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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電影產業的智慧財產與價值 

第一節 台灣電影產業的產業特性 

壹、 電影產業的產業鏈與價值鏈 

  電影產業歷史悠久，至今逐漸演化出許多不同的營銷制度，難以一產業架構

模型全面而完整地說明。但就電影產業的基礎產業關係而言，卻是不分地域、時

代的。最基礎的電影產業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 6、電影產業結構關係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台灣的電影產業亦不脫此結構，在創意端、人才端也有足夠的能量，唯在內

需市場與國際接軌上的表現令人遺憾，而在創意與智慧財產的商品化方面，更是

讓人覺得可惜。傳統的電影製作，從一開始導入明星制度或類型電影的製作、發

行、放映，到後端推出通路，包括電影院、光碟、網路或電視頻道，乃至周邊商

品發展，皆有著穩固的結構；但其實在產業間流動的，誠然還是創意的價值。國

際電影市場的傳統價值鏈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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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傳統電影市場的價值鏈展開 

參考資料：資策會，膠卷不見了──數位電影發展與挑戰 

 

  換言之，若從智慧財產的角度來看價值關聯性，則可發現電影商品化過程中

有許多價值生成階段，諸如主要的開發、製作、發行與映演，以及支援性的增加

附加價值活動，包含法律與財務範疇、行銷業務，與後端商品開發都是非常重要

的。 

 

圖 8、由智財角度所解析之電影產業價值結構 

參考資料：詹婷怡，電影產業智慧財產權管理研究：從製片觀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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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詹婷怡從智慧財產的角度解析電影產業的價值鏈，如上頁圖 8 所示，必

須仰賴「主要電影製作活動」與「其他創價活動」的相互配合才能提升價值。但

台灣的製作團隊多半著眼於主要活動，甚至只侷限於開發與製作部分，對於擴大

智財價值的其他部分並未掌握。 

  台灣電影市場到 2000 年前的的運作模式，幾乎都是在「發行」與「映演」

兩個階段進行權利爭奪，電影製作團隊也幾乎受制於發行與映演商的態度；直到

2005 年之後，線上影音收費機制與數位版權管理(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DRM)

的技術日益蓬勃，才開始有線上授權的小規模嘗試。如今，全球線上影音產業逐

漸成熟，雖然增長率逐年下降，但總規模已然茁壯，這對台灣電影圈而言，應該

視為產業鏈中的一項新機會；畢竟台灣的映演模式非常依據票房的表現，基本上

對目前的國片團隊是不利的。 

 

 

圖 9、全球線上影視規模預測 

參考資料：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 

 

  在戲院經營方面，台灣沒有韓國強制播映天數的限制，因此除了片商與戲院

特別約定上映時間的狀況之外，一部電影初步上映的時間通常只有一至兩周，若

票房穩定獲利才有機會繼續放映。電影放映首周的票房獲利，則約有 65%到 70%

屬於片商，30%到 35%屬於戲院業者（非二手電影院）；但對於好萊塢商業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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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片商通常在首兩周會要求到近九成的票房收益，然後才逐步調整獲利至戲

院經營業者。而後，為吸引電影院持續放映，每周微調 5%之獲利額度屬於電影

院，直到電影下片。在此制度之下，未有詳盡智財布局規劃，卻又重視實體通路

收入與主要電影產製活動的台灣製片團隊，顯然難有生存機會。可想而知，國際

商業大片的強烈攻勢之下，國片在映演制度上的市場地位遠不如國際發行片商或

國際電影代理公司96。 

  自從 1990 之後，台灣電影市場的映演狀況便呈現極高的票房集中度；2001

年間，好萊塢電影在台灣電影市場的市佔率為 95%，堪稱近代最高峰的時期。時

至 2007 年與 2008 年，國片在台灣金融景氣反轉、社會局勢不明之際，開始對本

土情懷產生認同，映演比率大幅提升；只是外片比率雖然相對降低，卻仍有 80%

的市佔率。而到了 2009 年初，外片又恢復到 95%以上的比率97。從集中度越來

越高的情形看來，台灣民眾偏好逐漸同質化，這意味著行銷、宣傳等媒體曝光的

力量具有顯著影響，當消費者的主觀價值被傳媒養成，則轉移成本便相對提高，

要接受國片的機會就越來越低98，無怪乎國片團隊本身行銷傳播能力不足經常被

專業人士認為是國片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99。 

貳、 電影創意的商品化結構 

  國際商業大片在廣大市場的支持下，票房獲利可觀。然而，消費者真正的創

造的並非單純電影劇情的認同而已，反而是經過電影放送後，引發消費潮流的後

續商機。台灣在關注內需市場的同時，更該探尋電影創意商品化的機會。 

  單從電影的「傳播媒體」功能來看，最常見的商品化方式便是「置入式廣告

(Product Placement)」。根據行銷學的定義，置入式廣告的「產品置入」又稱「品

                                                        
96

 盧非易，台灣電影觀眾觀影模式與映演市場研究：1980-1999，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2000 年 7 月。台灣電影資料庫：

http://cinema.nccu.edu.tw/cinemaV2/lwisdominfo.htm?MID=24，瀏覽日期：2009 年 3 月 11 日。 
97

 臺北市首輪院線映演國產影片、港陸影片暨其他外片之票房歷史統計(1999-2009/04)，台灣電

影網：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131&ctNode=265&mp=1，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0 日。 
98

 黃詩凱，九零年代台灣電影映演市場分析：產業集中度的觀點，中正大學傳播與管理研究，

第二卷，第二期，2003 年 1 月。頁 169-171。 
99 陳德愉，外片「騙」觀眾有一套 國片行銷手法沒幾招，診斷病危的國片系列二：國片為什

麼賣不好？，新新聞，第 508 期：http://www.new7.com.tw/journal/weekly/old/508/article091.html，

瀏覽日期：2009 年 4 月 22 日。 

http://cinema.nccu.edu.tw/cinemaV2/lwisdominfo.htm?MID=24�A�s�����
http://www.new7.com.tw/journal/weekly/old/508/article091.html�A�s�����
http://www.new7.com.tw/journal/weekly/old/508/article091.htm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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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置入」(Brand Placement)，是指以付費方式將品牌、產品、商標等以聲音、視

覺等方式置於「大眾媒體內容」之中100。1951 年，美國電影《非洲皇后號》置

入杜松子酒，大受影迷喜愛，成為劇本、導演之創意與商品結合的濫觴。後來

《E.T.》在電影中設計主角 ET 愛吃 Reese’s Piece 糖果，使得 1982 年該產品銷量

大增 65%，皆為置入行銷的成功案例101。如今，這是國際性的電影經常採用的行

銷手法之一，更常為企業投資電影時，團隊用來作價或交易的一個項目102。此外，

品牌置入持續發展，另一項重要的電影商品化動作即為「品牌聯合促銷

(Co-branding，或稱 Tie-in)」。透過這種方式，電影經常成為兩至三家企業的品牌

橋梁，使各家產品在電影中曝光，並由劇情設計令觀眾印象深刻的橋段以強化品

牌效果。比起單一產品的置入，許多業者更在意電影中品牌聯銷的效果，儼然將

電影看成一部大製作的廣告片。 

  電影的本質為智慧財產的組合，因而回到智慧財產的角度來看，電影中的音

樂、圖像、文字、建築設計、角色內涵，幾乎都是電影製作團隊往後可以作價募

資的項目，甚至可將整部電影或部分橋段設計出影集空間，以品牌的概念授權給

其他影視業者，促使電視版等不同版本的合作。除了以著作權的形式，亦可以著

名台詞、畫面的商標型態、產品標章型態等方式產生價值。對於好萊塢電影而言，

周邊產品的收益遠遠大於票房，這也意味著真正發揮電影智慧財產的方式，該是

周邊商品、活動等延伸權利的應用，而非票房數字。 

  除上述內容之外，服裝設計、道具開發等等的獨特的創意內容，在市場已經

熟悉、接受之後，亦可透過「新式樣專利」、「著作權」與「商標」保護，甚至視

為團隊的營業秘密，以契約關係與企業或其他相關產品開發商、電影製作公司合

作，進行新型態的利用。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影音著作盜版問題之因應策略

及措施研究》103指出，2004 年至 2006 年的傳統盜版率已大幅下降，但線上影音

                                                        
100 Karrh (1998), Brand placement: A review, Journal of Current Issues and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20. 
31-49. 
101 徐振興，商品訊息呈現於電視戲劇節目及其行銷傳播效果之研究，IAICS：

