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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即使今日各國政府均極力推廣文化創意產業，並期待文化創

意產業能夠成為下一波的經濟新勢力。在台灣，這幾年來文

化展演機構（如：華山 1914 文創園區、松山菸場）是政府努

力推廣文創產業重要的平台，以華山 1914 文創園區為例（以

下簡稱華山文創園區），每隔兩年，由中子文化所舉辦的大

型展演活動──「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在過去四屆共

吸引了超過十萬人的參與，這包括了外國媒體的大幅報導以

及國際觀客客的新景點；「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形成

其獨特的商業模式，也為各大展演活動爭相模仿的目標。然

而，我們對於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商業模式及其形成過程的瞭

解甚少，沒有政府補助的文創活動是否因其創新思維而永續

經營呢。本研究將以民族誌研究法 (ethnography) 探討文化

展演活動的商業模式及其形成過程，以及藝文組織如何利用

創新思維與其利害關係人共同創造價值，達到目的。 

中文關鍵詞： 文化創意產業、商業模式、展演活動、價值共創、藝文組織 

英 文 摘 要 ： Today, a number of countries worldwide have put 

efforts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plan to foster the economic power. In Taiwan,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were keen to raise public＇s awareness on cultu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and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where 

are now important platforms to deliver cultural 

creative activities. Taking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as an example, the “Simple Life＂ cultural 

activity taking place every two year has attracted 

more 100,000 visitors since 2006. These visitors 

include foreign media reporters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ts who make this festival becomes so popular 

for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ts. Meanwhile, the business of this cultural 

activity is widely imitated by other similar 

activities or events. However, we know little in 

regards to the business model in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to examine 

the process in forming business model. We are curious 

what the business model is in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how it is sustainable to compete with 

other similar activiti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a business model in a 



popular and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aiwan, which takes place in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additionall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this innovation business model is formed 

during the curating by employing ethnographic methods 

to collect, analyze and interpret data. 

英文關鍵詞：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Business Model； 

Cultural Activity； Value Co-Creation； Arts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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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即使今日各國政府均極力推廣文化創意產業，並期待文化創意產業能夠成為下一波

的經濟新勢力。在台灣，這幾年來文化展演機構（如：華山 1914 文創園區、松山菸場）

是政府努力推廣文創產業重要的平台，以華山 1914 文創園區為例（以下簡稱華山文創

園區），每隔兩年，由中子文化所舉辦的大型展演活動──「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在

過去四屆共吸引了超過十萬人的參與，這包括了外國媒體的大幅報導以及國際觀客客的

新景點；「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形成其獨特的商業模式，也為各大展演活動爭相模仿

的目標。然而，我們對於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商業模式及其形成過程的瞭解甚少，沒有政

府補助的文創活動是否因其創新思維而永續經營呢。本研究將以民族誌研究法 

(ethnography) 探討文化展演活動的商業模式及其形成過程，以及藝文組織如何利用創

新思維與其利害關係人共同創造價值，達到目的。 

 

關鍵字：文化創意產業、商業模式、展演活動、價值共創、藝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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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a number of countries worldwide have put efforts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plan to foster the economic power. In Taiwan,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were keen to raise public’s awareness on cultu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and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where are now 

important platforms to deliver cultural creative activities. Taking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as an example, the “Simple Life” cultural activity taking place every two year has attracted 

more 100,000 visitors since 2006. These visitors include foreign media reporters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ts who make this festival becomes so popular for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ts. Meanwhile, the business of this cultural activity is widely imitated 

by other similar activities or events. However, we know little in regards to the business model 

in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to examine the process in forming 

business model. We are curious what the business model is in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how it is sustainable to compete with other similar activiti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a business model in a popular and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aiwan, which takes place in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additionall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this innovation business model is formed during the curating by 

employing ethnographic methods to collect, analyze and interpret data.   

 

Keywords：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Business Model; Cultural Activity; Value 

Co-Creation; Arts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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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創新」 (innovation) 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因此，如何進行創新，近年來成為各

個領域關注的議題。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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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文創產業亦為

世界各國積極發展重點推動的產業；依據聯合國的「2010 年創意經濟報告書」(UNESCO, 

2010) 指出，全球的文創產業出口貿易總金額已由 2002 年的 3,758 億美元上升至 2008

年的7,271億美元；而我國文創產業總額由2002年的4,353億台幣增加至 2008年的5,694

億台幣（文建會，2009）。由以上簡單的統計數字可得知，國內外的文創產業產值均呈

現成長，顯示該產業具有發展潛力。此外，著名的文化經濟學家 David Throsby 在 2011

年於比利時安特衛普 (Antwerp) 舉行的第 11 屆藝術與文化管理國際研討會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and Culture Management) 的閉幕演說中指出，文化創意

產業未來的發展必須以「創新」做為營運管理時的思考中心。同時，歐盟出版的文化創

意產業綠皮書也強調創新在文創產業中的重要性 (European Union, 2010) 。由以上論述

得知，「創新」在文化創意產業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以最普遍也是最受歡迎的藝文組織博物館為例，其展覽，尤其是特展 (Temporary 

Exhibition) ，是博物館最重要的產品，也是行銷時的重點 (Chang, 2011)。即使博物館

以參觀人數做為展覽成功與否的評量方式備受爭議 (Ames, 1994; Kawashima, 1998)，國

內外各大博物館在實務上仍是以如何吸引更多觀眾到館參觀做為主要指標。然而，展覽

並非博物館或是美術館獨有的產品，近幾年來，許多藝文組織也開始設計與發想其獨具

風格的展覽，因此，「展演活動」成為藝文組織最重要的產品之一，也是跟其他產業最

不同的地方 (Gilmore & Rentschler, 2002; Macdonald, 2002; McLean, 1997)；而一個展演

活動的形成有許多專業人士參與在其中，在藝文組織內必須經過多次的協調溝通方能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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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識。策展人 1

Chang, 2011

(Curator) 是一個展覽或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人物，他／她可能展演內

容的發想人或是相關主題的研究人員，同時也擔任著專案經理人及領導人的角色 

( )。 

  在我國提出文化創意產業想法後，許多大型的展演活動如雨後春筍地在全台各地舉

行，並被視為提升觀光以及地方行銷並達到相當產值的利器，著名的個案如：宜蘭的童

玩節、苗栗的桐花季。以往，大家認知中的展演活動多為在博物館舉辦的展覽，而這幾

年因政府致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許多藝文組織亦策劃了膾炙人口的展演活動，因此，

此研究將自展覽的起源──博物館，延伸至近年來受到一般民眾喜愛的文創園區，而且

這些文創園區的展覽以更多元化的面向呈現給大眾，即所謂的展演活動（包括了：視覺

藝術、聲音藝術、創意市集、影展等）。而這些活動的策劃人員亦被稱之為策展人，負

責構想發展、統籌規劃乃至細部執行；使得原本屬於博物館專有的策展概念被擴展到藝

文展演機構。學者專家指出，創新將成為藝文活動是否能創造出價值的核心能力，尤其

是藝文從業人員通常較具有個人想法，策展人如何將創造力轉化成創新的想法和能量，

並擴散其創新想法至策展團隊，已成為當今文化創意產業領域一個重要的議題 

(Stoneman, 2010)。而且，在世界各國均開始重視文創產業之際，也愈來愈多實務人士

以及藝術管理學者開始強調商業模式的重要性，以往的文創領域多在重視創意發展與傳

播，然而若要成為一個產業，必須要有良好的商業模式，並不斷地創新，以達到與競爭

者產品及品牌形象的區分，方能永續經營 (Bilton, 2007)。對於大型展演活動而言，其

複製性高，所以，如何進行整體的商業模式是當務之急；然而，在藝術或文創產業的文

獻，對於商業模式的探討十分稀少，是一個值得開發的領域。 

  除此之外，以國內藝文實務操作上，大型的展演機構又與傳統博物館的策展有很大

的不同。以本研究欲採用的場域「1914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以下簡稱華山園區）為例，

在 2007 年，其所屬的文化建設委員會（現已改制為文化部，為統一稱呼，以下均以文

                                                 

1 在英國，策展人通常指的博物館內的研究人員，他們將研究成果轉換成展覽的形式發表。在台灣，許

多博物館的策展人是由博物館的展示部門或教育部門的人員所擔任，有時也來自於研究部門，主要負

責溝通協助展覽事務，而展覽內容有時來自於館內研究成果，或是話題性較高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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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表示，代表過去的文建會及現在的文化部）即以委外經營方式 2

  在大型展演動活動中涵蓋的展演內容十分廣泛，所謂的「產品」包羅萬象，已不再

只是單一型式的展演，而是更多元化的藝文型式組合而成（如：同時有設計、市集、舞

蹈、音樂等），及創意市集的手工品和攤位。因此，對於藝文組織的挑戰更為嚴峻，因

為組織必須跳脫原本單一專業背景的框架，融合各種不同的展演型式於一個活動中，而

「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以下簡稱「簡單生活節」）則是近年來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型

