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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的創新與智識資本之研究
1
 

古宜靈2
 

摘要 

文化產業目前是城市或地方再發展的重要策略，台灣也以文化產業作為國家重點發展計畫。

但由於文化產業在創意的本質下，發展更應緊密深植於城市學習、知識發展、智慧、和社會價值

資產之上，才能真正藉由創新、藝術、和集體學習的過程提升競爭力。知識與創新確為文化產業

競爭優勢的來源，而其資本內涵的界定和評量，成為討論文化產業發展競爭和機會的重要條件。

本研究由創新和智識資本觀點，著手對文化產業無形智識資產進行了解。透過文化產業的特質與

創新、知識的需求了解，建立文化產業智識資本評量的四大資本項目與評量體系，結果指出「員

工創新資本」與「創新資本」應為文化產業發展首重項目。藉由臺北都會區的鶯歌陶瓷產業和音

樂產業兩個個案，進行智識資本項目的評量分析，除說明評量體系的可操作性外，並找到文化產

業智識資本主體特色，透過學習、與互動交流累積知識，分享與創新經營累積產業智識資本存量，

是發展優勢持續要件；結果可作為文化產業永續經營管理的策略建議。 

關鍵字：文化產業、創意資本、智識資本、文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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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ecades, cultural industry plays a key role to promote local redevelopment. Taiwan also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as one of important policies to rise Taiwan’s advantages. 

However, a characteristic of intensive creation also let the cultural industry face risks of unstable 

market and consumer’s subjective favorites. The cultural industry should be, nodoubtly, embedded 

on a basis of learning, knowledge,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values to strength competition with 

innovations, arts, and a process of collective learning. Therefore, not only the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are necessary achievements for incubating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but their 

capitals should also be evaluated to precisely diagnose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ve capital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context of 

such knowledge assets and discuss how they can strengthen stocks of innovative intellectual capital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for their development. By comparing two cases, Yingo’s ceramics industry 

and Taipei’s music industry, innovative capitals of staff and company should be the first key for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It not only can indicate the operability of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for 

the cultural industry,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capital will be embedded and accumulated by ways of 

learning, intensive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and management ideas sharing in promot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e findings can be proposed as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Keywords: cultural industry, innovative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cult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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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十世紀末期的全球化競爭壓力，文化產業經營於有限外部資源支援下，永續經營必須掌握

創新、研發以及服務、行銷等面向。其經營更異於一般事業發展，除了實質經濟效益外，對地區

發展與社會參與、文化體驗與學習，皆可透過包括文化資產活動再利用等方式操作，激發產業活

化動力及產能。在文化消費與地方發展關係愈密切的趨勢下，產業文化資產蘊含地方發展與歷史

文化價值，而產業文化資產更透過文化娛樂與教育活動的發展，帶動創造地方產值並刺激地方社

會的參與。隨著經濟活動中互動關係的架構性改變，文化產業經營須藉由多元資源鏈結的注入，

以產業文化資產為開發元素，激發其再利用產能，達到文化保存與經濟發展雙贏局面。是以，文

化產業經營不僅著墨文化資產的保存或空間、資源與人力資源的提升，更在於體驗學習、觀光遊

憩、社會文化、轉型企業化以及其間相互影響的綜合效益，更具備創新 (innovative)、企業

(entrepreneurial)、彈性(flexible)、創意(creative)、點子導向(ideas driven)及融合與展現地方和全球

特性(Lash and Urry, 1994; Scott, 1997)之優點。 

面對文化產業不斷創新、資本化、和社會化的特質，如果直接提出文化產業的發展策略而對

於產業或廠商本質和需求，未見有較為基礎和詳實的分析，抑或當面臨廠商類項不同策略，明顯

不容易將廠商扶植和提升其基本競爭力。文化產業的發展，除了環境氛圍的營造和相關制度策略

的配合，文化產業所具有的創新資本和智識資本存量，以及從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角度來討論

文化產業和地方資源網絡的緊密關係、制度著床的現象，應是探究被視為地方經濟再發展甚至產

業結構重組機會的對象，以及配合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提升文化產業競爭力的重要議題。本研究基

於相關理論和文獻討論，從創新學習及智識資本經營管理角度，藉由過去研究經驗和國外個案論

述基礎，界定文化產業廠商發展需求，及創新與智識發展特性。並探究文化產業創新與智識資本

內涵，建構文化產業發展的創新與智識資本衡量指標及體系。進一步為初步驗證本研究建立文化

產業智識資本指標體系之可操作性，在個案選擇上，以台北都會區具現代性文化產業特性之音樂

產業，及具傳統生活產業特質之鶯歌陶瓷產業為對象，瞭解其特性、關連現象、以及創意與智識

資本之現況、存量，除比較其差異性並探討智識資本的組成要素，亦從文化產業永續經營和地方

文化經濟體現前提下，提出文化產業發展資本與制度面經營管理的策略，作為台灣推動文化產業

發展的參考。 

二、文化產業的創新與智識資本  

文化產業，無論是傳統文化產業、現代文化產業，其發展特性都立基於創意與知識的基礎，

以降低風險與面對多變的市場結構。探究文化產業的特性、發展條件、對環境建構的需要，是確

立文化產業創新發展需求及創新、智識資本內涵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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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產業的特性與創新 

    創新可說是創造新知識與資訊，以創造企業新意象的有效方式(Boekema et al., 2000)。關

於文化產業的詳細定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7)定義「結合創作、生產與商業的內容，

同時在內容的本質上，是具有無形資產與文化概念的特性，並獲得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而以產品

或服務的形式來呈現的產業」。由於文化產業是「以智財產業為核心的提供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

務的產業」，因此文化產業的核心價值，在於文化創意的生成，而其發展關鍵在於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創造性與文化特殊性，這是文化產業化的重心所在。但由於文化產業經營風險性來自於消費

大眾對文化商品消費，具有高度易變性與不可預測性，在面臨產業持續創新的需求，發展環境則

需要眾多要素配合，包括：人力資源的培育、促進創意人才間的互動、刺激與合作、建構鼓勵性

的環境，促進產、官、學人才間的相互合作、建構學習型社會、強化文化產業企業的研發文化、

建構產業群聚等等。其中，創新和學習的過程，除需藉由外部資訊的不斷流入，與其他知識機構

進行合作與互動外，企業內部運作，更要隨時保持更新狀態。因此，創新是創造新知識與資訊，

以創造企業新意象的有效方式(Boekema et al., 2000)，藉由企業內部學習氛圍的產生，創作者間更

能藉由網絡關係的產生有效促進知識流通創造新知識。進一步，為提升文化產業創意能力和智識

能力的基礎，提升文化廠商的創新能力，藉由外部資訊的不斷流入，隨時保持更新狀態便顯得重

要，即文化產業需要存在資訊互動密集的環境就成為必然現象，且有助於接近消費者與市場機制

(Kunzmann和王紡，2003)。換言之，文化廠商會出現高度聚集於首都、行政中心與資訊傳播核心

之現象，以能掌握消費、流行資訊，同步與全球互動。而為了保持資訊的隨時更新，對於其他制

度上的機構(如：大學、資料庫、職訓中心、代理商、民間組織)所提供的專門教育、訓練、資訊、

研究與技術的支持亦頗為重要。 

此外，對於新興文化廠商和文化創業者，當地有創意並以網絡為基礎的環境、資金取得容易、

足夠且合適的展覽推廣機會、關鍵人才資源供給、接近市場腹地及資訊發達、產業內部互信合作

與相互學習狀況等等，皆影響發展優勢的維持。此外，地方作用者彼此互動創造出高度學習創新

場域，亦被推論是文化產業降低風險和提高競爭力的關鍵。是以，文化產業的發展，除前述討論

所必須的基礎外，在產業特性上，也強調想法來源的「原創性」，可以是在地的傳統文化與核心

藝術，或者個人的創造力與才能，且因為「原創性」中的創意或文化成為經濟價值的來源，且「內

容」及「符號」本身的無形性，因此在商品化的轉換過程中，所產生的價值比任何實體財產更大，

而文化商品組成的核心元素或概念想法更需要受到「智慧財產權受到保障。」(Richard, 1995)透過

創新，不僅創造文化廠商的核心競爭力，而當別人紛而仿效時，也可以採取強化自身開發能力，

加快價值轉化的戰略；如迪士尼公司在推廣每一個迪士尼樂園時均有新的創意，透過獨特創意及

各項活動，特別是把優勢延伸到旅館業、零售業和出版業，透過規模化的拓展，排斥了其他企業

的兼併企圖，而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娛樂企業大集團。(花建，2004) 

