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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輪「美中戰略暨經濟對話」簡析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黃奎博副教授主稿 

 

▓此次「美中戰略暨經濟對話」似朝大國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

方向前進，不因雙方既有歧見而落入因小失大的局面。 

▓美國希透過此一制度平臺，獲取經貿利益、就業率之成長動力，

並建構其安全戰略利益的溝通場域，未來不排除與大陸商討如

何共同管理重要國際問題的可能性。 

▓大陸欲藉與美國的良性互動降低美國國內對其不滿氛圍，因此

在安全戰略上強調雙方共同利益，在經濟上共同處理雙邊經濟

關係快速發展過程中浮現的問題。 

▓此一逐步制度化機制的未來發展，是否能清楚表達雙方各自的

意圖與利益，有待持續觀察。 

 

第三輪「美中戰略暨經濟對話」（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 S＆ED）已於今（2011）

年的 5月 9日至 10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美方由國務卿柯琳頓（Hillary R. 

Clinton）、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擔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H. Obama）的特別

代表，而「中」方則由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國務委員戴秉國做為大

陸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特別代表。在雙方多達廿餘個行政部門參與系列

活動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美「中」也趁機舉行了首次的戰略安全

對話，美方由副國務卿史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國防部副部長傅勞尼（Michèle 

Flournoy）分任外交與國防的最高層級代表，而「中」方則由外交部副部長

張志軍、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分任外交與國防的最高代表。 

 

（一）對話特點及合作方向 

基本上多數觀察家似均認為此次的戰略暨經濟對話能夠朝大國相

互尊重、互利合作的方向前進，不因為諸如人民幣匯率問題、大陸人

權問題、臺灣問題等而落入因小失大的局面。換言之，這樣的高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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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交流有助於美「中」戰略情勢的穩定，而且從促進和平穩定的角

度言之，也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益。 

此外，美「中」雙方於此次對話似認真研究、設計未來兩國高層

交流的機制，在尊重相互戰略與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廣化及深化外交、

軍事與經濟的合作，以強化交往互信，共同面對未來的挑戰。 

根據統計，雙方在戰略層面達成的協議或共識有 48項，在經濟層

面所達成的協議或共識則有 64項。在戰略層面，雙方不僅同意利用亞

太現行多邊機制以加強高層交流，並且同意於今年儘速啟動亞太事務

協商機制、未來戰略經濟對話中繼續納入高級軍事將領、在下一輪戰

略暨經濟對話前先舉行安全對話與反擴散對話、重申在氣候變遷及能

源等方面的合作意願等等。 

在經濟層面，雙方就美國在大陸投資環境的改善，如何在大陸發

展更公開、更市場導向的金融部門，以及如何促進雙方經濟以強勁、

可持續、平衡的方式成長，廣泛的交換意見並達成多項共識。會中並

由蓋特納與王崎山共同簽署「美中關於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

增長和經濟合作全面架構」（US-Chin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Strong,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Growth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協議。  

 

（二）美國的意圖與利益 

柯琳頓曾指出，美國既不把大陸的快速發展當成重大威脅，也不

把箝制大陸發展當成應有作為，而是認為美「中」雙方從合作中所獲

得的利益絕對比從衝突中所獲得的為多。但因美「中」隔閡甚深，誤

解頗多，所以當務之急就是透過不斷的互動及對話以增加瞭解、強化

互信。這種互動及對話不僅限於政府官員層面，或者是參與戰略暨經

濟對話或其他類似官方對話協商機制的民間企業層面，更應該擴及人

民與人民之間的接觸與交流。 

在「美中戰略經濟對話」（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 SED）轉型為目前的「美中

戰略暨經濟對話」之後，美國希望能更廣泛、深入的瞭解大陸的意圖與

利益，並且透過例行、制度化的交往，使雙邊關係趨向正常、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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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若達此目的，不僅在經貿利益上可以獲得向上成長的新動力，

適度藉由大陸的對美投資與貿易以降低失業率，而且也可以在本身安全

戰略利益及重要國際問題上，建構一個溝通的場域，影響大陸的決策思

維，甚至不排除未來共商如何共同管理重要國際問題的可能性。 

 

（三）大陸的意圖與利益 

大陸官方一致認為此次的戰略暨經濟對話有部分是基於今年 1 月

胡錦濤訪美之後，美「中」雙方欲建設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意願下的產

物。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指出，此次戰略暨經濟對話針對雙方「全

局性、戰略性和長期性」的問題進行坦誠而深入的溝通；財政部副部

長朱光耀則表示，雙邊、區域與全球的經貿、金融、發展等協調與合

作是會議討論重點，而建立全面互利的經貿關係是最重要的課題。 

大陸顯然欲藉對美國的良性互動，以降低美國國內對其不滿氛

圍，於是在安全戰略上強調雙方共同利益之所在，釋出合作的善意，

同時在經濟上希望能夠與美國一起處理美「中」經濟關係快速發展過

程中浮現的問題，並說服美國減少對大陸所設的投資與貿易障礙，以

助大陸保持高度經濟成長。 

再者，大陸向美宣示要繼續支持及運用既有國際多邊經濟對話協

作機制（例如「20國集團」）的同時，似不忘在會議結論中刻意向部分反西方主

導體系的國家暗示，雖然大陸與美國將在經貿、金融領域中進一步協

調合作，但減少全球經濟不平衡、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結構調整

與轉型仍是其不變的初衷，藉以維持其在前述國家之間的影響力。 

最後，相較於美國欲推動多層面的雙邊接觸與交流，大陸似乎對

於民間（企業除外）的部分較不感興趣，甚少著墨，此應與大陸官方對公民

社會的管制及忌憚有極大關連。 

 

（四）結論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中」雙方應會保持此一對話管道，甚至有

可能成為未來兩國關係發展的指導機制之一。目前看來雙方尚可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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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相互利用」，但此一逐步制度化機制的未來須視能否更清楚的

讓各自的意圖與利益為對方所知而定；在此之前，若發生較 2001年 4

月美「中」海南島撞機事件等更嚴重的糾紛，或者任一方明顯侵犯到

另一方的勢力範圍或傳統關切，則會大大扼傷目前所營造出的和好氛

圍，甚至殃及戰略暨經濟對話的進一步制度化。 

總之，若說目前戰略暨經濟對話的制度力量會逐漸走弱，相關的

理由還不夠充分，但若要認為此一對話將使美「中」關係獲得有效提

升，恐怕還要再等更充分的證據，而非僅憑兩邊的官方說法或媒體的

報導。 

 

