打造中部地區

最大型之文創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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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場館名稱 說明 

 

綠建築 R09 
現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之辦公室；前身為舊酒廠之

原貯酒庫原料倉庫。 

 

臺灣菸酒展示

服務區 B09 

原為舊汽罐室，建於 1923 年。目前委由「臺灣菸

酒公司」營運管理。 

 

藝點點文創美

學 B07 

在不改變原 B07 建築風貌下，進行文創主題空間

設計與再利用規劃。 以藝術家個人專區的方式呈

現，每區皆有獨立空間讓藝術家天馬行空發揮，專

區有原作展示及藝術文創商品。 

 

山時食事所

B06 

「山時作」食事所是以臺灣傳統窯業文化推廣家水

里蛇窯為主力，於 2017 年 1 月 10 日正式進駐臺

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916 文創工坊-

酒文化館 R07 

原為蒸餾工場之發酵室，為日治昭和時期之封甕場

及壓榨室，民國初年改為花雕室及紹興酒工廠。其

特殊的 RC 與鋼鐵混合構造，可能為臺灣目前現存

最早的 SRC 結構。為園區內規劃保存文物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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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場館名稱 說明 

將臺中酒廠早期製酒機具設備整理後展示，在文資

局的邀請下，現由「臺灣菸酒公司」進駐做規劃。 

資料來源：臺中文創園區 照片來源：本研究拍攝、本研究整理 

 

圖 4-3 臺中文創產業園區平面位置圖 

照片來源：網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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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中文創園區經營管理個案分析 

 

一個文創園區的定位，往往影響著園區的行銷及經營管理模式與方向。臺中

文創園區營運定位為「臺灣建築，設計及藝術展演中心」，以文創、文資為主，

商業為輔，目標活化老舊歷史建築，使製酒工業遺址活化新生，成為工業遺址活

化典範，文化資產應用基地。並促成臺灣與世界建築設計產業接軌，強化建築與

設計之專業領域，培養全民空間美學，期望提升臺灣成為亞洲創意設計產業之重

鎮。 

以下就運用 Mommaas(2004)文創園區經營管理五要素，來進行臺中文創園

區各項之分析： 

一、塑造身份及地位 

(一) 對外開放程度 

一個文創園區需兼具文化生產與消費，讓文創工作者能發揮創作潛

力，另一方面也讓文化消費帶動園區內部及周遭相關產業的發展。讓文

化消費帶動園區內部及周遭相關產業的發展。因此擁有充足的機會讓私

部門資金進入，或是形塑合適的文化參與環境提供遊客消費非常重要

(Bianchini, 1993; Clifton, 2008)。 

臺中文創園區成立這十二年來，除了工業舊酒廠遺址的整建修復與

保存外，亦引進了各類型文創產業廠商進駐如：祥瀧藝文、TADA 方舟

及臺灣菸酒公司等，提供豐富且多元化的複合式吸引力，也增加了外來

的資金與活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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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刺激當地居民及遊客來園參觀，更舉辦了許多藝文活動，如

從 2010 年開始每年固定舉辦的 A+創意季，不僅已經成為中部地區最具

規模的設計盛會，更邁向國際化，2016 年得獎作品受邀至澳門設計中

心展出。前文資局長王壽來在訪談中指出： 

 

A+創意生活節創立緣由，因為文資局出經費找人一起策

展，所有的宣傳場地經費都由文資局出錢，事後也都會找專家

老師一起檢討，當初設立這個活動的原因就是因為要符合當初

的定位結合，知名度提高，當然大家都願意來，也漸漸有了知

名度，成立臺中年度盛事。甚至每年企業會固定來看展，挖掘

優質人才至企業工作，讓學生有嶄露頭角的機會，畢業即就業。 

 

(二) 推動地方意象 

以地方特色作為文創園區核心精神，使地方文化氣氛呈現於園區

中，園區進而能成為地方休閒娛樂場所，而文創園區的社會意義也能夠

實現出來。 

臺中文創園區在啟用典禮上，結合在地文化特色慶典，舉行安龍謝

土慶成法會。而根據漢人的傳統習俗，建築物落成啟用前，舉行安龍謝

土的法事，以為建物安鎮並逐除諸般不潔。從習俗的內涵言之，安龍謝

土具有寓意人們愛惜建築物的心理。現今社會常見將古建築拆除，以建

 



75 

造高樓大廈的情形，然而在記錄昔時社會生活的空間被破壞之後，人們

自然地也對環境失去情感。基於對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的角色，文化建

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藉著此次「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的啟用，舉行安龍謝土慶成法會，具有喚起人們愛護生活空間的意義。

42 

訪談在地前里長梁何碧嬌，她談到此慶典時指出： 

 

以前酒廠放一甕一甕的東西，其實是放酒糟，但在地里民

們因為不瞭解，認為是不好的東西，後來園區啟用典禮上，辦

了安龍謝土普渡儀式，辦了 300 多桌流水席，所有里民們全都

參與，剛好讓所有居民都認識文創園區。因為我已經住了超過

50 年了，所以覺得真的辦得很好，且拆了圍牆後，對居民的休

閒與互動也很好，傍晚就會去那邊散散步走走。 

 

(三) 成為觀光景點 

為成為觀光景點，文創園區必須存在特殊的或真實的旅遊體驗

(Richards, 2001)。讓消費者能了解並能夠親身體驗關於臺中舊酒廠的文

化與歷史，是臺中文創園區在發展觀光上最重要的使命及任務。也因此

在園區一開始整修時，除積極保留與修復酒廠原有的建築及遺留下來的

                                                       
42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2009)，安龍謝土，臺中市：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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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機具設備外，在酒廠內設置酒文化館成了重要的規劃之一。在不斷地

簡報及說服下，臺灣菸酒公司進駐臺中文創園區，設置了全台唯一的酒

文化館。臺中酒廠從 1916 年至今剛好滿一百年，有著多少人的記憶，

以前這裡清酒、啤酒聞名，更是全國唯一出產花雕酒的地方，「酒文化

館」連結在地民眾對酒的歷史記憶，展現臺灣光復以來酒的文化與歷史。

對於此過程，前文資局長王壽來於訪談中提到： 

因為臺灣菸酒公司在臺中文創園區外就設有賣場，所以覺

得為何要在那麼近的地方再開設，在成本考量下一直未答應。

但臺中文創園區是五大園區保留機具最多，一方面又可以賣他

們自己的產品，於是到臺北跟董事長做簡報，說明設一個文化

館可以讓後人了解工業遺址，又附設賣店可以賣相關的產品。

後來又跟第二任做簡報，當時他並不瞭解舊酒廠也沒去過於是

再做簡報一次，後請他們相關部門的人都來考察，很難拒絕的

點是因為這裡是他們之前的家，將來變成酒文化館後可以變成

退休員工的家。前後幾乎評估了三、四年，後來因為受熱枕感

動而設置，房舍的部分都是文資局出資的。甚至在退休前幾天

開幕成立。並建議調整營業時間配合園區客戶的時間。 

即便他們是公營單位，也很重視營利收益，但從教育民眾

了解酒的文化及參訪有休憩地點，或退休員工當義工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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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式經營 

(一) 多重資金、人力來源 

臺中文創園區因為是全台唯一公辦公營文創園區，資金來源都是靠

政府年度編列之預算，及 OT 給廠商的租金收入，或出租場地展覽與表

演空間租金等收入。Lash & Urry(1994)和 Mommaas(2004)曾經強調在文

創園區的經營上必須在財政規劃上有遠見，資金來源的多寡也將影響到

園區在空間使用和節目種類的決定。而政府資金補助，往往在國家財政

預算考量困難時，最是先被犧牲的一塊，也因此造成財政和經營上的難

題。關於這個部分，於訪談文資局組長吳華宗時他提到： 

經營的困難點有二：一是經費不穩定，且一年比一年少，

三千萬、四千萬管理經費，等工程完工後經費會更少，但每年

光人事成本就約一千六百萬，水電費、園區植栽、保全等，收

入目前只有四個館的租金，但十分微薄，且每年約兩千萬左右

需歸入國庫。其二是，沒有專職人員，因立法院訂了總員額法，

站在國家發展是好的，人力招標，委外找人原兩年一標，現為

一年一標，造成人力無法傳承，傳藝科兼三個業務，目前業務

十分龐雜。 

也因此可看出臺中文創園區如何在預算漸少的情況下，藉由園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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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商品及相關藝文活動上之活絡，想辦法帶進更多收入，亦或尋求企

業贊助或募款方式，皆是臺中文創園區當前十分重要的課題。 

 

(二) 多元文化藝術形式的連結 

不同形式的藝術合作可以刺激著創作者的靈感，進而吸引不同類型

與市場的觀眾群。也因此文創園區常結合多元化型態的產品與展覽形

式，以其吸引參觀人次，進而增加園區收入。 

也因此於臺中文創園區於開館招標時，便有 TADA 方舟音樂藝文

展演空間進駐；且與祥瀧文創公司合作，策展許多膾炙人口的展覽例如：

顛倒屋、會動的積木展等；而 2017 年 7 月舉辦的動漫創作嘉年華，更

是吸引了許多年輕人 cosplay，人潮聚集十分踴躍。 

而因為園區屬於工業遺址古蹟的關係，在裝潢、消防署及營業法規

皆有一定的規範，也因此在訪談 TADA 方舟展演空間負責人雷紀彰夫

人時，她提到： 

因為之前 2011 年阿拉夜店大火的關係，因此在消防署及

營建法規面太過嚴苛，而且因為設立在工業遺址古蹟裡面，更

有諸多法規限制，例如不能使用明火等，當初為了符合相關法

令規範費了很多心力與金錢，幸賴當時王局長大力幫忙下過

關，我們應該是全臺灣第一個完全符合法規的八大業者(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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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把我們歸類在八大業者裡面，所以也造成了很多困擾與

麻煩)。 

 

(三) 體驗經濟的應用 

Pine & Gilmore (1999)提出了體驗經濟的概念：體驗經濟階段。體

驗經濟又是從服務經濟中分離出來的，它追求顧客感受性滿足的程度，

重視消費過程中的自我體驗。「體驗」的經濟價值遠高於任何商品、服

務。臺中文創園區在體驗經濟方面，從 2016 年 7 月開始營運已經一年

的「1916 文創工坊」包含了生活設計館(R12)、創意設計館(R06)、酒文

化館(R07)、臺中文創園區發展推廣中心(R08)等空間，邀請視覺及工藝

領域、傳統產業轉型領域、青年創業團隊、音樂團體等四種類型之文創

工作者齊聚一堂，除了提供文創工作者創作、展演、銷售、體驗等空間

之外，並給予產品打樣、育成、整合行銷等服務，以「前店後場」的概

念營運，提供民眾彩繪、金工、縫傘、織布或捏塑等多元體驗課程與客

製化商品服務，共同打造中部地區最大型之文創聚落。 

 

三、刺激創新、創意 

(一) 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兼顧 

文創園區為一城市欲成為創意城市的核心單位，為在全球化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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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下保有城市之文化、經濟的競爭力，文創園區必須在以地方文化特

色為基礎的前提下發展地方創意經濟，像是從基礎教育或是社區活動的

舉辦開始，並以此來向外含括全球趨勢而建立地方和全球的連結。 

而臺中文創園區在這點上，則因本身管理機關為文化資產局，故從

2009 年開始，每年皆規劃辦理一整年度之包括有形文化資產、無形文

化資產、保存科學、文化行政及推廣教育等五大類入門與進階的培訓課

程，從專家學者到普羅大眾、從在地化到全球化，將國際文化資產保存

的概念推廣及深植。除了推廣，更是將城市和地方之間文化價值交流、

資訊和文化的交流，加上園區的社會、組織和文化價值等，使臺中文創

園區在全球脈絡的發展中，為臺中獲得重要的城市地位。 

 

(二) 充足的文化生產空間 

前面文獻探討中有提到，當文創園區提供創意工作者適合工作的空

間及環境，就會提升當地和其他地方文化工作者留下的意願。再來，若

有足夠的文化藝術氛圍及生產、消費活動，文創園區能找到它的特色並

創造更多價值：象徵意義產生於園區與文化創意之間的交會，並在生產

消費活動中流動，將文創園區在地方的代表意義慢慢帶出，其外溢效果

因此能帶動週邊相關產業，在生產和消費的環境中形成互相依賴和信

任、社會化、知識和創意交換的生活空間(Hayllay et al., 2008;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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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而 1916 文創工坊進駐臺中文創園區內，便是最好的範例與指標。 

2016 年 7 月文化資產局邀集了超過 40 家以上之相關業者進駐臺中

文創園區 1916 文創工坊，涵蓋全台藝術、技藝、文創類工作者駐園，

推動臺灣藝術、技藝、技術及文創精神，以期傳承並發揚光大。 

 

(三) 利於文創生產的社會、經濟條件 

臺中文創園區這一年來進駐工坊的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皆為小型

企業或個人工作室為主，並有臺中市大墩生活美學協會、原舞曲文化藝

術團、臺中文創園區發展推廣中心等，對於園區內文創產業及傳統產業

和園區未來及環境規劃上，皆有相當加乘之效益。 

人才培養方面，臺中文創園區更是在產學合作的執行與發展上不遺

於力的推廣與進行著。從辦理各項研討會、培訓、論壇、活動等人才培

訓課程，更因 1916 工坊廠商進駐園區，規劃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

實習活動，提供國內大專院校學生技能體驗與校外實習的機會。透過技

能交流的模式，讓學生藉由個人專長及服務換取免費學習的經驗，產學

合作下讓學生與藝術家們技藝學習，除可幫助學生提早進入相關領域的

職場中，學習專業技能，也可讓學生認識與了解相關產業之知識。此舉

對於文創產業未來發展或是對於臺中文創園區形象之推廣皆十分有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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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 

(一) 年輕藝術家、少數民族文化表現機會 

臺中文創園區在文化多元性的展現主要在節目的種類，且有藝術家

展示的機會、場地空間的提供和政府單位宣傳廣告資源。而園區每年提

供場地予當地國小至大學之學校畢業成果展或作品展等，皆是年輕新秀

嶄露頭角最佳的時機。而從 2010 年開始每年固定舉辦之 A+創意季更成

為臺中年度盛事，邀集了全國大專院校之建築、設計、景館及藝術相關

系所學校共同參與設計競賽。讓園區成為青年學子們的創意競技場，更

是畢業季中最豐富的設計饗宴，結合產官學的力量，達到發掘與孕育優

秀創意人才的目的，可以藉此見識到國內設計界之生力軍，發現源源不

絕的創新能量與生命力，更讓臺灣的文化創意更具吸引力與國際觀。 

而前文資局長王壽來於訪談中提到： 

A+創意季創立緣由，因為文資局出經費找人一起策展，所

有的宣傳場地經費都由文資局出錢，事後也都會找專家老師一

起檢討，當初設立這個活動的原因就是因為要符合當初的定位

結合，知名度提高，當然大家都願意來，也漸漸有了知名度，

成立臺中年度盛事。甚至每年企業會固定來看展，挖掘優質人

才至企業工作，讓學生有嶄露頭角的機會，畢業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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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少數民族文化表現機會的部分，臺中文創園區更是五大文創園區

中，落實推廣的最好的一個園區。像是每年春節固定舉辦之廟會活動，

如 2013 年就邀請到臺灣白鶴陣及貴州苗族錦雞舞同台表演，展現兩岸

各具特色的文化風情；而為了推廣臺灣原住民無形文化資產，培育傳統

藝術文化資產傳承師資，更是規劃了排灣族口、鼻笛傳習課程，讓國小

學童學習吹奏技藝。 

或是邀請薪傳獎大師及登錄指定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原住民編織

藝師開班授課「傳藝傳習工坊」，傳遞少數民族傳統藝術及各項技藝，

也培訓與傳承這些重要的傳統藝術技巧，使其不致於後繼無人或失於流

傳。 

不僅如此例如於 2017 年 6-7 月與臺灣身心障礙藝術發展協會共同

舉辦「築光」創作獎聯展，讓有藝術創作才能的身心障礙特殊族群，能

以自身的才華，展現生命的光亮。希望在理想的狀態下，臺灣各族群之

人民的需求都能被照顧到。 

 

(二) 提供表演平台和資金的補助 

臺中文創園區也因為政府單位進駐管理之緣故，在提供文化藝術相

關活動與展演上，更是盡全力的給予任何形式的藝術展現的機會。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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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申請展場的例如有中部大專院校的室內設計、工業設計、建築、造型

藝術系等，也有民間公司行號、知名藝術家和創意工作團體等。園區對

於展演空間像是 TADA 方舟音樂藝文展演空間更有一個可容納大約兩

三百人之小型音樂表演空間，於 2017 年 7 月 9 日更有當地高中吉他社

舉辦成功發表會，而不限是知名音樂人或是樂團租借場地而已。 

在資金補助上只要符合規定像是：1.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

所列之產業，或經審核有助益於國內、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展演；2.

助益於培育文化創意事業人才，推廣創意理念之重要競賽、國際研討會、

講堂、工作坊等相關活動。皆可申請展演活動補助43 

 

(三) 針對不同市場的節目規劃 

文創園區所舉辦之節目的內容及節目的類型，是否能符合與滿足各

類市場之需求，這對於民眾是否願意親近與及參與臺中文創園區，提升

民眾接近文化藝術的意願十分息息相關。 

臺中文創園區常舉辦各類活動邀請當地社區居民共同參與，像是

2008 年電影海角七號，因為電影最後日本人大批登船離開臺灣的碼頭，

就是在園區內搭設實境拍攝，呼應電影的情節，當時文建會還搶搭熱潮，

將電影中的高砂丸號重建於園區，吸引不少影迷從各地前來搶鏡。針對

                                                       
43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展演活動補助作業要點，參考網站：

http://tccip.boch.gov.tw/tccp/main.php?page=publish_detail&id=371 

 

http://tccip.boch.gov.tw/tccp/admin/upload_files/document/%E8%87%BA%E4%B8%AD%E6%96%87%E5%8C%96%E5%89%B5%E6%84%8F%E7%94%A2%E6%A5%AD%E5%9C%92%E5%8D%80%E5%B1%95%E6%BC%94%E6%B4%BB%E5%8B%95%E8%A3%9C%E5%8A%A9%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1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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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動，在訪談當地耆老前里長梁何碧嬌時，她就提到： 

我看著臺中文創園區從無到有，這裡 30 年前都是酒糟酒

味很臭，沒整修前不知道在幹嗎，民眾希望改善，後來文建會

進駐時，帶動很多人潮，改變這裡舊有形象，像是當年海角七

號來拍片時，需要臨時演員，幫忙找了一百多人，幾乎全家都

全員出動，因全力配合之後，海角七號紅了，理事長便建議王

局長重回現場，在園區內重建海角七號的場景，成功帶動很多

人潮，造成轟動，覺得很棒! 