http://www.uri.edu/iaics/content/2006v15n4/03%20Chen-Hsing%20Hsu.pdf，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6 日。 
102 William Jakoby、Jimmy Huuva, Product Placement in Movies, Luleå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ttp://epubl.luth.se/1404-5508/2005/110/LTU-SHU-EX-05110-SE.pdf，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6 日。 
103 孫遠釗，影音著作盜版問題之因應策略及措施研究（第三年）──期末修正報告，中華民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6 年 12 月。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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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的情況則日益增加。這表示消費者越來越習慣網路介面的收看模式，電影創

意的商品化結構欲從盜版侵權中奪回產值，就應該有更多元的智財管理模式與智

財行銷規劃。 

參、 大眾文化的主流效應 

  「大眾文化(Mass Culture)」與「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定義紛雜，總是

被混為一談，並且會隨著社會演變等過程而有所不同。社會學界對於大眾文化的

意涵、研究、檢討多有論述，可為引證。早期，李維斯(F. R. Leavis)等人將大眾

文化定義為一種「機械式」的複製，缺乏真實感、自然性；視其為藝術的相對，

強調大眾文化與藝術在於許多價值上都恰好相反。李維斯認為大眾文化的藝術創

作，即是一種以商業化等手法，汙染藝術價值的過程104，這與部分電影導演所堅

持的較為狹隘的作者論概念接近。直到後來，班雅明(W. Benjamin)用更宏觀的角

度解釋「大眾」，才使大眾文化脫離較為負面的論述，慢慢成為社會意識流通的

形式之一105。後來也有學者，如費斯克(J. Fiske)等，更將大眾文化視為階級鬥爭

的一環。關於大眾文化的論述，並無統一定論，端視領域、時期等脈絡的差異而

定。 

  而在流行文化方面，最大特徵則是在商品訴求方面強調社會的接受，並透過

「認同」106的產生促進文化、符號、情緒多方面結合的消費行為；電影既然為文

化商品，其內涵與各種創意便可作為文化的載體(Carrier)
107，跨時代、跨區域地

傳承、感染，形成認同而獲利。然而，流行文化本身並不直接意味著商業消費，

只能說商業消費加速了流行文化的發展108；對於電影來說，這樣的過程是非常關

鍵的。理論上來說，媒介意象的社會流通基於大量複製特定意識與文化，隨後便

                                                        
104

 D. Macdonald (1953), A Theory of Mass Culture, Diogenes, 1(3), 17. 
105

 Walter Benjamin，Andy Blunden 譯，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philosophy/works/ge/benjamin.htm，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106 柯裕棻，流行文化中認同政治的產製：以凱蒂貓的消費為例，台灣的廣告發展，學富文化出

版，2001 年。頁 239-272。 
107

 楊爽，寂靜的探尋―論侯孝賢電影對臺灣文化身份的呈現，棗莊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6

期，2006 年 12 月。頁 28-32。 
108 Coser (1977), Simmel's Ambivalent View of Modern Culture，收錄於 Cardiff University 網站：

http://www.cardiff.ac.uk/socsi/undergraduate/introsoc/simmelw6.html，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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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創造出消費社群，使得文化性的商業模式大大成功，甚至強化了消費主義的氛

圍，這是文化產業非常重要的特質109。 

  從電影的角度來看，當消費者的消費(Consumption)意義並不在於「使用價

值」，而是在於「行為附加價值」時，流行文化的營造便顯得相當重要。如今，

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消費模式逐漸從「以生產為中心」的思維，走向「以商品消費

為中心」的思維，即意味著文化傳播方式與經濟價值發揮將越來越密切，換言之，

大量的智慧財產透過電影推廣到各個領域去發揮價值是相當適合的。 

  以文化做為商品可說是現代大眾文化的特徵之一，而這種文化商品能滿足慾

望、夢想等抽象的情緒需求。電影無論在劇情安排或是明星塑造方面，恰能提供

這些消費條件，引發消費者投入。簡言之，一部電影若能成功行銷到市場，形成

大眾文化的強力潮流之後，各方面衍生的創意都有可能成為消費者趨之若鶩的消

費目標！ 

 

第二節 台灣電影產業之商業環境議題 

壹、 台灣現有電影融資模式 

  電影製作的每個環節，都需要審慎的資金規劃。台灣過去苦無財源，於是轉

向小額製作的電影，如今在企業投資、輔導金等措施的支持下，逐漸有機會製作

大成本的國片。以下說明幾種台灣當前常見的融資模式： 

一、 電影製片公司或發行商出資 

  電影製作公司或發行公司掌握市場終端資訊，對於電影拍攝的投資理所當

然。台灣有許多電影製作團隊往往會先提出好的劇本、好的劇組，請求電影製作

公司投資拍攝。中央電影事業股份公司、中藝電影公司、澤東電影製作公司與三

和娛樂國際有限公司皆為採此模式與製作團隊合作。 

二、 電視公司投資 

  影視產業的緊密程度高，相互之間的合作情形相當常見。好的劇本經常可以

                                                        
109 James Lull，陳芸芸譯，全球化下的傳播與文化，韋伯文化出版，2004 年 1 月。頁 1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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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電視之間翻拍而廣受歡迎。雙方可藉由電視版權轉拍授權或電影版權預

賣給電視公司的方式，共創利潤卻又不相互排擠市場。台灣雖然不像美國影視產

業的腹地廣大、內需市場充足，能夠培養出 HBO(Home Box Office)頻道這樣同

時跨足電影與電視界的業者，但還是有台灣公共電視、三立電視公司等電視公

司，默默支持台灣本土的電影製作團隊，以出資或開設頻道空間的方式幫助國片

推廣。 

三、 院線片商投資 

  台灣院線片商的獲利集中在少數經營者110，對這些經營者而言，實體通路的

掌握度非常高，應該具有足夠的利潤能夠投資在電影製作方面，然礙於台灣自製

國片的獲利條件並不好，過去僅偶有支援性質的非資金投入；例如提供放映天

數、放映廳數等方式。近幾年，隨著藝文產業受政府日益重視，國片的商業化開

始出現緩和復甦的情況，院線經營者也逐漸有意朝創意產出端垂直整合。 

四、 其他融資方式 

  由於電影具有媒體功能，因此無論是配合企業的廣告行銷、品牌聯銷，或者

智財商品化的後端輸出，都可以成為融資的方式。然而國片製作團隊較少考慮到

這樣的手法，直到近幾年才開始習慣這類型融資模式的操作。電影《星月無盡》

便是在金門縣政府的幫助下，獲得許多非金錢性的資源。 

  另外，還有來自銀行貸款、有限合夥出資與政府出資的模式。目前，國際間

不乏銀行以「電影相關權利」作為貸款的擔保，包括獨立製作公司常用的「發行、

映演之權利」融資方式，以及「預售(Pre-sale/Pre-buy)之權利」、「智慧財產權」

或「負片提取(Negative Pickup Deal)」之融資模式111。台灣雖逐漸凝聚銀行提供

信保基金的共識，也推行了幾年相關措施，但成效有限。 

  「有限合夥出資」則是專為某部電影的整個商業化過程，以專案公司的方式

來合作，是一種有限存續時間的「任務型事業」，此模式在好萊塢行之有年，並

透過各式各樣的契約關係，量身打造每一部片所能切割的利潤及權利，是美國非

                                                        
110 請參閱【附錄三】。 
111 L. Levison (2007)，Film Makers and Financing—Business Plans for Independents，Elsevier Inc.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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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普遍的機制112，中國大陸影壇近年也逐漸流行。此模式除了大企業的入股、出