文創展演活動，為華山園區每兩年的重頭戲，亦是吸引人潮聚集的利器，更少數完全不

靠政府補助的展演活動之一。即使在一般大眾心中，「簡單生活節」是一個叫好又叫座

的文創展演活動，以 2012 年第四屆的「簡單生活節」為例，即使是單天入場門票高達

新台幣 1,150 元，吸引了超過四十家外國媒體的報導以及其他展演活動望塵莫及的贊助

廠商，然而，完全不拿政府補助、僅靠門票收入與商業贊助的「簡單生活節」也面臨到

「新資源不足、後進競爭者仿效商業模式的轉型瓶頸」（尤子彥，2012：76）。因此，對

於台灣目前商業結構最為外界所認同的「簡單生活節」，也面臨到商業模式遭模仿的困

境，而商業模式的創新也成為承辦「簡單生活節」的中子文化急需面對的議題。 

，由「台灣文創發

展股份有限公司」向文化部取得經營管理權。這類型的經營模式與傳統博物館或藝文組

織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有很大的不同；根據在寫此研究計畫時前與華山園區高層的訪談

中得之，華山園區在選擇展演活動進駐園區時，除了是否擁有創意能量或文化要素，更

重要的是商業能力的考量。 

 

二・文獻回顧 

1. 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 

  過去約二十年的時間，商業模式（亦被稱為經營模式或營運模式）的概念在各企業

                                                 

2 華山文創園區為 ROT（Rent-Operate-Transfer 或 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委外方式經營，即「租

用（或更新）—營運—移轉」。是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

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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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組織間快速擴散，尤其在電子商務、策略與科技與創新管理領域被使用地最多 (Shafer, 

Smith, & Linder, 2005)。Timmer (1998: 4) 對商業模式的定義為：「一個整合產品、服務

及資訊流程的架構，包括了各種商業活動及其角色、對各種商業角色的潛在利益，以及

對營利來源的各種描述」；此外，Weill & Vitale (2001: 34) 也提出了類似的定義：「描述

公司的消費者、顧客、盟友及以供應商之間的關係，並且定義主要的商品、資訊、金錢

的流程以及參與者的主要利益來源」。此外，Amit & Zott (2001: 511) 則是認為商業模式

是：「藉由開發企業機會以創造價值的內容、架構和交易治理方式」。商業模式目的為用

來闡明價值主張、辯識市場區隔、定義價值鍊、產生營收的機制與價值網絡，以及制定

競爭策略 (Chesbrough, 2003)。此外，Hamel (2003) 則是將商業模式分為四大要素：核

心策略、策略性資源、顧客介面和價值網絡，而企業依據這四大要素之間彼此配合和支

援，可以產生三種不同的連結，分別為：配置 (configuration)、顧客利益 (customer benefits) 

和公司彊界 (company boundaries)。而 Jansen, Steenbakkers, & Jägers (2007) 指出，商業

模式概念可以概括分成兩種類型：營收模式 (revenue mode) 和整合模式 (integrated 

model)，營收模式傾向微觀的交易和支援系統，而整合模式則是提供較全面性及策略性

商業模式 

  由以上定義可看出，雖然近幾年來，商業模式被視為企業管理中一個重要的概念，

然而，至今，尚未找到一個跨產業或領域皆認同的定義 (universal definition)，儘管在不

同領域中都用了「商業模式」這個詞彚，但是所處的情境是完全不同的，這也表示，商

業模式是非單一的概念，而且可以有許多的解讀與意思 (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2)。有許多學者試著提供一個可以概括廣泛被使用的定義，但卻徒勞無功，至今尚

無一個公認的名詞解釋；此外，學者亦強調，我們對於商業模式的形成過程 (process) 也

太少 (Chesbrough, 2010)。Zott, Amit & Massa (2011) 檢視主要的商業模式文獻，希望能

夠提供一個對於商業模式有共識的想法，他們強調商業模式必須著重在價值創造 (value 

creation) 以及創值獲取 (value capture) 雙重焦點上，而非單一重點，這也表示這是一個

雙向的價值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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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創意產業與商業模式 

  不論在我國，或是世界其他各國（如英國、德國、澳洲）在發展文創產業時，都強

調其核心為創意 (creativity)、科技 (technology) 與智慧財產 (intellectual property)；文

創產業是以創意為核心，透過科技的運用和智慧財產的保護所衍生而出的產業並產生商

業價值，也被我國視為第四波的經濟體。 

  學者耿鳳英 (2006) 表示，使用新科技能讓展示從「實」的展示擴展到「虛的感官

體驗」；科技與藝術的結合是近年來國際展演活動的趨勢，科技與新媒體的加入可以讓

的展演活動內容更具變化與互動性，並且添加了娛樂的成份，更能夠親近大眾。近年來，

科技與新媒體的興起，許多展演活動都因為科技的運用、創新的展演手法，吸引了大批

的觀眾。例如：2011 年國立故宮博物館（以下簡稱故宮）舉辦的「黃公望與富春山居

圖特展」吸引了廣大的觀眾，並且成功地引起話題；故宮以珍藏的〈富春山居圖〉（無

用師卷）與借自中國浙江省博物館的〈剩山圖〉同櫃展出完整的曠世畫作，尤其是委託

花博夢想館環型劇場設計團隊「青鳥新媒體藝術」設計打造的「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

新媒體藝術展，以 3D 方式吸引許多年輕的觀眾，使得故宮在短短三個月的展覽期間，

吸引了將近八十五萬參觀人次，成為 2011 年世界最受歡迎展覽第三名 (Pes & Sharpe, 

2012)，這樣的成果也是拜科技所賜。另外，由金傳媒集團 (2011) 舉辦的「智慧的長河—

會動的清明上河圖」，亦是結合了科技與藝術，將〈清明上河圖〉以擬合化方式用多媒

體呈現，從去年的參觀熱潮延燒到今年，在台北與台中的兩次展覽，共吸引了超過 150

萬人次的參觀人數，亦被認為是台灣近幾年來展演活動中最具創新的一個代表個案。 

  以上兩個 2011 年最成功的展覽，均是以多媒體與互動科技吸引了大眾，並造成話

題，然而，我們對於展演活動的商業模式如何形成、如何進行資源配置與重組的瞭解仍

然太少。以音樂產業為例，Lingo & O’Mahony (2010) 以音樂製作人 (music producer) 為

研究焦點，其研究發現音樂製作人在音樂產業中扮演極為重要的關係，他們必須透過內

部及外部網絡系統的整合，善用創意並且提出創新作為，以完成專輯的製作。他們研究

的重點在音樂專輯的創作生產過程中，製作人如何處置專案複雜的網路關係以及如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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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問題，並突顯出音樂製作人（在其研究中亦稱為中介者；broker）在創新過程中的重

要性。他們的研究發現 (Lingo & O'Mahony, 2010)，音樂製作可視為一個整合型的創意

專案 (collective creative project)，在此專案中連結了多元網絡關係，並產業豐富的創意；

而在這整合的創意專案會延伸出許多問題與挑戰，這是因為文創產業有著許多不確定性 

(uncertainty)，而這種實務工作上的模糊性 (ambiguity) 必須仰賴中介者取得網絡合作者

的支持，並做適時的回應，才能確保文化產品的成功。展演活動的策展就如同音樂製作，

甚至更為複雜，其創新作影響到在這複雜網絡中的各個成員，或許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衝

突與矛盾，而策展人如何能在這複雜的內部網絡關係以及外部資源獲得中取得平衡，並

且產生創新作為，可有助於文創產業的經營管理。 

  而大型展演活動更是有代表性，因為除了可以吸引許多觀眾的參與，過去的文獻也

指出，大型展演活動或節慶 (festival) 還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與觀光產業，達到地方

行銷 (place marketing) (Gibson & Davidson, 2004; Quinn, 2006)。這十年來，我國的展演

活動蓬勃發展，尤其是各地方政府皆不約而同的籌劃許多展演活動以期帶動地方的觀光，

如：新北市政府的「藍染節」、苗栗縣政府的「桐花季」、屏東東港的「鮪魚文化觀光季」、

新北市貢寮的「海洋音樂祭」等，均帶動了觀光人潮與商機，然而，這樣的大型展演活

動大部份都是由政府所主辦，且容易被其他單位複製，例如 2012 年台東市政府所舉辦

的「熱氣球節」成功吸引數十萬遊客，而 2013 年已有三個縣市政府要籌劃「熱氣球節」，

這也表示其商業模式容易被模仿；此外，這些大型展演活動常得仰賴政府的經費來源，

但若政府無法持續經營或贊助，這些展演活動會面臨到永續性的議題。因此，有學者即

強調，文創產業若要能永續經營，必須有完整且健康的生態系統 (eco-system)，以及適

宜商業模式的支撐，不需完全仰賴政府的資金，方能達成 (Caves, 2000)。而「簡單生

活節」即是一個最好的個案，它不靠政府的資金補助，完全以商業機制運作，然而又能

達到文化創意的價值。 

  我國的文創產業名列了十五個產業（以及一個其他與文化創意相關產業），涵蓋範

圍十分廣泛，而文創中的每個產業均發展甚久，要能夠歸納一個適用於所有文創產業的

商業模式是幾乎不可能的；而在文創產業中，目前的文獻探討關係商業模式較多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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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影產業、遊戲產業、音樂產業以及電視產業 (Searle, 2011)，而這些產業較其他文

