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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藝術授權個案分析 

第一節 湯瑪斯金肯公司（Thomas Kinkade Company） 

壹、TKC 公司簡介  

湯瑪斯金肯公司（The Thomas Kinkade Company，以下簡稱 TKC）總部134
設於

美國加州摩根丘（Morgan Hill），以生產、發行與銷售油畫家湯瑪斯．金肯的複

製畫作及藝術衍生商品為主要業務；同時，也從事藝術品牌管理、行銷與藝術授

權經紀。TKC 擁有六十多家被授權商與通路之策略夥伴，員工約 450 名135
。最早期

產品以湯瑪斯．金肯作品之限量署名帆布複製畫、與數位輸出複製畫為主。金肯

作畫時善於光與影的捕捉與表現，加上寧靜、感動人心的田園風格，被譽為「光

之畫者（Painter of Light™）」，是美國有史以來最成功且受民眾喜愛的藝術家，

擁有最多畫作收藏者。TKC 之企業願景、使命，也環繞著以『光』為基礎的核心

價值（表 4-1.1）。  

【表 4-1.1】TKC 之企業願景、使命、價值  

願景（Vision）  分享上帝的光到每一處。（To share God’s Light Everywhere.）  

使命（Mission） 透過企業運作與供應商、顧客、員工的努力，實現公司願景
136
。  

價值（Value）  以『光』的英文拼字為基礎，企業價值為忠誠（Loyalty）、正直

（Integrity）、成長（Growth）、榮耀上帝（Honoring God）、與信任

（Trust） 137
。  

【資料來源】TKC 官方網站（http://www.mediaarts.com/coprofile/our_vision.shtml）  

TKC 提供樣式與種類多元的自製藝術衍生品、以及藝術授權商品，透過各式

通路滿足不同族群顧客需求。目前的核心產品包括限量署名帆布複製畫、高畫素

                                                 
134. Headquarter address：900 Lightpost Way, Morgan Hill, CA 95037, Phone: (800) 366-3733. 
135. 最新資料參：http://www.mediaarts.com/morg_hill.shtml。根據2002年底的資料，公司有385名員
工，包括214名負責生產配銷，92名負責業務與市場行銷，16名負責零售管理，63名負責公司
經營管理。最新公司資料顯示員工數為450名。 

136. 原文為：「To strive to fulfill the company’s vision through our business, our relationships with our 
suppliers, customers, our community and our employees.」 

137. 原文為：「Loyalty: Inspir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extend the TKI brand and its Message. 
Integrity: In all our action and behaviors. Growth: Development for all employe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the community. Honoring God: Through a high commitment in excellence,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Trust: Inclusion and respect for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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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藝術影像檔案版權、與非限量電腦輸出複製畫
138
。此外，公司也非常注重藝術

作品著作權與商標授權的經營；授權商品種類包括文具、月曆、禮品、家具、精

品、珠寶、家居收藏品與家飾布料等，另如電腦遊戲
139
、布景主題產品亦為其授權

對象。授權商品價格可從一個 10 美元的馬克杯，到一幅上萬美元的限量複製畫。

多年來公司藝術授權營銷策略成功，使每幅作品之衍生商品產生千萬美元之收

益，遠超過單幅同級藝術品之市售價格。金肯畫作之真品則在位於加州 Monterey

的「Thomas Kinkade 博物館（Thomas Kinkade Museum140
）」展示，目前免費開放

大眾參觀。  

貳、公司歷史  

1990 年金肯與肯．偌許
141
（Ken Raasch，目前擁有公司 25%股權）以 35,000

美元資本額成立「燈塔出版公司」（Lighthouse Publishing, Inc.），為後來媒體藝

術集團公司
142
（Media Arts Group, Inc.以下簡稱 MAGI）與湯瑪斯金肯公司前身。  

MAGI 初期以出版、發行傳統繪畫藝術為主，三年後增設數家 Thomas Kinkade

品牌門市，銷售金肯繪畫與出版品。1993 年併構約翰罕恩有限公司（John Hine 

Ltd.），增加產品線如大衛．溫特（David Winter）之雕塑作品（圖 4.1-1）等。1994

年 MAGI 在「那斯達克（Nasdaq）證券交易所」公開上市；1995 年起授權 Hallmark

公司製作藝術賀卡；並從 1996 年開始將《Thomas Kinkade》商標授權全美各地加

盟藝廊，成為銷售公司全線產品的「Thomas Kinkade 特選藝廊（Signature Galleries，

圖 4-1.2）143
」，亦是發展 Thomas Kinkade 品牌的重要通路。  

1997 年 MAGI 與金肯簽了一百五十幅繪畫作品之授權契約（參考附錄二），

授權期間十五年。次年，開設逾一百間藝廊門市，並與家具商 La-Z-Boy144、藝術

                                                 
138. 電腦輸出影像可分為加框與無框兩種。 
139. 如電腦 3D智力遊戲 “Puzz 3D：Thomas Kinkade”。 
140. See http://www.kinkademuseum.org/index.html. 
141. 擁有 15%的股權。 
142. 在本論文中採其英文簡稱：MAGI。 
143. 是取得商標授權，販售湯瑪斯金肯品牌之全產品線商品之藝廊。 
144. 「La-Z-Boy Incorporated」公司背景請參查 Hoover's Company Information 資料庫之資料。
（Accessed from : http://cobrands.hoovers.com/global/cobrands/proquest/factsheet.xhtml?COID= 
10878 , at May.1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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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公司 Warner Books、禮物書出版商 Thomas Nelson、與家飾布料商 Crown Craft145

簽約，將金肯作品之著作權再授權利用。1998 年 MAGI 的股票從 Nasdaq 轉到「紐

約證券交易所
146
（New York Stock Exchange，NYSE）」，四年間股價成長三倍。

1999 年開始發展海外市場，在英國設立第一間特選藝廊。  

  

【圖 4-1.1】大衛．溫特的雕塑作品147 
資料來源：gocollect.com148 

 

 

 

 

 
【圖 4-1.2】「Thomas Kinkade 特選藝廊」外觀  

資料來源：Thomas Kinkade 公司網站  

                                                 
145. 產品包括地毯、床單、枕頭等。 
146. 交易代號為「MDA」。 
147. 圖左作品為”Hornblower's”，105美元（5 3/4"）；右” Guardian Gate”，210美元，限量發行 500
套以下（7" x 5.5" x 7" H）（Accessed from: accessed from: 
http://www.gocollect.com/catalog/product.aspx?id=29730 ; 
http://www.gocollect.com/catalog/product.aspx?id=78564 at May.30, 2004）。 

148. See http://www.gocollect.com/, accessed at Jun.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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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年，MAGI 網站正式上線，並簽下一位當代表現派畫家郝華．貝任斯

（Howard Behrens）與另外兩位藝術家
149
，一度試圖將產品內容多樣化，朝多品牌

策略發展。次年（2001），執行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 , CEO）奎格（Craig Fleming）

宣布退休，東尼（Tony Thomopoulos）被指派為臨時執行長，同時 MAGI 財務狀

況也陷入低迷，迫使公司重新把焦點回到 Thomas Kinkade 單一品牌之經營策略，

並在年底宣布中止與其他三位藝術家的合作。  

  2003 年，MAGI 在加州總部舉行「Thomas Kinkade 授權高峰會（Licensing 

Summit）」，共有 37 個被授權商參加。MAGI 公佈公司成長策略，將繼續將公司

塑造成一個「整合的生活風格行銷組織」、增加新的配銷通路、建立各授權商品

與金肯藝術作品間更緊密的合作關係、推出季節性廣告與促銷活動刺激市場，並

開發新的網路商機。此會議代表著公司繼續執行「生活風格品牌（Life Style Brand）

策略」之重要里程碑。MAGI 並在 2003 年 10 月 31 日決議與 Main Street Acquisition 

Company, Inc.公司合併，由金肯和合夥人共同取得合併後多數股權；2004 年 1 月

正式更名為「The Thomas Kinkade Company（湯瑪斯金肯公司）」。合併後公司在藝

術授權經營成果傑出，獲得 LIMA 評選 2005 年授權大獎中包括「年度最佳藝術授

權品牌」、「年度最佳行銷活動獎
150
」、「與年度整體最佳授權獎」。  

參、畫家小傳：  

湯瑪斯．金肯是今日全美作品被收藏量最大且在世的畫家，繪畫作品量逾三

百幅，在「太平洋西北工作室（Pacific Northwest studio）」中，創作以田園、屋

舍、街景、燈塔為主題的風景畫，是美國家庭裝飾與收藏的最愛，全美有超過 20%

家庭擁有金肯的畫作（複製畫）或授權商品。批評家說它們是極簡主義下的藝術，

公司方面則認為這是符合大眾口味的平民藝術。  

分析金肯的風格，同莫內（Claude Monet）與雷諾瓦（Pierre Auguste Renoir）

一樣，都曾經歷繪畫『方法學』的低潮時期。在那段時間，畫家放棄所有曾被稱

                                                 
149. See “Media Arts artists create new work for fall buying season”, Art Business Journal V28 No.10 

p.22, Oct/2001. 
150. 湯瑪斯金肯 2004 年的假期蠟燭收藏精品行銷活動（Holiday Candle Collection Promotion）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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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的繪畫技巧與美學框架，重新追隨大師、尋找自我，經過數年沉潛、閉關與努

