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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電影院的發展前景與經營策略探討
* 

郭家融 ** 

《摘要》 

本文運用產業策略分析的理論與方法，以數位電影院的發展現

況與相關論述為中心，構造了一個數位電影院新興產業的競爭策略

探討，並且整理了傳統電影院的獲利模式，將之與數位電影院的可

能前景進行比較，提供電影院數位化的業者與政策制定者可能面臨

的策略反曲點與其應對方法。 

研究顯示，數位電影院將面臨發行業與映演業對成本支出的爭

議、技術的不確定性、成本效應所產生的外部性現象等議題，而在

面對這些議題之下，數位電影院相較於傳統電影院則有多元化服務

的更擴大、產業價值鏈的整合可能、數位電影多樣性通路的競爭與

合作等等的產業趨勢與新興競爭策略的可能。 

關鍵詞：數位電影院、新興產業競爭策略、數位經濟 

                                                   
*  本論文曾於 2004 年國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數位廣電時代」學術論文研討會發表。 
** 本文作者郭家融為國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研究生，E-mail: jucuda@ms2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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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與問題意識 

電影在台灣的發展前景已經陷入一個難以拉拔的泥沼，不論產、官、學各界提

出過多少政策補助或策略建議，台灣的電影仍然奄奄一息。一方面，國內基礎設備

普遍缺乏，台灣電影連一個基本的「工業」都稱不上時，談「商業」、談「行銷」

都顯得濟緩不濟急，如遠水救不了近火；另一方面，電影的全球化趨勢也一步一步

將台灣電影逼入死角，遠者如好萊塢的全球電影霸權，近者如香港、南韓的區域性

電影產品，都已將台灣觀眾的市場瓜分殆盡，使得「土生土長」的台灣電影早已尋

不著獲利空間。傳統電影的產業邏輯似乎已難以在台灣發展，新的電影經營思維的

產生已逐漸成為必要。 

在數位經濟的時代裡，產業的發展隨著科技的變動不停地融合或解構，各種新

型態的企業原型與經營模式正在不斷地衍生，許多的新興產業也在這一波浪潮之中

開始萌芽。同樣地，在電影產業方面，數位媒體的誕生使得全世界的電影產業都在

重新思考其策略與邏輯，台灣電影正可以嘗試把握這一個電影產業重組的時期，與

全球同步進行電影產業的思維重整，並且藉此找到一個切入的關鍵與定位點，以尋

找台灣電影產業重生的契機。 

數位電影的產業價值鏈一般而言仍分為製作、後製、發行、映演四部門，若從

此一產業價值鏈（Value-chain）的成本支出層面來考量，數位電影在拍攝及後製階

段由於不需負擔高額的底片沖印、過帶的成本，且數位錄影帶的成本不及底片的百

分之十，故在此二階段約較傳統電影低廉二百萬元左右；然而，若數位存取的影片

在最後的映演階段仍是經由傳統電影院的設備播放，則其由數位轉底片的成本約為

一百萬至兩百萬元。加總起來，若數位電影在數位電影院放映，總成本可減少一百

七十萬至兩百五十萬，但若仍在傳統電影院放映，則其總成本卻不見得比傳統膠捲

電影的成本便宜多少（黃鈴翔，2002），使得數位電影的成本優勢將完全消失。由

此可見，當前數位電影的產業研究與發展應當以數位電影院的建置為主體考量，因

此本文的研究旨趣將著重在映演階段，亦即數位電影院的建置與發展。 

在理論與文獻探討部分，本文將先探討傳統電影院通路經營模式的相關理論文

獻，繼而略為簡介數位電影與數位電影院的特性與定位。在研究分析上，主要是以

資料收集的方式，從前述數位電影與數位電影院的特性與定位如何影響傳統戲院的

經營開始，與各種針對數位經濟、新興產業競爭策略的論述資料比對分析後加以邏

輯論述，以觀察產業趨勢，最後再與傳統電影院的經營模式進行相互辨證，以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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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數位電影院可能採用的經營策略與商業模式。本研究的研究範圍不限制在任何

