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與發現 

 
 

第一節 : 發行的困境 --- 獨立製片 V.S. 商業主流 
 
 
把台灣電影發行市場區分「獨立製片」和「商業主流」，只是一個概念性的

區分。如果以美國獨立製片系統和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差異，作為類比來表示台灣

的現況似乎會稍嫌託大，因為即便是美國獨立製片產業，在市場規模、影片產量、

工作條件、和技術程度上；台灣與之相比仍然只是手工業。 
 
為了說明方便，台灣電影「獨立製片」指的是製片和工作小組自行籌資、製

作和販售給發行公司的模式，這樣的公司往往資本規模不大、或者以導演工作室

用臨時任務編組的方式進行製作，成品完成之後通常會參加國際影展、或電影

節，尋求海內、外賣片的機會；「商業主流」則是指不以藝術電影作為標榜，有

能力在台灣市場作大規模的首輪電影放映，往往在電影開拍前就已經有確定的發

行管道和海外賣阜，強調製片製，有明確的獲利模式才進行拍攝，這種商業電影

的發行以美商八大系統為代表。 
 
按照這樣概念上的簡單區分 ，實際上在台灣的國產華語片幾乎全部都是「獨

立製片」，因為對創作者來說，如果台灣市場已經被好萊塢馴化，觀眾的觀影習

慣已經養成，選擇看國片的人口已經這麼少，同時也看不到企業大筆資金的支

持，那麼胼手胝足創作出來的產品，先考慮導演創作者的意願、而不大理會觀眾

喜好的口味，便成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獨立製片說白一點，就是「自產自銷」，有的甚至是拍片就是收門票的；

其製作成本的估算較單純，觀眾群容易掌握，由於行銷線單純，能夠迎合

特定族群的口味，與觀眾的距離較短，所以降低中間商的分銷利潤，製作

團隊能夠直接享受票房的成果，大部份的價值都回饋到創作者的身上，所

以創作者能夠拍任何想拍的題材，享受自由。 

 

「在光和熱中再加一點價值觀 -- 給一息尚存的電影人」 

王冠群 (王路易) / 2002 
 
創作者享受自由，以及和市場脫鉤的結果，是票房收入少的可憐。沒有任何



一部電影在首輪票房收入能夠超過新台幣一千萬，賣座水準大約從五萬到五十

萬；而平均一般來說，國片賣座很少有超過一百萬的，近五年首映水準更低到平

均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少數突出的幾個片子分別是：2002 年導演易智言的《藍

色大門》和導演張作驥的《美麗時光》，都超過了四百萬。（註 16） 
 
2004 年可能的例外是《十七歲的天空》，這部探討男同志的愛情喜劇，除了

製片黃江豐，編劇傅睿杶、和導演陳映蓉都只是三十歲不到的年輕女性，在製作

成本約四百萬的水準下，走特殊「利基市場 (Niche Market)」，獲得同志一致好
評。雖然只在台北四家戲院上映，但上映一週就突破了 250萬元，累計兩個月票

房超過了新台幣七百萬元（註 17）。 
 
這種小兵立大功的例子，十年來僅有這一次，而且是因為鎖定了同志這個特

殊族群。因為過去十幾年來，男同志的題材在台灣影視作品中一直有穩定的票

房。蔡明亮的電影當然是最重要的代表。從《愛情萬歲》開始，男同志主題就一

直是蔡明亮作品的重要標誌，而且也一直在海內外票房上有穩定的表現。接著在

1998 年導演陳俊志的紀錄片《美麗少年》獲得圈內廣大迴響；之後 2003 年在公

共電視台播放的《孽子》引發了同志觀影的熱潮，而使這部小品能夠達到近年國

片少見的賣座高峰。 

 

 

去年 (2003) 收視表現相當精采的公視連續劇《孽子》，大大突破了本
土影視作品對於男同志的詮釋空間和社會影響力。導演曹瑞元運用電視媒

介與連戲劇形式的特性，適當地轉化了白先勇的原著故事。加上台灣老、

中、青三代的優秀演員，不但劇情本身極為吸引人，也讓更多觀眾以更適

當的態度，了解同志跟非同志其實根本就是一樣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當

然，在原著改編的框架下，《孽子》能夠再現男同志的方式，也就遺留下非

常廣泛的空間。 

 

「打開台灣電影的另一片天空 」 
媒體小鋪電子報電子報第 115期 / 魏玓 / 2004-04-18 

 

事實上，如果不是有公共電視台的《孽子》收視率創新高在前，如果不是挑

選「男同志」這個確定會引起囑目的議題，我是相當懷疑台灣「獨立製片」的小

眾市場會有這樣的消費能力。但是起碼《十七歲的天空》證明了兩件事： 
 
第一、掌握目標精確的的收視族群，小成本製作在台灣是有機會賺錢的。 
第二、精緻的包裝 (舉例：迎合市場口味的選角、台北都會的現代感) 、貼

近觀眾生活的電影語言是賣座成功的因素。 



 
這兩件個條件是過去「台灣新電影」以來，二十年來國片一直沒有能真正作

好的事。現在的年輕創作者，沒有過去的包袱，也許反而能夠做到。回來談到商

業發行的主流，八大代理好萊塢進口片就不再多作討論；我們先把台灣過去五年

最賣座的幾部華語電影一一拿出來檢視： 
 
2000 《臥虎藏龍》台灣票房 新台幣一億一千萬 (2000.07~11) 

     IMDB & Sony-Columbia網站 / 2001 http://www.sonypictures.com 
 

2002 年 《雙瞳》台灣票房 新台幣八千萬 (2002.07~09) 
      自由時報及《雙瞳》2002 官方網站  http://www.doublevision.com.tw 

 
2003 年 《英雄》台灣票房 新台幣一億一千萬  (2003.01~03) 