在人才面，則除了透過高品質與具有良好資源的「教育供給」到位，完整教育訓練養成之技

術與知識人才之供給，以及創新管理人才的培育來推動文化產業永續發展的關鍵外 (OECD, 

2001)，經營上，則需要複合型經營管理人才，具備較高的文化藝術素養和創新能力，並能將文化

商品藉由推到市場過程中，所需要的管理、行銷、和財務等能力有效連結，同時回應前述文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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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產邏輯中所存在必須被重視的智慧財產和變動的風險。 

綜合以上，文化產業競爭力來源，不再是以土地、設備、廠房等實體資本為主，無形資產及

知識創造價值更是關鍵；即智識資本。對於智識資本的管理，應更具系統的進行管理，以捕捉和

傳播所習得之知識、推動部門和企業間新思想和經驗的分享。但在對文化產業創新與知識管理的

績效評估上，卻常因知識管理工作範圍甚廣、工作涉及時間長以及管理工作不易立竿見影等因

素，使其評估不易。「知識管理績效」也非等同「經營績效」，自然無法由一般帳面損益表或資

產負債表一窺究竟。透過文化產業智識資本模式的建構與衡量，將得以更有效的掌握文化廠商知

識獲得、流動、分享、整合、創新的效益。 

(二)智識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 IC)內涵 

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從有形資產的管理，逐漸移轉至對人的智慧以及系統的

無形管理能力(Quinn et al, 1996)，同時持續創新精神並有效運用資訊科技，發展知識經濟。企業

價值主要可區分為傳統資本與智識資本兩類(Bontis et al.,1999)，傳統資本包括實體資產(physical 

assets)與貨幣性資產(monetary assets)，智識資本包括人力資本與組織資本等，其中傳統資本所創

造的價值稱為「有形價值」，而智識資本所創造價值則稱為「無形價值」。Morgan Stanley’s World 

Index調查顯示，各企業在世界股票市場的平均值是帳面價值的兩倍，其間價值差距所隱藏的價值

在管理學上即稱為智識資本(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Bontis et al(2000)認為，智識資本能使

公司表現本身真正價值，並藉由公司的知識、經驗、組織能力、顧客關係、創新能力、專業技能

的培養與掌握及人力資源，使企業在市場上保持優勢。在智識資本的定義上，Stewart(2001)認為

是形成、獲得、產生高價值資產的智慧原物料，亦為公司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異，包括專業

能力、知識、與公司組織的學習能力等無法進行適當衡量價值的事物。而智識資本的衡量，Anna 

et al.(2005)則指出，應結合財務上的價值，如有形資產；以及智識價值，如智慧資產。智識資本

融合四個要素，人力資本、關係資本、競爭資本以及結構資本。 

1.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HC)：包括人員技術、經驗、態度、想法、價值觀及其競爭力…等無形資產。

在此面臨的挑戰乃是該如何將員工隱藏於內的know-how轉變為有形的資產，因此，進行內隱知識的編

碼並隨後讓知識順利傳播將顯的重要。 

2.  關係資本(Relational capital, RC)：關係資本不存在於廠商內部，其取決於廠商對外，包括與顧客、供

應者、商業組織和政府…，此種無形資產，亦難以解構或計算。 

3.  競爭資本(Competitive capital, CC)：指廠商藉由內部或外部資源，以蒐集取得競爭者資訊的能力。典

型的方式，包括蒐集相關的年報；與職員、供應商和顧客進行資訊的交換；蒐集網站資訊加上定期的

檢視貿易市場。 

4.  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 SC)：此關係到廠商運作程序、設施，及輔助人力資源的設備。此包含「系

統資本(systems capital)」與「創新資本」。如資料庫的建置、工作手冊、網絡關係、佈告欄、電子郵件

寄送清單…等。廠商內部合適的企業文化、信任、鼓勵、溝通層級…等，皆能創造和發展一個適合知

識與資訊流通的環境，並且刺激創新想法的產生(Anna et 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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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智識資本構成要素 

學者 資本內涵 

Stewart (2001) 

1. 人力資本：具創新、能改善產品和服務品質以及商業程序能力之個人。 

2. 結構資本：屬於組織全體共同擁有，具有流通與分享之特質，包括：科技

技術、創新發明、資料、出版物，另外，包含企業策略、企業文化、架構

系統、組織既定程序…等。 

3. 顧客資本：包含市場佔有率、顧客關係、顧客重複購買率、顧客獲利率(每

人)…等。 

Sveiby (1997) 

1. 員工在各種情況下，創造有形、無形資產的能力。 

2. 內部結構：包括專利、概念、模式、電腦以及管理系統。 

3. 外部結構：泛指與顧客及供應商之關係，同時也包含企業品牌、商標和商

譽形象。 

Edvinsson (1997)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 

1. 人力資本：泛指企業員工具有之工具知識、技能、創新和能力，亦包括企

業價值、文化和哲理原則。 

2. 結構資本：包含硬體、軟體資料庫、組織架構、商業市場、以及其他支援

企業員工進行生產之一切資源。 

Wiig (1997) 

1. 人力資本：組織內人員的知識、技能、能力。 

2. 創新資本：組織創新、創造新產品與服務的能力。 

3. 流程資本：組織內部的流程、技術、系統、工具。 

4. 顧客資本：組織與顧客關係的價值。 

Brooking (1997) 

1. 市場資產：包含品牌、顧客及其忠誠、配銷通路、授權合約等。 

2. 人力資產：由員工的專業、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領導能力、管理技

能等要素所構成。 

3. 智慧財產權：營業 know-how、營業秘密、專利、版權、及其他設計能力。 

4. 基礎建設：科技、方法、以及促使整個組織運作的流程。 

Dzinkowski 

(2000) 

1. 人力資本：指的是企業內部員工的 know-how、能力、技術、以及其專業

知識等。 

2. 顧客資本：組織與外界的關聯，如與顧客、供應商的關係、商譽等。 

3. 組織資本：指企業內部所擁有的專利、商標、管理工具、IT 系統、研發

能力、或是組織內部所執行來改善公司效率與獲利的創新能力。 

資料來源：IFAC(1998); 本研究彙整 

Stewart(2001)認為，智識資本管理非單純由上述分類而各自管理即可創造出公司價值，實則

需要藉由三者的互動影響才能產生。同時，為有效進行智識資本的管理，企業內部亦需創造一個

正面而有效的循環系統，藉著對良好人力資本的管理，創造出更有競爭力的人力以發展結構資

本，領導發展更有貢獻的外部資本，進而產生更佳的財務績效。 

(三)文化產業創新與智識資本評量架構芻議 

文化產業應著重於後工業化城市及後現代化社會的需求，緊密深植於城市學習、知識發展、

智慧、創新和社會價值資產上，才能反映生活方式與趨勢，減低社會變遷和價值快速移轉可能造

成的市場崩潰與危機。綜觀文化產業創新與學習內涵可知，除環境氛圍的營造和相關制度策略的

配合，產業所具有之創新資本與智識資本存量，及社會資本角度討論文化產業和地方資源網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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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關係、制度著床的現象，皆是探究提升文化產業競爭力的重要議題。基本上，創新來自文化

