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文 化 資 源 學 院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第 十 期 



 

 



 

文資學報 編輯委員會 

發 行 人  楊其文 

主    編  張婉真 

編輯委員 （依姓名筆劃序） 

王嵩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江韶瑩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暨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林崇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林會承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林詠能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陳其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黃世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暨創意生活設計系 

曾介宏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編輯助理  黃  潔 

封面製作  黃  潔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Editorial Board 

Publisher       Yang, Chi-Wen 

Editor in Chief  Chang, Wan-Chen  

Editorial Committee  

 Chen, Chi-Nan Chiang, Shao-Ying Hwang, Shyh-Huei 

 Lin, Chung-Hsi Lin, Hui-Cheng Lin, Yung-Neng 

 Tseng, Jieh-Horng Wang, Sung-Shan  

Editorial Assistant Huang, Chieh   

Cover Design Huang, Chieh   

  





目  次 

論文 

01 臺灣在地化社區營造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發展 

柯一青 

29 創意街區、飲食文化與都市再生：臺北市大稻埕迪化街美食地景
與文創轉向 

殷寶寧 

67 日韓無形文化遺產國家制度的成立－體系與機制之知識與社會
因素－ 

黃貞燕 

97 從「參拜」到「參觀」：以「類博物館」式導覽之觀眾經驗探討
宗教類文化資產教育推廣模式 

邱于庭 

 

文資學報│第十期│民國一○五年│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NO.10│2016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論文∣Article 
 



 

 

 



文資學報 ISSN 1814-3121 

第十期│頁 1-27│民國一○五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NO.10, pp.1-27, 2016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臺灣在地化社區營造與文化創意產業
政策與發展* 

柯一青** 

摘要 

臺灣社會在經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改變後，人們開始追求精神交流及心靈充實，

過去以經濟發展為重的生活方式已漸讓人感到失落，反而懷念起往日以鄰里、宗親、同庄或

同姓所聯繫的社區（community）型態，繼而造就臺灣社區總體營造（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運動興起的契機，也喚起創造新地方文化產業的力量。然而，已經失去的凝聚

力與地方文化要再找回實在不易，如何創造或創新在地化文化產業（local cultural industry）

的實踐已成為十分重要的事。社區地方文化產業若未有其特殊性與創意，社區則易被外來商

業行為而破壞，甚至造成原有住民的離開，變成充斥外來投資客的商圈。故在地化文化創意

產業並非仿效即可，居民在社區在地化文化圈裡的角色，也該更積極建立起自己社區文化特

色，雖同樣是以聚集產業引入經濟及商業活動，在自主社區的基礎中，則會有著不同實踐意

義。缺少社區的基礎下，就易隨著政經社會的變遷而頹敗，在地文化也易被仿效或替代。本

文擬梳理臺灣社區營造政策的發展及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論述轉變的

過程，並對臺灣實踐文化創意產業的方法提出建議。 

關鍵詞：全球化、社區、社區總體營造、在地化文化產業、文化創業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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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臺灣在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崛起後，各地開始出現許多社區營造的案例。主要是利用

各社區特性提出策略來聯繫居民的向心力，繼而尋找或創造不同意義的在地化文化產業

（cultural industries）。社區總體營造（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establishment）的論述是

希望如何使人對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感到榮耀，懂得品味辛苦營造過程中所付出的喜悅，

凝聚社區的向心力並創造出豐富的地方文化。故如何找到社區的特殊在地文化潛力，利

用社區重要元素將人心凝聚起來，才是真正的創造地方性文化產業的力量。在臺灣，原

本的社區營造論述是期待克服臺灣在面臨都市化、全球化轉變所造成的隔閡問題，繼而

產生共同價值觀（shared values）繼能產生與生活、文化及產業的相關溝通，才能創造文

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的環境。在此論述下，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創意產業息息相關，藉由

地區文化特殊性的軟實力（soft power），促成地方特有品牌的經營，也具有帶動地方發

展的功能，而各縣市也可塑造出文化城市的風貌。但隨著臺灣政經環境的轉變，文化創

意產業漸和社區營造論述分道揚鑣，人、文化、地方、經濟產業與創意間的關係也開始

轉變，然而文化與創意是抽象的，產業卻為具體的，抽象與具體之間的媒合涉及跨領域

整合有其實踐的困難度。本文梳理戰後臺灣社區總體營造出現的脈絡與在地化文化產業

發展論述出現與轉變作為探討，並給予文化創意產業實踐的建議。 

一、文獻回顧 

在過去有著介紹日本十七個社區營造故事的故鄉魅力俱樂部書籍（王惠君譯，

1997），也有許多各縣市社區營造成果專輯（臺北縣政府，2007；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2013），加上這幾年來許多縣市舉辦的社區培力（community empowerment）課程，大致

內容多著重在社區營造的成效、實踐方法或營造過程。除此之外，仍有許多社區公共事

務參與及社區組織相關的書籍，亦有社區營造的教育策略（林振春，1998；林振春，1999；

章文欽，2005），但較無敘述臺灣社區發展脈絡及與文化創意產業之關係研究。另外有

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相關書籍也陸續的出現，如文化創意產業之個案與故事（周德禎、

賀瑞麟、朱旭中、李欣蓉、施百俊、林思玲、陳運星、葉晉嘉，2014；吳貞儀，2007；

陳昭志，2011）、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的應用（林懿貞、王翊全，2005；黃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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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張正龍，2010；陳曉鷗，2006）、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論述之分析（馬群傑，2013；

蘇明如，2016）及文化創意產業論述說明等（林炎旦，2010；夏學理、秦嘉嫄、洪琬喻、

陳國政、施沛琳、謝知達、陳怡君，2016；周德禎主編，2015）。內容大致上多為介紹

世界各國的文化創意案例或園區以及國際經典論述，其中部分涉及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

公民參與的研究，亦有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調查報告或策略、理論與實務、創意管理與

文化經濟。整體來說從各個領域介入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書籍或論文多有其偏重的部

分，有的偏重於創意經濟與產業化（李天鐸，2011；郭輝勤，2008）的議題，有的則偏

重於行銷、設計、視覺傳達與管理層面（陳盈蕙，2004；馮久玲，2002；黃淑晶，2005），

部分則以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創意產業（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2014；劉元立

主編，2005）之關聯性作為分析，整體來說並未多涉及臺灣文化創意產業論述的發展歷

程與轉變。在臺灣，文化的淵源眾多且內涵隨著歷史而持續變遷，而社區總體營造與文

化創意產業論述的出現都與人、經濟與社會政經發展有關，故應由此發展歷程的梳理才

能檢討論述轉變的脈絡，始能瞭解臺灣實際推展的過程，並探討之。以下將從戰後臺灣

社會結構的轉變與社區總體營造及文化創意產業論述出現的脈絡進行探討。 

二、戰後臺灣的社會結構轉變—工業化與全球化 

戰後，國民政府取代日本殖民者的地位，起初仍延續日據時代人民與政府的關係，

並未觸動或改變整體的臺灣社經結構（王宏仁、龔宜君、李美賢，2005）1。但後續隨著

政經情勢的改變，臺灣的社會結構開始漸漸產生變化。其中在政治方面，執政者經過一

九四七年的政治事件拔除大部分殖民時期的本土精英及政治領導者2，建立起嚴肅的政治

氛圍。在經濟方面，政府透過土地改革政策削弱地主對農業生產掌控，再以「以農養工」

政策扶植地主將產業重點轉向工業3。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臺後，臺灣正處於威權與現

代化主義勢力的相互角力和政治與經濟消長的抉擇，由於當時政權對美援過度依賴，朝

向資本主義（capitalism）親成長發展已成為必定的方向4，原本土地政策中被削弱的地主，

                                                 
1 在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從中國大陸撤守來臺之後，大致上仍遵守了殖民時期對於臺北市的空間計畫（黃

麗玲，1995）。 
2 以二二八事件為最主要之行動本省籍菁英在這場權力爭奪中失敗，使外來的移民政權能更自主於臺灣的社

會，但是也種下戰後族群對立之根源（高隸民，1987）。 
3 二戰後一九五三年始第一期四年經建計畫「以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都可發現中華民國農業在產業發展

史上是處於「被汲取」的角色（劉小蘭，2003）。 
4 原本在威權壓抑下的經濟成長也在國民黨威權政府「反共復國」的可能性逐漸消退後重獲正當性來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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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扶植下成為民營家族企業資本家，臺灣社會因此漸漸的從以農養工轉為由農轉

工，經濟上也由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5。這樣的改變造成臺灣的農村生產力衰退，造成

城鄉移民，出現農村勞動人口大量向都市集中的現象。此時由鄉村移入城市的勞動人口

多聚集於工廠附近暫住，城市在新移民心中只是中繼而短暫的位置，在城市完成工商活

動後放假仍須回到鄉村去，普遍認為鄉村裡才有「家」的存在6，逢年過節總是出現大量

的返鄉潮。此時期只有後山屏障的東部比較免於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的影響，改變

後北臺與南臺的城市與港口為臺灣人口集中謀生的地方。然而受到工業化的影響，家庭

結構亦出現改變，雖保留過去農業社會（agrarian society）的家庭權力，但三代同堂組織

下，由祖父母掌控經濟大權的情形卻發生改變，三代中的青壯年受工業化影響而出走，

轉而負擔起家庭的經濟重任，此時期原本鄰里宗親為主的「社區」仍然存在，農業社會

建立起的父權威嚴並未因此立即瓦解，但接踵而來的改變更加劇了城鄉的差距。 

八○年代臺灣社會逐漸工業化後造成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的轉變，後續接踵

而來全球化（globalization）力量更加速城鄉的差距及家庭結構的瓦解，在此差異的社會

狀態下，社區論述及社區意識卻漸漸的興起。臺灣受到全球化的衝擊使得社會結構再度

發生改變。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原本代工的角色漸漸被其他工資更低廉的國家取代7，為尋

求廉價勞工以追求最大利潤，資本家就選擇關廠及遣散工人8。八○年代晚期，在臺企業

為尋找廉價的土地及勞動力開始外移，城鄉移民加劇，「家」的組織也因此受到影響，

原本移民者仍有的家庭觀念因此有了改變，原有的農村家庭結構被破壞，農民往都市集

中，北臺迅速興起，南部雖仍有農村及農業卻十分衰敗。此時大家庭結構也在轉變中發

生結構鬆動的現象，家人關係日益疏離，農業社會因為尊祖、技術傳承或防衛所形成的

                                                                                                                                        
軍權國家逐漸轉型為發展掛帥國家（高隸民，1987）。 

5 臺灣產業發展，一九五○年代的第一次進口替代政策，以發展勞力密集及進口替代的輕工業為主；一九六

○年代的出口擴張政策，使輕工業得以低廉工資的國際比較利益，迅速打開海外市場（經濟部網站，

2017）。 
6 一九七三年政府提倡「客廳即工廠」，然而這種積累模式在城鄉資源分配上有偏差，故仍阻止不了大量的

城鄉移民，但當時移民者仍有家庭觀念，而其家庭仍在自己原來的移出地。在兩次經濟危機時，城鄉移民

就會有回到原來的移出地的情形（林正修，1993）。 
7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在八○年代推動了香港、廣東、珠江三角洲、澳門及珠海等海港城市為核心的都會

區域體系的崛起（黃麗玲，1995）。 
8 八○年代臺灣在全球化影響下，生產行銷活動重組，誰能充份利用金融、貨物及人員的流動，並有整體的

全球策略及全球行銷管理與規劃的能力的誰就是贏家。在此前提下，多國籍企業顯然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

因多國籍企業原本就利用全球不同資源稟賦的配置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以其具有的彈性運用全球資

源的能力及散佈全球的生產與行銷據點，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因素的自由流動更增加可用資源及彈性運用

的空間（Harris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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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結構漸漸瓦解，家庭組織由複雜趨向簡單9。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現代化

（modernization）力量造成北臺（城市）的都市蔓延（urban sprawl）10，臺北市儼然成為

全球都市（global city），北臺（城市）與南臺（鄉村）開始慢慢脫節，漸漸的北臺已漸

少農業，南臺雖然仍有農業但是衰敝的，全球化的力量將臺灣切割成南北兩塊不一樣的

社會型態。在此時，北臺繁華城市的景象成為鄉村人民嚮往的目標11。社會價值觀也因為

全球化的影響產生改變，原本每逢過年過節回到鄉村的習慣也逐漸改變，家族及宗親觀

念被打破，大家庭中的青壯年在外地有穩定的生活，由年長者北上過節或直接接年長者

北上居住12，這種情形代表著中產階級的價值觀開始被接受，中產階級逐漸主宰社會的命

脈與運作。臺灣經過全球化的洗禮後社會結構再度改變，北臺（城市）快速的興起，南

臺（鄉村）漸漸衰敗，原有農業社會的家庭結構遭到破壞，小家庭漸漸取代原有的大家

庭結構，而原本鄉村家族及宗親群體觀念卻漸漸消失，移民的人往都市集中後，成為另

一種以社區成為小家庭結構的群體組織，隨著分裂的時空中社區意識而興起。然而這樣

的社區組織在當時亦有「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等政策出現，雖並非真

正由社區自主但亦成為後續社區營造出現的基礎。 

                                                 
9 在此時原有的家庭模式發生了改變，且隨著教育的普及，女性教育程度也普遍的提高，開始爭取屬於自己

可掌控的權力，不在屈居於附屬的角色。社會的不斷變遷中造成價值觀的改變，導致家庭權力關係的轉

變，進而造成夫妻在家庭決策和家務分工上的改變（楊瓊樺，2001）。 
10 隨著經濟發展，台灣地區過去二十年來都市計畫區面積不斷在擴張，一九七四年都市計畫面積為 1900.23

公頃，到二○○○年，面積擴張到 4429.24公頃，為一九七四年的 1.33倍。居住在都市計畫區域內的人口

所占比例不斷在提高，到到二○○○年，人口總數增加到1,731萬人，比一九七四年增加90.96%，所占總

人口的比例也提高到 77.9%。由於面積擴張的程度大於人口增加的速度，到二○○○年人口密度反而降低

到每平方公里 3,908 人（于宗先，2001）。 
11 在此時，威權體制所建構的發展掛帥國家模型已難以維繫，國家政策的管制與引導的能力漸漸弱化（黃麗

玲，1995）。 
12 可由以下的統計數據資料中看出端倪。首先是臺灣的平均每戶人口數逐年減少，由民國四十五年底的平

均每戶人口數 5.53 人降至民國一○一年的平均每戶人口 3.23 人（行政院主計總處，2013）。其次是家庭

結構近年來出現核心化現象，行政院主計總處（2000）資料中更是明顯可見核心家庭佔全國家庭戶數的

48.12%，三代家庭（主幹家庭）降至 15.23%，核心家庭已成為臺灣現今主要的家庭結構型態（蔡孟哲、

王文貞，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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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人口遷徙趨勢（1935 至 1985） 圖 2：人口遷徙趨勢（1986 至 2000） 

資料來源：主要內容摘自林季平（2005），〈臺灣的人

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臺灣社

會學刊》。 

資料來源：主要內容摘自林季平（2005），〈臺灣的人

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臺灣社

會學刊》。 

三、一九六○年代的社區相關政策及意義簡述 

戰後臺灣在經濟上仍然維持農業社會，政治上則是在威權體制壓抑下的社會，後雖

以「以農養工」再至「由農轉工」的政策造成部份城鄉移民及家庭結構的變化，國家機

器仍掌控著全部主導權。在此狀況下，「社區」難有其自主性更別論在地性產業的發展。

在臺灣有關社區政策名詞最早為「社區發展」13，一九五五年聯合國社會事務局出版「社

會進步經由社區發展」（Social Progress Through Community Development）文件社區問題

才開始引起各國的重視14。當時在臺灣主要為接受張鴻鈞15的提倡，故開啟社區發展的執

行。但處於邊陲的臺灣雖號稱實施地方自治，僅侷限於形式上的民權選舉，當時中華民

國為自由中國的代表，故必須服膺於西方自由陣營的意識形態16。但在威權統治的環境下

                                                 
13 有些人將社區發展與社會福利相提並論，並認為社區發展的理念起源於英國的「救貪法」，因而覺得社區

發展是解決貧窮的途徑（黃順興，2000）。 
14 此文獻對社區發展的解釋如下：「是一種過程，即人民以自己的努力，與政府當局的配合一致，去改善社

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環境。在此過程中，包括兩種基本要素，一為是由人民自己參加及創造，以努力

改善其生活水準。二為政府以技術協助或其他服務，助其促進發揮更有效的自覺、自動、自發及自治」

（United Nations, 1955）。 
15 張鴻鈞生於民國前十年，一九五七年，被派為聯合國「中東社會發展辦事處」主任，協助中東地區開發中

國家促進社區建設工作（當時擔任聯合國亞經會社區發展顧問）。 
16 在當時，臺灣被視為自由中國的象徵，成為自由世界反共戰略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彭懷恩，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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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可能讓人民有自主性決策的機會17。故當時政府將「動」解釋為「動員」，社區居民

的自動、自助、自發及自立（治）變成「配合」。論述甚至將社區發展解釋為反共致勝

的利器，並指出各國推動社區發展，目的再求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之實現，使經濟發展、

民生康樂促進社會的進步，共產主義及無從滲透，且社區發展還是民國以來從根本救國

工作之延續，是採用更新的方法實現孫中山先生之大同社會理想18。此時期社區發展論述

操控在於國家機器，民眾對公共建設及事務並無實質參與及決策的權利，當時的政權得

以藉由社區發展為藉口建立本土性組織以穩定政治結構，這也就是社區形式得以演化的

動力，無論是「國民義務勞動」或「基層民生建設」，均以公共工程為工作重點，主要

仍以政府作為推動的主體，以實質的公共建設作為工作重點19。 

簡言之，威權時期所執行的社區政策，屬於威權體制下的公共政策，以由上而下方

式，政府官員代替居民決策，社區自主性太低，在文化層面當時臺灣的整體文化當然就

是大中華的文化。所有與本土有關的地方文化都被壓抑，並不可能出現在地化「文化」

產業，此種中國意識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被發展到頂點20。此種社區政策在農業社會尚

可被接受，但面對社會空間的轉變已漸無法符合民眾的要求，雖為如此該時期之發展型

態卻成為後續社造運動出現之濫觴。 

 

 

 

                                                 
17 民國五十四（1965）年，行政院頒行「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列社區發展為七大項施政之一，並於

緒言中明示「以採社區發展方式促進民生建設為重點」，目的在於迎合聯合國之社區發展名稱。隨後內政

部訂「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並由臺灣省政府於民國五十七（1968）年九月頒訂「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

將所謂的從社區發展到社會進步解釋為「以採取社區發展方式，促進民生建設為重點，達成經濟與社會均

衡發展」之目的，以動員民眾及社會各方面力量，「配合」政府各部門有關施政計畫，全面推行社區發展，

促進民生建設，普遍改善民眾生活，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之模範省（唐學斌，1971）。 
18 利比特（R. Lippit）「計畫變遷」（Planning Change）：「社區是由許多相互影響的附屬部分所構成，其附

屬部分包括個人，非正式的興趣團體（如俱樂部 Club），有組織的政治職業團體，社會經濟的層級，地理

的單位，政治的組合等，他是一個動的體系（The Community as a Dynamic System）。」───社區之中需

有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社區為一個「動」的體系，社區透過啟發、協助、社區居民的自動、自助、自發

及自立，「動」為一大契機（唐學斌，1971）。 
19 從一九四七年將國民義務勞動列入臺灣省施政中心工作開始，至一九九一年第三次修訂社區發展工作綱

要為止的半世紀期間。就時間而言，可分為國民義務勞動（1947至 1976）、基層民生建設（1955至 1965）、

與後續的社區發展（1965 至 1991）三個時期（謝慶達，1995）。 
20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中華民國政府以復興中華文化為目的而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為了維護傳統中華文

化，發揚革命精神（李守孔，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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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空間轉變對既有社區政策的衝擊 

臺灣以「社區發展」的型態發展政治組織，但在社會空間受到全球化的衝擊及政治

上威權統治瓦解等因素影響。政治上因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社會冷戰結束，美國不再支

持臺灣為中國的代表，政權的正當性越來越難維持，必須要有新的資源來維持，一般認

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即為當時執政者的新的施力點21。從時間上來看，應是國民政府作為

中國代表地位飄搖做補救所產生的運動，當時必須有新的資源來維持其正朔，且在一九

六六年中國大陸正好發起文化大革命，於是國民政府必須以中國傳統文化來肯定自身是

中國的代表22，所謂的社區發展自然也需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23。經濟上則於一九七四

年推動十大建設，目的為解決成長的問題，後再招攬臺籍青年進入官僚系統，藉以擴大

其統治的民意基礎，然而這一切並無法解決日常生活與理念上的差距。但政府再也無法

以社區服務的概念來處理社區事務，包括政治利益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及全球化造成的經

濟衝擊，故造成後續發展出各種類型的社會抗議及社區保衛型態的「社區運動」24。在此

時的居民經過大量的城鄉移民及家庭結構變化後，對以社區群體的居住環境關注顯著提

高，新的地方意識逐漸興起。自主團體起而抗議政府與投機建商以黑箱作業方式進行不

當開發25，而將環境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轉嫁居民造成生活環境水準降低。在此時，

原本以社區福利服務建設為主的社區發展已漸無法滿足民眾，鄰里動員的訴求已不是抽

象的意識型態或激進的政治問題，訴求的重點在於鄰里範圍內的公共設施與都市環境品

質（郁道玲，1994）。此為另一種型態的社會運動形式，也就是都市社區運動興起。主

要是因為長期以來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意識型態而導致國家對區域及都市的忽視，進而

加深了臺灣日益深化的都市與區域危機，這些抗爭運動造就都市內新的生活與地域的意

識。 

                                                 
21 二十世紀幾波儒學復興運動，其實都呈現了政治性的操作，也都是藉傳統之名來合理化並且鞏固政權的

政治手段（劉紀蕙，2015）。 
22 國民政府找到新的施力點，以傳統文化來肯定自己是中國的代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國父誕辰

紀念日提出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楊聰榮，1993）。 
23 在當時，社區發展的精神倫理建設即是當時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一環（臺北市政府秘書處，1986）。 
24 社會空間轉變後，以鄰里為範圍而產生的抗爭動員開始增多，這些抗爭以鄰里為單元，借助居民日常生

活的網絡來動員鄰里團體，以達到環境改造的目標。鄰里動員的訴求已不是抽象的意識型態或激進的政

治問題，訴求的重點在於鄰里範圍內的公共設施與都市環境品質（郁道玲，1994）。 
25 因為都市發展未做成長管理（growth management）及考量環境容受力（carrying capacity），造成都市土地

使用過當。 



柯一青∣臺灣在地化社區營造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發展 9 

 

綜上所述，在長期威權統治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轉變造成臺灣社會的疏離及分裂，

在此情形下藍綠的政治分歧、貧富及城鄉差距的加大，原本社區發展形式逐漸改變以社

會運動為主體的社造，社造成為對抗全球化、保持地方文化及處理長期以來衍生的地方

分裂的利器，人民要求改變的力量造成了社造的掘起，政府對經濟政治控制力漸漸喪失，

原本整體大中華文化的概念亦面臨挑戰。 

五、一九八○年代後期都市社區運動的在地化新意義 

然而在威權政治瓦解後，經濟上北臺（城市）快速的興起，南臺（鄉村）漸漸衰敗。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原本政府主導的「社區發展」（社會福利建設）已得不到民眾的支

持，面對全球化及新威權產生的疏離及地方分裂問題，民眾以社會運動及抗爭將成為推

動社區改善的新方式來對抗政府，其中文史工作團隊在社區運動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26。

此時地方團體以社會運動的形式改變原本以社會勞動及服務的社區發展，已成功掌控「社

區發展」論述的主導權27。此種現象到九○年野百合學運到達頂點28。從此可知當時國家

機器已無法再用威權鎮壓方式處理反對意見29，社會運動中的反對團體已掌握多數民意及

主導權。 

臺灣戰後的社會空間的轉變造成社區及地方意識的興起，臺灣的社區實踐論述也在

政治社會變動中產生改變，一方面延續了「社區發展」的基礎，並給予新的意義，將社

會運動用來對抗全球化帶來的社會問題、金權政治產生的疏離跟地方分裂及地方文化的

破壞等問題，也是面對全球化的趨勢，地方興起了本土化（localization）的反彈，在地文

化漸漸受到重視。 

                                                 
26 根據統計，臺北市登記立案的社會團體的數目在一九八七年只有 1,010 個，到一九九五年則增長為 3,333

個，短短八年間成長三倍之多。市民的不滿一但組織化之後，便對政府的決策體系形成挑戰。 
27 例如一九八八年臺北市慶城街居民反對臺電興建變電所，一九八九年無住屋者團結聯盟抗議國家住宅政

策，一九九○年南港山豬窟居民反對興建垃圾掩埋場，一九九三年芝山岩居民反對興建加油站等等。 
28 是在一九九○年舉行總統選舉前的三月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二日的學生運動。在該次運動中，人數最多時

約 6,000 人，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

四大訴求。 
29 一直要到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無住屋團結組織百對佳偶的活動中，在小市民苦中作樂的嘉年華喜氣

對比之中，在市民對居住的社會權利的意識覺醒之嘲諷式抗議之中，在一九九○年三月學運稚嫩的姿態

中以知識份子的理想連結底層聲音之時……，國家的父權威權才逐漸被軟化，才退去永恆與威嚴文化神

話的外衣（夏鑄九，19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0%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BD%E7%B5%B1%E9%81%B8%E8%88%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3%E6%9C%8816%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3%E6%9C%8822%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B8%E7%94%9F%E9%81%8B%E5%8B%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5%A4%A7%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8%E6%99%82%E6%A2%9D%E6%AC%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98%AF%E6%9C%83%E8%A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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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到一九六○年代臺灣所施行的「社區發展」為主的社區政策，在政治威

權的農業社會中並未發生大問題，過去所謂村莊鄰里的在地文化被壓抑，重視的是大中

國文化30。後期臺灣面對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的改變，民眾自主團體以社會運動給予社區

發展新的意義，也讓長期被壓抑的地方文化得以重新被重視，約一九九一年之後，在地

文史工作室就開始不斷增加。而這個「在地」不再侷限村莊鄰里的範疇，許多是以社區

作為單位，當一個地方面臨了共同的困境，或者隨著社區環境計畫的誘發，社區感或地

方感正建立在這一磚一瓦的成就感或傷痕之上；而長期以來「圖上的社區」也產生了活

生生的變化，人們在其中重新辨認出自己而成為「真實的社區」（楊沛儒，1993）。然

而面對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趨勢，如何營造所謂的本土化、地區化或在地化

（localization），其實十分的重要。各國想盡辦法在在地產業或產品融入其區域文化特色，

以利產品能在全球化市場得到共鳴。如何結合文化發揮設計創意，營造在地化文化創意

產業特色，將是臺灣發展地區特色的文化產品，提升社區產業競爭力的首要課題，故在

社區意識抬頭社區總體營造遍地開花之際，出現許多的實踐策略與方法營造地方文化產

業。但營造地方在地文化產業原本與文化創意產業息息相關，但此類論述卻漸漸往向經

濟產業模式所靠攏。 

六、一九九○年代社區總體營造作為在地化文化產業實踐策略與方

法及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的結合 

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提出是起於申學庸31於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國國民黨中

常會上報告的「文化建設與社會倫理的重建」。在這一篇「宣言」中，埋下了以社區總

體營造做為一個文化策略，以「落實對於社區意識及社區倫理的重建工作。」並進一步

對重建上述各點臺灣戰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問題32。一九九五年文建會對社區總體營造的

定義為：「社區總體營造是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藉著社區居民

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意識，經由社區的自主能力，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理念

的推動，使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也讓社區居民共同經營『產業文化化、

文化產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地方文化團體與組織運作』、『整體文化空間及

                                                 
30 例如京劇被稱為國劇，京劇是因滿清皇帝乾隆的喜好而誕生，實際上與臺灣並無實質關聯。 
31 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四年，擔任文建會主委，一九九四年刊登於《社會教育季刊》46 期。 
32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社區總體營造」一詞正式在申學庸於立法院作施政報告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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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公共設施的整合』及其他相關的文化活動等。如此，因社區民眾的自主與參與，使

生活空間獲得美化，生活品質獲得提昇，文化、產業、經濟再行復興，原有的地景、地

貌煥然一新，進而促使社區活力的再現。如此全面性、整體性的規劃與參與社區經營創

造的過程，稱為社區總體營造」。 

在社區總體營造論述中，以社區為基礎建立或重建地方文化特色並發展地方文化產

業。 

重新梳理社區營造論述提出的脈絡，其實包含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所要面對的是三類

的議題。一種議題是當前社區的實質生活品質低劣的問題，包括產業經濟及空間環境等，

另一類議題則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發展的問題，另外就是在地文化的復興或創造。

前兩者在臺灣過去的社會發展中交互影響，專技官僚主宰各項建設，基層社區缺乏參與

決策的機會，被動地接受各種決策，犧牲了生活的品質。社區總體營造雖然在工作項目

上包含了社區生活的各面向，而公民社會的發展更是社區生活品質的關鍵。在社造初期

之社造論述並未對家庭有深入的見解，只是對社會運動的出現來檢討，結論是社區建設

未能「參與」，生活「品質」低劣（因為城鄉差距），所謂品質的低劣主要是都市化造

成的髒亂現象，二為農村及其他地區無法生活的經濟問題，雖反省技術官僚主宰整個建

設的體制而喊出權利下放。當因全球化及工業化造成的結構轉變並未僅在於社區及社

會，家庭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由大家庭改變為小家庭或核心家庭，鄉村的家之重要性漸弱，

造成鄰里宗親的社區結構被打碎，從傳統歌曲常出現的成功回到故鄉，已漸漸改變為成

功接父母來住，新移民已在都市生根。然而在社區營造的論述中，並未重視到家庭結構

轉變的問題。倘若如此，社區營造所涉及的議題，一定會包含在真實生活中錯綜複雜、

環環相扣的生活議題和有機互動的關係之中。換句話說，社區營造最終的目的是要進入

家庭的生活實踐，否則社區營造的活動只能在家庭生活領域之外處理，只是淪為社區活

動。社區總體營造是臺灣在發展在地文化產業的歷程中，一個很重要的概念來源，因為

過去以大中國為主的文化壓抑了地方文化，故以社造的基礎發展在地文化，並提出「文

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理念訴求的「文化產業」，並隨之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33。

而文化產業必須建立於在地文化獨特性的吸引力，並且是無法大量生產與複製的。「在

地化」是文化產業發展上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利用社區總體營造創造文化產業，並且建

立在與生活環境的彼此依存關係上，保存傳統意涵和地方魅力。 

                                                 
33 由文建會於一九九五年「文化產業研討會」所提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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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政經的發展過程中，雖然曾經創造「經濟奇蹟」34，不過隨著全球化的趨勢，

臺灣的代工等優勢被其他國家所取代，也因當初代工商品大都並未具有在地性文化特

色，臺灣將面臨缺乏特色商品競爭優勢的危機。有鑑於此，行政院在二○○二年正式在

《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中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列入，並與「新故鄉社區營造」及「水與綠建設」等計畫結合，希望以社區總體營造找

回或創造新的在地性文化特色繼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藉由社區總體營造之理念促進產

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與地方之振興。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喚起地方居民的意識，

