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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文化創意和科技創新形成推動文明提升與經
濟發展的雙引擎，人類經濟發展也因此進入了第四波科技創新的體
驗經濟時代。新經濟浪潮席捲之下，文化創意產業是廿一世紀全球
最具潛力的新興產業，文創產業不但提供國家與城市經濟的發展契
機，更能加強社會資本與社會凝聚力，總體效益不容忽視；同時間
，「文化創意」結合「科技創新」更提供了知識經濟更為巨大的市
場機會與創業能量，也賦予了許多面臨沒落的傳統地方特色產業新
的價值以及浴火重生的機會。
    台灣城市與地方鄉鎮有許多具有特色的區域型與社區型的文化
創意資產，從注重創意研發和品牌行銷的知識角度觀之，深具開創
體驗經濟的潛力。本研究藉由探討台灣當前所面臨之城鄉社會經濟
問題，對歐美日等先進國家與亞太競爭國家以文化創意結合科技創
新帶動地方特色文創產業發展之成功模式進行深入研究，作為台灣
如何整合全國城市與鄉村之多元各色地方文化資訊雲、觀光旅遊資
訊源與發展整合創新科技如大數據分析、AR/VR/MR、3D列印與雲端
博物館等相關政策之擬定，提供重要參考依據，並促成政府主管單
位整合產業發展策略以促成地方文創產業和城鄉文化觀光之永續發
展。

中文關鍵詞： 文化科技、創新創業、永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商業生態系統、
地方特色產業

英 文 摘 要 ： Since the 21th centu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 Creative both play the engine to promote the
civi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nowledge economy.
In the meanwhile, the rise of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Urban Economy not only causes the problems about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wealth gap, but
also the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addressed by
the contemporary nations. At the same time, following the
rise of 21th centu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township-based and community-bas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assets have the potentials on creating experience econom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about creativity R&D and brand
marketing. Following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global
Internet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tegration of
digital content from the clou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more important. Loca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by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 through Interne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ation and local tourism, and
the interactive digital platform with educational learning
and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features. It is the key
factor in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integrated cultural technology such as: big data analysis,
AR/VR/MR and cloud museum take to develop a successful
business model.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 suitable business mode for effective
economic growth by exploring the cur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faced by Taiwan, and in-depth studying
successful models of competing cloud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information to promote local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Japan and other
advanced countries and the Asia-Pacific countries. By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most
appropriat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local
culture innovative digital content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provide concrete proposals.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to relevant policies how
to integrate cloud in the country to develop cultural
information,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ource cloud museums for Taiwan and contributes
to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sightseeing.

英文關鍵詞： 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usiness ecosyste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cal cultur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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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自 1994 年起由文建會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相關政策，是政府企圖縮

短台灣城鄉文化差距的里程碑。而我國政府為縮短城鄉差距，曾採取都市開發模

式，推動台灣鄉村建設與發展，企圖對鄉村文化特色的國土發展政策，鄉村文化

的保存與傳承、社區或部落共識的凝聚，產業技藝的保存傳承等政策有所推動，

但卻成效不彰。然而文建會過去所推動的「台灣生活美學運動」，在建立地方上

以學童為主體的「學生美術館」，進行公民美學的生活扎根，也將原來集中在少

數菁英的藝術資源，釋放到各個鄉鎮社區，讓當代創意融合在地文化特色，活化

公共空間，而成為社區再造的力量；同時，作為社區營造延伸的「地方文化館」，

更是地方強化自我文化認同，打造鄉村意象的前進基地。同時，許多地方文化館

已成為整個地方鄉村聚落中重要的藝文基地，成為民眾生活情感的寄託，文化意

義值得肯定，而曾獲文建會補助興建的地方文化館，迄今已超過兩百座，然對於

縮短文化的城鄉差距，已有一定的建樹與績效。 

 

    然而，台灣城鄉發展受到全球化時代跨國企業資價值鍊轉移動，以及資本主

義興起下城市經濟與建設的加速進行雙重衝擊下，台灣傳統產業正加速外移，工

廠大量遷移到工資土地成本低廉的開發中國家，導致原有傳統產業鏈消失，在地

的工作機會也大幅減少，同時間，地方人口和人才因產業衰退就業機會減少，以

及追求城市文明生活的趨力下，亦大量往城市遷徙，本地城鄉同時面對另一波產

業變遷和人口遷移的壓力。因此，地方經濟模式的創新和改革勢在必行，以地方

文化創意結合體驗觀光旅遊的新興產業，將是地方產業得以轉型升級帶動人口回

流的關鍵。 

 

