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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

创意灵感之都 
�

数字媒体技术/电影及影音制作/广告与公关/设计/建筑

屡获殊荣
欧洲最佳未来大城头衔 - 金融时报外国直接投资杂志

连续13年被评为英国最佳城市 - 英国卫报和观察人报

首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城市

让你了解多姿多彩的爱丁堡创意社群的最佳指南。

扫描此标志会有
更惊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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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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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艺术节 苏格兰国际故事节 爱丁堡除夕夜

爱丁堡的节日

联系我们

爱丁堡-灵感之都

科技立方 创意中枢

创意爱丁堡
www.investinedinburgh.com
	 +44	(0)131	529	6600
			Follow	us	@investEdinburgh

www.creative-edinburgh.com
		Follow	us	@CreativeEdin

www.techcu.be
		Follow	us	@EdTech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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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别指出，其他图片由	
Eoin	Carey	提供
www.eoincareyphoto.com

手册设计：  
442	设计公司  
www.442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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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

电影及影音制作

广告与公关

设计

建筑

在这本小册子里,你会惊喜地发现爱丁堡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如何影响和改变我
们今天的生活。看到创意产业在爱丁堡繁衍生息，不少新兴的创意企业也被
吸引到这里，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利用爱丁堡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创意舞台上
展露头角。爱丁堡人才济济、充满灵感、四通八达、商业资源丰富。这些有
利条件为不少爱丁堡企业的成功助一臂之力。

爱丁堡是一个充满创意朝气蓬勃的城市。身为全球主导的节日
城市，这个苏格兰的首都一年数次充当着全球创意和艺术舞台
的角色。爱丁堡的各种文化艺术节日为这座城市带来全年365
天不间断的活力和激情。无论你是来爱丁堡旅游、生活、学习
还是营商，她绝对是一个能让你激动的地方。

在爱丁堡工作和

投资的5大优势

创意地图

支持
创意产业的发展
创意社群得到爱丁堡政府
的关心照料。
爱丁堡市政厅提出了 
“人才, 基地, 繁荣” 的
创意产业战略, 旨在进一
步发展和加强爱丁堡创意
基地的国际竞争能力。

市政府不但帮助建立
了“创意爱丁堡”, 一
个为创意企业提供业务
支持、商业活动、业务
网络、技能发展和投资
机会的会员制机构；
还开创了“创意中枢”，
一个拥有先进配置的企
业孵化器，以培育创意
产业人才和支持新兴数
字媒体企业的发展。

爱丁堡的其他创意
产业基地包括
夏宫工作室 
(Summerhall），
一个为艺术家提供
工作室及作坊的地
方；还有科技立方
（TechCube）, 
一个为新兴技术企
业提供世界一流设
施的企业孵化器。

任何时候前来爱丁堡参观都是一
个不错的主意，要是您有意向留
在这里投资生活，这可能是你至
今最英明的决定。

� 

图片来源： David	Grinly,	Creative	Edinburgh	Talkaoke

图片来源：爱丁堡灵感之都

数字媒体技术
苏格兰的软件、游戏和数字媒体行业全球知名。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 - 世界上最为成功的特许经营游戏之一以及欧洲顶尖的旅
游搜寻网站天寻网 （Skyscanner） 都是来自爱丁堡。亚马逊公司也在
爱丁堡设立了一个大型的研发中心。
在这里，与全球巨头企业并驾齐驱的是快速发展的新兴科技创意企业。
这些小企业主要以世界著名的爱丁堡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的衍生企业为
主，分布在以“科技立方”为中心的高科技心脏地带。
行业整体发展的势头令人鼓舞：爱丁堡的本土人才和国际领先科技企
业联手合作，在这座国际化的城市共生共荣。

老虎脸游戏公司
(Tigerface Games)

设计老虎脸系列游戏的目的是为
了鼓励儿童的自信心。以平板电
脑界面为基础设计的一系列游戏
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他们的业
务将扩展到书籍和游戏活动，让
世界各地的教师与家长们可以进
一步培养小朋友的团队合作能
力。该公司的咨询业务分支公司 
－ 界面3 （Interface 3）已经
跟加拿大SMART技术公司和美国 
PBS KIDS 公司展开了合作。

