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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總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回顧價值鏈相關文獻，藉以瞭解價

值鏈理論的由來、內涵，以及建立價值鏈的方法。第二節回顧文化創

意產業相關文獻，分析文化創意產業之經濟特性。第三節回顧窗化理

論相關文獻，以瞭解窗化理論的策略意涵以及應用模式。 

 

第一節  價值鏈相關文獻 

一、 價值鏈之定義與價值活動的區隔方法 

「價值鏈」的觀念是由美國學者 Michael E. Porter 在 1985年

出版的 ＂Competitive Advantage＂ (競爭優勢，中譯：李明軒、邱

如美)一書中所提出的。Porter 認為競爭優勢源自於企業內部的產品

設計、生產、行銷、運輸、支援作業等多項獨立活動。這些活動對於

企業的相對成本地位都有相當的貢獻，同時也可以構成差異化的基

礎。因此，分析競爭優勢的來源時，必須有一套系統化的方法，來檢

視企業間所有活動，以及活動之間的相互關係。「價值鏈」即是 Porter

所提出，用來作為分析競爭優勢來源的基本工具。 

在談「價值鏈」之前，首先要為所謂的「價值」作出定義。「價

值」是客戶願意為企業所提供服務付出的金額。價值的多寡則必須以

總收益來計算，它反映出產品的價格和總銷售量。收入超過生產成

本，企業就能夠獲利，任何一般性策略的目標，不外是為客戶創造出

超過成本的價值。 

圖 2-1 是企業的一般價值鏈。價值鏈所呈現的總體價值，是由

各種「價值活動」(value activities)和「利潤」(margin)所構成。

價值活動是企業進行的各種物質上和技術上具體的活動，也是企業為

客戶創造有價值產品的基礎。利潤則是總體價值和價值活動總成本間

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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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企業的一般價值鏈 

 

價值活動可以分為「主要活動」和「輔助活動」兩大類： 

主要活動：主要活動涉及產品實體的生產、銷售、運輸、售後

服務等方面的活動。任何企業的主要活動都可依照圖 2-1 的作法，分

成五個範疇。這五種活動會隨著產業的性質，分別表現出它對競爭優

勢的重要性，而每種活動依據特定產業和企業策略，又可細分為許多

不同的活動： 

1. 進料後勤（Inbound Logistics）：這類活動與原料之驗收、

儲存以及分配有關。如物料處理、倉儲、存貨控制、運輸排

程、退貨給供應商等。 

2. 生產作業（Operations）：這類活動與將原料轉化為最終產品

有關。如機械加工、包裝、裝配、設備維修、測試、印刷、

和廠房作業等。 

3. 出貨後勤（Outbound Logistics）：這類活動與產品收集、儲

存、將實體產品運送給客戶有關。如製成品之倉儲、物料處

理、送貨車輛調度、訂單處理、進度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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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Port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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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場行銷（Marketing and Sales）：這類活動與提供客戶購

