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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文化創意產業是當前我國推動經濟發展的重點產業，面對全

球化下的強烈競爭，文創企業唯有發展合適的經營模式，才

能在創造顧客價值的同時，亦維持良好的經營績效，故文創

商業模式議題之探討實屬迫切。本計畫以先前研究所建構之

文創價值鏈(CCVC)為基礎，從成功案例中歸納出台灣文創產

業中可能存有：品牌行銷管理公司、設計師個人品牌、製造

商品牌、文創通路商、共同品牌模式，和跨產業多角化等六

種不同的品牌價值創造模式。然而，各種文創品牌商業模式

背後之核心邏輯、商業模式又是如何運作，現有文創相關文

獻尚未對此議題作深入探索和缺乏完整明晰的剖析。延伸過

去研究成果，本研究依此 CCVC 脈絡下運用紮根理論和個案研

究，以探索導向(discovery-oriented)之取向探討各種不同

文創業者商業模式背後所代表的關鍵核心能耐為何，再從中

探索業者如何考量營運風險、如何擇定可行的商業模式以引

導核心能耐之建構。最後，本研究亦將探討各業者在採取所

屬商業模式後是如何建構阻隔機制以建立持久性競爭優勢。 

中文關鍵詞： 文創價值鏈、商業模式、交易成本、資源基礎理論 

英 文 摘 要 ： Today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CI)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the growth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global competition 

becomes more intensified, CCI firms in Taiwan should 

put more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viable business 

models and the alignment of business models with 

valu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maximization. As in 

our previous research on Culture Creative-based Value 

Chain (CCVC), we have identified six main types of 

brand management model in Taiwan＇s CCI, which are 

marketing management company, designer brand, 

manufacturer brand, channel brand, alliance brand, 

and cross-industry diversification model. Also, these 

models vary widely in their configuration of value 

creating activities. Studies on CCI business models 

are, however, still scarce and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management does not fully explain how 

these business models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underlying logics of business models in CCI.  

Based on our findings and previously developed CCVC 

models, this project will use case study and grounded 

theory as main methodologies to investigate: how core 

competency can be developed or maintained and their 



roles in the business model, how risk and uncertainty 

can be managed by CCI firms and how to cultivate a 

viable business model and build up required key 

resources to make such business model work. Lastly, 

this project will also examine how CCI firms reshape 

business models to outperform competitors and 

leapfrog them into new area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英文關鍵詞： Cultural and creative value chain, business model, 

transaction cost, resource-bas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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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創意產業是當前我國推動經濟發展的重點產業，面對全球化下的強烈競爭，文創企業唯有發

展合適的經營模式，才能在創造顧客價值的同時，亦維持良好的經營績效，故文創商業模式議題之探

討實屬迫切。本計畫以先前研究所建構之文創價值鏈(CCVC)為基礎，從成功案例中歸納出台灣文創產

業中可能存有：品牌行銷管理公司、設計師個人品牌、製造商品牌、文創通路商、共同品牌模式，和

跨產業多角化等六種不同的品牌價值創造模式。然而，各種文創品牌商業模式背後之核心邏輯、商業

模式又是如何運作，現有文創相關文獻尚未對此議題作深入探索和缺乏完整明晰的剖析。延伸過去研

究成果，本研究依此 CCVC 脈絡下運用紮根理論和個案研究，以探索導向(discovery-oriented)之取向

探討各種不同文創業者商業模式背後所代表的關鍵核心能耐為何，再從中探索業者如何考量營運風

險、如何擇定可行的商業模式以引導核心能耐之建構。最後，本研究亦將探討各業者在採取所屬商業

模式後是如何建構阻隔機制以建立持久性競爭優勢。 

 

關鍵字：文創價值鏈、商業模式、交易成本、資源基礎理論 

 

 

Abstract 

Today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CI)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the growth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global competition becomes more intensified, CCI firms in Taiwan 

should put more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viable business models and the alignment of business models 

with valu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maximization. As in our previous research on Culture Creative-based 

Value Chain (CCVC), we have identified six main types of brand management model in Taiwan’s CCI, which 

are marketing management company, designer brand, manufacturer brand, channel brand, alliance brand, and 

cross-industry diversification model. Also, these models vary widely in their configuration of value creating 

activities. Studies on CCI business models are, however, still scarce and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management 

does not fully explain how these business models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underlying logics of 

business models in CCI.  

Based on our findings and previously developed CCVC models, this project will use case study and 

grounded theory as main methodologies to investigate: how core competency can be developed or maintained 

and their roles in the business model, how risk and uncertainty can be managed by CCI firms and how to 

cultivate a viable business model and build up required key resources to make such business model work. 

