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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情境相依資料包絡分析法(Context-Dependent DEA)評估縣市文創產業

發展 

葉晉嘉1、何柏正2
 

摘要 

創意城市概念的提出，結合了城市經濟發展與文化創意產業之間的討論，為了瞭解台灣縣市

在創意城市治理上的表現，本文以2010年縣市重新區劃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公告實施後，對

於文化創意產業重新界定之業別進行研究，以各縣市的文化創意產業資料進行績效評估。利用情

境相依資料包絡分析法進行分析，期能了解(1)台灣各縣市創意城市治理之效率。(2)利用相對吸引

力值與相對進步力值探討其競爭優劣勢，並借此擬定治理策略。本研究採用之投入項為「平均每

萬人所享有的科學文教支出」、「平均每萬人的文創產業就業人數」、「平均每萬人的藝文展演

活動場次」、「平均每萬人的文化創意產業廠商家數」，產出變數為「文化創意產業總產值」、

「參與出席人數」。本文之結果顯示：(1)都市規模較大，其文創產業治理績效較佳；規模較小之

縣市難以吸引文創產業與人才進駐。(2)桃園縣、台南市、新竹市、苗栗縣分別是該分層中吸引力

最高的縣市，代表這些縣市在分層中的效率表現最佳。(3)高雄市、台南市、新竹市、苗栗縣、花

蓮縣為各分層中進步力值最小的縣市，代表這些縣市與領先層縣市的效率差距較小，稍微改善即

可趕上。(4)在資源配置部分，各層間之差距Level2到Level4的差距較小，文創產業呈現兩極化之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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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reative city combining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reative urban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Taiwan’s 

cities and counties,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of 19 

cities and counties in 2010 using Context-dependent DEA.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are as following. 

(1)To get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of Taiwan’s cities and counties. 

(2)To explore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each city by relative attractiveness and 

progress, and develop the governance tactics. In this paper, theinput variables are government 

spending of every 10,000 people, number of employments of every 10,000 people, artist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every 10,000 people and manufacturers of every 10,000 people, the output 

variables ar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efficiency creative output valu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ing: (1)The large scale of the cities have better 

efficiency, and smaller cities have difficulties in attracting excellent human resource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2)Taoyuan County, Tainan , Hsinchu and Miaoli counties are the most 

attractive stratification counties , cities and counties on behalf of those in the efficiency of the best 

performing hierarchical.(3)Kaohsiung, Tainan, Hsinchu, Miaoli County, Hualien County progressive 

force for all stratification minimum value of counties, cities and counties with the leading layer on 

behalf of these counties efficiency gap is small.(4)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e gap between the 

layers of Level4 and Level2 are small,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resents 

polar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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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球化和資訊科技的進步，使都市經濟發生劇烈的變化。新的資本主義，經常被稱為新經濟

與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是利用了人們的智慧與創造能力，而非傳統的勞動進行

附加價值的生產(徐進鈺，2003)。而隨著知識更新、文化累積及科技的日新月異，逐漸從知識經

濟轉變成「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以往的土地、勞力密集產業，由知識、創意取而代之。

當全球化的現象迅速在各地蔓延後，創意城市運動(creative city movement)在現今是一個顯學，楊

其文(2009)表示其形成的時間可回溯到1980 年代末期。當時常用的關鍵用語包括文化(culture)、

藝術 (the arts)、文化規劃 (culture planning)、文化資源 (culture resources)與文化產業 (culture 

industry)，而到了1990 年代中期，創意擺脫專業用語，成為具有廣泛基礎及一種新型通貨的特質。

而後文化產業轉變成為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緊接著出現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和創意

階級(creative class)的觀念。 

Landry(2008)有感於社會經濟快速的變遷，在2000年提出「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議題，「創

意」是其精神，而「人」則為主體，講述城市轉型與發展的相關議題。而創意城市研究議題的發

展趨勢，由創意城市的討論到創意城市指標的建構，再到以創意城市的角度探討城市的發展，繼

「2005創意城市國際論壇：創意的誕生」的舉辦後，往後幾年也都陸續舉辦創意城市的相關研討

會，創意城市的發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對於台灣各城市而言，創意城市應該是值得更加重

視的議題。 

21世紀城市轉型，Landry提出的創意城市構想，以及Florida(2002)提出的城市經濟發展3T理

論，成為矚目的目標與研究方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在2004年新設立了一個項目稱為「全球創意城市網絡」(Creative 

Cities Network)，主旨在促進文化多樣性及城市的永續發展，當中又分為七大主題：文學、電影、

音樂、手工業和民間藝術、設計、媒體藝術、美食，截至2012年目前已有34個城市列於其中，這

些城市透過經驗的分享互相學習，凸顯城市地方特有文化，並透過創意加值產業帶動城市經濟發

展。而世界各國家也紛紛提出、制訂出創意城市指標，用以衡量創意城市的發展，由此可見創意

城市的推動是各國城市發展的方向。 

都市治理的議題，也逐漸重視到創意城市的發展趨勢，2005年由台北市文化局主辦的「2005

創意城市國際論壇：創意的誕生」拉開序幕，由英國文化協會協辦，邀請英國前文化部長Dr. 

Hsien-hao Liao、傳通媒體執行長Charles Landry等專家學者進行座談討論。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行政院內政部營建署於2008年舉辦「啟動亞洲創造力國際研討會 2008」，邀請Charles Landry

以及英國、亞洲各代表性案例的主持人來台現身說法，作為台灣城市發展的借鏡。而在2009年英

國文化協會與台北縣政府、淡水鎮公所，將淡水做為發展創意城市的重點，合作發展出名為「藝

術踩街-淡水藝起GO」活動。「2011台北國際城市發展論壇」邀請英國、西班牙巴塞隆納、曼谷

與國內專家學者，舉辦工作坊及論壇會談，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並於2012年，邀請Charles Landry

擔任創意空間策略的諮詢顧問、舉辦演講。宜蘭縣政府2010年主辦的「創意宜蘭、創意經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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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邀請全球四大洲之創意城市所屬國家的駐台代表處外交官，分享家鄉的創意城市經驗。高雄

市政府2009年開始「創意城市－萬花筒計畫」為一項城市景觀再造工程，要打造一個以人為本，

有變化、具活力色彩的創意城市。於2010年時也有兩份創意城市發展相關委託報告，調查高雄市

創意城市發展優勢。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台南市立文化資產管理處舉辦「2012文化

資產與文化創意城市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專家學者分享相關經驗、並進行討論。由上述的資訊

顯示，創意城市的治理儼然已成為世界各城市努力的方向與目標，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未來的都市

經濟型態，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產業基礎。都市的成長不需要仰賴大量製造業生產

的行為，亦能夠在強調以創意氛圍的環境之下。在這項都市發展的新趨勢之中，如何將都市朝向

創意城市治理成為重要的關鍵。 

然而都市資源有限，討論治理層面的問題往往未能將受評估的城市進行分群的比較，不同發

展階段的都市經濟，也應當有不同的治理策略。此外，規模較大的都市是否更具備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的能力，縣市重新區劃之後，治理範圍的擴大對於都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是否產生影響，

