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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建構台灣電影評估指標為目的，運用質性研究方式，分析台灣電影

從業人員與投資人思考脈絡的共識性，以供電影製作公司或投資人參考。本研究

指標建立的步驟上，採先歸納文獻做為指標初步編碼，再與九名分別擁有製作背

景、發行背景與財務背景的相關產業人士者進行深度訪談，分析其內化經驗下，

投資決策時的動態思考螺旋，進行評估指標在地化調整。最後，從企劃概念與內

容創作面向兩大層面進行分析，提出十九個指標概念與四十個評估標準，做為台

灣電影前期投資評估參考。 

    研究發現，表面上製作經驗受訪者相對重視「藝術性」，發行與財務背景受

訪者相對看中「市場性」，但實際上這些受訪者在評估標準的項目上並無明顯差

異，差異主要來自項目順序，項目順序的些微差異即可造成結果上的顯著不同。 

 

 

 

     

 

 

 

 

 

 

 

 

關鍵字：台灣電影、電影投資、評估指標、好萊塢綠燈系統 

 



	  

	  
	  

iv	    
DOI:10.6814/NCCU201900760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riteria taken 

by different movie investors in Taiwan. It explores how Taiwanese film practitioners 

evaluate film investment to understand if the film product is worth investing in or 

producing. Besides literature study, this paper interviews 9 experienced investors and 

producers in Taiwan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and structure of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ith the repeated themes of ‘artistry’ and ‘marketability’ examined, this 

paper finds 19 sub-criteria and a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 that could 

reflect the tacit knowledge of the expert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findings, interviewees with production background te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aspects of 'artistry', while interviewees with distribution and 

financial background focus more on 'marketability'. In fact, these interviewees have 

no differences in the items of the criteria. However, different priorities on the items 

can lead to different assessment process and thus result in different patterns of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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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研究動機  

電影票房難以預測，電影投資人需要可資參考的電影前期投資評估指標  

    票房是電影判斷成功與否的表徵，雖然我們不想輕易地用票房這樣膚淺而武

斷的定義，來決定電影價值與其是否成功，但是從投資的角度來看，製作預算相

同的電影，其票房的高低顯而易見地對應著投資報酬率的多寡，更直接關乎著投

資者對下一部電影是否參與的意願與動機。由此可見，票房高低對電影非常重要，

但要投資到一部票房高的成功電影，卻是非常難以捉摸。然而，電影投資並不是

投入多少資金，就可以從市場上得到相應的回報，大多數的電影往往仍落得連製

作成本無法回收的失敗收場，就如同帕雷托法則（Pareto principle）一般，只有

少部分的電影可以取得票房成功（Park SB., ＆ You E., 2012）。顯然，電影屬高

風險產業，要在電影籌資初期找出評斷票房成敗的準則相對困難。好萊塢電影產

業工業化程度高且行之有年，許多研究者一直致力在找客觀甚至標準化的評判標

準，幫助電影投資人在近似於賭博的電影投資中，降低電影投資上的風險。相較

於好萊塢，台灣電影市場較小，尚未制度化的產業環境，從業人員多循經驗法則，

據自己主觀經驗做為決策的依據。不過，這並不代表目前業界人士或對投資電影

有興趣的潛在投資者，不需要一個從產業角度出發，集合多人共識性的投資評估

參考。 

 

國片復興浪潮後的困境與突圍，如何增進投資人對台灣電影的投資意願？  

    台灣國片自從二ＯＯ八年《海角七號》之後彷彿興起了一波國片復興浪潮，

其中更不乏一些如《艋岬》、《一頁台北》、《翻滾吧！阿信》等叫好叫座的國片，

讓我們沈浸在這波久違的國片票房奇蹟。但若從整個電影產業的票房總收入來看

（見表 1-2），以好萊塢為首的外國電影卻還是佔了台灣電影總票房收入的九成， 

顯見國片票房雖有起色，但在整個環境面上仍非常的辛苦。尤有甚者，國片利潤

集中現象相當顯著，細究近年台北市國片市佔率與破億現象級1國片的關係，可

	  	  	  	  	  	  	  	  	  	  	  	  	  	  	  	  	  	  	  	  	  	  	  	  	  	  	  	  	  	  	  	  	  	  	  	  	  	  	  	   	  	  	  	  	  	  	  	  	  	  	  	  	  	  	  	  
1係指台灣票房超過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且造成當時討論熱度與話題，具有指標意義的國產電影片。現象級

詞原指頂級球員的誕生，巴西足球天王羅納度是最早被稱為現象級的球員。後來現象級一詞被引入傳媒產

業，用來指代有行業標竿意義的高收視率電視節目。(趙悌榮，2016年 10月 14日) 



	  

	  
	  

2	    
DOI:10.6814/NCCU201900760 

以發現近十年由這些破億國片所撐起來的台北市國片票房，著實地影響著當年度

國片總票房的佔比。單一部破億的國片，可能佔年度總國片票房 14.38%甚至 80

％以上（詳見表 1-1，二Ｏ一七年破億國片《紅衣小女孩 2》，即佔該年度國片總

票房 14.38%，二Ｏ一八年破億國片看似增多，但仍佔了該年度國片總票房近六

成），可見一部具真正意義的現象級國片可撐起的國片票房市場，很可能佔了當

年度整個國片比重的半片江山（如：二Ｏ一五年年度現象級賣座國片《我的少女

時代》的台北市票房，幾乎是亞軍《大囍臨門》的三倍2）。對比國片動輒一年 50~60

部的發行數，成功與失敗國片的懸殊比例，更加深了製片方與投資人對於投資電

影的舉棋不定，「個個有機會，人人沒把握」似乎成為了這些信心不足的國片投

資人的普遍心聲。  

 
表 1-1 2008年- 2018年台灣破億國片佔國片總票房比 

年度 
全台年度破億

國片部數 
全台年度破五千

萬國片部數 

台北市年度破

億國片票房 
台北市國片總票

房 
佔比 

2018 3 2 470,739,404 810,274,432 58.10% 
2017 1 4 105,729,876 729,948,535 14.48% 
2016 0 0 - 392,209,275 0.00% 
2015 1 2 159,001,165 467,938,144 33.98% 
2014 1 3 115,954,722 427,833,400 27.10% 
2013 2 3 224,779,598 529,863,483 42.42% 
2012 1 5 105,910,275 430,433,697 24.61% 
2011 3 5 514,261,675 712,560,985 72.17% 
2010 1 1 116,393,073 225,582,606 51.60% 
2009 0 0 - 58,008,573 0.00% 
2008 1 1 250,000,000 305,426,019 81.85% 

 
資料來源：文化部影視局，本研究整理 

    有感於投資到一部成功電影係屬非常少數的單一現象，且國片在投資評估環

節上的不可預測性高。本研究認為，與其尋找評估一部成功電影的心法，如何在

電影評估階段，幫助電影投資人降低電影投資風險，增加其投資意願亦同樣重要。

若在電影前期投資評估階段，能有一套評估依據以助於降低電影投資風險，相信

會有助於促進投資者評估與投資電影意願，進而活絡電影產業。 

 

	  	  	  	  	  	  	  	  	  	  	  	  	  	  	  	  	  	  	  	  	  	  	  	  	  	  	  	  	  	  	  	  	  	  	  	  	  	  	  	   	  	  	  	  	  	  	  	  	  	  	  	  	  	  	  	  
2詳見附錄一：台北市前五大票房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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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產業是否可能有一個客觀的電影評估準則？     

    一套可供參考的投資評估準則，是電影投資人都會感興趣的。電影製作成本

動輒新台幣幾千萬甚至上億元，著實需要許多外部投融資共襄盛舉，Mark 與 

Andrew（2008）的研究即指出好萊塢拍攝電影時，多半也會尋求外部資金藉以

分擔電影投資風險，台灣產業也不例外，多篇研究台灣國片現狀與困境論文的結

論中，均提出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上，需要更多外部資源與資金的挹注支持（楊

士賢，2002；盧建安，2009；陳思勻，2010）。因此，如何進行電影前期的評估，

增加電影投資的信心實為重要，但台灣卻缺少以這樣觀點進行的研究，來幫助拉

近電影從業人員與電影投資人之間，對電影專案好壞的評斷與認知上的距離。反

觀亞洲各國陸續開始有學者就影響該區域票房的因素進行研究（王建陵，2009；

Lee, 2006；Fu & Lee, 2008；Yang & Kim, 2014），更加驗證台灣電影產業無論在

吸引投資人注資，或是電影投資回收與風險把關上的研究投入，可謂勢在必行。 

 

   然而如前所述，從國片破億部數以及市佔率皆可看出，要精準投資到一部成

功國片，就像不經意買到中獎的大樂透般充滿不可預測性。不但如此，台灣電影

市場偏小，可以用來進行電影專案投資評估的佐證資料相對有限，且台灣現有的

資金與能力，遠不如經歷長期發展，體系完善的好萊塢電影。源於產業本身與環

境上所不可避免的風險，都為台灣國片評估準則的建立增添了更多的難度。 

 

    以台灣電影產業的規模和市場現狀，透過量化方式來建立評估準則並不可行。

但以質化研究方式，探討電影投資決策問題，仍有可能產生相對客觀而具參考價

值的評估準則。觀察台灣電影從業人員形成投資決策的過程，似多以評估者直觀

為主，這些各自根據歷史脈絡與自身經驗形成的內隱知識，進而形成投資決策的

從業人員，往往就在缺乏來自不同投資角度的聲音，可就其進行中的電影專案投

資評估，提供另一個角度的判斷建議下，進行每一次看似有所根據，但卻無法預

測的電影投資行為。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圖從解構這些來自不同經驗的從業人員

角度出發，將其各自局部或片段式的決策過程歸納彙整，以較為宏觀而整體的面

向來建構評估指標，並藉由資料分析梳理與具整體考量性的過程，淬煉出反映台

灣電影產業現狀、可供電影投資決策者，或需要評估電影的相關從業人員，一個

以降低投資風險概念出發，可以做為依循參考的電影投資評估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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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  

（一）國片復興浪潮之後的產業轉型與挑戰  

    二ＯＯ八年電影《海角七號》成功前幾年，國片貌以開始緩步積累這股復興

氛圍。自二ＯＯ年李安導演所執導的電影《臥虎藏龍》在票房成績與各大影展告

捷後，拉抬了台灣電影從業人員對於編導能力上的信心，而國片也挾帶這股名利

雙贏的氣勢，票房開始從二ＯＯ六年電影《詭絲》2,500多萬、二ＯＯ七年電影

《不能說的秘密》近 5,000萬，一路到二ＯＯ八年《海角七號》創下國片有史以

來 5.2億的新台幣票房紀錄，漸漸展露一種未來大有可為的勢態，擺脫從一九九

Ｏ年代後，由盛轉衰且逐漸被美國電影取代的台灣電影市場（盧非易，2003）。 

 

   《海角七號》創下的票房紀錄，正巧搭上了世界各國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的熱

潮，市場榮景一片，當時整個台灣社會氛圍對於國片的信心大幅提升，支持國片

甚至成為了一種萬民響應的口號。就在這樣的信心加持下，政府緊接著在二ＯＯ

九年五月推出新文化創意產業方案，勾勒出文創產業資金挹注的管道如：獎勵、

補助及輔導、融資/信保、租稅優惠等，希望可幫助缺乏資金挹注的電影產業，

藉由此方案活化電影產業的資金活水，讓國片不會僅是曇花一現，而可以透過資

金的加持，建置出工業化的體系。政策環境逐漸轉變，帶來國片製作上的新氣象，

反映在二ＯＯ八年後國片呈現題材的多樣性以及電影的總體市佔率上。這些風格

各異的作品如：《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賽德克‧．巴萊》(上、下集)、《大

稻埕》等，逐漸拉回了台灣觀眾目光，使得國片票房佔全年度院線比例一路成長，

從二ＯＯ四年 1.13％、二ＯＯ八年 12.09%、直到二Ｏ一一年 18.65%、二Ｏ一三

年 13.96％（見表 1-2）。當時更有報導以『國片終於擺脫多年來在觀眾心中「只

有藝術片、沒有商業片」的印象，找回電影的娛樂價值（張瓊方，2012年 5月）』，

來形容國片開始重視面向市場與消費者喜好的內容產製趨勢。社會大眾感受到國

片的轉變，越來越多通俗且平易近人的電影在二Ｏ一一年接連出現，顯現了電影

製作方對於商業電影的重視，而在製作內容上所做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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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08年-2018年台北市電影票房市場概況表3 

 

資料來源：影視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台灣電影網，本研究整理 

 

    不但如此，也因為這些上億元電影票房的信心加持，製作公司與投資人對國

片有了更多的想像空間。製作公司認為只要加把勁，作品也有可能擠身破億國片

之列；而電影投資人看到了二Ｏ一一年 1年 4部破億國片票房奇蹟背後可能的獲

利潛力，也紛紛開始願意投入資金。我們從吳燕玲（2013 年 11 月 28 日）報導

即可感受到當時電影產業資金湧入，製作規格提升的景象。根據文化部影視產業

趨勢研究調查報告（表 1-3）佐證，台灣國片製作成本從原本二ＯＯ九年平均一

部 1,462萬的到二Ｏ一一年平均一部 4,179萬甚至動輒如《賽德克・巴萊》、《樓

下的房客》、《健忘村》這類上億元的製作預算，確實提升了不少國片的製作水平。

除社會氛圍對國片支持度提升，帶動電影產業在電影製作質量上的調整，台灣政

府不斷透過政策引導釋出利多，表現出對於國片的重視，希冀國片能在這股復興

浪潮下，更進一步的推高其票房成功籌碼。 
	  	  	  	  	  	  	  	  	  	  	  	  	  	  	  	  	  	  	  	  	  	  	  	  	  	  	  	  	  	  	  	  	  	  	  	  	  	  	  	   	  	  	  	  	  	  	  	  	  	  	  	  	  	  	  	  
3
文化部委託國影中心自二Ｏ一七年開始進行全國電影票房統計資料，並自二Ｏ一七年十二月改為每週公告

一次全國票房資訊(轉引自網路)，但因此前並未有台北市之外的正確票房統計資料，故本研究根據研究台
灣地區電影票房的文獻與經驗法則，將台灣地區電影的總票房計算為台北市的二倍(盧非易，1997)，以替
代全國整體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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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37 785 886
810,274,432/7.52% 188,307,111/1.75% 9,782,306,070/90.73% 10,780,887,613

63 41 654 758
728,849,535/6.90% 225,386,026/2.13% 9,615,020,964/90.97% 10,569,256,525

67 56 611 734
392,209,275/6.44% 285,446,711/4.70% 5,407,402,087/88.86% 6,085,058,073

66 46 482 594
467,938,144 / 11.13% 90,973,752 / 2.16% 3,644,859,458 / 86.70% 4,203,771,354

54 28 416 498
427,833,400 / 11.54% 91,164,192 / 2.46% 3,188,665,367 / 86.00% 3,707,662,959

56 44 389 489
529,863,483 / 13.96% 131,789,464 / 3.47% 3,134,963,327 / 82.57% 3,796,616,274

51 41 343 435
430,433,697 / 11.90% 152,531,257 / 4.22% 3,035,000,680 / 83.89% 3,617,965,634

36 38 406 480
712,560,985 / 18.65% 100,549,646 / 2.63% 3,006,441,597 / 78.71% 3,819,498,228

38 38 352 428
225,582,606/7.31% 164,647,888/5.33% 2,696,736,145/87.36% 3,086,966,639

31 32 316 379
58,008,573/2.13% 61,524,259/2.26% 2,602,163,644/95.61% 2,721,696,476

29 29 320 378
305,426,019/12.09% 176,309,022/6.98% 2,044,379,745/80.93% 2,526,114,7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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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08年-2017年台灣電影產業重要指標彙整表 

 
 

資料來源：文化部影視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開眼電影網、台灣經濟研究院，本研究整理 

 

說明： 

1. 2009年國片平均製作成本數字係 2005年至 2009年的平均製作金額。 

2. 2008年在國片製作成本結構上因資料受限，故以 2005 - 2009年之平均數字顯示。 

3. 因電影製作到上映的時間短則會花半年，長則會花 1 ～ 2年，故當年度製作成本的

高低反應出來的數字會略有後延遲。 

 

    從政策面來看，除了有「文化創意發展法」及「電影法」明訂政府得在特殊

情況下補助電影業者外，兩岸在二Ｏ一Ｏ年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放寬台灣國片登陸中國映演的條件，及文建會分別在二Ｏ一一年、二

Ｏ一五年釋出新台幣 60億以及 100億國發基金，徵求台灣專業創投管顧公司十

多餘家包括金控、創投等民營企業共同投資文創事業等，試圖藉由結合民間企業，

共同來幫助電影等相關文創事業在資金上的加柴添薪，促進台灣電影在產製上的

活絡，而台灣國片也因為有了這層政策加持，冒出了更多發展的契機。根據行政

院新聞局報告指出，台灣電影自 ECFA簽署後，共有十四部登陸映演，並有九部

兩岸合拍電影正在進行，呂雪慧（2012 年 5 月 4 日）的報導甚至更明確指出，

台灣國片當年因 ECFA而帶動的經濟效益甚至高達新台幣 23 億元。但是政府的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218          235          262         326          392          489          559          671          841 1020

.��(�         59           73           79           75            79            82            82            94          105 117

.�"'�       260          270          220         160          214          194          182          175          171 165

.����       115          111           99           97            95            98          100          105           110 111

�)       652          689          660         658          780          863          923        1,045        1,230 1,413

.�(��  14.580     14.300     16.250    24.070     26.340     25.930      27.560      27.084      25.547 2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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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8     107.90     121.36    151.93     186.92     201.74      210.51    229.527    207.410 221.1301

 -       1,462       2,957      4,791       6,359       5,737        6,111        5,146        4,005 4,945

," 8% 3% 7% 6% 2% 4.00% 2.51% 3.01% 3.78%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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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政策與利多，並不能真正的保證成功，政策上釋出的利多主要僅帶動製作規

格的提供，但票房上的回收，則與電影製作成本息息相關。每部電影的製作成本

多屬各公司機密，無法輕易取得，但我們可從一些報導資料中窺知一二。李雨勳

（2011 年 12 月 11 日）中的報導即指出，二Ｏ一一年電影《翻滾吧！阿信》雖

然全台賣出 7,800 萬，站上年度票房第五名，但電影製片李烈卻表示，「雖然賣

了快 8千萬，嚴格說來沒賺到錢，希望接下來進大陸市場。」顯見投資電影回收

上的難度，並非單純以票房的高低就可以判準。再者，從表 1-3的電影產業結構

面增長來看，二ＯＯ八年新台幣 104.58 億的產值，雖在短短五年的時間就增長

近一倍，來到了二Ｏ一三年新台幣 201.74 億的產值；但從二Ｏ一四年開始，台

灣電影業營業家數與製作成本雖不斷攀升，電影產業總產值卻止步不前，貌似呈

現粥少僧多的勢態，輔以高風險、高集中性的產業特性，使得國片除了創新題材

內容的開發外，也面臨了如何尋求資金投入的新課題。 

 

    國片整體票房的停滯，著實影響著投資者投資電影的意願。電影製作公司為

迎合投資人資金支持，開始學習採以風險控管的保守思維製作電影。而上述這種

運用較低成本製作規模，來符合投資人投資電影的票房回收期待的一種製作模式，

卻在不知不覺間限縮了創作者創意發揮的可能性，使得國片在前期開發階段，相

對容易陷入限縮製作成本、不願創新的惡性循環，最終可能使得消費者失去對國

片信心與興趣，投資者更加不願注資投資電影，產業規模逐日羸弱（劉嘉明，2005）。

項貽婓（2014年 12月 27日）的報導中即形容二Ｏ一四年是國片的「關卡年」，

而此情況到二Ｏ一五年後不但不見緩解，甚至還有愈發嚴峻的趨勢。二Ｏ一五年，

台灣電影票房市場份額的瓜分上，除了繼有的好萊塢大片與香港、日本等類型電

影有固定的觀影族群外，韓國（如：《屍速列車》，票房約新台幣 3.4 億元）、泰

國（《模範生》，票房約新台幣 1.2 億元）、印度（《我和我的冠軍女兒》，票房約

新台幣 1.6億元）等亞洲其他國家的類型電影亦陸續加入台灣電影市場戰局，加

重了國片票房的低迷態勢。從市佔率來看，二Ｏ一六年台灣國片市佔率更可說是

回到二Ｏ一一年，全台不到 10部破千萬的票房成績，王雅蘭（2016年 12月 19

日）的報導即指出當時投資電影的金主，可說是賠到欲哭無淚（見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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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近期破千萬票房國片在當年度總發行部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影視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國家電影中心、台灣電影網，本研究整理 
 
    雖然電影製作公司因二Ｏ一五年來國片票房出師不利，尋求資金的支持上亦

轉趨保守以滿足投資人期待。但是若從製作的角度來看，近年來好萊塢製片制度

觀念被逐漸帶入台灣，打破了台灣電影產業以導演主觀創作理念為主的導演制慣

例，促使台灣電影製作結構上獲得良性衝擊。越來越多台灣新銳導演，開始嘗試

以市場角度出發，以消費者喜好來構思電影題材，並且願意透過與具有相當經驗

的製片或製作公司合作，採製片制的形式，由製片方統籌電影專案的資金與資源，

並以通俗且大眾化的題材出發，嘗試爭取消費者認同與票房上的支持。在這樣的

合作趨勢下，台灣電影誕生不少風格各異的多樣性的題材與類型，如，《我的少

女時代》、《角頭》、《紅衣小女孩》、《目擊者》、《花甲大人轉男孩》…等。不過，

消費者並不是這麼容易被滿足與被摸透，加上亞洲區其他創意奔放的電影接連搶

攻台灣電影市場份額，台灣國片雖在投資與票房回收上，呈現出奮力尋找機會的

企圖心，卻難避免投資接連失利的情況，愈發失望的電影投資人最終只得放棄投

資。王雅蘭（2017年 12月 18日）的報導中即顯現了這樣的社會現狀：「二Ｏ一

七年年底相信音樂確定才裁撤其電影投資部門，回顧其投資的電影包括《五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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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夢 3DNA》、《諾亞方舟》、《逆轉勝》、《五月一號》、《百日告別》、《健忘村》、《自

畫像》等，以二Ｏ一七年的電影《自畫像》來說，其總成本 4,000萬元，但票房

僅只有新台幣 150萬元，乍看之下除了《五月天追夢 3DNA》外，這些投資多半

還是做功德居多。」 

 

    以二Ｏ一八年暑假國片為例，林瓦特（2018 年 11 月 03 日）就台灣國片票

房數據分析後指出，二Ｏ一八年 10月全台上映院線新片相較於去年同期，上映

電影數量雖成長 40%，但電影票房卻衰退 36%。多部風格、類型迥異的暑期檔

國片如《切小金家的旅館》、《范保德》、《鬥魚》、《王牌教師麻辣出擊》、《生生》、

《引爆點》等紛紛鎩羽而歸。投資人在成本回收不易的情況下變得更加保守，國

片製作環境愈發艱困的情況下，確實需要吸引電影投資者願意再次放手一搏的藥

引子。 

     
    如何吸引投資者願意投資電影，一直是電影製作公司不斷探討的問題。面對

電影有著無法事先預測票房的特性，本研究認為，與其追求可以進行線性預測的

電影投資評估模型，從風險掌控的角度來達到電影投資評估上的保障更加可行。

因此，一個以投資風險考量角度出發，貼近實務運作脈絡的投資評估準則，相信

更為實務所適用。長久以來非商業運作的導演制主導著台灣電影產業的運作，隨

著製片制度的興起，製作通俗化的商業電影逐漸被導演與製作公司所接受，它們

重視消費者需求與品味，也希冀可以有一個協助它們評估的參考。惟目前無論從

實務面或是學術面觀之，台灣在前端電影投資評估的相關研究與文獻均較為稀缺，

一個投資評估指標的建立，相信可提供從業人員整體性視角，幫助其跳脫既有思

維脈絡。 

 
（二）好萊塢制式票房預測模型是否可做為建立票房指標之依據？  

    說到電影票房預測模型的發展歷史，就不得不提到最具產業工業化代表的美

國好萊塢。對於美國來說，電影研究已被視為國家文化經濟的一種研究，各種電

影變量（例如類型、電影等級、電影明星等）的相關研究從一九四Ｏ開始，至今

已經研究了將近八十年（Park SB., You E. , 2012），且積累了不少的票房預測模

型。除了好萊塢各大製片公司進行電影投資評估審核，所各自發展的綠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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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light）外，學術界也試圖透過統計迴歸、機器語言學習、動態人造神經

網絡系統、支持向量機（SVN）以及結合文本分析的方式，試圖帶入歷史資料進

行票房的預測與驗證，從而發展出了里奧・漢德爾（Leo Handel）研究法、巴里

・李特曼（Barry Litman）票房分析模型法、好萊塢股票交易模型法（HSX）、 ANN

神經網絡模型、DAN 動態人造神經網絡預測模型、Zhang 與 Skiena 的新聞報

導票房預測模型、Google票房預測模型，以及 Eliashberg等人基於文本分析與自

然語言學習法的票房預測模型等。 

 

    若進一步探究上述這些票房研究對實務上的適用性，其中綠燈系統是各家電

影製作公司根據經驗自行評估進行決策所自行研發，係屬各家公司商業機密，缺

少足夠的公開資料以理解並歸納其評估脈絡外，也相對受到各家自由心證的評估

機制影響，無法真正且有意義地協助電影行業的決策者（Ghiassa, M. et al., 2015）。

而綠燈系統之外的研究，則試圖透過歷史資料建立模型假設並進行驗證，藉以找

出可能的電影票房預測模型。惟這些模型在建立的假設上，皆屏除了當時社會氛

圍等影響而造成的票房差異，除了無法與時俱進外，這些研究模型數據及研究基

礎，係用過往電影在票房、卡司、類型等方向的表現做為假設進行研究分析，和

綠燈系統一樣，著實需要電影製片公司的數據支持（如：製作預算等），才有辦

法取得相對的數據用來研究（Delen, D., ＆ Sharda, R., 2010），故仍無法廣泛地

被一般非電影產業背景的投資方所採用或參考。不但如此，每個國家或多或少會

因為文化、習俗的不同產生文化折扣，進而影響觀眾對電影類型的偏好。本研究

受訪者亦曾經提及好萊塢與台灣的電影評估上，會因市場與產業環境而有所差異，

亦顯示出以美國票房為基準的好萊塢票房預測模型，是無法全然符合當地需求，

進行在地化電影票房預測。 

 

    綜上所述，甚至連美國的研究學者都認為：「如何在電影開發期和預發行期

間預測出電影票房，仍然是電影業的關鍵問題（轉引自：Ghiassa, M. et al., 2015；

Sharda＆Delen, 2006, p. 3177）」。顯見如何相對準確地預測票房，仍是這些學者

致力研究的目標。而 Ghiassa等人（2015）在分析各學者對電影票房的研究資料

後認為，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任何文獻提出一種可行方法，可以在不採用後期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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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後製相關數據的情況下，成功預測電影票房。曾以大數據這樣偏向科學實證方

式，進行電影投資與票房預測的美國第九大電影公司相對論傳媒（Relativity 

Media），因其仍舊無法準確預測電影在市場上的表現，於二Ｏ一五年正式宣告破

產。足見僅採用過往的歷史數據做的票房預測，無法有效降低投資風險，也無法

提供電影票房預測上足夠的協助。 
 

    面對如此高風險的電影投資，許多人在直覺上都認為，需要更嚴謹的市場調

查，以理解哪些元素能夠真正達到觀眾需求（如：陳思勻，2010）。電影業界或

學界多會引用編劇威廉・戈曼（William Goldman）的著名言論：「沒有人知道接

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Nobody knows anything ）」（Goldnanm, 1983），來說明電

影在商業操作上的不確定性程度（如：Canterbery & Marvasti, 2001; Walls, 2005, p. 

177；Simonton D.K., 2009等）。面對電影投資風險，本研究者認為，與其簡單將

電影投資看做一項我們可以透過機制來管控的活動，不如更明確地將電影投資視

為一種可能會因環境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高風險行為。因此，這樣的問題就回歸到

應該怎麼面對電影的高度不確定性？在風險管理領域中有一個廣受討論的「黑天

鵝理論」，認為在現今如此不確定的環境下，很多所謂的黑天鵝事件都可能會在

無法事先預測下發生，故不能依賴所謂的因果關係作為唯一的判斷或解決方法

（Nassim Nicholas Taleb,2007 / 林茂昌譯，2008），反而應該有彈性地面對未知

卻可能發生風險。 

 

    從美國票房研究發展來看，電影成功的不確定性並非靠科學量化的方式得以

掌握，因此也激起這些研究北美電影票房的學者的追求知識的慾望，至今他們仍

致力於透過嘗試建構各種不同的模型來預測票房。但學者們卻似乎無法跳脫，除

了線性的票房預測系統之外，是不是可以有一種非線性的、偏向以風險控制角度

出發的票房預測模型，來幫助電影投資者進行投資評估。 

 

（三）電影成功因素無法簡單化約為題材類型選擇或知名導演演員加持   

    雖然好萊塢不斷嘗試找出可預測票房的模式，但若從黑天鵝理論就面對不可

預測風險的建議上，Taleb（2007）則認為更不能依賴所謂過往因果關係作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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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準則，而是應該彈性地面對未來不可預測的風險，這或多或少可以驗證到好

萊塢仍無法準確預測電影票房的根本原因。 

 

   既然無法準確預測，那麼是否可以複製過往成功機驗來提供電影投資的成功

保障呢？以「題材」來說，校園題材類型如：《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台

北票房約新台幣 1.81億）與《我的少女時代》（台北票房約新台幣 1.59億）這類

主打懷舊、青春、校園的電影曾經有亮眼的票房表現，但在二Ｏ一六年、二Ｏ一

七年，以近似類型為號召的電影《六弄咖啡館》（台北票房約新台幣 2,000萬）、

《帶我去月球》（台灣票房新台幣 1,400 萬）卻無法取得同樣的票房成功。而知

名的導演、監製也不見得是票房保障，例如資深監製李烈、葉如芬找來電影《總

舖師》（台北票房：約新台幣 1.02億）導演陳玉勳以及舒淇、張孝全、曾志偉等

一級卡司參與的兩岸合製電影《健忘村》（台灣票房約新台幣 3,600萬），以及電

影《陣頭》（台北票房：約新台幣 1.05 億）和導演馮凱二度賀歲片《神廚》（台

灣票房：約新台幣 1,500萬）等，皆出師不利，甚至是二Ｏ一六金馬入圍多項大

獎如趙德胤導演的電影《再見瓦城》（台灣票房：約新台幣 710萬）、鍾孟宏導演

的電影《一路順風》（台灣票房：約新台幣 540萬）亦發生叫好不叫座，導致默

默上檔默默下檔的情況。 

 

    台灣電影票房收入需要與上映戲院及發行公司近 1:1拆帳，是若以回本機率

相對高的破千萬票房為門檻來看國片投資回報率，對比台灣製作成本平均四、五

千萬的製作成本，台灣國片投資真的獲利比例可能連 15%都不到（見表 1-4）。

雖然複製過去成功經驗也無法取得票房成功，但仍不減從業人員試圖透過更不同

類型的嘗試來吸引消費者的努力。對於國片類型取向上的變化，朱俞（2011）在

其研究的結論中指出，近年來能破億的國片多兼具強烈的本土題材和商業元素，

換言之，消費者在選擇國片時，傾向較為通俗（具商業包裝）的類型。台灣國片

在二Ｏ一六年看似略微式微的情況下，二Ｏ一七、二Ｏ一八年的國片呈現百花爭

放的局面，多部風格迥異的作品，打破了台式小清新的校園風格稱霸票房的景致，

台灣電影吹起了一股偏為驚悚、本土議題探討的電影類型，除了《紅衣小女孩 2》

（台灣票房約新台幣 1.05億）、《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台灣票房約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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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0萬）是系列性續集電影之外，《血觀音》（台灣票房約新台幣 8,600萬）、《目

擊者》（台灣票房約新台幣 5,200萬）、《吃吃的愛》（台灣票房約新台幣 8,500萬）、

《大佛普拉斯》（台灣票房新台幣 2,840萬）、《角頭 2：王者再起》（台灣票房新

台幣 1.27億）、《誰先愛上他的》（台灣票房新台幣 6,600萬）、《切小金家的旅館》

（台灣票房新台幣 1,900萬）這幾部風格與類型迥異但都取得不錯票房成績的電

影作品，恰恰驗證了成功電影無法複製，每部電影的成功都是獨一無二的黑天鵝

事件，無法僅遵守同種成功脈絡以一貫之，而需要更全觀性地面對電影票房先天

上的不可預測性。 

 

    綜上所述，過去成功的經驗似乎亦無法成功化約為未來電影成功的保障，且

若完全依照過去成功經驗來評估電影投資，反而讓投資電影的評估流於片面，連

帶影響到投資人的投資意願。高立翰（2013）在其研究中即表示，雖然政府投入

大量的資金希冀帶動企業共同協助本土電影產業的發展，但若未能找到創造票房

績效的主要動因，則協助產業發展的政策持續性將受到考驗。電影雖具高風險與

不可預測性的特色，成功模式無法輕易複製，但觀察實務工作者評估電影時行動

思考的過程，必然有被實務工作者內化，且可再被深入探討與梳理的投資評估脈

絡，足以提供未來台灣電影產製者或投資者評估上的依循或參考。是故本研究認

為，建立一套以把關投資風險為概念的評估指標，不但可供為評估電影是否投資

的思考法則，亦是幫助電影產業能有資金活水注入的一帖良劑。 

 

（四）目前台灣的相關研究  

    觀察目前台灣針對國內電影市場的相關研究，主要可概分成三個面向，分別

為，一、以特定年度表現、特定影片票房、或是受限的資料總數進行質性探討或

量化分析（如：盧非易，1997；蔡瑤昇等，2011；高立翰等，2013）；二、透過

既有案例或是以美國電影或模型作案例，從市場面的角度進行實證分析（如：曾

羨書，2007；廖淑華，2009；簡志健，2010；吳坤宗，2010；廖雪如，2012；徐

邦，2015等）；或是三、從環境面、政策面、產業面的角度來討論台灣電影產業

的未來方向（如：盧美惠，2009；廖惠如，2010；張提提，2015）。其中，第二

個面向的研究主要是以「電影」為產品，透過實證研究的方式或以美國市場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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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就影響消費者選擇的可能性進行探討，惟美國市場與台灣產業環境情況

並不相符，且電影所具有的成功不可複製性特質，本就無法單純運用過去案例來

推測未來票房；而站在產業以及趨勢的高度，以企業永續經營的架構探討電影產

業延續性的第三面向研究，則相對缺少以業界從業人員的角度，對台灣電影產業

提供可加以實踐的建議。Yang and Kim（2014）的研究結果曾提出電影票房會受

不同區域文化與上映檔期影響，故若僅以美國市場的電影票房為研究對象，很可

能會因為區域文化的差異性，導致研究結果無法在地化應用，且容易在票房的預

測上流於運用過去的歷史來預測未來的不當歸因。 

 

    有感於國片票房評估的重要，近期也陸續出現了一些近似評估電影專案（如：

黃光筠，2014）或預測台灣票房模型（如：林谷峻，2014）以及參考好萊塢票房

模型技術，針對特定變數探討其與台灣電影票房關係之研究（如：郭柄良，2017）

等，但若進一步細究這些研究的目的性與使用性，則發現黃光筠（2014）主要關

注於「創作者」如何向製作公司或投資人「提案」，而非以製作公司角度切入，

來評估是否參與或投資電影專案；林谷峻等（2014）雖採迴歸分析以 2002 - 2012

年國片進行票房預測，惟此模型設計上仍受限資料來源，且對電影題材、故事，

及影片等相對質化且涉及個人主觀意識之內容，尚未進行探討；而郭炳良（2017）

研究應用文字探勘技術，來分析影評與台灣電影票房之關係，其預測的基礎則以

影評看完電影後的評論，進行歸納分析，故無法直接提供電影評估上的建議，僅

能作為提案方題材開發與思考上的分析參考。顯見既有的台灣電影票房研究不但

缺乏專以評估電影前期投資所進行的相關討論，亦尚無結合業界實務與實證角度，

為電影製作公司、或對電影投資有興趣的投資人提出可供參詳，甚至加以運用的

評估標準。 

 

   研究者基於多年任職台灣電影製作公司實務經驗，有感於投資到成功電影係

屬非常少數的單一現象，回歸到電影投資的不可預測性，對應台灣電影產業的規

模和市場現狀，與目前業界多以直觀進行電影評估的慣性下，顯然不能借鏡過往

電影成功中來擷取可能的操作脈絡，進行電影的投資評估。但，不同經驗評估者

在其評估決策表面背後所進行的腦內運作過程，透過文字化方式凝聚出來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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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考脈絡，相信仍有其研究的必要性，應有助於需要評估電影專案的相關從業

人員，有機會在評估電影時進行較為整體的評判，將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 研究目的 

    製作公司或投資方決定投資一部具商業潛力的電影時，最關心的就是該部電

影是否能回收成本，以及回收機率有多高，而這也是本研究關切的議題。綜觀目

前國外有許多預估票房的研究，但其多以北美電影市場的資料進行分析，不但可

能會有文化上差異，導致消費者喜好的不同外，Yang and Kim (2014)在其研究中

亦表示，這些進行的票房研究，多無法直接套用本地市場。觀察台灣這些原本賴

以個人主觀經驗判斷的電影投資人，似乎受到了台灣電影產業這波國片興起浪潮

的鼓舞，但真正票房成功，讓投資人賺錢的國片卻非常稀缺，因此也開始嘗試以

消費者為面向出發，思考是否有更多更具參考價值的電影專案前期評估，或內容

分析方式(如：阿榮影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發「AI劇本診斷醫生平台開發計畫」並

獲得 106年度加速文化內容開發與科技創新應用補助計畫的補助；二Ｏ一九年由

公共電視台、電影發行商 CATCHPLAY與 HBOAsia聯合推出的台灣社會寫實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就號稱運用大數據作為前期劇本開發之參考（劉慧茹，2019

年 3月 23日）)，由此可見，這些台灣電影製作公司，似乎真的開始重視尋找一

個可被定義或評估電影前期專案的可能性，並嘗試透過多方的建議，來做為電影

投資評估基礎。 

 

    本研究以聚焦在評估「電影前期開發」階段，係指一部電影從發想、腳本到

劇本形成、決定主創團隊一直到電影製作公司決定參與投資或開始製作前，形成

決策的評估過程。本研究以電影產業內不同領域專業人士及投資方為研究對象，

將其劃分為製作背景、發行背景與財務背景三大類，透過探詢其評估電影思考流

程的內隱知識，藉以理解這三類受訪者在評估電影專案時，思考流程上的差異，

並運用質性歸納方式，透過意見整合與凝聚共識的過程，目的在建構出一套可反

映目前台灣電影產業現狀，且相對適合台灣本地參詳的電影評估指標，作為提供

台灣電影製作公司以及投資方評估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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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本研究目的在建構台灣電影評估指標，依此目的進行以下探討： 

(一) 分析好萊塢預測電影票房的方式，從中汲取可參考之處。 

(二) 探討並整合影響台灣具商業潛力的電影票房因素。 

(三) 探詢台灣資深監製或製片人評估台灣具商業電影潛力電影的內隱知識。 

 
二、 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實證研究為基礎，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切入，在電影產業內不同領域

專業人士的內隱知識與文獻的整理分析中，反思實務中缺乏的細則，希望透過理

論與實務的統合，提供電影製片方與投資人更貼近台灣市場的電影投資評估脈絡。

在「如何建構台灣電影評估指標」的前提下，本研究的問題如下： 

(一) 好萊塢進行電影票房預測分析所考慮的評估標準為何？是否可以反映在票

房的預測上？ 

(二) 透過文獻與彙整專家共識的過程，是否可發展出可以反映台灣電影產業情況

的電影投資評估指標？ 

(三) 不同背景的台灣資深業內人士在電影投資決策的思考脈絡上是否可以找到

結構上的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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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解釋 

    進行質性研究必須掌握研究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名詞意涵與範圍，以利研究者

與讀者能對本研究所涉及之名詞有精準、一致的理解。因此以下就閱讀本研究實

會產生疑慮或應理解的名詞，進行定義與說明： 

 

一、國片：本研究所定義的國片或台灣電影定義，乃依我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

樂產業局於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16日文影字第 10420350651號公告修正後

之國產電影片，其規定如下： 

（一）稱國產電影片者，指由我國電影片製作業列名參與製作，並符合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之電影片。但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1. 逾二分之一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

者。 

2. 導演具有中華民國身分證明、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四分之一以

上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且未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之

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屬相同國籍者，未逾主要演員（主角及配

角）二分之一者。 

3. 在國內取景、拍攝達全片三分之一以上、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

三分之一以上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且該電影片未具有中華

民國國民身分證明之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屬相同國籍者，未逾

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二分之一者。 

4. 全片在國內完成後製作（指錄音、剪輯、特效、音效、沖印及其他

後製工作）、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三分之一以上具有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明，且該電影片未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之主要演

員（主角及配角）屬相同國籍者，未逾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二

分之一者。但國內無相關後製作設備或技術者，不在此限。 

5. 動畫電影片在國內製作費用達製作費用總額二分之一以上或參加

該電影片製作之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

者。 

（二）稱非國產電影片者，指國產電影片以外之電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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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產電影片、非國產電影片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並認定之。 

二、成功的國片（或票房成功的電影）：係指該部電影在票房以及版權等收入扣

除電影製作以及宣傳發行等所支出的成本後，仍有盈餘的國產電影片。 

三、現象級4破億國片：係指台灣票房超過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且造成當時討論

熱度與話題，具有指標意義的國產電影片。 

四、企劃書：提案給製作公司或投資方的一種資料呈現的形式。有別於文化部影

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補助辦法規定中的影視企劃案格式，此處的企劃書指的

是較為精煉，著重「故事內容」的發想過程、表現手法以及市場潛力等的資

料分析。 

五、故事概念（Concept）：亦可稱 Logline或是所謂的高概念（High Concept），

也就是好萊塢慣用的電影術語，強調如何在短時間用簡單的一句話或一段話

（通常在 50字內）呈現出劇本（或作品）的主要概念，讓評估者一目了然

或是引起消費者的興趣，進而想進一步了解故事大綱或劇本5。 

六、故事大綱（Synopsis）：係指約 150-300字或是一頁的故事梗概，有別於故事

概念（Concept），故事梗概更重視簡要地將故事完整呈現，包括劇本中起承

轉合與主要的情節。 

七、劇本類型：除指根據電影敘事元素和情感反應進行相似分類的電影類別外，

本研究所指的類型泛指通俗且相對容易被消費者所理解的電影類別。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分成前期規劃、中期執行與後期彙總三大階段，先

於前期確立研究的問題與方向後，透過「文獻探討」進行相關文獻的資料蒐集與

分析，做為初步建構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之評估層面、構面與要素，之後再進

一步進行質化的「深度訪談」，針對前述彙整之評估要素內容進行檢視以及探討，

建立客觀性的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作為電影製片或投資決策者評估電影時的

客觀參考。 

 
	  	  	  	  	  	  	  	  	  	  	  	  	  	  	  	  	  	  	  	  	  	  	  	  	  	  	  	  	  	  	  	  	  	  	  	  	  	  	  	   	  	  	  	  	  	  	  	  	  	  	  	  	  	  	  	  
 
5故事概念也帶有一點「elevator pitch」的味道，著重如何在短短的幾秒鐘時間，將劇本內容濃縮成精華，
有效的把讓閱讀者/評估者接收到，進而引起他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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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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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回顧 

    許多好萊塢研究電影票房的學者與書籍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電影成功的無

法預測性（如：Squire, 2004；Simonton, 2009；McKenzie, 2012；Escoffier Nadine 

& Bill Mckelvey, 2015等）。因此在建立電影票房評估指標前提上，如何幫助評

估者以相對全觀的思考方式降低電影投資風險，進而達到消費者認同與票房回報

的雙贏局面，對電影製作公司以及電影投資人來說，一直是一門極為重要的課題。

為了疏理出可做為投資評估指標初步編碼的準則，本章將由台灣電影產業的歷史

與現狀出發，透過爬梳國內外相關學術論文、期刊、出版品、年鑑及相關資料等

文獻資料，於探究各項影響電影產業價值鏈中投資風險的成因中，擷取並汰選出

通用於評估台灣電影開發前期階段的投資評估指標。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找出台灣電影評估指標的第一階段編碼方式。內容分為三

節，首先從台灣電影產業發展脈絡與歷程切入，闡述台灣電影的市場競爭與資金

結構變更情況；接著探究電影產業鏈中影響電影投資的風險因子；最後爬梳並彙

整國外內相關文獻，歸納好萊塢評估電影的共通性評估指標，作為發展台灣電影

評估指標之初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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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台灣電影產業資金結構變化與發展背景 

    本節透過鉅觀地爬梳台灣電影產業歷史脈絡，探詢電影市場因環境轉變，影

響資金來源與結構產生變化時，電影從業人員如何將其反饋在電影內容創作上，

以了解投資者、製作方與電影市場的動態關係。 

 
    從台灣電影產業的資金結構的流動與移轉來觀察台灣電影產業發展史，可說

是從公營的官方控制下開始，到逐漸轉由民間單位參與、政府輔導金撥放，再到

政策支持拉動民間單位，鼓勵跨國合製合資共同參與這樣幾個階段的轉變。一九

五Ｏ年因受到美軍金援下，官方把持台灣三大製片場（台灣省電影製片廠、中國

電影製片廠、農業教育電影公司），在沒有民營電影企業以及缺乏資金的景況下，

公營的三家片廠也僅僅能配合政策指示，賠本生產少量影片；一直到六Ｏ年代台

灣電影因政府鼓勵港人以及國聯、聯邦等海外華人公司來台合製、設廠後，台灣

電影出現了有別於公營時期的產業榮景以及製作內容；惟好景不常，七Ｏ年代的

台灣電影產業受到盜版、錄影帶興起，以及電視的普及化的影響，原本投資在電

影的資金逐漸轉投往台灣電視產業，使得台灣電影邁入產量逐年銳減的黑暗時期，

終至一九八四年跌至 58部，創下歷史的新低點，直到九Ｏ年代，台灣電影因斬

獲國際影展帶動了藝術電影覺醒後，才有所改變。這個充斥著標榜導演個人創作

風格取向與藝術形式的後新電影時期，在港片壓縮國片票房市場、導演普遍缺乏

商業性及過度堅持理想的情況下，電影創作者開始為影展取向而拍片，形成「曲

高和寡」勢態。陳儒修（1995）認為九Ｏ年代這樣面向國外以得獎為依歸的參展

策略，使得這些藝術傾向的作品，對於台灣本土消費者形成與市場背離的排斥效

應，最終只得換來票房慘澹的後果，從而讓電影出資方對於台灣電影投資失去信

心。（盧非易，1998；游士賢，2004；廖淑華，2009） 

 
    二十世紀的台灣電影持續低迷但也力求翻身。受到政治經濟變遷的持續影響，

台灣電影除了繼續面對上世紀九Ｏ年代末國片的低迷不振與資金不願投入外，二

ＯＯＯ年臺灣面臨首次政黨輪替，輔以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台灣電影市場全面開放的舉動，雖然造成了影視工業的衝

擊，但也讓一些新生代的台灣電影導演開始思考，除了依靠政府輔導金的支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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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可能製作不同於影展類型的電影。此時，這些台灣電影導演一方面開始試

圖與美商、香港或中國等地合資合製，藉以取得更大的票房潛力與市場外，一方

面也開始調整八Ｏ年代以來以「導演」為中心思想的台灣電影製作模式，嘗試仿

效好萊塢、香港等商業電影操作模式，希望從低迷的台灣電影中，找出一條可行

之道。 
 

    我們似乎可從二ＯＯＯ年李安導演的電影《臥虎藏龍》在奧斯卡等各大影展

上的成功，看到國片與美商合作的契機。二ＯＯ二年陳國富導演的電影《雙瞳》

依循著《臥虎藏龍》跨國合作的製作模式，與美商哥倫比亞合作，原希冀可製作

出下一部具國際化指標性的影片，但卻受到文化與工作模式的不同，以及台灣相

對缺乏電影工業的產業環境，在幾乎沒有條件確實地和其他國家進行技術與人才

的交流合作的情況下，有研究者指出，當時名義上的國際合資或合製，最後卻淪

為單方面仰賴國際資金的挹注（黃勻祺，2015），最終使得這類商業導向的跨國

合製趨勢，因票房的不見起色而逐漸消失。直到二ＯＯ八年，電影《海角七號》

再度喚醒國人對國片的記憶，帶動台灣電影重新攻佔台灣電影市場版圖，這才真

正地吸引到投資人願意參與投資，帶起了一波意義上的國片復興。爾後，政府政

策計畫性地拉動了台灣民間企業在電影投資上的資金挹注，輔以中國等地市場崛

起帶來與熱錢湧入，誕生了更多合製與投資機會，使得國片製作在類型上的選擇，

亦隨之產生更多的可能性。 
  

    若從電影製作面來看，二十一世紀後台灣電影產業的轉變著實與資金和技術

有所關係。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台灣國片除了試圖透過合資合製的方式尋求資金外，

亦嘗試採用好萊塢電影製作概念，以製片人為中心來搭配導演製作電影。二ＯＯ

四年由葉育萍監製的電影《十七歲的天空》，便是以好萊塢製片制方式來執行電

影的前期籌備、現場拍攝到後期製作行銷宣傳；最終也創下繼二ＯＯ二年電影《藍

色大門》後的另一波票房新高潮，為當時的台灣電影產業帶來了新氣象（吳佩慈，

2010）。有更多類似案例推動著台灣電影的轉變，如二ＯＯ五年的電影《宅變》、

二ＯＯ六年的電影《詭絲》（中美合製），二ＯＯ七年的電影《不能說的秘密》（中

港合製）、二ＯＯ八年的電影《海角七號》、二ＯＯ九年的電影《聽說》、二Ｏ一

Ｏ年的電影《艋舺》等，這些合製的國片，均可看出台灣有一種新型態的製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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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漸漸出現，與另一種以導演個人工作室為製作中心，著眼於國際影展電影大相

逕庭。二ＯＯ八年之後的國片題材越來越多元，票房也慢慢起色，在國際影展上

也常有亮眼成績，更有人稱之為〝後新電影6〞（黃玉珊，2011，引自網路；羅雁

紅等，2011）風潮。  
 

    二ＯＯ八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指出，在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架構

下，電影產業從往年的輔導金投入為主，轉而嘗試由產業價值鏈著手，試圖擴大

衍生效益，降低電影投資回收風險。電影的投資成本雖然高但價值效益相對也很

大，內容重複使用的價值及內容衍生出的商品價值，所能帶來的驚人營收效益相

當可觀（廖淑華，2009）。以電影《紅衣小女孩》為例，除了本身不斷開發系列

續集電影外，營收部分除了本身票房收入，製片公司亦積極與其他公司異業合作，

開發了 Line 貼圖、密室逃脫遊戲、恐怖手指餅乾等等，創造更多的商業價值與

效益。除了製作規格的提升外，電影產業的榮景，也吸引了原屬於電視媒體的製

作團隊開始重視電影市場，許多原先具有收視率的知名導演、演員和製作團隊開

始進入電影產業（趙元良，無日期，引自網路），如，二Ｏ一一年電視劇導演葉

天倫拍攝的電影《雞排英雄》票房 1.4億新台幣，同年台灣偶像劇推手柴智屏擔

任製片的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到二Ｏ一二年電視劇導演馮凱首

部執導的電影《陣頭》票房 3.15億新台幣、知名電視製作人王珮華導演電影《犀

利人妻》票房 1.5億新台幣，再到二Ｏ一五年同為知名電視製作人陳玉珊導演電

影《我的少女時代》全球票房 24億新台幣、二Ｏ一八年金鐘編劇徐譽庭首部執

導電影《誰先愛上他的》台灣票房約 6,600萬等等，也帶來了優異的票房成績。 
 

    於此同時，中國市場崛起與兩岸政治關係和緩，開啟了兩岸合拍的合作模式。

我們可從二Ｏ一一年總產量 131.15億人民幣，到二Ｏ一七年 559億，連續第 17

年票房成長（新華網，轉引自網路），看到了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蓬勃發展，推

動了整個產業的前進。二ＯＯ八年後台灣二次政黨輪替以及二Ｏ一Ｏ年簽訂

ECFA，兩岸關係趨於和緩，致使越來越多的兩岸合拍片順勢而生，對台灣電影

	  	  	  	  	  	  	  	  	  	  	  	  	  	  	  	  	  	  	  	  	  	  	  	  	  	  	  	  	  	  	  	  	  	  	  	  	  	  	  	   	  	  	  	  	  	  	  	  	  	  	  	  	  	  	  	  
6 《海角七號》效應鼓舞了台灣獨立製片工作者，使得政府與企業也願意投入更多資金和資源在
國片的拍攝與發行上，不但如此，國片也吸引了國際資金，讓國內外知名導演有興趣申請來台灣

拍攝新片，這段期間不同主題的研討會、回顧展，重啟了探討台灣新電影的本質，現象與影響的

風氣，重新為新電影在歷史上找出定位和意義(黃玉珊，轉引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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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製上不論在資金來源、技術、人才交流以及電影上映發行等都有著重大影響