買產品的理由、並吸引客戶購買有關。如廣告、促銷、報價、

選擇銷售通路、建立通路關係、定價等。 

5. 服務（Service）：這類活動與提供服務以增進或維持產品價

值有關。如產品安裝、維修、訓練、零件供應、產品調整等。 

輔助活動：輔助活動藉由採購、技術、人力資源、及各式整體

功能的提供，來支援主要活動、並相互支援。企業的輔助性價值活動

可以分為四種共通的類型，如圖 2-1；也可以按產業的特性再細分為

更多不同的獨立價值活動。圖 2-1 中的虛線表示：採購、技術發展、

和人力資源管理，都支援特定的主要活動同時也支援整個價值鏈。至

於公司的基本設施則與特定主要活動無關，它支援的是整個價值鏈。 

1. 採購：係指購買用於企業價值鏈活動「投入因素」之功能，
而非所採購的項目本身。這些採購項目包括了原料、零配件

和其他消耗品，以及機器、設備、房屋建築等資產。雖然採

購部門通常為許多價值活動提供服務，而採購政策也是對整

個企業適用的，不過一項既定的採購活動通常都和某一價值

活動、或是它所輔助的許多活動有關。 

2. 技術發展：每種價值活動都會用到技術。可以是專業技術

know-how)、作業程序、生產設備所運用的技術。技術發展由

很多活動構成，大致可分為「改善產品」和「改善製程」兩

種。 

3. 人力資源管理：人力資源管理涉及人員招募、僱用、培訓、

發展、和各種員工福利津貼的不同活動所組成。企業內，人

力資源管理不但支援個別的主要和輔助活動(如聘用工程

師)，也支援整個價值鏈(如勞工協商)。 

4. 企業基本設施：企業基本設施包含很多活動，例如一般管理、

企劃、財務、會計、法務、政府事務、品質管制等。基本設

施與其他輔助活動不同之處在於，它通常支援整個價值鏈，

而非支援個別價值活動。 

價值活動是構成競爭優勢所需要的許多獨立基礎。每一種活動

的表現、加上其經濟效益，就決定了企業的相對成本地位。而這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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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活動的表現，也會決定企業滿足客戶需要的程度、並因而形成差異

化。因此，只要比較企業本身與競爭者的價值鏈，就能從其中的差異

看出決定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而價值鏈的界定，則可以先從共通的

價值鏈著手。 

界定適當的價值活動時，企業應先區隔屬於不同「技術」和「經

濟效益」的活動。生產或行銷等功能廣泛的活動，必須再做細分。至

於價值活動必須細分到何種程度？這個問題會依活動本身的經濟效

益和分析價值鏈的目的而定。一般說來，區隔價值活動的基本原則有

以下三點： 

1. 價值活動本身具備不同的經濟效益 

2. 價值活動對差異化的影響很大 

3. 價值活動占相當大的成本比例，或會持續增加其成本比例 

企業的每一個活動都該歸入主要活動或輔助活動，歸類的方式

並非一成不變，最重要的是找出能夠「清楚呈現企業運作」的方式。

只要價值鏈分析顯示某些價值活動的細分與否攸關競爭優勢，那些活

動就必須不斷細分下去；至於無關緊要或經濟效益類似的價值活動，

則應該結合起來。 

Industry Week 的執行編輯 Pat Panchak(2000)提到：價值鏈管

理是新經濟時代的一項策略。它不只是以顧客為焦點，更是以消費者

為焦點。如果你總是考慮到最終消費者的話，將會幫助整體價值鏈與

每個人贏得這整個過程。 

George Taninecz(2000)提到：一旦價值鏈的願景受到管理階層

的擁護，檢視企業外部上下游之夥伴所扮演的角色是有必要的。這個

過程可以確認哪些夥伴是願意合作的、如果他們不合作的話哪些夥伴

可能犧牲掉的、哪些夥伴是極為重要而且無法被取代的。 

吳思華(1996)提到：對最終消費者而言，他所關心的只是廠商

最終提供的商品組合能否滿足他的需求，並不在乎這個商品組合是透

過哪些價值活動組成的。因此，廠商如果能建構成一條比較有效率的

價值鏈，同樣可以形成很大的差異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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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企業價值鏈到產業價值鏈 

企業的價值鏈其實是包含在一套範圍更廣的「價值系統」裡。

企業與其上下游各有其價值鏈，構成一個更大的產業價值鏈，Porter 

稱之為「價值系統」(value system)，如圖 2-2。 

 

圖 2-2 價值系統 

 

供應商有自己的價值鏈(上游價值)，它能夠創造並傳遞使用於

企業價值鏈的採購項目(Purchased inputs)。供應商不只是提供貨源

而已，它還可透過許多其他方式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此外，許多產

品還會經由銷售通路的價值鏈(通路價值)，送到顧客手上。最後產品

成為顧客價值鏈的一部份，而產品與企業在顧客價值鏈中所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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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Port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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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不僅決定了顧客的需求、也正是企業追求差異化的最根本基礎。 

