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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章首先介紹研究動機、目的與預期成效及報告架構。本章將說明研究

韓國演藝經紀與實務制度之背景，意義及目的，包括為什麼選擇韓國以及為

何著眼於演藝經紀之議題等。在預期成效上，本研究強調從制度面去探索台

灣演藝可借鏡之處，這包括需要分析韓國演藝經紀制度的形成過程、演藝經

紀的產業結構以及企業和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政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後，本章將說明報告架構及各章節之佈局構想。 

1.1、研究動機 

韓國能由劣勢中崛起，格外令人囑目，於二十年之間竟然能塑造撼動亞

洲，甚至全球的「韓流」效應，更是讓各國為之尊敬。二十多年前，台灣流

行音樂在國際間名列十一，韓國則遙遙在後，多數對韓國流行音樂的印象是

抄襲、俗氣、乏善可陳。可是，現在台灣流行音樂落到約三十名之列，韓國

卻晉升前十一。若不看名次，轉而看影響力。雖然台灣在華人音樂以及大陸

市場仍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卻談不上全球影響力。韓國流行音樂團體的熱潮

卻襲捲歐美、亞洲粉絲，並且搭配戲劇與電影，持續擴大其影響力。 

回顧 1970 年代，韓國(南韓)和台灣、新加坡及香港並列為亞洲四小龍，

是四小龍中唯一非華人背景之國家。然而，台灣和韓國之間的政治經濟發展

過程，卻有不少共同點。政治上，台灣和韓國都曾受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

為 1895至 1945；韓國則是 1910至 1945。台灣及韓國於二戰後都先形成專制

政治體系，並先後在 80年代末期完成民主化1。在經濟上，兩地在 60年代皆

為出口導向經濟，強調代工生產，並於 60年代後期展開規模性成長。分岔的

                                                

1  參 見 許 建 榮 「 昔 日 亞 洲 四 小 龍 ， 今 日 台 韓 大 不 同 」 (2012.12.28) 。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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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韓國漸漸演化為大企業主導的產業結構，而台灣則是形成以充滿活動的

中小企業為產業之主體。 

當 1997年金融危機來襲時，台灣安然渡過，韓國的經濟卻受到重創。不

過，到了 2013年，台灣 2.2%的經濟成長率卻成為四小龍之末(韓國 2.8%、香

港 3%、新加坡 3.5%)，更連續兩年(2012、2013)出現 GDP 成長率低於 5%。

反觀韓國於金融危機後，奮發圖強、急起直追，一改製造業掛帥的思維，大

力推動科技及文創產業。1996 年提出以「文化立國」的治國政策，至今十數

年已經成果斐然。韓國以影視音產業為首，帶動文創產業的整體策略，讓原

本以仿製為主的音樂、戲劇、電影產業蓬勃發展，不僅在韓國境內開始產生

原創性作品，也建構令專業人員可以一施所長的市場機制。 

由此背景觀之，本研究鎖定流行音樂來分析韓國影視音產業有三項動機，

也具有時代性的意義。 

動機之一：此時研究「韓流」比研究「日流」或「美流」更具有時代意

義，因為韓流凸顯一種以「商業美學思維」的流行音樂發展模式。根據文化

部 2010年的文創發展策略調查統計，韓國的文創產值約 343億美元，排名世

界第八名，亞洲第三名，僅次於日本(全球第二名，產值 1487 億美元)以及中

國大陸(全球第五名，產值 698億美元)。明星經濟(Star Economy)效應更清晰

地展現在韓流的戲劇與流行音樂。在戲劇方面，可以由 2014年 引人矚目的

「雙金吸力」(金宇彬以及金秀賢)可見一斑。金宇彬與李敏鎬合演《繼承者們》

而爆紅，金秀賢則是演出 2012年主演MBC《擁抱太陽的月亮》創下超過 40%

以上 高收視率，更以黑馬之姿榮獲第 48屆「百想藝術大賞」 佳男演員獎。

2013年在電影《偉大的隱藏者》首挑大樑，榮登 2013韓國本土電影年度十大

票房第 6名，更以該部榮獲第 50屆大鐘獎男新人獎。之後，在演出電視劇《來

自星星的你》與全智賢扮演情侶，飾演外星人的角色而成名。兩人成名之後

便不斷地湧進廣告代言，金宇彬共代言 13支廣告，每支代言費約新台幣 1200

萬元；金秀賢則是接手 50 支廣告，每支代言費約新台幣 2000 萬元；各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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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公司帶來可觀的收入。 

在流行音樂方面，2013 年韓國偶像團體 Super Junior 在台北小巨蛋演出

三場全滿，收入達新台幣 1.2 億元；在國外演唱會收入更是高出數倍。2011

年，少女時代首次於日本六個城市巡演，門票收入便達 200 億韓元；而在台

北巡演出的收入約新台幣 700 萬元。若加入廣告代言與周邊產品，其營業額
將更為驚人。這樣的商業模式讓習慣薄利的台灣科技業難以理解。 

這樣的令人羨慕的明星經濟效應是如何形成的呢？究竟韓國的影視音產

業建立哪些制度去支持其創新？韓國政府推出過哪些關鍵性政策支援影視音

產業？台灣政府亦在 2008年以文化做為 21世紀首要發展策略並於 2012年 5

月正式成立文化部，宣示發展文創產業的決心。於此時研究韓國演藝經紀制

度對台灣在推動文創產業上將有深遠的啟示與時代意義，了解明星經濟操作

手法亦將可以提供台灣流行音樂產業轉型的參考標竿。 

動機之二：分析韓國的造星制度將有助於理解影視音產業的發展模式。

韓國演藝經紀公司是如何將默默無聞的練習生打造成超級明星呢？要探索這

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分析韓國演藝經紀公司究竟建立了哪些造星

制度，使得深具影響力的偶像明星能夠綿綿不斷地產出。帶動影視音產業的

領頭羊是流行音樂，因此由流行音樂產業來了解韓國造星制度，不但具有追

本溯源的意義，更可以看到韓國影視音整合的做法，了解韓流擴散的關鍵策

略。 

由企業制度面下手探討演藝經紀的實務可以得知制度所引發的影響。為

何韓國的造星制度可以產生良性循環，讓創新源源不斷，是本調查的焦點。

制度包含個人、組織以及機構三個核心要素 (DiMaggio & Powell, 1983; 

Hargadon & Douglas, 2001; Meyer & Rowan, 1977)。第一，個人會依循制度發

展出某種特定行為，像是去適應某種訓練方式。第二，組織(企業)會發展出特

定制度，產生特殊的組織作為，以建立特有之實務或是知識體系，像是製作

詞曲的模式。第三、制度會形成關鍵性影響，有時會產生良性循環，有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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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負。關於惡性制度，決定一個企業或國家的興衰存亡(Acemoglu & 

Robinson, 2012)。例如，包容型(inclusive)的經濟制度比較容易產生良性循環，

將企業、國家導向富裕的榮景；相對地，榨取型(extractive)的經濟制度則比較
容易導致惡性循環，讓企業、國家走衰退與滅亡。 

借鏡韓國演藝經紀與實務制度並非是為找出成功配方，。如此的研究不

僅不切實際，也忽略「因地制宜」精神。本研究希望透過「借鏡」的過程，

找到重新審視台灣演藝經紀制度的角度和眼光。 

動機之三：欲了解韓國的造星制度，必須由微觀的企業案例著手，方能

由細節下手借鏡。了解韓流造星制度，光是分析產業概貌以及經濟指標是不

夠的，並非這些巨觀的分析不重要，而是我們必須搭配深入的微觀分析，才

能相輔相成，也才能對韓國的策略有全貌的理解。要由為微觀面來研究韓流，

必須由具代表性的企業著手。也因此，本研究以 SME公司作為主軸案例，希

望探索該公司建立韓流造星制度的過程，為何能夠屢屢推出具有代表性的偶

像團體，例如東方神起、Super Junior、少女時代、EXO等，SME是韓國首屈

一指的演藝經紀公司，其經營模式引領本地影視音產業，更受到全球音樂市

場的重視。本研究希望由 SME個案中歸納出韓國流行音樂的制度，分析在這

個制度下產生那些特殊的作為而成就了該公司於「造星工廠」的領袖地位。 

透過案例分析，對演藝經紀公司之作法將會有比較細膩的理解。這個目

的是為了思考如何借鏡韓國的模式，見賢思齊，轉而運用於台灣的脈絡。這

樣的借鏡分析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由 SME 公司的制度與做法可以檢視有那

些應該做而沒有做的地方，並找出可以直接套用或仿效之處，複製韓國的成

功經驗。第二，相較之下，有哪些 SME 的做法是無法直接套用，而必須因地

制宜的修正後方可局部採用。第三，有哪些 SME 的做法是完全不適用於台灣

的情境，必須與迴避。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些不相容的作法也可以引導

我們反思，由台灣音樂產業自身的特徵以及優勢去思考如何有所作為，並且

甚至找出與韓國完全不一樣的產業發展道路。當然，本研究只是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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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出合適的發展策略，使台灣流行音樂產業能夠尋覓本身獨特的利基，尚

需要持之以恆的研究相搭配才能奏效。 

1.2、研究目的及預期成效 

本計畫希望透過案例研究達成兩個主要目標。第一，分析韓國演藝經紀

公司的造星制度以及其所發展出的實務。本研究將進行實地採訪，收集韓國

演藝經紀公司的造星制度，檢視該制度所發展出的各種實務，並由供應鏈來

分析經紀過程中的活動，像是公司經營模式、藝人的選拔與栽培、詞曲創作、

科技研發、商業模式等。本研究也分析演藝經紀公司如何與大企業、電視台

的合作方式，而成為造星體系的一部分。 

第二，了解韓國文化振興院的施政配套政策。一般認為，韓國政府以強

力政策「指導」演藝產業的運營方針，並訂定諸多保護措施使演藝娛樂公司

更具有競爭力。但是，這樣的認知是否真的與實況符合？若是，韓國政府推

出哪些政策與作為去影響演藝經紀公司的經營策略呢？此外，韓國文化振興

院近幾年大力推動文化科技(cultural technology)的應用研發，將科技以某種創

意形式融入文化商品的製作與消費中，頗有所成。繼資訊科技、生物科技之

後，文化科技成為韓國另一顯學。韓國科技大學也配合文創政策，成立文化

科技學院，由教育界大力推展科技的文化應用，讓科技融入「文化體驗商品」

之中。這些作法也值得台灣流行音樂產業參考。 

第三，反思台灣產業與政策的借鏡方案。本研究將逐一檢視韓國流行音

樂產業的作法，以 SME 公司為師，分析其造星制度以及衍生的各種作法有哪

些可供台灣借鏡之處。除了產業的造星制度外，本研究也希望分析韓國文化

振興院的作法，並反思台灣現行政策與未來可採納的短期與長期作法。 

本報告的結構安排如下，以造星制度之作法為呈現主軸。下一章，本研

究首先介紹文獻，說明現有文獻如何分析演藝經紀產業，解釋如何由「制度」

為案例的分析架構。接著，說明研究方法的執行細節，包括方法論、分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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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案例選擇原則、資料收集以及資料分析作法。然後，在研究發現一章中，

先說明韓國演藝經紀產業的概況，像是文創政策之起源、供應鏈結構、經紀

合約議題以及媒體生態。接著說明本研究案例主角「SME 公司」的成長階段，

點出演藝經紀制度的五項核心作法，分別為垂直整合模式、全球選秀與練習

生培育、類原創製作模式、文化科技應用、複合商業模式等逐一介紹。之後，

本研究分析台灣產業如何取法 SME 公司，政府部門又分別可能提出的政策工

具。此外，本研究也嘗試由韓國文化振興院的作法，分析可能的政策借鏡。

後，點出研究限制與未來探索方向，並總結本研究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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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韓國影視音與娛樂演藝事業崛起後，掀起各國一片省思的浪潮。令人驚

嘆的是，為何韓國影視音產業能夠於如此短的時間內與美國好萊塢分庭抗禮

出特色，更能媲美印度之寶萊塢。各國更想了解，韓國政府到底採用了哪些

政策，促使影視音產業不但能快速發展，而且能從「歐美抄襲」成功地過渡

到「韓國原創」。過去，國內有哪些分析韓國流行音樂的文獻，國外又有哪些

演藝經紀的相關研究？為何我們需要由「制度」重新來分析這個議題，而且

透過分析韓國流行音樂的「造星制度」？本章將針對這些議題進行彙整與探

討。 

2.1 流行音樂產業相關研究 

在台灣，有關影視產業的研究報告並不缺。在官方，2011 與 2012 年文化

部所發行《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年點出三個產業發展核心問題，分別為市場

位移、人才問題、智財侵權、科技研發等四大議題(見表 1 整理)。報告指出，

這些議題都逐漸侵蝕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競爭力，而且多年來都尚未受到關

注，使問題逐漸惡化；以下歸納報告之四大重點。 

第一，主流市場位移到大陸，台灣流行音樂逐漸被邊緣化。台灣近年來

由於全球化影響以及兩岸經貿開放，兩地人民交流頻繁，生活型態也趨同。

大陸人才輩出，台灣流行音樂在曲風與歌詞之創作優勢漸漸不如以往，其華

語流行音樂創作中心之地位已經動搖。2011 年起，大陸積極推展「造星計畫」，

開發本地歌手。台灣除第一屆星光幫選秀明星在唱片公司規畫下，較有發展

途徑，其餘選秀明星發展受限。台灣優秀音樂工作者多前往大陸發展，類似

「中國好聲音」的製作群以及唱片公司都頻頻到臺灣挖角人才。為何優秀人

才不願意留在臺灣？除了大陸願意付出更高的薪資外，台灣業者不重視人才

之負面風評也是核心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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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歷年文化部之流行音樂政策建議整理 

產業問題 2011 年 2012 年 

市場位移 亞洲國家如韓國、新加坡、日本、中國

大陸等市場不斷崛起，漸漸取代台灣的

地位；台灣需要發展全球化的視野與策

略。 

以臺灣為首的華語流行音樂創作中心

地位漸受中國大陸威脅。台灣歌手的國

際市場能見度也不高；大陸選秀釋出表

演者對台灣藝人工作機會產生排擠效

應；知名藝人從過去雙首發逐漸以大陸

市場為首發之趨勢。 

人才問題 缺乏正統流行音樂教育管道；缺乏流行

音樂教育科系；亟需產官學分階合力的

人才培訓計畫； 

缺乏專業國際策展經紀人，導致無法延

續臺灣樂團品牌之軟實力； 

 

缺乏明星級藝人，具市場影響力之表演

者漸呈現斷層趨勢(反觀中國大陸積極

進行造星計畫，並推出在地偶像。)； 

國內正規教育無流行音樂專門系所；音

樂公司欠缺投資意願，對新秀歌手進行

長期培訓； 

缺乏具潛質知名的詞曲創作人才； 

國內唱片製作、錄音、企宣、表演人才

外流及面臨被中國人才取代； 

欠缺新媒體與跨領域人才。 

智財侵權 盜版及非法下載盛行，實體唱片銷售額

急遽下降； 

目前兩岸數位授權機制也尚未成熟。 

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在實體與數位音樂

之內容、版權以及演出等需經過繁複審

批程序。對於中國大陸的侵權行為，台

灣權利人難以提出原始作者證明；中國

大陸氣企業廣泛使用臺灣流行音樂，卻

無法獲得合理性之報酬。 

科技研發 跨業經營漸成趨勢，以「寬頻串流收聽」

逐漸普及；但需跨業合作之媒合輔導； 

音樂詞曲版權資料庫尚未整合，造成使

用者查詢困難； 

台灣需要更多展演場地與演唱會科技

供歌手與樂團使用。 

欠缺國內音樂著作權查詢平台。 

 

過去，知名歌手雙發專輯都是以台灣為主，但是現在逐漸轉向大陸，除

了考量市場規模，大陸影視音產業近年來積極創新的作為，也是吸引知名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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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轉往大陸發展的原因。這個趨勢在 2013 年之後更為明顯；例如 2013 年 9 

月「蘇打綠」的新專輯便是在北京舉辦亞洲媒體見面會，隨後亦在大陸舉辦

密集展演活動。台灣市場規模萎縮，流行音樂產業創新不足，因此漸漸被邊

緣化。 

第二，藝人與詞曲創作人才快速流失，跨領域人才之養成被忽視。

A&R(Artists and Repertoire)，藝人發展與詞曲創作，是流行音樂的核心競爭力。

台灣產業欠缺對新秀歌手之長期培訓投資。由於唱片市場競爭激烈，出片風

險高，台灣業者對新人培育趨於保守，多以短期密集訓練之方式，約十個月

以內的培育期，即進入市場試水溫。由於企劃倉促，藝人同質性過高，造成

市場排擠效應，更形成惡性循環。台灣流行音樂對素人歌手之關注遠高於詞

曲創作者，又形成另一個惡性循環，讓市場對台灣歌曲需求量更低(轉向英日

韓之流行歌曲)，創作內容與曲風又趨於雷同，曲式多為複製，缺乏多元特殊

性，更加難以擺脫惡性循環。 

大陸展演市場展現蓬勃朝氣，提升對流行音樂相關人才之需求，提供之

薪資高出國內約五倍之多，因此台灣唱片製作、錄音、企宣、表演等人才外

流速度加快。而且，這些台灣人才訓練起新一代大陸人才，使台灣出現人才

斷層以及被取而代之的危機。  

此外，台灣也欠缺新媒體與跨領域人才。這些專業人才是台灣未來建構

數位音樂平台、演唱會科技、數位音樂音質、影視音資料庫、社交媒體等技

術的基柱。但是，台灣影視音產業長久以來並無力關注這些人才的養成，因

此在科技方面的應用研發也將遭遇瓶頸，遙遙落後於大陸、韓國等後起之秀。

後，智慧財產專業人才也是影視音產業不熟悉的領域，因此許多創新的智

慧財產運用手法，以及侵權處理模式都難以應用到影視音產業。 

第三，亟待解決大陸的智慧財產侵權議題。大陸網站非法下載盛行，硬

體建置之發展快速，促使音樂傳播效率也加快。實體唱片之重要性已遠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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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音樂。雖然數位音樂之盛行在流通上有其正當性，例如酷狗音樂、QQ、

多米、伊莉討論區等，但音樂權利人卻難以獲得合理比例之收益。當大陸企

業產生侵權行為時，台灣權利人難以提出原始作者證明。當台灣著作權集管

團體與著作權經紀公司無法提出法定權利證明文件時，往往會被判敗訴，使

得業者權益受損。 

台灣流行音樂雖被廣泛用於商業用途，卻無法獲得合理之報酬。由於大

陸業者運用台灣音樂著作於 KTV 營業、電視公開播送、數位音樂平台等之數

量占 80%以上，但是卻未能給予對等之報酬。目前，兩岸尚未在音樂使用報

酬機制上達成共識。大陸的著作使用報酬分配是以曲庫數多寡進行計算，台

灣權利人無法依據利用次數(或點擊率)有效反映於權利人的報酬與著作權之

保護。2012 中國移動發佈音樂產業報告中指出，臺灣音樂使用約佔 80%，然

而其所應支付之相關版權費用卻無法透過有效的機制使臺灣流行音樂著作權

利人受益。 

第四，業者缺乏創新思維，台灣在流行音樂產業上的科技研發漸漸落後

於競爭對手。台灣一直欠缺音樂著作權查詢平台，這對智財管理形成效率上

的障礙，同時創作者在開發新詞曲時也要花費許多研發時間去整理相關資料，

作為創作參考。此外，未來數位音樂逐漸成為主流，由於缺乏科技人才，相

關技術發展(如高音質數位音樂檔案、雲端儲存技術等)也變得遲緩。演唱會需

要許多音響技術、舞台效果、視覺設計、介面設計等，也都需要科技來完成；

台灣業者也顯得力不從心。更大的隱憂其實是業者的自滿心態，不願意投資

創新研發，又缺乏經營全球之視野，又對科技懷有恐懼心態，所以更加不容

易擁抱科技以及啟動創新。 

當今的文獻多以產業政策為主，由大環境面與法規入手進行調查，並以

第二級資料做為分析的基礎，輔以單次的印象式參訪；需要佐以更多的案例

研究(例如，王恩美，2013；林富美，2004，2012，2013；張鈞甯，2010；郭

秋雯，2010，2012)。目前對流行音樂產業(或廣義的影視音產業)的研究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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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於閱聽眾研究(李雅筑，2013)、政治經濟分析(張舒婓，2013)、成功因素分

析(廖淑敏，2013；鍾志鵬，2006；施佩姍，2013)、文化經濟轉型(顏雅玲，

2005)、演藝團體分析(梅衍儂，2013；陳燕珩、朱筱微，2013)、日韓流行音

樂產業對比(王恩美，2013)、擴散分析(賴逸芳，2012)以及韓國演藝經紀公司

全球化策略(劉翰璋、王偉鴻，2014；朴允善，2012；蕭韻純，2013)等。 

此外，葉以雯(2002)分析台灣演藝經紀產業之現況、產業鏈活動分工以及

整合，並探討演藝經紀公司之組織型態、資源整合模式及決策者(演藝經紀人)

之投資行為、藝術表演者人力資本的投資決策模式。其研究指出，演藝經紀

人之特質與條件影響經紀公司之組織型態及策略定位，並指出台灣演藝經紀

公司主要有經紀與製作整合、經紀與媒介整合以及媒介與製作整合三類。在

人力投資決策模式上呈現規模愈大，人才來源反而由向外尋找，轉變成被動

接受履歷或由第三者介紹。此外，台灣經紀公司之價值鏈愈整合，反而會使

旗下藝人的發展空間受到侷限，也使經紀人之功能和價值無法完全發揮。 

林富美(2004)以藝人的勞動特質為基礎，探討經紀人(公司)、藝人與製作

單位三者間從屬關係及運作模式。該研究中整理出三種台灣常見的經紀約類

型：個人型、家族型以及企業共生型；並提出藝人、經紀人(公司)、製作單位

間勞雇關係背後之社會文化脈絡及常見之衍生問題。張鈞甯(2010)則進一步探

討台灣演藝經紀合約中常見之糾紛議題及背景因素，並透過美國加州藝人經

紀人法案(The Talent Agency Act)及紐約執業經紀人管理規則(New York’s 

Employment Agent Regulation)之分析，提出對台灣經紀契約和法規制定之建
議。 

林玲惠(2009)以行銷理論剖析經紀公司對藝人之行銷策略，並指出經紀公

司在行銷藝人時分為兩大階段：第一為優良之產製，著重於藝人本身之實力、

特質及市場吸引力；第二階段為推廣，著重藝人「能見度」之擴展。張舒斐

(2013)分析藝人經紀如何受到大陸的政治經濟影響，透過場域(field)、資本

(capital)與慣習(habitus)三者相互關聯和華人社會的「關係」概念，探討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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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經紀人在中國大陸場域的經紀策略。 

雖然台灣的韓流熱潮帶動不少韓國流行文化的相關研究，但是多數為由

社會及新聞角度出發，探討韓劇及流行音樂。例如鍾志鵬(2006)分析韓劇崛起

因素，籠統地提出「文化接近性」為韓劇成功之因素。廖淑敏(2013)分析韓國

流行音樂在台灣擴散之成功因素，指出長期的藝人訓練、音樂詞曲之多元編

排和新媒體等關鍵因素。李雅筑(2013)分析韓國流行音樂的視覺文化，剖析少

女時代MV的內容構成，包括風格、佈景、造型、舞蹈、走位及幕後剪接等，

了解韓國經紀公司如何運用視覺主導的流行文化佈局。朴允善(2012)與本研究

相近，分析 SM Entertainment 的全球化策略研究，結合商管和傳播視角，

探討韓國演藝經紀公司如何回應數位會匯流帶來之衝擊，點出該公司創新作

為，包括內容、行銷與產業整合，並運用新媒體平台、視覺技術、長期培訓、

詞曲多元化，成功地化危機為轉機。郭秋雯(2010，2012)的研究主要以次級資

料，整理韓文官方政策資訊，歸納韓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綜觀以上，台灣演藝經紀的研究文獻主要圍繞在人力資源或藝人之勞動

特質和合約議題；亦有部份分析藝人行銷或場域和經紀策略之關係。韓國演

藝經紀的研究則多探討韓劇及流行音樂崛起之成功因素及其全球化之佈局作

法以及韓國政府的文創政策對文創產業之影響。這些研究雖然都直接或間接

和演藝經紀制度相關，然而深入分析韓國演藝經紀公司之微觀實務者不多，

由制度面切入去分析者更少。要了解影視產業的發展軌跡，必須先了解演藝

人員是如何被栽培、節目內容如何製作、演出如何佈局等。這些可以統稱為

「造星制度」，需要了解演藝經紀的實際作法，以對影視產業有全面的了解。 

可是，要如何分析「造星制度」呢？ 

2.2 由制度分析演藝經紀：造星制度的形成 

於此時，由「造星制度」分析韓國演藝經紀實務對台灣深具時代意義。

了解韓國不是為了複製韓國的成功，或整理出韓國的成功關鍵因素，這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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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取 向 可 能 會 誤 導 ， 更 不 實 際 ， 而 且 會 忽 略 創 新 轉 移 的 「 適 域 性 」

(recontextualization)問題(Brannen, 2004; Pettigrew, 1987; Shelton, 1992)。例如，

美國迪士尼的管理制度搬到法國巴黎就慘遭滑鐵盧，而制度轉移到日本卻大

獲全勝，便是因為忽視適域性的議題(Brannen, 2004)。大陸一家航空公司想由

德國轉移飛機維修技術，歷經十五年，績效卻反而下滑，也是因為不了解創

新物原地脈絡之故(蕭瑞麟、廖啟旭、陳蕙芬，2010)。因此，我們在研究韓國

演藝事業時，切不可以忽視適域性的分析，以免落入「畫虎不成反類犬」的

窘境。因此，我們要研究的重點不是去找有那些韓國的作法可以被「複製」

到台灣，而是了解這些作法背後的制度，以及此制度所隱含的精神。 

任何一個作為、制度或政策都有其在地脈絡，我們必須了解這些脈絡才

能讓作為、制度或政策在當地所產生的效果以及副作用，才不會在借鏡他山

之石時，造成越淮為枳的窘境。也唯有充分了解在地脈絡，才能在借鏡韓國

演藝經紀制度時，不會捨本逐末，一味邯鄲學步而忘記自己的在地優勢(Dixon, 

2000)。當前的影視調查研究中，多過度偏重法務面的探討、節目製作方式、

收視行為以及市場資料統整，或是韓國全球化策略的分析，但是對演藝經紀

相關實務著墨卻不多。 

迄今，除了韓國資深記者申惠善(2001)於《經紀人》一書中，以報導手法

提到片段的經紀公司作法、浮光掠影的新聞中提及藝人與經紀公司的恩怨情

仇之外，似乎很少案例能深入剖析一家經紀公司的具體作法，並且輔以實際

證據說明韓國演藝經紀公司與藝人的互動方式。或者，也有類似美國經紀人

自己跳出來寫書，以聳動的手法報導好萊塢影星內幕(Rose, 1995; Slater, 1997)。

但是，這些探討對於「造星制度」之探索並不多。 

目前欠缺的，是以實際的案例深入分析經紀公司的作為，了解經紀人的

運作手法，像是他們如何醞釀作品、安排演藝機會、塑造形象、動員人脈網

絡等(Lingo & O'Mahony, 2010)。如此，我們才能了解韓國影視產業的興起，

也才能看到韓國影視產業的潛在問題，以及台灣可以借鏡的方式。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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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要正視韓國政府多年來如何以政策推動演藝經紀的興起，以及隨之而

來的問題。 

本研究希望能夠補強此缺憾，以深入個案來分析台灣與韓國演藝經紀的

作法。本計畫不做巨觀的經濟學分析，也不討論經紀制度與法務問題，而是

要深入演藝經紀公司，以案例來分析各家的作法，由其中找到台灣影視產業

可借鏡之處。近來，這種微觀分析越來越受到科技產業的青睞。而且，運用

人類圖誌學(ethnography)的方式來撰寫個案，也才能對經紀公司的實務有深入

的理解(Agar, 1980; Maanen, 1979)。也因此，本研究希望以案例來分析如何借

鏡韓國，而不是簡短個案的分析。 

分析制度要如何著手呢？要了解制度，可以由機構、制約、實務三方面

思考。制度是一種體系，由一個特定的「機構」所制定，長期運行後成為組

織的例規。機構通常會形成三股無形而龐大的力量：法規(regulation)、習慣(norm)、

認知(cognition)；這三股力量可以穩定機構的運行，但是也會成為制約(DiMaggio 

& Powell, 1983)。法規提供獎罰來規範成員的行為；習慣讓成員習以為常，不

知不覺地遵守機構的規範；認知某種程度是一種「洗腦」的意識工程，傳達

某種價值觀，讓成員成為信念，以維持機構的運行。機構形成某些制度後，

一方面讓成員可以同心協力去推動某些任務，但另一方面卻也會形成制約

(constraints)。 

制度訂定之後，落實為行動便成為一系列的實務(practice)，成為某種例

規，讓機構中的成員遵守。一項精緻的制度通常會形成具有策略意涵的實務，

形成一個特定的過程，特殊的組織作為，而讓組織可以在某方面成為佼佼者，

例如研究機構會發展某種制度，使設計團隊能源源不斷產出創新產品

(Hargadon & Sutton, 1997)。制度會衍生實務，實務會形成體系，自成脈絡。

因此，了解個別實務的意義並不大，重要的是觀察這些實務所形成的「制度」

有哪些異於常人之處，為何可以有效率地達成某種艱難任務，像是培育出奧

運選手、完成頂尖研究、引導社會的發展等。本研究目標便是分析韓國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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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公司的「造星制度」所衍生出的實務，像是練習生培育。 

機構也會成為制約的來源，常見於三種約束力量：思維制約、文化堅持、

政治網絡(Hargadon & Douglas, 2001; Hommels, 2005; Oliver, 1991)。成員長久

習慣生活與工作於機構之中，會形成某種「思維制約」，讓成員安於現狀而不

願意改變。習慣形成員的社群文化，便會成為一種堅持，使任何違背「文化」

的創新被排斥。成員之間會有小團體、次文化，形成不同的政治網絡，擁有

不同的權力。當有某一組社群成員做出與機構期望相背的構想或作法，便會

被其它往網絡的成員約束，回到正軌。 

制度更會產生影響力，並產生良性或是惡性循環。有些制度會企業、國

家帶來競爭力，像是英國推行智慧財產保護法、荷蘭建立股東制與銀行金融

體系、美國推行宅第法(鼓勵西部發展)、德國推行國家創新系統等。這些制度

抓住了時代脈動，以前瞻性的眼光解決民眾痛點，並產生良性循環。反之，

有些制度卻違逆時代脈絡，不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帶來更多的問題，像是

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日本的軍國主義制度、亞洲的填鴨式教育制度等，便

帶來了惡性循環。 

更為複雜的狀況是，有些乍看之下是好的制度卻引發出不好的結果，產

生副作用；或者是初期產生良性循環的制度，卻因為某種原因而轉變為惡性

循環。以此觀之，韓國的「造星制度」究竟涵蓋哪些實施作法，又帶來了哪

些影響(促成良性循環或是惡性循環)將是當前 重要的研究議題，也是本案例

研究要探索的核心問題。 

為什麼在此時研究韓國演藝經紀制度對台灣具有重要的意義呢？韓國自

1996 年宣稱以「文化」重新立國，大力推動文創產業，短短十多年已經成果

斐然(Haksoon, 2002)。原本以仿製為主的流行音樂、戲劇產業突然蓬勃發展。

不僅在韓國境內有原創性作品，也建構了令專業人員可以一施所長的市場機

制。到底韓國企業是如何作到的？韓國政府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了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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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對台灣在推動文創產業上將有深遠的啟示。 

總之，由制度面下手將是本案例研究焦點。制度包含三個核心元素。第

一、推行某種制度時，組織會發展出某種特定行為、某種工作實務、某種生

存所需的作法等。第二、在組織層面，企業會發展出特定的例規，甚至於特

殊的組織作為，建構出某種知識體系。第三、制度通常是由某種機構所形成，

去因應特定時空的問題。例如，為了讓各大學有一公平的遴選機制，因而教

育機構就建置了一套大學聯招制度。好的制度之運作會使一個社會正向發展；

相對地，一個不合宜的制度可能會致使一個企業、社會、城市或國家沈淪。

分析企業個別實務無法窺得全貌，唯有了解制度的運行才能掌握問題問題原

貌。 

下一章說明如何進行研究方法之設計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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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章先介紹研究之整體設計，包含研究方法、個案之選擇、分析架構、

資料蒐集和分析之作法。說明為何選用質性研究方法，如何設計案例分析，

如何規劃分析架構與設計構念(constructs)來分析「演藝經紀制度」之主題。本

案例研究聚焦於 SME 公司，輔以台灣業界的對比以分析制度移轉之可能性。

後，我們將解釋目前之進展狀況、所面臨之挑戰以及後續研究之安排。 

3.1 方法論與分析架構 

本研究嘗試從制度的角度來探討韓國演藝經紀實務，並採用質性研究法，

透過案例來分析，希望能提供影視產業實務運作的新觀點。本研究主旨在分

析「韓國演藝經紀制度」，其中涉及演藝內容、經紀管理以及制度的脈絡，著

重內涵詮釋而非假說之驗証，故採用質性研究法比較合適，以單一個案為主

要分析對象。分析層次分別為組織(經紀公司)及機構(政府或市場機制)但分析

單元為「公司」的演藝經紀實務，調查演藝經紀公司之作法及政府單位之搭

配施政措施。 

為聚焦，本研究將針對單一演藝經紀公司進行分析，探討案例之組織作

為和機構間如何相互影響及進化。韓國演藝經紀公司已被視為是近年來韓國

流行音樂(Korean Popular Music，簡稱 K-pop)進軍世界的 大推手(金夏成，

2012)。韓國演藝經紀公司原創的造星系統，成功將韓國偶像團體轉化成娛樂

表演者，具備歌手、演員(電視、電影、音樂劇)、主持人、商品代言等多重身

份，改變了韓國演藝經紀產業經營的商業模式，也為韓國影視音產業帶來了

革命性的影響。如何由 SME 公司的演藝經紀實務，理解韓流的「造星制度」，

是本研究之探索重點。 

政府代表機構的力量，更是制度的訂定及推動者。要了解音樂唱片公司

與演藝如何在市場上得以發展無虞或者處之制肘，便不能忽視法令與規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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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下的產物。例如，在高教領域，長期限制商學研究所師資名額、招生名

額與教授薪資，雖可以達到總量管制，但是卻也扼殺了商學研究所的發展潛

力，使優秀師資流失，系所發展受礙，學生與產業脫節。故而由政府對影視

音產業的施政作法也可了解韓國到底做對了什麼，又可能做錯了什麼。本研

究將透過韓國演藝經紀公司的發展進程，呈現流行音樂造星制度如何於特定

時空及文化脈絡下衍生出演藝經紀實務的過程。 後，本研究對應台灣作法，

分析可借鏡韓國之方向。 

在分析架構上，本研究將以核心案例 SME公司的「造星制度」之為主軸，

分析每一個運作階段中之創新作為。本研究首先介紹公司背景，並探討韓流

興起及 SME崛起之過程，分析韓國演藝經紀之產業結構及經紀制度發展作概

況，以了解市場和 SM 娛樂公司間之交互關係。其次，本研究將透過五大演

藝經紀實務，呈現 SM	 娛樂造星系統下的創新作為。發現一探討 SM 娛樂的

企業化經營運作模式，探討其整合演藝經紀產業的具體作法。發現二分析全

球選秀及練習生制度的形塑。發現三呈現 SM 娛樂的國際製作模式，聚焦在

「類原創」的國際製作過程。發現四聚焦 SM 娛樂的文化科技制度，分析科

技在MV、舞台、社群媒體等上的運用。發現五則著眼於 SME的複合商業模
式運作。 

然而，每一個組織制度的形成都和特定的時空環境息息相關。因此，探

討韓國文化振興院之政策制度和韓國演藝經紀產業間之關係亦為本研究重點。

透過韓國文化振興院的制度作法，試著歸納出台灣可借鏡之處。 

3.2 案例選擇原則 

韓國 SME 是韓流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也是發展造星制度最完整的企業。

也因此，本研究以 SME(SM Entertainment)為主軸，並佐以台灣的案例做為背

景進行探討與分析。韓國的三大演藝經紀公司 SM、YG、JYP 各有特色，其

中又以SM 具代表性。SM由早期的音樂及電視節目製作轉型進入經紀領域，

後來上市上櫃，為三者中 早開始引進企業化經營的公司。透過和產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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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業的垂直整合，SME成為一個跨領域的多元演藝經紀公司，更成為亞洲

具指標型的演藝經紀公司。旗下偶像團體如 Super Junior、少女時代、EXO不

論在銷售量、知名度、代言、獲益都令人括目相看。更重要的是 SM提出「文

化科技」，更是這個理念的推動者及實踐者。SM 的經紀業務雖然以音樂為主，

旗下藝人亦跨足戲劇領域，擁有全經紀運作實務，因此透過 SM 的案例，我們

得以對韓國演藝經紀公司有更全面的了解。 

台灣方的背景案例則包括華研、三立、八大等國內業者。華研是台灣第

一個上市上櫃的音樂公司，其代表作有 S.H.E、林宥嘉以及近期的偶像團體

Populaday。華研除了在獲益上表現傑出，更創新經紀模式推出歌手入股制度。

雖然華研在規模上遠小於 SME，但其為典型台灣經紀公司之績優者，值得做

為比較研究。目前台灣尚未出現大型演藝經紀公司，所以較具規模的經紀公

司不是內含在電視公司、唱片公司或製作公司體系，就是由模特兒公司(如凱

渥、依林)分支或兼兒任之。 

三立電視台早期生產台語劇、中期轉為偶像劇，後期轉向華劇。雖為媒

體，但是每年超過 1,500的自製戲劇堪稱是台灣的戲劇王國，在台灣更具代表

性。為了能支援如此大量的戲劇內容製作，三立展開了連串的演藝經紀相關

業務，足以成為台灣在戲劇經紀作法上的代表。相反的，八大電視台於 2005

便以百分之百入股方式投資「新娛樂」演藝經紀公司，但在 2009年因為諸多

因素，選擇結束營業。不過，在摸索藝人經紀的過程中，八大反而摸索出一

套自創的藝人經紀手法，包括以單純的「戲劇約」鞏固演員來源以利演員可

以遊走他台，或運用主持約的差別定價降低自製節目成本等。在戲劇上，八

大更結合韓、日、中、台等各地資源，製作出優質精緻的劇作。 

政府方面上，本研究選擇韓國文化振興院(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以下簡稱 KOCCA)，研究其政策及作為。KOCCA隸屬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

旗下的管理業務範疇包括電影、電視傳播、出版、音樂、廣播、漫畫、動畫、

角色、知識資訊、影像獨立製作社、文創資訊服務、廣告等 13個產業，是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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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創產業政策的執行及推廣者，也是和韓國演藝經紀公司互動 密切的政

府單位。台方目前並未出現像 KOCCA 般由官方結合財團法人功能的機構，

但文化部為影視音產業的政策制定及主管機構，因此，本研究仍選擇文化部

為台方的背景案例。然而，由於台灣文化部成立不久，所以各局室都尚在發

展中。我們只會比較音樂、戲劇相關的施行政策，並由其中討論制度性的問

題。 

3.3 資料收集 

本研究法強調田野訪談、實地觀察或其它互動等方式蒐集資料，以深入

個案所處的脈絡。本研究除了訪談兩地業者，也蒐集次級資料例如出版品資

料(特別是韓國 新演藝流行雜誌、韓國振興院官方資料、各企業簡報與出版

品等)、網路資料(各企業官網、YouTube 等視頻網、韓國新聞媒體報導等)和

自傳類文獻(如 SM 創辦人李秀滿的 新傳記)。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主要分為

三個階段，包括先導計劃、實地考察和借鏡採訪。其中，第二階段赴韓國實

地考察為本研究資料蒐集的重點工作之一(考察期間的行程感想亦摘要於的

資料蒐集說明中)。茲就三段階段的執行時間、工作重點和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為先導計劃，始於 2013年 3月至 2013年 6月。本階段的第一

個工作重點是了解台灣影視音產業和演藝經紀公司實務作為。訪談對象除了

鎖定音樂、電視分類中選定個案之副總級以上管理階層之外，也延伸訪談其

它有線電視台、電影製作暨演藝經紀公司和專研韓國文創發展及政策法規的

學者，累積共 6場訪談，5位受訪者。此階段針對業者的訪談問題聚焦案在其

進入演藝經紀的過程、如何做藝人培訓、藝人如何出道、公司內部制度、收

益來源、面臨之挑戰以及對韓國演藝經紀公司的了解和好奇點為何。 

研究團隊也拜訪學界專家，了解韓國現行演藝經紀制度以及產業結構之

變遷。同時，我們也透過報章雜誌及網路之消息，了解台灣影視音產業的現

況和議題，蒐集韓國演藝經紀公司以及當地影視音產業相關資料。此部份的

資料取得則多來自於官網、網路新聞報導(如朝鮮日報、中央日報中文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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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獻和調查報告等。資料蒐集之作法請參見表 2。 

表 2：本研究資料蒐集計畫 

階段 蒐集方法 蒐集對象 時間 時數 

第一階段 

2013.3-2013.6 

人員訪談 逆光電影公司暨有享娛樂公司 

負責人 陳寶旭 

2013.3.14 

2013.5.22 
4 小時 

八大電視台企劃部 

總經理 賴聰筆 

2013.3.25 2 小時 

政治大學韓語系 

系主任暨副教授 郭秋雯 

2013.3.26 2 小時 

華研國際音樂公司大中華區 

總裁 何燕玲 

2013.3.29 2 小時 

三立電視台 

行銷副總經理 張正芬 

2013.5.24 2 小時 

現場拜訪 拜訪三立電視台，參觀數位敘事

實驗室(Story Lab) 
2013.5.22 1 小時 

次級資料 電視節目及流行音樂市場現況

(例如 Mnet 播出的「少女時代上

學去」節目，共九集，詳細說明

少女時代的受訓過程) 

2013.4-2013.6 25 小時 

次級資料 網路資料和出版品(書、報) 2013.4-2103.6 20 小時 

第二階段 

2013.7-2013.8 

 

 

 

人員訪談 韓國文化振興院音樂、時尚、娛

樂推廣經理 金旼奭 
2013.7.16 2 小時 

韓國文化振興院電視產業政策 

未來策略組研究員 李良桓 

2013.7.16 2 小時 

韓國有線電視台廣播台音樂節

目總監 南泰政 
2013.7.16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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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每日經濟娛樂新聞 

記者 李賢雨 

2013.7.16 2 小時 

Vinyl 經紀公司 

負責人 權敬美 

2013.7.17 2 小時 

MBC 有線電視台全國事業部 

部長 朴在福 

2013.7.17 1 小時 

韓國音樂記者暨流行音樂 

評論家 林殷奭 

2013.7.18 2 小時 

V Entertainment  

執行長 朱盛民 

2013.7.18 2 小時 

Sidus HQ 新事業部 

經理 金甫勁 

藝人管理部第一組 

經理 權英珉 

2013.7.18 2.5 小時 

YG 娛樂公司 

藝人管理室長 金成勳 

2013.7.19 2 小時 

參與式觀察 韓國文化活動參與 2013.7.14-7.21 10 小時 

非參與式觀察 電視節目播出及流行音樂市場

現況 
2013.7-2013.8 10 小時 

次級資料 網路資料和出版品(書、報、DVD) 2013.7-2103.8 15 小時 

第三階段 

2013.8.-2014.3 

人員訪談 

 

台灣電視公司 

副總 劉麗惠 

2013.7.26 

2014.03.14 
1 小時 

2.5 小時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流行音樂組組長 曾金滿 
2013.8.22 2 小時 

玉春雷娛樂文創集團 2013.10.3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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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陳玉珊 

流行音樂人才培育論壇 

吳靜吉、倪重華、鍾適芳、五月

天(怪獸、瑪莎) 

2013.10.9 2.5 小時 

討論會 I 政大文科資創 EMBA 學生 

來賓：台灣電視公司  

副總經理 劉麗惠 

2013.12.16 2 小時 

討論會 II 政大文科資創 EMBA 學生 

來賓：福茂唱片公司 

總經理 張耕宇 

2014.03.08 2 小時 

非參與式觀察 電視節目播出及流行音樂市場

現況 
2013.8-2014.3  

次級資料 網路資料和出版品(書、報) 2013.8-2014.3  

第二階段為 2013年 7月至 2013年 8月，包括 7月 14日至 7月 21日為

期 8 天的韓國實地考察。本階段的重點之一為實地查訪，透過業者、政府和

記者三種受訪者類型深入了解韓國演藝經紀制度實務。受訪的業者包括韓國

指標性之演藝經紀公司經理級主管、廣播電台流行音樂節目總監及有線電視

台部長；來自政府單位的韓國文化振興院之音樂、時尚、娛樂組經理及電視

產業政策研究員以及記者和音樂評論家，計共累積 10場訪談，11位受訪者。 

本案例訪問重點在於了解 SME公司為旗下藝人的造星作法、經紀操作手

法、經營現況、資金募集手段等；政府單位的訪談重點則著重韓國政府對音

樂及戲劇領域的補助政策、海外市場推廣作法、基礎建設和人才培育策略以

及如何與演藝經紀公司互動等相關問題。針對記者及評論家的問題則聚焦於

韓國流行音樂及演藝經紀公司的演進過程、市場結構、對 SM 娛樂的觀察以
及他們對韓流未來的看法。 

此階段另一個重點為觀察當地文化活動，並蒐集韓文出版品資料。本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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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於訪韓期間觀賞了韓國著名的《亂打秀》(為一結合韓國廚藝、傳統音樂、

特技的代表性音樂劇表演)、參與《Live on the Road, Final Stage》獨立樂團選

秀活動和考察 V Entertainment的 LiveHouse以及「Club Vera」。在韓文資料蒐

集上，SM 娛樂代表團體作品，如「少女時代」、「Super Junior」、YG Family 和

代表團體「Bigbang」的演唱會影音資料以及包括李秀滿自傳、KOCCA 影視
傳播政策和韓國流行音樂演進相關等之四本韓文書籍為參考資料。 

第三階段為 2013年 8月至 2014年 3月。此階段主要工作為借鏡研究採

訪，將赴韓考察的訪談資料歸納彙整後蒐集台灣專家之意見，以評估韓國演

藝經紀制度之適域性或再脈絡化的可能性。採訪從兩方面進行。首先是和國

內業者之交流，如華研國際、三立電視台等，回覆他們對韓國演藝經紀制度

的提問，並分享實地考察發現，或者和其它業者分享赴韓經驗，並探討韓國

演藝經紀作法對該公司的或台灣影視音產業之啟發。本團隊亦於 2013 年 12

月 9日出席了文化部期中審查會議。會中決議調整報告資料呈現內容和架構，

並將結案報告初稿提交日期延至 2014 年 4 月 10 日、終稿至 2014 年 5 月 15
日。 

3.4 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M 造星系統的實務運作流程為架構進行案例分析。本研究首

先陳述 SM 公司之經營背景及崛起過程，對比台韓兩地演藝經紀產業及制度

的演化過程，以呈現演藝經紀運作之歷史脈絡。其次，本研究分析 SM 造星

系統中五個實務運作階段：垂直整合模式、選秀和練習生培育、詞曲製作、

文化科技、複合商業模式。歸納每一階段的創新作為後，並加入韓、台兩地

的案例呼應 SME的作法。本研究亦分析政府的政策作為和產業發展間之互動

關係。 

在分析內容的陳述上，本研究先呈現 SME的造星制度於五大實務作法，

並於附件中融入其它台韓之案例來佐證。本研究亦會以 SM 旗下代表團體如

「少女時代」、「Super Junior」等團體的選拔、培訓、出道及巡迴演唱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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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例來具體呈現造星系統之實務作為。其次，分析韓國文化振興院和台灣

