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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壹、 研究發現 

  本篇論文綜合「文獻分析」、「個案討論」與「實地體驗與訪談」之研究，整

理出幾項發現，分別歸納於「電影生產者態度」與「電影消費者態度」兩方面討

論。 

一、 電影生產者的態度 

（一）、 商業認知 

  就台灣電影發展來看，不少國片支持者在「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兩種

觀點的認知上，往往是對立的，如同早期歐洲電影的閱聽人對其電影作品的切

割；資深電影人紀蔚然更表明藝術電影核心的「作者論」是謀殺台灣電影商業環

境的兇手206。當傳統國片的商業成就低落，而文藝成就獲得越來越多國際電影獎

項肯定時，台灣國片的商業性就越來越不明顯。如此循環下去，並不利於台灣電

影產業未來的發展；無論是商業或藝術方面。 

  在 C-ITET 模型207中，創意與創意之間的聯繫是基於一種「商業循環」，並

以此不斷代謝出新的型態，再透過文化或創意的交易、轉化、投資或消費，實現

市場應用的價值。若將此模型針對國片而言，可以發現台灣電影產業雖然具有藝

術創意，但在「創業化(Entrepreneurship)」與「交易(Trade)」階段的佈局並不夠

靈活；這是智慧財產行銷中最需要改善的一環。 

 

                                                        
206 林蔓繻，職業欄沒有的選項──紀蔚然談台灣編劇困境，台灣電影網：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53075&ctNode=62。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9 日。 
207 C-ITET 指得就是「創意透過『資源投入』、『技術支持』、『創業化』與『交易』的過程取得連

結與轉化的能力」的一種創意連結模式。UNCTAD (2008), 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08,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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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C-ITET 模型 

參考資料：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08 

 

  以政府的支援來說，銀行提供信保基金與輔導金等方式確實對電影產業提供

了幫助，電影《海角七號》即有受惠於此。不過，因台灣無形資產鑑價的環境極

不完備；雖然政府長期對產業投入，也造就幾部國片的賣座，帶動業者或銀行在

無形資產「價值創造」方面的投資信心，可是市場上對「風險評估」與「風險管

控」方面的建設與鑑價評估條件則明顯不夠208。除此之外，投資者與電影團隊之

間的溝通又有不小落差，因此台灣電影製作團隊現階段欲透過銀行融資，事實上

並不容易。 

  從《海角七號》的案例中可以了解，台灣電影圈是有能耐吸引消費者的；國

片製作團隊的商業認知雖仍保守，但近年態度逐漸轉換。而環境方面，資金投入

電影業的情況也比五年以前好。2005 年輔導金改革或許產生部分程度的幫助，

不過長期而言，效果能否加強仍需要密切注意。 

  此外，實地接觸後發現台灣製片團隊對於「票房」的觀點仍過度重視，並忽

略了創意本身能進行商品化的機會。表面上，電影劇情在於滿足消費者與被觀看

內容之間的消費，並反映於票房，但其實「文化消費」的過程本質上是在於滿足

                                                        
208 蘇瓜藤，數位內容鑑價參考構面與評估參考報告──結案報告（下冊），數位內容資產鑑價參

考構面與評估推廣計畫，中華無形資產鑑價研究發展協會，2004 年 11 月。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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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之間對社會認知的共識形成209。一旦共識形成，對電影支持所產生的價值便

出現，並外溢於其他商業項目。因此，票房、周邊商品、主題式的電影活動等營

運項目應該是處於同樣地位，並以智慧財產商品化的角度看待。 

  研究亦發現，在台灣網路媒介發達、線上影音風氣越來越盛行的趨勢下，電

影製作者對產業轉型、載體變革普遍排斥，僅有少數團隊嘗試新的通路、新的載

體。台灣雖消費力足夠，但整體內需市場仍不若其他鄰近區域的電影市場，欲進

入國際或跨足其他地區，不是製作人力輸出，與中國或香港進行合拍華語片，就

是朝向網路映演發展。 

（二）、 法律認知 

  觀察發現，許多電影創意的核心人員對於電影的相關權利並不多費心力，往

往只要拍攝順利、映演順利，許多智財衍伸的商機便毫不在意。智慧財產的概念

在部分電影人心中，僅是「消極保護」的法律關係，而忽略了「積極應用」的機

會。因此製作團隊的眼界經常太過侷限於票房表現，進而畫地自限，只專注於影

片內容，把發行後的利潤都移轉給發行商、代理商等後端行銷的參與者。 

  本研究亦注意到，國際電影公司比本土電影公司在這方面來得細心，對於智

慧財產的運用也較為創新。台灣電影製作團隊中，商業或法律的人才有限，恐是

造成這類現象的原因之一。 

（三）、 追逐獎項 

  獎項的肯定對於製作團隊的鼓勵是毫無疑問的，但若過度佈局於獎項的追

逐、影展的參與，忽略了大眾化的本質，則將有不受市場青睞的風險。新聞局對

電影生產者的態度，近年有逐漸向商業化扶植的趨勢，但其效果有限，能否產生

關鍵影響仍需時間來證明。 

二、 電影消費者的態度 

（一）、 一般消費者 

  一般消費者對電影本身的涉入度(Involvement)較低，對於電影的消費較侷限

                                                        
209 Giddens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a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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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票房本身。台灣多數的消費者對於觀賞電影而言，都是一般消費者的形態；根

