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由地方智慧資本看創意城鄉之經營與發展--從區域創新系
統的觀點探討創意城鄉中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計
計
執
執

畫
畫
行
行

類
編
期
單

別
號
間
位

： 整合型
： NSC 101-2420-H-004-018： 101 年 01 月 01 日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
： 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

計 畫 主 持 人 ： 吳豐祥
計畫參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林庭如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林舜晨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游銘仁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03 月 31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區域創新系統的觀點來探討創意城鄉
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隨著產業的外移以及中國大陸經濟
體的興起，我國需要快速轉型至以強調創新為主的創意經
濟。而在城鄉的發展上，也需要透過產業創新與文化創意做
為城鄉再生的動能。然而，這種同時結合城鄉與產業的發
展，是如何運作的呢？其關鍵的活動為何？成功的因素又為
何？似乎都仍有很多的疑問。另外一方面，因為本研究議題
一方面牽涉到「區域性」與「產業群聚」的概念，也和廠商
的創新行為與創新體系有關，因此，本研究從區域創新系統
的觀點來探討創意城鄉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以三義（木
雕）與鶯歌（陶瓷）兩城鄉的手工藝產業做為深入實證研究
的對象，並以 Philip Cooke 的理論為基礎加以延伸。初步研
究的結果顯示，我國創意城鄉與地區性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上，的確受到大陸低價型經濟很大的影響，而需要進行轉
型。在轉型與發展創新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協會與博物館
都扮演了相當重要的整合者之角色，惟因為缺少研究機構與
大專院校的支撐，普遍上創新能力不足。一旦碰到低價競爭
者，很容易陷入困境。未來的發展上，建議我國中央政府要
能夠在資源上與政策上做更大力的投入。
中文關鍵詞： 區域創新系統、創意城鄉、文化創意產業、手工藝產業、三
義木雕、鶯歌陶瓷、政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英 文 摘 要 ：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reative city, economy,
and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ith the rise of China＇s economy
and moving overseas of industries, Taiwan needs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 innovation-based economy by
renovating city and regional industry. However, it
seems there are still more questions than solu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or examples, what
will be the key activities? And what will be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In addition, the study is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s of ＇regional＇ and ＇industry
clusters＇ on one hand and the innovative behavior of
companies on the other hand. Hence, we adopt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 mainly
based on that from Philip Cooke,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city and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y, and select the handicraft industries of
Sanyi wood sculpture and Yingge ceramics as our main
research subject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industrial association and
museum are a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as an
integrator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However,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eems not to be good enough due to lack of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Thus, they are quite
vulnerable once they face competition from low cost
producers. The study suggest our central government
must put more effort to assist the enhancement of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in both resources and
policies areas.
英文關鍵詞：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reative city,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y, handicraft industry, Sanyi,
Yingge, policies,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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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區域創新系統的觀點來探討創意城鄉與文化創意產業的
發展。隨著產業的外移以及中國大陸經濟體的興起，我國需要快速轉型至以強調
創新為主的創意經濟。而在城鄉的發展上，也需要透過產業創新與文化創意做為
城鄉再生的動能。然而，這種同時結合城鄉與產業的發展，是如何運作的呢？其
關鍵的活動為何？成功的因素又為何？似乎都仍有很多的疑問。另外一方面，因
為本研究議題一方面牽涉到「區域性」與「產業群聚」的概念，也和廠商的創新
行為與創新體系有關，因此，本研究從區域創新系統的觀點來探討創意城鄉與文
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以三義（木雕）與鶯歌（陶瓷）兩城鄉的手工藝產業做為深
入實證研究的對象，並以 Philip Cooke 的理論為基礎加以延伸。初步研究的結果
顯示，我國創意城鄉與地區性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上，的確受到大陸低價型經濟
很大的影響，而需要進行轉型。在轉型與發展創新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協會與
博物館都扮演了相當重要的整合者之角色，惟因為缺少研究機構與大專院校的支
撐，普遍上創新能力不足。一旦碰到低價競爭者，很容易陷入困境。未來的發展
上，建議我國中央政府要能夠在資源上與政策上做更大力的投入。

關鍵詞：區域創新系統、創意城鄉、文化創意產業、手工藝產業、三義木雕、鶯
歌陶瓷、政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II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reative city, economy, and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ith the rise of China’s economy and
moving overseas of industries, Taiwan needs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
innovation-based economy by renovating city and regional industry. However, it
seems there are still more questions than solu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or examples, what will be the key activities? And what will be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In addition, the study is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s of “regional” and “industry
clusters” on one hand and the innovative behavior of companies on the other hand.
Hence, we adopt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 mainly based on
that from Philip Cooke,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city and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y, and select the handicraft industries of Sanyi wood sculpture and
Yingge ceramics as our main research subject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industrial association and museum are a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as an integrator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However,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eems not to be good enough due to lack of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Thus, they are quite vulnerable once they face

competition from low cost producers.

The study suggest our central government

must put more effort to assist the enhancement of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in both
resources and policies areas.

Keyword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reative city,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y,
handicraft industry, Sanyi, Yingge, policies,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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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隨著中國大陸經濟體的興起以及產業的外移，我國需要快速轉型成為以更強
調創意創新為主的經濟型態。在城鄉的發展上，自 1990 年代後，有鑒於整體社
會及城市的發展變遷，台灣也不免需要面對城鄉治理模式的轉型壓力。而在全球
逐漸以發展創意城市及在地產業，以建立並保有自身文化資產的趨勢下，如果能
夠以區域創新及城市創意的概念，整合產業創新與文化創意的要素到城鄉的發展
上，進而做為城鄉再生的動能，將有助於我國城鄉的轉型與在地文化創意產業的
發展。
然而，這種同時結合城鄉與產業的發展，是如何運作的呢？其關鍵的活動為
何？成功的因素又為何？似乎都仍有相當多的疑問待解決。本研究的目的即希望
針對此重要問題來加以深入的探討。因為本研究議題一方面牽涉到「區域性」與
「產業群聚」的概念，另外一方面，也與廠商的創新行為與創新體系有關，因此，
本研究特別從「區域創新系統」的觀點來探討創意城鄉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創新系統
Freeman (1987)藉由觀察日本政治、社會、經濟、科技等整體的有效連結，
以致於帶來高度的經濟成長，提出了創新系統的概念，其創新系統包括公部門和
私部門的各種機構群交織成綿密的網路關係，並經由這些關係與交互活動開創、
引進、修改和擴散創新科技和產品。自從 Freeman 提出創新系統的概念後，各種
創新系統的理論開始快速發展，其中，Nelson (1993)就將創新系統放在國家層次
來分析，並比較多國的創新系統後，將國家創新系統定義為一套彼此之間有交互
作用的機構群，這些機構與之間的互動對一個國家科技能耐的發展及經濟成長皆
有高度的影響。

第二節 創新
創新的概念最早由 Schumpeter 所提出，他定義創新是企業利用資源來改變
生產，並建立新的生產函數來滿足市場需求，因此，認為創新是驅動經濟成長的
主要動力。Schumpeter (1947)提出科技創新需要結合既有與新的知識學習，以重
新產生排列組合，其中的學習包括透過正統教育與研發上的學習，或是鑲嵌在一
般經濟活動中的其他方面，如生產、工程、銷售和行銷等學習。而 Lundvall (1992)
也定義創新系統行動者除了有各機構如政府、廠商、大學之間互動的學習，還包
含產業上下游廠商的製造者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學習，此外，Lundvall 的理論中
也建議「創新不只是表現在公或私部門研發活動上，也鑲嵌在每日常規（Routine）
的活動過程中，包含在企業的製造、銷售和配銷等活動上」。可知，Nelson 與
Lundvall 皆主張創新是「聚焦在一群公/私部門行動者的互動學習過程中所產生
的各種創新」，而非狹義地只是某一機構本身投入研發而衍生的科技創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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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創新」的產出而言，Nelson (1993)所提出的創新概念較廣，認為只要是製
造或設計過程對企業來說是新的（New to the Firm）
，就算創新，而非限定在對本
國或世界是最新的才是所謂的創新。而 Lundvall (1992)的互動學習主張則更廣泛
涵蓋了新型的「組織」和「制度」創新，比較符合（Schumpeter, 1947）所謂之
廣義的重新組合，即新的產品、生產方式、原料、市場、或組織型態。

第三節 系統
Fleck (1993)將系統定義為「複雜子件元素與其相互的制約與限制，故整體
複雜系統便以一些清楚定義的功能運作在一起」。Nelson (1993)認為系統為「一
套彼此交互作用影響經濟表現的機構群…他們是對創新積效最大影響者…不是
只做研發…而且沒有有關何者應該納入，何者不應該納入系統的明確指導原
則」。可知 Nelson 並不認為系統是可以透過政策制定者所設計或發展出來的。
Lundvall (1992)則提出一個系統是由不同的元素和關係所構成，故一個創新系統
是由導致創新的元素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所構成。