企業內部的人力資源、智識資產以及智慧財產權，管理方式須透過篩選以真正選擇出能為企業產

生價值的創新想法。另外，能為企業帶來創新價值的資源則為企業之結構資本，如製程、分佈、

銷售程序，能將無形資源轉化為有形的產品與服務，以吸引顧客產生購買意願；透過銷售額的增

加、捐贈稅金減免、許可牌照、結盟，為增加企業資產價值的方式(Leif et al, 1996 )。文化產業因

其發展與一般產業明顯不同，創新與智識資本創造出來的產業無形價值，是延續產業發展的最主

要關鍵，無論規模，廠商均須倚賴創新與知識學習，才能維繫發展競爭力。因此，立基在對文化

產業發展需求分析，以及創新與知識學習管理的特質觀察基礎上，本研究依據智識資本觀點和文

獻討論結果，擬提創新與智識資本的內涵，包括：「員工創新資本」、「流程資本」、「關係資

本」、「創新資本」等四個構面(如圖1所示)。 

1.  創意激發與來源－「員工創新資本」：員工創新資本的組成，一般以廠商內部組成人員所擁有解決問

題、創造與管理能力為主(Brooking, 1997)。包括員工在創新團隊中的合作關係良好、員工能否了解時

代潮流與脈動、是否具獨特性創意思考、能否隨時保持技術更新、能否於工作中獲得足夠成就與滿足

感、彼此能夠互相學習促進創新、員工於職務上是否皆能竭盡所能及員工流動率狀況…等。  

2.  產業發展與地方貢獻－「流程資本」：流程資本主要的意義在於分析廠商創造價值的整合與處理能

力，透過系統化過程促成組織內知識流動和交流的速度，提升競爭力；如果資訊、知識能夠迅速透過

廠商內部的系統化過程，轉化為員工的技能，就能深化前述無形價值的可能性。Hubert(1996)認為流

程資本包括系統、結構、文化等相互的影響，並包括對外來發展的預期(即願景的引導)，如資訊系統、

組織文化、業務運作程序、組織內部結構組織價值、未來更新與發展等等。本研究歸整文化產業之流

程資本包含：流程與資產運作能力、成本支出獲利能力、存貨及存料周轉率、固定資產運用能力、總

資產週轉率、實際運用資產淨額週轉率等。 

3.  網絡連結與對外關係－「關係資本」：關係資本的存在(包括對外關係的開發、建立與維繫等)除了與

其他組織建立和累積一定的資本存量以提高績效，文化生產邏輯關係中的創新、生產、包裝、行銷等

各環節網絡關係的建立，也為重要智識資本組成和長期經營的基礎；因此關係資本的內涵包括顧客關

係、生產網絡的組成與關係、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如政治、地方、社群、居民)的關係等、電子化商務

與資訊化管理程度、結構化知識管理等。 

4.  廠商創新發展－「創新資本」： Throsby(2003)認為文化廠商的生產活動中，融入「創意」並含有某

種形式的「智慧財產」是文化商品競爭維持的要件。創作者本身的創意想法或生活體驗，成為商品創

作的要素。創新資本的內含有外顯的「智慧財產權」和內隱的「創新與研發能力」，如何擷取或積累

創新資本的程序和能力，是衡量文化產業創新能力的指標。本研究歸整文化產業創新資本包含：創新

研發效益、知識強度、新市場開發結果、商品線內容、流程創新能力、專利權與得獎記錄、技術購買

能力、創新成本與實際投入效益、創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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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文化產業智識資本概念評量面向 

透過文獻整理智識資本觀點討論的結果，本研究提出四類「員工創新資本」、「流程資本」、

「關係資本」、「創新資本」衡量指標，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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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文化產業人力資本衡量指標 

類別 
編
號 

指標內容 評估內容 

創意激
發與來
源—員
工創新
資本 

1.  技能升級政策 企業提供員工在職訓練(on –going training) 機會與市場訊息 

2.  員工自主性學習能力 員工具專業技能自我更新能力 

3.  專業認證次數 專業證照數量及智慧財產數量 

4.  創意人才數量 專業人員比例 

5.  員工年資 專業人員平均工作年資 

6.  員工報酬率 全年勞動報酬水準 

7.  員工心理評估 員工對工作的滿意程度，熱愛工作與否 

8.  員工團隊合作能力 個人執行商品設計與製作佔整體完成度之比 

9.  工作專業能力評估 員工的知識及技能足以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10.  員工營收創造力 員工營收創造力(營業收入額/員工人數) 

11.  員工營業利益創造力 員工營業利益創造力 (營業利益/員工人數) 

12.  員工毛額創造力 員工營業毛額創造力 (營業毛額/員工人數) 

13.  領導者能力 領導者具積極冒險創新精神 

14.  員工知識經驗分享 員工能容易的與他人進行經驗的學習交流 

15.  友誼發展 員工會主動進行彼此新關係的展延 

產業發
展與地
方貢
獻—流
程資本 

1.  流程與資產運作能力 實際運用資產淨額 

2.  成本支出獲利能力 營業收入/ 營業支出 

3.  存貨及存料周轉率 存貨及存料周轉率 

4.  固定資產運用能力 實際運用固定資產淨額週轉率 

5.  總資產週轉率 總資產週轉率 

6.  
實際運用資產淨額週轉
率 

實際運用資產淨額週轉率 

7.  環保支出 環保支出佔營業收入比 

8.  
近三年組織結構改變情
形 

員工的職權和責任逐漸增加 

9.  部門連結能力 不同部門間具緊密關係 

10.  產值與就業機會影響 促進經營產值與就業機會增加數量 

11.  環境景觀變化 促進環境景觀營造改善 

12.  
促進文化產業開發有利
經營 

促進地方特有產業之開發與文化包裝 

13.  
生活空間與歷史古蹟保
存 

促進古蹟、文史、與生活空間之保存 

14.  藝術、文藝活動辦理 促進文化、藝術、生活、學習與藝術研究設施與活動 

網絡連
結與對
外關
係—關
係資本 

1.  
國內合作夥伴之連結與
互動 

與供應商或競爭者具緊密連結、互動頻繁 

2.  
電子商務流程促進銷售與
創新能力 

電子商務經營行為能促進營業資訊提供、線上訂貨、電子交
易轉帳與其他之企業比例 

3.  電子化資訊處理方式 使用電腦設備企業單位比例 

4.  電子商務企業化程度 運用電子商務企業單位比例 

5.  結構化知識管理 建立有知識管理與分享機制 

6.  國外市場競爭力 商品外銷比例 (國外銷售價值/國內銷售價值) 

7.  知識交換與學習能力 維持良好的非正式溝通互動關係，能相互信任尊重 

8.  網絡聯盟夥伴數量 
比起其他同業，策略聯盟公司數目較多、合作關係良好且持
久 

9.  客製化服務 針對不同的顧客需求，進行個別的產品或服務提供程度較高 

10.  市場佔有率 當地市場佔有率，達 20%或以上 

11.  顧客持續與忠誠度 熟客關係持久性在同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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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文化產業人力資本衡量指標(續) 

類別 
編
號 

指標內容 評估內容 

 

12. 顧客滿意度  顧客購後抱怨度低/ 滿意度高 

13. 宣傳廣告費用 宣傳廣告支付費用佔總營收比 

14. 溝通宣傳能力 廠商對外信息發布的管道具多元化(種類) 

廠商創
新發
展—創
新資本 

1.  創新研發效益 新產品銷售率與毛率 

2.  知識強度 企業本身具有獨特的知識技術能力或創作手法 

3.  新市場開發結果 其他營業收入/全年各項收入淨額 

4.  商品線內容 商品線內容具成長性 

5.  流程創新能力 具逐步修正創造生產流程之能力 

6.  專利權與得獎記錄 研發密集度、專利權核准數與得獎記錄 

7.  技術購買能力 購買研究發展技術企業比例 

8.  
創新成本與實際投入
效益 

研究發展及購買技術支出/營業收入 

9.  創新文化 
積極投入研發創新活動，對於新構想、新產品發展都提供
充分資源支持，並建立良好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 

資料來源：Sveiby(1998), Watson et. al (2005), Stewart (2001), IFAC(1998), Bontis(1999), Johnson(1999), Roos et al (1997), Renko 

et al (2002), Watson et. al (2005), Nonaka and Hirotaka(1995), Loof and Heshmati (2002) 

三、文化產業智識資本衡量指標評定 

為建立「文化產業的創新資本與智識資本」評估模式，本研究首先透過文化產業的特質與創

新、知識的需求分析，進行創新和智識資本文獻討論，針對文化產業特性，國外智識資本指標與

管理發展案例蒐集，建立文化產業創新學習與智識資本指標架構。文化產業智識資本評估指標萃

取透過兩階段調查，第一階段為專家問卷之共識度分析；第二階段則利用模糊網絡程序分析(Fuzzy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FANP)問卷分析，藉專家對於各指標間的相關關係建立權重，作為文化