據觀察，這些消費者面對傳統行銷基礎雄厚、媒體效果強烈的電影，往往都會買

票觀影。一般消費者對劇情的喜好不明顯，所謂的「熱門強片」只要經過媒體操

作，通常都有一定的票房成績。 

  反觀台灣電影產業中，「國片」的票房幾乎不受一般消費者的青睞。在行銷

有限、曝光不足的情況下，少數不俗的台製電影幾乎都是依賴著本身既有的迷群

來支持。 

（二）、 迷群消費者 

  迷群消費者的涉入度很高，對於票房以外的附加商品會有很高的消費動機，

此現象在眾多關於電影《星際爭霸戰》的研究中皆有顯示。適當地透過劇情設計

注入商品雛形或直接置入商品，普遍會有良好的效果。然而，一旦過度強調商品，

迷群消費者容易產生負面觀感，甚至將整部電影認為是一部多項商品的廣告片，

進而失去支持。2009 年由原創娛樂發行的國片《星月無盡》，在金門縣政府與多

方企業單位的支持下拍攝而成，並以企業包場支持國片等模式造勢。各方面看

來，其積極佈局角色、場景、道具等方面的智財與觀光產業結合，強調溫馨的金

門軍旅經驗、青春故事，企圖再次營造《海角七號》的現象。然而，電影團隊雖

有所努力，本研究仍認為關鍵應該在於能否成功抵抗因過度置入行銷排斥的負面

迷群產生，以及可否透過網路、社群等方式營造出正向的迷群支持者，並回饋在

票房與周邊產品。根據資策會的報告，口碑是消費者最信任的廣告宣傳210；營造

口碑已不成問題，問題將是如何把口碑導向正面。 

                                                        
210 周文卿，網路創新服務模式前瞻，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2007 年。頁 14。 



 

94 
 

 

圖 31、廣告訊息對消費者的信任影響狀況 

參考資料：資訊工業策進會 

  此外，從既有迷群的文本衍生其他創作，雖然有很強的支持基礎，但若拍出

的電影與既有迷群的認知相差太遠，甚至牴觸，則可能產生極差的效果211。根據

研究，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經營，仰賴鑑賞家或超級顧客的顧客資本累積，藉由

其對作品的認同與資訊擴散達到作品價值的提升，甚至形成致能性的外生動機

(Enabling Extrinsic Motivators)，鼓勵生產端創作，最終形成流行趨勢212。在電影

產業之中，迷群消費者便是市場上非常重要的超級顧客，其價值涵蓋至文化創

意、娛樂媒體等方面，影響卓著。 

  此外要注意的是，電影凝聚的迷群消費者能夠維持多久？以《海角七號》為

例，其所造成的風潮雖大，但周邊效益不到一年卻大幅下降。以「阿嘉的家」為

例，屋主張永源先生表示熱潮最高峰應該是在去年 10 月，之後就緩走下坡；目

前台灣人的觀光型態，僅是在周末走馬看花式的參觀，並無大量消費，其收入主

要來自新加坡與香港的觀光客213。換言之，國片營造出的「迷群」僅在電影熱烈

轟動，形成風潮時才有著迷群的特質214，長期而言，應該只能歸納為「暫時性強

                                                        
211 美國好萊塢取得日本《七龍珠》漫畫的電影拍攝權利，翻拍後由福斯電影公司發行，未料該

片在美國效果不佳，在日本與台灣等原有迷群所在的市場亦表現悽慘。 
212 楊燕枝，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創造形塑之初探，行銷評論，第二卷，第三期，華泰文化，2005

年。頁 332。 
213

 ＜阿嘉的家＞目前已無經營民宿，此消費僅只於觀光門票、自製商品與廠商寄賣物品。 
214 根據 Robert V. Kozinets 教授對美國知名影集及電影《Star Trek》（台灣翻譯：星際爭霸戰、星

艦迷航記）的影迷分析研究指出，由電影形成的迷群基本上具備以下特質：「對電影相關一切的

熱忱（Enthusiasm）」、「影迷間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文化競爭（Culture Competence）

現象」以及「與電影相關之生產性活動（Productiv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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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支持」的「現象（Phenomena）」。 

  比較國外的情況，好萊塢為了營造長期且高涉入杜的迷群，許多商業大片皆

採系列電影的規畫，例如《星際爭霸戰》系列、《星際大戰》系列與《哈利波特》

系列215。本無系列的電影，也經常在走紅後安排續集或前傳，例如《奪魂鋸》等

片。本研究發現，台灣目前沒有系列式的國片產出，癥結在於電影製作團隊在劇

情設計時，常以封閉性的獨立故事為主軸，再加上首部票房鮮少大賣，因此就認

為不會產生支持者而作罷。 

  若將大眾文化的潮流引領視為電影商機的基礎，則「迷群塑造」的研究無庸

置疑有著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政治大學國際貿易研究所李廷研於 2003 年的碩士

論文《探討產品置入對消費者態度與購買意願之影響──以韓國手機置入韓劇為

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卓珍伃於 2004 年之碩士論文《青年學生收看韓劇

的文化認同與消費行為》，以及 2008 年楊芳枝博士的文章《Rap(p)ing Korea Wave: 

National Identity in Question》，皆深刻討論了韓劇潮流現象、韓劇迷群活動的特

性及其消費行為，提供影視業者對於顧客管理與商機營造上的依據；而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研究所陳春富於 2008 年之《網路迷群的認同與界線：以台大 PTT 實業

坊【王建民】板為觀察場域》研究著重於 BBS 網路迷群的特性討論，更值得電

影業者思考智慧財產於 BBS 等網路平台上可能的行銷推廣模式。 

  本研究發現「迷群塑造」是電影產業中，智慧財產價值實現的重要方式，不

乏電影行銷團隊研究迷群效應對於電影口碑行銷中的影響。然而，儘管大眾文化

領域之中對迷群的研究報告非常豐富，仍多以田野調查法的實際體驗、觀察與比

較為基礎，各類研究中透過科學統計來解釋迷群行為的分析報告並不多見。PTT

只是其中一種社群媒介的平台，但仍有許多可能產生類似效應的網路空間，電影

行銷工作應該更注重這一部分網路活動的特殊性。 

 

 

                                                        
215 《哈利波特》更將文本最後一集的電影，設計成上下兩集，延長其權利所能實現價值的時間。

《哈利波特》的紙本出版社「Bloomsbury」更在作者 J. K. Rowling 公佈最後一集且不再有續集後，

股價嚴重下跌，可見創意的核心產出者對智慧財產商品化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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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結論 

