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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與臺北時尚產業之空間發展 

謝馨儀1、胡太山2、游振偉3 

摘要 

在21世紀的現在，文化創意產業儼然是新經濟發展體制的生力軍，不僅增強各國的經濟基

礎，連帶提升國家競爭力，這就是所謂的知識經濟。文化創意產業即是典型的知識經濟，而都市

空間是知識產業發展的重要平台，提供創意人才激發靈感及創意的地方，但要如何在一個都市中

營造出最適合創意生成與聚集的空間，且不僅是吸引創意階層及消費者，在空間中更要具備能夠

支持產業的基礎設施，並保留地區的地方特性，將文化與產業鑲嵌在一起，因此，本研究將針對

「創意氛圍」的形成，營造出具有「自明性」的創意空間。 

本研究將以文化創意產業中的設計品牌時尚產業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時尚產業在臺北市的發

展過程，藉由文獻回顧選出2處研究地區，以問卷調查了解研究地區的空間特性，及有助於設計

品牌與時尚產業所需的支援性公共設施及產業網絡，並提出有助於形塑時尚創意氛圍的空間規

劃。根據研究分析結果，研究地區若加強及建置時尚基礎設施及資訊、產業網絡的連結，吸引創

意階層的聚集，集結時尚產業的創意能量做為創意核心，並結合完善的資訊、產業網絡，針對企

業、政府單位、研究機構、大專院校及相關組織做為整合，提供未來在臺北市推動時尚產業優先

發展的都市空間規劃，讓時尚產業在臺北市能更加蓬勃發展。 

關鍵字：文化創意產業、創意群聚、創意階層、創意氛圍、時尚產業 

                                                      
1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 
2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副教授 
3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博士生 

投稿日期：2017 年 05 月 25 日；第一次修正：2017 年 12 月 01 日；接受日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 



謝馨儀、胡太山、游振偉：文化創意產業與臺北時尚產業之空間發展 

22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Taipei 

Fashion Industry 

Hsin-Yi Hsieh 

MS Degree, Chung 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Tai-Shan Hu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Zhen-Wei You 

The PhD Studen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nhancing the economy of all countries, are 

the new force to develop the new economy. Moreove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s also improv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re the 

so-called classic knowledge economy. Urban spaces, the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based industries, provide a location for creative inspiration. Nevertheless, the facilities 

supporting the industries are required to build a space for more than just attracting creative class and 

customers, but inspiring and gathering creativities in a city. Local characteristics should also remain 

in this space, binding culture with industries together. Hence, the current study focused on the 

formation of creative atmosphere and build of self-evident creative spaces. 

This study used the brand design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for 

the case study, discuss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in Taipei City. 

Questionnaires, given in two fashion industry clusters, helped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needs of brand design and fashion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public facilities and 

policies. The study also proposed the spatial planning, helping in forming the atmosphere of creative 

fash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sults, if two fashion industry clusters can increase and building 

fashion infrastructure and link network of industry to attract creative class cluster, build fashion 

industry power as a creative core, combined with perfect information, network of industry. For 

company, 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ies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as an integration, 

provide urban planning for th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ashion industry in Taipei City in the 

future, let the fashion industry in Taipei can be more vigorous development. 

Keywor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reative Clusters, Creative Class, Creative Atmosphere, 

Fashion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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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緣起 

經濟體系的轉變不僅影響產業結構和生產體系，也影響到都市空間，1970到1980年代間，英

國的工業產業逐漸沒落，造成許多都市經濟開始衰退，而英國政府為提升地方經濟，首先提出文

化產業及消費文化產業政策，藉由地方經濟及社區重建來提升工業都市的經濟狀況。而舊都市空

間也因文化產業的注入，增加了文化的軟硬體公共設施、都市公共空間的活化、文化區域的劃設

及舊廠房再利用，透過地方特有條件、公共設施及產業網絡形塑出完整的創意氛圍，使得舊都市

空間有了新的風貌。 

台灣於2002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並列入「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行政院於2009年通過「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發展方案」，主要發展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

潛力及困境需求，提出整體的推動策略藉此打造台灣成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匯流中心」。2016

年，臺北市更是朝向臺北世界設計之都邁進。 

近年來臺灣尋求轉型的產業傳統產業中，就屬紡織產業最受關注，而紡織業在臺灣已從1960

年代發展至今，雖然經歷過產業衰退的危機，且許多傳統紡織業的廠商為求轉型，結合文化創意

產業的概念成功的重新進入市場，使紡織業至今仍是臺灣的重點產業。在文化創意產業中，設計

品牌時尚產業主要發展是以紡織產業為基礎，近五年來，設計品牌時尚產業的發展快速且穩定，

由中央推動「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三業四化政策，在發展「創新時尚紡織」部分，將以快速設計

打樣中心為後盾支援產業轉型，並導入時尚美學及流行趨勢，強化設計能量，發展高附加價值創

新品牌及行銷通路，以「設計」與「品牌」帶動產業全價值鏈提升，引領臺灣紡織時尚產業邁入

國際化。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文化創意產業中的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做為研究對象，藉由文獻回顧目前臺

北市的文化創意產業及設計品牌時尚產業之發展與概況，及創意氛圍與創意群聚慨念，從案例分

析中再進一步討論如何將傳統產業與創意氛圍鑲嵌在一起，達到產業轉型及都市再發展。研究地

區以臺北市以原服飾產業生產群聚地區，希望藉由創意氛圍的形塑與地方產業做為結合，進而吸

引創意階層的聚集，而形成創意群聚，提高設計品牌時尚產業的發展，打造臺北市的時尚創意中

心。透過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 

1. 了解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趨勢，及設計品牌時尚產業與空間關係。 

2. 探討研究地區有助於設計品牌與時尚產業形成的創意氛圍與地方特有條件。 

3. 將提出有助於研究地區形塑創意氛圍的都市空間規劃。 

(二)研究範圍 

臺北市，作為臺灣的創意與時尚中心 (creative/ fashion hub)，就過去發展紡織成衣產業的經

驗來說，設計產業旗艦計畫的推動，除了提升傳統製造產業的技術，更藉由知識的傳播，為整體

社經體系帶來新的都市再發展機會。在國外案例分析中得知，國家首都通常擁有高度的時尚氛圍

及高密度的時尚產業分佈等因素，因此本研究將以臺北市為主要研究範圍，了解臺北市各個時尚

產業的發展現況，以原服飾產業生產群聚地區的五分埔服飾商圈及台北後火車站商圈作為研究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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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一)文化創意產業定義及發展 

近代的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認為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唯有不斷

的突破，才能促使企業創造出自己的競爭優勢，在市場佔據優勢地位。而新經濟學家羅默(P.Romer)

則於1986年撰文提出，創新會衍生出無窮的新產品、新市場和財富創造的新機會，因此創意才是

一國經濟成長的原動力，與此同時，各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創意與經濟發展關係的熱潮(胡太山，

2015)。 

文化創意產業在各國與各學術層面的定義不同，文化及創意產業可以被稱為文化產業、創意

產業、內容產業、數位內容產業、文化內容產業、創意工業、版權產業等。近年來許多學者採用

了新型的產業領域，分別為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此三個產業領域還是一個模糊

的概念，因為學者對這三個產業領域有不同定義（Kunzmann, 2006）。在各國對文化創意產業的

定義下，不同國家便有不同產業項目的選擇，大致上文化創意產業之類別可區分為三個部份：包

括文化藝術、工藝、古董等，與「文化創意產業」同源詞的產業；包括電視、廣播、電影等營利

性企業的產業；以及包括軟體、互動式休閒軟體等的數位內容的新經濟產業 (劉曉蓉，2006)。 

1.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定義 

台灣於2002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並列入「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行政院更於2009年通過「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發展方案」，主要發展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優

勢潛力及困境需求，提出整體的推動策略藉此打造台灣成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匯流中心」。為

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建構富有多元文化及創意之社會環境，於2010年制定並頒佈《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法》，並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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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產業」，並將產

業分類為15項產業別。 

表 1 各國文化創意產業定義及產業分類 

組織/國家 定義 文化創意產業分類 

英國 

起源自個人創意、技術與天賦，透

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

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的產業。 

藝術及古董市場、表演藝術、工藝設計、時尚設計、

出版、廣播電視、電影及錄影帶、廣告、建築、音

樂產業、軟體及電腦、服務、互動休閒軟體。 

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 

結合創意生產和商品化等方式，運

用本質為無形的文化內涵，這些內

容基本上受著作權保障，形式可以

是物質的商品或非物質的服務。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工藝與設計、印刷出版、電

影、廣告、建築、歌舞劇與音樂的製造、多媒體、

視聽產品、文化觀光、運動。 

香港 

源自於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

過知識產權的開發與運用，具創造

財富與就業潛力的行業。 

視覺藝術及工藝、表演藝術、設計、時尚設計、出

版、電視、電影、廣告、建築、音樂、軟體及電腦

服務、遊戲軟體、漫畫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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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國文化創意產業定義及產業分類(續) 