文化部對演藝產業之政策作法，如海外行銷、資源整合等，理解政府之角色

扮演和業者之互動。 後，歸納兩地作法對比之發現，做為對業者及對政府

政策借鏡之依歸。  

掌握了以上脈絡，本研究之資料分析約可分為四個步驟。第一、討論 SM

崛起之背景和市場機制之關係。第二、歸納 SM 造星系統五大實務作法中的創

新作為。第三、比較韓國與台灣政府於演藝經紀及實務上的作法，了解韓國

有哪些作法勝於台灣，台灣又有哪些作法可能優於韓國，以全面性地了解制

度上的問題，而不致淪於抄襲複製。不論是優點或缺點背後或多或少有制度

性的支援或制約。找出這些制度性問題與學習特定的作法一樣重要。第四、

了解兩者之差異後，便可以找出韓國可供台灣借鏡及不可仿效之處，或者哪

些作法又是必須進行再脈絡化方可成為台灣可學習的實務。 

先導研究中，研究團隊會先以一家台灣演藝經紀公司為標竿，借此案例

分析業界的作法，包含分析其經紀作法、競爭策略、節目創新、藝人栽培方

式、載體布局以及商業模式等，並分析該公司與台灣政府單位的互動方式。

這有助於研究團隊了解國內的現行作法，點出關鍵議題，並且修訂研究架構

以作為第二階段海外訪查之用。我們的調查範圍會包含戲劇、電影與音樂等

跨界演藝經紀公司，因為現今的產業生態中，一位藝人已經不能只單在某一

領域發展，而必須要跨界發展，才能衍生出持續獲利的經營模式。另外也將

調查演藝經紀公司上中下游的合作夥伴，以及相關競爭對手，了解這些經紀

公司如何與政府相關單位互動，以及互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挑戰。以及台灣

電視台所成立的相關演藝經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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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資料分析將分為三個步驟實施，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本案例研究之調查架構 

本案也將延伸訪談台灣電視台的演藝經紀公司，近年來台灣電視台積極

發展偶像劇並且外銷全球華人市場，成立自己的演藝經紀公司，除了戲劇圈，

也跟綜藝圈的藝人簽約，並且在電視台內開設新時段做綜藝節目，拍攝優質

本土單元劇來培訓新人，但近來卻傳出台灣藝人外流到中國拍戲導致電視台

自製戲劇找不到演員的傳聞。我們將調查了解目前有線電視台演藝經紀公司

所遭遇的困境，以及政府可以如何給予協助。 

第二，海外訪查階段，我們將實地赴韓國採訪，初步設定為 SM 經紀公

司，並且以相同方法蒐集資料。「SM」(Star Museum 的縮寫)是由李秀滿創辦，

培育出許多知名團體，例如安七炫、寶兒、東方神起、Super Junior、少女時

代等(見表 2 比較韓國兩大演藝經紀公司之比較)。SME 除了讓藝人在音樂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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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發展外，也積極開拓電視劇和電影。2011 年，SME 與裴勇俊創辦的經紀公

司 KeyEast、張東健所屬的 AM 娛樂公司、張根碩的經紀公司 Star J，以及 JYP 

Entertainment 等五大陣營合作，成立 United Asia Management(簡稱 UAM)巨型

國際經紀公司。2012 年，SME 成立了專注影視產業的 SM C&C(SM Culture & 

Contents)公司。「SME」是韓國指標型經紀公司，分析該公司之案例將可以幫

助我們理解韓國演藝經紀是如何運作，又是如何獲利成長。 

第三，待研究團隊完成兩個案例初稿後，調查將延展為兩方面，分別採

訪業界專家以及政策專家。採訪業界專家是為了解影視界對韓國演藝經紀制

度適用性的看法。我們會特別先針對無線電視台做專題性分析，了解韓國演

藝經紀制度之適域性議題。然後，研究團隊會採訪政策專家，了解如何借鏡

韓國之制度，也藉此反思我國之制度。 後，本計畫將探索政府機關如何能

借鏡韓國，思考產業轉型之對策。 

本計畫以案例研究為核心，以現場調查與觀察為主要資料收集方式，分

析台灣與韓國兩家演藝經紀商的實務作為，再延伸其他相關廠商的訪查。這

樣的設計是為了理解演藝經紀的工作脈絡。案例中將涵蓋六個核心元素。第

一，彙整案例背景資料：我們先整理出案例背景，分析該公司的經營環境、

財務資料、營運表現、歷年產品線(推出藝人陣容)、供應商關係、政府機構互

動等。這樣的分析是要了解該企業的基準線，以便與其他同質競爭公司比較。

換言之，這是要了解該公司供應鏈的整體狀況。 

第二，分析競爭動態：我們將分析該公司的競爭對手，採取的作法不是

靜態的分析優劣勢與威脅。本計畫將先找出某一時期的幾位競爭者，分析推

出產品線之異同，以便了解雙方的競爭策略。我們強調的是該公司與競爭者

攻擊、防禦、反擊等互動行為，呈現出該公司的競爭動態，如此也可以了解

台灣與韓國兩地制度的演化狀況。一個制度的運作必然因其社會脈絡、文化

因素、競爭環境而逐步調適，如果不知道制度的演化過程，我們便容易誤解

成功的背景因素，也可能導致錯誤的借鏡。 



韓國演藝經紀與實務制度研究報告 

 28 

第三，分析資源佈局：我們會根據產品線的競爭來了解該公司是如何取

得資源與佈局。每一家績優公司都會擁有某種獨特的資源，也會運用某種方

法去累積、耕耘與運用這些資源。特別在影視產業，「藝人」是 核心的資源，

一家經紀公司如何栽培藝人是可以看出加值資源的作法。而該公司如何分配

藝人的通告、廣告，也可以看出資源的佈局。或是該公司如何與電視台或其

他夥伴合作，了解資源的累積與交易。 

第四，分析技術研發：我們會分析一家演藝經紀公司的技術研發，像是

推出哪些新藝人、企劃哪些演唱會、規劃哪些周邊商品等。特別，我們會調

查該公司對觀眾做了哪一些分析而企劃出新產品，又如何融入各種科技於文

化商品、創意服務之中。經紀公司對藝人的栽培過程是本案的調查重點，因

為這是影視產業的研發主力。了解某經紀公司為何能持續推出成功的藝人，

便一定要知道經紀公司是如何研發「文化作品」，也就是藝人。 

第五，分析商業模式：了解演藝經紀公司的各種營運手法、交易模式、

獲利模式。特別是經紀公司除了常態收入(如唱片出版營收)外，還有哪些可能

收入，像是演唱會、晚會活動、廣告代言、跨界演出等。例如，TVBS 運用藝

人推出《女人我 大》節目，讓藝人有主持節目的機會，造成影響力後，便

輸出商業模式，由道具到營運知識都是獲利的重點。韓國有些經紀公司則與

大型科技企業合作，以聯盟關係來共創新收入來源。 

第六，借鏡韓國演藝經紀作法：這部份討論如何借鏡韓國的演藝經紀作

法。借鏡可以分為企業面與政策面。企業面的借鏡會分析本案對演藝經紀相

關企業的啟發，推理未來影視公司可能的經營之道。由演藝經紀所延伸的管

理議題也值得思索。例如，台灣無線電視台過去是主導廠商，但是現在卻成

為市場弱勢者，過去電視台有自己的演員訓練班，如今卻需要依賴專業經紀

公司的藝人，有時甚至於出現戲劇開拍卻找不到演員，因為藝人都跑到中國

去的窘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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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了解韓國的演藝經紀制度也可以讓主管機關思考政策的調整。目

前政府機關之所以在振興產業時會遇到阻力，一項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實證

資料來作為政策規劃的依據。有深入的案例分析，政府可以統合專家的意見

來研擬具體可行的政策方案，借鏡韓國優質作為，卻可以避免引進不合國情

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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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1996 年，適逢金融風暴，韓國卻不以經濟為復甦主導政策，而是以「文

化」立國自許，讓許多國家一開始都抱以不屑的眼光。一個戰亂連連的國家

如何與歐美大國談文化呢？這是許多國家的質疑。但是，在不到二十年的時

間，韓國卻成為「文化」強國，輸出文化商品，用電影、戲劇、音樂賺進大

筆外匯，也讓韓文由默默無聞，一躍成為最受歡迎的語言之一。韓國的流行

音樂更成為全球熱潮，讓韓國商品廣受歡迎。究竟，韓國是如何做到的？韓

國 強的音樂經紀公司是 SM(Star Museum)Entertainment，以下簡稱「SME」。

這家公司推出全球 受歡迎的團體，像是知名的東方神起、少女時代、Super 

Junior、EXO 等膾炙人口的團體。倒底，SME 建立了什麼樣的造星制度，採用

什麼作法，能夠「亮產」(大量地產出閃亮的明星)出如此多成功的流行音樂偶

像團體？2SME 的創辦人李秀滿做了什麼，使韓國因「文化」而富強。大陸與

台灣的影視音產業又能由李秀滿身上學到什麼呢？ 

本章首先介紹韓國文創發展歷程，了解SME的崛起過程背後的環境脈絡，

探索這家演藝經紀公司發展過程背後產業結構、演藝經紀制度、藝人合約、

媒體生態的狀況。理解這些脈絡之後，本章將逐一介紹 SME 的經營制度，包

含垂直整合、選秀與練習生、文化科技、複合商業模式、海外佈局等五項。

後，本章分析韓國文化振興院所運用的五項政策，探討 SME 與政府之間的

互動關係。 

4.1 韓國流行音樂產業背景 

90 年代之前，韓國大多數的經紀公司都是中小型，直到 SME 公司於 1995

年成立，才開始導入日本傑尼斯培訓制度。90 年代起，SME 相繼推出

H.O.T(1996)、S.E.S(1997)、BoA(2000)等團體。2004 年則推出東方神起時，

                                                
2 亮產為雙關詞，意指韓國有一套特殊的「量」產制度去產出閃「亮」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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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入了造型、化粧、美髮、服裝等設計手法。之後，SME 建立制度化培育

體系，帶動韓國娛樂產業朝向規模化發展，也讓韓國偶像團體在質和量上都

大幅成長。隨後，李秀滿提出了「文化科技」策略，將偶像製作的知識系統

化，讓它成為一個可複製的商業模式。李秀滿將文化科技融入表演，更讓 SME

從模仿走向創新。 

可是，SME 如何能迅速崛起呢？這必須要由當時韓國政府決心傾全國之

力發展文創產業說起。 

4.1.1 韓國以「文化」重建國家 

韓國以「文化」重建國家，文創取代生產製造，成為國家發展的核心主

軸。90 年代開始，社會、政府及產業間發生的一連串變革影響了一向保守的

韓國影視音產業。其中， 令人津津樂道的就是 1993 年全球賣座影片《侏儸

紀公園》在韓國所造成的典範轉移效應3。韓國政府警覺到，《侏羅紀公園》

的全球賣座收益約等於要銷售 150 萬台現代汽車；迪士尼的產值更大過於 IBM。

這使韓國政府意識到，文創產業可能是繼汽車、紡織、電子等製造業之後另

一個新興產業。 

1995 年，韓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會開始修正相關條例，獎勵企

業投資影視音產業。這個文創政策吸引三星、大宇、現代汽車等大企業競相

投入，跨足娛樂市場，欲仿效日本索尼集團併購哥倫比亞的「軟硬兼容」策

略。然而，韓國的「文化復興」熱潮並未持續太久。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重創韓國經濟，大企業紛紛退出影視音市場。1999 年，三星娛樂集團解散旗

                                                

3 Shim, D. 2006. Hybridity and the rise of Korean popular culture in Asi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8 (1): 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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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26 個影視音相關公司，宣告大企業退場影視音產業4。 

1996 年，韓國政府提出「文化立國」口號；1998 年金大中政府正式把文

創產業列為國家發展的重點產業，並提出五年文化發展計畫、21 世紀文化產

業願景及 21 世紀數位社會的文化產業願景等。於 2001 年設立韓國文化及內

容振興院(Korea Culture and Content Agency, KOCCA)，專職支援文化發展。

2009 年，韓國政府更整合傳播、數位遊戲、文化內容、文化推廣等協會組織，

成為今日的韓國文化振興院(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KOCCA)，負責文

化政策之執行及推廣，業務範疇更涵蓋了電影、出版、音樂、傳播、廣告、

遊戲、電視傳播、漫畫、角色、知識資訊、影像獨立製作社、文創資訊等產

業，試圖將這些傳統文創產業換軌到數位匯流時代。 

1995 年，李秀滿成立 SME 公司，開啟了偶像投資的概念。於此同時，韓

國的音樂產業也出現了新的變化。身兼歌手及藝人的李秀滿在美國遊學時受

到 MTV(Music TeleVision)的刺激，發覺這股由「聽音樂」到「看音樂」的新

展演形式，將帶給韓國音樂產業巨大改變。原本中小規模的公司開始整併並

引進商品化作法，經過十多年的演進，韓國出現了 SME 公司、YG、JYP 三

大上市音樂演藝經紀公司；iHQ(擁有韓國 大戲劇經紀公司的 Sidus HQ)綜合

型娛樂公司；兩家正在積極規劃上市的 CJ E&M、CUBE 及其它數十家中小型

經紀公司。若再加入個人型態公司，韓國演藝經紀公司數字將超過百家。不

過，目前韓國政府並未規範演藝經紀公司，不需執照就能從事演藝經紀業務

的結果讓經紀公司良莠不其齊。性醜聞、藝人自殺、惡性綁約等問題，使經

紀公司的形象蒙上一層陰影。 

韓國成為初期投資流行音樂產業的核心動力。2012 年，韓國的前十大企

業佔全韓國總出口率的 80%，光三星集團就佔了 22%，現代汽車亦佔了 20%。

                                                
4 Ko, J. Y. 2005. Those who were deserted make splendid resurrection (“Beorim Badeum 

Geudeul Hwaryeohan Buhwal”), The Sisa, 20 September, 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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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型企業和政府之依存關係被指為「財閥治國，政府淪為鷹犬」，備受爭

議。然而，財團對韓國影視音產業的發展，尤其是電影，其實功不可沒。90

年代中期，財團紛紛投資成立影視音公司，派遣大量的「商管碩士」進入此

產業。金融危機雖使多數財團解散旗下影視音公司，但卻留下許多管理人才，

將正規企業經營作法帶入一向以「土法鍊鋼」的影視音產業中，成為 21 世紀

韓國影視音產業興起的推力(見表 3)。 

表 3：傳播影像產業總括現況 

分類 企業數 從業人員數 賣出額 輸出額 輸入額 

2008 年 844 34,393 9,354,605 171,348 149,396 

2009 年 841 34,714 9,884,954 184,577 183,011 

2010 年 926 34,584 11,176,433 184,700 110,495 

2011 年 1,074 38,366 12,752,484 222,372 233,872 

全年對比增

加率(2011
年) 

16.0% 10.9% 14.1% 20.4% 111.7% 

年度平均增

加率 16.8% 5.5% 5.6% 10.7% 26.4% 

資料來源:文化體育觀光部.韓國內容振興院(2013)「2012 內容產業統計(2011 年基準)」 

※傳播影像產業總括:地上波傳播、纜線傳播、衛星傳播、DMB、IPTV 等五個傳播企業及傳

播影像獨立製作社。 

在電影產業中，韓國在 2000 年共拍攝了 58 部電影，其中 21 部有創投基

金的參與。好萊塢的製片模式與行銷做法也是韓國影視音產業學習的對象。

2001 年，《朋友》以好萊塢模式推出，片中環繞著友情、道義、背叛以及年少

的回憶，成為韓國史上 的賣座片，也使張東健、劉梧城成為韓國當紅明星。

影片製作到完成修剪 21 次；製作成本投入 28 億韓元，行銷費用約佔了一半

(10 億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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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環境中，SME 於十年間蓬勃發展，不僅推出原創性作品，也在海外

市場創下佳績，成功推出多組藝人如H.O.T (1996)、S.E.S (1997)、BoA (2000) 、

東方神起 (2004)、Super Junior (2005)、少女時代 (2007)、SHINee (2008)、EXO 

(2012)，成為市場中的先鋒者，整合各種流行元素(音樂、舞蹈、遊戲、科技、

時尚、美粧、觀光等)，領導韓國流行文化邁向世界。 

從韓國內容振興院公佈的《2010 年文創產業地區別收益現況》來看，將

近有七成的文創收益都來自首爾5。韓國文創市場幾乎都來自於首都圈近三千

萬的人口，100 多家演藝經紀公司爭食內需市場，形成激烈的競爭，使演藝經

紀公司不得不走向海外。90 年代 K-POP 的掘起，外界普遍將這項成果歸功於

政府的文創政策以及保護主義。然而，從演藝經紀公司的角度來看，卻認為

更多是自由市場下的競爭結果。韓國演藝經紀公司被視為是將韓流發揚光大

的幕後推手，SME 則是領頭羊。 

4.1.2 韓國演藝經紀供應鏈 

韓國至 80 年代末期仍為軍人政權，加上 90 年代媒體開放前只有韓國廣

播(KBS 1927)及文化廣播(MBC 1961)兩大電視台的情形。電視媒體經營的演

藝人員訓練班可以視為韓國早期演藝經紀發展的起源。90 年代有限度的媒體

開放後，第一個民營的首爾廣播 SBS成立，開創韓國電視界三台鼎立的局面

一直持續至今。以MBC電視台為例，30年來一直都是自行選拔及培養藝人，

直到 2003 年後法規鬆綁，藝人可以自行找經紀公司合作後，MBC 才停止這

樣的作法。MBC資深經理朴在福點出，歸究其原因，藝人雖經電視台發掘並

下合約(一般兩年)，但簽約之後電視台反而不想花錢培養及投資藝人。電視台

是半國營，多少有著公務員心態，不論徵選或培養都是同一套方法，導致最

後每個演員看來都一樣。 

                                                
5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內容產業統計調查整體結果 2005~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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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說，經紀公司比較專業，會依照每個人不同的特性來規劃。另一

方面，也有很多藝人為了自己利益，在簽約了一年之後就毁約找外部的經紀

公司接案子，慢慢地電視台便取消這樣的制度。MCB 資深經理朴在福解釋，

韓國政府為了鼓勵創意、高品質及多樣化的節目產出，於 1991 年後開始要求

節目的外製比例(即非由電視台自製)，由最初的 3%、20%、35%至今 MBC 的外

製比例已經達到 60%。這樣的作法讓大量外製公司生氣蓬勃，活化影視產業，

削弱了電視台影響力，也逐漸改變了韓國演藝經紀的生態。 

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漢江奇跡》系列紀錄片中指出(2012年 8月 24至 26

日)，韓國目前和 K-POP相關的演藝經紀公司包括中小規模及個人型工作室就

有 1500家，不含戲劇和電影相關的演藝經紀公司。以時期來分析，90年代前

多為製作兼經紀的小規模公司，如 SME的前身為李秀滿的個人製作公司及鄭

勳拓個人工作室等。90 年代後，隨著經濟開放及政策鬆綁，韓國政府鼔勵大

企業投資文創產業，使娛樂產業朝垂直分工及系統化邁進，造就了第一批較

具規模經紀公司的興起，如 DSP(1991)、Yetang(1992)、SM(1995)、Sidus 

HQ(1995)、YG(1996)、JYP(1997)等。2000年後，韓國流行音樂風潮又帶動另

一波經紀公司的成立，如 Leon(2005)、Jungle (2006)、Cube(2008)、C-Jes(2009)

等。 

從經紀業務來看，原本韓國的戲劇及音樂領域涇渭分明，經紀公司的業

務也如楚河漢界般分的相當清楚，如 Sidus HQ便專營演員經紀。然而，隨著

K-POP 熱潮帶動的海外商機，越來越多戲劇邀請偶像歌手跨域演出。因此，横

跨音樂及戲劇的經紀業務已愈來愈普遍，如 YG 由音樂經紀延展至戲劇經紀

部門，旗下著名演員如劉允娜、金宇彬。此外，SME旗下的少女時代以及 Super 

Junior的成員也都陸續參與戲劇演出，如少女時代的允兒參與《愛情雨》、Super 

Junior的始源參與《海神》等。 

韓國演藝經紀公司在十多年間推動企業化經營、整併上下游供應鏈、公

開發行上市、跨域整合等，形成三家經紀公司的獨大局面。除了 SM、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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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P之外，包括 IHQ(Sidus HQ的母公司)、CJ E&M、Yedang、Leon、Wellmade、

Key East 等都陸續成為上市公司。為籌募資金，演藝經紀公司也吸收韓國大

企業的資金，如 SK集團投資 IHQ以及 Loen、CJ第一集團投資 CJ E&M(跨

足電影院線、線上遊戲等)、日本 Softbank投資 Key East等。引進大企業資金

後，演藝經紀公司擁有充沛資金資金可以進行規模性投資，也能由音樂跨足

戲劇、電影、遊戲、內容製作、音樂平台等多項業務，發展成為複合式的娛

樂公司。這也是韓國娛樂產業可以佈局全球的重要因素。 

近年來，韓國獨立音樂開始受到政府及專業音樂人的青睞，出現以經營

獨立樂團或針對特定海外市場交流的小型經紀公司。2013 年才成立的 V 

Entertainment就是其中一個代表。V Entertainment、V Hall以及 Club Vera都

是韓國知名美髮集團 PSC Networks(Park Seung Chol Hair Studio)旗下的關係

企業。V Entertainment 旗下的八組獨立樂團新秀，全都是從 V Hall 及 Club 

Vera 活動中被發掘的。除了一般的經紀業務包括專輯發行、宣傳、安排演唱

會外，V Entertainment也承辦 V Hall的例行音樂會如 《Mirror Ball V Show》、

《Indie Telecast》等，今年開始和 Redbull合作《Live on the Road》，舉辦大型

的獵星活動。V Entertainment 也規劃國際間的獨立樂團交流活動，請到日本

D’erlanger、英國 Steranko以及韓國 Band YB，讓各國獨立樂團同台較勁。  

Vinyl Entertainment 則是一間專營台灣市場的小型韓國演藝經紀公司，主

要的業務是幫韓國經紀公司進入台灣市場，包含和媒體互動等，類似一個協

助的角色。社長權敬美曾經來台留學(台灣大學圖書館系)，在台期間曾於音樂

公司實習，熟悉台韓音樂產業。Vinyl	 Entertainment 的立基點在於對台灣市場的

熟悉度，「經紀中的經紀」的商業模式使該公司成為台灣與韓國音樂經紀公司

的橋樑，在大型演藝經紀公司主導的韓國音樂市場中找到另類的經營模式。

韓國也有藝人成名後自行開設經紀公司的例子，如全智賢脫離 Sidus 後自組的

J&CO(後全智賢結束經紀公司加入現在的公司 Culture Depot)、Rain 成立

Jtune(後來成為 JYP Entertainment 旗下公司)、張東健成立 AM Entertainment

及李秉憲成立 BH Entertainment 等。不過，Sidus 經紀人指出，若有好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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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演員仍會以靠行方式與接演 Sidus 經紀公司案子，維持雙方的友誼。 

台灣演藝經紀公司由秀場時代萌芽至今，演化為中小規模經紀公司各據

山頭。六十、七十年代，電視媒體尚未普及，規範也相對嚴格，秀場成為藝

人的主要舞台，如崔台菁及劉文正都是出身於秀場。當時經紀人的主要工作

是安排秀場的表演，並收取表演費用之部份百分比為收入。經紀人必須對秀

場餐廳暸若指掌，才能為旗下藝人增加曝光機會。不過，秀場經營往往具有

黑道色彩，因此當時不乏具有黑社會背景的經紀人。 然而，如此生態下的經
紀制度也讓演藝經紀人的形象蒙上一層陰影。 

七零年代後期三台陸續開播，為了製作節目，出現了三台兼任經紀業務

的現象。逆光電影公司導演陳寶旭回憶， 初只是單純回應節目來賓的需求，

經紀約的概念尚未出現，多半是以個體戶的方式和電視台簽節目約。此時經

紀人的概念仍停留在仲介層面，且多半由電視台製作人兼作經紀，藝人則跟

著製作人四處做節目。同時期另一種經紀人的型態則是「星媽」、「星爸」，由

藝人的親人協助過濾及安排演出事宜，如鄧麗君、鳳飛飛的母親都是相當著

名的「星媽」。 

台灣有正式的經紀公司成立，大概是於電視台開始量產節目之際。一方

面有電視製作人帶著自己班底，到不同電視台做節目；一方面有電視台設立

演藝人員訓練班，開始培養自己的藝人，卻產生藝人無法跨台演出的限制。

爾後，為了尋求更多演出機會，藝人紛紛和電視台解約，推動了獨立經紀公

司的出現。演變至今，廣義的經紀業務範圍涵蓋了徵選、培訓、簽約、企劃、

出道、佈局、推廣等範疇。台灣娛樂產業分工之後，亦演化出製作與經紀(金

懋、百是)、媒介與經紀(三立、東森、民視)、個人型(如明星自立門戶)、家族

型(憲憲、偉忠或小燕家族)以及事業共生型(媒介、製作公司、唱片公司等)等

五類。 

事實上，台灣現行的演藝經紀產業中較具規模之經紀公司(如金懋、百是、

金星、齊石、星之國際等)雖然兼備了訓練、製作、仲介等功能，仍未產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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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SM、YG或 JYP等上市上櫃的專業型經紀公司。相較之下，台灣經紀公

司不只規模小，習慣以單打獨鬥的方式，在藝人商品化的作法上仍頗為粗糙。

第一級藝人擔心受到電視台的品牌包袱影響而無法接友台通告。新人則有想

法太多，基本功未練足就像經紀公司抱怨接不到戲。吃力不討好的情況下，

多數電視台仍決定回歸本業或以轉投資方式經營演藝經紀公司。2013 年 12

月，由唱片業轉型藝人經紀的華研國際音樂成為台灣第一個上市的文創公司，

雖然跨足演藝經紀領域的年資仍短，但其未來發展仍值得觀察。韓國及台灣

演藝經紀公司之類型及業務範圍比較彙整如表 4。 

表 4：韓國及台灣演藝經紀公司類型比較 

類型及特色 韓國 台灣 

多元娛樂型：上市上櫃、全方

位經紀(選秀、培訓、企劃、行

銷等)、跨領域經營(音樂、電

視、電影、數位內容、平台等) 

SM、YG、JYP、Yedang、Key 
East、Wellmade、iHQ 、Loen 等 

華研 

事業共生型：製作結合經紀、

平台結合經紀、唱片公司結合

經紀 

 

Cube、Star Empire、DSP、Pledis、
Stardom、V Entertainment 

三立、民視、東森、相信音

樂、種子音樂、美妙音樂、

百是傳播、星勢力娛樂、金

懋經紀公司、金星娛樂等 

純經紀型 

 

C-Jes、Jungle、Culture Depot、
Vinyl Entertainment 

星之國際、齊石傳播、天熹

娛樂、天地合經紀等 

個人型 Jtune(Rain)、Tree J(張根碩)、AM 
Entertainment (張東健) 

天涵有限公司(張紹涵)、天亮

娛樂(阮經天)、杰威爾音樂

(周杰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台灣及韓國的演藝經紀發展時間並不長，也都未有明確之相關管理法規

做為管理依據。韓國演藝經紀公司協會理事長金旼奭指出，韓國雖設有娛樂

公司管理法規(Entertainment Company Management Law)，但對於經紀人的資

格無特別要求，也沒也專業執照制度。台灣也是近期才開始評估制定經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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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相關法規。 

經紀為一種仲介及代理行為，以第三者身份，為藝人及各演出平台尋找

媒合機會，處於供應鏈的中游地位。對於演藝經紀公司來說，掌握藝人來源

等於是掌握了上游的資源，才能穩定下游演出的需求。供應鏈的綜切面有上

游的藝人，來源包括各級學校的表演藝術相關科系及坊間演藝才藝班；中游

的演藝經紀公司以及下游的各類型演出平台如電視、電影、唱片公司、演唱

會公司、廣告、遊戲公司、商演等。横切面則有政府、公協會及幕後製作團

隊(服裝、造型、時尚、舞蹈、詞曲、劇作等)影響著演藝經紀公司的商品產出。
台灣演藝經紀供應鏈的結構大致可以整理如圖 2所示。 

圖 2：演藝經紀產業供應鏈結構 

在此結構中可以看到四個特質(對比圖 3 韓國演藝經紀產業之供應鏈)。第

一，藝人之培訓不管在正規體系或是職業體系都比較鬆散，以個案培訓為主。

演藝經紀公司挑到合適藝人後才會專案展開培訓，而且訓練期平均約為十個

人才培育

內容創作

製作 發行 媒體通路 消費者

資料來源：文化部100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本0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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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很少有三年以上的養成教育。演藝正科班培育的演員則多為二線以下藝

人，少有一線藝人或偶像歌手出現。相對來說，韓國除了正科班的藝人培育

外，中大型演藝公司發展出相對完整的在職培育系統。以 SME 為例，有專責

部門每週安排選秀活動，有固定的班底進行考核新秀以及徵選練習生。 

進入練習生培育體系後，由學校教育、基本功訓練、海外語言與文化研

習等，都由公司派專人輔導。訓練前期有經紀人與專屬製作小組全程緊跟，

訓練後期經紀人會帶著團體交接到下一個製作團隊。練習生所安排的職前訓

練都是客製化的。許多媒體認為 SME 的明星培訓很像是工廠的製程，套裝而

使明星毫無個性可言。但是，這樣的說法似乎與事實不符。SME 的練習生培

育方式更像是在栽培奧運選手，以精緻的客製化方式，投入大量培育資金，

承擔龐大的風險(練習生可能中途而費)，去培育一位國家級歌手。這樣的做法

在過去流行音樂產業是很難想像的。 

 

圖 3：韓國流行音樂產業鏈結構：SME 公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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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韓國業界採訪，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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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歌手出片時，台灣經紀公司通常會將內容製作、後製、企劃、行

銷外包給不同單位處理，本身會專注於發行工作。這可能是因為台灣多數演

藝經紀公司都是由唱片公司創業起家，而台灣又多為中小型公司，產業分工

逐漸成形。相對地，韓國 SME 經紀公司的作法就走了一條完全令人意外的途

徑。它開始透過市場集資而走向集團化，迅速將上中游整合，使得演藝經紀

公司不再只侷限於藝人中介，而向上延伸至藝人培育、詞曲創作、MV 製作，

向下延伸到行銷企劃、社群媒體、科技研發，成為類似一家大企業的架構，

而不再只是一間經紀公司的規模。 

韓國並沒有藝人證照制度，主要原因可能是韓國經紀公司已經自成一套

嚴謹的培育系統，而無需證照之認定。在經紀人方面，韓國演藝娛樂協會正

在建立合法經紀人清單。這是因為韓國除了中大型公司之外，小型經紀公司

良莠不齊，因而讓許多家長憂心，致電到公協會詢問。政府尚未有所行動之

前，產業之協會似乎是為了自清而主動整理合法名單(不是合格名單)，以防不

良經紀公司詐財騙色。對於中大型經紀公司似乎也無需經紀人證照制度，因

為公司內部之管理與分工機制已頗為健全，並不需證照制度之規範。 

第三，在媒體通路宣傳時期，台灣過去是倚賴「老三台」(台視、中視、

華視)，現在媒體資源分散，無線電台有 20 台(見表 5)，而寬頻(與有線)電台

為 170 台，與影視相關的則有 22 台(見表 6)。這使得音樂公司不易集中資源，

將歌手出片時可以聚焦能見度。音樂公司也會借助新媒體，如 YouTube，但

是由於台灣業者對新媒體操作與網路社群運作仍不熟悉，因此點閱率並不如

期望中理想。像是「Dream Girls」的官方主打歌《美麗頭條》於 2013 年 12

月推出，累積半年後之點閱率方達到 33 萬相對地，韓國女子團體「少女時代」

2013 年推出新 MV《I Got a Boy》時，三天內點閱率就已累積至 700 萬；2014

年又推出新 MV《Mr. Mr.》，每日點閱率高達 250 萬。 

此外，韓國媒體影響力集中於 KBS、MBC、SBS 三台，因此各家音樂公

司可以集中火力在三台的核心音樂節目 Music Bank(KBS)、人氣歌謠(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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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Core(MBC)，匯聚國內能見度。這些節目也向海外行銷，如台灣由福斯

電台播出，同步將新歌推到國際。反觀，台灣光是無線電視公司就有 20 台，

衛星台影視相關有 22 台，每一台都無法取得將大的影響力，音樂公司的行銷

資源也就被分散。無論是無線台或是衛星台，各家都還尚未建立自己的特色，

有沒有較為具規模的音樂節目，大多是抄襲國外的選秀節目。這樣的媒體環

境也讓台灣的流行音樂陷入劣勢之中。 

韓國積極培育新媒體也頗值得關注，特別是國產的 Melon 以及韓國大企

業家第二代出來經營的 Mnet，都是未來 YoutTube 在韓國的強勁對手。SME

也投入科技研發，正在開發單曲手機 APP，以便跳過新媒體，直接面對行動

族行動族，讓新曲推出時可以馬上全球同步發行。 

表 5：台灣有 5 家無線電視公司，共 20 台 

業者名稱 頻道名稱 LCN 
無線數位

播出 
有線類比/數

位播出 

寬頻網路(中
華電信

MOD)播出 

臺灣電視公

司 

台視 13 32 頻道 8 頻道/7 頻道 8 頻道 

台視財經台 14 32 頻道 無 53 頻道 

台視綜合台 15 32 頻道 無 32 頻道 

台視 HD 台 16 32 頻道 部份業者 無 

台視國際台 海外播出 無 無 

中國電視公

司 

中視 1 24 頻道 10/9 頻道 10 頻道 

中視綜藝台 3 24 頻道 無 34 頻道 

中視新聞台 2 24 頻道 無 50 頻道 

中視 HD 台 4 24 頻道 無 39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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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視公

司 

華視 17 34 頻道 11/12 頻道 12 頻道 

華視教育文化頻道 18 34 頻道 無 11 頻道 

華視新聞資訊台 19 34 頻道 部份業者 
55 頻道(HD

播出) 

華視 HD 頻道 20 34 頻道 部份業者 無 

民間全民電

視公司 

民視 8 28 頻道 5/6 頻道 6 頻道 

民視新聞台 10 28 頻道 53 頻道 無 

交通電視台 9 28 頻道 無 86 頻道 

民視 HD 台 11 28 頻道 無 無 

民視國際台 海外播出 無 無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

會 

公視 5 26 頻道 13 頻道 13 頻道 

公視 2 台 6 26 頻道 無 無 

客家電視 7 26 頻道 17 頻道 5 頻道 

宏觀電視 海外播出 無 無 

公視 HD 台 12 30 頻道 未定頻 無 

中華電信 MOD 開播前，閱聽人收看衛星電視台時多透過有線電視系統。

MOD 啟用之後，舊有衛星電視台僅少部分至有線電視平台上架，而新成立的

衛星電視台不再限於有線電視系統上架。台灣的衛星電視台集團因此一分為

二。一者是於有線電視系統上架；二者是於中華電信 MOD 上架者(有些業者

也於兩個平台都上架)。表 6 整理台灣衛星電視台共 68 家，約 170 台；其中

與影視相關的約有 22 台。頻道雖多，但是真正播出的不多，有好的內容更少，

節目製作普遍簡單，甚至有些粗糙。而且，與音樂相關的節目幾乎沒有，只

有 MV 頻道會不定時介紹台灣流行音樂。廣播電台反而是介紹流行音樂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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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傳播媒體。 

表 6：台灣衛星電視台共 68 家，170 台 

業者名稱 頻道名稱 有線類比/數位播出 

寬頻數位播出 

中華電信

MOD 
凱擘

SMOD 

1. 原住民族文化

事業基金會 原住民族電視台 16 頻道 004 無 

2. 人間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 
人間衛視台 7/8 頻道 007 無 

3. 大愛衛星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大愛一台 9/10 頻道 009 無 

大愛二台 HD 數位有線、海外播出 099 無 

4. 霹靂國際多媒

體股份有限公司 霹靂台灣台 11/12 頻道 無 無 

5. 龍祥育樂多媒

體股份有限公司 
LS TIME 電影台 64 頻道 無 無 

6. 米迦勒傳播事

業公司 

好消息一台 HD 15 頻道 003 無 

好消息二台 HD 數位有線、海外播出 無 無 

7. 富邦媒體科技

公司 

MOMO 購物 1 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MOMO 購物 2 台 34 頻道 無 無 

MOMO 親子台 24 頻道 無 無 

8. 台灣優視媒體

科技公司 

(富邦集團) 

台灣 HD 綜合台 部份數位有線 無 200 

台灣 HD 戲劇台 部份數位有線 無 201 

台灣 HD 兒童台 部份數位有線 無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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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八大電視公司 

八大第一台 27 頻道 無 無 

八大綜合台 28 頻道 無 無 

八大戲劇台 41 頻道 無 無 

八大娛樂 K 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10. 三立電視公司 

三立台灣台 29 頻道 無 無 

三立都會台 30 頻道 無 無 

三立新聞台 54 頻道 無 無 

三立國際台 海外播出 無 無 

三立財經台 88/89 頻道 054 無 

三立綜合台 無 085 無 

三立戲劇台 無 041 無 

11. 聯鑫行銷 (由
三立電視經營) 

音樂電視網(MTV) 79 頻道 115 無 

12. 東森電視公司 

東森綜合台 32 頻道 無 無 

東森新聞台 51 頻道 無 無 

東森財經新聞台 57 頻道 無 無 

東森電影台 62 頻道 無 無 

東森戲劇台 40 頻道  無 無 

東森幼幼台 25 頻道 無 無 

東森洋片台 66 頻道 無 無 

超視 33 頻道 無 無 

東森亞洲台 亞洲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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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新聞 Asia 亞洲播出 

東森衛視台 美洲播出 無 無 

東森美東衛視台 北美播出 無 無 

東森新聞 America 美洲播出 無 無 

東森美洲幼幼台 北美播出 無 無 

東森美洲戲劇台 北美播出 無 無 

東森中國台 北美播出 無 無 

東森超級台 北美播出 無 無 

13. 東森得易購公

司 

東森購物 2 台 35 頻道 無 無 

東森購物 1 台 48 頻道 無 無 

14. 森森百貨 

森森百貨 1 台 47 頻道 無 無 

森森百貨 2 台 60 頻道 無 無 

森森百貨 3 台 80 頻道 無 無 

15. 高點傳播公司 高點綜合台 44 頻道 無 無 

16. 衛星娛樂傳播

公司(年代集團) 

JET 綜合台 45 頻道 無 無 

JET TV 國際 海外播出 無 無 

17. 年代集團 

年代新聞台 50 頻道 無 無 

MUCH TV 38 頻道 無 無 

東風衛視 37 頻道 無 無 

吉本東風 亞洲播出 無 無 

18. 壹傳媒電視廣 壹電視綜合台 無 049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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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股份有限公司 

(年代集團) 
壹電視新聞台 49 頻道 056 無 

壹電視電影台 停播 停播 停播 

19. 中天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 

中天新聞台 52 頻道 無 無 

中天綜合台 36 頻道 無 無 

中天娛樂台 39 頻道 無 無 

中天亞洲台 亞洲播出 無 無 

中天頻道 北美播出 無 無 

20. 聯意製作股份

有限公司(TVBS) 

TVBS HD\TVBS 56 頻道 無 無 

TVBS 新聞台 HD 55 頻道 無 無 

TVBS 歡樂台 HD 42 頻道 無 無 

TVBS-ASIA 亞洲播出 無 無 

TVB8(台灣版) 無 40 無 

21. 非凡電視台 
非凡新聞台 58 頻道 無 無 

非凡商業台 未定頻 無 無 

22. 美好家庭購物

公司 

VIVA TV 1 台 59 頻道 無 無 

VIVA TV 2 台 81 頻道 無 無 

23. 好萊塢影視公

司 好萊塢電影台 68 頻道 無 無 

24. 緯來電視網公

司 

緯來日本台 75/76 頻道 無 無 

緯來體育台 72 頻道 無 無 

緯來綜合台 26 頻道 無 無 

緯來育樂台 70/71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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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來戲劇台 43 頻道 無 無 

緯來電影台 63 頻道 無 無 

緯來 HD 頻道 210 頻道(台灣寬頻) 無 221 

25. 聯合報系 UDN TV 206 頻道 058 214 

26. 國興傳播公司 國興衛視 76/77 頻道 無 無 

27. 大大寬頻公司 天天電視台 無 091 無 

28. 亞洲衛星電視

公司(華人衛星電

視傳播機構) 

寰宇財經台 無 057 無 

亞洲旅遊台 尚未定頻 035 無 

亞洲綜合台 無 033 無 

寰宇 HD 綜合台 無 036 無 

美食星球 無 038 無 

寰宇新聞台 無 051 無 

寰宇新聞二台 無 052 無 

Medici-arts 無 112 無 

29. 博斯數位公司 

博斯魅力網 部分數位有線 171 無 

博斯網球台 部分數位有線 172 無 

博斯無限台 部分數位有線 173 無 

博斯運動網 部分數位有線 174 無 

Golf Plus 部分數位有線 175 無 

Golf Channel 部分數位有線 176 無 

博斯足球台 無 179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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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台灣互動電視

公司 
SMART 知識台 無 031 無 

31. 華人傳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戲劇台 無 042 無 

32. 龍華數位媒體

科技公司 

龍華動畫 無 021 無 

龍華戲劇 無 043 無 

龍華偶像 無 044 無 

龍華電影 無 061 無 

龍華影劇 無 062 無 

龍華洋片 無 064 無 

龍華經典 無 079 無 

33. 靖天傳播國際

事業公司 

Nice Bingo 無 023 無 

Nice TV 無 026 無 

靖天綜合台 無 028 無 

靖天映畫 無 066 無 

靖天電影台 無 067 無 

靖天育樂台 無 088 無 

34. 靖洋傳媒科技

公司 

靖天卡通台 無 024 無 

靖天資訊台 無 027 無 

靖天日本台 無 029 無 

靖天戲劇台 無 046 無 

靖洋戲劇台 無 047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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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頻道 無 361 無 

35. 愛爾達科技公

司 

ELTA 綜合台 無 025 無 

ELTA 影劇台 無 045 無 

ELTA 體育台 無 170 無 

36. 萬達超媒體電

視公司 

EYE TV 戲劇台 無 048 無 

EYE TV 旅遊台 無 084 無 

37. 群英社國際公

司 

MY-KIDS TV 無 018 無 

MY 101 綜合台 無 101 無 

38. 木棉花國際公

司 i-Fun 愛放動漫台 無 098 無 

39. 惟達科技公司 Catch Play 電影台 部分數位有線 081 無 

40. 財團法人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傳

播基金會 
新眼光電視台 無 203 無 

41. 全日通娛樂傳

播公司 Z 頻道 尚未定頻 無 無 

42. 新唐人亞太電

視公司 新唐人亞太台 隨有線系統而變 無 無 

43. 法界傳播公司 法界弘法衛星電視台 102/103 頻道 無 無 

44. 佛衛電視台股

份有限公司 
佛衛電視慈悲台 104/105 頻道 200 無 

45. 華藏世界傳播

公司 

華藏衛星電視台 101/102 頻道 201 無 

世界衛星電視台 82/83 頻道 無 無 

46. 生命電視公司 生命電視台 104/105 頻道 20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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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華安聯合會 
希望電視台 無 無 無 

48. 財經網公司 SBN 全球財經 尚未定頻 無 無 

49. 鼎豐傳播公司 恆生財經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50. 萬商國際傳播

公司 贏家財經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51. 鑫傳視訊廣告

公司 
冠軍電視台 87 頻道 無 無 

52. 運豐國際多媒

體公司 運通財經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53. 中華福報財經

網公司 中華財經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54. 阿里山衛星電

視國際公司 
台灣綜合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55. 台灣藝術電視

台公司 台灣藝術電視台 100 頻道 無 無 

56. 凱亞電視事業

公司 凱亞綜合台 85/86 頻道 無 無 

57. 信大國際多媒

體公司 
信大電視台 尚未定頻 209 無 

58. 台灣番薯傳播

事業公司 台灣番薯電視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59. 信吉傳播公司 信吉電視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60. 信盈貿易公司 天良綜合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61. 大立電視公司 大立電視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62. 東方青衛星影

視公司 
東方青綜合電視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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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海豚多媒體公

司 
海豚綜合台 尚未定頻 204 無 

64. 唯心宗文化傳

播公司 唯心電視台 尚未定頻 無 無 

65. 星穎國際傳播

公司 

HOT 頻道 部分數位有線 350 無 

HAPPY 部分數位有線 351 無 

Hi-PLAY(玩家頻道) 部分數位有線 352 無 

星穎頻道 無 362 無 

66. 朝禾事業公司 

彩虹頻道 部分數位有線 無 無 

彩虹 E 台 部分數位有線 353 無 

彩虹電影台 部分數位有線 354 無 

K 頻道 部分數位有線 355 無 

67. 松視事業公司 

松視 1 台 部分數位有線 356 無 

松視 2 台 部分數位有線 357 無 

松視 3 台 部分數位有線 358 無 

松視 4 台 部分數位有線 359 無 

68. 紘績科技公司 
Pandora Perfect HD 部分數位有線 363 無 

Pandora Pink HD 部分數位有線 364 無 

第四，台灣流行音樂業者因為數位音樂保護不易，又遇上中國市場的崛

起，所以紛紛轉向大陸發展。也因此，台灣流行音樂業者在商業模式上漸漸

由實體與數位唱片轉向以演唱會為輔、商演為主以維持營收。這與韓國的發

展路徑漸漸相遠。韓國則是在演唱會以及數位音樂收入上有持續成長的態勢。

特別，SME 強於舉辦全球尋巡迴演唱會，而 YG 則是在數位音樂收入上獨佔



研究發現 

 53 

鰲頭。兩相比較，台灣業者漸漸依賴大陸市場，原創性也漸漸式微。韓國則

是在攻取全球市場之後，準備於 2014 年全力進軍大陸市場，像是推出男女情

歌對唱(韓籍男歌手、中籍女歌手組合)，並且以併購、技術轉移或策略聯盟之

方式，與中國影視企業合作。SME 便於北京設立辨公室，與百度合作成立 SME

專屬頻道與提升搜尋率，積極佈局進軍大陸，進軍網路娛樂市場。SME 也準

備以水平整合來發展中國通路，例如轉移經營方式給在地公司，以取得合作

契機，擴大影響力(表 7 整理兩地之供應鏈特質)。 

表 7：台韓流行音樂供應鏈特質之比較 

 台灣 韓國 

人才培育 個案培訓，單點訓練，藝人培育體

系尚未建立。 
國際選才、頂尖專業培育、客制化

訓練、練習生制度。 

音樂製作 專注唱片發行，兼顧演藝經紀，其

他業務分工外包。 
經紀公司集團化，上中游整合，走

向集團化。 

媒體傳播 媒體頻道眾多，音樂公司不易集中

資源推廣。廣播成為流行音樂主要

傳媒。 

集中在 KBS、SBS、MBC 三台台， 

各台皆有主流音樂節目，並利用新

媒體行銷全球。 

商業模式 著重台灣與大陸企業的商業演出

(如員工活動、年終尾牙)。 
著重全球演唱會與數位音樂收入。

演藝經紀收入也迅速成長，由於藝

人代言以及歌手轉進戲劇與電影。 

韓國的藝人資源來源更為多元及廣泛。首先在學校教育上，韓國多所大

學都設有演藝相關科系。根據台灣駐韓代表教育組於 2006年取自朝鮮日報的

報導指出，韓國在 90 年代設有演藝科系的大學只有 7 間，至 2000 年中間已

經增加到 70多間。大陸中央電視台《漢江傳奇》報導指出，每年約有三萬多

人畢業，學員除來自專門的藝術或表演學院外，也包括成均館大學、漢陽大

學、中央大學、東國大學、慶熙大學等韓國一流高等學府都設有相關科系。

以中央大學話劇系為例，2006年的招考人數為 9人，但報考人數卻高達 1,342

名。而為了回應如此的激烈競爭，演藝補習班也應運而生，教授技能包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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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即興表演、肢體、演唱、舞蹈等課程，以期能在術科表演上有好的表現，