創產業（如：表演藝術、圖書館）而言，都是商業化較深的產業別，也因此發展出商業

模式。除了商業模式外，這幾個產業中的最常被談論到創新議題即是載體的創新以及行

銷方式的創新 (Caves, 2000; Graham & Cook, 2010; Kerrigan, 2010; Stoneman, 2010)。而

在視覺藝術領域，較多的創新則是在不同藝術形式上的討論；此外，亦有文獻發現，新

媒體的興起亦對策展帶來了衝擊，除了傳統的策展形式，在新的時代，策展時必須考量

到如何運用新媒體，帶動觀眾的興趣，才能造就一個成功的展演 (Garnham, 2005)。文

化經濟學家 Caves (2000) 指出，創新如何影響藝術組織在不同產品形成的過程中是很

重要的，但這必須要有更多的探索與研究，方能找出其脈絡；此外，學者 Fillis (2010) 也

表示，文創產業在行銷必須以產品為導向，因為美學體驗以及個人感受是讓藝術產業與

其他產品最大不同之處 (Hirschman, 1983)，而行銷手法必須可以創造需求與利潤，而且

結合創新推向消費者，以填補生產者與消費者價值中的概念性鴻溝 (a conceptual gap)。

除此之外，英國商業之聲 (The Voice of Business) 亦表示，在這個競爭激烈的數位化時

代，創意產業必須更注重商業化為主的商業模式，以刺激經濟成長、快速回應市場及企

業環境的變遷 (Wild, 2011)。從這些論述可以得知，這些文獻所討論到的文創產業需的

創新，與商業模式是息息相關的，但欠缺整體性的討論。 

 儘管至今並沒有一個商業模式可在不同領域間被模仿或使用，Chesbrough (2010) 建

議可以使用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 的商業模式地圖 (business model map) 來檢

視組織的內外部活動的過程以建構其商業模式。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 包含了九

個面向，分別為：主要夥伴 (key partners)、主要商業活動 (key activities)、主要資源 (key 

resources)、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s)、顧客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s)、通路 

(channels)、顧客區隔 (customer segments)、成本架構 (cost structure)、營收流 (revenue 

streams)。而 Searle (2011) 亦使用此地圖檢視三種文創產業的商業模式，包括了：電視

產業、電腦遊戲和音樂產業。此外，British Council (2010: 41) 針對創意產業的實務運作

也提出了一套創意產業商業模式，包括了五大構面：服務、內容、經驗、製作與傳播。

但如前所述，這樣的一套架構是否能夠被每個產業所複製及使用，仍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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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文創產業而言，至今仍缺乏商業思維來回應這個數位及資訊爆炸的時代，

也產生了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因此，除了對新的技術以及基礎建設的需求增加，

對於商業模式的需求也愈來愈高；除了文化力的展現外，各國政府也強調文化創意產業

經濟表現 (DCMS, 2007; UNESCO, 2002)。對於像是符合大眾口味的展演活動，相較其

他文創產業別，可說是一個較新的產業；對於新事業的規劃，設計商業模式可以為新事

業規劃一條將市場機會轉化為商業利益的有效途徑。雖然許多創新的技術或成果都可能

提供某種程度的價值，但對新的事業在進行市場開發時，如何將此價值轉化成商業利潤，

是最大的困難，尤其是對文創產業從業人員多為文化人或藝術家而言，更為艱辛。 

 

3. 價值共創  

  研究指出，在現今這個行銷導向的社會，消費者已被視為是競爭來源之一，這迫使

經理人必須重新審視企業價值網絡，於是產生了價值共創 (value co-create)，這概念強

調企業改變價值創造的觀點，以消費者的角度出發，因為讓消費者參與價值鍊的每一個

環節，讓消費者參與創造，更能發揮其功能，也因此有學者提出了服務主導邏輯 

(service-dominant logic)，亦即在價值共創的過程中，組織須與消費者一起被視為價值共

創的夥伴 (Lusch & Vargo, 2006; Prahalad & Ramaswamy, 2003; Vargo & Lusch, 2008)。 

  在文創產業中，從文化生產者至消費者中間存在各種價值共創的夥伴，而生產者與

這些夥伴間的關係是互惠的，藉由特定理念或是計畫的實踐，彼此可以實現自我價值（謝

榮峰，2009)。在文創產業中，除了最直接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外，在文化生產過程中，

還包含了許多其他夥伴，而策展人或是專案管理人擔任了中介角色，於是，便產生了數

方的合作關係，例如：策展人、合作夥伴、贊助商、藝文組織，以及最終的消費者。在

這過程中，彼此是一個共同協調及合作的關係，目的在達成「具有創意以及創新的結果」

的目標 (Lingo & O'Mahony, 2010)。 

  在價值共創模式上，可以大致分為兩種，一為與消費者共創，另一種則是與利害關

係人共創。在與消費者共創方面，Kambil, Friesen & Sundaram (1999) 認為企業可以透

由制定目確的目標、設計讓消費者參與的模式以及設計績效評量方式，讓消費者參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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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創造的企業活動。此外本研究之研究個案結合了此兩種共創模式，除了策展團隊及藝

文組統共創價值之外，展演活動也因為有了消費者的參與，創造了互動的良好經驗。此

外，亦有學者 (2004) 提出了 DART 模式，即透過及組合四個互動基石 (blocks of 

interactions) ：對話  (dialog) 、取得  (access) 、風險利益  (risk-benefits) 、透明化 

(transparency)，發展出各種能力；另外，透過「樞紐公司 (nodal firm)」的參與，可以

協調不同專業的供應商、合作夥伴、消費者、社群，創造互動性更高的個人化經驗。 

  第二種與利害關係人的共創模式亦與本研究有關，因藝文活動必須透過許多專業人

員的通力合作方能成功，研究也指出，共創價值必須要讓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均參與在其

中，包括了：消費者、員工、供應商、以及其他相關人員 (Ramaswamy & Gouillart, 2010a)。

然而，這些共創模式均是在商業組織的本質下發展出來，而忽略了藝文組織的特性；實

際上，對於藝文組織而言，共創是存在已久的一種合作模式，只是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

然而，若直接將商業模式套用在藝文組織上，會產生太過於商業化或忽略藝文本質的論

述，這樣子的模式（即直接套用商業模式）已被許多學者所批評 (McLean, 1997; Shafer 

et al., 2005; Stoneman, 2010; Zott et al., 2011)。進行所這種有特殊情境的組織研究時，必

須將其本質 (context) 置於研究的中心，經由田野調查，瞭解其與一般組織不同之處，

方能產出有價值之研究意涵。 

   

4. 小結 

  文化創意產業強調以產品為導向，因為文化產品作品是由藝術家個人價值以及社會

形式所創造而成，這也是其獨特之處 (Fillis, 2010; Hirschman, 1983)；而 Stoneman (2010) 

也提到，產品創新在文創產業成功的案例很少，多數成功的案例是在過程的創新，以及

組織如何因應時代改變，進行組織創新，而組織創新的討論也包括了如何進行組織內部

調整與外部團隊合作以及如何發展其創新的商業模式 (OECD, 2006; Zott et al., 2011)。

然而，文化創意產業的商業模式多在政策上的強調或是特定領域的討論，而對於本研究

欲討論的展演活動不論在實務上或是學理上的討論則是少之又少。 

  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數位化時代的來臨，文化創意產業的市場也有劇烈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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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多破壞性的科技迫使著文化創意產業必須要不停地改變其商業模式並且產生新

的商業模式，以增加其市場機會，這些改變包括了消費者行為、市場區隔、新產業開發、

新的製造方式和方法，以及市場勢力的轉變；這些改變創造了新的產品、新的商業市場，

並可以引領經濟成長。經濟學家熊彼得提出，創新應該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 (Schumpeter, 1934)。對於文創產業的商業模式而言，有兩個議題可供討論：

文創產業應該抓住這個機會，思考如何因應其產業特性及消費者行銷，客製化產業成功

的商業模式；此外，在市場極度競爭的壓力之下，也挑戰了原有易被模作的商業模式 

  基於以上的理論基礎與文獻缺口，以及實務上討論的缺乏，本研究希望藉由在展演

活動開始進行創意發想之際，即滲透藝文團體，參與策展各內部會議，利用參與式觀察

以及質性訪談方式，抽絲剝繭地並解構其文創展演產品（即簡單生活節）與展演活動的

商業模式，分析其商業模式的問題以及組織的回應，以釐清相關的商業模式構面。 

 

三・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是在自然發生的環境下進行資料收集，學者指出，

質性研究方法可以讓研究者取得不易在環境中被看到或注意到的內涵 (context)，而質

性研究主要在尋求對於真實情形更深入的了解 (Bryman, 2004; Silverman, 2006)。質性研

究可以用來研究 「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經驗、行為、情緒和感覺，以及有關於組織功

能、社會運動和文化現象」，同時，此類研究可以發掘資料間的相互關係，並發展成理

論機制 (Strauss & Corbin, 1998: 11)。此外，Holliday (2002: 5) 指出質性研究可以「帶領

研究人員進行對於未知領域的探索」。 

  本研究欲探討文創展演活動的商業模式創新、企圖瞭解展演活動如何進行商業模式

的創新，以及主辦單位如何與其他協辦單位、夥伴進行價值共創，而這個尋求答案的過

程，難以從量化數據中取得資料，因為過程是與個人經驗、想法和感覺相關的。因此，

本研究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探索性及詮釋性的方法整理出問題在事物脈絡中的複雜

性、並瞭解某種現象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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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旨在瞭解在展演活動的創新商業模式及形成過程，而這樣過程是持續性的、

在自然情形下發生的，因此，此類型的研究較難僅以設計好的問卷或是訪談問題取得，

相反的，研究者須以開放式的態度和研究設計，滲透於組織活動當中，經由長期性的觀

察主題深入地瞭解，方能取得適合的資料 (Hammersley & Atkinson, 2007)。以下簡略介

紹本研究預計使用的研究方法。 

（1) 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個案」通常是與一個地點或場域有所關連，適用於前人相關研究較少的研究，