資，更有完工履約保證與電影公司證券化的機制存在，商業操作手法非常靈活，

大幅降低電影拍攝的門檻，適合具有靈活資金市場的台灣，但法律上，台灣目前

並無「有限合夥」的合作型態，企業主仍多以現金出資或授權投資，且一般出資

合夥卻需負擔連帶無限清償責任，恐使投資人望之卻步。 

  「政府出資」則是由輔導金措施對電影前製時為主，單純以金錢補助的方式，

並分為幾個階段目標(Milestone)作為提領條件。電影完成至上映，政府並不干

預，唯票房表現超過一定門檻時，才再依照票房收入按比例增加獎金。電影《海

角七號》的走紅後，新聞局頒發票房獎金 9,200 萬台幣的電影補助款即為一例113。

當前，台灣電影產業中的國片團隊，幾乎都仰賴著輔導金生存。類似的措施在香

港也行之有年；1997 之後，香港回歸中國，隨即也進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

並於 1999 年設立一億港幣的「電影發展基金」，此時期，香港的電影資金來源多

採好萊塢或加拿大電影合約制，以「股本融資」方式取得，鮮少以銀行借貸的方

式。2003 年，香港政府更設立「電影貸款保證基金」，協同民間律師事務所積極

辦理，建立出一套融資流程114。 

  總體而言，電影製作團隊的作品或整體團隊的價值，要透過智慧財產權融資

或進行其他交易，許多時候還是得仰賴公認的價值評估系統才行。但台灣目前的

智慧財產價值評鑑制度仍有很遙遠的路要走，以數位影音公司為例，雖然已能從

平衡計分卡的理論模型，套入「財務構面」、「顧客構面」、「內部流程構面」與「學

習與成長構面」之細節項目評估其價值因子115，但其量化的可信度尚不夠充分。

目前市場上，電影本身或製作團隊的整體品質評估，仍只能以「專案」的方式，

比較該團隊之前的作品獲利成績來推倒可能產生的市值。 

  參考日本的電影政策，其融資概念大抵與美國接近，政府干預的措施較少，

                                                        
112

 吳承庭，電影產業融資機制及其契約架構之探索性研究--以好萊塢模式為例，台灣大學國際

企業研究所，2005 年。頁 71-85。 
113 楊景婷，《海角七號》算總帳 魏德聖爽吞 2.4 億，蘋果日報，娛樂新聞版，2008 年 12 月 13

日。 
114 方和、吳正和律師行，電影融資及製作法律檔指南，香港影視及娛樂管理處電影服務統籌科：

http://www.fso-tela.gov.hk/chi/doc/legal.pdf，瀏覽日期：2009 年 1 月 21 日。 
115 蘇瓜藤，數位內容鑑價參考構面與評估參考報告──結案報告（下冊），數位內容資產鑑價參

考構面與評估推廣計畫，中華無形資產鑑價研究發展協會，2004 年 11 月。頁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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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智財權的證券化，使商業性的日本電影逐步成長116。尤其「智慧財產權投

資協議會」(Frame-Changers’ Counci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成立，對於日本電

影的募資有著莫大幫助，甚至有「網路募資」的機制，這些都是台灣目前所缺乏

的措施。台灣智財鑑價的方法及標準尚在研擬的階段，如日本這樣將電影智慧財

產的市場價值評估放諸商界，或交由投資市場自由運作的機制，其可行性非常值

得電影業界人士的研究。 

貳、 台灣電影行銷模式 

  相較於好萊塢商業電影，台灣電影行銷模式單純許多。當今最基本的措施便

是與各大電影節、學校、企業活動合作，嘗試市場口味。以電影《海角七號》為

例，發行商博偉公司一開始便是採取大量試映的策略，希望在短期內密集映演，

形成口碑。從結果看來，此手法相當成功。 

  台灣電影的行銷模式比不上國際大片來得變化多端，這與國片製作團隊的態

度有關；多數導演克服了製作階段的障礙，往往很少再進一步地進行商業策畫，

僅藉由傳統媒體的不斷曝光來期待映演後的票房收入。更進一步來說，國片在台

灣電影市場的行銷方式，過去幾年來幾乎如出一轍，先是遠赴影展，企圖藉由電

影的藝術性來宣傳，吸引小眾愛好者凝聚。電影上映後，再以導演、演員之話題

為賣點，經由公開媒體曝光推廣。簡言之，幾乎是依賴著公開媒體，純以電影為

主題的「話題行銷」而已。一直到近年，才有越來越多團隊經由電影節、校園公

映版授權的方式試映；「口碑行銷117」、「社群行銷」與「名人代言」的操作才逐

漸明顯。另一方面，近幾年亦觀察到，電影行銷越來越常見的措施是與電信業者

的合作。電影製作團隊或行銷單位透過與電信業者的相互授權，提高電影在民眾

日常生活中的能見度，擴大口碑效果。 

  綜觀而言，電影的創意組成可產出繁複的智慧財產，理應掌握相當大的商業

操作空間，能夠進行非常多元的智財行銷方案，但是這些情況在台灣產製的國片

上卻少見蹤影。台灣媒體的基礎建設完備、民眾消費能力亦不差，這樣的商業環

境應該具有足夠的智財行銷空間。由此可知，台灣電影製作團隊內部勢必有著市

                                                        
116 2003 年，日本頒佈「特許権證券化」條例，使電影相關智慧財產可以上市公開交易。 
117 Word of mouth，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d_of_mouth，瀏覽日期：2009 年

6 月 20 日。 

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d_of_mout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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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人才、智財人才不足的隱憂。 

參、 國際電影市場接軌 

  與國際市場的接軌除了仰賴電影本身的創意以外，更需要政府對整體環境的

營造，以及電影人本身的能耐與積極關注。過去，輔導金政策與外片開放政策，

鼓舞了文化交融，也使許多台灣新銳導演登上了國際舞台，奪得眾多獎項。但在

文化發展已有成效時，建立市場機制以鼓勵國片加強產業競爭力的措施卻遠遠不

足。流行文化產業向來可藉由空間著床(Embeddedness)凝聚台灣本土文化氛圍，

發揮經濟力量118，在台灣與鄰近區域成功創造潮流與迷群，將文化傳播出去，吸

引其他地區的消費者，唯台灣目前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導國片在電影產業中的地位

轉型到更適當的位置，因而久久無法使電影中所營造的台灣文化成為商品化的核

心。 

  在中國大陸起步之後，鄰近的逐步奮起119，台灣電影研究人員應該花費更多

心思探討泰國興起的情況。這類新興的電影市場，將可能使東南亞娛樂產業的區

域價值解構，重新分配。因而在這過程中，台灣不可不密切注意，審慎追蹤相關

資料，探尋全球產業之中的新定位。 

  無論是韓國劇情長片、日本與泰國的恐怖片、中港合拍式華語電影，乃至印

度寶萊塢(Bollywood)紛紛走出國境，從海外回收利潤。於此之際，台灣的國片

在國際上的表現卻僅侷限於影展中存在，可說是相當可惜。當台灣文化能夠透過

商業方式與國際接軌，獲得海外市場的熱烈好評，台灣電影人得心應手的各種台

式議題，才更有機會推入廣大的國際市場，結合多元創意，碰撞出更多極具價值

的智慧財產。 

 

