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商業脈絡思維  商業理論與運用 

 

序論  商業應用 

什麼是商業?  

    根據經濟部的商業登記法第三條所稱：本法所稱商業，指以營利為目的，以

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之事業(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又根據政府商業會計法第

二條第一項對「商業」之定義，係指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其範圍依商業登記法，

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聯晟法網法律資料庫)。如果以網路上的維基百科上的

定義：商業(Commerce)，是一種有組織的提供顧客所需的商品與服務的一種行為，

又解釋：一般認為商業行為成立的條件有以下幾點：1.以營利為目的；2.發生交

易行為；3.出於雙方自願；4.符合法律規範(維基百科網站)。以上所解釋的「商業」，

基本上都聲稱帶有營利目的，並且連帶有雙方願意地交換行為，觀賞電影的「購

票」動作應該算是一種商業行為。  

什麼是商業電影？ 

    用錢買票看電影是商業交換行為，所看的電影就是「商業」電影，經由買賣

雙方自由意願的交換，所以電影院電影大都是「商業電影」，這些電影是觀眾願

意付錢看的電影，但是有些電影大部分觀眾卻不見得有興趣去看，例如有很多的

藝術電影、主題電影或紀錄片，觀眾群也許是特定的一些社會人士，但這些電影

有否可能變成商業電影?例如講日本漁人虐殺海豚的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ove, 

2009,）（或譯海豚灣）是一部拍攝於 2009 年的紀錄片，由路易‧賽侯尤斯（Louie 

Psihoyos）執導，揭露日本和歌山縣東牟婁郡太地町國立海洋公園每年屠殺約

23000 隻海豚的事實，《血色海灣》還獲得了 2010 年第 82 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

錄片，放映戲院的觀眾非常踴躍，雖然是紀錄片，可是採用「商業」電影拍攝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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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架構，可見「商業電影」不應該是只特定的「電影」。如果能夠讓觀眾自動

願意購票的電影，都具有商業電影的條件，能吸引觀眾前去觀賞。 

每部電影都有其特殊內容，電影觀眾會用自己的「選擇權」選擇喜歡的電影，

電影產業是以多少「票房」來計算電影受歡迎的程度，這種商業「交換」行為的

「次數」，有其理論上的意義，不會因為是「藝術電影」而有所不同，一般所謂

的「藝術電影」內容有過多的意識型態、美學、藝術、個人、主觀等因素構架設

計，會有特定的觀眾群去欣賞，但是這與一般觀眾觀賞的經濟「交換」行為相同，

為了彰顯這些電影的特殊目的，學術界稱之為「藝術電影」；依電影史的紀錄，

曾經在法國發生所謂達達主義電影、新浪潮電影等這些所謂的「藝術電影」，但

同樣也不能忽略商業票房的經濟利益，因為這些電影也需要觀眾支持與參與。 

爭取觀眾的電影設計？ 

「商業電影」能能貼近觀眾看懂電影故事的想法，而產生特定的製作模式，

有下面三點較為明顯： 

1. 電影片頭與片尾的設計：重視觀眾的理解能力，盡量讓觀眾快速瞭解電

影故事發展；當觀眾從外面進入電影院中，情緒尚不平穩，因此如何讓觀眾專心

於故事發展是導演與編劇想的問題，如何開場是個重要考慮，用什麼鏡頭開場也

是一種考慮，因此衍生出一種模式：緊張的劇情大多用快節奏的中、近景鏡頭開

場，吸引觀眾緊繃的神經；慢節奏的浪漫親情戲大多用慢鏡頭的遠景帶入故事。 

但是不論如何，片頭一定「點」出故事「衝突」所在，全劇一定是在「發展

解決的辦法」，所以片尾一定與片頭互相呼應，找出問題解決方法，彼此鏡頭畫

面處理會相類似或是有關連，這是商業電影的基本設計之一。 

一般所謂「三幕劇」或是「起、承、轉、合」四幕劇，片頭與片尾的相關性，

已經能讓觀眾產生慣性的探索，很自然的由「開始」的問題到「結束」的解決問

題，形成一致性，這是看商業電影能易於得到觀眾滿足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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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影開始的「三分鐘原則」設計：講故事一定要知道時間、地點、人物、

發生的「衝突」，電影故事也不例外，觀眾進入戲院坐在椅子上準備好接受故事，

電影開場要小心不能讓觀眾迷惑，找不到故事方向會讓觀眾挫折與無趣，所以如

何在最短的時間讓觀眾知道故事背景、發生地點、角色個性與經歷等，短短「三

分鐘」時間是個考驗電影說故事功力的探試點，如果需要越長的時間完成上述的

內容，對觀眾耐性的風險也越大。 

3. 電影「片頭字幕」的導演創意設計：電影劇本裡唯一沒有說明的是「字

幕出現」的方式，片頭字幕因此就充分被用心的電影創作者（導演）拿來作

「創意表現」，字幕的背景、音樂、字出現的字體與方式等，都在在暗示製作者

說這故事的企圖，試圖用「隱喻的暗示」方式「先」告訴觀眾後面所要看的電

影類型、情緒、風格等，協助觀眾建立心理預期模式，以方便故事發展，所以

去戲院看電影一定看字幕出現的那一段暗示。 

電影票房重要嗎？ 

商業電影視「觀眾」為衣食父母，所以會站在觀眾的立場想觀眾的想法，雖

然同時又要兼顧製作者的製片理念，所以會發展出一系列不同的「商業電影操作

模式」，這種模式有人稱之為「商業公式」也算合理，因為經過 100 多年的電影

發展，也的確應該有一套模式讓後來電影製作者有所依循，但是「電影絕不是考

題」，「電影院也不是考觀眾的考場」，而是吸引一般觀眾的社交「場所」，有其特

別的功能與價值，雖因進步科技能改變電影內容與放映環境，但是電影說故事的

本質不會改變，群眾參與的戲院也不見得需要改變，但是有舒適的電影院更能凸

顯電影放映的服務目的，觀眾所決定戲院與電影能促進電影產業的發展，重要的

票房成績能代表電影公司能不斷的繼續拍攝，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代表電影的製

作得到觀眾肯定，另外代表下一部電影的預算有著落。 

電影是一項典型的經濟活動，從過去電影史中可以發現，許多電影人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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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都是由於拍攝投資無法回收，而立即消失於電影市場上；電影與觀眾有密

不可分的關係，在電影史中，當法國魯米爾兄弟第一部電影被觀眾購票參觀的

時候，「電影」便形成了自有的經濟價值，當拍電影的投資者認為電影是一項絕

佳投資時，投資獲利便產生市場競爭，市場競爭又產生銀行金融調度，金融調

動刺激電影市場的策略，種種的市場策略影響消費觀眾的參與意願，電影票房

又能刺激電影周邊商品及其他出版、娛樂、影視及觀光產業，電影便在商業市

場供需循環間，產生令當初發明家所無法想像的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力，這就是

目前政府所推動的電影文創產業，以韓國為例，這種影視商業經濟力量造成的

亞洲市場規模經濟令各國政府羨慕不已，電影由中產階級創造出來，但是創造

出後影響影視文創產業經濟深遠。 

電影理論重要嗎？ 

是先有電影？還是先有理論？答案是「當然是先有電影，後有理論」，對

於許多已經從事電影創作工作的人來說，拍電影並不需要研讀理論，他們並沒

有讀過電影理論，但是拍電影的工作依然進行順利，的確，到目前為止，許多

電影製作者對理論有興趣的非常少，他們似乎是本能地知道（或並不知道）該

怎麼去做，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須明白，如果知道電影中能夠具有某種目標與理

論架構，那麼它就可以得到與其他類似產品的社會尊重，這種尊重不光是因票

房成績突出而受到尊重，也是因為能提出一套社會或心理的商業理論作依據，

而會受到社會上有識者的認同，以美國的影視工業為例，政府推動國際貿易中

影視商品，以 WTO 為談判籌碼，重要的是其產出的電影品質也是世界其他國

國家所法仿效，其中電影故事在娛樂的包裝下，注入許多人生哲理與人性，這

與其國內電影教育的重視與電影理論研究領域的完整有關。 

電影理論與應用？ 

如果對於電影理論的暸解與應用能透澈，那麼製作的能力會不限定為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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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某種「類型」的電影，例如奧斯卡金像獎導演李安，試圖嘗試拍攝各種不

同類型的電影，而將其推升到國際頂尖導演地位，試想，專門拍喜鬧片的製作

者，無法想像在拍動作片時會遇到何種的困難，因此大多數沒有理論支持的製

作者，只是專門拍某種類型影片的製作者，因為他不知道如何變通，更不知道

變通所應具備的基礎條件與理論。 

本書的企圖 

同樣的談理論必須觸及到觀念的正確與更新，本書試圖建立一套完整的電

影商業邏輯與應用，從電影史及電影現象中找出電影的商業本質，以尋求一套

可以發展的電影產業模式。如果一個理論模式的成立可以適用於各種不同的狀

況，例如，劇情表現的「架構」內容類似一個人的「骨架」，至於如何安排塑造

外形，可以依照要求的不同人體組織及人體工學，變換成各種不的外形，有點

類似動畫設計的方法，電影理論是來自長久電影的製作內容及放映的效果所形

成的方法學，這種理論是電影內在的精髓，雖然許多從事電影的人可以不知道

就能拍攝一部成功作品，其成功因素往往其個人也不知道，但是學習理論的優

點，是可以就多數的現象經過理論研究分析而整理出一條脈絡，給後來的工作

者或是相關人士一種參考依據，這些電影理論除了電影本身的製作與美學理論

外，尚包括電影對於觀影人影響的個人心理及社會影響理論，製作各種不同類

型的商業電影似乎也並不是那麼困難，其中也隱含了社會責任與心性影響，希

望對有興趣於多元學習的年輕人來說，學習商業電影的理論與操作，是較為實

際與穩重的長遠作法。 

程予誠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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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電影 
 能考慮觀眾的想法 

 立基於激烈的市場競爭中 

 保證其電影品質的技術性 

 電影經濟能支持更長遠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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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電影票房 

 

第一節  電影市場效益 

根據《The Numbers》網站資料顯示電影產業的一些紀錄(The Number, 

2012/5/05)，不計算歷年通貨膨脹率，全世界電影最賣座的前二十名如下： 

表一：全世界電影最賣座的前二十名 

 Released Film Name Total Box Office 美金票房 

1 2009 Avatar  $2,783,918,982 27 億 8 千餘萬 

2 1997 Titanic  $1,842,879,955 18 億 4 千餘萬 

3 2011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Part II  

$1,328,111,219 
13 億 2 千餘萬 

4 2003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Return of the 

King  

$1,141,408,667 
11 億 4 千餘萬 

5 2011 Transformers: Dark of the Moon  $1,123,745,628 11 億 2 千餘萬 

6 2010 Toy Story 3  $1,064,404,880 10 億 6 千餘萬 

7 2006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ead Man's 

Chest  

$1,060,615,812 
10 億 6 千餘萬 

8 2011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1,043,663,875 
10 億 4 千餘萬 

9 2010 Alice in Wonderland  $1,024,391,110 10 億 2 千餘萬 

10 1999 Star Wars Ep. I: The Phantom Menace  $1,006,863,310 10 億 6 百餘萬 

11 2008 The Dark Knight  $1,001,945,358 10 億 1 百餘萬 

12 2001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  $974,755,371 9 億 7 千餘萬 

13 2007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t World's End  $960,996,492 9 億 6 千餘萬 

14 2010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Part I  

$956,399,711 
9 億 5 千餘萬 

15 1994 The Lion King  $952,880,140 9 億 5 千餘萬 

16 2007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942,943,935 9 億 4 千餘萬 

17 2009 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nce  $934,416,487 9 億 3 千餘萬 

18 2002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Two Towers  $927,048,984 9 億 2 千餘萬 

19 1993 Jurassic Park  $923,863,984 9 億 2 千餘萬 

20 2004 Shrek 2  $919,838,758 9 億 1 千餘萬 

資料來源：The Number, (2012/5/05), http://www.the-numbers.com/movies/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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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導演柯麥隆的電影《阿凡達》的電影票房至 2012 年 5 月為止，光是此

項收入盡然達到 28 億 8 千萬美金(表一)，換算成台幣為 864 億新台幣，一部電

影的營收可以是蓋一座晶圓廠，可說是讓人匪夷所思的驚人經濟效益，如果換

算成國內的電影票價的購票人數，有將近 34 億人看過這部電影(推估)，也就是

全球一半的人曾經看過，另外沒看的人可能是沒法去看電影的人，如醫院病

人、老人、嬰孩或小孩等，電影影響力在經濟上的規模不容輕視。 

電影單一放映日可以造成多少票房營收，單看網站上的幾部電影的資料，

2011 年 5 月的電影《哈利波特》首映日，票房收入 9 千多萬美金(表二)，成

為票房史上的第一名(The Number, 2012/5/05)，有將近 30 億台幣的交易金

額，在商業的交易紀錄裡，很少有一項商品可以全球同一日開賣，並且創下驚

人數字，只有電影的魅力可以創造出這驚人的市場規模。 

表二：Biggest Single Days at the Box Office 

Rank Date Movie Gross Theaters Per Theater Total Gross Days 

1 7/15/2011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Part II  

$91,071,119 4,375 $20,816 $91,071,119 1 

2 11/20/2009  The Twilight Saga: New 

Moon  

$72,703,754 4,024 $18,068 $72,703,754 1 

3 11/18/2011  The Twilight Saga: 

Breaking Dawn, Part 1  

$71,642,526 4,061 $17,642 $71,642,526 1 

4 6/30/2010 The Twilight Saga: 

Eclipse  

$68,533,840 4,416 $15,519 $68,533,840 1 

5 3/23/2012 The Hunger Games  $67,263,650 4,137 $16,259 $67,263,650 1 

6 7/18/2008 The Dark Knight  $67,165,092 4,366 $15,384 $67,165,092 1 

7 6/24/2009 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  

$62,016,476 4,234 $14,647 $62,016,476 1 

8 11/19/2010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Part I  

$61,684,550 4,125 $14,954 $61,684,550 1 

9 5/4/2007 Spider-Man 3  $59,841,919 4,252 $14,074 $59,841,9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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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15/2009 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

Blood Prince  

$58,175,412 4,275 $13,608 $58,175,412 1 

11 7/7/2006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ead Man's Chest  

$55,830,600 4,133 $13,508 $55,830,600 1 

12 5/5/2007 Spider-Man 3  $51,336,732 4,252 $12,074 $111,178,651 2 

13 5/7/2010 Iron Man 2  $51,239,677 4,380 $11,699 $51,239,677 1 

14 3/24/2012 The Hunger Games  $50,394,419 4,137 $12,181 $117,658,069 2 

15 5/19/2005 Star Wars Ep. III: 

Revenge of the Sith  

$50,013,859 3,661 $13,661 $50,013,859 1 

16 7/19/2008 The Dark Knight  $47,650,240 4,366 $10,914 $114,815,332 2 

17 5/19/2007 Shrek the Third  $47,077,497 4,122 $11,421 $86,411,827 2 

18 5/8/2010 Iron Man 2  $45,776,170 4,380 $10,451 $97,015,847 2 

19 5/26/2006 X-Men: The Last Stand  $45,102,265 3,690 $12,223 $45,102,265 1 

20 5/22/2004 Shrek 2  $44,797,042 4,163 $10,761 $94,082,519 4 

Color coding:  

= Weekend days (Friday, Saturday, Sunday)  

= Public Holidays (New Year's Day, July 4 etc.)  

