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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邁入體驗經濟時代，各國意識到單憑製造的實力不足以取勝，紛紛提出「軟
實力」，一套整合文化、環境、社會、情感的新價值主張。「臺灣酷元素探究」目的
在找尋臺灣文化所蘊涵的獨特魅力。本研究結合魅力工學與紮根理論，透過田野調查、
文化人士訪談、外籍學生焦點座談、社群討論等方法蒐集資料，並以相似圖表法
（affinity diagram method）進行歸納，萃取出臺灣酷元素，如創新、搏感情、多元、
自由、混搭等十五項。產業可複製本研究之酷元素萃取模式，去找尋自身產品的獨特
魅力元素，或者再從這些文化基底的通用酷元素衍生新的酷元素，創新品牌價值。例
如應用本獵酷模式於萃取臺灣餐飲產業的酷元素。未來，本研究將以臺灣酷元素為基
礎，深化酷元素內涵及彼此間的連結，並思考如何創意轉化酷元素到其他產業的產品
創新。進而運用敘事理論，幫助產業發展建構在酷元素之上的故事策略，說出深植人
心的產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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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獵酷、酷元素、文化分析

Abstract
The world is moving towards the age of the experience economy. Countries have
realized that solely relying on manufacturing process is not sufficient to achieve success.
The research combines Miryoku engineering with grounded theory. The research b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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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starting with people, to discover what is cool about Taiwan
at its most basic cultural level. Utilizing field research, interviews with cultural informants,
focus-group involv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facebook social chatting to collect and
analyze information, we abstracted 15“cool”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society, including
innovativeness, friendliness, diversity, and freedom. In the future, we hope that industries
can transform these “cool” characteristics into innovativeness in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design. We also employed narrative theory to help industries utilize story strategies built on
“cool”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develop product-stories that deeply root themselves in the
hearts of consumers.
Keywords: coolhunting, cool factors, cultural analysis

壹、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我們活在一個經濟生活愈來愈受到符號、象徵和媒體影響的世界；我們愈
來愈以追求某個形象來建構身分認同。很多的產品也不斷藉由象徵系統與神話
等文化符碼來烘托、形塑顧客的偏好（Smith, 2004）。同時，大眾的偏好也形
塑經濟生產，風起雲湧之新科技與社交媒介，促使消費者與出產者、作者與讀
者開始平等對話，大眾文化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任何品牌都不敢輕忽文化趨
勢。
經濟表現一大特質是逐漸從強調產品本身，轉變為更重視產品可能蘊含的
文化內涵。消費者注重不單只是一個好用的商品，而是一個「好用又有魅力、
無法輕易被其他同類產品取代的」商品。「文化」一詞已不再是藝術展演人士
的話題，它愈來愈成為政治、經濟、社會、商業所共同關注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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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外交學者 Nye（2006）於 1990 年提出軟實力的概念，他認為美國的
文化為美國累積了可觀的軟實力。不僅菁英文化，流行文化產品如饒舌歌曲、
好來塢電影、體育運動等包含了個人主義、消費選擇、自由、活力等價值意象，
都有重要的文化效應。相較於政治、軍事、外交等強勢力量，在國家層次上，
軟實力指一個國家的文化、思想足以讓他國嚮往的實力；在產業層次，指足以
強化、宣揚國家軟實力的產業。軟實力普遍受到以第三級產業為發展重心的高
度開發國家重視，並且由政府階層輔助推動，甚至主導。
英國是最早發展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的國家，更首先定義文化
創意產業的涵蓋範圍。1997 年，首相布萊爾提倡魅力英倫（Cool Britan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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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英國對文化產業的重視。英國政府以「酷」作為推動、行銷英國的關鍵字，
協助英國的時尚設計、廣告、電影、音樂、出版等創意產業發揮成就產值。
日本學者浜野（2005）指出，現今許多國家關注日本大眾文化，以「酷日
本」稱之。日本的流行文化和數位內容有成熟的藝術水準、豐富的文化力以及
足以支撐豐富文化的日本特有感性，在歐美獲得極高評價。奧野（2008）進一
步指出，日本應扶植以「說故事能力」為核心的內容產業。日本明治大學首先
呼應，於 2008 年設立國際日本學部（School of Global Japanese Studies），以
培養向世界發揚「日本」的人材為宗旨。該學部主張「理解日本」不只是理解
傳統文化，應分析現代文化席捲世界的魅力，將「酷日本」科學化。要求學生
廣泛學習現代藝術、電影、動畫、日劇、文學、舞台藝術等日本現代文化，以
及現代文化根源的傳統文化。
除日本以外，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也促使韓國政府積極投入文化創意
產業，更在數年間成長轉型為文化輸出國。內容產業產值從 1999 年的 71.63
億美元上升至 2001 年的 108.88 億美元平均成長率達 26%，其中電視產業平均
成長率更高達 46.2%這些數據反映文化產品的潛在產值力（郭秋雯，2013）。
臺灣過去致力發展第二級產業，然而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下，面臨產業轉型。
一方面是將經濟發展重心轉向服務業、旅遊觀光、文化產業等第三級產業；另
一方面是思考如何使產品從強調品質、價格、銷售，轉型為重視其文化內涵。
因此瞭解文化、追溯文化源頭成為主要課題，找到原真性（authenticity），
往往就是創新的源頭，是產品或文化生產的成功秘訣。本研究目的在找尋、盤
點臺灣文化脈絡所蘊涵的文化特質（軟實力）。欲透過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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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重從日常生活脈絡的微觀層次，萃取臺灣的文化特質，即酷元素。以提
供產業轉化衍生新的酷元素，創新品牌價值，或再製酷元素之萃取模式，找尋
自身產品的魅力元素。