以上的問題若僅由加總各項治理表現數據的評估方式，未能考量各項數據本質上具有產業投入與

產出的不同意涵，因此本文依據文化部與主計處的統計資料，採用情境相依資料包絡分析法，配

合專家AHP決定投入產出權重，以台灣各縣市文化創意產業產值效率進行評估，選擇該方法主要

基於三項優點，(一)採用DEA分析可兼顧投入與產出面向的調整策略；(二)可納入關於專家對於客

觀數據的權重偏好；(三)可進行分層比較，衡量各縣市文化創意產業的吸引力與進步力，並繪製

治理決策矩陣，據以提出創意城市治理策略與政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 

(一)創意城市概念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城市發展一方面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同時更需要解決在地化問題，更

不能缺少多元性的發展，而世界經濟結構也從工業經濟轉向服務、商業經濟。面對歐洲出現的戲

劇性經濟、社會及文化轉變，Landry(2008)提出「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的概念，其著作《創

意城市：打造城市創意生活圈的思考技術(The Creative City :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更是

對創意城市做了詳盡的表述。為了界定創意城市的概念，本研究回顧有關文獻，Hall(2000)認為創

意城市是國際化的，並且會吸引從遠方而來的人才，而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城市，是外人可以進入

的。也就是創意城市有吸引人的特質，並且歡迎和包容這些各地而來的人才。而Pratt(2008)的看

法則是，創意城市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城市，他吸引創意階級或是一些高科技產業工作者居住，

創意城市是專業購物中心，是修正過的宜居城市。盛壘(2007)認為創意城市是強調以人為本、推

崇創造力、依託人力資本投入和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為主要經濟增長方式、文化產業高度發達的城

市。Scott(2006)大城市可能擁有空前的創新、創意能力，但是社會仍有文化、經濟不平等的情況，

這不單純是收入分配的問題，還涉及到基本的公民意識和民主問題，而這些頑固的問題，會使得

創意城市難以真正的實現。王佳煌 (2010)認為創意城市忽略了社會不平等問題、夜光經濟

(night-time economy)之下酒吧及夜店帶來的犯罪問題、社會中上階層的精英主導城市的創新議

程、創意行動(街頭塗鴉、佔居)所牽涉到到複雜的倫理、價值與民主問題。 



建築與規劃學報 

25 

(二)創意與創意氛圍 

所謂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是一種空間的概念，就是具備必要「軟」、「硬」體基礎建

設，以激發源源不絕構想與創造力的地方。至於氛圍則可能是一棟建築、一條街道，或是一個地

區，最後則是整座城市。所謂的硬體設施，如研究院所、教育機構、文化設施、集會場所，以及

交通、衛生、便利設施的支援服務等建築機構，軟體設施則指關係結構、社交網絡、人際互動等，

讓人們得以置身在其開放的環境，能面對面互動，激發新創意新想法，在知識得以快速交換、流

通下，能激發創意想法的產生，繼而使地方經濟成功(Landry, 2008)。Andersson (1985)認為創意氛

圍產生的先決條件有6 個：充足的財政基礎、基礎知識和能力、經驗性需求與實際機會間的不平

衡、多樣化的環境、具備良好的內外部個人交通和通訊條件、結構的不穩定性。經濟成長的3T：

科技(Technology)、人才(talent)與包容(tolerance)，這三個條件都是必要且缺一不可的，「科技」

指的是創新與高科技匯聚一處所產生的作用，「人才」是指有學士以上學歷的人，而「包容」則

是指不分種族、族群、職業、生活方式，對各式各樣的人均抱持開放、接納、尊重的態度。一個

地方想要吸引創意人、激發創新能力與刺激經濟成長，必須三者兼備(Florida, 2002)。 

(三)創意城市的衡量 

除了Landry(2008)曾經以質性的指標說明如何衡量創意城市的發展，並將創意城市的發展階

段作理論層次的界定，而Florida(2002)則採用量化的方式建構一套衡量創意城市的指標，分別由

下列四項因素所構成：1.創意階級指數(Creative Class Index)：創意階級在就業人口中所占比例，

又稱「專業創意資本」，以波希米亞指數、科學家及工程師三種族群的人數衡量。2.創新能力指

數(Innovation Index)：為評估人民發明創新的能力，每千人平均專利數。3.高科技指數(High-Tech 

Index)：評估軟體、電子、生化產品與工程服務等行業的成長規模與集中程度。4.多元化指數

(Composite Diversity Index)：同性戀指數(Gay Index)、熔爐指數(Melting Pot Index)、波希米亞指數

(Bohemian Index)。其中同性戀指數是指「一地區的同性戀家庭數占全國同性戀家庭數的比例」，

熔爐指數則是「一地區外國出生居民占當地人口的比例」，波希米亞指數為「一地區的波希米亞

人口比例除以全國平均波希米亞人口比例」。波希米亞人口包含作家、設計師、音樂家、演員、

畫家與雕塑家、攝影家與舞者的數量。5.人才指數(Talent Index)：評估一地區的人力資本，每千

人中18 歲以上受過大學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例。 

此外，英國智庫公司Demos、英國都市再生機構(The British Urban Regeneration Association, 

BURA)、皇家特許調查公司(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RICS)三間公司合作，參

考Florida指數後發展出一套評估英國40 個主要城市的創意競爭力(丁家鵬，2005)，包括：1.城市

居民每人所獲得的專利數。2.非白種英國人的人數。3.城市中為男女同性戀者所提供服務的數目。

為Florida評估指標的簡化。香港創意指數(HKCI)是香港特區政府委託香港大學所做的一項衡量城

市創意的研究，不是使用GDP、年度經濟成長、失業率等指數，而是參考Florida提出的3T理論。

香港創意指數由「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結構及制度資本」4 種資本的

形式與「創意成果/產出」就共同架構出一套香港創意指數所運用的「5C」模型(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民政事務局，2004)。上海創意產業發展中心於2006年，發展了一套評估上海市創意競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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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產業規模、科技研發、文化環境、人力資源與社會環境5個構面構成，共計33項指標(上海

創意產業發展中心，2006)。 

為了了解創意城市的理論架構是否具有實證的意涵，學者開始利用經濟數據和文化創意產業

產值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Stam, Jong, Jeroen 和 Marlet(2008)以次級資料研究創意產業對荷蘭在

創新方面的效應與城市就業率的成長。研究結果發現創意產業(藝術、媒體出版、創意商業服務)