組織/國家 定義 文化創意產業分類 

韓國 

文化內容產業包括各類經濟活動，

如創作、生產、製造、流通等，而

其活動內容源自於任何知識、資訊

及文化相關之基礎資源。 

漫畫產業、電影產業、音樂產業、電玩產業、動畫

產業、人物產業。 

台灣 

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

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

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

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產業 

視覺藝術產業、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文化資產應

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電影產業、廣播電

視產業、出版產業、廣告產業、產品設計產業、視

覺傳達設計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

業、數位內容產業、創意生活產業、流行音樂及文

化內容產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之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各國對於時尚產業定義的廣度及意涵均不相同，台灣的文化創意法參照英國DCMS的分項定

義中，時尚產業被定位在設計師時尚(designer design)。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定義，時尚產業著

重在創意與智慧財產的形成與應用，應該著重在設計師時尚與材料研發這兩大項目；而品牌如同

專利，是保障智慧財產的手段與方法。根據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組織對設計品牌時尚產業範疇為流

行時尚設計產業(7409-15)，其定義為：指從事以設計師為品牌或由其協助成立品牌之設計、顧問、

製造、流通等行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是由設計師主導產品創意、製作與販售，並提供產品與客

戶服務之產業，狹義的設計品牌時尚主要指時裝、飾品、化妝品、皮具、紡織，廣義的設計品牌

時尚產業包括家飾家具、美容美髮、禮品工藝品，以及零售、會展諮詢、出版、形象包裝等週邊

產業。設計品牌時尚服務主要是由設計師自創品牌，或業主有品牌需求，設計完成後交付生產製

造，經過傳播、展示行銷到達消費者端(文化部，2015)。工研院在2009年針對時將流行時尚產業

的範疇界定為「凡從事以服裝或配套產品與服務為核心、且強調流行元素注入之資訊傳遞、設計、

研發、製造與流通等行業均屬之」。陳光潔(2009)提出時尚產業代表的時尚設計、諮詢、製造和

銷售相關的業務，透過都市發展創造新的契機。時裝產業在每個領域由經濟活動的互動關係來跨

越國家、都市及區域的限制連接全球和地方時尚產業。並列出設計時尚的特點為：創造力和知識

密集服務的表徵、研發作為投入要素和創新趨勢、個別市場的領先品牌、提高附加值、建立與其

他文化創意產業類別的多種元素、產業的菁英文化(Chen, K.C.,2013)。 

針對上述觀點可知，設計品牌時尚在臺灣主要的發展背景是以紡織業及成衣服飾產業製造與

布疋及服飾品批發業及零售業為主要產業，因此本研究將以其主要所涵蓋的產業為時裝、飾品、

化妝品、皮具、紡織及布疋及服飾品批發及零售業等相關產業作為研究產業，包含製造業中的紡

紗業(111)、織布業(112)、不織布業(113)、印染整理業(114)、紡織品製造業(115)、梭織成衣製造

業(121)、針織成衣製造業(122)、服飾品製造業(123)及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130)，批發零

售業中的布疋及服飾品批發業(455)及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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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設計品牌時尚產業的價值鏈 

資料來源：文化創意年報整理，2015 年 11 月，本研究繪製 

註：1.虛框部分表示本產業價值鏈相關的細產業。 

2.灰底部分表示該行業或經營型態屬於產業鏈範疇。 

3.次產業間的實線連結，分別用以表示現階段產業中的主要互動網絡關係。 

(二)創意群聚與創意氛圍 

1.產業群聚定義與組成 

產業的群聚效應(Clustering Effect)指：「在地理上鄰近(geographical proximity)或產業生產與

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間，在產業群內創造互動與支援的效應，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讓彼此

間形成足夠的動能，使群聚效益能夠維持，為持續的成長提供動力。這些效果是從產業組織及網

路整合而得到的效益，也就是產業間會相互分享規模經濟、學習及經驗，因此這樣的分享是全面

性的，而分享的範圍包括研究、發展、生產、行銷及服務等多面向的互動」。產業群聚廣義而言，

為聚集經濟的現象，即某區域具備廠商在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條件，而吸引廠商在空間上呈現聚

集的現象。產業群聚理論的重點，是探討特定產業為何會聚集在特定空間，理論出發為關聯性高

的產業與廠商間的互動，即某產業的廠商如何在特定空間中聚集的過程，如何提供群聚的區域更

佳的發展條件。 

因此在群聚過程中作用者的互動扮演著最關鍵的角色，藉作用者的互動網絡可以釐清地區產

業的群聚狀態，而張陽隆(2001)認為群聚是同一產業具備上下游關係的廠商所聯結的網路現象，

因此產業群聚是透過產業或廠商間垂直(上下游)的供應鏈與橫向的產銷鏈所形成，群聚成員之間

的關係包括：1.鄰近的地理空間、2.類似的投入產出或供應商的連結、3.共享地方機構與相關商業

設施、4.彼此合作競爭的關係。 

2.創意群聚的形成 

創意聚群常被視為「文化結合」以及「經濟發展」等大型政策其中一部分，亦經常鼓勵其與

再發展及再生之都市內部混合使用的都市發展地區聯結。近年來創意產業除了受到許多國家越來

越重視外，也做為解決國家問題的策略之一。DCMS於2006年提出創意群聚的意涵，其特點是隱

含高度個人技術，並適度將商業模式和地方文化結合在一起，也因為這樣小規模的創業模式，所

以往往具備彈性且客製化的服務特性，且由於結合多領域的企業文化特點，讓他往往不會是固定

且單一的服務人員，而是一整個工作團隊(Susan Bagwel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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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與此想法可發現創意產業和傳統製造業的異質性，其群聚也不完全和傳統的產業群聚理論

相同(祁政緯，2012)，在傳統製造業的所應用的產業群聚概念多著重在其帶來的經濟效益，強調

產業在空間上的聚集，因為共享公共設施、技術勞力與資源等，而減低生產與交易成本；或進一

步指出空間群聚便於企業互動，促進企業間形成合作組織、維繫人際間互動關係，可加速知識擴

散與資訊流通的地理基礎等論點(金家禾、徐欣玉，2006；林政逸、辛晚教，2007；徐瑩峰，2012)。

但創意群聚概念是指的是主要有一群具有創意才能的人，能從事創意產出，而創意產出通常是和

環境及社群互動之累積而設計出來的，這些創意活動通常聚集於固定的地點，因而將之稱為創意

群聚（creative clusters）。若更進一步定義創意群聚可視為是在一個特定的地理空間，空間中的

人有志於分享新奇但不一定要使用相同題材，因而能成為一個催化人才、地方、人際關係及想法

等活化的地方。也有著自由表達的多樣環境並具有密集且開放的人際網路(祁政緯，2012；Propris、

Hypponen, 2008）。Nesta (2010)也提出創意溢出將有助於區域甚至跨國間的合作與創新，並且透

過人與人之間的網絡交流，衍伸出更多的需求與機會。 

創意群聚需具有高包容力的公共設施、知識人才與技術、創意活動、密集的知識網路及政府

政策的支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6）也提出創意群聚可視為將資源匯集在一起形成網絡和夥

伴關係，並透過活動提高地方創造力，創造出具規模的經濟發展，因為人們可以在此相聚，互動

和相互啟發，透過群聚產生的創造力，產業專殊化的經濟影響 (e-city，2010) 。所以創意產業可

被視為帶動地方創造力的一種取徑，透過創意群聚所形成的創意特區，帶動城市品牌或意象重

塑，甚至讓失去作用的建築物(如倉庫、公共設施及後工業用途)和活力的市區(如改變住宅、公寓

和新增藝術及企業育成中心等)有再次萌芽走向新生命機會(Terry Flew, 2010)。 

若再進一步結合過去對於創意群聚的認知與研究，可歸納創意群聚具有下列四大特色(葉晉

嘉、謝佳琳，2014)：(1)創意人聚集的區域，每個人對新奇的事物展現高度興趣，但不一定對同

一主題有興趣；(2)區域內大家彼此交流、刺激，相互碰撞產生更多靈感；(3)區域中提供多樣性、

靈感刺激、以及自由表達的環境；(4)紮實的、開放的、卻也不斷變化的人際網絡，個人的獨特性

與身份認同可以孕育成長。 

3.創意氛圍與創意階層 

在21世紀的現在，文化創意產業儼然是新經濟發展體制的生力軍，文化創意所引導的經濟也

就是所謂的知識經濟，都市空間內隱含著知識產業發展的重要平台，而文化創意產業即是富含創

意的知識經濟的典型形態，在一個富有創意的都市中，必須營造出最適合創意生成發展的空間，

且讓空間具備「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藉此吸引「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在具備創

意氛圍中「創意階層」不斷創造創新、藝術及產品的交流場所，提升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強度」