现在是老虎脸公司向全球推出他
们获奖产品的时候了。 
爱丁堡能为企业提供方方面面的
人才，这使她毋庸置疑地成为老
虎脸公司设立地点的首选。
“爱丁堡的电脑科技领先于世界
其他任何地方 - 特别是人工智
能和数据可视化技术”执行董事
何凯特说。爱丁堡优越的生活质
量也是这个年轻团队十分看重的
地方。无论是想到苏格兰边界去
骑自行车或是去苏格兰高地滑
雪，这都能在两个小时的车程之
内实现。

天寻网 
(Skyscanner)

每一个月，有超过5000
万人用超过30种语言在
天寻网上比较世界各地
的航班及价格。十年
前，当它第一次在爱丁
堡推出的时候, 天寻网
的创始人巳定立了开拓
全球市场的抱负。今天, 
有类似抱负的新兴企业
满布这城市，而天寻网
则已经成功立足，新的
办公楼坐落在爱丁堡

Quartermile的高级高科
技中心。天寻网的发展给
爱丁堡的企业建立了成功
典范。
一些商业网络企业，如成
品罐（Product Tank) 和 
科技交汇（Techmeetup）
也在努力帮助其他勇于
创新的企业开发他们的潜
能。占领全球市场是天寻
网的下一个目标。他们现
在巳是欧洲领先的旅游搜
索网站，它的目标是几年
之后成为全球网上旅游搜
索之冠。

躲猫猫 
(Peekabu)

我们都希望控制当今先进
而复杂的设备可以像挥手
一样容易 － 这就是躲猫
猫公司成功背后简单却令
人兴奋的理念。躲猫猫是
总部设在爱丁堡的一家公
司。他们致力于开发新颖
的动作控制和光学识别技
术的设备。使用他们的技
术，你就可以舒服地坐在
沙发上，不需要任何遥控
装置就能控制著你的智能
电视。
躲猫猫公司在这座充满大
学科技人才的城市设立并
不是巧合。爱丁堡大学的
电脑科学研究室和商学院
吸引了世界各地优秀的学
生就读。他们毕业后自然
而然就成为当地企业抢手
的员工候选人。 
躲猫猫的首席执行官, 

亚历山大·科尔说: 
“ 没有城市能像爱丁堡
这样, 不但拥有丰富的
艺术环境和欣欣向荣的
创意产业，还拥有一个
培育出无数杰出新人才
的大学网络。”

其他焦点企业

图片来源：老虎脸游戏公司

图片来源：天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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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是世界最大的艺术节日和备受推崇的国际电影节和
电视节的主办地。苏格兰有超过100多家制作公司活跃在该
行业, 与伦敦的同行相媲美。其中的许多企业来自爱丁堡这
个四通八达的首都城市。

电影及影音制作

爱丁堡国际电影节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爱丁堡国际电影节 (EIFF) 
是世界上最受推崇的电影节
之一，也是世界上历史最长
的连续举办的电影节。
自1947年以来, EIFF就致力 
把最佳的新影片从世界各地
带来到爱丁堡。至今, EIFF
举办了100多部电影首映礼, 
让当地人和游客在影片全国
公映之前優先看到像“拆弹
部队”(The Hurt Locker),
“打翻了”(Knocked Up),
“比利·埃利奥特”(Billy 
Elliott),“料理王”
(Ratatouille) 等的电影。

2012年的EIFF展现了包括
来自52个国家的影片。
EIFF的宗旨是大力推广全
球优秀新影片。为此, EIFF
的团队紧密地和世界其他
电影节合作，如鹿特丹
（荷兰），多伦多（加
拿大）和东京（日本）
FILMEX 。EIFF就如她的家
爱丁堡一样，精致细腻，
却又雄心勃勃。

爱丁堡是所有摄影师梦寐
以求的拍摄之地。廣阔的
海滩，连绵起伏的山丘，
悬崖峭壁，城堡及华宅名
胜都在咫尺之间。这个城
市拥有一流的酒店, 酒吧
和餐厅，为摄制组人员提
供舒适的住宿和丰富的娱
乐。选址苏格兰制作公司
为摄影、录像和电视制作
企业提供选址和制作一条
龙的服务, 从选择理想的
拍摄场地到拍摄期间的支
持服务以及后期的制作，
以保证拍摄进展顺利。

