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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影智財商品化策略之個案研究 

第一節 電影《海角七號》 

壹、 電影簡介 

  電影《海角七號》用七封迷失於時空的情書為契子，敘述了兩場偶然呼應的

愛情故事。電影從市井小民「阿嘉」離鄉背井看待這個社會的基調出發，用一句

草根性十足的怒罵破題，接著帶入阿嘉與其他人物的互動，慢慢演繹出台灣社會

獨有的鄉土情懷。劇中主角結束不順遂的都會奮鬥，回到溫暖的南台灣，發生了

一連串的故事，故事裡的角色都充斥著各種巧合與選擇，最後也都找到各自情感

與生命的歸屬。劇情分有幾個枝節，通篇以簡單的運鏡、色彩與音樂貫穿，最後

收斂於一場熱血澎湃的音樂會。 

  整齣《海角七號》的劇情不做奇特的設計，沒有深奧的哲學概念，僅僅以親

切的海島生活體驗為訴求，刻畫出小人物的無奈、情感、社會關係與挫折困頓，

引起廣大的感動與共鳴。《海角七號》成功點醒民眾，劇中人物可能都存在台灣

社會的每個角落。 

  《海角七號》在 2006 年以「新人組」之姿取得台灣政府五百萬的輔導金支

持171，在多方人士奔走下，總共投入近五千萬資金製作。電影進入行銷階段之後，

電影發行商博偉公司採取「口碑行銷」策略，透過台北電影節等公開放映的動作

大幅曝光，吸引更多人的共鳴，後來果然預售成績不俗，並在上映之後，票房勢

如破竹迅速飆漲。經過四個月的熱烈上映，最終票房為 5.3 億新台幣，在香港的

最終票房則為 762 萬港幣172。而後，電影於 2008 年 11 月通過中國大陸審查，取

得「無須刪減內容173」的資格進入內地市場，在 2009 年 2 月 14 日正式上映。2009

年 1 月 19 號，更授權於網路平台「Enjoy24」做網路首播174。趁著熱潮，劇組亦

拍賣手繪腳本、分鏡表，以及出現在電影中諸如吉他等重要道具。 

                                                        
171 行政院新聞局歷年輔導金獲選名單，中華民國（台灣）行政院新聞局網站：

http://www.gio.gov.tw/ct.asp?xItem=12654&ctNode=1251，瀏覽日期：2008 年 12 月 22 日。 
172

 《海角七號》香港票房！，海角七號電影官方部落格：

http://cape7.pixnet.net/blog/post/22535276，瀏覽日期：2009 年 4 月 9 日。 
173 雖然通過審核標準，然而電影中的日語對話、粗俗俚語在上映前皆遭剪除，電影長度因此短

少約 31 分鐘，嚴重影響劇情。電影在大陸總票房約為 3,000 萬人民幣左右。 
174 《海角七號》網路首播於 Enjoy24 網站：http://enjoy.hinet.net/event/video/cape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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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海角七號》以特定的背景規劃劇情，在台灣、日本與香港等地雖多

受好評，卻在中國大陸產生了不可預期的文化衝突，形成俚語方言、歷史觀認知

與社會價值觀等方面的文化障礙，造成電影在中國內地行銷上的困難，再加上大

陸地區盜版問題猖獗，上映前已在市面與網路流通了四個多月，導致《海角七號》

雖在中國大陸 15 個主要城市上映，總體票房卻不甚理想。 

  除了票房之外，以台灣社會元素出發的《海角七號》亦囊括國內外多項大獎，

不僅在台灣本地創造佳績，更在許多國際影展中表現傑出。 

 

 

圖 22、電影《海角七號》之電影票房統計 

參考資料：《海角七號》電影官方部落格175、本研究整理 

 

 

 

 

                                                        
175 大家都很關心的《海角七號》全台票房：五億三千萬，海角七號電影官方部落格：

http://cape7.pixnet.net/blog/post/21746004，瀏覽日期：2009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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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電影《海角七號》截至 2009 年 4 月已獲頒獎項 

