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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創意或文化創意產業自 2002 年起，逐漸受到公部門的重視，世界各國

的國家政策與地方經濟發展，對於推動創意產業或文化創意的相關規劃，也都

投入大量資源，以期能提升國家、產業競爭力，增加與文化創意相關之產值、

創造地方特色文化產業、提高民眾的文化質感、深厚文化內涵等目標。臺灣在

文化、創意及相關產業上的發展重點，藉由公部門對相關活動、計畫、產業的

補助與投資趨勢，以及行政院的「文化創意發展法草案」可以窺見一二。在文

化、藝術的補助或產業的投資上，近年發展的趨勢略為倚重後者，因此容易產

生推動文化創意的目的與根本意義，以及相關活動規劃與相關產業發展的重點

出現落差，也容易造成資源分散而難見成效的結果。反觀世界各國許多成功的

案例，都值得借鏡、參考，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此重新檢視、省思目前文

化、創意、產業的規劃方案與推動發展現況，並以夏荊山居士的書畫藝術為

例，作為未來推動、補助與發展相關規劃方案與具體作為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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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或簡稱文創產業，自 2002 年以來即

被納入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一。但世界各國早在 1930 年代至 20 世紀末期，皆

陸續制定並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政策，並投入各種資源以提振經濟發展；

例如，英國 Tony Blair 內閣於 1997 年成立的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即為國家層級推動文創產業政策的先驅之一。與

此同時，美國、歐洲、亞洲諸國也逐漸重視文創產業的發展，透過相關法規、

政策的制訂，輔導或鼓勵各式文化與創意產業，將各國各具特色的文化、藝

術、創意、內容與產業結合，創造加值與價值提升的效果。 

臺灣將相關的產業與項目定名為「文化創意產業」，但「文化創意產業」一

詞，實是結合了文化、創意、產業三個不同面向的意義與內涵，也具備不同的

核心價值與解讀方式。一般來說，文化與創意相較於產業，是較為無形的資

產，朱宗慶稱之為「隱性」價值（溫肇東、蔡淑梨，2015：4），例如美學、藝

術、書畫、文學、戲劇等；而加入產業後，則是將這些隱性的價值加以轉化與

加值，進而成為可以大量生產、流通、行銷與販售， 後產生利潤、創造商

機、增加就業機會的經濟活動。 

依據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文化部，2015）所制訂之定義：「文化創

意產業，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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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產業：

一、視覺藝術產業；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三、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

產業；四、工藝產業；五、電影產業；六、廣播電視產業；七、出版產業；

八、廣告產業。 九、產品設計產業；十、視覺傳達設計產業；十一、設計品牌
時尚產業；十二、建築設計產業；十三、數位內容產業；十四、創意生活產

業；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十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

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5）對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定義為：

「涵蓋一組知識型活動，通過創意及以智力資本為基本投入要素，而生產具文

化、藝術和創意內容的產品和服務。」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2015）更將

之稱為「文化藝術與創意產業」，其內容包含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創意產業與

文化區。從以上定義的內容，不難看出文化創意產業涵蓋許多不同的專業領

域，在相關活動與產業的推廣上，實應投入更多專業的規劃與研究，以期各領

域與產業能夠適性發展。 

文化與創意所包含的內容和領域甚廣，缺乏產業的加值與經濟規模，文化

創意是純粹的情緒抒發、創意發想、心靈觸動等表現。人們透過生活、經驗、

智慧的累積，結合創意與技藝加以展現， 終發展出藝術欣賞、美學品味，

後匯聚成為一群人或一個民族的文化底蘊以及核心價值。相對來說，產業如果



缺乏文化與創意的加值與內涵，在大量的複製與生產的結果，雖然可能帶來可

觀的產值與營收，但創作與藝術作品則因大量複製、生產便利，因而稀釋了其

可以被品味、鑑賞、收藏的價值，而成為單純的商品。朱宗慶指出發展文化創

意得倚靠「文化底蘊與文化核心的原創性」（溫肇東、蔡淑梨，2015：4），也因

為這些重要的根基，才能為相關的產業發展，帶來相互輝映與加成的效果。 

綜觀各國文化、創意與產業的發展，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方向，一是以美

學、藝術與相關活動形式為主的「文化創意活動」：透過藝文活動、創意發展等

文化性、藝術性、精神性的價值，融入大眾的日常生活中，以提升民眾對於文

化與創意的鑑賞與品味能力；另一個方向，則是應用現有的文化元素、文化活

動等相關素材，透過創意、設計、管理、行銷、營運等方式，創造就業機會，

附帶著營收與盈利的「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與產業彼此相輔相成，雖然

所重視的面向與發展的概念有所差異，但卻可以彼此支持、相互仰賴。透過彼

此的融合，將文化與創意的隱性價值，以及產業化的實質價值加以發揮，一方

面產業藉由文化與創意的加值，而產生更多元的發展並展現各自的地方與文化

特色，得以和其他產業產生特殊性與區隔性；另一方面，這些商業化、產業化

的文化與創意，得以獲得更多實質的能量、人力與經費的挹注，進而保存、維

持、傳承這些與文化息息相關的資產、傳統與素材。 

一、文化匯流 

我們日常生活中普遍地使用「文化」一詞，但卻很少有機會對這一詞彙的

定義與內涵加以討論。朱宗慶指出「文化是生活的累積，是創意的泉源，再透

過藝術的淬煉，以不同的載體和表達方式，引發心靈的觸動。」（溫肇東、蔡淑

梨，2015：4）。Zimmermann（2015）認為文化義是「the characteristics and 
knowledge of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defined by everything from language, 
religion, cuisine, social habits, music and arts」。Wikipedia（2015）則定義文化為