而這個方法可以讓研究者針對一個場域進行深入的探索性研究，藉以分析、解構與個案

相關議題的形成原因和過程 (Bryman, 2004; Yin, 2003)。本研究所指的個案即是，自 2006

以來，每兩年由中子文化在華山園區所主辦的「簡單生活節」。本研究以此個案為主，

從活動籌劃開始，即進到組織中，深入地瞭解在展演活動形成過程中，組織如何瞭解其

競爭者的優劣勢，形成其創新商業模式；同時，也藉由參與式觀察方式，探究策展人、

合作夥伴、贊助商、華山園區、消費者等利害關係人的價值共創模式。 

(2) 參與式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參與式觀察可以接近研究對象，以互動方式瞭解人們是如何建構與發展與研究主

題相關的想法與意象 (Denzin & Lincoln, 2000)。以現場觀察的方式取得資料，能讓研究

人員對於研究場域的了解更為深入，藉由有系統的觀察有助於研究者明白研究對象的行

為和事情的前因後果 (Mason, 2002)；此外，使用參與式觀察可讓研究者平衡訪談時會

發生的誤差（如：受訪者會修飾其言語，或是有報喜不報憂的情形）。本研究在計畫開

始之初，取得中子文化的許可，從主題發想階段，即進入組織團隊，開始藉由參與式觀

察收集資料。參與式觀察資料來源包括了：和「簡單生活節」個案有關的組織內外會議、

中子文化與華山園區的討論會議、以及其他會議，並在會議中同時觀察參與者的互動行

為，以利瞭解「簡單生活節」的商業模式、獲利方式以及創新作為。 

(3) 深入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 

深入訪談法能夠讓研究者根據研究主題先設定好訪談問題，研究者與受訪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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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及產生互動，進而深入性地收集資料 (Miller and Glassner, 2004)。本研究使用半開

放式的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亦即先設定好訪談問題進行訪談，再根據受訪

者的回答做更進一步的詢問，以豐富資料深度及廣度的完整性。本研究定期地訪談簡單

生活節策展人、策展團隊、華山團隊、參與者（包括廠商及觀眾）等利害關係人。總計，

一共完成了十六個深入訪談，以及三十位觀眾訪談。 

 

2. 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的期間（包括先導研究以及正式資料收集階段）自 2013 年 8 月 1 日開始，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民族誌研究需要資料收集的時間較一般研究所需時間更長，

原因在於研究者必須長期在組織內進行觀察，方能了解組織運作的方式以及脈絡 

(Hammersley & Atkinson, 2007)。此外，一個大型的展演活動在台灣需花費約一年左右

的策展方能形成；而本計畫欲探討的是大型展演活動的創新商業模式及其形成方式，而

這些創新作為無法預測會在那個階段出現，而是必須從展演活動一開始即投入研究。 

 

3. 限制及困難 

本研究採取詮釋性方法分析並解讀資料。根據 Silverman (2006) 所述，質性研究

可能會忽略本質上以及社會結構上所形塑的經驗，但質性研究強調的是聚焦在人們如何

回應事物的本質（主觀的觀點）；也就是說重點不在於客觀的事實，而是在主觀的經驗 

(subject experience)。在使用這種詮釋性方法之下，會產生的研究偏差即是研究對象對於

研究主題的看法容易有其偏見，因為人的知識、經驗、態度、意見和感受原本就會受到

其自身擁有的身份地位和固有的認知所影響，而這是質性研究無法避免的。如同學者

May (2001: 13-14) 指出的，研究本來就有其主觀性 (subjectivity)，然而對於質性研究者

而言，重點是在於「人們之於環境的意義 (meaning)，而非環境本身」。 

其次，另一研究限制為，此研究是以個案研究為主，而每個展演活動都是獨一無

二的，因此或許研究結果無法在所有的策展中得到驗證。然而，本計畫的研究結果可以

提供實務界以及理論上對於活動策展過程中創新的形成以及組成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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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步研究發現 

1. 守門機制的運用 

簡單生活節的成功，造就這幾天台灣各式節慶的興起與泛濫；即使不少節慶的規

劃與設計時常看到簡單生活節的影子，但仍無法達到如同簡單生活節的效果。探究其原

因，發現簡單生活節的守門機制十分完善，即使每屆簡單生活節的籌劃人不同，但皆能

傳達出一致的核心理念「做喜歡的事 讓喜歡的事有價值」，這核心理念在觀眾訪談中皆

深印在觀眾心中。 

守門機制過去多用在傳播領域，意指守門者會根據規定或個人意見，決定商品是

否得以進入通道；而在創新領域，也開始運用守門機制檢視產業的創新能耐，認為守門

機制是一種選擇與篩選的過程。簡單生活節做為私人籌辦的展演活動，而這個活動又有

不同的產業組織參與，以 2014 年為例，則有音樂、設計、飲食、綠色、社會企業等不

同產業進駐，共同完成簡單生活節的展演。除了邀請廠商參與外，同時也向外徵求，而

如何選擇及篩選出進駐的組織及團體，則是中子文化的核心能耐。 

 

2. 使用多位策展人 

簡單生活節做為一大型活動 (mega event)，其中規劃不同的主題及活動內容，以

滿足不同的觀眾，例如：音樂展演（獨立和偏主流）、未來分享（社會企業）、純淨市集

（綠色企業）、新興品牌、果實小巷（手作市集）、簡單書房（書籍、座談）、草原市集

（設計品牌）、以及 2014 年新策劃的自在餐飲，大部份是委託不同策展人進行規劃，而

中子主要負責 big idea 的控制及管理，而讓在該領域較具有發語權或代表性的個人或組

織進行策展，如此可以讓該活動的深度及廣度更為完整，並且在規劃時可避免因不同產

業的想法和習性造成誤解。 

 

3. 組織重整、「新」與「舊」間的融合和平衡 

簡單生活節的成功，讓中子開始思考是否應成立一個新部門，專職負責簡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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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籌劃，另外，也開拓新市場，將經驗複製至其他場域。 

2014 年，中子到上海舉辦了第一次在中國大陸的簡單生活節，而在 2015 年，中

子也決定將總是在台北的簡單生活節，也能搬到中南部舉行。從 2006 年開始，簡單生

活節皆在華山園區舉辦，也讓觀眾開始將簡單生活節與華山產生了強烈的連結；然而，

一直到 2014 年之前，簡單生活節皆是中子的一個「專案」，在活動開始籌劃前，從中子

的各部門拉人進這個專案，完成活動後，簡單生活節的成員又回到各自部門去工作。而

成立一個新的部門，將衝撞到原有的運作方式，該怎麼在「新」的運作方式，與「舊」

的思維之間產生平衡，是目前這個階段困難。然而，因上海簡單生活節，讓中子將中國

大陸好的設計品牌也帶到台北的簡單生活節，對品牌參與者與觀眾而言，皆有不同的體

驗，同時間也擴大的簡單生活節的關鍵活動。 

 

四・專業，讓一切變得不簡單 

訪談了三十位的觀眾及超過十五位的廠商代表，皆對活動主辦方的專業表達高度

的肯定。在兩天超過四萬人的參與當中，大從活動主題規劃、小至廁所及垃圾的安排，

皆可感受到主辦單位的專業及對於細節的追求，大多數的觀眾度過了美好的兩天，也讓

2014 年兩天的簡單生活節劃下一個美好的句點；對廠商而言，這兩天在營業額及品牌

知名度皆有顯著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將品牌理念傳達給觀眾；對贊助商來說，達到當初

預期的成效，甚至於超越預期，雖然仍有暇疵，但大部份的利害關係人對於中子文化的

策展能力皆給予肯定。 

 

五・結論與未來規劃 

本研究提出了概括性的觀點，從活動策展的觀點，瞭解簡單生活節慶的商業模式

如何形成，使它成為在台灣最受到歡迎、且成功的活動之一。從此次研究中，了解到一

個展演活動的形成必須花費許多人力和時間，同時涉及的利害關係人十分眾多，而牽涉

的商業活動、組織活動更是複雜。本計畫選擇文創產業的代表性案例，希望能對當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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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迫切發展之文創產業提供重要的參考。目前，各國均致力發展文創產業，例如：同住

於亞洲的韓國的文創產值已在 2010 年成為世界第八大 (林富美, 2012)，各國政府均期

待這第四波的經濟能夠帶動整體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並讓文創產業能真正形成一個產

業，也就是要有商業化的思維以及市場的考量，藉由上中下游的垂直整合，以及跨產業

間的平行合作，達到產業化的成效。而展演活動則是跨產業整合的最佳案例。藉由本計

畫之進行，能夠瞭解我國目前在文創產業推行之困難及碰到的障礙，並將產業經驗與運

作難處反饋給中央主管機關，提供其重要施政參考；同時，也在田野調查進行時，將國

際上成功的案例分享給與此計畫相關之利害關係人。 

對計畫主持人而言，策展創新屬於專長領域延伸出的研究議題。雖本計畫主持人

有多年藝文組織的工作經驗，但因藝文組織涉及的專業十分廣泛，雖然對藝文組織運作

有一定瞭解，但對相關議題無法全部精通。透過對策展創新的理論文獻及個案研究，已

拓展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視野，並且對藝文組織的瞭解更為透徹。 

同時，在進行參與式觀中的運程當中，計畫主持人除了可保持原已建立的人脈關

係，更可接觸許多重要的私人的藝術文化團體，這些被稱為「文化實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 是文創產業中最為重要的一群人，他們可創造出文創產業中約百分之八