資料來源：The Number, (2012/5/05), http://www.the-numbers.com/movies/records/ 

 

美國電影史上創造最高營收的電影是《My Big Fat Greek Wedding》

(2002) (表三)，網站資料顯示其成本為五百萬美金，在 2002 年 4 月 19 日發

行，2003 年 2 月 11 日開市販售 DVD，廣告印刷支出 1 千 9 百萬，家庭錄影

市場收入 2 億 3 千餘萬美金，國內票房收入 2 億 4 千萬美金，國外票房為 1 億

3 千餘萬美金，總共全球收入 6 億餘萬美金(表四) (The Number, 2012/5/05)，

是製片成本的 121 倍，可謂創世界紀錄的獲利模式，一件商品可以達到 121 倍

的市場效益，也只有電影這種商品可以吸引這麼多的消費者，而不用鉅額投

資，這就是電影除了滿足觀眾的娛樂休閒需求外，尚能創造驚人的投資報酬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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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Highest Grossing Movies Never to Reach Number 1 in US Chart 

 
Highest 

Position 

Release 

Date 
Movie Total Gross 

1 2 4/19/2002 My Big Fat Greek Wedding $241,438,208 

2 2 12/14/2007 Alvin and the Chipmunks $217,326,336 

3 3 12/23/2009 Alvin and the Chipmunks: The Squeakquel  $212,393,689 

 

表四：My Big Fat Greek Wedding 

 

 

Theatrical Performance 

Domestic Box Office $241,438,208 

 

International Box Office $133,451,826 

 

Worldwide Box Office $374,890,034 

 

 

Released April 19, 2002 (Wide) February 11, 2003 (Video Sale) 

Production Budget $5,000,000  Prints and Advertising Budget $19,000,000  

MPAA Rating PG Running Time: 95 minutes 

US Home video revenue (to July, 2003): 

$232,000,000 

Worldwide Box Office $374,890,034 

資料來源：boxofficemojo，2012/5/05，http://www.boxofficemojo.com/ 

查看全球電影市場的交易情況及電影製作數量，就可以明白顯示出電影在

整個國家或世界經濟發展上或是人類心理需求上的重要地位，根據美國電影製

片協會(MPAA)的統計(Los Angeles Times，2012/3/23) ，全球電影銷售在 2011 年

的營收上漲 3%，雖然美國與加拿大下降 4%，但是美國電影 2011 年的全球全年

銷售金額達 326 億美金，比前年 2010 年成長 3%，比前 5 年成長 35%，前述這

些數字上多不包含電影衍生的其他商品金額，例如各種電視版權、衛星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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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劇本與書籍版權、電子類產品版權等的收入，如果全部統計可以由電影

《星際大戰》看出一些端倪(The Number, 2012/5/05)。 

電影史從 1977 年至今，以通貨膨脹計算票房收入，前十名中有 4 部星際大

戰(Star War)電影(表五)，分別是 1999 年 Star Wars Ep. I: The Phantom Menace，票

房 $712,529,607 美金，1980 年 Star Wars Ep. V: The Empire Strikes Back，票房

$761,835,156 美金，1983 年 Star Wars Ep. VI: Return of the Jedi，票房$733,586,163

美金，1977 年 Star Wars Ep. IV: A New Hope ，票房$1,284,600,464 美金，總共有

34 億 9 千萬餘美金，這些尚不包括其他電影衍生的其他商品金額，例如星際大

戰的書籍、服裝、玩具、文具、商標版權收入等，如果全部算起來，會讓所有

投資者都想在電影產業中分一杯羹，其經濟效益實在驚人。 

 

表五：Inflation-Adjusted Top 20 Movies Released Since 1977 

Note: This chart is adjusted for ticket price inflation. The figures represent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a 

movie has tak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its lifetim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st of tickets. 

 Released Film Name Total Box Office 

1 1977 Star Wars Ep. IV: A New Hope  $1,284,600,464 

2 1982 ET: The Extra-Terrestrial  $1,060,155,772 

3 1997 Titanic  $1,016,477,150 

4 2009 Avatar  $778,817,600 

5 1980 Star Wars Ep. V: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761,835,156 

6 1983 Star Wars Ep. VI: Return of the Jedi  $733,586,163 

7 1994 The Lion King  $712,852,561 

8 1999 Star Wars Ep. I: The Phantom Menace  $712,529,607 

9 1993 Jurassic Park  $668,021,841 

10 1981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645,342,265 

資料來源：boxofficemojo，2012/5/05，http://www.boxofficemoj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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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影期貨交易 

電影產業在全球影視文創市場上的吸引力實在不容忽視，根據 MPAA2003

年早期資料，當時全球共拍攝 4.087 部電影，總製作成本為兩百二十多億美

金，其中光是美國資本市場就有一百四十億美金的製作資金在流動(MPAA, 

2005/5/21)，換算成台幣應該是四千五百多億，無怪乎在 2010 年，美國金融市場

華爾街想將電影產業視為期貨交易的一項(新浪網，2010/3/12)。 

電影業不僅是商業交易，更進一步可以衍生出所謂的金融期貨交易，根據

2010年三月十二日外電，美國私人投資集團Veriana在2010年暑假推出總部設在

亞歷桑納州的“趨勢交易所”(TrendEx)，將以美國市場票房收入為基準，提供

期貨合約，另一家金融證券經紀公司Cantor Fitzgerald也想搶先設立美國第一家

電影期貨交易所，允許片商、機構法人及電影觀眾對好萊塢強片的電影票房收

入下注，預期如果4月20日獲得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核准成立線上期

貨市場，剛好趕上針對熱門電影《鋼鐵人第二集(Iron Man 2) 》的期貨交易。所

謂的「電影期貨交易」，是指在一部影片公映之前，交易中心將其預期票房表

現作為期貨上市交易，看好影片票房表現的投資者將以較高的價格參股；反

之，預期影片票房失敗的投資者將以賣空的形式出售股份，影片公映後，把票

房表現判斷正確的投資者賺錢，反之則賠錢。這項計畫所持的理由是，電影期

貨交易將可協助電影業者管理相關風險，包括拍片速度落後或未能拍成電影，

製片成本超過預算，電影未能按時發行或太晚進入市場，以及票房太爛的收益

風險。同時，Cantor交易所總裁傑可布斯(Richard Jaycobs)指出，現今電影製片及

發行成本均高，好萊塢會是理想的期貨交易市場。他說：“據我所知，沒有其

他行業每年固定推出兩到三個平均投資高達1億美元的新產品，而且二到三個月

內就下架。我投身期貨業很久了，沒有其他產品有這麼大的吸引力，這將有龐

大的潛在客層。”盡管部分電影業界高階主管對“電影期貨”的可行性抱持懷

疑態度，他們認為市場現在就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控制風險 (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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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12) 。 

上述外電報導呈現出幾個電影的產業特質，(1)電影票房與電影成本的相對

關係與風險；(2) 電影製作的短期高額投資是其他產業所少見的；(3)電影需要

更為有效的管理方式。之後，2010年4月23日美國之音報，美國電影協會負責人

對兩家券商提出的建立電影期貨市場的設想表示反對，與此同時，國會也迅速

通過一項法案，禁止券商使用電影票房表現開發金融衍生品 (大紀元，

2010/4/24) 。 

根據美國之音在2010年4月24日的報導內容，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早些

時候初步裁定，證券交易商可以經營電影票房期貨合同市場。但是事後卻產生

重大轉變，其中可以看出電影產業的發展脈絡，有幾個爭議重點： 

(1) 美國國會4月21日通過法案禁止券商使用電影票房表現開發金融衍

生商品。什麼是電影衍生性商品？ 

(2) 美國電影協會負責人協會主席鮑伯．帕薩諾(Bob Pasano)在聲明中

說，電影期貨合同交易“不符合任何公眾利益，並且會對美國電影工業造成

嚴重傷害，顯著增加電影工業成本。”為甚麼會造成嚴重傷害且增加電影工

業成本？ 

(3) 美國電影協會負責企業公關的副總裁霍華德．甘特曼(Howard 

Gantman)說，除了美國電影協會外，還有很多其它電影行業團體也對電影票

房期貨的設想表示反對，他說：“代表150多家獨立製片人和發行人的獨立

電影電視聯盟，還有好萊塢絕大多數的電影界人士都對這個設想提出強烈反

對，這是一種高風險的賭博，將使美國電影工業和普通消費者受到傷害，這

種設想毫無任何益處可言。”對兩家券商提出的建立電影期貨市場的設想表

示反對。為甚麼會有許多其他電影行業反對？電影是高風險賭博？ 

(4) 與此同時，媒體衍生品公司發言人安德魯．亞馬(Andrew Y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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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電影票房期貨市場和農產品、礦產品、石油、貨幣等其它期貨市場一

樣，可以幫助投資人對沖風險。”他說：“生產影片和其它方式的商業生產

沒有甚麼區別。實際上，這個工業風險更高，更加缺乏保護。所以，電影期

貨市場的主要設計是為了有助於風險管理，而不是賭博。”此外，亞馬認

為，一個妥善管理、高效運轉的電影期貨市場還可以增加電影工業的財政透

明度和權責制度，同時有助於資源有限的獨立製作人獲得必要的融資。電影

和其他商品一樣？電影需要風險管理？電影需要財政透明及有效管理？ 

(5) 美國電影協會負責企業公關的副總裁甘特曼說，電影期貨市場不

會幫助電影工業獲得融資。甘特曼說，美國電影協會並非反對所有娛樂工業

的金融衍生產品。但是電影業和其它行業不同。他舉例說，一般而言，體育

彩票不會影響體育比賽的結果；但一部電影一旦成為炒家，尤其是做空者狙

擊的對象後，其票房表現很難不被人為因素扭曲。他說：“這個設想裡面最

嚴重的問題是市場操控。把大量資金投入這個期貨市場的投資者太容易控制

電影票房的影響。”電影票房很容易被其他因素所影響？ 

(6) 媒體衍生品公司發言人亞馬則認為，把一個受到聯邦監管者規範

的金融衍生品市場自動等同於合法賭博是一種過時的、沒有根據的說法。事

實上，不論有沒有期貨市場，每一部電影從製作、發行、到放映，都是充滿

風險的過程，好萊塢把賭注押錯的例子屢見不鮮。期貨市場正是為了降低這

些風險。他說：“不瞭解這個市場的人把它說成是賭博，這不是賭博市場，

期貨市場存在了兩百多年，傳統上主要由機構投資者和商業用戶參與。普通

大眾對期貨市場的運作並不清楚。”電影是賭博行業？電影從製作到映演的

過程中充滿風險？ 

(7) 美國電影協會主席鮑伯．帕薩諾在4月22日星期四發表的聲明中

說，提出設立電影期貨設想的人剛剛製造了人們經歷的衍生商品危機。在商

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使用有限資源監管合法的金融衍生商品已經捉襟見肘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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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不應該再允許電影票房賭博以金融衍生商品的名義出現。 電影票房可

能衍生出許多衍生性商品？(http://www.dajiyuan.com) 

電影產業從開始製作到映演收入，經歷的過程十分複雜，其中可以因天候

或自然環境的影響其進度，或是因人為因素改變拍攝條件，或是因為會計、財

務管理失衡而停擺，有無數的因素會影響其完成，但是它是一種敘事內容創意

的技術產物，其中管理(management)占有絕然的影響因素，「錢」是重要的關

鍵，有錢可以將電影故事設計成許多衍生性商品，(1)什麼是電影衍生性商品？

和電影故事有關的所有生活食、衣、住、行、娛樂、學習等表達之產品；如果

故意將電影設計為投資標的，但是其創意不足或向觀條件不足皆不能成為投資

標的，因此(2)為甚麼會造成嚴重傷害且增加電影工業成本？只是因為想成為一

種金融商品，卻事實上難以達成之故；(3)為甚麼會有許多其他電影行業反對？

電影是高風險賭博？電影產業之相關輔助產業甚多，如果視電影投資是一種賭

博，相對的有更多的投機性作法出現，失去電影務實的品質要求；(4)電影和其

他商品一樣？電影需要風險管理？電影需要財政透明及有效管理？因為有眾多

的影視科技專業人士、資金調度、管理制度涉入期間，必須在基本的財務與會

計上進行管控；(5)電影票房很容易被其他因素所影響？尤其是競爭對手的發行

策略與映期，這些因素涉及事前的市場情報蒐集能力；(6)電影是賭博行業？電

影從製作到映演的過程中充滿風險？電影製昨投入的人、事、物成本難以估

計，所絕不應該是種賭博，美國的學者研究認為，電影產業應該是一種軍事行

動對抗，只能贏，不能輸的商業遊戲；(7)電影票房可能衍生出許多衍生性商

品？如果拿迪士尼集團(Disney Group)的做法比喻，電影故事在整個集團內的影

視創作中只能算是原創的起跑者，後面帶有數不盡的其他商品隨後，有能力與

創意的經營者會將電影視為「金雞母」，只要成功於票房，後面的市場收入就

像是擁有一架印鈔機，例如電影《星際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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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能帶給社會繁榮與國家經濟規模及效益，從資金的募集、流動、運用

上可看出其結果不僅是票房收入、版權販售的差異而已，更可帶動其他產業發

展，近期如地方觀光產業和文化認同的活動，如興起的「城市行銷」；電影募

集資金一向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資金本身的運用與商業概念是否足夠值得製

片公司思考，如果未能將電影商業的本質與票房認同結合，就算是勉強製片，

如何製作一部令觀眾滿意的電影也是一個問題。 

電影在動態影像(moving picture)的敘述(narration)與創作(creation)之間，希望

找到最大的價值(value)，就是所謂的觀眾數目(participants number)，或是所謂的

市場票房(market box-office)，成為近代影視市場上的最熱門的一項商品，電影同

時成為休閒產業中競爭非常激烈的一種產業，以韓國為例，政府在影視政策上

明確要求外銷亞太市場，而對各國的影視產業產生相對的影響，電影票房的意

義是能否繼續創造後來的影視產業與規模、制度。 

 

第三節  電影投資報酬率 

    在美國，電影是個高投資報酬率的產業，很多影視集團及銀行都參與其

中，這種高報酬的產業因投資報酬率高，所以想要參與的投資者越有興趣，電

影產業相對競爭風險也相對提高，在這個產業中必須具備相當的能力方能在市

場激烈的競爭中屢屢獲勝，創意、品質、技術及市場策略是必然的條件，值得

借鏡的是迪士尼集團下的皮克斯((Pixar)電影工作室的投資發展及夢工廠的製片

經驗。 

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 

根據表六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從 1995 到 2011 年的電

影製作分析（皮克斯動畫工作室 Pixar Animation Studios，2009），總共市場票房

營收 71 億餘萬美金，投資金額為 15 餘億美金，其中電影獲利有從 12 倍到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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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可以說是少數投資皆能獲利的電影公司，在總共推出了十部動畫電影

中，每一部都能熱賣，並且在全球電影市場上屢創佳績，加上週邊商品的熱銷

策略締造了數以百億的產值，是什麼因素讓皮克斯如此成功？ 

之前的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是【星際大戰】導演喬治

盧卡斯電腦特效公司的一個部門，負責製作【星際大戰】電影中所需要的電腦

動畫，後來在 1986 年時，蘋果電腦的創辦人 Steve Jobs 以一千萬美金將其買

下，成為一個獨立的製片公司，取名為『皮克斯』(Pixar)。初期皮克斯接下一

些電視廣告或片頭的動畫製作，並推出一些３Ｄ動畫短片作品，逐漸磨練出皮

克斯獨特的高超創意與電腦動畫技術，在動畫電影市場上逐漸嶄露頭角，1987

年推出【頑皮跳跳燈】獲得奧斯卡最佳短篇動畫，之後連續推出幾部榮獲奧斯

卡的短篇作品，皮克斯於是慢慢培養出製作長篇作品的實力，1991 年，此時小

有名氣的皮克斯與迪士尼簽下合作條約，皮克斯與迪士尼皆擅長動畫作品，於

是成為全球行銷的好夥伴，迪士尼有電視頻道及主題樂園及各種媒體通路，所

籌拍的長篇動畫【玩具總動員】在 1995 年感恩節推出，全球締造三億六千多萬

美元的 12 倍票房佳績。 

迪士尼與皮克斯的合約中列出所有獲利為五五對分，皮克斯有最佳的動畫

創意和技術，迪士尼則有最強的全球行銷網路，這樣的合作互蒙其利，但是隨

著雙方條件的消長，迪士尼與皮克斯的合作關係就逐漸不穩定，經過一些波

折，2005 年迪士尼與皮克斯展開繼續合作的契機，迪士尼買下了皮克斯的部分

股權，皮克斯從此成為迪士尼的一部，迪士尼於 2006 年 1 月 25 日正式宣佈以

七十四億美金的高價併購買下皮克斯，其實這併購案的執行方式，是迪士尼與

皮克斯 Steve Jobs 以換股的方式進行，也就是迪士尼以 2.35:1 的比例，用自己

公司的股份去交換 Steve Jobs 手中持有的皮克斯約 40% 的股份，迪士尼公司

因此成為皮克斯最大股東，而 Steve Jobs 也因此換得 7% 的迪士尼公司股份，

成為迪士尼最大的個人股東，也有資格入主迪士尼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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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表決通過後，皮克斯從此就成為迪士尼旗下的子公司，除了 Steve 

