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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探討 

 

本章將進行相關文獻的檢閱與回顧，對整個研究主題進行全面而深入

地探討。由於本研究個案定位為文化資產中的古蹟，因此在第一節首先探

討文化資產的活化的淵源與實際應用之不同規劃方式，包括閒置空間再利

用、地方文化館，以及文化展演設施等；第二節則探討閒置空間再利用下

之實質意涵、策略因素，以及公部門的政策方向。前兩節乃是針對本研究

個案之屬性，以綜向的討論，最後一節則是從橫切面，以微觀的角度看文

化資產轉變成文化創意產業的實質內涵轉變，更進一步去檢視當非營利組

織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結合時，兩者之間的關係淵源，再者分別敘述國內學

者研究針對文化創意產業此一議題的主要看法作一回顧。 

 

第一節  文化資產活化與應用 

由於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個案，屬於文化資產，並配合政府閒置空間再

利用計畫下，因此紅樓劇場才能為紙風車經營。因此以下以「文化資產的

活化」面向與「文化資產的實際應用」面向來作初步說明。 

   

一、文化資產的活化 

從文化資產的價值來看，漢寶德(2003：4)提到人們必須藉由具有歷史

感的建築環境、物件，自記憶中尋求生命意義。而文化資產在民族或社會

文化的發展脈絡中之情感意義或族群文化價值，往往是由文化資產物質本

身延伸出的文化符號訊息產生，其物質價值往往更甚於物質本身，因此認

定文化資產的價值，不能單從「物」本身的物質層次下定論。而以下分別

歸類目前學界對於文化資產議題的看法。 

 

 (一) 文化資產與觀光的結合 

     薛芳妮 (2006)以台南市為例針對城市觀光客對古蹟文化資產價值的

認知看法，其中旅遊動機「增進文化涵養」、「文化活動吸引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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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吸引力」與「好奇心驅力」等四個構面因素，對價值認知具有影響

性；陳麗君 (2005)以其歷史文化層面做為觀光主體的「鐵道文化觀光」不

僅成為一種新興且受歡迎的旅遊形式，同時也使鐵道文化資產獲得轉型再

生與永續發展的新契機；而高珮如 (2004) 探討安平當地居民對於過文化

資產與觀光結合，使地方文化資產得以適度保存，以應用非市場估價法中

的「條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簡稱 CVM）來瞭解社區

居民是否願意付出某一費用保存當地之文化資產，並分析其付費意願的影

響因素。 

根據國際文化紀念物與歷史場所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簡稱ICOMOS）在1999年提出〈國際文化觀光憲章〉

成為國際間尊重、愛護文化資產的國家、組織在文化資產活化上遵循的指

針(傅朝卿，2002：78-95)。其中的兩項原則分別為，文化資產被活化的範

圍原則1，以及文化資產作為觀光旅遊介面時的規範原則。值得一提的是，

ICOMOS呼籲該社區居民要能營造出一套供同的規約，使這些元素經由正

當、合理的經營管理而更加彰顯蘊含的意義，而不致因經濟利益考量而被

破壞，並且這些意義要能藉由經營管理的機制與外來的訪客溝通；因此，

文化觀光必須有所規範，以尋求文化資產意義的發揚、提升居民的生活品

質、避免產生危及文化資產保存、價值意義、居民權益的觀光公害為前提。

此份憲章賦予文化資產經濟化、商品化、產業化的詮釋，同時也闡明經由

正確有效的經營管理，將會是經濟財源的重要來源(張賽青，2003：51)。  

從上述發現，針對文化資產觀光的議題的探究方法，大多以個案或ㄧ

特定區域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焦點在於使原本蘊含歷史文化層面的古蹟，

能夠轉化為永續發展的產業，並著重當地居民對於文化資產轉型的看法。

因此，無論在國內亦或是近年來國外的趨勢，皆說明了文化資產可藉由觀

光導入來達到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經濟活絡的模式，將可成為台灣其他地

區發展文化觀光產業的重要模式。如此也將創造出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經

                                                 
1 文化資產被活化原則，涵蓋史蹟、景觀、場所和營建環境、生物多樣性、收藏品、過去即現在

持續進行的文化產業、知識與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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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活動的雙贏局面。 

 
    (二) 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法2的探討 
 

梁巧宜 (2005) 即在針對一個社會動員與資源投注甚多的保存個案

(鹿港日茂行)，進行保存及規劃過程之經驗回顧；同樣地，陳珉蓉(2004)

則以台南市古蹟分三個時期，並針對不同時間點《文化資產保存法》修護

觀念的形成過程與其形成原因。而王宏志(2004)則是針對文資法增訂第十

三條「主管機關應建立古蹟、歷史建築及聚落之調查、研究、保存、維護、

修復及再利用之完整個案資料」。探討藉由資訊科技改善目前修復資料保

存問題，達成資料完整保存與主動公開。針對法條細部探究，黃正豪(2004)

認為目前頒布之「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施行細則規範古蹟修護品

質，經這麼多年之實施結果，許多失敗之案例說明該法目前確實是無法滿

足古蹟建築之維護、及修護之工作需要。 

張奇禎 (2003) 在「文化民族主義」與「文化普遍主義」之立法原則

下，以國際立法以及海峽兩岸之法制為中心，針對有爭議之文化資產，探

討其所有權歸屬之應然與實然，並就其返還請求尋找出比較妥適之解決方

法；許淑君(2002)則是從歷史面向，探討「文化資產」保存發展的基礎研

究。 

簡言之，針對上述以法的本身作為出發的探討，大多聚焦在不同時間

點文資法的演進，對於古蹟保存及規劃過程之經驗回顧，以及進一步對於

法條的細部探究，以法的觀點來與實際個案作一對照。 

 
      (三) 就經營管理策略面向 

     王新驊(2007) 以數位遊戲作為文化資產價值傳播的媒介，將其蘊含

的價值轉化為遊戲設計內容，以嘉義舊酒廠此工業遺址類型的文化資產作

為研究個案；顧郁珊 (2006)以古蹟經營管理之概念，以淡水紅毛城、前清

                                                 
2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為文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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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小白宮)、滬尾砲台三座古蹟區為案例，檢討目前相關

法令以及公部門、社區組織對其經營管理之運作現況與課題，並提出古蹟

經營管理策略之建議。而余文雄(2005) 以新化老街為研究主體，首先透過

文獻探討，以瞭解國內文化資產再利用的發展狀況，針對新化老街具備的

優勢與劣勢，提出新化老街再利用之經營管理策略；陳麗君 (2005)認為對

於台灣鐵道文化資產若能賦予參觀者歷史美學、學習教育、場所故事與文

化活動等觀光「體驗」的方式，並且將車站與周邊資源「連接」；而經營

行銷，則是透過「經營機制」與「文化市場行銷」來探討鐵道文化資產的

觀光推展方式。 

賴宜秀(2005) 挑選台南地區 5 個推動建築類文化資產保存的民間組

織，透過個案研究分析其與支持者的關係及歸納研究個案資源運作類型，

得出各類型研究個案資源運用之優點；張瓏(2005)針對建築類文化資產保

存之歷史背景、現況問題分析做一背景敘述，分別從政府部門的支援策

略、人力資源培育策略、保存修護執行策略及民間參與策略等四個層面提

出台灣建築類文化資產保存策略。同樣地，李瑞圓(2005)以金門國家公園

以策略規劃的思維探討傳統聚落保存的公共價值，以及對園區傳統聚落的

資源策略管理應用。藉由公部門、社區組織帶領地方居民協力合作與古蹟

行銷等方式，由現行個體建築的保存工作擴展至整體歷史街區之永續經

營。 

    比較特別的是，董國金(2005)則指出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

處（以下簡稱文資中心）成立於 1997 年 8 月 8 日，迄今為止將要邁入第

九個年頭；這 8 年來文資中心一直掛著籌備處三個字而無法正式成立為文

資中心，使得相關人員無法擴充，加上組別、專業人員之人數、法源…等

之限制，一直無法真正為台灣的文化資產作有效的貢獻。的確，保存文化

資產是全世界積極推動的工作，其目的是保留先人之有形、無形文化資

產，將古物、遺址、工藝品、傳統藝術、技術、工法、古蹟、建築物…等

傳給後世。目前全世界各國都以文化資產為表現文化深度之指標，致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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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之保存修復及維護工作。而台灣目前對於文化資產的重視亦相對

不足。 

     因此，環顧台灣都市空間的發展，亦可指認出公共性與公共空間在

不同時空背景下所產生的呈現方式與認識差異。從早期常民文化下的公共

空間、日治殖民時期所伴隨著父權幾何的空間生產，到光復後的國族國家

威權與意識型態文化下公共空間的意涵；並隨著經濟發展、解嚴、民主化

的過程，公共空間一如社會面貌般呈現更多元的發展(夏鑄九，1994：

172-187)。再者以同樣概念但較具批判性3的文獻。如，陳建仲(2005)指明

台灣古蹟保存史正是一部階級抵抗運動的歷史，體現出國家與人民之於空

間的競爭關係。一九七○年代，古蹟保存運動在台灣伴隨著快速都市化現

象而萌芽，國家資本主義對於傳統建成環境的創造性破壞激起都市文化菁

英的反思與抵抗運動，然而保存運動亦促成了古蹟保存編入國家體制而成

為整體文化政策的一環。隨著時空變遷與歷史發展之積累，自九○年代以

後，「近代殖民建築保存」、「社區化的古蹟保存運動」以及「古蹟再利用」

三項課題，是我國古蹟保存發展歷程最為顯著的時代變化。 

由上述對於文化資產的議題上，大部分的焦點除了在將文化資產與觀

光結合外，最多部份的則以文化資產從如何策略規劃來達到永續發展為重

點考量，無論是從價值轉化為產業等體驗或行銷的方式，亦或針對運作現

況予以經營管理上之策略建議等，從公部門的支援策略、人力資源培育策

略、保存修護執行策略及民間參與策略等四個層面提出對於文化資產保存

策略，亦顯示策略規劃思維的重要性。 

 

二、文化資產的規劃與運用 

    文化資產的規劃與應用上，大多是配合政府文化政策的更動與執行上

的轉變。從1997 年修改文資法開始，將過去的古蹟與歷史建築原貌保存

                                                 
3 較具批判性的爭點原作者認為，從歷史研究之中可以發現，古蹟保存做為文化層面的都市社會

運動之一，其實是不斷挑戰國家施政，與統治階級進行長期抵抗鬥爭的歷史過程；更進一步言，

古蹟保存乃是一個涉及空間競爭/階級鬥爭的場域，展現了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高度張力。 



 16

轉向活化利用，具體引入「古蹟與歷史建築再利用」之精神，並舉行多項

研討會與保存推動的案例開始，到2001 年文建會推動「閒置空間再利用

計畫」等透過公共政策將閒置空間與藝文結合，並成為該年施政重點。 

    藺德、邱上嘉 (2005：142-143)回顧台灣政府政策上的調整亦可看出

文化創意產業實質內涵的轉變，雖然對台灣來說，「文化創意產業」的確

是一個新名詞，但事實上「文化產業」進入文化行系統已有十年以上的歷

史4。1995年文建會舉辦「文化‧產業」研討會，的確是反映當時社會對於

「文化產業」的表述，包括地方工藝、農漁業、觀光、聚落古蹟保存、媒

體、企業的文化贊助等。「文化產業」有別於「文化工業5」，此固定用語

成為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的內涵，並且用「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

