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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做為地方發展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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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是一種生活、歷史、活動與主張的泛稱，是一種帶有感性與理性所交織的抽象概念。

「文化」在過去的概念中也一直被用一種「資產」（property）的概念加以看待，所謂「文

化資產」，或如祖先留下的「文化資產」等說法，通常不必然的意味著文化所給予現今人們

的是一種新的可能性，且極有可能變成負面力量。 因此，本文希望用「資本」（capital）的

概念來取代「資產」的概念，對「文化作為地方發展的資本」的內涵條件進行比較分析。本

文對於「資本」所採取的概念並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剩餘價值」的觀點，而是採取傳統經

濟學對於「資本」的概念，即：資本是指涉再生產過程中一切有形與無形資本，以對比於將

文化以「資產」概念進行典當式的產業化掠奪或消費的思考，藉以對當今文化產業化的實踐

場域提出一個觀察與反省並提出修正建議。因此簡言之，即「資產」是包含了負債的概念，

而「資本」卻是必須經過萃取的可投入再生產的資源 2。  

 

關鍵字：地方產業、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社區營造 

 

 

 

 

一、文化做為資本  

 
    台灣面對七○年代後經濟發展，市場經濟邏輯的穿透已經在一般民間形成重要的思考邏

輯。其滲透的現象可以從以下幾個例子中發現：  

1. 低技術門檻與勞動力密集產業的外移：台灣勞動力成本增加，產品成本增加，市場競爭

力降低。  

2. 傳統產業的沒落與消失：台灣社會過去傳統產業，如：打鐵鋪、雜貨店等，無法抵擋企

業化集團化經營競爭的小型傳統產業。 

                                                        
1
 現任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兼任講師，淡江大學土木研究所建築組博士進修。Email:yelin1077@gmail.com 

2
 以簡單的公式表示則為：資產=資本+其他積累+負債。 

mailto:yelin107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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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媒體宣傳與市場機制的合作：商人利用媒體的宣傳來改變消費者的態度與行為，或由媒

體挑選符合其市場利益的傳播主題。  

然而隨著跨國企業以及全球化的發展，資本市場的競爭進入一種全新的面貌及關係。文化的

資本化也演變出許多新的商品與行銷概念，這部分如果初步的加以劃分可大概分為兩種類

型：  

  一是，創意商品文化包裝，企業透過投入經營創意、結合社會既有資源以及提升服務品

質，進行文化建構式的行銷手法，包括：  

1. 透過投入社會公益之廣告形象塑造（如：金車飲料、麥當勞）  

2. 引入新的消費文化與服務（如：星巴克咖啡、7-11）  

3. 建構消費氛圍與族群（如：主打不同消費族群的酒類、汽車廣告）  

 

   二是，文化商品化，從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以來，文化商品化與商品文化化一直是

政府推動相關地方產業再造的重要政策概念。然而具體的發展形式也在實際推動過程中演繹

許多不同認知背景下的不同形式，從個案來看有：  

1.虛構文化情境商品（如：九份、淡水等）：以過去的文化做為商品氛圍，但內容未必與原

有文化氛圍有關。  

2.建構文化情境商品（如：白米村、布農部落屋等）引入或擷取與過去文化或生活經驗未必

相關的商品形式，重新融入地方生活之中。  

3.延續地方文化體驗商品（如：澎湖二崁）一種以延續地方文化生命的方式，引入活化與再

利用概念之經營模式。  

 

   現今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不可避免的捲入全球化的競爭與分工的體系之中，而上述相關

的文化轉化為商品資本的現象，似乎成為適應新環境挑戰下的一種可能性，甚至就某些部份

來說，已經有效的獲得消費者的認同並開拓出新的商品與消費互動形式。  

然而，上述各種模式是否具有支持經濟上長期性發展的潛力目前尚難論斷。但從一個文化作

為一種商品資本的觀點而言，一種擺脫「支配與被支配」生產關係的生產與行銷模式已經浮

現，這種從「人」的觀點出發的新商品觀念正在受到重視。  

 