參與影展 獎項 受獎者 

台灣第十屆台北電影獎 

劇情長片百萬首獎 海角七號 

劇情長片最佳攝影 秦鼎昌 

劇情長片最佳音樂 
呂聖斐 

駱集益 

日本第四屆亞洲海洋電影節 

（アジア海洋映画祭イン幕張） 
首獎 海角七號 

馬來西亞第二屆吉隆坡國際電影節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最佳攝影 海角七號 

美國路易威登夏威夷影展 

(Hawai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金蘭花獎 劇情片類首獎 海角七號 

台灣第 45 屆金馬獎 

最佳男配角 馬如龍 

最佳原創電影配樂 
呂聖斐 

駱集益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國境之南  

年度台灣傑出電影 海角七號 

觀眾票選最佳年度電影 海角七號 

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 魏德聖 

法國 2009 費索爾亞洲國際影展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asiatique de 

Vesoul) 

當代亞洲電影風貌的競賽片 海角七號 

2009 年亞洲電影大獎 紀念楊德昌亞洲新秀大獎 魏德聖 

參考資料：維基百科176
 

 

                                                        
176 《海角七號》獎項統計，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8%A7%92%E4%B8%83%E8%99%9F#_note-32，瀏覽日

期：2009 年 5 月 12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5%8C%97%E9%9B%BB%E5%BD%B1%E7%AF%8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E%E6%B4%B2%E6%B5%B7%E6%B4%8B%E9%9B%BB%E5%BD%B1%E7%AF%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9%E9%9A%86%E5%9D%A1%E5%9C%8B%E9%9A%9B%E9%9B%BB%E5%BD%B1%E7%AF%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AF%E6%98%93%E5%A8%81%E7%99%BB%E5%A4%8F%E5%A8%81%E5%A4%B7%E5%BD%B1%E5%B1%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45%E5%B1%86%E9%87%91%E9%A6%AC%E7%8D%8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2%BB%E7%B4%A2%E7%88%BE%E4%BA%9E%E6%B4%B2%E5%9C%8B%E9%9A%9B%E5%BD%B1%E5%B1%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9%E5%B9%B4%E4%BA%9E%E6%B4%B2%E9%9B%BB%E5%BD%B1%E5%A4%A7%E7%8D%8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5%8A%E5%BE%B7%E6%98%8C&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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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於 2008 年春天進入市場，在夏季大放異彩的劇情長片，時值台灣複雜

的社會氣氛。國人情緒的累積與釋放，被許多影評認為是其迅速凝聚支持者，創

造精彩票房的因素之一。當電影出乎預期地迅速達到當初設想的目標之後，行銷

策略改變，開始以「突破台灣影史紀錄」為訴求，創造全民參與的社會感動，引

起更多人購票進場。於是，在媒體追逐報導影片記錄、民眾希望感受奇蹟、參與

奇蹟等綜合默契的交乎作用之下，《海角七號》開始一路沸騰。 

  分析電影製作、行銷與消費者產生關聯的模式，大致可以用下圖表示： 

 

 
圖 23、電影《海角七號》之各種電影相關產出與消費者聯結模式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如上圖所示，以下簡述其進入市場的梗概。電影《海角七號》的製作群（果

子電影公司）負責人物角色的設計、服裝的安排、文本創作、電影道具與場景的

設計，以及動態及靜態的畫面創作，並請到呂聖斐、駱集益、嚴云農等人進行音

樂創作。這過程藝人經紀公司、政府機構與場景租借的單位皆和電影製作團隊有

所約定，在商標與著作權方面有所授權，但並未做更積極的後續權利商品化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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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隨後，電影的發行與映演權利交由發行公司處理。消費者端開始則接觸電影，

