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近年積極推動文化資產保存政策，讓許多地方傳統文化受到

保存而能重生，在推展保存過程中，民眾進而認識自己所屬的生活環

境，大大提升民眾對於土地的意識與地方的認同。然而在文化資產空

間場域（以下簡稱「文資場域」）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文資場域在修

復好之後，欠缺良好的經營人才，導致文資場域被不當的經營喪失文

化資產價值，或者無法媒合合適的經營人才而閒置許久。

文資場域被不當地經營經常與原本保存文化遺產的本意脫離，

而過度狹隘的文資場域經營方式，也經常讓文資場域低度使用，或者

淪為過度商業化活動的附屬品。目前文資場域保存再利用所面臨的問

題，首先是文資場域管理人與承租人缺乏文化資產保存的基本觀念，

以營利角度進行過度商業化使用，造成文化資產的傷害。此外，缺乏

文化創意與效率的經營策劃，讓文化資產的再利用無法發揮應有的光

彩。不當經營或閒置，都會造成文資場域保存再利用成效的減損。

但這幾年臺灣卻有一種趨勢，即是文資場域再利用與文化創意

相結合，產生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例如古蹟臺南林百貨、臺南知事官

邸，及利用閒置臺南仁德糖廠園區經營有成的十鼓文化園區、利用花

蓮酒廠空間的花蓮文創園區a-zone等老建築風華再現，引入文化創意，

以創新理念引領時尚或復古風潮。臺南林百貨五層樓黃褐色典雅建

築，曾是南臺灣首屈一指的百貨公司，每到過年會從窗臺灑下糖果，

老房子蘊藏著臺南人共同記憶。臺南知事官邸則是另一棟重要的日治

時期文化資產，這兩棟文化資產目前都由臺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經

營，透過文化創意的巧思，成為臺南新的文化地標。臺南十鼓文化園

區與花蓮文化園區保留許多當時工廠生產的設施與廠房，透過經營者

對於工業遺產價值傳遞的理念，結合文創藝術與工業生產的歷史，碰

撞出令人驚豔的火花。這些文化資產場域的保存再利用，成為提升地

方觀光知名度和競爭力的重要資源，同時更創造了新型態的文化財

富。

在國外，也有老建築創意活化的計畫在進行著。香港的「活化歷

以文化創意產業再造文資場域的
保存再利用

文／林思玲

林思玲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副教授

57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0812-87期.indd   57 2017/8/14   下午1:23



史建築伙伴計畫」（Revitalising Historic Buildings 

Through Partnership Scheme）已注意到文化資產再

利用與文化創意相結合的重要性。香港透過具競

爭性的程序邀請非公部門組織提交老建築的建議

書，並根據以下準則選出營運者：1.彰顯文物的

歷史價值及技術方面的能力（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value and technical aspects）；2.創意產業價值、社

會價值及營運社會企業的能力（creative industries 

value, social value and social enterprise operation）；

3.財務可行性及其他考慮因素（�nancial viability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4.管理能力及其他考慮因素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這其中在2008年成立的非營利組織「香港遺產

維護基金會有限公司」（The Hong Kong Heritag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Limited），以具創意的

概念將「舊大澳警署」再利用為一個富有殖民地

色彩，並且擁有環海美景的主題精品酒店。該

主題精品酒店是以「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Revitalising Historic Buildings Through Partnership 

臺南文化資產林百貨結合文化創意成為文化資產再利用的成功案例（2015年本研究拍攝）

臺南文化資產林百貨結合文化創意成為文化資產再利用的成

功案例（2014年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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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定古蹟臺南知

事官邸結合文化創意

成為文化資產再利用

的成功案例（2015年
本研究拍攝）

臺南市定古蹟臺南知事官邸結合文化創意成為文化資產再利

用的成功案例（2015年本研究拍攝）
臺南十鼓文化園區結合製糖產業機具發展文化創意（2014
年本研究拍攝）

臺南十鼓文化園區結合製糖產業機

具發展文化創意（2014年本研究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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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為名的第一期個案，將興建於1902年，

屬於香港三級古蹟的「舊大澳警署」改建成「大

澳文物精品酒店」。改建後的酒店將有九間套

房、一間屋頂咖啡座、一間圖書館，以及一個用

以展示舊大澳警署歷史的展覽場地註1。另一個案

例是正在進行中的香港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

（Former Police Married Quarters），這個案子是香

港行政長官於2009至2010年《施政報告》公布的

「維護中環」（Conserving Central）措施的八個項

目之一。香港政府透過徵集各界具創意的企畫書

競賽方式，將各計畫方案做評選，最後，「決定

保留並將該用地改作創意產業用途，旨在擴大現

時沿荷李活道和蘇豪區的創意產業群組。這種氛

圍正好提供培育創意的合適環境。」目前荷李活

道前已婚警察宿舍改造為標誌性的創意中心，取

名為元創方"PMQ"。這兩個案例皆以文化創意來

達到上述四項所要求的能力註2。透過文化創意的

結合，文化資產保存活化了其原本功能與價值，

文化傳承有了新的風貌，遺產不再是沉重的歷史

負擔，文化被視為是一種新興的經濟產業資本。

因此，合適的文資場域經營方式，除了要

能產生經濟效益，以平衡文資場域保存的高額成

本。另外最重要的是，經營方式不能只是以財

務作為優先考量，而是經營理念與項目必須要能

發揚文資場域的文化資產價值。因此，本研究認

為，以文資場域的文化資產價值為出發點，結合

文化創意產業的經營方式，並具有優良的商業經

營能力，能促進社會的經濟效益，這樣的經營方

式是最適合文資場域的經營。

所謂「文化創意產業」，在《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法》第三條說明：「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