一、 創意加值層面 

  台灣製作的電影若想藉由台灣特有的文化推廣至國際，則文化商品的設計就

格外重要。電影製作團隊有否專業人士分析市場，管控劇作創意，將是電影中所

導入的智慧財產未來能否在市場上實現價值的關鍵因素。本研究認為，目前台灣

電影圈缺乏智財與商管專精的人士投入台灣本土電影的製作，政府應該正視這樣

的現象，透過政策的安排，使台灣電影製作團隊存在誘因吸引跨領域專才。台灣

目前的電影環境，極少商管人才的流動，而有意投資電影的商業單位，亦缺少真

正能夠閱讀電影創意價值的專門人才。當兩者關起門來各自運作，就會產生價值

上的落差與誤解，使得智慧財產很難發揮市場效用。 

  此外，除了政府對製作團隊的直接政策支持以外，更應該鼓勵企業等法人機

構的加入，擴大電影產業與其他產業的連結度。在電影《海角七號》之後，第一

銀行斥資貸款給果子電影製作公司216，成為其他電影製作團隊對於企業投資取得

的一股助力，實為一例。促進不同產業加入，建構不同層面與電影產業的關聯性，

更能提升社會價值，達到企業、電影團隊與社會三方面共贏的結果。 

  另外，與觀光產業的結盟亦是近年電影業常見的合作型態，在《海角七號》

之後，《對不起，我愛你》與《星月無盡》皆訴諸強烈的鄉土文化連結。本研究

認為台灣具備適合的「區域性文化創意產業平台」條件217，若以電影產業為文創

基礎，將在地化的國片導入觀光產業，成為創意加值的核心，藉交互授權機制回

收電影拍攝的利潤，勢必是電影製作團隊值得考慮的發展方向。 

  從智財行銷的角度來看，本研究亦認為台灣電影的製片概念也必須引入創新

想法，開闢嶄新途徑，不能只是針對票房，應該將廣效的宣傳與社會大眾的認同

感擺在第一位，刺激網路媒體形成迷群，反覆提煉創意的智慧財產價值，才能促

                                                        
216

 陳永昌，成功資助海角七號 一銀北中南辦貴賓電影欣賞會，中央社，2008 年 10 月 20 日。

網站資料：

http://news.pchome.com.tw/finance/cna_business/20081020/index-12245042019714522003.html，

瀏覽日期：2009 年 3 月 11 日。 
217 在不考慮「創意」本身優劣的情況下，評估條件包含：「鄰近區域的交通便利性」、「周邊產業

的發展與綜合經濟能力」、「文化關聯性」與「政府政策支援與法規配套」四個項目。參考資料：

洪誠孝、譚百年、黃君頤、武下志保子，區域性文化創意產業平臺──以「印象西湖」為例，政

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 2008 暑期大陸參訪論文（馮震宇教授指導），2008 年 11 月。頁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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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觀眾進戲院拉高票房，並產生意願對周邊衍生商品消費。換句話說，「電影主

題相關活動經營」、「電影周邊商品經營」、「品牌化的內容授權」與「映演票房收

益」應該四者並重，一併成為製作團隊的經營目標。 

 

 

圖 32、從製作品質、智財概念與迷群營造建構「電影」之市場價值組成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二、 法律制度層面 

  台灣著作權保護過當的現象一直受到學界探討。對於電影著作人而言，適當

保護是有益電影創作的，但對著作權侵權課以重刑，不僅不符合經濟法律原則，

增加社會成本218，亦可能造成創作人擔心創意的類似而阻礙整體文化創意產業發

                                                        
218 王淑惠，著作權刑法合理性之探討－以法律經濟方法分析，銘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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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尤其電影的著作權結構複雜，創意源頭經常來自於其他著作；無論翻拍文學

作品、圖像作品、或在電影中使用其他著作，應該要有更廣泛的空間。 

  就制度設計方面，台灣的映演與發行業比製作業來得發達，所以針對製作內

容進行鼓勵與輔導是正確的方向219；只是，相關政策卻又太偏向鼓勵小成本、藝

術性的電影。近五年，輔導金政策調整，對製片內容更加重視，國片逐漸拉回市

場信心，但就整體局勢而言還有太長的路要走。如何鼓勵更靈活的商業製作模

式，應是政府未來在制度方面應該審慎評估的項目，除此之外，如何設計制度、

政策，讓國際資金充分流入台灣電影市場，改善台灣市場的商業環境，也是不可

怠慢的重要議題。政府對於電影產業基礎結構投資固然重要，國際間也不乏輔導

金等支援模式的參考，台灣想從國際間找出更有效率的電影拍攝或票房鼓勵機制

並非難事220，但長期而言，為了電影產業的正常發展，政府應該逐步抽身，漸漸

減少製作團隊對輔導金的依賴程度，鍛鍊電影產業在新興的通路環境下發展出健

全且創新的商業模式。 

  如今民風開放，電影內容的創意完全可以天馬行空自由發揮，獲得補助的導

演越來越多，卻仍只有一個李安走出國際。檢視輔導金等鼓勵政策的結果，其在

推動文化建設方面顯然稱得上是效果卓越；然而輔導金政策至今 20 年，縱然鼓

舞了非常多的電影人，台灣電影市場的國片市占率仍然非常低。雖然 2005 年輔

導金改革，將審查標準增加「面談制」與「企畫案提交」，且原則上以「提升藝

術水準、啟發先觀念、新手法」與「對產業有具體助益」作為兩個放款標準，使

國片市佔率於 2006 到 2008 年間有了一點起色，但 2001 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後，政府取消了「外片徵收國片輔導金」與「國片映演比例限制」，實質上對

此後 10 年的國片市場雪上加霜。綜合各項效果，以 2009 年上半年國片票房市佔

率看來，政策上仍有著不小的問題值得商榷。 

 

 

                                                                                                                                                               
年。頁 107-125。 
219 陳耀竹、張桂綸，台灣電影產業發展策略之研究，銘傳大學「數位媒體產業的製播與行銷」

研討會，2005 年。頁 1-11。 
220 鄒念祖，國片輔導金制度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傳播所，2001 年。頁 1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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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發展層面 