產業智識資本衡量和操作依據。最後，為比較不同性質的文化產業在資本基礎內涵的差異，本研

究在考量地區環境條件相同的基礎下，選定台北都會區中具發展基礎的現代型音樂產業和傳統型

的鶯歌陶瓷產業作為前述創新和智識資本的個案案，就指標體系分析其於智識資本各指標項下的

資本存量關係，藉以提出發展問題和建議方向。 

(一)評量指標的建立 

為確認文化產業創新資本與智識資本評量體系內容，本研究應用德爾菲專家問卷(Delphi)設計

指標合適度專家問卷；各部分的衡量指標題目採用李克特5點尺度方式。透過德爾菲專家問卷，

目的在取得參與專家對能力指標的共識，問卷採用半開放式的設計，藉由開放式的指標修正與意

見回饋，獲得專家集體智慧，使智識資本衡量指標趨於完整。經過指標體系初擬過程，文化產業

智識資本包含四個構面共52項衡量指標，為進一步確定指標項之適宜性，藉由十一位專家(從文化

產業、休閒管理、財務管理、美學藝術、文化資產、環境政策…等方向之專長)進行問項篩選(一

致性與穩定性)檢定工作。 

本研究評量指標的評選標準為：各指標以平均數(μ)=4為指標的參照，平均分數超過4表程度

為「重要」；四分位差小於等於0.6者表專家意見具高度一致性者予以保留；另外，考量當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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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0.7，但平均數為4以上者，另以眾數判定，眾數判定標準為專家贊成數未超過6人者則予以刪

除。本研究分別於2008年6月開始進行兩回合之專家問卷調查
3
，兩次德爾菲問卷程序後各項指標

趨於一致，文化產業的創新資本與智識資本衡量體系調整為四大向度、共二十項指標；德爾菲結

果請參見附錄。 

表 3  文化產業創新資本衡量指標及操作定義 

 (二)評量指標權重分析 

由於文化產業智識資本的評量指標，彼此間非完全獨立關係，因此在指標權重評量上，本研

究嘗試透過建立文化產業智識資本指標的層級架構，援以ANP方法與模糊集合的觀念，即模糊網

路程序分析法(Fuzzy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FANP)方式，試圖在文化產業個案發展特性與現況

了解下，進行文化產業創新與智識資本量測分析方式的詮釋與評估。解決過去研究對於文化產業

                                                      
3 本調查完成迄今雖有時日，惟所探討的文化產業智識資本評量架構與指標，未因時間而有所差異；如依據評量架構並就各

指標項帶入當前的發展數值執行，仍可作為不同文化產業探究不同面向智識資本存量、優劣、及研議策略之參考。 

指標 評估項目 操作定義 

創意激發與來源- 

員工創新資本 

技能升級政策 
企業提供員工在職訓練(on –going training)機

會與市場訊息 

員工心理評估 員工對工作的滿意程度，熱愛工作與否 

工作專業能力評估 員工的知識及技能足以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領導者能力 領導者能充份授權 

員工知識經驗分享 員工能容易的與他人進行經驗的學習交流 

友誼發展 員工會主動進行彼此新關係的展延 

產業發展與地方貢

獻-流程資本 

部門連結能力 不同部門間具緊密關係 

環境景觀變化 促進環境景觀營造改善 

生活空間與歷史古蹟保存 促進古蹟、文史、與生活空間之保存 

藝術、文藝活動辦理 
促進文化、藝術、生活、學習與藝術研究的設

施與活動 

網絡連結與對外關

係-關係資本 

國內合作夥伴之連結與互動 與供應商或競爭者具緊密連結、互動頻繁 

知識交換與學習能力 彼此常交換資訊與知識 

網絡聯盟夥伴數量 
比起其他同業，策略聯盟公司數目較多、合作

關係良好持久 

客製化服務 
針對不同的顧客需求，進行個別的產品或服務

提供程度較高(佔全部商品百分比) 

顧客滿意度  顧客購後抱怨度低/滿意度高 

溝通宣傳能力 廠商對外信息發布的管道具多元化(種類) 

廠商創新發展- 

創新資本 

知識強度 
企業本身具有獨特的知識技術能力或創作手

法 

流程創新能力 具逐步修正創造生產流程之能力  

專利權與得獎記錄 研發密集度、專利權核准數與得獎記錄 

創新文化 

積極投入研發創新活動，對於新構想、新產品

發展都提供充分資源支持，並建立良好智慧財

產權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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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識資本量值評估過程中，無法有效衡量群體決策者，對於資本構面屬性認知程度問題。在德爾

菲程序篩選出20個評量指標項目後，進一步邀請六位專家學者，就前述資本構面和指標項目所建

立的評量體系，利用1至9個等級，進行指標間相對性強度比較。專家勾選出各指標間權重，利用

模糊的尺度，衡量生活品質資本間及評量指標間的權重關係。 

 

圖 2  文化產業智識資本評量 FANP 決策流程架構圖 

 

各指標系統計算之構面與指標權重值如表7所示。據分析結果顯示，衡量文化產業創新與智

識資本構面上，創新資本 (0.3078)＞員工創新資本 (0.2536)＞關係資本 (0.2398)＞流程資本

(0.1988)。反應評量文化產業創新與智識資本構面上，以創新資本及員工創新資本相對較為重要。

由於「員工創新資本」融合知識、技術以及公司個別員工掌握自已任務的能力，通常存在於每一

個員工心靈的創造力與創新性；「創新資本」則著重企業本身知識強度、流程創新能力與創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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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塑造。基於文化產業三種特徵，包括：(1)在生產活動中融入「創意」(creativity)；(2)活動涉

及了「象徵意義」(symbolic meaning)的產生與傳達；(3)該活動的產品含有某種形式的「智慧財產」

(Throsby, 2003)。文化產業具有獨立創造力與技術的特性，創作者將藝術的精神、文化智慧財產、

以及商品傳遞的訊息，透過文化商品的產出對文化工作與文化經濟產生直接效益。是以在文化產

業強調個人創造力與專業知識擁有、創意工作者個人品味與作品創作具密切關聯性、以及依賴地

方資源、市場資訊取得、著重創新或創意能力提升等特質條件下，皆顯示文化產業智識資本評量

項中，創意激發與來源之員工創新資本以及廠商創新發展之創新資本的重要性。 

表 4  文化產業智識資本各項指標權重值結果 

指標構面 指標項 構面權重值 
指標構面由

高至低排序 
指標項權重值 

員工創新資本 

技能升級政策* 

員工心理評估* 

工作專業能力評估 

領導者能力 

員工知識經驗分享 

友誼發展 

0.2536 2 

0.0557 

0.0581 

0.0541 

0.0528 

0.0513 

0.0509 

流程資本 

部門連結能力* 

環境景觀變化 

生活空間與歷史古蹟保存 

藝術、文藝活動辦理* 

0.1988 4 

0.0418 

0.0392 

0.0404 

0.0410 

關係資本 

國內合作夥伴之連結與互動 

知識交換與學習能力 

網絡聯盟夥伴數量 

客製化服務 

顧客滿意度* 

溝通宣傳能力* 

 0.2398 3 

0.0433 

0.0453 

0.0476 

0.0503 

0.0520 

0.0537 

創新資本 

知識強度* 

流程創新能力 

專利權與得獎記錄 

創新文化* 

 0.3078 1 

0.0557 

0.0547 

0.0544 

0.0577 

註：*標號指標項，為類屬同一指標構面較高前二名 

細究評量指標項之權重值表現，權重值最高的為員工心理評估(0.0581)，其次為創新文化

(0.0577)，再其次為技能升級政策(0.0557)，分屬為員工創新資本與創新資本評量指標項下，顯見

文化產業創意激發與產生，是積累文化產業智識資本的重要基礎。在創新資本上，創新文化

(0.0576)、知識強度(0.0557)為表達文化產業智識資本的最重要指標；員工創新資本則以員工心理

評估(0.0581)的提供為要，技能升級政策(0.0557)次之；流程資本則強調部門連結能力(0.0418)、藝

術、文藝活動辦理(0.0410)次之；最後關係資本在溝通宣傳能力(0.0536)、顧客滿意度(0.0520)、客

製化服務(0.0503)重要性較高。綜合以上比較，創新文化、知識強度、員工心理評估、企業部門

連結能力與顧客滿意度等，是文化產業智識資本評量較為重要的評量指標；也為形成文化產業永

續經營及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的重要項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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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產業智識資本量個案分析 

