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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間符號觀點探討文創園區之行銷策略：
以華山文創園區為例
An Investigation of Marketing Strategies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via the Perspectives of Spatial Sign: A Case Study of Huashan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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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via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y of signs.
First, using the sign theory of Peirce, C.S., this idea illustrates how different meanings could represent the
park during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ver time. Second, applying the Meaning Analysis Mode of Roland
Barthes, this idea organizes the spatial atmosphere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signs, and it discusses the value of
being transformed from pure space to symbolic space. Finally, based on brand symbols as well as marketing
theory, this study integrated the logics of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the park, and using the new customer path
called 5A’s model, which is performed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to examine its effects. To sum up, the three
specific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evolution of Taipei Liquor Factory or Taipei Brewery has mainly been controlled by the
authoritative domain, and its sign which carried a functional feature transformed to a cultural one, named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2.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is symbolized by having the creative sense of space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which are the results of cultural efforts and accumulation over years.
3. The logics of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Huashan1914 Creative Park via unique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new trends which, combined with old buildings, create contemporary popular topics.
Keywords: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theory of signs, spatial sign, sign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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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試圖從符號學的角度對「華山文創園區」進行詮釋。首先運用皮爾斯的符號理論闡釋空間
在面對歷史變化的過程中背後的意涵為何；其次再根據巴特的意義分析系統模式，將研究執行中所觀
察到的現象、訪談內容及相關理論文獻逐一分析，歸納出符號建構的空間氛圍，並討論其從純空間使
用功能轉換為具符號意義的空間存在價值；最後藉由品牌符號與行銷之理論，來統合園區空間的行銷
邏輯策略，且運用新顧客體驗路徑「5A 架構」，進行實地訪察並檢證其成效。綜合以上，具體研究成
果如下三點：
1. 「台北酒工場」或「臺北酒廠」的符號演進大致由官方力量主導，其所承載的客觀「功能性」符號
轉化為具情感投射的主觀「文化性」符號：「華山文創園區」。
2. 「華山文創園區」透過逐年積累的文化成果而得到具意義的象徵符號為富含「歷史文化韻味的創意
品味空間」。
3. 「華山文創園區」的行銷邏輯為借助本身的獨特歷史條件優勢和將舊有建築結合新時代潮流來創造
各種新鮮的時下話題。
關鍵詞：華山文創園區、符號學、空間符號、符號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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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近年來因全球化帶來均一化及標準化的影響，造成對地方文化消抹的壓力，導致地方主義學者逐
漸要求保護地方文化，重新追求地方認同，重視地方的獨特性（Adorno and Horkhemier, 1979）。此種
強調地域性生活與精神價值的內涵活動，不僅眷護了地方襲產，也彰顯出一地文化產值的魅力，吸引
遊客「慕名而來」
。Harvey（1990）亦明白指出，歷史文物之傳承與街區古蹟建物的再利用是一種新經
濟力量，乃現今成長最迅速的產業及財富資源，所以以文化資產作為重要元素及對象的「文化觀光」
活動將慢慢地成為全球觀光消費的主要吸引力。換句話說，文化與產業本屬一體兩面，文化發展之目
的為厚植地方產業內涵，而產業之成長則能提升人民生活品質。文化產業類別包含廣泛，舉凡文學、
音樂、建築、戲劇及影視媒體等均屬之，然因其具結合民族文化及文化資產的特殊性，故不僅可視為
是一種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
，也是一種具傳統性、特殊性的地方資源。而根據臺灣 2010 年頒
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則將其定義為：
「文化創意產業係指源自於文化或創意的累積，且透過智慧
財產的形成及運用，使其具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及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
行業」
。簡言之，文化創意產業逐漸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世界各國無不重視這項以創新為
主軸的新經濟型態。
而在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推行中，一開始以文化創意園區設置經費所占比例最高1，所謂「文
化創意園區」是指政府將原本產業不合時宜，已停止生產和運作之建物或指定為古蹟、歷史建築類型
者加以活化再利用，提供國人體驗文化與創意消費、參與各項展演活動及推動文化美感教育、供給文
化產業研發和合作之平台，試圖透過文化創意園區的設立來提升文化生活素質、凝聚社區意識、帶動
1

例如根據主計處的資料，民國 92 年度文化產業七億元的預算中，文創園區的規劃就占了一半約三億元；94 年度文化
產業預算雖縮水為三億七千多萬元，但其中文創園區的建設部份為一億五千萬元，仍占近一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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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觀光經濟及相關產業的共同發展，並增加文化生產者之間的交互效益（crossover）
，包含文化交流
及行銷地方特色、吸引國內外的觀光客和強化城市意象。例如「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簡稱
華山文創園區）乃由台北酒工場（臺北酒廠）轉型而成，園區內具有許多古蹟建築，提供給藝文界和
非營利團體舉辦各項藝術展覽、音樂表演等文化活動的場地。從園區 2018 年自行發放的 1943 份問卷
調查結果觀之，有高達 94.1%遊客對其營造的文創意象表示滿意（王榮文，2019），又依據《OpView
社群口碑資料庫》2020 年所統計出的全臺灣熱門十大文創園區排行及網友評價顯示華山文創園區的人
氣排行躍居第一，由此可知「華山文創園區」是國人體驗文創活動的重要基地之一。除此之外，隨著
人類文明的演進，因而對於追求觀光休閒及娛樂品質的要求日益提升，正如美國社會學家 Oldenburg
（1989）在其著作《The Great Good Place》中提出，人類的生活主要分佈於三種空間類型，分別為居
住空間、職場工作地點及不受功利關係限制且可與他人交流的「第三地」
（the third place）
；也就是說，
當人們的物質條件已獲得滿足後，接著便為著重在精神文化層次上的追求，加之近年來體驗經濟
（experience economy）的興起，故更主張文化與創意的積累並融入知識與美學的概念。體驗經濟追求
的是不僅要娛樂遊客，還要讓其參與之中；而具有說服力的體驗是須結合娛樂、教育、逃避現實與審
美這四大領域並滲入至日常生活空間，使遊客留下無法抹滅的印象（夏業良、魯煒，2003）。
既然園區具有鮮明的文化形象，並對外界產生一定的吸引力，而成為人們參與休閒遊憩的重要場
域，那麼究竟內部的氛圍是如何形塑及與消費者產生對話。另一方面，誠如 Baudrillard（1968）所言：
「現今的消費社會是一個被符號所包圍的社會」
，即符號的活動盛況空前，呈現「符號滿盈」之狀態，
任何活動幾乎都浸泡在符號之中，其重要性已被日常生活中的不同面向所證實。要言之，人們不再只
是為了生存的基本需求才進行功能性的消費，而更為重要的是主體化下所衍生出來的心理層面感受；
當「物的需求」已超過人們足以負荷量時，首先必須重視的是怎麼讓物擁有隱含性的符號意涵，以使
其能夠與他物有所區隔，甚至進一步地讓物所代表的符號與社會產生連接並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從
而擴展符號化之物的「文化附加值」
。是故為驅動符號具有一定的象徵價值，則得借助於行銷策略的施
展，目的在於讓消費者可以從中實踐消費行動並藉此體現自我。
綜合以上，
「華山文創園區」做為具歷史感的藝文空間，文化氛圍濃厚，然其如何從純空間使用功
能轉換為具符號價值的空間存在？怎麼利用符號的優勢來吸引消費者對之展開體驗？將有待研究者進
一步地探討。對此，本研究之目的即試圖以「華山文創園區」為例，了解其在各時期空間呈現上的背
後因素為何，以及探究其如何建構內部的空間氛圍並刻畫出專屬的園區符號，驅使消費者與之產生對
話（圖 1），盼日後有利文化創意園區和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參考。具體研究目的為下列三點：
（一）了解「華山文創園區」的符號形塑歷程。
（二）探究「華山文創園區」的空間符號氛圍及其象徵符號之建構。
（三）詮釋「華山文創園區」的符號行銷策略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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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相關文獻探討
（一）相關符號理論梳理
1. 皮爾斯（Peirce, C. S.）的符號理論
符號不僅被認為是攜帶意義的表達與感知，亦是人類理解世界的主要途徑。現代符號學理論重要
的奠基者之一－皮爾斯從哲學家的角度研究人們對自身經驗及對其周遭環境的理解，並在此過程中逐
漸體會符號、使用者和外在實體之間的三角關係是研究「意義」不可或缺的方法。皮爾斯指出，在某
種情況或條件下，符號對使用者來說為一可感知的「再現體」（representatum），代表著某種事物並向
使用者表達，也就是在其心中創造一個相同的符號。符號所表示的事物即是「客體」
（object）
，但其又
並非完全意味著客體。另一方面，符號也規定了一些實際或潛在的思想，此為由符號所構成的「詮釋」
（interpretant）
，它是一種心理上的概念，透過客體中介所決定。推論而知，符號是被客體所決定，而
使用者的思想同時受到符號和客體的影響，結合符號、客體及使用者所產生的「詮釋」就是意義的來
源。由此觀之，意義的產生存在於符號、客體和使用者的互動中，它不單獨存在於三者的任何一方，
是一種符號化的過程，如圖 2 所示。