一個單一情境之下，而是廣泛地整理當前對於數位電影院經營的種種經營理念與實

踐方法，期望藉由不同國家與不同企業策略的廣泛觀察，替台灣數位電影產業的映

演通路面建立一套可供參考的經營邏輯。 

貳、相關理論與文獻探討 

一、傳統電影院的經營模式探討 

行銷學者 Kotler（1998）在談論表演藝術行銷策略的著作「票房行銷」引用了

「滿座率」的概念：對於表演藝術的劇場經營而言，由於一場演出不論觀眾人數多

少，其所使用場所的費用支出皆為固定，空間不會因為人數少而變小，一首三小時

的曲子或劇碼也不會因觀眾缺席而縮短時間，固定成本的支出永遠都固定，因而要

如何增加觀眾人數以盡量達到藝術表演劇場空間的最飽和使用是最基本的課題。同

樣的「滿座率」概念也可應用在電影院的經營上：不論購票入場的觀眾人數有多

少，戲院內的所有設備仍將照常運轉，一齣電影也必須完整播放－「The Show Must 

Go On！」因而電影院的經營者對於「滿座率」與「客戶流失率」的掌控相當重

要。 

事實上，自從錄放影機、衛星、有線電視等新媒體的日漸普及之後，電影院的

「滿座率」飽和度便越來越遭受挑戰，為爭奪愈來愈小的市場，電影院的經營者採

取了各種不同的措施：將原來單螢幕的大戲院重新裝潢為小銀幕的多廳戲院、播放

各式各樣的影片以吸引各種觀眾、擴大餐飲服務，並增加場次。除此之外，Kim 以

及 Mauborgne（1997）分析了比利時的 Kinepolis 影城，認為 Kinepolis 影城跳脫了

前述的幾項思考，而發展出了「影城」的經營概念。作為世界第一座超大型的影

城，Kinepolis 超越了傳統產業狀況下的限制，對顧客而言，提供了方便的停車場、

大螢幕、絕佳音效與舒適座椅，以及播放當紅影片；而對公司而言，則由於影城的

大規模建置，提供了人事與管銷上的規模經濟、較低的土地成本以及較高的整體利

潤等等眾多的競爭優勢，使得 Kinepolis 成為比利時最具創新價值及創造能力的影

城。 

比利時 Kinepolis 這種大規模影城的經營型態，也成為現今世界各電影通路商

積極採行的通路策略。Wolf（2003）稱呼這種大規模的影城模式為「影視綜合賣

場」，這種影視綜合賣場至少是一般劇院綜合大樓的兩三倍，具備多廳設計，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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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時間播放各種不同的電影；除了戲院之外，這些影視綜合賣場還具備了商店、

咖啡館、甚至配備自動櫃員機的銀行分行。影視綜合賣場的產生使電影院不再只販

售電影產品，而是一個集合娛樂的場所，以往在大街上的兩廳電影院，現在被兩三

家購物賣場的影音綜合賣場取代。在美國，有林肯廣場影視綜合賣場（Lincoln 

Squire），以及包含了迪士尼、HMV、Modell’s、Old Navy 等零售店的魔術強森劇

院（Magic Johnson Theaters, MJT）；在泰國曼谷，電影城Major Cineplex Sukhumvit

亦是一座有八廳放映廳，一座保齡球館、速食餐廳、書店、錄影帶店、唱片行等等

娛樂匯集的綜合影城。 

在台灣，影視綜合賣場的經營模式也成為電影院經營的主要模式。以多廳多場

次並結合百貨公司餐飲的方式，讓消費者滿足其吃喝玩樂的基本消費需求。民國 87

年在台北開幕的華納威秀影城，儘管票價稍高，但憑藉完善的週邊停車設施、購票

便利性以及一流軟硬體設備，加上週邊有百貨商圈，一年之內營業額即佔有台北市

戲院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許多老戲院也接續跟進改名影城，為電影院拓展了廣大的

營運商機和空間，也改變了映演業的產業生態與遊戲規則，使影城成為目前電影院

型態的主流（王東昇，2000）。 

二、數位電影與數位電影院的本質與定位 

數位科技的出現帶給電影強烈的衝擊，電影人士將其視為電影發展自 1927 年

從無聲到有聲、1935 年從黑白到彩色後的第三次電影革命，將帶動整個電影產業進

入一個嶄新的數位時代。Jenkins（1999）在「The Work of Theory in the Ag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一文中談到「數位理論（Digital Theory）」的出現，他提

到：「數位理論可以指稱任何事物，它可以指稱電腦動畫特效對好萊塢巨片的影

響，可以指稱新的傳播系統（例如電腦網路），可以指稱新的娛樂類型（例如電腦

遊戲），可以指稱新的音樂風格（例如 techno 音樂），或者可以指稱新的再現系統

（諸如數位攝影或虛擬真實）」。當數位科技與數位理論出現後，電影生存的紀元

已經邁向一個「後（Post-）」的階段，由於數位化新媒體的聚合與非線性特性，使

得任何媒體的變化都成為可能，電影的領土位置也漸漸混淆與失序。在邁向數位化

的後電影時代裡，電影似乎已經漸漸沒入了整個視聽媒體的大洪流裡，而失去了它

長久以來就為整個通俗藝術「龍頭老大」的特殊身分，如今必須和電視、電動遊

戲、電腦、以及虛擬實境競爭。在一個寬廣的模擬設備的光譜中，電影只是其中的

一個窄頻。雖然數位科技與傳統電影理論的爭辯在國內尚未取得一個共識，如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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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驥便認為數位影像只是電視，不是電影，不論是否在電影院放映與否，數位與