6」形成操作型定義。同年，文建會推動了「全國文藝季」的轉型、輔導各

縣市舉辦的「國際小型展演活動」；在後續推動的政策當中，例如「閒置

空間再利用」、「地方文化館」等，延續「社區總體營造」的社區參與精

神，一直到2003年文建會所宣佈的「文化產業年」，以文化產業作為年度

施政主軸。  

    ( 一) 閒置空間再利用 

王惠君(2000)將國內各縣市可成為藝文資源之公共閒置空間、土地整

理出初步的調查資料，並對已作為藝文使用之公有空間再利用實例所面臨

的問題進行分析、研擬與評估後提供作為未來公有閒置空間再利用的執行

                                                 
4 早期台灣某些文化內容是歸納在「社區總體營造」項目之下來推動，起因於 1991 年當時的台

灣省政府邀日本千葉大學宮崎清教授來台，以日本社區為案例教授國人利用傳統工藝來振興社區

的作法，並結合觀光事業為沒落的地區創造生機。當時宮崎清認為手工藝是內在生活態度所展現

於外部的信息符號，因此必須先保存生活中的傳統文化精華，才會有動人的工藝作品。可算是台

灣「文化產業」觀念發展的起點(藺德、邱上嘉，2005：142)。 
5當時主持會議的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重新定義了「文化產業」的內涵，也讓「文化產業」和

法蘭克福學派所批判的「文化工業」加以區隔。而「文化工業」是指大量複製的均一化、庸俗化、

流行品味、提供大量消費的產品，並且是對生態具有掠奪性的生產理念；而「文化產業」則重視

創意和個性，產品必須具有地方傳統或工匠的特殊性和獨創性，並且強調產品的生活性和精神價

值(藺德、邱上嘉，2005：142)。 
6 「文化產業化」是以文化為核心，經過精鍊、再造後發展成可以帶來經濟效益的產業；此一產

業可以是一種具有社區文化特色的產品，能夠使用金錢來直接買賣；也可能是社區本身，以文化

作為行銷訴求，建立共享資源的休閒旅遊產業。而「產業文化化」則強調以文化作為傳統產業的

包裝，或將傳統的產業整合至地方文化特色之內，為產業附加在生產成品、提供販售之外的文化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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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評選參考；曾梓峰(2002)界定閒置空間再利用之任務與基本面向，研擬

再利用之執行流程與辦法。探討未來操作上法令層面的問題，包含建築實

體、產權歸屬、承載主體與產業介面四個面向，提出法律可能之解決途徑。

前者針對國內閒置空間再利用觀念剛起步階段，協助公有資源普查資料庫

的建立，並提供再利用的操作原則，亦對於公有閒置空間再利用的問題提

出初步的看法與解決之道；後者則是完整探討再利用過程中，法律層面所

會遭遇的問題，並逐一提出處理改善的建議。 

陳華志(2004：2-3)則是藉由台北市的觀察，其中最為明顯的變化是百

貨量販、購物商圈逐漸取代傳統街道、廣場，成為市民公共空間體驗的重

心，再加上90 年代中後期捷運的開通，強化了市民城市流動的體驗，更

加速城市發展重心偏轉至東區、副都心等地。換言之，都市消費場域自1980 

年代起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成為市民生活的最易趨近的公共空間模式空間

的「閒置」與「再利用」，都是我們對待都市環境的一種方式。在我們的

城市經驗中，因為政治因素與長期偏重經濟建設，而較少論及藝術文化與

生活尺度的設施，導致對公共空間的想像與使用經驗大多集中在消費場

域。再者，從過去二十年藝文與空間關係的初步觀察，美術館、畫廊的藝

文空間透露一種「公立」、「私有」的對等空間模式，到80 年代末所謂

「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的藝文空間型態出現，再到90 年代蓬勃

發展的私人美術館、跨國際藝文發展、公共藝術概念、藝術村、藝術家工

作室、閒置空間再造等模式，可從中感覺藝文及其展演空間逐漸介入於社

會與都市空間之中。 

空間再利用為藝文場所作為既定之文化政策與風潮，無論從都市發

展、社會變遷、藝術生態的角度觀察，皆暗示著藝文空間典範的移轉的趨

勢。因此，以藝文發展為主的公共性建構過程的推想，其目的便在於探討

今日的藝文展演空間，是否能跨越傳統菁英或市民小眾對象，同時在晚近

都市消費場域，建構公眾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再者面對知識經濟時代的來

臨，台灣亦面臨自身經濟、社會與文化面向的轉型，以根源於美學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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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體系，勢必成為發展高科技產業外的另一股趨勢。 

蕭麗虹、黃瑞茂(2002：13)即認為，目前由政府主導的案例包括幾個

關鍵性的問題：第一，因為由上而下的決策，以致於常發生基地條件先天

不良的狀況，與民眾的真實需求並沒有適當地連結。第二，欠缺對於在地

的文化環境資料(例如人口、藝文設施等)的掌握，因此在主體需求與目的

不明的條件下，提出的經營內容無法創生最大的效益。第三，在目標與宗

旨不明之下，對於軟體規劃顯然不足，許多提案欠缺基本的資料作基礎，

常見的是在時間的壓力下，簡化成為實質空間的問題，而進行規劃的工作。 

楊信洲(2005：43-44)則說明空間再利用上所面臨的困境：閒置空間再

利用的形式侷限於文化面7、現行制度與法令無法支持地方風貌的形塑8，

以及過分強調空間的供給面而忽略市場需求9。因此，台灣的文化空間政策

仍停留在追求硬體的修繕與改造，而忽略對地區整體背景環境的考量與評

估，才迫使許多閒置空間再利用個案現今都面臨到無法維持營運的窘境。   

(二) 地方文化館 

地方文化館計畫10源自於文建會在1994年所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

策及各項執行計畫，為鼓勵民眾直接參與地方公共事務的策劃與推動，積

極思考自家生活環境的美化，認同自己生活的土地，並營造出具有人性化

家園，使原來負有許多豐富歷史意義的物件與文化被發現、保存，進而被

視為珍貴的文化資產。為了配合行政院2002年所核定「挑戰2008．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中第十項子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文建會提出「地

方文化館計畫」列為其中子計畫之一，希望呈現台灣地區豐富多元的文化

特色，將地方文化資源轉為觀光資源，進而提供就業機會、吸引青年學子

回鄉服務，帶動鄉村產業經濟的復甦。 

                                                 
7由於在公部門資源的提供是以文建會為主要單位，在閒置空間再利用的推動上容易落入文化面

的單向思考，以致於讓閒置空間的再生方式與樣貌缺少了不同領域間火花的相互激盪。 
8
現行的預算制度與政府採購法，直接間接地讓地方執行者或經營者普遍過份仰賴公部門的經費

補助，甚至存在沒有經費補助就不做的心態，影響閒置空間再利用的推動及運作。 
9
台灣目前普遍存有設置「園區」的迷思過度重視空間的供給生產而忽略市場需求的結果，導致

供需失調情況發生，可以預見將來大多數的園區不是面臨難產，就是門可羅雀而無法永續經營。 
10 http://superspace.cca.gov.tw/localplan.asp(檢閱日期：2007 年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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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延續而言，地方文化館計畫的提出是作為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結晶，期許能以地方文化館為場地，透過各種文化藝

術展覽與表演活動、藝文研習等，扮演滿足民眾對於知識、休閒、成長與

溝通等生活需求的重要功能；另外一方面，就地方文化與產業發展來說，

為了因應台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對鄉村產業造成的衝擊，地方文化館計

畫的提出可以作為地方文化休閒遊憩產業的起點，提供鄉村產業一個轉型

的機會，打造「美感遊創型」(美學、感性、遊憩、創意)的文化休閒產業，

並為地方帶來就業機會和經濟效益。 

    而地方文化館有別於過去正統博物館強調「專業」、「完備」，而是

以「創意」見長，係在各地特有的文化基礎上，比如地景、生態、風俗、

藝術、產業等方面，藉由在地人才的策劃經營，並運用當地既有的建築空

間，創造出自己的願景，並足以吸引外來觀光客的社區博物館。在這目標

底下包含了兩個概念，第一是運用當地既有的建築空間，亦即是以「閒置

空間再利用」為原則，對於現有並閒置的空間進行修繕、整理、美化與充

實，原則上不將預算經費用於新建硬體館舍，但對於閒置空間的所有權、

土地使用分區、建築、消防等規範要逐一解決，以符合現行法令規定；第

二地方文化館計畫強調地方的積極主動性，各地方文化館本身應具有社區

博物館的性質，應該充分吸納地區民眾參與，為社區民眾而存在，達成「由

下而上」的民眾參與精神(楊信洲，2005：55-57)。 

    黃富娟(2004：101-102)同樣也提到，由於政府大力推動閒置空間再利

用，在歷史建築修復後，有很大比例之空間轉型為地方文化館，但由於地

方文化館之組織架構通常較博物館略為簡單，定位不明，經營管理模式亦

未臻成熟，因此不全然適用博物館學之管理模式。就本研究個案來說，紅

樓也因此閒置空間再利用政策之下，成為眾多地方文化館所之ㄧ。而黃碧

華 (2003)則是以南瀛總爺藝文中心為個案探討，由地方公部門介入宣告

「總爺糖廠」為縣定古蹟，再經由社區總體營造及閒置空間再利用等文化

政策的推動轉變成社區博物館的發展過程中，社區居民的參與、地方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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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動、公部門政策的執行以及南瀛總爺藝文中心轉變成為地方博物館之

後的發展狀況。 

楊信洲(2005)以公私協力理論為基礎，選定花蓮縣七星柴魚博物館作

為個案，探討其在文建會推動籌設地方文化館政策下，如何透過公、私各

部門間相互協力的方式，將原本屬於私有產權的閒置空間轉化為公共使用

之空間場所，並進一步分析有關公私協力應用在閒置空間再利用之做法與

可行性；李秉霖 (2006) 由十三行遺址的過去與現在，來探討文化資產的

爭議性格。在文化政治面向上，將遺址的存廢問題拉抬到族群歷史記憶的

建構問題，並將矛頭指向掌控國家機器的國民黨政權，迫使政府對搶救運

動做出回應，保留了部份遺址，運動的迴響也直接促成了國家興建十三行

博物館的計劃。在文化經濟面向上，由於十三行博物館以考古研究為主

題，無法達到縣府「帶動地方發展」的政策想像，故博物館轉而策劃「水

岸•社區•博物館」計劃，以生態博物館／社區總體營造為名，對博物館周

遭環境進行觀光遊憩空間的打造之實。這個遊憩空間的打造，反映了縣府

對八里的規劃，乃根植於「異國浪漫」氛圍的營造，脫離了地方真實的產

業文化脈絡。 

     從地方文化館的經營管理來思考，除了依其屬性來思考空間規劃與

組織架構，其戶外空間的親近性與開放性也是重點之ㄧ。應有良好動線規

劃與景觀設計的配合，才能營造出優質休憩空間。而從細部經營管理之概

念性思考中，應先確立空間經營主題的「場所」、核心藝術提昇的「商品」、

具有親近性的人性「服務」以及休閒娛樂取向的「活動」，可以是強調參

與、學習與體驗。而在資金取得方面，應脫離政府補貼方式、爭取地方企

業贊助或是透過建教合作模式，甚至是結合地方觀光業者，推出套裝行

程，並藉由外溢效果，強化周邊商圈，塑造帶狀文化消費商圈(黃富娟，

2004：105-106)。 

由上述，社區博物館/地方型博物館的發展是當地居民生活文化的延

伸，讓在地居民的參與成為發展主軸，公部門的資源與協助作為後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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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才能達成為展現共同生活經驗和地方特色的社區博物館。然而地方文