貳、 文獻回顧
本節探討酷研究之理論基礎以及相關魅力元素萃取之研究方法，以界定研
究概念與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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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酷的概念
根據 Pountain and Robins（2000），酷的概念在各種不同文化都已存在了
幾世紀。酷在文化意義的層面可被視為一種態度、行為或風格，且受被時代精
神所影響。儘管「酷」常被用來表達讚賞或是認同，沒有單一內涵，且隨著不
同時代、社會脈絡甚至是社會群體而有不同意義。酷的意義是變動的，且在不
同文化場域之下亦有截然不同的發展。「酷」這個詞發源於黑人文化，來自北
美的都市。在本質上原本為黑人爵士樂手所採取的態度，用以對抗工作環境所
遭受的偏見與歧視，後來這個字便包含了藥物、爵士樂等概念，爵士樂手則與
這種印象有強烈連結，也因此形成社會區辨。到了二次戰後，酷的概念被青年
吸收，從黑人爵士樂手的反抗機制轉變為一種青年所選擇的態度。
儘管酷並沒有特定的意義，其定義還是能夠分成幾個廣義的分類。酷可以
是一種行為特質，一種在同儕脈絡之下表現出的泰然自若的行為特質；一種狀
態，一種沉著、平靜、和諧無衝突的心靈狀態（用法起源於非洲），與社會控
制和超然的平衡等概念相關；一種美學態度，廣泛被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採用並
將之滲透至大眾文化。酷是行銷公司尋找的對象，也是文化創新的根源，是一
種全球的文化現象。
Southgate （ 2003 ） 提 到 酷 的 概 念 可 連 結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倫 理 學
（'Nicomachean ethics）。Southgate 指出亞里斯多德「幸福」的觀點與酷的概
念是並行的。酷的產品可以讓生活更美好。幸福就是德性的實踐，適當的體現
勇氣、友善、溫和、真實、聰慧等德行，就是一種酷的表達。酷是一種清楚、
感性召喚的自我表達。追求酷其實就是在追求幸福快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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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酷一詞演化出更廣的新義，「酷」的流行語彙遂意涵著優越、好、
有趣。意味著使世界更美好或使人生活得更好。看重文化價值，強調國家、城
市或產品具有讓人嚮往的文化魅力（Gloor & Cooper, 2007）。因此掌握「酷」
能引爆趨勢，能幫助分析市場潛力、投資決策與產品開發（Gladwell, 2002）。

二、酷與流行文化
結構主義的符號互動論對流行文化研究有深刻影響。符號論主張文化由
「意義」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所構成。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關係是建立
在「共享意義」之上。符號活動（semiotic activity）是社會互動的重要基礎，
我們處在一個人們不斷交換意義的世界（Smith, 2004；高宣揚，2002）。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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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的過程和實踐嵌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在所有可能觸及到的商品、器
物、事件所指涉的文本中。而意義是有多重口音的（multi-accentual），換言
之，意義不是一致的，整體的，相反地，它是情境的（contextual）、有條件
的、權力關係不斷改變（Volosionov, 1973）。藉由人造符號與文本，而不需
實物，就足夠引誘和挑起消費者的慾望，並促進他們對於各種人造符號和「意
義」的崇拜和追求（高宣揚，2002）。
羅蘭‧巴特（1998）將流行時裝當作重要社會符號加以研究。他透過兩大
流行雜誌的文本和圖案，將時裝分為「圖像時裝」、「書寫時裝」、「實際時
裝」。「書寫時裝」促使追求者產生追求時裝的欲望，是真正時裝流行的內在
推動力。布西亞認為，消費活動並不是商品功能的使用或擁有，不是商業物品
的簡單相互交換，而是一連串做為象徵性符碼的商業物品不斷發出、被接受和
再生的過程（Baudrillard, 1998）。
Lury 主張（1996）在消費文化裡，「消費」是一種「表達」，超越既有
的物質功能，而提升到彰顯個人風格、品味的層次。強調象徵與美學的意象，
並透過選擇所彰顯的生活品味，讓個人化及生活品味轉化為生活風格。Jenkins
（2007）認為流行文化能幫助我們思考製作與消費之間的關係。利用文化分析
的工具，可以了解作品在製作和消費中的情境，以及在某一歷史時刻的意義和
態度。文本如果要流行化，就必須喚起大眾廣泛所共有的感受。Jenkins 引述
塞爾德斯（Seldes）對電影的主張，認為電影之所以受歡迎原因包括：1. 它深
深嵌入日常生活；2. 受到尋常百姓的接納；3. 透過風格與節奏，捕捉當代都
市經驗的生命力；4. 把人類基本的需要、慾望和幻想再次做了重申。Lury 和
Jenkins 的論述，說明了當代消費社會中，一個特定商品或服務若欲獲得市場
TAO

採納，必須能結合人們日常生活、重新詮釋人們心中原始之感情反應，以喚起
其共鳴。有鑑於此消費社會特質，晚近更有研究者倡議產業要有文化策略，了
解生產、消費背後的文化脈絡，連結文化脈絡與產品創新（McCracken, 2011;
Friedland & Mohr, 2004）
。McCracken（2011）甚至建議公司應聘用文化長（chief
culture officer）來研究社會大眾的喜好、嚮往、轉變、話題。