膠捲底片而言存在著根本上攝影美學上的差異（自由時報；2003.8.17）。但這種對

於個別媒體本體論上的爭議，在數位時代本身就是漫佈著一股不確定性與離散性，

電影與各種不同媒體將不再是敵人，而是彼此的接續；電影與其他媒體在工作人

員、財務、甚至美學上，也有很多地方是要互相滋養的。新媒體模糊了媒體的特

性，由於數位化媒體混合了先前的媒體，所以，如果再以特定的媒體來思考數位化

媒體，那將不再有意義（Stam, 2002）。 

由於數位電影的面貌如此模糊，整個「後電影」理論的建構也尚在發展階段，

數位電影的映演通路面貌因而也錯綜複雜。中國大陸學者李亦中（2003）在「交叉

與分野—中國數位影視的現狀及趨勢」文中，認為數位化整合並不意味著電影媒介

的消解，但卻使得電影的內涵與外延有了重新界定的必要，各種不同的資訊載體相

互間可以進行「膠轉磁」、「膠轉數」、「磁轉數」的轉換，由此形成了籠而統之

的稱謂「數位影視」。另一方面，李亦中亦認為「數位影視」這個概念過於廣泛，

實則在「數位影視」內存在著分野，依據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材、傳受關係

等加以辨析，可劃分為五個層面： 

1. 基於傳統影院放映的、含有「數轉膠」電腦特技的電影大片。 

2. 基於數位影院放映的純數位電影（包括 3D動畫）。 

3. 基於數位化製作的電視電影。 

4. 基於網路傳播的網路電影（寬帶節目）。 

5. 基於個人化製作的 DV影像作品。 

其中第二項「基於數位影院放映的純數位電影」，由於與傳統電影院的觀看行

為最為接近，在典範上成為當前數位電影院研究的主流，亦為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對

象。 

這種基於數位影院放映的純數位電影，根本上而言，不過就是較大的電腦檔案

而已，就像個人電腦使用者可以自行儲存檔案，數位電影也可以被儲存在 DVD-

ROM 中，然後藉由寬頻網路或是衛星科技，可以在同一時間，於近乎沒有運輸成

本的的壓力下，將電影傳送到全世界進行同步放映，而且由於數位格式的特性，儘

管經過無數次的檔案傳輸，原始畫質的美感依舊不會失真，而且原始檔案的集中，

不會在進行首映前便發生盜拷的問題；但另一方面，由於數位電影以寬頻網路或衛

星傳送放映後，檔案資料便成為網路上的一個資訊流，著作權的問題便成為一個重

要的關鍵，數位電影產業必須要強化「encryption（加密）」技術的研發。此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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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片商工會統計，全球電影工業每年光是花費在電影發行上就高達二十億美元

（約合台幣七百億元），以美國現在的作業方式，一部商業電影的母片剪輯完成

後，就必須視發行量開始大量拷貝，拷貝後的母片再以各種交通工具送到世界各

地，其運輸成本不可謂不大。而數位電影如 George Lucas 的工作室與航太巨擘

Boeing 公司的合作，則為藉由 Boeing 實力雄厚的衛星技術，整合發展成一擁有尖

端的資訊科技、大量檔案傳輸能力與整合技術的資訊服務業，使運輸成本大大地降

低，數位電影從此只需要一個發行中心，不需製作拷貝、可多點放映、更沒有廢

片。 

另一方面，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Theater Owners（NATO）的總裁 John 

Fithian（2003）認為數位電影院的通路關鍵在於一、全球統一標準的技術規格必須

要有相容性；二、各種機器設備公司間必須有充分且良性的互動；三、避免供給商

與定價上的獨占產生；四、畫面的品質；五、戲院間彼此的議價力需均等，片源的

供給須同時且均等。在技術的規格上，無可避免地將會產生一個「規格大戰」，在

這一個過渡期中技術公司的消長將會非常迅速，而不同通路間的跨系統競爭也有可

能產生。而由於目前數位投影的系統價格仍然居高不下，因此初期投資的重建成本

非常驚人，也令通路業者卻步。成本考量之外，媒體的聚合性也是數位電影影響整

個通路生態發展的因素，大型的數位電影院雖然有其利基與優勢，但倘若數位科技

的發展使得高階的投影設備和較平價的家用劇場投影設備在視覺效果上不會有太大

差異，或是觀眾難以區分，或甚至觀眾根本不在乎，則數位電影院和數位電視電影

以及與更低廉的網路電影之間也會存在著競合的緊張關係。在整個數位電影產業價

值鏈中的通路映演成員上，「品質」與「成本」的均衡、各個技術規格的統合與標

準化，將會是這一階段產業的關鍵成功因子（Key Success Factor）（Karagosian， 

2003）。 

最後，在數位電影的價值鏈上，仍有一些難以完整歸類的成員，但亦具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如負責融資、研發、與統籌的片廠（Studios）；一些負責硬體技術標

