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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個案介紹 

    本章將闡述本文研究架構、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設計與流程，包括訪談

對象的選取背景、條件以及對於紅樓主體、紙風車文教基金會、經營後的

新生紅樓等逐一介紹。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基於上述文獻與理論的回顧，本文研究架構乃是從本個案發展脈絡中

整理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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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年文建會推動「閒置空間再利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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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文建

會為配合行政院「國內旅遊發展方案」、「挑戰二○○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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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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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下圖【3-1】閒置空間再利用關鍵發展歷程時間點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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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時間點                 閒置空間/ 藝文空間發展          公部門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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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閒置空間再利用關鍵發展歷程時間點 

資料來源： 本研究。 

 

  就現階段實然面而言，鑑於圖【3-1】所示，過去政策脈絡的發展則

整合在 2002 年的政策作為1下，因此本文之研究架構則以 2002 年紅樓委由

紙風車文教基金會經營規劃時間點，探究兩者異業結合後定位、接管契機

以及現階段經營方式，包括紅樓內部經營(優勢、劣勢)與對外關係(機會、

                                                 
1 早先由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1995 年「文化產業研討會」中，提出了「文化產業化、產業

文化化」概念，並隨之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但「社區總體營造」理念畢竟與「文化產業」

界定有所差異，以致於過去對於文化產業的概念仍陷於傳統、鄉村型的初級產業，如農產加工、

傳統工藝、地方特產的初級產業狹窄範圍內。至 2002 年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劃」成為

政府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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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並提供未來紅樓產業發展之具體策略建議。 

 

(一) 定位：紅樓距今已有九十多年的歷史，它曾是全台第一座示範性

的公營市場，說書與表演藝術的重鎮，還曾是西門町的電影娛樂的中心，

卻在 1970 年代以後逐漸衰微而幾乎遭人遺忘。1997 年紅樓正式公告為三

級古蹟，修護規劃為「電影博物館」，準備公辦民營，映演另類電影。在

2001 年紅樓劇場由台北市文化局設定規劃成立並定位於「傳統說唱藝術」

中心。 

    (二) 接管的契機：前台北市文化局長龍應台希望由紙風車來做文化藝

術的推廣，但市府沒有任何補助，加上紙風車理事長的背景與紅樓前期的

電影博物館相關，以及該基金會剛好成立屆滿十年，希望有嘗試所不同作

為。「後來為什麼會去接，因為紙風車文教基金會的理事長柯一正導演、

徐立功導演、吳念真導演，他們到紅樓看了，怎麼以前還在放電影時期的

紅樓，跟現在殘破的現況差這麼多，後來他們開會評估，紙風車劇團剛好

成立第 10 年，是不是也應該做一些不一樣的事情，所以對我們來說，完

全是個意外，最主要是為了理想」(A5)，因而形成當初接管動機。於是 2002

年紙風車文教基金會毅然承接了「紅樓劇場古蹟再造」的重任。 

 

其實之前也有提到經營紅樓真的是個意外啦，基本上我們還是回歸到我們的本位，

從是表演藝術的創作以及表演藝術的推廣，讓更多人可以接觸到表演藝術，這是我

們的使命拉(A-1-30)。 

 

(三) 現階段經營方式：紅樓內部經營(優、劣分析)，包括經營目標、

使命、規劃、方式、策略以及現階段的經營成果；紅樓的對外關係(機、威

分析)，包括與藝文團體、社區與文化局的互動。 

(四) 未來發展建議：馮久玲(2002：28)認為，成功的文化產業必須以

生意的思想和專業的態度來經營。事實上，藝術文化應該是非營利的活

動，然而更正確的說法應該是：這些活動不是為營利，它們是為一個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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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熱情，一個堅持。若經營得當，利潤還是會不請自來的。而陳郁秀

(2006：6)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特性，無論在「文化服務」或「文化產品」

方面，首先都必須具有「創意」和「說故事的能力」，才會有競爭力。因

此本研究之架構圖中，藉由非營利組織(紙風車)與紅樓(文化創意產業)的異

業結合後，在優勢、劣勢、機會與威脅的綜合考量之下，導出可行的策略，

並作為策略建議的依據。 

因此，綜上所述其本文的研究架構，如下圖【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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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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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依據本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與深度訪談