圖2

皮爾斯「意義的元素」

資料來源：修改自 Fiske J.（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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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斯是符號學中科學主義傾向的開啟者，他根據符號與其對象的關係，將符號分為三類：
「肖像」
（icon）
、
「指標」
（index）與「象徵」
（symbol）
。此三種分法所關心的不是把某種事物當成符號，而是
考察使其成為該種符號的方式（鄭照穎，2007）
。首先關於性質的「肖像」是一種相似符號，指的是符
號和其對象在某方面有相似的性質，係為一種形象類似的表達方式；其次是事實性的「指標」
，屬於一
種指示符號，代表符號與其對象之間存在著邏輯關聯性；最後為法則性的「象徵」
，是一種規約符號，
說明的是符號有著代表該對象的意義，具有任意性，或兩者關係是人為的規則所確定（表 1）。
表1

皮爾斯的符號分類

肖像（icon）

指標（index）

象徵（symbol）

性質性的相似符號：符號酷似 事實性的指示符號：符號即是 法則性的規約符號：符號與指
表達方式
範例

其所指涉的物體，亦即符號透 物體本身或與物體有實質的 涉物體的關係，是一種慣例、
過視覺便能感知

關聯

約定或規則

照片與本人的關係

打噴嚏意味著感冒

紅色十字象徵醫療救助事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歸納。
對皮爾斯而言，符號理論應先建立的觀念為：符號經常透過自身以外的意義指向自身，而意義是
使用者基於先驗的符號解讀而來。也就是說，符號之所以成為符號是因為「詮釋」才有意義，皮爾斯
強調我們無法「不」透過其它事物來構想符號本身，意義被賦予的過程「不」能只將符號視為信息的
集合體；此外，皮爾斯亦分析「無止盡的符號學」
（unlimited semiotics）概念，即若當詮釋者或時空脈
絡發生改變時，符號原先的意義便會被新的符號意義所取代，且這種再詮釋的動作會永無止盡的循環，
而當中唯一不變的只有「客體」。
2. 索緒爾（de Saussure, F.）的符號理論
同一時期的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關心的則是符號與符號的關聯，將焦點集中在符號本身。故
不同於皮爾斯所強調符號與客體之間的關係，他推翻哲學上長期注重「意義的探索應集中在事物本身」
之觀念，轉而重視「意義乃存在於人們建構及認知的符號系統關係中」
，並認定「凡關涉到形式的一切
事物，必定都歸屬於符號學」
。索緒爾認為，符號是一個具有意義的實體，由「能指」
（signifier）與「所
指」（signified）組成。「能指」代表一種「聲音和形象」的展現，是聲音留下的印記並給予人們印象
再藉由感官感知；而「所指」則是社會性的集體概念，其背後承載著「能指」之意義。例如玫瑰（rose）
的英文發音就是它的「能指」，而其象徵意義（愛情）便是「所指」。簡言之，一個符號之所以能成為
符號是因為它同時具備「能指」與「所指」之間的二元關係，兩者相輔相成且缺一不可；再者，索緒
爾認為「能指」與「所指」都是獨立於外界客體的心智體（mental entities）
，它們都只是符號結構（sign
structure）內部的存在（趙毅衡，2012），亦即索緒爾較不重視「能指」與「所指」兩要素與物體或外
在實體的關係，他只稱這當中的連結為「指意」（signification）。舉例說明：「OX」符號有多種意涵，
其中一種是它的英文發音（能指）
，故得到的社會性意義即是「公牛」
，也就是「所指」
，而這個概念和
真正實體的公牛之間的關係為「指意」（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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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索緒爾的符號意義

資料來源：修改自 Fiske J.（1995）。
索緒爾再持續說明，符號的「任意」特性是人類語言的核心，即「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必
然的關聯，它們的關係是由社會慣例、法則或約定所聯繫，是文化成果的表現。例如「樹」這個文字，
它的發音在英文、法文或拉丁文中的讀法明顯不同，但卻都能表達樹的意思；此外索緒爾亦聲明，符
號的意義不是來自於它和外在世界的一對一關係，符號需要藉由和其它符號之間的比對方能創造出意
義，即意義的產生是源自於符號的「差異性」
（differences）
。由此得知，透過索緒爾的觀點即可說明，
意義是存在於符號結構之中，藉由符號的「任意性」及「差異性」對比，意義便油然而生。
3. 巴特（Barthes, R., 1972）的意義分析系統模式
巴特是索緒爾的追隨者，但他沒有全盤接收索緒爾的論述，反認為符號學並非只是包含「能指」
與「所指」的形式科學。其核心論點為符號含有兩個層次的意義：
「第一層次」即符號和它所指涉的外
在事物之間的關係，巴特稱這一層次為明示義（denotation）
，也就是符號明顯的意義；
「第二層次」則
是 符 號 轉 向 社 會 價 值 和 意 義 的 指 涉 ， 而 此 一 層 次 的 意 義 產 生 分 別 有 三 種 方 式 ： (1) 隱 含 義
（connotation）
：說明符號如何與使用者的感覺、情感及其文化價值觀互動。舉例說明：藉由不同的拍
照手法來呈現同一街景的樣貌，明示義是相機對客體機械性的再製，而隱含義則是過程中人為的部份，
例如對畫面、焦距、拍攝角度或底片品質等的選擇；(2) 迷思（myth）
：是一種透過概念化的方式來理
解事物，其藉由符號與隱含義來塑造一個特定的訊息，並使之成為主流的社會意象，例如當某個社會
階級或勢力已經由一段時間後取得主宰位置時，若其為確保、鞏固和合理化原既有的地位，就必須創
造一套「似是而非」的談論方式（鄭照穎，2007）
；(3) 象徵（symbolic）
：指物體由於傳統的習慣性用
法而替代其它事物的意義，例如勞斯萊斯是財富的象徵（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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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巴特符號意義的兩種層次