並在戲院（票房）、大眾媒體（曝光量）與紀念商品、音樂商品（銷量）以及網

路下載（流量）貢獻市場價值。值得注意的是，電影走紅後，藝人經紀公司、場

景經營者、道具製造商等，獲得迷群消費者極大的利潤回饋。 

  對於《海角七號》的影評觀點在此不多著墨，本論文單就整部電影的智慧財

產商品化論述。 

貳、 電影製作過程 

  《海角七號》的電影製作流程概略表現出了台灣自製的國片所可能遇到的各

種困難狀況。在台灣「導演製」的基礎下，《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負責了指導

電影拍攝外的種種庶務，包括籌資計畫、映演與發行的安排等等工作。 

  電影在 2007 年秋天開拍，當時劇組尚未取得銀行貸款，資源非常拮据177，

一度透過友人牽線，在銀行界的朋友劉奕成幫助下才度過難關。後來在恆春拍攝

的過程中，劇組亦發生兩次經費不足，幾乎每次都是千鈞一髮撐過繳款期限。電

影殺青之後，將電影行銷與發行分別交給谷得電影公司李亞梅178與博偉公司總經

理傅明明179，並經過初步市場調查之後，採取口碑行銷的措施，在全台大量試映，

開啟海角迷群塑造的第一階段。 

  當電影走紅，許多影視投資機會便紛紛出現。2008 年底，《海角七號》已在

香港、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賣出版權，收入約一千兩百多萬台幣180；其

中香港版權以 150 萬港幣賣出，占了一半收益。中國地區的發行則由龍祥電影公

                                                        
177

 「輔導金無法及時到位」，以及「拍攝階段目標達成上的時間壓力」，是造成劇組經濟困難的

主要原因。根據魏德聖導演寫給劉奕成的信，2008 年 7 月底，新聞局才通過一千九百五十萬的

保證推薦，並轉交信保基金審核擔保成數的作業。雖然當時不用再向信保基金提案簡報，但整個

流程據魏德聖導演當時估計，約需兩個半月到三個月的時間。而且當時信保基金對劇組說明，對

於直接保證的部分一般僅維持能取得保證推薦金額的七到九成之間。再者，依照輔導金的階段目

標設定，劇組的時間壓力很大，魏德聖導演當時認為「八月份要重新籌備，九月份一定要開拍」

否則來不及趕上輔導金設定的目標，估計之後，認為分期受領的輔導金可能無法及時支援影片才

轉而向友人求助五百萬的短期週轉金。 
178 知名影評人、行銷統籌，曾參與《練習曲》、《刺青》、《停車》、《最遙遠的距離》、《流浪神狗

人》等多部影片之發行。 
179 博偉電影公司以代理好萊塢商業片為主，但亦曾代理《滿城盡帶黃金甲》與《色‧戒》等華

語片。在《海角七號》之前，僅代理過一部台灣電影《不能說的‧秘密》。 
180 楊景婷，《海角七號》算總帳 魏德聖爽吞 2.4 億，蘋果日報，娛樂新聞版，2008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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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代理。 

  一般而言，電影開始拍攝完成後，從試映、上演到海外發行，之後下片、推

行 DVD 等衍生性影視產品，大約需要是一至兩年，而電影院播映時間占不過半

年181；《海角七號》亦為如此。其製作與行銷階段的概念如下圖所示： 

 

 

圖 24、傳統電影製作至發行、行銷之各階段工作內容與產出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182
 

 

參、 電影商品化概念 

  《海角七號》導演暨果子電影負責人魏德聖雖然在製作前並未預期此片的空

前成功183，但他針對社會大眾去編導該片，把台灣情感的消費元素重現，實質上

就是一種成功鎖定客群的商品設計概念。 

  簡言之，電影製作群從人物角色的設計、服裝的安排、文本創作、電影道具

與場景的設計，以及動態及靜態的畫面創作，及委託的音樂創作，應該皆有價值

產出，這些價值除了在票房以外的部分，應可由電影的經營團隊重複發揮。但這

過程中，藝人經紀公司、政府機構與場景租借的單位，在消費者接觸電影並形成

迷群或流行話題後所獲得之利益，並沒有回饋到創意產出的團隊。眾多的商業契

機，電影製作團隊並無掌握，堪為遺憾。本片商品化的情況如下圖所示： 

                                                        
181 Jill Nelmes，陳芸芸譯，電影學入門，韋伯出版社，2006 年 2 月，頁 303。 
182 同上注。 
183 魏德聖、許戈輝，金橋名人面對面──專訪魏德聖導演，鳳凰衛視，2009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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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電影《海角七號》智財商品化之模式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由《海角七號》的案例可知，迷群的產生對國片來講並非不可能；但進一步