法，滋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所蒐集的文獻，包含現有資料與理論資料兩部分。現有資料

方面，藉由網站、坊間出版書籍、相關刊物、訪談所獲得的企劃書，評估

報告等整理，分析而得。本研究主要所蒐集的現有資料種類如下： 

1. 文建會相關資料 

2. 台北市政府文化局部會資料 

3. 行政院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部會資料 

4. 相關新聞檢索資料 

5. 媒體宣傳廣告及平面資料 

6. 統計資料 

    理論資料部分，除透過國內外網站搜尋，亦透過公開發表之期刊、報

導、各式論文等找尋適合、相關之文獻資料。而本研究將針對將非營利組

織的學理概念、行銷與策略規劃等應用方式，以及台灣當前文化創意產業

的發展概況等相關資料進行整理與探討。蒐集各相關的期刊文章、專書、

論文等相關文獻；並進一步彙整、研析，以作為實際經驗之論點。 

 

    二、深度訪談法 

    本研究為瞭解非營利組織與文化創意產業聯盟之過程、成效及問題，

除了蒐集相關文獻外，期望能藉由訪談過程，對非營利組織與文化創意產

業的合作關係有更深入的了解。 

      (一) 訪談設計 

訪談的設計可分為非結構式的非正式對話訪談(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半結構式的訪談指引法(interview guild approach)，及標準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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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訪談(standardized open ended interview) (胡幼慧、姚美華，1996：

150-151)。本研究之訪談設計採「半結構式的訪談指引法」，先依本研究

之研究問題設計成訪談大網，其次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傳送給訪談對

象，使其在接受訪談前對本研究之問題能有初步的了解。在訪談進行中，

則依當時情境，自行決定問題順序，甚至由被訪談者的回答衍生出其他問

題，避免僵硬式的依訪談問題對照問答。 

    (二) 訪談對象選取與背景說明 

    訪談採個案探討，選取個案基金會為「紙風車文教基金會」，是屬非

隨機抽樣的「立意抽樣」。以電話詢問接受訪談的意願，並附上訪談大綱

做參考。整體個案選取的過程是採非隨機抽樣(non probability)的目的抽樣

(purposive sample)。訪談是採「半結構性」的訪問，預先設計好訪談題綱，

但沒有設計供訪問者選擇的答案，受訪者可以就所問的問題來自由回答。 

    筆者，因去年 2006 年 2 月~6 月期間參與政治大學第三部門中心相關

子計畫訪談，包括：中華社會福利聯合勸募協會、新故鄉文教基金會以及

新港文教基金會參訪。並另外擔任「台北市中山堂委外經營可行性研究」

焦點團體2、紅樓訪談。再者因台北市文化局管理之文化館所分為「所屬機

關」、「委外館所」兩大類。因此訪談對象之理由以及選定其他訪談對象

之說明如下： 

 

    1.「所屬機關」以「中山堂」為代表。中山堂於民國八十一年由內政

部列為國家二級古蹟。先與臺北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的受託者中，工作屬

性最接近、既是古蹟、又同樣位於台北市西區西門町，亦兼具劇場、推廣

傳統藝術的中山堂作深度訪談，對緊接著問卷內容設計有更明確之釐清。

主要訪談對象為臺北市中山堂管理所業務組組長徐端容小姐。 

 

                                                 
2筆者在 2006 年 6 月 1 日下午 2 時參與「台北市中山堂委外經營可行性研究」焦點團體座談會，

並協同擔任會議紀錄，焦點座談與會之學者專家為：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劉坤億老師、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陳欽春老師、中山堂堡壘咖啡執行長黃寤蘭小姐、國光劇團副團長鍾寶善

先生、台北市政府文化局李應平以及台北市文化局秘書室主任李德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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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委外場館」-以紅樓為本個案主要訪談對象，由於此外館乃是由紙

風車委託經營，因此訪談兼具紙風車與紅樓雙重行政業務汪虹小姐。從

1992 年就擔任「紙風車劇團」的創始團員、行政秘書、劇團經理，對整個

「財團法人紙風車文教基金會」運作非常嫻熟及充分瞭解李永豐執行長理

念，且從 2002 年至 2004 年擔任紅樓劇場館長，從事藝術行政工作近 20

年，目前為紅樓劇場行政總監。由上述整理出中山堂與西門的比較，如下

表【3-1】所示。 

 

