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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藝術授權產業主要經營標的為『著作權』，屬於『授權產業』一環，也是『藝

術產業』的一部分。而授權產業與藝術產業又是整體『文化（創意）產業
22
』核心；

本章探討內容旨在釐清文化、授權與藝術產業之內涵，介紹藝術授權產業背景、

營運模式與市場現況；並整理營銷策略與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之

相關理論，作為本研究分析推論之依據。  

第一節 文化（創意）產業 

壹、背景 

『文化』的作用主在促進人類發展與豐富精神生活，近年來其經濟功能也逐

漸被認同與推動。1998 年世界銀行發布《文化與持續發展：行動主題報告》指出：

「文化對地方發展提供新的經濟機會，加強社會資本與社會凝聚力。」此外，『文

化經濟化』的新形勢與新概念更不斷出現，如文化產業、新媒體產業、創意產業、

數位內容產業
23
、版權產業等均屬之。  

文化產業的概念早在 1970 年代即被提出，卻直到 1990 年代才受到廣泛關注，

並加入『創意』為重要元素；如美國許多州與城市的文化機構都曾推動各種文化

調查
24
，美國版權產業

25
創造之產值佔全國 GDP 逾 5%，都預示文化產業是本世紀全

                                                 
22. 本文對「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以同義詞看待。英國在 1993 年將「創造性」概念引

入文化政策文件，並在 1998 年提出的《英國創意產業途徑報告》中明確指出「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一詞；意指那些從個人創造力、技藝與才能中獲取發展動力之企業，及那些通過

對智慧財產權之開發，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詳參李河，2004，「發達國家當代文
化政策一瞥」，网上中国。 

23. 數位內容（Digital Content）係指將圖像、文字、影像 、語音等運用資訊科技加以數位化並整
合運用之產品或服務，共分八大類：（1）數位遊戲：以資訊平台提供聲光娛樂給一般消費大
眾；（2） 電腦動畫：運用電腦影像廣泛應用於娛樂與工商用途；（3）數位學習：以電腦等
終端設備為輔助工具之學習活動；（4）數位影音應用：數位化拍攝、傳送、播放之數位影音
內容；（5）行動內容：運用行動通訊網路提供數位內容及服務；（6）網路服務：提供網路內
容、連線、儲存、傳送、播放之服務；（7）內容軟體：提供數位內容應用服務所需之軟體工
具及平台；（8）數位出版典藏：包括數位出版、數位典藏、電子資料庫等。 

24. 1996 年美國藝術聯盟進行過《紐約州和紐約市(文化)藝術的經濟影響力研究》（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Arts on New York City and New York State），佛羅里達州文化事務和歷史資源部
2000 年曾推出《佛羅里達藝術和文化產業的經濟影響力研究》（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Florida Arts and Cultural Industry）等。 

25. 詳參本章第二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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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經濟焦點
26
。  

文化產業之精神為『意義』和『藝術』
27
的創造，需要獨特新創的魅力與經過

巧思建構之內容，才能成為具競爭力的文化產品。文化產業改變傳統產業結構，

在上游導入創新與設計研發，下游消費特徵則朝向『個性化』、『特色化』與『意

象化』
28
。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UNESCO）對文化產業的定義為：「結合『創造』、

『生產』與『商品化』方式，運用本質為文化的、無形的與受著作權保障之內容，

塑造商品或服務並對外行銷的產業
29
。」它必須能透過市場力量支撐本身營運，甚

至擁有相當盈餘以擴展規模。  

許多學者都認爲，『文化產業』和『資訊產業』是 21 世紀全球最有前途的兩

項産業。如英國藝術産業規模已達年產值 170 億美元，相當於其國內汽車工業之

産值；2003 年文化創意產業成為英國第二大產業，就業人口數排名第一，產值僅

次於金融產業，佔國民生產總值之 7.9%。美國文化產品從 1996 年起超過所有傳統

產業成為最大宗出口項目；1997 年美國共生產價值高達 4,140 億美元之書籍、影

片、音樂、電影節目、以及著作權相關商品，同時著作權商品也成為全美冠軍出

口項目，超過化學製品、服飾、汽車、電腦與飛機等產業。至於日本娛樂產業産

值，也早已超越汽車產業
30
等均可為證。  

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最明顯的差異在於，它是一項『無形資產』買賣，具較

高進入障礙與低退出成本之極佳策略地位。劉大和（2003）針對文化產業特性提

                                                 
26. 詳參楊榮斌、陳超，2004，「世界城市文化發展趨向—以紐約、倫敦、新加坡、香港為例」，网
上中国。 

27. 詳參台灣經濟研究院，2003，「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調查與推估研究報告」。 
28. 當前經濟趨勢是「全球化」和「個性化」並存，擁有文化符號而行銷成功者，往往獲取難以替
代的競爭位置。在台灣可接觸到如麥當勞、可口可樂、法國香水、Starbucks咖啡店、喬丹炒熱
的 NIKE運動鞋、凱蒂貓、皮卡丘、Disney、以及最龐大的好萊塢電影、NBA和職棒大聯盟等
相關商品。掌握文化霸權的美國擁有最多文化商品；日本則精心製造出卡通、動畫冠軍；至於
法國則是以傳統浪漫形象為主要訴求，如香水和紅酒。另一方面，人們也同時追求個性化消費，
尤其強調限量、個性差異、感性化、符號認同的產品，這些消費產品都含有濃濃的文化內涵，
價值認同與個人喜好是消費者選購的主因。 

29. 詳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ndustries/trade/html_eng/question1.shtml#1。 

30. 詳參郭羿承，2004，「國際藝術授權及其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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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四點
31
：  

1. 原始創作製作成本高，但再複製成本較低；  

2. 投資風險高，卻可能有意想不到之超額利潤；  

3. 盜版、仿冒成本比其他產業相對偏低；  

4. 各國在智慧財產權的法律制定與保障普遍不夠完整
32
，消費者搖擺在期待

更多優良文化商品產出、與希冀低價享用的矛盾情緒之間。  

至於文化產業的基本生產流程為：『創造（概念、執行）』  『再生產（複製）』

 『流通（行銷、廣告、包裝、銷售）』等三大核心步驟。  

貳、文化產業範疇 

知識經濟時代先進國家均將文化產業列為推動重點
33
，台灣亦自 2002 年起正

式將它列為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一。根據《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指出，

所謂文化產業的意義有二：一為『文化產業化』，積極推展文化創作消費市場；

一為『產業文化化』，以文化內涵強化創意設計，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文化產業範疇涵蓋(1) 文化藝術核心產業：如音樂、舞蹈、戲劇等表演藝術，

繪畫、雕塑、裝置等視覺藝術，及傳統民俗藝術等；(2) 應用藝術產業：如流行音

樂、服裝、家具、廣告、平面設計、出版、手工藝品、影像與廣播製作、遊戲軟

體設計、文化資產活用等；(3) 創意支援與週邊創意產業：支援上述產業之相關部

門，如展演經紀、展演設施經營、舞台設計、出版行銷、廣告企畫、影音媒體、

流行文化包裝等。此外，各國對文化產業種類與內容也有不同分類，逕擷取英國、

法國、台灣、聯合國與部分文化學者之看法簡述如下：  

                                                 
31. 詳參劉大和，2003，「文化產業特質之初步探討」，作者為台經院研究員。 
32. 本研究認為各國相關法令已趨完備，只是人民對智慧財的保護觀念仍未普及，一般民眾乃至知

識份子對智慧財產的使用者付費概念仍不足。 
33. 英國是最早提出創意產業概念與政策的國家，由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提出，在 1997 年籌
設工作小組，並於次年提出第一份《創意產業報告》，至 2001 年已有 1,125億英鎊產值，創造
132萬就業人口。韓國近年在數位內容、遊戲等相關產業發展上也成績不凡，2003 年文化產業
相關預算已達一億五千八百萬美元以上；香港、澳洲及丹麥也都提出完整的文化產業概念，對
文化產業價值的創造及推動不遺餘力。（詳參《2003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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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國  

根據英國政府定義：「創意產業源起於個人 (individual) 34之創造力、技能和才

華，透過開發並產生之智慧財，具有開創財富與就業機會的潛力
35
。」認為個人靈

感、理念與技藝才是創造價值核心。英國將創意產業分為 13 項，在經濟活動上亦

與古蹟、運動、觀光和旅館等部門相關（表 2-1.1）。  

【表 2-1.1】英國國家部門對文化產業之分類  

類  別 細 項 

藝術及創造性產業
36
 

 

音樂、舞蹈和戲劇、民俗藝術、創造性著作、建築及相關

領域、繪畫、雕塑、攝影業、平面和工藝藝術、工業設計、

服裝和流行設、藝術相關之展現、表演、演奏及展示、藝

術之研究與運用等類別 

廣播及媒體產業 收音機廣播、電視、媒體產業 

歷史環境產業 

 

英國遺產、建築、遺蹟(Heritage)、考古學區、寶藏、古器

物、歷史財產、皇室公園、歷史皇室宮殿等 

運動、觀光及 

千禧年紀念活動產業 

千禧年紀念慶典活動(Millennium Festival)、社區慶典、運

動、競賽活動、觀光產業 

圖書館、博物館及美術館 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 

【資料來源】http://www.culture.gov.uk/ 

二、法國  

  法國官方報告
37
仍使用文化產業(Les industries culturelles)一詞，強調『產業』

這個概念中的『可複製性(reproductibilité)』。根據法國產業報告及學者38
論述，文

                                                 
34. 「個人」一詞可從創意產業的企業特質來思考。在英國，有許多創意產業都是小公司，或個人
工作室，因為許多產品從創意到理念、從構思到產出都可由「個人」或少數幾個人完成，不一
定需要昂貴的機器或龐大的公司設備支撐。這些個人工作室、兼職工作者、小型創意企業也有
可能來自少數幾家大公司的轉包(Sub-contract)分工。此概念象徵「個人人力資本」凌駕一切的
經濟特質已慢慢成形。台灣社會也很早就存在這樣的轉包分工文化，此特質並非創意產業的全
部，英國創意產業的少數大型企業主要存在於電視、廣播、出版和媒體公司。 

35. 原文為「Those activities which have their origin in individual creativity, skill and talent, and which 
have their potential for wealth and job creation through the gene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report of the regional issues working group: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regional 
dimension”. 2000. p.10. 

36. 英國政府估計，每年藝術及創造性產業的總營業額約 50萬億英鎊(£50 billion)，直接貢獻於 4%
的 GDP。 

37. 詳參法國文化部報告”La Politique de la Culture en France” , Council of Europe/ERICarts: 
Compendium 1999, p.3-19. 

38. 詳參 Françoise Benhamou, ”L'économie de la culture”, La découverte, 2001, P.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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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產業包含傳統文化事業之中特別具『可大量複製特徵』者，如出版、影像（電

視、電影）及影音（CD、唱片）；而同時也相當注重其他文化性產業，如時尚、工

藝、服裝設計等，且在全球市場表現傑出。（表 2-1.2）  

【表 2-1.2】法國文化產業範疇  

類  別 細 項 

紀念物 繪畫、攝影、雕塑、歷史文物及遺址、科學藝品、種族學、獎章、

考古文物、裝飾藝術、珠寶、文學、紡織、郵票、家具、建築、

手工藝品、版畫雕刻、畫、文件史料、音樂、書籍、彩繪玻璃、

飾掛、古董等 

文化展演設施 博物館、美術館、音樂廳、歌劇院、藝術中心、展覽館等 

流行文化產業 流行服飾 、流行飾品、流行家具、設計名牌等產業 

地方特色產業 咖啡館、紅酒、香檳、花卉產業 

文化活動 芭蕾舞蹈、展示、音樂、新年及聖誕晚會、歌劇、古典及現代音

樂會、商業及貿易展示、表演展覽、地方或社區文化活動、文化

主題慶典活動等 

【資料來源】楊敏芝，2003 

三、台灣  

  文建會將列入推動之文化創意產業範疇分 10 大類，包括：視覺藝術、音樂及

表演藝術、工藝、設計產業、出版、電視與廣播、電影、廣告、文化展演設施及

數位休閒娛樂。另外，我國經濟部工業局也對創意工業有所界定，參表 2-1.3。  

【表 2-1.3】我國經濟部工業局之創意工業範疇  

類  別 細 項 

藝術文化產業 圖書出版、音樂、藝術品、表演藝術、廣播電視、廣告、建築、工藝

設計產業 工業設計、商業設計、時尚設計、傢俱設計 

創意產業 數位內容產業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  

四、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提出 1990 年代全球文化產業經濟產值與雇用員工數均有鉅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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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經濟』是文化產業的雙重特質，具知識密集與勞力密集特徵
39
。產業

範疇包括印刷、出版、多媒體、視聽產品、影視產品、手工藝及設計等；某些國

家將建築、視覺及表演藝術、體育、樂器製造、廣告、旅遊等也涵括其中
40
。  

此外，UNESCO 將文化產品分為「文化商品（cultural goods）」與「文化服務

（cultural services）」兩類。文化商品是指那些傳達意見、符號與生活方式的消費性

物品，其創意結果以著作權為根基，透過產業流程與全球分銷，被重製與推廣；

包括書籍、雜誌、多媒體、軟體、唱片、電影、錄影帶、聲光娛樂、工藝與時尚

設計等多樣文化選項
41
。而文化服務則是那些目的在於滿足文化興趣與需求之活

動，不一定是有形物質，包括由政府、私人及半公共機構、或企業提供社區關於

文化活動的整套支援設施與措施；如表演與文化節的促銷、文化資訊的保存  (圖書

館、檔案中心與博物館)等。文化服務可為營利或非營利。  

五、學者看法  

  1. 文化學者大衛．梭斯比（David Throsby, 2001）認為，文化產業為具有創意

之生產活動，涉及智慧財產權，並傳遞某些社會意義
42
，其特徵有：(1) 創

意的生產活動；(2) 產生與傳遞社會意義；(3) 具某種程度智慧財產權。  

梭斯比認為文化產業的核心是一個『有創意的理念』，其外顯形式則

可相當多元。他以同心圓描繪文化產業範疇，最核心為創造性藝術(Creative 

arts)產業，如音樂、舞蹈、戲劇、文學、視覺藝術、工藝，也包含新科技

形式中所表現的藝術（如數位藝術、多媒體藝術等），並囊括整個生產與

銷售環節。第二圈則為藝術成分較低，但具高度文化內涵者，包括書籍、

雜誌、電視、廣播、新聞、電影。第三圈是偶爾具備文化內容者，包括廣

告、觀光、建築。  

                                                 
39. 同【註 27】。 
40. 同【註 27】。 
41. 將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兩者分開的目的，是為區分貨品貿易與服務貿易。此種區分是順應WTO
規範下對商品貿易與服務貿易之分類，並進行個別談判。因此，原先 UNESCO 在這裡的用意
是提供未來世界貿易制訂相關規範所需。 