力嘗試探索後，終於覓得屬於自己的繪畫手法。金肯曾實地研究美國地理景觀構

造，師法文藝復興時代大師林布蘭（Rembrandt）和卡拉瓦喬（Carravaggio）對光

與影的詮釋，在無數實驗性畫作之後，找到能展現基督之光的色調與表現方式，

成就個人的獨特風格（圖 4-1.3）。  

 
【圖 4-1.3】湯瑪斯．金肯 2005 新作《Stillwater Cottage 謐流之屋

151
》  

資料來源：Thomas Kinkade Company 

身為左撇子的湯瑪斯．金肯出生於 1958 年，在美國加州 Sierra 山腳下長大，

從小生活在由母親獨自扶持的單親家庭，四歲開始就是個小畫家，十六歲時在藝

術家葛蘭．威索斯（Glen Wessels）指導下，成為技巧熟練的油畫家；二十歲受洗

成為基督徒。他在加州大學與 Pasadena 市設計藝術中心學院完成學業後，曾與大

學好友詹姆斯．葛尼（James Gurney）開貨車穿越美國大陸，沿途素描紀錄風景，

                                                 
151. 公司網站中提供每一幅作品之作者解說影音檔案，本作品書面說明同樣引用《聖經：詩篇》，

並解說「此作品展現夕陽豐富的色彩，讓愉快、遙遠的樹林沉浸在榮耀的光裡，此處有上帝完

美和諧的照顧。」（”The Loard is my Shepard, I shall not want…He Leadeth me beside the still 
waters.(Psalm 23:1-2)”） 



藝術授權產業之營銷策略研究           
 
 
 
 

 75

寫下一本暢銷的繪畫教學手冊《藝術家的素描指南（The Artist's guide to 

sketching152）》。1982 年結婚，婚後育有四女，他把妻子與孩子的名字
153
藏在每一

件藝術作品中，把神的光獻給自己的家庭，也分享給收藏者的家庭；他的藝術所

欲傳達的是一份對於傳統『美』的價值之表達，經過 TKC 長期一貫的行銷策略輔

助，成為深受美國民眾喜愛的藝術品牌。  

二十四歲時工作於動畫影片產業，曾為動畫電影《火與冰（Fire and Ice）》創

作逾六百幅背景畫面，奠定對光影的精準掌握；一年後金肯結束動畫電影繪畫工

作，立志作一名捕捉光的風景畫家，開始公開發行畫作。  

1990 年公司成立當時，將金肯的藝術與商業結合的確是十分驚人的策略，在

其個人藝術家網頁中，他被譽（也自譽）為「人民藝術家」。作為虔誠基督徒，

他讚美神的價值，並習慣在作品介紹中引用《聖經》佳句（參【註 151】）；在無

神論的後現代藝術群落中，試圖扮演中產階級藝術拯救者的角色，重新喚起美式

古典主義，讓肯定傳統價值的民眾特別容易接受。由於成長背景讓他對貧窮生活

有親身體會，認為繪畫是人民表達的窗口，即使世界有許多黑暗，仍相信藝術能

治療人心。  

肆、商品通路：  

  TKC 擁有全球近四千家通路行銷點，包括藝廊與各式通路。以北美地區為主，

加上歐洲地區約共有五百五十間經銷藝廊，提供部分或全部 Thomas Kinkade 品牌

商品；其中約有二百八十家「Thomas Kinkade 特選藝廊」和四百多間「櫥窗藝廊

（Showcase Galleries154）」，另外也經由三間直營店與公司網站進行銷售
155
。透過多

元的通路策略，讓金肯充滿光影律動的田園風光成了極具經濟價值的事業。  

                                                 
152. Watson1/Guptill, New York. 
153. 金肯的妻子名為 Nanette，四個女兒分別是Merrit, Chandler, Winsor and Everett. 
154. 也就是設櫃於其他賣場或購物中心中的經銷點。 
155. 公司所有之直營門市除了銷售，也作為新商品市場測試之用，三家店與公司網站經營之電子商
務收入，約佔整體營收的 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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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TKC 的策略聯盟企業，同時亦為重要的銷售通路有包括：Hallmark Cards 

Inc.156、QVC 電視購物頻道、La-Z-Boy、Joanne Fabrics、Kincaid Furniture、Amcal、

Avon、 the Bradford Exchange、Harvest House、Advance Art、Bullfinch、Home 

Interiors、Teleflora、Thomas Nelson Publishers、Madacy Entertainment、Barth & 

Dreyfus、BloomCraft、Bullfinch、Books Are Fun 等，以上這行銷通路共同將 Thomas 

Kinkade 塑造為一個『生活風格品牌』，並大幅增加公司營收；金肯表示：「例如

在 QVC 頻道，我們的藝術授權商品每小時可產生一百萬美元的營業額157
。」  

策略上藉擴展品牌通路「特選藝廊」之數量提高品牌知名度，同時增加其他

藝廊經銷點以提高營業額；並利用被授權商既有通路，推廣受歡迎的授權商品。

TKC 各類型通路詳述如下：  

一、Thomas Kinkade 特選藝廊  

1996 年開始，開始《特選藝廊網路建構計畫》；這項計劃是要將 Thomas Kinkade

商標授權給符合條件的藝廊，以建立更堅強的品牌形象。一旦取得授權成為特選

藝廊，就可以銷售公司品牌商品。公司認為特選藝廊計畫由經營者投資並自負盈

虧，以此法行銷 Thomas Kinkade 品牌，效率高且風險較小，所以暫停直營門市的

繼續擴增
158
，專心推廣特選藝廊計畫。  

1999 年起將特選藝廊推向國際市場，至 2002 年底，歐洲已有五家，加拿大多

倫多也開設第一家；到 2005 年全球（美國以外地區）已有近 30 家以專營 TKC 產

品為主的品牌加盟特選藝廊。  

根據 2003 年美國證券交易委員會年度報告
159
，2002 年 MAGI 單從藝廊通路就

                                                 
156. Hallmark Cards Inc.：擁有實體通路與網路通路，銷售賀卡與文具禮品。 
157. CBSnews.com, “ Thomas Kinkade: A Success”，原文：”at QVC, The Home Shopping Channel, 

Kinkade says his art has "sold upwards of $1 million an hour”.（http://www.cbsnews.com/stories/ 
2001/11/21/60minutes/main318790.shtml） 

158. 在 2000 年會計年度，公司策略性地限制公司所有之湯瑪斯金肯門市擴充，以利「特選藝廊」
計畫的推動。目前，公司只擁有三間直營店。 

159. ”Form 10-K”,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20549, 
“Annual Report Pursuant to Section 13 or 15(d)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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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700 萬美元收益；公司並持續推動特選藝廊計畫深入目前沒有特選藝廊的社

區。藝廊經營者要獲得商標授權，取得產品經銷權，須具備一定的財務條件，如

初期資金、銷售量，並具備藝廊經營之相關經驗，經篩選後，授權給具高度長期

經營成功可能之經銷商，成為特選藝廊。獲得授權者須同意展示相當數量的公司

商品，並擁有 Thomas Kinkade 商標之部分使用權限。  

二、其他獨立經銷商  

除了特選藝廊，TKC 商品同時透過約四千家獨立經銷商販售，包括獨立的禮

品與精品商、美國與少數加拿大境內的其他藝廊與畫框店等。所有經銷商依銷售

額分為五個層次，不同層次得經銷不同的商品種類，如「非限量商品帳號」經銷

商，只能採購非限量商品，最少須採購 500 美元才可開設此帳號；而櫥窗藝廊（設

櫃於其他賣場或購物中心裡的經銷點）可經營限量商品，但每年須至少採購 30,000

美元的限量商品。經銷商層次隨業績增加升級，銷售未達標準者亦會遭降級。  

目前全美約有四百間櫥窗藝廊、近六百家一級經銷商、約一千二百家授權與

認證經銷商、以及約一千六百個擁有非限量商品帳號之經銷商。授權商品在 TKC

監督下設計製造，由被授權商原有的銷售通路配銷，包括百貨公司、批發賣場、

禮品店、書店、專門店與郵購，同時透過 TKC 經銷網路銷售。  

伍、藝術授權產品：  

TKC 藝術授權商品分兩個層次，第一層次授權商品，由金肯直接授權 TKC 複

製、設計與製造，工廠設於加州摩根丘（Morgan Hill, California），生產包括：書

籍、帆布簽名畫與數位輸出複製畫、錫製裝飾品、家具、禮品、家庭用品（陶杯、

磁鐵、畫框、蠟燭）、文具用品等藝術衍生品。  

第二層次為轉授權商品，由 TKC 作為藝術授權經紀公司，將公司取得的專屬

著作權的藝術數位影像，再次授權給其他被授權商，進行商品設計、製造與銷售，

並收取授權金。這些商品種類包羅萬象，如玻璃雪景球（Snowglobles，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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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飾（如 2005 年 4 月與 Westinghouse 公司合作推出各款授權燈飾160
，圖 4-1.5）、