Jobs 之外，其他皮克斯的班底也會在整個迪士尼大公司當中擔任重要角色。這

起迪士尼與皮克斯的併購案曝光後，兩家公司的股票都因此上漲，社會大眾對

於這項併購案希望帶動做到「迪士尼出品即品質保證」的信念。 

表六、皮克斯數位動畫電影收入及製作成本（1995-2011） 

年度 電影名稱 票房紀錄 成本（美金） 獲利倍數 

1995 
【玩具總動員 1】 

（Toy Story） 
3億 6千萬 3千萬 12倍 

1998 
【蟲蟲危機】 

（A Bug's Life） 
3億 6千萬 1億 2千萬 3倍 

1999 
【玩具總動員 2】 

（Toy Story 2） 
4億 9千萬 9千萬 5.4倍 

2001 
【 怪 獸 電 影 公 司 】

（Monsters, Inc.） 
5億 3千萬 

1 億 1 千 5 百

萬 
4.6倍 

2003 
【海底總動員】 

（Finding Nemo） 
8億 6千萬 9千 4百萬 9.1倍 

2004 
【超人特攻隊】 

（The Incredibles） 
6億 3千萬 9千 2百萬 6.8倍 

2006 
【汽車總動員】 

（Cars） 
4億 6千萬 1億 2千萬 3.8倍 

2007 
【 料 理 鼠 王 】

（Ratatouille） 
6億 2千萬 1億 5千萬 4.1倍 

2008 【瓦力】（Wall-E） 5億 2千萬 1億 8千萬 2.8倍 

2009 【天外奇蹟】（Up） 7億 3千萬 1億 7千萬 4.2倍 

2010 
【玩具總動員 3】 

（Toy Story 3） 
10億 6千萬 2億 5.3倍 

2011 
【汽車總動員】2 

（Cars 2） 
5億 5千萬 2億 2.7倍 

總計 71.7億 15.61億 4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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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斯在電影長片動畫市場的成功可以歸結成兩個因素： 

第一是技術上不斷突破，在電影【怪獸電力公司】當中，皮克斯動畫技術

挑戰主角毛怪身上數百萬根飄動的毛髮，呈現出來的成品讓動畫界為之驚艷，

皮克斯的成功對美國動畫市場生態造成影響，3Ｄ動畫逐漸成了美國動畫市場的

主流，傳統的 2D 手繪動畫面臨空前的挑戰。 

第二是以人性化處理動畫人物，【玩具總動員】片中如此人性化又有說服

力的角色，當觀眾看到片中牛仔玩具胡迪和太空玩具巴斯光年的爭執，不只是

認為他們是玩具，而是能深刻引起觀眾共鳴的靈魂人物。 

夢工廠 (DreamWorks) 

電影是創意與品質的金錢遊戲，電影公司「夢工廠」(DreamWorks, SKG)的

系列電影具有代表性，夢工廠是由三位好萊塢重要人物大衛•葛芬、謝菲•卡

辛堡（Jeffrey Katzenberg）和史蒂芬•史匹柏所創立，成立之初，他們企圖把它

變成好萊塢新的投資標的，但在 2005 年 12 月，三位創立人決定把它賣給

Viacom，夢工廠也就歸到 Viacom 的總公司派拉蒙電影公司旗下，於是 2006 年

夢工廠動畫部門獨立成為夢工廠動畫公司，電影世界發行由派拉蒙公司負責。 

夢工廠 1999 至 2001 年連續三年都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獎，獲獎電影是

《美國心玫瑰情》、《神鬼戰士》和《美麗境界》（後兩部與環球影業合作）。夢

工廠驕傲於其創意與品質之外，更擅長用人性來吸引觀眾，進而滿足電影投資

者的目的，電影《史瑞克》（Shrek ）首集全球營收達 5 億美元，第二集則超過

9 億美元。《史瑞克 2》（Shrek 2）票房不但比第一集成長八成以上，更是影史上

最賣座的動畫電影，把對手的《海底總動員》《獅子王》《怪獸電力公司》《超人

特攻隊》，全都比了下去。《史瑞克》電影中可以看出端倪，夢工廠動畫執行長

Jeffrey Katzenberg 向來自全球的記者說《史瑞克》時說：「我們創造了一個空前

絕後、與眾不同的童話世界，帶著大家遨遊其中」(遠見雜誌，2007)，其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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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個造型不佳、有自卑情節的青面怪物史瑞克居然能贏得全球三到一百零三

歲觀眾的認同，歸結其市場競爭除了像皮克斯一樣運用劇情創意與科技外，可

以發現有三項重要設計： 

1. 豐富劇情的新角色：角色設定的變化且說故事的能力是關鍵，建立一個

異想世界，用一隻嘮叨不休的驢子加上鞋貓劍客，以及「遠得要命的王國」的

旅程，中間串接所有童話中的人物，如白雪公主、睡美人、虎克船長等人，都

成為第二集的童話世界中的角色，也因為這些獨特的主角與配角，夢工廠所開

發出來的周邊商品，包括電腦遊戲、大小玩具等，能大小通吃在影視娛樂產業

中。 

2. 童話與現實的結合：主角史瑞克從一個在第一集沒有自信，到第二集變

成大人走出自信，將生活與人生聯繫在一起，這種事情在真實世界一直不斷的

上演，激起觀眾的認同。 

3. 古今結合的現代幽默：將新舊元素的摻合成另外一個具誇張戲劇性的工

具，如劇中的中古時期的販賣機，或是投錢會表演的傀儡機器，產生連結現代

性的幽默，應驗了早期 1940 年代人類學者 Hortense Powdermaker 對好萊塢電影

的說法「織夢工廠」，許多的場景都採取真實世界的靈感，如亞遜王子的高中是

參考英國牛津大學，這些與真實世界的相關性都帶來了觀眾的親切感。 

這些劇情處理的創意與大膽是《史瑞克》電影票房成功之處，因此，投資

者很容易被說服成「電影是有足夠的理由及吸引人投資的產業」。同樣很多人都

相信製作電影是個好玩又賺大錢的生意，事實上，《星際大戰》放映的前四年，

的確就有超過一億五千萬的收入進帳，然而這部電影只投資了一千一百萬美

金，市場上很多電影回收的資金並不如預期，十部電影中，有六到七部電影無

法獲利（獲利的定義可能要先定義），其中一個或有可能打平成本，但是很多的

證據顯示只有大的製片場可以較獨立製片賺錢及成功，理由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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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皮克斯及夢工廠的市場票房成功，可以確定品質與創意是電影成功投資

報酬率的第一要件，都同樣在電影商業上以一種專業能力與形象，透過劇情人

性化的處理，使生活的挫折中表現出一種超現實生活所帶來的新希望，這種電

影投資可以是「投資觀眾的希望」，唯有使觀眾對於生活的愉悅產生幫助，皮克

斯與夢工場就是以神奇、神秘的精神元素來構成電影的交易，這種交易被基本

經濟投資報酬率所約束。 

 

第四節  電影專業訴求 

產品品質與市場信任有關，電影相較於其他產業，其商品特質是「短期投資

與創意性高的風險性商品」，很少有一種產業像是電影產業，要在很短的時間中

募集龐大資金，然後迅速花完，希望能立刻賺回數倍的成本，這種鉅額的短期投

資行為需要有精密的計算與評估，同時需要創意去延續其內容發展，缺乏創意就

吸引不了觀眾興趣，同樣沒有品質就沒有信任發展的可能。 

電影因此是一種專業製造與生產行業，其原則是奠基於「創意」與「觀眾需

要」，基於社會上觀眾的需要，促使其目的是「滿足」，觀眾在看電影後的滿足，

在科技日趨發展與普遍的現代，電影從科技而生，同時也促進科技的進步，電影

《鐵達尼號》、《阿凡達》都代表電影科技的轉變，因此電影製作要求專業與市場

票房間成正比，電影講求專業分工，能專業分工有效率方有品質與可能獲利，這

種電影的專業性使得電影產生特殊的企業特質。 

1、專家製造 

    電影的故事經由編劇描繪出故事輪廓，編劇必須經過資料蒐集與研判分析，

才能編出一個合理的劇情，美國好萊塢被世界人士稱為「夢工廠」，因為好萊塢

出品的電影製造了一般人難以於日常生活中達到的夢，觀眾一旦進入了電影院，

就會立刻感染了戲院中的氣氛、情緒，而立刻置身於銀幕上的世界，隨著放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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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射而圍繞於科技所製造的幻境中，如此使人容易忘掉一切的社會煩惱，因此

稱電影就是一場「夢」，有趣的是這場「夢」每個人都可以自己選擇(看電影廣告

後做選擇)。但是試想能製造一場許多人都能體會的「夢」，是相當不容易的事，

電影票房可以證明觀眾「夢」的認同，因此編劇與導演「夢之解析」就是專家製

造，因為並不是每個人有能力製造一部大家都能認同的「夢」，這就是電影的專

業的困難。 

2、專業構成 

    製造影像與聲音的「夢」是容易的，但是讓所有觀賞「夢」的觀眾有一致的

感受卻是困難的，那麼夢的被製造必須非常小心，「夢」如果在中間突然醒了，

製造的人一定要很小心應付，因為要不這種「迷離幻境」會對某些觀眾產生影響，

要不就完全沒有作用，所以一般來說，唯心理醫生有這種專業的知識和技術，電

影製造者具有社會心理分析師的能力，電影和夢是極為近似的，只是一個是閉著

眼睛用潛意識來觀看，另一個是張著眼睛用意識來欣賞，這兩種不同的方法是源

自於人有兩種不同的接受能力，因此電影的構成也必須是專家製造。 

    在電影製作的規則中，雖然沒有所謂文法或造句法，但是它的構成確是受著

某種基本符號學的法則所影響，與其說是「遵守」著語言學，還不如說是「依照」

符號學著來得恰當，從一般符號學的模式，也是一般語言學的模式上發現，這種

構成就和平常說話一樣，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說話方式來表達（各種說故事

的方式），當然觀眾是不是能懂是另外一回事。由於電影被視為一種「語言」，所

以被許多的研究電影工作者試著從語言分析的角度來判斷電影的構成與意義，這

種情形是造成電影語言混亂的原因，也是電影各種類型出現的原因，雖然許多人

認為製作電影是不需要專業知識。 

    如果不是根據「夢」的規則，而是根據一般「說話」的規則，那又會發現要

講出一番得體又大眾易懂的話，同時又要有深奧的哲理，那這種「話」就不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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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能辦到的，必須是有智慧及經驗的專家才能辦到，這情形一如講電影的「語

言」給大眾來說一樣，一個故事可以有無數的講法，但也只有少數的方式是最好

的，對受過電影專業訓練的人來說，會在失敗次數比較少的情形下成功，而未經

專業訓練所能達到的成功，則有較大的風險成份，或需要較多的學習經驗以堆砌

構成技術的圓融，但是以電影製作的龐大資本來說，後者將是一個較不經濟的作

法，也通常是一個不可行的作法，會浪費許多的時間與資金；因此，電影的製作

必須經由專業的團體及專業的人員來組成，這種以專業的技術和學問所造就出來

的「產物」，將可能是合情、合理，並且易為大眾所明瞭，同時也綜合商業與意

義的藝術商品電影。 

3、專案管理 

    根據美國好萊塢影評家深入分析統計的結果，估計有 264 種商業、工藝、職

業投入一部美國影片的製作生產中，由此可以知道，電影製作牽涉的範圍之廣、

專業性之多、實在不亞於製造一枚人造衛星，而其容納的科技、思想、智慧，更

甚於現今所有的媒體，因此，如何在電影中運用各專業人員的所長，並加以適當

的運用及管理，以表達一種思想和正確的影響，實在是一門複雜的管理學問。 

    經濟因素決定了電影的下層結構及發展潛力，社會因素決定了電影的內部結

構與市場效益，同時，電影製作中的各種人才也是經濟性的組合和政治性的組合，

由於其間種種複雜的關係，使得這種組合團體變成龐大的企業組織及行為，要能

達到分工、效率、品質的要求，同時要能賺錢，這就是現代社會所強調的「專業

管理」的問題，或是所謂的專業經理人。 

4、專業解析 

    電影如果和夢一樣，那麼解釋夢是必須的，但是通常做過「夢」只留下一

個印象，愉悅的或是不舒服的，但是「電影」與「夢」不同之處是電影可以被

選擇，想要解釋「夢境」要專家，解釋電影的也必須是電影專家（專業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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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只有專業影評人解釋才不會偏離事實。 

    真正日常的夢是可以傳達一個人的心理意識，據心理學的分析，真實的

「夢」和「電影」有著相似的理論基礎，心理學大師榮格(C.G. Jung) 探究

「夢」的現象，以「個體潛意識」及「集體潛意識」的現象來研究夢的含義，

認為夢所表現的是人們的理性和智慧，而並不只是非理性慾望的表現。用所謂

「個體潛意識」的表現來解釋電影的關係，與電影技術性表現出創作者個人主

觀想法的意義相同，也就是說，電影造成商業與藝術的源由是來自於個人的潛

在想法，這種想法是源自於內在理性和感性，也源自於意識及潛意識，同樣

地，夢也被承認大多來自於意識及潛意識，因此，電影和夢的出現就極為相

似。用「集體潛意識」解釋與電影的關係，是指社會上多數人所潛藏的一致想

法，這種想法是基於多數人的需要而產生相同的欲望，有經濟學「供」「需」之

間的關係，研究電影的專家都知道，電影內容的歡迎程度是表現出社會大眾的

需要，能滿足大多數觀眾的潛藏需求，就是一部受歡迎的電影，例如電影《海

角七號》，這些潛藏的社會欲望包括了名利、地位、財勢、個人努力等，因此可

以知道，社會的「集體潛意識」正是電影影探討的內容。 

由上述的說法證明電影和夢一樣具有相同的表現內容，含藏豐富的象徵及

意義，一切的探索與表現，都呈現人類心靈現象及生命的意義的創造，因此，

看電影雖然只看到一些奇異的神話或是普通人的生活，但是都可能會有人類深

奧難解的生命智慧存在。 

電影為求發展，必須將下層結構及內容結構予以適當組合，以提高觀眾參與

的興趣，這一切也就是要達到專業分工、效率與品質，對於這些要求，可以藉由

專業管理來達成目標，而這就是現代化要求的專業的「管理與制度」。 

    電影內容常被複雜地分析著，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來解釋，並且說

的越複雜越顯出自己的學識，這是因為電影沒有一種確定的造句法的緣故，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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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為每個人的觀點與經驗、知識不同的關係。 

 

