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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定義文化創意產業為：「結合創造、生產與商品化

等方式，運用本質是無形的文化內容，內容基本上受著作權保障，形式上包含物質的商

品或非物質的服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界定「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為：新聞、出版及版權服務、廣播電

視及電影、文化藝術、網路文化、文化休閑娛樂、文化產品代理或通路、文化用品設備

生產、文化用品設備銷售等九類，各省市之產業類別，採因地制宜。經三十年的改革開

放，文化產業迅速崛起，經濟大幅增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分：視覺藝術、音樂及表演藝術、工藝、設計產業、出版、

電視與廣播、電影、廣告、文化展演設施、數位休閒娛樂、設計時尚、建築設計和創意

生活產業等十三類。依據挑戰「二 00 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由經濟部、

文建會、教育部與新聞局負責推動，帶動產業鏈提升產業價值。 

本研究透過國內外文獻蒐集，進行次級資料分析，探討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主體－

政策之規劃、執行與評估，以及政策的客體，即服務對象－產業的經營和發展，進行兩

岸文化治理之比較研究。 

關鍵字：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政策、文化治理、創意文化園區 

 

 

 

                                                 
∗ 本文於二００八年四月二十四日在實踐大學「2008 兩岸政經文教學術研討會」發表，經修正後投稿，

感謝匿名審查委員之審查，謹此由衷的謝忱。 
∗∗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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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ultural Governance betwee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From the viewpoint of 
Promoting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al Policy 

 
Cheng  Mei-Hua∗∗∗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defines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as those industries which produce tangible or intangible 
artistic and creative outputs, and which have a potential for wealth creation and income 
generation through the exploit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and production of knowledge-based 
goods and service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fines the domain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as  
journalism, the service of publishing and copyright, television and radio, the films, cultural 
arts, network culture, cultural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al product agent, the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of cultural equipment, and it takes the categories to suit local 
circumstances. With the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for 30 years,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risen abruptly, and the economy ha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which have been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cluding advertising, architecture, crafts, designer 
furniture, fashion clothing, film, video and other audiovisual production, graphic design, 
educational and leisure software, live and recorded music, performing arts and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radio and internet broadcasting, visual arts and antiques, and writing and 
publishing are all belong to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al fields. According to the “Challenge 
2008-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02-2007),” which has been implement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inistry of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in central government, it has been promoted the property 
chain and to increase the values of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intends to proceed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to find the feasible projects for 
the pla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the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ies, through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governance betwee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Key Words: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cultural policy, cultural governance, creative cultural 

park 

 
                                                 
∗∗∗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Education, Shih-chi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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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文化治理之比較分析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觀點 

 
鄭美華 

 

壹、前言 
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新經濟時代，知識逐漸取代傳統的有形資產，支配產業競爭力也

改變社會經濟結構。「創新」（innovation）與「創意」（creativity）是知識經濟的核心，

全球化下，文化創意產業隨著傳統產業的轉型及知識經濟（knowledge economy）、創意

經濟（creativity economy）與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概念的興起，席捲全球各

國。因應知識經濟與創意經濟時代的來臨，我國自二○○二年推動「挑戰二○○八—國

家發展建設計畫」，以「創意台灣」作為施政的目標與願景。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界定「文化創意產業」為：「結合創造、生產與商

品化等方式，運用本質是無形的文化內容，其內容基本上受著作權保障，形式上為物質

的商品或非物質的服務」。「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包括：文化遺產、出版印刷業和

著作文獻、音樂、表演藝術、音樂媒體、視聽媒體、社會文化活動、體育和遊戲、環境

和自然等十類（UNESCO World Culture Report, 2000）。 

各國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認定不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新聞、出版發行

和版權、廣播電視電影、文化藝術、網路文化、文化休閒娛樂及其他文化等 7 大類；另

以文化相關產業包括：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及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

文化產品的銷售 2 大類，合計 9 大類（金元浦，2008:8-10）。二○○一年將文化產業納

入全國「十一五規劃綱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產業

藍皮書總報告」；二○○四年 GDP 總量達 15 兆 9,878 億元，第一、二、三產業比重為

13.1:46.2:40.7，巨幅增加 2.3 兆元，占 16.8%，而第三產業增加 2.13 兆元，占 93%，增

加 10%，1顯見其經濟結構，已從製造業轉為以服務業為主；創意產業 100 強之營收， 
                                                 
1
依《國民經濟行業分類和代碼》劃分：第一產業：農業（種植、林、牧和漁業）；第二產業：工業（採掘、製造、自來水、電力、

蒸氣、熱氣、煤氣等）、建築業；第三產業，分：（1）流通部門：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業、飲食、物資供銷和倉儲業；（2）

服務部門：金融、保險、綜合技術服務、農林牧漁服務和水利管理、諮詢服務、公路內河（湖）航道養護、居民服務、公用事業、

房地產、教育文化廣播電視和科學研究事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利事業、國家與黨政機關、社會團體、軍隊和員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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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年平均 2,410 萬元，二○○五年增為 4,221 萬元，二○○六年提高至 5,242 萬元

（中國傳媒大學，2007:1-6）。二○○六年「中國國家統計局」指出：全國共有 346,000

個文化產業單位，從業人員有 996 萬人，產值達 3,440 億人民幣，佔 GDP2.1%；將二

○○六年定為「創意經濟元年」，將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戰略。

（文建會，2007：6）。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1994－2003核心文化貨品與服務的國際貿易趨勢報告》指出：

主要全球文化貨品，包括：古董、出版物、音樂製品、視覺藝術、視聽媒體產品的國際

貿易總額，已從一九九五年以前的美、日、德、英、法五強爭霸，發展到美、英、中構

成全球文化輸出國的「三巨頭」。二○○二年英國是全球最大文化貨品輸出國，總金額 85 

億美元，美國第二，總金額 76 億美元，中國大陸第三，總金額 52 億美元，三國輸出

的文化貨品占全球文化輸出總額的40%（文建會，2007：6）。 

台灣則定「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為：視覺藝術、音樂及表演藝術、工藝、設計產

業、出版、電視與廣播、電影、廣告、文化展演設施、數位休閒娛樂、設計時尚產業、

建築設計產業和創意生活產業等十三類（台灣經濟研究院，2003：2-8）。二○○四年

行政院訂定「文化創意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由經濟部、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行政院新聞局、教育部、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內政部、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分工

執行，其發展策略包括：（一）整備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機制；（二）設置文化創意產業資

源中心；（三）發展藝術產業；（四）發展重點媒體文化產業。 

二○○二年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家數約為 4 萬 4,713 家，總營業額為新臺幣 4,353 億

