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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影產業的發展與趨勢 

第一節 台灣電影產業的歷史與現況 

壹、 台灣電影產業發展歷史 

  台灣電影產業由來已久，但隨著台灣本土政治型態與經濟結構的不同，台灣

電影產業的發展情勢也大相逕庭。意即，台灣電影產業從奠基、蓬勃至今多元競

爭，概略上而言，幾乎就是配合台灣的政治局勢與經濟發展而演化。台灣電影的

功能發展，儼然是從政治媒體工具，轉變為文化傳播工具，進而轉型為現在自由

表現想法的媒介。 

一、 電影產業奠基初期 

  1907 年，台灣第一部電影《台灣實況紹介》誕生於日本團隊之手，由高松

豐次郎製作，記錄台灣社會文化的情形，目的在於宣揚日本殖民政績。1912 年

之後，電影產業的「在地化」才慢慢發酵，當時的總督府警務署理蕃課開始設立

電影專班，並以原住民為題材製作少量作品26。 

  時至 1920 年後，電影發行與放映制度愈趨完整，台灣電影的放映業就越來

越蓬勃發展，並引入二輪日片來台放映。到了世界大戰 (1941 年)時期，全台約

有 48 家映演業者，其中 19 家由台灣人負責27。而台灣電影史上第一部「台灣製

作」的劇情片《誰之過》，直到 1925 年才出現，而且具有濃厚的政治氣味。不過，

此時期的電影拍攝與映演計畫多由日本政府或日本業者主導，雖然放映業者林

立，電影製作環境卻很差，不僅電影產量極少，品質亦更是不佳。在電影的性質

方面，則多以非劇情類的「新聞片」、「宣導片」為主。台灣業者偶有拍片組織、

公司的設立，但經常因為成效不彰，電影拍攝完畢後就又解散。在此時期幾乎沒

有任何權利上的規劃，僅基礎的發行、上映契約，對於電影的價值認定很單純。 

  世界大戰時期，諸如政令宣導片《十局下的台灣》、《台灣進行曲》，或者宣

                                                        
26

 台灣電影史，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9B%BB%E5%BD%B1%E5%8F%B2#_note-
B-2，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1 日。 
27 隔年（1942 年），兼演戲院與電影院合計約有 132 家，雖然主要分佈於都市，但已有相當規模

的電影通路。李道明，驀然回首──台灣電影一百年，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

http://techart.tnua.edu.tw/~dmlee/article1.html，瀏覽日期：2009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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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日本侵略的《莎韻之鐘》28，而後更有「台灣映畫協會」負責定期的紀錄影片

拍攝。直到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接收日據電影的資源，戰爭宣導式的短片才畫上

休止符。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映畫協會後，改設立「台灣電影攝製場29」，成為國

民政府時期的官營電影機構。 

  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皆處於不穩定狀態，台灣電影進入一種

漂移游離的階段。焦雄屏認為此時期的台灣電影地位「獨特的絮亂」30；一來擺

脫了日治威權的高壓統治，卻又尚未導入反共意識。此時期的電影市場管理混

亂，當然更不用說電影市場的作價投資或商業化。台灣政府在光復初期採行的電

影政策與日據時期類似，電影風格雖非戰爭宣導，卻仍不脫「政治媒體」的功能，

大量倡導行政建設、經濟發展等措施。 

  台灣電影產業奠基期雖然產量不豐，但仍定期穩定產出。一直到國共內戰越

演越烈、228 事件爆發之後，國民政府的宣傳式電影產量才發生減產現象。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帶來了官方的電影團隊及設備，並支配了後續幾十年的台灣

電影市場；然而在編導、發行、劇情文本方面的人才卻遷居香港，因而紮紮實實

地奠定了往後五十年的香港電影產業基礎。1950 年代的《阿里山風雲》是光復

後首部台灣產製的國片電影，之後的國語劇情片受到國民政府宣導「反共抗俄」

的影響，諸如 1951 年的《噩夢初醒》與 1952 年的《皆大歡喜》，多帶有深深的

政治氣氛。 

  總體而言，台灣電影產業在日據時期與國民政府初期的發展情況並不完善，

縱然兩方政府統治之下，皆有硬體業者慢慢累積通路、設備，但卻都集中於都會

地區，僅有少數放映團會在特定區域巡迴放映，城鄉間的落差非常大。同時，電

影內容在文化消費與商業化方面的軌跡也不明顯，尤其 1942 年開始，到國民政

府遷台初期，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對於電影製作、發行與映演皆有限制，戲劇創

意的發展受到全面性的壓抑。 

 

                                                        
28

 同上註。 
29 「台灣電影攝製場」即為「台灣電影製片廠」前身。 
30 陳景峰，宣傳與獲利的矛盾──以長官公署時期台灣電影產業的接收為例，交通大學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資料來源：http://www.srcs.nctu.edu.tw/cssc/essays/7-3.pdf，瀏覽日期：2009 年 2

月 12 日。 

http://www.srcs.nctu.edu.tw/cssc/essays/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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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文化參與的發展階段 

  1954 年，台灣政府實施「外片配額限制」，以扶植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31。

台灣社會文化亦於此時逐漸導入電影產業中，約從 1955 年開始。此時期已可見

到社會支持者對於文化消費的痕跡。戰後第一部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由「華

興電影製片廠」與「麥寮拱樂社歌劇團」合作製作，開啟了後續二十年的台語片

時期。此外，《薛平貴與王寶釧》標榜正宗台語，營造廣大的社會大眾支持、人

口傳唱，在 1956 年大賣座，甚至打破了當時的港片與好萊塢電影票房紀錄32，

堪稱台灣海島文化在電影界的首次突破。 

  從商業化的角度來看，台語片風潮的產生受到兩大阻力：第一，《薛平貴與

王寶釧》一片造成了台語片跟拍風潮，此時的投資人多以短線獲利的眼光佈局，

不但製作成本低廉，上映發行的規劃也有欠思考。因而在短短十多年間發行了近

兩千部台語電影，使民眾失去信心，視台語片為廉價電影。第二，台灣政府當時

對台語電影非但不支持，更是採取抵制的態度，籌資拍片或製作規模皆多有限

制。此時期縱有何基明33等人企圖提升影片品質，卻不見功效。 

  1960 年代之後，台灣電影的「硬式」政令宣導功能才逐漸放鬆，轉為「軟

式」的社會風潮營造，以隱性的方式行銷「倫理與道德」，增加社會的安定性，

更以金馬獎鼓勵「社會意識正確」的電影，電影功能於此才逐步接近一般社會大

眾的生活。而且國民政府在此時期大量鼓勵香港電影人才進入台灣市場，增進了

台灣電影的不同社會元素。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

台》堪稱此時期的代表作品，不但造成明星崇拜的旋風，更創下驚人的票房紀錄

34。而後該片的李翰祥導演離開邵氏電影公司，在台灣優渥的商業條件支持下開

設了「國聯公司」，正式將香港的影劇產業制度與經驗，帶入台灣電影市場。當

                                                        
31 劉現成，台灣電影、社會與國家，揚智文化，1997 年。頁 7。 
32 臺語電影發展概況，中國台灣網：

http://big51.chinataiwan.org/zt/twzt/taiwandianying/yi/taiyu/200904/t20090410_866207.htm，瀏覽

日期：2009 年 4 月 23 日。 
33 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的製作人，時亦為華興電影製片廠負責人。 
34

 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由香港邵氏電影公司製作，李翰祥導演指導。在「黃梅調」盛極一

時之下，集結「淩波」、「樂蒂」等當紅演員，兩個月的上映期間創下 92 萬人次的觀影紀錄，堪

稱 1963 年台灣影視奇蹟。當時電影票價僅 15 元。參考資料：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2%81%E5%B1%B1%E4%BC%AF%E8%88%87%E7%A
5%9D%E8%8B%B1%E5%8F%B0_(%E9%9B%BB%E5%BD%B1)&variant=zh-tw，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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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國聯公司採取量少質精的策略，五年內僅產出 22 部電影，與台語片興盛時