進入好的演藝學院或大學。 

據韓國教育部 2011 年的統計，「K-POP 藝人」是排名老師、醫師等職業之

後，已經成為韓國青少及青少年最想從事的行業。雖然未有官方的統計數字，

但根據紐約時報 2013年 8月 9日「Cramming for Stardom at Korea’s K-Pop 

School」的保守估計，至少有上千家演藝補習班。報導中引述 Def Dance Skool

的學生由 2006年的 400位暴升到 2013年的 1000人。學生們每個月付上約 135

美金的學費，一週上三次的課程，學費和一般的升學補習班不相上下。這些

青年學生下課後便到補習班苦練，目的就是希望在選秀中脫穎而中，成為知

名演藝經紀公司的練習生。一位在 Def Dance Skool的高中生學員在接受紐約

時報訪問時談到他的訓練情況： 

「我的同班同學都在忙著準備升學考，而我是一週七天都到 K-POP

補習班來報到。練習完回家後都已經超過 10點了，但是我還會繼續

看 YouTube上的選秀情況。」 

台灣的演藝人才培育則未見如此豐沛的資源，教育資源也尚未整合。台

灣雖然有表演藝術相關的專門學校如華崗藝校、國立藝術大學、台北藝術大

學等，但是設有演藝相關科系的大學卻不多(台灣大學、文化大學、台北城市

科大等設有戲劇系，但是與流行音樂無關)。依據文化部在 2011 年的流行音

樂產業調查，目前台灣大專院校音樂相關系所共 26所，多以古典音樂為主流。

台南藝術大學應音系、中山大學音樂系有相關學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於民

國 100 年接受文化部補助而試辦了一年流行音樂相關課程。在演藝或音樂補

習班部份，台灣的課程多吸引出社會對演藝工作有興趣的成年人以及科班學

生，其設立目的和韓國的補習班相去甚遠。根據 2011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的

推測，音樂相關科系(學術和非學術機構)的結訓生總合約為 2000 名。以此推

測，台灣的音樂相關教育機構應該不到百家。台灣演藝供應鏈上游的藝人資

源在質及量上和韓國便有相當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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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社會對於藝人的觀感也是影響因素。隨著韓國經紀公司日益壯大，

帶動娛樂產業發展，一向以學業為重的韓國對藝人的觀念也開始改變。學子

看到除了升學以外的生涯機會。韓國的城鄉差距大，當「明星」被視為是由

貧轉富的脫身機會。不可否認，演藝經紀公司完整的培訓系統成功造就許多

超級明星，取得大眾信任，也提高藝人的社會地位。台灣社會對於藝人的角

色仍然抱持著存疑的態度。雖然近年選秀節目讓藝人的徵選過程更為公開透

明，然而素人當道的文化過於強調個人特色過於實力，生命週期難以持久。

面對市場胃納量過小的問題，台灣利用其語言及文化優勢，進軍大陸華語市

場。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台灣演藝經紀公司仍未能出現一間能夠整合供應鏈

上下游的多元娛樂型公司。台灣面臨的是更嚴重的人才短缺及大陸市場崛起

的磁吸。 

韓國演藝經紀公司選擇反向操作，突破語言及文化限制佈局全球，造就

韓國綜合型娛樂公司的成形，並帶動其週邊如時尚、舞台設計、燈光、攝影、

化粧、造型等專業分工。SME創辦人李秀滿在美國求學時受到MTV的刺激，

意識到這股由「聽音樂」到「看音樂」的新音樂形式將帶來巨大改變。SME

首先導入日本傑尼斯培訓系統推出偶像，引進企業化及系統化之作法，帶動

中小規模經紀公司間之整合。SME娛樂並率先和日本 AVEX唱片合作，有系
統的培植新秀進軍海外市場，成為韓流偶像走向世界的推手。  

4.1.3 韓國演藝經紀合約問題 

經紀之代理行為即買賣雙方透過中介第三方進行交易的行為。經紀的作

法常見於房地產、金融保險及人力資源等。然而藝人「有市才有價」的勞動

力特質往往造成買賣雙方收入的不確定性及權利分配的爭議。台灣藝人由簽

約至出道 少需時半年，演藝經紀合約則是三至五年不等。演藝經紀公司的

收入以抽成為主，比例由一成至五成不等依藝人知名度和市場價值而定，為

業界行之有年之潛規則，並無既定標準。剛出道的新人經紀佣金可達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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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高知名度的藝人即便只有一成佣金，數字也相當可觀。娛樂產業的

高風險性亦會讓買賣雙方處於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因此，許多合約都是在

雙方的關係、默契等許多隱性條件下形成「因人而異」的合約。  

韓國演藝經紀合約的最大特色則在於長期合約(短則五至七年；長則超過

十幾年)及月薪制的作法。然而嚴苛的規定及時間過長引來許多爭議，也被外

界封為「奴隸合約」。首開長期合約先例的 SME 創辦人李秀滿則視長期合約

系統為 K-POP 的成功關鍵。他指出： 

「這種管理系統連美國也沒嘗試過。選拔練習生簽訂長期合約並進

行培訓，在美國被禁止。美國實行代理制度，歌手和藝人成長後，

委託代理公司進行處理業務。所以，代理公司淪為承包企業，對有

才華的人也不能進行長期投資。但作為文化產業的後起之秀，韓國

和日本允許自由簽訂合同，所以有意願進行長期投資。」(朝鮮日報，

2011.11.19)6 

不過，動輒十年的合約制度引來藝人和經紀公司間的爭議，包括 H.O.T、

水晶男孩、S.E.S、神話等都因傳聞與經紀公司不合之而解散，東方神起更是和

SME 經紀公司對簿公堂， 後在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Fair Trade Commission)

的介入協商下情況才獲得改善。公平交易委員會為韓國中央行政中心的直屬

單位，任務為促成企業間、企業對消費者、企業和提供勞務者及國際企業間

的公平、公正交易，協助排解藝人與演藝經紀公司間之糾紛以及合約合理化。

2008 年，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 高法院的授權下，針對十家主流演藝經紀

公司(iHQ、JYP Entertainment、SM Entertainment、Yedang Entertainment、BOF、

Olive 9、Wellmade Star、Namoo Actors、Fantom Stars 及 Mnet)，354 位藝人

的合約進行調查，發現合約違法部份多為違反個人隱私及自由7。 

                                                
6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10/19/20111019000036.html 

7 Shariff, Roos Niza Mohd. 2011. "Legal disputes on terms of contract in JYJ vs. SM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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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n Fair Trade Commission)要求演藝經

紀公司把合約期限縮短至在國內發展時間由十至十三年，改為七年。2011 年，

委員會進一步要求演藝經紀公司修改合約，在簽約時必須限定藝人年齡，若

為兒童或青少年，便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要求穿著暴露或做出煽情行為，並要

保障身、心健康及人格權、睡眠權、休息權及自由選擇權等基本人權(中央日

報，2011.6.18)。但是，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並非以法令「處罰」SME，而是

SM 自願性修改旗下藝人合約，只有練習生合約才是公平交易委員會下令修正

的，非正式藝人8。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新聞稿原文翻譯是：「考量到 SME 是

自發性地修改他們藝人與練習生的合約，公平交易委員會決議簽署不公平合

約發佈警告，下令SME一體適用三年延長期間的規定到所有的練習生身上。」 

合約中一項重要修訂是「藝人自願性」議題。SME 原先合約內容為：「藝

人永遠必須遵從公司的要求出席由 SM 所製作的網路節目。SM 製作的媒體節

目必須優先出席。」（東方神起合約第九條第四與第五款）韓國公平交易委員

會要求刪除原條款並增加下述條款：「藝人可以隨時就 SM 的安排表達自身的

意見。藝人可以要求 SM 提供與演藝活動相關的資料或文件來檢視或影印。

藝人有權拒絕 SM 不公平的要求。」 

2013 年，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通知 SME 禁止防礙 JYJ(東方神起三位成

員離開後新組成之團體)在電視台的宣傳活動，結束了 JYJ 和 SME 娛樂自 2009

年以來的官司。公平會並重申，禁止大型娛樂公司藉影響力妨礙解約藝人之

表演生涯，或採取報復行動，希望以此糾正演藝經紀公司簽訂不平等合約的

惡習(中央日報，2013.7.25)。 

台灣的公平會並未如韓國公平會在演藝經紀產業上著力。台灣的演藝糾

紛即便多次告上民事法庭，公平會也未介入展開大規模調查合約公平性問題。

                                                                                                                                  
US-China Law Review 8(11):1035-44. 

8 參見原文 http://truetvxq.blogspot.com/2011/01/korean-fair-trade-commission-and.html (Still 
翻譯；Aqua Twins 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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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藝人多採取私下和解。也因為台灣藝人的經紀佣金多不會過高，而且自

主性高，可以自創經紀公司，所以綁約事件比較少。要預防演藝經紀合約糾

紛，產業需建置一個健全的第三方仲裁制度。台灣在這方面仍可努力。 

(一)、經紀合約之種類：經紀公司和藝人的合約類型可分為無正式契約關

係的「默契約」及有正式契約關係的「經紀約」(林富美，2004)。經紀約可再

次分為「部份經紀約」(或稱部頭約)，即依表演類別之不同(唱片、戲劇、廣告

等)而將業務交予不同的經紀公司處理；以及「全經紀約」，即由經紀公司全權

處理藝人所有表演相關業務。全經紀約多用於新進藝人，如歌唱比賽出身的

吳申梅、行腳節目出身的宥勝等；部份經紀約則用於經紀公司進行策略聯盟

時，如華研和天熹娛樂分別管理飛輪海的唱片及戲劇約；華納和天熹娛樂分

別管理 Spexial 團體唱片和戲劇約等。 

台灣娛樂產業還需要面對大陸磁吸效應的挑戰，以及藝人青黄不接的問

題。 於此情況下，業界也發展出跨經紀公司的「部頭約」，以及「職人約」。

例如三立電視台由 2001 年起製作偶像劇，一年 1500 小時的自製戲劇需要大

量明星演員。三立與模特兒公司合作，以「部頭約」每次簽三部戲，降低明

星爆紅風險。「職人約」則發掘專業職人，如阿基師(廚師)、吳寶春(麵包師父)

等。三立也發展雙棲經紀約，培養為歌手與演員之雙棲藝人，同時以主題曲

哄抬戲劇。 

相較之下，韓國主流的演藝經紀公司幾乎都以全經紀約為主。主因是這

些演藝經紀公司致力於垂直整合，由徵選、培訓、企畫到推廣一氣呵成，因

此需要對藝人有主控權，以針對各樣需求發展藝人的能力，全經紀約便成為

符合經濟效益的作法。全球化市場機制之發展下，韓國演藝產業蓬勃發展，

得以支付足夠的報酬給各類人才，不只沒有人才大量外流之隱憂，更吸引人

才到韓國發展。台灣的演藝產業多存在小經紀公司，規模不大而且各自作業，

小量製作、控制成本遂成為台灣演藝經紀公司的務實作法。 

(二)、經紀人制度：台灣及韓國目前皆尚未建立經紀人資格審查與認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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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此，多數合約爭議都和經紀人之專業能力有密切相關(張鈞甯，2010)。

演藝產業如何規範經紀人資格以及檢核其能力成為迫切議題。中國是目前亞

洲少數制定演藝經紀人法令規範的國家，然而大陸的經紀模式多屬跑單幫性

質，尚未發展出健全的市場機制。中國「經紀人管理辦法」著重於釐清技術

面議題，如經紀公司定義、場地及資金限制、執業人數、兼營與專營的規定、

責任歸屬、風險承擔、法務責任等，尚未關注經紀人的專業及適任性。經紀

人的專業能力影響著藝人的前途，然而影視產業的業務範疇牽涉許多跨領域

之專業知識，是未來研擬資格認證的重要考量。 

韓國娛樂產業雖未發展出經紀人制度，但大型演藝經紀公司已經發展出

一套專業分工體系。韓國三大經紀公司的創辦人都為藝人出身：SME 的李秀

滿曾為歌手、DJ 及電視台節目主持人；YG 的楊賢碩則為韓國知名團體「徐

太志和孩子們」的團員；JYP 的朴振英是詞曲全能的創作型藝人。創立 Sidus 

HQ 的三位創辦人，包括 SME 的資深經紀人，一手打造 H.O.T 及 S.E.S 的鄭

海益；曾任韓國國民歌手趙容弼經紀人，並發掘張赫、朴新陽及全智賢等人

的鄭勳卓以及從電影製作起家的車勝宰，也和演藝圈有長久深厚的關係。這

些創辦人引入專業管理人及公開募資模式，以企業化的方式經營演藝經紀，

也建立經紀人制度。 

(三)、合約之衝突：2001 年蔡依林和大聲工作室因為「帳目不清」而引

發爭議，2008 年楊宗緯一約兩簽事件，2011 年張紹涵與前經紀人林隆璇和福

茂唱片間因酬勞問題引發的芥蒂而終止合約。這些事件被視為「違背合約精

神」，而「財務」問題是造成合約糾紛的主因，其中核心議題就是對「違約」

的認定(林富美，2002；張鈞甯，2010)。「合約地雷」通常是隱藏於違約條款，

其牽涉的賠償方式相當嚴苛，不單造成金錢損失，也可能影響藝人的演藝事

業。「合約地雷」經常是由經紀公司特意在合約條文中以隱晦的用字遺詞中安

排處罰條款。新進藝人多數不懂法律，常常為了成名而草率簽約，因而讓經

紀公司予取予求， 後導致對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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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演藝合約糾紛的主要是利益分配以及隱私侵犯。SME 娛樂首先有

H.O.T 因為利益分配意見不合而解約。這個事件的導火線應該和 2009 年東方

神起三位成員出走事件有關。2009 年，一直為某個公司品牌代言的東方神起

三位成員金俊秀、金在中、樸有天，突然被 SME 娛樂宣佈以「三人代言屬擅

自決定的違約行為」解約，由此引發糾紛。三位成員 後選擇離開 SME 娛樂

而投效另外一家經紀公司 C-Jes Entertainment，並以 JYJ 團體名稱持續進行演

藝活動。雙方於 2012 年通過調解，法庭宣佈三位成員和 SME 娛樂的合約結

束，並撤銷所有訴訟。然而， SME 娛樂以及韓國流行文化及藝術產業公會

(Union of Korean Pop Culture and Arts Industry, UKPCA)聯手阻撓 JYJ 發行唱

片及媒體曝光機會，使關係更趨惡化。直到 2013 年 7 月公平會介入要求 SME

娛樂停止其不當行為，事件才告了解。 

三位成員針對的契約不合理部份，主要是在時間及酬勞的議題上。首先

是成員對於自己的時間幾乎没有掌控權，只能聽命經紀公司的安排，身心俱

疲。根據三位成員的說法，他們從 2004 年出道至 2009 年，長年往返中國、

日本、韓國，一年之中只有一週的休息時間，每天的睡眠時間也只有 3-4 小

時。長時間的體力透支使三人身體健康出現警訊，精神狀況也漸漸不佳。海

外巡演使他們的健康狀況更加惡化。三人認為自己成為經紀公司謀利的工具，

猶如賣身契，與當初音樂演藝理想相去甚遠。契約期限是 13 年，若加上兵役，

則長達 15 年。三位成員在第五年已經感到精疲力盡，可是若解約則必須面臨

的巨額違約金(總投資的三倍，加上損失的兩倍金額)，致使藝人難以解約。 

利益分配不均是另一個爭執點，起因在於雙方對於 2008 年單曲《魔咒》

的銷售數字不一致的情況。SME 娛樂提報單曲的銷售量為 48 萬張，然而東方

神起的律師卻提出 54 萬的銷售數字(Shariff, 2011)。律師進一步指出合約裡規

定單張專輯必須超過 50 萬張的銷售量團員們才能在次張專輯發售時拿到

1000 萬韓元的分紅；否則不分配任何利益，令團員認為極為不公平。雖然這

個條款已於 2009 年 2 月調整成根據專輯銷售量計算，但分紅比例也只有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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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 娛樂另外一起廣為人知的合約糾紛就是 Super Junior 的中國成員韓

庚退團事件。韓庚在 2009 年 12 月 21 日向法院控告 SME 娛樂，原因也是收

入分配不公及過度勞累。韓庚透過律師指出，他從 2006 年起除了在演出時能

回到中國做短暫停留外，並餘時間都必須留在韓國，幾乎沒有一天可以休息。

如此的作息使他身體長期承受壓力，也使他罹患胃和腎的疾病，並且因為接

太多通告累到打點滴。雖然，他曾以健康為由向公司提出休假申請，卻遭到

回絕。沒有韓庚，SME 娛樂進軍中國的夢想也因此受阻。SME 娛樂展開與韓

庚為期兩年的官司纏訟。 後，在 2011 年 9 月 21 日韓庚撤銷告訴，使合約

糾紛告一段落。 

2011 年 3 月 27 日湖南衛視《背後的故事》製作專訪特集，呈現韓庚從

SME 娛樂退團後的心路歷程。節目中，韓庚並未直接說明解約的始末，但談

到身體情況不佳、父母未受到公平對待、工作勞累引發的心理問題等因素，

都是造成解約的導火線。韓庚提到，雖然對 SME 娛樂的栽培心存感激，不過

退團後所面對的輿論壓力以及未來前途都令他擔憂。2010 年 7 月 17 日韓庚在

中國長沙個人單飛後第一場演唱會中的 3D 特效及舞台造型仍可看到 SME 娛

樂的影子。韓庚近年積極參與公益活動，也朝全方位創作歌手、演員發展，

希望摸索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明星路。 

如韓庚或東方神起在多年官司纏身下，仍得以全身而退的例子仍是少數。

根據韓國公平交易委會在 2009 年發佈的 20 家娛樂經紀公司的調查顯示，幾

乎每家經紀公司都有類似的「長期合約」，被戲稱為「奴隸合約」。這些合約

存在許多不平等條款，如出國必須得到公司許可；談戀愛需要事先報備，並

調查對象家庭成員的背景；以及藝人時刻必須向公司報備行蹤；這些規定侵

犯個人自由與隱私。然而，韓國強勢演藝經紀公司似乎並沒有要改善合約內

容的意願，還是希望對藝人擁有主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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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韓國演藝媒體生態 

韓國偶像出道傳統上必須先經過電台播放單曲，有一定知名度後才能上

電視節目宣傳；而取得無線電視台歌謠節目的排名冠軍，更是藝人們的夢想

以及外界判定偶像團體成功與否的指標。雖然數位媒體的掘起、有線及衛星

頻道的開放已經削弱無線電視媒體的影響力，但是其廣泛的收視覆蓋率，仍

然在韓國媒體界佔有一席之地。 

(一)、排行榜規則：SME 娛樂的茁壯漸漸改變了經紀公司和電視台之間

的權力關係。居主導地位的三大電視台紛紛和經紀公司合作，希望透過人氣

偶像為節目收視率加持，或者邀請偶像加入戲劇演出，爭取到更高的海外版

權費。2004 年，神話出道六年後獲得首爾歌謠大賞；2008 年，少女時代第一

張同名專輯收錄的《Kissing You》單曲打敗 Wonder Girls’，登上三大主流音

樂節目 Mnet 的《M Count Down》、SBS 的《人氣歌謠》以及 KBS2 的《Music 

Bank》冠軍寶座。2010 年 2 月 7 日，JYP 團體 2AM 出道兩年後在 SBS《人

氣歌謠》登上寶座。音樂節目排行成為韓國歌手成為一線偶像的試煉，也是

鞏固偶像地位的機制。 

由大眾媒體主導的韓國偶像排名分為三大類型。第一是音樂節目，像是

「人氣排行榜」，受到偶像、經紀公司、廣告公司、粉絲以及大眾等多方肯定，

被視為是「真正第一名」。從 1981 年開始播放的 KBS《歌謠 TOP 10》、1998

年至 2005 年的 MBC《Music Camp》，以及現在仍持續熱播的 SBS《人氣歌謠》、

KBS《Music Bank》和 Mnet 的《M Countdown》都是屬於這類型節目。然而，

由於大部分的節目排名是依據唱片銷售量(如「hanteo 排行」、「新國家媒體」

與「hottracks 排行」)、手機通訊公司(SKT、KT)的來電答鈴以及線上音樂公

司(便當、MELON、BUGS、Mnet.com、音樂海洋等的下載量和串流)的音源

銷售量。由於這些統計數字並不完全透明，公信力遭受質疑。 

第二，由於統計公正性受到質疑，韓國在 2010 年出現了「Gaon 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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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韓國音樂內容產業協會為中心，文化體育觀光部為輔的「Gaon 排行」結合

了國內主要音樂企業如 LOEN、音樂海洋、BUGS、Mnet；移動通訊公司包括

跟隨想法 T、KT Music、SK Communication 等提供的音樂服務相關線上收益；

韓國國內主要唱片流通公司 LOEN、SM Entertainment、Mnet；以及海外唱片

公司如環球、Sony Music、Warner Music KOREA、Ponycanyon KOREA、KT 

Music 的線上唱片販賣量。這樣的統計被視為較有公信力。 

第三，隨興自立名目的藝人排行榜節目也相繼出現。這些節目是以各種

主題來為偶像排名，以娛樂性質為主。這類代表節目有 KBS《理想型世界盃》、

tvN《偶像排行》、《Running Man》等。隨著實境和搞笑節目在韓國逐漸受到

重視，後勢值得觀望。 

排名背後的另一勢力是粉絲，也是把偶像推向冠軍寶座的功臣。1990 年

代以前，韓國的偶像排名是依據音樂節目的排行和唱片銷售量，而非靠粉絲

動員。90 年代，《歌謠 TOP 10》被視為具公信力節目，其原因正是粉絲。當

時歌迷參與投票的方法就是透過隨機 ARS(為一類似電話問卷調查的形式，歌

迷登記自己的資料後，以隨機的方式採樣調查)。1990 年後半，電視台因應需

求，讓歌迷依據電視畫面出現的歌手標號，透過付費電話投票，改變了原有

的計算模式，讓歌迷成為左右排名的勢力。 

唱片的銷售量也是經紀公司努力經營歌迷的原因。每個歌迷代表三張唱

片的銷售量，一張為保存，一張當禮物，另一張拿來聽。當時數位唱片尚未

出現時，歌迷之間都是以電話留言的方式交流 新情報。學校附近的唱片行

也會在各歌手發片時舉辦小活動，成為歌迷後援會的雛型。1990 年代的粉絲

後援會之間除了競爭，也不忘以凝聚向心力為理念。現在這種樣貌雖已不復

見，但歌迷合力將喜受的歌手推上排名冠軍時，依然能見識粉絲的團結力。

但也因為如此，這類節目排名也逐漸失去公信力，成為歌迷間的爭鬥工具。 

1970~80 年代的韓國粉絲會在心儀歌手同台的情況下相互較勁，利用花束

及花圈的數量來讓自己喜愛的偶像佔上風，並比較開演唱會時的人氣，以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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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受歡迎的程度。到了 1990 年代，首先有「徐太志和孩子們」的後援會，比

70、80 年代的前輩更有組織，也更體制化，不再只是買專輯、看表演，而是

開始向社會大眾發聲。尤以當時「徐太志和孩子們」的歌曲「時代有感」遭

到禁播禁唱， 具代表性的活動是粉絲全體參與廢除審議會抗議。這新一波

粉絲文化，也深深響到了新一代偶像後援會。1990 年代後期，H.O.T. 等偶像

團體的出現更強化了粉絲文化。每當新的偶像團體成軍，粉絲們便立即成立

後援會，並且替自己的後援會找適合的名稱。 

H.O.T. 出道後填補了「徐太志和孩子們」解散後的偶像空窗期。H.O.T

出道才三個月，位在首爾束草區的 SME 事務所在一周內就收到一萬封歌迷季

來的信件。成堆的信件使得郵局業務加重。 後，只好由 H.O.T 出面提醒歌

迷別再寄信過來。但是，他們所租賃的處所也是問題重重。女歌迷徹夜苦守

在家門口，只要有個風吹草動，響亮的尖叫聲，便會驚動附近的居民，導致

後 H.O.T.只能搬家。但是，搬家之後重複的現象又再次出現，讓他們相當

困擾。甚至連文熙俊高中畢業時，也無法正常與同學一樣參加畢業典禮，因

為場外已被歌迷擠得水洩不通。文熙俊只能提前到學校拿證書後急忙回宿

舍。 

李秀滿在 1997 年 2 月 1 日時，宣布 H.O.T 暫時停止宣傳活動，吸引了歌

迷的關注。李秀滿決定以休息期製造歌迷期待。休息期間，SME 娛樂也透過

雜誌發行人申承哲的幫助，將 H.O.T 休息期間的日常生活寫成了有趣的系列

報導，讓歌迷能看到偶像的作息，也提高雜誌銷售量。H.O.T 後援會的壯大和

SME 娛樂設立 STAR WORLD 室進行形象管理有關。STAR WORLD 室的室

長正是李秀滿的哥哥李修英。舉凡粉絲後援會募集與管理、處理成員肖像權

遭受侵害的事件以及製作發行 H.O.T 相關的周邊商品等，李修英都善用他的

經營長才。1997 年 5 月 H.O.T 準備第二張專輯發行時，成立新的 H.O.T 粉絲

後援會，STAR WORLD 正式進入忙碌時期。他們集合全國 34 個地區的後援

會會長，成立 HOT 中央組織- CLUB H.O.T。藉助這些歌迷自願性幫忙宣傳，

第二張專輯的行銷也得以順利進行。韓國演藝產業的明星行銷，也透過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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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成功開拓新作法。當時網路才開發展，演藝相關內容並不及雜誌的多樣，

雜誌與歌迷後援會就成了歌迷接近偶像的 佳管道。 

1997 年的金融風暴中，韓國經濟跌到谷底，而 H.O.T 多虧了歌迷後援會

的支持，成功脫離金融風暴迷霧。1997 年 9 月 21 日，H.O.T 歌迷後援會在首

爾奧運競技場舉辦了創團式，他們的高人氣，吸引了約一萬五千名的歌迷到

場支持。埋伏在外的記者，早就準備好要寫他們活動裡會發生甚麼樣的混亂

的秩序和爭執等新聞，但從頭到尾 H.O.T 歌迷後援會都遵循指示入場，並且

根據自己喜歡的成員，攜帶不同顏色的氣球前來應援。H.O.T 的歌迷後援會可

以稱得上是史上 強大的後援會組織，STAR WORLD 不但會請他們支援宣傳，

也會宣導守秩序等規定，成了 SME 娛樂重要的助手。 

但是這種粉絲文化卻也帶給社會許多負面的影響，尤其過度擁護自己心

儀的偶像而造成各團體粉絲互相競爭的狀況，釀成了許多事件。尤其是以女

性粉絲為主的男性偶像團體的情況 嚴重。部份女粉絲會傷害或威脅那些自

稱和自己喜歡的 「哥哥」交往的女性成員以及對那些批評心儀偶像的評論家

或大眾言論提出抗議，並集結團體群起反抗，甚至出現反粉絲(anti-fans)。如

此的粉絲文化讓偶像團體同時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隨著 H.O.T 人氣蒸蒸日上，歌迷內部也因各自擁護不同成員而出現派系

分裂。如在生日時準備禮物，跟隨特定的服裝風格等。這些現象其實在李秀

滿開始打造團體時，就事先設想到，所以他對於這樣的分派，並不意外。但

是有光就有影，大眾之間開始出現 H.O.T 是公司的計畫商品或宛如魁儡、沒

有人性化的一面等等的反對聲浪。1998 年初，憎恨 H.O.T 的團體，在網路上

架設了名為「殺死 HOT Anti-HOT Homepage」的網站。網頁管理者在網路上

指出其目的是為批判沒有能力的舞蹈團體，使他們走向正途；並主張網站上

的發言純屬個人意見，並沒有威脅 H.O.T 或傷害他們的意圖。網站成立的事，

很快地就傳到李秀滿耳裡。他雖然內心很難過，但想到美國的一些當紅團體，

也都有一批「反粉絲」，這個現象應該是很正常，可以指出 H.O.T 不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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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他們有機會修正。 

就在 H.O.T 反粉絲陰影如病毒般快速擴散時，S.E.S 的反粉絲也由四面八

方展開攻擊。男生們開始迷戀 S.E.S 的同時，有些女性粉絲卻開始在網路上散

播例如「在誰的包包裡發現了香菸」、「和其他男藝人在交往」等等空穴來風

及惡意中傷的傳聞。李秀滿雖然很無奈，還是決定以淡化策略來因應，但他

也很擔心這樣傷害偶像的言論，會讓其他年輕人跟著模仿，做出危險的行為。

然而，讓李秀滿更不堪其擾的是歌迷俱樂部裡一些比較激進的歌迷。他們會

持續守在 H.O.T 家樓下，每當他們生日時，就在樓下大聲唱著生日歌，造成

鄰居們很大的困擾。他們也會不分日夜的在附近徘徊，惹得附近居民人心惶

惶。 

這個恐怖的現象，在 1999 年時爆發了一起嚴重事件。1999 年，文熙俊在

電視台裡準備上《人氣歌謠》時，與 Baby Vox 的主唱姜美英在走道上短暫的

交談卻被扭曲成彼此有特別的情愫，並在網路上流傳著。文熙俊的歌迷得知

事情後，聚集起來攻擊姜美英，並不斷地撥電話給姜美英的公司，說如果他

們不分手，就要殺害姜美英，甚至收到包著沾有血跡的刀片的信件。還有些

歌迷到購物商場，對著剛結束簽名會的姜美英丟擲垃圾， 後甚至揮舞著刮

鬍刀，讓姜美英的手受傷。偶像團體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錄影中歌迷互相叫

囂、甚至在場外大打出手的場面也屢屢可見。 

隨著偶像文化逐漸在歌壇占有一席之地，粉絲文化也漸漸的成熟起來。

現在的粉絲比較能接受那些批評自己偶像的言論，並且不再像過去一樣不分

青紅皂白就結黨群起抗議。他們漸漸了解這樣的行為反而會對偶像形象有負

面影響。隨著粉絲文化的成熟，也產生了一些正面的影響。 具代表性的就

是將過去只送禮給偶像的情況轉換成捐贈或義工活動。例如，少女時代後援

會為新專輯發行、回歸舞台或是成員生日時等展開捐贈或義工活動的傳統，

也影響其他偶像如 Super Junior、JYJ、2PM、朴載範等後援會的群起仿效。如

此的作法也漸漸由國內擴張到海外，如海地地震時舉行大型的義工活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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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想為心儀偶像營造正面形象而形成的正面競爭，逐漸擺脫以往只以粉絲後

援會為主的攻擊文化，並且擴展到叔姨輩粉絲。 

反粉絲活動同時也由國內擴張至國外，對人氣偶像仍然造成影響。

2008-2009 年，少女時代經歷了三次「黑海事件」(演唱會中螢光棒關閉猶如

一片黑海的景況)。首先是「Dream Concert」沈默抗議事件。2008 年，在韓國

蠶室主競技場舉行的「Dream Concert」集合了韓國的超級偶像團體如東方神

起、Wonder Girls、少女時代、Super Junior、SS501 等十多組藝人。然而演唱

會一開始就因為免費入場的關係，來場人數遠遠超過預期而發生霸位、推擠

事件，讓演唱會中斷演出 30 分鐘。少女時代出場時，更發生樂迷靜默抵制事

件。事件的起因謠傳是少女時代的粉絲在網上粗爆大罵其它歌手引發爭端。

還有，少女時代太受到 Super Junior 的愛護而引發其粉絲醋意大發。其它偶像

團的後援會粉絲便聯合發起抵制，於少女時代登場時將螢光棒關掉，全場靜

默 10 分鐘以示抗議。後來的兩次分別在上海及曼谷的《S.M TOWN World 

Concert》中，其中上海場的「反」應尤其激烈，反粉絲們還在中場休息傳「九

夫人們這輩子 anti 你們」的簡訊至舞台螢幕上的尷尬場面。 

(二)、經紀公司的生存之道：演藝經紀公司是「保一」策略的制定者，因

為第一名意味著收益。SME 娛樂的策略是以吸引忠誠度高的歌迷為主，致力

於塑造偶像風格。旗下練習生必須經過辛苦的訓練過程，推出的偶像具有較

好的歌唱實力與舞台魅力。SME 娛樂大規模投資節目設計，塑造偶像的神秘

感，藉以擄獲粉絲的心。初期，SME 娛樂將重心集中於唱片販賣量，仿照日

本，推出各式版本唱片。1997 年 H.O.T、2006 及 2008 年的東方神起，以及

2009 年的 Super Junior 都獲得金唱片賞的大賞。2009 年少女時代也獲得數位

音源大賞的殊榮等多項肯定。 

JYP 娛樂公司的策略則是專攻 20 到 30 歲的粉絲，以一般民眾為販售目

標。以歌手朴振英擔任製作的團體 GOD 為例，GOD 經常以親切的形象於綜

藝節目演出如《GOD 的育兒日記》，因此粉絲年齡層廣泛，深獲大眾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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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 2001 年時獲頒金唱片大賞。目前 JYP 仍主攻 20~30 歲左右的成人市場，

推出專輯都會追求獨特的概念，以展現偶像的個性魅力。 

YG 娛樂公司以歌手特質為宣傳主體。雖然在銷售作法上和 JYP 相似，

但 YG 鎖定的是年齡較底的十多歲的青少年客層。三家公司的音樂作品也各

有其差異，SME 娛樂公司的藝人或歌曲有所謂的「SME 風格」(華麗、健康、

精緻)；JYP 則是每首歌都帶著歌手要傳達的理念；YG 則是以歌手特色為宣

傳訴求，強調歌手的才子形象。 

DSP Media 雖然不若三大經紀公司知名，採用精兵策略，以「鎖定式競

爭」讓旗下歌手始終處於高知名度的地位。它多以「與 SME 娛樂對打」的戰

略思維來推出團體。以 1990 年代末，Sechs Kies 以專輯為主；SS501 以單曲

為主，正規專輯只推出了一張，其它都是單曲和迷你專輯。「集中資源、緊跟

第一」的策略使 DSP 推出的歌手常常與其他主導公司歌手爭奪第二、三名而

提高了知名度。舉例來說，H.O.T 和 Sechs Kies、S.E.S 和 Fin.K.L、神話和 Click-B、

東方神起和 SS501，少女時代和 KARA 等，讓 DSP 以小搏大。 

(三)、泡菜粉絲俱樂部：《泡菜粉絲俱樂部》是韓國 大電視音樂台 Mnet

特別為華語區製作的 K-POP 相關節目。每週一晚間 9：00 在 Channel V 播出，

由華語及韓語皆流利的主持人介紹 新的流行樂曲、韓星動向及韓國的吃喝

玩樂等。《泡菜粉絲俱樂部》更因 Mnet 的豐沛演藝資源，得以華語、韓語獨

家專訪如 Bigbang、2PM、CNBlue、SHINee 等 K-POP 重量級團體或藝人，並

且讓藝人們以華語開場問候粉絲，成為節目 大的賣點之一。 

節目以 K-POP 藝人為核心，除了成為粉絲貼近心儀偶像及學習韓國文化的

管道，也串起週邊的娛樂、時尚、流行及觀光產。近來《泡菜粉絲俱樂部》

也開始前往亞洲主要華語城市如台北、香港製作特輯，報導在地流行文化、

美食娛樂及韓流現象。以台北特輯的節目為例，雖然名為台北特輯，實際的

主題仍然是環繞在K-pop，如Super Junior圭賢父親在台北開設的韓語補習班、

台灣的韓流商品店集合區等。此外，可以發現所選擇的台北景點或主題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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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韓國藝人或韓劇相關，緊扣著韓國流行文化的主題。 

《泡菜粉絲俱樂部》也可視為是整合亞洲華語區K-POP粉絲的管理機制。 

首先透過 Channel V在華語地區的視頻，節目內容也會在中國、香港、新加坡

及台灣等地播放。隨著海外巡演成為 K-pop藝人的活動重心，《泡菜粉絲俱樂

部》也利用其在華語地區的資源，捕捉藝人們在各地的演唱會片段及影迷參

與盛況。粉絲雖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但追星的心志卻十分類似。透過影片可

以凝聚各地粉絲對心儀偶像的愛戴與支持，或者動員粉絲們一起參與某項造

勢活動。不過，這也可能產生粉絲間某種程度的「較勁」，如哪一區粉絲的後

援會人數較多、後援活動較有特色等(見表 8)。 

表 8：《泡菜粉絲俱樂部》結合流行音樂之觀光行程 

行程 日程 特色 價格/人 

Mnet Studio 
Tour 

 

*至少需 20人 

每週四 16:25-19:10 

 

 

＊現場提供中、日語翻

譯 

*參觀韓國娛樂企劃公司 CJ E&M及攝
影棚 

*參觀《Wide Entertainment News》現場
直播並可和 K-pop star嘉賓進行《Open 
Studio Talk》現場對談 

*參觀《M!COUNTDOWN》現場錄製 

USD63 

Get it Beauty 
Academy 

*至少需 20人 

每週五 10:00-12:30  

(日語) 

每週五 14:00-16:30 (中
文) 

*由經營韓國美容節目OnStyle的 Subin 
Academy 老師教授 K-beauty 化粧術 

*課程結束後並會授與結業證書 

USD93 

Psygo Bibigo 
Cooking Class 

*至少需 20人 

每週五 10:00-12:30  

(中文) 

每週六 10:00-12:30 (日
語) 

*向韓國飲食企業龍頭 CJ 學習製作韓
食代表「泡菜」、「拌飯」並享用自製美

食 

*結業授與《K-food Chef Lisence》證書 

*參觀 CJ Food World K-food文化空間 

USD113 

M Academy 每週五 14:00-15:30 (日
語) 

*學習並體驗 K-pop編舞 US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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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op Dance) 

*至少需 10人 

每週六 10:00-11:30 (中
文) 

《泡菜粉絲俱樂部》中舖陳的的粉絲觀光商機已成為 SME在傳統唱片及

演唱會之外的另一收入來源。KDB Daewoo Securities於 2013年 11月 14日發

表的一份SM Entertainment 公司報告中指出SME近年發展的新商業模式包括

粉絲套裝行程及週邊商品賣店。SME 於 2012年 4月成立 SM Town Travel Co. 
Ltd，專門處理旗下藝人巡迴演唱會事宜，也協助國際粉絲參與演唱會演出。 

2012 年 5 月，SME 成為韓國旅遊集團 BT&I 大股東(85%股份)，並將

之與 SM Town Travel納入 SM C&C(SM Culture and Content)旗下，正式展開

影視內容製作及旅遊相關業務。SM Town Travel、Mnet及 CJE&M合作推出

了M cultour(Culture Tour)，打造粉絲套裝行程提供國際粉絲至 K-pop首都首

爾朝聖。行程中結合 K-pop 音樂及舞蹈；美裝造型及美食等元素，正是組成
《泡菜粉絲俱樂部》節目內容的核心。茲將套裝行程內容整理如表 5。 

70年代的零散粉絲團、90年代的後援會至今日更為系統化的的全球粉絲

團體，粉絲的身份於接受者、支持者之餘已進化為協作者、推廣者及流行文

化實踐者。 

4.2 劣勢中創立 SM 公司 

1985 年歸國後的李秀滿深信著 MTV 類型的音樂即將會在韓國開花結果。

1984 年的 MTV 頒獎典禮上，大家注目的焦點正是瑪丹娜歌曲《Like a Virgin》

中呈現出的三段式舞蹈。1980 年中期開始，李秀滿一直以美國唱片製作人史

塔(Maurice Starr)為典範。史塔比李秀滿小一歲，很早開始就在大眾音樂市場

中嶄露頭角。1978 年時以 25 歲的年紀，替黑人男團始祖 New Edition 製作唱

片。 

後來，New Edition 因金錢問題脫離了史塔，他便開始計劃新的偶像團體

New Kids on the Block。這次史塔決定讓白人團體演唱黑人音樂。在種族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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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很嚴重的當時，這項計畫起初並不被看好，一直到《Please Don’t Go Girl》

這首歌在電視台中播放，才造成廣大迴響，並一舉登上音樂排行榜，帶給市

場新震撼。 

SME 娛樂在組成 H.O.T 這個團體時，便是以 New Kids on the Block 為標

竿。李秀滿企劃的第一個偶像玄真英的舞曲概念，也是以 New	 Edition 中的團

員 Bobby	 Brown 為範例。李秀滿看到 Bobby Brown《Every Little Step》所帶起

的兔子舞旋風才領悟到，如果將這樣的模式移植到韓國，一定會大受歡迎。

回國後，李秀滿一面進行著電台及歌手的工作，一面尋找合作夥伴。1988 年，

李秀滿結識了當時熟知大眾音樂動向的 DJ 崔真涅並向其提出了日後人生重

要轉捩點的提案： 

「剛好我想要成立一個娛樂經紀公司，要不要和我一起工作啊？現

在音樂方面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抱著僥倖的態度了，所以我計畫要

建立一套製作系統，並且設立一間公司，包辦唱片企劃與製作，將

那些歌曲介紹給電視台，以及管理歌迷這部分也需要體制化與分工。

我想要將挖掘歌手以及節目演出等事務交給你，因為你人脈很廣，

很擅長交際啊！」 

李秀滿抱持著要改變舊式音樂市場的使命，和崔真涅暢談他的計畫，邀

請他加入。兩人於 1989 年成立了 SME 娛樂公司。李秀滿於 1990 年推出韓國

第一個 funky 音樂唱跳團體玄真英及 WAWA。他們以新穎的樣貌出道，捨棄

傳統麥克風，以小無線麥克風登場配合舞蹈，讓觀眾耳目一新。可惜的是，

玄真英出第一張專輯後因涉入大麻風波。雖在 1992 年以第二張專輯推出結合

韓國傳統面具舞的 Hip-Hop「彎腰舞」而風靡青少年，卻在發行第三張專輯之

際再度因大麻事件被捕。李秀滿手中唯一的巨星摧毀，陷入財務困境。由此，

李秀滿意識到必需要栽培更多新人，以分散風險。他積極舉辦選秀活動，尋

找下一位玄真英。只是繼玄真英之後，李秀滿製作的專輯多以失敗告終，包

括 1994 年的抒情搖滾團體 Major 於第一張專輯獲得高評價和人氣，卻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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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專輯發表後，突然在歌壇中消聲匿跡。 

1994 年初，李秀滿從美國帶回兩位青少年金柱賢與姜語知。金柱賢善於

作曲；姜語知則有出眾的作詞與編舞能力。李秀滿之所以遠道至美國選才與

他熱愛黑人音樂有關。他認為在美國生長的金柱賢、姜語知對黑人音樂絕對

比在韓國當地生長的孩子們熟悉，才能演繹出真正黑人音樂的味道。1994 年

以金柱賢與姜語知兩人的英文名字大寫為名的 J&J 團體成立了，並在同年六

月發行出道專輯。與其他歌手相比下，金柱賢與姜語知似乎太輕易就登上了

舞台，反而受到大眾的批評。李秀滿因為急於推出新歌手來頂替玄真英，在

J&J 訓練還沒成熟時就將他們推向大眾，讓他們的音樂能力因此被埋沒。這時

候SME娛樂的收入每況愈下，走上了解散之路。李秀滿首次承受失敗的滋味。 

相對來看，這時期的青少年大都被「徐太志與孩子們」的魅力吸引，他

們每推出專輯總會掀起一波新流行。徐太志在舞曲上的靈感多數是受玄真英

和 SME 娛樂所影響。正值「徐太志與孩子們」的人氣居高不下時，出了四張

專輯後，音樂界就流傳著他們即將解散的消息。這個消息對於李秀滿來說是

一項機會。李秀滿認為，比起徐太志這些年青人，有豐富社會歷練的他絕對

有較佳的經營優勢。他在美國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斗大的標題寫著〈美國

市場緊盯青少年，沒有詢問父母的消費金額高達 96 兆美元〉。這則新聞給李

秀滿打了一針強心劑。他認為不久後，這個現象也會擴散到韓國來。從「徐

太志與孩子們」的現象來看，音樂消費層已經擴散到國小。 

李秀滿開始籌備新團體。他展開問卷調查，以青少年熟悉的口吻撰稿，

以輕鬆的問題來了解青少年的想法。問卷結果指出，「高中生團體+舞蹈+歌曲

+新變化」是成功方程式，這也影響 SME 娛樂日後的企劃模式。李秀滿不只是

登報宣傳選秀活動，也派遣星探到高中生聚集地挑選明星。 後，李秀滿找

到 16 位青少年進行培訓。在嚴苛的訓練過程中，也有一部分的練習生因為辛

苦而放棄。李秀滿嚴格禁止他們吸菸或有一些不良嗜好，並安排合宿。漸漸

地因適應不良而有人開始放棄，李秀滿也毫不挽留。通過重重訓練，李秀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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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練習生制度誕生了一個五人偶像團體 H.O.T。 

1996 年 9 月，音樂市場在「徐太志與孩子們」後，一直呈現烏雲罩頂的

狀況，大眾都引頸期盼著新的光源。H.O.T 就在這樣的音樂空窗期正式出道。

初次登台後，便得到廣大回響。每間電視台都忙著延長他們的出演時間，隨

著他們出演次數的增加，人氣也跟著水漲船高。之後數年，H.O.T 一直在韓國

流行音樂界居翹楚地位，一直到他們於 2001 年因合約問題解散為止。H.O.T

可以說是 SME 娛樂系統化培養的韓流第一代，成為後繼團體的參考指標，也

奠定日後 K-POP 發展的基礎。 

4.3 垂直整合模式：發展經紀集團化 

為什麼SME娛樂能持續出新偶像團體並且引導潮流？他們如何培養出偶

像明星？如何行銷國際？李秀滿所創立的「SME 演藝經紀制度」混搭了美、

英、日的造星作法，並融入現代科技，建立產銷整合體系。這套制度共有五

個創新做法，改變了市場的主流設計。第一項便是建立「垂直整合模式」。SME

從工作室至成為正式法人， 後上市上櫃，到今日成為一個跨領域娛樂公司，

成功關鍵是引進企業化經營，展開上、中、下游價值鏈的整合。「垂直整合模

式」對科技業可能不是新鮮的經營策略。然而，對韓國演藝經紀產業來說卻

是首創，更讓演藝經紀逐步邁向體制化。李秀滿接受朝鮮日報的專訪時曾經

指出： 

「資訊科技產業被視為高風險、高收益業，但文化科技產業可以說

是超高風險、超高收益產業。在這個產業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企業

化經營)擺脫偶然性和一次性。」 

透過企業化過程建置完整的系統，正是 SME 對娛樂產業弔詭性的回應之

一。SME 認為若要擺脫偶然性和一次性的成功，必須持續不斷地「研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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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SME 娛樂執行長金英明在接受日本《GQ》訪問時提到9： 