第五節  電影多層觀點 

電影是一種看得到的想像，不論是在電影院中或是家中沙發前的銀幕或是

電視機，是把觀賞者送到遙遠事件的現場的想像，雖然並不是所有的電影都能

成功的完成這種不可思議的轉換，但是成功的電影都是如此，主要的原因是電

影的發展歷史中，利用不斷進步的想像來完成這種能力。 

電影的解釋，可以從不同的研究觀點看出電影的意義。 

1. 從電影理論與製作觀點：它是透過影像與聲音的科技組合物，講一個

人性的故事敘述。(敘事學) 

2. 從商業發行觀點：它必須透過發行通路才能將他創意內容讓觀眾接

收。(行銷學) 

3. 從消費映演觀點：它必須通過放映的戲院或是其他媒體通路，將它的

敘事影像與聲音表現出來讓觀眾檢視其「使用與滿足」。(消費者研究) 

4. 從社會學觀點看：它是經由一種文化產製過程的社會產品，在市場消

費觀眾間反饋影響社會氣氛。(社會學) 

5. 從內容意義觀點：電影創作者透過影音元素的美學表現來表達其個人

生命思想，希望得到觀眾共鳴。(影視語意學) 

6. 從經濟價值觀點：電影內容提供一種經濟供需之間的市場產品，而成

為眾多產品中其中一項競爭商品。(市場學) 

7. 從投資者觀點：電影的金融遊戲讓電影產生各種整合行銷的財務投資

商品與服務，充斥在社會的每個角落。(投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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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電影的各種觀點 

 

 

不論如何解釋「電影」的意義，終究電影產製需要時間與金錢，這種特性

形成其經濟特質：電影是休閒娛樂市場供需之間的商品；電影的商業特性是非

常清楚：投資與報酬率，投資可以是實質的金錢或是非實質的體力與時間，報

酬可以是金錢或是精神滿足，但是兩者之間形成一種換算結果，投資報酬率，

也就是付出與回收之間的比率。 

用投資報酬率看電影產業，可以有如下的說明： 

電影的基本市場條件是在供應與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如果電影產製過剩，

電影觀眾選擇電影將更加慎重，例如現在每年台灣新電影放映數量超過 350 部

以上，早期電影發展時期，電影產量少，因此大部分電影都可獲利，但是現在

大部分的電影投資都是賠錢，電影的投資風險越來越高；電影的殘酷商業本質

如下： 

觀點 元素 條件 

從理論與製作觀點 影像與聲音的科技組合物 人性的故事敘事 

從商業發行觀點 多元通路代理商 視聽銷售通路 

從消費映演觀點 多元影視通路 觀眾使用與滿足 

從社會學觀點看 文化商品 文化特質 

從內容意義觀點 美學符號詮釋 觀眾共鳴 

從經濟價值觀點 供應與需求的平衡 市場競爭 

從投資者觀點 資金風險與報酬率 整合行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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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影如果沒有找到觀眾-----電影就不應該產製 

2. 如果沒有電影產品-----就表示文化創意的貧乏 

3. 電影如果沒有製作模式------就表示不會有電影專業技術出現 

4. 電影無法讓觀眾滿意-----電影產業就不會被樂於投資 

5. 如果電影產品沒有商品品質與內涵-----電影產業就沒有社會地位與競爭 

 

結論 

電影有很好的票房收入可以代表觀眾的滿意程度及普遍性，同時能鼓勵電影

創作者更能持續製作吸引觀眾的電影，如此在雙方滿意的發展中能促進電影產業

的資金募集及產業規模與多元化。但是電影的這項吸金能力會不可避免的帶來投

機與賭博的市場效應，但是只要有正確的電影觀點及態度，以專業的產業結構來

面對各種可能，電影終究要以制度與專業能力來面對各種壓力。電影產業的發展

歷經百年已經擁有專業的認知與制度，製作是創意與市場供需中的產物，理論、

科技、市場營銷是支持產業發展的條件，現代社會是以經濟為導向、多元觀點為

支柱、效率為依歸的社會，為了追求生活品質提升及經濟的穩定成長，專案管理

構成的製片效率（管理）與公司效益（經營）並行，電影業也不例外，電影應在

專業分工更為細緻、更為確實的要求下，發展未來所謂的現代化經營與管理的觀

念。 

商業電影的「電影商業化」面對的是更複雜的經濟與社會的改變，將這個「以

假亂真」的故事結構表現得「天衣無縫」之際，知道電影與所有學科一樣要面對

理論及市場的差異與融合，理論可以觀察市場的變動而不慌亂，電影理論訓練包

含影像美學、人生哲學、社會學、敘事學等學門；電影市場包括籌資、財務管理、

市場觀眾、市場競爭及經營管理等方向；電影史從 1895 年發展至今，歷經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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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工作者的進出，而發展出在這種命中註定的組合形式，電影要有市場，否則

沒有資金與製作目的，電影要有理論，因此才能加強電影的社會需求；少了其中

一項，電影產業危機就會發生，有時是經濟性的危機(觀眾稀少、資本消失)，有

時是內容性的危機(劇情空洞、貧乏、低俗)，無論是何種情況，都必須有統合的

能力，也就是內容創意與市場經營互為表裡，有如電影製作與發行及映演的關係，

而形成電影產業生態，這也益發使得電影產業發展有相當大的難度。 

電影理論與市場觀是電影發展的兩大並行要素，明瞭該如何製作電影是電

影理論的奧秘之處(表八)，知道如何市場經營管理及市場競爭的必要手段與策

略，如果能兩者皆備，電影產業發展就有未來。 

表八、電影發展的兩大要素 

 

領域 觀點 元素 

電影理論 影像美學觀點 

社會學觀點 

心理學觀點 

哲學觀點 

敘事學觀點 

影像與聲音科技組合 

文化商品 

符號詮釋與影響 

意義詮釋 

電影市場 市場學之經濟觀點 

行銷學之發行觀點 

消費者分析之映演觀點 

投資學之投資者觀點 

供應與需求的平衡 

多元通路 

多元影視消費 

資金風險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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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影市場 

 

什麼是電影市場？電影市場的現象如何?市場是商品買賣雙方的總稱，這

種市場結構也是指買賣雙方的組織型態，電影院是個市場供觀眾選擇商品的市

場，電影市場也可稱為抽象的產業或產品產生與交換概念，市場因此有兩種看

法： 

一、就賣方而言，生產同質商品的廠商的集合總體成為產業，電影的產業

比一般產業複雜之處是包含發行、映演戲院產業，同時也涵蓋重要的廣告業，

電影產業主要也依不同電影公司及相關廠商數目的多寡與電影商品的差異性，

將市場活動區分市場為完全競爭、完全獨占、寡占及獨占性競爭等四個不同型

態的產業組織或結構，表面上任何人都可以製作拍片，是屬於完全競爭，但是

實質上卻因為大電影公司/製片場的控制發行與戲院，而形成完全獨占、寡占及

獨占性競爭的差異，例如美國八大製片廠在各國的電影策略就具有這種現象。

電影產業下的各製片場、公司、獨立製片等不同產業組織的競爭廠商會有不同

的競爭策略與行為，而在同一產業或市場內，例如國內電影市場，電影公司間

相對規模的大小、加入或退出障礙、產品差異性及垂直整合的程度都會影響電

影商品的市場行為。 

二、就買方而言，買方是指產品購買的對象，發行商對電影公司算是買

方，戲院對發行商算是買方，觀眾對戲院、發行商、電影公司算是終端買方，

電影市場上如果有過多的電影，就形成買方市場，也就是觀眾的選擇權具有相

當的影響力，目前世界各國電影市場上發行的電影數遠遠超過能放映的天數，

眾多的電影爭取固定的觀眾人數，於是形成觀眾的買方市場。又依觀眾人數的

多寡，可以分為不同類型電影間的市場活動：完全競爭、美商八大公司的超級

製片規模的「寡頭專賣」及戲院檔期壟斷的「獨賣性競爭」等不同型態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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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電影從早期的賣方市場轉變成電影過多的買方市場，對於電影公司因此

必須開源節流並加強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以面對全球化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活

動。 

電影成為人類生活一部份，在休閒娛樂產業中，站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電

影也贏得影視業市場的火車頭地位與尊重，仔細分析其原因，電影有兩個商品

特性觀點： 

一個是宏觀(Macro)市場觀點，也就是將電影視為市場商品活動和社會行為

需要相結合，這方面提高了電影的社會地位與其影響力，同時其經濟規模讓所

有市場投資人心有所繫，這也就是當某部電影在世界市場賣座之際，投資製片

的外在資金會突然增加，例如美國第一部賣座電影《國家的誕生》賣座之際，

擁有資金的投資者紛紛進場參與，這情形與近期國內電影《賽德克巴萊》及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賣座之後，電影創投資金紛紛進入，連一些銀行

也紛紛考慮進入市場投資。 

另一個是微觀(Micro)市場觀點，也就是如何滿足產品製造的品質，將電影

的勞力付出與生產收穫並列，也就是產品完成其預先設計品質後，然後送到消

費者手中，而消費者也能接受，這樣產製的過程是實際的企業經濟活動，讓電

影達到其最大效益，也就是將微觀的市場提升到宏觀的市場觀點，例如國片

《艋舺》的電影技術品質帶動電影票房，連帶使得導演有繼續的拍片機會。 

 

第一節  電影商品特質 

如何能內部達到商品效益到外部社會效益？且能促進產業發達與進步？必

先內在滿足消費者的設計須要周全，外在也滿足投資者的要求，在此之外的其

他配合工作，如發行、銷售、映演、行銷計畫等，都要做的非常成功，怎樣能

達到如此要求？必須要認清電影的商品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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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販售的內容如何能滿足消費者？ 

電影是個販售「記憶」的商品，也是個推銷「感覺」的商品，這種特質讓

它與其他商品產生差異，也就是觀眾幾乎只有一次機會去面對電影的這種商品

（首次看這部電影的機會），可能不會有第二次興趣或時間，因此這第一次的時

間與金錢，乃至於體力的付出都是對消費的觀眾來說是種投資與冒險，因此，

製片的工作是「將電影的故事說的很明白」，行銷的工作是將電影的訊息傳達給

適當有潛在興趣的觀眾，以博取觀眾的興趣去購票，同時希望能感動這些觀眾

去自動宣傳，讓更多的觀眾加入觀賞行列，在此就電影內容與未來行銷之間的

關係，有兩點要求： 

1、商品設計之前的內容(contents)就要有產品銷售的確實準備，期間所做各

種決定時也都要有行銷的考慮，電影的攝製元素除了有適當的要求與表現外，

一切也應該考慮未來如何行銷的問題，例如設計的劇本可以是個特殊模式的喜

劇，這如果是市場上所沒有的話，借力於行銷的工作，也或許是發生故事的場

景選擇特別不一樣，例如到一些特殊風景、美麗又壯觀的地方拍攝，或是選用

特別知名演員，增加市場宣傳的方便，其他種種可以在劇情中有增加行銷效果

的設計，都可以視為是一種將商品列為市場競爭的條件，可以探討的是，其內

容的設計是否可以增加商品活動的價值與空間？ 

2、商品製作與行銷成本(cost)的節省要求，節省成本與創造利潤有關，同

樣一部愛情文藝片可以是一千萬拍攝，可是如果是變成一千五百萬的成本，那

麼行銷結果的票房壓力，後者絕對比前者大，這時需要思考前項的要求，看成

本的增加是否有行銷上優勢的突破，節省成本的同時要創意思考到行銷的優

勢，創造利潤的最好方式就是增加行銷的條件。 

二、外在的市場環境如何滿足消費者？ 

這外在的環境指電影將出現市場時與消費者接觸前的各種因素，說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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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發行 電影必須接受市場的考驗，讓觀眾決定這部電影是否是他們生

活上所需的商品，發行就是將電影推入市場的必要工作，首先決定發行商或是

電影院線，將電影介入商場的競爭，所以電影發行可以是整個的市場計畫與執

行，發行就是創造市場範圍的第一步工作，「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是其口號。 

2、銷售 電影的銷售可以是電影的地區代理權的授權，或是電影相關產

品的銷售權，例如音樂 CD、電影 DVD、錄影帶、書籍、衣飾、玩具等，也就

是電影的一切相關事物能在行銷計畫下投入市場的商品，以換取該部電影最大

的利潤，銷售可以是異業結合的宣傳，提高該電影的知名度是最大的考慮。 

3、映演 這是指電影院的放映及相關電視頻道的放映，或是其他可以放

映該電影的地方，如飛機上、輪船、遊覽車上，這些放映地方的放映品質會影

響觀眾對這部電影的觀感，一個優良品質的商品應該有個優良的場所來展示其

品質，電影也不例外，因此電影院的服務品質與環境品質會影響到該電影給觀

眾的感受（後章說明），同時也會連帶影響下次再看電影的信心，映演場所是電

影商品生命長短決定的地方，對消費者、片商、製作者來說都非常重要。 

4、行銷計畫 行銷計畫可以是上述的總稱，或可以稱是檢視電影內容在

未來行銷可能的依據，強調整體的行銷計畫比單獨面對上述的過程來的重要，

電影的產業是個「軍事化」的商業活動，一切講求計畫，製片如此，行銷也如

此，希望所有的計畫周全以確保有品質的商品能送到消費者手中，並且讓他們

滿意。  

 

第二節  電影創作手法 

電影在發展的初期及過程中，一直是以「自然法」（紀錄片）進行，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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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現物為自然事物的「再現」，希望銀幕上的活動與觀眾間的生活是相同的，

這種認為自然的「真實」，其實是一種「複製後的真實」，後面有非常多的專業

人員去促成「真實」，從演員、場景、道具、服裝等等，大多數的觀眾看歐洲電

影覺得非常真實，真實雖然是電影基本條件的看法，也得到大部分製作者的支

持，但是觀眾往往忽視電影「製造」真實的技術，許多製作者雖然相信，唯有

真實事物的再現才是連繫他們與觀眾之間的橋樑，於是在這種發展下，有兩種

情況發展： 

一種是「表演出的真實」（演技及場景設計的整體），是屬於寫實主義的技

巧，例如在 2010 年在台灣上映電影《刺蝟優雅》（Le hérisson），改編自法國同

名暢銷小說《刺蝟優雅》，該片勇奪埃及影展最佳導演等 4 大獎成為最大贏家，

片中飾演女門房荷妮的喬希安芭拉絲寇（Josiane Balasko），是集編導演於一身的

法國才女，她知名的電影如《美得過火》（Too Beautiful For You,1995）到自導自

演《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Gazon maudit, 1996)及近作《巴黎男人香》(A 

French Gigolo, 2008)，她扮醜、扮男、扮肥，飾演 54 歲寡居女門房扮邋遢，導演

找盡又臭又髒的二手成衣給她當戲服，直到與片中日本住客小津先生改變生命

的奇蹟邂逅後，荷妮生命大轉彎，穿上小津先生餽贈的愛馬仕禮服和絲巾，搖

身變成上流社會的夫人，恃才傲物的刺蝟依然，但優雅光采無法擋，一切都是

那麼真實，這就是演技所創造的真實。 

一種是「自然主義」興起，後者，許多的製作者為求自然，於是在普通的

街上拍片，用普通人做演員，這種對自然法的誤解，導致電影走入技術的困

境，台灣許多年輕人拍的電影為了減輕成本，常常喜歡用非職業演員，但是觀

眾失去對銀幕上顯示於電影院外相同事物的興趣，電影就失去對觀眾的吸引

力，如果所謂「自然」是以真實的人物及場景為依據，那麼電影所建立的「幻

境」就不會存在，美國電影編劇界的名言：如果打開窗戶、打開門就看到的事

情，觀眾就不會「花錢」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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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自然主義，另外有一種「刻意法」的形式主義又逐漸興起，一種誇