表【3-1】中山堂與西門紅樓之比較 

中山堂 

1992 年 內政部指定中山堂為二級古蹟。 
中正廳再利用工程及光復廳文化設施修復工程施作。 1999 年 

 由民政局改隸屬文化局。 
配合臺北市國樂團進駐，中山堂展演及辦公空間改善工程施作。 
臺北市立國樂團團長兼代中山堂管理所主任。 

2001 年 

中山堂重新開放，成為臺北市國樂團常駐場地，並舉辦「中山堂歷史開門」系

列慶祝活動。 
中正廳，光復廳及廣場對外開放各界租用。 2002 年 
推動「堡壘廳」委外經營管理，於 92 年 12 月 31 日完成簽約，93 年 1 月 31 日

以「堡壘咖啡」營運模式展開對外營業，為臺北市西門地區增加了一處市民休

閒場所。 
2004 年 中山堂南側外牆修復工程施作。 
2005 年 中正廳舞台整修工程施作。 
 

西門紅樓 

1995 年 臺北市政府有感於西門紅樓的再生，邀集專家學者時地研究，認為有保留紅樓

的必要性 

由內政部列為三級古蹟 1997 
由臺北市民政局接管，初期規劃作為電影博物館 

改隸文化局 
文化局接管後把它定位為「說唱藝術館」，擬以公辦民營方式委託民間團體經營

1998 年 

最後由「財團法人紙風車文教基金會」取得五年經營合約，雖然不付租金，但

是開辦費自付及盈餘要繳交臺北市政府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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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委外單位」以台北市文化局第三科為主要訪談對象。第三科主要職掌

項目為視覺影音股、表演藝術股以及文史哲股。其中與本研究相符合的職

掌為「表演藝術」，並督導臺北市中山堂、臺北市立國樂團、委託經營紅

樓等相關督導業務。因此訪談對象分別為周彥汝股長、姚德群企劃師。 

 

以下就本研究受訪對象、職務現況並逐依編碼整理。訪談對象整理如

下表【3-2】所示。 

 

表【3-2】訪談對象整理 

姓名 編號 
Mary A、A-1 

 
Lily B 

 
Kathy 

 
C 

Jenny D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 訪談提綱 

    藉由上述訪談對象選取之說明，由於紅樓的委外期限為 2007 年 3

月 1 日，從今年 3 月~8 月屬於代管期。而本研究的實行時間自 2006 年 2

月至 2007 年 6 月 30 日止，因此就委外場館之主要實際經營者汪虹小姐訪

談兩次，其他訪談者次數為一次。並針對訪談者屬性不同而有其相同/異之

訪談提綱，以下為訪談提綱整理表，受訪者對於該題目回答者以打勾” ˇ”

做記。如下表【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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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訪談提綱 

                       訪談對象 
 
  題目 

A B C D

請問您的職稱？主要承辦業務為？ ˇ ˇ ˇ ˇ

就您的了解，紙風車接手紅樓的原因為何？您

對紅樓發展的期望與規劃為？ 
 ˇ   

就您的了解，紙風車接手紅樓的原因為何？主

管機關對紅樓發展的期望與規劃為？ 
  ˇ ˇ

就您的了解，紙風車接手紅樓的原因為何？當

時對紅樓的期望與規劃為何? 
ˇ    

中山堂與市政府之間的關係？管理想法是否能

夠貫徹？溝通管道是否暢通？ 
 ˇ   

紙風車與市政府之間的關係？管理想法是否能

夠貫徹？溝通管道是否暢通？ 
  ˇ ˇ

 
紙風車本身是否有接手或經營其他藝文事業或

公共設施的經驗？與委託單位的關係？是否影響經

營？ 

ˇ    

請問紙風車接手紅樓後的經營策略為何？行銷

與品牌經營的概念？ 
ˇ    

具體做法跟實務作為有哪些？ ˇ    
市政府對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建設的管理態度