企業可能因不同的產品種類、不同的客戶、不同的地理位置、

及不同的銷售通路，而在某產業中具有不同的價值鏈；競爭優勢的取

得與維持，不但倚靠對自身價值鏈的瞭解，更要了解企業如何與整個

價值系統配合。假如企業只經營某個產業區段，他可以配合這個區段

來建構價值鏈，並因此取得優於對手的成本地位或差異化；各項活動

間的整合程度，也在競爭優勢中扮演關鍵性角色。 

司徒達賢(1994)提到：任何一產業都是一連串的價值活動所構

成的。這些價值活動一方面提供了附加價值，一方面也有其成本，同

時也是企業爭優勢的潛在來源。以一般製造業而言，從原料的生產一

直到最終的消費者的滿足，細切後的產業價值活動可能多達數十個，

而這許多價值活動往往由上下游好幾家廠商來分別負責。例如原料生

產者、上游加工者、運輸者、中游的製造商、各層次的經銷商、採購

決策的其他影響者，一直到最終使用者。產業價值鏈可以分割成許多

階段或價值活動，每一個產業的價值鏈不同，即使同一產業中的各個

企業，所認知的價值鏈也不盡相同。 

Morganti(2002)提到：產業價值鏈可以幫助企業去作一些策略

性決策，為了獲取最高價值而必須決定把資源分配到哪一個商業的區

段和部分(business segments)，以便減少成本，增加競爭優勢。 

Robbins 和 Coulter(1993)提到：產業價值鏈的內涵乃以滿足特

定顧客群的需求，進而產生對整合性產品或服務的設計與傳遞。在價

值鏈商業網(即產業價值鏈)裡，必須先確認、定義消費眾需求的內涵

與程度，然後針對需求設計解決方案。 

Timmers(1998)提到：產業價值鏈的概念是以消費者觀點為出發

點，而非以供應商觀點為出發點的研究取向，而且是一界定商業模式

的基礎元素。（轉引自Chan-Olmsted & Kang, 2001） 

Tapscott，Ticoll 和 Lowy(2000)提到：客製化的價值鏈商業網

(business web)，意指的是針對特定需求，商業網的成員創造出消費

者解決方案。主要的轉變在於價值鏈將命令式的管控、製造到存貨的

管理模式轉變成滿足消費者需求、有效率且緊密的商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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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價值鏈的鏈結 

價值鏈的鏈結，可以從企業價值鏈的內部鏈結，以及產業價值

鏈上的垂直鏈結兩個方向來談。 

（一） 企業價值鏈內部的鏈結 

雖然價值活動是建構競爭優勢的基石，但價值鏈並非僅是許多

獨立價值活動的集合體；許多價值活動是相互依存的系統，藉著價值

鏈內的各種鏈結互相聯繫。這些鏈結也就是：一項活動的進行方式，

與另一項活動的成本或表現之間的關係。 

藉由鏈結創造競爭優勢的方式有兩種，即「最佳化」

(optimization)和「協調」(coordination)： 

1. 最佳化：鏈結通常反映出企業取得整體性成效時，在個別價
值活動之間的權衡取捨。當企業採用較高成本的產品設計、

較嚴格的原料規格、或較嚴密的生產過程檢查時，都可能降

低服務成本。所以，要取得競爭優勢，就必須讓能反映企業

策略的鏈結產生最佳效果。 

2. 協調：鏈結也會反映出企業協調各種活動的需求，如果希望
準時交貨，就要協調生產、出貨後勤、以及服務(如產品安裝)

等活動。協調各鏈結的能力通常能夠降低成本或提升差異化。 

價值鏈中包含有許多的鏈結，某些鏈結是許多企業普遍擁有

的。最明顯的是介於輔助活動和主要活動間的鏈結。在一般價值鏈

中，這類鏈結以虛線表示，如圖 2-1。例如：產品設計通常會影響到

製造成本。這些鏈結形成的因素，包括以下四點： 

1. 以不同方式執行同一功能：例如，採購高品質的原料、嚴格

限制製造過程的誤差值、或全面性的成品檢驗等，都有達成

統一產品規格要求的效果。 

2. 間接活動的強化，可以改善直接活動的成本或績效：例如，

改進行程安排(間接活動)，可以減少業務人員的差旅時間或

交貨的運送時間(直接活動)；或以較好的維修作業提高機器

精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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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企業內部活動，能夠減少產品示範、說明或現場服務的