（黃勻祺，2015）。台灣與中國大陸製作上的合作模式除了純資金投資以及台灣

演員參與演出或台灣導演的合作模式外，也有因導演名氣採以版權預售兼投資的

模式，如侯孝賢導演作品《刺客聶隱娘》即中國大陸的投資方直接與該片法國代

理商接洽版權與投資相關事宜等等（文化部影視局，引自 2015年影視產業趨勢

研究調查報告）。許多台灣電影工作者在二ＯＯ八年全球金融風暴後，紛紛跨海

尋求陸資，完成電影如二ＯＯ九年朱延平導演的《刺陵》、二Ｏ一二年鈕承澤導

演的電影《愛》和蔡岳勳導演的《痞子英雄》等，此時兩岸合拍的創作、攝製主

導權以及上映日期仍以台灣為優先，後因兩岸票房市場總產值的懸殊逐漸拉開，

二Ｏ一三年部分合拍片如《小時代》、《天台》及《被偷走那五年》等片則開始轉

以中國大陸為優先，且因合拍片牽涉到中國大陸廣電總局審批過程繁複冗長、主

創人員比例協調、工作文化及政治的敏感性等衍生性的問題，如二Ｏ一三年導演

鈕承澤拍攝《軍中樂園》時，違法帶陸籍攝影師上本國軍艦勘景事件（中央社，

2014 年 09 月 02 日）、二Ｏ一六年陳玉勳導演電影《健忘村》，牽涉到導演是否

有支持服貿，進而影響到電影上映，這些製作外的事情，遂成了兩岸電影製作上

如何合作的新課題。不僅如此，也因為兩岸合拍片在票房上的表現不見起色，而

台灣電影工作者在經驗相對豐富，反應到拍攝的人力成本以及相關器材租賃等拍

攝費用上，又都相對比中國大陸在本地拍攝便宜，因此吸引了許多電影以及網路

大電影採用中國大陸演員，搭配台灣團隊，在台灣取景拍攝的一種新型態的操作

模式。如香港導演黃珍珍的電影《閨蜜》、《被偷走的那五年》；中國大陸導演徐

靜蕾的電影《綁架者》等等。 
 

    除了積極拓展中國大陸市場外，近年台灣國片也出現了另一種以台灣在地元

素出發，貼近台灣生活，認為應先把台灣票房市場鞏固好優先的影視作品，如演

員豬哥亮所代表的一系列電影作品《雞排英雄》、《大尾鱸鰻 1、2》、《大稻埕》、

《大顯神威》、《大釣哥》；或台灣文化元素如：馮凱導演《陣頭》、《神廚》；陳玉

勳導演《總舖師》、澎恰恰導演作品《鐵獅玉玲瓏 1、2》以及其他以眷村題材電

影如《鬥陣ㄟ》等等，但這些以台灣本土文化情緣出發的影視作品，在踏出台灣

後，卻往往因為台式幽默、風俗民情上形成的文化差異，而無法在其他亞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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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歐美等國家取得在台灣市場上的認同與接受，反應出本土國片在海外市場上

面臨的文化折扣上問題。新世紀之後台灣國片除二ＯＯＯ年電影《臥虎藏龍》因

奧斯卡獲全球矚目，二Ｏ一一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全亞洲 14億台

幣，到二Ｏ一五年《我的少女時代》全球 24億票房、二Ｏ一八年改編自韓國電

影《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全球票房約 45.9億等等少數電影在國外有所斬獲外，

大部份主要市場都在台灣，連帶影響了台灣製作規模上的侷限以及電影投資人願

意投資電影金額的多寡。我們從當時的報導中，即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氛圍：「《雞

排英雄》導演葉天倫表示國片市場雖然復甦一些，照道理說應該會有一些資金會

願意投資電影，但從國片製作面來看，仍有許多不同類型的國片面臨資金問題（林

士勳、張士達，中時電子報，2011年 08月 24日）。」 

 

    二Ｏ一五年是台灣觀影人次創下最高紀錄的一年，總觀影人次達 1,720 萬

1,344人，較去年成長 14%，整體台北票房約在新台幣 42億元左右（資料來源：

台灣電影網）。咎其原因，主要因當年度有電影《我的少女時代》一支獨秀，帶

動了整體國片票房的成長，但二Ｏ一六、二Ｏ一七卻未出現類似《我的少女時代》

這類現象級國片可以延續這股氣勢，輔以國片面臨消費者流失，破億的電影日漸

減少的困境，致使國片在二Ｏ一Ｏ這段期間，仿若歷經了一場氣勢正盛的繁花盛

景，到了二Ｏ一七年似乎又回到了國片復興運動初期的平淡。 
  

    雖然國片電影票房趨於疲軟，但二Ｏ一七年台灣在金馬獎上，終於擺脫二Ｏ

一六年以前入圍多項大獎如趙德胤導演《再見瓦城》、鍾孟宏導演《一路順風》

等叫好不叫座，在金馬鎩羽而歸，默默上映默默下檔的電影。二Ｏ一七年台灣黃

信堯導演電影《大佛普拉斯》、楊雅喆導演電影《血觀音》在金馬獎從劇本、技

術、演技等類型共計獲得九座金馬獎，表示台灣電影在各個產製環節上已逐漸成

熟，且走出自己的風格，褚瑞婷（2017年 11月 28日）關於 54屆金馬獎的報導

亦引用了評審團主席吳念真的話：「年輕導演已經開始創造新的路線。」，表現當

時台灣電影源源不絕創作的精力。 
 

    二ＯＯ八年由製片黃志明、導演魏德聖所拍攝的電影《海角七號》創下歷史

記錄，帶動國片復興，直到二Ｏ一一年多部台灣國片陸續衝破票房紀錄，顯示台

灣電影由早期導演抵押房產與輔導金支持，轉變為更貼近好萊塢資本與資源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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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結構與運作模式，然此一資金結構變異並不影響台灣電影製作公司以「電影拍

攝製作」這類自行籌拍或是接案拍攝為主要的運營核心，反而為帶來跨產業合作

經驗。與此同時，台灣電影產業也開始嘗試與中國大陸、日本、香港等地跨國合

製，希冀取得更大的票房回報。惟剛開始這些合製電影仍由台灣主導，但在票房

回收的市場關係考量下，這些合製隨著大陸票房倍數增長下，開始轉以中國大陸

為主要操盤方，台灣的電影從業人員變為協助因應中國大陸龐大內需市場的打工

仔，在電影內容或製作上話語權慢慢消失的情況下，無法完全依靠與中國大陸的

合作來推動國內影視產業。但隨著越來越多的非電影相關企業投資參與電影，企

業主透過與電影公司合作的經驗積累，使得這些企業投資人心態上不再止於單純

地扮演投資人角色，甚至開始深入電影產業價值鏈，以求透過資源整合的方式，

滿足過程中所需人脈、通路、行銷或商品等需求，進而吸引非電影產業的資金或

資源挹注，達到有效降低成本、擴大獲利空間的同時，也可爭取與企業利基相應

的衍生「附加價值」。（如：方雯玲（2014 年 02 月 14 日）報導中提到，統一集

團投資電影《大稻埕》後，除提供旗下宜蘭傳藝中心作為電影場景進行拍攝外，

電影上映期間，適逢農曆春節，園區除保留拍戲場景外，更搭配電影設計主題活

動如：「大稻埕片場體驗館」、「茶饗宴」等，吸引遊客）。 
 

    回顧台灣電影產業興衰史，不難發現國片產量的更迭，和題材在市場接受度

高低，以及資金來源是否充裕有著一定的關聯性。台灣電影全盛時期年產量超過

200多部，歷經八Ｏ年代的萎縮到一年 60部不到的規模，與極低的票房市佔率，

直到二ＯＯ八年電影《海角七號》上映，取得突破新台幣 5億元的票房實績後看

似回溫復甦，但卻又在二Ｏ一六年後趨於疲軟，彷彿回復到二ＯＯ八年國片復興

初期。雖然目前整體國片票房回到復興初期的規模，但台灣電影從業人員從二Ｏ

Ｏ八年開始，為了尋求票房成功，而在資金面（從原本電影產業內的投資到尋求

產業外企業如：中國信託、凱擘、相信音樂等企業聯合投資）、製作面（從自製

到合製）、技術面（擺脫藝術影展片型態，開始重視特效、視覺與商業性）所做

的努力並未消失殆盡。顯見，若想維持產業資金的不斷挹注，需要一個讓投資人

可以相對理解電影專案的入門手冊，這個可幫助或說服其投入信心的評估指標，

更具研究與實務上的使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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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台灣電影投資因素與風險分析 

    探討建立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前，應先對整個電影產業的產銷脈絡有初步

了解。近年來除了好萊塢業內分析人士和學者陸續提到電影產業價值鏈概念在分

析電影產業中的有用性外（Bloore Peter, 2014；Eliashberg et al., 2006；Vogel, 2007），

高立翰等人（2013）進行台灣電影票房預測研究時，亦認為電影產業價值鏈中，

會因各階段屬性與業態上的細微差異，表現出對評估電影上重視因素與風險的異

同，無法就單一因素進行票房評估。故本節從電影產銷過程談起，著重電影產製

過程中考量的投資因素與風險，以及因應新媒體時代來臨，所造成電影產銷流程

間更加緊密結合的情況，藉以對本研究指標的建立進行初步探討。 

 

一、電影投資因素分析 

    電影產銷過程可由電影產業鏈（Industrial chain）中顯見價值。Eliashberg等

學者（2006）認為電影產業價值鏈主要由製作（Production）、發行（Distribution）

與映演（Exhibition）三大產業環節所構成，並透過此三大產業合作、組織與執

行電影產業鏈所生成之活動，產生電影價值，獲取票房利潤，形成一個極為密切

且完整的產業價值體系。其中，劇本開發則係屬於製作前端的工作，亦是本研究

主要欲進行理解的目標（詳見下圖 2-1）。製作包括前期開發（Development）與

電影製作執行。從題材構思開始，接著由製作公司負責統籌整個影片生產過程，

包括劇本開發、資金籌措、演員與導演等主創團隊選定，進行影片製作，待影片

毛片完成後，再交由下游協力公司進行特效、錄音、混音等工作，最後將經過剪

接合成的電影進行拷貝，同時洽談合適的電影發行公司，正式進入到發行環節。

電影業的發行則代表著與消費者溝通的方法與技巧，主由製作公司協同發行公司

進行行銷操作與聲量累積策略，直到與院線戲院簽約確認電影上映檔期後，旋即

進入戲院播映的映演環節，交由消費者判斷電影的評價，完成一部電影的產銷過

程（如下圖 2-1 所示）。而此價值體系亦為本研究進入電影投資評估指標建立的

討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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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電影產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Eliashberg et al.,（2006），本研究整理 

 
（一）製作： 

    「製作」為電影這個產品的內容創造活動，一般是指電影生產以及製作的過

程，其中包括了創意開發、企劃等前製作業，到拍攝活動以及拍攝後影像、內容

的剪接與後製（引自康敏平等，2012；Wasko, 1994／魏玓譯，1999）。葉如芬、

吳凡（2007）書中提及，電影製作前期的開發階段，主要的工作可分為：1.尋找

拍攝題材、2.完成電影劇本、3.進行整體企劃、4.尋求資金投入，而前述 1.的拍

攝題材則可概分以下幾種：(1)小說改編（如：《赤壁》、《傲慢與偏見》、《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誰先愛上他的》等作品）；(2)一個創意的新想法（如：《海

角七號》、《目擊者》、《吃吃的愛》等）；(3)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如：《血觀音》、

《志氣》等）；(4)由製片人所形成的初步故事概念，或(5)從一般概念到整個劇本

的完成（如：短片《大佛》到長片《大佛普拉斯》）（Eliashberg et al., 2006；Vogel, 

2007；Squire, 2004）。無論是大型製片公司或是獨立片商，一部電影正式開拍前，

都需要經過上述一系列廣泛內容決策與不斷的內部驗證後，始得進行。雖然每部

電影的發展過程都是獨一無二的，但其不變的是每個案子從概念推進，到正式進

行產製階段過程中，不斷詢問自己要拍怎樣的電影？如何製作這部電影？這類試

圖揣測目標族群(消費者)喜好的關鍵性問題（李沅潤，2012）。 
 

    要回答上述問題，除了電影正式拍攝前各項事前縝密的工作外，最核心的問

題就是電影的製作資金從何而來。電影產業的創意作品不僅呈現於銀幕上，為了

吸引潛在投資者投資電影，電影提案的企劃書也同樣精彩（Vogel, 2007）。李天

鐸、劉現成（2009）在其著作中認為，電影企劃書具有喚起投資者強烈投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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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透過電影企劃書中 1.電影的創意（劇本、明星、導演、場景）、2.電

影最大的賣點（明星、類型、元素）、3.電影的財務結構、4.電影本身的潛力等內

容與資訊的提供，吸引投資者目光，並使其相信電影的可行性。而這些企劃書中

呈現的要素，也呼應了電影評估者所能對電影產生初步認知的各項因素。投資人

在初期往往只能夠根據拿到的電影劇本與企劃案，甚至是只有電影企劃案來進行

投資上的判斷，在資料不夠齊全的情況下，更突顯了決策者內隱知識與經驗在電

影投資判斷上的重要。 

 

    進入到電影拍攝階段，為了避免電影在攝製過程中，產生影片品質不良的情

況，投資方或監製往往會藉由現場勘查、觀看導演拍攝的毛片，並透過與導演討

論進行拍攝上調整，來把關電影品質。電影投資與製作過程處處充滿各式風險、

不對稱資訊與代理成本等問題（董澤平等，2017），雖然影片品質的本身與票房

之間的相關程度並非完全呈現正相關（如：林志玲、劉德華主演電影《富春山居

圖》在網路上口碑極差，但卻仍有人民幣 3億元的票房成績），但卻代表著電影

投資後的風險控管程序，與電影上映後消費者對影片評價的關鍵。 

 

（二）宣傳與發行： 

    「發行」指的是透過科技手段和工業生產形式，大量複製電影產品爭取消費

者認同的過程（康敏平等，2012；Wasko, 1994／魏玓譯，1999）。電影發行商扮

演著爭取映演通路與吸引消費者購票的關鍵角色，對電影票房能否回收具有其重

要位置。在這個階段，製片公司與發行公司面臨各式範疇的營運決策，包括電影

上映檔期、映演規模，以及整體行銷宣傳策略和影展規劃等等（Eliashberg et al., 

2006, P646）。這個階段的重點在於認清欲發行電影的特質、屬性，於電影製作完

成後，根據其所預設的目標族群提出完備的行銷與發行計畫，透過借鏡過往同類

型電影行銷策略，了解其上映檔期、電影票房表現等歷史資料，達到引起消費者

好奇心與期待度，進而願意進入到戲院觀賞電影。 

 
    好萊塢大型製片廠電影與獨立電影在此階段的發行模式因其體系規模而有

所不同。好萊塢大型製片廠如：派拉蒙影業公司（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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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影業（Columbia Pictures）、迪士尼、二十世紀福斯（Twentieth Century Fox）

和華納兄弟（Time Warner）等因其具備完整的產業鏈體系，不但可以製作、發

行、映演自己的電影，亦可與一些有興趣的獨立電影合作，提供資金挹注以及協

助發行（Eliashberg et al., 2006）等，而好萊塢獨立電影在發行上則有不同操作模

式，除上述由好萊塢大型製片廠合作，由其或其旗下特色廠牌子公司發行外，亦

有完成時仍未簽署任何發行協議（即沒有發行公司）、影片交由獨立發行商發行

等二種(Berra, 2008, p. 22)。國片的發行策略往往會視電影類型與規模的不同，而

尋求合適的發行商共同合作。康敏平等（2012）則依據資源多寡與發行價值活動

之廣度，將台灣電影發行商劃分為 1.以發行美國好萊塢母公司電影為主的全球型

電影發行商、2.由台灣當地財團或企業投資成立，不僅發行電影，亦會涉足延伸

至電影投資、製作等各電影產業鏈上下游環節的多角型電影發行商、3.以購買非

主流商業片或藝術片的台灣區代理權，並以利基市場為行銷主軸的代理型電影發

行商，或 4.以發行國內電影為主，採用小規模、更具彈性且更貼近在地消費者的

地方型電影發行商等四大種類。  

 
    若電影發行是整個電影產業的命脈，那麼電影的行銷與映演則是電影成本回

收與營利的關鍵。如何精準地拿捏並有技巧地與協商映演規模，避免同檔期有相

似電影類型的競爭分散票房，被視為此階段最重要的核心。Eliashberg 等學者

（2006）在其研究中提到美國電影從業者多認為透過行銷宣傳所帶來的廣告、媒

體關注以及口碑傳播所造成的聲量效應，是造成電影票房成敗的主要原因。雖然

電影在此階段已經無法調整內容，但從選擇適當的電影發行商合作、決定電影上

映規模，到結合發行商的發行策略，運用各種線上線下行銷操作計畫，在電影上

映前累積消費者的好奇度與關注度等發行策略，均會影響到消費者是否可能轉換

成實際購票進電影院的動機，而這也是多數研究電影票房預測的學者（如：Litman, 

1983；Simonton D.K., 2009；Chang and Ki, 2005等）在評估時，會考量的主要因

素之一。台灣電影因尚未產業化多屬於獨立電影，在發行策略的擬定上近似於美

國獨立影片發行脈絡，因此，與何種發行商合作、採用何種規模的發行計畫與行

銷曝光策略，實質影響著電影的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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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映演： 

    「映演」是戲院透過與電影發行公司洽談檔期，將電影放映給消費者觀賞的

過程（引自康敏平等，2012；Wasko, 1994／魏玓譯，1999），也是漫長電影價值

鏈中與消費者連結起來的最後一個環節。一部電影在票房表現上的優劣，會影嚮

其在後端版權販售金額上的多寡，而戲院放映期間的長短，則與其在市場上的價

值息息相關。 
 

    消費者主動購買電影票的行為，把關著一部電影的成敗。從一些報導中，即

可嗅出好萊塢對了解消費者喜好的重視。擁有多年好萊塢市場分析經驗的學者李

湛，在陳昌業（2015年 9月 23日）專訪中，用「基本配備」四個字來形容好萊

塢於電影前期開發時，對市場調查的重視。他說： 

        好萊塢正常製作的電影，都會將 5% ~ 10%的製作預算花在與消費者相 

    關的市調中。他們普遍認為，對於製作成本超過 2,000 萬美金的影片，進

行消費者市場調查是基本配備；而對於製作成本低於 2,000 萬美金，與一些

獨立製片公司來說，市場調查也是其經常會採取的措施，他們也許不做很大

規模的市調，也至少會有幾場試映會，來了解消費者的喜惡。 

 
    顯見電影上映的票房，除了反映宣發團隊在電影宣傳期間執行的成果，票房

累積的過程可能會因為觀影者的口碑或影評人評論這類資訊傳遞與資訊回饋的

效果，使得票房產生不同變化。 
 

    除此之外，科技的演進改變了電影產業鏈中生展到映演的各項環節，新的發

行渠道應運而生，從早期的首輪戲院、二輪戲院、電視頻道、錄影帶、DVD 發

行商到近期因互聯網與 OTT 平台興起所產生的新型態電影播映分潤機制，迫使

電影產業開始重新審視電影的商業模式（Bloore Peter, 2014；康敏平等，2012），

也為電影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如：2018 年劉若英執導的電影《後來的我們》

於中國大陸上映後，其他國家的播映權則被線上串流平台 Netflix 買下，並同步

在全球 190個國家及地區上線（蘇詠智，2018年 05月 31日））。 
 

   楊士賢（2003）的研究指出， 因電影產業價值鏈相較於其他產業價值鏈，有

著高度動態以及價值鏈內部鏈結極為密切這二個主要特色。反映到電影投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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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準上，更突顯出電影投資評估的過程中無法僅就電影產製中某一個流程進行

評估，而需對電影產製過程、商業元素（題材、類型、卡司等）的組合效果、市

場發展趨勢以及消費者口味具有一定的了解。與此同時，隨著市場機制的完善與

科技的改變，電影行銷已開始向電影前端靠攏，獨自形成一個完整的價值體系，

成為前端電影投資評估參考指標之一（見下圖 2-2）。 

 
圖 2-2 加入電影行銷機制的台灣電影產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藝恩 2015中國電影營銷研究白皮書、康敏平等（2012），本研究整理 

 
二、電影投資評估的風險 

    在電影產製過程中，亦不可忽略可能會存在的風險。而在整個產銷風險過程

的會產生的風險中，尤以開拍的前期籌備期，需要風險把關最為重要。Epstein 

（2005）的研究即指出，電影專案從題材開發，到開拍的前期預算就佔了總製作

預算的 10％，顯見此開發階段所投入的資金成本不但不容小覷，在決策的過程

上更是需要具備風險把關的思維，以降低電影正式開拍到上映後那90％的風險。

雖然有學者認為，消費者對於電影娛樂需求可透過歷年相關數據的統計資料進行

預測（Dewenter＆Westermann, 2005），從而反饋到電影前期專案的開發上，但消

費者的口味卻會隨著趨勢而變化，影響到電影實際在上映期間的票房表現（von 

Rimscha, M. Bjør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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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此，歷年學者的研究曾對電影製作過程所存在的風險加以梳理。

Bächlin（1945）認為電影產製過程中主要有製作（Production）以及消費

（Consumption）兩大風險；Desai et al.（2002）則將電影產業風險分為電影是否

可以如期、如預算完成的完工風險，電影上映後票房回收的績效風險，以及電影

資金籌組中發生資金未到位、或票房收入不透明而產生收益分配不均的財務風險；

von Rimscha, M. Bjørn（2009）更進一步認為，如果要幫助一個電影專案通過公

司內部評估審核，進入正式籌拍與製作階段（好萊塢稱上述過程為綠燈系統，本

研究將於本節三、詳細說明），除了前述分屬於產業鏈前後端的製作及消費二個

間接風險外，在電影製作過程中，亦不能忽視可能產生的風險如合約不周嚴

（Caves, 2000）、主創團隊與演員表現不如預期可以吸引消費者的商譽風險，電

影在開發階段因對消費者需求的不確定、專案未通過製作或投資公司同意投資，

以及開拍前開發籌備過程中，所產生的相關費用以及相應的開發風險。 
 
    此外，有別於好萊塢專注於研究電影產製過程中的風險，台灣與中國大陸在

電影產製過程中的風險，更多的是內容、題材上涉及敏感議題的政治，及資訊不

對稱所造成的訊息誤差風險。董澤平等（2017）就以風險分割角度，從台灣電影

產業投資的高度不確定性、資訊不完整以及資訊不對稱三個面向切入，相應產生

如政治、票房、信用、財務、價值低估、完工等風險，而藝恩諮詢（2010年 12

月 29日）則以電影產製過程來分析電影產業風險，並將其細分為題材、政治、

財務、口碑、映期、信用等風險。 

綜合以上看法，茲整理各階段風險（如圖 2-3）： 
 

圖 2-3 院線電影產業風險分析圖 

 

 

 

 

 

 

 

資料來源：藝恩諮詢（2010年 12月 29日），董澤平等（2017）； 

張棟偉（2010年 09月 1日），本研究整理ㄘㄜˊ 

/��! +.#%! (��! ���! ���! !�
��!

• 1�20!
• ��20!

• +.20!
• )�20!
• ��20!

• ��20!
• ,�20!
• 
�20!

• 	20!
• ��20!

• � 20!
• ��20!

• �$20!
• &"20!

(�! �'! ��! �*!

��!

(�-�1#2�! ��-��6#15��!



	  

	  
	  

34	    
DOI:10.6814/NCCU201900760 

    上述學者以電影產業鏈的方式提出各階段潛在的投資風險，顯示電影投資風

險不僅只有在製作以及消費二個層面，更重要的是在電影前期就應該將電影各階

段可能會產生的風險納入評估的要素。因本研究著重於電影製作前期的投資評估，

故以 von Rimscha, M. Bjørn（2009）為基礎，結合董澤平等（2017）及藝恩諮詢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電影產業鏈中會考量到的電影投資風險，梳理台灣電

影製作前期可能會產生，以及需要評估之相應風險如下圖 2-4，做為建立台灣電

影評估指標之評斷標準。 

圖 2-4 電影開發與製作風險 

 

 

 

 

 

 

 

 

 

 

 

 

 

 

 

資料來源：von Rimscha, M. Bjørn (2009)；董澤平等（2017）； 

藝恩諮詢（2010年 12月 29日），本研究整理 

 

三、好萊塢綠燈系統（Greenlight）介紹 

    好萊塢製片公司會透過綠燈系統的通過，視為其電影投資決策的最後一道關

卡（Park SB., You E. , 2012）。「綠燈」係指片場決定拍片企劃案可以交付製作的

行話，對電影製片人和獨立製片人來說，這也是決定電影製作組合的一項重要且

具有挑戰性的任務（Epstein, E. J., 2006／宋偉凱譯，2011）。從電影產業鏈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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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燈則代表專案從開發到實際製作的階段任務，因牽涉到整個製作預算的開始執

行，製片公司多會以會議的方式，由負責評估是否通過綠燈的最高決策者，和負

責影片攝製、銷售、廣告暨相關產品的各部門主管，一起做出決議（Epstein E. J., 

2006／宋偉凱譯，2011；Eliashberg et al., 2014）。但這些決定龐大電影製作金額

以及是否參與投資的決策，往往是基於專家經驗以及個人直覺的判斷，並沒有一

定的標準（Eliashberg et al., 2006, p. 881）。演員、導演、MPAA評級等在諸多電

影預測模型採用的自變量因子，在綠燈系統階段往往是未知數（Eliashberg et al., 

2014；Epstein, E. J., 2005），使得綠燈決策的過程非常具有挑戰性甚至賭博性，

電影監製或決策者往往只能根據劇本以及其預估的製作預算等已知的訊息或資

料來評估電影的成敗，進行決議。 

 
    在好萊塢，每個製片公司審核綠燈系統的決策者，多半代表著他們擁有電影

是否參與製作或投資的最終決定權（Galloway Stephen, 2017）。John J. Lee等人

（2011）在其著作中將綠燈系統進行的過程分為內部綠燈系統（ Internal 

Greenlight）及外部綠燈系統（External Greenlight）。內部綠燈系統是指每家電影

製作公司進行內部專案審核的標準，主用以確認其投資電影專案，在回收風險和

市場定位上的關鍵，來幫助電影製作公司達到以下幾個目的：1.了解潛在開發專

案主要目標市場；2.判斷並尋找合適且有經驗的主創團隊以及演員；3.對比歷史

上同類型票房最高的影片數據，了解該電影專案可能的票房與市場潛力；4.尋找

潛在投資人以及制定募資計畫；5.確認可能上映檔期；6.電影專案收入預測與分

析；7.專案風險評估。為了解電影專案的風險承受度，大部份的製片公司（或好

萊塢所謂的片廠）都會要求公司行銷和發行部門的主管，提出該電影評估專案的

潛在收入預測和成本分析，藉以了解需要投入多少資源，才能達到預測的票房目

標，以推估電影專案投資風險（Bart Peter and Peter Guber, 2002）。當電影專案通

過內部綠燈系統後，中小以及獨立製作公司往往會與一些電影發行公司接洽溝通，

聽取他們對電影專案市場性的判斷與建議，進而洽談合作的可能性。上述這個過

程就是所謂外部綠燈系統，與獨立製作公司不同的是，有些好萊塢大型製作公司

所屬於的媒體集團本身就擁有全球發行能力，此時外部綠燈系統則轉換成一種跨

部門的溝通會議。 



	  

	  
	  

36	    
DOI:10.6814/NCCU201900760 

    當潛在開發的電影專案依循著電影產業鏈在製作層面、發行層面、籌資層面、

衍生性開發層面都完成了相當全面性的評估後，即通過了內部和外部綠燈系統。

因各製作公司的綠燈系統係屬於其內部商業機密無從得知，且模式均不太相同

（Galloway Stephen, 2017），故本研究僅得以 John J. Lee等人（2011）所整理的

資料為基礎，將綠燈系統評估電影的過程摘要如下： 

 
圖 2-5 好萊塢綠燈系統電影評估流程7 

 

 

 

 

 

 

 

 

 

 

 

 

 

 

 

 

 

 

 

 
資料來源：Jr., John J. Lee, et al.,（2011）；Fan lak（2016年 4月 14日），本研究

整理 

	  	  	  	  	  	  	  	  	  	  	  	  	  	  	  	  	  	  	  	  	  	  	  	  	  	  	  	  	  	  	  	  	  	  	  	  	  	  	  	   	  	  	  	  	  	  	  	  	  	  	  	  	  	  	  	  
7流程圖各階段未通過的的電影專案，都會回到最上層的專案資料庫，繼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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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綠燈系統流程看似嚴謹，但實以一種脈絡化方式，就評估的電影

專案進行層層把關，無法準確預測電影是否會賣座，反而像是一種經驗上與共識

度上的檢證。Vogel （2007）在其研究中亦提到，即使是非常成功的電影劇本，

如《星際大戰（Star Wars）》和《法櫃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等電影專案，

最初也是分別在二十世紀福克斯和派拉蒙幾家好萊塢大製片公司中的綠燈系統

內不斷討論後，才同意製作。而為了提高判斷的準確性，美國的專家學者曾試圖

運用電腦統計系統，藉以提高綠燈決策系統的準確性（如：Wind & Mahajan, 1997），

但成功率的準確性上仍然會因為資料的不易取得，以及電影無法預測的天性而受

限。也因為電影風險的難以評估，好萊塢製作公司試圖採以分散風險的方式來進

行電影投資，如 Galloway Stephen（2017）的研究表示，為了降低投資風險，許

多好萊塢大型製片公司不再單獨投資製作一部電影，除了在綠燈系統評估會議上

會召集發行、行銷宣傳等部門的主管一同參與外，在投資決策上，他們一方面會

傾向尋找其他合製方共同參與評估與製作，一方面亦開始擴大其他可能衍生商機

如主題公園等，藉以提高電影投資回收的可能性。 

 

    總體來說，綠燈系統是評估電影專案前期風險的一套機制，評估的內容涉及

製作預算、票房回收、發行檔期、衍生品開發等面向，決定了一個待開發電影專

案的生死。對於好萊塢製片公司來說，其各自綠燈系統的競爭，也就是管理能力

上的競爭（Johnny Dai, 2015）。雖各家評估綠燈系統的方式係屬各家公司的內部

商業機密，惟計量經濟學的票房模型研究卻提供給了製片公司以及決策者做為其

建構綠燈系統的基礎（如：Litman, 1983；Elberse, 2002；Elberse ＆ Eliashberg, 

2003 等）。這些以電影產業鏈出發考量各項影響票房的因素（如：導演、演員、

影片類型和製作預算等等），藉以嘗試預測票房模型的方法，也系統化地提供給

製片公司做為其構成綠燈系統的參考（Eliashberg et al., 2006）。上述這些票房模

型的概念以及其預測票房所使用的因素，本研究也將其納入建立指標的評估因素

之一，並將在第三節做詳細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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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歷年好萊塢票房研究   

    李安：「電影的遊戲規則是好萊塢制定的，它健全、有效率，創造出來的東

西行銷全世界，有最龐大的資金，也有世上最好的電影技術人員（李達翰，2007）」。

對於許多研究電影票房的學者來說，好萊塢是一個充滿希望以及需要大膽猜測的

地方（Litman＆Ahn, 1998），也是許多電影票房預測模型的起源，值得借鏡。本

研究以試建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為目標，架構上將以美國好萊塢市場票房

研究為參考學理，透過研究者梳理國外文獻中所使用之各項因素，歸納出可用於

本研究之指標建立之基礎。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故本節文獻中票房模型的梳理，

將著重於對照並汲取歷年好萊塢學者們研究電影票房模型中，對影響電影票房因

素上之異同，本節並不會特別針對各模型實際測算方式進行詳細闡述。 

 
一、歷年好萊塢電影票房預測模型脈絡與系統簡介 

    電影票房的研究從一九四Ｏ年開始，至今已然走過近八十年的歷史，但對於

梳理其發展脈絡的相關研究以及資料卻相對稀缺。王雪娟（2015）根據不同的研

究方法、內容及特點，將電影票房研究分為（一）消費者研究時期（如：里奧・

・漢德爾（Leo Handel）研究法等）、（二）線性迴歸或單一票房因子研究時期（如：

巴里・李特曼（Barry Litman）票房分析模型法等）以及（三）基於大數據與網

友關鍵字搜索的次數的預測等三個階段；Sharda 等學者（2010）則根據採用的

票房預測模型方式，將票房預測模型的脈絡劃分為（一）計量經濟學、（二）行

為模型、（三）基於電影首週票房預測、（四）基於電影行業決策支持系統的預測

模型以及（五）文本挖掘法。總體而言，我們可以從學者在票房模型研究與建立

中，不斷調整模型建立假設的過程，來感受到票房預測模型隨著科技不斷進步與

時俱進，如：人工神經網絡（ANN）、貝葉斯機器語言學習法、數據挖掘（Data 

mining）、支持向量機（SVN8）等等，不但如此，二Ｏ一四年 Eliashberg 等學者

（2014）的研究中更嘗試結合質性的文本資料分析，搭配量化迴歸方式來建立票

房預測模型，藉以提高票房預測模型的準確性。顯示美國在票房預測模型研究的

歷程上，不在只以單一種量化方式進行預測研究，亦開始思考搭配質性提取票房

	  	  	  	  	  	  	  	  	  	  	  	  	  	  	  	  	  	  	  	  	  	  	  	  	  	  	  	  	  	  	  	  	  	  	  	  	  	  	  	   	  	  	  	  	  	  	  	  	  	  	  	  	  	  	  	  
8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簡稱 SVN）），為機器語言學習法的一種，是在分類與迴
歸分析中分析資料的監督式學習模型與相關的學習演算法(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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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評估的可能性，試圖透過更多或混合方式找出票房預測上的突破口，用以進

行票房預測分析或模型建置設計。而上述這些票房預測模型演進中所採用的評估

點，均視為本研究指標建立中初步採納之評估要素。 

 

    據上節得知，好萊塢進行電影開發前期決策過程中，其所判準的規則是每個

製作公司不能說的秘密，故本研究擬循電影票房研究的歷史時間序列，以各電影

票房研究取徑方式的轉變為節點，參照 Eliashberg等學者（2006）的兼具質性資

料與量化指標的票房模型研究為基礎，彙整歷年好萊塢各學者建立票房模型時所

所採納的影響票房因子，同時整理電影產業鏈中各項影響拍攝成果的各項變因，

做為本研究建構台灣電影票房評估指標的第一步。 
 

(一) 一九四Ｏ年至一九八Ｏ年－重視實地訪查的實證研究法 

1. 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電影消費者研究法 

    蓋洛普的研究著重運用統計，以定量取樣的方式作為其主要的研究方法，藉

由部分的消費者觀影後的反饋，提出影響票房的因素。電影片名、故事情節、演

員效應、試映會和廣告宣傳都是他們取材的要項，簡述如下： 

(1) 片名研究：蓋洛普認為電影票房有四分之一來自於電影片名的影響力，好的

片名應該要 1.平鋪直敘，能直觀理解；2.能讓消費者透過片名，就可以大概

聯想到電影故事內容；3.除了能成功吸引目標族群，更希望透過片名吸引到

目標族群外上下延伸的廣泛消費者(蘇紋，1992；Blake Snyder, 2005／秦續蓉、

馮勃翰譯，2014)。但從後續的票房模型的研究上，幾乎都沒有再以電影片名

作為評估的要素進行討論。觀察其結果，似乎與片名在票房的影響力與討論

度上沒有其他因素來得高，以及片名多受發行公司參與而有所調整，並非一

開始提案時的片名有關，電影片名的研究似乎只在蓋洛普票房研究時期較受

到重視。 

(2) 故事情節研究：蓋洛普特別重視故事，並認為有 46%的消費者會因故事喜好

而選擇看電影（蘇紋，1992）。蓋洛普會透過約 60字的劇情梗概，來測試消

費者對其情節、背景、人物各種元素的好惡，藉以反推這部電影可能的票房

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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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員效應研究：蓋洛普會透過演員知名度、演員之間搭配上的合適性與演員

搭配片名與故事結合是否具吸引力（如：李奧納多狄卡皮歐主演的電影，台

灣片商多會用「神鬼」二字來命名），來測試消費者對那種組合興趣度最高，

以作為電影在宣傳上操作的參考。 

(4) 試映會（特映會）研究：透過邀請先前研究中正面反饋與負面反饋的受試者

參與該電影試映會，同時安排映後訪談，藉以了解消費者喜好，反饋給主創

團隊做出電影劇情上的調整。好萊塢至今仍透過試映會做為一種調整電影剪

接的手段之一，並將此視為可以提高電影票房的方法（王雪娟，2015）。 

(5) 廣告宣傳研究：以測試消費者是否接受到電影的宣傳訊息，做為預測電影票

房的方法（蘇紋，1992），不同於故事情節在文字上的表現，蓋洛普的研究習

慣透過作品影像化的呈現，來理解消費者對其風格上的感受。 

 

    蓋洛普研究透過統計的方式，將其研究消費者對一部電影的觀感，數字

化呈現出來。當時採用的研究方式看似耗時耗力，但這樣的評估方式卻呼應

到近期因網路時代來臨，票房模型的研究轉以透過網路大數據分析，來作為

票房預測的量化研究。本研究將在後續詳細解說，這些學者如何透過不同網

路社群平台中，消費者對影片搜索量或搜尋的關鍵字，來作為預測電影票房

的評估依據，藉以進行相關研究。 
 

2. 里奧・漢德爾（Leo Handel）電影消費者研究法 

    漢德爾以電影製作流程作為研究劃分的依據，依序分為拍攝前、拍攝期與拍

攝後三個階段。其中，拍攝前的測試以故事與演員二大主軸的研究為主。前者著

重在探尋怎樣的故事或情節對潛在目標消費者有更大吸引力，後者則更重視演員

知名度的高低以及如何透過消費者調查選擇出最受歡迎的演員組合（Leo Handel, 

1950／向勇、雷龍雲譯，2014）。與蓋普洛的方法不同，漢德爾的研究更加重視

受測者本身對電影的喜好程度，會選擇一年內至少看過一次電影的消費者為主要

受訪對象。 
 

    與蓋洛普近似，漢德爾在拍攝期間的測試，主要以測試電影片名是否具影響

力，可吸引消費者為目的進行研究。會透過（1）絕對測試、（2）相對測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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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沒有知名度的片名與（4）一個有平均接受度的片名等四種方式進行片名影響

力測試；至於拍攝後的測試，漢德爾除了與蓋洛普研究階段一樣，會採用試映會

測試與宣傳研究外，更重視影片的消費者吸引力指數（Leo Handel, 1950／向勇、

雷龍雲譯，2014），除了嘗試以電影消費者的反應記錄器取代傳統試映調查法外，

漢德爾亦會採用訪問法、郵寄問卷法或隱形紀錄器等多種管道來了解消費者對電

影的反饋。其中，漢德爾所謂的消費者吸引力指數關注消費者對電影的評價，而

非接受程度，近似於消費者對電影的談論度，可以用來預測口碑傳播與擴散的可

能性（Leo Handel, 1950／向勇、雷龍雲譯，2014），且顯示出受試者對影片口碑

的好壞，主要會因其對電影娛樂價值的期望與吸引力之間相互關係的影響，期望

越大，可能失望就越大，導致影響了對於影片的評價。至於宣傳研究方面，漢德

爾的研究則著重在有觀影意願的消費者比例，與了解目標消費者對受測電影的認

知程度上（Leo Handel,1950／向勇、雷龍雲譯，2014），並會嘗試透過結合訪談

法或記憶力的測試法，來進行電影預告片測試，藉由消費者對該電影各式宣傳推

廣策略的記憶度高低，來判斷消費者對電影的觀影意願。 

 

    不但如此，漢德爾是好萊塢電影票房模型的研究中，首先明確提出觀影後口

碑研究的學者，根據其研究結果顯示，有 39%的消費者最近觀看一部電影的訊息

來源是口碑，同時消費者所認為最有影響力的訊息來源也是口碑，甚至佔比高達

17%（Leo Handel,1950／向勇、雷龍雲譯，2014）。 

 

    從上可知，好萊塢電影票房研究的初期係以關注消費者面向的實證研究為主，

試圖透過數據統計分析的方法，描繪出消費者喜好的電影輪廓，進而歸納出可能

影響電影票房的成因，達到幫助或提升電影票房成功的機會。除此之外，蓋洛普

與漢德爾相較於其他後來以量化方式建立票房模型的學者，更重視電影本身的內

容，認為「故事」是影響票房最重要的關鍵，會透過故事梗概、預告測試等方式

幫助電影製作方理解消費者喜好，使其可依據受測者結果修改電影內容，藉以趨

近市場。而這樣的研究模式在電影票房預測模型建立的過程中，雖然可透過統計

來歸納的結果試圖量化消費者對電影的評價，反映出電影內容與票房成效的關係，

但回到其重視的故事情節研究，卻無法避免受測者容易因故事梗概文字詮釋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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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影響到評測結果的事實。而這部分似乎反映出後來 Eliashberg等人的票房預

測模型研究由最初劇情梗概測試，轉變到劇本測試的原因（關於 Eliashberg票房

預測模型請見（二）、5）。 

 

    綜上，雖然此階段的研究成果無法完全幫助投資人或製片人進行電影決策，

但故事內容則被拆解成 MPAA 評級、消費者評分、類型等可以量化的指標，開

啟了好萊塢後續量化研究的可能性（王雪娟，2015）。 

 
(二) 一九八Ｏ年－量化與科學研究的開始 

    一九八二年學者巴里・李特曼（Barry Litman）首度提出運用迴歸分析的方

式來預測電影票房，開啟了電影票房模型量化研究的開端，最終形成了兩條並行

的票房研究方法。一種是專注於研究多項影響因子的綜合型票房預測模型研究

（如：巴里・李特曼票房分析模型、好萊塢證券交易所（HSX）股票交易模型、

BPNN 神經網絡票房預測模型…等），另一種則是提取單一要素（如：演員、製

作預算等），來分析這些單一因素與票房高低的關係性，藉以預測票房（如：

Basuroy et al., 2003；Elberse ＆ Eliashberg, 2003…等）。因擷取的單一要素在綜

合型研究中均可見，故本研究將以前述綜合型因子的票房預測模型進行簡述，並

擷取其所採用的票房變量，來作為指標建立之參考。 

 
1. 巴里・李特曼票房分析模型 

    李特曼認為早期研究電影的方法主要分為二種，第一種以 Austin（1989）提

出的研究為首，著重在探討如何與消費者溝通，提升消費者願意購票進電影院的

意願。Austin（1989）將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s） 以及創新擴

散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 concepts）二種理論相互結合混合後，勾勒出消

費者決策的過程，並認為消費者選擇觀看電影的先後排序，是根據其獲取的訊息

的途徑與過程來進行選擇，做出觀影決策（Austin, 1989, Ch. 3、4）；第二種方法

則從經濟學的觀點切入，研究分析影響消費者觀影決策的各項經濟因素與票房成

敗的相關性（Litman, 1982, 1983；Simonet, 1977；）。李特曼（1983）以上述第

二種方法切入，將電影產業鏈的過程轉化為創意開發階段（Creative sphere）、發

行與上映（the scheduling and release pattern）以及行銷能力（the marketing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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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主要影響電影成敗的重要關鍵要素，且向下延伸成影響票房的因子（見下表

2-1），認為電影製作的時間掌控、廣告宣傳和同檔期電影競爭的程度，會影響電

影的內容以及消費者觀影的決策。 

 
    李特曼的研究觀點將漢德爾等學者票房研究時期透過消費者反饋預測票房

概念加以延續，做進一步的相關性研究，深化定義出各項可能影響票房的變項，

其所歸納出的十四個影響票房的因子，更成為了後來各種票房預測多元迴歸模型

的基礎。雖然以 Austin 與李特曼為首的二種研究方式探討面向不太相同，但它

們均關注整個電影產業鏈產製過程中（製作、發行、映演）電影製作方與發行方

之間的的合作關係，以及對電影票房產生的影響，而這應是電影投資評估上需要

注意的觀點。 

表 2-1 巴里・李特曼(Barry Litman) 票房模型因變量操作表 

自變
量 變量名稱 說明 來源 

創
意 (
影
片
開
發
製
作
期) 

 

影片類型 
冒險、喜劇、犯罪、劇情、紀錄片、科
幻片、音樂片、神秘片、諷刺片、科幻
片、驚悚片、動畫片等 

TV Guide 

MPAA分級/電
影分級 G、PG、PG-13、R、X MPAA 

題材來源 是否為知名 IP(卡通、電視、小說)改編 TV Guide; Variety 

出品國家 是否為美國出品 國際電影年鑑 

製作團隊(導演/
明星) 

是否有排名前十位的明星出演(根據該
明星前兩部電影的票房排名); 
導演是否有得過奧斯卡提名(根據該導
演前四年的影片是否有得過獎或入圍) 

Variety 

製作成本 電影產製成本 Film Guide; Variety 

影評 對電影的評價以及造成之口碑效應 Variety 

宣發
或映
演 

 

發行商 是否由大發行商發行 
(如：美商福斯、華納等)  

發行檔期 是否在暑期檔、聖誕節檔、或復活節檔  

發行規模 是否是全國統一發行 Variety 

發行商能力 該公司年放映場數 國際電影年鑑 

行銷
能力 宣發團隊實力 以 0~10級方式進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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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能力 是否得到奧斯卡最佳演員、最佳電映、

最佳導演等獎項獲提名  

資料來源：Litman, B. R. (1983)、Fan Lnk（2016年 4月 14日） 

2. 好萊塢證券交易所（HSX）股票交易模型 

    好萊塢證券交易所（簡稱 HSX）股票交易模型是架構在虛擬證券交易所的

一種票房預測模型。它將票房轉化為一種偏向遊戲性質的股票交易機制，就如同

我們一般進行股票買賣這樣，邀請玩家一同進行票房預測。參與用戶可透過演員

曝光度、話題度、影片是否入圍影展或得獎、電影新聞曝光度等等資訊來進行該

電影股票或期權的交易（Lasaygues, Victor José, 2016）。在 HSX，每部電影的股

價代表著電影即將產生的預期票房收入，就像股票價值一樣，該部電影股價的高

低，亦由需求量多寡來決定。在 HSX掛牌的電影，會從電影上映的一年多前便

開始進行首次公開招募（IPO），直至電影上映前，參與用戶可透過各種方式探

尋該部電影的各種消息，來作為對該部電影股票價值的研判與參考。該電影股票

經過在 HSX公開招募近一年後，會在電影上映當週的週五停牌，至到週日才會

再次恢復交易，因此，股票價格會因電影上映後的口碑、影評反應而有所波動，

即成為了調整後反映市場的的交易價，展現出該部電影在 HSX該有的價值。而

該電影股票會至電影上映後四周摘牌退出，參與用戶即可根據實際票房表現，按

比例取得相應之價值（Spann et al, 2003；王雪娟，2015）。 

 
    HSX 模型結果顯示其在電影後期製作到上映階段有著相對高度精確的結果

（Elberse ＆ Eliashberg, 2003）。HSX模型將票房預測的問題分攤到群體共識的

智慧上的策略，使得電影票房預測的準確性主要取決於股民（消費者），消費者

反饋的資料呈現出來的，就是最真實的電影樣貌。Elberse 與 Eliashberg (2003)

的研究中亦認同 HSX模型共識性智慧的假設，認為在正常情況下，群眾的決策

是聰明的，甚至可以超過單一專家的決定。但McKenzie（2012）認為，HSX的

消費者對電影在製作階段的資訊不夠了解，且可能會因為媒體操作而誤判，因此

往往會高估小製作成本所取得的收益，並低估了大型製作預算的電影（Lasaygues, 

Victor José, 2016）。 

 

    總體而言，HSX 股票交易模型對整個電影市場票房預測模型的發展有二個



	  

	  
	  

45	    
DOI:10.6814/NCCU201900760 

主要貢獻，透過用戶積極參與，除了相對可真實地反映該部電影首週票房的預測

上之外，HSX 股票交易模型亦提供後續電影在票房預測模型發展上，一個較為

客觀、即時且顯著的票房判斷模型參考。但隨著科技的進步，HSX 股票交易模

型除了無法維持用戶持續參與，來維持其電影預測上的共識性程度外，且該部電

影單一票房預測時程較長，故亦慢慢被其他量化為主的票房預測模型所取代。 

 
3. 神經網絡模型(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簡稱 ANNs) 

     人工神經網絡（ANNs）模型是一種由生物學所啟發的分析技術，以往多運

用在零售銷售等預測的研究上，目前有多位學者陸續取得了不錯的成果（Ghiassa 

et al, 2015；Alon, Qi & Sadowski, 2001）。而將 ANNs模型運用在電影的票房預測

上的研究，則由 2006 年 Sharda 與 Delen 二位學者首次提出。神經網絡透過模

仿動物神經網絡行為特徵，進行數學運算處理的模型系統的理論原理，與李特曼

使用迴歸方式預測票房有所不同，人工神經網絡模型所建構的機器學習法，需要

先提供大量的數據資料給電腦，並告訴電腦怎樣的類別應歸納到怎樣的分類中，

讓電腦進行學習，當所有的學習（程式）設置完成後，神經網絡就會據此總結出

規律，藉以進行預測。Sharda 與 Delen（2006, 2010）的電影票房預測模型是以

1998 - 2002年的 834部電影為研究素材，藉由將其票房結果與票房收入分級的過

程，選擇出七個自變量作為分析要素，建立了一個可因電影類型而變動的票房預

測機制（見下表 2-2），並根據好萊塢專家建議，將票房收入從票房慘敗（flop）

到票房奇跡（blockbuster）分成九個等級(見下表 2-3)。 

 

表 2-2 Sharda 與 Delen 神經網絡模型變數總結表 

獨立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 Name) 

定義 
範圍 

(Range of Values) 

MPAA 評級 
(MPAA Rating) 

根據美國電影協會（MPAA）所定義的電影
級數。 

G/PG/PG-13/R/NR 

同檔期電影 
(Competition) 

每部電影上映時，與其同時發行的電影競爭

的水準(同屬性？卡司？影廳數等等) 
高/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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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harda 與 Delen（2010） 

 
表 2-3 Sharda與 Delen 票房成績與等級對照表 

 

 
資料來源：Sharda與 Delen（2006, 2010） 

 

    除了以 ANNs 模型進行電影票房預測模型的建構外 Sharda 與 Delen 更在其

2010的研究中，運用數據挖掘（Data ming）的方式，來比較使用人工神經網絡

模型、決策樹、以及支持向量機（SVN）三種不同數據挖掘方法，在電影票房預

測上的準確度。因本研究並特別不著重於其模型建立的過程，故不會對 Sharda

與 Delen的研究結果加以闡述，但卻可以由此觀察到好萊塢研究者逐漸採用電腦

與大數據進行電影票房研究的趨勢。惟無論是前述李特曼（Litman, B. R.（1983, 

1988））還是 Sharda 與 Delen（2006, 2010）的票房研究來觀察，它們模型建立

的假設上，都以某一區間，且較大數法則概念的數據進行電影票房預測研究，相

對無法呈現電影票房容易受到社會氛圍或情勢所影響而產生票房的高度波動性，

所產生的黑天鵝事件。 

 

4.動態神經網絡模型（Dynamic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簡稱 DAN） 

    動態神經網絡模型（DAN）奠基在人工神經網絡（ANNs）所建立的模型上


� 1 2 3 4 5 6 7 8 9

�� <1 >1 >10 >20 >40 >65 >100 >150 >200

����� 	��� <10 <20 <40 <65 <100 <150 <200 	���

卡司價值 
(Star Value) 

l 電影是否有任何具票房保證的卡司存在。 
l 超級明星演員/演員可以被定義為對電影
前期銷售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 

高/中/低 

影片類型 
(Genre) 

l 電影所屬類型與其他的變量不同，電影可
以分為多個內容類別，如：喜劇動作片。 

l 每個影片類型都以單獨二進制變量表示。 

科幻、史詩、現代劇、

驚悚、恐怖、喜劇、卡

通、動作片、紀錄片 

特效 
(Special effects) 

表示電影中使用的技術內容和特殊效果（動

畫，聲音，視覺效果）的級別 
高/中/低 

是否為續集 
(Sequel) 

影片是否為續集（是為 1）（不是為 0） 是/否 

上映廳數 
(Number of screens) 

電影首輪播映時上映的戲院影廳數 正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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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現。Ghiassa 等學者（2015）以 Sharda 與 Delen（2006, 2010）所萃取的七

大類別（表 2-3）為基礎變量，並將其擴大成 26個評估點，增加製作預算、電影

廣宣成本以及上映檔期的季節性因素等三大面向，放入其新建構的票房預測模型，

試圖幫助製作公司在電影製作前進行票房預測。但 Ghissa 等學者在研究過程中

也提到，這樣的研究在初期情境的設定上尚需仰賴各製片公司大量且詳細的內部

數據提供，方有機會取得相對準確的票房預測。故本研究認為，實務上除非是做

為公司內部評估使用，或有公司願意提供數據產學合作，不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

出發尚有一定難度。 

 

5. Eliashberg 等學者結合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與核方法的電影票房預測模型 

    一些研究電影票房的學者認為電影故事線（Storyline）的好壞對於電影最終

票房回收具有高度預測性（Eliashberg et al., 2014；Blacker, 1998；Field, 1998；

Hauge, 1991），但礙於劇本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較偏向質性的文本分析，且與評