提供荷蘭成長9%就業人口，並發現位居城市的公司比郊區的公司更具創新特性。Petrov(2008)利

用創意指標建構創意資本矩陣比較加拿大北部區域(非都會區)的創意階級發展及其特性，包括傳

統產業與新發展的創意階級，並提出培養當地創意資本的政策方向。Donegan, Drucker, Goldstein, 

Lowe 和 Malizia( 2008)研究創意階級與區域經濟表現的關係，並比較傳統競爭因素與區域創新能

力的測量指標。將Florida的創意階級量表與美國都會區常用的經濟表現指標進行相關分析，並以

多變量迴歸比較Florida指標與傳統經濟競爭因素指標在都會就業成長、所得成長與就業不穩定方

面的影響。研究發現Florida指標與經濟表現沒有相關。Rausch 和 Negrey(2006)利用經濟數據驗

證Florida的創意指標與該書所提到的美國都會區的經濟成長是否有相關，結果質疑創意階級為都

會區經濟引擎的說法。綜合者之看法，部分實證研究符合Florida之觀點，然而亦有研究結果並未

獲得相同之驗證。Pratt(2008)更指出，Florida的3T架構可能存在著創意階級與創意經濟之間因果

關係推論的風險。 

除此之外，部分研究所採用的創意城市評估指標在意涵上僅是都市發展存量程度的表現(葉晉

嘉，2010)。這樣的評估方式缺乏以產業的觀點區分投入與產出項，部分評估指數其性質均為產出

指標，然而具有效率的生產，是必須能兼顧以較低的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表現，若僅注重產出指

標的評估，其結果可能是源自於過多的投入所造成的，因此如何在城市資源有限的狀況之下作最

有效率的治理，以避免都市間競爭公共資源所產生的過度投資的浪費。對於都市管理者而言，具

有可行性的發展願景，應該是與同一分層內的都市彼此競爭，亦或是前後一階城市群的潛在競爭

者，務實的針對才能落實都市發展政策，而非好高騖遠的將規模與發展程度不同的城是拿來作比

較。因此透過情境資料包絡分析法，更能從分層的角度考量都市發展的可能性，將比過去採用DEA

的CCR模式能夠了解資源如何做最有效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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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變數 

過去所建構的評估方式在指標項目並未區分投入項及產出項，部分研究僅建立評估體系並未

以實際數據進行過評估與操作，加上2011年以後縣市範圍重新區劃，同時公告「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法」，對於產業類別重新予以界定，總共包括15類產業類別。因此有必要依據新的空間範圍與

產業範圍進行實質的評估，因此本研究採取「資料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解決上述問題。 

DEA投入產出變數的選取 (參見表1)，一般是依據生產函數的原理，利用投入 (如：勞動、

資本) 轉換創造產出，而應用在公部門的研究時，除考量數據可取得性的原則以外，多半以「經

費」、「人力」、「空間」、「資本」等類型的指標做為投入項目，例如高春亮(2007)是以「勞

動力投入」、「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三項作為投入項。王家庭和季凱文(2009)亦以生

產函數中資本與勞動力兩項因素去選取「創意產業資產總額」、「創意產業從業人員」做為投入

項，而以「創意產業營收」做為產出項。許登芳(2013)則以「就業人數」、「資本額」做為投入

項，「營業額」做為產出項。在單位上考慮到各縣市的人口規模差異，本研究以每萬人口為分母，

將變數單位轉化成相同基準，減少人口規模所造成的評估偏差。而由於資料包絡分析是一種射線

效率衡量方法，單位大小並不會影響到效率的評估結果。再者由於投出產出項目之間必須要具備

有正向之關係，因此需將指標先以Person相關係數檢視是否為正向變動。而投入產出項目的數目，

過去研究的建議應少於DMU的一半為佳，評估之結果較具有鑑別力(Tone, 2001, 鄒克萬、郭幸

福、柯佩婷，2010)。 

綜合上述多項指標選取原則，本文最終選定之投入變數總共有四個，分別為「平均每萬人所

享有的科學文教支出」、「平均每萬人的文創產業就業人數」、「平均每萬人的藝文展演活動場

次」、「平均每萬人的文化創意產業廠商家數」。選出的產出變數有兩個，分別為「文化創意產

業總產值」、「參與出席人數」兩項。利用台灣2010年度之資料，評估各縣市文化創意產業其相

對吸引力值與相對進步值的之結果。「平均每萬人的文化創意產業廠商家數」與「文化創意產業

總產值」來源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的統計資料，加總文創產業類別的所有廠商家數與

產值取得；「平均每萬人所享有的科學文教支出」由「縣市重要指標統計指標查詢系統」取得；

「平均每萬人的藝文展演活動場次」與「參與出席人數」由各縣市文化局取得資料。 

表 1  投入產出變數 

 研究變項 
 

操作型定義 

投
入 

平均每萬人所享有的科

學文教支出  

政府「科學文教支出」歲出淨額合計/萬人(單位：百萬元/

萬人) 

平均每萬人的文創產業

就業人數  

教育服務業及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就業人數/萬人(單

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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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入產出變數(續) 

 研究變項 
 

操作型定義 

 

平均每萬人的藝文展演活動

場次  
藝文展演活動場次/萬人(單位：場/萬人) 

平均每萬人的文化創意產業

廠商家數  
文化創意產業廠商家數/萬人(單位：家/萬人) 

產
出 

文化創意產業總產值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所訂之 15 類產業產值加總(單

位：千元 

參與出席人數 
 

藝文展演活動出席人數(單位：千人) 

(二)研究模型 

1. Context-dependent DEA 

在CCR與BCC模型之後，資料包絡法模型的理論發展和應用是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如：

Andersen and Petersen (1993) 所提出之超效率模型、Thanassoulis (2001)之門檻值模型、Tone (2002)

提出差額變數基礎效率模型、Lovell and Rouse (2003)提出的修正的超效率模型等，均是爲了改善

傳統資料包絡法評估模式辨識力不佳的缺點。Seiford and Zhu (2002) 提出非意欲衡量模型 

(undesirable measure model)，考量生產過程中有非意欲變數 (如：廢氣、廢水…等) 的問題；Bogetift 

and Nielsen (2007) 將資料包絡法與拍賣理論連結；Zhu (2004) 應用於買方和賣方的賽局等等。另

外也有採用非射線方式衡量或是針對極端值或是投入產出變數的值不確定時如何處理。 

然而在上述的資料包絡法模型中，均是將所有的決策單位一起評比，將其區分為相對有效率

與相對無效率兩群，在此評估過程中，相對無效率決策單位的增減並不影響效率前緣 (efficient 

frontier) 與相對有效率決策單位之效率值，而且相對無效率決策單位的效率值是根據相對有效率

決策單位來決定的，並且在射線模式下找尋鄰近相對有效率決策單位為參考集合，藉此以尋求改

善的方向，所以在此情況下，相對無效率決策單位並未扮演任何角色。而且，相對無效率決策單

位以相對有效率決策單位為基準進行投入產出之調整，對有些相對無效率之決策單位而言是無法

達到的，如此評估的結果對其並無太大的意義。 

另外，市場上許多行為，尤其是消費者的選擇會以商品的背景 (context) 為主，亦即消費者

選擇商品會以好的商品去比較差的商品 (即attractive)，故如果資料包絡法可以利用不同層的效率

前緣建立不同的吸引力水準 (attractive level)，將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而本研究採用Seiford and Zhu 