園區對於傳統產業及其他藝術形式的跨界演出，不同類型的藝術家

可以有更多彼此交流或合作的機會，傳統與現代文化藝術的結合與呈現

等，都十分盡心盡力地舉辦各種活動。如何使臺中文創園區成為全台每

個人都能享受並學習之場域，這才是臺中文創園區最終之使命。 

 

五、閒置空間活用 

(一) 空間多元利用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裡有提到，工業遺產的保存工作不僅是讓工業遺

產廠區空間、建築物體留存，更重要是復甦工業遺產的生命力，使之能

夠融入當代都市生活，透過再利用的方式，重新建構其與都市空間、使

用型態的新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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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文創園區目前在空間規劃上有：文資局辦公室、工作坊、展覽

空間、育成中心及多功能會藝展演中心等；園區內的多功能藝文中心，

興建於 1939 年原為酒廠八號(包裝材料 )倉庫。雅堂館為文化創意展覽

場地，前身為米酒成品倉庫和半製品儲酒庫。菸草儲存倉庫有著磚造的

厚實牆壁，建於 1930 年代，建築上留存二次大戰美軍掃射彈孔，目前

提供團隊研習使用。1923 年建蓋的機械修理廠則作為臺中舊酒廠生命

史展示館。衡道堂為一棟日式建築，原作為禮堂、餐飲供應部，現為小

型展演場地。「1916 文創工坊」包含了生活設計館(R12)、創意設計館

(R06)、酒文化館(R07)、臺中文創園區發展推廣中心(R08)等空間，邀請

視覺及工藝領域、傳統產業轉型領域、青年創業團隊、音樂團體等四種

類型之文創工作者齊聚一堂，除了提供文創工作者創作、展演、銷售、

體驗等空間之外，並給予產品打樣、育成、整合行銷等服務，共同打造

中部地區最大型之文創聚落。 

 

(二) 歷史解說和呈現 

臺中文創園區前身是酒文化工業遺址，園區內歷史建築及製酒機具

設備，為全台各酒廠保存最完整。除了遺留下來機具的解說及完整呈現

規劃上，在園區內成立酒文化館，對於酒的歷史、製酒工具、製酒建築

設計等，藉由完整的呈現，幫助園區發展酒工業遺產觀光及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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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升工業遺產的社會與經濟、教育及傳承之效益。臺中文創園區於

2013 年，在前文資局長王壽來不斷的簡報與積極爭取下，全台唯一酒

文化館在臺中文創園區隆重開幕。開幕式上當時的局長王壽來致詞中提

到： 

希望這個酒文化館的開幕能帶動文創園區的人氣，讓臺中

的民眾都能體會酒的歷史文化，文創園區不見得就是產值，講

的都是錢，臺中文創園區和華山不一樣，它重視的是文創的上

游、全民的共同記憶，更是人類的歷史脈絡。 

臺中文創園區製酒文化歷史，對於整個臺中市有著不可取代之地位

與意義，更是居民對於社區環境熟悉和認同感的重要來源。王壽來

(2011)：臺中酒廠的產業建築群，特色十分鮮明，是推廣文創的絕佳實

體教材。因此環境整備的首要原則，就是妥善保存既有的歷史建築物。

「植入新構件時，不能干擾到廠房與倉庫的原始風貌。」；「我們不是要

重新建造，而是在舊有空間裡，整合出便於利用的新空間。」44 

 

(三) 長期發展計畫 

                                                       

44行政院文建會文資總處（2011），唯有酒香似舊時：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前世今生，臺

中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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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文創園區以「臺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為發展定位，

主要用意是促成臺灣與世界建築設計產業連結，並強化建築與設計專業

領域，欲提升臺灣為亞洲創意設計產業重鎮之一，園區主軸有以下五點

(行政院文建會，2011)： 

1. 整體規劃：具整體實質環境與趨勢，規畫主題邀請創作者群聚，扶植

創意產業打造文創品牌，帶動周邊產業鏈更多的創意產業投資與發

展，並辦理創意生活節，欲透過園區整合平台，達成活絡創意產業之

效應。 

2. 推動中部文化圈整合行銷計畫：結合中部文化圈組成策略聯盟，帶動

區域整合與文化學習的目的，規劃文化深度(文創產業、閒置空間與

文化資產)旅遊行程套餐。 

3. 建置專屬行銷平臺：以園區為主，整合中部資訊促進資源共享與行銷，

以達到中部文化圈整體形象與宣傳。 

4. 打造國際級設計中心：設置資源充足與專業設備的設計育成中心，提

供國內外設計師一個學習、交流的空間，並透過經營管理、產業體系

與行銷企劃的互動，結合中部設計產業，塑造國際級設計中心。 

5. 每年舉辦中部文化圈博覽會與藝術展演活動。 

從 2011 年設定之目標，2017 年現今來審視目標成果，可以發現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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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園區不僅每項都一一達到，甚至做到更好。不僅從中部文化圈推

展到全國性，甚至在國際設計展上皆嶄露頭角，設計展作品甚至被國

外邀請展覽露出。 

 

六、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從文創園區經營管理五項要素來檢視臺中文創園

區，發現因為與其他文創園區不同，是唯一公辦公營的文創園區，在經

營模式與發展呈現上也十分不同。在塑造身份地位方面，因為臺中文創

園區為建立本身的品牌定位「臺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所以對

於修復工業遺址廠房到，將園區完備到生活機能適宜，並且推動地方產

業，設計多元化的節目展覽，讓在地居民及國內外觀光客都可以更加認

識園區，與體驗園區之節目；而在藝術文化企業式經營面，也因公部門

進駐管理的關係下，從資金補助、人力資源協助，進而 OT 不同私營企

業進駐，增加了園區產業的豐富性與經濟性；在刺激創新與創意面，除

了有形及無形文化遺產、傳統技藝傳承教育推廣、產官學合作經濟效益

及文創工作者進駐園區，深度及廣度兼具下刺激著創新與創意之發展；

而在文化多元性及民主性方面，作為酒文化工業遺址重要場域下，不論

是在教育及展示空展上，表演藝術方面，皆提供了文創藝術工作者許多

嶄露與露出之機會。且設有相關展演活動補助辦法，助益於培養優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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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人才；在閒置空間活用上，5.6 公頃寬敞的空間，資源豐富，產業類

型種類多樣化，生活機能皆已完備。透過靜態展覽或是動態體驗，讓民

眾及觀光客皆能得到良好的生活體驗。 

 

 

第三節 華山 1914 文創園區經營管理個案分析 

 

 

華山文創園區發展背景 

 

華山文創園區所在地的名稱由來，在清朝時期原稱三板橋庄大竹

圍，至西元 1922 年，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廢臺北舊有街庄名，改稱「樺

山町」。而「樺山」的名稱乃取自日本治台的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

的名字而來，當時位於樺山町包含臺北市役所（今行政院院址），樺山

貨運站，臺北酒廠等政府單位，是日治時期臺北市都市計畫所規畫開發

的地區。其中樺山貨運站於 1940 年，因臺北火車站改建，在樺山町增

設貨運站，與臺北酒廠的鐵路酒廠支線相連。至國民政府時期再將「樺

山」改為「華山」，並沿用至今。 

目前在華山創意文化園區所見的建築物及設施，其前身為創建於

1914（大正 3）年的日本「芳釀社」，初期以生產清酒為主，並首創以冷

藏式製造法克服氣候因素產製清酒，是當時臺灣最大的製酒工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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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員工達 400 人。至 1922 年（大正 11 年）臺灣總督府實施「酒專賣

制度」，頒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實施專賣制度後先以租用再正式予以

收購，改稱為臺北專賣支局附屬臺北造酒廠。1924 年臺北專賣局裁撤

臺北專賣支局，再更名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北酒工場」，並改以製

造米酒及各種再製酒為主。 

1945 年，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改名為臺灣省專賣局臺北酒工廠。

1949 年，因專賣局改制為菸酒公賣局，再改名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臺

北第一酒廠。早年生產價格低廉、以樹薯為原料的「太白酒」成為一般

民眾日常消費的最愛。大約從五十年代中期，米酒的產量逐漸增加，酒

廠配合政府政策，研發各種水果酒，開始了臺北酒廠的黃金時代，甚至

獲得「水果酒工廠」的稱號，也開啟了「臺北酒工場」的黃金時代。至

1975 年再度改名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臺北酒廠」，習稱「臺北酒廠」，

並沿用至今。 

目前華山全區範圍共 7.21 公頃，園區內的建築是以廠區進行階段

性的擴建，具有臺灣近代產業歷史上的特殊價值與意義，其製酒產業的

縮影不但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更見證了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時期的

臺灣酒類專賣的歷史。目前華山園區所保存完整的日治時期製酒產業建

築群更是一座產業建築技術的博物館，兼容不同時期、不同類型之建築

構造技術與工法，極具建築史學上的意義，也因位居市中心精華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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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兼具都市整體發展的指標性意義。 

但隨著經濟發展，位於臺北市中心位置的酒廠，因為地價昂貴，加

上製酒所產生的水污染問題難以克服，於是配合臺北市都市計畫，於臺

北縣林口購地設置新廠。1987 年 4 月 1 日，臺北酒廠搬遷至臺北縣林

口工業區，華山作為酒廠的產業歷史故事也畫下句點。 

其後 1997 年金枝演社進入廢棄的華山園區演出，被指侵佔國產，

藝文界人士群起聲援，結集爭取閒置十年的臺北酒廠再利用，成為一個

多元發展的藝文展演空間。「省政府文化處」與「省菸酒公賣局」協商

後，自 1999 年起，公賣局將舊酒廠委託省文化處代管，省文化處再委

託「中華民國藝文環境改造協會」經營。臺北酒廠正式更名為「華山藝

文特區」，成為提供給藝文界、非營利團體及個人使用的創作場域。 

精省後，華山藝文特區轉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管理，亦曾短暫

委託「橘園國際藝術策展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除前衛藝術展演外，

也引入設計、流行音樂等活動。 

2002 年起文建會開始計畫運用閒置的酒廠進行舊空間活化再利

用，同時為解決華山長期藝術表演權與公民使用權之間的爭議，乃整併

調整為「創意文化園區」，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特別用地。後來經

過一年封園全面整修，在 2005 年底結合舊廠區及公園區的「華山創意

文化園區」重新開放供藝文界及附近社區居民使用至今。轉型之後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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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周圍環境景觀進行改造，將園區規劃為包含公園綠地、創意設計工

坊及創意作品展示中心的創意文化園區，目的在於提昇國內設計能力、

國民生活美學，提供一個可讓藝術家交流及學習，甚而推廣、行銷創意

作品的空間。 

2007 年 2 月文建會以促進民間參與模式(簡稱 OT)，規劃「華山創

意文化園區文化創意產業引入空間整建營運移轉計畫案」，2007 年 12

月由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依約取得園區未來 15 年加 10 年的整

建及營運經營管理權利。華山在經過以短期活動為主的十年藝文特區轉

型醞釀階段後，正式為「推動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旗艦基地」，也

開啟華山文創園區元年的序幕。45華山文創園區定位為：「文化創意產

業、跨界藝術展現與生活美學風格塑造」。 

 

再利用後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整體規劃 

 

華山文創園區前身為「日本芳釀株式會社」，創設於 1914 年（大正

3 年），至 1922 年（大正 11 年）由日治政府實施專賣制度後，改名為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北酒工廠」， 1946 年國民政府接收後再改稱「台

灣省專賣局台北酒工廠」，1947 年再改組成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第一

                                                       
45簡介文字來自華山文創園區網站，文創二期計畫修正計畫(98-102 年)資料。參考網站：

http://www.huashan1914.com/ 

 

http://www.huashan191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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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廠」。近百年來先後產製米酒、紅(露)酒、藥酒、燃料酒精、各式水果

酒、紹興酒等釀造再製酒類，因此留下豐富且多樣性的製酒產業資產。

目前華山全區範圍共 7.21 公頃，保留了自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時期完

整的製酒產業建築縮影。46 

表 4-4 華山 1914 文創園區建物空間簡介 

外觀 
場館名

稱 
說明 

 

 

高塔區 

為三層磚造水泥結構，建於 1920 年 11

月，最早是做為釀造米酒的空間，因

分別於不同年代逐次修建而成，整區

樓高起伏錯落有致，搭配局部木桁架

及斜屋頂，呈現不同時代的工法及建

材特性。高塔部分的正面、平面都有

嚴謹的對稱性，入口處原有一鑄鐵托

架的木製雨庇，而正面有山牆、拱

圈、飾帶裝飾，牆面為洗細石，並有

間隔合宜之溝縫形成立面水平元素，

搭配多扇直立木窗及木構弧拱窗，構

成極具特色的建築風貌。  

 

 

烏梅酒

廠 

建造於 1931 年 3 月，原為「貯酒

庫」，貯放自製成品酒類。整體空間

為獨棟式廠房建築，長廊式的室內空

間，鋼骨鋼筋混凝土柱樑系統，加強

磚造結構，其中建築物的開窗都設有

窗柵，代表倉庫存物防曬的特性。其

中混凝土框架的斜撐樑、與屋架相接

的托樑石，大跨距的鐵骨屋架，三項

特色都具體表現了 1930 年代台灣工業

建築的技術水準。 

                                                       
46華山 1914 文創園區，參考網站：http://www.huashan1914.com/about/buildings.php?cate=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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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囪 

煙囪係配合鍋爐設置，建於 1931 年酒

廠新工場建設時期，由專賣局委由日

本東洋壓縮會社建造。煙囪底部內徑

2.5m，頂上內徑 1.2m，初建時高達

50m，一度成為台北進步的地標。1970

年代，煙囪因鍋爐燃料從煤炭改燃重

油，乃截短煙囪 3m。 

 

 

米酒作

業場 

建於 1933 年 11 月，其內部主要分為米

酒及紅(露)酒製造場兩大空間。為磚造

鋼筋樑柱結構之兩層樓建築，屋頂為

三連棟南北走向，與平面兩製造場走

向垂直，使室內空間極富變化。二樓

為設置發酵槽而留下多處直徑約五米

大的圓形穿孔，陽光灑入室內形成

一、二樓間視覺聯繫。米酒作業廠往

煙囪方向有一處戶外庭園景觀，幽雅

而靜謚。建築構件中，屋頂有銅製強

制通風換氣塔，門窗及廊道開口的邊

緣，以特別訂製的北投窯業會社未上

釉陶磚進行裝飾，別有樸實之美。 

 

 

四連棟 

四連棟建造於 1933 年 3 月，最初主要

做為「紅酒貯藏庫」，在 1981-1987 年

因金山南路拓寬，面積縮減，而改裝

成四棟連續但長度不一的建築。空間

特質為獨棟式長形廠房建築，室內為

長廊式的空間，鋼骨鋼筋混凝土柱樑

系統，加強磚造結構，立面有山形山

牆作為建築入口，山牆上拱頂石裝

飾，牆面有弧拱窗、洗石子窗櫺、洗

石邊框裝飾、水平裝飾帶，搭配內部

大跨距的鐵桁架石綿瓦屋頂，大尺度

室內挑高空間，頗富現代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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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

樓 

前身為 1914 年清酒工場，為芳釀社時

代第一批建築，於 1922 年作為總辦公

室。立面採大量開窗，採光充足，內

外牆均厚達一米，洗石子牆面，堅固

又耐熱，冬暖夏涼，是一適合辦公之

建築空間。 

 

 

果酒大

樓 

建於 1959 年，一樓原為水果酒倉庫，

二樓原為酒廠禮堂。禮堂保留一個鏡

框式舞台，長廊及三面開窗採光，極

具空間 

 

 

車庫工

坊 

建於 1925 年，由北至南依序原為「消

防車庫、蒸餾室、酒槽及休息室」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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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製酒

作業場  

建於 1933 年，長廊式獨立空間，大型

角鐵屋架，北側外牆有長廊式作業平

台。 

 

 

維修工

廠  

建於 1931 年，酒廠都設有工場以檢修

廠區機具門窗。南側小隔間為當時需

領料之倉管空間；西北側玄關方形建

築，其水平飾帶與廠房山牆巧妙連

接。  

 

 

蒸餾室 

建於 1933 年，樓高三層，與米酒作業

場相連，為製作米酒流程一環，樓層

有許多因設置蒸餾機留下圓形穿孔。

四樓屋突圓弧外觀，三樓露台及大型

拱窗，窗緣為北投窯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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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室 

建於 1931 年，為鐵骨屋架，挑高一層

磚造建築，內遺有與煙囪相連之磚砌

爐口、鍋爐機具，表現酒廠記憶的時

間魅力。 

資料及照片來源：華山 1914 文創園區          本研究整理 

 

 

以下套用 Mommaas（2004）五項文創園區經營管理評估為基礎，

將華山文創園區經營情況作說明與分析，最後小結則針對華山文創園區

之經營管理模式作結論。 

 

一、塑造身份及地位 

(一) 對外開放程度 

因華山文創園區位於臺北市中心位置，在交通、娛樂、經濟與文化

上，因地理位置優良而較具優勢。而華山文創園區是臺灣五大創意園區

中成立時間最早、討論最多的文創園區，是第一個以特定專用區劃定之

文化園區，也是第一個開發完成之園區。園區包括 OT、ROT、BOT 三

個委外促參案件，其中 ROT 案將華山內除電影藝術館外的所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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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建會以委託民間單位以整建或擴建並營運的方式辦理，經營期為

15 年，約滿後若績效佳可再延長 10 年，最多 25 年後歸還文建會。2007

年華山 ROT 案由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依約取得園區經營管理權

利。 

有關園區規劃、營運與監督部分皆依造 ROT 合約所規定之事項來

進行，在不違背合約內容規定的原則上，經營者有權自行規畫園區內的

活動與事項，包括活動策畫、招商進駐管理等營運權利。文化部每年向

經營者收取定額土地租金、定額權利金及變動營運權利金，同時每年也

提撥一定預算提供重大活動之委辦，並在其中所扮演履約管理者與績效

評估者的角色。47雖然如此，但經營者對於園區的權利及運作彈性，仍

保有一定的發揮空間。 

 

(二) 推動地方意象 

文創園區除了重視歷史建築及文物保存外，如何嘗試讓在地居民生

活能更貼近藝文環境，讓美學能夠從社區深入到城市，進而推展到全國

才是核心重點。而華山文創園區在加強園區地方意象，除了不定期與出

版社舉辦朗讀之夜，或是租借場地予當地例如大學大同大學設計系展等

等，皆加強園區與在地的連結度。 

                                                       
47陳耀竹、邱琪瑄，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私協力模式之比較研究，臺北銘

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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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文創園區要建立地方意象，需要地方文化再加上軟硬體的烘

托，才能讓民眾在體驗中得到印象。而文創園區更重要的是，要能夠影

響附近人才及產業的聚集，讓產業工作者、小型企業或商家，也會選擇

在此作為據點，形成創意空間，一起帶動此區域的形象與氛圍。而華山

文創園區除了展覽場館，亦有文創工作者及小型工作坊等進駐，且園區

內目前共有七家餐廳及五家咖啡廳在裏頭。 

文創園區店家地圖如下圖所示： 

圖 4-4 華山文創園區店家地圖 

資料來源：華山文創園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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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為觀光景點 

文創園區想要獲得民眾的青睞，有賴於明確的品牌及園區定位，再

加上地方特色和文創產業兩相活化，才能確保文創園區在城市中扮演著

重要文化藝術場所的地位。而華山文創園區在藝文展覽活動上，提供大

量及種類不同的藝文活動和展覽予民眾參與，且在行銷宣傳上，除了政

府媒體平台露出，更是常在電視媒體、報章雜誌及網路媒體上曝光。甚

至常舉辦戶外表演節目，吸引附近遊客至園區內。 

華山文創園區在節目展覽上的數量與節目場次規劃的十分密集，且

媒體曝光大量露出，在強力宣傳下，民眾熟悉度十分高，品牌知名度高，

已成為臺北市重要觀光景點之一。 

 

二、企業式經營 

(一) 多重資金、人力來源 

華山文創因為屬於政府委外 ROT 案，目前由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

限公司經營管理，並成立財團法人臺灣文創發展基金會。在資金面，除

了有政府的補助外，更尋求民眾及企業的捐款。另外有活動場地、展覽

空間、餐廳、工作坊和電影院等租金收入，收入來源相對較公營單位之

臺中文創園區豐富與高。華山文化園區現正外租的廿二個空間，逾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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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租金收入來源相對提高，人力資源運用也可較為彈性。 

 

(二) 多元文化藝術形式的連結 

目前的華山文創園區，每個月會有兩個禮拜在戶外廣場集結來自各

地的文創小攤，園區內則不時會舉辦電影、音樂會、小劇場、攝影展、

畫展、親子兒童劇等各類藝文展演活動，文化展覽活動形式十分多元且

具豐富性。 

而園區內文化形式種類繁多，且有各類型之藝術創作家及工作坊進

駐，也常邀請藝術家們舉辦演講，另工作坊也會開設手作等課程讓民眾

參與並學習。 

 

(三) 體驗經濟的應用 

華山文創園區在園區當中有文創沙龍、藝文書店、藝廊、小型表演

展館、光點華山電影館、手工藝品店、音樂館、工作坊等，並且常會舉

辦互動式課程，或主題性的文學讀書會等活動。園區中的節目也會區分

各種不同的族群而設計，例如 2017 年暑假就規劃了以滿足五感感官享

受的各式展覽，其中就有以最新以 VR360 虛擬實境技術體驗的東方凡

爾賽祕境體驗大展，近年展覽加入互動裝置，不論是場景營造或是藉由

3C 輔助，讓觀展的民眾身歷其境拉近與作者、作品的距離，創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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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展感受。隨著展覽的多元化，加入動態互動裝置，讓作品生動呈現，