  台灣網路平台的相關軟硬體設施已經到位，目前線上影視的發展瓶頸僅在於

內容與價格221；這意味著台灣的電影公司仍不願放棄實體通路，仍對網路擴散有

很大疑慮，部分製作團隊縱有線上影音合作也多為嘗試水溫的動作。 

  的確，若電影公司彼此之間遵守協議，力抗線上影音的發展、支持嚴格的盜

版查緝，應該能維持實體票房的最大利潤。但從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經濟

分析看來，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而且最有可能的狀況應是電影公司全面涉入網

路影音產業，大舉開放片源。 

  根據「囚犯兩難(Prisoner’s Dilemma)」的抉擇結構222，互相競爭的團體終有

參與者選擇「背叛」，投入線上影音產業（無論收費或者不收費），並成為領先者，

主導利潤的分配；這種合作與背叛223間的策略選擇，幾乎是科技進步的必然現象

224。科技或載體本身是中立的，端看人類使用的方式；這也是智慧財產、創意等

人類產生的價值之所以能不斷變化商業模式的原因225。換言之，與其追求共同分

享的最大利潤，電影製作團隊遲早會選擇追求自己最大的利潤。 

                                                        
221 劉楚慧，台灣網路娛樂市場發展趨勢前瞻，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2006 年。頁

39。 
222 Martin Shubik (1970), Game Theory, Behavior, and the Paradox of the Prisoner’s Dilemma: Three 
Solu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4. 181-193. 
223

 此指之「合作」意為「電影公司合作透過影片授權限制、網路播映時間延後或透過高額授權

金、嚴格的數位元權利管理等方式，提高消費者線上收看的成本。」而此指之「背叛」則指「電

影公司背叛其他電影公司可能堅持之實體通路模式，放棄數位元權利管理或片源限制等措施，降

低網路觀賞門檻，改採增加大量消費者與電影接觸的策略。」 
224 John Von Neumann、Oskar Morgenstern (2007),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60th 

Anniversary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3-59. 
225

 John Von Neumann (1955), Can We Survive Technology?, Fortune. 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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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電影公司面臨實體通路轉型上的兩難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226
 

  如圖 33 所示，「左上角」應是電影公司為了避免網路通路稀釋實體票房收入

所傾向採取以維護特定時期內共同最大利益的策略，但「左下角」與「右上角」

卻是兩家電影公司都希望獨得的最大個人利益，因此「右下角」極有可能才是電

影公司切入網路影音的形式。 

  音樂產業如火如荼地發展著，並未被線上音樂的流竄摧毀；反而其中的參與

者一個接一個放棄高額收費與 DRM，追求早已習慣於網路音樂的消費者，實為

很好的例子。同時，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影音著作盜版問題之因應策略及措

施研究》的發現，與影音內容接觸或瀏覽的成本越低，理應越助於消費群放棄盜

版，選擇合法的瀏覽途徑。 

  再從消費者行為的角度分析，音樂產業中，流行音樂商品在使用行為上不費

太多投入便能享有預期的精神價值，因而在載體轉換後，消費者行為的轉移成本

並不高，很快地就使得音樂產業進入新一波的產業發展。而圖書產業的傳統「書

籍」，除了以資訊傳遞為主要功能的產品外，由於需要較專注投入才能回收預期

的精神價值，因此對消費者而言轉移成本很高；習慣於紙本閱讀的消費者，需要

                                                        
226 本研究作極端化處理，將此通路調整的決策視為決定產業定位最重要的決策之一，因而假設

為產業中「同時期性且僅有一次性」的決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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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時間去接受電子書或者螢幕瀏覽的閱讀方式，故圖書產業仍處於載體變革階

段。 

  電影產業則介於其中，雖然有些電影需要投入聽覺、視覺，甚至觸覺與味覺

等知覺才能夠成預期的感官刺激，達到消費的意義；然而大部份的劇情片，其創

意在於劇情內涵、運鏡紋理、角色刻畫等，並不講究聲光效果。因此，當電影產

業中的載體技術發展幾乎成熟之後，台灣電影製作團隊欲在產業轉型過程中攫取

機會，就要趁現在。 

 

 

圖 34、載體變革與消費習慣差異導致三大產業當前發展階段不同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當電影產業與網路影音產業整合在一起時，與其苦惱著無法回收票房，不如

思考網路上廣大的閱聽眾所能帶來的曝光效益。雖相較於線上遊戲或線上音樂，

目前兩、三年內的影音產業發展仍處於萌芽階段，但台灣的網路技術穩定健全，

若國片能參考線上音樂模式於新興的網路途徑生存下來，並透過網路營造迷群凝

聚，進而支持電影中的智慧財產商品，其回收的利潤與品牌忠誠度將勝過票房更

多。 



 

102 
 

 

圖 35、台灣主要線上服務各處於不同階段 

參考資料：劉楚慧，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 

 

四、 商業策略層面 

  無論著眼於國際市場或國內市場，智慧財產的包裝與行銷才是電影創意要傳

達給消費者的本質。台灣自製的電影應該安排階段性的目標，有條不紊，逐步整

合先；先引發國內支持、認同，再由華語的利基出發，進入華文區域的市場，進

而收納國際市場的利益。短期而言，每次的佈局將能回收投資；長期而言，則是

增進台灣民眾對國片的信心，形成消費意願的良性循環。政府也應以整體產業體

質提升的態度來擬訂政策，鼓勵企業以商業角度投入電影製作，不能總是跳過企

業，直接針對製片個案作零散、短期的補助。 

  綜觀台灣電影製作投入情形與市場價值回饋的關係，不難發現，許多市場價

值都集中在發行商、經紀公司或觀光經營機構等單位。真正貢獻創意的電影人，

往往無法親嚐如此龐大的利潤。即使是《海角七號》，最大利潤依然來自於著票

房。電影中因應而生的諸多創意，在電影初期便無規劃特定的後續利潤分享契

約，當然製作團隊亦無直接投資以分享後續利潤。 

  是故，台灣電影製作的價值是否能反應真正的市場價值，端看智慧財產的產

出與管理方面有沒有良好的措施，換言之，就是電影「智財商品化」的程度能不

能提升。另一方面，電影經營者更應把大眾文化與娛樂產業的關係納入思考，用

電影創造特定的「迷群」，並抑止「反迷群」的產生，以鞏固市場的消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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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單有智慧財產的產出、保護或授權條件，亦很可能會因為缺乏大眾市場的需