大與虛浮的表現手法出現，類似喜鬧劇，如國片《戀愛通告》（Love In Disguise, 

2010），故事劇情的不合理與演員的誇張演技，是種在刻意中安排的導演及製片

者眼中的世界，雖然一時也可以找到特定觀眾（粉司），但是刻意的結果失之於

真實，而形成一種意識論述，告訴觀眾某種導演刻意安排的目的，也許電影的

本身是在呈現演員的演藝才能或是為新曲打歌，「刻意」造成了製作者與一般觀

眾間的鴻溝，失去了電影應符合「人性」的自然理解為條件，之後會趨向於藝

術電影的類型。 

 

人為何會對銀幕上快速的變化產生自然理解上的適應，這是因為電影的律

動是配合了人體組織的律動，觀眾的情緒、心跳與脈搏的自然跳動，能協調自

己的律動而與電影產生相同的節奏來共鳴，這就是為何觀眾會「神入」

（empathy）的原因。所謂「神入」，就是精神上完全進入到某種意識的境界，

電影理論的創始者大衛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就曾經這樣認為「人類的

脈搏跳動，正是電影製作的秘密節拍器」（Jacobd Lewis，1960），事實上，一些

沒有研究電影理論的製作者，一直無法理解為何有些影片一定要這樣製作，而

有些影片如果不這樣做便會失去了觀眾，如果能去理解，電影理論的基本發展

是建立在人類自身的組織活動中，也就是建立在生理變化中的喜、怒、哀、樂

的韻律上，或者更進一步說，是來自於情緒的內分泌作用，如果有這種認知，

那麼所謂的「自然法」及「刻意法」就會得到發展上的共識。 

電影之所以能吸引觀眾，必須是「自然法」與「刻意法」的綜合運用，

「自然法」使我們了解與我們相似的生命律動，使我們能清楚明白所述及事物

的可能性，符合我們生理變化的律動，我們便認為是合乎邏輯的，反之，便無

法認同，而視為不合理的情節；「刻意法」是電影藝術性的根源，經由一種刻意

的安排（戲劇性），而產生具有感染人類情緒的藝術價值，這種藝術價值，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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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票房的成功，過度的刻意使用，雖然或有藝術上的價值，但卻可能失去了一

般觀眾的擁護，終究不是電影的生存之道。 

電影不像繪畫的表現，可以用抽象的手法描寫，雖然只有少數人能體認出

畫者的原意，但也可以不損及畫者的「生存」，但是，電影如果表現如抽象畫，

電影院如果就是考場，將會使觀眾退縮，並惶恐於現存世界的混亂與模糊的價

值觀，所以電影的這項構成，唯能在理論的基礎上，適當綜合運用自然法與刻

意法，也就是戲劇性元素的安排，才是電影這項藝術與商業性媒體的生存之

道。 

 

第三節  電影存在意涵 

電影出現的因素一直是電影學者最感興趣研究的問題，一直到最近，這方

面才有了答案；電影的形成不可避免存在於四個因素：社會政治性、觀眾心理

性、製作技巧性及市場經濟性。 

一、社會政治性 

從歷史的眼光看，作為一項創作藝術，或是一項社會成品，政治因素是不

可避免的，因為其中描述的內容與社會有關，而這些描述會對人的心理發生影

響時，這種影響力的擴張，也就形成了政治力的作用，例如國片電影《不能沒

有你》，對於社會的描述成為政壇上的論述，又國片《海角七號》的成功，帶動

地區觀光產業，政府觀光局也順勢介入推動；人是團體動物，往往因外在的某

種社會趨勢而形成風尚(fashion)、形成潮流(trend)，因此當這種變化對每個人發

生影響時，就成為政治性的社會力量，同時，表現的內容是否會得到特殊政治

的目的，這也是一種「政治」的外在力量，例如國內記錄片《生命》便是如

此，正如許多中國大陸的電影無法普遍出現在台灣的電影市場中一樣，政治的

考慮往往高於創作者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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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眾心理性 

另一方面，心理的因素是一種內省的力量;它結合觀眾的注意力與作品之間

的聯想，同時也造成了作者與觀眾之間的關聯，這是種純粹的心理聯繫，經由

電影的表現，我們可由其整體的「感覺」而探查出作者的「心理世界」，而作者

也希望藉由「整體」的「感覺 J，而傳達給觀眾他個人的心理世界，並影響觀

眾的心理世界，例如國片電影導演蔡明亮的作品，水是他最常用的符號，作品

中也常有同性戀的困擾和掙扎，他的同性戀題材的電影毋寧說是先有一種觀

念，再有人物與劇情，而人物與劇情的設置只是為了實現某種先入為主的觀

念，《愛情萬歲》（Vive L'Amour, 1994）講的是三個人的故事，三個人的孤獨與

愛欲；《洞》(The Hole, 1998)更富有象徵意味，一對行為怪誕的男女，一幢與世

隔絕的公寓，間或插入的歌舞；《你那邊幾點》（What time is it there, 2002）雖然

選取了台北與巴黎這樣開放的空間背景，但也只是濃縮於一些並沒有什麼明顯

特徵的現代城市的角落，在巴黎或者在台北，對孤獨的人而言並沒有區別。單

純的人物關係，在形式上強化了導演所想要表達的「觀念」：生命存在的荒謬和

生命的孤獨與寂寞；「蔡明亮電影」表現出其個人的心理狀態，其心理因素是電

影中必然面對的因素，但是表現出來陳述技術是否成熟的足夠吸引觀眾購票與

解讀，觀眾是否能去體會這種導演心理，則是電影觀眾買方市場選擇的問題。 

三、製作技巧性 

電影的技巧性因素主宰了作品「說故事」的表達方式，這也是電影理論性

的內涵，技巧的形成其實是依理論為依據才能面對各種可能的處理變化，失去

理論的技巧，將是無所變化的呆板技巧，而技巧可以使得作品的創造性藝術表

現更能發揮，同時「技巧」也使得學術認定有個客觀上的標準，知道了如何運

用技巧，使得「為藝術而創造的精神」，不會因失之於觀眾的共鳴而抹去，因此

學者的批評研究將會有方向上的認定，這種技巧的理論是必需依附在製作者虛

心接受的基本條件上，所有的「本能式電影製作者」必也有相當為自己所不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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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理論性技巧所支持，而成為製作的行動者，例如美國排名第一的經典電影

《大國民》導演，奧森威爾斯第一次導演電影便大放異彩，又例如導演魏德聖

電影《海角七號》等，因此，技巧的因素是所有藝術作品都不可忽視的；例如

3D 電影《阿凡達》（Avatar, 2009）在」官方公佈的《阿凡達》預算為 2.37 億美

元。其餘的估計則認為製片大概花費了 2.8 至 3.1 億美元，另有 1.5 億美元用到

了推廣上及發行上，這部電影不僅使用了傳統的 2D 放映格式，還使用了包括

RealD 3D、Dolby 3D、XpanD 3D 和 IMAX 3D 在內的多種 3D 格式，乃至 4D 格

式，因為在 3D 視野和立體視覺製片上有著諸多創新，這部電影被譽為電影製

片技術上的一大突破；又最近盛行的電腦動畫技術，電影技巧重又因資金的經

濟因素受到電影製作團體的認真考慮，例如電影《全面啟動》（Inception, 

2010），陳述心智就是犯罪現場，電影故事創造夢境世界，將目標對象帶入那個

夢，然後用自己的內容填滿它，有點像是洗腦，電影中有大量的電腦特效，兩

億美金成本常使人誤稱「好萊塢電影」是最重視技巧及經濟因素的表現；事實

上，所有成功的電影都具備這兩項條件：電影技術與經濟市場，只是「好萊

塢」的製作者最先發現了這個道理，用投資觀點看技術需求與市場需求。 

四、市場經濟性 

市場經濟的因素是所有藝術先天首要考憊的條件，每一種藝術多少都受到

「經濟」的限制，特別是在電影這種昂貴的藝術上，尤其是無法被忽視的，許

多的電影製作者在社會上「突然」消失，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經濟」的票房

問題，在找不到「觀眾市場」後，便自然地被自由競爭的現代經濟體制加以無

情的淘汰出局，因此我們必須確認，電影藝術的創作一旦完成，就表示具有某

種「生命」的特質，須要在「延遲」生命下變為一種消費性商品（電影商品的

生命週期），等待人們來消費，而當消費者出現後，「生命」的內涵將延伸在觀

看者的內心世界，形成另外一種生命的力量，因此對於經濟性的暸解，是電影

生命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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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藝術與商業 

日本知名藝術家村上隆（村上隆，2007）對電影世界的反思，他解釋電影

與金錢的關係，認為大多數電影製作者都拿「沒錢」做藉口，過去《星際大

戰》(Star Wars, 1977)流行的時候，日本東映電影公司拍了一部電影叫《來自宇

宙的訊息》，用日本鋼絲特效進行特效攝影，花了好幾億，但是跟《星際大戰》

比起來，一點都不好看，認為「只要有錢就能辦到」，當時東映的人不斷地對媒

體這麼說，「只要有錢，也能拍出《星際大戰》」，這句話的真正答案是一半一

半，像是《世界末日》(Armageddon, 1998) 或是《世界大戰》(War of The 

Worlds, 2005)等電影，幾乎沒有幾乎沒什麼內容又無聊，但是花了很多錢，還

有特效、音效，就好像把所有有趣的東西讓你一次看個夠（村上隆，2007, 

P.79），但是有許多人喜歡看；他又說，日本導演黑澤明曾經專注於鏡頭設計及

燈光處理，如在影片《紅鬍子》中可以是完美的黑澤明作品，但是卻沒有改變

世界的衝擊性，不過在《七武士》或是《樁十三郎》影片中的某種意義卻造成

了武士電影的革新，因為這樣，才成為經典名作，《紅鬍子》的技術可以被後世

趕上，但是黑澤明的魅力及特色是技術上無法追趕的地方，因此在藝術上，應

該專注在思考，而不是技術（村上隆，2007, P.86），技術是可以學習而來，思

想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促成，村上隆要是沒有真正的藝術實力，靠錢也是無法

達到國際知名藝術家的地位，因此對他來說，錢與技術能力同等重要，村上隆

發展出一套自己對藝術商業的思想邏輯。 

村上隆「藝術開國之旅」的人生創作的過程中，受過巨大的苦難折磨，他

從最惡劣的環境中找尋生機、苦思出路，也從絕望之中發現希望，也漸漸從這

些磨難當中得到自我心靈的救贖，他認為只有誠實以對，方能展現日本不同於

他者文化的精髓，於是他建立自己的品牌 MURAKAMI。在他四十多年的藝術

生涯中，他已悟出世事，對於現實、金錢遊戲、功名利祿等，都了然於胸，而

勇敢面對自己的慾望，因此他的「品牌」在藝術世界裡發現自己獨一無二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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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身影。品牌顧名思義是已經產生鮮明易辨的特質，MURAKAMI 看起來是在

宣示藝術版權，其實也是在顛覆藝術界十分講究「原創作品唯一性」及「價值

來自稀有性」的既定觀念。 

「＠MURAKMI」的最下端是錐形，代表從掌握資訊、超越技術、分析知

識、歸納觀點到最上層的概念，錐形是品牌較抽象的部分，貫穿其間的是村上

隆的精神與思維。錐形的上端銜接著同心圓，核心是「精緻藝術」，往外依序擴

大的是「精品時尚」、「藝術衍生商品」、最外圍是「娛樂事業」。更高級的是，

在這同心圓上端，還有一個同心圓在發展，未來很可能大於村上隆個人這個品

牌，中心是 GEISAI 新人獎，外圍是藝術經紀。這種架構一如電影產業的發展

趨勢，村上隆一再提到「概念」二字，認為這是「價值」所在，他的創意腦袋

最高指導原則「概念」，或稱之「high concept」，奠基於變動的資訊，輔以精鍊

的「技術」，客觀分析藝術史「知識」後，歸納成獨到的「觀點」，在經過精密

的操作過程，上億美金的「價值」就這樣產生了，他的「概念」一如電影編劇

所強調的「high concept」， 解村上隆的思維層次，若停留在「資訊」層，拼湊

訊息，姑且追求到流行；次一層「技術」層，是不斷複製既定模式，嫻熟技

術，可稱之為匠；進一級的「知識」層，條件是具備客觀的脈絡，內化成有深

度的經驗，通常稱之為師傅；將知識消化後，可提升一層，歸納出「觀點」，觀

點將文化內涵顯影，核心價值就跳脫出來，所謂「成一家之言」；最高層的「概

念」，其實已是抽象性的、精神性的、哲學性的，也是人類共通的潛意識（村上

隆，2007, P.48），在村上隆的思想體系中隱然出現「知識經濟」的完整架構，

對於許多藝術家的藝術市場造成衝擊。 

電影在許多方面類似於藝術創作，但是電影是個昂貴的藝術品，要是沒有

市場支持，或是觀眾支持，這項昂貴的創作終究會消失的，它的整體邏輯與發

展類似村上隆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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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出處：村上隆，2007, p34 

 

第五節  品牌商品 

從知識經濟的角度看電影產業，可以檢視出電影產業競爭需要多少的考慮

因素，（1）首先，觀眾所需要花費的時間與金錢、製作內容的市場區隔、電影

預期的功能、人口分佈、與國民經濟能力狀況等，這些都會影響休閒電影的產

品及其服務所消耗時間與金錢；（2）以目前網路及電腦科技的技術來說，科技

的發展顯然在電影產業上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從從 2D 變 3D 的製作技術、全

球產量、製作成本與規模及內容上看電影在過往時間的發展下，科技絕對在電

影中有主導的能力，除此之外，科技也改變看電影的習慣與觀念，在網路傳輸

中，電影變成資訊的一部份，從內容呈現的多元化上，電影變成數位產品；

（3）電影在所有產製的過程中，成為基礎文本(Basic texts)，可以成為其他娛樂

休閒產業的素材，例如廣告引用電影片段、速食連鎖業合作促銷電影玩偶、電

影劇本出版、主題公園等，乃至從電影《魔戒》開始被重視的觀光產業，大幅

改變電影娛樂產業的經濟規模，電影已經不是原來的電影，已經成為創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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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發展的重要商業投資模式。 

電影經過 100 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產業有各種成熟的產品，

有各方投資者投資與消費觀眾熱烈參與的經濟活動，這項經濟活動有多種實質

的商品收入，及其他周邊相關商品的收入，在休閒娛樂市場上電影可以分「主

要商品」及「相關商品」，主要商品是電影及其延伸的產品，如錄影帶、DVD

等，相關商品是電影配合的行銷商品，例如電動遊戲、玩具、小說、劇本等，

說明如下： 

一、主要商品 

電影是這個產業的主角，電影院的票房是這主角的演出結果，電影製作經

費節節提升，而票房卻不見明顯的差別，1988 年美國電影院票房收入達 44.6 億

美元，當時創歷史新高，每年台灣的電影票房一直在台幣 25 億元到 30 億元之

間，如今電影的主要收入不是在戲院，而是電影市場，如電影光碟、或是電視

的授權金，不過一部電影真正有多少的市場收入，一直是個謎，因為很少製片

公司會真正攤開財務記錄給外人看，同時電影在市場的播映持續的時候，電影

的收入就在持續發生，所以電影的公司都相信，網路市場是明日之星，因為有

電影大亨相信 網路市場可以將平日不進電影院的觀眾變成電影的觀眾，就是可

能開發更多的電影觀眾，電影是需要各階層大量觀眾的參與。 

電影院電影 

電影院是電影的舞台，也是商品的展示櫃，電影票房有指標作用，但是電

影院卻不見得是真正賺錢的地方，影片放映收入最先在電影院，戲院的票房成

為後來的錄影市場、電視市場的授權金額高低與普及判斷標準，因為電影院是

個產品最早受觀眾檢查的窗口，隨著發片的時間長短而決定電影的收入，但是

受放映期的限制，戲院的放映時間往往有限。 

  