卡片、家庭飾品、家具、電腦遊戲、產品外包裝等，在 TKC 監督下由被授權商設

計製造；這些商品都秉持著金肯藝術中的光影描繪手法與田園主題精神，價格則

從 50 美元的小禮品，到一幅上萬美元的數位輸出複製畫不等。  

 

【圖 4-1.4】TKC 藝術授權的冬季音樂玻璃雪景球
161 

資料來源：Collectiblestoday.Com 

     

【圖 4-1.5】畫作（左）《A New Day Dawning 新日晨曦》與其授權手繪燈飾（右）  
資料來源：Westinghouse Light公司  

一、商品型態  

金肯的藝術複製品分為『限量』與『非限量』兩種型態；限量版本是高品質

的帆布畫作與數位影像輸出作品，每件單品都有證書說明確認尺寸、版本印刷數

                                                 
160. 請參考網站：www.westinghouselighting.com/kinkade/。  
161. 商品原文名稱為「Thomas Kinkade Winter Wonderland Musical Snow G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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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非限量商品就沒有品質與數量上的限制與認證。直到 2002 年底，限量與非限

量商品之產值各占公司總淨營收的約 56%與 24%。由金肯親自打光（Hilighting）

的複製畫作，價格自 30,000 至 50,000 美金不等，這些「大師版（Master Edition）」

複製畫上都有金肯的指印、公證之防偽簽章、與金屬彩料的親筆簽名。  

二、授權機制  

TKC 將藝術作品著作權與商標授權給其他廠商，讓被授權者以 Thomas 

Kinkade 之名稱或藝術影像為基礎，從事藝術衍生商品研發設計、製造、行銷與管

理等工作。有時 TKC 會直接與被授權商合作開發產品，或授權後完全讓被授權商

處理者。不過無論如何，TKC 都有決定授權商品樣式與商標、畫作影像數位檔案

應用方式之絕對權利，雖然授權商品並非 TKC 製造與銷售，凡使用 TKC 版權與商

標，TKC 就有權干涉被授權產品之用途、型態與行銷方式。  

三、創意內涵  

TKC 的創意來源為金肯的藝術作品。在美國，金肯是曾獲多重藝術獎項的藝

術家
162
，以其作品為基礎的產品，充滿藝術的創意與美，提供消費者溫暖與獨具魅

力的生活風格。  

至於授權內容，根據 1997 年十二月三日簽定之契約，MAGI 獲得湯瑪斯．金

肯先生從 1997 年至 2012 年十二月創作提供之所有作品、與 1997 年以前暨授權洽

談期間金肯所有原始草稿、素描、寫作、畫作與其他藝術作品（含數位影像檔案），

至少一百五十件作品（簽約最初五年，每年至少提供十件作品）之完整、專屬、

不受限制與永久的權利，可對作品從事複製、改作、製造、再授權、出版、促銷、

配送、銷售與展示任何藝術或非藝術產品與服務，該契約同時授權 TKC 使用金肯

的姓名與肖像於行銷活動與任何品牌形塑相關之目的。  

 

                                                 
162. 包括國家限量發行商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mited Edition Dealers)與年度圖畫藝術家

(Graphic Artist of the Year)、年度藝術家(Artist of the Yea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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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意服務部門（Creative Services Department）  

MAGI 在 2002 年第四季，設立了一個創意服務部門，負責指揮、管理、監督

所有產品開發活動，以延伸 Thomas Kinkade 作為一『生活風格』品牌進入新的市

場。此創意服務部門與金肯、下游通路、業務部門、與策略聯盟企業合作企劃開

發新產品。新提案商品在上市前，均會預作試售與前行銷（pre-marketed）活動。  

該單位設於紐約市中心，負責所有授權商品設計之藝術創意指導，包括風格、

色調、新產品項目的決策等。許多藝術授權商品，雖然並非金肯畫作影像之直接

翻版，但須在色調風格上能符合品牌的形象，如下圖 4-1.6，就是以 Thomas Kinkade

生活風格品牌為基礎，開發創造的創意產品。  

  
【圖 4-1.6】以金肯的畫作開發之迷你房屋雕塑夜燈商品

163 
資料來源：Tara's and Ray's Treasures 

陸、品牌經營  

『品牌』是與某些產品、服務或組織相連的意像；也在消費大眾心目中有獨立

的意義。例如「可口可樂」品牌代表美式生活文化傳統。當消費者迷失在成千上

百的藝術家與作品間，金肯將成功地將自己定位為『光之畫者』，塑造一個清楚

的品牌意像，將作品與授權商品定位為小屋與田園景緻的同義詞
164
。他自述其畫作

                                                 
163. 此商品名稱為「Holiday Bed and Breakfast」，56美元，為手工繪製限量商品。（Product 

description：”Holiday Bed and Breakfast is hand-crafted and hand-painted scupture authentic original 
by Thomas Kinkade. This cottage is a limited edition.”） 

164. See Anthony J Dukes，”Brand image, Consumers, Trials, Obstruction of justice, Executives”, Phi 
Kappa Phi Forum. Baton Rouge: Summer 2004. Vol. 84, Iss.3; pg.4, 2 p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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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聲的使者，為家傳遞平安、希望與歡樂的訊息
165
。」人們說金肯的畫給他

們希望與靈感，為日常生活製造出『三分鐘假期』的感受。  

金肯的藝術所以能成功被大眾接受，在於提供一個正面的訊息與特別的藝術

質感。他傳遞自己為一位虔誠基督徒與好爸爸的形象，將字母『N』藏在畫作中獻

給妻子
166
，許多畫作中都藏有女兒們的名字；這種家庭價值，正是美國人民所能接

受稱頌的，也成為品牌價值。同時，也出版許多以其婚姻、家庭、信仰為主題的

書籍
167
，加強品牌與家庭價值的連結。  

創辦人肯．偌許表示，他一開始認為在美國繪畫領域，市場尚無領導品牌出

現，不像流行音樂界有 Whitney Houston 與 Mariah Carey 大家熟悉的品牌；因而將

公司定位為「傳統繪畫藝術」出版商，當時對藝術授權產業概念仍非常模糊，隨

著公司成長，慢慢找出事業的方向，以及更大的公司願景。  

MAGI 表示：將金肯的藝術商品化、成為市場化之品牌，改變了藝術的既定形

象。在 1990 年代初期，MAGI 對藝術的態度與其市場策略，讓藝術從貴族文化的

高塔被釋放，投入資本主義懷抱，藝術概念安靜冷酷地被企業所操弄，成為有個

性、風格化的消費產物。2002 年開始，MAGI 正式將 Thomas Kinkade 塑造為生活

風格品牌，並以此品牌開發週邊與限量商品，供消費者收藏。  

合併前，Thomas Kinkade 就已是 MAGI 的領導品牌；1999 年在紐約證券交易

所公告淨盈餘為 1.2 億美元168
，較前一年之 8,270 萬美元成長 53%。至 2004 年授權

產業統計報告顯示，合併後的 Thomas Kinkade 品牌營業額已超過 5 億美金，超越

以往藝術授權第一名品牌「珍貴時刻（Precious Moments）」，成為美國第一大藝

術授權品牌。MAGI 也是第一個將商品創造與發展成為生活風格品牌的公司，這個

生活風格品牌指的就是金肯的個人特質。  

                                                 
165. 原文為「silent messengers in the home relaying messages of peace, hope, and joy.」 
166. 金肯的妻子名為 Nanette。 
167. 如”The Many Loves of Marriage”, ”The Many Loves of Parenting”, ”The Many Loves of 

Christmas”等書。 
168. 交易代號為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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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Thomas Kinkade 品牌授權藝術衍生商品的巨額銷售量，MAGI 進入廣大

的藝術授權市場，和許多廠商合作生產上百種授權商品，其中許多都只跟金肯的

藝術有『些許』關聯而已。MAGI 的策略非僅將藝術商品化，且將『藝術家』商品

化。這概念就如在唱片市場，同樣運用明星之人物授權手法來延伸產品生命。  

Thomas Kinkade 的生活風格品牌是這股新趨勢中的先驅品牌，在這個市場

中，藝術家的靈氣與生命價值比作品本身更重要、更有價值。此現象如 2004 年福

斯（Fox Studio）新上市的一款休閒服，靈感來自電視影集《艾利的異想世界（Ally 

McBeal）》中，女主角那種古怪而自我探索的行事風格；新力（Sony）也將推出

一系列以小甜甜布蘭妮（Britney Spears）為靈感的彩妝、鞋子與服飾。不同於傳

統的授權概念，這些由授權品牌擷取靈感的產品，不一定有著該品牌的圖騰影像

或商標，反而是以表現出該『品牌精神』為主要訴求，增加銷路。  

在 Thomas Kinkade 生活風格品牌中還有一項潛在優勢，沒有人真正相信艾莉

的真實性，小甜甜布蘭妮也不過是個娛樂歌手；然而人們卻相信金肯的人格是真

實存在的，相信他的藝術與所傳達的訊息。人們相信他的靈氣、相信他是真正虔

誠的基督徒畫家，也相信他說他的藝術是家中和平、希望與歡樂的沉默訊息。  

柒、策略合作關係 

TKC 與異業策略合作的關係約分為兩種層次，一種是透過與許多擁有不同消

費市場的領導企業簽訂合作契約，建立「生活風格品牌」認知，並利用異業媒體、

通路商對不同市場的專業與現有的生產銷售通路，試圖接觸層面更廣的消費族

群，以拓展收入來源。例如：與 QVC 購物頻道合作，銷售數位輸出複製畫與衍生

商品，每年約有六百萬美元營業額；另外，與 Home Interiors 與 Park West Galleries, 

Inc.合作銷售非限量藝術衍生商品，每年約有五至六百萬美元營業額；同時，TKC

也與國際市場領導型企業發展策略合作關係。  

另一種方式是透過被授權商在廣告與行銷上的投資，增強品牌知名度，TKC

將繼續採取此種策略合作方式，與願意投資廣告與行銷在 Thomas Kinkade 品牌的

企業合作。相關合作廠商包括：Avon、Bradford Exchange、Hallmark Card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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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E、Barth & Dreyfus、Books Are Fun、BloomCraft、Joanne Fabrics、La-Z-Boy、