求而抵銷了價值。 

  台灣電影創意並不缺乏，拍攝水準也日益精進。本研究認為，當一部電影的

劇情與角色設計、拍攝與後製品質等基本製作技術有了一定的水準之後，便可藉

由「階梯式」的各項措施，逐步提高電影的市場價值，使電影創意的提供者能夠

在市場上獲得一定的對價關係。儘管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影音著作盜版問題之因

應策略及措施研究》指出線上影音侵權的情況則日益增加，但這也表示消費者越

來越習慣網路介面的收看模式；若經由更多元的智財商品化與行銷安排，創造大

量迷群消費者，國片的市場價值勢必能獲得全面性提升。 

 

 

圖 36、台灣自製國片可採行之「階梯式價值提升模式」227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227 此階梯模型之「電影價值」指得是電影在市場上的最終對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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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當口碑行銷形成「反迷群」時對電影價值的影響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從台灣的產業現況看來，本土國片往往在引爆話題潮流的階段就失去目標，

僅依靠著傳統媒體的曝光，然後等待票房。如此操作並不能讓智慧財產的商品化

與迷群營造妥善配合以達到綜效。傳統影視媒體的曝光在資訊不比今日發達的時

代，當然具有一定程度影響力，甚至大過於口碑行銷的效果228，但在媒體成本降

低的年代，透過網路、行動媒體等途徑，口碑效益對於影視迷群／反迷群的養成、

影視閱聽的接受程度、消費潮流的塑造將毫無疑問地成為主流的力量229。 

  簡言之，能否有效地操作迷群／反迷群，掌控口碑行銷的媒體因素，將成為

電影智慧財產行銷的關鍵。 

 

                                                        
228 郭幼龍，民眾對台灣電影的評價與電影消費行為之關係研究，新聞學研究，第 60 期，頁 39-92。 
229 Randolph J. T., Arch. G. W. (2005), Consumer Responses to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Campaigns 
Coupling Short-Message-Service Direct Marketing and TV Commercial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38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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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台灣自製電影現階段之電影價值產生模式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目前，台灣戲院的映演與拆帳方式之決定以發行商與映演戲院的角力為主，

而片量大的發行商往往佔有較大的影響力，這對年產量遠不若進口電影的國片製

作團隊而言並不有利。考慮商業策略時，國片電影經營業者不妨嘗試網路等虛擬

通路，以利鞏固觀影民眾。現今觀影人口大約 40 萬人，《海角七號》的成功在於

許多不看電影的民眾也進了戲院，並對周邊產品有所消費。這樣的現象應該是國

片經營團隊需要去營造的。 

  綜括而論，台灣要先在本身的市場獲得認同才有機會經由華文市場的途徑接

觸國際；但基於智慧財產的本質，認同並不限定於票房的支持，亦可能是線上影

音串流、相關產品消費、迷群支持等方式的表現。電影《海角七號》透過口碑創

造大量社群互動，進而形成類似迷群的現象，成功推展主題商品與活動的行銷，

並有機會進行線上影音播映的授權，應該是往後國片值得借鏡的地方。《海角七

號》的模式逐漸明朗，恰可說明台灣電影欲走入國際市場的步驟。 

  《海角七號》儘管是結合了天時、地利與人和才能獲得空前的票房；如此現

象在台灣電影發展史中非常少見，但這並非宣告了絕無再現的可能；電影《搭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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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當時亦一度被視為結合社會氛圍、大眾認同才成功230，難以再現，而電影《梁

山伯與祝英台》更造成一個世代的空前轟動，亦被認為是基於當時「黃梅調」的

基礎與文化追求的社會風氣所致，無法重製。但無論如何，《海角七號》仍做到

了。 

  本研究認為，電影人對《海角七號》的認知若是僅止於此，將電影輝煌大賣

的成功歸因於時空的巧合，不去思索其中的商業元素，始終獨自費心於電影內容

的製作、期待票房的數字，然後等著運氣降臨，那麼《海角七號》的盛況要再重

演、要邁入國際市場，恐怕就都真的只能靠運氣了！ 

 

 

圖 39、台灣本土產製的「國片」邁入國際之推展階段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230 電影《搭錯車》由虞戡平導演指導，以台灣 70、80 年代的經濟成長迅速為背景，探討眷文化

及其生活型態所面臨的衝擊，於 1983 年奪得多項金馬獎項肯定。全國票房紀錄超過四千萬台幣，

而根據中華民國招商網資料

（http://investintaiwan.nat.gov.tw/zh-tw/env/stats/per_capita_gdp.html），當時全國 GDP 僅 2876

美元。參考資料：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0%AD%E9%8C%AF%E8%BB%8A，

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1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0%AD%E9%8C%AF%E8%BB%8A�A�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0%AD%E9%8C%AF%E8%BB%8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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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 建立更完整的創意管理方式 