二、2011 年金磚國家三亞高峰會與大陸外交動向
研析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張登及助理教授主稿 

 

▓「金磚」一語來自高盛投顧公司 2001 年報告，造就成為世界上

人口總合最多、對全球 GDP 增長貢獻最大的非西方集團，且被

國際社會共同承認，實係歷史偶然。 

▓對於大陸而言，金磚組合連結「大國外交」、「週邊睦鄰」與「發

展中國家團結」三大外交板塊，又是「上海合作組織」與「基

礎四國」的交集，是鞏固與發展中國家外交的首要平臺。 

▓金磚各國利益不盡相同，但此一組合有助於各國「不當頭」，以

集體的面目在既有國際組織中活動，制衡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 

▓金磚五國機制的制度化，是 2011 年三亞峰會的主要觀察重點。 

 

（一）偶然的組合：金磚集團 

所謂「金磚國家」最早係出現在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2001年一份題

為「2050之路:想像金磚國家報告」的文件上(高盛網站，http://www2.goldmansachs. com/2001

年)。該文件預期到了 2050 年，所謂「金磚」(BRICS，巴西、俄國、印度、大陸)國家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11.6.16 5 

的經濟規模都將超越英、法、德、意，世界經濟前六強將重新洗牌，

且大陸將超越美國。當時這一預言並未引起很多關注，直到 2005年以

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不止，西方與日本經濟疲軟，尤其是 2008年

後，美國次貸風波引發全球經濟危機，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金融體制

成為發展中國家眾矢之的，「中」、俄、印、巴等國卻藉由國家資本主

義、能源輸出、經濟起飛與原物料上漲的機會逆勢攀升，於是在俄國

總統普京的倡議下，首度於當年 5月在俄國凱薩琳堡(Yekaterinburg)召開第一

次外長會議。 

緊接著，四國元首又在當年 G20 日本峰會期間進行多邊會談；會

後四國財長、外長又分別舉行會議。當年 10月，當時的巴西總統魯拉

(Luiz Lula)訪俄並同聲批判西方國家造成金融危機，新興國家應聯合因應，

於是確認次(2009)年在凱薩琳堡單獨舉行元首峰會，是為第一屆「金磚集

團峰會」(BRICS Summit)(Reuters，路透社網站，2008.11.26)。一個投顧公司的報告，竟然造

就了世界上人口總合最多，對全球 GDP增長貢獻最大的非西方集團，

且這個非正式的暱稱也被四大國接受，實在是一個歷史的偶然。 

 

（二）金磚組合成為大陸鞏固發展中國家外交的首要平臺  

如所週知，大陸外交的重點有三大塊：大國關係、週邊國家關係，

以及發展中國家關係。1990年代後期起，「大國外交」一度成為大陸外

交的主軸，美「中」關係尤其是「重中之重」(葉自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1)。亞

非拉發展中國家組織鬆散、經濟低迷，國際影響力低，在大陸外交裡，

一時淪為配角。但小布希就任美國總統之初，美「中」關係惡化，大

陸遂將重點轉移到週邊，強調「睦鄰、安鄰、富鄰」。然而，除了日本

與南韓等少數國家，大陸週邊多半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俄國與印度，

分別是與大陸陸地邊界最長，與人口最多的兩大國。這兩個國家還牽

動了兩大片大陸週邊發展中國家—伊朗、蒙古、阿富汗、中亞的前蘇

聯成員、朝鮮，以及南亞、東協。況且俄國早先已對東擴的北約不滿，

而調停關係緊張的印「中」，構成了俄印「中」三邊機制。於是，發展

俄印「中」關係便與「週邊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連成一片。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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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大陸經濟崛起而深化了與拉美大國巴西、阿根廷、智利等的原物料

貿易，2009 年大陸又成為巴西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經濟網，2010.5.5)，加上北京

早年曾多次協助巴國發射衛星，巴國頗孚眾望的左派魯拉總統對美國

也時常不假詞色，巴、印、「中」與南非又有哥本哈根峰會「基礎四國」

的合作經驗，於是「金磚五國」一拍即合。 

「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路線始終是大陸外交重要的意識型態

教條。大陸迄今堅守「最大發展中國家」的自我定位(鳳凰網，2011 年胡錦濤訪美

講話)，拒絕參與 G8集團，除了沿襲 19世紀以來殖民受害歷史的心態，

也有助於國際統戰—團結多數。但除了 1950年代的亞非會議曾使亞非

拉集團聲勢一振，之後的「七七集團」與「不結盟運動」(Non-Aliened Movement)

都只是不滿西方意見的即興劇場，對美歐主導世界政經秩序莫可奈

何，所以大陸的「發展中國家」外交往往只能以雙邊方式進行。雖然

近年來有「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等出現，卻不免落入凱

子大會之譏，且出頭目標明顯，有違「韜光養晦」。正好俄、巴帶頭，

大家對國際經濟秩序的理念近似，北京於是搭順風車。高盛報告作者

歐內爾(Jim O'Neill)說南非經濟規模小，不懂為何邀它(BBC, 2000.4.14)。由於非洲

是「亞非拉」世界的主角之一，「發展中國家」組合怎可沒有非洲兄弟？

2011年第三次峰會順勢邀請南非加入，成為「金磚五國」，完全是政治

邏輯。 

 

（三）金磚組合逐漸制度化 

如同「上海五國」，金磚組合形成之初並不被看好。西方媒體研判

它最多就是一個反美的口水秀，發布如同無數的「中俄聯合聲明」一

般的外交辭令，高舉「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空洞旗幟，

卻無法有具體作為。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與現有西方主導的機制

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失靈，美國「量化寬鬆」

(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被指摘卸責他國(龍永圖，香港商報，2010.10.9)，金磚國家經濟卻相

對未受影響，於是這些國家稀釋西方主導權的企圖心便大增，現成的

金磚平臺便成為最好的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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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2009年峰會時，機制化的合作還多半停留在「倡議」水準，