藉由文化技藝推廣，挖掘傳統文化與技術的根，使地方文化活動亦能帶動地方產業之發

展。在此時文化、產業、創意都與地方是緊密結合的。然而之所以論述發生轉變不排除

有其政治性之考量，社區總體營造的在地化常被認為去中國化，且具有臺灣國族的想像。

綜觀上述脈絡，臺灣的文化與產業結合的主要是源自振興社區的基礎上。而臺灣文化創

意產業論述的出現也是撥接於國外的創意產業論述，亦有其不同的意義及發展脈絡。 

國際上創意產業論述概念的起源一般文獻普遍認為是從英國開始，英國的創意產業

由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於一九九七年籌設「創意產業籌備小組」直接推動，並

於一九九八年提出第一份的「創意產業」報告，一般文獻也都指出英國是全世界最擅長

運用創意產業的國家。其成功並不僅在科技創新，另外回頭思考如何利用既有的文化藝

術，予以重新包裝，並賦予新的展現型態與內涵，後續香港、澳洲、丹麥政府及新加坡

與南韓也陸續投入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的推動。在各國執行創意產業方面來看，英國所

注重的是創意經濟，以英國博物館概觀，每年超過 8,000 萬名訪客、造訪博物館和歷史建

物，造訪國家博物館的學校訪客人數逐年增加。英國補助博物館的規模與層級，介於法

國補助或公共資助、以及美國高度的私人資助之間。資助者，特別是政府或當地主管機

關，與當地社區「銜接」的重要性，也是文化與企業之間的共生（林炎旦，2010）。英

國本身具有相當的文化基礎，並不需強調或營造、恢復文化產業，但仍是與社區有相當

的關聯性。而法國之文化政策不僅僅與國家干預主義有關：一方面來說，法國文化部向

來積極支持地方文化發展，另一方面來說，各城市的地方機關在文化事務上被賦予之職

責也與日增加，各地發展出自己的文化政策。法國地方政府在國家文化政策的推動上，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地方政府善用當代藝術文化的軟實力，成功彰顯藝術文化與創

意經濟是新一代的重要資產。而德國、奧地利及芬蘭的發展方式則是以藝術家組成的創

意核心，由微企業及自由業工作者、中小企業及大公司所構成的文化創意產業。然而這

                                                 
34 臺灣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快速進行工業化，經濟快速發展的現象。 



柯一青∣臺灣在地化社區營造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發展 13 

 

些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迅速國家，都具有流行文化及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優勢，故皆以創

意經濟為主要目標，以文建會論述經常舉例的英國 ，其創意產業基礎則是於自於知識。

英國的文化政策迥異於傳統文化政策的目標改以創造財富為目的。在這個目標與思維的

主導下，文化活動變成了「產品」，觀眾變成了「消費者」，而政府的藝術補助變成了

一種「投資」（劉新圓，2004）。然而此項政策與其國家狀況及政治因素有關，在「新

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風潮下，英國政府宣稱要減少政府支出，並提高

政府的效能。雖然政府仍維持藝術補助，但是減低補助的呼聲卻越來越高。然而，當「投

資藝術可以創造財富」的口號喊出來之後，卻化藝術的危機為轉機（劉新圓，2004）。

英國的文化產業政策實際效應至少在公佈的數字上是有說服力的，尤其對於財政困窘的

政府而言更是如此。另觀韓國的文化內容產業，現亦出現許多面臨的課題，如由上而下

主導，限制太多、資源分配不均獨厚大財團、地方產業環境惡劣競爭力低落、重複投資

浪費資源、過度偏重文化技術文化元素逐漸消失、跨文化力量過於薄弱及著作權法執法

的加強等問題（郭秋雯，2012）。現今韓國更是直接刪除「文化」兩字改為「內容產業」，

倘未具文化元素，則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則與一般產業並無過多分別，這是臺灣推動時

所必須注意的動向。 

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脈絡來看，原本文化創意產業與社區文化產業是具有一定關聯

性，也就是以社區總體營造找回或創造新的在地性文化特色繼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而

做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社區發展策略的「地方文化產業」的內涵為：「廣義的文

化產業包括了只要在地歷史文化的發揮與活化所成的產業都可以計算在內，即使利潤未

必回饋社區，也有波及效應的可能；狹義的文化產業則指以社區原有的文史、技術、自

然等資源為基礎，經由資源的發現、確認、活用而發展出來，以提供社區生活生產、生

態與生命的社區文化分享、體驗、參與學習的產業」（陳其南，1995）。該項政策到二

○○九年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行動計畫中，與社區營造等計畫已經脫離，

再度回到各部門分工執行計畫的原始型態：文建會負責：「環境整備」與「工藝產業旗

艦計畫」；新聞局負責：「電視內容產業」、「電影產業」與「流行音樂產業」三項旗

艦計畫。經濟部則負責：「設計產業」與「數位內容產業」兩項旗艦計畫。以量化數據

來看臺灣的文創產業整體發展情形，最後以產業營業額來看成效。最後得到文化創意產

業集中化的結果，完全以營業額來說，臺北市是臺灣第一大創意城市，第二大城市是臺

北縣（689 億元），第三是高雄市（267 億元），第四是臺中市（259 億元），第五是桃

園縣（245 億元）。這些數據突顯出來，一般經濟與創意經濟根本並無區別，城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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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北差異等現象與社區營造實行前相同。但這並不真的是「創意落差」的問題，而是對

文化創意產業與創意產業兩者認知上的不同。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應是該商品有其文化

的表徵，加上創意讓其各有意義，並非將過去文化的語彙、圖案或者偶像直接烙印在現

代科技的產物上，以取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原本以在地文化產業給予創意的政策，演變

成為文化創意產業是一門獨特的事業，政府必須鼓勵投資文創產業，而鼓勵成立創意投

資事業，建立大型文創產業業者，顯然政府已將文化創意產業與社區完全脫節，造成創

意大過文化的狀態。政府以現有產業來分類，如視覺藝術產業、音樂與表演藝術產業、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電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業、廣告產業、設計

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業、創意生活產業及數位休閒娛樂產業，整個文

化創意產業僅成為現代產業的元素改變。文化創意產業與社區營造脫節後自然無法擺脫

臺灣經濟發展上所造成的南北差異，反而回到原來的重北輕南的發展模式，所造成的社

會問題勢必會更加嚴重。當然論述播接到了臺灣會因管轄之單位機關的不同，針對其「專

業」給予不同意涵，卻常因此改變原有論述之意義。然而所謂「文化創意產業」並非單

指設計性強或具符號與經濟價值之商品，而是這些商品或所蘊含的符號（sign, emblem）、

隱喻（metaphor）與象徵（symbol）必須能夠彰顯出國家或地區在地文化特色或生活型態。

故臺灣近年部分的文化創意產業，部分產品是沒有累積與代表性的，在地性特色無法彰

顯表達的。原本期待社區營造尋找過去或創造在地化文化產業，在藉由文創給予時代的

新意義，但卻在論述的轉變後回到原點。主要的差異點是在於原本應是尋找或創造「在

地文化」發展成「在地文化產業」與「創意」發想後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模式，現

推動的模式則是以「產業」結合「在地文化」再與「創意」發想成為「文化創意產業」。

地方文化產業具有「地理依存性」（geography dependency）及其「地域特殊性」（local 

uniqueness），經由其地域空間環境的塑造，或由其自發性特質所衍生的產業。而現今推

動的「文化創意產業」僅將「產業」結合「在地文化」其「地理依存性」「地域特殊性」

就較無法直接地存在。 

七、分析 

探討過去臺灣社區總體營造到文化創意產業論述提出的脈絡與轉變，在其他國家，

文化產業是地方永久自然產生的產物，文化是在教育下已成為深厚的基礎。所謂的文化

產業應根植於文化，具有社區性、地域性、社群性及文化認同性。文化產業應是能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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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精神滿足，令人感到幸福的產業。二○○三年後的文化創意產業論述來看，已將文

化創意產業可分為兩種，一種是與地方傳統、在地生活息息相關的，可以稱為社區型文

化創意產業；而另外一種則是含括了傳播媒體（文化工業）與設計產業等，具有大量生

產、傳播特質的通用型文化創意產業。社區型文化產業原本就是社區營造的目標之一，

而通用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則是服務業活化的另類思考（黃世輝，2001）35。所以文化創意

產業論述在二○○三年已經社區自主的文化產業稱為社區型文化創意產業，政府以產業

為主來主導的產業稱之為通用型文化創意產業。 

臺灣戰後受到大中國文化為主影響，隨著公民的覺醒，開始重視及尋找在地性文化，

當在地文化產業化時，必須給予創意才能轉換為較具吸引力的產品，所以在考量以社區

規劃師來協助社區營造的同時，所謂的文創菁英應也可進入社區協助文化創意產業的推

動，才能使社區文化產業多元化及創意化。然而在二○○九～二○一三創意臺灣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文化創意產業已改以經濟學產業群聚的觀念，類似產業園區

規劃的手法，創造文創園區，再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所規劃的「文創」產業納入集中

發展，也就是類似韓國文化產業聚落的發展方式。但文化產業在地方，而文化創意產業

卻不在地方，而所謂文創專業者則必須進入文創園區裡進行文創，此類產業發展居然與

一般產業並無任何差別，故所能展現的效果必定有限。當然這涉及科層制下個影響與改

變，許多文創園區，如果把「文創」二字拿掉，就是單純的百貨公司、六星級飯店、小

吃街、電影院及辦公室，顯見處理方式為尋找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所列之產業，再加上

文創二字。綜觀世界各國，未見以「園區」這種集中生產的方式來推動文化產業的。文

化與科技、半導體業不同，它並沒有一個制式化的生產流程，以後者的模式來張冠李戴

是很荒謬的。在到二○○三年度文化產業 7 億元的預算中，園區的規劃就佔了 3 億元，

將近一半；到二○○五年度文化產業預算已縮水為 3 億 7,800 萬元，其中園區的部份為 1

億 5,000 萬元，仍佔將近一半。文化創意園區的經費是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推行當中，花費

最高的一項，而且大部份用在設備上（劉新圓，2004）。 

依據文建會二○○三年的分類社區型文化創意產業主要來自地方（社區），推動者

則為社區文史工作者或社區規畫師，目的為振興社區。而通用型的文化創意產業主要為

政府所主導，推動者為各部會及文創法所歸類的各種產業，目的為振興經濟。可見臺灣

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易受政經環境影響，然而倘若僅以經濟來考量，僅將文化創意產業

                                                 
35 二○○三年文建會說明地方文化產業是我國發展通用型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基礎，可以稱之為「社區型文

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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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另一種政府主導及極力倡導鼓勵的產業類型，實質上與過去政府主導的「以農養工」

的政策並無太多改變，容易造成文化創意無法深入地方文化，而僅將文化圖騰或文字印

在現代化產品上。故仍應先以地方文化產業為基礎才能將地方文化加上創意後產業化，

否則仍無法解決城鄉差異所造成的問題。 

 

圖 3：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變化圖 

八、結論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產業必須加上知識的符號。臺灣自一九九一年請日本宮崎清教

授來協助發展社區營造，期望振興社區也振興原有社區的文化產業或創造出社區在地的

文化產業，在社區總體營造為核心的主旨下，重新組織、發展出不同的知識與文化。社

區總體營造的理念其實是為了處理社會結構改變所衍生的各種問題，「由基層到政府（由

下而上）」、「民眾參與」、「社區自主」、「永續發展」等運作原則來改變，亦能復

甦在地產業及增加在地就業機會。二○○三年文建會的論述指出地方文化產業是發展通

用型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基礎，可稱為「社區型文化創意產業」。二○○三年臺灣經濟

研究院即清楚將文化創意產業與過去社造執行的文化產業做出區別，認為文化創意產業

必須擴大產業範圍，由政府引導把文化和設計、創意發展加入國家政策中。過去號稱由

上而下的社區總體營造所創造或尋找的在地文化產業，最後就只是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基

礎，加上「創意」兩字後，即又恢復為由上而下的政府引導帶動的產業，且此類產業亦

有可能影響或壓縮社區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回顧過去臺灣文化產業發展歷程，臺灣

從國民政府推行大中華文化政策後，經由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發展或找回地方文化活動或

產業，最後回到政府主導的「文化創意產業」，似乎回到了原點，原本的大中華文化、

漢文化已與中國大陸有著相同的語彙，發展面臨挑戰。原住民文化或其他殖民文化似未

能代表臺灣的主體性，故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文化」層面並不明顯。簡單來說，文化



柯一青∣臺灣在地化社區營造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發展 17 

 

創意產業最後走進「類」的認定，原本社區總體營造所期待的是「在地化文化產業」加

上「創意」來發展，隨後政府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將現有產業做分類，分類那些

是屬於「文化創意產業」，但在分類後「產業」是否在「法令」規範內變成認定是否為

「文化創意產業」的方法，最後這些產業只能勉強稱為是「創意」產業，恐又落入價值

成本抵換的紅海市場（red ocean market）36中。這種概念上的歧義化運用也混淆了兩種不

同脈絡下文化產業所具有的經濟性，二者的運作邏輯與追求的目標可能是互相抵觸，知

識經濟是建立在全球化資訊的快速流通上，全球化正是其產業的發展動力，然而影音娛

樂媒體如電影產業在全球規模上越是成功，越是抵觸原本社區總體營造地方文化產業所

追求的目標。故臺灣必須先對目前必須要做的「文化創意產業」先有明確的定義，有關

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整理如下表： 

表 1：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 

項次 名稱 主要定義 

1 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各有其定義，故文化創意產業可以是文化產業加上創意或者是創意產

業加上文化，即成為文化創意產業 

2 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可以是文化或創意所衍生出來的產業，都可稱為文化創意產業（部分國家

將文化解釋藝術，故認為創意產業即為文化創意產業） 

3 文化創意產業 將既有產業歸類，文化創意產業有三項標準，包括： 

1.就業人數多或參與人數多 

2.產值大或關聯效益大、成長潛力大 

3.原創性高或創新性高及附加價值高37
 

將產業中分類出文化創意產業 

檢視鄰近同樣具有社區總體營造論述的日本，其實並沒有文化創意產業這個詞，主

要是沿用英國的概念，也就是創造産業一詞來代表文化創意產業。日本的優勢是傳統文

化底蘊深厚，日本的文化觀念是由教育開始，透過學校旅行，又稱修學旅行，達到文化

教育的目的，國民即有深刻的文化意識38。在其各地區幾乎都具有特有的文化產業，透過

                                                 
36 文創產業被視為藍海（blue ocean）策略，與削價競爭的紅海市場有區別，以文化增加商品的附加價值。 
37 依據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服務網所訂原則。 
38 據稱，日本的修學旅行開始於一八八六年。當時的東京師範學校學生到千葉縣（東京都鄰接的縣份）旅遊，

被認為是最早的修學旅行，至今已有近 130 年的歷史。在戰爭期間一度被取消，但很快又被恢復。到現在，

已經成為日本全國小學、初中和高中（包括公立和私立）開展的國民性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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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將地方產業的深層意義展現，舉例來說：京都的稻荷神社以鳥居眾多為主，需多人

都是透過藝伎回憶錄這部電影來的此場景，其以貢獻鳥居作為對神民的尊重，所以其所

販售的小型鳥居就帶有文化的意涵，民眾願意購買奉獻給神明，另其另一特色即為象徵

豐收的狐狸，其許願卡即設計為狐狸的臉，除可填寫願望外，亦可自行爲狐狸畫上臉部

表情，鳥居與許願牌如果去除其文化層面，只不過是簡單的木製品。日光市長齋藤文夫

拜會民視電視台董事長田再庭，送上的紀念品是日本著名的日光雕，由傳承數百年的木

雕技藝製作的杉木滑鼠墊，確實的融合傳統文化與創意39。增加文化層面就增加其無形的

價值，然而這一切與地方的關係卻是緊密結合的。這與韓國以戲劇來行銷其文化背景、

風俗民情與名勝古蹟等是有異曲同工之妙（郭秋雯，2012）。在許多文獻提到日本的文

化創意產業都以為動漫產品出口大國，以其嚴密的產業鏈結構，成熟的運營機制，在國

際市場上佔有重要的地位40。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到二○○四年公布的數據顯示，銷往美

國的動漫總收入是鋼鐵出口的四倍（顧列銘，2005）。漫畫雜誌平價銷售，日本人每天

像讀報紙一樣的看漫畫雜誌。但卻沒有重視日本其實仍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振興地方文化

特色及發展產業活動，雖然其地方文化過去並未受到其他文化所影響，仍致力的振興地

方文化特色，政府並協助地方產業商品營銷海外，並增加國內與外國知名創作家之間異

地文化的交流活動。 

然而文化創意商品於文化的層面十分的重要，否則文化容易變成純粹是為刺激消費

取得利潤，文化於商品中所代表的意義也就會扭曲，變成另一種消費社會中的符號價值，

使文化變的廉價。所以文化創意可在任何的產業發生，即使是過去傳統的農業或漁業甚

至工業或礦業，都有發展出文化創意產業之可能。但以臺灣來看，文化底蘊（the rich cultural 

deposits）並不如日韓兩國，檢視目前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接近韓國的發展模式，

韓國由文創產業提高自身文化的關心，再提高韓國整體形象，使其他國家願意購買韓國

商品甚至造訪韓國，但重要的是日韓兩國本身對自身文化的關心本就超越臺灣，且韓國

目前已經進入反省檢討期，原本由文化產業轉換為數位內容產業，現今韓國政府更是已

經刪除「文化」兩字，直接改為內容產業，也開始被質疑是已經失去以文化底蘊出發的

文化元素，發展較慢的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更應引以為戒（郭秋雯，2012）。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文化」（culture）所下的定義為是一系列關於精神與物質

的智能以及社會或社會團體的情緒特徵。除了藝術和文學，它還包含了生活型態與共同

                                                 
39 據說江戶時代初期，幕府為建造東照宮召集了各地的雕刻工匠，這些工匠在工作之餘雕刻成的作品即為日

光雕的起源。 
40 日本動畫業年產值在國民經濟中列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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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方式、價值系統、傳統與信仰（陳瀅巧，2006）。在臺灣文化是多元的，各族群

傳統文化甚至選舉文化都是臺灣的特色與價值，而社區是在地文化產業的基地，應也是

文化創意的基地，繼而創造地域性的文化特色與創意。創意與文化不論是以傳統文化為

基礎或融合現代科技資訊，都應以文化為重創意為輔。倘若創意只是將文化特徵的圖騰

或元素加註於現代化計畫性拋棄所造成的大量生產產品上，並不能稱為文化創意的商

品。回到社區總體營造的實踐的探討，許多專業規劃者會認為社區營造所聽取的社區人

士專業不足意見事件不妥的事。事實上也就是因為地方人士並未具備規劃的專業知識，

反而更能適時沒有包袱的提出最接近美好想像的願景。而社區規劃者的責任其實只是以

其專業為小部分調整原來的規劃繼而檢討修正，才能讓社區規劃最後的結果更接近地方

的想像。所以在社區營造發展出在地的文化產業時，文創工作者應可進入社區協助進行

創意設計的部分。而現推動的文化創意園區想像其實亦非絕不可行，但仍應與社區及地

方有關聯性，以人、地方、文化再加上創意，才能創造出更有意義的文化特色。故臺灣

仍應調整目前之發展方向，以既有文化目標與價值來檢視其政策內涵，並研擬相關推動

策略，不應純粹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評估政策推動成效。將在地化文化產業加上創意做

為主要發展方向，並非框限部分產業再加上部分元素及圖案就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

主要政策，舊有樣式再轉印到新產品上即稱文創商品，在對在地文化背後的哲學沒有足

夠的認識，對本土藝術文化沒有足夠的重視，相關商品的文化價值則難以展現。建議應

適度調整政策方向，使臺灣社會回到以自身文化發展脈絡中重新詮釋與建構文化創意產

業這個外來移植的概念，才能使臺灣之文化創意產業更名副其實。 

 

圖 4：臺灣社區文化產業永續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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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Local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olicies in Taiwan 

Ko, Yi-Ching* 

ABSTRACT 

After the globalization change of the Taiwan society, people began to pursue the spiritual 

interaction and spiritual enrichm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ented lifestyle in the past has 

gradually made people feeling lost and starting to miss the past community patterns of 

neighborhood, clan, village, or the same surname. Then it brings up the Taiwan community building 

movement opportunity and also evokes the power of the creation of new local cultural industries. 

However, the lost cohesion and local culture are not easy to retrieve again. How to create or 

innovate new local cultural industry practice has become a matter of extreme importance. Without 

its particularity and creativity in the local community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communities are 

susceptible to be damaged by the external commercial behaviors, even result in the departure of the 

original residents, and then it becomes the business district flooded with external investors. 

Therefore, the localiz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annot just imitate.The residents' role in the 

community localized cultural circle is to be more active to establish their ow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it is the same as gathering industry introducing th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utonomous communities,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acking the basis of community, it can be decadent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ociety. Local culture is also susceptible to be imitated or substituted. This 

article aimed to depict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communities building policies and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ssertion change. Also, provides the suggestion for the approach of 

Taiwan practic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 Ph. D. Program in Design, the College of Design of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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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街區、飲食文化與都市再生：臺北
市大稻埕迪化街美食地景與文創轉向* 

殷寶寧** 

摘要 

臺北市大稻埕迪化街一帶，近年來逐漸浮現文創工作者及其產業匯聚的趨勢。這些

新的產業搭配迪化街連續的優美建築立面，與利於步行的友善空間尺度，成為吸引年輕

人與觀光客到訪的熱門城市景點。每到週末假期，街區中湧入大量觀光人潮，影響所及，

讓這個傳統街區產生新的變化，帶動周邊傳統商業模式跟著調整。 

依據文創法的相關定義，大稻埕迪化街區可謂為「創意聚落」。在「文化是好生意」

的命題中，「文化」指稱特定區域或社群共享的文化資產。大稻埕曾經是臺灣茶業輸出

國際的節點，為北部稻米集散地；這些產業轉型後，逐漸變成南北貨、中藥材與高級食

材的批發重鎮，「年貨大街」美食地景儼然成為迪化街的代稱。那麼，在此街區的「文

化創意事業」具體挪用創意和傳統智慧，藉以產生產值的是哪些文化產業活動與類型？

同時，在迪化街創意聚落中，其街區累積的文化資產和歷史記憶，跟這些創意產業開發

之間，是否有任何的聯結？ 

本研究以近年來在迪化街區醞釀發展出來的文創產業景觀為起點，試圖從飲食文化

美食地景建構，思考迪化街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亦即，立基於在地長期累

積的文化資源作為想像、發展文創產業的基礎，思考在地文化資產的活用和文創產業間

可能的聯結為何。 

關鍵詞：大稻埕、迪化街、文創產業、創意街區、美食地景 

  

                                                 
*  收稿日期：2016.06.02；通過日期：2016.09.01。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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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北市大稻埕迪化街中段的連續街屋，是臺北市區相當難得保留完整與建物狀況大

致良好的歷史街道。經由市民團體積極爭取，街區歷史保存概念受到關注；文化資產保

存法修法引進「發展權移轉」 （the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容積移轉的機制等因

素，促成大稻埕地區得以透過都市計劃的手段劃定為「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為後人

留下見證臺北都市發展的歷史景觀：是再現臺北過往歷史發展的具體見證，在都市的視

覺景觀具高度可視性（visibility）與自明性（identity）。大稻埕地區與迪化街擁有地理學

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所稱的「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競爭優勢（王志弘譯，

2003），成為臺北市想在全球化的都市競爭場域，進行都市行銷（city branding）與形象

打造時，展現其在地獨特性不可或缺的實質環境景觀。這從大稻埕近年來逐步發展成臺

北都市觀光的熱門景點之一的經驗現象可觀察得知。 

然而，這些大量湧入大稻埕與迪化街周邊街區遊客的現象，從整體都市發展的角度

來觀察，意涵著什麼呢？遊客想來這裡看什麼？體驗什麼樣的大稻埕街區？是為了探訪

傳統的長型店屋與建築優美的連續立面？是為了感受都市發展跟河岸的歷史連結？是

為了更認識或採購這裡聞名的南北貨高級食材、中藥與茶葉？或者是為了永樂市場大量

匯聚的批發布市？在尚未針對訪客進行經驗研究之前，上述問題或許難以得到較為嚴謹

的解釋。然而，另外兩個與大稻埕在地及觀光發展相關聯趨勢的浮現值得關切。一個是

大稻埕街區近年來逐漸出現發展文創工作者匯聚的趨勢。例如經常被提及、以周奕成為

核心的品牌經營團隊，自二○一一年陸續在迪化街一帶引入藝埕系列品牌與店面。這些

新進產業帶動店面經營內容、品項和風格跟著改變：與傳統批發店鋪迥異，該品牌系列

創造出較為迎合年輕人的視覺元素美學偏好，使得街區訪客多了許多年輕族群消費者。

此外，在這個街區的觀光行為一直保有著在地志工提供導覽解說的模式，說明了在地居

民、商家與街區組織，希望讓訪客能夠更為深入地認識在地歷史發展過程，這樣的社區

意向值得肯定外，或許也值得深一步地探究這樣的在地認同與實踐的內涵為何。街區出

現不同的產業類型，是否會對原本的傳統批發業造成何種影響或變化？這個變化之於大

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區的都市實踐又是否產生值得關注的議題？沿著前述這些經驗現象

觀察與發問展開本研究的問題意識。 

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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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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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這些在大稻埕與迪化街匯集的創意產業

工作者固然從創意與文化積累出發形成產業，創造在地就業機會。然而，創意工作者選

擇棲居於此的空間意涵為何呢？亦即，創意產業聚集在這個地理區域，必然考量了這個

人文空間場域提供了特定的文化資源條件、環境氛圍與獨特的地理或建築特徵，這個實

質空間的條件如何支撐創意產業的落地生根與發展？其空間生產經驗是否可以複製？ 

其次，文創法在第二十五條中，提到「創意聚落」的概念。依據文創產業發展法的

施行細則第十條：「本法第二十五條所稱文化創意聚落，指文化創意事業高度聚集之一

定地理區域。不以同一建物、同一街廓或行政區域等明確界限劃分者為限。」「本法第

二十五條所稱核心創作及獨立工作者，指從事文化創意產品創作或服務研發之個人或微

型文化創意事業。」。 

從這個相關定義來看，以大稻埕、迪化街區一帶所逐步匯集的或可被指涉為「創意

聚落」。只不過，在此迪化街的「文化創意事業」具體挪用創意藉以產生產值的是哪些

文化產業活動與類型呢？在「文化是好生意」（馮久玲，2002）的命題中，所謂的「文

化」指稱的是特定區域或社群所共享的傳統與文化資產。那麼，在大稻埕迪化街創意聚

落中，其街區累積的文化資產和歷史記憶，跟這些創意產業開發之間的聯結為何呢？ 

從二○○二年官方政策提出文創產業主張開始，迄今已超過十年。雖然一直到二○

一一年才完成「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立法，相關子法和配套措施仍有許多還在持續

進展中。但「文創產業」幾乎已經成為臺灣各領域討論文化議題與公共政策論述的關鍵

詞。然而，在公共領域的論述生產中，這個關鍵詞得到謾罵或嘲諷的意見，似乎遠勝於

其複雜內涵的討論對話。特別是從對文創產業定義的質疑開始，官方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的高度模糊性格，連帶造成對各個產業發展在「補助」、「投資」與「育成」各端間擺盪；

政府部門應扮演引導者、扶助育成者、或出資投資者的角色模糊不清；文創產業和在地

文化資產聯結薄弱等等；文創事業與文化保育概念和政府功能混淆；以及文創法立法迄

今和政府政策落實度過低等等，是近年來批判論點中，幾個比較主要的論述焦點。 

本文試圖提出的觀察與論點是，不論官方定義為何，臺灣的文創產業發展呈現出同

一個字眼各自表述的現況。從事文創產業的工作者，有各自的理解、詮釋與實踐模式，

甚至可以說是發展出自己的產業模式。放在大稻埕迪化街的空間脈絡中，在地的歷史文

化資源成為這些創意工作得以挪用的元素。特別是大稻埕為臺灣近代資本主義城市商業

文化發展的源起地之一，在地持續累積超過百餘年歷史的產業類型與內涵，已經得以構

成支撐文創產業發展的豐腴土壤，包含傳統的布業，茶葉、稻米，中藥材與南北貨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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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的傳統餐飲文化。特別是以後者的餐飲文化角度來說，臺灣長期被視為、也自傲於

是美食天堂，豐富多元的餐飲文化足以作為表徵自身文化獨特性價值。然而，除了填飽

肚子，滿足生存的基本熱量和營養需求外，餐飲文化是否能夠成為臺灣文創產業發展的

另一個優勢與機會？本文擬從近年來在迪化街區醞釀發展出來的文創產業景觀，提出從

飲食文化來思考迪化街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亦即，立基於在地長期累積的

文化資源作為發展文創產業的基礎，思考在地文化資產的活用和文創產業間可能的聯結

為何。 

二、問題意識，理論取徑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起點與臺灣推動文創產業的政策緊密相連：著眼於臺灣的文創產

業推動過程，不論是對文創產業的認知、定義、法規制定、權責單位與制度設計等等，

在實務、理論與國際經驗比較層次，都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推敲之處。因此，檢視臺灣文

創產業相關法律制度，提出研究者的觀點和反思為鋪陳本研究的第一步。特別是從其他

城市與國家的經驗來觀察，以文創產業來帶動城市的再生與發展，已經是一個無法忽略

的模式（Bianchini and Parkinson, 1993; Hall, 2000; Miles and Paddison, 2005; Sassen, 1991, 

2000; Scott, 2000; Zukin, 2010）。針對這樣的發展趨勢，也有許多研究試圖以不同的經驗

個案來反駁這個論題所可能衍生出的負面效應（Garcia, 2004; Pratt, 2010; Schenkel, 

2015），或者根本是一種對小尺度城鎮相當不友善的假設（Lysgård, 2012）。 

文創產業的發展基礎高度仰賴於在地獨特的文化資源和傳統。特別是置放在全球化

的城市競爭脈絡下更是如此。大稻埕提供的養份是如何餵養出這些產業的發展？這些文

創聚落與工作者的匯聚，加上所吸引的外來消費人口，又是如何動態地挑戰著歷史街區

風貌的變化？這當然是個攸關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的課題。臺北市政府以「創

意城市（creative city）的思考架構為知識概念基礎，從二○○九年以降逐步發展，二○

一○年提出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s, URS）的政策計劃，成

為當前討論臺灣都市發展的重要認識論基礎。 

第一個具高度實驗性，位於迪化街的 URS127，命名為 127 公店，即是為強調該基

地所欲突顯的公共性價值，藉由藝術文化活動開創公共空間與場域特徵，以及促成以文

化資產來帶動都市再生的意圖（吳光庭，2012）。然而，國內目前針對這些發展狀況的

研究，除了約莫二○一二年後，較大量的博碩士論文進行個別基地的個案研究外（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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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2013；高如萱，2012；秦慧萍，2014；許惠雯，2013；湯舒婷，2012）；有研究者

反過來論述，這樣的都市再生實踐所引發的藝術介入形式，如何形構為都市文化空間政

策（柯惠晴，2013）；也有研究者從較為宏觀的角度，思維 URS 執行成效評估機制之建

立等問題（趙仁志、許國威，2015；邱立安，2015）。針對大稻埕與迪化街區一帶，近

年來以「創意城市」為概念核心推動的都市再生政策實踐，包含 URS 基地運作、以及

街區的變化等等議題，邱淑宜以藝術教育推動的角度切入，以 Sharon Zukin（1995）的

理論觀點，直指這些在大稻埕地區進行的藝文活動與策展，是極度缺乏主體性的都市再

生實踐，甚至可以說是反客為主地，掏空了在地的主體性（邱淑宜，2014）。她更進一

步地以 Peck（2007）「創意修補」（creative fix）的概念，詰問以 Landry（2000）「創意

城市」概念的都市再生實踐，只是徒然讓創意工作者成為帶來地區紳級化（gentrification）

的困局，這樣的城市發展策略在充分挪用創意工作者的能量後，這些人只能是施放煙火

的城市游牧者，而無法深化這些城市發展的腳步（邱淑宜，2016）。林文一（2015）提

出類似的觀察與論點。林文以迪化街區為研究個案，從治理性的取徑提出批判，對於這

個政策在治理上的失效，文化創意的宣稱終究仍是讓位給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積累與房地