而數位化更讓藝術活靈活現，每位觀眾都能親身體驗，數位科技所帶來

的視覺震撼。 

 

三、刺激創新、創意 

(一) 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兼顧 

華山文創園區有 70%左右的消費主體是當地民眾，遊客族群主要分

為有觀光客及臺北市民這兩類。園區因地利之便，經濟效益好，每年所

舉辦的各種展覽、表演等活動至少 100 多場，參觀人潮十分踴躍。而一

年一度之簡單生活節更是吸引許多國外觀光客的到訪。2006 年底舉辦

第一屆的簡單生活節，邀請了當紅歌手和獨立樂團來參與演出，不只讓

民眾購票入場，還在表演舞台周圍設立各式攤位。這樣文創與商業結合

的模式，短短兩天就帶進了三萬多的人潮，創造一千兩百萬元的營收數

字。更是台灣首場以生活型態為主題，結合多元當代創作元素，如：音樂、

創意、文化、美學，呈現台灣特有生活方式的大型活動。 

在全球性部分，華山文創園區引進國際藝術家的展覽，一來增加藝

術家們之間的交流與國際觀，二來可將華山文創園區的城市形象和國際

產生連結。透過資訊及文化交流，達到國際化之目的與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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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充足的文化生產空間 

華山文創園區已經成為包含公園綠地、創意設計商店、時尚美食，

以及藝文展演場地的著名文旅勝地。創意產品有主題、有品牌，包括文

創設計商品、節慶禮品、觀光紀念品等。目前，園區涵蓋文化創意產業

從創作、製造、加值、流通到消費端等所有方面，是從參與製作、創造

到分享、傳播、推廣的過程，是生產、生活和生態相互有機結合促進的

環境。48 

 

(三) 利於文創生產的社會、經濟條件 

總體來說，華山文創園區有著最佳之地理位置及交通便利性，讓園

區建立在十分良好的基礎上。而除了廠區超過一百年的歷史建築背景，

更在園區裏頭建置藝術集中地，使藝術創作者在此找到了可以生產與展

示的機會，也提供藝術家們交流及藝術家們與居民間的互動關係。拉近

藝術與民眾之間的距離，也形成產業群聚效應，帶動和吸引學生族群、

名人及各團體單位，攜帶各式豐富之活動相繼湧入。 

 

四、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 

(一) 年輕藝術家、少數民族文化表現機會 

                                                       
48中國房地產戰略家網站，參考日期：2017 年 7 月 15 日，參考網站：https://read01.com/zh-

tw/JgoDj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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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文創園區雖然開放戶外廣場供新生代的年輕藝術家或是街頭

藝人發表演出與使用。但因為屬於委外經營之私人企業營運單位與盈利

性組織，政府經費補助主要在大型活動上，盈虧自負，故空間租金為主

要來源收入。對於此也曾經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在於高昂的租金讓許多

文創業者聞之卻步，多少也排擠掉獨立或剛起步之年輕藝術家及少數民

族文化表現的機會。 

園區內則不時舉辦電影、舞台劇、音樂會、攝影展、畫展、時

尚發表會等各類藝文展演，但另外一大半的空間，卻是餐廳、酒館、

茶屋、咖啡館、書店、唱片行及精品店等商家。知名藝評家及策展

人胡永芬批評，現今的華山文創園區，早已背離當年初衷，「我曾

經帶著兩名中國友人來華山考察，原是要學點經驗回去，他們看完

卻說，華山已經壞掉、完蛋了，所有它應該具足的特徵，都只剩下

表皮，價值已消失殆盡。」49 

 

(二) 提供表演平台和資金的補助 

華山文創園區位於臺北市中心位置，交通十分便利，園區範圍 7.21

公頃場地十分寬敞，戶外藝文空間及室內展演空間等場地，採租借方式

須付租金承租，可提供十分充裕之空間租賃予藝文活動及設計發表展覽

                                                       
49新新聞，2014 年 02 月 05 日報導，參考網址：

http://www.new7.com.tw/SNewsView.aspx?Key=%EF%BF%BD%25&i=TXT201401281551296A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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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然而在資金上，因屬委外經營 ROT 案，盈虧自負，每年須繳交租

金及權利金予文化部。而政府每年也提撥一定之預算供華山文創園區在

大型活動上委辦補助。故在資金補助給民眾上，主要是區分一般團體及

藝文或學生團體，於租賃空間場地上費用之不同。 

 

(三) 針對不同市場的節目規劃 

園區中的節目也會區分各種不同的族群而設計，例如最近華山烏梅

劇場的親子兒童劇、針對設計的設計創作展、設計系學生的聯合畢業成

果展、喜愛建築的、攝影的、閱讀的或是喜愛音樂的各類型民眾，園區

內皆提供十分豐富及多樣化的節目。 

 

五、閒置空間活用 

(一) 空間多元利用 

華山文創園區，空間多元運用上，入口廣場處常作為戶外活動表演或展

覽的場地，也開放讓街頭藝人表演使用，也因此常吸引路過的民眾駐足

觀賞，增加親近園區的機會。另外在表演空間上則有 Legacy，舉辦各類

型音樂的現場表演。外租的空間也提供小劇場或是靜態展覽，讀書會或

是發表會皆可使用。另園區有許多的空間出租予餐廳、酒館、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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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行與精品店等商家使用。 

唯因華山文創園區，場域寬廣且展覽活動及節目眾多，當觀光人潮湧入

時，相對園區內原本之公共廁所數量不足，假日更是造成女廁大排長龍，

如能多建置公共廁所數量，更於便民及方便。 

 

(二) 歷史解說和呈現 

華山文創園區屬於日據時期的臺北酒廠，興建於 1914 年，已是超

過百年的工業遺址古蹟建築物了，如何對後人解說這些遺留下來的酒文

化工業遺址，及如何活化的使用並且延續建築物的使命，讓園區在經過

重建與改造後，依然保有它的歷史文化都是每一個文創園區應該對後人

陳述的。華山文創園區在歷史解說上，提供每周假日志工導覽解說服務，

不需提前預約，定時現場參加即可，較為便民性。然而園區目前在歷史

解說與呈現上僅此而已，尚未全面發揮酒文化工業遺址建築歷史故事

性。 

 

(三) 長期發展計畫 

文化部網站上提到華山文創園區，定位為「文化創意產業、跨界藝術展

現與生活美學風格塑造」，以”酷”（時尚、前衛、實驗）與”玩”（玩

樂、享樂、娛樂）為規劃主軸，突顯華山園區做為跨界創意的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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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媒合跨界藝術、產業互動的場所，建構異業、異質交流結盟的平臺，

並發展成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育成中心。 

有關園區規劃、營運與管理等皆依造 ROT 合約所規定之事項進行，屬於

委外經營模式，公部門主要扮演監督與績效評估之角色。台灣文創發展

公司雖然取得全區委外經營權 15 年，如營運績效良好可再展延 10 年。

但在此狀況之下，合約期滿後須再重新採購招標及審核，使得在長期發

展計畫上，僅能就目前合約期間來作一定時間的發展計劃，無法較長期

宏遠地設定發展計畫。 

 

六、小結 

 

綜合以上討論，華山文創園區在塑造身份及地位面上，已建立全臺灣文

創園區一定地位與基礎，唯獨偏重營收及場地高租金，商業性質濃厚，

易排除經濟較弱勢之個人及藝文團體：在企業式經營上，因委外管理，

且臺灣文創發展公司亦成立財團法人臺灣文創發展基金會，業務需要或

其他因素，變更董事、財產及其他重要事項，均須經董事會通過，函報

文化局許可。企業化經營，人力調配及政策佈達，甚至在財政運用上也

較有彈性與發展空間；而在刺激創新與創意面與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層

面上，引進各類型且豐富多元的電影、舞台劇、音樂會、攝影展、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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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發表會等各類藝文展演，皆有助於維持競爭力及創造創意經濟之效

益；另於閒置空間活用上，除了讓工業遺址重現並且在再活化的過程中，

藉機帶動周邊產業鏈及形成文化創意聚落。 

 

 

第四節 兩文創園區研究結果比較分析 

 

 

以 下 就 臺 中 文 創 園 區 及 華 山 1914 文 創 園 區 兩 者 間 ， 運 用

Mommaas(2004)文創園區經營管理要素，比較兩園區各別於塑造身份及地

位、企業式經營、刺激創新及創意、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閒置空間活用這

五個構面相互比較相同與相異處。 

 

一、 塑造身份及地位 

臺中文創園區及華山文創園區兩者皆為酒文化工業遺址，在建築的歷史

背景和功能特殊性上皆有著重要的意涵與意義。臺中文創園區積極與觀

光產業結合，期盼能帶動藝文觀光人潮。兩所園區皆具備多元化及豐富

的藝文展覽活動，且吸引了當地居民的參與及文創工作者進駐園區，改

變了地方及城市形象。 

謹將兩園區之塑造身份地位之相同處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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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兩園區塑造身份與地位之相同處 

塑造身份地位 

臺中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1.工業遺址歷史悠久、文化內涵豐富 

2.硬體設備皆已完善 

3.皆具有地方代表性 

4.多元藝文與教育節目的呈現 

5.皆有文創產業進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臺中文創園區及華山文創園區，兩園區在塑造身份地位相異處上，

像臺中文創園區因為是有公部門文化資產局管理，而華山文創園區則是

委外由台灣文創發展公司管理，兩者在廣告宣傳上之預算就有相對之差

異性，因為華山文創園區，租金收入高故廣告預算相對較多，積極投入

大量廣告在各平面及網路媒體或大型戶外廣告的曝光露出。另外很明顯

之差異性則在於對於文創產業扶植上，雖然兩園區皆有文創產業進駐，

但臺中文創園區不僅補助更重點的扶持；而華山文創園區進駐產業，卻

仍須繳交租金費用只是有提供減免較一般團體單位費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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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兩園區塑造身份地位之相異處 

塑造身份地位 
 臺中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管理單位 文化資產局 臺灣文創發展公司 

廣告宣傳 
預算有限，主要以政府

單位媒體及網路為主 

廣告預算多，各種媒體露出

相對高 

發展方向 
以文創、文資為主，商

業為輔 

較偏重商業，結合異業、異

質交流結盟平臺 

文創產業扶

植 

補助及重點扶持文創產

業進駐 

文創產業雖進駐，但仍須繳

交租金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企業式經營 

臺中文創園區是唯一公辦公營之園區，而華山文創園區在委外經

營情況下，兩者間對於推廣藝術展演活動的多樣化與豐富度皆十分重

視。且進駐之文創工作者或廠商也不限文創產業項目，為園區帶來了充

沛的產業型態。而豐富的產業文化，使得體驗經濟成為園區經營發展最

重要的項目之一，讓民眾在互動及開放的體驗中達到休憩與學習之目

的。謹將兩園區之企業式經營之相同處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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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兩園區企業式經營相同處 

企業式經營 

臺中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1.相關產業進駐 

2.藝文活動樣式多元化 

3.皆有體驗經濟 

4.文創產業類型種類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兩園區在企業式經營上最大之差異處主要有：資金來源及園區內

產業連結緊密度。臺中文創園區主要靠政府年度編列預算及 OT 廠商租

金收入和展覽空間租金等，但預算固定且收入有限。而華山文創園區內

商業設施，占總使用面積約八六%，一大半的空間，是餐廳、酒館、茶

屋、咖啡館、書店、唱片行及精品店等商家，故租金收入來源相對較多

且高。而兩園區在產業連結緊密度上也有明顯之差異化，像臺中文創園

區因為公部門管理與經營下，能整合上中下游各產業鏈，讓產業緊密結

合與合作。但華山文創園區，則以商業導向為主，產業進駐後，彼此間

之合作較各自為政。以下將兩者企業式經營相異處編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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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兩園區企業式經營相異處 

企業式經營 

 臺中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資金來源 政府預算及少許租金收入 園區租金收入及其他營運收入 

園區內部收入來源 固定且少樣 租金收入多且多樣性 

產業連結 園內有緊密網絡 合作機會少 

生產模式 供給導向 需求導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刺激創新、創意 

一個文創園區所展現出來的創意能力與城市空間及人才創新持續

立有正面相關性。臺中文創園區因 2004 年專家學者建議之區域發展規

劃，將園區與周邊商業街道串聯，利用文化藝術與休閒商業的結合，來

提升臺中東南區塊的文化素質，並促進經濟發展。也因此從一開始整備

上便朝向保留工業遺址歷史與文化，進而扮演中部區域創意產業交流

中心為目標。而華山文創園區除了電影藝術館外的所有範圍，文建會以

委託民間單位整建或擴建並營運的方式來辦理，皆配合政府都市計畫，

且因是第一個文創園區，地理位置又在台北市中心，故在城市中扮演著

重要文化生產的角色。將閒置的台北酒廠，重新在活化成文創園區，不

僅保留了建築在城市中的歷史與文化，亦改變了園區原有之形象與型

態。而兩園區刺激創新與創意相同處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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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兩園區刺激創新與創意相同處 

刺激創新與創意 

臺中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1.配合都市計畫 

2.於城市中扮演重要文化生產場地 

3.改變園區內外原有形象 

4.社會及經濟條件有利文創產業發展 

5.生產資源在地文化及創新元素並進 

6.皆保留城市歷史與文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臺中文創園區及華山文創園區在刺激創新與創意不同之處，主要

表現在：文化生產與消費者關係，臺中文創園區彼此連結性強，而華山

文創園區則偏重商業；另外在主要市場上，臺中文創園區以文化觀光和

在地居民為主，而華山文創園區則有將近 70%為在地居民；臺中文創園

區進駐之文創業者，除了創作生產外，兼藝術推廣教育。華山文創園區

的文創業者，則是創作兼販售，較少教育性。另外兩者園區對於藝術家

創作，臺中文創園區協助上大於華山文創園區對於藝術家們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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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兩園區刺激創新與創意相異處 

刺激創新與創意 
 臺中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文化生產與消費關

係 
連結性強 

文化生產較偏重商業

化 

主要市場 文化觀光與在地居民 70%為在地居民 

藝術家工作性質 
創作外兼藝術推廣教

育 
創作外兼販售 

園區管理架構 
有幫助藝術家創作需

求 

藝術家自主管理創作

需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 

 

 

兩文創園區對於在城市中扮演好文創產業發展的基地皆十分專注

投入，在靜態展覽或是動態表演藝術節目規劃上，亦同時兼備。並且在

內容上和藝文團體合作時，也能考量不同組群與社區居民之需求做設

計。不僅刺激了園區管理者的創意與策展能力，相對提升了居民及遊客

們對於園區的認同感及親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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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兩園區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相同處 

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 

臺中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1.吸引多元化之創意進駐 

2.多種類藝術形式的呈現 

3.針對各族群設計藝文活動內容 

4.動態、靜態活動皆有 

5.文化擴及其他藝文單位團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在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上兩園區很大的不同則表現在：臺中

文創園區管理及策略皆十分鼓勵及歡迎年輕藝術家們創作及發表，並

有提供藝文展演及活動補助辦法，或出租場地時僅酌收少許的場地費。

且對於少數民族及弱勢族群的協助，也盡量做到面面俱到。並且盡力與

在地居民們敦親睦鄰，有任何活動也皆會充分聽取居民之意見。但是相

對地，華山文創園區除了高額的空間場域租金外，對於弱勢及年輕藝術

家或少數族群，並無任何資金補助，僅提供租金減額，有任何活動時和

居民間的溝通也較少。 

 

 

 

 



117 

表 4-12 兩園區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相異處 

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化 

 臺中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是否鼓勵年輕藝術家 鼓勵年輕藝術家創作及發表 高昂租金排擠年輕藝術家 

資金補助 提供資金補助藝文團體 無資金補助，僅減少租金 

少數民族的關懷 十分在意少數民族 商業導向故較不在意 

多元化程度 關心及擴及弱勢族群 應提供更多機會予弱勢族群 

民主化程度 與居民充分協調溝通 尚須加強與居民溝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閒置空間活用 

 

臺中文創園區許多重要的工程，都是在前任局長王壽來督導的第

二期計畫「環境整備及建築物修復再利用工程」中，不斷的思考建築物

的歷史價值如何？活化之後再利用，如何能發揮其功能？而建築物整

修的策略有四大原則。第一，由外而內；第二，由重要到次要；第三，

由大而小；第四，儘量維持過去原貌，讓鄰近社區居民保留對昔日酒廠

的共同記憶。50而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已於 101 年完成全區整建工

程，目前分別以 OT（電影藝術館）及 ROT（文化創意產業引入空間）

                                                       
50行政院文建會文資總處（2011），唯有酒香似舊時：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前世今生，臺中

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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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營運中。目前園區所保存完整的日治時期製酒產業建築群更是一

座產業建築技術的博物館，兼容不同時期、不同類型之建築構造技術與

工法，極具建築史學上的意義，也因位居市中心精華地段，又兼具都市

整體發展的指標性意義。華山文創園區針對周圍環境景觀進行改造，將

園區規劃為包含公園綠地、創意設計工坊及創意作品展示中心的創意

文化園區，目的在於提昇居民及遊客對於園區歷史背景的認識。 

 

表 4-13 兩園區閒置空間活用相同處 

閒置空間活用 

臺中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1.空間多元化應用 

2.保持建築歷史文化性 

3.建築歷史的呈現與解說 

4.提升居民和遊客對園區歷史背景的認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兩園區對於空間活用相異處則表現在空間使用模式：在於除了

兩園區皆有引進文創產業進駐及規劃展覽空間場地外，臺中文創園區

有全台唯一酒文化館設置，而華山文創園區則偏重商業性質，餐廳或小

酒館等設置。兩園區閒置空間活用相異處如下表所述： 

 

 



119 

 

表 4-14 兩園區閒置空間活用相異處 

閒置空間活用 
 臺中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空間使用模式 

音樂、設計、視覺藝

術、文創生活產業及

酒文化館 

設計、流行音樂、創意

生活、策展、出版、時

尚設計、工藝產業及餐

廳 

是否設置酒文化館 有酒文化館 無酒文化館 

空間規劃導向 展示及教育空間 偏重商業化使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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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結論 

 

根據內政部最新 2017 年人口統計資料顯示，臺中市人口已經超越高雄市成

為全台第二大城市，而除了市府做好各種基礎建設與社會福利，其中打造硬體設

施及軟體設備等適合安居樂業的環境也占了很大的因素。 

透過文獻探討我們了解到，一個文化設施設置的目的與功能，絕不僅僅單以

入園人次及財務營收獲利來觀看，更應該包含文化資產保存及其教育價值。從第

四章本研究套用之 Mommaas 文創園區經營管理五要素研究分析後，可以了解公

營管理與私營管理之文創園區兩者間差異性，與園區市場定位不同，後續發展也

不相同。針對臺中文創園區得出以下幾點： 

一、 臺中文創園區在經營管理上，因公營管理特質故偏重文創上游，著重文

創人才、傳統技藝的培養，非商業性質管理，真正落實文化平權，深化

藝術扎根之目的。 

二、 經過十二年整備後，現已成功整合產業鏈上下游，且形成完整的文創產

業生態圈，成功扮演文創上游角色，並且是中部地區文創設計商品展示

與交易重鎮。 

三、 完全符合當初園區定位：「臺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之方向，

並發揮扶助文創及文化設計產業發展平台之功能。 

四、 對在地相關文創產業發展帶動正面效益，亦帶動在地周遭環境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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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感之提升。 

五、 對於文化保存、研究、展演、教育及推廣上，成功扮演領頭羊與文創產

業孵化器的角色與位置，帶動文化產業區群聚及協同發展之功能。 

 

第二節 建議 

 

綜合所有觀察與研究分析後，針對臺中文創園區，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可建構大臺中地區博物館及美術館資源共享及合作機制 