期的電影市場迥然不同。 

  國聯公司對於電影商品化有著特定的規劃，並以時下潮流為商品化主要基

礎，首先是基於社會流行的黃梅調系列電影，如 1963 年上映的《七仙女》、1964

年的《狀元及第》等片皆然。再者是已經廣為人知的文學著作改編系列，如 1966

年楊甦導演的《幾度夕陽紅》、1967 年林福地導演的《塔裡的女人》等片。其中，

以瓊瑤改編劇本者就佔了 8 部，可見國聯公司對於迷群掌握的態度積極35，並且

也可見到電影人與文學創作者在著作權商品化的合作方面，漸漸產生了分享利潤

的基本授權模式。 

  1960 至 1980 年，台灣經濟穩定成長，市場結構從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

社會文化發展亦逐步起飛。台語電影於此階段有著少量復甦的跡象，但國民政府

並未放棄政令工具的思維，改採「健康寫實」風格，以「隱惡揚善」的原則，企

圖營造社會的淳良氣氛36。 

  良善的氛圍很快就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站在國民政府的立場，實為風潮營

造的成功經驗。1964 年的《蚵女》深得人心，1965 年的《養鴨人家》亦廣受市

場好評。國民黨雖然不以商業為依歸，但其策略顯見在於營造社會認同，進而充

實國語劇情電影的文化價值。1965 年，李行導演的《婉君表妹》與《啞女情深》

再度引領國片電影的浪漫愛情風潮，後續幾十年在市場表現亦持續地高昇不輟，

使文藝愛情成為健康寫實外的另一主流。一直到 1980 年代，瓊瑤式的劇情設計

都是國片愛情電影的編導基礎。台灣電影發展至此，已然與香港、上海等電影產

業的風格迥異。「健康寫實」與「瓊瑤式」的國語電影得到市場支持與社會認同

後，勢力超越台語片，終於 1971 年突破百部，成為台灣電影市場的大宗。 

  台式風格當時雖然相當流行，但電影市場卻由香港武俠電影占有。港式武俠

片盛行，深深影響台灣電影市場。胡金銓導演在 1967 年的《龍門客棧》、1970

年的《俠女》中，將武俠的禪意發揮得淋漓盡致，並使用許多先進的電影拍攝手

                                                        
35

 黃恩慈，～回顧金馬，走過台灣～，成功大學圖書館多媒體中心館藏特展：

http://www.lib.ncku.edu.tw/multimedia/service/review9094/93goldenhorse/index.htm，瀏覽日期：

2009 年 5 月 25 日。 
36 李道明，驀然回首──台灣電影一百年，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

http://techart.tnua.edu.tw/~dmlee/article1.html，瀏覽日期：2009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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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論配樂設計、節奏掌控皆非當時一般台製片廠所能比擬；專業影評人藍祖

蔚認為，1966 年《大醉俠》一片更影響了後來享譽好萊塢的李安與吳宇森兩位

導演37。 

  香港武俠片之後，轉為功夫片的流行。台灣本土的電影製作團隊一窩蜂搶拍

武俠電影，但礙於資源差異與人才不足，並未增加消費者對本土國片的信心。此

時期，香港嘉禾影業以「李小龍」為賣點，規畫出一系列的電影與其行銷方案，

不僅電影《唐山師兄》、《精武門》大賣，其周邊效益更是可觀。以「李小龍」本

身的功夫形象配合電影內容，其著作權、商標與各式創意衍生商品至今仍大受市

場歡迎。雖然後來智慧財產權利管理不善，由電影引發的系列商品利潤並未被嘉

禾電影公司回收，但仍可嗅出智財行銷結合「迷群營造」的基本模式。 

  於此時期，台灣電影製作團隊再度著眼於短期獲利，開始低成本搶拍功夫電

影，企圖攀附香港功夫片的趨勢，藉由港片帶動的潮流回收票房。雖然後有張徹

等人在邵氏電影公司的支持下，來台成立「長弓電影公司」，開啟另一種功夫電

影的風格38，但是台灣本土影業仍多抄襲、模仿，並且浮濫拍攝，完全沒有獨特

的創意衍生、人才培訓與智慧財產經營制度，整體而言，電影內容與後端行銷措

施皆是乏善可陳，導致最終失去市場。 

  另一方面，此時期由於題材的限定加上政策的支配，使得原住民的文化得到

發揮，但也因而產生社會誤解。邵氏電影公司的《蘭嶼之歌》、李行導演的《唐

山過台灣》等片皆非由原住民立場拍攝，內容多有解讀上的落差。原住民議題到

現今仍是部分國片製作團隊的目標，魏德聖導演 2009 年開拍《賽德克‧巴萊》，

以戰爭史詩的風格討論霧社事件可見一斑。 

  1975 年左右，抗日、反獨等愛國風氣盛行，國民黨以政策鼓吹國營影業大

舉拍攝「愛國電影」，從內涵而言，台灣電影產業的功能又回到了傳統用以宣揚

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媒體」地位。諸如 1975 年丁善璽導演的《八百壯士》、劉

                                                        
37 藍祖蔚，憶胡金銓導演，電影夢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bluescreen/movie/9704526，瀏覽

日期：2009 年 5 月 23 日。 
38 張徹的電影涵義強調「血腥暴力」與「男性情誼」，著重於角色內心世界的互動與突破。製有

《獨臂刀王（1967）》等片。吳宇森，張徹──回憶錄‧影評集：代序一，香港電影資料館：

http://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HKFA/chinese/publication/pub18_preface.html，瀏覽日

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http://blog.xuite.net/bluescreen/movie/9704526�A�s������
http://blog.xuite.net/bluescreen/movie/9704526�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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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昌導演的《梅花》，到 1977 年徐進良導演的《望春風》、劉家昌導演的《黃埔

軍魂》皆緊扣抗日議題。1979 年，李行導演的《汪洋中的一條船》刻畫了台灣

於國際地位的處境，更成為愛國電影中的代表作品之一。然而，當時的社會大眾

已對政令式、教條式的電影感到意興闌珊，上述電影在全台票房表現完全不如預

期，使得中影集團面臨龐大的財務壓力。 

  1980 以後，台灣開始出現脫離政府主導的劇情長片。「低成本、小規模」成

了這些本土獨立電影製作團隊的特徵。李行等導演也開始拍攝一些較不嚴肅的社

會小品，像是《小城故事》、《早安台北》等片。1979 年，林清介導演的《一個

問題學生》得到市場贊同，推動了後續台製電影的「清新學子」風格39。徐進良

導演 1980 年拍攝了《拒絕聯考的小子》，而後台灣電影又開始了搶拍風潮，大量

學生電影取代前五年流行的愛國電影，成為民眾追逐的新興風潮。學生電影的低

成本、小製作模式，大大降低了電影拍攝的門檻，讓許多電影界的新人看見了希

望，前仆後繼投入電影產業中，凝聚了下一波電影風潮的能量。 

  台灣電影的現代化40，可謂由侯孝賢導演開始。中影在財務困難時積極尋找

新機會。1983 年，黃春明所著的《兒子的大玩偶》被改拍成電影，由侯孝賢導

演指導，翻開了台灣電影的新一頁。電影細膩流暢的製作，不僅在票房獲得滿意

的回響，更將台灣鄉土文學帶入電影產業之中。《兒子的大玩偶》在當時並不受

到政府支持，更有電影界保守人士的抵制。然而，民眾的支持是一股不可遏止的

力量，從此台灣電影的「新浪潮 (Taiwan New Wave)」蔚為主流。後續引發了更

多的導演投入，一部一部拍出風格特出、立意創新的電影41。此時期，原先拍攝

商業電影的投資人，又紛紛搶拍同類型的新電影，但卻缺乏真正打動人心的社會

反思與自省。 

  新電影投資方仍多為中影集團，台灣本土幾乎沒有企業投資的氣氛。台灣電

影產業在這個階段雖有頗受好評的自製電影，但市場上的港片仍不受新浪潮電影

的影響，持續占有台灣電影映演的主要市場。許多台灣代理業者，也是投資港片

                                                        
39

 台灣電影史，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9B%BB%E5%BD%B1%E5%8F%B2#_note-
B-2，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1 日。 
40 Augusta Palmer，兩岸三地電影新浪潮回顧（下篇），台灣電影筆記：

http://movie.cca.gov.tw/Case/Content.asp?ID=143，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41 焦雄屏，台灣電影 90 新新浪潮，麥田出版社，2002 年。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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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台製電影。帶有政治媒體色彩的台灣電影產業，不若港式電影般具有投資與