產開發的意識形態價值。這兩位研究者也對臺北市政府的創意城市政策論述迷思提出批

判（邱淑宜、林文一，2014）。 

立基於前述批判的研究取徑與問題意識，本研究意圖發展兩個討論軸線：從大稻埕

歷史街區所蘊含的文化資源的角度，探討這些有形、無形的資源，對進駐此地區創意產

業工作者的意涵，及其交互作用對街區空間意義變遷的再現。大稻埕過去為稻米、茶葉，

南北貨食材集散的歷史性優勢，從當代創意工作者的產業想像角度，透過這些文化元素

的餵養，如何轉化為不同的美食地景建構，並從飲食文化的面向，改寫在地產業面貌與

景觀，是本研究嘗試架構的詮釋觀點。這個從田野資料為基礎的地景詮釋取徑，在實踐

的層次言，乃是來自於對進駐該地區的創意或社區工作者、團隊組織，或在地年輕人所

傳遞出之「反身性美學」經驗現象的深入反思。從圖 1 本研究試圖發展的分析架構圖來

看，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模式中，由於面臨的後資本主義的彈性生產、符號生產與美學

化的發展趨勢，在生產領域中，越來越多的形象、符號與文化產品被生產出來，甚至是

促成了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的生產結構變遷。消費者的偏好、品味與需求，左右著生產

領域的變化，也為其生產的物品、服務與品味所結構。因此，在消費場域中，因應著日

常生活消費的美學化（aestheticization）趨勢，不僅帶動生產領域的調整，也創造出消

費者更多對文化產品的渴求和期待，刺激了另一個環節的文化場域和空間的生產。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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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古蹟、歷史建築等文化體驗的消費需求擴增，這個需求也拓展了建築類文化資產

空間活化再生的需求和偏好。經由中介作用者的反身性美學實踐，接合了一種經由文化

資產空間活化的體驗與消費，讓主體文化消費的品味體驗，支撐主體性的認同建構，賦

予文創產業的生產模式運作能取得消費者的偏好與認可，特別是挪用文化資產所蘊含的

社會與文化資本，最終整合入意識形態再生產的軌跡循環。在此，文化資產蘊含的豐富

歷史、社會與文化資本，是支持其轉化為生產領域生產工具與材料的物質基礎。而在本

研究中所論述的大稻埕迪化街區中，歷史街區的景觀風貌固然是俱有清晰可辨識性的符

號，但大稻埕長期累積的稻米、茶葉、中藥材、南北貨高級食材等無形文化符號，則是

相對較被忽略的無形文化資產，也正是本研究嘗試切入的討論範疇。 

 

圖 1：本研究分析架構發展圖，本研究繪製。 

本研究所採取的資料收集方法，依據相關研究課題所需，主要分為三種。分別為文

獻資料法、田野調查與訪談法。針對國內文創產業的定義、實務操作檢討，與其他國家

地區等等的比較與分析，主要是採取文獻資料法。針對大稻埕地區的發展歷史，也有部

分採取二手資料的收集分析與整理。其次，針對大稻埕地區在近幾年來的文創產業進駐，

URS 的駐點，以及相關活動，包含講座、座談、工作坊、深度導覽或市集舉辦等等，則

分別以田野調查和訪談的方式來收集資料。研究者從二○一○年開始，即投身於臺北市

政府都市更新處 URS 計劃，也實際參與相關活動的執行等等，同時兼具參與者和觀察

者兩端的角色，除了以自身參與各項工作坊、展覽、講座、座談，審查會議等活動的直

接觀察外，也針對都市更新處相關政策制定與推動的工作者進行訪談。從二○一○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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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URS127 開始，展開對迪化街區的觀察。二○一三年起，則持續透過參加與觀察活

動，邀請訪談等方式，持續維持對於大稻埕街區的田野調查工作與記錄。也受邀擔任相

關議題討論的參與者。同樣兼具觀察者與工作者兩個角色。此外，為維持對大稻埕地區

進展與變化的理解，也與研究者長期關注的大稻埕節點相關社區工作者保持持續討論與

意見交流。因此，本文後面篇幅的寫作資料基礎，主要來自於研究者長期持續的田野調

查觀察，以及對利害關係人的訪談資料所歸納彙整或綜結而來。 

此外，由於本文關切的重點在於整體大稻埕迪化街與文創產業匯聚的現象探討，特

別是關注於在地的歷史文化資源，如何提供年輕與微型創業者，朝向文化產業發展的路

徑中所需的養分和基礎素材，亦即，是一個思考文創聚落對歷史街區的產業創新所意涵

的都市再生課題。都更處所植入的 URS 節點固然是重要、帶動都市再生的促成器，但

由於 URS 各個基地本身的運作並非本文的重心，因此其相關的進展僅作為本文討論現

象的參考背景。另一方面，本研究所採取的取徑主要關注於大稻埕迪化街歷史風貌區的

地景變遷歷程，而非以都市計劃的政策工具，或地區產業經濟的面向為探討主軸。換言

之，都市計劃相關施為以及產業面的變動乃是作為提供本研究進行相關分析的資料。 

三、「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的再闡述 

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起源於二○○二年的六年國家建設計劃。二○一○年

二月公佈施行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確立其法令依據。針對文創產業在臺灣的推動

與發展，引發的討論及爭議不少（王佳煌，2010；古宜靈、廖淑容，2004；朱元鴻，2000；

邱誌勇、劉柏君、廖淑雯，2004；陳介英，2010；張育銓，2010）。有必要回到最初的

定義與其內涵來討論臺灣相較於其他國家經驗的殊異性，以及文創產業與在地文化聯結

這兩個面向來探討。 

（一）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臺灣的殊異性為何？ 

根據其第一條的立法目的所指陳：「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建構具有豐富文

化及創意內涵之社會環境，運用科技與創新研發，健全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育，並積極

開發國內外市場，特制定本法。」大致可以歸結出包含了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建構（豐富文化具創意的）社會環境、運用科技與創新、人才培育與開拓市場等五個向

度的思維。易言之，這乃是在科技創新與知識經濟的歷史條件下，政府部門有意向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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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才，開拓市場，並健全社會環境，以期能帶動促進產業發展。 

第二條的條文可視為針對健全社會環境的進一步補充：「政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應加強藝術創作及文化保存、文化與科技結合，注重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並重視地方

特色，提升國民文化素養及促進文化藝術普及，以符合國際潮流」。從這些文字中可以

窺見，公部門認為在藝術創作、文化保存、文化與科技的結合、區域均衡、地方發展、

國民素養，藝術平權等面向，均有需要持續強化的必要，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來助於

文創產業的發展。換個角度來讀這一段立法文字，充分說明臺灣社會普遍對自身文化厚

度與國民文化藝術素養是嚴重缺乏自信的。也因此，在法的第三條中，清楚載明了該法

所稱文化創意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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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產業。「促

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成為臺灣推動文創產業的價值內涵之一。 

表 1：各國文創產業定義比較表 

國家／組織 定義描述 

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 

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與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的意義相同，指「那些以

無形文化為本質內容，經過創造、生產與商品化結合的產業」，包括文化商品生產、以及

提供文化服務、同時受智慧財產權保障的概念1。 

英國與紐西蘭 起源於個體創意、技巧及才能的產業，透過知識產權的生成與利用，而有潛力創造財富與

就業機會。 

加拿大 藝術與文化活動被界定為文化產業者，應包括實質的文化產品、虛擬的文化服務、亦包括

著作權。 

芬蘭 使用文化產業來結合文化與經濟的概念，包括：意義內容的生產、傳統與現代藝術、結合

商業機制、強調文化創業的精神。 

香港 源自於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與運用，具創造財富及就業潛力的行

業。 

南韓 文化內容產業包括各類經濟活動，如創作、生產、製造、流通等，而其活動內容源自於任

何知識、資訊及文化相關之基礎資源。 

資料來源：王俐容，2005：190。 

                                                 
1 英文原文為：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is term applies to those industries that combine the creation, produc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creative contents, which are intangible and cultural in nature. These contents are 

typically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y can take the form of goods or services. 資料來源：

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s/files/30297/11942616973cultural_stat_EN.pdf/cultural_stat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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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的定義出發，和上表 1 中列出的國家或組織的定義比較可以發現，這些地區

或國家，基於不同的歷史條件，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固然有各

自的表述。但整體來說，這些定義主要聚焦的核心為「產業」。強調因應時代生產條件

的變化，產業模式已逐漸從個人創意導向內容產業開發。為確保這些內容產業的產值和

個人的創意產權，智慧財產權和著作權課題成為確保文創產業的關鍵機制。產業模式也

從原本的物件生產導向，同時開創了服務和知識內容生產導向。至於國民的生活環境和

美學素養水平，顯然並非產業的法令體制關注的重點。這個臺灣文創法特有的文字內容

究竟表徵了什麼呢？ 

延續前述，從文創法的立法目的來看，臺灣對自身文化相當缺乏信心之外，將原本

應該從促進產業端發展轉型的法令體制設計，導向提升國民美學與文化水平，促進生活

環境，顯然是隱含了「教化」的假設。即臺灣的文化政策從早期三民主義「民生主義育

樂兩篇補述」的意識形態，引導到「文化建設委員會」設置的思維模式－「文化」不僅

是宣傳工具，更表徵出一種由上到下的「牧民」心態。 

從前的社會裡，學者著書立說，藝術家畫圖雕像，為的是興趣的發抒，理想

的表現。今日的文學、藝術卻是為了市場的銷路，不能不受銷路的支配。特

別是娛樂方面，更要靠營業性的設備與出品來供應，一切弊病都從此發生。

因為最大的銷場就是水準最低的群眾，因而文學、藝術的品質只有日趨下流；

一個民族要讓這日趨下流的東西來教育他的人民，除了日趨墮落以外，沒有

別的道路。所以我們要建設新的社會，一定要以學校教育為中心，把現代的

文化宣傳工具配合起來（蔣中正，1953：207）。 

如同英國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的觀點，任何社會文化均會面臨「新

生浮現」（emergent）、「支配穩固」（dominant）到進入「式微殘存」（residual）的三個階

段循環（Williams, 1977），三民主義式的文化宣傳工具論或許已經距今有些時日。但如

今觀之，將文化視為一種「建設」、教化與由上而下的觀點，不可諱言地仍可在臺灣文

化治理中窺見其殘存的痕跡。更具體來說，「文化工具化」的簡化思維，及其相應以牧

民為文化政策思維的組織模式，自然無法回應新生的文創產業治理需求。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應該回到檢視文創產業中的「文化」意涵，特別是與在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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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角度來思考。 

（二）文創產業與在地文化的關聯 

在文創產業的概念範疇，與前述相關法令定義的文字內容中，「在地文化」和奠基

於個人創意的內容產業間的聯結為何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無形的、文化的」來指涉文化產業內容導向的本質。加拿大

以文化與藝術活動為文化產業的基礎；芬蘭從文化和經濟兩端，強調文化產業中傳統藝

術如何以商業機制來創新；南韓在其定義上直接標示出「內容產業」為其核心，但其內

容的衍生與創新均來自於文化。最常被全球借鏡的英國經驗，其定義主要強調知識產權

的生成、利用與創造經濟效益的特徵，反而未見到「文化」這個詞。 

「文化」一詞定義複雜、歧異性高，放在文化政策的論述脈絡中，大抵可以從狹義

與廣義兩個層面來理解。狹義上涵括了傳統的藝術文化範疇，一種被視為與階級及其文

化教養相連的概念；廣義來說，則是涵括了人類社會生活軌跡的總合。前者指涉藝術工

作者在美術、影像或表演藝術等創作展演，後者則可以從文化資產、社區營造等面向來

理解。毋庸置疑地，前述幾個不同版本對文創產業中的文化概念，均清楚標示出其產業

發展與在地文化間的緊密聯結。然而，從臺灣的政策實踐來看，似乎呈現出一種論述為：

一九九四年，前一階段社區營造文化政策引導出來的文化產業模式，加上一九九五年「文

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政策，相當程度影響文創產業實踐思維。從社區營造發展出

來，強調凸顯在地文化特殊性與價值的產業建構，這些環繞著地方文化特徵的產業多半

與鄉土的傳統、技藝、農業生產，及其相關的衍生物產有關。此文化產業模式的理解，

僵固了臺灣社會對「文創產業」的想像、理解與詮釋，使得二○○二年文創政策「發明」

後，社會溝通始終多所混淆而難以推動。臺灣經濟研究院針對臺灣文創產業的調查研究，

曾清楚地指出了這樣的困境： 

由於「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與「文化產業」的界定有所差異，以致於對「文

化產業」概念的理解仍限於傳統、鄉村型的初級產業，例如農產加工、傳統

工藝、地方特產的狹窄範圍內；現今行政院提出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與過去「文化產業」相比較，除了擴大產業範圍，更重要的是政府以策略引

導帶動產業轉型加值，並且不只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產業，而是將文化直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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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成產業部門，把文化和設計、創意發展加入國家發展政策之中。無疑地，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是當前的世界趨勢。「文化創意產業」完全改變過去生

產製造的概念，整個產業鏈可以沒有任何實體，例如知識，既可以是資本、

原料，更可以是產品。同時，文化和創意產業也可以提高傳統產業的價值（臺

灣經濟研究院，2003：2）。 

以前述這段話來看，文化產業傾向傳統、人文、鄉土的文化定位；文化創意產業則

模糊文化的邊界，將具有生產文化符號意義的產品都可視為文化的展現（王俐容，2005：

186）。文化產業是小規模與少量生產的特質；文化創意產業效益在於提升就業與產值，

文化可以是資本、原料及產品，更應用「產業鏈」的概念型態強化文化創意產業以累積

經濟效益。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與文化產業有相當大的差距。可參見下表 2 的比較。雖

然文化產業和文創產業從本質、定義、內涵價值、政策目的與其牽涉範圍均有相當程度

的差異。換個角度來說，前一階段社區營造的政策發展，讓社會大眾在主觀認知上仍將

文化產業和在地經濟社會發展兩者緊密聯結，這產生兩種效果，其一，在地文化產業的

推展仍是各地域社會實踐中重要的問題意識；其次，則是將文創產業視為推動文化保存

可能的工具或管道。 

再以圖示（圖 2）簡要闡述社區營造、文化及文創產業，以及本研究關注的都市再

生課題之間的關係。「社區營造」和「都市再生」有著共同根源，關注地方的活化與經

濟再生。但前者較常指涉非都市地區，生產方式與社會組織網絡仍保有某種傳統形態，

強調草根性地社區經營，回歸社區的文化主體，但並未直接挑戰或改變其生產模式與產

業形態。社區營造與產業文化化的政策論述作用下的文化產業，則多是經由社區營造的

組織動員後，累積發展出來的物產模式，兩者之間具指向關係。但在都市再生層次上，

則更關切於都市生產模式與產業組織形態的變動課題，都市再生和文創產業之間乃是相

互交疊的力量，其交集的則是在地的歷史資產、文化資源或共同記憶，可能是有形的資

產，例如歷史建築與古蹟，也可能是無形的傳承，像是傳統技藝、藝術表現形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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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社區營造、都市再生與文化／創產業關係圖繪，本研究繪製。 

綜言之，脫胎於社區營造，以在地經濟振興為主軸的「文化產業」思維，擔負著保

育地方文化資源的許諾，期許透過文化產業的振興模式得以同時保存在地文化。這樣的

思考和文化創意產業寄寓於知識經濟與創新，創造就業機會之際，更關注經濟效益的積

累與產業轉型。兩造的問題意識迥異，使得文創產業同時面臨運用傳統文化資產轉化為

經濟產值之際，經常容易面臨遭質疑「過度商業化」，以及可能危及文化資產保存的批

判；挾著「文以載道」的價值包袱，另一方面，則是無法充分活用傳統文化元素，使得

文創產業與在地文化的聯結薄弱，難以在全球化的市場競爭中，取得壟斷性的符號再現

優勢。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即是從此兩端的矛盾展開—文化資產活用和文創產業開展兩端

之間，是否可以發展出不同的想像和聯結？如果文化資產和文創產業代表了光譜的兩端，

臺灣在地的文化資產豐富文創產業內涵的想像是否成立？以文創產業的發展是否可能

反過來帶動文化資產的保育，或者至少以符號再現層次帶動重新理解文化資產價值的機

會？文化資產的保育實踐，是否能夠轉化為文創經濟產值的有機連動。而文創產業的機

會來自於文化資產的保育？從這些問題意識出發，以迪化街商圈的都市再生發展課題與

創意產業逐漸群聚的特徵來探討相關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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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文化產業與文創產業政策比較表 

 文化產業政策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政策發展

起源 

社區營造之文化政策； 

日本一村一物產政策模式。 

挑戰2008國家建設六年計劃提出； 

概念源自英國創意產業。 

文化定義 以地方傳統的文化為主，將文化工業排除於

外。文化產業依賴創意、個別性，地方傳統與

特殊性，工匠或藝術家獨創性，強調產品的生

活性與精神價值內涵。在地價值特徵為重要依

歸。 

模糊文化邊界，將所有具有生產文化符號意義

的產品都納入，包括傳統高級文化、文化工

業、知識經濟及周邊商品。 

由符號再現體系所建構起的內容產業。 

定義 以文化為核心，發展成為地方經濟效益的產

業，深具地方特色。 

依文創法的定義為，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

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創造財富與就業

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  

範圍 古蹟聚落／工藝／觀光休閒／音樂與表演藝

術／生活藝術／產業文化。 

視覺藝術／音樂表演／工藝／設計產業／出

版／電視與廣播／電影／廣告等15類。 

特性 對立及排斥文化工業、小規模與少量生產。 

以國內市場為主要訴求對象。 

「創意」及「創新」需大量資本投入，需大規

模市場與消費始具經濟效益。 

依託與訴求於全球市場。 

目的 為活化社區、提升生活品質，促成地方營造與

在地振興。 

增加文創業就業人口；增加其產業產值；提高

國民生活文化質感；建構臺灣特色之文化產

業，提高創意風格；成為亞洲創意產業之樞紐

平台。 

強調價值 社區認同、傳統與在地獨特性。  產業之經濟產值、創意與獨特性。  

資料來源：王俐容（2005）、劉曉蓉（2005）與本研究整理。 

四、文化創意聚落與美食地景：大稻埕迪化街 

大稻埕迪化街從二○一○年後，陸續出現創意工作者及其產業。周奕成先生及其團

隊所開發的藝埕系列，是其中經常被討論的要角。這些新進的產業意涵著前一階段商業

活動的趨勢變動，許多店面閒置邀請新的招租者移入，但經營的項目多已不限於傳統的

中藥、南北貨批發等業種。隨著創意產業在此街區漸漸發展，吸引大量訪客到來，迪化

街區從原本活絡的批發商業場域，逐步浮現為慢活、創意生活的都市休閒空間，零售與

觀光產業帶動新的街區樣貌。換言之，在大稻埕迪化街區的地景變遷歷程中，乃是伴隨

著原有產業變動與新產業變遷的都市再生與創意聚落發展的課題。 



42 文資學報│第十期 

 

（一）迪化街發展歷程概述 

從十九世紀後期的開發以降，大稻埕地區與迪化街迄今發展超過 120 年。依據相關

研究（楊鈞文，2016），本文從五個階段來概述大稻埕地區的興起與發展歷程：分別是

最初的港口興起階段，全盛發展期，轉型，發展停滯與再發展等五個時間軸的分期。 

1.港口的興起（約為 1851–1859 年） 

大稻埕地區最早出現的商號「林益順」為同安人林藍田於一八五一年所創。當時店

鋪前後均為農田，僅淡水河岸有船隻停泊。但大多船隻是以艋舺為出入停泊點。林益順

商號以輸入華北、廈門與香港等地貨物，並將油、稻米、大藍與樟腦等輸出到中國大陸

各港的貿易活動。 

一八五三年，艋舺發生頂下郊拼，下郊人（同安人）奉護霞海城隍爺金身遷往大稻

埕，帶動了這一帶市街的發展。一八五六年與一八五九年，新莊發生漳泉械鬥，漳人移

居大稻埕，以此加速了在地的發展。 

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簽訂之前，許多積極來臺灣尋求貿易機會的外國洋商，多以「走

私」進行商業交易活動。後雖簽訂天津條約，以淡水港為通商港埠，但具體地理空間涵

括大稻埕與艋舺聚落。惟許多洋商與傳教士到艋舺經商、傳教，多遭到艋舺當地人的強

力反制，激烈衝突不斷。大稻埕市街形同當時的新開發區，受到洋商矚目，紛紛尋求落

腳於此。 

2.全盛發展期（約為 1860–1900 年） 

一八六二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開放淡水做為國際通商口岸。從一八六○至一八

八一年，各國與清廷政府擬定臺灣開港條約，北部以大稻埕為中心。依賴水運的時代，

洋人將洋行等貿易機構設立在淡水河畔新開發的大稻埕地區。英人杜德（John Dodd）

開展臺灣的茶葉貿易產業，於同治八年將其茶館遷至大稻埕；德記洋行在同治十一年跟

進，將其公司重心由臺南安平移至大稻埕設置分公司。其他洋行如怡和、水陸、和記、

愛利士等紛紛於同一年跟進搬到大稻埕，競逐茶葉貿易的龐大商機。淡水港因為茶葉的

商機超越南部兩港，大稻埕也因為這些洋行北遷而聚居了大批外籍人士（吳密察、陳順

昌，19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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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年代，中街開了大稻埕地區的第一家藥行。十數年後，南街開設了乾元藥

行，北街有恆升藥房，這些店家開啓了大稻埕的中藥產業序幕（吳密察、陳順昌，1984：

112）。一八六四年後，因淡水開港帶來茶葉、樟腦、鴉片的貿易，大稻埕貿易量倍增，

諸多洋行使大稻埕一帶的商業結構跳脫原本以血緣家族為基礎的模式。 

英人杜德有計劃地開創茶葉種植與銷售，不僅成功促成臺灣茶葉外銷全球，也帶動

大稻埕的經濟結構重組：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五年杜德來台年間，已有德記、寶順、水

陸、和記和怡和等五家洋行經營茶行。大稻埕成為國際上重要的茶葉出口區。 

 

 
圖 3：臺北淡水河畔。為日治時期發行之明信片，發行時間約為 1910 年。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日治時期臺灣圖像寫真：臺灣記憶。 

取材自：http：

//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image_photo_detail.hpg&project_id=twpt&dtd_id=10&xml_id=0

000362200&subject_name=日治時期臺灣圖像寫真-http：//memory.ncl.edu.tw/ 

取得日期：2016 年 8 月 1 日。 

一八八五年清法戰爭後，意識到臺灣「南洋門戶」的戰略地位重要性，清政府在臺

灣建省，積極致力各項近代化的基礎建設，包含大稻埕商港的建設。為吸引外資，清政

府鼓勵本地商人興建洋樓出租給外國人（圖 3），在大稻埕設立火車站、鐵路、電報系

統等各式現代化都市設施（曾旭正，1997）。大稻埕地區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間飛

快成長，成為第一個臺灣與全球市場接軌的口岸，以此口岸輸出全球的臺灣茶葉，便是

以大稻埕為首要生產與貿易據點。一八九○年左右，淡水港所有的商業活動都集中在大

稻埕，洋行、行郊、鹽館、倉儲等商業設施一應俱全，市況逐漸超越艋舺。一八九一年，

原本設立在艋舺的茶釐局也移到大稻埕（林玉茹，19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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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五年，日治初期，根據統計，大稻埕地區有六家洋行，131 家茶行。日人以

臺北城內作為推動西方都市建設的場域，臺北城內埕為日人聚集地。相對地，沿著淡水

河岸、臺北城外的大稻埕與大龍峒則為臺灣人為主聚居的範圍。 

3.轉型發展期（約為 1901–1960 年） 

一八九五年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大稻埕扮演著重要進出口貿易港的角色並未改

變。只是從原本主要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轉變為對日本與東南亞的貿易關係。考量

淡水港口貿易的重要性，日人統治時期除了在大稻埕進行大量電信、鐵道等建設外，以

大稻埕車站為起點的淡水線鐵路，則是另外一項指標性的建設。淡水線一九○一年全線

通車。一九○二年大稻埕車站興建完工。一九○五年，臺北市大規模的市區改正，大稻

埕地區也進行計劃道路修整，設置公眾電燈，興建市場（今永樂市場）等等。一九一○

年，大稻埕主要街道，如中街、南街開始進行市街改正，取直打通道路、拓寬路幅，規

定騎樓寬度，倡導西洋樣式建築。許多富商匯聚於此，積極投入住家與店鋪的翻新修建，

逐漸構成今日迪化街長型店屋，西洋樣式建築立面的空間結構。 

然而，由於淡水港功能逐漸被鐵路取代，基隆港的崛起等因素，大稻埕商業繁貌開

始出現變化：一九二○年，淡水港出口貨物由原先的 70%減少為 11%。一九三○年，大

稻埕的消費中心地位逐漸轉移到延平北路與圓環。一九三二年，淡水線鐵道臺北站調整

位置，規劃往東區發展的道路系統。一九三七年，大稻埕車站廢除（楊鈞文，2016：111）。 

延續前一階段的榮景，日人治臺雖然積極經營大稻埕市街，但受限於淡水河港運輸

的交通樞紐地位在這個階段被陸運和火車與基隆港取代，大稻埕也逐漸失去其地理區位

條件帶來的貿易發展優勢：隨著臺灣西部縱貫鐵路完成，陸運聯通水運和港口，大稻埕

原本以稻米和茶葉出口貿易經濟模式的支配性優勢地位從這個階段開始消褪，但仍逐步

朝向中藥材和南北貨集散的模式調整。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市況中，大稻埕仍以過去打

下的良好基礎，保有臺北地區商業中心的角色。國民政府來台後，原本在汕頭廈門等地

經營中藥的人才加入迪化街，民國五十年代，許多中南部的藥商也移入此地，名副其實

地成為臺灣中藥批發重鎮。大稻埕逐漸成為臺灣南北貨、中藥與布料最大的集散地（廖

家顯，1996）。其中，北街以布行和南北貨批發商為主，中街以中藥和南北貨店居多，

南街則是中藥店和布行的主要集中區（蘇青嵐，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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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展停滯期（約為 1960–2000 年） 

二次大戰後，大稻埕地區開始產生改變。這和臺灣在國際分工中角色的轉變有關。

一九五○年代，基隆港正式取代了淡水港的功能。從六十年代晚期開始，臺灣廉價的土

地與勞動力成為跨國公司海外生產基地，同時展開本地工業化的過程。為了容納工業化

帶來都市人口，臺北市開始往東邊發展，公部門投資與建設也以東區優先考量。相對地，

位於臺北西區的大稻埕地區則呈現發展停滯。市政府在一九七三年前後拓寬了大稻埕地

區大部份的街道，唯有迪化街未被拓寬。因缺乏公共投資，相較四周翻新重建的高層建

築，迪化街街景更顯其歷史風貌。 

由於居住環境和公共設施相對短絀，加上傳統街區店屋的店面建築較難適應新的販

售商業需求、缺乏停車場、街道狹窄等因素，許多商家選擇搬出大稻埕，也形同大稻埕

逐步進入發展停滯，甚至可說是衰退的階段，急需找到新的街區發展策略。 

5.轉變再生期（約為 2000 年以降） 

一九八八年，原本預計依照都市計劃拓寬迪化街，經由民間發起都市保存運動，避

免了這條歷史性街道被拆除的危脅。這個具抵抗意涵的歷史保存，會轉向「都市再生」

的文化治理策略，「年貨大街」此兼具社區營造與城市行銷特徵的中介，是促進從文化

產業朝文創產業轉向的重要轉折點。一九九六年臺北市政府開始舉辦「年貨大街」節慶

活動，是都市文化治理對大稻埕的積極回應，也製造出年貨大街等同於大稻埕的市民認

知的聯結。二○○○年，臺北市政府正式公告實施「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有

別於文化資產單棟保存古蹟的模式，透過都市計劃政策工具，一方面希望可以援用整合

性保存的概念，從整體的都市景觀和生活方式的保存做起，更期望以都市保存行動帶動

大稻埕地區的再發展。二○○五年據以執行「大稻埕特定專用區細部計劃案的檢討。但

時至今日來看，這些相關都市計劃工具的硬體操作，對於地區性整體再生發揮的作用似

乎相當有限。 

二○一○年，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出了 URS 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計劃。這或

許可以理解為，是以 URS 計劃來取代年貨大街較為節慶式的、放煙火般的地區活化模

式。雖然在官方文化治理層面，URS 計劃乃是帶動城市創新與環境品質提升的具體做法

之一，但以文創產業與創意工作者進駐街區，帶動在地活化的策略，對大稻埕地區究竟

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影響或改變，需要持續觀察與探討，並非本文討論的主要課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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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大街持續二十年的推動辦理，是重新建構、再現了大稻埕的空間意象與價值的重要實

踐，也與日後導引至文化產業發展有所聯結。故以下篇幅將從年貨大街展開討論。 

（二）大稻埕=「年貨大街」？：從產業文化到文化產業 

一九九四年，中央政府文建會推動的文化政策主軸為「社區營造」；同年，陳水扁

當選第一次直接選舉的臺北市市長。呼應其競選主張，市民主義與社區主義，同時為創

造市民的榮耀感與參與感，強化市民認同，在全市各地舉辦嘉年華式的活動為其重要的

都市與文化政策取向。一九九五年，陳水扁政府宣布確定暫緩迪化街的拓寬計劃，改以

強化地區發展與街區活化的政策。一九九六年，市政府推出「年貨大街」活動。該活動

成為每年農曆過年前，重要且具指標性的都市消費盛會。 

有學者指出，「文化街區」（cultural quarters）是後工業城市（post-industrial city）的

重要特徵之一，「事件行銷」（event marketing）的包裝乃是為了凸顯這些城市的比較優

勢。這樣的影響下，意象、視覺符號，短暫快速的奇觀日形重要，也更加強調以文化事

件來宣示城市的富裕和充滿意義。文化在都市政策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吃重，佔據了核

心的地位。這個核心重要性連結了包括刺激都市經濟成長、加強社會的包容，與發展新

的認同等等許多外部性的課題。如此一來，文化事件在都市議題中承擔了另一個任務─

開始成為都市意義的生產機制（Richards, 2010: 10）。亦即，要隨時能為不同時空脈絡浮

現的新的城市問題，產出不同的意義和詮釋，藉由意義與認同的力量來面對社會內外各

種價值的挑戰。 

以這個觀點來思考迪化街年貨大街的事件行銷方案，策略性地來說，這個活動乃是

積極地重新訴說了一個關於迪化街代表大臺北、甚至是北臺灣的「城市歷史廚房」形象。

迪化街長期為臺灣南北貨食物，如香菇、干貝、魚翅、鮑魚、海參等昂貴高級食材集散

地，是許多批發食材的匯集地。更是中藥材批發的重鎮，人參、燕窩等高價藥材，融合

藥膳或食補等傳統餐飲習慣，迪化街不僅成功地經由年貨大街的活動舉辦，重新形塑其

傳統餐飲、藥膳食補、保健養生聯結的形象，許多餐飲美食老店起源於此的故事開始被

傳頌，強化了周遭傳統在地美食的品牌意象。例如永樂市場、慈聖宮周遭的美味小吃等

等。以此充滿美味的象徵符號與空間美學邀請市民前來選購年節食品。如此一來，不僅

迪化街與傳統美食之間緊密的聯結被揭露、建構與強化，過年前「必須」去迪化街採購

年貨的價值被塑造出來，城市的「年味」及其美學層次價值也重新被確認。另一方面，

迪化街歷史建築群的文化資產價值也由此被成功組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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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行銷」的有效性與魅力在於新鮮感與視覺探奇。年貨大街自一九九六年開辦