第三節 台灣電影產業之法律制度議題 

壹、 台灣電影產業之相關政策變遷 

                                                        
118

 張容瑛、周志龍，音樂產業全球化、流動著床與生產模式的重塑──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為例，

台灣土地研究，第九卷，第一期，2006 年 5 月。頁 33-61。 
119 1920 年至 1980 年代之間，泰國電影年產量不到 10 部，整體工業並不發達，然而幾乎沉寂一

甲子之後，引入新拍攝技術與人才，並建立了新的電影制度，迅速在亞太地區的商業電影中，竄

出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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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台灣電影的相關條規，多用於審查與分級，此乃時代的政治氛圍所致。

1910 年代，一些條規包括「劇場及寄席取締規則」、「關於取締戲劇及活動寫真

之案件」等其目的不僅在針對電影內容的取締、糾舉，甚至禁止電影播映120。1920

年代，相關查禁或檢閱的制度越來越嚴格，其規定也越來越詳細。1932 年，「中

央電影檢查會」以中央行政機關的角度，主導台灣的電影檢查，反映了當時電影

的政治媒體工具地位。內政部於 1950 年設立「電影事業輔導會議」開始對電影

產業作輔導，但同年頒布「電影檢查法」，嚴格規範電影中傳達的思想正確性，

使得後來電影製作部分的自由度受限，往後發展不如發行與映演行業。一這段期

間，政府並無鼓勵電影自由發展的態度，雖然 1954 年，政府實施「外片配額限

制」，以扶植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仍看得出台灣政府是以官方主導、地方經營

的方式在培養電影的映演，並介入劇情的設計。 

  1973 年，電檢職權正式歸入新聞局掌管。十年後，電影事業被明定為「文

化事業」，電影的政治色彩慢慢褪去，大幅提升其文化地位，並在台灣政府大力

推動文化建設時期，獲得重視。1984 年，政府提出日片進口專案，強迫捐款扶

植國片。1989 年，輔導金政策通過，首設 1,500 萬台幣的輔導基金於 1990 年開

始投入電影市場；當年度產出 103 部國片。此時許多獨立製作團隊如逢甘霖，在

輔導金的滋養下蓬勃生長。也在此時，台灣電影逐步推向國際藝術市場。不過此

時期由於兩岸之間關係緊張，對共產黨資金、中國大陸演員等限制頗多；電影創

意自主或智慧財產佈局根本無法存在，政府態度非常保守，完全不以商業化為主

要思維121。 

  2001 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政府取消了「外片徵收國片輔導金」與

「國片映演比例限制」，對國片發展產生莫大影響。2005 年，輔導金改革，政府

將審查標準增加「面談制」與「企畫案提交」，且原則上以「提升藝術水準、啟

發新觀念、新手法」與「對產業有具體助益」作為兩個放款標準122。2009 年，

                                                        
120

 卓於綉，日治時期電影的文化建置：1927-1937，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2008 年。頁

19-20。 
121 以李安的電影《推手》為例，演員「王伯昭」以及替演員金素梅（後改名為高金素梅）配音

的「瞿小松」兩人因為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身分，就差點使得《推手》喪失輔導金而拍不成；若

然，今天可能就沒有李安導演在國際間發光發熱，可見政策態度當時的保守程度。藍祖蔚，推手，

拍片秘記，藍藍的 Movie Blog：http://blog.yam.com/tonyblue/article/1442661，瀏覽日期：2009

年 1 月 24 日。 
122 林文淇，2002-2006：台灣電影產業的困境與發展，傳媒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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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藝文結合觀光的思維受政府青睞，大力支持觀光產業與電影的整合，高雄市更

成立了「高雄市拍片支援中心123」，方便電影工作者使用高雄地方特色入戲；累

積大量支持群才由偶像劇改拍成電影的「痞子英雄」即深受其惠。新聞局亦於同

年，對電影播映前所置入的政令宣導或呼籲式官方短片做大幅調整，甚至取消124。 

  總體來說，影響台灣電影市場發展最關鍵的兩項政策還是「輔導金」政策與

「開放外片進口」政策。但就輔導金的成果檢討，台灣本土產製的國片在市場上

並無顯著回溫的狀況，僅讓電影製作團隊的成本壓力降低，促使更多國片投入國

際影展或影視比賽。而為了因應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開放的外片進口措施，

雖然增進了台灣電影市場的多元性與社會文化的融合，卻也讓國片在市場中的地

位更加雪上加霜、岌岌可危。 

  根據《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提出的「電影產業振興計畫」，看

得出政府對於台灣電影產業的態度與用心；甚至將電影產業視為推動國家「文化

創意產業的火車頭」，並著重於「人才教育」、「優良題材」與「靈活資金」的商

業環境營造。不過，從內容看來，政策的導向仍以票房為比較標準，未提及智財

結合劇情、演員等電影內容的商品化設計或行銷工作評估125。 

貳、 台灣電影產業智慧財產管理 

一、 台灣電影與台灣著作權環境 

  「電影」根據台灣著作權法第 5 條規定，為一視聽著作126；而視聽著作則包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80115_76_121717.html，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4 日。 
123 楊霈嘉，高雄市拍片支援中心啟用，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NATIONAL/BREAKINGNEWS1/4936620.shtml。瀏覽日期：2009 年 6 月 5 日。

另請參閱高雄拍片網：http://www.filmkh.com.tw/index.jsp。 
124 王家俊、王姵雯，電影院政令廣告可望免了，蘋果日報，政治新聞版，2009 年 6 月 2 日。 
125 張心穎，推動文創產業的火車頭──電影產業，Smile Newsletter 雜誌，21 期，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2008 年 9 月。頁 2-6。 
126 著作權法第 5 條： 

 本法所稱著作，例示如下︰ 

 一、語文著作。 

 二、音樂著作。 

 三、戲劇、舞蹈著作。 

 四、美術著作。 

 五、攝影著作。 

 六、圖形著作。 

 七、視聽著作。 

 八、錄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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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電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設備表現系列影像，

不論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創作127」。而對於電影著作人，則

以著作權法第 10 條128規定之著作人定義之。著作人的推定，以著作權法第 13

條為推定基礎，並以第 8 條129、第 11 條130與第 12 條131之規定，規定受雇人、出

資人之間的權利歸屬。而在電影製作的實務上，通常製片公司所投資的電影，會

以契約約定製片公司為著作人，享有人格權及財產權。或約定為共同著作人，但

享有財產權。而製作團隊雖屬受雇人或受聘人，則約定其財產權屬於出資的製作

公司。台灣著作權法規定之視聽著作人，原則上擁有電影的重製、公開播送、公

開放映、公開傳輸、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之權利。同時也具有以所

有權移轉之方式散佈該視聽著作的專屬權利，以及專有出租該電影的權利。由此

看來，國片製作團隊所產出的著作權幾乎是受到投資方掌控。若製作團隊欲單純

依靠實體通路獲利，則在投資方較易掌握通路，具有較大談判籌碼的情況下，對

於後端智慧財產的價值回收就有很大的限制。 

  在侵權保護方面，1992 年美國以「特別 301 條款(Special 301)
 132」貿易制裁

                                                                                                                                                               
 九、建築著作。 

 一○、電腦程式著作。 

 前項各款著作例示內容，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127 內政部台（81）內著字第 8184002 號公告。 
128