第四節 區域創新系統
馬歇爾最早提出區域群聚產業分工的概念，其意指地理集中的「工業區」，
並主張地區外部性有利於創新的活動，且更易於形成知識與技術的累(Storper,
1995)。Cooke (1992)首先修正創新系統，並以區域的層次來分析，提出「區域創
新系統」的概念，並對區域創新系統進行了全面的理論和實證研究。Asheim 與
Coenen (2005)定義區域創新系統為在一個區域的生產結構裡，由體制的基礎建設
來支持創新，強調區創新系統是由一個生產結構（科技－經濟結構）以及一個體
制的基礎建設（政治－體制結構）所構成。
根據學者對於區域創新系統的研究顯示，其組成要素可以從不同的角度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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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與探討。Piore & Sabel (1986) 透過網絡彈性和專業分工的概念，特別強調發生
在地方群聚內的高度相互動的中小企業及創新，此隱含地理區相鄰近和群聚互
動，成為區域創新系統的一個必要條件之一。此外，知識的內隱性（Tacit）與黏
著度（Stickness）似乎也影響到企業與外部的關係。通常企業外部化某些功能，
比較局限於外顯程度較高的知識，並且可以在全球層次上進行各種交換，但是內
隱性知識高的創新活動則不然，企業常常需要進行內部化或在地化，因為其需要
行動者在相鄰的地理空間上互動及學習來達成，這就是為何區域群聚很重要的原
因(Cooke, Uranga, & Etxebarria, 1997)。由此可知，區域內行動者之間互動的知識
內涵為不可編碼化且較具內隱性的，是構成區域創新系統的另一個條件。區域創
新系統能夠運作成功，還需要其他元素交互作用，因此， Cooke 等人 (1997)創
新系統中的產學、產官、產研和產業之間的互動、交流與學習，其中非常重要的
部分，另外，如俱樂部、討論會、商業夥伴等非正式的活動，同樣有其重要性。
因此，區域創新系統也隱含了在地社會系統「結構的」、「制度的」及「文化的」
鑲嵌，這些因素的鑲嵌程度會影響到區域內企業的創新能力(Granovetter, 1985;
Uzzi, 1996; Zukin & Paul, 1990)。Cooke (2001)也指出有四個主要構成區域創新體
系統的要素：（1）區域（Region），指的介於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兩者之間的一
個中階層級政治單位，而這個「區域」可能擁有一些文化和歷史上的同質性，且
至少擁有某種法定權利能夠介入和支持這個區域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在創新活動
這個部份。吳濟華、李亭林、陳協勝與何柏正 (2012)則是界定區域創新系統中
的「區域」範圍為一個介於國家之內，但大於地方行政單位（如鄉鎮市等）之間
的區域，而這個區域具有獨特的地方特質與發展方向，如同縣市等級的地方行政
區域。
（2）創新（Innovation）
，所謂的創新是以新的技術或管理方式來提升企業
的營收，主要的概念是由熊彼得學派所提出來的，而 Freeman & Lundvall 等學者
是此概念的主要代表人物。（3）網絡（Network）
，可以理解為基於互惠、聲譽、
信任，以及合作的基礎上，成員間相互連結來追求共同的利益，而這種連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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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回持續發展到下一個新的專案上，但是成員可能改變或是消失。（4）學習
（Learning），在區域創新系統的構成要素中尤其重要，特別是有關制度上的學
習；新的知識、技術、能力都會鑲嵌在企業的例規和慣例之中，而舊的部分將被
摒棄和遺忘。吳濟華等人 (2012)指出區域創新系統中的創新主體大致可分為「政
府」、「研究機構」、「大學」，以及「企業」四類。
過去也有許多研究對區域創新系統進行分類，例如，Braczyk, Cooke, and
Heidenreich (1998)從治理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的角度，將區域創新系統
區分為基層型（grassroots）
、網絡型（networked）
，以及統制型（dirigiste）三類，
亦從企業創新（business innovation）的角度，對區域創新系統進行分類，分別為，
在地型（localized）、互動型（interactive），以及全球型（globalized），而透過這
兩個構面可以形成一個 3×3 的分類矩陣，Cooke 也提出了其各自相互對應的區域
創新系統，如表 2-1 所示。
表 2-1 Cooke 的區域創新系統分類矩陣與相對應之研究區域
基層式
（Grassroots）

網絡式
（Networked）

統制式
（Dirigiste）

在地型
（localized）

義大利
托斯卡尼
（Tuscany）

丹麥
坦佩雷
（Tampere）

日本
東北
（Tohuku）

互動型
（interactive）

西班牙
加泰羅尼亞
（Catalonia）

德國
巴登－符騰堡
（Baden-Württemberg）

加拿大
魁北克
（Quebec）

全球型
（globalized）

美國
加州
（California）

德國
北萊茵－西發裡亞
（North-Rhine）

新加坡及法國
比利牛斯
（Midi-Pyrenées）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Cooke & Memedovic (2006)
Asheim & Coenen (2005)則是將區域創新系統分為三種類型，分別為（1）地
域相嵌的區域創新網絡（Territorially embedded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2）
區域網絡創新系統（Regionally networked innovation systems），以及（3）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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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家創新系統（Regionaliz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而此三種類型的區
域創新系統，主要分別以知識的區位、知識型態和流動，及合作的型態來區別，
其主要差異如表 2-2 所示。
表 2-2 Asheim 的區域創新系統分類
類型

地域相嵌的區域 區域網絡創新系 區域化國家創新
創新網絡
統
系統

特質
知識組織的區位

地方的；與知識組 地方的；與知識組 主要在區域外的
織有少有關連
織有強大的合作

知識流

綜效型的知識；
互動的

合作的重要因素

地理、社會，以及 計畫的；有系統性 具 有 相 似 的 教 育
文化的接近
的網絡
和共同經驗

互動的

分析型的知識；
多為線性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Asheim & Isaksen (2002)
另一方面， Cooke (2001) 所論及的區域創新系統主要包含三構面，分別為
（1）基礎建設構面、
（2）制度構面，以及（3）組織構面，並透過此三構面區別
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潛力。以下就此三層面之內涵加以描述。
（1）基礎建設構面
基礎建設構面牽涉到地區/地方政府在發展創新上所需要相關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之財政上及區域發展上的自主性。首先，在財政上的自主性方面，
可區分為公共財政和私有財政，在公共財政上，指的是地方政府有能力去管理分
權中央預算的財政支出，且地方政府知道如何去支出中央政府的整筆補助金，或
者有能力和中央政府談判協商補助金支出的優先順序，以及地方政府擁有賦稅
權，且具有支出賦稅的自主能力，因而可以制定更多支持區域創新的政策。在私
有財政方面，可以檢視地區內是否有區域性的證券交易所，讓企業（特別是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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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可以在資本市場中找到機會，或者地方政府是否有權力和能力，來參
與共同集資或提供貸款擔保。如果，地方政府在公共財務和私有財務的自主性能
力愈高，那麼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高。
其次，區域發展政策上的自主性則是牽涉到地方政府是否具有能夠控制或是
影響中央政府投資於軟硬體基礎建設的能力，其中硬體部份像是運輸、電信；軟
體方面則包括像是大學、研究機構、科學園區，以及技術移轉中心。雖然大部分
的地方政府可能都沒有足夠的預算能力能夠投資所有的基礎建設，但是有些地方
政府還是有能力能夠來設計或建造它們，或至少能夠影響最終的基礎建設決策。
像是德國與美國的聯邦政府即是很好的例子，地方政府往往能夠影響基礎建設的
決策，包括道路，甚至是機場建設，像是美國公立大學的管理權和資金也會下放
到地方政府手裡。因此，如果地方政府愈能控制和影響基礎建設的決策，則區域
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高。
（2）制度構面
此處的制度構面指的是如果區域內的組織間存在合作文化的氛圍，能夠互動
式的學習，並且尋求共識，那麼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高。相反的，如果
區域內的組織之間存在著個人主義和非我發明（Not invented here）的本位主義
與文化，並且時常發生衝突，或者多數為個體式的學習，則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
就會比較低。例如，加州矽谷的長期創新績效之所以會比波士頓 128 號公路表現
得好，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矽谷地區擁有較好的合作文化氛圍。
（3）組織構面
組織層面指的是企業和其他組織之間的創新模式。如果區域內的企業多具有
開放性（Openness），願意與外部組織（例如，政府單位、大學、研究機構，或
是企業等機構）進行頻繁的合作或者知識交流，即 Chesbrough (2003)所提出的開
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概念，那麼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高。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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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區域內的企業太過於強調獨立式的創新（Stand-alone innovation）
，或者
封閉式的創新（Closed innovation）
，則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低。