胡錦濤提議「增強政治互信、深化經濟合作、推進人文交流、提倡經

驗互鑑」(中國政府網，2009.6.17)，仍像是沒有內容的口號。但今年甫開完的海

南峰會，其「三亞宣言」(英文新華網，2011.4.14)，便有以下具體主張： 

1.支持 G20 做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並在其中相互支持。言下之

意即是要在 G20中與 G7分庭抗禮。 

2.要求改革國際金融建制與貨幣體系，例如「特別提存權」(SDR)改革。 

3.應對氣候變化應遵循「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是「基礎四國」

在哥本哈根峰會對抗已開發國家的主張(中國政府網，2009.11.27)。 

4.相互支持會員國舉辦國際活動或加入國際建制，如聲援俄羅斯取得

WTO會員，支持俄國主辦 2013年的 G20峰會，支持巴西的 2016年

奧運等等。 

5.擬定「行動計畫」。包括要利用聯大、國際貨幣基金會、世銀等場合

舉辦五國財長、央行行長等會議；建立例行的「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

議」；辦理例行性農業部長、衛生部長會議、統計局長會議；辦理定

期的智庫交流與地方政府合作論壇等等；還要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

立「金磚國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組」，協調「共同戰略」。 

 

（四）結論：金磚組合是「柔性制衡」美國與西方的利器  

綜上所述，金磚組合已經從口號論壇逐漸凝固化、定型化成為發

展中國家實力最強大的國際機制，而且很有可能成為一個國際組織，

為會員國的共同利益服務。顯然，俄、印、巴、「中」等國關係並非合

作無間，尤其是印「中」兩國，邊界齟齬早已行之有年。但此輩國家

各自不願出頭單獨對抗西方集團，只能訴諸「柔性制衡」(soft balancing)，又

想瓜分美國聲勢衰落時釋出的權力資源，則是共同利益。其中最關鍵

而重要的，就是 1950年代美國與西歐制訂並主宰的國際經濟建制決策

權。與此同時，隨著科技進展日新月異與全球化潮流，各種非傳統安

全議題的議程也成為強權爭鬥的焦點。金磚組合正好合縱連橫，爭取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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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發布「2010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之觀
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丁樹範研究員主稿 

 

▓本次白皮書拖延甚久原因仍待觀察。 

▓談兩岸軍事互信議題，似在提醒兩岸不能「只經不政」。 

▓對照大陸國力的崛起，大陸國防預算透明度仍不足。 

 

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本（2011）年 3月 31日正式公布了外界期待

已久的「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這是大陸自 1998年開始每兩年

公布國防報告書以來第七個版本的報告，也是大陸對其軍方政策逐漸

透明化作為的過程。 

 

（一）拖延公布 

外界可能好奇的是，為什麼這次的報告拖延了整整三個月才公

布？即使大陸改革開放已進行三十年，包括軍方在內的大陸高層政治

透明度仍然不足。因此，對於這個問題只能進行合理的猜測。從正面

角度來看，顯示大陸軍方正進行重大政策調整，而跨越「兩會」（大陸十

一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第四次會議）則是巧合。至於重大政策調整是什麼？或

許裁軍 80萬是其中重點，惟大陸軍方近日卻透過媒體否認裁軍 80萬

之舉。 

    因此，負面的猜測就應運而生。這包括胡錦濤和部分高層軍事領

導人對中共「十八大」軍方人事安排未達共識，習近平對某些議題有

不同意見，乃至於高層軍事領導人面對「十八大」的爭權奪利等，均

使報告的出版受到延宕。近日媒體報導大陸國防部長梁光烈主張清除

軍中高層妻小在國外的「裸官」，反映大陸軍方高層面向中共「十八大」

的人事衝突。 

除人事議題外，部分政策存有爭議也可能影響報告書的公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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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何處理南海領土主權議題，應是爭議之一，特別是印尼今年擔

任東協輪值國主席，其可能在南海議題上推進具有約束力的南海行為

準則。在此情況下，大陸內部不同部門之間應如何因應，或有爭議。

此一政策爭議再加入「十八大」的人事衝突，情況益發複雜。 

 

（二）兩岸軍事互信議題 

本次版本在「國防政策」裡首次增加與兩岸軍事互信有關的說法。

這固然表示大陸軍方遵循胡錦濤的對臺政策概念，使軍方和黨的對臺

政策達成一致。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軍事互信議題未寫入「2008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其實，「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是到 2009

年 1月 20日才公布，較之前常於年底發表已經晚了一個月。公布時間

既然已經晚了一個月，再用一些時間把胡錦濤於 2008年 12月 31日講

話裡有關兩岸軍事互信議題納入，構成完整的說明豈不更好？ 

然而，將胡錦濤對臺政策概念寫入報告書裡不必然具有實質意

義。因為，在胡錦濤的講話裡兩岸軍事互信議題排在最後面，表示處

理兩岸軍事互信議題的優先順序很低。而且，大陸方面於 2009年夏秋

之際曾設法推動處理兩岸軍事互信議題而不得；況且 2012年臺灣總統

選舉結束以後，處理此議題的空間勢必進一步受到壓縮。凡此，皆使

報告書裡的兩岸軍事互信議題不具實質意義，但此次納入兩岸軍事互

信議題，恐是在提醒兩岸不能一直「只經不政」。 

 

（三）國防預算與透明化 

和以前的版本一樣，「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並未對大陸國防

預算(大陸官方的名詞是國防費)透露更多的資訊。在報告書裡，只強調人員生活

費、訓練維持費、裝備費各占三分之一；也沒有說明其未來擬發展的

武器裝備。大陸一向的說法強調，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會把所有的國

防事務完全透明化；美國也有隱藏的國防預算，因此，大陸不完全公

布國防預算是站得住腳的。 

大陸的這個說法只對了一半。就透明化而言，基於權利義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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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國家的納稅人有權利知道他們的稅是被如何使用，因此，公部門

有義務公布其施政作為，這才合乎以人為本的作為。更何況，透明化

可以使社會檢驗預算使用的成本效益，而不致於被少數部門甚至個人

壟斷。大陸的政治體制和民主國家不同，因此，視任何透明化的要求

是帝國主義的陰謀，是洪水猛獸。 

其次，大陸的國防預算處理方式和西方國家不同。西方國家的國

防預算的確有不透明之處，但可以把散布於其他部門的相關預算綜合

起來，據以獲得比較正確的國防預算估算，但大陸國防支出卻無法比

照推估。此外，西方國家的國防預算列有比較詳細的分項目，可以從

中明確得知各國預擬發展的武器裝備方向；而大陸所公布的只是一個

總數額，從來沒有詳細的分項目。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使大陸國力越來越強大，卻也造成了社會的

不穩定，和周邊國家對大陸越來越多的顧慮。為了區域的穩定與發展，

也為了內部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的建構，大陸方面有需要對其包括國

防議題在內的公共事務更加透明化。 

 

四、大陸第六次人口普查評析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王信賢副教授主稿 

 