「相互通過學習人類思想與行為的精華來達到完美…大致上可以用一個民族的
生活形式來指稱」。因此，就廣義上來說，「文化」可以是人類智慧的累積、生

活的方式、社會的習俗、共同的信仰等；但狹義來說，「文化」是美學、是音

樂、是文學、是展演、是品味、是鑑賞，更簡化則可稱之為藝術。 

阿多諾（Theodor Adorno）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認為「藝術是人

類創造力特殊而卓越的型態，也是文化最理想的狀態」（劉新圓，2009）。而朱

宗慶也指出藝術創作與展演是發展文化時 重要的根本（溫肇東、蔡淑梨，

2015）。一個擁有豐富且多元文化資源的民族或一群人，透過創意、創新的激

盪，一點一滴的累積其生活智慧與文化意涵，將這些概念、體驗與人文精神進

行整合與加值，型塑未來的可能性並開創其隱性價值。因此，文化應該更深化

人文的內涵與價值，一味的追求流行、追趕趨勢，將無法完美演繹與呈現文化



底蘊，唯有厚植文化實力，擁有經典雋永的歷史脈絡、人文精神、文化內涵等

基礎與專業，才能讓流行真正跨界。藝術創作、展演、文學、音樂等具備文化

內涵的元素，透過數位科技的協助，如網路、社群軟體、app 等，能夠創造跨

領域、跨界的各種對話與互動，讓文化不僅止屬於特定的一群人、專業者所能

獨佔的資源，藉由不同領域的投入、參與、整合，匯聚更多的文化能量，也能

開創更多新的機會。 

二、創意生活 

關於創意生活，經濟部工業局（2015）的「創意生活產業網」定義創意生

活與創意生活產業的目的在於「結合了既有的產業製造基礎，再融入創意、科

技與人文特質，發展出一項具整合性、高附加經濟價值，且能提升了國民生活

品味的新型態產業網絡。」創意生活的概念預期能成為提供深度體驗、服務與

活動的產業，讓民眾可以在生活中享受、享受在蘊含富厚的文化知識、生活美

學、高品質商品展演、空間美感氛圍之間。通過經濟部工業局『創意生活事

業』評選的代表，涵蓋食衣住行育樂各領域，依體驗類別可分為六大主題：飲

食文化體驗、生活教育體驗、自然生態體驗、傢飾時尚體驗、特定文物體驗、

工藝文化體驗。 

創意生活以及後續延伸的創意生活產業，簡而言之就是一切與生活、體驗

相關的各項活動與產業。創意生活實屬文化創意的一環，以文化內涵與生活經

驗為核心，使民眾可以深度感受與體驗各項精緻、高質感、高情感連結的人文

知識、美學、生活方式與態度。藉由各項領域的深度經營，從健康、旅遊、休

閒、居住、學習、社交各個面向出發，著重的核心一改以往傳統產業的觀點，

轉變為以使用者、體驗者、參與者為主的思維模式，從而改變過去以成本、品

質的衡量方式，以一個更為開放的思維模式與學習體驗方式，針對深一層次的

感覺、感動為訴求，讓民眾能夠享受到一種質的改變、精神的提升。 

三、文創產業 

融合了文化、創意進而發展的新興產業，各國因為不同的發展方式與需

求，分別有以內容導向、以數位導向、以創意與技術導向為主的各類型定義與

名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為文化產業，以文化與無形的本質為基礎，藉由創

意、製造與商品化所發展而成的產業；英國稱之為創意產業：以個人技藝與創

意為基礎，創造並轉換為有利潤的產業；加拿大稱之為文化產業，將實質的文

化產品與虛擬的文化服務，界定為文化產業並加以發展；韓國稱為文化內容產

業，包含以各種知識、文化、資訊為基礎的各項經濟活動（創作、生產、製

造、流通等）；台灣稱為文化創意產業，主要推動具有附加價值的知識經濟，以



藝術與美學為核心內容，再以創意為整體生活環境加值的產業（文建會「2004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2004；邱誌勇、劉柏君、廖淑雯，2004；台灣經濟

研究院「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調查與推估」，2003；劉大和，2003）。 

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模型來自於 David Throsby 提出的同心圓模型