掌握迷群，從迷群對周邊商品的消費回收利潤，卻是只重票房回收的國片經營團

隊相當欠缺的。 

  多數外語片在台灣皆能產生少眾的迷群（在適當的條件下，部分會進一步形

成大眾迷群184），並且主動或被動地在特定時期進行主題活動。電影公司藉以推

廣系列相關商品，並透過藝人經紀活動，累積該藝人的支持度，隨後再從其他的

表演活動中回收。然而台灣多數自製國片卻沒有上映之後的相關計畫，或即使有

相關計畫也缺乏細膩的執行能力，最後僅能停留在電影映演與 DVD 的發行。從

電影的商品化結構看來，預售票房、上映票房或 DVD 發行不過只是收益產生的

一個項目而已。製作團隊重視票房，忽略了授權經銷公司或主題商品、活動的收

                                                        
184

 Henry Jenkins (199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 Participatory Culture, Routledge.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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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則稍嫌可惜。 

  《海角七號》有許多創意是體現在「藝人經紀」、「道具生產」與「場域經營」

方面，國片難得成功建立「迷群消費者」，創造極大的經濟價值；迷群消費者龐

大的購買能力通常會在這個三個部分實現，但創意產出的初始製作團隊卻因為沒

有完整的智財行銷策略與智財管理機制，以至於最終無法獲得與市場接受度對稱

的收益。 

 

 

圖 26、電影《海角七號》透過 PTT 迷群形塑產生巨大價值回饋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個案結論 

壹、 以智慧財產為商品化的基礎 

  《海角七號》電影產出許多「商標」、「著作權」的價值。在台灣市場，文具

商品、展演等領域皆能見到其授權的痕跡。電影創意透過智慧財產授權的形式流

通於市場，是媒體與娛樂產業常見的型態185。但多數權利所屬的國片製作團隊，

卻不見有太積極的授權與商業規畫，《海角七號》可為一典型案例。反觀美國華

納公司(Warner Bros. F. E. Inc.)以「智慧財產權」的經營思維，將美國小說改編電

                                                        
185 Karen Raugust (2004), The Licensing Business Handbook，EPM Communications Inc.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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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哈利波特》系列作品，透過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及交易契約，佈局國際，

便從票房以外的項目充分獲利186。以結果論，《海角七號》雖產生了豐厚的票房

收入，卻坐失了對智慧財產積極管理與運用的機會。 

一、 商標 

  在廣大民眾愛好的前提之下，海角七號的商標一時之間極具價值。然而在商

標的授權方面，除了觀光單位、郵局與少數私人商品的授權，《海角七號》並無

特別針對後端產品進行積極應用。根據提供「阿嘉的家」給劇組拍攝的屋主187張

永源先生表示，劇組勘景人員當時看上地點後，僅口頭合意，雙方並沒有紙本合

約；於此同時，雙方並沒有對後續商標的授權多做討論。電影上映後，參觀民眾

絡繹不絕，張先生開放參觀；但直到電影破億魏德聖導演才口頭知會可以使用其

相關權利，這也可看出製作團隊對電影智慧財產權的行銷並無預先規劃。 

  目前，電影《海角七號》所產出的商標，在台灣使用部分，多為果子電影公

司或製片人程明富所有。就本研究觀察市面上的利用情況看來，電影上映後許多

無論有無授權商標使用的商品四處皆是，嚴重侵害該商標權益。除此之外，團隊

申請的商標內容僅以文字「海角七號」或圖像「海角七號」為主，部分市售商品

採電影中類似畫面之圖像版本或人名作為商品標示，是電影製作團隊在商標與著

作權方面流失掉的智財價值。 

 

表 13、以電影《海角七號》為主題申請之商標 

序號 申請案號 商標名稱 申請人 

1 97057564 海角七號  瑞利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 97047749 海角七號 CAPE NO.7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  

3 97047748 海角七號 CAPE NO.7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  

4 97046506 海角七號 CAPE NO.7 及圖  劉維揚  

                                                        
186 洪誠孝，J.K. Rowling 的 HARRY POTTER 著作商品化與商業模式，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

周延鵬教授：智財行銷課程，2007 年 12 月 22 日。 
187 除擁有產權以外，《海角七號》上映至今，張永源先生仍定居於此。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57564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57564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57564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57564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774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774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774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774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7748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7748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7748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7748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6506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6506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6506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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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7045351 海角七號（號為簡體字）CAPE NO.7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  