第五節 創意城鄉
進入 20 世紀後，城市逐漸邁向轉型，過去以製造業活動為主的中心都市，
開始倚賴服務業所帶來的經濟效益，並開始由製造導向轉為消費導向的城市發展
(Richards & Wilson, 2006)。因此，對於一個城市的評估標準也開始慢慢轉變，直
至今日，城市必須同時著重於經濟、技術及創意活動的發展，才能稱為是一個吸
引人的城市(Currid, 2006)。此外，各城市也逐漸需要藉由吸引觀光客及投資者來
擴大資金及經濟來源，因此，出現各城市競相吸引觀光客及投資人的現象。在各
城市皆希望藉由各自城市獨特性來吸引人潮的競爭關係下， Richards & Wilson
(2006)提出了運用「創新」的策略概念而非文化資產的策略概念。
Richards 與 Raymond (2000)認為「能讓旅客在活動的參與中開發自我創意潛
能的創意觀光，或許可以是進行文化再生的策略之一」。Florida (2002)則認為一
個城鄉可以藉由吸引「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的進入來活化城鄉的發展，
並為城鄉帶來創新，進而使城鄉獲得競爭優勢，其中「創意階級」即是指所從事
的工作要創造有意義的新形式（Create Meaningful New Forms）
。而這個新興階級
的超級創意核心（Super-creative Core）包含有科學家、工程師、大學教授、詩人
與小說家、藝術家等，以及現代社會的思想領導者，如：編輯、文化人士、分析
師等，他們負責從事創造出可迅速流通或廣泛採用的新觀念或設計，另有一類創
意階級包含知識密集產業工作的創意專業人士，如高科技、金融服務、法律、醫
療、企業等工作的創意人士，他們以創意解決問題，或運用許多複雜知識找出創
新的解決方案(Florida, 2003)，圖 2-1 為 Richard Florida 創意層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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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階級

超級創意核心

科學家、工程
師、大學教
授、詩人與小
說家、藝術師

知識密集產業

現代社會的思
想領導者：編
輯、文化人
士、分析師

高科技、金融服務、法律、醫療、
企業等工作的創意人士
工作內容：以創意解決問題，或運
用許多複雜知識找出創新的解決
方案

工作內容：創造出可迅速流通或廣
泛採用的新觀念或設計

圖 2-1 Richard Florida 創意層級意示圖
資料來源：林炎旦、李兆翔 (2010)
另一方面，Florida (2003)也提出了創意城市 4T 的概念，所謂 4T 包含有人才
（Talent）
、科技（Technology）
、包容（Tolerance）
，以及風土與地方資產（Territorial
Assets），其中的人才要具有各面向的才華，科技的作用則是讓才華能夠充分發
揮，包容是使城市能夠容納多元性的重要因子，最後，創意城市則應具備有一定
的風土及人文條件。

第六節 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的辭彙最早在 1980 年代於英國等地被使
用，而「創意產業」
（Creative industries）的概念則是隨後才被許多其他國家廣泛
使用，如澳大利亞對於創意產業的描述就是在 1994 年的一項「創意之國」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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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出現。然而，目前全球仍未對文化創意產業有一明確且具共識性的定義，也
就是說，各國目前仍以各自觀點對文化創意產業有不同的理解與定義，如英國及
紐西蘭定義文化創意產業為「凡起源於個人創意與智慧，並能將創意轉換為利潤
的產業」；香港將文創產業定義為「源自於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過知識產
權的開發和運用，形成具有創造財富及就業潛力的產業」；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則將
文化產業定義為「那些以無形之文化為本質的內容，經過創造、生產與商品化結
合的產業」
；而台灣則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中將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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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文化創意產業在各國皆有不同的定義與解釋，但無論是「文化產業」或
是「創意產業」
，皆可歸結出主要的三個元素：
（1） 以文化或創意為產品或服務
的內容；（2） 利用各種符號意義創造價值；（3）智慧財產權完整保障(吳思華，
2003)。因此，文化創意產業所涵蓋之具有潛能產業，在經由文化薰陶後，融入
創意設計所形成，和以往的產業結構相比，在產業上游導入了創新與設計研發，
排除了單一需求消費取向，朝向多元化、個性化、特色化及意象化的特徵，並具
有「地理依存性」
，經由地區環境的塑造及社群自發性特質所衍生的特有產業(楊
敏芝， 2003)。
台灣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範圍上由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進行界定，界定的考
量原則包括應符合文化創意的定義與精神外，也加上在產業發展面上的考量依
據，其原則為：（1）就業人數多或參與人數多；（2）產值大或關聯效益高；（3）
成長潛力大；
（4）原創性高或創新性高；
（5）附加價值高。進而界定出台灣文化
創意產業的產業範圍(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根據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法的條文內容，目前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內容及範圍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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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產業類別

內容及範圍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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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樂 及 表 演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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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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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化 資 產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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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展演設施
館、博物館、藝術館（村）、演藝廳等)經營管理之行業。
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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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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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業。

電視與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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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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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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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設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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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傳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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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品牌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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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設計產業

指從事建築物設計、室內裝修設計等行業。

數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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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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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 行 音 樂 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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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內容
展演、經紀及其周邊產製技術服務等之行業。
其他經中央主
管指定之產業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文化部網站《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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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文獻小結
在創新方面，本研究採用廣義的創新定義，也就是創新並非只是狹義地指某
一機構本身投入研發，所衍生出的科技創新結果而已，而是更強調在公私部門不
同機構間的互動學習過程所產生的各種創新，甚至包括組織和制度上的創新。另
一方面，本研究在考慮區域創新系統的範疇時，採用較為廣義的定義，並以 Cooke
(2001)所論及的區域創新系統的三構面：
（1）基礎建設層面－地方政府在財政上
和區域發展政策上的自主性；
（2）制度層面－合作文化和學習的氛圍；
（3）組織
層面－政府單位、研究機構、企業及大學等彼此之間的關係，做為本研究之架構
基礎。對於文化創意產業之定義、範圍與內容，本研究則是採用我國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法的相關條例的說明內容做為依據以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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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採用 Cooke (2001)「區域創新系統」理論的三構面做為本研究之
研究架構，其各個構面之內涵說明如下：
（1）基礎建設層面
基礎建設構面牽涉到地區/地方政府在發展創新上所需要相關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之財政上及區域發展上的自主性。財政上的自主性是指如果地方政
府有能力去管理分權中央預算的財政支出，且地方政府知道如何去支出中央政府
的整筆補助金，或者有能力和中央政府談判協商補助金支出的優先順序，以及地
方政府擁有賦稅權和支出賦稅的自主能力，或者擁有區域性的證券交易所的話，
那麼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高，反之，則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低。
區域發展政策上的自主性指的是地方政府是否具有能夠控制或是影響中央
政府投資於軟硬體基礎建設的能力，其中硬體部份像是運輸、電信；軟體方面則
包括像是大學、研究機構、科學園區，以及技術移轉中心。因此，如果地方政府
愈能控制和影響基礎建設的決策，則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高，反之，則
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低。
（2）制度層面
制度層面指的是如果區域內的組織間存在合作文化的氛圍，能夠互動式的學
習，並且尋求共識，那麼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高。相反的，如果區域內
的組織之間存在著個人主義和非我發明（Not invented here）的本位主義與文化，
並且時常發生衝突，或者多數為個體式的學習，則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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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3）組織層面
組織層面指的是企業和其他組織之間的創新模式。如果區域內的企業大多願
意與外部組織（例如，政府單位、大學、研究機構，或是企業等機構）進行頻繁
的合作或者知識交流，那麼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高。相反的，如果區域
內的企業太過於強調獨立式的創新，則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就會比較低。區域創
新系統發展潛力之相關因素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區域創新系統發展潛力之相關因素
區域創新系統潛力

高

低

（1）基礎建設構面
地 方 政 府 在 財 政 上 的 自 有區域性的金融機構、地 多 為 全 國 性 的 金 融 單
主性
方 政 府 在 中 央 政 府 所 編 位、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
列的預算、補助金上有支 所編列的預算、補助金上
出的自主性、地方政府在 沒有支出的自主性、地方
稅 賦 的 徵 收 和 支 出 上 有 政府沒徵收稅賦的能力
自主權
地方政府對區域發展政 地方政府具有控制或影 地方政府控制或影響基
策的自主性
響 基 礎 建 設 決 策 的 能 礎建設決策的能力有限
力、地方政府擁有公立大
學或研究機構的管轄權
（2）制度構面
合作文化和學習的氛圍