準的整合中心（Standards and Facilitating Organization）；以及負責各端技術研發的

的技術公司（Technology Provider），都是對數位電影映演產業結構具有影響關鍵

因子，對整個經營策略的形成有重大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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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乃以資料收集的模式找出數位電影院產業的關鍵結構特色、導致其演變

的重要作用力、以及有關於產業參與者的必要策略資訊。由於數位電影院尚屬一個

正值萌芽期的新興產業，缺乏長久且結構穩固的研究資料，但網際網路作為大眾媒

體研究的新資料來源，提供了嶄新而豐富的資料來源，同時網路無國界的特性亦提

供了研究者觀察外國數位電影院最新趨勢的發展。 

Burgelman 與 Grove（2002）曾指出，當一種產業被另一種形式所取代，一種

策略優勢轉變至另一種策略優勢，以及現有的科技形式被新的形式所取代時，產業

便面臨了策略反曲點（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在此情況下，產業的策略不可能

維持不變，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產業間可能發生相互取代或者部分融合的情況

（轉引自郭明錤，2002）。數位電影院作為一個面臨了科技變革的新興產業，尋找

策略反區點的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便顯得十分重要，如何尋找出這

個策略反區點的角度與位置成為產業研究的重要課題。因此，除了在資料收集的面

向上，本研究另外著重在產業研究的邏輯論述，以 Michael. E. Porter（2003）的新

興產業競爭策略以及數位經濟的相關理論為理論軸心，與傳統電影院進行經營策略

的推衍探討，交盪共振出數位電影院產業的新興經營模式。 

傳統的電影院經營模式在經歷了有線電視、錄放影機、衛星等等第一代新媒體

的市場進入衝擊後，電影的娛樂內容逐漸向外流動，已將限於螢幕的要素帶到了新

的地方，以新的方式轉變了產業的業務模式（Wolf, 2003）。少數而又獨大的的產

品已然無法餵飽消費者日益多變的口味，綜合式的影視賣場已然成為現代電影院經

營的主流。這種異業結盟的合作模式在數位電影院即將到來的時刻，是將面對何種

形式的改變？而數位電影院在建置的過程中又將面對哪些課題？目前學術上與實務

上的討論又是如何處理數位電影院的經營困局？在以下的論述中將會針對前述問題

進行分析與討論。 

Porter（1998）在「Competitive Strategy：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y and 

Competitors」書中曾對「新興產業的競爭策略」有理論性的探討，在數位電影院產

業的發展現況中，與 Porter 對所謂新興產業的探討有許多相對應之處。Porter 認

為，所謂的「新興產業」是指那些剛剛形成，或因技術創新、相對成本關係改變、

消費者出現新需求、其他社經變革，而導致轉型的產業。數位電影院正是因為數位

科技對於電影放映技術的新科技創新應用而導致的結構性改變，進而成為一種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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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從策略制定的角度來看，新興產業的特色就是「沒有遊戲規則」；新興產