  知識經濟時代下的創意組織欲提升競爭力，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知識與創意的

管理。電影產業中的創意管理，應包含對「創意取得」、「創意保護」與「創意運

用」三方面流程的管理。好的創意管理制度，才能使團隊在技術變革的過程中取

得生存的機會。 

一、 創意取得 

  台灣電影人在思想自由、資訊流通的年代，創意的取得與延伸並無困難。姑

且不論民眾對創意的消化能力，就電影製作團隊而言，創意的產出應該不是太大

問題；因而問題應該在於「組合」。對於電影中各項創意產生的流程，電影公司

可能購買、可能蒐集，可能用盡各種方式，將所有的創意集腋成裘，展現於電影

的創作。但是創作人之間彼此的配合、習慣，與情緒感染，都可能使切割來看很

吸引人的創意元素，在組合後失去光芒。資訊凝結而成知識，將知識妥善融合才

有機會進一步轉化成創意，而從從劇本、拍攝到剪輯製作，甚至行銷手法等良好

的創意組合，將是電影「講一齣好故事」的必備條件之一。從知識管理的角度來

看，創意能量的萌發可以從個人層面與組織層面發生231；因此有效的溝通、良性

的互動，或者工作環境便捷的軟硬體設備，對於製作團隊的創意管理將是非常重

要的。除了少數年輕的創新團隊，目前台灣電影製作團隊幾乎是由導演規畫一

切，往後電影內容方面的商業化能否順利，幾乎都在導演的一念之間就拍板定

案，並無熟悉市場終端的專家參與討論，這對電影的智慧財產規劃來說，風險不

小。建議電影製作團隊應該安排組織人員跨領域的接觸，維持創意活力232。 

二、 創意保護 

  在「創意保護」的部分，大抵可以分為「創意維持」與「智財保護」兩方面

建議。經營團隊要維持創意，保護創意不外流，通常會透過契約簽訂保密條款；

雖現行的制度幾乎涵蓋了目前可能發生的營業秘密問題，但面對電影產業可能走

                                                        
231 David Gurtee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Creativity,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Vol. 2, 
No. 1, 1998. 
232 Fans Johansson，劉真如譯，梅迪奇效應，城邦出版社，2005 年。頁 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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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新趨勢，製作過程中肯定會有許多不同的意外產生，建議團隊多引入商法人

士，將電影的終端潮流視為商品來保護，進而設計出更適合維持創意與品牌效益

的保密機制。而智財的保護相對簡單，除了外部依靠現行法規、取締措施之外，

建議電影製作團隊內部應該在授權條件、授權機制與授權限制方面，多費心思，

以免產生利潤的流失。 

  另外，保護「創意的生產者」亦為保護創意很重要的一環。良好的團隊環境

與事業前景，才能留住核心的創意人才。建議電影製作團隊應該設計成就感回饋

機制，多做溝通，增加創意人才對電影的認同與期待。特別注意的是，本質上創

意保護本質上應是「創意價值」在市場上的保護，而非僅是法律權利的保護，因

此經營團隊必須釐清創意產出的脈絡，不能單純的檢視法律關係而已。 

三、 創意運用 

  智慧財產兼具興奮劑與補藥的功能233，透過智財運用回收市場價值，能夠刺

激電影創意人員持續產出創意，並且成為後續電影創作的資源。但「創意運用」

往往是國片電影最弱的一部分，尤其在商業上的應用。創意運用的優劣在於決策

團隊的運作導向，而其中「責任分配」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項目。過去，台灣電影

產業以「文化發展」為發展要點時，許多電影人的創意在國際影展成績斐然，滿

足了文化的成就與責任。然而如今，電影市場競爭激烈，僅文化方面的成績並不

足以支持國片發展時，便需要考慮創意是否有更商業化的利用方式。當電影的市

場價值越顯重要，國片經營者不應該只針對文化價值去做研究，而應該將促進產

值的責任囊括近來，畢竟電影的文化傳播能力與市場獲利能力不盡然是相互違背

的。良好的創意管理需要多元的人才同時在組織中交互作用，把每一分創意放到

最佳的位置。故建議電影製作團隊負起產業責任，力求文化創意與市場端的平

衡。國片製作團隊若能創新思維，培養創新的用人哲學，提高綜合性人才的任用

比例，為組織團隊取得創新競爭力234，才能有利於電影產業的成長，以及社會、

文化與經濟等多方面的發展。 

  總體來說，良好的創意管理機制，在於人力資源的妥善配置，而人力資源能

                                                        
233 劉江彬、黃俊英，智慧財產管理總論，華泰文化，2004 年 2 月。頁 55。 
234 Peter F. Drucker，張玉文、劉耀宗譯，杜拉克精選：創新管理篇，天下文化出版，2007 年。

頁 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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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妥善配置，就在於教育制度的設計方向。台灣每年培養出來的藝術人才與商管

人才眾多，卻不見其結合，使創意在市場上取得適當的對價關係。這樣的問題不

僅發生在電影人才的教育而已，這表示台灣藝術、商管人才培育、社會文化教育

與市場趨勢稍有落差；《MUZIK》發行人孫家璁更指出文化價值與市場價值的關

係的失衡，長期而言對台灣的藝術發展並非好事235。 

  以韓國為例，金大中時期大力拓展藝術人才教育，廣設 40 多間電影相關系

所，但台灣的藝術人才卻僅由少數大學主導236，藝術管理則更不足。現階段，台

灣電影產業的智慧財產與市場價值失衡，後續研究應該關注「永續性的人才延攬

機制」以及「跨領域人才的培養」，探討如何才能在產、官、學、研各界建立電

影創意商品化的充沛人力資源，並建構出有效的「文化產學合作制度」，使商管、

藝術人力資源有效跨入商場，在國際電影產業具有高度的競爭力。  

  好的電影投資仰賴經營者的「市場知覺」，對消費者的「心理掌握」以及最

難以量化比較的「文化品味」。因此，如何經由人才互動系統的設計，使電影製

作團隊於內部同時涵蓋多方人才，於外部又能結合具有文化品味的商業人士，或

許是後續研究必須集思廣益的問題。 

貳、 掌握更靈活的智慧財產佈局 

  國際市場對於台灣自製的「國片」而言通常無法一蹴可及，因此才需要更靈

活、更有彈性的智財佈局。以下針對智慧財產的佈局，提出幾點建議： 

一、 設定階段性的目標 

  以目前國片製作的困難而言，應該分階段規劃行銷策略。由於末端消費者的

消費活動比觀影性的消費活動更具有價值，製片團隊應該更重視電影產出的智慧

財產能否接觸到末端消費者，以此調整傳統電影製作至行銷的工作重點，將廣大

迷群現象的「消費行為塑造」作為主要考量。並思考線上影音更適切的投入點，

不要過度懼怕網路化的映演模式。 

 