估者個人主觀偏好有關，故在蓋洛普與漢德爾之後近二十年的電影票房預測研究

中，較少甚至幾乎沒有以電影劇本來進行票房預測的相關研究。直到 Eliashberg

等學者的出現，才有了參考電影故事線的內容進行分析的票房預測模型。 
 

    Eliashberg 等學者是近期好萊塢電影票房研究中，較從前期開發觀點建立票

房模型的學者們。在其歷年的研究中，重新提出了劇本內容分析對票房預測的重

要性，認為找出迎合消費者喜好的故事內容，更有機會取得票房上的成功，並提

出若欲就電影前期開發階段進行票房前期預測，需從二個面向思考，（1）心理層

面：著重探究個人（消費者）決定觀賞電影的原因。會依靠觀影心得、市場需求、

價值觀、個性偏好與目標族群特性等方面，來確定消費者觀賞電影的行為。（2）

經濟學層面：探討各項影響電影的變數（如：電影類型、等級、預算、廣告等），

藉以預估可能的電影票房（投資回收表現）。反映到其電影票房模型的設計上，

Eliashberg 等學者參考好萊塢相關研究電影票房書籍，結合編劇領域知識、自然

語言處理技術9和統計迴歸方法，提出質（運用自然語言技術進行劇本分析）量

	  	  	  	  	  	  	  	  	  	  	  	  	  	  	  	  	  	  	  	  	  	  	  	  	  	  	  	  	  	  	  	  	  	  	  	  	  	  	  	   	  	  	  	  	  	  	  	  	  	  	  	  	  	  	  	  
9人工智慧領域中的一個分支，著重在透過文字或字詞的輸入，企圖讓機器「理解」人類的語言

的一種技術。運用在劇本分析上，則著重在透過字詞的輸入，讓機器進一步解讀人類的情感與思

考，進而了解消費者可能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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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多元迴歸分析影響電影票房的因素）並行的電影預測票房模型假設，認為

電影可以透過統計分析和電腦模型了解各個國家對同部電影評價上的差異，而自

然語言技術所採用的數據挖掘（data minig）方式，則可以評估出劇本相對價值，

找出成功的電影劇本具備的結構性規律，幫助電影產業的決策者對劇本的直覺性

判斷轉化為可測量的一種策略，進而做出更準確的判斷（Eliashberg et al., 2006,  

2007, 2010）。 

 

    在自然語言技術機制使用的設計上，Eliashberg 等學者透過劇本以及詞袋、

語意等方式進行劇本分析，並以電影前提設定（Clear Premise）、結局合理性

（Logical ending）、人物出場明確性（Early exposition）和故事邏輯性（Coincidence 

avoidance）為主要四個評測標準，請受測者針對每部他們所挑選過的電影回答

22題是非題（見下表 2-4）後，將答案輸入到有設定詞袋、語意的票房模型程式

中，藉以分析消費者喜好，作為票房預測的參考。Eliashberg 等學者利用此模型

分析了 2001 - 2004年間發行的 281部電影的故事（劇情）大綱，並將其拆分為

二組，先以其中 200部進行模型校準後，來嘗試就剩餘 81部進行票房預測。 

 

表 2-4 Eliashberg et al.（2007, 2014）評估劇本要素表 

變量 內容描述 備註 
影片類型 

Genre 
劇情片、驚悚片、愛情片、恐怖片、喜劇片、

科幻片、闔家觀賞片、動作片 
 

電影前提設定 
Clear Premise 

電影前提設定明確 
(開場 5-10分是否可明確了解主題) 

• 用一個形容詞形容主角 
• 用一個形容詞形容反派 
• 賦予主角一個所有人都認同，且難
以抗拒的目標 

目標消費者 
Important Premise 

目標消費者明確  

共鳴 
Familiar Setting 

故事情節對消費者是熟悉的  

人物出場時間 
Early Exposition 

是否故事前面就明確解釋人物角色 
(主角、人物、目標) 

• 主角是否能讓人認同 
• 可以從主角身上學到東西 
• 有強烈及引起別人願意看下去 
• 讓消費者相信主角會奪得勝利，帶
著對人性的渴望，面對一個有說服

力的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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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邏輯性 
Coincidence Avoidance 

故事遵循邏輯和因果關係(避免巧合)  

故事關聯性 
Inter-Connected 

每個場次是否有逐步推進情節，並與故事主

要事件有所衝突/相關 
 

驚喜/亮點 
Surprise 

故事中有驚喜元素，且合乎整個故事前後和

邏輯 
 

期待度 
Anticipation 

故事是否會讓讀者期待接下來故事的發展  

回憶場次 
Flashback 

劇本中是否有回憶場次  

動機/目的性 
Clear Motivation 

故事主角是否有明確動機且在故事結束時

完成 

• 主角的目標是否在結局是清楚呈現 
• 主角下一步的行動線索是主動發掘
還是自動而知 

主角面向 
Multi-dimensional Hero 

主角性格是否具多樣化 
• 主角個性是消極還是積極 
• 是其他人告訴主角怎麼做，還是主
角告訴其他人怎麼做 

弱點 
Hero Weakness 

主角性格上的弱點  

仇恨 
Strong Nemesis 

故事情節中是否有強烈的仇恨可以推進故

事 
 

同理心 
Sympathetic Hero 

故事主角是否能引消費者共鳴  

邏輯性 
Logical Character 

劇中角色行為是否合乎人常理判斷  

成長性 
Character Growth 

劇中角色是否有成長  

重要衝突 
Conflict Lock in 

劇本中是否有重要衝突或轉捩點，且情感強

烈 
 

衝突面向 
Intensity of Conflict  

主要衝突具有多個面向  

衝突爆發 
Conflict Build up  

劇中各角色對主要衝突是否有各自強烈立

場且自然 
 

衝突產生 
Conflict Lock in 

前面是否有預先埋伏衝突的  

衝突解決 
Unambiguous 

Resolution 
透過主角間的凝聚共識，不含糊解決  

可信度 
Believable Ending 

結局具合理性  

結局 
Surprise Ending 

出乎意料的驚喜結局  

 
資料來源：Eliashberg et al.（2007, 2014），本研究整理 

 
    而觀察 Eliashberg 等學者建立電影票房預測模型的軌跡，發現其一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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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時非以完整劇本進行評估，主要是因所取得的劇本多半為拍攝版劇本，

而不是最初製片公司下決策的第一稿的劇本，故這些學者再剛開始建立模型時，

則以仿效蓋洛茲的方式，運用專業影評所寫的故事梗概作為受測者判準依據，但

這樣的方式除了劇本可能會因為監製、導演等主創團隊加入後產生些微落差外，

如何完整陳述故事梗概亦會影響到受測者的回答。二Ｏ一四年，Eliashberg 等學

者（2007, 2010, 2014）將原本僅用故事梗概的判讀方式改為完整劇本，採用高層

次（人工）結合低層次（電腦）的分析方式，就劇本類型與內容，以文字探勘、

核方法10、支持向量機等電腦分析結合人工分析的方式，來進行票房預測。雖然

Eliashberg 等學者打破了以往迴歸進行電影票房預測的模式，但這樣特定區間與

樣本數抽樣方式，仍不免會有因鍾型曲線這樣以平均值作為預測基礎的迷思，而

產生一些因樣本而與實際票房有所誤差的情況，但直到現在，Eliashberg 等學者

所採用的票房預測模式仍屬目前最貼近預測電影前期評估時的模型。 

 
    漢德爾時期總結了電影各個階段可能影響票房成績的因素，成為後面學者如

李特曼、Sharda 與 Delen、Eliashberg等學者進行票房研究預測因子的借鏡。相

較於漢德爾時期，李特曼為始的這些偏向以量化方式建構票房模型的學者，主以

電影產業價值鏈順序作為提取電影票房的因子，並且重新調整了漢德爾以時間序

列作為評估的排序。除此之外，李特曼等學者們所採樣的研究內容，多半取自相

對可量化的資料，不若漢德爾時期以民調為研究基準。而前述這些票房預測模型

的建構上係由各種票房影響因子組成，雖然反映出電影票房預測上的複雜度，但

這也是造成票房預測不易準確的原因。 

 
    由於李特曼時代電影票房數字並不是個容易取得的數據，所以在票房模型的

預測上只能以電影 DVD出租給消費者的租金收入來替代電影票房。雖然租金收

入與電影票房具有一定的關聯性，但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雖然李特曼的票

房模型能夠在思路上啟迪後面學者，但其預測準確度除了資料取得不易外，歸因

於電影票房本就無法預測，故未必能讓相關學者或業界人士所接受。但我們仍舊

可以看到從一開始李特曼制定一套變量標準後，隨著科技的進度，在電影票房的

	  	  	  	  	  	  	  	  	  	  	  	  	  	  	  	  	  	  	  	  	  	  	  	  	  	  	  	  	  	  	  	  	  	  	  	  	  	  	  	   	  	  	  	  	  	  	  	  	  	  	  	  	  	  	  	  
10核方法 kernel methods (KMs)是一種模式識別的算法，用於解決非線性模式的問題分析，目的是
找出並學習一組數據中的相互的關係。用途較廣的核方法有支持向量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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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開始有用運用大數據（如：Sharda ＆ Delen）、數據挖掘、自然語言學習

法（如：Eliashberg et al.）等不同研究取徑，來進行電影票房預測。電影票房預

測成果的研究上，似乎越來越蓬勃發展。 

(三) 二ＯＯ六年－口碑與社群影響力開始發酵的大數據階段 

    新科技帶來的收視習慣轉移，輔以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及智慧型裝置

（如手機、平板電影等）的快速發展下，大大地改變了閱聽人取得訊息的經驗。

電影消費者在訊息的取得與交流上更即時、互動，因此也出現了以「消費者」為

核心，重視消費者在單一社群平台（如：谷歌（google）、維基百科（Wiki）等）

上對電影的「關注」以及「口碑」效應的票房研究，而這些以消費者為導向的票

房預測模型研究，是否可作為建立票房評估指標之參考？茲簡述如下： 

 
1.新聞分析法票房預測模型： 

    Zhang 與 Skiena（2009）在假設成功電影往往伴隨著明星、導演、電影本

身相關新聞的高曝光度情況下，以 IMDB與 Lydia新聞為數據來源，採用迴歸以

及 K-NN11（K-nearest Neighbor Model，又稱最近鄰居法）建立票房預測模型，

透過電影相關變數以及電影新聞為二大類變量進行票房預測分析（見下表 2-5）。 

 

表 2-5 新聞分析法使用的電影數據表 

 電影相關變量 

（IMDB數據庫） 

電影新聞數據 

（Lydia新聞） 

 

影

響

因

素 

/ 

自

變

MPAA電影評級 一般 電影新聞數據： 

此研究中的電影新聞數據來源於 Lydia新

聞系統，該系統可以對每天的網路新聞進

行即時且高效的分析，信息源涵蓋約 1,000 

個全國和地區的新聞報導。 

 

Lydia 生成的是個體數據庫，分別記錄每

影片類型 商務 

出品國 犯罪 

是否為續集 健康 

製作預算 政治 

檔期 體育 

銀幕數 媒體 

	  	  	  	  	  	  	  	  	  	  	  	  	  	  	  	  	  	  	  	  	  	  	  	  	  	  	  	  	  	  	  	  	  	  	  	  	  	  	  	   	  	  	  	  	  	  	  	  	  	  	  	  	  	  	  	  
11 K-NN(最近鄰居法（KNN演算法）是一種用於分類和回歸的無母數統計方法。KNN認為一個
物件的分類是由其鄰居的「多數表決」確定的，如果一個樣本在特徵空間中的樣本中的大多數屬

於某一個類別，則該樣本也屬於這個類別。最近鄰居法採用向量空間模型來分類，概念為相同類

別的案例，彼此的相似度高，而可以藉由計算與已知類別案例之相似度，來評估未知類別案例可

能的分類（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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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首週票房  一個數據個體的每日文章數，每日頻率以

及反應計數（正面或負面）。 全球票房  

資料來源：Zhang & Skiena（2009），Fan lank（2016年 4月 14日） 
 
2.其他基於用戶生成內容的票房模型 

    隨著科技帶動社群網路的發達，票房的研究上開始出現一系列以「用戶內容

生成」為主，著重口碑與票房關係的模型研究。這些以線性迴歸為基礎的票房預

測模型如Mishne 與 Glance（2006）的 Blog票房預測模型；Asur 與 Huberman

（2010）的 twitter票房預測模型以及 Google 基於擁有全球海量的用戶行為數據

為基礎，所進行電影票房的預測模型（Panaligan, R., ＆Chen.A, 2013）等，均取

得了不錯的研究成果。Google在二Ｏ一三年 6月 對外公開的票房預測模型白皮

書 Quantifying Movie Magic with Google Search 中，即提出了若干票房預測模型

之基礎，其中最準確的甚至可高達 94%的準確度（王雪娟，2015）。除了透過線

上社群平台作為票房模型外，Shugan, S. M.（2000）採實證研究法與團體評估法，

透過以人為核心的觀察方式，就電影開發期、製作完成到上映期以及上映檔期等

三個電影產業鏈中不同時期，試圖建構電影票房的預測模型。總體而言，以消費

者需求為主導的票房模型，重視消費者訊息來源的取得方式，從何處可得知消費

者想法，或那個網路平台的消費者數位足跡較具指標性，對這些學者來說，就多

了ㄧ個可作為研究電影票房預測的選項。 

 
茲將上述這些票房模型所採用的自變量整理如下：  

 
表 2-6 用戶內容生成法使用的電影數據表 

 自變量 
Shugan, S. M. 
團體評估法 

Blog 
票房預測模型 

Twitter 
票房預測模型 

Google 
票房預測模型 

電

影

產

業

鏈 

製

作 

製作團隊經歷 

（編劇、導演、製片、演員等） 

   

宣

發 

電影搜索量  電影搜索量 電影搜索量 

電影吸引力   廣告點擊量 

映

演 

 上映檔期   

 首映週票房   

 戲院上映廳數  戲院上映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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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口碑 消費者評分高

低 

資料來源：Mishne ＆ Glance （2006）；Asur ＆ Huberman （2010）；Panaligan et al.
（2013）；Shugan, S. M.（2000）, 本研究整理 

    從上面這些票房模型來看，不難發現學界與業界對電影票房與消費者口碑之

間關係的日漸重視。Google 票房預測模型的成功，顯示著在互聯網愈發蓬勃的

時代下，大數據或能成為未來電影宣傳操作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其預測模型隨

時可能會因為電影宣傳策略，或電影上映後口碑的評價高低，有時效性地反饋在

這部電影、電影預告搜索量，以及呈現出來口碑正向或反向的預測反應上，惟電

影宣傳策略的走期本就以上映前二周為主，使得這些靠數據說話的模型預測時間

離上片時間太短，除了相對無法提供製片方或是宣發方更多彈性的空間就票房預

測成果進行戰略調整外，更無法就電影內容本身進行調整，僅能就預測的成果減

少該部電影的宣傳支出，減少投資上的虧損。 

 
（四）電影票房模型影響因素彙總表： 

    將表 2-7中各學者票房模型採用之自變量，對比綠燈系統，依電影產業價值

鏈的前、 中、後期排序彙整如下表所示： 

 
表 2-7 各電影票房模型採用影響票房因子比較表 

影響票房因子 

綠

燈

系

統 

喬治・

蓋洛普

電影消

費者研

究法 

里奧・

漢德爾

電影消

費者研

究法 

巴里

・李

特曼

模型 

神經(動
態神經)
網絡票房

預測模型 

結合自然語言

處理技術與核

方法的電影票

房預測模型 

新

聞

分

析

法 

團

體

評

估

法 

Google等
用戶內容

生成法票

房預測模

型 

創

意

與

製

作 

片名  ●        

影片類型 ●   ● ● ● ●   

劇本內容 ● ● ●   ●    

MPAA分級 ●   ● ●  ●   

題材來源 ●   ●      

出品國家 ●   ●      

製作團隊 ●   ●      

演員 ● ● ● ● ●     

製作預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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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 ●    ●     

續集 ●    ●  ●   

宣

發 

與

映

演 

影評    ●      

發行商 ●   ● ●  ● ●  

發行規模 ●   ● ●  ● ● ● 

上映檔期 ●   ● ●  ● ●  

行銷策略與

團隊實力 

● ●  ●      

獲獎能力    ●      

網路搜索量 ●        ● 

消

費 

消費者口碑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可知，對比綠燈系統，李特曼與神經網絡票房模型與綠燈系統的判斷脈

絡較為接近，二者均以整個電影產業價值鏈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為自變數，進

行票房預測。而自然語言處理法與漢德爾等人的電影消費者研究法，則更加重視

電影的內容研究，認為從電影開發及挑選劇本時，即可針對電影內容與類型提出

客觀決策建議。李特曼與神經網絡等票房模型則在其演進過程中，試圖以量化方

式將電影產業鏈中後期電影試映、播映時的口碑，或宣傳行銷操作時造成的聲量

等各種票房影響因素納入自變數中，希冀從市場反饋中增加票房預估的準確度，

幫助電影投資人進行電影票房的預測。綜觀上述這些電影票房預測模型假設建立

的脈絡，除了 Eliashberg等學者（2007, 2010, 2014）結合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與核

方法的電影票房預測模型，及 Ghiassa等學者（2015）的動態神經網絡的票房預

測模型二種是以電影開發前期為主要評估目標，進行票房預測並提供客觀評估建

議外，其他電影票房模型研究並非以電影開發及製作階段預測票房而設計，而是

以電影製作完成後到映演階段的票房預測準確性為研究主軸進行票房回測。這些

以電影發行階段為主要電影預測模型基準的研究，也難免因為預測模型所研究的

範圍都是過往且具一定時間段的資料，若將其應用到當下電影預測上，可能會因

社會環境或消費者喜好改變而產生的誤差，不但如此，在其研究結果多偏屬於鐘

型曲線這樣的平均值情境下，對於找出正向黑天鵝的成功電影作品具有一定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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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除此之外，此類的研究亦會因其所涉及討論的自變量多，在預測因素的選擇

上，也相對容易因各項評估要素選擇上或比重上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 

 
    上述票房模型看似相對無法從電影前期即提出電影投資決策之建議，卻也再

次證明了電影投資無法預測的特性，也促使了有學者開始思考電影開發前期做好

風險把關的可能性，藉以提高投資回報率，啟發了如 Eliashberg等學者 （2007, 

2010, 2014）與 Ghiassa 等學者（2015）這些專研電影產業前期投資評估的研究。

這些學者的研究除了延續其他學者電影票房預測模型的自變數因子外，更試圖從

風險角度，或不同面向，提供在電影投資評估及票房預測上的參考。總體而言，

從電影產業價值鏈觀之，電影前期的投資評估除了劇本之外，也因為包括了製作

預算、演員、行銷策略等面向，牽涉到層面較廣，本就無法單就某單一因素進行

投資評估。相較於其他票房預測模型在建立的假設中，或多或少有著以成敗論英

雄的敘事謬誤，致使無法全盤接收，而本研究係以風險掌控為前提，建立初階段

評估指標，故指標選擇上會優先以同為電影前期評估的 Eliashberg 等學者（2007, 

2010, 2014）學者所提出之票房模型為基準，而其他學者於票房預測模型則或許

可以幫助本研究在建立電影開發階段評估指標時，提供可能缺乏的考量因素的補

充，可助於本研究進行電影開發階段投資評估指標的建立。 

 
    除此之外，近期因互聯網興起，電影票房預測開始傾向以單一因子做為電影

票房預測，如新聞分析法、Google 預測模型等票房預測模型因用戶行為數據化

而生，其準確性亦大幅提升，惟因預測時間距離上映時間甚短，電影投資方或製

片方無法就電影內容本身進行調整，僅能以調整行銷預算，或降低海外發行國家

數、版權預售等策略以減少宣發投入成本、優先取得版權收入，來控制投資回收

風險。也因此，這些票房預測的成效對於已經拍攝完成的電影作品所花費的製作

成本等風險並無法事先避免，僅能幫助投資人做事後的投資風險彌補，無法在前

期評估電影時提出建議。但消費者對於電影類型、內容等喜好的反應，卻可以成

為歷史數據資料，作為前期開發時的參考。 

 

    從漢德爾時期發現影響電影票房的因素；到李特曼時期開始透過各種不同的

模型、迴歸演算方式與實驗，來驗證各項電影票房因素的影響力大小；再到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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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除繼續就影響電影票房因素進行研究外，更多了隨科技與社群網路興起而產

生以消費終端需求的電影票房研究。惟無論哪個電影票房預測模型，「內容（劇

本）」與「成本（製作成本）」加乘的化學效應，可說是一部電影在投資決策中重

要決定關鍵。而「內容」的優劣與合理的製作成本成就了電影品質，直接影響消

費者購買電影票意願，以及觀賞電影後是否產生共感與口碑效應。這也恰恰好驗

證了劇本是一劇之本這個亙古不變的道理。下面將就上述表 2-1、2-2、2-4、2-7

所整理及歸納出的好萊塢電影模型中影響評估決策的票房因子，透過闡述與歸納

影響電影票房因素，希望能全面性地萃取初步台灣電影投資的評估指標。 

 

二、影響電影票房的因素彙整 

    影響電影票房因素的研究上，除了上述以建構票房預測模型的研究之外，亦

有單就影響票房的可能成因上進行探討，如 Chang 與 Ki（2005）以品牌相關變

數（續集、導演、演員）、客觀特徵（預算、電影類型與 MPAA 評級）、訊息來

源（影評與觀影者評價）與發行相關變數（發行規模與檔期）四大要素進行探討；

Henning − Thurau 等學者（2006）則以影片特徵（導演、明星、文化熟悉度）、

行銷策略（廣告宣傳、暑期發行）與外部非製片（影評、獲獎與觀影者知覺品質）

等三大要素進行美國電影票房之分析，而這些大多數研究的影響因素來源，亦未

跳脫以電影產業鏈中可能會影響票房的因素。 

 

    電影製作完成到上映產生票房的過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透過各

個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影響才會造成最終的票房成績。是以，除了從前述以票房

模型來看評估電影票房的因素外，本研究亦試圖將電影產製過程中的風險影響因

素，結合前述票房模型中之變數與單一評估電影投資要素進行交叉比對，並就上

述歸納出的某些單一影響票房因素梳理如下： 

 

(一)電影類型： 

    「類型」（genre）這個名詞是由文學研究而來，指的是不同的敘事慣例。對

電影而言，類型是一種符碼、慣例、視覺風格的系統，讓消費者透過稍微有些複

雜的認知過程後很快地判定他們所看到的東西是何種敘事（林文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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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類型往往是觀影者選擇觀看電影時，最具影響的參考指標（Austin, 

1981）。許多票房模型的研究上，均嘗試透過分析電影類型與票房的關係，做為

其預測電影票房的依據（如：Litman, 1983；Sochay, 1994； Sharda & Delen, 2006；

Eliashberg et al. 2006, 2007, 2014等）。De Vany 與 Walls（2002）認為要平衡電

影投資風險，需要將問題延伸到如何組合出最佳電影規格，電影類型、故事情節、

卡司強弱都是重點，因一部電影需要在 1 ~ 2個小時內呈現出故事的複雜性和深

度，使得電影類型分類不會只有像喜劇片、愛情片、科幻片、動作片這樣單一種

類型，而是可以像愛情喜劇片、科幻動作片這樣互相並用的（Ghiassa, M. et al., 

2015）。也許正是因為電影類型的複雜性，大多數研究對於類型對票房收入影響

的程度高低未有明確的答案（Elberse & Eliashberg, 2003），但卻無法否定某一些

電影類型的確較受消費者愛戴。據這些學者研究的資料得知，以美國市場所上映

的電影中，普遍認為劇情片通常與電影票房呈現負相關，而科幻題材和喜劇類型

電影與票房的表現則呈現正相關（Litman, 1983；Sochay, 1994；Chang & Ki, 2005；

Terry et al., 2005；Ghiassa, M et al., 2015）。 

 

    而在國片的研究上，高立翰等（2013）和林怡萱（2014）分別指出刺激感官

類或本土題材類型對於電影票房具有正向影響；而林谷峻（2014）則認為台灣國

片仍以愛情喜劇或文藝等類型片較受觀影族群青睞，且認為在電影類型與票房高

低差異較大的情況下，電影類型不夠明確，相對容易對票房預測產生影響。 

 

(二)電影分級： 

    電影分級（rating）制度因與消費者可進電影院觀賞電影的人口基數有關，

因此多數學者認為會對票房產生顯著影響。美國電影的分級制度歷經多年演進，

直到一九九Ｏ年才由美國電影協會（MPAA）確立現行的電影六大分級制度，用

來評估電影內容的色情、暴力的動作或語言，簡述如下：G 級（General 

Audiences-All Ages Admitted）普通級：所有年齡均可觀賞；PG 級（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 Some Material May Not Be Suitable；For Children）輔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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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父母的陪伴下觀看，有些鏡頭可能會讓兒童產生不適感；PG-13級（Parents 

Strongly Cautioned, Some Material May Be Inappropriate For Children Under 13）特

別輔導級：13 歲以下兒童需要有父母陪同觀看；R 級（Restricted, Under 17 

Requires Accompanying Parent Or Adult Guardian）限制級：17歲以下必須由父母

或者監護人陪同才能觀看；NC-17 級（No One 17 And Under Admitted）：17 歲

或者以下消費者禁止觀看；另外還有一種M, X or P級：這系列級數因都屬限制

類級，基本上不適合在各大院線裡公映。雖然美國目前並無明文規定電影製片公

司需將電影交至美國電影協會進行等級評定，但 MPAA 評級對好萊塢電影就像

一種內容級別上的認證。對製片商來說，被認證過的電影才得根據級別來投放廣

告，進而吸引潛在消費者購買電影票（賴文遠，2005）。對美國電影來說，想透

過宣傳與消費者溝通，爭取他們進電影院的機會，就一定要取得電影分級證明。 

 

   從一些美國的研究來看電影分級與票房之間的關係，發現擁有較大消費群體

的普遍級與輔導級的電影，除了約佔美國總上映電影數量的一半左右，也相較於

其他級別的電影，更容易取得票房成功（De Vany & Walls, 2002；Lasaygues, Victor 

José, 2016）。而若單以普遍級與輔導級這二個級別進行比較，多位學者的研究中

均顯示，輔導級電影被認為是美國電影市場投資回報最高的（De Vany & Walls, 

2002；Simonton, 2005b；Litman & Ahn, 1998；Walls, 2005）。反之，限制級電影

因屬所有電影級別中人口基數最好的，故成為所有類別中風險最大、投報最低的

一個級別。多位研究電影票房的學者均表示，當影片屬於限制級時，往往會對票

房產生負向影響（Chang ＆ Kai, 2005；Terry et al., 2005；Musun, 1969；Litman, 

1983；Sawhney & Elishberg, 1996）。 

 
    台灣電影分級制度12自 2015 年 10 月 16 將原本普通級、保護級、輔導級以

及限制級的 4分級中的輔導級，再細分為輔導 12歲級以及輔導 15歲級，變成 5

分級制。其中，普遍級：一般消費者皆可觀賞；保護級：未滿 6 歲的兒童不可

觀賞；輔 12級：未滿 12 歲的兒童不得觀賞；輔 15級：未滿 15 歲的兒童不得

觀賞；限制級：未滿 18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不能觀賞。林谷峻等（2014）與高立

	  	  	  	  	  	  	  	  	  	  	  	  	  	  	  	  	  	  	  	  	  	  	  	  	  	  	  	  	  	  	  	  	  	  	  	  	  	  	  	   	  	  	  	  	  	  	  	  	  	  	  	  	  	  	  	  
12文化部官網：http://cinema.bamid.gov.tw/TheaterMangSystem/Pages/MovieRating/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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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等（2013）曾針對電影分級進行國片票房研究，將電影級數分為輔導級以上以

及限制級，發現輔導級以上的國片對票房影響結果雖呈現正相關但不顯著，推測

可能是國片在拍攝的階段便如同國外 Terry等學者（2005）的研究發現一樣，製

作公司會將原本限制級的影片下修至輔導級，透過取得較多的觀影人口來保障票

房回收的可能性。 
 

(三)出品國家： 

    電影源自於何處也會影響到消費者的選擇。Litmam, B. R.（1983）的研究中

指出，電影出品國（country of origin）為誰，往往指涉出該部電影某種文化或特

殊影視風格，進而影響到消費者的決定。美國因其遍及全球的影視產業優勢，使

得美國消費者對於選擇非美國出品電影的可能性相對低，除此之外，研究亦指出

喜好藝術影片之消費者反而較願意去觀賞不同國家的電影（Austin, 1981, 轉引自

季恩揚，2016）。 

 
    惟若以版權販售的角度來看，Henning − Thurau 等學者（2006）發現文化的

熟悉度（cultural familiarity）也是影響電影成功的一個因素，電影內容越具有文

化親近性的特質，越容易在其他海外國家取得較高的票房回報。而高立翰等（2013）

以好萊塢與台灣電影進行票房研究，顯示出好萊塢與台灣兩地除因產業規模造成

製作成本上的差異外，輔以好萊塢全球化的商業設定，使得台灣國片在票房的表

現上相對明顯會低於好萊塢電影。 

 
(四)製作團隊： 

    Shugan, S. M.,（2000）認為，由導演、編劇與製片等人建構而成的製作團隊，

是構成電影與票房是否成功的指標之一。從資訊傳遞的角度來看，一部電影是否

被消費者注意，取決於這部電影是否具有吸引力，而吸引力來源除了演員之外，

某部分亦來自於製片公司以及整個製作團隊。當團隊工作關係良好時，不但整個

電影的質感與效率會有所提升，對電影票房績效亦有相當顯著的影響。許多票房

相關的研究均指出，具成功作品經驗以及口碑的製片公司通常較能成功吸引到高

額投資者的目光，進而拍攝出具一定品質之影片( Chang & Ki, 2005；Litman & 

Kohl, 1989；Ravid, 1999；高立翰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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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整個電影專案的製作團隊中，又以導演最為重要。導演因背負著劇本影

像化與創意的實踐，更是電影專案對外尋找製作資金時，被評估（考量）之重要

選項之一，故其重要性甚至會高過演員（Litman, 1989；Musun, 1969）。而台灣

消費者在國片選擇的偏好上，則較容易受到導演執導評價高低影響，其重要性甚

至大過於演員（許妙如，2012；林怡萱 2014）。若順其思考脈絡，擁有成功作品

的導演，是否就能保證其下一部電影的成功？Simonet（1980）與 Simonton,D. K., 

（2002, 2009）等學者的研究中，均認為雖然導演或製片擁有之前成功電影的票

房保證，惟每一部電影其實都是獨立的個案，不可同日而喻，其下一部片的票房

表現上，甚至有可能會比之前電影票房差。具知名度的導演或製片在影評上雖然

會有正面的影響，但這種的影響主要是來自於該名導演之前的成功作品，僅可以

在宣傳發行階段啟到吸引消費者的作用，消費者最終還是會就所看的電影表達真

實的反應，故會有可能產生負面的商譽風險。Litman（1983）與林谷峻等（2014）

的研究中將時間拉長，以導演前四年影片作品是否有獲獎，來作為評估標準的基

礎，結果顯示票房與導演知名度呈正相關，表示導演若屢屢獲獎或提名，對消費

者來說相對具電影的品質保證，因此對電影票房的正向影響越大。 

 

(五)演員： 

    對於一部電影來說，演員是故事的基礎，好的演員才能將故事情節詮釋得更

好（陳曉春、張宏，2005）。演員對票房的影響一直存在著爭議性，一些學者進

行研究時發現演員知名度的高低與票房呈現正向關係（林谷峻等2014；Canterbery 

& Marvasti, 2001；Litman & Kohl, 1989；Sochay, 1994；Sawhney & Eliasberg, 1996），

認為明星號召力（Star Power）高的演員相對擁有高知名度品牌效益，可以帶來電影

票房的成長，Levin et al.（1997）的研究則發現消費者面對一部默默無名的電影時，

有知名演員參與比較起較不知名的演員更容易讓人產生興趣，但某些學者則認為相

較於導演、電影類型等因素，演員知名度的高低對於電影票房的影響性不高（De 

Vany & Walls, 1999；Litman, 1983；Litman & Ahn, 1998；Prag & Casavant, 1994；

Ravid, 1999）。不但如此，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演員性別與票房的影響亦有所差異，



	  

	  
	  

61	    
DOI:10.6814/NCCU201900760 

De Vany 與Walls （1999）和 Chang 與 Ki (2005)的研究均發現，好萊塢女明星

的影響力大於男明星，且其效用並非在於前期的票房影響力，而在於延長電影在

戲院的上映時間，而 Devany 與 Walls （1999）及 Ravid, S. A.（1999）等學者

的研究則指出演員並沒有所謂明星效果（Star-Power Effect）的存在，即演員在

電影票房回收上並沒有扮演任何關鍵性的作用。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演員與票房之間是呈現負相關的（Chang & Ki, 

2005; Simonet, 1980），這些學者的觀點主要來自於邀請具高知名度的演員擔綱演

出，相對需要更高額的製作成本，在邊際效應遞減的經濟法則下，一個知名演員

所帶來的效益可能很高，但二個以上的知名演員帶來的效益則會越來越降低，並

且，演員的對票房的影響效益會隨著其所參與電影的類型轉變等不確定的因素，

而呈現不穩定的狀態。Wallace 等（1993）的研究指出，在這一部片取得高票房

的 A級明星，也有可能會成為下一部電影的票房毒藥。 
 

    總體而言，演員雖然對票房有一定影響力，但票房成功的電影，並沒有一定

的演員比重或宣發策略可以被複製。可以確定的是，製作公司考量是否聘請知名

的演員助票房一臂之力，對該電影在票房報酬的表現上，至今雖仍有許多變數

（Eliashberg et al., 2006；Simonton, D. K., 2009），且邀請到怎樣的演員參與，著

實受到整體製作預算的影響，是一種整體性的評選過程，但演員選擇的議題，卻

是評估電影票房所不可或缺的評估因子之一。 

 

(六)製作預算 

    製作預算的高低往往會透過特效、演員、美術的呈現，反映在電影品質的優

劣上。而若從風險評估的角度觀之，von Rimscha, M. Bjørn（2009）在其研究中

即表示，上述這些藉由好的拍攝品質，降低投資風險的方法，也同時間增加了製

作預算，無形中使得電影票房回本的困難度增加，顯見製作品質與投資回收的取

捨，一直是評估上很糾結的問題。李特曼（Litman）在其 1983 年所發表的報告

中，即提出製作預算多寡，是判斷電影成功的所有決定因素中，最具爭議性的，

而 Simonton, D. K., （2002）的研究中亦曾表示，許多美國學者曾以試圖多元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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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等方式，就電影前期開發耗費的時間、製作預算與電影品質間提供權衡建議，

但似乎仍無法提出較具體的方案。部分美國研究者甚至認為，平均而言，製作預

算較少的電影因回本的機率看似相對較高，故往往可以獲得更大的投資回報

（Ghiassa, M. et al., 2015；Litman & Ahn, 1998；Basuroy et al., 2003, 2008；Ravid 

& Basuroy, 2004）。 

 

    而台灣國片票房的研究中，林谷峻等（2014）以《台灣電影年鑑》與相關報

導為依據，發現製作成本與國片票房雖呈正相關，但其影響卻與前述電影分級一

樣並不顯著。這樣的情況呼應到電影的評估是一種通盤考量後形成決策的過程，

無法僅憑單一因子進行判準。相同的劇本會因製作預算的不同，展現出不同的視

覺化成果，以及不同的票房成績表現，在預算不高的情況下，電影製作上就會以

減少特效數量或啟用比較不知名的演員等方式，來完成電影作品。 

 

(七)發行策略 

    Eliashberg 等學者（2008）認為，當電影到了發行環節時，追求電影投資回

報的電影發行商與製作商，主要會面臨著兩個挑戰，分別是（1）預測電影票房

以及（2）決定電影上映檔期的發行策略。本研究即以 Simonton, D. K.（2009）

考量的五個影響因素進行梳理：     

 

1. 電影上映檔期 

    受到流行媒體對於電影上映當週週末三日「首週13」票房的重視，使得電影

上映日期顯得格外重要（Eliashberg, et al., 2006）。Einav（2007）的研究即指出，

一部星期五上映電影總體票房成績的 75%以上，會來自消費者在首週末購票進戲

院觀賞電影而來，且這些觀賞人次創造出來的票房成績，亦至少佔了當週票房收

入的 70%以上。Litman 與 Kohl（1989）指出製片或發行商為追求較好的票房表

現，往往會動用他們的影響力，來讓他們所發行影片可以有較佳的上映檔期與戲

院排片率上之優先權。因此，為達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許多發行公司會依循當地

	  	  	  	  	  	  	  	  	  	  	  	  	  	  	  	  	  	  	  	  	  	  	  	  	  	  	  	  	  	  	  	  	  	  	  	  	  	  	  	   	  	  	  	  	  	  	  	  	  	  	  	  	  	  	  	  
13 Box Office Mojo定義首週為「上映日到週日」這段時間，大部分電影都在星期五正式上映，
因此，首週票房就是「星期五至星期日」這三天的票房總合。（vermilion，2014年 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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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習慣或文化等生活型態（如：台灣賀歲檔、清明春假檔等），事先安排電影

上映檔期（Chang & Ki, 2005；Terry et al., 2005），以求可取得好的首週票房成績。

反之，若電影上映沒有安排合宜，電影上映當週非常有可能產生因其他大製作電

影或同類型電影的排擠效應，導致電影在上映當週，無法擁有較高的曝光度與話

題性以吸引消費者，在失去媒體、消費者與其他版權商關注的情況下，電影很容

易上映 1 - 2週就黯然下片，形成投資人或製作公司在投資上的虧損，足見一個

合適的電影上映檔期相對重要。 

 
    美國電影業有六個重要時段，分別是：美國總統日（華盛頓日）、陣亡烈士

紀念日（Memorial Day）之前不久的夏季、美國獨立紀念日、復活節週末、聖誕

假期、勞動節週末（Litman & Koshl, 1989，引自 Einav, 2007）。在這些檔期中，

暑期檔可謂第一大檔期，電影發行公司往往較可能在此時期推出各類大製作、大

卡司的電影（Chang & Ki, 2005；Hennig-Thurau. et al., 2007；Litman & Ahn, 1998；

Litman & Kohl, 1989；Sochay, 1994）；而第二大檔期則是復活節（Chang & Ki, 2005；

Litman, 1983；Sochay, 1994）以及闔家觀賞類型為主的聖誕節（Litman & Ahn, 

1998）。Litman 與 Koshl（1989）的研究中將美國夏季（5月到 8月）、聖誕節（11

月和 12 月）以及復活節（3 月和 4 月）三大重要發行檔期的電影建立迴歸的二

進制變量，發現這些檔期與其他非高峰期發行的電影相比，這些檔期的電影與票

房收入上均呈正相關。但在大的檔期上映電影，是否就代表較容易取電影票房成

功？據 Carl Diorio（2003年 6月 15日）的報導指出，雖然這些檔期擁有較高票

房潛力，但這些檔期也是電影競爭最激烈的時候。Litman 與 Kohl（1989）的研

究成果即指出，影響電影票房成功的因素，極大取決於該檔期有無有類型競爭對

手，在面對較多競爭者瓜分市場環境的情況下，反而會削弱票房回收的可能性。 

 

    檔期的選擇除了會受上述季節性與市場性的年度波動影響外，台灣國片更因

受到外片擠壓影響，在檔期選擇上相對受限。主要檔期除與美國一樣會以暑假檔

為主外，另一個則是因特有節慶而生的賀歲檔二大檔期(娛樂重擊，2016 年 01

月 12日，引自網路)，林谷峻等（2014）與高立翰（2013）等研究均認為國片在

春節假期、和寒暑假或特殊節日上映對票房具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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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映規模（電影放映廳數） 

    電影放映方式主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型態，一種是大規模的放映模式，這種

模式多半以闔家歡類型的電影，或是大製作、大場面的動作大片所會採取，漫威

（Marvel）系列電影就多屬此範疇；另一種則是只在十多廳，甚至一或兩個電影

院放映的小規模放映模式。這類電影則會以藝術類、影展類型的電影為主

（Simonton, D. k., 2009）。      

 

    許多好萊塢學者的研究均認為，電影發行時的規模（上映廳數）與票房收入

往往呈正相關，（De Vany & Walls, 2002； Hennig-Thurau et al., 2007；Sochay, 

1994），且認同電影上映首週票房對整體票房的重要，而電影票房的走勢多屬於

邊際效益遞減快速的產品，當進入到第二週後，雖然電影的放映廳數仍然與票房

收入呈正相關，但一旦達到市場飽和度，電影放映廳數跟票房的關係就會急速減

弱直到電影下片（Basuroy & Chatterjee, 2008）。除此之外，Simonton D. K.（2005b）

的研究曾指出，上映規模的大小往往與影評評論的好壞呈現負相關，相較於大製

作、大卡司的商業電影，這些影評多相對偏好小眾的藝術類型電影。可見電影院

就一部電影放映模式的決策上，並非僅以影評評論的優劣來判斷，靠的往往的是

電影院根據對市場經驗的判斷，以及與電影發行公司協議後的結果。 

 
3. 電影發行公司 

    許多獨立電影製片人會選擇在一些重大影展的市場展如：坎城影展、柏林影

展或香港國際電影節等，來展示電影作品，希望能取得全球性型電影發行公司（如：

華納兄弟（Time Warner）、哥倫比亞（Sony）、二十世紀福斯（Twentieth Century 

Fox）等）在發行上的支持合作，或其他地區版權預售的可能，藉以增加投資回

收率。然而 Chang 與 Kai（2005）的研究發現，發行公司屬全球型或地方型的

型態與電影成功與否有時沒有太大關係，但較有影響力的發行公司的確更容易與

電影院協商並確認電影上映日期，同時亦有助於延長上映週數（Simonton, D. k.,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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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行費用 

    電影宣傳策略是吸引消費者進電影院，進而傳遞口碑的重要關鍵。電影需要

可以和消費者溝通的管道，方能促使消費者對電影產生興趣，Litman 與 Kohl

（1989）的研究即提出「廣告」是電影向消費者傳遞訊息的一種方式，確實具有

吸引消費者購買電影票的效果，電影製作公司多半在初期製作預算的規劃上，會

將部分製作預算提撥到電影行銷廣告的購買或投放上，以增加票房回收的機會。

實務上電影製作公司與電影發行公司多會透過電影的製作預算，以及演員知名度

的高低，來預估電影宣傳發行費用，但因宣發的費用往往不會顯示在製作預算上，

所以目前較難有相關實證研究，來了解發行預算與票房成敗的關係（Simonton, D. 

k., 2009）。不過，這並不表示發行費用的高低與票房關係不大，Prag 與 Casavant

（1994）曾從 652部電影樣本中取其 195部電影的“宣傳印刷品和廣告”數據進行

研究，發現有得獎或入圍的電影，對電影宣傳上來說有一定的幫助，該部電影甚

至可能因為得獎而取得更多媒體的關注，進而影響票房收益（Litman, B. R., 1983）。

除此之外，肇因於科技與網路飛速進步，越來越多消費者慣於從網路接受各項資

訊，以往傳統媒體廣告進行電影宣傳的方式不再適用，Zufryden（2000）的研究

即認為，佔宣傳發行曝光管道中愈發重要的網路，是現今電影行銷中不可或缺且

最具效率的管道之一，發行公司可透過網路即時、無國界地提供電影最新的相關

資訊，幫助觀影者掌握最新消息，促進消費者購票意願。在宣發預算中提撥足夠

的網路宣發費用，可幫助發行公司透過網路，即時、無國界地提供電影最新資訊，

促進消費者購票意願。顯見發行費用高低、分配比例，及發行宣傳策略所思考的

曝光渠道，不但影響著這部電影的能見度，更間接影響著電影票房。 

 

5. 同檔期競爭者 

    Sochay（1994）認為一部片的成功與否，與其本身和其他電影在相同時間上

映時，消費者願意購票的高低程度有關，這亦是影響票房的重要因素。Krider 與 

Weinberg（1998）的研究認為時機就是一切，電影在其戲院發行時面臨的競爭者

強弱或多寡，與電影票房的回收有著重要的關係。且若同一個檔期上映的所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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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優勢相同，那麼這些電影則可能會因為其發行規模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票房

成績。因為首週末的票房多會落在一定的總票房數內，是故同檔期競爭者彼此之

間的首週票房總數有一種近似零和遊戲般的瓜分效應，故就單部電影而言，其票

房表現與獲利回收上呈負相關（Litman & Ahn, 1998；Sochay, 1994）。 

 

（八）附加價值與資源整合 

    除了在製作預算上精打細算外，尋求資源(如：政府、企業、民間團體等)或

是異業合作也不失為一種可以降低投資成本的方法。美國影劇的商品置入可追溯

到 20世紀 40年代後期，類似 P&G（Procter & Gamble）這樣的公司開始出資贊

助當時的肥皂劇，條件是希望將公司相關的商品置入到劇本的對白中。商品的置

入主要有自發性的提供贈品、提供置入金，或從創意的角度（如：詹姆斯・邦德

（James Bond）系列電影與汽車業者合作等），在劇本端就全面性的置入合作等

等（Eliashberg, et al., 2006）。好萊塢電影製作公司在製作電影時，多會根據不同

合作性質的廠商，採取不同形式的合作，收取相應的置入合作金額。這種方式也

延伸到了台灣電影產業，裕隆集團就參與投資國片《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

並透過這樣的投資策略合作，讓旗下品牌納智捷與中華三菱車款成為片中警車及

男主角座車...等等（凱絡媒體週報 2014年 02月 14日，引自網路）。而除了產業

界的資源合作外，政府支持產業發展所設立的輔導金制度，或各政府為了促進地

方觀光與經濟發展，所提供的獎勵拍片制度或補助（陳曉春、李京，2017；廖淑

華，2009），對降低電影製作成本具實質效益，故應可視為電影專案評估時所考

量的要素。 

 

（九）是否有得獎 

    對於某些電影專案的評估來說，主創團隊（導演、編劇、製片）或是主要演

員是否曾經得獎或是入圍一些重要或知名的影展競賽，也是他們會評估的要素之

一。美國市場主要會以每年的奧斯卡獎及金球獎作為兩大重要的評選參考指標， 

Simonton D. K.（2004）在其票房模型研究中，更曾嘗試將這些獎項轉化成降低

投資風險的考量因素之一。Terry et al.（2005）的研究指出，電影中的主要演員

中有獲得奧斯卡金像獎（Academy Award）者，則該項獲獎演員數越多，會對票



	  

	  
	  

67	    
DOI:10.6814/NCCU201900760 

房有愈顯著的增加效果；Litman, B. R.（1983）的票房模型亦重視把有得到奧斯

卡最佳導演、最佳演員、最佳電影等主要獎項設為其主要考量的要件之一，並認

為得獎電影有利於電影宣傳。而台灣電影市場，則主要會以年度的二大盛事台北

電影節以及金馬獎的入圍或得獎做為評估的依據。 

 

（十）影評與網路口碑 

    觀看電影後發酵的口碑效應，肩負著延續電影生命週期的重要使命。一部電

影票房的成功與否，不僅取決於製作團隊與演員的表現，亦需要專業影評與消費

者口碑評價的助力（Debenedtti, 2006；引自季恩揚，2016），無論電影評價是高

是低，每一個訊息都牽動著消費者購票進電影院的動機。茲分述如下： 

 

1. 影評 

    影評對於票房的影響力受到歷年來研究學者們的一致認同。專業的影評被認

為具有影響力與預測力，可率先獲知電影相關的訊息進而加以擴散，降低消費者

對電影的不確定感，雖然無法直接影響票房成績，但卻能間接地發揮作用，引導

觀影者的觀影決策。正面的影評出來之後，電影的宣傳團隊或發行公司往往會透

過分享等方式，進一步針對該話題進行操作，或者影響消費者口碑的形成（West 

& Broniarczyk, 1998；Basuroy, S., et al., 2003）。 

 

    但並非所有的好萊塢研究學者都認為影評對電影票房具有一定影響力，

Basuroy, S., et al.（2003）的研究發現，負面影評的影響力會隨著時間逐步下降，

但正面影評對票房的影響力則不會隨時間而降低其效應，反而會具有長尾效應；

而 Terry et al.（2005）則指出影評意見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通常效果有限，

且會因影評專業度以及影響範圍而異。 

 

2. 網路口碑 

    網路口碑源自於消費者觀影經驗的分享，2006 年開始就陸續有許多學者進

行相關研究。相較於專業導向的影評，隨著 Blogger、twitter與 Facebook等社交

媒體的興起，源自於消費者觀影經驗分享的網路口碑，同樣受到研究學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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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重視。多數研究的學者認為口碑所引起的討論度高低，與電影票房具有一定的

關係（Asur & Huberman, 2010；Dellarocas et al., 2004, 2007）。其中，Duan et al.

（2008）的研究更發現，一部電影的口碑上就算呈現出正反兩極的評價，但其實

都有可能會造成網路上討論的聲量，進而達到刺激票房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研究均以美國市場為研究基礎，若是針對國際票房，則口碑效應不見得能彰

顯（如 2018年電影《紅雀》在台灣打破了發行公司福斯（Fox）在台灣限制級票

房成績，獲得了全球票房第三的優異表現，但該片在美國的票房表現則不如預期），

說明消費者在觀影的選擇上，可能會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有偏好差異。但隨著網

路社交媒體的逐漸蓬勃，Kim等學者（2013）的研究結果就發現，消費者資訊的

接受度上，可能因網路普及化，使得口碑所形成的電影口碑效應，逐漸超越傳統

媒體所能帶給消費者觀影決策的影響，與高立翰等（2013）參考 Chang 與 Kai

（2005）以及 Terry et al.（2005）所進行台灣電影票房績效模型影響因素研究的

結果不謀而合。 

 

（十一）劇本 

    「電影製片公司往往必須從數以千計的劇本中來決定哪些劇本成為電影。上

述這個過程雖然牽涉到鉅額資金的投入，但是這種的評估，很大程度上是專家基

於經驗和直覺判準的過程（Eliashberg et al., 2007, p. 881）。」歷年來，研究者對

劇本評估上提出了不同觀點，但他們都一致認同劇本在電影評估上的重要性。 

Simonton（2002, 2004）在其研究甚至表示，劇本優劣在預測的準確性上，甚至

會高於卡司對票房的影響力。電影導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曾經指出

「任何偉大的電影都是從劇本開始（Eliashberg et al., 2007, p. 882）。」，蝙蝠俠製

作人彼得·格魯伯（Peter Gruber）也贊同此一說法，認為，劇本是當你完成所有

炫目的視覺設計時，電影院螢幕上最後出現的東西。電影的一切都從那裡開始，

並在這裡結束（Silver-Lasky, 2003）。除此之外，陳曉春、李京（2017）的著作

中也提到，劇本的好壞取決於劇本的價值性，重點係來自於是否可以滿足消費者

的心理或娛樂等需求。Simonton（2009）認為劇本有七個評估劇本的標準，分別

為續集（Sequels）、重拍（Remakes）、改編（Adaptations）、真人真事改編（True 

stories）、類型（Genre）、MPAA評級（MPAA rating）、電影上映期間（Ru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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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liashberg, Hui 與 Zhang（2007, 2010）則以電影前題設定（Clear Premise）、

結局合理性（logical ending）、人物出場明確性（early exposition）和故事邏輯性

（coincidence avoidance）為主要四個評測標準，將劇本拆解為 22個評估指標，

本研究綜合上述二種評估劇本方式，先將劇本評估指標分為題材來源、劇本結構

以及故事主角三大面向進行指標的初步建立，市場性的評估除分散於評估指標內

進行探討外，更將嘗試於訪談中進行探詢。 

 

1. 題材來源：部分學者在電影的研究上多認為劇本源自於一個想法，或是一個

動人的題材。Musun（1969）認為劇本帶給消費者的感受必須是真摯、可信以及

符合當時潮流的，因此改編自小說或耳熟能詳的故事具有群眾基礎，容易引起討

論共鳴，也擁有版權預售、行銷宣傳等優勢；Sood 與 Drèze（2006）則認為，

無論是否改編，電影題材的核心概念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是原創、或從現有基礎上

增添一些新意，以避免消費者因重複或近似的內容而卻步；另外，von Rimscha, M. 