業的競爭問題在：這套新規則的建立，不但公司要能應付，而且可在新規則下繁榮

茁壯。這種缺乏規則的情形，既是「風險」，也是「機會」。同樣地，數位電影院

產業遊戲規則的缺乏，既是全球所有業者的風險，但只要在此時能將策略訂定得

宜，則更將是一個發展先佔優勢（First-Step Advantage）的大好機會。 

Porter（1998）認為一項新興產業在發展階段的結構環境中，有多項因素是產

業內成員的共同特色，包括了技術的不確定性、策略的不確定性、初期成本高、胚

胎期的公司與衍生現象、首次購買者、以及時間短暫等特性。 

首先在數位電影院的設備上，技術的不確定性便是一項關鍵。新興產業裡，通

常對技術有許多的不確定性，百家爭鳴的情況，各種技術的製程往往將會有數種，

而誰的技術最有效率則難有定論。數位電影院產業亦是如此，2003 年在荷蘭舉辦的

「歐洲數位戲院論壇」中，Michael Karagosian（2003）指出了數位電影院產業的四

項事業領域（Business Domain）：Presentation Systems、Distribution Systems、

Security Systems以及 Theatre Operations Systems。Michael Karagosian認為這四項事

業領域不應該存在著競爭的關係，每一項事業領域皆需要彼此的合作

（interoperability），以創造一個共同的市場去配合產品的需求：Build Up User’s 

Confidence，是當前數位電影院業者最重要的課題；而建立一套系統的標準化

（Standardizing）程序，才能避免技術不確定性所帶來策略不確定性。這種科技的

不確定性往往也造成 Porter對新興產業所稱的另一項特色：時間短暫。 

新興產業不論在開發客戶或生產市場所需的壓力非常大，因此任何瓶頸都需要

盡快解決。尤其數位科技的日新月異，各種科技的版本不斷推陳出新，一代一代的

演變極快，若產業內的成員不能對結構內的其他成員所產生的變化做快速地反應，

那麼很有可能便會在不知不覺中發現自己已經充斥在各種不了解的科技術語中，而

不得不被淘汰。傳統電影院在數位化浪潮下有可能如此，但同樣是數位電影產業價

值鏈下的成員也有可能會受到標準不一的情況危害：2003 年底，NATO 與 the 

Union International De Cinemas發函與多家數位電影院與系統設備業者，要求其共同

建立一安裝在戲院之內的數位安全系統的安裝格式，所有的產業成員也必須同意設

計一安全協定標準，若所有的共同系統協定不能即時建立，上述兩大組織將考慮抽

取所有對數位戲院的補助協助（Elina Shatkin, 2003）。而與喬治盧卡斯的數位製作

公司 Lucas Film 合作發展數位電影衛星傳遞系統的航太巨擘波音公司（Boeing），

更傳出要出售旗下數位電影部門的驚人消息，波音公司正為旗下的 EL Seg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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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f.-based digital-cinema division尋找買主，波音公司表示將會繼續支援三十家經由

該公司衛星傳送數位視訊的戲院，但由於數位電影產業一直無法完全起飛，發言人

Fernando Vivianco 認為除非這個產業趕緊制定標準，並且盡快找出正確的商業模

式，否則波音公司對數位電影的前景將不表樂觀。Lucas Film 與波音公司的合作案

曾是喬治盧卡斯為數位電影產業所勾勒出的美好願景，藉由創意十足的製作單位與

強而有力的發送系統以達到產業價值鏈的綜效（Synergy），然而由於數位電影院的

的四項事業領域與放送系統依舊在規格大戰的階段，這種技術的不確定性使得產業

更新的時程急速縮短，連帶地也不斷地在造成技術無法升級者的快速淘汰與採購者

對系統採買選購猶豫不決的因素，使得整體數位電影價值鏈與數位電影院一直無法

快速發展，而產生危機。 

另外一項新興產業所要面對的課題是大量新興的首次購買者，向新興產業購買

服務或產品的客戶，基本上都是首次購買的新面孔。數位電影院雖然具有豐厚的潛

力，但除了以數位科技做後製的電影外，大多數消費者仍然尚未接觸到真正的數位

電影，因而數位電影產業行銷的特點便在告知與說服客戶購買新產業的新產品或新

服務，讓消費者了解數位電影的基本特性和功能，並且使其了解風險的合理性。也

因此，作為一個定位為新興產業的數位電影院，其對首次購買客戶的消費者行為研

究便十分重要。中國大陸的數位電影管理規定第十三條明文規定數位電影院必須安

裝計算機售票系統，並使用統一售票軟體實行計算機售票，目的即在有效的統計與

累積客戶資料庫。我國首家引進了數位化電影系統的國賓戲院，其網路行銷的客戶

購票統計系統亦已步上軌道，透過 e 化的行銷與數位化的電影系統成為全台灣最 e

的電影院。e 化網路資料庫的建構除了方便客戶使用網路訂票，更可以記錄每一位

消費者的購票型態與觀影興趣，幫助戲院積極主動為消費者選擇其所適合與喜愛的

影片。顧客是 e 化方案中最重要的問題，特別是決定瞄準哪些顧客區隔並決定其價

值，市場區隔對 e 化的經營模式比對實體世界更為重要，尤其在消費者口味瞬息萬

變的消費娛樂市場，客戶層的鎖定更是要務。由於網際網路的發展與數位電影科技

其實是相輔相成一體兩面的科技產物，在網際網路真正成為能夠落實在 e 化企業行

銷的工具之前，一般電影院對於客戶資料庫的建置不僅缺乏概念，更缺乏有效的工

具，而當電影院逐漸邁入數位化的時期，消費者面臨從膠捲電影到數位電影的不確

定感，做為一個數位電影院的經營者，對於這些首次購買者的客源掌握勢必要更精

密而仔細，以方便數位電影院吸引第一批的消費使用者與進行資料庫行銷，讓網際

網路的 e化模式能更和數位電影做更進一步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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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裡，另一項重要的特色便在於其初期成本高。新興產業，由於規模小