    中國廣東 南方风讯 / 2003  http://www.southcn.com/ent/movie 
 

這幾部電影的製作成本，起跳的標準就是一億新台幣：預算最少的《雙瞳》

發行由 Sony-Columbia負責，製作費就將近兩億，在台灣地區的行銷宣傳也花了

二千萬以上，因為卡司 (John Moorse、梁家輝) 沒有美國賣阜，幸好台、日、韓、
港、大賣，所以在亞洲市場的回收是賺錢的；最具知名度的《臥虎藏龍》因為入

圍奧斯卡使得發行公司 Sony-Columbia成為大贏家，但是製作成本如果是按照最
早中影估算的新台幣一千三百五十萬，而不是後來預算「包拍」（註 18）的話，是

不可能成功的。即使導演李安再會說故事、即使周潤發、楊紫瓊是好萊塢認識的

卡司也沒用。《英雄》因為有李連杰，所以才交由 Miramax 發行，預算一開始

就是一億人民幣，宣傳花了一千八百萬人民幣，而中國大陸上映頭兩個月就回收

了三億人民幣。 
 
這完全是好萊塢操作：製片制、大卡司、全球市場、在投資初期就已經計算

確定回收。作者只是發行成功的一環，《臥虎藏龍》的李安；《雙瞳》的導演陳國

富、編劇蘇照彬；《英雄》導演張藝謀都是在這樣的邏輯底下運作。 
 
除了美商八大系統之外，在台灣根本是否還有人有能力作這樣的計劃和投

資，這是相當讓人懷疑的。 
 
 

研究結果發現，美商八大在台灣電影市場的經營策略中，無論是內容

的「產製多元化、發行在地化」策略抑或是通路的「發行集中化、映演管

道多元化」策略，營運範疇、核心資源與事業網路等三種策略構面都是相

互為用、彼此增長，且能不斷強化、累積的電影產業的核心資源：「內容」



與「通路」，以作為未來的競爭優勢；從而形成強者愈強的態勢。 

反觀台灣本土片商，因受限於當前的生存困境，故汲汲營營於短期的

市場利潤，未能考慮長期發展所需培養的競爭優勢，所選擇的競爭策略都

難以發揮策略構面的相乘、積累效果，以致於發展格局愈來愈小——既放

棄投入上游製片，下游通路也逐漸喪失優勢，無法形成完整的產業價值鏈，

終成弱者恆弱的循環。 

 

「創新與管理：台灣電影產業的結構探索」 

卓珊 /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 碩士論文摘要 / 2004 
 
 
其他國內的發片商像：「年代」、「春輝」、「學者」、「龍祥」⋯⋯不是重心移

往其他項目像是 DVD、VCD、錄影帶發行、或者是已經結束營業、或代理日、

韓片進口。真正投資在拍攝國片的比例相當的低。 
 
而有能力作發行的公司，例如：「騰達國際」 ( 發行過《想飛》、《天脈傳

奇》⋯⋯)、「群體工作室」( 發行過港片《無間道》系列作品⋯⋯)、「邁拓娛樂」

( 發行過跨國港片《見鬼》⋯⋯) ，這種還活躍於國片市場，勉強與八大抗衡的
通路商，即便是背後有上市企業集團支持，也不容易作前述那樣大筆的投資。更

有甚者，尚且一旦代理發行好萊塢片源遭到抽單，便面臨馬上斷炊的窘境。 
 

擁有《時時刻刻》、《悄悄告訴她》等 6部奧斯卡入圍片台灣放映權，
有美商八大公司之外「第九大」美譽的邁拓娛樂公司，日昨傳出與投資者

中環公司不合，雙方陷入解約的談判中。消息指出，中環打算四月中旬起

把大部份旗下購買的西片轉交由美商八大之一的福斯公司發行，迫使邁拓

娛樂面臨無片可發，公司要收攤的困境。 
 

「奧斯卡強片在手 邁拓娛樂卻要收攤?」 
中國時報 / 記者 盧悅珠 / 台北報導 / 2003-02-19  

 
 

「邁拓娛樂」在 2002 年發行的影片賣座都不差：如跨國港片《見鬼》、西片

《魔戒 2：雙城奇謀》、《K -19》、《勇士們》與《艾蜜莉的異想世界》⋯等，不僅

片量與口碑甚家，具創意的策略與手法甚且還讓新聞局電影處邀為國片行銷顧

問，提供提振國片市場建言。在輔導金記點制上遙遙領先其他業內，甚至遭到同

行抨擊，但是最後仍然還是不敵美商八大系統夾攻，退出市場。也因為美商八大

的強勢，讓可能有機會在台灣賣座的華語片，例如：王家衛「澤東電影」製作的

《地下鐵》仍然是交給「華納」發行。相形之下，有意願支持和投資「獨立製片」



的中小片商所能擁有的空間就更形壓縮了。 
 
其他還在製作或發行國片的，當然還包括了：徐立功的「縱橫國際」(發行

過《鹹豆漿》⋯⋯)、焦雄屏的「吉光電影」(發行過《十七歲的單車》、《藍色大
門》)、王小棣的「稻田電影」(發行過《魔法阿媽》⋯⋯)、蔡明亮的「浤诂霖」、

朱延平的「朱延平電影工作室」、楊德昌「原子電影」⋯⋯和靠個人品牌進行製

作的：侯孝賢、吳念真，以及中影。 
 
新進的電影工作者既不可能得到美商八大的青睞，想要開拍新作品，進行「獨

立製片」，除了依靠國片輔導金，透過上述這些中小型國產製片公司送件申請國

片輔導金之外，還能有什麼別的方法？有兩個方式：第一、借錢；第二、募款。 
 
賣房子借錢拍電影的過去不是沒有先例，邱銘誠 (1980年拍攝《大地勇士》

當年票房新台幣五千萬) 1996 年籌款拍攝《我的一票選總統》最後慘陪，只賣出

票房五萬元，身故之後由導演張毅仗義替老友償債；2002 年楊順清拍攝《扣板

機》時抵押房貸借款四百萬拍攝完成，連院線上映的機會都沒有。後來靠獲得國

片輔導金五百萬還完債後，再借款和中影合作拍第二部《台北二一》之後，賣斷

版權給中影認賠。 
 
另一種案例是：魏德勝 (曾任楊德昌副導演)，為了籌拍台灣民族英雄「霧

社事件」頭領 莫那魯道 的傳記電影《賽德克巴萊》（註 19），先花了兩百萬製作

試片 (Trailer)，然後再來募款爭取預算： 
 
 