 著作權法第 10 條：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129 著作權法第 8 條：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 
130 著作權法第 11 條：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

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

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 

 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 
131

 著作權法第 12 條：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

人者，從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 

 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132

 特別 301 名單來自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所公佈之智慧財產權觀察報告，主要監查項目為盜版

光碟、盜版軟體的流量，法源來自「美國貿易法」第 182 節，第 301 條之規定，將國際間重要

經濟體分列於「觀察名單」、「優先觀察名單」與「306 條款監管名單」。台灣已於 2009 年 1 月

17 日除名。2009 Special 301 Report：

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Library/Reports_Publications/2009/2009_Special_301_Report/
asset_upload_file500_15612.pdf，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1 日。 

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Library/Reports_Publications/2009/2009_Special_301_Report/asset_upload_file500_15612.pdf�A�s�����
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Library/Reports_Publications/2009/2009_Special_301_Report/asset_upload_file500_15612.pd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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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大壓力，迫使台灣修訂著作權法，將「社會公益」與「著作人權益」的平衡

重新調整，嚴格保護著作權人，形成「以刑逼民」的著作權使用環境133。目前台

灣侵權問題乃因授權制度不明朗以及取締侵權的執法層面有困難，此絕非藉由嚴

苛的法律所能改善。換言之，台灣著作權環境的提升，除了法律保護方面，也應

鼓勵運用，為促進社會公益與產業發展著想。 

  2009 年 4 月 21 日，台灣通過「網路服務業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免責條款134」，引入美國的「避風港條款」，透過「通知／取下(Notice & take-down)」

的模式，要求業者積極防範網路侵權以免除自己的侵權責任，預期將對影響電影

產業發展的網路侵權現象，產生更靈活的遏止方式，亦使影片流通於網路的方式

能夠更合法。 

二、 台灣電影與數位版權管理(DRM)技術 

  數位版權管理技術(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之定義在產業界中並未

有明確統一的論述。根據 TechTerm.com 較為廣義解釋，泛指權利人用以管控具

著作權保護之數位化資料存取(Access)的相關技術。而根據國際資訊中心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之定義，DRM 是一種結合軟硬體的存取機

制，可將數位內容設定存取權限，儲存於特定載體（媒體），並在其生命週期135內，

無論使用狀況為何，皆可被追蹤與管理該數位內容之使用狀態。由於台灣沒有「版

權」一詞的特別定義，故就其管理的內容而言，DRM 或該稱為「數位權利管理

技術」比較貼切136。DRM 主要的管理手段是透過「指定電腦或撥放器限制」、「播

放期間限制」、「播放次數限制」、「內容傳輸到播放器次數限制」、「燒錄到光碟次

數限制」以及以上各種限制的合併使用137。 

  隨著數位線上影音產業的發達，數位版權管理等議題也逐漸發燒。目前提供

                                                        
133 馮震宇，著作權過於嚴峻恐造成司法正義扭曲，中國時報，民意論壇，2001 年 4 月 20 日。 
134 章忠信，著作權法新增訂 ISP 避風港條款遏止網路侵權，著作權筆記：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4&act=read&id=209，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6 日。 
135 DRM 中所指稱之數位內容生命週期，乃結束於「檔案被刪除」或「任何方法都無法開啟之狀

態」。 
136 郭祝熒，數位權利管理（DRM）系統可行性研究：從技術、法律和管理三面向剖析，政治大

學智慧財產研究所，2007 年 12 月。頁 11。 
137 許桂芬、謝佩芬，What’s Next：新興數位家庭應用前景探索，資訊工業策進會，2006 年 11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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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電影的廠商包括 Movielink、CinemaNow、Starz 等，並分別採用 Windows 

Media DRM 或 Helix DRM 兩種標準138。一般認為，若要有良好的網路影音環境，

數位版權管理技術的發展將是一大關鍵。不過，從趨勢上看來，DRM 並不盡然

符合商業的需求。2007 年，音樂市場巨擘「科藝百代公司(EMI)」與蘋果電腦(Apple 

Inc.)宣布放棄 DRM 機制，改推「不設防音樂」，不久後，美國最大網路書店亞

馬遜(Amazon.com)也與許多獨立音樂人共推 DRM-free 的音樂與大眾分享。同年

4 月，微軟(MicroSoft)也宣布跟進139；可見提高產品與消費者的接觸成本，乍看

亦提高了盜版侵權的門檻，卻顯然不是長久之計。 

  由此可知，在音樂產業的部分，DRM 將漸漸不被重視。而在 DVD 的部分，

影音編碼仍藉由六區編碼與兩區特別碼，管控 DVD 在不同區域間的流通。但在

影音串流、下載等服務日益壯大之際，DVD 業者也逐漸採行「虛實互補」的方

式來吸引消費者。目前影音產業仍以 DRM 為合作基礎；派拉蒙、迪士尼等電影

公司與線上業者合作之條件，仍在於 DRM 技術與付費機制的合理性。但可以想

見整體電影產業趨勢，在載體轉型的衝擊之下，遲早被虛擬通路取代，除了 DRM

之外，肯定還有許多新興商業模式會隨網路而生。 

表 11、DVD 區碼全球分布 

第一區 美國、加拿大、東太平洋島國 

第二區 日本、西歐、北歐、南非、中東、埃及 

第三區 台灣、香港、南韓、泰國，東南亞島鏈國家 

第四區 澳洲、紐西蘭、中南美洲、南太平洋島國 

第五區 俄羅斯、印度、北非、北韓、蒙古、東歐、中亞、西北亞 

第六區 中國大陸 

第七區 保留碼（可於第一至第六區域播放） 

第八區 特別碼（專於飛機、傳鑑等運輸空間播放） 

                                                        
138 郭祝熒，數位權利管理(DRM)系統可行性研究：從技術、法律和管理三面向剖析，政治大學

智慧財產研究所，2007 年 12 月。頁 29。 
139 劉煥彥，微軟加入音樂不設防行列，聯合新聞網：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ART_ID=90722，瀏覽日期：2009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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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DVDCity
140、本研究整理 

 

 

圖 10、DVD 區碼全球分布圖示 

參考資料：DVDCity 

 

  表面上，DRM 技術是嶄新的權利管理系統，但實質上卻是產業利潤重整階

段的過渡性產品；可見無論在台灣或全世界，DRM 的可行性並非真的值得產業

期待。在 DRM 背後，產業的參與者真正的議題應該是影音產業、音樂產業與圖

書產業面對載體轉換時，該如何重新達成利益平衡141；以電影產業來說，要注重

的即是虛擬通路取代實體通路後，該如何於此環境找到新機會。換言之，DRM

顯然無法完全遏止非法網路串流、下載所流失的智慧財產價值。如此，與其等待

更嚴格的 DRM 機制來建立收費觀看的平台，倒不如擬訂更適當的商業策略，從

其他方面回收智慧財產的價值。 

三、 台灣電影之創意產出與管理 

  台灣擁有非常自由的知識學習途徑與非常便捷的媒體環境，多元的腦力激盪

將產生非常多的創意。在一部成功的電影製作過程之中，幾乎每一個環節都必須

                                                        
140 DVD Region Coding Map, DVDCity: http://dvdcity.com/dvdplayerfaq/regionmap.html，瀏覽日期：

2009 年 5 月 27 日。 
141 郭祝熒，數位權利管理(DRM)系統可行性研究：從技術、法律和管理三面向剖析，政治大學

智慧財產研究所，2007 年 12 月。頁 114-115。 

http://dvdcity.com/dvdplayerfaq/regionmap.html�A�s�����
http://dvdcity.com/dvdplayerfaq/regionmap.htm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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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非常專業而且富含創意的人才參與在其中。電影製作團隊如何管理這些創意