合作的文化、互動學習、 競爭文化、個人主義、意
聯合、尋求共識
見分歧

（3）組織構面
產官合作

有或很多

無或很少

產學合作

有或很多

無或很少

產研合作

有或很多

無或很少

企業間合作

有或很多

無或很少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Cook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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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Yin (1994)提出五項社會科學領域的主要研究策略如表 3-2，而所提出研究問
題的類型、研究者在實際行為的事件上擁有的操控程度以及注重在當時的現象而
非歷史現象的程度，都是研究策略考量條件之一。
表 3-2 不同研究策略的相關狀況
策略

研究問題類型

需要在行為事
件上操控嗎？

是否注重在當
時的事件上？

實驗法
（Experiments）

How/ Why

Yes

Yes

調查研究法
（Survey）

Who/ What/ Where/ How
Yes
many or How much

Yes

檔 案 記 錄 分 析 法 Who/ What/ Where/ How
Yes
（Archival Analysis） many or How much
歷史研究法
How/ Why
NO
（History）
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How/ Why

NO

Yes /No
NO
Yes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Yin, 1994)
其中，Yin (1994)強調個案研究法適合用在「How」與「Why」等探索性
（Exploratory）問題的研究，研究者對於所研究事件極少、甚至不做控制，因此，
相較之下被研究者的經驗顯得特別重要且關鍵，且定性研究產生的理論，主要來
自於事件或情境的歸納。而由於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創意城鄉中文化創意產業如
何發展，以及結合城鄉與產業的發展是如何運作的，並希望藉由「區域創新系統」
的觀點來瞭解區域城鄉、產業創新及產業發展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採用定
性的「個案研究法」
，以深度訪談及次級資料收集的方式來了解城鄉與產業間關
係的真實情況，再依研究問題推導出研究發現、結論與建議。
而個案研究法又可分為多重個案與單一個案。依據 Yin (1994)，適合單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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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情形，包括用來推翻之前眾所皆知理論的關鍵個案（Critical case）、罕見或
無法找出夠多案例者（Extreme case or unique case）
、一些前人無機會觀察到的展
示型個案（Revelatory case）等。多重個案則是被選來取得兩種結果，一種是相
似結果（Similar results）
，另一個是在可預期的原因之下取得相反結果（Contrary
results for predictable reasons）。這些結果是要能夠有其推廣至其他個案或整體產
業的適用性。

第三節 研究對象
台灣的在地城鄉產業中，手工藝產業應該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此，本研究
選擇此產業進行深入的研究。我國的手工藝產業可追朔到史前文化時期，而自舊
石器時代到後期的農業時代，更可從出土的各種陶器、玉器、籐編等工具及裝飾
文物看出，自古以來台灣的手工藝品即與生活和文化息息相關，古器具的各種樣
式及色彩變化皆呈現出當時的生活樣貌，並成為目前極具價值的文化遺產。到了
近七零年代，台灣極力推廣手工藝產業，主要目的是為了利用廣大的民間剩餘勞
力，一方面希望以家庭副業的方式，輔導就業，另一方面也希望賺取外匯，以增
加經濟收益。隨著外銷市場的擴大，台灣工藝產業市場的分工開始越加細緻化，
並且開始逐漸形成地方性的特色工藝產業，如鶯歌陶瓷、新竹玻璃、三義木雕、
關廟籐編、美濃紙傘等。本研究考量時間性、代表性之下，選擇三義木雕與鶯歌
陶瓷兩地做為研究的對象。
從七零年代至今，隨著工業化逐漸取代人力，且與生活相關的工藝品逐漸被
廉價的塑膠製品取代，手工藝品的發展已逐漸轉向為精緻的藝術風格，並且逐步
與文化面向結合，因而手工藝產業需要被賦予新的價值及活力。而這種趨勢的轉
變尤其受到中國大陸低價與低成本優勢的影響而加速。本研究的訪談對象與時間
分別如表 3-3 和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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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三義木雕訪談對象與時間表
組織單位

職稱

姓名

訪談時間

三義鄉公所

鄉長

徐文達

1.5 小時

三義木雕博物館

科長

邱佩于

1

賴永發工作室

負責人

賴永發

1.5 小時

三義木雕協會
楊江山木雕工作室

會長
負責人

楊江山

1.5 小時

小時

表 3-4 鶯歌陶瓷訪談對象與時間表
組織單位

職稱

姓名

訪談時間

台華窯瓷有限公司

負責人

呂兆炘

1.5 小時

卓銘順陶藝工作室

負責人

卓銘順

1.5 小時

存仁堂藝瓷有限公司 負責人

李存仁

1.5 小時

傑作陶藝有限公司
鶯歌陶瓷博物館

許元國

1

負責人
顧問

17

小時

第四章 個案內容與分析

第一節 三義木雕產業個案
壹、三義木雕產業的發展
苗栗縣三義鄉位於苗栗縣南端，氣候為典型的季風區，受地形及季風影響，
氣候多雨，適合樟樹生長。因為擁有豐富的樟木和檜木資源，因此，日治時期許
多三義鄉從事樟腦油、香茅油的製作與販售。鄉民吳進寶因撿拾枯木回家加工做
成擺飾，受到日本客人的喜好，因此，開始與日本人共同研究如何大量加工製造
生產枯木藝術作品，並傳授技術指導鄉民將奇木造型的樟樹根製作成木雕擺飾。
吳進寶之子吳羅松於 1918 年向日本殖民政府申請成立東達物產株式會社，
是三義地區第一家木雕店家，也開始出現了第一批從事木雕產業的店家，以東達
物產株式會社、百吉行及東大雕刻社最為知名，發展至民國五六零年代，三義老
街（廣盛村中正路）已有二十多家雕刻店。三義鄉徐文達鄉長提到：「初期日本

人指導一般家具如桌椅的製作，經過三至五年後日本人逐漸轉為教授製作祈福神
像、鳥獸造型等木雕藝術作品，傳承的技術從工匠的層次，提升到藝術品的層
次」。
隨著產業擴大發展，三義鄉的木材原料逐漸供不應求， 60 年代後逐漸出現
不肖業者將類樟木、類檜木魚目混珠販售，雖仍能欺騙消費者成功完成交易，但
劣質的木材不易保存，一段時日後便會出現剝落、龜裂等損壞情形，使得消費者
對於三義地區的木雕產品產生許多負面評價，傷害三義木雕產業的聲譽。
1978 年，裕隆汽車遷廠於三義地區，是台灣第一個由民間所自行開發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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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因為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設置三義交流道，得以說服裕隆設廠，引入
外來資金、人潮帶動三義地區產業的起飛。交流道的設置雖未直接影響木雕產
業，但仍因交通便利、資金流入等影響，促使木雕產業由過去的木雕老街廣盛村
中正路移往交流道旁的水美街，產生新的木雕產業群聚，至民國 73 年三義鄉水
美街已開設高達 180 家藝品店。
在 1990 年，當時擔任鄉長的湯申源先生捐贈了一塊土地，做為成立苗栗縣
立木雕博物館之用，並於 1995 年正式開館啟用，也在博物館成立之後，圍繞著
木雕博物館出現了新的木雕產業群聚「廣聲新城」
，鄰近博物館也出現了 24 家新
興店家。
然而，隨著國際貿易開放，台灣經濟面臨全球化的挑戰，加上大陸開放投資，
許多三義的木雕師傅前往大陸投資設廠或是擔任管理者傳授技術給大陸勞工，以
獲得大陸較低廉的勞工成本。然而，此舉卻使得許多三義地區靠接訂單以維生的
代工木雕師傅逐漸失去工作機會且一一轉行，也因為大方傳授技術移轉給大陸勞
工，導致大陸產品追上台灣的速度相當快，目前必需品的木雕製品（例如，桌椅、
廟宇裝飾）均已被大陸製產品取代，僅存三義特有的藝術類型木雕產品能持續發
展。三義木雕協會楊江山會長提及：「為了符合客戶的需求，三義的產品每天都

在變，我們要一直改變，客戶才會不斷地回來向我們購買」。在開放國際貿易自
由下，與大陸產品競爭是必然的，然而，在這樣嚴峻的環境下，苗栗縣政府及三
義鄉公所仍積極協助三義地區的觀光發展，希望重現三義木雕的榮景。
苗栗縣近年來積極發展觀光產業，每年固定舉辦三義國際木雕藝術節、桐花
季等活動，2012 年更首度舉辦苗栗國際煙火節。然而，三義木雕受到大陸廉價
製品傾銷的影響，外來觀光客對於木雕街出現充斥大陸製品的負面印象，為改善
並增加木雕師父的工作機會與傳承，相關的認證制度及活動舉辦應運而生。由苗
栗縣文化國際觀光局主辦，苗栗縣立木雕博物館協辦，共同規劃並執行了兩項認