幾年來，我們這一群人默默努力在自己的專業能力上精進，如今我們

為了突破電影市場的困境，做了如此一個始無前例的試拍及募款活動。拍

攝製作是我們的專業，也是我們唯一的專長，而找錢似乎不是…但我們相
信如果我們一樣也付出如拍攝狀態下的誠意，是否一樣也可能有奇蹟。 

 
此次的募資計劃，感謝國泰世華銀行為我們量身定做了一個如此公正

公開的信託機制，讓我們一方面有可能運用募款資金來拍攝，更可以在未

來將此筆款項轉頭住在原住民的相關事務上…有資金拍片還能做公益…這
是我們這些人從影以來所不敢奢想的美夢。 

 
我們真心期待可以將此部電影如心中所預期的那般給拍攝出來，就誠

如我們所發表的意圖『台灣電影需要一名真正的銀幕英雄』。我們甚至有一

個更大的美夢，如果此一募款機制運作成功，將來是否可以有更多導演們

的拍片計劃，可以透過此機制的運作，將影片一部一部的完成，那台灣電



影的復活之日就不遠了…  
美夢一場。 

詳細捐款說明請見  網址：http://www.seediqbale.com/ 
《賽德克巴萊》網站開張與募款計畫 2004-02-27 update 

 
 
靠捐款來拍電影？聽起來悲哀好笑，但這卻是台灣「獨立製片」的事實。 

 
 
 

註 16：《藍色大門》和《美麗時光》兩部獲得國內外影展肯定的電影，票房收入估計都
在四、五百萬元左右。相較去年 (2002) 導演蔡明亮親自搞市場行銷，賣座成績
「較佳」的《你那邊幾點》的兩百多萬，顯然大有進步。 

 ---資料來源：「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第 136期 2003-02-11 

 
註 17：本片《十七歲的天空》特別之處在於片中全部角色均為男性，打造一個燦爛美麗

的同志烏扥邦。但夢幻城市的背景下，也不忘與時事結合---- 搭配網交、異國
戀、郊外 "野炮"…… 等時下勁爆話題，並將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同志大遊
行拍攝剪接入片中。更特別的是本片女性導演陳映蓉，年僅 23歲，是台灣第一
位七年級生電影導演。畢業於元智大學的陳映蓉，她的短片《Sorry Spy》曾經
於台灣國際學生金獅獎影展獲獎。 

 ----資料來源：聯合報系資料庫．三和娛樂 

 
註 18：「包拍」（package）的形態來製作電影，也就是說，導演、演員及行政人員都只

受雇於製作進行期間。片廠可能會與一些得獎導演明星，製片合作、簽約，但

依影片特性仍會轉僱自由無約的工作人員（free-lancer），某些電影公司可能還
保有生產設備供工作人員使用，但其他的公司則會要求製片去接洽器材租賃，

並包括發包（subcontract）給其他如特效製作的公司。 
----摘自《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 

David Bordwell、Kristin Thompson著(曾偉禎譯)，McGraw-Hill出版。 

 
註 19：片名《賽德克巴萊》(Seediqbale) 是泰雅族語音譯，意思是「真正的人」。 

 



 
 

第二節 : 輔導金和國片獎勵辦法 
 
 
會有國片輔導金的出現是因為國片電影圈長久以來的壞習慣，開拍電影第一

個先想到的問題是：我要用多少錢來拍這部戲？而不是：我拍這部戲應該要賺多

少錢？ 
 
以創作者為導向，不以娛樂大眾市場為導向，這是延續「台灣新電影」以來

的傳統。但是當時八Ｏ年代的環境背景、社會氣氛、都和後來的狀況不同；「新

電影」所標榜的寫實主義、真實表演、現代精神、和藝術要求的電影語法，基本

上是對當時陳腔濫調的三廳類型片 (以「瓊瑤」為代表)、和被片商壓榨、誤導
觀眾以為是娛樂片的噱頭集錦鬧劇 (以諧星「許不了」為代表)、以及脫離現實

的、以暴力和賭術為訴求的所謂「社會寫實片」⋯⋯的一大反動，「新電影」是

對這類型舊思維的一次革命。這風潮不僅是在藝術上受到尊重，在當年的台灣票

房上也發揮突圍的作用。 
 
可是一旦面臨好萊塢洋片入侵之後，缺乏娛樂類型片種傳統的台灣電影市場

馬上面臨考驗。因為缺乏像好萊塢的片廠制度和市場機制，也沒有香港類型片種

的傳統 (武俠動作片、警匪暴力、古裝宮廷片、恐怖懸疑片⋯⋯) ；台灣從八Ｏ
年代之後，除了政府政策支持的「軍教片」之外，幾乎只有一種片種：所謂的「健

康寫實片」。 
 
藝術的成就獲得國際影展肯定是一回事，但在國內票房的節節敗退，卻慢慢

的把「市場」這件事給忘記了。觀眾愛不愛看、電影賣不賣座、賺不賺錢變成次

要考量，而第八藝術的價值追求、作者的自我實現反而變成最重要的。大導演這

麼說、這麼做並不奇怪，因為有國際資金和海外賣阜。可是每個人都朝這個方向

走，以為在國際上揚名立萬就可以安身立命。並不去考慮回收賺錢的問題，所以

會有成立「合作社」、或用募款方式來籌拍電影的構想就不足為奇了。 
 
 
台灣的社會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怪現象，就是嫌惡營利團體，而喜好組

成非營利團體，然後再以非營利團體之組織結構進行營利的行為。這個現

象普遍的存在電影製片界，其實是不符合潮流的。 
 

「在光和熱中再加一點價值觀----給一息尚存的電影人」 
王路易 / 2002 



 
 