（concentric circles model），見圖 1。三個階層的同心圓位於核心的部分是核心

產業，具備文化、創意與藝術性的產業，包含音樂、文學等；外圈是支援性產

業，為藝術成分略低，但具備高度文化意涵的產業，代表性產業為書籍出版、

電視與廣播等，更外圈則是週邊性產業，倚靠文化、創意與藝術而得以發展與

加值延伸的產業，如廣告與觀光等（引自翁翠蓮，2014）。以此一同心圓為基

礎，構築出臺灣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定義與範圍界定；但也因為對此一模型

的個別詮釋，而衍生對目前的文創產業發展，有了「假文創」「文創商業化」

「文創產業化」的批評與評價。 

由於這些文化性、創意性產業出現的時間尚短，雖然在近年來不斷成長，但過

去並無既定模式可以遵循，複製過去的成功模式、經驗、思維，是否真能促使

文創產業按照正常或預想的軌道發展，一直以來都是未知數，畢竟過去的製造

與科技產業，對比於現在的文創產業，本質上有很大的差異，產業的重點與核

心概念也天差地別。許士軍（2005）延伸談到兩個可能產生的問題：(1) 工業

化的大量製造與標準化生產，使得產業價值下降，卻乏特殊性；(2) 商業化的

成本與利潤思維，追求短期獲利、降低成本，因無法長期投資，扼殺產業發展

的延續性。以製造為基礎的產業，能大量複製、生產相同的產品，其利潤來自

於量產與降低成本，但卻無法為地方打造在地特色，依照不同的情境、條件進

行差異性的設計與發展，因此可能失去獨具的特色與魅力。 

圖 1 同心圓模型（截取自蔡宜蒨，2015） 



四、小結 

歐美與韓國在創意產業的發展，與臺灣的方式有很大的差異，前者的推動

多半來自於民間，由相關工作者、業者進行整合後，政府才逐漸配合訂定政

策、法令等，以協助相關工作者解決現場所面臨的困境與問題，建立友善、和

諧、合理的創作條件與空間環境，讓文化與創意相關產業得以順利推展。臺灣

具備豐富的中華文化，經歷過不同的殖民文化，逐漸發展出屬於我們獨特且具

象徵意義的特色，如具備社會與歷史價值的文創園區、富厚品味與美感的生活

與閱讀空間、各個地方的文化與特色等。如同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所說：「不

管是文創、文化或任何演出，到最後應該落實到生活之中，變成空氣、講話的

方式、應對進退」（蔡宜蒨，2015）。 

貳、文創 x 生活的實踐 

瞭解文化、創意與生活的關聯，是在探討相關活動或與產業連結前，必須

先清楚的核心價值與意義。就廣義來看文化是「人類生活的全貌」，另一方面也

可以說「文化就是生活」（劉新圓，2009）；但這樣的定義，卻讓所有相關的概

念都納入文化、創意的範圍內，難以區隔與界定，如此在推廣與發展文化創意

產業時，反而缺乏相關理論、教育與政策施力的基礎。本節將透過日常的飲食

文化、美感空間、創造風格與品味氛圍等案例與內涵，嘗試將文化、創意與生

活加以連結。 

一、文創 x 飲食 

漢書有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民生主義中也提到人民的六大

需要：「食、衣、住、行為物質生活所必需。育、樂為精神生活所必需。」再再

顯示出生活中所遇到的基本民生問題，以及我們生活中 重要的習慣或文化，

都來自飲食，因此也可以說生活中的創意、智慧、經驗，以及我們的文化，都

與飲食脫離不了關係。 

飲食一直以來都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當討論到臺灣料理，到底有哪些

特色、樣式的料理能夠彰顯臺灣的飲食文化？什麼料理可以代表臺灣？全臺各

地都有獨具特色的風味小吃與道地菜色，如蚵仔麵線、肉圓、炒米粉、滷肉飯

等，每個人可能有其偏好與支持的臺灣代表料理，但是否有一種食材、配料、

料理方式、技藝，是臺灣料理不可或缺的元素？有沒有一種臺灣餐飲獨具的特

色，無法被其他料理或飲食文化所取代？近年來，有線電視充斥許多美食節

目，介紹各地美食、特色料理，而隨著電影「飲食男女」、「總鋪師」的拍攝，



也讓許多人認識了臺灣的美食與料理達人，如阿發師、阿基師等，一方面讓各

地的特色美食耀上螢光幕，另一方面也同時活絡了地方經濟發展。在此同時，

雖然螢幕中播放著主持人對食物的讚嘆，對食材、料理與烹飪方式詳細的介

紹，以及店家或料理人對自家料理的堅持與信念等精神訴求；但多數人的注意

力，多半放在料理美味與否、店家地址、優惠等訊息上，鮮少有人更深入的追

尋與探究料理人的刀工、火候等技藝的掌握，以及選擇食材的方式與堅持，而

關心該料理背後所隱藏的文化、藝術、信念與精神的人就更少之又少了。 

2013 年「和食」被登錄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無形文化遺產」，而相較

「和食」更早被登錄為無形文化遺產的「地中海飲食」，兩種飲食文化之所以能

被列為「無形文化遺產」的重要根本，是其背後所蘊含的文化內涵與精神意

義。舉凡各國的飲食都具備可被評估的、可被衡量的具體標準或條件，包括：

「(1)高度發達的美食行業；(2)擁有活動積極的美食機構、大量傳統餐廳和廚
師；(3)擁有本國特有的傳統烹飪配料；(4)擁有工業時代科技進步情況下依然留
存的當地烹飪訣竅、方式和方法；(5)擁有傳統食品市場和食品產業；(6)舉辦過
美食節、烹飪比賽、相關獎項等活動；(7)尊重當地傳統產業的生產氛圍，注重
促進其可持續發展；(8)注重提高公眾對傳統美食的關注程度，在烹飪學校推廣
關於傳統烹飪和保護烹飪方式多樣性的課程」（百度百科，2015）。依據上述的

標準進行評估，已有許多城市因為不同的料理方式、美饌菜色、烹調佐料等特

色，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美食之都」稱號，如成都、新加坡、北京等。 

以上的標準能夠具體辨別一個都市是否具備成為「美食之都」的條件與特

色，但自 2010~2013 年共有「法國美食」、「傳統墨西哥菜」、「地中海飲食」、

「土耳其咖啡文化與傳統」、「和食」和「韓國傳統越冬泡菜製作與分享」等六

項獲得認可成為的「無形文化遺產」，卻是難以用相同的標準進行衡量。透過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可以獲得較為清楚的標準：滿