為？ 
 ˇ ˇ ˇ

就紅樓的個案來說，您覺得由紙風車接手至

今，其經營特色(與之前經營者或其他相關文化產業

各案相比)為何？跟您現在管理的組織相比呢？ 

 ˇ   

您覺得由紙風車接手至今，其經營特色(與之前

經營者或其他相關文化產業各案相比)為何？ 
  ˇ ˇ

您覺得紅樓到目前為止的成效？有哪些優點或

不足之處？一般認為紅樓到目前為止的經營成效不

錯，那您覺得造成目前現況的最大因素是？ 

ˇ ˇ ˇ ˇ

紅樓經營發展是否符合貴單位管理上的期許？   ˇ ˇ

請問您對未來紅樓經營的願景？與中山堂相

比，紅樓發展模式應為何？ 
 ˇ   

請問您對未來紅樓經營的願景？有無紅樓的新

發展計畫？ 
  ˇ ˇ

請問基金會對未來紅樓經營的願景？是否繼續

經營紅樓的計畫？或是否有涉足其他文化建設或產

業的規劃？ 

ˇ    

請問您覺得文化產業與非營利組織之間應如何

結合與合作？政府應有的角色為何?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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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研究流程

 
圖【3-3】個案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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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介紹 

   本節將依序介紹，具有百年悠久歷史之市定古蹟─紅樓，以及促使文

化資產活化的紙風車，與新生之紅樓。 

 

   一、文化資產—紅樓劇場    

台灣日據時代，日本政府推動都市地區設置集中攤商市場。紅樓所在

的西門市場開設於 1896 年，是台灣第一個官方興建的市場；1908 年西門

市場重建，由近藤十郎設計，設計「十」字型的西門市場主體，再添上「八

角樓」做為市場前面的出入口，而這「八角樓」就是目前西門町紅樓，是

日據時代的高級商場；1951 年由上海人租下紅樓作為說書場，經營說書、

對口相聲、表演南北雜耍等；自 1960 年至 1980 年間多次變更為「電影博

物館」、「說唱藝術中心3」；卻在 1970 年代以後逐漸衰微而幾乎遭人遺

忘，目前紅樓於 2002 年初委外招標經營，紙風車文教基金會最後得標，

成為紅樓劇場未來五年的經營者(藍恭旭，2004：188-189)。紅樓簡史如下

表【3-4】所示 

表【3-4】紅樓大小事 

年份 紅樓劇場演進史 

100年前 是一個夜都市。 

1896年 西門紅樓為一座台北西門外先設立木造簡

單的市場。在今長沙街二段處興建興起街

市場，這是台灣的第一個新市場。 

1908年 由近藤十郎設計，紅樓開始興建。 

1935年 台灣博覽會的會場。 

1951年 
 

上海人租下「紅樓」作為說書場，經營說

書、對口相聲、（表演南北雜耍），是當

時聞名的文化場域。 

1956年 紅樓成為粵劇演出場地。 

1960年 西門町成為全國的商業娛樂中心，西門町

其他的戲院陸續開業。 

                                                 
3 1997 年由市政府公告紅樓劇場為三級古蹟，準備規劃為「電影博物館」；1999 年台北市文化局

接管紅樓，準備規劃成「說唱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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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年 西門町逐漸沒落，加上後來幾家大型戲院

的陸續出現，在環境設備及電影聲效無法

媲美的情況下，終究淪為放映次級片的戲

院。 

1997年 紅樓正式公告為三級古蹟，修護規劃為「電

影博物館」，準備官辦民營，映演另類電

影。 

2001年 紅樓劇場由台北市文化局設定規劃成立為

「說唱藝術」中心。 

2002年 紙風車文教基金會委託經營規劃，紅樓首

季的開幕展覽，主題是「紅樓文史文

物特展」。  

2002年(12月21日)~2003年(1月22日) 第二季展覽：【台灣 50、60 年代生活童玩

暨商品展】 

2003年(1月25日) 第三季展覽：【肯定創意 沾染希望~紅樓

劇場 921 精品展!】 

資料來源：修改自(李永豐，2004：47) 

 