「在 SM 會議中，從來不是業務部提出要做什麼的音樂作品。因為

解讀市場，了解動向本來就是創作者該具備的能力。創作時思考做

出什麼樣的曲子、誰來演唱才會受到廣大的歡迎等，需要很多的創

意。音樂和書本及電影最大的不同是，消費者可以透過網路、電視

節目、廣播等許多平台反覆吟味後再決定是否購買。因此，如果我

們一直在聽眾的喜好中打轉，最後商品恐怕無法成形；另一種極端

就是將就市場現況隨便投藥。以創意為基本核心，並且全力實行才

能在市場中立足。」 

SME 打破以往演藝經紀公司只是仲介的角色，而將培訓、製作、商品研發、

影視製作、行銷通路進行垂直整合管理。例如，SME 以練習生制度為研發機

制基礎，掌握藝人培育就是控制產品品質。SME 大量吸收世界流行音樂趨勢，

並且有系統地應用於商品研發。然而，SME 能成功地整合演藝經紀產業上下

游資源還是得歸功其在人才、資金及結盟大企業的作法 。 

SME 娛樂公司在 1995 年以 45,000 美元資本正式成為 SME 娛樂公司法人

公司。2000 年 4 月，SME 娛樂公司在韓國 KOSDAQ 上市，成為韓國第一家

公開發行股票的演藝經紀公司，也造就了「娛樂產業股」的出現，並積極展

開垂直整合10。1995 年 SME 娛樂公司正式成立，過了 17 年(2012 年 12 月)成

為市價總額 9.4 億美元的公司。每股股價為 43.6 美元(2012 年 12 月 8 日)11。

2012 年收益為 2.29 億美元，比 2011 年的 1.3 億美元成長將近一半。2012 年

                                                

9 http://gqjapan.jp/more/business/20110606/マーケットの未来を読み解くのは誰？━━韓
流エ/page/3  

10 朴允善，(2012)，《韓國音樂產業全球化策略研究：以 SM Entertainment 為例》，政治大

學傳播學院碩士論文。 

11 http://www.bloomberg.com/quote/041510:KS 



研究發現 

 75 

的稅後淨利達到 3 千 7 百萬美元；2011 年則為 2 千 1 百萬美元。為韓國三大

音樂娛樂公司收入 高之公司(見表 9)。 

表 9：韓國三大演藝經紀公司鼎足而立 

 SME YG JYP 

創辦人 李秀滿 楊賢碩 朴振英 

創辦日期 1989 年 2 月 1996 年 3 月 1997 年 11 月 

主要藝人與

團體 
寶兒、東方神起、少女時

代、Super Junior、張力尹、

安七炫等 

Big Bang、2NE1、SE7EN、

GUMMY、Lee Hi、
Winner、PSY 等 

2AM (Big Hit)、2PM、

G-Soul、Wonder Girls、

Park Joon Hyung 等 

營業額 約 9563 萬美元 
(2013 前半年) 

約 5403 萬美元 
(2013 前半年) 

約 504 萬美元 
(2013 前半年) 

資料來源: kpopn.com 

SME娛樂為旗下藝人東方神起、Super Junior、少女時代以及 SM TOWN 

LIVE佈局海外演唱會後，已經受到國外投資人的注意，吸引包括從日本、中

國等國的資金。2011年的海外投資只有7%，但至2012年5月已經增加到16.9%。

事實上，在 SME娛樂公司的總額業額中，海外收入的比重高達 50%，而日本

一直為主要的海外收益地區。不過，2011年日本大地震讓 SME娛樂公司在日

本的收益銳減 266 萬美元，因此開始積極發展其他海外市場，減少對日本市

場之依賴。 

表 10為 SME娛樂公司地區別營業額之彙整。SME娛樂的收入來源為唱

片與數位音樂、海外版權及演藝經紀等(表 11)。之後，演藝經紀收入已經成

為 SME娛樂 大的獲利來源12。2010年佔 45%至 2011年已高達 65%。報導

                                                
12 經紀收入：包括電視劇演出費、電視節目通告費、廣告片酬、活動演出、肖像授權收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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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2012 年 SME 娛樂旗下團體的出口額已經達到 1036 億韓元，比 2010

年增加了兩倍，而達到這個出口額的秘訣就是演唱會(韓國中央日報，

2013.9.13)。SME 娛樂不斷推陳出新的團體不只讓公司位居韓國流行音樂的主

導地位，也在韓國唱片市場拿下 30.4%的市佔率，遠遠領先 YG的 8.9%及 JYP
的 3.6%(2011年 SME娛樂公司年度報告)。 

表 10：SME 地區別營業額(單位：萬美元) 

地區 2010 年 2011 年 增減率 

韓國國內 4,062 5,628 27.8% 

 

海外 

日本 3,323 3,057 -8.7% 

其它 468 1,308 64.1% 

小計 3,792 4,365  

合計 7,854 9,994 21.4% 

資料來源：SME 娛樂公司 2012 年審計報告 

表 11：SME 七年之經營成效 

(Wbn, %)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F 2014F 

營收分項 40.1 61.8 86.4 143.0 241.3 281.2 357.4 

 CD 實體唱片 10.8 14.6 14.9 19.7 22.3 30.0 37.0 

 Digital 數位音樂 4.8 9.5 8.5 6.3 6.4 12.6 19.2 

 Overseas 海外收入 8.6 15.8 36.8 81.1 128.7 127.5 143.1 

 Management 演藝經紀 16.0 21.9 26.2 35.9 36.3 51.7 61.8 

 Other 其它     47.7 59.5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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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分項 百分比 

 CD 實體唱片 26.9 23.7 17.3 13.8 9.3 10.7 10.3 

 Digital 數位音樂 11.9 15.3 9.8 4.4 2.6 4.5 5.4 

 Overseas 海外收入 21.4 25.5 42.6 56.7 53.3 45.3 40.0 

 Management 演藝經紀 39.8 35.5 30.3 25.1 15.0 18.4 17.3 

 Other 其它 0.0 0.0 0.0 0.0 19.8 21.1 27.0 

Operating profit -1.9 9.3 20.2 25.6 60.5 60.7 76.5 

 OP margin -4.7 15.1 23.4 17.9 25.1 21.6 21.4 

Net profit 4.3 4.5 15.9 21.8 37.3 52.3 64.1 

 Net margin 10.7 7.3 18.4 15.2 15.5 18.6 17.9 

資料來源：KDB Daewoo Secirities (2013-11-14) 

4.3.1 引進跨領域管理人才 

90 年代政府開放大企業投資文創產業，吸引許多跨領域專才投身，為韓

國文創產業打下良好的管理基礎。SME與大企業並非是直接合作之關係，而

是分為兩階段發展。早期是由於政府領導大企業如三星、LG、樂天進入娛樂

市場，讓大財團企業得以將菁英派駐經紀公司。隨後，由於金融風暴，大企

業紛紛離開演藝圈，而部分人才留下，轉而到前三大經紀公司任職，因而將

企業管理制度引進經紀公司，含上市與市場募資、系統化培訓、供應鏈管理

等做法帶入 SME等公司，使之迅速轉型為大型經紀公司。到了後期 SME首

推與大企業策略聯盟，藉由「流行文化」帶動工業產品銷售，助長經紀公司

快速成長。 

SME娛樂公司的成功經驗，除了創辦人李秀滿的勇於創新的眼光及遠見

外，遇得歸功於他的跨領域經營團隊。SME創辦人李秀滿本身就是一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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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域管理者。出身釜山，頂著韓國頂尖學府首爾大學農業機械系光環的李

秀滿，畢業後並未進入大企業，而是選擇成為歌手。 

進入娛樂圈後李秀滿曾擔任過 DJ、節目主持人、音樂製作人等工作。不

過 70、80年代韓國政府對於音樂及言論多有限制，讓李秀滿的音樂路始終走

的不順遂。1981 年，李秀滿遠赴美國加州大學分校攻讀機器人工學碩士同時

思考未來出路。然而，未曾對音樂忘懷的他，在美國受到 MV 的刺激，毅然

決定重歸音樂界將新的音樂形式帶入韓國，思考整合藝人培育到演藝經紀的

一貫作業(上游整合)。 

李秀滿的理工背景讓他對科技抱持濃厚興趣，也確信科技將對音樂產業

帶來極大的改變。SME 娛樂正是他 佳的實驗場域。為了更加有效的管理公

司內部資料，2006年，李秀滿花了 36億韓幣買下 Zakr Database Systems(為內

容資料庫管理公司)。同年 4月 27日發表正式合併 Zakr Data Base Systems為

子公司，並擴大業務至新媒體事業包括WIBROW(Wireless Broadband Internet，

為三星電子與韓國電子共同研發之一種新的網路技術，確保資料傳送之安全

性，以防資料在傳送過程中損傷)、DMB(使用手機、MP3 等機器收看電視節

目及 Radio)、IPTV(使用網路收視電視節目或購物)等。李秀滿對網路視頻也

特別感興趣，因此買下 Damoimm (如 You Tube，觀眾也可以自己製作短片放

上網站分享)，改名 SM On-line。隨著 YouTube的掘起，SME於 2006年成立
YouTube官方網站，SM On-line則在 2007年結束經營。 

除了創辦人之外，和李秀滿共同創辦 SME的音樂創作者洪鍾和、經紀人

鄭海益、李修英(李秀滿的二哥)、金英敏及南小英(日本市場)等人也都是來自

不同領域的人才。洪鍾和從小就展現音樂天份，高二時的鋼琴及風琴實力已

超越業餘音樂家，然而為了就業前途大學選擇理工系。直到有一天被問起為

什麼放棄音樂時才痛定思痛，決定重回音樂路，進入慶熙大學音樂科就讀，

開始鑽研各類型音樂及電子樂器。洪鍾和因為獲得《第四回MBC江邊音樂祭》

的亞軍展露頭角進入MBC工作，因製作人郭英准的引薦而認識了李秀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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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 1987年組成了韓國 初的電子樂團 CPU，當時雖未立刻為世人所接受，
但是他們堅持科技改變音樂的信念，終於在 SME娛樂開花結果。 

SME娛樂的前資深經紀人，一手企劃 H.O.T、S.E.S.、神話等知名團體的

鄭海益加入前曾擔任過郵政公務員，因友人引薦認識了李秀滿，展開一段特

別的人生，成為日後韓國演藝產業中極具代性的經紀人。鄭海益原是玄真英

的巡演經紀人，後負責 H.O.T的企劃時展露優異的行銷能力，讓 H.O.T成為

當時的青年偶像。鄭海益因此成為 SME娛樂的副司令角色，主導著行銷和經

紀人業務。鄭海益也經營電視台人脈，上至策劃導演下至一般工作人員都建

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也讓 SME藝人的演出順利。 廣為人知的，就是鄭海

益為 H.O.T 經紀人時，如同母親一般打理所有生活鎖事，並嚴格要求生活禮

儀。當帶著他們到各電視台演出時，他也以身作則，見到認識的電視台工作

人員一定會帶頭打招呼。1998年，鄭海益因為內部的人事問題離開SME娛樂，

公司元氣大傷。鄭海益離開 SME 後轉戰中國從事成衣業，並於 2000 年和鄭

勳卓(資深經紀人)、車勝宰(電影製作人)在 Locus Holding 創辦人金亨順的投
資下，共同成立了 Sidus，成為音樂事業部的負責人。  

李秀滿的二哥李修英原本在科威特經商，因戰爭爆發而回國發展。當時

李秀滿因為音樂事業繁忙無睱經營咖啡店，便將之交由二哥管理。然而在其

事業上軌道後，李秀滿便請李修英接手 Star World室長一職，專門負責 H.O.T

的形象管理。李修英利用他的經營長才接手粉絲後援會的募集和管理，處理

成員肖像權侵權事宜及製作發行H.O.T週邊商品等，成為李秀滿的強大後盾。 

1997年 5月 H.O.T發行第二張專輯。李修英運用 Star World集合全國 34

區的後援會會長，成立 CLUB H.O.T，透過歌迷的自願性宣傳，讓專輯得以順

利行銷。發行 10天內便衝上百萬銷售量，幸運地免於金融風暴的波及。在網

路尚未普及的當時，Star	 World 成功開拓了新的明星行銷的新作法，讓後援會

成為雜誌以外歌迷得以接近偶像的管道。 

協助SME進軍日本市場的二位功臣南小英及金英明也有豐富的跨域經驗



韓國演藝經紀制度與實務研究報告 

 80 

驗。大學專攻日語的南小英畢業後就到日系的 Symphony Record唱片公司。

長年和日本唱片界往來的經驗讓南小英之後轉往日本發展，進入 Sky Planning

唱片公司後，累積不少日本演藝界經驗，也曾經擔任過韓國的姜秀枝及徐若

瑄的經紀人。Sky Planning後來成為 S.E.S的日本經紀公司，也成為李秀滿後

來將之挖角到 SME的契機。金英明四歲時就和家人前往日本，在當地完成小

學到高中學業後進入韓國高麗大學社會系，後肄業於高麗大學經營研究所。

1999年看到 SME招募人才的機會而進入 SME海外事業部，負責 BoA日本市

場發展。2005 年擔任執行長。2000 年南小英正式進入 SME，和金英明成為

SME 海外專職負責人，參與包括 2001 年 SME 與日本吉本興業株式會社及
AVEX合作進行企業重組，使得 SME的海外發展計畫迅速推進。  

4.3.2 建立市場募資機制 

在初創時期，S.M 採約聘方式雇用職員，編制內的人員只有 5 名，直到

1999 年成為上市公司前，正職員工也只有十數名，主要負責行政、財務等事

宜。SME和許多中小規模的經紀公司一樣，將詞曲、節目製作人都外包。1997

年的金融危機的讓許多大規模音樂公司退出市場，SME的穩建作風及小型經
營得以安然渡過這波危機。 

持續衰退的經濟在 1998年開始露出曙光。當時金大中政府的策略以集中償還

外債為中心，動員韓國全民上下「捐金救國」。結果外債償還的速度遠比預期

快速，也帶動了民間消費。以網路為主的通訊革命亦日漸白熱化，韓國就在

如三星電子、現代汽車、現代重工業等大企業領軍下，透過半導體、製鐵、

造船等產業引領下，再次讓韓國於國際經濟上扮演重要角色。回升的景氣也

使文創產業受惠。 

如圖 4 所示，SME 以令業界驚訝的姿態，改變遊戲規則。過去，演藝經

紀公司的業務多只是侷限於藝人仲介。但李秀滿卻決定由市場募集大量資金，

第一步先進行上中游垂直整合。由新秀徵選、藝人培育、詞曲創作等納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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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貫作業，以確保品質。整合 A&R (Artists and Repertoire)後，再延伸到 MV

製作、投入文化科技研發，降低藝人的不穩定性與產品之持續獲利製作。第

二步是水平整合，SME 以此加速國外市場開拓。SM 和國內本土經紀公司合

作(KeyEast 裴勇俊之公司)、張根碩的經紀公司合作，也到國外去併購公司。

在水平整合的過程中，也同時展開跨國轉移、藝能學院(練習生制度，把日本

合作公司的藝人一起納入韓國的藝人培訓)。以國際合作取得在地資源，進攻

在地市場，例如推出男女情歌對唱，像是「 中國(張力尹)+韓國」、「韓國+日

本」等 ，這種作法還可以轉化為一曲雙唱(中日韓三種語言版權)。 

 

圖 4：SME 的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策略 

SME娛樂雖然擁有 H.O.T及 S.E.S二大人氣團體，但是長期由舞曲主導

的市場已經出現疲軟。視聽大眾再度擁抱抒情歌曲。為了維持穩定收益，SME

娛樂推出了另一個偶像團體「神話」，加入抒情元素，也讓其歌迷的年齡層由

青少年(十多歳)擴展至成人市場。神話的第一張專輯雖然出師不利，但是第二

聯合本土、併購
在地經紀公司

STEP 2 水平整合

演藝經紀公司

A&R藝人培育

選秀、星探

A&R詞曲舞&作

MV製作

發片、演唱會

國際行銷與通路

STEP 1  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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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專輯創造出 30 萬張銷售佳績，成為未來 SME 娛樂申請公開上市的財務評
估依據。 

SME娛樂成為公開募資公司的契機是來自於日本的建議。90年代後期，

李秀滿因為 S.E.S的業務經常往來日本，在交流過程中，日本相關人士向李秀

滿建議與其以個人公司進入日本，不如以受國家認定的企業進軍會更有優勢，

因為日本市場重視系統、組織、穩定及名聲。李秀滿接受建言，於 1999年著

手進行上市作業，並找來大宇證券協助申請流程。不過，第一次的申請卻遭

到韓國科思達克 (Korean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s 簡稱

KOSDAQ)的回絕。理由是李秀滿在公司內的支配權過大，正職員工過少，無

從判斷公司營運的穩定度。當時，審查委員無法預期娛樂產業未來的發展性

以及對國家經濟的貢獻，也是不推薦之主因。 

2000年 2月，SME 娛樂再次提交申請書，情況出現了轉變。首先是 SME 

娛樂的營業額在 1998 年到 1999 年一年之間就從 53 億上升到 125 億，包括

S.E.S.、H.O.T 和神話等展現的經營佳績，讓 KOSDAQ 没有退件的理由。其

次，2000 年 2 月 H.O.T 成功在中國北京體育館舉辦演唱會也證明 SME 娛樂

的潛力。2000年 4月，SME 娛樂終於如願進入 KOSDAQ，在大宇證券協助

下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上市之初，李秀滿持有約 54﹪的股份，

為公司 大股東，截至 2013年為止，李秀滿仍握約 21%股份，仍為該公司

大股東。其它較大型的法人投資者還包括韓國國民年金、Partners’風險資產以

及 KB資產管理。公開募資機制讓 SME娛樂免於受限於單一投資者，資金運

用上更為靈活，也吸引了來自中國、日本等海外投資者。隨著 SME娛樂對海
外市場愈形重視，海外資金也成為研發的財務來源。 

除了一般公開市場的股東外，2012 年 3 月 SME 娛樂也宣布提供約 22,120

股，價值約新台幣 2600 萬股份的予旗下藝人以增進公司和藝人的合作關係，

包括安七炫、BoA、少女時代和 Super Junior 等每位成員可得 680 股，價值約

新台幣 80 萬；新生代的 SHINee 和 f(x)的每位成員則獲得 340 股，約合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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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40 萬元。SME 娛樂釋出的股份和旗下藝人所帶入的收益相比是小巫見大巫，

但是這樣的作法向藝人表示了忠誠，對影迷表示了尊敬，也在大眾投資者心

目中留下了回饋藝人的形象。韓國中央日報分析這是娛樂公司新的股票投資

模式13：「以往娛樂公司增資或釋股的目的是為提升股價，現在則是為了對旗

下藝人表示他們的忠誠度。」(韓國中央日報，2012.4.2) 

消息宣布的隔天，SME 娛樂的股價並未因為藝人股東而出現任何的波動。

這和 2007年 10月 Rain 宣佈入主 Satec(韓國電信公司)而造成該公司股價連續一

週飆漲超過 15%的情況有天壤之別。當時許多投資者對 Satec公司並不熟悉，

也不在乎其獲利表現如何，許多人只是聽了市場謠傳 Rain將自行成立經紀公

司便不分清紅皂白的投資。以往利用藝人股東來吸引更多投資的作法已不多。

這一方面是因為上市的娛樂公司已經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獲利模式；讓旗下

藝人成為股東成為一種利潤分享的機制；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現今的投資者比

以往精明，韓流的崛起讓投資者看到成功的商業模式。 

4.3.3 聯盟大型企業 

2013年 KOCCA發表的《Creative Industry: Enhancing The National Brand 

Value》報告指出，K-pop及 K-drama不僅讓韓國知名度大升，也提昇了國家

整體形象14。90年代前，韓國總是和韓戰、貧窮和政局不穩等形象連在一起，

然而 90年代中期開始因為韓流而出現轉機。2012年，《江南 Style》暴紅、《聖

殤》奪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三星奪下世界智慧型手機大廠之冠等因素，都

讓外界肯定韓國的文化實力。如此背景造就了韓國大企業積極結合流行音樂

                                                
13 http://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news/article/article.aspx?aid=2950809&cloc=joongang

daily|home|newslist2 

14 Lee, Y. H. 2013. Creative industry: Enhancing the national brand value, SME Conference 
2013. Kuala Lumpur,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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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希望藉由偶像知名度創造商機。SME娛樂自然也成為大企業 炙手可

熱的合作對象。 

SME 和大企業聯盟對象主要來自時尚及科技二大領域。10 Corso Como

是義大利具代表性的精品時尚概念店，總部設在米蘭。2002 年進軍亞洲後先

後在東京(2002)、首爾(2008)及上海(2013)開設分店。2010 年以少女時代為構

想推出同名香水《Girl》，並且在歐洲銷售。2013年則為慶祝首爾分店五週年

慶，再度和 SME合作，推出聯名商品，包括知名 Be@rbrick玩具系列，為東

方神起設計熊人偶、少女時代和 Carven合作的衣領、Super Junior和 Super 太

陽眼鏡、SHINee和 Thom Browne羊毛衫及 f(x)結合 Audio Technica的耳機。

SME 娛樂也和韓國時尚集團衣戀(Eland)旗下的 SPAO 合作，讓旗下團體如

Super Junior及少女時代為此「快速時尚」成衣品牌長期代言，打造「韓國優
衣庫」形象(朝鮮日報，2009.7.16)。 

隨著智慧型手機、TV日漸普及，符合新裝置及更華麗生動的內容便日顯

重要。然而，優質的娛樂內容以及新的視聽科技結合往往需要大筆費用，因

此科技及文化跨界的結合也愈來愈多。2010年，SME娛樂和 Neowiz合作，

研發 iPhone應用軟體，在韓國首次推出少女時代的《Run Devil Run》專輯應

用軟體，且於 79 個國家同步上市。2012 年，SME 娛樂和行動內容製作公司

Dooub合作，製作 Super Junior 及少女時代音樂內容為主的行動遊戲(Musician 

Shake)，受到好評。 2011年 Korea Telecom(韓國電信 KT)和韓國七大經紀公

司(SME、YG、JYP 等)共同設立的 KMP Holdings 合作推出數位音樂下載平

台 Genie，透過數位化改變市場結構，讓擁有內容的經紀公司擁有音樂發行能
力。 

SME娛樂和韓國三星也保持密切合作。2010年，三星為了推出 3D	 TV 而

結合 SME 娛樂和《阿凡達》製作小組共同開發 3D 內容，以保持其在影視技術

上的優先地位。結合內容(SME娛樂)、平台(三星)及技術(阿凡達)，展現視聽

新可能的作法不只讓 SME 娛樂的影音作品將「看音樂」的娛樂效果發揮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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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也讓 MV 製作進入新的里程碑。2013 年 SME 娛樂和三星再度合作推出

「S Cube」計劃。「S Cube」一名取自兩大企業名的字首，旨在結合 SME內

容製作能力和三星社會公益的資源，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公益模式。該計畫的

第一階段為建立課後歌舞訓練輔導機制，主要對象為來自弱勢或低收入家庭

的孩童。第二階段則協助因國際婚姻到韓國居住的外籍婦女，像是成為 SME

娛樂海外演唱會現場的翻譯志工，提供他們經費回國省親機會等。三星社會

志願團(Samsung Corporate Citizenship)社長徐俊希在「S Cube」發表記者會15上

指出：「我們希望透過跨領域的結合創造一個新的社會貢獻模式。」(Korea IT 

Times, 2013.09.11) 

SME和大企業聯盟的焦點已經由技術轉向公益，並且將其文化商品製造

能力運用在照顧社會弱勢族群及創造影響力的作法，後勢值得觀望。李秀滿

表示：「很高興有機會回饋百萬歌迷們對我們的熱愛及支持。SME和韓國 大

的企業將携手打造一個更適合居住的世界。」(Korea IT Times, 2013.09.11) 

4.4 練習生模式：孕育一貫化培訓機制 

為了確保藝人來源，除了循星探模式找到新人外，演藝經紀公司亦主動

出擊，透過徵選或選秀節目來尋覓新秀。台灣的無線及有線電視台，韓國的

三大無線電視台和音樂台都有屬於自己的選秀節目。選秀節目已經成為影視

音產業發掘新人的主要來源。然而，業界對於選秀節目的實際效益卻有不同

看法。一位有線電視台的高階主管於接受訪問時便提到： 

「現在做明星的管道很多，不只有演藝課程，選秀節目也很多。若

要談效果，應該還是很有限。如何找到新人？那顆星到底在哪裡？

我們辦很多選秀節目，也辦藝能學院，可是還是找不到。」 

                                                
15 http://www.koreaittimes.com/story/31726/samsung-group-links-sm-entertainment-new-type-

csr-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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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選秀節目已經成為取得新人出道的重要方式之一，包括蔡依林、

台灣女子天團 S.H.E.和歌手林宥嘉都是選秀節目出身，楊宗緯、蕭敬騰也因

「星光大道」走紅。放眼目前歌壇引領風潮的藝人長則超過 10年，短也有 5

年。反觀 SME娛樂從 1996年 H.O.T至 2000年寶兒以來，年年都有新藝人出

道。2004 年東方神起開始，每隔 1-2 年就會出現一個超級偶像團體，而且後

進團體的聲勢並不亞於同門師兄師姐。以 SME娛樂 新的偶像團體 EXO為

例，2011 年才出道，2013 年便創下百萬唱片銷售量，成為韓國樂壇自 2001

年後再度擁有百萬年銷售佳績的團體。表 12列出了韓國三大音樂娛樂公司由

1996年至 2012年的主要偶像團體出道表。  

表 12：韓國三大娛樂公司的主要偶像團體出道表 

出道年份 SME YG JYP 

1996 H.O.T   

1997 S.E.S   

1998 神話   

1999 FLY TO SKY  G.O.D. 

2000 BoA   

2001  2NE1, G-Dragon  

2002   Rain 

2002    

2003  SE7EN  

2004 東方神起   

2005 SUPER JUNIOR   

2006  BIGBANG  

2007 GIRLS GENERATION  WONDER GIRLS 

2008 SHINee  2AM, 2PM 

2009 f(x)   

2010  PSY MIS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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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2 EXO-K, EXO-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SME 娛樂如何能持續推出新的偶像團體，並主導韓國樂壇？該公司是如

何找到具潛力的新星？它的選秀過程有何特別之處？如果將台灣與韓國的培

育作法對比的話，大概可以分為四個面向：選秀、徵選、培育、出道(參見圖

5)。由選秀來看，台灣業者作法多為不定期，徵選靠電視選秀節目、星探以

及製作人偶發性的選拔。選拔過程中，有些公司會邀請優秀的外部評審，有

的公司則找自己熟悉的藝人。這些藝人雖有出道經驗，但是不一定是「伯樂」

型的專業評審。因此，甄選品質不一定能維持一致。韓國 SME 則是有專屬評

審團隊，累積多年識才經驗，能夠找到有潛力的新人。因為這些評審與公司

企劃部門合作密切，也可以預測未來成立新團所需的人才樣貌。 

培育過程中，台灣音樂公司尚未建立制度，所以都是找到藝人後，才開

始設想培訓內容。由於規模小，音樂公司也沒有足夠的場地、設備、師資來

來培育新人，所以多數送到合作廠商協助培訓(像是酷樂專門協助歌手練習發

音以及調整唱腔)，或送到日本音樂工作室進行特訓，培育時程大約為二到十

個月。相對於台灣片段式的培育方法，韓國 SME 則是建立一套一貫化的培訓

系統，由歌唱、舞蹈等基本功一直到語言、禮節等訓練都一應俱全。培訓其

更是長達三到十年，視藝人之程度而定。 

也因此，台灣音樂公司簽的契約多為三年以內，分到的比率高，例如可

能由初期的「六四分帳」(公司六成，藝人四成)而漸漸變成「四六分帳」。韓

國 SME 的作法則是公司多，藝人少，比較像僱傭契約(見後詳述)，海外演出

比率會增加，以鼓勵藝人像海外發展。簽約期則是七到十年，以分攤投資風

險。 

後，出道前，台灣音樂公司多以快速上市為目標，藝人的歌唱能力與

舞蹈技巧則透過演出以增強經驗，形成邊演邊練的模式。優點是新團體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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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馬上可以測試市場水溫，一邊接商演時可以邊有收入，邊練習。但是這

種作法也有其缺點。這類新團體一推出時可能就無法一舉成名，特別是相對

歐美與日韓的歌手，台灣歌手就相形見拙。 

 

        圖 5：練習生模式：一貫化培訓機制 

韓國的出道管制較為嚴格，通常是在一百團中只挑選一至二團出道。每

一位成員都必須具備精湛的歌藝與舞藝才能不被淘汰，而且不但自己的才藝

要凸出，也要能與團體搭配，特別是團體舞蹈與演唱需要高難度的整合，往

往一首歌搭配舞蹈必須練習半年才能登台演出。受訓中期還需要配合到中國、

日本、歐美練習語言，學習當地文化，而不是將歌詞硬背下來。這樣的作法

缺點是耗時與先期投資成本龐大，後期則是風險較高，因為團員可能會被淘

汰或是發生糾紛。例如 SME 經紀公司便遭遇神話、東方神起、韓庚(Super 
Junior)、Kris(EXO)等合約糾紛，而使營收與股價受到波盪。 

4.4.1 定期舉辦全球選秀 

選秀制度一直是 SME娛樂尋找新人的方法，雖然 SME娛樂也不乏由星

探或由學校的各式比賽來發掘新人，如 H.O.T 的安七炫、寶兒及少女時代的

選秀 徵選過程 藝人培育 出道

韓國經紀公司

台灣經紀公司

不定期
在台選秀

全球選秀
整合組合規劃

電視選秀
星探
製作人

自行徵選
專業評審
（伯樂 

個案，無制度
約二至十個月

部頭約簽三年

練習生制度 
約三到十年

全經紀約簽七至十年

快速上市
邊演邊練

守門機制
出道前之專長
與氣質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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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ca等。不過，SME娛樂很早就意識到市場研究對娛樂產業的重要性，也

明白光靠製作人的靈光乍現是無法建立一個穩定的運作系統，於是在尋覓新

人時都會先進行精密的市場分析，決定目標市場和團體概念後，才開始徵選

團員。H.O.T、S.E.S及寶兒都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作法。當 SME娛樂逐漸往大

型娛樂公司發展時，必須持續推出偶像團體方能維持收益。隨著該公司經營

體制化後，大型及密集的選秀活動便應運而生。 

早期 SME 的海外藝人多為在美韓僑。SME 娛樂會透過當地報紙廣告及

選秀活動做初步徵選，再由李秀滿親自至美國做 後挑選。H.O.T的 Tony安

及神話的 Eric 及 Andy 皆是以此發跡。2001 年，SME 娛樂舉辦的《SME 青

少年選拔大賽》開啟了大型選秀，並有系統地於不同區域進行海外選秀。《SME

青少年選拔大賽》先後在美國、加拿大、日本、中國、馬來西亞等地都舉行

了選拔大會，目的就是要取得 多優質且具潛力的人才，積極建立人才庫，

以便在瞬息萬變的文創市場立足。 

SME娛樂的選秀，除了每週六固定在韓國的現場徵選外，每個月在美國

洛杉磯及日本東京亦有選秀活動。從 2008年開始，在美國、亞洲等地舉辦大

規模的全球選秀。2013 年的全球選秀在美國洛杉磯、紐約、華盛頓、西雅圖

等四個城市舉行；日本則在東京、大阪、名古屋等三個城市舉辦；中國在上

海、北京、廣州三個城市進行；泰國則在曼谷徵選。2012年，SME娛樂也首

次在美國、加拿大、中國、日本、紐西蘭、澳洲，針對 8-20歲的青少年舉辦
大型選秀活動。 

SME雖然佈局全球，但 終要攻佔的市場是中國大陸。執行長金英明在

接受訪問題就表示： 

「2011 年，國際音樂最大獲利市場的冠軍已出現改變，日本擠下美

國變成第一名。理由是美國市場的 CD 銷售量下滑 40%，但日本仍

有 76%的好成績。中國市場的線上音樂商機前途也一片看好。短期

內我們仍會重視歐美市場的表現，然而我們長期的重心則在中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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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市場。」(The Hankyoreh, 2012.1.3) 

執行長金英明指出，雖然 SME 娛樂九成的海外收期都是來自日本市場，

但新團體 EXO 將改變目前的情況。EXO 分為 EXO-M 及 EXO-K 兩團，同時用兩種

不同語言(中文、韓文)出道。現在 SME 娛樂在中國的知名度已經到了足以專

門推出中文偶像團體。中國市場的廣告利潤相當高，若日本有$100、韓國有

$120 或$130，中國卻可高達$200(MK News, 2012.1.10)。李秀滿於接受朝鮮日

報訪問時也明白指出: 

「今後中國和亞洲市場將發展的比美國更大，因此沒有理由一定要

去美國發展。不久『亞洲版好萊塢』誕生後，文化中心將轉移到亞

洲。美國對東方音樂不懂，沒關係，因為亞洲將成為文化中心。」(朝

鮮日報 2011.10.19) 

文化背景、語言、距離和市場因素都讓亞洲及中國成為 SME娛樂未來發

展的主力，因此全球選秀的區域仍以亞洲為主，而參加者也以亞裔居多。2012

年的青年新秀徵選包括四個英語系國家七個城市及中國、日本五個城市。2013

年的全球選秀分別在美國四個城市及亞洲八個城市舉行。SME娛樂的全球徵

選吸引許多參加者，許多選手是由父母陪同的未成年學生。韓流在世界的風

行及 SME偶像團體的高人氣，使得許多父母開始支持孩子進入娛樂產業。 

SME 娛樂每年投資在徵選與培育新秀的總經費就高達兩億日元，約兩百萬

美元，而培養一個偶像團體的研發費用更高達 50億至 100億韓元。如此大手

筆的投資每週六的國內選秀就吸引數百名青少年前來應試，每年吸引約 30萬
人參加選秀活動， 後約只有 10人選拔成為練習生。	 

4.4.2 養成選秀伯樂 

SME對選秀資格並没有特別規定，只要是對演藝事業工作有興趣，不論

國籍、性別、年齡的人，都可以透過 SM TOWN線上申請報名選秀。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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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需提供姓名、性別、徵選城市、生日、選秀項目、聯絡方式等基本資料，

並附上照片及作品。接到通過第一關書面篩選之應徵者，可進入第二階段現

場選秀。  

從 SME 娛樂的徵選項目包括了唱歌、舞蹈、廣告模特兒、表演、搞笑/

主持/VJ到作詞作曲部門等(青少年徵選則無 後兩項)。每位參選者只能參與

一次現場面試、選擇一個徵選項目。歌唱部份要求清唱；舞蹈方面則是即興

表演，強調自然的舞感以及對音樂節拍的敏銳度。由於人數眾多，參加者必

須同時和 10 位或 15 位競爭者在三位評審前進行徵選。所有參加者被要求在

SME的背景舞台上一字排開，並依其序號開始表演。每位表演者被告知有兩

分鐘，然實際的表演時間可能只有幾十秒。現場也有攝影師將所有現場表演

錄製下來，以備後續評估。若評審發掘到具有潛力的參賽者，通常會現場要

求第二段表演。一般來說，參選者平均等待時間為四小時，每一個人的表演

時間只有數十秒。選秀現場充滿著許多不確定性，考驗參選者的臨場反應。 

參選者會在選秀後收到錄取通知，等待時間可以從數星期、數個月甚至

也有一年後才接到通知的例子。收到合格通者便能進入下一階段的選秀，再

進入第三、第四關後，才能來到 後一關，到 SME韓國總公司徵選。由此脫

穎而出的人才，便可成為 SME 旗下的練習生，選秀流程如圖 6 所示。SME

娛樂的選秀制度來自於其「鑽石」理論。李秀滿認為所有的鑽石都是經過琢

磨而成，重點在於找對原石，配合精良的加工技術。他不認為明星是天生的

看，而相信明星是需要被栽培出來的，而且比找到明星更重要的工作式培養

出「伯樂型」的評審。伯樂除了要能看出一位候選人在歌曲與舞蹈的實力，

更要能識別其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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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SME 選秀流程 

資料來源：SM Entertainment 官方網站 http://www.smtown.com/link/audition，本研究整理 

經過多年經驗的累積，SME娛樂中已經有一群如李秀滿一樣的伯樂，可

以辯識出有待挖掘的原石。放眼全球娛樂界，系統化培訓出來的偶像團體及

藝人已經愈來愈少。即便像《美國偶像》節目所相中的也是已經具有才華的

新人，而非具備潛力可以從頭栽培的新人，而且這些選秀出來的新人的能力

也沒有被進一步開發。SME娛樂擴大選秀規模和地域，尋找具潛力的原石，

佐以完整的藝人培訓以及國際製作團隊來創作詞曲、編舞，可能是超越日本

傑尼斯體系的原因。 

鑽石理論雖然指出原石的重要性，然而要在大量的徵選者中辨識出原石

還是得靠能識出千里馬的伯樂。SME近二十年累積下來的選秀經驗，加上徵

來自不同專業的考官(唱歌、舞蹈、鏡頭)造就了許多選秀伯樂。如唐朝韓愈在
《雜說四》提到： 

頻率 選秀 國家

每週
總公司及子公司固定
選秀

韓國、美國

每月 子公司固定選秀 日本、美國

每年 Global Audition
加拿大、泰國、中
國、印尼、美國、
韓國

不定期
Youth Star Audition
（10﹣21 歳）

韓國、美國、中
國、澳洲、紐西
蘭、加拿大、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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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

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

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

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等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

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

馬也！」 

這一群知馬、惜馬的伯樂，在閱人無數的經驗中學到臨場表現可以看出

徵試者潛力。透過 SME娛樂的選秀影片，可以看到評審專注地檢視每一個參
選者的演出，兩位評審對其中一位舞蹈表演者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評審一：不是按照預先編的舞來跳，而是要隨著音樂感自由地來跳

舞。你再試試看。 

評審二：能再跳一次嗎？不要按照之前整理好的舞蹈，就隨你心中

所想的動作來展現。 

在此需注意，並非台灣沒有伯樂型的評審，而是台灣音樂公司並沒有長

期培養伯樂型的評審，多數靠幾位學有專精的外部專家。但是，這樣的新秀

選拔品質比較難以有一致性，而且缺乏與公司的藝人整體塑造策略結合。SME

培育有內部常設之「伯樂」(專業之選拔委員)，可以讓徵選品質較為一致，而

台灣卻多需依賴外面專家，時有評選品質不一之狀況。這是一次性與偶發性

的差異。韓國演藝經紀公司對於內部評審的培育，是與藝人培育同等重要，

值得令人深思。 

4.4.3 建立練習生培訓體系 

經過激烈的選秀而出線的新人會成為練習生，正式接受培訓。SME娛樂

於 90年代引進日本傑尼斯的偶像培訓制度，開啟了投資偶像的概念。隨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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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規模擴大，訓練生數量的增加，培訓時間也逐漸專業化，SME娛樂 後發

展成為今日韓國的練習生制度。練習生每日的生活除了吃飯、睡覺外，都是

在上各式的訓練課程。每日至少四個小時舞蹈、兩小時唱歌加上其它課程，

一天的各式訓練超過十小時。 

課程以歌唱(歐美流行、Rap、Soul、Jazz)、演戲、舞蹈(爵士、嘻哈、街

頭)、語文(英、中、日)為核心，亦包含口才、舞台演出、意外應對、禮儀訓

練、人格教育、心理諮詢等。因練習生程度不同，大部份是一對一訓練。每

週一次拍戲、唱歌、表演影片，製作人一個月看一次帶子，研究需練習生需

要改善的地方，每週亦開一次評審會，進行內部選拔。這樣的日子短則 1-5

年，長則 3-7 年， 後還得通過內部激烈競爭的人才能進入偶像之門。Super 

Junior 的 13 位成員便是由當時的 50 位練習生經過兩次內部淘汰後產生的。

因著進攻市場不同，練習生還會送至當地訓練。如 Super Junior 的中國籍成
員在韓國需要學韓語、唱歌、舞蹈；而韓國籍成員則到中國學習文化和語言。 

如此的訓練過程跳脫了只侷限於才藝養成的概念，更加注重潛能的培植，

也因此更需要長期投資及整體規劃。SME嚴格的審查制度，更確保練習生的

基本功(唱歌、舞蹈、品格)都能在水準以上。這樣廣納全球人才，培養全方位

藝人且注重語文訓練就是為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團體。SME娛樂的練習生

培育頗類似奧林匹克的選手訓練，過程漫長且艱辛。當時，SME娛樂從 S.E.S

團體進軍日本所經歷的難關，看到長期訓練的必要性。當時 S.E.S的三位成員

崔昇希、俞淑英和金友貞，除了原本就居住在日本的俞淑英適應良好外，另

兩外團員都苦受語言溝通與環境適應不良的影響。李秀滿為了克服國際化問

題，開始降低練習生入訓的年紀。要讓外語程度能達到一定程度，課程以三

年為一期。若培養國際發展歌手，必須從國小六年級就開始栽培。寶兒就是

SME娛樂為進軍日本市場而培植的第一位練習生。 

寶兒的大哥是鋼琴好手，二哥也是舞蹈與音樂的愛好者，從小父母親就

非常支持他們學音樂。寶兒在小學五年級時，陪哥哥去參加百貨公司舞蹈大

賽，中場即興跳了一段舞而被 SME 娛樂的星探相中。接到 SME 娛樂邀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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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兒， 後也被選為練習生。然而，寶兒父母親雖然支持孩子學音樂，但要

將年紀輕輕的寶兒送到首爾接受訓練，則是堅決反對。直到聽了兩個哥哥的

說明，父母親才了解能夠被 SME 娛樂選上是很高的肯定公司， 後才決定讓

女兒挑戰看看。 

李秀滿把寶兒的培訓專案定名為「神秘計畫」。寶兒雖然年紀輕輕，但比

別人努力，每天埋首苦練。李秀滿委託從日本回來的金英敏教導寶兒日語與

日本禮儀。李秀滿認為寶兒不只要進軍日本市場，往後也可能進軍美國市場，

於是向寶兒父母提議讓他轉學到國際學校。父母原本反對，希望寶兒能和其

他孩子一樣正常成長，但在李秀滿說明後，寶兒在 1999 年進入韓國 CENT 國

際學校就讀。在日本出道後，寶兒果然不負重望拿下好成績，爾後轉戰美國

市場也有不錯的表現。 

另一組偶像團體是東方神起。東方神起的五位練習生鄭允浩、朴有天、

金在中、金俊秀和沈昌珉出道前，每日都接受十小時的訓練。團體練習完後，

各自到宿舍後再練習到三更半夜。成為東方神起一員前，金俊秀已在 SME娛

樂接受五年的訓練；鄭允浩則是為了追夢，參加《SME公司青少年 BEST選

拔大賽》獲得舞蹈冠軍，而展開訓練。金在中也是透過選拔賽獲得外貌組冠

軍而進入 SME娛樂，加上從美國回來的朴有天共五人。團體取名為「東方神

起」，以漢字作為名稱的原因，正是為打入亞洲漢字圈的考量。為此，SME

娛樂公司也安排中、日文課程及文化培育。東方神起出道後先後在日本、中

國及亞洲各地都有亮眼表現。允浩於 2010年 12月 6日在 NHK節目中就談到
練習生時期的心情16： 

「一天只睡四個小時，早上還要打掃練習室。每天至少訓練十小時。

出道前的道路相當艱難，激烈的競爭更是無法避免。然而為了自己

的夢想，為了自己想做的事，所以願意努力。」 

                                                
16 《NHK Close-Up 現代：K-pop 偶像育成的秘密》紀錄片，20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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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時代正式成團的時間在 2007 年。九位成員太妍、潔西卡、珊妮、蒂

芬妮、孝淵、俞利、秀英、潤娥及徐玄加入 SME 成為練習生的過程都不同。

團長太妍出身音樂家庭，她在 2004 年《SM 青少年 佳選秀》以第一名之姿

進入 SME。潔西卡長期住在美國舊金山，2000 年回韓國時，在一家百貨公司

被 SME 的星探發掘，經過 7 年 4 個月的練習之後，成為少女時代中的成員之

一。妹妹 Krystal 也在兩年之後成為 F(x)之團員，潔西卡在 2009 年被選為音

樂劇版的《律政俏佳人》的女主角。 

珊妮曾在小學五年級時在父親經營的演藝經紀公司中當過練習生，延續

五年的訓練。原本預估好兩人組歌手計畫破滅，珊妮參加 SME的正式選秀勝

出，之後與 Super Junior的晟銘一起進行廣播 DJ工作。蒂芬妮居住在洛杉磯，

曾參加過當地的選秀，但不幸落榜。不過，在選秀後拿到不少韓國當地經紀

公司的名片，包括 SME。當時 16歲的蒂芬妮決定隻身前往韓國，3年後成為

少女時代的成員。孝淵從 2000年起加入 SME的練習生，7年之後成為少女時

代的成員，因為具有跳舞的天分，在 2005 年底便成為 BoA 的替身站在 BoA

演唱會簾幕後的舞台上。 

俞利是在 2001年《第一回 SM青少年 佳選秀》的舞蹈部門的冠軍，進

入 SME後因為外貌條件佳，在出道前便與韓國知名演員張東健一同拍廣告。

秀英 12歲時曾在日本當過兩年的歌手，但成果不佳，因此回到韓國參加選秀

而進入 SME。允兒從小學六年級便發現音樂天份，2002年時通過 SME選秀。
外號老么的徐玄年紀 小，出道時仍持續其高中學業。 

Mnet 於 2007 年推出《少女時代上學去》記錄片，記錄少女時代為了準

備正式出道的訓練過程。SME娛樂透過不同任務安排，呈現團員們的特質及

專長。此一系列集節目中首先呈現了少女時代的合宿生活。她們一天中多數

時間都在練習歌唱和舞蹈，雖然有封面拍攝或其它活動安排，回到宿舍的少

女們仍會聚集練習群體舞蹈或私下加強自己不足的部份。由於少女時代成員

的年紀皆未滿二十歲，SME的專職經紀人幾乎如奶爸般照顧 9位少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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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及安全。節目中更巧妙安排了少女時代團員們享用歌迷贈送的食品(如巧
克力、餅乾等)鏡頭。 

影片中也呈現少女時代如何透過 Mnet 受歡迎的校園巡演《School of 

樂》，累積舞台經驗。少女時代在《School of 樂》的第一次的非正式公演似

乎未如預期，面對網路負面的評論，她們決定向主辦單位爭取第二次的演出

機會。歌迷也可以從節目中看到她們如何克服製作公司突如其來的海灘裝走

秀要求、現場歌迷的冷漠反應等預先設計的橋段 終擁有自己的舞台。之後，

除了持續的才藝訓驗，SME 娛樂還安排少女時代成員到時尚雜誌社實習，擔

任編輯工作，了解時尚業的工作內涵與國際趨勢。 

影片呈現偶像們的平凡面。這些在舞台上充滿魅力的美少女並如想像中

遙不可及。鏡頭捕捉了她們疲累、流淚、不滿、苦惱、囉嗦的樣子，像同學、

家人、鄰人甚或自己，讓歌迷更能產生共鳴。影片的 後也正是少女時代出

道前，安排九位少女分享拍攝節目一路走來的心情，亦向歌迷精神喊話，要

大家繼續支持少女時代。 

媒體專訪「少女時代」時談到她們在練習生的日子的感受17。從還是天真

孩童時就開始接受訓練，雖然未來等著她們的可能是華麗的舞台，但現在眼

前只有荊棘。從 7 歲開始，她們知道世界有很多事情等著她們去探索，有許

多朋友等著她們去結交。不過，成為明星的夢想，讓這些練習生必須花掉生

活中多數的時間去接受唱歌、舞蹈、語言的訓練。她們背負著理想，還有許

多的期望。隊長泰研回憶：「在一起做了整整七年的練習生，在我們的日子裡，

每天練習超過 10 小時，好像是在 100 次面試中敗甲而歸的感覺！」 

                                                