42. See David Throsby,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2001,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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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大衛．赫氏（David Hesmondhalgh）的看法43
，文化產業重在「文本

（ texts）」的創造與流通，強調文本會影響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如新聞媒體、

廣播節目、分析性質書籍等，而電影、音樂、漫畫等娛樂項目亦同。因此，

赫氏認為「核心文化產業(the core cultural industries)」包括：(1) 廣告與行

銷：赫氏特別強調廣告重要性，廣告需文本與符號創造者(symbol creators)

參與；(2) 大眾傳播：如廣播、電視等；(3) 影像產業：如 Video, DVD 等；

(4) 網路產業；(5) 音樂產業：包括創作者、歌手及錄音發行等環節；(6) 印

刷出版業；(7) 電視和電腦遊戲。  

3. 李順德44
認為文化産業是以「版權産業」爲核心，提供精神産品的生産和服

務之産業，以著作權之經營為主體。他認為狹義的文化産業，就是版權産

業，包括出版發行、新聞、廣播影視、網路服務、廣告、電腦軟體、資訊

及資料服務業等；廣義的文化産業除版權産業外，還包括藝術創作、藝術

品製作、演出、娛樂、文物、教育、體育、旅遊業等
45
。  

參、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的因素  

文化學者認為，文化產業蓬勃發展與人類生活之大環境有關
46
：  

1. 科技發展迅速，為平衡科技與人類精神需求，文化產業重要性得以突顯；  

2. 隨著人類壽命增加，退休人口所帶動的休閒與學習需求，多是文化產業可

著力的範圍；  

3. 單一貨幣資本逐漸轉化爲包括貨幣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

等多元資本形式。文化資本表現在文化資源累積的厚度與其開發之能力，已

成爲衡量一國或一地綜合實力之重要指標；文化資本的加入，爲一些經濟資

本相對較弱而文化資源較豐富的國家和地區提供了新機遇。  

                                                 
43. See David Hesmondhalgh,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sage, 2002, p.1-14. 
44. 李順德教授為中國社科院知識產權中心副主任。 
45. 詳參李順德，2003，「文化產業與知識產權」。 
46. 詳參葉朗，2003，「文化產業和我國 21世紀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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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社會富裕後，「文化財」的重要性也漸漸追上「耐久財」；人們覺察文

化的感性消費才能帶來真正的快樂。一般衡量文化消費的統計是依據恩格爾法則
47

計算，該係數愈低代表生活水準愈高。根據臺北市政府 2004 年 9 月所做的市政統

計指出
48
，2003 年臺北市家庭之恩格爾係數為 21.80%，較 1999 年之 23.31%為低，

全國之恩格爾係數則為 23.10%，也是逐年降低，顯示人民在家庭飲食生活上不虞

匱乏，除基本生活滿足外，更希望提升休閑生活品質。也就是說，人們開始追求

一種精神文化含量更高的生活和消費，儘管城鄉差距仍存在，對精神文化的追求

却是一致的。  

                                                 
47. 家庭消費支出當中「飲食費」用所占百分比稱為「恩格爾係數」。 
48. 根據台北市市政統計週報 2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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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授權產業  

授權活動在國際間已成為一項獨立的「產業
49
」；每小時全球授權商品零售產

值高達 150 萬美元50
。二十年前的全球授權業產值每年約 49 億美元，1982 年增加

至 136 億美元，兩年後倍增為 267 億美元，1985 年產值再倍增為 500 億美元。根

據「國際授權協會（International Licensing Industry Merchandisers' Association, 

LIMA）」2003 年最新統計，僅在北美地區，授權商品年產值就高達 1,100 億美元，

是其他產業中少見的成長速度與幅度（Sabina Gockel, 2000）。  

壹、「授權」的定義  

所謂授權，乃是將受法律保障的權利，例如和特定產品或服務相關之名稱、

肖像、商標、口號、照片、專利等無形資產，透過各種授權約定讓與「被授權者

（ licensee）」使用，並換取「權利金（royalty）」或其他形式報酬的過程。通常由「授

權者（ licensor）」與被授權者（多為製造商或服務業者），或雙方代理人，簽署一

份正式授權契約完成授權。（Sabina Gockel, 2000）  

正式契約明列被授權者在特定狀態（如特定用途與限定地理區域中）和規定

期限內得行使之權利。普遍的報酬形式為以授權商品營業額協定百分比作為權利

金；多數授權者會要求最低「授權保證金（guarantee）」，規定即使授權商品無營

收、甚至根本無法上市，仍需給付一定金額之授權保證金，且多在授權之初即預

先支付部份保證金。（Raugust, 1995）  

其他定義如愛德華．懷特（Edward White, 1990）認為，授權就是將受法律保

護的權利本體作為財產（如商標或著作權），如名稱、肖像、商標、圖片、口號、

簽名式樣、造型或綜合數項上述元素，與某產品或產品線結合之過程。湯瑪斯．

歐文（Thomas Owens, 1991）則認為授權是將某種產品、服務、技術、製程或品牌

之『使用權』讓與被授權者的過程。以智慧財產權的說法，即指授予使用專利、

                                                 
49. 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中，「產業（Industry）」可被定義為相互競爭的、生產同質產品之
企業的組合；該產品群的產品在技術上和經濟上具高度互相替代性，是一組關係密切的產品。
例如：休閒娛樂產業包括電影與表演藝術，因二者均為消費者休閒時的娛樂選擇項目。 

50. 以一天 12小時、一年 365天為基準算出。詳參 LIMA Licensing Industry Surve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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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著作權的權利。無形資產授權亦可為非營利目的，如作促銷工具。  

本研究『藝術授權』所謂之授權，是指以『商標』或『著作權』為對象之授

權，不含其他類型智慧財產（如專利）之移轉與授權。  

貳、授權產業歷史背景  

授權產業範圍廣泛，不只是一般熟悉的「品牌授權（brand licensing）」與「娛

樂授權(entertainment licensing)」而已。今日授權活動不再是特定領域少數人的專

利，許多大型企業與媒體都認為，授權是有力的現代行銷與品牌延伸工具，授權

策略已廣泛使用於各式商業活動中（Revoyr, 1995, p.1）。  

美國的授權產業在一百多年前隨連環漫畫發展而興。20 世紀初期，報紙媒體

發現連環漫畫的促銷效果（Wermke,1991,p.9）：1902 年 Buster Brown51成為第一個

商品化連環漫畫人物，由美國電腦遊戲設計公司 Selchow & Righter Co.與 Steiff52公

司取得授權，生產相關玩具與遊戲商品。其他如通用汽車（General Motor, GM）、

雪弗蘭（Chervolet）、百事（Pepsi）與蘇打博士（Dr.Pepper）等，均為同時期崛起

的知名品牌。（Raugust,1995,p.4）  

近代商業授權真正始於 1930 年代華德．迪士尼（Walt Disney）的「卡通授權」

事業，隨著家庭娛樂設備普及，迪士尼的卡通人物成了炙手可熱的授權標的
53
。1940

年代末，電視的發明使授權產業正式起飛；當時，幾乎每個美國家庭，都有西部

英雄 Hopalong Cassidy 與 Howdy Doody，兩位最受歡迎電視節目主角的相關商品

與肖像。  

                                                 
51. Buster Brown為漫畫家 Richard F. Outcault的創作，由 Cupples & Leon公司發行於 1902 年，因
為成功的商業模式，很多公司把它作為標誌來吸引顧客。這些連環漫畫大多是全彩、大量印刷
發行，當時定價 50分美元，此種版式持續銷售了十多年。 

52. Steiff公司有超過 150年的歷史,一直深受全世界收藏家青睞,每年所生產的泰迪熊皆會引起一股

搶購騷動；其屢創拍賣會佳績的歷史記錄更將 Steiff推向成功的最頂點,也讓這家公司穩坐世界
泰迪熊的寶座。（詳參公司網站：http://www.steiff.com/） 

53. See ”History of Licensing in USA”, ARMM International, 2003.                                 
（Access from : http://www.artroadmm.com/artlicensing03_eng.htm at Mar. 1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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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藝術授權活動在美國也有二十多年歷史，西方藝術藉授權重新發光發

熱，當代藝術家也找到作品新舞台。這項具高度成本效益之商業活動，本世紀應

有機會在亞洲成就
54
。  

參、授權產業的特色  

根據 Keller（1998）與 Raugust（1995）之研究指出，授權產業特色如下：  

1. 透過授權，可省去建立和經營新品牌所需的投資；  

2. 以授權作為行銷工具，可讓原本無特色、或沒沒無聞的商品，快速被市場

認知、接受；  

3. 經由授權，可增強消費者對既有品牌或肖像等之印象；  

4.授權方毋須投資新產品線即可延伸品牌形象，不必負擔企業多角化
55
風險，

同時達到壓制對手在新產品線的競爭態勢；  

5. 既有商品透過各式授權，可立即增加價值，提高銷售價格；  

6. 授權方之營收來源毋須扣除生產與管銷成本，授權金即為淨收入。  

肆、授權活動參與者  

授權活動參與者涵括許多異質團體與個人，從大型娛樂媒體集團到經營單一

授權商品之獨立授權商均屬之；約可分為三大類：(1) 授權者；(2) 被授權者；(3) 

其他（包括與授權活動有關的組織或個人
56
）。  

根據 Böll（1999）的說法，授權活動參與者之關係如下圖 2-2.1：圖左上方之

授權者可直接與右上方之被授權者簽約，完成授權動作；亦可透過中介者運作授

權活動。中介者包括授權經紀公司、授權顧問等個人或團體；另外，可藉由媒體

                                                 
54. 詳參范子凡，2005「藝術授權產業持續成長—總檢 2003國際授權產業報告」，Artkey藝術授權
中心。 

55. 多角化是企業以內部事業發展、或收購方式進入新經營領域，並引起行政結構、系統及其他管
理程序的改變（Ramanujam & Varadarajan, 1989）。以分散營業基礎增加成長率或減少風檢；如
投資新產品、新服務、新顧客或新地理市場，或利用內部發展、購併、策略聯盟、授權方式達
成。（Booz, Allen, & Hamilton, 1985） 

56. 其他授權參與者包括授權經紀人、授權顧問、媒體、顧客等。因授權之型態不同，牽涉的關係
人亦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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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方式傳播授權活動相關訊息，使『目標授權族群』（Target group licensors）、

『目標被授權族群』（Target group licensees）與『媒體閱聽眾』（Media audience，

如消費大眾）接收與知曉授權資訊，進而參與授權相關之商業活動。  

 

 

 

 

 

 

 

 

 

【圖 2-2.1】授權活動參與者示意圖  

資料來源：Böll, 1999, p. 9 

授權程序中每位參與者均有一定角色、權責，不同種類的授權契約牽涉之參

與對象及權責內容亦不相同，以下簡單說明一般授權活動參與者角色內涵：  

一、授權者  

授權者擁有受法律保護之智慧財產，如商標或著作權，讓授權者得安全地進

行智慧財產權之行銷投資獲取利潤。亦可透過商標與著作權之註冊申請，取得法

律對其智慧財產權之保障。（Revoyr,199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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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者負責創造與維持其設計與影像，製成「樣冊（Stylebook）」供被授權者

參考，闡明核可之授權商標或著作權範圍，並監督被授權者適當運用授權標的。

授權者負責決定合適的被授權者，並核准授權產品，仔細確定產品之品質與內容，

是否優於或吻合授權商標或著作權形象，對授權者無形智慧財產將有加分功效，

亦是授權商品銷售額之保證。（Raugust, 1996, p.75）  

二、被授權者  

  被授權者租用授權者的智慧財產，通常不同時分享對該智慧財產之所有權；

然而取得授權對被授權者來說仍有許多好處。藉助授權商標或著作權之既有形

象，可提升被授權商品價值，分享消費者對該品牌或形象之興趣與忠誠度，在原

本無法進入的市場攻城掠地，提升銷售量。以藝術授權為例，荷蘭銀行就成功地

將梵谷作品的光環與商品結合，創下銷售佳績。  

  被授權者須對授權商標與著作權之風格特色作充分了解，並負責授權商品之

生產製造與配銷。商品取得授權後，通常仍經由被授權商原有通路銷售。商品之

行銷則由授權與被授權雙方分擔；可由任一方或雙方共同負責廣告行銷，而授權

者有責告知顧客哪裡可取得授權商品。  

  被授權方負擔較高的財務風險，若合約中要求給付授權保證金，被授權者萬

一無法順利將授權商品上市獲利，仍要負擔此成本；即便在產品上市後，盈虧風

險依然由被授權商負擔。（Raugust,1995,p.14-16）  

三、其他參與者  

  Raugust（1995/1996）認為，凡與授權之無形資產或授權商品，有任何財務、

業務上之關聯者，通常亦投入授權過程，均為授權活動的其他參與者。主要有四

種類型：授權經紀（ licensing agents）、授權顧問（ licensing consultants）、媒體與

消費大眾，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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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權經紀：對授權方來說，常會尋求授權經紀代為處裡授權程序；經紀公