                                                        
235 孫家璁，文化價值的對價關係，謬斯客‧古典月刊（MUZIK），第 30 期，2009 年 4 月。頁 124。 
236 董澤平、林有慶，政府資金對電影產業之跨國比較研究：以台灣和韓國為例，中央研究院亞

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97 年度學術演講（一），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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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創新型態的電影製作至發行、行銷之各階段工作內容與產出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二、 完善的授權策略 

  傳統的電影行銷方式，乃至後製時期才開始著手發行、授權、行銷等企劃工

作，但若以智慧財產為電影本質來考慮，則應在電影製作初期便有適切規劃。授

權的宗旨在於「保護(Protection)」、「促銷(Promotion)」與「利潤(Profit)」，而這

三者之間講究的是平衡237；掌握這三項要素，智慧財產的商品化便能紮下很好的

基礎。 

1920 年至 1980 年代之間，泰國電影年產量不到 10 部，整體工業並不發達，

然而幾乎沉寂一甲子之後，引入新拍攝技術與人才，並建立了新的電影制度，迅

速在亞太地區的商業電影中，竄出頭角。 

                                                        
237 孫遠釗，品牌／商標授權合約與策略，智慧財產培訓學院教材，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

究所，2007 年。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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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引入「智財商品化」觀點之電影行銷佈局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目前國片所進行的授權動作，多半在於與發行商、映演商之間關於著作權重

製、散佈等權利，偶爾才有後端商品開發時的商標或著作權其他權利授權。但文

化商品的佈局，不應該只有這麼單純的權利關係。針對可能面對的環境，以下歸

納幾點授權策略建議： 

（一）、 新增授權管理人 

  在智慧財產的商業化中，扮演關鍵角色往往來自於「授權管理人」的能耐238，

這在專利、著作權、商標領域皆然。國片電影導演經常費心於導戲，又要自己出

去談授權，管理效率恐怕會打折。建議國片團隊尋覓適當的製片人進行授權管

理，並設計權責分工系統，讓劇務運作更有效率。 

（二）、 詳實的品牌授權方式 

  當電影的潮流為商品的本質，透過品牌授權的模式便是將後端產品有效加值

                                                        
238

 Raymond Millien, Ron Laurie (2008), Meet the Middlemen, 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ment. 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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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建議電影團隊在電影製作階段，就應該設定好劇情中角色形象、物品、

橋段、場景，甚至角色互動方式可以佈置的品牌空間。而且要盡量避免口頭授權

的動作，盡可能以紙本契約明訂。 

  另一方面，許多企業的交互授權也常以品牌形象為考量，建議電影製作團隊

積極製作適合投資方的電影內容，安排符合品牌形象又不失文化創意本質的置入

內容，達到雙贏結果。 

（三）、 創新化的角色或造型授權 

  電影中不乏知名角色產生，尤其是系列式電影。建議在劇情安排上，嘗試對

人物或造型做多層次的切割，盡可能產出具創意的人物或造型，或者與擁有特定

人物造型權利的知名企業合作，將虛擬空間與真實環境結合，互相加值，對於後

端商品化應有不錯助益。 

  這類授權要注意「使用範圍」與「使用方式」239；電影潮流若為商品，則具

有很特殊的價值。潮流的不穩定性，也意味著授權使用範圍或方式一旦牴觸了消

費者期待，很可能降低電影風潮所帶動的效益。 

（四）、 更加重視演員肖像權利 

  對於能夠掌握藝人經紀約的電影製作團隊而言，設計符合電影角色形象的肖

像授權，不僅能使電影上映後更受歡迎或上映前更受期待，還能使該演員的市場

價值提高。建議電影製作團隊審慎規畫藝人的肖像授權，不要太過廣泛地濫用，

避免授權給違逆電影特色的對象或使用方式。 

（五）、 增加更多元的活動授權 

  許多政府或民間單位經常會舉辦大型活動，建議國片製作團隊可積極與這些

活動搭配，進行商標、著作權等權利的授權，增加電影內容的商業應用。這類授

權時，亦要特別注意的是「適用範圍」與「使用期限」，應配合活動特質，不能

浮濫地任人取用。由於目前此類型授權也常以口頭授權的方式進行，造成相關商

業活動的權責分配產生爭議；許多活動廠商經常趁著授權範圍或期限規定上的疏

                                                        
239

 Karen Raugust (2004), The Licensing Business Handbook, EPM Communications, Inc.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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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稀釋電影創意所產生的智慧財產，故應改以紙本契約訂定。 

（六）、 掌握使用方式的管理權利 

  基於維持電影內容的完整性，有時授權的標的必須搭配其他使用方式。特別

是電影中營造出具創意的物品使用方式、習慣等。建議電影團隊對於被授權方，

除了要求其商標、圖像或聲音的使用權限，更應盡量要求被授權方按照電影內的

方式來使用，藉以鞏固大眾默契，形成關聯性更強的消費者認同效果。 

參、 發展新形態的影視科技應用 

  新型態的影視科技蓬勃發展，全球電影產業都無可避免地受到衝擊。台灣電

影製作團隊不應該報以擔憂，而應積極面對，從新的技術中找到實現文化創意價

值的方法。 

一、 數位電影技術 

  在華文市場的新起與中國自主標準的建立之下，使用華文地區的標準規格是

台灣電影製作團隊可以考慮的方向。面對好萊塢，目前中國大陸已有抗衡的力

道。台灣電影製作團隊若加入其中，或可免於被邊緣化的困境。 

  電影投資成本的範圍很大，不見得非得破千萬就有回收機會，《詭絲》與《17

歲的天空》即是很好的例子。建議台灣電影團隊往後除了在內容方面精益求精，

當昂貴的膠卷技術逐漸被數位技術淘汰，更該對所使用的載體做了解、嘗試與習

慣，盡快從中佔據合適的產業位置。 

二、 網路電影映演 

  新型態的通路日益蓬勃，數位電視、網路影音串流等制度雖未健全，但其成

熟度不斷提升，更關鍵的是使用者對電影的消費行為已然不會回到從前。因而，

建議國片電的影製作業者，不應該過度重視實體戲院通路而忽視網路上正快速成

長的消費群。目前，線上影音業者很難取得新片授權，導致數位電視使用人口陷

入停滯240，但未經授權地影音串流的使用率卻越來越頻繁。若台灣電影製作團隊

                                                        
240 蘇文彬，MOD 退訂率高 中華電信業務策略調整，iThome(online)：

http://www.ithome.com.tw/itadm/article.php?c=55166，瀏覽日期 2009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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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適時地建立起消費者信心，當網路環境越來越平穩之後，劇情長片式的國片