人才的工作績效，如何找到適合其創意的應用方法，將是台灣電影產業能否永續

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台灣電影圈仍有許多人用「導演制」與「作者論」的思維在市場邊緣苦

撐，並忽略了將其嶄新創意應用於大眾品味的可能，著實相當可惜。若台灣本土

的製作團隊無法將創意應用於社會大眾，無法讓電影創意人從社會大眾的感動中

分享利潤與成就感，那國片在台灣電影市場僅存不到 5%的市佔率，遲早會被外

語片或其他華語片完全吸收。李安曾說：「吸引觀眾相當重要，是未來電影工作

者的必修習題。」142台灣人有很好的創意產出，卻不見有效的管理與應用制度。

不管是票房或者後端商品的消費，台灣電影皆無法吸引觀眾，電影的創意顯然無

法獲得適當的市場對價；智慧財產的價值因此無法兌現，進而沒有自主的力量再

去進行下一部電影的開發。這種智慧財產管理不良所造成的惡性循環問題，值得

所有電影人深思。 

第四節 台灣電影產業之科技變遷議題 

壹、 載體革新 

  「載體」是文化展現價值所需要的重要工具，無論在音樂、圖書，或電影產

業中皆然；以音樂產業為例，不難發現文化消費每一次改變載體的形式，幾乎就

等於產業結構重新洗牌143。隨著科技的進步，古老的螢幕投影，到現在的數位膠

卷、線上檔案下載等變革，對電影產業的影響亦是如此。以下對電影載體的變遷

及其影響進行不同層面的探討。 

一、 新興電影載體 

  傳統電影依賴「膠捲(Film)」作為錄製與放映的載體，但在數位技術的進步

之下，以數位方式拍攝的電影慢慢形成風潮。所謂「數位電影(Digital Cinema)」

在不同領域中之定義略有不同，但狹義來講是「利用數位化的技術、資訊，所拍

攝並放映的電影」，根據數位電影主要檔案格式標準的管理組織 JPEG Committee

的定義，數位電影是指「使用數位化資訊，以求展現出最高畫質的電影」144。廣

                                                        
142

 李安，李安專題講座──用理性與感性看臺灣電影，行政院新聞局主辦，2006 年 5 月 4 日。 
143 汪宜正，數位音樂對唱片公司與音樂產業影響之探索性研究，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2000 年。

頁 31-45、103-104。 
144 Digital Cinema, JPEG Committee: http://www.jpeg.org/apps/cinema.html，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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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來說，電影產業中與數位化技術相關的部分，都可歸為數位電影所涵蓋的範

疇145。 

  電影誕生後，儘管電影理論不斷演變，內容風格也峰迴路轉，但拍攝與放映

技術方面的硬體設備始終沒有太大調整。直到 1950 年代，映像管技術突破，黑

白電視威脅到了好萊塢電影的市場利益，於是才開始有人投入更經濟、更具商業

效益的電影製作方式。數位拍攝技術與傳統膠卷技術最大的不同在於拍攝成本的

大幅下降146，特別是數位錄影機(Digital Camera; DV)盛行之後，拍攝電影、紀錄

片，再由實體通路上映或虛擬網路散佈，傳達理念變得輕而易舉。吳乙峰導演的

《生命》一片突破千萬票房，即是用 DV 拍攝完成，後來林育賢導演的《對不起，

我愛你》也是以數位方式製作。 

  另外，因為數位電影的發展，不僅畫面解析度提高，映畫比例也不再受限於

4：3 的規格；許多慣拍大場面電影的製作公司開始追求不同格局的寬螢幕視覺

效果147。在好萊塢電影《星際大戰首部曲》、《星際大戰二部曲：複製人全面進攻》

之後，《魔戒》系列與華語片《赤壁》亦大量使用數位電影技術；數位化的發展

已然勢不可檔。目前數位電影器材的主要廠家有「Panavision」、「Panasonic」、

「Sony」、「Thomson」與「JVC」；台灣電影產業對此技術並無自主能力。此外，

從智慧財產權的角度來看，重要的電影製作公司除了在著作權、品牌、商標等方

面汲汲營營外，更組成「數位電影組織(Digital Cinema Initiatives, LLC.; DCI)
148」，

藉其電影終端權利的掌握，控制數位電影專利與規格的發展；例如規定影片製作

必須以 JPEG2000 壓縮格式才能獲取好萊塢電影的片源。不過以國際級的數位設

備大廠專利申請情況來看，數位電影核心技術的智慧財產權，多以營業祕密保

護，而非專利的申請149。 

                                                        
145 杜宇全，杜宇全：甚麼是數位電影？，台灣電影網：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261&ctNode=276&mp=1，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6

日。 
146 一部劇情長片大約要用掉 10 至 20 萬呎的膠卷，其耗材、沖印與後端剪接的成本相較於數位

檔案而言，相當驚人。 
147 邱 SIR，何為數位電影？，Digital Video 產業特寫系列專題報導：認識數位電影：

http://www.dvworld.com.tw/report/closeup/digitalcinema/digitalcinema_p1.htm，瀏覽日期：2009

年 3 月 11 日。 
148 DCI 為「米高梅」、「派拉蒙」、「索尼映射娛樂」、「21 世紀福斯」、「環球影業」、「迪士尼公司」

與「華納兄弟」所合資設立的機構，目的在於控管好萊塢電影產業中數位技術的品質、內容、相

關標準與權利關係。 
149 魏衍亮，數位電影播映技術的標準與專利新發展，北大法律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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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數位化電影的製作流程 

參考資料：資策會，膠卷不見了──數位電影發展與挑戰 

 

  台灣採取的數位電影攝影規格以 1080/24P 為主150，歐美國家則並未特別限

制。數位化的拍攝技術對台灣電影界而言，似乎並非難事，更不會阻礙其創意產

生，但台灣在放映設備上並無選擇能力，而且數位映演的影廳數量尚不足夠，分

佈也不平均，這意味著雖然拍攝的成本降低了，實體通路成本卻可能反而增高。

目前台灣播映的影廳不足，不少國際電影進入台灣市場仍轉成膠卷形式發行，這

樣的轉換斥資相當高的成本。目前新聞局除了對數位電影的拍攝有所補助，數位

電影為了在一般影廳放映之數位轉光學技術，亦特別撥款補助151。 

  中國大陸在華文市場廣大的內需基礎下，開始以 AVS (Audio Video Standard)

規格為技術基礎取代 MPEG-4 等標準，規避鉅額授權金，企圖建立標準與好萊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39396&Type=mod，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150

 1080/24P 為 1080 條水準掃描線，採循序式（Progressive）掃描，並以每秒 24 格的速率錄像。

杜宇全，杜宇全：數位電影春秋五霸，台灣電影網：

http://www.taiwancinema.com/fp.asp?xItem=265&ctNode=276，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7 日。 
151 中華民國（台灣）行政院新聞局法規公告，中華民國（台灣）行政院新聞局網站：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48060&ctNode=3441&mp=1，瀏覽日期：2009 年 6 月 2 日。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31398&ctNode=3454�A�s�����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31398&ctNode=3454�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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塢市場抗衡152。由此可知，電影載體轉換的過程中，對智慧財產與消費群的掌握，