需求：全面性的產品檢驗能夠有效降低現場服務的成本。 

4. 品質保證的功能能夠以不同方式達成：例如，以進貨檢驗替

代成品檢驗。 

價值鏈內部的鏈結雖然對競爭優勢的形成舉足輕重，卻常常是

微妙而不易辨識的。在辨認鏈結的過程中，企業會了解每項價值活動

如何與其他價值活動互相影響。與管理價值活動相比，管理鏈結其實

更複雜。由於辨認和管理鏈結相當困難，一旦企業擁有這種能力，往

往就取得競爭優勢的重要基礎。 

（二） 產業價值鏈上的垂直鏈結 

鏈結不僅存在於企業的價值鏈內部，也存在於企業的價值鏈與

供應商、銷售通路與客戶的價值鏈之間，Porter 稱這類鏈結為「垂

直鏈結」。垂直鏈結與企業價值鏈內部的鏈結，相似之處在於：供應

商、銷售管道或客戶進行價值活動的方式，將會影響到企業內價值活

動的成本或績效；反之亦然。 

舉供應商價值鏈與企業價值鏈之間的鏈結為例：供應商不但生

產企業價值鏈所需的產品或勞務，其價值鏈也會透過其他接觸點，對

企業產生影響。比方說，企業的採購和進料後勤等價值活動，必然與

供應商的訂單登錄系統互有影響，而企業的技術發展與生產活動，又

與供應商的應用工程人員有關；供應商的送貨頻率高，將能降低公司

的庫存需求，而供應商的產品檢驗作業，也能省掉企業進貨檢驗的需

要。 

妥善管理垂直鏈結，是企業增強競爭優勢的機會所在。透過影

響供應商、銷售通路以及客戶價值鏈的結構，使得彼此的活動達到「最

佳化」，或是改善彼此價值鏈之間的「協調」情況，往往能夠使彼此

都得利。 

 

第二節  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文獻 

一、 文化創意產業定義 

依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關於文化產業（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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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的定義為：「結合創作、生產與商業的內容，同時這內

容的本質上是具有無形資產與文化概念的特性，並獲得由智慧財產權

的保護，而以產品或服務的形式來呈現。從內容來看，文化產業也可

以被視為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或在經濟領域中，稱之

為未來性產業(future oriented industries)；或在科技領域中，稱

之為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ies)。」 

參考英國政府的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政策，算是在

目前國際上產業別架構最完整的文化政策。英國政府對創意產業的定

義為：「創意產業起源於個人的創造力、技能和才華，透過產生與開

發為智慧財產權後，具有開創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潛力。」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參考各國的定義之後，其定義

為：「源自創意與文化積累，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

財富與就業機會潛力，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昇的行業」。 

哈佛大學教授 Richard Caves(2000)在《文化創意產業》

(Creative industries)一書中對 Creative industries 的定義為：

「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蘊含了文化、藝術，並兼具有休閒娛樂價值

的產業。」「在我們生活中提供藝術的元素或創意的服務。」 

二、 文化創意產業範疇 

2003 年 3 月及 7 月，由經濟部、教育部、新聞局及文建會共

同組成跨部會「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第二、三次委員會議決議，

確立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和範疇，大體上係基於以下的特性而

列入考量： 

1. 就業人數多或參與人數多。 

2. 產值大或關聯效益高。 

3. 成長潛力大。 

4. 原創性高或創新性高。 

5. 附加價值高。 

界定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包括：「視覺藝術」、「音樂

及表演藝術」、「工藝」、「文化展演設施」、「設計產業」、「出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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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與廣播」、「電影」、「廣告」、「數位休閒娛樂」、「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建築設計產業」和「創意生活產業」等十三個類別。 

