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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文化與創意具有創造高附加價值產品與服務的潛力，因此，文化創

意事業已經開始亟思其商業化經營的可能，而原本屬於工業範疇的事

業，也開始思考產品或服務是否具有引人入勝的藝術品味與風格，消費

過程是否展現獨特的象徵交換（symbolic exchange）。 然而，不同的產

品或服務，也就是不同的「載具」，原本就各自有不同的顧客領域、專

業技術與能力、形象與定位，因此，當文化創意事業與不同的產品或服

務結合後，可能會對「內容」的意義與價值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原本

屬於工業範疇的事業又該如何與藝術品味或生活風格結合？ 本研究針對

文化創意事業之經營策略加以探討，而形成文化創意事業之方式有兩



種，一是由文化創意所形成之經濟活動，另一方式則是由工業轉型成為

文化創意事業。最後，本研究期望能提供文化創意事業發展時之策略參

考，以增進文化創意事業之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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