才是電影產業最該重視致勝關鍵。 

  電影載體的轉型，直接影響還包括了對通路的衝擊；傳統的戲院因而也開始

轉型，不再只是提供「電影播映」與「飲食服務」。戲院逐漸走向「高消費、高

享受」的體驗經濟模式，並與戲劇內容作策略上的配合153；電影院業者在線上載

體的越來越便利的年代，唯一有利的機會，或許將僅存於線上載體目前尚無法提

供的感官經驗的營造，以及商務會議、遠距使用等等多樣化的加值模式154。因此，

具有新鮮感又不易被傳統盜版技術打敗的立體電影(3-D Film)也在近年逐漸有所

突破，從過去疲軟的態勢中找回了成長的機會。 

  1953 年，立體電影影視產業與相關技術工業的推波助瀾下，進入市場。雖

在新鮮感的驅使下，市場能見度暴增；但卻由於僅有紅藍效果，且後來彩色電視

突然發達，數位電影遂又沒落。 

  1983 年間，以及 1997 至 2003 這兩個階段，電影的觀看效果花樣百出，立

體電影又獲得發展，其彩色的效果亦比過去進步許多，市場反應良好。2008 年

藍光(Blue-ray Disc; BD)技術突破，在播放器與快門眼鏡(Shuttle Glasses)的周邊配

備支援下，立體電影甚至可以進入家庭娛樂的領域。唯目前 BD 成本仍高，立體

電影的家庭化並未普及。在電影院放映量來看，美國目前有超過 5,000 間的立體

電影播映場所155。 

 

                                                        
152 杭州國家積體電路設計產業化基地有限公司，大陸無意跟進 MPEG-4/H.264/WMV-9 另拱 AVS 

Codec 成市場，杭州國家積體電路設計產業化基地有限公司新聞中心世界動態：

http://www.hicc.org.cn/news_view.asp?id=356，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153 B. Joseph Pine II，James H. Gilmore，夏業良、魯煒翻譯，體驗經濟時代，經紀新潮社，2003

年 8 月。頁 184-188。 
154 陳奕豪、楊中傑，膠卷不見了──數位電影發展現況與挑戰，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研究報告，

2005 年。頁 18-19。 
155 3D 電影漸成風潮，映射軟體開始導入，3D 顯示器未來商機無限，新聞稿中心：

http://sinwen.com/?p=3178，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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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D 電影從 1920 到 2010 發展梗概 

參考資料：the3drevolution.com 

 

  立體電影在台灣也逐步被市場接受，由其是動畫市場，《四眼田雞》、《雷霆

戰狗》等動畫片皆採此播映形式，只是目前仍沒有台灣製作團隊的作品。在此趨

勢之下，傳統膠卷影片於實體通路的地位預計將會受到排擠。目前美國數位電影

多以 IMAX (Image Maximum)、擬真動畫與恐怖片為主，但台灣電影則以小規模

的劇情片為主，若再加上中港合拍的競爭，台灣製作團隊能否在實體通路轉型後

的環境下生存，將是立即要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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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009 年美國 3D 電影映演類型及數量 

參考資料：the3drevolution.com 

  西方各國一直以來便積極使用數位化的技術，企圖重新安排電影市場的產業

結構，中國大陸近年也不遺餘力地推行數位電影，傳統的膠卷系統隨時可能被取

代，可見數位電影的趨勢在全球市場中不容忽視。 

二、 行動通訊崛起 

  行動通訊技術的進步，促使消費行為、生活方式等傳統社會互動結構的改

變；此亦為資訊化社會發展的特徵156。隨著 3G 系統的普及，影音分享的基礎建

設亦越來越成熟。根據資策會的專題研究報告157指出，在行動影音方面「可播放

影片的手機」成為民眾首選。同時，民眾對畫質的要求、色彩的細膩逼真程度亦

越來越重視。而且，對台灣電影產業來說更為重要的是，「電影」成為民眾最喜

愛的行動影音內容；而且對內容的使用方式偏好「一次全部看完」。由此可知，

台灣電影製作團隊雖然無法率先從票房上獲得回收，卻還是有機會從廣大的行動

通訊消費者中，推銷其創意。就通路的角度來看，與消費者接觸的機會應該是更

大、更直接。 

三、 前車之鑑－圖書與音樂產業 

                                                        
156 劉聰德、莊純琪，探索資訊化社會的驅動力，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與資訊中心：

http://sic.infosoc.yzu.edu.tw/2008/doc/2-1.pdf，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5 日。 
157 劉蘊儀，2009 台灣行動影音偏好分析，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專題研究報告，2009 年。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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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是一種無形資產，而無形資產必須寄託於有形的載體上才能實現價

值。當載體轉變，電影產業亦不得不面對這些可能的危機或契機。從圖書產業與

音樂產業的例子可以探出端倪。 

  圖書產業的商業化模式受經濟發展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出版業與電影產業類

似，已開發國家皆是以「文化」或「知識」乃至「娛樂」作為消費的主體。但在

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出版業的社會角色特殊，除有文化消費的意義以外，更常

成為政府控制思想的媒體工具；以這些國家特殊的時空背景看來，智慧財產權的

市場應用是完全不被考慮的。以台灣為例，政府就曾頒布「附匪及現匪分子，在

所在地淪陷以前出版之作品與翻譯，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價值者，可將

作者姓名略去或者重新改裝」之命令158；當然這也意味著智慧財產的價值並不會

因為載體轉換而抹滅，被淘汰的是附著於載體而生的產業。 

  近 15 年來，先進國家的出版業狀況兩極化，一是呈現高度的地理集中特性

與低創業資本的特性，二是附合其他娛樂價值，專營著作權利管理的大型出版公

司出現；這都在在說明，創意產生端與線上通路端的結合以追求更經濟的傳遞工

具與更全面的智慧財產利用，將是圖書產業的趨勢。 

 

                                                        
158 邱炯友，台灣出版簡史，文訊雜誌，1995 年 8 月。頁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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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新型態的圖文出版業價值鏈 

參考資料：王家崧，出版業經營模式之創新研究159
 

 

  2009 年，在資訊量龐大、存取技術突飛猛進，以及各種數位內容載體蓬勃

發展之下，數位出版業也逐漸侵吞傳統出版業的價值。古典的「書」，成為文化

消費下的「附加價值」，其消費者追求的是「閱讀的質感」，而不再只是內容本身。

不過，在電子書的技術越來越進步的年代，閱讀質感被複製的可能性也大幅增

加。可以想見，不久的將來，實體書的附加價值將僅剩「復古的質感」。而智慧

財產價值也從單純的著作權、版權，演化出了硬體專利標準。目前全球最大的電

子書標準檔案格式，是採 PDF 與 XML 兩種160，傳統的「紙本」雖然仍佔市場大

宗卻日益轉衰。此現象尤其衝擊雜誌業者，使其不得不發展 PDF 或 XML 規格的

電子載體。 

 

                                                        
159 王家崧，出版業經營模式之創新研究，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2006 年。頁 45。 
160 陳昭珍，數位出版發展現況與趨勢研究，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第 30 卷，第 2 期，2004 年。

頁 1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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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台灣數位出版廠商所採用的技術標準（2004 統計資料） 

參考資料：陳昭珍，數位出版發展現況與趨勢研究 

 

  音樂產業的發展無疑更是緊緊扣著載體變遷，國際間的趨勢正朝向網際網路

迅速前進，實體唱片的利潤即將低到無法支持傳統的音樂業者，這樣的現象從流

行音樂界四大唱片公司的佈局便可探出端倪161。時間、空間與載體的交互作用恰

如其分地解釋了音樂使用習慣是如何受到導引，最後形成今天的態勢162。換句話

說，線上音樂蔚為主流其實就暗示著黑膠唱片、卡帶、光碟，乃至 mp3 檔案規

格等乘載工具在時代之間的遞嬗，必然改變著智慧財產的利用情況，如圖 16 所

示。以結果論，mp3 的檔案格式最終勝出，表示有許多依賴著音樂儲存載體維生

的產業，形同凋敝。如今，mp3 所受之限制僅在於播放軟體的相容性而已，故網

路音樂商店、隨身播放器等配合 mp3 而生的音樂消費措施能夠林立，就證明了

「消費者行為」才是商機移轉的關鍵原因。 

 