後，雖然至今仍每年持續舉辦，但隨著成為每年例行性的活動後，話題性與價值創造越

來越少，原本有助於店家吸引顧客重新認識迪化街的老店與歷史的街區行銷活動，逐漸

變質成為單純的商業活動—每年以迪化街「年貨大街」的名義，吸引越來越多外來攤商

進駐，販售商品不再僅限於在地商家。農曆年前期間，大量人潮蜂擁而至，影響當地商

家的營業，製造更多汙染，引發在地居民反彈，對年貨大街產生負面情緒。蘊釀停辦的

聲音浮現，同時，在地居民與當地的年輕群體被召喚出來，主張這不是他們所熟悉或期

待的迪化街景觀，具在地主體意識的群體感漸漸凝聚。 

年貨大街的規劃辦理一開始是循著社區營造的論述，以強化自身獨特性、自明性的

策略，以事件行銷（event marketing）的方式，為在地建立「品牌」（branding）。在這個

為大稻埕迪化街品牌化的過程中，藉由不斷地訴說自身的故事，南北貨、茶葉、中藥與

布業等四大代表性產業的故事，特別是其中與傳統美食的意涵，透過年貨大街的符號被

傳遞，以強化大稻埕迪化街區的自身意象與獨特性存在。如此一來創造出兩種效果。其

一，讓大稻埕迪化街從原本居民的日常生活場域，在象徵與符號的層次被轉化為服務消

費者與觀光客的美食地景（landscape of gastronomy）。換言之，這個轉換不僅讓在地的

批發產業逐步面對零售消費客戶，原本單純的銷售商業區，浮現出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區的特徵。其次，大稻埕迪化街區的美食地景與文化觀光體驗經濟經驗被創造

出來後，經由消費美學化與空間符號經濟的作用，為後續的創意產業預備了發展的土

壤。 

（三）美食地景形構與轉化：「文化引導都市再生」（cultural-led urban 

regeneration）論述的浮現 

二○一○年後，大稻埕迪化街區陸續移入創意工作者及其產業。這些創意工作產業

從迪化街豐富的歷史資源，包含悠久的飲食文化商業販售傳統，獲得有助於其生根茁壯

的養分。但另一方面，相較於前一階段「年貨大街」僅為每年一次、嘉年華式、外來者、

公部門例行舉辦的商業促銷活動，這個階段的迪化街美食地景形構過程，具高度美學反

身性（aesthetic reflexivity）意涵的─朝向更為關注在地文化主體性的文創產業發展趨勢

逐漸浮現；年輕的社區經理、組織工作與創意工作者，甚至是「返鄉」就業的年輕世代，

強調立足於大稻埕的過往歷史經驗，共同關注大稻埕地區再生與發展議題，一種更具在

地基進性的發展策略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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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高度美學反身性發展特徵的浮現，一部分固然得力於年輕世代，包含返鄉工作、

進駐的社區經理專業者與創意工作者等不同角色的協力，與對社區的持續擾動；另一方

面，公部門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計劃」（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s, URS）也發揮了相

當程度的作用。 

從一九九六年開始，為活絡在地商業而舉辦的「年貨大街」活動植入，與其說是活

絡在地商圈，將迪化街與年貨大街劃上等號、創造其街區自明性可能是更為貼切的描述。

每年一次嘉年華式的盛會，無法確保迪化街商店的持續活化。有些屋主在房產無法擴建

改建的限制下移居他處，有些老店選擇不再繼續經營，臨街開始出現空餘店面。為刺激

街區商業活絡，與臺北市整體都市更新政策的需要，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出了「都

市再生前進基地」計劃，以迪化街一段 127 號屋主將閑置空屋簽約交由政府代管2的首

例，邀請民間單位參與經營。二○○九年十月開始，「127 公店」開展整個 URS 計劃。

URS 計劃促成迪化街產業風貌結構性的改變與影響，在地草根力量逐漸發展。不僅年輕

世代逐漸積極關切、參與社區事務，也吸引其它創意工作者的進場，成為影響迪化街產

業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助力。以南北貨、中藥材，茶葉與稻米等文化資源為基礎，結合餐

飲傳統日常生活實踐所逐漸浮現的美食地景，隱然成為該地區發展文創產業、帶動都市

再生的重要策略之一。本研究依據文獻收集、田野調查與訪談等資料，將這些美食地景

的形構區分為四種模式，分別是以 URS 經營模式的活化概念引進、文化工作者進駐的

新產業模式開發，老店與傳統產業轉型活化模式，以及舊瓶新酒的新舊融合模式等3。 

1.URS 經營模式的活化概念引進─URS155─Cooking Together 

在迪化街街區範圍中，目前有四處 URS，其中 URS155 和 URS329 兩處均與飲食文

化有關。URS329 的個案於文後討論。 

URS155 為一棟典型的三層樓兩進的街屋，興建於一八五○年代。原本的屋主是從

事雜糧行與中藥材貿易。屋主將建築捐給臺北市政府，作為推動大稻埕街區活化使用。

該據點剛開始設立時，經營者提出了以「cooking/ eating together」的策略來強化商街社

區鄰里的聯結。經營者為一群進駐時約 30 歲左右的年輕人。為了想讓老街區邀請更多

                                                 
2 但這裡涉及另一個政策工具的運用，即發展權的移轉。屋主透過其發展權的移轉，得以強化保留原有老

屋的意願，有助於公部門進行街區整體策略性資源配置與調整的彈性。 
3 本研究並非意指大稻埕街區僅有這四種發展模式，而是以 2010URS 計劃開始，迄於本文主要寫作的二○

一六年中的期間，所區分出這四種不同作用者的策略運用模式進行階段性的討論。許多經驗現象仍持續

地變動與發展中，自非本研究在這個時間點所能窮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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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進來，為了更融入當地，他們以「好味食堂」的命名，邀請鄰居來一起烹飪與用

餐。這個構想除了來自於迪化街長期是高級食材批發為主的街區特色，更在於「共同用

餐」帶動的正面情緒感—「好味食堂的五感體驗，引起民眾對於大稻埕的興趣」。這樣

的社區經營模式來自於善用在地的文化資源，也有助於其自身的創意產業經營。 

從二○一一年進駐以來，進駐的前兩年，每個月舉辦一場「好味食堂」，成功舉辦

30 場以上，串聯起 20 多家的迪化街店家，參與活動者超過三百人。以一起烹調與用餐

醖釀出愉快互動氛圍，有助於跟鄰居建立起良好的情誼，這些年輕人逐漸融入社區，在

這個據點經營自己的品牌，也讓迪化街店家彼此有更多串聯與互動。利用這個據點邀請

更多年輕創作者共創商機與一同創造，是該團隊的目標。成立迄今，參與的共創夥伴超

過四百人。 

為了有助於該平台的運作，建築一樓為大稻埕店家研發的糕餅與菜單展示店面，民

眾可以購買到二樓或開放的天井享用。第二進一樓是好味食堂的烘焙教室與廚房。第二

進的二樓可作為研討和舉辦活動的場地，三樓是創作人的共同工作空間。URS155 引入

的不僅是老屋活化的經營模式，更重要的是引入以飲食文化、共食產生愉悅互動的情境，

作為活絡傳統街區的價值論述。 

2.文化工作者進駐的新產業模式開發 

在此類型中可以「豐味果品」和「農學市集 248」兩個案例來說明。這類案例與前

述模式的共通性在於，創意工作者進駐傳統街區，衝撞出新的火花。 

豐味果品創辦人為留學英國碩士，主修文化企業。曾在中央政府文化部門，負責文

創政策的擬定與執行。二○○八年離開政府部門後，意識到臺灣產業逐漸朝向文化企業

的發展，他自身選擇在迪化街這個創意街區創業4，開始幫農民賣水果。臺灣長期以壓

低農產品價格來餵養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農民守著土地，有著良好技術，熱愛土地，

但農業逐漸成為無法養活家庭的職業選擇。許多年輕人只能離開土地與家鄉，農村凋敝、

農地流失。為推廣臺灣優質水果，也為臺灣農業付出心力，豐味果品選擇為農民賣水果。

經營者到這些有機生產產地採訪農夫，深入了解他們的生產經驗。經營者幫農民生產的

水果說故事。透過店面與社交媒體行銷方式，「把農夫當成藝術家來行銷」是豐味果品

的行銷策略。迄今雖然經營上仍相當艱難，但已培養出許多熟客，有來自日本與韓國的

                                                 
4 該品牌創始與周奕成的藝埕系列出於同源，後出現經營模式調整等內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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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挪用所謂的文創產業模式，將臺灣的優質水果行銷出去。 

曾經因白米炸彈客身份引發關注的楊儒門，二○○七年六月經特赦出獄後，在全台

拜訪農民，積極研究有機農法，想為臺灣農業找未來。他提出的策略是直接介入農業產

銷體系。讓廣大小農的好產品直接跟消費者接軌。避免中間剝削，讓消費者可以買到值

得信賴的好農產，帶動臺灣農業正向發展，減少全球化衝擊。成立於二○○八年七月的

248 農學市集即是這個歷史背景下的產物。農學市集原本每週末固定在忠孝東路四段

248 巷舉辦。多年後，意識到臺灣小農的生產技術與品質很好，但農夫不懂得如何行銷

自己，必須有實體店面協助農民行銷—經營 248 農學市集這個品牌，就是要行銷小農。

當時迪化街北段多處閑置的店面成為進駐首選。充滿歷史風味的老建築，搭配從全臺灣

各地收集來的小農農產品，成為歷史街道中饒有趣味的店面。特別是可以從這些百年歷

史的建築中，回味臺灣的「古早味」。舉例來說，該商店中以臺灣南部萬丹生產的紅豆，

搭配黑糖，以炭火燒煮的古早味紅豆湯，成為店中的招牌商品。一種早期純樸、真實，

沒有任何添加與人工的真實原味，強化了該品牌的精神。 

3.老店與傳統產業轉型活化模式 

迪化街上許多店家傳承經營超過百年，有的店家與產業已漸漸消逝。但同時，也有

許多傳統產業尋求轉型活化，李亭香餅店即為具代表性的個案。另一家 URS329 稻舍，

以 URS 的模式來活化老屋，背後隱含的價值為挪用大稻埕為北臺灣稻米批發重要節點

的歷史文化資源。 

「李亭香餅店」為迪化街北段的百年傳統餅店。原本年輕人不願意繼續繼承。隨著

家中長輩年紀漸增，傳統餅店幾乎面臨歇業的困境。在高科技產業工作的第五代長子決

定回家繼承家業，三個妹妹跟進，四兄妹共同為家族事業努力。意識到傳統美食必須調

整。經過無數次研發，老店新生。如口味的調整，改變包裝容量大小，更精緻的包裝設

計，研發出花生糖「平安龜」、「寶柚兔」5等新產品，增加英文日文介紹，開發新的通

路，活化傳統產業的經營模式。店外增加傳統糕餅製作道具的展示，介紹傳統糕餅的製

作與技術。李亭香餅店從產業內涵到販售文化的活化，代表傳統糕餅產業復興，也讓原

本相對於中南街比較冷清的迪化街北段更受到關注。 

相較於中南街，迪化街北段商業活動較少，來自於其產業特性。北街原本主要為稻

                                                 
5 這兩樣產品以中文的諧音隱含祝福。平安龜代表「出門在外，平安歸來」。寶柚兔意指「有神佛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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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產業。根據訪談與資料收集得知，許多建築物是碾米廠和糧倉，稻穀經過碾米裝袋後，

直接從河岸碼頭送走。故北街店面較少與一般消費者有太多商業互動，相對也保留得比

較完整。現今北街也仍保有碾米廠及古老機具店面。 

一九二三年成立的葉晉發商號，曾是迪化街最大碾米廠和米批發商號。隨著產業變

化，家族陸續搬遷離開迪化街，第五代葉守倫原本在中國工作，後決定返回祖宅，以此

為據點重新開創家業。因具備產業經營概念與經驗，葉守倫籌組公司，有計劃地逐步推

動各項以北街十連棟為基地，以大稻埕文化歷史資源為背景，經由產業活動引入的創業

模式，帶動街區的活化。 

在具體的策略擬訂上，為吸引更多人看到大稻埕街道與建築之美，和同樣北街長大

的導演葉天倫，以拍攝電影作為行銷大稻埕的第一個策略。以稻米批發起家的家族祖宅，

支持了電影大稻埕拍攝，再現傳統街屋之美，成功吸引遊客來訪6。其次，該團隊積極

規劃更多的北街活化策略。包含邀請法式主廚7來開餐廳，強調以臺灣在地食材，但以

法式食物烹調方式來設計菜色，每天從市場採購後決定當天菜單，形成具在地特色的美

食餐廳。後爭取增設 URS329
8，取名為「稻舍」。為了紀念該家族從稻米販售起家，以

稻米作為該建築空間活化再生的主題。運用該建築前後兩進的特徵，第一進作為稻米文

化與相關產品的販售展示空間，第二進與樓上的空間，規劃以米食文化結合當季食材，

設計出特色菜單的餐飲空間。以米食文化的展示和販售，傳遞迪化街稻米集散的歷史街

區集體記憶。邀集北街店家，二○一六年初，舉辦與南街相互輝映的「北街年貨大街」。

將小說「紫色大稻埕」9改編為電視連續劇，都是該團隊採取的街區活化策略。 

4.舊瓶新酒的新舊融合模式 

所謂舊瓶新酒，在此指稱原本在地的產業形態，因應時代調整其經營模式，以利於

該產業持續推展，特別是從建築硬體與產業軟體兩個面向均獲得良好保存活化者。在此

以「臻味茶苑」和「王有記茶行」兩個案例來說明。 

                                                 
6 當時拍攝名為「大稻埕」的電影。之後，同一建築作為電視劇「紫色大稻埕」拍攝場景。目前該場景陸

續有各種 MV、電影和戲劇前來取景，包含新加坡的廣告。 
7 原為臺北麗緻酒店法式餐廳行政主廚。 
8 因 URS 計劃目前已經暫緩執行，URS329 為目前最新增設、也可能是最後一處 URS 基地。 
9 為持續吸引人們關注，彰顯當地的歷史記憶，該團隊再次運用家族祖屋的美麗建築與歷史場景。該小說

由臺灣美術史家謝里法撰寫。故事主題為臺灣早期現代西洋美術萌芽時期，幾位重要畫家的生平。西洋

美術在臺灣開始萌芽與發展的時間點，大致是一九二○年代。這股西洋現代文化在臺灣蓬勃發展，主要

場景就是大稻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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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是大稻埕商業文化歷史發展的根源。大稻埕街區外緣的「王有記茶行」可說是

最早以文化引導歷史街區再生的案例。王有記茶行第五代留學國外主修國際貿易，善用

所學、拓展家族事業版圖。為活化傳統產業的品牌形象，將該歷史建築改造成活的茶葉

博物館。長型街屋最外面是販售空間，第二進以後是製茶空間，可以預約開放參觀，讓

大眾認識茶葉的製造過程。二樓原本是撿茶的工作空間，目前改為可以舉辦講座的品茶

空間；週日提供免費南管演出，將自身經營為大稻埕區域的資訊與社區服務節點。有記

茶行以其大稻埕入口區位優勢，結合在地軟體資源，從一九九七年迄今，每月一次持續

提供免費的大稻埕導覽活動，讓社會大眾認識老街，持續活化在地社會網絡與鄰里情

感。 

「臻味茶苑」建築原址為「林五湖故居」，該建物為迪化街目前保存最早的建築物。

經營者原本在鶯歌經營茶行。受到迪化街街道與建築景觀之美，以及迪化街為臺灣早期

茶葉產業發展基地的歷史元素吸引，選擇在此開店，將古味盎然的傳統建築和在地產業

文化傳統有機融合。 

前述四種不同模式的在地產業轉型發展，傳遞出歷史商街的歷時性變貌，以自身傳

統為基礎，形構出當地美食地景之際，也牽動傳統產業朝向文創產業趨近的樣態。創意

產業和在地產業間的互動激盪，是醞釀創意產業的沃土，也是刺激傳統產業持續活化的

能量。 

五、牽動與互動：文創產業與在地產業的關聯 

迪化街區從最早的稻米、茶葉輸出，逐漸轉型為傳統南北貨、中藥材、食材與布市

的批發基地，迄今超過百年歷史，近年來更朝向吸引許多創意工作者移入的產業模式進

展。不可諱言地，這樣的變化的確促成了商區屬性的轉變。本研究認為，新移入的文創

產業跟原本的商業活動模式之間，存在著相互牽動與動態互動的聯結，兩者之間並非一

組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持續性的光譜。本節將從創意產業和傳統產業的辯證、緊張矛

盾與新的實踐策略等三個向度，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 

（一）這不是我的「年貨大街」？商店街與市集的辯證關係 

官方的 URS 政策外，創意工作者的參與投入，在地年輕人的「返鄉」耕耘，是帶

動前述迪化街美食地景形構的關鍵作用。然而，年輕世代的投入能量與在地活化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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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似乎並未停留在此。其中，與已經漸趨僵化的年貨大街抗衡，組織與動員在地商家

和年輕人，以創造出迪化街街區認同的市集為其中一項策略。 

迪化街一九九六年起開始舉辦的「年貨大街」活動，在二十年前可謂為有效重新包

裝大稻埕歷史街區的事件行銷，每到農曆春節前的持續辦理，已經讓「年貨大街」幾乎

與大稻埕地區的「迪化街」劃上等號。然而，正是因為這個行銷活動每每在過年前創造

龐大商機，大量各地商販湧入，在地商家的地理優勢並未獲得保障，在地販售產品的獨

特性也難以突顯出來，許多不同的聲音開始浮現，同時意圖展現更豐富在地文化內涵，

由在地人角度籌劃的活動出現。 

有感於大稻埕文化的豐盛美好，希望推廣給更多人認識，特別是更深入地挖掘歷史，

避免只是任由外來訪客來定義或詮釋迪化街是什麼。從小成長於大稻埕的邱翊召集策劃，

於二○一三年八月十、十一日兩天，搭配十日晚上的「大稻埕煙火節」，舉辦名為「時

光市集」的活動。 

這個市集的策劃與動機，完全企圖與官方版的年貨大街對話，為突顯在地多元面貌

與文化元素內涵，活動規劃設想了許多細節。例如，活動舉辦場地設在永樂市場廣場上，

攤商則以在地商家與邀請創意工作者共同加入。其次，特別邀請在地的霞海城隍廟與林

柳新偶像館共同參與。廣場上別出心裁地鋪設了稻穀，讓孩子們享受難得的體驗，呼應

大稻埕歷史命名的典故；另外，規劃名為「大稻埕尋寶活動」，藉由設計小遊戲，提供

贈品，鼓勵遊客按圖索驥參與在街區中穿梭尋寶，更有參與感地投入活動，在遊戲中探

索在地歷史文化。邱翊先生當時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該項活動的確是希望藉由市集邀

請訪客能體會更多大稻埕的文化領域內涵，再把這樣的參與能量輻射出去。 

活動舉辦後獲得好評，從原本一次性的活動，延長為持續性市集。二○一三年十一

月，「時光市集」從原本的永樂市場，轉戰迪化街北段的騎樓舉辦，名稱改為「亭仔腳

的時光市集」，以懷舊復古作為主題，《路攤 x 開講 x 野台 x 童玩》以四種不同元素

的匯聚來訴說大稻埕的故事。累積之前的舉辦經驗，可以觀察到，許多在地在外工作的

年輕人，新近移入的創意工作者，已經逐漸開始積極投入這些在地活化的文化事件中。

例如世居在地的柯智豪，新加入的蘑菇設計張嘉行，與拍攝電影大稻埕經驗的導演葉天

倫等人，都是這裡長大的。 

「時光市集」後來雖因故未能持續舉辦，但其挖掘出對當地再發展的提問，特別是

環繞著官方極為簡化地，經由「年貨大街」和「大稻埕煙火節」這兩個節慶活動，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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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的事件行銷來面對迪化街再發展的複雜課題，經過這幾波持續地社區擾動和邀請對話，

顯然是無法解答居民的種種疑惑。持續醞釀的能量，累積到二○一六年後，逐步擴散轉

化為更多元的，以在地觀點發展出來的街區活化、與吸引更多觀光客拜訪迪化街的模式。

這其中，深度導覽與市集活動成為兩組經常活化運用的策略。 

舉例來說，二○一六年農曆春節前夕，首次舉辦的「北走，夯仔內」二○一六迪化

北街在地年貨市集，為了突破既有年貨大街僅固定設置於迪化街中南段的模式，北段業

者自行集結起來舉辦市集活動。在地重要的信仰中心霞海城隍廟多年來始終香火鼎盛，

訪客眾多，但也積極加入在地活化行列，以「廟埕藝心，職人情味」的價值為核心，與

「舒喜巷」團隊合作，從二○一五年底、二○一六年開始，規劃舉辦大稻埕「戀愛埕舊」

老靈魂市集；後持續舉辦市集，但每次依照季節等變化設定不同主題。例如四月春初主

題為「春天稻了，布思藝」巧妙結合時令和當地的布業。後更匯聚為「臺北霞海城隍文

化節」的系列活動，與城隍繞境活動相互結合，以大稻埕在地為文化主體的思維益見凸

顯。 

與此同時，對應於南街永樂市場前的霞海城隍文化節，約莫於同時，URS155 的經

營團隊，將其以往持續累積的創作共享經驗，轉型為在北街舉辦的「天井市集」。目前

這些活動仍持續地辦理中。 

從前述這些在地年輕人和創意工作者參與街區活化的推動經驗，可以延伸思考兩項

議題。首先，由於大稻埕地區原本即為相關餐飲食材批發匯集之處，以在地的飲食符號

美學作為市集主題，以在地販售的相關商品設攤，聯結了從批發到零售，提供了直接面

對消費者的銷售服務，銷售商品之際，也創造了在地文化符號的消費經驗與美學體驗；

另一方面，所謂的「市集」（market, bazaar）本即為提供產品購買的商品服務業，是串

聯其銷售端與消費端的面對面時空；與此同時，是集中邀請了多元攤商，提供創意工作

的微型創業者直接尋找買家的銷售管道，開創不同的就業模式與機會。這些創意工作者

藉此參與迪化街的街區氛圍與文化空間，使原本以批發業為主體的商街，建構出不同尺

度、層級和主題的消費場域與服務，有利於創意工作者進入迪化街的銷售空間體系。這

些都是有利於文創產業在迪化街生根發展的資源基礎。如同邱翊先生於二○一三年舉辦

「時光市集」受訪時表示，由於大稻埕百餘年來的商業文化推進模式，「過去商業的累

積，是一個開放的心態。」這種比較開放的心態與氛圍，吸引了文化領域多元的創作者

進來這裡，這裡有著最新穎的思潮與訊息流通，匯集著同樣有著創作熱情、心態開放的

藝術家，能夠彼此激盪出燦爛的火花，引領時代的風潮。這樣的氛圍與匯聚效果，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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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一次一次的活動與市集中逐漸累積，和創意工作者進駐兩者之間，相互輝映。 

（二）不只是商店，這裡是我的家：產業變遷浮現的緊張矛盾 

大稻埕迪化街區的產業生態近幾年來的變遷，除了從主要為批發模式轉向小眾的零

售模式，產業內容也從原本的中藥材、南北貨食材，部分導向為創意產業，特別是小規

模、本地的設計師品牌和生活美學用品，以及精緻的咖啡和茶飲店。相較於產業內容的

改變，更關鍵性的差別在於，傳統商業販售與建築形態，乃是以長形的店屋來維繫「前

店後住」的住商混合形態，這同時意味著以家族、家庭成員共同經營與傳承的組織模式。

甚至早期從家族勞動演變為師徒制，店東等於師傅，店員是徒弟，日據早期仍保留師徒

制的色彩（林衡道，1994：2）。換言之，迪化街的商店多為自有店面，且世代居住於此

為多。這裡既是百年傳承的店面商業空間，更是世代居住的生活場域。雖然其間或者有

些家族或分家後選擇遷往他處居住，但相對於後來的店面租用者，即這些晚近的創意工

作者多以租用店面為主，較缺乏長時間居住於此，以店為家，將商業活動與每日生活完

全扣聯的空間經驗模式。 

循著前述兩項發展趨勢，同時產生值得關注的矛盾課題是：大稻埕的訪客日益增加，

商業活動回溫，在地商家感受到文創產業移入與年輕世代想從頭認識迪化街的熱情，暗

示了商家重新調整行銷定位的可能潛力。但伴隨著可能的紳級化狀態，即使此地自有店

面比例較高，但逐漸浮現的危機是，有些獲利率較低，或下一代已經無意願承接的店家，

可能選擇釋出店面，以收取租金來取代自營店面。那麼，可以預見的是，朝向部分傳統

店面業種會因此離開迪化街，或者是選擇以積極參與行銷自身的新興模式浮現。 

年輕創意工作者移入，可能引導著迪化街店屋建築形式意涵的「商店即是家」，長

期的商業活動即為在地文化最真實面貌等論述受到關注。換言之，如何延續居住和商業

活動之間的穩定平衡關係，確保原本以人際網絡所架構起來的社會空間與日常生活情境，

並非紙上的鄉愁，而是真實展現在街區內每天吃飯喝茶穿衣與巷弄街道的穿梭來去話語

之間。這是創意產業地景在大稻埕迪化街逐漸浮現後，牽動了原本長期定居於此的在地

社群，被高度引發的危機感與生存意識—原本安居於此，慣常的生活形態與社會互動模

式，因為新的變數植入生活空間中，動態且持續地和在地街區發展出各種有機變化。相

較於年貨大街節慶式地、短暫而侷限於特定時空間一次性活動，這些在此地開店的創意

工作者與經營者，以及每日持續遊逛與現身的觀光客帶來的互動效應，顯然是要更難以

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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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工作者的新店面帶來的新商業模式，固然引發原本在地經營者的關注。但另一

方面，觀光客對這些文創景觀表達出來的高度熱情，及其創造出來的空間美學與符號經

濟，更是牽動這些老店家漸漸轉向，也試圖在原本的經營販售經驗中，引入美學與符號

經濟的運作模式。這個經由街區日常商業互動經驗所牽動的經營模式調整，創意工作者

的牽動之外，在地的專業社區工作者，特別是年輕世代的融入，是讓在地傳統產業逐漸

朝向美學化的關鍵作用力量。而其運用的行動策略，包含達人帶路導覽式的街區小旅行、

創意市集與文化節等等節慶活動的規劃引入，是較常被活用的形態。 

（三）導覽與故事訴說—從藥材到藥膳體驗經濟的創新實踐 

迪化街中藥商通常被視為臺灣經濟活動中的優勢群體。不論迪化街商業活動發展如

何，在此經營中藥批發的店家，因擁有商店產權，往往相對可保有其經濟優勢，受到衝

擊有限。中藥店消費群體通常不是年輕人。這使得這些傳統店家對迪化街的文創地景新

發展通常態度較為保留。然而，當移入街區的創意工作者店面越來越多後，特別是越來

越多年輕人與外國遊客來到迪化街，這些中藥商家逐漸感受到必須跟著調整，否則消費

者的喜好可能會日漸改變。另一方面，長期在此進行社區工作的專業者，持續跟當地商

家互動的經驗，深刻明白商家對迪化街拓寬與否，是以商業利益考量優先的。然而，逐

漸傳出可能某些中藥商店面考慮獲利不如以往，打算結束營業，將店面出租的訊息時，

積極保存迪化街中藥批發特色的聲音出現了。 

迪化街的中藥商業公會和 URS44
10的專業團體「大稻埕亭仔腳工作室」展開合作，

希望以較為活潑、接近消費者的體驗經濟模式來行銷中藥，特別是一般人都可以享受的

中藥藥膳、食補與美容保健食品。二○一五年底，以中國傳統節氣，立秋與立冬為主題，

進行街區的導覽與行銷活動，帶市民認識迪化街中藥行。 

華人飲食中有所謂食補。食補概念強調食物就是天然的藥。人們在不同季節中，因

大地變化需要不同的調整與補充。舉例來說，夏天很燥熱，身體流很多汗，需要補充流

失的水分，讓身體不要太燥熱。冬天因天氣寒冷，血液循環較差，需要多補充讓身體溫

暖的食物。中國農民曆的 24 個節氣中，因應不同氣候變化，有相應搭配的食物與藥膳。

這些與傳統緊密聯結的飲食文化跟年輕人、也就是文創產業的主要消費族群的生活經驗

                                                 
10 負責經營營運 URS44 的單位為『歷史資源經理學會』。但考量執行特定計劃所需，另於同處原址，設置

「大稻埕亭仔腳工作室」。亦即，前者負責整個 URS44 再生基地的營運與活化，後者則是以社區營造的

模式，專案執行與街區鄰里互動，討論大稻埕社區環境等各面向問題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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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太遠。但透過社區工作者中介後，重新透過美學化的方式，讓兩者間建立起相互對

話的橋梁。 

在名為「立秋小街」和「補冬」的兩場活動為例，這個活動乃是社區組織工作者和

在地中藥商業公會的幹部發展出來的。先跟平常較為熟稔的店家溝通好，設定好當天導

覽解說要拜訪的店家與路線。接受約三十位報名者參加。每家商鋪各自以其店內商品主

題為核心，準備店內的特色料理或獨家配方，例如羅漢玉杏湯、藥炖排骨湯、補氣茶，

燕麥粥、當歸湯，燕窩，青草茶等等。經由當地中藥商業公會主席帶領，逐一解說各家

店面特色，包含歷史建築風格，店家歷史（許多店家傳承超過百年歷史，但也包含了複

雜的家族兄弟分家等故事）與迪化街的發展關係，各店家的重要商品或獨門配方等等。

參加者開心享用店家準備的美味食物，討論日常生活保健與中藥運用，了解當地歷史。

當然，最重要的，藉此購買相關商品獲得商家親切的解說與服務。這個活動讓傳統經營

的店家了解，「體驗經濟」模式創造讓消費者直接接觸中藥與食補的機會，對行銷中藥

這個古老商品有正面而直接的效果。 

兩次活動成效良好，消費者期待持續舉辦。進入二○一六年春，後又於四月推出「春

遊學大稻埕」活動。這個活動延續之前的立秋小街和補冬的活動，仍是以在地商家與飲

食的聯結為主軸，例如某兩家中藥行的春雞藥膳料理和花草茶品茗，強調春天四月的飲

食特色。再加上迪化街在地超過數十年經營的蜜餞店與蔥蒜行。但這次的活動再加上永

樂市場的布市的手作體驗活動，以及搭配當天舉辦的「巷の大稻埕～春天稻了，布思藝」

創意市集活動，讓消費者認識了迪化街中藥發展歷程，強化街區傳統產業與文化的價值。

甚至與前述「臺北霞海城隍文化節」相互接軌合作，匯聚更大的在地能量。 

中藥商業公會對活動效果也抱持正向態度。根據現場的調查，幾次活動中，臺北市

中藥商業同業公會的理事也擔任主要組織者。這些活動讓「中藥行」重新調整自己在街

區的角色。意識到中藥產業必須貼近年輕消費者，體驗經濟提供的行銷模式，吸引年輕

消費者貼近，有利於這個飲食文化的延續。中藥行是否面臨沒落的危機，在這個創意產

業和傳統產業競逐街區空間中受到關注。即振興原本在地傳統產業是街區活化的重要內

涵精神。創意產業固然為街區帶來年輕人口，讓產業活化。然而，是否會因過於強調創

意產業，而讓這裡原本的產業浮現危機，或者可以因為應用新的行銷與活化策略，反而

讓傳統中藥文化走出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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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文化的發展必然有其脈絡性的連結，無法憑空而生。大稻埕一帶因著其較早發展的