足人們的精神生活需求為目的的非物質性涵義。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

同時也與節慶文化、社會習俗能夠連結的「食物」，理所當然成為「無形文化遺

產」之一。其中「和食」以對待與料理食材、享用食物的精神、尊重自然的傳

統，以及和季節、時令搭配的料理方式為主要訴求；而「地中海飲食」則以其

飲食方式，使用與重視當地新鮮食材、愉悅的用餐風格、充分享受用餐時間的

「慢食」文化為主要精神，兩種料理方式都以其獨特的文化意涵，以及對料

理、食材、知識、技巧的信念與價值，因而在「無形文化遺產」中占有一席之

地（溫肇東、蔡淑梨，2015）。 

二、文創 x 空間 

文化的內涵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活動的空間、居住的環境緊密結合，國立

臺東生活美學館（2015）定義「生活美學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也是生活品



味的展現。」因此，生活環境時時刻刻都對個人美感的提升、品味的培養、風

格的建立有所影響，也可以視為美的事物，本應存在你我生活的週遭。 

近年來東區街頭展出的粉樂町當代藝術展，展出作品包括大型裝置藝術、

聲音裝置、影像裝置等各種材質、元素融合的藝術創作。主辦單位與藝術家秉

持著「無牆美術館」和藝術推廣的理念，讓藝術走入民眾的生活的空間與環境

中，讓民眾在逛街之餘也能欣賞藝術品，進而有機會認識或欣賞這些創作者與

藝術家的創作理念與內涵，進而重新去解讀我們所見的藝術品，從接觸、瞭解

到學習與自我重新詮釋，迸發出藝術與生活緊密結合的契機（蘇肇樸，2015）。 

當代藝術館在 2011 年舉辦的「中山印象」系列展覽，就以「藝術介入空

間」的概念，規劃「街大歡囍」的展覽活動，到 2015 年還在持續辦理，以一連

串取材自社區空間的創作元素，實現藝術教育於社區中落實與融合的可能。

2011 年的系列展演活動的內容包含四大主軸：(1)「文創進駐街區計劃」；(2)
「街區影像計劃」；(3)「街區聲音計劃」；(4)「當代秋樂節」（台北當代藝術

館，2012）。系列展演透過結合音樂、藝術、創作與市集的活動，讓文化、藝術

與創作融入在地居民的生活與環境中，同時讓參與者也能從活動中，認識與欣

賞各種型態的藝術創作、空間美感與民俗節慶活動。 

1989 年誠品設立第一間店，運用了 20 多年的時間，為臺灣創造了有品味

的閱讀環境，也讓身處其中的閱讀者、消費者，可以沉浸在充滿美感與藝術氛

圍的空間。誠品由「書店不只是賣書」的概念出發，以生活為核心價值，進而

發展出人文、藝術、創意三大附加元素與意涵（李淑芬，2015），從而推動品味

閱讀、文化關懷、藝術鑑賞等面向，從空間的營造、相關書籍的出版，到辦理

各項人文、藝術、創意講座，將臺灣人對書店的刻板印象，從單純的書籍銷

售，轉變、延伸成為推動文化意涵與內容、提升個人品味與氣質的場域。誠品

所提供的環境，除了是優良的購書空間、消費空間外，也是享受閱讀文化、藝

術鑑賞、品味風格的感受與體驗空間。誠品由書店出發，但卻創造出除了書店

的功能以外，跨領域的整合，由書、講座、視覺藝術、音樂表演、創意生活等

多種產業的結合，讓空間的使用者，得以在生活週遭、從環境與空間中，獲得

深度的體驗與高品質的風格、美感精神。 

三、小結 

文化、創意來自歷史脈絡、來自生活智慧、來自於孕育品味的環境，以及

蘊含美學風格的氛圍。臺灣的教育方式，一直以來對美感、美學、品味、風格

的建立不太重視，不強調個人對文化、歷史、傳統與生活之美的傳授，教育的

重點多半放在專業科目的學習、考試上。學業上的成就固然可能有助於學子們

進入理想的教育機構、找到理想的職業，但人生除了物質的富有外，也應該強



化感受與精神的提升，讓美的事物、自然之美進入生活中，成為一種生活的本

能與習慣，才能讓歷史脈絡、傳統文化、文明與智慧不斷的累積與延續下去。

過去的思維模式往往將美學教育與純藝術直接連結，單純的學習繪畫、學習舞

蹈、練習唱歌，並非唯一、也不等於美學教育，應該可以師法華德福教育或相

關教育方式，透過前者強調的四大特色：親近自然、重視創造力、強調學習節

奏、看重藝術陶冶（鄭怡華，2011），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讓一個人可以由自

己生活的環境、文化氛圍，逐漸體會、學習，甚至愛上自己擁有的一切，進而

獲得體驗美的能力、習慣與思維模式。 

參、文創 x 產業的激盪 

文創產業是善用文化與創意達成目的的產業，這些目的包含文化保存、創

意應用、創造就業機會、製造獲利等。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內容產業等，顧

名思義都是運用文化、創意與內容來產生額外的價值、透過各種行銷手法來營

利的產業；反之，透過文化、創意與內容加值後，創造財富的產業，卻不一定

都是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內容產業。以下將針對與文創結合的特色產品，以

及經濟行為與產出進行探討，如何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並創造加乘的價值

與效果。 

一、特色產品 x 文創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 1989 年起師法日本推動 OTOP（一鄉鎮一特產）計