Kincaid Furniture、與 Amcal 等，它們一方面是 TKC 品牌之被授權對象，一方面也

配合推動品牌的行銷與廣告。  

捌、業務與行銷規劃：  

  TKC 利用多種媒體：包括平面廣告、廣播、電視等，加強對消費者與藝術收

藏家的行銷。另外，也設計銷售各種輔銷素材（包括明信片、產品型錄、錄影帶

等）給藝廊、經銷商等通路。至於「特選藝廊」等層次較高的經銷單位，則提供

經銷商自行印製輔銷品之廣告津貼；經銷商也會參加 TKC 舉辦的促銷活動。至於

其他策略聯盟或被授權企業，則各自獨立規劃執行授權商品之行銷活動。  

  TKC 負責的業務與行銷活動包括經銷商服務、零售銷售人員訓練、行銷與促

銷規劃等。針對營業額高的產品與現有利潤高的市場，持續改善顧客服務，協助

獨立經銷商進行促銷，並發展有效的媒體策略。  

TKC 採用「最適產品通路概念（product-appropriate distribution concept）」，

針對通路特性選擇適合銷售的商品種類，將不同屬性與層次的產品利用不同的通

路加以區隔，以便掌握目標市場可接觸的商品。TKC 將繼續把「特選藝廊」塑造

為 Thomas Kinkade 品牌旗艦門市，重點加強北美市場與西歐市場。  

TKC 的業務人員包括地區性藝廊帳戶管理人、一組顧客關懷人員、業務發展

經理、主要經銷商帳戶經理、與負責授權工作人員。業務人員通常有底薪與獎金。

2001 年以前 TKC 的訓練課程由「Thomas Kinkade 學院（Thomas Kinkade 

University）」負責，該學院關閉後，員工訓練與產品支援工作都改由特定的業務

諮詢人員、與特選藝廊共同負責。  

Thomas Kinkade 收藏家社群：TKC 為購買 Thomas Kinkade 藝術商品的顧客發

起一個收藏家俱樂部，並負責該平台的運作管理，該會擁有上萬名會員，每年需

繳交 50 美元會費，會員可收到俱樂部季刊、金肯先生的最新創作與活動消息，以

及擁有購買會員專屬商品的權利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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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授權展：每年，TKC 都會參加商展，接觸有潛力合作授權之廠商。2005

年在紐約的國際授權展
169
（見附錄一），會特別著重在『藝術與設計授權藝廊』部

分，包括特別增設的展示空間、藝術吧、咖啡座、以及新設的藝術與設計授權藝

廊顧問諮詢小組。根據贊助商展的 LIMA 研究表示，2004 年紐約授權展，在藝術

與設計方面的授權金營收總體上升 3.7%，達一億六千七百萬美元。  

玖、生產製造  

金肯創作一幅畫通常須耗時三十個工作天，原畫在數位化後就被妥善地保存

在地窖裡、或在 Thomas Kinkade 博物館展出，屬於非賣品。限量簽名帆布轉印畫

與數位影像輸出複製畫，都在總部位於加州摩根丘的工廠製造、組裝（加框等）、

庫存並配銷至各經銷點；有些非限量影像輸出複製畫，由 TKC 之合作廠製造、裝

配；藝術衍生商品與禮品，由合作廠以外其他工廠製造、或由授權商負責。  

TKC 發行的限量簽名油畫是由原畫翻製而成；首先，經過數位攝影翻拍為電

子影像檔案，再經過產品開發小組對影像進行修整、處理成最能表現原畫的數位

影像，並將影像送至生產廠房，在此接受雙重檢驗與簽章認證，轉印到帆布上。

最後，由數十位受過專業訓練的「打光師（highlighters）」作畫面處理，以粉亮的

油彩修飾樹木的反光、葉緣、小溪裡濺起的水花、瀑布急流和花瓣，製造出親筆

繪製的油畫質感，約五個工作天可完成整個複製畫製造程序。接著，依據訂單加

框或直接配送至顧客。畫框、紙張、帆布、油料與其他原料由各原料供應商提供。 

TKC 為確保複製畫品質符合嚴格的標準要求，採系統化製造過程與品管程

序，以改善品質、縮短製造時間、增加產能，並投資部分自動化生產設備，這方

面的管理與一般商品生產管理過程無異，部分產品也利用外包方式生產製造。  

拾壹、其他資料  

一、競爭企業  

                                                 
169. 2005 年 6月 21-23日在 Jacob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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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研究報告中所列出 TKC 競爭企業（表 4-1.2），並非以藝術授權產業為

限；事實上，反而以製造各種授權商品的產品競爭者為主，也包括一些通路商。

可見，授權產品能否成功，還是以個別商品的營銷為主要因素。對藝術授權公司

而言，應專注在品牌的經營與行銷，以引起更多被授權廠商與媒體的注意，持續

開發授權市場，總有更多新商品製造商可成為授權對象。  

【表 4-1.2】TKC 競爭企業名單  
主要競爭者  其他重要競爭者  

1. American Greetings  
藝術賀卡市場 

2. Martin Lawrence Limited Editions 
藝術市場 

3. Pnnacle Frames and Accents, Inc. 
畫框市場 

1. Artistic Impressions 
2. Bombay Company 
3. Coldwater Creek 
4. Lillian Vernon 
5. Martha Stewart Living 

6. Russ Berrie 
7. Target 
8. Thomas Nelson 
9. Welcome Home, Inc.

【資料來源】Hoover's Company Information 

二、TKC 重要幹部（表 4-1.3）  

【表 4-1.3】TKC 重要幹部資料  
職  稱  姓  名  附  註  

董事長  Eric H. Halvorson 56 歲  
執行暨行銷業務副總  Daniel (Dan) Byrne 42 歲  
副總，總顧問兼秘書長  Robert C. Murray 44歲，年薪 206,903美元，獎金 46,553

美元  
人力資源副總  Rose Capistran 44歲，年薪 179,750美元，獎金 36,399

美元  
業務副總  Todd Stewardson  
生產副總  Neal Weinstein  
行銷副總  Linda Mariano  
藝術經理  Thomas Kinkade 46 歲  
授權業務發展經理  Ellen Sevin  
【資料來源】Hoover's Company Information,2005  

三、關係企業  

1. Exclaim Technologies：負責 TKC 網站的架設維護  

2. Lightpost Publishing, Inc.：負責製造與銷售  

3. MAGI Sales, Inc.：獨立門市  

4. Thomas Kinkade Media, Inc.：負責商品製造生產  

5. Thomas Kinkade Stores, Inc.：專門負責零售連鎖店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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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TKC經營策略分析 

  根據文獻探討說明企業之經營策略有三個構面：營運範疇、核心資源與事業

網路；本節先從策略三構面理論分析 TKC 之策略內涵，再分析其價值策略與營運

模式。  

壹、營運範疇：  

  企業策略構面之「營運範疇」係指企業之產品市場、活動組合、地理構形、

與業務規模，就 TKC 資料分述如下：  

一、產品市場  

  根據本章第一節 TKC 個案資料內容，TKC 的主要產品分為無形的智慧財產權

及有形藝術衍生商品；主要市場也分為智慧財產權之授權對象、及藝術衍生商品

消費市場。目前除加拿大與英國少數藝廊通路，TKC 仍以美國本土市場為主要目

標；未來，則希望拓展以歐陸為首之國際市場（圖 4-2.1）。  

 市 場  

 藝術衍生

品製造商

各層次

通路商

策略聯

盟業者

收藏

家  

家庭消

費者  

國際

市場

限量複製畫   ●  ●  ●   ●◎

非限量複製畫   ●  ●   ●  ●◎

限量藝術衍生商品   ●  ●  ●   ●◎

非限量藝術商品衍生品   ●  ●   ●  ●◎

商標授權  ●◎  ●  ●    ●◎

  

 