6 97045350 海角七號（號為簡體字）CAPE NO.7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  

7 97044635 海角七號（號為簡體字） CAPE NO.7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  

8 97044633 海角七號（號為簡體字） CAPE NO.7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  

9 97044629 海角七號（號為簡體字） CAPE NO.7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  

10 97044342 海角七號 CAPE NO.7  力渥企業有限公司  

11 97043732 海角七號  程明富  

12 97043731 海角七號  程明富  

13 97043730 海角七號  程明富  

14 97043729 海角七號  程明富  

參考資料：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88、本研究整理 

 

二、 著作權 

  電影授權給博偉公司進行發行、映演的規劃，是台灣電影的常態。但在著作

權的利用上，團隊僅依賴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並不能有效阻遏侵權；更重要的是，

並不能取回因侵權流失的商業價值。在 2008 年 10 月，Foxy 等 P2P 下載系統已

可下載得到完整版的電影，若不是因為迷群效應，使民眾進電影院支持，彼此皆

對創造票房紀錄有所認同，其票房表現恐怕有很大的危機。 

  電影在香港的版權（播映權）以 150 萬港幣賣出，隨後各地版權亦陸續賣出，

並由龍祥電影公司代理中國市場。對於電影影像方面的著作權價值，製作團隊亦

採傳統的處理方式，並授權周邊商品使用相關圖像與文字，除此之外，沒有其他

創新的授權利用。 

  在音樂著作權方面，電影之主題曲與插曲則有許多的後續產品的設計，並與

多家音樂公司合作發行。但由於製作團隊於前製時期並沒有仔細規劃權利分配，

                                                        
18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搜尋系統：以「海角七號」四字搜尋之結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http://203.69.69.28/TIPO_DR/BasicIPO.html，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18 日。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5351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5351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5351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5351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5350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5350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5350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5350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35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35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35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35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33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33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33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33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2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2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2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62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342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342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342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4342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2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2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2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2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1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1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1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1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0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0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0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30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2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2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29
http://203.69.69.28/TIPO_DR/servlet/InitLogoPictureWordDetail?sKeyNO=097043729
http://203.69.69.28/TIPO_DR/BasicIP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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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部分歌曲的著作權歸屬發生爭議，影響了商品化的進行。電影相關的音樂作

品分別是電影製作團隊自製的限量贈品「海角七號愛戀情書音樂專輯」、豐華唱

片發行的「海角七號電影原聲帶」與「海角七號電影插曲189」，以及行動通訊業

者鈴聲下載。 

三、 營業秘密 

  營業秘密是智慧財產中較特殊的一環，尤其對於電影在國際市場的競爭，經

常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在台灣的電影產業中，一般性的合作契約往往足以

涵蓋所有可能的營業祕密保護，這表示台灣電影製作團隊多重視電影內容的安

排，鮮少以商業的角度設計契約配套，發展營業秘密的價值。 

  台灣雖有「營業秘密法」保護經營者的智慧財產，可透過簽約不准洩漏劇情、

角色或映演時間等，但電影產業中的營業秘密價值，並不完全適合用法律來彰

顯，一來是創意的多元性與暢流性(Flow) 
190，難以牢牢掌握，二來是創意人的

態度與情緒往往是創意價值的核心。因此，經營團隊該思考的是，如何透過商業

手法促進個人成就感營造與組織向心力營造，以達到營業祕密的保護。同時，營

業祕密契約的設計，諸如保密內容公開時點、公開對象與公開程度等，皆有商業

價值存在的空間，值得發揮發揮。 

  電影《海角七號》中多數創作人擁有自行發揮的空間，對於電影自然容易產

生發自內心的向心力，如此不僅能獲得較好的創意生產效率，更讓團隊能有效地

保障劇務上的機密。 

貳、 以潮流為終端商品的思維 

  電影的票房表現固然非常重要，尤其在傳統的電影操作思維之下，對於電影

從業人員最大的鼓勵就是票房數字。但從娛樂產業的角度來看，票房卻不是商業

上最重要的投資回收途徑。 

                                                        
189 海角七號，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8%A7%92%E4%B8%83%E8%99%9F，瀏覽日