（Creative Intensity)。而藉由創意階層所形塑的氛圍中創意特區會逐漸形成，周邊環境會因為創

意特區的吸引，進而促使文化創意產業的群聚，帶動整體地區的發展與空間的變革。「文化創意

產業」與「知識經濟」所涵蓋的產業面向雖然有所不同，但也有其相互重疊的本質，不僅涉及了

知識、創新等核心經濟力的發展與規劃，皆強調「創新、知識」的重要性。 

由經濟的角度來談討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環境，Porter（1990）認為擁有創新的文化或是歷

史的地區會產生社會嵌入性的知識、價值觀和做法，過去城市建立、吸引特色產業群聚，主要是

依賴天然資源、區位和地區發展潛力，而所有的條件都會促成地區文化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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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創意氛圍形成條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藉上述文獻的討論後，了解創意的來源除了地點(Landry, 2000)、硬體設備、文化設施與企業

組合外；區域的軟體資源也是塑造創意氛圍的重要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有意義的特殊地方事件、

文化節或藝術節、多樣化的人才及地方特有條件(Florida, 2002)，由此可見創意氛圍公共設施與條

件都須兼備。 

Landry所提出的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是一種空間中隱含創意氣氛的概念，是一個創意都

市的必要的先決條件，其可以形塑在建築群中、都市的某個地方或是整個都市空間或都市區域，

包含了「軟」、「硬」體公共設施，以做為提供創意生成和發明的地方。創意氛圍可以讓企業家、

知識工作者、社會運動人士、藝術家、行政官員、政治家或學生等不同階級與生活環境的人有共

同的平台，在國際化的開放環境進行互動與交流，激發新的創意，創造出屬於獨特的工藝品、產

品、服務和機構組織等，藉由差異化的導入將有助於經濟成長。 

所謂「硬體」公共設施，如研究院所、教育機構、文化設施及其他集會場所，以及交通、衛

生和便利設施的服務支持創新氛圍的形塑，建築和機構之間的互動網路。「軟體」公共設施，則

是透過關係結構、社會網絡、人際互動等，來奠定並鼓勵個人與機構之間的交流系統。藉由近距

離或透過資訊的分享使資訊的傳播網路更加廣泛，而有助於知識的交換、商品的創新與服務的交

易等。 

Hall 

(2000) 

 具備良好的財政基礎。 

 基本的知識和組織能力。 

 經驗間上的差異，而地區正需求實踐的機會。 

 混合文化差異。 

 最外交通和資通訊設備及。 

 在穩定的環境中，內外部結構的不確定性或可能性，意味著系統開放的可能性較大。 

Drake 

(2003) 

 區域的基礎聲譽和傳統資源。 

 社會資本和文化網絡。 

 地區即是品牌代表。 

 當地具備社區創意工作者。 

Landry 

(2008) 

 具有原創性與深度知識，透過創意階層間藉由技術與能力的溝通作為聯結。 

 擁有完善的金融基礎，讓創新有充分發展的空間，不必透過嚴格的管制系統。 

 對於創意階層的包容性，階層中會有社會中的決策者、企業人士、藝術家、科學家、

與政治家等，各自的需求及實際應用的機會不一致。 

 有能力處理未來之文化、科學與技術等複雜性與不確定性的變化。 

 良好的潛能與內外部的建立溝通管道，利於適應產業演變的多樣性及多變性的發展需

求。 

 在科學、藝術的發展結合，或是跨產業的互動中發揮異業動態整合，其整合的效益會

因此而改善空間環境。 

 結構會隨著刺激與發展進而調整，因此具備結構上的不穩定性。 

祁政緯

(2012) 

 擁有可被交換或交易的資訊、知識和創意。 

 多元文化、豐富知識、創作技能。 

 核心能耐（獎勵機制和創新刺激）。 

 良好的傳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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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創意氛圍皆強調都市「創意和創新」的能力，認為「創意和創新」是改善環境的

原動力。創意和創新專業領域相當廣泛，並影響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態度及工作模式。Florida（2002）

從「經濟發展3T」建構創意指標。創意氛圍的指標特點為具有技術(Technology)、人才(Talent)與

高容受力（Tolerance）的生活環境。因此創意階層相對於其他產業工作者更為自由，工作時間彈

性，透過政府的獎勵機制使收入較可觀(Frorida, 2002)。所以，創意產業對於未來的區域經濟勢必

會持續成長，而傳統產業必須投入「創新與創意」的知識才能夠使傳統產業重新進入市場中，透

過創新知識的導入使過去被認為是傳統產業的人才，加入至創意階層中(陳光潔，2008)。 

創意階層聚集後形成創意特區，多個創意特區型塑的創新氛圍會逐漸成為創意街區，而不同

的創意特區皆有其獨特的「自明性」，但是同一產業的上下游組織可以透過競合關係，形成創意

街區，再藉由推動多元化的產業群聚，將任何可以學習與應用的商業區進行結合，無論是原有或

是新興商業區，促進都市邁向具有發展特色的創意群聚  (Jacobs, 1961; Comedia, 1991; 

Montgomery, 2003; 2007)。創意街區的型塑其實就相當於提供產業鏈上中下游的互動資訊平台，

創意街區可以做為企業諮詢、訓練技能的中心，更可成為都市中廠商連接國際網絡及全球市場的

重要介面(胡太山等，2011)。而創意特區的形成會產生創意氛圍，而創意氛圍是文化創意園區發

展的基本要素，而透過創意園區提供創意界、藝術界及產業界交流的平台，構成知識與資訊分享

及激發創意的平台，藉此強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機會。 

(三) 國外案例分析 

自從「時尚」成為一個全球性的都市文化，不再只是源起於倫敦、米蘭、巴黎和東京。在時

尚職業類別而言，多樣化的空間選擇與條件的是支持與滿足時尚工作者的各種需求，時尚產業的

結構影響都市的創意階層流動。本研究將以巴黎、米蘭及韓國作為案例分析，以探討群聚的過程、

政策的執行及成功的因素，作為實證分析之依據。 

表 3 各國時尚產業轉型綜合比較表 

地區 轉型手法 轉型特點 

法國 

巴黎 
都市文化 

 從時尚的原始創作擴大進入豪華成衣服飾和青春時尚族群。 

 從其他文化創意產業建立連結，建立一個更完整的創意產業網路。 

 透過不同的時尚產業規劃，時尚專業人士，在當地社區推薦他們的事業達

到混合土地使用概念。 

 從高級時尚到日常時尚，巴黎提供不同的時尚區、時尚街道，及優雅且具

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並嵌入在巴黎的都市文化中。 

 時尚產業注重制度化，確保時尚產業的穩健發展。 

 時尚業工會組織為在世界推廣法國時尚，為設計師提供反仿冒保護，並組

織各種展覽。 

 群聚效應各品牌形成互助的合作關係，提升專業化水準，吸引關注和投資。  

 大型奢侈品集團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管理技巧融合，讓時尚產業引領全球。 

義大

利米

蘭 

產業升級 

 藉由地區產業呈現具有彈性的網絡。 

 動態的活動或比賽對於時尚特區而言能夠提供合適的文化擴散。 

 中小企業合作，才能實現全球及本地時裝產業鏈之間的良好連接。 

 成功的企業家透過時尚群聚的氛圍展現了地方的創新和創意。 

 政府積極推動與保護原創設計，提供多面向的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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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國時尚產業轉型綜合比較表(續) 

地區 轉型手法 轉型特點 

韓國東

大門 
產業育成 

 零售與批發分區獨立且清楚：東大門擁有2大區的購物中心，第一區大

型購物中心兼有批發和零售功能，第二區大型購物中心以批發為主，分

別依營業時間區分批發客與零售客。 

 商圈機能性高：商圈東大門區除購物中心，還有運動場及其他休憩場所。 

 統合時尚產業機能：東大門設計廣場整合設計師、設計相關事業及流行

成衣、展示間與研究設備，並結合高科技生產設備、整合與利用設施及

生產系統，近期再開發擁有定期時尚秀之展覽秀場，仿造巴黎等先進國

家之時尚週案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台灣時尚產業與空間發展與概況 

(一)台灣時尚產業之概況 

我國於2002年開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並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產業之一，且具有高

度的成長潛力的產業，我國政府更進一步的將創意產業納入國家重點計畫當中，除了以經濟發展

的提升為首要考量外，更希望使台灣成為華人世界文化創意產業的領導者角色。設計品牌時尚產

業主要的以服飾產業為主，過去我國紡織業一直以來是重點產業，且以代工為主是臺灣主力製造

業，2001-2006年紡織品及紡織製品皆位於前五大產業，2008年後則因經濟環境的改變與全球金融

風暴，形成產業外移，使的我國製造業紛紛設廠於中國及東南亞，紡織品及紡織製品則跌出主力

出口市場的前五大產業。 

2011年經濟部為全面提升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快速達成產業升級轉型目標，整合政府資源

與法人在全台4大紡織重鎮打造全新的「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將傳統產業注入設計及科技術，

從開發、設計、打樣、行銷等提供一條龍式整合服務，積極推動傳統產業以快速時尚能量，發展

高值化時尚商品，分別為台北服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台中鞋類與袋包箱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彰