(2003) 提出之Context-dependent DEA模型，不僅無效率決策單位在評估過程中扮演了重要的角

色，而且也可將決策單位區分為不同的層級，以評估出相對的吸引力與進步值。 

在Context-dependent DEA模型中，將所有的決策單位採用剔除法分成不同的層 (level) (如圖

一和圖二所示)，每一層各自有一條效率前緣，而每一條效率前緣即提供了一個評估背景 

(evaluation context)，可以用來衡量決策單位的相對吸引力 (attractiveness) 和相對進步空間

(progress)。舉例而言，以產出導向分析，若所有決策單位分成3層，則最外層之效率前緣 (即Level 

1) 為相對最有效率之決策單位，最靠近原點之效率前緣 (即Level 3) 為相對效率最差之決策單位 

(參見圖1)。若想評估績效較佳層決策單位(如：Level 1) 的相對吸引力，則可以相對績效較差層 (即

Level 2和 Level 3) 當評估背景，則可衡量出相對較佳績效層(Level 1) 決策單位的1至2階相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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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力值；相反的，若是以相對較佳績效層 (Level 1 or Level 2) 當評估背景，則可衡量出相對績效

較差層(Level 2 or Level 3) 的相對進步值，由此可看出相對無效率決策單位在此模型中也扮演了

舉足輕重的角色。此外，我們也可依據估算出的吸引力值與進步值將所有的決策單位給予排序，

並且由吸引力值與進步值來判斷各決策單位是否具有競爭優勢或是有無潛在競爭對手存在。此模

型也運用於一些產業中，如研究商業銀行的利潤和市場效率 (Seiford and Zhu, 1999) 、圖書館的

效率 (Chen et al., 2005) 與世界銀行贊助計畫效率(Ulucan and Atici, 2009) 等。 

 

 

圖 1  產出導向 Context-dependent DEA 之效

率前緣 

圖 2  投入導向 Context-dependent DEA 之效

率前緣 

 

而在Context-dependent DEA模型如何找尋出最佳效率前緣，步驟說明如下：假設有n個

𝐷𝑀𝑈𝑠 ， 𝐷𝑀𝑈𝑠 𝑗 = 1,2,⋯ ,𝑛 利 用 m 個 投 入 𝑥𝑗 =  𝑥1𝑗 , 𝑥2𝑗 ,⋯ , 𝑥𝑛𝑗  生 產 s 個 產 出 𝑦𝑗 =

 𝑦1𝑗 , 𝑦2𝑗 ,⋯ , 𝑦𝑠𝑗  ，定義𝐽1 =  𝐷𝑀𝑈𝑗 , 𝑗 = 1,⋯ ,𝑛 為包含所有𝐷𝑀𝑈𝑠在內的集合，𝐽𝑙+1 = 𝐽𝑙 − 𝐸𝑙，

𝐸1 =  𝐷𝑀𝑈𝑘𝜖𝐽
𝑙|∅∗ 𝑙, 𝑘 = 1 ，𝑙 = 1,2,⋯ , 𝐿而∅∗ 𝑙, 𝑘 是由以下線性規劃問題所求得的最佳解： 

∅∗ 𝑙, 𝑘 = 𝑚𝑎𝑥
𝜆𝑗 ,∅ 𝑙 ,𝑘 

∅ 𝑙, 𝑘       

    𝑠. 𝑡.   𝜆𝑗
𝑗𝜖𝐹  𝑗 𝑙 

𝑦𝑟𝑗 ≥ ∅ 𝑙, 𝑘 𝑦𝑟𝑘   𝑟 = 1,2,⋯ , 𝑠   1  

      𝜆𝑗
𝑗𝜖𝐹  𝑗 𝑙 

𝑦𝑖𝑗 ≤ 𝑥𝑖𝑘       𝑟 = 1,2,⋯ ,𝑚 

𝜆𝑗 ≥ 0  𝑗𝜖𝐹 𝐽𝑙       

其中𝑥𝑖𝑘和𝑦𝑖𝑘是𝐷𝑀𝑈𝑘的第i個投入和產出。𝑗𝜖𝐹 𝐽𝑙 表示𝐷𝑀𝑈𝑗 𝜖J
l，𝐹 .  為DMU下標符號的集

合。當𝑙 = 1，模型(1)則為CCR模型，在𝐸1(即第1層效率前緣) 內的決策單位均為有效率的。當

𝑙 = 2，表示為在排除𝐸1之有效率的決策單位後，再由模型(1)得到新的𝐸2(即第2層效率前緣)，反

覆此過程直到𝐽𝑙+1 = ∅才停止，如此可得到多層的效率前緣，稱𝐸1為第𝑙𝑡ℎ層效率前緣。 

步驟1：設定𝑙 = 1。將所有的決策單位一起評估，由模型(1)找出第一層效率的決策單位𝐽1和𝐸1。 

步驟2：刪除步驟1中有效率的決策單位，𝐽𝑙+1 = 𝐽𝑙 − 𝐸𝑙。若𝐽𝑙+1 = ∅則停止。 

步驟3：再利用DEA模型找出第二層的效率前緣𝐸𝑙+1和有效率的決策單位𝐽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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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令l=l+1，重新至步驟2反覆此程序。 

停止準則：若𝐽𝑙+1 = ∅將停止，表示所有的決策單位均已有所屬的層 (level)或效率前緣。如

此可知l為1至L，而L的值為多少則由停止準則決定。 

以下針對產出導向和投入導向之Context-dependent DEA模型分別說明： 

【產出導向Context-dependent DEA】 

(1) 相對吸引力值 (Attractiveness)  

若以𝐸𝑙為評估背景，可依據模型(2)得到相對吸引力： 

𝛺𝑞
∗ 𝑑 = 𝑚𝑎𝑥

𝜆𝑗 ,𝛺𝑞 𝑑 
𝛺𝑞 𝑑   𝑑 = 1,2,⋯ , 𝐿 − 𝑙0 

𝑠. 𝑡.    𝜆𝑗𝑦𝑗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𝑑 

≥ 𝛺𝑞 𝑑 𝑦𝑞；         (2)   

 𝜆𝑗𝑦𝑗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𝑑 

≤ 𝑥𝑞；              

𝜆𝑗 ≥ 0  𝑗 ∈ 𝐹 𝐸𝑙0+𝑑            

其中𝐷𝑀𝑈𝑞 =  𝑥𝑞，𝑦𝑞 是屬於某一特定層  E10 ， 𝑙0𝜖 1,2,⋯ , 𝐿 − 1 ，可知𝛺𝑞
∗ 𝑑 < 1且

𝛺𝑞
∗ 𝑑 + 1 < 𝛺𝑞

∗ 𝑑 ，𝑑 = 1,2,⋯ , 𝐿 − 𝑙0。 

定義A∗q d ≡
1

𝛺∗
q  d 

為在特定效率前緣 E10 下所衡量出DMUq之產出導向的d階(d-degree)相

對吸引力，由模型(2)可知A∗q d > 1，且A∗q d 值越大表示越有吸引力。 

(2) 相對進步值 (Progress)  