Lastly, this project will also examine how CCI firms reshape business models to outperform competitors and 

leapfrog them into new area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Keywor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value chain, business model, transaction cost, resource-bas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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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過去二十年來，由於富裕程度與休閒時間的增加，人類的經濟生活受文化與美學元素的影響不斷

在擴大中，許多商品與服務因為加入了文化的內涵或意義而使其經濟價值有所提升 (Postrell, 2003)。加

上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興起，21 世紀的經濟型態從原先的福特主義的經濟現象轉變成以創新

(Innovation)為導向的知識經濟型態(Schapiro, Abercrombie, Lash, and Lury, 1992)；也因這兩股風潮，間

接地促成「文化創意產業」的誕生。從國外的研究及實務經驗可知，許多商品與服務因為融入了文化

內涵或創意而使其經濟價值有所提升(Andersson and Andersson, 2006; Keane, 2009; Potts, 2007; Potts, 

Cunningham, Hartley, Ormerod, 2008)，也因為商品或服務的價值表現係建立在前述的元素基礎上，因此

探討文化創意業者如何透過品牌經營創造文化創意產品之價值上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工藝可謂為文創產業的主流，東方元素始終是台灣百家設計師們呈現在商品中的主要特色，如琉

璃工坊、琉園與法藍瓷的典雅精品、朱銘大師的經典劇作：太極、台明將與彰濱工業區多家玻璃工廠

所合作自創的共同品牌 TTG，這些工藝廠商皆是為創造文創產業價值的成功案例。在 1990 年之前，傳

統工藝產業如木竹工藝及家具、陶瓷玻璃石材工藝，強調快速且大量的出口產業(孔憲法、閻永祺、吳

牧學，2008)；發展後期，業者開始追求材質、產品及服務的多樣化，且在魅力形象方面以精緻化及優

質品牌為訴求，致力於轉型為自創品牌以追求外銷業績的發展(王麗卿、聶志高，2004)。隨著文化與創

意在商品設計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要能讓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業者在國際上打響知名度與拓展國際

市場，走向品牌建立之路是必然的途徑(Pine and Gilmore, 2009; 洪順慶，2006)。Henry (2007) 更指出

文創產業要能創造高附加價值，並以高價格售出以對抗產業低價競爭或競爭者的仿冒，首要取決便是

在於創造獨特的品牌價值。Hartley (2004)更以概念，強調文創產業的價值鏈應該著重於「意涵」的價

值流程來分析，即明商品的價值在於有過去的歷史、文化等故事，經由文本(text)的轉換，將價值變成

實體商品來傳達(O’Reilly, 2005)；風靡全國的海角七號電影中，其琉璃背後有其故事典範來建構文創價

值，此便是最好的例子。 

近年來以品牌化或品牌權益觀點探討企業經營品牌之「品牌價值鏈」議題受到不少學者重視(Reid, 

Luxton, and Mavondo, 2005; Taylor, 2006)，惟目前國內有關此議題的研究亦如鳳毛麟角。以企業為顧客

創價值的前提下，傳統的價值創造係企業單方面所創造，產品和服務是價值的基礎，因此相關研究著

重於技術、產品及製程的創新。其中，又以競爭策略學者—Porter(1985)所提出價值鏈(value chain)的分

析架構為濫觴。然而，Pratt (2004) 也說明文創產業的價值在於創意本身，而此價值單元亦無法在傳統

價值鏈的模型中顯現。Hartley(2004)則強調文創產業的價值鏈應該著重於「意涵」的價值流程來分析，

即說明商品的價值在於有過去的歷史、文化等故事，經由文本(text)的轉換，將價值變成實體商品來傳

達(O’Reilly, 2005)；如曾經風靡全國的「海角七號」電影中，主角們配戴的琉璃珠背後有其故事典範來

建構文創品牌價值，便是最好的例子。綜上所述，本研究問題：各種 CCVC 商業模式實際運行時，其

核心能耐為何？有何不同？到底如何藉由不同核心能耐來運作？其營運時擁有哪些關鍵資源、如何佈

署或有其一套關鍵流程、以及最後的利潤公式？ 

有鑑於此，本研究重新檢視並與過去品牌化之價值鏈、品牌經營商業模式相關理論對話(Ambler et 

al., 2002; Berry, 2000; Keller and Lehmann, 2003; Porter, 1985)，擬提出一個以文化創意為基礎的價值鏈 

(Culture Creative-Based Value Chain，CCVC) 之研究，彌補在文創產業品牌化之理論缺失。本研究目的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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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文創產業在「價值活動」上之特性。 

(二)以現有代表性案例探討目前文創業廠商進行品牌化的經營模式及內涵。 

(三)回顧學理文獻，釐清既有品牌化經營模式，並從中建構「文化創意業價值鏈」之概念性架構。 

 