產  
品  

藝術品版權授權  ●◎   ●    ●◎

●：目前的策略定位；◎：未來將著重發展的策略定位  

【圖 4-2.1】TKC「產品市場」策略構面分布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目前 TKC 所有產品都以金肯的畫作與 Thomas Kinkade 品牌為基礎。在有形產

品方面，以自行製造、配銷的方式，發行包括『限量』與『非限量』兩種複製畫

產品，以及公司設計之藝術衍生商品。由於藝術品的價值在其『原創性』與『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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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性』，藝術商品必須秉持此一原則方能獲得藝術市場青睞。  

TKC 模仿版畫藝術之限量精神，提供限量高品質複製畫與藝術衍生商品，如

限量花瓶等，鎖定 Thomas Kinkade 社群會員和藝術收藏家為目標市場。另一方面

也推出非限量商品，以一般商品價格提供具藝術質感的生活產品，針對各種商品

之零售消費市場。  

在無形產品方面，TKC 致力經營品牌商標與藝術版權市場，將無形智慧財化

為有價商品；其藝術授權目標為美國境內廣大的禮品、家具布料、文具五金等產

業市場，未來也將增加歐洲地區的藝術授權業務；品牌商標的目標市場則如對特

選藝廊之商標授權，或授權異業使用 Thomas Kinkade 品牌，提供符合品牌特色之

產品，如花卉
170
等。   

根據安索弗提出的產品市場策略類型上，TKC 主要是採取「市場滲透策略」，

盡量在現有的市場增加銷售量；例如策略性持續增加「特選藝廊」數量；又如自

2005 年二月起採用 HP 的複製畫輸出設備，可提升產能 20%，因應銷售量的提升
171
。 

另外，在產品與市場上分別著力發展，包括藝術總監湯瑪斯．金肯的持續創

作，不斷產生新的藝術畫作，同時設計部門也持續開發新產品。在新市場發展上，

則往國際市場方向進行；但 TKC 前執行長奎格也曾表示：「每個美國家庭平均有

40 面牆面172
」，有些收藏者，甚至採輪流展示的方式在有限的牆面上掛上金肯的複

製畫；目前全美已有 20%的家庭擁有金肯的畫作與藝術商品，所以即使在美國，

市場滲透策略的確都還有成長的空間。  

二、活動組合  

  藝術授權產業的主要活動組合包括：(1)藝術品版權取得、(2)藝術品數位化、

                                                 
170. 與 ProFlowers合作，推出湯瑪斯金肯花卉。（http://www.proflowers.com/kinkadeflowers/） 
171. See “Thomas Kinkade Company Chooses HP to Capture the Spirit of Fine Art Reproduction”, PALO 

ALTO, Calif., Feb. 22, 2005.（Accessed from : 
http://www.hp.com/hpinfo/newsroom/press/2005/050222b.html , 2005）  

172. 湯瑪斯金肯公司前任CEO奎格曾表示（2004）”There's over 40 walls in the average American home, 
and Tom says our job is to figure out how to populate every single wall in every single home and 
every single business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 his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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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藝術版權利用三個部分。而 TKC 的活動組合，涵蓋藝術授權產業所必須的三個

階段，包括：取得金肯藝術品的專屬藝術版權授權   藝術畫作之數位化與建檔  

 藝術版權之再授權與藝術衍生商品製造。  

  藝術版權的取得是 TKC 最基本的價值活動，曾經 MAGI 也有意往多品牌發

展，試圖與其他藝術家簽約授權，最後都被迫終止契約，只維持與金肯的合約，

並重點發展 Thomas Kinkade 單一品牌策略。  

  藝術畫作創作完成後，為了複製與再利用之必須，要經過數位化建檔，這個

步驟是藝術授權的核心價值活動，未來不論任何版權應用，都以數位化藝術影像

檔案為交易標的。由於藝術的價值在於『美』，粗糙的影像不可能呈現藝術品該有

的質感，所以 TKC 非常注重數位化品質，將每幅畫作以一億畫素（100 mega-pixel）

精密掃描，務求展現原畫的每個細節，確保複製畫的品質。此為 TKC 能成功的重

要價值活動。  

  藝術版權之妥善利用，是公司能否永續經營的關鍵活動，TKC 將版權利用分

為藝術衍生商品的製造、行銷，與藝術版權之再授權。藝術衍生商品由公司設計

製造，商品品質格外重要，必須保有藝術品的美感；在銷售方面，TKC 採取廣設

通路的方式推廣品牌，通過積極的行銷與廣布全美的通路，建立品牌內涵在消費

者心目中的印象與地位，增加品牌價值，也同時提高其藝術版權的價值。  

在藝術版權之轉授權部份，TKC 採取有限的非專屬授權模式，授權給各種商

品製造商。如授權給 La-Z-Boy，生產以 Thomas Kinkade 藝術為主題的家具，授權

內容僅限於合約中約定之商品，包括授權期間與數量都是有限制的，已授權給

La-Z-Boy 製造沙發的作品，仍可授權給別的商品種類，屬於部分非專屬性質的藝

術版權授權。  

三、地理構形  

目前，TKC 是一以美國市場為主的企業，所有的價值活動都在美國境內進行。

策略上，希望透過與國際藝術授權拓展市場，但主要之授權、數位化、設計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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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銷售活動，仍以美國為主。目前國際市場的推展以特選藝廊為主，在加拿大與

歐洲（主要在英國）都有經過授權的 Thomas Kinkade 特選藝廊門市；另外，透過

電腦遊戲的授權藝術背景、電子產品桌面圖案等授權，消費市場的地理限制勢將

逐漸縮小。  

四、業務規模  

根據 2004《License!》最新研究報告，TKC 藝術授權營業額規模從 2002 年二

億五千萬美元
173
，倍數成長為 2003 年的超過五億美金

174
。成為美國藝術授權產業第

一品牌（表 4-2.1）。  

【表 4-2.1】2003 最佳藝術授權品牌：授權商品零售營業額（單位：百萬美金）（Top 
Art Licensors：based on 2003 retail sales of licensed goods, in Million U.S.） 

 Artist Sales 
1 Thomas Kinkade $500+ 
2 Precious Moments 500 
3 Little Suzy’s Zoo 235 
4 The Flavia Company 135 
5 Susan Winget 100 
5 Wyland 100 
6 Mary Engelbreit 90 
7 WarrenKimble 75 
8 Hautman Brothers 54.5 
9 Debbie Mumm 50 
10 Paul Brent Designer Inc. 48 
11 Challis & Roos 39 
12 Rachael Hale 30 
 In Million U.S.D. 

【資料來源】License!Research, 2004. 

  TKC 目前在加州總部員工數約 450 人。根據可得資料顯示，其中約四分之一

負責市場行銷與業務，超過半數員工負責藝術商品的生產配銷，其他則是管理人

員
175
（表 4-2.2）。  

                                                 
173. 參【註 11】。 
174. 參【註 92】。 
175. 參【註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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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TKC 員工配置  

 市場行銷  生產配銷  經營／管理  

人力配置百分比  24% 55% 21%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由以上配置表可知，TKC 相較於傳統製造商，非常注重行銷工作的推動。由

於過去對藝術版權產業的陌生，TKC 起初的定位並非以版權之再授權為主要業

務，反而是以藝術影像的再製為基礎，本質上仍以生產製造為主的藝術加工產業。

直到 1997 年取得金肯的創作專屬授權之後，才開始加強版權的經營與品牌的行

銷。最近，更思以公司現有規模與資源，充分利用公司擁有的通路，以及與其他

企業長期建立的再授權關係，幫助其他藝術家發展授權事業；如 2004 年底，TKC

與現代藝術家莫瑞裘．卡特倫（Maurizio Cattelan）簽約，將開始推動 Mr.Cattelan

品牌與藝術授權工作
176
。  

貳、核心資源 

  TKC 的核心資產包括「資產」與「能力」兩方面（表 4-2.3）。資產又分為「有

形資產」與「無形資產」；TKC 總部與工廠，目前承租位於美國加州的「美卓商業

園區（Madrone Business Park）177
」，租約 15 年，有形資產部分並無不動產投資；

相對的，其生產設備就成為重要的有形資產，主要包括影像數位化設備、數位資

料管理系統
178
、以及數位影像輸出設備

179
等，整體上以生產高品質複製畫的設施為

主。由此配置可知，複製畫的質感是 TKC 的重要核心價值策略之一。  

  無形資產一般包括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等，TKC 無形資產可分四部份：

(1) 經營 20 年的「Thomas Kinkade」品牌，是一個代表著以『光』與基督教精神

為核心價值的藝術品牌，為 TKC 最重要的無形資產。此品牌以藝術家之信仰為核

                                                 
176. 如湯瑪斯金肯公司的策略夥伴 S.C. Johnson & Sons, Inc.，已同意 2005 年夏天將配合勞動假期
推出 Mr.Cattelan品牌蠟燭商品（Cattelan Glade jar candle）。 

177. 目前承租處為 2000 年 Toeniskoetter & Breeding, Inc. (TBI) 公司興建的Madrone Business Park，
湯瑪斯金肯公司為其中最重要承租單位。（TBI網站：http://www.tbidevelopment.com/about.htm） 