畫，藉由公部門的輔導與支持，將具備發展潛力的產業與產品，以共同的行銷

平台、品牌形象行銷至國內外，發揚臺灣的優良產品與地方文化特色。整個計

畫的概念透過一個迴圈的方式，協助地方產業不斷進行改革與創新。首先推動

每個鄉鎮、地方的特色產品、帶動當地消費活動，透過診斷與輔導的方式，運

用文化、創意協助產業進行加值，藉此傳承、發展特色產業的知識經驗與文化

意涵，再藉由行銷、媒合平台的建置整合相關資源，以提升整體成效並與國際

通路接軌， 後影響促成地方特色產業不斷創新，此後反覆循環檢視產業現

況，以求永續的創新與突破。隨後再以地方產業為基礎，配合「社區特色營

造」、「農村再生」、網路行銷平台、文化、創意等政策與概念，進一步將地方特

色產業依其特色標的，分為田園休閒、農特展品、工藝產品三大類別，以地方

文化為主軸，透過共同的生活方式、習慣、風俗、傳統，以及對地方事物的珍

惜、欣賞與傳承等思維，輔以「臺灣家有產業地方特色文創加值輔導計畫」，讓

各地方民眾能永續經營與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如阿原工作室的阿原肥皂、敘舊

布袋戲園結合臺灣道地小吃與布袋戲等（謝明瑞 2012）。 

臺灣的耕作面積相較於其他國家小而精緻，因此臺灣的農業一直以來，也



以小農為經濟主體；但這樣的經濟模式在行銷與市場上，往往較少受到消費者

的關注，而導致銷售與創造盈利上的困難。雖然近年來有部分小農開始使用不

同的行銷管道，如利用網路、社群軟體等方式創造商機，利用品牌再造、形象

塑造、包裝創新、異業結合、體驗行銷等方式，提升其品牌的知名度與能見

度；但在消費大眾普遍追求便宜與折扣的心態下，直到不斷爆發的食安風暴，

包括 1979 年的「米糠油中毒」、「假酒」、「餿水油」等事件，到 2011 年後，一

系列重大食品安全問題，如「塑化劑」、「藥用石膏」、「黑心油」等「黑心食

品」不斷出現，逐漸喚起消費大眾對日常飲食的重視，逐步改變過去的消費模

式，改採買食物不買食品的消費原則，也因此各地的特色產業與小農的經濟模

式，開始受到重視也獲得消費者的親賴與支持。以臺灣主要糧食作物：稻米為

主的品牌，如「掌生榖粒糧商號」，首先利用影像與文字紀錄農家生活與臺灣各

地的風土民情，逐漸配合手工包裝與故事行銷臺灣米，讓米成為禮贈品；「行健

有機農產合作社」的行健米，推廣環境保護與有機栽種的想法，透過企業與機

構合作，由農村體驗與認養方式，將純粹、樸實的意象與企業的公共形象結

合，創造雙贏的經營模式（溫肇東、蔡淑梨，2015）。 

二、創意經濟 x 文創 

文創產業的三個重要關鍵元素：美感、價值和故事（林秀芳，2010），同時

也是推展行銷與消費活動，進而創造就業機會與商機的主要要素。故事（歷

史、人文與文化）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內涵，而近年興盛的電影、戲劇產業可以

說是成功結合故事與創作的 佳展現，並且讓觀眾得以將戲劇內容、精神意涵

和自身體驗、生活經驗相互連結，產生共感、沉浸與情感的牽動，如電影「海

角七號」、電視劇「16 個夏天」、英國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等。「海角七

號」中，恆春的風俗習慣、人文歷史、民情特色為該劇的故事提供重要養分。

「16 個夏天」的故事背景是你我學生時代的生活，以及臺灣 16 年來的時光變

遷，包括 729 全臺大停電、921 大地震、SARS、金融海嘯等，以歷史事件與經

驗扣住臺灣人 16 年來的生活。「新世紀福爾摩斯」的原著中，主角會盡可能運

用各種儀器，協助釐清案情，而影集中則以現代科技，包括簡訊、網際網路和

GPS 取代，緊密結合現實與小說架構的生活經驗。就產業的立場來看，具有創

意與內涵的人文精神、在地特色、生活經驗，可與相關產業結合並產生連鎖效

應，不斷地激發其他延伸的商機與創意發展，透過觀光、時尚、餐飲、體驗經

濟等相關活動的推動，能使本土化、在地化的人文與藝術內涵得到更多人的關

注，進而帶動地方或區域內的文化創意產業、飲食產業、生活產業等相關產業

的發展。 

法蘭瓷創立於 2001 年，擺脫過去 OEM、ODM 的角色，重新開拓、打造自

有品牌的獨特魅力。藉由與景德鎮的合作，一方面讓「Made in China」的瓷器



擺脫負面觀感，重新強化與塑造「景德鎮：陶瓷故鄉」的意象，同時為法蘭瓷

建構單獨的生產線以及充足的產能，成就雙贏的局面。另一方面，透過與故宮

的合作，將富涵中華文化底蘊與深厚的國畫技藝與元素，結合在具備現代感的

瓷器上，由原本消費大眾對法蘭瓷的既定印象與風格：「圖樣設計、鮮豔色彩」

之外，額外增加了華人文化的元素。董事長陳立恆更力排眾議，採用郎世寧的

畫作，希冀藉由西畫技法、中國繪畫素材相互融合的觀點，創造跨越東西、古

今對話的機會（蔡瑤昇等，2010）。當法蘭瓷在浮雕技術與工藝文化的市場區隔

與市場形象上逐漸站穩腳步，對於未來的開創，更將產品依照消費者需求進行

區隔，與同業、異業、設計師進行合作，發展自用型的生活瓷器、禮贈品用的

擺飾品，以及收藏為主的典藏與限量品。在與同業、異業合作，以及開創性的

思考模式，各取其長、區隔彼此的市場定位與消費者，同時也開拓瓷器和創

意、美感、體驗經濟結合的新美學、新生活型態。 

三、小結 

本節所探討的案例，都已經在各個領域有一定程度的成功經驗，也透過其

不同的特色，發展出各自獨特的行銷與經濟模式；但回到起初的決策點，每一

個企業、決策者、小農，真的能看清楚短、中、長期的未來發展嗎？我們所處