化織襪快速設計打樣中心與雲林毛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帶動台灣紡織與服飾產業繼續升級，讓

台灣紡織業正式與國際「快速時尚」相互接軌(台北服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2017)。 

2012年行政院核定「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三業四化政策，以「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

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策略引領產業優化結構調整。其中，在發展「創新時尚紡織」部分，

將以快速設計打樣中心為後盾支援產業轉型，並導入時尚美學及流行趨勢，強化設計能量，發展

高附加價值創新品牌及行銷通路，以「設計」與「品牌」帶動產業全價值鏈提升，引領臺灣紡織

時尚產業邁入國際化。經濟部同時針對傳統產業現況及特性，以「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之「推

高值、補關鍵」策略主軸，協助產業注入科技與設計元素，提升產品等級及價值並補足設計與行

銷缺口，建構完整產業供應鏈體系，進而快速連結下游市場，以推動臺灣傳統型產業提升附加價

值與市場競爭力，朝向智慧、綠色、文化創意之高質化產業轉型並帶動更多中小企業發展(台灣就

業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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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時尚產業鏈的構成 

資料來源：Hu and Chen, 2013；本研究整理 

(二)臺北市時尚產業空間發展 

1. 臺北市時尚產業製造業空間發展 

(1) 1960 年代紡織產業發展期 

1960年代紡織產業發展期，政府實施第一期四年的經建計畫，大力發展需要資金不多、技術

不高、建廠時間短、及能提供較多就業機會的輕工業，紡織業正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此時的紡織

業仍以發展進口代替工業為主。1960年代中期，由於國際情勢和經濟發展的需求，臺北市週邊的

市鎮迅速發展成輕工業區（如三重、新莊、板橋、中和、新店），並促使大量的城鄉移民開始移

入，這些市鎮因人口的遽增而快速興起。 

(2) 1980 年代紡織產業成熟期 

1980 年代上半期紡織工業的產銷達到歷史高峰，1980 年代中期以後由於國內外經濟情勢開

始變化，如國內工資開始大幅上漲、勞動力逐漸短缺、新台幣相對升值，及國際貿易保護盛行；

在外更有東南亞新興紡織工業國家的竄起。使得台灣的經濟結構出現些微的變化，第二經濟政策

趨於開放市場，人均收入顯著增加，反映了台灣社會由時尚商業機構推動時尚的傳播和開放的發

展。 

(3) 2000 年代，紡織產業衰退與轉型 

1990 年以後兩岸關係日漸開放，政府同意成衣業可赴大陸投資，而且這些投資項目均顯示

了紡織業赴大陸投資，已從以往的中下游往上延伸的趨勢。 1998 年因為受到金融風暴的影響，

出口值下降，然而在其他紡織品衰退的同時，比重仍然維持在61%。2000年以後，中國取代台灣

紡織品成為出口的主要國家。根據紡織品和服裝（ATC）的1994年協定，於2005年被取消，在這

一刻，台灣的時尚產業產生變化，時尚產業員工開始朝向服務業，而不是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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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60 年臺北市工業發展

前期 

資料來源：Kuang-Cheih Chen； 

本研究繪製 

圖 5  1980 年臺北市工業發展

中期 

資料來源：Kuang-Cheih Chen； 

本研究繪製 

圖 6  2000 年臺北市工業發展

後期 

資料來源：Kuang-Cheih Chen； 

本研究繪製 

2.臺北市時尚產業商業空間發展 

1970 年代與1980 年代為臺北市的高度發展期，城市的商業重心也從此時開始逐漸由西區移

至東區，忠孝東路三、四段通車後，帶動了整個東區的發展，延線許多商圈興起，台北的商業娛

樂活動逐漸轉移東區，原有西區因為商場的拆除與道路整頓，漸漸沉寂沒落。在水陸運輸沒落、

鐵路運輸逐漸加重、公路交通興起、新道路開闢之下，台北都會區商業核心朝多核心的方向發展，

台北火車站為主要中心點，也是兩條主要交叉線－忠孝東西路與中山南北路的交點，以中山北

路、羅斯福路與忠孝東路為軸線(蕭雅帆，2009)。 

1990年代紡織業業經歷了時發生重大變化，臺北市產業結構迅速從生產到消費的服務和消費

服務轉化成知識密集型服務。日本第一個在臺北市忠孝東路設立崇光連鎖百貨公司，女性成為消

費與連鎖百貨公司的主要驅動因素成為時尚的領導者，使得東區很快成為一種新的時尚中心。

1990年代後，紡織品和服裝製造商在台灣的數量減少，五分埔成為臺北市最大的時裝批發市場，

在五分埔企業從生產者逐漸轉變為商人。在臺北市的綜合發展計劃發布實施後，臺北市政府及臺

北市議會於1994年搬遷至信義區形臺北市空間結構的變化。2004年臺北101大樓開設，並吸引眾

多百貨公司進駐都編商業區，提高了信義區零售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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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北市時尚產業服務業發展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由上述兩項產業結構可知，臺北早期時尚產業主要聚集地區為臺北後火車站商圈，臺北後火

車站商圈由臺北火車站的建設下開始形成，在1950年代，台灣經濟起步，各縣市青年透過鐵路系

統進到臺北市找工作，因此在華陰街出現許多職業介紹所，集結各地區前往此區尋求就業機會，

隨著人口大量的流入臺北市，在臺北火車站周遭出現依附地區機能而生的設施。戰後，隨著台灣

產業的轉型與成長，服務業開始取代製造業，使得地價快速上漲，工業轉移，勞工需求大幅減少，

原有的產業形態逐漸被成衣、皮飾、日用百貨等批發商行所取代，開始了批發業的全盛時期，到

了現今，隨著散客越來越多，也開始了批發跟零售共存的商圈，為臺北市重要之服飾、飾品及配

件等批發零售地區。 

因交通的建設與發展使時尚產業逐漸從臺北後火車站商圈移至五分埔服飾商圈，而五分埔成

衣聚落的發展始於1950年代，1958年臺北市遭逢八七水災，為了安置臺北後車站部分流離失所的

榮民，台灣省政府撥出五分埔學產地，蓋了近一千兩百間坪數的「一樓半」矮厝仔，讓榮民暫時

有個棲息之地。接著，自中南部北上謀生的人，大多來自彰化芳苑鄉及雲林麥寮（芳苑是學生卡

其衣的發源地，而麥寮是做學生服），群聚在今五分埔永吉路周邊道路，相繼租下榮民的房子做

成衣加工，從擺攤賣雜貨到共同從事成衣加工行業，並發展出共購外銷成衣餘下的零碎或滯銷布

料，簡單加工製成內衣褲、童裝或工作服，提供路邊攤及零售店販賣之「商業交易」模式，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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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成衣加工區的名號拓散出去。隨著時代的轉換，從1980年代後慢慢轉型以批發為主，也成為上

游服飾批發地，因此也形成臺灣流行時尚的心臟。近年來，緊鄰信義計畫區的五分埔，更是隨著

信義計畫的逐步推行，五分埔從過去的成衣加工區逐漸拓展為臺北市著名的成衣批發市場。 

兩個商圈發展以發展悠久，如今仍是以服飾相關產業發展，但隨著產業結構的轉變及國外服

飾品牌進駐，兩個商圈對消費者的吸引力逐漸下降，因此本研究將重新結合地方文化及產業，透

過創意群聚形塑創意氛圍，重新賦予流行時尚新的產業發展型態。 

(三)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概況 

本研究將探討設計品牌時尚產業的家數及營業額，在近年來全國及台北市的成長狀況，並進

行相對成長分析。 

1.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家數概況 

2014年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從產業總家數中，主要產業以廣告產業(25.12%)、工藝產業

(19.50%)及出版產業(17.10%)為主，共占全文化創意產業總家數61.72%，因三項產業包含的次產

業較多。就2014年廠家數成長率而言，成長最高的三項產業分別為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54.29%)、視覺傳達設計產業(26.82%)、設計品牌時尚產業(7.41%)。而負成長之產業為流行音樂

及文化內容產業(-2.95%)、出版產業(-1.22%)及工藝產業(-0.81%)。年複和成長率而言，在家數的

年複和成長率最高的三項產業，分別為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23.2%)、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21.1%)、設計品牌時尚產業(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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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家數與年複

合成長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9 全國與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廠家數相對成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依據全國與臺北市之文化創意產業家數近五年的相對成長，可發現有產品設計產業及設計品

牌時尚產業，家數相對成長的平均值大於全國(1.07)及臺北市(1.08)平均值，位於第一象限為全國

與臺北市皆為成長狀態，為具發展潛力之產業，且臺北市之發展潛力大於全國地區。而視覺傳達

設計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建築設計產業及廣告產業，家

數相對成長的平均值大於全國(1.07)平均值，位於第二象限為全國與臺北市皆為成長狀態，且成

長速度全國大於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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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概況 

臺北市為全台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最高的地區，發展至2014年，以廣告產業營業額最高，占