Richard Caves(2000)在《文化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

一書中認為這個產業廣泛地包含了「書籍」、「雜誌出版」、「視覺藝術

(繪畫、雕刻)」、「表演藝術(戲劇、歌劇、音樂會、舞蹈)」、「唱片」、

「電視及電影」、「流行時尚」、「電玩產業」等八項。 

三、 文化創意產業基本經濟特性 

Richard Caves(2000)在《文化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

一書中提出七個創意活動的基本經濟特性： 

(一) 需求之不確定性 

由於創作者難以實際在消費者的面前創作，因此他們無法掌握

消費者對其創作的評價。大多數的消費者研究及前期測驗仍無法明確

呈現其最終的反應，畢竟創作品的成敗，並不是以它是否滿足某些市

場需求而定。而一旦所有製作成本投入之後，這項不確定的需求問題

就變得更加複雜，因為當作品注定失敗時，它的製作成本便無法回

收，這項特性是創意產業最高的風險。也因此，創意組織的重要工作

之一即是如何分擔需求不確定的風險，但事實上這卻是如一位好萊塢

觀察家所言：「無法預料！」(Nobody knows)的特性。此外，這項不

確定的風險亦來自於經濟學中所謂的買方與賣方的資訊不對等

(asymmetrical information)。因此當買方與賣方都無法了解對方的

情況下，創意組織要處理的問題應該是對等的無知(symmetrical 

ignorance)，而不僅是資訊不對等。 

(二) 創意工作者重視其作品 

經濟學家認為多數受雇於其他產業的雇員並不關心其產品的風

格、造型或特色，他們在乎的是薪資、工作條件及需要付出的心力。

創意工作者向來在乎其作品中對於原創力的呈現、個人才華本領的展

示以及最終所達成的堅持與一致性。正因為對於藝術成就與金錢獲益

的不同追求，當創意工作者與一般工作者同時參與一項交易時，問題

便複雜起來。在資源稀少的情況下妥協經常是無可避免的，而為了堅

持原則而拒絕與他人合作，也可能因而喪失一筆最好的交易。此外，

創作者的品味與偏好亦會影響創作表現及對作品所付出的努力。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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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創作品味與偏好的堅持則會產生所謂的「窮藝術家」症候群，

便是創意產業中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特質。 

(三) 創意商品需要多元的技能 

在複雜的創意活動中，合作者之間因偏好而產生的衝突往往是

透過權力(muscle)的階級機制而得以平撫。此外，更複雜的情況是為

了追求一個可實現的成果，所有的投入者都必須表現某種程度上的熟

練與順從。如此一來，此項創意活動便涉及了經濟學家所謂的「複加

性生產功能」(multiplicative production function)。但是，在「複

加性生產功能」的關係中，如果要完成某項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那

麼每位投入者都必須在場工作或至少某種熟練的程度在某個端點上

執行其任務。否則，再大的數字乘以零依舊是零。因此我們稱之為「雜

色團隊」(motley crew)的特質，它意味著當創作計畫展開時必須為

其選擇團隊成員，並且在製作的過程中維繫所有人的合作。 

(四) 區隔性產品 

當我們請消費者評量一件創意商品時，他們通常會透過比較類

似的創意商品來評估。雖然在消費者心中暗自比較的這兩項商品並不

盡然相同，但他們可以藉由兩種方式來進一步區隔彼此並產生不同的

結果。其一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垂直性區隔」(vertical 

differentiated)，也就是當買方體驗兩項不同性質的商品後，買方

或許會認為 A 產品比 B 產品來得好，而如果 A、B 兩項產品價格相

同則沒人會買 B 產品。此外，文化產品同樣也可依其特性、風格等

區隔方式，讓買方以商品整體品質以外的因素來判斷是否要購買，而

這種區隔方式則是經濟學中的「水平性區隔」(horizontally 

differentiated)，意謂著相同性質的產品，在消費者看來或許具有

類似的特質，但它們絕不會是完全相同。而創意產品則通常混和著垂

直與水平性的區隔因素。這便是創作產品中無窮變化(infinite 

variety)的特性，而這項特性便被用來誘使創作者創作較會受到歡迎

的作品，或是消費者或中間商實際會購買的產品。 

(五) 垂直性區隔之技能 

除了無法預料消費者是如何評估與區隔文化產品之外，創作者

本身的技能、原創性、純熟度等各不相同的創意投入雖然較能夠被預

測，但也唯有當經紀人將其作品展出時，創作者在才能的差異才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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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受到評論。創作者也許都是經過無數的訓練來提升其專業技能，

但是他們終究會被資深而熟悉市場運作的經紀人，依其技能純熟度的

不同而被定位在不同的水平上。社會學家霍華‧貝克(Howard Becker)