19

證制度，分別為木雕工藝師認證制度及三義木雕誠實店家認證制度。
在木雕工藝師認證制度的部份，由於三義地區的木雕師傅感受到台灣目前最
具代表性的工藝認證-台中大墩工藝之家（雕塑類組），木雕只是其中一個項目，
全台並沒有一項木雕工藝專用的認證制度，且工藝之家認證的取得相當地困難，
因此，三義木雕協會楊江山會長最早在台苗栗縣鄉民大會提出，三義地區木雕師
傅希望木雕工藝能夠有自己的獨立認證制度，除了能夠保障三義地區木雕師傅的
工作外，木雕師傅也可以透過被認證的榮譽而有機會到各社區大學授課。
後來，由苗栗縣政府提供資金，苗栗縣立木雕博物館負責規劃與執行，推動
了木雕工藝師認證制度。目前此認證制度執行的方式為，初審繳交書面資料，審
核該木雕師傅工作的年資和比賽經驗，以完成初步的篩選，而複審則包含現場的
創作，木雕師傅需要攜帶自己的作品一件，並至現場親自完成一件創作。現場創
作的地點為三義木雕博物館，由博物館安排及邀請資深的木雕師傅和學術界學者
做為公正的評審。
另一方面，有關誠實店家認證制度的提倡，起因於 2012 年觀光局舉辦「台
灣十大觀光小城 PK」活動，網路票選過程中「苗栗縣三義木雕城」 獲得領先
的高票，但最後因為評審認為三義鄉雖具有濃厚的木雕手工藝文化觀光特色，但
是商店街中卻充斥大陸製的劣質品，導致觀光客常有受騙的情形發生而落選。劉
政鴻縣長認為這次的落選已損害三義木雕的聲譽，需要積極改進以挽救三義鄉的
觀光形象。三義鄉徐文達鄉長就表示：「經濟開放、國際貿易自由的市場環境，

三義勢必要面對大陸產品來台灣販賣的事實，這是無法被改變的，而我們可以做
的就是將選擇權還給消費者」。因此，隨著市場開放，台灣各地過去壟斷市場的
產業競爭力均備受挑戰，三義木雕產業亦無法拒絕大陸製品的進口，所以希望藉
由認證制度的推動，在三義地區產生自然的淘汰機制，除了將選擇權還給消費者
之外，也能夠協助三義地區木雕業者提昇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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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劉政鴻縣長與徐文達鄉長積極地推動下，苗栗縣政府遂於 2012 年 5 月舉
辦首屆誠實店家認證制度，起初的準則是商家所販賣的商品中邀有七成以上是台
灣製造的，才會被認證通過，後來認為這樣的準則很容易藉由作弊行為即達成。
而且，三義木雕產業除了大陸的商品還有日本、越南等其他國家的商品，因此，
限制台灣製造的木雕品比例，會阻礙國際化發展。最後大家決定以「誠實標示」
為認證要點，要求店家在每樣商品上清楚標示木頭來源、產地、木雕師傅即可，
即使全店通通賣中國貨，但只要誠實標示也可以獲得認證。
目前誠實店家認證制度由木雕博物館規劃執行，一年兩屆於 5 月及 11 月
舉行，凡三義地區擁有政府登記合格從事木雕產品銷售的店家均可向木雕博物館
報名。向木雕博物館報名附上書審資料作為初審，再由博物館洽談相關領域的專
家學者、木雕師傅做評審，實地到店家訪查以完成複審的程序。 首屆共有 16 間
店家報名，共 15 間店家通過認證，三義鄉共有 200 多間木雕店家林立，因此，
認證制度的推動還有待推廣。推動誠實店家認證制度採取「申請」而非「強制」，
未來三義鄉公所會統一針對誠實店家幫助行銷，透過消費者認明誠實店家使得通
過認證的店家業績獲得提昇，促使未申請的店家加入申請，逐漸改善三義鄉木雕
產品資訊不透明的問題，預計三至五年後三義地區將會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商店參
加認證制度。三義木雕協會楊會長就表示：
「雖然三義木雕在十大觀光小城的競

賽中名列前茅，但是，卻因為有一些大陸貨的影響而受到傷害。因此，誠實店家
認證制度的推動最終應該對商家有很大的幫助。不過，這方面要推展成功，也有
賴於政府的支持」。
徐文達鄉長也表示，在財政允許的範圍之內，鄉公所會儘量做好上述的措
施，但若財政不允許，則會再向上層交通部觀光局、客委會等單位申請補助。近
年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大家討論的重點，文化部及交通部觀光局也試著積極推動各
項政策及活動協助台灣在地文化產業的發展。不過，或許因為中央層級相關人員
對於地區業務並不十分瞭解，因此，有些政策與措施似乎沒有產生很大的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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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三義木雕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三構面分析
前一部分說明三義木雕發展和轉型的演進過程。以下將藉由 Cooke (2001)
所論及的區域創新系統三構面：
（1）基礎建設構面－地方政府在財政上和區域發
展政策上的自主性；
（2）制度構面－合作文化和學習的氛圍；
（3）組織構面－政
府單位、研究機構、企業及大學等彼此之間的關係，來分析三義木雕區域創新系
統的潛力。
（1）基礎建設層面
自從裕隆汽車實行廠辦合一並在三義設廠之後，不 僅 催 生 了 三 義 交 流 道 ，
也因三 義 交 流 道 的 開 闢 ， 促 使 三 義 地 區 木雕商家紛紛遷移到水美街、沿尖豐
公路兩側的木雕街，成為我國重要的木雕藝品集散地之一。當年地方政府以三義
交流道的開通，做為爭取裕隆汽車到三義設廠交換條件，雖然並非完全以三義木
雕產業的發展做為考量，但可顯現的是三義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府到地方進行基
礎建設的影響力。
另一項帶動三義木雕產業展現新氣象的重要基礎建設，就是三義木雕博物館
的設立，1990 年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依據「加強文化建設」方案重要建
設事項，擇定苗栗縣以三義木雕為地方特色，設木雕專題博物館做為地方
特色館，且於 1992 年列入國家建設六年計畫的重要文化建設專案，撥款
五千萬，於 1995 年正式落成啟用，之後文建會更撥款六千萬元，於 2003 年
完成二館的擴建工程。三義木雕博物館的成立目的是為了扶持逐漸沒落的木
雕產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當時的三義木雕產業受到大陸低價產品進口以及產業
外移的影響之下，業者們希望政府能夠提出改善他們生活及發展空間的計畫，因
而設立。而三義木雕博物館的成立，也協助了在其周圍營造出新的木雕聚落
「神
雕村」，成為水美木雕街之外的另一條木雕街，相較於水美木雕街，神雕
村較沒有車馬的喧囂，且店租相對便宜不少，因此，有許多小型木雕工坊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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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地從水美木雕街遷移至此(楊順發，2011)。
因此，從整個基礎建設層面上的情形來看，三義地方政府能夠了解地方
的需求，並且發揮其影響力，然而，在基礎建設的構思上，三義地方政府仍然
受到中央政府很大的規範，而在自主性方面顯得不足。
（2）制度層面
而在制度層面上，三義地區有許多木雕相關的協會團體，包括三義木雕協
會、台灣木雕協會，以及水美商圈產業發展協會。其中三義木雕協會在整個三義
木雕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三義木雕協會成立於 1999 年，
成立的最主要原因，乃是當時的首屆會長邱仕福先生察覺到進口木雕品大量湧入
台灣，導致三義木雕產業遭受遭到空前的危機，因此，希望三義地區的木雕師傅
們能夠團結起來，以群體的力量捍衛本土木雕師傅的權益，因而創立此協會。而
協會成立至今已有將近 15 年的時間，會員們之間和諧無隙，除了自行會舉辦展
覽之外，也會協助地方政府承辦大型活動來推廣三義木雕，像是承辦三義國際木
雕藝術節活動。
而能夠促進三義地區的互動學習氛圍或是合作文化，最重要的角色莫過於是
土生土長的三義鄉鄉長徐文達先生。徐文達先生因為在地的背景，深耕三義鄉的
木雕文化，因此，能夠很順利地與當地木雕師傅建立信任關係，也因為曾擔任過
苗栗縣政府的國際文化觀光局長，也有舉辦過三義國際木雕藝術節這種大型活動
的經驗，對於各方資源的整合、意見的溝通，也更能夠得心應手。他本身也鼓勵
各個景點和商圈各自成立協會，並且分工合作來共同舉辦地區性的觀光活動。也
因為徐文達先生的存在，成功地在三義地區營造出一個讓政府單位、博物館、協
會與木雕師傅之間正向合作溝通的氛圍，此點應有助於提昇產業群聚中互助學習
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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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組織層面
在組織互動與學習這個層面上，首先，在產學合作方面，三義木雕陶瓷博物
館肩負推廣與教育的使命，積極推動三義木雕產業和學校的合作，早期主要是邀
請大學藝術學院的教授，到三義地區來教導木雕師傅美學的相關知識，後期則是
請木雕師傅將他們的技術傳授給藝術學院的學生，使得木雕技藝得以傳承下去。
另一方面，教育部為落實高等技職回流教育與終身學習之目標，由推廣教育中心
規劃了「大學前 40 學分」之學分班，讓一些沒有高中學歷的木雕師，在修滿學
分後即擁有就讀大學的資格，而三義地區的很多木雕師傅都有參與此學分班，並
且在修完學分班後進入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就讀，未來這些木雕師也計畫與亞太創
意技術學院合作開設木雕相關課程，希望藉由雙方的產學合作，能夠提昇木雕師
傅的創新能量，並且讓木雕技藝能夠持續不斷的傳承下去。
在產官合作方面，如前所述，三義鄉鄉長徐文達先生是土生土長的在地人，
對於在地木雕產業有很深的淵源與了解，因此，能夠很順利地與當地木雕師傅或
是協會建立信任關係，使得地方政府與產業的合作上能夠順暢且有效率地進行，
例如，他鼓勵優良店家明定木雕品來源的「三義木雕誠實店家認證」制度、提昇
木雕工藝創作者榮譽的「台灣木雕工藝師認證」制度，以及自 2001 年迄今，每
年都舉辦的「三義木雕國際藝術節」，都是產官良好互動合作之下的成果。
在企業間的合作方面，裕隆汽車自廠辦合一，搬遷到三義之後， 便 開 始 與
三 義 木 雕 產 業 比 鄰 而 居 。 該公司站在回饋鄉里和保有台灣固有文化的立場，
自 1997 年起開始辦理「裕隆木雕金質獎」，近年來則是擴大舉辦，並且更名為
「裕隆木雕創新獎」，提供豐厚的獎金鼓勵木雕師傅持續不斷的創作，將木雕藝
術不斷地傳承下去，而此競賽除了能夠增加木雕師傅作品曝光的機會、幫助推展
三義木雕產業外，也能夠提昇裕隆汽車在三義當地企業形象，達到一個雙贏的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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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間互動學習這個層面上，整體看來，三義地區因為沒有相關的研究機
構，因此，並沒有產研的合作關係存在，三義地區雖然也沒有高等教育大專院校，
甚至連中等教育學校也沒有，因此，沒有實際的產學合作創新。不過，在木雕博
物館的積極努力下，會邀請大學相關科系教授，前來三義教導木雕師傅有關美學
知識，或是讓木雕師傅回到校園傳授木雕技藝給的相關科系的學生。此外，近年
來則是有不少的木雕師傅選擇到鄰近大專院校去進修，以提升創新創作能量。

