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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定
義

繼第三波「資訊產業」經濟後，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第四波」經濟動力；特繼第三波「資訊產業」經濟後，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第四波」經濟動力；特

別是金融海嘯後，全球華人的經濟影響力受到矚目，靠的不再只是經濟實力，

而是各國文化的創造力，亦即價值觀，是文化特色，也是生活方式的顯現。而是各國文化的創造力 亦即價值觀 是文化特色 也是生活方式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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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2002 年 行政院核定「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行政院核定的創業產業發展計畫中，文化產業的定義是採取概括性的說明：

『政府在定義文化創意產業時，除需探討「個人創造力與文化積累」與「智慧

財產權的開發與運用」以外，尚須考量是否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的潛

力，以促進整體生活環境的提昇。」』（文建會，200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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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在界定產業內涵方面，無論是台灣經濟研究院或是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研究

調查報告 都引用學者D id Th b 以同心圓劃分文化產業的看法 將文化調查報告，都引用學者David Thorsby以同心圓劃分文化產業的看法，將文化

創意產業分成三圈同心圓，這也成為臺灣創意產業政策的主要見解。

藝術份較低但具高度文化意涵：書籍、電視等

文化內容的外溢：包括廣告、觀光等

設計產業

創意支援與周邊創意產業

創造性藝術： 音樂、舞蹈、文學等

藝術份較低但具高度文化意涵 書籍 電視等

文化藝術核心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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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圓 David Thorsby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同心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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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文化產業 創意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 文化產業 + Creative Industries 創意產業

創意與文化累積，形成可運用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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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類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內容及範圍

一、視覺藝術產業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指從事繪畫、雕塑、其他藝術品創作、藝術品拍賣零售、畫廊、藝術品展覽、藝術經紀代理、
藝術品公證鑑價、藝術品修復等行業。

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指從事音樂、戲劇、舞蹈之創作、訓練、表演等相關業務、表演藝術軟硬體(舞台、燈光、音響、
道具、服裝、造型等)設計服務、經紀、藝術節經營等行業。道具 服裝 造型等)設計服務 經紀 藝術節經營等行業

三、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
施產業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指從事文化資產利用、展演設施(如劇院、音樂廳、露天廣場、美術館、博物館、藝術館（村）、
演藝廳等)經營管理之行業。

四、工藝產業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指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模具製作、材料製作、工藝品生產、工藝品展售流通、工藝品鑑
定等行業。

五、電影產業 行政院新聞局
指從事電影片製作、電影片發行、電影片映演，及提供器材、設施、技術以完成電影片製作等

五、電影產業 行政院新聞局 行業。

六、廣播電視產業 行政院新聞局 指利用無線、有線、衛星或其他廣播電視平台，從事節目播送、製作、發行等之行業。

七、出版產業 行政院新聞局 指從事新聞、雜誌(期刊)、圖書等紙本或以數位方式創作、企劃編輯、發行流通等之行業。

八、廣告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各種媒體宣傳物之設計、繪製、攝影、模型、製作及裝置、獨立經營分送廣告、招攬廣
告、廣告設計等行業。告 廣告設計等行業

九、產品設計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產品設計調查、設計企劃、外觀設計、機構設計、人機介面設計、原型與模型製作、包
裝設計、設計諮詢顧問等行業。

十、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企業識別系統設計(CIS)、品牌形象設計、平面視覺設計、網頁多媒體設計、商業包裝設
計等行業。

十一、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以設計師為品牌或由其協助成立品牌之設計、顧問、製造、流通等行業。十 設計 牌時尚產業 經濟部
十二、建築設計產業 內政部 指從事建築物設計、室內裝修設計等行業。

十三、數位內容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提供將圖像、文字、影像或語音等資料，運用資訊科技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技術、
產品或服務之行業。

十四、創意生活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之核心知識，提供具有深度體驗及高質美感之行業，如飲食文化體
驗、生活教育體驗、自然生態體驗、流行時尚體驗、特定文物體驗、工藝文化體驗等行業。

十五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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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
產業