更快、更有效的開拍電影的方法就是依靠政府。依靠國片輔導金是最容易完

成電影夢的方式，即便是已經拍過無數電影，既不叫好也不叫座的導演，還是年

年提出申請、希望年年拍片，因為這是有效存活的方式。根據過去的研究資料顯

示，獲得輔導金的國片，在能見度和存活度上是要比沒有拿輔導金要來的高的： 
引用七十八年至八十四年間國產影片票房及得獎紀錄，試以實際數據

資料，分析輔導金之成效，結果發現：獲頒輔導金之影片，其票房及在國

際影展獲獎的機率，均顯著高於未獲領輔導金之影片，據此可肯定輔導金

具一定成效。 

「我國輔導金制度之研究」 

陳慧瑛 /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大眾傳播研究所 / 碩士論文 / 1996 
 
 
如果攤開過去五年、甚至十年來的國片電影清單，幾乎沒有例外，每一部都

是如此：低廉的製作成本 (製作費用台幣兩千萬以內，甚至五百到八百萬)、缺
乏市場通路、可憐的票房回收，只能倚賴政府補助的輔導金度日。台灣電影走到

這個田地，其實除了政府的政策失當之外，輔導金也是造成電影從業人員養成不

負責任的心態的主因，也就是說，從事電影製作的人不去面對發行票房發行的挑

戰，把電影價值建立在導演或作者的自我實現，而非市場的功能上，忽略了電影

最基本的生存因素 ---- 觀眾，以及忽略電影背後的龐大經濟能量，缺乏專業發

行的協同運作，最後只好依賴政府的補助，茍延殘喘。 
 
回過頭來檢視「國片製作輔導金」自 1989 年首度實施以來，輔導金額從一

開始實施的三千萬元，增加到五千萬元，2001 年再提高到 8,100萬元，佔了電影

處年度總預算的二分之一。這些資源運用的成效如何，年年都引發業者、電影學

界乃至傳播媒介的廣泛討論，每年一到國片輔導金發放的時候，就會出現爭端。

有太多的評論、爭辯大都是圍繞著評審委員的公平性、或質疑評分、記點的方式。

原因就是因為國片輔導金是這些國片發片公司主要甚至唯一的生計來源。 
 
在片商、導演、影評、與媒體每年不斷對新聞局施壓之下，以致新聞局在各

方逼迫而逐年修正的輔導金要點，從事前審查、事後審查、委員評分制、發行記

點制⋯⋯每年的評審標準都不同。但是因為始終沒有清楚界定輔導金的政策目

的，於是也無從因應以真正解決問題。 
 
關於制度的檢討已有不少相關研究，至少有兩篇論文專門討論：「我國輔導

金制度之研究」(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大眾傳播研究所 陳慧瑛 碩士論文 1996) 
提出事前、與事後補助兩種並陳，以及增加名額、足額補助、開放獨立製片及個



人名義的申請的建議；「國片輔導金制度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鄒念祖 
碩士論文 2001) 則是建議將國片輔導金定位為「文化政策」，用以輔導「新導演」

與「藝術電影」：  
 
 

根據台灣過去產生的輔導金弊端，並與其他國家之電影輔導政策相比

較分析之後，單靠發放上億元的輔導金，實在很難達到提振產業的目的，

但若是將輔導金施行目的明確定位為「文化政策」，用以輔導「新導演」與

「藝術電影」，或可使得輔導金達到更有效的運用。 
 

「國片輔導金制度研究」 
鄒念祖 /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 碩士論文 / 2001 

因此對於輔導金制度的討論在此就不再贅敘。政策方向上，將發放輔導金定

位在「文化政策」，只針對「新導演」，個人是贊成的；但是對於「藝術電影」的

補助則可能有爭議，因為定義「藝術電影」就見仁見智，而發放給誰？由誰決定？

更是大有問題，而且這已經變成了電影業者逃避市場壓力的藉口。 
 
國片輔導金只針對「新導演」的意義，應該類似政府輔導「青年創業貸款」

和補助「首次購屋貸款」的精神一樣，並且比低利貸款條件還好，因為輔導金現

在規定是不用歸還的。針對這點，本研究提出以下意見： 
 
第一、新導演之定義為：未曾掛名導演於過任何公開商業放映過之三十五厘

米電影的中華民國國民。 
 
第二、稽核方式應採取屬人主義，任何中華民國國民憑身分證年滿 20歲即

可申請補助，每人終生僅能申請一次。不得冒用名義申請，偽造及無

攝製事實者，經查屬實除撤銷資格外，須追繳輔導金及課以雙倍罰鍰。 
 
第三、採事後補助制，先拍攝後給付，一旦拍攝完成，並進行戲院上映，憑

放映拷貝即行支付，無須事前審核。主管機關有義務協助拍攝前的貸

款，以及協調完成成品後之戲院放映。 
 
第四、每年編列二十部名額，每片補助額度一律新台幣五百萬，無須檢附發

票。未申請足額之名額得保留到下一年度。 
 
只針對新導演的原因，是因為過去補助國片超過十多年了，仍然是這些老面

孔在申請，既沒有市場價值；也讓人懷疑其藝術價值，已經沒有任何理由再來資

助。每年出國念電影、和念完電影回國的超過百人，十多年下來沒有多少人有機



會完成第一部作品，因為輔導金都給了這群已經在圈內的人。真想拍電影的新

人，受制於現在的獎勵辦法，又要記點、又要積分、除了倚賴評審委員青睞、還

得靠關係或遊說來爭取輔導金提名，若是依照現在電影圈各路人馬劃分勢力範

圍、大家都想分一杯羹的環境下，反而更沒有機會出線。 
 
曾經得過輔導金，並且第一部電影就是靠輔導金開拍的導演王明台(《鹹豆

漿》2002 )，對於輔導金現行的「記點制」非常不以為然： 
 
 