歷史背景，以及臺灣資本主義商業文明在此發跡深化，新興的餐飲美食文化也自然在大

稻埕街區周邊持續蔓延發展開來。一九三○年代，畫家楊三郎兄長楊承基開設維特咖啡

館，為臺灣第一家咖啡館。咖啡所象徵的西式文化，伴隨著與繪畫藝術的結合，沙龍與

文化公共場域的模型在臺北城市中初現。維特咖啡主廚廖水來另行獨立開業「波麗路西

餐廳」時，定期在餐廳內舉辦畫展，為臺灣當時藝術家活動的重要據點。在臺灣社會經

濟生活尚稱不上富裕，西餐廳為重要的社交場合，波麗露餐廳也被社區居民戲稱「相親

餐廳」，是當時介紹男女相親的重要地點，至今仍持續營業，同時延伸出波麗路新店和

日前已歇業的肯特西餐廳。王井泉先生為二次大戰前後，臺灣美術運動重要的贊助者之

一，他開設的「山水亭」餐廳猶如巴黎咖啡店的「文化沙龍」般的文人據點，為臺灣文

學雜誌編輯部所在。詹天馬的天馬茶坊也同樣為當時的文人聚會場所。在這些西式沙龍

與文化公共領域浮現的時刻，傳統的用餐與酬酢地點—酒樓，江山樓，東薈芳，春風得

意樓與蓬萊閣，所謂的四大酒樓，為富商文人聚會宴飲之所，流傳下來大稻埕的酒家菜

與那卡西文化。 

回到本研究關注的幾項核心發問，因著社會變遷與產業調整腳步，迪化街區所移入

的創意工作及其產業，與其說是改變了大稻埕迪化街的歷史景觀，毋寧是創造了新的美

食地景，也牽動在地產業社群與街區文化的辯證演化。本研究認為，創意產業與在地傳

統產業之間並非二元對立的兩造緊張關係，更像是延續性的光譜。特別是在這個延續超

過百年的歷史商街中，許多產業也經歷過持續的變遷演進，例如，根據口述歷史的調查

資料，約在民國六十年代，許多南北貨業者考量無法獲得充分利潤，轉而將房屋租給中

藥業者，使得巔峰時期曾經高達 1600 多家的南北貨商鋪，減少到民國八十年代約 240

家左右（卞鳳奎，1994：12）。 

由於大稻埕迪化街區的發展樣態仍在持續演進中，本研究僅為階段性觀察與探討，

期望以迪化街長期以來擔負南北貨與高級食材的批發零售商業功能，在傳統飲食文化的

集體記憶層次的角色，特別是透過這二十年來年貨大街節慶活動持續辦理，迪化街與年

味和傳統飲食文化的聯結深植人心，足以成為在地豐盛的文化資源，以及作為創意產業

進入大稻埕迪化街區，最能夠取用和轉化的空間經濟與美學符號。最後，以下列四個面

向提出本研究對現階段大稻埕歷史街區在地產業和創意產業的觀察，作為本研究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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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結論。 

首先，關於社區組織工作者的介入。透過專業社區工作者以一種跨越了傳統在地飲

食文化符碼，一直到新興創意產業兩端，以光譜式、綜效的、多元且相互滲透的理解與

詮釋，的確對在地傳統產業具帶動的效用。或較為簡化的說法，讓原本相互不理解的在

地商家文化得以交流，互為主體的理解，小幅度地消解原本潛在的緊張。 

其次，在建立與消費者的社會溝通面向上，傳統中藥、藥膳、花草茶，甘味果品與

日常食材，以及迪化街在地飲食商品等等，經由這些規劃過的導覽解說活動，透過消費

美學化，以及符號的動員與想像，訴求消費者從原本較為單純的商品購買，朝向美學化

的文化消費形態。亦即，透過這些導覽體驗後的商品購買消費，讓商品的美學與符號跟

消費者的經驗產生連結。經過文化觀光過程，重新喚起某些沉澱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內涵

元素，建構起飲食文化的認知與想像。 

第三，在地傳統產業和新植入的創意產業之間的聯繫方面。傳統產業與消費經驗的

美學化過程讓傳統商業活動得以往文創產業的路徑漸漸調整其空間再現與象徵符號。在

大稻埕迪化街的文化地景生產中，這些與傳統生活美學掛鉤較緊密的飲食符碼，構聯了

新進的文創產業，讓迪化街的傳統歷史建築街道景觀，產生了動態調整與融合的可能性，

一種迥異於年貨大街割喉式的節慶模式，新的飲食文化地景悄悄浮現。 

最後，創意產業如何挪用在地文化資產來取得發展的養分？特別是是否能夠藉著創

意產業讓在地文化資產永續發展？不僅是從傳統飲食邀請消費者貼近，近來更逐漸連結

上布業文化的設計與美學化發展趨勢，凸顯出這些在地深厚的文化資源相互之間挪用和

對話的豐厚表現性。從主題導覽解說小旅行，在地創意市集等吸引年輕觀光客到訪外，

承載在地信仰文化的霞海城隍廟，也在這一波美學化空間符號經濟建構的系統中，激盪

出了「2016 臺北霞海城隍文化節」。 

從在地傳統商業活動的活化，社區專業工作者的經營串聯，創意工作者的移居與融

入，以及年輕世代的回流，一直到在地信仰中心融入文創地景來重新描繪自身的中心性，

大稻埕創意街區的動態發展趨勢，在城市再生、文創產業與創意聚落、以及飲食文化不

同面向，豐富了對大稻埕的地景意義與詮釋。 



60 文資學報│第十期 

 

參考文獻 

一、中文 

卞鳳奎 

1994 〈大稻埕南北貨個別訪問錄〉。《臺北文獻》直字，110：11–13。 

王志弘譯 

2003 〈地租的藝術：全球化、壟斷與文化的商品化〉。《城市與設計》，15／16：1–19。（Harvey, 

David, 2002）。 

王佳煌 

2010 〈文化／創意產業、創意階級／城市論著的批判性檢視〉。《思與言》，48（1）：131–190。 

王俐容 

2005 〈文化政策中的經濟論述：從菁英文化到文化經濟〉。《文化研究》，1：169–195。 

古宜靈、廖淑容 

2004 〈文化產業政策發展的趨勢與問題〉。《都市與計劃》，31（2）：91–111。 

臺灣經濟研究院 

2003 《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調查與推估研究報告》。臺北：文建會。 

朱元鴻 

2000 〈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類概念〉。《臺灣產業研究》，3：11–45。 

吳密察、陳順昌 

1984 《迪化街傳奇》。臺北：時報。 

吳光庭 

2012 〈都市文化遺產保存與地區再生的對話〉。《博物館學季刊》，26（1）：7–17。 

邱誌勇、劉柏君、廖淑雯 

2004 〈自滿的狂歡與虛幻及其之後：論臺灣文化產業〉。《當代》，200：116–123。 



殷寶寧∣創意街區、飲食文化與都市再生：臺北市大稻埕迪化街美食地景與文創轉向 61 

林衡道 

1994 〈大稻埕南北貨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110：1–10。 

林文一 

2015 〈文化創意導向都市再生、「新」都市治理的實踐及缺憾：以迪化街區為例〉。《都市與計劃》，

42（4）：423–454。 

林玉茹 

1996 《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 

林宜萱 

2013 《打造創意街區／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 —以迪化街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為例》。臺北大學

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鈞文 

2016 《歷史街區街道景觀之設計準則研擬—以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為例》。中原大學景觀

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柯惠晴 

2013 《都市文化空間政策：臺北市都市再生引發的另一種藝術介入形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

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淑宜 

2014 〈臺北市迪化街 URS 之藝術和創意轉型：誰的文化？誰的城市？〉。《藝術教育研究》，28：

65–95。 

2016 〈城市創意修補及文創工作者的困境—以臺北市為例〉。《都市與計劃》，43（1）：1–29。 

邱淑宜、林文一 

2014 〈建構創意城市：臺北市在政策論述上的迷思與限制〉。《地理學報》，72：57–84。 

邱立安 

2015 《臺北 URS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策略、機制與執行政策之探討》。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

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秦慧萍 

2014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對社區認同感影響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碩士在



62 文資學報│第十期 

 

職專班碩士論文。 

陳介英 

2010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文化基礎探討〉。《勤益人文社會學刊》，1：69–85。 

馮久玲 

2002 《文化是好生意》。臺北：臉譜。 

張育銓 

2010 〈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觀光的關連性探討〉。《區域與社會發展研究》，1：249–265。 

高如萱 

2012 《臺灣地區文化帶動區域再生之研究—以「都市再生前進基地」進駐大稻埕為例》。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 

湯舒婷 

2012 《通往創意城市的閒置空間再利用－以中山創意基地 URS21 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美

勞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許惠雯 

2013 《從都市再生看老舊空間再利用－以 URS21 為例》。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藝術管理碩

士班學位論文。 

曾旭正 

1997 《臺北今瞑有點 High》。臺北：新新聞出版社。 

趙仁志、許國威 

2015 〈臺北市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效益評估架構之研究〉。《設計與環境》，16：111–126。 

劉曉蓉 

2005 《文化產業發展成創意產業之策略研究─以交趾陶為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 

廖家顯 

1996 《迪化街租隙之研究》。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殷寶寧∣創意街區、飲食文化與都市再生：臺北市大稻埕迪化街美食地景與文創轉向 63 

蔣中正 

1953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臺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 

顏亮一 

2006 〈市民認同、地區發展與都市保存：迪化街個案分析〉。《都市與計劃》，33（2）：93–109。 

蘇青嵐 

1994 〈大稻埕南北貨座談會記錄〉，收錄於卞鳳奎記錄。《臺北文獻》，110：1–10。 

二、外文 

Bianchini, Franco; Parkinson, Michael (eds.).  

1993 Cultural policy and urban generation: the West European experience.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Garcia, Beatriz  

2004 Cultural Polic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Western European Cities: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Local Economy. 19(4): 312-326. 

Hall, Peter. S. 

2000 Creative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Studies. 37(4): 639-649. 

Hall, Stuart  

2008 Whose Heritage? Un-Settling ‘The Heritage’, Re–Imagining The Post–Nation, in Fairclough G. , 

Harrison R. , Jameson Jnr, J. H. , Schofield, J. (eds.). The Heritage Reader (pp. 219-228). 

London:Routledge. 

Landry, Charles  

2000 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 London, UK: Earthscan. 

Lysgård, Hans Kjetil 

2012 Creativity, Culture and Urban Strategies: A Fallacy in Cultural Urban Strategie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8): 1281-1820. 

 



64 文資學報│第十期 

 

Miles, Steve & Paddison, Ronan  

2005 Introduction: The Rise and Rise Of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Urban Studies. 42(5/6): 

833-839. 

Pratt, Allen  

2010 Creative Cities: Tensions within and between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UK Experience.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1: 13-20. 

Peck, Jamie  

2007 The creativity fix, Eurozine, http://www.eurozine.com/pdf/2007-06-28-peck-en.Pdf. 

Richards, Greg 

2010 Eventful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2nd ed.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Schenkel, Walter 

2015 Regeneration Strategies in Shrinking Urban Neighbourhoods— Dimensions of Interven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3(1): 69-86.  

Scott, Allen J.  

2000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Essays on the Geography of Image–Producing Industries. 

London: Sage.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ukin, Sharon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2010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殷寶寧∣創意街區、飲食文化與都市再生：臺北市大稻埕迪化街美食地景與文創轉向 65 

Creative blocks, gastronomy and urban regeneration：The 

Formation of Landscape of Gastronomy and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in Dadaocheng in Taipei City 

Yin, Pao-Ning* 

ABSTRACT 

In these year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reative workers and industries aggregated around 

the Dihwa Streets, Dadaocheng area in Taipei City. These trades embedded in the historic area, 

matching the beautiful facades in the street and the walkers friendly environments, all these 

elements make this area a popular place for tourists, especially the young. 

According to the “Law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Dihwa Street is a so-called creative blocks. Under the proposition of “the culture is a good 

business”, the word “culture” means the cultural assets belong and shared by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so-called a community. Was there any cultural and historic resources of the area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material fo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ere there any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and the newly developed industries? Since the area was a 

traditional wholesale market for foods, was the formation of its landscape of gastronomy implie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rades. 

The article took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landscape of gastronomy as a case study, to 

figure out if there is any possible connection or appropriations from the traditional food and 

Chinese medicine trades to the new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at is, the researcher 

suggested the local historic resources could be a rich mater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might help to support the conservation of lo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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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無形文化遺產國家制度的成立 
－體系與機制之知識與社會因素－*

 

黃貞燕** 

摘要 

日本與韓國，是在 UNESCO 國際公約登場前極少數已經提出「無形文化遺產」概念與

國內保護制度的國家，對公約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兩者法源相近，但卻發展出差異甚大的

行政機制。為探討無形文化遺產制度的形成與運作之社會性，本文從比較研究立場梳理日韓

國家制度成立的背景與過程進行分析，特別著重制度建構同時期的知識與社會背景。 

透過歷史與社會脈絡的梳理，本文將指出，日本與韓國無形文化遺產制度的成立與運作，

與民俗學知識、社會背景關係密切，是知識、社會與文化財身分之象徵意涵相互磨合、共構

的結果。日本發展出「無形文化財」、「民俗文化財」兩個文化財體系，前者以藝術與歷史

價值為上，後者以歷史與學術價值為上，然而無形的民俗活動之所以進入文化財制度，與社

會對文化財身分的意義與附加價值的詮索有關。相對地，韓國將傳統藝術與民俗整合為「無

形文化財」單一體系，與其民俗學知識以及對國家治理的寄望有關。韓國寄託無形文化財制

度創造民族文化的象徵，因此典範性形式比真實的文化重要。時代氛圍對民俗學論述也不無

影響，重構歷史真實性的信念，成為韓國的民俗學者深度參與的基礎。 

關鍵詞：無形文化遺產、無形文化財、民俗文化財、日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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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韓國家無形文化遺產制度的意義 

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ESCO）之「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國際公約」（以

下簡稱無形國際公約），建立了全新的文化遺產概念以及保存維護願景與方法論：以社

群為主體、著重生命力與實踐過程、藉此喚起對文化多樣性的重視與維繫等等論述，為

當代社會如何看待傳統與民間文化提供新的觀點，對國家文化遺產政策帶來顯見的影

響，並促成鄰近區域之間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新契機。國際公約登場前半世紀，日本與韓

國在其國內法中已經以「文化財」的定位賦予傳統文化與民俗很高的位置，賦予國家保

護的責任。新文化遺產概念與公約的登場，日韓經驗為 UNESCO 提供了關鍵影響，舉

其要者如「無形文化遺產」做為一種文化遺產類型，以及「人」做為無形文化遺產再現

與傳承載體的概念等（黃貞燕，2013）。然而，經過國際社會間三十餘年的磨合，

UNESCO 提出的保護論述並未沿襲日韓模式，反而帶來了新的衝擊1。無形文化遺產已

經繼世界遺產制度之後、成為全球性的文化體制。 

新的無形文化遺產論述，對臺灣意義重大。以面積、人口與族群的相對比例觀之，

臺灣的文化多樣性令人驚嘆，加上多元文化交錯的歷史紋理，更孕育了豐沛的民間生命

力，這些不但是臺灣寶貴的文化資源，同時是建構當代社會認同與發展不能忽略的一

環。二○一六年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修正版登場，無形文化資

產領域以銜接國際社會新思維為目標，國家制度與機制面臨轉型挑戰。在新的無形文化

遺產論述中，做為文化遺產對象的是抽象的知識與技術，然而所有的保護機制都直接涉

及人與種種社會關係。比起適用國際社會之國際公約，國家制度更貼近歷史文化詮釋、

地方社群主體等複雜的課題，難度甚高。 

臺灣文化資產保護制度的建構，日本制度向來是重要的參考對象。雖然二○一六年

的修法，促使臺灣的無形文化資產保護制度向 UNESCO 模式靠近，然而此際，已經操

作將近半世紀的日韓國家制度與經驗在思考以下問題具有重要性：半世紀前將傳統文化

                                                 
1 日本簽署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以不影響日本原本國內法執行為原則。然而二○一五年在全世界登錄食物為

代表作的風潮下，破例讓不符合國內法基準的和食、循著文化財法之外的途徑入列代表作申請名單。韓國

二○一六年將「無形文化財」自《文化財保護法》獨立出來，自成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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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納入國家政策的東亞思維為何？以國家為範疇的保護制度之體系與機制如何建構？

保護行政的實踐與文化財身分對傳統文化之當代發展有何影響等等。此外，這兩個國家

制度的比較研究也饒富意義。韓國一九六二年成立的文化財保護法，從概念到架構大幅

地取法了日本文化財保護法一九五四年的修正版本，但經過數度修正後卻發展為方法論

與技術皆不同的兩套制度。 

和 UNESCO 為無形文化遺產另立新法、以建立新價值論述與機制不同，日韓國家

文化財制度在戰後發展出無形文化財的概念，並將之與不同類型文化財整合在同一法律

中，共享以彰顯民族文化／國民文化並有助建構國族認同為核心的文化財價值論述2。日

韓無形文化遺產制度與機制的主要差異如下： 

第一，日本的文化財保護以「現狀評估」、「現狀維持」為共通原則，即依據文化財

指定當時的狀況進行評估與保護3，無形文化遺產的指定個案也以維護特定文化表現形式

為原則。韓國的文化財保護，不論類型皆以「維持原型」為共通原則，無形文化財範疇

的「原型」所指為何法令中並無明確定義，但從實施狀況來看，原型以今日所知最古老

的形式為上。 

第二，日本無形文化遺產的類型與項目，是在保護行政推動過程中因應社會需求而

逐漸修正而成，並不以建構出完整體系為目標。而韓國的無形文化遺產的類型與項目，

乃是用來表徵民族文化的內涵，從建置以來至今沒有太大的改變。 

第三，日本的無形文化遺產分為「無形文化財」、「無形民俗文化財」兩個體系，不

論是遺產或社群的性格都有所不同，前者如傳統戲劇、音樂、舞蹈與傳統工藝，在技藝

與技能方面要求具高度專業性，而其社群幾乎都是職業團體或個人；後者如風俗習慣、

民俗藝能與民俗技術，屬民眾生活的一部分，其社群主要是傳承母體或其相關民間團

                                                 
2 日本的文化財保護法第一條指出：「本法之目的為謀求文化財之保存及活用，提升國民文化，並對世界文

化之進步有所貢獻」。韓國的文化財保護法第一條指出：「本法的目的為保存文化財，繼承民族文化，並透

過文化財之活用，致力於國民文化之提升，及對人類文化之發展有所貢獻」，第二條指出：「本法所稱之

「文化財」，指人為或自然形成，且具有重要之歷史、藝術、學術或景觀價值之國家、民族或世界之遺

產。」 

3 日本有形文化財的指定評估，以現狀與可溯及或可復原狀態為範圍，但現狀評估仍然是最為關鍵的部分

（大島曉雄，2007c：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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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韓國僅有「無形文化財」單一體系，統括了音樂、戲劇、舞蹈、工藝技術，以及遊

戲、儀式、武術、飲食等多樣的類型。 

第四，日本的無形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共有兩個系統、四種機制，兩個系統即前述之

「無形文化財」與「無形民俗文化財」，由於其下各有「指定」與「選擇」兩種行政行

為4，因此有四種不同的文化財身分與保護機制5。此外，依據社群性格的差異，在制度

中的定位與權利義務不相同，也區分為「保持者」（個人指定與團體指定兩類）、「保持

團體」與「保護團體」等不同的名稱6。相對於此，韓國的國家制度僅有「指定」一種行

政行為，以及適用所有類型的「傳習教育制度」，為指定個案的傳承建立制度性的保

障。 

從 UNESCO 建構無形文化遺產國際公約的歷程可知，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乃是知識

與社會共同建構的產物（黃貞燕，2013）。本文從比較研究立場梳理日韓國家制度的成

立，特別是相關知識與社會動向如何相互作用，分析制度如何被建構，為何不同、又如

何具有意義。 

二、日本國家制度的沿革與概要 

今日日本的無形文化遺產保護制度，歷經了半世紀逐步修正形成。《文化財保護

法》制定於一九五○年，至二○○七年為止歷經七次主要修訂，其中有關無形文化財、

無形民俗文化財的有三次，法制度內容的變化如表 1（黃貞燕，2008）： 

表 1：日本文化財保護制度沿革（無形文化財、無形民俗文化財相關部分） 

                                                 
4 在日本的文化財制度中，主管機關對經「指定」的文化財可施行相關的管理、保護、公開與調查之規制或

支援，相對地，指定文化財的所有者、管理者或保持者等，也被賦予種種義務與責任。「選擇」只實行於

無形文化財與無形民俗文化財，主管機關對經「選擇」的文化財可自行進行記錄、保存或公開等作為，但

比指定消極許多，也沒有任何規制（黃貞燕，2008：89）。 
5 國指定無形文化財、國選擇無形文化財、國指定無形民俗文化財、國選擇無形民俗文化財等四種身分的

「無形文化遺產」，各有相應的保護辦法。 
6 指定無形文化財可經由「認定」賦予其相關社群「保持者」或「保持團體」的身分，選擇無形文化財沒有

認定制度。指定無形民俗文化財與選擇無形民俗文化財，在法制度上沒有認定制度，但在行政作業上有一

相應的保護團體，乃是主管機關認為該項文化財保護工作的適任者（黃貞燕，2008：9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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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1950年 創設新文化財類型「無形文化財」 

有形文化財類型中包含民俗資料一項 

1951年 制定應予助成措施無形文化財選定基準 

1954年 創設無形文化財的指定與保持者認定制度 

創設無形文化財的選擇記錄制度 

將原附屬於有形文化財範疇的民俗資料獨立出來，分為有形與無形兩類，有形民俗資料採指定辦

法，無形民俗資料採選擇記錄辦法 

1975年 新增無形文化財保持團體認定制度 

將民俗資料更名為「民俗文化財」，分為有形與無形兩類，兩類皆設定指定與選擇紀錄制度。無

形民俗文化財的類項除延續無形民俗資料之風俗習慣外，原本歸屬於無形文化財的民俗藝能也正

式歸為無形民俗文化財的類項 

2005年 無形民俗文化財的定義在風俗習慣、民俗藝能之外，增加民俗技術一項 

日本的《文化財保護法》由議員提案立法、審議通過，統合之前的相關諸法，建構

了一套總合各種類型文化財的制度，也形塑出日本文化遺產觀的基礎。一九五○年前的

相關法律，以美術工藝、建築社寺、史蹟名勝等為保護的對象7，一九五○年制定的文化

財保護法，首度將戲劇、音樂、工藝技術等，以「無形的文化所產」之定位用「無形文

化財」的用語統稱，並制定相關的保護機制；而另一個「民俗文化財」系統，此時僅出

現在有形文化財下列的「民俗資料」一項，這是今日所說的無形文化遺產在日本法制度

中的起點。 

有關戲劇、音樂、舞蹈、工藝技術等無形文化財保護制度的沿革如下。一九五○年

制定的無形文化財保護制度，僅以「有衰亡之虞」者為對象，由於侷限性太高，因此次

年快速地增訂「應實施助成措之施無形文化財選定基準」，將保護對象擴大到藝術價值

高或具有歷史意義者（文化廳，2001：293–294）。一九五四年修正為無形文化財的指定

制度與保持者認定制度，指定基準延續一九五六年的選定基準，並規定指定個案須同時

                                                 
7 在一九五○年《文化財保護法》成立之前，屬文化遺產概念範疇的相關法令為一八九七年《古社寺保存

法》、一九一九年《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一九二九年《國寶保存法》、一九三三年《有關重要美

術品等之保存的法律》（文化廳，20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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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保持者，沒有適當的保持者則指定不能成立。這是日本文化財制度首度將「人」納

入制度中，保持者被定位為無形文化財再現與傳承的必要媒介，也是保護行政作用的對

象，法定保持者擔負了文化財的公開與傳習者養成的責任。此外，也創設了和指定制度

並行的選擇紀錄制度，只指定個案、不認定保持者，以建立文字與影音等記錄為保護工

作的重點。一九五四年修訂時創設的保持者認定制度只以個人為對象，那些由複數的個

人或團體共同呈現的技藝或技能，則指定一名代表為保持者。這種處理方式使得當保持

者死亡時，該項重要無形文化財必須依法解除指定，失去繼續施行保護行政的根據。針

對此問題，一九七五年法修訂時新增無形文化財的保持團體認定制度，對於以團體或多

數人共同呈現的技藝與技能，以保持團體的方式認定。 

有關民俗文化財保護制度的沿革如下。一九五○年民俗以「資料」的定位進入有形

文化財體系，有形文化財定義如下：「建造物、繪畫、雕刻、工藝品、書跡、筆跡、典

籍、古文書、民俗資料等有形的文化所產，並為我國歷史上或藝術上價值高者」。由於

民俗資料的價值和與建築、美術工藝品為核心的有形文化財不同，於是一九五四年將民

俗資料獨立為一項，分為有形與無形兩類，前者採指定制度，後者採選擇紀錄制度。民

俗資料的重要性明述為「理解我國國民生活樣貌與演進不可或缺者」，不從藝術價值、

而從其資料性的價值為著眼點，這也是此時在法律上稱為「民俗資料」，而不是「民俗

文化財」的原因。有形民俗資料包含了以下十個項目8：「食衣住、生產生業、交通‧運

輸‧通信、交易、社會生活、信仰、民俗知識、民俗藝能與娛樂遊戲嗜好、人的一生、

年中行事」，無形民俗資料則在前述十項外另加上「口頭傳承」、共計十一項。（菊地

曉，2001：35–36） 

一九七五年將「民俗資料」變更為「民俗文化財」，維持有形與無形的分類，有形

的對象延續原來的體系，無形的對象修正為風俗習慣與民俗藝能兩類。有形民俗文化財

導入指定與登錄制度，無形民俗文化財導入指定與選擇紀錄制度，無形民俗文化財的指

定，並沒有法定的保持者、保持團體認定制度，但是行政作業會登記特定的保護團體，

保護團體的基準比較寬鬆，只要是中央主管機關認為適任保護工作者即可。不設保護團

                                                 
8 一九五三年已擬定以有形為對象的民俗資料指定基準，包含 12 個項目：「衣食住、生產．生業、通信‧交

通‧運輸、交換‧交易、社會制度、語言表現、信仰、民間知識‧技術‧教育、民間藝術‧娛樂、人的一

生、年中行事、其他」。這是一九五四年民俗資料內涵的基礎（菊地曉，200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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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定的法定制度，意味著保護團體在法律上並無保護、維繫指定個案的責任，只是相

關保護行政相關工作的窗口。 

《文化財保護法》成立 25 年後，才建構出今日所見日本型無形文化遺產法制度的

基本架構。中央主管機關之於無形文化財保護的權責主要是進行紀錄、補助傳承與獎勵

公開，之於無形民俗文化財保護的權責主要是進行紀錄、獎勵公開與補助推廣。日本無

形文化遺產的保護還受「保存技術制度」的支援。無形文化財與無形民俗文化財之相關

道具、材料的生產或製作技術，可以透過選定為保存技術，由國家補助相關技術的傳承

（黃貞燕，2008）。 

從保護制度所見日本型無形文化遺產思維，特色有五：無形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在於

其歷史、藝術與學術價值；無形文化遺產由個人、社群或群體再現與傳承；由於不同的

性格與內涵，無形文化遺產有不同的傳承方式；無形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隨時代而改

變，具有變動性；無形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具有特有的歷史、藝術與學術價值，但維

繫特定表現形式有的有意義，有的則否，有的適合國家介入提供保護，有的則否。這些

思維影響了保護機制的設計，例如為了對應無形文化遺產的不同性格建構出兩個體系、

四種機制；維護特定表現形式成為法制度積極作為的方法，而法定的保持者／保持團體

也被賦予這樣的責任；為了維繫特定的表現形式，連帶地對無形文化遺產相關物件、道

具與工具之形式與製作技術的保護，予以高度重視。 

三、「民俗」文化財化過程的三個論述與社會背景 

一九五○年成立的《文化財保護法》，創設了「無形文化財」並定義為：「戲劇、音

樂、工藝技術等無形文化的所產，是我國在歷史上或是藝術上具有高度價值者」，一九

五四年文化財委員會進一步說明：「無形文化財，如藝能、工藝技術等，乃是由特定的

個人傳承、體現特定的型與技術，可以說是洗鍊的技能」（才津祐美子，1996：51）。也

就是說，日本型無形文化遺產思維，最初關注的是戲劇、音樂與工藝技術等古典藝術，

無形文化財指定個案的保護目的在於藉由保護「型」與「技術」，以傳承相關技術並維

繫其歷史或藝術價值。從這樣的思維出發、到今日所見兩個體系的形成，文化財制度中

民俗與民俗藝能之定位的轉變是其中關鍵，前者與文化財運動有關，後者與民俗藝能研

究取向以及如何與制度機制磨合有關。以下梳理日本經驗之中民俗成為文化財的社會過

程，以及日本無形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中「型」的思維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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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從以資料定位進入文化財制度、到具有正式的文化財身分，特別是無形民俗發

展為具有文化財身分，歷經了長年的論辯與社會過程。在描述這個過程之前，先整理這

段期間日本民俗學的發展概況。一九五○年代前後日本的民俗學，可以說由柳田國男為

中心的民間傳承論，以及以澀澤敬三為中心的民具學兩大研究社群為主。柳田國男的研

究從歷史學批判出發，主張以日常所見事項取代文獻與史料並著重現地調查，研究民間

傳承的變遷。柳田派最著名的研究方法是「重出立證法」，不重視地域性、而將日本視

為共有同一文化基礎，廣泛地收集各地的民俗事項，透過比較研究瞭解民俗事項的變遷

與傳播。柳田派認為研究民俗的資料有三大類：有形文化、語言藝術與心意現象，有形

文化不僅指住居、衣服、食物等物質性存在，也將家族、親族、冠婚葬祭、年中行事等

可見的活動包括在內；語言藝術即所謂的口頭傳承，如傳說、民謠、俚語等；心意現象

指人們的意識、感覺、感情、觀念等（福田アジオ，2009：119–120、212–216）。澀澤

著重民俗物件的蒐集與研究，於一九三五年創造了「民具」一詞，逐漸取代了之前慣用

的土俗品或民俗品的稱呼。澀澤與其研究社群先後豐富民具的概念、類型與調查研究方

法，一九三六年刊行的《民具蒐集調查要目》成為後來文化財制度中民俗資料分類的基

礎，特色在於以用途做為分類的基準。澀澤與其社群研究的起點，是一九二一年澀澤將

蒐藏品陳列於自宅車庫屋簷下，將此空間名之為「屋簷下博物館」（Attic Museum），以

此為據點聚集同好，一九二五年組成研究社團直接命名為「屋簷下博物館」，甚至聘僱

了專職的研究員，成為當時最為活躍的民俗學研究組織（福田アジオ，2009：148–

154）9。澀澤敬三與屋簷下博物館成員，著重從整體關聯性來掌握民俗事項，重視一次

性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強調進行蒐藏、研究、公開等之民俗博物館以及不同專家之共同