元，就業人數逾 32 萬人；二○○三至二○○六年，文化創意產業家數計由 48,024 家增

至 51,667 家，營業額自 4,930 億元增至 5,862 億元，創造附加價值從 2,666 億元增至 3,071

億元，營業額年平均成長率為 7.5%。二○○六年在德國 IF、Reddot、美國 IDEA 及日本

G-Mark 等四大國際設計大賽，台灣的產品有 148 件獲獎，較二○○五年增 48 件，其中

6 件為首獎與金獎（經濟部，2007：32-48）；另國片也接連在重要國際影展奪得大獎。

各國在開拓文化創意產業創造的產值，相當可觀，是創意經濟的重要指標，如何分享經

驗增進交流，則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之目的包括：（一）瞭解兩岸之文化組織與文化治理模式之異同；（二）探討

兩岸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策略；（三）比較兩岸文化創意產業的預算及產值；（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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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文化的治理，尋求可供參採的模式。透過國內外文獻蒐集、次級資料分析，並經實

地觀察，進行文化治理之比較分析。 

 
貳、兩岸文化行政組織的比較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行政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年十一月一日設立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四年十

月一日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同年十一月出版總署移交文化部，一九五五文化部

歸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對外文化聯絡局，直屬國務院；同年十二月委託文化部掌管其工作。  

文化部隨文化事業的發展逐步擴大，一九五八年，國務院成立對外文化聯絡委員會，一

九六七年五月，中央文革文藝組接管文化部，一九七○年三月，國務院設立文化組，負

責管理文藝、電影文化工作，思想政治領導隸屬中央政治局。原文化部出版行政管理業

務和文物、博物館行政管理，由國務院成立出版和國博領導單位。一九七三年成立國家

文物事業管理局和國家出版事業管理局隸屬國務院（中國人權研究會，2006）。 

  一九七八年恢復文化部，對外文化交流工作由文化部統籌管理。為適應文化工作的

需要，至一九八○年底，文化部內設司局增至 21 個。一九八一年國務院設立對外文化

聯絡委員會，一九八二年國務院將對外文化聯絡委員會、國家出版管理局、國家文物局

和外文出版發行事業局合併至文化部（中國人權研究會，2006）。 

一九八五年文化部設立國家版權局，出版事業管理局改稱國家出版局，一九八六

年，國家出版局改為直屬國務院。同年，文化部電影事業管理局劃歸廣播電視部；一九

八七年文化部文物事業管理局改為國家文物事業管理局，一九八八年改稱國家文物局升

為副部級文化行政管理機關（中國人權研究會，2006）。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設一廳、九司、三局，業務職掌分工如下（中華人民

共和國文化部，2005a）： 

1.辦公廳：協助文化部領導行政事務管理、工作綜合協調、督促和檢查、制定機關內部

規章、年度工作計畫，設秘書一處、秘書二處、秘書三處、機要檔案處、綜合處、

財務處。 

2.政策法規司：設研究處、法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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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藝術司：設戲劇處、音樂舞蹈處、曲藝雜技處、文學美術處、演出連絡處。 

4.教育科技司：設綜合處、教育處、教學處、科學研究處。 

5.文化市場司：設綜合處、稽查指導處、娛樂演出處、音像電影處、網絡文化處。 

6.文化產業司：設研究規劃處、綜合指導處。 

7.社會文化圖書館司：群眾文化處、圖書館處、少數民族文化處。 

8.計畫財務司：財務處、綜合統計處、基本建設處、房地產管理處。 

9.人事司：設幹部處、機關人事處、調配與工資處、專家與培訓處、安置辦公室。 

10.直屬機關黨委：設黨委、紀委、文化部直屬機關工會、文化部直屬機關團委、文化

部青年聯合會、文化部僑聯。 

11.對外文化連絡局：設禮賓處、美大處、亞非處、非洲處、亞洲處、歐亞處、西歐處、

綜合研究處、文化傳播處、國際處、簽證處、港澳處、台灣處。 

12.機關服務局：設人事處、財務處、服務處、生活處、總務處、交通處。 

13.離退休幹部局：設組宣處、財務處、服務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2005a）。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的職掌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是國務院組成部委之一，是最高文化行政機構，文化行政管

理為政府職能的重要部分，在國家行政管理系統地位重要。其主要職責是:  

1.研究擬定文化藝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法規並監督實施。  

2.研究擬定文化事業發展戰略和發展規劃；指導文化體制改革。  

3.管理文學、藝術事業，指導藝術創作與生產，扶持代表性、示範性、實驗性文化藝術

品種、推動各門類藝術的發展；統籌管理全國性重大文化活動。  

4.擬定文化產業規劃和政策，指導、協調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指導國家重點文化設施

建設。  

5.統籌管理文化市場，擬定文化市場的發展規劃；研究文化市場發展態勢，指導文化市

場稽查工作。  

6.管理社會文化事業，擬定社會文化事業發展規劃並組織實施；指導各類社會文化事業

的建設與發展。  

7.管理圖書館事業，指導圖書文獻資源的建設、開發和利用；組織推動圖書館標準化、

現代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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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統籌管理對外文化工作和對香港特別行政區、澳門特別行政區及臺灣的文化交流工

作，擬定對外及對香港特別行政區、澳門特別行政區及臺灣文化交流政策、法規；代

表國家簽訂中外文化合作協定、年度執行計畫和文化交流專案計畫；指導駐外使（領）

館文化機構及駐香港特別行政區、澳門地區文化機構的工作。  

9.按照國務院規定，管理國家文物局。  

10.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2005a）。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省、自治區、直轄市及縣（市、自治縣）政府，均設立文化行

政機構。省、自治區、直轄市政府設文化廳（局），地區行政專員公署（自治州、市盟），

縣（自治縣、旗）政府設文化局（處）。依法行政以管理藝術表演、藝術教育、文物博

物、文化藝術研究、文化交流、文化市場、圖書館、社會文化、少數民族文化等事業（中

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2005a）。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產業政策之運作機制 

1.文化市場司 

文化部的「文化市場司」設：綜合處、稽查指導處、娛樂演出處、音像電影處 、

網路文化處（動漫遊戲）。負責：（1）研究擬定文化市場和以商品形式進入流通領域的

文化產品以及文化娛樂經營活動的管理政策、法規並監督實施；（2）管理文藝演出市

場、文化娛樂市場；（3）管理藝術品市場，負責藝術品進出口經營活動的管理；（4）

管理音像市場的批發、零售、出租、放映；負責音像製品的進口管理；（5）研究文化

市場發展態勢，指導文化市場稽查和電影發行、放映工作；（6）負責電子遊戲經營日

常監管工作；（7）負責利用互聯網，從事文化產品傳播和文化服務經營活動的日常監

督及其內容監控管理；（8）負責動漫、遊戲市場的管理（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2005b）。 