期：2009 年 5 月 18 日 
190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1996), 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HarperCollins. 10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8%A7%92%E4%B8%83%E8%99%9F�A�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8%A7%92%E4%B8%83%E8%99%9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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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角七號》雖然創下了全台 5.3 億的票房紀錄，但因為網路下載、盜版，

以及周邊商品利潤無法掌握，其無形的損失恐怕更顯嚴重；尤其中國大陸的市場

更是如此。當所有人都只注意著票房的數字時，電影人更應該思考票房以外的價

值該如何回收。智慧財產的運用型態多元，若以電影為終端市場，並單以票房解

釋其智慧財產的價值，未免可惜。換句話說，《海角七號》創造了潮流是不可置

否的，但在這一波波強而有力的潮流之中，有太多電影人創造的價值卻隱隱流失

掉了。以下探討《海角七號》的智慧財產商品化模式，希冀提出幾項有別於仰賴

票房的商業觀點。 

一、 口碑行銷的實證 

  口碑行銷毫無疑問是電影《海角七號》票房成功的第一功臣！一傳十、十傳

百的推銷，讓《海角七號》受到的關注程度大增，形成良性的循環。簡言之，《海

角七號》或許可說是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透過各方媒體，營造了類似「想像共

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 
191」的現象，使得複雜的社會對電影內容有了普遍

一致的認同。而此迷群的養成正是來自於網路社群上迷群互動的感染力。以台灣

當前最熱門192的電子佈告欄系統 (Bulletin Board System；後以 BBS 稱之)「批踢

踢實業坊 (Ptt.cc)」的電影板（Class【分組討論區】／視聽劇場／Movies【電影】

／Movie）為例193，其社群討論的情況與《海角七號》的台北票房表現息息相關。 

 

                                                        
191

 Benedict Anderson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Courier Companies Inc. 
192

 批踢踢實業坊（140.112.172.11）至 2009 年 5 月 17 日為止，PTT 主機資訊公佈之負載人數為

15,100 人次。根據內部統計，一日平均上線使用人次為三萬至四萬人次，使用者組成以學生族

群為大宗。 
193 迷群雖可能受到搧動而形成，然而《海角七號》的製作與行銷公司並未直接對批踢踢實業坊

置入廣告，因而以此社群之行為當成自發性現象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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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台北票房與社群討論趨勢之相關性比較（一）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194 

 

 

圖 28、台北票房與社群討論趨勢之相關性比較（二）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194 本研究自 2008 年 9 月初開始蒐集批踢踢實業坊 Movie 板的相關討論文章數，以關鍵字「海
角、Cape、魏德聖、茂伯、友子、大大、阿嘉、恆春」搜群，並排除重複及不相干的文章。本統

計是以文章數目為依據，然而 Movie 板之社群中有另一大凝聚力是來自文章的「推薦（推文）」，

但因統計與認定上之困難，故不列入計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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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兩圖顯示《海角七號》熱賣之前，社群討論已然蓄積了相當的能量。雖第

一周表現平凡，但等到上映第三周至第四周，社群文章數明顯暴增，票房也跟著

急劇升高。而在第六周、第七周之後，卓越的票房表現受到媒體密切注意，票房

再度飆漲上另一個階段。此時大眾媒體的大量曝光又加強了社群於後幾周的文章

產出，當時不乏電影劇情或對白廣泛發生挪用 (Appropriation)
195，介入迷群的日

常生活中，形成更深的認同，促使消費者對周邊人士的強力推薦形成良性循環。

根據詹金斯(Henry Jenkins)的觀點，這種文化挪用的過程、重複閱聽電影內容，

以及將電影脈絡融入日常生活等特性，在迷群形成中具有重要意涵，由此可以想

見 BBS 社群的影響力。 

  除了 BBS 的社群之外，根據資策會的資料顯示，一般網際網路上之社交網

站(Social Network Service)的介入亦為擴大《海角七號》票房並形成迷群的成因

之一196。 

 

 

圖 29、台北票房的增幅情形明顯具有兩次激增動力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195 此指之挪用（Appropriation）不同於狄賽托（M. De Certeau）之「文本盜獵（Textual Poachers）」，

而是詹金斯強調的「文化挪用」。 
196 翁偉修，探索金融危機下資訊軟體重大議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