業，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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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

產業」。在經濟學中，產品的專業名詞叫作「產

業」（industry）（張清溪等，2010：333）。文

化資產可視為一種「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張維倫等譯，2003：55-56），這項資本經過適

當的生產過程形成各種產品，部分可透過金錢買

賣而達流通。此外，文化創意產業的另一項重要

的特徵，即是「創意」，也就是所謂「透過智慧

財產之形成及運用」。

文化資產中「資產」傳達的是一種社會承襲

功能，也扮演了自我認同的重要媒介。文化資產

對於文化創意產業來說，文化資產為文化創意產

業的「資本」（capital），所謂的應用也就是這項

資本轉化成可生產的功能。文化資產在文化創意

產業的應用，即是一種活化再利用。因此，文化

資產可視為原始而沒有被商品化的資本，所謂文

化資產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應用，也就是在文化資

產這項資本的基礎上，藉由人類之創意，發展出

具文化象徵意義之產品。我們要討論文化資產之

文化創意產業應用，不僅要了解文化資產本身之

文化價值與意義，更重要的是認識這項產業如何

被生產與行銷的產業化過程。

「文化創意產業」概念來自於為了落實文

化資產保護、利用和推廣，將文化資產轉換為一

種可操作的經濟模式。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定義：「文化產業，結合創作、生產與商業的內

容，同時這內容的本質，具有文化資產與文化概

念的特性，並獲得智慧財產的保護，以產品或服

務的形式呈現。」依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三條「文化創意產業，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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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一、視覺藝術產業。

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三、文化資產應用及

展演設施產業⋯⋯。」

另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中所規範的

十六項文化創意產業，其中第三類為「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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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這裡所指稱的文化資

產，行政院另有定義解釋。行政院文化部於2010

年8月30日所頒發的「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中對這個產業項目的範圍定義為：「指從事文化

資產利用、展演設施(如劇院、音樂廳、露天廣

場、美術館、博物館、藝術館（村）、演藝廳等)

經營管理之行業。」其備註說明：「所稱文化資

產利用，限於該資產之場地或空間之利用。」因

此，在這樣的定義下，這個文創產業的類別指的

是具文化資產身分的建築空間被再利用，其實這

也就是以往文化資產保存界在談論的空間類文化

資產再利用（林思玲，2012：174-175），也就是

本研究所指文資場域再利用。

若是在這樣的一個定義下，思考本研究所要

討論的內容，難免有些狹隘，無法清楚解釋文資

場域再利用中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應用與發展現

象。因此，本研究認為，文資場域再利用中的文

化創意產業的產業發展現象，應可分為兩大類，

一為「空間類的文化資產當作文化創意產業的載

體」；另為「以空間類文化資產為主題開發文化

創意產業」。此外，也有在空間類的文化資產被

當為文化創意產業的載體，並且同時以空間類文

化資產為主題開發文化創意產業的第三類情形，

也就是「前兩類的情形同時在一個空間類文化資

產中產生」。

在文化資產再利用朝向文化創意發展的方向

上，本研究認為，一個具有足夠對於文化資產保

存與文化創意開發與經營的「文化資產場域的經

營人員」，是現今文化資產場域經營上所需具備

的重要的職業能力，具體能力包含文化資產保存

概念、了解現行法規與實務上的運用和限制，並

且具備文化資產場域空間上創意規劃的能力。經

營者能針對不同性質的文化資產場域空間，理解

保存所應面對的實務工作，並且依其文化資產特

色策劃動、靜態活動，甚至涵括虛擬空間上的策

展行銷能力。若將文化創意應用於文化資產再利

用之上，亦須具備文創產業經營所需的財務管理

分析、商品行銷、活動企劃、人力管理、倉儲、

物流、市場調查等經營管理能力。本研究思考文

化資產場域創意經營的必要性，期能藉由人才培

育、能力考核賦予文化資產永續生命力。

有鑑於此，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的文化資產教學與研究，即是思考文化資產場域

經營的必要性，期能藉由人才培育賦予文化資產

永續生命力。以文化資產場域空間結合文化創意

的經營行為人才培育為目標，將來培育的人才，

可以投入點狀的公有及私有古蹟、歷史建築，以

及面狀的聚落、文創園區、產業文化資產、眷村

保存文化園區的經營管理，讓文化資產能在良好

的保存方式下，以創新面貌，重新在人們的現代

及未來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註釋

1. 詳細計畫請參閱香港「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畫」

http://www.heritage.gov.hk/（瀏覽日期：2016年10月15

日）。

2. 詳細計畫請參閱香港「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畫」

http://www.heritage.gov.hk/（瀏覽日期：2016年10月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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