2.文化產業司 

文化部的「文化產業司」設：研究規劃處、綜合指導處、對外文化產業處，負責：

（1）研究擬定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和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法規；（2）扶持和促進文化產

業的發展和建設；（3）協調文化產業運行中的重大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

2005c）。 

至於其他與文化業務相關的主管機關，從一九八二年文化部改組，歷經一九八五年

至一九八八年期間，設立之國家出版局、電影事業管理局、國家文物事業管理局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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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部之組織調整而有變動；自一九八七年開始落實黨政分開，尤其對企業採保證

監督，而非一元化領導。文化部、廣播電視部、新聞出版署、新華社共組宣傳網路，設

有直屬機關黨委。目前文化產業主管機關，如：國家新聞出版署對報刊產業、廣播電視

部對廣電及影視產業；商務部對傳媒產業，以及資訊產業部、國家旅遊局等，均為文化

創意產業相關之業務主管機關。 

 

二、 中華民國台灣 
（一）中華民國台灣的文化行政組織 

中央文化專責機關須俟「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及「中央機關總員額法」兩法立法

通過，及行政院組織法修訂完成，方可辦理後續作業，依據 二○○○年「行政院各部

會地區辦公室及改隸機關組織調整作業事宜」之協商共識，配合精省第二階段作業，將

文建會組織調整為「準文化部」之架構，移撥文建會之業務及附屬機構，包括：內政部

的古蹟（含淡水紅毛城）、民俗及文物之保存維護；教育部的古物保存維護、民族藝術

推展、文化復興推展、藝術文化團體輔導、演藝事業輔導、國內外藝文團體交流互訪等

相關業務；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除外）之輔導業務與「國立中正紀念堂管理處」、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國立歷史博物館」、「國家音樂廳交響樂團」、「實驗國樂

團」、「實驗合唱團」、「國光劇團」、「國家圖書館」、「國立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及國立台灣戲曲專科學校暨其附設之國劇團、綜藝團等附屬機構（單位），以及新聞局

主管的電影、出版、錄影帶管理等業務與監督單位「國家電影資料館」等（鄭美華，2004：

1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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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年六月十一日立法院三讀通過「中央組織基準法」，行政院所屬三十五個

部會調整為十三部、四會及五獨立機關，文建會與體委會合併為「文化體育部」，為十

五個部之一（陳嘉宏，2004）。
2二○○八年三月立法院審議「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及「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草案」與「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又因故延宕，致政府再造組織調整案仍未順利完成。 

目前中央文化行政主管機關仍為文化建設委員會，其附屬機關包括：國立臺灣博物

館、國立臺灣美術館、國立臺中圖書館、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國立臺灣工藝研究所、國

立台灣交響樂團、國立台灣文學館、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國立臺灣歷史

博物館籌備處、藝術村籌備處及文化建設基金管理委員會等，各縣市設有文化局、文化

中心等。 

（二）中華民國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職掌 
1. 文化建設基本方針及重要措施之研擬事項。 

2. 文化建設統籌規劃及推動事項。 

3. 文化建設方案與有關施政計畫之審議及其執行之協調、聯繫、考評事項。 

4. 文化建設人才培育、獎掖之策劃及推動事項。 

5. 文化交流、合作之策劃、審議、推動及考評事項。 

6. 文化資產保存、文化傳播與發揚之策劃、審議、推動及考評事項。 

7. 重要文化活動與對敵文化作戰之策劃及推動事項。 

8. 文化建設資料之蒐集、整理及研究事項。 

                                                 
2
謝碧珠（2003：101-114）宏觀政府改造現況與核心問題之探討：行政院35個部會調整為23個機關（18個

業務機關及5個幕僚機關）及獨立機關，另故宮博物院改隸總統府。18個機業務關：分別為：內政部、外

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貿易部、通訊運輸部、衛生及社會安全部、農業部、文

化體育部、勞動及人力資源部、環境資源部、海洋事務部、退伍軍人事務部；僑務委員會、原住民委員

會、客家委員會、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行政院科技委員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行政管理機關下設

行政院主計總署、行政院人事總署；七個獨立機關，為公平交易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中央銀行、

核能安全管理委員會、公共運輸安全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金融監督委員會。蒙藏委員會併入

大陸委員會；青輔會併入教育部及勞動部；新聞局，分別併入外交部、文化體育部、通訊運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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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有關文化建設及行政院交辦事項。 

（三）中華民國文化相關事務的主管部會 
我國中央文化建設的主管機關為「文化建設委員會」，然因文化相關事務涵蓋廣大

層面，內政部、教育部、新聞局、經濟部、客委會、原民會、體委會、農委會、勞委會、

僑委會等，均有相關文化業務，說明如下： 

1.文建會：文化政策、文化資產、文化設施、生活營造、國際交流、人文藝術等。 

2.內政部：禮制行政、禮儀規範、祭孔儀典、孔廟維護、殯葬管理等。 

3.教育部：文化機構、古物保存及民族藝術推展，辦理文化復興推展、藝術文化團

體輔導、演藝事業團體輔導、藝文團體交流互訪及駐外文化組業務、圖書館輔導。 

4.新聞局：電視、電影、錄影帶及出版等。 

5.體委會：國民體育策劃及推行、體育學術之研究發展、國際體育活動、全民運動、

競技運動、運動設施等 

6.客委會：延續客家文化命脈、振興客家傳統文化、客家語言；客家文化研究、客

家政策、客家技藝、建置客家文化園區、客家文化休閒產業、海內外客家事務交

流、促進族群和諧等。 

7.原民會：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衛生福利、經濟及公共建設、土地政策之規劃、動

及協調等。 

8.農委會：自然生態及環境景觀維護。 

9.勞委會：勞工藝文教育、勞工育樂活動設施。 

10.僑委會：宣慰僑胞等文化育樂活動。 

依據文建會組織條例之規定，文建會負責文化政策、文化資產、文化統計、文、史、

哲、表演藝術、美術、國際文化交流等業務，為統籌、規劃、審議、推動及考評文化建

設之合議制機關，以其統籌功能，位階略高於其他中央部會。另設有財團法人國家文化

藝術基金會協助藝文補助業務之推動，至於各縣市政府設文化局主管地方文化事務，各

縣市亦設有文化基金會，協助推動地方文化建設。 

（四）中華民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運作機制 
中華民國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主管機關涵蓋：經濟部、文建會、教育部、新聞局與