选址苏格兰

制作公司
(Location Scotland)

该公司超过90％的客户
来自苏格兰以外的地区, 
一半是国际客户。
从美国人本时尚店
（Anthropologie) 到
苏格兰银行 (Bank of 
Scotland); 从香奈儿 
(Chanel) 到GQ杂志等都
是他们的客户。
他们的远自日本和澳大
利亚的客户们无一不被
选址苏格兰制作公司收
集的8万多张不同的风
景图像深深地吸引。该
公司的老板玛丽·欧文
说:“我们的客户特别喜
欢到苏格兰，尤其是爱
丁堡。其实谁不呢?“

电影房影院
(Filmhouse)
爱丁堡电影房影院播放世
界各地的精彩影片，是英
国影片播放品种最多元化
的电影院之一。自1979
年开业以来, 爱丁堡挑剔
的的影迷们便蜂拥来到这
所由教堂改造的电影院, 
希望通过电影媒体来认知
四海之外的人文故事。
作为爱丁堡国际电影节的
举办地，电影房影院对如
马丁·斯科塞斯 (Martin 
Scorsese)，詹姆斯·梅森 
(James Mason)，肖恩·
康纳利 (Sean Connery) 
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 等的
电影大牌明星来说一点
都不陌生。
同时，其多样化的教育项
目和学校放映活动, 对培
养下一代对电影业的熱爱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为了
确保这一传统能延续下
去, 电影房和其主要的资
助机构正在为这机构未来
的成长和发展策划一个雄
心勃勃的蓝图。

其他焦点企业 
Creation	Editor
Greenroom	Films	
Heehaw	Digital	
Ko	Lik	Films	
Makar	Productions	
Plum	Films

图片来源：选址苏格兰制作公司

图片来源：爱丁堡灵感之都

爱丁堡是伦敦以外英国最强的城市经济体，而作为苏格兰的首
都，她也是苏格兰议会的所在地。这使得爱丁堡理所当然地成
为苏格兰的营销和广告业的聚居地, 每年为国家经济贡献约十
亿英镑的收入。

广告与公关

其他焦点企业

“伟大的广告是寻找不同的呼声”纽黑文
的老板, 乔纳森·申顿说。
“纽黑文的志向是通过制造人们津津乐道
的话题，从而创造出家喻户晓的产品并通
过这一过程提升客户的知名度。”爱丁堡
是充满灵感的城市，像纽黑文这样的企业
身在此处，便能非常幸运地体验到这座城
市精彩纷呈的方方面面。

像爱丁堡一样，这个广告代理，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纽黑文的员工来自西
班牙，罗马尼亚，德国，新西兰和美国。
无论时区，就算在爱丁堡已经是深夜，纽
黑文在世界各地的客户都可以通过 Skype
视频会议随时听取他们团队的最新的创
意点子。

纽黑文
(Newhaven)

到2014年苏格兰鹰谷迎来莱
德杯 (Ryder Cup) 高尔夫赛
的时候，鲲领公关肯定已经
为这一活动做足了长久而充
分的公关工作，下一步的公
关活动也是蓄势待发。
作为国内领先的公关顾问公
司之一，鲲领公关成功赢得
了莱德杯的公关项目。他们
的任务是借助该赛事，让苏
格兰在国内和国际的媒体宣
传上得到最大的曝光率。这
一切看上去就是一天的综合
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工作。
但是，鲲领公关需要与各
种各样的客户如马莎百货
(Marks & Spencer) 到波浪发
电公司 (Pelamis) 等大大小
小的企业进行通力的合作。 
在苏格兰的首都建立强大的
基地对鲲领的团队非常重
要；一部分是因为鲲领公关
的业务涵盖各方各面，如政
治战略，活动策划和危机处
理等，但是更是因为爱丁堡
作为一个节日之城，吸引着
众多国际游客和到这里寻求
商机的人。这是一个在国际
舞台上展示本土创造力的好
机会，而对爱丁堡来说能吸
引世界眼球的宣传机会也是
求之不得的。