第二節 鶯歌陶瓷產業個案
壹、鶯歌陶瓷產業的發展
鶯歌地區因位於大漢溪下游，擁有豐富的「大湳土」，而這種土壤黏性高，
非常適合做陶器，使得鶯歌地區發展出陶瓷產業。本研究將鶯歌陶瓷產業的發展
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
（1）黃金成長時期、
（2）陸貨傾銷景氣衰退時期，
以及（3）轉型期。
（1）黃金成長時期
民國五零年代，政府在台灣光復十年後開始實施相關政策，致力於協助鶯歌
地區陶瓷產業生產工業化，因而造就鶯歌陶瓷成為我國最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產業
地區之一。
影響鶯歌陶瓷發展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便是瓦斯管線地下化，傳統燒製陶
瓷窯場所使用的燃料（例如，燃煤、重油等）
，皆有燃燒火力不穩定的問題，限
制了鶯歌陶瓷的產量與品質。臺華窯負責人呂兆炘在訪談中提到：
「有一個最大

的轉捩點，就是在政府引進天然瓦斯並且把瓦斯管線地下化，由於天然瓦斯的引
進，改變了陶瓷的設計與生產的流程，也改善了鶯歌地區的空氣品質，使得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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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再是天空灰濛濛的工業城市。」
有了高生產效率和高產品品質的生產方式之後，鶯歌陶瓷產業開始以工業化
的方式大量生產各式陶瓷，除了一般生活陶瓷，還有工業、衛浴陶瓷等等，而這
些大量生產的必需品類型陶瓷遂成為帶動鶯歌陶瓷產業發展的主力，卓明順工作
室負責人卓明順說：
「鶯歌當時最大的兩個產業，一個是瓷磚、馬賽克，另外一

個是衛浴設備，這兩個產業是鶯歌的主要產業」。當時鶯歌地區商家主要代工生
產仿明朝、清朝、宋朝的白胚瓷器，那個時候也正好有大量的國外丁單，讓倚靠
代工生產的鶯歌陶瓷產業賺進了大量外匯。臺華窯呂兆炘說：「在那個時候你根

本不知道錢是怎麼賺的，你只要坐著接代工，就有錢可以賺」
。除了代工生產外，
國外廠商也會同時到鶯歌購買大量白胚，以帶回國自行加彩製作仿古瓷器。低廉
的生產與勞工成本使鶯歌陶瓷賺進大把銀子，但這樣的代工模式也在大陸經濟開
放後，面臨了極大的挑戰。
（2）衰退時期
鶯歌陶瓷產業的發展，在 1980 年代之後受到整體政經環境改變以及大陸市
場開放的影響，使得鶯歌陶瓷產業開始面臨了衰退的危機。
1980 年代後期，台灣地區的平均工資上漲，使得原先倚靠代工方式生存的
陶瓷廠商受到嚴重衝擊，加上這些廠商多數為中小企業，因此，只有出走到勞動
成本較便宜國家（例如，中國大陸、東南亞等）找出路。其中以衛浴用、工業用
陶瓷受到的影響最大。
過去由於政治區域隔離上的關係，大陸陶瓷製品不會在台灣市場上一同競
爭，然而，在 2001 年，台灣與大陸同年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之後，便意
味著國際貿易的開放與自由化，陶瓷類商品因而開始受到大陸進口製品的競爭。
臺華窯呂兆炘認為大陸製品的競爭對於鶯歌陶瓷產業影響甚大，他表示：「藝術

陶瓷方面，我國政府還有管制大陸製品的進口，因此，還能維持競爭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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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用品陶瓷完全開放，所以這部分就幾乎不太有競爭力」；卓明順工作室
負責人卓明順也表示：「如果你做比較高單價的創作東西，那大陸根本就不可能

跟你有競爭」。
(3) 轉型期
經過 1980、1990 年代大陸製品傾銷的挑戰，鶯歌地區陶瓷廠商都認知到，
唯有致力於創新與轉型才能夠與大陸製品產生區隔，且持續生存下去。因此，鶯
歌地區的陶瓷廠商紛紛轉型成不同的樣貌，有些業者成立個人工作室，致力於個
人的創意與創作，並透過博物館展示及競賽來提升曝光與知名度（例如，卓明順
工作室、存仁堂），另一部分則以明確的定位與商業模式，搶占不同族群的市場
（例如、台華窯、傑作陶藝）。
此外，近年來政府及民間單位積極合作並投入一些資源，來協助鶯歌陶瓷產
業的轉型，其中主要的包括鶯歌陶瓷博物館的設立和鶯歌燒品牌計畫的推廣。
鶯歌陶瓷博物館（以下簡稱陶博館）在 2000 年正式開館啟用，是我國第一
座陶瓷主題博物館。目的是為了保存並傳承台灣陶瓷文化，提升鶯歌地區陶瓷發
展，陶博館會定期舉辦展覽與競賽協助在地工作者的作品曝光。卓明順工作室的
卓明順表示：「陶瓷博物館的成立，對於鶯歌產生很大的轉變，它會引進許多國

外的陶藝創作資訊，也提供工作者創作很大的發揮空間。如果創作者的作品在陶
博館展出，或在它們在陶博館的競賽中得獎，那麼都可以衍生出很大的效益」，
傑作陶藝的許元國也表示：「不出國就讓我們可以每一年看到那麼多國外的作

品，幫助實在是太大了，還有，弱勢小孩子從陶博館了解到陶瓷的美，未來就懂
得如何買瓷器、欣賞瓷器，不會再像目前台灣大多數的家庭，所用的盤子、馬克
杯都是外來品，湊不齊一整套」。。
另一方面，為了提升鶯歌陶瓷的產地形象，新北市政府 2008 年推出「鶯歌
燒品牌計畫」，規劃透過統一在地品牌的塑造來推廣鶯歌陶瓷。不過，傑作陶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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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元國所說：
「立意很好，但推廣不是很順利。也許因為設計上有一些錯誤吧！」
。