我覺得記點很荒謬。記點保障的是合製公司，就像計程車靠行一樣，

結果是壯大車行，每個人都來靠行，因為牌只有他有。當然我們也是要壯

大車行，但那是在制度都很健全的情況下。我認為輔導金應該要輔導新導

演，因為他們資源比較少，卻又是電影圈的活水。新導演可以先從一百萬

短片輔導金開始練起，就拍十分鐘。再從短片裡面或得過金穗獎的人裡面

挑出有潛力的新人，給他一千萬，規劃一個好的製片公司幫他完成。一旦

這個新導演起來，就是製片公司的資產，製片公司會投資他第二部。不要

只給新導演三百萬或五百萬，這樣的錢很難弄。另外很多老導演不能一直

倚靠政府，大家不能沒有錢就找政府。輔導金制度應該是要讓新人起來的

嘛！輔導金應該給新導演，因為新導演資源最少，卻有最多創意。這是我

的想法。 
 

「王明台訪談錄」採訪整理 古淑薰 
資料來源：新聞局網站

http://www4.cca.gov.tw/movie/cinema/applivation/interview_0501.htm  
 
 
如果新的補助方式真能實現，即使是想拍電影但是從沒當過導演的人，也必

須自己湊錢完成之後才能完成申請補助。事後補助的精神就在於資源應該用在

「真正想拍電影」的人，從中培養和尋找「有能力拍好電影」的人，而不是補貼

一群「長期靠輔導金生存」的人。文化政策並不是社會福利，「No Pain、No Gain」
應該是基本原則，新導演和製片必須練習自己籌到「第一桶金」來開始籌備開拍，

並且自己承擔有可能「拍攝不完」而無法得到補助的風險。否則過去那種憑著一

本企劃書和故事大綱就能向新聞局領錢，幾個月後交不出片子的情況還是會持續

發生。主管機關也無須抽查拍攝底片，付款之後還要查驗拍幾呎，是否上萬呎否

則要撤銷資格，弄出一齣拿輔導金的片商和導演人人作假，官商彼此上下欺騙的

鬧劇。 
 
為求公平，輔導新導演的金額一律都是每部新台幣五百萬元，不夠製作花費



的必須自己想辦法；有辦法用更少預算的錢完成製作，那是個人本事。事實也證

明，電影好不好看先不管，自己用房屋抵押拍第一部片的導演 (楊順清《扣板機》
2002) 花費就不到五百萬。現行的輔導辦法規定要繳交支出足額發票才能具領補

助，也就是說申請到新台幣一千萬輔導金，但是只花掉八百萬拍片，剩下的兩百

萬是用多付 8 %到 13 % (扣抵 5%營業稅) 向商家購買發票混充名目來跟新聞局

結帳，這是業內眾所皆知的事實。有票房年年失利、但靠連得幾年輔導金的導演

就依此購屋置產，過去國片補助辦法之荒謬由此可見一斑。 
 
按照本研究建議，這樣新導演自己先籌款、事後再補助的方式，對於新人來

說，才是證明自己「真正想拍電影」的方法。只要能完成第一部電影，政府就保

證你不會賠本。從此之後電影人就再也沒有、也不應該有拍片可以不管票房的機

會了。至於針對已經拍過電影，現在仍在從事製作的導演和國片發行公司的補助

方式，應該採行的是「國片票房同額補助辦法」，發行國片片商有本事在台灣的

戲院票房賣到一千萬，政府就相對補貼一千萬；票房只有一塊錢，那就補貼一塊

錢。在市場上見真章，而不是嚷嚷補貼不夠，畢竟已經補貼二十年了。任何二十

年還沒有斷乳的產業，國家是不應該再負擔的。更何況已經有國外參展得獎的補

助項目，依照等級發放，已經是對「藝術電影」價值上給予實質的肯定了。（註

20） 
 
 
 

註 20：依照新聞局「國產電影片暨電影從業人員參加國際影展獎勵要點」，對國外參展
的補助是按等級區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為：「坎城」、「威尼斯」、「柏林」、「奧

斯卡」四大影展，其他依次為各級影展。獎金由競賽類首獎新台幣 300萬到最
低等獎項 5萬元不等。 



 
 
第三節 : 國片票房同額補助和投資電影抵稅 
 
 

在整個提振台灣電影產業的政策上，除了「國片輔導金」補助製作部門之外，

對於發行系統的補貼獎助，以及增加企業投資誘因的獎勵措施，也是重點之一。 
 
對於發行系統的補貼，行政院新聞局訂有「辦理輔導國產電影片映演補助要

點」，委託「中華民國電影發展基金會」辦理輔導國片院線映演國產電影片事宜。

預算額度訂為新臺幣一千萬元，針對領有電影片映演業許可證之電影片映演業，

得向所屬電影片映演業同業公會申請國片院線登記，並由「中華民國電影發展基

金會」甄選之後，報行政院新聞局核定。 

 

這項補助措施採行的是「委員甄選制」，由「中華民國電影發展基金會」聘

請甄選委員五人至七人，組成甄選委員會。甄選委員不得由政府機關人員、相關

電影事業負責人、及其從業人員擔任。委員名單應先報請行政院新聞局核定。針

對放映國片之戲院院線進行評選，其甄選原則如下：  

 
（一）電影片映演業須領有「電影片映演業許可證」。  
（二）映演國產電影片之映演場所座位數不得少於一百個。  
（三）國片院線應涵蓋台北市、高雄市及台灣省之電影片映演業。 
 
如果申請國片院線登記之電影片映演業不符合甄選原則，甄選委員會得建議

基金會另行徵召合適之電影片映演業參與國片院線。 
 

這項實施辦法規定國片院線之電影片映演業者，每次映演受補助之國產電影

片期間不得少於七天，且每一電影片映演業以補助一電影片映演場所為限，補助

最高以七天為限。 另外為了符合獎勵條件，必須在映演完畢後十日內，檢附映

演該國產電影片之營運發票，向基金會申請撥款，經選片小組審核通過之後，由

基金會直接將「映演補助金」撥入該映演業帳戶中。 
 
這樣的補助方式，對戲院和發行商來說，誘因是相當低的。 
 
首先，有心想支持國片的映演業者，它除了要先取得「電影片映演業許可

證」，還必須是座位數在一百人以上的放映空間。光是這兩項，就讓座位數只有

88人的「台北光點」、和只有 50 人座位小放映空間的「誠品書店」失去資格。

同時也讓最有可能支持國片的小型公共藝術空間 (比方說：學校) 失去被補助的



可能。另外，補助最高以七天為限，還得事前甄選、事後審查，總金額不過一千

萬，實在是看不出來這樣的獎勵措施，對發行商和戲院來說，能有任何吸引力。 

 