文化產業智識資本指標體系的建立，是討論文化產業永續發展的新嘗試。為建立指標評量的

可操作性和程序，嘗試藉由具現代性大眾消費特性之音樂文化產業與具地方文化意義特性之鶯歌

陶瓷文化產業，就員工創新資本、流程資本、關係資本及創新資本等四個資本構面，透過操作性

定義資料蒐集與各指標項權重關係計算，進行現況發展現象與問題分析，作為檢證文化產業智識

資本操作程序與提擬相關建議之基礎；茲就分析結果扼要說明。 

(一)文化產業智識資本整體評量 

各指標操作定義變項統計資料部份，以工商及服務普查、台灣文化產業發展年報等資料為基

準，另無法以二手資料進行輔助之指標變項，則透過實際對文化廠商的問卷調查與訪談工作進

行。問卷調查於2008年8月至9月進行，為兼顧問卷回答正確性和各層面意見，透過產業名錄的蒐

集與問卷的寄發，針對陶瓷產業廠商，調查鶯歌尖山埔路、鶯桃路、重慶街、中正一路等文化廠

商；及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等音樂廠商。以下將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產業與傳統性陶瓷產業

智識資本值進行比較與分析，透過結果比較分析個案文化產業智識資本評量結果之差異。 

表 5  個案文化產業創新與智識資本量評量結果比較 

資本類項 員工創新資本 流程資本 關係資本 創新資本 

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

產業 
0.1957 0.1465 0.1787 0.1981 

由高至低排序(序位) 2 4 3 1 

傳統性陶瓷產業 0.2043 0.1454 0.1782 0.1907 

由高至低排序(序位) 1 4 3 2 

陶瓷產業與音樂產業

比較 

傳統性陶瓷產

業較高 

現代性大眾消費

音樂產業較高 

現代性大眾消費

音樂產業較高 

現代性大眾消

費音樂產業較

高 

透過調查與計算結果顯示，具現代性特色之大眾消費音樂產業在「創新資本」存量的表現最

高，其次為「員工創新資本」，再其次為「關係資本」與「流程資本」；另具傳統性質之陶瓷文

化產業，則以「員工創新資本」存量表現值最高，其次為「創新資本」，再其次為「關係資本」

與「流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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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個案文化產業智識資本存量比較表 

指標項目 
現代性 

音樂產業 

傳統性陶

瓷產業 
指標項目 

現代性 

音樂產業 

傳統性陶

瓷產業 

員工

創新

資本 

技能升級政策 0.1822 0.1856* 

關係

資本 

 

國內合作夥伴之連

結與互動 
0.1702 0.1703 

員工心理評估 0.2113 0.2322* 
知識交換與學習能

力 
0.1729* 0.1661 

工作專業能力評

估 
0.1971 0.2106* 網絡聯盟夥伴數量 0.1774* 0.1656 

領導者能力 0.1721 0.2038* 客製化服務 0.1812 0.1863* 

員工知識經驗分

享 
0.2169* 0.2122 顧客滿意度 0.1701 0.2081* 

友誼發展 0.1943* 0.1810 溝通宣傳能力 0.2001* 0.1727 

流程

資本 

部門連結能力 0.1475 0.1538* 

創新

資本 

知識強度 0.1904 0.1943* 

環境景觀變化 0.1463 0.1526* 流程創新能力 0.1887 0.2127* 

生活空間與歷史

古蹟保存 
0.1394* 0.1345 專利權與得獎記錄 0.1956* 0.1575 

藝術、文藝活動辦

理 
0.1527* 0.1409 創新文化 0.2178* 0.1982 

文化產業員工創新資本存量評量比較，在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產業中，以「員工知識經驗分

享」與「友誼發展」較傳統性陶瓷產業為高。傳統性陶瓷產業，則以「技能升級政策」、「員工

心理評估」、「工作專業能力評估」、與「領導者能力」四項較高。總體來說，員工創新資本項，

傳統性陶瓷產業相對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產業較高。流程資本存量評量比較，在現代性大眾消費

音樂產業中，以「生活空間與歷史古蹟保存」與「藝術、文藝活動辦理」較傳統性陶瓷產業為高。

傳統性陶瓷產業，則以「部門連結能力」、「環境景觀變化」二項較高。總體來說，就流程資本

存量比較而言，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產業相對傳統陶瓷文化產業較高。關係資本存量評量比較，

在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產業中，以「知識交換與學習能力」、「網絡聯盟夥伴數量」與「溝通宣

傳能力」較傳統性陶瓷產業為高。傳統性陶瓷產業，則以「客製化服務」、「顧客滿意度」二項

較高。總體來說，就流程資本存量比較而言，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產業相對傳統陶瓷文化產業較

高。文化產業創新資本存量評量比較，在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產業中，以「專利權與得獎記錄」、

「創新文化」較傳統性陶瓷產業為高。傳統性陶瓷產業，則以「知識強度」、「流程創新能力」

二項較高。總體來說，創新資本項，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產業相對傳統陶瓷文化產業較高。以下

進一步就兩種文化產業型態智識資本評量結果，比較分析發展現況、差異和可能的問題，以擬議

策略建議。 

(二)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文化產業 

在文化產業智識資本評量指標重要性，智識資本量值最高者為創新文化(0.2178)，其次為員

工知識經驗分享(0.2169)，再其次為員工心理評估(0.2113)，分屬為創新資本與員工創新資本評量

指標項，顯見文化產業創意激發與產生，是積累文化產業智識資本的重要基礎。透過明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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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識資本保護原則訂定，積極建立創新文化與流程，以及對智識資產的保護，是現代性文化產業

的特色，反應在智識資本量值的估算上，創新資本項下之「創新文化」與「專利權與得獎記錄」

相對最高。此為文化產業與一般產業最大的差別，亦為定義中辨別文化產業與分類的依據之一。

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產業相對於傳統文化產業首重於對智權的管理與創新文化的維持，在內部管

制部分，通常具有以下特色： 

1. 鼓勵創新、給予員工金錢或非金錢獎勵，專注於核心技術培育，並在智權建立上予以配合； 

2. 建立與核心技術相關之專利資料庫，並將其列為組織技術發展之重要資訊來源，同時在資料庫中評估   

選取技術領先者，作為引入技術之參考； 

3. 建立尊重智權文化，較明確訂有員工保密與智權歸屬契約，促其遵守組織之規定，並強化組織保護智

權態度。 

另外基於文化產品需轉變具生活化、可商品化與普羅化等特質，使商品從原創性到變成一個

大眾商品，其實關鍵轉折更在能否被多數的消費者接受，現代音樂產業由於在所謂「原創和世俗

的調和過程」中，更考量了跨國界的特性，產品在普羅化即「自創意或文化商品化到廣大社會所

接受」的過程中，由於創作者難以實際在消費者的面前創作，且創作者對作品創作過程過於投入，

造成對等的無知(symmetrical ignorance)致使無法掌握消費者對其創作的評價，是以，現代文化產

業經理人更需具備有「垂直性區隔之技能」，藉此能力使創作者得以被熟悉市場運作的經理人定

位在不同的水平上，並依此排名評比建構創意市場的商品走向。 

此現象在音樂產業現今著重青少年流行音樂市場的情況下更形明顯。音樂經理人藉由偶像明

星的塑造、流行風潮的創造以及青少年偏好需求之掌握，使文化廠商領導者之管理與創新彈性能

力更為重要，然員工創造自主性便相對受到限制。但相反的，由於現代產業較高資金投注、跨國

性企業管理、擁有完整員工訓練制度之企業體質，企業更重視員工在職訓練機會與市場訊息，提

高員工技能層級，與鼓勵員工主動參加各種職業相關進修課程與研討，反應在「員工創新資本」

類智識資本值估算上，「員工知識經驗分享」與「員工心理評估」以及「工作專業能力評估」值

在現代性文化產業的表現相對較高。 

考量現代性文化產業需進行集中、整合、與知名度管理，與經由人為手段及行銷手法創造商

品高吸引力，企業透過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國際化、多部門及多媒體整合、收編(co-opt)使企業