創作的自由，在官營結構下，一時之間很難吸引企業的開投資信心。由此可知，

經濟活絡以後的台灣社會，電影商品化的制度仍不發達，成效有限，更甭提相關

智慧財產的運用。 

  1980 年代後期，電影載體出現劇烈變革。此時錄影帶與衛星電視大受消費

者歡迎，嚴重影響消費者的娛樂消費行為。另外，「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

簽訂，使好萊塢電影從 1946 年開始便陸續進入台灣市場，培養民眾胃口與獲益

機會；到了 1980 年代，好萊塢八大電影公司幾乎已在台灣完整佈局，此時無論

電影製作技術與行銷手法皆開始靈活施展，台灣觀影民眾對好萊塢商業電影的喜

好也漸漸定型42。此時政府的外片管制措施，成為片商獲利的來源之一。不乏片

商開始操作拍攝的權利，並在市場交易。後來，美商要求台灣開放市場，解決管

制措施的紛亂，1986 年政府終於取消外片限制，卻也加劇了國片經營的艱難43。

長久以來，台灣本土的製作團隊並未放太多心思於智慧財產的商品化與保護工

作，多以消極的法規保護來抵抗侵權，因此到了 1990 年初期，台灣製作的電影

幾乎失去了票房市場。 

  此時期，由於台灣經濟發展陷入泡沫化危機，加上黨外運動興起，許多電影

人紛紛走向小眾化的禁忌議題。1991 年，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等社會議題影片，廣受社會各界好評。而 1989 年，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

轟動一時，成為台灣影史上首部票房破億鉅作，並在榮獲威尼斯國際影展金獅

獎。在電影市場幾乎萎縮殆盡的國片，此時竟紛紛在國際影展表現傑出；此現象

促使了行政院新聞局設置輔導金政策，大舉鼓勵國片拍攝，以文化效果做為獎勵

的導向。此時國片製作團隊，開始為輔導金而拍片。 

三、 面對全球競爭的現在 

  長期以來，台灣電影產業深受政府政策主導，尤其在外片開放政策與輔導金

補助方面，幾乎可以說是完全受制於政府的措施44。面對歐美國家對全球電影市

                                                        
42

 李雅惠，「好萊塢八大」在台灣發展之初探，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中華傳播學會網路資

料庫：http://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841_1.pdf，瀏覽日期：2009 年

1 月 23 日。 
43 田家琪，台灣華商發行歐美外片之歷史發展研究，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2000 年。頁 88-92。 
44 陳玉璽，依附型發展，人間出版社，1993 年。頁 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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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霸占與亞洲各國電影文化在近年的興起，電影製作團隊顯然不能再完全依靠

政府幫助，必須自己找到市場利基點。 

  1990 年代末期，原本輝煌的港片開始走下坡，2000 年左右，中國電影與香

港電影不再輝煌，整個亞洲地區的電影市場幾乎都以好萊塢電影為主。有線頻

道、錄影帶、VCD、DVD 等載體的發展，配合著盜版業的猖獗，華語片不僅在

電影中票房式微，連投資人都逐漸轉移目標到電視產業。這個階段，台灣製作的

電影年產量不到 10 部，平均的台北票房收入亦不過百萬。此時，有部分導演仍

堅持著自己的敘事風格與議題內容，極力籌拍具有強烈導演風格的電影。 

  此際出現兩種商業模式，一是以李安為代表的知名導演跨足國際市場，一為

蔡明亮導演的國際藝術電影市場。李安是台灣電影產業中，繼侯孝賢、楊德昌之

後的國際級重要導演。在 1991 年的《推手》與 1993 年的《喜宴》之後，逐漸成

為國際票房與影展的靈藥。在台灣電影產業沒落之際，李安在好萊塢的商業結構

支持下，在 2000 以《臥虎藏龍》創造華語市場佳績，更在 2006 年以一千四百多

萬美元的成本拍製同性戀議題電影《斷背山》，在全球回收一億七千多萬美元的

票房收益，並囊括多項大獎45。另一模式則是搶攻藝術電影市場；個人風格強烈

的蔡明亮導演曾表明棄守票房，專注於國際電影藝術的成就。陰鬱、疏離等孤寂

感，是蔡明亮電影販賣的情緒，但普遍不受民眾喜愛，更遑論促進大眾支持與消

費。其支持者與反對者經常在電影價值的議題方面壁壘分明、爭論不休。蔡明亮

導演於 2009 年應羅浮宮之邀請，入館拍攝《臉》一片，為藝術電影再添新作。

2005 年《天邊一朵雲》開出千萬票房，為難得的市場作品。 

  近年，《刺青》、《詭絲》、《海角七號》等國片在票房上慢慢回溫，卻鮮少有

風潮塑造後的商業策略；成功的導演繼續拍攝電影參展，而非著眼於商業模式的

建立。然而，光是「出產導演」並不足以支持台灣電影產業的總體發展。台灣面

臨的問題，除了人才於內需市場的發揮、國際市場的接軌，更要靠電影人的心態

轉換來解決。 

  另外，現階段多數電影行業仍集中於發行業務，製作業僅約其一半數量。而

                                                        
45 顏伶如，研究：大製作未必賣座 改編電影較受歡迎，中央社即時新聞：

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0708180061，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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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通路亦不足六百廳46，再加上城鄉分布不均，以票房通路推行國片難度仍

高，必須正視新興的通路機會。 

 

表 5、台灣電影業者統計（累計至 2009 年 4 月） 

電影事業許可項目 業者數量 

電影製作業 711 家 

電影發行業 1,440 家 

電影工業 35 家 

電影映演業（營業中） 122 家（569 廳） 

參考資料：行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處 

 

四、 轉型在即的將來 

  台灣電影發展至今，已屆百年。前五十年幾乎都是在映演方面努力，而電影

製作的獲利則多藉由「跟拍」來達到，並未培養主導性的市場力量。且自 2002

年以來，進口拷貝與映演數量全面開放，外片幾乎佔領了全部的通路，連台灣電

影產業長期建立在映演方面的基礎，也逐漸頹圮。基本上，台灣產製的國片若沒

有自成體系的商業策略，在載體不斷轉型、競爭越來越國際化的當下，是難以找

到出路的。 

  此時期之台灣電影產業亦開始面臨新趨勢，根據詹婷怡對電影產業智慧財產

權管理的研究指出47，目前台灣電影產業面對的第一股趨勢是「企業跨足電影產

業」。企業將成為電影投資的一大來源，唯效益有待觀察。再者是「創作類型小

品朝向商業機制運作」；以 2004 年上映的《17 歲的天空》為例，「三和國際娛樂

公司」於拍攝初期便考量了各種行銷佈局，並安排於電影之中，最後達成相當高

的投資報酬率48。第三則是「商業大型製作」的趨勢日益明顯，尤其是針對中國

                                                        
46 參考行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處統計至 2009 年 4 月之數據。 
47 詹婷怡，電影產業智慧財產權管理研究──以製片觀點分析，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2008

年 9 月。頁 44-48。 
48 電影《17 歲的天空》粗估成本約 500 萬台幣，卻回收了 800 萬台幣的票房，為當時期國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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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台灣與香港等華文市場而言。但台灣市場未來有否能力在商業大型製作中