真正合適的獎勵措施是取消「委員甄選制」，改行「國片票房同額補助辦法」。

意思是：國片片商在戲院或觀影場所放映，票房賣了多少錢，政府就補貼多少錢。

並且對於放映空間的認定採取較為寬鬆的標準，座位數在 50人以上的映演空間
即可提出申請；同時對「電影片映演業許可證」的認定和發放應該大幅放寬。對

於戲院映演業者所負擔大筆繁雜的稅捐 (包括：房價稅、地價稅、營業稅、上映
稅、檢查稅⋯⋯等等) 應該有步驟的進行優惠減免。 

 
取消「委員甄選制」目的是因為這樣發放的流程太沒有效率。表面上看，甄

選國片戲院來補助，似乎是美事一樁；事實上，過去被補助的都是「戲院公會」

的同業，如果沒有人符合資格，評選委員還可以「徵召」。這種做法，對國片發

行不僅無濟於事，一千萬的額度對戲院來說，也只不過是杯水車薪。台北市過去

放映國片的「中國戲院」、「寶宮戲院」相繼倒閉可為證明。 
 
以現在國片票房一年不到新台幣兩千萬的規模，即使同額補助，也花費不了

多少錢。如果擔心補助金額會增加到數億元，那也正表示國片景氣回春，具備產

業規模了，本辦法可以考慮每年額度在五千萬，先試行三年，再作調整。 

 

政府如果真的要從發行管道解決國片放映的問題的話，其實應該比照韓國先

大量建造戲院，把軟硬體建設好再來解決發行。但是韓國至今還保有「至少 148

天國片放映權」，而台灣已經沒有這樣的條件，建設好軟硬體之後放映的還是外

片。因此補救的方式是除了趕快推行「國片票房同額補助辦法」之外，援引低利

融資貸款幫助願意加入此計畫的戲院，特別是二輪戲院。現在的二輪戲院過去大

部分是國片院線，因為無法與設備先進的首輪影城競爭，只能流於放映二輪片，

以一票兩片的方式爭取客源。「國片票房同額補助」對手上有好萊塢強片的首輪

院線 (如「華納影城」) 來說，不過是蠅頭小利，但是對二輪戲院來說就有實質

意義了。 

 

「國片票房同額補助辦法」的施行細則可以再討論，本研究僅提出解決方

向，因為補助對象是戲院等映演業者為標的，所以在戲院和國片發片商的拆帳比

例上，也希望能以公平為原則，在施行細則上予以規範。舉例來說：如果國片發

片商和戲院協議是六四分帳，而國片票房該年度結算銷售一千萬，依照票房同額

補助獲得政府獎勵一千萬，則該獎助金額應該以相反之比例四六分帳。換句話

說，只要是在國內發行國片，援用「國片票房同額補助辦法」的話，發片商和戲

院的獲利應該是均等的。這樣設計是希望如果台灣電影產業能夠起死回生的話，

在製造、發行部門和通路之間能夠維持產銷平衡，不會有片商或通路獨大的情況



發生。 
 
另外一個被認為是能夠為台灣電影產業注入活水的政策是「獎勵企業界投資

電影文化產業減免稅負條例」法案。在立法院審議的「文化藝術獎助條例」有訂

定出資獎勵文化藝術者的租稅減免，個人或法人機構得以其出資獎勵文化藝術活

動金額的 5 % ~ 20 % 的額度內，扣抵當年個人應納年度所得稅額、或法人機構

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當年度不得抵減時，得延至以後之年度進行抵減。但是

對於電影事業的投資抵稅，政府應該要採取更寬大的政策。 
 
企業界投資拍片抵減稅額一案，經行政院新聞局全力推動，如果經立法通

過，企業界人士將會樂於以其抵免的營業稅投資拍片。例如某公司原擬繳交一億

元盈利事業所得稅，如果用於投資拍片則可抵減 20 % 稅額，即有二千萬元資金

投入拍攝電影是可以抵扣的。對於企業界來說，特別是獲得台灣大多數股民青睞

的高科技產業而言，這些金額不過九牛一毛，既能節稅，還可以發揮「置入性行

銷」的宣傳效果。類似成功的案例，在南韓比比皆是，三星、大宇⋯⋯不勝枚舉。

台灣因為缺乏這方面的案例，所以法案如果立法通過，政府單位須配合訂定「協

助企業界投資電影文化產業辦理要點」，如影片公司的成立、合作對象的覓取、

彼此權利義務的分擔等，以維護市場秩序；同時並提供所有電影相關產業的完整

資訊、輔導管理法規以及拍片配套措施，例如公家場地租借、院線安排等，以協

助企業界人士順利籌組公司拍片。 
 
另外行政院新聞局每年還提撥了大筆預算，補助業者添購數位化設備器材。

以 2004 年「輔導電影產業數位升級」計劃就撥出新台幣 7,300萬，協助業者購
置電影數位化設備器材，共 15家業者入選，平均每家都得到 24 % 的補助資金

添購設備。但是在電影後製工業上的發展，台灣卻還遠遠不如泰國，包括國片音

效都必須飛到曼谷作 Dolby (杜篤之、王明台《鹹豆漿》 2002⋯⋯) 、外片發行

商也寧可選擇則在泰國後製沖印完成拷貝後進口，而不願在國內沖印，理由何

在？ 
 
因為台灣進口底片 (負片) 的關稅貴，每 1公尺課征 12.5元；而進口已經沖

印好的拷貝便宜，第一隻拷貝每 1公尺課征 2.2元、第二隻拷貝 1.2元、第三隻
以上的拷貝每公尺 1元⋯⋯，當然是進口拷貝越多越便宜。 

 
 