若想衡量一特定𝐷𝑀𝑈𝑞 ∈ 𝐸𝑙0，𝑙0 ∈  2,⋯ , 𝐿 的相對進步值，定義P∗q g 為某一特定層DMUq的

g階(g-degree)相對進步值，而𝑃∗
𝑞 g 可利用以下模型求得： 

𝑃𝑞
∗ 𝑔 = 𝑚𝑎𝑥

𝜆𝑗 ,𝑝𝑞 𝑔 
𝑃𝑞 𝑔   𝑔 = 1,2,⋯ , 𝑙0 − 1 

𝑠. 𝑡.    𝜆𝑗𝑦𝑗 ≥ Pq g yq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𝑔 

；         (3)  

 𝜆𝑗𝑦𝑗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𝑔 

≤ 𝑥𝑞；            

𝜆𝑗 ≥ 0  𝑗 ∈ 𝐹 𝐸𝑙0−𝑔𝑑             

我們可得到𝑃𝑞
∗ 𝑔 > 1對每一g 1,2,⋯ , 𝑙0 − 1，而且𝑃𝑞

∗ 𝑔 + 1 > 𝑃𝑞
∗ 𝑔 ，而𝑃𝑞

∗ 𝑔 值越大表

示進步空間愈大，表示此決策單位是相對績效表現較差。 

【投入導向Context-dependent DEA】 

(1) 相對吸引力值 (Attractiveness)  

若想計算某一特定層 El0，l0 ∈  1,2,⋯ , 𝐿 − 1  DMUq =  xq , yq 的相對吸引力，之為評估背

景，可依據模型(4)得到相對吸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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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
∗ d = min

𝜆𝑗 ,𝛺𝑞 𝑑 
Hq d   𝑑 = 1,2,⋯ , 𝐿 − 𝑙0 

𝑠. 𝑡.    𝜆𝑗𝑦𝑗 ≥ yq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𝑑 

；            (4)   

 𝜆𝑗𝑦𝑗 ≤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𝑑 

Hq d xq；            

𝜆𝑗 ≥ 0  𝑗 ∈ 𝐹  𝐸𝑙0＋𝑑            

因為模型(2)和(4)是相等的，可得到Hq
∗ d =

1

𝛺∗
q  d 

，故定義Hq
∗ d 為在特定效率前緣 𝐸𝑙0 下

所衡量出𝐷𝑀𝑈𝑞之投入導向的階 (d-degree) 相對吸引力，並且Hq
∗ d > 1，值越大表示越有吸引

力。 

(2) 相對進步值 (Progress)  

定義M∗
q g =

1

G∗
q  g 

為某一特定𝐷𝑀𝑈𝑞 其中𝐷𝑀𝑈𝑞 ∈ El0，l0 ∈  2,⋯ , L  的g階(g-degree)進步

空間，M∗
q g 值越大表示進步空間愈大，亦即其是績效較差的𝐷𝑀𝑈𝑠。而G∗

q g 可利用以下模型

求得： 

G∗
q g = min

𝜆𝑗 ,𝐺𝑞 𝑔 
Gq g   𝑔 = 1,2,⋯ , 𝑙0 − 1 

𝑠. 𝑡.    𝜆𝑗𝑦𝑗 ≥ yq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𝑔 

；           (5)    

 𝜆𝑗𝑦𝑗 ≤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𝑔 

Gq β xq；            

𝜆𝑗 ≥ 0  𝑗 ∈ 𝐹 𝐸𝑙0−𝑔𝑑             

2. 加入價值判斷之Context-dependent DEA 

本文利用加入價值判斷(value judgment,，VJ)產出導向的Context-dependent DEA模型進行評

估，主要是將專家的主觀判斷納入分析模型，使衡量結果更貼近現實狀況。模型說明如下。 

假 設 有 個𝐷𝑀𝑈𝑠 ，𝐷𝑀𝑈𝑗  𝑗 = 1,2,⋯ ,𝑛 利 用 m 個 投 入 𝑥𝑗 =  𝑥1𝑗 , 𝑥2𝑗 ,⋯ , 𝑥𝑚𝑗  生 產 s 個 產 出

𝑦𝑗 =  𝑦1𝑗 , 𝑦2𝑗 ,⋯ , 𝑦𝑠𝑗  ，定義J1 =  DMUj , j = 1,⋯ , n 為包含，所有𝐷𝑀𝑈𝑠在內的集合，𝐽𝑙+1 = 𝐽𝑙 −

𝐸𝑙，E1 =  DMUk ∈ jl|∅∗ l, k = 1 ，l = 1,2,⋯ , L，其中𝑥𝑖𝑘𝑦𝑗𝑘 和是𝐷𝑀𝑈𝑘 的第 i個投入和產出。

j ∈ F Jl 表示DMUj ∈ J
l，F .  為DMU下標符號的集合。當𝑙 = 1，在𝐸1(亦即為第1層的效率前緣) 內

的𝐷𝑀𝑈𝑠均為有效率的。當𝑙 = 2表示為在排除E1之𝐷𝑀𝑈𝑠後可到的E2(亦即為第2層的效率前緣)，

反覆此過程直到Jl+1 = ∅才停止，如此可得到許多的層的效率前緣，稱𝐸1為第𝑙𝑡ℎ層效率前緣。另

外，定義產出的權重為𝑢𝑟，使得 Ur + 1𝑠
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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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對吸引力值 (attractiveness)  

若以某一特定層為評估背景，可依據模型(6)得到的相對吸引力： 

Φ𝑞
∗ 𝑑 = 𝑚𝑎𝑥

𝜆𝑗 ,𝛺𝑞  𝑑 
ur Φ𝑞

𝑟 𝑑   𝑑 = 1,2,⋯ , 𝐿 − 𝑙0 

  𝑠. 𝑡.   𝜆𝑗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𝑑 

𝑦𝑗 ≥ urΦ𝑞
𝑟 𝑑 yrq，  𝑟 = 1,⋯ , 𝑠；   (6) 

 𝜆𝑗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𝑑 

𝑦𝑖𝑗 ≤ xiq   𝑖 = 1,⋯ ,𝑚；    

𝛷𝑞
𝑟 𝑑 ≤ 1,   𝑟 = 1,⋯ ,ｍ        

𝜆𝑗 ≥ 0  𝑗 ∈ 𝐹  𝐸𝑙0＋𝑑        

其中𝐷𝑀𝑈𝑞 =  xq , yq 是屬於某一特定層  𝐸𝑙0 ， l0 ∈  1,2,⋯ , 𝐿 − 1 ，可知Φ𝑞
∗ 𝑑 < 1且

Φ𝑞
∗ 𝑑 + 1 < Φ𝑞

∗ 𝑑 ，𝑑 = 1,2,⋯ , 𝐿 − 𝑙0。 

定義：A𝑞
∗      d ≡

1

Φ𝑞
∗ 𝑑 

為位於某特定效率前緣 𝐸𝑙0 之𝐷𝑀𝑈𝑞的加入價值判斷之產出導向的階 

(d-degree) 相對吸引力，由模型(12)可知A𝑞
∗      d > 1，且A𝑞

∗      d 值越大表示越有吸引力。 

(2) 相對進步值(progress)  