獲利，尚未定論。中環集團對電影《詭絲》投資約兩億新台幣，但在台灣卻僅收

兩千兩百多萬，足以顯示過分看好大成本、大規模，並只依靠票房回收所產生的

弊病。第四，「製作與行銷的上下游整合」的利基，將促使電影產業的價值結構

與分工方式漸漸聚集於同一投資集團，由集團內部對市場的業務操作重新調整產

業結構，補回價值流失的漏洞。最後是「國際合資聯合製作模式」，以 2007 年轟

動一時的「不能說的‧秘密」為例，便是由「縱橫國際影視公司」與「香港安樂

影片公司」、「北京安樂影片公司」合作拍攝49，並由博偉公司在台發行。由於結

合周杰倫的音樂、幽默風趣的橋段、青年學子的愛情與充滿奇幻感的故事內容等

兩岸三地時下流行元素，上映後迅速走紅，不僅在票房方面，而後還有藝人經紀、

演唱會、音樂權利的交易，利潤可觀。可見新趨勢發展下，智慧財產的佈局勢必

將越來越重要。 

貳、 歐美電影發展現況 

  歐美電影無疑是國際電影市場的主流，尤其美國好萊塢的電影產業，更是具

有全球影響力。戲劇的發跡在歐洲，1895 年首部黑白紀錄影片也是由法國人盧

米埃兄弟 (Auguste Marie Louis Nicholas & Louis Jean)於巴黎放映。歐洲早期電影

的發跡，是從貴族文化開始，然後才傳播至中產階級，並且普及於勞動階級；其

大眾化的過程一直以「文化」為本位，比起美國，歐洲電影本質上更接近所謂的

「文化消費」。但 1900 年之後，美國電影產業逐步發達，各種拍攝技術、設備、

電影製作乃至發行與映演制度，皆在短短十年內達到一定的水準。再加上一次世

界大戰期間，歐洲為主要戰區，其電影發展幾乎停滯。1914 至 1918 年間，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電影產量國家，歐洲電影在大眾化、商業化的勢力層面從此難以與

美國批敵。1919 年，凡爾賽條約簽定後，歐洲超過 90%是美國電影50，其後歐洲

電影業者便轉向投入實驗性、藝術性較高的非商業電影。 

  1907 年，美國電影的基地在美國東岸，直到 1913 年後才慢慢遷移至加州好

萊塢。當時的美國影業以愛迪生(Thomas A. Edison)公司主導的聯合商會型公司

                                                                                                                                                               
影中少見的投資效率。 
49 董育麟，2007 影視博覽會論壇──電影發行的難與易，台灣電影網：

http://www.taiwancinema.com/fp.asp?xItem=56079&ctNode=61，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50 西村，美國電影的腳步，睦生國際出版，2007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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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Picture Patent Company; MPPC)為主軸。該商會以專利手段阻止其他公司

拍攝電影，並限定部分授權拍攝的公司僅能以短片呈現作品，達到市場壟斷效

果。1911 年，愛迪生的電影公司幾乎建立了完整的電影製作系統51，美國影業完

全聽命於該公司。該商會雖然透過專利保護其發明，汲取其利益的最大值，但卻

是因為基於法制上的過度保護而來，故被業界視為違反公平交易的智慧財產權濫

用惡例，稱之為愛迪生托拉斯(Edison Trust)
52。許多廠家禁不起高額的設備授權

費用與規格禁用限制，紛紛訴諸法律。1917 年，複雜而龐大的訴訟畫下句點；

愛迪生的電影公司以違反反壟斷法被要求解散，此時美國電影產業的許多參與者

才有了自製影片的自由。 

  愛迪生以後的電影製作模式，改採「片廠制」，由片廠主導影片的進行。此

時期，派拉蒙影業(Paramount Picture Corporation)仿效愛迪生的策略，陸續併購

片場，企圖壟斷市場，在 1920 至 1930 年代產生不小影響。 

  1940 年代之後，片廠制度面臨反壟斷之訴訟與輿論壓力，被迫瓦解。從此，

美國電影產業又一次進入新的價值重組。而此時期，歐洲電影市場的年觀眾量約

有 40 億人次，遠遠高於美國。到了 1954 年，法國電影導演楚浮 (F. Truffaut)等

人從亞斯楚克(Alexandra Astruc)提出的「攝影機鋼筆理論(Caméra-stylo)」演繹出

所謂「作者論(Auteur Theory)
53」之電影批評概念，對美國影響很大，甚至引發

美國電影究竟有無作者的論爭54；1950 年代，美國獨立製作因此風光盛行。在

1957 年間，由好萊塢八大片廠55發行的電影中，就有 58%屬於獨立製作公司的作

                                                        
51 愛迪生的電影專利公司 MPPC 垂直整合電影市場後，約有 70%的美國市占率。若加上其授權

金，獲利相當可觀。 
52

 MPPC，經濟專家網（EconomicExpert.com）：

http://www.economicexpert.com/a/Motion:Picture:Patents:Company.htm，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53 Robert Stam，陳儒修、郭幼龍譯，電影理論解讀，遠流出版，2002 年 9 月。頁 120-131。 
54

 理論與批評，電影小辭典，台灣電影筆記：

http://movie.cca.gov.tw/Cinema/Dictionary/Content.asp?CategoryID=5，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55

 此指「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派拉蒙（Paramount Picture Corporation）」、「華納

兄弟（Warner Bro. Picture Inc.）」、「20 世紀福斯（20 Century-Fox Film Corporation）」及「雷電華

（RKO）」等五大片廠（雷電華於 50 年代倒閉）與「環球電影公司（Universal Pictures）」、「哥倫

比亞電影公司（Columbia Pictures）」及「聯美電影公司（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聯美電影

公司於 1981 年併入米高梅）。李雅惠，「好萊塢八大」在台灣發展之初探，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

究所，中華傳播學會網路資料庫：

http://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841_1.pdf，瀏覽日期：2009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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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56。 

  1960 年代，美國觀影人口持續減少，到了 1965 年，楚浮等導演大力推動法

國電影新浪潮(la Nouvelle Vague)，作者論也在此時其分裂成兩派，一派主張導演

對電影的掌握度應該大於編劇，電影為導演個性與內涵的表現，另一派則認為導

演必須在電影畫面與藝術風格有所獨特個性，才是作者論意涵。但無論如何，美

國與歐洲（尤其法國地區）此時期對於「藝術電影（作者電影）」與「商業電影」

區分得很嚴格。而好萊塢的商業電影，也幾乎能以「公式化」的流程不斷生產57。 

  回歸商業層面，作者論的用意雖不在於違背商業法則，但是從當時的發行情

況來看，法國所發行的電影仍有三百多部是商業類型58，可見其文化主軸固然重

要，但商業價值亦難以忽略。 

  1968 年，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AA)提出

「自願評級機制(The Voluntary Rating System)
59」，使得電影拍攝與映演時的分級

措施有了依據，並沿用至今。而 1970 年代後的歐洲電影，產量與品質開始滑落，

在好萊塢運作與國際貿易機制的影像之下，歐洲幾乎失去本土電影市場。1994

年，法國對美國電影展開配額限制，抵禦本國電影文化的消逝。到了 1999 年，

法國文化及通訊部提出「文化多樣性與文化例外(Culturelle & Cultural Exception)」

規範，將文化產業區分為貿易方面「可協商」的戲劇、出版、新聞機構與建築；

以及「不可協商」的影像事業60。 

  從 1950 年起，美國電影歷經五十年的磨合，電影產業逐步穩健，並形成標

準化的「配方式生產」61；而歐洲電影市場卻反其道而行。2000 年以後，好萊塢

商業電影成本亦在特定片商的帶領下，提升到一定程度；2002 年，好萊塢的「高

                                                        
56 Jill Nelmes，陳芸芸譯，電影學入門，韋伯出版社，2006 年 2 月，頁 41。 
57

 Thomas Schatz，李亞梅譯，好萊塢類型電影：公式、電影製片與片廠制度，遠流出版，1999

年 12 月。頁 21-53。 
58 詹婷怡，電影產業智慧財產權管理研究──以製片觀點分析，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2008

年 9 月。頁 38。 
59 Ratings History，MPAA：http://www.mpaa.org/Ratings_history1.asp，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60

 劉大和，文化例外──法國觀點的討論，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中心：

http://webbbs.tnnua.edu.tw/viewtopic.php?t=853&sid=a11ded9ec8e13a6413dbb69e23e6ec76，瀏覽

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61 所謂「配方」是指透過科學的方式統計、比較，研究出符合觀眾口味的劇情、題材、敘事方

式等電影製作概念。吳佳倫，電影行銷，書林出版，2007 年 5 月。頁 41-43。 



 

23 
 

概念(High Concept)」成為拍片公司賺錢的「公式」，此一手法是由製片家與行銷

人員的經驗及數據基礎發展而來，講求高投入、高回收的高效率產業經營原則；

而此經驗的累積與傳承，正也是好萊塢歷久不墜的主因之一62。「高概念」訴求

平均成本一億美元以上的商業片，更是影響了後來的華語片製作及其商品化策

略。 

 