資料來源：Fiske J.（1995）。
根據前述說明，巴特最主要的貢獻在於，他使符號學的研究脫離單純的符號系統，即打破「能指」
與「所指」之間的二元對立關係，其不僅批判西方傳統的思考模式與方法論，並開創和推動後現代符
號論的研究。正如巴特親身所言：
「符號論從它的研究綱領與任務觀之，就是一種意識型態批判的基本
方法」（高宣揚，1999）；也就是他將符號放置於人類、社會和文化廣闊而複雜的交錯網絡中，試圖全
面探討符號的多元形構。
4. 布希亞（Baudrillard, J.）的符號理論
關於布希亞對符號的分析主要是受到巴特的符號學所影響，另若從批判層面觀之，布希亞乃是銜
接馬克思主義的邏輯，主張以「舊瓶」（政經典範的結構決定論）裝「新酒」（符號取代生產與勞動）
的思考模式（修改自周永捷，2005）
。根據於此，布希亞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提出四種消
費的運作邏輯：1. 「使用價值的功能邏輯」
：有用性原則；2. 「交換價值的經濟邏輯」
：等同性原則；
3. 「符號價值的差異邏輯」：差異性原則；4. 「象徵交換的邏輯」：不定性原則（夏瑩，2015）；其中
第三項就是當今消費社會下操作的規則。推論而知，
「符號」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為物的「豐盛」現象導
致物的價值結構發生改變，即「需求」不再是對某物的實質需求，反是一種對「意義」需求的「慾望」
表現。要言之，物的使用價值已落居到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物的符號價值。除此之外，布希亞曾
言：
「物被消費的並非它的物質性，而是它的差異。」換句話說，當人們在消費物的當下其實就是在消
費符號，並嘗試在這一過程中界定自己。因此物變成是人們「找尋自我」的象徵符號，即藉由「符號
消費」的模式來滿足自己的慾望與品味。
布希亞所述的「符號消費」之概念便是透過「消費符號」之過程來實踐；人們在消費某商品時，
不單只是為了其使用價值，取而代之的則是商品所隱含的符號價值以驅使人們願意產生交易，並同時
藉其來定義與認同自身。易言之，
「符號消費」意味著現代社會漸不再是以維持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費為
目的，而開始將文化、感性等因素納入考量，也就是消費者判斷商品的方式已不是從商品的「優劣」
程度來判斷，而是以對商品的「好惡」基準來達成最終的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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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歸而論，符徵的形成及其概念之連結通常是被「約定俗成」的，而符號意義的不同，往往具有
了價值高低的差異；而今日消費行為和行銷模式中所流行的品牌理論，就是一種符號價值，品牌就是
一種符號差異，透過定價、包裝、廣告等所有可能傳遞給消費者的通道中施展此策略；而人們在尋求
具差異性之物的過程中，如何利用物的「集合意義」來實踐對事物的選擇，則端賴於消費者的文化底
蘊、人格特質及受社會轉化等要素。

（二）品牌符號與行銷理論之探討
品牌與符號兩概念之間有著不可切割之關係，透過符號的操作，可以將隱藏在背後的價值突顯於
該品牌上。根據美國市場行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定義「品牌」為指一個名
稱（name）
、術語（term）
、符號（sign）
、象徵（symbol）及設計（design）
，或是綜合以上各項來辨識
不同經營者之間的商品或服務，以達到與其他競爭者之間有所區隔。Chernatonyand Mc William（1989）
則提出品牌可以從以下四個角度來定義：1. 品牌具有辨識的功能；2. 品牌可以賦予產品衍生的附加
價值；3. 品牌是投射自我形象的方式，是消費者在區別自己與他人的象徵物，並藉此表達特定的個性
和特質；4. 品牌是消費者做決策的輔助工具，是一組關於產品的相對定位及一致品質保證與功能屬性
的集合資訊。由此觀之，品牌之所以有價值並不是因為品牌所投入的各種勞動，而是一系列經過業者
設計、消費者感知的無形體符號。然如何將品牌成功地嵌入消費者心中，則必須倚靠精準的「品牌定
位」
（brand positioning）。所謂「品牌定位」係指消費者在比較某產品相對的其它競爭者後所產生的知
覺、印象和感受等的複雜狀態組合，此說明了業者須展現明確的「品牌個性」2，塑造獨一無二的品牌
形象（brand image）
。而品牌定位要發揮適當的功效須強調差異化（differentiation）的訴求，其中最有
效的差異化手法要具備以下關鍵：
「能從多面向創造差異，同時又能與業者本身的專長或優勢做結合，
使消費者留下獨特鮮明的印象並重視之」
。是故如何為品牌「佈局」並製造「隱喻」以形成特定「情境」
，
是業者在浩繁品牌中必努力的目標。係此推論，品牌定位與行銷策略（marketing strategy）實際上密不
可分。從 Kotler（2003）提及可知，所有的行銷策略皆建立在「STP」理論上：S 是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指業者透過市場調查，將某一產品的市場劃分為若干消費者群的市場，且要參照消費
者的需求、欲望、購買行為及習慣等方面的差異進行分類；T 是目標市場（market targeting），指業者
評估區隔後的每一市場並衡量本身資源與能耐，從中找出欲傳達資訊的市場；P 是定位（positioning），
指相較於其它競爭者而言，業者須在消費者的腦海裡創造不可被他者取代的位置，企圖在目標市場中
站穩腳步。然而，近年來使用 STP 理論後的成效並不若以往，這是由於大環境的改變而使得目前甚至
是未來數年的行銷方式已從「物」為主軸的思維轉換成由「人」為核心的思考邏輯，即從「生產者」
的角度看待市場轉變成強調由「消費者」為導向的行銷策略；故在此背景下，新的顧客體驗路徑「5A
架構」3應運而生。關於 5A 架構學者 Kotler 及其夥伴於 2016 年提出新的詮釋概念：1.「認知階段
2

3

所謂「品牌個性」（brand character）係指一組與品牌有關的個人特質，其中包含五個構面：真誠（sincerity）、刺激
（excitement）、能力（competence）、教養（sophistication）、粗野（ruggedness）；十五個面向：純樸的（down-to-earth）、
誠實的（honest）、大膽的（daring）、有想像力的（imaginative）、聰明的（intelligent）、成功的（successful）、迷
人的（charming）、戶外的（outdoorsy）等和 42 個相關形容詞：注重家庭的（family-oriented）、真實的（real）、獨
特的（unique）、團體的（corporate）、自信的（confident）、女性的（feminine）、男子氣概的（masculine）等（Aaker,
1997）。
傳統的 4A 架構係將顧客體驗路徑分成認知（aware）、態度（attitude）、行動（act）和再次行動（actagain）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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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
」
，指顧客從過往經驗、行銷傳播或來自他人的倡導，被動地接受不同品牌的資訊；2.「訴求
階段（appeal）」，指顧客將接觸到的品牌創造短期記憶或擴大成長期記憶，並只會對少數幾個品牌有
深刻的印象；3.「詢問階段（ask）」
，指由於好奇心驅使，顧客會積極從親友、媒體或直接與間接地從
品牌處蒐集資訊，進而研究他們有興趣的品牌；4.「行動階段（act）」
，指顧客受到更多資訊的強化下，
他們會決定購買某個品牌，或經由消費、使用產品或服務，和品牌有更進一步地互動；5.「倡導階段
（advocate）」
，隨著時間經過，顧客會發展出對品牌的強烈忠誠度，且反映在顧客保留率、重複購買，
甚至向他人倡導上（劉盈君，2017）。由「5A 架構」可以發現，若要使之施展到最大效果，業者必須
長時間「主動」地鞏固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善用消費者為中心的觀點並強加運用「虛實整合」4的新
形態商業模式來發展各種行銷策略，促使消費者對自身的產品產生「認同」
，甚至達到「信任」的正向
回饋，以利在全新時代中擴大商機。

（三）品牌符號與行銷理論在空間上的應用
Baudrillard（1968）在《物體系》
（Le système des objets）一書中指出：
「物必須成為符號，才能夠
成為被消費的物。」也就是消費者所購買的不只是物本身的功能，且還要有某種符號指涉的意義價值，
才有可能成為消費者的選擇對象；而空間承載了社會和文化的表現，也是所有物件符號的聚合與關係
之所，屬於一種流動的、可變動的系統性場域。申而言之，當某物成為被消費的符號，同時這些各式
不一的符號又相互結合成整體被消費的對象，方可利用物的「集合意義」來建立「空間符號」的價值。
而從 Lotman「符號域」
（semiosphere）概念解讀，便可更有力地闡述空間內部的符號系統運作機制。
「符
號域」係由學者 Lotman（1984）提出的術語，他認為符號域就是符號存在的整體空間和環境，當中所
有的元素皆為動態發展，不停地影響相互之間的關係，進而改變空間的格局（車琳，2014）
。王慧芳（2018）
說明一個符號在生成及演變的過程中，會隨著社會脈絡的流轉生產與再生產它所隱含的意義，如研究
者透過比較「華山文創園區」和「三創生活園區」得出兩者不同性質的空間符號主要是受到社會文化
的變遷而不斷地解構與再建構，藉由過去和當下的連結來擴展與深化符號的能量及價值，並進一步地
將其烙印在社會框架之中。趙偉妏（2009）提出星巴克空間內的各種事物，如產品、空間設計、裝潢、
服務等元素，都可成為被消費的符號，且這些符號會集結一起，共同傳達品牌的整體意涵。係此推論，
「符號域」是一個由所有文本構成的文化空間，它不僅為文化交際提供場所，也促成了文化交流的功
能得以實現。而如何將空間符號的獲利最大化，則必為其做好強而有力的「定位」
，打造具差異化的品
牌空間，彰顯品牌空間及其衍生產品的魅力和價值。葉競存（2013）探討 IKEA 之所以能獲得巨大的
成功，在於世人對北歐設計的喜愛，且其理念和產品蘊含北歐社會的理想與文化的特徵思維；又如誠
品書店透過空間內部的種種氣氛特質，去塑造其所販賣的不只是書籍，而是一種透過文化包裝的生活
品味（蔣文德，2000）。最後隨著「新媒體」5時代的普及，行動裝置通過網際網路帶來便利與多樣的
功能漸對消費型態產生許多影響，如何藉其建立消費者對空間符號有更緊密的忠誠度，則須規劃完善