貳、文獻回顧 

一、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產業最早代表著一種對於文化型態驟變的一種反思(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2)。回顧當前

被廣為引用的學術文獻可知，文化商品是一種內含創意的產品，體現智慧財產權，並傳達某種象徵意

義。也就是包含：創意的生產活動、產生與傳遞社會意義，以及產出有某種程度的智慧財產權(Throsby, 

2001)。文化產業亦被認為是「與社會意義產製(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meaning)直接相關的機制，主要

包括以獲利為導向的公司，也包括國家組織及非營利組織」(Hesmondhalgh, 2002)。Hesmondhalgh 認為

所謂核心的文化產業是指工業化產製、文本(text)流通及高度仰賴符號創作者的產業類別皆屬之。由於

這類文化產業依賴符號創造者的工作，所以重點在「文本的創造與流通」，所以核心是「文本」，其會

影響我們對於世界的看法。在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起自於 1995 年文建會舉辦之「文化．產業」

研討會，由陳其南所提出的「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概念，會中宣示了將「文化產業」作為文化

政策的項目之一(于國華，2003)。在 2008 年，行政院參酌各國對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的定義，以及台

灣產發展的特殊性，將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為「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

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及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經濟部、新聞局、文建會，

2009)。 

二、工藝產業 

工藝是「因人造物」的技藝，無從支持日常生活的實用品、支持身體與空間美化的美術裝飾品、

支持宗教與修身的信仰用品…等，工藝都藉由人造物的創造過程、交換過程、擁有過程與陪伴過程等

而豐富了人們的社會生活(黃世輝、李宜欣，2005)。工藝品和藝術品常被混淆，其差別在於藝術品並不

考慮生產時效、成本、市場接受性及實用性，僅追求創作者本身藝術理念的表達，但工藝卻必須與生

活結合，同時具有使用功能的實用性與美學價值的觀賞性(洪慶峰，2005)。由此可知工藝具有「生活所

用」的功能性，是作為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應用物而存在，另外在精神層次，亦反映當代人民的生活型

態。 

近代工藝所面臨的困難局面來自日常生活實用品的被替代、美術裝飾品與信仰用品的來源多樣

化，以及全球化帶來的成本價格衝擊等，使得工藝品逐漸走向藝術化與體驗教學化，應此要求更高的

創意運用，也因此工藝產業被納入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重點類別中，也代表工藝產業正以新時代的產

業觀點被重新定位(黃世輝、李宜欣，2005)。文建會更於 2009 年為工藝產業量身提出「工藝產業旗艦

計畫」為工藝產業的美學化、精質化、品牌化投入及整合更多資源(文建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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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價值鏈 

Porter(1985)為了能將企業依其策略性相關活動進行分解，瞭解企業的成本特性、以及現有與潛在

的差異化來源，提出價值鏈的觀念，藉其分析企業能否能夠比對手以更低的成本、或更高的效益執行

這些策略上舉足輕重的活動而獲得競爭優勢(說明：因價值鏈探索非本計畫重點，故僅簡略回顧)。價值

鏈是由主要活動和支援活動所組成，這些價值活動可以提供附加價值給顧客。主要活動包括：進料後

勤、生產作業、出料後勤、行銷與銷售，及服務等五個主要領域，此主要領域中的每項活動，都與支

援活動相連接，用以改進它們的效果或效率。支援活動包括：企業基本建設、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發

展、採購，此類活動目的是支援主要活動，也支援整個價值鏈。價值鏈分析過程中，因為價值活動本

身具備不同的經濟效益，價值活動之間的鏈結與個別的價值活動，都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來源。所

以當某些價值活動的細分與否攸關競爭優勢時，那些活動就必須不斷細分下去；至於無關緊要或經濟

效益類似的價值活動，則應結合起來 (Porter, 1985, p. 45)。 

不同的是，文創產業的價值鏈有時因為「價值」是來自於一家公司中，不同業者所組成(de Bruin, 

2005)。例如文創音樂或表演藝術，價值可能來自某一家公司(例如音樂唱片)，但其價值是音樂的作曲

曲風、歌手魅力，還是公司的行銷包裝？這是不同於過去傳統價值鏈的分析結構 (Henry, 2007)，並且

隨著不同種類的文創產業，其價值鏈的模組(pattern)更是複雜及不同(Pratt, 1997, 2004)。因此，後續將

採此觀念來探討文創業廠商品牌化CCVC的分析思維。 

四、經營模式 

過去文獻對於經營模式的描述及定義，大致在探討組織的投入和產出間的關聯，說明企業如何運

作的一整套系統、狀態，內容可能包含價值主張、核心能力、活動配置、組織設計與結構和營收機制

等等(e.g., Contractor and Lorange, 2002; Magretta, 2002; Saloner, Sheperd, and Podolny, 2001)。這些重要元