十的產值，文化實業家是文化的仲介商和夢想家，從文化活動中產生利潤，他們具有創

新的想法，就造了文化事業 (cultural enterprises) 以及活絡了文化生產活動，更增加許

多工作機會。藉由與此議題熟稔的實務界人士頻繁地接觸，進而與理論結合，培養出更

具實務與問題解決導向的研究意識。除此之外，在理論文獻方面，亦累積了對於策展創

新、商業模式、共創價值與藝術文化管理的相關理論內涵，預計可以與本人原已熟悉的

文創產業、藝術行銷理論，進行對話與交流，激盪出有趣的研究議題。此外，由於長期

及深入地進入田野，亦累積出了表演藝術界的人脈及網絡關係，並且漸漸讓表演藝術界

知道商學院亦在藝術管理領域進行人脈及網絡關係，並且漸漸讓表演藝術界知道商學院

亦在藝術管理領域進行努力及耕耘，也期待在往後能夠有更多管理專長的學生投入至該

產業。 

由於本研究為一質性研究，因此在收集資料與分析上需花費較長時間，目前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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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所有的訪談，並進行了許多田野觀察，已開始進行資料分析；而這個研究的部份成果

已轉化成研討會論文，今年已投稿至科管領域之 PICMET (Portlan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2015 年會，以及 2015 Marcomarketing 

Conference，皆都被接受。此外，在進行完資料分析後，預計將本研究之成果分成兩個

部份，於暑假期間分別投稿至  Organiz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或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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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應該台灣少數以民族學誌研究室，從策展概念產生至展演完成皆參與在其中，並

收集資料的研究。 

 

在進行參與式觀察的過程當中，計畫主持人除了可保持原已建立的人脈關係，更可接觸

許多重要的私人的藝術文化團體，這些被稱為「文化實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 是

文創產業中最為重要的一群人，他們可創造出文創產業中約百分之八十的產值，文化實

業家是文化的仲介商和夢想家，從文化活動中產生利潤，他們具有創新的想法，就造了

文化事業 (cultural enterprises) 以及活絡了文化生 

產活動，更增加了許多工作機會。藉由與此議題熟稔的實務界人士頻繁地接觸，進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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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3 年 8 月 27 日 

                                 

一、 摘要 

Macromarketing Society 今年將在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舉辦其第 39屆的年會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由Macromarketing Society所編輯出版的Journal of Marcromarketing 學術期

刊，亦為國科會管二學門行銷領域之推薦期刊。 

 

本人今年所投搞之論文“Social media and music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a K-POP fan community” 

旨在探討社群媒體如何影響音樂消費，為一跨領域（文化創意產業及行銷管理）之研究，並以韓國團

體Super Junior做為個案。本論文日前被39th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大會接受，並將安排在

“Arts and Culture” 子題中進行口頭發表。藝術行銷與管理領域之研究人員多以歐美為主，透過參與此

研討會，能取得政大及商學院在此領域上的發聲權。本次研討會欲發表之文章亦為目前正在進行的研

究之一部份，論文旨在探討韓國流行音樂如何透過社群媒體擴散到世界，並以在亞洲十分受到歡迎的 

Super Junior 做為個案進行分析。 

 

本次論文發表除了能夠與該領域之社群對話外，更期待能藉由參與此研討會，得到論文內容上的

回饋，以充實此論文之深度，將對於往後將此論文投稿至國際期刊更有助益。 

 

二、 參加會議經過 

計畫編號 MOST 102-2410-H-004-209 

計畫名稱 文創展演活動之創新商業模式 

出國人員

姓名 
張瑜倩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會議地點 英國倫敦 

會議名稱 
(中文) 第三十九屆宏觀行銷學國際研討會 

(英文)  The 39th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 

發表題目 
(中文) 社群媒體與音樂消費：以韓樂粉絲社群為例 

(英文)  Social media and music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a K-pop fan community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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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參加 “The 39th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是本人首次的參與此研討會；此研討會由 

Macromarketing Society 於每天世界不同城市舉辦，而明年則會回到美國，在芝加哥舉辦。此研討會歴

史悠久，今年已是第三十九屆，而每天均吸引數百位學者參與，並且有世界著名的行銷學學者與會，

可說已具有一定規模。這次的研討會是由英國倫敦大學下的皇家哈洛威學院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下的商學院主辦，大會主席則是美國威斯康辛州馬凱特大學  (Marquette 

University) 的雷克茲尼亞克教授 (Professor Gene Laczniak))。研討會議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2 日早上開

幕，至 7 月 5 日下午為止，一共四天的議程，而研討會地點則設在英國倫敦大學下的皇家哈洛威學院

的校園內。雖然皇家哈洛威學院是倫敦大學體系下的學院，但其地點並不在倫敦市中心，而是位於倫

敦郊區的 Egham 小鎮上；由於 Egham 小鎮不大，大部份的研討會與會者皆住宿在皇家哈洛威學院的宿

舍內，多數與會者皆出席全程四天的研討會，而協助辦理研討會的家皇家哈洛威學院也為學校增加額

外收入。 

 

▲大會手冊及提袋 

 

近幾年來每年參與國際研討會發現，在國外的研討會已儘量減少研討會論文集的印製，大會多印

製論文簡短摘要（約一兩段文字，或甚至有的研討會只提供論文題目及所屬主題），而論文全文或較

詳盡的介紹多以電子檔方式呈現，讓與會者自行上網下載，如此可減少紙張的使用，也是種環保的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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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討會主題為「宏觀行銷學及社會想像的危機 (Macromarketing and the Crisis of the Social 

Imagination)」，而所謂的「宏觀行銷」（或有人稱之為「巨觀行銷」）指的是將行銷活動與社會聯結，

主要探討市場行銷與社會需求以及社會經濟間的關係，可被視為是一個重要的過程，因此此研討論著

重的行銷是提升至社會經濟層面的議題探討，這包括了政策面、經濟面以及整個行銷系統觀點。 

 

    研討會在同一個時段皆有三至四個主題不等的論文發表場次，每個場次約三至四篇論文，每場次

的論文發表約有50-70位左右不等，來自世界各國不同國家的學者參與，可見此研討會已有相當國際知

名度，吸引了全世界與行銷學相關領域學者前來共同與會。以本年度的研討會為例，一共有以下幾個

主題：藝術與文化 (art & culture)、研究方法 (macromarketing research methodology)、宏觀行銷學研究

的新觀點 (new perspectives in macromarketing research)、非法市場 (illegal & dark market)、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姓別主體性及市場意識型態 (gendered subjectivities and marketplace ideologies)、

complementary currencies and alternative local marketplace、家庭、食物與市場 (family, food and market)、

永續性、市場與行銷 (sustainability, markets and marketing)、緊縮時期的市場與家庭支出 (the market and 

the household in times of austerity)、行銷理論 (marketing theory)、消費者弱點 (consumer vulnerability)、

暴力、剝削與奴役 (violence, exploitation and servitude)、宗教與行銷 (religion & marketing)、行銷與心

理分析 (marketing & psychoanalysis)、行銷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marketing ethics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新自由主義與宏觀行銷  (neoliberalism and macromarketing)、重溫宏觀行銷管理 

(revisiting macromarekting management)，每個主題均有2-3場的研討，因此可針對有興趣或己身的研究

領域進行深入的了解，並且知道在世界上該領域的新興研究；另外大會也安排十個場次左右的圓桌討

論 (roundtable panels)。本次研討會參與的學者橫跨歐美亞洲等，然而亞洲地區的國家卻很少有與會學

者，台灣也只有我一位與會，而其他亞洲國家則有印度、馬來西亞、泰國的與會者。同時，我亦在研

討會遇到幾位在英國求學及工作時接觸過的學者，有的已數年不見，在研討會場遇到，除了可以敘舊

外，同時也交換及分享目前研究的主題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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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The 39th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 研討會海報 

 

  本次研討會我的論文被安排在7月3日上午11:00至下午1:00這個場次，本場次主題為「藝術與文化

（二）」；這一場論文發表的主持人亦是藝術行銷領域享有盛名的 Dr. Derrick Chong，其著作「藝術

管理 (Arts Management) 也是我上課及做研究時重要的參考書目。此外，巧合的是，與我同一場次的

發表者有另外三位學者，均與我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相識，彼此也都認識；其他三位與會者為英國伯明

罕大學的 Dr. Finola Kerrigan，她同時也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英國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 

的助理教授 Dr. Chloe Preece 和剛取得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 Dr. Victoria Rodner。Dr. Finola 

Kerrigan的論文是研究以曾獲得英國政府補助所拍攝的電影，其電影內所提供的英國觀點 (vision of the 

nation) 為何，發表者認為，電影是一個地方行銷 (destination marketing) 的重要工具，因為她提出電影

是向外呈現及行銷英國社會議題的媒界。Dr. Chloe Preece則是從三位十分具有話題性的藝術家 艾未未 

(Ai Weiwei)、Michael Landy 和 Banksy 做為個案，去探討藝術家如何向消費者塑造及傳遞其價值，並

討論當代藝術的消費主義是如何建構出來的。Dr. Victoria Rodner 則是以委內瑞拉的國家博物館群做為

個案，探討在國家文化政策發展過程中，批判性地提出在發展中國家脈略下，文化機構中制度理論的

死亡，並因為文化霸權，讓博物館的成立反而傷害了視覺藝術的產業結構。而我的研究則是以韓樂的

線上粉絲社群做為個案，探討韓國的流行音樂透過社群媒體擴散至世界各位，而社群媒體除了擔任訊

息傳播的功能外，更間接促進了音樂的消費，除了實體音樂產品（如：CD）外，非實體的音樂產品（如：

演唱會、應援活動）更是韓樂獲取利潤的主要來源，亦是主要透過社群媒體傳播訊息。我們這一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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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研究，分別探討不同的文創產業，再加上算是同一個時段中較為受歡迎的主題，因此參與的人也非