化館乃是屬於文化展演設施之ㄧ環，其性質近乎博物館學，又因展覽場地

大小或展示品之數量未達規模，而未能稱的上博物館等級。近年來因應文

化觀光的趨勢，許多文化館多半採複合式經營，試圖多角化發展，因此應

該以”成立目的”的角度來思考其在文化展演設施應有之地位。而地方文化

館的發展不能脫離都市計劃與社區產業而獨自存在，乃由於其展示文物的

地方性，又市場潛力不如國際型博物館，因此，地方文化館的定位，應以

貼近社區文化、實用的日常生活文化為主軸，同時結合展示、地方文史研

究、教育推廣與文物典藏，來發展娛樂、休憩價值的地方文化產業。 

 

     (三)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林尚義(1999：130) 展演場所以鄉鎮地區或一般社區立場而言，並未

擴大規模以國際等級來論述。其展演設施的目的，乃是藉由地方社區環境

有較完整的文化發展構想，讓民眾的文化生活品質，達到藝術生活化，生

活藝術化的理想目標。趙嘉文(2004)認為從 1989 年以來，公私立博物館的

比例中，其私立博物館的快速成長，也見證台灣民間與本土文化的生命力

11。在政府持續對文化建設的投資下，文化展演設施基礎網絡已具有一定

的架構、雛型。但在此一過程中，民間的投入是偏低的，文化展演設施多

數仍為各級政府所興建及經營，故為引進民間資源投入，創造具有台灣主

體文化特色的文化設施，建構臺灣本土文化與世界文化創意產業接軌的橋

樑，達成以文化帶動產業發展的目標，進而提升文化設施經營績效與服務

品質(文建會，2007)。因此，政府在推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特將文化展演設施產業納入文化創意產業範疇。 

吳政勳(2005：14-15)認為，文化創意產業中軟體與硬體建設的搭配，

亦是成功的文化創意產業不可或缺之關鍵，依據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之相關規定，政府引進民間資金、活力、創意及效率，更能達到善用民間

                                                 
11 http://twbusiness.nat.gov.tw/paper/y04/08/y04087.htm 檢索日期：2007 年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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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金活化文化展演設施之目的，其中文化展演設施所適用的是，促參法第

3 條第一項第 6 款之文教設施，其中依據促參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規定，所

謂的「文教設施」是指公立文化機構及其設施；公立學校、公立幼稚園及

其設施；社會教育機構及其設施。但不包括體育場所；依法指定之古蹟、

登錄之歷史建築及其設施；以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文化、教

育機構及其設施12。 

    在眾多文化展演設施中，依照藍恭旭(2004：186-224)提到著名的文化

展演設施產業有紅樓劇場、袖珍博物館、樹火紀念紙博物館、十方樂集、

光點台北、以及在地實驗室。具有獨立個人創辦性質且為單純展覽性質的

是，袖珍博物館、樹火紀念紙博物館與在地實驗室。袖珍博物館是亞洲第

一座專門收藏當代袖珍藝術品；樹火紀念紙博物館在 1999 年基金會與紙

博物館統一名稱為「財團法人樹火紀念紙文化基金會」以展示設計和引導

教育活動主，為一座具有台灣本土特色的紙博物館。而十方樂集是國內最

專業的現代音樂團隊、民間經營最專業的小型音樂空間。在地實驗室於

1995 年裝置藝術家黃文皓創立在地實驗，以探索台灣新的藝術形式為理

想，並著重利用數位科技技術將藝術場域無限擴大。 

    其中，都是具有市定古蹟性質，且基於閒置空間再利用的計畫下所活

化之場所為紅樓與光點台北。前者由紙風車文教基金會來經營，1997 年指

定為三級古蹟，民政局規劃為電影博物館，1999 年台北市政府文化局接

手，閒置空間再利用計畫，規劃成為說唱藝術中心，2002 年 3 月，委託紙

風車文教基金會規劃經營管理；後者決定將其活化為以電影文化為主的藝

文空間，該領事館定名為「台北之家」，原來的車庫則改建為「光點台北」

電影主題館，從 1979 年到 1997 年的十八年間，這棟建築物處於荒煙蔓草

當中，閒置多時，成為市定古蹟後，由台北市文化局從中斡旋，經台積電

文教基金會贊助新台幣六千萬，將建築物本體修復後，委託台灣電影文化

協會經營。 

                                                 
12 http://60.248.253.154/PCC/popp/web/enforce_tc_C_axtpg.asp (檢閱日期 2007 年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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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光點台北與紅樓的性質與許多相似點，但針對公辦

民營的屬性來說，紅樓為零預算性質，而光點台北則是由企業贊助的修復

才委由民間團體經營。如下表【2-1】所示： 

表【2-1】文化展演設施產業概況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負責人 產業發展背景 
紅樓劇場 紙風車文教基金

會執行長  
李永豐 

1997 年指定為三級古蹟，民政局規劃為電影博物館，

1999 年台北市政府文化局接手，閒置空間再利用計

畫，規劃成為說唱藝術中心。2002 年 3 月，委託紙風

車文教基金會規劃經營管理台北第一個茶館劇場、以創

意空間與常民文化為主題的文化展覽館。 
袖珍博物館 私人 

館長 林文仁夫

婦 

袖珍博物館是亞洲第一座專門收藏當代袖珍藝術品。 
『玫瑰豪宅』是第一件由袖珍博物館從西方帶進東方的

大型娃娃屋作品 
樹火紀念紙博物館 紀念長春棉紙創

辦人陳樹火夫婦

1999 年基金會與紙博物館統一名稱為「財團法人樹火

紀念紙文化基金會」以展示設計和引導教育活動主，教

育推廣功能；藉台灣紙歷史文物的蒐藏與彙整，為一座

具有台灣本土特色的紙博物館。 
十方樂集 創辦人徐伯年 國內最專業的現代應樂團隊、民間經營最專業的小型音

樂空間。 
光點台北 從 1979 年到

1997 年的十八年

間，閒置多時

後，成為市定古

蹟，由台北市文

化局從中斡旋，

經台積電文教基

金會贊助新台幣

六千萬，將建築

物本體修復後，

委託【台灣電影

文化協會】經

營。 

經審慎規劃後，決定將其活化為以電影文化為主的藝文

空間，該領事館定名為「台北之家」，原來的車庫則改

建為「光點台北」電影主題館，並於 2002 年 11 月 10
日正式開館。位於建築物本體右方，共有 88 個座位，

杜比音響，可放映影片、VHS、Betacam，每日從中午

十二點到深夜十二點，常態性播映六場影片，透過台灣

電影文化協會審慎規劃出有特色、創意的片單，提供民

眾內容豐富形式多元的電影。期望藉此讓觀眾有另一種

「新視覺、新經驗」的觀影選擇，並透過協會精心策劃

的各式活動，例如:導演面對面座談、師徒學苑電影教

育、鴉片戰爭 DV 短片競賽，台北電影節，國民戲院各

項影展等，讓導演與觀眾交流互動，影迷透過與創作者

實際的接觸，延伸對作品的體會；同時創作者亦藉由影

迷的觀點檢視其作品。 
在地實驗室 黃文浩 1995 年，裝置藝術家黃文皓創立在地實驗，以探索台

灣新的藝術形式為理想，並於 1995~1997 年間，舉辦一

系列公開的人文論壇，廣邀美術、音樂、劇場、建築領

域的藝術工作者以對談、演講及肢體表演等種種形式探

討當代藝術思潮，並著重利用數位科技技術將藝術場域

無限擴大。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2004：186-223)。 

    國內大部分以民營化的角度來探究文化展演場所之相關議題的研究

方向有許多趨勢。因本研究之個案乃是以「公設民營」的方式結合公私部

門合作，或稱為「簽約外包」，其具體作法是將事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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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家仍擁有事業的所有權，而將事業經營權委由民間完成。因此在此

欲引用的相關文獻將縮限在個案性探討到一般性分析上13： 如，吳佩修

(2002)說明了公立博物館的營運面臨公辦民營的風潮；洪漢榮(2003)則是探

討國立台灣美術館公辦民營的失敗案例研究14；陳嘉萍（2001）以華山藝

文特區為案例研究，試圖結合都市空間文化理論與新博物館學兩個方向的

論述，社會意義與文化定位，並檢討此案例的營運管理現況等問題。閒置

空間再利用後能成為屬於地方性的文化空間，達到閒置空間再生與永續經

營的目的；黃彩雲（2001）也以國內公立博物館公辦民營個案之檢討，並

舉例台北市二二八紀念館、台北市兒童交通博物館、國立台灣美術館及國

立海洋生物博物館等四館作輔助說明；池穎怡(2000)則以高雄市中正文化

中心為例，探討以民間參與文化建設的整體經營所可能面臨之問題。 

    上述的文獻大部分的個案選取仍以博物館為研究主題。在眾多文獻中

發現，文化建設的經營，公辦民營成為主要的未來趨勢。而李永豐(2004)

以紅樓劇場的重建與再利用為案例進行「文化創意產業」的分析與執行研

究，雖與本研究有極高相似性，惟李永豐所撰寫之角度乃是以成果發表報

告書的形式來呈現。而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角度，除了其古蹟活化後的成果

呈現，更由非營利組織角度為出發點，檢視其結合後所產生的種種議題。 

無可否認，創意產業類的文化空間再利用，最主要是配合國家政策發

展計畫而併，並非以純藝文發展為標的。而此類型的文化空間，應持續作

為藝文非政府組織實驗與推廣創意文化之用，能符合文化創意政策的宗

旨。文化資產的活化與再利用，可以藉由地方推行，引進民間資源，並藉

由企業化的經營手法與重新包裝，來賦予不同的生命意義，惟應先重於文

化精神，先有文化後有經濟利基，以達到文化結合商業的產業類型。使文

化資產增添具有經濟性的附加價值，而得以永續發展。 

                                                 
13 詳見附錄三。由個案性探討到一般性分析之論文整理表。 
14 國美館第一次辦理國內首宗公辦民營的招商計畫，便在法規的不完備以及缺乏相關案例等有

利參考資料，加上館內地下室消防安全檢查問題浮現，致使國美館的委外經營類 BOT 案成為一

失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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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閒置空間再利用 

 

閒置空間的定義常與古蹟、歷史建築、廢棄空間、中繼空間或失落空

間等名詞有部分觀念上的重疊(王翠菱，2004：11；曾梓峰，2002；蕭麗虹、

黃瑞茂，2002：144)。針對閒置空間之定義，有關單位或學者對其有不同

的看法與解釋，例如：依法指定為古蹟、登錄為歷史建築或未經指定之舊

有閒置之建物或空間，在結構安全無虞，仍具有可再利用以推展文化藝術

價值者；具歷史或地方特色之建築物，且現階段功能使用不彰或目前廢棄

不用的狀況言之；閒置是狀態、空間是對象。基本上空間的閒置，明白地

說明它沒有使用、沒有機能的特質；然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不只一項，

有些是原使用者不存在或是所有權人已經放棄之真正的閒置空間，有些卻

是管理不當的空間；城鄉發展過程中的失落空間，可能是廢置的公家宿

舍、行政辦公室、軍事設施、宗教設施、教育設施、交通設施或大型的產

業空間。 

而學者施進宗(1992)、傅朝卿(2001)認為，閒置空間再利用可以是兼顧

「史實性」與「現代性」、「結構安全」與「經濟存活」、「建物生命週

期再循環」的保存方法。此外，學者鄭仲昇(2001：22)提出歷史建築有所

要「延續」之價值與期望「再生」之價值的看法，可以提供作為閒置空間

再利用的理論架構。其中歷史建築所要延續的價值，包含史實、文化及情

感，史實價值主要考量的是原樣特色，文化價值是特殊的群體意義或行為

行動，情感價值則是存在記憶及精神支柱；而歷史建築期望再生的價值包

括使用、經濟與教育，使用價值主要考量的是建物新機能，經濟價值則是

持續存活的基本來源，教育價值則在傳承歷史文化。 

 