苏格兰鲲领
公关公司
(Grayling Scotland)

世界主导品牌如嘉灵
(Carling)，本田(Honda)，
铁蓝（IRN-BRU）和坦南
特啤酒 (Tennent) 对富有
精明战略眼光和充满独创
才华的的利斯广告代理深
存信任。成立于1984年，
利斯被公认为是在过去的
25年中能坚持不断创新的
广告营销代理公司之一。
该机构还是在伦敦外环路
以外拥有最大的规划与观
察部的广告公司，也是在
伦敦内最大的广告公司之
一。利斯挑战极限的一贯
工作态度使许多著名的国
际企业抛弃了伦敦苏豪区

利斯广告代理
(The Leith Agency)

和纽约曼哈顿区的无数广
告公司，慕名把广告业务
交给了这家在总部在爱丁
堡利斯区的代理。他们为
本田 Joy Machine 车型在
欧洲的推广活动策划和为
俄罗斯最大的糖果公司之
一的Sladco公司产品的广
告设计应该算是利斯国际
业务开拓的里程碑 。
“爱丁堡的创造力在全球
享有声誉”在利斯工作的
埃德.布鲁克说。 
“她不仅有良好的工作环
境，更是一个十分适合
人居住的城市。”

图片来源：苏格兰鲲领公关公司

 
bigmouthmedia	
Hot	Tin	Roof
The	Leith	Agency
Line	Digital		
Stripe	Communications		
The	Union

图片来源：利斯广告代理

图片来源：纽黑文

纽黑文公司还运营一个由老救护站改造
的另类艺术场馆。该场馆已迅速成为苏
格兰本土和国际艺术家最流行的展览场
地之一。 



世界上很少其他城市能像爱丁堡一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艺术、
传媒、 科技和文化方面的资源。
在这另人兴奋的大环境下，平面和产品设计行业茁壮成长。
大大小小的设计公司在利斯区落脚，让爱丁堡这海滨区成
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设计群体聚居地。

设计

 
Blood	Creative	
Brightspace		
Contagious
Tayburn
Teviot		
Whitespace

其他焦点企业

苏格兰插画家和漫画家大卫.勒莫在邓
迪大学完成学业后便移居到爱丁堡建立
了自己的公司。他经营着名为“一个小
岛”的公司,从事插图、设计和动画设
计的业务。最近,他正为爱丁堡大学设

大卫.勒莫，又名一个小岛
(David Lemm, aka A Little Island)

计一个系列的动画宣传短片。大卫也
是布莱顿插图协会的代表。
经常出差到伦敦让大卫更加欣赏爱丁
堡紧凑而精致的足迹：在爱丁堡，去
参加会议，不需要占用了整整一天的
时间，因为你可以跳上你的自行车，
在十几分钟内便可到达目的地。
然而，尽管一切都在近在咫尺，爱丁
堡却能给予你巨大的空间感。大卫
说：“在爱丁堡很容易找到灵感，而
且这里有很多机会让企业在创意社群
中寻找合作和对接，但又不会有自成
一个小集团的感觉。”

其实，世界上不少最尖端的工业设计是
在爱丁堡利斯区诞生的。海岸设计是欧
洲领先的产品设计和创新公司之一，为
许多国际品牌提供从产品概念设计到产
品生产供应的一条龙服务。
海岸设计约70％的业务来自国际客户，
因此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
爱丁堡处在理想的时区 - 而且这座城
市从来不会让公司远道而来的客户们感
到失望。

海岸设计
(Shore Design)

这个近30人的设计和工程师团队通过他
们联合的创意和智慧为不少世界最大型
的企业开发不但方便使用并能确保利润
的成功产品。
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设计从全球市场需求
的角度出发, 但有时候，他们又要优先
考虑一些特定市场的需求，例如中国, 
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医疗仪器的设
计是该公司的强项，他们的其他业务包
括安保产品、 消费品、国防、航空、
商业设计。
总之，只要是三维的，海岸设计都可
以做。

精湛的手工及高科技生产相
结合, 使这一家具和产品设
计企业备受推崇。卡尔拉
夫制造的客户包括服装店
Superdry、英国第4频道电视
台和苏格兰议会等。创始人
保罗卡尔拉夫坚定地认为他
的企业驻扎在爱丁堡能更好
地突出企业的文化底蕴，而
且这里也方便他们与欧洲，
特别是北欧地区企业的文化
和业务交流。