Bjørn（2009）在其研究中表示，好故事的基礎應來自於一種直覺上會讓人願意

相信的故事或情境，用以取得多數消費者共鳴的可能性。顯見，多位作者就題材

來源是否為改編也許並不是特別強調，但卻對題材是否具引起共鳴的群眾基礎的

潛在實力格外重視。 

 

（1）續集： 

    續集電影往往受到首部電影票房成功的影響而生，通常也較一般原創的電影

作品可以帶來較高的票房收入（Chang & Ki, 2005；Ravid, 1999；Terry et al., 2005；

黃琬玲，2007；吳坤宗，2010）。著眼於續集的衍生開發效益，加上消費者對於

電影的熟悉，使得續集電影在宣傳操作的策略上面更容易引起消費者興趣，並且

可以在電影上映前幾週，取得除了電影票房外更多的衍生性商機（De Vany & 

Walls, 1999；Litman & Kohl, 1989；Ravid, 1999；Simonton, 2005b）。然而，續集

電影並無法保證一定可以取得成功，除了續集電影在製作成本上往往會較首集高

之外，也因為投資報酬率係以票房扣除製作成本等支出項後，所精算之結果，故

續集電影票房回收上的利潤往往沒有首集來得高（Carl Diorio, 2003年 06月 15

日）之外，續集電影也往往無法獲得像最佳影片這類電影獎項上的提名（Sim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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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b）。 
 

    在國內台灣電影票房的研究中，林谷峻等人（2014）認為續集或小說及電視

劇改編而成的國片，因為消費者對其有一定的熟悉度，對票房具有正面且顯著的

影響；而高立翰等（2013）則認為續集對票房則不具有顯著的影響。惟若從二Ｏ

一七年底至二Ｏ一八年初的 2部續集國片電影《紅衣小女孩 2》、《角頭 2：王者

再起》來看，它們在票房的表現上的確較首集更加出彩（《紅衣小女孩》票房從

新台幣約 9,000 萬到新台幣 1.057 億；《角頭》票房從約 5,000 萬到破億），但值

得注意的是，這二部續集電影的製作成本上也較首集來得高，仍與上述 Diorio 

Carl（2003年 06月 15日）在 Variety中報導的分析認為續集電影製作成本往往

較第一集高，不見得較第一集電影投資報酬率高的結果相符。 

 
（2）重拍： 

    重拍早期的電影作品對消費者來說就如同續集電影一樣。Simonton（2005b）

以及 Chang & Kai（2005）等學者的研究認為，這些重拍電影因具有一定知名度，

反映在票房上的表現會以首週的票房數字最為明顯，總票房則與之前作品的成績

相近。二Ｏ一八年好萊塢重拍二Ｏ一一年電影《古墓奇兵》，在不考慮通貨膨脹

的情況下，最後二Ｏ一八年全球票房（2.71億美金）的表現與當年度好萊塢女星

安潔莉娜·•裘莉版本的票房（2.74億美金）相差不多，卻反而比二ＯＯ三年續集

電影《古墓奇兵：生命的搖籃》高出進一倍的票房成績14。但也並非所有重拍的

電影都會取得不錯的票房表現。2016 年重拍的電影《Ghostbusters（魔鬼剋星）》

雖然票房不差，但物化男性的角色設定使得口碑反應二極，爛番茄分數則落在

73 - 77%中間。總體而言，無論是重拍或續集，其對消費者的影響均建立在一開

始對題材的熟悉度上，但消費者也容易因對於題材的既定印象而產生排斥或覺得

了無新意的反向效應。 

 
（3）改編： 

    好萊塢電影的改編歷史由來已久，從三Ｏ年代科幻風格的《科學怪人》

（Frankenstein）、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的愛情小說《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14 票房數字取自 boxofficemojo：https://www.boxofficemojo.com/search/?q=Tomb%20Ra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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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等文學作品陸續搬上大螢幕開始，到現在仍被視為經典作品。文學改編

作品一直是電影內容重要的來源之一，甚至奧斯卡等大型影展獎項亦針對改編作

品專門設立一個「最佳改編劇本獎」用以鼓勵相關的影像化改編作品。隨著電影

市場競爭的愈發激烈，除了好萊塢早期常改編的文學作品外，越來越多電影製作

公司希望在有一定群眾基礎，降低製作風險與市場不確定的考量下，開始將既有

的、受歡迎的內容如漫畫、遊戲、小說等「改編」成電影，這樣強調 IP（intellectional 

property, 知識產權）改編的內容製作策略已然成為近期電影產業主要的影視內

容來源（Hutcheon, 2006; Jenkins, 2006）。中國大陸二Ｏ一六年文學改編的電影更

是高達到 45 部，且平均票房在人民幣 2.2 億左右（中國青年報，2017 年 08 月

22日，引自網路）。 

 
    Simonton（2005b）研究改編劇本與票房的關係時，認為改編型態的電影往

往容易獲得專業影評較高的評價，而且在視覺呈現上可堆疊出一定的氛圍與質感，

甚至有些作品還會給消費者有超越原著的感覺，雖不見得可以取得票房成功，但

至少仍會因為原著或原作者的加持而具有一定的賣相。觀察北美這些入圍影展或

是得獎的改編作品，仍多以經典的文學作品如莎士比亞或是簡・奧斯汀（Jane 

Austen）為主，而一些通俗小說改編的電影如《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則取得了不錯的

市場成功。總體而言，改編的電影作品相較於原創電影作品，更容易在宣傳初期

就與消費者進行溝通。國片也不乏這樣的案例，改編自九把刀小說的電影如《殺

手歐陽盆栽》、《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等一人咖啡》、《樓下的房客》等

都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成績。 

 
（4）真人真事改編： 

    真實事改編的來源通常是歷史事件或是傳記，主要魅力在透過劇中故事與真

實世界連動，引起消費者的鳴與口碑。Simonton（2005a）的研究中認為，真人

真事改編的作品並不像一般成功電影在首週就可取得一定票房成功，主要仍需憑

藉著口碑與討論度的發酵，取得最後票房的成功。如二Ｏ一七年改編自韓國真人

真事的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台灣的票房表現就因口碑發酵，而在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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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逆勢成長，繼《屍速列車》、《軍艦島》後，擠進台灣韓片影史票房第三名。 

2. 劇本結構： 

   劇本架構導引著電影情節的發展。多數學者認為電影情節好壞，對於其最終

票房回收具一定的預測性（Field, 1994, 1998；Hauge, 1991）。礙於沒有好的方式

評估劇本，來降低電影投資風險的情況下，多數研究電影票房的學者均一致認為

「從劇本中挑選一部成功的電影就好比在比賽前選馬一樣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Litman & Ahn 1998；引自 Eliashberg, et al., 2007, p. 883）。」 

 

    好萊塢的電影大多採用三幕劇的戲劇架構，以鋪陳（ set up）、衝突

（confrontation）與解決（resolution）來概分一部電影（Blake Snyder,2005／秦續

蓉、馮勃翰譯，2014）。本研究指標建立上係以此為基礎，參考黃政淵等譯（2014）

中認為故事的四個主要面向（1）時代：故事在時間的位置。（2）持續時間：故

事歷經的時間長度。（3）地點：故事在空間裡的位置 （4）衝突的層面：故事在

人類這種抗爭體系中的定位；以及荷西塞勒里歐（Jose Silerio）在編劇的深度解

密：從文字到影像課程中所提到認為架構故事的三大基礎（角色、目標與問題）

與四大核心要素（戲中目標（central question）、主要衝突（Main conflict）、主角

的困境（dilemma）以及主題故事（Theme）），將劇本的結構簡單拆解成：（1）

目標、（2）衝突、（3）解決、（4）主題。其中，故事的目標代表故事內容中所反

映出來的故事調性、目標消費者與其相應的製作成本，衝突則代表劇情高低起伏

的張力，被視為引領故事前進與發展的主要推手，而衝突的大小，多與角色所反

映出來的情境有關（徐玉芬，講座筆記，2017年 7月 23日）。Patrick Phillips（2000）

提到了衝突對於故事的重要性，認為衝突代表著故事角色轉變的原因，且應與劇

本中主要的重大事件有關，並可劃分為來自於迫使主要檢視自我的內在衝突（如

電影《王者之聲(The King's Speech)》），或受到外在環境改變的奇觀場面（如：

電影《2012 (2012)》、《侏羅紀公園 (Jurassic Park)》等等）所形成的衝突；解決

則代表著故事歷經高潮事件（如：打敗壞人）後，結局是否足夠精彩，讓消費者

印象深刻；最後，主題代表著故事的心臟，及故事想傳達給消費者的重要核心思

想。總體而言，電影主要作用就是激發消費者想像力，透過嚴謹的故事（劇本）

結構與消費者產生共鳴，藉以維繫一種敘事寫實的幻覺（Patrick Phillip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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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芬芳譯，2011；Robert McKee, 1997／黃政淵等譯，2014）。 

 

3. 故事主角： 

    故事由人物和事件構成，其中又以「人物」被視為是故事的核心，陳曉春、

李京（2017）在其著作中即提到故事中真正吸引人的，永遠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命

運。無論黃政淵等譯（2014），還是前述荷西塞勒里歐課程筆記資料，均顯示出

故事的主角在整個劇本中，著實佔有承先啟後的重要位置，且其所表現的行為，

甚至與故事因果關係相互連動，構成情節，進而推進故事。秦續蓉、馮勃翰譯（2014）

書中認為，主角的建構應掌握以下幾個原則：（1）能讓觀看者認同、（2）能讓觀

看者從主角身上學到東西、（3）有強烈吸引觀看者繼續看下去的理由、（4）使觀

看者相信主角應該贏得勝利、（5）帶著人性最原始的渴望，面對一個有說服力的

賭注。由此可知，對故事主角的判斷上，應著重在主角與故事間的連結性高低，

能讓觀者自願隨著故事主角，進入電影所構築的虛擬世界中。主角的個性如何？

如何面對困境做出抉擇？是否可以讓消費者引發同理心？一個塑造得宜的角色

功不可沒。 

 

三、小結 

    電影產業從業者在製作流程普遍依賴過去經驗與智慧，這些經驗與法則因缺

乏相關數據佐證與驗證，某種程度上加深了電影投資的不確定性（Eliashberg et al., 

2006, p. 638），再者，我們也無法輕忽因科技進步對電影產業所帶來的影響，以

及其可能對電影產製過程到投資評估上所扮演的角色。而這樣的情況也同時存在

於台灣。台灣市場相對小，不若發展已久的好萊塢擁有完整的工業化體制，且電

影有著投入資金龐大、高風險、高度動態產業鏈特性，對應到投資的評估上，若

以市場面觀之，似乎本就無法僅以內容題材層面進行決策，而是需要從前期市場

潛力、中期執行成效到後期宣發策略的全面性評估。 

 

    Eliashberg等學者 （2006）的研究中表示，電影製作公司和其他非電影產業

的投資者，一直希望可以從更客觀的評估工具中，找到可以幫助其評估劇本的方

式，以作為其是否決定是否投資與製作「第二意見」，而這也呼應本研究尋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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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電影評估指標的初衷。為求指標建立之客觀性，本研究先全觀性彙整歷年學者

們建立好萊塢票房模型中，對應在電影產製過程中各項影響電影票房因素，以及

其評估電影專案時所考量的風險後，將上述影響電影票房因素分為「企劃概念」

與「內容創作」兩大層面，編制影響好萊塢電影票房因素彙整表如下（見表 2-8），

作為本研究後續調整以適用於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的初稿。 

 

表 2-8 影響電影票房因素彙整表 

層
面 

主
項
目 

指標 評估標準 相應
風險 內容概述 相關文獻 

企
劃
概
念 

創
作 
與 
製
作 

片名 電影片名是否能
讓消費者理解 

開發
風險 

讓消費者透過片名就
可以大概聯想到電影
內容 

蘇紋，1992；Leo Handel, 1951 

影片
類型 

專案類型與定位
是否明確 

電影專案類型與定位
是否一目了然，目標明
確 

Austin, 1981；Sochay, 1994；Eliashberg 
et al.,  2006, 2007, 2014；Litman, B. 
R., 1983；Litman & Kohl, 1989；
Elberse, A.et al., 2002, 2003；De Vany 
& Walls, 2002；Ghiassa, M et al., 
2015；Musun, 1969；Mayer, 1978；
Chang & Ki , 2005；Terry et al., 2005；
Sharda & Delen, 2006, 2010；Zhang & 
Skiena, 2009；Henning-Thurau et al., 
2006；李沅潤，2012；高立翰等，2013；
林谷峻等，2014；林怡萱，2014；曾
羨書，2007；吳坤宗，2010；簡志健，
2010 

類型的市場競爭
性 

同類型電影目前市場
上的票房情況 

市場
定位 

專案的目標消費
者是否明確 

鎖定的主要目標族群
是否明確且具票房潛
力 Eliashberg et al., 2006, 2007, 2014；陳

曉春、李京，2017 
故事屬於主流還是非
主流？ 

電影
分級 

專案的級別是否
與所設定吸引的
目標族群相符合 

電影映演執照上可能
的級別：普遍級、保護
級、輔 12、輔 15、限
制級 

Litman, B. R., 1983；Simonton, D.K., 
2009；Musun, 1969；Lasaygues, Victor 
José, 2016；Ghiassa, M et al., 2015；
Eliashberg, J., 2006；De Vany & Walls, 
2002；Mayer, 1978；Chang & Ki, 
2005；Terry et al., 2005；Sharda & 
Delen, 2006, 2010；Simonton, D.K., 
2005b,  2009；Ravid, 1999；Litman 
and Ahn, 1998；Walls, 2005；Zufryden, 
2000；高立翰等，2013；林谷峻等，
2014；曾羨書，2007；吳坤宗，2010；
簡志健，2010 

出品
國家 是否為本地出品 

單就國片來說，如果不
是本地出品的電影，消
費者在接受度上可能
會受到影響 

 
 
Litman, B. R.,1983；Litman & Kohl,  
1989；高立翰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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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劃
概
念 

創
作 
與 
製
作 

製作
團隊 

團隊執行力 

 
製作
風險 
商譽
風險 

製作團隊經歷的市場
認可度與市場知名度 

Austin, 1981； Elberse, A., 2002；
Shugan, S. M., 2000；Simonet, 1980；
Simonton,D.K., 2002, 2009；Litman, B. 
R., 1983；Elberse, A., Eliashberg, J., 
2003；Chang & Ki,2005；Litman & 
Kohl, 1989；Musun, 1969；Mayer, 
1978；許妙如，2012；高立翰等，2013；
林谷峻等，2014；李沅潤，2012  

導演知名度與執
導功力 

導演是否曾得獎或是
執導過評估專案內類
似風格的電影 

演員 

演員是否具有高
品牌效應 

演員是否需要高知名
度，可被一般大眾所熟
識 

Austin, 1981；Canterbery & Marvasti, 
2001；Litman & Kohl, 1989；Sochay, 
1994；Sawhney & Eliasberg, 1996；
Levin et.al., 1997； Litman, B. R., 
1983；Litman and Ahn, 1998；Prag & 
Casavant, 1994；Ravid, S. A., 1999；
De Vany & Walls, 1999, 2002；Chang 
& Kai, 2005；Simonet, 1980；Wallace, 
Seigerman & Holbrook, 1993 ；
Eliashberg, J., Elberse A., Leenders, 
M.A.A.M., 2006 ； Simonton, D.K., 
2009；Delen, D., & Sharda, R. 2010；
Elberse & Eliashberg., 2003; Park SB., 
You E., 2012；Ghiassa, M., Lio, D., & 
Moon, B., 2015；Shugan, S. M., 2000；
Zufryden, 2000；高立翰等，2013；林
谷峻等，2014；許妙如，2012；陳曉
春、張宏，2005 

演員選擇是否適
切性 

演員組合以及演員的
選擇上是否合適 

製作
預算 

製作預算是否適
切 

製作
風險 
財務
風險 
商譽
風險 

製作預算是否正確反
映可能的實際拍攝成
本 

Park SB., You E., 2012；Litman, B. R., 
1982, 1983；Litman & Kohl, 1989；
Eliashberg, J., Elberse A., Leenders, 
M.A.A.M., 2006；Elberse, A., 2002；
Elberse, A., J. Eliashberg., 2003；
Musun, 1969；Mayer, 1978；Ghiassa, 
M., Lio, D., & Moon, B., 2015；Litman 
& Ahn, 1998；Chang & Kai, 2005；
Henning-Thurau et al., 2006；Basuroy 
et al., 2003, 2008；Eliashberg, Hui, & 
Zhang, 2006 ； Simonton, D.K.,  
2009；von Rimscha, M. Bjørn, 2009；
Zufryden, 2000；林谷峻等，2014；李
沅潤，2012；曾羨書，2007 

製作預算回收可
能性 投資回收計劃合理性 

特效 專案中可能的特
效佔比 

高/中/低三個不同階段
區分 Delen, D., & Sharda, R., 2006, 2010 

附加
價值
與資
源整
合 

是否取得政府支
持 財務

風險 
製作
風險 

目前是否有取得政府
輔導金 Eliashberg, J., Elberse A., Leenders, 

M.A.A.M., 2006；陳曉春、李京，
2017；廖淑華，2009 是否取得其他企

業支持 
是否有企業置入合作
的可能性 

映
演 
與 
宣
發 

獲獎
能力 

是否有機會入圍
獲得獎 

商譽
風險 

專案入圍影展或得獎
的可能性 Simonton, D.K., 2004；Terry et al., 

2005；Litman, B. R., 1983；Litman & 
Kohl, 1989 

專案的主創團隊
或演員是否曾入
圍或有得過獎？ 

得獎或入圍利於電影
宣傳 

發行
規劃 預計上映檔期 回收

風險 
是否可透過專案企劃
思考可能合適的檔期 

Austin, 1981；Chang & Ki, 2005；Terry 
et al., 2005；Delen, D., & Shard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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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演 
與 
宣
發 

發行
規劃 

發行規模（銀幕
數） 

台灣可能上映的戲院
廳數 

2006, 2010；Litman, B. R., 1983；
Litman & Ahn, 1998；Litman & Kohl, 
1989; Eliashberg, J., Elberse A., 
Leenders, M.A.A.M., 2006；De Vany & 
Walls, 2002；Simonton, D. K. 2005b, 
2009；Lasaygues, Victor José, 2016；
Ghiassa, M., Lio, D., & Moon, B., 
2015；Einav, 2007；Sochay, 1994；
Hennig-Thurau, et al., 2007；Basuroy & 
Chatterjee, 2008；Basuroy, Chatterjee 
& Ravid, 2003； Prag & Casavant, 
1994；Krider & Weinberg, 1998；
Zufryden, 2000；Henning-Thurau et al., 
2006；Mishne ＆ Glance, 2006；許妙
如，2012；簡志健，2010；高立翰等，
2013；林怡萱，2014；林谷峻等，2014 

 潛在發行公司 是否有潛在合作的發
行公司 

 行銷策略 宣發費用是否恰當 

企
劃
概
念 

同檔期競爭者 同檔期是否會有同樣
類型電影上映 

 

海外發行的可能
行 

在其他地區上映或版
權販售的可能性 

消
費 

影評 影評的口碑好壞 影評對於電影評價的
高低 

West & Broniarczyk, 1998；Basuroy, 
S., et al., 2003；Asur & Huberman, 
2010；Dellarocas et al., 2004, 2007；
Duan et al., 2008；Kim et al., 2013；
Chang & Kai, 2005； Terry et al., 
2005；Litman & Kohl, 1989；高立翰
等，2013；蔡瑤昇等，2011；林谷峻
等，2014 

網路
口碑 網路聲量的大小 網路口碑是否會引發

潛在觀影族群購票 

口碑
效應 口碑擴散情況 消費者看完電影後口

碑擴散程度 

內
容
創
作 

題
材 

故事
核心
思想 
（Concept) 

故事主軸是否明
確 

 
 

開發
風險 

 
 

故事是否可以明確知
道劇本想傳達的初衷 

Simonton, 2002, 2004, 2005b, 2009；陳
曉春、李京，2017；秦續蓉、馮勃翰
譯，2014；黃政淵、戴洛棻、蕭少嵫
譯 ， 2014 ； Silver-Lasky, 2003 ；
Eliashberg, Hui & Zhang, 2007,  
2010；Musun,C., 1969； Sood & Drèze, 
2006；von Rimscha, M. Bjørn, 2009； 
Ravid, 1999；Chang & Ki, 2005；Terry 
et al., 2005；De Vany & Walls, 1999 ; 
Litman & Kohl, 1989 ; Diorio Carl, 
2003；Hutcheon, 2006 ; Jenkins, 2006 

故事創意性 故事是否具有獨創性
或新鮮感 

故事價值性 
故事主題是否具普世
價值或娛樂性可引起
消費者興趣 

題材
來源 

原創作品 是否有機會發展成系
列 IP 

改編作品 	  

續集作品 	  

劇
本 
架
構 

劇本
結構 

故事是否具有邏
輯性 

故事架構是否能讓消
費者信服，且可以完全
投入其中 

Eliashberg et al., 2006, 2007, 2014；
Field, 1994, 1998；Hauge, 1991；Litman 
& Ahn, 1998；李芬芳譯，2011；秦續
蓉、馮勃翰譯，2014；黃政淵、戴若
棻、蕭少嵫譯，2014 

目標 
是否可清楚理解
故事目標群眾與
製作預算 

	  

劇情
情節 

劇情情節是否夠
吸引人 

情節是否夠吸引人往
往被是為一部電影是
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主線與副線是否
相輔相成 

是否有第二個副線故
事可以支持主線且輔
助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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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創
作 

 
流暢
度/期
待度 

是否有明顯的觸
發事件吸引消費
者繼續往下看？ 

開發
風險 

故事是否扣人心弦可
讓人有一鼓作氣看完
劇本的衝動 

 

 共鳴
度 

故事情節是否可
以引起消費者的
共鳴/同理心 

	  

劇
本
架
構 

關聯
性 

劇本場次之間是
否有環環相扣，層
層推進情節 

	  

衝突 
故事中是否可明
顯感受到主角之
間的衝突 

故事中是否可看出主
角內心衝突或是外在
與人之間的衝突 

 

回憶 故事中是否有回
憶場次？ 	  

高潮/
奇觀
場面 

故事中是否令人
印象深刻的場面 

故事中是否有一個吸
引目光的大場面 

結局 
合理性 故事結局是否符合邏

輯具合理性 

 出乎意料 故事結局是否有機會
引起觀眾口碑效應 

故
事 
主
角 

主角
出場
方式 

主角是否可讓人
認同 

開發
風險 

主角是否有強烈吸引
人往下看的動機？ 

 
 
 
 
 
Eliashberg et al., 2006, 2007, 2014；李
芬芳譯，2011；秦續蓉、馮勃翰譯，
2014；黃政淵、戴若棻、蕭少嵫譯，
2014；陳曉春、李京，2017 

主角
目標 

主角遭遇困境(明
確動機)後，是否
有在故事結束時
改變 

主角的衝突與目標是
否有清楚呈現？ 
主角是否有內心改變
(個性上)或外在改變
（做出不同選擇) 

主角
個性 

主角是否有個性
上的弱點(改變的
動機) 

主角個性上的轉變是
否有推動整個故事 

同理
心 

主角是否可引起
消費者的同理心 

主角未必需要引人好
感，但應該要引發消費
者同理心 

挫折 
主角是否會因為
劇情推進而成長
(解決問題) 

主角是否有不斷面臨
問題(挫折)，且這些挫
折可以推進劇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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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觀察目前運用到文創產業或電影票房模型的研究上，多採用迴歸（如：林

怡萱，2014；郭柄良，2017；林谷峻等，2014；沈大白等，2013；）、AHP層級

分析法（如：許妙如，2012；廖惠如，2010；潘彥妤，2017）或修正式德菲法搭

配 AHP層級分析法（如：楊華齡，2013；蔡府錦，2018；鄧孔彰，2002）等量

化的方式，試圖建構模型或評選機制。而其中又以德菲法被許多研究學者視為蒐

集專家意見、凝聚共識以及建立指標的方法（如：盧亞柔，2012；楊千慧等；2015；

孔家榆，2015；唐台齡，2014；許碧芳，2011等等）。德菲法是專家群體決策的

一種結果的表現方式，以專家直覺性主觀判斷的共識作為基準，不需大量樣本，

在研究的過程中針對所設定之議題，透過匿名專家及不斷書面問券討論的方式，

以獲取專家群一致之意見(Dalkey & Helmer, 1963；Hartman, 1981)。其中，最被

目前研究廣泛使用的修正式德菲法，則是為解決德菲法進行中，問卷因多次往返，

產生的耗時、回收率越來越低等缺點，由Murry 與 Hammons（1995）提出，省

略第一回合開放式問卷施測的繁複步驟，改以參考文獻中相關研究結果，或是專

家訪談的方式，發展出李克特量表的半結構式問卷，讓參與研究的專家群將注意

力集中於研究主題，更容易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那麼，以量化或修正式德菲法做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是否適當？本研究係以

實務的觀點出發，希望能將業界人士的思考脈絡透過文字化的過程體現出來，故

相較於量化研究，本研究更關注的是現象的過程，藉以尋求掌握人們如何看待事

情和觀看世界的歷程，並且系統化地描述或解釋這些現象或意義。綜上所述，講

求邏輯推理嚴謹性的質性研究方法（Neuman，朱柔若譯，2000，p. 785；高淑清，

2008），更符合本研究之目的，且成功電影在多數的電影中係屬差異較大的離群

值，是一種無法預測但卻會帶來報酬的正向黑天鵝15，不適合用大數法則的量化

形式表現其成功電影的不規則性特性，而可細微地展現出量化無法呈現的受訪者

思維，還原其經驗本質的質性研究方法，相對貼近本研究希望呈現之研究結果。 
 

	  	  	  	  	  	  	  	  	  	  	  	  	  	  	  	  	  	  	  	  	  	  	  	  	  	  	  	  	  	  	  	  	  	  	  	  	  	  	  	   	  	  	  	  	  	  	  	  	  	  	  	  	  	  	  	  
15
對於人類所從事的工作，學著把那些會帶來（或一直帶來）極大利益的不可預測事物，和那些不暸解未

來就會造成傷害者加以區別。黑天鵝事件正面、負面皆有，威廉・戈曼從事的是電影業，一種正面黑天鵝

事業。這個產業，不確定性的確會帶來報酬(轉引自 Nassim Nicholas Taleb, / 林茂昌譯，2008，P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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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修正式德菲法亦有採用專家的非結構式訪談，來進行評判指標的調整，

但鑑於電影產業結構複雜性與高度聯動性，且電影投資評估上判斷差異，仍需透

過受訪者在評估過程中的主觀描述才得以顯見。本研究在研究取徑上看似與修正

式德菲法的非結構式訪談法近似，但由於德菲法在權重計算上相對固定，無法完

整表現出電影產業在投資評估上的異同，且呈現上亦不若質性研究上來的細膩，

故本研究將先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透過文獻彙總整合所發展的

訪談提綱，了解實務界在電影投資評估決策上之異同。而本研究分析策略則採取

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步驟，經由反覆閱讀逐字稿發現蘊含於資料內容

中的主題與意義內涵，藉以釐清實務上投資台灣電影的思考脈絡，從而達到本論

文之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步驟說明 

    本研究文獻探討上將先從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脈絡出發，透過了解台灣電影

產製過程中資金結構變更情況，帶出建立投資電影評估指標需求性的同時，藉由

對電影產業價值鏈本質上的探討，以「創意與製作」、「宣發映演」、「消費」、「題

材」與「劇本結構」五個構面作為建構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之主要分類，歸納

前述文獻中所提及預測電影票房的諸多評估要素並提取指標，進而建立初步評估

指標。 
 

    接著，以此初步指標做為輔助及發展問券之材料，再針對實際參與電影投資

評估、決策的業界人士，展開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了解實務界在電影投資評估

決策脈絡上之異同。每一次訪談過程中的錄音檔均轉謄錄成逐字稿，搭配訪談過

程中所留下的筆記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採主題分析法歸納整併評估指標，藉以

釐清實務上投資台灣電影的思考脈絡，再次收斂出現階段最適之台灣電影投資評

估指標，從而達到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整體概念歸納為以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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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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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一種質化研究的方法，不若訪談內容較

為封閉，訪談問題順序以及字句都是經過訪談者安排且固定的結構性訪談，深度

訪談是一種運用開放式而非結構性的訪談，讓受訪者用自己的習慣的方式，分享

他們的寶貴經驗，得到結構性訪談所無法得到的資訊，進而讓研究者在自己研究

的範圍下，擁有增加其他面向理解的機會。（Kerllinger, F. N.,1964 / 黃營杉、汪

志堅譯，2002；Lichtman, 2010 / 江吟梓、蘇文賢譯，2014：頁 231）。 

 

    深度訪談最大的優點是能夠提供豐富詳盡的資料，透過反思式（reflexive）

的對話，隨時反省對話的內容，並適時提出適當的問題，發掘更多更深的資料，

使得較敏感性的問題能夠經過受訪者的回答，而得到較明確的回答(黃勻祺，

2015)。惟上述訪談的基礎係建立在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信任感，若

研究者訪談時取得受訪者的信任，相對可以獲得較寶貴的研究資料。此外，因受

訪者在訪問過程中居於主角發言的地位，對於訪談的內容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隨

時提出疑問，澄清疑點，這個也有助於研究者更加釐清問題，挖掘更多研究資料，

通常這種導引性低的訪談方式，所得到的內容正確性較高（Phillips, 1971，轉引

自范麗娟，1994 ）。但就深度訪談的缺點而言，深度訪談是典型的非隨機性小樣

本研究，由於其可彈性提問的特點，除了研究者基於探索較多資料，常會以不同

方式向不同受訪者提問相同問題外，每個受訪者在接受訪問之時，又因為對於研

究者的提問瞭解不一，所以回答的問題也都具有差異性，而由於訪談過程中的提

問與回答均屬機動性，而受訪者的回答往往是基於個人的見解，多少較為主觀，

導致研究者想比較不同受訪者口述內容時，會因為皆屬陳述句的回答內容，使得

研究者進行資料分析時較為繁雜（管倖生等，2010）。 

 

   既然要進行深度訪談，那麼應該如何彙整出本研究的訪談大綱以期達到本研

究之目的？Mishler 認為訪談是研究者和受訪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受訪者可

以在述說經驗的過程裡重構過去的經驗（引自畢恆達，1996）。一般說來，深度

訪談可分為事先設計訪談題目，讓受訪者根據事先設計的問題進行深入探究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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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式訪談法，或不預先設計訪談題目與不受限的訪談提綱，透過與受訪者的對

話內容找出研究主題的非結構式訪談法。Bainbridge ( 1989 )認為，半結構式或非

結構式的訪談儘管訪問的對象不多，但由於訪問的廣度和深度足以提供各式各樣

可能的回答，使研究者更能夠掌握受訪樣本對此研究主題的不同反應。可見，上

述這二種沒有過於設限的訪談方式，除了受訪者有極大的彈性空間說出他們生活

經驗的主觀感受外，研究者亦可依受訪者的不同調整訪談技巧，澄清並追問遺漏

的觀點，更適合找出受訪者習以為常的內隱知識。 

 

    綜上所述，因本研究首重於找出輔助評估台灣電影的投資指標，且已透過文

獻彙整出歷年學者研究好萊塢電影票房之相關因子，做為訪談提問之基礎，故本

研究流程將以深度訪談法為基礎，搭配文獻資料採「半結構式訪談」的概念設計

本研究之訪談內容，來引導整個訪談過程，試圖從訪談中挖掘受訪者評估台灣電

影投資之決策思考流程，希冀透過深度訪談的中開放性的問答與對話，吸取台灣

電影產業人士的寶貴意見，讓「文獻」與「實務界電影投資評估決策者」相互「對

話」，歸納出符合現今台灣電影投資評估之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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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談大綱發展脈絡 

    本研究係依表 2-8影響電影票房因素彙整表來設計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見下

表 3-1），且為了試圖找出較具台灣本土的評估指標，除了依據文獻彙整而歸納出

來的訪談大綱外，研究者亦會根據每次訪談時情境或訪談結果，予以彈性增減訪

談大綱上的提問問題、順序與措辭。訪談過程中採全程錄音的方式，之後並以逐

字稿的方式，將訪談內容已不傷害文意的情況下將其文字化，以利後續研究結果

的資料分析。 
 

表 3-1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發展表 

層面 
主 
項 
目 

 指標 
評估 
標準 

相

應

風

險 

內容概述 衍生之相關問題 

 
 片名 

電影片名是

否能讓消費

者理解 

開

發

風

險 

讓消費者透過片名

就可以大概聯想到

電影內容 

• 您覺得專案名稱是否會影響您對這個

企劃案的初步印象？ 

• 您認為符合怎樣的條件才算是吸引人

的片名？ 

 
 

影片

類型 

專案類型與

定位是否明

確 

電影專案類型與定

位是否一目了然，目

標明確 

• 您覺得透過觀看劇本及提案是否可初

步了解該評估專案的類型？您認為這

中間會有模糊或彈性調整的空間嗎？ 

企劃 
  概念 

創作 
與 
製作 

類型的市場

競爭性 
同類型電影目前市

場上的票房情況 

• 您覺得怎樣的電影會具備市場潛力？ 

• 請問您在評估專案時是否會思考該專

案是否曾有同類型成功電影？ 

 
 

市場

定位 

專案的目標

消費者是否

明確 

鎖定的主要目標族

群是否明確且具票

房潛力 

• 評估專案是否會直覺思考到這個專案

的目標族群？ 

• 目標族群明確的專案 

• 是否會讓您覺得比較好操作，或是相對

具有一定的票房基礎？ 

 
 

故事屬主流還非主

流？ 

電影

級別 

專案的級別

是否與所設

定吸引的目

標族群相符

合 

電影映演執照上可

能的級別：普遍級、

保護級、輔 12、輔
15、限制級 

• 您覺得電影分級會影響到您評估電影

的判斷嗎？ 

• 評估專案時是否會考量評估專案可能

的電影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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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 
概念 

 
出品

國家 
是否為本地

出品  

單就國片來說，如果

不是本地出品的電

影，消費者在接受度

上可能會受到影響 
 

 

製作

團隊 

團隊執行力 

 
製

作

風

險 
商

譽

風

險 

製作團隊經歷的市

場認可度與市場知

名度 

• 怎樣的導演、監製、製片對您來說算是

具有相關經驗或知名度？ 

• 若團隊是有經驗的主創團隊但卻沒有

參與過評估專案中相關的類型，這樣是

否會影嚮到您的評估判斷？ 

 
導演知名度

與執導功力 

導演是否曾得獎或

是執導過評估專案

內類似風格的電影 

• 您如何判斷一個導演是否有執導的功

力？導演之前所拍攝的作品是否會影

響到您對於專案的評估？ 

• 您覺得導演是否有類似評估類型的拍

攝經驗是否重要？為什麼？ 

 

演員 

演員是否具

有高品牌效

應 

演員是否需要高知

名度，可被一般大眾 
所熟識 

• 對您來說，評估專案的主要演員選擇

中，什麼會是最重要的呢？有知名度的

演員會是您考量的首選嗎？ 

創作 
與 
製作 

演員選擇是

否適切性 
演員組合以及演員

的選擇上是否合適 

• 有演出經驗實力的演員以及可能具有

票房市場的演員，哪一種類型會是您優

先評估的考量選擇？ 

 
製作

預算 

製作預算是

否適切 

製

作

風

險 
財

務

風

險 
商

譽

風

險 

製作預算是否正確

反映可能的實際拍

攝成本 

• 請問您如何判斷一個專案製作預算是

否合理？ 

• 製作成本的高低會是您評估電影回收

的主要風險考量嗎？ 

 
製作預算回

收可能性 
投資回收計劃的合

理性 

• 請問您如何就一個電影專案的初期評

估電影回收的可能性？ 

 

特效 
專案中可能

的特效佔比 
高/中/低三個不同階
段區分 

• 電影是否有奇觀場面是否是您初期評

估考量的因素之一 

• 請問您在專案評估初期，專案內出現的

動畫或特效場景是否是您評估考量的

要素之一？為什麼？ 

 

• 劇本順暢度通常會是我們評估劇本的

主要因素，請問您從劇本的文字中想像

出可能的影像化或是創意的設計巧思

會如何影響您對於這個專案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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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與 
製作 

附加

價值

與 
資源

整合 

是否取得政

府支持 

財

務

風

險 
製

作

風

險 

是否有取得政府輔

導金 

• 您覺得評估專案是否有取得政府輔導
金/縣市政府補助或劇本開法補助是否
重要？ 

• 若有一個您覺得劇本、主創團隊都不錯
的專案但卻沒有取得政府相關的補

助，是否會影響到您投資決策的判斷

呢？為什麼？ 

企劃 
概念 

是否取得其

他企業支持 
是否有企業置入合

作的可能性 

• 就我在文獻中資料所看的，好萊塢專案
開發階段主要都是靠大型製片廠提供

第一桶金或是靠版權預售的方式取

得，您覺得在台灣這樣小的市場規模中

通常第一桶金的來源會是哪裏呢？潛

在企業置入合作的可能性否會成為您

第一階段評估專案是否參與投資的考

量因素之一？ 
• 承上，請問您在評估專案時，該專案是
否有「第一桶金」是否重要？ 

 

映演 
與 
宣發 

獲獎

能力 

是否有機會

入圍獲得獎 

商

譽

風

險 

專案入圍影展或得

獎的可能性 • 通常您是如何從一個劇本(或是這個專
案)去評估其參與影展或是得獎的可能
性？ 

• 您會選擇參與該類型電影的主要原因
為何？ 

• 有得獎可能性的電影會如何影響您在
後期發行或宣傳上的安排規劃？ 

 

專案的主創

團隊或演員

是否曾入圍

或有得過

獎？ 

得獎或入圍利於電

影宣傳 

 

發行

規劃 

預計上映檔

期 

回

收

風

險 

是否可透過專案企

劃思考可能合適的

檔期 

• 請問您評估專案時，會預先思考專案可
能上映檔期？您覺得從經驗上來看，評

估專案的類型有特定上映檔期是重要

的嗎？ 
• 評估專案的企劃書中已有潛在合作的
發行商對您來說會是重要的嗎？ 

• 發行規模通常會與這個專案是否有機
會回收有關係，請問從製作預算、主創

團隊、卡司等因素所綜合判斷出可能的

發行的規模，進行票房的模擬預測，是

您判斷專案回收的方式嗎？通常您會

怎麼從專案初期判斷這個專案是否有

機會回收？您會考量的評估因素大概

有哪些？ 
 

 
戲院廳數 

台灣可能上映的戲

院廳數 

 

潛在發行公

司 
是否有潛在合作的

發行公司 

行銷策略 宣發費用是否恰當 

 同檔期競爭

者 
同檔期是否會有同

樣類型電影上映  



	  

	  
	  

86	    
DOI:10.6814/NCCU201900760 

 

映演 
與 
宣發 

發行

規劃 
海外發行的

可能性  
在其他地區上映或

版權販售的可能性 

• 請問您在初期評估專案時是否就會考

慮除了台灣之外的市場？ 

• 通常您會從那些面向評估該專案是否

可能會有別的區域的市場？ 

企劃 
概念 

消費 

影評 
影評的口碑

好壞 

 

影評對於電影評價

的高低 

  
網路

口碑 
網路聲量的

大小 

網路口碑是否會引

發潛在觀影族群購

票 

 
口碑

效應 
口碑擴散情

況 
消費者看完電影後

口碑擴散程度 

內容 
創作 

題材 

故事

核心

思想 
（Concept) 

故事主軸是

否明確 

開

發

風

險 

故事是否可以明確

知道劇本想傳達的

初衷 

• 請問您會用看完劇本後是否可以用簡

短的方式把這個專案的故事大綱說出

來為一個評估的方式嗎？ 

• 單透過故事就可以了解編劇或導演想

傳達的理念對您來說會是重要的嗎？

為什麼？ 

故事創意性 
故事是否具有獨創

性或新鮮感 

• 怎樣的故事會讓您看劇本的時候覺得

有新鮮感跟獨創性？您覺得這樣的故

事是否更具有市場的潛力？為什麼？ 

• 文獻中有看到，讓消費者引起共鳴是口

碑傳遞的重要關鍵，您覺得這個部分要

如何在劇本中看出來？ 

故事價值性 
故事主題是否具普

世價值或娛樂性可

引起消費者興趣 

• 請問您會怎樣評估一個劇本是否具有

其他區域以及市場的機會？ 

• 請問您會怎麼評斷一個劇本的內容是

否能讓消費者相信故事所建構的世

界，且可以完全投入其中？ 

題材

來源 

原創作品 
是否有機會發展成

系列 IP  

改編作品 	  
• 您就單純劇本跟企劃案的評估是否會

有所差異？ 

續集作品 	  

• 除了評估劇本之外，您會透過怎樣的方

式來評估這個劇本是否有後續的衍生

價值？ 

• 劇本的衍生價值對您來說是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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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題材 

劇本 
架構 

劇本

結構 
故事是否具

有邏輯性 

開

發

風

險 

故事架構是否能讓

消費者信服，且可以

完全投入其中 

• 請問您在評估劇本時，會特別注重他的

故事結構嗎？ 

• 您會透過怎樣的方式來檢證自己對於

故事架構上是否完整？ 

目標 

是否可清楚

理解故事目

標群眾與製

作預算 

	  

劇情

情節 

劇情情節是

否夠吸引人 

情節是否夠吸引人

往往被是為一部電

影是否成功的重要

因素 

主線與副線

是否相輔相

成 

是否有第二個副線

故事可以支持主線

且輔助主線 

流暢

度/期
待度 

是否有明顯

的觸發事件

吸引消費者

繼續往下

看？ 

故事是否扣人心弦

可讓人有一鼓作氣

看完劇本的衝動 

共鳴

度 

故事情節是

否可以引起

消費者的共

鳴/同理心 

	  

關聯

性 

劇本場次之

間是否有環

環相扣，層

層推進情節 

	  

衝突 

故事中是否

可明顯感受

到主角之間

的衝突 

故事中是否可看出

主角內心衝突或是

外在與人之間的衝

突 

• 您覺得故事中是否可明顯感受到主角

之間的衝突會影響到您對於劇本的評

價嗎？ 

• 怎樣的故事「內容會讓您覺得這是有衝

突的場景？ 

回憶 
故事中是否

有回憶場

次？ 
	  

• 您覺得劇本中是否有 flashback 或是回

憶的場次是否會影響到您對於劇本內

容的判斷？為什麼？ 

• 好萊塢在評估劇本時認為故事中若有

一些回溯往事或是穿插倒敘的內容，是

一個可以交代劇情前因後果的方式，您

也會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劇本的評估

嗎？您會如何評估劇本的情節是否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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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題材 

 

高潮/
奇觀

場面 

故事中是否

令人印象深

刻的場面 

開

發

風

險 

故事中是否有一個

吸引目光的大場面 

• 看完劇本後您是否會重視劇本內容是

否有一個吸引目光的奇觀場面？ 

• 您覺得怎樣的場景或情境比較算是奇

觀場面？ 

結局 

合理性 
故事結局是否符合

邏輯具合理性 
• 看劇本中時，您覺得怎樣的故事結尾會

讓您覺得是好的結尾呢？ 

• 從好萊塢三幕據的結構中，他們對於最

後結尾的鋪陳都會花非常花的心力，透

過不斷反轉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同時希

望可以達到觀後口碑擴散的機會，請問

您覺得怎樣的結尾更有可能會引起消

費者的興趣以及共鳴？ 

出乎意料 
故事結局是否有機

會引起觀眾口碑效

應 

故事 
主角 

主角

出場

方式 

主角是否可

讓人認同 

主角是否有強烈吸

引人往下看的動

機？ 

• 您覺得在評估劇本的過程中，您覺得擁

有怎樣特質的主角或是會引起您的興

趣？ 

• 您看劇本的時候會特別地注意主角在

個性上的轉變嗎？ 

• 透過文獻的資料我觀察到，好萊塢對於

主角在故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其個性

上的轉變相對重視，他們甚至認為主角

的轉變是會引發消費者同理心的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請問您在評估專案時，

也會把主角的轉變視為重要的考量因

素嗎？比起主角之外，您覺得從以往的

經驗來看，評估一個劇本最重要的要素

會是什麼？ 

主角

目標 

主角遭遇困

境(明確動
機)後，是否
有在故事結

束時改變 

主角的衝突與目標

是否有清楚呈現？ 
主角是否有內心改

變(個性上)或外在改
變（做出不同選擇) 

主角

個性 

主角是否有

個性上的弱

點(改變的動
機) 

主角個性上的轉變

是否有推動整個故

事 

同理

心 

主要角色是

否可以引起

消費者的同

理心 

主角未必需要引人

好感，但應該要引發

消費者同理心 

挫折 

主角是否會

因為劇情推

進而成長(解
決問題) 

主角是否有不斷面

臨問題(挫折)，且這
些挫折可以推進劇

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訪談大綱共 15題，詳列如下。其中從表 3-1衍生之訪談大綱為 1.-12.，

本研究者訪談時所衍生之問題，則增列在 13.-15.： 

1. 請問您通常會怎麼評估電影專案是否參與投資？只有拿到劇本的電影專案

跟有劇本以及完整企劃案的電影專案在評估上是否會有什麼差異？ 

2. 請問您覺得評估電影專案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您通常會如何就一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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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的初期評估電影回收的可能性以及其所具備的市場潛力？ 

3. 請問對於您來說，評估一個電影劇本最重要的要素是什麼？劇本的衍生價值

對您來說是否重要？ 

4. 請問怎樣的導演、監製、製片對您來說算是具有相關經驗以及具有知名度？

若團隊是有經驗的主創團隊但卻沒有參與過評估專案中相關的類型，這樣是

否會影嚮到您的評估判斷？ 

5. 請問您在評估專案的主要演員選擇中，什麼會是最重要的呢？有知名度的演

員會是您考量的首選嗎？ 

6. 請問您是否有感覺到台灣近期內在電影投資上或是投資內容上的變化？ 

7. 您覺得在評估台灣電影的投資與目前好萊塢製片公司他們進行電影投資決

策上最大的差異會是什麼？ 

8. 請問製作預算的高低是否會影響您評估決策？您通常如何判斷一個專案製

作預算是否合理？製作成本的高低會是您評估電影回收的主要風險考量嗎? 

9. 您覺得評估專案是否有取得政府輔導金/縣市政府補助或劇本開發補助是否

重要？若有一個您覺得劇本、主創團隊都不錯的專案但卻沒有取得政府相關

的補助，是否會影響到您投資決策的判斷呢？為什麼？ 

10. 請問您在評估專案時，該專案是否有「第一桶金」是否重要？就我在文獻中

資料所看的，好萊塢專案開發階段主要都是靠大型製片廠提供第一桶金或是

靠版權預售的方式取得，您覺得在台灣這樣小的市場規模中通常第一桶金的

來源會是哪裏呢？潛在企業置入合作的可能性否會成為您第一階段評估專

案是否參與投資的考量因素之一？ 

11. 請問您在評估劇本時，會特別注重他的故事結構嗎？您會透過怎樣的方式來

檢證自己對於故事架構上是否完整？ 

12. 請問您會怎麼評斷一個劇本的內容是否能讓消費者相信故事所建構的世界，

且可以完全投入其中？文獻中有看到，讓消費者引起共鳴是口碑傳遞的重要

關鍵，您覺得這個部分要如何在劇本中看出來？ 

13. 請問您在評估專案時會看到該專案是否會覺得已經做過的類型電影消費者

會容易看膩？為什麼？ 

14. 如果是友好關係夥伴推薦專案，是否會影響您在判斷電影是否投資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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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除了內部小組的評估之外，請問您從評估到決策的過程中，是否會徵詢其他

同業的意見？請問您通常會用什麼方式徵詢？ 

 

第五節 訪談專家遴選方式 

    Mitchell（1991）指出，在新興產業中界定專家不若傳統、成熟的產業容易，

但可以參考以下標準，包括：1.相關文獻中提及的專業人士；2.了解該產業的背

景，且正參與該產業發展之人士；3.獲得其他專家成員推薦之人士。本研究訪談

對象選擇上，因考量到電影評估決策上需符合特定條件，故本研究訪談對象的選

擇上，採用Mitchell（1991）之觀點，依立意抽樣中的關鍵個案抽樣（critical case 

sampling）策略進行，以是否至少投資或製作三部以上國片，且實際參與過國片

項專案投資評估者為首要判斷標準，將本研究訪談專家根據電影價值鏈之脈絡分

為「製作背景」、「發行背景」與「財務背景」三類。本研究訪談專家簡介如表

3 - 2所示： 

 

表 3-2訪談專家簡介 

編號 國片參與經驗 投資/參與 代表電影 
 

類別 

受訪者Ａ 
國片投資兼製作 

具國片製作經驗 20年 

《赤壁》、《女朋友・男朋友》、《我的少

女時代》、《總舖師》、《白米炸彈客》、《健

忘村》、《大佛普拉斯》、《切小金家的旅

館》等。 

製作

背景 

受訪者Ｂ 
國片投資兼製作 

具國片製作經驗至少 20年 

《囧男孩》、《艋舺》、《翻滾吧！阿信》、

《明天記得愛上我》、《總舖師》、《行動

代號：孫中山》、《青田街一號》、《健忘

村》等。 

製作

背景 

受訪者 C 
國片投資兼製作 

具國片製作經驗至少 10年 

《翻滾吧！阿信》、《賽德克‧巴萊》、《女

朋友‧男朋友》、《明天記得愛上我》、《總

鋪師》、《KANO》、《刺客聶隱娘》等。 

製作

背景 

受訪者 D 
國片發行兼投資 

具國片發行與投資經驗至

少 15年 

《志氣》、《愛情無全順》、《紅衣小女孩

1、2、前傳》、《血觀音》等。 

發行

背景 



	  

	  
	  

91	    
DOI:10.6814/NCCU201900760 

受訪者 E 
國片發行兼投資 

具國片發行經驗至少 10年 
具電影發行經驗至少 20年 

《囧男孩》、《艋舺》、《痞子英雄》、《總

舖師》、《健忘村》等。 

發行

背景 

受訪者 F 
國片發行兼投資 

具電影發行經驗至少 20年 

《我們一家不太熟》、《逆轉勝》、《共

犯》、《愛的麵包魂》、《五月天追夢 3DNA》

等。 

發行

背景 

受訪者 G 
國片發行兼投資 

具國片製作與發行經驗至

少 20年 

電影行銷代表作品：《最遙遠的距離》、

《海角七號》、《命運化妝師》、《甜蜜殺

機》、《犀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

《目擊者》等。 

 

策劃與監製作品：《昨日的記憶》、《寶米

恰恰》、《來得及說再見》、《接線員》等。 

發行

背景 

受訪者 H 
國片製作 

具國片製作經驗至少 15年 

參與國片：《十七歲的天空》、《宅變》、《人

魚朵朵》、《五月天 3DNA-追夢》、《痞子

英雄首部曲》等。 

跨國合製：台法《愛在世界末日前》、台

德《曖昧》、《淚王子》、《LUCY/露西》、

《太平輪》等。 

製作

背景 

受訪者 I 
國片投資 

具國片投資經驗約 10年 

參與國片：《殺手歐陽盆栽》、《痞子英

雄》、《志氣》、《市長夫人的秘密》等 

財務

背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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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 

 
    Eliashberg et al., (2008) 在其所發表的電影產業決策模型中曾提到：「沒有什

麼好的理論會比實際執行來的好 (p. 466)。」表示電影票房模型的基礎，應建立

在實務的驗證上。為求更貼近實務與在地化，本研究採質性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法，透過文獻彙總後整理的訪談提綱先行，再以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

做為分析策略，用以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希冀透過研究者與受訪者

互為主體的瞭解，進而發現蘊含於文本中的主題，找出事物現象背後本身蘊含之

本質意義，發覺主題命名中詞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意義內涵（高淑清，2008）。

Van Manen（1997 , 2004）的研究指出此分析文本方法中的「主題」（theme）指

的就是資料文本中再現且具共通性的經驗，而主題分析則是意指使主題再現的過

程，將共同主題具題化，或是將主題以戲劇性的意義呈現出來。 

 

    主題分析法的資料分析上，王國川，翁千惠合譯（2005）認為，就主題內容

分析的意義上可概分為內容易見（或明顯）的顯性內容分析（manifest-content 

analysis），與就觀察現象探討背後各種可能面向（aspects）或意義的隱性內容分

析（latent-content analysis），搭配明確且具體的編碼（code），藉此闡述並透視質

性資料，理出脈絡。Coffey 與 Atkinson （1996） 在出版的《如何了解質性資

料》（Making sense of qualityative data）一書中曾指出：「我們通常都會對質性資

料做編碼。這種方式可以視為是一種建立資料與概念這兩者彼此之間關聯的技

巧…」（王國川，翁千惠合譯，2005，頁 13）。進行質性資料分析編碼時，研究

者通常會使用現有的議題編碼，以臨床、田野或歷史等文件為原始資料，使用現

有的編碼，以建立自變項中各個類別（王國川，翁千惠合譯，2005）。是故，本

研究以文獻資料中所歸納的指標為初步編碼，並以訪談文本上的顯性內容為調整

指標，歸納出與呼應研究問題的「藝術性取向」與「市場性取向」二大隱性分析

面向。此二個面向的定義與說明如下： 

(一) 市場性取向：商業導向。認為電影是一種產品，以目標消費者爲中心，重視

目標消費者需求，以及如何創造價值。消費者想要看什麼？什麼可以引起消

費者共鳴或是討論度？是該取向在電影前期開發到製作過程中的最高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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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電影評估上相對倚賴科學性的數據分析，重視市場反饋，認為可以透

過既往成功案例或大數據分析，找出吸引消費者的原因，並將其反饋到電影

創作上，舉凡電影類型、導演、團隊、演員等有機會提高電影作品票房可能

性的要素，都是評估上不可忽視的關注要項。 

(二) 藝術性取向：創作面導向。將電影視為一種藝術品，劇本內容開發上相對重

視人性或生活上的刻劃，有時也帶點文化意義上的傳承。導演、團隊與演員

選擇上不會以知名度為主要考量，反而會選擇不知名但可以完成將故事呈現

的組合。相對重視口碑效益，認為消費者產生共鳴或討論度後自然發酵的口

碑效益，較能具備長尾效應，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票房成功。 

 

茲將訪談內容萃取示例如表 3-3所示： 

表 3-3評估電影投資指標與訪談內容示例表 

層面 
主

項

目 
指標 

製作角度評估 

訪談示例 

發行角度評估 

訪談示例 

財務角度評估 

訪談示例 

藝術

性取

向 

市場

性取

向 

企劃 

概念 
 

創

意

與

製

作 

Concept 

訪談者Ａ：「只要有一點，

一個新意，他就跳出來了。

我 覺 得 這 個 就 是 一 個

Concept』 

訪談者 E：「Concpet 是永遠你在
評估每一個案子的時候，非常重要

的一個重點。而劇本就是把

Concept落實』 

	  

★ ★ 

Synopsis  

訪談者 C：「如果一個案
子，我們沒有辦法把它濃縮

成 150個字，基本上這個案
子會直接淘汰...」 

訪談者 E：「當一個故事它沒有辦
法在一分鐘把整個故事講清楚的

時候，這個電影基本在商業市場

上，困難度是高的...」 

	  

