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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研究問題探討 

 【問題一】藝術授權產業的本質、定義、範疇與特性為何？  

藝術授權產業的本質是藝術作品之智慧財產及其週邊相關服務的經營；

它是『授權產業（包括品牌授權、運動授權等）』的類別之一，且與西方所謂

『版權產業（泛指所有從事與智慧財產權利移轉、授與活動之事業）』範疇部

份重疊；版權產業又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故藝術授權產業也應歸納

在文化創意產業架構當中。同時，藝術授權市場亦與藝術產業及數位內容產

業重疊。（參圖 6-1.1）  

根據研究結果歸納藝術授權產業最直接的定義為：「從事開發、複製、經

營、行銷藝術品之著作權（版權）的產業。」其最基本價值活動為著作權之

交易。其次，在藝術授權產業中，具著作權的原創作品本質為『藝術品』，故

其『創意源頭』與『市場屬性』都和藝術產業的思考面向相仿：以『藝術家』

為創意源頭，而大宗市場則以藝術禮品、家飾、文具用品等產業主，此乃藝

術產業之『第三市場
226
』。  

 

 

 

 

 

 

 
 

【圖 6-1.1】藝術授權相關產業定位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226. 參第二章第三節藝術產業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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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個案 TKC 以藝術授權活動為核心，在取得藝術品版權後，除大量授權

各行各業開發藝術商品，也跨足數位內容服務，將藝術影像之數位內容授權

電腦遊戲軟體廠商，開發藝術遊戲場景；另外，也出版限量複製畫、畫冊、

以及品牌畫家之書籍著作，涉足版權產業範疇。同時授權其註冊商標，從事

授權產業中的『品牌授權』活動。  

又如台灣企業個案 artkey 之營運範疇，同樣跨足數位內容、授權活動、

版權代理與藝術市場等，形成以藝術授權為中心，發展多元、豐富經營策略

之特殊產業模式。  

本研究界定藝術授權產業之交易標的為『藝術作品』之著作權，其他著

作版權之授權活動均非藝術授權；藝術作品之定義請參考本論文第二章第三

節說明。而藝術授權產業之特性乃綜合『文化創意產業』與『授權產業』之

特性（參考本論文第二章第一、二節說明），如下列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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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授權，可省去建立和經營新品牌所需的投資；  

5. 以藝術授權為行銷策略，可讓原本無特色或沒沒無聞的商品，快速

被市場認知、接受；  

6. 可增強消費者對既有藝術品牌之印象；  

7. 授權方不需投資新產品線即可延伸品牌形象，不必負擔企業多角化

風險，同時達到壓制對手在新產品線的競爭態勢；  

8. 既有商品透過藝術授權，可立即增加價值，提高銷售價格；  

9. 授權方之營收來源不需扣除生產與管銷成本，授權金即為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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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二】美國藝術授權企業成功之營銷策略為何？  