2014年總營業額25.25%，其次為廣播電視產業，占24.34%。就成長率而言，廣告產業及廣播電視

產業營業額雖占2014年總營業額49.59%，但兩者近五年成長率則是持續下降，廣告產業之成長率

為-4.82%，廣播電視產業則為2.08%，兩者產業為成熟型產業。反觀設計品牌時尚產業2014年占

比僅有0.07%，但近五年成長率則為穩定成長，成長率為21.39%，是目前成長型產業，僅次於文

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營業額的年複和成長率則以視覺藝術產業(20.43%)及設計品牌時尚

產業(21.07%)成長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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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次產業營

業額與年複合成長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11 全國與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相對成長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就整體營業額在近五年全台與臺北市的相對成長，以視覺藝術產業、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廣播電視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電影產業、建築設計產業及

廣告產業為成長狀態。其中平均值大於全國(1.03)及臺北市(0.99)平均值，位於第一象限產業為視

覺藝術產業、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及廣播電視產業為臺北市的成長速度大於全國區域，而平均值

大於全國(1.03)平均值，位於第二象限產業為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電影產業、建築設計產業及廣告產業，為全國區域成長速度大於臺北市。 

由家數及營業額相對成長分析中可了解，設計品牌時尚產業目前是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中發

展最為穩定且成長速度快的次產業，為未來的新興產業，因此本研究將以設計品牌時尚產業作為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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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地區與對象 

由文獻分析可知，不管是政策面、產業面或是地方發展，可知臺北市是不僅是服飾產業的發

展重鎮，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更是穩定且成長速度快的次產業，因此本研將

選取臺北市臺北後火車站及五分埔服飾商圈兩大服飾產業集散地做為研究地區，並以問卷調查方

式做為實證分析。 

問卷調查將分為民眾問卷及廠商問卷兩個面向，民眾問卷將針對民眾對商圈的都市空間觀感

及時尚產業的認識及參與做為調查內容。廠商問卷將以紡織、成衣、皮具等產業面，並針對紡織

業(11)中的紡織業(111)、織布業(112)、不織布業(113)、印染整理業(114)、紡織品製造業(115)；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12)中的梭織成衣製造業(121)、針織成衣製造業(122)、服飾品製造業(123)；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13)中的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130)；批發業(45)的布疋及服飾

品批發業(455)及零售業(47)的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473)等小行類別，為設計品牌時尚產業之空間

分析。本研究將針對臺北後火車站商圈及五分埔服飾商圈之民眾及廠商進行抽樣調查。 

(二)問卷設計內容 

本研究引用科技部「初探時尚產業的地方特有條件與空間氛圍之互動-以臺北市為例」之研究

問卷，以其調查地區中選取五分埔服飾商圈及後火車站商圈問卷資料作為實證分析。 

(三)資料分析方法 

皮爾森卡方檢定：本研究將以SPSS中的皮爾森卡方檢定作為問卷分析，主要用於類別資料分

析，檢測「同一個樣本兩個類別變項」的實際觀察值,是否具有特殊的關聯，如果考驗(卡方值)未

達顯著，表示兩個變項相互獨立，如果考驗(卡方值)達到顯著，表示兩個變項不獨立且具有關聯。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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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證分析 

(一)執行情形 

為了建立臺北市時尚產業與都市空間的創意氛圍，本研究將以民眾與廠商對於研究地區之

「都市的地方特有條件」、「基礎公共設施」及「產業發展的支持」三項觀感做為取逕，來探討

研究地區與時尚產業的創意氛圍形成條件，進而提供更完善的都市空間機能。本研究將以形成創

意氛圍的條件，依受訪者認為各項觀點對於研究取徑以皮爾森卡方檢定進行相關性分析，提供臺

北後火車站商圈及五分埔服飾商圈的空間規劃。此次民眾及廠商問卷發放時間為平日，因此多數

為遊客、學生及洽公人員，因此在民眾問卷中，年齡層及造訪目的多集中於年輕族群且具特定目

的。 

(二)綜合分析 

1.民眾問卷分析 

(1)民眾問卷基本資料 

民眾問卷調查共計155位受訪者，有效問卷155份，由問卷調查的結果可知，受訪者中有71.61%

為女性，且年齡多分佈於21歲至30歲間，占全數69.68%。在臺北後火車站商圈以女性受訪者居多，

年齡層為21歲至30歲間，共佔臺北後火車站商圈問卷中83.33%及56.66%；五分埔服飾商圈則男女

受訪者比例相近，但以女性受訪者居多，年齡分布於21歲至30歲間，共佔五分埔服飾商圈問卷中

51.77%及58.06%。可推測出因五分埔服飾商圈為男女服飾批發為主要聚集地，因此相較於臺北後

火車站商圈之男性受訪者比例有明顯增加。 

表 4 民眾問卷基本資料 

項目 問項 n 百分比 

性別 
女 111 71.61% 

男 44 28.39% 

年齡 

未填寫 3 1.94% 

20歲以下 8 5.16% 

21-30歲 108 69.68% 

31-40歲 18 11.61% 

41-50歲 9 5.81% 

51歲以上 9 5.81% 

所到的地區 

中山北路商圈 32 20.65% 

臺北後火車站商圈 30 19.35% 

忠孝東路商圈 32 20.65%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30 19.35% 

五分埔服飾商圈 31 2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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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眾對於研究地區的地方時尚氛圍之觀感 

民眾對於商圈的地方觀感主要的目的為了解，民眾對商圈的時尚氛圍由哪些因子建立，並掌

握商圈現階段所擁有的氛圍優勢。臺北火車站商圈及五分埔服飾商圈為臺北市服飾批發及零售最

大的集散地，集結各國的流行服飾，因此造訪此區的民眾多以消費者及批發商居多，兩者商圈主

要吸引民眾造訪為交通便利、價格優惠及環境舒適。 

其中臺北後火車站商圈給民眾有具有地方特色、鄰近其他商圈及選擇眾多等因子，且商圈中

是具有時尚都會感及獨具風格與特色；五分埔服飾商圈則時常舉辦活動來吸引民眾，商圈中給民

眾有環境清幽舒適及富有創意的觀感。在商圈所欠缺的條件中，民眾認為兩者商圈皆屬於老舊商

圈，雖商經過空間及環境改善，但民眾認為欠缺的是環境的整體規劃，而民眾認為臺北後火車站

商圈中還缺乏有效的宣傳及推廣及空間資源。 

表 5 商圈吸引民眾的地方因子 

研究地區 
吸引民眾造訪的

目的 
吸引造訪的因素 

吸引再次造訪研究

地區之原因 
商圈欠缺何種條件 

臺北後火

車站商圈 

工作需要 

約會 

交通便利 

具有地方特色 

價格優惠 

鄰近其他商圈 

環境舒適 

選擇眾多 

獨具風格與特色 

豐富且多樣性 

具有時尚都會感 

好奇心 

環境規劃良好 

欠缺有效的宣傳及

推廣 

環境規劃不佳 

空間資源缺乏 

五分埔服

飾商圈 

消費 

路過 

價格優惠 

環境舒適 

舉辦活動多 

環境清幽舒適 

富有創意 
環境規劃不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民眾對於時尚產業的觀點 

時尚產業目前在民眾的認知中還停留在名牌精品等國際品牌上，而現今的時尚產業並非屬於

高單價格及精緻產品，近年來政府將凡從事以服裝或配套產品與服務為核心、且強調流行元素注

入之資訊傳遞、設計、研發、製造與流通等產業皆視為時尚產業，因此民眾對於快速時尚及成衣

時尚的認識相對較低，因此要如何將時尚產業達到有效的傳達及宣傳，讓民眾更加了解何謂時尚

產業，舉辦相關產業活動是最快且最直接的宣傳方式。 

以百分比的觀察在商圈中，有80%以上的受訪民眾從參與過時尚產業所舉辦的相關活動，而

70%以上的民眾認為此類的活動是可以多加舉辦及宣導，而能促使民眾參與相關活動的原因在尋

求特色及創意靈感、交通及同儕間的影響能提高民眾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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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民眾是否參與時尚產業相關活動 

研究地區 
是否參與過時尚產業活動 

時尚產業之相關活動是否可以多加舉

辦及宣導 

是 否 是 否 

臺北後火車站商圈 13.33% 86.67% 83.33% 16.67% 

五分埔服飾商圈 12.90% 87.10% 70.97% 29.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7 民眾參與時尚產業相關活動的因素 

研究地區 促使參與時尚或創意相關活動之因素 

臺北後火車站商圈 尋求特色及創意靈感同儕鼓勵參與 

五分埔服飾商圈 尋求特色及創意靈感交通便利或易到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廠商問卷分析 