素的關聯性是指經營模式是由顧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及關鍵流程等四個相互連動的要素

構成，合在一起才能創造價(Johnson, Christensen, Kagermann, 2008)。 

Magretta (2002)認為一個好的經營模式足以回答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很早以前所提出的

問題：顧客是誰？顧客重視的是什麼？經營模式同時也回答每個經理人必然會問的基本問題：我們如

何從這些商業活動中賺取利潤？我們如何以適當成本，傳遞價值給顧客的根本經濟邏輯又是什麼？由

此可知，管理學門所描述的經營模式與文創產業的精神是一致的，這是因為本產業之所以存在起始於

各業者有過去歷史、文化等故事的價值主張(Hartley, 2004; Taylor, 2006)，後續再透過商品化過程中，

將這價值順利傳送出去，最後再獲取適當的利潤。基此，後續分析時，將依上述此類核心問題(本計畫

著重顧客價值主張、關鍵資源及關鍵流程)對業者進行訪談、收集資料、進行分析。 

五、品牌化(商業)模式、品牌化價值鏈 

無論是品牌價值鏈、品牌建構模式、品牌化模式，都是企業如何進行品牌形塑(Grace and O’Cass, 

2004; Hatch and Schultz, 2003; Keller and Lehmann, 2003)；行銷重點在於企業如何傳達品牌的價值，此

類議題主要概念起始於 Berry (2000)對服務的品牌化模式建構。Berry (2000)分析了 14 家服務表現優越

公司，探討其建構品牌權益的價值模式，主要元素包含有如何建立品牌知名度、品牌意涵(品牌形象)，

並從中延伸品牌化的議題，如口碑溝通與公共關係。其中，提升顧客對一企業的品牌形象，則著重在

如何了解顧客對公司的體驗；而這也是與產品品牌、製造商在建立品牌化的差別。晚期較屬於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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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莫過於 Keller and Lehmann (2003)提出品牌價值鏈。 

Hatch and Schultz (2003)以公司建立品牌的層次探討品牌化的內涵並指出依顧客為基礎的觀點來

考量，必須將員工、投資客、夥伴廠商、社區...等相關利害關係人納入考量。該文並以企業的「使命、

文化及形象」作為建構公司品牌化模式的關鍵要素；可惜的是該文未清楚描繪出公司品牌化的建構歷

程。Chang (2006) 基於先前 Keller (1998)探討顧客為基礎的品牌權益觀點，探討顧客對產品品牌的相關

構念來提出品牌建構模式並予以實證；然而該文所描述的品牌建構僅在於探討消費者對某品牌的忠誠

或是行為意願的因果機制，並非從企業如何思考品牌價值的觀點來談論。de Chernatony and Segal-Horn 

(2003) 宣稱在服務業的範疇下，品牌化模式不能以傳統產品為基礎來思考，要以企業文化為基礎、納

入員工(服務利潤鏈)、公司內部的凝聚與承諾這些元素；該作者採用服務利潤鏈的學理觀點(Heskett, 

1994)，納入公司和員工兩構面來建構服務品牌化模式。 

綜合上述，品牌化無論以哪一種名詞來界定，其主要描述一廠商如何進行將公司品牌的涵義傳達

至顧客身上的一套經營模式；品牌化核心意涵即是以企業向顧客承諾的最終品牌價值為導向和目標，

從企業經營的整個業務鏈入手，梳理和改善每一個環節，使之符合品牌價值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部分學者在論述品牌化已注意到文化的要素，只是從企業主的角度出發(即組織文化)，因此本計畫

將更著重於文創產業建構品牌化時，探訪其文化價值的重要性。 

参、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由於本文目的在探討文創產業是「如何」創造顧客價值、「如何」從其經營模式得出價值鏈之議題，

研究議題屬質性探索階段，因此為探索性的「為何」問題類型之研究；再者，過去尚未有研究涉及此

議題，現階段運用Porter價值鏈模式來闡述文創產業的價值創造亦仍不清楚，因此質性研究是較適合的

研究方式。本研究主要參考Kohli and Jaworski (1990)的研究方法的發現導向 (discovery-oriented)探索性

研究途徑，同時採取文獻回顧法以及實地訪查法。文獻回顧是針對文創產業對創造價值的相關領域文

獻來探討，從中擷取並歸納可能的理論元素作為擬定以文化創意為基礎的價值鏈之依據。實地訪查則

走訪目前所能接觸到相關文創業廠商在品牌化經營的相關發生地，如首屆舉辦「2010年台灣國際文化

創意博覽會」中的法蘭瓷、神話岩飾的藝拓，百貨公司駐點之八方新器、琉璃工坊，以及紅樓十六工

坊等。 

二、研究架構 

基於本研究主題「文創產業價值鏈、品牌化經營模式」係較屬探索性議題，故採質性研究法來達

成上述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並依Porter價值鏈模式為理論基礎，試著與傳統品牌化價值鏈，品牌化經