  美國藝術授權產業發展已逾二十年，許多案例創造單一企業年營業額上

億美元之規模，也發展出一些成功的經營策略與模式。根據本論文第四章 TKC

個案之分析，其重要的營銷策略思考表現在『創意、品牌、生產、通路』四

個層面上。  

  TKC 的營銷策略重點在於『針對美式家庭、提供高品質的複製藝術商

品』，其策略思考根據上述四層面包括：  

1. 如何創造真正的大眾藝術？  

2. 如何生產高品質的複製藝術？  

3. 如何塑造與推廣高品質的藝術品牌？  

4. 如何銷售高品質的複製藝術？  

  本研究認為，個案針對以上營銷問題，分別尋求相對應之最有效營銷模

式，即可創造一個成功的藝術授權企業。例如：大眾藝術要簡明易懂、且具

備藝術真實價值。生產高品質的複製藝術必須研發一套精緻複製畫的生產方

式與流程。推廣高品質的藝術品牌需要搭配媒體與正確的通路。銷售高品質

的複製藝術需要正確的價格策略與專業的銷售人員（如合格的藝廊）等。（以

上策略思考問題之具體做法請參考本論文第四章之個案分析。）  

另外，在個案 TKC 之營銷策略中，授權複製畫與藝術授權商品限量策略

的操作是值得注意環節：美國許多藝術授權公司本身也是藝術複製品製造

商，本研究發現，介於真正藝術品與複製藝術品之間，有個不同程度複製商

品的價值光譜，分為藝術家限量親筆複製品、高價認證限量複製品、非限量

複製品等階段（如圖 6-1.2），策略上可彈性運用不同程度之複製品，採取不同

的定價、行銷與通路策略。  

複製品生產過程須格外注意高價或親筆仿畫之品質與仿真度，以增加收

藏價值與利潤。而數位輸出複製作品，運用先進輸出設備已有令市場滿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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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此部分則可透過更有效率的生產流程，發展市場滲透策略，達成擴大

經營規模之目標。  

 

 

 

【圖 6-1.2】藝術真品與複製品之光譜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問題三】美國藝術授權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為何？  

首先根據個案分析，歸納在總體文化與經營環境上，美國藝術授權事業

之成功條件如下：  

1. 當今藝術授權事業仍以歐、美各國廠商接受度較高，因為已開發國

家對智慧財產的保護觀念與法律均較成熟，執法也較嚴謹，廠商多

半願意付出相當代價在產品美感與藝術價值上，成為商品基本功能

以外之必要支出。選擇藝術授權只是提高美學競爭力的途徑之一，

不是增加廠商額外負擔。在此種文化環境中，藝術授權業者比較容

易獲得生存發展的有利條件。  

2. 由於契約是授權事業中的重要環節，在已開發國家中對契約的信任

度高，尊重契約的態度塑造藝術授權經紀公司的專業價值。  

3. 生活水準高，讓已開發國家的市場對時尚、美學與設計感的要求較

高，藝術作品本身就具備不退流行的時尚價值、藝術技巧與創意的

美學價值，加上與商品結合時施以巧妙的設計創意，就不難獲得市

場認同。  

4. 由於授權產業在先進國家存在已久，業者對授權模式的概念清晰，

較能輕易運用在藝術授權領域上，且藝術家對契約與經紀人的信任

與尊重由來已久，紐約許多知名的藝術經紀人，除了分享版稅外，

還會向藝術家收取高額的藝術經紀費用。對藝術品牌經營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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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秉持與一般時尚品牌的經營方式，就能快速掌握策略重心。  