 
圖 3、好萊塢電影「配方式生產模式」圖示 

參考資料：吳佳倫，電影行銷 

 

  2003 年，國際市場以 109 億美元超越美國本土票房的 91.7 美元。再加上許

多電影公司皆有自己的簽約藝人，其經濟活動與周邊商品的效益可觀，甚至高於

票房利潤，因而好萊塢便更加積極地向海外市場拓展，並且大舉行銷電影所產生

的眾多無形價值。而歐洲電影市場部分，根據 PricewaterHouceCoopers 的估計，

2008 至 2012 年則有 3%到 5%左右的成長。 

 

                                                        
62 郭東益，以製片角度談電影產製：從好萊塢製片人與商業電影談起，傳播與管理研究，第 4

卷，第 1 期，2004 年 7 月。頁 8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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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美國本土票房與海外票房之趨勢比較 

參考資料：MPAA
63

 

 

  目前，美國本土票房上升趨勢減緩，但從《哈利波特》、《變型金剛》、《黑暗

騎士》等片的全球行銷情況看來，智慧財產結合電影的行銷卻是大為成功。以迪

士尼為例，2007 年年報顯示其周邊商品產值占其發行電影票房與 DVD 總額四分

之一左右，並逐步增長；長期而言，電影周邊商品、活動與經紀收益約為票房收

入的 8 至 9 倍。一部好萊塢大型製作電影的智財商品化之周邊利潤，平均約佔總

電影營收之 80%
64。 

  另一方面，美國影集的活躍程度可期，甚至超越電影，吸引了不少好萊塢團

隊加入，產製高品質的影集65。因此近年可以發現，影視圈逐漸出現有影集轉拍

電影或電影轉拍影集的趨勢，例如《慾望城市》影集轉拍電影，以及由魔鬼終結

者轉拍的影集《魔鬼終結者：沙拉康納戰記》。 

                                                        
63

 2008 MPAA Theatrical Statistics，MPAA：http://www.mpaa.org/2008_Theat_Stats.pdf，瀏覽日期：

2009 年 5 月 25 日。 
64 吳佳倫，電影行銷，書林出版，2007 年 5 月。頁 52。 
65 詹婷怡，電影產業智慧財產權管理研究──以製片觀點分析（附錄四：製作人 Ron Norman 電

影筆記與問答紀實），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2008 年 9 月。頁 180。 

http://www.mpaa.org/2008_Theat_Stats.pdf�A�s�����
http://www.mpaa.org/2008_Theat_Stats.pd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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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迪士尼 2003 至 2007 年獲利項目趨勢比較 

財報項目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MEDIA NETWORKS 

電視頻道：迪士尼頻道、ABC、

ESPN 

10,360 11,202 12,637 14,100 15,046 

PARKS & RESORTS 

樂園、郵輪、渡假村 

6,412 7,750 9,023 9,925 10,626 

STUDIO ENTERTAINMENT 

電影、DVD 

7,364 8,713 7,587 7,529 7,491 

CONSUMER PRODUCTS 

週邊授權商品、電玩 

2,344 2,511 2,127 2,193 2,347 

參考資料：迪士尼年報、本研究整理 

 

參、 亞洲電影發展現況 

  台灣電影發展悠久以來受到日本影響深遠，在脫離日本掌控之後，卻又得面

對韓國、中國等影業條件逐步成熟的挑戰，於此之際，台灣最不能忽略的就是周

邊影業的新興發展現況。以下針對亞洲近年電影勃然發展之主要各國概述其電影

產業現況。 

一、 韓國 

  1919 年的韓國，正處於日本殖民背景，此時電影《義理的仇討》開啟了韓

國電影製作的先河66。然而從殖民主義光復不久後，便又陷入韓戰的干擾，電影

產業始終未獲得良好的發展契機67。 

                                                        
66

 의리적 구투，維基百科：

http://ko.wikipedia.org/wiki/%EC%9D%98%EB%A6%AC%EC%A0%81_%EA%B5%AC%ED%88%AC，瀏覽

日期：2009 年 5 月 23 日。 
67 Darcy Paquet，A Short History of Korean Film，KoreanFilm：

http://www.koreanfilm.org/history.html，瀏覽日期：2009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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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 年代，朴正熙總統力行電影螢幕配額制度等優惠政策，韓國本土電影

產量才開始漸漸增加。此時，政府更頒布「電影法」，將 64 個製片公司整合成

20 個，並把所有優惠政策集中在少數參與者，再提高製片門檻，造成政策式的

市場壟斷68。此時期的電影產量雖豐富，品質卻良莠不齊，不見提升；因為「螢

幕配額限制」的規定下，每間戲院的每一廳螢幕都必須依法上映 146 天，造成許

多業者乾脆囫圇吞棗、胡亂趕拍。1960 年後期，在基礎建設與人員培養制度付

之闕如的情況下，電影產業終又回到低落的深谷。1970 年代電影票房失利，民

眾亦不支持本土電影，再加上美國不斷要求韓國政府開放電影配額限制，導致韓

國電影市場終在 1988 年對外開放，形成美國電影逐步霸佔的局面。1993 年，韓

國本土電影的市佔率僅剩 15%，然而此時資本變動成了韓國電影的產業重組動機

69；眼見本土影業即將滅頂，許多電影公司紛紛向企業引入資源，並改行「企畫

電影」以降低企業投資風險，此時由韓國企業支持的製作團隊往往有機會籌拍頗

具新意的電影，產業化的過程反而因此起了頭。從這裡可以看出，企業主從商業

角度評估電影，有別於過去單純用版權抵押的方式與製片業者合作，正是電影創

意的使用思維產生改變，進一步以電影創意具體化之後的「智慧財產」作為投資

組合、融資額度之依據。 

  1998 年韓國政府取消「電影剪閱制度」，改施行「電影分級制度」，此措施

使得電影內容的自由度提高，對商品化的操作度也隨之提升。1997 韓國經濟危

機，許多大企業資金抽離韓國，此時電影業改由創投基金支持，1999 年，《魚》

一片創造了韓國本土電影的空前佳績，吸引 579 萬觀影人潮，收復了消費者信

心。而後的《朋友》等片，亦有捷報。2001 年，《我的野蠻女友》受到民眾熱烈

喜愛，打敗好萊塢商業大片《珍珠港》，並在台灣、中國等華文地區及鄰近的日

本造成廣大迴響。2004 年，外資進入韓國電影市場。由哥倫比亞公司投資的一

千萬美元的電影《實尾島》不僅創造千萬韓人次的紀錄，更在許多國際影展獲得

殊榮。此時的韓國電影產業已然振興，與外片競爭之下，仍擁有 50%左右的市佔

率70。 

  目前，韓國電影於市場仍有近半市占率，2006 年韓片在首爾市的電影院中

                                                        
68 林有慶，韓國電影的資本變動與電影產製的變化，新聞學研究，第 91 期，2007 年。頁 1-34。 
69 同上註。 
7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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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超過 60%的市佔率。韓國最大的影業集團 CJ Entertainment 已經茁壯到足以

和華納、福斯等好萊塢重要片商抗衡，爭奪發行權。其依循美國片廠模式，逐步

垂直整合韓國電影產業的動機非常明顯71。 

  近來在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政策的推動下，持續獲得充沛資源，更不乏企業資

金的進出。2006 年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預計設立 5,000 億韓元的「電影發展基金」

以接續「電影振興基金」之階段性任務。更在 2007 年至 2014 年間，採行「電影

票 3%電影發展基金賦額」制度，為韓國電影產業的多樣化與未來智慧財產投資

環境、海外發展方面，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援。然而，2006 年韓國政府在演藝人

員一片反對聲浪中調整「螢幕配額制度」，將電影放映天數限制從原本規定播映

146 天減半為 73 天，此對韓國本土電影的未來發展而言將是一大挑戰。 

 

表 7、韓國電影發展基金出資現況（單位：百萬韓元） 

項目 2007 年度 2008 年度 

自行收入 

法定負擔金 14,750 29,500 

其他 99,872 10,435 

政府預算負擔 100,000 106,300 

回收盈餘資金 - 170,544 

合計額度 214,622 316,779 

參考資料：孫正和，文化創意、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比較研究──以台灣、韓國為例 