便認為，創作者及其作品的等級評比也就是所有創意產業內部用以解

決問題的過程。這些排名評比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攸關著龐大

的金錢獲益。 

(六) 時間就是金錢 

因為雜色團隊的特性，表演藝術等創意活動需要龐雜的團隊工

作人員在短期間內密切地合作。因此所有的參與者在過程中都必須隨

傳隨到。然而，如此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所有工作統籌的問題，便

造成在選擇創意投入者時，並不只是依據其才能的優劣等級，也取決

於對方的時間能否配合。這種創意活動對於短期密切合作及快速兌現

獲利的經濟依賴，便稱之為時間就是金錢(Time flies)的特性。 

(七) 耐久性產品與耐久性租金 

許多創意產品是耐久性的，但這只的並不是隨著演奏廳中最後

一個迴音響起遂告結束的交響樂表演本身，而是已出版的交響樂譜以

及因為某個管弦樂團或指揮家而存留下來的演出記錄。著作權的合法

期限亦決定了作品原創人及表演者在多長的時間內能獲得版稅金。這

種耐久性就是藝術不朽(ars longa)的特性。對創作組織來說，這些

為數不多但積沙成塔的租費是相當重要的。 

 

第三節  電影產業價值鏈相關文獻 

根據黃寶雲(2005)指出：電影產業依照產銷流程，可將產業價

值鏈分成四大環節：開發(Development)、製作(Production)、發行

(Distribution)、映演(Exhibition)。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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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發(Development) 

這個時期主要的工作是「去找到好的案子」以及「讓這個好案

子能夠進入製作」。在商業上，必須讓投資者及發行商對這個案子產

生興趣，讓他們願意共同承擔風險，以獲取豐厚的報酬，即便此時僅

有的只是一本劇本，一本數十頁或數百頁的文字劇本。在法律上，則

必須謹慎地釐清所有的智財權關係(chain of titles)，並確認屆時

利潤分配的條件，避免到時電影一旦賣座，有人忽然蹦出來主張他的

智財權，要分一杯羹，或是無法取得當初預期的權益。 

(一) 劇本開發/評估劇本 

電影的故事題材來源很廣，暢銷書、民間傳說、歷史或新聞事

件、賣座電影或電視、熱門遊戲、生活點滴等都是可能的題材，並且

任何人都有可能提出不錯的構想。所以，好萊塢比較有規模的電影公

司(film company)，一年收到上百本劇本是很常見的事。收到劇本以

後，電影公司會快速地進行評估。較小型的三、五人公司，通常是由

其中一人主要負責這項工作，而規模比較大的公司會有一個小組或部

門來進行評估工作。 

(二) 募集資金 

開發 

Development 

映演 

Exhibition 

發行 

Distribution 

製作 

Production 

‧尋找故事題

材 

‧撰寫大綱 

‧撰寫劇本 

‧募集資金 

‧洽談發行商 

‧建立主要團

隊 

‧製作確認 

前期製作 
Pre-Producti

製作 
Production

後期製作 
Post-Producti

‧劇本編修 

‧製作故事

劇本 

‧尋找及確

認演員 

‧製作設計 

‧尋找拍攝

場景 

‧準備食

物,住

宿,交通

等後勤

支援

‧拍攝

特效製作 
Visual 

‧底片掃瞄

‧調光 

‧特效 

‧3D 動畫 

‧合成 

‧音樂及聲

音處理 

‧剪接 

‧發行商確

認 

‧底片輸出

‧各項版權買

賣 

‧市場行銷 

‧拷貝及寄送

電影底片 

‧周邊商品製

作銷售 

‧戲院檔期安

排 

‧錄影帶及 DVD

通路的安排 

‧行銷宣傳 

‧戲院放映 

‧周邊商品銷

售 

‧錄影帶及 DVD

租售 

‧電視放映 

‧其他平台播

放 

圖 2-3 電影產業價值鏈 
資料來源：黃寶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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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決定要推動這個案子，電影公司就會開始擬出一份初步的

提案，包括(1)劇情大綱，(2)導演、編劇等主要成員的候選名單，(3)