例如可與臺中附近博物館及美術館等，共同發行參觀套票，或是於

平面及網站媒體露出，共同宣傳達到加成效果，吸引並互相帶動更多參

觀人潮。 

 

二、 讓園區有更充裕的人力及物力資源，以提升其營運效益 

前面提到臺中文創園區因為公部門經營管理之故，在各層面皆須遵

照政府相關規章辦理，人力無法傳承且業務量日益龐大之問題尚待解

決，需思索如何在有限經費下尋求效益最大化，或是尋求其他資金與資

源之補助，藉以提升園區整體營運效益。 

 

三、 傳統技藝人才培養應有具體目標及更有計畫性 

往年文資局年度皆有編制文化資產人才培訓手冊，但從 2015 起便

停止製作該手冊，且網站資訊也未整合佈達，造成搜尋及宣傳上之困難，

實屬可惜。因為該手冊通常於前一年度年底發行，除了文資局可於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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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計畫，並規劃行事安排外，更可讓民眾可以完整了解一整年度，文

資局所有辦理之各項研討會、培訓、論壇、活動等人才培訓課程，提供

公開交流資訊，以利民眾參考及參與。 

 

四、 在網路媒體宣傳更新應更加重視 

現今為網路時代，所有宣傳、曝光露出及資訊蒐集，民眾大多先透

由網路進而了解訊息，但在官方網站上，資訊與宣傳尚顯吝亂與不統一，

在使用者操作上也較不便利與聰明化。建議可以加強官網及現下最流行

之網路媒體曝光模式，如：Facebook、Instagram、Line@等平台，宣傳

露出，一則可節省廣告預算，二則可增加時效性與曝光度。 

 

五、 建議臺中、華山及其他三座文創園區可資源整合互補合作，以提升效益 

臺灣五大文創園區從政府積極推動以來，將近十餘年，各文創園區

也皆已整建完畢，並經營管理一段時間。無論是公部門經營之臺中文創

園區，亦或委外管理之華山文創園區、嘉義文創園區、臺南文創園區及

花蓮文創園區，每一個文創園區皆有其在地性與特殊性之文化。臺中文

創園區在公部門經營管理及園區定位下，開園這些年成功舉辦了許多成

績亮麗的展演活動，如：A+創意季、創意生活節等成功展演案例。而華

山文創園區在委外管理私營單位經營管理下，每年的簡單生活節，是臺

灣首場以生活型態為主題，結合多元當代創作元素，如：音樂、創意、

文化、美學，呈現臺灣特有生活方式的大型活動，十分獲得好評。如能

資源整合，互相交流合作，將成功節目輪流至其他文創園區舉辦，提供

其他地區之民眾到館參觀，相信可立下臺灣文創園區多元化蓬勃發展，

帶動區域發展的能量，更可發揮跨域加值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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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數位科技應用之結合 

因應全球數位科技時代，國外已有許多博物館或美術館等文化機

關，導入最先進之科技，結合民眾的行動載具，於參觀時提供數位化之

服務。建議可以導入文創園區歷史介紹導覽與互動之新科技技術，讓民

眾參觀文創園區時，能藉由自己的行動載具來加深與認識園區建築物之

歷史及改建歷程，亦可藉由互動之方式增加趣味性及提升參訪率。 

 

七、 開發專屬臺中文創園區品牌形象之文創商品 

日本神社或是日本各縣市常行銷的模式便是推出的專屬之品牌大

使或是文創商品，不僅於日本國內提昇許多知名度，更吸引海外之粉絲

追星至當地，創造許多觀光財。建議可結合駐區之設計師或文創業者，

共同徵選競賽推出文創園區專屬之卡通品牌大使與文創商品，一則可藉

由比賽提升進駐文創園區工作者之認同感，二則亦可借力使力共同開發

出專屬文創商品，結合創意，創造生產及銷售，幫助開創財源，落實完

整上下游產業鏈之結合。 

 

八、舉辦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交流論壇 

五大文創園區開辦迄今，定位與發展皆不相同，建議可舉辦文創園

區交流論壇，結合產、官、學三方之力，共同對談交流，實務經驗分享。

並邀請國外專家學者等，聽取並學習國外經驗。亦邀請在地民眾共同參

與，提供不同觀點之建議。藉此創立交流合作平台，分享彼此成果與經

驗，改善並促進臺灣文創園區未來共同繁榮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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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訪談問題 

附錄 1-訪談問題 

一、菸酒公司和臺中文創園區間的關係及互動狀況？ 

二、臺中文創園區自設立以來，是否已達成預定的目標？  

三、依據目前的定位與營運管理模式，園區面臨最大的問題或困難

是什麼？您認為應如何克服？ 

四、政府在臺中文創園區的發展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對園區帶

來何種影響？  

五、您認為未來政府的角色及法令規範對園區而言，還有哪些需要

改善的地方與建議？ 

六、您認為臺中文創園區在未來發展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您認

為如何做到？ 

七、臺中文創園區的行銷推廣方式為何？您認為目前的優勢與機會

在哪裡？此外，劣勢與威脅又為何？ 

八、如何吸引觀光客? 

九、如何吸引社區民眾? 

十、曾經辦過最有效益的宣傳方式是什麼? 

十一、您認為臺中文創園區與周圍環境和居民的互動為何？曾舉辦

過哪些活動? 

十二、就您角色而言，您對臺中文創園區未來其他期許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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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文化資產局前局長訪談紀錄 

訪談時間：106年 7月 3日 PM 3:00 

訪談對象：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王前局長壽來 

訪談問題： 

 臺中文創園區是五大文創園區中保留機具最多的一座，台灣菸酒公司出產了

很多酒，於是希望可以設立一個酒的文化館，同時也可以成立他們的商店，

販售他們的產品。後來又到台北跟菸酒公司董事長做簡報，陳述為何要設置

酒文化館的原由，因為設一個酒文化館可以讓後人了解酒文化工業遺址，又

可附設商店可以賣相關的產品。之後因為董事長換人了，又跟第二任董事長

做簡報，當時他並不瞭解舊酒廠也沒去過，於是再做一次詳細的簡報，後來

經過他們相關部門的人超過二、三十人都來考察好幾遍。很難拒絕的點是因

為這是他們之前的家，將來變成酒文化館後可以變成退休員工的家，從教育

民眾了解酒的文化及參訪時有個休憩地點，或是退休員工當義工的地點來說

服。幾乎評估了三、四年，後來因為受熱忱感動而設置，甚至在我退休前幾

天開幕成立。因為即便他們是公營單位，也很重視營收，於是建議他們可調

整營業時間配合園區的時間以減少成本並增加營收。 

 當初定位為【台灣建築，設計及展演藝術中心】，後來所舉辦的活動如：A+創

意季、生活藝術節等等，其實全都有符合當時的定位。 

 臺中目前沒有那麼多人口，不像華山平日永遠都是人，且因文資局辦公室設

置在裡面，沒有辦法開放太多空間出去。困難一定會有，但是要如何克服才

是重點。臺中文創園區是文創上游，引領其他企業也都一起來延攬人才發掘

創意的新生代設計學生。 

 園區做了很多綠化，但是臺中的高溫把第一期植栽幾乎 80%都枯死了，第二

期找來專門的建築師和設計師一起負責，後來幾乎 90%以上都存活，還買了

三棵樟樹，一顆 30萬，為了綠化環境用盡心思，有鑒於此，後來周圍的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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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送了很大顆的鳳凰樹幫助綠化。 

 原本公共廁所也很少，都要跟園區的員工借，但是考量到一旦大型展覽參觀

人次多的時候，一定會需要更多的廁所才行。於是後來建置了四座公共廁所，

每座廁所都一定提供衛生紙，也考慮到民眾的使用空間及乾淨整潔度，天天

派專人維護。飲用水的部分也檢驗公告生菌素，希望讓大家都能喝到好水。 

 臺中文創園區無法和華山一樣，是因為有法規限制，每一個酒廠都有他們先

天的特質與條件，沒法完全複製，臺中文創園區沒辦法甚至不希望朝向如此。 

 臺中文創園區不僅扮演文創上游角色，還具備展演中心、教育展示的功能及

跟民眾接觸的機會，且因傳統藝術匠師需要有地點做展示教育的功能，幫他

們佈展策展，把他們的作品一起呈現出其價值，讓後人願意來學習即將失傳

的技藝，有傳承的意涵，這就是文化責任。此外，還成立傳統匠師協會，把

這些傳統匠師集合在一起，辦理課程講座。 

 當時每年在年底會出刊一本簡冊(文化資產人才培訓手冊)，上頭有年度的課

程表(全年度教育課程)，請哪位老師上課，在什麼場地進行，今年規劃明年的，

讓民眾能一目了然並提前做學習規劃。 

 維護園區環境要靠大家及全體員工一起努力，建議就把現在的定位好好做，

更精益求精做得更好，檢討改進需要改善的部分，好的繼續維持，委外經營

的部分不好的繼續改進。 

 像在廠商這塊，當初方舟展演空間，申請營業執照過程也花了很多時間，且

開幕第三天又遇到檢舉說申請過程有瑕疵，我也是趕快派專人協助一定要幫

忙弄到好才行。 

 吸引觀光客真的需要靠口耳相傳，園區全年的活動都不斷，到現在為止每年

過年都有很大型的海峽兩岸春節民俗廟會活動，都成為經典活動。與大陸合

作，引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演，地方小吃等活動，大年初一就開始，讓民

眾至臺中文創園區體驗不一樣的年味，全家大小一起來走春。 

 園區所有的活動和開幕式都會邀請當地的里長及在地居民共同參與，廟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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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讓他們借用園區場地，借辦流水席也可以，只要他們能事後清理乾淨，

真的全力配合，一方面也可以讓園區得到宣傳效益，並與在地民眾連結更深。 

 不要放棄做文創上游，建築科系或是應用美術設計等學生展覽，這些展演活

動都能繼續下去。另外一個就是文資局既然在那邊，希望未來教學課程都能

每年繼續下去，做一個傳承，傳統工藝研習的空間，給傳統匠師們一個傳承

的空間與教室。 

 當初還成立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得到這個獎就被稱為人間國寶。希望能重

視傳統工藝的傳承，且要有計畫的，不要中斷地給匠師們發表產品的平台。 

 要跟社區民眾打成一片，讓園區變成社區的光榮和最好的場域，讓社區民眾

來走走得到遊憩的場所。 

 共同維護園區環境清潔的觀念，光廁所的設計，鏡子的設計，衛生紙的設置

都盡量做到親善環境。做很多事都是為了場地友善思考，user friendly為優先。 

 A+創意季創立緣由，因為文資局出經費找人一起策展，所有的宣傳場地經費

都由文資局出錢，事後也都會找專家老師一起檢討。當初設立這個活動的原

因，就是為了要符合園區的定位，讓知名度提高，當然大家都願意來，也漸

漸有了知名度，成為臺中年度盛事。甚至每年企業都會固定來看展，挖掘優

質人才至企業工作，讓學生有嶄露頭角的機會，畢業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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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臺中民意街攤販集中自治會理事長訪談紀錄 

訪談時間：104年 6月 14日 PM 3:00 

訪談對象：臺中民意街攤販集中自治會 蔡理事長裕榜 

訪談問題： 

 互動的部分，園區很注重居民，很熱絡和各里長間的關係也很好。 

 優勢的部分，像當初有棵 70年老鳳凰樹提議願意接受種在園區裡，舉辦敦親

睦鄰活動。 

 因為和周圍民眾互動的很好，帶動了很多各行各業的人潮，生意有比以前好

很多，且因保留古蹟建築，故歷史價值高。 

 因文資處的人員從上到下都很敦親睦鄰，所以大家的互動非常好。 

 「清淨家園」是文資處每個月都會帶動的活動。 

 產業原本就已經聚集了三十幾年，攤販多少都有固定的位置，所以沒法再增

加，但園區將圍牆打掉，讓居民可早晚去休閒，還帶動了其他街道的發展。

區域定位因和居民關係熱絡，所以覺得做得很好。 

 法令規範面也都很好，全力配合我們，還無償配合我們辦各種活動。 

 園區營運管理得很好，真的有帶動居民休閒和活動。 

 因有借 Logo放在招牌，所以有推動攤商生意，但攤商經費不足，建議園區導

覽時，可順便介紹附近攤商，和文資處結合活動共同帶動商圈活絡。 

 感覺園區及附近缺少餐飲業，希望多點餐飲業進駐。 

 管理績效不錯，對安全十分注重，西南街鐵門要是有小朋友爬上去，都馬上

有警衛制止。 

 現在他們已經做很好，綠化、停車場、柏油路重整(民意街和平路口)及帶動商

圈，他們真的很認真在發展。 

 希望能由文化部補助經費，讓招牌統一或更清楚的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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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文化資產局組長訪談紀錄 

附錄 4-文化資產局組長訪談紀錄 

訪談時間：104年 6月 14日 AM 11:00 

訪談對象：文化資產局 吳組長華宗 

訪談問題： 

 像華山文創園區全部修好後，再委外給廠商所以沒有補助，故華山皆以營利

為目的；而臺中文創園區則是邊整修好再邊委外，委外到達一定營業額抽 1%，

文資處的機關主管是臺中市政府，有照顧大臺中地區的弱勢，和學校可來園

區辦畢業展，還有補助經費，不僅是文創園區，更是達到培養人才為目的。 

 其實政府之間的政策是有矛盾的，所以常在經營管理上比較困擾，且因居民

並不瞭解這些單位的差異，都以為是臺中文化局或臺中市政府在管理。故建

議可交給統一單位來整合資源是最好的，效益也最大。 

 經營困難點上，像是沒有專職人員這部分，因立法院訂了總員額法，站在國

家發展上是好的，設了人力招標委外找人員，原為二年一標，現為一年一標，

造成人力無法傳承，傳藝科兼三個業務，目前業務龐雜，且經費不穩定，原

本 3,000萬、4,000萬管理經費，明年工程完工後經費會更少，因文化創意產

業計畫每年光人事成本就 1,600萬，再加上水電費、園區職災保全等，收入目

前只有 4個館的租金，且十分微薄，且每年約 2,000萬左右都需繳給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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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長春里前里長及現任里長訪談紀錄 

附錄 5-長春里前里長及現任里長訪談紀錄 

訪談時間：104年 6月 14日 AM 10:00 

訪談對象：長春里前里長梁何碧嬌及現任里長梁曼娜(兩人為母女，故希望同時

採訪) 

訪談問題： 

 前里長：我看著臺中文創園區從無到有，這裡 30年前都是酒糟酒味很臭，沒

整修前不知道在幹嘛。很多民眾希望改善，後來文建會進駐時，帶動很多人

潮，改變這裡舊有形象，像是當年海角七號來拍片時，需要臨時演員，幫忙

找了一百多人，幾乎全家出動，因全力配合之後，海角七號紅了，理事長便

建議王局長重回現場，在園區內重建海角七號的場景，成功帶動很多人潮，

造成轟動，覺得很棒! 

 前里長：以前酒廠放一甕一甕的東西，原是放酒糟，但里民認為是不好的東

西，後辦了安龍謝土普渡儀式，辦了 300 多桌，所有里民全都參與，剛好讓

所有居民都認識園區。因住了超過 50年了，所以覺得真的改得很好，而且拆

了圍牆後對居民互動很好。 

 現任里長：居民層次不同有時會很難了解，年齡互動不同，但近期參與人數

有較多了，因台中地區選擇多，故有時人會較少。 

 現任里長：希望能主動輔導成特色商品一條街，有統一 CI，和酒文化結合。 

 現任里長：光房價就拉升不少，附近本來很荒廢的有提升許多，劣勢是停車

位少，有活動時附近交通會亂停車。 

 現任里長：民意街希望可以規劃輔導成有特色商店，但希望政府能主動輔導

來作，譬如能有主題性，或輔導成跟酒廠有關的特色商品或伴手禮。 

 現任里長：原本民眾很反對以為要蓋大樓，草創時期是非常辛苦的，但經梁

理事長跟蔡會長推動，目前為止都很 OK，在地美術班也都可以申請使用園區

場地，很多都不收租金甚至租金優惠。 

 前及現任里長：目前為止園區真的都很好，很禮遇我們，所以沒有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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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滿意耶。管理得很好，王局長一直說要敦親睦鄰，真的很備受禮遇，很多

活動都會邀請我們周遭居民共同參與。 

 現任里長：園區真的慢慢進步中，尤其這幾年園區真的改變很多，希望能結

合產業帶動更多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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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TADA方舟音樂藝文展演空間負責人訪談紀錄 

附錄 6-TADA方舟音樂藝文展演空間負責人訪談紀錄 

訪談時間：104年 6月 14日 PM 4:00 

訪談對象： TADA方舟音樂藝文展演空間負責人 雷紀章先生及其夫人共同訪談 

訪談問題： 

 因為之前臺中 2011年阿拉夜店大火的關係，因此在消防署及營建法規面太過

嚴苛，而且因為設立在工業遺址古蹟裡面，更有諸多法規限制，例如不能使

用明火等，當初為了符合相關法令規範費了很多心力與金錢，幸賴當時王局

長大力幫忙下過關，我們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個完全符合法規的八大業者(臺中

市政府把我們歸類在八大業者裡面，所以也造成了很多困擾與麻煩)。 

 方舟一開始光前置成本就花了八百多萬，餐廳人事成本就占了五成，目前尚

未回收回來。 

 因為我們的大門入口不夠明顯，晚上夜間太暗無照明，不易吸引晚上的民眾

前來，常常不到六點多就關門了。 

 消防署法規及營建法規太過嚴苛，為了符合相關法令措施，費了不少心力及

金錢投入，且周圍居民的藝文程度參與不高。 

 建議統一交給臺中市文化局負責管理行銷，看是否能提升宣傳曝光面之資源。 

 之前每三個月會固定與我們園區廠商開會，後王局長退休後，已經六個月未

開會了，且感覺現在的管理者比較沒有用心在管理且怕事。 

 文資局對方舟合作有規定，如果營運超過一定的額度會抽成，而方舟因為被

歸類為八大行業，故還要被抽娛樂稅，感覺十分不合理。 

 目前園區大型的活動感覺良莠不齊。 

 文化部對臺中文創園區的預算不一樣，感覺園區服務及管理人數尚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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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展演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99年 12月 23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會授資籌四字第09920149882號令訂定

100年 5月 19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會授資籌四字第10030034212號令修正

102年 2月 1日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資傳字第10230002703號令修正

106年 3月 13日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資園字第10630022891 號令修正

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展演品質，

培育文創產業專業人才，發展為創意交流平臺，特訂定本要點。

二、受理申請資格：經政府立案之相關單位，同意於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辦理

下列活動：

(一) 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所列之產業，或經審核有助益於國內、 

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展演。

(二) 助益於培育文化創意事業人才，推廣創意理念之重要競賽、國際研討

會、講堂、工作坊等相關活動。

三、補助項目及金額：

(一) 展演等活動計畫所需之部分經常性支出。但不包括受補助單位之人事

及行政管理費。

(二) 補助金額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之二分之一為限。

(三) 受補助單位免收場地保證金、場地費，電費得依本局「臺中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及「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使用申

請要點」規定收取。

(四) 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文宣、採購事項，應分別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

一、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受理申請時間：收件期間依本局公告日期受理第二點規定所辦理之活動。

五、受理申請方式：

(一) 申請單位應於本局公告受理期間內檢具經費補助申請表（表格如附

件）及電子檔，以掛號寄送或專人送達本局提出申請。

(二) 同一單位每年以申請補助一案為原則。

(三) 本局收受之申請資料及附件，不論是否給予補助，均不予退件，申請

人亦不得要求退還。

六、評審程序：

(一) 本局得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評審小組，審核申請計畫書及補助

金額。評審委員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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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予迴避。

(二) 評審標準：就計畫主題及內容之重要性、完整性及具體可行性(百分之

五十)，計畫之效益性(百分之三十) 及經費編列合理性(百分之二十)