常多。 

 

▲ 進行論文發表 

發表後約有15分鐘左右的，得到數個問題的回饋，有的是要釐清一些細節，但也得到幾個反饋，

可深入做作為後續修正論文的參考，例如：建議可以比較在西方國家非常成功的 Psy，理解與 Super 

Junior 在社群媒體上行銷之不同之處、韓樂是否將其偶像個人或團體當成商品 (merchandise)，因此在

行銷上已發展出一套固定的模式。發表後，也跟一些對文化展演機構或藝術行銷主題有興趣的聽眾交

換名片，留下後續連絡的方式。 

 

  一如國際研討會的慣例，在會議進行中大會會安排一次晚宴 (Gala Dinner)，目的是讓與會者在嚴

肅的研討會場合外，輕鬆地交談以及建立網絡關係。這次研討會的晚宴就選擇在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

學院內最著名的 Founder’s Building、在古色古香的建築物中，以另類的以烤肉的方式舉行晚宴，尤其

舉行研討會的時間是英國日照最長的七月，一直到晚上十點左右天才會漸漸變黑，同時，七月份也是

英國天氣最好的時節，大家或站或坐、一邊享受烤肉食物一邊閒聊，並且大會亦趁此時間頒發最佳論

文獎，並且為明年的研討會進行宣傳，算是參加過的研討會中較為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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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 & Best Paper Awards 

 

▲ The Founder’s Building。研討會主要用餐地點，亦為倫敦皇家哈洛威學院最著名且具代表性之地標。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會議進行過程中，大會亦安排英國著名的學術出版社 Sage Publications 在

研討會四天中在場內設置攤位。在攤位上除了販售與行銷學相關的學術出版品之外，更請負責行銷學

領域的editor 全程與會，與會者除了可以藉由此機會購買書籍外，更可以透過與 editor 的對話，了解

學術出版社選書之觀點，也是另一項很大的收穫。由於此 editor 對於藝術行銷十分有興趣，在會後也

通過幾次的 email，之後或許可以有合作的機會，並增加與學術出版社的網絡。此外，也透過 Gala Dinner，

與英國一位傳播學的老師深談，她提到她目前正與一位學者在編輯一本與亞洲的社群媒體相關的論文，

她也邀請我提一篇 book chapter 的 proposal 給主編，我趁會後留在英國的時間也完成了這個 book 

chapter proposal，並寄出去給主編，目前正等候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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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管理學院大樓，亦為主要研討會地點。 

 

 

▲ 在 The Founder’s Building 的 Gala Dinner，特別以BBQ方式進行 

 

三、 與會心得與建議 

Macromarketing 研討會的分類較一般管理類研討會仔細，因此在與相同主題的與會者討論時較能

夠聚焦，同時亦能藉由其他參與者的背景，瞭解更多理論以及實務面向的看法，讓研究方向更臻完整。

以這一次參與研討會為例，我發現藝術行銷這個主題幾乎全是歐洲與美國的學者，與會者除了英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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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來自美國、義大利、西班牙、德國的學者，只有我一位來自亞洲；但從與其他學者的交流和討論中

也發現，這個領域雖然是個新興的領域，但由於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及被各國政府所重視，也愈來愈

多學者對於這個領域展現出興趣，這也表示藝術行銷領域雖然還在發展當中，但未來的發展空間仍很

大。而除了「藝術與文化」主題外，我也參與了其他感興趣主題的研討，也透過其他學者的報告，得

知在此領域中新興的研究方向與研究方法，而且與會者的背景以及論文主題是多元的。例如：有幾個

學者以社會學的角度探討消費，亦提供了不同的觀點；另外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探討宗教與消費，雖然

這個議題我並不是太陌生，但聽到一位英國的教授以未曾聽過的觀點去探討佛教與消費，著實令我感

受良多；我們往往在追求特別或是有趣的研討主題，但卻忽略身邊的事物。另外，因為政大頂大計畫

十分關注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新議題，因此參加了一場主題是以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其中有一篇報告

是以「公平貿易小鎮 (fairtrade towns)」相關，探討地方及品牌 (branding) 間的關係，很有趣的是，之

前我進行的頂大計畫以宜蘭和博物館相關，該概念也是類似，其講者提出，在以公平貿易小鎮進行地

方行銷，是應該是「觀光角度 (tourism angle)」或「道德角度 (ethical angle)」為主，是地方政府應該

以決定的方向。  

 

▲ 「宗教與行銷」主題的討論 

 最後， 而本次研討會所舉辦的地點雖然在倫敦，但實際上卻在倫敦效區的 Egham，從倫敦市中心

必須再轉搭約45分鐘的火車到 Egham，雖然研討會地點不在倫敦市中心，因此所有的與會者幾乎都住

在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學生宿舍中，也因為如此，在四天的研討會中，常有機會碰到相同的與

會來賓，也比較能夠深聊，而大部份的與會者皆在學校中待滿四天，這與其他超大型的研討會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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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在這種情形之下，學校提供的住宿設備和餐飲服務就變的十分重要。我們在研討會的第一天 

check-in 時，幾乎就如同在旅館 check-in 一樣，因為是學生宿舍，所以一層約有 6-7 間房間，每個房

間皆有獨立衛浴，並共用一間廚房；而住在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校園就像是一座森林，每天從

宿舍走到研討會地點就像是在做森林浴，讓身心都受到洗滌。後來聽主辦單位提到，辦這個研討會，

光付給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費用就高達 22 萬英鎊（約新台幣 1,100 萬），雖然這個費用包括

了住宿、餐飲、場地租借等，但對於收取了註冊費及會員會費的主辦單位來說，也只能剛剛好打平而

已。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得出來，英國的大學因為要自籌經費，發展出來許多服務，在暑假學生最少的

時候，學生也可以透過舉辦研討會、summer school 賺取經費。最後，也因為研討會地點在倫敦，因此

也吸引了許多國際的與會者前來參會，由此可見舉辦地點對於參與研討會決定之影響。 

 

▲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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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宿舍區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宿舍提供公平貿易的茶和咖啡 

 

  在建議部份，提供兩點做為參考： 

 

1. 透過重要活動、事件的舉辦展現學校實力： 

  本次研討會最大受惠單位除了 Macromarketing Society 以外，主辦單位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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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在組織上展現其名校的風範以及舉辦國際會議的實力。例如，住在學院宿舍中就如何住在旅

館當中，其服務有一定水準，而且對於與會者而言，因為其美麗自然的校園，讓參與研討會這件

事變得很自在而且舒服。此外，大會餐點的安排主要在其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 Founder’s Building 

中，也透過每日三餐不同地點的安排，讓與會者感受到學校名校的風範。例如：有一天的晚餐安

排在 Picture Gallery，這個房間內掛滿了不同時期的油畫，讓人如同身處在美術館中用餐，實在是

個很難得的體驗。而研討會的地點皆在步行一分鐘左右的範圍，在趕場時也十分方便。  

 

2. 跨領域學者應慎選研討會作為發表自己作品的平台： 

  國際間每年同一個領域皆有數十個甚至數百個研討會，如何選擇適當的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

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建議應考慮研討會的屬性是否與自己的研究主題是否相符，尤其對跨領域

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能找到未來可以對話甚至合作的對象就更好。另外，能夠在研

討會找到聽得懂你研究主題的人，也是一件重要但不容易的工作。這雖然是我第一次參與 

Macromarketing Annual Conference 研討會，但我發現這次出席的與會者彼此之間就像是老朋友一

般，後來聽博士班指導教授提到，這個研討會是她每年固定參與的研討會，而與會者當中有許多

都是像她一樣，因此幾年下來，跟這些國際上的著名學者也逐漸熟稔，透過幾年研討會的密集交

流，可以跟這個學者切磋研究心得以及論文撰寫上的建立，也就是說因為已開始建立一個學術網

絡，連續幾年在同一個研討會見到幾位上次聊過天或是討論過論文的人，更能時常讓這個網絡關

係維繫下去，因為適時與國際重要社群對話，才不會限制想法，並且讓思辯過程更臻完整。文化

創意產業原本就是有跨產業的特性，雖然這是一種以行銷學為主的研討會，但其中的子題卻有聚

焦於藝術與文化產業，對於像我這樣跨領域的研究者來說是很重要且有收穫的。 

 

四、 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大會論文摘要集紙本乙本。 

 

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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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席第三十九屆宏觀行銷學國際研討會 
 

 

 

 

 

 

 
服務機關：國立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姓名職稱：張瑜倩 助理教授 

派赴國家：英國倫敦 

出國期間：2014 年 6 月 30 日至 2014 年 7 月 6 日 

報告日期：2014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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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出國成果報告書（格式） 

計畫編號
1
 103H121 執行單位

2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

所 
出國人員 張瑜倩 出國日期 2014 年 6 月 30 日至 2014

年 7 月 6 日，共 7 日 
出國地點

3
 英國倫敦 出國經費

4
 NTD$ 83,183 

報告內容摘要(請以200 字～300 字說明) 

本人今年所投搞之論文“Social media and music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a K-POP fan community” 
旨在探討社群媒體如何影響音樂消費，為一跨領域（文化創意產業及行銷管理）之研究，並以韓