37



電影 DVD 

電影通常在戲院放映 4 到 6 個月之後，就會轉成錄影帶或是光碟，由於盜

拷的猖獗，還是有大部分的電影經營者相當審慎的將電影拷成光碟，但是因為

錄影市場具有強大的租看收入，又對某些期待電影能在家中觀賞的觀眾來說有

吸引力，早期這種額外收入的吸引力對電影公司來說是不可抗拒的，雖然他們

很抗拒。  

早期美國八大電影公司之一的哥倫比亞公司，與 RCA 與 NBC 共同出資在

80 年代創立了哥倫比亞家庭娛樂公司(Columbia Home Entertainment)，當時沒人

知道這種公司會變成一個甚麼樣的公司，或是對電影或是電視或是其他產業造

成甚麼影響，當時只是知道能提供哥倫比亞公司的電影給電視播映，同時哥倫

比亞又與 HBO 與 CBS 在 1982 年成立了一家電影公司 Tristar Picture，其中哥倫

比亞負責電影院的發行，CBS 負責無線電視的節目設計，而負責付費電視的市

場，於是 RCA Columbia Video 終於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奠定了電視電影的市場

通路。  

美國電影公司早期可以經營電影院，但是經過美國法令的防止壟斷情形規

定，各個電影公司就專注在電影製作，早期的美國電影公司都不熱衷銷售影

片，都寧願由發行片商去設計市場銷售，這猶如將產品放在別人口袋中賺錢，

終於後來發現製作與發行其實是可以一起經營，何必把自己苦心製作的電影交

由別人去決定市場，於是積極的介入發行，影視業務在電影公司於是便成固定

業務之一。  

這種新形式的轉變讓電影找到新的收入來源，如錄影銷售或租借，及不同

放映場地的可能性增加，如飛機上或是電視台，產生更具影響力的市場，如有

線電視頻道，產生更具普及的電影觀看方便性，如衛星電視電影，眾所周知的

電影頻道 HBO 的發展，當初如果沒有衛星傳送的優勢，今天 HBO 早已就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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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而有線電視產業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規模，所以從錄影技術的發明，到電

影的轉拷，到錄影業的興起，家電視聽設備的市場開發，數位影音產品的出

現，電影的錄影產業是電影發展史及媒體社會史上的革命，影響所及到未來發

展。 

1981 年起，美國所有的電影片場都開始接觸錄影帶市場，如今，錄影帶的

產業逐漸沒落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後來的 DVD 與網路串流市場，就像前述所述

的，它的深遠影響有兩個，一個是有線電視市場興起，及家庭電影院設備家電

市場興起。 

二、次要商品 

電視電影 

早期的電影公司非常小心的將電影錄製成錄影帶，主要是滿足電視放映電

影的機會，無線電視時代裡電影單一播放有其授權限制，例如以「年」為計算

的授權時間，或是以「次數」計算的播映次數，電影終究會在電視中放映。有

線電視時代裡的電影頻道(movie channels)的需求，當非常多的有線電視公司出

現，便需要非常多的電影節目，於是電影在電影院放映之後，自然就轉成錄影

帶，而進入有線電視的產業，如此也促成有線電視產業的發達，因為雖然有越

來越多的電視節目出現，但是電視觀眾所看到的節目也因為節目量需求大，而

覺得電視節目品質越發低落，雖然如此，但是當一部新電影從電影院到電視播

放的這種期待，還是讓許多電影觀眾選擇坐在電視機前等待。  

在這種多樣化電影電視化的過程中，個人化的電影興趣突顯出來，不同階

層的電視觀眾有不同的電影興趣，兒童喜歡看卡通電影，迪士尼的卡通占最多

數，年紀大的喜歡看老電影，也就是經典電影的市場，電視裡各種規劃過的電

影頻道，這些舊電影原來已經失去市場價值，只有在電影圖書館被人研究與偶

爾教學之用，但是有線電視的興起，讓這些電影找到新的市場生命，同樣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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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一些不同年代的經典電影也有了出路，電影因為類型的劃分而產生類型

電視電影頻道的出現，動作片、家庭親情片、科幻片、西部片等，都找到了喜

歡的觀眾，以前在電影院中放映的限制級電影或是色情三級片電影，同樣在有

線電視頻道中都可以找到，滿足了個人私密的興趣，同時有趣的現象是，這樣

的電影現象是促成有線電視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電影業者來說，有線電視的世界市場是廣大的，電影在這市場上可以是

以國家來授權，如台灣版權或是日本版權，或是以區域來授權，如亞太衛星電

視市場或是歐洲衛星電視市場，或是以不同播映地方來授權，如旅館的付費有

線電視或是單一有線電視公司的經營範圍，這些讓電影業的產業更加擴大，影

響也更深遠。  

租售業 DVD 片 (Movie Rental Business) 

早期對電影觀眾來說，遺憾沒有機會在電影院享受聲光之美的劇情之外的

另一個機會，是可以期待未來電影發行 DVD 的出現。 

早期的電影錄影帶是高價位的，並且數量有限，因此電影發行在這市場上

是被質疑的，同時有盜拷及版權爭議，因此有聰明人將此種錄影帶放在有線電

視台播放，形成另一種版權爭議，同樣的，有人將錄影帶轉租給其他人，形成

電影利潤無法回饋到原來的電影公司，這情形終於獲得改善，1983 年的美國洛

杉磯，有一家由 George Atkinson 經營的名為「Video Station」店出現，開啟了影

片出租的正式業務，有多家連鎖店，非常成功的經營想法，後來加入的百視達

連鎖店(Blockbuster)，採用新的策略，直接向電影公司進新片，不但減少中間商

的剝削，並且可以有最新的電影發片選擇，於是電影租片業成型，這種方式成

功的原因 除了前述的電影種類多、價格合理之外，重要的是經營此種租借的創

業成本很低，因此加入的店如雨後春筍般興起，1983 年到 1987 年是這種傳統錄

影帶市場成長最迅速的時候，台灣也是大街小巷都是錄影帶租看店，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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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 的出現。  

對於電影發行公司來說，調整電影整體策略的時候到了，對於新片會以比

較高的價錢發片到錄影市場，而對於舊片則降低發片價格，電影的授權與租售

價格的市場價錢逐漸區別而穩定，同時期，錄影家電業者也在市場上促銷錄放

影機(tape recoders & players)，由於這兩種相關企業的行銷聯手，錄影租售市場的

花費成為家庭生活的開銷之一，這種行銷方式同樣採用在 VCD 及 DVD 電影的

推廣上。 

由於電影公司與租售錄影業者的直接接觸，而去掉中間商的介入，於是錄

影租售業者整合成巨大的租售連鎖公司向電影公司談判，在競爭的壓力下，大

型租售連鎖店掌握了優勢，使得原來小型區域、住家型的租售店被併吞或是被

市場淘汰，形成後來的幾家獨霸的錄影租售連鎖市場。  

零售業數位光碟 

當錄影帶市場大幅成長之際，以新力(Sony)公司為首的東芝(Toshiba)、松下

電器(Matsushita)、及先鋒(Pioneer)家用電子企業，認為可以開始在硬體上設計一

種新的形式，數位化(digitalized)是未來電子媒介傳送的趨勢，在衛星電視與數位

電視機市場上都是必要的技術，因此原來擁有音樂 CD 專利的飛利浦(Philips)及

新力(Sony)公司，在 1996 及 1996 年進駐美國洛杉磯，積極開發數位光碟，他們

的目的是為家電業者在硬體上設計開發一種新的電影放映方式，使原來沉靜的

家電視聽產品找新的出路，另一方面也希望新的技術能在防拷技術上加強效

能。  

VCD 的畫質不如錄影帶，但是存取不占空間，又觀賞方便，對於日漸普及

的電腦來說是更提供另一種重要功能，因此不光 VCD 放映機可以播放，同時所

有電腦也都可以放映，但是一片光碟無法盡錄全部電影，因此數位光碟

DVD(digital video disc)應運而出，最重要的是它對於防拷與電影授權金收入有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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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VCD 播放機(Video Player)很快的被 DVD 播放機(DVD Player)所取代，DVD

可以相容於 VCD 的播放，電腦配備 DVD 播放軟體成為電腦的基本配備，DVD

的市場因此現階段就定形了；發展中的藍光 DVD 具有更細緻的畫面品質，但是

其播映設備的普及及費用尚需一些時間調整，卻被後來科技下的網路串流技術

打敗。 

網路電影 

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由網路上下載電影的可能性及觀賞電影的可性是必

然趨勢，許多電影公司正面臨當初錄影帶出現時的困擾，因為網路上智慧財產

權的保護還是讓人擔憂的，但是新力(Sony)、華納、與環球電影公司還是共同投

資一個名為 MovieLink 的電影網站，藉由計次付費的方式來推廣看電影要使用

者付費的觀念，這種新的嚐試是可以期待的，因為諷刺的是，網路上的色情電

影下載與播映老早就讓製作色情網站的老闆賺足了鈔票，根據許多市場的研

究，網路上色情電影下載與網站的技術老早超越了一般電影網站電腦技術，有

人甚至說是因為這種色情市場讓網路世界更為發達，而這種技術也讓網路更先

進，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網路下載的技術讓觀眾不必出門去看電影是可能的，

這也是為何新力等公司要介入的原因。  

2006 美國新成立的電影公司 ClickStar 公司，創造一個新的網上即時服務模

式，消費者能夠付費的即時下載第一輪首映的非 DVD 版(pre-DVD-release film)的

新電影於其家中的數位設備，這種新的線上服務是設計讓電影作者能直接與影

迷接觸，並且提供消費者新的數位經驗，這種新的電影發行模式(New Online 

Film Distribution Model)，預計會在市場上造成電影發行的衝擊，因為這家公司的

投資者也是英特爾 Intel（全球最大的電腦晶片公司），而這種 online 是 Intel 新的

數位娛樂平台設計(digital entertainment platforms)，而老闆是前 Sony Picture 的執

行總裁 Nizar Allibhoy，其看好未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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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影延伸性商品 

電影的相關商品可以稱之為消費性電影商品(consumer movie product)，是

一項重要的電影收入與發展方式，探查其歷史淵源，可以來自最早電影發明之

初，人們對電影的喜好轉移到對劇中角色的喜歡，電影明星於是產生，在卓別

林時代，就有所謂的漫畫書及圖畫的書籍藉由電影的發行來帶動另外一股市場

上的買氣；1930 年代，華德迪士尼(Walter Disnay)創造的米老鼠與唐老鴨的腳

色，同時也有了米老鼠的手錶與唐老鴨的帽子，這讓迪士尼知道電影其實可以

創造另外一個夢幻實體世界；1950 年代，出現的迪士尼樂園，將電影中的卡通

人物與商品搬到一個集中娛樂的環境販售，當大家進入迪士尼樂園時，自然會

將電影中的人物商品帶回家作紀念品；1977 年，福斯出品的《星際大戰》(Star 

Wars)開始真正的將電影商品帶入家庭的歷史，電影中的人物造形、玩偶、武

器、貼紙、海報，甚至電動遊戲，都成為許多地方的裝飾品或販售品，然後印

有《星際大戰》標誌或名稱的衣服也到處在賣，《星際大戰》的錄影帶、書籍、

畫冊、拍攝計畫、場景設計的書也成為研究這部電影或喜歡這部電影的人收集

的對象，至今由《星際大戰》所產生的商機還在持續進行，所產生的市場價值

已經超過一兆美元，這是電影劃時代商品的典範，當新科技推出的 DVD 發行

時，《星際大戰》也同樣被重複大量銷售，至今還沒有任何電影可以超過這項記

錄。 

想發展這種電影商品的公司，通常要考慮是全球發行的市場，因為開發的

成本很高，必須是要用全球利潤來分攤，這可能要分國內商品部門及國際商品

部門、研發部門，將電影內的概念與劇中出現的造型結合，結合包裝概念，將

創意部門的想法與法律部門的簽約部門合作，而商業部門監督所有的市場銷售

狀況，與製造廠商合作，及通路廠商發行舖貨支援，共同完成電影外的另一個

市場的工作，其實是相當複雜的過程。 

在電影史上，迪士尼創造了電影商品的世界，而《星際大戰》電影證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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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商品的成長尚有許多發展空間，迪士尼創造了電影主題樂園(theme park)的典

範，後來環球影城、華納片場也相繼推出類似的樂園，但是相較之下，都沒有

迪士尼的豐富；1980 年代開始，當電影業在整合與競爭最激烈的時候，迪士尼

開始販售自己的動畫人物與相關的商品，同時它的全球連鎖行銷網也建立了別

家電影公司所沒有的通路，迪士尼確認了一件事情，兒童電影的市場與相關商

品是個市場大餅；1989 年的電影《小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1991 年的

《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1992 年的《蝙蝠俠》(The Batman)、

1994 年的《獅子王》(The Lion King)，都讓迪士尼在兒童電影的市場與商品上

獨占枝頭，在這其間，其電影與商品的行銷通路結合其他及集團，而創造出行

銷活動的典範，如與全球速食連鎖集團麥當勞的「兒童餐」結合，行銷結合的

結果，將電影的行銷正式帶進到一個與多種產業結合或締盟的行銷時代。 

四、電影衍生性產業（影城 ＆主題遊樂園區） 

電影週邊產業最令人熟知的是電影影城與主題樂園，影城除了可以拍片之

外，還可以吸引觀光客，想發展電影產業的國家都想有類似的雙重效益，包括

新加坡、中國大陸、台灣中影文化城(寫此書時中影文化城已經消失了)，最成

功的當算是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另外與電影題材有關的迪士尼樂園也是

電影產業中獨特的象徵，吸引了全球大人與小孩的興趣，也為迪士尼集團開闢

了一個拍電影的金庫。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 

環球影城是建於 1915 年，面積有 230 畝，是將製片廠與觀光及休閒業相結

合，是正式將電影產業走向多元化發展的目標之一，影城內除了充分利用所拍

電影的熱門道具作為賣點之外，也有許多電影知識的教育功能，包括電視青少

年節目 Nickelodeon、《龍捲風》(Twister)、《水世界》(Water World)、《大地震》 

(Earthquake)、《大白鯊》(Jaws)、《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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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魔鬼終結者》(Terminator)等熱門電影，都有相關的節目或道具在現場演

出，也因為如此，大人也樂於將小孩帶進電影城，感受電影製作的複雜性與娛

樂性，這是環球影城對電影產業最有價值的地方。  

迪士尼樂園 (Disney World) 

從 1990 年代開始，迪士尼集團的成功發展被電影業與管理學者拿來作研

究對象，所謂的迪士尼樂園吸引的人潮難以計數，相同於洛杉磯的迪士尼樂

園，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法國、日本、香港都有複製的園區，規模不一，但

是吸引購票的人潮一樣，其園中有關電影產品的收入、門票及其他飲食收入，

就使得迪士尼集團超越別的製片公司；但回顧過去，它的成長歷史並不順利，

1922 年成立，期間出過幾次經濟危機的破產邊緣，直到 1950 年將電影動畫帶入

製片業，使的迪士尼收入開始驚人成長，光是《白雪公主》(The Snow White)與

《七矮人》(7 Dwarves)的重複發行，就不知有多少回，迪士尼發現小孩喜歡的

動作電影，永遠可以給電影商品帶來生意，也因此走出自己的電影事業，它期

間也拍過許多得獎的許多電影，但是從來也沒有一種電影比能給全家人觀賞的

電影來的賺錢機會多，闔家觀賞是迪士尼的口號，證明電影不見得要非常

「重」的口味才會賺錢。 

迪士尼創造了電影商品，從 1928 年的第一隻米老鼠開始，便有了米老鼠

的玩具、娃娃、手錶等相關產品，1937 年的《白雪公主》、1940 年的《小木

偶》(Pinocchio)到 1991 年的《小美人魚》，都成為迪士尼樂園中的賣點，其出版

部門可以歸類為四大部分：圖書、音樂、漫畫、雜誌，毫無疑問的，迪士尼有

自己的產品，也有自己的專賣店，其創造的「日不落國」是其他電影公司無法

跨越的王國。  

電影產業創造了迪士尼世界，迪士尼集團的經營與市場策略成為全球各國

電影製片場研究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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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市場分析 