等綜合考量。

(三) 各申請案之審核結果，經本局核定後正式函知申請單位。惟相關補助

金額須俟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本局得視實際情況酌減或停止補

助。

(四) 於評審會議紀錄核定後，在化部獎勵補助資訊網站上，對外公開評審

結果（包括受獎勵補助對象、計畫名稱及獎勵補助金額）及評審委員

名單。

七、撥款：

(一) 同意補助之申請案，本局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依據受補助之單位檢附

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經審核通過後，依據實支數按補(捐)助比率採一

次撥款方式辦理；如因案件特殊，得敘明理由申請分二期撥款，經本

局審核同意後，第一期為通過審核後撥付核定經費百分之三十，第二

期為計畫執行結束後，依據實支數按補(捐)助比率核撥第二期款百分

之七十。

(二) 受補助之單位應於接獲核定補助函後儘速修正計畫書檢送本局，經本

局通知修正計畫書核定通過後，二週內與本局辦理簽約事宜。

八、核銷：

(一)受補助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結束一個月內，將領據、經費支出原始

憑證、成果報告書紙本等（含照片檔）函送本局，俾憑辦理核銷結案

計畫執行完畢時間為十二月者，受補助之單位最遲應於十二月二十日

前辦理核銷結案。

(二)補助款應依核定計畫內容項目核實動支，不得任意變更用途，所送核

銷之原始憑證支用內容及單據（發票、收據）日期應與活動執行期間

相符；受補（捐）助經費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

補（捐）助比率繳回，即實際支出經費少於原預估經費時，均應按原

補助比率重新計算補(捐)助金額，其賸餘款亦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三)受補助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四)計畫執行完成時，應將賸餘經費連同孳息及其他衍生收入繳回本局辦

理結案。

(五)其餘事項請依「文化部經費結報注意事項」辦理。

九、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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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定補助之案件，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本局得就計畫之執行進行

考評，並列為未來補助審核之依據。

(二) 本要點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 ，經核定之補助案，

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履行，應即函報本局核准。

(三) 經核定補助之案件未按規定繳交成果資料、成果資料品質不良或延遲

核銷經費等，本局將列為未來補助審核之重要參考。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局為推動具有特殊創意性及時效性之活動，得依實際需要專款補助

相關計畫，其評審程序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二) 基於避免重複補助原則，同一案件已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或文化部及其附屬機關補助者，本局不再重複補助。

(三) 申請者如有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令規定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

分或全部補助款項，並於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

(四) 展演等活動計畫經費不得用於活動抽獎獎金、贈品、紀念品、應酬招

待費用及各種私人用款及與該活動無關之任何支出。

(五) 受補助之單位，補助經費如申請預撥應設立專戶，計息儲存，專款專

用，其由專戶存款所產生之利息及其他收入，不得抵用或移用。

(六) 本展演活動計畫相關文宣資料（包括邀請函），應於明顯處載明本局

為補助單位，相關宣傳、記者會 、座談、研習、演講及開閉幕式等

重要場合，應於活動二週前通知本局。

(七) 受補助單位需配合本局實際需求調整活動場地及使用時間。

(八) 計畫如有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應事先徵得本局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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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展演活動經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代表人

職稱姓名

實施期程

實施地點

總經費 自籌經費

申請本局

補助金額

申請其他機關

補助金額

最近二年曾獲本局補助

計畫名稱及金額

立(備)案字號
聯絡人

職稱姓名
統一編號

金融機構

名稱帳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單位地址

申請單位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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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摘要

一 計畫緣起

二 計畫目標

三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指導贊助單位

四 活動內容及特

色說明

執行方式

人力分工

行銷宣傳方式

預期效益

五 預 算 明細 表

(請詳列自籌

款明 細與 方

式)
六 執行單位簡介

及立案證書等

證明文件

註：申請表及計畫摘要，以不超過五頁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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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使用管理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99 年 7 月 19 日會授資籌四字第 09930039751 號令發布 

 
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維護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以下簡稱

本園區)之原有風貌及完整性，並保持環境整潔秩序，提供給民眾安全、舒

適的參觀、休憩場所，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園區開放時間如下： 

（一）戶外空間：上午六時至下午二十二時。 
（二）室內展館：依本處「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申請開

放使用。 
三、本園區內舉辦藝文相關活動，應於舉辦日前二個月內依本處「台中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規定，以書面向本局提出申請。 
四、車輛進入本園區應依本局「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之「 台

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進撤場貨車通行申請書」事前提出申請，非經許可不得

進入園區內。從服務性動線進入，卸貨後應立即離開不得在園區內停留，進

入車輛以總載重量三點五噸以下為原則。行人步道不得通行貨車。 
五、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將拒絕入園或勒令離園，其不聽制止者，由保全人員或

服勤人員移請警察機關依法處理： 
（一）酗酒。 
（二）攜帶危險物品或管制藥品。 
（三）無醫療人員（或看護）陪同之精神病患。 
（四）喧鬧、製造噪音或使用擴音設備（音量超過噪音管制標準），妨害公共

安寧。 
六、本園區內不得為下列行為，違者若經勸導仍未改正者，由保全人員或服勤人

員移請警察機關依法處理： 
（一）擅自在本園區牆面、地面、樹木上或其它任何設施塗寫、噴漆、書刻或

張貼。 
（二）露宿或賭博。 
（三）散發廣告、傳單或宣傳品、販賣物品或為其他營利行為。 
（四）毀損花卉、樹木、草坪、園區設施等破壞景觀行為。 
（五）使用瓦斯爐、炭爐及其他生火行為。 
（六）隨地吐痰、吐檳榔汁、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廢棄物。 
（七）赤身裸體、隨地便溺或其他不檢行為，有妨害風化者。 
（八）攜帶動物或餵食動物者。 
（九）不依正常方法使用園內設施或設置影響園區公共通行之設施者。 
（十）進入設有「遊客止步」標示牌之地區。 
（十一） 其他經本處禁止或限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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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4 日會授資籌四字第 0982117779-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0 日文資籌秘字第 10130036235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7 日文資園字第 10330113621 號令修正發布 

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創造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以下

稱本園區）群聚效益，促進台灣藝術發展，鼓勵各類以及跨界藝文創作、創意

發想，並創造全民共有、共享的多元藝文空間，受理本局檔期申請及審查，特

訂定此要點。 

二、申請資格： 

（一）個人申請：凡年滿二十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在台領有證件之外國

人並曾於國內外公開之藝術展演活動中擔任主要工作者（策展或演出）。 

（二）團體申請：藝文團體及政府核准立案之團體、法人、學校、政府機關、

公司等。 

三、活動內容： 

（一）申請舉辦之活動，應符合推廣文化、建築、設計、藝術、教育等宗旨，

且不得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二）本局不受理高分貝(標準依據噪音管制法)、跨夜之演唱性質表演活動；

亦不受理與藝文無關之集會、典禮、演講及其他類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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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單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噪音管制法，以及相關法令時，相關罰

則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本局得沒收保證金，並視情形得終止場地使用契約，

申請單位所繳場地費不予返還，若有損害並得依法請求賠償。 

四、場地開放時段： 

（一）場地借用時段：週一至週日上午九時至晚上六時。 

（二）申請單位應遵守前項使用時段，如有特殊時段需求，應事先徵得本局書

面同意。 

五、申請手續： 

（一）申請時間： 

1.申請單位應於活動日二個月前主動提出申請。 

2.若有臨時需求，亦可經本局同意後提出申請。 

（二）使用時間：場地申請至多以二個月為原則（含例假日、進場、展演及撤

場），若有特殊情形，經本局審核同意不在此限。 

（三）送件資料： 

1.場地申請表 1 份，並檢附團體立案證書或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個人或

團體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其中個人、機關、學校免附法人文件影本。 

2.活動計畫書 1 份（請詳載活動內容、使用日期、時間、參加人數、場地佈

置、成本收支概算、宣傳用圖片、圖檔或照片等）。如預計出售展演門票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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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活動相關之紀念品，請一併附上相關門票費用、紀念品定價標準及預計展售

數量。 

3.於展演期間倘有記者會、開幕、展演期間、特殊活動項目或戶外需要配合的

計畫說明（活動內容、活動日期時間、器材設施、動線計畫，交通疏導計畫……

等），須請求本局協助，亦請一併提出。 

4.其他相關附件，例如 VCD、DVD、幻燈片等視聽資料。 

（四）送件方式： 

1.親送：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送至「台中文化創意產

業園區場地申請借用收」。 

2.掛號郵寄：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三六二號，「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

申請借用」收。 

3.線上申請：由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官網／場地租借／文件下載，網址：

http://tccip.boch.gov.tw/。 

（五）其他： 

1.場地申請資料不齊者，本局不予受理並退件，俟資料完整後，再予受理。 

2.申請單位所送活動資料，應徵得創作者或演出者同意，如有任何法律糾紛，

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3.若場地申請作為戶外展演空間時，請另參考「戶外展演空間使用注意事項」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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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單位為行政院各級機關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者，若係以委託形式辦理

該場地借用，請於公文中備註該廠商之授權等事宜。 

六、審核： 

由本局召開「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申請審查會議」，審查作業約需三至

四週，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 

七、簽約與繳費： 

（一）申請單位於接獲檔期通知後，應於指定期限內，填寫合約書一式三份

（核准通過之活動計畫書為合約之當然附件），並依「本局場地使用收費標

準」之規定繳納場地保證金及全額場地使用費，辦妥簽約事宜，逾期者視同放

棄，本局無須通知或催告，得另行處置或使用該檔期之場地。 

（二）申請單位所繳之保證金，俟使用後將場地復原，經檢查通過後，無息退

還。 

（三）如係文化部或相關附屬單位主辦或本局協辦之活動，得減免收相關費

用。 

八、權利與義務： 

（一）場地協調會議： 

申請單位應於場地使用 30 日前提出場地使用配置圖（含舞台、動線、服務

區、入口等）及其他場地使用協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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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展演期間，應由申請單位安排服務人員於現場負責提供展演解說諮

詢、保管展演作品及財物安全，本局僅提供展演資訊公告服務，不負擔前述相

關事務之服務。 

九、取消與變更： 

（一）如遇不可抗力之原因或不可歸責之事由，如天災、戰爭、國喪、主要藝

術家死亡、重病、設備故障，或遇展館臨時修繕，導致活動全部或部分確實無

法如期執行者，申請單位得與本局重議檔期。若因此導致解約，相關已繳費用

由本局無息退還，但已履約之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 

（二）除前項原因外，申請單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取消契約之活動計畫或要求另

議檔期，違反者，不予退還所繳之場地使用費，並將酌扣 20%保證金作為額外

行政開支，並於一年內不再受理該單位之使用申請。 

（三）如申請單位擬變更活動計畫，包括：主要藝術家、節目型式、演出內容

變更等，應於原租用場地使用日前 15 日以書面提出申請，獲得本局同意後才

可變更使用。 

（四）基於本局已公告相關訊息，申請單位除主動告知本局更正資料外，必須

由媒體報導或「登報更正」告知社會大眾。 

十、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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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單位對於場地使用應保持清潔及完整，如有任何髒污、損毀或故

障，本局得有權依復原費用扣除其保證金，若保證金不足扣抵時，申請單位則

需補足差額，不得異議。 

（二）申請單位提出申請場地時，均視為同意前項規定。 

十一、責任歸屬： 

（一）申請單位使用場地期間內，如有任何人員傷亡，除因本局建物及設備本

身所致者外，均由申請單位單獨全部負責，本局不負任何醫療及賠償責任。申

請單位使用本局場地不當所致之損害者亦同。 

（二）申請單位活動中若有銷售交易之行為，活動現場務必設立「請索取收據

或統一發票」等標示，並註明申請單位之聯絡資料。 

十二、注意事項： 

（一）本局多棟建物已列為歷史建築，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如

有使用火、瓦斯，以及會造成跳電的電器（高耗電的電器），應於申請時徵得

同意後方得為之。 

（二）申請單位使用期間，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最低保險額為 300 萬

元），負責保障所有參與活動人員生命及公共安全。若為展覽活動，應由申請

者視要保事項自行負責購買保險（至少需包含竊盜險），特別是貴重展品請自

行加強保全，如有遺失或毀損，本局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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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地佈置時，需經本局同意，方可施作，並於施工處設置三角錐、警示

燈或告示牌，以防民眾誤入造成危險。 

（四）未經本局同意，不得以漿糊、膠紙、膠水、鐵釘、雙面泡膠、噴漆等

物，使用於場地壁面、地面或有關設備公物上，申請單位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

任。 

（五）申請單位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應自行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本局概不負

責。前項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應於使用期限屆滿前遷離，逾期視為廢棄物處

置，本局得逕行清除，所需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逾期回復原狀之期間，依本

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加倍計收違約金，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六）非經本局同意，申請單位不得私下協調變更使用權。 

（七）請注意同時段，其他展演單位的展演性質及是否有互相配合協商的必

要。 

（八）請遵守進、撤場或工作的場地申請使用時間，以免超出時間影響本局管

理作業。 

（九）請保持逃生出口之暢通，並注意燈具開關、水龍頭、滅火器材等相關設

備的位置。具有危險或妨礙通道之物品，本局得要求申請單位移除，如申請單

位不予移除，將禁止使用場地。 

（十）場地使用期間所製造的各類垃圾，應自行處理帶走，不得留在本園區。 

（十一）大型活動應由申請單位自行設立足夠數量之流動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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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其他： 

（一）本規定為場地使用契約之一部分，申請單位未遵守本規定之各項規定者

即為違約。 

（二）申請單位如有違反本要點，本局有權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活動，並沒收保

證金，並於一年內不受理該廠商之申請。 

（三）本局為行人徒步區，除公務車輛及裝卸貨物可限速 20 公里以下行駛

外，其餘開放時間嚴禁長時間停放任何車輛，違者將報請交通單位逕行拖吊，

本局概不負責。 

（四）本局拍攝使用注意事項：本局戶外公共空間原則上開放一般民眾進行自

由拍攝，建築物室內空間則需依「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

提出拍攝申請。另拍攝者如違反下列情事之一時，本局得禁止其繼續拍攝：禁

止妨礙遊客通行動線或與遊客衝突、禁止拍攝畫面及內容有暴露、暴力或違反

公序良俗者、不得進入本局標示遊客止步之處所拍攝。 

（五）申請單位借用期間不得辦理任何選舉之相關活動，以及禁止政黨、公職

候選人或其支持者等造訪活動；亦不得於活動場所內張貼競選活動告示。 

（六）申請單位對於各館的用電規格請事先與本局專業機電人員討論後施工，

不得擅接會場配電盤開關，如因此造成意外事故或損毀，申請單位應負一切損

害賠償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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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局中央廣場，僅提供場地使用，申請單位應自備發電機，並須依照指

定位置擺放。另外，對於外接開關與電線須做防水及相關安全措施，若有線路

外露，請加裝線槽或護線板，保障行人安全。 

（八）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雙方簽約文件中另行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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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    

使用空間使用空間使用空間使用空間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坪坪坪坪））））    
場地使用費場地使用費場地使用費場地使用費（（（（新壹幣新壹幣新壹幣新壹幣////次次次次/8/8/8/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超時費用超時費用超時費用超時費用（（（（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每小每小每小每小

時時時時）））） 

1.B09 雅堂館 

AB 137 
非營利活動 2000 元整 

1000 元 
營利活動 3000 元整 

C 119 
非營利活動 1800 元整 

900 元 
營利活動 2700 元整 

D 78 
非營利活動 1200 元整 

600 元 
營利活動 1800 元整 

2.B04 舞蹈排練室 94 
非營利活動 1400 元整 

700 元 
營利活動 2100 元整 

3.B05 衡道堂 

小禮堂 104 
非營利活動 1800 元整 

900 元 
營利活動 2700 元整 

多功能空間 67 
非營利活動 1000 元整 

500 元 
營利活動 1500 元整 

4.B11 國際展演館 416 
非營利活動 6300 元整 

3150 元 
營利活動 9450 元整 

5. R11 求是書院 

展覽空間 51.8 
非營利活動  800 元整 

400 元 
營利活動 1200 元整 

演講廳 37 
非營利活動  750 元整 

375 元 
營利活動 1100 元整 

研討室一 20 
非營利活動     500 元整 

營利活動       750 元整 
250 元 

研討室二 20 
非營利活動     500 元整 

營利活動       750 元整 
250 元 

6.中央廣場 依實際坪數 
非營利活動 15 元整/坪 

8 元/坪 
營利活動 23 元整/坪 

7.藝術大道 依實際坪數 
非營利活動 15 元整/坪 

8 元/坪 
營利活動 23 元整/坪 

8.渭水樓 

S02 96.8 
非營利活動   1500 元整 

750 元 
營利活動 2250 元整 

S03 114 
非營利活動 1800 元整 

900 元 
營利活動 2700 元整 

使用空間使用空間使用空間使用空間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坪坪坪坪））））    
場地使用費場地使用費場地使用費場地使用費（（（（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次次次次/8/8/8/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超時費用超時費用超時費用超時費用（（（（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每小每小每小每小

時時時時）））） 

9.B03 藝文展覽館 

A 99 
非營利活動 

營利活動 

1800 元整 

2700 元整 
900 元 

B 120 
非營利活動 

營利活動 

1600 元整 

2400 元整 
800 元 

CD 192 
非營利活動 

營利活動 

3000 元整 

4500 元整 
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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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木工坊 157 
非營利活動 

營利活動  

2300 元整 

3450 元整 
1150 元 

11.R14 文化資產行政

暨育成中心 

三樓研習教室 1 20 
非營利活動 

營利活動  

 500 元整 

 750 元整 
250 元 

三樓研習教室 2 20 
非營利活動 

營利活動  

 500 元整 

 750 元整 
250 元 

三樓廣場 153 
非營利活動 

營利活動  

2300 元整 

3450 元整 
1150 元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1. 為鼓勵文化創意產業、藝術創作及發展，如係文創工作者、藝術家個人、藝文團體或非營利單位申請

使用，且無收受門票、商品販售之營利行為，延續使用七次，每次八小時，以四次優惠計費。 

2. 電費使用收費方式：申請單位於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簡稱本局）點交使用空間後，將由雙方抄錄、

簽章使用前電表度數，使用完後再依照電表上度數由雙方抄錄、簽章，電費款以實際核算使用度數為

根據收取，每度電費七元。 

3. 如係文化部及其附屬相關單位主辦或本局、本園區協辦之活動，得減免收相關費用。 

4. 申請單位如同時申請使用多筆場地時，保證金之收取以使用場地坪數最高之保證金為標準，以收取一

次為原則。 

5. 場地使用保證金，俟活動結束無待解決事項且完整歸還後無息退還。如有毀損，申請人應按時價賠償

或原狀修復，必要時得由保證金抵扣，若保證金不敷支付時，申請人應補足。 

6. 使用至少四小時，不足四小時者以四小時計，超時時段為六時至八時及二十二時至二十四時；超時費

用以小時計算，不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7.中央廣場借用坪數至少為三十五坪。 

  

 

註註註註 1111：：：：場地保證金依坪數分為五級場地保證金依坪數分為五級場地保證金依坪數分為五級場地保證金依坪數分為五級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元元元元 

 面積 
收費方式 

保證金 

第一級 50 坪以下（含） 5,000 元 

第二級 51 坪至 100 坪以下（含） 10,000 元 

第三級 101 坪至 150 坪以下（含） 12,000 元 

第四級 151 坪至 200 坪以下（含） 15,000 元 

第五級 201 坪以上（含）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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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文創發展推廣中心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    

使用空間使用空間使用空間使用空間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坪坪坪坪））））    場地使用費場地使用費場地使用費場地使用費    超時費用超時費用超時費用超時費用 

1. R06 文創發展推廣中心 依實際坪數 創作空間 16 元整/坪 8 元/坪 

2.R07 文創發展推廣中心 依實際坪數 創作空間 16 元整/坪 8 元/坪 

3.R08 文創發展推廣中心 依實際坪數 

創作空間 

公共空間 

專業空間 

16 元整/坪 

40 元整/坪 

240 元整/坪 

8 元/坪 

4.R12 文創發展推廣中心 依實際坪數 

創作空間 

公共空間 

專業空間 

16 元整/坪 

40 元整/坪 

240 元整/坪 

8 元/坪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明說明說明說明：：：：進駐業者租金優惠實施辦法進駐業者租金優惠實施辦法進駐業者租金優惠實施辦法進駐業者租金優惠實施辦法 

