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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琉園和琉璃工房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佼佼者。他們的精湛工藝產品在國

內外廣受好評，在世界一流的博物館裡多有典藏。本文旨在探討這兩家公

司何以能夠取得商業和社會學意義上的成功，他們的工藝產品何以能夠得



到如此令人贊賞的社會肯定。 本文從行為主體的行動切入，尤其是從行

為主體的行動力的角度切入，對這一議題展開了研究，研究的重心放在三

種類型的行動能力之上：(1) 行為主體所掌握和運用的高級專業技能之

力。(2) 行為主體所掌握和運用的符號操作之力。(3) 兩家公司的決策者所

掌握和運用的領導之力(這也是決定專業技能之力和符號操作之力能否形

成、能否得到有效運用的深層決定力量)。本研究的主要關注是考察這三

種力量有何表現？是怎樣形成的？是如何運作的？對兩家公司的產品產出

及其社會效應是否產生了影響？如果有影響，是什麼影響？有多大影響？ 

本研究得益於 Herbert Blumer 的理論啟示，在初始階段把兩家公司的成功

假定為行為主體的行動產物，進而把社會學領域諸多學者關於力( power )

的相關論述和見解稍加整理之後納入這一假設的詮釋架構之內，漸漸明晰

可以從上述三種行動力的角度進行筆者感興趣的調查與研究。 研究的方

法主要是採用了實地訪談和文獻查閱相結合的方式。 研究的結果顯示，

本研究的預先假定得到了支持：琉園和琉璃工房的成功的確是兩家公司的

行動產物，在極大程度上是上述三種行動力有效展現的結果；兩家公司借

助於這三種力量的發展、積累和運用，很快便贏得了高度的社會性肯定，

在工藝界，在公眾的藝術欣賞與評鑒的視線內，留下了自己的深刻印記。 

在社會學領域，很少有學者從行動力的角度去探討企業的商業性成功以及

相應的社會效應，本研究在這方面或許能夠起到一點點補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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