所以讓藝術結合商品的藝術授權事業，在已開發國家中出現許多成功案

例，整體而言，產業的成長率也高於其他種類的授權活動（參圖 2-2.3）。  

從企業個體經營層面，本研究認為 TKC 的關鍵成功因素有二：第一，創

意端須與目標市場文化背景相符，例如宗教、民俗、目標市場之喜好等，因

為藝術是反映文化與生活，藝術的選擇也反映個人的品味與喜好，所以創意

源頭不隨流行文化的思考，而應隨著藝術市場的思考，標新立異雖能吸引部

分消費者青睞，奇特的藝術有時能給人眼前一亮的感覺，但是否真會把奇怪

的藝術買回家當成裝飾或生活的一部分，是個很大的疑問。本研究個案畫家

抓住一個『光』的繪畫技巧，結合西方基督教文化，以人們處處可見的小橋、

屋舍、流水、花園、街道、甚至美國引以為重要文化資產的印第安文化為主

題，創作不須思考就能理解的大眾藝術，就是很適合藝術授權業者經營的創

意源頭。其他藝術授權成功案例的主題如表現動物或人物之美等，均為好的

主題。違反目標市場文化背景與信仰的藝術，一定無法引起共鳴，更不可能

帶來商機。  

第二，授權商品必須保有藝術的本質與價值。例如 TKC 在複製畫生產製

造流程中，雇用技巧優秀的打光師為複製畫美妝增值，展現真品的氣勢與價

值感。雖然從不曾出售一幅真品，每一幅複製畫卻都如同原作一般，擁有原

作的所有藝術筆觸與光澤。本質上，雖然是同樣的畫面，每一幅複製畫卻都

是打光師親手描繪的『真跡』，奠定 TKC 的核心價值與企業競爭力。所以，

即使一個企業沒有足夠的資本自行設計製造具藝術質感的藝術授權商品，也

應該在合作製造商的選擇上與產品之品質上嚴格把關，不僅是藝術畫面本身

要具備『美』的特質，藝術商品之實體也要較一般商品『美』，才能成功。如

TKC 的創意服務部門，就是在藝術『美』的特質上嚴格把關，確保授權商品

的藝術價值不墜，也確保企業『美』的競爭力。換句話說，品質粗糙的廉價

複製品，其藝術價值必定蕩然無存。  

最後，在行銷策略層面，TKC 利用各種方式降低買者成本，最關鍵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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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因素為：(1) 清楚一致的品牌定位；(2) 層次分明的通路策略。  

品牌形象的建立需要投入大量的資源，包括人力與財力；以及有意義而

長期一貫的訊息傳播。品牌行銷最忌一曝十寒，深刻的品牌形象並非一蹴可

幾，企業最好能規劃一組專業人員負責品牌行銷工作。另外，TKC 曾試圖朝

多品牌路線發展，但當時企業的資源與網路等內、外各方面條件尚未成熟，

計畫終遭擱置。可見藝術品牌的塑造，也要投注龐大行銷資源，才能產生果

效，坐收較長遠的利益。  

在通路方面，藝術授權業者可以利用被授權商的通路，借力使力降低風

險，但被授權商的商品畢竟不能完全代表品牌形象，最好也能擁有代表品牌

的專門店等販售品牌精品的精致通路。TKC 的通路策略是其企業成功的一大

關鍵，主要是其通路不只是銷售商品的管道，也是買斷商品的下游業務推手，

大大提升 TKC 通路的銷售能力，由下游通路負擔庫存與業績壓力，是一項重

要的 KSF。  

【表 6-1.1】美國藝術產業之關鍵成功因素彙整  

 文化與產業環境面 企業經營策略面 企業行銷策略面 

關

鍵

成

功

因

素 

 國家立法完善

與執法嚴謹 

 生活水準與藝
術鑑賞 

 產業上、下游價
值鏈完整 

 創意源頭要符合目標市場文化
背景，如宗教、人民喜好等 

 藝術衍生品須保有藝術的本質
與價值，在商品質感、設計上都

要具備與藝術品相剛之水準 

降低買者成本： 

 清楚一致的企業

形象與品牌定位 

 借力使力的通路

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問題四】藝術品如何與其授權衍生商品相輔相成？  

根據研究個案 TKC 的做法，對藝術複製品與衍生商品的品質與產量嚴格

控制，加上積極的行銷活動運作，塑造出一個高價值的藝術品牌，回頭帶動

藝術品的價值，成為值得收藏的藝術品。  

而當藝術品的價值因為品牌提升，限量的藝術複製畫自然水漲船高，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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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更多藝術授權商機，並可同時經營品牌授權事業：例如 TKC 與 ProFlowers

公司合作，推出 Thomas Kinkade 品牌鮮花商品，並非授權金肯的藝術影像包

裝花材等傳統授權模式，而是藉助 Thomas Kinkade 品牌風格，包裝出充滿朝

氣、色彩豐富且有著浪漫涵意
227
的新鮮花朵（圖 6-1.3）。  

另一途徑則是利用知名藝術品為商品加值，如 artkey 授權 7-11 的齊白石

年菜系列，藉由藝術的知名度帶動商機；不過經由此途徑也要注意商品週邊

服務與商品品質，才不會破壞藝術品在買者心中原有的美好形象，阻斷該藝

術品牌未來的商機。齊白石的年菜包裝固然重要，年菜本身美味的實體效用

更為重要。  

   
 

【圖 6-1.3】Thomas Kinkade 品牌主題鮮花商品  
資料來源：Proflowers.com（http://www.proflowers.com/kinkadeflowers/）  