若想衡量一特定𝐷𝑀𝑈𝑞 ∈ 𝐸𝑙0，l0 ∈  2,⋯ , 𝐿 的進步空間，定義P ∗
q g 為某一特定層𝐷𝑀𝑈𝑞的 階

(g-degree)相對進步值，而P∗q g 可利用下模型(7)求得： 

  𝑠. 𝑡.   𝜆𝑗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𝑔 

𝑦𝑟𝑗 ≥ P𝑞
𝑟 𝑔 yrq，  𝑟 = 1,⋯ , 𝑠；    (7) 

 𝜆𝑗
𝑗𝜖𝐹  𝐸𝑙0−𝑔 

𝑦𝑖𝑗 ≤ xiq ,   𝑖 = 1,⋯ ,𝑚；      

P𝑞
𝑟 𝑞 ≥ 1,   𝑟 − 1,⋯ , 𝑠；         

𝜆𝑗 ≥ 0  𝑗 ∈ 𝐹 𝐸𝑙0−𝑔𝑑         

我們可得到P ∗
q g > 1對每一𝑔 = 1,2,⋯ , 𝑙0 − 1，而且P ∗

q g + 1 > P ∗
q g ，而P ∗

q g 值越大

表示進步空間愈大，表示此決策單位是相對績效表現較差。 

四、實證分析結果 

本文經由AHP問卷方式，於2012年12月15日至20日訪問取得八位文化創意領域專家學者的意

見後，將得到的事前產出項權重納入評估過程中，希冀可以使得評估結果更貼近實際的評價。透

過AHP層級比較，先得出第一層投入與產出的相對權重，再進行第二層投入項目與產出項目的權

重評比，因此本研究符合AHP的層級分析程序。經由訪問學界專家後所決定的產出權重，文化創

意產業總產值為0.675，參與出席人數為0.325。本研究為加入專家主觀價值判斷的情境相依資料

包絡分析法(Context-dependent DEA)，使用DEAFrontier軟體計算出各分層縣市的分布情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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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吸引力值與進步力值，茲將實證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各縣市 2010 年各層(效率前緣)之分布情形 

表2是經由情境相依資料包絡分析法所得出的各縣市2010年分層(效率前緣)之分布情形，圖3

則是各層縣市示意圖，第一層共有3個縣市，分別為台北市、台中市、新北市，是效率表現最好

的縣市；第二層為高雄市、桃園縣；第三層為台南市、新竹縣、彰化縣；第四層為宜蘭縣、嘉義

市、南投縣、新竹市、雲林縣、屏東縣；第五層為基隆市、苗栗縣、嘉義縣；第六層為花蓮縣、

台東縣，是效率表現最差的地區。 

表 2  各層(效率前緣)縣市之分布情形 

層別 縣市名稱 

第一層(3) 台北市、台中市、新北市 

第二層(2) 高雄市、桃園縣 

第三層(3) 台南市、新竹縣、彰化縣 

第四層(6) 宜蘭縣、嘉義市、南投縣、新竹市、雲林縣、屏東縣 

第五層(3) 基隆市、苗栗縣、嘉義縣 

第六層(2) 花蓮縣、台東縣 

附註：括號內數字代表該分層的縣市個數 

 

 

圖 3  各層縣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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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對吸引力(Attractiveness) 

相對吸引力值是以績效表現相對較落後的決策單位 (如：Level 2) 為評估背景來評估相對績

效表現較佳之決策單位 (如：Level 1) 所計算出來的，因而只要不是位於最後一層的決策單位均

可計算相對吸引力值。相對吸引力值越大表示與相對較無效率之決策單位的差距越大，以此可看

出是否有接近的競爭者存在。以Level 1為例，可分別以Level 2、Level 3、Level 4、Level 5和Level 

6評估背景計算出1至5階相對吸引力，相對吸引力越大者表示其相對績效較佳。 

由表3可看出2010年Level1中，台北市對各階層的吸引力值都是排名第一，且吸引力值都高出

同層其他縣市(台中市、新北市)許多，顯示其各項指標都領先很多，且無條件相近的縣市。在Level2

中，桃園縣的1階、2階、3階吸引力均高於高雄市，4階的吸引力則是高雄市高於桃園縣，惟兩縣

市間的差距微小。在Level3中，台南市的1階、2階、3階吸引力值都是排名第一，且吸引力值都高

出同層其他縣市(新竹縣、彰化縣)許多，顯示台南市在Level3的績效表現格外突出。在Level4中，

新竹市的1階、2階吸引力值都是排名第一，且吸引力值都高出同層其他縣市(宜蘭縣、嘉義市、南

投縣、雲林縣、屏東縣)許多，代表新竹市在Level4的績效表現獨佔鼇頭。在Level5中，苗栗縣的1

階吸引力排序第1，但與嘉義縣差距微小，基隆市的績效表現則相對較差。 

表 3  各縣市吸引力值與排序 

Level1 Level2 

 一階 二階 三階 四階 五階  一階 二階 三階 四階 

台北市 
6.0616 

(1) 

13.1635 

(1) 

33.0819 

(1) 

43.4263 

(1) 

121.7079 

(1) 
高雄市 

2.0214 

(2) 

5.5041 

(2) 

11.4438 

(2) 

21.2791 

(1) 

台中市 
1.7090 

(3) 
2.7385 

(3) 
8.2222 

(3) 
21.4638 

(3) 
31.7983 

(3) 
桃園縣 

2.3651 
(1) 

6.0251 
(1) 

12.7854 
(1) 

17.6821 
(2) 

新北市 
3.6957 

(2) 

8.5780 

(2) 

20.3769 

(2) 

30.3244 

(2) 

49.0483 

(2) 
     

平均值 3.8221 8.1600 20.5603 31.7382 67.5181 平均值 2.1933 5.7646 12.1146 19.4806 

附註：括號內數字表示排序，平均值為各階吸引力值之算術平均數。 

表 3  各縣市吸引力值與排序(續) 

Level3 Level4 Level5 

 一階 二階 三階  一階 二階  一階 

台南市 
3.6210 

(1) 
10.2082 

(1) 
15.6381 

(1) 
宜蘭縣 

1.2741 
(6) 

2.7203 
(5) 

基隆市 
1.4323 

(3) 

新竹縣 
1.6255 

(2) 

2.3198 

(3) 

3.8165 

(3) 
嘉義市 

1.5352 

(3) 

2.7565 

(4) 
苗栗縣 

3.1638 

(1) 

彰化縣 
1.5652 

(3) 
3.4564 

(2) 
7.0693 

(2) 
南投縣 

1.2931 
(5) 

1.6986 
(6) 

嘉義縣 
3.0824 

(2) 

    新竹市 
2.8996 

(1) 

8.1515 

(1) 
  

    雲林縣 
1.4849 

(4) 
3.0491 

(3) 
  

    屏東縣 
2.2731 

(2) 

3.2959 

(2) 
  

平均值 2.2705 5.3281 8.8413 平均值 1.7934 3.6120 平均值 2.5595 

附註：括號內數字表示排序，平均值為各階吸引力值之算術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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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對進度值(Progress) 