司負責執行委託人之契約談判或產品核可等工作，收取部分權利金作為酬

勞。尤其對新授權者，經紀人的角色十分重要。  

2. 授權顧問：對產品製造商來說，在取得授權時常會尋求授權顧問代為處理

授權程序；顧問負責目標智慧財產之鑑價、確認權利之可取得性、授權策

略之企劃與執行。授權顧問索取報酬形式很多，通常以收取佣金之方式。 

3. 媒體：要創造長期、具穩定價值的商標或著作權，首先必須與媒體維持良

好關係，選擇不同形式媒體將訊息傳遞至不同的目標消費族群。授權商品

與一般商品相同，須透過適當的媒體傳遞商品訊息，達到行銷策略上之讓

顧客『知曉』（awareness）的功能以促進銷售。  

4. 消費者：對消費者來說，授權的好處是能以較低的『搜尋成本』（search cost）

選購商品。由於對品牌或著作人的基本認識，不須經歷較漫長資訊蒐集與

判斷過程，即可進行消費決策（Keller,1998,p.7）。但授權亦可能使商品喪

失特殊性，故商品本身的品質等基本價值極為重要；如藝術授權之複製

畫，除了原本畫家的名氣，畫作實體的材質、仿真程度、是否限量發行等

因素，都會影響消費決策。  

伍、授權產業種類與市場  

根據 LIMA委託哈佛商業學院與耶魯管理學院研究小組完成之 2003全球授權

產業報告
57
，最重要的授權產業類別有五項：(1) 商標／品牌授權（ trademark / 

brand）；(2) 人物造形／娛樂授權（character / entertainment）；(3) 時尚授權

（fashion）；(4) 運動授權（sports）；(5) 藝術授權（art）。其次還有音樂、出版與

非營利授權等類別。從美國各類授權類別年收益評估表，可看出授權產業五年來

（1999～2003 年）的變化。（表 2-2.1）  

 

                                                 
57. See “Art, Collegiate, Non-Profit, Sports and Trademarks/Brands See Gains”, LIMA Sponsored 

Harvard/ Yale Stud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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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各類授權產業營收估計表  (單位：百萬美金，1999/2003) 
Estimated licensing revenue 
(year/ in millions of dollars) 

 
Property Type 

1999 2003 Change 
Character(Entertainment, TV, movie) 2500 2502 +0.03% 
Trademark/Brands 900 1060 +8.16% 
Fashion 830 848 +1.07% 
Sports 790 807 +1.06% 
Collegiate 180 203 +6.00% 
Art 130 167 +12.4% 
Music 105 113 +3.67% 
Publishing 30 43 +17.81% 
Non-Profit(Museum, Charities) 30 40 +14.28% 
Other 25 22 -6.3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參 LIMA, ”Estimated Licensing Revenues”,1999a, p.7＆2003 

根據 2004 年十月《License!》年度產業報告，將全球授權產業分為：人物造

形授權、品牌與商標授權、時尚授權、娛樂授權、運動授權、藝術與出版授權（Art 

& Publishing）與線上互動授權（Online & Interactive）七類。  

人物造形授權類占整體授權產業營業額的 23%為最大宗，營業額高達 393 億

美元，該類知名的授權商有如迪士尼等國際大廠；時尚授權與品牌授權則緊追在

後；藝術與出版授權類以 11%的市場佔有率，追上運動授權與娛樂授權的版圖。

線上授權的概念仍在起步階段，僅以 46.3 億美元佔市場 3%（圖 2-2.2）。  

  

藝術出版, 189億,

11%

人物造形, 393億,

23%

時尚, 371億, 21%娛樂, 197億, 11%

運動, 189億, 11%

品牌商標, 342億,

20%

線上互動, 46.3億,

3%

 
【圖 2-2.2】2003 年國際授權產業零售商品市場比例圖  

資料來源：Licensing Industry Survey, 2004, LIMA 

  根據該研究指出，即使藝術授權是各大授權型態中市場規模相對較小者，藝

2003 年全球授權產業零售商品營收總計 1,727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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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授權的從業人員也是其中最少的，但所收之權利金比例，卻是最高的一項
58
。2003

年整體授權產業之成長率為-0.5%，大約與前一年持平。運動類型由於 2004 雅典奧

運創新高，成長率達 5.9%；而藝術授權則延續 2001～2002 年 5.0%的高成長，繼

續以 5.0%的成長率領先其他類別，成為第二高成長的項目。（圖 2-2.3）  

娛樂, -4.60%

運動, 5.90%

造型, -2.30%

品牌商標,
3.30%

藝術, 5.00%

時尚, -2.40%

網路互動,
-6.90%

-8%

-6%

-4%

-2%

0%

2%

4%

6%

8%

 
【圖 2-2.3】2003 年較 2002 年國際授權產業成長比例圖  

資料來源：Licensing Industry Survey, 2004, LIMA 

  綜觀各授權類別成長情形，品牌商標類逐漸展據更多零售展示空間，相對壓

縮人物造形與娛樂授權版圖，再者由於後二者陸續進行併購、承購、關閉，使事

業成長呈現下滑現象，在時尚授權類為大宗的服飾零售通路，則因為服飾類別大

多相近，使授權服飾品牌營收下滑。  

  智慧財產相對於有形資產，在商業領域策略應用上仍是較新觀念。隨著人類

思想進步與經驗累積，許多新興組織也以不同的角色與面貌加入授權產業領域，

如 2001 年在「美國公共領域中心
59
（Center for the Public Domain）」支持下成立的

                                                 
58. See Gregory J. Battersby and Charles W. Grimes, “Licensing Desk Book”, New York: Aspen Law & 

Business, 1999. p.7. 
59. 請參考美國公共領域中心網站：http://www.centerp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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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ommons60」即為一例。該組織秉持如電腦軟體開發領域之自由軟體與開

放原始碼運動精神，提供創作者一公共授權平台，一方面保障著作權與創作動機，

一方面鼓勵社會以特定方式分享與利用創作
61
。  

此外，網際網路普及，促使許多線上付費下載取得使用權之 B-to-C 電子商務

授權模式日益盛行，如 .mp3 格式之版權音樂檔案透過網路授權（如 Wal-Mart62、

Starbucks，和 Best Buy 都開始提供線上音樂下載）供付費下載。  

又如電子賀卡網站授權付費會員使用電子賀卡，成功案例如英國女藝術家潔

珂．蘿森（Jacquie Lawson）的電子賀卡網「Jacquie Lawson.com63
」，該網站不刊登

任何廣告，目前提供六十多張精緻的動態藝術賀卡（圖 2-2.4），每張卡片搭配合宜

的背景音樂與幽默的互動故事，吸引 300,000 名個人會員，靠著每人一年 8 美元會

費收入，在 2003 一年即有 170 萬美元營業額，2004 年更成長至 500 萬美元64
。其

他如許多網路公司提供財經資訊、新聞期刊、研究資料等，採取相同手法將『資

料庫』授權個人或機關團體會員使用，都是線上授權的例子。  

陸、版權產業  

  所謂授權產業泛指所有從事與智慧財產權利移轉、授與活動之事業；在藝術

授權之著作權經營部分，與以著作權為主之『版權產業』範疇重疊，故在此簡介

美國版權產業內容，與授權產業作一比較，釐清兩者異同。  

美國的版權產業分為四類：  

1. 核心版權產業：生產具著作權的原創作品，或受著作權保護之有形商品。

享有對版權作品之改作、複製與傳播等權利，如報紙、雜誌、書籍出版業、

                                                 
60. 請參考 Creative Commons網站：http://creativecommons.org/。 
61. 台灣亦於 2004 年 9月 4日發表 CC Taiwan加入此一國際著作權授權組織，CC Taiwan是美國

Creative Commons 與我國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合作，免費提供社會大眾一組著作權授
權條款，讓創作人利用簡單的工具將自己的創作分享給全世界，透過搜尋引擎，並在網路中自
由利用他人的創作素材。 

62. Wal-Mart音樂網站（http://www.walmart.com/music?path=0%3A4104&dept=4104）。 
63. See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jacquielawson.com/. 
64. See Gwendolyn Bounds, “How an Artist Fell Into a Profitable Online Card Busines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ketplac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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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與電視媒體、唱片、影視出版、電影、表演藝術、廣告、軟體程式開

發等。  

2. 部分版權產業：產品中部分物質具著作權者；如藝術授權商品。  

3. 發行類版權產業：從事具著作權之商品批發零售者，如書店、錄影帶出租

店等。  

4. 與版權相關產業：在版權商品生產、銷售、與使用過程中須涉及之週邊產

品，如電腦、收音機、錄影機、音響設備等產業。  

  由上述版權產業範疇可見，核心版權產業和部分版權產業範疇，都與藝術授

權產業營運範疇重疊；據統計，美國核心版權產業早在十年前產值就佔全國 GDP

之 4.3%，每年更以 6~7%的速度成長
65
。  

   

 

【圖 2-2.4】Jacquie Lawson 動態畢業賀卡66 
資料來源：Jacquie Lawson.com 

                                                 
65. 詳參李順德，2003，「文化產業與知識產權」。 
66. 選自 Jacquie Lawson電子賀卡網之最新作品「Congratulations!」，圖為該動畫卡片之片段畫面。
（Accessed from http://www.jacquielawson.com/viewcard.asp?pv=CN01EN at Jun.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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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藝術授權產業  

壹、「藝術」的定義  

  最原始的藝術
67
是在人類感官接觸、知覺環境中，與自我共鳴進而感到賞心悅

目的事物（鄭宗賢，2002）。藝術的起源與人類起源密切相關，是人類社會特有的

現象；人的欲望、思維、情感、想像和其他意識活動的產生與深化，是藝術產生

的主因
68
。  

當人類逐漸有能力紀錄真實世界，藝術不再只是心靈與自然的共鳴，而是經

由雕塑、文字、聲音、繪畫等各種方式紀錄對自然的感動，轉化成能和大眾溝通

的媒介。英國文史學家泰內（H.A.Taine）曾說：「藝術家應當全神貫注的看著現實

世界，才能盡量逼真地模仿，而藝術就在正確與完全的模仿
69
。」但無論何種紀錄

方式都無法百分之百還原紀錄瞬間，即便最先進的攝影技術，仍無法將當時事物

所產生無形、無聲、無色的哲學思維保存下來。正因紀錄所使用的媒介是片斷、

不完整的，迄今仍無法將人類有形、無形之所有動作與經驗完整重現；因此，藝

術並非單純『重現』當場，它應是對事實與自我理解之結合，透過藝術家的藝術

技巧，表達藝術家所知覺理解的事實
70
。  

  從人類開始創作至今，藝術的定義一直在變；一位十七世紀的法國畫家尼可

拉斯．普桑（Nicholas Poussin）曾下過一個優雅的定義：「『藝術』就是為了愉

悅。」另一個維多利亞時代的定義：「『藝術』是由美構成的東西。」俄國文豪

托爾斯泰（Tolstoy）說：「『藝術』是人類的一種活動，其目的是把我們所體會到

的最高與最佳的感覺傳達給旁人
71
。」。亞里斯多德

72
則認為：「藝術是任何需要創

作者去塑造的東西，非自然成形之物。」  

                                                 
67. 根據我國教育部「國語辭典」之標準定義，藝術是「對自然物及科學，凡人所製作之一切具有
審美價值的事物。如詩詞歌賦、戲曲、樂譜、繪畫、雕刻、建築等」。 

68. 詳參「藝術引論」，頁 84，1990。 
69. See H.A. Taine, translated by H. Van Laun,1873,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Edinburgh: 

Edmonston and Douglas. 
70. 詳參劉增泉／鄭宗賢合著，2002，「文藝復興藝術史」。 
71. 詳參吳奚真譯，1983，「生活的藝術」，大地出版社。 
72. See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尼克馬科倫理學)”, 35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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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兩千年前醫生作家格倫（Galen,129-199）將藝術定義為：「一組普遍、妥

當、有效之格式，效命於一固定目的。」此定義不僅被中世紀作家採納，後來出

現在哥克蘭紐斯（Goclenius）於 1607 年出版的百科全書中；直到近代還在拉蘭德

（Lalande, 1926）的法文《哲學辭典》中被引用73
，可見藝術一詞在古代與中古世紀

都比今日涵義廣泛，不只包括「美術（fine art）」，也包括「手工藝（craftmanship）」。 

對藝術較為現代的詮釋，如美國紐約大都會博物館前任館長湯瑪斯．霍文

（Thomas Hoving）提出：「藝術是為了提升人的性靈，讓人得到精神的享受與樂

趣。」他認為每觀看十件藝術作品，就可以讓你的生活更加美好
74
；以他自認最廣

的方式定義藝術為：「世界上任何一個人，採用任何材質，以經過思考的表現手

法塑造出來的，就是藝術。」另外，澳洲墨爾本藝術博覽會主任（derector of 

Melbourne Art Fair）布朗文．強森（Bronwyn Johnson）則認為：「藝術是一種人

類文化與生存時代的表達，『好的藝術』有潛力超越文化藩籬。」加拿大文化經

濟學者哈利．希爾門（Harry Hillman）認為，藝術是由四個元素構成：『文學』、『媒

體』、『表演』與『視覺藝術』
75
；分別利用不同的表達媒介：文字、聲音與動畫、

現場表演、視覺影像而成為實體創作。  

綜合以上文獻整理，約可定義『藝術』是「經由人類思考與創作產生之一種

文化表達方式，必須具備嚴格的審美價值，透過主觀或客觀方法可鑑別其好壞。」 

貳、何謂「藝術（作）品76」 

  藝術作品（簡稱藝術品）是藝術活動中心環節，既是藝術家進行藝術創造活

動的結果，又是藝術鑑賞者完成藝術接受過程的基礎與起點，是藝術家為表達觀

念，借助某種物質媒材，透過藝術技巧而有意識地創造出來的事物
77
。  

                                                 
73. 該字典中藝術的意義原文:「Art est systema praeceptorum universalium consentientium, ad unum 

dudemque finem tendentium.」 
74. See Thomas Hoving, ”Art For Dummies”, IDG Books Worldwide, Inc. ,1999. 
75. 詳參 World Cultural Intelligence Network（世界文化智慧網，http://members.shaw.ca/wcin/2.0. 

arts.htm）。 
76. 我國教育部國語辭典則定義藝術品是「具有藝術造型或表達創作理念等的作品」。 
77. 詳參「藝術引論」，頁 53，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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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社會學者皮耶．波度（Pierre Bourdieu）觀點中，藝術作品是文化與社會