(1)廠商問卷基本資料 

廠商問卷填寫以女性為主，占全數的63.3%；產業別則以服飾業為居多，佔全數的75.00%；

在五個研究地區的問卷發放為各三十份，其中以中山北路商圈、忠孝東路商圈五分埔服飾商圈全

數回收，皆為有效問卷。而臺北後火車站商圈則回收30份，有效問卷27份。本研究將針對臺北後

火車站商圈及五分埔服飾商圈作為主要統計分析對象。 

表 8 廠商問卷基本資料 

項目 問項 n 百分比 

性別 

未填寫 4 3.42% 

女 78 66.67% 

男 35 29.91% 

零售業產業別 

服飾業 94 80.34% 

鞋業 5 4.27% 

精品業 6 5.13% 

包包皮件業 7 5.98% 

飾品業 3 2.56% 

其他 2 1.71% 

工作地點 

中山北路商圈 30 25.64% 

忠孝東路商圈 30 25.64%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 -- 

臺北後火車站商圈 27 23.08% 

五分埔 30 25.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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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地區的地方特有條件對廠商的經營因子 

在地方特有條件對廠商的經營因子中，我們要探討的是在臺北後火車站商圈及五分埔服飾商

圈中廠商對於商圈的看法及吸引力，從中了解商圈的地方特性及影響因子。兩者商圈早期為臺北

市傳統流行服飾批發商圈，因為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及政府規劃完善的鐵路系統，而集結許多服飾

廠商以前店後廠的特殊經營模式設立在此，雖然目前商圈中的以銷售模式為居多，但仍有許多廠

商保留此種經營模式。 

而這些廠商會選擇於兩處設立店面的地方條件，主要是以交通便利為主要原因，兩處商圈皆

因鄰近火車站及捷運系統，且擁有完整的公車系統，提供批發客及遊客完善的轉運空間；台北後

火車站商圈後火車站因發展較早，且保留當時商圈發展的地方特色及流行時尚氛圍，因此吸引許

多前身以製造業為主的廠商在此設立；五分埔服飾商圈廠商認為，商圈中因同質性較多彼此間有

競爭合作關係，因此廠商會在此設立除了交通便利的因素外則為鄰近合作廠商空間環境良好。 

臺北後火車站商圈因發展較，因為交通建設的發展及商圈的轉移商圈東移，造成臺北後火車

站商圈沒落，因此在臺北後火車站商圈的廠商認為，應在商圈中規劃具有支持時尚產業發展的時

尚中心、各種類型的批發零售區或商業區及年輕設計師的培訓育成中心等相關公共設施，以重新

扶植臺北後火車站的服飾產業。 

表 9 地方條件對廠商的經營因子 

研究地區 

店面

租金 

(萬) 

選擇店面／公司的

區位的地方條件 

研究地區廠商與

周邊同質性廠商 
有助於時尚產業發展之空間規劃 

臺北後火

車站商圈 
1-5 

具有流行時尚氛圍 

地方特色風格 

交通便利 

-- 

設置時尚中心 

各種類型的批發零售區或商業區 

年輕設計師的培訓育成中心 

五分埔服

飾商圈 

1-5 

6-10 

11-15 

16-20 

交通便利 

鄰近合作廠商 

空間環境良好 

1-10 家 

20 家以上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廠商與鄰近廠商之間資訊的流通 

資訊的流通中不僅有廠商與廠商之間面對面的交流，還可藉由資通訊來快速的傳播訊息。在

商圈中廠商與廠商之間的資訊流通，是形塑創意網路的重要環節，但在兩者商圈中僅有臺北後火

車站商圈的廠商表示有資訊的交流。主要的資訊交流為建立共同的顧客名單、分享資訊與專業知

識及共同合作或籌備相關活動，且廠商會以網路資源作為作品或產品的銷售、介紹公司設計款式

及吸引相關著名公司的注意；五分埔服飾商圈在上述分析中可知同質性廠商雖有群聚現象，但在

於廠商與廠商間的各項資訊沒有明顯的交流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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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廠商與廠商之間的資訊流通 

研究地區 
廠商與鄰近廠商之間資訊

的流通 

廠商是否透過網路資源進行以

下內容 

廠商如何獲取時尚

相關的新資訊 

臺北後火

車站商圈 

建立共同的顧客名單 

分享資訊與專業知識 

共同合作或籌備相關活動 

設計師作品或產品銷售 

介紹工作室或公司的設計款式 

吸引有名的公司注意 

-- 

五分埔服

飾商圈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時尚產業對專業人才的需求 

時尚產業的專業人才是一直不斷發展出創新、傳遞和作品的角色，在兩者商圈中的廠商，需

要的專業人才主要為製造、生產相關人員及門市或銷售人員，在影響因子中製造、生產相關人員

這和早期在此商圈的經營模式有相當大的關係。其中在臺北後火車站商圈廠商則認為媒體、資訊

或廣告人員的協助，能有效的推廣品牌及商圈，達到有利的宣傳效果。 

在廠商延攬專業人才的方式中，臺北後火車站商圈則以時尚/創意工作者、透過自家網站或社

群及大專院校時尚設計相關科系為主要專業人才，由此可知，廠商在選擇專業人才時會以受過專

業訓練的人員作為員工，而在尋求專業人才的途徑主要是以網路資源為主。 

除了招攬相關的專業人才外，在既有員工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也須不斷的提升，在商圈中對於

人才能夠自主學習與提升設計水平，廠商在對於員工的專業訓練上，臺北後火車站商圈廠商會鼓

勵專業人才參加相關的設計比賽；五分埔服飾商圈廠商會提供補助至國外進修。在兩個商圈統計

資料顯示，在相關人才培養教育訓練的相關機構所給予的支援與協助較無明顯的結果。 

表 11 時尚產業對專業人才的需求 

研究

地區 

目前是否需要何項

專業人才的協助 
如何延攬專業人才 

是否需設立相關

人才培養教育訓

練的相關機構 

如何培養公

司的設計師

或專業人才 

臺北

後火

車站

商圈 

媒體、資訊或廣告人

員 

製造、生產相關人員 

門市或銷售人員 

本身就是時尚/創意工作者 

透過自家網站或社群 

大專院校時尚設計相關科系 

其他** 

-- 
參加相關的

設計比賽 

五分

埔服

飾商

圈 

製造、生產相關人員 

門市或銷售人員 
其他 -- 

提供補助至

國外進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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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府/組織對於時尚產業的支持 

時尚產業的政策推動也是影響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重點產業的發展是需要中央、地方及相

關的組織及機構的支持。在五分埔服飾商圈廠商則認為，中央政府的支持及非官方組織的連結是

有助於時尚產業的發展，且能有效的獲得相關的協助與支持，但對於相關機構及組織所能提供的

相關協助，在商圈中廠商較無實質上的協助。 

表 12 政府/組織對於時尚產業的支持 

研究地區 
能使時尚產業獲得有形或無形的支

持的相關機構 
上述組織能提供的協助為何? 

臺北後火車站商圈 其他 其他 

五分埔服飾商圈 
中央政府 

非官方組織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由文獻回顧，歸納出創意群聚及創意氛圍的形塑因子，探討如何在既有的時尚群聚中

形塑出地區獨特的創意氛圍，提供時尚產業發展的相關建設，吸引臺北市時尚創意階層的聚集，

促進時尚創意街區進而衍生相關支援性產業發展，形成創意循環。而目前臺北市設計品牌與時尚

產業處於快速穩定成長的產業，但在產業別的分類上較為狹隘，若能將相關的製造業及服務業納

入統計資料，對未來時尚產業的發展與整合併能更加完善。在時尚產業、都市空間與研究地區的

關係中，主要是以時尚布疋及服飾品批發業及零售業聚集的地區，若依法國巴黎作為借鏡，將時

尚、生活與都市文化結合的時尚空間發展，打造出屬於臺北市的時尚產業廊帶。以目前所擁有的

文化創意園區及時尚商圈由良好的交通建設作為串連，形塑出完整的時尚創意產業圈，並導入創

意氛圍，創造屬於臺北市的時尚創意廊帶。 

探討臺北市時尚產業的發展過程，並針對時尚產業群聚地區做更進一步的了解及分析。透過

問卷調查方式與卡方檢定進行分析，從中釐清研究地區的所具備的地方的特有條件、空間及資訊

網絡的交流及產業網絡的建置，所塑造的空間氛圍是否有助於時尚創意氛圍的形成，由實證結果

可知： 

1. 地方的特有條件： 

創意氛圍是做為提供創意生成和發明的地方，而群聚是營造創意氛圍最好的地方，因此對於

研究地區所擁有的地方特色是形成創意氛圍的重要基本條件，由文獻回顧可知，地方特色需具備

文化、產業及空間的基礎建設，創意氛圍會藉由在具備這些條件的空間中，透過民眾、廠商及設

計師之間的通與交流中被形塑出來，而研究地區目前是臺北市時尚產業聚集密度最高地區，現階

段所擁有的氛圍優勢主要為具有地方特色及獨特性、良好的交通建設且具有流行時尚氛圍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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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是吸引廠商的進駐與消費者的造訪因素，形成自發性的群聚效應。由實證結果顯示，在研