4
5

（劉盈君，2017）。
指業者結合實體與虛擬通路的經營模式。
相較於電視、報刊等傳統媒體，新媒體是一個具有互動性、連結性和及時性的媒體，主要透過網際網路、無線通信網
等渠道，以電腦、手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訊息或娛樂服務等的傳播媒體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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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元素」6，以期達到「SIPS 消費者行為模式」7的深層互動優勢。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根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的討論，本研究將以「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綜觀常被介紹的質性
研究方法包括訪談法、參與觀察法、焦點團體討論與文獻分析法等資料蒐集的方法；此外，民族誌、
紮根理論法和敘事分析等綜合性的研究法亦包含在內（齊力、林本炫，2005）
。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不僅
可以讓受訪者用自己的話語來形容和描述社會的真實形貌，亦能使研究者對所觀察到的現象進行解釋
性的詮釋。故為執行研究目的，研究者除了蒐集有關二手（次級）資料外，也將針對研究區進行實察，
並與店家和消費者進行訪談及取得研究區內的各式一手資料，目的在於將兩者內容進行歸納統整，以
產生一個完整性的概念結果。具體操作流程圖如下所示（圖 5）：

（一）田野實察與訪談
本研究於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間進行實際田野調查及照片拍攝的工作，以利一手資料的
取得。訪談對象分別為研究區的店家和消費者（表 2）。首先為探究及詮釋研究目的二和三：「華山文
創園區的空間符號氛圍及其象徵符號之建構」
、
「華山文創園區的符號行銷策略與運作」
，研究者將經由
社群網站或親自拜訪的方式來找尋有意願受訪的店家，詢問園區建構的空間氛圍和行銷策略的問題。
另在研究設計上，皆採「半結構」訪談方式，先擬定訪談大綱以蒐集受訪者的訪談內容，之後研究者
再依受訪者的回答繼續深入探詢或修改提問；惟訪談過程中，店家、管理單位與遊客受訪意願均不高，
在顧及性別、年齡和問題的聚焦性下，僅選取較適宜的商家和遊客各三人之訪談資料作分析。
表2

受訪者一覽表

編號

訪談日期

S1

2017 年 8 月

嵐光青春農藝駐所店員，女性 30 多歲，兩年資歷

受訪者的身分背景

S2

2017 年 9 月

「品味」針線球 x NIN 快閃店店員，男性 20 多歲，一年資歷

S3

2017 年 8 月

三重奏 Trio Café 店長，男性 40 多歲，三年資歷

C1

2017 年 12 月

女性消費者約 20 至 30 歲，白領上班族

C2

2017 年 12 月

男性消費者約 50 至 60 歲，教育工作者

C3

2018 年 3 月

男性消費者約 20 至 30 歲，研究所在學學生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6

7

「品牌元素」的五大選擇準則包含：記憶度（容易認得與記得）、具意義（可描述、具說服力、豐富的視覺性及口語
形象）、可轉移性（可以跨越地理及文化之不同、可以輕易跨越新市場）適應性（具彈性、可更新）及保護性（具有
法律保障、防止競爭者進入）（戴國良，2017）。
日本電通公司（Dentsu）於 2011 年所提出。所謂 S 為 Sympathize，意指共鳴；I 為 Identify，意指確認；P 為 Participate，
意指參與；S 為 Share&Spread，意指分享與傳播（楊舜慧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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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收集與分析
為陳述研究目的一：
「華山文創園區的符號形塑歷程」和為使研究目的的內容更加完善，本研究將
輔以蒐集有關華山文創園區、符號學、空間符號學與符號行銷的專書、期刊、博碩士論文、報章雜誌
或網路資源等二手資料，以期在此基礎上呈現具象研究成果。

圖5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並無觸及「華山文創園區」的經營管理單位與監督的公部門，故在處理園區符號建構的空
間氛圍及其行銷策略之施展時，僅能將研究執行中所觀察到的現象、店家的訪談內容及相關理論文獻
予以分析，盼由此歸納出一個較具整體的概念詮釋；而這一限制也意指本研究之目的為探求長期穩定
的空間符號，因此不會深入剖析因不同符號使用者的身分背景對研究者所歸納出的象徵符號是否會有
不一的意義解讀。
個人研究限制方面，由於時間因素的考量，研究者只能利用假日或寒暑假期間前往研究區進行實
際田野調查，加之人力成本的受限，導致研究者無法訪問研究區內眾多的消費者、店家與及管理部門，
因此僅能以選取代表性樣本的方式取代；此外，隱私部份的疑慮，受訪對象可能為顧及店家或自身隱
私，在回答問題時也許會持保留態度，前述諸因素使研究者取得的資料較不齊全，可能妨礙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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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華山文創園區的發展脈絡與概況介紹8
1. 從台北酒工場至臺北酒廠時期
自 1912 年起，華山地區以經營製酒場及樟腦工場9為主。1914 年，日人阿部三男取得臺灣總督府
的酒類製造許可證與出生造酒世家的退休官員藤本鐵治，在看準市場需求的誘因下，於該年合夥創辦
「芳釀合名會社」
，以生產「蝴蝶蘭」牌清酒聞名，並首創「冷藏式製造法」來克服氣候因素；隔年十
月日人資本家安部幸之助便擴大投資，將「芳釀合名會社」改組成「日本芳釀株式會社」
，其除了產製
清酒、燒酎與再製酒外，亦跨足米酒等臺灣本地酒，是當時臺灣最大的製酒場之一。1922 年日本政府
頒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實施專賣制度，對各地的製酒工場進行收購，其中因「日本芳釀株式會社」
已有嚴重的財政問題，故於 1929 年正式被收購，更名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北酒工場」，成為官方
直營的製酒場。1930 年便隨即展開「新工場建設時期」
，並改以製造米酒及各種再製酒為主。1937 年，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簡稱鐵道部）為了供應日漸龐大的客貨運量，便計畫在臺北車站附近且緊
鄰鐵路旁的地方設置貨運站，於是即將原鐵道部所轄之酒工場東側土地與酒工場北側土地交換，將騰
出來的空地定名為「樺山貨運站」
；至此之後，臺北車站不再接受貨物運輸，而樺山貨運站則不提供載
客服務（黃筠舒，2006）。1942 年原名為特第一號路線的新生南北路完成後，加速了此區的發展，也
使得酒場逐漸脫離都市的邊陲地帶。
1945 年由國民政府接收後，其體認到臺灣專賣制度歷史悠久，故決定沿襲舊制維持專賣，並改稱
「臺灣省專賣局臺北酒工廠」。1949 年因專賣局改制為菸酒公賣局而再更名成「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臺
北第一酒廠」
。當時因以樹薯為原料的「太白酒」價格低廉而廣受消費者歡迎；然約從 1950 年代中期，
酒廠為配合政府政策，如振興農村、提高果農收益而開始研發各種水果酒，從此便開啟臺北酒工廠的
黃金時代，並獲得「水果酒工廠」的美名。直至 1975 年則又再度改稱「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臺北酒廠」，
即習稱的「臺北酒廠」
。爾後隨著經濟快速進步，導致位於市中心的臺北酒廠因都市發展的需求必須開
闢金山南路而造成廠區被迫切割，加之製酒所產生的水污染問題亦難以克服，故於 1987 年將臺北酒廠
遷往到新北市林口工三工業區，並合併板橋酒廠與樹林酒廠，成為「林口酒廠」
，結束臺北酒廠時代10。
2. 閒置空間再利用時期
自臺北酒廠遷移至林口後，華山地區則閒置且荒廢數年。1992 年，當時立法院位於臺北市中山南
路一號的舊址租約到期時，亦曾決議遷至此地，然華山地區的發展與其所在區位有極大的關聯，如其
鄰近中央行政機關、周圍交通便捷又緊鄰臺北商業的精華地段等原因，造成當地居民抗議浪聲不斷，
以致此事懸而未決（黃筠舒，2006）
。在立法院遷建一事告一段落後，華山地區的空間利用遂引起大眾
8
9