今後在稅率的政策上，政府宜規定底片進口的關稅應降至比進口拷貝片

還要低的地步才算合理，例如降到每公尺 5元左右的價位。 
 

「改革稅制輔導電影事業」 國家政策論壇 第一卷 第九期 



劉立行 / 國政基金會教育文化組特約研究員 / 2001-11 
 
 
每年這樣進口的拷貝數量超過 6,000隻，如果都能留在國內，拷貝沖印製作

的產值至少在新台幣 2.5億以上。這樣「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每年花

大錢補助電影業者購買後製器材才有價值。不然錢也花了，設備也買了，美商一

直進口拷貝卻不在台灣沖印、自己人作後製還得往外國跑，這樣的補助有何意

義？ 
 
最後，政府在政策上應該重新思考免除電影事業各項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

稅、娛樂稅⋯⋯等措施，才能吸引更多企業資金投入。因為依照目前台灣稅制「所

得稅法」第 24條規定，電影製片業所申領的輔導金，於取得年度併入計算營利

事業所得額，必須課征營利事業所得稅。政府這種「左手輔導給錢、右手嚴格課

稅」的思維實在是太奇怪了。如果對照政府對美商八大電影公司的寬大，對於進

口外國影片之外國營利事業給予免稅之優惠，從 1998 年後每年至少 60 ~ 70億台
幣以上之外片營收分毫未取，卻對國片每年不過千萬元小小數字錙銖必較；一邊

放任外商不願公平課稅，一邊卻課征自己口袋掏出來的錢，真不明白這到底是什

麼邏輯？ 



 
 

第四節 : 電視偶像劇 ----電影工作者的另一種出路 
 
 
這五年來 (2000~2004) 出現的一個現象是電影工作者紛紛投入電視劇的製

作。從王小棣「民心工作室」製作拍攝的《大醫院小醫生》、徐立功製作和王蕙

玲編劇改編徐志摩和林徽音傳記的《人間四月天》在公共電視播出受到矚目以

來，在電影市場票房受挫的導演、演員和工作人員開始大量投入公視電視劇的製

作，包括了曾經拍過三十五厘米或十六厘米作品的幾位導演：徐小明、鄧湧星、

王維明、王明台、萬仁⋯⋯。因為每年立法院編列九億多預算的「公共電視台」，

和以「慈濟功德會」為經費來源的「大愛電視台」願意嘗試投資一些比較不符合

主流市場口味（註 21）的製作，讓電影內容工作者在低迷到谷底的景氣下還能有

一口喘息的機會。 
 
在「公視」和「大愛」外包外製的狀況下，保留的這一點人文關懷的影視製

作只能說叫好不叫座，能夠有 1 % 以上的收視率已經算不錯的表現了。和同一

時期台灣的電視戲劇主流：台視八點檔台語連續劇《流氓教授》 (最高收視率 10.6 
%)、三立《台灣霹靂火》(最高收視率 15.9 %) 相較之下只是小巫見大巫。 
 
真正對影視產業造成影響，開始改變市場價值的是 2001 年在華視首播的二

十集單元劇《流星花園》。由「可米瑞智」公司取得日本漫畫家神尾葉子的同名

漫畫、經由編劇毛訓容、馮家瑞⋯⋯等人改編的這套都會愛情作品，因為導演蔡

岳勳對光影氣氛的生動呈現，同時製作人柴智屏掌握了台灣缺乏男藝人偶像團體

的市場空窗期，不僅捧紅了手上的經紀藝人「F4」 ( F4 是劇中四個人物的合稱，
包含藝人：言承旭、周瑜民、朱孝天、和吳建豪) ，也讓《流星花園》收視率衝

高到 9 % 以上，創下近年來少數國語電視劇種的紀錄。 
 
因為《流星花園》是由日本的漫畫作品改編，從故事結構、到分場大綱、甚

至劇組分鏡、都比較容易被轉化成制式的影像製作流程，再加上塑造偶像的成

功，DVD及海外版權的大賣，從而使這套製作模式被媒體稱作「偶像劇」。而「偶
像劇」市場賣座的成功，不僅吸引新的製作人和媒體投入：包括了以歌廳秀起家

的「三立電視台」從 2002 年開始投入《薰衣草》、《海豚灣戀人》、《MVP情人》⋯⋯
等製作，三家無線電視台、以及東森、年代、八大、緯來、TVBS⋯⋯等有線電
視台都紛紛開始了「偶像劇」的製作。接著《流星花園》之後賣座的有：鈕承澤

導演 (飾演過電影《小畢的故事》) 的《吐司男之吻》，捧紅了偶像李威；以及

馮家瑞製作、瞿友寧導演 (拍攝過輔導金電影《殺人計劃》) 的《薔薇之戀》也

賣作成功，捧紅了新進演員黃世瑋、鄭元暢、和少女偶像團體「S.H.E.」的 Ella (藝



名，本名陳嘉樺)。 
 
「偶像劇」這套行銷模式證明可行之後，加上周邊商品的銷售成功，更吸引

了原本在台灣從事華語電影的工作者紛紛向這股風潮靠攏。除了先前提及的幾位

電影工作者之外，新進的導演，像：林和隆《海豚灣戀人》、曹瑞元《孽子》、柯

翰辰《鬥魚》、江豐宏《流星花園 2》、章可中《情定愛琴海》⋯⋯ 紛紛在國片
電影之外找到「偶像劇」電視市場。連過去新電影的老將：侯孝賢、吳念真⋯⋯

等人，也對這股新興起的流行躍躍欲試（註 22）。 

 