電影不論是在消費者的立場，或是在製作者的立場，都必須清楚了解到兩

者相處的「空間」就是電影存在的「市場」，消費者要在市場上選購喜歡的電

影，而製作者也必須要把作品推進市場上去找到購買者，這種供需之間的關

係，如果能站在電影市場中間看雙方的發展，將有助於解決電影發展上的許多

問題。 

經濟學上將市場的研究範圍訂在「4P」上，也就是產品(Product)、分配路線

(Distribution Channel on Place)、訂價(Pricing)、與推廣(Promotion)四項，這是一種

綜合性的商業活動分析，在電影產業上，這 4P 可以是電影、發行、觀影價格及

促銷，這種分析可以將「產品」規之於電影品質、類型、分級；電影「發行」

可以規之於戲院發行、影碟發行、各種電視版權發行，及國際、區域或國內發

行；「定價」在電影產業中可以視為觀看電影所付出的價格，分為首輪、二輪、

其他觀影模式（付費或免付費電視、光碟、各種公眾場合），因為觀眾付出的金

額不同，所以各種觀影模式會互相影響觀賞意願；「推廣」可以是為電影與其他

產業的異業結盟的促銷活動，這是屬於整合行銷(Integrated Marketing)的部分，

有各種模式，間單而言，電影的 4P 彼此關連性甚高，並且每項都自成一項領

域。 

以媒介管理學(Media Management)上的觀點，在電影市場研究上應作若干修

正，稱之為 2P 和 2F，2「P」指人(person)研究和產品(Product)研究；2F 指功能

(Function)研究及組織、管理(Form)研究，為了達到電影經濟上企業化及品質化

的標準，在製作中都應重視這四項，說明如下： 

一、 「人」的研究 

「人」是電影活動的根本，因為有許多「人」參與電影這項製作，而這人

的條件是否符合製作要求，是首要的考慮因素，例如編劇的能力、導演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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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次，許多電影主要負責者也是「人」，此人應具有那些過人「才能」，以

領導、教導這些分工合作的「人」，這是電影在管理上的學問；同時電影劇本中

是討論「人」的生活，人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將被具體化地表現在觀眾眼前，因

此電影中是表現一種複製視覺化人性生活，這種角色必須非常符合人性；電影

所面對的觀眾又是「人」，觀眾需要什麼？想要什麼？要求的又會回復現實

「人」的世界要求，因此觀眾的需求與電影製作者及其供應之間的關係值得研

究。 

二、產品研究 

電影作為一項產品，表現在市場上而成為經濟活動的一項，必須注意其商

品的「特性」；電影這項產品，不可避免地也具有這方面的特質：「品牌行銷」，

一個產品是否因其為長期性的投資而應建立廠牌及商譽？許多投機短視的電影

製作往往忽視這一點的重要性，美國八大製片廠一直加強這方面的宣傳，以建

立投資者投資的信心，作為電影籌資的第一步工作；就消費觀眾認同的製作風

格、明星、類型電影是觀眾有興趣的產品行銷第一步。長久以來，具有品牌的

產品是具有一定品質的產品，例如迪士尼電影公司的製作，就代表了迪士尼公

司人員及製片廠的全力支援，因此觀眾在觀念上保有一定的品質、品牌及聲

譽，早期香港「新藝城」電影公司所打的口號是「新藝城出品、觀眾有信心」，

電影票房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被建立出來。 

其次，產品的「類型」認定，將使電影片商在製作某類型影片時會注意到

相關的觀眾人數問題，例如所拍驚悚鬼片是否是屬於保護級電影？年長者或是

年輕人是否喜歡？如果觀眾人數會因「類型」而受到限制，在觀眾受到限制等

同於市場受到限制的同時，其投資是否會因這種「條件」而加以限制其資金成

本。此外，「類型」產品在電影構造上是否應考慮其一致性之「特殊性」，同樣

是驚悚鬼片，一致性要求使之不失恐怖或驚悚之感，但特殊性則考慮是否加入

其他類型影片中所沒有的內容，例如加入愛情、幽默、笑料或是寓意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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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竄紅的電影《暮光之城：無懼的愛》（Twilight, 2008）全球狂賣 114 億台

幣，第二部續集《暮光之城：新月》（The Twilight Saga: New Moon, 2009）以 229

億台幣破全球票房紀錄，2010 夏天第三部曲《暮光之城：蝕》(The Twilight 

Saga: Eclipse, 2010)將由原班夢幻演員陣容再度攜手合作，這些電影作商品結構

類別研究，將使電影商品在製作時愈加明朗其可能的票房數。 

三、功能研究 

「功能」的研究不是以「觀眾」為中心，也不是以「電影產品」為中心，

而是一種產業的總體經濟研究。電影的功能來自於對人的「影響」，不同的電影

產品有不同的產品功能影響於社會，例如槍戰動作片，使得社會暴力的體裁得

到重視，同時影響社會行為；研究社會的影響及變化，將使電影功能在其內涵

中加入一些與社會有關的「影響力」，也就是電影功能分析應依類別影片之不

同，而加入社會、文化上的一些意義，例如電影《海角七號》之所以賣座，是

因為與社會當時的氣氛有關，又電影《艋舺》的黑道兄弟角色情意影響了許多

青少年行為，而被新聞界廣泛注意；從另外角度，製作者如果能瞭解電影在

「功能」上的要求及影響力，將使製作者在訴求角色「心理分析」中，加入其

對某方面了解的意義、動作或行為，而使影片內涵增色不少。 

電影的創作導源於其功能的社會感受，一部具有良好意圖的「人性」電

影，也具有產品之適當價值，但是如果失去功能性的內涵(政治性、社會性、文

化性、教育性、藝術性等)，將只是個空洞的電影結構，這情形如同許多空洞不

實的商業電影，完全講求動作技巧、電腦特效及商品包裝，看完之後，卻感受

不到電影拍攝的社會目的，例如電影《浴血任務》（The Expendables, 2010），預

算高達八千五百萬元美元，由席維斯史特龍(Sylvester Stallone)自編自導自演，多

位動作男星參與，描述一群流浪傭兵，各懷頂尖的戰鬥絕技。「娛樂」可以是全

然的娛樂，但是如果帶有內涵的娛樂將是「寓教於樂」的高明手法，電影的價

值在於結合商業及內涵，將會創造更大的票房，如電影《阿凡達》（Av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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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的故事敘述在未來世界中，人類為取得另一星球資源，開啟阿凡達計

畫，以人類與納美人的 DNA 混血，培養出身高近 3 米高的阿凡達，以利在潘朵

拉星球生存並採礦，片中不光是愛情故事，尚有一些族群融合、環境保護的社

會議題，是一部「看的懂得看門道、看不懂的看熱鬧」的電影。 

組織管理研究 

創造商品的價值必須從產製過程中觀察，電影組織從電影公司到製片小

組，人數不一，這是電影異於一般的「彈性組織」的組織特質，電影製作最早

企畫時人數可能只有 3 至 5 人，正式前製作業可能增至數十人，真正開拍時可

能增至上百人或千人，但是一旦拍攝結束，人數立刻回到幾個人，這種變化的

組織結構，使得電影在管理上有點複雜；「組織理論」(Organization Theory)視為

「現代管理」上的研究重點，早期的產品因不重視組織的合理化，故在組織形

成後的製造「產品」過程中，浪費人力、物力，這情形在電影的製作上尤其嚴

重，電影組織嚴重的不健全，造成人力及資金的浪費，不但影響預算，可能使

得票房回收賺錢更困難。「組織」的研究是最早在 1980 年的石油能源危機中受

到重視，合理及有效率的功能，使得產品更具有競爭力，在資本減少浪費及人

的效率增加，及人類創作潛能的激發下，使得商品在市場上不會因環境變動而

產生危機，適時地調整組織體系是現代管理上的重要課題，電影業尤應注意這

方面的研究。 

上面的四項觀點，「人」、「產品」、「功能」、「組織」，將可使電影製作成為

效率及制度化的商業行為，唯這四項需能適當的平衡運用，如果只是偏重某一

方面的發展，將使市場、觀眾、製作者三者無法連成一線，例如強調製片功

能，或是強調導演地位，或是編劇角色等，都會使電影的整體性無法產生一致

的效果，現代組織之所以複雜，就是考慮及運用在變遷的社會中程度和方法常

隨時間及空間而改變，電影要求票房成績的同時，在管理上，要求將在此行業

中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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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生意史 

電影商品在產業經爭激烈下有成功也有失敗的例子，電影史上的經典電

影，如《亂世佳人》、《驛馬車》、《教父》等，背後所看到的電影工作者的投入

心血，如果歷史像一面鏡子，可以讓我們以過去發生的事，做為未來行事的參

考，電影史的發展也像所有的歷史進展一樣，總是在高低起伏的社會變遷變化

下迂迴前進，然而研究電影者也可以藉由過去電影史的內容，而知道一些值得

反省與檢討的問題；電影的發展是依附於社會的發展，同時也是依附於人們對

其重視與瞭解的程度；在社會發生重大的變動時，電影往往表現奮勇突出的力

量，例如早期台灣電影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之際扮演安撫社會情緒的功能；在社

會一片祥和之際，電影更是負責重要的安定使命，例如早期台灣七０、八０年

代經濟發展時，浪漫的「瓊瑤愛情電影」與歌曲式的「劉家昌電影」，多少給社

會一些輕鬆娛樂的氣氛；然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電影的投資相對會減少，

但看電影尋求解脫的人們並沒有減少。 

部分研究指出(iCocen.com，2012)，美國經濟蕭條時，排隊看電影的人並沒

減少，在 2009 年金融危機時，看電影的人反而增加，原因是人們會在電影中尋

找現實社會上失落的「夢」，同時失業的人也在尋求一種簡單便宜的娛樂來化解

憂愁；在戰爭期中，觀眾期望電影能帶來希望與堅強不屈，二次大戰的希特勒

將電影宣傳作用發揮的最成功；當政治有所動盪時，電影體裁的語言表現高貴

的輿論力量，如美國在「911 事件」後的中東軍事策略，被搬演成許多諷刺的

故事體裁；社會的變遷是電影延續的力量，而電影的幻境又是許多人所追求的

夢想。 

在社會的變遷中，電影業的浮沉也代表了社會的生機，有朝氣的電影所表

現的是有朝氣的社會，而電影在社會中的支柱力量是來自於對它的重視，能重

親就有付出，能付出就會有關愛，對社會、人類的「愛」藉由對電影的重視，

可以喚起對電影發展的重大成就，電影發展的推進是在重視中滋長，唯有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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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努力，才能在電影事業遭受挫折時發現另一片前途，而電影在諸多的打

擊下，才會一次比一次更加茁壯、突出，每一次的蛻變都是另一個階段增長的

開始。 

過往電影的發展自 1896 年到 1912 年間，電影從奇怪技巧的表現轉變到經

濟性的藝術發展的過程，這可以在前述電影史前史的內容上得到說明，劇情片

最後得到勝利；1913 年到 1927 年間是默片的黃金時代，大量的默片發展得到人

類行為語言的卓越意義；一次大戰前後 1928 年到 1932 年間，電影處在一種過

渡的時期中，似乎遇到了成長上的阻礙，但是這種停滯使得創造者更能運用思

想做另一次的奮進；1932 年到 1942 年是美國好萊塢的全盛時期，正逢第二次世

界大戰，電影的角色扮演著宣傳者的使命，這時期電影在經濟上獲得成功；

1947 年到 1959 年間，電影遇到了電檢的挑戰，加上電視的出現，似乎有些招架

不住，但是「休息」只是將來的「喘息」；於六 0 年代開始，轉型成了電影業的

戰國時代，各種獨立製片業興起，各種電影不同的表現方法於是出現，各種對

電影作用及功能的挑戰，於是新潮電影的風潮經法國吹到全世界，然而這種風

潮形成了技術上的革新，電影社會性、政治性的表達被突破；電影又再度站立

到 1980 年代，這時許多開發中國家，如日本、巴西等地的電影發展，促進了世

界電影史的輝煌成就，電影世界性的語言形成（電影全球化的開端），更多的影

展帶來人類知識及行為上的觀摩與學習；八 0 年代後的世界電影，雖然受到錄

影帶的挑戰，但是在尋求共存的原則下，電影的表現力更突破了電視機所能表

現的極限，極盡聲、光效果的電影藝術之美，成就了今日電影依然是許多人日

常生活的「必需品」，這些人發現電視機前的世界，只是個「聽故事」的刻板世

界，於是它們重又發現電影院中還有充滿迷人的美感經驗。電影史在這麼多年

中，曾有許多人對它驚慌、害怕，許多人甚至說「電影世界的末日到了」，更有

人說「電影被電視打敗了」，事實上，電影史的進展從來沒有停止，隨著時間來

到了電腦支配一切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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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發展史過程可以不必深加研究，但對於電影的瞭解應該是來自於對電

影興趣的認識，電影史只是告訴了某些電影的時間、地點、人物、片名，如果

對電影沒興趣的話，這些也只不過是一長串的記錄符號而已，然而電影史前史

與電影史是重要的，因為這是電影發展的「源頭」，電影的根本是由其中孕育而

成的，歷數十年而未改變，因此只要是對歷史諸般事實瞭解，將可發現電影發

展的秘密。 

電影在人類感性的交互作用中得到表現，而電影史在人類瞭解的包容力下

得到發展，人類的理想及智慧在電影的發展下得到考驗，電影史透露的經驗將

是前人的理想及目的，如今我們將可反省是否具有前人的意志及能力，電影史

之所以重要，是從其中人物及事件的暗示中，得到電影發展的契機，當時許多

從事於電影發明的發明家，都是學有專才的學者及專家，當他們發現電影語言

的能力後，如同現代的許多人一樣，立刻被吸引而不能自拔，他們往往不到最

後的失敗時刻是不會罷手的，電影之所以能成為一項複雜的學問，就是由於這

些最早參與這項工作的聰明才智之士都是飽學之士的緣故；現今人視之為理所

當然，並不知道當初前人發展的苦心，一項表現藝術的媒體，一但失去了背後

動機、支持的理論，將被視為如本能般的沒有價值，事實上，電影的發展及進

步，在前述科學人士的發明中，已然註定電影的發展是需要被加以分析的一項

學問。 

電影發現的主要力量，是來自於發明的使用程度，許多人孜孜不倦、努力

研究的結果，就是想改進電影的品質，唯有適當品質才能發揮創作者的藝術表

現，電影之所以複雜、困難，一部分也是由於它的彈性組織特性，在這麼多變

化的製片過程中，依靠的竟是別人所發明的複雜科技，如果能對這些科技設備

妥為運用，那就可以達到某種「幻想」的實現，反之，不瞭解就一定有問題，

因此電影的設備及品質在電影史中被人觀摩、抄襲，大家訴求的就是「想找到

屬於自己的內容」，電影在科技、設備、組織、內容創意等等上被挑戰，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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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備其他同類或同性質的休閒產品競爭，讓電影產業變到現代而越發複雜。 