的時代，是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與過去的工業時代相比，近期的資訊時代有

了很大的改變，回頭思考過去的十年內的變化，各行各業真的準備好面對未來

十年的進展與變化嗎？過去的教育方式、思維模式、消費習慣、製造方針，或

許短期內還不至於捉襟見肘，但面對未來，不得不思考的是如何適應這樣的變

動與放眼未來的能力。科技的便利與更加進步是可預知的未來，回歸到「以人

為本」的思維，重新構築以人文、文化、創意為根基的教育與涵養，可能才有

辦法掌握快速且不斷更新、創新的硬體設備與科技生活。 

肆、文化與創意的匯聚 

透過前幾節的論述與探討，由文化、創意與產業的核心價值，到依附於文

化內涵的支援性產業，再到外溢的文創週邊產業發展，以下將回到文化創意產

業的核心內涵：藝術、文化、人文等面向，針對本文的案例－夏居士荊山的書

法、繪畫進一步探討，在文化、創意、產業與設計教育的結合下，可能產生的

新機會與方向。 

隨著佛教東傳，除了傳統的經書、梵文外，各類型的藝術作品也有助於宗

教的推廣與普及。一如天主教與基督教的教堂、修道院中的彩繪玻璃，描繪聖

經上記載的各項故事、聖人的生平事蹟，藉由圖像的呈現，讓一般民眾不用閱

讀文字，也能瞭解聖經的教義，讓聖經故事可以更為普及，同時也兼具教化人



心的功能，而製作彩繪玻璃的技藝也因而能夠不斷傳承與保存。而華人寺廟中

精細別緻的雕刻，除融入了傳統技藝外，雕刻的內容也以吉祥語、歷史故事、

民俗傳統等題材為主，目的也是隱惡揚善，傳達教忠、孝、節、義等倫理價

值，產生教化的功能。各類型佛教藝術相關的作品，將藝術與佛教的思想、意

境加以結合，透過不同的筆法、形象、風格，傳達佛教的基本意境，將智慧結

晶與內涵，運用視覺意象的方式呈現。 

書法藝術與水墨繪畫都是中華文化特有的技藝與文化內涵，在全球化的今

天，這些值得重視、收藏、保存的歷史脈絡、文化傳統，應該都能配合創意、

創新的思維與創作方式，進一步和相關產業產生連結與融合，讓深層的精神與

內涵跨越語言、種族、宗教、地域等限制，一方面以藝術與文化傳承的方式被

保存與傳承，成為無形的文化資產，另一方面也能與相關產業加以結合，產生

額外的有形價值。 

一、夏居士的書法藝術 

夏居士荊山的書法藝術，來自居士多年的佛學體悟，將之表現應用在書法

藝術上，一方面宣揚佛法的精髓，將自身的體悟與欲表達的意涵，在書法的字

裡行間展現無遺，另一方面透過白話文的書寫，重新詮釋自身對警世、孝德、

淨心等心靈層面的重要體認。居士透過典雅美感呈現其書法藝術，藉由節奏變

化豐富視覺意象，以編排方式增加閱讀性理解。由其端整的行書書寫，可以感

受到沉靜、內斂的美感，透過不齊頭的編排與布局、字級大小輕重強弱的呈

現，顯示出對文字意義與內涵的強調。 

（一）典雅端整的美感 

居士的書法作品以其穩健的運筆方式，將文字端整書寫而出，顯示其一筆一畫

逐步構築字與句的嚴謹態度。由字跡的筆順粗細、字級大小安排、墨色濃淡深

淺、運筆輕重勾勒的細節中，不難看出個別文字的重要性、強調性，以及字句

的強調與突顯效果，如圖 2 與圖 3。 



 

居士在文字的使用，以平易近人的白話文為主，平鋪直敘的方式，讓閱聽眾容

易瞭解其間所包含的警世、勸善等意涵，如圖 2 與圖 3。一般書畫的文字內

容，多半借用自名家巨擘的名文佳作、名偈、詩詞等，或為藝術家本身的創作

為主，但居士的書法結合畫作，則以自身的體悟為主。相較於傳統書畫中，書

與畫相呼輝映的效果略為減弱，但反而更貼近一般大眾的呈現方式，讓一般人

更容易接受藝術家的想法或欲傳達的佛法與自身體悟等。 

（二）富厚的節奏變化與布局編排 

居士的文句布局與版面安排，並無固定的齊頭排列，透過首字加大、和第二行

字相對較高的位置安排，讓首字出現明顯的強調感、突顯其重要性，除了有提

示與強調重點的意象外，也讓結構與版面編排出現較為活潑、有節奏感的改

變，讓閱讀者可透過不同的安排與突顯方式，瞭解藝術家欲傳達的體悟與內在

感受，覺察藝術家在書寫時，字裡行間想強調的旨趣，如圖 4 與圖 5。 

圖 2 心足是真富 (夏荊山，2013：36) 圖 3 人人有佛性 (夏荊山，2013：106) 



 

二、夏居士的繪畫藝術 

文化的內涵與素材，透過繪畫、文學、音樂、表演藝術等方式，能夠跨越

語言、民族、空間與時間的藩籬，將智慧結晶與生活經驗一代代傳承、長久保

留，除了讓人人都能夠瞭解跨文化的藝術作品與特質，也能欣賞其他藝術或藝

術家的美感體驗與人生歷練。無論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巨擘、中華文化的畫派名

家等，都透過不同技藝、手法與構圖，將自身的體驗、感受與文化內涵，加以

詮釋後流傳後世。夏居士的繪畫亦是如此，為數眾多的作品中，繪畫題材囊括

花卉、人物、走獸等主題，在本文中主要以其中的人物為主，特別針對作品中

大宗的觀音與羅漢像進行探討。透過對夏居士作品的風格、精神、技巧的分

析，除了可以更清楚居士在人生不同階段的思維轉變、創作巧思與構圖安排，

也更清楚其人生歷練與切身體驗。 

（一）觀音 

夏居士於觀音像的意像呈現，採取兩種不同的手法，一為粗細濃淡自在變

化，輕重虛實交替的筆勢，讓筆畫與線條呈現其獨特的抑揚頓挫，以信步寫意

的方式呈現，呈現靈秀優雅的韻味與氣息，如圖 6；另一種則運用平穩而緩

慢、略為顫抖之勢，讓筆畫與線條呈現連綿不絕的連續性，借此表現衣物的皺

褶與飄逸的質感，如圖 7。 

圖 5 世人多數糊糊塗塗 (夏荊山，2013：32) 圖 4 禮是人與人 好 美的 (夏荊山，

2013：26) 



 