17 這些受訪資料取材自各媒體與少女時代粉絲所的整理素材。部分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iUEu9LO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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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泰研提到在練習生時期學習到「遲到一分鐘等於遲到一小時」的紀

律： 

「2004年，我獲得了 SM最佳歌唱獎，之後就開始了練習生的生涯。

在我們隊裡，因為我離家最遠，所以總是在趕時間。如果遲到了一

分鐘，我就必須站在練習室的前面接受懲罰。老師經常對我們說一

句話是，放送活動遲到一分鐘等於遲到一小時。對於我們來說，出

道以後我們的活動都是圍繞放送活動，所以這是我們首先學習的藝

德。」 

身為美籍韓僑的 Tiffany 則深深感受到家人、練習生、老師，都變成一家

人： 

「因為我家在美國，所以會覺得很孤獨。開始的時候連用韓文交流

都很困難，也經歷很多孤獨消沉的時候。但是我一直都走下來了，

因為我的父母給了我很多的鼓勵。在我心情不好的時候，練習生夥

伴和老師們，都會照顧我，給我買好吃的東西。他們給了我力量，

讓我有勇氣一個人在韓國努力的生活下去。我一直很努力去控制我

的心情和情緒，有很多時候感覺要崩潰了，我常常覺得我可能沒辦

法度過這段漫長的練習生歲月。」 

主唱 Jessica 難忘的是嚴格的呼吸練習，她回憶到： 

「聲樂課很難，例如識別高音什麼的。老師會先在鍵盤上給我們一

個 KEY，我們要給出相應的配合。之後還會給出一段旋律。呼吸練

習是非常難忘的，在聲樂課之前，我們要學習呼吸課程，必須通過

呼吸課才能進入聲樂課。氣息練習的時候要達到一次持續屏氣 30秒

以上才算通過，而且老師還會經常讓我們練習深呼吸的方法。」 

嬌小的 Sunny 受歐美男粉絲喜愛，她認為同時學習三種語言，還要模

仿主持各種節目，對智力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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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學習日文、英語和中文。特別是中文，我們都學兩年，所

以日常對話基本上都可以運用。我也像孝淵一樣，去中國學了一年

語言，我們還跟始源哥哥學中文。雖然學習語言很重要，但體會當

地文化也非常有趣。此外，我們還去學芭蕾，學各種姿勢和型態。

因為我們是少女組合，我們的線條一定要美美的歐！我們還會學習

各種廣播節目、綜藝節目，練習的時候就像是在進行真正的廣播。

我們做主持人還會挑選嘉賓，然後一起談話。我們還會模仿各種綜

藝節目，這些訓練都非常有趣。」 

有「少男殺手」之稱的 Yuri 則體會到作為練習生必須放棄很多事： 

「六年前我開始接受訓練，感覺好像很遙遠，但真的有六年了呢！

很小的時候，一個朋友看到有『最好的選擇』的選拔賽，然後我就

陪朋友一起去參加，之後我就被選上了。因為我家很遠，所以很後

悔沒有時間和我的朋友們在一起。每件事情我都想要做到最好，可

能是有點完美主義吧！我也有很多的願望，但是不能好好學習是讓

我覺得很難過的事情。練習和學習兩邊都要兼顧是很難的，但我一

直在努力找到兩者之間的平衡。也許兩者都不可能做到完美，但至

少希望做到最好的程度。」 

團裡舞蹈 橋 強的是孝淵，她認為 殘酷的訓練就是訓練你自己的本

性，改變自己對人生的態度： 

「我被懲罰的原因大多都不是沒有做好練習，而是因為粗魯無禮。

訓練自己個性是我覺得最難的事情。我第一次來公司提交我的簡歷

和照片時，因為沒有對工作人員說感謝的話，而惹了很多的麻煩。

這就好像……我也不知道，即使是現在可能也會因為要不要問候之

類的事情而猶豫。公司一直教導我們，不管你學什麼、做什麼都要

把它做到最好。但有時候保持一種面部表情對我真的很難。對我來

說，我學到的是即使內心掙扎、有痛苦，在表情上是不能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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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想起來我們也並不是唯一承受痛苦的人，很多人也都是這樣。

如果我們的眼神或者表情有什麼不恰當，馬上就要改正過來。畢竟

我們是公眾人物，需要注意的事情更多，一定要呈現出最好的一面

給 fans。」 

身材挑高的秀英認為身為明星，更要以身作則，因為是練習生，所以在

學校更要規規矩矩： 

「因為家住的比較遠，我每天 6點就要起床然後去學校，12點以後

要趕到練習室。扣除掉午飯的時間，一直要練習到下午 3 點左右。

很多時候，回家都只有落日陪伴著我。有時候我一直盡量讓自己不

在學校打瞌睡，只因為自己是練習生的身分。我們在大家的眼裡已

經比較特別了，如果上課的時候總是打瞌睡、沒精神，會更不被別

人看好，對吧！在學校裡，我們遵守所有的規定和準則，我們把校

服穿得很整齊，頭髮也是按照學校的規定剪的，在學校裡我們和普

通學生沒有兩樣。」 

甜姐兒允兒是團裡 有人氣的妹妹，她會進入流行音樂界，是因為有 SES

這樣的榜樣： 

「即使現在成年了，我的榜樣還是 SES。SES 是十年前出道的，當

我還在念小學的時候，那個時候在電視上看到他們的表演，真的覺

得很棒。我經常會想『我真的想成為 SES姊姊那樣的人』，之後只要

是有表演，或是個人展示才藝什麼的，我都會表演 SES的歌曲和舞

蹈。我想，SES 就是我想成為藝人這個夢想的開始。小學六年級，

我開始了我的練習生生涯。不久之前，我和 Bada姊姊見過一次面，

我告訴他SES是我最喜歡的組合，並且是因為SES才想要成為藝人，

但是 Bada姐姐不相信。」 

年紀 小的徐賢體會到演藝事業的本質，其實是甜蜜而又殘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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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之前會有一個類似成果展的 Show Case。去年的九月份，對我

來說，那是最艱難的日子。首先，會有工作人員來看你，並評估你。

我們會被分成幾個隊，然後進入驗收階段。那真的是非常緊張的時

刻，因為評估的結果將會決定你是要出道，還是繼續練習。三年前

我們和天上智喜、Super Junior一起參加 Show Case，漸漸地他們都

出道了。這讓我們覺得自己應該也是有潛力的。我第一次穿高跟鞋

就是在 Show Case的練習中，因為還需要展示舞蹈，所以我們放著

磁帶一直一直練習，腳上起了很多的水泡，但是疼痛也是甜蜜而緊

張的。」 

SME這樣的練習生制度讓美國流行音樂界大為驚嘆。《時代雜誌》一則關

於「SM Town Live World Tour」報導就指出： 

「美國現在要塑造出像 Justin Bieber一樣的人才已經不容易了。但韓

國不會有這種狀況，因為韓國有著許多像 SME 一樣的演藝公司可以

創造出有個性且多樣化的歌手。」 

韓國將少數民族特質轉化為優勢，其他國家難以模仿。韓流成功之後，

由東南亞國家、日本、歐美都想學習韓國的練習生制度，自行培育明星。但

是，我們切不可忽略韓國的成功與其堅毅的民族性有關。歷史上，韓國一直

處於弱國的地位，屢次遭受中國、日本、異族之侵略，因此人民逐漸養成一

種「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刻苦精神，其民族意識的團結在足球運動、高

科技、文化建國等活動可見一斑。一位旅居新加坡的韓國僑胞便提到：「我們

韓國人有少數民族的特性，很像西藏的家庭，平時全家都會一起唱歌跳舞，

所以唱流行歌或跳舞，或是跆拳道，對我們其實不是很陌生。我們對黑人音

樂也很熟，要唱 rap 也不是頂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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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類原創模式：引進國際分工製作 

SME 娛樂透過全球選秀及練習生制度養成全方位藝人。但是，藝人必須

要有好的歌詞、歌曲、舞蹈，才能成就優質作品。若以 SME 娛樂每年發行近

20 張專輯，每張收錄 8 首，一年便需要 160 首歌的量來看，韓國作詞曲家有

限，也不見得都可以寫出暢銷曲。那麼，SME 娛樂是如何源源不斷創作出膾

炙人口的流行音樂呢？圖 7 解釋 SME 所採用的類原創模式，約分為四個步

驟。 

 

 

圖 7：類原創模式，詞曲舞製作國際化 

SME 娛樂的詞曲創作借助國際作家資源，不只將韓國作曲家派往海外，也

透過視訊和全世界的作曲家連線。或者，SME 娛樂會邀請作家到韓國兩週，組

成三至五人的創作小組(具備不同專長如伴奏、旋律、作詞)和 SME 團隊聯合

創作。利用這樣的方式，一首歌曲創作的時間僅需一至兩天，一個小組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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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就可以產出五到十首歌。目前為 SME 娛樂寫歌的人有 500 名，海外就有 450

名之多。每週可以搜集到 100-200 首，尤其中找出可發行作品。著名女歌手

李孝利的《壞女孩》以及趙容弼的《Bounce》，都是循此模式製作的歌曲(中

央日報，2013.9.4)。  

SME 娛樂也會辦跨國創作營。例如，為了少女時代新專輯，SME 在瑞典

斯德歌爾摩舉辦作曲家營(Writers’ Camp)，每一次會有三組人馬，每組約五人，

透過視訊和 SME 總公司連線進行樂曲集體創作。製作前 SM A&R(Artists and 

Repertoire)小組會解釋他們對曲目的風格要求，並且提供各種音樂組合，是韓

國團隊先前所想過的，也是韓國要求該國際團隊不要重複的部分。所有團隊

在第二天早上發表。創意總監再組合三組 佳的部分，讓韓國團隊做 後的

修訂。一個瑞典電視報導 Kobra(2012.12.05)採訪國際製作小組時談到韓國團

隊周全的準備工作： 

「他們(韓國團隊)的事前說明實在太令我驚訝。他會告訴你藝人的特

質，以及他們所要的歌曲規格。鉅細靡遺的分析至少 70種不同的他

們想過的音樂風格，然後告訴我們，如果你可以再想出不同的東西

會更好。」 

這種「類原創」創作模式與台灣常用的外包模式不同，是將外部專家當

作內部研發團隊，取其精華後再重新進行特色加工。在外包模式中，只要告

訴國際團隊大概的曲風便可，等到驗收後再由公司做局部修改。SME 娛樂運

用的是團隊創作的模式，而且公司內部團隊事先的籌備工作比國際團隊還仔

細，以便將國際團隊的創作潛力激發出來。令人意外的是，SME 娛樂 重視

不是歌曲或歌詞，而是樂曲的「節拍」設計。SME 娛樂副總裁 Chris Lee 於

Kobra 報導中解釋： 

「K-pop不只是音樂，它還包括舞蹈及編舞。當我們和編曲家討論及

製作音樂時我們想的就是節拍。因為節拍決定舞步，最後音樂風格

才能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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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編曲小組在為少女時代製作日語單曲《Flower Power》時提及 SME

對節拍的要求： 

「我們會被告知想要的音樂律動，還有什麼樣感覺的曲風和歌詞。

他們(韓國團隊)心中總是會有許多不同的想法及想要的音樂形式。這

和一般西方國家創作時的事前說明不太相同。通常歐美國家只會說

『讓我們做出暢銷曲吧！』或丟出一些天馬行空的想像，然後就開

始創作。韓國的方式讓我們覺得比較容易做出他們想要的東西，要

規格很清楚。我們往往會用大反差的和弦，因為他們似乎喜歡這類

的風格。」 

這些詞曲創作者不見得會跳舞，也不懂舞蹈。但是韓國 A&R 團隊會清楚

地說明每一個歌曲需要哪些音樂因素來配合舞蹈。一為瑞典團員說： 

「當然，這也是有趣的地方。其實我們這裡沒有一個人會跳舞，但

我們會想像音樂是如何產生律動，再加入 SME要求MV中一定要有

的頓點或其它音樂元素，因為這對 SME很重要。」 

有別於一般的委外製作，SME組織內的國際製作有套既定的規範，國外

的作品只要經過內部調整，就完成一首首 K-pop 流行熱曲。這正是韓國流行

音樂評論家林殷奭提到的「SM Singnature」概念： 

「我覺得 SME的音樂相當特別。它的音樂辨識度很高，不管歌手是

誰，一聽就可以知道是 SME的曲子，有一種屬於自己的音樂風格，

一種 Signature的概念。就好像『Motown Record』，因為音樂自成一

格，成為史上第一個用唱片公司取名的流行音樂類型。所以當你聽

到『Motwon Soul』，指的就是一種音樂類型－流行、細緻、高格調

的靈魂音樂。這是 SME最大的特質。」 

其次，為了海外版權及通路，SME也和 AVEX合作(日本、台灣)，行銷

包括寶兒、東方神起、Super Junior、SHINee等團體；後來還與環球音樂、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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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少女時代進軍美國的單曲《The Boys》就是由知名製作人 Teddy Riley 

(Micheal Jackson、Lady Gaga等巨星之編曲家)操刀，並結合環球音樂旗下的

唱片公司 Interscope Record(擁有 Lady Gaga、埃米納姆、黑眼豆豆等藝人)發

行 mix single 版本。如此，SME透過與擁有全球網絡的發行公司合作，以進
行在地化及取得合宜通路。 

在舞蹈方面，SME 娛樂除了有專屬舞蹈部門研發各種舞步外，也會邀請海

外知名編舞家共同創作。SME 娛樂也採用的是「類原創」的模式，由外國專

家先進行原創單人舞，SME 娛樂的編舞家再集體改編為群舞，以重新呈現原

創元素，並加入招牌動作，展現群舞魅力。這些「類原創」的招牌舞蹈包括

《Gee》中的螃蟹舞；《Oh!》中的鞭子舞；《Genie》中的毽子舞；《Run Devil Run》

的逃跑舞；《Mr. Taxi》的開車舞；以及和《Hoot》的弓箭舞。 

4.6 文化科技應用：建立科技策展研發體系 

在韓國，文化科技(Culture Technology)在 1994 年由韓國高等科技大學

KAIST 的 Won Gwang Yeon 教授首先提出，並成立「文化科技學院」，全力發

展科技的文化應用。爾後，金大中政府將文創產業列為重點產業時，也把資

訊科技為文創產業的發展核心。SME 娛樂將科技運用於各種展演活動，成為

文化科技應用的新里程碑。 

4.6.1 以微電影製作音樂 

 第二代韓流偶像東方神起於 2004 年出道，帶動唱跳偶像團體熱潮，包

括Super Junior (2005)、Big Bang (2006)、Wonder Girls (2007)、少女時代(2007)、

Kara (2007)、SHINee (2008)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代表。這個時期的 K-pop 開始

積極進軍海外市場。運用微電影手法拍攝 MV 是文化科技的運用特色，搭配

各種舞台、時裝設計。視覺化元素包括角色情境設定、舞蹈音樂以及視覺效

果。以少女時代不同時期的 MV 作品為例，2007 年的出道曲《Into Your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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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現清純、活力、可愛的少女形象一直持續到 2009 年《Gee》為止。第一

時期的 MV 注重設計豐富色彩的場景，呈現青春氣息。2009 年《Genie》中穿

著迷你裙及高跟鞋的少女時代呈現性感風，代表由少女邁向女人的轉變。此

專輯的場景轉換減少，華麗舞台與女性身形為主要焦點。 

第二時期(2010 至 2011 年)的設計重點為性感、獨立風格。此時期 MV 以極

具神秘感的黑色為主，代表作有《Run Devil Run》的復仇者裝扮、《Mr. Taxi》

的賽車手服裝設計，以及《Hoot》的特務服飾。華麗、摩登以及充滿設計感

的舞台是這個時期場景的重點，加上燈光變換搭配貼身簡裁的單色(或雙色)

衣裳，更突顯舞蹈的視覺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少女時代開始進軍

日本市場，推出單曲，因此簡潔明快加上具未來感的風格與日本女子團體的

可愛風做出明顯區格。 

第三個時期的代表作則有 2011 年的英語單曲《The	 Boys》、2012 年的

《Paparazzi》以及 2013 年的《I	 Got	 a	 Boy》，著重自信及風格，而 MV 也開始呈

現出不同的個性。這個時期開始每段 MV 影片都會加入一段「前導」，如電影

拍攝手法，並加入故事性。《Hoot》影片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安排，只是從《The 

Boys》開始，MV 格局都有了很明顯的轉變。《The Boys》是少女時代進軍歐

美市場的第一個作品，有別於以往統一的服裝和造型，《The Boys》中強調的

是每一個團員的個人特色，並且應用許多動畫技術去呈現舞台效果。

《Paparazzi》中少女時代則扮演受到狗仔隊鎂光燈追逐的之百老滙明星。  

2014 年，SME 娛樂在音樂微電影中將「文化科技」運用的更為精湛。少

女時代推出《Mr. Mr.》以及《Galaxy Supernova》，以飽和的顏色、舞台融入

電腦視覺設計，搭配電影手法呈現出動感氣氛。同時期，東方神起也推出單

曲《Something》，不僅結合百老匯舞蹈風格、紐奧良爵士配樂，更運用時間

分割(time slicing)技術以及動畫手法讓 MV 背景充滿復古風格，但卻以科技手

法讓歌曲充滿摩登風味，與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產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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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運用 YouTube 新媒體 

SME 娛樂也善用 YouTube 新媒體作為國際行銷管道，使新團體、新歌很

快衝高人氣。以少女時代的海外巡演為例，雖然少女時代尚未在日本、美國

正式出道，許多海外歌迷早已經透過 Youtube 看過少女時代的 MV 及相關影

片。當少女時代開始在日本表演時，約有 22,000 歌迷是透過 YouTube 和其它

社群網路慕名而來的(中央日報，2012.8.28)18 。2013 年第一屆的 YouTube 

Music Award 中，少女時代的《The Boys》更打敗 Lady Gaga、Justine Bieber

等歐美巨星，勇奪年度 佳音樂影片大獎。 

SME 娛樂在 2006 年設立 Youtube 官方視頻，是韓國經紀公司中的領先者，

當初的動機單純只是為了建立 SME 的全球形象。然而現在 Youtube 已經成為

韓國各大經紀公司 佳的即時宣傳管道，內容更是比傳統媒體更加豐富。SME

娛樂執行長金英明提到，Youtube 這種新媒體已經成為全球佈局的重要載體，

更重要的是歌迷透過 YouTube 由觀賞者成為內容協作者，不只是分享官方製作

的 MV，還包括了歌迷加工自製的舞曲教學影片、翻譯字幕影片、選秀參加

者發佈的徵選秘笈等。 

YouTube創造了偶像新出道方式。少女時代 新的回歸作品《Mr. Mr.》

於 2014 年 1 月首先在官方 YouTube 及 Facebook 播放預告片；自 2 月 28 日

MV 正式曝光以來，官方網站累積的全球點擊率已高達 670 萬次。新單曲發

佈後也受到包括美國 Billbord及MTV音樂網站的好評。反觀電視台的宣傳則

必須等到 3月 6日Mnet的《M Countdown》才有第一場演出。 

此外，SME娛樂將音樂影片、偶像徵選、練習生訓練、排舞預演以及海

外演唱會片段等都以高畫質影片上傳，不僅省去硬體建置費用，加速新產品

宣傳期，更成為另一種獲利管道(與 Youtube 拆分廣告費)。SME 新媒體事業部

                                                
18 http://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news/article/article.aspx?aid=295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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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朴允善，2012)： 

「早期會開設 YouTube視頻並不是我們預測到 Youtube的影響力，

只是因為公司需要全球化的形象，所以決定開設 YouTube頻道。但

此後，YouTube竟成為 SME主要宣傳管道與新收入來源。對我們來

說，YouTube 的最大魅力不旦是把影片分享給全世界網友，並且透

過 YouTube創造出的一套為版權人分配收入的體系，使我們獲得廣

告收入」。 

於是，YouTube 遂成為 SME 娛樂前進世界的關鍵戰場，同時具備全球宣

傳、粉絲即時溝通以及獲利之估功能。 

4.6.3 串聯社交媒體 

因應數位媒體掘起，SME 娛樂和韓國其它經紀公司成立 KMP Holdings

發行音樂，也和韓國電信合作推出韓國版的 iTune 數位音樂平台 Genie。SME

娛樂開設 YouTube 官方視頻只侷限於影像的部分，因此在 2011 年 5 月 27 日

又透過 Facebook 社交媒體平台，呈現歌手親民的一面，增加與粉絲的互動。

以《SMTOWN LIVE in TOKYO SPECIAL EDITION》為例，原先預計於 4 月

9~10 日在日本舉辦的演唱會，但因為東部大地震，將日期更改至 9 月 3~4 日，

沒想到因此入場票銷售超越 60 萬人，讓 SME 娛樂將表演日再提前一天(9 月

2~4 日)。SME 娛樂把演唱會當天錄影放至 Facebook 上，與未能前往觀賞演唱會

的歌迷分享。這使歌迷更加渴望看到偶像。 

新媒體平台如手機 APP、Facebook、Twitter 等讓互相不認識的粉絲串聯

起來。2011 年 7 月 6 日，一群美國粉絲前往曼哈頓的中央公園快閃，舉著要

求少女時代在美國舉辦演唱會，並把這段影片傳至韓國電視台及 SME 娛樂。

也有一部分的歌迷等不及，於 2011 年 7 月 23~24 日透過韓國觀光公社的協助，

直接前往韓國參與少女時代於首爾的演唱會《2011 Girl’s Generation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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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時代前往美國之前，也是邊運用新媒體舖路，邊籌劃少女代的下一

首單曲《The Boys》。《The Boys》單曲在全世界同步發行時，也在世界幾大都

市的重要據點，例如中國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日本新宿、韓國江南、美國時

報廣場的跑馬燈都同步介紹少女時代的新歌。 2011年 10月 24日少女時代前

往美國時報廣場的MTV TRL(Total Request Live)的 Open Studio接受採訪，並

將訪問內容即時呈現在時報廣場的跑馬燈上，吸引 1000名少女時代的歌迷聚

集於廣場觀看。採訪完後，少女時代立即在美國舉行第一場粉絲見面會。

YouTube與 Facebook帶動了韓流與各國粉絲的互動。2010年前美國人連寶兒

是誰都不知道，現在已經可以在路上哼著《Only One》的歌散步了。 

4.6.4 科技運用於流行文化 

李秀滿也成立 SM-ART 部門，專責研發「文化科技」的應用(如圖 8)。其

實，文化科技一詞並非他所創，而是泛指任何以科技手法應用在文創展演的

領域。但是李秀滿卻是第一個專注投入將文化科技應用在流行音樂的業者。

例如，東方神起 2014 年的新作品就運用大量的 3D 動畫，時間切割、介面設

計等技術去呈現 MV 的視覺效果。他們的舞台表演更因為加入雷射全像術

(hologram)而讓觀眾體驗到如魔術一般的演出。 

李秀滿並非關起門研發，而是結合資訊業者的技術，以及整合學術界資

源，特別是與韓國前瞻科技大學(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文化科技學院合作，提供源源不斷的科技創意，並與資訊產業

合作，以加速商品化的過程。這樣的資源整合，不僅減低公司的投資，而且

也讓科技應用找到全球舞台以及國際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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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SM-ART 推動文化科技的應用 

隨著智慧型手機、TV 日漸普及，華麗生動的內容日顯重要。然而，優質

的影視內容結合新的影視科技往往需要大筆費用，因此科技與文化跨界也愈

來愈多。SME 娛樂於 2010 年與 Neowiz 合作，研發 iPhone 應用軟體，在韓國

推出少女時代的《Run Devil Run》應用軟體，於 79 個國家同步上市。2012

年，SME 娛樂與 Dooub 行動內容公司合作，製作以 Super Junior 及少女時代

音樂內容為主的行動遊戲(Musician Shake)，廣受好評。SME 娛樂也與阿凡達

製作公司和三星電子合作，製作旗下藝人的 3D 影視及 SM-TOWN 演唱會影

片。 

SME 娛樂之後成立 SM-ART，研發如何在演唱會及 MV 製作中也大量運用科

技，結合眩目的舞台效果、設計、燈光及動畫特效，展現視覺效果。SME 娛

樂在 2013 年推出少女時代的虛擬演唱會(Virtual Concert)，使用 新的雷射全



研究發現 

 111 

像攝影科技(Hologram)，將如真人大小般的立體影像投射於舞台上，又如展現

魔術般的特效，引起上千歌迷前往朝聖。雖然全像攝影製作的影片比傳統方

式要多出三倍以上成本，但SME娛樂為了維持領先地位，投入重金研發製作。	 

李秀滿更看到文化科技在社群經營上的可能性。他於 2011 年提出「虛擬

國家」(Virtual Nation)的概念，並指出：「未來的每個人都會有兩個身分：一

個是出生地的國民，一個是虛擬國家的國民。去年在巴黎舉辦的演唱會是為

了居住在當地的 SME 國民而辦的，非洲、南美、西亞也有 SME 的國民。韓

國其實可能是一個人民不僅只有 5000 萬人口的國家，也許是一個擁有數十億

人口的大國家。」 

4.7 複合商業模式：創造多元收入來源 

偶像團體的生命週期一般都不長，平均出道壽命約為六年。H.O.T.活躍時

期為 1996-2001年、S.E.S為 1997-2002年、神話是 1998-2003年(後離開 SME

轉入其它經紀公司)等。在 SME 娛樂的培訓系統中，練習生出道的過程約需

要三至十年(相對於台灣，只有十個月)。若偶像團體仍只能維持五年的活躍期，

合理之投資報酬率便難以維持。為了在有限生命週期中產生作 大獲利，李

秀滿從日本偶像團體「早安少女組」得到靈感。「早安少女組」的團體組合相

當有彈性，從 5人到 16人不等。這種為了因應各種不同的需求的分組運作方

式，對韓國來說是一種創新。SME娛樂改良這樣的運作模式，結合藝人培養

系統和整體行銷包裝，推出可拆式團隊以符合各類市場需求，配合的複合商

業模式，在有限生命週期中創造 大獲利。 

4.7.1 組合式團隊 

以可聚、可散、可攻、可守的組合原則所推出的第一個團體，就是 2005

年的 Super Junior。Super Junior的團員總共有 13人，除了 Super Junior團體活

動之外，還有各自發展的方向，以「分進合擊」的策略進行各項活動，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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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Super Junior的印象和熟悉感。 分團的策略有三種，依照能力組合、依照
語言組合以及依照多元能力拆解(參見表 13)。 

表 13：SME 巧妙的分團策略 

主團 分團 成員 分團方式 

Super 
Junior 

Super Junior 
KRY 圭賢、厲旭、藝聲 抒情歌 

Super Junior T 利特、希澈、強仁、神童、銀赫、晟銘 動感鄉土歌謠 

Super Junior 
Happy 利特、藝聲、強仁、神童、銀赫、晟銘 愛情與夢想 

少女時代 

Twinkle 太研、Tiffany、徐玄 美聲 

Younique 孝淵與 Super Junior、Shinee、EXO 成員 舞蹈、舞曲 

愛情雨 Tiffany OST 主唱 

劍靈電玩專案 全員 企業訂製專案 

混合 SM Ballad Chen、張力尹等 男女情歌對唱 

EXO 

EXO-M 
金珉錫、鹿晗、吳亦凡、張藝興、金鍾大、

黃子韜 華文市場 

EXO-K 
金俊勉、邊伯賢、朴燦烈、都暻秀、金鍾

仁、吳世勳 本國市場 

例如，Super Junior 再細分還有 Super Junior K.R.Y、Super Junior T以及

Super Junior Happy。這樣的作法是為了激發每位成員的唱歌實力，Super Junior 

K.R.Y 的曲風是抒情(Ballad)，三位成員圭賢，厲旭，藝聲都是擅長演唱感人

歌曲，是熟女喜歡的形象。Super Junior T的子團成員有利特、希澈、強仁、

神童、銀赫、晟銘等六人，曲風以鄉土歌謠為主，創意是讓動感歌手唱鄉土

歌謠，使韓國歌謠年輕化。Super Junior Happy的子團成員有利特、藝聲、強

仁、神童、銀赫、晟銘，主攻女學生與單身女性市場，他們以俊秀的美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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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唱出女生對於愛情的夢想。 

同樣的，少女時代也是以「分進合擊」策略操作，使能見度與營收都能

兼顧。相較於 S.E.S及寶兒只為推廣新專輯上電視節目或電台，少女時代的「分

組曝光方法」以及表演項目如綜藝節目、歌劇、電影、連續劇等都比以前更

多元。少女時代的九位團員中再分為歌唱、舞蹈與形象擔當等三個角色。如

隊長太妍的歌聲 受到肯定，為團體中主要的歌唱擔當，獨唱鏡頭也較其它

成員多。太妍更另外和蒂芬妮、徐玄組成太蒂徐，並出專輯《Twinkle》。孝

淵以舞蹈見長，而長相甜美的允兒則被賦予形象擔當的角色。 

SME娛樂也操作跨團組合策略。2010年 SME集合男偶像團體中的唱將

型藝人組成美聲抒情團體 SM Ballad。2014年，SM Ballad再次進行重組，網

羅包括 SHINee 鐘鉉、EXO Chen、東方神起昌珉、Super Junior 周覓、藝聲

及少女時代太妍、f(x) Krystal及張力尹(中國BoA之稱)等組合男女混聲團體，

推出 SM Ballad Vol. 2，以男女情歌對唱為主。關於團體的組成，SME副總裁
(Chirs Lee)在訪問中指出(Kobra, 2012.12.05)： 

「雖然團體中有很多成員，但是每個人都有特別之處，組合在一起

時就變得和諧。如同韓國傳統名菜石鍋拌飯一樣，材料雖不同，但

放在一起就成了絕佳美味。」 

4.7.2 商演取代唱片收入 

演唱會收入成為 SME 娛樂最大的獲利來源。SME 娛樂公司從 2008 年開始

展開《SMTOWN LIVE 全球巡迴演唱會》，先後在亞洲中國、泰國、日本、台

灣等地巡迴，再擴及至法國和美國等。SME 娛樂公司旗下的團體如東方神起、

Super Junior、少女時代、SHINee 等也在各個地方舉行該團體專屬的演唱會。

韓國偶像團體一年約有十個月的時間在海外巡迴表演(韓國中央日報，

2013.9.13)，也顯示出海外收益對於經紀公司的重要性。此外，SME 娛樂更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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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開拓中國商演市場，像是少女時代為中國企業代言「劍靈」電玩遊戲，由

詞曲、舞蹈至演出全權處理。SME 專為該公司演唱中文主題曲，專屬舞蹈，

由少女時代演出。這類收入往往比出唱片要多出數倍(業者估計，以台灣 Dream 

Girls 商演價碼約為 50 萬新台幣來計算的話，少女時代之計價可能約 1200 萬

新台幣)。 

表 14 整理 SME 各團的營收表現，可以看出一個團的營收，像是 Super 

Junior的營收就大約為八億新台幣，相當於台灣大型音樂公司華研的整體業績。

過去，華語一直是台灣在大陸流行音樂市場的優勢。未來，韓國歌手的實力

也可能凌駕台灣歌手，而讓語言不再是一項欣賞音樂的障礙。那時，台灣音

樂公司將面臨被排擠的挑戰，而失去先機。 

表 14：SME 各團的營收表現 

經紀公司 流行音樂偶像團體 2011 營收 (新台幣) 2013 營收 (新台幣) 

SM Super Junior 3.6 億 8 億 

SM Girl Generation 5.7 億 7.7 億 

SM 東方神起 3.7 億 7 億 

SM F(x) 0.9 億 4.8 億 

SM Shinee 1.4 億 4.4 億 

SM EXO N/A 3.3 億 

SM/Woolim Infinite N/A 2.9 億 

YG Big Bang N/A 8.9 億 

JYP 2PM N/A 6.02 億 

FNC CNBlue N/A 5.2 億 

CUBE Beast N/A 3.5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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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C FT Island N/A 3.2 億 

華研音樂 SHE 與十多組藝人 6.59 億 (2012) 9.37 億 

本研究整理，資料來源：askkpop.com 與各媒體來源 

邁向演藝經紀，SME 藝人由歌手變成主持人與演員。SME 的全方位訓練

方式讓團員除了可以強化自己的專長，也讓他們發掘新潛力，並且找出獨特

發展。經過練習生而出道的藝人，在唱歌及舞蹈實力上都具備專業水準，成

名後也為他們在演藝領域爭取到更多機會。以 Super Junior為例，利特被培養

擔任主持人；希澈培養成為演員與廣播主持人；起範嘗試戲劇表演。SHINee

的温豪也參與演戲。少女時代允兒則安排與張根碩合演《愛情雨》，由歌手成

為戲劇偶像。2011年 SME娛樂與 SBS電視台合製《天堂牧場》，由東方神起

的昌珉和 SME的簽約女演員李妍熙聯合主演，主題曲由 Super Junior藝聲演

唱。SME也取得韓版《花樣少男少女》的製作權(於 2012年 8月在韓國播出)，

啟用旗下 SHINee 團體的珉豪和 f(x)雪莉的出任男女主角，並由 Tiffany(少女
時代)與圭賢(Super Junior)主唱。 

SME 接下來要推動的就是類似倫敦的音樂劇。2011年底起，SME娛樂旗

下藝人將重新組合投入至各種音樂劇中。SME娛樂平時就訓練旗下藝人各方

面的技能，希望延長藝人的演藝生涯。李秀滿在 2011年提到他對音樂劇的抱
負： 

「未來歌劇將會與 K-pop 一同主導韓流，過不久將以世界市場為對

象的《SMTown Live concert》用音樂劇的方式展現於大眾面前。正

在準備中的劇本是以歌星的誕生為背景的故事，如 ABBA 的音樂

《媽媽咪呀!》製作的歌劇一樣，我們的歌劇會主要以 SME 的熱賣

歌曲構成。」 

SME 娛樂也跨出音樂領域，延伸至發行、二次創作、肖像權、KTV 及學

院事業等。在演藝部份也進行電視、電影與音樂劇製作。藝人的品牌效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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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SME 娛樂成為複合式的跨領域娛樂公司。SME 娛樂的事業已擴展至旅遊，

專門推行粉絲會、海外演唱會，甚至包括時尚、餐廳、影像觀光、綜合主題

樂園等事業等。例如 SME 娛樂和韓國觀光公社合作，以韓流效應創造出觀光

商機；香水業者以少女時代命名的「Girl de Provence」，依其形象宣傳並在法

國銷售等。這種借力使力的異業結盟，是創新的經紀運作方式。 

韓國演藝產業記者李賢雨指出，持續投入研發是 SME 娛樂比同行成功的

關鍵因素。雖然公司從 2000 年上市以來已經維持穩定收入，也吸引來自日本、

中國的投資者，但是 SME 娛樂直到 2009 年才開始轉虧為盈。長達八年的虧

損並未削弱 SME 娛樂持續投資研發的意願。研發成果讓 SME 娛樂受到海外

市場認同，並使該公司充滿後續爆發能量。根據 2012 年公布資料，SME 營收

為 1550 萬美金；直接成本約為 440 萬美金；獲利約 342 萬美金。相對地，YG

營收為 918 萬美金；直接成本為 171 萬美金；獲利約為 157 萬美金(JYP 未公

布)。若以 2013 年上半年公布資料 SME、YG、JYP 三家公司合併營業額為 1550

萬(對比 2012 年之 1020 萬美金)。韓國流行音樂產業結構似乎已逐漸形成主流

產業，並於後勢看好。 

4.7.3 海外巡演 

海外巡演是 SME 娛樂開拓出的另一個新商業模式。隨著 1992 年韓國與

中國建交，廣大的中國市場，成為李秀滿未來的目標之一。在他規劃海外市

場的同時，也已經有許多韓國歌手，頻頻到日本或台灣進行演出，如歌手趙

容弼的成績在日本相當耀眼，他的演唱會吸引各年齡層的日本歌迷前來觀賞。

然而，二十世紀 後十年，音樂流通方式與生產媒介產生巨大轉變，也催促

著 SME 娛樂海外佈局的腳步。 

這個時期，CD 漸漸取代 LP 黑膠唱片。CD 不僅在外型上比 LP 黑膠唱片

小，收錄音樂的音質與數量也勝於黑膠唱片。音樂市場也從 1980 年代僅僅只

有一千億的規模，從 1990 年代開始每年增加 30%，到 1993 年已擴張到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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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的規模。同時，盜版業者也侵蝕市場。他們在鐘路、新村、大學路一帶大

量販賣盜版唱片，使得製作公司蒙受其害，取締並無法達到嚇阻作用，使得

流行音樂市場一片混亂。 

當時，韓國音樂市場主要有三種經營方式：第一就是像 SME 娛樂這類製

作公司，將歌曲錄製成音源後，賣給唱片公司。第二個是新登場的大企業，

他們與歌手簽短期或一次性合約，只製作唱片。這些企業具有大量生產的系

統，影響力不容小覷。第三個就是小量生產的盜版唱片。當時市場 300 多個

盜版商，賣出份額佔了音樂市場的 30%。 

大企業與李秀滿這些以音樂人起家的經營理念不同，出片一般都不會給

予充裕的時間。受到 1990 年代後半的經濟不景氣影響，音樂市場大幅萎縮，

大企業便退出音樂市場。這對李秀滿來說，是好消息；大企業消失後，他幾

乎可以說是音樂市場的龍頭。但隨著個人電腦的普及，唱片市場依舊處在盜

版陰影中，加上擔心大企業再次出現，他必需盡快借助 S.E.S 與 H.O.T 的人氣，

協助他在市場中取得屹立不搖的地位。於是，他沒有多餘時間試水溫，立刻

著手前進海外演出的籌備工作。 

李秀滿以海外演出來對抗盜版，首要戰場就是與韓國地理位置相近的日

本。日本的流行音樂領先韓國許多。一開始，李秀滿選擇的日本夥伴是索尼

音樂。李秀滿認為，日本不是輕易就可以進入的市場，需要借助當地公司來

處理。索尼製作人在看完 S.E.S 表演後驚為天人，即刻邀請 SME 娛樂來日本

發展。只可惜， 後在簽約上未取得共識，李秀滿只好和另一家經紀公司 Sky 

Planning 簽訂 S.E.S 的日本經紀約。但 S.E.S 登陸日本後，並沒有達到期待的

成果。李秀滿檢討， 大的敗筆，就是日本的行銷方式。他們去掉 S.E.S 原先

的風格，改用日本風格的音樂元素，反而在日本眾多歌手中無法凸出。李秀

滿記取這次的失敗，在日後進軍日本時就非常重視保有自己特色。 

李秀滿雖然對日本市場有一定的信心，但對於中國大陸的市場仍然所知

有限。雖然中國市場的潛力早在 90 年代便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仍然苦無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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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1997 年夏天，韓國 MBC 電視台製作的韓劇《愛情是甚麼》意外地在

中國受到極大迴響，約有一億五千萬名的觀眾收看，甚至連隔天的重播也創

下超高收視率。李秀滿相信韓劇的效應也能同樣轉移到音樂。1997 年末，宇

田 SOFT 北京分公司社長金允浩向李秀滿要求中國內的唱片版權託付給他。 

金允浩大學畢業後在證券公司工作了十年，因為想挑戰新事業而來到中

國，先在他舅舅的電台當 DJ。1996 年 3 月他製作了《漢城音樂廳》廣播節目，

雖然收聽範圍僅限於北京，但當時能在中國內介紹韓國歌曲，是極具歷史意

義的。在當時的環境下，沒有韓國企業願意買下廣播節目的廣告，使得金允

浩資金困窘。但是金允浩不放棄，他已經看到中國音樂市場的變化。這時，

中國市場上大部分仍是以香港和台灣的抒情歌為主，鮮少人會聽舞曲風的音

樂。金允浩認為，中國學生和韓國學生一樣，在學校課業方面都有很大的壓

力，一定需要抒發的管道，而那個管道正是韓國的舞曲。 

李秀滿也搭上這次的機會，將 H.O.T 第一、二張專輯的代理版權賣給了

宇田 SOFT。對李秀滿來說，這是得來不易的機會，他不需額外出資，只需提

供原版唱片和宣傳資料即可。金允浩回到韓國拜訪各唱片公司並取得更多版

權後，再次回到北京，拜訪了幾個國營唱片公司。在中國境內，只有國家認

可的國營唱片公司才能發行唱片。但是各個公司都以中國人不了解韓國音樂、

聽不懂歌詞、銷量一定不好等原因拒絕金允浩。 後金允浩動用了關係，使

上海聲像出版社替他發行唱片。他也緊鑼密鼓地投入宣傳，並在宣傳的過程

中，出現運用「韓流」一詞。 

1998 年 5 月 17 日，H.O.T 唱片在中國正式發行，成為中國境內第一個獲

中國政府允許發行的韓國唱片。發行後，上海聲像並不抱太大期望，認為有

五千張就算不錯了。但發行一周後，居然達到五萬張的佳績。在盜版猖獗的

中國唱片市場，購買盜版唱片的人數約是正版的 20 倍。以此就可以推測當時

H.O.T 唱片的銷售紀錄有多麼驚人。這張唱片的成功，立刻造成中國唱片圈的

熱烈討論，大家紛紛開始找金允浩合作出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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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唱片發行一個月後，酷龍也在中國發行了專輯。此後，跟隨 H.O.T

腳步，韓國歌手及團體皆紛紛登陸。在金允浩的幫忙下，李秀滿在中國初登

場就成功，但實質拿到的利益卻不如預期。H.O.T 唱片共賣出十萬張，但 SME

娛樂收到的金額卻只有 250 萬元。在確認中國對於 H.O.T 的接受度後，H.O.T

之後也在台灣發展。 

李秀滿認為，中國人若喜歡韓國音樂，韓國其他企業進入中國時也容易

被接受。抱著「只要文化商品進入，工業商品也一定能成功進入」的想法，

李秀滿聯絡了他的高中同學，當時任職現代集團企劃室長的李介安，向他做

了這項建議。不過李介安對於贊助 H.O.T 這個提案感到有些不妥，所以替李

秀滿介紹了國家情報院企劃室長文熙相。文熙相提供了李秀滿許多中國文創

界的人脈。接著，文熙相也替李秀滿牽線，認識了文化觀光部的朴支源。朴

支源大力支持李秀滿的提議，並協助解決 H.O.T 成員尚未服兵役，不能隨意

地到中國發展的問題。李秀滿也請求觀光部替他們製作海外宣傳專輯。文化

觀光部共製作了六千張，發送至海外各相關機構。這張專輯不只收錄 H.O.T

的歌曲，也收錄了非 SME 娛樂公司旗下藝人的歌曲。 

2000 年，李秀滿忙於 H.O.T 的中國出道時，也在金允浩的協助下擴大演

唱會規模。不過，此時中國觀眾還沒有觀賞外國團體表演的習慣，加上一張

要價 80 人民幣的門票，對當時收入 高不過 1000 人民幣的狀況下，民眾是

否買單，還是個未知數。就連當時演唱會負責人也不看好這次活動。然而，

令人跌破眼鏡的結果出現了，舉行演唱會的體育館被龐大歌迷的尖叫聲籠罩

著。H.O.T 成功將韓流帶進中國，李秀滿也被稱為「韓流傳教士」。  

至今，S.M 的海外佈局策略已經演化為李秀滿提出的韓流三階段理論：

第一，出口韓流文化商品(Export Content)：首先藝人團體先在韓國市場打下基

礎，再透過當地公司出口至它國，如寶兒及東方神起。第二，擴大市場合作

(Local Collaboration): 尋找當地藝人合作，如「吳建豪與安七炫」的合體。第

三，與當地公司合作成立公司，向當地人傳授 SME 娛樂的製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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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sation & Sharing)。廣義的來看，韓流三階段也表示著由韓國、區域到

全球合作網絡的建置。  

為了海外版權及通路，SME 娛樂公司也和 AVEX 合作(日本、台灣)，行

銷包括寶兒、東方神起、Super Junior、SHINee 等團體；後來還與環球音樂、

EMI 合作。少女時代進軍美國的單曲《The Boys》就是由知名製作人 Teddy 

Riley(Micheal Jackson、Lady Gaga 等巨星之編曲家)操刀，並結合環球音樂旗

下的唱片公司 Interscope Record(擁有 Lady Gaga、埃米納姆、黑眼豆豆等藝人)

發行混合單曲版本。如此，SME 娛樂透過全球發行網絡取得通路。 

SME 娛樂 成功的海外佈局應屬巡迴演唱會。當李秀滿在 2007 年看到

Super Junior 在台灣參加金曲獎獲得歌迷熱烈反應時，他覺察台灣預告著中國

市場的龐大潛力。2008 年 Super Junior 開始了《Super Show》的海外巡演，從

2 月 22 日在首爾奧林匹克公園展開第一場，並巡演曼谷、上海、南京等都市；

於次年 3 月 7 日到成都，共五個城市，十場演唱會。《Super Show》的人氣展

現在票房上：在曼谷一個小時內就門票銷售一空，黃牛票的價格由一張 28 萬

韓幣的價格飆漲至一張 154 萬元；南京場也喊出一張票 120 萬韓幣的價格。

Super Junior 北京正式露面後，先後在 11 月 16 日《CCTV-MTV 音樂盛典》

得到「內地年度 佳組合獎」、12 月 15 日《星光大典》獲得「年度 受歡迎

組合獎」、12 月 22 日獲得《BQ 紅人榜》的「亞洲人氣組合獎」和 12 月 23

日《音樂風雲榜新人盛典》的「 佳新人組合獎」。 

2009 年 7 月第二場的《Super Show》乘勝追擊，擴及更多都市。從首爾

開始，到東京、北京、上海、南京、香港、曼谷、吉隆坡、馬尼拉，共 15 場

演唱會，吸引了 19 萬 8 千名觀眾。至此，《Super Show》海外巡演已成年度

盛事。2010 年 8 月開始的《Super Show 3》，共計 13 個城市，包括台北、胡

志民市、橫濱等首度巡迴城市。在此期間，Super Junior 的《美人啊》連續 67

週高居台灣 KKBOX K-POP 第一名，之後的《Mr. Simple》也有連續 37 週第

一的佳績，創下新記錄。2011 年《Super Show 4》的規模和巡迴地點更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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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其中大阪和巴黎兩場也別具意義。大阪巨蛋從古至今都是 頂級的歌手