▓本次大陸人口普查，由於流動人口更多、對大陸官方信任感低、

人權意識抬頭、普查調查員難聘等問題，普查難度較高。 

▓據普查數據，大陸總人口成長趨緩、高齡化趨勢明顯，在城鄉

人口與流動方面，呈現城鎮化速度加快、「城鄉二元結構」難以

改變的情形。 

▓對政治尚未民主化、經濟結構快速轉變的大陸而言，人口結構

發展已面臨轉折的關鍵點，「人口紅利」減少、「未富先老」及

相關衍生問題，皆是大陸必須審慎因應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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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普」基本資訊 

從籌備階段開始，耗時三年，大陸 2010 年 11 月 1 日正式投入千

萬人力進行調查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簡稱「六普」）數據於日前公布，

本次人口普查主要調查人口和住戶的基本情況，內容包括：性別、年

齡、民族、受教育程度、行業、職業、遷移流動、社會保障、婚姻生

育、死亡、住房情況等。「六普」所呈現的基本資訊如下： 

1.總人口 

普查結果，大陸 31個省市自治區總人口 13億 3,972萬 4,852 人，

相較於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五普」）的 12億 6,582萬 5,048

人，十年共增加 7,389萬 9,804人，總增長率 5.84％，年平均增長率為

0.57％，比 1990年到 200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 1.07％下降 0.5個百分點，

在家庭人口方面，共有 4,015萬 17,330戶，平均每戶人口為 3.10人，

比 2000 年「五普」的 3.44 人減少 0.34 人。代表人口成長趨緩，且家

戶人口數減少。 

2.性別比例 

男性人口為 6億 8,685萬 2,572人，占 51.27％；女性人口為 6億

5,287萬 2,280人，占 48.73％，性別比（以女性為 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由「五普」

的 106.74下降為 105.20。 

3.年齡分布 

0-14歲人口為 2億 2,245萬 9,737人，占 16.60％；15-59歲人口為

9 億 3,961 萬 6,410 人，占 70.14％；60 歲及以上人口為 1 億 7,764 萬

8,705人，占 13.26％，其中 65歲及以上人口為 1億 1,883萬 1,709人，

占 8.87％。與「五普」相較，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 6.29個百分點，

15-59 歲人口的比重上升 3.36 個百分點，60 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1.91個百分點。 

4.民族 

漢族人口為 12億 2,593萬 2,641人，占 91.51％；各少數民族人口

為 1億 1,379萬 2,211人，占 8.49％。與「五普」相較，漢族人口增加

6,653萬 7,177人，增長率 5.74％；少數民族人口增加 736萬 2,6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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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6.92％。 

5.教育程度 

具有大專學歷以上的人口為 1億 1,963萬 6,790人，具有高中（含中

專）學歷的為 1億 8,798萬 5,979人，具初中學歷的為 5億 1,965萬 6,445

人，具小學學歷的為 3億 5,876萬 4,003人，文盲率由 6.72％下降為 4.08

％，下降 2.64個百分點。相較於「五普」，此些數據都是進步的，顯見

大陸經濟社會環境的提升，教育政策的投資，如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

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以及掃除青壯年文盲等措施，都發揮功效。 

6.城鄉人口與流動 

居住在城鎮人口為 6 億 6,557萬 5,306 人，占 49.68％，居住在鄉

村的人口為 6億 7,414萬 9,546人，占 50.32％。與「五普」相較，城

鎮人口比重上升 13.46％，而在人口流動方面，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

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 1億 1,699

萬 5,327人，成長 81.03％。 

7.區域分布 

在省市自治區排名方面，按常住人口排名，前五位分別是廣東省、

山東省、河南省、四川省與江蘇省，其中廣東人口超過 1億，達到 1.04

億人，占大陸總人口的 7.79％，而「五普」的前五名分別為河南省、

山東省、廣東省、四川省與江蘇省。在地區分布比例方面，東部地區

占 37.98％，中部地區占 26.76％，西部地區占 27.04％，東北地區占 8.22

％。與「五普」相較，東部地區上升 2.41 個百分點，中部、西部、東

北地區的比重都在下降，其中西部地區下降幅度最大，下降 1.11％。 

 

（二）「六普」評析 

    根據「六普」的相關數據，本文有以下觀察與評析： 

1.高齡化社會和小家庭趨勢 

這次普查數據宣告大陸已面臨「高齡化社會」，對比其他國家的經

驗，其所帶來的將是社會保障支出的大幅提高，但大陸的高齡化又是

伴隨低生育率以及整體經濟發展水準尚低的狀況發生，此即是「未富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11.6.16 13 

先老」的問題。這將迫使大陸必須加快健全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

度和公共服務體系，否則人口結構迅速老化將嚴重影響未來經濟的發

展。但從「六普」數據看來，另一個隱憂是，雖然高齡人口需要社會

扶持，更需要家庭支持，而普查數據顯示，不與父母同住的小家庭趨

勢愈來愈明顯，因此更凸顯完善社會保障和救助制度的重要性。 

2.「人口紅利」終結？ 

承前所述，「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是否代表大陸「人口紅利」的結

束？所謂的「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

較大，撫養率較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發展創造了

有利的條件。根據研究，大陸近30年高速的經濟發展與人均收入增長，

大約四分之一可歸因於「人口紅利」，但預估在2013年人口撫養比將呈

不斷下降趨勢，且「人口紅利」僅剩3至10年左右。面對來自印度、俄

羅斯與巴西等國的追趕，這即為何大陸對此審慎因應之故，在「十二

五」規劃中，人口問題被置於整體經濟社會發展中統籌規劃，且是否

結束長達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也成為辯論的焦點。 

3.性別比例問題 

    由於「一胎化」政策，大陸人口結構一直存在嚴重的性別比例失

衡問題，特別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其中各種溺棄女嬰、隱匿不報女

嬰、超生與基層幹部因計畫生育政策的貪腐情勢層出不窮。根據「六

普」的資料，性別比較「五普」些微下降，但根據大陸國家人口和計

劃生育委員會與國家統計局這一兩年所公布之「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

事業發展公報」，2008 年為 120.56，2009 年雖降為 119.45，不論這兩

個數據、學界的預估與一般的常識判斷，都遠高於「六普」的 105.20，

顯見此數據仍有討論的空間。 

4.城鎮化速度加快 

    大陸居住在城鎮人口的人數十年來上升 13.46％，提高城鎮化發展

一直是大陸官方努力的目標，大陸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指出，這十

年來大陸城鎮化進程在加快，代表大陸工業化和現代化水準不斷提

高。跟已開發國家比較，似乎是個鼓舞人心的數據，但由於一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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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城市集中是經濟發展漫長過程自然造成的社會變遷，而大陸卻是運