貳、鶯歌陶瓷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三構面分析
前一部分說明鶯歌陶瓷發展和轉型的演進過程。以下藉由 Cooke (2001)所論
及的區域創新系統三構面：
（1）基礎建設構面－地方政府在基礎建設方面之財政
上和區域發展政策上的自主性；
（2）制度構面－合作文化和學習的氛圍；
（3）組
織構面－政府單位、研究機構、企業及大學等彼此之間的關係，來分析陶瓷發展
區域創新系統的潛力。
（1）基礎建設構面
在基礎建設層面上，行政院早在 1995 年曾研擬「鶯歌國際陶瓷城」的規劃，
規劃將鶯歌以每五年為一個階段，分短、中、長三期分期分區發展，以十五年時
間逐步推動鶯歌之軟硬體建設，其中包括興建鶯歌陶瓷博物館、鶯歌陶瓷藝術園
區、鶯歌新車站，以及鶯歌陶瓷老街重劃等，讓過往一度因受到大陸低價產品進
口以及產業外移影響，而逐漸沒落的鶯歌陶瓷產業，在政府經費的投注之下，有
了新的轉型契機。其中比較有成效的應該是鶯歌陶瓷博物館，以及鶯歌陶瓷老街
的重劃。
鶯歌陶瓷博物館自 1988 年倡議興建，但是一直到 2000 年才正式開館啟用，
是台灣第一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專業博物館，具有教育推廣、提升鶯歌陶瓷產業與
地方文化等功能。陶博館的成立，除了剛好銜接上了鶯歌陶瓷產業逐漸沒落，被
迫轉型的時間點之外，更重要的是，陶博館的成立形塑了鶯歌地區成為一個兼具
陶藝創作、藝術展示，以及產業教育的重要產業聚落(林炎旦，2011)。而鶯歌陶
瓷老街的重劃，則是在行政院擬定鶯歌國際陶瓷城的規劃之後，在新北市政府配
合城鄉風貌重整及經濟部商業司經費補助之下，於 2000 年正式落成啟用(游冉
琪，2006)，陶瓷老街的重劃，成功的吸引觀光人潮，也吸引不少陶藝家進駐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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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工作室。
（2）制度層面
在制度層面上，目前在鶯歌地區有許多陶瓷相關協會，例如，早期成立的鶯
歌陶瓷藝術發展協會、新北市鶯歌區陶瓷文化觀光發展協會，以及近期甫剛成立
的陶瓷釉藥研究協會等等，皆希望透過各種活動的舉辦來發展鶯歌地區的陶瓷產
業，同時促進陶藝業者之間的合作，不過，整體來說，鶯歌地區似乎缺少了整合
者的角色，以致於在協會社團等資源上的整合，似乎功效仍不彰。
（3）組織層面
有關組織間的互動學習層面上。在產官合作方面，地方政府與陶博館積極合
作主辦各種展覽活動與大型國際競賽，例如，
「國際陶瓷嘉年華」、「臺灣國際陶
藝雙年展」
，除了希望吸引人潮之外，也希望能夠引進最新的國際創作資訊，以
提升在地工藝家與店家的創意思維與展示空間；另一方面，也想要透過邀請國內
外陶藝家來鶯歌駐村的「臺灣陶藝駐村計畫」
，讓駐村陶藝家能夠與在地陶藝家，
無論在技術上、概念上或是想法上都能產生交流。
陶博館設立的陶瓷學院，會針對不同的目標對象舉辦不同的講座、課程或是
研習營，例如針對一般大眾遊客、學校師生、社區居民的推廣教育開設有陶藝研
習室 DIY 體驗課程、園區假日示範體驗課程；而陶瓷技藝研習系列課程、種子
教師研習、國際工作營、陶藝專題講座等專業進修課程，參與課程的學員則多為
國內陶瓷相關的工作者，像是經營工廠、店鋪、個人工作室等，此外，陶瓷學院
也會舉辦國際研討會、國際論壇、主題研究，以及國際展覽資訊之分享交流。個
案卓銘順工作室的負責人卓銘順就表示，過去在學校所受的陶藝教育當中，很少
有一門課程是在教導陶藝家如何來販售一件作品，以及如何規劃陶藝家自己的藝
術生涯，卓銘順認為陶博館正好扮演這樣的角色，開設像是商業設計與行銷的課
程，讓陶藝家學習如何跳脫製造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與陶博館也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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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鶯歌燒的品牌建置計畫，希望透過發展共同品牌上的努力，重現鶯歌陶瓷的
榮景。
雖然地方政府與博物館為了推展鶯歌的陶瓷產業，積極主辦各種不同的活
動，但仍然有不少陶瓷業者對於陶博館和國際陶瓷嘉年華活動有諸多的抱怨，例
如，有些業者認為陶博館位於鶯歌，理應多照顧鶯歌在地的陶藝家，但是陶博館
卻一天到晚在館內展示國外藝術家的作品，長期忽略了在地的陶藝家；此外，也
有些業者抱怨，陶博館設立之後，反而縮短了遊客駐足在陶瓷老街的時間，甚至
陶博館竟自行開設禮品店，搶走了一些陶瓷老街店家的生意(吉台生，2011)。另
一方面，也有不少陶瓷業者提到，近年來舉辦的嘉年華活動，所展示的都是國際
性的作品，而舉辦活動的地點距離老街也有一段距離，主辦單位甚至還開放外縣
市的人能夠來承租攤位，販售外地的產品，因此，讓整個嘉年華活動能夠給予在
地陶瓷業者的實質幫助並不大(謝佳君，2011)。至於鶯歌燒的品牌建置計畫方
面，陶瓷業者普遍認同地方政府與陶博館的立意，也期待透過鶯歌燒能夠再創鶯
歌陶瓷的榮景，不過，卻因為中央政府欠缺跨部門的團隊，以及地方政府經費不
足等問題，而使後續的推廣成效並不明顯。
在產學合作方面，一般而言，台灣的陶瓷教育並不完整，即使是在鶯歌地區，
也只有鶯歌高職設有陶瓷工程科提供陶瓷教育課程，而整個台灣的大學中，似乎
也只有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的雕塑學系，提供大學及研究所的進修課程，雖然，有
些陶藝家會選擇到臺灣藝術大學的相關科系去進修，以提升創作能量，或是藉由
到大學去擔任講師的機會，發掘一些具有潛力的人才，不過，整體看來，鶯歌陶
瓷產業在產學合作創新上明顯不足。
在產研合作上，鶯歌地區並沒有研究機構，因此，在產研合作上的創新成果
並不多，就算有合作的機會似乎也是短期的、針對解決特定問題的合作關係，例
如，個案存仁堂就曾與中央研究院物理研究所，合作開發出一種能夠將陶瓷與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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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這兩種不同媒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黏著技術，不過在技術開發完成之後，似乎
也沒有持續下去的合作關係，因此，在鶯歌地區在缺乏研究機構的狀況之下，能
有長期的產研合作關係並不多。
在企業間的合作上，鶯歌地區的陶瓷業者雖有各自不同的產品定位，以及目
標客群，但是在市場上的競爭還是非常激烈，因此，同業之間的合作並不多見；
此外，大部份的業者都採用從拉坯、彩繪、上釉、窯燒，到銷售的「一條龍」生
產方式，導致上下游廠商之間緊密的合作關係也不多。另一方面，有少數業者會
選擇異業結盟的跨界合作方式，例如，個案臺華窯，邀請各行各業的藝術家可以
進駐到店裡來創作彩繪陶瓷，並且提供藝術家多樣化的陶瓷坏體、釉彩，以及專
業上的技術指導。臺華窯與駐店藝術家的合作過程中，會互相地激盪出許多新的
想法，臺華窯也因此得以開發出更多新的釉藥配分或是窯燒方式，來解決不同藝
術家在彩繪陶瓷時所遭遇到的各式各樣問題，以提高陶藝創作的層次。
在組織間的互動學習這個層面上，整體看來，因地方政府與博物館積極推展
鶯歌的陶瓷產業的情況下，有許多的產官合作關係產生，雖然有些合作的情形在
雙方認知的差異和資訊不對稱之下，不全然對雙方都是有正面的幫助的；另一方
面，鶯歌地區沒有相關的研究機構與大專院校，因此，產學研合作的關係並不多
見；也因為市場上的激烈競爭，以及一條龍的生產方式，在同業間、上下游廠商
間的合作創新的成果也較為不足；另外，則是有業者選擇以異業結盟的方式，提
升自己的創新能力。
比較三義和鶯歌兩個區域創新系統案例，三義的案例似乎顯示出較高的區域
創新系統發展潛力。有關兩個區域創新系統發展潛力的比較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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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三義木雕與鶯歌陶瓷區域創新系統發展潛力比較圖
區域創新系統元素