178. 2004 年十月起，湯瑪斯金肯公司採用了 Interwoven, Inc.（Nasdaq: IWOV）公司的數位資產管
理平台（Digital Asset Management）”MediaBin Asset Server”，能將其數位化核心資產管理
自動化，極小化資料搜尋時間，降低配銷成本，加速以數位資產為核心事業之營運流程。
（http://www.interwoven.com/news/press/2004/102504tk.html） 

179. 同【註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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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價值，與美國民眾信仰吻合，經品牌塑造過程，成為基督信仰的藝術代言；(2) 金

肯 15 年內畫作專屬授權之藝術版權，以及「Thomas Kinkade」註冊商標，均為

具商業價值的智慧財產權；(3) 多年來與不同的被授權商簽定之契約，以及公司所

具備的取得藝術授權與再授權之完整流程資料。(4) 高品質的藝術數位資料庫，目

前以金肯的藝術作品為主，資料庫詳細分類各系列畫作。TKC 在未來亦將與其他

藝術家合作，增加藝術數位資料的多樣性。  

  在企業能力方面，分為「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TKC 的個人能力包括擁

有專業技術的藝術家湯瑪斯．金肯，他擁有對平面藝術的絕佳詮釋技巧，能源源

不絕地提供充滿溫和的光與美的作品，作為藝術授權事業之基礎。另外，具備管

理能力的執行長艾瑞克（Eric H. Halvorson，在 2005 年二月成為董事長）之個人能

力也是 TKC 資源之一；Eric 為杜克大學法學博士，同時擁有會計師執照，2000～

2003 年曾在 Pepperdine 大學教授商業法與會計相關課程，1985～2000 年時擔任

Salen Communication 公司業務、執行副總等職；更早之前曾是在威斯康辛州

（Wisconsin）的 Codfrey And Kahn 法律事務所合夥人。擁有完整的法律與管理資

歷，符合帶領藝術授權企業的條件。  

  至於組織能力方面，最重要者有複製化的製作能力、授權與談判相關之業務

運作能力、以及藝術商品化多年的經驗與技術，都是公司的核心資源。  

  其中，在總員工數當中有數十位的打光師，是公司重要的資產，他們負責創

造複製畫逼真的質感，與其他競爭者之間建築起相當高的進入障礙。由於消費者

對藝術品的要求原本就比普通商品高，對複製畫的印象停留在廉價粗糙的畫面質

感，TKC 在複製畫的仿真度上下了很大的功夫，培養一群藝匠，生產具有高貴藝

術質感的複製畫，顛覆大眾對複製畫的印象，產生購買真品的錯覺，自然能增加

銷量並提升複製畫的單價。這群打光師的存在是 TKC 重要的組織能力。  

未來，TKC 憑著良好的品牌商譽，與藝術授權領域之營銷經驗，將繼續推動

精緻藝術生活化、商品化，深入家庭成為生活風格品牌精神的一部分。  

【表 4-2.3】TKC 核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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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類別  主要內容  註  
有形資產  1.影像數位化設備  

2.數位資料管理系統  
3.以及數位影像輸出設備  
4.藝術影像之數位資料庫  

 

無形資產  1.「Thomas Kinkade」生活風格品牌(註) 
2.藝術品著作權、品牌註冊商標  
3.授權與被授權契約  

2005 年新增

Mr.Cattelan 品牌  

個人能力  1.畫家之繪畫技術與創意(註) 
2.管理者之眼光與能力  

目前創意開發以湯瑪

斯．金肯為主  
組織能力  1.藝術授權之交涉與談判能力  

2.生產高品質複製畫的製程與技術  
3.藝術設計與商品化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事業網路  

  TKC 的事業網路資源完整，最重要的部分是完整的通路與授權網路。通路主

要以 Thomas Kinkade 特選藝廊經銷體系為主，另外四千多家獨立經銷商遍及全

美。目前 TKC 與異業的合作，包括與電視台購物頻道合作，以及與各種製造業合

作藝術授權。在與異業合作的事業網路中，扮演資源供應者的角色；這也是藝術

授權業者的本質，提供版權與契約，創造異業合作機會與模式。  

四、TKC 的價值策略  

策略是『價值創造』的藝術
180
；可見經營策略的成功基礎在於價值的創造，如

果沒有創造出顧客需要的價值，再多經營技巧與激烈競爭手段，都不敵時間考驗。

在分析 TKC 的經營策略內容後，接著探討這些策略內涵運作，創造哪些具體價值，

能使同一個藝術家的作品，經年累月受到市場青睞。  

首先，藝術授權乃以藝術作品為核心，沒有好的藝術作品，就沒有成功的藝

術授權事業；藝術作品本身的價值決定其是否僅是曇花一現的流行商品，還是能

具備藝術品般長遠價值的商品。所以，在決定從事與接受藝術授權活動之前，須

先確認所傳遞的商品是否具有市場價值；根據藝術作品六大價值分析，細究金肯

                                                 
180. 詳參吳思華，2000，「策略九說：策略思考的本質」，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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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藝術價值，有助於了解其商品創意之價值來源：  

1. 美學價值：金肯花了很長的時間研究文藝復興時代等的大師技巧，揣摩出光源

與風景的微妙表達方式，其畫作利用他自己發明的油畫打光技巧，

利用色彩與光影美學理論基礎，詮釋田園風光，讓閱聽者自然對畫

面心生嚮往，豎立作品的美學基本價值。當然，美學解讀因時空、

族群而異，金肯採用柔和的色彩與明暗搭配，以光與老少咸宜的屋

舍、美景主題，創造一種容易被接受的大眾美學；而平民大眾也是

TKC 主要訴求族群，其授權畫作正確符合該族群的美學觀。另一方

面，在複製畫的產品上，嚴格的與高品質的標準，搭配精緻的畫框

或不同類型尺寸的複製畫商品，使 TKC 的複製畫，忠實反應原作

的美學價值。  

2. 精神價值：金肯將自己的畫作與基督教價值結合，為每幅作品加註聖經佳言，

塑造出對該宗教族群據的特殊意義，提升作品的精神價值。  

3. 社會價值：簡約的生活是金肯藝術提倡的價值，原住民生活、美式一般家庭生

活主題一一入畫，讓作品傳達出一種與社會其他人聯繫的感覺，塑

造社會價值。  

4. 歷史價值：由於金肯的畫作以現代田園風光為主，目前尚不具歷史意義，然而

隨時間推進，未來金肯的藝術將會是美國大陸自然與人文的一個美

麗紀錄，也成為許多人收藏其藝術商品的價值來源。  

5. 象徵價值：這是一個顧客認知的價值，隨不同的作品有不同的象徵意義。如在

作品中藏著金肯家人的名字，代表著愛與家庭的價值，就是一個因

不同觀者產生的不同象徵價值。畫家藉由作品之文字介紹與影音說

明，將創作時的象徵意念藉由文字語言傳達給消費者，其能引起共

鳴，也建立單一藝術作品之象徵價值。  

6. 真實價值：由於所有的原畫作均為非賣品，限量出品、親筆簽名的畫作自然取

代原畫成為具有實質價值的標的物品。TKC 的限量策略，讓買者購

買限量商品時，就預期商品將能保值。利用防偽技術、多重簽章檢

驗步驟，讓買者產生購買『真跡』的錯覺，增加商品作為藝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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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複製品之真實價值，雖不是獨一無二，實體上仍造就稀罕的價

值感。當然，生產流程中對複製技術與品質的要求，也使最終商品

擁有令人激賞的藝術質地，提高藝術作為商品的實體價值。  

   由上述藝術價值分析，可推知 TKC 的複製真跡商品對買者心理效用之產生

極有助益；至於實體效用則根據不同產品線與不同買者需求或有異動；例如複製

畫商品，的確提升的美式家庭的藝術氣氛，授權 Westinghouse 生產之掛畫投射燈，

確實具有打亮牆面藝術作品，塑造居家環境美感的功能，每件授權產品都是市場

不陌生的、具有實體功能的商品，不需另外宣傳商品效用，只需專注在加強品牌

與心理效用的活動上。  

在藝術品的藝術價值確立後，藝術品本身就可以是炙手可熱的商品，TKC 的

複製畫從這樣的價值點出發，成為具備價值的主要產品。其次，TKC 針對主要產

品加以週邊價值的完整配套，包括複製畫的品質、創造符合各式牆面大小的複製

畫、訂購付款流程與通路的方便性、合理的價格、與值得信賴的品牌等，促成一

套能產生價值的商品組合。至於 TKC 各階段價值活動組合，則如圖 4-2.2 所示。  

 

 

 

 

 

 
【圖 4-2.2】TKC 企業價值鏈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創作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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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TKC 營運模式  

  TKC 最大優勢在品牌與版權，藉由多樣完整的通路，將單一品牌事業作最佳

發揮。營運模式包括兩個層次的授權機制，自製與授權商品在同一品牌下運作，

如圖 4-2.3：  

 

 

 

 

 

 

 

 

 

 
 

【圖 4-2.3】TKC 營運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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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TKC策略行銷分析 