營模式等兩大理論(例如Ambler et al., 2002; Berry, 2000; Keller and Lehmann, 2003; Porter, 1985)對話，冀

其提出一個適用於文創業之價值鏈，以補足Porter模式之解釋缺口，並提出具台灣文創業獨特性之成功

商業模式。經初步調查結果(就次級資料、文獻和部分廠商訪談資料之分析)，提出研究概念示意圖如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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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選擇 

在文建會所定義及規範的十六種文創產業中，其中以工藝產業是台灣的藝術產業中發展較為成熟

者，而聯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在2008年創意經濟報告中亦指出，工藝產業是文化創意產業

在全球市場中，唯一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產業，1996-2005年的10年之內，發展中國家的工藝產業外銷

額成長近乎2倍，從77億美元提升至138億美元(經濟部、新聞局、文建會，2009)。從相關官方文件中可

得知，工藝產業不僅包含藝術價值的存在也融合了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具有實用性的價值(經濟部文化

創意產業推動小組，2003)。目前文建會除了在實行的文創發展二期計畫(民97-100年，預算24億)著重

於工藝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強化工藝產業邁向國際化發展外，未來於2009至2013年，文建會將專注打

造工藝旗艦產業計畫為目標，積極開創臺灣工藝轉型契機(經濟部、新聞局、文建會，2009)。 

個案選擇上除了考慮個案是否有其特殊地方或在所屬產業具其代表性外，研究上也須了解探討個

案所屬產業狀況 (Simons, 2009)。在文化創意產業十六項分類中與生活最息息相關的莫過於工藝產業，

由於工藝產業是文建會將其列為未來文創產業發展旗艦計畫的重要產業之一，且該產業下又有大如企

業上市上櫃公司，小至文創手工藝業者、文創工作室等多樣性的廠商，因此更適合本研究首年度欲試

著從多種不同類型的業者建構歸納CCVC的範疇。 

肆、研究結果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發現國內以 CCVC 經營的模式可能有：行銷管理公司、設計師個人品牌、製造商品牌、文

創通路商、共同品牌模式、跨產業結合體等六種品牌化經營模式；詳如下表 1 所示。基於篇幅考量，

以下就各模式進行概略介紹。 

 

研究問題：核心能耐 

 商業模式如何運行 

 關鍵資源、關鍵流

程、獲利模式 

持久競

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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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藝產業品牌經營模式簡介 

價值鏈 

 

模式/個案 

Culture Ideation 
Design 

(Innovation) 
Production 

Marketing 

Branding Channel 

MODEL 1：品牌行銷管理公司 

藝拓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神話岩

飾」『Tales』 

以東方文化

基底闡述故

事 

東方故事主題+

石材刻劃的發

想 

當地設計師進

行板模、材料選

用「岩飾」為主

當地取材、各

國基地出貨 

OBM、一致性 

形象 

國際代理商

代銷；先歐洲

轉亞洲 

台灣吉而好公司

『Poodehii』（諧音

布袋戲） 

結合西方設

計風格技巧

與東方傳統

深厚文化 

以生活觀察的

精神做為軸

心，利用東方觀

點與時尚設計

的訴求 

重視設計師的

手，為整合本土

設計師的交流

平台 

發展自有品

牌產品線，仍

同時接 ODM

案，並代理國

外商品，以培

養口袋深度 

操作戲偶的

手，決定一齣

戲的成敗；設

計師的手，關

鍵著一件文化

商品能否有令

人深思的文化

內涵 

美、日、韓等

60 餘國的百

貨和精品連

鎖店通路。國

內百貨通

路，五大便利

超商的文具

櫃供應商。 

MODEL 2：設計師個人品牌 

琉璃工房『 liuli 

living 』、 琉 園

『tittot』 

產品不能只

在技法和材

質的層面，

強調歷史與

文化的歸屬 

琉璃+科技；跳

脫不再是「觀

賞」 

脫蠟鑄造法 外地生產(高

價精品在台

灣) 