一、閒置空間再利用之意涵 

經過再利用手段的歷史性建築，可以因新機能的加入而產生活絡的現

代都市活動，使歷史與美學可以和現代生活並存，甚且產生經濟上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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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使歷史性建築保存策略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更為實際。因此建築再

利用具備了以下幾個涵構(轉引自曾能汀，2005：14-17)： 

1.場所精神（genius loci or spirit of place）的發揚  

場所（place）是人類定居的具體表達，所以自我的認同在於對場所的

歸屬感，因此人們會對所生活或曾經身處其中的環境產生情感，此也是所

謂對空間的「共同情感與記憶」。但是，諾伯舒茲認為今日的建築危機在

於建築失去了本身所應具有的「意義」，而淪為效用與抽象的層次。人與

環境的關係並非以科學概念所能描述的「客觀」知識，場所精神就是利用

建築物所賦予的特質，並使這些特質和人產生親密的關係。 

2.集體記憶（collective momory）的回溯與重組 

   人們對於環境的「辨識」與地方認同，起自於集體記憶（collective 

momory），此屬於不可替代且唯一的重要記憶之所在。而集體記憶內蘊了

時間性上認同的厚度，以及空間性上依存的深度，具備了人文性的符號指

涉，與自我意識的符號解讀，如離開故鄉所產生的鄉愁記憶。在生活者眼

光中，集體記憶不只是一特殊懷舊的鄉愁，而是具體地於社會現實中，有

歷史時間的凝視向度，可以在面對新的時空，憑藉著向子孫們以故事般的

敘事。 

3.使用機能的持續 

建築物使用機能的持續為再利用的基本精神所在。消極而言，再利用

可使建築物的價值免於毀壞和荒廢；積極而言，則可重塑建築物新的生命

力。因此對建築物做適當的改造和設備的導入將是不可避免的。 

4.達成「經濟存活」（economic viability）的期許 

    藉由賦予老舊建築新生命，能產生活絡的經濟行為，使歷史與美學可

以和現代經濟並存，此稱之為「經濟存活」（Murtagh,1997；傅朝卿，1994；

施進宗，1992），而建築再利用之操作藉由創造經濟上的生存力，將可使

再利用策略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更實際。 

5.史實性、功能性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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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建築再利用大多需面臨內部空間調整、整體結構補強等修建及增建

等問題，於是衍生了建築史實性、使用功能性的爭辯，國際保存規章對此

已有所闡述，但在世界各國的實踐上卻尚未有統一的模式。對史實性的尊

重，同樣也可表現在使用用途上。 

因此，以歷史建築再利用的過程，得知地方歷史所呈現的不只是目前

所見到的建築體，而是包含著地方文化過去的歷史性與價值性，透過再利

用的過程，不斷的重塑地方民眾的記憶氛圍，地方的存在因居民的聚集而

有不同的歷史性，透過保存再利用的過程，進而促使該地方文化的保存與

傳承，所以歷史建築再利用的意義並不單是建築體本身的價值，更背負延

續著地域文化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二、閒置空間再利用之策略因素 

由上述政策方向可知，台灣早期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過去一直以維護

其原有形貌為主，近年來，由於再利用觀念的興起，學者胡寶林（2003：

50-57）提出古蹟保存的觀念也從十九世紀中期的「廢墟式保存」（反對修

護）、現代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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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變。同樣的，傅朝卿（2001：6）也認為台灣古蹟與

歷史建築的保存運動也該自我調適，老建築已經不只是過去的建證物而

已，他們更會成為邁向未來的基礎、修護與再利用，將會更適合一個健康

永續的人類環境。因而歷史建築再利用的過程，不再僅只是一種單純空間

替換概念，更是替歷史建築找尋新的使用契機進行生命的延續，並隨著時

代及社會的需求下，搭配不同的使用機能，產生不同再利用形式。 

(一) 決定再利用方向 

對於歷史建築再利用之決定再利用方向，如李清泉（1993）認為對於

再利用的計畫程序提出條件包括基地環境評估、建築物評估、法規評估、

市場評估、財務評估、設計策略評估等皆為其再利用計畫之程序。另一方

面，依據黃水潭（2002）所述不論是古蹟、歷史建築、老舊建築或閒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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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再利用實應考量建築物之歷史背景、文化因素、結構安全性等三大方

向。因此，從上述得知，要成為成功的決策者，須具備有良好的評估能力、

研訂適合的評估內容、考量事宜的再利用方向以立未來再利用規劃、設

計、經營等方面之後續工作推展。 

(二) 事先確立目標 

在此，歷史建築為了確立完整的歷史建築再利用方案之前置作業，其

必須先訂定一項目標。為了達到歷史建築再利用之整體的考量方針，於洪

愫璜（2002）對於如何活化歷史空間提出了幾個考量因素，如經濟層面、

環境脈落、空間機能、經營方針等四個方向。文建會於 2001 年推動閒置

「歷史空間」的發展過程中，開始意識到歷史空間經營的重要性，以免對

於未來再利用執行時因為經濟因素而無法營運造成歷史建築再利用之破

壞。因此，對於歷史進行再利用的考量通常會先對於未來經營提規劃方

針，其主要目的為降低未來執行時所面臨經營上之困境。同樣的，王志華

(2005：33)認為再利用規劃評估中，區位的考量為交通發展及居民使用考

慮下的另一個重要考量因素，在評估工作中對於歷史建築的地理位置、交

通動線、都市發展等，需了解彼此間互相的關聯性，創造出成功的再利用

發展。 

(三) 規劃分析程序 

歷史建築再利用方案之評選在考量分析的過程，必須有程序、步驟的

依實際所欲達成之目的，進行再利用規劃分析。一般而言，建築規劃乃為

將建築物的形成按一定之程序，採既定之方法以實現符合原定目標之活動

（顏堯山，1994），在歷史建築再利用規劃設計財源運作過程上，其內容

包括財力、人力、行銷資源等讓支撐經費運作之手段得以發揮，使「歷史

空間」得以延續（廖慧萍，2003）。因此，一個歷史空間的延續對於後續

經營管理策略上考量必須與其人力、財力、行銷等三方面互相的配合，而

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使其歷史空間的經營能夠延續下去。同樣的，張旌

彰（2000）提出對於作為展示時之必須考量之六大定位分別為永續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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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體、建築物本身作為展示體、生活環境博物館、與社區結合、社會文

化教育，以及文化觀光等六個方向，以這六個方向將建築歷史的資源需求

提供出來，互相的影響，因此，對於歷史建築的再利用目標發展上，皆須

由事前的規劃來提供未來發展的永續目標。 

儘管對於目前歷史建築之再利用程序是由歷史建築指定—修復—保

存—規劃—再利用等作業程序，於決策過程中對最後之決定操作方針往往

操控在於少數個人主觀的意見，並非依循相關之評估建議來決定，以至於

欠缺具有完整公信力的評估模式。因此，於區位及空間需求及機能確定之

初即以確定未來發展之可能性，再加上對於環境架構的資料蒐集，以釐清

整體環境的規劃方向後作出關鍵性之考量。 

(四) 永續發展之策略考量 

     再利用策略影響因素是無法單獨運作，必須有新機能面積之需求、

結構之狀況、法規之限制、基地之限制、經費之多寡、專業者之創意與對

史實性回應程度等相關的互相影響因素，在對於歷史空間的呈現上，將歷

史呈現於民眾、給予民眾體驗的空間中，大部分規劃是將歷史性的空間作

為展示，其中，藉由展示的過程，化解「保存」與「更新」相對、失衡的

狀態（傅朝卿，2004）；而邱明珠（2003）提出對於再利用分析考量之因

子包括歷史建築之：機能、形式、共生、相關性、轉化、主從關係等六方

向作為考量；徐明福教授（2001）提出除依循理論上考量當代的歷史價值、

合宜的區位與生活環境，並須引入現代化產業與生活環境特質相結合為其

關鍵所在。 

同樣的，林華苑（2001）的研究中指出歷史性建築再利用目的為希望

爭取更多的保存空間與生存能力，並非指單靠單存的包裝進行保存，而抹

滅了歷史建築存在的意涵。就建築空間機能的安排上，空間需求是結合既

有及未來之在利用方向的所有人為立場，針對歷史建築本身之空間特質，

以決定未來空間規劃之使用，滿足未來空間機能的需求為導向；以正確的

再利用方案對於歷史建築文化精神的延續是重要，如因為不當的再利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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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將會造成歷史建築的再次破壞、以及歷史文化的淪喪。歷史建築再利用

的實際案例，意味著歷史空間的釋放與轉化逐漸增多，如果能夠妥善的進

行規劃，將能夠成為台灣面對全球化挑戰地方回應之主流趨勢，因為其並

非只是空間機能的轉換，更承載著地方特色與文化發展的任務，不僅是「活

化保存」機制的空間實踐過程，更是社會空間與文化空間連結的具體場景

（李永展，2004）。 

歷史空間再利用的機能上，以文化設施的使用方向為最多，近年來，

由於政府積極推動永續經營的理念下，文化設施結合商業與觀光使用的機

能逐漸增多，對於再利用後財物的運作的來源，多以政府補助為主，但由

於歷史空間的存在越來越多，政府是否能夠長期的對於歷史空間進行補

助，是值得存疑的！歷史建築藉由再生的過程，國內目前對於經費來源的

收入，實質性的收入有政府補助、餐飲的收入、紀念品的販售、場地的出

租等等為主要。另一方面，近年來由於政府積極的推動民眾參與公益性的

活動，藉由活動的舉辦，以義工招募的方式，替歷史空間的管理，尋覓出

另一個無形的寶藏。 

 

三、 閒置空間再利用的政策方向 

2000 年底開始，文建會將閒置空間活化再利用列為重要施政項目，

據以擬定「九十年度閒置空間再利用實施要點」。並以一億七千萬預算，

讓過縣市政府評估轄內相關空間提報，完成「各縣市可成為藝文資源之公

有閒置空間，土地初步調查與評估報告」共計有192 處，評選北中南據點

試辦，並由文建會中部辦公室執行，並成立「閒置空間再利用推動小組」，

由主委擔任召集人，定期與各部會協調法令鬆綁與修正問題。2001 年著

手推動「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藝術家進駐計畫」，扶植國內小型藝

術村之籌設，據推動各項藝術家進駐及創作等工作計畫，並輔導各地閒

置、歷史空間再利用為藝術村。 

2002年文建會為配合行政院「國內旅遊發展方案」、「挑戰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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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並整合長年推動社造工作之