實踐的結果，其發展不但是一種社會現實，同時也是人們對現實性的掌握。關於

藝術作品的價值，大衛．梭斯比曾將之分為六個部分：  

  (1) 美學價值（aesthetic value）：將作品的美、和諧與品味等美學特徵視為被

公開與公認的價值；藝術作品亦會受流行、時尚與個人喜好影響，產生美學解讀

外之特徵；(2) 精神價值（spiritual value）：可以宗教或種族脈絡來解釋，如對某

宗教信仰、某種族或其他族群來說具獨特意義之藝術作品，就具備此價值；精神

價值所傳達的效益包含理解、啟蒙與洞察；(3) 社會價值（social value）：指藝術

作品傳達一種與他人聯繫的感覺，有助人們理解社會本質與認同感的產生；(4)   

歷史價值（historical value）：藝術作品承先啟後，呈現並紀錄創作時代的文化與

生活；(5) 象徵價值（symbolic value）：在欣賞藝術作品時汲取其意義，包括藝術

家藉由作品傳達出的象徵意義；(6) 真實價值（authenticity value）：藝術作品表

現之真實、原創、獨一無二的價值，其真實性與完整性可一再被鑑定與驗證；此

價值附加於上述其他價值之上
78
。  

根據藝術作品不同的呈現方式，形成不同的藝術種類
79
；如《大英百科全書》

將藝術分為「美術」與「文學（ literature art）」兩大類。本研究所謂藝術授權產

業，以「空間藝術
80
」中平面藝術為限，如繪畫、數位藝術等。歐、美各國稱此類

空間藝術作品為『視覺藝術
81
』（Visual Art）。音樂、戲劇與表演藝術等，不在本

研究討論範圍內。  

                                                 
78. See David Throsby, “Economics and Cultur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6. 
79. 藝術種類有文學、音樂、繪畫、雕刻、建築、舞蹈、戲劇、電影、複合媒體等（陳瓊花，2000，
頁 41）。 

80. 一般坊間書籍大致將藝術分為三大類：空間藝術（如造型藝術、視覺藝術），時間藝術（如音
樂、說唱藝術、電影），運動藝術（如舞蹈、表演藝術等）。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之定義，空間
藝術是：「占居一定空間，且使人透過視覺來欣賞的藝術。包括繪畫、雕塑、工藝、設計、建
築等。亦稱為『造形藝術』」。 

81. 根據 1990 年美國一項為視覺藝術家制定的法案《視覺藝術家權利法案》(Visual Artists Right 
Act，簡稱 VARA)，視覺藝術定義為：1.單幅繪畫、素描、印刷與雕刻，以及限量 200份以下
之具作者署名之連號摹本，或有作者簽名、或做特別符號之限量 200份以下，連續編號之雕塑
作品；2.為展覽目的製作之單張有署名靜態攝影圖像，或限沖 200份有署名之連號攝影作品。
並指出視覺藝術『不』包含；1.任何海報、地圖、地球儀、圖表、工業製圖、列表、模型、應
用藝術、動態影像、或視聽作品、書籍、雜誌、刊物、資料庫、電子資訊服務、電子出版品，
或類似出版品；2.任何商品、或用於廣告、行銷、說明、封面或包裝的材料與容器；3.任何供
出租、雇用之作品。4.任何此款之下不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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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藝術產業  

一、內涵：  

藝術產業是指從事藝術創作或服務之產銷活動，以及為這種創作和經營提供

相關服務之產業
82
。藝術產業的最終目的是透過藝術的商業活動，滿足人們精神文

化的需求。過去觀念認為文化藝術不能為營利目的，不能成為『產業』，但隨著時

代演變，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已成為世界潮流。  

  許多學者曾提出藝術產業化的觀念，我國策顧問漢寶德認為：「藝術可視為一

種產業，但其無形『精神財』價值應得到普遍激賞，才有市場可言。藝術工作者

創造了精神財產，也要經過一般的產業行銷手段，才能使大眾接受。」回顧 1990

年代初期，印象派畫作在拍賣市場上屢創佳績
83
，讓社會大眾首次見識到無價的藝

術品亦可成為資本市場上交換的資產；藝術品也自此成為企業避稅的工具之一；

大量活躍的市場活動讓相關立法與執法工作變得格外重要。所以，藝術品的資產

價值與當代社會活動相互結合，是二十世紀末藝術產業的重要發展之一。資訊革

命將地球村夢想實現，國際間藝術產業互動更為密切，藝術贊助風氣則漸消退，

藝術家已無法再靠藝術贊助生存，必須直接面對他們最為陌生的商業環境及複雜

的藝術產業體系。  

  從產業經濟學者雪睿（Frederic M. Scherer）84
在 1998 年提出的藝術產業架構

表中（如圖 2-3.1），分別從學術管理策略理論、與產業實務兩方面解釋藝術產業架

構與元素。他首先說明藝術產業之基本條件，從供給（supply）與需求（demand）

兩方面分析，如圖所示由上往下依次敘述藝術產業的結構、管理機制與績效等課

題。「Textbook（教科書理論）」欄位中提出產業的經營面該注重的議題，「Art Industry

（藝術產業實務）」欄位中則提出在藝術產業實務面的執行要件；如藝術產業結構

（Structure）上，理論上該注意增加「進入障礙（barriers to entry）」，而實務執行上，

可從創意、生產、通路等各方面著手；又如圖中第三層行銷組合與法務策略上，

                                                 
82. 詳參《挑戰 2008創意國家重點發展計劃》之《藝術產業先期規劃報告》，行政院文建會。 
83. 梵谷的《向日葵》、《鳶尾花》都以天價成交，大量三、四流的印象派畫作流入市場，藝術被認
為是保值得投資標的。 

84. Frederic M. Scherer之個人網站：http://www.fmscher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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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管理與授權商品設計研發是最重要課題。由此可見，與其他產業相同，

經營藝術產業也需要多種企業能力與條件，策略執行上另須顧及藝術產業的特質。 

 

 

 

 

 

 

 

 

 

 

 

 

 

 

 
 

【圖 2-3.1】藝術產業之產業架構圖（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the Arts Industry）  
資料來源：Adapted from F.M. Scherer,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the Arts Industry , Rand McNally, Chicago,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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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根據哈利．希爾門對藝術產業之定義，藝術產業部門包括營利、非營利、

企業、以及無雇主之自由藝術工作者。採用單項或多種藝術作品為初級產品，有

傳統、文學、媒體、表演或視覺藝術之實況或重製作品，例如廣告、時尚、商品

設計，乃至於網頁、雜誌與報紙出版；或依賴單一或多種類藝術作為消費之連帶

標的物，如家庭娛樂設施中的軟、硬體；或生產單一或多種的藝術作為其最中產

出。換言之，藝術產業活動包含創作、生產、銷售、或保存藝術的商品與服務
85
。 

二、藝術產業結構與營運模式  

  討論『產業』必會觸及產品（藝術品）、市場、行銷（通路）等問題。圖 2-3.2

說明藝術產業的結構與管理機制，依據傳統分類，藝術產業發展僅限於第一市場

與第二市場；本研究認為，藝術授權產業的出現，為藝術產業拓展一個新興市場

方向，可稱為「藝術第三市場」。  

 

 

 

 

 

 

 

 
 

【圖 2-3.2】 藝術產業結構與管理機制圖  
資料來源：參考 2002 文建會「創意藝術產業先期規劃報告」，本研究改編繪製  

                                                 
85. See “The Public Life of the Arts in America”, Edited by Joni M. Cherbo & Margaret Jane 

Wyszomirski,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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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產業依市場不同，產品與行銷內涵差異甚劇。藝術市場約可分為三個層

次，第一層次為以「藝術品」為核心的市場，包括畫廊、博物館、類藝文空間、

策展公司的展覽市場，以及藝術史、藝評、藝術教育家的研究市場等。第二層次

則是以藝術品原作之『拍賣』活動為核心，藝術品鑑價、真偽鑑定等服務也包含

其中。第三層次則是以開發藝術品版權之衍生價值為核心的『授權』市場，最終

產品是複製之標準化、較大規模生產的藝術商品，其銷售對象是一般大眾，銷售

通路則為博物館和美術館的禮品部門、藝品店、百貨公司專櫃等。以上三種不同

層次藝術市場形成不同的策略思考邏輯與截然的管理機制。 

肆、藝術授權產業 

一、內涵與背景  

在文化創意產業中，藝術產業已是一項核心產業類別，而藝術授權又是使藝

術『產業化』的新興選項
86
。所謂藝術授權，就是將藝術品經由授權活動結合商品

的商業模式，一般由藝術創作者和授權業者簽訂合約，授權業者給付權利金並取

得代表創作者對外處理其作品、進行銷售、週邊商品再製、以及再授權企業使用

等事宜之權利，類似歌手與娛樂產業經紀人間的關係。例如數位典藏處理後的故

宮館藏數位影像，藉藝術授權給廠商使用，可能變身成手機外殼、手錶等生活商

品，或成為壁畫、餐具等居家用品。藝術授權就是將藝術帶出玻璃展示櫃
87
。  

麗莎．芳朵（Lisa Fondo, 2003）88
認為：「藝術授權是被授權者（如企業組）

與授權者（如藝術家）兩造簽訂契約，將藝術作品之著作權等無形資產，在特定

地理區域與時間內，應用於某特定商品上的過程。授權者從每單位授權商品之銷

售所得抽取權利金。」藝術授權的產值相對不如娛樂、運動與造型授權，但就像

龜兔賽跑寓言故事，藝術授權市場一直以緩慢穩定的速度持續成長，不同於流行

品牌授權靠一時風潮，一項好的藝術授權，是靠具有恆久美感價值的藝術設計驅

動，使授權商品的銷售穩定成長，在市場上歷久彌新。  

                                                 
86. 詳參郭承羿，2004，「國際藝術授權及其發展趨勢」。 
87. 詳參鄭思宏，2004，「顛覆生活美學－『數位內容』的延伸－藝術授權業」，電子商務時報。 
88. See Lisa Fondo, “Art Licensing Show Steady Growth: licensors continue to focus on art for it’s 

longevity in the marketplace and its growing popularity- Special Report”, Art Business New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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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授權也和傳統藝術產業不同，傳統藝術產業不論透過畫廊或拍賣商，交

易標的都僅及於著作物之「物權」；藝術授權則以無形的智慧財產權如著作權、商

標等為主要經營標的。其中交易之最重要權利就是『複製權』；藝術著作的複製權

是藝術授權產業的基礎與重點。傳統藝術產業無法形成規模經濟
89
的主因，就是藝

術作品多數只有單件原作
90
，沒有量與價的需求曲線可供評估。藝術授權則藉助科

技發展之力，解決過去無法大量複製藝術的問題，加上網際網路媒介促進傳播速

度，讓藝術授權成為現代文化創意產業的一項契機
91
。  

二、國際藝術授權市場規模  

從產值來看，根據《License!》2004 年十月最新研究報告
92
指出，2003 年全球

授權業之總產值為 1,727 億美元，與 2002 年之 1,728 億美元持平，其中藝術授權

產值為 189 億美金，占整體營業額 11% （參圖 2-2.2）。藝術授權產業自 1997~2003

年中成長約 30%（參圖 1-1.1），市場佔有率躍升至與運動授權和娛樂授權並駕齊驅。 

三、藝術授權的市場優勢  

藝術授權的主要市場，是各產業製造商等有興趣對藝術品進行重製、再販售

藝術衍生商品者，而藝術授權策略引起企業關注、採用的原因大致如下：  

1. 藝術商品確實可訴諸大眾市場。據統計，藝術商品多受到成年女性消費者青

睞，相對於運動授權、娛樂授權與人物造型授權商品，多訴諸青少年、兒童、

成年男性消費等族群，女性族群正好成為藝術授權商品介入的市場缺口。  

2. 藝術作品可應用的商品類型非常多。單一藝術作品可包含多樣元素，交錯出現

在多種商品中，對製造商極具效益，且藝術圖像常可扮演主導產品線設計開發

之角色，成為創意風格的源頭。  

3. 以『美』為訴求，好的藝術不因時間褪色，商品壽命相對較長，以主題式、風

格化藝術設計帶動市場需求，很能打動零售、製造商。  

                                                 
89. 透過生產量的增加，往往可降低生產的單位成本，這種現象被經濟學家稱之為「規模經濟」。 
90. 除了版畫、攝影、數位藝術作品，視覺藝術原作幾乎都是單件創作。 
91. 詳參郭羿承，2004，「國際藝術授權及其發展趨勢」。 
92. See” Industry Annual Report” License! Research, Oct.0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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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藝術影像內容的多樣性也是其優勢，不只是繪畫，還有美工設計、攝影（立體

創作也可透過攝影數位化，另如 3D 掃描器、印表機未來都將可能成為立體藝

術複製技術）、拼貼、繡花等，樣式豐富足以應付任何產品之美感需求。  

多年前，文具商多半雇用全職美工設計人員，或外包至個人工作室，根據商

品創作適用的藝術圖像；這些藝術工作者領取微薄工資、或案件計酬出售智慧資

產。近年來，這種方式逐漸被藝術授權活動取代；製造業者相信商品若能擁有真

正的藝術光環，比工匠的作品更能吸引市場；而智慧財產法律的進步，讓藝術家

也逐漸採用權利金形式的報酬，均使藝術授權成為一個雙贏的策略選項。  

美國加州製造電燈開關面板（switchplates，圖 2-3.3）為主的 Art Plates Inc.93公

司總裁凱利．蕾斯特（Kelly Lester）表示：「公司半數以上產品來自藝術授權，當

然對營收助益良多，與藝術家或授權經紀公司互動良好，而權利金占授權商品成

本之比例很小，公司可輕鬆負擔。」  

   

 

 

 
 
 
 