★ ★ 

影

片

類

型 

一

致

性 

訪談者Ａ：「不是說所謂前

面一開始 KUSO、亂七八糟
就叫商業類型，你們都估錯

類型片。類型片的基礎一定

是從頭到尾要一樣…」 

訪談者 G：「類型電影一定要做到
位，如果沒有做到位，票房很容易

就受到侷限…」 

 

 
★ 

通

俗

性 

訪談者 C：「所謂通俗的條
件裡面就是，它必需要有一

個東西，我不在乎它有沒有

創新，我也不在意它有沒有

被看爛，重點是這個類型的

切入點是什麼？」 

訪談者 E：「再怎麼不是類型的，
還是可以放到個類型裡面去，然後

去找出這個類型的數據作為參

考，去看到這樣的電影市場裡面它

的潛力最高可以到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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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鳴

度 

訪談者 H：「老梗之所以會
成為老梗，就是因為它有共

鳴。可是要在老梗上面加一

點點新意，才容易引起討

論…」 

訪談者 F：「好萊塢有一個最大的
原則，Give me the same thing only 
different」，永遠都是給我相同的
東西，但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訪談者Ｉ：「就算

是同類型的，重點

還是要看那個導演

怎麼說那樣的故

事...」 

★ 
 

市場

定位 

訪談者 C：「我跟編劇開會
時，我就會拿出我的評估表

跟編劇討論，來，你跟我說

你的目標族群在哪，就是一

樣…⋯」 

訪談者 D：「通常企劃案你要告訴
大家，你的故事是什麼？你的重點

是甚麼？你的觀眾族群是哪些？

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創

作這個案子的 profile，它整個完整
個企劃概念是什麼，那當你看完這

個企畫案之後，你這裡再去看劇本

的時候，你可以回想企劃案寫的東

西，是不是跟他一樣…⋯」 

 

★  

主

創

團

隊 

導

演 

訪談者 C：「導演過往的作
品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參

考，我們會全部列出來，例

如說這個導演過去拍過什

麼樣類型的片，這些片的票

房大概是多少，海內外影展

的成績是多少，這個是我們

評估案子很關鍵的條件之

一。…」 

訪談者 F：「我看到有些導演，我
可能會根據他歷年作品想說他不

會拍商業電影，那我們要不要投資

這樣的電影。…」 

訪談者Ｉ：「製片

曾經成功的經驗，

他曾經製作上的經

歷，和導演之前執

導片子的績效都是

我們評估的..」 
★ ★ 

監

製/
製

片 

訪談者Ａ：「就像你評估訪

談者Ａ，你不是評估我做過

的作品，你就知道我是怎麼

出手的嘛，一樣啊，如果今

天我不寫我的作品，你不知

道我是誰，你怎麼知道我怎

麼做這個案子呢？…」 

訪談者 G：「導演在接下來是製
片，製作團隊，他能不能配備可以

幫這個電影加分的製作團隊，…我
覺得監製是在規劃一個影片方向

的人，所以要看他規劃這個方式以

及方向對還是不對…」 

★ ★ 

演員 

訪談者Ａ：「卡司跟電影票

房的這件事情，他沒有這麼

絕對的關係，可是它可能跟

劇本有更相對的關係，所以

我才說有很多戲是戲包

人…』 

訪談者 D：「演員對台灣電影來
說，其實票房上是無法去做保證

的。但是宣傳上是有加分的，所以

當然演員的組合，對我們在看案

子，是我們會考慮的…』 

訪談者Ｉ：「財務

上回報的部分基本

上就回到二個構

面，一個是產品本

身，那產品本身我

們就是看劇本，那

有沒有好的劇本、

好的團隊、好的卡

司…』 

★ ★ 

製作

預算 

訪談者 C：「預算高跟低的
先決條件是那個類型有沒

有需要花那個錢…」 

訪談者 F：「預算的部分當然會有
一些經驗上的想像。這個從看劇本

的時候大概就可以抓出這個劇本

製作預算的一個範圍，如果預算不

合理的情況下，我們也不會考慮投

資。…」 

訪談者Ｉ：「超過

億的，我們已經很

清楚要有大陸的投

資方，…我們是看
投資成本，投資成

本低，贏面就相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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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嘛，所以我們現

在主要都會先判斷

投資成本…」 

附

加

價

值

與

資

源

整

合 

輔

導

金  

訪談者Ａ：「站在我的立

場，其實是不會。可是站在

一個我在公司主導者的立

場的話，它就會，主要是因

為你有這些輔導金的評

審，幫你判斷這些導演的第

一次，這個是幫助新導演，

或是一般正常導演需要資

金的最好的驗證…』 

訪談者 E：「輔導金它只是一個加
分，但它不會是一個必須，並不是

說你要拿到輔導金，…輔導金只是
一個制度，制度因人而會有變化。

所以當我們去評估，如果真的想把

它當成一個因素的時候，反過頭來

我會往後面去看說那到底這屆的

評審是誰。」  

訪談者Ｉ：「有沒

有輔導金當然重要

啊，因為這個是成

本的減項。」  

★ 

	  

其

他

出

品

方 

訪談者 C：「對，跟你相對
的條件。比如說，今天你這

個案子長得就很大，那相對

來講，你就要先告訴我你有

沒有戲院方的投資了，這就

很關鍵了...」 

訪談者 G：「如果有戲院背景的資
金投入的話，我會考慮一下，因為

戲院代表通路，你在通路的市場上

稱越久，你回收的機率就越高。」 

訪談者Ｉ：「我們

《大稻埕》我們用

了他們那時候的場

景，是一個很好的

異業結盟，幫天倫

他們省了多少錢，

讓他們不用去搭

街，然後他們用他

們片租來當他們的

投資..」 

★ 

	  

宣

發

映

演 

發行

規劃 

潛

在

合

作

發

行

公

司 

訪談者Ａ：「他們發行

誰的片，那一家發行，

然後他有什麼優缺

點，我們都有在注意，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我

們要時時注意電影公

司，別家在幹麻，別家

在幹麻，我都知道是因

為我在注意他們，因為

他們就是等於就是大

家都知道在幹麻，那你

就會知道怎麼判斷…」 

訪談者 D：「我覺得市場派越來越
有說話的權利了，就是說我覺得現

在很多案子，大家都來徵詢一下發

行的意見，但我不是說發行就一定

是唯一的解決方法，而我覺得是作

品多了一些跟市場溝通的機會…」 

訪談者Ｉ：「我們

現在投資電影，我

們都希望發行商可

以加入，…中環幫
什麼？他們擁有威

秀的戲院體系…所
以《志氣》這個案

子我們就覺得，有

戲院是一件非常重

要的事…」 

★ 

	  

預

計

上

映

檔

期 

訪談者Ａ：「電影是有

天時地利人和的，可能

同樣ㄧ部電影，你放在

不同的時間點上片，它

在票房上是會有不同

的結果的…」 

訪談者 D：「其實你在做整個電影
規劃的時候，你就很必須要很了解

你的市場、你要的方向，…，檔期
對國片在台灣來說，還是很可憐

的，因為你還是要避掉好萊塢的大

檔，那些大檔都避掉後，你再看說

我有那些時間可以放(笑)…我會
想說～這樣片子適合什麼樣的季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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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數據

分析 

討

論

度 

訪談者 C：「數據分析
的數據很像年輕、手很

穩的醫生，而創作者就

像是有經驗但手會抖

的醫生。我們需要手很

穩的醫生去執行，所以

我們需要去理解的是

什麼？是消費者的習

性…我覺得電影永遠
不可能變成機器選土

豆，但是大數據有沒有

可能幫我們先找出一

籃土豆就是消費者要

看什麼？消費者進電

影院看商業電影想要

得到的東西…」 

訪談者 D：「我覺得數據是一個參
考，當然你可以從票房的表現上去

參考說，一個故事的結局是不是快

樂結局總是比失敗的結局來得

好？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一個模板

可以當作參考，我覺得是見仁見智

拉。但是在劇本創作的時候，你可

以參考這些可能的重要線索，去做

你的劇本的創作和修改…頂多最
多是我在 final stage的時候，我要
不要看我的預算嘛，或是減少我的

預算...」 

	  ★ 

	  

同

類

型

票

房 

	  訪談者 G：「我們的電影去博偉（迪
士尼）的時候，他們就會給我們

北、中、南票房預估，還有他是樂

觀、保守、低估，但是他們的方式

是會先提幾部國片，之後會加上一

些好萊塢片，就是因為他們知道國

片參考的數字不夠…」 

訪談者Ｉ：「就是

要看同類型片，評

估項目的時候我們

也會去看市場上曾

有得同類型電影有

哪些，你不會知道

它會不會好，但比

較找類比，如果沒

有的話，你怎麼去

說服老闆…⋯」 

★ 

 

內容 

創作 

題

材

來

源 

續集 

訪談者 H：「你說美國一個
電影產業那麼強的地方，你

第二集要做的好的有多

少？大部份第一集賣的，第

二集…你直接去 DVD比較
快，…無非是大片場就是有
心要發展像《星際大戰》這

種的，這是完全沒辦法複製

的東西，你只能複製少少的

元素。」 

訪談者 F：「續集電影會更容易跟
消費者解釋，因為他跟上集一樣，

但有新的東西出現，這是續集電影

一直出現的原因…」  

	  ★ 
 

改編 

	  訪談者 G：「紅衣小女孩在台灣是
知名新聞事件，就是你知名的東西

做一個基底，他通常會擴大他的票

房，…，那知名 IP 來改，他會有
基本盤，一個新個東西...。」 

訪談者Ｉ：「經過

真實故事改編的其

實比較容易動人，

不管在哪一國都有

這樣的例子，第二

個是成本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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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本

架

構 

劇本

結構 

訪談者 C：「其實華語片對
於結構沒有這麼要求，這是

真心話，也是經驗。」 

訪談者 F：「三幕劇結構對我來
說，是一個可以跟編劇溝通的依

據，同時可以藉此量化評估的一種

方式…三幕劇評估的方式還是比
較是商業電影，著重在劇本中設定

的問題有沒有得到滿足。…」 

	  
 

★ 

閱讀

性 

訪談者 H：「如果這個本我
從頭到尾看得很順的話，我

就會覺得它是一個很好

follow的故事…』 

訪談者 G：「劇本若無法一口氣看
完，那個劇本就是有問題啊，有可

能拖沓，或是少了點什麼』 

訪談者Ｉ：「我們

評估的方式很簡

單，就會講說這個

故事吸不吸引人，

這個東西是不是出

人意料之外...」 

	  ★ 

情節

合理

性 

訪談者 H：「劇本第一就是
合理性。我覺得有些故事一

聽就是很不合理，你再怎麼

有創意也不合理。…我不喜
歡寫實、一比一的反映人

生，我喜歡這種有故事情節

的，最後會帶給人溫暖跟希

望的…」 

訪談者 G：「消費者看的就是故事
跟角色，《父後七日》的故事打動

他們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有這種生

活經驗，他是喜劇，你看大家到最

都沒有挑惕卡司，對不對，因為角

色讓人認同。」 

訪談者Ｉ：「因為

我只是一般消費

者，故事流暢度、

主角這些都不是我

考量的，我考量的

就是在劇本中，就

是看這個故事合不

合理，好不好看…」 

 
★ 

共鳴 

訪談者Ａ：「引起共鳴它包

含了比如果我們看了這個

劇本我們有沒有感覺，再來

是說會包含他能不能去再

透過很多不同年齡層的看

到這個劇本後會不會感到

共鳴的這件事情…，』 

訪談者 D：「我覺得看電影都是很
情緒化的事情嘛～就是他可能反

映出了你的生活經驗，所以你很感

動，或是我是什麼這樣，感動的點

也不一樣，那個其實真的是受眾他

的生活經驗…」 

	  ★ ★ 

衝突 

	  訪談者 G：「劇本來講，我會先看
就是這個影片的戲劇衝突跟張

力，因為消費者去戲院是要看衝突

的，所以我會第一個看戲劇衝突，

看他有沒有足夠的戲劇衝突，他的

電影如果太平的話，消費者會覺得

很無聊，…」 

	  	  ★ 

結局 

訪談者 H：「基本上我是是
一個滿俗的人，我喜歡結局

是開心的，我不喜歡很慘很

慘的，這些就是比較明確的

故事，比較明確的結局，是

在市場跟消費者溝通上面

比較方便…」 

訪談者 D：「我要求劇本的時候，
一定要給它一個原因啊，它不能夠

莫名其妙存在在那邊，莫名其妙的

結束。所以我就說那個就是至少消

費者要有一個出口，原來做這件事

情最後原因是這樣。…」  

	  ★ ★ 

故

事

主

主角

討喜

度 

訪談者 F：「這個東西第一
個 在 講 主 角 的 Normal 
Life，他遭遇了什麼問題，

訪談者 G：「人物角色的建立鮮不
鮮明，討不討喜，有不有趣，你能

否對這個角色產生認同？我覺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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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這些東西有沒有辦法讓消

費者投入到故事中，所以不

只是結構問題，結構很重

要，但主角的遭遇會不會讓

消費者想要探究這樣…」 

你不見得會喜歡這個角色，但是你

可以認同這個角色，甚至同情他，

對這個角色產生連結或共鳴，這對

我來說是重要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指標調整說明： 

    實務上電影專案評估多為綜合評估下所進行的整體判斷，非以單一因素考量，

且考量訪談內容不應依單一因素而被拆解，故本研究據訪談時受訪者陳述的觀點

或想法，微調表 2-8中各面向的次要指標後如表 3-3所示，並將調整的過程簡單

說明如下： 

1. 創意與製作面向： 

(1) 將『劇本故事特質面向』中的「故事核心思想」以及「亮點」併入「Concept」

一併討論，且將其調整至『創意與製作面向』。與劇本不同，此處的 Cocept

著重在電影專案前期策劃階段，是否能透過簡短文字將電影類型清楚傳

達，引起評估者興趣，是主要判斷的重點。 

(2) 新增「Synopsis」，有別於 Concept近似於 idea的創意層面，Synopsis更

偏向整個故事的梗概，重視故事完整性的呈現，與 Concept 相同，是否

能讓評估者不用透過劇本，就清楚傳達電影類型，引起評估者興趣，是

主要評估的重點。 

(3) 刪除「電影分級」。將其納入上述之「Concept」以及劇本故事面向中的

「類型」中一併討論。 

(4) 刪除「出品國家」、「特效」。將其整併至製作預算合理性的評估中，一併

討論。 

2. 宣發映演面向：因訪談內容未特別提及，且本研究係以票房回收率高低的商

業性考量進行探討，故刪除「獲獎能力」。 

3. 消費面向：將原以「口碑」、「影評」等屬電影上映前評估因素，轉化為可供

反饋至電影前期評估時所依據的「討論度」與「同類型票房」。討論度有別於

口碑，泛指引起消費者願意與他人交流、共享的行為。口碑的好壞不見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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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然反映在票房數字上，即使是壞口碑，也有可能因為群眾的大量討論而

產生出乎意料的票房成功(如 2017年國片《台北物語》等)，因此本研究將其

調整為談論度高低，談論度越高的電影，相對容易取得票房上的成功 

4. 劇本故事特質面向： 

(1) 將『劇本架構』中的「流暢度/期待度」調整為較直敘的「閱讀性」。 

(2) 將『劇本架構』中的「關聯性」調整為較直敘的「情節合理性」。 

(3) 將『劇本架構』中的「劇情情節」與「目標」合併為較直敘的「劇情情

節」，評估者在閱讀劇本時，是否仍與 Concept一樣，具有吸引消費者的

市場潛力。 

(4) 將『劇本架構』中偏向單一概念的「回憶」與「高潮/奇觀場面」刪除，

以劇本的整體面進行探討。 

(5) 因訪談內容中著重故事主角描述較少，且多與劇本相互聯動。故將次要

指標整合成「主角討喜度」一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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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確知，受訪者評估是否參與電影專案投資的決

策過程，是對影響電影成敗因素進行通盤考量取得共識後所歸納的結果，並非各

自獨立的變項，且會因其自身經驗的投射而有著或多或少的差異。本研究分析重

點在於透過理解受訪者決策過程中的思考脈絡細節，挖掘其潛藏的內隱知識與判

斷準則，是如何影響受訪者決策上的異同。 
 

    本章經歸納與分析訪談內容後，依據文獻所彙整的評估電影投資指標，將受

訪者評估決策的思考脈絡概分為「產製流程面」與「內容創作面」兩個部分，並

以市場性取向與藝術性取向兩大面向，就受訪者在評估因素中市場潛力與影像質

感的把關上進行相異性探討。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將從評估電影專案的角度切

入，就不同經驗評估者在評估流程上的比較，了解其評估電影時思考的異同；第

二節則從電影企劃創意面以及內容面切入，透過對比文獻歸納後初步的指標與訪

談上的相異處，建立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最後再回歸到訪談者評估流程上，

解構同樣評估指標，對不同背景的受訪者，是否會因評估流程順序上的不同，而

產生判準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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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不同經驗背景的評估順序異同 

 
    Eliashberg等學者在 2008年所發表的文章就曾提到，來自藝術背景的電影製

片人往往更相信直覺，顯見受訪者對一部電影潛力的評斷，會受到評估者本身經

驗背景的影響。從表 3-2可以看出，本研究受訪者皆有從事電影投資的經驗，撇

除電影投資外，這些受訪者可以簡單區分成「製作背景」、「發行背景」與「財

務背景」三類，而這樣背景的差異，也確實反映出其在電影投資評估時的差異。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茲就電影產製過程中可能會考量的因素如：市場定位、導

演、製片等團隊、演員、製作預算、發行策略等的「產製流程面」與包含創作層

面上對故事或劇本上的判斷如：故事 Concept、故事主角、故事流暢度、話題性

與共鳴度等的「內容創作面」兩大面向，來說明三類不同經驗受訪者，在評估電

影專案時，其所關注的評估因子，與其評估順序與重要性之異同。茲分述如下： 
 

一、製作經驗受訪者： 

    本次訪談中，有三位受訪者擁有國片投資兼製作背景，一位具國片製作經驗

背景，他們平均在國片製作上擁有 15年以上經歷，這四位在本研究訪談中均分

別闡述了其評估流程，茲用下表 4-1來共同呈現他們評估時的思考流程（各別訪

談者評估思考流程請見附件三）。訪談內容中觀察到，這類受訪者較重視品質，

視電影為藝術品，認為好的故事內容才有機會透過專業執行呈現出品質，進而吸

引消費者，取得優異的票房成績。所以可看出，這些受訪者除了內容的把關之外，

更看重專案的可執行性，並且認為專案的執行程度與否，其實更嚴重地影響到電

影的成敗以及投資的回收。就像受訪者Ａ提及對電影專案執行過程的重視一樣，

認為製作電影時的每一個步驟，都會影響到這個電影上映的危險。因此，就算完

整劇本與有經驗團隊，仍需要把關每一個拍攝環節，以確保電影製作過程的順利。

也因為如此，這些具製作經驗的受訪者，為減少電影產製過程中會發生的風險，

多如同受訪者Ｂ一樣，會採用自身在製作電影上的經驗來監督把關，或適時提供

協助，降低可能發生的產製風險，每一部電影它有它各式各樣的風險，…，即便

我們看過導演的作品也覺得說他來執行這個案子沒有問題，可是他還是可能會有

問題，每一個環節它都可能會出現狀況…定稿的部分還是會由我這邊來通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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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較製片制的概念…，對這些受訪者來說，唯有這樣把關劇本從文字到影像化

的品質，才能稍微降低投資風險。 

圖 4-1 製作業從業人員電影評估思考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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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其反映在產製流程面與內容製作面上的思考模式簡述如下： 

 

(一) 產製流程面： 

    因工作經驗所帶來的使命或責任感，對應到評估電影專案時，這類受訪者的

考量不只是回收上的風險與機會，也因為多了個人品牌上認證或加持意味，判斷

上更多了些謹慎或個人興趣上的直觀認定。而凌駕於完整劇本內容之前，這些受

訪者更重視看到提案 Concept 時是否可感受到直觀的亮點。就如同訪談者Ａ對

Concept的感受，我看劇本就是這樣，一個點，我只要有一個點，我覺得這個劇

本好玩，我就會覺得可以做…，是否第一眼就能讓受訪者從腦海既定印象類型中，

感受到新奇、獨特、有趣等直觀且獨特的亮點，可說是他們評估的第一步。 除

題材概念上的新鮮感外，無論是偏向大眾市場的商業電影，或是偏向特定族群的

藝術電影，這些受訪者在評估題材的選擇上，因牽涉到電影投資回收，故亦不可

避免地會顧及到電影上映後的票房與口碑，所以也重視與消費者的共鳴，就如同

訪談者Ｃ所闡述的，商業電影就是面向觀眾，我們必須考量所有觀眾的喜好、需

求、生活脈絡，藝術電影很簡單，創作者核心，那個創作者的核心，有沒有一個

可以打到觀眾，這件事情是騙不了人的，不管商業電影還是藝術電影，都一定要

有一個情感在…。這句話意味著，相較於更貼近市場的發行經驗受訪者，製作經

驗的受訪者較會受限於數據資料的蒐集取樣，與資料來源不若發行公司來的快且

真實，因此，對於消費者共鳴這類偏市場性的判斷，多來自閱讀劇本時的直觀感

受，或自身內隱知識對其影像化的可執行性與否上，市場數據資料僅能做參考之

用。對於這些受訪者來說，直覺，才是他們對題材、甚至是劇本最真實的反應。 

 

    除此之外，在演員的選擇上，製作經驗的受訪者則以電影完成的藝術性與質

感來做為評估考量，相對在乎演員的合適性，其重要性甚至凌駕在演員的知名度

上。從訪談者 H 的描述中就可以明確的感受其對演員合適性的看重。預算高知

名度就一定要相對要求。對我來講，適合還是大於知名度，因為台灣目前是沒有

什麼人有票房實力的…，也就表示，台灣製作經驗受訪者普遍認為，合適的演員

搭配劇本所產生的口碑加乘效應，比採用知名度演員更具票房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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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電影專案資金募集方面，製作經驗的受訪者普遍認為好的題材不愁沒有

資金投入，也願意擔任或扮演協助資金募資的角色，但他們對於題材相對保守，

不會輕易嘗試沒有把握的題材類型，因此，輔導金的取得與否，對這些評估者來

說，就像多了一層風險上的保障或獲利的回報。如同受訪者Ａ所表達的，站在我

的立場，其實是不會。可站在我是公司主導者立場的話，它就會，主要是因為，

這些輔導金的評審，是幫助新導演，或是一般正常導演需要資金的最好的驗證。

以及受訪者 C 所說的，我們通常都是把輔導金當收益，可見這些受訪者，雖然

不見得相信輔導金評選機制，但卻會透過取得輔導金，來獲取高層決策者信心，

降低投資風險。總體言之，無論題材還是演員的選擇，製作經驗的受訪者認為劇

本結合優良執行團隊所呈現出來的品質與內容，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評估準則。 

 

    最後，在電影專案宣發策略的評估上，具製作經驗受訪者認為，在評估初期

會即會考量屬於產業鏈中後端的發行規劃。但實務上，他們仍會隨實際發生的情

況，進行動態調整。就像受訪者 B 所說，製作、檔期這些還是要看劇本什麼時

候搞定啊…。也就是說，因受限於電影專案本身可執行的成熟度不盡相同，就算

已有預設好檔期，還是會等電影拍攝完成進入後製階段後，再與電影發行商接觸，

開始擘畫，不願意為了檔期而犧牲品質。 

 

(二) 內容創作面： 

    重視故事品質與完整度，雖不若好萊塢製作公司普遍重視三幕劇架構，反而

會以「是否可流暢看完劇本」這樣簡單的方式，做為判斷劇本是否流暢具吸引力

的標準。就像受訪者 C 所表示，劇本好不好看就是單純二個點，一個就是他有

沒有吸引人的點，第二個就是它基本的流暢度。劇本故事的合理性、整體故事結

構上是否具起承轉合，可完整地把劇本影像化呈現，從一而終地傳達給消費，…⋯

等，都是這些受訪者最直觀的判斷標準。除此之外，受訪者也會透過不同人對劇

本的感受，來了解這個劇本是否有機會，或是可能引起哪個年齡層的共鳴。如同

受訪者 B 所說，我們製作部每個人通通都要看，我就會給下面小朋友看，然後

我們會討論，他們覺得這個本子有沒有潛力…，可見這些受訪者普遍傾向先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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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杜團隊對劇本的建議，做為判斷的參考。總體而言，惟有先從劇本中感受故事

的代入感、產生對故事的共鳴感，才有機會在影像化後，讓目標消費者群產生共

鳴、自發性地與朋友討論，或在社群平台上發表觀影心得，甚至傳遞口碑。而這

種擴散傳遞的模式，才是這些受訪者認為創造票房最重要的根本。 

 

二、發行經驗受訪者： 

    本次訪談中，有三位受訪者擁有國片投資兼發行背景，他們平均在發行領域

上擁有 15年以上經歷。三位受訪者在本研究訪談中均分別闡述了評估電影專案

的流程，茲用下表 4-2來共同呈現其評估時的思考流程（各別訪談者評估思考流

程請見附件三）。從訪談的內容中，可看出發行背景的受訪者比起其他類型受訪

者更貼近市場，所以他們相對重視上映檔期，及發行策略是否足以吸引目標消費

者，就像受訪者Ｅ所說，一個很可能其實口碑不對太好的片子，經過適當的營造、

經過適當的提醒之後，它很可能就是一個口碑很好的電影。也因為這些受訪者較

無實際製作經驗，在風險的把關上，則傾向於透過宣發策略來降低投資風險。受

訪者 D就描述了這樣的經驗，因為我畢竟不是 production（製作）出身的人，我

不可能總是盯在現場看所有的事情，所以只要在執行上，它是沒有按照計劃、紮

紮實實在做的時候，失去控制我也沒有辦法，那就只能隨它去了，然後最後交出

來的結果，我再想辦法去包裝…，顯示出這類型的受訪者相對無法從電影產製過

程中掌控電影品質風險，因此會就電影成品實際情況調整宣發策略，透過降低宣

傳成本，或版權預售等方式以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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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發行業從業投資人電影評估思考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 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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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製流程面： 

    對市場敏銳，習慣運用數據分析（如：同類型票房等）來理解、認識、以及

了解這群消費者輪廓，就像受訪者Ｆ所說，你去投資電影、你去拍電影這件事情，

到底對負責投資的這家公司，它要的是什麼？它要的是名？還是利？如果是利，

你在做計算的時候，數據跟經驗就變得非常的重要。不但如此，這類型的受訪者

認為，從數據分析中表現出的消費者喜好，就代表著市場需求，更是電影專案成

功的主要評估關鍵。如同受訪者Ｇ所認為的，觀眾是根據類型消費電影的嘛，…，

觀眾優先選擇的票房一定是最好的…。因此，就上述邏輯反饋在其評估順序上，

也因其明顯地會以市場接受度先考量的態度，所以相較於其他類別的受訪者先看

劇本，具發行經驗的受訪者則會選擇企劃案做為評估的第一步，就像受訪者 D

所表明的，我一定是先看企劃案，看一下它是什麼類型的電影，…，然後我大概

會想一下國內的市場，就是說以這樣的市場範圍看它的製作預算，它的回收，…，

意味著這類型的受訪者雖然和製作經驗受訪者一樣重視 Concept，但這類受訪者

對 Concept的概念主要來自於企劃案，並且看重提案中對類型的描述與定位，以

幫助自己快速就該評估專案的一些較偏屬市場性相關如消費者喜好類型等，進行

初步直觀判斷；除此之外，從受訪者 D 身上也可以看到，他們會藉由企劃案來

觀察提案方與自己是否有共識，就如同受訪者 D 所分享的，我會先看類型、大

概這樣的故事，是我自己一定會有一個標準在裡面了，那我再看這個人，他對於

這個案子的想法，彼此兩個人之間有沒有共識。 

 

    總之，發行類別的受訪者習慣藉企劃案觀察提案方，了解其規劃時是否清楚

專案定位與目標觀眾，做為合作的基礎門檻。也因發行經驗受訪者相對重視提案

者（導演、製片或編劇）對市場的掌握度，除了習慣透過企劃案中製作預算的規

劃、演員選擇等進行評估外，就如同前述受訪者 D 所表示的，亦會透過企劃案

來了解提案者對其專案在未來市場上票房的預期，以及可能的機會點。除此之外，

與製作經驗受訪者更為不同的是，他們對市場回收的重視性有時會超過自己個人

的喜好，就像受訪者 D 所表述的，也許它不是我喜歡的菜，但它有市場啊，認

為就算劇本不見得是自己所喜歡的類型，或尚有改進的空間，但只要與算合理，

類型是市場消費者喜歡的，仍會站在回收機率高的市場判斷上決定投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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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樣更重視市場性的思考脈絡似乎也印證到其對於演員的選擇上。相對於

演技，這些擁有發行經驗的受訪者，會更重視演員知名度，及演員間的適配度，

認為雖然台灣演員雖不具票房保證，但具知名度的演員才有機會吸引媒體的報導

與曝光，打開電影的知名度，進而吸引消費者的關注，傳遞口碑。 

 

常常有很多導演跟監製跟我反映說不一定要用卡司，我說可以，你就

用適合這個角色的演員，但你要保證電影非常好看，之後才可以有口碑去

做。但問題是如果你沒有很有把握你的片子會有口碑的時候，你為什麼不

多買一層保險，至少會有媒體曝光…。（受訪者 G） 

 

    此外，因這些發行經驗受訪者本身擁有發行通路的實力，除了投資人之外，

他們更多時候也同時扮演了該部片發行公司的角色，享有發行服務費這一層票房

回收上的保障。就像受訪者 F所分享的，投資電影時，公司可以扮演的角色也會

是我考量的因素之一，我們會希望投資的電影，可以盡量由公司拿下台灣發行

權…，因這些受訪者顧名思義有著來自發行端的優勢，且往往會在眾多投資者中

扮演著判斷市場潛力與發行建議的要角，如同受訪者 D 所說，我覺得現在很多

案子，大家都來徵詢一下發行的意見，以借其專業，來提供、甚至引導著電影專

案發行檔期的擘畫。除此之外，源於對市場掌握度相對較高，輔導金取得與否，

對這類型受訪者而言的重點，並非在這些評審對於該電影專案的評價，而是一種

對投資人回收上的保證。如同受訪者 G所言： 

 

    它找的評審是綜合性評審，有些是技術類評審比如說剪接，他們沒有在

考慮市場跟題材，所以我說他們不會完全影響我，…，在好的案子丟到市場

上都有風險。所以必須靠公部門的錢進來，降低你回收的門檻，我覺得輔導

金的作用對新導演來說是第一桶金，那對於拍很多部片的導演，就要看他的

題材強不強勢，它需要輔導金的用意，只是要讓投資人賺錢當作回收而已。

（受訪者 G） 

    顯見，發行類型的受訪者與製做類型受訪者相同，認為輔導金評選機制的出

發點本就是以扶植新導演為主，非以電影票房上的成功為目標，雖不見得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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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金評選機制，但仍不反駁輔導金是降低風險或增加收入的一個管道。 

 

(二) 內容創作面： 

    因此類型受訪者多有購買外片回台灣發行相關經驗，反映到內容評估上，更

仰賴好萊塢評估劇本的方法論，重視題材的話題性、共鳴度，及題材是否足以引

起消費者主動討論，進而創造票房。雖較其他評估者更重視劇本三幕劇架構，就

像受訪者 F所說，三幕劇結構對我來說，是一個可以跟編劇溝通的依據，同時藉

此量化評估的一種方式。但應用到實務上，也難免擔心若僅遵循此架構評估劇本，

可能會流於形式，而容易被消費者猜到結局發展，反而缺少一點新鮮感與驚喜。

如同受訪者 G 所表達的，故事結構很重要，但其實如果一直以三幕劇的結構來

看劇本會有問題的。…。三幕劇很容易被觀眾預測到發展，因為太機械化了…。

故從投資評估角度出發，三幕劇可做為驗證劇本是否能夠吸引消費者的基礎，類

似一種健檢概念，幫助受訪者就劇本做結構上的檢查與評估參考，最終仍會回到

市場面來考量，就像受訪者 E所言，除了要求劇本的流暢、能夠面面俱到之外，

其實很大一個因素就是說，你要怎麼樣這個劇本到時候到市場上的時候，它可引

起討論、可以引起爭議、可以引起各種好奇…，可見，劇本是否有突出、吸引人

的亮點（與眾不同處）？是否可一鼓作氣看完劇本？演員與劇本中角色是否具引

起話題的可能性？劇中的衝突是否夠強烈能引起消費者共鳴？結局是否可讓消

費者有一個紓解出口？…⋯等等。前述每個有機會引起消費者共鳴的查核點，都是

重視市場反饋的發行類型受訪者對劇本評估上相對注重的。 

 

三、財務經驗受訪者： 

    本次訪談中，有一位受訪者是單純財務背景，且在領域上擁有 10年以上經

歷。茲用下表 4-3來呈現訪談者評估電影投資時的思考流程（訪談者評估思考流

程請見附件三）。從訪談內容中，可看出財務背景的受訪者相對保守，且因其具

備金融專業知識，相對重視投資報酬率，習慣依據市場目前票房的情況來反推評

估電影投資報酬率。若評估的電影專案具有兩岸同步上映可能性，財務型受訪者

在投資風險的承受度上，反而較具製作經驗的受訪著來的高。如同訪談者Ｉ對當

時經驗的描述，如果你問我，我現在就只看三千萬，又回到 2010 年，又回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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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投電影的時候，欸，我那時候還敢投三千萬一部片，我那時候兩個邏輯，一個

就是小成本，一個就是合拍有二岸市場如某片…。除此之外，因知道自己對電影

產業執行上的不夠理解，故前期重視團隊組成，會透過團隊過往經歷來確保電影

專案的可被執行性。特別重視電影發行策略的檔期規劃，就像訪談者Ｉ提及的，

我們現在投資電影，我們都希望發行商可以加入，他們非常地仰賴發行公司加入，

以藉此來減少電影投資風險。 
 

圖 4-3 財務型投資人電影評估思考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茲將其反映在產製流程面與內容製作面上的思考模式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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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投資報酬率，因為缺少電影產製經驗，除了製作成本多寡及回收可能性

高低等財務面的考量外，投資上非常倚靠其他具電影製作或發行等經驗的從業人

員對這部電影專案上的專業建議，且會就製作團隊的過往實績來強化自己對電影

專案投資與否的信心。就像訪談者Ｉ對於其評估電影項目上所說的： 

 

我們是創投，所以主要的考量就是財務上的回報，財務上回報基本上就回到

二個構面，一個是產品本身，第二個是市場嘛。產品我就看團隊、看劇本，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看同類型的票房市場的一些反映，所以大概這就是最主要

就是這二個因素，那對我來講，我考慮的就是會不會賺錢…。（受訪者 I） 

 

    除此之外，因投資風險上考量，相對其他類別的受訪者更重視輔導金的取得，

認為取得輔導金的電影專案，就是一種投資風險的降低。如同受訪者 I所言，當

然重要啊，因為這個是成本的減項。循此思考脈絡，這類型投資人亦相對依賴評

估電影專案的投資資金組成為何，以及是否有企業或場地等異業合作的可能性，

特別重視是否有發行公司參與，受訪者 I就其之前的經驗分享，這個案子我們就

覺得，有戲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可見，這類型的受訪者認為若能取得發行

體系的投資人願意參與，就相對保證了電影擁有戲院排片及上映廳數的優勢，具

票房上回收的保障，會增強參與的意願。最後，因其風險承受度雖然較其他受訪

者高，但因自身並不會製作電影，故反映在電影專案的評估上，除習慣性憑藉業

界經驗作為評估參考外，電影專案的資金籌組上，並不會主動主導電影專案的啟

動，反而像是補足該電影專案的最後一筆投資款。如受訪者 I所表示，每件事情

都要有它的苦主，因為我是出錢的嘛，你不能叫出錢的幫你做事啊，我可以幫你

做多增加行銷、幫你 casting、幫你監製、幫你找錢、幫你找資源、找人…，這也

反映出這類型受訪者對電影專案的投資評估，往往會以非常成熟的電影專案為主，

在沒有輔導金認可，或其他具製作或發行經驗的投資團隊參與資金或資源投入的

話，這類受訪者基本上並不會先行評估，做出決策。總體而言，在電影的投資上，

這類型的投資者不會是電影專案啟動的第一桶金，但往往會是最後一桶金。 

 

(二) 內容創作面：  

    認知自己並非業界專業從業人員，故實務上評估劇本時，更貼近於閱讀時直

覺上喜好，並不會被所謂標準架構限制。就如同受訪者Ｉ所說，故事流暢度、主



	  

	  
	  

112	    
DOI:10.6814/NCCU201900760 

角這些都不是我考量的，我考量的就是在劇本中，這個故事合不合理，好不好看…，

我們就是做觀眾，以觀眾的立場就是說，比如說我們現在已經看了一百多個劇本，

有些劇本真的是你翻，你看好幾個禮拜你都看不下去…，顯見這類受訪者評估劇

本非常直觀，是否覺得出乎意料、覺得新鮮？是否會一直想要看下去？等等…⋯，

反而是這類受訪者重要的評估關鍵。 

 

第二節 不同背景的評估取向比較 

    本節將說明研究者如何建立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的方法。從上一節我們可

以看出不同經驗背景的受訪者，重視的評估概念有著顯著的差異，本節試圖進一

步去探討，在其差異性之間，是否有些什麼共同之處，或者在這個表面上的差異

底下，有沒有什麼互相呼應之處。本研究將透過尋找這些共同之處的方法，來建

立起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本節一共分為三個階段，最後發現儘管受訪者在表

面上有著些許的不同，事實上他們的差異並沒有一開始顯現得那麼大。 

 

一、第一階段：經由訪談收斂調整的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 

    究竟每一個評估指標的評估概念應如何描述？不同背景的受訪者是否有其

衝突性的判斷準則？接續前一節對不同經驗受訪者評估脈絡進行初步探討，本節

試圖更進一步釐清，不同經驗受訪者間對同ㄧ個評估指標的判準上，是否有其更

深層的內隱知識，可將其轉化為符合台灣電影投資的評估概念。茲先就文獻探討

中的評估概念彙整如下表： 

 

表 4-1 修正後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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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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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產製流程面向與內容創作面向的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產業鏈面向 

1.故事概念（Concept）：提案者的敲門磚，撩起評估者興趣的鉤子  

    知名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習慣以如果能用 25個字告訴

我一部電影的構想，那它可能會拍成一部好電影這樣的「高概念（High concept）」，

來做為其篩選電影專案的第一步。而這種一見即知的概念，也反映在受訪者Ｆ評

估的想法中，我這幾年在市場上看到的一些成功案例覺得有潛力操作開發成電影

劇本的，我們會先從一個概念（Concept）開始…。的確，評估者可能常常同時

間面對許多企劃案或劇本評估，對於提案方而言，如何用少量字句便能陳述出作

品主要概念，讓評估者在最短時間透過了解這個評估專案的故事，進而引起潛在

投資人或評估者興趣，並且可以透過企劃案內容與概念了解提案者想法或對市場

看法有所共鳴，繼而對其市場潛力做一個初步評估，是故事梗概最重要的目的。

就如同受訪者Ｂ製作電影企劃案時即如此表述， 

 

    我們在製作企劃案的時候，第一個一定會說這個故事它吸引人的點

（Concept）在哪裡，因為你必須講一個好聽的故事，讓他覺得這個故事

好像很有趣…那如果說他裡面的創意或是點子讓我是覺得很新穎的，即便

劇本寫得不好，那我也會再去評估說這個劇本有沒有可能修改或是發展的

空間…。（受訪者 B） 

 

   訪談中資料顯示，從評估的角度來看，無論從提案方所提供企劃文案中的故

事梗概進行判讀，或是就劇本中自行萃取解讀出故事梗概，讓人感到新鮮有趣的

故事概念，都是評估時所不可或缺的討論重點，且不會因為評估者參與的身份是

單純投資，或是主導而有所差異。就像受訪者Ａ當時評估電影專案《我的少女時

代》的過程，我常常都說，只要這個劇本有一個，只要有一點，一個新意，他就

跳出來了…，我《我的少女時代》，一個普通的少女，他的粉絲就是劉德華，他

喜歡學長，但就被身邊的流氓打動，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Concept，...，就是我們

身邊旁邊 100 個女孩都這樣，我覺得這就贏了…。不管評估者扮演的是主動還是

被動的角色，故事概念看似短短幾字，但卻是扮演吸引評估者眼球，使其對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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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好奇心的重要角色。若進一步觀察怎樣的故事梗概才算成功地撩起評估者興

趣？從訪談資料中可觀察到，訪談者往往會就市場上目前的消費者觀影趨勢來一

併研判，故事概念中會聯想到的「類型」輪廓，甚至於市場定位均會一併思考，

無法僅就故事概念來決定。受訪者Ｄ認為，Concept 可以讓你比較容易能夠理解

他的想法是什麼，故事中的 Concept是否有獨特且與眾不同的亮點與創意性，讓

人有驚喜感，甚至會感覺有機會引起消費者討論，都是評估者在「故事梗慨」中

所希望觀察到的。 
 

    前端最重要的就是 Concept，Concept 要怎麼變成一個有趣的劇本。這兩

個東西其實是我們做為評估這個案子值不值得做投資最重要的評估因

素。…Concept 是永遠你在評估每一個案子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而劇本就是把所謂的 Concept 落實，Concept 對我來說，就是這個東西跟市

場裡面其他的案子有什麼是不一樣的，有什麼是一樣的…今天當你看到這個

Concept，不是劇本，看到這個 Concept，然後你看到這個組合，你看到這個

片子進入市場有可能產生的效應，是這個是我們在評估要不要同意，要不要

拍這個案子、要不要投資這個案子很大的一個重要因素。（受訪者 E） 

 

2. Synopsis（故事梗概/故事大綱）：字字珠璣，決定提案者命運  

    有別於故事概念會因創意具體落實的情況而有所不同，且可能是並未落實成

劇本或企劃案的一個想法（idea），故事大綱（Synopsis）則像是提案方依循故事

概念，從市場潛力角度出發，所提出經過修飾、更面向消費者的劇情概要。不同

於故事概念大多來自於提案方對故事想法的濃縮呈現，從訪談中確知，故事大綱

的來源主要可概分為來自提案企劃，或由評估方以蒐集更多市場的反饋為目的自

行轉述。不同於前者的被動接受，為了尋找潛在合作方，或蒐集更多市場上不同

年齡層的反饋。部分受訪者表示會透過將劇本自行研讀內化後，濃縮轉述的方式，

將故事大綱以摘要、口述的方式，轉述給其他人，受訪者Ｇ即認為，這個劇本你

看完消化後是否能成一句話講給別人聽，那個衝突有沒有辦法把它抓出來，有沒

有辦法吸引人，這個很重要…，不但如此，受訪者 C 則表示故事大綱對評估者

初步評估電影專案是否具備市場性上，具有相當的指標意義，劇本本身有沒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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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吸引人的條件是重要的，我們這樣簡單講，如果一個案子，我們沒有辦法把它

濃縮成 150 個字，基本上這個案子會直接淘汰…對我來講，商業電影非常單純，

第一件事，就是你必須有辦法跟別人講…，明確地表示會透過這樣內化的檢視方

式，藉以客觀測試這個故事是否吸引人，來做為與潛在目標市場溝通與評估的方

式。亦如受訪者 E對故事大綱在評估一個電影專案上的看法， 

 

    當一個故事它沒有辦法再一分鐘把整個故事講講清楚的時候，這個電

影基本在商業市場上，困難度是高的…你怎麼在一分鐘就吸引到人家對這

個故事的好奇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說在 Concept 的時候，如果

它完全不吸引我，一般來說，到了劇本階段它不會加多少分…。（受訪者 E） 

 

    除此之外，雖然故事大綱可以做為簡單市場測試，但受訪者多表示不會以提

案方所提供的故事大綱，做為評估基準，以減少因故事大綱因撰寫者的文筆好壞，

影響到自己對故事整體的判斷。受訪者 H 即在訪談中如此表述，我不會想要把

故事簡短地口述出來，除非是面對一般消費者，那種是測試一般人用的，因為那

個主要都算是宣傳那塊的事情，但是你可以把人騙進來，並不代表那是一個好故

事…。因此，體察其評估思考脈絡，故事大綱對這些受訪者來說，反而不如劇本

來得更加重要。總體而言，來自消費者端的訊息往往是最貼近市場的，他們所反

饋的訊息，更可加以歸納後，回饋到劇本，使劇本更具市場潛力。故事大綱可輔

助評估者更進一步了解故事概念影像化的起承轉成，若故事梗概都無法讓聽者或

讀者在短時間內感到興趣，那麼更多的文字描述或視覺影像，亦不太可能取得潛

在市場消費者願意購買電影票的認同。 

 

小結：故事概念＋故事大綱：評估電影專案的基礎  

    無論以製作面角度或從發行面角度來看，故事概念搭配故事大綱作為評估基

礎，對於評估者來說，無疑是開啟評估序曲的敲門磚，使其可運用市場上過往近

似電影的票房表現，以及口述或文字資料的提供，透過與各類型消費者溝通之反

饋，作為是否更進一步理解、參與投資或製作這部電影專案的基準。雖然受訪者

多認為故事概念是評估電影專案的第一步，但若從藝術性的的角度觀之，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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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評估者則顯示出對故事概念以及故事大綱的不確定感，還是會以劇本做進

一步的確認，認為引起消費者興趣的內容沒有辦法僅用故事大綱作為初步標準。

在整個劇本已經完成的前提下，雖然可用故事概念與故事大綱就評估項目市場性

進行簡單評估，但無論是故事概念或故事大綱，它們在編撰的過程中，會牽涉到

文字撰寫者對文字的掌握度以及對文字重點的定義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感受。若

評估者本身對故事概念已有初步認同，在進行整個電影專案製作上討論時，與其

用口述取得對電影專案上的反饋共識，倒不如直接提供劇本，藉以取得劇本上的

修改建議，更有機會讓這個電影專案更加貼近市場需求。 

 

    綜上所述，不管是由提案方提出，或有製作公司背景的評估方包裝，故事概

念都是提案方與評估方在創意想法上的溝通以及對市場潛力最初期的評估。若不

細究故事概念與故事大綱來源的取得途徑下，光憑兩三句話，就讓評估者或聽者

大致了解故事的創意與趣味點，看重的不是文字駕御上的能力，而是說者與聽者

在各自憑藉以往經驗所評斷出故事影像化可能性與市場潛力的過程中，產生了一

種共識性，達成了一種初步對於市場票房表現上的預期心理。 

 

3. 影片類型：了解目標族群的竅門，可看出市場潛力  

（1）它像那部片？通俗且符合主流市場熟悉的類型，較容易引起消費者  

     興趣  

    比起企劃案中可透過故事梗概（Concept）與故事大綱（Synopsis）這樣以濃

縮後的短文字展現整個電影專案的輪廓，「類型」更像是一部電影的標籤，用以

幫助評估者進行資料庫搜索，了解市場上是否曾有過與這部電影創意構想相近的

電影，藉以描繪出評估專案在類型上的可能樣貌。從受訪者Ｄ對類型的評估想像，

就可以看出這些受訪者對電影專案的類型具有一定的想像力。其實我會先看類型，

大概這樣的故事是我自己一定會有一個標準在裡面了…，並且也會透過比較，推

算出可能的市場潛力與票房表現區段，做為投資評估的參考。受訪者Ｅ在其評估

的描述中，即顯現出了這樣的慣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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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Concept 一定會有一個類型，它是一個科幻片、它是一個喜劇、它

是一個浪漫劇、它是一個什麼懸疑片，他有了一個大概的這樣的類型在那個

地方，ok~再怎麼不是類型的，還是可以放到一個類型裡面去，然後去找出

這個類型的數據做為參考，去看到這樣的電影市場裡面它大概、它的潛力最

高可以到多少？這是它所謂的潛在獲利，它的票房潛力…。（受訪者 E） 

 

   電影是一個偏向於娛樂屬性的產品，是故愈常出現在市場上的通俗類型（如：

文獻探討中美國在台灣的票房研究均認為：喜劇類型電影對票房具正面影響），

從大數法則的大數據角度觀之，代表其愈受主流消費市場的消費者喜愛，可體現

的價值亦相對高。受訪者 G 與受訪者Ｄ甚至會認為類型評估上的重要性，可能

會高於劇本，評估劇本的好壞，我會先挑類型。這個類型在市場上有沒有機會。

類型（題材）就決定了票房的基本盤…，類型電影的好處就是他目標消費者清楚…。

(受訪者Ｇ) 

 

    雖然從製作端角度出發的評估者，仍會抱持著創新的想法，想要嘗試可能自

己沒有接觸或參與過的類型，就如同受訪者Ｂ所言，通常會馬上吸引住我的一定

就是可能是沒有拍過的類型，第二個就是覺得它在台灣市場有可能產生的共鳴度

有多高…，但不變的是這些受訪者仍關注這個評估專案類型在市場潛力的高低，

以及消費者是否對其產生「共鳴」，甚至會親身到戲院去觀察消費者的反應，觀

察消費者對那一種類型的電影較會主動購票，或是對電影中的哪些對白、劇情會

感到開心或難過，來做為類型評估上的思考。訪談者Ａ就分享了這樣的經驗。 

 

    旁邊的人大家看啊、溝通啊、討論的直覺，那我自己會覺得，他一定會

落在一個數據裡，因為我們自己常看電影，所以我才會說，為什要大家常常

去電影院坐在那邊看電影，是因為你在電影院感覺到那個時間，這部片的長

度，消費者的熱度，你常常看，你會感受到，然後你再去看一個自己的國片，

你就會知道說缺點在哪…。（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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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受訪者A這樣實地觀察的方式，因為某些公司在評估電影專案的時候，

通常會就評估的電影專案，製作制式化的評估報告以供公司高層決策時討論以及

參考。因此，評估報告上關於市場訊息面的分析也就相對重要。受訪者 C 在訪

談的過程中，就提到了其公司內部評估報告的一些規格，以及其對於評估電影專

案的市場性評估方式。 

 

    今天我是一個開發，那我就需要很清楚知道我內容要去哪裡，我要賣給

誰，他們在哪裡？幾歲？長怎樣？…，我目前看下來最安全的就是雙類型。…

我們有一套紙本評估報告，這套紙本評估報告裡面包含的是所有最基礎的資

料，包含片名、片長、類型、然後導演、編劇、製片、製片公司過往經歷、

資本額，這些都會有，…，我們的類型是用 IMDB 去標示的，這是我個人的

習慣（受訪者 C）。 

 

（2）什麼類型的電影最具具市場價值？通俗性高且從一而終  

    消費者想看的類型，就是對的類型，因為可說是牽涉到是否可以吸引消費者

購買電影票的動機，具「定位」功能的電影類型，更顯重要。在這麼多電影的類

型中，什麼樣的類型最受消費族群青睞，著實考驗著每一個電影故事開發的提案

者，以及評估電影的評估者們。因此，若將電影類型視為電影專案前期投資評估

中的重要依據，除了從市場面考量每一種電影類型與票房的關係之外，是否還有

其他需要考量的評估要素？從訪談中發現，除了從市場面站在消費族群的立場來

評估專案類型與票房關係外，這些受訪者更重視的是類型的「從一而終」。既然

選定了電影類型，延續著這個電影類型所發展出來的故事內容，是否能夠符合這

個類型給消費者的想像，重頭到尾不偏離類型主題，讓消費者不會對這個電影類

型的想像產生質疑，則需要就評估電影類型後，在劇本把關上同時思考與檢視，

讓故事回歸題材初心，才能奠基在對的題材運用上，得到消費者的認同與口碑。

受訪者Ａ與受訪者 E都不約而同地表達類型需要從一而終的重視性。 

 

不是說所謂前面一開始 KUSO、亂七八糟就叫商業類型，你們都估錯

類型片。類型片的基礎一定是從頭到尾要一樣…，你們就是有時候都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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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片都把它這樣定義，以為說稍微 KUSO 一下就是類型片，可是它應該是

從頭到尾統一，像豬哥亮的電影就是從頭到尾統一…。(受訪者Ａ) 

 

做為拍電影的人，我們現在反過來，我現在不是做評估電影的人，做

拍電影的人你就是要想辦法把你自己的電影做到盡，你想拍什麼類型，就

把這個類型要發揮到極致，你要拍一個恐怖片、血腥片，whatever～你要浪

漫的～你要做到一個極致，這件事情沒有半調子的…。（受訪者 E） 

 

    我們可從上述受訪者感受到，其均認同唯有不改變電影初衷，從頭到尾都一

致的電影類型，才可能會感動人心、夠通俗，進而能與消費者產生連結與共鳴，

引起他們的同溫層情懷或是將自己投入到故事之中，進而願意自發性地傳遞口碑，

呼朋引伴地進戲院看電影。不但如此，受訪者Ｇ更是直接表達出在評估電影中，

為什麼電影的類型與消費者連結度高低具有一定的重要項，甚至影響著電影票房

的成敗。 

 

    我評估案子可不可以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個案子跟大多數消

費者的連結度高不高…，因為每個類型的消費者不一樣，消費者很簡單，就

跟著一條線走，你一下子這樣一下子那樣，消費者情緒會斷裂，…，程偉豪

為什麼他的電影都成功，因為他的類型都只有一個類型，他一點都不貪心，

他就是做這個類型做清楚、做到位…，類型電影一定要做到位，如果沒有做

到位，票房很容易就受到侷限…。(受訪者 G) 

 