不再受到戲院的青睞，則可能直接威脅到電影產業未來的收益。建議國片團隊控

管好電影成本與製作品質，發行網路電影，以電影的創意內涵、劇情或演員創造

風潮，回收後端智慧財產商品化的利潤。 

  依據台灣的國片電影型態，企業或政府不妨抱以支援的原則，鼓勵商業化程

度較低的類型透過新型態的通路，發揮文化上的效果。而針對商業化可能性較高

的類別，則以投資方式鼓勵電影團隊透過新通路積極進行智慧財產的商品化，由

新的途徑回收市場效益。 

 

 
圖 42、依據商業化程度分別佈局不同的創意發揮途徑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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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從品牌經營思考創意商品化 

一、 品牌經營特性 

  融合周延鵬教授對著作權品牌經營的見解241，根據 Kevin L. Keller 對「品牌

創造」的解析，品牌必須具備五種特徵：「可記憶性」、「有意義性」、「可轉讓性」、

「可調整性」與「可保護性」；這些特徵對於電影的品牌經營亦適用。同時，要

建立品牌還須具備三階段要素：前端的「品牌自身的創意與持續創新」，中段的

「品質與功效可信賴度」以及末端「整合性商業模式與獨特的經營能力」242。綜

合這些概念，以下就電影品牌的創意商品化提出建議。 

（一）、 增加品牌的記憶元素 

  電影內容可以歡樂、可以趣味，也可以疏離，或者是痛苦，電影要形成迷群

支持的現象，就必須設計許多情緒的「錨點(Anchor)」，勾住消費者的認同感；

好萊塢的配方式電影製作模式，就是在產出大量情緒錨點。而這種設計，無論電

影風格是寫實或抽象、強烈或紓緩，都應該具備。如此才能掌握品牌特徵中的「可

記憶性」。 

（二）、 昇華品牌的特殊意義 

  品牌必須含有消費者能理解的意義，這就是「有意義性」。電影製作團隊應

該嘗試分析大眾文化的各項元素，找出流行的脈絡，並預先埋下有意義的創意內

容，才能使電影的品牌效應被消費者支持。 

（三）、 品牌價值的具體化機制 

  品牌要能授權，即是經濟價值透過法律形式的「可轉讓性」；換言之，電影

團隊應該要積極管理品牌授權，而不是只顧電影內容，任其營造的品牌價值慢慢

消耗掉。國片產生的品牌，要在虛擬通路流通、凝聚人氣，就不能只重創意本身

的內容而忽視這項特徵的操作。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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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Kevin Lane Keller (2008),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Person Education Limited. 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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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品牌價值的靈活調整 

  品牌的價值是軟性的，因此在功能上必須具有「可調整性」。建議國片製作

團隊欲以電影塑造流行品牌前，要對迷群的型態作詳細的剖析，找出正向迷群與

反迷群之間結抗的關鍵為何，並不時拋出議題刺激消費者，觀察其支持程度變化

的範圍，才能整握品牌調整的空間。 

（五）、 透過品牌彰顯以保護利潤 

  電影之品牌，可以說是各種著作權、商標之權利，以及創意與文化認同所形

成的抽象集合。其中被賦予法律意義的部分，必須彰顯出來。這便是電影品牌的

「可保護性」。若電影營造的流行氣氛具有這項特性，那麼即便透過線上影音映

演，亦能取得適當的保護效果。甚至更廣義地說，即使透過網路免費傳播，已形

成認同的品牌價值也會在後端商品中發酵，受到經濟效果上保護。如此一來，ˊ

製作一部成功的商業電影，將彷彿在設計一部具有豐富劇情與文化意義的品牌廣

告。 

二、 商品化與消費者接觸程度 

  電影經營者的傳統觀念中，由票房表示實體通路價值發揮的情況即將面臨改

變。好的創意品牌當然可以提升智慧財產的商品化程度，但好的創意品牌必須與

消費者之間存在通暢的接觸管道。許多降低接觸成本的措施，都將不如小額付

費，甚至免費的網路影音。欲掌握消費者，進而營造迷群，再從潮流中獲利，漫

無邊際的網際網路是值得國片電影的製作團隊勇於嘗試的選擇。 

  Thomas H. Davenport 與 John C. Beck 於 2001 年提出的「注意力經濟學

(Attention Economy)」適切地解釋了網路線上服務對許多內容業者的衝擊、挑戰，

也肯定產業載體轉型將大量衍生出的獲利機會243。本研究認為，目前的電影產業

與消費者之間仍有接觸成本偏高的情況，但幾乎所有產業，商業效益與社會成本

(Social Cost)如何配置的問題遲早會演化出答案244，大勢所趨，電影產業在面對

接觸成本的降幅空間出現時，商業策略遲早必須跟著調整。本研究估計，幾十年

                                                        
243 T. H. Davenport, J. C. Beck, The Attention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New Currency of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1. 
244 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 1-44. 資料來源：

http://www.sfu.ca/~allen/CoaseJLE1960.pdf。瀏覽日期：2009 年 6 月 8 日。 

http://www.sfu.ca/~allen/CoaseJLE1960.pd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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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幾年後實體通路很可能不再適合國片映演，屆時國片若無其他通路利基，亦無

既有品牌，整體產業將真的會回天乏術。 

  國片的創意並不匱乏，缺的是有效通路中的閱聽規模不足。若經營團隊能調

整行銷條件與行銷成本，改變終端商品的定位，提高與消費者的接觸度，國片欲

大舉進行智財品牌化、商品化，甚至產業化，並從中獲得適當的利潤，應仍是存

在非常大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