1. 每月於辦理文創活動三場以上，或活動參與人數達一百人次/月，累計六個月，申請三個月場地使用

費折半。 

2. 主動申請通過政府計畫案者、與中區任一大專院校進行產學合作者、與本發展推廣中心共同提出政府

計畫案申請通過實施者，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後，依計畫執行期間長度，申請二分之一時間長度之場地

使用費折半。 

3. 參與本發展推廣中心辦理專業職能提升課程，累積達三十小時者，得二個月場地使用費折半。 

4. 營運績效經考核成績達九十分以上者，得二個月場地使用費折半。 

5. 進駐期間申請公司行號成立者，得六個月場地使用費折半。 

6. 使用專業空間及公共空間至少四小時，不足四小時者以四小時計，並享八折優惠。 

7. 其他優惠方案得與本發展推廣中心提案後審核通過申請實施。    

註註註註：進駐業者保證金進駐業者保證金進駐業者保證金進駐業者保證金 

    進駐業者應繳交六個月保證金 (每月租金*六個月)，於進駐期間起第一月內完成交付。保證金於進駐合

約屆滿或終止後三十日內，經本局確認進駐標的及其附屬設施無毀損、滅失，並依規定回復，無其他應扣抵

保證金之情事後，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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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志工服務實施要點第一

點、第二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9 日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文資籌五字第

10030101853 號令發布 

 

一、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以下簡稱本園區)為順利推動各種教育

活動，充分運用社會人力資源，擴大並提供民眾參與社會服務，

及滿足社會大眾學習、服務所需，特訂定本要點。 

 

二、組織 

(一) 本園區依本要點設置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志工服務隊（以下

簡稱志工隊），由本園區志工組織之，並受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指導及監督。志工隊任務如下： 

1. 協助本園區辦理各種藝文活動。 

2. 增進民眾參與文化活動之意願。 

3. 協辦志工各種訓練及輔導管理，增進志工平日情誼。  

(二) 志工隊設隊長一名，綜理志工隊隊務，任期一年；另設副隊長

一名，協助隊長襄理隊務，任期與隊長同。隊長、副隊長任務

如下： 

1. 依據本園區需求，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綜理全隊隊務，為

本隊與本園區之聯繫溝通橋樑。 

2. 召開幹部會議及志工大會。 

3. 協助各組志工值勤及人力調度。 

4. 瞭解志工參與各項活動之辦理情形，給予必要之協助。 

5. 瞭解志工成長及服務需求，發展新服務方案。 

6. 協助及輔導新志工訓練事宜。 

7. 關懷本園區志工。 

(三) 志工隊設導覽解說、圖書資訊、行政支援及公共服務組，各組

置組長一名，綜理各組組務，任期一年。組長任務如下： 

1. 綜理各組工作，並適時向隊長、副隊長報告各組工作狀況。 

2. 參加幹部會議及志工大會。 

3. 確實掌握各組志工值勤動態，分配或調整本園區志工合適之服

務點。 

4. 協助安排及調度各組值班人力，對經常請假之志工提醒其維持

正常之出席率，並注意組內志工服滿最低服勤時數。 

5. 協助傳達本園區最新資訊，並隨時反映各組志工服務狀況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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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意見。 

6. 出席時數統計、人員資料管理、活動狀況管理。 

(四) 志工幹部經遴選聘任，由本園區發給聘書，其資格及遴選方式

如下： 

1. 隊長、副隊長：任本園區志工年資滿二年、且二年服勤時數達

二百小時以上，每年考核成績均為八十五分以上者，任期一

年，得連任一次。隊長由志工考核審查小組審查符合遴選條件

之志工名單，提交志工大會投票選舉，志工大會應有二分之ㄧ

以上隊員出席；並獲二分之ㄧ以上隊員投票通過。副隊長由隊

長自隊員中遴聘合適之人選出任。 

2. 各組組長：任本隊志工年資滿一年、且一年服勤時數達一百小

時以上，考核成績為八十分以上者，任期一年，得連任一次，

由各組志工推派。 

3. 幹部離隊出缺時處理方式如下：  

隊長職務在任期間出缺，由副隊長接任。  

隊長、副隊長同時出缺時，應於幹部會議時補選接任。  

各組組長出缺時，由各組志工推派遞補之。  

 

八、志工之請假、考核、獎勵、續聘及解聘等事宜，依「臺中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志工服務守則」及「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志工考核

及獎勵作業要點」等規定，確實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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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A
+創意季設計展】 

 參 展 簡 章 
 

 
 

一、 前言 

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辦理 2017 年「A+創意季」(A+Creative Festival)活

動， 公開邀集國內建築、設計及藝術相關科系學校共同參與，包含作品展覽、創

意設 計競賽及戶外周邊活動等內容，提供互動交流與學習的機會，發掘優秀創意人

才， 建立中部地區創意產業交流平台，並為國內設計領域帶來嶄新的創意推動力

量。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執行單位/ 台灣設計聯盟 

 

三、 辦理方式 

(一)  展覽時間 

106 年 5 月 26 日(五)至 5 月 31 日(三) ，每日 10:00 至 17:00，共計 6 

天。 

(二)  展覽地點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雅堂館、國際展演館及藝文展覽館等。 

（主辦單位將視報名情況調整展場空間。）  

四、 參展資格 

國內大專院校之設計相關系所，以學校科系為單位。  

 

五、 參展方式 

(一)  報名時間 

自公告日起至 106 年 3月 17日 (五) 17:00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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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方式 

請至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網站

（ http://tccip.boch.gov.tw/tccp/main.php?page=publish_detail&id=369），  

下載【2017A+創意季】參展報名簡章，依照報名流程指示報名參展。 

(三)  報名流程 

1. 請下載填寫「2017A+創意季設計展」參展報名回條，並依「2017A+
 

創意季設計展」參展計畫書內容所列舉之項目撰寫「2017A+創意季設計

展」參展計畫書。 

2.於報名時間截止前，email「 2017A+創意季設計展」參展報名回條 

及「 2017A+創意季設計展」參展計畫書 至 2017aplus@gmail.com；

完成後由執行單位寄發「完成報名確認通知」至各該學校信箱，即完成

報名手續。 

 

   參展作業期程 

作業事項 日期 作業事項說明 

參展單位報名 即日起至 3 月 17 日(五) 

 將參展回條與參展計劃書

EMAIL 至

2017aplus@gmail.com 

 

參展學校名單公布 
3 月 22 日(一)至 

3 月 28 日(二) 

繳交場地保證金至執行單位指

定匯款帳戶（未於規定期限內

繳交，視同棄權) 

展覽使用說明會 3 月 31 日(五) 

各參展單位需推派代表參加；

未參與的參展學校視同違約，

取消參展資格。 

繳交展覽簽署文件 

及電力需求預估表 
5 月 5 日(五)前 

相關作業細則請於官方網站展務

公告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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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展類別 
 

 

類別 內容 

(一)視覺傳達類 視覺傳達設計類包含識別設計、海報設計、包裝設計及印 

刷設計。 

1.  識別設計： 

(1)  企業形象：各種企業機構、非營利機構單位等標誌 

及系列應用設計作品。 

(2)  品牌形象：各種商業推廣、商品行銷等標誌及系列 

應用設計作品。 

(3)  活動形象：各種商業、公益、文化活動等標誌及系 

列應用設計作品。 

2.  海報設計： 

(1)  商業海報：各種商業行銷推廣、藝文展演、公益活 

動等宣傳海報作品。 

3.  包裝設計： 

(1)  商品包裝：各種商品之單體或系列包裝盒、購物袋 

等設計作品。 

(2)  禮盒包裝：各種以送禮為目的之單體或系列禮盒包 

裝設計作品。 

4.  印刷設計： 

(1)  型錄簡介：各種商業宣傳型錄、DM 等單張摺疊或 

成冊之設計作品。 

(2)  請柬卡片：各種喜慶賀卡、金融證卡、請柬、宣傳 

卡片等設計作品。 

(3)  綜合印件：各種行事曆表、POP、郵票、行銷印刷

品等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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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設計類 工業設計類包含交通工具設計、設備儀器設計、生活及家 

居用品設計、通訊及家電產品設計。 

1.  交通工具設計：車輛、飛行器、船艇。 

2.  設備儀器設計：工業設備、生產機器、醫療設備及儀器、 

工程儀器工具。 

3.  生活及家居用品設計：辦公用品、廚具、廚房用品(碗、 

盤、杯子等)、衛浴設備與相關用品、家具。 

4.  通訊及家電產品設計：消費性電子產品、家用電器、照 

明設備。 

5.  其他類：運動用品、休閒設備、玩具 

(三)時尚設計類 時尚設計類包含服裝設計、鞋樣設計、包包設計、飾品及 

配件設計。 

1.  服裝設計：各類時尚服裝。 

2.  鞋樣設計：時尚男女鞋款。 

3.  包包設計：手提包、郵差包、托特包等各式包款。 

4.  飾品及配件設計：項鍊、手鍊、戒指、耳飾、髮飾、別 

針、胸針、披肩。 

(四)空間設計類 空間設計類包含建築設計、室內設計。 

1.  建築設計：建築結構設計、都市計劃、都市設計、敷地 

計劃、景觀設計。 

2.  室內設計：空間規劃、櫥窗設計等。 

(五)數位媒體類 數位媒體類包含數位遊戲設計、互動多媒體設計、行動加 

值應用軟體、數位影像。 

1.  數位遊戲設計：數位遊戲設計、數位遊戲動畫設計、數 

位遊戲介面設計。 

2.  互動多媒體設計：互動介面及網站設計。 

3.  行動加值應用軟體：可於智慧型手持裝置載具完整執行 

之應用程式。以及智慧型手持裝置載具完整執行之遊 

戲程式。 

4.  數位影像：以錄像、微電影方式呈現作品概念，以及 2D 

或 3D 之數位動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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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評選辦法 

由執行單位邀請產、官、學界代表籌組評選小組召開會議，請參展學校推

派代表出席評選會議，針對「參展主題與創意表現」、「參展內容與活動規

畫」、「展場設計（含配電需求）」等項目進行簡報。 

（在展場設計上，執行單位建議參展單位呼應時代潮流，以創意展現永續性、節

能環保的訴求為規畫重點）。 
 
 

八、 參展費用 

(一) 參展報名費用：免費。 

(二) 展場使用費及水電費：屬主辦自行營運之場館由主辦單位支應、非主辦   

營運之場館由執行單位支應。 

(三) 展場保證金：為提高展覽品質、維持本展秩序、降低各校間裝潢施工及

進退場之糾紛，參展單位各校於確定入選後，須繳交新台幣 20,000 元參

展保證金。 

1. 本保證金事涉包含進退場之場地清潔維護、是否遵守展場規定、配電規

定及進退場時間等規定。 

    （展覽退場請於 106 年 6 月  2 日下午 6 時前完成，由執行單位場地負

責人協同各校負責人至各校展區巡視確認無誤）。 

2.倘各參展單位於佈展、展覽進退場期間無任何違規事項，執行單位將

悉數退還。 

3.設若有違規情事涉及處理費用，將由保證金支付；若有不足，將由執

行辦單位依法追討。 

4.入選參展單位完成保證金繳交後因故放棄參展即視同違約，將沒入保

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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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展場使用說明會  

參展單位使用展出面積，由本案之評選小組依參展類別、作品數量及展示

設計律定各校展場位置及範圍大小；每校以不超過 60 坪為原則。 

舉辦展場使用說明會時，入選的參展學校需派代表參加；未參與展場使用

說明會之參展學校，將視同違約、取消參展資格。 

 (一)會議時間 

（預定）106 年 3 月 31 日(五)於臺中文創園區。 

   (二)內容說明  

針對展場分配、進退場時間與場地使用規範進行說明，並請參展單位代
表針對配電部分說明，確認展覽期間電力使用需求；展覽期間各校展出
單位不可臨時加電、以避免跳電問題，違規參展單位將扣參展保證金。 

 

十、 展場佈置時間(以下時間皆為暫定，以承辦單位公告為準) 

   (一) 進場時間：106 年 5 月 23 日至 5 月 25 日，    

  上午 8 時至下午 5時整。 

   (二)  展出時間：106 年 5 月 26 日至 5 月 31 日， 

  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整。 

   (三)  開幕典禮：106 年 5 月 26 日(五) 上午 10 時 30 分(暫定)。 

   (四)  退場時間：106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2   日，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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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展覽注意事項  

各參展學校自行負責施工、佈置，動線規劃均以便利民眾參觀為原則，務

請遵守主辦單位所頒布之「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使用申請點」。 

(一) 建議各校於設計及裝潢展覽空間時，使用可回收使用之環保材質或組

裝 式架構為優先考量，降低展示裝潢費用。 

(二) 主辦單位負責公共區域之空調與照明，參展學校須自行規劃與建置展

示空間及照明。 

(三) 請參展學校留意，佈展及撤展期間有裝潢木屑粉塵問題、各展區將

不提供空調。 

(四) 各校展場「配電規劃與需求」於展場使用說明會提出的數據為準、不

得於展覽期間臨時加電，以避免跳電問題。違規的學校將扣場地保證

金。 

(五) 為維護各校展品及佈置之安全，請各校務必遵守每天進出場時間，統

一進出場；貴重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必要時請自行辦理保險。 

(六) 請各校進行展場設計時，優先考量安全性並秉持相互尊重之原則，於

設計圖完成後與鄰近學校溝通，以免產生不必要之誤會。 

(七) 嚴禁封塞配既有電箱、消防設備、CO2 偵測器及各類標誌，且消防設

備不得有任何裝潢品或展品遮擋；違規經通知仍未改善，主辦單位將

派人強制拆除，拆除費用由參展單位自行負擔。 

(八) 主辦單位保留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需變更展覽日期及地  

點之權利；執行單位因應此特殊情況，將配合主辦單位盡力協調 

尋求其他可行之變通方案。 

(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告之。 

 

十二、 聯絡方式 

執行單位： 台灣設計聯盟  

承  辦  人：蘇小姐 

電        話：02-2756-5536 

傳        真：02-2756 5206 

電子信箱：2017aplus@gmail.com 

地        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共創合作社南二 
 

承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承  辦  人：王小姐 

電 話： 04-2229-5848 分機 262 

電子信箱：ch0211@boch.gov.tw 

地 址：40247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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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A+創意季設計展】 

 參展報名回條 
 

學校名稱 
 

地 址 
 

 

聯 絡 人 
第 1 聯絡人(系所老師) 第 2 聯絡人(學生代表) 

 

手 機 
第 1 聯絡人(系所老師) 第 2 聯絡人(學生代表) 

 

電子郵件 
第 1 聯絡人(系所老師) 第 2 聯絡人(學生代表) 

 
 

參展系所 

 

 

預估坪數 / 

作品件數 

＊每校以不超過 60 坪為原則＊ 

 

備 註 
 

以上內容請完整填寫，避免因填寫缺漏影響報名；填寫內容需完全屬實， 

並□完全同意（請勾選）簡章內之相關辦法及規範。 
 

 
 

 
 
 
 
 
 
 

參展系所代表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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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A+創意季設計

展】 

 參展計劃書內容  

 

 

1 參展主題及創意表現 

2 參展內容與活動規劃（含參展系所、參展學生名單、作品件數

及分屬類別） 

3 參展設計圖說（含基本配置圖、所需坪數、作品材質、配電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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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雅堂館 ABCD A、B：約 142 坪 / C：約 115 坪 / D：約 78 坪 

 

附件 2 

國際展演館 約 450 坪（斜線部分為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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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藝文展覽館 B 館 120 坪、CD 館 192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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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化資產局_1916文創工坊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實習徵選報名簡章 

壹、計畫目的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_1916 文創工坊邀集全台藝術、技藝、文創類工作者進駐園區，

2016 年 7 月份後有 40 餘家業者齊聚一堂。為了能夠將台灣藝術、技藝、文創精神及技

術持續傳承，發揚光大，1916 文創工坊規劃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實習活動，提供國

內大專院校學生技能體驗與校外實習的機會。透過技能交流的模式，讓學生藉由個人專

長及服務換取免費學習的經驗，此活動協助學生提早進入相關領域的職場中，學習專業

技能，並在服務期間取得實習證明。 

誠摯邀請喜歡文創、技藝、藝術文化的國內大專院校學生參與本次活動(不分科

系)。希望透過不同背景的視野與文化，交流迸發出絢爛的火花，更希望透過熱情的經驗

分享，渲染更多的學生瞭解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最在地、特殊的文化景象。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推廣中心 

協辦單位：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芙莉格、東千里文創工作室、展開設計有限公

司、澄品廣告有限公司、山水文創、禾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臺灣青年管樂

團、嘻潮街舞團、壩豆製坊、富雨洋傘、琪夢手創坊、福器飾物工作室、東

川文化創藝有限公司、台中市大墩生活美學協會、LINs PHOTO STUDIO 林.照

相館、咖啡蒔光、土星垣創意工作室、遇見手作設計工作室、原舞曲文化藝

術團、晃晃文創設計、R12-41 ㄚ泥藝術、公主與牡丹 

 

叁、徵求對象與人數 

   對文創、技藝、藝術文化有興趣，具備設計、文書、行銷企劃等個人專長及服務能力

之國內大專院校學生 52名。 

肆、活動日期與地點 

1. 日 期：9月 18日(一)至 1月 31日(三)。 

2. 地 點：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916文創工坊。 

伍、實習規劃 

1. 學生的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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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體驗實習 

活動期間可體驗商品 DIY、彩繪、手作、攝影等專業能力，並與現場工作人

員面對面交流互動，了解產業技能、特色等相關內容。 

(2) 工作服務實習 

於駐點廠商實際服務學習，親身體驗營運管理、櫃台接待、行銷活動、日常

門面設計等店面經營。 

(3) 獲選之學生，需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以便協助本活動之相關宣傳。 

(4) 實習期間提供 120-360小時以上的個人服務 (含學習時間)。依照工作內容需

求，廠商可徵求學生之專業貢獻。時數細節由獲選學生與媒合廠商溝通雙方

議定後認定。 

(5) 實習期間，每周需完成實習周誌並有實習過程之照片，作為實習紀錄。 

● 獲選學生享有一學期的技藝學習及服務實習之證明，無需繳交相關費用

(本計畫不包含學生至駐點廠商的交通與食宿費用，學生需自行負擔。廠

商不支薪，保險需由實習學生自屬的學校辦理)。 

(6) 實習期間應遵循「1916文創工坊實習生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7) 特別注意事項：各校因實習辦法不同，為能夠確實掌握學生實習狀況，實習

學生應找到至少一位實習導師，實習導師應為實習生系上教師，並依據各系

所之規定辦理下列工作：實習期間可前往實習場域訪視、成績登錄、時數認

可、學生保險辦理…等，以及其他系上規定之實習實施辦法。本中心將頒發

實習導師感謝狀以茲感謝。 

 

陸、實習媒合說明會報名方式與徵選流程 

1. 實習媒合說明會報名受理時間：即日起至 106年 8

月 11日(五)下午 17點截止。 

2. 報名方式與徵選流程： 

(1) 填寫以下網址之報名表單 (請務必填寫)  

https://goo.gl/forms/IJZzERCu6RyfAyMA3 

(2) 實習媒合說明會共四場，時間分別為 8/4(五)、8/5(六)、8/11(五)、

8/12(六)，請於填寫報名表單時一併勾選一場。說明會於上午 11:00 開始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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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16:00(午餐自理)。參加說明會的學生請於當日上午 10:30-11:00 至臺中文

化創意產業園區內，R08「文創園區發展推廣中心」二樓電腦教室完成報到。 

(3) 說明會的時程表如下: 

時間 事項 地點 備註 

10:30-

11:00  

報到 臺中文創園區

R08 

繳交報名表、個資同意

書與實習老師同意書 

11:00-

11:30  

1916文創工坊介紹 臺中文創園區

R08 

 

11:30-

12:00 

1916文創工坊導覽 1916文創工坊  

13:30-

15:30 

媒合面試 至各廠商攤位進

行面試 

 