 

 

 

二、 中國 

  中國電影在 1949 年之前屬於政府嚴格掌控的工具，雖在技術上有所發展，

但並無產業性的規劃。而 1949 年以後，國民政府帶走了 5%左右的產業力量，約

                                                        
71 劉立行，韓國電影輔導法規、機構與投融資現況之探究，國政研究報告，2007 年。國家政策

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post/2/1390，瀏覽日期：2009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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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前往香港發展，但仍有 80%的資源留在中國72，尤其是上海等重要城市。此

時期，中國政府由官方介入產業，將產業包裹成一套政令宣導工廠，成立「中國

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嚴格管控境內電影的發行與映演。1950 至 1980 年間，中

國實施計劃經濟管控市場表現，縱然中國各級產業在 1980 年代後期受到經濟方

面「改革開放」措施的影響，自由度稍微提高，但在電影產業來說，幾乎沒有太

多變化。不同於歐洲與美國，中國電影的價值不在於藝術文化與大眾消費，而是

在於國族思想的建構功效。 

  1992 年之後，中國電影產業開始改變電影映演措施，雖然政治管理的基本

原則不變，但在商業化、題材引入等方面，開始了不同的模式。1994 年，電影

產業開放的效果開始出現，《亡命天涯》一片堪稱始點，隨即分為三個主要的改

革階段73。 

  1994 年至 1998 年是中國電影產業拓展的第一個階段。此時的最大特色是中

國電影公司開始以利潤共享的模式，一年開放 10 部影片進口；比起過去少量買

斷而言，市場操作的彈性更大，民眾選擇也更多。而且民營化的電影經營單位也

漸漸出現，雖然還是受到官方嚴密掌控。此時期進口片慢慢成為中國電影市場主

流。1999 年至 2002 年為第二階段，此時合拍片、港片在中國境內非常風行。1999

年「北京博納文化交流公司」成為首家取得「電影發行許可」的民營單位。到了

2003 年，東方神龍影業與之合作，共組「北京保利博納電影發行公司」，同時跨

足演藝經紀、電影廣告製作與通路經營，並透過對商標、著作權與電影內容及發

行權利的掌控，迅速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領導者，並且企圖培養更多明星、囊括

香港導演加入。此時期，中國產製的電影正式突破外片，許多影片賣座超過千萬

人民幣，成為前所未有的高票房的華語影片。從此之後到 2008 年，大製作的華

語電影，只要是合拍影片皆能受到民眾支持，並於票房有所斬獲；2007 年中國

票房十大排行中，便有四部中國產製的電影，而前三名裡也有兩部中國電影，其

產業發展進步之快可見一斑。 

 

                                                        
72 劉現成，台灣電影、社會與國家，揚智文化，1997 年。頁 11。 
73 余莉，中國電影市場高票房影片研究：1994-2007 年，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9 年 1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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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007 年中國大陸電影票房排行 

票房排名 電影名稱 票房（百萬／人民幣） 

1 變形金剛 277 

2 投名狀 190 

3 集結號 180 

4 蜘蛛俠 3 146 

5 哈利波特 5 143 

6 色戒 130 

7 加勒比海盜 3 125 

8 007：大戰皇家賭場 95 

9 門徒 65 

10 博物館奇妙夜 61 

參考資料：余莉，中國電影市場高票房影片研究：1994-2007 

 

  另外，在商業條件持續成熟之下，北京保利博納公司亦在 2008 年獲得國際

創投資金超過 3,000 萬美金入股，預計 2011 年上市74，實為近代中國電影產業的

代表企業。然而，中國城鄉差距非常大，媒體設備的不足也是問題；目前內地都

是仰賴「農村放映」措施，必須積極擴點，並且挹注更多基礎建設的成本才有可

能造成內陸票房的大幅增長75。根據 PricewaterHouseCoopers 的統計，中國電影

票房市場從 2008 年到 2012 年約有 17.7%複合成長率，幾乎由於世界各國；而其

整體娛樂市場也有 16.7%的成長趨勢，值得期待。 

  但從智財價值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過去幾年並未對電影智慧財產的保護與

應用有太大作為，2000 年之後盜版風氣盛囂塵上，到了 2005 年線上「點對點傳

輸(Peer to Peer; P2P)」等技術如火如荼地受到中國大陸使用者喜愛，因此在整個

                                                        
74 孫琳琳，保利博納加速國際進程 融資三千萬美金後年上市，新京報，2008 年 6 月 19 日。 
75 韓三平，中國電影渴望大量資本進駐，2008 國際上海電影節主題論壇「新熱點‧發現中國電

影資本市場」紀實，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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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經常出現上映後票房不如預期，但重要城市的民眾幾乎都已看過的情

況。雖然 2005 年「中國電影版權保護協會」成立，提出許多著作權保護的原則，

但仍不敵社會大眾喜愛線上下載的習慣76。2008 年至 2009 年，中國大陸開始有

立法上的大動作，甚至對電影的網路侵權實施了類似「懲罰性賠償」的措施77。

基於中國經濟也逐步從工業經濟模式轉移到知識型經濟模式，創造良好的智慧財

產應用環境，使商業環境更加協調、完整，將是中國大陸刻不容緩的目標78。 

  總體來說，中國電影發展至今才漸漸脫除政治意義，開始多元發展。然而，

許多牽涉政治意識形態、社會主義的電影類型，仍多受限制。即便有如婁燁導演

的《頤和園》等反思社會主義，寄情於新時代的作品受到國際大力支持，仍因觸

及政治議題難脫政府查禁命運79。不過，樂觀看來，今天的中國電影已經越來越

受國際影響，其探討的議題也越來越豐富，甚至勇於直搗北京與共產主義核心；

往後在國際媒體推波助瀾與中國境內思想愈加開放的情況下，或許將有大放異彩

的一天。 

三、 香港 

  香港電影影響台灣影業深遠，然而早期的香港電影與中國電影形式與內涵均

很接近。香港雖為英國殖民地，但其文化消費所塑造的商業導向仍以中華文化為

主軸。 

  1949 年之後，國民黨政府遷台，一部份的電影專門人士便進入香港發展。

此時期，邵氏兄弟從電影發行業獨立出來，逐步自行發展業務。1958 年，邵氏

電影公司成立，並稱霸院線市場。由於邵氏電影公司具有眾多戲院，在足夠通路

的基礎下，除了買片外，亦自製電影。於是，邵氏影業的模式採行好萊塢片廠的

模式，自製自銷，將產業鏈整合壟斷。1960 年至 1970 年，邵氏電影公司開創黃

梅調電影、武俠功夫電影，無不轟動社會。而後，由於片廠制度瓦解，且演員、

劇組皆有更好的市場誘因存在，並不完全依賴著邵氏電影公司，因而於 1970 末

                                                        
76 張燕，電影版權與盜版應對，現代傳播雙月刊，第 4 期，2006 年。頁 118-121。 
77 汪湧、史學清，電影作品網路侵權的賠償原則，互聯網天地，2009 年。頁 17。 
78

 胡開忠，論中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協調化，政大智慧財產評論，第 6 卷，第 2 期，2008 年

10 月。頁 16-29。 
79 電影《頤和園》以中國社會的當代發展為背景，訴說一個女子所經歷的人生風景與中國演變。

然而劇中一部分涉及「六四運動」，因而遭到禁演。電影製作團隊多人並受到禁止於中國境內參

與電影製作等處罰。婁燁，頤和園 vs. 電影審查，頤和園（DVD），聯影發行，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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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由勢力逐漸抬頭的嘉禾影業取代邵氏電影，成為香港電影業的主導企業。到