用政府的力量加速城鎮化發展，因此衍生出諸如拆遷、徵地、失地農

民與就業等等社會問題，以及地方幹部中飽私囊貪污事件時有所聞，

尤其是失地農民的輔導轉業並未有完善的配套制度，致使諸多悲劇和

社會抗爭事件頻頻發生。 

5.「城鄉二元結構」一時還難以改變 

    目前大陸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

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約 2.62 億人，扣除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流動

人口達 2.21億人，比 2000年增加了 1億人。2.21億流動人口意謂總人

口的 16％，必須為了工作或其他因素長期離鄉背井，而沿海發達省份

的常住人口比重增加，內陸欠發達地區的常住人口比重在下降，也代

表過去十年有更多的人從內陸往東部發達地區遷移。近年來大陸官方

雖致力於縮小區域差距但成果有限，且「戶籍制度」不論在實質或心

理層次依然還起作用的情況下，大陸「城鄉二元結構」一時還難以終

結。 

    除上述特點外，「六普」首次將居住在大陸境內的港澳臺居民和外

籍人員納入普查範圍，不過，調查數據卻引發質疑，如一般認為長三

角地區，長住臺灣人口達七十萬以上，但這次普查數據全大陸僅有 17

萬人，確實與一般預期落差甚大。 

 

（三）小結 

大陸從 1953年開始第一次人口普查，至今已進行六次人口普查，

前兩次由於宏觀環境混亂、普查與統計問題，再加上政治的封閉，許

多數據不是失真就是不公開。直到 1982年在聯合國協助下進行第三次

人口普查，大陸才逐漸建制化，建立了一套延用至今的制度和完整的

人口普查機構（大陸國務院和省以下各級政府都成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和辦公室），並逐漸形成每十

年一次人口普查的共識。此次「六普」，由於流動人口更多，且對大陸

官方信任感低與人權意識抬頭，以及普查調查員難聘等問題，普查難

度頗高。對「國家」而言，對國民或居住於國土內外籍人士的訊息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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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程度極為重要，因為這對政府政策的制定、稅收、人口流動甚至國

家安全都有關鍵性的影響，也代表一個國家「基礎能力」（infrastructural  capacity）

的強弱。就「六普」看來，一方面大陸政府對人口數據的掌握雖有所

進步，但亦出現些許不盡合理之處；另一方面，對一個政治尚未民主

化，經濟結構快速轉變的國家而言，人口結構的發展已來到轉折的關

鍵點，確實必須審慎因應。 

 

五、大陸新聞傳媒發展與未來走向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羅世宏副教授主稿 

 

▓大陸傳媒發展蓬勃，官方政治控制不變。 

▓大陸官方政改只聞樓梯響，對傳媒的控制力度不減反增。 

▓新媒體是大陸官民角力但勝負未定的場域。 

▓大陸方面大力投資對外宣傳，成效未見但不容小覷。 

 

（一）大陸傳媒發展蓬勃，政治控制不變 

近年來，大陸傳媒蓬勃發展，成長為每年營收超過人民幣一千億

元的產業，上繳稅款甚至超過煙草業，一躍成為大陸第四大利稅行業。

無論舊報刊家數、發行量、廣電集團的數量和規模、電視劇的生產集

數，以及網民的數量而言，已然是一個傳媒大國。 

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大陸新聞業的特殊性在於大陸新聞傳媒業

始終是國家體制內的一部分，「黨管媒體、黨有媒體」的政治控制格局

從未改變，產權和人事的控制也未鬆懈，反映著大陸官方歷來對宣傳

與思想工作「兩手抓」的策略（Brady, A.-M.【2010】.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錢鋼，「中國傳媒與政治改革」，2008）。 

造成大陸傳媒蓬勃發展的原因，最重要者厥為黨國壟斷媒體事業

利益，並結合「事企分離」的市場化策略，相當成功地超越了市場化

與政治宣傳控制邏輯上對立的悖論。廣告收入已成為大陸大部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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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媒體的主要收入。從 1999年以降，國家財政撥款以外的商業

性收入已占廣播電視收入的 85％，而廣告收入又占商業收入的 90％以

上。1992年大陸中央電視臺的廣告收入是 5.6億元，1999年增加為 44.15

億元，2010 年超過 150 億，占有大陸電視廣告收入的三分之一（趙月枝、

郭鎮之，「全球化與中國電視」，2009；大陸國家廣電總局，「2010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2010）。進一步言，

因為黨國牢牢掌握新聞傳媒的壟斷利益，政府對於政治宣傳領域的控

制力度，不僅未因市場化而弱化，反而因為市場化而有所強化（Brady, A.-M.

【2010】.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周翼虎，

「抗爭與入籠：中國新聞業的市場化悖論」，2009）。 

此不僅發生在傳統媒體領域，也擴及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體，

除了審查防堵手段之外，大陸官方也開始有意識地擁抱互聯網技術做

為宣傳的工具。大陸官方不僅透過「網路防火長城」（the Great Firewall, GFW）

過濾並屏蔽敏感內容，以商業利益和經營特權挾制民營網路服務商（如

新浪、百度、搜狐、騰訊）以「自律」之名、行自我審查之實，並且聘僱大批網

路評論員（俗稱「五毛」）引導輿論方向（李永剛，「我們的防火牆」，2009；艾未未，「艾未未採訪五毛」，

2011）。 

 

（二）大陸官方政改只聞樓梯響，傳媒控制力度不減反增 

大陸官方歷史上曾多次放鬆言論管制，甚至鼓勵批評，但隨即又

幾無例外地嚴厲打壓發聲批評的人。這種「引蛇出洞」的慣性作法，

一方面造成大陸官方信用破產，另一方面確實造成恐怖效果，導致傳

媒輿論自我審查，不敢有太「出格」的批評。 

儘管大陸總理溫家寶近年來多次發表與政治改革相關的談話，其

中標舉的「四權」—亦即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攸關大陸傳媒發展與未來走向，但在

新聞傳媒踐行「輿論監督」和追求新聞專業主義時，仍然不時遭遇阻

攔或打壓。例如去（2010）年「兩會」期間，有 13家報紙發表關於戶籍制

度改革的共同社論，湖北省長李鴻忠搶奪記者錄音筆引發媒體人連署

抗議，但針對個別媒體或傳媒工作者的打壓也在升級，諸如批評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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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享有極高聲望的南方週末首席評論員笑蜀、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兼