二、文化如何轉化為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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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導向的市場經濟模式正在逐漸抬頭，一般消費階層的需求正左右市場上商品的內

容與品質，這也意味著單一化的市場供應與普同化的商業邏輯正面臨著挑戰。我們必須看到

一些現象其背後代表的問題。  

1. 「產業文化化」的意涵究竟為何？ 

2. 文化包裝亦或是文化創造與文化資本化的問題？ 

3. 消費者有無能力分辨文化商品的價值與其自我消費體驗的價值？ 

 

文化是既具有主觀認知又有群體性的認同過程。譬如說：讓大家覺得上街自備購物袋是一種

很酷而且具有一種提升自我的認同，還是官方的要求商家不准提供塑膠袋及罰錢，才能真正

的使之行之長久而且內化為社會文化的一部份呢？或許你會從台灣過去的經驗中認為當然是

罰錢最有效，有效當然是有的行之長久卻不必然；甚至我們從鄰近的國家中得到的經驗也是

如此，比如說新加坡3。因為這背後有一更深層的文化價值所影響，在此我們並不需要太快

的落入「奴性」文化的結論，但其背後確實有一種受到長久以來社會、教育及政經環境影響

下的發展脈絡。  

   因此回到上述提出的三個思考問題時，是有助於我們釐清「文化如何轉化為資本」這樣

的討論上的。在概念上，「資本」之異於「資產」有以下幾個概念：  

1. 資本是具有再生產與不斷積累的可能性，資產卻可能是負值或是被消耗殆盡的。  

2. 資本的經營是積極性的，資產的經營通常是保守的。  

   因此當我們問「產業文化化」的意涵為何時，後面的兩個問題也正是檢證此一問題所要

提出的發問。例如，當 7-11 試圖推出文化包裝的商品時（如：奮起湖便當系列與鄉愁式商

品），這是一種對於地方文化與集體記憶的利用與消費，其結果是引起一股快速消退的熱

潮；真正促使他在市場仍持續存在的是 7-11 所創造的通路文化，且已真正的內化為都會生

活文化的一部份，而非那粗糙的文化掠奪商品。所以，回頭看看「消費者有無能力分辨文化

商品的價值與其自我消費體驗的價值」這個問題時，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這類的文化掠

奪的商品，必須以更快的腳步來進行推陳出新，才能有效創造一波又一波的消費新鮮感。  

這透露出文化轉化為資本並非單純的僅是一種對於文化或是集體記憶的利用與消費，而是必

須被放在一種永續經營與消費體驗的前提之下來作思考。將文化視為資本是必須用以支持再

                                                        
3
 新加坡不能視為因處罰而改造社會文化的國家，而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是一個將處罰作為矯正社會行

為手段的一個國家，且持之以為內化的文化，也就是說，當約束與懲罰被拿掉後，其所約束的社會行為可能獲

得解放而改變，因為他缺乏一種真正從內在發出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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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及持續積累的經營角度來看，而非消耗性的資產對待，這種推陳出新的消費刺激將只是

一時之計。  

 

三、文化資本化之經營  

 
1.自我提升與積累  

   文化資本的經營是多向度與多元性的，從企業到政府，從政府到民間，不僅需要對於經

營技能的培養，更需要從觀念上進行改造。亞洲地區國家在這幾年來的發展，讓我們看到這

個區域的國家在近幾年來經濟與物質條件上的大幅提昇，可是卻看不到足以與先進國家相提

並論的文化軟件發展。或許我們看到南韓在這個部分是超越我們的，從這幾年來韓劇對台灣

的滲透，家電與汽車的市佔率，這都不是一個「韓國能，台灣能不能」的問題。改變世界人

們思維與想法的文化資本不僅是資產性，更有他不斷創新的本質，是一種真實的存在，有機

的且不斷的進行積累。  

 