  根據第貳章行銷策略理論，就交換成本概念分析個案行銷策略。從買者的內

隱交換成本與外顯單位效益成本，檢視 TKC 行銷策略成功的因素。  

壹、外部環境分析：國際藝術授權市場現況  

根據《License!》2004 年發表之研究報告，全球藝術授權市場重點發展方向有： 

1. 首先，許多藝術家開始從事藝術授權的第一步都是與賀卡公司簽約，英國出版

社 Ego 7 最近就透過賀卡，推廣它的 Little Ed 系列到美國市場。剪貼簿是紙類

商品的延伸，也是藝術家另一個可發揮的目標，根據 Hobby 產業協會報告，2002

年時銷售額介於 20~25億美元之間。藝術家很快就與如韓國的 Neuburger、Debra 

Jordan Bryan 與 Ann Ormsby 等公司簽約合作。當然，布料仍是藝術授權最愛之

一，藝術家 Debra Mason 的「My Cat Ben」系列在與 Robert Kaufman 布商簽約

合作後生產等。  

2. 家庭用品領域則從廚房到花園，許多日常生活用品與裝飾品都可以結合藝術授

權。消費者對於家庭美化的需求，為藝術授權產業製造了龐大的商機。  

3. 在時尚與美容領域也成為藝術授權焦點，如時尚插畫家 Jeffrey Fulvimari 首次發

表「bobbypin by Jeffrey Fulvimari」與「Jeffrey Fulvimari extra fancy」為時尚配

件增添潑彩的風格。2004 年秋天在超過 360 個全球的 May 百貨公司門市上市。

以「bobbypin by Jeffrey Fulvimari」品牌名稱授權之商品包括青少年睡衣配件、

時尚手錶、沐浴禮組、與美髮美容產品。   

4. 數位轉印科技躍進，使各種材質商品的製造商越來越容易使用攝影影像，此媒

介提供攝影藝術家數以萬計的授權機會，商品範圍之廣，尿布、文具到壁紙，

都是可發揮的地方。最暢銷的攝影師包括有 Tom Arma、Kathleen Francour、

Carole Gordon、Gay Ayers、Heidi Sherman、Rachael Hale 與 Dustine Wallace 等。 

5. 藝術娛樂方面，有許多授權公司將藝術作品應用於動畫發表，如 GoodTimes 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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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公司與 Mary Engelbreit 工作室和 Schwartz & Associates Creative 合作生產發

行 Engelbreit 的第一張以童書為主題的動畫 DVD。在台灣也有許多類似例子，

如幾米的動畫音樂、故宮的動畫影片等。  

  另外，《License!》也在 2004 年預測藝術授權市場的未來發展，有以下幾點：  

1. 零售業與消費者都在尋找相較於標準設計更能提供精緻藝術感受的家庭產品，

藝術將在人們生活扮演更重要角色，出現在多種針對不同年齡層的商品中。色

彩將更複雜、提供更加多元、大膽的材質選擇，消費者將想要更多層次的材質

與數位媒介。  

2. 明亮的主題持續走強，在家飾布料上的應用更是歡迎，如 Sue Zipkin 的 Margarita 

Madness、French Brights 與  Citrus Summer 都是代表。  

3. 托斯卡尼（Tuscany 位於義大利西部地區）優雅的義大利風格雖非新主題，但卻

持續被開發，賦予紙製派對商品、滾邊蕾絲、陶製餐具與布料優雅的格調。  

4. 馬桶蓋是藝術家最新舞台，有些藝術家已經開始為大廠牌的馬桶蓋藝術化工作。 

貳、STP 分析  

一、市場區隔（Segmentation）  

  過去 50 年是美國藝術市場前所未見的變動期，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藝術市場

清楚地被切割為「非營利藝術市場」與「商業藝術市場」兩大主軸
181
。非營利市場

以表演藝術、博物館內的視覺藝術展覽為主，由幾個主要的非營利藝術組織掌握

大部分都會市場，提供富有的白人階級豐富的藝術內容，並由大型企業持續贊助。 

至於在商業藝術市場方面，則多半以「錄製藝術（recored arts，包括電影與音

樂）」以及商業出版品，提供大眾化娛樂給廣大、不分階級的各式閱聽眾。因此，

TKC 的最大市場區隔目標，就是所有商業藝術市場的買者，而且是在商業藝術市

                                                 
181. See Ondaatje, Elizabeth Heneghan & McCarthy, Kevin F., “From Celluloid to Cyberspace: The 

Media Arts and the Changing Arts World”, RAN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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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的大眾市場，忽略前衛、現代、理論派藝術的小眾市場。從這個角度定出市

場區隔內買者的共通特質與需求為：不需要太複雜的藝術理論支持、不需要太具

理論、專業意義的筆觸技巧或出乎意料的、引人注目的藝術思維，TKC 認為美國

的大眾商業藝術市場要的是『簡約』、『容易理解的』、『美的』畫面。  

二、目標市場與定位  

  TKC 早期目標市場以各人種、各階級基督徒家庭為主，而這類家庭除了因為

信仰，不易對單一藝術家、藝術種類產生認同，同時，經濟狀況也不如中產階級

以上的白人社會，他們多半對土地懷有情感，許多人長久沒有離開過生長的地區；

這樣廣大、單純的族群成為最初的目標市場。TKC 並分析市場機會，發現複製畫

的市場雜亂，多以已逝的畫家作品為主，該市場中沒有以『光』為定位的平價藝

術商品；   

當 TKC 逐漸成長，其目標市場漸漸擴大，並且開始著力於藝術授權事業，以

「光之畫者」為品牌產品核心定位，以所有『美式家庭』為目標，展開全產業的授

權商品線拓展策略，授權所及的商品之市場，都是其目標市場。  

參、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根據第貳章文獻探討，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計算是由「買者支付產品取的總

成本」除以「在沒有品牌與公司形象影響下買者所知覺之總效益」，就 TKC 的經

營方式，可分析它如何降低其產品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TKC 的買者分為被授權商與最終消費者，對於最終消費性買者，可從產品得

到的效益包含『有形效益』與『無形效益』；就 TKC 的產品而言，其所提供的效

益除去品牌影響，就是單純的藝術的效益，複製畫可以掛在牆上，解決家裡牆面

空白的單調感，是產品的實體功能，另外其他授權商品，如燈飾、賀卡、家具等，

原本就具有其實用價值，此為有形效益。其無形效益則以心理之滿足為主。  

  TKC 在最終消費性買者效益的增加上，首先要解決買者需求。藝術授權商品

之原貌，本來就是家庭布置、生活交際所需，是市場中早已存在的商品，所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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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購買藝術授權商品的消費習慣，也將與原本購買同功能商品的消費習慣相仿。

TKC 利用被授權商原有的通路，可讓消費者更容易接觸到授權商品。至於複製畫，

則利用原本存在於百貨賣場中的畫廊、專櫃，作為經銷通路，消費者不必到陌生

的通路門市，就可自然地接觸到這些商品。  

另外，TKC 更進一步將這些原本經營中的藝廊，透過商標授權的方式轉變為

Thomas Kinkade 特選藝廊，可謂完全掌握消費者的價值鏈態勢。另外，由於複製

畫一般給人一種廉價的感覺，所以用『限量』的方式，增加買者對其價值的評估，

相當程度仍視之為真正的藝術品，提高買者的心理效益。  

在降低總生產成本方面，TKC 也以「規模經濟」為努力的目標，在合併以後

的最近一年多來，以先進的數位化設備淘汰以往的作業方式，增加產能以降低成

本。在範疇經濟方面，藝術授權產業不需要特別思考多角化的經營，因為不同的

授權產品本身就有同樣的效用。雖然這些授權產品由不同的公司製造，也不一定

經由相同的通路配銷，但卻共享 Thomas Kinkade 生活風格品牌的聲譽。  

TKC 篩選市場上已經證明為成功的合作對象或符合品牌特質的產品，經由藝

術授權推出新商品，不需負擔任何生產、配銷的費用；例如，有些布料、材質需

要特殊技術上色，呈現藝術品的質感，這方面的技術都是由個別的被授權廠商研

發，由製造商去解決各自產品的成本問題。以授權 Limited Treasures, Inc.182製造的

限量 Thomas Kinkade 藝術絨毛熊為例（圖 4-3.1），該公司原本是知名的授權商品

製造商，有其特殊技術可將授權影像轉印到各式商品表面，TKC 與其合作，可相

對負擔較小的技術開發成本與風險。  

另外，透過藝術授權加值，可能同時改變產品的屬性；如原本平淡無奇的家

庭用燈泡，現在推出可以營造室內氣氛一如金肯畫中的溫暖和諧的燈泡，價格是

否仍舊該以一般照明燈泡為比較基準？亦或應該改與投射燈、鹵素燈等特殊效果

的燈泡比較，則是行銷人員考量外顯單位效益成本時該特別注意的部分。  

 
                                                 
182. 參 Limited Treasures, Inc.公司網站：http://www.limitedtreasu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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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內隱交換成本 