作業的重要性等（菊地曉，2001：29），一九五三年即在日本博物館協會全國大會上提

出建設國立民俗博物館與收藏民俗資料的地方博物館之建言（宮本馨太郎，1985：110–

118）。 

民俗變成文化財之過程的第一個論述是，民俗是國民代代相傳、最基本的生活文

化，也是民族文化、國民文化的本質（essence），民俗資料是理解國民生活變遷不可或

                                                 
9 澀澤敬三當時的命名採用以片假名標示的「アチックミュゼアム」，即 attic museum 之意，若用漢字標示

則採「屋根裏部屋の博物館」，本文參考漢字標示翻譯成「屋簷下博物館」。「屋簷下博物館」既指那個在

屋簷下作為陳列蒐藏與同好交流的空間，也指由澀澤組成、支持的研究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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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者。這個論述主要針對有形的民俗物件，並成為民俗進入文化財制度的基礎。一九五

○年民俗以「民俗資料」之名列入有形文化財體系的原因，是當時擔任文部省專門委員

肯定以澀澤敬三為中心的研究社群對民俗物件的蒐集與研究之努力，但從重視個別物件

藝術價值、既有的有形文化財基準來看，民俗資料的對象不是粗俗的生活用品，就是

二、三流的藝術品，也經常必須是一組物件才具有意義，因此這個法案不但在國會裏遭

受質疑，也讓保護行政工作者感到困擾（才津祐美子，1996：52–43，菊地曉，2001：

23–29，31）。打破既有的有形文化財價值觀、將民俗視為公共文化財的背景，一方面來

自戰後民主化風潮下關注庶民歷史與文化的時代氛圍，一方面來自澀澤派民俗學者的論

述，也促成民俗資料自有形文化財體系獨立出來。與質疑聲相對，當時的參議院議員須

藤五郎就表示，比起古典音樂，地方流傳的民謠更能顯現民族文化的本質，對戰後喪失

自信的日本人也具有很好的激勵作用（才津祐美子，1996：52–53），而新聞媒體將民俗

物件列入文化財對象的新舉稱之為「文化財的民主化」（丸山泰明，2013：232）。當時

任職於文化財保護委員會下民俗資料部門的祝宮靜與宮本馨太郎，都是澀澤派民俗學

者，特別是宮本，乃是建構有形民俗資料系統的關鍵人物。宮本參與了澀澤派一九三六

年編定《民具蒐集調查要目》作業，也是擬定前述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的民俗資料指

定基準案的核心人物。為了推動全國性民俗物件的調查，宮本在各地舉辦研習會，強調

民俗資料和美術工藝品不同，是一種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化財，也是認識國民精神、民

族精神時不可或缺的文化財（菊地曉，2001：32–34）。有形民俗資料的保護制度，充分

地反映了澀澤派民俗學的研究方法：重視全面性、系統性的資料蒐集與整理，指定與登

錄也以一組有意義的物件為優先，並同時推動民俗博物館的建置。這個體系在一九五四

年以後至今沒有太大的改變。 

第二個論述是，無形民俗具有自然發生、自然消失的性質，不適合固定保存。這個

論述著重無形民俗的特質以及國家制度介入的適當性。一九五四年自有形文化財獨立出

來的民俗資料，分為有形與無形兩個面向，有形民俗資料採指定制度，無形民俗資料採

選擇紀錄制度。同年文化財委員會提出說明：「無形民俗資料，即是國民的生活樣式、

習慣，由社會一般大眾所傳承（中略）……，如果照舊保存，反而有違其自然發生、自

然消失的民俗資料性質，因此是沒有意義的」（才津祐美子，1996：51），這是文化財保

護行政對無形民俗採取消極態度的原因，也反映了「維護特定形式」之文化財保護觀念

的影響。此外，雖然一九五四年民俗領域首次出現「無形」類別的概念，不過如果從實

際之指定與登錄作業來看，其實此時是以有形的民俗物件為主，無形的民俗資料只是用



76 文資學報│第十期 

以輔助理解有形物件的製造與使用方法，而強調民俗資料有形無形並列的架構，則是為

了要和以美術工藝品為中心的有形文化財有所區別（菊地曉，2001：34–36）。對照同時

的民俗研究，柳田派的研究對象雖然包含了許多屬於今日所稱無形文化遺產範疇者，但

在當時卻包含在柳田所謂可視的「有形文化」概念下，柳田認為民俗中的「無形」部分

是人們的意識、感覺、感情、觀念等「心意現象」。前述文化財委員會的說明其實就是

柳田派的觀念，認為國民生活習慣等並不適合成為講求選別與階層化的文化財制度之對

象。此時提出無形民俗資料的概念，應該視為有形民俗資料的輔佐，以及建置文化財新

增體系的策略之一。民俗領域之無形文化遺產正式登場，要等到一九七五年民俗文化財

的成立。 

第三個論述伴隨著一波將近十年的社會運動，以信仰祭禮的文化財化為目標，主張

信仰與祭禮是日本人心靈的故鄉，良善信仰的古傳形式有照舊保存的價值。一九六六年

神社團體提出將信仰祭禮列為文化財指定對象之請，希望能將無形民俗資料從「資料」

的定位提升為「文化財」，並增加指定制度；一九六九年全國文化財保護研究協議會指

出現行系統混亂，民俗藝能同時出現在無形文化財與無形民俗資料之中，被指定為無形

文化財的民俗藝能，能獲得穩定的補助並以持續傳承為目標，但被選擇為無形民俗資料

者的支援卻大不相同；一九七一年神社關係者、文化財行政人員與民俗學者組成「民俗

文化財研究協議會」（以下簡稱民文協），以推動信仰祭禮、民俗行事與民俗藝能等之文

化財指定制度為目標；一九七二年神社本廳更直接向文化廳提出將信仰與行事列入指定

文化財對象的訴求；一九七三年民俗資料的七名專門委員也向文部大臣提出建議，將信

仰祭禮定位為國家文化財，盡速修正母法。 

前述的請願在當時必須回應兩個關鍵議題。其一，信仰祭禮列為積極保護的指定對

象有違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其二，民俗學者多數認為無形民俗資料的性質是自然出

現、自然消失，照舊保存沒有意義。神社本廳提出三個論點：現行的有形文化財制度已

經從文化與歷史意義來進行佛像與佛殿的指定，表示宗教與文化有可能分開議論；現行

法中民俗藝能是無形文化財指定的對象，民俗藝能與信仰祭禮都是與信仰有關的活動，

文化財體制中兩者的身分應該對等；而且當時國家對宗教團體設置的教育設施從具有教

育性意義角度給予補助，意味著在國家行政體系中已經能對「宗教」與「教育」分別考

量。民文協認為將民俗藝能抽離信仰而單獨保護反而忽略了民俗藝能的本質，此外，也

提出「褻」與「晴」分論的觀點，「褻」指的是生活中的日常部分，的確是自然改變或

消失，「晴」指的是生活中非日常性的部分，例如信仰祭禮，經常保留了古老的樣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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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改變，因此指定並保存特定的古老樣式不但有可能也有其意義。民俗資料專門委員

主張，信仰祭禮是傳統文化的母體，日本人心靈的皈依，應該以國家文化財的定位列為

指定的對象。這波訴求信仰祭禮文化財化運動的參與者包括了神社關係者、文化財關係

者、民俗學者與國會議員等，而用力最深的是神社關係者。一方面由於戰敗後憲法國家

的成立使得國家神道的定位面臨危機，一方面神社本廳對於近代化浪潮下神道的發展也

備感焦慮，這個運動背後實隱含著神社關係者藉此復興日本神道信仰習俗的寄望（菊地

曉，2001：45–51）。 

一九七五年，文化廳決定將「民俗資料」修正為「民俗文化財」，分為有形與無形

兩個類項，同時導入無形民俗文化財的指定制度。文化廳強調文化財行政針對的是信仰

行事的歷史、學術與藝術的價值，並不在鼓勵特定信仰的傳佈。對於這次的法修正，時

任文化廳文化財保護課課長內田新說明，民俗文化財是形成現代文化基層的傳統文化之

基礎，創設民俗文化財制度的目的在於守護日本人心靈的皈依、民族靈魂的故鄉；神社

本廳事務總長篠田康雄表示，讓信仰祭禮具有文化財身分，開啟了國家保護傳統精神生

活之道。在本次修法扮演關鍵角色的審議委員本田安次認為，風俗習慣應守住古老形式

傳承才有價值，也能成為實踐者的驕傲；而祝宮靜這位長期任職文化廳的民俗學者、推

動民俗文化財化的關鍵人物早就提出反論，認為信仰祭禮照舊保存沒有意義的說法，乃

是明治以來學校教育主張打破迷信所帶來的偏見，一九八六年祝宮靜獲頒「神道文化獎

勵表彰」賞，致詞時指出他致力於法修正的目的，正是為了守護古來典範性祭典的傳統 

（才津祐美子，1996：54–55；菊地曉，2001：51–54）。這些思維延續了民俗是國民文

化本質論，但對過去主張無形民俗固定保護無意義的看法提出反論，認為維繫典範性或

古老的形式能夠守護傳統與其良善價值，正是文化財制度（國家）的責任所在。 

雖然一九七五年文化廳的決定看似採納了神道關係者與民文協的說法，但在文化財

行政的設計與實踐上仍然謹慎地與信仰有所區隔。無形民俗文化財下分為「風俗習慣」

與「民俗藝能」兩類，風俗習慣則包含「生產、職業、人生、儀禮、娛樂、競技、社會

生活（民俗知識）、年中行事、祭禮（信仰）」等項目，這個分類意味著從風俗習慣的角

度來定位信仰與祭禮。信仰祭禮的指定也刻意地將祭典中非以民眾參與為主體的部分排

除在外，例如著名的京都祇園祭之指定，在長達一個月的活動中僅限定在民眾為主體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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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山鉾行事，指定名稱並非「京都祇園祭」而是「京都祇園祭山鉾行事」，其他以神

社為主體的活動不包括在內，二○○九年向 UNESCO 申請代表作登錄也是沿用此名10。

當然，一般社會大眾無法分辨如此細節，還是視文化財的對象為「祇園祭」，但對象的

特定化在文化財行政系統中對補助項目就形成明確的限制。 

國民文化本質論與形式保護有用論，是無形民俗獲得文化財身分、並得以成為指定

對象的關鍵，然而就實施半世紀以上的結果來看，在著重藝術價值的無形文化財範疇，

「指定」的確是主要手法，但在無形民俗文化財範疇，「選擇紀錄」才是主要手法（大

島曉雄，2007ab）。二○一五年止國指定的無形民俗文化財有 290 件，但國選擇的無形

民俗文化財則有 618 件11，主管機關之於無形民俗文化財選擇紀錄個案的職責在於進行

民俗誌紀錄，可以說無形民俗文化財保護行政的主流還是採取民俗學所主張的、不干預

民眾自律領域的立場。研究者觀察指出，無形民俗的指定個案，只有少數既具有特定的

型、特定的傳承集團，傳承集團也具有保護特定形式意願者才能成立，因此是特殊個

案、在民俗世界裡如同點狀的存在，而無形民俗文化財的選擇紀錄個案，由於能掌握民

俗現況、變遷與傳播等，呈現了民俗世界的「面」，因此是民俗保護工作的重要基礎

（才津祐美子，2006）。 

四、「型」的思維與實踐 

日本型無形文化遺產保護方法論，將「選擇紀錄」視為消極保護，「指定」視為積

極保護，無形文化財與無形民俗文化財之指定制度，皆以「型」之維持為原則。對形式

的關注與維持現狀的價值觀，來自有形文化遺產領域的思維，成為單一法律之日本文化

財制度的基本性格12，在發展無形文化遺產概念與保護制度過程中也選擇向此靠攏。無

形文化財領域的「形式論」，早於一九五四年就在文化財制度中以「型」的概念確立下

                                                 
10 這樣的命名原則，在筆者二○○八年的著作以「秩父祭的屋台行事與神樂」個案為例已經指出（黃貞

燕，2008：197–205）。 
11 

 參見國指定文化財資料庫網站。http：//kunishitei.bunka.go.jp/bsys/index_pc.asp。瀏覽日期：2015年 6月

21日。 
12 大島曉雄指出，日本現行的文化財保護法的基本理念，是一種「維持指定時現狀的制度」（大島曉雄，

2007c：40）。 

http://kunishitei.bunka.go.jp/bsys/index_pc.asp


黃貞燕∣日韓無形文化遺產國家制度的成立－體系與機制之知識與社會因素－ 79 

來（才津祐美子，1996：51）；無形民俗在文化財化過程中，也借用無形文化財領域

「型」的概念論辯無形民俗保護的必要性。也就是說，「型」的有無、「型」的保存有無

意義等問題，都是這兩類文化財是否成立的關鍵，也是區分指定與選擇紀錄兩種機制的

關鍵原則。 

無形文化財制度中的「型」，指戲劇、音樂與工藝等傳統藝術中具有一定規範性、

被認為有傳承價值的演技、演出方法與劇本等。以實例觀之，不少國指定無形文化財個

案附帶有指定要件，例如歌舞伎，就要求在劇本、演技、台詞、音樂與舞台等各方面都

要傳承、維持傳統樣式；例如輪島塗，附帶的指定要件，在材料、技術上有十分具體的

要求。但這並不表示被指定的對象不可以求新求變，只是限定文化財的補助金應該用於

維繫傳統的傳承與演出，希望藉此原本隨著時代而改變的表演形式與內容維護下來（齊

藤裕嗣，2007：52；黃貞燕，2008：180–187、191–196）。對於演技、演出方法與劇

本，或者材料、技術與風格等的關注，原本就是傳統藝術研究的核心，因此，以「型」

的概念進行指定與伴隨的技藝、技術之保護，是傳統藝術領域熟悉的論述。 

但在無形民俗的領域，形式保護有用論則是在一波文化財化的社會運動中提出的主

張，這個主張在民俗學世界引起議論至今未歇。無形民俗文化財與指定制度成立後，主

管機關對於指定個案「維持現狀」之保護原則，究竟如何界定「現狀」、何謂無形民俗

文化財的「型」，始終未提出正式的說明，實際的做法也相當有彈性（齊藤裕嗣，

2007：52–54），也就是不在法令中加以規定，而有賴文化財行政現場的裁量。如果從實

際操作原則來看，對於現狀的認識，有賴各指定個案之民俗誌報告就實際執行方式與細

節的調查與描述，也就是說對於指定個案保護作為之行政指導，參與調查的民俗學者之

識見還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論及日本型無形文化遺產制度關於「型」的思維與保護實踐，不能忽略其對相關物

質形式的高度關注。日本文化財保護制度中的「保存技術」，支援了無形文化財、無形

民俗文化財相關道具、工具與材料之製作與生產的技術，傳統藝術如歌舞伎之舞台與小

道具的製作技術，傳統工藝如漆器之漆液、漆描筆的生產與製作技術，無形民俗如山車

祭的祭屋台製作修理技術13等，都被選定為保存技術，由國家支援其技術的傳習與傳

                                                 
13 祭屋台製作修理技術，所謂的祭屋台，指日本各地祭典所使用的各式大型台車，日文中也通稱為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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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由於保存技術制度的運作，使得這些無形文化遺產所使用的材料、道具、工具等得

以持續地生產與製作，或者以保存原貌為原則進行修復，對於維繫無形文化遺產之形式

與審美，有很大的助益。 

此外，有形、無形並行的民俗文化財制度也獨樹一幟。有形民俗之文化財體系建置

的歷程不像無形民俗般曲折14，相反地，由於緊密地和民俗學方法論結合，不但在一九

五四年建立的分類體系沿用至今，澀澤派所主張的民俗博物館設置於一九七○年起大規

模展開、持續至一九九三年15，數十年的國家補助事業共建成地方公立歷史民俗資料館

400多館16，這些館舍成為民俗物件收藏與管理的基地，在此基礎上就重要者加以登錄或

指定。有形民俗文化財也支援了無形民俗文化財所使用的重要物件之管理與保護，使得

無形民俗「型」的維護除了實踐方法、也擴及有形的物的形式。 

京都祇園祭的例子，可以一窺有形無形並行的民俗文化財制度在維繫特定表現形式

上所發揮的細膩作用。祇園祭的山鉾行事在一九七九年被指定為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

而在 17 年前就已將當時留存的 29 座山鉾指定為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財。29 座山鉾的保護

包括山鉾本體結構，裝飾其上的染織品、漆工、金屬工藝、繪畫、樂器、人偶，山鉾巡

行前用以展示裝飾品的會所17，以及祭禮期間外用以保管各式物品的倉庫等。以保存指

                                                                                                                         

由於山車為木構造，上有各種材質的工藝裝飾，因此其製作與修理需要木工、雕刻、金工、染織、人偶

等等技術，總稱為祭屋台製作修理技術。參見國指定文化財データベース。http：

//kunishitei.bunka.go.jp/bsys/maindetails.asp。瀏覽日期：2015年 12月 25日。 
14 民俗學者宮本馨太郎回顧一九五四年修正民俗資料法制度之際，由於不希望變成由國家權威賦予國民文

化價值的形式，因此最初認為導入指定制度並不妥當，但是依照文化財行政體系的邏輯，指定文化財才

能獲得資源挹注，為了爭取有形民俗資料獲得妥善收藏、甚至促成民俗博物館的建置，最後同意有形民

俗資料導入指定制度（丸山泰明，2013：230–231）。 
15 該補助計畫於一九九三年終止的原因，一方面由於建成的民俗資料館也有一定數量，一方面由於地方自

治的推動，為尊重地方自主裁決，各種促進地方建設的國家補助計畫都逐漸停止。感謝東京國立博物館

事務局局長栗原祐司先生告知。 
16 其中包括都道府県立 12館，市町村立 437館。參見文部科學省網站。http：

//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ad198901/hpad198901_2_200.html。瀏覽日期：2015年 6月 20

日。 
17 會所，指巡行前各社區用來展示山鉾裝飾品與山鉾町收藏的場所，而展出山鉾裝飾這個活動被稱為「會

所飾」（黃貞燕，2012）。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ad198901/hpad198901_2_200.html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ad198901/hpad198901_2_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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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當時的現狀為原則，所有物件的破損或劣化應採取原狀修復或復原新製，並講究原材

料與原工法。山鉾行事指山鉾巡行與前後期間的活動，主要如吉符入、籤取式、會所飾

等宵山行事18，以及這些活動的實施細節、分工與相關技術等，都以維持指定當時的形

式與做法為原則（深見茂，2008）。透過有形無形並列的民俗文化財制度，維繫祇園祭

山鉾行事之物件、做法與相關空間等表現形式，在保護團體的認同下，成為國家與保護

團體的權責與義務。 

民俗文化財與指定制度的成立，在民俗學界引起的議論至今未歇。無形民俗文化財

的指定基準著重在理解國民生活文化課題上的學術價值，或具有地方性特色等（黃貞

燕，2008：124–125），指定後以維持現狀為原則，但是對於何謂無形民俗的「型」從來

沒有提出官方論述。修法公告後宮本常一即質疑，民俗乃是民眾自律的領域，國家以保

護之名的介入並不適當，這個意見也獲得文化法與行政法專家椎名慎太郎的贊同（菊地

曉，2001：52–53）；從事文化財行政的植木行宣（1994）認為，民俗乃是活物，不可能

固定不變，即使固定其型式，如果缺乏心意也只是徒具型式，因此民俗並不適合成為指

定文化財，也不應主張活用；菊地曉（2001：49）形容民文協與神道本廳等提出的合理

化論述非學術思維，不過是一種修辭性的說法；俵木悟（2003）認為民文協的目的既不

在思辨民俗的性質，也不在檢討文化財行政制度的合理性，而是出於政治性的考量；有

學者指明一九七五年的法修正缺乏民俗學的基礎，因此民俗文化財對民俗的定義，和民

俗學對民俗的定義並不相同（神野善治，1991），民俗資料反映了學術思維、是學術用

語，但民俗文化財則只是法律用語（大島曉雄，1996：51）。岩本通彌（1998ab、

2010、2013）再三提出批判，民俗文化財導入價值與階層的觀點有違民俗學的立場，更

指出無形民俗文化財的對象，都已經是近代以降種種民力涵養運動加以規範化後的產

物。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試圖從時代背景解釋民俗保護論登場的道理，才津祐美子

（1996：54–55）分析無形民俗保護有用論的出現與一九七○年代社會背景有關，由於

當時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在社會快速變化之中興起大規模日本回歸風潮，想要找回傳

統、保護傳統，因此原本認為沒有意義的事，有了新的意義。 

                                                 
18 關於宵山行事的內容，請參見黃貞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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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韓國國家制度的沿革與概要 

韓國的文化財保護行政的源起，要追溯到日本殖民之朝鮮總督府時代。一九一一年

朝鮮總督府頒布《寺剎令》，目的是針對寺剎的經營與貴重物進行徹底管理，然而當時

管理單位的總督府內務部地方局，其任務之一就是宗教與祭祀之管理工作，因此，嚴格

地說《寺剎令》並非具有文化財意識的文化政策，而應該視為總督府的宗教政策。一九

一六年朝鮮總督府頒布的《古蹟及遺物保存規則》，可說是韓國第一個具有文化財意識

的法規，就古蹟與遺物給予定義，並對具有保存價值的對象之現況與管理方法進行調查

與登錄，一九一九年修訂為《朝鮮寶物古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令》，保存對象擴大至

名勝與天然紀念物，並增設類似日本國寶制度的寶物制度，以具有歷史與藝術價值之建

築、典籍、書畫與雕刻品等為對象。這個法規與日本同時期文化財相關法令的思維，以

及日本學者在韓的調查成果密切相關（丁秀珍，2013：88–91）。 

一九六二年公告的《文化財保護法》乃是韓國獨立之後擬定的第一份文化遺產法

律，也是「文化財」用語首度正式登場。該法目的如下：「保存並活用文化財，提升國

民文化，並對人類文化的發展有所貢獻。」而無形文化財指：「戲劇、音樂、舞蹈、工

藝技術等無形的文化所產，並在我國的歷史上或藝術上具有高度價值者（以下以無形文

化財稱之）。」自公告起至二○一一年止，韓國的文化財保護法一共修訂了 36 回，其中

大多是部分修正，與無形文化遺產相關的重要修正如表 2： 

表 2：韓國文化財保護法沿革（無形文化財相關部分） 

時間 修正內容 

1962年 文化財保護法成立。創設無形文化財項目 

1970年 增設無形文化財的保有者認定制度，並以能正確學習、保存與體現原型者為保有者認定基準 

1982年 增設傳習教育制度，並增加保有團體的認定 

1999年 文化財的共通定義在既有的歷史與藝術價值之外，增加學術價值一項。並明定所有類型文化財的

保存、管理與活用，以維持原型為基本原則 

2001年 增設名譽保有者制度 

2005年 增列與北韓有緣由的無形文化財為指定對象 

2011年 無形文化財的類型在既有的戲劇、音樂、舞蹈、工藝技術之外，增加遊戲與衣食兩項 

將民俗資料變更為民俗文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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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設立保有者認定制度，並確立以原型的維持與傳習做為無形文化財保護

的核心原則19。一九八二年新設「傳習教育制度」，保有者的認定對象也在個人之外增加

團體，強化了無形文化財傳承方面的制度性保障。一九九九年就文化財保護法的目的、

文化財的定義與保護的基本原則進行修正：「保存文化財以繼承民族文化，透過文化財

的活用，提升國民文化，並對人類文化的發展有所貢獻。」加入各類型文化財的共通定

義：「人為或自然形成，作為國家、民族、世界的遺產，具有歷史、藝術、學術、景觀

的高度價值者。」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第二條第二項：「文化財的保存、管理

與活用，以維持原型為原則。」確立了以「維持原型」為共通原則的文化財保護制度。

二○○一年，增設名譽保有者制度，這是為了將由於健康或體力等緣故無法進行傳習教

育的保有者，改認定為名譽保有者，如此才能追加認定真正具有傳習教育能力的保有

者。二○一一年無形文化財的定義增加了遊戲與飲食兩項，事實上國指定無形文化財早

已納入這兩類個案，此次修正只是透過法條文修正追認指定的正當性。 

根據《文化財保護法》，中央主管機關之於無形文化財指定個案的責任在於進行紀

錄、要求保有者與保有團體進行傳承傳習，並在預算範圍支援相關費用，也有權力要求

地方進行相關的指定與保護。法令之外的主要相關措施如國立文化財研究所所屬的無形

文化財研究室，無形文化財傳習教育館，提供鄰近地區之國家與地方指定個案的傳習與

演出之用（黃貞燕，2008）。 

從保護制度來看，韓國型無形文化遺產思維有三個重要特徵：戲劇、音樂、舞蹈、

工藝等傳統藝術與民俗是民族文化的本質；其本質性存在於形式之中，特別是古老的形

式，即保護制度所說的原型；而原型可以透過口述、文獻等予以重構，建構出已經消失

的民間傳統。這些思維也造就了韓國國家制度的主要特色，包括以單一體系統括多樣範

疇，以制度性機制保障無形文化遺產的傳承。 

 

 

                                                 
19 韓國文化財保護法的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了重要無形文化財保有者、保有團體或名譽保有者之認定基

準（黃貞燕，200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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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形文化財制度與國家建構 

韓國學者指出，韓國無形文化財制度的目的在於找出或建構出非西方、也非現代的

韓國傳統民族文化（南根祐，2009）。這個目的自一九六○年代至今沒什麼改變，不過

歷經時代與社會變遷，先是和國民統合政策結合，後來成為民族國家表象的重要媒介，

近年朝消費資本主義傾斜，希望透過圖像化、商品化、文化體驗經濟模式等使民族的傳

統更普遍地進入當代生活（朴原模，2012）。這些特徵之形成有其背景與條件，一方面

韓國的文化財保護事業自始就被定位為民族國家建構的重點策略，一方面受到韓國的文

化觀念與民俗學方法的支持，得以建立保護制度的正當性與權威。 

以推動經濟復興、國家近代化為目標的朴正熙政權，將文化財保護、特別是傳統文

化與民俗的保護定位為國民統合的手段，因此，比起「保護」民俗，如何「活用」民俗

更受重視。六○年代到七○年代安東一地的民俗復興現象是好例。安東原是儒者輩出、

以儒教文化興盛聞名之地，然而六○年代以降短短數年間安東先後有三項民俗活動或是

獲得國家指定，或是在競演大會上獲獎，一九六八年安東文化院甚至舉辦了盛大的安東

民俗祭典擴大彰顯。一九七○年國家推動的農村再建運動，也促成了安東河回民俗村的

設立。中村和代（2010：42–48）指出，安東的民俗復興現象正是朴正熙政權有意營造

的結果，其目的有二，一是藉由彰顯民俗來打壓向來以菁英、知識份子為主軸的儒教文

化，在安東復興民俗更具象徵性意義；一是藉由彰顯民俗喚起民族情感，促成國民的團

結。 

前述民俗復興與國民統合方針並非朴正熙政權的創見，其實在殖民政府時代，韓國

獨立後、朴政權成立前，民俗都是國家文化統治的重要項目，只不過殖民時代著眼鄉土

娛樂用以安撫，韓國獨立之後著重民俗藝術用以啟蒙。朝鮮總督府原本對民眾集會採強

制規範，但一九三○年代後為了消解民眾對統治政權的不滿，開始推行農村振興運動並

鼓勵復興鄉土娛樂。一九三二年朝鮮民俗學會的成立絕非偶然，成員以日本人學者與有

留日經驗朝鮮人學者為主，他們受朝鮮總督府的委託調查各地尚存的鄉土娛樂，一九三

七年朝鮮總督府參考日本的經驗20舉辦了第一屆朝鮮鄉土舞蹈民謠大會，就是在調查成

                                                 
20 朝鮮鄉土舞蹈民謠大會的舉辦，也受到日本經驗的影響。日本於一九二五年舉辦鄉土舞蹈與民謠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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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基礎上才得以成立。韓國獨立後，一九五八年舉辦第一屆全國民俗藝術競演大會，

第二屆於一九六一年舉辦，此後年年舉行持續至今21（中村和代，2010：36–38；丁秀

珍，2013）。 

日本殖民政府的振興鄉土娛樂政策非常短暫，對於維繫民間文化的成效也非常有

限。此後，再加上內戰耗損，韓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民間的習俗消失大半，一九六○

年代以法為據的無形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首先面對的課題是傳統藝術與民俗的凋零。然

而，和殖民時代借重尚存的鄉土娛樂以安撫民眾不同，甫獨立的國家企望藉由文化財制

度建構出民族文化、傳統文化的內涵。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獨特實踐，就是採納復原

主義以重構傳統，而重構的傳統得以成立，有賴韓國的民族文化觀與民俗學的支援。韓

國的血族主義與風水思想結合，形成獨特的親族原理。祖先有其「氣」，透過父系而代

代相傳，因此祖先與其子孫都擁有一個同質不變的「氣」，是其他家系不可取代的。韓

國對民族文化也有同樣的思維，認為其中有著本質性、連續不變的存在，對於曾經中斷

的部分則更執著於祖型的復原（中村和代，2010：41–42）。當時，韓國的民俗學者認

為，民俗學的職責不僅僅是站在客觀立場記述民俗，更要「逆轉」民俗知識，也就是透

過民俗知識讓民俗、特別是民俗的原型在當代社會中復原 （南根祐，2013）。由於民俗

學者參與社會建構的意志，以及以追求原型為目標的復原主義方法論，韓國的民俗學在

傳統建構與無形文化財保護工作上扮演了甚為關鍵的角色。 

與民族主義結合、並採納復原主義，使韓國無形文化財的保護制度與其實踐有獨特

之處。首先，一九六二年以後韓國並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普查，因此，嚴格說來指定個

案做為韓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案例並沒有充分的根據。無形文化財的指定個案或是從競賽

挑選，或是倚賴民俗學知識建構出傳統的原型，都只是一種對民族文化內涵的想像（黃

縷詩，2006）。中村和代（2010）細密地梳理了韓國的河回假面劇數十年漫長而曲折、

                                                                                                                         

掀起一股鄉土藝能熱、風靡全國，這個大會一直持續到中日戰爭爆發、一九三六年的前一年。朝鮮自一

九三四年起參加這個大會，朝鮮總督府在該會停辦的次年，舉辦「朝鮮鄉土舞蹈民謠大會」（中村和代，

2010：36–38）。 
21 民俗藝術競演大會於一九九九年更名為「韓國民俗藝術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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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國指定的重建道路，描繪了一個消失的民俗祭典的一部分，如何一步步與國家政策