三、魅力工學
「魅力工學」（Miryoku Engineering）是「創造具有魅力的產品或空間的
技術與學問」。1991 年由日本學者宇治川正人發起，著重研究如何捕捉人類
感知的產品魅力本質（朝野熙彥，2001）。魅力工學源自 1985 年日本學者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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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純一郎以及乾正雄的「評價結構法」（EGM, Evaluation Grid Method）（讚
井、乾，1986）。「評價結構法」乃參考 1955 年臨床心理學家 Kelly 基礎於
人格構念理論（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所發展出一套瞭解受測者對某一
事物構念（construct）的方法（Kelly, 1992; Banniste & Fransella, 1980）。亦即
賦予個人經驗意義的因素分析技術此法乃要求受訪者對某一主題提供觀點，並
就其觀點進行評估，其步驟如下：
1. 研究與個人經驗有關的某項主題
2. 一組與主題有關之案例（example or instance）
3. 一組表達上述案例的認知感受概念
4. 從步驟二的案例，透過一次考慮 3 例的方式，兩兩比較出相似與相異，再
給予每個案例初步認知感受評估值（即原始理由）。第二階段進一步細問
原始之評價，萃取認知上層之抽象概念與下層具體實例。
魅力工學主要在探討如何掌握人類心理歷程之「感性」，臺灣近年相關研
究亦利用評價構造法萃取「魅力因子」。以評價構造法萃取魅力因子不僅能應
用在產品設計、製造等工學領域，更應用於文化創意產業，如：動漫、旅遊、
時尚設計、觀光等。
馬敏元等（2005；2006）曾利用魅力工學法萃取觀光產業的魅力因素。臺
灣燈會活動吸引人的原始理由是場地氣氛、燈的創作、煙火；抽象理由是熱鬧、
漂亮、溫馨；吸引人的具體事件是燈火倒影閃爍、音樂與懷念老歌、花燈造形
多。蔡宜恬（2008）亦應用魅力工學研究法探究古坑咖啡文化創意產業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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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依評價構造法萃取出 5 個原始魅力因子為「古坑的特產」、「兒時的咖
啡回憶」、「環境氣氛」、「咖啡品質良好」、「咖啡創新多變化」。
林家旭等（2010）以春夏流行服裝作為研究樣本，探討流行服裝之商品魅
力。首先由五個受訪者應用魅力工學評價構造法，萃取可應用於流行服裝設計
的魅力因子。李夙曜（2010）著眼於研究日系商品受歡迎之魅力因子，提出臺
灣日系商品能挑動消費者內心價值情感之魅力因子。

四、酷獵大中華研究
近年來，臺灣本土研究中，以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在 2010 年公布之
「酷獵大中華研究」與本研究最為相關。工研究之酷獵計劃乃透過 30 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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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觀察者，從食、衣、住、行、育、樂等面向收集台北、北京、上海、廣州、
重慶五大城市，具有創新特質及發展潛力的「酷故事」。再與專家討論、分類、
票選、歸納出兩岸三地都會生活形態方面微趨勢的變化，並以此作為相關產業
發展創新模式的基礎（葉惠娟，2010）。2010 年調查發現：五大城市儼然成
形的五大微趨勢為：「健康時尚」、「Me & We」、「綠色消費」、「精明消
費」、「城市新樂園」；以及新芽初發的十大微趨勢：「優憂獨寶貝」、「公
益分享」、「擬人化家寵」、「健康銀髮樂生活」、「男女美麗齊步走」、「男
生進軍女職場」、「JUST MAKE 進行式」、「虛擬世界實體化」、「舒活單
人行」和「都市佃農」等。
而 2011 年度的酷獵計畫持續以華人生活微趨勢為主題，同樣以台北、北
京、上海、廣州、重慶五大都會區進行酷故事蒐集，找尋出 12 個新的 2011
華人城市生活微趨勢，如「黏勢力當道」、「『微』即是大」、「人生七時才
開始」、「虛實生活跨界」、「懷舊提早」、「農趣進城」等（葉惠娟，2011）。

參、 研究方法
本節探討獵酷臺灣元素之方法與過程，包括研究方法的選擇，分析工具及
取樣，資料收集的過程。
本研究旨在找尋臺灣之文化魅力，有別於生活趨勢研究的生活現象面，更
關注文化價值面向。酷獵是找出與酷相關的新趨勢。Southgate（2003）建議酷
獵方法可分三個層級來探究：基層是酷人或能掌握酷、深黯酷趨勢或趨勢制定
TAO

者；中間是獵酷的人、街頭部隊、觀察家與網路社群；上層是獵酷機構的專業
經理，解讀資料或運用分析工具萃取共通的模式、主題。
本研究根據獵酷的三層次研究取徑：1. 挑選訪談文化人士及制定與深黯
酷的專家；2. 透過網路社群進行酷臺灣搜獵活動與外國留學生焦點座談，瞭
解年輕人如何看臺灣；3. 田野調查臺灣北中南鄉鎮的 40 個酷點，以草根方式
深入地方進行微觀田野訪查消費者以及生產者，探尋其背後所蘊藏之在地文化
特質與魅力之處。研究分兩個階段萃取臺灣酷元素，並反覆驗證。採紮根式質
性研究法（Strauss & Corbin, 2001），透過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
談、網路社群主題討論四種取徑蒐集資料，盤點、剖析潛藏於臺灣的核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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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輔以相似圖表法（affinity diagram）進行分類、組織、歸納，萃取出酷
元素。四種取徑分別簡介如下：