15:30-

16:00 

繳回媒合志願表 臺中文創園區

R08 

繳回媒合志願表 

 

(4) 說明會當日請攜帶以下資料: 

 將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之實習報名表之個資同意書、實習指導老師同

意書，印出並簽章。 

 如有其他能力證明附件(如作品集或是競賽、參與相關活動之證明文件)，

可以任何形式當日備妥或以電子檔案寄給業者參考。 

3. 實習錄取名單公告: 

(1) 公告時間：106年 8月 30日（三）。 

(2) 公告方式: 於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粉絲頁、台中文創園區發展推廣中心粉絲

頁公告，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實習錄取學生。 

(3) 公告後請留意電子信箱內之通知信件，並於時限內完成信件內確認表單，未完

成表單者視同放棄。 

4. 實習生教育訓練: 106年 9月 9日(六) 下午 14:00至 15:00。 

5. 正式實習: 106 年 9月 18日(一)至 1月 31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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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遴選與媒合 

1. 學生報名後，由主辦單位與相關單位召開工作會議遴選出實習學生，並公告於臺

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官網、粉絲頁、台中文創園區發展推廣中心粉絲頁平台。 

2. 實習媒合：報名學生將由參與的廠商業者依其報名資料及專長進行配對，若雙方

配對一致，則該學生列為入選名單，並交由主辦單位統合名單。 

3. 實習結束後，會由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推廣中心頒發實習證明，而學校的

實習認證需自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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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習業者簡介 

業者 
台灣吉而好 

-趣活 
芙莉格 東千里文創工作室 展開設計有限公司 

簡介 

以設計、料

理、展演與

空 間 為 主

軸，台灣吉

而好 的顛覆

眼界，帶來

複合多元的

美感體驗：

精緻也可以

有趣、東方

底蘊與西方

時尚巧妙結

合。歷年來

所得的設計

獎項、國內

外的過百項

專利、熱銷

六十餘國的

產品，印證

了他們的堅

持。 

芙莉格影像視務

所為多面向的專

業設計整合服

務，包含品牌、

視覺設計、包裝

設計及廣告等商

化服務，期許以

設計夥伴角色協

助客戶，系統化

的視覺規劃、策

略性的廣告行

銷，建立品牌形

象，發展出自我

特色。並透過商

化服務取得資源

進而投入社會文

化創作，以城市

為藍本的紀錄

片、圖文集。 

當商品大量制式化

生產後，想要找出

足以令人驚艷的地

方。 皮件染色會因

皮料部位不同而有

不同感覺。每當完

成一件皮製品，展

現出來的 各種細節

紋路、色澤變化都

使人感動。  

如今，我們將這份

獨一無二的感動展

現給您！  

少量化的手作品，

遵 循 品 質 細 製 風

格，冀望做出屬於

東方台灣的精緻皮

件藝品 。  

臉書關鍵字: 東千

里文創-皮革/刺繡/

訂製 

本團隊結合空間、

影像與裝置創作藝

術家，透過生產、

研發、教學與策

展，落實空間創意

美學，並且與國內

外藝術家合作，透

過創作，演繹台灣

的工藝美學。藉由

展演的策劃與大專

院校產學合作，讓

精采的設計作品，

透過創作題材內涵

對於美的展現，由

團隊共同經營管

理，以促進學院內

部的資源整合，並

提供專業者自造、

分享、共創的空

間。 

需求人數 2人 3人 3人 3人 

實習內容 行銷、設計 
影像道具製作與

協助營運 

傳統皮件工藝從旁

學習，之後細節練

習，後期皮件新技

法學習。並了解不

同 層 級 客 人 需 求

度，喜好度。 

展覽策劃、展示空

間規劃、品牌行

銷、 

 

其他需求 無 親洽 無 需自備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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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澄品廣告有限公

司 
山水文創 

禾豊國際事業有

限公司 

臺灣青年管樂團 

簡介 

秉持創意行銷之

理念，提供各產

業最完善的廣告

服 務 及 創 意 設

計，嚴謹的製作

流程與溝通，讓

「創意」及「商

品」更精確的傳

達接收，達到提

升銷售的目標。 

服務項目：企業

視覺形象整合、

平面設計、各式

商品 DM、大型海

報帆布 、網頁設

計等 

台中以文化國際都

市著稱，在政府多

年的努力下，文化

種子札根成長，文

創成果遍地開發以

帶動了傳統與地方

特色產業的另一契

機。 

本計畫結合團對資

源與專業經驗，提

供台中地區有一屬

於文化體驗、遊程

採購、教育學習的

場域，並結合火車

站的交通便利、大

眾運輸工具的結

合，吸引縣外遊客

造訪園區及提升在

地文創經濟與產業

價值。 

禾豊國際以『提升

台灣產業競爭力』

為使命，藉由創意

創新思維與地方產

業結合，融入在地

文 化 元 素 ， 提 升

「文化創意產業核

心價值」。 

TaMp cafe團隊核

心價值以提供[知識

性]與[客製化]服務

為主軸。咖啡店

(車)為主要營運模

式，結合各類文創

課程與商品。透過

資源整合，串聯文

創夥伴們，整合虛

實行銷通路，積極

曝光，提升文創產

業價值與知名度，

共同創造文化創意

產業價值 

『臺灣青年管樂

團 』 (Taiwan 

Youth Band)創立

於 2009 年，立案

於臺中市，由臺

灣優秀青年管樂

演奏者所組成。 

近年來延攬青年

音樂編曲、作曲

新秀，致力於臺

灣歌謠管樂化，

演奏屬於這塊土

地的音樂；並且

嘗試各種跨界表

演藝術結合，激

盪出更多聽覺與

視覺的享受；持

續辦理【管樂╳

創藝】研習工作

坊，培育並發掘

音樂種子，向下

紮根。 

需求人數 3 人 2人 2人 1人 

實習內容 
行銷、設計 

 

商品設計 平面設

計 活動企劃執行 

電商平台經營 

 

1.行政事務，表

格設計，文宣設

計。 2.咖啡技術

實 習 ， 技 術 操

作，飲品製作。 

行政事務、平面

設計、花絮拍攝

紀錄及影片剪輯

等實務操作，可

跟樂團一同出差

至不同音樂廳，

觀摩正式音樂會

執行 

其他需求 
活潑 

 

至少可以實習整學

期者優先 

實習內容分二部

分，咖啡實習需

有服務熱誠。 

 

周末時段較多事

務要處理，不用

每天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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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嘻潮街舞團 壩豆製坊 富雨洋傘 

琪夢手創坊 

簡介 

歷練 400 多場演

出，嘻潮街舞團 

經驗豐富並且屢

屢得獎，經常受

電視、電影、廣

告 節 目 邀 約 指

導。近年更推出

街舞及流行音樂

課程，讓民眾輕

鬆體驗「嘻潮文

化」，傳遞演藝

的熱情。 

「壩豆」是由一群

從事設計工作 

及花蓮在地年輕人

所組成，在因緣際

會之下認識 

台灣在地的農友,

漸漸了解親手作食

物的重要性，開始

學習豆製品的製作

也萌發了推廣有關  

「黃豆」製品真食

物的理念。 

(1) 希望藉由大家

對於親手做食品的

重要,巡迴校園.社

區教導小朋及一般

民眾親手沖一碗屬

於自己的豆花。 

(2)告訴大家農田

的重要性及食用應

注意的問題。 

(3)加強推廣台灣

本土農產及農友與

消費者交流。 

負責人夫婦於民

國 60 年成立祥倉

企業有限公司，

以傘架表面處理

及成品傘架組裝

為主要生產加工

項目，目前台灣

島內有六家直營

門市及百貨公司

專櫃。內銷經銷

批發商有 200 家

以上，也積極配

合外貿協會至海

外參展，已成功

拓展大陸市場。 

琳瑯滿目，是因為

手作世界的寬闊。 

琪夢手創坊 的創

作類型多元，包括

黏土、皮革、卡片

等，提供婚禮小

物、手腳模等客製

化服務，並開辦課

程，讓大家可以親

手完成重要時刻的

紀念品。 

 

需求人數 3 人 2人 2人 2人 

實習內容 

1.招募團員等舞

團行政協助。 

2.網路行銷與 DM

設計。 

3.預備老師培訓 

活動企劃，店舖管

理 

 

彩繪指導、行銷 

 

接待，基本黏土

拼貼彩繪技法學

習，整理環境 

 

其他需求 

1.面試需準備履

歷。2.不守時間

或 失 聯 之 實 習

生，依學校規定

處理。 

 

無 
活潑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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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福器飾物工作室 東川文化創藝有限

公司 

台中市大墩生活

美學協會 

LINs PHOTO STU-

DIO 林.照相館 

簡介 

揉合在地元素與國

際時尚，福器飾物

工作室主要從事金

工飾品與玉石雕刻

之工藝創作與商品

開發，除了參與工

藝展覽，亦開辦適

合初學者的課程，

從興趣培養出發，

向下紮根、活化工

藝。 

來自臺灣最大的捏

麵家族，從巫家捏

麵館到東川文化創

藝，創辦人巫俊德

始終心繫臺灣捏麵

文化的保存、創新

與推廣，並在技術

與商品開發、師資

培訓及展售推廣中

實踐。 

 

台中市大墩生活美

學協會團隊夥伴積

極參與各項學習活

動追求自我成長，

同時也提供社會大

眾熱忱的志工服

務，經常可在各公

益團體、社區的活

動中，或社會需要

我們服務的地方看

見我們志工夥伴的

身影。 

使命：守護本土文

化資產、推展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終

身學習組織、培育

優質文化團隊、營

造美適生活環境。 

本單位之文創產

品是依附在先人

的智慧裡，我們

肩負著傳承的擔

子，將以往被淘

汰掉的攝影術與

影像處理法重新

拆解與包裝，利

用新式的設備(如

LED燈光或現代

化學配方)改良

之，使用最安全

與高效率的方

式，融入創意生

活裡，讓傳統攝

影不再是課本上

的圖文，而是實

際能讓民眾親自

體驗而且富含成

就感與教育意義

之課程 

需求人數 1 人 3人 3人 3人 

實習內容 

金工製作。店面

銷售 

 

迪士尼文創商品開

發，停格動漫拍

攝，AR/VR設計 

 

場 地 規 劃 、 管

理、佈置；網路

行 銷 、 活 動 企

劃、文創手作。 

協助相館產品銷

售/服務運作/環

境整潔/課程小幫

手/市集與活動小

幫手 

其他需求 無 

無薪，無餐，免費

提供材料讓實習生

研發 

具數位文書、網

路應用能力。 

福利：可借用相

館資源/器材；可

以員工價購買底

片/參加課程；於

實習期間可學得

進階的攝影技術

與攝影工藝；優

先獲得攝影打工

機 會 賺 取 獎 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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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咖啡蒔光 土星垣創意工作室 

遇見手作設計工

作室 原舞曲文化藝術團 

簡介 

言葉咖啡廳營運規

劃以現場指導顧客

自己研磨咖啡豆，

享受自己動手沖煮

咖啡的樂趣並分享

交流讓顧客了解原

來咖啡若喝得對，

不僅能喝出酸甜苦

甘醇以及喉韻，更

能喝出健康做為主

打，佐以導覽世界

各產區咖啡文化。 

 

我們以各式土料為

陪 伴 與 創 作 的 媒

材，團隊致力於親

子互動活動、幼兒

捏塑與表達教學、

成人創作與療癒課

程等。最主要執行

的項目是以原創繪

本帶領親子共同捏

塑，我們希望藉由

手作體驗與互動，

活絡親子之間的關

係，在體驗過程中

感受創造的驚奇與

愛的溫度。 

我們以多元的土

料、專業的團員、

繽紛的創意、真摯

的陪伴，希望讓每

一個人在微小中微

笑，在簡單裡感受

愛。 

 

 

籌備計畫始於

2015年，在台灣

燈會原住民文化

燈區擔任服務台

工作人員，燈區

內招集了台灣各

地的原住民工藝

大師，有木雕、

竹藝、飾品編

織、織布工藝...

等等，並開設有 

DIY手作教室，

原先因為地理位

置，擔心空堂的

狀況會發生，卻

意外的堂堂爆滿

甚至候補在燈會

結束後與各位工

藝大師陸續連

繫，開始有了手

作教室的想法。 

續、傳承原住民族

傳統樂舞文化,追求

精緻卓越的專業經

營決心與理念，讓

台灣原住民繽紛的

文化藝術穿越國

界，向世界發聲。

並積極參與公益社

會宣導表演活動，

帶動文化產業經

濟，關懷弱勢族

群。 

於 台 灣 國 內 北 、

中、南已有上百場

震撼的演出，常受

邀參加國際性舞台

演出，贏得國際美

譽，讓台灣文化藝

術與世界接軌。感

謝 各 界 的 肯 定 支

持，原舞曲再接再

厲，躍動台灣原住

民高度的生命力。 

需求人數 2 人 2人 2人 1人 

實習內容 
現場銷售 活動企

劃執行 

商品創作、行銷宣

傳、課程教學 

教授玻璃工藝，

鑲嵌與燒製技法 

原住民文化之相關

事項 

其他需求 
甜點蛋糕烘焙相關

知識 

準時守信、可曬太

陽 

無給薪、供餐，

唯學生可獨立操

作教學時，每堂

課 給 予 講 師 費

800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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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晃晃文創設計 ㄚ泥藝術 公主與牡丹 台中文創園區發展

推廣中心 

簡介 

晃晃文創設計，是以

雙手創作時的動作延

伸而出的想法，本團

隊希望「晃晃」一詞

能以輕鬆、好記的特

點深植民眾對於本團

隊的印象，同時也有

著讓民眾們假日想起

要去哪裡晃晃時，便

能聯想到「晃晃」來

參加體驗活動的一種

意義。本團隊是由兩

位七年級視覺設計師

所組成，在視覺藝術

領域的工作經驗皆十

分豐富，且團隊具有

良好的教學經驗和實

務操作技術，此點必

能於體驗課程中給與

參與民眾相當優質的

服務。 

以藝術教育體驗為

主的課程規劃公

司，專業設計於學

齡前與學齡後至成

人的教育體驗課

程、活動設計，並

且有別於傳統藝術

教育市場上的學習

方式。ㄚ泥藝術的

藝術教育 規劃體系

有兩類，一類是專

為學校與公司機構

設計的美術教育系

列，針對低年齡層

與大陸的早教教育

市場;另一類是藝術

創作體驗系列，為

ㄚ泥藝術去年新增

的藝術體驗活動計

畫，主要以戶外藝

術動態活動以及室

內自主創作體驗活

動為主。 

負責人陳佩君習

畫多年她擅長在

油畫作品中呈現

水墨氣流自在的

韻味，她藉由百

花之首的牡丹來

創作，述說女性

的自我奮鬥、掙

扎與實踐；同時

並將牡丹創作設

計、製作成各式

文創商品，分享

生命力再造的展

現。目前牡丹文

創商品包括常用

的背包、絲巾、

領帶、瓷版畫、

抱枕等生活用

品，希望將心靈

上的精緻創作導

入生活中的美

學。 

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前身為釀酒工廠，

是目前全台灣酒廠中

保存最完整的一個。 

「1916文創工坊」

位於文創園區內，邀

請視覺及工藝領域、

傳統產業轉型領域、

青年創業團隊、音樂

團體等四種類型之文

創工作者齊聚一堂，

除了提供文創工作者

創作、展演、銷售、

體驗等空間之外，並

給予產品打樣、育

成、整合行銷等服

務，共同打造中部地

區最大型之文創聚

落。 

需求人數 3 人 2人 3人 3人 

實習內容 

影像與紙張手作活

動、攝影、影片製

作、平面設計 

 

美術教學實習，策

展企劃、劇場管理

實習、雜誌美術編

輯、插畫設計實習 

 

協助網路網頁設

計行銷 美編 

 

協助處理行政業

務、活動影像紀

錄、場地設置、海

報製作 

其他需求 

需自備作品集，如

有實習問題歡迎至

晃晃 FB專頁詢問 

認真、活潑、求知

慾高、配合度好、

學習態度佳優先 

略懂設計軟體 

個性穩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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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報名表 

姓名  學校/系所/班級  

聯絡電話(市話)  聯絡手機  

E-mail  Line ID  

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指導老師 

職稱 
 

實習指導老師 

聯絡手機 
 

實習指導老師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個人簡介 (請詳述至少 100字以上說明，請附上大頭或生活照至少一張) 

專長項目 

 專長/興趣類型：(至少勾選二項以上 / 可複選) 

⬜陶藝          ⬜平面設計  ⬜文創手藝 

⬜雕塑          ⬜繪畫創作  ⬜攝影紀錄 

⬜文案寫作      ⬜網路行銷  ⬜行銷企劃 

⬜音樂表演      ⬜其他： 

 

 簡單說明過去曾經策劃過的行銷或企劃內容或作品製作過程: 

(請詳述至少 100 字以上說明，有作品者請附上作品集電子檔，

於寄送報名文件時，一併夾帶檔案) 

 

我已閱讀上述簡章所列之權利與義務內容，並了解本人於實習中的各種規範，應依業者配合其

實習行程活動推廣服務，願意於活動期間以熱情開闊的心胸，參與實習。 

申請人簽名(實習學生): 

                                                                 （簽章） 

 

備註 1：本表單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僅供本次實習身份識別及活動聯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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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書面同意書 
 

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保障當事人之權利，謹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1. 委託機關名稱：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推廣中心 

2. 蒐集目的：為執行 106年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916文創工坊「以工換技」實習徵

選相關事務之用途。 

3. 個人資料之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連絡方式、教育、職業、粉絲頁分享等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推廣中心對於

您提供之個人資料，將遵循於實習執行期間依規定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不另做其他用

途。 

5.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當事人可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6. 若未提供正確個人資料，本中心將無法提供您特定目的範圍內之相關服務。 

 

本人已充分知悉  貴中心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  貴中心辦理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916 文創工坊「以工換技」實習徵選進行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立同意書人(實習學生):                                        （簽章） 

 

 

 

立同意書人(實習指導老師):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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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實習指導老師同意書 
 

實習學生基本資料： 

姓     名  生日  備註 

學校/系級  

住家 

電話 
 

 行動 

電話 
 

學     號  E-mail 

信箱 
 

 

 

實習指導老師基本資料： 

服務單位 級職 姓      名 

   

電話  

通訊地址  

＊貴校實習指導老師，為實習學生於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推廣中心，實習期

間之聯絡窗口，應於學生實習兩個月當中，協同了解學生之實習情況。 

 

 

 

     實習指導老師                     （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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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工業遺產台北宣言」 2013.02.05  

序言  

2012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月 8 日，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在台

北舉行大會，這是 TICCIH大會第一次在亞洲城市舉行，彰顯了這個國際組織對

於亞洲地區日益受到威脅的工業遺產的關注。經過了四天的議程，與會代表一致

認為通過一個以亞洲工業遺產為主軸的宣言，以推動該地區工業遺產的保存維護

是十分適切而且有其必要性。  

  

第一條  

本宣言認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通過的《世界遺產公約》、第二屆歷史

建築專家及建築師會議通過的《威尼斯憲章》、國際文化紀念物及歷史場所委員

會（ICOMOS）歷年來所通過的文化遺產相關憲章和宣言、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

員會（TICCIH）通過的《下塔及爾憲章》、ICOMOS 與 TICCIH共同通過的

《ICOMOS-TICCIH 工業遺產地、結構物、地區與景觀維護原則》及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通過的《監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之存在與貢獻，並根基於它們的基礎與精

神來發展宣言的內容。  

  

第二條  

體認到亞洲地區由於都市擴張、土地開發、人口成長、產業結構、技術更新及生

產方式的快速改變，導致許多位於都市或是市郊的工業遺產面臨閒置或拆除的命

運，因此採取從國際層級、國家層級到地方層級的保護策略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工

作。  

  

第三條  

體認到亞洲地區工業發展的歷程與西方世界有所不同。地方性的生產方式與設施

的發展是當地歷史的一部份。工業遺產的定義在亞洲地區應該更加廣闊，包含了

工業革命之前及工業革命之後的技術、機器與生產設施、人造物與人造環境。  

  