【圖 2-3.3】Art Plates Inc.藝術開關面板  

資料來源：Art Plates Inc.（http://artplates.com/product372.html）  

1996 年凱利成立 Art Plates Inc.，開始推出各式藝術開關面板及藝術香皂產

品，她發現藝術授權是使產品生命延續不墜的工具，便開始與許多藝術家與藝術

授權經紀公司合作開發商品。目前，公司已有相當多藝術授權夥伴，她將專注在

                                                 
93. Art Plates Inc.公司主要產品為電燈等開關面板，根據公司網站說明每件藝術開關面板都是獨立
的藝術工藝，展示藝術家引以為傲的作品。美國製造，以古典裁切技術製造，持久耐用的表面
處理，可以濕布輕鬆清理。（參公司網站：http://www.artpla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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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些核心藝術授權夥伴之合作關係，因絕大多數產品所需之藝術影像來源，幾

乎都可自現有的授權夥伴取得。當然，有時非常令人驚奇的新藝術圖像，也會讓

她特別為其開發合適之藝術商品（即以藝術領導產品設計開發）。  

四、藝術授權營運模式  

  藝術授權產業的營運模式單純，基本上與藝術產業類似（圖 2-3.2），主要是在

一連串授權活動中，產生源源不絕的權利金收益，授權經紀收取應有利潤，並將

權利金回饋藝術創作人。（圖 2-3.4）  

 

 

 

 

 

 
【圖 2-3.4】藝術授權產業營運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藝術授權的原始授權方為藝術家或博物館，次級授權方為代理授權作業的藝

術授權經紀公司，或為博物館進行數位典藏、並取得代理權之數位影像外包公司。

被授權方包括所有欲取得藝術作品、數位化藝術內容之著作權者，如各產業製造

商、廣告公司、產品設計公司、媒體等；另外，有些最終產品消費者，也是藝術

著作權的被授權者之一，如付費使用線上藝術影像服務者。  

五、藝術授權與法律  

  藝術授權產業的運作，需要專業的授權人才與完整的智慧財產權立法。1994

藝術家（親屬）、博物館等 
藝術品版權所有者 

 數位典藏、藝術經紀、藝術
授權與版權代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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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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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
權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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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媒體 
、廣告公司 

藝術授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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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一百多個國家集會在非洲摩洛哥
94
（Kingdom of Morocco），簽署《貿易相關智

慧財產權協議》（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此協議涵蓋專

利、著作權暨相關權利、商標、工業設計、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利範圍的保護。

TRIPS 協議並非第一套全球通行的智慧財產權法律標準，但卻是首先把智慧財產

權當成主要貿易議題之協議。簽署 TRIPS 協議後，便可透過「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要求各國落實相關規定；各國若發生智慧財產權方面

不當行為，可能導致其他貿易項目制裁，甚至被 WTO 除名。  

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多次修正，也在 2003 年七月公佈實施《著作權法》，

此法案賦予著作人於著作完成後即享有著作權，得透過相關權利行使獲得實質經

濟回報，對藝術著作之保護與授權運用影響甚鉅。根據該法，「著作」係指文學、

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重點在於是否為『原創』。「著作人」則是指

創作著作之人。在藝術授權事業中，著作指的就是藝術品的本身，著作人即藝術

家。著作權採「創作完成主義
95
」，即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但著作

人與著作權之歸屬在法律上都以契約的約定內容為主。藝術授權產業就是建立在

以契約為基礎的著作權經營上。  

「著作權」又細分為「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兩種（圖 2-3.5）。著作

人格權包括同意與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同一性保持權
96
等，不隨著作人之死

亡而喪失。著作財產權則分為有形的權利（重製權、公開展示權、出租權）和無

形傳達的權利（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以及編輯

的權利（編輯著作或衍生著作）。  

                                                 
94. 該會議主在討論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取代原來的關稅暨貿易總協
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WTO 不同於 GATT的是具有施行相關協
議、以及引用法律執行制裁的功能。 

95. 1886 年在瑞士簽訂的柏恩協定（Berne Convention），是獨立國家間互相承認著作權的開始，依
據柏恩協定，確立了「創作完成主義」，作者毋須登記或申請著作權，當作品完成的同時，創
作者立即擁有所以的該作品與衍生物之專屬著作權權益，直到創作者明確放棄或移轉該權利，
或至著作權效力過期為止。而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三章第一節第十條，創作完成主義是著
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96. 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裂、竄改或其他方式改變著作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
之權利。在美國著作權法之《視覺藝術家權利法案》第 17項 106A條(US Code 17 section 106A)
則規定，藝術家有權在自己的著作上署名，其名稱不可在非本人著作之作品上使用，只有在其
作品遭扭曲竄改有害其名聲時，可以將其署名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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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美術作品著作權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著作財產權可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與死亡後 50 年。根據美國《著作權

法》，著作財產權人擁有「專屬權利
97
（exclusive rights）」，可從事各式複製、輸

出或輸入作品、製造衍生產品、公開發表作品、以及將著作權轉賣或授權給其他

人使用。  

  藝術作品創作者具備著作物之所有權、著作財產權與人格權三項相關權利。

著作物之所有權屬《民法》「物權」範圍。以一幅繪畫成品為例，收藏家付費購買

的是物件本身，即一幅畫實體部分，該畫作之著作財產權仍屬於畫家（即著作人）；

欲將畫作數位化、複製轉印、甚至銷售，均須與創作人再洽商著作權之交易，透

過契約完成著作財產權之授權或轉移，收藏者才真正取得該畫作之著作財產權，

得依法執行相關權利
98
。  

當藝術作品與藝術授權產業產值逐年攀升，著作權侵害案件亦與日俱增，著

作財產權人須學會積極維護自己的智慧財產。許多週邊組織也紛紛成立幫助著作

                                                 
97. 「專屬權」是指：唯有著作財產權人被許可使用相關權利，任何非著作財產權人在未取得授權
情形下都不許使用。著作權又屬於消極權利，該法強較不調權利所有人（如作者）能作什麼，
比較著重其他非權利所有人（如讀者、觀眾、或聽眾）禁止從事的行為：如複製作品。 

98. 《著作權法》第 37條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利用著作，其授權利用之地域、時間、

內容、利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不明之部分，推定為為授權……，非專
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不得將其被授與之權利再授權第三人利用。專屬授

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行使權利。」 

美 術 作 品

著 作 權

著作物所有權

著 作 人 格 權 著 作 財 產 權

公開發表 姓名表示 同一性保持 重 製 公開展示 改 作 出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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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維護權益，如 2002 年藝術著作權聯盟
99
（Art Copyright Coalition，ACC）在華

盛頓成立，旨在積極為著作財產權人維護其權益，基於著作權「合理使用
100
（Fair 

use）」與構成侵害之條件有許多模糊地帶，這類組織能幫助著作財產權人（藝術家）

釐清著作權侵害事件，包括如何構成「實質相似（substantially similar）」、構成非

法「轉印（canvas transfers）」、未授權藝術衍生品、以及線上虛擬美術館
101
擅自將

藝術影像數位化是否違法等問題。  

此外，雖然著作權在著作物產生同時生效，許多國家仍接受著作人向主管機

關正式提出申請取得著作權
102
，官方的著作權證明一方面可在著作權侵害發生時提

出作為證據，另一方面亦有利談判進行。  

六、藝術授權商品通路：  

根據 2004 年 LIMA委託哈佛／耶魯大學授權金產值研究（Harvard/Yale Royalty 

Revenue Study）指出，2003 年各授權產業的通路大致分為三種，精選通路、大眾

通路、以及直銷通路。參表 2-3.1：2003 各類授權商品通路產值比例（Estimated 2003 

Licensing Revenues by Distribution Channel）：  

1. 精選通路（Select Outlets）：如百貨公司與專門店（specialty outlets）；  

2. 大眾通路（Mass Outlets）：如大賣場、便利商店、食品與藥品商店；  

3. 直銷通路（Direct）：如郵購等直效行銷（direct marketing）與電子商務通

路等。  

  該研究指出，藝術授權商品超過六成產值來自百貨公司、精品專櫃等高級通

路，可見藝術授權商品通路必須維持與藝術品相同的特質，選擇通路須格外注意。

相反的，卡通人物與品牌授權則以大賣場等，能接觸到最多消費者的通路為主。  

                                                 
99. ACC網站：http://www.artcc.org/。 
100. 依據著作物性質、利用的目的、利用的質量與比例、以及利用結果對潛在市場與現有價值之影
響，在不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權益與著作人格權的條件下，可對具著作權之著作進行「合理使
用」。 

101. 虛擬美術館再未經藝術家同一的狀況下，擅自將藝術家作品與介紹放上網站，都是違反著作權
的行為。 

102. 如在美國可透過網路購買申請表格，或直接向政府著作權辦公室（U.S. Copyright Office）申請。
詳參 CopyrightForms.Org網站：http://www.copyrightfor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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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2003 各類授權商品通路產值比例  
 %Select Outlets %Mass Outlet %Direct 

Art 66 28 6 
Characters 21 76 3 
Collegiate 59 33 8 
Fashion 56 38 6 
Nonprofit 55 35 10 
Publishing 30 64 6 
Sports 40 54 6 
Trademarks/Brands 27 69 4 
【資料來源】LIMA 2004 Harvard/Yale Royalty Revenue Study 

七、國際藝術授權方式商品種類  

藝術授權的方式非常多元，有畫作授權（如經授權之複製畫、署名畫）、商

品授權（如將據版權之藝術圖像融入商品包裝）、促銷授權（如荷蘭銀行以梵谷

畫作的商品當作辦法贈品等）及數位授權等；被授權者可根據實際情況，與授權

者洽商不同的方式取得授權。  

20 世紀的藝術授權商品大多集中在紙類產品（paper product），如賀卡、月曆、

海報、包裝紙等，是一般容易理解的可授權內容。但最近十年，藝術授權商品範

圍已遍及各種零售市場，從紙類商品到數位化電子商品都有。它可以是禮品、服

飾、寢飾、家飾、蠟燭、香皂、食品或郵票，也可以是手機螢幕、液晶掛畫，藝

術商品形式變化無窮，藝術影像幾乎可被授權使用於任何有形商品。至於什麼產

品適合藝術授權，取決於生產者的品味、商品目的與藝術家的判斷之間。  

如圖 2-3.6 所示，目前國際藝術授權市場多半以家用品為主，  其次為五金、

家飾、玩具遊戲、服飾、文具，也包括數位內容產業之相關服務：如網路服務、

電腦軟體、電子產品等，幾乎所有日常生活週邊產品都有藝術授權發揮的空間。

根據研究顯示，這種以藝術與商業、媒體結合的行銷手法，將為 2005 年藝術授權

帶來可觀收入。各種類產值參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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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 Bev., 1%

Accessories, 1%

Footwear, 0.43%Automotive, 2%

Electronics, 0.17%

Software, 3%

Furniture, 3%

Sport Gooods, 0.09%
Infant & Juv, 1%

Music & Video, 4%

Apparel, 8%

Housewares, 19%

Stationery, 6%

Books & Cards, 6%

Toys & Games,
13%

Soft Home, 14%Hardware, 16%

Health & Beauty , 1%

【圖 2-3.6】國際藝術授權商品種類分布比例圖  
資料來源：陳彬，「國際藝術授權和藝術禮品市場透析」，2003 

【表 2-3.2】各類藝術授權市場產值（單位：百萬美元）  

 總產值 授權商品產值 藝術及出版 

總額 $1,729,683.00  $175,159.00  $17,296.00  

服飾 $237,864.00  $57,087.00  $1,713.00  

配件 $77,560.00  $3,465.00  $217.00  

鞋子 $38,500.00  $3,465.00  $35.00  

家飾用品 $50,336.00  $7,047.00  $1,903.00  

家庭用具 $64,575.00  $7,426.00  $2,451.00  

家具 $60,682.00  $4,248.00  $510.00  

五金類  $350,500.00  $8,685.00  $2,429.00  

汽車  $50,981.00  $5,863.00  $88.00  

電子商品 $85,000.00  $1,917.00  $22.00  

電腦軟體 $17,300.00  $11,937.00  $597.00  

玩具、游戲 $55,645.00  $22,262.00  $3,339.00  

音樂、影像 $61,800.00  $8,652.00  $2,163.00  

運動産品 $19,640.00  $2,160.00  $11.00  

嬰兒、青少年  $5,402.00  $756.00  $166.00  

書、卡片 $22,189.00  $4,438.00  $710.00  

文具 $18,000.00  $2,737.00  $739.00  

健康、美容 $41,000.00  $4,510.00  $36.00  

食物、飲料  $472,700.00  $11,108.00  $167.00  

【資料來源】License! Resear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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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經營策略理論 

藝術授權雖以藝術為中心，本質上卻完全是一項商業活動；業者須擬定經營

策略，確立營運方向，並執行經準確分析後的行銷決策。本節針對經營策略之相

關文獻進行介紹整理。  

壹、「策略」的定義  

「策略（strategy）」一詞源於西元前四百年希臘字  「strategos」，意指贏得戰爭

的一種藝術與科學，即「用兵之術（generalship）」。《牛津字典》中將策略定義為：

「戰爭之手段，特指將軍隊與船隻移動到合適地點的行動計畫；商業上與政治上之

行動計畫。」直到 1950 年代後，由於「賽局理論（Game Theory）」的發展，強調

策略之運用，策略的概念才在企業管理文獻中出現。當時有學者認為策略是「組

織的目標與主要政策，是幫助企業未來成功的基礎。」（Seymour Till,1963）也有

人認為策略是「一全盤性概略設計，為達企業目標而擬定之融合行銷、財務與生

產等活動之作戰計畫。」（Kotler, 1976）。  

學界對企業經營策略的定義歧異原因有三：(1)經營策略是多構面的；(2)經營

策略面臨之情境各有不同；(3)經營策略隨產業而異。（Hambrick, 1983）。由於各學

者間有不同的觀察角度及時代背景，本研究根據年代順序，大致將策略的重要定

義整理如下（表 2-4.1）：  

【表 2-4.1】策略定義整理表  

學  者  年代 策  略  定  義  

Von Neuman & Morgenstern 1947 廠商依照特定情勢決定的一系列活動。  

Druker 1954 分析目前情勢，決定是否改變之，並探尋現有資

源或應有資源。  

Alfred Chandler 1962 企業基本長期的目標決策，和為實現目標所採取

之一系列行動與資源分配。  

Ansoff 1965 策略是一個廣泛概念，企業經營方向有賴策略提

供，是由產品／市場範疇、成長方向、競爭優勢

與綜效等四大要素交織成的脈絡，引導企業發掘

機會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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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年代  策  略  定  義  