相對進步值是相對效率較差之決策單位 (如：Level 2) 以相對效率較佳之決策單位 (如：Level 

1) 為評估背景，所求得的。所以除了Level 1之外，其他層的決策單位均可計算出不同階的相對進

步值，以Level 6為例，可分別以Level 5、Level 4、Level 3、Level 2和Level 1當評估背景計算出1

至5階相對進步值，而相對進步值越大者表示其相對績效較差，表示需要更多的努力改善其經營

管理策略與資源配置才可追趕上績效相對較佳層的決策單位。 

由表4可看出2010年Level2中，高雄市的1階進步值較小，代表其與第一層縣市的效率落差較

桃園縣小，惟兩者的進步力值差距極微。在Level3中，台南市的1階、2階進步力值均為最小，代

表台南市與第二層、第一層縣市的效率落差相對於同層縣市(新竹縣、彰化縣)來得小。在Level4

中，新竹市的1階、2階、進步力值均為最小，代表新竹市與第三層、第二層、第一層縣市的效率

落差相對於同層縣市(宜蘭縣、嘉義市、南投縣、雲林縣、屏東縣)來得小。在Level5中，苗栗縣

的進步力值最小。在Level6中，花蓮縣進步力值小於台東縣。在管理意涵上，進步力值越大的縣

市，表示現況表現較差，要更加的努力才能迎頭趕上前面幾層的縣市。 

表 4  各縣市進步力值與排序 

Level2 Level3 Level4 

 一階  一階 二階  一階 二階 三階 

高雄市 
2.2000 

(1) 
台南市 

1.2070 
(1) 

5.1320 
(1) 

宜蘭縣 
5.0593 

(4) 
7.4123 

(4) 
32.0047 

(4) 

桃園縣 
2.2979 

(2) 
新竹縣 

3.6935 

(3) 

8.3503 

(2) 
嘉義市 

5.6576 

(6) 

7.4731 

(5) 

50.3745 

(6) 

  彰化縣 
2.8753 

(2) 
9.5051 

(3) 
南投縣 

5.5835 
(5) 

9.9420 
(6) 

35.7861 
(5) 

     新竹市 
1.7790 

(1) 

2.5227 

(1) 

14.3821 

(1) 

     雲林縣 
2.6593 

(3) 
5.9747 

(3) 
18.8446 

(3) 

     屏東縣 
2.3065 

(2) 

5.3883 

(2) 

17.2614 

(2) 

平均值 2.2489 平均值 2.5919 7.6625 平均值 3.8409 6.4522 28.1089 

附註：括號內數字表示排序，平均值為各階進步力值之算術平均數。 

表 4  各縣市進步力值與排序(續) 

Level5 Level6 

 一階 二階 三階 四階  一階 二階 三階 四階 五階 

基隆市 
1.9949 

(3) 
4.6052 

(3) 
10.8910 

(3) 
35.1182 

(3) 
花蓮縣 

1.0111 
(1) 

2.4236 
(1) 

5.8903 
(1) 

13.1715 
(1) 

48.8893 
(1) 

苗栗縣 
1.2136 

(1) 

3.4311 

(1) 

6.5965 

(1) 

22.6594 

(2) 
台東縣 

2.6128 

(2) 

4.2079 

(2) 

12.9532 

(2) 

20.2135 

(2) 

72.4217 

(2) 

嘉義縣 
1.2162 

(2) 
4.0803 

(2) 
6.6477 

(2) 
22.4723 

(1) 
      

平均值 1.4749 4.0389 8.0451 26.7499 平均值 1.8120 3.3158 9.4217 16.6925 60.6555 

附註：括號內數字表示排序，平均值為各階進步力值之算術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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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源配置 

表5為1階吸引力值與1階進步值的平均值彙整表，各縣市所應追求的是向上提升，而非向下

沉淪，因此本研究僅就進步力值進行說明。Level2(高雄市、桃園縣)若要與Level1(台北市、台中

市、新北市)效率表現相同，必須增加44.47%的產出(文創產業總產值、參與出席人數)。Level3(台

南市、新竹縣、彰化縣)若要與Level2效率表現相同，必須增加38.58%的產出。Level4(宜蘭縣、嘉

義市、南投縣、新竹市、雲林縣、屏東縣)若要與Level3效率表現相同，必須增加26.04%的產出。

Level5(基隆市、苗栗縣、嘉義縣)若要與Level4效率表現相同，必須增加67.8%的產出。Level6(花

蓮縣、台東縣)若要與Level5效率表現相同，必須增加54.91%的產出。 

表 5  平均吸引力值與平均進步力值(1 階) 

 1 階吸引力值 1 階進步力值 

Level1 0.2616 － 

Level2 0.4559 0.4447 

Level3 0.4404 0.3858 

Level4 0.5576 0.2604 

Level5 0.3907 0.6780 

Level6 － 0.5491 

 

(五)競爭優劣勢 

決策單位若想知悉本身的優劣位置，則可藉由合併相對吸引力值和相對進步值，分辨出其在

產業中的競爭優勢位置以檢測現有的經營策略與資源配置等是否恰當。而為了可以更加明確的標

示出其競爭優劣勢，本文以各層的平均吸引力值和平均進步值為準，將其劃分為4個象限說明。

圖4至圖7的垂直紅線代表吸引力平均值，水平紅線代表進步力平均值，據以劃分出4個象限。 

第Ⅰ象限：為相對吸引力值低、相對進步力值高，表示其現在所處的競爭位置有接近的競爭

者存在，而且若想要達到最接近之相對較佳層的效率前緣，則需要對其資源配置等經營管理策略

進行大幅度改善才有可能。 

第Ⅱ象限：則是相對吸引力值高和相對進步力值高，雖無較接近的競爭者存在，但要提升績

效則需要更加努力才有機會達成。 

第Ⅲ象限：則是相對吸引力值低和相對進步力值低，顯示有潛在競爭者存在，但是要追趕上

前一層的決策單位較為容易，管理者需檢視現行策略是否恰當。 

第Ⅳ象限：則是相對吸引力值高但相對進步力值低，若是落在此區域，顯示其所處的競爭位

置較好，績效表現相對較佳，可保有現行的經營管理方針。 

由前面的描述可知，一個決策單位相對績效表現較好的是要有高的相對吸引力值和低的相對

進步值，所以位於第Ⅳ象限最好，而位於第Ⅰ象限則最不理想，位在第Ⅱ象限和第Ⅲ象限則各有

好壞。第Ⅱ象限縣市可降低其進步力值、第Ⅲ象限縣市則是提升其吸引力值，可達到較具競爭力

的第Ⅳ象限。 

由圖4至圖7可看出2010年位於Level 2至Level 5之決策單位的競爭優勢位置 (以1階相對吸引

力值與1階相對進步值合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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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evel2中(圖4)，只有桃園縣與高雄市兩個決策單位，桃園縣落在第II象限，應設法降低與