經驗基礎，故推出「地方文化館計畫」，有關館舍地點選擇，則採「繼續

輔導各縣市特色館、主題館及鄉鎮展演設施」與「新增地點以整修利用公

有閒置空間及輔導民間社區場地」等雙軌並行策略，試圖以「閒置空間再

利用為藝文場所」統整過往「社區總體營造」、「鐵道藝術網絡」、「藝

術家進駐」、「古蹟（及歷史建築）保存（及再利用）」等課題15。同時，

文建會進一步提出「文化創意產業」觀念，積極以產業鏈、跨領域整合的

概念，重新定義文化產業的價值，即開拓創意領域、結合人文與經濟以發

展兼顧文化積累與經濟效益的產業(陳華志，2004：51-60)。 

    因此，從空間再利用為藝文場所的背景脈絡觀察，閒置空間最早並非

由國家的力量介入，而乃由年輕藝術家在這些廢棄空間中所進行的創作發

生。九二一震後，閒置空間再利用計畫主要延續藝術村的思維模式進行，

國家藝術村節餘的資源投入，透過古蹟保存運動與政策與制度的修訂強化

其正當性之條件，成為古蹟、歷史建築保存、藝文團體、市民利益、產業

經濟發展的多方利益的連結點，換言之，從國家藝術村至閒置空間再利用

為藝術村的藝文空間型態，至閒置空間再利用為各種藝文空間的過程，藝

術的介入彷彿成為一種必須的過渡性功能。最後，精省改組後的文建會，

主導閒置空間再利用的議題，從藝術村到地方文化館、文化創意園區，其

政策推行、開發模式乃至於經營管理，皆說明未來藝文空間的發展決定權

依然擺盪在公部門藝文空間認知結構上。 

 

小結：  

在古蹟與閒置空間再利用的風潮下，各地紛紛尋找在地古老建築並重

新思索其定位、功能以及歷史意義，同時也希望能賦予新的內涵與面貌16。

因本研究個案為紅樓，由上述的文獻可得知，屬於文化資產當中的「古蹟」

                                                 
15 詳見，地方文化館之修正計劃。 
16 台北市文化局設置「古蹟審查委員會」制度，積極辦理有關市區內古蹟與歷史建築之指定工

作，並透過「市有藝文空間委託經營管理辦法」，密集推動閒置空間再利用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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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類別。從紅樓的發展背景17來看，更可看出其公共空間，作為城市連

續生活與記憶價值的載體，在城市歷史過程中因社會結構、文化特質甚至

是權力機制的改變，導致其空間形態與使用方式的不斷演變。簡言之，隨

著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過程，凝結大規模民眾，對社會議題所建構的公共

空間等模式，隨著全球化、多元文化的融合、消費休閒主義、生態關懷等

議題持續發燒，公共空間的形貌在不同時空背景下，亦不斷自我調整。總

的來說，無論其活化的型態為文化資產與觀光結合、地方文化館、亦或是

文化創意產業當中的文化展演設施產業，其文化資產活化，必須要有經營

管理的策略思維，以求文化資產的永續經營，甚至更進一步發展為國際觀

光之介面，具備文化資產得以經濟化、商品化、產業化之文化創意產業。 

 

第三節  其他實證研究檢視 

      
 從文化資產與閒置空間再利用的角度來看，歷史建築的空間形式透

過一個適當規劃再利用後將重新奠定自己的空間屬性，對於歷史空間的情

境感受，都將與地方產生一種關聯性存在，形塑成為地方的歷史文化架

構。而歷史建築空間的創造，除了能保存維護當地歷史脈落、增加內心深

刻的記憶外，希望能夠衍生出使用者對空間更多的感受來證明歷史建築存

在於社會當中的身份地位，而建物本身也具有將歷史結合美學的藝術價

值，在懷有文化傳承的動機下，呈現出該建築的歷史認同性。 

國內文化設施大多為各級政府所興建，但目前則以引進民間資源18投

入文化設施營運與管理為主，以創造具有台灣主體文化特色的文化設施(建

築)地標，達成以文化帶動產業發展的目標(朱信泰、李傳房，2005：149)。

依照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2004)提到著名的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17 1997 年指定為三級古蹟，民政局規劃為電影博物館；1999 年台北市政府文化局接手，閒置空

間再利用計畫，規劃成為說唱藝術中心；2002 年 3 月，委託紙風車文教基金會規劃經營管理台

北第一個茶館劇場、以創意空間與常民文化為主題的文化展覽館。 
18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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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項適用範圍內的其中之ㄧ為『文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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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中就包含紅樓，其代表了即是善用民間資源參與公共建設，活化文

化展演設施產業的最好例證。 

因此，於此節將探討非營利組織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結合面向上，兩者

之間的關係淵源，再者分別敘述國內學者研究針對文化創意產業此一議題

的主要看法作一回顧。在此異業結合當中，非營利組織可能受到產業化(市

場化、商業化)的環境影響下，其實際作為的轉變，包括經營管理、行銷、

策略規劃等運用。  

 

一、非營利組織與文化創意產業的關係 

 
    池上惇等(2002：279-288)認為，「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內近幾年被炒

的火熱，但無論哪一描述或解釋，都難免會以偏概全，原因在於它沒有一

個非常明確的定義且世界各國的情況大不相同。如果從文化經濟學觀點，

文化產業的研究在西方文明國家已將之視為「文化經濟」一環，並已發展

為「文化經濟學」專業學門。同樣地，黃昭瑾 (2005：8-9)認為文化創意

產業活動是一種將文化內容商業化的產銷過程，而商業化的過程本身就需

要具有相當的創意條件與特性，現今在名稱上突顯”創意”，除了在連結文

化內涵與商業價值之關係，以及創意對文化產業競爭力的重要性，就產業

的實質內涵而言，隨企業管理思潮、文化消費特性與地方文化主體性發展

的變化，使得文化產業的營運有了不同的轉變。    

    Richard Caves(2000)則認為創意產業的特性19包含：大量不確定性需

求、創作者相當重視作品、需要眾多技能的集合運用、區隔性產品，並且

是一種耐久產品。而創意產業20的七大特質創意活動中較重要的經濟特性

包括：需求之不確定性21、創意工作者相較於一般產業的受雇者更重視其

                                                 
19 Richard Caves 的觀點來自於，由美國文化產業這百年來經濟模式的發展歷史，來了解產業結

構性與歷史性的深度，並對每一項文化，包含表演、時尚、電影、藝術等交易行為，分析其通則。

而生產模式的不同則會有不同型態的創意產業市場之各種交易法則。 
20 「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是由英國首先提出，並且在政府政策上大力提倡，但對 Caves

而言，應用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上並沒有區分兩者的不同。 
21不確定風險來自於經濟學家的買方與賣方的資訊不對等(asymmetrical information)，除了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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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創意商品需多元的技能、區隔性產品22、耐久性產品與耐久性租金23，

因此文化創意產業是一個混合的團隊型組織，牽涉到大量人性複雜的因

素，使其創意產業不同於一般產業組織，可以是很清楚地垂直性整合之過

程24(仲曉玲、徐子超，2005：5-16) 。 

 
因此由上述可以得知，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特質可能會影響非營利組

織本身產業化活動等行為或管理上的轉變。 

 

 二、非營利組織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 

 

在探討非營利組織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議題上，本研究先從

2000~2006 年學界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看法方向做整理。由以下四個面向分

別給予本研究的啟發25。 

(一) 從社區、地方面向(包含文化展演、地方文化館、社區總體

營造)： 

從社區、地方面向來探討，吳秋田(2000)以個案白河蓮花節為例，從

社區居民不同背景屬性去探討與居民社區意識間之關係；楊敏芝（2001）

以地方、文化、經濟三個向度以檢視埔里的個案研究；伍立人（2003）則

是以社區總體營造觀點來探究，將文化紮根於社區以提升地方知名度與經

濟產值；張賽青（2003）則是探討文化產業藉由文化資產的感性、在地性

                                                                                                                                            
不對等之外，創意組織還要作的是處理的是在買方與賣方都不了解的情況下的一種對等的無知

(symmetrical ignorance)─意及當創作者都是在其成本投入後，才會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製作，但

對於買方與賣方來說，此項產品的市場前景卻在各個階段中有不同的變化。 
22經濟學家所謂的「垂直性區隔」，也就是當買方體驗兩項不同性質的商品後(如一部歌劇和一本

書)，買方或許會認為前者比後者更好，設若兩者價格相同，那麼則沒有人會購買後項產品；「水

平性區隔」，，意謂著相同性質的產品，如兩張 CD，在消費者看來或許具有類似的特質，但卻

絕對不會是完全相同，即便水平區格以同樣價格出售時，每個人的選擇依然不盡相同。對於消費

者而言或許僅僅只是做了選擇，但對於一個投入製作成本極高的組織來說，極可能要面對的是營

運赤字、管理等資金籌措的問題。 
23 原創人可獲得的版稅金，是著作權中的保障。 
24 垂直整合的過程，包含從上游的產品研發、到產品型態設計、量化生產、統一化的包裝與行銷，

以及通路的合作，此契約型態是固定的；相對於創意產業在財務的管理上，從成本的構成、募款、

貸款、補助、創投、以及直接投資等等，皆牽涉到複雜的不確定性。 
25 詳見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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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故事性，作為發展創意產業價值核心；李永豐(2004)以紅樓劇場的重

建與再利用為案例進行「文化創意產業」的分析與執行研究；黃富娟(2004)

探討地方文化館的定位、組織架構、經營管理的方式與資金取得模式，以

及場所空間之建築規劃、產品的故事性與價值感、活動多樣性與服務的親

切性，為其核心特質；黃昭瑾（2005）以地方文化產業發展與特性，探討

文化產業市場的發展意義、文化消費的心理動機，地方文化創意產品特

性，以及文化產業品牌的關鍵因素等。 

 

   (二) 經營管理面向(觀光節慶、行銷策略、永續發展、SWOT 分析)： 

    從經營管理面向探討，蘇明如（2002）以德國法蘭克福學派之「文化

工業」理論指出「文化」與「產業」未必壁壘分明；駱焜祺（2002）指出

觀光行銷可提昇活動之能見度，但永續性與延展性需要更明確的整體考

量；陳淑汝（2002）則認為行銷策略可以讓劇團擴大觀眾規模，使皮影戲

劇團能與政治、經濟、社會緊密結合，營造一個可以存活與發展的生態體

系；李俊賢(2003)，則是對南瀛總爺藝文中心進SWOT 分析，研析各種影

響其總體規劃、經營策略與現況及遭遇之問題，整理出藝術村永續經營之

要素；李依芳（2004）以整合行銷模式的運用，透過6P架構分析出宜蘭縣

的文化創意產業活動能夠永續發展的成功因素；黃雅洳（2004）指出政府

雖對於以商業結合藝術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深具期望，不過卻與學界、業界

有明顯的政策與實務面上的鴻溝存在，因而提出管理理論之局限；黃昭瑾

（2005）則特別提出釐清地方性文化商品與大眾消費性商品的產業發展差

異，以做為地方文化產業行銷理念的發展基礎；高銘鴻(2005)則認為善與

異業結合的行銷模式，能夠建立起產品的情感連結，讓消費者產生特殊情

感認知，再加上品牌的獨特個性，才能創造無限的附加價值。 

 