Cannon 1968 是公司整體或任何經營功能範疇內具方向的決策。  

Learned, Christenson, 

Andrews & Guth 

1969 策略是一種目標，以及達成目標的主要政策與計

畫，從而定義公司的業務範圍與型態。  

Newman & Logan 1971 是確認範疇與決定達成目的之手段，企業首要選擇

『產品與市場』範疇，並選擇進入並維持該範疇的基

本方式，結果期能使企業獲得相對優勢。策略須決

定如何由現況達到目標之步驟，以及如何衡量成果。

Schedel & Hatten 1972 組織之基本目標、為達成目標所選擇之主要行動方

案，與在所處環境下所使用的主要資源分配方式。  

Uyeterhoeven, 

Ackerman & 

Rosenblum 

1973 策略提供企業方向與團結，包括下列步驟：策略型

態、策略預測、資源審計、策略替代方案、一般性

測試、並選擇策略。  

Paine & Naumes 1975 廠商達成目標所採行的主要特定行為或行為型態。  

McCarthy, Minichello 

& Curran 

1975 分析環境、選擇經濟性替代方案，以期方案能與企

業之資源與目標配合。  

Glueck  1976 企業為因應環境挑戰所設計之一套統一協調的、全

面的、整合性的計畫，以進一步達成組織目標。  

Michael E. Porter 1985 企業針對外部的機會、威脅，與內部的優勢、劣勢，

為在產業中取得優勢而採取的攻擊或防禦行動。  

大前研一  1983 企業家用以使自己從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的行動

方針，以最有效率的方式嘗試改變組織的力量。  

許士軍  1990 代表企業為達成某特定目的而採取的手段，表現在

對重要資源的調配方式上。  

司徒達賢  1995 對資源的長期承諾，意指企業經營範疇與競爭優勢

等狀態，在不同時間點改變的軌跡。  

吳思華  2000 策略至少有四種意義：評估並界定企業之生存利

基、建立並維持企業競爭優勢、達成企業目標的重

大活動、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上述學者觀點
103
可知，經營策略的定義內容，包括決定企業活動與資源分配

的方式，是一種在衡量企業內、外部環境後，針對本身優勢所擬定之目標與行動

                                                 
103. See Jeffery Vracke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Concep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5, No.2, p.220-221,1980；James Craig & Robert M. Grant, “Strategic 
Management”, Kogan Pag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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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圖。有效的經營策略，應能使企業長期利潤最佳化，並提高競爭與生存能力。  

貳、策略層級  

策略存在組織各階層中，依不同行動領域分為不同層級。一般企業策略依組

織架構分為：公司總體策略、事業單位策略、功能策略三層級，其內涵彙整如下： 

【表 2-4.2】策略層級理論整理  
學  者  年代  策  略  層  級  

Ansoff
104 

1965 1. 策略性決策：探討產品與市場選擇，使資源與環境密切配合。  
2. 行政性決策：整合企業資源，求績效極大化。  
3. 作業性決策：促進企業資源轉換程序效率。  

Hofer & 
Shendal
105 

1979 1. 企業整體策略：評估相異事業範疇，決定應投入之事業領域。  
2. 事業領域策略：如何在目前事業範疇中，求取最佳競爭狀態。  
3. 功能領域策略：如何將資源生產力提升達最高。  

Hill & 
Jones106 

1992 1. 企業整體策略：決定企業應進入何產業，決定事業投資組合與各

事業單位在組織中的角色。  
2. 事業層級策略：探討多角化企業中，達成企業整體策略為目標之

事業單位策略。  
3. 功能層級策略：探討如何使資源的生產力極佳化，分為行銷、生

產、人事、財務與研發策略等，為事業策略下的執行性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 . 公司總體策略（corporate strategy）：總體策略通常應用於多角化企業中，主

要探討如何發展一套有利的事業組合，如何分配資源至各事業單位，使各事業

部門之績效極佳化，配合企業已有之基礎，求得企業資源發揮最大綜效。  

二 . 事業單位策略（business strategy）：在單一產業經營企業中，主要在建立事業

單位競爭優勢，決定事業單位之發展方向；即探討如何在其產業與市場區隔當

中，改善其競爭地位。  

三 . 功能策略（functional strategy）：此為事業單位策略之下的詳細執行策略細節，

包括行銷策略、生產策略、人力資源策略、研發策略與財務策略等，主為求達

到資源與生產力之最佳化。  

                                                 
104. See Ansoff, Igor, .”Corporate Strategy”, New York, NY: McgrawⅡ -Hill, 1965. 
105. See Hofer, C.W. & Schendal, D.E., “Strategy Formulation: Analytical Concepts”, NY: West Publish 

Co., 1979. 
106. See Hill, W.L. & Jones, G.R., Strategic Management an Integated Approach”, 4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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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經營策略之研究取向  

根據本研究蒐集之文獻分析，企業經營策略理論發展，大致可歸納為四個研

究取向：程序、形態、類型和構面取向，就各取向內涵分述如下：  

一、程序取向  

程序取向之策略管理理論為此領域出現最早之研究學派，主要為探討依據連

續之程序規劃企業之經營策略。以下為程序取項之重要理論（依理論提出時間）： 

1. William F. Glueck（1976）：強調策略規劃是一連續過程，如圖 2-4.1：  

 

 

 

 

 

 

 

 

 

 
【圖 2-4.1】Glueck 策略規劃圖  
資料來源：William F. Glueck, 1976 

  他認為策略規劃之若干步驟實為彼此相連，基於研究需要加以劃分，故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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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間亦可能同時進行
107
。   

2. G.A. Steiner（1977）：認為策略規劃並非全是組織內部激發的過程；他提出整體

規劃程序，說明策略規劃是企業呼應內、外部期望，根據組織過去經驗、目前情

況與未來環境擬定之目標、政策與規劃，同時包括計畫執行步驟、檢討與評估方

式
108
；其策略規劃程序如圖 2-4.2：  

 

 

 

 

 

 

 

 

 
【圖 2-4.2】Steiner 整體規劃程序  

資料來源：G.A. Steiner, 1976 

3. Don Harvey（1982）：將外在機會與威脅、企業內部資源、內在價值與態度、外

部時間與政經限制，乃至於社會責任限制、多國限制各因素均納入策略規劃模式

（圖 2-4.3）；他認為訂定策略前須先界定策略性威脅與機會；為避免與企業內部文

化與外部環境產生衝突，選擇策略方案時須考慮企業內部價值與態度，及外部環

                                                 
107. See Glueck, William F., “Business Policy: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Management Action”, 2nd ed., 

New York : McGraw Hill Book Co. ,1976. 
108. See Steiner, G. A., & John, B. M., “Management Policy and Strategy”, Text, Reading and Cases.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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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限制
109
。  

 

 

 

 

 

 

 

 

 

 

 

【圖 2-4.3】Harvey 企業策略規劃模式  
資料來源：Don Harvey, 1982 

4. David A. Aaker（1983）：將策略與企業內、外在環境分析融合，成為一套策略

性市場管理模式，此模式採『投入』與『產出』之觀念來分析策略程序。如圖 2-4.4，

他將企業內、外在環境分析視為策略擬定過程中的投入項，而各策略計畫為產出

項。策略一經選定，就根據此一策略訂定營運計畫，再進入執行階段。經過一段

時間的執行後，組織應就策略績效與環境之變化加以監視、評估
110
。  

                                                 
109. See Harvey, Don, “Strategic Management”, Bell and Howell Company Press, 1982. 
110. See Aaker, David A., "Organizing A Strategic Information Scanning System,"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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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Aaker 之策略市場管理構成概要  

資料來源：David A. Aaker, 1983 

以上均為策略研究中採流程取向之理論，著重在策略形成過程中應有的步

驟。通常分為數個階段：策略情境分析、決定策略、實踐策略與評鑑策略成效等。 

二、形態取向  

  所謂策略形態的『形』是相對於『勢』，前者是靜態、而後者是動態的。佔有

一個位子稱為『形』，『勢』則代表速度和方向。《孫子兵法》裡有《軍形篇》，談

軍隊之布陣；《兵勢篇》，則是談戰爭開始後該怎麼打。形造成勢，勢又造成下一

階段的形。應用在企業管理中，可說企業之現在和未來兩部分就是形，產品線的

增減就是勢
111
。策略型態引導組織功能政策與組織設計的方式，同時須配合外在環

                                                 
111. 詳參司徒達賢主講，2002，「擁抱策略，管理未來」，EMBA 世界經理文摘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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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特色與趨勢，發揮組織優勢，以滿足各項組織目標（司徒達賢，2002）。  

  在事業策略分析與制定上，約有三步驟：(1) 了解過去策略型態，檢視目前外

在環境與內在條件該如何配合，功能層級政策如何和組織級策略配合；(2) 分析環

境、條件、目標等之未來變化，探討這些變化如何影響目前策略型態有效性；(3) 設

計新的策略型態，評估各策略擬案的環境前提，並依新策略型態調整功能政策與

組織。如圖 2-4.5：  

 

 

 

 

 

 

 
【圖 2-4.5】策略型態分析架構  
資料來源：司徒達賢，2002 

三、構面取向  

  策略規劃目的在勾勒企業未來發展方向，要探討策略實質意涵則須將策略加

以解剖；解剖後的細項稱為「策略構面
112
」。以下為學者關於策略構面的理論介紹： 

1. 吳思華（2000）：將策略分為三個構面，包括「營運範疇的界定與調整」、「核心

資源的創造與累積」、「事業網路的建構與強化」（圖 2-4.6）。傳統策略以營運範疇

為核心，近年許多學者認為，建立不敗的核心資源競爭優勢，並維持企業組織與

                                                 
112. 詳參吳思華，2000，「策略九說：策略思考的本質」，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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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環境中事業夥伴之良好互動，也是影響重大的策略課題
113
。  

 

 

 

 

 
【圖 2-4.6】策略基本構面  
資料來源：吳思華，2000 

此三構面內容簡述如下：  

(1) 營運範疇的界定與調整：營運範疇勾勒企業具體表徵，表現在四個方面： 

 產品市場：描述本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之內容、以及所選定的目標

市場。企業之『產品』與『市場』兩項決策間須緊密配合，不同產業的市場

區隔標準與產品分類方式也不同，但大致可表現在產品與市場矩陣分析中。

不同產品市場區隔方式，會帶來完全不同的競爭情境與規劃方向。圖 2-4.7

為根據藝術授權產業特徵繪製之產品市場策略構面調整示意圖：  

 活動組合：企業提供產品、服務時，內部經歷的一連串生產與作業過程，

這些活動對最終顧客均有附加價值，因此又稱為「價值活動」。整個企業或產

業是一連串價值活動的組合，一般稱為「價值鏈」。企業在規劃未來活動組合

時，『切割價值活動』為一項重要工作，在勾勒未來營運範疇時，應思考是否

應調整目前的價值活動，尋求對企業發展有利之組合。  

 地理構形：在考量業務內容與安排價值活動後，企業須進一步思考這些

活動在世界版圖上的地理分布狀況。如原料來源、銷售市場、研發中心之所

在，以及是否應在不同地點建立營運基地。  

 業務規模：『規模成長』是企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目標，一般常用『資源
                                                 
113. 同上註。 

營運範疇  

核心資源  事業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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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與『業務產出』作為規模指標，如資本額、員工人數、營業額、市場

佔有率、利潤、獲利率等。但這些指標不能清楚顯現企業未來努力與資源分

配的重點，所以在營運範疇的策略構面分析中，以上四個具體表徵（產品市

場、活動組合、地理構形、業務規模）務必要相互搭配分析，方能清楚顯示

企業的策略意圖。  

市  場              ●：過去的策略定位  ◎未來的策略定位

 收藏家 家庭 
個人 

電信 
業者 

廣告 
公司 

教育研
究機構

傳統 
產業 

政府公
營企業

原作品 ●      ◎ 

複製品  ●   ◎ ● ● 

按件設計   ● ● ◎ ● ◎ 

生活商品  ●    ●  

數位典藏內容  ◎ ● ◎  ◎  

動畫電影  ◎  ◎    

音樂   ◎ ◎ ◎    

 

產 

品 

展演 ◎ ◎   ◎   

【圖 2-4.7】藝術授權企業之產品市場策略構面調整示意圖  
資料來源：參考《策略九說》圖 0.3 繪製  

(2) 核心資源的創造與累積：  

  適當的營運範疇能帶來利潤，企業的長期利益則須靠核心資源持續創造與累

積。所謂企業經營之資源包括：『資產』與『能力』兩大項。資產係指有形資產（如

土地、機器設備、資金等）與無形資產（如商譽、專利、資料庫等）。能力則包括

有助企業運作之「組織能力」（如業務運作程序、技術創新與商品化、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與學習等能力）與「個人能力」（如專業技術、管理能力、人際關係網路

等）。釐清企業目前資源，同時思考規劃未來核心資源之藍圖，積極創造累積之，

才能建立企業不敗的競爭優勢。  

(3) 事業網路的建構與強化：  

  任何企業不能獨自提供營運過程中必要之全部資源，必須從開放環境中取得

資源；如原料（上游供應商）、通路（下游供應商）、資金（銀行）、勞力（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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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協助（透過政府研究單位或技術移轉機制）、專業促銷（廣告、市調公司）等；