內政部等；經濟部專司設計產業；文建會負責藝術產業扶植；教育部推動跨領域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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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人才培訓；新聞局統籌媒體產業；內政部主管建築產業營建事務。經濟部設有「文

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文化創意產業推動辦公室」，文建會則設置「創意產業專案

中心」與「創意文化園區專管中心」，統合在「行政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指導委員會」

之下運作。 

文化創意產業為新興的業務領域，文建會為因應業務之推展，由組織既有人力調配

辦理，自二○○三年成立創意文化園區專案管理中心。然因人力不足，流動頻繁，影響

計畫之執行，為應文化創意產業二期計畫推動之需，規劃成立「文化產業處」專責推動。 

參、兩岸的文化產業政策的比較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產業政策 

（一）文化產業的分類 

1.文化服務：新聞服務、出版發行和版權服務、廣播電視服務、文化藝術服務（文

藝創作、表演及演出場所、文化保護和文化設施服務、群眾文化服務、文化研究與文化

社團服務及其他文化藝術服務）、網絡文化服務、文化休閒娛樂服務（包括旅遊文化服

務和娛樂文化服務）、其他文化服務（包括文化藝術商與代理服務、文化產品出租與拍

賣服務、廣告和會展文化服務）等； 

2.相關文化服務：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文化產業傳統的行業管理歸屬，將以上產業門類與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國家廣

電總局、信息產業部、國家旅遊局等主管業務對應，然範圍會隨文化產業發展而改變。

目前文化產業的主體是新聞出版、廣播影視、音像、網絡級計算機服務、旅遊、教育等，

而傳統的文學、音樂、戲劇、舞蹈、美術、攝影、電影、電視創作、工業與建築設計及

藝術博覽場館、圖書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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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應地方產業之分殊性，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分為：廣告、建築、漫畫、

設計、時尚設計、出版、電玩、電影、藝術與古董、音樂、表演藝術、軟體與資訊服務

業、電視等13類；上海的「文化及創意產業」則分為：研發設計（工業設計、工藝美術

品設計、軟體設計、服裝設計、產品設計、包裝設計、電腦動畫設計、廣告設計、研究

與試驗發展等）；建築設計（工程勘查設計、建築裝飾、室內設計、城市綠化設計等）；

文化傳媒（文藝創作表演、廣播、電視、電影製作、音像製作等。包括9個種類行業）；

諮詢策劃（市場調研、證券諮詢、會展服務、市場調查等。包括9個種類行業）；時尚

消費（休閒體育、休閒娛樂、美髮及美容設計、婚慶策劃、攝影創作、娛樂遊戲、旅行

等）5大類38種類；北京的「文化及創意產業」分為：新聞服務，出版發行和版權服務，

廣播、電視、電影服務，文化藝術服務，網路文化服務，文化休閒娛樂服務，其他文化

服務，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銷售，

軟體及電腦服務，設計策劃行業等11個大類。 

由上可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依據地方文化產業特色與需求，規範文化產業之類別

與發展策略，換言之，重視地方文化產業的需求與發展，尊重其對產業類別的規範。 

（二）文化經濟政策 

1. 加大財政扶持力度，推動文化產業的研究與開發 

(1)重點財政支持：具有示範性、體現民族特色和國家藝術水準的民族藝術和高雅藝

術，歷史文化名城和文物遺存豐富的地區。 

(2)調整投入結構，改革投入方式：總體上保持不斷增長的基礎，逐步減少固定投入

比例，增加動態投入比例，從對文化事業單位及從業人員，轉為以項目投入為主。 

(3)建立和完善政府採購制度：對有特殊要求和重點支持的文化活動、文化設施建設

科研課題，執行招標和仲介評估。 

(4)設立國家藝術發展基金：專項撥款對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徵收的文化事業建設

費、社會捐贈及其他收入，協助國家倡導、扶植和重點支援項目。 

(5)獎勵優秀文化產品和專項表現：對於創作、演出優秀的節目和設置優秀影視片的

團體及個人給予獎勵。 

2. 落實並完善文化產業有關稅費優惠政策：(1)土地和稅收的優惠；(2)稅利返還；(3)

差別稅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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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勵規模經營和專業化協作：促進文化產業各行業形成適合自身特點的組織結構，

形成合理的法人結構和經營管理制度及開放性的創新發展機制。 

4. 鼓勵合理競爭:不適合政府職能的交給行業協會去辦理，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5. 拓寬投資融資管道：對文化項目提供利息補貼、墊付利息等信貸優惠措施，廣納社

會資金積極地拓寬企業贊助文化事業的領域和管道（周和軍，2007a）。 

（三）文化法制政策 

1. 加速立法進程提高立法質量；透過立法維護權益； 

2. 規範市場秩序加強市場管理； 

3. 加強法令：提高文化行政管理人員、文化經營人員的法律素養。 

4. 健全文化法制機構、法制工作人員素質，以管理文化市場（周和軍，2007a）。 

（四）宏觀調控與行政管理政策 

1.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提高行政效能 

2. 制定文化產業發展的戰略規劃，強化政策協調和監督檢查手段 

3. 分類指導不同領域的文化事業單位：依據公益性、準公益性和經營性的單位，分類

指導。 

4. 改進人類制度完善分配激勵機制：改進人才管理和使用制度，建立規範的人才流動

管理機制，依據崗位之責、工作業績、實際貢獻分配利潤（周和軍，2007a）。 

從一九三九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一九六九年的三十年間，文化是屬於意識形態

的部分，組織架構屬於黨的宣傳部門，經費由政府預算支應，是國家投資的事業單位，

文化人員屬編制內的國家幹部，文化事業的經營並非營利單位，沒有利潤。但從一九八

一年起，基層單位開展「以文補文」的文化生產經營活動。國務院及文化部、公安部、

國家工商局、國家統計局等，逐漸重視文化經濟概念，將文化藝術納入第三產業管理，

一九八七年，文化經營成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合法項目。一九八八年政府檔案中，正

式出現文化市場，明確界定文化市場的範圍、管理原則和任務。 

未來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重點，包含：優化發展環境、調整創意產業的結構、深入

理論研究、地方政策的重新評估、發展區域特色、動漫/網遊/軟體行業發展等。以動漫、

軟件為未來的重點項目，除人才、賦稅、資金、基礎建設等優惠政策外，國營頻道更配

合政策提供動漫播放的舞臺（中國經濟網，2007：1-4）。因此，二○○六年的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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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以發展動漫產業為突破口，積