且較生澀無知，往往會帶來較多的初期成本。而各種數位媒體產業的初期投資都很

高，各種頭端、傳輸線路的鋪建、以及消費者接收端的添置，在在都需要所有產業

成員，包括消費者的大量資金投入。而數位電影院的固定成本之大，更令產業參與

者望而卻步，這一點，可以由兩個面向來進行討論：（1）數位電影發行業與映演

業對成本支出的爭議。（2）成本效應所產生的外部性現象。 

（1）數位電影發行業與映演業對成本支出的爭議： 

數位電影院的一個吊詭現象在於，當數位電影院的業者花置大量的固定成本以

添購數位播放設備，所得利的卻是發行業。負責數位電影發行的公司只需利用寬頻

網路或衛星上鏈便可輕鬆傳遞數位電影檔案內容，而免去了大量的拷貝運輸、物流

費用，因此對於映演業者而言，便認為數位放映設備的成本應該要由發行商甚至片

商來支應，而非由映演商來承擔，由於數位電影的商業模式仍有待確立，而此初期

成本又如此龐大，使得許多產業成員因而裹足不前。部分產業成員堅持待技術發展

到一定規格，普遍的硬體固定成本因技術成熟的學習曲線而下降後再來進行投資，

而另有部分的產業成員則認為應當要盡快投資以掌握技術先機。 

好萊塢導演 Bryan Singer（2003）曾表示數位電影科技與成本漲跌的影響是一

種雞生蛋與蛋生雞的關係，而關鍵依舊在於片廠與發行業能不能和映演業共同設立

一個標準，以及願不願意資助數位電影院的成本壓力。Bryan Singer 認為如果片廠

或發行商如果能夠幫助負擔設備的費用，以及一些數位規格的 R&D，則數位電影院

經營便不需對成本要素有過多依賴，一方面發行商不僅單單只是作為數位內容的供

應商，事實上，也成為了硬體的專利與上游供應者，對下游的映演商而言亦有了強

化的議價力；相對地，映演商不再必須自己承擔一切固定成本的支出，而將有更多

時間與精神成本去進行更有效率的管銷配套，使消費者能夠有更多且更方便的接近

機會，而免去價值鏈上的惡鬥，才能真正替消費者建立觀影的良好服務以促進整體

數位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 

雖然電影院線的經營者在相當程度上可能會擔心科技的進展會使得發行商與片

廠有太多的通路權力控制，但若單就成本面來考量，由發行商來負擔部分的設備成

本將更有助於整個數位電影的發展。而更進一步地討論，若數位電影的發行與映演

商存在著相當程度的矛盾，目前的解決辦法則在於強化兩者的更緊密連結，那麼數

位電影的發行商與映演通路最終是不是會走向一個垂直整合的必然發展途徑？是不

是未來將不會有所謂獨立的數位電影院經營者？數位電影產業會不會發展成一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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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整合的單一價值鏈？這些問題都是數位電影產業的關切者所需持續觀察的問題。 

（2）成本效應所產生的外部性現象： 

一個新興產業的成型，常常還會伴隨著許多新型態公司的成立，Porter

（1998）稱此為胚胎期的公司與衍生現象。新興產業內通常會有許多新形成公司成

立，這些公司沒有舊有遊戲規則的包袱，也沒有規模經濟形成阻攔，因而可以自由

進入。而由於新產業的商機隨處可見，技術流動性又高，便會產生許多新型態的衍

生現象，如各種高科技公司對電影產業的介入，不僅紛紛成立相關應用部門，而掌

握部分關鍵技術的成員也會跳出來或合資或獨資成立新公司，以更專業或更細部的

組織再造，創造新產業的各種衍生現象。 

數位電影院的高固定成本固然為數位電影普及的障礙之一，但在兩難之間，卻

隱含了一項數位電影院的全新獲利模式。Karagosian（2003）認為數位電影院在成

本與品質的提昇之間具有一個兩難。當數位電影院要投資能夠媲美膠捲底片畫質的

數位投影設備時，需要一筆龐大的投資成本，加上現在數位技術的普及程度仍然貧

乏，因此在一般可接受的成本金額之下，數位設備並無法滿足高畫質數位電影的要

求，亦即在數位電影院的品質與成本兼具有一個門檻存在。但是即使在較低品質的

數位播放設備下，仍然有一個可能的經營模式。Karagosian 認為，採取較低成本、

較低品質的數位電影院不一定一開始便走向專精的數位電影播放，而可以將競爭力

放置在所謂的「Other Digital Stuff」（ODS）上。ODS 乃是數位電影院可以用來作

為差異化競爭的業務型態，包括一些衛星直播的體育比賽或是演唱會等等。目前美

國的數院電影院業主無不積極升級所謂的「pre-show」模式，利用雖然相較於膠捲

粗糙，但之於一般家用電視機仍然有更多豐富表現的數位放映系統來播放一些專門

為數位電影院製作的精緻廣告，可以兼具娛樂與廣告的雙重效果，這種小廣告或小

戲劇又稱為「20-to-30-minute “walk-in” show」，對一個電影消費者而言，同樣的票

價不僅欣賞到所要欣賞的電影，還可以享受精心製作的小節目。除了廣告之外，熱

門歌手的演唱會 DVD 也成為所謂 ODS 或是 pre-show 的良好素材，例如美國 AMD

戲院便給予觀眾欣賞當紅流行歌手 Avril Lavigne的演唱會 DVD，“My World＂的

精華片段，而 Regal戲院則選擇了英國搖滾團體 Coldplay的演唱會 DVD。其他的節

目內容上，每當一年一度的體育盛事到來時，不能親臨現場體的體育迷們總希望能

夠一方面有高品質的享受，一方面又能有群眾歡呼的臨場感，這時，數位電影院便

可以發揮 ODS 的服務功能。經由衛星現場轉播、以及數位化高畫質及多視角等等

的特殊功能，在數位電視尚未全面普及的時機中提供數位化的體育節目播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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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裡的大空間可以供給眾多群眾，戲院的大畫面則提供更真實的臨場享受，並