製作預算表(production budget)，(4)現金流量表(cash flow 

schedule)，(5)製作時程(production schedule)，以及(6)預估的投

資回收等。依據這份提案來進行資金募集、洽談發行商與進行預售

(pre-sale)、取得完工保證(completion bond)、進行銀行貸款、建

立核心團隊等工作。 

(三) 議定收入分配比例 

這個階段的另一項工作重點是與投資者、發行商等協議出電影

收入的分配比例。一部賣座電影可以被視為一個成功的品牌，好萊塢

也常以 franchise來描述一部電影所可能衍生的一連串權利及商

機。由於電影的權利範圍廣泛，因此一部賣座電影的相關收入，包括

續集在內，將會非常的可觀。正因為電影有如此巨大的獲利潛力，所

以在合約中，會詳細列出各種狀況下，各項權利義務的內容，並且會

先定義各項收入的內容。舉例來說，戲院票房收入是以發行商扣除行

銷費用「之前」或「之後」為計算基準？戲院、DVD、電視授權等收

入如何分配？週邊商品收入的分配比例是否比照前述的比例或是另

有定義？續集的收入又要如何分配？如果續集是找新的合作夥伴，則

舊的合作夥伴又要如何分配利潤？如果後續還要製作成電視劇集，相

關的權利義務又如何？ 

(四) 取得完整授權 

簽署各項合約前，還有一項重要工作便是智慧財產權的釐清。

必須釐清劇本、演員合約等相關權益是否已經依照影片的需要取得使

用權或擁有權，同時也必須查證這些權利的真實性。如前所述，電影

的後續權利很廣，因此必須注意到被授權的範圍必須涵括這些後續權

利的使用。在合約中經常會看到類似這樣的字眼：「⋯licenses to 

Licensee the exclusive right to produce, distribute, and 

otherwise exploit the Picture and all ancillary and subsidiary 

rights therein, in and by all means and media, whether now known 

or hereafter devised, throughout the universe⋯」在這段文字

中，所有完整的權利，包括製作、發行、影片本身及週邊產品、後續

衍生產品、在既有及未來新發明的媒體平台上的種種權利，都授權出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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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製作(Production)  

這個階段可以細分為「前期製作(pre-production)」、「製作

(production)」、「後期製作(post-production)」三個部份，主要的

核心人物，是製片(producer)及導演(director)。  

三、 發行(Distribution)  

電影的發行包括戲院上映的行銷宣傳和戲院檔期的安排，以及

家庭錄影帶租售、電視授權、週邊授權等事項。以發行商的規模作簡

單的區分，可以分為好萊塢主要製片廠的發行系統，及獨立發行系統。  

四、 映演(Exhibition)  

一般在電影產業所提的「映演(exhibition)」是指戲院放映，

不過在此把它擴大解釋，包括了戲院、家庭錄影帶租售、電視、網路

等放映平台。  

 

第四節  窗化理論相關文獻 

一、 窗化理論之定義與用途 

「窗化」(Windowing)是由電影工業發明出來的名詞，是電影廠

商用來增加產品線廣度，並且透過不同的電影傳播通路(電影院、錄

影帶、付費電視、有線電視)制定訂價策略的一種手段。長久以來，

電影廠商一直使用窗化理論，避免自家產品互相侵蝕、增加消費者的

選擇，並且極大化電影市場的利潤。如圖 2-4： 

 

 

 

圖 2-4 電影產業的窗化模型 

資料來源：G. Krishan Bhatia; Richard C. Gay; W. Ross Hone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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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化」理論指的是：按照經過計算後小心切割出來的不同時

點、將影片在不同的通路上播映。一部影片無論被消費多少次，無論

在多少個國家消費，生產者除了一次性的生產支出外，沒有額外的發

行成本。然而，消費者對影片卻存在時間的需求，先睹為快的消費心

理為電影產業創造了＂窗化＂的概念。當前一扇窗的消費者需求降低

後，隨即打開＂另一扇窗＂，擁抱另一群不同的消費者。經過窗化策

略，當電影廠商製作出一部影片後，會針對不同的消費者族群(進戲

院看電影的消費者、把影片租回家看的消費者、把影片買回家看的消

費者、透過付費電視看電影的消費者、等電影在有線電視上播出的消

費者)創造出不同的價值定位，並且透過差別取價的方式，滿足最多

的消費者族群、獲取最大的利潤。 

Owen 和 Wildman(1992)提到：電影產業的窗化策略是一種第二

級差別取價的例子，在窗化策略中，蘊含了市場力量、消費者分群、

以及套利等因素。 

Meurer(2001)提到：窗化策略讓影片的生產者能夠透過銷售同

一部影片的＂不同版本＂給消費者，來獲取最大的利潤。影片發行商

依照不同的通路，將影片按照不同階段發行(電影院、錄影帶/DVD、

付費電視、有線電視、廣播電視、無線電視)，藉此將產品差異化，

產生不同的版本。以一部影片而言，電影廠商擁有獨佔者的市場力

量。這種將影片在不同通路作階段化發行的方式，會讓消費者基於自

身付費觀賞影片的能力和意願，按照廠商的定義被歸類到不同的族

群。同時，透過階段發行以及著作權的保護，生產者能夠避免套利行

為的出現。 

Baker(2002)提到：窗化策略的重點是，在每一個不同族群的消

費者都能對獲利作出貢獻的前提下，廠商該如何訂價。差別取價的問

題在於，對收入越有限的消費者而言，訂價以及折扣策略的選擇就越

困難。 

 