極支持動漫原創和打造成熟產業鏈；（二）支持文化體制改革：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

化，激發文化的活力，財政部落實中央決策，積極參與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事業和

文化產業為人民群眾提供更好更多的文化產品，挖掘文化機構和單位的發展潛力；（三）

解決農民的「五難」－聽廣播難、看電視難、看電影難、看書難和看戲難為突破口，支持農

村文化事業發展（周和軍，2007a）。 

金元浦（2008：2-10）指出：未來15年，是極為重要的關鍵。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把

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面向未來的重大戰略。把提高自主創新能力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

變增長方式、提高國家競爭力的中心環節。國家創新體系，不僅包括科技創新，也包括

文化內容創新。當前在我國蓬勃興起的文化創意產業，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組成部

分。未來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發展方向是：創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容中華人民共和

國、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創新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前的創意產業的推動，在社會生

活中，影響新生的產業類別的發生、發展和壯大，並推動傳統文化產業的變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文化產業政策，持續穩定開放文化產業市場。二○○四年，新聞

出版總署對報刊產業開放，黨報刊及重要出版社仍為國營，社會、文化、娛樂、綜合類

報刊和大部分出版社，均轉為文化產業；廣電產業也大幅開放：國家廣電總局發布《促

進廣播影視產業發展意見》：開放廣播影視市場，鼓勵國內外資本投入廣播影視產業；

商務部開放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發行和電影製作，提高傳媒產業社會化；文化部和國家

文化局公佈《公共文化設施免費開放未成年人等社會群體通知》，規定博物館、紀念館、

美術館等文化文物系統，對未成年人等社會群體免費參觀，培養未成年人對文化、藝術

的鑑賞力，造就創意人才，以厚植保存、傳承文化之責（周和軍，2007a）。 

二○○四年六月通過《北京市文化體制改革中支持文化產業發展之實施辦法》規

定：對政府鼓勵的新辦報業、出版、發行、廣電、電影、放映和演藝等企業，優惠免徵

三年所得稅，扶持新興文化企業成長（張軍，2007：1-2）。 

中華人民共和國依據社會主義，推動文化藝術根本方針，為人民及社會主義服務；

文藝創作鼓勵百花齊放，學術理論容許百家爭鳴；建立中華人民共和國特色之社會主義

群眾路線，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之社會主義新文化方針，滿足民眾多元文化需求（鄭

美華，2004:17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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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依據文化的經濟化與經濟的文化化，科技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科技化，體驗

經濟是與藝術、文化、資訊、休閒、娛樂等精神心理性服務活動相關，是滿足消費形態

下，人們精神文化娛樂需求的「第五產業」，是城市精神消費與娛樂經濟，融合發展的

新載體，是現代服務業的高端組成部分（金元浦，2008：4-8）。  

周和軍（2007a：1-2）指出：為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系列促

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一九九○年代，中央提出文化是組成綜合國力的重要部

分。一九九九年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宣佈「中國已經進入必須通過結構調整才能促進經

濟發展的階段 」，並作出要大力發展科技、文化等新興產業的戰略部署；二○○○年十

五屆五中全會建議「完善文化產業政策」。二○○一年批准十五計畫綱要；二○○三年

《關於印發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中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和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

的兩個規定的通知》；二○○五年頒佈《國務院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若干決

定》及《關於文化領域引進外資的若干意見》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依據。 

二、中華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中華民國行政院文建會於一九九五年「文化產業研討會」中提出「文化產業化、產

業文化」作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概念之一，當時「文化產業」仍屬傳統、鄉村型的初

級產業思維。二○○二年「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文化

創意產業」以產業鏈的概念，重新定義產業價值，依據計畫內容，由經濟部、教育部、

行政院新聞局和文建會等部會分工執行（行政院，2002：2-6）。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推

動之依據，包括：（一）二○○○年「文化白皮書」之「改善文化行政機制，預算以百

分之二為目標」之原則；（二）二○○六年二月二十一日立法院第 6 屆第 3 會期行政

院施政方針報告，整合全國文化設施，建構文化生活圈，均衡城鄉發展，落實全民文化

參與運動，實踐文化公民權；提昇藝術文化產值，創造商業效益並帶動觀光產業發展之

宣示；以及（三）二○○七年三月六日新春文薈總統「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以促進台灣與

國際接軌」之致詞等（文建會創意產業專屬網站，2008）。 

（一）相關部會的分工執行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分別由經濟部、教育部、行政院新聞局、文建會和內政部

等相關部會分工執行（http://www.ccnt.com.cn/html）： 

1. 成立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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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行政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指導委員會、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經濟

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辦公室。 

2. 培育藝術、設計及創意人才 

培育(1)藝術與設計人才養成教育；(2)延攬藝術與設計領域國際師資；(3)藝術設計

人才國際進修；(4)藝術設計人才國際交流。 

3. 整備創意產業發展的環境 

(1)成立國家級設計中心；(2)規劃設置創意文化園區；(3)協助文化藝術工作者創

業；(4)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 

4. 促進創意設計重點產業發展 

(1)商業設計；(2)創意傢俱設計；(3)創意生活設計；(4)紡織與時尚設計；(5)數位藝

術創作；(6)傳統工藝技術。 

5. 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促進各項產業，如：(1)創意藝術產業；(2)創意出版產業；(3)創意影音產業；(4)本

土動畫工業之發展。 

（二）訂定文化創意產業之法令規章 

1. 經濟部部份： 創業投資事業範圍與輔導辦法、  中小企業發展條例、  促進商業研

究發展輔導辦法、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施行細則、  商標法、  商標法施行細則、  專

利法、  專利法施行細則、  著作權法、  中小企業發展條例、  促進產業研究發展

貸款辦法（文建會，2007b）。 

2. 文建會部份：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草案）、  文化藝術獎助條例、  文化藝術獎

助條例施行細則、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行細則、  文化公益信託

許可及監督辦法、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樂稅辦

法、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獎勵出資獎助文化藝術事業者辦法、  行政院文化獎

設置辦法、  觀光文學藝術作品獎勵辦法、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表揚文化機關 

(構) 績優義工辦法、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優良詩刊獎勵辦法、  行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優良文學雜誌獎勵辦法、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代文學研究論文獎助

辦法、文化建設基金管理委員會，補助延聘大陸地區傑出文化藝術專業人士傳習

辦法條文、  文化建設基金管理委員會補助延聘國外文化藝術專業人士辦法（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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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07b）。 