究地區中歷史文化及產業得結合，使時尚產業鑲嵌在都市文化中。 

2. 空間基礎建設的支援： 

在形塑與支持創意氛圍形成的主要基礎公共設施，其中包含了軟硬體基礎設施，「硬體」基

礎設施，如研究院所、教育機構、文化設施及其他集會場所，以及交通、衛生和便利設施的服務

支持創新氛圍的形塑。目前研究地區在公共設施的建置上廠商與民眾皆認為缺少了硬體的基礎設

施，其中在環境的實質規劃是較為缺乏的，兩大商圈為臺北市服飾產業發展最久且最密集之地

區，若未來能透過時尚中心集結設計師、時尚產業的相關推動組織及輔導單位，由時尚中心創造

創新、藝術及產品的交流場所，並劃分商圈中各種類型的批發零售區或商業區，以利後續活動舉

行及產業推廣及輔導，透過兩項基礎設施的設立，做為商圈的核心型塑創意氛圍，提升商圈的「創

意強度」，提供時尚產業的發展平台來，重新帶動商圈的發展。 

3. 產業網絡的建置： 

在都市中藉由近距離或透過資訊的分享使資訊的傳播網路，有助於知識的交換、商品的創新

與服務的交易等，而目前研究地區中廠商與廠商間有競合關係，但彼此間的資訊交流顯然不足，

在民眾對於時尚產業的相關活參與與資訊的接收認知也較不明確，多數民眾對時尚產業的相關資

訊與內容較不熟悉。因此在研究地區中所缺乏的就是資訊網絡的建置。 

時尚產業的重要推手就是完整的產業網絡建置，透過政府及相關機構的合作與整合成功的將

傳統的時尚產業轉型，提供廠商所需的補助計畫、保護計畫、人才的培訓與提升及產業輔導等政

策及計畫，使產業重新發展並且推向國際，在研究地區中缺少推動時尚產業的相關政策與計畫。

對於人才的的相關培訓與提升，廠商逐漸由傳統產業人才轉為創意人才，且所需的人才須透過專

業訓練，加速人才的的適應力增加產業轉型機會，提升公司的競爭力。 

由實證分析可知，研究地區皆具備創意氛圍的各項基本條件，但在吸引更多時尚創意階層進

駐及形塑完整的創意氛圍，就必須加強及建置時尚基礎設施及資訊、產業網絡的連結，對於此兩

個面向是研究地區缺乏的必要條件，在基礎設施中吸引創意階層的聚集，集結時尚產業的創意能

量做為創意核心，並結合完善的資訊、產業網絡，針對企業、政府單位、研究機構、大專院校及

相關組織做為整合，讓各單位的資訊及知識能過資訊網絡中快速傳遞及分享。 

政府的實質建設與相關的官方/非官方組織的產業推動計畫，皆是推動時尚產業發展的重要推

手，因此若能將政府政策及相關組織的計畫加以整合及推動，必能有效的輔助及提升時尚產業。

由軟硬體的基礎設施建立快速提升及發展時尚創意產業，提供未來在臺北市推動時尚產業優先發

展的都市空間規劃，讓時尚產業在臺北市能更加蓬勃發展。 

(二)後續研究建議 

文化創意產業目前為各國主要的產業政策，藉此改善都市空間及次產業轉型，在我國文化創

意產業中有許多的次產業，而這些產業的發展所需的空間條件也不同，本研究在資料收集與空間

分析，主要著重於臺北市的時尚產業，但無法了解其他縣市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狀況，未來若可

以探討出其他縣市所擁有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產業，進而藉由產業推動相關的都市規劃支持產業

發展，讓文化創意能在台灣擁有更多的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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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2009 年至 2014 年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家數及成長率—次產業別  

次產業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4 年

家數占

比 

年複

和成

長率 

視覺藝術

產業 

家數 562 563 563 560 560 565 
3.31% 0.11% 

成長率(%)  0.18 0.00 -0.53 0.00 0.89 

音樂及表

演藝術產

業 

家數 606 710 776 842 955 1,025 

6.01% 
11.08

% 成長率(%)  17.16 9.30 8.51 13.42 7.33 

文化資產

應用及展

演設施產

業 

家數 19 24 25 14 35 54 

0.32% 23.23 
成長率(%)   26.32 4.17 -44.00 150.00 54.29 

工藝產業 
家數 3,092 3,318 3,365 3,421 3,351 3,324 

19.50 1.46 
成長率(%)   7.31 1.42 1.66 -2.05 -0.81 

電影產業 
家數 504 509 515 522 558 576 

3.38 2.71 
成長率(%)   0.99 1.18 1.36 6.90 3.23 

廣播電視

產業 

家數 933 949 951 959 975 973 
5.71 0.84 

成長率(%)   1.71 0.21 0.84 1.67 -0.21 

出版產業 
家數 2,983 2,980 2,948 2,991 2,951 2,915 

17.10 -0.46 
成長率(%)   -0.10 -1.07 1.46 -1.34 -1.22 

廣告產業 
家數 3,880 3,914 4,001 4,086 4,216 4,283 

25.12 2.00 
成長率(%)   0.88 2.22 2.12 3.18 1.59 

流行音樂

及文化內

容產業 

家數 859 879 879 886 880 854 

5.01 -0.12 
成長率(%)   2.33 0.00 0.80 -0.68 -2.95 

產品設計

產業 

家數 667 694 759 822 841 892 
5.23 5.99 

成長率(%)   4.05 9.37 8.30 2.31 6.06 

視覺傳達

設計產業 

家數 87 99 113 125 179 227 
1.33 21.14 

成長率(%)   13.79 14.14 10.62 43.20 26.82 

設計品牌

時尚產業 

家數 30 44 55 69 81 87 
0.51 23.73 

成長率(%)   46.67 25.00 25.45 17.39 7.41 

建築設計

產業 

家數 1,009 1,053 1,126 1,166 1,205 1,273 
7.47 4.76 

成長率(%)   4.36 6.93 3.55 3.34 5.64 

總計 
家數 15,231 15,736 16,076 16,463 16,787 17,048 

100.00 2.28 
成長率(%)   3.32 2.16 2.41 1.97 1.55 

單位：家、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5文化創意產業年報；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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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全國與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廠家數相對成長表 

次產業 

全國廠家數 臺北市廠家數 

2010 年 2014 年 
2014/2010

年 
2010 年 2014 年 2014/2010年 

視覺藝術產業 2,500 2,538 1.02 563 565 1.00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1,895 3,005 1.59 710 1,025 1.44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63 159 2.52 24 54 2.25  

工藝產業 12,571 12,815 1.02 3,318 3,324 1.00  

電影產業 1,825 1,710 0.94 509 576 1.13  

廣播電視產業 1,637 1,675 1.02 949 973 1.03  

出版產業 9,279 8,685 0.94 2,980 2,915 0.98  

廣告產業 12,910 14,297 1.11 3,914 4,283 1.09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4,411 4,133 0.94 879 854 0.97  

產品設計產業 2,433 3,086 1.27 694 892 1.29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306 790 2.58 99 227 2.29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103 196 1.90 44 87 1.98  

建築設計產業 2,423 3,182 1.31 1,053 1,273 1.21  

數位內容產業 7,655 5,993 0.78 1,146 1,058 0.92  

總計 52,356 56,271 1.07 15,736 17,048 1.08  

單位：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附錄 3 臺北市 2009-2014 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及成長率  

次產業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4

年占

比 

年複和

成長率 

視覺藝術產

業 

營業額(元) 1,482,813 1,827,421 2,111,683 3,128,457 3,588,367 3,756,413 0.92 20.43 

成長率(%) 
 

23.24 15.56 48.15 14.70 4.68 
 

 

音樂及表演

藝術產業 

營業額(元) 5,303,279 6,317,932 7,085,545 7,610,797 9,368,142 10,019,489 2.44 13.57 

成長率(%) 
 

19.13 12.15 7.41 23.09 6.95 
 

 

文化資產應

用及展演設

施產業 

營業額(元) 598,849 334,040 931,202 734,742 586,127 816,759 0.20 6.40 

成長率(%) 
 

-44.22 178.77 -21.10 -20.23 39.35 
 

 

工藝產業 
營業額(元) 52,970,654 81,629,746 67,367,764 55,914,904 40,416,839 38,657,297 

9.42 -6.11 
成長率(%) 

 
54.10 -17.47 -17.00 -27.72 -4.35 

電影產業 
營業額(元) 12,356,627 13,280,422 17,758,296 16,257,965 16,593,450 17,110,301 

4.17 6.73 
成長率(%) 

 
7.48 33.72 -8.45 2.06 3.11 

廣播電視產

業 

營業額(元) 76,907,627 87,743,542 90,757,227 94,016,722 97,853,364 99,893,606 
24.34 5.37 

成長率(%) 
 

14.09 3.43 3.59 4.08 2.08 

出版產業 
營業額(元) 51,557,492 56,498,665 57,019,130 57,653,570 56,671,536 55,741,677 

13.58 1.57 
成長率(%) 