    紅樓是全台灣第一座示範性的公營市場，並具有九十多年的歷史文

化價值，新生的紅樓將營造出「活的保存」機制的空間實踐過程，一個空

間與文化的聯想，如同人類學家Frank K. Manning的所說：一、它是一種表

演性的文化象徵呈現。二、它是一種娛樂。三、它對群眾是開放的。四、

它是強調民間參與的。結合藝文活動的展演及推廣，進而將古蹟（紅樓）、

週邊環境（如：廣場、商圈）、休閒娛樂功能結合，讓歷史空間有著多重

的意義，並非只是一個內部設計風格的追求，而是在硬體空間規劃設計和

軟體經營內容的理念及細節中，融入與實踐出對文化資產與社區生活的關

懷，一起為傳統與發展尋找新出路，再現紅樓的絕代風華，使文化藝術變

成休閒中心4。從廢墟到藝文空間的過程中，彷彿有一種異於以往的公共關

係中翩然而起，那便是空間的再利用作為藝文的「替代性空間（alternative 

space）」，其發展過程與操作模式已逐漸跨越公有、私立的框架，同時陸續

承載了各界論述、公共政策、文化產業、藝文團體乃至於作為市民公共空

                                                 
4 http://www.redplayhouse.com.tw/（檢閱日期：2007 年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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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期待(陳華志，2004：3)。 

 

 二、紙風車文教基金會 

    1992 年的 11 月紙風車劇團成立，而隸屬於其下的四個團體包括：專

事兒童創作的「紙風車劇團」、成人歌舞劇的「綠光劇團5」和現代舞蹈團

體「風動舞蹈劇場」，另外，還設有「兒童創造力工作室」負責兒童戲劇

教育推廣；「表演學堂」專門設計各梯次之肢體開發表演訓練課程，以及

「風之藝術工作室」負責景觀雕塑、公共藝術、舞台佈景道具之設計及製

作；共同串聯成「紙風車文教基金會」整日發動之生產線6。 

紙風車劇團的目標則是希望能給孩子多些創意，無論孩子未來如何，

當遇到困難時，想像力與創造力可以讓孩子知道如何轉變思考方向以調整

情緒，使心情快樂。因此紙風車基金會這幾十年來創作許多作品，皆是期

望能給孩子有更多的想像；對大人來說，如果心中有愛，就可以看到綠光，

希望舞台劇的表演能夠讓人與人彼此靠得更近(李永豐，2004：41-42)。紙

風車所創造的藝術並非一般人所認定的兒童劇，因著時代的不同，而是以

劇場的美學，以所謂的聲音、動作、語彙來形成所謂的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s)。除了戲劇演出型式不同外，最重要是需要真情元素，由此才能將擁

有共同記憶，以及共同生活在某地的人群連結起來，而做劇場的只是將記

憶做一連結而形成所謂的藝術，並透過不同型式表現出來使真情得以揮

發。 

紙風車劇團的成立迄今已近十五年，其開始備受質疑，但不可諱言的

卻開啟了台灣表演藝術的另一種不同思維的營運模式。其經營哲學主要追

求的是能夠創造享受生活的藝術，而非束之高閣、孤芳自賞的獨門藝術，

藉由生活與藝術相結合，使大眾享受愉快的藝術創意的活動表演(李永豐，

                                                 
5 綠光劇團之「綠光」是因為侯麥有一部電影叫綠光，綠光有一個含意是，如果你在海邊看到綠

光，就是代表心中有愛；當心中有愛時，在海邊就可以看到綠光。其演出戲碼包括，2001 年 10

月 24 於國父紀念館演＜陪你唱歌＞，則是代表當人感到孤單與寂寞時，應該有更多的溫暖在身

旁，因此做＜陪你唱歌＞使大家的心能夠靠近(李永豐，2004：34-35)。 
6 http://www.paperwindmill.com.tw/（檢閱日期：2007 年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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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73-81)。 

 