2.不再是大師與菁英而是通俗大眾  

   我們再來換個角度談，文化與品味也不必然是菁英的，文化之所以為文化，其通俗化的

過程是很重要的，這意味著文化的形成有其人事地物配合的結構性條件，且文化的滲透並非

普同性的傳播，所以在不同群體之間形成不同形式的認同。也就是，只要是具有其獨特性文

化意涵者，也會具有一定的認同度，但這並不保證能夠成為產品化的條件。經營者必須去瞭

解人們需要甚麼？接受的價值是什麼？要以何種形式展現商品？即便是具備文化本質的商

品，包括：音樂、藝術、舞蹈、電影，乃至於人們生活的環境經營，以及傳統地方產業的發

展，都需要與大眾互動並調整腳步獲取認同。  

 

3.探索自我社群的需求  

   所以文化資本經營並非一定要向外追尋，而應該從內在的需求探索－從人的內在需求、

從社區的內在需求、從社會的內在需求。當經濟的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人們尋求附加

其它價值與體驗的消費模式逐漸浮現，帶動結合氣氛、故事、情境及感動與認同的有形與無

形商品的發展。從近年主題餐廳的流行、國民旅遊消費的轉變、健康有機概念的商品受到歡

迎…等等。飲食不只是味美價廉還要有附帶的精神氛圍的提供，旅遊不再是到此一遊的蜻蜓

點水，健康不再只是能跑能跳不生病，更要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品質與社會認同。商品的本身

不再只是為了滿足其表面的目的而已，更重要的還有其體驗及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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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花錢被關在籠子裡面吃飯，或者願意花一、二小時的車程專程到一處路邊攤享受美食，

那便是一種內在需求的滿足與體驗。飲食的過程不僅只是口腹之慾的滿足，消費者需要一種

新的體驗，甚至是一種情境與美味的交融。再舉個例子來看，對某些人而言，在經過池上車

站快速衝下火車跟月台小販買的池上便當是比較香甜的，當然這香甜還包含了衝下火車的跑

動過程與急著返回火車的腎上腺加速分泌，還有那真實被池上稻田環繞的心靈感動，不經意

的從心頭流過。  

 

4.本體文化資本的建立  

   其實任何經營主體的目的並非以投入市場競爭為目的，即便是相同的商品之間也希望透

過市場的區隔避免落入劣質的競爭，而分割出各自的消費市場。這便需要透過自我文化資本

的建立來作為區隔的條件，並在此基礎上開發自我商品的創意與服務。  

舉例而言，台灣過去倉儲大賣場的消長4，資格老、牌子好並不意味著屹立不搖的競爭優

勢；甚至在過去十年當紅的高科技產業，當其落入過去劣質市場的削價競爭中 ，這不完全

是產業競爭的結果，更是消費者選擇的結果。  

 

件許可的狀況下，低價卻品質不佳的商品未必讓大眾接受；同樣的，「科技始終來自於人

性」是現實而非企業的夢想。空洞與缺乏本體文化意識的炒作或是抄襲，當然不能永遠得到

大眾的認同。通常業者不會廣告宣傳其企業文化是以創造企業最大利潤為目標，他們總是以

服務消費者、或是經營理念爭取消費者的認同。小至路邊攤的小吃總會吹捧一下手藝、食材

新鮮度…等等來爭取食客的再度捧場，少有業者是說「我賣你吃的，所以你給我錢」，雖然

這是市場交易最基本的規則。  

 

現今這種文化消費的需求較諸過去更為凸顯，不僅是台灣如此，而且是世界的一種趨勢；由

於資訊與交通條件的改變，更迫使各國的企業甚至是小公司、區域乃至於聚落必須儘早的建

立自我主體文化資本。不僅企業體必須學習與擴大其文化經營資本，以文化資產為主體的地

方或社區，也需要建立主體文化資本的觀念。他不僅是要「文化產業化」，更要加入經營、

行銷與服務的企業主體文化精神。  

                                                        
4
 沒有導入企業精神的附加服務只強調低價的大賣場逐漸的被淘汰，即便台灣經歷了 2000、2008 年以來的不

景氣與金融風暴，單純的低價促銷並未能完全的贏得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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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些田野的觀察： 