合拍，逐漸地成為韓國民族文化象徵之國家無形文化財。在這個過程中有幾個關鍵：國

家企圖藉由凸顯民俗文化價值來壓抑安東一地原有的儒家價值，安東河回柳家後代柳漢

尚對於復興的執念，假面劇所使用的假面被賦予具有高度歷史與藝術價值的國寶身分，

以及曾經參加演出的生存者李昌熙的記憶補足了被建構原型的真實性價值等。這些不同

的立場與思維，彼此不可或缺地共同完成了重建出民族文化內涵（無形文化財）的當代

社會意義。 

民俗藝術競演大會這種源自日本的民俗展演形式，在一九六○年代以後和韓國的無

形文化財保護事業建立了緊密的關係，競演大會成為徵集個案的重要機制，民俗學者擔

任審查委員，逐漸主導了評選工作，由於獲獎個案經常成為無形文化財指定的對象，參

加競演大會事實上成為通往國指定無形文化財的道路。民俗學者也積極地透過新聞等媒

體，對全國民俗藝術競演大會提出種種評論與建議，提升了民俗學者在國家盛會中的存

在感（丁秀珍，2013：100）。截至一九九九年為止，透過競演大會發掘了 416 個項目，

其中 35 個成為國指定無形文化財，53 個成為市、道指定無形文化財22（朴原模，

2014）。 

其次，民俗很早就被納入以戲劇、音樂、舞蹈與工藝技術為核心的無形文化財體系

中，其指定也偏重民俗之藝術性展演部分。這個制度與實踐上的特色，一則源於與保護

制度建構密切相關的韓國第一代民俗學者宋錫夏等人，繼承了日本藝能史、戲劇史的民

俗藝能研究取向（俵木悟，2013：231–232），一則來自保護行政操作便利性考量。韓國

一九六二年的《文化財保護法》雖然參考了日本一九五四年修正版的架構，但民俗資料

方面只有導入有形民俗的指定制度，無形民俗的選擇制度沒有被採納，因此幾乎毫無作

為。這個現象引起文化財委員會中民俗學者的憂慮，認為將無形民俗資料指定為無形文

化財是眼下最好的對策。民俗學者任東權於一九六五年提出「無形文化財概念論」，主

                                                 
22 從競演大會出爐的國指定無形文化財個案，例如鳳山假面劇，在一九五八年由民間組成「鳳山假面劇研

究會」，參加一九六二年競演大會、一九六七年獲得指定；河回別神祭假面劇，一九七三年由安東的青年

組成「安東河回假面劇研究會」，在一位曾參加過一九二八年最後一次假面劇的年長者的口述與指導下開

始重演。一九七八年參加競演大會獲獎，一九八○年成為國指定案例；勝戰舞於一九六六年在透過戰前

出生的老婆婆的描述開始進行復原，一九六八年獲得國家指定（朴原模，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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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韓國無形文化財的概念並不是由學問來規範，因此目前文化財保護制度中幾乎沒有作

為的無形民俗資料類型，以及那些保護對象之外的，例如口傳文學等，都是被忽略的對

象。為了給予適當的保護，應該擴大無形文化財的定義與範疇，使其列入保護對象。此

外，重建的方法論雖然適用形式的再現，但難以復原地方文化脈絡，也就是說，由於不

是傳承的民俗、而是展演的民俗，偏重形式也是必然的結果。韓國的全國民俗藝術競演

大會之評選基準為「藝術性」與「原型性」，也助長了民俗「藝術化」的趨勢（南根

祐，2009：6–9）。在日本，民俗藝術一詞，逐漸在民俗學研究取向出現後被民俗藝能取

而代之，但在韓國至今仍然是最為普遍的用語。由於民俗活動併入無形文化財體系，加

上嚴謹的傳習教育制度，可以說韓國的無形文化遺產制度並不以日常生活（daily life）

的民俗為對象，而是透過無形文化財民俗的製作與保存，創造出大韓傳統文化的象徵。 

再者，由於重構，致使指定對象經常不是某一具有整體性或脈絡性的個案，例如傳

統藝術的範疇只能就某一演目或曲目進行指定，而儀式、遊戲等民俗範疇，只能就某地

區的某一個案進行指定，而不能照顧該地區或其他地區的其他個案，前者例如國指定的

處容舞，只是韓國宮廷舞蹈的一個演目，而河回假面劇，只是別神祭中的一場演出；後

者如國指定的珍島 shikimuku，原本是韓國南道區域普遍可見的使者儀式，但現在只有

珍島的一個保有團體獲得認定（朴原模，2014）。也就是說，指定無形文化財的目的，

就在為傳統創造象徵性的存在，文化的系統與脈絡並不是主要關注。 

最後，為了解決文化脈絡消失的傳統藝術或民間習俗的承繼問題，韓國於一九七○

年起逐步著手建置由文化財行政支援的傳承與展演的當代系統。一九七○年確立無形文

化財保有者的認定制度，並提供補助金給以進行傳習教育；一九七一年增設傳習教育的

評鑑機制，由文化財管理局擔任評鑑工作；一九八一年首先在首爾設置傳授教育會館，

成為無形文化財的保有者、保有團體練習與固定公開展演的場所，日後在全國擴增至

112 館；一九八二年完成「傳習教育制度」，確保了從傳習生、履修生、助教、保有者候

選人到保有者，一套明確的進階型傳承制度（黃貞燕，2008）。 

使文化脈絡消失的傳統之傳承得以在當代維繫，「傳習教育制度」可說是韓國無形

文化財保護制度最重要的機制與特色。根據《文化財保護法》，保有者有進行傳習教

育，並須提出傳習教育計畫書、成果報告書的義務，國家有責任對傳習教育的內容與成

果進行指導與監督，同時有提供各式傳承支援金的義務。由於傳習計畫書的擬定，使得

過去口傳心授的方法，逐漸轉向計劃性、合理性的現代教學原則，而由於國家有責任審

查傳習教育計畫以及各個階段傳習者的學習成果，使得「維持原型」的總原則得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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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金賢貞，2013）。 

七、「原型」的實踐與問題 

原型的維繫甚至重建，成為韓國型無形文化遺產制度的核心方法論，主要透過以下

的機制而達成。透過全國民俗藝術競演大會募集民間藝人，發掘潛在的個案；透過文獻

與口述歷史的蒐集與梳理建構出傳統的文本，將所蒐集到文本中最古老者視為傳統的

「原型」；以「維持原型」做為無形文化財保護、保有者認定與傳習的原則；透過一套

制度化的傳習教育制度，穩定了世代傳承的問題；創造多元的演出機會與場地，建立重

構的傳統與當代社會生活的關聯性。透過這五種方法，選擇、重構了傳統的形式、意涵

與維繫的法則，也創造出重構的傳統與當代的關聯。 

雖然韓國的無形文化財制度將傳統藝術與民俗的地位提高，但是也改變了傳統藝術

與民俗。一方面，維持原型的原則，保有者與保有團體被要求不分時地、準確地再現傳

統，限制了民間藝人的創造力與表現力；另一方面，由於沒有真實的文化場域，而是由

文化財行政創造出來的當代文化舞台，無形文化財展演的舞台化成為必然的趨勢。國指

定的個案中，宮廷音樂等缺乏宮廷文化的背景，農謠等缺乏農村與農耕文化的場域，都

只能做為當代舞台的一種文化展演而存在。無形文化財的保有者與保有團體，被賦予再

現傳統的使命，成為民族主義下象徵性傳統存在的媒介而失去主體性，但是同時，他們

也由於這個身分獲得新的勢力。他們被當成民族文化英雄、民族文化的教育家，在各種

媒體中暢談文化教育理念。傳統傳承人的英雄形象，使得學校相關科系大為熱門，出現

大學國樂科收取高額學費的現象，甚至出現為了爭取保有者身分對審查委員進行威脅或

賄絡的醜聞。以保有者為頂點的傳承制度，使得保有者反過來以傳承制度的正統性做為

武器，形成新的權力團體，特別是那些受到國民歡迎的項目的保有者，和其他保有者的

差異越來越大（丁秀珍，2013；金賢貞，2013）。 

文化財行政和保有者之間的權力爭戰，也成為韓國無形文化財行政改革的重要一

頁。一九九三年提出的無形文化財管理改善計畫，目的在於強化文化財局的權力，但隨

後一九九四年傳習教育的主導權又重回保有者手中。一九九九年的國指定無形文化財傳

承制度改善計畫，提出增加審查委員人數，明確調查指標並加強審查權等，無形文化財

的保護工作，逐漸轉型為無形文化財的管理工作（金賢貞，2013）。 

文玉杓（1999）指出，韓國無形文化財制度著重重建民間傳統，固然有效地喚起社



黃貞燕∣日韓無形文化遺產國家制度的成立－體系與機制之知識與社會因素－ 89 

會對民間文化的重視，也搶救了不少面臨消失的傳統知識與技術，有些個案甚至成功地

將民間傳統轉化為觀光資源，帶動地方活力與經濟，但是這個由國家建構的當代機制也

帶來新的認同衝突。以一九八○年成為國指定無形文化財的河回別神面具舞為例，其緣

起是當地仕紳贊助農民進行的娛樂活動，並允許以戲謔方式嘲諷統治階級與儒家官吏，

以博君一笑。在成為國指定之後，一方面獲得國家機制的獎勵與補助，一方面其詼諧的

內容與動作大受觀光客青睞，成為地方重要觀光資源、甚至地方文化的象徵，然而今日

地方仕紳後代無法認同。但是代表仕紳文化的建築物卻只是地方指定的文化財，在推廣

與認知上完全無法與面具舞相比擬。加上面具舞的傳承者乃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愛好者，

並不是以居民為主體，面具舞的傳承呈現於地方割離的狀態。因此，雖然河回面具舞的

傳承與推廣十分成功，卻造成地方上微妙的緊張關係。 

八、傳統文化與民俗文化遺產化的日韓經驗 

日本與韓國於二○世紀中葉啟動、一九八○年代前後抵定的無形文化遺產概念與保

護制度，其實和半世紀後 UNESCO 在國際社會的範疇下建構者非常不同。其根本原因

來自文化遺產化過程面對的課題不同，並涉及時代背景、條件與知識論述等要素。如果

說 UNESCO 面對了如何照顧西方主流世界之外、特別是弱勢或邊陲的民族與國家之於

自己傳統文化的權益，以及文化遺產世界版圖中長期被忽略的南方與東方的聲音23，那

麼日本與韓國在建置無形文化遺產制度過程，面對的關鍵課題是國民國家／國民文化、

民族國家／民族文化的建構，以及傳統在其中的定位與作用。 

從本文梳理可知，日本與韓國無形文化遺產制度的成立與運作，與民俗學知識、社

會背景關係密切，是知識、社會與文化財身分之象徵意涵相互磨合、共構的結果。日本

發展出「無形文化財」、「民俗文化財」兩個保護體系，前者以藝術性與歷史性為上，後

者以歷史性與學術性為上，然而無形的民俗活動之所以進入文化財制度，與社會對文化

財身分的意義與附加價值的詮索有關。相對地，韓國將傳統藝術與民俗整合為「無形文

化財」單一體系，也與其民俗學知識以及對文化財建構之社會影響力的寄望有關。韓國

                                                 
23 過去的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觀其實偏重北方與西方的國家（黃貞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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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付無形文化財制度創造民族文化的象徵，因此典範性形式比真實的文化重要。時代氛

圍對民俗學論述也不無影響，重構歷史真實性的信念，成為韓國的民俗學者深度參與的

基礎。一九九○年代以降，日韓兩國的民俗學者開始陸續反省民俗學在無形文化財制度

建構中的角色，就此日後另行為文整理。 

日韓的經驗，一方面印證無形文化遺產也是一種歷史與文化詮釋，一方面顯示無形

文化遺產身分在當代社會具有的象徵性、再生產性與附加價值，其實也內藴在制度建構

之中。今日，UNESCO 的無形文化遺產論發展出與日韓不同的立論與方法，主張社群主

體性、文化遺產的生命力以及守護文化多樣性的意義，這樣的論述獲得大半個世界的認

同，並投入新的文化遺產運動之中。然而，UNESCO 的無形文化遺產論如何反映在需要

更為細膩操作機制的國家制度之中呢？這是臺灣眼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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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Japan and Korea: the 

System and its Cultural Skill, and the Knowledge and So-

cial Impact 

Huang, Jan-Yen* 

ABSTRACT 

It is rarely that before the UNESCO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

ganization) adopt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

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apan and Korea have already propo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 which have certainly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vention. Japan and Korea have similar the sources of law, but have developed 

quite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s. For exploring about the generation and social oper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research analyzes and compares with the background and pro-

ces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national systems, 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knowledge and 

social background at the same period of this system construction.  

By means of reorganizing the context of history and society, this research will point out the es-

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Japan and Korea which are closely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folklore and social background; 

meanwhile are the result from the knowledge, society and the culture asset of the symbolic mean-

ings running, adjusting and co-constructing mutually. Japan has formulated the two protecting sys-

tems abou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Asset and the Folk Cultural Asset which the former accent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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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rtistry and history while the latter historical and scholarly. It is, nevertheless, that intangible 

folk activities to enter the system of the culture asset, which is related with the society treating the 

meaning and the added value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asset. In contrast, Korea has inte-

grated the traditional art and folklore into a single system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Asset, in the 

meantime it is also associated to its folklore knowledge and its expectation on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asset. Korea suppose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Asset system to create a 

symbol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therefore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ctual 

culture. The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still has affected on the folklore and the belief of reconstruct-

ing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becomes the basis of the deep involvement of the Korean folklore 

scholars.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 folk cultural property, Japan,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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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導覽之觀眾經驗探討宗教類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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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廟宇的建築與裝飾藝術本身即為文化資產的一環。若文化藝術的視角觀之，將會有

更多的收穫與啟發。類博物館式文資導覽是涵蓋觀眾對於文化資產的認同與觀念啟發的

教育課程或活動。本文以廟宇裝飾藝術為切入點，在既有的文資導覽中，引入「類博物

館」概念，並舉辦「類博物館」式的廟宇裝飾藝術導覽。使用紙本 DM 輔助觀眾接收，

透過觀眾回饋與建議，由筆者評估觀眾期待的內容，提出一種不同的文資導覽模式，讓

傳統藝術的美學，重新活化進入現代生活。研究成果顯示：1.在文化觀光的趨勢下，「類

博物館」從博物館的範疇開始被提出討論，但有意識的用類博物館之概念導覽宗教類文

資，本研究是具實驗性質的第一次，以本文為例，廟宇裝飾藝術是個良好的切入點。2.

觀眾回饋統計，78.6%的觀眾認為本次活動體驗，與以往的文資推廣經驗有所不同；用類

博物館概念，解說廟宇裝飾藝術，有 93%觀眾感到滿意；有 88.6%的民眾認為，未來希

望台灣其他的廟宇都能有此服務。3.藉由類博物館式的文資導覽活動，能持續招攬多樣化

動機的觀眾參與。從經費考量上，此模式複製成本低廉，若未來能於文資教育推廣，善

加運用類博物館式的導覽方式，具推廣效益。 

關鍵詞：導覽、文資教育、廟宇、類博物館、觀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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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資產，乃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的資產。其

中古蹟是擁有歷史、技術及審美標準的建造物（李乾朗，1995：37），蘊涵文化價值、

宗教信仰，或思想行為、風俗習慣與典章文物制度等文化（周宗賢，1995：57–59）。由

於其建造的歷史背景留存至今或許時移事遷，故往往不是單憑看見外觀便能理解，因此

透過解說或導覽，能協助觀眾連結脈絡，體現文化資產的價值，使之得以永續傳承。良

好的解說規劃與執行包含示範、實作、敘說（narrative），如說故事、表演，佔有重要地

位（Tilden, 2007; Kelly, 2010; 孫百儀譯，2010），這種故事敘說或展演功力，對於古蹟

解說導覽者的能力帶來新挑戰。 

文資導覽是涵蓋非專業者對於文化資產的認同與觀念啟發的教育課程或活動（林思

玲、榮芳杰，2014：55）。一般民眾對廟宇的經驗與看法可能跟宗教信仰、超自然存在、

參拜有關。但廟宇的建築與裝飾藝術本身即為傳統文化資產的一環，不同於參拜的角度，

若是從了解文化資產、了解傳統建築裝飾藝術、了解建築之美等角度出發，將會有更多

不同的收穫與啟發。博物館的功能包含了典藏、展示、教育及研究，具公益性質、美學

觀念及生活記憶，因此應用博物館的方法，是類博物館機構或藝文機構用於永續經營、

推動文化保存的參考選項。類博物館的概念強調具博物館能量，比博物館更加貼近常民

生活，如古蹟、紀念堂、名人故居……等都是類博物館的範疇（黃光男，2012：40–41）。 

博物館與廟宇的經營具有共通性，如兩者皆有志工招募制度、具公益及社會教育性

質、都講求經營管理的概念與實踐……等。古蹟是博物館的一環，但就博物館而言，一

般是某個特定空間讓我們把物件放該空間中，作為博物館內的展示品，使觀眾於此特定

空間裡觀看某特定的物件。不同於博物館，古蹟本身就是廣義範疇的博物館，代表建築

本身就是一個展示品。當大眾觀看時，可將建築本身當作展示內容，意即「建築就是典

藏」（黃英哲，2014：114）。本研究試圖挪用博物館的導覽制度，援引至民眾對於廟宇

建築、裝飾藝術的欣賞。期望討論透過不同的視角，將廟宇類文化資產的建築裝飾藝術，

以「類博物館（quasi-museum）」的概念，進行文資解說導覽。 

本文以研究程序而言，共分為三階段。第一，本文寫作動機，起始於長期以來古蹟

保存議題，常因經濟發展壓力與部分民眾考慮現實利益保值1，降低具潛力的文化資產的

                                                 
1 部分有關廟宇類文化資產的保存爭議案例，可參見關鍵評論網及公視新聞網中的相關新聞報導：〈關鍵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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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意願（空間雜誌，1998：67），本文進而縮小研究範圍，選取筆者較為關注的宗教

類文化資產發展；亦即透過類博物館的方式，應用於導覽解說古蹟的實踐，並以觀眾經

驗調查之結果為依據，進一步探討此方法作為教育推廣的模式成效如何。第二，設計研

究內容與執行方式，以筆者能力所及，舉辦古蹟解說活動，並為其量身設計活動文宣及

綜合質與量的調查問卷，讓觀眾填寫本次活動的體驗導覽感受及建議；評量性的觀眾研

究發展抽樣架構，並依此作為研究工具，來進行活動操作並蒐集資料。第三，於活動後

資料回收，描述與分析並完成研究報告，作為後續推廣與應用之參考。 

筆者認為廟宇的裝飾藝術，是遍及不同的建築形式、宗教的類別、主祀神衹，且跨

越是否具文資身份的廟宇，幾乎一定會有的必備元素。因而選擇由裝飾藝術作為切入點，

透過解說老師的導覽，期望讓觀眾可以由此推己，反思家鄉庄頭的廟宇（於本文想指的

是具文資價值的潛力點）有哪些以往未曾注意到的意涵與價值。同時讓這些傳統的美學

傳統的元素，重新活化進入現代生活。研究經文獻蒐集閱讀的過程中發現，截至民國一

○三年底內政部統計處「寺廟登記概況」統計中（內政部，2014），台灣有登記的廟宇

逾一萬兩千多座。有意識的用類博物館的概念與方法來導覽宗教類文化資產，目前在國

內可能還沒有做這類型的活動，本次是具實驗性質的第一次嘗試。筆者認為，應可為文

資教育推廣招來不同的一番氣象。 

本研究實踐過程邀請傳統建築裝飾工作觀察者郭喜斌先生為研究參與對象。由筆者

先期與郭喜斌先生討論，用類博物館的思考來規劃，並籌辦廟宇類文資現場走訪。期望

以郭先生經長年廟宇走訪累積的鑑賞力，來導覽大龍峒保安宮與台北孔廟珍貴的廟宇裝

飾藝術與其故事情節。研究目的為瞭解觀眾對於此型態的導覽方式具有何期待，於導覽

後邀請觀眾分享，填寫調查問卷，由筆者系統性評量紀錄觀眾的看法的感想，作為未來

持續發展「類博物館」式導覽及觀眾關係的研究。提升民眾對文化資產的了解與認同，

使參與人能對文化資產的認識具有正面效益，藉此期望提高未來具文化資產價值的潛力

點面臨保存爭議時，民眾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的了解及參與度（許育典、凌赫，2013：22）。 

 

 

                                                                                                                                                   
網，社會，我們想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文化環境？從雲林章寶宮談文資保存的社會責任〉。檢索日期：2017

年 01 月 23 日。http://news.pts.org.tw/article/286265?NEENO=286265；公視新聞網，教育文化，〈四湖章寶宮

拆建 珍貴彩繪令人憂〉。檢索日期，2017 年 01 月 23 日。http://news.pts.org.tw/article/286265?NEENO=286265 

http://news.pts.org.tw/article/286265?NEENO=286265
http://news.pts.org.tw/article/286265?NEENO=28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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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回顧 

（一）保安宮做為廟宇類文資教育推廣的場域具代表性 

筆者研究關心的議題為文化資產、博物館、文資教育推廣、博物館導覽與教育推廣，

期間找了多筆文獻有關廟宇類文化資產、博物館、廟宇、文化資產經營管理、文資教育

推廣等國內文獻。發現已有許多論及文化資產保存活化、廟宇的治理網絡、寺廟紀錄方

法、廟宇營建體系、寺廟經營管理、文化資產訪客知覺價值、文化資產居民認知、行銷

觀光、廟宇空間藝術，傳統藝術裝飾意涵……等，差別在於研究地點的不同。 

其中，廟宇類文化資產又以台北保安宮為個案的調查，涵蓋學術期刊論文至報章雜

誌網路新聞等。以保安宮為實證地點探討過的議題，包含文資經驗與保存歷程、治理網

絡、國小古蹟教學、社區成人教育、說故事導覽、文化藝術功能、廟宇建築藝術、保生

大帝靈籤、廟宇志工經營、廟宇行銷、客家姓戲、宗教休閒治療，空間使用研究、道教

神明會……等。足見以台北保安宮做為廟宇類文化資產的案例，具重要代表性。筆者經

思考評估後認為若從「類博物館」（黃光男，2012；黃英哲，2014；殷寶寧，2014）、

觀眾研究（劉婉珍，2011）的角度，來觀察觀眾對教育推廣的感想，目前在保安宮為場

域的案例中，是值得探索的議題。故往觀眾研究切入，藉由系統性的紀錄觀眾的接收，

做為未來持續發展類博物館與觀眾的導覽關係。 

（二）概念與定義的回顧 

根據江明親（2016：49）之研究指出，歐洲理事會的遺產教育（Heritage Education）

與台灣九○年代以來的「鄉土教育」，兩者都期待透過身邊的環境、人的生活與文化累

積的物質紋理，讓新世代得以理解、貼近家園社群而產生共感、尊重多元文化，且延展

與更廣大的世界連結，培育具有社會關懷和行動力的公民。兩者在教學方法上，皆強調

跨專業領域的合作，尤其身為文化資產守護與詮釋機制的博物館，更是扮演教育的核心

角色。以下就本文相關的重要概念釐清定義： 

1.從「參拜」到「參觀」 

由於社會變遷的關係，所謂的廟宇開始成為休閒觀光所拜訪的活動行程選項。因此，

廟宇本身所扮演的角色，不再只是強調原有的宗教性，其中增加了觀光休閒的元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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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我們應考量，廟宇本身的運作和廟宇活動以及廟宇導覽本身，已不只是純粹的宗教性

目的，同時擴及到具有觀光目的之功能。參拜乃廟宇原有之祭祀功能，在本文中，「參

觀」強調的是尊重場域原功能下進行之審美活動，與廟宇宗教信仰之間並不牴觸。使用

「參觀」一詞而不用「觀光」，乃是因前者比後者更具尊重的意涵。 

2.解說（explain）和導覽（guiding） 

蒐集國內學者對「解說」與「導覽」二詞的定義來看，解說與導覽在意義上，均有

透過傳遞訊息，以達到教育或啟發的目的之意，運用上無區別常被交互使用，如解說導

覽，或導覽解說（吳麗玲，2000；陳榮祥，2004）。但在本文，筆者認為，將解說與導

覽視為相同意義使用，並不全然妥適。解說於字詞上，比較偏向解釋的意思，一種傳統

的傳遞知識方式，並未強調觀眾反應，解說者由上往下地把知識解釋傳達給接收者；導

覽則是站在引導的角色，比起解說，導覽更具有一種方向性或脈絡性，事先準備導覽內

容，區別觀眾類型，使觀眾主動學習的興趣，引導觀眾主動問問題，共同找答案。且解

說與導覽兩者間，應具有層次上的差別，超越這兩者層次的，應屬詮釋（interpretation），

一種超越主客對立模式，參與和辯證往返的方式（Gadamer, 1960）。本文欲強調的，是

注重觀眾背景、設計導覽策略，與關注觀眾反應的導覽方式。 

3.文化資產（cultural heritage）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的官方網站（2017）中指出：文化資產一詞包含有形（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與無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有形文化資產，包含可移動的文化資產（movable 

cultural heritage）：繪畫、雕像、硬幣、手稿；不可移動的文化資產（immovable cultural 

heritage）：紀念碑、考古遺址等；水下文化資產（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沉船、

水下廢墟和城市。無形文化資產：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s）、表演藝術（preforming arts）、

儀式（rituals）等。我國自一九八二年制定《文化資產保存法》至今，歷經數次修整，而

根據二○一六年新修正之該法第三條：「文化資產乃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價值，

並經登錄之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早期文化資產保存，注重特異性案例，近期以來，

也開始注意到庶民文化保存，此轉變與世界遺產強調之普世價值方向一致（林會承，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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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博物館（museum）及類博物館（quasi-museum） 

博物館是一座有系統的照顧其蒐藏，並對外開放的常設教育機構，不僅開放給大眾，

也為公益而存在，提供全民教育、啟發、培養美感、各人發展及與公立教育機構合作等

目的（張譽騰等譯，2000：30–31）。根據我國《博物館法》（2015）第三條指出：博

物館是指「從事蒐藏、保存、修復、維護、研究人類活動、自然環境之物質及非物質證

物，以展示、教育推廣或其他方式定常性開放供民眾利用之非營利常設機構。」在形式

上，〈博物館法施行細則〉（2015）亦表列：「不限於美術館、文物（化）館、紀念館、

天文館、水族館、動物園及植物園等」，廣義上博物館的範疇，自台灣新博物館學運動

時期開始擴及到類博物館，其文化現場觀光資源的活動，亦開始被討論，造就了各形各

色介於博物館邊際之「類似博物館機構」（quasi-museum institutions）（許功明，1998：

11）。類博物館，不以開放供一般民眾參觀為職志者等，可稱之（江韶瑩，1994：9），

不一定需設一特定主題，但以社區的生態的博物館理念展現文化、環境等過去與未來，

保留過去歷史紀念物、民藝、年中行事、歲時祭儀等記憶再現，形成生活歷史的博物館

（living history museum）（江韶瑩，2001：8）。類博物館具備博物館功能，以大眾生活

提供更直接的服務，並更有彈性的生活場所，具備即時的教育、公益性質，具有管理、

有組織、有資源、有文化休閒功能（黃光男，2012：40–41）。類博物館的興起在社會

發展與生活需要中應運而生，超越一般專業博物館的機能，是生活中較為自然、相對容

易為人接受的文化經驗（黃光男，2012：229）。 

5.「一般地方特色解說」與本研究倡議之「類博物館式文資導覽」 

台灣各地有很多的文史團體，行之有年地在做地方文史調查研究、文獻整理、特色

解說等工作，具有一定比例的參與觀眾。參與觀眾偏向對文史方面有興趣的民眾、或文

史相關的科系參訪、或觀光客對某地的到訪。本文提倡的「類博物館式文資導覽」，是

希望「以博物館做為一種方法」（museum as a method），來探討古蹟保存維護是否可以、

或如何挪用博物館的經營理念……建立與觀眾直接溝通、對話，誘發其自發學習的博物

館經驗，使其得以理解古蹟傳達之歷史文化與美學價值（殷寶寧，2014：24）。除基本

「一般地方特色解說」的客群外，更希望擴大參與範圍，加入對藝術、博物館具有興趣、

對廟宇宗教信仰有興趣的觀眾。方法是以文化藝術為核心（而不僅以社會背景、歷史論

述為主），作專題式導覽，並與當代議題串連，引領當前民眾跨越時空間隔，認同多樣

的歷史文化和人文創意。導覽者扮演積極的角色，透過口說、模仿、展演等方式，來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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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過去、現在與未來。在文資的保存工作中，考量永續性議題（Throsby, 2001: 87-88）。

現在是過去的連續，也是明天的歷史，因此古蹟解說到導覽，需連結文化資產的永續性

（Uzzell, 1998）。 

6.博物館觀眾研究（museum visitor studies）及分析（analysis） 

博物館觀眾研究具跨領域特質，屬於博物館學範疇。約莫於二十世紀二〇年代開始

發展，至六〇年代開始受到重視（劉婉珍，2011：195）。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簡稱 AAM）於 1974 年正式成立「觀眾研究暨評量專業委員會」

（Committee of Audienc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簡稱 CARE）認為「觀眾研究」（visitor 

studies）是指「在博物館領域裡，有系統地從觀眾身上獲得有關實質（actual）觀眾和潛

在（potential）觀眾的知識，而在規劃和執行與大眾有關的活動時，增進和應用此相關知

識（轉引自劉婉珍 2008：22）。」此外，以澳洲博物館研究中心（The Australian Museum 

Audience Research Centre, MARC）於其官方網站中即明白指出：「觀眾研究（audience 

research）亦稱訪客研究（visitor studies）、評量（evaluation）或市場研究（market research），

是博物館學中的一門學科，旨在發現文化機構的參觀者其人口統計（demographics）、行

為（behavior）、滿意度（satisfaction）、休閒習慣（leisure habits）和學習成效（learning 

outcomes）的成果（Kelly, 2009）。」分析（analysis）一詞指的是分離解析事物為其基本

成分以獲取了解（朱仲謀譯，2006：111）。其中本文欲探究活動所提出的「類博物館」

式的導覽服務，是否符合觀眾預期與需求。 

綜合上述，筆者想強調的是廟宇的建築與裝飾藝術本身即是文化資產的一環。若從

了解文化資產、了解傳統建築裝飾藝術、了解建築之美、了解廟宇藝術等角度出發，將

會有別於以往直觀的認為廟宇就是祭祀、宗教信仰之處，能獲得不同的收穫與啟發，故

而從「參拜」到「參觀」。而此「參觀」是強調注重觀眾背景、設計導覽策略，與關注

觀眾反應的導覽方式。用以設計一套「類博物館式文資導覽」。透過此模式寓教於樂，

借用類博物館的概念，推動文化資產的推廣教育，希望透過這個方式來強化社會大眾對

於文資價值的接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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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過程與對象 