而以畫作的畫面布局與構圖方式分析，夏居士在整體畫面中，運用主從關

係、虛實、疏密等方式，將畫面中的素材加以區隔，透過交互搭配運用的方

式，讓主角與 重要的元素得以被快速辨識，由其他陪襯的元素中脫穎而出，

如圖 8，透過置中與大面積留白，讓主角成為強調與視覺的焦點，人物直立的

方式成為垂直方向的視覺引導，藉由主角腳下的荷葉的水平配置打斷垂直的視

覺引導，讓焦點再回到人物身上，也呈現出整體布局穩定平衡之勢， 後透過

人物視線指向右側的文字，讓閱聽眾注意到畫面的另一個焦點；如圖 9，以童

子與觀音的對望，讓人物互為呼應，相互成為視覺焦點，並延伸人物視線引導

出畫面右側題字，產生另一個視覺焦點， 後以腳下的淨水為基礎平穩畫面布

局。 

圖 6 禪定觀音（夏荊山，2013：17） 圖 7 觀世音菩薩（夏荊山，2013：29） 



 

（二）羅漢 

夏居士的羅漢像畫作，可以依兩大時間點進行區隔，一是 1968 年間，另一

則是 1987 年間，其主要差別在於畫面的整體性構圖布局與人物神情描寫的細節

呈現。前者著重主體與週遭環境的互動、對比，充分運用週遭景物的襯托，讓

畫面具備完整性，也呈現出較為生動的互動效果，如圖 10 與圖 11。反之，後

者則以較誇張的呈現方式，將主角放置在畫面中央，同時運用大量留白，強調

人物的存在概念，同時針對人物面部表情、各式特徵加強突顯其細節，也減少

人物與週遭的景物互動，使整體畫面呈現平靜、安詳之感，如圖 12 與圖 13。 

圖 8 一葉觀音（夏荊山，2013：31） 圖 9 童子拜觀音（夏荊山，2013：35） 



 

 

三、文化加值與操作 

本文由夏居士的眾多作品中，選擇了部分的書畫作品進行分析，就整體的

完整度自然難以一窺居士人生歷練與體悟的全貌，僅就選擇的部分作品所呈現

圖 10 羅漢（夏荊山，2013：67） 圖 11 羅漢（夏荊山，2013：91） 

圖 12 羅漢（夏荊山，2013：45） 圖 13 羅漢（夏荊山，2013：53） 



之精神、概念與圖像、文字所傳達的意涵進行論述。夏居士的書畫作品所引導

出的深厚文化意涵，包含宗教的體悟、警世的理念、追求善與美的精神、藝術

創作的技法與布局構圖等，可以分為兩方面進行應用與探討，一是文創與產業

結合為導向，透過跨界合作與應用，開創文創發展之新局；另一是以深化教學

與文化為導向，藉由富厚的文化底蘊深耕中華文化，並應用於美感教育、感性

體驗的扎根和發展。 

在跨界合作與應用部分，一如法蘭瓷與故宮的合作，藉由數位典藏文物近

形藝術授權與推廣一般，透過書畫藝術與實質的藝術品或產品結合，可讓單純

的藝術作品產生新的附加價值，如限量收藏品、擺飾紀念品、功能藝術品等。

另一方面也能透過不同的媒介與平台、多元的展演形式，以及提升與民眾互動

的方式等，讓藝術、創作與民眾的生活空間緊密連結，藉此可在潛移默化中提

升民眾接觸宗教與良善精神、藝術家體悟、表現技法與藝術創作等美學與人文

素養。 

在視覺傳達設計的學習面向，以及傳統藝術創作、美感學習與提升的部

分，可以透過繪圖技法的運用與操作，以及藝術與創作精神部分，進行相關性

分析，並進一步與中西繪畫與藝術巨擘的作品、技法進行對照，就傳達的意義

與內涵，對應使用的技藝與工法，在概念與精神的傳達與呈現上，是否能適當

表述創作者的核心價值。同時能讓學生利用所學，重新詮釋與解讀居士、當代

文人雅士與過去名家的人生歷練與自身體悟，一方面藉此提升個人的涵養與表

現技法，學習多元的情感表述與欣賞，另一方面透過整體布局與構圖運用，由

國畫、工筆畫的版面編排與當代版面設計與排版的差異比較著手，藉由版面構

圖與布局的異同，學習畫面主從配置的突顯與強調，以及欲表達意涵與畫面構

圖的搭配方式。 

就產品設計的學習面向，以及文化、創意與產業結合、加值的部分，可以

借用 Kotler（1994）的產品概念五個層次進行延伸學習與思考，當文化、創意

與不同性質的產品結合前後，是否產生預期與非預期性的差異，針對核心利

益、產品本質、期望產品、延伸產品與潛在產品五個層次出發，探討當結合書

畫藝術作品與選定的產品後，能否產生品牌價值的差異、能否發展出文創與產

業相得益彰的產品、相互的加值是否產生實質的效益等面向，藉此學習評估文

創商品的開發方向，以及與同業或異業結合發展的可能性。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由夏居士的書畫藝術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書畫作品，