 

1.淡水文化家族成員 

    去年（2011 年）淡水地區透過文化家族的計畫，由淡水文化協會進行整合，筆者也透過

調查訪談來對部份淡水文化家族成員進行初步的田野調研。這裡有許多文化家族的成員，對

於建構自我本體文化的認知與實踐上是有別於一般的商家的進行長期的主體意識形態建構，

他們嘗試將自家的商品與在地文化做結合，如重建街的香草街屋、中正路的三協成餅鋪、淡

水天光等。 

 

香草街屋 

   位於重建街的老厝中，它的經營者以「共」為概念作為經營的目標；他是一位放棄都市

上班族身分返回農村定居的青年人，後因鄰居長者的鼓勵而開始參與耕作，慢慢的他看到家

鄉大量的休耕地的問題，激起他學習香草植物的栽培希望尋找地方農業的第二春。 

 

    另外身為「蔡家莊」少數返家的年輕人，他透過協助推動社區老人「共膳」的互助機

制，並希望能進一步推動社區老人的「共耕」概念。他說，老人家並不願意看到良田荒廢，

共膳讓老人家利用荒廢的水田來種一些蔬菜，雖然耕種面積不大而且拿出來大家共膳，可是

還是吃不完。因此他希望可以幫家鄉老農閒來栽培的農作，試著經由他的香草街屋進行農夫

市集的產地直銷的推廣，一方面，希望來促進家鄉農地復耕的比例，另方面，也希望家鄉的

老人家們可以更有成就感。其實許多文化的創新過程中，成就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催化角

色，同樣的情況我們也可以在後文要說明的澎湖二崁聚落的經驗中看到。 

 

位於淡水重建街老屋中的香草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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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成餅鋪 

   一家傳統的餅鋪卻以「創新」為核心價值，在融合西式糕點的技術下，也堅持傳統手藝

與風味，暢快的試吃雖然是一般消費者對於三協成餅鋪印象深刻的記憶，但是經營者堅持用

台灣在地優良農產原料，近來更嘗試與在地農產結合，並學習生態耕作以進一步與契作農戶

開發新的「生態」糕點產品，以推廣生態保育的概念。 

   三協成的老闆認為，台灣的糕餅產業其實是可以為台灣農業帶來很好的產銷合作機會，

他表示在他考察歐洲的經驗中有許多值得我們台灣學習的方向。他認為「在地生產」的原料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概念，而且二級產業可以透過契作的方式與農戶建立相互合作的關係，並

進而要求產地進行無毒與有機生產的轉型，同時也可以帶動台灣食品產業的升級，減少化學

材料的運用，做出有益國人健康與愛惜這片土地的產品，而這是他這些年希望努力去達到的

理想。 

 

三協成餅鋪的糕餅製作器具陳列室，老闆正為來訪者解說他的經營理念。 
 

 

淡水天光--阿原肥皂 

   以柔性的環境革命為訴求，從洗滌劑的環境革命開始，經營者透過反應台灣社會對於環

境保護意識的興起，透過商品進行發聲。雖然他並不是淡水的在地性產業，但卻有一種跨域

性的在地性的思考，近來更透過茶品的行銷，希望推動國人不要迷戀高山茶而破壞台灣山林

生態的另一場商品的生態革命在悄悄的展開。 

阿原向來不以大聲疾呼來推銷他的產品與概念，他認為對的商品加上建構認同就是他對於土

地感情的最佳傳遞方式。教條性的環境保育呼籲對阿原來說是費勁而未必有效果的，必須在

產品能夠與民眾內在需求接軌後，文化便在此刻進行交流，並能潛移默化的內化為消費者生

活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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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原也提到過去他到處參與社區營造及假日市集擺攤的經驗，他認為許多的市集多已變