三、新生的紅樓 

藉由紙風車的經營，在軟體規劃上。如具有懷舊風的「台灣五○、六○

年代生活童玩暨商品展」；與九二一災區合作，將災區原生或開發的商品，

透過商展呈現。除此之外，也透過場地租用策略引進多元活動。如記者會、

座談會、時尚發表會以及各式典禮等，以便維繫空間與創意之活絡。藉由

紙風車的理念規劃乃是將紅樓視為一座結合文化觀光、休閒餐飲、藝文展

演與發表、古蹟利用與保存、都會景觀開發等綜合機能建物。能結合企業

贊助資源，紅樓能成為一座自負盈虧之文化外館，從劇場建物的硬體環境

到能夠善用其不同的空間及區位特性，結合不同的產業經營對象，使古蹟

變身成為西門新地標，讓多元的藝術形式與文化領域，由此文化資源雄厚

的母體來達到創意元素的推廣(藍恭旭，2004：190)。 

    就未來產業發展目標而言，孕育台灣文化藝術新創意、讓紅樓劇場成

為文化藝術與青少年接觸的第一站、在紅樓劇場可以看見台灣各地方文化

之縮影、國際觀光客可以透過紅樓劇場與台灣文化第一類接觸(Taiwan 

Culture Tour Center)；就資金來源：由紙風車文教基金會董事捐贈、文建會

地方文化館補助(91~92 年)、產業商品收入(咖啡廳、商品、節目演出、場

地出界)從業人口數全職人員：16 人；兼職人員 12~15 人。 

    目前產業之上游創作研發，其創意元素，包括創意空間、文化商品、

紙風車 café、表演藝術、古蹟多元化使用；創意產出來源，包括紙風車團

隊創意及行政製作經驗、邀請諮詢顧問及古蹟學者給於多方面建議、文化

理想的堅持；創意產出機制為紙風車工作人員各就其專掌分工及執行，並

從工作經驗中學習及成長；創意產出之困境則是經費不足，許多好的創意

及規劃無法執行。中游的產品生產方式，以劇場創作及製作的專業精神及

努力，執行目標規劃；隨時評估效益及修正執行。下游銷售之行銷策略，

紙風車文教基金會對紅樓劇場的整體行銷策略，有長遠的規劃目標：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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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樓劇場成為一個創意空間、運用文化行銷策略，吸引更多民眾前來參

與、落實「創造新的文化活力」的目標。透過規劃完善的行銷策略，讓紅

樓劇場能夠節由全面性的推廣與經營，讓更多的民眾可以輕鬆認識並親近

它，是重點目標計畫，紅樓劇場文化新活力的形象行銷： 

(一) 結合常民文化、創意文化發展目標，讓民眾對紅樓劇場更親 

近。 

(二) 文宣的推廣，透過宣傳策略、媒體策略，如網站的活動、每月活

動電子報、記者會的召開增加媒體曝光、文宣品的設計與發放、媒體合作

或報導等，讓紅樓劇場文化新活力的特色更為加深印象。 

(三) 規劃舉辦更多的常民文化活動及劇場活動，讓民眾可以以最輕鬆

愉快的方式實際參與及接觸文化藝術。 

(四) 尋求企業認同並以經費贊助或策略聯盟合作，以減輕經營壓力，

亦同時建構完整社會資源及基本使用群的開發紙風車紅樓之友、紅樓會員

等。 

    其主要銷售市場，對文化藝術有興趣之民眾、台北地區市民及國內國

民旅遊文化景點、國際觀光文化景點。其行銷機制(組織)，包括每月固定

會訊(文宣品及網路電子報)、活動或演出記者會、策略聯盟、網站訂購商

品及場地、節目簡介、現場行銷、問券調查、會員開發。目前行銷困境為，

無行銷經費預算、執行人力不足以及會員開發吸引力不足。就產業效益評

估方面，文化展覽館與創意展覽藝術的結合、提供表演藝術團隊固定演出

廠所、開發更新演出形式、提供新休閒文化生活選擇、藝術行政人才及團

隊養成。 

    產業與在地關係：西門町在 1980 年後沒落，主要為 14~17 歲及老人

為主的地區而形成青少年流行次文化及紅包場並存的社會現象、使西門町

這個老社區有好的文化場館，同時也讓青少年有機會接觸紅樓而對文化藝

術發生興趣，進而參與、提供傳統藝術一個固定展演中心，保有原觀眾群

也可以開發新觀眾群，持續提供傳統表演藝術團體演出場地、提供海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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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客到西門町除了既有舊的觀光景點外，也將紅樓劇場列為文化景點(藍恭

旭，2004：19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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