自从卡尔拉夫制造在伦敦的
设计百分百、洛桑的MUDAC
和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参展
以后，该企业的名声被迅速
地传播。他们的设计团队最
近获得了贝鲁特温泉及马德
里豪华公寓的委托设计项
目。保罗预见未来會有更多
的跨边界合作。他期望在5
年的时间內他们在爱丁堡的
团队将会与欧洲知名的制造
商，如德拉剑 (De La Espada)
和卡尔·汉森 (Carl Hansen)
合作，共同开发新材料和新
工艺。

卡尔拉夫制造
(With Kerlaff)

图片来源： 大卫.勒莫

图片来源：爱丁堡灵感之都

国际的建筑设计公司在这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城市里绝
对不会感到孤单。
在这里建筑设计巨匠罗伯特·亚当 (Robert Adam), 威廉普莱费
尔 (William Playfair)，诺曼·福斯特 (Norman Foster) 和安瑞科米
拉莱斯 (Enric Miralles ) 等设计的雄伟历史建筑与当代尖端的现代
建筑相辅相成。这足以让建筑设计师们沉浸于无限的灵感中。 

建筑

 
Archial		
Elder	&	Cannon	Architects	
LDN	Architects	
Malcolm	Fraser	Architects	
Reiach	and	Hall	Architects	
Richard	Murphy	Architects

其他焦点企业

一个因为巧妙利用光影而
屡获殊荣的设计建筑公 
司，选择爱丁堡为基地或
许不足为奇。 
斯皮尔斯 + 梅杰的设计灵
感来自于爱丁堡惊艳的自
然光线。他们的设计更是
受到爱丁堡追求完美，挑
战极限的传统的启发。
这个充满创意的企业因在
全球范围内推广人们对光
影设计的认知而备受推
崇。

超过30个员工在他们爱丁
堡和伦敦的工作室工作，
这些员工的专业背景从建
筑到艺术到室内设计和戏
剧，各不相同。
斯皮尔斯 + 梅杰的业务来
自世界各地覆盖面广。他
们的团队曾为一高端时尚
品牌横跨三大洲的旗舰店
进行设计。
目前他们在为迈阿密大型
文化区设计光影合成。该
公司的未来一定是一片光
明。

斯皮尔斯 + 梅杰
(Speirs + Major)

苏格兰建筑师基兰·加夫尼和日本设计
师真纪子小西是小西加夫尼建筑师事务
所的创始人。加夫尼和小西这对夫妇曾
经在赫斯维克工作室的津巴布韦、柏
林、伦敦和日本的分部从事建筑设计的
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2008 年他们在“苏格兰的政治与金钱
中心“ － 爱丁堡设立了自己的设计师
事务所。自从开业以来，各种设计项目
滚滚而来，而各种奖项也随之而来。
小西加夫尼的建筑设计风格深深受到日
本民族‘陋外慧中’的审美观的影响。
他们的设计给人的印象是实用、谦虚，
但也很漂亮、大气。 在满布历史建筑
的城市里设计现代风格建筑是一门技术
也是一门艺术，尤其像在爱丁堡这个历

小西加夫尼
(Konishi Gaffney)

史名城，像小西加夫尼这种现代的建筑
设计更是抢手。小西加夫尼建筑师事务
所的业务以住宅和艺术、教育场馆为
主。他们现在为一个主要销售到美国
的高科技制造企业设计他们的企业总
部大楼。

萨瑟兰赫西建筑设计
(Sutherland Hussey)

计划在该地建立一个新
的公园和一些大楼。 
最近的另一个成功项目
是与北京的泛道国际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联手为
四川省成都市设计新的
城市博物馆。完成后，
这个文化场馆将占地
70,000平方米 - 每平方
米的空间都是由这爱丁
堡的建筑设计公司巧妙
地规划的。