其他如同業、社區、消費者、媒體、政府等都是事業網路之相關成員。在資源有

限考量下，企業和各事業夥伴間應建構不同親疏遠近的關係，故事業網路的策略

構面分析時，要考量的策略重點便包括「體系成員」（資源供應者、同業、異業、

社會夥伴）、「網路關係」（遠近親疏）與「網路位置」（說明事業體間彼此關係的

強弱）三個方向。  

2. 司徒達賢（2002）：提出策略六大構面，為學界廣泛使用，簡述如下：  

(1)產品線廣度與特色：決定企業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提出與競爭者不同的特

色，並決定採單一或多產品線策略。  

(2)目標市場的區隔與選擇：即便是同一產業，不同公司對目標市場之區隔不

一定相同，決定市場區隔為一種策略上之選擇，在此構面中同時要考慮顧客

之購買行為是否能和產品線之廣度與特色配合。  

(3)垂直整合程度：在整體產業價值鏈當中，每個企業可選擇專注於其中某一

個或數個價值活動；是否投入某價值活動，須衡量企業之規模，垂直整合的

程度與競爭優勢、目標市場等因素。  

(4)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與競爭者相較之下，決定何種規模最為適當，並思

考有哪些規模經濟效益。  

(5)地理涵蓋範圍：考慮營運市場是本國或國際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地理範

圍的策略構面考量要與企業之規模、目標市場、原料採購等相互配合。  

(6)競爭武器的設計與創造：在市場上與對手競爭，須發展出致勝之競爭武器，

如低成本、高品質、服務優、據點多、技術能力高、管理強等。  

四、類型取向  

  在研究經營策略時，許多學者會將不同的策略形態加以分類，探討不同策略

構面的內涵，此一研究取向有以下幾個代表性學者：  

1. Igor Ansoff（1965）：以產品與市場狀況為構面，將經營策略分四種。決策前，

須先界定產品市場範疇、自己的競爭優勢，以核心技術達成綜效之目標（表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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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場滲透策略：積極推廣及配銷，在現有市場中增加銷售量；  

(2) 市場發展策略：將現有產品推進至新市場；  

(3) 產品發展策略：在現有市場推出新產品；  

(4) 產品多角化策略：發展新產品，並在新市場銷售。  

【表 2-4.3】Ansoff 策略構面  

 現有產品  新產品  

現有市場  市場滲透策略  產品發展策略  

新市場  市場發展策略  多角化策略  

【資料來源】Ansoff, 1975 

2. 波特（Michael Porter, 1980）：在產業競爭力分析架構下，根據兩個競爭策略主

要構面：競爭範疇與競爭優勢形成策略矩陣（表 2-4.4）；發展三種類型競爭策略
114
： 

【表 2-4.4】Porter 競爭策略矩陣  

競爭優勢   

低成本  差異化  

目標廣泛  成本領導策略  差異化策略  競爭範疇  

目標狹窄  成本集中化策略  差異集中化策略  

【資料來源】Michael E. Porter, 1980 

(1) 低成本策略（cost leadership）：以取得整體成本領先地位為基本目標。努

力提升設施效率，降低成本，但在品質、服務等其他領域也不偏廢。  

(2) 差異化策略（differentiation）：使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與競爭者形成差

異，創造出產業中獨一無二的產品。形成差異的做法很多，包括經營品牌

形象、運用科技、顧客服務、行銷通路等。  

(3) 集中化策略（focus）：專注於特定顧客群、產品線、市場地域的策略。專

注於特定目標，以更高的效率或效能，達成小範圍的策略目標。  

3. 大前研一（1982）：認為策略可分四類型  

(1) 成功關鍵因素經營策略 KSF(key success factor)：確認產業關鍵成功因

素，將資源投注在能取得競爭優勢的特定領域；  
                                                 
114. See Michael E. Porter, “Competing Strate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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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對優勢經營策略(relative superiority)：利用與競爭對手間條件差異，取

得競爭優勢；  

(3) 主動攻擊經營策略(aggressive initiatives)：試圖改變競爭規則，扭轉目前

情勢取得競爭優勢的策略；  

(4) 策略自由度經營策略(strategic degree of freedom)：藉創新取得競爭優

勢。如圖 2-4.8：  

 

 

 

 

 
【圖 2-4.8】大研研一的四種基本策略構面  

資料來源：大前研一，1984 

4. 吳思華（2000）：認為策略類型與他所提出的策略三構面（圖 2-4.6）是可以互

相對應的，根據不同學者所提出的策略類型，整理出十二種不同的策略類型：  

(1) 市場滲透策略：在原有的產品市場範疇中，擴大業務規模；  

(2) 產品發展策略：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增加新的產品線；  

(3) 市場發展策略：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增加新的市場區隔；  

(4) 垂直整合策略：在活動組合中，增加上游或下游的價值活動；  

(5) 投資水準策略：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與生產技術習性，擴大、維持或縮小（收

穫）業務規模；  

(6) 多角化策略：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尋找新的產品市場範疇，有效運用既有

之核心資源，發展新的業務範疇；  

(7) 水平購併策略：透過改變同業關係，擴大業務規模；  

(8) 全球策略：盡量照『比較利益法則』將價值活動分散到世界各地；  

(9) 策略聯盟：在事業網路構面中，尋找適當合作夥伴，建立新的網路關係； 

(10) 異業合作策略：在事業網路構面中，透過適當的異業形成良好合作關係，

  1.KSF 策略           3.主動攻擊策略  

2.相對優勢策略         4.策略自由度經營策略  

競爭度低  競爭度高  

 
 

正
面
競
爭   

非
正
面
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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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對顧客之服務內容或降低成本、提高競爭優勢；  

(11) 低成本、差異化策略：在核心資源構面中，建立獨特的資產或能力，使

其與同業間形成低成本或差異化等不敗的競爭優勢；  

(12) 資源統合策略：在事業網路構面中，企業與資源供應者間建立適當的網

路關係，以最有效率的方式取得必要的資源。  

肆、價值理論  

  吳思華認為：「策略是創造價值的藝術。」能讓企業打戰勝競爭對手的策略，

在於它創造了新的價值，而不是打敗了敵人；因此『價值』應為策略思考的核心

本質，本研究亦選擇將價值策略納入個案營銷分析之一環。  

  價值的形成涵蓋以下三方面的交集：(1)認知價值大小的『顧客』；(2)傳遞價值

的『商品組合』；(3)創造價值的廠商活動。『價值』泛指所有能讓顧客減少成本或

增加效用的事物，故所有策略步驟都必須與顧客效用連結；包括實體、心理、時

間、地點、選購等效用；能傳遞價值的商品組合載體包括多種要素，如主產品、

附屬產品與服務、品牌、品質與使用方便性、價格與付款方式、交易時間地點等。

最後透過增加價值的廠商活動，即所謂「價值（生產）鏈」活動，達到策略目的。 

  1985 年波特提出企業「價值鏈（Value Chain）」觀念，是企業創造有價值之商

品或服務的一連串「價值活動（Value Activities）」，包括四個部分：(1)企業與供應

商之間創造價值的過程；(2)產品生產過程各項細節的價值創造過程；(3)商品銷售

過程企業與顧客之鏈式關係中創造價值的過程；(4)與在市場調查、產品行銷與配

銷過程等活動創造價值的過程。  

因產業不同，每種價值活動對競爭優勢之重要性亦不同。波特價值鏈模型如

圖 2-4.9，說明企業之價值鏈活動依其技術特性、或策略特性分為「主要活動

（primary activities）」與「支援活動（support activities）」。主要活動是對產出有直

接貢獻者：包括如內部投入後勤作業
115
、生產作業、外部產出後勤作業、行銷與銷

                                                 
115. 包括生產投入之各項活動，如原料之點交驗收、儲存、存貨控制、原料運送與退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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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116
、售後服務等；支援活動則是企業中對價值創造有助益之輔助活動，如公司基

礎結構
117
、人力資源管理、技術發展、採購等活動。  

 

 

 

 

【圖 2-4.9】波特之價值鏈模型  
資料來源：Michael Porter, 1985 

  波特的價值鏈分析適於研究一般製造業，對文化產業或藝術產業並不完全適

用，英國學者 Landry and Bainchini 為文化創意產業設計了一個 Comedia 模型118
，

分析文化產業的五個價值活動層面（如圖 2-4.10）：  

1. 創意發想（Beginnings）：想法的誕生需要創意加上訓練。  

2. 生產（Production）：靠人力、資源與生產能力將想法轉變成得以銷售的商品。 

3. 流通（Circulation）：透過經紀人、通路商、批發商、中介組織、媒體、工商

目錄等中間角色，完成商品的流通。  

4. 傳遞機制（Delivery mechanisms）：讓商品接觸到顧客的最後機制，包括電視、

書店、畫廊、美術館、音樂廳、雜誌、唱片行等單位。  

5. 閱聽者與訊息接收（Audiences & reception）：所有文化創意產業價值活動的

完成點，在於讓顧客、閱聽眾接受到展演或行銷訊息，進而對文化商品進行消

費，形成產業利潤來源。  

  以往文化藝術產業的價值分析，過度注重傳統價值鏈關於研發與製造的過

                                                 
116. 有助於激起顧客購買意願與便利其採購之活動，包括廣告、促銷、通路與銷售人員的選擇、定
價與通路關係之建立等。 

117. 例如管理、企劃、財務、會計、法務、品管等活動，此活動乃支援整個價值鏈。 
118. See Ruth Rentschler, “Shaping Culture: Arts &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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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成政策的偏頗與企業策略的失衡，最後往往將失敗歸於沒有優良的文化產

品；事實上，從 Comedia 模型中可知，第 3~5 階段的任務，包括行銷與通路之經

營，佔據整體產業價值活動極高之比重；下圖可清楚看到創意發想雖是一切價值

的源頭，但以下幾個階段則是文化產業成功的重要基礎。藝術授權產業在價值策

略擬定上，亦可朝此方向思考。  

 

 

 

 

 

 
【圖 2-4.10】Comedia 文化產業五個價值活動層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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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策略行銷理論  

  成功的行銷策略有利企業生存發展，好的行銷策略能解決企業最基本的－『買

賣（交換）問題』。本研究個案行銷策略分析以「策略行銷理論」為核心，本節主

要探討策略行銷理論之由來，介紹行銷組合（4Ｐ）與策略行銷架構
119
。  

壹、「行銷」的定義  

近代行銷思想起源於 1930 年代的美國，原本致力於研究配銷通路的問題，隸

屬應用經濟學範疇；後來逐漸成為一門管理學科，目的在增加企業之銷售量。1950

年開始有具體的行銷信條出現：「行銷概念是達成組織目標的關鍵，在於如何判

斷目標市場的需求，並設法比競爭者更有效率、有效能地提供目標市場需求的產

品或服務
120
。」  

自 1970 年代起，行銷成為一門應用行為科學，為了解銷售商品與服務相關之

買者
121
與賣者系統，整合經濟學、心理學、社會學、人類學等不同領域應用行為科

學，逐漸形成一個以『交換』為核心概念、以『交換關係與行為』為對象的研究

領域
122
。  

全球公認最具權威的行銷專業組織「美國行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對行銷之定義為：「規劃與執行理念、產品、及服務的孕育、

定價、促銷和配送，以創造交易而滿足個人與組織目標的過程
123
。」  

歐德生（Wroe Alderson124）認為：「行銷乃是將自然界中得到的原料、與從原

料中製造出的物品，用於滿足家戶或個人欲望的過程。……在不同供給面中，行銷

透過多階段的分類、揀選過程，帶來必要性的物品轉換」。  

                                                 
119. 此理論架構在邱志聖，2001，「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一書中有充分的說明。 
120. 詳參林淑芳，「行銷資訊資源研究」，輔大研究生論文發表會。 
121. 「買者」是指以個人為家庭為單位的產品最終「消費者」，與欲購買產品後再投入生產過程、
或再次販售的「工業買者」之總合。 

122. See D.G. Brian Jones and Eric H. Shaw, “A History of Marketing Thought”, 2002.  
123. 詳參葉日武，1997，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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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杜拉克（Peter F. Drucker, 1973）則認為：「行銷的目的是要使銷售成為多

餘，要充分認識與瞭解顧客，俾使產品或服務能適合顧客，並自行銷售它自己
125
。」 

柯特勒（Philip Kotler）與貝構吉（Richard P. Bagozzi）等將行銷定義為：「解

決交換問題；」而交換問題則包括：(1) 為什麼組織與個人需要交換關係；(2) 交

換關係如何產生、解決、甚至避免
126
。這是目前行銷學界普遍認同的定義。  

貳、策略行銷理論背景  

根據邱志聖（2001）在《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一書之分析，策

略行銷之理論架構主要來自以下理論：  

一、  交易成本理論：  

威廉生（Oliver E. Williamson, 1975）根據寇斯（R.H. Coase, 1937）的「廠商

理論（The Nature of the Firm）」發展出「交易成本理論」（1975）。交易成本核心概

念在於，交易時因『人性』與『環境』因素產生交易成本，使交易無法有效完成。

很多企業因此不得不內化應該外包的功能。  

策略行銷理論由此觀念進一步提出買、賣雙方關係中特有的、無形的或有形

的「專屬資產（Asset Specifity）」，此資產會隨買、賣雙方交易關係之消失而失去，

為了保有專屬資產，買、賣雙方只好繼續維持交易。  

二、代理成本理論：  

經濟學者於 1960 年代探討不同個體間風險承擔的問題，形成「代理成本理

論」。其主要概念為，當『委託人』與『代理人』間目標不盡相同時，委託人無法

                                                                                                                                               
124. 歐德生是第一個將行銷觀念從公司機構層次，推廣至整體社會層次的學者。See Alderson, Wroe, 

“Marketing Behavior and Executive Action: A Functionalist Approach to Marketing Theory”,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Inc. 