且更能創造共同嗜好者的社群集結。在數位媒體的時代，媒體的界線是不斷不斷地

在消泯，在數位電影院的空間也是如此，電影院將提供更多更多各種各樣的娛樂選

擇，使得電影院不再只有電影，數位電影院也不再只是單純的電影院，將來的觀眾

在電影院內觀看直播球賽、奧運和音樂會，逼真的音響效果、大螢幕的氣勢以及眾

人一同期待的氣氛，都是數位科技為電影院所帶來的全新經營型態。 

ODS 這種針對數位電影院初期成本高昂的逆向思考而產生的新興經營模式，除

了替數位電影院業者提供了一條可能的出路之外，它更大的象徵意義在於拓展了數

位電影院產業的外部性與異業結盟吸引力。數位經濟時代由於產業價值鏈整合，帶

來了疆界的模糊，為了提供更完整的服務價值，策略聯盟的夥伴對象不再侷限於原

有企業間的合作，不同產業間的合作聯盟在數位時代更是大行其道（張志鑫，

2003）為增強數位經濟下的產業競爭力、營運彈性及分擔風險，數位電影院為尋求

ODS 的新型態獲利模式，勢將與各種不同產業成為合作對象，藉由聯盟產生的綜效

以彌補固定成本高昂的先天性劣勢，以便能快速建立經營新事業的競爭力。 

最後，就個體經濟的理論而言，理論上，第一家達到產業網路外部性的業者，

顧客將會集體而快速地湧向這家業者，在規模經濟的原理之下，其成本一定較低，

服務也會較多樣而便宜（吳恩文，2002）。尤其是娛樂媒體領域裡，對於消費者心

像與品牌認知的影響能力更為強烈，因此數位電影院的產業內競爭者勢必面臨強大

的外部性競爭，面對各個產業競合的策略難題，每家數位電影院業者勢必積極爭取

成為最先取得最豐富與最便宜 ODS 服務的數位電影院，以儘早在消費者的心中打

下強烈的品牌印象與產業內競爭的首動利益。 

肆、研究結論 

Michael. E. Porter（1998）在新興產業競爭模式中的分析認為此類型產業的經

營模式便是一個「沒有遊戲規則的遊戲規則」。由於前述各項新興產業的特色與數

位電影院產業的各種不確定性，使得數位電影院的邏輯策略尚未一致。這種策略的

不確定性，是指儘管產業成員經常試用各種不同方法，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出一套

清楚認定的策略。每一個數位電影院產業的成員至今仍然是存在一個各自為政的階

段，進行自己的市場定位、服務等；更重要的是，目前數位電影院的產業成員仍然

在一個多元產業的加入期，不同領域的公司都在找尋一個進入策略（Entry 

Strategy），因此沒有人知道全部的競爭對手有哪些？誰是可靠的上游與下游、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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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如何衡量？產業的銷售成績及市場佔有率數據也都難以取得。而數位電影本身的