三義木雕

鶯歌陶瓷

基礎建設層面

中

中

地 方 政 府 在 財 政 上 和 區 1990 年行政院文建員會
域發展政策上的自主性
依據「加強文化建設」
方案重要建設事項，擇
定苗栗縣以三義木雕為
地方特色，設木雕專題
博物館做為地方特色
館，於 1995 年正式開館
啟用。地方政府以三義交
流道的開通，做為爭取裕
隆汽車搬遷到三義的交
換條件。

自 1995 年行政院研擬
「鶯
歌國際陶瓷城」的規劃之
後，逐步推動鶯歌之軟硬
體建設，包括興建鶯歌陶
瓷博物館、鶯歌陶瓷藝術
園區、鶯歌新車站，以及
鶯歌陶瓷老街重劃等。

制度層面

高

中

合作文化和學習的氛圍

三義木雕協會會員之間
和諧無隙，以及三義鄉鄉
長徐文達先生能夠成功
營造出一個讓政府單
位、博物館、協會與木雕
師傅之間正向合作溝通
的氛圍與文化。

雖有許多陶瓷相關協
會，但缺少一位整合者，
來整合這些協會社團的
資源和力量。

組織層面

高

中

產官合作

「三義木雕誠實店家認
證」
、
「台灣木雕工藝師認
證」，以及「三義木雕國
際藝術節」，都是產官良
好互動合作下的成果。

地方政府與陶博館積極
合作主辦各種展覽活動
與大型國際競賽，例如，
「國際陶瓷嘉年華」
、
「臺
灣國際陶藝雙年展」，以
及「臺灣陶藝駐村計
畫」，另外還有推廣地域
品牌的「 鶯 歌 燒 品 牌 建
置計畫」
，以 及 陶 瓷 學
院所舉辦的各式課
程。

產學合作

早期：藝術學院教授到三 並不熱絡。
義地區來教導木雕師傅 有些陶藝家會選擇到臺
美學的相關知識。
灣藝術大學去進修，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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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請木雕師傅將他們
的技術傳授給藝術學院
的學生。
近期：木雕師傅到亞太創
意技術學院進修、計畫共
同開設木雕相關課程。

升創作能量，或是藉由到
大學去擔任講師的機
會，發掘一些具有潛力的
人才。

產研合作

無。

有一些合作。
個案存仁堂與中央研究
院物理研究所，合作開發
出一種能夠將陶瓷與琉
璃這兩種不同媒材緊密
結合在一起的黏著技術。

企業間合作

裕隆汽車自 1997 年起開
始辦理「裕隆木雕金質
獎」，於 2007 年擴大舉
辦且更名為「裕隆木雕創
新獎」。

並不熱絡。
個案臺華窯選擇異業結
盟的跨界合作方式，邀請
藝術家駐創作彩繪陶
瓷，以提升創新能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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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組合個案研究的結果，本研究得到了以下的主要發現：
(1) 不論是三義木雕或者是鶯歌陶瓷地區，皆受到大陸低價產品進口以及產業外
移的影響，而被迫需要轉型成為以更強調創意創新為主的經濟型態。
原本大多從事代工生產的三義木雕和鶯歌陶瓷產業，在面對全球化的趨
勢、國際貿易的開放，以及大陸開市場放投資之後，導致許多的木雕或者是
陶瓷生活必需製品，快速的被大陸製品所取代，因此，無論是三義木雕或者
是鶯歌陶均被迫轉型生產較具創意創新的藝術類型產品，並且朝向產業觀光
化的方向發展，方能持續生存下去。
(2) 不論是三義木雕或者是鶯歌陶瓷，地方政府在此種（手工藝）區域創新系統
的發展上，資源自主性都不高。
雖然在三義的案例中，發現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府到地方進行基礎建設
的決策具有影響力，但整體而言，兩個區域的發展基本上還是依照中央政府
所制定的政策和規劃下來進行發展。
(3) 不論是三義木雕或者是鶯歌陶瓷地區，在轉型與創新的過程中，地方政府、
協會與博物館都扮演了重要的整合者角色。
從三義的案例可以發現，三義鄉鄉長徐文達先生，因為在地的背景，深
耕三義的木雕文化，對於在地木雕產業有很深的淵源與了解，成功的扮演著
一個整合者的角色，在三義營造出一種在政府單位、博物館、協會與木雕師
傅之間正向合作溝通的氛圍與文化，有助於提昇產業群聚中互助學習的力量
及政策的推行。然而，在鶯歌的案例裡，似乎就缺少了一位這樣的整合者，
來整合像是博物館、協會、商圈及陶藝家等各方的資源和力量，導致鶯歌陶
瓷產業群聚的凝聚力並沒有來的特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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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無論是三義地區或者是鶯歌地區都設有博物館，且博物館的
成立，都剛好銜接上在地手工藝產業遭受大陸低價產品進口以及產業外移的
影響之下，被迫轉型的時間點。此外，博物館亦與地方政府積極合作主辦各
種展覽活動與大型國際競賽，除了能夠吸引人潮之外，也能夠引進最新的國
際創作資訊，以提升在地工藝家與店家的展示空間與創意思維。因此，博物
館的設立，對於三義木雕或者是鶯歌陶瓷朝向產業觀光化、產品藝術化的發
展方向，具有非常大的實質幫助。
(4) 不論是三義木雕或者是鶯歌陶瓷地區，都因為沒有相關的大專院校與研究機
構，而缺少了產學研合作創新，並且創新上所需要的人力資源亦明顯不足。
台灣的木雕與陶瓷教育並不完整，而在這兩個地區裡也都沒有大專院
校，在鶯歌也只有中等教育學校鶯歌高職設有陶瓷工程科提供陶瓷教育課
程，在三義甚至連中等教育學校都沒有。在三義的案例中，雖然與鄰近地區
的大專院進行有產學合作，但是創新效果並不顯著，因此，在兩個案例中都
有工藝技法傳承的問題，在創新上所需要的人力資源亦不足。
(5) 我國中央政府對於此種（手工藝）區域創新系統的資源投入與政策支援都明
顯不足。
在兩個案例當中都可以發現，我國中央政府在這種同時結合城鄉與產業
發展的區域創新系統上，除了投入免顯不足之外，也欠缺跨部門的團隊來擬
定和執行相關的政策，導致後續有西推動計畫的推行成效並不好（例如，鶯
歌燒的品牌建置計畫）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中央政府針對地區性手工藝產
業的具體優惠政策很少，甚至把過去習慣用以評估一般製造業的補助評估標
準，套用在手工藝產業上，讓許多業者或藝術家任為這樣的補助機會並沒有
辦法真正滿足他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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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區域創新系統的觀點來探討創意城鄉與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並以三義（木雕）與鶯歌（陶瓷）兩城鄉的手工藝產業做為深入實證
研究的對象，試圖來理解這種同時結合城鄉與產業創新的發展的運作與關鍵活
動。
初步研究結果顯示，無論是三義木雕或者是鶯歌陶瓷地區都受到產業外移與
大陸低價產品進口的影響，從原本以代工生產的營運模式，被迫需要轉型成為以
更強調創意創新為主的型態。在轉型發展創新的過程中，雖然可以發現，地方政
府、產業協會以及在地博物館都盡力發揮其整合者的角色，協助了創造了一些商
家及個人創作家之學習與發展的空間。不過，也因為所研究的這兩個地區，都不
存在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因此，整體的創新能力並不夠好，一旦碰到低成本的
外來競爭者，就陷入了困境。本研究也點出了，我國中央政府在這兩區域的轉型
創新過程中，似乎不論資源上或是政策上都沒有足夠的投入與施力。

第二節 建議
從本研究所得到的發現與結論來看，除了建議手工藝文創廠商本身要開始思
考創新的發展機制與能力建構之外，我國的中央政府也應該積極地考量，如何更
有效地來協助地區性的產業之發展？如何訂定更有效的區域創新政策？如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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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更瞭解在地經濟？？如何與地方政府有更緊密的互動與整合？
而就學術研究的角度而言，過去有關區域創新系統的研究，似乎都較偏向科
技製造業方面的探討，然而，非科技製造業，例如，像是這類結合城鄉與產業發
展的文化創意產業，其相關的區域創新系統之研究仍然不多，因此，後續研究者
可以多投入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就不同類型的區域創新系統來進行比較。此外，
過往的區域創新系統之研究，幾乎都是從供給面來探討，因此，也可以特別從需
求面、使用者的角度來研究。此外，如何讓中央層級的政策更能夠貼近地區產業
的需求，也值得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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