10

有關華山文創園區的沿革及發展，除引用相關文獻外亦參考 https://www.huashan1914.com/w/huashan1914/index。
建於 1918 年，為日本樟腦株式會社臺北支店工場，產銷精製樟腦，並在 1930 年又擴建一座工場以試製精製粉末樟
腦。此樟腦工場與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南門工場（今國定古蹟專賣局臺北樟腦廠）分別為民營及官營，是日本統治中期
臺灣僅有的兩座從事樟腦加工提煉的現代化廠房。
樟腦工場則因化學樟腦的興起而逐漸式微，故華山樟腦精製分廠於 1961 年 6 月首先停產，機具全數搬遷至位於南昌路
的總廠。1967 年底廢除樟腦專賣後，則將廠房與土地全部移交給臺北第一酒廠接管，之後部份建築物曾作為酒廠各單
位的辦公室使用，倉庫區則存放瓶蓋、酒標等材料，也有部份建築物因審計部大樓的興建而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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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注。此後主要有兩起事件的發生造就華山地區日後的走向：第一為八德停車場問題；第二是藝術
家為保留臺北酒廠作為藝文空間的抗爭活動。
(1) 八德停車場問題
過去臺北市政府在規劃八德路周邊的資訊產業時，並未妥善考量附近的交通因素，而導致往後的
停車問題。1997 年臺北市政府所推動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中，時任的梅花里里長林永豐提出兩塊
停車場用地方案，一是臺北酒廠的空地，另一是位於八德路與新生南路交叉口的空軍新生社，以供來
到此處的人潮使用。然因兩者的土地所有權與管理單位皆分屬不同機關，臺北酒廠的土地所有權為省
政府財政廳，管理單位為菸酒公賣局；而空軍新生社的土地所有權為國有財產局，管理單位為勞保局，
其中空軍新生社的計畫案因在送達交通局審核時遭擱，但臺北酒廠卻得到菸酒公賣局的許可，所以在
1997 年六月將臺北酒廠前臨忠孝東路與煙囪旁的兩塊土地暫時租給里長為停車場用地使用，並取名為
「八德停車場」，是臺北酒廠土地使用變化未明前的另一種財源；而後又因里長拒絕繳納租金給公賣
局，導致其遂具狀告發里長非法佔用公有土地，最終公賣局勝訴並結束停車場營業，然而時至今日因
人潮來往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和交通停車等衝擊依然存續。
(2) 藝術家為爭取藝文空間
1997 年六月，藝術家湯皇珍、魏雪娥等藝文人士為找尋中法交流聯展「你聽我說」的場地，在臺
北市都發局局長張景森的支持下，開始爭取臺北酒廠作為「藝文特區」
；同年七月，為能有效地促使酒
廠從閒置空間轉換成藝文空間，相關人士便不斷地透過遊行、連署和陳請等方式來成立「華山藝文特
區促進會」，此事遂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然真正使閒置酒廠被廣為討論且意外促成「華山藝文特區」
的成立，「金枝演社事件」實乃為一重要關鍵。
3. 華山藝文特區時期
1997 年十一月，金枝演社進駐酒廠預演「古國之神－祭特洛伊」。由於當時酒廠前方的空地係為
梅花里里長林永豐所承租經營，導致該社導演王榮裕因誤認其為酒廠的正式管理者而與之簽訂租約以
作為排練及演出的場地。然在正式表演前數日，金枝演社赫然發現酒廠之權應屬公賣局，遂緊急向其
提出場地申請，但卻未獲得同意。金枝演社在騎虎難下的狀況下，雖知未經公賣局同意而使用酒廠是
違法行為，不過也只能按照原訂時間演出。此事造成導演被檢方以非法侵佔土地之由逮捕，且在社會
上引起軒然大波，藝文界人士、立委及民代紛紛前往協調並召開記者會，其中立委朱惠良提議將酒廠
管理權交由臺灣省文化處管理，公賣局局長亦允諾此議，過程中係由周慧瑛議員接觸臺灣省文化處代
表處長洪孟啓達成共識，後隨即於 1997 年十二月成立「華山籌委會」。
華山籌委會成立後便開始接受各式活動申請，展演內容舉凡音樂、電影放映與服裝秀等均屬之，
並於 1998 年八月將酒廠更名為「華山藝文特區」，提供「藝術家進駐、展演交流及互訪」、「學術研討
會的舉行」
、
「開闢國際藝術家短期使用之小型工作室」的藝術專業場域。1998 年十月，將「華山藝文
特區促進會」正式改組為具財團法人地位的「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
（簡稱環改會）
。自 1999
年起，環改會即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為精省前臺灣省文化處）委託負責華山地區的
營運業務。華山藝文特區在環改會專業的帶領下，除延續過去的藝文活動外，亦開始有組織地規劃其
營運體系，因而造就其能夠在短時間內累積無數的當代藝術能量。直到 2001 年環改會內部改選，部份
成員認為華山藝文特區後來的發展與當初成立的宗旨及願景有些出入，而造成內部理監事們的意見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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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例如環改會第一任理事長黃海鳴提及，協會初期將華山定位成「當代藝術中心」
，之後卻因華山作
為當代藝術中心的功能逐漸模糊而慢慢地將其調整成融合藝術展演的「全民共享文化活動的重要基
地」，亦即所謂「大型藝術社群基地」。加上 2002 年五月，政府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2002-2007）」中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的方向，即以產業鏈的概念型態來重新定義文化活動的價值。然
這樣的觀念與環改會的經營理念極為不同，所以在 2003 年年底，其便不再承接華山藝文特區的經營
權，改由「橘園國際藝術策展股份有限公司」受文建會委託經營，並將其更名為「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4. 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時期
橘園國際藝術策展股份有限公司為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為期一年的經營期擬定了具體的方向，分別
為「鼓勵當代前衛藝術，培植精緻藝術」、「活化文化資產，連結時尚設計」、「文化投資與創意產業加
值間的轉化與資訊交流平台」及「塑造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為一兼具藝文展演、設計創作研習坊和附屬
文化休閒消費性設施之場域」（黃筠舒，2006）。此定位試圖將環改會在經營華山藝文特區時所積累的
能量轉換成具商品價值的藝術型態；透過加入軟硬體的概念並延續華山在當代藝術中所扮演的角色，
嘗試達成「文化創意」與「產業」的媒合形貌。
2004 年其合約到期後，文建會的相關組織便投入大量經費，針對華山全區封園以進行古蹟、歷史
建物的整修，並於 2005 年年底重新開放，提供給藝文界人士及社會大眾使用。2006 至 2007 年間，文
建會推動以「三階段三區塊」的方式來開發華山文創園區，包括電影藝術館 OT11案、文化創意產業旗
艦中心 BOT12案及文化創意產業引入空間 ROT 案，目的在於藉由閒置空間的再利用與跨界整合，帶動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王兆毅，2013）。2007 年年底，由遠流出版社、國賓大飯店及仲觀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組成的「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依約取得 ROT 案未來 15 年加 10 年的整建和營運權，並
改稱「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2011 年年初，文建會13將其名更為「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民間以「華
山 1914 文創園區」通稱，並沿用至今（本文簡稱華山文創園區）。
歸結而言，臺灣的「文化產業」自 1994 年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理念中開始醞釀對地方藝文
活動之重視，2002 年文建會將「文化產業」列為施政主軸，而行政院（2002）也在「挑戰 2008：國家
重點發展計畫」中納入「文化創意產業」
，透過政策規劃和法規建置，積累創意和文化資源，增進經濟
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之提升；而其中結合舊建築或城市閒置空間的再利用之策略，
重新發展建築活化使用的可能性，並導入文化產業的發展，如此不僅使城市文化空間獲得延續，並且
讓空間的經營與文創產業的行銷，能呼應世界潮流並駕齊驅地發展。