一、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讓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探索社會生活，以直接方式與研究對象接
觸，在行為發生的地點觀察、詢問、記錄的研究行為。
本研究實地走訪南投的廣興紙寮、埔里酒廠、日月老茶廠、盧園民宿、車
埕林班道與木茶房、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青竹竹藝文化園區，以及苗栗的
華陶窯、農委會苗栗農業改良場、五穀文化村、里精館咖啡民宿、水雲間民宿、
大湖酒莊、草莓文化館、三義木雕博物館及木雕街、三義ㄚ箱寶等十五點，深
入訪問經營方針、在地特色、產業發展優勢、瓶頸及未來展望等，以理解臺灣
手工藝、精緻農業及觀光等產業的在地文化特質。
在田野調查點的搜尋過程中，本研究首先由組內研究成員及其周遭朋友提
供實際走訪後感覺俱佳的地點、或是曾經聽聞覺得值得參訪的行程；之後，再
利用網路針對提供的地點找尋如地理位置、開放參觀規定等較詳細的資訊確認。
除此之外，也透過各縣市提供的旅遊資訊網站、集合型旅遊觀光網站等網路平
台找尋可能遺漏的參觀地點與產業。同時，也利用網路搜尋各面向的評價進行
推薦度排比；取得這些相關訊息之後，擬定出田野調查點的最終清單。

二、深度訪談
在深度訪談中，本研究以剖析臺灣創新文化為提綱，專訪熟稔臺灣創新文
TAO

化精神的各領域專家意見，包括及宜蘭縣文化局長宋隆全，前魔岩唱片總經理、
現任中子創新執行長張培仁、媒體人暨＜再現群星會＞作者王贊元、滾石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段鍾沂、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理事陳樂融。此外，有鑑於
在討論臺灣特有文化特質時，若僅以臺灣人角度理解臺灣自身酷元素，在分析
上將有所侷限，因而本研究亦訪問在臺居住的外籍文化人士，美國在臺協會文
化中心主任以及英國文化辦室處副代表，取得駐臺之外國文化專業人士對臺灣
在地文化之觀察分析，以使本研究得以從宏觀角度看待臺灣在地特色、酷的人
事物及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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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點團體座談
本研究以焦點團體法訪問來台求學之外國留學生，請其談論所認知的酷臺
灣特質，期使本研究對於臺灣的在地酷元素特質有更全面之理解。焦點團體法
藉由結構化、半結構化，或非結構化的訪談，讓研究者有系統的同時訪問許多
人。就某個特定議題引導討論，統計上，參與者並非代表任何有意義的母體，
焦點團體主要在發掘探索，在社會環境中捕捉真實生活的資料，研究結果有助
於了解人們在互動與交互影響之社會情境中的態度。
有 18 位外籍在臺交換生與本研究的焦點團體座談。本研究依參與學生方
便的時間分組，分別於 2010 年 3/16、3/19、3/23 舉行，三場各有 6 位、7 位、
5 位外籍生。每場座談時間約 1 小時至 1 個半小時。先透過網路招募受訪者，
接著以滾雪球方式找到外籍生的同學，受訪者的國籍包括蒙古、土耳其、美國、
秘魯、巴拉圭、宏都拉斯、甘比亞、韓國、中國、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等
國家。受訪者年齡分布在 20~37 歲之間，來台時間為半年到五年之間不等。
焦點訪談過程中，引導受訪者談他們的臺灣印象，以及臺灣的酷元素，討論範
圍遍及教育、流行音樂、飲食、人民的特質等。瞭解外國人眼中看到的「酷臺
灣」。

四、網路社群主題討論
本研究在 facebook 開闢「酷辣辣搜獵臺灣酷」粉絲團專頁，舉辦「酷辣
辣全民來獵酷」活動，鼓勵網友在粉絲團分享自己看到、聽到、聞到、摸到、
想到的臺灣酷實例。期以較大樣本搜集一般民眾對臺灣在地特質的想像及定義。
選擇 facebook 舉辦網路社群活動之因主要基於其使用普及率與影響力。再者，
TAO

facebook 等網路社群使用者以青年族群為主，利用 facebook 進行研究，有利
於理解年輕一代台灣人如何看待、檢視台灣的文化特質。活動期間
（2010/3/10~2010/4/30，設計照樣造句活動。每天由粉絲團主動發出一則題目，
提供範本以及方向，方便網友快速回應；照樣造句的題目從網友熟悉的臺灣相
關人事地物為主軸，讓網友自由發揮，活動共分六波，獲得 176 則相關貼文。
活動方式與內容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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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酷辣辣全民來獵酷」活動，活動方式與內容一覽表
數量
舉行時間

主題

範例句型

（則）

3/15~4/10

夜市

39

我覺得臺灣____（夜市）最酷，因為它讓我____ 。

3/16~4/10

地點

29

我覺得臺灣____ （地名）最酷，因為它有____ 。

3/23~4/10

人物

32

我覺得____（人）很酷，因為他很____。

3/27~4/10

風格意識

17

我覺得____（風格 or 型態）很酷，____。

3/28~4/10

活動

31

我覺得____（活動）很酷，____。

3/31~4/10

形容詞

28

用五個形容詞為你眼中的臺灣下註解

肆、 元素萃取過程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類似魅力工學評價構造法之 EGM 階梯法給予元素階層架構，以
上位抽象元素、中位原始情境、下位具體例證，分析原始資料。藉由相似圖表
法輔助龐大資料收斂，統整出可代表臺灣的酷元素及酷元素之脈絡與具體例
證。
上位抽象評價項目