    既然電影類型很重要，受訪者也提出了類型從一而中的重要性。觀察目前票

房較為成功的國片並非全然僅有單一類型（見附錄一）。那麼究竟幾種類型更適

合台灣電影製作的執行？受訪者 C 在訪談的過程中也提供了一些其評估上的看

法，認為類型的從一而終很重要，但量力而為，才更能夠把類型完整地呈現，取

得消費者的認同。 

 

我必須坦白講是說，台灣的影視還沒有成熟到那裡拉，我們還沒有成熟到可以

操作這麼多的類型在同一個案子裡，我們連單一類型都拍不好了。我目前看下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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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是雙類型。…然後每一個片子都不能超過三個類型，所以我都笑說，如果

《XXXXX》我在的話，應該就不會投了，因為這部電影的類型超過 3 個，所以我

應該就會說不能投，因為一個片型只要超過 3 個類型基本上就不會是商業電影了。

（受訪者 C） 

 

    若電影類型搖擺不定，消費者看似享受了一魚多吃的豐富感受，但同理卻可

能會反應出對作品定位的混淆，繼而影響到觀影後口碑傳遞與票房回收。除了前

述受訪者提出，類型電影應透過劇本，來檢證其是否具從一而終外，受訪者 H

更針對電影類型的評估上，提出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認為類型的評估上僅能

做為一個基本的參考標準，並非全然地受限在類型的框架內，重點仍需要回歸到

劇本以及故事內容，有好的故事內容，才是真正吸引消費者的關鍵。我覺得類型

分法有一點一廂情願，就是不太可能就是什麼動作片、然後什麼你沒有故事、沒

有人物是你被感動的，那不可能，我覺得任何的片子就算科幻片也都在探求一些

什麼哲學思想，這些都是混雜在一起的，不太可能單一什麼就是什麼…。（受訪

者Ｈ） 

 

（3）「一樣又不一樣」。同中求異的電影類型，兼具創意新鮮與共鳴，相  

    對容易受到消費者青睞  

    故事概念之所以能讓評估者（閱讀者）受此吸引，不會單純只有表面文字上

看到打動人（感動深受）的地方，除了故事概念之外，更多的是由故事概念所架

構出來的類型，以及其所連結的新意、創意，包括整個電影專案的主創團隊（導

演、監製、製片等等）都是，就如同受訪者Ｉ就算是同類型的，重點還是要看那

個導演怎麼說那樣的故事…，以及受訪者Ａ所表述，他要有一點這好像別的劇本

沒有，我就會做。我從來沒有做過重複的…每一部電影都是這樣，就是那個概念，

你覺得這個概念很好，它裡面一定有能打動你的地方…。這樣的思考方式。而這

就是多位受訪者在訪談中提到，他們用來評估電影類型是否具市場潛力的判斷標

準。IMDb（Internet Movie Database，網路電影資料庫，簡稱 IMDb）將電影的類

型細分為 32種16(吳方怡，2007)，但真正要讓消費者覺得有新意的，並不是改變

	  	  	  	  	  	  	  	  	  	  	  	  	  	  	  	  	  	  	  	  	  	  	  	  	  	  	  	  	  	  	  	  	  	  	  	  	  	  	  	   	  	  	  	  	  	  	  	  	  	  	  	  	  	  	  	  
16 美國知名影視評論網站，為目前英語系和歐洲國家主要電影資料網站之一，用戶可用 1-1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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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類型或是增加類型的多樣性，而是在大眾所能理解，像愛情、喜劇、動作、科

幻這類較為通俗取向的類型上，增加一點點的新意。就像受訪者 F分享他對好萊

塢評估電影類型的時所提， 

 

    所有的電影類型在電影的百年歷時以來，全部都被講過了，…，消費

者去消費，不是去消費新東西，都是消費過去曾有的經驗，和別人曾有的

經驗，如果是新的東西，他會需要判斷他要不要去看新的東西。好萊塢有

一個最大的原則，「Give me the same thing only different」，永遠都是給我相

同的東西，但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受訪者 F） 

 

    由上可知，消費者口味多變且難以捉模，如果同樣類型與題材，卻沒有讓評

估者感到耳目一新的故事概念，這樣的電影專案在評估上則容易被判定為流為跟

風，不易取得票房成功。因此為增加市場潛力，滿足多數消費者對電影的喜好需

求，提案方有時會在劇本內容中增加一些可輕易辨識，或是向經典致敬概念的橋

段，希望能引起消費者共鳴。但受訪者 C 在訪談過程中明確地指出，不管共鳴

的來源為何，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通俗（老梗）上找到這個電影專案的切入點（創

新點）消費者的消費不是看國片…，我會以通俗為基礎，所謂通俗的條件裡面就

是，它必須要有一個東西，我不在乎它有沒有創新，我也不在意它有沒有被看爛，

重點是，這個類型的切入點是什麼？ 顯示受訪者認為，消費者的口味並非一致，

看似熟悉（通俗）的橋段，表面上似乎讓這個電影充滿各種消費者所喜歡的元素，

實際上卻可能讓消費者覺得是老梗沿用而造成反效果，反之，令人覺得老梗的題

材或故事內容，也可能會讓以紓壓而非燒腦的觀影消費者產生「我大概知道會是

什麼樣的故事，會有什麼感受」的觀影熟悉感，進而願意進戲院捧場。受訪者也

提到，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會回應到產品價值的票房表現上，多半也就是消費者

最喜歡、最常買單的類型。既然越通俗的電影類型，往往兼具著「最有賣相」以

及「老梗」的雙面電影類型，受訪者在電影專案評估在類型的考量上，則普遍會

轉而把眼光放在「類型的創新」上，就像訪談者 G 分享美國在開發與製作電影

專案時的經驗，其實美國電影在做的就是類型電影的創新，美國有電影的傳統跟

	  	  	  	  	  	  	  	  	  	  	  	  	  	  	  	  	  	  	  	  	  	  	  	  	  	  	  	  	  	  	  	  	  	  	  	  	  	  	  	   	  	  	  	  	  	  	  	  	  	  	  	  	  	  	  	  	  	  	  	  	  	  	  	  	  	  	  	  	  	  	  	  	  	  	  	  	  	  	  	   	  	  	  	  	  	  	  	  	  	  	  	  	  	  	  	  	  	  	  	  	  	  	  	  	  	  	  	  	  	  	  	  	  	  	  	  	  	  	  	   	  	  	  	  	  	  	  	  	  	  	  	  	  	  	  	  	  	  	  	  	  	  	  	  	  	  	  	  	  	  	  	  	  	  	  	  	  	  	  
星來為一部電影評分，網站會透過用戶評價計算出加權平均星數，提供消費者選擇電影的參考。 



	  

	  
	  

123	    
DOI:10.6814/NCCU201900760 

技術，可是消費者不會厭倦，是因為他們會在裡面更新一些東西，…，我覺得類

型就那幾個，但是你可以在這些類型中間做一些創新。台灣雖然偶像劇都在學，

但是裡面都沒有創新…，可看出美國電影對類型的定位與評估上，顯見著重在這

個評估專案是否可以在既有看似老梗的類型中，找出不同的新梗（切入點）。而

台灣受訪者也普遍贊同這樣的一個觀點，就如同訪談者 H 所說，我覺得故事老

梗沒有關係，大家不要覺得老梗是羞恥，老梗之所以會成無為老梗，就是因為他

有共鳴。可是要在老梗上面加上一點點新意，才容易引起討論…。可見在既有的

類型基礎上增加一點新意，玩出新的花樣，讓消費者在熟悉的故事中感受到一點

新鮮這樣的評估方式，是除了一開始對評估電影專案類型初步汰選後，對受訪者

來說，就類型評估上更重要的評斷依據。就像受訪者 B 所分享的評估準則，故

事的元素說來說去，你再怎麼浩瀚的講，講來講去也就是這一些東西，但我們可

以就在這些東西裡面，你可不可以玩出一點新的、比較不同的東西，…，老梗究

竟有沒有新花樣，反而會是評估這個案子要不要做的重點…，相同類型的題材不

會影響我是否參與這個案子的判斷。由此見得，似乎可以引導消費者在類型的喜

好認知上，在對題材既有的印象中，因為添加的類型創意而產生觀賞意願，就像

受訪者 E以電影《模範生》為案例說明其評估賣座的可能性一樣。 

 

    我們以《模範生》來說，看了預告後我說，這個電影會賣。為什麼？因

為它跟市場是有共通的，第二個，它有獨特，我剛剛講，你跟市場共通就是

所謂的一樣，它不是那麼曲高和寡，它不是那麼就是好高騖遠，它不是那麼

對很多人來說可望不可及，但是呢，它還是有一些它比較 unique(獨特)的東

西，它 unique（獨特）的東西是什麼？就是（笑）想辦法就是跨國、跨時區，

去作弊這件事情…。（受訪者 E） 

 

    消費者在哪，票房就在哪，這是相對重視電影票房回報率的評估者，評估電

影時非常重要的判斷因素。因為關係到電影投資報酬率的高低，與投資風險的大

小，多位受訪者表示，電影的類型是繼故事概念（Concept）後，建立整個劇本

輪廓與定位的重要參考指標，所以多會以類型做為電影專案是否具市場性的評估

參考，並且透過既往同類型票房在市場上的表現，藉以歸納或回推（預算是否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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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這個電影專案在這樣目標消費族群下，其可能的市場票房潛力，以及對應

到電影專案的製作預算上，投資風險是否合理。而對於純財務投資人來說，市場

上是否有同類型成功的電影專案可供參考，對於電影產業不太熟悉的這些評估者，

過往成功案例的借鏡，就變成是他們評估是否投資（參與）這個電影專案的重要

參考依據。除此之外，對於某些需要提供評估報告以供公司其他部門或主要決策

者進行投資評估的公司或組織，「電影類型」提供了最簡潔而明確的分類方式，

可幫助決策者快速理解電影專案的樣貌，可視為公司內部是否對這個電影專案給

予綠燈最直觀且不可或缺的考量要素。 

 

    惟多數受訪者雖然認為，電影專案在「類型」這個項目的評估重點，會更著

重在以消費者既有認知的通俗類型為基礎，同時加上一點點「創新」的創意點，

吸引消費者對電影的好奇。但創新就像兩面刃，代表著一種開創與冒險，評估者

評估電影專案時的，一方面希望可以看到創作者貼近消費者，保有通俗的專案內

容以貼緊市場，但又希望創作者可從通俗的類型中發揮創意，帶給消費者不同的

感受，這個判斷的拿捏，雖然一直考驗著創作者如何將其呈現給電影評估者，卻

也顯示出評估者在評估電影專案的時候，並不會僅就「類型」或「類型的創新」

進行決策。此也呼應到有受訪者評估電影多半是綜合上的評估考量，僅憑「類型」

作為判斷標準並不適切，重點仍因放在劇本內容本身，關注於劇本內容與消費者

的互動性，以及其是否有引起目標消費者感同身受的切入點與連結度。簡單、清

楚的影片類型定位，具有讓評估者甚至消費者可以快速進入電影故事、產生同理

心的效果，反之，不夠明確的影片類型定位則會適得其反，除了會在創作面上會

影響後續整個故事的推動外，對於觀影者是否可以散播後續的口碑效益，並將其

轉化為票房數字的變數較大。 

 

    本研究試圖回應到「類型」這個評估的重點。類型作為評估的一個要項， 

目的在於幫助評估者快速理解這個電影專案的市場潛力，更重要的是仍需回歸到

電影創作上的本質。電影專案的投資評估上重視的還是基於整體風險與市場回收

考量的效益，受訪者 E 就表示，整體風險的考量上，也應該包含團隊、甚至是

預想演員與這個評估電影專案是否合適。這個監製他最擅長的類型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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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演員，劉德華演動作類型的電影，跟劉德華演文藝愛情類型電影的票房數字

表現上是不一樣的…。評估一個電影專案類型是否具市場潛力的同時，整個電影

專案製作上的把關，亦不免要評估整個製作團隊（導演、監製）是否擅長這樣的

類型，相互構聯以進行全面性判斷，無法以偏概全。 

 
4. 市場定位：拍給誰看？  

    就像產品一樣，從市場性的角度來看，每部電影的誕生，都會有其所預設的

目標族群，也就是產品的市場定位。而這個部分在重視市場的受訪者中更加明顯，

受訪者 G 就闡述了其與美商公司討論電影專案發行的經驗，人家美商總經理第

一個問題就是：「這片拍給誰看？」所以美國是先這樣問的，先問這片拍給誰看？

就知道觀眾數多少，票房大概在哪，一定是先考慮這個，再來就是類型嘛，顯見

從發行的角度來看，似乎更習慣從「拍給誰看？」來就電影投資與否的市場性進

行評估，同時也會思考電影的類型與提案方所預設的市場定位是否相符，不但會

把電影當作產品的方式來思考之外，從訪談資料整理的過程中，也看出了這些受

訪者不約而同地表達了他們在評估電影專案時，對電影專案市場定位的重視。 

 

當你把電影當成消費產品在思考的時候，你就會明白很多道理，例如

說，你一定要先決定你要賣給誰，這很重要…，（受訪者 C） 

 

創造這個故事，他一定有心目中想要看這故事的人群的 profile 是哪些

人嘛，那這些人是不是，譬如說他今天給我一個是可能是講 70、80 歲老先

生的故事的時候，那他是不是市場主流的，我就要看了嘛。那如果我今天給

我一個這樣的故事，然後他告訴我他台灣要破億，那你是不是覺得完全是在

開玩笑…。（受訪者 D） 

 

拍電影是要表達一種想法，但你要想清楚，這個是要拍給誰看？給那

類的觀眾看？希望更多人看到你的想法，更多人看到就是票房…。（受訪者 F）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想法似乎與製作端受訪者多從故事好壞的藝術性思維出

發略有不同。但這並非表示製作經驗或財務經驗的受訪者不重視電影的目標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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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只是從訪談的過程中可以發現，這些受訪者雖然也會就市場定位進行考量，

但在創作的內容，並不會特意迎合目前市場上主流消費消費者，反而比較像是透

過影像來陳述或表達社會的某種議題或是自己想法的藝術思維，不若電視劇製作

人這樣會因為收視率高低，而相對了解消費者喜好。訪談者Ｉ就提到了他在評估

電影專案時的經驗，這個是以前電影人不會做的，都覺得故事好就做了，電視人

很會唷，因為他每天都在看收視率，所以他會知道那個東西是要賣給誰，但是你

問電影圈的人，你說：你這個片拍出來是幾歲要看的？他說 30 歲以上有共同回

憶的，我就說 30 歲以上不是現在看電影的主力，這票房 3000 萬，就是這樣啊…，

可以看出他們在評估電影專案時，並非全然以商業電影為考量出發，故其所判斷

的目標族群可能並非主要觀影族群，在票房表現的風險上相對較高。 

 

    除此之外，兩岸三地看似都以華語為主要語言，但若從商業電影的思維來看

題材上的風險，除了前述產品定位之外，亦不能忽略因文化有所差異而影響到投

資意願，以及受限的法令規定或政治議題，對投資決策所造成的影響。從產品定

位的角度來看，除了偏向議題挑戰的影展類型電影外，不去觸碰某些敏感的議題

或內容，是投資者就題材評估上另一個需要考量的風險。 

 
    電影不是我們大老闆最重要的行業，我不會去碰有政治風險的東西。…

在台灣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台灣所有的東西都會受到政治的影響。就像例如

說《海角七號》，如果它不是在阿扁被抓的時候上映，它真的不會賣那麼好，

因為那時候社會氛圍最低迷，如果我們把《海角七號》拿到現在來拍，它應

該就不會賣，所以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們的電影它會受到市場的影

響，市場的影響有很多的條件，包含第一個是同檔期的電影有哪些，第二是

當時社會的氛圍如何，第三是這個演員在那個時候有沒有發生任何的意外。

(訪談者 C) 

 
5. 主創團隊：電影專案最主要執行團隊，用經驗訴說一切。  

（1）導演：執導經歷需說服評估者具備拍攝該專案電影的潛力與可能性  

    導演是電影的掌舵者，亦像一位餐廳的主廚，如何帶領眾人齊心協力將劇本

文字適切地影像化，端出一盤為人津津樂道的餐點，靠的是導演執導經驗以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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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專案本身的掌握度。不管是否有知名代表作品，每個在電影專案上掛名導演

的人，在沒有其他意外的情況下，一定會有其影像作品，無論是來源是學校作品

或是接案作品，而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評斷方式。多位受訪者均認同作品是會說

話的，在對導演不熟悉或不認識的情況下，透過導演過往的經歷以及作品來了解

導演擅長的影像風格、類型、潛力，是最快可以評估一個電影專案的執行力，與

影像風格的方式。顯示這些受訪者在評估電影專案時，會先透過導演過往的作品，

來做為初步篩選標準之一，且不會僅單就文字企劃上的資料，就做為評斷的一個

標準。 

 
新導演，所謂新導演要能做到導演這件事情他前面一定有短片啊，他一

定有一個東西，一個小作品成績，他才可以做到導演…。（受訪者 A） 

 

導演過往的作品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參考，我們會全部列出來，例如說這

個導演過去拍過什麼樣類型的片，這些片的票房大概是多少，海內外影展的

成績是多少，這個是我們評估案子很關鍵的條件之一。(受訪者 C) 

 

我看到有些導演，我可能會根據他歷年作品想說他不會拍商業電影，那

我們要不要投資這樣的電影。（受訪者 F） 

 
    導演看二個，一個就是說你看他的影像，你看他風格大概是怎樣，這個

導演適不適合這個題材，我們挑的是這個嘛。第二個就是看他有沒有超時嘛，

因為這個會增加製作成本，回收的風險就會增加，製作就是應該要精密一點，

準一點嘛，不只是評估這個劇本、票房，拍攝其也需要評估的準一點啊。…

當然是看他拍過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你再審一些片子的時候，我們會需要

看他以前的作品，有些作品一放，你就願意相信一下這個導演，有些就覺得，

不管你企劃案寫得再好，這個案子就是不能拍的。（受訪者 G） 

 

   若導演本身也身兼編劇的角色，那麼在整個電影專案的評估上，除了導演過

往經歷之外，則多了一個合適性的考量。因此，回歸到評估重點，便會落在導演

過往參與過的實際經驗與該提案電影專案之間合適度上，若對導演不太熟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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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所疑慮，受訪者也不諱言會透過面對面聊天的方式，來了解導演的想法。就

像受訪者Ａ所提到的， 

 
那如果這個劇本是一個導演提供的，那我就會判斷這個導演他是新導

演，還是他是已經拍過片的導演，那他為什麼要做這個案子，我會從這個

方面來了解他。…我覺得每一個導演的創作，都會有這個導演的創作屬性，

他不可以是被融合的，當然有些導演是要全面性的，他可以做這個，也可

以做那個，可是你可以看他前面做的作品就知道…。（受訪者Ａ） 

 

    不但如此，具製作能力的評估者則除了會就導演過往經歷進行評估外，也因

台灣偏屬導演制，多為編導同一人，故評估時除會回歸到電影專案劇本的本身是

否夠吸引人、導演是否能夠駕馭劇本、順利執行外，受訪者Ｂ則表示，若是覺得

有興趣或具市場潛力的電影專案，自己也會更深一步地思考到公司團隊，或自己

本身可能的協助或參與方式，可幫助這個導演可以順利執行該電影專案。顯見，

奠基在其自身多年的製作經驗下，受訪者在評估上除了單純投資外，多會考量自

己是否可以提供劇本、製作上的資源與協助，將自己角色從投資者轉化成投資兼

製作，共同幫助這個電影專案順利完成。 

 

有一些新導演如果說他們有案子，或是年輕的製片的話，那，那個我

當然會評估，可是那個我所謂的評估是，我會去看看他們哪些地方比較不

足，那我們會幫忙他們把那個不足的地方補強。…那我當然也要評估，這

個導演本身的能力能不能執行到位，因為如果導演寫了一個劇本，他寫的

很好，可是問題是，我又必需要去看這個導演曾經拍過的東西嘛，我以他

曾經拍過的東西，我會有疑惑說，那你寫的這個劇本你拍的出來嘛？那我

可能就要跟導演溝通，ok~你要怎麼來拍這個戲？你有對這個戲的拍攝，你

做為一個導演你有什麼想法？經過這樣的溝通，那如果這樣的溝通我覺得

我對他的執行力有疑問的話，那我也會提出來。劇本當然很重要，可是如

果這個他寫的劇本，導演根本拍不出來的話，那個說實話那個風險是非常

非常大的。（受訪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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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會去了解之前導演拍攝作品。就算我跟你聊得多開心，但是它

拍出來的作品我覺得沒有光彩，那我也沒辦法，我還是得看他拍過的東西，

然後對我來說，我覺得我在聊天的過程裡面，我可以知道我可不可以幫到

他，因為我可以感覺到這個導演他對她自己了解有多少，然後他缺的東西，

他知不知道他缺什麼東西，然後這個東西是不是我可以補上去的…。(受訪

者 H) 

 
    除此之外，具發行背景的評估者相對重視市場，且因為多了一層可以透過後

期宣傳發行來包裝電影的信心，反而更願意給想嘗試新類型的導演機會，如同受

訪者Ｄ所說，我不會去定位，就是說把每個導演定型只能做那些事情，只是就是

說你對於這個案子，你的遠見在哪裡，你要帶給我們的是甚麼東西，你的想像

（visionary）是什麼，我覺得那個很重要，對啊，那通常這種就是要看創作者他

自己對於這案子的投入程度。可見，若從劇本、導演實績與執行度上的考量都覺

得偏向正面，就算導演嘗試新的拍攝類型，對發行經驗的受訪者來說，他們反而

把這個當成可以宣傳的新聞點，試圖爭取多一個曝光的機會與話題性，且如同製

作經驗受訪者一樣，不排除要透過面對面與導演聊天或討論，確認導演以及提案

（或製作）團隊對這個電影專案的市場想法。就像受訪者 E所分享的經驗， 

 
    看到這個導演，他過去賣座的電影有多少？…你原先擅長拍的是動作片，

然後你突然說你要拍一個愛情片，這個差別太大了，那～就要去評估～要去

瞭解說～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你做這樣的事情，我到時候怎麼樣的可

以進入市場的時候，設法有一個好的談論度去幫你做包裝…我會覺得這個東

西又回到原點，這件事情你要評估這個人，你要想辦法瞭解這個人的能耐，

他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東西。那～你跟他聊嘛，～你跟他講嘛..。（受訪者 E） 

 
 （2）監製：資源整合中心，靠實績說話，肩負把關電影品質之大任  

    相較偏向創作性決策的導演，協調資金、資源、甚至決定整部電影大方向，

使電影順利拍攝執行的監製，更是一個專案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如同受訪者Ｇ

所表示的，我覺得監製是在規劃一個影片方向的人，所以要看他規劃這個方式以

及方向對還是不對…，直接地點名了監製這個角色，對他評估電影專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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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評估導演的方式如出一轍，從訪談中的資料可知，因為訪談者多具有擔任

監製的經驗，故其在分析時就明確地表示，透過監製過往的經歷了解其擅長操作

的類型，是用來判斷該監製與提案電影專案的合適度很好的方式。就像受訪者Ａ

所說，就像你評估我，你不是評估我做過的作品，你就知道我是怎麼出手的嘛，

一樣啊，如果今天我不寫我的作品，你不知道我是誰，你怎麼知道我怎麼做這個

案子呢？因為監製佔整個電影專案資源整合與品質把關的要角，會認為監製雖然

有其專業性，但仍與導演一樣，有著適合操盤那種類型電影的合適性與專業性考

量，需要透過過往實績來驗證，故在電影專案的評估上，更會習慣以這樣經歷查

核的方式，來做為評估是否可以起到幫助導演的加功用，使這個電影專案更具執

行力與市場商業價值，減少電影專案投資回收風險。 

 

    製片曾經成功的經驗，他曾經製作上的經歷，和導演之前執導片子的績

效都是我們評估的。（受訪者 I） 

 

    這個影片監製，監製過的作品，成功的有多少？失敗的有多少？看到這

個監製，他最擅長的類型是什麼東西？他是如何去控制它所謂的預算？（受

訪者 E） 

 

    除此之外，因本研究中具有製作與發行背景的受訪者，因自身亦常常擔任監

製的角色，故在電影專案的評估上，除了前述原電影專案中監製的功能性是否足

夠外，亦多了一層自己是否擔任監製或出品人上的角色考量。 

 
（3）團隊：合作默契決定共識度高低，是影響電影品質的關鍵  

    電影並非單打獨鬥，而是要靠許多人通力合作方能完成一部電影的拍攝，因

此團隊間合作默契上的共識性以及專業度更顯重要。與評估導演、監製概念相仿，

評估者同樣習慣以團隊經歷，來當作評斷的方式之ㄧ。除此之外，若評估者自身

可能會擔任評估專案的監製角色時，除了會透過交談的方式了解自己與導演、製

片等主要團隊與自己對專案的共識性，就像訪談者 H 分享的經驗，其實對我來

講唷，就只有一件事情，但是這個話很容易講，但是又很難做，就是我們二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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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彼此聽不聽得懂，可以看出這些受訪者不但會參考導演與團隊過往經歷，更

重視與團隊之間，對評估電影專案題材的共識，方才可能在兼顧藝術性與市場性

的考量下，進行投資或合作上的評估。 

 

    我覺得做電影最重要的還是團隊合作（teamwork）嘛，當然主創團隊

之間的靈魂人物對於電影的掌握度，我覺得要很夠，要不然其實你看電影

類型一大堆，好片爛片都有，爛片也有大賣的啊…團隊一定是看他之前的

經歷嘛，他有甚麼經驗或做過甚麼事情，但是這些經歷不能夠保證會成功

的，是不能保證，但是至少你可從他過去的經歷跟它的作品，你會知道他

的等級（level）或他的品質到哪裡譬如說某些導演、監製，不太會控制預

算，預算永遠都會超支，這樣子的合作的時候，你自己就要小心了嘛，你

再談條件的時候，你就必須要保護你自己，你的預算超支，我不能認同，

或是有什麼控制機制。那有些團隊之前出過很多，譬如說成功的作品，那

當然就會對於我、對於他們的評價是又加分的…。（受訪者 D） 

 

小結：  

    導演的角色除了對整個電影專案運籌帷幄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對視聽語言的

掌握和藝術手段的運用，結合自我主觀表達、醞釀的情感，把抽象的劇本文字轉

化成具象的影像表達出來。因此，導演的過往作品是評估者藉以知悉導演影像風

格，作為評估題材的合適性與其執行情況是否會超時超支，從而影響製作成本以

及作品質量的重要參考依據。而監製則扮演著整合資金與資源，把關導演影像作

品的角色，目標在於提升影像的品質，使其更貼近市場性。從訪談中可以觀察到，

正因為導演掌握著整個電影影像成敗（品質優劣與否）的關鍵。由此可知，受訪

者對導演的評估上似乎相對保守，對具製作經驗與能力評估者來說，因其多了一

層擔任監製的角色，導演與製作團隊的過往作品只是了解與評估的第一步，用來

確認提案團隊是否可確實執行，更重要的是在劇本內容具有市場潛力的前提下，

透過聊天的方式，與導演在影像風格、視覺呈現上這些專案執行層面的共識性。 

除上述所提的經歷與共識性外，訪談者 H 則提到，相對來說，知名的卡司，還

不如知名的導演、知名的監製跟知名的題材，更容易吸引大眾，因為其實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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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相對需要口碑。顯見台灣電影需要口碑來促進票房成長，若進一步考量到電

影宣傳發行的策略，整個製作團隊知名度，對評估來說亦相對重要。 

 

    總體而言，導演過往作品只是評估導演與電影專案合適性的第一步，而合適

性的評估標準則來自於電影專案與導演、製片等團隊契合程度，以及負責資源整

合的監製，是否符合這個電影專案所需，且可能會有吸引觀眾的市場號召力。惟

若回歸到最初，劇本的市場潛力似乎更加重要，劇本的類型與導演擅長的風格吻

合，輔以團隊有共識性的前提下，透過監製品質與市場性的判斷把關，相信可以

使其更貼近市場需求。 

 
6.演員：市場潛力與合適性的角力  

    演員的選擇策略因為演員知名度是否可以吸引消費者購買電影票，而呈現著

演員市場潛力，與合適性孰輕孰重的分歧想法，困擾著所有的提案者與評估者。

茲就該兩個面向梳理如下： 

 
（1）市場潛力：演員知名度與市場潛力不一定成正比，但卻可能有助於  

     宣傳曝光  

    多數受訪者認為，台灣電影是否成功與口碑發酵有著重要的關係，而口碑的

發酵與演員基本上沒有太大關係，甚至會覺得劇本內容就決定了潛在的票房，如

同受訪者 C 所說，國片沒有票房明星，所以故事長怎樣就決定了一切。…明星

的選擇是一個關於電視咖跟電影咖的一個很難的一點，如果我平常不花錢就可以

看他，我為什麼要花錢看他？那就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那就是那個故事我喜

歡…，不但如此，受訪者 F分享其之前發行購片的經驗提到，以前台灣的片商在

我加入這個行業的時候，我發現很多片商是根據卡司、根據導演還有就是根據故

事大綱就決定要不要買，他們不看劇本，但往往下場就會比較不好一點。顯示出

受訪者在內容、甚至是對完整劇本的重視，認為這才是口碑能否如預期擴散傳遞，

進而讓消費者對電影產生認同，願意自發性分享的關鍵。就如同受訪者Ａ所言， 

 

卡司跟電影票房的這件事情，他沒有這麼絕對的關係，可是它可能跟劇

本有更相對的關係，所以我才說有很多戲是戲包人。《我的少女時代》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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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時候大家說～王大陸好帥～什麼時候你覺得他帥？他以前都不帥嗎？

他不就是長那樣？所以我就說，這就證明什麼，戲包人，我戲好，我推演員

對，我回到你講明星的那個就是我不要管明星，說實話我今天擺劉德華什麼

在這邊也不會賣啊…。（受訪者 A） 

 

    而這部分也可從其他訪談者的分享的訊息中窺知一二。訪談資料中顯示，多

數受訪者對台灣電影票房的回收多來自於口碑的傳遞表示贊同，亦對台灣具知名

度演員在吸引消費者購買電影票的動力表示不足，如同受訪者Ｉ所說，我覺得在

台灣的話，卡司根本沒用，唯一有卡司的就是豬哥亮，已經走了，你說我現在找

這個ＸＸＸ會不會有卡司效應，其實真的不知道，….，那我覺得目前的問題是

因為演員酬勞太高，所以就變成風險很高，那如果卡司如果不是能帶來票房的話，

這樣製作的項目就不見得是 ok 的嘛…。在演技相對受到考驗的情況下，一來台

灣電影無法像好萊塢電影一樣，可以吸引到某些為了看電影明星而看電影的消費

者購票，保障電影票房回收，二來，具知名度的演員往往會如實呈現在製作預算

的高低，進而反映在電影投資的風險上，受訪者Ｇ與受訪者 H 就直接點出了演

員知名度高低對於投資風險上的疑慮，並且認為相較於權衡演員片酬與票房回收，

消費者對國片選擇的偏好上，可能甚至更看重具有成功經驗，可以保障電影內容

與製作品質的知名導演或知名監製。 

 

    回收就是一個數字，要算回收，所以要想盡辦法把所有的因素放進這個

預算裡面。你說你加一個卡司，製作成本多一千萬，我就覺得這個會有風險

（受訪者 G）。 

 

    在這個卡司帶來的這個票房的前提之下，你要花多少錢請他。就像金城

武，假設他今天來演《大佛普拉斯》可能票房會變五千萬，但是你五千萬的

票房根本付不起他的片酬，那你就沒有用啊，所以我覺得背後的原因是，你

要付給他的錢，足不足夠去支撐付一個更大的收益…，相對來說，知名的卡

司，還不如知名的導演、知名的監製跟知名的題材，更容易吸引大眾，因為

其實台灣的電影相對需要口碑。（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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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具發行背景與經驗的受訪者在評估演員與票房關係時卻抱持不同看法，他

們雖然贊同知名演員與電影票房並非呈現正相關，但卻肯定知名演員對電影宣傳

時的話題性與曝光度的正面效益，認為電影宣傳時期最初的媒體可以曝光程度以

及是否可以吸引媒體願意採訪的興趣，才是真正把關著消費者第一眼對這部電影

的認知。若消費者連電影上映、演員、預告釋出等相關資訊都不清楚，要靠消費

者傳遞觀影後的好口碑來作為累積票房的方式，更顯困難。 

 

台灣的電影四千萬左右製作預算的電影，你都還要配備卡司才有可能

回收。…你會說可是那個台灣卡司、電影演員又沒有票房保證，我說對，沒

有票房保證，沒有一個演員有票房保證，但是你演員沒有知名度，你媒體宣

傳都上不了，你影片的知名度都打不開。..常常有很多導演跟監製跟我討論

說不一定要用卡司，我說可以，你就用適合這個角色的演員，但是你要保證

電影非常好看，之後才可以有口碑去做。…我跟你講《XXX》再難看，《XXX》

的媒體曝光度非常足了，因為有陳庭妮、因為有王陽明嘛，那你都沒有知名

度，你前三天要怎麼讓消費者進戲院？因為台灣的消費者沒有特別買明星的

單嘛，只有之後的宣傳而已啊…。（受訪者 G） 

 

演員對台灣電影來說，其實票房上是無法去做保證的。但是宣傳上是

有加分的，所以當然演員的組合，對我們在看案子，是我們會考慮的，因為

會牽涉譬如說未來我在宣傳上面，我有沒有特殊的點，….所以演員的確對於

我們在看案子，演員的組合、卡司的組合是重要的一環，只是對於目前台灣

市場來說，他的重要一環不在於票房的保證，譬如說 a 演員加 b 演員我就有

多少的票房，而是我有多少的媒體曝光，是我有把握的…。（受訪者 D） 

 

    總體而言，對這些受訪者來說，有知名度演員雖然不是評估電影的必要條件，

但卻提供了電影在行銷宣傳時期的一個可操作議題與初步吸引消費者停駐目光，

甚至購買產品（電影票）的加分項，但在評估上仍不諱言需要與整個電影專案的

製作預算與類型為整體評估的基準，較能取得一個預算與市場曝光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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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員適切性：對戲也對人，合適的演員與劇本產生的化學作用，更

易引起消費者對電影的共鳴  

    由上（1）可看出，從受訪者評估國片選角角度觀之，若將知名演員擔綱主

演，與通俗且流暢的劇本放在同一個天平上比較兩者與票房間的關係，通俗且流

暢的劇本因擁有內容品質的藝術性優勢，輔以搭配得宜的卡司運用純熟演技詮釋

下，更有種畫龍點睛的效果，在產品的質量與市場票房回收上，亦相對較知名演

員擔綱來的穩妥。顯見這些受訪者普遍會將劇本居於重要的評估標準外，演員選

擇上，順著這些受訪者的思考脈絡，則可感覺出他們在演員的選擇評估上，更偏

向於重視適切性，就如同受訪者Ａ與受訪者 H所分享的經驗， 

 

演技啊，你問我當然是演技啊，我不會問知名度啊，就算是商業上的

考量也不會，所以你看我很少做出什麼非常大的商業大片，因為我不覺得找

那個很有名的演員來演，對台灣票房會有太大貢獻，我覺得我一定是演技派

的拉，這個是我的標準。（受訪者 A） 

 

預算高知名度就一定要相對要求。對我來講，適合還是大於知名度，

因為台灣目前是沒有什麼人有票房實力的…。（受訪者 H） 

 

    消費者對演員多半會有其心理預期，知名度、曝光率都會影響其觀賞電影意

願，具製作經驗的受訪者亦提到，若該演員是在電視或網路視頻中可近身看到的，

那麼吸引消費者進戲院的，就還是回歸到劇本跟故事內容是否具有吸引力，以及

演員的選角上，是否有符合消費者對於這部電影的想像。如同受訪者 C所說， 

 

    某片的演員組合就像人生劇展組合，我為什麼要花 4,000 萬拍人生劇展？

消費者為什麼要進戲院看人生劇展？…像《花甲男孩》中的盧廣仲，他某種

程度上符合了一定程度消費者的期望，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我們舉例，

比如說，幾乎沒有金城武的粉絲討厭《擺渡人》，很有趣，可是這就是一個

很現實的問題，你的創作方，你的開發方，在一開始的時候，有沒有理解到，

在一開始的時候，市場期待這個演員走去哪裡？而宣傳的時候有沒有把他考



	  

	  
	  

136	    
DOI:10.6814/NCCU201900760 

慮進來？同樣道理，《花甲》紅蔡振南的那個片段，如果他今天不是罵花甲，

他會紅嗎？我也不覺得他會紅。（受訪者 C） 

 

    可見受訪者在消費者對於演員選角上的想像，其實也就是演員適切性上的期

待。因此，和評估導演與團隊的概念相仿，受訪者多會透過演員的過往作品與經

歷，來了解演員對電影專案的適切性，而這裡所指演員的適切性並非均指演技或

外型上的合適，重點是與劇本類型上的和諧度。除了要思考演員的合適性之外，

受訪者 E也提到，在演員適切性的評估上，有時候也需考量到這個電影專案一

開始擘畫的起始點，若這個電影專案是以該演員特質為主出發的電影，演員與劇

本的適切性當然就更加重要。有時候卡司不見得是那麼重要，但有些時候卡司會

跑到前面，也就變成說，今天就看你評估的電影專案是從什麼地方做初始點？你

是以一整個 Concept 來做初始點，還是說，oh~我要拍一部有關舒淇的電影，我

要找舒淇來演，我就會從這個事情去找他的 references。 

 
    除此之外，具發行背景的受訪者則特別強調了劇本類型與卡司選擇的關係，

認為劇本的類型與定位，牽涉到市場對這部電影的期待度，轉而反饋到卡司的選

擇上，像賀歲檔期這種偏向通俗的商業性類型電影，強調的是多位演員共同主演

的熱鬧性，演員選擇的重點就會以親切、街頭巷尾都認識的本土型演員為評估標

準，而非以演技做為評估首選，就像受訪者Ｄ所分享的評估經驗， 

 
那就要看劇本。譬如說今天這個本子是很需要演技的，然後他可能不需

要很多很多的預算，那我會用表演很棒的演員來做。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就

是一個賀歲喜劇，我就是一個大堆頭，我就是一個很商業電影(commercial 

film)，我今天就是需要很多明星來站台的，那當然我可能，或許可能在評估

上面，就不會找表演要很厲害的得獎演員來做。…所以我還是覺得是電影的

定位跟你對於市場的期待度，取決於你要做甚麼樣的演員組合。那通常譬如

說真的比較有深度、比較 for 獎項的電影的時候，通常當然演員的部分，我

們就不會那麼的就是說我一定要多大牌的演員來演，而且有時候可能是很好

的劇本，很大牌的演員他願意降價來接，因為他知道他有潛力啊，這部片有

為自他贏一座獎的機會…。（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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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演員的選擇仍與製作預算、劇本類型等有所相關  

    美國戲劇家漢密爾頓在為戲劇下定義時曾提到，戲劇是一個故事，經設計由

演員在舞台上、消費者之前表現出來。劇本經由演員的演繹影像化成電影，消費

者經由演員的傳遞感受故事內容，對電影產生一定程度的共鳴或喜惡感受。總體

而言，演員選擇的關鍵在於付給知名演員的酬勞，在市場價值的反饋上，是否足

夠支撐起一個更大的電影票房收益？這不僅與電影提案中的製作預算、電影類型、

市場定位具一定關係，更突顯製作團隊對其市場的期待度。從文獻資料可窺知，

好萊塢歷年來就演員對票房影響一直以來都持兩派不同意見，惟從台灣市場與受

訪者資料中觀察，其多認為知名卡司與票房的關係並非具有正向相關，這呼應到

其在電影專案評估中的演員選擇性上，並非單純就市場性作為考量，反更而偏向

從產品角度出發、重視品質的評估判斷。站在把關品質的立場，台灣電影相對需

要口碑才能爭取到票房上的回收，而口碑則需回歸到電影這個產品本身的質量，

由知名導演、監製，或具一定熟悉度的題材，更容易讓消費者對電影成品有所期

待。製作經驗的受訪者多認為戲包人比人包戲更重要，就算不是非常具知名度的

演員，但只要演員組合新鮮，可以滿足消費者期待，運用知名演員以客串或特別

演出的方式錦上添花，仍不失為一個兼顧電影作品品質與市場性的操作方式。惟

若從宣傳的角度切入，具有宣傳與發行經驗的受訪者則相對重視演員知名度與主

要演員搭配上的話題性，認為這些與電影宣傳曝光度強弱息息相關。上述所談具

知名度的演員並非指僅有知名度而沒有演技的演員，只是單就演技與知名度權衡

相比之下，依據電影的商業屬性判斷，知名度上的考量會比合適性再高一些，惟

總體而言，在演員的評估上，雖然仍需以品質為重，並依劇本類型來作為選擇演

員的首要，但在演員的搭配上，還是會就市場面來考量演員組合上的話題性，藉

以降低宣傳與曝光成效不佳產生的風險。 

 

7.製作預算：影片藝術質感與市場潛力的綜合評比  

（1）適切性：適切的製作預算可兼顧電影藝術性與市場性，被視為製作  

     團隊的專業考驗  

    製作成本是評估電影投資的基礎和重要參考依據，亦是電影製作品質與市場

回收潛力衡量的前提，成本合理性的判斷需要產業專業經驗，從劇本或是從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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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判斷都是方法。製作成本可概分線上費用（above-the-line）和線下費用

（below-the-line）17。線上費用的高低取決於主創團隊以及演員知名度，而線下

費用則泛指製作這部電影技術層面的相關費用。受訪者對製作預算適切性的評估

方式主要分為幾種，具製作經驗的受訪者多習慣透過劇本分析，來掌握可能的製

作預算範圍，搭配提案方所提供的資料，就製作預算的適切性進行初步判斷，以

作為評估上的參考。就如同受訪者Ｆ所分享的經驗，預算的部分當然會有一些經

驗上的想像。這個從看劇本的時候大概就可以抓出這個劇本製作預算的一個範圍，

如果預算不合理的情況下，我們也不會考慮投資。尤有甚者，為了更精準地確認

製作預算的適切性，有受訪者表示會習慣透過深入分析劇本場次，根據場次與場

境的多寡來判斷。就像受訪者Ａ所說，我會去看他的場次，還有他的演員演出的

人物，還有他的日跟夜或黃昏這些，這個是跟我做製片的經驗以及製作預算有關，

就是看第二次的時候，我是回到我工作上的分析，那個是我的劇本分析法…。 

 

    除此之外，看到企劃案或是劇本的時候，受訪者表示會習慣用比較直觀地劇

本類型，或是劇本的故事背景作為評估的第一步。如同受訪者Ａ所分享的，只要

古裝、有年代的，我一律丟在後面，因為什麼？因為我知道那個需要預算，那我

就會判斷，好，現在今年台灣市場，啊…那不太可能啊，就算故事在好看，很多

好看的故事啊，我不會拍啊，一九五Ｏ年代我怎麼拍，我想到就是預算一定會一

億以上啊。就像受訪者Ｃ也直接表示，預算高跟低的先決條件是那個類型有沒有

需要花那個錢…，表示在看劇前，會先透過劇本類型，來思考線上預算的適切性。

再者，也有採取檢證的評估方式，就像受訪者 H 的評估方式，我不太會看那個

企劃案的預算，我會自己看完之後，再去跟那個企劃案對差異，當然我會跟你聊

你要怎麼拍啊…，會習慣將自己看完劇本後所預估的製作預算，和對比提案方企

劃書中所寫預算做差異性多寡的比較，並且透過差異性的高低，評估提案方預算

的適切性，以及提案團隊專業程度。最後，具發行背景的受訪者因其對市場敏銳

度較高，會先找出市場近期同類型電影的票房，透過這些歷史數據為基準，反推

該評估電影專案的投資風險程度，就像受訪者 D 所言，因為評估從企劃案開始

	  	  	  	  	  	  	  	  	  	  	  	  	  	  	  	  	  	  	  	  	  	  	  	  	  	  	  	  	  	  	  	  	  	  	  	  	  	  	  	   	  	  	  	  	  	  	  	  	  	  	  	  	  	  	  	  
17電影製片預算可分為「線上費用」與「線下費用」。線上費用係指攸關電影能否製作的「大筆

預算項目」，如：劇本權利金、導演、製片和演員的酬勞等；線下費用指與電影實際製作有關的

費用，如：美術、搭景、道具租賃、餐飲和剪接費...等等。（Neil Landau,/2010 吳莉君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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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它包裝、它的市場取向，那我自己的資料庫撈出幾部就是類似的電影可能

的票房的範圍（range），所以他這樣的製作預算，我覺得是有機會的。顯示出發

行背景的受訪者在劇本之前，會先從市場面來評估這個專案票房回收的可能性高

低，再進一步考量製作成本是否適切。 

 

(2)合理性：是否一定這個預算不可？成本合理的前提下，投資判斷標準取  
  決於市場回收潛力  
 
   製作預算就是投入電影製作的投資成本，因牽涉到投資回報，與電影這個產

品可能的市場價值與市場潛力息息相關。對於電影投資的評估者來說，評估的電

影專案其製作預算是否合理且有讓投資人有機會回收投資成本，可說是非常以市

場面導向來衡量的一個重要的評估準則。因此提案方的企劃案或資料是否對市場

回收的預估上有一定的認知，也是受訪者評估製作預算上會考量的地方。就像受

訪者Ｄ與受訪者 G 所說，會習慣以單純的製作預算高低，來初步評估這個電影

專案的風險係數高低。 

 

我大概會稍微想一下國內的市場，就是說以這樣的市場範圍來看它的製

作預算，它要花這些錢去做這樣的影片，它的回收，我會看它的回收嘛，因

為它在企劃案裡面會的寫說他的國內回收和海外回收，所以我會針對他自己

先對這個案子的評估、它的支出、它的回收，去看這個案子的規劃的人是不

是對這個市場有概念，（受訪者 D） 

 

我們可以從劇本跟類型去看預算的合理性。為什麼大家喜歡做類型電影？

因為它好評估，類型電影拍多少錢，市場可回收多少錢，很容易產生一個對

應關係…。（受訪者 G） 

 

    而擁有製作經驗的受訪者表示因為有不少電影製作上的經驗，故可以想像評

估電影專案的劇本搭配提案方所提出製作預算，影像化後可呈現出來的大致樣貌，

來作為評斷的參考。但從訪談中亦可感受到，這些受訪者相對重視電影完成時所

呈現出來的樣貌，因為這是他們專業度的展現，故在實務評估上會相對看重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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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的合理性，不會為了降低電影投資風險，讓提案方調降製作預算而降低製作

品質，反而會相信有好的影像品質，也是吸引消費者非常重要的關鍵。如同受訪

者Ｂ所分享的看法，我覺得我們在業界有一個東西是大家可信任的東西，就是說一個

戲，5,000 萬可以拍掉的東西，我們絕對不會花 8000 萬，那是我們自己可以保證的。可

是如果說一個 8,000 萬的戲，你要我為了風險跟安全去花 3000 萬去拍，那我會告訴你

說，那是風險更大的事情，因為你就是把一個片子弄的很廉價，那觀眾絕對不會要看的，

顯見，再好的劇本與概念，若沒有足夠市場潛力與回收機制，在對需要堅持製作

品質的評估者看來，公司會參與的程度相對較低。 

 

    相較於其他受訪者，財務型受訪者評估方式較為理性，對於他們來說，若評

估的電影專案預算較高，評估上首重回收可能性，更不排除思考投資人組成的各

種可能性，以降低電影投資風險。就像受訪者Ｉ所表示，預算超過億的，我們已

經很清楚要有大陸的投資方。除此之外，切回到電影專案本身，為了可以順利取

得其他國家的票房或版權收入，預算較高的電影更會重視評估案內容與文化性上

的普世價值與通俗，就如同受訪者 B所說，比較是一個超越文化性的、比較沒有所

謂的文化的限制或是國籍的限制的東西，我才會往這個預算去走…，顯見是否有機會

取得在中國大陸、日本或韓國等市場版權販售的機會，成為高製作預算電影專案

評估是否投資的主要標準之一。受訪 F就分享了這樣的評估原則，我先要說服內

部，我需要證明說我要花三億，這個三億花下去要怎麼讓這三億回來，就是市場

的可行性，台灣可能回來的機會，因為要六億才能回來，那不能全部仰仗這裡，

所以這個案子有沒有大陸市場的可能性就變成主要判斷的標準…，也因為受訪者

本身是代表著公司進行初步評估的人，預算愈高的評估項目，在內部評估的討論

上，更會著重在風險回收的機制上。  

 

    總體而言，中國大陸與台灣語言相通，是否有其資金或資源上的參與，往往

是高製作預算的電影專案回收的必要考量因素，就像受訪者 B 所說，因為台灣

市場小，那我們很多時候我們要做的東西，可能如果我們要尋求保本的話，它還

是必須要以這個市場規模作為考量，因為不是每一部電影都是可以走的出去的，

因此，若無大陸市場以及大陸投資資金，評估者會參與的機率偏低，且在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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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市場的口味喜好不確定，加上製作預算上的考量，受訪者多表示，在整個專

案的評估上仍會以專心主攻某單一市場。若以台灣市場為主戰場，則就會選擇評

估或參與較符合台灣電影市場回收期待的電影專案。如受訪者 G的經驗分享， 

 

    我很少主動去主導一部很大製作成本的片子，因為我看到大概 95%的人

都賠錢，我沒有辦法讓投資人賠錢，所以你看我主動去做的案子，都是很小

成本…你仰賴大陸市場這件事情，我們是沒辦法評估的。因為我們根本不知

道那個市場，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我們不可能會兼顧二個不同

口味的市場，所以你要嘛就專心經營台灣市場，要嘛就專心擁抱大陸市場。

（受訪者 G） 

 

小結：遵循經驗，維持品質，不忘市場，相對有機會降低投資風險  

    預算的多寡會牽涉到回收的可能性，而預算的合理性著重實際執行的需求，

而這些執行細節均可從劇本中略知一二。從訪談的資料中可以觀察到，受訪者多

表示在評估電影專案預算的合理性時，並非單純僅以預算的高低來進行評估，而

是會根據劇本的類型、概念甚至卡司進行全盤考量，來判斷其可能的市場潛力。

總體而言，製作成本的合適性會因對電影品質，或市場回收潛力的重視程度與優

先順序的差異，而產生出二種不同的思考脈絡。品質考量先於市場潛力考量的觀

點會在把關劇本後，就製作執行的思維重視影片在美術、場景、特效等質感搭配

演員的整體氛圍營造，認為好品質可以贏得口碑與票房成功，不排除以高於市場

標準的製作成本執行電影專案；而市場考量優於品質的觀點則會先思考該類型的

電影在市場票房上的表現，來反推可能的製作成本，但這並不表示其不重視電影

品質與電影的氛圍營造，是表示著會據製作預算進行合適調整，讓整個電影專案

更具備可執行性。除此之外，若以市場潛力來看製作預算的高低，所有受訪者均

認為電影專案應該先以台灣市場為主要目標，先取得台灣市場成功，再透過口碑

效益取得其他國家的票房收益。雖然較沒有文化限制的題材，相對有可能承受具

有較高製作預算的風險，但在未有確定的中國大陸合作方或資金方合作，爭取較

大規模製作預算以及兩岸同步上映的情況下，電影市場風險相對較大，相對就更

無法有足夠回收機制說服相對理性而保守的財務型評估者青睞。總體而言，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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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面對電影製作預算的評估，他們雖都會依循經驗確保製作預算合理性，以考量

市場潛力與回收可能性的前提下，進行電影投資評估，但對具製作經驗的評估者

來說，除了考量電影市場上回收的可能性外，相對更重視內容與品質上的把關。 

 
8.附加價值與資源整合：非內容相關的評估加分項目  

(1) 公家單位補助：  

A. 補助金評審機制以人為主，與投資電影取向不同，僅能做為評估參考  

    為了鼓勵產業發展或提升城市能見度，上從文化部輔導金，下至各市政府都

循此目的，設立了拍片製片獎勵補助。這種實質金錢的獎勵性質，且不用返還的

特性，被視為提案方會努力爭取的製作資金來源管道之一。其中，國產電影片長

片輔導金（以下簡稱輔導金）是政府為了促進產業發展而生，係指根據台灣電影

法與施行細則，用於補助、獎勵輔導製作滿足條件的影片，屬於分配性的政策18 

(distributive policy )，且制定了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辦理要點，供業界以其為基

準，申請影片製作的補助。輔導金和一般電影投資評估案有著截然不同的目的性

差異，輔導金顧名思義，以「輔導」為訴求，獎勵與否的出發點係以獎勵、扶植

導演或新穎題材為主，與以投資回收的市場性導向為目標的電影投資案有著不同

的評估標準。因此，受訪者多仍表示會以自己的經驗為判斷基礎，輔導金評審的

建議則作為參考。就像受訪者 B 所提到，得過優良劇本獎跟拿到輔導金的很多

片子都賣的很慘。…，一個電影會成功，或一個電影會失敗，他都有很多原因的，

所以那都變成是我們都還是得自己要去做判斷拉。..因為輔導金的評審在判斷這

個案子要不要給輔導金的時候，他是不會去管這個片子會不會在市場上賣錢，因

為這個不是輔導金的精神啊。此外，因輔導金是採用多數決議的評審團機制，評

審團組成來自技術面、學術面、內容面，這些領域專家他們評估的角度與喜好則

成為了決議的關鍵，且並非全然以電影回收這樣偏向市場面的方式作為評估標準，

因此無法真的完全地靠輔導金的取得與否作為評估指標。就如同受訪者 G 的看

法，它找的評審是綜合性的評審，有些是技術類別的評審比如說你剪接，他們沒

有再考慮這個市場跟題材，所以我說他們不會完全影響我，因為我有我判斷影片

有沒有機會的方法，可是一般編劇出身的評審，他不會去看這個有沒有市場的機

	  	  	  	  	  	  	  	  	  	  	  	  	  	  	  	  	  	  	  	  	  	  	  	  	  	  	  	  	  	  	  	  	  	  	  	  	  	  	  	   	  	  	  	  	  	  	  	  	  	  	  	  	  	  	  	  
18 政府將利益、服務或義務、成本分配給不同標的人口的作為，如社會福利政策、補助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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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他看的是劇本，所以我不會完全去用這個東西去當指標。 