的表演聖地，《Super Show 4》吸引了八萬名觀眾。在巴黎時，不僅只有法國

人，還許多來自歐洲地區的歌迷前往觀看，例如英國、德國、義大利、匈加

利、波蘭等。 後一場在東京巨蛋則有十萬觀眾前往參與，《Super Show 4》

為時七個月，共有大約 40 萬名歌迷參與。 

少女時代立下的演唱會戰績也不遑多讓。2010 年，少女時代開始積極進

軍亞洲，並於 4 月 17 日上海大舞台(Grand Stage)做為巡迴第一站，再轉向日

本市場。為了讓少女時代在日本有充份的曝光和活動機會，SME 娛樂與

Universal Music Group 的日本子公司 Nayutawave Record 簽約，為日本市場舖

路。8 月 25 日，少女時代的 Show Case 在東京舉辦，吸引約 22,000 觀眾，媒

體有 1000 多人參加。 

當天晚上，日本 NHK 九點新聞針對演唱會的報導就長達五分鐘，可見得

他們對少女時代的關注。同年 9 月 8 日，少女時代在日本發行第一張專輯

《Genie》，並前往美國，參與9月4日的《SM Town Live 10 World Tour in LA》。

這場投資了十億韓幣的演唱會於美國斯台普斯球場舉行。斯台普斯球場是美

國音樂大獎《Grammy Award》的舉辦地。演唱會當天共有一萬五千多名觀眾，

70%以上是美國人。之後，少女時代再前往上海參加《SM Town Live 10 World 

Tour in Sanghai》，吸引觀眾約兩萬五千人。回到韓國後，少女時代準備第三

張迷你專輯《Hoot》，然後馬上前往台灣參加亞洲巡迴演唱會《Into The New 

World》。  

2011 年，少女時代在日本舉辦巡迴演唱會《The First Japan Arena Tour》，

從 5 月 31 日到 7 月 18 日為止共巡迴東京、大阪、琦玉、廣島、明古屋、福

岡等地。少女時代的日本公司 Nayutawave Record 在巡迴演唱會的第二天，發

行第一張日本專輯《Girl’s Generation》，發行當天就創下73,583張的銷售紀錄，

並再度登上公信榜的榜首。2011 年，隨著日本歌迷的增加，少女時代也受邀

參加日本 NHK 電視台主辦的第 62 回《紅白歌合戰》，並在少女時代出場時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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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39.9%的高收視率。2012 年 1 月，少女時代推出新包裝版專輯，又創下百

萬銷售佳績。 

SME 的藝人之所以願意長年在海外奮戰，可能與公司所建立的合約制度

有關，如表 15 所示。剛出道時，收入多數為經紀公司所抽成(97:3)，這可能

是為了平衡先前投資練習生培育經費。之後國內活動與專輯由公司主導，收

成比率為「九一分帳」，非固定演出多為宣傳性質，所以收入由經紀公司全部

接收。當藝人開始接廣告與電視劇時，已經具備相當知名度，所以改為「四

六分帳」。然而，海外演出則是「三七分帳」，這對藝人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因為國外演唱會的收入金額比起國內要高出許多，往往一年下來國外演唱會

會有上億的收入，藝人也開始可以存錢，為自己的未來籌劃美好願景。這也

是為何 SME 成名團體後期多半不在韓國，而展開全球巡演。SME 的商業模

式是公司主導，藝人如雇佣性質為多。在整體比率上雖為不同，但海外部分

是 3：7，給藝人較多，鼓勵海外展演。YG 則多為創作型歌手，公司並非以

SME 練習生的量產制度，故一開始便以夥伴方式來分配收入。 

表 15：以合約比率鼓勵藝人前往海外發展 

項目 經紀公司收成 藝人收入比率 

練習生出道 97% 3% 

國內活動、專輯 90% 10% 

非固定演出 100% 0% 

廣告等 40% 60% 

電視劇演出等 40% 60% 

海外演出、專輯 30% 70% 

SME 平均 70% 30% 

JYP 平均 50% 50% 



研究發現 

 123 

YG 平均 30% 70% 

大體而言，台灣給予藝人之比率會由早期 6:4(經紀公司六成，藝人四成)，

漸漸隨著藝人的知名度而調整成 4:6 不等，是屬於一種夥伴關係，而不像 SME

是以從屬關係來規劃經紀約。有少數經紀公司也學習科技業，採用入股制度

(如：華研)，以激勵優秀藝人。 

2001年SME娛樂為解決線上非法音樂的問題，和日本的Fandango Japan、

Yoshimoto 集團及 AVEX 共同創立 Fandango Korea 網路娛樂公司，以回應網

路及行動通訊時代的需求。2001 年，SME 娛樂和日本 AVEX 成立法人合作

公司 SM Entertainment Japan 開始進行全球佈局。2004 年，SM Entertainment 

China 分公司、2006 年 SM Entertainment Asia Limited(香港)、2008 年 SM 

Entertainment USA 相繼成立。在韓國，SME 娛樂公司也展開合作。2011 年，

SME 娛樂和競爭對手 YG、JYP 及 KeyEast(演員裴永俊成立之經紀公司)及張

根碩的經紀公司聯手成立 United Asia Management，成為大型國際經紀人公司。

2013 年，SME 娛樂的 C&C(Culture and Content)公司併購了 Woollim 娛樂，開

始朝獨立品牌與國際音樂集團發展。 

4.8 韓國文化振興院之政策支援 

韓國文化振興院的主要政策實施方案可分為整合部會資源、設置物業平

台、提供獎勵補助機制、培訓製作人才以及佈局海外行銷等五項，分述如下。 

4.8.1 整合跨部會資源 

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Korean Creative Content Agency，簡稱 KOCCA)，隸

屬於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是韓國文創產業政策的推動者及執行者。現在的

KOCCA 雖為金大中時期的韓國文化內容產業振興院 (Korean Culture and 

Content Agency，簡稱亦為 KOCCA)之延伸，但其管理業務範疇已由原來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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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出版、音樂、傳播、廣告、遊戲等六個產業增至十三個，涵蓋了電視傳

播、漫畫、動畫、角色、知識資訊、影像獨立製作社、文創資訊服務等數位

滙流時代下應運而生的產業。雖為官方單位，但韓國文化振興院設立時並不

避諱以商業利益為主的宗旨，特別邀請曾為三星電子副社長的徐炳文(譯音)

擔任首屆院長，為的就是希望借重他的商業管理長才。韓國文化振興院組織

現設有一位首席執行長(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及兩位首席營運長(COO：

Chief Operating Officer)負責策略及產業發展和旗下七大部門及海外四據點(中、

美、日、英)的管理。 

韓國文化振興院之策略是在建立一個「生態環境」，讓十三的專業領域的

資源相輔相成，並且在自由市場的大方向上健全文創與演藝經紀的投資環境。

「內容製作支援」上的主要工作為發展製作具國際行銷潛力的影視音、動畫、

漫畫及遊戲內容，並挖掘故事題材和鼓勵音樂創作。這項政策使韓國業者必

須在產品規劃時間就以國際市場來考量創作的深度與品質，並考量歐美觀眾

的接受程度。 

韓國文化振興院全力發展文化科技。科技文化融合的目的擴大科技於文

創產業上的應用，透過技術轉移和強化技術能力來提昇韓國文創產業的競爭

力。韓國並且於韓國高等科技大學(KAIST: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成立文化科技學院，促進科技與人文的跨領域結合，像是將科

技融入人機介面、認知科學、社會型統計、視覺設計、文化藝術等領域。 

文化科技之應用原本只是研究所的範圍，但是韓國卻透過 KAIST 成立為

學院，足見對該領域之重視。KAIST 原本是研究機構，隸屬韓國國科會管轄，

為了全力發展科技，改為大學科研機構，培育科技人才，有點像是台灣清華

大學的轉型(清華大學的商學院以科技為主，將科技管理研究所的規模擴大為

院級單位)，但是不歸屬教育部管轄。經費來自國科會，而不是教育部，希望

避開教育部的官僚制約，以便讓 KAIST 可以全力發展。然而，文化科技學院

又是韓國文化部全力支持的機構，希望將科技實力導向文創產業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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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文化振興院的另一個重點工作是進行文創產業之研究和分析，並提

供結果予外界參考。這包括文創產業之政策研究(傳播、遊戲、音樂、動畫、

漫畫、角色、人力資源等)、產業分析(如由消費者、業者、市場、機構等構面

來解讀)、統計報告、趨勢報告及政策白皮書的發表等。此外，韓國文化振興

院也會提供海外市場的相關研究，為從業者提供進軍海外的情報。這部份類

似台灣資策會情報中心，但是組織規模更大。 

4.8.2 物業平台 

韓國文化振興院推動「基礎建設建置」，一直是以中小型的影視音從業者

為主，目的是為建立高水準的創作環境，提昇整體的創作能量。方法是建置

物業管理平台，將場地與昂貴的影視設備以低成本出借給中小型文創公司。

成立以來，韓國文化振興院本院及分院設置數位及影視傳播硬體設施，也先

後設立了 DMS(Digital Magic Space)、全球遊戲中心(Global Game Hub Centre，

2009 設立)、個人創作育成中心(Single Person Creative Enterprise Center，2009

設立)、故事創作中心( Story Creation Centre，2010 設立)等設施，加上目前建

設中的數位傳播內容支援中心(Digital Broadcasting Content Support Center)，都

是孕育文創內容強而有力的基石(參見表 16)。 

表 16：數位傳播內容支援中心設施細目 

設施  數量 細部機能 

企劃(開發) 教育中心 12 間 
具體實踐構想，創作新概念內容、模式開

發、支援共同製作計畫的學習用設施 

製作 

攝影棚 6 間 
1,605m2 一間，992 m2 一間，559 m2 一間，

525 m2 三間，包含副調整室 

編輯室 17 間 
HD 綜合編輯室 7 間 / HD 個人編輯室 10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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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配音室 各 2 間 5.1CH 杜比錄音及音響配音機能 

傳輸 傳輸設施 12CH 15 個 PP 頻道內容數位傳送給平台企業家 

流通(活用) 

格式變換室 2 間 國內外 OSMU 多機能格式變換支援 

電路調整室 1 間 
支援數據廣播等兩方向內容的新媒體形

式測試 

存檔/線上流通設施 各 1 間 
內容保存，待活用之數據資料及線上流通

的系統支援 

廣泛製作支援 HD 轉播車 一台 全國圈 HD 製作，輸出支援 

事業 教育/辦公室 11 階層 
傳播內容創作/企劃，傳播新技術/行銷等

類型教育課程，辦公室設施支援 

其它 商家/體驗館 - 
為了入住及訪問的企業所設置的便利設

施，為了一般民眾的體驗設施 

4.8.3 獎勵補助 

韓國文化振興院內容製作支援，大眾文化部課長金旼奭解釋，大型經紀

公司通常有自主的財力，並熟悉如何由由市場引進資本，無需韓國文化振興

院的協助。韓國文化振興院主要協助中小型公司的海外市場推廣，扮演中介

者的角色，幫他們建立網路，因為這些中小型公司比較沒有這方面資源。針

對中小型演藝經紀公司，韓國文化振興院主要做的就是辦展，幫他們做業務

宣傳，但不提供經費補助。但針對選出的新人，韓國文化振興院就會提供補

助資金協助製作專輯。 

不過，韓國文化振興院不補助商業化作品，只補助獨立音樂或原創性作

品，希望鼓勵音樂多樣性。每張專輯約補助一百萬美金，讓這些年青創作者

能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專心製作音樂。此補助金額只含製作創作與錄音，並不

包括 MV、宣傳等費用。每年約支援五至十張專輯。評估成果的方式不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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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量，而是進度與成品。金旼奭點出： 

「銷售量不是最重要的，畢竟他們是新人，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在韓

國帶出不同的音樂類型…。其實除了 KPOP 之外，韓國還有很多不

同種類的音樂。現在外國人已經充分了解 KPOP 類型了，KOCCA

希望能夠介紹不同類型的韓國音樂到海外。因此，我會選擇介紹 

Rock和 Hip-Hop。Hip-Hop在韓國有個樂團叫 MIB，因為在國內競

爭太激烈，無法展露頭角。於是 KOCCA 就投資這個團體兩年，帶

他們到海外發展，現在他們已經可以在日本辦巡迴演唱會了。演唱

會的票八分鐘就秒殺了(容納 800 人的場地)。另外一個搖滾團體叫

Drunk Tiger，他們主要是在歐洲市場。現在也被法國 MIDEM 邀請

去辦演唱會。另外一個搖滾樂團叫 Galaxy Express，連續兩年在美國

辦巡迴演唱會。」 

台灣文化部的補助方案相對比較豐富。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司是文化部

影視音及其衍生之流行文化內容產業相關政策的執行單位，並兼具「輔導」

及「管理」功能，以達到提昇產業競爭力和展現台灣軟實力的目標。作法以

補助與交流為政策主軸。以流行音樂為例，主要有兩類製作上的補助，包括

及針對獨立樂團的「獨立音樂錄製及行銷推廣」及「旗艦型流行音樂製作與

整合行銷」補助案。「獨立音樂錄製及行銷推廣」作法始於 2007 年(新聞局時

期稱為「補助樂團錄製有聲出版品」)。把資金挹注在樂團上，讓音樂創作人

才可以持續發行作品，不僅可以維持樂團經營，也可以保持創作能量。 

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一年的平均總補助預算金大約是新台幣 600 萬元，

每一個樂團大概可申請約 15-20 萬元。2013 年，總預算已經增加到新台幣 1200

萬元。目前台灣經常性在活動的樂團大約有 400-500 個，包括持續在創作但

沒有出片但有數位作品的團體。現在許多的高中及大學都有「熱音社」，也會

自組樂團，已漸漸形成一股風潮。 

「旗艦型流行音樂製作與整合行銷」補助起於 2009 年，主要目的是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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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實體唱片業受到的衝擊。當時數位匯流帶來的實體唱片銷售不振。數位音

樂在台灣未成氣候，iTune、KKBOX 這類平台也尚在虧損中，無法取得收入。

在 2009 年時，台灣的唱片公司似乎找不到獲利的模式。於是，政府推出補助

方案，並將對象定在唱片公司而非藝人，以帶動整個產業的運作，並鼓勵幕

後製作團隊如詞曲製作、編曲、錄音、行銷等。 

補助方案成功與否的確難以評估。看起來會成功的作品，結果可能不如

預期。但也有一些作品是異軍突出。例如，2013 年獲得金曲獎「 佳新人獎」

的葛仲珊就是一個例子。文化部每年的補助金額都有不同的調整，這與年度

總預算有關係。 

國際交流亦是「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司」另外一業務重點，只是並未受

外界太多注目。理由之一可能是台灣媒體尚對國際化議題不夠關注。近年來，

陸陸續續文化部組織國內樂團到世界各地去參加音樂節：每年一月是法國坎

城的 MIDEM(Marché International du Disque et de l'Edition Musicale)唱片展、

三月有美國南方 SXSW(South by Southwest)音樂節、五月的英國利物浦音樂節、

六月是德國的科隆音樂節、八月是韓國的仁川音樂祭以及日本夏日音速音樂

祭，加上十月美國紐約的 CMJ 音樂節。台灣從民國 85 年開始就固定參加法

國坎城的 MIDEM，到近幾年才開始參與其它國際交流活動。 

文化部第一個踏出去的國際交流應該算是英國的利物浦音樂節。2009 年，

「蘇打綠」團體在坎城的表演受到利物浦音樂節的策展人青睞，受邀隔年去

表演。透過音樂節的人脈網絡，文化部開始拓展其它音樂節的參與機會，並

以政府單位的名義主動和策展人協商，增加台灣樂團曝光機會，亦協助樂團

和策展單位共同策劃表演內容等事項。例如，去年日本「夏日音速音樂祭」

邀請台灣團體參加時，文化部就主動提出和台灣樂團合作宣傳與表演(含配合

旅行社規劃行程)。歐洲的策展單位對台灣音樂比較不熟悉。經過這幾年的交

流，情況漸漸好轉。他們了解到台灣在華語音樂指標型的地位。文化部於作

法上也調整，積極為樂團出面安排策展以及參與論壇，讓台灣的專家在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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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要進中國市場，就必須了解台灣流行音樂」的訊息，以吸引國際社群

的興趣。	 

文化部也設有跨界補助案，每案 高補助金額高達 1500 萬，每年總預算

約五千萬。主要是想鼓勵「一源多用」(One	 Source	 Multiple	 Use)的概念。比如

說唱片公司想要幫旗下歌手做漫畫、拍電影等或者之後做週邊產品，作動畫、

遊戲等。但這個補助案從民國 100 年到現在，只補助到了電影、戲劇或是電

視偶像劇等，還未有科技跨界相關的案子。 

4.8.4 製作人才培育 

韓國文化振興院積極培育傳播影像的製作人才，以提供產業之用。例如，

以培養未來型影像內容製作技術及具創作能力人才的《韓國內容學院傳播影

像製作課程》設有 VFX、動態圖像設計、數位影像編輯等六項課程。2011 年

共培養出 69 名的專業人才(重質而非重量，不是以人時數來做為評鑑標準)。

《電視劇製作人學校》主要目的是培養具原創能力的電視劇人才，以及具國

際競爭力的專業製作人，協助韓劇出口海外。課程包括以電視劇概念構想、

商業與管理、宣傳與行銷構成的《企劃型製作人課程》及由電視劇製作中所

需的攝影、音響、照明、編輯等深入課程構成的《創作型製作人課程》。這個

課程在電視劇製作是以「一對一」現場實習指導和電視劇製作協會會員公司

就業支援計畫的合作進行下。2011 年完成 37 位結業學員中，有 75%都成功

進入到電視劇製作公司就業，是相當高的比例，素質也獲得業界口碑。 

為了提供從業人員或傳播科系學生不受限於時間、空間和經濟的學習，

韓國文化振興院也設立網路傳播影像學院，提供線上課程。這是希望橋接技

術學院或大學課程過於理論化的缺失。2011 年共計 36 個課程，超過一千個科

目。一萬多名學員中，共有 9,776 位順利結業，相較於 2007 年 3,300 名的受

訓人員，成長了約 3 倍。雖然經過這些課程出來的學員與實務還是也一段落

差，但是對建立基礎知識頗有幫助。另外，以擴充相關領域人力及促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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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為目的實施的《紀錄片指導學校》計畫，於 2011 年開始邀請獨作製作協

會以補助企業身份加入，和相關教育機構合作培養跨製作及行銷部門的專業

人才。共有 51 名人員結業(製作指導 41 名、行銷指導 10 名)，並有 50 名成功

就業。 

以下就各項培訓課程的內容做一介紹19，共分為六類：網路傳播影像學院、

內容學院傳播影像製作課程、電視劇製作人學校、傳播影像技術專業人才培

育、紀錄片指導學校的營運以及海外傳播專家講座，分述如下。                              

第一，網路傳播影像學院：網路傳播影像學院是網路傳播影像內容學院

中的一部分，主要目的為提供與傳播相關的線上教育、解決城鄉教育落差、

銜接學術界的教育、並提供從業人員在職教育，參見表 17。網路傳播影像學

院主要針對傳播內容相關的儲備人員以及專業人員，2011 年總科目為 1224

個(43 個課程)，受訓人員 11,121 名中有 9776 名順利結業，結業比率高達 87.8%。

相較於 2007 年 3300 名的受訓人員來看，人數約成長了約三倍。網路傳播影

像學院服務許多因為時間、地點或經濟因素而無法接受傳播製作訓練的學生，

也提供韓國內容製作人才的基礎教育。第二，韓國內容學院傳播影像製作課

程：這門課程的主要目標為培養影像製作之原創人才。2011 年，VFX、動態

圖像設計、數位影像編輯課程等六個課程中共培養出 69 名的專業人才。 

表 17：2012 年網路傳播影像學院課程 

                                                
19 翻譯自《2012 年 KOCCA 傳播影像政策白皮書》文獻之培訓課程 (見第 397-408 頁)。 

分類(36 個) 課程名稱 

企劃創作 TV 紀錄片寫作、數位媒體說故事(Story telling)、從攝影到編輯、視覺說故

事、影像美學、從鄭在行(정재형)的電影中看影像美學、創造思考寫作、如

何成為部落格記者、紀錄片預告片製作、傳播影像內容企劃、傳播內容產

業說故事、從部落格到書籍的寫作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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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電視劇製作人學校：這門課程主要是為培養具有現場實務的製作

人，以及加強電視劇製作能力，參見表 18。這門課程期望訓練出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製作人，協助創作「殺手級」的電視劇，並以出口海外為主要目標。

課程分為企劃型以及生產型製作人兩種。從 2010 開始，該課程招收儲備製作

人。2011 年兩項課程供招收 40 名學員，完成訓練總共 37 名，其中企劃型製

作人部分有 18 名，生產型製作人有 19 名。 

表 18：2012 年電視劇製作人學校細部授課課程 

分類(每週 4 天，10 個月) 細部內容 

創作教養課程(2 個月) 
激發創意思考、說故事、傳播影像產業現況、結合媒體的理解、

數位製作系統理解、腳本製作與改編、影像文法、OSMU(One 
Source Multiple Uses)技巧、共同創作、媒體法、演出技法等。 

專業職務課程(4 個月) 
企劃構成案製作實務、電視劇拍攝、NLE 編輯(Video/Audio)、
後製、預算分析及日程管理、IR Pitching 實務、節目收益構成分

析、宣傳，行銷、流通配給實務。 

企劃製作(2 個月) 
IR 企劃書(投資提案書)製作、電視劇創作節目企劃與構成、攝

影、編輯、後製作業等個人企劃製成。 

製作實務 傳播製作實務、影像創作的基本照明(新規)、理解影像攝影、攝影棚節目製

作、電視紀錄片理論與實務、電視播報、電視傳播音響基礎、3D 立體影像

製作概論、3D 立體影像攝影實務、數位格式與工作流程、使用 Autodesk Maya
的立體影像製作。 

專家特別課

程 
傳播製作專家特別課程(演出論)、傳播製作專家特別課程(影像論)。 

編輯 Final Cut Pro 剪輯軟體、Adobe Premiere Pro CS5、Avid Media Composer 
Advance、Adobe After Effects CS5。 

媒體商業 傳播內容流通行銷、內容產業與投資策略理論與實務、成功企業的 CEO 等

主題。 

媒體教育 媒體教育理解、媒體別素養、媒體的議題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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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製作公司現場實習

(2 個月) 
電視劇製作現場的企劃基層專業實習。 

就業支援 就業支援教育課程的營運及諮詢服務。 

企劃製作人課程主修電視劇概念構想、商業與管理、宣傳與行銷等課程。

生產型製作人課程則主攻電視劇製作中所需的相機、音響、照明、編輯等實

務課程。值得一提的是，在電視劇製作社的「一對一」現場實習指導和電視

劇製作協會會員公司與就業支援計畫的建教合作下，2011 年完成訓練人員的

75%都成功進入到電視劇製作現場就業。 

第四，傳播影像技術專業人才培育：本課程分為專業與管理兩類，參見

表 19。專業類著重在影像技術，如造型與動畫、製作合成透視圖、動態圖像

設計以及數位音效製作。這些技術課程都結合到軟體實務操作，讓學員馬上

融入職場工作。此外，該課程也會介紹行銷相關管理課程，著重在國際內容

產業的分析。 

表 19：2011 年傳播影像技術專業人員培育狀況 

課程名稱 時間 受訓人數 受訓畢業人數 

VFX 造型與動畫 五個月 15 15 

VFX 合成透視圖 五個月 9 9 

動態圖像設計課程 九個月 15 11 

數位音響製作 五個月 8 8 

C4D for motion-gragher 四個月 12 11 

國際內容產業 五個月 15 15 

第五，紀錄片指導學校的營運：文化體育觀光部為了擴充韓國內容產業

中基礎建設，並且資助急需支援的紀錄片(像是歷史劇)領域中的人力擴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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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發展等目的，從 2002 年開始實施紀錄片指導學校計畫。2011 年獨立

製作社協會作為補助企業加入，並在 2011 年 1 月到 2012 年 1 月，在各教育

機構合作(一日七小時)培養橫跨製作與行銷兩個部門的專業人才。結業人員共

51 名(製作指導 41 名，行銷指導 10 名)，並有 50 名成功就業，參見表 20。這

樣的訓練模式與業界緊密結合，幾乎全部就業，等於政府當作專業人力培訓

中心，減低企業培育成本，也縮短產品上市期間。 

表 20：紀錄片導演學校培訓紀錄(2008 年~2011 年) 

分類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教學課程數 2 2 2 2 

結業人數 40 40 36 51 

就業人數 38 40 36 50 

紀錄片指導學校還分為兩個主修，一則主修製作，另一則主修行銷。前

者為技術人才，後者為科技類管理人才。基礎課程見表 21，含傳播基礎課程、

製作基礎、行銷理論以及實習課程之後分流，可以選擇主修製作或行銷。製

作主修課程內容整理於表 22，行銷主修內容整理於表 23。 

表 21：2012 年紀錄片指導學校教育課程 

分類(每周 4 天，共 10 個月) 詳細內容 

傳播基礎課程(5 周) 傳播基礎教養、傳播演出論、事前作業理解、

傳播製作環境論、作業過程理解、節目製作

論、後製作業理解、節目製作理解 

製作基礎教育(3 周) 相機基礎實務、一對一編輯、NLE 編輯(電腦

影像，音響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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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製作與行銷實習(3 周) 製作: 公益廣告製作實習、KIPA 宣傳影像製

作、取材物製作實習、課業審核、討論。 

行銷: 參與 BCM、傳播影像產業內容流通理

解、各類型內容產業理解。 

製作實習與行銷理論及實習(5 個月) 製作指導課程 行銷指導課程 

VJ 節目製作、STUDIO
綜合構成節目製作、紀

錄片製作、畢業作品製

作 

傳播影像內容流通與

實際狀況，電視劇企

劃行銷、參與 STVF、

韓流展望、電影企

劃、行銷、配給、流

通、內容企業現場探

訪、參與 BCWW 

相關公司現場實習教育(2~3 個月) 製作指導課程: 獨立製作社現場實習教育 

行銷指導課程: STVF、BCWW、MIP-COM 的

參與、相關企業現場實習教育 

表 22：2011 年紀錄片指導學校課程內容(主修製作) 

課程內容與分類 時間 

理論教育、基礎實習教育－攝影、編輯/NLE 編輯 各 4 周 

製作實習教育 24 周 

取材物製作 1、取材物製作 2 各 1 周 

短篇電視劇 2 周 

Vj 製作、攝影棚 1.2、紀錄片製作 各 4 周 

受訓生集體教育課程 三天兩夜 

畢業作品製作、自由作品製作 各 4 周 

現場實習 10 周 



研究發現 

 135 

總教育時間 43 周 1412 小時 

表 23：2011 年紀錄片指導學校課程內容(主修行銷) 

分類 時間 

理論教育(PD.MD 共同)、基礎實習教育－攝影與編輯/NLE 編輯 各 4 周 

製作實習教育 1 周 

行銷理論教育 

內容產業理解、影像事業理解、國際展覽會行銷、數位傳播行銷 各 1 周 

內容產業輸出入實務 彈性安排 

內容產業海外行銷 1 周 

中國影像產業分析 彈性安排 

電視劇事業分析 1 周 

行銷實習教育 

國際商業英語 16 周 

電影製作企劃書製作 1 周 

遊戲產業計畫書製作 1 周 

智慧型 TV 事業 1 周 

SNS 實習 2 次 

啟蒙深度實習 5 周 

國內外展覽會 

釜山內容產業市場 3 日 

上海 TV 節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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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 Character Licensing fair 5 日 

BCWW 3 日 

MIPCOM 4 日 

現場實習 10 周 

總教育時間 43 周(1412 小時) 

4.8.5 海外行銷 

韓國文化振興院的首要業務為海外行銷，其目的是為強化國際間交流及

建立行銷合作網絡，包括舉辦國際展覽及交流和協助參與海外商展及活動等

(見表 16)。其中也涵蓋與愛好韓流的國外傳播從業者間的研修計畫以及國際

策展和海外交流活動補助。以音樂產業為例，KOCCA 每年會贊助 6-10 個獨立

樂團旅費及食宿交通，巡迴世界各大音樂祭如美國 South by Southwest(SXSW)、

法國的 Marche International du Disque et de l’Edition Musicale (MIDEM)、日本

的 Super Sonice 等，為他們舉辦 SHOWCASE，增加曝光率。KOCCA 也舉辦

世界傳播大會(Broadcast Worldwide, BCWW)、國際數位內容會議(Digital 

Content Conference)及國際音樂節。如首爾音樂祭(MU：CON)，結合表演、商

展及交流論壇，並邀請世界級流行音樂專業人員來交流(如 2013 年便邀請了

國際華納唱片副總裁 Seymour Stein、英國 大獨立唱片集團 Beggars 的策略

長 Simon Wheeler、曾獲五次葛萊梅獎的超級錄音大師 Steve Lilywhite 以及演

唱會專業公司等)。 

韓國文化振興院也策略性邀請海外傳播專家來訪，建立產業人脈。這些

研討會屬於專業社群(communities-of-practice)活動，為業界建立起一個知識分

享平台，給參與韓流的傳播專業人員的研修計畫。文化體育觀光部邀請各類

專家，例如次世代數位環境趨勢、韓流的擴散、傳播影像 新技術、內容產

業國際行銷等主題。這個研討會也很具策略性，韓國文化振興院也會運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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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研討會，邀請與韓國文創有合作關係的國家來參與，讓韓國傳播媒體專

才能夠建立國際網絡，提升國際認知度並達到民間外交的目的(見表 24)。韓

國還會邀請重要業者(例如，常進口韓劇的客戶，如電視公司的高階主管)，提

供免費機票、住宿、學費，讓這些這些業者來分享當地市場情報，以及與韓

國業者交流，穩固人脈。 

表 24：國際傳播影像商品貿易會參加支援細項與成果 

年度 貿易會活動名稱 支援細項 活動規

模(間) 
支援公

司(間) 
出口成果(美

元) 

2009 

MIPTV 
展位花費、設備使用費、

部分裝飾費用 3,800  26 16,215,000 

STVF - 1,100  16 5,937,000 

TTFF 
基本展位費用、設備使用

費 - 7 3,197,000 

MIPCOM 
展位花費、設備使用費、

部分裝飾費用 4,155 25 8,810,000 

TIFFCOM 
基本展位費用、設備使用

費 
212 攤位 15 12,106,000 

ATF - 640  14 2,774,000 

6 個商品貿易會 123 51,187,000 

2010 

FILMART 
基本展位費用、設備使用

費 548 15 1,748,000 

MIPTV 
展位花費、設備使用費、

部分裝飾費用 3,985 30 13,768,000 

STVF 
展位花費、設備使用費、

部分裝飾費用、韓國日活

動 
800 16 7,288,000 

TTFF 
基本展位費用、設備使用

費 75 12 5,072,000 

MIPCOM 
展位花費、設備使用費、

部分裝飾費用、韓國內容 4,323 27 1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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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COM 
基本展位費用、設備使用

費 222 19 12,191,000 

ATF 
展位花費、設備使用費、

部分裝飾費用 776 19 2,818,000 

7 個商品貿易會 138 52,931,000 

2011 

FILMART 
基本展位費用、設備使用

費 596 17 4385,000 

MIPTV 
展位花費、設備使用費、

部分裝飾費用 4,168 24 17,324,000 

STVF 
展位花費、設備使用費、

部分裝飾費用、韓國日活

動 
670 13 9,331,000 

DISCOP 展位費用、設備使用費 1,224 7 285,000 

TTF 
基本展位費用、設備使用

費 - 10 3,192,000 

MIPCOM 
展位花費、設備使用費、

部分裝飾費用 4,120 22 14,777,000 

TIFFCOM 
基本展位費用、設備使用

費、 

Networking party 
226 16 23,578,000 

ATF 
展位花費、設備使用費、

部分裝飾費用 951 20 4,255,000 

8 個商品貿易會 129 77,127,000 

備註：MIPTV: International Market of Television Programme； 

STVF: 上海電視節 

TTFF: Trinidad+Tobago Film Festival (Caribbean film festival) 

MIPCOM: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film and TV, Video, Cable and Satellite Programmes 

TIFFCOM: Content Market at the Toky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TF: Asia Television Forum and Market 

FILMART: Honkong International Film and TV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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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5.1 SME 娛樂公司對產業的借鏡 

本研究對台灣影視產業(以音樂產業為主)之建議可以分為五項討論，先分

別就 SME 五項作法之借鏡：經紀公司集團化、練習生制度、國際製作、文化

科技以及複合商業模式。雖然這些初步建議尚未成熟，但是其重點是希望透

過這樣的反思過程去持續探索如何取法韓國 SME 公司的作法與制度，參見表

25。 

表 25：比較台灣與韓國的演藝經紀制度（本研究分析） 

分析面向 SME 韓流模式 台灣現行模式 台灣借鏡建議要點 

經紀模式 垂直整合模式 
小型工作室或公司，各

自獨立作業，偶有合作。 
垂直合縱、水平聯盟 

藝人培育 
練習生制度，多至十年

培訓，專注於歌、舞、

語言、品格之教育。 

依據具歌手特質個案訓

練，訓練課程尚未形成

標準規範。 

選手學程制：將十年培

育分散到學校社團活

動。 

詞曲製作 
國際團隊，以類原創模

式設計商品化歌曲與

舞蹈。 

國內自行創作、網路徵

選、外包國際作家。 
社群交流，思考反向原

創作品。 

科技運用 

成立專責部門

SM-ART，研發文化科

技之應用，大手筆投資

文化科技於 MV 與演唱

會中。 

除了必應創造(相信音

樂)，多數音樂公司多是

外包給演唱會策展公

司，只有第一級歌手會

偶發式研發（如蔡依

林、江蕙、周杰倫等）。 

科技策展，整合科研法

人現有資源與科專計

畫。 

商業模式 複合，多元營收。 
以商演為主要收入。 邁向 B2B，積極進行商

業模式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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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合縱聯盟，整合動態供應鏈 

本研究指出，SME 娛樂公司崛起一項很重要的契機是李秀滿邁向「垂直

整合模式」。SME 娛樂公司將價值鏈進行上中游整合，由演藝經紀向上延伸至

產品研發(藝人長期培育)，向下延伸至行銷通路建置與客戶服務(粉絲團經營)。

SME 公司能夠成功建立起垂直整合模式一方面是因為李秀滿個人的毅力，另

一方面是過去由韓國大企業流入許多管理人才到音樂產業，使得制度化與市

場市場募資過程更為順暢。 

公司管理逐漸制度化，也奠定下日後 SME 公司進軍國際的實力。這些專

業能力協助 SME 公司建立起藝人培育、產品商業化、國際合作產製、市場融

資、國際行銷到至授權管理等制度。專業化的結果使得 SME 公司能有效轉移

美國的「音樂視覺化」模式，其作法也逐漸成為韓國在地市場上的「主導設

計」(dominant design)，使得其他演藝經紀公司群起效法，從而使得韓國流行

音樂水準因為競爭而迅速提升。韓國國內觀眾也因此對流行音樂建立了一定

的期望，形成一股監督市場的力量，令演藝經紀公司不敢隨意推出品質不佳

的團體。 

台灣演藝經紀公司一直是華語音樂中心，但是卻沒能夠在此過程中將公

司朝向專業化發展，而一直維持「工作室」的經營形態。大陸崛起後，以高

薪策略挖角人才，將演員、製作、管理人才吸引過去，使得台灣音樂公司更

不易由長期眼光來思考發展方向。多數歌手是在培育約八個月後就出道，生

命週期往往不到兩年。一位音樂界人士認為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音樂公司怎麼敢投太多錢呢？台灣市場不大，競爭又多，歌手不

一定會紅得起來。萬一真的紅了，一下就自己出去開公司，不然就

是被大陸挖去。這樣投資不就打水飄了嗎？所以，我們這行都是短

打高手。賭一把，要是沒中損失也不大。賭中了，那就是賺到了，

兩年後就算走人也沒關係，成本已經回收了。這樣想，很少人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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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去投資好作品。」 

不只是人才流失，台灣的音樂經紀公司也「沒有時間」去進行企業制度

化或垂直整合。即使在人才荒的情況下，音樂公司在大陸的市場的獲利就已

經令經營者兼顧不暇，也沒有太多時間規劃長遠發展。福茂音樂總經理張耕

宇便點出這種溫水青蛙的隱憂，認為如果持續下去，台灣影視音產業將可能

失去競爭力。等到大陸崛起，以及韓國準備好的時候，台灣可能漸漸失去這

個市場。2014 年初，SME 公司已經大舉推出中文歌曲，也觸發其他韓國經紀

公司積極進軍大陸，像是 CUBE 就推出全華人偶像團體 M4M。除了推出中韓情

歌對唱單曲《呼吸》外，少女時代也接大陸電玩廠商新產品《劍靈》的廣告

代言，以中文演唱主題歌。反觀台灣，為了配合大陸市場需口味，新推出的

歌曲已經漸漸失去獨特性，反而失去台灣華人音樂的特色。 

如果台灣音樂產業不是適合垂直整合模式，那麼如果採取「水平整合模

式」可行嗎？水平整合模式是合併市場上經紀公司，成為一家大型經紀公司，

但是垂直價值鏈還是採取分工，或是未來學習韓國邁向垂直整合模式。不過，

水平整合模式在台灣並不易實施，因為各家經紀公司規模較小，無力併購其

他家；其它音樂想保有獨立性，也不想要被其他公司合併。 

短期來看，韓國對台灣比較重要的借鏡也許是順應時勢，讓企業發展結

合自己的強項。台灣的影視音公司一向具有獨立性，擅長細緻地經營少數藝

人，而且與藝人保持合夥關係(而不是如韓國的 Svengali 主宰式管理)。而且台

灣產業也具有合作文化，可以在同一目標下共同追求成長。因此，台灣也許

可以採取「垂直合縱、水平聯盟」的模式，又稱之為動態供應鏈模式(Kumar, 

van Dissel, & Bielli, 1998)。這是在義大利布拉朵(Prato)紡織工業所採行的模式，

每一家工作坊都是由師父帶著一群徒弟成立，有些徒弟出師後自己又會開設

工作坊，不是與師父競爭，而是成為協力廠商。供應鏈中有上下游垂直合作，

也有水平聯盟，使得每一份訂單以彈性的方法完成。 

台灣影視音產業結構有點類似布拉朵的紡織產業。在無需特定主導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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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民間單位如 RIT(Recording Industry Foundation in Taiwan)財團法人

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上海商銀組織文創聯誼社、華山文創或者廣藝基

金會等團體，可以建置出一個協調機制，進行各種音樂創作的水平與垂直聯

盟。例如，市場募資可以建立聯盟，同一類型的藝人訓練可以聯盟舉辦以整

合資源，創作詞曲可以聯盟引進國外專家等。這些聯盟無需大型，而是中小

型的任務型聯盟。	 

長期來看，台灣影視音產業所面臨的是一個「資源」匱乏問題，而「心

態」是一項無形的障礙。演藝經紀公司所能分配給每一專輯的資金有限，而

礙於風險的擔心又不敢增大投資，變成惡性循環(低成本製作，品質平庸)。因

此，影視音產業似乎只有兩種選擇。第一，依舊以小成本投資專輯，但設法

做的更精緻，改善品質。第二，透過半官方與民間管道，設法借力大陸資源，

如玉春雷娛樂文創集團的作法。大陸目前有充沛的資金，也建置電影工業所

需的基礎建設(如場景)。這兩種作法並不會相互排斥，也可以相輔相成。若企

業能設法整合國內與大陸資源，去合縱日韓進軍華人市場，進而聯盟引進歐

美文化科技專業，將可以跳說跳脫韓國的「垂直整合模式」，開創出另一新天

地。 

但是，要進行供應鏈整合以及專案合作，台灣音樂公司也面「青蛙溫水

效應」，而大陸市場正是台灣音樂公司的溫水。由於目前大陸市場仍能供給台

灣音樂公司龐大的商機，多數廠商並未意識到即將來臨之危機。也因此，音

樂公司多忽視需要啟動未雨綢繆的方案，因為如前所分析，大陸演出的商機

都已經讓台灣廠商應接不暇了，而且演出品質無需韓國那樣精良也可以為大

陸市場接受。要業者投入更多資源，具前瞻性眼光去培育藝人、投入研發、

走向國際，似乎難以被業者所接受。未來，即使政府推出輔導政策，如果業

者持續這樣的自滿心態，將難以配合，無法落實產業轉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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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發展藝人選手制，分段學程引導達人精神 

SME 公司對韓國影視音產業的衝擊，便是改變作品推出的模式。過去，

藝人培育約一年，經紀公司多假設藝人本身便已經具備一定的才華，訓練只

是 後包裝前的準備。藝人無需樣樣精通，會唱歌而不會跳舞的，經紀公司

便安排獨唱或舞群伴舞；會跳舞但不會唱歌的，就以舞藝取勝，歌聲平平即

可。可是，SME 娛樂公司將訓練期拉長為五到十年後，就改變了遊戲規則。

藝人不只要才貌雙全，更要能唱能跳。練習生制度的特色是國際選秀、訓練

時間長、專業性高(唱跳與語言)、要求嚴格等。訓練費用每團約為新台幣 1200

萬元，出道後開始償還(由薪資中扣除)，每一團出道後之生命週期約為六年(神

話 長到十五年，但是離開公司)。 

練習生制度要引進台灣並不容易，可概分為七點原因。第一，家長不太

可能接受如此長的訓練期，而忽略正規學校學習。第二，社會觀感對練習生

制度接受度也不高，印象總會與台灣戲曲學院的學生聯想一起。第三，台灣

學生是否能經歷此種長期磨練也是一項考驗。第四，專業師資不容易尋找與

整合，許多第一線的專業人才已經轉移大陸發展。第五，台灣的經紀公司無

法負擔如此大的成本。第六，大陸市場正在興起，多數經紀公司正面臨快速

成長，生意已經應顧不暇，沒有動機做此投資，風險也太高(歌手成名後可能

自立門戶，因台灣簽約期約三年，對比韓國約五至十年)。第七，接受一年訓

練的藝人已經足夠滿足台灣、大陸觀眾期望，才藝(跳的更好或唱的更好)似乎

還不是華人市場的考量，因此經紀公司多處於自滿狀況。 

短期來看，政府可以思考整合國內培育資源，讓業界有更豐富的「選擇」。

政府的角色不太可能去鼓勵經紀公司建立類似「練習生」制度，或者是一般

所謂的學徒制，讓國中生或高中生放棄正規教育而投入經紀公司的十年培育

課程。政府更不容易成立國家教育機構專門為流行音樂培養明星，一則是這

是市場機制的一環，國家可以鼓勵，卻不合適大舉投入干預(例如，東海大學

想成立流行音樂學院；景文高中也想仿效日本成立流行音樂學苑)；另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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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本效益。雖然有專家認為可以成立類似「台灣戲曲學院」，由國家來統籌

培育。但是畢竟流行音樂並不是屬於「保育類」文化，所以此構想雖好，但

是執行不容易。 

2014 年，在民間由東海大學創意與藝術學院倪再沁院長發起，要建立類

似英國利物浦流行音樂學院建立一個「台灣流行音樂學院」。台北流行音樂中

心與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落成後，也籌劃由政府力量來協助產業訓練歌手、作

詞曲人、攝影人才。這些作法短期可以提供業界人才，但是亦有隱憂。三立

電視台的培訓班便是一借鏡。他們發現，來參加培訓班的學員往往是興趣使

然，但是天分似乎不足，所以結訓後真正能投入業界不多，頂多成為第二、

三線演員。 

短期可行的方案可能是先整合台灣內部的訓練資源，讓北流、南流與東

海(如果真的成立「台灣流行音樂學院」的話)等學校整合師資、課程、教材、

設備。例如，北流可能專長於訓練某一項技藝(如歌唱)，南流專長於訓練另一

項技藝(如舞蹈)，而東海專長於培育另一項技藝(如樂器、現場演出等)。其他

教育機構還包括台灣藝術大學、台北藝術大學、台灣戲曲學院等，以及私人

音樂教育公司等，這些資源若可以整合起來，便可以協助業者有更多的培訓

選擇，降低歌手培育成本。還有，如果將鄰近國家(如日、韓)的資源也整合進

來，又可以豐富培育的內涵。此外，產業公協會也可以統籌現役或退役歌手，

舉辦專業工作坊來傳承知識，類似 2014 年金曲獎工作坊做法，找周杰倫傳承

作曲的技巧。如此，除了可以加速學習曲線(減低新手摸索期)，更可以讓歌手

退役後有第二個戰場，轉而培育新一代人才。這是華研音樂的作法，值得我

們借鏡。 

長期來看，政府可以思考如何建置「分段學程」制度，鼓勵新進歌手創

作與表演的慾望。這是由文化面(作品)著眼，而不是由流行面(商品)下手。雖

然提供短期訓練可以解決眼前人才培育問題，但是讓流行音樂成為正規教育

選擇的一環也不容忽視。一個沒有音樂基礎的人才，短期訓練只能治標，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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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本。「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個定律有其智慧。「十年」只是一個

指標，它所提醒我們的是長期培育基本功的重要性。例如，韓國歌手在唱腔、

音準、音律、音準、感情表達等基本功紮實後，即使唱不同語言的歌曲也是

同樣感人。因此，長程培育歌手(或藝人)有其必要性。 

不過，這種作法必須由「文化面」來啟動，而不是複製韓國的練習生「亮

產」制度，因為那樣會過於商業化，而可能扼殺了文化面的培育。如果我們

反顧台灣的民歌創作時期(1950 時期)，一些廣為流傳的清新作品，像是風中

的早晨(王新蓮、馬宜中)、微風往事(鄭宜)、秋蟬(楊芳儀、徐曉菁)都是至今

流傳的經典流行歌曲。由此，我們可以對比此時代的作品與韓國商品之差異。

以 近 SME 娛樂 2014 年推出 轟動的韓國情歌(片段)為例： 

「我壓抑不住思念著你，撥通了電話。想你，多久沒見過你。遠去

的窒息憂傷，又繫在我的心上。當初的放手，一個人嘆息，後悔讓

你走。是突然襲來，那個問候，心都在顫抖。交集心中的話被枷鎖，

想問你那邊天氣，難過的心情。隱藏的關心，早已被淚看透，只聽

聽呼吸，最好的安慰。」 

這首歌詞與多數的韓國流行歌曲相同，都是與男女愛情、情傷，很直接

的表達情傷後的難過感覺，意境平淺。歌曲也與其他情歌相似度高(如泰研的

《那冬天寒風吹》；或是甜美歌手 IU 的《只有我不知道的事》)。一位韓國業

者省思，類似過去徐太志所創的《教室思想》這類兼顧流行與內涵的歌曲已

經幾乎被商品化浪潮淹沒了。相對來說，以台灣民歌《秋蟬》的歌詞為例，

便呈現文字之美與敘景之意境： 

「聽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綠葉催黃。誰道秋下一心愁，煙波林野

意幽幽。花落紅、花落紅；紅了楓、紅了楓。展翅任翔雙羽燕，我

這薄衣過得殘冬。總歸是秋天，總歸是秋天。春走了，夏也去，秋

意濃，秋去冬來美景不再，莫教好春逝匆匆，莫教好春逝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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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令人越聽越感動的歌曲是台灣民歌時期作品的特色，展現文字的優

美之外，更呈現中華文化於流行音樂中。那段時期並沒有人給你 KPI(Key 

Performance Index)，規定一年要寫出多少歌曲，或設定每張專輯要賣出多少

業績才可以。那是一個文青時期，大家充滿了創作的慾望，希望以歌曲表達

心中的想法，希望與朋友分享自己的心情。那種文青的氣氛鼓舞年輕人創作

出很多令人感動的歌詞、歌曲。因此，當我們在思考如何培育歌手「十年功」

時，必須將文化創作考慮進來(詞曲創作於下一個主題討論)。 

或是，當代「五月天」的《入陣曲》，不只呼應電視劇「蘭陵王」的劇情，

更呈現對思想宰制的反抗以及歷史的反思，其歌詞片段如下： 

「當一座城牆，只為了阻擋，所有自由渴望。當一份信仰，再不能

抵抗，遍地戰亂饑荒。蘭陵撩亂茫，天地離人忘。無畏孤塚葬，只

怕蒼生殤。夜未央，天未亮，我在倖存的沙場。只盼望，此生再，

奔向思念的臉龐。淚未乾，心未涼，是什麼依然在滾燙。入陣曲，

伴我無悔的狂妄。當一份真相，隻手能隱藏，直到人們遺忘。寫一

頁莽撞，我們的篇章，曾經如此輝煌。」 

台灣在創作的底蘊上是不輸給韓國，甚至於略勝大陸現今的流行音樂。

因此，在思考人才培育時，應該要由文化內涵面來思考。透過跨部會整合，

政府可以考量設立一個虛實整合的十年「音樂學程」，由國中、高中到大學(剛

好十年)。這個「虛實」策略可以分為兩方向思考。第一，結合國中、高中的

熱音社與熱舞社活動，設計將社團活動融入正規課程，並整合資源讓影視音

業者去協助音樂性社團辦好活動。這使得有興趣的學子由國中時期便可以精

進自己的能力。到了大學，(與教育部合作)可以將流行音樂創作列為通識課程

之一。當前的通識課程多為概念性的科目，如果加入實作性的課程應該可以

豐富當前的通識課程。 

此外，也可以結合教育部目前推行的「學程制」，針對某一個專業整合成

一個整體性學程，例如可以參考目前政治大學比較成功的學程為供應鏈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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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供應鏈與管理)、生科管理學程(結合科技管理與生物科技)。如果延伸至