中位評價項目

抽象元素

原始情境脈絡

圖1

下位具體評價項目
具體例證
TAO

將魅力評價構造圖概念應用於酷元素

一、臺灣酷元素萃取
本研究匯整所得之第一手資料，以相似圖表法歸納整理第一手資料、萃取
臺灣酷元素。萃取過程共計三步驟：
1. 由六位各研究員分別根據 facebook、田野調查、訪談及焦點團體之資料進
行整理，詳列各酷元素之意涵、情境脈絡及相關案例在 Excel 列表。六位
研究員各自將元素標籤貼在白板上。繼而將相同的元素聚集於同一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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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元素貼在旁邊，無關聯的則另貼一處。六位研究員反覆執行上述過程，
經由數次討論，針對元素性質、分類、歸納方式取得共識後，萃取、統整
出各類酷元素，進而將各元素命名。
2. 各研究員再依統整後的命名規則，各自回頭檢視 facebook 活動、田野調查、
訪談及焦點團體的資料，重新檢視、修正元素名稱。
3. 最後，研究員一起檢視四組資料標籤出現頻率的最高的 12 個酷元素，取
得一致的命名標準。
統計四種取徑所歸納之最高出現頻率之 12 項酷元素清單如下：

表2

四種取徑之臺灣酷元素（本研究整理）

取徑

焦點團體
Facebook

田野調查

元素

文化人士專訪
（外籍生）

1

小吃

創新

小吃

創新

2

一窩蜂

用心經營

吃到飽

在地精神

3

多元

混搭

便利

多元

4

搏感情

多元

包容

流行指標

5

便利

悠活

自由

悠活

6

民俗慶典

愛臺灣

夜生活

（在地精神）

小吃
TAO

7

自由

天然資源

流行指標

吃到飽

8

悠活

懷舊、惜福

創新

自由

9

創新

搏感情

用心經營

搏感情

10

夜生活

活力

搏感情

天然資源

11

活力

惜福

多元

民俗慶典

12

天然資源

小吃

悠活

混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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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繼以社會因素分析軟體，統整出酷元素間之關係圖（詳見圖 2）。
圖中越上層顯示抽象層次越高，為四類受訪族群都共同認同的酷元素，越下層
則越趨具體，亦越容易顯見出不同受訪族群對於「什麼是酷」，在觀點上之差
異。
搏感情

facebook

外籍學生

圖2

四種取徑與酷元素關係圖

整體而言，網路社群和外籍學生所得出的酷元素較為共通且相近；文化人
士訪談得出的酷元素則與田野調查的較為相似；而創新、搏感情是橫跨四取徑
最顯著的元素。換言之，該兩大元素可謂為臺灣抽象精神之代表。悠活、多元
則是網路社群、田野調查、文化人士均頻繁出現的元素。悠活或多元未成為外
籍學生焦點團體訪談的重點，或許與外籍學生自身生活背景及生活形態差異有
TAO

關。相對於臺灣人，外籍學生的異文化背景可能使其較不易感知或認同臺灣生
活形態的變化。而網路社群、焦點團體、文化人士均反映臺灣民風較自由之特
質，尤以言論自由最常為人所提及。此外，夜生活、小吃、便利等素主要出現
在網路社群、外籍學生訪問中，混搭、在地精神和天然資源則是田野調查和文
化人士訪問的共通酷元素。由於網路社群樣本及外籍學生年紀較輕，分析結果
也反映出年輕人眼中的酷臺灣和其他族群觀點的差異。對年輕族群而言，臺灣
的酷往往來自於直接、具體的日常經驗，特別在食、行、樂等方面的多元與方
便。而從田野調查和文化人士的訪問來看，臺灣在地的歷史脈絡和天然資源則
更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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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酷元素概念
本研究先就第一階段四取徑出現頻率最高的 12 項元素的聯集，得出 20
項概念元素。此元素集合並非窮盡，且文化特質錯綜複雜，本研究雖以相似圖
表法分出元素，但各元素概念間仍有重疊，酷元素構念也非互斥，往往相互交
疊。且不同情境脈絡下亦可能產生不同之解讀。以下就元素內涵及其抽象特質
如何鑲嵌在日常生活與相關產品或產業作簡要分析。第二階段將持續調整、思
考各元素相互關係並檢驗元素是否飽和。
1. 創新（靈活應變、冒險嘗新、創業精神）。臺灣具有「創新」能量，反映
在軟、硬體各個行業。如傳統製造工廠的技術創新到農漁業的新創產業或
轉型創新。苗栗田野訪談的傳統木雕工廠，轉型為 DIY 的觀光工廠，即為
一例。
2. 搏感情（人情味、好客、親和）。「搏感情」最能代表臺灣人與人之間的
相處關係，濃厚人情味體現在臺灣人各層面的人際關係上。臺灣很多中小
企業上下游的「相挺」也是此種內存的人際關係。
3. 悠活 Lohas（悠閒自在、親近自然的）。「悠活」指一種愜意的生活態度。
臺灣地理資源豐富，鄉野間保有自然的生態環境與緩慢的生活步調。舉例
來說，臺灣不乏各式親近自然的休閒活動。近年來「對環境友善」也成為
一種漸趨主流的價值觀。
4. 多元（多樣選擇、多種類的）。臺灣的「多元」展露在飲食文化、服裝打
扮、生活形態、社會環境等文化景觀上。如在夜市可以看到臺灣傳統小吃、
韓式料理、日本料理、義式料理與美式料理等，更有許多玩樂或購物的選
TAO