2008 年 11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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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群的影響力如此龐大，反過來說，反迷群(Anti-fans)的抵銷或阻止亦值得

注意。當仰賴口碑的商業措施，遭到反迷群負面口碑的反噬，其影響並不亞於迷

群的支持力量197。 

二、 風潮帶動後的效益 

  傳統以「電影內容」為終端產品的思維應該提升成以「潮流」為終端產品的

思維，並將娛樂範疇涵蓋進來，以此建立電影創意的品牌。電影《海角七號》所

帶動的潮流現象，在「藝人經紀」、「道具生產」以及「場景經營」方面皆有助益，

無奈電影公司卻沒有回收到。 

  澤東電影公司在規劃電影時，往往會將電影角色安排所屬藝人198，藉此回收

相輔相成的效果。電影「渺渺」即是一例，除票房之外，澤東電影公司也希望以

此小規模的作品，將電影產生的效應轉嫁到藝人的經紀價值上，再由後續的活動

逐步回收電影可能帶來的效益。《海角七號》的主要演員如【附錄二】之表所列，

其中部分演員的經紀價值更因電影而高漲。以演員「田中千繪」與「林宗仁」為

例，據報載，電影上映四個多月時，便已因角色「友子」與「茂伯」的形象塑造，

身價雙雙暴漲199。 

  此外，電影公司掌握演員的藝人經紀，更可以安排必須的演技訓練等教育活

動，提升電影品質。明星制度與電影工業是相輔相成的200，國片是有能力透過角

色營造明星的，如《藍色大門》的女主角桂綸鎂、《夢遊夏威夷》的張鈞甯，皆

是很好的例子。國片製作團隊若與藝人經紀公司兵分兩路，那麼藉由電影創意所

營造出的明星價值，將無法分享給電影經營團隊。 

  然而，在此也要特別注意，電影捧紅的明星若無後續經紀活動的支持，很快

也會在產業中泡沫化。明星光環能夠發揮多久，能夠實現多少價值，電影經營團

                                                        
197 陳盈帆，反迷的「迷群」？從對抗情緒中產生的反迷閱聽人之探索──以反偶像社群為例，

政治大學新聞所歷史檔案資料：

http://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675_1.pdf，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18

日。 
198

 澤東電影公司所經紀的藝人包括有「梁朝偉」、「劉嘉玲」、「張震」、「範植偉」及「柯佳嬿」

等人。 
199 楊景婷，《海角七號》田中 茂伯被嫌膩，蘋果日報，娛樂新聞版，2009 年 1 月 10 日。 
200 項貽斐，從《色‧戒》的選角檢視台灣演員現狀，國家電影資料館：

http://epaper.ctfa2.org.tw/epaper80404/8.htm，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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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若要藉此回收利潤，必須謹慎精算。 

 

表 14、部分演員於電影《海角七號》上映期間所帶來之收益 

演員 田中千繪（友子） 林宗仁（茂伯） 

片酬201（新台幣／元） 40 萬（2 部） 20 萬（2 部） 

廣告代言費用（新台幣／元） 1,000 萬（10 支） 400 萬（4 支） 

活動出席費用（新台幣／元） 100 萬（10 場） 100 萬（10 場） 

大型活動酬勞（新台幣／元） 120 萬（4 場） 20 萬（1 場） 

總計收入（新台幣／元） 1,260 萬 540 萬 

參考資料：蘋果日報、本研究整理 

 