專欄作家長平、時代週報主編彭曉芸，都因為各種原因而被停職或解

雇。此外，公民行動者程建萍（網名王譯）因在推特（twitter）發表言論而被處

以勞動教養一年，知名異議人士如冉雲飛、艾未未及眾多維權律師和

公民行動者也接連遭到拘捕或軟禁。南方都市報在今（2011）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三週年的社論「躺在時間的河流上懷念他們」，隱含對於

大陸政府的批判和對於艾未未的聲援，彰顯部分媒體的獨立性和勇

氣，但社論撰稿人也旋即遭到處分。 

揆其原因，大抵是出於大陸官方對於自身統治正當性的自信不足

和焦慮，各種因經濟發展而惡化的社會矛盾，以及不符公平正義的社

會事件，導致其對於「維穩」的需求益加強烈。加上時機敏感，特別

是去年因起草「零八憲章」而入獄的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今年

大陸出現「茉莉花革命」的網路訴求，適逢今年也是辛亥革命百年和

中共建黨九十週年，明（2012）年又是中共高層權力更替的敏感時刻，因

此大陸官方不惜一切以「維穩」為最優先的考量。無怪乎，去年維穩

相關經費已超過國防預算，高達人民幣 6,200多億。 

 

（三）新媒體是官民角力但勝負未定的場域 

民間對於網路審查和政府作為的不滿，因為新媒體的蓬勃發展而

得到宣洩，批判和另類的訊息與觀點得以更為廣泛地流傳（翟明磊，「中國猛博」，

2009；Yang, G.,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除了推特等境外

社交媒體迅速發展為大陸異議人士的發聲管道之外，去年開始各種微

博（micro-blogging）或社交媒體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在大陸境內大為盛行，並

且在諸多社會事件中具有相當大的輿論影響力，2010 年也因此被廣泛

稱為大陸的「微博元年」。 

網民對「網路防火長城」及網路審查普遍蓄積了相當不滿的情緒，

被視為網路防火長城幕後推手的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今年 5月 19

日準備赴武漢大學演講時，遭大學生寒君依（推特帳號：@hanunyi）砸鞋抗議，

引起網路上相當熱烈的叫好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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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官方對微博動員的力量戒慎恐懼。今年初胡錦濤特別強調要

「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資訊網路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準」。向

來支持大陸官方且立場強硬的新聞學者李希光亦撰文主張：「抓住社交

媒體大發展的時機，制定中國的社交媒體發展戰略，積極主動地開展

中國的社交媒體群眾宣傳運動。」（李希光，「面對以網路社會為中心的國家傳播」，人民網，

2011.5.25）。據 BBC 中文網轉載大陸官方媒體報導，大陸已有數百個公安

部門建立了微博帳戶，目的是為了改善警民的緊張關係，正反映這種

官方目前想要積極運用社交媒體與內部宣傳工作的思維。 

 

（四）大力投資對外宣傳，成效未見但不容小覷 

2009 年以後，為了積極影響國際輿論，樹立國家良好形象，大陸

投入對外宣傳的傳媒資源更為充裕，企圖心也越見旺盛。2008 年 12

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指示中央電視臺：「努力把中央電視臺建成技術

先進、信息量大、覆蓋廣泛、影響力強的國際一流媒體」。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李長春也提出：「加快實現由傳統媒體為主向傳統媒體與新興

媒體融合發展的轉變，由以國內受眾為主向國內國際並重轉變，構建

覆蓋廣泛、技術先進的現代傳播體系」（江迅，「胡錦濤部署大外宣格局」，亞洲週刊，2009.2.1）。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劉雲山說，要「提高新聞資訊的自採率、首發率、

落地率，使我們的圖像、聲音、文字、資訊更廣泛地傳播世界各地，

進入千家萬戶」，「充分發揮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積極作用，占領資訊

化條件下宣傳輿論的制高點」（江迅，「胡錦濤部署大外宣格局」，亞洲週刊，2009.2.1）。大陸國

家級、中央級媒體資金充裕，在全球大舉擴張，向世界傳播大陸官方

主導的新聞；這一全球範圍內的媒體擴張是大陸「走出去」戰略的重

要環節，也是這十年來大陸領導人力圖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國

策組成部分（陳婉瑩，「中國國家媒體全球擴張面臨考驗」，傳媒透視，2010.8）。 

2009年 1月 13日，南華早報披露大陸政府準備投資 450億元人

民幣推動「大外宣」計畫，積極對外擴張宣傳。2010年 1月，中央電

視臺進軍網路，開辦了「中國網路電視臺」（CNTV），集新聞、體育、娛

樂和視頻點播於一體，是大陸首家獲頒網路電視牌照的媒體機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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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英、法、俄、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 6 個頻道（陳婉瑩，「中國國家媒體全球

擴張面臨考驗」，傳媒透視，2010.8）。此外，大外宣計畫也包括新華社在 2010 年 7

月設立了 24 小時以英語播出的電視新聞臺「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

（CNC，正式簡稱「中國電視網」，凸顯其官方地位），目前覆蓋亞太和歐洲部分地區，將擴

展到全球近 100個國家及地區，並以「中國的 CNN」自許。同一期間，

人民日報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從 20 版擴張為 24版，下屬的環球時報

於 4月推出英文版，而中國日報則推出了美國版（陳婉瑩，「中國國家媒體全球擴張

面臨考驗」，傳媒透視，2010.8）。 

除了加大對外宣傳部署之外，大陸也相當積極收購國外傳媒集團

旗下的現有媒體。最明顯的例證是具有大陸官方背景的華人文化產業

投資基金（China Media Capital），2010年 8月從跨國媒體大亨梅鐸手上買下「新

聞集團公司」在大陸的星空衛視普通話頻道、星空國際頻道（在香港和新加坡

播出）、音樂頻道（Channel V），以及星空華語電影片庫。 

不少論者懷疑大陸官方宣傳式新聞的成效，因為大陸官方對外宣

傳長期存在著公信力不足和意識型態僵化的問題，但吾人不能低估大

陸國家媒體強勢發展對外宣傳工作的影響力，因為在新聞資源比較貧

乏的第三世界國家，相對於西方傳統媒體在本國和國外出現衰退狀

況，大陸國家媒體更有可能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大資訊來源（陳婉瑩，「中

國國家媒體全球擴張面臨考驗」，傳媒透視，2010.8）。 

 