相成一種鄉愁式的做作，或者是為市集而市集的做法，已經讓台灣地方性的文化產業發展前

途堪憂。這也是讓他毅然決定要走自己的路線的重要原因，投入他目前經營的模式進行一個

產品與環境革命的「行動行銷」。這代表著台灣社會的轉型，人們對於有再多的大道理或者

美好而良善的訴求，卻沒有一個真正的、扎實的、落實的在研發創意，單純想再行銷對話上

博取消費認同是困難的。 

 

淡水天光。 
 

 

2.二崁聚落 

   澎湖西嶼鄉的二崁聚落則是另一個類型的案例，它以整個村落為單位的進行聚落再生的

行動計畫，他們從自我社區需求的滿足開始，從建立自我聚落的生活博物館來蒐集整理聚落

文史資料，到透過社區在鄉老人的生活經營，轉變成社區共利的產業。 

 

社區博物館 

   海蟑螂適當地海釣的釣餌之一，通常大量的在礁岩海岸大量出現，行動快速而且不易捕

捉。海蟑螂博物館，原本是社區的一位老人家希望不需要每次釣魚都需要到海邊抓釣餌，才

發展出的個人養殖技術，但卻意外的成為釣客前來購買的熱門商品，而二崁聚落保存協進會

則加以輔導成讓海蟑螂的養殖為社區博物館的一份子。 

   此外，台灣漂流來的污染海灘的漂流木、家中吃完的貝類也都成為社區老人家與年輕人

共同的創作工具。在二崁的許多社區博物館，許多都是在社區居民茶餘飯後聊天所聊出來的

想法。二崁舉落保存協進會理事長表示，為了保存社區逐漸凋零的文化，他們用一種生活化

的方式，或是互相賭氣、或是互相吹捧，就在小村子的日常生活作息中慢慢的累積。直到有

一天被外界注意到了，這時他們擔心的反倒是如何不要讓原來的生活變成觀光發展下的犧牲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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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間帶博物館，利用聚落的空屋與戶外空間，把跟成肩帶有關的漁具、漂流木、石滬模型以動態的展示方式展

出。聚落居民可以把堆疊的石滬模型推倒，並重新疊砌，藉以作為文化傳承的教學。 
 

 
素人博物館，將社區老人閒暇時間已時抔與貝殼製作的作品展示在社區的戶外空間，激發老人家的成就感，創

作源源不絕。但遊客來了，偷走了老人的作品，也帶給社區新的危機意識。 
 

傳統美食 

   維持原來社區的生活步調一直是他們努力的重點，公部門的介入對二崁而言，在過去的

許多經驗中是必須小心以對的，而且也通常為社區帶來新的危機。如：遊客來了，到底要不

要趁機做生意賺錢呢？地方產業的帶動是否一定要犧牲聚落生活環境品質來換取蠅頭小利？

這都是二崁居民曾經爭辯過的課題。 

   有人順勢做起小生意，也有人從地方傳統食物做思考，像是「土仁粿」本是當地傳統的

食物，原本是在年節時三、五戶的婦女共同製作的應景糕點，由於工作與材料需要透過家戶

合作生產，因此過去在二崁就有這樣的傳統。後來在二崁協進會的促成下，成為當地婦女的

閒時聚在一起共同生產特色商品，而非商業化的「二崁媽媽」行銷法，基本上將來的客人都

當成像自己的小孩一般，讓人有一種「回家」的親切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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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崁傳香 

   此外，二崁在清末民初時期，到臺灣學習中藥材的人才甚多也多成為家傳淵源，在結合

當地的滿地野生的天人菊與山芙蓉而製作的天人草藥蚊香：「二崁傳香」，更是結合當地人

文智慧（中藥知識）、在地資源（天人菊、山芙蓉、社區人力）及氣候條件（太陽曝曬）所

開發的新產品。而這種以驅蚊為主而非殺蚊的「蚊香」，則成為二崁船香進行市場區隔的重

要基點。 

 