                                                        
161 原五大唱片公司分別為「EMI」、「華納唱片」、「博德曼音樂」、「環球音樂」、「SONY」，後來博

德曼與環球合併，成為市佔率第一的公司。該四大唱片公司佔全球音樂出版產值約 60%。謝奇任，

數位音樂潮流下國際唱片工業市場行為分析，復興崗學報，2008 年。頁 269-292。 
162 Andrew Leyshon (2001), Time－space (and digital) compression: software formats, musical 

network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music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33. 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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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音樂產業生態系統演進 

參考資料：數位音樂雜誌163
 

 

  當電影載體重演圖書產業與音樂產業的歷史痕跡，造成產品兩極化發展164，

智慧財產的價值將更被市場重視；此時，台灣電影製作團隊更應該要從前車之鑑

中找出新的商業機會。 

貳、 網路環境 

一、 網路存取技術成熟 

  過去，電影內容必須使用碟片儲存，於是碟片的品質、儲存容量成為電影在

電影院以外的空間播放時，相當重要的因素。但近十年，網路聯合運算的概念不

斷推陳出新，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的出現使得影音內容越來越不需要 CD

或 DVD 等載體的配合；當然一般的劇情長片就更難純以內容吸引消費者到電影

院消費。所謂雲端計算，實則為一種透過網路空間，採行「分散式」及「網格式」

的運算機制，並使全球電腦主機能夠藉由網路串連，分享資料165，大幅降低資訊

成本。目前雲端計算的發展瓶頸在於服務提供者的「設備成本」與「頻寬限制」，

但就科技發展的進程來看，這些困難遲早會被克服。 

  預計 2015 到 2020 年之間，雲端計算將使得資料存取毫無障礙，並出現功能

                                                        
163

 數位音樂雜誌（ELVIS）套用 Tachi Kiuchi 與 Bill Shireman (2002)的熱帶雨林生態演化理論，將

音樂產業的經濟演變結論如圖。ELVIS 數位音樂誌，滾石文化，2006 年 2 月。頁 96。 
164 此之「兩極化」是指產品功能的兩極化；音樂與圖書產業中單純傳遞知識、訊息之功能，在

媒體成本降低後，將完全依附到更經濟、更有效率的載體上。另一方面，強調體驗性消費之功能，

則將開始多樣化、精緻化，更加發揮精神消費的價值。而前者在智慧財產上偏重於專利、標準之

應用，後者則偏重於著作權、品牌等創意內容具體化的效果。 
165 Cloud Computing，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loud_computing，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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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全球規模」主機；當硬體成本的問題解決，電影在虛擬通路的擴散，將

超乎想像地快速166！  

 

 

圖 17、雲端計算之概念圖 

參考資料：維基百科 

 

  存取技術的演進，使得影音產業大幅發展，但在 DRM 保護不足的情況下，

隨之而來的將是線上盜版下載、非法串流影音、著作重製與改作等侵權問題產

生。但雖如此，網路存取技術提升並不必然侵蝕電影產業的商機。以 DRM 與音

樂產業的發展來看，接觸消費者或許比抑制網路擴散來得重要。 

  綜觀而言，存取技術提升的直接效果使得影音內容不再受限於容量或載體、

頻寬等存取障礙，尤其雲端技術的持續發展對於資訊內容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電

影與消費者之間的接觸將更加寬廣。可以預見不久的未來，網際網路、行動通訊

等無線裝置皆能存取電影內容時，當今電影產業的經營模式若無調整轉型，仍然

期待經由電影院來吸引觀眾，恐將面臨商機渺茫的嚴峻衝擊。 

                                                        
166 Brian Wang, Beyond Cloud Computing, Global Computers and Operating System, NextBigFuture：

http://nextbigfuture.com/2009/05/beyond-cloud-computing-global-computers.html，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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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族群龐大 

  網路使用人口日益增加，平均使用年齡層也逐年下降。根據資策會統計167，

台灣網路人口於 2007 年已達 1,476 萬人，上網普及率為 64.4%。若考慮整個華文

市場，其範圍更是寬廣，而且對流行影音下載的需求量也很大。在如此龐大的網

路族群基礎下，台灣製作的國片與華文地區消費者的接觸應該要有更創新的方

式。並透過適當的操作手法，建立大眾支持者。 

 

圖 18、中國大陸網路人口發展趨勢 

參考資料：資訊工業策進會 

 

                                                        
167 中央通訊社，資策會：台灣網路使用人口達 1,476 萬，國科會國際合作簡訊，第 2 期，中華

民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際合作處暨駐外科技組共同發行，2008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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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中國大陸網路使用狀況比較（2009 年） 

參考資料：資訊工業策進會 

 

  網路族群擴大，顯示民眾在生活上對於網路媒體的依賴度增加，尤其在網路

影音領域的增幅更是相當劇烈。暫不論各式各樣非法的電影下載網站、線上影音

串流 (Streaming)網站，光是合法且免費的影音平台，其觀看人數就相當驚人。

以全球最大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www.youtube.com)」為例，網站每年使用人

次都在穩健上漲，也有越來越多影音內容提供者與之簽約，共同促進網路影音的

利潤規模，例如華納音樂公司。依據網站統計資料顯示，YouTube 現為全球第三

大的網站，僅次於「Yahoo!」與「Google」；2006 年 Google 把 YouTube 買下之

後，其影響力更是大幅翻漲。根據 2009 年上半年的統計，YouTube 網站平均瀏

覽人次約佔網路總使用者的 18% 
168。根據資策會估計，2010 年全球上網人口將

達 17.3 億以上169，屆時 Youtube 所擁有的影視消費群將非常值得經營！ 

 

                                                        
168

 於 Alexa 網站以「Youtube.com」作為關鍵字查詢結果：

http://www.alexa.com/siteinfo/youtube.com 
169 周文卿，網路創新服務模式前瞻，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2007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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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YouTube 網站近半年人數統計狀況 

參考資料：Alexa Web Information Company 

 

三、 虛擬通路之無邊界特性 

  網路、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影音通訊不再有距離感，無論任何地點發生的

影音內容，全都昇華至空中，不再存在著疆界的侷限；此時首當其衝的將是實體

通路的經營業者。虛擬通路加上數位化等科技的驅使之下，傳統電影院的發展雪

上加霜。以電影大國美國為例，其映演戲院型態的比例也逐年改變；擁有眾多影

廳的大型戲院越來越多，而且高科技的放映系統也越來越被使用。在台灣的部

分，雖然曾有八百多家戲院，但隨著通路整合，目前也僅有 122 家，並以複合式

影城為主。以台北為例，2005 年市佔率前五名的「威秀信義影城」、「喜滿客大

直影城」、「喜滿客京華影城」、「威秀天母影城」與「國賓影城微風廣場」就佔了

25 家主要劇院裡將近六成的營收170。可見民眾對電影院消費的要求早已不同於

傳統的欣賞劇情了。 

 

                                                        
170 請參考【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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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美國映演廳數與類別變化趨勢比較 

參考資料：MPAA 

 

  電影院發展趨勢無疑在追求更強烈的聲光效果、更舒適的服務品質，因而不

難想見，一般劇情片或許將在這波無邊界的革命中，被迫紮根於網路。倘若考慮

網路將使無遠弗屆的消費者欣賞到台灣出品的國片，對台灣製作團隊行銷影片中

的創意、文化等智慧財產來說，應該是很好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