國團體 Super Junior 做為個案。本論文日前被 The 39th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 大會接

受，並將安排在“Arts and Culture” 子題中進行口頭發表。藝術行銷與管理領域之研究人員多以歐

美為主，透過參與此研討會，能取得政大及政大商學院在此領域上的發聲權。本次研討會欲發表

之文章亦為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之一部份，論文旨在探討韓國流行音樂如何透過社群媒體上的粉

絲社群的擴散到世界，並以在亞洲十分受到歡迎的 Super Junior 做為個案進行分析。 

 

        

（本文
5
）：詳述於下節 

 

 

建議事項參採情形 出國人建議 單位主管覆核 

建議 
採行 

建議 
研議 

同意立

即採行 

納入 

研議 
不採行 

1. 與國際間重要的文創產業相關社群對話  ✓    

2. 透過重要活動或事件的舉辦展現學校實力  ✓    

3. 跨領域學者應慎選研討會作為發表自己作品的平台  ✓    

 

                                   
1 單位出國案如有1 案以上，計畫編號請以頂大計畫辦公室核給之單位計畫編號 + 「-XX（單位自編2 位數出國案序號）」型式為

之。如僅有1 案，則以頂大計畫單位編號為之即可。 
2 執行單位係指頂大計畫單位編號對應之單位。 
3 出國地點請寫前往之國家之大學、機關組織或會議名稱。 
4 出國經費指的是實際核銷金額，單位以元計。 
5 頁數不限，但應含「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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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103 年 8  月 27 日 

 

報告人姓名 
 

張瑜倩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助理教授 

     時間 

會議 

     地點 

2014 年7 月2 日至5 日 

英國  倫敦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102-2410-H-004-209 

會議 

名稱 

 (中文) 第三十九屆宏觀行銷學國際研討會 

 (英文) The 39
th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 

發表 

論文 

題目 

 (中文) 社群媒體與音樂消費：以韓樂粉絲社群為例 

 (英文) Social media and music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a K-pop fa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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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Macromarketing Society 今年將在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舉辦其第39 屆的年會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由 Macromarketing Society 所編輯出版的 Journal of Marcromarketing 學術期刊

，亦為國科會管二學門行銷領域之推薦期刊。 

 

本人今年所投搞之論文“Social media and music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a K-POP fan community” 旨

在探討社群媒體如何影響音樂消費，為一跨領域（文化創意產業及行銷管理）之研究，並以韓國團體Super 

Junior做為個案。本論文日前被 The 39th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 大會接受，並將安排在“Arts and 

Culture” 子題中進行口頭發表。藝術行銷與管理領域之研究人員多以歐美為主，透過參與此研討會，能取得

政大及政大商學院在此領域上的發聲權。本次研討會欲發表之文章亦為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之一部份，論

文旨在探討韓國流行音樂如何透過社群媒體上的粉絲社群的擴散到世界，並以在亞洲十分受到歡迎的 Super 

Junior 做為個案進行分析。 

 

本次論文發表除了能夠與該領域之社群對話外，更期待能藉由參與此研討會，得到此論文內容上的回

饋，以充實論文之深度，將對於往後將此論文投稿至國際期刊更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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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參加 “The 39th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是本人首次的參與此研討會；此研討會由 

Macromarketing Society 於每天世界不同城市舉辦，而明年則會回到美國，在芝加哥舉辦。此研討會歴史悠

久，今年已是第三十九屆，而每天均吸引數百位學者參與，並且有世界著名的行銷學學者與會，可說已具

有一定規模。這次的研討會是由英國倫敦大學下的皇家哈洛威學院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下的商學院主辦，大會主席則是美國威斯康辛州馬凱特大學 (Marquette University) 的雷克茲尼亞克教授 

(Professor Gene Laczniak))。研討會議時間為2014 年7 月2 日早上開幕，至 7 月 5 日下午為止，一共四天的議

程，而研討會地點則設在英國倫敦大學下的皇家哈洛威學院的校園內。雖然皇家哈洛威學院是倫敦大學體

系下的學院，但其地點並不在倫敦市中心，而是位於倫敦郊區的 Egham 小鎮上；由於 Egham 小鎮不大，

大部份的研討會與會者皆住宿在皇家哈洛威學院的宿舍內，多數與會者皆出席全程四天的研討會，而協助

辦理研討會的家皇家哈洛威學院也為學校增加額外收入。 

 

▲大會手冊及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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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每年參與國際研討會發現，在國外的研討會已儘量減少研討會論文集的印製，大會多印製論

文簡短摘要（約一兩段文字，或甚至有的研討會只提供論文題目及所屬主題），而論文全文或較詳盡的介

紹多以電子檔方式呈現，讓與會者自行上網下載，如此可減少紙張的使用，也是種環保的作為。  

 

    本次研討會主題為「宏觀行銷學及社會想像的危機 (Macromarketing and the Crisis of the Social 

Imagination)」，而所謂的「宏觀行銷」（或有人稱之為「巨觀行銷」）指的是將行銷活動與社會聯結，主

要探討市場行銷與社會需求以及社會經濟間的關係，可被視為是一個重要的過程，因此此研討論著重的行

銷是提升至社會經濟層面的議題探討，這包括了政策面、經濟面以及整個行銷系統觀點。 

 

    研討會在同一個時段皆有三至四個主題不等的論文發表場次，每個場次約三至四篇論文，每場次的論

文發表約有50-70位左右不等，來自世界各國不同國家的學者參與，可見此研討會已有相當國際知名度，吸

引了全世界與行銷學相關領域學者前來共同與會。以本年度的研討會為例，一共有以下幾個主題：藝術與

文化 (art & culture)、研究方法 (macromarketing research methodology)、宏觀行銷學研究的新觀點 (new 

perspectives in macromarketing research)、非法市場 (illegal & dark market)、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姓別主

體性及市場意識型態 (gendered subjectivities and marketplace ideologies)、complementary currencies and 

alternative local marketplace、家庭、食物與市場 (family, food and market)、永續性、市場與行銷 (sustainability, 

markets and marketing)、緊縮時期的市場與家庭支出 (the market and the household in times of austerity)、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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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 (marketing theory)、消費者弱點 (consumer vulnerability)、暴力、剝削與奴役 (violence, exploitation and 

servitude)、宗教與行銷 (religion & marketing)、行銷與心理分析 (marketing & psychoanalysis)、行銷倫理與企

業社會責任 (marketing ethics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新自由主義與宏觀行銷 (neoliberalism and 

macromarketing)、重溫宏觀行銷管理 (revisiting macromarekting management)，每個主題均有2-3場的研討，

因此可針對有興趣或己身的研究領域進行深入的了解，並且知道在世界上該領域的新興研究；另外大會也

安排十個場次左右的圓桌討論 (roundtable panels)。本次研討會參與的學者橫跨歐美亞洲等，然而亞洲地區

的國家卻很少有與會學者，台灣也只有我一位與會，而其他亞洲國家則有印度、馬來西亞、泰國的與會者

。同時，我亦在研討會遇到幾位在英國求學及工作時接觸過的學者，有的已數年不見，在研討會場遇到，

除了可以敘舊外，同時也交換及分享目前研究的主題及現況。 

 

▲ 2014 The 39th Annual 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 研討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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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討會我的論文被安排在7月3日上午11:00至下午1:00這個場次，本場次主題為「藝術與文化（二

）」；這一場論文發表的主持人亦是藝術行銷領域享有盛名的 Dr. Derrick Chong，其著作「藝術管理 (Arts 

Management) 也是我上課及做研究時重要的參考書目。此外，巧合的是，與我同一場次的發表者有另外三

位學者，均與我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相識，彼此也都認識；其他三位與會者為英國伯明罕大學的 Dr. Finola 

Kerrigan，她同時也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英國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 的助理教授 Dr. Chloe 

Preece 和剛取得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 Dr. Victoria Rodner。Dr. Finola Kerrigan的論文是研究以曾獲得英

國政府補助所拍攝的電影，其電影內所提供的英國觀點 (vision of the nation) 為何，發表者認為，電影是一

個地方行銷 (destination marketing) 的重要工具，因為她提出電影是向外呈現及行銷英國社會議題的媒界。

Dr. Chloe Preece則是從三位十分具有話題性的藝術家 艾未未 (Ai Weiwei)、Michael Landy 和 Banksy 做為

個案，去探討藝術家如何向消費者塑造及傳遞其價值，並討論當代藝術的消費主義是如何建構出來的。Dr. 