125. 詳參黃俊英，1990，頁 2。 
126. See Kolter, Philip, “A Generic Concept of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1972. & Bagozzi, 

Richard P., “Toward of Formal Theories of Marketing Exchanges”, in O.C. Ferrell, Stephen W. 
Brown, and Charles W. Lamb, Jr.,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in Marketing”, eds., 
Chicago: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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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代理人之行為是否以委託人的最大利益為主要考量，此心理質疑成為代理成

本，是委託人與代理人間訂定合約的一大障礙。  

代理成本理論中提到「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與「道德危機（Moral 

Hazard）」觀念；前者是由於交易雙方資訊不對稱，產生劣幣驅逐良幣現象，後者

則是指在合約簽訂後，委託人擔心代理人是否會遵守合約承諾而衍生之交易成本

與風險。此即策略行銷理論架構之「道德危機成本」。  

三、結構交換理論：  

根據社會學家布羅（Peter M. Blau）的「結構交換理論
127
」，交換之產生，源於

交換雙方期待該活動對己方有利，相信所得利益將大於付出。  

由於可從事交換的對象很多，雙方都會尋找最有利的交換對象；如買者應會

選擇成本除以效益結果最低者，在獲得同樣效益下，選擇付出成本最低的交換對

象。此成本效益比率即策略行銷架構中之「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四、行銷組合 4P 架構  

  行銷管理學派的行銷組合 4P 架構，最初由麥卡席（E. Jerome McCarthy）在

1961 年所著的《基礎行銷
128
》中將行銷分為四大部分：產品（Procuct）、定價（Price）、

通路（Place）、推廣（Promotion），稱為「4P」，也就是企業之行銷組合。  

  行銷管理學派理論流程為：先進行環境分析
129
，再進行 STP130分析：確定市場

區隔、目標市場與定位，藉以決定適當的「行銷組合（4P）」，滿足單一區隔目標

市場買者的需求。（圖 2-5.1）  

                                                 
127. 於 Turner, Jonathan H., “The St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4th”, Chicago, IL: The Dorsey Press中
有討論布羅的結構交換理論內容。 

128. See McCarthy, E. Jerome, “Basic Marketing: A managerial Approach,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Inc. 

129. 行銷環境分析包括大環境分析、產業分析、買者需求分析等。 
130. STP為三個行銷分析流程：Segmentation（區隔）、Target Market（選擇目標市場）、Positioning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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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行銷管理學派行銷架構（STP 與 4P 架構）  
資料來源：邱志聖，2001，《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頁 115 

參、策略行銷理論 

  根據邱志聖的策略行銷分析架構，其所要管理之交換成本分為「外顯單位效

益成本」與「內隱交換成本」兩大類，加總即為交換活動「最終總成本」（如圖 2-5.2）。

內隱交換成本含資訊蒐集成本、道德危機成本、與專屬陷入成本三項。  

 

 

 

 

 
【圖 2-5.2】策略行銷分析主要變數  

資料來源：邱志聖，2001，《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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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係指撇開產品品牌與公司因素，買者付出總成本除以買者可從產品得到的總

效益之比。產品之外顯單位效益成本越高，在市場上競爭力越高。要降低買者外

顯單位效益成本，必須增加買者效益、降低總生產成本，方法如表 2-5.1 所列：  

【表 2-5.1】降低買者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方法  

降低總生產成本的方法  增加買者效益的方法  

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
131 對買者的需求要相當清楚  

1.研發能力  

2.生產技術  

3.配銷成本  

4.其他費用控制  

1.熟悉買者價值鏈態勢  

2.注意使用前與使用後效益的差別  

3.注意外顯單位效益成本的改變  

【資料來源】邱志聖，2001，《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頁 88 

買者所得效益包括有形（如產品實體功能）與無形（如心理效用、炫燿效用

等）；買者成本包括賣價、運費、安裝、服務與手續費用等。行銷人員要斤斤計較

地去計算這些成本，因為買者會比較不同品牌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尤其對高涉

入且理性選擇的產品類型（如價格較昂貴、功能較複雜者）。  

二、資訊搜尋成本  

  此為第一個內隱交換成本。由於買、賣雙方對交換之標的物不熟悉，均須投

入時間及金錢去蒐集資訊，以減少交換的資訊不對稱；這些在交易前買、賣雙方

相互尋找適當的買、賣對象所需的成本，稱為資訊搜尋成本。  

  行銷人員應能有效減少買者的搜尋成本（方法如表 2-5.2 所列），尤其對低價

產品，由於資訊搜尋成本相對於產品本身價值而言過高，一般買者不會願意投入

太多時間金錢蒐集相關資料；所以清楚的產品定位，能幫買者選購時立即聯想到

該品牌與賣點，有效降低買者資訊搜尋成本。  

                                                 
131. 指不同單位透過資源共享方式降低單位成本，如共享聲譽、通路、業務人員、設備、管理知識
等資源，減少生產與行銷的單位成本。許多企業之多角化經營策略，就是利用「範疇經濟」降
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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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降低買者資訊搜尋成本的方法  

清楚的定位  

凸顯的產品定位  

長期一致的定位  

整合行銷組合  

活用不同的通路  

擅用網際網路的資料與互動性  

創新產品要有可比較的舊有產品種類  

傳統溝通方法與新時代方法的整合  

 

 

 

 

降低買者資訊搜尋成本的方法  

增加舊買者對各品牌間比較的資訊搜尋成本  

【資料來源】邱志聖，2001，《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頁 119 

三、道德危機成本  

  這是第二個內隱交換成本。係指產品能否表現如賣方交易完成前之宣稱？交

換之標的物規格功能是否在交易前說明清楚？當有突發情形時，賣方是否會以買

者最大利益為原則處理不可預知的狀況？都是交易過程中之道德危機成本。許多

時候交換問題並非導因於事前買、賣雙方未充分了解交換標的物，而是肇因於對

彼此誠信有所懷疑。道德為機成本約分五種：(1) 買者是否相信有關產品功能、特

徵、利益上的說明；(2) 買者是否相信賣方所提到關於服務、運送、維修各方面的

說明；(3) 買者是否相信賣方所提之成本或財務條款；(4) 當買者與賣方合作後，

會擔心買者公司的特有知識可能會被賣方所得知，進而被洩漏出去；(5) 買者認為

當一些非預期事件發生時，賣方是否會以買者利益為基礎來處理突發狀況。至於

降低買者道德危機成本的方法如表 2-5.3 所列：  

【表 2-5.3】 降低買者道德危機成本的方法  

所有公司長期要做的方法  新而尚未建立口碑的公司的方法  

說到做到  代表性案例的建立  

以顧客最大利益為考量  透明化以減少買方的監督成本  

不顧一切維持公司形象  尋找有形像外溢效果的廠商合作  

關懷客戶  可信的公正檢驗單位或代言人  

提升顧客對整體公司而非對特定員工的信任 提供保固或無條件退貨保證  

完整的產品發展藍圖   

【資料來源】邱志聖，2001，《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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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些無形的服務產業而言，整個生產過程或使用過程不易被監督、檢視，

道德危機成本相對較高。如藝術授權產業在台灣地區的一大問題，就是藝術家對

廠商或經紀公司信任度不足造成（參本論文第五章藝術家訪談）。  

四、專屬陷入成本  

  這是第三個內隱交換成本，討論買、賣雙方擔心交易後，彼此間會產生「專

屬資產」的成本。此專屬資產會墊高雙方轉移入其他交換關係時的成本。專屬資

產係指交易形成後，買、賣雙方因此關係而產生特有的、有形或無形之資產，當

雙方交易不存在時，此特有的、有形或無形的資產是無法順利轉移到其他買、賣

方關係中的，所以為保有專屬資產之價值，買、賣雙方只好繼續維持交易。交易

（交換）發生前後專屬陷入成本的產生與上升如圖 2-5.3 所示。  

 

 

 

 

【圖 2-5.3】專屬陷入成本的產生  
資料來源：邱志聖，2001，《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頁 161 

  專屬資產有許多種類，如特有的使用知識、專屬實體設備、忠誠客戶優惠、

無形的專屬資產、心理層面的專屬認同、特有無形社會壓力的專屬資產等，企業

可以運用行銷策略與買者建立以上專屬陷入屬性。  

五、買者知覺最終總成本  

  買者在交換前會先知覺並衡量所要支出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加上內隱交換

成本，並以最終總成本來高低來決定此交易是否值得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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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KSF 或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CSF）為企業在產業中取得競

爭優勢、增加經營績效所具備的條件，對應環境現實，以此關鍵因子獲得良好績

效。本研究旨在透過分析藝術授權產業之營銷策略，了解先進國家業者之關鍵成

功因素；而 KSF 之定義與確認方法如下：  

壹、KSF 的定義 

  1961 年 Ronald D. Daniel 在發表「Management Information Crisis」一文中，以

『企業資訊系統規劃』角度描述 KSF；其後，學者陸續就管理資訊系統規劃上從事

KSF 應用層面之探討。1979 年 John F. Rockart 以 KSF 應用於資訊系統之概念，針

對各高階管理決策者所須提供的資訊層級，經由 KSF 引導點出管理者應注意的方

向。並有學者從策略管理的角度探討 KSF之策略面應用，如 Charles W. Hofer & Dan 

Schendle（1978）藉觀察企業策略形成過程，以 KSF 評估企業競爭地位。KSF 因

時代與發展範圍之不同，至今尚無統一的定義，茲就學界發表之重要觀念與應用

發展說明如下表 2-6.1：  

【表 2-6.1】關鍵成功因素之定義彙整  

學者  年代  KSF 之定義  

Daniel 1961 一個企業資訊系統需經過辨別（discrimination）與選擇

（selection），同時集中資源於產業成功因素（success factors）

上，大多產業都具有 3-6 項決定成功的關鍵因素。成功企業必

定在此要素上有極佳表現（“be done exceedingly well”），而成

功因素是管理者可控制之內、外部因素。  

Hofer & 

Schendel 

1978 KSF 是管理階層可以透過決策來影響的變數，亦對產業中不同

企業之整體競爭地位有重大影響。由策略管理的角度，認為

KSF 的定義是透過活動領域與資源展開的決策，使企業發展出

有裡的地位。透過總體環境、產業與企業本身三種層次，分析

KSF，再與企業整體策略規劃結合。  

Rockart 1979 KSF 是企業某些關鍵領域，若在此領域執行不確實，組織就無

法達成預期目標，KSF 是決策的重要資訊來源，可提供高階經

理人作為有效判斷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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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年代  KSF 之定義  

大前研一  1982 確認產業的 KSF，把企業資源集中投入可取得競爭優勢的特定

領域中，是循找策略優勢的途徑之一。  

Leidecker 

& Bruno 

1984 認為 KSF 是一些特性、情況或變數，若能適當的支撐、維持

或管理，即可對企業在所屬的產業中取得競爭優勢。KSF 可以

是某種特性，如價格優勢；以可為某種狀況，如資本結構；或

產業結構的特性，如垂直整合。  

Aaker 1984 KSF 是一組資產及技能，能提供競爭的基礎，所謂成功的企業

所擁有的優勢，必是建立在該產業 KSF 的優勢，企業唯有掌

握產業的 KSF，才能建立持久的競爭優勢。  

Ansoff 1984 從策略管理觀點，KSF 為某一產業最重要的競爭能力，或其擁

有之最重要競爭資產。在該產業中營運成功的公司所擁有的優

勢，就是關鍵成功因素。  

Boynton & 

Zmud 

1984 KSF 是促使企業在現在及未來之經營更具前瞻性的營運要

素，是具有正面意義的策略規劃。  

Thompson 

& 

Strickland 

1998 某一產業的 KSF 就是該產業成員提高競爭力所需持有的因

素，包括與公司獲利能力有關的產品屬性、資產配置、競爭能

立即市場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32 

貳、KSF 的型態 

  Aaker（1992）認為，關鍵成功因素的型態有兩種：(1) 具策略必要性：一個

企業擁有此種 KSF 不一定能取得競爭優勢，其他競爭者也同樣擁有之。但企業若

缺少此種 KSF，將導致嚴重的負面後果。屬於策略上必要擁有的要素。(2) 具策略

強勢性：專指企業所擅長之核心資源，且此能力或資產能為企業取得競爭優勢。  

  其中 Aaker 所認為的 KSF，是能為企業帶來持續性競爭優勢，特別是對未來

有利的競爭優勢者。  

                                                 
132. See Daniel, D.R.,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risi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Oct., p.3, 1961. 

Hofer, C.W. & Dan Schendel, “Strategy Formulation:Analytical Concepts”, Minnesota: West 
Publishing Co., 1978. Leidecker, J. & Bruno, A.V., “Identifying and Using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Long Range Planning, 17(1), p.23-32, 1984. Aaker, D.A., “Developing Business Strategy”, New 
York: Willey and Sons, p.35-36, 1984 



              第 二章  文獻探討  
 
 
 
 

 64

貳、KSF 的確認 

  Rockart（1979）認為要找出 KSF 可透過與高階主管之個別深度訪談取得，他

指出的關鍵成功因素有四個主要來源：(1)特定產業結構；(2)競爭策略、產業定位

與地理區域；(3)環境因子；(4)暫時性因子。  

  Leidecker & Bruno（1984）認為 KSF 的確認可分為總體與個體面兩個層次。

總體面的分析可描繪較完整的 KSF，對未來方向的建構較為清楚；而個體面的方

法可使管理人員集中焦點，與企業管理與運作上有直接關聯。  

  Hambric（1989）建議以假設之關鍵成功因素，透過問卷方式由產業專家將

KSF 作排序，找出產業中最重要的一組 KSF。並發現自理論上分析出的關鍵成功

因素與專家實際認為的關鍵成功因素有高度正相關，且在關鍵成功因素上表現良

好之企業，其經營績效亦較佳。  

  由此可知，KSF 可分為總體環境面、產業面與企業個體面三個層次。在外部

環境方面須考量社會型態與產業結構的變化；而內部環境則須檢是企業的整體運

作環節，評估各個價值活動階段。只要掌握其中少數具策略強勢性的 KSF，就能

取得競爭優勢。而分析的方式則包括與專業經理人深度訪談、相關理論文獻探討、

決策者之想像、其他相關產業或競爭對手之資料分析等。  

本章小結 

以上文獻分析說明了「藝術授權產業」在文化產業類別中的位置與角色，也

對藝術授權產業之內涵、特質、參與者、產業現況與市場作概括介紹。藝術授權

產業的主要資產就是智慧財產權，著作權（版權）則是此產業核心價值，所以智

慧財產權之規劃、經營、行銷、與契約擬定等格外重要。  

  本論文以管理學界策略理論建立研究架構，依照藝術授權產業內涵加以調

整，作為分析個案經營策略與價值態勢的基礎；並參考策略行銷交換成本理論，

分析個案之行銷策略，綜合歸納出研究個案之行銷交換成本，找出適合藝術授權

產業的行銷策略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