擇。
5. 自由（民主、言論、個性化）。臺灣「自由」民主，人民有選擇自身立場
並且表達的權力，而臺灣人也將之發揮到淋漓盡致。又尤其在個人電腦以
及網路發達之後，臺灣人更能自由表達自己的聲音。另外，臺灣的媒體高
度發展，也讓言論自由的可能性更為多元。
6. 便利（自助、效率、超商隨處）。臺灣特有住商混合居住方式，衍生出便
利的生活模式，每條街坊巷弄都能找到便利商店；以 7-11 為例，全台有
3,400 家。此外，便利的大眾運輸、高鐵一日生活圈及計程車。而網路的
普及與網速的提升，也演變出臺灣快速、方便的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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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流行指標（流行音樂、大型演唱會）。臺灣自由、多元的文化背景，使流
行音樂在亞洲佔有一席之地，不論音樂風格或歌詞內容等都吸引各地華人，
也成為流行的指標。許多大陸與星馬地區歌手也常以臺灣作為發展起點。
8. 混搭（新舊並陳、拼貼、中西合併）。意指融合新舊文化概念或是不同的
文化元素，重新組合得到新風格，常伴隨著包容、多元以及創新的特質。
臺灣的混搭特質常顯現在建築、音樂、餐點、服裝設計等面向。例如南投
民宿「里京館」的景觀融合日式庭院的造景園林與歐風布置；又例如歌仔
戲結合西方饒舌、台語歌詞的饒舌歌等。
9. 小吃（小而廉美食、庶民飲食文化）。「小吃」是臺灣特有的餐飲形式，
有別於正統的餐飲，小吃屬於小巧的庶民美味，常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與
人情典故。臺灣各地都運用在地食材發展出地方代表小吃，如滷肉飯、水
煎包、蚵仔煎、彰化肉圓、珍珠奶茶等等。價格相對低廉，更貼近生活。
10. 民俗慶典（傳統民俗、廟宇）。「民俗慶典」泛指融合臺灣在地特色與傳
統信仰與習俗的獨特庶民文化或民俗活動。如台南的鹽水蜂炮、平溪的天
燈、頭城搶孤等，代表著地區的信仰及故事。
11. 夜生活（夜市、夜景、夜店、24 小時書店）。臺灣所特有的「夜生活」風
貌。如越夜越熱鬧的夜市、夜店、24 小時的書店、連鎖快餐店、便利商店、
網咖、釣蝦場、溫泉等。
12. 用心（堅持、用心經營）。「用心」指的是臺灣人對於事物專注、認真打
拼的態度，尤其體現在各個產業的經營上。如 921 災區的重建，華陶窯、
民宿的經營、農產品的改良研發、文化創作及設計。此外，文創領域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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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舞集、優人神鼓等。
13. 在地精神（愛臺灣、台客）。「在地精神」指的是臺灣人對於自己土地的
認同與感情，也是一種對於本土文化的自信。這種精神體現在臺灣人普遍
「愛臺灣」的熱情。急欲賦予「在地文化」的保存、推廣與新詮釋。
14. 天然資源（地理、氣候）。「福爾摩沙」指臺灣美麗、豐盛的地理風景，
包括茂密的山林、東部海岸線、特殊地質、多樣物種等。
15. 活力（韌性、生命力）。「活力」泛指臺灣人內在的強韌生命力，更指一
種堅毅不拔的精神。例如被九二一震裂後再次點燃的新華陶窯、舊酒廠蛻
變成的華山藝術園區等，都是臺灣充滿活力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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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超所值（音樂聽到飽、吃到飽）。「物超所值」是臺灣社會獨特的消費
價值觀，不只追求物美價廉，更追求「俗擱大碗」的超值境界。如臺灣吃
到飽的餐廳、各式物超所值促銷活動，網路通訊世界也有無限上網等服
務。
17. 一窩蜂（湊熱鬧、趕流行）。「一窩蜂」指的是臺灣特有的時效性的熱潮
或是湊熱鬧現象。因為臺灣人充滿好奇心，又因地狹人稠，資訊傳遞快速。
此社會現象最容易在表現在臺灣人的消費行為。
18. 懷舊（老街、復古、歷史文化）。「懷舊」意指對過往人、事、物抱存美
好想像與憧憬，並嘗試在當代重現與重溫古味。臺灣有許多刻記著不同歷
史時代的景點。
19. 包容（民族融合、具調適力、兼容並蓄）。臺灣的歷史脈絡與地理位置，
使得各種不同族群如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以及外籍移民等得
以共同生活在這座島嶼，造就臺灣人能容納不同的文化。
20. 惜福（勤儉）。「惜福」體現在臺灣生活的各個面向，臺灣人曾經歷過物
質不豐的年代，也因此培養出臺灣人勤儉、惜物的生活態度。例如，華陶
窯入登窯區的門前匾額為「燒硘食缺」，意指燒壞的陶器留著自用。