 【問題五】台灣藝術授權產業之發展現況與挑戰為何？ 

藝術授權觀念在台灣才起步數年，目前尚未建立完整的產業上、下游體

系，國家相關法律制定雖已跟上國際要求，實際執行經驗卻仍缺乏，藝術授

權活動尚未建立契約化之產業標準。即使如此，台灣民間卻早已實際從事藝

術授權工作，只是還沒有將該領域以專業看待而已。直到 artkey 亦藝術授權

中心定位出現，台灣才有了第一個以藝術授權為主要事業內容的組織，其他

                                                 
227. 湯瑪斯金肯為合作花店寫的一段介紹辭：「I love to paint flowers. They are so colorful, alive and 

vibrant…flowers are simply my favorite gift to say “I love you”」為此藝術鮮花品牌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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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藝廊、藝術圖庫公司、廣告公司、藝術經紀業者，其實或多或少都有

做一些不同程度之藝術授權工作。  

舉例來說，如果是民間藝術創作者私底下與廠商合作，多數是口頭協定，

以彼此信任關係為基礎允許廠商利用版權；藝術家多半無法信任不熟識之

中、小企業廠商，而許多藝術授權案例都是與政府合作而成，藝術家為了打

知名度半買半送也不太在意版稅。  

如果是透過藝術經紀公司，藝術家自然會與業者簽訂書面契約，此類契

約以全經紀者為多，藝術經紀公司為藝術家或創作者仲介與廠商合作的案

件，有時藝術家必須為了市場需求創作，類似設計師之於名牌廠商的關係，

由藝術經紀公司找到需要設計的商品，邀請旗下創作者為商品進行藝術化之

包裝或設計，國外也有許多藝術授權品牌會因應顧客需求，要藝術家從事商

品美容師的工作。  

如果是藝術圖庫公司等經營數位影像業者，多半會就已有版權的影像，

以圖庫或單張授權的方式銷售；並同時經營藝術典藏的數位化代工。這些影

像授權公司並沒有把重點放在藝術品牌之經營，頂多只是經營藝術數位內

容；其行銷的重點是公司的數位化技術、動畫技術、或豐富的圖庫，不能算

是真正的藝術授權。  

最後是如 artkey 等專業藝術授權公司，或一般規模較大的藝廊等民間經

營的藝術組織，以經營藝術品版權為主，是真正的藝術授權產業玩家，但由

於上、下游產業不健全，且國內市場有限，台灣的藝術授權業者均須往先進

國家發展，以充分利用國際市場較健全的產業體系。  

目前，台灣的優勢是比其他華人地區更熟悉國際市場運作，能在國際市

場上代表華人藝術與東方藝術，借鏡西方藝術授權專業發展經驗，提供台灣

業者可參考的經營策略與模式，選擇符合企業資源與條件的價值活動，進行

全球策略部署。未來，台灣的優勢將在於繼續廣泛地與國際授權市場接軌，

建立領導品牌與完整的產、官、學產業價值鏈體系，在東方世界持續維持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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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方能穩固台灣企業作為東方藝術代表之地位；另一方面，台灣的藝術人