（二）華山文創園區的符號化歷程與符號建構
1. 華山文創園區的符號化歷程
根據皮爾斯指出：
「符號是被客體所決定，而使用者的思想同時受到符號和客體的影響，結合符號、
客體及使用者所產生的『詮釋』就是意義的來源」
。從過去酒場到今日「華山文創園區」的轉變，可以
看出意義的產生源自於政府政策的決定，官方力量的介入對華山這片土地的發展佔極大的影響，以下
11
12
13

為「Operate-Transfer」，係指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待營運期滿後，再將營運權歸還政府。
為「Build-Operate-Transfer」，係指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營運；待營運期滿後，再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至政府。
於 2012 年升格為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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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劃分四段時期來說明。
(1) 1914 年至 1987 年間
在日本統治時期，華山地區以經營製酒場及樟腦工場為主。國民政府時期，為配合政府政策而始
研發各種水果酒，從此便開啟了酒廠的黃金時代。爾後隨著都市擴張而造成廠區被迫切割和酒廠本身
高汙染的問題亦無法解決，以致最終面臨遷廠的局面。由此推論，在 1914 年至 1987 年間，華山地區
的空間用途（客體）決定了台北酒工場或臺北酒廠（符號）的形成，對台北酒工場或臺北酒廠的職員
（符號使用者）來說，台北酒工場或臺北酒廠（符號）是一「製酒的場所」（詮釋）；也就是說，台北
酒工場或臺北酒廠透過官方勢力主導的物件設置，在實踐程序的關係中，被符號化為抽象價值，且其
所承載之符號，是人們可經感知而獲得的一製酒的「功能性」
（fonctionnalité）客觀論述。另值得注意
的是，此當時為臺灣最大的製酒工廠之一的臺北酒廠（符號）對一般常民大眾而言則趨近於一個較陌
生名詞，只是一個著名的「地標符號」，故其對他們來說意義並不大（圖 6）。

圖6

皮爾斯符號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2) 1987 年至 1997 年間
除此之外，皮爾斯也說道：
「當詮釋者或時空脈絡發生改變時，符號原先的意義便會被新的符號意
義所取代，且這種再詮釋的動作會永無止盡的循環，而當中唯一不變的只有客體」。1987 年，臺北酒
廠遷往至新北市林口工三工業區，並合併板橋酒廠與樹林酒廠，成為「林口酒廠」
，結束臺北酒廠時代。
至此之後，華山廠區被關閉並閒置且荒廢數年。係此推論，由於臺北酒廠的遷移，導致華山地區（客
體）是被封鎖隔絕，居民與遊客都不得其門而入，無可探知其虛實，而對此區認知陷於一片空白，故
在這段期間內無形塑出可代表的符號意涵，唯在 1997 年短暫作為停車場用地使用，故基本上仍屬於「虛
無」、「解構」的狀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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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皮爾斯符號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3) 1997 年至 2001 年間
當空間的使用在模糊不清的情況下，且又正逢社會發展成熟的時機點時，藝術界人士便開始發起
保留華山地區作為藝文空間的抗爭活動。當時他們認為，這塊閒置土地與周圍高樓大廈的環境相比呈
現明顯對比，加之酒廠內的建物又極值得保存，且與之同時，金枝演社導演王榮裕因未經公賣局同意
而使用華山地區土地遭檢方起訴且被逮一事引起社會上極大的反彈，故更加速改變此處的空間使用型
態。為使華山地區永久轉為藝文空間，自 1998 年八月起，其正式改名為「華山藝文特區」，成為提供
「藝術家進駐、展演交流及互訪」、「學術研討會的舉行」、「開闢國際藝術家短期使用之小型工作室」
的藝術專業場域。由此推斷，在這段期間內，華山地區的空間用途（客體）決定了華山藝文特區（符
號）的形成，意味著符號從解構又重新建構，是一「再符號化」的過程。另關於其所面對的使用者大
多為藝術專業人士，故華山藝文特區（符號）對他們來說，為一「藝術專業空間」（詮釋）；至於一般
普羅大眾而言，華山藝文特區（符號）的知名度尚未被打造，仍趨近於一個陌生名詞，故其對他們而
言，符號意義與品牌識別仍較為空缺（圖 8）。

圖8

皮爾斯符號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4) 2001 年至今
直到 2001 年環改會內部改選，部份成員認為華山藝文特區後來的發展與當初成立的宗旨及願景有
些出入，而造成內部理監事們的意見歧異。加之 2002 年五月，政府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2002-2007）」中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的方向，即以產業鏈的概念型態來重新定義文化活動的價值。

47
然這樣的觀念與環改會的經營理念極為不同，所以在 2003 年年底，其便不再承接華山藝文特區的經營
權，改由「橘園國際藝術策展股份有限公司」受文建會委託經營，並將其更名為「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橘園國際藝術策展股份有限公司將過去環改會所積累的能量轉換成具商品價值的藝術型態，試圖達成
「文化創意」與「產業」的媒合形貌。爾後政府又推動以「三階段三區塊」的方式來開發華山地區，
目的在於藉由閒置空間的再利用與跨界整合，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2007 年年底，便由遠流出版
社、國賓大飯店及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組成的「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依約取得 ROT 案未來
15 年加 10 年的整建和營運權，並改稱「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2011 年年初，文建會將其名更為「華山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民間以「華山 1914 文創園區」通稱，並沿用至今。由此得知，在這段期間內，
華山地區的空間用途（客體）決定了華山文創園區（符號）的形成，這些原屬被棄置的「邊緣物」符
號系統，透過主體情感價值的投射而建立起一種「文化性」的氣氛層次，改變了符號原有的價值與意
義，也就是酒廠空間本身脫離最初的「功能性」設置，並顯示了與功能範疇幾近不同的作用模式；而
這意味著其關係連結歷經時空和社會更迭而不斷地變動和調適，使具歷史性的古蹟殼體，充填且滲染
了濃郁的文藝氛圍。總言之，符號的系統化功能持續地蛻變與作用，並相繼發揮著影響力。故現今對
一般大眾（符號使用者）來說，華山文創園區（符號）是一「具商品價值的藝文休旅空間」
，符號的建
構歷程於此時轉換且維穩下來（圖 9）。

圖9

皮爾斯符號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2. 華山文創園區的符號建構
當時空脈絡發生變動時，所形塑出的符號將會產生改變，誠如華山地區（客體）從台北酒工場或
臺北酒廠、虛無狀態、華山藝文特區到華山文創園區之符號轉變即可印證。係此，在了解「華山文創
園區」所體現的符號意涵後，研究者將根據巴特的意義分析系統模式來說明此空間的符號建構邏輯。
(1) 明示義
所謂「明示義」為符號和它所指涉的外在事物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符號明顯的意義。
華山文創園區就是一個會辦很多有趣又多元的展覽地點【S2】。
華山文創園區利用過去酒廠的建築去營造一間又一間既漂亮又可以拍照或喝咖啡的地方【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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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證，在社會潮流的演進下，
「華山文創園區」對消費者而言，是具商品價值的藝術空間，其
不僅是各展演活動的最佳舞台，也是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最佳典範。而「華山文創園區」的 Logo「華山
1914」為人工製造的純符號，它的意義是被製造出來的，是一種「社會文化符號」
（sociocultural sign），
即消費者可透過此圖像得知酒場的建造年代（照片 1）
。且此一人造符號幾乎沒有任何實用價值，逐漸
形成所謂「藝術符號」，主要利用本身的歷史背景和存留下來的建築來創造新時代潮流的時下新鮮話
題。是以「華山文創園區」的符號體現可以從兩大面向來觀察：1. 借助過去製酒場的優勢條件；2. 符
合社會潮流下的當代空間。換句話說，即便現今園區不再有釀酒及貯酒的功能，依然足以顯現其是一
個富含歷史底蘊的人文環境。

照片 1

「華山文創園區」的 Logo「華山 1914」及其高塔區建築立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於 2017 年 12 月 26 日。