三、第二階段酷元素資料分析與驗證
本研究就所萃取之酷元素進行第二階段驗證，檢視第一階段萃取之酷元素
效度，以使酷元素涵蓋面向完整，更具代表性。第二階段採取三取徑：facebook
進行臺灣酷故事之酷獵活動；花東田野調查；網路問卷進行效度量化驗證。第
TAO

二階段之萃取過程及結果分述如下：
（一）facebook「搜獵臺灣酷故事」
本研究第二階段以第一年所得之第一手資料歸納而成的二十個酷元素為
基礎，持續執行網路社群研究。本研究利用先前在 facebook 成立的「酷辣辣
搜獵臺灣酷」粉絲團，舉辦「搜獵臺灣酷故事」活動，營造網友對臺灣酷趨勢
的話題討論。同時，本研究延續第一階段之方法，分析每個蒐集到的故事所包
含的元素，重新驗證原有酷元素，並討論是否有尚未發掘的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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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元素驗證以「產業的酷故事」為出發點，活動時間為一個月，總
共邀請了 1051 位網友，其中有 96 位網友點選參加，最後統計共得 18 個可供
回饋分析的酷故事相關產業案例。
本研究將所蒐集到的 18 個可分析酷故事整理成表格，並給予每個故事二
到五個元素，這些元素必須是先前歸納出的廿個元素，若有元素無法涵蓋的內
容，則增加新的元素。最後，將這些元素統整計次，重新驗證原有元素。
根據本研究第一年度所發展之酷元素萃取方法，第二階段元素萃取共分三
步驟：
1. 五位研究員分別歸納研究資料，列表整理出資料之元素標籤。
2. 第一次依相似圖表法，比對各自列出之元素特質，確認各元素定義處於相
同之脈絡，將不適宜之元素排除，並調整各元素名稱。
3. 將元素進行歸納統整，再以相似圖表法匯集出前十名臺灣酷故事反映之元
素進行排序。
第二階段網路社群對臺灣酷趨勢的討論，經元素歸納統整後列表如下：

表3

酷元素萃取結果

排序

元素名

1

無私

2

創新

3

用心

4

在地精神

4

一窩蜂

6

民俗慶典

7

懷舊

8

小吃

9

活力

9

勇敢

TAO

研究結果顯示，前 10 項元素中，其中有兩個元素是第一階段未發掘的新
元素：勇敢與無私，而「無私」排序第一位。「無私」的代表案例是曾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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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選出具影響力 100 人的陳樹菊，以及 311 日本大地震時臺灣人的愛心捐獻
等，反映出臺灣集體社會氛圍是大愛的、慷慨的。廣義而言，無私也是一種人
情味與搏感情。至於「勇敢」，代表案例包括紀錄片「不老騎士」所示之臺灣
長者騎自行車環台之故事以及七年級生返鄉養蚵，兩個案例同時反映出臺灣人
超越年齡、環境限制，勇於追夢的是臺灣文化特質。
分析「無私」與「勇敢」元素之所以出現在第二階段，主要原因有二：1.
研究執行期間，日本遭逢 311 大地震，日本人民深受巨創，此人類浩劫，臺灣
人感同身受，故無私捐獻，發揮人溺己溺視精神；2.小市民陳樹菊無私巨額捐
助獎學金之義舉，被美國時代雜誌（Time）選為世界具影響力 100 人之一，
以及不老騎士之紀錄片上映等新聞，使得新聞事件背後映照出的「無私」、「勇
敢」等台灣深層人民素質得以浮現。
（二）田野調查
本研究第二階段田野調查將焦點放在花蓮、台東地區，地點之挑選與規劃，
乃結合當地知名旅遊景點、原住民部落社區、網路人氣推薦景點、老空間再造
文創空間，以及在地人推薦的私房景點等。本階段實地走訪的地點有太魯閣國
家公園、七星潭、都蘭遺址、O’rip 花蓮生活旅人工作室、月廬餐廳、鐵花村、
池上稻米原鄉館、林田山園區、原野牧場、慶修院、松園別館、萬安鄉浮圳、
布農部落之原始森林博物館。
花東地區田野調查的酷元素有天然資源、在地精神、用心、創新、懷舊、
多元、活力等酷元素。第二階段研究結果不但反映出第一階段所萃取之酷元素
再次獲得印證，且更豐富了原有的內涵。花東地區田野調查的酷元素有天然資
TAO