3. 教育部部份：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文建會，2007b）。  

4. 行政院新聞局部份： 行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暨電影從業人員獎勵及輔導辦法、  有

線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  行政院新聞局輔導出版事業要點、  新

興重要策略性產業屬於電影工業數位化後製作部分獎勵辦法、  電影法、  電影法施

行細則、  廣播電視法、  影視事業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衛星廣播

電視法、   衛星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 出版法、  出版法施行細則、   出版獎助條

例、  音樂著作強制授權申請許可及使用報酬辦法、 國外電影片製作業來臺攝製電

影片補助要點、  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  電影片分級處理辦法、  電影事業暨電影

從業人員獎勵及輔導辦法、  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與從業人員管理規則、  大眾傳播

事業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理辦法、  製版權登記辦法、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

著作內容例示、  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之使用報酬率、公告行政院新聞局電

影事業暨電影從業人員獎勵及輔導辦法（文建會，2007b）。 

5.內政部部份： 建築法（文建會，2007b）。 

經濟部、教育部、行政院新聞局和文建會等相關部會分工執行，依據各相關部會所

訂法令規章，作為推動不同領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依據。 

（三）文化創意產業後續推動措施 
自二○○八年起至二○一一年，文化創意產業之後續推動事宜，將由行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行政院新聞局及經濟部等部會，納入相關計畫共同推動，以協力並舉： 

1.文建會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計畫」：（1）強化產業環境發展計畫；（2）

工藝創意產業發展計畫；（3）創意文化園區推動計畫（文建會，2007b）。 

2.新聞局推動「振興流行文化產業方案」：（1）流行音樂產業衝刺計畫；（2）圖文出

版產業衝刺計畫；（3）電影產業服務業衝刺計畫；（4）電視產業衝刺計畫（文建會，

2007b）。 

3.經濟部推動「設計產業翱翔計畫」：（1）協助傳統產業提升設計附加價值；（2）協

助科技產業全球設計市場運籌；（3）協助設計服務業開發市場；（4）促進設計研究

創新應用；（5）強化國際設計整合人才；（6）推動臺灣設計國際形象（文建會，2007b）。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旨在活化民間的文化力量，使文化多元發展，共存共榮；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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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人，空間與人的互動，尊重地域的文化差異；提供民眾參與和分享之機會，關照

弱勢團體，拓展藝術文化生活；同時鼓勵弱勢族群，如原住民創作、展演，保存原住

民之無形文化資產；提振國民的文化活力與創意、社會達成多元一體、使文化發展在

國民的創意激發中，創造差異、多元、包容、尊重與共享的社會。 

肆、兩岸文化產業經費預算的比較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創意產業預算 

中國文化文物統計年鑑（2007：16）指出：中央文化創意產業預算，在群眾文化事

業預算項下，二○○二年到二○○五年持續增長，從 98 億元新台幣，增至 140 億元新

台幣，二○○六年略減，列如表一： 

表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創意產業預算 

單位：百萬元新台幣 

文化創意產業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群眾文化事業 9,841 11,050 12,552 14,079 13,169

資料來源：中國文化文物統計年鑑，2007：16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預算主要來自國庫，即文化事業費的財政撥款。部分來自政

府徵收的文化事業建設費。一九九七年起，依據《文化事業建設費使用管理辦法》，在

全國開徵文化事業建設費，按歌廳、舞廳、卡拉 OK 歌舞廳、音樂茶座和高爾夫、撞球、

保齡球等營業性娛樂場所收入的 3%和廣播電臺、電視臺和報紙、刊物等廣告媒介及戶

外廣告營收的 3%繳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07）。 

文化預算依據「先收後支，收支平衡，專款專用，重點扶持」原則，支出範圍包括：

(一)重大活動；(二)培訓；(三)優秀作品獎勵；(四)中央級國家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維修

購置補助；(五)中央級國家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特殊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2007）。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07）指出未來文化產業的發展優化發展環境、調整產業

結構、加強理論研究、評估地方政策、發展區域特色，以動漫網遊軟體行業作為為未來

重點支持項目，除人才、賦稅、資金、基礎建設優惠外，國營頻道提供動漫播放的舞臺，

是一項重要而有效的輔導措施。二○○六年國產電視動漫片達 8.1 萬分鐘，較二○○五

年的 4.2 萬分鐘增加一倍，「藍貓」動漫片，至二○○五年已授權 17 個國家發行，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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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萬美元的產值，動漫軟體產業不容忽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2005c）。 

二、中華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預算 

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文化創意產業計畫之內容，包括：成立台灣設計中

心、設置創意文化園區、數位文化產業中心、發展創意影音、出版、動畫產業等，計為

224 億元，列如表二。 

表二  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十項計畫經費表 

項 目 名 稱  主 要 計 畫 內 容  
經費

(億元) 

1.ｅ世代人才培育計畫  英語能力認定、普及資訊教育  342

2.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成立台灣設計中心、設置五大創意文化園區、數位文化產業

中心、發展創意影音、出版、動畫產業  
224

3.創新研發基地計畫  吸引國際研發人才、設立重點產業學院、成立創新研發中心 1,801

4.產業高值化計畫  
開發創新科技園區，如新竹生醫、IC、中科、花卉、南科、

農業生技、再生科技、南港生技園區  
3,182

5.觀光客倍增計畫  整備旅遊區基礎環境、建置觀光旅遊巴士、環島觀光列車  857

6.數位台灣計畫  
數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網路文化建設、線上政府服務、開放

政府數位資訊  
3,950

7.營運總部計畫  建設海港聯港、無障礙通關、產業全球運籌電子化  515

8.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畫  台灣高鐵、台鐵捷運化、都會區捷運、東部鐵路快速化  12,551

9.水與綠建設計畫  
合理水價與節約用水、水源開發、水庫清淤、再生能源、地

熱公園  
2,233

10.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活化鄉村社區組織、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原住民特色產業  385

說明：經費含中央政府預算、地方政府預算、特種基金及民間投資。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中央政府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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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預算，二○○五年起包括：首都文化園區發展計畫、視覺藝術之輔導

與推廣；二○○六年包括：美術評論及史料蒐集與出版、美術推展。周邊文化藝術相關

之次計畫的加列，使文化藝術預算逐年增高。文建會及所屬機構近五年文化創意產業重

點政策及預算金額，列如表三。 

表三  我國文建會及所屬機構近五年文化創意產業重點政策及預算金額 

單位：千元新台幣 

預算項目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 362,300 500,000 321,515 575,500 