了 1980 年代中期，邵氏已轉往電視界發展。 

  香港電影圈最大的特色就是自由的投資環境與競爭空間，此現象與香港商業

高度開發有關。1980 年到 1990 年，香港電影題材豐富多元，並逐漸形成以「狹

窄市井中的小人物故事」為主流的港式風格。然而香港地區狹仄，在中國仍行電

影管制的年代，總體電影產業的腹地不足，於是開始進入台灣電影產業。 

  1990 年之後，香港電影公司陸續成立，如「澤東電影公司」、「英皇電影公

司」、「寰亞電影公司」及「銀和映像公司」等，皆在之後的香港電影產業中佔有

一席之地。不過，此時期的香港電影票房逐漸衰弱，電影製作團隊亟思新招，開

始把香港電影大舉推入中國。1994 年的「醉拳 2」與 1995 年的「紅番區」在中

國市場撥雲見日，甚至讓成龍成為票房保證，與周星馳、周潤發並稱「雙周一成」

80。在此之後，便有許多製片公司、戲院經營團隊積極進入內地市場，尋求新的

獲利機會。 

  1997 之後，香港回歸中國，隨即也進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依循國際

規範，時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宣告加強香港電影產業的發展，並於 1999 年設立

一億港幣的「電影發展基金」，提供給電影相關工會組織申請，企圖帶動整體產

業發展；但基本上，此制度與台灣鼓勵個人製片的輔導金措施大相逕庭81。到了

2003 年，香港政府更設立「電影貸款保證基金」，看得出香港政府對於拓展融資

管道的努力。 

  同年，中國商務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訂「香港與中國更緊密經貿關係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並於

2004 年生效，包含演員比例、劇作內容等方面皆有調整，對電影產業造成重大

影響。香港影視協會更對 CEPA 的措施發出建言，尤其在智慧財產方面，2004

年以後香港電影亦面臨盜版侵權問題，香港電影協會因此呼籲增加罰則與創作者

權利的擴充，但仍解決不了盜版問題，於是電影製作公司漸漸開始重視藝人經紀

                                                        
80 成龍，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9%BE%8D，瀏覽日期：2009 年 3

月 11 日。 
81 馮建三，香港電影工業的中國背景：以台灣為對照，中外文學，第 32 卷，第 4 期，2003 年 9

月。頁 8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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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權利的掌控以回收電影的智財價值。 

  以目前的情況看來，香港電影走向中方合資拍攝已然蔚為風氣，然而，儘管

改善了過去港片浮濫拍攝的情況，卻使得香港電影產業結構逐漸為中國電影產業

同化。港片產量逐年下降，高成本華語片成為主流，某方面而言正代表著香港傳

統的文化創意在商業化的過程中失衡，同時更因對中國市場依賴的關係，慢慢模

糊。 

 

第二節 電影產業的智慧財產特點 

壹、 電影的智慧財產本質 

  「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的定義繁多，觀念上泛指「由智慧財產

權所蓋括的無形資產」。狹義的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限於

「專利(Patent)」、「著作權(Copyright)」、「商標(Trademark)」、「營業秘密(Trade 

Secret)」、「半導體電路佈局(Mask Work)」與「不當競爭關係(Unfair Competition)」

為主的項目，而其中專利權、商標權與反不當競爭之保護權利，通常被認為是產

業財產權(Industry Property)之範疇。廣義的智慧財產權則指「保護產業、科技、

文學、藝術等領域之智慧活動成果的法律權利」。若從智財權產生的途徑來看，

智財權的價值更間接包含了衍生的相關所有權、使用權或實施權。根據世界智財

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之定義，智慧財產權的類目與

權利性質如下所示： 

 

表 9、WIPO 對智慧財產權之分類與權利性質比較 

分類名稱 主要權力性質 

文學、藝術及科學著作 著作權 

藝術表演、錄音製作及廣播組織 鄰接權(Neighboring Rights) 

人類各領域之創新成果 專利權、商標權 

科學之發現 各界意見不一，尚無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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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 專利權、商標權 

商標、服務標誌及商業名稱和命名 商標權 

反不當競爭之保護 產業財產權 

參考資料：劉江彬、黃俊英，智慧財產管理總論82
 

 

  「電影」從智慧財產權的角度來看，並非僅有一項著作權或商標權，而是一

種多著作權整合的主體，同時透過商標權的佈局設計相關品牌。在著作權部分，

1952 年「世界著作權公約(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簽署完成，其第一條

便規定受著作權保護的標的為「文學、科學，與藝術創作」，同時也涵蓋電影著

作(Cinematographic Work)
83。 

  而 1886 年簽署之「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84」第 2 條第 1 項便指出所謂「文學與藝術創作(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廣義地包含「電影著作及其他藉由與電影攝影技術類似之程序

表達的同類著作」。雖然此條在電影或短片等影視產品的認定上，並未細分，然

而伯恩公約第 14 條卻有特別闡釋「電影(Cinematographic)及相關權利(Related 

Rights)」；並確立了幾項原則，包含「文學或藝術的著作人(Author)專有將其著作

改編或重製成電影、並就改編或重製的電影著作進行散佈、公開演出與有線方式

公開傳輸(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by Wire)的權利」、「將源自文學或藝術著作

之電影製作(Cinematographic Production)改編為其他藝術形式者，在不損害該電

影製作著作人之權利範圍內，仍須取得各原著作人(The Author of the Original 

Works)之授權」，以及「電影應視為另一原創著作，且電影著作之著作人得享有

一般如同原著作著作人之相同權利」與「電影著作權歸屬(Ownership)應該依照各

該保護所主張之當地國法律認定；若該國規定參與電影製作的有貢獻

                                                        
82 劉江彬、黃俊英，智慧財產管理總論，華泰文化，2004 年 2 月。頁 20。 
83

 Andrew Christie、Stephen Gare (2006), Blackstone’s Statut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17. 
84 伯恩公約歷經多次修改，最近一次乃 1979 年之巴黎修正案（Paris Act）。台灣目前非屬伯恩公

約簽署國、亦非主掌伯恩公約之 WIPO 的會員國，但仍遵守 WIPO 相關著作權規定。陳穎萱，論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運作下之國際智慧財產權法制的新發展，東吳大學法律學系，2008 年 7 月。

頁 11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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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to the Making of the Work)之人亦屬於電影著作之著作人時，推定參

與電影製作時已為承諾，除有不同或特別約定者外，不得對電影之重製、散佈、

公開演出、有線公開傳輸、廣播或其他公開方式、或對加印字幕、配音等行為提

出反對。」 

  以上原則大致構成了現今國際間電影製作與商品化時的權利基礎，故電影中

的口白、文本、建築等項目若為原始著作之智慧財產，即有其經法律具體化之後

的商品化價值。 

  在世界著作權公約中並未特別說明的「人格權85」部分，伯恩公約亦於第 6

條有所規定，指著作人格權是著作人就他人對其著作為歪曲、割裂或其他改變，

或相關貶損行為導致損害其名譽或聲譽者，有反對的權利，且不受著作財產權之

影響。甚至在著作人過世之後，仍保有要求其著作人身分的權利。不過對於人格

權的保障所採取的補救措施，伯恩公約則留給各國很大的解釋及立法空間。 

  另外，世界貿易組織(WTO)系統下的「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 

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 

TRIPS)」裡又增列了電影著作、電腦程式及錄音物獨立於散佈權之外的「出租權

(Rental Rights)
86」，但卻在第 9 條排除了伯恩公約於第 6 條之二對著作人格權的

保護適用；此乃英美法系對著作權認知與人格權態度與伯恩公約等國際公約內涵

有所分歧，並不願以著作權保護所致87。 

  1996 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與「世界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物條約(The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WPPT)」的通過，使國際間著作權與鄰接權有了更具體的定

位88。從此，鄰接權不僅保護著作財產權，更擴充到人格權；WPPT 第 5 條便是

對現場聆聽或附著於錄音物的表演賦予表演人著作人格權。對於電影而言，其智

                                                        
85 依照權利的組成結構，著作權可分為「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與「著作財產權（Economic 

Right）」兩大權利性質。 
86

 章忠信，WTO/TRIPS 與著作權之保護規定，著作權筆記：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5&act=read&id=11，瀏覽日期：2008 年 12 月

22 日。 
87 詹婷怡，電影產業智慧財產權管理研究──以製片觀點分析，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2008

年 9 月。頁 108-110。 
88 Víctor Vázquez (2008),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The WCT and 
WPPT, WIPO Intermediate Interregional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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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權的使用與保護又因此而更加多元。 