(三) 政府決策方面(政治因素、官民互動、評估機制)： 

    蘇明如（2002）探討九○年代台灣「官方」與「民間」的文化產業現

象及其「互動面」；林輝堂（2002）以地方文化首長與政治競選、文化發



 36

展之關連性探討台中市文化局政策制定與執行問題；謝玉玲（2003）指出

公部門仍為文化展演設施建設主力，建立一套文化展演設施建設區位選擇

的評估機制，以提供政府作決策參考，讓有限文化資源發揮最大效用、兼

顧地區文化展演設施需求及決策公平性；藺德、邱上嘉(2005)認為透過歷

史事實考察了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在政策執行面上的理念根據及其論述

重點，提升文化素養的消費群，才能建立永續經營的文化創意產業。霍鵬

程(2006)則認為目前台灣創意工作環性惡質化、文化政策需要持續地改

進、文化產業及需要策略聯盟。 

     

     (四) 以第三部門(非營利組織、非政府組織)與文化創意產業面向： 

在目前國內碩博士等相關期刊論文，以關鍵字查詢，以劉美芝(2004)

認為第三部門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的十種角色，對企業、對藝文

界、對社會大眾、在組織間、對政府都有其對應窗口。郭佩瑜(2005)則是

期望以導引「文化產業」到「非營利化」的界面，就是戀棧文化產業的開

創性，與對非營利組織的發展性上，提供其具有潛在發展力的激起，也協

助雙方在未來競爭力的結合構面中，取得最佳的組合模式。 

其中，劉美芝(2004：154-157)闡述第三部門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中的十種角色，對企業、對藝文界、對社會大眾、在組織間、對政府都有

其對應窗口。對企業而言，第三部門的角色就是溝通者與媒合者，他必須

搭建產業端與創意端溝通的橋樑，以達從中協調之效。對藝文界而言，身

為改革者、倡導者，其必須改變藝文生態、倡議政府制定與改善相關政策

及措施，並且提倡新觀念與作為。對政府而言，其應成為政策智庫中心或

政策諮詢機構，作為文化界與政府間諮詢的管道，並適時的提出新觀念、

議題、作為等的建言，以補政府不足之處。組織間，進行結盟，以共同的

訴求與作為號召，將現有資源做結合。對於社會大眾，利用活動舉辦、刊

物出版等方式推廣新的理念，以增進社會大眾對藝術文化的認知及參與。 

下圖【2-1】，其說明了第三部門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的十種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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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以及其相互結合的重要性。 

 

  

 

 

 

 

 

 

 

 

 
圖【2-1】第三部門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的十大角色 

資料來源：劉美芝 ，2004：153。 

 

就實然面來說，文化創意產業乃是一個高風險的產業，其「產業端」

與「創意端」應如何被結合？其實，透過知識分享，讓兩端互相了解；創

意可以多瞭解產業端，產業端也不要干預到創作的表現。而推動知識分享

的人，則可由非營利組織，居中扮演協調的橋樑角色，避免產業與創意絕

對的對立，讓兩端有妥協的空間。也就是說，非營利組織可以不斷的去營

造一個環境，讓創作者可以發揮它的創意，或可將創作出來的東西，介紹

給產業端，讓產業端的人試著合作，以幫助那些不擅溝通的創作者，以達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且非營利組織與文化創意產業是可以充分結合合作

的，非營利組織配合其所在地，結合當地文化價值資產，則可形成較具創

新之文化產業。 

針對非營利組織結合文化創意產業的實際成功案例來看，蕭麗虹

26(2004:227)認為，檢視真正成功的創意產業案例便可發現，設立文化空間

                                                 
26 蕭麗虹為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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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其精華內容，而非龐大的量體。無論是公有或私營，都不會因人

才、經費及行銷等規模龐雜而管理起來加倍辛苦。換句話說，精簡的經營

可以對市場保有高度敏感，可快速反應及調適。就國外例子來說，香港藝

穗會(Fringe Club)歷時二十五年後，身為非政府組織進駐歷史遺址的典型

模範，以國際文化交流為其核心，也就是目前現有蘭桂坊地帶。而此類型

的文化空間，應持續作為藝文非政府組織實驗與推廣創意文化之用，能符

合文化創意政策的宗旨。為育成新的創造能量而給予的優惠與保障，不得

輕易的讓大型企業做為產業後續行銷開發之用，原因在於文化創意產業與

科技產業的研發有所不同。除了原有的文化空間資源外，專業人才、創意

源頭以及城市周邊環境的育成都必須納入考量。 

有了文化空間的硬體設備，剛好可以成為文化工作者與社會作接面的

橋樑，不僅是以往所重視硬體空間的規劃與建設，更重要的在其細部規劃

實為當務之急，必須傾聽由下而上的聲音才是最真實的元素(蕭麗虹，

2004：231)。同樣地，霍鵬程(2006：46-47)也認為目前台灣創意工作環境

惡質化、文化產業執行工作難以掌握、文化政策的執行由上而下，在人力、

預算有限的情況要面對藝術工作環境、文化產製、銷售網路、專利保護、

相關契約擬定等負責問題，可以推測執行工作難以周全、需要持續不斷的

和從事該產業人士溝通，調整產、官、學研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產業

及需要策略聯盟，以整合相關文化產業資訊及政府機關可提供資源。 

由上述可以得知，由社區面層面，居民不同背景屬性的社區意識與文

化產業活動認同度相關，而從社區總體營造觀點來探究，則是將文化紮根

於社區以提升地方知名度與經濟產值、探討文化產業藉由文化資產的感

性、在地性以及故事性，作為發展創意產業價值核心，可以歸納為以地方、

文化、經濟三個向度作為此一類別的關鍵要素；就經營管理層面，觀光行

銷可提昇活動之能見度，但永續性與延展性需要更明確的整體考量、對於

文化創意產業所進行 SWOT 分析，研析各種影響其總體規劃、經營策略

與現況及遭遇之問題，整理出對該文化產業永續經營之要素，因此此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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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大多聚焦於與異業結合的行銷模式，才能夠建立起產品的情感連結，讓

消費者產生特殊情感認知，加上品牌之獨特性以創造無限的附加價值；以

政府決策方面，政治因素或政策執行的永續性，以及官民互動對文化創意

產業的影響，最後，以第三部門(非營利組織、非政府組織)與文化創意產

業的結合面向上從此角度為出發去探討兩者間結合的文獻為數甚少。 

 
 

此節將探討非營利組織與文化創意產業的異業合作下，其非營利組織

可能受到產業化(市場化、商業化)的環境影響下的實際作為，包括非營利

組織本身經營管理、行銷、策略規劃之運用等，最後將聚焦在非營利組織

經營文化創意產業的策略規劃。 

 

三、 非營利組織的產業化與策略管理 

      (一) 非營利組織的產業化    

     commercialization 一詞中文譯名相當多，常見有商業化、產業化、事

業化與企業化，其中產業化一詞近來為國內政府機關（例如行政院青年輔

導委員會及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學術界所常用，爰本研究將非

營利組織所從事商業行為之過程稱為產業化。而非營利組織產業化在80 

年代時期才開始受到重視（Skloot，1987）。非營利組織之所以開始追求產

業化的行動，來自於組織外環境與組織內所造成的影響。 

依據鄭讚源（2003）對於非營利組織產業化的背景因素，認為第三部

門之所以會有產業化的轉變與趨勢，可以說是根源於一個複雜而動態過程

所形成的結果。推動、促成或醞釀第三部門產業化的力量，分別來自於國

家、市場、非營利部門與非正式部門四個部門之間，各自發展與互動之後

所產生的壓力與問題，以及為了解決這些壓力與問題而發展出來的解決策 

略。這些問題與挑戰使得非營利組織與第三部門必需去思考如何一方面能

夠開源節流，另一方面又能維持生存，甚至有所成長。第三部門面對此種

挑戰的策略之一，即是「產業化」，或稱「企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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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s and Economy(2001：12-18)則以「社會企業」角度研究非營利組

織從事商業活動的問題。而產業化是非營利組織的新思維及最新發展趨

勢，但這樣的趨勢雖導致了部門之間界限的模糊，但卻可以引領非營利組

織產業化去解決社會與資金問題以及追求另一個更長遠的方向。愈來愈多

的非營利組織發覺產業化能得到更多的收穫，並不只有是財務，而是在組

織成員、志工、顧客之間能夠釋放的精神和能量，並使其學習到企業化的

重要性。 

     洪久雅(2003：18) 認為，非營利組織必須牢記：1.產業化是創新、機

會導向，富資源、創造價值的進步機構；2.非營利組織產業化乃是內化社

會使命事業；3.評估產業化之成功並不以其創造利潤多寡而定，而是以創

造社會價值為依歸；4.營利部門和非營利組織產業化之間的差異，關鍵在

於後者具有社會目標，且同時運用社會和商業方法；5.傳統、慈善、政府

資金來源的減少，驅使非營利組織投入產業化的開發；6.新的社會企業精

神為非營利組織創造了新的機會與挑戰；7.社會企業光譜範圍從純慈善到

純營利式；大多數介於兩者間。事實上，非營利組織產業化係指如何增強

非營利組織資金來源的一連串商業化活動過程，其核心概念為競爭及合

作。簡言之，非營利組織必須強化其與營利公司間的競爭力，而其策略為

採取更像企業的管理方式；此外，非營利組織產業化不必然僅與企業競

爭，也可透過合作方式建立聯盟。 

    以非營利產業化的面向的探討包括了募款議題、組織使命、及部門互

動等。就本身的經營轉變來看，認為過去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觀點建構我們

對非營利組織的認識，之後聚焦於非營利組織所面臨管理的挑戰─從外行

的管理轉移至專業的經營。而非營利組織的商業化發展早在 1960 年代末

期，非營利組織開始行銷的運用，但在近年來已加速發展且同時被廣泛的

接受與實踐。可以是善因行銷27（Caused-relations marketing），或者是所謂

                                                 
27善因行銷：是一種藉由捐錢，能促使資助廠商與慈善團體作緊密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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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行銷28(relationship marketing)。在過去的文獻裡，我們可以清楚的了解

到第三部門研究中非營利組織行銷的引進。在非營利與志願部門季刊

（NVSQ）的 350 份文章以及 NML 近五年的文章，以及其他相關的非營利

組織期刊，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發現非營利組織行銷研究者在1999年至2003

年大量的刊登相關文章的具體研究文獻，可以看出行銷議題的確在非營利

組織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轉引自 Bernd Helmig, Marc Jegers, Irvine Lapsley，

2004：101-112)。 

因此，Sargeant(1999:7-8)認為，非營利組織是當代社會重要的產物，

其為關切弱勢團體或關懷社會的福利議題，故與公民社會保持密切的關

係；為吸納運作資金，故必須與政府保持密切關係，以爭取補助、免稅地

位或設法遊說國會議員與政府官員；同時，也必須與營利組織保持密切聯

繫，俾利募集資金，以充裕財源，實現組織目標。非營利組織可謂是公民

社會、政府與私人企業交織而成的產物（轉引自丘昌泰，2000：366）。因

此，簡單來說，非營利組織必須面對的乃是公民社會、私部門與政府部門

之環境。當組織為求生存而隨著社會脈動作調整時，會因組織的使命

（mission）、價值、目的或所擁有的資源互異而有不同的策略性選擇

（strategic choice）。 

當政府對非營利組織的補助款項遞減時，非營利組織不得不尋求企業

或類似企業的創業精神，並須管理其有限資源和各種方案，使其在運作上

更具效率性。事實上，現已有許多非營利組織進入各種營利市場，獲得額

外的收入（Weisbrod，1998）。且有些活動可直接對組織的使命與工作有

所貢獻（Skloot，1988）。即使沒有直接對使命有所貢獻，但營利性方案、

或活動所產生的利潤，可以支援與使命相關的服務（Young，1998）。非

營利組織不再僅滿足只提供短暫之服務，漸漸了解組織使命是永續的，故

                                                 
28關係行銷：是從顧客導向出發，希望針對一個顧客，儘量地去滿足他的需求，使他的滿意度達

到最高點，進而獲取最大的利潤。因此，對企業而言，關係行銷的運用可以維持現有顧客的忠誠

度、創造每一位顧客的最大利潤，以及更有效率地吸引新的顧客。當然，對顧客而言，他們也可

以從關係行銷獲得莫大的利益。簡言之，顧客可以快速地找到想要尋找的資料、想要的服務、想

購買的東西、有效率地完成整個購買的過程，以及得到「有用的資訊」，而不是一大堆不需要的

垃圾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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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潛在的資源來支持此項觀念（Young，2000）。 