文化資產與博物館概念上有許多共通點，兩者都具教育與公益性質，未來的博物館

將是意識形態中立的機構，是社群為了追求發展所使用的眾多工具之一。本文援引博物

館的方法用於文化資產的導覽。由於博物館擁有文物及相關資訊，具有使用文物來說故

事的專業技能，因此能夠藉由文物激發觀眾情感，喚起記憶，觸動想像，鼓勵觀眾從事

探索（張譽騰等譯，2015：33）。本段將研究個案、方法與對象等內容，條列說明： 

（一）研究方法： 

採取評量性的觀眾研究（visitor studies）。經由系統性的紀錄觀眾的接收，探究「類

博物館式文資導覽」活動所提出的服務，是否符合觀眾預期與需求。 

（二）研究參與者： 

相對於具規模的博物館培訓之專業導覽員，一般談到博物館的觀眾研究，並不會特

別強調導覽員。本次為了確保廟宇裝飾藝術導覽的品質，特別邀請一位長期在廟宇裝飾

藝術上有觀察經驗的講者郭喜斌先生2來擔任解說導覽員。 

（三）研究設計： 

1.活動設計過程思考，如何呼應「以博物館做為一種方法」（museum as a method），

來探討古蹟保存維護是否可以、或如何挪用博物館的經營理念，建立與觀眾直接溝通、

對話，誘發其自發學習的博物館經驗，使其得以理解古蹟傳達之歷史文化與美學價值。

將空間與建築硬體所承載之軟體內涵價值，透過溝通與教育有效地傳遞給社會大眾（殷

寶寧，2014：24），讓文化資產的價值滿足社會的需要（林崇熙，2010：51）；另一方

                                                 
2 郭喜斌（1963–）雲林人，傳統建築裝飾工作觀察者，對人文古蹟一直有著濃烈的好奇與探索的衝動。研

究過程觀察郭喜斌先生的人生經歷，認為郭老師於傳統裝飾藝術的觀察與台灣鄉土教育、社造政策歷史脈

絡等有所呼應。一九九○年代初期，在台灣各地悄悄開展的地方文史運動，加上後來二○○○年後社區總

體營造運動的風潮匯流（羅中峰，2006），郭老師約於一九九○年開始觀察記錄自己生長的土地，在台灣各

地的廟宇古蹟留下了足跡。接受台北市保安宮古蹟導覽培訓後，自一九九九年開啟其廟宇裝飾藝術導覽解

說；後參加麥寮拱範宮匠藝調查，至今仍關心各地廟宇類文資潛力點保存危機事件。曾任台北市市定古蹟

大龍峒保安宮解說義工、中華民國華語特約導遊，及新莊興直堡文史工作室會員。並著有台灣廟宇裝飾藝

術相關專書，《聽台灣廟宇說故事》等。根據本研究訪談郭老師後得知，其從二○○六開始有意識的專注於

觀察紀錄廟宇裝飾藝術。而公開的解說導覽以及演講的次數，至今（2016 年 7 月止）約達 200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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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博物館學之「發展觀眾」（development audience）概念，透過觀眾研究發展出來

的研究方法，探討觀眾在活動前後，對文化資產的重視與理解程度，亦即，由活動所提

出的「類博物館」式的導覽服務，是否符合觀眾預期與需求。 

2.預設觀眾為藝文管理領域的從業或在學人員（包含全職生與在職生），這些目標觀

眾都是現職或未來在藝文領域工作的（潛在）亮點。透過目標觀眾的接收與回饋，相信

可以對活動導覽，有建設性的回饋與諫言。在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方面，取得郭喜彬先生

之書面同意，撰寫研究報告時，得以不匿名的方式書寫。另，郭喜彬先生長期投入古蹟

解說的領域，於研究討論期間也希望能夠於問卷回饋中，獲得觀眾對其導覽的建議，因

此在問卷調查內容中，納入針對導覽老師的提問。 

3.活動除由郭老師口說導覽外，也考量郭老師與一般觀眾以往較少接觸類博物館的概

念，故由筆者設計並製作搭配紙本 DM 輔助說明類博物館之定義與概念，如何運用於保

安宮之文資導覽等資訊，紙本 DM 詳如附件一。 

（1）研究地點 

大龍峒保安宮與台北孔廟：保安宮位於台北市大同區哈密街，主祀神祇為保生大帝。

為台灣民間信仰廟宇，創廟者來自中國的福建同安，故保安有「保佑同安」之意（鄒岱

庭，2009）。保安宮和艋舺龍山寺、艋舺清水巖合稱「台北三大廟門」。保安宮自一七

四二年創建至今逾 270 年的歲月，發展成三殿三進式的 3000 坪大廟。一九八五年經內政

部指定為國家二級古蹟（今直轄市定古蹟）。一九九五年因應緊鄰街道擴建，保安宮自

費整修，以傳統工法結合現代科技達到「平衡工法」、「修舊如舊」的效果（鄒岱庭，

2009），成為全台灣古蹟修復的最高典範，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二○○三年亞太文化

資產保存獎，肯定個人及組織於私人領域保存或修復超過 50 年以上的建築物所做最大努

力而獲得成就和貢獻者（廖武治，2004）。台北孔廟位於大同區大龍街，比鄰保安宮。

孔廟的創建，肇始於清光緒年間，後於日治時期一九二五年重建遷移於現址，為典型的

閩南式建築（國家文化資料庫，2004）。主祀大成至聖先師孔丘，是大台北地區最重要

的孔廟。目前為臺北市文廟代表，而武廟則以行天宮為代表，文武廟均無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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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卷設計與填寫方式 

本文運用實際行動，以觀眾研究切入，提出以類博物館作為導覽方式的一種策略。

問卷設計與過程經筆者參閱書籍、前人研究成果，與參與研究者的討論結果等作為問卷

架構，為綜合質與量的調查問卷，讓觀眾填寫本次活動的體驗導覽感受及建議。並考量

近期大量推廣的 E 化／無紙化、智慧型手機普遍的時代趨勢，研究運用較為普及且免費

的 Google Form 表單，建立調查分析問卷，活動當日觀眾可用自己的智慧型行動裝置，

刷讀活動紙本 DM 上的 QR Code 即可連結到電子問卷，進行填寫；同時亦考量若因手機

填答而使受眾有層次之別，當日也準備 15 份紙本問卷備用。 

（3）研究取樣：定額抽樣法 

採取非隨機的定額抽樣法（quota sampling），地點是以參與研究者郭喜斌老師熟悉

的台北保安宮與孔子廟；參與觀眾的招募則公開徵求：對「類博物館」有興趣的觀眾、

對「說故事」有興趣的觀眾、對於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推廣有興趣的觀眾，以及對保安宮

／保生大帝／台北孔廟有興趣的觀眾。只要民眾自認符合活動招募的觀眾條件，便可透

過報名表提交，參與本項研究，直到研究中，所需的最低人數滿額為止。 

（4）研究限制 

研究抽樣的選擇，必有其限制所在，非隨機定額抽樣法所招募的樣本並非機率樣本，

參與研究的個體具有部份特定特質（潘中道等譯，2010：204），意即對「類博物館」、

「說故事」、對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推廣、對保安宮／保生大帝／台北孔廟具有一定的興

趣喜好，故無法真正代表所有民眾想法。由於導覽老師能提供之語言為中文普通話或閩

南語，因此，本問卷調查僅限於使用中文普通話的觀眾為主。且活動受限於經費、時間、

以及一次導覽活動的最大容納人數考量，故只舉辦一次性的導覽。若想探討如外國觀眾、

或兒童觀眾等對廟宇裝飾藝術的導覽，有待後續研究持續針對不同的目標觀眾設立導覽

策略與推展。 

（5）調查資料處理 

對蒐集資料的分析過程，主要分為：資料表的做成、統計、加工與解釋等數個步驟

（徐華鍈譯，2000：182）。本文在統計部分之資料採單純統計與交叉統計，以比例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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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的計算與表格化作為加工，最後則對加工結果做解釋，並參照相關研究之統計數值

做比對。 

三、問卷調查結果討論 

活動在設計與邀集導覽老師的時間確定後，共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類博物館式」

的廟宇裝飾藝術導覽，第二階段配合研究 Q&A 時間搭配調查問卷的填寫。於二○一六年

五月二○日始於 Facebook「博物館廣角鏡」，及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網站，公開招募，

至五月二十五日中午為止，前後總計 43名觀眾報名；當天參觀的觀眾以現場簽到單為準，

計 39 位觀眾，調查問卷回收計 32 則3，問卷回收率 82.1%；其中有效問卷 30 則，有效問

卷回收率 93.8%。本單元討論導覽活動後，觀眾對於用類博物館的方式，導覽廟宇裝飾藝

術的態度與看法，將分為觀眾回應統整與分析來探討。 

（一）觀眾基本資料回應及其分析 

本研究觀眾基本資料分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現居地、參與動機，以及

得知活動的方式等，將回應整理後，如下表 1「觀眾基本資料回應統整表」所示。 

 

 

 

 

 

 

 

 

 

                                                 
3 電子表單回覆 32 則，紙本 0 則。原本曾考量到使用非智慧型手機之觀眾的作答方式，故當日也準備 15 份

紙本問卷備用，實際上至活動當天填答問卷時，並無紙本問卷之需求。考慮到或許有「因手機填答，而使

受眾有層次之別」的疑慮，故在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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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觀眾基本資料回應統整表（有效 30 則回應） 

  

以上表來檢視問卷調查所得到的觀眾基本資料。依據調查填答者的整體資料，初步

可整理出幾項特點： 

1.男性填答者比女性多，具體比例為 60%比 40%。這個結果不同於在一般博物館的

觀眾調查中，呈現出來的性別樣態是，女性觀眾約佔 7 成（殷寶寧，2012：62），究竟

是廟宇裝飾藝術為主題，吸引的觀眾男性多於女性，或者是單一次活動並不足以代表全

貌，都有待相關研究持續進行累積，再作評述。 

2.填答者年齡集中於 21–30 歲的年輕觀眾，佔總體 53.3%。平均年齡為 35.6 歲，顯示

本次廟宇導覽活動吸引到最多的是年輕觀眾，原因可從得知活動的方式看出端倪。參照

「得知活動的方式」一欄，最大比例來自親友轉知，其次是博物館廣角鏡 FB 粉絲專頁，

可能是因為活動公告以社群網路為主，所以反映在填答者平均年齡上。但仍有 43%填答

者的年齡分布於 30–70 歲區間，顯示其實廟宇導覽活動的客群或許可經由多元的宣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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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招攬不同年齡的觀眾共同參與。 

3.填答者教育程度偏高，總體而言都達大學學歷，尤其碩士學歷約佔本次活動填答人

數 2／3 的比例。顯示以現階段而言，廟宇導覽活動與教育程度及符號理解有關，但未來

仍須往普及一般觀眾的方向發展。 

4.填答者的職業分布甚廣，以最大宗的學生觀之，約佔整體填答者 33%，其他則來自

公務員、退休人士、旅遊業、服務業等。 

5.填答者現居地近 90%來自雙北地區，表示活動設計與地點選擇上，吸引到的觀眾以

北部地區交通往來便利的人士為主。 

（二）觀眾過去經驗回應及分析 

本研究觀眾過去經驗的調查針對「類博物館概念」、「傳統廟宇裝飾藝術解說導覽」、

「觀眾本身曾有擔任解說導覽者／教學者之經驗」、「拜訪保安宮目的與次數」、「拜

訪台北孔廟目的與次數」等，將回應整理後，如下表 2「觀眾過去經驗回應統整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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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觀眾過去經驗回應統整表（有效 30 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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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 2 來檢視問卷調查所得到的觀眾過去經驗的調查資料。依據調查問卷填答者

的整體資料，可整理出幾項特點： 

1.在本次活動前，曾接觸過「類博物館」之概念者佔 56.7%；曾經參與過「傳統廟宇

裝飾藝術解說導覽」者高達 76.7%。按照一般常理，知道的人通常再訪的機率會降低，但

活動的參與者仍願意參與本次說故事導覽，或許可以解讀為廟宇裝飾藝術的愛好者，對

於參與相同或不同的廟宇裝飾藝術導覽，具高度興趣且願意重覆拜訪。 

2.曾經拜訪過與未曾到訪過者之比例為 60%：40%；曾經拜訪過孔子廟者與未曾到訪

過者之比例為 66.7%：33.3%。應可參照表 1 之「現居地」一欄，顯示大台北地區人士，

前往保安宮與台北孔廟之回訪率高，但藉由活動招攬來此的觀眾比例也佔 3 至 4 成，亦

回應到活動原先設計時，期望擴大參與觀眾的預想。可見舉辦活動還是能開發新的觀眾，

即便在地緣上觀眾與廟宇是接近的，還是要透過舉辦活動來招攬觀眾，時時讓在地觀眾

與文化資產有機會連結。 

3.活動招攬之觀眾，觀光旅遊之目的最高，以保安宮而言佔了 63.3%，大於廟宇宗教

性（祈求順心）之需求，佔 36.7%；以台北孔廟觀察，觀光旅遊目的達 80%；宗教性（祈

求順心），及工作／作業需求各佔 20%。而志工服務者與在地居民則佔少數或完全沒有，

應與活動公告之方式，以及研究預設的招募觀眾有關係，由於本次活動焦點招募觀眾鎖

定藝文相關的師生以及對傳藝有興趣的群眾，或許未來可考量活動屬性，加強招募與活

動場域相關的在地居民。 

（三）觀眾認同本次使用類博物館式的導覽經驗 

研究針對活動體驗，設計一系列的態度量表，讓觀眾依本次活動的個人經驗感受程

度勾選，將回應次數統整後，計算比例與平均分。如下表 3-1「活動體驗態度量表統計 I」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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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活動體驗態度量表統計 I（單選題，有效 30 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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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以滿分 5 分來計算，最高平均分數達 4.7，每個項目的平均分數，除了一

項是 3.9，其餘都達 4 以上，代表觀眾對於活動經驗回應的正向態度顯著。或許可以觀光

領域研究的經驗指涉──通常觀光經驗的呈現均視為是獲益的（beneficial experience）、

正面的經驗──來對照解釋。至於如何獲益、或得到何種滿足與成長，則是由旅客詮釋

其自身價值來獲知（McIntosh, 1999，轉引自殷寶寧，2012：59）。 

其中，僅一題的平均分數未達 4 分，該題提問為「今天的體驗與以往的教育推廣經

驗有所不同。」經仔細推敲後，筆者認為是題目在設計上不夠細緻（傅仰止等譯，1999：

224）所致。在題目設定時，原先只是想了解，觀眾對於用類博物館的方式來導覽廟與裝

飾藝術，以及活動用紙本 DM 附有 QR Code 可以連結電子表單，讓觀眾用自己的智慧型

手機作答等方式，是否跟以往去美術館聽導覽或是在廟宇聽解說的方式，有覺得耳目一

新的感受。但當時考慮觀眾對於文字閱讀的耐心程度，及篇幅等因素，而將文字刪減到

盡量 1 至 3 句以內。 

但事實上從不一樣的切入點闡述本題，其可推估的答案也會有所不同。例如：「這

種導覽方式跟自己去美術館聽導覽很像，所以還好，沒什麼不同，所以勾選普通。」；

或是「從來沒有想過用這種類博物館的導覽方式，可以應用在理解廟宇的裝飾藝術，所

以真的很不同，勾選非常同意。」為了更細緻的解析觀眾想法，在此將觀眾過去經驗與

本題交叉分析探討原因，參見表 3-2、表 3-3、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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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活動體驗與過去經驗（是否參與過傳藝解說導覽）交叉分析表 

 

 

表 3-3：活動體驗與過去經驗（本身是否擔任過解說導覽者）交叉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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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活動體驗與過去經驗（是否曾接觸過類博物館者）交叉分析表 

 

自表 3-2 到 3-4 的交叉分析中，可以更看清楚的分辨出，觀眾對於「本次活動與以往

的教育推廣經驗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別關鍵在於：1.以往是否曾接觸過「傳統廟宇裝飾

藝術解說導覽」、2.本身曾有「擔任導覽解說者／教學者」之經驗，以及 3.曾經是否接觸

過「類博物館」的概念。若上述經驗或接觸的概念皆為否，那麼本次活動體驗，對於以

往未參與過類似活動的觀眾而言，是個良好的體驗，且認同用「類博物館」概念應用於

文資教育推廣、未來不排斥參與古蹟的教育推廣活動；若上述經驗或接觸的概念皆為是，

或許代表這一群觀眾對廟宇裝飾藝術、類博物館等內容，都有一定程度的基礎，故參與

活動的目的是想聽到更深層的、不一樣的內容。未來也可再針對類似經驗的觀眾，思考

再往進階深度導覽班，或是種子推廣人員培訓的方向，為其規劃不同層次或不同目的之

導覽活動。 

（四）類博物館式廟宇文資導覽品質檢核 

針對活動導覽品質的部分，讓參與活動的觀眾，依個人經驗感受程度勾選4，將回應

整理後，如下表 4「活動體驗態度量表統計 II」所示。 

                                                 
4 由於問卷回應的設計上是讓觀眾可重覆勾選，故各個項目的百分比將單獨計算（即百分比=回應次數的數

目／有效回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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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活動體驗回應調查統計表 II（複選題，有效 30 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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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 4 來檢視問卷調查所得到的活動體驗調查結果。依據調查問卷填答者的整體

資料，初步可整理出幾項特點： 

1.針對本文所選擇的活動切入點「廟宇裝飾藝術」，為最吸引觀眾的部分。整體活動

有效問卷 30 則中，佔 96.7%的觀眾認為，廟宇裝飾藝術是最吸引其注意的部分之一。第

二名為「廟宇建築」與「老師的講解」各有 63.3%的觀眾支持。顯示廟宇類文化資產，未

來若規劃文資導覽推廣教育的設計，廟宇裝飾藝術是個良好的切入點。 

2.對於活動品質的部分，工作人員親切獲得觀眾 80%的肯定，其次有 40%的觀眾給

予活動最高評價「無懈可擊，讚」。小部分觀眾則是給予一些修正建議，認為廟宇導覽

活動的人數過多影響參觀，或是可以改成個人耳機的方式，比較不影響觀眾收聽。再來

是視活動經費多寡，可以斟酌參考印製彩色圖片。研究建議針對彩色圖片是否印製，重

點在於裝飾藝術可能在高處使觀眾看不清楚，未來也可以由廟方、導覽主辦單位，或是

觀眾自備望遠鏡，也可以解決此問題。 

3.關於導覽老師郭喜斌之教學態度，原則上觀眾回應是正面的。其中有 4 成觀眾給予

最高評價「無懈可擊，讚」。7 成觀眾認為導覽老師教學有熱忱，導覽時教學認真；有 3

成觀眾認同導覽老師重視觀眾的接收、鼓勵學生回饋。都有呼應筆者欲強調注重觀眾背

景、設計導覽策略，與關注觀眾反應的導覽方式。 

4.關於導覽老師郭喜斌之表達技巧，本題回應前文提到─「良好的解說規劃與執行有

其難度。除提問、示範、實作外，敘說（narrative），如說故事、表演，更佔有重要地位

（Tilden, 2007; Kelly, 2010; 孫百儀譯，2010）。」在觀眾反映歸納中發現，回應正面但

帶有建議，如附註 9 與 10 所示。根據部分觀眾個人觀點回饋表示，認為郭老師在導覽時，

系統性可以更好，可解讀為：（1）可能是觀眾認為郭老師的口語表達內容比較發散，未

來再加強這一塊，有助於郭老師在未來的導覽功力能再上層樓。（2）也可能是本次廟宇

裝飾藝術的動線，所遇到的裝飾藝術故事內容的連結性不高所致，例如三川殿的對場作

與正殿的傳統彩繪，再到前院的涼亭裝飾藝術，其齣頭內容（來自封神榜／三國演義／

四聘／四愛等故事）的串連，未來可以再有更細緻的連結方式。根據導覽速度的建議，

大約有兩種回應：（1）導覽速度可以更快，讓觀眾能在有限的時間聽到更多故事；（2）

導覽講慢一些，重點式的擇定少數裝飾藝術，但選出來的項目，可以花多一點時間講得

更深入；最後則是活動人數太多，影響到收聽品質，建議未來在戶外廟宇導覽的部分，

一場次的人數最多大約 25–30 人便已足夠，這也是在活動設計與研究取樣時所面臨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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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就導覽活動而言，人數不宜多，但就研究取樣來說，樣本數需多一點才足，以筆者

於時間與人力經費的考量下，已盡可能滿足兩方的平衡。而這些歸納，都有助於未來培

育解說導覽老師，及控制活動品質的參考。 

（五）問卷小結與綜合討論 

1.研究問卷回應之歸納，基本上呈現如下：大台北地區人士，對保安宮與台北孔廟之

回訪率高。以本次活動為例，招攬的客群是附近雙北地區交通往來便利人士較多，在地

居民比例低，在參與動機上，觀光旅遊大於廟宇本身的宗教性。顯示在文化觀光趨勢脈

絡下，藉由類博物館式的文資導覽活動，能再持續招攬多樣化動機的參與觀眾。總體而

言，推廣活動自構想、規劃到施行測試，經過第一批觀眾評分，滿分 5 分，總平均達 4.45

分。另從經費考量上，此模式複製成本低廉，若能善加運用類博物館式的導覽方式，具

推廣效益5。顯示筆者使用「類博物館式的文資解說導覽」是成功可施行的一種導覽方式。 

2.活動規劃方式檢討：目前本研究僅針對單一場域作一次性的實驗，活動結束前，收

到參與觀眾的回饋、建議與鼓勵，都是促成下一次行動的動力。若未來於後續的教育推

廣進行時，將更加考慮因應預期觀眾的文化資本不同，而有所準備，並且於能力所及的

範圍中，不要放棄與觀眾的交流對話。此次的切入點是類博物館與廟宇傳統裝飾藝術，

故著重在裝飾藝術與其歷史故事的解說導覽。若後續想加強文化資產與當地歷史發展的

關係，未來也可以往「地方史」的觀點切入，規劃不同的專題導覽。本次活動較為簡約，

在 2 小時內用 5–10 分鐘簡介活動與概念後，讓導覽老師直接現場導覽。致使少數 2–3

位觀眾較晚報到，便較難認同導覽活動與以往不同之處。未來活動上，為顯慎重其事，

或許能安排充足的 3 小時，於導覽開始前先集合報到觀眾，大約 1 小時內，能有空間讓

觀眾坐著，靜下來聽取導覽者規劃的導覽故事線，後續 2 小時可以充足的現地導覽，及

與觀眾交流對話。 

3.活動過程中觀眾也踴躍的提問，其中三個提問值得深入探討，有助於類博物館式的

文資導覽作思考：（1）「類博物館式廟宇導覽」與「典藏宗教文物的博物館」之差異、

（2）廟宇內為何不多增加導覽指示，讓信眾可以多加理解廟宇裝飾藝術？（3）「類博

物館」式導覽連結文化資產教育的意義？筆者就以上三個提問再做進一步解釋： 

                                                 
5 本次活動為例，總計花費不到 5000 元，建議未來在經費有限的狀態下，可依序從講師費、工作人員業務費、

紙本 DM 等順序花用，設備部分視合作單位可提供之設備為準。 



邱于庭│從「參拜」到「參觀」：以「類博物館」式導覽之觀眾經驗探討宗教類文化資產教育推廣模式 119 

 
 

（1）「類博物館式廟宇導覽」與「典藏宗教文物的博物館」之差異 

用簡單的類比方式來思考，當我們在台北保安宮觀賞廟宇裝飾藝術，比起跟我們到

宜蘭傳藝中心或者是宗教博物館的展示廳裡，看裝飾藝術展示品的有何差異？筆者認為

一方面是前者屬於活著的文化資產（Living Heritage）；後者則是形式上的轉換，物件的

意義，從裝飾構件轉換為展覽物；另一方面博物館與廟宇的最大不同，乃在於人於求神

時，有心理潛藏的未知力量，博物館則是理性增強對人性的服務（黃光男，2012）。進

一步延伸之，差異取自於觀看者對於被觀看物，是否有信仰投射。以廟宇「裝飾藝術」

而言，或許感受的差異度不大，但若以廟宇「神像」論之，差異度不言而喻。 

（2）廟宇內為何不多增加導覽指示，讓信眾可以多加理解廟宇裝飾藝術？ 

以本次活動為例，郭老師在解說導覽的過程中，不時提醒參與者，佇足觀賞時，要

留動線給參拜的信眾；導覽進入保安宮正殿時，帶著觀眾一起向神明用心或是用動作表

達敬意。這些提醒與動作的用意是指，我們雖然在保安宮的場域內用博物館的方式觀看，

但廟宇最重要的基本功能仍是祭祀。每一樣在廟宇內的物件，除了觀看都有它實用性的

價值在，例如香爐、燒金爐……等。若物件過度強調導覽指示或增加說明文字牌，將會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廟宇在宗教性質上的神聖性，還有影響整體視覺。因此，能被視為「類

博物館」的場域，事實上仍具有該場域原來的意義，作為類博物館的參觀者，應尊重該

場域原來的用途。 

（3）「類博物館」式導覽連結文化資產教育的意義 

類博物館能量展現於本身所具備的功能外，更貼近社會發展與生活現實，更加深人

性共鳴、大眾學習的目的。文資教育需要跨域且不同的設計與嘗試。研究經實踐後反思，

對照國內研究觀察世界遺產中心擬定的世界遺產教育教學三要項：「知識建立」、「觀

念交流」、「教育宣導」遙相呼應（林思玲，榮芳杰，2014：76）。比起真正的博物館，

「類博物館」式文資導覽，提供生活中較為自然、相對容易被接受的文化經驗場域，所

以具有不同於一般專業博物館的機能。在觀光作用與目的上，可以具備博物館式的服務

性質，但提供與博物館不同的視角，來關懷生活中的文化資產蘊含的文化藝術價值。 

 



120 文資學報│第十期 

四、結論與後續發展建議 

一般民眾對廟宇的經驗與看法可能跟宗教信仰、超自然存在、參拜有關。但廟宇的

建築與裝飾藝術本身即為傳統文化資產的一環，若是從了解文化資產、了解傳統建築裝

飾藝術、了解建築之美等角度出發，將會有更多不同的收穫與啟發。文資教育推廣的落

實與擴大參與，有助於提升文資保存後端的公共參與意願。方法與研究動機呼應了此次

調查的目的，由此可見廟宇的導覽活動不僅限於宗教祈福，用不同觀點來參與，是具有

意義的。因為導覽與觀光活動有相當程度的關連。從參拜到參觀，從解說到導覽，筆者

希望強調的是一種：於文資教育推廣上，能挪用博物館導覽方式的優點，思考如何注重

觀眾背景、設計導覽策略，與關注觀眾反應的導覽方式。才能有效的建立知識、觀念交

流，進而推廣傳承，讓文化資產真正成為社會想像中的社會價值6。 

在時代脈絡的發展下，博物館的功能包含了典藏、展示、教育及研究。具公益性質、

美學觀念及生活記憶，因此應用博物館的方法，是類博物館或藝文機構永續經營、推動

文化保存的參考選項。透過活回饋統整，呈現在觀眾體驗態度量表上，滿分 5 分，本次

活動總平均達 4.45 分，顯示筆者用「類博物館式的文資解說導覽」應是成功可施行的一

種導覽方式。另從經費考量的觀點，此模式複製成本低廉，若能善加運用「類博物館式」

的導覽方式，極具推廣效益。 

此次活動參與者中，部分曾接觸過類博物館的概念（佔 56.7%）、部分參與過傳統廟

宇裝飾藝術解說導覽（佔 76.7%），部分曾有擔任解說者／教學者的經驗（佔 43.3%），

而這些觀眾，現在或未來都可能是藝文推廣的潛在種子導覽員。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

家鄉也有其文資潛力點或珍貴的文化資產。活動導覽的施行方式很簡單，只需要想找尋

家鄉文資的價值的意願與行動。且必須體認，導覽者是引導的角色，必須事先準備導覽

內容，區別觀眾類型，誘發觀眾主動學習的興趣。 

最後強調，類博物館式的文資導覽，在觀光作用與目的上，可以具備博物館式的服

務性質，但提供與博物館不同的視角，來關懷生活中的文化資產蘊含的文化藝術價值。

仍須注意的是，能被視為「類博物館」的場域，事實上仍具有該場域原來的意義，作為

                                                 
6 本次經由研究執行期間舉行之「類博物館的思考─從廟宇藝術談文化傳承」的活動於二○一六年六月五日

結束後，類似的活動開始進行，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辦理之「寺廟是座博物館─2016 年寺廟古物管理維護

研習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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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博物館的導覽者與參觀者，應尊重該場域原來的用途。總前所述，研究的發展尚屬初

步嘗試，期能拋磚引玉，邀請各界先進指正與對話，以提升臺灣傳藝推廣領域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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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Worship to Visitation: The Promotion of Religious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Based on Visitor Experience 

of Quasi-Museum Guide 

Ciou, Yu-Ting* 

ABSTRACT 

The structure and decorative arts of a temple is in itself part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 and can 

become a source of benefit and inspiration if seen from a cultural and artistic standpoint. The 

cultural Quasi-Museum guide is a form of educational course (or activity) involving visitor’s 

identif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study uses decorative arts of a temple 

as its entry point,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Quasi-Museum into the pre-existing cultural guide, 

creating a Quasi-Museum form of artistic guide for the temple’s decorative arts, using hard-copy 

DM to help audience understand and learn their feedbacks and suggestions,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propose a new form of cultural guide based on visitor expectations, revitalizing and reintroducing 

the aesthetics of traditional arts into our modern lives.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1. Under the 

current trend of cultural tourism, Quasi-Museum starts to generate discussions in the field of 

museum studies, but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experiment to consciously introduce religious cultural 

asse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Quasi-Museum, and has shown that decorative arts at a temple can be 

an excellent entry point. 2. Based on visitors’ feedbacks, 78.6% of visitors feel that this tour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cultural promotional activities; the introduction of temple’s decorative arts 

based on the Quasi-Museum concept achieves a 93% of visitor satisfaction rate, with 88.6% of 

visitors expressing a desire to have this kind of tour at other temples around Taiwan. 3. 

Quasi-Museum guide for cultural heritage can continue to attract visitor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From a budgetary standpoint, the concept is easy to replicate, and can be beneficial to implement 

the Quasi-Museum guide within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 heritage education. 

                                                 
*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School of Art Management & Culture Polic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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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             為                                      （請填寫篇名，下稱系

爭著作）之著作人（或共同著作人），享有著作財產權（或全體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授權本

人行使著作財產權），謹此同意授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於「文資學報」第   期刊載系

爭著作。本人同意約定如下： 

第一條： 

本人同意於系爭著作通過審查後刊登於「文資學報」，並無償授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及其

合作之單位、資料庫業者以期刊、論文集、光碟、數位典藏及上載網路等各種方法、形

式，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及內容利用本著作重刊、編輯、出版之權利，且得將本著作

建置於網路上，提供讀者、研究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瀏覽、下載及列印。 

第二條： 

  本人於本授權同意書之授權為非專屬授權。 

第三條： 

  本人聲明及保證系爭著作絕未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如有侵害，願負一切損害

賠償責任。 

第四條： 

  本授權同意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本人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雙方如有爭執均

應誠信原則解釋並解決之，如有涉訟者，悉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五條： 

  本授權同意書以中、英文作成。若有爭議，以中文本為準。簽約當事人各執正本一

份，均自本人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雙方完成簽署之日起生效。 

 

此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立同意書人：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信地址： 

電    話： 

傳    真： 

E-mail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Copyright Licensing Agreement 
 

I,              , am the author (or one of the joint authors) of the Article  

                                                             (“ARTICLE”) and own 

the copyrights (or was entitled by all joint copyright holders to exercise the copyrights) of the 

ARTICLE, hereby authoriz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o publish the ARTICLE in the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Vol. No.   

I HEREBY AGREE as follows: 

 

Article 1： 

 

I authorize herewith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o publish the ARTICLE in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after verification and I grant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or the 

collaborator of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d database providers a sublicense free of 

charge and without limitation to publish, edit and republish by journal, proceedings, CD-ROM, 

digital archive, transmit publicly and any method of exploitation by Internet, or authorize non-profit 

users to search, browse, download, print in any territory, term, the number of times, and content. 

 

Article 2： 

 

The licensing of MINE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 non-exclusive licensing.  

 

Article 3： 

 

I hereby declare and warrant that the ARTICLE does not infringe on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any third party, and will bear all the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if any infringement happens. 

 

Article 4：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R.O.C.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in relation to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ttled by both parties by honest and 

faith. The parties hereto agre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for the related 

disputes arising hereunder. 

 

Article 5：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xecut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the case where there is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Both parties obtain an original copy which will be effective upon signature by the both parties. 

 

To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uthor’s Name: 

ID Number/ Passport’s Number: 

Permanent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Fax: 

E-mail: 

 

 

 

 

 

 

 

 

 

 

 

 

 

 

 

 

 

 

 

 

 

 

 

 

 

 

D a t e :              /             /             ( y y y y / m m / d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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