首都文化園區發展計畫 － － － 39,000 55,635 

視覺藝術之輔導與推廣 － － － 63,707 －

美術評論及史料之搜集與出版 － － － － 21,000 

美術推展工作 － － － － 21,196 

文化創意產業預算總金額 － 362,300 500,000 426,202 684,814 

文建會與其所屬預算金額 6,014,528 5,265,663 7,159,811 5,308,232 5,781,164 

資料來源：文建會及其所屬 2002-2006 預算書。 

註：本表僅列預算金額超過新台幣 1000 萬之計畫項目，未列者不代表該年無預算，係金額小或

計畫結束，致金額加總不等於原計畫預算金額。 

依據文建會及其所屬機構二○○五、二○○六年預算書，文化創意產業項目包含：

「設置創意文化園區」、「創意藝術產業計畫」、「數位藝術創作計畫」、「推動傳藝工藝技

術」、「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延攬、進修及交流計畫」、「成立數位創意發展中心」、「首都文

化園區發展計畫」、「視覺藝術之輔導與推廣」、「輔導地方民間、機關團體設計美學提升

計畫」、「扶植青年藝術家發展計畫」等項。二○○五年占文建會及其所屬機構預算的

8.03%；二○○六年占 11.85%。預算逐年遞增，如表四；兩岸預算的比較，如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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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文建會及其所屬機構 2002- 2006 年文化創意產業預算金額及占比 

年度 金額(仟元) 
文建會及所屬年度

總預算(仟元) 

文化創意產業相關預算占文建會 

及所屬年度總預算之比例 (%) 

2002 － 5,265,663 －

2003 362,300 5,122,665 7.07

2004 500,000 5,188,036 9.64

2005 426,202 5,308,232 8.03

2006 684,814 5,781,164 11.85

資料來源：文建會及所屬機構歲入來源別預算 2002-2006 

表五  文化創意產業預算總金額比較表 

單位：百萬元新台幣 

年  度       2003 2004 2005  2006 

N/A 362 500 426 684 
我    國 

N/A 0.00% 0.00% 0.00% 0.00%

9,841 11,050 12,552 14,079 13,169 
中華人民共和國 

0.02% 0.02% 0.02% 0.02% 0.02%

資料來源：表 1 和表 3 

註：二百分比項目為預算金額除以該國年度 GDP 之比例 

文化創意產業預算項目之編列，在文建會應與行政院推動國家發展計畫有關。但

其計畫執行架構，文建會執行其中一部分，因事權分立，加之產業主管機關彙總於經濟

部，故文建會所能編列之預算規模不高，對文化主管單位因預算受限，無法做發展型的

規劃，殊值研究。歷年文化創意產業預算雖有成長，但到二○○六年也僅 11％，就文建

會的預算看，也因事權分立而有分散的現象。各主要國家文化創意產業的意義，已邁入

綜合效益的時代，應可作跨部會、跨領域的結合，擴散發揮文化、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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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經濟產值的比較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創意產業 

一九七八年以來，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近十倍。二○○六

年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第四，僅次於美、日和德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

統計，二○○○年至二○○六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生產總值每年增長 8－11%3。 

（一）總體發展與經濟產值 
根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World Report, 2005:152-174）的統計：全球文

化貨品交易，從一九八○年 953.4 億美金到一九九八年 3,879.2 億美金，成長 4 倍。世

界文化產業市場，一九九五年美國占 184 億美元，歐洲 97 億美元，亞洲 67 億美元；

二○○年美國成長為 207 億美元，歐洲增至 131 億美元，亞洲增為 110 億美元；荷蘭、

香港、新加坡、南韓的文化貿易額都大幅提升，儘管經濟不景氣，創意產業仍急速擴

張與成長。 

九○年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力發展文化產

業，文化產業面對市場的改革，迅速發展，文化產業機構由 6.8 萬個增加到 9.2 萬個，

從業人員由 49.5 萬人增加到 72.1 萬人（陳傑、閔銳武，2006：53）。全國文化產業增加

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0.75%，佔第三產業增加值的 2.33%，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

支柱。二○○四年，中華人民共和國 GDP 總量為 15 兆 9,878 億元，其中第一、二、三

產業比重為 13.1：46.2：40.7。3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結構，已從製造業轉變為以服務業

為主，新興服務業正扮演經濟成長的要角。全國產業增加值 3,440 億元，占 GDP 的

2.15%；從業人員 996 萬人；二○○五年主要文化產業的增加值，接近 4,000 億元人民

幣，且每年以 20%的速度遞增（周和軍，2007b）。 

                                                 
3
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也稱國民生產毛額，即一國一年內生產的最終產品（含

勞務）的市場價值的總和。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亦稱國內生產毛額），指在一

個國家地區一年內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總值，GDP 不將國與國之間的收入轉移計算在內；國內生產總

值計算一個地區內生產的產品價值，而國民生產總值計算一個地區實際的生產性收入。 
不同國家間的國內生產總值比較需要轉換各國貨幣，轉換方式有：(1)使用各國貨幣的國際匯率轉換；(2)
依各國貨幣與選定標準（一般為美元）的購買力平價（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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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前瞻 

文化創意產業已逐漸成為左右各主要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其在各國經濟發展

的影響力與重要性，可見一般。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前瞻，必須消弭文

化產業發展的障礙，解決創新之結構性問題： 

1. 全面建構指導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體系，以有效擴大產業營運效益。 

2. 降低行業限制，使人才資金、技術訊息等文化產業資源充分有效利用。 

3. 必須加強現代訊息科技產業，逐步降低傳統文化產業占比，以合理化產業結構。 

4. 產業規模小且分散，創新能力必須加強，以達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之目標。 

二、中華民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現況與經濟產值 

（一） 文化創意產業業者總家數 
按產業別統計，二○○六年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總家數，呈少量增加或微幅減少之

勢；二○○六年計有 51,667 家，以廣告產業的 12,221 家最多，工藝產業有 10,714 家居

其次，創意生活產業僅有 95 家為最少，4 列如表五： 
表五  文化創意產業業者總家數－按產業別分（單位：家） 

產業別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視覺藝術產業 3,255 3,121 3,086  2,972 
音樂與表演藝術產業 738 872 1,019  1,169 
工藝產業 10,614 10,696 10,892  10,714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205 240 273  316 
電影產業 696 659 648  620 
廣播電視產業 1,789 1,762 1,743  1,702 
出版產業 3,190 3,386 3,581  3,637 
建築設計產業 7,548 8,294 8,249  7,969 
廣告產業 10,587 11,175 11,766  12,221 
設計產業 1,826 1,925 2,096  2,239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 - - -
數位休閒娛樂產業 7,576 7,948 8,315  8,013 
創意生活產業