設計師個人品

牌、OBM by 

firm 

專業經銷

商、 

參展、館廊 

藏一文化藝術有

限 公 司 『 1300 

Only Porcelain』 

結合東西方

古典藝術，

強調中國精

細白瓷的工

藝文化 

以 極 致 溫 度

1,300 度的高溫

窯燒下，展現白

瓷的淨度與潤

度 

高燒窯 720 度

立體圓雕 

產品設計、製

造(燒窯)、生

產全部在台

灣 

OBM-1300。C 百貨公司

VIP、高消費

群 

MODEL 3：製造商品牌 

法藍瓷『Franz』 強調瓷器具

有中華文化

蘊底，設計

理念交融東

西方文化元

素 

「From China 

back to 

China」，因此選

擇老祖宗留給

後代的瓷器出

發。 

設計團隊在台

灣，有獨特的工

藝技術（結合浮

雕和瓷器、釉下

彩繪），瓷器以

精美鮮豔色彩

為主 

大量生產 :大

陸；高單價 :

台灣 

成立時即

OBM，ODM

今年 10 月 

結束 

依過去經驗

佈建歐美通

路，進駐高檔

精品百貨專

櫃，並擁有直

營門市 

大東山珠寶

『Lucarol & 

Lupearl』  

 

針對不同主

題特色設計

商品 

從水文、自然、

人文、珠寶素材

本身發想 

專 屬 設 計 團

隊，也會和知名

設計師合作 

從珊瑚、珠貝

垂直整合捕

撈、養殖、加

工、銷售、品

牌及通路高

度整合 

將珊瑚、珍珠融

入鑽飾、寶石，

相互搭配，在國

際市場的行銷

上，陸續發展了

Lucoral 、

Lupearl ， 及

Wish Pearl 三個

品牌路線 

珍珠養殖研

發中心、全球

三十餘處行

銷據點及兩

家珊瑚博物

館 

價值鏈 

 

模式/個案 

Culture Ideation 
Design 

(Innovation) 
Production 

Marketing 

Branding Channel 

MODEL 4：文創通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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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翼『JOY』 聚 焦 於 調

性，其一是

強調工藝家

作品有生活

化之文化元

素；二是社

區當地文化

的調性。 

結合的咖啡館

概念，以開創工

藝包裝的文創

聚集地 

 

負責人專注經

營管理、設計由

進駐的工藝家

負責 

 

由藝術家專

注文創製作 

初期以知名工

藝家為號召，

爾後期有工藝

通路品牌與工

藝家個人品牌

之間魚水相幫

的效果 

除自營網站

外，也在臺灣

工藝研究發

展中心下「文

化消費園區」

曝光 

清庭企業有限公

司 『 Dragon Fly 

Gallery』 

將現代元素

與傳統文化

融合(融合古

今中外元素) 

自行設計開發

文化創意產品

並進行跨領域

藝術創作 

創辦人本身以

及自己的設計

團隊璞創 

專攻通路與

設計，生產外

包 

一開店即作品

牌。不代理大

品牌，只選調

性相同、有同

樣設計理念、

想法共識的設

計師產品 

東豐街旗艦

店、信義誠品

旗艦店、

MOCA 藝術

商店、北京清

庭概念店、清

庭遠企店、敦

南誠品店。 

MODEL 5：共同品牌模式 

台 灣 玻 璃 團 隊

『ttg』 

以原有產業

為基礎，加

入 文 化 元

素，結合了

台灣山川生

態、文化藝

術等特色 

以群聚觀念，結

合企業、玻璃工

藝創作，跨行業

組成的策略聯

盟 

144 家台灣業

者和藝術家打

造博物館陳列

品 

共同接單產

業分工 

品牌定名為

ttg (B2B 品

牌)，加入國貿

局「品牌台灣

發展計畫」。 

台灣玻璃博

物館和網路

購物商城 

台灣工藝研究所

『Yii』（易） 

當代設計轉

化傳統台灣

工藝，融合

現代時尚與

中國文化，

並具有環保

概念 

Yii 的發音，所

指即是事物的

易變與轉化。透

過設計轉化傳

統台灣工藝注

入新觀點及新

生命 

媒合獲工藝大

獎的工藝師和

中生代設計菁

英，1 對 1 共同

設計 

產品皆採取

手工製作，製

程中摒除造

成環境負擔

的因子，以示

尊重環境與

大自然 

工藝所與台灣

創意設計中心

共同發展工藝

時 尚 品 牌

「yii」 

規劃參與國

內外各項大

型展售會，增

加產品能見

度 

MODEL 6：跨產業多角化 

蜻蜓雅築 

『dragonfly』 

視原住民文

化傳播為神

聖使命，透

過琉璃珠傳

播原住民文

化，同時也

促成其文化

產品行銷國

際的契機 

希望傳達排灣

族文化特色藝

品，期許該族排

灣三寶之一：琉

璃珠，能走入一

般人生活中。 

工藝匠以排灣

族文化技藝加

上現代設計，並

針對消費大眾

對琉璃珠的需

求及愛好；另與

設計學系合作

開發新品 

所屬原住民

女性員工手

工製作 

創作者個人品

牌；為全臺琉

璃珠領導品牌 

行銷至美、日

等國。現場銷

售空間、商務

網站， 參與文

化活動市集和

國內外珠藝工

藝展。國內百

貨公司、藝品

館設置專櫃 

 