從實然面的操作化定義來看，陳金貴（2001）以適當的商業化手段，獲

取合理利潤做為考量，把非營利組織的事業化分成下列幾項類型： 

1.向受益人收費：非營利組織可以舉辦活動、接受諮詢、出借場地或

停車位、支援特定的對象，收取合理費用。 

     2.販賣商品：非營利組織可附設販賣部或服務部，以直接販賣本身產

品或代理相關產品，透過販賣部、郵購或電子商務的方式處理。 

     3.庇護工廠的對外營業：庇護工廠不只是過度式的就業訓練場所，也

可對外營業，賺取費用，譬如陽光基金會的洗車中心及設在捷運車站的庇

護商店，或是喜憨兒基金會的烘焙麵包店及餐廳。 

     4.以資源回收方式賺取費用：環保性團體可將資源回收的物品加以整

理，轉賣給相關組織。 

     5.向第三者收費：非營利組織透過政府提供的經費，服務社會大眾，

或協助企業辦理醫療、托兒、進修教育等事項，向企業收取費用。 

     6.直接經營事業：非營利組織可投資餐飲業或清潔公司等，在僱用弱

勢族群為員工的前提下，經營各種事業。 

     7.運用組織的聲譽收取贈款：採用善因行銷的作法，非營利組織與企

業合作，幫其背書，收取廣告費或是賺取回饋金。 

     8.辦理與任務相關的各種方案：針對組織本身的專長及特性，辦理相

關方案，賺取費用，譬如張老師基金會舉辦成長團體、女青年會辦理禮儀

研習班。 

同樣地，孫煒(2004：141-166)認為近年來非營利組織面臨外在資源競

爭，內部組織成本不斷增加的雙重壓力下，促使非營利組織開始大幅地應

用市場價值取向的管理途徑，在組織結構、行動與哲學思考邏輯上均趨向

市場化的形式。但是受到組織特性使然，使得非營利組織的課責具有多重

課責對象、缺乏共同績效測量標準、監督不易、計畫層次亦或社會影響的

課責焦點等困境，在這些固有的課責困境下，非營利組織面臨市場價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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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經營管理模式，對於其回應組織內部、資源提供者、服務標的與組織

使命的課責回應，亦可能產生影響，但卻是不可抗拒之浪潮。 

總的來說，非營利組織在產業化的影響下，其收入中營利所得比例上

升、管理的重心改變，包括行銷、績效評估的重視、企業精神的投入，以

及新興捐贈者對於非營利組織的影響等。 

 

 (二) 策略管理、策略規劃與行銷 

黃營衫、楊景傅(2004：6-7)認為策略管理的內涵是，辨識與描述經理

人為了讓組織有卓越績效與競爭優勢所能追求的策略。許多策略是具有共

通性的，亦即這些策略對大型小型越績效29(superior performance)與競爭優

勢30(competitive advantage) ，因此公司績效與獲利能力取決於，公司經理

人所追求的策略相對於其他競爭對手所追求的策略，是否比較成功。因而

策略規劃程序重點在於選擇公司使命與主要的公司目標、分析組織外部的

競爭環境以了解機會與威脅、分析組織內部的營運環境以了解組織的優點

與缺點、策略選擇，此選擇必須建立在組織的優勢上，並能改進劣勢，進

而利用外部機會並克服威脅，最後執行策略。 

非營利組織運用策略性行銷規劃的程序，Philip Kotler & Alan R. 

Andreasen( 2003 : 69)認為包含了：決定機構使命、整體目標及目的、評估

外界的威脅與機會，以便擬定機構最有力的行銷策略、評估機構現有及潛

在的資源與技術，以運用在上述機會上，或抵禦威脅。這種機會和威脅在

分析外界環境時可以發現、決定規劃期間內的行銷使命、目標及特定的標

的、釐定核心行銷策略，以達成特定目標、根據行銷功能建立組織及制度，

以確保所設計的策略能順利執行、訂定詳細方案及辦法，以執行該規劃期

間的核心策略，包括行動時間表及指派工作等、建立衡量標準，以測定方

案執行期間及執行完畢的績效、執行方案，以及衡量成績，並修訂核心策

                                                 
29 在商業領域中，公司與其他相同或類似產業中的競爭對手相較的獲利能力通常被視為該公司的

績效。ㄧ家公司的獲利能力(profitability)可以該公司的投資報酬率來衡量。 
30 當該公司的獲利能力高於產業平均獲利率的程度愈高，該公司就愈具有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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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戰術，或兩者兼而有之。換言之，關於策略性規劃可視為是一種理性

決策的過程，兼顧內在與外在未預期及變動的人口、科技、服務需求等，

並依組織的財務、行政及制度等因素的考量，規劃足以解決組織現況問題

與未來發展的策略。 

歐進士、歐耿作(2003：60-69)亦認為，由於非營利組織不以營利為目

的，常常是無償提供服務，因此非營利組織大多靠募款收入及政府補助為

主要收入來源。若組織沒有良好的策略規劃，那麼募款活動就沒有意義，

因此亦提出策略性規劃六個步驟：包含提出組織使命、確認驅動力量、評

估策略的長處與弱點、設定目標與完成目標的策略、考量威脅與機會及調

整因應計畫，以及發展行動方案。此看法與許主峰(1997: 11-14)相同，認

為非營利事業所面臨的挑戰來自於七項因素31，而因應之道不外乎發展策

略規劃才能產生效益。 

Kinnear & Bernhardt(1990)認為對於非營利組織來說行銷的功能不外

乎是資源的獲取、資源的配置、社會的宣導、增加服務的方便性與服務責

信(accountability)；謝儒賢(2000：2）也認為其行銷的特質乃是多元群眾

(Multiple publics)、多元目標(Multiple objectives)、群眾監督(Public scrutiny)

以及產品是服務的(Products are services)。Peter C. Brinckerhoff (2003: 12) 

認為行銷會是幫助非營利組織以更快速、更專注的方法，更完美地達成使

命，並且將「重視市場」與「實踐使命」這兩個重點結合，並且將行銷概

念轉換成堅持組織使命，亦能隨市場移動，可以追求是市場的浪頭，卻不

出賣靈魂，進而能鞏固非營利組織其永續發展。 

顧忠華、樓永堅(1998：29-56)在行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

告，即針對表演藝術團體其資源取得(經費來源、人力資源)以及資源運用

(經常性支出與人力運用、行銷組合、環境因素)之系統觀點。曾柔鶯 

                                                 
31 七種因素：第一、人口結構改變；第二、價值觀的轉移；第三：利益團體日益活躍；第四、公

共服務的私有化運動(Privatization)；第五、中央與上級優先財務支持的政策變遷；第六、不具財

務支援的中央指令；第七、全球經濟景氣的不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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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8)亦認為將四 P32方法套用於非企業之外的非營利組織，藉以提升

管理效率、服務品質或爭取民意的支持與認同。陳明照(1998: 33-41)認為，

非營利組織之行銷理念：即「公共財」(Public Goods)理論與「品質保證」 

(Quality Assurance)理論，而非營利組織行銷成功的要素除了依照所謂的四

個 P 之外，再者應用策略性行銷規劃活動與理論模式以達成行銷制度化與

資源籌措。余松培(2001：52-61)認為，策略促使資源運用最佳化，以達成

組織目標計畫，因而策略性行銷是為達成策略目標所進行的一切行銷的努

力。謝儒賢(2000：2 )在時代的競爭之下，要像企業一樣講求經營之道，但

也不能忘記在追求資源時，謹記利他、服務弱勢者的本質，才不至於落入

非營利組織的行銷迷思33。 

    許良福(2000：7)以慈濟功德會為例進行個案研究分析，乃屬於探索性

研究，針對各種行銷理論及四大志業之現況文獻資料、同時訪談慈濟相關

人員，綜合整理後予以分析、研擬、歸納為下列結論：1.目標市場策略。

2. 4P 策略－產品策略、價格策略、通路策略、推廣策略。而鄭舜仁、林春

財、賈譯真(2003：4)認為，行銷的應用範圍大為擴展，似乎也隨著行銷思

想演進之發展，從「擴大行銷觀點」階段，發展至「一般行銷概念」，再

至近年來之「策略性行銷」。如今非營利組織之行銷觀念已臻至成熟階段。

鄭國瑞(2004：6)亦是透過策略性行銷相關理論，以育仁社區關愛協會為

例，進行個案研究分析，針對其所處內外在環境的評估分析，綜合 SWOT

分析以了解外在的威脅或機會和本身擁有優勢或劣勢，進而規劃有利的行

銷策略，確定行銷目標，界定目標市場，以達成組織使命和目標。 

   由此觀之，行銷或策略規劃等觀念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營利事業經營

上最核心的指導原則。任何一種組織都是一種「開放系統」，與外界與其

他機構或個人之間存在者互相依賴與相互交換資源的關係；任何組織都必

須在互利的基礎下與外界交換資源。一方面設法滿足對方的需要，同時也

                                                 
32行銷組合(marketing mix)有以下四種：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配送管道(Place)、與促銷

(Promotion) 
33行銷的迷思: 一.反商情節(社會服務商業化)。二.對行銷知識了解不足。三.行銷過渡、服務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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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方取得本組織所需的有形無形資源，包括了政府、媒體、企業界、其

他 NPO 以及社會大眾。主動事件行銷34、被動事件行銷35以及造勢活動非

營利組織欲開拓業務，機構與形象都相當重要，如果有媒體正面的報導，

知名度也會快速上升。 

    綜言之，行銷原本從營利事業所發展出來，但自 1969 年行銷觀念不

斷的擴大，其適用的範圍已不再侷限於單一事業，許多非營利組織也都著

手引進行銷的觀念與實務方法，其最終目的為，藉其技巧來提升組織競爭

力以爭取日益減少的資源，為社會大眾提供更完善的服務，因此行銷可以

是幫助非營利組織達成使命之利器，並為組織達成永續經營之發展。事實

上無論是第二部門或第三部門，行銷只是在滿足顧客價值主張的過程中，

各取所需。行銷對於不同部門而言，僅只是使命的不同，其貫串的道理以

及管理層面等，在價值交換的意義上卻是相同的。因此，非營利組織從最

早的慈善形象轉變為企業化經營，已是個不爭的事實。 

 