「偶像劇」在台灣電視市場突圍成功，並且大量吸納了電影人才，造成觀影

人口更大幅度向電視傾斜，從國片票房和「偶像劇」收視率略為比較就可得知：

國片一年觀影人口不到五萬人次對比一年「偶像劇」收視人口至少一億人次（註

23），至少是 2,000倍以上的差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國產電影長期忽略

市場，拍攝內容缺乏吸引 15到 25歲這群主流觀眾會有興趣的題材，而「偶像劇」

做到了。 

 

年輕人的愛情、友情、都會生活⋯⋯這些主題是「偶像劇」成功的因素之一，

沒有一部「偶像劇」缺少了這幾個主題而能夠有 2 % 以上的收視率。換句話說，

迎合現在台灣年輕人口味，或者說題材貼近現在年輕人的價值觀，描寫年輕人人

際關係和生活方式的劇情，是現在影視娛樂的主流，「偶像劇」的成功證明了這

一點。主要消費群放棄了走進戲院，而選擇在螢光幕前得到娛樂和認同，也說明

了這一點。 
 
最近一份對「偶像劇」的研究報告，針對就讀大學的階段的年輕人，(設定

為大台北地區的大學生。抽樣方法採隨機抽樣，預計抽取 700人，有效問卷為 636份。

扣除未看過台灣偶像劇的樣本 45份，以 591份樣本進行後續的因素分析) ，顯示了年

輕人的生活風格與年輕人對台灣偶像劇中生活風格的認同呈顯著相關： 

 

 

偏好流行享樂的年輕人，較希望像劇中人物一樣享受悠閒的生活和打

扮得流行時髦；嚮往浪漫愛情的年輕人，較希望像劇中人物一樣為了愛情

不顧一切；而喜歡有挑戰性事物的年輕人，則較希望像劇中人物一樣勇於

嘗試具有挑戰性的事物。 
 

「從生活風格觀點探討年輕人對台灣偶像劇的觀賞」 
黃光玉 / 世新大學 傳播研究所 / 碩士論文 / 2004 

 

 



其實這個問題不大需要作實證研究，根據娛樂圈業內的經驗和常識判斷也能

清楚知道這點，但是為什麼電影圈的製片、導演、編劇們始終作不出年輕人想看

的內容？或者問：為什麼大家明明知道有可能買電影票的就是這群人，卻偏偏要

知其不可而為之，硬搞得觀眾「不見」、「不散」，一頭霧水？ 

 

從供給面來檢視這問題，其中的一個理由是輔導金。如先前所述，過去十幾

年來申請輔導金的導演，九成以上在開拍第一部片時都已經超過三十五歲，到現

在已經四、五十歲了還在接受輔導，不論在人生體驗和內容共鳴上，根本和現在

主流年輕觀眾有相當落差。 

 

另外一個原因是成本和效益的考量。拍完一部二十集「偶像劇」的花費成本

大約在新台幣兩千萬上下，除了賣給電視台是可以百分之百回收之外，如果再加

上：二次播映權、亞洲及大陸版權、DVD銷售和租借權，大約再增加至少 80 ~ 400 
% 的營收。如果加上周邊商品 (唱片原聲帶、小說、漫畫、寫真集、海報、月
曆、公仔、飾品、玩具、Online Game⋯⋯) 銷售熱賣、以及經紀藝人的廣告代
言的回收，極有可能是五倍、甚至十倍以上的利潤。而一部電影同樣用新台幣兩

千萬拍完，至少還得花兩百萬作拷貝上片和宣傳，但是最後獲得的可能只有一千

萬國片輔導金。 

 

所以如果有內容合適、符合市場口味的題材，通常會選擇用「偶像劇」的模

式來編寫劇本，出資者寧可要編劇把故事拉長到 1,000分鐘拍成電視，也不願意

冒險拍成 90分鐘電影。 
 

目前台灣現在一年出品的電視「偶像劇」平均在 25~30部，以每部戲二十集
的規格，每一集製作預算約在 65~130萬台幣之間來計算，光是初期成本粗估就

在六億台幣左右的規模。因為缺乏實際的統計數據，只能作大概的估算：如果以

平均 5倍以上的成本放大水準來估算營收，在台灣市場應該有三十億以上到五十

億的產值（註 24）。估算方式如下：以一檔二十集的製作成本，由製作公司出資

製作完成後賣給電視台，到後續版權及周邊商品銷售之總和。以《流星花園》為

例：「可米瑞智」出資攤提成本新台幣二千萬元，電視台包拍首映廣告收入約三

千萬元，後續放映累計約在一千萬。製作單位銷售給「巨圖科技」作 DVD銷售
賣斷一千八百萬元，偶像代言商品及廣告營收一年八千萬元以上。光是《流星花

園》依據所創造出來的經濟效益加總起來就至少有新台幣一億六千萬，是原始製

作成本的 8倍以上，而這部分還不包含演唱會和海外市場收入。 
 
最賣座的《流星花園》收視率到最高到 9 %，獲利 8倍，而一般的「偶像劇」

收視率到從 1%、2 % 到 6 % 不等，因此本研究以平均 5倍的放大水準作估計。 

 



 
 
註 21：「大愛電視台」(Da-Ai Television) 由慈濟功德會釋證嚴創辦，以發揚慈濟公益精

神為主旨，新聞、紀錄片、及戲劇節目不受商業利益左右；惟「大愛劇場」因

為宗教色彩濃厚，往往以師兄、師姊的故事為主題。 

 
註 22：侯孝賢曾擔任偶像劇《流星花園 2》(2002)的監製，後因故退出；吳念真則與

香港導演王家衛籌拍 20集電視劇，改編自日本漫畫家宏兼憲史之「偵探
物語」。 

 
註 23：依據本研究，「偶像劇」收視人口至少一億人次計算方式為： 

2,300萬(台灣總人口數) X  95 % (有線電視覆蓋率)  X  70 % (平均開機率)  
X 1 % (平均收視率) X 30 (偶像劇平均一年檔次) X 2.5 (每檔平均重播次數)  

= 114,712,500 
 
註 24：「偶像劇」產值的計算，因為涉及商業機密，一直缺乏精確的統計數據，本研究

的估算方式是實際面訪調查得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