行政院新聞局
指從事具有大眾普遍接受特色之音樂及文化之創作、出版、發行、展演、經紀及其周邊產製技
術服務等之行業。

十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產業

指從事中央主管機關依下列指標指定之其他文化創意產業：
一、產業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具表達性價值及功用性價值。
二、產業具成長潛力，如營業收入、就業人口數、出口值或產值等指標。



國家 稱謂 定義 範疇

臺灣 文化創意 具有附加價值的知識經濟，即 十六個核心行業：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文化資產應用臺灣 文化創意
產業

具有附加價值的知識經濟 即
是以創意為核心的生產領域，
特別以藝術美學為內容的設計。

十六個核心行業 視覺藝術 樂及表演藝術 文化資產應用
及展演設施、工藝、電影、廣播電視、出版、廣告、產品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設計品牌時尚、建築設計、數位內容、創意生
活、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英國 創意產業 凡起源於個人創意與智慧，並
能將創意轉換為利潤的產業

十三個核心行業：廣告、建築、藝術及古董市場、工藝、設計、
時尚設計 電影與錄影帶 互動休閒軟體 音樂 表演藝術能將創意轉換為利潤的產業。 時尚設計、電影與錄影帶、互動休閒軟體、音樂、表演藝術、
出版、軟體與電腦服務、電視與廣播。

香港 創意工業 源自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
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
具創造財富及就業潛力的行業。

十三個核心行業：廣告、建築、藝術及古董市場、設計、時尚
設計、電影與錄影帶、電腦軟體、音樂、表演藝術、出版、軟
體與資訊服務、電視、漫畫。具創造財富及就業潛力的行業 體與資訊服務 電視 漫畫

加拿大 文化產業 藝術與文化被界定為文化產業，
包括實質的文化產業、虛擬的
文化服務，亦包括著作權(智慧
財產權 基本概念

十個核心行業：廣告、視覺藝術、工藝品、設計、電影與錄影
帶、音樂、視覺及表演藝術、出版、多媒體內容及訓練、電視
與廣播。

財產權)基本概念。

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

文化產業 以無形、文化為本質的內容，
經由創意、生產與商品化結合
的產業

十二個核心行業：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工藝與設計、印刷出
版、電影、廣告、建築、歌舞劇與音樂的製造、多媒體、視聽
產品、文化觀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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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 產品、文化觀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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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2003年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對

於「文化產業」（C lt l I d t i ）提出定義 「文化產業是指以無形 文於「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提出定義：「文化產業是指以無形、文

化為本質的內容，經過創造、生產與商品化結合的產業， 並獲得智慧財產權的保

障，採用產品或者服務形式來表現的產業」。在此概念下，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障 採用產品或者服務形式來表現的產業」 在此概念下 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

相同，包括文化商品生產，以及提供文化服務，同時有受智慧財產權保障的概念。

英國創意產業推動者McCilian 所言

「創意產業是『有機的』，其定義會隨時間和產業變動而改變。」但其核心精神

是不變的，其內涵即為「基於文化資本累積與創造，透過創意經營與行銷，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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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都市再生與經濟價值為目標所發展出的產業。」



Culture Industry定
義 y

學者 稱謂 定義或目的

法蘭克福學派

霍克海默爾

文化工業

Culture Industry

文化工業挾帶資本主義單一化的霸權，在文化上吸引庸俗的大眾不假思索的進行消費。

從四個方面批判了文化工業：霍克海默爾

Horkheimer (1944)
Culture Industry 從四個方面批判了文化工業：

商業化：認為這種為工業目的大批量生產出來的文化產品並非藝術品，而是商品。

技術化：文化工業是現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結果，科技造就了大眾文化的佔有性。

標準化：文化工業的產品均一化與模式化，單調乏味，使大眾成為同一模式的人。

強制化：受眾不得不去接受這些文化產品，被剝奪了自由選擇的權利

法蘭克福學派

阿多諾

文化工業

Culture Industry

文化工業依附於科技成了廉價商品，像科學技術一樣去追求生產力，以達到利潤最大化。

文化工業消除了人的個性，使人變成「單向度的人」。「文化工業」面向的顧客並非某一

Theodor Adorno

(1944)