4 - 53 74  95 
合       計 48,024 50,111 51,742  51,667 

資料來源：經濟部（2004、2005、2006、2007）。 

                                                 
4「創意生活產業」是食、衣、住、行、育、樂領域新穎而有用的商品，是運用創意，提升生活品質之高

度整合產業。如：香草精油產業、婚紗攝影產業、數位內容產業、運動休閒產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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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創意產業的總營業額 

至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總營業額，二○○六年按產業別統計，亦呈現少量增加或微幅

減少之趨勢，二○○六年文化創意產業之營業額計為新台幣 5,862 億元，其中以廣告產

業的營業額 1,416 億為最多，廣播電視產業的 1,013 億居次，最少的亦為文化展演設施

產業有 20.3 億，示如表六： 

表六  文化創意產業總營業額─按產業別分（單位：新台幣千元） 

產業別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視覺藝術產業 5,500,031 5,281,089 5,287,954  4,817,745 

音樂與表演藝術產業 3,988,699 5,608,674 6,616,260  6,700,779 

工藝產業 63,535,574 66,780,112 67,468,353  67,537,566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756,810 2,069,086 2,696,308  2,031,408

電影產業 12,408,469 13,122,719 13,078,510  14,050,863 

廣播電視產業 96,664,999 97,044,745 100,931,894  101,339,363 

出版產業 66,813,666 72,916,451 71,583,504  65,551,874 

建築設計產業 65,621,034 73,720,545 81,237,538  82,883,103 

廣告產業 122,657,074 140,404,031 141,125,342  141,612,222 

設計產業 36,310,240 48,236,087 50,257,096  55,694,472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 - - -

數位休閒娛樂產業 18,799,493 19,975,013 21,764,800  24,808,838 

創意生活產業 - 11,391,000 19,019,690  19,209,124

合         計 493,056,089 556,549,552 581,067,249  586,237,356 

資料來源：經濟部（2004、2005、2006、2007）。 

表六所示，文化創意產業總家數與產業總營業額，雖大致逐年增加，但與他國相較

仍居弱勢。德國IF、Reddot、美國IDEA及日本G-Mark為著名四大國際設計獎項，二○

○六年台灣有148件得獎，其中6件為首獎與金獎（經濟部，2007a：32-56）成果豐碩。 

（三）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前瞻 
欲提升創意產業行銷及縮短學校教育與時代需求的差距，宜由教育著手。因此，整

合大學院校相關系所、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研發設計中心及創新育成中心，建立合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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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進而以「區域文化互動」之核心，透過區域產業互動，形成長期自我成長群體，不

失為培養熟悉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人才之可行策略。加強企業與文化創意工作者的溝

通，有利於上、中、下游的需求與供應鏈之連結，進而通暢文化創意產業產品之行銷，

這是由點而線擴及全面的綜觀策略，值得吾人嘗試，期以達成理論與實務密切之結合。

文化產業政策亦可透過文化經濟學和文化產業國家創新系統之概念，構築文化產業發展

的願景，促成文化創意產業的群聚效果，研訂周延的區域產業政策，結合產、官、學、

研之力量與資源，發揮政策效益，更應順應世界潮流，讓文化作為核心，帶動周邊的領

域與產業的發展。 

陸、結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七八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迄今已歷三十

年，經濟發展獲得空前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年增長 9%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趨於小康之境，二○○○年國內生產總值已突破1兆美元，且繼續竄升，人均GDP也超

過1,000美元，2007年上半年，GDP成長率達11.5%，預計2008年GDP成長率仍將達

10.8%。其文化產業迅速發展崛起，國民經濟大幅成長，社會的發展成果豐碩。加上，

全面對外開放，促進國際交流，文化產業強力帶動經濟發展，因此，如何促進兩岸的互

惠交流，經驗分享，創造雙贏，亟待近一步的學習與努力。 

文化建設需要政府高層的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黨中央、國務院高度重視文化設

施建設下，不斷加大投入，大中型文化設施逐步完成興建，成為吸引國際目光的美學新

地標。北京國家大劇院、方開工的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結合數位科技，又將在最近

綻放異彩，中國國家話劇院也積極籌劃興建與梅蘭芳大劇院同為發揚傳統文化藝術的具

體作為，北京 2008 奧運會與上海 2010 世博會，將為此二代表性城市，揭開完全不同於

往昔的城市風華。此些重點文化設施的興建，不僅帶動地方的經濟繁榮，更樹立國家的

文化新形象。涵蓋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音樂、舞蹈、戲劇、傳統戲曲的各種文化藝術

之展演設施，也將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最佳載體，文化藝術氛圍在社會中蔓延擴

散，社會中的創意階級找到發揮才華的舞台，人才得以學用合一，這是落實藝術人才培

訓，孕育藝術種子的新文化治理模式。 

南京博物院、上海大劇院、上海環球影視樂園、摩天輪、江蘇省現代美術新館、江

蘇大劇院、乃至重慶大劇院、重慶圖書館、河北博物館、中國文字博物館、廣州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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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圖書館、福建大劇院、雜技藝術中心，還有來自廣西、青海、寧夏、海南與新疆的

規劃案，在文化施政主軸中，廣設群眾文化藝術活動設施，有效帶動精神文明。使文化

建設工作，從加強圖書館、文化館的地方文化建設，達成紮根基層文化工作的效果，不

但能活化社會中的創意，也能豐富群眾的精神生活，帶動觀光，更是促進國家經濟和社

會發展最重要的環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近幾年突破性的進展，大

中型文化設施建設項目，顯著增加，社會充滿發展的能量。 

文化產業政策不僅為提升產值與競爭力等經濟面向的考量，更應以建構「公民社會」

的創造性作為政策目標，達成「經濟成長」、「增加就業」、「文化提升」之需求。同時，

使公部門施政能納入文化思考與美學概念，從概念推廣、人才培育及環境整備，重視文

化公共參與，產生對文化認同的原動力。當文化融入民眾共同的生活記憶時，所有因文

化活動產出的產值與需求，都將構成邁向「文化公民社會」的重要元素，也能達成文化

治理的目標。本研究從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觀點，比較分析兩岸文化產業之行政組

織、文化產業之政策規劃、文化產業之預算編列、文化產業發展以及所創造的產值，和

文化治理與產業結合之城市美學之塑造，使產業帶動觀光，觀光又扶植周邊產業，形成

良性的循環，省思兩岸的文化治理模式與議題，盼提供決策階層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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