種種不確定性，當然也使得數位電影院的策略充滿不確定性。但總體而言，本研究

仍歸納了幾個關於數位電影院的可能發展前景與經營策略： 

（1）多元化服務的更擴大： 

傳統影城的經營模式如同文獻探討中的分析，是朝向一個綜合影視賣場的聚集

娛樂型態前進，事實上，這也是一種產業外部性的思維。數位電影相較於傳統電影

院的新經營態勢便在於除了飲食、商場、銀行服務等等實體外部性的擴增之外，數

位電影院在電影院內所能選擇播放的文本內容上提供了更多元且更豐富的選擇。數

位電影院在 ODS 的積極發展上，將會與愈來愈多的其他娛樂事業產生結盟，數位

電影院者對於與其他產業合作的目標吸引力、綜效測試以及執行可行性測試，都需

要更精密而審慎的評估。相較於傳統電影院與其他產業進行實體產業的策略聯盟，

數位電影院更著重在媒體文本等無形資產的價值評估上，在數位化經濟的時代裡，

針對包括數位電影院在內的數位影視娛樂產業的無形資產的意義、應用時機、評鑑

流程與方法、融資之可能性以及無形資產評價執行應行考量之重點，都要有更加詳

細的規劃以輔助數位電影院外部性的擴大與實踐，期待數位電影院可以形成數位媒

體的全面服務提供者。 

（2）產業價值鏈的整合可能： 

傳統電影院除了影城的形式外，垂直整合的經營模式也是一種趨勢，例如我國

的華納威秀便是一例。而數位電影院由於技術規格的混亂性以及高昂的建構成本，

單就映演業的資本金額難以負擔龐大的固定成本費用，依賴整條價值鏈的合作與補

助是難以避免的策略，畢竟數位電影院作為整條數位電影產業的通路，是整條價值

鏈價值創造的最終階段，而數位電影產業的所有階段也都在萌芽階段，並沒有哪一

個價值鏈區段擁有最大的議價力以對上下游進行控制，因此若數位電影的片商、發

性商與通路商之間對於規格的制定和資金補助的互通不能夠達成合作共識的話，數

位電影將面臨極大的危機，如同波音公司出售其電影部門一般。因此，數位電影產

業要能夠蓬勃發展便必須要能夠彼此合作，而在如此龐大的成本壓力與潛在商機之

下，數位電影院被其上游整合，或者擁有專業技術的規格商、技術商以及發行商等

都有可能親自進入數位電影院的市場，使得獨立的數位電影院可能消失，取而代之

的是一家家貫穿上下游的垂直整合業者。 

另外，數位電影院對於最終端的消費者而言，也應當積極採取 e 化的網路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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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資料庫行銷的建立，才能方便鎖定首批購買者的行為模式，繼而積極替不同

口味消費者創造不同需求。尤其 ODS 的出現，使得數位電影院不再只播放單一文

本，客戶的資料搜尋與消費者行為的調查便更為重要，才能在千變萬化的文本與口

味多變的消費者中找到共識點。 

（3）數位電影多樣性通路的競爭與合作： 

雖然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基於數位影院放映的純數位電影」，但是在數位經濟

的浪潮下，數位電影院仍舊必須與其他通路做一個競合的參考。傳統的電影院有檔

期與首映權的限制，在首輪電影院播放電影之後，依序接著二輪電影、錄影帶、影

碟出租，以及最後在電視媒體上播放。數位電影也有可能遵行此模式，然而在多數

內容都以光速移動的世界裡，每一個新產品所需要運用的媒體與平台就更大，而在

跨國多媒體的高科技產品與發行公司透過併購或策略聯盟，希望能在所有平台商發

行新產品，公司能否生存在於其應變的速度（Michael. J. Wolf, 2003），在這個大媒

體潮（Mega media）的數位經濟時代裡，電影片廠、戲院、有線電視、網際網路與

所有的潛在競爭者都將被放置到一個平台上進行比較。一個數位電影的製作人並不

一定必須透過傳統定義上的電影院來作為其唯一的通路，數位電視電影、網際網路

電影等等都是未來可能發展的新通路，而且相對數位電影院所需的龐大成本與行

銷、管銷、議價力成本而言，透過其他通路反而更具有可接近性，因而數位電影院

產業不能再抱持著傳統「首輪強片」的經營思維，而必須思考數位時代通路的多樣

性，及早擬定策略與數位電視、網際網路建立區隔或共同合作，以締造數位電影所

能給予消費者更豐富的服務。 

最後，除了對於整體數位電影院產業的發整前景與經營策略分析之外，若就台

灣當地的特殊環境，則仍有一點要加以注意。數位電影院在日本、韓國、泰國、新

加坡以及中國大陸皆有了一定的建設，而台灣在 2003 年底也由國賓影城建置成了

我國第一座數位電影院，但是從傳統電影產業的政策制定來觀察，台灣電影無疑是

完完全全門戶洞開，好萊塢全球化的電影策略在台灣斧鑿極深。數位電影的時代，

由於高技術密集的產業特性，數位電影院設備的添購又具備高資本密集的情境，高

技術的科技製程與雄厚的外資會不會成為未來我國數位電影院發展的核心，而使得

本土的數位電影又更深一層地受到壓抑，確實值得觀察。雖然我國對於數位電影產

業有一套補助的模式，亦在民國 92 年底通過了利達數位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影業股份有限公司、王宏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電影工業，以及國賓影

城股份有限公司、國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喜滿客京華影城股份有限公司、樂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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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院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電影片映演業的年度輔導購置數位設備器材之補助，而且

新一波的數位化申請名單也已在申請中，數位內容產業的融資優惠也正在積極宣

導，但是政策補助的本質卻容易隨著政治決定而隨時產生大修正，Porter（1998）

甚至認為補助可能增加產業的不確定性，雖然有助於產業，但由於牽涉到政府組

織，所以有可能禍福難料。因此我國政府除了政策制定的良善美意外，更需要直視

數位經濟下的全球化浪潮，及早厚實產業本身的競爭力根基，以促使我國數位電影

產業與數位電影院能靠自己本身強健的體質去面對數位化與全球化的雙重壓力，而

依然能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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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Strategy of Digital Cinema 

Kuo Chia-Jung* 

《Abstract》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industry strategic analysis and 
forms a competitive strategy of digital cinema. The study also compares 
the profit model of traditional movie theaters with digital cinema, trying 
to provide the probable 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 that the digital cinema 
industry will fac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digital cinema industry will face the debate 
of the cost expense between distributors and exhibitors, the uncertainty of 
technology and the externality caused by cost effec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ome potential business trends of digital cinema such as the 
convergence of the industry value-chain, the co-competence of the variety 
of the distributors and the more divers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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