四、 文化創意產業環境中的策略規劃 

由於文化創意產業其本身產業的特性，以及考量到永續發展的可能，

更可以發現行銷與策略規劃的重要性。如：駱焜祺(2002)，指出觀光行銷

可提昇活動之能見度，但永續性與延展性需要更明確的整體考量；陳淑汝

(2002)，行銷策略可以讓劇團擴大觀眾規模，使皮影戲劇團能與政治、經

濟、社會緊密結合，營造一個可以存活與發展的生態體系；李俊賢(2003)，

則是對南瀛總爺藝文中心進 SWOT 分析，研析各種影響其總體規劃、經

營策略與現況及遭遇之問題，整理出藝術村永續經營之要素；李依芳

(2004)，以整合行銷模式的運用，透過 6P 架構分析出宜蘭縣的文化創意產

業活動能夠永續發展的成功因素；黃昭瑾(2005)，則特別提出釐清地方性

                                                 
34 主動的事件行銷：有時候對於會內欲推出的活動，社會上並沒有合適的事件可與之搭配，因此

公關組便要自行針對該活動的特性，自行創造合適的議題來與該活動配合，以達事件行銷之效果。 
35 被動的事件行銷：對於會內常態或臨時性的活動，透過公關組對社會動態的觀察，配合時下議

題性相近的事件來進行活動的推出，不僅可以使群眾容易注意到該活動，而且對於該議題的時效

性具有延長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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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商品與大眾消費性商品的產業發展差異，以做為地方文化產業行銷理

念的發展基礎；高銘鴻(2005)，則認為擅與異業結合的行銷模式，能夠建

立起產品的情感連結，讓消費者產生特殊情感認知，再加上品牌的獨特個

性，才能創造無限的附加價值；葉碧雯(2006) 龍潭鄉地方文化資產豐富又

具地方特色的龍潭鄉，以策略規劃─SWOT 分析法為核心，透過文獻探

討、深入訪談及田野調查等研究方法的運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優勢、

劣勢、機會與威脅等四面向，以「文化旅遊套裝行程」作為重點。最後，

根據分析結果研擬出行銷策略。 

    因此，陳郁秀(2006：7-8)認為眾多文化產業則是將企業管理的機制導

入所有的硬體設施，企業經營體系也提出決策者群組的聯合生產與行銷模

式，讓大家都可以從中獲得利益，這是一個服務的概念，進而帶動文化市

場的發展；文化與工商業之間的關係，定位為創意的夥伴關係，政府致力

於文化與商業之間的媒合，並且將重點擺在五項策略之上，包括取得創投

資金、改善能力與知識、輸出全球化、為內容產業訂定相關條款、改善藝

術與產業間互動的基本架構等，以創造高獲利的來源。相對於營利組織非

常重視績效，雖然非營利組織不以賺取利潤做為營運目的之組織，但必須

有效率地使用資源，有效能地營運必須設定目標來衡量績效並設定可達成

目標的策略，且和其他非營利事業爭取稀有資源。以 SWOT 分析(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來確立情境分析、確認組織使命、決策

過程、行動步驟以及評估與反饋。而策略性規劃與傳統規劃的最大差異點

在於是否具「策略性思考( strategic thinking ) 」，策略性規劃的重點是展望

未來，而傳統規劃則著眼於現在問題的解決。 

   而策略性規劃與傳統規劃之差異比較，如下表【2-2】所示： 

表【 2-2 】策略性規劃與傳統規劃之比較差異 

策  略  性  規  劃 傳  統  規  劃 
動態性與變遷取向 
使命取向 
3.以未來的願景做現在的決策 
4.積極因應性(proaction) 

1.強調穩定 
2.傳統取向 
3.以現在的基礎作為未來決策的藍圖 
4.被動反應性(r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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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面對不確定的外在環境，亦採取行

動取向 
6.聚焦於外在環境 
7.強調創新性與創造性 
8.是一種連續性、持續性的過程 
9.強調選擇性與品質 
10.效能(effectiveness)取向 

5.面對不確定的外在環境時，即無法行動

(inaction) 
6.聚焦於內在環境 
7.依賴不斷的嚐試與檢測 
8.階段性(lock-step)過程 
9.強調事實與數量 
10.效率(efficiency)取向 

資料來源：.Smith, Bucklin & Associates(1994).The Complete Guide to Nonprofit 

Management. 3. 

     

簡言之，非營利組織在尋求新資源中，除了增加私人捐助或從銷售財

貨或服務中增加收益，而這些即是所謂的「商業」活動。而非營利組織受

到關注除了越來越依賴經濟利益之外，最重要的，非營利組織並非獨立於

營利部門與政府之外。他們可以運用各種方法與其他組織既競爭又合作的

關係來找尋財源、募集員工與管理者，以及其他可以製造產出的資源，並

為這些產出建構市場(蔡軒軒譯，2003：6)。 

    由於文化創意的品牌必須建立起產品的連結，讓消費者對於產品產生

特殊的情感認知，然後再加上品牌的獨特個性，才能創造出無限的附加價

值，而幫助文化創意產業者發展出有利的策略定位，可由四個核心面向著

手，分別是目標顧客36、產品(服務)37、價值38，以及競爭優勢39，而歸納文

化創意品牌的行銷手法，不外乎透過多元的產品授權，結合多種異業，讓

原本只是在紙上或廣告中出現的故事人物，能夠透過不同型態的娛樂平

台，更加深入消費者生活中(高銘鴻，2005：28-29)。台灣要能有獨當一面

的「產品」通常需要藝文工作者在不同的聚落去創造，然後在都會中串連、

                                                 
36 目標顧客：任何產品最重要的是必須知道要將產品賣給什麼樣的人，而這特定人群都會有獨特

的生活型態、偏好、基本背影等，這些都是經營一個品牌時，必須要確認的。 
37 產品(服務)：文化創意產業經常提供的是無形的服務或經過授權的周邊產品，而確認所提供的

產品或服務的範圍，產品與服務的特色，以及通路的經營方式都是相當重要的。例如哈利波特童

書與幾米繪本在電影方面的延伸，而星巴克咖啡店內爵士音樂 CD，以及咖啡周邊杯子與用具等

產品的延伸，都是值得精心考量(高銘鴻，2005：31)。 
38 價值：一個成功的品牌必須能夠提供消費者在其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得到何種獨特的價值(感

受)。 
39 競爭優勢：由目標顧客、產品(服務)、價值的三個面向建構出在市場上的相對位置，在此位置

上要繼續思考的是，這樣的品牌能用什麼有效的優勢來競爭，是獨一無二的產品優勢，或是服務

人員之熱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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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甚至是行銷，讓創意研發的精神連接到各產業，才是最能提升全國

文化創造力及國家發展的最佳策略。 

    由上所知，文化創意產業乃是具有競爭性並且是對應全球化所做的思

維與挑戰，它是個產業，甚至涵蓋了「設計」、「品牌」、「行銷」、「智慧財

產權」等營利世界觀的概念，其產業具有多元、複雜等特質。然而就實然

面，政府推動某向志業時會有其困難度，需要一個中介去整合與進行規

劃，因而非營利組織可以成為結合政府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媒介組織。 

    儘管上述文獻一再明示，非營利組織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實際作為的展

現，但回歸到非營利組織的使命，其出現不外乎是為了滿足標的團體對公

共或集體財的需求，是一種集體服務的概念，而這也是營利部門在此類市

場中難以生存。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務，具有非敵對性與非排他性40的集

體財（有社會價值，但無私人利潤）概念。政府所推行的文化創意產業，

其具有一種集體財概念，由於其特殊性，因此需要與非營利組織相結合。

但這樣的異業結合，非營利組織必須面對更多商業化的挑戰，其所面臨兩

難為：是要堅守使命，還是要追隨市場?如何才能取得艱鉅使命導向和市場

導向之平衡。是否能隨市場移動，可以追求市場的浪頭，卻不出賣靈魂。

其施行起來還是有難度，許多癥結點仍然需要釐清。 

 

文獻回顧小結：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了解現階段文化資產如何被活化與運用，最大的

驅動力在於國家政策的推動、民間力量的進駐，顯示出對於文化資產的活

化與再利用，除注重其經營管理以達永續發展外，其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

性特質也可能影響非營利組織產業化活動與管理等行為的轉變。然而自

1980 年代以來，各形各色的非營利組織為社會帶來多元的發展與活力。而

特別是在九二一震災後，民間組識團體更發揮其快速動員力來協助救災，

更使得各界投以關注與稱許。無論在發展中、已開發國家中可以看見第三

                                                 
40 非敵對性：個人對該商品的消耗量不會影響到其他人的消耗量；非排他性：未對該商品付費的

個人並不會被排除在對商品的消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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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茁壯，尤其是在自願行動方面－公民集體行動甚至是能夠回應全球

化問題之新特質組織的出現，對於環境與生態學的關注，並且能成功的動

員專家、地方人士，並藉由現代化科技以及溝通技術來促進新網絡的形成。 

非營利組織除了擁有有利的成本結構外，不收取酬勞的志工參與及聲

譽亦是非營利組織所擁有的一項重要競爭優勢，尤其當已經擁有高品質服

務的聲譽時，相較於營利部門更可取得深厚之信任，當組織從事類商業活

動時，如能配合產品的差異化亦是另一競爭優勢，可以用提供的特殊環

境、事件，來賦予吸引人的魅力，在廣大的在營利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產品可以輔助其使命並產生利潤。非營利組織競爭的成功與否，在於其是

否生產較高品質、低成本，以及有差異性的產品。 

再者，由文化創意產業的真正涵義來檢視，文化空間如果要有產值的

量化，那麼文化空間背後軟體的細部分析，加強原創者所需空間、文化服

務、聯誼及實驗的時空，才能看到展演「新作」，並接續研發這「作品」

到第二級空間成為「產品」，再而推廣到生產線的第三階段，有就是「產

業」的級量數，以得到真正可觀的經濟產值。然而在政府的政策之下，藝

文空間受到限制，包含正式劇場、舊有空間再利用等，以及排演空間的類

型與數量等，最重要的是目前表演藝術空間無法依市場機制決定，也就是

大部分的藝術空間多為公營，空間的釋放及使用是基於公平原則而非市場

決定，這樣的空間政策實已限制表演藝術產業的產銷通路。 

然而，非營利組織愈來愈「類商業」的行為，也引發許多爭議與質疑。

對非營利組織而言，產業化活動的蓬勃發展是一體兩面的，一方面，龐大

的商業收益有助於彌補財政缺口，使非營利組織得以持續達成組織公益使

命；另一方面，過度的產業化趨勢有可能會使非營利組織汲汲於追求利

潤，忘卻組織原本之公益使命。也就是說當以「公益」為導向之非營利組

織汲汲於追求利潤時，是否會致使非營利組織發生「質變」，而發生「目

標置移」的危機？儘管上述文獻一再顯示，異業結合下的策略規劃與行銷

的確可進一步追求其組織本身或產業活動的永續性，大部分資訊亦能夠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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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組織對資源掌握的狀況，包括取得相關數據的成果報告；然而比較不足

的地方在於，無法深入探討當組織得到資源後，其彼此的關係如何維繫。

過去也有研究者提到，第三部門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都有其對應

窗口與擔任的角色，但是國內學者在研究此一子題時，卻鮮少從非營利組

織經營文化創意產業的角度出發。 

總的來說，本研究個案屬於文化資產，並配合閒置空間再利用的計畫

下，紙風車才得以經營紅樓。文化空間要達到產業化，其細部的經營以及

未來的產業規劃更是重要。因此也促使本研究在探討經營現況外，並試者

以優勢、劣勢、機會與威脅的分析精神，期望能對於未來紅樓發展提供具

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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