模式一：品牌行銷管理公司 

多數工藝業者者及新興工藝品牌可能偏重於特定的價值活動或將部分價值活動委外，並在不同的

成長階段而有價值活動的移動。例如神話岩飾的推手，藝拓，則是專精於藝術授權、藝術行政與行銷。

其品牌策略與精品品牌所用的全球一致化的品牌形象做法相同，國外市場代理經銷必須遵循神話岩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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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的視覺陳列、品牌精神等傳達一致的概念，由於產品設計是以藝術授權為基礎，使得作品不易被

抄襲，例如和故宮合作，開發一系列的故宮收藏品岩飾。另一類似案例，台灣吉而好於 2007 年成立名

為『Poodehii』的設計平台品牌，台灣吉而好亦善用其 30 年文具禮品界豐厚的市場整合與國際行銷能

力，對全球市場脈動與需求的瞭解投入 Poodehii 設計師商品整合平台之國內及國際行銷整合、管理。

作為匯聚國內新銳設計師，成為媒合設計與產業的平台的 Poodehii，其背後作用是透過此平台的生產

系統與品牌的聯名機制，提升市場產質，以及提高設計師名氣與台灣品牌形象(台灣吉而好，2007)。 

類似模式可見於視覺藝術產業的墨色國際。幾米的本業是創作，而非作生意；而墨色國際成立的

目的便是以企業經營的型態，把幾米視作一個品牌來經營。因為幾米創作多在探討人的內心思想，這

種創造精神層面的價值適合塑造產品的差異化賣點，再藉由和其他品牌的結合來創造跨產業的資源整

合，因此每一次整合不同的媒介，便發展不同的創意商品 (張露心，2007)。 

模式二：設計師個人品牌 

琉璃工房、琉園為高知名度的琉璃藝術品牌，張毅、楊惠珊與王俠軍本身即是琉璃設計師與創作

者。品牌精神背後代表兩組藝術創作者的個人藝術氣息、技法、魅力與知名度。琉璃工坊和琉園在 1995

年到 2005 年期間，兩品牌發展相同技術、設計和文化特質，且發展模式兩家幾乎雷同，例如每年節慶

皆有宣傳推廣促銷與新作品發表，大量運用媒體宣傳效果，也搭配其他推廣活動如琉璃製作之教學、

投資琉璃博物館(黃世輝、王淑慧、何明泉，2006)。同樣主打設計師個人品牌的亦有成立於 2010 年的

1300 Only Porcelain。創立者沈亨榮老師為旗津窯創始人，早年留美專研陶藝相關知識技能，在接受美

式教育的薰陶後，沈老師更強調原創性的發想與開展。學成歸國後憑著對秉持著發揚在地工藝與留住

開發人才的精神，帶領其學徒完全自行生產開發，成立以來參與過的陶瓷領域競賽無數並獲得不少獎

項，2010 年更獲高雄文藝獎殊榮(1300 only porcelain，2011)。 

模式三：製造商品牌 

法藍瓷，從前身為海暢時期的國際代工與通路佈建經驗，在品牌成立後很快形成完整的產銷體系，

洞悉到文化創業產業立足創意和設計為成敗之關鍵，因此在台灣設立專有設計團隊，網羅全球知名領

域的設計師，以及發展獨特的工藝技術，進而打造完整的價值鏈，延長品牌的附加價值(財團法人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2004)。國內採用這種垂直整合模式亦有集團化經營的大東山珠寶。公司最初在澎湖