（五）結語 

整體而言，大陸傳媒發展及未來走向仍將以黨國政治控制並同時

壟斷市場利益為主軸，但傳媒工作者輿論監督表現時有佳作，對於新

聞專業主義和媒體獨立性的追求仍然沒有終止。新媒體的蓬勃發展，

創造了新的公共話語空間，或至少形成了一個突破口，對大陸官方在

資訊和意見的壟斷形成嚴峻挑戰，也有機會對傳統媒體的輿論監督表

現形成促進和擴散作用，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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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陸文化產業園區：產業能量的「磁吸體」
或是「無底洞」？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劉維公副教授主稿 

 

▓文化產業是大陸相當重視的戰略性產業，大陸官方挹注龐大的

資源與心力，冀以文化產業的興盛展現其大國崛起的氣勢。 

▓大陸產業園區成長過快、過密，多數無力帶動各地文化產業發

展，反而成為財政虧損的無底洞，如何發揮其原本設立的戰略

功能，是大陸方面一大考驗。 

▓臺灣有機連結創意與生活元素的文創發展經驗，可供大陸借鏡。 

 

（一）前言 

產業園區的推動，是大陸文化產業政策的一項驕傲。不論是在大

陸政府官方政策的宣傳、或是一般媒體新聞的報導，產業園區常被大

陸政府拿出來當作是發展文化產業的成績，展示實力的最佳利器。以

今（2011）年四月份來臺灣訪問的安徽省政府為例，其宣傳部長大力介紹

該省份的文化產業，希望強化兩岸產業的交流，除了提到安徽全省正

在推動五百五十多個文化重點項目之外，同時也強調安徽省有五十二

個文化園區和基地在建設中（聯合報，2011.4.20）。類似這樣的新聞內容近年來

屢見不鮮。 

文化產業園區是大陸的驕傲，但對臺灣而言，則是一種壓力。之

所以將其稱為「壓力」，因為這些園區既又是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

契機，也是生存的威脅（雖然兩岸政府皆積極開發文化的產業能量，但在產業政策名稱上並不一致。在臺

灣明定為「文化創意產業」，而大陸則是「文化產業」。在本文中，保留兩岸彼此的用法，或是穿插使用，不特別處理字詞

上的差異意涵）。如何處理此一壓力，營造「藍海」而非「紅海」的發展環境，

是臺灣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創意群聚政策是大陸展示戰略性產業的一環。其政策的規劃非常

壯觀，發展的氣勢非常驚人。限於篇幅，本文將不處理基本的相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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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概念與學理，而是致力於說明下列三項議題：1.文化產業園區是大陸

產業發展戰略規劃下的強勢作為；2.大陸文化產業園區現今面臨「磁吸

體」與「無底洞」的關卡；3.臺灣發展經驗的借鏡。 

 

（二）產業園區是大陸文化產業政策的戰略布局 

文化產業是大陸政府相當重視的戰略性產業，大陸官方挹注龐大

的資源與心力，冀望以文化產業的興盛展現其大國崛起的氣勢。在其

眾多的政策推動作為中，本文所探討的產業園區政策最能代表其戰略

布局的企圖心。大陸各層級的政府單位積極運用產業園區的手段，為

地方建立完善的產業發展生態環境，期待園區能夠創造文化產業發展

的爆發力。在這樣的思維下，一座座園區在大陸各個地方快速的、密

集的出現。 

數量驚人，是外界對大陸文化產業園區常會發出的驚嘆號。嚴格

說來，大陸推動文化產業的時間差不多十年左右。但在這短短的時間

之內，產業園區數目的成長令人瞋目結舌。根據大陸文化部文化產業

司司長劉玉珠 2011年一月在北京所召開的「第八屆中國文化產業新年

論壇」中所發表的演說內容，大陸文化產業園區超過二千五百家（新浪財

經電子新聞，2011.1.12）。 

如此數目龐大的大陸文化產業園區，其演變並非雜亂無章，而是

一大套推動作為所激發出來的結果。針對此一演變過程，本文整理出

來下列三大特色： 

1.空間的層級規劃 

產業園區旨在於創造創意的空間群聚效益。綜觀大陸文化產業園

區的發展現況，可發現大陸政府基本上是在三個空間層次上來進行布

局。首先是在區域之間創造產業的群聚。大陸「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

規劃」鎖定「環渤海文化產業帶」、「珠江三角洲文化產業帶」、以及「長

三角文化產業帶」三大區域作為其文化產業布局的區域重心。 

其次是在城市之間創造產業的群聚。此一作法是透過城市與城市

的串連，形成「點—軸」的布局形態。以長三角文化產業帶為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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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已經形成以上海市、南京市、與杭州市三大中心城市為「點」，輻

射連結出來沿江、滬寧、寧杭、與環杭州灣的產業群聚軸線（楊衛武、沈依慧，

「世博機遇與長三角文化產業新布局」，2010）。 

最後是在城市之內創造產業的群聚。由於文化產業園區被大陸當

局視為城市的競爭力表徵，因此，各城市無不積極打造園區，將其列

為發展的重點。根據文獻，在上海，由官方正式授牌的集聚區共有八

十家，成為全球創意群聚數量最多的城市（厲無畏、蔣莉莉，「上海—以『兩個中心』建設

和世博會為契機，邁向創意之都」，2010）。 

2.功能的多元設定 

對產業發展而言，文化產業園區的貢獻在於以空間的群聚方式，

為地方建立一個完善的產業生態鏈（包括創作、生產、交易、消費、育成等），讓企業的

經營得到更穩固的支持。不過，大陸文化產業園區除了要滿足產業生

態鏈的功能之外，大陸政府還賦予其更多的使命。一些具發展實力的

產業園區被冠上「基地」、「示範園區」、「試驗園區」等名稱，顯示大

陸政府非常重視園區的戰略地位，要求其發揮產業領導的作用。 

3.靈活的推動作法 

如果從主導的機制來區分，大陸文化產業園區的形成模式，跟全

球的發展模式大同小異，基本上可以分成「由下而上的市場自發」模

式、「由上而下的政府主導」模式、或是兩者模式的結合。但從產業資

源的角度來觀察，將會發現到大陸比其他國家更為靈活的推動作為。 

只要地方上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資源，都可以成為大陸文化產業

園區形成的基底。依附大學資源以及依附科學園區，是最足以說明此

一特色的兩種方式。前者的案例包括上海昂立設計創意園緊鄰同濟大

學，園區中三十多家建築設計企業幾乎全部都是該大學師生所創辦

的；位於上海交通大學旁的虹橋軟件園與樂山軟件園，總共有超過二

百家的小型企業，多數是由該校校友所創立，比例超過百分之七十。

後者的案例包括廣州科學城內的創意產業園、上海浦東張江搞科技園

區內的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園等，兩個園區都是設立在科學園區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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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能量磁吸體或無底洞？ 