  另外，根據旅遊網路社群的分享資料，《海角七號》所帶動的場景範圍甚至

已自成一觀光區域，藉由文化創意產業結合觀光之效益可期，如【附錄三】所示。

而屏東縣政府更以官方角度提供「海角七號地圖操作手冊202」 

  電影道具也是不折不扣的獲利來源之一。電影《海角七號》中的「馬拉桑米

酒203」透過劇情的安排、畫面的不斷曝光，已將產品寄託了不同於一般米酒的情

感，尤其對海內外的迷群消費者而言，是極有可能大幅獲利的項目204。而由「蜻

蜓雅築」所設計並置入電影中的琉璃珠，也成為熱銷商品。恆春郵局的郵戳更因

                                                        
201

 由於田中千繪在《海角七號》之前僅擔任過音樂影片演員、電影配角與模特兒，而林宗仁之

前並無其他電影參與，因此在片酬計算時，是以《海角七號》上映後不久便接演的電影或電視作

品視為演員因電影而受益之項目。故兩人片酬接以兩部計算（田中千繪是《海角七號》與《對不

起，我愛你》；林宗仁則是《海角七號》與電視劇《巴娜娜上路》）。 
202

 海角七號地圖操作手冊：webgis.pthg.gov.tw/pingtung/查詢系統操作手冊.pdf，瀏覽日期：2009

年 3 月 11 日。 
203 「馬拉桑米酒」是導演魏德聖主動商談的一款酒品，原本的定位上純然是為了電影《海角七

號》的劇情需要而打造。南投縣信義鄉以「馬拉桑米酒」支援國片拍攝，模式上有產品置入的味

道在；雖非當初預期，但後來坐享豐厚的收益，投資報酬率可觀。在電影《海角七號》上映期間，

更一度供不應求。在授權方面，製作團隊與農會雙方並無詳談後續販賣利潤的分配，僅有基本的

商標交互授權。就此部分的智慧財產而言，南投縣信義鄉農會實現了大部份的價值。馮震宇等，

農業技術商品化與產業化導引指南（四）品牌行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

所出版，2008 年 12 月。頁 86。 
204 賴淑禎，信義鄉農會馬拉桑熱賣 陸港訂貨無奈供不應求，NOWnews：

http://www.nownews.com/2008/11/12/329-2364362.htm，瀏覽日期：2008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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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熱門；恆春郵局經理與稽查員蔡培煌表示，至電影下檔前，郵局收到超過兩

萬封與「海角七號」有關或寄到「海角七號」的信件205。唯官方單位不以商業利

潤為考量，因此實益不高。 

  墾丁夏都酒店當初協助拍攝時也未預料電影的走紅，因此雙方亦無詳細簽訂

後續商品開發的授權協議。電影上映之後，夏都酒店規畫與電影相關的「海角七

號浪漫之旅」等專案商品開發、場景導覽服務，或以海角七號為名進行廣告、推

銷等，製作團隊亦無機會分享。2008 年 8 月，夏都酒店營收比去年同期增加 45%，

以飯店業者用場景作價投資電影的角度來看，是相當難得的高回收。 

  其他部分還有旅遊公司、交通運輸經營業者以「海角七號」為名所設計的行

程、觀光單位因「海角七號」所安排的活動等等，看得出盛大的電影風潮所具有

的附加價值。 

參、 以品牌授權為目標 

  電影的消費尋求的是感官或情緒上的獲得。大抵而言，以電影內容營造的品

牌為核心，再透過法律授權為手段，才是電影智財經營的原則。所以從電影製作

到後端的商品行銷，皆須創造適當的、一致的主軸。由此觀之，電影製作團隊必

須以品牌經營的思維來進行，將每一項創意的商品化放到最適合發揮價值的平台

上。 

  電影的品牌授權並不專指電影名稱為一品牌的授權，而是廣義涵蓋所有因為

電影而產生的「品牌效應」所進行之授權。無論是製作團隊、演員、場景乃至於

道具，倘若在電影曝光之後，獲得大量的好評，電影經營團隊便可從中安排相關

權利的授予或交易。在這方面來看，《海角七號》引發了社會風潮，甚至有迷群

的產生，但真正從電影品牌獲得效益的卻不是電影團隊。 

  如今，台灣電影市場對於《海角七號》的矚目仍在於戲院票房與海內外參賽

得獎的表現，然而隱藏於五億票房與諸多獎勵背後的價值源頭，或許才是電影工

作者所必須去了解的。有朝一日，當票房不再是「國片」首重的成績，台灣電影

圈的未來才有機會衍生出新的契機。 

                                                        
205 宋耀光，郵差學「阿嘉」 把信帶回家？，聯合報，社會新聞版，2008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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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魏德聖雖因此走紅，但單以「《海角七號》電影導演」的盛名，能否持

續在《賽德克巴萊》中集結廣到支持者，值得關注。儼然成為國片傳奇的《海角

七號》不僅讓國人體會了平凡的本土故事也能創造出奇蹟，更隱含一套極具潛力

的價值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