研究所，還可以整合現有資源，例如政治大學「數位內容與科技學位學程」。

如果政府能夠促成跨部會合作，推出「影視音專業」學程(流行音樂為其中一

個主修，其他如戲劇、電影為另一學程)，便可以讓有志學子由國中、高中的

音樂教育銜接到大學，也可以避開以古典音樂為主的藝術大學無意願推動之

慣性。如果資源充足，政府還可以設法協助大學成立學程式的「跨領域音樂

學院」。這是美國史丹佛大學工程學院的創舉，它成立一個不給予學位的史丹

佛設計學院(http://dschool.stanford.edu)，目的是為了讓各工程學院與理學院學

生能夠吸收跨領域知識以及設計思維，使工程研發過程注入人文思想。不過，

如果流行音樂學程只是機械化的訓練演唱與跳舞的技巧，可能就失去了此學

程的精神。 

第二，可以讓新秀結合網路與實體學習。目前台灣的數位教育與基礎建

設已經漸漸成熟，企業可以建置數位學程，讓社團學習與之後的教育學程有

效串連一體。這樣的數位課程可以參考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開放式課程」

作法(http://ocw.mit.edu)，讓更多對流行音樂有興趣的學子可以在家進修，也

可以到實體教室學習(學校、北流、南流)，讓學習資源更彈性的被運用。這樣

的課程不只是能匯聚流行音樂學生社群，更可以成為師資平台，讓此領域的

知識更有效地被累積、儲存與分享。 

5.1.3 反向類原創，善用華文經典 

SME 公司的製作模式是將國際團隊帶進詞曲創作。例如，讓三組團隊在

瑞典斯德哥爾摩集合，由韓國總部給與規格(歌曲種類、歌手特色、舞蹈需求)。

三組團隊分別進行創作，找出 佳元素，再予以組合修訂。過程中，韓國總

部密切與設計團隊溝通，使作品能夠兼顧韓國市場風格，又具有一定的國際

性元素。 後，韓國總部團隊再收尾，進行 後的修飾，呈現 SME 公司希望

具有的風格。這樣的製作方式通常會創造暢銷歌曲，製作成本也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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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台灣影視音公司來說，這種大成本製作似乎與現實有所出入。另

一隱憂是這樣的製作雖然會產出排行榜暢銷歌曲，但是也可能漸漸失去「在

地文化」。如果我們檢視韓國近期的流行歌曲，我們會發現這些詞曲與韓國的

文化似乎關連性不大，很難看出韓國當時的民眾的想法與風格。這樣，會不

會有了流行，卻失去了「文化」。這是韓國學者也正擔心的議題，憂心極度複

製美國流行音樂的結果雖然在短期得到經濟的獲益，長期會不會淪為美國流

行音樂的代工製品。 

短期而言，政府可以鼓勵「反向類原創」，讓優質華文歌曲可以更具國際

化風格。許多台灣的華文歌曲都深具內涵，如鄧麗君、五月天、蘇打綠的作

品。可是這些作曲並無法為國際聽眾所理解，因為有豐富的在地元素。如果，

近期而言，台灣可以由這些優質詞曲中去發展出國際可理解的詞曲或旋律，

則可將這些優質流行文化發揚於全球。因此，業者可以將歌詞以不同語言呈

現(不一定是逐字翻譯)，也可以改編旋律，讓不同年齡層的聽眾得以欣賞。被

「國際化」的優質歌曲還可以再反過來，以中文呈現，讓外國人亦可朗朗上

口，且理解其內涵。如此，台灣便可不用如 SME 花大筆資金，找大團隊創作

詞曲，而是找優質的詞曲作家與台灣的作家合創，同時提升台灣創作者的水

準。長期而言，台灣作家了解與國際聽眾溝通之方式後，便可創作出兼具在

地性格與國際風格的作品。 

若結合台灣當地脈絡，業界可以協助創作者成立專業社群，類似流行音

樂學會(Academy	 of	 Popular	 Music)。目前業者多是各自為政，單打獨鬥。流行音

樂公協會可以整合這些力量，鼓勵創作的慾望。如果韓國採取的是「國際化

製作」，台灣採取的模式可能是「創作國際化」。除了之前提到的學程教育之

外，政府還可以協助產學整合，舉辦流行音樂之實務型會議(而不是學術型會

議)，類似美國管理學界的 AOM(Academy of Management)年會，或是歐洲的

EGOS(European Group of Organization Studies)年會。結合學程，各藝能學院可

以透過年會發表作品，找專業評論指導，開設主題式專業工作專業工作坊

PDW(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讓這些專業人才自主社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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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M 會依照策略、組織學、創業、科技管理、組織溝通與資訊系統、研究方

法、人力資源等領域主題分社群。流行音樂也可能根據不同的詞曲創作種類

分社群，或以演唱、跳舞、詞曲、造型、舞台、行銷等主題分類；如此便可

以深化專業，也可以跨域學習。每次的發表可以透過專人整理，附上英文或

日文解說，上傳到 YouTube 分享，發揮能見度與影響力，也讓海外音樂人認

識台灣，引發合作的可能性。 

長期而言，這些專業社群可以加入國際化元素，以豐富在地文化。例如，

透過民間補助機制，讓國外學員來台灣參與專業工作坊，與台灣創作人才共

同學習。或者，政府可以鼓勵業者邀請外國來賓舉辦進階的專業講習(例如，

美國著名的音樂製作人)，開放限定名額，邀請日本、韓國、大陸的音樂公司

新生代人才也參與(補助機票、食宿)。這可以促成兩個目的：其一是讓台灣人

才與國際人才共同學習，建立專業情感，為未來合作鋪路；其二是促成良性

競爭，提升台灣人才競爭力(生於憂患，以免死於安樂)。 

另外，強調創作的模式也可能協助台灣解決「人才荒」的制約。近年來，

大陸市場崛起之後，以高薪挖角台灣人才，成為業界擔憂的「人才荒」議題。

面對「台灣挖角」問題，政府可以思考以「大陸取才」策略來回應。大陸的

音樂界目前處於急功近利的階段，不願意培養人才，只願意以選秀節目去挖

掘速成明星，以及向台灣找人。由此脈絡分析，也許台灣可以反轉由大陸取

材。大陸人才濟濟，但是缺乏培育的環境以及自由的創作空間。台灣剛好提

供這樣的創作環境，可以吸收大陸有志於流行音樂(或進入影視音產業)的人才

來台灣就學。但是，這必須讓台灣的培育體系能夠媲美北京音樂學院或是北

京 現 代 音 樂 學 院 ( 隸 屬 天 津 體 育 學 院 之 運 動 與 文 化 學 院 ，

http://www.bjcma.com)，才能達到吸收人才的效果。長期耕耘下來後，無論這

些人進入演藝或加入產業都將是未來台灣影視音產業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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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發展文化科技，鼓勵研發思維 

韓國長期投入文化科技的成果已經彰顯。由早期的 MTV 製作，延伸到

舞台效果設計以及時空停止(time slicing)攝影技術，到目前可以用雷射全像術

(hologram)讓歌手飛越舞台等特殊效果。SM-ART 已經將文化科技運用各種演

藝表演上。台灣按理不應該於此項目輸給韓國才是，畢竟台灣過去五十年來

在科技業已經頗有斬獲。除了要借鏡韓國迎頭趕上發展文化科技，更要善用

台灣科技優勢讓影視音產業的展演更為精彩。 

短期而言，政府可以用專案結合法人科專計畫，促成文化科的應用。業

界急需的是了解各種資訊科技如何應用到文創。例如，相信音樂成立「必應

創造」為演藝公司舉辦演唱會。必應創造的工程人員定期會造訪工研院去了

解有哪些影音技術可以運用到演場會中。例如，五月天演唱會中必應創造運

用電腦軟體控制螢光棒分區分色呈現，製造觀眾新的視覺效果。這個文化科

技運用應該可以擴大，並且正規化。政府於短期可以用三年期專案，讓資策

會、工研院等單位可以與影視音業者合作，研發各種「文化科技」的的運用(將

科技運用於文化創意的表演與展現)。運用此類計畫，政府可以將法人研發的

即有科技馬上應用於流行音樂的創作與表演上。例如，紙喇叭、雲端科技、

光磚、浮空投影、虛擬實境等都是可以馬上獲得成效的技術運用。	 

長期而言，業者可以思考培育科技策展人(technology curator)。Curator 這

個字的涵義不只是研發科技應用，也隱含以文化的角度、獨到的眼光，去「解

讀」各種科技的應用方式，是保存(流行)文化並融入科技的孕育者。台灣並不

缺科技人才，但卻需要更多具有人文素養的科技人才。如何由教育體制去啟

動未來的文化科技人才，是長期耕耘的重點。政府可以促成產學合作專案，

讓學術界(科技相關研究所)去解決文創產業面臨的問題，逐漸培育科技策展人，

在探索科技應用之外，也可以研發流行音樂文化的新展演模式。例如，以倫

敦歌舞劇方式融入現場演唱會，以科技表現復古之歷史背景，或是以雷射全

像術、動畫技術、語音合成讓鄧麗君復活與周杰倫合唱。這些都是科技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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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著力之處。 

5.1.5 建立案例庫，協助音樂經紀公司專業化 

韓國創造的商業模式是改以 CD 銷售為輔，主力營收放在演唱會、商演、

代言等經紀收入。也因此，SME 娛樂公司多是推出多人團體(由九人到十二人

不等)，一方面可以「分進合擊」爭取更多商演，另一方面不會因為團員中期

脫團而造成困擾。這些作法與台灣有些不同，因為台灣推出多為個人或小團

體(三人～五人)，雖然有仿效韓國的「大團」作法，如 Weather Girls，但是基

於成本與操作困難度，還是偏向小型團體為主。這是「商業模式」議題，隱

含商業策略的研擬，也是影視音產業比較不熟悉之處。 

短期而言，政府可以結合學術界資源，累積更多商業案例，促進產學交

流。台灣音樂經紀公司需要更多的商業策略資訊。本期中報告中之國內案例

公司作法很值得效法，但是影視音產業經營者似乎對此商業知識所知不多。

如何有系統整理台灣、韓國、日本、歐美等企業的策略作法並且跨域分享，

以讓業者保有競爭力。台灣影視音產業經營者並不一定要像韓國一樣建立「大

團」，而可以用「小團」來做不同的組合。例如，華研音樂將 SHE 分為不同

角色發展，可以三人組合、兩人組合，或是一人單飛，擔任歌手、參與戲劇

與電影演出、擔任節目主持人、商演或是廣告代言。三立跨界組合，發展職

人約，與模特兒公司聯盟(以部頭約)，也讓歌手演戲，或讓主持人去演戲與唱

歌。玉春雷則是與相信音樂合作，以戲劇帶主題歌。 

此外，政府也可以思考推動延續性之案例研究，陸續將韓國其他演藝公

司，如 YG、JYP 以及日本經紀公司有系統地整理出來，並能夠將這些案例及

時讓影視音產業的主管了解，以激發業界即時應變的動機。這類案例研究可

以延伸到日本，業者對 Avex 也會很有興趣，像是 SME 如何與 Avex 合作，

在日本推出寶兒。進一步而言，除了要有各國案例以及跨案例比較外，政府

亦可思考讓某些主題能持續地被關注，讓學研機構能長期去分析這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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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透過單點、一次性的計畫。未來的案例研究中可以主動邀請業界資深主

管擔任協同計畫主持人，以確保案例研究不脫離產業現實。例如，政治大學

韓文系郭秋雯老師關注韓國文創議題已久，政府可以考慮以五年期計畫讓該

團隊能以長期的眼光去規劃案例調查。成功大學文創產業研究所仲曉玲教授

則對英美影視產業著力已久，亦可能為案例研究之長期合作夥伴。如此，這

些主題性案例研究才能累積經驗和知識，讓案例更加深入，也讓業界可以有

即時諮詢的窗口。 

政府可以善用現有的學術資源，協助撰寫案例以及舉辦業界研習會，讓

經營熟悉不同策略的操作方式。台灣於文創領域目前較為活躍的學術機構有

政治大學商學院(設有文創、資創、科創跨領域組)、臺灣藝術大學(設有文化

創意產學園區以及)、台北藝術大學(全英語教學之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

程)、臺灣師範大學(設有文化創藝產學中心)、東吳大學(設有創意人文學程)、

淡江大學(設有文創產業學分學程)、成功大學(文創育成與研發中心)、高雄大

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等。政府可以借力學術界有豐沛的資源，讓文創經營

者(不是藝人)能夠了解各種商業模式的可能性，以便即時調整經營策略，回應

市場競爭。 

長期而言，政府可以鼓勵文創經營者投入跨界商業模式，並進軍國際。

政府可以透過學術管道讓文創經營者在主攻大陸市場之外，也能分散風險。

台灣文創經營者為了供應大陸市場需求，推出以市場導向的速食作品。雖然

可以贏得短期獲利，卻也漸漸失去台灣卓而不群特色。政府可以借力台灣法

人單位的充沛研發資源，設法找出跨界商機。例如，工研院 2012 年推出「紙

喇叭」科技(可以帶電六小時)，業界開始應用於電腦商品，也有紡織業者應用

「紙喇叭」到服裝與飾品上。但是，如果將「紙喇叭」技術與流行音樂結合，

也許會讓「紙喇叭」有更豐富的應用。當「紙喇叭」行銷全球時，流行音樂

也可以由版權收入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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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韓國文化振興院對政策的借鏡 

雖然不少台灣業者認為，韓國影視產業的成長與台灣國情不合，無法仿

效。但不可諱言，韓國的演藝經紀作法仍有許多地方值得亞洲借鏡之處，其

中更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警惕，只是一般人難以窺其內幕20。由韓國文化產

業振興院推動的政策中，可整理出五大項借鏡：跨部會資源整合、物業平台

資源分享、補助機制、製作人才培育及海外行銷。本計畫的分析長嘗試提出

在台灣產業脈絡下可能的取法，雖尚有許多未完善之處，然而透過不斷反思

及辯證，希望未來能發展出台灣的文創戰略，在國際上展露頭角。 

5.2.1 啟動文創科專計畫，槓桿法人整合政府資源 

本研究指出，成形於 2009 年的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是韓國文創產業今日

能蓬勃發展的幕後功臣。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隸屬於韓國體育觀光部，作為

一個跨部會平台，成功地整合了分散在文化與內容產業振興院、韓國廣播影

像振興院、韓國遊戲發展振興院、文化產業中心、韓國軟件振興院以及數字

文化產業團等六個單位的行政及資金資源，避免受制於官僚體系的陋規，也

確保文創產業的政策和執行能同調。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產業振興院並不只

是接受業務委託或外包單位，它更被賦與規劃和研究的職責，隨時掌握韓國

及世界文創產業的 新脈動，扮演著韓國文創產業的守門員角色。 

例如，韓國文化振興院每年舉辦的首爾音樂祭(MU：CON)，集合歐美流

行音樂翹楚，韓國成為亞洲流行音樂中心交流平台的作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此外，由於韓國没有財團法人的概念，文化產業振興院引進商管思維，

設立執行長、營運長等職位，具備半官方、半財團法人的色彩，以商業模式

來經營國家單位，是另一個獨特之處。透過韓國文化振興院讓十三的專業領

                                                
20 http://cci.culture.tw/cci/cci/market_detail.php?sn=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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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資源相輔相成，建構出一個以文創事業鏈結流行音樂與時尚產業形成「生

態圈」的概念，並在自由市場的大方向上健全文創產業的投資環境。 

牽涉部會間資源分配，台灣跨部會整合窒礙難行：在台灣要形成如同韓

國文化產業振興院一樣擁有「主宰力」的單位有實質上的困難。首先，台灣

始終有「公家和商業」無法兩全的情結。因為規劃和執行單位若不分開，恐

怕就會落入「圖利廠商」的口實。此外，為開源節流，公家的政策實施計畫

往往都是以競標委外。這樣的好處是公平、公開，但卻不容易讓執行成果落

實。官僚系統若只進行業務發包，則政府就不易養成專案執行與控管能力，

更難以引領台灣文創產業和世界頂尖高手交鋒。 

2012年 5月成立的文化部雖然納入了文建會、新聞局的出版及影視音產

業、研考會的政府出版品及教育部的文化及展館所等業務，其整合的功能仍

侷限於同一個部會。文化部仍需受制於原有體系的制約。一位資深影視業者

指出： 

「韓國文化振興院一開始就整合了很多資源，台灣只有整合觀光和

新聞。文化部到目前為止比較像是重新改組，並沒有真正整合到數

位會匯流時代需要的聯結力度。現在世界各國談文化時都很注重文

化和新科技的結合。台灣現在有科技部，未來文化和科技一定會更

緊密，因此文化部要整合文化創意和科技。可是文化科技該屬於誰

管？科技部還是文化部？可是，科技相關法人單位，像是工研院、

資策會，都歸經濟部管啊！不只是影視音，未來許多的表演藝術都

會用到新科技，但這部份台灣還沒做到。各地方劇場的設備還是很

老舊，可能用到新科技的地方大概只有小巨蛋和未來的大巨蛋吧。」 

後，公家機關的績效考核措施也是必須要跨越的難題之一。台灣政府

機構徹底實行每年績效考核制。倘若成立一個跨部會專案小組來推動演藝經

紀事業的專案執行。那麼，年底的績效考核歸屬則不易落實。反之，執行失

誤的部分也不易歸咎特定部會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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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跨部會資源的整合平台，是當時成立文化部的宗旨之一。韓國把財

團法人融入官方的作法並不完全符合台灣環境脈絡，然而短期而言，政府可

以考量的是以台灣成熟的財團法人制度(如工研院、資策會的角色)作為協調及

溝通的橋樑，透過這些財團法人本身就有的人脈及資源，達成跨部會資源整

合的目的。除了法人之外，也可以從學研單位發起，將每期的演藝經紀研發

計畫以三到五年的專案方式，去實驗跨領域整合，也盡可能地釋放資源給學

界(不是以外包標案方式)，藉由法人與學界研究案去思考整合文化部、科技部、

經濟部跨部會資源。或是，業者可以用基金會方式主導，例如：韓國電影振

興會為了鼓勵電影走出國際，在投資電影事業方面，提供業者「電影投資組

合」的選擇，由中小企業廳、創投業者與韓國電影振興會共同合作投資電影，

以五年為一個周期結算營收。 

從長期來看，跨部會資源整合則更是推動文創產業的重要工作。未來，「文

創院」正式成立時，可以藉由法人的角色，可以嘗試整合跨部會資源，特別

是與科專計畫的法人單位(經濟部所屬)合作，讓兩部會之資源交流更有效率。 

另一方面，為期三至五年的「文創科專」計畫雖可促進各部會之間的交

流，然而一旦專案完成，跨領域的專案團隊便會隨著專案的結束而解散。為

了延續各部會的交流與合作，在長期的規劃中，可以挑選績優短期計畫，進

入旗艦型計畫(五到十年)，繼續由文創院統籌法人與學界執行，持續建立各部

會間非正式的溝通合作管道。政府還可透過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跨域人才培

訓計畫」(目前由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承辦)。例如：由行政院主導規劃韓國

文化科技的「創新之旅」，帶領科技部、經濟部、教育部、工研院及資策會等

相關部會，了解文化科技在韓國的研發、推廣和應用，並以一個實驗型專案

讓跨部會同仁共同研擬如何推動「流行音樂」之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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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調和業界資源，活化閒置空間  

韓國文化振興院投資在文創產業的基礎建設讓韓國中小規模的文創公司

能共享 新技術。與時俱進的作法使政府能適時回應產業需求，並處於主導

地位。韓國文化振興院在文化科技上雄心，充份展現於不遺餘力的投資數位

內容技術。以 2002 年成立的傳播製作中心為例，已於 2009 年全面升等為高

畫質中心； 早成立的數位空間中心也在 2012 年投資 7 百多萬美金引進 3D

現場傳播系統，成為韓國唯一擁有 3D傳播車的單位，規模超越民間企業。仍

在建置中的 Ilsan數位傳播內容中心的投資更超過兩億美金，企圖打造一個 22

層樓的數位傳播產製銷空間。 

法規制約，政府主導器材租賃難：被問到文化部是否也該師法韓國，全

力投資基礎設備，一位熟知影視音產業生態的業者似乎並不看好： 

「這對初入門者有幫助，但台灣業界目前好像不太需要這個。在台

灣如果要高畫質設備可以自己投資或和製作公司租，而且不只是設

備，連人都給你。台灣畫質起來沒有韓國好的問題是出在頻寬，跑

不動。韓國很早就 HD了，4G環境也在兩、三年前就開始整備了。

更高級的設備買了也沒用，因為國內業者多只看短線，認為沒必要

花那麼多力氣升級，因為觀眾也還不會欣賞。」 

台灣政府若要大量投資基礎建設，還會遇到資金、法規、設備閒置以及

長期維持等問題。例如，設備建置時得避免圖利廠商或分配不均問題，造成

成本淩駕專業的結果；若要避免資產閒置，需要專業人力管理；設備需要經

常維修，也需要管理淘汰成本與安排維修人員。 

短期而言，關於器材租賃服務的解決之道，業者或許可以由「供應鏈」

管理切入。業者可整合台灣的租賃系統，成為媒合影視音產業和租賃業的平

台，降低需求者和供給者間的交易成本。這樣的模式未來也可用於海外公司，

讓台灣業者隨著能掌握 先端設備及應用資訊，也能透過媒合平台，進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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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作。以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為例，除了各式大小型的表演空間外，還可以

設計流行音樂產業育成中心及商業服務區，整合由器材租賃、藝能學院、創

作村落、經紀人研討會至智財版權等服務。透過連結產業資源的作法，可以

讓對文創產業有興趣的企業，如上海商業銀行的《文創聯誼會》或其它專業

社團的資金及飯店業的贊助、並由影視音學院在北部或南部流行文化中心規

劃國際音樂交流活動。如此可以協助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南部流行音樂中心

以及規劃中的影視音學院能發揮更大的功能。 

長期而言，政府可從台北、台中、高雄開始，整合各縣市現有的建築空

間，將即有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空間活化。

例如：由釀酒廠轉變而成的「華山 1914」，每當周末假日，時常有獨立樂團或

是創作型歌手於 Live-house「Legacy」舉辦小型演唱會。在台中勤美美術館旁

有一大片綠地，經常提供給裝置藝術家們展演不同類型的大型作品，隔一條

街即是以綠建築概念設計而成的台中勤美誠品。這些公共空間都可以用來整

合在地資源，協助孕育流行音樂。 

善用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不僅能幫各個縣市找到發展「設計之都」的可能

性，更可使文創院產生許多可用的「實驗基地」，不同的實驗基地可專注經營

不同的流行音樂項目。政府可以讓不同的領域的專業社群自主經營，盡可能

地鼓勵各界、各領域的人士共同參與，以共創的方式決定哪一個基地適合發

展哪種類型的文創，或是如何佈置才能讓基地發展出與眾不同的特色。舉例

來說，台南是國際知名大導演李安的家鄉，擁有許多珍貴的歷史資產，可以

將流行音樂變成主題曲融入電影電視之中，或是將具有當地歷史性的民間故

事或民謠(像是思想起)以老歌新唱手法重新詮釋。或者，將所有與電影有關的

腳本、主題曲、配樂都集中到台南實驗基地，形成獨樹一幟的電影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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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補助創新過程，提昇大眾音樂素養 

分析韓國文化振興院的各項作為，可以發現補助制度並不是韓國文化振

興院的政策主軸。相對地，台灣釋出許多補助優惠如「旗艦型流行音樂製作

與整合行銷」、「獨立音樂錄製及行銷推廣」、「高畫質電視節目」、「國產電影

記錄片」等，是讓韓國文化振興院尚未進行的。韓國讓主流音樂在自由市場

機制運作，並且把重點放在獨立音樂創作及整體環境的支援，財務上的協助

有限。以其支持的獨立樂團來說，一張專輯的資金約為一百萬美金，主要是

在音樂製作的部份，不包括MV拍攝、宣傳等其它費用，一年約支援 5-10張

的專輯。 

其次，韓國文化振興院補助獨立樂團參加海外音樂祭的機票和住宿。韓

國政府憂心過度商業化發展可能會侷限韓國流行音樂的發展，因此期望透過

獨立樂團的發展保持創作能量，讓音樂種類更加多元化，達到音樂生態平衡。

後，「有優秀的作品，也要有懂得欣賞作品的聽眾」，基於此項原則，韓國

振興院將部分補助款項轉往栽培韓國人民的文化欣賞素養上。 

台灣在補助機制分為主流、創作及獨立音樂，已經行之有年。此外，國

民藝術素養已包含在九年一貫義務教育課程中，只是面對近幾年升學競爭，

這些課程不易貫徹。儘管各縣市已有許多藝文活動的節慶，但文化消費人口

仍在培育中。不過，台灣居民對流行音樂演唱會的接受度頗高。 後，儘管

近幾年各縣市政府推動城市裝置藝術，但這些裝置藝術與周邊建築之配搭仍

欠缺美感，有待進一步改善。 

短期之內，政府可以思考除現有補助方式外，也由「過程面」補助，也

就是強調專輯創新研發過程，類似經濟部之設立研發中心補助計畫。這類研

發型補助可以將結案期間拉長，以關注藝人培訓或是研發新歌曲為發展核心，

互補以出版導向之補助機制。將專案期間拉長可以給予唱片業者以及藝人足

夠的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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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藝術展演事件以及裝置藝術的設置，政府可思考獎勵民間利用現有

閒置空間轉為發展文創。例如：忠泰建設基金會將台北市 URS(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經營為建築博物館；首爾市政府則是鼓勵將閒置空間改建

為文創咖啡廳：這些作法都值得參考。台灣也有許多有潛力的地方等著被發

揮，像是位於台中東海大學附近的台灣東海藝術街擁有許多充滿個人特色、

藝術氣息的商店，販售商品包羅萬象，包括咖啡館、茶藝館、陶藝館、唐裝

服飾店以及古早味零食等。由富邦藝術基金會所舉辦一年一度的「粉樂町」

活動也是值得大力推廣的藝文活動之一。這些活動都可以連結到流行音樂。 

長期規劃的施力點可從大眾音樂欣賞著手。首先，補助專案可以流行音

樂為主，周邊產業為輔，透過不同元素的組合與搭配，跳脫單一品項的補助

案。例如：電影、電視劇原串接流行音樂、創新科技於流行音樂應用。同時，

利用獎勵方式提升民眾文化素養。其次，在提升文化素養方面，可以提供民

眾多元接觸藝術作品的管道。方法之一是可藉由 2016 台北設計之都的舉辦，

結合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改造具有創新藝術氛圍的市容環境，還可提供需要

藝文場地，像是小型演唱會場，或實況轉播各國音樂季活動，讓民眾隨時隨

地都能接觸藝文氣息的環境。長久薰陶下，下一世代公民之藝術音樂素養可

隨之提升。 後，還可與餐飲業者串接，鼓勵業者與藝術創作者攜手合作，

利用在地空間妥善的規劃出具有文創概念的魅力小店，與流行音樂結合。 

5.2.4 做中學培育製作人才，發展科技策展 

韓國文化振興院的人才培育重點著重於製作人才，像是編劇、導演、攝

影(紀錄片)、文創行銷人才，而將藝人培育給經紀公司自行負責。此作法的目

的是降低業者製作成本，充分供應就業人力。訓練的作法是「重質不重量」，

讓每一批約七十為學員能夠達到完全就業為目標。可是，台灣的相關訓練在

市場上還算豐富。例如，台灣電影教育學會設有編劇訓練班；台灣編劇藝術

協會也開設種子師資班；華視、民視也都有開設編劇班；三立電視台更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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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設置「數位敘事工廠」以培訓編劇人才，但是 後反應都不熱烈。業者檢

討結果是因為訓練太過於求速成，因此基本功多不夠。 

此外，台灣的廣告業頗為發達，也不乏導演、攝影人才。勞動部、勞委

會職訓局也委外開設許多相關課程。只是這些課程也是多為短期速成班，可

以訓練出技術人員，但是卻難以培育出影視人才，作品更難達到國際標準。

若加上國內市場的低薪資結構，即使能培育出好的人才，也很快被大陸或國

外公司挖角。這並非是一個易解的「人才」議題，因為牽涉到結構性問題(如

市場酬勞)。因此，政府除了推出更長期性的優質人才培育計畫之外，也要考

量資薪資結構問題的配套措施。 

短期內，影視音產業可以考慮培育「科技策展人才」，思考如何將科技與

文化、設計、美學融合，並應用於文創作品中，特別是流行音樂演唱會中。

台灣相信音樂公司因為舉辦許多演唱會，因而設立「必應創造」演唱會策展

公司，技術人員經常到工研院了解新科技，並思考應用這些新科技的方式。

像這類的「科技策展人」如果能更有系統的培育，將可以善用台灣的技術研

發實力，轉化為各種流行音樂或影視作品之運用。經濟部技術處於 2009 年起，

也啟動科技美學設計加值計畫，以「科技美學」為核心，結合八個法人單位：

工研院、資策會、紡織所、食品所、生技中心、金屬中心、車輛中心、船舶

中心，共同執行「科專成果設計加值計畫(Dechnology，Design+Technology)」，

希望透過科技與設計產業合作，提升科專研發成果之價值。工研院也設置一

個交流平台，將技術主題與成果主題分類整理21。未來，當文創院成立時，更

可以運用這些即有資源，聚焦於流行音樂來善用科專技術成果。 

長期來看，培育具有文化底蘊的製作人才仍然應是重點。這樣的長期培

育計畫除了整合業界的短期培訓資源外，也可以考慮培育長期「種子人才」。

學者吳靜吉以及資深業者倪重華都在「流行音樂人才培訓新思維」研討會點

                                                
21 http://www.dechnology.com.tw/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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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灣現現階段 需要的製作人才分為兩類：A&R(Artists and Repertoire)

以及科技應用人才。第一，A&R 是經紀人與製作人綜合，由藝人選拔、發展、

主題定位、發行、行銷整個流程管理，類似科技業的專案經理。台灣業音樂

產業公認領先 A&R 人才代表是李宗盛。由此延伸，經紀公司還需要創作、演

唱人才、燈光、音響、時尚、化妝、發行企劃、音樂論述者等人才。 

第二，科技應用人才(類似前面提到的科技策展人)則必須能操作影像藝術

(video arts)，像是以創意將影像結合音樂、用電影手法呈現音樂或宣傳片花等。

影像藝術是一家英國公司，以影片製作教育訓練之數位教材22。該公司以戲劇

手法來呈現教學內容，用友善、有趣的方式製作教材，並且請到知名戲劇與

舞台劇演員來擔任主角。流行音樂產業未來會需要這類創意人才去呈現 MV。

此外，這類科技人才也必須了解如何操作類似 iTune	 Festival 的活動，讓演唱會

與平台科技結合，以高音質 Live 經典畫面與全球觀眾連結。 好能加以改良

Spotify 社交媒體的功能，以情境主題來整理音樂，讓聽眾有新的選擇方式。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曾於 2011-2012 年由鍾適芳老師開設「大眾文化與流

行音樂」，請到業界專家來分享，課程內容含創作與製作、音樂策展、媒體行

銷、A&R 製作、音樂論述(找樂評人)、策展等。其中，邀請到李宗盛開課，

徵選 20 人修課。期末作業便舉辦「搖滾辦桌」音樂會，去 Livehouse 表演，

由學員創作歌曲，現場表演。此課程一年後停辦，鍾適芳指出，原因是學校

行政難以配合，業界師資難以整合。後來此課程化整為零，放在政治大學藝

文中心，以「聲根計畫」繼續進行，改成「On	 Demand」做中學課程。例如，

學生遇到音質問題時，便邀請德國工程師來教導如何用最節儉的麥克風技術

錄音，並協助同學了解什麼聲音是好的，介紹國外演出時如何與音質工程師

(sound engineer)溝通。 

不過，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知識片段、實務脫節、想法單一可能是這類

                                                
22 http://www.videoa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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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樂課程難以為繼的重要因素。第一，實務界人士多是「會做，不會教」，

所以來到課堂上侃侃而談，卻沒辦法有系統的整理知識，傳承給學生。就算

五月天、周杰倫來上課，效果也不佳。理想上，應該找專業教育者轉對主題

研究，系統整理出撰寫案例教材後，經過試教再變成課程(如美國哈佛商學院

之作法)。這類課程需要的可能不是五月天或周杰倫，而是能夠培育出五月天

與周杰倫的「教練」。 

第二，學校老師所上的課程又多為學理，未與實務緊密結合，因此學生

難以運用所學。而且，將製作、創作、演唱全部納入課程中，雖然可以兼容

並蓄，旨在培育全方位人才，但是也容易流於「樣樣學、樣樣鬆」的窘境。

第三，鍾適芳發現，雖然學生多認真上課，但是作品一致性高，多為複製作

品，難以有原創性作品。如何增加多元性，豐富學生思考，讓當代大眾文化

融入音樂的想像與內涵，是一大挑戰。畢竟，流行音樂還是需要反應時代的

脈動，才能展現文化的意涵。倪重華指出： 

「台灣學生的複製邏輯不是一天造成的，需要長遠的人文教育。興

趣與品味更沒辦法學習，而必須透過類似蘭陵式的內在啟發課程才

可能激發出潛能。」 

5.2.5 流行音樂結合華語文教育，行銷「親華」社群 

韓國文化振興院在海外設點，協助影視音公司參與當地音樂節、舉辦演

唱會以及海外版權推廣等。這些作法類似台灣外貿協會，但是要由政府來執

行雖不是不可行，只是需要投入比較大的成本。短期而言，政府可以考量與

外交部文化組合作，舉辦外國人華語流行音樂競賽。這些歌唱競賽可以促進

對華文或中華文化有興趣的華僑或外國友人多了解流行音樂，優勝者則由國

內單位安排贊助來台灣表演等活動。這可以形成一種以文化外交作為國際行

銷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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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而言，若要拓展國際市場，政府還可以考慮協助當地華僑開設流行

音樂廣播電台，類似 ICRT 在台北的美語電台，讓觀眾由聽音樂來了解台灣、

大陸、亞洲的音樂與大眾文化，可以討論亞洲音樂，協助學華語，還可以置

入台灣流行音樂。或者，業者可以建構網路電台，例如中國時報電子報便有

主題式廣播節目，由台灣名人與知名主播來播報新聞。如此，做出一個讓外

國人(或僑胞) 喜歡聽的流行音樂頻道，將會是以新聞型態來推廣流行音樂的

影響力。 

此外，業者可以考慮找專責機構將流行音樂變成華語學習課程，找專家

以各國語言彙編，推出初級、中級、高級課程。過去，美國就曾討論過「聽

流行音樂可以學到什麼？」流行音樂除了幫助聽眾學語文外，還可以帶來許

多人生啟發。例如，Steve Jobs 在推展蘋果變革時，為員工朗讀「The times there 

are a changing」(Bob Dylan)。村上春樹由披頭四的「Norwegien Woods」歌詞

中得到靈感，寫出「挪威的森林」大作。五月天初期創作也是受披頭四

「Yesterday」歌詞的影響，決心走音樂之路。流行音樂其實是生活中很重要

的一部分，文學名著與電影也是與流行音樂有關。若業者能將流行音樂當作

文化推廣，而非商品(如韓國模式)，當可以促發深層思考，激發人文關懷。因

此，找專業機構整理出台灣流行音樂歌曲中的經典名句，以中英文(或中韓文、

中日文)對照，解讀每一首歌的意義與其社會歷史背景，也許可以讓更多國際

聽眾透過流行音樂更了解台灣。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以 SME 娛樂公司為案例，了解韓國主流演藝經紀制度的形成以及

作法，得以一窺韓國流行音樂崛起的原因以及衍生問題。未來，我們將需要

更有系統地分析演藝經紀制度，除了持續追蹤韓國演藝經紀公司的商業模式

外，也亟需探索日本、美國、英國等國家的作法，以案例深入理解其特色，

並分析台灣於政策面可借鏡之處。未來，本計畫建議由三方面探索改善之道。 

第一，未來研究可以延續供應鏈的分析架構，擴大調查韓國的演藝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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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這樣可以清晰地呈現演藝經紀的各個環節。這部份將分為五個主題整

理：雙向整合模式(含與大企業間的互動關係)、全球選秀與練習生制度、類原

創之國際化製作模式、科技的文化策展應用、複合型商業模式等。這五項制

度的運作方式在韓國仍然不斷在演化，很值得持續的追蹤。建議未來能考慮

持續修定 SME 娛樂的案例，並且由其中持續的找出諸多借鏡的可能性。 

這部份可能需要運用案例，舉辦多場研討會，邀請國內業者評估 SME 娛

樂的演藝經紀模式各面向的優點與缺失，以此研擬出因應的對策。韓國的主

流演藝經紀模式有哪些是台灣業者需要學習的？有哪些是不能學習的(因而

看到台灣流行音樂需要即刻著力之處)？哪些作法又是可以調整後做得比韓

國好？這三類問題必須持續的詢問與調查，方能研擬出合宜的回應政策。 

此外，韓國另外兩家演藝經紀公司，YG 以及 JYP，也可以列入案例調查

重點，分析韓國不同演藝經紀模式的發展狀況。由此延伸出分析音樂與戲劇、

電影是如何跨界合作，成就韓國當今的影視音產業。特別是演藝經紀公司如

何能夠結合產品行銷、城市行銷、時尚、遊戲等文創行業的作法，也值得未

來研究深入調查。 

第二，未來可以考慮研究國內領先演藝經紀公司與韓國的差異。雖然鎖

定的是音樂經紀公司，但是這些作法應可以對比韓國演藝經紀公司的主流設

計。如果將本研究所發現的五項作法與國內案例進行比較分析，可以讓我們

更加了解台灣的運作脈絡，在哪些層面優於韓國，又在哪些層面又需迎頭趕

上。台灣領先的演藝經紀公司，如華研音樂、三立電視台、八大電視台、玉

春雷 (蘭陵王製作)等，將可以提供許多劣勢下台灣企業的作法。這些作法若

能與韓國演藝經紀制度做一比較，也許可以找出台灣的優勢。如此，當我們

在思考借鏡韓國作法時，於借鏡時將在地優勢發揮出來，產生競爭優勢，而

不是複製韓國的作法。如此，也才不會產生「越淮為枳」的窘境。 

第三，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分析韓國政策面的制度，特別是延伸韓國文化

振興院的五大作法，或探索韓國更多其他政策工具的應用。由SME娛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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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了解企業層面如何以演藝經紀制度勝出。本研究指出，由韓國文化

振興院推動的政策約分為五種：跨部會整合、物業平台分享、製作人才培育、

獎勵補助機制以及海外行銷等。同樣地，未來研究希望能夠配合國內環境的

脈絡來提出借鏡之分析，如此方不會造成政策水土不服的狀況(例如，建議台

灣採行像韓國的配額保護政策，便不太可行)。借鏡的主旨是希望找出尚不足

之處，而同時又反思自身強項能發揮之著力。透過更深入的案例調查，針對

「韓國文化振興院的政策工具」進行案例研究，可能是未來重要的研究任務。 

放眼未來，建議能有更多、更有系統的案例研究，分析「演藝經紀制度」

所引導出的商業模式。了解制度的脈絡後，方能進一步分析制度所引發出的

影響，像是促成良性循環或是導致惡性循環。例如，韓國 SME 娛樂公司所建

立的制度是如何引導良性循環，使該公司由默默無聞到成為世界舉足輕重？

SME 娛樂公司的制度又可能因發出哪些惡性循環(例如，練習生制度使得藝人

同質性偏高)？此外，台灣現行的演藝經紀制度可能會促成哪些良性循環(如華

研音樂的藝人入股制度)？未來，台灣音樂產業過度依賴大陸又可能形成哪些

惡性循環(例如，台灣音樂公司因滿於現狀而怠惰發展，進而失去競爭力)？這

些討論可以讓我們深入評估政策工具實施後可能需要的配套措施。 

了解本身的脈絡後方能妥善地借鏡他人的制度。本案例雖然聚焦於韓國

音樂演藝經紀，但是卻也可以由這家領先企業的制度，一窺韓國在影視音產

業如何能有此傑出的表現，又衍生出哪些問題。未來，這樣的制度分析也可

以延伸去分析其他文創產業，而研擬出具策略觀的政策，讓台灣的文創產業

能夠找尋到獨特的利基，在發展產業的過程中也不忽略文化傳承之使命，

終能立足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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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研究可總結三大建議要點：商業模式、人才培育、科技研發。本案例

雖僅聚焦分析韓國一家主導型演藝經紀公司，但卻我們深深體會到流行音樂

產業需急起直追之處。這三個主題點出當前流行音樂產業的核心挑戰，也提

醒企業需即刻留意的管理議題，以及政策面可能需要著力之處。第一，商業

模式亟待創新：台灣發展大陸與全球市場勢在必行，而且又無法偏廢。當台

灣唱片業無法規模化發展時，如何思考「化零為整」的發展策略？當韓流於

2015 年正式大舉進軍大陸市場時，台灣又應該如何因應呢？台灣流行音樂產

業有哪些創新商業模式的契機呢？ 

第二，建立人才培育體系刻不容緩 ：韓流給台灣一項很重要的省思是，

紮實的人才培育是競爭力的根本。企業除了要自立自強外，政府更需研擬策

略，協助業界培育人才是未來的首要任務。況且，台灣與韓國之間不是平等

的競爭，而是劣勢之競爭；其中台灣已經漸漸成為弱者，而韓國卻悄悄地成

為強者。韓流的經驗提醒我們，培育藝人不能只是單一與偶發的努力，也不

是口號式的形式訓練，而是要整體規劃、策略著力、貫徹執行。但是，台灣

流行音樂產業散易合難，要如何建立一套人才培育體系呢？ 

第三，積極投入文化科技應用：文化科技之研發是韓流能持續創新的動

力。不過，台灣流行音樂業者並無足夠資源投入科技研發，更無人力去推動

文化科技創新。在影視音產業資源短缺的情況下，要如何善用台灣即有的科

技實力去推動流行音樂的發展呢？ 

這些問題都不易回答，也不可能是本計畫於一年不到的研究期間，就可

以提供完善建議。本研究將總結業界主管與各界專家的意見，試著提出一些

建議，以提供流行音樂產業與政策參考。不過，這些建議在採用之前都必須

再與專家確認，以便能夠因地制宜，並能與時俱進（參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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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總結企業與政策建議 

著力點 企業 政府 

商

業

模

式 

短 

• 彈性發展歌手才藝，擴展多元商機 

• 重點投資單曲，創作「小而美」專

輯。 

• 引入管理人才，建立制度與創新商

模。 

• 建立新媒體傳播管道。 

• 協助業者培育跨領域管理人才 

• 有系統地發展影視產業之案例 

長 
• 尋求資源互補，建立動態供應鏈 

• 媒合 B2B 跨域商機 

• 邀請各國影視企業來台設立「華流研

發中心」 

人

才

培

育 

短 

• 跨企業協同培訓藝人。 

• 引進「反向類原創」以培育詞曲創

作人才。 

• 整合在地訓練資源，成立聯盟式學院 

• 培訓選手制，激發榮譽感與提昇社會

觀感 

• 整合民間展演比賽活動，提升人才能

見度 

長 
• 整合產業內生態圈。 

• 培育新型態詞曲創作人才。 

• 建立分段培訓制，鍛鍊台下十年功 

• 開設主題式 PDW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傳承創作知

識。 

• 協助大學設立流行音樂專業學程。 

科

技

研

發 

短 
• 聯盟借力科研機構，發展演唱會科

技 

• 連結台灣科技實力，發展文化科技 

• 推廣數位音樂：普及詞曲創作 

長 
• 運用科技策展，賦予流行音樂新體

驗 

• 重點研發流行音樂平台 

• 增加金曲獎獎項，迎向數位匯流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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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對企業之建議方案 

6.1.1 商業模式 

台灣流行音樂產業於短期可以思考四項方案：彈性發展歌手才藝、重點

投資單曲、引入管理人才以建立制度、建立新媒體傳播管道。 

彈性發展歌手才藝，擴展多元商機：台灣無法項韓國一般以大團為主

（9-12 人），然後再依照語言、歌手特長、跨團配對來組成分團，創造規模經

濟效應。但是，台灣業者可以思考將藝人進行不同角色搭配。例如，華研音

樂將 SHE 尋找不同角色發展機會，擔任歌手、參與戲劇與電影演出、節目主

持人、商演或是廣告代言。善用角色，借力策展公司以開發歌手演藝經紀收

入，也可以設計多元周邊商品創造新營收來源。雖然，韓國演藝公司也會將

歌手投入戲劇，但是多還是以歌唱為主，以便達到營收 佳化。比較起來，

台灣多為小型業者，可能就必須以兩棲或三棲模式來發展歌手路線，像是參

與戲劇演出時又演唱主題曲（主角加主唱）。但是，這樣的模式也有風險，因

為唱歌實力就可能難以養成，實力則會與韓國歌手落差拉大。多則不精，廣

則不實，這也是業者的兩難。 

重點投資單曲，創作「小而美」專輯： SME 大規模製作模式台灣業者短

期難以學習，但可以思考凸顯各家特色，像是相信音樂以演唱會與戲劇主題

曲為專長、華研音樂以培育創作型歌手聞名、福茂音樂歌手特色化著稱鼓勵

業者以「小而美」專輯為製作策略。而且，業者可以思考將經費集中，重點

投入單曲製作，以優質的歌曲、舞蹈、MV 作品發揮流行文化影響力。SME

推出之單曲受歡迎是因為該公司將主力資源都注入單曲製作，因此不論詞曲、

服裝、攝影、舞台背景、燈光、舞蹈都堪稱一流之作。一推出 YouTube 點擊

率自然也馬上飆升。台灣業界當資源不足時，資源集中於 MV 單曲不失為一

項劣勢之回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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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管理人才，建立制度與創新商模：SME 吸收大企業留下的經營人才，