参与国际建筑设计项目对
萨瑟兰赫西来说从来就不
是一个问题。该公司总部
设在爱丁堡，是苏格兰建
筑设计行业的佼佼者。他
们客户覆盖整个英国, 欧洲
甚至亚洲。
事实上，最近几年来他们
约50％的业务都来自海外, 
尤其是中国。现在，他们
的团队与GROSS.MAX公司一
起为柏林的退役机场－滕
珀尔霍夫进行总体规划设
计工作。

图片来源: 斯皮尔斯 + 梅杰

图片来源: 小西加夫尼

图片来源: 萨瑟兰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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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丁堡工作和投资的

5大优势
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府, 也是人口超
过160万，经济力量雄厚和产业多
元化的爱丁堡大区的中心。 四通八达的首都

40多个航线往返于爱丁堡国际机
场和世界各地。其中130多个城市
与爱丁堡有直飞航班

坐火车从爱丁堡到伦敦只需4个
多小时

爱丁堡的平均宽带下载速度是每秒
15.7mb，排行在各大英国城市的
前列。在爱丁堡建立苏格兰专用的
互联网交换中心的提议更将会大大
提高网速和灵活性。

爱丁堡机场

交通网络
爱丁堡国际机场

干草市场火车站

韦弗利火车站

邮轮码头

爱丁堡是除伦敦
以外，英国最强
的经济体城市

被金融时报的 “外国直接投资
杂志”评为 2012／13年度 
“欧洲最佳未来大城”

除伦敦以外，拥有最多福布斯 
全球2000强企业总部的英国
城市

爱丁堡是典型的知识型经济体
系。超过50％的劳动力从事于
高价值的“知识型工作”

爱丁堡拥有全英国
最高素质的劳动力

超过40％的工作年龄段居
民有本科学历

超过89,000的大学和大专
学生，包括超过16,000
名的国际学生选择就读于 
爱丁堡

爱丁堡大学在“泰晤士时
报”2012最佳欧洲大学
排行榜中名列第六

5

爱丁堡国际机场

爱丁堡金融区

爱丁堡艺术学院

建筑学院，爱丁堡大学

信息学院，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艺术学院，爱丁堡大学

艺术及创意工业学院,
爱丁堡龙比亚大学

艺术，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
玛格丽特女王大学

赫瑞瓦特大学 
- 创意，设计与创新专业

教育机构

爱丁堡福斯湾
(Firth of Forth)

利斯
(Leith)

市中心

金融区

爱丁堡是世界最大
的艺术节的主办
城市及风靡全球
的旅游胜地爱丁堡边缘艺术节

亚瑟宝座山

在2012年，爱丁堡边缘艺术节 
- 世界上最大的艺术节 - 出售了
180万张门票，约22,500名艺
术家上演了2,695场表演

爱丁堡荣获2012年世界旅游协
会颁发的 “欧洲最佳旅游地奖”

爱丁堡的平均酒店入住率
全欧洲排名第二

爱丁堡连续13年被英国“卫报”
和“观察人报”年度读者投票中
被评为英国最佳城市

拥有70多公里长的城市自行车道

爱丁堡是英国除伦敦以外擁有最
多 “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城市

爱丁堡的生活
质量无以伦比

绿色空间

亚瑟宝座山

荷里路德公园

梅多斯公园

王子街花园

因弗利斯公园

创意苏格兰 

创意爱丁堡
创意中枢

爱丁堡科技园

科技立方

电影房影院

创意中心

爱丁堡创造力

2
克拉蒙德
(Cramond)

爱丁堡
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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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城堡

苏格兰议会

斯科特纪念碑

苏格兰国家美术馆

苏格兰国家现代艺术画廊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皇家不列颠尼亚号游艇

顶级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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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顿
(Granton)

海滨区
(The Shore)

梅多班克
(Meadowbank)

因弗利斯
(Inverleith)

田庄
(The Grange)

利斯入水口
(Water of Leith)

莫宁赛德
(Morningside)

新城

老城

德丁斯通
(Duddingston)

这个四通八达的苏格兰首都是英国第二
大的城市经济体，仅次于伦敦。爱丁堡
的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她人才济济
的知识型劳动力。当然，除此以外，爱
丁堡还是世界最大的艺术节的举办地，
这里的生活质量在英国无以伦比。

这地图展示了爱丁堡成功的5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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