才創新能力強，若能藉由藝術授權機制加強開發台灣人才，也不失為一項具

潛力的優勢。  

雖然台灣目前仍在國際市場上代表華人與東方藝術，這份優勢將很快被

亞洲其他如日本、韓國、香港、中國等國家趕上，在此之前必須思索如何利

用差異化策略建立新優勢、深化既有優勢，擴大在國際藝術授權領域的市場

版圖。  

藝術的價值來自經過藝評人或行銷人員『詮釋』、與閱聽人或市場『認知』

後的美，我們看到梵谷的畫成為大樓的外衣，馬上喚起對偉大藝術家的想像，

我們讀過、聽過他的事蹟，也對他的畫熟悉，相信換成畢卡索，效果也會一

樣顯著。這就像 2005 年春天時尚金童與化妝品巨頭合作的例子：前古馳

（GUCCI）頂級設計師 Tom Ford，在離開 GUCCI 一年後，與雅詩蘭黛合作推

出《Tom Ford for Estée Lauder》彩妝品牌 228。時尚界人人熟悉的服裝設計師，

本身即是『時尚』代名詞，多年來塑造出的形象，立即能為化妝品塑造『時

尚』感。同樣的，藝術與商品結合也可產生創新感受，前提必須是具有強烈

性格的藝術品牌搭配風格匹配的商品，才能達到耳目一新的震撼效果。  

藝術品牌可以是藝術家個人，也可以是某種類型的畫風，如金肯個人就

是『光』的代言人，而 artkey 的《Oriental Beauty》品牌如果成功闖出名號，

就是東方美的代表。所以，藝術授權最終要產生源源不絕的價值，就必須具

備清晰的品牌內涵，才能突顯差異性，在商業競爭中屹立不搖。否則，一件

美學、歷史價值極高的作品，也不一定能保證廠商年年續約，為企業或藝術

家產生循環不息的版稅收入。不過，要成就一個知名品牌，需要大量的資金

與完整的行銷規劃，目前台灣中、小企業資源不足，整體規劃能力也在培養

當中，都是從事藝術授權之挑戰。  

                                                 
228. 在第一階段的合作案中，Tom Ford融合自我獨特的設計風格，並以「Tom Ford for Estée Lauder」
之名，設計一款節慶限量版彩妝（預計在 2005 年聖誕節左右上市）。在下一個階段，Tom Ford
更即將以 Tom Ford為名的同名品牌，推出包含有彩妝品、香水和其他相關產品（預計在 2006
年秋天上市）。（http://www.gq.com.tw/fresh/theme.htm?freshNo=FS0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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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六】台灣藝術授權業之營銷策略建議？ 

經營策略上，台灣藝術授權產業需要更充分的產品市場規劃，提出讓買

者選購的理由與條件；如模仿國外普遍採用的藝術限量發行方式，最重要的

是要「以創作藝術的心情『複製』藝術」，不論是自製或透過授權、外包等方

式製造，都務必以推出真正高品質藝術商品為目標，才有機會真正提昇台灣

在國際藝術授權市場的價值，進入高額利潤的藝術授權世界。否則，就不要

以「藝術」之名為之。  

在行銷方面，切勿忽視品牌塑造與宣傳所能創造的效益，目前台灣藝術

授權產業已擁有具藝術價值的作品，技術與生產環節的阻礙也容易克服；最

大的問題該是對建構品牌與行銷活動的生疏，以及對市場的茫然。這個弱點

讓企業在經營上成為無頭蒼蠅，拚命與許多國際廠商爭取合作，但最後仍淪

為大廠品牌之下的美麗圖騰之一。  

另一方面，針對好的藝術授權商品採取市場滲透策略：如 TKC 利用全美

藝廊打開複製畫市場，是一個很成功的市場滲透策略，透過通路直接接觸市

場，並透過媒體教育消費者。台灣有許多優秀的藝術授權商品，雖已在市面

流通，但囿於通路體系不完整，常錯失市場先機。  

  另外，藝術授權必須小心地與影像圖庫式的商業授權市場區隔，只有保

有藝術原本的價值感，藝術授權的談判籌碼才會高，如果變成影像圖庫的經

營，行銷方向與市場版圖都會大不相同，利潤空間也相對較小。  

所以，在經營藝術授權之先，必須先確定藝術品本身的價值，正確的定

位與選擇市場，並針對市場廣泛地以行銷組合策略訴求這份價值，再運用如

第四章第三節分析的各種策略行銷思考方式，設計降低各類交換成本的方法。 

同時，與優良的廠商建立長遠的授權關係，以建立堅強的事業網路為目

標，確保企業的生存發展。例如與 TKC 合作的廠商，都不是一次的合作關係，

他們對新產品線都有一定的承諾，配合品牌塑造的形象，跟隨公司的行銷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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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形成與策略聯盟類似的較緊密的授權關係，是一個值得努力的方向。  

利用國際藝術授權經紀公司開拓國際市場，是 artkey 現正努力的方向，也是台灣

藝術授權產業進軍國際最快速的方式。透過大型經紀公司的聲譽及人脈，可以做

到單打獨鬥無法達成的成果。同時藉由參加相關產業商展，如國內、外授權展、

禮品展、數位內容商展等，開拓多元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