型態大型化以管理風險並極大化閱聽人數量。創造高銷售量，更需掌握消費者需求與利用類型

化、如建立明星體制、選擇更嚴密的管控再製、通路及行銷等流通面向等策略。產業透過緊密網

路關係，善用公共部門資源，擴大其他組織合作分工內容，並配合相關藝術、文藝活動辦理等，

使現代性音樂產業在智識資本「關係資本」類的表現上，以「溝通宣傳能力」、「客製化服務」

及「網絡聯盟夥伴數量」項目值表現較高，另外，反應在「流程資本」項上，則以「藝術、文藝

活動辦理」較高。 

(三)地方文化意義--鶯歌陶瓷文化產業 

在文化產業智識資本評量指標重要性表現上，權重值最高的為員工心理評估(0.2322)，其次

為流程創新能力(0.2127)，再其次為工作專業能力評估(0.2038)，分屬為員工創新資本與創新資本

評量指標項下，顯見文化產業創意激發與產生，是積累文化產業智識資本重要基礎，傳統性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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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經營，創意工作者佔有重要地位。 

文化產業智識資本在量值估算上，以員工創新資本比重最高(0.2043)，其中「員工心理評估」

最高、「員工知識經驗分享」次之，「工作專業能力評估」再次之。在文化產業中，「原創性」

中的創意或文化成為經濟價值來源，其源自於在地的傳統文化與核心藝術，亦或是個人的創造力

與才能智識。。因此，對於文化產品的產生與創新構想，創作者本身的創意想法或生活體驗，便

成為創意來源的最重要元素，藝術家與工匠的差異在於對藝術真實的追求，使創作者的品味與偏

好亦會影響創作表現。 

傳統陶瓷產業在製程上流程劃分細密，包括備土、成形、素燒、施釉、釉燒、繪彩、包裝、

行銷及販售等程序，顯示大多數的創作需要眾多不同專業的工作者合作完成，某些產品，甚至每

位投入者需在場工作或至少以熟練的程序在某個端點執行任務，員工專業執行能力成為完成文化

商品製作的重要因子。由於文化需求源於消費者的品味與偏好。由於鶯歌陶瓷產業文化風潮趨勢

影響，顧客意見、市場潮流漸成為掌握文化商品銷售的重要因子，面臨商品需透過經常性的創新

與稀少性的優勢，陶瓷商品的製作，勢必需要經常性的進行創新，包含製程、外觀、功能、故事

性、甚至包裝…等，顧客滿意度的掌握亦成為傳統性文化商品創新的動力。呼應文化產業智識資

本「創新資本」項下，「流程創新能力」最高，「創新文化」次之結果。  

智識資本值在「關係資本」項中，以「顧客滿意度」最高，「客製化服務」次之，「網絡聯

盟夥伴數量」再次之。以鶯歌陶瓷產業為例，消費者的選擇對陶瓷廠商創新可謂具一定影響力，

一般著重個人品味，偏愛特殊化與個性化商品之消費者，較有助於陶瓷廠商開發新技術，且透過

與藝術家的合作等，使既有的陶瓷技術得以再產生新的激盪。然也因為當地對文化觀光活動的推

行，在消費者至鶯歌以觀光性質為主，且對當地陶瓷創作文化普遍無法深入了解情況下，購買較

便宜、實用性高、流行性強的商品比重不低，但同時，自各地進口的廉價低品質商品卻成為產業

永續發展的隱憂。 

另外在「流程資本」項下，則首重「部門連結能力」與「環境景觀變化」。陶瓷生產過程複

雜而繁鎖，每一個步驟之處理都將影響產品品質，同時每一過程或多或少皆涉及技術層次，因此，

每一項生產階段皆有其專屬之技專員(師傅)，由於陶瓷生產過程的繁複，故在不能完全兼顧各項

工作下，常傾向於分層負責而把半成品外包予其他工廠或工作室進行生產。陶瓷廠商透過鶯歌老

街店面銷售、接單生產、流程外包、與工廠代製…等競合關係的微妙存在完整串連。廠商透過試

銷動作，與客製化服務的提供，鶯歌陶瓷廠商得根據消費者偏好或指定進行客製化製作。另外，

廠商間的經濟網絡，多屬「垂直性」分工與合作的網絡關係，陶瓷廠商彼此供應鏈中同時存在著

產能外包 (capacity subcontracting)與專長外包 (specialization subcentracting)關係。進而使得一種面

對面的接觸，以及時間—空間的協調制度形式因而產生。此網絡連結制度的完整基礎，一部分並

源自於鶯歌陶瓷發展具攸久歷史性與地理特殊性的地方資源優勢，而政府的政策資源、產業發展

所需的機構資源、和廠商本身結構調整等這些文化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源和作用，在鶯歌也逐漸成

形。傳統地方性文化產業在網絡夥伴聯盟與合作的關係上，因基於長久以來的合作與信任基礎，

成為得以快速反應消費者需求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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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比較與文化產業特性分析 

透過現代性大眾消費之音樂文化產業與地方文化意義鶯歌陶瓷文化產業和兩個個案智識資

本的整體與分項評量結果，可初步歸結幾個異同處；整體概念可如圖2所示： 

1.  文化產業的員工創新資本存量大：文化產業想法來源具很強「原創性」，大體上可歸納為兩大要素，

源於在地的傳統文化與核心藝術，或者源於個人的創造力與才能知識，此也是文化產業永續發展中最

珍貴的資本。因此，在文化產業具易變動性、不穩定性及市場不確定性的特色下，藉由彼此的學習，

以提升廠商創新、互動和學習能力，將是培基產業創新的關鍵機會。儘管藉由區域正式機構可以傳播

知識，但要真正使學習成為制度習慣卻需要非正式的網絡關係，透過員工彼此之間經驗學習交流，對

於商品創作內隱知識的交流具有一定效益。 

2.  知識分享與創新經營的重要性：文化產業間的技術融合，需不同產業的合作才能達成。若缺少複雜

的創造組織，將無法進行高難度的文化產品創造，也達不到頂尖的水準。產業競爭力達國際要求水準，

光是壓低成本與售價是不夠的，技術上的革新與良好的貨品供給也不完全為正確答案。企業若要成功

還需要更多：一個意識型態、一段故事、一個獨特的設計、一種情緒、或是一種生活方式，此優勢在

現代性大眾消費文化產業更為明顯。 

3.  關係資本的發展優勢：Auletta(1997)指出，文化產業企業者為避免競爭、分攤風險，往往傾向與與競

爭者結合，抑或創造高度連結之生產網絡，以抵抗文化產品消費的高度不確定性。此除導致文化產業

於地理上之聚集外，亦會形成都會中心與其外圍或近郊地區間上下連結互動之生產網絡。並藉同一地

理區域最相近的群體互相連接，組織起一套特別運作制度，形成「相互關聯產業、專業供應商、服務

提供商、其他關聯性產業與制度等集中於某一地理範圍，彼此互具競爭且合作的關係」(Bontis et 

al.,2000)。音樂產業以台北市為聚集中心、行政中心與資訊傳播核心之現象，以能掌握消費、流行資

訊，同步與全球互動。為保持資訊隨時更新，對於其他制度上機構所提供的專門教育、訓練、資訊、

研究與技術支持更成為現代性大眾消費文化產業優勢。 

4.  流程資本的發展隱憂：文化產業被視為複雜的價值鏈，利潤關鍵在控制生產投資與配送而非創意工

作者，創意產業的管理者選擇關鍵的創意外包，轉而以經營智慧財產權為核心。文化廠商簇群空間的

網絡行動者，除政府單位外，更包括：(1)市場行動者(如與供應商/協力廠商、通路與顧客、與競爭廠

商間、與其他相同產業間、及創業家、創作者等)、(2)支援服務行動者(如科技資訊應用、認證/專利、

金融機構、創新育成中心、仲介機構、廣告行銷公司、貿易公司)。傳統性地方產業基於源自在地傳統

文化基礎下，多缺乏向外連結能力，風險性多集中原本生產是否能被大眾接受與消費。同時，高生產

成本、低複製成本之特性也意味著文化產品一旦成為「熱門」商品時，必有可觀利潤性。故在「自創

意或文化商品化為廣大社會所接受的過程」中，能否有效掌握大眾消費喜好，便成為促成文化作品更

具商品價值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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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