 

    回歸到輔導金出發點，一來因為輔導的總金額固定，有著非發完不可的前提，

二來，著實相對少了一些市場性評估的目的性存在的出發點，都間接地影響了受

訪者如何看待評估專案是否取得輔導金，以及進行輔導金簡報時，對席間評審委

員所提供參考建議的重視程度。就如同受訪者所表達的心情寫照， 

 

    我完全不覺得輔導金是有這個 credit 的。我覺得這個是每年剛好這個案

子評審喜歡，我也有去做過輔導金的評審，…，我也是有我個人喜好啊，那

別人也會有別人的喜好啊，但是那並不代表我的口味啊。有時候我也要妥協

我覺得的很爛的案子，但就有別的評審覺得很喜歡啊，然後今年怎麼辦，我

們還有三、五百萬發不出去，那就給它吧，這都是妥協嘛，那為什麼會代表，

這個就是我一定覺得被認證嘛，我不覺得…。（受訪者 H） 

 

    今天我們要投那個案子，如果以商業條件的概念來說，創作者本身無法

讓我感受到商業性，就算得了輔導金我一向也不會投…為什麼後來輔導金不

再是一個指標？因為輔導金非發完不可，第二，輔導金是獎勵性質，輔導金

鼓勵新的類型，可是市場不見得鼓勵新的類型…。（受訪者 C） 

 

    由上可知，受訪者均表示是否有取得輔導金，不見得會影響其對於這個電影

專案的評估，受訪者多半仍會就其所關注的部分進行整理性評估，就像受訪者 D

所說，它可能是個好的案子，因為它可能在前期的規劃就已經比較完整了，然後

能夠得到評審的青睞，但是能不能通過市場的考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至

於來到我這邊，還要通過我這一關啊，就是我對於市場評估的判斷。可以看出評

估決策的重點，仍會回歸到劇本內容流暢度、題材概念創新度、通俗性，以及是

否夠具吸引力等最初的評估要素，輔導金取得與否僅能視為一種加分效益，亦如

同受訪者Ｆ所分享，我們不會因為這個案子拿到輔導金我們就投資，我們不會輕

易做這樣的判斷，但還是會看他的劇本…。若真的會想參考輔導金評審的建議，

受訪者反而會回到評估導演、主創團隊的概念，透過了解評審經歷，來作為是否

參考的依據，就像受訪者 E 分享的看法，輔導金它只是一個加分，但它不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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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必須，…輔導金只是一個制度，制度因人而會有變化。所以當我們去評估，

如果真的想把它當成一個因素的時候，反過頭來我會往後面去看說那到底這屆的

評審是誰。除此之外，另人玩味的則是受訪者立場上的轉變，以個人觀點來評估

電影專案，與站在公司立場來評估電影專案，也會有不同的策略考量角度，受訪

者Ａ就分享了這樣的思考脈絡， 

 

站在我的立場，其實是不會。可是站在一個我在公司主導者的立場的

話，它就會，主要是因為你有這些輔導金的評審，幫你判斷這些導演的第

一次，這個是幫助新導演，或是一般正常導演需要資金的最好的驗證。你

沒有拿到輔導金，就是表示評審不同意你的案子，可能這個案子有些問題，

被評審看到，站在公司的立場就是，那我們要考慮了，這個是公司立場。

可是站在我的立場是這樣，因為有時候，我會覺得有些案子不是評審眼光

看得到的，那有時候你會覺得這個市場，我們從很多的，電影不是單一面

向，我看的都是整體的整合，有時候台灣我們是站在台灣電影人的角度來

看投資台灣電影，那他其實有很多的面向，然後現在時代在轉變，有時候

你投資電影不只是電影，是要他背後的一些資源…（受訪者Ａ）。 

 

    綜上資料所分析，若屏除風險上的考量，進一步深究受訪者的思考脈絡，則

不難感受到受訪者多對自己在電影製作或評估上的經驗具有的一定信心，且不容

易受外界所動搖。這似乎也佐證了電影評估者偏重直觀性運用內隱知識進行電影

投資評估的習性。 

 

B. 站在說服投資人立場上，輔導金的取得可視為風險減項，增加參與意願  

    輔導金無額外利息、不用返還、不佔投資比例的獎勵性質，輔以具有一定專

業評審的認證，對吸引投資人注資參與電影不只是一項誘因，更可視為一種收益，

對潛在投資人可起到一種投資風險降低的作用。就如受訪者 C，我們公司通常都

是把輔導金當收益，與受訪者 G 所說，在好的案子丟到市場上都有風險。這個

東西你必須靠公部門的錢進來，因為你可以降低你回收的門檻嘛，我覺得輔導金

的作用對新導演來說是第一桶金，那對於拍很多部片的導演，它需要輔導金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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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只是要讓投資人賺錢當作回收而已。雖然不否認輔導金對導演，尤其是新導演

在資金募集上與電影專案開發上的重要性，惟若單純從投資回收的風險角度觀之，

受訪者多對輔導金機制有所了解，認為取得輔導金的電影，雖無法代表這個電影

專案的市場潛力，但卻對說服公司參與投資可起到一定程度的幫助，受訪者 D

就明確地提出，拿到輔導金是風險的降低，不是因為經過評審的核可，因為我們

都很清楚輔導金的機制，評審的個人喜好風格都不同，能夠拿到金額的高低也不

同，輔導金對投資人來說，只是一個所謂風險降低的額外福利，那不能保證它是

一個很好的案子。    

 

    除此之外，對相對不夠了解電影產業內實際運作機制的財務型評估者，以及

需要準備投資評估報告，向公司提報的受訪者來說，輔導金取得與否牽涉到投資

風險，因此關乎到說服公司參與投資的力度上。就如受訪者 I所表示，有沒有輔

導金當然重要啊，因為這個是成本的減項，對於公司來說，取得輔導金的象徵，

更代表著是經由輔導金評審認定的共識結果，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就像受訪者 F

所說，這個案子有沒有輔導金不會影響到我的判斷。但會影響到公司投資的判斷。

疑？他們送輔導金評估都沒有過了，那可能是不是會有問題這樣子…但是我看重

的是輔導金可以幫助這個案子減少風險，不一定後面委員的共識，因為政府給你

的錢是 free 的，我們沒有利息的問題，那可以說是最好的錢，可見輔導金的取得，

仍對某些評估方，尤其是公司通過內部綠燈系統上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C. 輔導金雖為提案方降低風險的主要來源之一，評估者仍多會考量實際的  

   情況來思考合作形式，亦不排除多次嘗試，直到取得為止  

    從前面的分析可知，對於評估者來說，輔導金一直被賦予一種「降低投資風

險」的重要意義，順著這樣的思考邏輯，顯見就算評估時沒有取得或還沒有申請

輔導金，對於不只是單純投資，而是會考慮與其合製或擔任監製的受訪者來說，

雖然心理上不見得會認同輔導金評審建議，但在投資風險的考量，加上對評估專

案有興趣（信心）的前提下，就算評估該電影專案的當下並沒獲得輔導金補助，

有受訪者表示反而會化被動為主動，以其自身經驗幫助團隊取得輔導金，以幫助

該電影專案增加對其他投資人（尤其是投資公司）的說服力。就像受訪者 G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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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些片子它有機會，可是它還沒有送輔導金，它是透過你的幫忙，比如說我

的幫忙，然後這個案子可以拿到輔導金。值得注意的是，基於輔導金簽約或核銷

程序上的機制，受訪者 H就明卻表示，不見得希望參與已經取得輔導金的電影

專案，希望從頭開始一起與團隊擘畫，將自己視為電影專案團隊的一員，來共同

申請輔導金。總體而言，所有受訪者會輔導金在電影專案降低風險的功能上的重

視，並不會完全因評估當下輔導金取得與否而改變，著重的還是對於評估案的潛

力，以及可能的合作或參與形式。 

 

    那個案子主要就是你的，我就不會管了，那就是你的案子啊，沒跟我討

論的情況下你就去拿輔導金，那我不受限於你，之後報帳這些還有核銷這些，

太複雜了，我只碰乾淨的案子。所以我只接受先來找我，然後大家一起討論

要不要拿這個輔導金的案子。…有些人會覺得拿到輔導金之後再評估案子風

險比較低，但是我不會這樣想，因為以操作面來說很麻煩，公司是不是你的？

你如果借別人牌別人沒有意見，那別人外帳的會計師要不要進來管我？那我

會計怎麼做？我簽證怎麼簽？…。（受訪者 H） 

 

   從訪談的資料觀之，是否有取得電影長片輔導金，對評估專案的實質意義主

要來自於風險的減項，因為關乎回收，所以重要性甚至大於輔導金評委共議。輔

導金的出發點係以鼓勵或幫助新導演為目的，本就與以選出具市場性的商業電影

專案的評估方向有所不同，故無法單就取得輔導金做為決策標準。此外，影響電

影成敗的因素很多，且輔導金評審易受到個人主觀喜好而有所差異，對於這些受

訪者來說，得過優良劇本或電影長片輔導金的電影專案並無法保證其是否會成功，

拿到輔導金的實質意義，還遠不如降低製作預算的風險來得更加真實。若評估者

本身亦有製作經驗，在電影專案投資的評估上還是會回歸到案子劇本好不好、概

念是否夠具吸引力等內容層面的市場潛力評估，就算評估當下並未取得輔導金，

這些受訪者表示仍會在經過考量評估後，以降低風險為目的，做為協助申請輔導

金的一方，共同來申請輔導金。但若是純財務型投資人或是對電影產業不是那麼

熟悉的評估方，這個電影專案是否有取得輔導金，則成為了說服他們投資的必要

條件之一，甚至可能會凌駕於電影專案內容之上。對他們來說，咎因於自身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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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需要外力的協助，評估的電影專案取得輔導金，就像有了輔導金評審在題材、

內容上的審核背書一樣，且從風險的考量上來看，輔導金的挹注可實際降低製作

預算，或是當成受益的一部份，也比較好說服公司通過綠燈，就如受訪者 E所

說，這當然都會有關係啊，因為你當然有輔導金的時候，相對來說風險就會相對

降低，ok~啊你感覺上，你就看這個輔導金它到底是怎麼計算，它是成為票房的

一部分，還是成為所謂 production 的一部分。這個東西牽涉到資金、牽涉到成本，

它永遠都會是你考量的範圍之內。總體而言，是否取得輔導金並無標準證明這就

是一個值得參與的電影專案，評估上仍會回歸到評估劇本跟企劃案。 

 
(2) 合作夥伴或出品方：資源整合，具市場潛力的策略合作夥伴更加分  

    一部電影誕生的過程，除了技術團隊的齊心協力外，製作預算的資金組成亦

會影響到評估者的判斷。一般說來，電影製作預算的資金籌組可概分為像輔導金、

製作補助這類的補助金，以及靠製作團隊自行籌措的資金。身為被籌資的一方，

受訪者在面臨台灣電影投資風險較高的環境下，多表示電影製作成本愈高，對具

通路行銷優勢投資人（出品方）是否參與電影投資愈加重視的心態。就像受訪者

C所說，今天你這個案子長得就很大，那相對來講，你就要先告訴我你有沒有戲

院方的投資了，這就很關鍵了...。可見掌握著票房回收的通路（戲院），因有著

決定電影上映規模與通路曝光等特性，似乎漸漸成為了一個評估上在意的考量要

素，如受訪者 G 所說，如果有戲院背景的資金投入的話，我會考慮一下，因為

戲院代表通路，你在通路的市場上撐越久，你回收的機率就越高。 

 

    除了戲院通路的參與會對投資評估上具有一定的助力外，受訪者亦表示會評

估其他共同參與的出品方，或異業結盟的廠商，在電影專案的評估上可以透過來

自其他專業領域共識上的認同與不同的觀點，作為電影專案調整的參考。就如受

訪者 F所言，電影是一個風險很大的賭博，所以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參

與，是可以降低風險的，對我來說，內部的共識跟外部的共識都是同樣重要的。

不但如此，因為有了共同出資這樣的利益關係，出品方之間更可透過各自優勢，

幫助電影專案在場景、行銷、發行等在製作成本控制或後續曝光上的助益，降低

整個電影專案的市場風險。就像受訪者Ｉ所說，我們《大稻埕》我們用了他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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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的場景，是一個很好的異業結盟，幫天倫他們省了多少錢，讓他們不用去搭

街，然後他們用他們片租來當他們的投資…。 

 

    從近期台灣國片上就不難發現這樣的操作思維與電影投資人組成上的轉變。

以電影《紅衣小女孩》系列為例，因為有了三大影城的投資加持（陳亭均，今周

刊，2017年 08月 24日），保障了電影在戲院上映的排片率，在曝光度相對高的

情況下，也相對降低了電影回收的風險。就像受訪者 G所提及的觀察， 

 

    我一直在想，台灣大家在製作電影的時候，其實應該要合作。一定要

合作，而且是各種不同層面跟角度的合作。比如果電影跟電視合作、跟戲

院合作，電影的話你保證影片的質感，電視的話你保證影片的通俗，戲院

的話，你保證戲院的通路，還有就是他們對市場跟消費者的敏感度。我覺

得最起碼你這三個一起合作，我覺得這樣劇本上會比較安全一點。（受訪者

G） 

 

    除此之外，置入合作的部分因偏向行銷上的合作，多半會等到電影進入到發

行宣傳這個階段時，才有比較大的合作空間。且除了近似於電視節目冠名這種有

明確以某特定廠商為主進行開發的題材外，評估者在初期拿到電影專案時，多仍

未開始真正進入前製階段，無法確認是否會有置入合作的情況產生，故受訪者多

表示在評估階段並不會特別就其進行評估，就如同受訪者 F所說，對他們來說，

置入合作比較是後期的加分項，他們不會再劇本初期想這件事情…。 

 

小結： 

    一部電影的製作預算動輒新台幣上千萬甚至上億元，輔以台灣投資人相對保

守的個性，不太可能會由單一家製作公司或投資方獨資，因此投資方的組成就相

對重要。無論在是否取得輔導金，或是其他投資方（出品方）的參與意願，可以

發現他們的重點仍放在是否取得多數人共識性，以及儘可能降低投資風險的考量

上。除了內部的意見外，多一點來自於輔導金評審，或發行方等專業意見，甚至

透過資源整合方式多一點降低風險的機會，對於整個電影專案獲利回收率都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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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所提升。因台灣國片票房的萎縮，受訪者對國片投資相對保守，從風險角度

來看，評估者除了重視發行公司是否參與之外，也偏向尋找不同專業屬性的合作

單位共同投資。在分攤風險之餘，若電影專案的品質不如預期，不同背景的投資

人，也許可以發揮資源整合效益，透過行銷操作的補強或版權銷售上的策略調整，

藉以降低電影的投資風險。 

 
9.發行規劃：  

（1）合作發行公司：取得戲院通路實力發行公司參與的提案，可預期享  

     有市場面的劇本建議，與上映通路的保障  

    雖然每個發行公司擅長的電影類型彼此消長，但他們仍是電影產業鏈中最貼

近市場的環節。從受訪者的資料中顯示，無論從市場潛力或是風險的角度考量，

發行公司是否從前期就加入到電影專案中，對應的是創作端是否能透過發行公司，

在電影專案開拍前期，取得些許貼近消費者喜好的市場資訊，用來提供這些受訪

者評估上的一些參考建議，藉以降低市場或口碑風險。如同受訪者Ａ所說，有些

發行商我覺得他們也不夠專業，所以我通常都是聽，然後我大概就知道了，因為

其實就是只要聽是跟我所想像的一樣，我會注意，然後他有時候講的是我沒有觀

察到的，我就會判斷，…他們發行誰的片，那一家發行，然後他有什麼優缺點，

我們都有在注意 …。除此之外，我們從受訪者 D所分享的訊息，也看出電影製

作端的從業人員開始關注到市場的這個趨勢，題材開發上不再一昧以個人喜好為

主，也會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來思考題材。我覺得市場派越來越有說話的權利了，

就是說我覺得現在很多案子，大家都來徵詢一下發行的意見，但我不是說發行就

一定是唯一的解決方法，而我覺得是作品多了一些跟市場溝通的機會…。（受訪

者 D） 

 

    若取得具有戲院通路實力的發行公司參與興趣，甚至有意願投資該電影專案，

對於評估者在整個電影專案的評估上來說，除了代表這個評估案在市場面的潛力

上相對優越外，基於投資回收上的風險考量，因發行公司的參與代表著有戲院通

路上的實力與上映規模的保障，且對於電影市場有一定的熟稔程度，故在電影專

案投資的評估上，也相對具有優勢。受訪者 I就分享了這樣經驗，我們現在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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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我們都希望發行商可以加入，… X 公司幫什麼？他們擁有 XX 的戲院體

系…。因此，對前期電影專案的投資評估上來說，會相對較其他沒有發行公司合

作的電影專案更受評估者青睞。除此之外，發行公司因擁有掌握市場的特性，在

電影投資風險的掌控度上，看似更較製作端具有優勢。而對於掌控整個製作預算

相對有經驗的受訪者，則會透過比較不同電影發行公司所提出的發行條件，或是

擅長操作的電影片型，來作為投資回收評估上的參考，就如受訪者 C 所說，我

在意的只有一個問題，你的發行條件現在如何？我最在意的通常就是這個，因為

它關係到回收…。除此之外，來自發行端的評估者在進行投資項目評估時，因往

往擁有發行上的實力，在評估上除了電影專案本身是否具市場性之外，亦會評估

公司在這個專案扮演的角色。就像如受訪者 F分享的實際經驗，投資電影時，公

司可以扮演的角色也會是我考量的因素之一，我們會希望我們投資的電影，可以

儘量由公司拿下台灣發行權，因為我們有發行部門。往往會運用公司自身優勢（如：

取得國內宣發權或後端、海外版權的代理發行權利等），藉以降低投資風險，同

時亦會在簽署的投資協議書上載明發行服務費等相關權利，以確保自身的風險可

控性。就像受訪者 D 所說，對～所以當我投入這些資金進去的時候，我有把握

可以先拿回來多少。因為我現在看案子還有一個優勢是因為我有發行，所以我有

發行的佣金，可以讓我的風險比其他的投資者更低。 
 

(2)預計上映檔期：運用檔期特性媒合適當的電影類型，取得與消費者溝通  

  的最大公約數  

    正所謂醜媳婦也要見公婆，電影發行策略關乎到電影票房上的表現與回收，

電影這個產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在什麼樣的時間（上映檔期）與消費者見面，

靠的就是發行商根據過往經驗所下的判斷。由此可見，製作公司如何與發行商通

力合作，找出最適合與消費者溝通的檔期，著實考驗著電影製作公司與發行公司

之間的默契。具製作經驗的受訪者雖然贊同電影檔期與票房回收機率的高低，有

一定的關聯性，但電影上映時間，仍無法避免地與整個電影製作期程，以及投資

上的資金回收期程有關，有時候在劇本編修、演員檔期的規劃下，既無法事先做

預測，也無法一直等待檔期而不上映，就像受訪者Ａ所說，那到最後這個會不如

你預期的想像，那可能你希望在什麼時候上片，你也錯過時機，它都有可能，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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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步驟都會影嚮到這個電影上映的危險啊，所以我才說，這個是消費者的票房

市場，不是我們可以評估的，所以他跟我們預測，那都無法預測…，所以整個電

影專案的評估上，製作經驗的受訪者反而還是會回到最基本的專案整體的內容上，

在開發與評估階段尋找潛力的電影專案，然後在製作過程中運用經驗先把這部電

影的品質顧好。就像受訪者 B的看法，電影是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可能同樣ㄧ

部電影，你放在不同的時間點上片，它在票房上是會有不同的結果的…但你製作

的檔期那個還是要看劇本什麼時候搞定啊…，可以發現，在評估初期對於檔期規

劃的考量上，偏預先設想的概念較多，且會回歸到整個專案的市場定位進行思考，

真正地判斷，或是與發行商討論上映檔期的時間點，可能還是需要等到電影開始

拍攝之後，才可能真正地思考電影可能的上映檔期，並據此進行擘畫。而具發行

經驗的受訪者則認為，台灣電影的檔期受限於好萊塢大片的檔期，無法在初期評

估階段就可以預估電影上映檔期，認為與其從上映的檔期來思考，不如先思考每

一個檔期所適合的電影類型與特徵，以相對符合市場需求的方式來回推與規劃製

作時程，藉以降低市場風險。如同受訪者 D所說， 

 

    其實你在做整個電影規劃的時候，你就很必須要很了解你的市場、你

要的方向，…，檔期對國片在台灣來說，還是很可憐的，因為你還是要避

掉好萊塢的大檔，那些大檔都避掉後，你再看說我有那些時間可以放（笑）…

我會想說～這樣片子適合什麼樣的季節，我會思考，當然這個也有牽涉到

它什麼時候拍完啊..像《花甲》，導演決定要做《花甲》，跟賀歲片上檔的時

間很短，這就是完全為了檔期而產生的一個電影。我很清楚很他清楚他的

產品特性，然後他也很清楚，這個檔期所需要的產品是什麼，他對於他的

產品有信心，他也知道他的產品適合這個檔期，所以他也一定要拚這個檔

期，…其實你還是要看檔期的特性，如果說《角頭》放在暑假，我覺得 ok…，

（受訪者 D） 

 

    除此之外，上映檔期的選定，仍會受到不可預測風險的影響，同檔期競爭者、

消費者當時的喜好、甚至演員都可能會造成或多或少的風險，就像受訪者 C所

說，電影他會受到市場的影響，市場的影響有很多的條件，包含第一個是同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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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影有哪些，第二是當時社會的氛圍如何，第三是這個演員在那個時候有沒有

發生任何的意外…，也因此，面對不可控風險的發生，隨時與有經驗的發行公司

討論，做好風險控管，也是電影專案進入到製作執行階段時，需要思考的一環。

就像受訪者 E所說， 

 

    你再怎麼精準的評估，有些時候市場上就出現了一個不可測的因素，假

設一部講地震的電影，結果在上片的前一個禮拜發生地震了，那，消費者願

不願意進戲院再去就是看到這些悲劇在螢幕上，台灣消費者是願意的，但是

domestic（國內）他們常常會做的就是，把影片移走，那移走，原先計算的

所謂的構築好的，所有的 marketing 的這些東西全都要打散重做。所以，電

影這樣的東西它永遠有很多不可測的因素會隨時 cut in（進入），那你只能燒

香拜佛說一切要平安…。（受訪者 E） 

 

小結： 

    電影的發行策略與上映檔期關乎整個電影專案的投資回收，如何在前端內容

開發時期儘量貼近市場需求，是以投資回收為目標的電影評估者所重視的。根據

擁有發行經驗的受訪者表示，台灣製作公司有慢慢開始傾向在電影專案前期詢問

發行公司，透過了解市場對於項目的反饋，藉以理解如何製作一部較具商業性、

通俗性電影的趨勢。由此可見台灣電影製作上對市場潛力的重視程度日漸提高，

會透過發行公司所給的外部建議，進行內容上的思考或策略調整，希望可起到評

估電影時風險把關的作用，而不再閉門造車。除了詢問發行公司的建議外，是否

有發行公司參與電影專案投資，似乎成為了具投資實力的發行公司對這個電影專

案的市場性保證。對於財務型受訪者，甚至擁有製作經驗的受訪者來說，若能有

具戲院通路實力的發行公司參與，不但從電影專案開發初期的題材，就能起到一

定的市場面建議，在票房的回收上相對有所保障，因此特別重視電影專案在項目

資金組成團隊中是否有發行公司參與，或是有發行公司願意參與發行。資金組成

團隊若具有行銷或通路的實力，相對可以在電影上映前的宣發階段予以協助，增

加電影的曝光率、口碑擴散效益（包場）或能見度，提高電影票房回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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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亦有受訪者表示，每間發行公司擅長的類型不同，對於每部片子所定義的

行銷主軸也會有些不同，在策略上建議可多與不同發行公司溝通，一方面了解市

場的情況，一方面也可以探詢每個發行公司對影片的反饋，作為內容上調整的參

考。除此之外，每個檔期合適的電影類型不盡相同，因此也衍生出專門為了某特

定檔期而生的電影專案（如：賀歲片）等等。雖然受訪者均認為上映檔期對電影

成功亦具有一定的影響性，進行評估項目時會大概思考這個電影專案是否因特定

檔期而產生，或適合什麼檔期，但是台灣電影市場嚴峻，且多半仍受好萊塢大檔

等因素影響，故實務上在前期評估階段，檔期選擇上只會大概思考一個相對合適

的區間，且因為亦會受到資金投資以及還款壓力，實際仍需看何時正式進入到籌

備期才能就預計上映檔期進行規劃，且為了追求風險的儘量極小化，在發行策略

的擬定上，則多會採取一種彈性的資金運作策略，以便隨著電影上映時的口碑效

應進行調整，藉以面對可能會產生的不可預期風險。 

 
10.數據分析：輔佐電影專案評估，幫助評估者貼近市場  

（1）談論度：曾經引起消費者討論的內容，是否會再次吸引消費者？  

    討論電影成功的因素時，不免都會提到消費者口碑傳遞的這件事，認為消費

者看完電影後自發性分享的心得，才是台灣電影票房可以推升的關鍵。本研究對

於「口碑」的定義則採以「談論度」來表示，泛指一種引起消費者討論的象徵，

代表著看完這部電影或電影預告等訊息露出後是否願意與他人分享、談論劇情、

演員表現、場景等等的一種討論行為，電影正式上映前的談論度越高，則會有機

會取得票房的成功。雖然口碑有好有壞，但只要可以引起討論，就有可能創造出

票房的奇蹟（如 2017話題國片《台北物語》，就靠著口碑的發酵，票房成績一路

攀升），因為談論的過程中，會吸引其他沒看過電影消費者的好奇心，或是成為

一種同儕間同溫層話題討論的象徵。就如同受訪者 E所說， 

 

    口碑好不好這樣的事情，它也是一個非常不可控制的因素。…口碑好的

電影票房就會好？我覺得這個東西要回到最根本，什麼叫口碑好的電影，我

會比較換成另外一種方式，應該是說談論度高的電影，而不會用口碑。因為

好口碑跟壞口碑都會造成談論度，我會用 most talk about、most talk about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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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聊這個電影、都在說這個電影，所以它有一個溫度，它在市場裡面

有個溫度跟被矚目度…一個電影票房要有起色，其實應該是它的談論度，而

不是它的口碑。對一個談論度有到一個熱度的時候，譬如說《正義聯盟》、

譬如說《自殺突擊隊》，這都是我們家的電影，它的口碑有好有不好，重要

的是它有談論度…。（受訪者 E） 

 

    談論度的高低反應在電影前端投資評估的方式，則轉化成數據的表現形式，

運用統計歸納的結果，做為評估電影專案的參考。訪談者多認為數據分析在電影

專案的評估上可起到一定的參考效益，但也表示台灣電影尚未成為產業，並沒有

足夠的數據資料庫可以做為參考，因此在電影評估上反而會回歸到自己經驗上的

判斷，認為電影仍是偏屬創作型的產業，不應該用數據分析來制約，但數據卻可

以做為類型上的參考。 

 

我認為好萊塢電影它有 sample 可循，因為它有數據，台灣完全沒有數

據，憑什麼，憑主導人的直覺。（受訪者Ａ） 

 

經驗還是會佔大部份。因為在台灣電影並不是一個產業（Industry），

我沒有足夠的數據可以去成立一個所謂的判斷標準，我並沒有這樣子數據

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才說，每個人評斷的是不一樣的…，我覺得

數據是一個參考，當然你可以從票房的表現上去參考說，一個故事的結局

是不是快樂結局總是比失敗的結局來得好？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一個模板可

以當作參考，我覺得是見仁見智拉。但是在劇本創作的時候，你可以參考

這些可能的重要線索，去做你的劇本的創作和修改…頂多最多是我在 final 

stage 的時候，我要不要看我的預算嘛，或是減少我的預算。（受訪者Ｄ） 

 

    除此之外，受訪者也多相信自己的經驗，可以慧眼獨具地找出這個電影專案

的市場性，因為這個是他們多年內隱知識的積累，也是他們之所以與其他評估者

不同的地方，就像受訪者 F所說，我覺得數據是分析市場的一個後設的東西。我

在做發行還有電影投資，我們常常看到的東西跟大家蒐集到的資料都不是很稀奇，



	  

	  
	  

155	    
DOI:10.6814/NCCU201900760 

因為大家都可以蒐集到，通常製片人是看到這個市場中一般人所沒看到的東西…。

但也不排除在電影開發前期找電影發行公司，透過電影發行公司所提供相對即時

的數據與市場上的分析與見解，來作為電影專案評估上的判斷依據之一。就如同

受訪者 H所說， 

 

    他們每天在看數字啊，我們只能有一個感覺，但是我沒有辦法像他，

當然你可以回去找資料，就是當你決定要參與一個片子，你可以找很多資

料，那個就是最後的數據。但是發行公司就真的是第一線上就是做發行的、

排戲院的、做宣傳的，所以每一個數字背後呈現出來的原因，他們會比我

們清楚，也許有當時什麼一個環境，或是這個數字成立的結構，就是他們

一定是比我們清楚，我們只能看檔案。（受訪者 H） 

 

    總而言之，雖然數據分析的選擇上多依照評估者設定的條件如同類型票房、

導演、監製經歷或時下的流行語或消費者喜好等等，提供客觀判斷依據，但這仍

會受到當時市場環境影響。且數據分析的使用上應交叉檢閱，並非只靠單一個數

據就可作為判斷，重點在藉由過去資訊，理解導演、監製、或團隊適合操盤怎樣

的類型電影，同時題材內容的開發上，則可仰賴數據分析來試圖理解消費者的喜

好與需求。就如同受訪者 C所說， 

 

「seafood」就是一個絕對不能放的梗，這是目前的流行用語，一年後這

個詞一定就不流行了。…我覺得電影最難的事情就是，因為它跟消費有關。

數據分析根本就不可能去預測電影票房，因為如果做得到，行銷早就先做了，

購買轉換率這件事情做了上百年都做不出來了，別的行業更大…，你懂我意

思，那麼大行業都做不出來了，更何況電影產業？…在電影消費市場裡面，

30 歲是老人，我們最需要的一個東西是，我覺得這樣有點像醫生，數據分析

的數據很像年輕、手很穩的醫生，而創作者就像是有經驗但手會抖的醫生。

我們需要手很穩的醫生去執行，所以我們需要去理解的是什麼？是消費者的

習性…我覺得電影永遠不可能變成機器選土豆，但是大數據有沒有可能幫我

們先找出一籃土豆就是消費者要看什麼？消費者進電影院看商業電影想要

得到的東西…。（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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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類型票房：類型與題材上選擇的一種參考與預估的指標  

    對於前期開發時期的電影評估上，若以電影市場價值的角度衡量，去思考電

影這個產品的市場回饋與投資回報時，受訪者就建議應該採多個評估標準審閱的

方式，來做為評估參考，且認同同類型票房的相關數據分析，雖可視為該電影專

案市場性評估的依據，但仍需與市場定位相互比對，藉以理解評估專案可能的目

標族群與潛在票房範圍，判斷電影回收上的風險性高低，並且透過同類型票房來

類比，進一步了解提案方是否具備一定的市場潛力與回收基礎，以及說服公司投

資參與。如受訪者 I所說，就是要看同類型片，評估項目的時候我們也會去看市

場上曾有的同類型電影有哪些，你不會知道它會不會好，但比較找類比，如果沒

有的話，你怎麼去說服老闆…。 

 

    永遠來說就是在做評估的時候，恩～這樣的類型它需要數據去做一個比

較值；需要有卡司做比較值；這個導演做比較值，這個組合做比較值，一般

來說，我們在 get in approval 的這個 process 當中，這個影片類型，它有多少

參考值、有多少比較值？這個影片監製，監製過的作品，成功的有多少？失

敗的有多少？看到這個監製，它就是如何去控制它所謂的預算？再看到這個

導演，他過去賣座的電影有多少？不賣座的電影有多少？這個導演。第三個

就是演員、卡司組合，大概大概就是這些…其實，因為你如果再加上所謂的

開銷所謂的，所以的這些東西，你不太容易會去得到那個 net revenue，其實

很難得到，因為你不知道中間怎麼拆帳啊，什麼這些東西，其實你並不曉得，

所以大部分就是會用，一個就是你的票房，然後想辦法去拿到它的觀影人次，

ok~這兩個東西會變成，很重要的一個參考的標準，它並不是只有局限於影

片、類型、甚至就是監製過去的 credit…那些東西都是你先有一個數據要開

始逐步的進去進去進去，分析這個東西。所以他不會太是就是等於是一語定

江山，不會是這樣子，你所有的數據，永遠是交叉的去檢閱去檢驗這樣的東

西。（受訪者 E） 

 

   除此之外，雖然國片在同類型票房的評估上習慣性用其他國片作為類比，但

受訪者Ｇ則提供了他與美商電影發行公司開會的經驗分享，我們的電影去博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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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的時候，他們就會給我們北、中、南票房預估，還有他們是樂觀、保

守、低估，但是他們的方式是會先提幾部國片，之後會加上一些好萊塢片，就是

因為他們知道國片參考的數字不夠…，認為除了本土電影之外，也應該參考好萊

塢票房的數字，來進行票房的預估與市場的判斷。 
 
 

小結： 

    數據代表著一種歸納後的結果，有著反映出市場面資訊的功能性。具製作經

驗的受訪者認為，雖然可以獲取的市場相關數據不若發行公司來得全面且即時，

且又考量到電影的不可預測性，雖然會參考數據來作為專案在市場性上的判斷，

但真正落實到評估上，仍會以直覺地直觀以及電影專案實際執行的情況為主。但

這些受訪者不可諱言的是，在電影專案開發階段，數據分析可起到劇本內容上的

檢視與調整作用，使其更貼近消費者需求。此外，若採用過往數據來進行同類型

票房分析時，似乎可參考美商發行公司預測票房的模式，先以國片的相關數據資

料為主，好萊塢或其他非國片的為輔，以求更貼近現實。總體而言，數據分析雖

僅能提供客觀的判斷依據，本就無法準確預測票房，但對於前端評估與題材開發

者來說，數據分析就像透過歷史脈絡，以科學的方式嘗試找出貼近市場需求的內

容，提供內容上的調整建議，並為電影專案團隊的執行能力提供一定的參考。 

 
11.小結：  

    總體而言，因為經驗累積領域的不同，對受訪者形成不同的思考脈絡。製作

經驗的受訪者在評估上雖然受限於國片表現不如預期，而在投資評估的判斷上較

為保守，但仍不改他們多以品質、重視電影質感的角度思考的專業堅持，無論在

卡司、預算、主創團隊的評估上都可窺知其不會輕易因為市場回收的考量，犧牲

電影品質的態度。相較之下，具發行出身的受訪者思考脈絡則多偏向市場導向，

重視電影專案在市場上可能呈現出價值與報酬率高低，大概也因為身處發行體系，

取得數據資料相對準確且容易，雖然知道電影成功不可預期，但進行評估與判斷

時，仍習慣以科學的方式搭配經驗進行判準，試圖遵循市場成功經驗來尋找可能

的成功模式。由此可知，不同的經驗導致評估電影上的思考出發點有所差異，但

不變的是二者都會先以 Concpet作為優先考量，有趣、通俗且在既有類型可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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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不同的創意亮點，讓消費者在熟悉中卻又可以感受到製作上的新奇與誠意，

是所有受訪者評估時不會忽略的首要評估關鍵。 

 
（二）劇本創作與內容面向 

1. 題材來源：第一眼的熟悉度，可視為是否具市場潛力的另一種評估方式  

     劇本故事的來源主要可分為全新創作，或由繼有 IP改編、續集或前傳電影。

對電影專案的評估方來說，劇本故事的來源為何，比起 Concpt，可說是判斷市

場潛力的初步依據，藉以判斷消費者對電影專案可能會有的第一眼熟悉度。評估

取向若偏重電影專案的市場潛力，除了全新創作的劇本之外，改編或續集的電影

專案雖已有市場上既定的定位與概念，那麼在電影投資的評估上，考量的點又是

什麼呢？從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可知，若電影題材來源具有一定粉絲基礎，其在市

場潛力上相對具全新的題材來的具有保障性，但消費者的口味是多變的，具製作

經驗的受訪者亦表示，並非所有續集電影的架構都可以沿用，知名 IP改編或續

集電影只是吸引消費者的敲門磚，重點應該還是要回歸創作的本身，來思考內容

是否有機會引起討論度，讓口碑可以順利擴散。有別於全新創作的劇本，以下就

續集與改編兩類可能具一定市場基礎的內容，略做分析整理如下： 

 
（1）續集作品：續集電影擁有品牌效益與粉絲基礎，在市場具相對優勢  

    電影如果有續集計畫，代表其一定在市場上取得了不錯的口碑與票房回報，

就如受訪者 F所說，續集電影是怎麼產生的？那是因為它們都賣座過。因此，所

推出的續集或前傳電影從市場上的回饋來看，是極有機會可延續第一集或前一集

的話題性與粉絲基礎，其市場潛力的評估上，會相對於全新創作的故事或題材更

值得被認可。就像受訪者 E所分享的看法，續集電影永遠可以做實第一集，如

果第一集賣座的時候，你可以做實第一集的話題性，延續它的話題度，在第二集

享受到還沒有上映前的吸引力。不但如此，從發行的角度來看，也著眼於續集電

影有粉絲基礎為底，在續集電影的發行策略上，會認為上映檔期對其影響的程度

不大，就像受訪者 D所說，《角頭 2》其實是第二集了，它有它自己的粉絲基礎

跟市場，所以它其實不見得一定要來放在賀歲檔，對它來說，它放在賀歲檔，我

不認為它有辦法搶到很多，把整個盤都搶去，它只是分食一些掉而已。對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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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是它放在別的檔期，可能是它梭哈全拿。但對於具製作經驗的受訪者來說，

續集電影除非是類似漫威這樣有大的宇宙觀足以支撐整個電影架構的大規模電

影，不然消費者亦可能會因為重複的概念，使得其失去興致望而卻步，就像受訪

者 H所說，電影就是沒有套路啊，你說美國一個電影產業那麼強的地方，你第

二集要做的好的有多少？大部份第一集賣的，第二集…你直接去 DVD 比較快

吧，…，無非是大片場就是有心要發展像《星際大戰》這種的，這是完全沒辦法

複製的東西，你只能複製少少的元素…。雖然續集電影會具有一定的市場潛力，

但從文獻資料中，也有學者對續集電影提出可能會增加預算而降低投資回報的風

險，這個研究結論從訪談資料可看出，對受訪者來說，無論是否為續集電影，評

估的重點仍需要回到故事題材的本身，有好的故事才會吸引消費者。就像受訪者

F所說，因為續集電影會更容易跟消費者解釋…，但這個都還是要以故事為前提，

就是說你故事必須要夠吸引人，消費者才會去看。 

 

（2）改編作品：著眼於消費者會有一定熟悉度，故較新創故事更具有市  

     場潛力  

    消費者對題材的熟悉度，會影響這部電影在最終上映發行階段，是否可在最

短的時間吸引到他們的目光與興趣。改編的作品多取材自既有小說、漫畫等文本

或一般消費者所知的真實故事、軼事等，財務型投資人在評估上較為直觀且重視

投資回收，認為評估電影專案若取材自多數消費者有所熟知的真實故事，其改編

內容因奠基在情感的基礎，往往較容易感動人心，且真實故事取景寫實，少了華

麗視覺特效輔助，著墨於情感面的共鳴，製作預算相對偏低，回收可能性相對較

高。受訪者Ｉ就分享了這樣的想法，經過真實故事改編的其實比較容易動人，不

管在哪一國都有這樣的例子，第二個是成本很小，…。而具發行宣傳經驗的受訪

者則認為知名事件或故事改編的電影專案，相較於全新的故事在引起消費者興趣

的起跑點上，更貼近市場，因此也更有機會取得票房回報。就像受訪者 G所說，

紅衣小女孩在台灣是知名新聞事件，就是你知名的東西做一個基底，他通常會擴

大他的票房，…你知道類型電影的好處就是他目標消費者清楚，那知名 IP 來改，

他會有基本盤，一個新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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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劇本：內容的起始點，所有評估的源頭  

    許多文獻中均以「劇本為一劇之本」來強調對劇本的重視性。而這也是評估

者評估電影專案是否投資最重要，也必須把關的重點。具製作經驗的受訪者與發

行及海外購片經驗的受訪者因工作關係，相較於財務型受訪者，對劇本評估上有

一定的直覺與熟稔度，這些受訪者在評估劇本上，是否有特別著重或異同之處？

茲根據訪談資料梳理如下： 

 
（1）劇本流暢度：一氣呵成看完的流暢度，反映出影像化後的票房潛力  

    如果電影是一個商品，劇本就是編劇或導演將想法揮灑出來的商品雛形。如

何與消費者產生連結，使成品具有市場潛力，考驗著每一個創作者與評估者對消

費市場的判斷。消費者口味多變，且電影從正式開始進入前製到上映的過程中，

有一段不算短的期程，反映到電影在前期進行專案評估時，受限於能即時從市場

需求反饋到內容創作上的資料較少，且電影從評估到正式開拍到完成上映的過程

中，市場環境會隨著整個社會脈動而變化，也顯示出評估者評估劇本上，可能會

因為內容、題材上而出現風險上的盲點。回歸到電影專案的評估上，受訪者多表

示，與其一昧跟風似的看見票房成功的類型就進行劇本創作，不如回歸到最真實

的使用者需求，將自身角色轉變為一般消費者的心態，先拋開框架，單純就內容

進行評估，就如受訪者 I所說，我們就是做消費者，以消費者的立場來看，有些

劇本真的是你翻，你看好幾個禮拜你都看不下去…我們一定是看到了劇本之後，

才來決定要不要做。因此，在劇本的評估上，受訪者多會先將劇本當成一個故事

或小說來翻閱，並且透過翻閱劇本時間的長短，真實地呈現出讀者（評估者）最

直觀的感覺與想法，做為評估劇本的第一步，表示若可以一口氣把劇本看完，就

代表著劇本有一定的水準與吸引力，反之亦然。 

 

    好的劇本是這樣子的，你翻開第一頁，你大概可以在 2 小時內看完的劇

本，跟電影的長度差不多，你會一口氣看完，不論是中外的劇本，都是這樣

子的…，通常我看國外的劇本，你看 10 頁之後都還不知道這個故事在幹麻

以及主角的問題的時候，通常我就丟掉了…。（受訪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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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若無法一口氣看完，那個劇本就是有問題啊，有可能是拖沓，或是

少了點什麼…。（受訪者 G） 

 

    如果這個本我從頭到尾看得很順的話，我就會覺得它是一個很好 follow

的故事。（受訪者 H）  

 

    進一步探究怎樣的劇本可以讓受訪者一鼓作氣地看完，則似乎與受訪者個人

的經驗喜好有關，無法輕易用文字言喻。就如同受訪者 D 所說，劇本的部分是

個人喜好的部分，那這個劇本會不會讓你覺得很精彩想要一直看下去，或是你看

了兩三頁之後就去休息一下再看，那就跟每個人的喜好有關了…，但也有受訪者

簡單地用了「吸引力」來作為一個評估的標準，就像受訪者 C 分享其實務上的

方法，我們基本上不會花那麼大的力量去審案子。所以劇本好不好看其實很重要，

可是那好不好看就是單純的二個點，一個就是它有沒有吸引人的點，第二個是它

基本的流暢度…，與受訪者 I所闡述的經驗，我們評估的方式很簡單，就會講說

這個故事吸不吸引人，這個東西是不是出人意料之外…，在劇本內容的評估上，

故事與主角若讓讀者產生同理心或覺得故事新奇有趣、引人入勝超出想像，且會

因故事層層推進，一直渴望想知道接下來的發展，以至於會忘卻時間快速看完的

情況下，似乎可以簡單地把這個劇本歸類成相對具有潛力發展成電影的劇本，而

若針對劇本市場性的評估，則可以再深一步去思考這個劇本有哪些地方吸引自己，

甚至會與自己同樣看完劇本的評估者共同討論，就如受訪者Ｄ所說，你在看劇本

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這個劇本好不好看，好看的話你就會一直看下去，然後有沒

有討論度？既然你看完了，那一定有吸引你、會引起你興趣的地方，那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劇本有沒有討論度的部分…。總體而言，似乎唯有發自內心地認為這個

劇本有吸引力，擁有讓讀者一氣呵成地看完的魔力，才可以期待當這個劇本影像

化後，會相對有機會受到觀影者的喜愛，畢竟，連劇本都無法一鼓作氣地看完了，

對於受訪者來說，更無法期待劇本影像化後，有機會觸動消費者，引發有討論度，

進而傳遞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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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劇本共鳴度：劇本中吸引消費者的點，容易聯想到生活經驗的劇本，  

    才是能創造市場價值的主因  

    電影受歡迎的程度表現出社會大眾的需要，能滿足社會大種集體潛意識內容、

甚至是回想到自己經驗（或經歷）的故事，往往較有機會成為一部受歡迎的電影。

是故，回歸到電影的評估上，大製作、大卡司、大主題，未必是一部電影收穫票

房成功的必要條件，關鍵的重點在於故事與角色能不能引發消費者的情感共鳴。

而這個共鳴不僅是評估者本身，受訪者也表示會思考到市場上是否可引起討論，

就像受訪者 B 所說，引起共鳴它包含了比如果我們看了這個劇本我們有沒有感

覺，再來是說會包含他能不能去再透過很多不同年齡層的看到這個劇本後會不會

感到共鳴的這件事情。 

 

    蕭菊貞在其 2017年的著作就對共鳴下了簡單的定義，「這個共鳴點，依賴的

不是劇本公式，不是特效動畫，而是人性，人性之所仰望，人性之所匱乏（蕭菊

貞，2017，頁 20）」，就像受訪者 G判斷的方式，大多數人看電影會選擇自己熟

悉或關心的題材，認為因為有共同的經驗或經歷，才是吸引消費者共鳴的關鍵。

亦如同受訪者 D所分享的看法，《我的少女時代》為什麼會這麼的歡迎？《那些

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為什麼這麼歡迎？因為都是讓你回想起你在當學生的時

候的初戀，或是你那時候的經驗，而且這些東西算是一種全球的經驗嘛…，認為

故事中有這樣共同的生活經驗或感受，無論是否擁有共同的語言或是職業背景，

也會有機會可以引起討論度與口碑，進而產生票房，就像受訪者 F所說，《我跟

我的冠軍女兒》或像《模範生》…這些電影都有找到一個東西，它是跟現代的生

活有關連，你會關心的事情，所以會引起口碑。老實說《少女時代》為什麼可以

引起共鳴？因為那個故事 touch 到人。 

 

    從訪談者的資料可知，引起共鳴的情感因素應該是很全方位的，喜劇所帶來

愉悅感的抒發亦屬之。雖說劇本好不好看多半會因個人喜好而有所差異，但劇本

閱讀時的感受是不會騙人的。劇本流暢的前提下，評估者對劇本的重點則轉與最

初評估故事概念近似，就像受訪者Ａ所分享的經驗，我不要電影劇本什麼什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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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我，不用，但是你一定要打動我，就只要打動我就好，你打動我，我就會覺

得這個案子是可以做的，你沒有打動我，就不能做。有別於製作端背景的評估者，

發行端背景評估者對劇本市場潛力重視度更甚，只要劇本符合新奇、有機會引起

消費者共鳴度等條件，就算自己可能沒有這麼喜歡這個劇本故事，但若站在投資

回收上的考量，也可能會因為其具有市場潛力而投資。如同受訪者 D所說，在

看一個案子的時候，我不會很制式就是說，我一定是我自己很喜歡這個劇本，我

就會覺得會大賣，而是，當它企劃這部電影的時候，它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它

有沒有看到這個機會點，跟它的市場性…。除此之外，也有受訪者認為所謂的共

鳴，其實就代表著市場的共通性，一個可以完全引起消費者討論度的電影，除了

要有市場的共通性上的評估外，更要找出吸引消費者的獨特點（亮點）。認為消

費者觀影時的新奇感受，才是傳遞口碑與討論度的關鍵。顯見劇本是否有新意、

有特殊創意的獨特點與亮點，以及是否可吸引消費者，使其對劇情產生共鳴的市

場潛力，被視為評估的第二道重點關卡。就像受訪者 E所分享的想法， 

 

    第一個直覺這個會賣，為什麼？因為考試作弊這件事情大家都想到過，

可是《模範生》它就會想到跨國作弊這件事，我那時候看到這個切入點，我

就說，oh~這個電影有機會，然後再看預告片，那時候已經完成了嘛，他要

上片，看預告片我說，這個電影會賣，為什麼，因為它跟市場是有共通的，

第二個，它獨特，我剛剛講，你跟市場共通就是所謂的一樣，它不是那麼曲

高和寡，它不是那麼就是好高騖遠，它不是那麼對很多人來說可望不可及，

但是呢，它還是有一些它比較 unique(獨特)的東西，它 unique（獨特）的東

西是什麼？就是（笑）想辦法就是跨國、跨時區，去作弊這件事情…。（受

訪者 E） 

 
   總體來說，多數評估者認為流暢度高的劇本，其市場潛力相對比流暢度低的

劇本多了那麼一層保障，但對於兼有製作背景，且可參與製作的評估者來說，流

暢度低的劇本在投資評估的取捨上，則不會像財務型背景的投資人，或發行背景

的投資人果決，製作背景的評估者反而會關注其創意與亮點的延續性，以及是否

具備一部電影應該有的影像長度，並且有可能透過與提案方溝通，以及其他資源

協助之下，變成具有市場潛力的劇本。除此之外，在劇本的把關上，擁有製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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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評估者多會透過經驗與想像力，藉由揣摩可能的影像畫面，來評估劇本拍攝

成電影的可能性，與是否能取得消費者共鳴的市場潛力，作為評估的參考。比起

以劇本流暢度，劇本執行度的高低以及是否具被引起消費者共鳴的亮點，更是評

估者重視的。唯有透過內心情感出發，而發自內心傳遞的口碑，才比較有機會獲

得正面的口碑回饋與自發行的討論分享，也較易取得不錯的票房成績。 

 
（3）劇本結構：避免流於公式化，故事是否吸引消費者才是重點  

    劇本結構服務於劇本，重點在於讓整個劇本能有一些評估標準，以做為評估

者評估的參考。因本研究採質性的研究方式，故較無法細究整個劇本的在結構上

的判斷依據，僅能就訪談者所提出的一些觀點加以梳理，試圖找出一些評估劇本

上的共識脈絡。從文獻探討可知，好萊塢習慣用三幕劇的戲劇架構，來概分一部

電影。三幕劇簡言之就是所謂的起承轉合，係屬方法論的一種劇本結構，亦是好

萊塢從敘事學的角度出發，經年累月就消費者觀影感受和喜好反應發展出來的故

事架構。三幕劇依照消費者習慣的故事脈絡為前提，以抓住消費者注意力出發，

許多賣座成功的案例多採此結構。但以直觀作為判斷為主的這些受訪者，在劇本

架構的評估上，則反映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三幕劇的劇本架構，還是較適用於

商業性的電影評估。像擁有海外購片與發行經驗的受訪者 F表示，劇本結構，他

有沒有三幕劇的架構，這是我最重視的事情…三幕劇評估的方式還是比較是商業

電影，著重在劇本中設定的問題有沒有得到滿足。認為劇本若採三幕劇結構的方

式，故事的走向上能較依循著消費者偏好的故事走向，相對具有市場潛力，更是

商業電影所不可或缺的評估方式。受訪者 A 也提出了同樣的想法，商業片一定

有公式啊，就像三幕劇，它就是結構的問題，邀請我的學生，或我曾經去演講的

時候，我就講《save the cat》19那 15 個步驟，你看人家那 15 個步驟做完，這就

是好萊塢電影，完全都可以套用啊…。 

 

    除此之外，從訪談的資料看來，多數受訪者並不會特意以三幕劇作為評估方

式，除了認為三幕劇結構可能流於形式，容易讓消費者猜出故事發展而沒有新意

之外，就像受訪者 G 所說，如果一直以三幕劇的結構來看劇本會有問題的。因

	  	  	  	  	  	  	  	  	  	  	  	  	  	  	  	  	  	  	  	  	  	  	  	  	  	  	  	  	  	  	  	  	  	  	  	  	  	  	  	   	  	  	  	  	  	  	  	  	  	  	  	  	  	  	  	  
19 秦續蓉、馮勃翰譯（2014）。《先讓英雄救貓咪：你這輩子唯一需要的電影編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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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所謂高明的三幕劇，也有不高明的三幕劇。三幕劇很容易被消費者預測到發