為何大陸文化產業園區的數量為何如此龐大？發展的速度為何會

如此驚人？這是因為在大陸，文化產業的成長與產業園區的打造是戰

略規劃上的連體嬰，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大陸地方的文化產業是否興盛，產業園區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在

「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發展研究報告」一書中，大陸學者牛維

麟與彭翊指出，產業集聚區（等同於臺灣園區之意）已經對北京文化創意產業「起

了積極的引導、促進與示範作用」（牛維麟、彭翊，「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發展研究報告」，

2009）。 

大陸政府將文化產業視為戰略性產業，而產業園區更是其展現戰

略布局的最佳手段。然而，長期負責主編「文化藍皮書：中國文化產

業發展報告」的大陸學者張曉明、胡惠林、與章建剛則是語重心長的

指出，大陸文化產業現今面臨「戰略性短缺」的發展困境，並說明「我

國文化產業的『戰略性短缺』是宏觀經濟結構性問題和矛盾的集中反

映，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尚不完善的集中反映，需要在發

展中予以解決。…比如說，過於看重和強調文化產業的『增長』和占

國民經濟 GDP 的『比重』，對發展文化產業在推動思想解放和落實人

民群眾文化權利方面的積極作用強調不足；過於依賴投資，特別是大

型國有企業投資對產業增長的推動作用，對文化消費市場和貼近於百

姓生活的中小企業研究和支持不足；政府主導色彩過於強烈，對市場

本身的作用認識不足等等。於是，我國文化產業在總體發展水平不高

的情形下，卻在若干領域出現了過熱，一種低水平基礎上的結構性過

剩正在顯現。對發展文化產業的負面評價開始悄然流行，不利於深化

改革的消極因素在悄然增長」（張曉明、胡惠林、章建剛，「2010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10）。 

既然大陸文化產業政策的推動非常依賴產業園區的操作，要觀察

戰略性短缺的警訊，當然非產業園區莫屬。「2010中國創意產業發展報

告」指出，大陸產業園區的熱潮已經擴散到二、三線城市。「然而，在

全國創意產業集聚區蜂起時，一些城市和地區有園區缺企業、有集聚

缺效益、有管理缺服務等現象卻普遍存在，導致集聚區有名無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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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殼，或是魚龍混雜，或是配套服務嚴重短缺，發展舉步維艱」（張京

成等人，「總報告—中國創意產業邁向國家戰略」，收錄在「2010年中國創意產業發展報告」，2010）。 

在上述大陸文化部文化產業司司長的演講內容中，提到大陸百分

之七十的文化產業園區經營是處於虧損狀態，真正獲利的園區不到百

分之十。此一數據跟產業園區的數目一樣相當驚人。表面亮眼的產業

園區政策，在缺乏有效的改善措施下，逐漸成為政府財政的惡夢。多

數的產業園區無力扮演帶動各地文化產業發展的磁吸體角色，反而是

資源浪費的無底洞。 

 

（四）臺灣發展模式是大陸的借鏡 

產業園區過於快速、過於密集的成長，已經成為大陸決策部門的

棘手課題。如何讓數量龐大的產業園區，發揮其原本設立的戰略功能，

考驗著大陸政府官員的智慧。但現今要蓋棺論定，宣判大陸文化產業

園區政策失敗，還言之過早。產業群聚的效益原本就需要時間來醞釀！ 

從大陸文化產業園區所遇到的問題，反而可以凸顯臺灣發展經驗

的價值。許多人常以大陸文化產業園區的政策，來評價臺灣文化創意

產業的表現。其實這樣的比較是不公平的。因為兩岸在創意群聚的推

動上，老早已經發展出來不同的操作模式。臺灣的經驗值得大陸作為

借鏡。 

臺北市政府早在三年前，開始以街區為單位，推動創意的群聚。

臺北的創意工作者會偏愛聚集在特定的一些街區，因為這些街區散發

出來創意工作者渴望的「地方品質」（quality of place。Richard Florida語），例如合宜的

環境、熱鬧的在地節慶活動、特殊的地景風貌、珍貴的文史資產等。

進駐街區的創意工作者透過開店、販售商品與服務、舉辦活動等方式，

再為這些地方添加光彩。這些街區與創意工作者形成「魚幫水、水幫

魚」的效益。此一效益是讓街區得以不斷茁壯的基底。 

我們稱這樣的城市空間區塊為創意街區，是臺北城市發展新興的

力量。創意街區的形成，會為城市帶來可觀的發展能量。根據「臺北

市民國九十八年文化創意產業聚落調查報告」，臺北市現今已經形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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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創意街區，包括「粉樂町街區」、「民生社區/富錦街區」、「永康青

田龍泉街區」、「溫羅汀街區」、「西門町街區」、「艋舺街區」、「中山雙

連街區」、「牯嶺街區」、「天母街區」、「故宮/東吳大學/實踐大學街區」、

以及「北投街區」（劉維公 ，「臺北市民國九十八年文化創意產業聚落調查報告」，2010）。 

主張創意街區的推動，絕對不是否定產業園區的推動作法，兩者

屬於不同的發展層面。產業園區是以高度管理、資金密集、與國家政

策任務導向為特色的產業群聚推動模式，而創意街區則是以低度管理

與靈活市場導向為特色的推動模式。政府應該針對產業的需求與空間

的屬性，有效運用這兩項發展模式，帶動創意群聚的發生。 

對臺北市而言，在土地資源有限、政府財政緊縮等條件的影響下，

創意街區是最為可行的政策作為。尤其創意街區不僅可以發揮產業群

聚的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促使一般民眾更加了解文化創意、

更加喜歡文化創意。臺灣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中，不斷遇到一

項高難度的挑戰，那就是如何讓民眾在生活中培養對創意的鑑賞能

力，形成享受文化品味的生活方式。透過創意街區的推動，在街區中

營造創意的巷弄，可以讓創意的表現與民眾的生活沒有距離。 

創意街區的推動，有助於創意與生活二項元素的有機連結。唯有

創意緊緊的鑲嵌到民眾的生活之中，才有可能打造出強大的產業經濟

效益，這個觀點放在海峽兩岸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都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