其中不乏與宗教相關，彰顯「勸人為善、與人為善，善與人同」的概念，以及

對宗教、對人生的體悟與警醒。屬於傳統中華文化的美學藝術結晶，以及過去

的生活智慧，再再顯示出中華文化中值得被反覆品味、臨摹、鑑賞與重新詮釋

的精隨，藉著反複咀嚼與反思的過程，將人文、創意與藝術美學的精神融入生

活體驗之中。隨著臺灣積極發展文化、創意與產業的當下，除了重視文化與創

意產生的產能與利潤外，重視文化與創意的培育培養也是當務之急。若能在發

展文創產業之際，同時將人文素養、藝術涵養、美學品味、創意空間、生活體

驗等文化的內涵與精神和週遭環境加以結合，並透過教育、體驗與反思的方

式，在生活中體驗學習、行動學習、反思學習，紮穩這些隱性價值與文化意涵

的根基，文化與創意才能真正與生活產生連結，成為其他知識與經驗的起點，

並充分應用於相關產業的永續發展與不斷提升上。 

二、建議 

基於前幾節的論述，本文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一）清楚界定補助與投資 

公部門在文化與創意的政策上，應該分為補助與投資兩種不同的策略，依

據兩種不同的目的，針對文化、藝術、創意活動進行補助，同時對相關的產業

進行投資，而非將兩者混為一談，既要求文化、創意能夠以盈利的方式進行回

饋，又要求產業將文化與創意的深度意涵充分發揮。長期關注與經營產業化的

結果，對無形資產、傳統藝術以及相關的文化素材的保存與發展，將會產生嚴

重的影響，使得文化與創意成為大量複製與行銷的對象，間接稀釋文化與創意

的特殊性與價值。或許兩個與臺灣相近的國情與文化（日本、韓國），其努力的

方向值得我們借鏡：透過民間團體或藝術家的努力為基礎，由下而上的實施方

式， 後才由政府配合需求制訂或調整政策從旁輔助其發展。 

（二）強調生活的美感教育 

臺灣長久以來在藝術教育與美感教育的發展，多半在學習基本的繪圖技

法、演唱技巧、舞蹈訓練，學習成為熟練技巧的匠師，而非能夠開創新局、獨

創風格的藝術家。我們對於看不見的隱性價值、無法具體化的精神，往往付出

較少的重視與關注，如何強化將藝術欣賞、美學素養、人文精神轉化成為一種

生活方式與態度，將是未來相關教育發展的目標。因此在文創產業普遍發展文

化產業化、產品化的同時，能夠回過頭來，配合教育與學習的發展，重新重視

隱性價值與文化的真諦，培育、體驗生活中的美感與品味，達到美學生活化、

生活藝術化的目標，才能讓相關產業永續發展。 



參考文獻 

Kotler, P. (1994).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8th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Zimmermann, K. A. (2015, February 19). What is Culture? | Definition of Culture 
[Online forum com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livescience.com/21478-
what-is-culture-definition-of-culture.html 

Wikipedia（2015年 10月 25日）。文化【線上論壇】。取自 https://zh.wikipedia. 
org/wiki/%E6%96%87%E5%8C%96 

文化部（2015 年 10 月 25 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官方網站】。取自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306_19693.html 
文建會（2004）2004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北市：文建會。 
台北當代藝術館（2012 年 8 月 24 日）。街大歡囍─中山印象秋樂祭‧當代文創

嘉年華 Street Fun‧Fun Street【官方網站】。取自

http://www.mocataipei.org.tw/index.php/2012-01-12-03-36-46/past-
exhibitions/125-2012exhibition/656-2012-08-24-03-29-23 

台灣經濟研究院（2003）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調查與推估研究報告。台北：文建

會。 
百度百科（2015 年 10 月 25 日）。美食之都【線上論壇】。取自 http://baike. 

baidu.com/view/1150065.htm 
李淑芬（2015 年 10 月 25 日）。不只是書店，一個文化萬象的博覽空間。取

自：http://sportmanagement.camel.ntupes.edu.tw/ezcatfiles/t049/img/img/123/ 
181768601.doc 

林秀芳（2010 年 11 月）。文化創意與觀光產業發展──以恆春半島觀光為例。

2010 文化創意產業永續與前瞻研討會。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邱誌勇、劉柏君、廖淑雯（2004）。自滿的狂享與虛幻及其之後—論台灣文化產

業。當代，2001，16-12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5 年 10 月 25 日）。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

業【官方網站】。取自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80_tc.jsp? 
productCode=FA100120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2015 年 10 月 25 日）。香港的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

【官方網站】。取自 http://www.hketco.hk/tc/culture/creative/index.html 
夏荊山（2013）。夏荊山中國佛像畫集。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 
翁翠蓮（2014）。論設計博物館之文化價值模型建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論

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北市。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5 年 10 月 25 日）。何謂生活美學【官方網站】。取自

http://www.ttcsec.gov.tw/Archive?uid=564 
許士軍（2005 年 8 月）。「創意生活產業」的特色、解放與陷阱【線上論壇】。



取自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1201_4.html 
溫肇東、蔡淑梨（2015）。創河－美學與創新的交匯。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工業局（2015 年 10 月 25 日）。創意生活產業網【官方網站】。取自

https://www.moeaidb.gov.tw/external/ctlr?PRO=project.ProjectView&id=1045 
劉大和 2003 ＜文化創意產業界定及其意義＞，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6 期，

115-122。 
劉新圓（2009 年 5 月 13 日）。什麼是文化創意產業？【線上論壇】。取自

http://www.npf.org.tw/2/5867 
蔡宜蒨（2015 年 10 月 25 日）。從英美以及韓國文創產業來看，台灣還只是停

留在「用文化做生意」？【線上論壇】。取自 http://www.thenewslens.com/ 
post/157379/ 

蔡宜蒨（2015 年 6 月 29 日）。從英美以及韓國文創產業來看，台灣還只是停留

在「用文化做生意」？【線上論壇】。取自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 
157379/ 

蔡瑤昇、黃儀婷、呂文琴、邊守仁（2010）。文創藍海領航-法藍瓷的文化加值

與品牌開創。電子商務學報，12，149-170。 
鄭怡華（2011 年 5 月）。認識華德福教育的四大特色【線上論壇】。取自 
謝明瑞（2012 年 11 月 22 日）。台灣從 OTOP 計畫、家有產業到文創產業的兌

變【線上論壇】。取自 http://www.npf.org.tw/2/11663 
蘇肇樸（2015 年 8 月 17 日）。「粉樂町」從東區街頭走入政大校園【新聞群

組】。取自 http://shrs.shu.edu.tw/volume.asp?wGNuk8N4kS252Hfu2dWY2dIp 
kT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