 
9.58 0.92 1.11 -1.70 -1.64 

廣告產業 
營業額(元) 79,479,401 95,589,800 101,198,764 98,930,107 108,859,563 103,616,074 

25.25 5.45 
成長率(%) 

 
20.27 5.87 -2.24 10.04 -4.82 

流行音樂及

文化內容產

業 

營業額(元) 14,531,434 15,279,947 16,902,917 16,938,165 16,847,870 16,839,660 

4.10 2.99 
成長率(%) 

 
5.15 10.62 0.21 -0.5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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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3 臺北市 2009-2014 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及成長率(續) 

次產業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4

年占

比 

年複和

成長率 

產品設計產

業 

營業額(元) 31,170,782 
37,217,72

2 

35,003,75

0 

35,883,65

3 

40,240,31

9 
40,295,109 

9.82 5.27 

成長率(%) 
 

19.40 -5.95 2.51 12.14 0.14 

視覺傳達設

計產業 

營業額(元) 815,175 960,471 1,284,099 1,200,688 1,254,996 1,273,605 
0.31 9.33 

成長率(%)  17.82 33.69 -6.50 4.52 1.48 

設計品牌時

尚產業 

營業額(元) 109,885 139,385 170,680 198,037 235,458 285,818 
0.07 21.07 

成長率(%) 
 

26.85 22.45 16.03 18.90 21.39 

建築設計產

業 

營業額(元) 11,728,466 
16,365,75

2 

16,884,40

1 

17,518,26

0 

18,672,80

4 
22,081,992 

5.38 13.49 

成長率(%) 
 

39.54 3.17 3.75 6.59 18.26 

總計 
營業額(元) 

339,012,48

4 
413,184,845 414,475,458 405,986,067 411,188,835 410,387,800 100.0

0 
3.90 

成長率(%) 
 

21.88 0.31 -2.05 1.28 -0.19 

單位：元；% 

資料來源:2015文化創意產業年報；本研究整理 

附錄 4 全國與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相對成長表  

次產業 

全國營業額 臺北市營業額 

2010 年(元) 2014 年(元) 
2014/ 

2010年 
2010 年(元) 2014 年(元) 

2014/ 

2010 年 

視覺藝術產業 4,262,659 6,649,122 1.56  1,827,421 3,756,413 2.06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10,365,385 15,854,748 1.53  6,317,932 10,019,489 1.59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

施產業 
480,249 1,346,453 2.80  334,040 816,759 2.45  

工藝產業 157,384,032 122,019,543 0.78  81,629,746 38,657,297 0.47  

電影產業 21,272,005 29,324,876 1.38  13,280,422 17,110,301 1.29  

廣播電視產業 128,947,675 143,345,609 1.11  87,743,542 99,893,606 1.14  

出版產業 114,580,858 107,040,700 0.93  56,498,665 55,741,677 0.99  

廣告產業 137,754,690 157,286,750 1.14  95,589,800 103,616,074 1.08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

業 
29,108,694 30,095,117 1.03  15,279,947 16,839,660 1.10  

產品設計產業 56,643,975 60,877,763 1.07  37,217,722 40,295,109 1.08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3,878,530 2,132,384 0.55  960,471 1,273,605 1.33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208,503 459,570 2.20  139,385 285,818 2.05  

建築設計產業 25,393,316 35,501,397 1.40  16,365,752 22,081,992 1.35  

總計 690,280,571 711,934,032 1.03  413,184,845 410,387,800 0.9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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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廠商問卷卡方檢定實證分析表  

變項 臺北後火車站商圈 五分埔服飾商圈 

研究地區吸引民眾造

訪的目的 

消費 .553 .000** 

工作需要 .088# .102 

路過 .159 .007* 

約會 .084# .204 

參加活動 .221 .212 

其他 .221 .553 

吸引造訪的因素 

交通便利 .001* .754 

具有地方特色 .032* .806 

價格優惠 .001* .000** 

鄰近其他商圈 .046* .520 

環境舒適 .001* .002* 

舉辦活動多 .309 .009* 

選擇眾多 .068# .108 

其他 .107 .001* 

再次造訪研究地區之

原因 

獨具風格與特色 .081# .377 

環境清幽舒適 .110 .010* 

豐富且多樣性 .047* .109 

具有時尚都會感 .000** .936 

富有創意 .271 .038* 

好奇心 .011* .337 

環境規劃良好 .000** .372 

其他 .970 .256 

認為研究地區欠缺何

種條件 

欠缺有效的宣傳及推廣 .045* .135 

環境規畫不佳 .000** .009* 

空間資源缺乏 .008* .226 

工作或銷售人員有待訓練 .144 .183 

其他 .392 .045* 

促使您參與時尚或創

意相關活動之因素 

本身有興趣 .619 .183 

尋求特色及創意靈感 .042* .022* 

工作需求進行觀摩 .553 .107 

交通便利或易到達 .988 .046* 

廣告媒體大力宣傳 .134 .469 

好奇心驅使 .244 .803 

同儕鼓勵參與 .069# .107 

其他 .183 .776 
#在顯著水準＞0.05 時(雙尾) ，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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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廠商問卷卡方檢定實證分析表  

變項 
臺北後火車站 

商圈 

五分埔服飾 

商圈 

目前店面/工作室/

租金費用 

5萬以下   

1萬~5萬   

5萬~10萬   

10萬~15萬   

15萬~20萬   

20 萬以上   

選擇店面／公司

的區位的地方條

件 

具有流行時尚氛圍 .009** .715 

租金合理 .754 .458 

地方特色風格 .030* .575 

空間環境良好 .253 .088# 

交通便利 .020* .025* 

位於市中心/鬧區 .188 .575 

鄰近其他商圈 .760 .593 

鄰近合作廠商 .759 .005* 

其他 .466 .499 

與周邊同質性廠

商 

無 .814 .179 

1-10 .739 .018* 

10-20 .600 .696 

20 以上 .836 .000** 

有助於時尚產業

發展之空間規劃 

會議展覽中心 1.000 .196 

設置時尚中心 .007** .396 

各種類型的批發零售區或商業區 .000** .836 

年輕設計師的培訓育成中心 .032* .537 

結合都市規劃提供民眾舒適且足夠的使用空間 .806 .481 

建置免費或是合理收費的設計是平台或虛擬購物中心 .121 .287 

其他 .196 1.000 

與鄰近廠商之間

資訊的流通 

建立共同的顧客名單 .067# .154 

分享資訊與專業知識 .053# .153 

共同合作或籌備相關活動 .051# .150 

提升公司效益 .172 .113 

其他 .433 .107 

是否透過網路資

源進行以下內容 

設計師作品或產品銷售 .001** .813 

介紹工作室或公司的設計款式 .002** .179 

吸引有名的公司注意我們 .046* .631 

尋找更多的合作機會 .295 .462 

其他 .136 .730 

如何獲取時尚相

關的新資訊 

透過商業或產業資訊 .785 .697 

透過時尚產業相關活動 .875 .701 

透過設計師或內部人員參與教育訓練 .655 .916 

透過同業公會 .365 .689 

透過媒體(報章、雜誌或廣告) .314 .642 

其他 
.857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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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6 廠商問卷卡方檢定實證分析表(續)   

變項 
臺北後火車站 

商圈 

五分埔服飾 

商圈 

目前是否需要下

列人員的協助 

時尚、創意或設計人員 .179 .450 

媒體、資訊或廣告人員 .084# .421 

製造、生產相關人員 .081# .037* 

門市或銷售人員 .092# .019* 

同業人員 .329 .182 

其他 .450 .447 

如何延攬專業人

才 

本身就是時尚/創意工作者 .004** .578 

透過自家網站或社群 .000** .439 

透過人力資源網站尋求 .458 .600 

大專院校時尚設計相關科系 .041* .536 

透過其他設計師介紹 .112 .548 

透過產業相關公/工會 .553 .522 

透過政府部門所舉辦的時尚相關活動中 .530 .409 

其他 .003** .004** 

是否需要設立相

關人才培養教育

訓練機構 

不需要 .406 .507 

沒意見 .641 .364 

需要 .425 .222 

如何培養設計師

或專業人才 

參加國內外時尚產業活動或相關展覽 .256 .104 

參加相關的設計比賽 .023* .214 

參加政府或相關單位所開設的課程 .173 .223 

提供補助至國外進修 .120 .040* 

其他 .070# .256 

能使時尚產業獲

得有形或無形的

支持的相關機構 

中央政府(如：文建會) .503 .029* 

地方政府 .559 .380 

非官方組織(例如紡拓會) .362 .030* 

相關同業公會(例如設計師公會) .446 .191 

其他 .029* .378 

上述組織能提供

的協助為何 

舉辦時尚或相關活動及展覽 .136 .110 

舉辦設計相關比賽或是產業提升的會議 .239 .229 

舉辦專業講座或研習營 .175 .103 

提供專業課程補助 .356 .229 

鼓勵前往國外參加設計相關展覽 .162 .212 

其他 .061# .136 
#在顯著水準＞0.05 時(雙尾) ，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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