源、在地精神、用心、創新、懷舊、多元、活力等酷元素。
以天然資源為例，太魯閣國家公園，跨花蓮、臺中與南投。具有特殊峽谷
和斷崖地質景觀，其中「太魯閣幽峽」，切割出落差達一千多公尺的峽谷；台
東海岸線的海蝕景觀如海蝕平台、海蝕溝、海蝕崖等，也被稱為世界級的天然
地質教室。此外，都蘭遺址是距今約 3000 年前的麒麟文化遺址，有多樣的巨
石類型。
至於在地精神、用心、創新等酷元素，在花東地區更是表現豐富，例如位
於海岸山脈南端的台東巒山部落布農族原始森林博物館是一座體認山林文化
原始綠林，巨大榕樹群氣根不斷擴展延伸像是「會走路的樹」。在爬樹攀岩的
過程中，體驗布農族千百年來與森林、大自然互動的生活態度。透過共餐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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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飲食文化--食材及烹調特色、飲食禮儀及感恩謙卑之價值觀；又如
O’rip 工作室以「讓花蓮被看見」為核心價值，定期出版《o’rip》免費刊物，
介紹花蓮有趣的人、事、物，並與藝術家合作設計並販售具有花蓮特色的藝品
伴手禮，以及舉辦由在地夥伴帶旅客體驗不一樣的花蓮之旅；此外，萬安社區
稻米原鄉館致力推廣與保存稻米文化。社區碾米廠引進全套日本碾米儀器，以
電腦化流程監控整個輾米流程，建立臺灣池上米的優質品牌。
懷舊元素在臺灣東部更可以感受得到。歷史的痕跡像化石般層層堆疊，諸
如松園別館，其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兵事部辦公室，後由文建會將其重整
為一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松園別館有老松圍繞日洋混搭建築的景緻；又如吉
安慶修院為日治時期建造的日式寺廟建築，是臺灣唯一保存完好的日式寺院，
已列為三級古蹟，成為日人來台旅遊、尋根拜訪的之處；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亦然，原為日據時代的林場，林務局與在地文史工作者共同規劃出保存文化資
源的林業文物展示館，為林田山留下繁榮、荒廢與修復的歷史見證。
多元、活力的元素，也反應在許多的老空間再利用，如臺東獨立樂團音樂
人與藝術工作者共同打造的音樂聚落和假日慢市集的鐵花村即為一例。
（三）因素分析
本研究並輔以量化分析試圖檢驗所萃取之酷元素的效度，針對 20 個酷元
素發展出 25 個問卷題項，於網路發放，回收有效問卷 262 份。以因素分析法
將 20 個酷元素進行效度及構念分析。樣本之居住區域集中於臺灣北部佔 61%，
樣本年齡也較年輕，75%為 15~25 歲、20%為 26~35 歲。
資料分析結果，剔除因素負荷量較低之 5 個問卷題項，20 個酷元素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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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個酷元素出現，顯示第一階段所萃取之元素有其外在效度。以下為因素分
析結果的 5 項歸類命名及各歸類下的元素：
1.

人文史地：懷舊、民俗慶典、自然資源、創新、用心

2.

社會氛圍：混搭、包容、悠活

3.

待人接物關係：搏感情、活力、惜福

4.

活動習慣：一窩蜂、便利、物超所值（吃到飽）、夜生活

5.

藝術活動及其產物：華人流行音樂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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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討論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差異的價值與在地特色一再被強調。尋找臺灣文化特
質中的原真是本研究之目的。「酷」是新穎與原真的混合產物，而原真是從特
定文化品味與價值而來。「酷」鑲嵌在文化脈絡中，Thornton（1995）指出，
定義一個社會的「酷」，必須觀察在地社會的脈絡與架構。本研究從第一手資
料分析「在什麼情境脈絡，什麼人、事、地、物，予人酷形象」，從而萃取出
「臺灣文化的獨特魅力」，即酷元素。本研究試圖在此基礎上，協助臺灣產業
運用在地獨特魅力，創新產品價值。從魅力英倫至酷日本，我們已知文化魅力
是未來提升整體經濟表現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企業若欲產出具有文化魅力的產
品，必須善用在地酷元素，以及運用與消費者對話的故事策略。將產品融入故
事，打造「象徵」，引發本我心靈深處的感動、連結與回憶。
「價值」與「意義」的探索成為人們造物、用物的新目標。日本宣告：單
有製造的實力不足以成事，更進一步了解消費者的感受，並提出能引起共鳴的
價值主張，才是關鍵競爭力。臺灣業界在推動國際化時，最大缺口在於缺乏文
化骨幹。欲推出具有主導市場產品或服務，在產品研發之始，需將自身產品的
文化魅力列入考量。企業創新的挑戰是尋找新的文化元素以激發創新設計的質
變，深化產品的魅力。
產業可以複製酷元素萃取模式，找尋自身產品的獨特魅力元素，創新品牌
價值；或以酷元素為基礎衍生新的意涵。以臺灣餐飲產業的應用為例，餐飲產
業可選擇符合其品牌的酷元素，將之融入品牌經營策略，例如以「搏感情」元
素經營品牌時，可將創業過程的真實事件透過說故事技巧轉化成與「搏感情」
TAO

概念相符的品牌故事，也可參「搏感情」的實例，例如「老闆熱情招待」、「服
務有禮且親切相待」、「提供食材真材實料」等，去設計產品內涵、餐廳之環
境氛圍與服務流程等，使成為具有臺灣文化內涵與形象的代表性品牌。有效的
故事策略，會創造出有獨特品牌符號象徵的產品，將產品概念擴散到消費者的
心中。故事化產品，就是萃取獨特酷元素、導入故事、完成意義賦予，讓消費
者產生認同。
李維史陀（Levi-Strauss）認為文化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研究表面的偶然性，
而必須瞭解文化系統內更深層的生成邏輯。根據 Smith（2004）所述，結構主
義者認為這些深層機制乃由有限的元素組合而成。這些元素的組合及再組合的

～ 149 ～

創業管理研究

http://www.erj.org.tw/

方式，解釋了表面的多樣性。元素之間具有結構關係，這些元素的任意組合，
便產生複雜意義。
未來，本研究將持續深化臺灣酷元素之文化內涵，並擴大問卷樣本，進一
步驗證酷元素的效度。期以臺灣酷元素為基礎，發展酷元素間的連結並思考其
他產業如何創意轉化酷元素到產品的創新。此外，本研究亦將發展建構在酷元
素之上的故事策略，協助企業打造產品故事，並藉由社群媒介擴散傳播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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