展，因為太機械化了…。另外，也因為台灣目前在劇本創作上並不都會以三幕劇

當作故事架構進行創作，所以回歸到劇本內容的評估上，有受訪者表示反而更重

視故事內容以及故事想要傳遞的訊息，就如同受訪者 C 所說，你看《我的少女

時代》，其實它都沒有走到三幕劇結構，它只是大結構七七八八有走到而已，可

是我覺得它的厲害就是，它在某些地方的時候，它真的有收到消費者…其實華語

片對於結構沒有這麼要求，這是真心話，也是經驗。由上可知，三幕劇對於台灣

投資評估的判準來說，似乎僅能當作一個評估參考以及與編劇溝通的一種語言，

用來作為日後劇本調整之用，而非必要的評估要素。就如受訪者 F所說，三幕劇

結構對我來說，是一個可以跟編劇溝通的依據，同時可以藉此量化評估的一種方

式…，基本上我還是看劇本、結構，最後這個議題有沒有感動到我。顯見出這些

受訪者雖然重視劇本的結構，但會認為故事應該是彈性而靈活的，就算照著三幕

劇的結構來評估劇本，亦無法不保證最後的成果叫好叫座，只是提供一個可能較

接近消費者情緒波動的參考指南，評估上仍會以自己直觀的經驗為準，認為電影

故事的評估還是應該要跟著故事人物、主題和戲劇特色來自由發展，才能真正讓

消費者感同身受。但這些受訪者並非全然地抹滅了好萊塢發展多年的三幕劇劇本

架構，只是會認為相較於一開始就用三幕劇的方式或架構進行創作，不如先完成

創作，在這個創作是有新意與吸引力的前提下，再用三幕劇的架構進行檢證與調

整劇本。就如同受訪者 A與受訪者 G所分享， 

 
    電影它是很怎麼講，它是一個很奇怪的圓圈，它是彈性的，非常彈性的，

它不會被制約，所以我說沒有 SOP 流程，也沒有既定的觀點，也沒有既定

的論述，…，我覺得這個是方法論，但是我的方法是我會打破一切，對我來

講，做電影人來看待所謂看劇本這件事情，我會很隨性的，可是你有一種直

覺，它就是不行，那個不行也很直覺…。（受訪者 A）  

 
    因為他（好萊塢三幕劇）是很有機的，因為他角色的困境跟衝突是你

想像不到的。比如說我很想去看但還沒有去看的《可可夜總會》，他的題材

是創新的嘛，比較新，雖然他也是講家庭，但是他有靈異的東西在啊，這是

一個新意。（受訪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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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劇本情節：合理的故事情節，更容易被消費市場所接受  

    情節由事件構成，導引著故事的前進。劇本即是由這樣一件件人與物之間的

具體事件堆砌，以一種近似「故事性」主導的表達模式，透過「起承轉合」的基

本故事框架，搭配編劇、導演等主創團隊的創意，將劇本呈現在評估方的面前。

多數的劇本均循此脈絡，從發生事件、認識主角到主角面臨問題、挑戰一直到解

決問題，完成了整個劇本。故事的事件取材雖然廣泛，但除了創意上的亮點外，

回歸到基本面，故事情節的合理性扮演了消費者是否可以認同故事的關鍵，所以

在評估上亦相對重要，如同受訪者 H所說，我也重視劇本編排的技巧，就是那

個 flow，包括情節的推動、場跟場之間的銜接。 

 
    除此之外，受訪者 H 亦對劇本的評估上提出了自己的經驗。認為劇本第一

就是合理性，一個好的劇本，最應該具備的，就是合情合理的故事。此外，受訪

者 B 則提出情感面的舖陳的重要性，故事各式的情感面夠不夠，也是一個很重

要的判斷。就對我來講，那個情感面的東西夠不夠扎實，夠不夠感人也是非常重

要，對我來講劇本是最重要的，劇本是靈魂。認為唯有奠基在情感面上豐富且口

人心弦的故事內容，搭配環環相扣的情節，才會相對讓消費者可以有所投射，激

起消費者對故事或角色的認同感，使消費者可以傳遞口碑，引起討論，最終將其

反映在票房的數字回報上。如同受訪者 I 所說， 因為我只是一般消費者，故事

流暢度、主角這些都不是我考量的，我考量的就是在劇本中，就是看這個故事合

不合理，好不好看…。 
 

（5）劇本衝突：精采與否的關鍵，扮演著吸引消費者目光的重要使命  

    「衝突」就劇本故事情節的核心，也是體現故事主旨的存在。編劇會透過巧

思設計劇本中的情節，運用來自主角自身的內在衝突，或劇本世界觀中的外在衝

突，讓劇本的故事更加有推動力、發展力，進而引人入勝。評估者多會從故事梗

概中了解這個故事的衝突性以及其是否夠吸引人，藉此作為評估劇本精彩與否。

回歸到劇本在衝突的評估上，受訪者則表示在評估劇本時，會更重視衝突性的張

力是否夠引人關注、是否與自身經驗有所相關可以投射，以及是否具有新鮮感，

甚至可以推進整個劇情的發展，讓消費者可以隨著劇情的發展而沈迷之中。就像

受訪者 G所分享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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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來講，我會先看就是這個影片的戲劇衝突跟張力，因為消費者去戲

院是要看衝突所以我會第一個看戲劇衝突，看它有沒有足夠的戲劇衝突，它

的電影如果太平的話，消費者會覺得很無聊。戲劇衝突有外在跟內在嘛。首

先就是優先看有沒有衝突性，…，再來要看那個衝突的設定有不有趣，新不

新鮮，再來是說，那個衝突是大多數人關心還是不關心的，因為大多數人看

電影會選擇自己熟悉或關心的題材。（受訪者 G）  

 
    一個劇本故事若沒有衝突，沒有了波瀾不驚，自然也吸引不了讀劇本評估者

目光，就算變成電影作品後，其所呈現的畫面，亦可能會因為劇情的停滯，無法

滿足消費者觀賞電影的愉悅體驗。「衝突」的張力與高低起伏，著實左右了整個

劇本是否可被消費者接受，甚至上映後口碑傳遞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6）劇本結局：對電影期待的總結。越可被認同且接受的結局，越容易  

     傳遞口碑討論  

    故事的結局就像是整個電影給大家所下的註解，亦決定了消費者對於這部電

影最後的評價。一部整體來說不怎麼好看的電影，更有機會靠影片最後一分鐘的

精彩表現，來扭轉消費者對這部片的評價。部分受訪者認為，劇本結局可以代表

著消費者對這部電影概括的感受，故劇本設計上的巧妙性，其實與消費者的感受

息息相關，甚至可以影響到整個電影的市場潛力以及口碑的傳遞性。其中，更以

劇本結局的合理性最為重要，合理性代表著消費者對這部電影的認同感，不但是

受訪者 H認為， 比較明確的結局，是在市場跟消費者溝通上面比較方便，受訪

者Ｄ亦表示，我要求劇本的時候，一定要給它一個原因啊，它不能夠莫名其妙存

在在那邊，莫名其妙的結束。所以我就說那個就是至少消費者要有一個出口，原

來做這件事情最後原因是這樣…，都不約而同地表示他們對這件事情的看重。具

有合理性的故事內容，相對容易讓消費者有宣洩的出口，亦相對有機會提高討論

度與傳遞口碑。反之，若沒有合理性的結局，就算是三幕劇的故事架構，也可能

無法形成好的討論度與口碑，就像受訪者 F所說，故事的結局讓你對這個主角不

會認同，就會影響口碑。就像九把刀《報告老師，怪怪怪怪物》它也是個標準的

三幕劇電影，但是大家對於結局無法認同這個主角的作為，所以它的口碑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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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主角如何解決問題？解決的方式是否可引起消費者的共鳴與認同，讓故事

有合理的結尾，使得消費者得到抒發或是取得共鳴、傳遞口碑，均反映出結局在

劇本評估上的重要性。 

 

小結： 

    總體而言，訪談者多認為劇本結構與劇本的流暢度息息相關，是否能引起評

估者的共鳴，使他們在評估時會有一再想要往下翻閱的衝動，是評估者普遍在評

估劇本時最簡單也最重視的考量因子。而若將劇本優劣與否的把關回歸到自身專

業的判斷上，單純的財務型投資人不若具製作或發行經驗的公司評估者，擁有較

多產業內專業，在劇本的審核上更重視經驗（閱讀感受）以及直覺，會以閱讀小

說的方式，直觀地去感覺這個故事是否吸引人，而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評估者除

著重是否能從既有劇本架構的脈絡中，呈現或找出亮點（與眾不同的地方）外，

閱讀時更會考量影像畫面想像性、劇本關注的議題與整體故事，就如同受訪者Ａ

所分享的，我一定要強調，劇本，所以給我看的劇本，一定要有一個他就叫做『劇

本』，劇本是什麼，它要有影像化的概念，通常劇本你如果文字很生硬，它沒有

產生影像化，那對我來講它就是小說或散文…。 

 

    除此之外，故事主角的衝突與張力是否到位、情感面是否夠扎實、共鳴度的

是否具有普世價值，能被一般大眾接受等所謂的賣點（吸引消費者的點），也是

評估劇本時直觀尚不可或缺的要點。再者，雖然三幕劇結構是一種好萊塢行之多

年的方法論，惟呼應到台灣電影產業背景與創作習慣，三幕劇的解構方式不見得

適用於所有的國片電影評估，多數受訪者在劇本發展性與市場潛力的判斷上仍以

經驗與直覺為上，三幕劇架構反而是一種參考但並非絕對的評估指標，只要掌握

大方向、能引起消費者生活上或回憶上的共鳴，就不失為一個有機會在市場上引

發口碑效益、締造不錯票房成績的電影。最後，受訪者雖沒有明言，但仍可感受

出他們多認為商業電影之所以賣座，主要來自於「容易將故事轉述出去，且容易

引起共鳴與討論」。在尚未影像化之前，是否可以快速將故事精煉並且說給別人

聽，取得聽者之回饋，亦可以作為調整劇本之參考，使其更面向市場、面向消費

者所需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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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事主角：故事領航者，隨事件引發的共鳴度高低，反映著市場潛力  

    「故事價值取向」是人類經驗共有的特質，它可能在一瞬之間就由正轉為負，

或由負轉為正（Robert McKee, 1997／黃政淵等譯，2014） 。人物是電影劇本的

根基，也是故事的心臟，劇本中所建立的人物角色個性、喜好，扮演著導引整個

故事架構與走向，牽一髮動全身。受訪者認為，對於人物角色的好奇心與認同感，

則反映在其對劇本或故事的喜好以及閱讀的流暢度上，本無法單就角色進行單一

地評斷。就像受訪者 A 所分享的，這整體的故事一定是戲，所以我才說，戲出

來，演員就會出來，你戲不出來，角色不出來，你鬼來演都一樣。我覺得戲包人

很重要，這就回到劇本，還有角色人物的塑造。無論是角色心境上經歷的轉變，

或是看這個這個主角冒險、解決問題的過程，雖然是劇本的整個脈絡發展，但主

角個性與對白所塑造出來的形象，也著實影響著消費者是否產生同理心的關鍵，

所以並不能只看主角，或只看劇本，來進行抉擇，如同受訪者 D 所說，把主人

翁拉出來，但是你最後還是要看他的過程和故事的發展嘛，角色其實還是要看他

的 flow 嘛，那個結構，跟整個大架構。其實你當然從人物開始，有一個中心、

核心人物，人物當然一定是、主角當然一定是故事裡面的核心，但是主角要歷經

的旅程，才是消費者要看的。 

 

    顯見多數受訪者認為，劇本中人物角色認同度，會建立在人物動機的合理性、

角色的鮮明度與討喜度這些似懂但卻摸不著邊際的字詞中，因此評估上也會從自

我的經驗或消費者的角度進行思考，回歸到合理性與認同感（如果我是主角，是

否會做這樣的決定），這樣比較直觀的判斷，就如同受訪 H，對我來講最重要的

就是合理性，就是人物動機是否成立，這個人我相不相信是真的有，…，主角可

以讓消費者認同，就是劇本的內容消費者可以理解…，和受訪者 G 所表示的，

人物角色的建立鮮不鮮明，討不討喜，有不有趣，你能否對這個角色產生認同？

我覺得你不見得會喜歡這個角色，但是你可以認同這個角色，甚至同情他，對這

個角色產生連結或共鳴，這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消費者看的就是故事跟角色…，

認為主角推進的劇情若可以讓消費者認同，才是好的劇本。的確，上述這些對於

評估故事角色喜好的定義上看似較為模糊，但卻不約而同呼應到劇本與角色之間

的相互作用性上。劇本的流暢度所展現的市場潛力，必然與劇本中角色的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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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息息相關，違背常理的角色設計就不會讓消費者產生同理心，因而會影響電

影的口碑與觀感。 

 
    若從市場面角度觀看消費者對故事主角喜好的判斷，雖然多數受訪者重視消

費者對主角的認同，且認為主角扮演著推動故事情節的重要關鍵，但亦有受訪者

表示，整個故事架構中，劇本仍是最重要的根本，而主角的重要性則與整個劇本

架構的出發點有關，劇本是類似傳記這種以人物為主的內容，還是以某個事件為

主，都影響到故事主角在劇本中呈現的樣貌。正所謂戲包人，有好的故事概念與

架構，才能起到吸引消費者的作用，而這也反映出劇本與角色設定在評估上密不

可分的特質，唯有兩兩加乘，才能反映出最適當的結果。就像受訪者 D所說， 

 

《紅衣小女孩》，她是很有名的主角，但是大家沒有人知道她的故事，她

的故事是杜撰出來的，那就是從主角去發展的故事，但是她發展的故事也一

樣是精彩的故事。所以我就說，其實你說完完全全，基本上還是要看整體故

事的，譬如說很名的主角，你今天要拍蔣公正傳，他也很有名阿，但是故事

怎麼寫不知道啊～所以你最後還是要看整體故事架構嘛。（受訪者 D） 

 
4. 小結： 

    角色架構了故事，故事讓角色圓滿，兩者密不可分，重要性不分軒輊。無論

是製作端、發行端或財務型受訪者均認同「劇本」才是整個電影專案能否通過綠

燈關鍵。創意本不該受限於系統化規範，劇本的三幕劇結構對編導合一居多的台

灣業界來說，並非一定的評估準則，且財務型類的評估人因無法輕易拆解劇本結

構，故事文筆與對白上的流暢度就成了他們唯一評判的標準。因此，故事是否可

以透過角色的穿針引線引起讓受訪者感受到市場潛力，進而引起共鳴，不但跟最

源頭的劇本有著較大的關係，亦是電影上映後是否能引起口碑效應的關鍵。消費

者對故事主角的認同與理解，不但會直接影響是否對這個故事產生同理心外，更

代表著整個故事架構是被消費者所接受，且可能願意傳遞口碑。故事主角當然一

定是故事裡面的核心，但是主角要歷經的旅程，才是消費者要看的，這也是票房

成功的核心與最根本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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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階段：不同經驗背景的評估項目內涵彙整 

    不同背景受訪者會同一指標內涵之理解略有不同。茲根據前述訪談時整理之

文字資料，就不同背景的受訪者，依研究者理解與重新詮釋進行主題式分類，藉

以釐清這些訪談者在彼此之間，與文獻所歸納之評估標準上的異同如下表所示。 

表 4-2 彙整訪談資料的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異同表 

指
標 

主
項
目 

指標 評估標準 製作經驗觀點 發行經驗觀點 財務經驗觀點 

企
劃 
概
念 

 

創
意
與
製
作 

Concept 故事創意性 是否看到了與眾不
同的亮點 

是否機會形成話題，引
起市場討論 	  

Snoysis 故事主軸是否
明確 

是否有辦法自行簡
化劇本，流暢地說出
來 

是否可短時間（一分
鐘）吸引讀者（聽者）
注意 

	  

包裝過的梗概無法
證明它是好的故事  	  	  

影片 
類型 

一致性 
專案類
型與定
位是否
明確 

是否從一而終 是否有做到位 	  

通俗性 是否為觀眾熟悉的
類型 

與大多數消費者的連
結度 	  

共鳴性 老梗中是否有創新
之處 

類型中間是否有做些
創新 

同類型中是否有
新意 

市場 
定位 

專案的目標消
費者是否明確 

目標市場為何？是
否會有政治上隱
憂？  

拍給誰看？ 是否為電影的主
流消費者 

主創 
團隊 

導演 
團隊知
名度與
執行力 

透過過往作品了解
影像風格，評估合適
性 

導演對影像的想像？ 
過往作品與成功執導
經驗 

執導的成功經驗 

監製/
製片 

是否對專案有所加
分？是否幫助到這
個導演？ 

成功經驗 
擘畫的方向是否正確 成功經驗 

演員 

演員是否具高
品牌效應 

故事決定一切，知
名度不重要，演技
才是重點  

演員是否具一定知
名度可幫助宣傳  

知名演員是否可
帶來相應票房 

演員選擇適切
性 

演員形象是否符合
消費者期待 

定位與對市場的期待
度，所搭配的演員組合
是否合適 

製作 
預算 

適切性 
(花多少錢拍？) 

劇本影像化的預算
經驗值，是否與提案
方有所異同 

以相似類型電影作為
參考依據 	  

回收合理性 
與類型息息相關，以
市場規模為評估考
量 

以市場規模判斷投資
回收的可能性 

回收風險的高
低，資金回收計
劃與預估損益 

附加 
價值與資
源整合 

輔導金 不會影響判斷，但有
助說服其他投資人 是加分但不是必須 重要，是成本的

減項 

其他出品方 是否有戲院方或通
路端參與投資  

是否有戲院方或通
路端參與投資  

出品方是否具
整合資源效
益，可降低製作
或宣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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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發 
映
演 

發行 
規劃 

潛在合作發行
公司 

是否有發行商加
入？發行條件為
何？ 

是否有發行商加入？ 是否有發行商加
入？ 

預計上映檔期 
製作時程是否確
實，上映檔期是否與
電影類型相符 

是否與電影類型相符 	  

消
費 

數據 
分析 

討論度 (台灣沒有相應數
據，主要仍憑直覺） 

是否曾有類似話題引
起消費者討論或興
趣？ 

	  

同類型票房 	  同類型電影有哪些？ 同類型電影有哪
些？ 

內
容
創
作 

題
材 
來
源 

續集 續集作品 是否完整複製前一
集定位與 Concpet 

是否有機會延續前一
集話題性？ 	  

改編 改編作品 	  是否有機會延續知名
度，轉化為票房 

改編出處？是否
為真實故事？具
成本上操作優
勢？ 

劇
本 
架
構 

劇本整體
性結構 

故事是否具有
邏輯性 

是否可明確感受起
承轉合？ 
(較憑直覺，不會特別
重視三幕劇架構） 

是否大致符合三幕劇
架構？ 	  

閱讀性 
是否有明顯觸
發事件可引導
消費者往下看 

是否會一氣呵成地
看完？ 

是否會一氣呵成地看
完？ 
(前 10頁是否可以看出
故事發展脈絡？） 

是否會吸引人一
直往下看？ 

情節 情節合理性 是否合乎常理 	  是否合乎常理 

共鳴度 
故事情節是否
可引起消費者
同理心 

是否有吸引人的點
可引起消費者共
鳴？ 

是否與市場有共通語
言，可引起消費者共
鳴？ 

	  

衝突 故事張力 	  
是否會明顯感受到衝
突（主角面臨的困難，
且有興趣往下看） 

	  

結局 
合理性 是否明確且合於常

理 
是否認同劇情的安
排，不會覺得突兀 	  

出乎意料 	  是否會感到驚喜，有傳
遞口碑的機會 	  

故
事 
主
角 

主角討喜
度 

同理心 角色建立是否鮮
明，且讓人產生認同 

是否會讓人產生情感
連結與同理心 	  

主角的改變 	  
主角遭遇是否會讓人
想探究，是否有所改
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1. 斜線：受訪者思考脈絡較為不同的地方。 

2. 下底線：對比訪談文字與文獻歸納的評估標準，偏屬台灣電影評估上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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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 

    根據表 4-2彙整受訪者評估依據後加以歸納，調整出本研究所建置之台灣電

影投資評估指標如下表 4-3。因本研究係提供電影投資評估上指標建議，故本指

標的產生，僅能提供使用者在評估台灣電影時，可透過本研究整理的評估內容描

述，以及評估標準的取向類別，取得對評估的專案有一些客觀、或值得被提醒的

評估細節，以收穫一些電影評估風險考量上之效。  

 
表 4-3 台灣電影投資評估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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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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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評估流程看訪談者評估的異同 

    由上一節可知，不同背景的受訪者儘管重視的面向不同，但是深入探討後，

可知他們評估概念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差異。但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同樣的評估

概念或評估指標，對不同背景的受訪者，卻會有評估流程順序上的不同（如下圖

4-4所示），本研究認為評估流程順序上的差異，也是很值得提出來討論的地方。

本節將就受訪者背景所造成評估順序的差異，進行討論。發現相同的概念，在評

估流程的不同階段出現的話，事實上可能會顯著地影響到他們評判的結果。 

 

圖 4-4 受訪者評估流程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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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估的第一步：先看劇本還是企劃案？  

（一）儘管一開始重視的切入面不同，受訪者卻仍有著相同的評估重點  

    從受訪者評估第一步看重什麼，就可以察覺他們重視市場性還是藝術性，以

及思考上的差異。就實務面來看，評估電影專案是否值得參與投資，除了憑藉評

估者的經驗法則外，亦與收到提案方的評估資料有關。提案方在 pitch（接觸） 這

些潛在的電影投資者時，通常會提供劇本以及電影專案的企劃資料供評估方參考。

電影企劃案中多半包含專案名（劇名）、故事大綱、（梗概）、專案基本規格、主

創團隊等等。有別於劇本本身，電影企劃案更像是武功祕笈，可幫助評估者快速

了解電影專案概況與其發展階段，做為評估者進行初步評估依據。從訪談的資料

中可以發現，電影評估初期可參考資料相對不多，反映出偏向價值創造的市場面

導向評估經驗，與從創造質感的藝術端有著不同的考量的角度。製作背景的受訪

者習慣從劇本開始評估，認為憑藉自己經驗內化的直觀感受，不但真實，也可以

透過劇本就電影專案的整體執行上進行評估。就如同受訪者 A 的經驗分享，我

當然會先看劇本，而且通常會看 2 次，這是我的習慣，第一遍看的概念會是先當

小說或是故事的情節，…，然後第二個是做拆場分析，這是第一個步驟，第二個

我是會根據這個提案的人是誰，…，我會從這個方面來了解這個案子，會明確地

認為這樣直接感受的方式，才能真切地評估自己對於這個劇本內容是否真的感到

興趣與值得發展的潛力，就像受訪者 C，劇本一定有一些想像，一些完整的計畫

一定有，我們反而不會那麼詳細要求你一定要給我詳盡的預算表…因為對我來說，

第一階段那根本不是重點，重點會在於我喜不喜歡這個案子，與受訪者 B 所表

達的，我說實話我們不會要看企劃書拉，因為給我的就是劇本，我要企劃書幹嘛…

通常都是我自己就劇本做第一個評估，判斷裡面有沒有吸引我的元素…。顯示製

作背景的受訪者普遍地認為企劃書僅是敲門磚，重點仍應該放在劇本的評估上，

就如受訪者 F所說，給我劇本跟企劃案，我還是會先評估劇本。…。企劃案只是

個敲門磚，如果大綱引起我的興趣，還是要看劇本做最後的判斷…我覺得這個是

市場一直給我的教訓，他說你要看劇本，你不能相信明星、導演，你還是要看劇

本，認為唯有評估者自己從劇本中發掘到覺得有潛力的故事題材，才有可能更進

一步地去評估參與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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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發行背景的受訪者因為重視市場，反而不會先花時間在劇本的判讀上，而

是會透過企劃案來了解故事亮點、市場定位與提案團隊的專業度與執行力，來作

為評估這個電影專案的第一步，些許也是因為時間上的考量，若對企劃案所提供

的資訊並無特別感興趣，則可能也就不會再做進一步的評估。就像受訪者 D 所

分享的經驗， 

 

    我一定先看企劃案而不是先看劇本的原因是因為，至少企劃案可以看出

做這個案子的人對於這個市場的了解度有多少？…，企劃案你要告訴大家，

你的故事是什麼？你的重點是甚麼？你的消費者族群是哪些？所以你就可

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創作這個案子的 profile，它整個完整個企劃概念是什麼，

那當你看完這個企劃案之後，你這裡再去看劇本的時候，你可以回想企劃案

寫的東西，是不是跟他一樣…，企劃案是讓你先了解這個案子的一個基礎，

看了劇本之後，是不是能夠跟企劃案去做相對應，這就很重要。那劇本當然

它裡面可能會隱藏更多企劃案裡面沒有看到的驚喜，是可能譬如說它再企劃

案裡面是沒有呈現的，而你的經驗、你的 sense 告訴你，你這個劇本裡面可

能還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去做…。（受訪者 D） 

 

    總體而言，雖然受訪者因其自身來自電影發行、宣傳或電影製作，而影響其

對電影企劃案跟劇本評估順序上的歧異，惟無論是評估者透過自身對消費者喜好

認知出發，試圖從電影企劃資料中找出專案的價值潛力，或就評估專案內容品質

上把關，以劇本的良莠作為吸引消費者的第一道關卡，都可以發現創作端仍持續

嘗試與消費者溝通的企圖。如何透過提案方給予的資料找出與消費者產生共鳴的

可能性要素，汰選出相對有機會迎合市場取向的電影劇本，仍是電影專案在投資

評估上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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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劃案也可以成為評估者測試與提案方是否有共識的依據？  

    電影是一個團隊合作的工作，需要的是所有人齊心協力為了一個目標而努力。

企劃書除了故事概念外，亦包含提案方對市場狀況的初步構想，相對於劇本，評

估者對故事概念的重視更偏向在看劇本時，是否有把其對消費者想像的市場性清

楚且明確地表現出來。從訪談者的分享可知，若評估者在劇本目標族群的設定或

市場價值潛力的評估上，與提案方呈現的相關資訊或想法不謀而合，那麼這個企

劃案在落實到執行環節的時候，團隊溝通上相對容易聚焦，也較容易製作出一個

符合預期與市場性的電影作品。就如同受訪者 D所分享的， 

 

    那當你看完這個企劃案之後，你這裡再去看劇本的時候，你可以回想企

劃案寫的東西，是不是跟他一樣，那，對我來說，其實案子能不能投，我覺

得就要變成你做這個案子的人，要很了解你的故事、你的劇本的方向，我才

敢投，你自己都不清楚了，都給模糊的定位，然後你給我一個這樣的故事，

我覺得沒有辦法符合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樣的案子對我來說是有風險的。(受

訪者 D) 

 
    實務上提案方並不一定會同時提供企劃案與劇本，評估方往往會根據先提案

方給予資料的先後順序進行評估，或請提案方補充資料後再行評估，此時評估的

優先順序會因為收到的資料而有所差異。是若，以電影專案同時提供企劃案以及

劇本的情況來看，多數受談者認為如果只有收到劇本，他們也可以單以劇本作為

評估這個電影專案是否參與的第一步。且認為從自己經驗的累積上反饋出對這個

劇本初步的印象與感受才是最真實的。在沒有任何對故事先入為主的情況下，觀

看劇本這個動作的本身，變成是一種最直觀、直覺的感受，甚至可藉機比對自己

與提案方對電影專案的想法是否一致。對他們來說，企劃文案中提取的故事梗概

（synopsis）只是參考，性質上較偏屬於「宣傳」文案，提案方怎麼「寫」這個

故事，這個故事想要表達的是什麼，還是需要從完整的劇本中窺知一二。 

 
    但對於某些具電影宣傳或發行經驗的受訪者來看，「什麼是消費者喜歡的電

影類型？」「這個電影專案的目的是商業市場還是影展？」反而是他們評估項目

時最關心的。提案方的企劃案對他們來說，是先讓評估者了解電影專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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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案中所展現出的故事題材重點、類型以及目標族群，則可做為評估者是否繼

續看劇本的一個標準(如果對於企劃案都不喜歡了，那看劇本幹嘛？)。對於這些

受訪者來說，擁有一個較為完整的企劃概念後再去看劇本，除了可以檢視這個電

影專案從一開始的概念到劇本是否「從一而終」外，反而更可以回過頭來思考是

否有哪些劇本上的亮點，可以運用在提案企劃或日後的宣傳發行中，讓這個電影

專案在宣傳發行的討論上，可以有更多一點與消費族群溝通上的思考。 

 

    除此之外，若從子項目的評估順序來看， 無論是先從企劃書還是劇本開始

評估，受訪者重視的評估點似乎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卻可以從第一個重視的評估

點，看出其重視市場還是藝術。由下圖 4-5可知，發行經驗的評估者首重類型，

習慣從「什麼是多數消費者喜愛的電影類型」切入，從市場上回收的可能性高低，

作為評估的第一步；而製作經驗的評估者則重視「故事中吸引人的獨特之處」，

認為好的故事相對容易產生口碑，取得票房成功。 

 

圖 4-5 評估第一步的異同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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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上所述，除了評估者本身亦可能是製作方，成為提供並調整故事概念甚至

劇本評估方外，無論先看企劃案還是劇本，這些評估者都還是會先從提案劇本的

故事概念是否具備一定水準或是市場價值開始，並且會透過劇本進一步評斷這個

案子可能的質感。這反映出評估者在項目評估上均會重視兩個要點，一是內容品

質，舉凡與電影專案影像化相關範疇均屬於此，著重從 Concept、劇本到製作團

隊能力、製作成本等等的消費者需求上的品質把關，另一個則是面向消費者的市

場潛力，因其影響到電影這個產品的價值，會著重在電影專案目標消費族群所對

應的票房潛力、同類型票房或可能的發行策略等偏屬於消費者喜好上的判斷。肇

因於本研究分析主以電影前期開發為主，這部分可供參考的資料需仰賴過往資料

或評估者經驗，不確定性相對較大，但卻是一部電影是否有機會取得票房成功所

不可或缺的考量要項。不諱言好的故事內容需透過口碑傳遞吸引消費者進電影院

看電影，但是沒有從市場潛力出發來思考與消費者溝通的策略，可能就無法傳遞

口碑，進而創造票房成功。總體來說，無論從作品端把關電影專案品質，或是從

消費端挖掘市場潛力，這都是評估電影最初步所需要考量的兩個不同面向。茲將

受訪者評估順序之異同整理如下圖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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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評估順序的異同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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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資源整合，與自己參與的角色定位  

    如前所述，電影是一個團隊合作的工作，因此提案方是編劇、導演或是製作

公司，亦會影響到評估者思考上的脈絡。編劇、導演或製作公司角度所提出的提

案，對具製作經驗的受訪者來說，無論是公司的角度或個人的角度，都會因參與

或合作的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在故事 Concept等基礎評估具潛力的情況下，反

映到評估的策略上亦會因此而調整（見圖 4-7），就如同受訪者 A所分享， 

 

    我是會根據這個提案的人是誰來做判斷。如果他是一個編劇，他提供這

個劇本給我，當然我就會去研究這個編劇，他本身來自哪裡，或是他曾經做

過什麼有名的案子，或是他是一個新的編劇，那這個都是跟我判斷一個劇本

有相當大的關係。那如果這個劇本是一個導演提供的，那我就會判斷這個導

演他是新導演，還是他是已經拍過片的導演，那他為什麼要做這個案子，我

會從這個方面來了解他。第三個，如果是一個公司提出的劇本，沒有什麼導

演也沒有什麼編劇，是他們自己集體的創意，想要做這個案子，那我會根據

這個公司的判斷來研究…。（受訪者 A） 

 

   而若單純就發行上的合作來看，考量到後續發行映演上策略的擬定，具發行

經驗的受訪者相對重視雙方對提案的共識性，並會依此作為評估參與與否的考量，

就如同受訪者 D所說，那當然我覺得故事、題材一定是要有趣的，所以我就說，

其實我會先看類型、大概這樣的故事是我自己一定會有一個標準在裡面了，那我

再看這個人，他對於這個案子的想法，彼此兩個人之間有沒有共識…。 

 

    此外，財務型投資人則相對單純，因其所扮演的角色主要為提供資源整合與

資金上的協助，投資策略上並不會主導整個專案的進行，故在評估脈絡中，並不

會特意思考提案方是誰，就像受訪者 I所說，我不會是主創團隊，…，每件事情

都要有他的苦主嘛，因為我是出錢的嘛，你不能叫出錢的幫你做事啊，我可以幫

你做多增加行銷、幫你 casting、幫你監製、幫你找錢、幫你找資源、找人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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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具製作經驗與發行經驗受訪者相對重視提案方為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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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員的選擇：預算考量下的號召力與合適性拉扯  

    演員的選擇對於不同背景的受訪者，一直是一個較為拉扯的評估選項(可從

上一節的資料分析而知)。藝術性觀點與市場性觀點的思考脈絡本就不太相同，

但從評估順序上來看，無論是製作背景或是發行背景的受訪者，均仍會以製作預

算進行演員市場性或藝術性上的考量取捨；財務背景的投資人因對製作執行細節

熟悉度不夠，製作預算反倒像是一種合理性驗證的概念（見圖 4-8）。 

 
圖 4-8 演員選擇取向在評估脈絡上的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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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作預算：是檢證還是參考？  

    台灣電影的投資相對保守，製作預算的高低，可說是影響電影投資回收成敗

主要關鍵。有趣的是，從評估思考的脈絡來看，不同的背景的受訪者，對製作預

算的合理性的評估上，卻有著小小的些微差異。擁有製作經驗的受訪者，習慣自

行先研讀劇本，提案方的製作預算像是評估其是否具專業性的表徵，而具發行背

景的受訪者，則會先透過企劃案與專案類型等資訊判定製作預算的合理性，再行

透過研讀劇本的方式進行製作預算上的檢證（見圖 4-9）。 

 
圖 4-9 製作預算在評估脈絡上的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6	    
DOI:10.6814/NCCU201900760 

五、評估思維脈絡：依循著產業鏈順序  

    從圖 4-10可看出，不同受訪者的評估脈絡雖有所些微差異，但整體上仍依

循著電影的產製流程進行評估，會先著重在電影這個產品產出的過程，確保產出

過程中儘量不要有所瑕疵，接下來才會再去關注到產品應該在什麼時間、用什麼

樣的方式（宣傳策略）與目標消費者見面。 

 
圖 4-10 依循著電影產業鏈的電影投資評估思考脈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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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若想維持產業資金不斷挹注，一個讓投資人可相對理解電影專案的入門手

冊，幫助或說服其投入信心的評估指標，更具研究與實務上的實用性。本研究

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試圖找出從事電影投資的從業人員或投資人，在進行電

影投資決策時，其思考脈絡上的變化，及影響其判斷的要因，以建立台灣電影

投資評估指標。本研究並非想要建立一套預測電影票房的評選機制或指標，而

是嘗試找出這些背景與經驗不同電影投資人，在同時扮演監製與投資人雙重身

份的情況下，是如何操盤一部電影，甚至透過怎樣的機制來降低電影投資風險，

以幫助未來需要進行電影投資評估，或對於電影開發端有興趣者，在面臨電影

投資評估的抉擇時，能有一套幫助決策思考的建議。 
 

 透過文獻彙整與深度訪談的方式，試圖將國片前期投資評估階段會考量的

各項因素，及各因素在評估所需考量的脈絡進行系統性的整理，同時運用主題

分析法歸納出市場性取向與藝術性取向，讓評估者可依評估電影專案之屬性

（商業類型或是影展類）不同，拿捏各因素在評估上之比重。相信可做為需進

行電影投資評估相關人士之參考。 
 

    另外，本研究在資料分析時，亦有幾個有趣的發現。首先，本研究受訪者在

業界均有多年豐富經驗，從訪談過程中可感受出，其思考脈絡源自於經驗積累與

一種近似職人般的堅持，就算是擁有「取得票房成功」這樣的共同目的，其到達

目的的方式卻略有所差異。本研究認為，電影投資評估者在收到電影專案時，多

半都會按文獻編碼中的因素或訪談資料所提，就電影故事概念、電影類型、劇本、

製作預算等面向進行電影專案的合理性與投資風險性評估。總體而言，具製作經

驗受訪者相對重視品質與藝術性；具發行背景的受訪者相對看中市場潛力；而財

務型投資人首重投資報酬率。雖然不同經驗受訪者在電影投資評估決策的過程並

非有太明顯的先後順序，值得注意的是，摒除電影專案內容上的評估，因為關係

到參與的角色定位，具製作經驗者特別重視提案方是誰，以及劇本與製作預算配

搭上的合理性；而發行端則重視專案在市場上的能見度，從劇本是否能引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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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度、演員是否具媒體號召力相對重要；而財務型投資人在評估上則重視電影專

案資金組成成員為何，仰賴其他投資人共識性的意見，甚至特別重視是否有具發

行實力的投資人參與。這些受訪者乍看之下似乎有著不同的評估脈絡，但這些受

訪者都認同故事概念、與劇本的同中求異的重要性，會透過輔導金的取得，或是

尋找（邀請）具共識性且有戲院發行資源的投資人共同投資參與，藉以降低投資

風險的二大評估關鍵。而這樣的結果除了突顯出台灣電影評估者在投資上相對保

守，慣於集結眾人共同參與以分散風險外，亦與 Sood and Drèze（2006）對電影

題材選擇的核心概念不謀而合。 

     
    其次，受訪者在劇本評估的順序上，因台灣所處環境較為敏感，題材選擇上

會先以是否可在兩岸三地上映作為評估首要外，整體而言，具製作經驗受訪者相

對重視藝術性，對於劇本結構上的要求，反而沒有發行背景的受訪者這麼條理與

規範化。興許是身為實際參與製作的從業人員之一，對於劇本的掌控性與執行度

上，本就比其他沒有製作經驗的受訪者來的更加純熟而內化。製作經驗的受訪者

多著重故事異中求同的亮點與劇本閱讀時的流暢度；發行經驗的受訪者則較以使

用者經驗出發，對劇本的評估上雖不若好萊塢嚴密，但些許因為具有海外購片經

驗，與對消費市場較為敏銳的特質，會依據消費者觀賞經驗的回饋以及不斷累積

的購片與劇本上評估經驗後，外顯為一些題材與劇本評估上的要素。除了亮點、

劇本流暢性等基本的閱讀新奇度與舒適度的感受外，會具體點出劇本架構、衝突

與結局等會影響閱讀流暢性等評估指標，而這恰與文獻彙整時劇本的評估因素有

所吻合。透過在地化訪談的方式歸納整理後的指標，可呼應到本研究目的，提供

後續評估電影劇本上，一些綜合性的評估參考。 

 
    最後，整個台灣產業環境開始產生變化，為了朝向票房成功的目標邁進，電

影製作端不再埋頭創作，不但會嘗試從前期就採用大數據或進行消費者的喜好調

查，而更願意聽取發行商從市場面反饋的建議，以作為調整劇本的參考。不但如

此，行銷端甚至開始介入到製作，透過不定期將電影訊息曝光到市場，藉以取得

市場上的反饋，甚至開始插旗到內容端在文字、對白上的調整，試圖透過補拍的

方式讓劇情更加接近主流消費者喜好。惟從市場面來的訊息，是否真的可以幫助

到劇本內容而不是錦上添花？除此之外，我們亦無法忽視電影這個商品品質與藝



	  

	  
	  

189	    
DOI:10.6814/NCCU201900760 

術性的重要性。對於電影投資者來說，曝光度與話題性只是吸引消費者的第一波

攻勢，重點是討論度是否能延續，進而促使票房具有長尾效應的實力，因為這才

是形成現象級國片的要因。因此，如何拿捏市場性與藝術性間的平衡對電影專案

的評估者來說相對重要，而這也可以反映出每一個電影專案評估時，都是獨一無

二的個體，需要根據電影專案屬性與市場上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口味來調整評估方

向，並非都是依循著一套制式的規範。 

 

    綜合前述，每一電影投資決策的背後，都來自於電影評估者對電影專案充分

理解後，所形成的決策。但市場環境並非一成不變，而每一個專案評估的起跑點

可能也會因為提案方是誰、輔導金取得與否等指標而有所不同，尤其在目前電影

投資風氣略顯低迷的氛圍下，投資一部電影所要考量的面向更顯保守且錯綜複雜。

就算是常常需要進行電影投資決策的評估者，再決定是否參與投資時，仍不諱言

還是一種賭博的行徑，差別可能只在於是專業賭徒，亦或是可能有著新手運氣的

玩家。因此本研究透過訪談實際參與多部電影投資評估的資深從業人員，根據電

影產製流程順序，已初步歸納數個電影投資評估指標供為參考。亦發現電影向來

是一個團體作戰，這個回歸到電影投資評估上也不例外，具有製作、發行甚至財

務背景的投資者，共同就這個電影專案提供製作執行上、宣傳發行以及投資風險

的各面向專業建議，不啻是讓一部電影在報酬無法預測下，更有機會靠近成供或

減少投資風險的方法。 

 

    惟電影投資風險高，且消費者口味隨時再變，本研究所提出之評估指標僅能

做為電影投資評估時，幫助建立決策上思考脈絡的完整性，與評估報告撰寫上的

結構參考，我們仍無法確保有了這些評估指標，就相對能汰選出相對具成功賣向

的電影專案。如何市場接軌？如何找出消費者有興趣的題材，仍是電影產業內需

要不斷挖掘與琢磨的功課，惟就電影投資上，是否發展以類似組合型基金的操盤

模式，不要就單部電影報酬定生死，而是多一點彈性以及風險分散的概念，興許

可減緩電影投資的風險。除此之外，鑑於網際網路高速發展，消費者使用習慣透

過數位足跡方式得以保留，是否能運用大數據反饋消費者喜好，以提供電影前期

開發上的參考使其更貼近市場，相信可做為未來研究進一步討論或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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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雖然好萊塢這些票房模型可以提供決策者評估時的客觀依據，但模型使用上，

仍會有轉化為被業界所採用之相應成本，以及因為地域不同所造成文字探勘以及

消費者喜好上的差異。也因為這樣的原因使然，讓電影從業人員進行電影評估時

仍以主觀判斷為主。被認為投資精準的電影投資者，其背後投資脈絡並非憑藉著

運氣，而是來自於投資經驗之積累，進而不斷轉化後所形成的投資思考脈絡。雖

然我們都知道在開發階段時找出一顆璞玉，是國片成功所不容忽視的第一步，但

從蒐集文獻與資料的過程中，卻發現因為此階段投資偏屬個人直觀性決策行為，

鮮少且較無法被拿出來進一步討論，而這也是本研究需要具實務經驗才得以實施

的原因。 
 

    本研究透過事前的文獻耙梳，先找出評估電影時可能會考量的因素加以分類，

接續再進一步透過訪談從業人員，瞭解其評估電影時的思考脈絡，同時也試圖透

過提問的方式，來探尋受訪者在接受到不同專案來源、或專案可執行性程度不同

的情況下，是否會影響其評估參與（投資）的意願，或參與角色上的差異。最後，

為符合在地化，本研究在分析資料的過程中，也特別運用主題分析，以期歸納出

更符合台灣本土評估時的現狀。 
 

    但台灣電影產業資料封閉性高，完整的產業數據如電影的製作預算、拍攝執

行過程、發行策略等擘畫多屬內部機密資料，因此訪談過程中除了會涉及到機密

性的問題無法公開或取得外，因本研究時程較短，訪問對象集中較為集中，且訪

談執行的過程，受訪者多只能接受一個小時的訪談，故訪談上多僅能選擇較重要

的環節做訪談，又因訪談時亦會受到受訪者常會依個案舉例，而怕會不夠全觀，

影響到研究者對其思考脈絡上的偏誤。除此之外，在歸納不同經驗背景受訪者思

考脈絡時，因每位受訪者無論經驗背景，其思考脈絡仍會有些許不同，雖然本研

究試圖透過論述分析方式找出其共識，仍多少會因研究者主觀詮釋，無法就各受

訪者評估脈絡上的細節清楚梳理。此外，對於細部的內容，需要再進一步的仔細

調查，因整個台灣電影產業供應鏈的問題範圍較為廣泛，建議可在後續研究中，

輔以行動研究進行實際測試，不斷調整指標，或是焦點訪談法等方式，就台灣電

影票房的預測機制上做不同面向的嘗試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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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全球化以及 Netflix等 OTT平台影響，消費者之間的籓籬越來越少，國

片不再需要透過版權販售，也有機會透過 OTT平台讓更多全世界的人觀賞到作

品。未來除了跨國合資合製的情形越來越頻繁外，電影也開始會有不同的播映方

式與新型態商業模式等待開發。未來真正意義上的國片該如何定義？資金型態或

出資方式會如何轉變？電影產品會面臨怎樣的革新？是否有更可行的風險掌握

方法？將會是有挑戰的議題，期能供後續研究者持續觀察，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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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近期台北市（全台）前五大國片及前五大票房電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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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委託國影中心自二Ｏ一七年開始進行全國電影票房統計資料，並自二Ｏ一七年 12月改為每週公告
一次全國票房資訊(轉引自網路)，故二Ｏ一七年的票房數字係為全國票房數字。 

2 ( , ,) ( )

, (

96 ( ( (

6 ,) 5A 2 (( ( )

8N2 () ) )

,) ) ( ) )

) , , ) (),

,) 6 ))

2 ,)

9 ) ,( ) , ,

) ( ) , 6 ) (

, ( ) , ,

9 ) , O , )

2 ( , ( (

,(

6 7 , ( N 2 , )

9 ( ) )

) (

32 ) ) ,,,

9 )) ) ) ,(

, ) , ( ( ,,

) 32 ) )

( ), 5A 2 ( ( ()

) ( ( ,( )

/ 01 ) )( ( ( ) ,

476 ) ( ) (

9 ) ) ( ,(

, ,, ) / 01 ) )(

( , ) O , (,

))

9
 K 9

 

)

(

,



	  

	  
	  

210	    
DOI:10.6814/NCCU201900760 

 

 

 

 

 

 

 

 

 

 

 

 

 

 

 

 

 

 

 

 

 

 

 

 

 

 

 

 

 

 

 

 

 
資料來源：影視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台灣電影網、維基百科。本研究整理 

( ) ) ,

() ( ( ( ) (

) , )

e5 ( ( , ( )

,

) ,(

) ) ( ,

/341 ( )( 025 ,( )(

�8v ) ) ,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7 5 , ) ( �  , ((

� D ( 6 7 5 , ) (

) ( ) ) ) ) ,) ,)

P , o 5 ) (

), ( , ,

) ,

,) ) i ,, ((

7 , ( ,

(

) ( (

( ) ) ) ,

( ) ( ,

L , ( (

8 9 (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1	    
DOI:10.6814/NCCU201900760 

附錄二：台灣電影發展簡史表21
 

年代 市場環境 國片電影類型 市場競爭與資金結構變更情況 附註 

日據時代 

受殖民主義影響深

遠，電影被當成一種

有意義的表現媒體，

以及統治工具 

• 日語發音的劇情片 (如：

《望春風》) 

• 日本片為主約佔市場八成，其次為

美國等其他國家的電影。 

• 國片稀缺，且受殖民干預，多需要

以日語發音。 

 

光復初期 

～ 

一九六Ｏ 

受「國共對峙」與「美

蘇冷戰」影響，電影

被當成政宣工具，政

府多採放任制度 

• 愛國政宣片 

• 台語片：快速興起與衰退 

• 國語片：上海、香港片充

斥，國語片相對弱勢 

• 好萊塢電影挾美國政經強勢以及

其攝製技術上的優勢，成為台灣主

要戲院影片大宗約佔市場八成，其

次為美國等其他國家的電影。 

• 台語片盛行一時，本土國片稀缺，

多為政宣片或香港、上海電影。 

 

一九六一 

～ 

一九七Ｏ 

政策獎勵，帶動合拍

風氣，多元的題材類

型帶動台灣電影產業

逐漸成形 

• 合拍片 

• 健康寫實片《養鴨人家》 

• 黃梅調《梁山伯與祝英台》 

• 瓊瑤式愛情電影興起 

• 香港仿好萊塢製作模式，逐漸形成

產業。 

• 一九六九年國語電影正式超越台語

電影，台灣電影進入國語電影時代。 

 

一九七一 

～ 

一九八Ｏ 

• 政經情勢緊張，愛

國政宣片再次興

起，阿Ｑ式逃避風

格電影帶動功夫片

與武俠片的興盛。 

• 對香港採寬鬆政策

使港片大舉來台，

甚至超越國片。 

• 愛國政宣片自一九七四年

再度興起。 

• 社會寫實文藝片如《一個

女工的故事》 

• 港：功夫片、武俠片大舉

入台，如：李小龍、成龍、

洪金寶等人的功夫片 

• 朱延平、許不了等另類胡

鬧片誕生。(八Ｏ年代初期) 

• 中美日斷交，政府再度介入電影內

容。 

• 李小龍等人主演的港片在台大舉

入侵。 

電視出

現，成

為電影

產業競

爭者 

一九八一

～ 

一九九Ｏ 

• 經濟泡沫的膨脹與

黨外運動的興起。 

• 解嚴解除威權，社

• 朱延平、許不了等另類胡

鬧片持續發燒。 

• 瓊瑤式愛情劇式微。 

• 新電影運動開始，寫實主義風行。

但因曲高和寡於一九八七年結束。 
蔣經國

逝世 

	  	  	  	  	  	  	  	  	  	  	  	  	  	  	  	  	  	  	  	  	  	  	  	  	  	  	  	  	  	  	  	  	  	  	  	  	  	  	  	   	  	  	  	  	  	  	  	  	  	  	  	  	  	  	  	  
21本表參考劉現成(2007)分類方式，以每十年為一個發展的歷史分期，焦點著重以台灣電影市場

競爭與資金結構變更情況，梳理台灣電影發展脈絡，以呼應本論文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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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風氣自由奔放。 

• 政府出資設立電影

發展基金會，九Ｏ

年改名電影資料

館 ，以保存電影資

產及推廣電影。 

• 香港大量出品搏命槍戰

片，無厘頭笑鬧片、「新藝

城」功夫喜劇等。 

• 現代主義的台灣新電影誕

生如《兒子的大玩偶》。 

• 台灣電影題材開始走向多元。 

• 受盜版猖獗與錄影帶競爭。 

• 一九八六年在美國壓力下逐步廢

止進口配額制度。 

一九九一

～ 

二ＯＯＯ 

• 全球化的自由競爭

衝擊。 

• 一九九Ｏ台灣股市

萬點崩盤。 

• 美國施壓，台灣逐

步放寬影視內容與

產業結構上限制。 

• 國片產量一年不如一年，

藝術性影展類型電影持續

在國外影展發光發熱，走

向更多元的發展。 

• 好萊塢片大舉入侵，港片

也開始式微。 

• 第一部院線紀錄片誕生。 

• 焦雄屏以「新新浪潮」來代表九Ｏ

年代重視個人創作與藝術美學的

台灣導演。 

• 錄影帶與有線電視興起，資金多轉

向投資。 

• 藝術片導演傾向尋找外援或透過

政府輔導金補助。 

• 政府輔導金成為藝術電影工作者

最重要的拍攝資金管道。 

一九九

八 年

「華納

威秀」

( 現 更

名信義

威 秀 )

開幕 

二ＯＯ一

～ 

二Ｏ一Ｏ 

• 二ＯＯ二年加入

WTO，取消西片 58

個拷貝數上線。 

• 首次政黨輪替。 

• 西片大舉佔領台灣

市場，平均市佔率

達 90%以上。 

• 二ＯＯ八電影《海

角七號》5.3億新台

幣票房，推動一股

「後新電影」風潮 

• 影展類型電影(如：《臥虎

藏龍》)持續發光發熱。 

• 合製電影的興起與脈絡。

（如：中美合製電影《雙

瞳》、中港合製電影《不能

說的秘密》） 

• 新製作型態出現，開始有

仿效好萊塢制度產生兼具

商業與台味的國片如：《海

角七號》、《艋岬》等。 

• 電影《臥虎藏龍》的成功，帶動一

波中美合製電影的風潮。 

• 二ＯＯ五年政府輔導金改制，國片

籌資方式除了導演獨資外，亦開始

嘗試國內公司合資合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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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Ｏ一一 

～ 

• 政黨輪替，兩岸緊

張關係趨緩。 

• 二Ｏ一Ｏ兩岸簽署

ECFA，取消台灣華

語電影片進口大陸

配額限制。 

• 中國大陸電影市場

崛起，已然成為世

界第二大市場。 

• 二Ｏ一一年共計有 4 部國

片票房破億，創下近 20年

來最好成績，國片復興運

動正式發酵。 

• 台灣本土題材持續發酵，

如：豬哥亮系列電影、《陣

頭》、《總舖師》等等。 

• 2013年電影《看見台灣》

創下台灣紀錄片有史以來

最佳票房。 

• 兩岸合拍片的興起與衰

落，台灣從業人員逐漸淪

為打工仔。 

• 新一代年輕導演誕生，台

灣類型更加多元化。《目擊

者》、《紅衣小女孩》等類

型電影打破以往國片常勝

軍票房類型，開創了國片

新的格局。 

• 2019年改編韓國電影《比

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在華

人區取得優越的票房成

績，開啟了國片另一種題

材來源上的重新思考。 

• 文建會在二Ｏ一一年、二Ｏ一五年

際出國發基金，徵求專業創投管顧

公司共同投資文創事業，開啟金融

機構投融資電影契機。 

• 國片復興，輔以政府政策支持，許

多台灣企業開始嘗試投資電影。如

能率集團投資電影《艋舺》；中國

信託集團投資《殺手歐陽盆栽》、

《志氣》、《痞子英雄首部曲》；台

達電投資紀錄片《看見台灣》等等 

• 中港台合製興起，誕生更多彈性的

操作空間。 

• 兩岸合拍的創作、攝製主導權初期

仍以台灣為優先，後因市場關係，

則開始轉以中國大陸為優先。 

•  

 

資料來源：李道明，2001；吳佩慈，2010；梁良，2017；黃勻祺，2015；廖淑華，2009；

羅樹南等，2011；娛樂重擊，2016年 03月 22日，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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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者評估思考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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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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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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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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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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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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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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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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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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