智識資本

創新資本

員工創新資本

•技能升級政策
•員工創作自主性
•工作專業能力
•領導者能力

•員工知識經驗分享
•友誼發展

創新資本

•創新文化
•專利權與得獎記錄

•流程創新能力
•知識強度

流程資本
•藝術、文藝活動辦理
•生活空間與歷史古蹟

•環境景觀變化
•部門連結能力

關係資本
•溝通宣傳能力
•顧客滿意度
•客製化服務

•國內合作夥伴連結與互動

 

圖 3  文化產業智識資本的內涵 

五、結論與建議 

創新與智識基礎，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藉由知識的流通，更能產生持續

不斷的價值創新。對於內部資產評量，文化產業最重要的關鍵價值應屬人才資本，內涵包括員工

創造力、專業技能、向心力、經營團隊素養、及員工間非正式學習互動狀況等因素共同形成的資

本高低，影響文化廠商的競爭力。此外，從創作到文化商品的形成各階段，包括商品從問題發生

到解決方案商品化、創新或商品化之過程作業品質、設備管理，及是否能因應外界變化隨時調整

組織彈性等等的流程要素及資本，以及顧客規模、顧客再購率、合作關係及企業聲譽等等的企業

關係，也皆為文化廠商內部重要的無形資本；每個要項皆將產生交互作用而無法偏廢。 

過去文化產業的研究，多從創新資本、創新環境、以及政策面向探究文化產業的發展，較少

從文化產業內文化廠商發展的智識資本角度進行討論。而智識資本論述及各項智識資本間的關

係，由於過去多以一般產業的經營管理層面進行研究，在智識資本向度上，則從人力資本、結構

資本與顧客資本三大項，分析對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Bontis, 1999; Bontis et al.,2000; 陳美純，

2001; 黃家齊，2002)，結果則顯現人力資本是間接透過影響結構資本或顧客資本或顧客資本影響

經營績效，而結構資本與顧客資本兩者關係並不顯著；如圖3所示。但是由於相關的研究結果中，

智識資本項目的一般經營績效面，已涵蓋有形資產與智識資本的貢獻，對於是否為有形資產或智

識資本的貢獻，並無法分辨。換言之，如果以此進行文化產業的分析，對於文化產業特性之創新

性、人才特性、產業的網絡特質(包括資訊流通、概念分享、和產業學習與連結等等)、及變動的

風險性等，較難有討論的基礎和具體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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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一般產業經營之智識資本研究面向與實證結果 

本研究透過理論和相關研究文獻回顧，和指標體系、指標權重專家決策程序的進行，建立文

化產業智識資本的評量體系，內涵包括：員工創新資本、流程資本、關係資本與創新資本四大指

標，及二十項評估項目和對應的操作性指標定義。在整體評量體系建立上，明顯指出創新資本應

是文化產業永續發展的首重目標，而員工創新資本為影響創新資本的關鍵，關係資本次之，流程

資本再次之；但流程資本的存在，可以作為產業部門連結和空間實踐回應的基礎，因此也是各個

智識資本項目彼此間交互的中介但流程資本的存在，可以作為產業部門連結和空間實踐回應的基

礎，因此也是各個智識資本項目彼此間交互的中介，對於文化產業各資本項間的積累和連結，可

以產生更為緊密的關係，以提昇文化產業的競爭和發展性。參見圖4所示。此結果同時說明，目

前文化產業的發展多著重商業經濟效益之考量，然文化廠商和創作者需要更多創意、資訊、動力、

彈性與非階層性要素輔助，依賴地方資源、市場資訊取得、創新或創意能力提及，及創作到行銷

網路資源的支持，方為文化產業永續經營的核心關鍵。 

 

圖 5  文化產業智識資本內涵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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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上，確立操作指標可執行性，透過兩種文化產業發展比較，觀察不同發展特性所回

應的智識資本內涵與現況，可作為策略建議的基礎。依個案發展問題觀察，擬提相關建議作為參

考： 

(一)現代性大眾消費--音樂文化產業 

有些創意無法接受科層組織的管理，為降低管理創意的高度風險，管理者選擇嚴密的管控再

製、通路及行銷等流通面向策略(Hauschild et al, 2001)。文化產品常含有品味、風格或特有價值。

風格的被接受，不僅需創造者，也需行銷和接受者。靈活的創新文化與彈性想法為現代性大眾消

費產業的競爭優勢。由於文化產業風險性來自大眾對文化商品消費，具有高度易變性與不可預測

性，而消費市場的傾向態度係文化產業生產者取材的重要來源，加以文化產業本質為消費性產業

一環，故在消費者資訊掌握能力較高。現代性大眾消費文化產業透過創新，創造企業核心競爭力。 

(二)地方文化意義--鶯歌陶瓷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創作的起源並非僅是靈感還包括許多專業的知識(劉維公，2004)。並須具備高度「自

由度」。由於文化產業係主導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特性下，主要特徵特別仰賴在地人力資本之

投入，才氣與競爭力為運作重點，顯示高品質與具有良好資源的「教育供給」到位，以及創新管

理人才的培育是在地文化產業永續關鍵。未來如何持續在滿足消費者需求與兼顧藝術創作、持續

創新間取得平衡，提高產業創新資本，為產業永續經營的關鍵。為持續供給創作智識養分，透過

與相關知識、教育、公協會之連結，及與上下游廠商夥伴關係之緊密串連，更為提高顧客滿意度

快速回應顧客需求的資產，另外，透過故事性、口號、標語、在地符號的意象營造，也為塑造地

方特有形象，提升溝通宣傳能力方法。地方文化產業為回應文化觀光風潮之興起，有意義連結地

方政府、周邊商家與社團組織，共同辦理藝術、文藝活動，致力改善生活空間與歷史古蹟保存、

及環境景觀改善，並透過複合型經營管理人才投入，將能更有效將傳統文化與在地資源結合，進

行永續創新發展。 

綜合以上，創新與智識基礎，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扮演重要角色。影響企業資本高低通常決

定員工創造力、專業技能、向心力、經營團隊素養、及員工間非正式學習互動狀況；此外，包括

文化商品在從問題發生到解決方案商品化、創新或商品化之過程作業品質、設備管理，及是否能

因應外界變化隨時調整組織彈性…等企業流程要素；以及，顧客規模、顧客再購率、合作關係及

企業聲譽…等企業關係，皆為文化廠商內部重要智識資本，要項間皆將產生互動與交互效果任一

無法偏廢。 

本研究實證的資料取得雖已有時日，可能存在研究結果與現階段討論個案發展現象未能完整

連結的限制，但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討論文化產業的智識資本內涵與建立分析架構，並提出

智識資本面向的權重與關係，對於文化產業發展策略和政策擬提，仍應具有參考價值。而研究中

藉由兩個個案產業的發展資料，目的在於驗證智識資本架構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推論的發展現

象或發展策略或與現階段的發展未有完全契合，為本文發表時間的限制，但建議後續相關研究除

仍可參酌智識資本架構和面向的權重，就研究的文化產業個案資料取得後，依本研究提出的程序

演繹分析發展策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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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德爾菲問卷調查程序與指標篩選 