第五節  文獻探討小結 

根據前述對「價值鏈」、「文化創意產業」、「電影產業價值鏈」

以及「窗化策略」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以下幾項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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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分析產業的競爭優勢時，一樣可以透過價值鏈分析此項工
具：首先將產業中的價值活動依照不同的技術領域以及經濟

效益來源，區分出幾個區塊，建構出產業的價值鏈；接著透

過對不同價值活動的分析以及彼此之間鏈結情形的觀察，得

以找出該產業競爭優勢的主要來源。 

2. 動畫產業從最上游的原始創意提供單位，到最下游的終端消
費者，其中間會經過一連串的價值活動。動畫產業既屬於文

化創意產業的範疇，這些價值活動與文獻中提到的創意活動

具有同樣的經濟特性：(1) 需求之不確定性、(2) 創意工作

者重視其作品、(3) 創意商品需要多元的技能、(4) 區隔性

產品、(5) 垂直性區隔之技能、(6) 時間就是金錢、(7) 耐

久性產品與耐久性租金。在日本動畫產業發展的歷史過程

中，如果能夠辨識出某些事件具有上述的經濟特性，便是值

得納入架構中觀察分析的對象。 

3. 電影產業依照產銷流程，可將產業價值鏈分成四大環節：開

發(Development)、製作(Production)、發行

(Distribution)、映演(Exhibition)。 

4. 窗化策略不僅可運用於電影、音樂產業，它一樣被日本動畫

產業所廣泛使用。日本動畫產業如何運用窗化策略，在產業

價值鏈的末端，也就是面對一般大眾消費者的區段，獲致最

大的經濟利益，亦是另外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 

根據以上發現的幾項重點，可以了解若要建立具有「軟體產業」

特性的動畫產業價值鏈，則必須將原先波特提出之「硬體產業」特性

的製造業產業價值鏈，針對五項主要活動：「進料後勤」、「生產作業」、

「出貨後勤」、「行銷銷售」、「服務」做調整以及重新定義，才能夠將

價值鍊的分析方法應用在本研究上。首先，「進料後勤」的部份，由

於對動畫產業而言，所謂的原料就是動畫製作過程中最原始的創意內

容，也就是電影產業文獻中「開發」的價值活動，因此可以根據動畫

產業之特性，調整為「原始創意」這項價值活動；「生產作業」的部

份，與原料轉換為最終產品有關，等同於電影產業文獻中「製作」的

價值活動，因此調整為「動畫製作」這項價值活動；對動畫產業而言，

在從原料到製作的過程中，尚需要經過一些催化劑的轉化，例如資

金、人才、技術的投入，而這些因素的影響可以一起被討論，因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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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這些因素為另外一項價值活動：「資源募集」，與「原始創意」和「動

畫製作」區隔開來；在後端的「出貨後勤」以及「行銷銷售」部分，

大致上等同於電影產業文獻中之「發行」和「映演」兩項價值活動，

但筆者認為電影產業文獻中這部份的定義有點重複以及混淆，因此將

這兩部分的價值活動依其特性，重新整理歸納為「內容流通」、「價值

回收」兩項主要價值活動；「服務」的部份，對動畫產業而言並非主

要的價值活動，因此不將這部分納入產業價值鏈的架構中。 

經過以上轉換的過程，本研究將原先波特所提出之價值鏈模型，

轉化成為適用於本研究之動畫產業價值鏈模型，從產業的上游到下游

分為五項主要的價值活動：「原始創意」、「資源募集」、「動畫製作」、

「內容流通」、「價值回收」。轉換的過程如下圖 2-5 所示： 

波特之價值鏈模型 

 

 

 

 

 

 

本研究之動畫產業價值鏈模型 

 

 

分割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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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 
製作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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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價值鏈模型的轉換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