第四條  

體認到亞洲地區工業遺產見證了所在國家或地區現代化過程，它們提供了這些國

家與地區自明性的一種重要感知，是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另一方面，亞洲地

區工業化的成果，也經常是當地人民辛苦付出的成果。工業遺產與當地人民的生

活史、記憶、故事及社會變遷密不可分。  

  

第五條  

體認到亞洲地區工業遺產往往跟當地的自然資源、土地發展與風土經濟有著密切

的關係。不管在都市或鄉間，亞洲地區工業遺產經常是一種綜合性的文化景觀。

除了人造環境外，還深刻地反映人與土地的互動，也具備有異質地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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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體認到亞洲地區工業遺產大都由西方國家或殖民者引入，廠房建築與設施在當時

都是最先進的，具備當地建築史、營建史或設備史的美學與科學的價值，因此應

該以整體性的方式保存。與廠房建築與設施密不可分的勞工住宅、原料產地及交

通運輸設施等也都對其整體性有所貢獻，因此也應考量加以保存。  

  

第七條  

體認到亞洲地區工業遺產在當年運作時都牽涉到機械的操作及知識，經常具體呈

現當地人民作為技術者的事實。保存工業遺產時，也應保存操作技術與相關的檔

案及文獻。與工業遺產及當地人民關係密切的無形文化遺產，也必須被視為整體

保護的一部份。  

  

第八條  

體認到為確保亞洲地區工業遺產的永續發展，保存維護的策略與方法可以具有彈

性。除非某些廠址及廠房具有高度的建築藝術價值而不宜大幅干預外，為確保工

業遺產的維護，可適性再利用為新用途是可以被接受的。  

  

第九條  

體認到亞洲地區工業遺產的保存維護可以具備部份彈性，不過可適性再利用之新

用途不能犧牲工業遺產的普世價值與核心價值。  

  

第十條  

  

體認到亞洲地區工業遺產與當地人民的密切關係，每一處工業遺產的保存維護都

應該鼓勵當地人民的參與及投入。  

  

第十一條  

體認到國家與跨國間的工業遺產同等重要，且日後亞洲國家合作推動工業遺產保

存維護之需求是極為關鍵的。因此，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第十五屆大會同意，

有必要在該會的架構內建立一個亞洲工業遺產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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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 

 
 

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 

  

一、宗旨 

由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之華山文創園區（以下稱本園區），為

促進台灣文創產業發展，鼓勵各類文化創意發想及跨界藝文創作展演活動，

創造全民共有、共享的多元空間，受理本園區檔期申請及審查，特訂定此要

點。 

二、申請資格 

一般團體及個人 【請見 2017 場地租借辦法 一般團體】 

 團體：法人、政府機關、一般公司企業等。 

 個人：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在台領有證件之外國人。 

藝文團體及學校 【請見 2017 場地租借辦法 藝文/學生團體】 

 登記立案之非營利藝文團體。 

 大專院校藝文及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系所或學術單位。 

(限名義及實質均由上述團體主辦之活動) 

  

三、申請辦法 

1. 場地申請須於活動日 14 個工作天前送件申請。請填妥場地申請表，檢

附活動企劃書以及立案證書影本(社團證書、藝文團立案登記、公司變

更登記表)擇一，以電子檔送件申請即可。 

2. 申請審核時間為 7 個工作天。活動內容須符合政府推動文創產業發展

相關規定，不得危害公共安全、違法及違背善良社會風俗；並不受理與

政治、宗教有關之集會活動；不受理跨夜活動。。 

3. 本園區保有場地變更及租借決定權。 

  

四、權利與義務 

1. 場地協調會議。申請單位應於簽約時檢附佈場計劃與場佈圖，及其他場

地使用協商事宜；並於活動進場前一週至本園區開立場地協調會議(依

活動由園區確認會議時間)。 

2. 申請單位須於活動展演期間安排人員負責展演諮詢、保管作品及財物安

全，本園區不負擔活動展演期間之作品及財物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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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單位活動中若有銷售及金錢交易等行為，活動現場務必設立「請索

取統一發票」標示，並註明申訴單位之聯絡資料，如有營利行為，自行

開立發票負擔稅賦。 

4. 場地使用僅限原申請租借之區域，擅自使用其他場地者，本園區得驅離

或要求補足場地租金。 

5. 申請單位須於場地使用後當日內完全復原，未復原者本園區得自場地保

證金內扣除復原費用，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6. 申請單位可提供其所辦理之活動門票、邀請函等，為本園區協助公關、

行銷、推廣之用。 

  

五、禁止項目說明  (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予以維護) 

1. 本園區建物為古蹟及歷史建築，禁止使用火具(瓦斯、噴燈、蠟燭等….)

及會造成園區內電壓電流異常之電器。 

2. 禁止將電腦燈與鏡球等會轉動之器具直接架於椼架上。 

3. 園區內禁止抽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園區設有吸煙區，且不定時有稽

查人員巡視）。請協助指引參觀、工作人員至吸煙區吸菸。 

4. 場地佈置不得以漿糊、膠紙、膠水、泡棉膠、雙面膠、噴漆等物使用於

壁面與地面。 

5. 嚴禁鐵釘使用於壁面與地面，違者扣款。 

6. 禁止在園區地面張貼地貼導引與超量使用旗幟。 

7. 園區內禁行自小客車及機車，違停者每輛重罰新台幣 2000 元，從保證

金中扣除。 

註：租借場地者有維護場地之義務，若發現有人員違反以上規定，現場

負責人應予以制止經發現場地有殘留檳榔渣、檳榔漬或口香糖，則每處

重罰 2000 元新台幣場地清潔費，絕不寬待。若有污損破壞歷史建物

者，則以「文化資產保存法」予以移送。 

  

六、電力狀況說明 

1. 2015 年起電費園區每度$ 10 元(未稅)，紅磚區每度 5.5 元(未稅)，1

度以 1 度計算。 

2. 各場館之電力規格請參考場地介紹。 

3. 使用園區電力需自備無熔絲開關及漏電斷路器，不得擅接會場配電盤開

關。 

4. 開關與電線須做防水及必要防護，如有外露線路，請加裝線槽或是護線

板，保持人行安全。 

5. 申請單位若須使用自備發電機，須依照指定位置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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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器材租借說明 

1. 如需租借器材請填「華山 1914 文化創意創產業園區 器材租借清單」，

清單上數量會依情況調整，需以實際狀況為準。 

2. 器材租借需自行搬運器材(租借不含搬運費用)，使用完畢後須歸還。 

  

八、場地清潔說明 

1. 進場簽到並同時領取垃圾袋，配額為一天兩袋，園區僅清運民生垃圾(如：

便當盒、塑膠袋、飲料罐等…) 

2. 公告之場地租借費用不含基礎配額外之垃圾清運費用，如有需要館方可

另行報價。 

3. 活動結束請將垃圾打包好，放置展館門口兩側，每天上午十點、下午兩

點及晚上八點收垃圾。若超出配額垃圾袋之垃圾量，須另購垃圾每袋

100 元(未稅)清運費自保證金扣除(垃圾袋請向辦公室索取)。 

4. 大型垃圾需自行處理清除(如:展板、木板、花籃、花架、帆布、保麗龍、

珍珠板、地毯、玻璃瓶等場佈垃圾)。 

5. 若場地污損或臨時委由園區處理遺留垃圾，將會收取垃圾清運車費與人

員處理加班費用，本園區得扣除場地保證金，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九、場地租借停車說明 

1. 場地租借無附加任何活動用停車位及折抵優惠。 

2. 可依活動提供停車一次結算服務。 

  

十、園區活動音量管理辦法 

1. 申請單位舉辦之活動類型，不得為跨夜演唱會、夜店派對、電音派對。

若有特殊活動需求，須配合園區針對音量管制之標準，並與相關權責單

位如環保局、地方管區進行通報，確保活動公共安全與周圍居民之權益。

如遭環保單位告發取締，罰款則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2. 申請之活動須依環保署「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辦理，並須無條件接受

「園區自主管理進行分貝檢測辦法」(詳情請見第 3 點)。戶外場地應注

意擴音器音量限制並禁止使用瓦斯汽笛，並配合園區調整音量大小及於

晚間 10 點前結束活動。 

3. 園區自主管理進行分貝檢測辦法 

o 所有於園區進行之活動，於晚間十點後，將由園區進行戶外分貝數檢

測，依噪音管制標準第九條第二項標準，每 30 分鐘檢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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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若超標則由園區物業管理部通知主辦單位立刻降低至標準值，未降至

標準值前，每 10 分鐘測量一次。 

o 勸戒超過三次未改善，第四次起直接向主辦單位開罰。罰款金額由壹

萬元起，每次再增加壹萬元，罰款金額單次上限為三萬元，連續開罰

至改善為止。 

o 未有效改善之活動單位將列入園區拒往名單。 

o 噪音管制標準： 

華山屬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夜間低頻噪音不得超過 44 分貝、全頻

不得超過 55 分貝。（來源：噪音管制標準－本標準依噪音管制法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4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署空字第 0980078173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十一條） 

娛樂場所、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十一、責任歸屬 

1. 申請單位須於使用期間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最低 500 萬及火災法律

責任險100萬(又名建築物承租人火災責任附加條款)。繳交保單影本。 

2. 申請單位租用場地期間，須自行對展覽品投保必要之保險；展覽活動須

投保竊盜險，貴重展品請自行聘僱警衛加強保全或另行投保，如有任何

毀損或遺失，本園區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3. 申請單位租用場地期間，如有人員傷亡，由申請單位承擔，本園區不負

醫療及賠償責任。申請單位使用本園區設備及場地不當所致之損害者亦

同。 

4. 活動中若有銷售及金錢交易等行為，活動現場務必設立「請索取統一發

票」標示，並註明申訴單位之聯絡資料，如有營利行為，自行開立發票

負擔稅賦。 

  

十二、注意事項 

1. 進、撤場及施工須依合約附件之「華山 1914 創意文化園區活動進撤

場施工管理要點暨切結書」規定辦理。 

2. 申請單位於租用場地內搭建之臨時展演建築，若有超過台北市政府規定

之相關高度，需自行向工務局建管處申請許可。 

3. 裝卸貨物車輛入園最高上限為 15 噸貨車，可於規範時間內以限速 20

公里以下行駛入園，其餘時間嚴禁車輛入場，違者將報請交通單位拖吊，

本園區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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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保持逃生出口之暢通，並注意燈具開關、水龍頭、滅火器材等相關設

備的位置。具有危險或妨礙通道之物品，本園區得要求申請單位移除，

如申請單位不予移除，得以禁止使用場地。 

5. 大型活動每滿千人以上必須設立 5 座以上之流動廁所。 

6. 公告之場地租借費用不含任何飛租借空間之廣告費用。任何廣告物或指

標、關東旗，需事先向園區申請，不得張貼海報於各館牆面或地面。若

需搭設廣告看版或鐵架需另外酌收廣告宣傳費，另請務必加支撐腳架保

持穩固，看板尺寸請勿超過 3 米*3 米。 

7. 戶外區為公共空間，須保持人流順暢，須保持寬度至少 3 米(不含騎樓)

的人行通道。任何裝置物經過各館，務必避開各館門口人行進出通道。 

8. 戶外使用範圍內之任何園區裝置物或植栽破壞，須照價賠償。 

9. 申請單位私有物品及設備須自行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本園區概不負責。

前項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須於使用期限屆滿前遷離，逾期視為廢棄物處

置，所需清除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並按逾期回復原狀之期間，依收費

基準加倍計收違約金，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10. 申請單位私有物品及設備須自行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本園區概不負

責。前項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須於使用期限屆滿前遷離，逾期視為廢棄

物處置，所需清除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並按逾期回復原狀之期間，依

收費基準加倍計收違約金，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11. 非經本園區同意，申請單位不得私下協調變更使用權。 

12. 活動中與園區店家及其他同時段展演活動，需配合本園區相互配合

及必要協商。 

  

十三、取消與變更 

1.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如天災、戰爭、

國喪、主要藝術家死亡、重病或設備故障，因而導致活動之全部或部分

無法如期執行者，得與本園區重議檔期，如因此解約，相關已繳費用本

園區無息退還，已發生之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 

2. 除前項原因外，申請單位以任何其他理由取消契約或要求另議檔期，於

活動進場日 30 天前，以書面告知本園區，視情況部分扣除保證金；如

活動進場日 30 天內告知，保證金則全數沒收。 

3. 如擬變更活動計畫，包括：主要藝術家、節目形式、演出內容變更等，

應於場地使用日前 7 天前以書面提出，經本園區同意後方可變更。 

4. 基於本園區已公告相關訊息，申請單位除主動告知本園區更正資料外，

須由媒體報導或「登報更正」告知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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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損害賠償 

1. 申請單位對於場地建物及器材應保持清潔完整，如有髒污、損毀或故障，

本園區有權依復原費用扣除其保證金，若不足扣抵時，申請單位需於七

日內補足差額，不得異議。 

2. 申請單位提出申請場地時，均視為同意前項規定。 

  

十五、錄音、攝影、錄影與授權製作、出版 

1. 本園區得指派專人在不影響展演情況下進場攝、錄影做為剪輯、檢索與

研究之用；並得授權第三人做為非營利性質使用。 

2. 經本園區審核通過之申請單位製作展演內容，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權；亦

不得據此主張豁免任何應受法律追訴之權利。 

3. 申請單位可視意願就演出內容與本園區洽談授權製作、出版、發行等合

作事宜。 

  

十六、其他 

1. 本申請要點為場地使用契約之一部分，申請單位未遵守本規定者視為違

約。 

2. 場地名正確為【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如有新聞稿、邀請

卡等對外文宣品，請務必協助正名。 

3. 申請單位如有違反本要點情節重大者，本園區有權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活

動，並沒收保證金，取消其一年內申請借用本園區任何場地之權利。 

4. 申請單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或有關法令者，本園區依規定立即制止繼

續使用，並視情節輕重予以扣款或不予退還保證金。 

5. 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雙方簽約文件中另行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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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2017 場地租借辦法 一般團體】 

一、宗旨 

由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之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以下

稱本園區），為促進台灣文創產業發展，鼓勵各類文化創意發想及跨界藝文

創作展演活動，受理 2017 年本園區檔期申請及審查，特訂定此要點。 

 二、申請資格 

1. 團體：法人、政府機關、一般公司企業等。 

2. 個人：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在台領有證件之外國人。 

  

三、場地使用收費一覽表 

代號 使用空間 
總坪

數 

活動日場租 

(單位/天) 

進撤場日場租 

(單位/天) 

東 2A 四連棟 A 140 $52,000 $26,000 

東 2B 四連棟 B 189 $55,000 $27,500 

東 2C 四連棟 C 230 $65,000 $32,500 

東 2D 四連棟 D 189 $55,000 $27,500 

中四 B-1 1F-

1 
中四 B1F 150 $63,000 $31,500 

中四 B-1 2F-

1 
中四 B2F 160 $60,000 $30,000 

中四 B-1 2F-

2 
中四 B2F 演講廳 60 $20,000 $10,000 

中 3 1F Lab-22 22 $15,000 $7,500 

中 3 2F 拱    廳 103 $45,000 $22,500 

西 1(A) 
紅磚六合院西 1

館 
213 $126,000 $63,000 

西 2(B) 
紅磚六合院西 2

館 
94 $84,000 $42,000 

西 5(E) 
紅磚六合院西 5

館 
85 $84,000 $42,000 

戶外 華山劇場 450 $120,000 $60,000 

中 2 2F 果酒練舞場 80 
租借辦法及收費標

準 

租借辦法及收費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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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3-2 烏梅酒廠 190 
租借辦法及收費標

準 

租借辦法及收費標

準 

 

 

 

※ 保證金為場租之三成。 

※ 以上費用均含 5%加值型營業稅。 

※ 所有場館均不含任何清潔、電費、器材租借及廣告刊版費用。 

※ 保證金收取原則：場租總費用之三分之一，依活動天數長短略有調整 

說明： 

1. 場地租借以「天」為計算單位，使用時間為 08:00-22:00；夜間超時(22:00-次

日 8:00)以每小時$10,000(未稅)計算。 

2. 每度$10 元，上述皆未稅，不足 1 度以 1 度計算。 

3. 各場館除基本設備外，器材如需租借請填租借表單，費用另計。 

4. 場地租借每日每館提供垃圾清運 2 袋，如有超量垃圾需另外購買$100(含稅)/

袋；場地租借費用不含任何清潔，結束後需自行復原，如有需要則另行報價；

大型活動(人數上千人)清潔與管理費另計；並需加裝流動廁所。 

5. 場地租借無附加任何活動用停車位及折抵優惠，但可依活動提供停車一次結

算服務。 

6. 場地租金及保證金需於活動進場前全額繳清，否則園區有權拒絕活動進場，

保證金於活動結束撤場後，扣除以上相關費用支出，確認無損壞後，則於每月

雙週週五以匯款方式退還。 

  

  

四、本辦法適用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場地租借。 

  

五、場地租借申辦手續及權利義務等相關事宜，悉依【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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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2017 場地租借辦法 藝文／學生團體】 

一、宗旨 

由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台文創）所經營之華山 1914 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以下稱本園區），本於共同支持藝文創作及展演活動的理念，特

針對非營利性藝文團體制定相關的租借要點。 

 二、申請資格 

1. 登記立案之非營利藝文團體。 

2. 大專院校藝文及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系所或學術單位。 

★ 限名義及實質均由上述團體主辦之活動 

  

三、適用活動類型 

1. 一般演出 

2. 藝文團體排練場地及記者會場地使用優惠 

備註： 

 非營利藝文團體及藝文相關科系，通過申請得適用此優惠方案。 

 申請辦法：依【場地使用租借流程】辦理，檢附之節目企劃書須包括

以下資料：申請單位名稱、活動名稱、使用日期與時間、內容簡介、

申請單位介紹、製作群名單及人員簡介、售票方案、宣傳計畫、活動

預算規模 

  

四、場地使用收費一覽表 

代號 使用空間 總坪數 
活動日場租 

(單位/天) 

進撤場日場租 

(單位/天) 

東 2A 四連棟 A 140 $18,000 $9,000 

東 2B 四連棟 B 189 $24,000 $12,000 

東 2C 四連棟 C 230 $30,000 $15,000 

東 2D 四連棟 D 189 $24,000 $12,000 

中 3 2F-1 拱    廳 103 $6,000 $3,000 

戶外 華山劇場 450 $18,000 $9,000 

中 2 2F 果酒練舞場 80 租借辦法及收費標準 租借辦法及收費標準 

東 3-2 烏梅酒廠 190 租借辦法及收費標準 租借辦法及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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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金為場租之三成。 

※ 所有場館均不含任何清潔、電費、器材租借及廣告刊版費用。 

※ 保證金收取原則：場館使用租借連續承租 4 天(含 4 天)以內，則以日保證金

金額收取；如租借使用日連續 5 天(含 5 天)以上，則以場租總價金之四分之一

計算。 

  

說明： 

1. 場地租借以「天」為計算單位，使用時間為 08:00-22:00；夜間超時(22:00-次

日 8:00)以每小時$10,000(未稅)計算。 

2. 每度$10 元，上述皆未稅，不足 1 度以 1 度計算。 

3. 各場館除基本設備外，器材如需租借請填租借表單，費用另計。 

4. 場地租借每日每館提供垃圾清運 2 袋，如有超量垃圾需另外購買$100(含稅)/

袋；場地租借費用不含任何清潔，結束後需自行復原，如有需要則另行報價；

大型活動(人數上千人)清潔與管理費另計；並需加裝流動廁所。 

5. 場地租借無附加任何活動用停車位及折抵優惠，但可依活動提供停車一次結

算服務。 

6. 場地租金及保證金需於活動進場前全額繳清，否則園區有權拒絕活動進場，

保證金於活動結束撤場後，扣除以上相關費用支出，確認無損壞後，則於每月

雙週週五以匯款方式退還。 

  

五、本辦法適用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場地租借。 

  

六、場地租借申辦手續及權利義務等相關事宜，悉依【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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