Victoria Rodner 則是以委內瑞拉的國家博物館群做為個案，探討在國家文化政策發展過程中，批判性地提出

在發展中國家脈略下，文化機構中制度理論的死亡，並因為文化霸權，讓博物館的成立反而傷害了視覺藝

術的產業結構。而我的研究則是以韓樂的線上粉絲社群做為個案，探討韓國的流行音樂透過社群媒體擴散

至世界各位，而社群媒體除了擔任訊息傳播的功能外，更間接促進了音樂的消費，除了實體音樂產品（如

：CD）外，非實體的音樂產品（如：演唱會、應援活動）更是韓樂獲取利潤的主要來源，亦是主要透過社

群媒體傳播訊息。我們這一場四個研究，分別探討不同的文創產業，再加上算是同一個時段中較為受歡迎

的主題，因此參與的人也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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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論文發表 

發表後約有15分鐘左右的，得到數個問題的回饋，有的是要釐清一些細節，但也得到幾個反饋，可深

入做作為後續修正論文的參考，例如：建議可以比較在西方國家非常成功的 Psy，理解與 Super Junior 在

社群媒體上行銷之不同之處、韓樂是否將其偶像個人或團體當成商品 (merchandise)，因此在行銷上已發展

出一套固定的模式。發表後，也跟一些對文化展演機構或藝術行銷主題有興趣的聽眾交換名片，留下後續

連絡的方式。 

 

  一如國際研討會的慣例，在會議進行中大會會安排一次晚宴 (Gala Dinner)，目的是讓與會者在嚴肅的

研討會場合外，輕鬆地交談以及建立網絡關係。這次研討會的晚宴就選擇在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內最

著名的 Founder’s Building、在古色古香的建築物中，以另類的以烤肉的方式舉行晚宴，尤其舉行研討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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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英國日照最長的七月，一直到晚上十點左右天才會漸漸變黑，同時，七月份也是英國天氣最好的時

節，大家或站或坐、一邊享受烤肉食物一邊閒聊，並且大會亦趁此時間頒發最佳論文獎，並且為明年的研

討會進行宣傳，算是參加過的研討會中較為特別的。  

 

▲	 BBQ & Best Paper Awards 

 

▲ The Founder’s Building。研討會主要的用餐地點，亦為倫敦皇家哈洛威學院最著名且具代表性之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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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會議進行過程中，大會亦安排英國著名的學術出版社 Sage Publications 在研

討會四天中在場內設置攤位。在攤位上除了販售與行銷學相關的學術出版品之外，更請負責行銷學領域的

editor 全程與會，與會者除了可以藉由此機會購買書籍外，更可以透過與 editor 的對話，了解學術出版社

選書之觀點，也是另一項很大的收穫。由於此 editor 對於藝術行銷十分有興趣，在會後也通過幾次的 email

，之後或許可以有合作的機會，並增加與學術出版社的網絡。此外，也透過 Gala Dinner，與英國一位傳播

學的老師深談，她提到她目前正與一位學者在編輯一本與亞洲的社群媒體相關的論文，她也邀請我提一篇 

book chapter 的 proposal 給主編，我趁會後留在英國的時間也完成了這個 book chapter proposal，並寄出去

給主編，目前正等候審查結果。  

 

▲ 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管理學院大樓，亦為主要研討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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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The Founder’s Building 的 Gala Dinner，特別以BBQ方式進行 

 

三、	 與會心得與建議 

Macromarketing 研討會的分類較一般管理類研討會仔細，因此在與相同主題的與會者討論時較能夠聚

焦，同時亦能藉由其他參與者的背景，瞭解更多理論以及實務面向的看法，讓研究方向更臻完整。以這一

次參與研討會為例，我發現藝術行銷這個主題幾乎全是歐洲與美國的學者，與會者除了英國外，有來自美

國、義大利、西班牙、德國的學者，只有我一位來自亞洲；但從與其他學者的交流和討論中也發現，這個

領域雖然是個新興的領域，但由於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及被各國政府所重視，也愈來愈多學者對於這個領

域展現出興趣，這也表示藝術行銷領域雖然還在發展當中，但未來的發展空間仍很大。而除了「藝術與文

化」主題外，我也參與了其他感興趣主題的研討，也透過其他學者的報告，得知在此領域中新興的研究方

向與研究方法，而且與會者的背景以及論文主題是多元的。例如：有幾個學者以社會學的角度探討消費，

亦提供了不同的觀點；另外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探討宗教與消費，雖然這個議題我並不是太陌生，但聽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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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英國的教授以未曾聽過的觀點去探討佛教與消費，著實令我感受良多；我們往往在追求特別或是有趣的

研討主題，但卻忽略身邊的事物。另外，因為政大頂大計畫十分關注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新議題，因此參加

了一場主題是以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其中有一篇報告是以「公平貿易小鎮 (fairtrade towns)」相關，探討

地方及品牌 (branding) 間的關係，很有趣的是，之前我進行的頂大計畫以宜蘭和博物館相關，該概念也是

類似，其講者提出，在以公平貿易小鎮進行地方行銷，是應該是「觀光角度 (tourism angle)」或「道德角度 

(ethical angle)」為主，是地方政府應該以決定的方向。  

 

▲	 「宗教與行銷」主題的討論 

 最後， 而本次研討會所舉辦的地點雖然在倫敦，但實際上卻在倫敦效區的 Egham，從倫敦市中心必須再

轉搭約45分鐘的火車到 Egham，雖然研討會地點不在倫敦市中心，因此所有的與會者幾乎都住在倫敦大學

皇家哈洛威學院的學生宿舍中，也因為如此，在四天的研討會中，常有機會碰到相同的與會來賓，也比較

能夠深聊，而大部份的與會者皆在學校中待滿四天，這與其他超大型的研討會有所差別。在這種情形之下



第 14 頁 

，學校提供的住宿設備和餐飲服務就變的十分重要。我們在研討會的第一天 check-in 時，幾乎就如同在旅

館 check-in 一樣，因為是學生宿舍，所以一層約有 6-7 間房間，每個房間皆有獨立衛浴，並共用一間廚房

；而住在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校園就像是一座森林，每天從宿舍走到研討會地點就像是在做森林浴

，讓身心都受到洗滌。後來聽主辦單位提到，辦這個研討會，光付給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費用就高

達 22 萬英鎊（約新台幣 1,100 萬），雖然這個費用包括了住宿、餐飲、場地租借等，但對於收取了註冊

費及會員會費的主辦單位來說，也只能剛剛好打平而已。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得出來，英國的大學因為要自

籌經費，發展出來許多服務，在暑假學生最少的時候，學生也可以透過舉辦研討會、summer school 賺取經

費。最後，也因為研討會地點在倫敦，因此也吸引了許多國際的與會者前來參會，由此可見舉辦地點對於

參與研討會決定之影響。 

 

▲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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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宿舍區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宿舍提供公平貿易的茶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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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議部份，提供兩點做為參考： 

1. 透過重要活動、事件的舉辦展現學校實力： 

  本次研討會最大受惠單位除了 Macromarketing Society 以外，主辦單位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

在組織上展現其名校的風範以及舉辦國際會議的實力。例如，住在學院宿舍中就如何住在旅館當中，

其服務有一定水準，而且對於與會者而言，因為其美麗自然的校園，讓參與研討會這件事變得很自在

而且舒服。此外，大會餐點的安排主要在其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 Founder’s Building 中，也透過每日三

餐不同地點的安排，讓與會者感受到學校名校的風範。例如：有一天的晚餐安排在 Picture Gallery，這

個房間內掛滿了不同時期的油畫，讓人如同身處在美術館中用餐，實在是個很難得的體驗。而研討會

的地點皆在步行一分鐘左右的範圍，在趕場時也十分方便。  

 

2. 跨領域學者應慎選研討會作為發表自己作品的平台： 

  國際間每年同一個領域皆有數十個甚至數百個研討會，如何選擇適當的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是

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建議應考慮研討會的屬性是否與自己的研究主題是否相符，尤其對跨領域的人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能找到未來可以對話甚至合作的對象就更好。另外，能夠在研討會找到聽

得懂你研究主題的人，也是一件重要但不容易的工作。這雖然是我第一次參與 Macromarketing Annual 

Conference 研討會，但我發現這次出席的與會者彼此之間就像是老朋友一般，後來聽博士班指導教授

提到，這個研討會是她每年固定參與的研討會，而與會者當中有許多都是像她一樣，因此幾年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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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這些國際上的著名學者也逐漸熟稔，透過幾年研討會的密集交流，可以跟這個學者切磋研究心得以

及論文撰寫上的建立，也就是說因為已開始建立一個學術網絡，連續幾年在同一個研討會見到幾位上

次聊過天或是討論過論文的人，更能時常讓這個網絡關係維繫下去，因為適時與國際重要社群對話，

才不會限制想法，並且讓思辯過程更臻完整。文化創意產業原本就是有跨產業的特性，雖然這是一種

以行銷學為主的研討會，但其中的子題卻有聚焦於藝術與文化產業，對於像我這樣跨領域的研究者來

說是很重要且有收穫的。 

 

 

四、	 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大會論文摘要集紙本乙本。 

 

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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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投搞國際研討會，已被 PICMET及Macromarketing Conference接受，將於六

月至美國進行論文發表。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研究應該台灣少數以民族學誌研究室，從策展概念產生至展演完成皆參與

在其中，並收集資料的研究。 

 

在進行參與式觀察的過程當中，計畫主持人除了可保持原已建立的人脈關

係，更可接觸許多重要的私人的藝術文化團體，這些被稱為「文化實業家」

(cultural entrepreneurs) 是文創產業中最為重要的一群人，他們可創造出文創

產業中約百分之八十的產值，文化實業家是文化的仲介商和夢想家，從文化

活動中產生利潤，他們具有創新的想法，就造了文化事業 (cultural enterprises) 

以及活絡了文化生 

產活動，更增加了許多工作機會。藉由與此議題熟稔的實務界人士頻繁地接

觸，進而與理論結合，培養出更具實務與問題解決導向的研究意識。 

 

從研究過程中，除了得到許多藝文團體的支持和協助，同時亦反饋他們，將

所長實際運用到組織中，也從這個過程發現，文創產業要發展，必須給予許

多新興品牌在管理上的協助，尤其以智財、行銷更是他們所需要的。也藉由



這個過程，讓文創界了解管理的重要性。 
 


	1. 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
	2. 文化創意產業與商業模式
	3. 價值共創
	4. 小結
	參考文獻
	1. 中文部份
	2. 英文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