第一層縣市的進步力值差距，可增加其競爭優勢；高雄市落在第III象限，提升其與第三層縣市的

吸引力值，亦可提升其競爭力，管理者亟需檢視現行策略是否恰當。 

在Level3中(圖5)，新竹縣、彰化縣均呈現低吸引力值、高進步力值，落在第I象限，相對競爭

優勢低，被Level4其他決策單位追上的可能性相當高；台南市位在第IV象限，同時具有高吸引力、

低進步力，具有相對最佳優勢。 

在Level4中(圖6)，南投縣、嘉義市、宜蘭縣均呈現低吸引力值、高進步力值，落在第I象限，

相對競爭優勢低，被Level5其他決策單位追上的可能性相當高；雲林縣落在第III象限，亟需增加

其與第五層縣市的吸引力值，俾以提升其競爭力，管理者亟需檢視現行策略是否恰當。新竹市、

屏東縣位在第IV象限，同時具有高吸引力、低進步力，具有相對最佳優勢。 

在Level5中(圖7)，基隆市呈現低吸引力值、高進步力值，落在第I象限，相對競爭優勢低，被

Level6其他決策單位追上的可能性相當高；嘉義縣、苗栗縣位在第IV象限，同時具有高吸引力、

低進步力，具有相對最佳優勢。 

  

圖 4  Level2 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平均相對吸引力

與相對進步力值(1 階) 

圖 5  Level3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平均相對吸引

力與相對進步力值(1 階) 

  

圖 6  Level4 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平均相對吸引力

與相對進步力值(1 階) 

圖 7  Level5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平均相對吸引

力與相對進步力值(1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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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都市規模較大，其文創產業治理績效較佳，效率最佳的六個縣市分別為

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桃園縣、高雄市、台南市，這六個縣市即為「新六都」，這項研究與

Stam等人(2008)的研究結果意涵相同，位於都市的公司比郊區的公司更具有創新性。其主要原因

也是因為在都市中本身具有較高的創意資本存量(Petrov, 2008)。亦可能是六都的資源較為豐沛，

在人力、資本、財力的投入，以及相關藝文活動的行銷等方面，有良好的政策規劃作為後盾，產

生較大的綜效，因此具有較佳的效率表現。相對地，基隆市、苗栗縣、嘉義縣、花蓮縣、台東縣

是效率表現較差的五個縣市，這五個縣市的共同點為都市規模較小，資源較為貧乏，難以吸引文

創產業與相關人才進駐，因此其效率分層位居最末兩層，進步空間仍非常大。很顯然的，都市規

模成為影響文化創意產業治理績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相對吸引力部分，台北市對各階層的吸引力值都是排名第一，顯示台北市文創產業的發展

十分成熟與穩定，在Level2、Level3、Level4、Level5分層中，桃園縣、台南市、新竹市、苗栗縣

分別是該分層中吸引力最高的縣市，代表這些縣市在分層中的效率表現最佳。在相對進步力值部

分，高雄市、台南市、新竹市、苗栗縣、花蓮縣分別是Level2、Level3、Level4、Level5、Level6

分層中，進步力值最小的縣市，代表這些縣市與領先層縣市的效率差距較小，稍微改善即可迎頭

趕上。因此，相對較高的吸引力，和相對較低的進步力的縣市有桃園縣(與高雄市差異不大)，台

南市，新竹縣和苗栗縣，是除了台北市以外，較具有機會能突破現況到表現更佳的分層中。核對

都市發展的現況，這些都市規模並不相同，然而亦是同層中都市規模較大的縣市，且位於北台之

縣市略多於南台，可能受到南北區域差異所影響，雖然上述縣市並非均處於排名較前面的縣市，

然而可能受到都市規模與南北差異的影響，以及不同縣市的產業發展基礎不同或者受到都市治理

策略的影響。因此這一類高吸引力，低進步力的縣市，是相近的競爭對手中較具優勢的縣市。綜

上所述，都市規模影響縣市的分層的絕對績效較多，而區域差異則影響該層間相對競爭優勢。 

在資源配置部分，Level2(高雄市、桃園縣)若要與Level1(台北市、台中市、新北市)效率表現

相同，必須增加44.47%的產出(文創產業總產值、參與出席人數)。Level3(台南市、新竹縣、彰化

縣)若要與Level2效率表現相同，必須增加38.58%的產出。Level4(宜蘭縣、嘉義市、南投縣、新竹

市、雲林縣、屏東縣)若要與Level3效率表現相同，必須增加26.04%的產出。Level5(基隆市、苗栗

縣、嘉義縣)若要與Level4效率表現相同，必須增加67.8%的產出。Level6(花蓮縣、台東縣)若要與

Level5效率表現相同，必須增加54.91%的產出。此顯示Level4與Level3的效率差距最小，而Level6

與Level5的效率差距最大，足見花蓮縣、台東縣的文創產業發展與治理績效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

間。 

(二)研究建議：治理策略 

1. 第Ⅰ象限(以區隔化策略重點發展，避免被邊緣化)： 

為相對吸引力值低、相對進步力值高，表示其現在所處的競爭位置有接近的競爭者存在，而



建築與規劃學報 

39 

且若想要達到最接近之相對較佳層的效率前緣，則需要對其資源配置等經營管理策略進行大幅度

改善才有可能。此類都市應該以區隔化作為治理主軸，強化都市自我特色，並尋求中央之協助以

改善與現有競爭都市的異質性，透過都市行銷的方式改善都市自明性，強化都市性格以及尋找較

具競爭優勢的產業類別，採用重點發展的方式突破僵局。這一類的都市包括Level3的新竹縣、彰

化縣；Level4的南投縣、嘉義市、宜蘭縣；Level5的基隆市。 

2. 第Ⅱ象限(強化體質，以長期的發展策略為重心)： 

則是相對吸引力值高和相對進步力值高，雖無較接近的競爭者存在，但要提升績效則需要更

加努力才有機會達成。在此象限內的都市，由於短期之內容易維持現有領先優勢的狀況，然而要

追趕上前一分層的城市需要較大的努力，因此治理的主軸擬定較長遠的發展策略，例如以提昇整

體文創環境的友善程度，強化關於文創教育與改善產業環境。Level2的桃園縣屬於此類型。 

3. 第Ⅲ象限(運用短期激勵誘因增加領先優勢)： 

則是相對吸引力值低和相對進步力值低，顯示有潛在競爭者存在，但是要追趕上前一層的決

策單位較為容易，管理者需檢視現行策略是否恰當。位於這個象限的都市，應該立即採取短期能

生效的策略，例如獎勵或者補助的誘因，然而這類短期的策略需要較大的資金投入，現況雖然具

有優勢然而競爭的風險也較高。Level2的高雄市；Level4的雲林縣屬於此類型。 

4. 第Ⅳ象限(維持現行治理策略，穩定發展之中力求升級)： 

則是相對吸引力值高但相對進步力值低，若是落在此區域，顯示其所處的競爭位置較好，績

效表現相對較佳，可保有現行的經營管理方針。若Level3的台南市；Level4的新竹市、屏東縣；

Level5的苗栗縣、嘉義縣屬於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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