(2) 隱含義
所謂「隱含義」旨在說明，符號如何與使用者的感覺、情感及其文化價值觀互動，也就是解釋的
意義是同時受到使用者、符號和客體所影響。研究者於第一章中指出，當人們的物質條件已獲得滿足
後，接著便為著重在精神文化層次上的追求。在現代消費社會中，強調「美學感受」的生活經驗漸顯
重要，透過日常生活的美學化，不但使生活與藝術得以連接，也能藉此樹立個人的生活風格。
華山文創園區不但保留日本統治時期酒場的風貌，還結合傳統、文化、創意、藝術和時尚等元
素，實為「文青必訪朝聖景點」第一名14。
我認為華山文創園區想要塑造一種「生活品味」的空間氛圍，例如我們是為配合「2017 華文朗
讀節：聽說好味道」而被華山邀請進駐的店，主要以販售與飲食相關的生活小物、文具等，企
圖讓這些東西的價值超越原先的使用功能【S2】。
14

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966439（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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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文創園區」在不破壞舊有建築的原則下注入新穎的文化概念，不僅讓地方歷史能夠以建築
物的形式繼續傳承下去，亦可激發出不同的文創生命力；而憑藉這樣的氛圍營造可以讓置身於園區的
消費者沉浸在當中的藝文氣息，並想像自己是具品味的文青人士；如同當今一些品牌咖啡廳和文青書
店，所販賣的不再只是咖啡與書籍，而是透過空間活動的種種氛圍特質，造就一種「文化消費」的階
層或特定生活風格群體的新名詞，這些場域早就不是一間書店、咖啡廳或是文創園區，然是一種饗宴、
一種歸屬、一種耽溺、一種期待、一種儀式，一種內心的著迷與品味，一種個人形塑的神諭式殿堂。
(3) 迷失
所謂「迷失」是一種透過概念化的方式來理解事物，其藉由符號與隱含義來塑造一個特定的訊息，
並使之成為主流的社會意象。而這種主流的社會意象可謂為「符號遊戲」
，是受到「操演」所表現出來，
經由符號發送者與接收者的互動，呈現意義的對話及交流，誠如巴特所言：迷失的概念是資本主義操
作下的「神話」
，讓說話者（既得利益者）形塑說話的權利與合法性。故根據此一邏輯推掄，隨著社會
潮流的演進，臺灣過去所仰賴的「製造優勢」已被其它新興開發中國家所取代，促使其必須進行產業
結構的調整，有鑑於此，政府仿效其他國家的政策，遂將文化創意產業調整為國家發展的重要項目。
從文化部所發行的《2019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中得知，我國 2018 年度文創產業總和為 8798.16
億元。係此可證，此一產業的獨特稀有性，吸引許多觀光休閒的人潮與錢潮，是帶動觀光經濟與凝聚
居民意識的主要媒介；而文化創意園區的設置，可以提供產業發展與創新場所，促使文創產業群聚發
效，構成資訊、知識分享和激發創意的平台基地。歸結而言，文化創意產業之所以能躍升為重要產業，
係因社會潮流的演進和臺灣在經濟發展上所面臨的環境限制，透過政府政策的「操作」讓文化創意產
業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國際形象的重要指標，並進一步地將其塑造為主流的新產業型態。
(4) 象徵
所謂「象徵」係指物體由於傳統的習慣性用法而替代其它事物的意義，即人類經由反覆對話及交
流甚至聯想，而得到具文化意義的象徵符號。然經常年積累的文化成果，象徵符號的意義係屬抽象概
念，是難以用語言解釋的精神境界（趙毅衡，2012）。
我們目前正計畫讓臺灣水果酒進駐，期望能藉由此舉更加貼切華山身為舊酒廠且曾經生產水果
酒的歷史【S1】
。
從 S1 訪談結果所示，其計畫透過水果酒的引進來象徵「華山文創園區」製酒廠的符號，試圖以
「部份代表全部」
，選擇現實事物的某一部份來建構事實中未知的剩餘部份，表現出「見微知著」的效
果，吸引人們產生共鳴：
出自於對歷史建築的好奇與關注，
「玩弦四度」主要以國內不同地區的五座歷史建築作為主題進
行創作，期許透過音樂會的形式，讓聽眾了解歷史建築的特色與價值，同時還能「聽見」歷史
建築的另一種面貌15。
時間隨著環環相扣的齒輪倒帶轉至工業年代，充滿預知又巨大的能量竄流在百年的紅磚縫細
15

資料來源：https://www.huashan1914.com/w/umaytheater/performance_17091311271866374（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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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好樣思維翩然降落在紅磚六合院區的二層樓空間，一樓規劃為室內花園、餐廳與展覽
空間，二樓為好樣本事書店的延伸，……思維，在這無邊界的空間發酵……16。
由此推論，不論「玩弦四度」、「好樣思維」抑或是在「華山文創園區」內舉辦的其它活動與經營
的店家，皆是利用大規模的文本符號，包含物象、圖像和語像等進行累積，目的在於呈現一個新的概
念及意涵，藉此象徵「華山文創園區」為一富含歷史文化之厚重、生活品味之獨有的創意空間（圖 10）
。

圖 10

「華山文創園區」符號建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3. 華山文創園區的符號行銷之分析
在歸納出「華山文創園區」專屬的空間符號後，本節內容主要了解符號建構的空間氛圍與符號消
費之間的關係如何連接，以驅使消費者產生符號共鳴，進一步地引發其好奇而前往園區體驗。J.
Baudrillard 在《消費社會》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一書開頭便說道（劉成富、全志鋼，2014）：
今天，在我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
現象。……。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
我們生活在物的時代，我們根據它們的節奏和不斷替代的現實而生活著。
要言之，當我們被「物」所建構的環境包圍時，人與人之間即不再進行日常性的經濟交換，反著
重在物的訊息獲取與操弄；是以集合「物」所建立起的「空間」已變成為一種符號體系17。申而言之，
空間符號化意味著空間成為被操作的對象，其經過設計、廣告手法等產生不同的空間態樣，以滿足人
們的慾望與需求；也就是說，空間具有的並非單純的容納功能，而轉化為具符號價值的意義存在。

16

17

資料來源：https://www.huashan1914.com/w/huashan1914/CustomShops_17081616051371734（瀏覽日期：2021 年 2 月 19
日）。
此正好呼應布希亞（1968）在《物體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一書中所言：「物必須成為符號，才能夠成為被消
費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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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以前是酒廠，我認為可以針對酒的歷史作延伸，以區隔其它類似性質的文創園區【S1】。
我們有與光點合作，例如光點會販賣有關酒類電影的套票，希望消費者再看完電影後，能順便
至我們的店消費。我們本身就是主打有關酒類料理的店，而華山前身又是酒廠，剛好能達到一
種魚幫水、水幫魚的最佳狀態【S3】。
係此可知，
「華山文創園區」藉由酒廠的空間營造、各種配套方案或裝潢擺設等方式，來使其蛻變
為獨具風格的空間意象；故空間可謂是各式物的集結，透過物之間的關係建立及它們在新的結構中對
原先物的功能超越，才能擴大空間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進而形塑出獨特的文化氛圍。在現代消費社會
中，消費者所需求的不再是對某物的實質需求，反是一種對「意義」需求的「慾望18」表現。另一方
面，J. Baudrillard 亦說：
「物被消費的並非它的物質性，而是它的差異。」當人們在消費某物時，實際
上是在找尋能定義與認同自身的象徵符號，嘗試藉由「符號消費」的模式來彰顯自己的品味。同樣道
理，利用物的「集合意義」來塑造整體的環境氛圍，亦是在相同邏輯下被建立：
華山文創園區過去時段保留了許多建築，如果可以將這些建築原先的用途與店家特色相整合，
方能更具文化意義。例如酒廠以前的蒸餾室可以賣酒、老煙囪也許可以結合柴燒之類的餐飲
【S1】。
由此推論，使用「空間符號」之目的在於形塑出某種特殊的「劇場」效果（趙偉妏，2009）
，並藉
此與其它相似空間有所區隔。而如何進一步地使消費者對「華山文創園區」生成好感，則必須剖析其
符號行銷策略。根據 Kotler 及其夥伴所提出的 5A 架構，一開始通常為認知階段（aware）
，從 S2 訪談
內容得知，業者可以透過網路行銷傳播或來自他人的推薦，提升園區的知名度；尤其隨著新媒體的發
達，透過網際網路、社群媒體等等渠道的行銷模式，更具有互動性、連結性和及時性，這種結合實體
與虛擬通路的經營樣態，已充斥在後現代社會的文化體驗和感性消費之中。
透過社群網站的推廣（如 Facebook）、特價活動的舉行（如拍照打卡即享優惠）或活動看板的
設計等方式【S2】。
第二為訴求階段（appeal）
，因華山文創園區屬委外經營，監督的公部門並不會對園區經營有過多
干預，故園區更加趨於自由市場經濟。從 S1 訪問內容亦得悉，自由市場下百花齊放，而園區業者主
要著重年輕客群進行提倡，因此族群的消費者對品牌訴求的敏銳度較強烈，他們會仔細評估品牌各面
向的條件，進而成為品牌的早期採用者。又為了增加消費者對品牌的印象，業者亦會借助園區獨特的
酒廠空間和文化讓其所施展的行銷策略相得益彰，如 S3 所示。
華山文創園區的客群主要是年輕人和觀光客，所以將行銷策略定位在「美觀」與「新鮮感」上
會比較有效；且要定期推出新產品與活動來吸引更多的潛在消費者【S1】。
經營於內的店家可以利用華山本身的文化優勢來達到提升自身店家的品牌價值，但最主要的還
是以維繫店家的品質為主，以利顧客忠誠度的維繫【S3】
。
18