個具體的人，而是大眾，大眾是「喪失了個別性的『常人』」（海德格），是一個單一同

質的集合單位。為了滿足大眾的需求，於是處處都是相同的商品。文化產品類型日趨單調，

文化工業已經喪失了藝術的超越性精神，是立足於世俗的。

阿多諾認為藝術的精髓是它的無政府主義的獨立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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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諾認為藝術的精髓是它的無政府主義的獨立的表現形式。

在大眾傳媒的包圍下，日益失去頭腦和判斷能力，稱為被動的文化產品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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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稱謂 定義或目的

斯圖蘭特·霍爾
Stuard Hall (1970s)

提出了「編碼，解碼」
理論

霍爾從電視節目出發，認為電視節目是一種「編碼」後的「符碼」(code)，
這種「符碼」本身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但他是開放的，多義的話語過程，( )

1960s 英 雷蒙·威廉斯，
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理論 這種 符碼」本身具有 定的社會意義 但他是開放的 多義的話語過程
觀眾對於節目進行「解碼」的過程也重新「編碼」。大眾對於文化產品並
非簡單的接受，而是對產品意義的一次再加工。

David Thorsby (2001) 文化產業
Cultural Industries

1.在生產過程中運用到某種形式的創意
2.被視為象徵意義的產生與溝通
3 其製成產品 至少有可能是某種形式的智慧財產權3.其製成產品，至少有可能是某種形式的智慧財產權。

David Hesmondhalgh (2002) 文化產業
Cultural Industries

在於創造、生產、並依賴符號創造者的工作者

Howkins (1991) 創意產業 創意必須經過智慧財產經濟價值
Creative Industries 

Richard Caves (2000) 創意產業
Creative Industries 

產品或服務的內容相當程度地帶有意識或創意色彩的產業

Gibson Chris Murphy, Peter 文化經濟 一個同心圓的概念：核心為創意性藝術創作產業，中層為同時提供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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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rone & Robert (2002) Cultural Economy 與非文化性產品之產業，外層為指不在文化性創作，但其產品帶有部分文
化意涵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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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

文化產品
Cultural Products

一般指那些傳達意見、符號及生活方式的消費品。它們透過、告知或娛樂以

建立集體身份 並影響文化活動 個人或集體創意的結果則基於著作權 透Cultural Products 建立集體身份，並影響文化活動。個人或集體創意的結果則基於著作權，透

過產業流程與全球分銷被重製，因此促進文化物品的交流，透過書本、雜誌、

多媒體產品、軟體、唱片、電影、錄影帶、聲光娛樂、工藝與時尚設計，為

大眾提供多樣與不同的文化選項大眾提供多樣與不同的文化選項。

文化服務 則是傳統地被理解成：那些為滿足文化興趣與需求的活動。類似的活動本身

Cultural Services 並不代表是物質成品，典型上他們包括了由政府、私人、半公共機構、或公

司提供社區的有關於文化活動上的整套支援性設施與措施。類似的服務例子，

包括表演與文化節的促銷，以及文化資訊與保存。文化服務也許是免費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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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商業性質。



定
義 Character 特徵

產業文化行為：文化產業必須進行大規模的商業運作，通過有效的市場化和產業

化組織形態對可經營性文化資源進行持續的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化組織形態對可經營性文化資源進行持續的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

企業經營方式：文化產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以文化企業形態經營，自負盈虧，在

提升企業競爭力的過程中，不斷提高文化生產和經營的效益。

文化價值的市場轉換性：文化產業通過市場使文化價值轉為商業價值，又通過產

品、服務的市場消費來實現文化價值的社會傳播。

文化與經濟雙重功能：既要體現文化的經濟屬性 實現文化的經濟價值 又要重文化與經濟雙重功能：既要體現文化的經濟屬性，實現文化的經濟價值，又要重

視文化的精神價值，發揮文化的意識形態功能。

高技術高智力含量：多種技術運用使文化藝術品可以批量生產，文化產業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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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典型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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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文化創意產業

凡源自創意或文化累積，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

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之產業均屬之。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之產業均屬之。