五、結論：地方文化產業經營策略  
   從以上的幾個案例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在許多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的經驗中，即便地

方、社區利用文化資產作為產業，用以進行地方活化行動，開創市場性利益並不是地方文化

發展的首要目標，並且與地方文化形成緊密、再生產與創意性的的互動關係。 

雖然台灣的經驗中有許多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介入地方社區發展的狀況，但是諸多的成功經驗

卻通常來自地方自主參與經營所發揮的文化資本化的力量。在文化消費逐漸浮現的時候，地

方文化產業經營更需要在自主文化資本上，策略性的發展未來永續經營的條件。因此針對前

節的案例觀察，初步可以彙整出以下幾點地方發展文化產業的參考性原則。  

 

l 從自我社群需求的滿足  

   從內在需求出發，今天地方的發展必須是看顧到內在需求的，任何的文化產業的發展與

整體聚落的對外展現，並非單獨成就於一、二個人的身上。同時從自我文化資產的精鍊與創

意更是可以先從自我地方社群需求獲得滿足開始。  

2 全球趨勢下的地方性回應 

  不要忽視全球化的力量，而輕易的挑戰地方能力所不及的項目，因為我們的地球在縮小，

跨國性的競爭早已滲透到地方鄉間。甚至於每個人的勞動力技能的競爭，這競爭不是政府有

能力給予保護與解決的，但地方性有通常能在全球化的競爭下取得有效的對抗力量，這包括

社區資源利用、傳統社群的非支配性合作生產機制等。  

3 自我特色建立與市場區隔 

   善用地方文化的特色與差異而不是抄襲與模仿，台灣只有一個，他存在其特殊性特別是

文化的特殊性，如何發展自我的文化資本、創意與文化，在面對全球化的競爭中，地方化與

特殊性正是進行市場區隔重要的利器。不要輕易破壞他、看不起他，當他被轉化為文化資本

時，你會見識到他的市場力量的。  

4 生活化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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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造假及刻意，應該是讓文化商品的生產與消費能真正的進入聚落人們的生活當中，

而非改造原有居住於這塊土地人的生活方式，甚至被逼著向外遷移的，最後成為一個偏離的

差異地點，而是透過生活化的行銷，與日常生活作息結合、與地方生活文化連結。  

5 創意文化與文化精緻  

   這不是現在才需要的，從過去的歷史來看，唯有不斷的因應時代與同時照顧文化本體的

文化才能歷久彌新，且傳承永久。中華文化號稱五千年，並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被留下來的。

創意的加入與不斷提升的精緻是必須經歷市場歷練的，當文化不能接軌時代精神的時候他一

樣是會被淘汰的。因此不斷的提升、進化，非全盤式的放棄原有文化，才能讓「資本」得以

不斷再生產。  

   前文針對淡水文化家族與二崁聚落的文化產業觀察中，雖然並非每一個案都具備以上五

項條件，但是都一定程度上的具備一種非傳統資本主義市場商品的特質。而且越是架構在地

方文化並轉化為「資本」經營者，期滿足以上五項條件的情況也就越高，而脫離自我社群滿

足與地方性的基礎者，其異化程度與營造邊差性差異地點的現象也就相對越高，與市場經濟

的連動則更緊密，同時對文化資本又必須保持關係與依賴，這也是文化資本化的重要性所

在。 

 

 

 

田野觀察個案文化資本條件比較表 

 

 自我社群滿足 地方化 自我特色建立 生活化行銷 創意與精緻 

香草街屋 ✓  ✓  ✓  ✓  ✓  

三協成餅鋪 ✓  ✓  ✓  X ✓  

淡水天光 X X ✓  ✓  ✓  

聚落博物館群 ✓  ✓  ✓  ✓  X 

土仁粿 ✓  ✓  ✓  ✓  X 

二崁船香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