極力發展制度化經營值得學習。台灣流行音樂業者目前多還是家族式經營手

法，僅有少數公司類似華研音樂導入系統化管理。雖然演藝事業有一部分仍

是以人治為主，但另一部分則可以適用制度化，像是行銷、供應鏈、人事、

研發企劃、專案管理等。未來，流行音樂產業將有很多智財相關的業務，因

此商業模式設計與智財戰略專家也是影視產業企業經營不可或缺的人才。 

建立新媒體傳播管道：傳播管道集中化是韓國之優勢，而且亦建立國外

管道(如台灣與 FOX 電視台合作)以及新媒體(Youtube 之推廣)。台灣可能的回

應方式有三：一、整合零散的電台頻道，以組合頻道方式來集中傳媒資源，

可以參考三立電視之作法。二、思考如何建立跨國電視台合作，更有效進行

國際宣傳。三、思考如何善用新媒體之力量，並借力串媒體之科技力量，讓

台灣業界能由新媒體取得國際能見度。 

另外，韓國 近與大陸視頻公司合作頻頻，像是 SME 與中國百度(入口

網站)合作，值得我方關注。李秀滿 2014 年 5 月 8 日在北京的百度總公司與

李彥宏會面，簽署合作備忘錄（見 kpopn.com）。這項合作將連結 SME、SM C&C、

百度、愛奇藝四家公司的資源，讓 SME 的內容可以在中國新媒體流通，雙方

也會共同經營 SME 所屬藝人、Kpop 線上社群以及製作節目等。SME 與百度

將合作加強保護歌曲智慧財產權，設立合法線上音樂市場，和中國 大線上

社群網站「貼吧 (Tieba)」合作，共同經營韓流頻道。李秀滿表示： 

「為了創新與跟上時代，我們將中國百度合作，創造令大家感到驚

訝且喜愛的融合文創產業。最近才剛寫下新歷史的一件事，就是中

國百度經營的『貼吧』當中，EXO 的貼吧一個月的訪問次數就高達

一億人次，我將與李彥宏會長共同創造讓大家更驚喜的文創產業。」 

長期方案上，台灣業者可以思考兩個作法，由整合零散的供應鏈成員著

手，並拓展企業型客戶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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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資源互補，建立動態供應鏈：思考引領業者建立動態供應鏈。 譬如，

設法藉由台灣的發行與創作優勢，借力大陸資源(充沛的資金、媒體通路)；仿

效《蘭陵王》模式，玉春雷與大陸電視台合作，提供戲劇製作，相信音樂則

負責主題曲；或效法八大電視作法(組合台日韓演員，聯盟大陸媒體通路)，整

合區域資源以戲劇帶出流行音樂。  
媒合 B2B(Business-to-Business)跨域商機：SME 以彈性組團模式，取得許多企

業訂製商機。台灣可以借鏡其作法，策進影視音業者與各大企業合作，例如

企業代言、新產品主題曲、形象微電影主題曲設計等。例如，相信音樂與中

華電信公司合作的五月天音樂館、五月天代言 HTC、與金傳媒合作策展與周

邊商品、結合完美時空(大陸第一級電玩公司)推出主題曲、與數位王國合作電

影主題或特效音樂等。 

6.1.2 人才培育 

業者人才培育重點有兩項：藝人與詞曲創作。短期方案上，業者可以考

慮跨企業協同培訓藝人。這樣不但可以減低成本，還可以預見未來國際化合

作契機，讓零散的資源可以整合。但是，這必須業者能夠形成危機共識，以

便促成良性合作的可能性。這樣的合作帶來的好處可能有：促成模組化課程

設計、分攤訓練成本、讓培訓期有延長的可能性、跨公司分團合作的可能性、

協同研發聯盟（如以華流聯盟與工研院合作等）、共同進軍國際的可能性等。 

引進「反向類原創」以培育詞曲創作人才。SME 的「類原創」製作模式

值得學習，但是成本過於龐大，業者似乎難以承擔。台灣業者可以思考降低

製作團隊規模，引進國際詞曲創作人才，與台灣詞曲作家合作，為歌手量身

訂作詞曲，也讓詞曲更有「國際性」，能讓各國聽眾接納。讓詞曲有華人文化

特色，又具國際性，成為單曲特色。 

例如，業者可以考慮舉辦 Design Camp 創作交流。SME 的「工廠」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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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原創模式大量產出熱門舞曲，雖值得學習；但是卻犧牲了歌曲的內涵，值

得警惕。台灣有許多很出色的詞曲，只是缺乏國際性，不易與國際觀眾溝通。 

台灣可以思考採用「反向類原創」策略，更積極挑出台灣精選歌曲，舉辦 Design 

Camp 邀請國際頂尖作家，改編「台灣精選」為不同國家語言(英文、日文、

韓文、法文等)，讓國際聽眾更加了解台灣詞曲的內涵，並加入一些國際特色

曲風(例如，五月天將《傷心的人別聽慢歌》改編為日文，於日本市場大受歡

迎)。透過跨國人才的創作能量，可以激發更多元的素材與曲風。這種「Made 

in Taiwan, with Global Flavor」也許是抵禦韓流的一項策略。 

但是，「反向類原創」的構想不是僅僅翻譯優質華語歌曲，那將會窄化這

個策略。「反向類原創」之目的是豐富優質華語歌曲的內涵與呈現方式，讓國

際聽眾可以理解，例如陶喆改編經典老歌《忘不了》，加入饒舌、搖滾等流行

元素便容易與新世代以及國際聽眾溝通。「反向類原創」可以改編詞曲，也可

以改變語言，更可以改變韻律(像是加入爵士、音樂劇、古典樂的呈現方式)，

重點不是字面的翻譯，而是內涵的國際化。國際聽眾了解歌詞的內涵後，也

許會激發他們想學習中文的動機。而且，這樣的共創模式更可以讓台灣創作

者能夠以更加開放的心胸來看待流行音樂，而不會過於一味媚俗去討好大陸

市場，反而失去台灣原創的優勢。 

此外，我們過去並未注意到韓國的詞曲創作資源。韓國流行音樂界必然

已培育許多創作人才，卻難以受到三大經紀公司重用。如果我們能善用這些

人才，為台灣業界所用，亦可形成另一種雙贏之局面。像華研音樂就開始運

用韓國詞曲人才，並且也刺激國內作家的靈感。 

於長期方案上，業者可以考慮整合跨產業內生態圈：SME 推出一系列熱

門團體，關鍵成功因素之一便是擁有整合的跨產業生態圈，值得台灣學習。

台灣可以思考將服裝時尚、造型彩妝、舞蹈、美術設計、戲劇、動畫、科技

等各專業整合，強化技術交流與合作，並且設法引進國際專家或促成國際合

作，提昇台灣專業技能。將這些人才整合起來，透過跨企業聯盟與專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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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以優化這些資源，而且可以透過專業社群(communities-of-practice)去培

養產業所需人才，累積專業實力。不過，這需要台灣企業能夠團結以抵抗韓

國韓國與國際即將到來的競爭。 
培育新型態詞曲創作人才：SME 的問題是詞曲過於單一性，缺乏多元化。

大陸崛起後，台灣要考慮新的市場，作品也要國際化，研發新的詞曲種類，

產業需思考如何培育新型人才，創作具國際化風格的華語流行音樂。建議可

以思考運用國際合作去創作各種新樂種(musical genre)，例如將爵士樂曲風帶

進流行音樂(如，小野麗莎)，讓音樂劇帶入流行音樂(例如，孤雛淚《I Dream a 

Dream》)，或是實驗將國劇與流行音樂結合(例如，吳興國創作之《水滸 108》)。 

6.1.3 文化科技 

就短期方案，業者可以思考聯盟借力科研機構，發展演唱會科技： SME

推出之 MV、演唱會每受全球歡迎，是因為有豐富的文化科技應用，值得台

灣效法。台灣業者建立「開放創新聯盟」，主動與工研院、資策會等科研機構

交流，尋求新的應用方案。例如，相信音樂旗下之「必應創造」(演唱會策劃

公司)會定期與工研院交流，瞭解有哪些新的影音技術可以用於演唱會中。五

月天演唱會中，運用電腦軟體控制螢光棒分區分色呈現，製造觀眾群新的視

覺效果。資策會與工研院有跨部會合作之窗口，可以媒合業者與科研機構合

作，善用科專研發成果，例如指向性喇叭、紙喇叭、RFID 雙向感測系統、智

慧數位看板、物聯網、串媒體(transmedia)等科技，於流行音樂之演唱會中。   

6.2 對政策的建議方案 

6.2.1 商業模式 

政策方面，政府可以思考兩項短期方案，如協助引進與培育跨領域管理

人才以及有系統地整理影視音產業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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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協助業者培育跨領域管理人才：而引入更多跨領域管理人才，或

培育影視音業者管理與創新研發技能，是可以考慮的政策方案。經濟部技術

處每年都為科技產業培育跨領域人才，讓工程背景的主管可以學習創新、創

業、創意、智財等專業，即學即用到企業之中。盤安基金會之課程作法可以

做為設計此類課程的參考基礎。這些課程可以協助音樂業者更快地引進管理

方法，加速企業之成長與國際化。此外， 近韓國針對中國市場推出 M4M 男

子團體，全部由中港台華人組成，即將造成轟動。這些這些團體成功的原因

多是因為韓國經紀公司有一組實力堅強的研發企劃，流行音樂界這類創新人

才之培育也需要即刻展開。 

第二，有系統地發展影視產業之案例：政府可以思考推動延續性之案例

研究，陸續將韓國其他演藝公司，如 YG、JYP 以及日本經紀公司有系統地整

理出來，並能夠將這些案例及時讓影視音產業的主管了解，以激發業界即時

應變的動機。政府可以借用學術資源，協助持續撰寫流行音樂產業案例，以

有系統地整理台灣、韓國、日本、歐美等企業的做法，提供台灣業者趨勢分

析。以案例舉辦業界研習會，讓業者熟悉商業模式創新手法，思考更多以小

搏大的策略作法。這類案例研究應延伸到日本，業者對 Avex 也會很有興趣，

像是 SME 如何與 Avex 合作，在日本推出寶兒。案例研究可以推展到韓、日、

中、台四地之影視音產業，並延伸出一些跨案例比較。此外，除了要有各國

案例以及跨案例比較外，政府亦可思考讓某些主題能持續地被關注，讓學研

機構能長期去關注這些議題，而非單點、一次性的計畫。 

未來可以思考長期培養案例研究團隊。例如，政治大學韓文系郭秋雯老

師關注韓國文創議題已久，成功大學文創產業研究所仲曉玲教授則對英美影

視產業著力已久，政府可以考慮以五年期計畫讓該團隊能以長期的眼光去規

劃案例調查。如此，這些主題性案例研究才能累積經驗和知識，讓案例更加

深入，也讓業界可以有即時諮詢的窗口。 

政府也可以考慮一項創意性的長期方案。既然未來中國成為兵家必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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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如思考採用「以夷制夷、為鷹築巢」的策略：邀請各國影視企業來台

設立「華流研發中心」。政府可以思考引進與台灣業者互補的國際演藝經紀公

司。例如，當 SME 來勢兇兇地進入中國市場，大手筆地與中國媒體合作；台

灣業者也許可以與不同類型的韓國演藝經紀公司合作，像是以創作歌手為主

的 YG。YG 旗下的創作歌手如「惡童音樂家」（淘氣音樂家）便可能與華研

音樂合作，進軍大陸市場。政府可以分析這類公司的需求，以華語音樂優勢

讓這些公司來台灣成立研發中心，發展與台灣業者各種聯盟的可能性，藉此

政府也試著健全國內產業結構，廢除不合時宜的制度與法令。 

 

6.2.2 人才培育 

政府人才培育重點有兩項：藝人與詞曲創作。短期方案上，政府可以思

考整合在地訓練資源，成立聯盟式學院：SME 的練習生制度要在台灣推行並

不容易，因為集中大量資源在一家經紀公司。台灣也許可以借鏡英國利物浦

表演藝術學院模式，整合台灣與亞太師資、課程、教材、設備，成立聯盟式

的「台灣流行音樂學院」(如劍橋大學之學院制度)，由不同機構專責培育一項

技藝，由北流與南流統籌培訓資源，降低藝人訓練成本。 

培訓選手制，激發榮譽感與提昇社會觀感：SME 的練習生制度對台灣學

子可能過於嚴苛，落實不易。政府可以思考以「選手制」取代練習生制，整

合各界資源，並提供育才、選才管道。例如，由基金會協助募款贊助，流行

音樂相關公協會安排實作訓練。挑選出國家型流行音樂培訓計畫之「選手」，

激發榮譽心，憑藉自身毅力與努力，專攻某項專長。 

整合民間展演比賽活動，提升人才能見度：SME 的國際選秀制度耗費龐

大，不易於台灣實施。但台灣可以思考整合目前各類型展演活動，借力即有

比賽活動(例如政大金旋獎，或外國人華語流行音樂演唱比賽等)，鼓勵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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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house 小型發表會，並創新各種比賽方式(例如，日本的《關八比賽中》)，

讓各類「選手」可以彼此切磋、砥礪，不僅能促進良性競爭，更可以提供人

才一個被發現的機會。 

長期而言，政府可以思考融入現有體制，以社團活動分段實施長期培育

計畫、協助大學設立流行音樂專業學程。 

建立分段培訓制，鍛鍊台下十年功：SME 的練習生長期制度式奠定深厚

演藝基礎的核心，更是長久競爭力的關鍵，值得台灣學習。但是，十年的訓

練難以用 SME「封閉式培育」方式進行。台灣可以思考應建立一套開放式的

進階訓練計畫，將十年訓練「化整為零」，融入國中、高中社團活動或是大學

通識課程中。這種跨接國中、高中、大學(甚至研究所)的分段培訓制，可同時

持續正規教育與兼顧藝人的專業訓練。理想上，亦可以借鏡新加坡英校 

Tanglin 制度，讓音樂融入(國小)體制內教學，也培育觀眾素養。 

開設主題式 PDW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傳承創作知識： SME

的詞曲製作之所以能夠又快又好，與其建立知識庫與傳承系統有關。台灣可

以思考建立詞曲知識庫，成為業者創作時之助力。同時，定期邀請詞曲舞作

家分享、傳承經驗，以激盪出新的火花，將跨界元素融入華語歌詞的創作。

如：方文山將古詩詞年輕化，運用於流行音樂，像是蘭亭序、青花瓷、煙花

易冷等。 

協助大學設立流行音樂專業學程：政府可以思考整合目前國內 27 個音樂

相關科系(例如，實踐大學音樂系便想籌設流行音樂組)，籌設「跨領域流行音

樂」通識學程，讓非音樂科班的學生也可以找到接觸的管道(如五月天、周杰

倫等例子)。此外，還可以安排類似政大「聲根計畫」的即時工作坊，以做中

學模式(問題導向)為主，配合蘭陵劇坊式的「啟發性課程」。課程需避免成為

SME 的軍事化訓練模式。更可以考慮數位課程，提供遠距教學模式，讓藝人

提昇英日文的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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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科技研發 

連結台灣科技實力，發展文化科技：此外，政府可以思考建置協調機制，

整合民間單位、科研法人或是基金會等團體之資源。評估各家經紀公司優勢

以及盤點業界現有資源後，促進影視音業者之跨界合作。例如，讓揚明光學

與相信音樂合作，提供演唱會大螢幕技術；或者促成研華科技與華研音樂合

作，讓流行音樂跨界工業電腦；或者意庫科技與福茂音樂合作，參與美國「數

位王國」（Digital Domain）電影特效等。 

推廣數位音樂，普及詞曲創作：政府可以透過數位音樂，例如大麥音樂

與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之合作模式，提倡由國小、國中起便展開非本正科班之

音樂創作人才，以數位音樂工具將詞曲創作普及化，讓更多有興趣的非音樂

系學子可以進入流行音樂領域。使用者可以利用數位音樂系統將哼出的歌很

快以軟體轉變成樂譜，並以電腦迅速進行後製。 

文化科技的長期方案可以包含開發流行音樂平台、運用科技策展以及增

加金曲獎獎項。 

重點研發流行音樂平台：SME 全力研發平台科技，值得台灣關注。台灣

可以思考結合媒體(像是 TVBS、中時、聯合)，開發各種 app，讓華語流行音

樂可以全球同步上市。此外，也可以思考開發類似 iTunes Festival 平台，讓不

同的歌手發表新歌或老歌新唱等，透過平台讓全球華人看到現場演唱。另外，

可以思考研發類似 Spotify 社交媒體之音樂播放平台，根據情境將歌手分類，

自動偵測感應目前處於什樣的情境，系統會自動挑歌播放(如，KKBox 已經成

立研發中心探索中)。 
運用科技策展，賦予流行音樂新體驗：未來台灣需要更多類似 SME 的科

技策展人(technology curator)，將文化注入科技之中。政府可以思考提供類似

科技部模式之研發專案補助，鼓勵現有研究所教育體系去培育未來的文化科

技人才。在探索科技應用之外，也可以研發流行音樂文化的新展演模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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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倫敦音樂劇的方式呈現流行音樂，或是以「東京女孩」時尚派對模式

融入現場演唱會，或是以雷射全像術、數位虛擬人、動畫技術、語音合成讓

鄧麗君復活與周杰倫同臺演唱，或讓貓王與麥克．傑克森復活等。未來，台

灣業界更應積極評估美國 Digital Domain「 數位虛擬人」的技術，使台灣流

行音樂尋求創新突破的機會(鄧麗君重現專案)。 

增加金曲獎獎項，迎向數位匯流時代：SM-ART 部門的整合研發，創造

音樂視覺化的全球行銷魔力。在 4G 時代來臨時，將音符化為更有節奏感的視

覺節拍，成為 MV 行銷全世界的成功關鍵。金曲獎也許可考慮加設 佳唱跳

歌手、 佳音樂舞蹈設計、 佳音樂 MV 動繪特效等方向，鼓勵台灣流行音

樂界加入更多強化音樂視覺表現的文創能量。 

6.3 未來的挑戰 

此案例研究也點出，台灣音樂產業可能面臨的三個挑戰，亟待提出適當

的政策工具以協助產業。 

第一，不夠專業：與韓國歌手比較起來，台灣歌手似乎比較依靠天分，

藝人成功頗靠偶發性，而缺乏後天的正規栽培，如聲樂、樂理、音準、宏亮

度(丹田發音法)、情感表達等。歌手的基本能力是唱功，如果歌唱能力不佳，

未來不但難以站上國際舞台，等到大陸崛起後，更可能因此被邊緣化。韓國

正積極佈局華語市場(例如，目前推出中文情歌對唱，大受市場歡迎)，未來如

果 SME 娛樂公司以其優異的培育、行銷制度進軍中國，並且併購台灣幾家優

質的音樂公司，以韓國制度來訓練台灣的藝人，進軍中國。那麼台灣的音樂

公司將面臨強大的壓力。如何提升歌唱實力，是當前關鍵。 

此外，韓國藝人之所以受到市場喜愛，是因為除了演唱實力外，刻苦奮

鬥提升自己的舞蹈技能。台灣歌手如果無法在舞蹈上與韓國一較長短，至少

需要發展另一種強項才能與之抗衡。例如，台灣歌手可以學習演技，將音樂

結合舞台劇，發展出另類的音樂劇，傳達台灣特色；類似林懷民以現代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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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詮釋台灣舞蹈；或是吳興國將搖滾樂(水滸 108)與英國莎劇(馬克白)融入京

劇，讓京劇有了新生命。又如，台灣歌手可以延展各種多元的流行音樂，像

是融合爵士樂、民謠、校園民歌、靈魂、印第安、古典、歌劇等不同文類(genre)

的音樂。 

第二，不夠原創：韓國因為意識到自己無法產生原創作品(詞曲)，所以發

展出「類原創」的制度。台灣雖有團體(如五月天)致力於原創作品，歌曲之原

創性已經越來越式微。特別是受到大陸市場的影響，速食性歌曲創作漸漸成

為主流，以符合大陸聽眾的品味。但諷刺的是，大陸聽眾之所以喜歡台灣音

樂的一個主因是：台灣的華語音樂有其獨特性。當這些獨特性不見之後，大

陸聽眾還會喜歡台灣流行音樂嗎。 

第三，不夠競爭：台灣音樂公司一直是以工作室與小企業型態經營，雖

多有勇，但卻缺乏一個整體策略去對應韓國音樂即將來臨的衝擊。多數受訪

業者不是藐視韓國，就是認為韓國不足為懼，也認為大陸市場將可以提供廣

大的商機。也因此，台灣音樂產業多缺乏危機感。台灣會不會因此無法如韓

國「生於憂患」，而是因大陸而「死於安樂」呢？在藝人、詞曲、商業模式都

不一定比國際競爭者強的時候，台灣音樂產業競爭力還能維持多久？恐怕，

當台灣業者集體產生溫水青蛙效應時，推出再多的政策工具都難以奏效。 

流行音樂其實也是一種文學作品，反映出大眾文化的聲音以及社會的脈

動。可是，一位業者語意深遠地點出：「韓國的音樂為了尋找流行，卻不小心

丟了文化；台灣的音樂卻是丟了文化，希望能找到流行。」流行音樂必須來

自作家、歌手對在地文化深層面的感動，寫出的流行才會有音樂的意義。台

灣如何能由體制內源源不斷孕育出流行音樂人才，不只是未來一大產業挑戰，

更是整個社會需要集體覺醒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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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期中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及回應 

會議時間：2013-12-02   修訂完成：2014-03-21 

委員 意見 回應 

李應平委

員(次長) 
意見 1：對流行音樂與戲劇經紀公司的

定義未清，也未界定業務範圍。 
回應 1：期末報告將會釐清韓國 SME
公司「演藝經紀」作法，此為本計畫

之重點。音樂、戲劇、電影等領域都

會包含於其中，惟電影不在本次研究

範圍內。本研究將著重於 SM 的案例

研究，雖然其為音樂公司，然旗下藝

人也跨足戲劇領域，擁有全經紀運作

實務，其相關作法也會設法融入報告

中。 

意見 2：本報告僅做個案分析比較，惟

未能看到經紀制度之概貌，如有多少家

經紀公司、規格分佈、制度流程與其它

平台的策略聯盟、培養藝人路徑和國際

間的連結等，韓國是如何有計劃的連用。 

回應 2：由於本研究之合約規範為案例

分析，所以韓國演藝經紀制度之概貌

的分析如經紀規模、規格狀況、制度

運作等較屬產業研究範圍，並不在此

次調查研究中。然而由於委員提出此

需求，本研究將會從個案角度來分析

產業鏈結構，惟如此之研究可能不會

是產業調查或巨觀之經濟分析。 

林欣吾委

員 
意見 3：請簡要地澄清台灣演藝產業發

展結構限制及產業鏈的區分及能耐分佈

(優劣勢)。 

回應 3：感謝委員提出的意見，相關回

答請參考回應 2。本研究將會以案例分

析，由微觀實務的角度著手來回答委

員提出之產業結構限制及產業鏈問

題。初步調查中發現，韓國尚未建立

起產業發展結構及產業鏈分析，因此

我們會儘量融入韓國業者與國內專家

的觀察。 

意見 4：關於經紀公司，建議除了區分

其業務之外，應多了解各環節所需的能

耐，例如如何選人、判斷市場機會、如

何培訓、如何進入市場及分別之品質水

準如何等，以及合約的制定情形。 

回應 4：謝謝委員的建議。關於業務區

分之回答，請參考回應 1。從選人、市

場判定、培育計劃等公司內部能力到

與創作端間之合約制度等作法都會透

過 SM 案例逐一呈現。如此，雖非以

產業全貌，也可將產業的實務作法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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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為業界規範的運作參考。本研究

將以 SME 公司「造星」系統之流程為

主題，初步設定之章節為：1. 選秀、

2. 練習生制度(培育)、3. 合約、4. 出

道(生涯)、5.佈局、6. 文化科技等。 

意見 5：建議應多增加國內個案，例如

種子音樂。 
回應 5：感謝委員的意見。由於本研究

主在韓國演藝經紀之研究，以 SME 為

主要案例，並融入與 SME 有關之韓國

與國內案例。結案報告中也會把種子

音樂作法放入其中，並結合其它台灣

影視音產業如華研、三立、八大、玉

春雷娛樂等相關案例。 

意見 6：對於創作端部分，建議應偏重

在如何避免以大欺小的問題，如何提高

吸引創作端誘因及降低進入障礙的分析

與問題。 

回應 6：感謝委員的意見，這個建議非

常好。誠如您所提到的，如何讓更多

的創作者出現和提高創作端誘因是密

切相關的。此外，是否因市場不大導

致由買方主導，所以壓低創作者成

本，讓小型創作者難生存，無法促進

多元豐富的創作、產業的整合端又有

什麼問題等都有關聯。本研究將會特

別了解 SME 如何塑造創造端之誘因，

對比我國之作法。此外，我們會特別

調查韓國演藝產業是如何形成專業社

群。 

意見 7：在整合端確實需要跨領域人才，

但跨領域人才比較需要大量的個案暸解

及實際上線操作練習。政策上，異業、

跨領域及潛在文化科技合作機會等，個

案與合作的機會提供是必要的。 

回應 7：謝謝委員之精闢見解。跨領域

人才之養成必須透過實際操作演練，

無法單以課程教導而得之。這也是案

例分析能夠提供 多貢獻的地方。本

研究將特別了解案例中跨領域整合及

異業合作的可能作法。關於這一點，

我們會設法訪問多一點文創與跨領域

行業的專家與業者，以擷取更多意見

供參考。 

何燕玲委

員 
意見 8：目前期中報告涉及面向相當大，

建議針對「演藝經紀實務與制度」的部

份多一些實例研究考證說明。 

回應 8：感謝委員的建議。由於期中報

告之重點為進度報告，因此資料之整

理及呈現方式尚未完善。整體案例將

於結案報告呈現，整合 SME 公司之作

法、制度，以及參酌台灣和韓國業界

相關實例來佐證說明韓國之演藝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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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與制度。 

意見 9：希望針對韓國在上游及下游部

份的實例(制度)多做說明： 

(1)上游：新人尋找(含其它國家如中國、

泰國等新人尋找及培訓)。另，詞曲創作

人才的尋找及應用。 

(2)下游：韓國如何落實區域化(亞洲)及
全球化(法國、南美、美國)之行銷及推

廣。 

回應 9：委員提出由演藝產業的生產供

應鏈面著手來整理是相當好的建議。

於期末報告中，我們將會著重於探討

SME 公司的演藝經紀制度，並透過

上、中、下游三個面向，如上游如何

尋找新人、中游如何製作生產及下游

如何推廣國際行銷等做一個整理。而

且，由供應鏈的角度來整理出制度更

能增加案例之特色。非常感謝委員的

建議。 

陳樂融委

員 

 

意見 10：對台灣相關業界與韓國對應的

公司只有華研跟三立，雖這兩家已有成

就，但不具讓官方了解影視全貌，訪談

樣本偏少。 

回應 10：感謝委員建議要加入國內案

例。本研究之期中報告原本是將華研

與三立的案例個別獨立分開，然而在

新的版本中將以 SME 公司為主軸，並

融入國內案例來進行探討和分析。這

些案例將會包括種子音樂、相信音

樂、三立、八大等國內業者作法來呼

應 SME 公司案例。惟原本之合約規範

是需要針對 SME 公司案例做深入探

討，因此國內訪談之案例將不會以產

業調查型的方式(如產業普查之方式，

收集多案例，但每個案例資料都不多)
而是以較為深入的案例呈現，由一家

公司的實務去分析該產業領先企業的

諸多作法，以便能分析如何借鏡國內

企業。這種案例研究作法近年來於國

際已經相當普遍應用，亦能協助我們

了解影視產業之全貌。 

意見 11：資料呈現期能有更多表格、條

列式。目前報告較像記者報導，且文體

較混亂，專有名詞及部份引用資料均有

改進之處。 

回應 11：感謝委員在資料呈現上之建

議。在結案報告中，我們會將圖、表

更有系統的分開。由於期中報告主要

在呈現進度，因此可能讓委員誤會其

陳述之方式過於類似記者報導。我們

在結案報告中予以改進，並且將專有

名詞以及引述資料依照專業標準呈現

之。 

意見 12：資料尚需增加，細節披露且有

SWOT 分析。注意產業分析不能只單方

回應 12：誠如回應 11 所說明，我們會

增強資料的豐富度，但是不會單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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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批評等應如實呈現。另，本報告之

行文語法亦應統一。 
用 SWOT 分析去彙整資料，而是如其

他委員所建議以演藝經紀制度供應鏈

的形式去呈現。不過，於優劣勢分析

上，我們也會將韓國演藝經紀制度的

正負面問題具體呈現，並注意到語法

的統一性。惟請委員見諒，本研究將

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呈現而不是用產業

分析的格式呈現。 

意見 13：合約內容部份牽涉隱私，如有

值得參考的，是否可以提供主要約定部

份及約定精神？ 

回應 13：委員建議蒐集 SME 公司合約

並且做細部分析。此舉雖好，然而誠

如委員所說的合約內容涉及隱私且不

易取得，就算取得也可能只是制式性

的合約內容。為了因應如此的限制，

我們預期在結案報告中討論合約的部

份仍是以演藝經紀公司和藝人間的真

實問題以及可能之合約簽定形式來著

手，以免陷入技術面及法律面之細

節，而背離了合約中對案例深入調查

的期望。 

意見 14：建議加入公部門或公權力有何

需要建立的？不管是法令、規章、預算

等，期待團隊可以建立一些指標，以供

文化部未來能研究且逐年比對。 

回應 14：在案例報告中要全面地呈現

法令、規章、預算等指標建立雖然是

一個很棒的建議，可是這也是案例研

究的一些限制。案例研究比較不是從

產業的巨觀面去彙整及建立指標，就

算建立出來，它的可行性也不見得很

高，特別是在如此短的時間與經費

內。與其如此，我們不如在案例研究

的過程中加入產業界專家對於產官學

的建議，以作為參考。如此的建議也

會比較落實而不會產生一些令政府困

擾的指標。  

張崇仁委

員 
意見 15：若是個案分析，應再找資料進

行印證，對政府方實用。 
回應 15：感謝委員的建議。我們會將

SME 公司的案例資料再做統合，並且

於結案報告中彙整更多第一級與第二

級資料，來呈現 SME 公司演藝經紀制

度的全貌。此外，由 SME 公司案例來

了解韓國演藝制度的形成也比較容易

提出對政府有實質效應的建議。我們

將於結案報告中加強這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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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16：就制度而言，希望能集中在韓

國如何建立制度？發生的效應是什麼？

政府在制度上有何貢獻？ 

回應 16：欲透過案例研究來了解整個

韓國的演藝經紀制度之建立過程實屬

不易。但是，若我們從 SME 公司案例

來看韓國的演藝經紀制度是如何形

成，以及該公司如何與政府互動等，

也許比較能夠真實地去呈現韓國演藝

制度面的發展狀況。 

田又安委

員 
意見 17：第一人稱的旅遊日記不適合放

入報告中。 
回應 17：謝謝委員提醒。我們會將期

中報告做整體之修正，並將旅遊日記

由其中刪除，並在措辭上予以修訂。 

意見 18：缺少整體韓國與台灣經紀人之

概貌部份，且從本研究主旨觀之，應有

經紀公司與政府的互動、政府如何指導

經紀公司等內容。 

回應 18：本研究由於是針對案例研

究，因此無法整體地涉及台灣及韓國

兩地經紀人管理之全貌。這樣的研究

可能需要另闢專案再深入探討。但

是，從 SME 公司的案例中，我們應該

可以看出韓國演藝經紀公司和台灣演

藝經紀公司的差異，並且了解兩地演

藝經紀公司及政府間如何互動及交

流。 

意見 19：若提及我國電視輔導部份，應

做較完整之呈現。 
回應 19：我們將於期末報告中加入過

去文化部的電視與音樂輔導補助案，

並彙集文化部過去在影視音產業的補

助計畫，以完整地呈現文化部輔導政

策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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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期末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及回應 

會議時間：2014-05-13   修訂完成：2014-05-15 

委員 意見 回應 

陳樂融委員 

 

1. 這是近年來性價比頗高的一項委

託研究案，惟希望能說明韓國與台

灣無線與有線之差異。台灣之無線

與有線電台資料請再查證，以免有

誤。 

答：感謝委員之肯定，我們由 NCC 處

查證有線、無線電台資料更正於「產業

供應鏈」4.1.2 一節中。 

 

 2. 在分析台灣選秀評選過程中，似

乎語氣含帶貶抑，其實在台灣選秀

過程中音樂公司也是有邀請「伯樂」

參與的，敬請修訂。 

 

答：這可能是語氣上引起之誤會，已

修訂(見 4.4.2)。本研究要表達的是 SME
培育有內部常設之「伯樂」(專業之選

拔委員)，可以讓徵選品質較為一致，

而台灣卻多需依賴外面專家，時有評選

品質不一之狀況。這是一次性與偶發性

的差異。 

 3. 能否說明台灣合約的分配比率與

韓國之差別？ 
答：合約分配比率之問題，已經補充

於 4.7.3。大體而言，台灣給予藝人之

比率會由早期 6:4(經紀公司六成，藝人

四成)，漸漸隨著藝人的知名度而調整

成 4:6 不等，是屬於一種夥伴關係，而

不像 SME 是以從屬關係來規劃經紀

約。有少數經紀公司也學習科技業，採

用入股制度(如：華研)，以激勵優秀藝

人。 

 4. 建議點出台灣業者心態上的問

題。台灣業者普遍認為韓國演藝公

司不足為懼，這反而成為政府施政

上一大難題。屆時政府(文化部)做了

許多事，業者卻不領情，將是未來

輔導政策導入之難題。 

答：委員所言甚是。中國市場溫床是

台灣的轉機，卻也同時成為流行音樂業

界的潛在危機。中國市場所導引出的

「溫水青蛙」效應將會於討論與結論兩

章節中說明(見 5.1.1 以及 6.1.1)。 

 5. 韓國之所以能在流行文化面後來

居上，與他們堅毅之民族性有很大

的關係，建議亦於報告中說明。 

答：此建議甚為妥切，已加入「練習

生制度」一節中(見 4.4.3)，除了堅毅之

韓國人性格外，根據我們的訪談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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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韓國人有與類似少數民族如內蒙、

西藏的家族共樂習慣，全家一起歌舞是

韓國人民俗，也因此唱歌跳舞已是韓國

血液中的 DNA，成了發展流行音樂的

優勢。 

 6. 反向類原創只是將台灣歌曲翻譯

為外文，這似乎不是業者該努力之

方向。 

答：可能是簡報說明不足令委員誤會

了。本研究之提議是由經典歌曲著手去

尋求其國際性。許多台灣的華文歌曲都

深具內涵，如鄧麗君、五月天、蘇打綠

的作品。可是這些作曲並無法為國際聽

眾所理解，因為有豐富的在地元素。如

果，近期而言，台灣可以由這些優質詞

曲中去發展出國際可理解的詞曲或旋

律，則可將這些優質流行文化發揚於全

球。因此，業者可以將歌詞以不同語言

呈現(不一定是逐字翻譯)，也可以改編

旋律，讓不同年齡層的聽眾得以欣賞。

被「國際化」的優質歌曲還可以再反過

來，以中文呈現，讓外國人亦可朗朗上

口，且理解其內涵。如此，台灣便可不

用如 SME 花大筆資金，找大團隊創作

詞曲，而是找優質的詞曲作家與台灣的

作家合創，同時提升台灣創作者的水

準。長期而言，台灣作家了解與國際聽

眾溝通之方式後，便可創作出兼具在地

性格與國際風格的作品(見 5.1.3)。 

 7. 「亮產」(117 頁)是否為誤植？ 

 

答：很抱歉令委員誤會，文中之「亮

產」實為雙關詞，意指韓國有一套特殊

的「量」產制度去產出閃「亮」的明星。

我們特於文中補充以免引起誤會。 

 8. 建議文化部能推動延續性之案例

研究，陸續將韓國其他演藝公司，

如 YG、JYP 以及日本經紀公司有系

統地整理出來，並能夠將這些案例

及時讓影視音產業的主管了解，以

激發業界即時應變的動機。 

答：我們會將此意見列入短期目標之

建議。更有系統的深入了解對手的確是

當務之急，不僅可以激發業者主動研擬

應變之道，更可以透過這樣的知識分享

與擴散，讓台灣業者能生於憂患，困其

心，衡其慮，而後作(見 5.1.5)。 

何燕玲委員 

 

9. 我對報告中台灣業者安逸之心的

分析深有同感。未來影視業界如何

整合，而不致成為一盤散沙，可能

答：委員所言甚是，我們將此意見列

入「商業模式創新」一節中(見 6.1.1)，
建議政策面如何能匯集台灣產業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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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化部需著力之處。 精的力量，使台灣影視音產業可以整合

上下游資源，凝聚創新的力量。 

 10. 建議未來之案例研究可以推展

到韓、日、中、台四地之影視音產

業，並延伸出一些跨案例比較。 

 

答：委員之建議將列入未來政策建議

之中(見 5.1.5)。此外，除了要有各國案

例以及跨案例比較外，文化部亦可思考

讓某些主題能持續地被關注，讓學研機

構能長期去關注這些議題，而非單點、

一次性的計畫。在案例研究中，文化部

可以主動邀請業界資深主管擔任協同

計畫主持人，以確保案例研究不脫離產

業現實。例如，政治大學韓文系郭秋雯

老師關注韓國文創議題已久，文化部可

以考慮以五年期計畫讓該團隊能以長

期的眼光去規劃案例調查。成功大學文

創產業研究所仲曉玲教授則對英美影

視產業著力已久，亦可能為文化部案例

研究之長期合作夥伴。如此，這些主題

性案例研究才能累積經驗和知識，讓案

例更加深入，也讓業界可以有即時諮詢

的窗口。 

 11. 三台宣傳之效應已漸漸不見

了，華研也思考要自己做頻道。這

類問題也應於報告中點出。 

 

答：傳播管道集中化是韓國之優勢，

而且亦建立國外管道(如與 FOX 電台

合作)以及新媒體(Youtube 之推廣)。雖

此議題已超出本研究範圍，但我們會於

「討論」一章中呈現此問題，並點出三

項政策意涵。一、整合零散的電台頻

道，以組合頻道方式來集中傳媒資源。

二、思考如何建立跨國電台合作。三、

思考如何善用新媒體之力量，並借力串

媒體之科技力量，讓台灣業界能由新媒

體取得國際能見度(見 6.1.1)。 

 12. 華研也開始與韓國詞曲作家合

作，他們可以寫到你滿意為止。這

也許是另一種機會。 

答：感謝委員寶貴的情報。過去，我

們並未注意到韓國的詞曲創作資源。韓

國流行音樂界必然已培育許多創作人

才，卻難以受到三大經紀公司重用。如

果我們能善用這些人才，為台灣業界所

用，亦可形成另一種雙贏之局面，我們

會將此意見放入 6.1.2 中。 

 13. 韓國 近與大陸視頻公司合 答：我們將此一意見列入政策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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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值得我方關注，未來也須針對

韓國之「媒體策略」進行研究。 
中(見 6.1.1)。此外，我們也會增補 SME
與百度合作之策略。 

 14. 韓國之單曲出片雖在台灣不易

執行，但亦可以激發業者一些靈感。 
答：委員意見會融入政策意涵(見
6.1.1)。此外，單曲之所以受歡迎是因

為韓國 SME 公司將主力資源都注入單

曲製作，因此不論詞曲、服裝、攝影、

舞台背景、燈光、舞蹈都堪稱一流之

作。一推出 YouTube 點擊率自然也馬

上飆升。台灣業界當資源不足時，資源

集中於 MV 單曲不失為一項劣勢之回

應方式。 

 15. 這類案例研究應延伸到日本，業

者對 Avex 也會很有興趣，像是 SME
如何與 Avex 合作，在日本推出寶

兒。 

答：由日本之演藝經紀公司學習其制

度與做法，可以提供在韓國案例之外的

參考與啟發，我們將委員之建議放入政

策意涵中。特別，日本目前也正積極進

行國際化，其經驗也將是台灣借鏡的參

考。 

 16. 流行音樂與戲劇之合作，以及不

同公司藝人之間的合作在未來相形

重要，特別在聽取 SME 的分團策略

之後。 

答：委員的寶貴意見也會放入政策意

涵中(見 6.1.1)。由整體而言，促進國內

影視音之合作，以及跨領域之聯盟，似

乎是回應韓國集團化垂直整合的重要

方案。 

張崇仁委員

(局長) 

 

17. 能否說明 SME 是如何與大企業

合作？韓國文化振興院是如何協助

SME 這類經紀公司，使它們變得如

此強大？ 

答：這部分在報告中，由於時間關係

無法全貌於簡報中說明，感謝委員給予

分享機會(見 4.3.3)。SME 與大企業並

非是直接合作之關係，而是分為兩階段

發展。早期是由於政府領導大企業如三

星、LG、樂天進入娛樂市場，讓大財

團企業得以將菁英派駐經紀公司。隨

後，由於金融風暴，大企業紛紛離開演

藝圈，而部分人才留下，轉而到前三大

經紀公司任職，因而將企業管理制度引

進經紀公司，含上市與市場募資、系統

化培訓、供應鏈管理等做法帶入 SME
等公司，使之迅速轉型為大型經紀公

司。到了後期 SME 首推與大企業策略

聯盟，藉由「流行文化」帶動工業產品

銷售，助長經紀公司快速成長。 

韓國振興院對經紀公司並無補貼或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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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機制，因視之為市場商業運作機制，

而少予干涉。韓國政府著力 多的是三

項政策工具。1.對獨立音樂之小型工作

室予以資金補助；2.對中小型經紀公

司，韓國政府給予物業分享平台；3.
對大型經紀公司則提供海外市場服

務，類似外貿協會海外駐點之作法。詳

細說明請見 4.8。 

 18. 韓國政府是否設立有藝人或經

紀人證照制度？SME 又是如何做？ 
答：依據本研究所知，韓國並沒有藝

人證照制度，主要原因可能是韓國經紀

公司已經自成一套嚴謹的培育系統，而

無需證照之認定。在經紀人方面，韓國

演藝娛樂協會正在建立合法經紀人清

單。這是因為韓國除了中大型公司之

外，小型經紀公司良莠不齊，因而讓許

多家長憂心，致電到公協會詢問。政府

尚未有所行動之前，產業之協會似乎是

為了自清而主動整理合法名單(不是合

格名單)，以防不良經紀公司詐財騙

色。對於中大型經紀公司似乎也無需經

紀人證照制度，因為公司內部之管理與

分工機制已頗為健全，並不須證照制度

之規範。這部分說明會補充於 4.1.2 一

節中。 

 19. SME 似乎花了許多成本在製作

上，公司之獲利狀況如何？ 
答：委員之詢問將補強於商業模式之

討論中(見 4.7.2)。除增補 SME 各偶像

團體之營收資料外，並補充 2012 年公

布資料：SME 營收為 1550 萬美金；直

接成本約為 440 萬美金；獲利約 342
萬美金。相對地，YG 營收為 918 萬美

金；直接成本為 171 萬美金；獲利約為

157 萬美金(JYP 未公布)。若以 2013 年

上半年公布資料 SME、YG、JYP 三家

公司合併營業額為 1550 萬(對比 2012
年之 1020 萬美金)。韓國流行音樂產業

結構似乎已逐漸形成主流產業，並於後

勢看好。 

 20. 為何 SME(7：3)與 YG(4：6)之
藝人分佣比率如何不同？ 

答：SME 的商業模式是公司主導，藝

人如雇佣性質為多。在整體比率上雖為

不同，但海外部分是 3：7，給藝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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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鼓勵海外展演。YG 多為創作型歌

手，公司並非以 SME 練習生的量產制

度，故一開始便以夥伴方式來分配收

入。這部分資料會補充在「SME 商業

模式」(4.7.2)一節中，並將不同比例之

分配整理於報告中。 

田又安委員

(司長) 
21. 能否說明韓國政府輔導產業之

措施？為何沒有商業輔助？ 
答：如前所述，韓國文化振興院對商

業市場行為不予補助，只會基礎建設、

人才培育與海外行銷重點施力。這些議

題將補充於 4.8 中。 

 22. 是否在期末報告還要補充文化

部電視戲劇輔導之政策？ 
答：在期末報告中，修正重點放在 SME
之分析，依據上次委員建議，因此這部

分該不再放入結案報告中。 

 23. 結論需增補篇幅，綜整意見後提

出給文化部的建議。 
答：依照委員建議，我們於結論中除

增補政策與產業建議之外，會摘要短期

與長期意見做為未來政策討論之參考。 

胡偉姣(副司

長) 
24. 請統一報告格式，並注意文化部

全銜需依指定標示。 
答：遵照委員指示辦理。 

 25. 請將副標加上去，註明這是以

SME 為主的案例研究，以避免誤會

為是在分析整個韓國的演藝經紀制

度。 

答：遵照辦理，加入副標。 

 26. 合約中標示要有制度比較能否

於案例中加入？ 
答：我們會於 SME 五個制度中加入國

內業界一般施行之制度，但非全面性的

制度比較(見 5.1)，請委員卓參。 

 27. 請於結論統整一下對政府政

策、企業制度化、人才培育、科技

研發等主題之建議，以利做為借鏡

之參考。 

答：委員意見將融入結論中。我們會

依照政府與企業、短長期以及主題三個

面向來統整本研究所提供之建議。 

蕭宗煌委員

(主任秘書) 

 

28. 建議於結論中能點出政府必須

馬上要做的政策行動，哪些事項要

多花一些力氣，哪些又是可以不用

政府做的。 

答：將盡力於結論中點出，但因本研

究乃聚焦在 SME 的案例分析，因此我

們的建議會侷限在流行音樂產業，且以

SME 為借鏡來探討這件事，而非全面

性地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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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能否點出文化部應加入那些法

令，又應修訂或廢除那些法令？ 
答：本研究會依照案例發現提供相關

建議，惟現行法令研究並非在本案例分

析之範圍，因此我們也會將此建議列入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5.3)一節中。 

 30. 請多列舉國內流行音樂相關參

考資料，以凸顯本案例議題之重要

性。 

答：遵照辦理，加入於文獻與參考資

料中。 

 

 31. 請加上本研究計畫之副標。 答：遵照辦理。 

 

勘誤表 

頁碼 行數 原文/更正 已修改頁

碼 

封面  原文：指導單位：文化部影視與流行音樂產業局 

更正：指導單位：文化部 

封面 

目錄  原：「五」、討論 

更正：伍 

138 

2 倒數第六行 金秀賢資料有誤。 2 

32 第六行 2009 年之後應是逗點。 32 

40  韓國與台灣討論應分段寫。 

更正：已加註粗黑標題。 

54 

41 第三行 台南藝大、中山大學有學程 

更正：已經加入。 

54 

42 第三段、第四行 數字確認(比例) 

原：台灣依照藝人知名度通常是「30-60%」 

更正：與原文無關，已刪除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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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二段 違反公司合約公平法，韓國公平會如何處置？ 

補充說明：有關合約問題已經補充於 57 頁。 

57 

53 3 原：東方神、 

更正：東方神「起」 

66 

62 4.3.1 集團化→跨領域人才；出發點說明，增加連結。(看
不出如何引進) 

更正：已說明大企業人才如何協助集團化發展。 

76 

82 後一行 原：運用「為」電影手法 

更正：運用微電影手法 

104 

84 倒數第二段第四

行 
原：金英「珉」 

更正：金英明 

106 

85 4.6.3 第八行 原：SME 把演唱會當錄影 

更正：SME 把演唱會當「天」錄影 

107 

86 4.6.4 第七行 原：旗下藝人的三維影視 

更正：3D 

109 

88 第二段第三行 原：圭賢「，」厲旭「，」藝聲 

更正：圭賢、厲旭、藝聲 

111 

88 末段第五行 原：Vol. 2 ，「以南」，以男女情歌對唱 

更正：Vol. 2，以男女情歌對唱 

112 

96 4.8.1 第一行 原：韓國文化振興院 

更正： 無誤（金大中時期稱為韓國文化內容振興

院） 

122 

113 第六行 原：怎麼敢投太多「前」呢？ 

更正；怎麼敢投太多錢呢？ 

139 

117 倒數第二段第四

行 
原：徐太「智」 

更正：徐太志 

58, 63,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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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原：「取」辦專業工作坊 

更正：「舉」辦專業工作坊 

143 

125  原：更「能」以引領台灣 

更正：更「難」以引領台灣 

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