「文化工業」是在「複製、消費、消耗」

「文化產業」是在「創造、創作、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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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背後有社區總體營造的淵源

文建會1995年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想法，但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

的理念不同，當時的文化產業產品多半屬於社區性質的農特產加工，這樣的文化

產業無法跟上世界各國相關產業發展的趨勢，因此文建會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針產業無法跟上世界各國相關產業發展的趨勢，因此文建會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針

對創意產業作了深入研究，參考世界各國推動的經驗以作為擬定政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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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臺灣

1995 社區總體營造

經營: 非營利組織 – 社區協會

產品: 農特產品與手工藝品

OTOP: 一鄉鎮一特色

2002 文化創意產業

經營: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組織；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

產業:2002年十三種產業, 2009年十六種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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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OTOP   http://www.otop.tw/ 泰國 OTOP   http://www.thai-otop-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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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y

產業產業 （吳思華, 2002）

1. 大量生產的產品或服務，服務大量的顧客

2 標準化的生產流程：確保每 次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其品質均是相同的2. 標準化的生產流程：確保每一次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其品質均是相同的

3. 自給自足：生產者透過市場機制，直接從消費者手中取的回報，並承擔

經營風險或分享利潤盈餘經營風險或分享利潤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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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Chain

文化創意產業鏈

上 游 供應＋製造 設計研發 供應、製造＋創意、服務

文化藝術加值

價值鏈 產業鏈

中 游

新
市
場
結

行銷（倉庫商店） 生產製造 行銷（ｅ化與電子通路）

文化藝術加值

下 游

結
構

消費者 行銷展售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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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Chain

人才投入資源

設 計 產 業

知識（資訊） 委託單位 法規文化

設計公司 設計：企劃、繪圖、執行

加

上游
創意

生產工廠

經銷商

加
值
程
序

中游
製造

製造廠商委託設計 自創品牌

下游
比賽獲獎

名人期望產出

下游
行銷 消費者

名氣 時尚 產值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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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期望產出 名氣 時尚 產值 品牌



Cultureland樂
園

1. 「文化與消費」在現代世界有著嶄新的關係，一種緊張的相互關係。

）2. 在後福特社會中，文化成為建立獨特地位的方法。（Slater,1997: 6）

3. 日本文化成為跨國界的「產品」，或說，成為「全球文化性產品」。

文化藍

日本文化 文化消費 選擇性借用文化 跨文化消費

cultural blueprints  文化藍圖
cultural codes        文化符碼

在地文化 特殊用品

全球文化

消費文化

文化全球化消費

跨越 國界

日用品文化印象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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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化 日用品



Cultureland樂
園

日本文化 文化消費 文化經紀人 cultural brokers
在地
文化

cultural blueprints 文化藍圖
cultural codes 文化符碼

文化

跨越 國界
以色列大部分的「日本文化」生產者親赴日

本已獲得他們的日本文化經驗

Cultural Visa日本是 文化樂園

文化教育是非學院式的學習 但是提供日本

長時間的停留學習日本文化

全球文化

文化教育是非學院式的學習，但是提供日本

文化、語言及傳統藝術包括書法，插花，武

術。日本工藝家並開放工坊讓訪者長期居住

與學習工藝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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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工藝創作。



後
續 Follow-up http://tour.youthtravel.tw/tou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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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續 Follow-up 行政院青輔會青年旅遊網p

核心概念

1. 深化「遊學台灣」的核心精神，以「再認識」、「再發現」、「再

感動」、「再創造」為辦理原則，由NPO及大專院校規劃具特色之主

核心概念

題之旅，活動內容包含括達人導覽、觀光旅遊、體能探索、公共討

論、DIY體驗、國建參訪六項元素。

2 整合與串聯資源 結合地方產業 觀光網絡及公部門資源 運用青2. 整合與串聯資源、結合地方產業、觀光網絡及公部門資源，運用青

輔會所協調之青年旅遊優惠措施（如青年平價住宿設施、服務體系、

青年旅遊卡…等），並與旅遊產業資源結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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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our.youthtravel.tw/tour/listshow_al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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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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