  是故，電影綜合了複雜的權利關係結構，並非單一法律或單一制度就能完整

描述的。再加上電影為娛樂媒體產業中的一環，是一種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商品，

不同經濟區域、法律制度在智財方面的認知也常有所差異，電影的智慧財產本質

也會因此而有所不同。 

貳、 跨區域整合的智慧財產行銷佈局 

  電影的智慧財產發揮，會因商業環境、經濟區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市場價

值，因此國際間跨區域整合的行銷便成為越來越明顯的現象。尤其現今國際間的

經濟活動越來越緊密，太多經濟活動早就難以劃分經濟區域。娛樂產業就是一種

典型的情況，而電影產業又是娛樂產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觀察好萊塢電影的

全球化製作群與全球化行銷資源89，可以推敲出國際間的整合情形將是越來越密

切、越來越複雜。 

  傳統的行銷方式，從電影前製時期就開始有市場調查或公關操作；但卻到後

製時期才會開始撰寫發行企劃書、行銷企畫書。但以智慧財產行銷的觀點來說，

要如何進行智財的行銷，早在電影發想階段就應該涉入，並套入之後進行的

SWOT 分析。 

 

                                                        
89 Miller、Toby、Nitin Govil、John Mcmurria、Richard Maxwell，馮建三譯，全球好萊塢，巨流出

版社，2003 年。頁 18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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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傳統電影行銷流程 

參考資料：吳佳倫，電影行銷 

 

  但一部電影推出，便等於是同時推出多項商業利基；而這基礎即是由智慧財

產為核心的行銷佈局，由此可知，若此行銷佈局侷限於單一區域的單純交易，則

可能喪失了智慧財產更大的獲利機會。藉由跨區域的整合行銷來衝刺商機，才能

將電影中含有的智慧財產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幾乎是一部在國際間成功表現

的電影無可或缺的手段90。 

  區域市場的有效整合才能促使智慧財產的流動區域擴大，這種趨勢的特色在

華文市場也非常明顯，而且極可能是台灣、香港甚至泰國等鄰近華文區域的新興

電影市場新契機。「港片」過去有著獨特的風格與浮濫的產量，但香港與中國大

陸合拍電影制度逐漸穩定之後，港片風格慢慢多元化，上映數量亦明顯下降。如

今，香港與中國大陸合資電影高品質大片已然成為港製電影的出口主流。從統計

資料來看，片數下降的實質意義在於改變了港片過去「量豐質低」的態勢，並使

華語片在台總票房獲利方面大幅成長。這表示，電影智慧財產佈局的地域疆界已

越來越融合、越來越不明顯。 

                                                        
90 吳佳倫，電影行銷，書林出版，2007 年 5 月。頁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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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華語電影在台上映片數及票房統計 

年度 台灣 香港 大陸 新加坡 美國 總數 總票房 

2006 17 22 8 0 0 47 225,442,800 

2005 24 24 3 0 1 52 161,970,890 

2004 23 24 8 0 1 55 274,437,750 

2003 16 27 11 0 1 55 147,427,244 

2002 16 28 2 1 0 47 108,327,750 

2001 10 42 4 0 0 56 105,765,940 

2000 19 58 11 1 0 89 185,077,335 

參考資料：台灣電影網91
 

 

參、 國家政策條件的支持與侷限 

  通常來講，電影具有強大的文化宣傳效果，因此在一個政治體中的定位，會

受到政府態度影響。在許多國家，政府的政策一向左右了電影人的態度，同時也

直接影響了電影的經濟效果。換句話說，電影能否產業化、商品化，尋求最大的

商業價值發揮，政府政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若國家過度箝制電影創意，視電影

為政治宣傳工具時，電影人的智慧財產也很難在市場展現價值。無形的價值能否

實現，端看電影創意所處的商業環境而定，而政策能否建立並維持這樣的商業環

境，無疑是電影智財的一大特點。 

  許多國家皆對電影產業設有專門的保護、獎勵等措施，為的就是凝聚電影產

業在該國的經濟與文化能力，這種由政府先付出的基礎建設性質投資將對電影產

業初期具有良好的奠基效果。然而，政府若無全面性的政策，亦不設立專責獨立

機構來輔助、經營與審查，僅是短期審查的拍攝成本補助、票房補助，不從人才

培育、市場環境、績效檢視等角度來規劃，恐怕還是很難提升民眾對國片的信心

                                                        
91 王清華，2006 年電影市場總覽，台灣電影網：

tc.gio.gov.tw/public/Attachment/821314473771.doc，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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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而政府遲遲不自產業的基礎結構中抽身，更是不利國片進行產業化的發展。 

  從韓國與台灣過去的例子來看，本土電影業對國家保護政策的依賴程度一直

都很大。尤其是映演天數、影片配額等限制，往往直接影響本土市場的映演，進

而間接影響電影製作的優劣。1997 年金融危機之後，韓國大企業對影壇支援有

限，韓國政府鼓勵創投支持利潤回收期限較短的電影業，設計電影票稅制度，並

設置「韓國電影振興協會」為最高專門機構，以結果論，皆產生韓國影業起死回

生之效。而澳洲電影除了輔導金政策，更對製片業者實施減稅優惠，並鼓勵海外

投資93。法國更以文化考量阻擋外片入侵，積極在外片與本土製作中取得商業與

社會文化保存之間的平衡。而反過來說，美國透過國際貿易力量，強迫他國開啟

電影市場大門、降低保護措施，其目的不言而喻。 

  因而無論是站在文化保存或產業扶持的層面，台灣目前的電影政策亦引導著

台灣電影製作團隊的態度。對於電影產業而言，政策一直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台灣電影的定位，從政令宣導工具、思想教育工具，到文化產品、娛樂商品，

並逐漸在海外影展或市場嶄露頭角，創造明星，這樣的過程即是政策框架下的歷

史痕跡。若國片要發揮其創意，自主地進行智慧財產的行銷，政府在商業環境的

建設方面，必須有更好的規劃。 

肆、 文化消費與文化障礙的兩難 

  電影的智慧財產能否發揮，最核心的還是要看觀眾接不接受。文化消費是電

影的特性，而如今電影製作越來越國際化，文化消費越顯重要，文化意涵產生的

觀感就成了電影智慧財產價值決定時，非常明顯且關鍵的一項特色。 

  以特定的文化為背景進行電影的設計，在現今的電影市場越來越常見。然

而，訴諸文化的商品設計或行銷手法，亦有可能發生衝突，形成文化障礙，造成

電影行銷上的困難。尤其智慧財產中著作權與商標、營業秘密等，與電影內容相

關的無形資產價值主要來自於需求方94，當由消費者組成的需求方對電影中營造

                                                        
92 嘉士強，【海角七號】之後，國家政策應成為台灣電影的推手，國家政策網路智庫：

http://thinktank.nat.gov.tw/Forum/Forum_CP.aspx?icuitem=48527&Issue=Article&Reply=List&RType=
All&CtNode=146&CtUnit=7&BaseDSD=11&mp=1&Vote=VList，瀏覽日期：2009 年 3 月 11 日。 
93

 Screen Australia, Australia Film Industry Overview, Australia Film Commission (online)：

http://www.afc.gov.au/policyandresearch/policy/film_industry.aspx，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6 日。 
94

 Daniel J. Slottje (2006), Economic Damag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John Wiley & Sons (W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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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不認同，則難以將內含的智慧財產應用到市場。 

  由法國與台灣的例子可知，文化消費雖奠基於社會認同，卻也意味著文化阻

礙所可能引起的商業限制。因此在文化議題的操作上，如何避免被貼上誤解或侵

略的標籤，穩紮穩打吸引市場支持，將是電影製作團隊非常重要的能耐。台灣的

「導演作者」們的獨特風格若太過疏離社會大眾，無法被認同，那麼即便政策支

持也難以形成大眾性的文化消費標的。2008 年《貧民百萬富翁》即是一例；該

片以印度孟買為背景，從整個印度文化的「局部擷取」進行商業包裝，不僅捧紅

了多位貧民窟出身的演員，更使得外界對印度文化的關注。雖然該片受到各界批

評，認為其過度消費與曲解印度貧民問題，卻仍在全球作收三億六千萬美元的票

房95。 

                                                                                                                                                               
250. 
95 山水電影公司，《貧民百萬富翁》奧斯卡金像獎入圍 10 項，開眼電影網：

http://app.atmovies.com.tw/news/news.cfm?action=view&newsid=14366，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