 同時間，從注重創意研發和品牌行銷的文創經濟角度觀之，台灣各地城市與

地方鄉村皆有許多城市型、地方區域型與社區型的文化創意資產，深具開創文化

經濟的潛力。舉例而言，台灣各縣市鄉鎮的地方傳統工藝、民俗祭典表演，以及

社區聚落人文景觀和文化古蹟建築等，既是地方文化特色所在，也是發展文化產

業不可或缺的寶貴資產。例如，鶯歌的陶瓷藝術、三峽的藍染工藝、新竹的玻璃

藝術、三義的木雕、花蓮的石雕藝術以及原住民族的各式傳統工藝等，在在都充

滿的台灣在地特色、文化精神以及藝術家的創意巧思，足具發展潛力，可成向海

外發光發熱的國際精品；又例如澎湖二崁，原本是人口外移凋敝的離島漁村，一

度形同棄村後的廢墟，然而，近年來因村中年輕人陸續返鄉投入社區營造，透過

傳統聚落活化與再利用，現已建設出觀光民宿、創意個性小店以及檀香等多項漁

村特色文創產業，讓已沒落的漁村文化景觀重現盎然生機。而原本被視為「落後」、

低度開發的鄉村地區，特別是許多傳統客家及原住民社區聚落，反而保有較多傳

統的地方特色族群文化和傳統工藝，尤其在許多歷史悠久的地方村落，不僅保留

地方傳統社群互助網絡，擁有自然生態環境資源景觀，更具備綠色產業開發優勢。

以東台灣為例，不僅擁有多族群多元的文化特色和美麗的自然景觀，相較於快速 



以及適合重點投資發展之數位內容與文創產業，與對應之投資模式和操作策

略。 

 

同時，由於地方文化創意產業新創事業(startups)特性在於多樣性、小型及

分散，不同於製造業之中小企業型態，國內現有投資基金及創投公司難以過去投

資經驗直接評估挹注資金，各界殷切期盼針對文化創意產業之特性可以成立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基金以解決現有困境。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基金之組成、執行涉及

多項專業知識，需要相當深度之研究，才有助實際推動整合地方文創產業特性、

基礎建設、觀光環境、地方永續發展規劃以及整體投融資機制之運作才屬可行，

是以本研究計畫亦將與其他子計畫密切合作，企圖為我國提供挹注雲端科技以帶

動地方文創產業創業發展之完整政策發展工具，與如何設計與執行相關治理機制

之重要參考，並期能提供國內學術界跨界研究的新領域。 

歸納上述所言，本研究之動機如下： 

 

1.經過跨國比較分析後，提出最適合台灣優先發展之地方特色人文創新數位內容

與文化創意產業。分析包括優勢、產業鍊、交易平台、商業模式及收益。據以

發展並建構相關理論與模型，以供學術界未來研究與業界經營發展之基礎。 

2.深入探討各典範國家著重之策略型或旗艦型地方特色文創產業為何。如何以雲

端科技與大數據分析和 AR/VR/MR 等科技創新促成目標產業之發展與升級。

其關鍵因素、做法及成效。 

3.從整合文化雲與觀光旅遊雲大數據分析觀點，進行台灣城市文化觀光全球市場

策略分析，進而提供相關單位施政與策略擬定之參考依據。 

3.解決工業革命以來，全球經濟高速發展下之負面衝擊，探討台灣當前所面臨社

會問題，對歐美日等先進國家與亞太競爭國家如韓、星、中、港等國以文化科

技結合城鄉觀光旅遊資訊帶動地方文創產業發展之成功模式進行深入研究，以

找出適合我國相關政策擬定與機制建立運作模式與能發揮經濟成長功效之商

業模式。 

4.深入瞭解產業政策與政府資金在促進地方特色文創產業發展所扮演之角色與

定位，如何配置資金與安排優先順位。針對各政策擬定之架構及組織運作、風

險控管及相關法令或主管機關如何與產業配合進行深入研究。 

5.提供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具體之執行與建議方案，關於台灣如何利用文化科技整

合全國城鄉特色產業之文化資訊雲、觀光旅遊資訊源與發展整合型雲端博物館

等相關政策之擬定提供重要參考依據，並促成相關主管單位如文化部、經濟部以

及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會如何以融資、補助與輔導等整合型完整產業發展策略

促成地方文創產業和文化觀光之永續展，進而達成提高國家 GDP，文化創意產

業篷勃發展與國家競爭力升級和發揚軟實力之最高境界。 

 

 

 

 



貳、研究架構 

 

 

 

 

 

 

 

 

 

 

 

 

 

 

  



參、研究流程 

 

 

 

肆、 研究成果 

 

    藉由對政府文化科技創新政策如何應用至地方型特色文創產業，建構在地文

創商業模式之研究，並整合文化觀光，應用城市行銷推展國際觀光市場，以促進

地方文創產業發展並建立文化觀光永續發展進行深入探討，將形成我國文創產業

投資與發展以及對地方與城鄉均衡發展的良性循環，並對我國於亞太或全球華人

市場之國際競爭力的提升與協助我國城鄉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都將大有助益。而

本研究貢獻如下： 

 