評量面向與指標 

第一次德爾菲 第二次德爾菲 

平均值 標準差 備

註 
Q 

眾

數 

備

註 

員

工

創

新

資

本 

1. 技能升級政策：「企業提供員工在職訓練 (on-going 

training) 機會與市場訊息」 
4.5455 .6876 ● 0.5* 8 ○ 

2. 技能升級政策：「訓練成本佔總營收額比例」 3.8182 .8739 ● 0.5* 4 x 

3. 員工自主性學習能力：「員工具專業技能自我更新能力」 4.5455 .8202 ● 0.5* 5 x 

4. 專業認證次數：「展覽或比賽得獎記錄」 3.8182 .6030 ● 0.5* 5 x 

5. 創意人才數量：「專業人員比例」 4.0909 .7006 ● 0.5* 5 x 

6. 員工年資：「專業人員平均工作年資」 3.4545 .8202 ● 0.5* 5 x 

7. 員工報酬率：「全年勞動報酬水準」 4.0000 .8165 ● 1 5 x 

8. 員工心理評估：「員工對工作的滿意程度，熱愛工作與否」 4.6364 .5045 ● 0.5* 7 ○ 

9. 員工團隊合作能力：「個人執行商品設計與製作佔整體完

成度之比」 
4.1818 .8739 ● 0.5* 5 x 

10. 工作專業能力評估：「員工的知識及技能足以解決工

作問題」 
4.4545 .5222 ● 0.5* 7 ○ 

11. 員工營收創造力：「員工營收創造力(營業收入額/員工

人數)」 
3.8182 .9816 ● 1 4 x 

12. 員工營業利益創造力：「員工營業利益創造力(營業利

益/員工人數)」 
4.0909 .8312 ● 1 5 x 

13. 員工毛額創造力：「員工營業毛額創造力(營業毛額/

員工人數)」 
3.6364 .9244 ● 0.5* 5 x 

14. 領導者能力：「領導者具積極冒險創新精神」 4.4545 .6876 ● 0.5* 8 ○ 

15. 領導者能力：「領導者能充份授權」 4.6364 .6742 ● 0.5* 5 x 

16. 員工知識經驗分享：「員工容易與他人進行經驗學習

交流」 
4.4545 .5222 ● 0.5* 9 ○ 

17. 友誼發展：「員工會主動進行彼此新關係的展延」 4.4545 .5222 ● 0.5* 7 ○ 

流

程

資

本 

1. 流程與資產運作能力：「實際運用資產淨額」 3.7273 .6467 ● 0.5* 5 x 

2. 成本支出獲利能力：「營業收入/營業支出」 3.6364 .8090 ● 0.5* 5 x 

3. 存貨及存料周轉率：「存貨及存料周轉率」 3.5455 .6876 ● 0.5* 4 x 

4. 固定資產運用能力：「實際運用固定資產淨額週轉率」 3.6364 .8090 ● 0.5* 5 x 

5. 總資產週轉率：「總資產週轉率」 3.5455 .6876 ● 0.5* 4 x 

6. 實際運用資產淨額週轉率：「實際運用資產淨額週轉率」 3.6364 .8090 ● 0.5* 5 x 

7. 財務焦點：「利潤率」 3.6364 .6742 ● 0.5* 5 x 

8. 環保支出：「環保支出佔營業收入比」 
3.8182 .8739 ● 1 5 x 

9. 近三年組織結構改變情形：「顯著的組織經營型態改變」 3.9091 .8312 ● 1 5 x 

10. 部門連結能力：「不同部門間具緊密關係」 4.4545 .6876 ● 0.5* 8 ○ 

11. 產值與就業機會影響：「促進經營產值與就業機會增

加數量」 
4.0909 .8312 ● 1* 5 x 

12. 環境景觀變化：「促進環境景觀營造改善」 3.9091 .7006 ● 0.5* 7 ○ 

13. 促進文化產業開發有利經營：「促進地方特有產業之

開發與文化包裝」 
4.4545 .5222 ● 0.5* 5 x 

14. 促進文化產業開發有利經營：「帶動生活商店街之營

造」 
4.1818 .8739 ● 0.5* 5 x 

15. 促進文化產業開發有利經營：「帶動文化旅遊品質之

精進」 
4.1818 .9816 ● 0.5* 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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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德爾菲問卷調查程序與指標篩選(續) 

評量面向與指標 

第一次德爾菲 第二次德爾菲 

平均值 標準差 備

註 
Q 

眾

數 

備

註 

   16. 生活空間與歷史古蹟保存：「促進古蹟、文史、與生

活空間之保存」 
4.1818 .7508 ● 0.5* 10 ○ 

17. 藝術、文藝活動辦理：「促進文化、藝術、生活、學

習與藝術研究的設施與活動」 
4.0909 .7006 ● 0.5* 9 ○ 

關

係

資

本 

1. 國內合作夥伴之連結與互動：「與供應商或競爭者具

緊密連結、互動頻繁」 
4.4545 .6876 ● 0.5* 9 ○ 

2. 電子商務流程促進銷售與創新能力：「電子商務經營

行為能促進營業資訊提供、線上訂貨、電子交易轉帳

與其他之企業比例」 

4.1818 .6030 ● 0.5* 5 x 

3. 電子化資訊處理方式：「用電腦設備企業單位比例」 4.0000 .8944 ● 0.5* 4 x 

4. 電子商務企業化程度：「運用電子商務企業單位比例」 3.9091 .5394 ● 0* 5 x 

5. 結構化知識管理：「立有知識管理與分享機制」 4.0000 1.0000 ● 1 5 x 

6. 國外市場競爭力：「商品外銷比例 (國外銷售價值/國

內銷售價值)」 
3.6364 .8090 ● 0.5* 5 x 

7. 知識交換與學習能力：「彼此常交換資訊與知識」 4.0909 .9439 ● 0.5* 10 ○ 

8. 知識交換與學習能力：「維持良好的非正式溝通互動

關係，能相互信任尊重」 
4.2727 .7862 ● 0.5* 5 x 

9. 網絡聯盟夥伴數量：「比起其他同業，策略聯盟公司

數目較多、合作關係良好且持久」 
4.0909 .7006 ● 0.5* 8 ○ 

10. 客製化服務：「針對不同的顧客需求，進行個別的產

品或服務提供程度較高(佔全部商品百分比)」 
4.4545 .6876 ● 0.5* 10 ○ 

11. 市場佔有率：「當地市場佔有率，達 20%或以上」 3.4545 0.9342 ▲ 0.5* 5 x 

12. 顧客持續與忠誠度：「熟客關係持久性在同業之上」 4.3636 .8090 ● 0.5* 5 x 

13. 顧客持續與忠誠度：「顧客品牌忠誠度在同業之上」 4.3636 .8090 ● 0.5* 5 x 

14. 顧客滿意度：「顧客購後抱怨度低/ 滿意度高」 4.2727 .6467 ● 0.5* 7 ○ 

15. 宣傳廣告費用：「宣傳廣告支付費用佔總營收比」 3.6364 .8090 ● 0.5* 5 x 

16. 溝通宣傳能力：「廠商對外信息發布的管道具多元化

(種類)」 
4.0909 .5394 ● 0* 8 ○ 

創

新

資

本 

1. 創新研發效益：「新產品銷售率與毛率」 4.0000 .7746 ● 1 4 x 

2. 知識強度：「企業本身具有獨特的知識技術能力或創

作手法」 
4.6364 .5045 ● 0.5* 8 x 

3. 新市場開發結果：「其他營業收入/全年各項收入淨

額」 
4.0000 1.0000 ● 1* 4 x 

4. 商品線內容：「商品線內容具成長性」 4.0909 .8312 ● 1* 5 x 

5. 流程創新能力：「具逐步修正創造生產流程之能力」 4.0909 .7006 ● 0.5* 8 ○ 

6. 專利權與得獎記錄：「研發密集度、專利權核准數與

得獎記錄」 
4.1818 .6030 ● 0.5* 10 ○ 

7. 技術購買能力：「購買研究發展技術企業比例」 3.6364 .8090 ● 0.5* 4 x 

8. 創新成本與實際投入效益：「研究發展及購買技術支

出/營業收入」 
4.0909 .8312 ● 0.5* 4 x 

9. 創新文化：「積極投入研發創新活動，對於新構想、

新產品發展都提供充分資源支持，並建立良好智慧財

產權管理制度」 

4.6364 .5045 ● 0.5* 11 ○ 

註：●：表示保留至第二次進行施問 ○：表示已確立指標 ▲：表示尚未確立指標 x：表示刪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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