從事珊瑚採撈再銷售給日本，進而再整合珊瑚加工技術，轉換成珊瑚加工出口事業。1989 年前開始全

力投入珍珠養殖業，並成立珍珠養殖研發中心。現今大東山事業體則採多角化經營，據點佈建遍佈台

灣、東南亞、歐美及大陸等區域，從珊瑚、珠貝垂直整合捕撈、加工、銷售、品牌及通路於一身的自

創珠寶品牌。近年來大東山又朝相關多角化發展，如食用性珍珠粉研發(大東山珠寶，2011)。這類工藝

的製造商品牌皆是採用國外精品品牌常見的垂直整合模式，及公司完全涉入研發、設計、創作、製造

到行銷，並建有健全的經銷體系。 

模式四：文創通路商 

Wise and Baumgartner(1999)認為了獲取價值鏈下游更大的利潤，廠商價值活動的專注焦點從卓越

的營運轉移至顧客忠誠經營的策略意涵。清庭便是明顯案例，身為工藝品的通路品牌，清庭長年引進

國外優秀設計精品到台灣，亦根據市場趨勢，提供年輕設計師專業建議，使作品更為完整且貼近市場

脈動。於 2006 年清庭成立璞創設計公司，投入上游的創意與設計區段，使得訴求的品牌理念與產品特

色得以在清庭完整的呈現，這也使璞創設計有強大的通路據點和市場知識，進而與其他專精於設計的

文創業者有所差異(鄭秋霜，2007)。另外，久翼文創會館則是試圖打造一個文創品牌的競合平台，經

營者期望達到工藝通路品牌與工藝家個人品牌之間魚水相幫的效果，通路設計重視與顧客個人的互動

關係和人人關係的緊密結合。其通路定位不是指工藝品展示銷售，而是提供顧客與藝術家連結的空間。

目前已引進楊英風的藝術衍生商品，以及珠寶陶藝家蔡爾平、中國結編織專家黎少明和尹愚夫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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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設計師張正芬等作品同台展售，並擬引進客層較年輕的創意市集品牌駐店(鄭秋霜，2007)。 

模式五：共同品牌模式 

台灣玻璃團隊(team Taiwan glass, ttg)，以群聚觀念結合台灣玻璃製造廠商和玻璃工藝創作者，為跨

行業組成的策略聯盟，透過跨廠商間的互相學習與討論，增進各廠商的技能及培養默契，進而解決共

同接單、分工生產的複雜問題，有效提升營運效率。台明將和協力廠之間不購買其他廠商已有的玻璃

加工設備，不刻意與群聚之協力廠商爭利，成員廠商各自擁有專業資源、但又能在共同目標下產生整

合效果，群聚廠商又能積極發展專業分工，吸引到國際大廠 IKEA 的訂單，創造出整體網絡的高度成

長(林肇睢，2010)。類似案例則是由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所推動的台灣工藝品牌，Yii，其目的

在於透過當代設計轉化傳統台灣工藝，為之注入新觀點及新生命，並將精緻的工藝作品帶進日常生活

的本質，藉由國內工藝家和設計師的媒和與共同創作，達成跨領域合作之綜效(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

心，2011)。Yii 近年來參加國際許多具指標的設計大展，包含東京設計展、米蘭家具展等，用美和創

意行銷台灣。期間兩度參加巴黎家飾展，累計已接獲近一億二千萬元訂單，有意願的洽詢訂單更逾一

億六千萬元(周美惠，2009)。 

模式六：跨產業多角化 

施秀菊老師成立蜻蜓雅築至今二十餘年，因「海角七號」電影成名後，成為琉璃珠領導品牌，也

與原住民傳統服飾業、精品業等合作，開拓客戶來源(陳慧玉，2009)。蜻蜓雅築可謂是工藝、地方特色

與創意生活產業的結合體，因施秀菊老師對宣揚傳統原住民族特有文化資產負有使命，除了對琉璃珠

燒製的鑽研，更進一步創新與帶領在地產業發展，並結合三地門的自然景觀和排灣族的原住民文化特

色，創立以人文藝術、部落美食主題的文化複合美食餐坊，並提供串珠 DIY 和部落導覽服務(蜻蜓雅築，

2011)。蜻蜓雅築透過與機場、大飯店、及博物館等異業結盟方式行銷蜻蜓雅築，增加國際旅客接觸琉

璃珠文化的機會，其經營策略在傳播文化的同時亦創造其文化產品行銷國際的機會，所以運用國外觀

光客常進出的場所作為展示其商品的空間。 

 

伍、結論與建議  

長久以來「工藝」的概念常被認為是來自創作者純正技術的獨特產品，而不是那些靠設計師所設

計可以重複複製的商業化產品；但後來逐漸地工藝不再只是依照工業化前的生產方式，而是不斷試驗

各種形式、材料、與技術的過程，概念上的轉變使當時大眾對工藝美學的欣賞勝於實用價值(Hughes and 

Sinclair, 2010)。 

本文旨在建構以文化創意為基礎的價值鏈—CCVC，從價值鏈理論來探討文創產業可能存在的文創

價值鏈。透過商業模式等的文獻，本研究清楚看見文創產業 CCVC 與過去製造業在價值創造的過程、

商業模式的運作是不同的，文創產業廠商在顧客價值主張的實現及價值創造是需要透過「文化」與「創

意」價值單元來啟動。並且，本文以 CCVC 為基礎，從實務訪談過程發展出六種不同的商業模式，期

許後續工藝類文創業者在發展自己的創業歷程時，可比照自己的屬性、資源，以利建構出最適合的文

創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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