一.對學術界之貢獻： 

    為文化科技創新整合地方型特色文創產業建立商業模式分析提出後續研究



架構與方向，以供未來研究者進行模型設計與實證。 

 

二.對城鄉文創產業之貢獻： 

1. 使城鄉之地方文化資產得以保存，特色文創產業與文化觀光和得以發展，

並帶動整體地方產業之發展，促進城鄉均衡發展。更進一步能提升我國

國際知名度與國際形象。 

2. 對我國文化科技新興產業，如大數據分析、AR/VR/MR與雲端運算、數位

博物館等產業發展，具有經營之啟發與管理之參考。 

3. 對有意投資、經營文創產業者，有助於學習先進國家以文化科技整合地

方文創產業與文化觀光等商業經營機制之關鍵成功因素。 

 

三.對政府主管單位之貢獻： 

1. 提供台灣主管機關文化科技創新產業發展策略與整合方案之參考。 

2. 提供政府以文化科技帶動文化觀光與地方文創產業發展與運作模式規

劃之參考。 

3. 有助於促進我國國家形象與提升文化創意經濟發展，提升我國之軟實力。 

 

四.有助於解決台灣當前所面臨社會問題: 

1. 有助於解決城鄉發展與貧富差距急速擴大之問題。 

2. 有助於地方人口與人才流失。 

3. 有助於地方文化藝術保存傳承不易。 

4. 有助於地方文化產業沒落與地方經濟衰退等問題。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移地研究報告 

 

                                     

日期：108 年 8 月 10日 

                                 

一、 國外研究過程 

  本次參訪研究為充份發揮行程效益，除參訪重要大學如名古屋

大學(Nagoya University)、名古屋城(Nagoya Castle)、早稻田

大學與商學院(Waseda Univesity and the Waseda College of 

Commerce)、東京國立博物館(Tokyo National Museum)、名古屋

市立美術館(Nagoya City Art Museum,)、旭川大學 (Asahikawa 

University)、 小樽音樂博物館(Otaru Music Box Museum)與地

方城市節慶活動如: 小樽藝術文化節 (Otaru Festival)、北海道

大學(Hokkaido University)與北海道當代藝術博物館(Hokkaido 

Museum of Modern Art)外，曾與多位大學教授，就兩國文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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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交換意見；一同參訪以上大學與博物館與地方文創與藝文節

慶活動等重要文化機構及地方文化古蹟與歷史建物再利用之空間

活化經營案例。並拜訪當地從事節慶策畫、文創產業人士及藝文

展演機構，為國內地方特色文化與產業創生政策汲取指標性國家

的成功經驗，以資參考借鏡 

二、 研究成果 

  此行日本三大城市之四家大學與三大節慶與重要文化古蹟、博

物館與地方文化歷史空間再造之參訪心得與成果將作爾後相關研

究之重要基礎，並可作為參與相關主管機關各項會議之參考。 

三、 建議 

   日本之文化創意產業建設成果，運用文化科技創新作為基礎

促進地方特色文創產業發展之政策與執行成果，已遍佈城鄉與市

井，文化藝術涵養與軟實力俯拾皆是，相關政策措施亦頗值得我

國借鏡，台灣學術界應多加強與日本各大學、博物館與節慶活動

交流，不應僅侷促於傳統歐美等西方國家。 

 

四、其他 

 

 

 



 

Schedule 

  

To Prof. Tse-Ping Dong 

June 20st, 2019 

Date Location Details 

June 25 Taipei to Nagoya Departure to Japan 

To visit the Nagoya University 

June 26 Nagoya City To visit the Nagoya University 

And the Nagoya Castle 

June 27 Tokyo City To visit the Waseda Univesity and 

the Waseda College of Commerce 

June 28 Tokyo City To visit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June 29 Nagoya City 

Sapporo City 

To visit the Nagoya City Art 

Museum,    

June 30 Sapporo City To visit the Hokkaido University 

July 01 Sapporo City To visit the Hokkaido Museum of 

Modern Art 

July 02  

Otaru City 

To visit the Otaru Music Box 

Museum 

July 03  

Asahikawa City 

To visit Asahikawa University 

July 04 

 

 

Return to Taipei To visit the Asahikawashi 

Museum 

Return to Taiwan 

 

 



 

日本名古屋大學 

 

 

 

 

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院 

 

 

 



 

 

北海道小樽音樂博物館 

 

 

 

 

旭川市博物館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董澤平 計畫編號：106-2410-H-003-126-MY2

計畫名稱：文化科技創新為基礎促進地方特色文創產業繁榮發展策略之研究-以台灣城鄉永續發展為
例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Accepted,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xporting Cultural
Products"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4 吳啟豪，張博雅，陳冠臻、呂佳臻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