  利用內隱交換成本分析，可了解公司行銷策略的思考與作為，如文獻探討之

說明，內隱交換成本分為三種：買者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與專屬陷入成

本，就 TKC 的策略做法分析如下：  

一、資訊搜尋成本的降低（表 4-3.1）  

  TKC 的產品定位清楚，最主要的賣點是以金肯的藝術特質，滿足一般家庭消

費者對溫暖的『光』的高品質平價風景畫藝術的需求。雖然市面上可選擇的風景

畫不知凡幾，TKC 卻塑造金肯為虔誠的宗教『傳訊者（messenger）』，金肯為每幅

畫作加註聖經佳句，暗示他的藝術是在傳遞上帝的訊息與希望。同時，TKC 也將

金肯「光之畫者」之名加以註冊成為商標（”Painter of Light ™ ®”, 圖 4-3.2），在

所有新聞稿與行銷廣告中，不斷提及「光之畫者」商標，以此核心詞彙定位所有

授權商品，告訴買者它不只是件商品，更是一個訊息、一個希望
183
與真正藝術家靈

感的結晶。此市場定位歷經十數年不曾改變，更是此品牌深入人心的關鍵之一，

讓消費者只要想到光，就會聯想到此品牌；也讓所有與光與生活相關的工業買者

尋找藝術加值材料時，會先想到找 TKC 授權。  

  有了清楚的定位，TKC 也非常善於利用不同的通路，將資訊傳遞開來（參本

章第一節通路部分），對於已有的通路、電視媒體、網際網路，以策略合作或商標

授權的方式加以利用，加速買者搜尋資訊時知曉到採用該品牌（AIETA 模式184
）過

程的速度，也降低了買者的資訊搜尋成本。  

  此外，TKC 位於加州總部的客服人員，接起電話的第一句，就是以歡欣的語

氣問候：「謝謝你與我們分享光明！」（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light!）TKC 在每

個細節強調這個以『光』為中心的定位，對於品牌資訊成本的降低極有助益。  

 

                                                 
183. 金肯常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強調，他的事業無關金錢，而是賣一個希望。從他說他喜歡描繪沒
有秋天的世界，說明了他的藝術沒有蕭瑟秋天的元素，可見一斑。 

184. 行銷學上的 AIETA模式是消費者從知曉到採用某產品的認知決策過程，包括知曉（Aware）、
引發興趣（Interest）、評估（Evaluation）、試用（Trial）、採用（Adoption）等五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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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TKC 降低資訊搜尋成本的做法  

降低資訊搜尋成本的理論方法  TKC 的做法  

清楚、凸顯而長期一致的產品定位  註冊「光之畫者」商標，並集中宣傳以光為核心的

藝術價值，將作品中溫暖的光解釋為上帝的訊息，

購買產品時似乎也會受到加持。  

整合行銷組合（4P）  搭配產品與通路特質，高級限量產品僅在 TKC 授權

的「特選藝廊」中販售，藝廊的裝潢與名稱均由公

司統一風格，襯托限量藝術品的價值感。其他層次

的經銷通路（有 5 個層級）則分別可銷售不同層級

的產品。至於授權商品，則利用被授權商原有的通

路，但 TKC 會注意授權商品的品質與種類，盡量維

持商品與品牌形象的一致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3.1】《Rock of Salvation 拯救石》絨毛熊授權商品  

資料來源：Limited Treasures 公司   

 

  

【圖 4-3.2】TKC「光之畫者」註冊商標  
資料來源：Thomas Kinkad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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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理買者的道德危機成本  

  消費者對品牌的信賴可降低道德為機成本，進而決定買者認知、影響買者行

為。TKC 最重要的核心價值來自品牌，以及長久以來為該品牌所塑造的形象，這

些都使消費者對產品有正確的預期，成就許多對產品滿意的消費者，是 TKC 降低

道德危機成本的第一步驟。而且，對藝術品而言，畫家的名氣與評價更是重要，

巧妙的將畫家與品牌連在一起，是 TKC 合併後的策略
185
，可將買者對畫家的信任

轉嫁到品牌產品上，形成如同知名代言人般的效果。  

  就行銷組合中的產品策略來說，不同的商品種類會有不同的道德危機成本；

收藏用的高價限量版複製畫與一般裝飾用的非限量複製畫，買者在購買之前的思

考差異顯著。對於高價位的限量產品，買者涉入
186
程度高，對產品的期望也相對較

高，所以擔心被欺騙的程度也高，自然有較高的道德危機成本考量。而對工業買

者而言，採用不同的藝術授權，將影響組織未來的表現，道德危機成本很高，故

TKC 相當小心選擇合作廠商，務必使每一件授權商品呈現應有的效果，甚至提升

產品的價值，這樣良好的紀錄，會降低未來工業買者尋求授權時的道德危機成本。 

  不過，即使大眾口味的藝術目前深獲市場青睞，TKC 還要面對藝術界的看法

升高藝術收藏家的道德危機成本。打著「光之畫者」的名號，金肯的畫作引來藝

術評論家
187
的嚴辭批評，批評他根本不配以光為名，頂著承襲自卡拉瓦喬藝術手法

的光環，畫出一些便宜的複製藝術。另外，當金肯的藝術漸漸在基督徒家庭中取

代了耶穌畫像的位置，宗教界是否會提出疑議也是一項風險。挑戰最嚴苛的藝術

與宗教兩個領域，TKC 的行銷策略必須非常小心，而且金肯個人行為與生活態度

都影響出自他手中的藝術之價值，如何利用他的名聲，又小心的在他的畫作與他

個人價值之間作一切割，是非常困難的。若是經營已故畫家的作品，大家會把注

意力放在作品的技巧與意境上的價值，畫家個人的生活只是茶餘飯後的閒話題

                                                 
185. 即由媒體藝術集團更名為湯瑪斯金肯公司。 
186. 「涉入程度」指的是買者對某產品選購過程的關心程度，會受到經濟風險（即價格高低）、社
會心理風險（包括個人形象或對組織的影響）、與功能表現風險（品牌不同產品功能或許不同）
以上三種風險的影響。 

187. 例如 Luke M Reinsma曾在”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2005”中專文評論湯瑪斯金肯藝術的相關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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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收藏一幅作品，基本上只要知道是否為真品，就值得投資；但收藏金肯的作

品，尤其是高價限量作品，萬一畫家個人名聲不好，畫作的價值可能跟著一落千

丈，道德危機成本很高。  

  至於對待經銷的藝廊，Thomas Kinkade 特選藝廊的經營者並非全都成功，也

有經營失敗求償的案例
188
，的確提高了潛在經銷業者的道德危機成本；許多藝廊經

營者抱怨公司將便宜的複製作品充斥在市場中，卻讓他們銷售上千美金的、與電

視購物頻道上 200 元的複製畫看起來差不多的、所謂限量複製畫，進而對 TKC 提

出告訴；不過，由於大部分的經營者仍舊十分成功，目前這樣的授權通路機制仍

舊繼續運作。  

三、專屬陷入資產的經營  

  1990 年代之後，廠商發現發展新客戶的成本往往比留住舊客戶高出五到六

倍，因此開始經營與舊客戶之間的專屬陷入資產。就 TKC 而言，情形更是如此，

通常收藏金肯畫作的家庭，都會有超過一幅的作品，平均都有 5-6 幅珍藏。探討美

式家庭的布置，中產階級家庭大約都有 30～40 面牆面，當某個房間決定採用金肯

的畫作布置後，附近往往也會以相關的授權商品搭配，這種專屬陷入資產，通常

是伴隨著對品牌的認同而來。  

  TKC 對於忠誠的會員，會推出限量且僅供會員採購的商品，對於 Thomas 

Kinkade 俱樂部的會員，還有旅遊或參訪活動增加彼此對品牌的向心力，許多

Thomas Kinkade 的忠實會員，都擁有超過家中牆面數量的限量畫作，必須輪流展

示，可見建立忠誠客戶專屬資產的效用。  

  其次，針對專屬陷入成本的考量，對買者來說，今天買了一幅畫，未來不必

然要繼續消費，對於許多低涉入特質的授權商品，消費者認知的專屬陷入成本很

低，不會影響購買行為的決策。至於一旦對品牌產生認同，頂多也只是心理上的

陷入，消費者仍可以自由的選擇其他類型與品牌的藝術品搭配裝潢。  

                                                 
188. 部份藝廊經營者如：英國的 Jim Cote,密西根州的 David and Nancy White, Brian and Andrea 

Wit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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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由以上分析，觀察到 TKC 在營銷策略上的做法，對照相關理論，推論其關鍵

成功因素在於品牌的價值塑造。TKC 透過嚴格的製造流程，創造完美的複製畫商

品，產生令人容易連結的品牌意義，發揮單一藝術品牌的效用。  

  其次，對各項交易成本的管理控制，可降低買者心理感受的總採購成本，提

升企業的競爭地位，其中尤其成功的就是對於資訊搜尋成本的操作，在美國這個

以基督教為主要信仰的國家，大街小巷都可見到大大小小的教堂、會所，雖然門

派不同，語言不同，卻都信仰同一本聖經，將聖經的警語與回歸光明的藝術取向

包裝起來，就取得了社會心理價值的優勢；依此塑造的單一品牌、持續不間斷的

傳播品牌價值定位，使消費者非常容易了解產品，加上正確的通路策略，成為拓

展市場的利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