所謂「慾望」是經由匱乏來驅動，其關聯到消費者的文化底蘊、人格特質及受社會轉化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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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為詢問階段（ask），根據 C3 訪問者而言，「華山文創園區」並無驅使其好奇心，當好奇心不
足時或評價不高時，他便不會積極從親友、媒體或直接與間接地蒐集更多的資訊。
華山近幾年舉辦的展覽我幾乎沒什麼興趣，因此我很少關注【C3】
。
第四為行動階段（act）
，即消費者被進一步的資訊說服後，便會決定採取行動。由 C1 顧客訪談推
論，
「華山文創園區」內的空間營造讓顧客完全參與並投入其中，造就其有正面且記憶深刻的使用體驗。
華山的氛圍很不錯，……像是好樣思維，它的內部空間極具歐式奢華神祕感，讓人有一種置身
在歐洲中古世紀的錯覺【C1】。
第五為倡導階段（advocate）
，隨著時間的積累，C2 顧客會發展出對品牌強烈的忠誠度，甚至積極
向其他顧客主動推薦。然對「華山文創園區」最忠誠的擁護者往往處於被動的狀態，除非當出現負面
抨擊者時，身為園區的「品牌傳教士」才會為此發聲。故如何增加這類擁護者對園區的擁護度，正是
業者須著重的焦點。
我本身偏愛充滿文化氛圍的環境，又加上那一棟棟的古蹟建築，讓我更加喜歡華山【C2】。
綜歸以上推論，「華山文創園區」的行銷邏輯大致掌握兩種原則：1. 借助過去製酒場的歷史條件
優勢；2. 符合社會潮流下的當代空間。換言之，華山文創園區的符號設計是對現有日常「熟悉」的歷
史建物進行解構與重組，進而產生「新穎性」的文化創意神話，吸引遊客的駐足和文青的打卡，而在
眾多文創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尤其在新媒體時代，華山文創園區的品牌符號打造是透過親朋好友的
介紹或是網紅的推捧來認識（aware）該園區；其次，借助園區獨特的酒廠空間和文化為訴求（appeal），
使此品牌形象在潛在訪客的心中發芽，並且想進一步想來參訪和了解此園區之特色；此外，這些欲來
之訪客也會好奇進而上網搜尋來詢問（ask），獲取相關評價與使用體驗，從而增進或喪失對園區的關
注度；然後，遊客便採取實際行動（act），親自來華山文創園區探訪，遂行「百聞不如一見」之體驗
之旅，而此階段最具代表性的指標就是遊客人數；最後，在倡導（advocate）階段，若文創園區之空
間氛圍營造能讓顧客有正面且記憶深刻的體驗，遊客的口耳相傳和交流分享，便成為品牌的忠誠傳教
士；此 Kotler 的 5A 發展架構和 SIPS 消費者行為模式：引起共鳴（sympathize）
、進行確認（identity）、
參與互動（participate）以及分享和傳播（share and spread）
，實具異曲同工之妙。而 5A 架構的「詢問
階段」是最易受到影響的要素之一，正如 C3 訪問者內容所示，其可能是受到他人影響力（如口碑好
壞）和外在影響力（如媒體廣告）影響，從而增進或喪失對園區的好奇心，是以研究者建議，為因應
網路世代的普及，業者可以藉由此新興傳播媒體的特徵擴大符號強度，來「抓準」、
「撩撥」、
「迎合」
與「滿足」市場需求者的喜好，規劃完善的「品牌元素」，以利深入擴展品牌市場的佔有率。

結論
符號必須在人的解釋中獲得意義，且這種解釋行為受制於社會文化變遷所影響。換言之，符號在
生成及被詮釋的過程中，會隨著社會脈絡的流轉生產與再生產它所隱含的意義，藉由過去和當下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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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來擴展與深化符號的能量及價值，並進一步地將其烙印在社會框架之中，甚至取代原先既有的符號。
本研究首先透過皮爾斯的符號理論闡釋華山地區在歷史演進中大致由官方力量主導：在日本統治時
期，政府在有效利用土地的原則下，將華山地區經營為製酒場及樟腦工場。國民政府時期，為延續過
去製酒技術的優勢及配合政府政策，而始研發各種水果酒，從此便開啟酒廠的全盛時期。爾後隨著都
市擴張而造成廠區被迫切割和酒廠本身高汙染的問題亦無法解決，以致其最終面臨解構的局面。就連
不久後金枝演社導演王榮裕因演出被逮而促使相關人士積極向政府爭取將閒置酒廠改建為藝文空間一
事，也是透過政治力量的介入才使空間徹底轉型和重新建構。至於現今園區的走向亦是政府在考量社
會潮流演進的前提下，再次將空間進行整修並加以利用，企圖藉由多元的經營管理帶動「華山文創園
區」的發展。
而當運用符號作為手段和形式時，不僅可利用它來呈現所代表的觀點與價值，也能藉由其來建構
空間系統，塑造背後的「神話思維」
。在了解華山地區從「台北酒工場」或「臺北酒廠」到「華山文創
園區」的符號轉變後，研究者繼而透過巴特（Barthes, R.）的能指與所指的雙層符號分析系統，從「文
化遺產的古蹟」導出此區是一富含「歷史文化韻味的創意品味空間」
，意即其所體現的符號非只為具象
的物理空間，反更因各種氛圍的操弄營造與社會意識的設計形塑而再現了組織形式（discursive form），
並讓遊客和消費者對此一空間漸產生認同的心理層面感受；然如何應用專屬的空間符號來強化消費者
對園區的認知與印象，則必須藉由行銷手段的施展將其內化。根據研究成果得知「華山文創園區」的
行銷邏輯大致掌握兩種原則：1. 利用本身的歷史條件來彰顯其獨特之處；2. 將存留下來的建築結合
新時代的傳播潮流來創造各種新鮮的時下話題。然在 Kotler 及其夥伴所提出的 5A 架構中，
「詢問階段」
是容易受到影響的要素之一，而這可能是受到他人影響力（如口碑好壞）和外在影響力（如廣告）影
響，是以業者如何善用「舊瓶裝新酒」的策略讓園區內部的元素進行對話，且不停地交互影響，讓其
能夠因獨特的地方歷史相得益彰，甚至激發出更多不同的文創生命力，以區隔其它相似園區，吸引更
多消費者對之展開體驗，是當前須戮力的方向。而因受限於時效，本文訪談的樣本數較少，且欠缺決
策管理部門與地方居民的意見匯入與辯證，故代表性有所受待日後補強精進，展望未來亦可與其他同
性質的文創園區進行橫向比較，分析其特色和差異，以完整性地理解文創園區的品牌符號特色形塑與
行銷模式，利於未來文創園區進行有效行銷規劃、健全經營運作，並臻其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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