觀眾的支持是電影最後輸贏的關鍵，觀眾是製片合夥關係，在電影出現的

初期，其情況猶如我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每個發明者或製作者都想以電影

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據，在百家四起之際，真正得到觀眾的支持者，將是這場混

亂的最後勝利者，一切的榮耀與財富都來自於社會大眾的支持。 

事實上，明顯的可以看出來，在電影形成產業之初，許多製作者「一窩

風」的尋找特別的體材，就是希望在最初放映的三個月能找到觀眾，只要度過

了前三個月，之前的「苦難」都將變成下一部電影的「信心」，情況有點像是導

演魏德聖拍「海角七號」一般，所有之前的苦難變成市場的驕傲；相同情況的

第二部電影也同樣要面對觀眾的選擇，誰愈能得到觀眾的支持，就愈能保有生

存於在電影界的權力，許多的前人如梅里斯，最後窮困於巴黎車站，他有過最

輝煌的記錄，但是一旦電影得不到觀眾的支持，就必讀被迫退出這項競爭激烈

的戰場。 

美國的電影商人保羅之能生存於英國，並被英國人稱為「美國的梅里

斯」 ，也就是他不斷創新電影體材，並得到了廣大社會觀眾的支持，這也是電

影成為一項昂貴藝術的主要缺點，「電影必須有社會與觀眾的支持」，昂貴的製

作資本如果不能回收，將迫使電影競爭者「自動」退出這場競賽，電影在目前

自由經濟競爭的社會下尤為如此，對於電影本質的瞭解、觀眾的需求、社會環

境的掌握將使電影超過原先技術科技的發明，而成為人類生活重要的一部份重

要性。 

 

結論 

電影不可避免的成為一項市場商品，在競爭中產生自己的生存法則，各類

型電影有其獨特的敘事結構，但是必然要與社會同步與共鳴，反映製作者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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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回應觀眾的心聲，在電影市場上終將其藝術性與商業性做巧妙結合，產生獨

有的品牌形象，創造獨特的行銷通路與消費階層，要把電影當作一項企業經

營，同時也要將電影視為一種產業輔導，所有企業都有其生存之道的自然法

則，產業也要有完整的產業結構與政策，確認電影產業在媒體上的社會性與影

響力，建立產業制度與價值體系論述，使電影成為更講求創意的知識產業，雖

然其複雜性超過所有參與者的想像，但是電影產業就有超過上千種專業人士在

其周邊輔助其成功，自然不是一件太困難的產業，知識匯流與科技整合是電影

產生商業價值之所在，目前各國政府都極力拉攏拍片公司前往拍片，美國各州

政府也極力釋出利多的減稅與其他優惠方案，希望能將美國東西兩岸的紐約與

洛杉磯製片小組誘去拍攝製作，台灣各縣市也同樣如此，不能進行拍片的則舉

辦影展活動，電影產業真有其特殊的影響魅力與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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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影產業結構 

 

電影從 1980 年代發展至今，超過 100 年的歷史，從早期的黑白片、默片、

小銀幕，到目前普遍的立體多聲道的寬銀幕 3D 電影院，電影已經走入非常專業

的產業發展中，投資、管理、行銷、財務會計等，而且是由非常專業的專業經理

人在管理；從創作內容上來看，電影從早期紀錄片、達達主義、新浪潮主義、寫

實主義等，把電影帶到一個完整體系的電影理論中，因此對於研究電影的人來說，

完整電影的學問要進行有系統研究有其困難，但可以簡化成幾個對象。 

對電影的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種是一般人認為電影是一種娛樂消

遣或是一種故事的陳述方式，第二種人會知道電影是一種「綜合藝術」，影像與

聲音的綜合藝術，第三種人是電影工作者、電影人知道電影是要經過文學創作、

市場投資、廣告宣傳、發行策略等過程，才能形成為電影；一些研究電影史的人

知道電影其實應該還要包括物理學、化學、電子學的技術項目，也有所謂的音樂

創作、音效創作及剪接技術、蒙太奇效果等技術，因此如果要真正瞭解電影的複

雜，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是指電影生產的過程，也許就較為容易。 

電影在一般來說是一種中產階級觀眾的娛樂；但電影工作者認為電影是一種

藝術創作，有作者的身影在其中；人文學者卻認為電影內容影響社會，研究其中

的哲學、美學、人性、道德等論述；一種是研究媒體學者認為電影與電視多少都

有一種說服的力量，因此在電影社會檢查與輿論的標的下，電影內容應勸人為善；

與此持相反理論的一批電影極端主義者認為，站在自由的立場上拍攝特別題材的

內容，如牽涉暴力、亂倫、淫穢、種族偏見、歧視的大膽體材，因有爭議而能產

生票房，同時對社會產生多元衝擊是媒體的責任；對一些影評人來說，有爭議內

容是最佳陳述個人想法的機會，但真正關心觀眾的影評人還是必須靠專業良心與

社會對話，對電影內容的多元化可以用電影分級來填補其中的遺憾；不論各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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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提出對電影的看法與作法，電影必然不可避免產生兩種探討：「電影內容產製」

與「電影市場發行效果」。 

從「內容產製」上來看，電影涉入技術、財務，甚至政治方面，在各種內容

議題因素、製作技術、成本因素、通路因素及放映因素下，都使電影處在一種製

作不確定的風險中；之後，在「電影市場發行效果」中，藉由控制發行通路、映

演通路，能輕易獲得觀眾注意與口碑，動用廣告與宣傳策略使觀眾的興趣轉變，

然而在競爭中也不可避免面對更多的競爭變數，由於目前電影被過多產製及電影

跨國行銷的便利，電影產業在資金充裕的集團控制下，變成寡佔或是壟斷的不穩

定的發展，賺錢與賠錢之間條件差別不明，「不確定電影能賺錢」是種普遍的產

業危機，如果說大多數的電影都不賺錢，這會讓電影投資者失去興趣，雖然電影

依然被人讚美與羨慕，但是不賺錢使電影投資與產業產生極大的衝突，在電影內

容與外在市場的雙重壓力，製作電影與市場分析越加重要，企圖找出一個經濟成

本與觀眾皆能獲利的產業平衡點。 

 

第一節  電影產業條件 

電影是個藝術，它的內容牽涉到許多創意的展現，例如故事內容、場景、

服裝等，加上導演的調度手法，在一個目標支配下，由龐大的藝術工作者去完

成一個不存在的事件，但是卻要看起來是曾經發生過的真實，導演要是沒有藝

術的修養及能力，很難指揮手下的專業工作者，這種集體的創作在整合中非常

複雜，例如剪接工作就是個嚴酷的挑戰，有人認為導演只要將拍攝後的膠片組

合起來就可以了，但是之前如何將構想變成演員動作、鏡頭選擇、節奏掌控，

及決定全片的結構與形態，導演必須是個有條不紊的夢想家，將藝術上的條件

按照事先的安排技術予以執行，這種藝術的創造是偉大的控制，有人說電影藝

術是由機械所創造出來的想法，基本上是只看到技術層面，電影並不僅只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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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必須結合動態的情感、氣氛、韻律、衝突、高潮來配合，電影的機械

性是建立在創作者純熟的故事藝術表現能力上。 

電影同時也是高技術性的藝術商品，技術性來至於電影機械設備的複雜

性，以及在資金籌募、財務控管、經營管理上產業管理專業技術，沒有一個產

業會在一年間投資數百、上千萬美金，但是卻希望在一年後能拿回倍數的投資

額，電影在發展後的 100 多年後，電影的多種技術性提升了多種藝術表達能

力，如電腦動畫的興起，使電影製作投資金額越來越龐大，必須區隔普遍的電

視效果，所以多聲道立體音響、寬銀幕的大場面，都是促成電影越來越難拍攝

的原因，管理的技術性更由於電腦軟體、動畫的處理普遍被觀眾認同，這些需

要龐大金源作後盾，在行政、行銷宣傳費用逐漸高漲接的製片費用，電影產業

的技術性越趨專業，並不是一般人能夠操作的媒體商品。 

電影產業的條件，第一是資金為主(Money is king)，沒有錢一切免談；第

二是要求動作」(Movement)，電影被稱之為 Motion Pictures 不是沒有原因的，

將靜態照片快速連動而產生電影幻影，同時電影中的各種「動作」也吸引觀眾

的注意力，觀眾也因而更易於瞭解故事的發展；第三是真實性(Reality)，電影是

將假的事件變成真實故事的一種「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表演，如果觀眾看

出其中的「不真實」，代表真實陳述的處理有問題，會導致電影票房危機；第四

是有發行通路(Distribution channel)，電影的宣傳、行銷、發行方式是電影的最

終目的，之前三項電影製作只完成前一半任務，第四項要吸引觀眾前來購票；

電影如果不能滿足上述四點要求，就不能說是具備真正的電影產業結構。 

電影資金流動不光影響製片的個體經濟，其影響範圍可以是國家總體經

濟，在社會資金募集、電影公司股價波動及相關休閒產業的影響是國家的總體

經濟，因此電影產業的發展不在於單純的劇情內容，而相對的是電影活動中對

經濟、財務、社會的影響力，這些才是電影產業應該發展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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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在動態影像(moving image)敘述與故事創作之間，希望找到最大的價

值，就是所謂「觀眾數目的極大化」，或是所謂的市場票房金額極高，電影的這

種特質使得它成為市場商品的一項選擇後，自然在休閒產業中形成競爭非常激

烈的一種產業；從過去的歷史上看，電影產業可以是國家稅收或是其他休閒產

業的指標性產業，對國家的經濟有一定的影響，電影總體經濟(Movie 

macroeconomics) 的角度，告訴企業經理人它其實是一個高投資、高風險、高報

酬率的產業，但是越高投資報酬率，越有人想要參與競爭，相對的，電影產業

的風險也相對提高。 

電影真正的產業活動是透過現實生活表達所帶來的虛擬幻境，它也可以是

希望、想像的替代物，卻被經濟「供需原則」的影響所約束；相較於其他產

業，電影商品特質是「短期投資與創意性的風險性商品」，很少有一種產業像是

電影產業，要在很短的時間中募集龐大資金，然後迅速花完，希望能立刻賺回

數倍的成本，這種鉅額的短期投資行為需要有精密的計算與評估，同時需要創

意去延續其發展，缺乏創意就吸引不了觀眾興趣，注定要賠本，電影因此是一

種專業製造與生產行業，其原則是奠基於「需要」，社會上觀眾的的需要，其目

的是一種「滿足」，觀眾在看電影後的滿足；但是缺乏發行通路，就是再好的電

影也無法得到好的票房。 

有人說「市場即產業，產業即市場」，事實上，產業與市場是有差別的，產

業結構與市場結構也是不相同的，市場結構包含供給與需求兩方面，產業結構只

是影響或決定市場結構中供給面而已，產業經濟除了討論供給面的產業結構，主

要還討論同一產業廠商間的相互關係及政府行為，例如各電影公司的投資策略及

政府對電影產業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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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影產業架構 

1776 年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發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有關

個體經濟學的發展有理論產生，但對產業經濟學比較有系統研究開始於 1930 年

代的美國哈佛大學中的蔓苼(E. S. Mason)教授，先後經過貝恩(j. S. Bain)、史汀格

(G.. J. Stigler)、西蒙(H. H. Simon)等人的努力，產業經濟學研究才逐漸定型，產業

經濟學以個體理論為基礎，來研究產業結構、廠商行為及經濟績效與政府政策。 

研究電影產業經濟有三個目的： 

1. 研究國家在電影政策上直接與長遠影響； 

2. 其次是對於自由競爭的電影市場發展給予看法，以追求有利的電影經濟

發展； 

3. 研究電影企業的行為，電影產業結構及釐清電影公司適切的決策。 

這三種從電影企業與市場結構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學者陳正倉(2003)認為

產業研究應有兩分析法，分析的方法一般採用「結構-行為-表現績效」(structure-

conduct-performance) 架構，分析電影公司與電影市場在經濟績效間的關係；另

一種是以「價格理論」(price theory)經濟模型研究電影公司的市場行為及結構，

分述如下： 

一、結構-行為-表現績效架構 

這種分析方式創始於哈佛(Harvard)大學的 E. S. Mason 教授，其後有 J. Bain

及 G. Stigler 等學者發揚光大，及基本圖形轉換成電影產業架構（見圖一），分

為五個主題；（1）電影市場結構的基本條件；（2）電影市場結構的特性；（3）

電影公司（集團）的行為；（4）電影經濟績效；（5）政府政策。 

1. 電影市場結構的基本條件：基本條件包括「供給與需求」兩方面，供給

面包括製作的資金、人力需求、攝影、錄音技術、場景及美術道具設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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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括電影院家數、觀眾人數、影視休閒產品的替代產品，及其電影的成長

率。 

2. 電影市場結構的特性：電影的基本條件影響電影市場的結構，市場的結

構包括電影公司的家數、電影產品之間的差異性、進入電影市場的障礙、電影

成本的結構、垂直整合的電影公司管理能力、集團經營的模式、及發行商的數

量；電影市場的結構其實也影響到電影的基本條件，也就是電影供需之間的問

題。 

3. 電影公司（集團）的行為：電影集團的競爭行為可以分成不同規模的製

作策略、分散產品策略、分散產出地策略、結合獨立製片以打擊其他競爭集

團；對於市場投資及資金募集可以用金融政策來左右，又具有各種法律顧問公

司針對侵權及履約作訴訟索求；由於品牌清晰，可以進行最是適當的廣告宣傳

策略，並且可以結合異業媒體或其他休閒產業進行行銷的成本分攤；所謂投資

價格策略，是以不同國家的製作成本投資當地獨立製片公司，或參與該國的大

製作，以分攤成本，並獲取市場播映權或其他議定權力。 

集團的市場行為會影響到該國的電影市場結構，同時也影響整個電影產業

績效。 

4. 電影經濟績效：電影產業的績效來自於電影產業的成長率，及電影人口

的就業率，電影產業績效亮麗，便能造成其他相關產業的繁榮與發展，例如

「海角七號」電影的成功，能帶動週邊產業及電影內產品的需求，如此經濟範

疇愈加擴大，當電影產業在市場上佔有相當高的比例時，電影的規模經濟對於

就業人口及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有深遠意義。 

電影產業是一種高風險高投資的產業，必須在具有市場公平性的條件下管

理，由於電影具有文化保護的背景，使各國政府在追求電影市場公平性上追求

所謂的電影保護政策，因此電影在國際競爭上面臨更為嚴苛的挑戰，所謂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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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電影政策，其實背後所看到的是國家競爭力的角力，及電影技術和創意

的發揮。 

電影產業的績效與電影產業的市場競爭行為，和電影市場的結構是互相彼

此依存的，這也是從個體經濟看總體經濟之間的關聯性。 

5. 政府政策：政府的政策關係到民間產業的發展，各國皆然；各國政府對

於電影產業的發展具有明顯的政策，因為政策會影響到電影市場結構，相對的

也影響到市場上的競爭公平性，也因而影響到產業的個體經濟與國家總體經濟

發展，以臺灣為例，具有全世界最複雜與完整的電影政策，包括租稅或補貼政

策、從 1989 年開始的輔導金政策、電影創投的金融輔助政策、及電影片出口參

展及進口補貼政策，以及到目前政府列為第一優先的文創產業政策，其中電影

產業列為重點輔導產業。 

這五個項目形成電影發展的基本五個結構，彼此互相關聯，同時也互相影

響，光從基本的供給與需求面來看，電影產業就具有非常大的變數，然後再看

國家政策與金融政策間對於電影產業提出的看法更具關鍵，目前為止，這方面

的研究有待加強。 

二、價格理論 

用價格(price)理論中的交易成本(cost)、賽局理論(Game Theory)及可競爭市場

分析法(contestable market analysis)來解釋廠商行為與產業結構。經濟理論中解釋

市場現象是用個體經濟的角度分析個人或廠商、企業追求經濟目標時，策略的

檢定，可以使用在獨立製片人或是電影公司在追求市場競爭下的策略，以價格

成本的觀點來作策略地執行。 

所謂「可競爭市場」是指市場投資回收高於成本時，新廠商可能加入市

場，反之，則有廠商退出市場（見圖二）；將電影公司加入市場的數量與電影公

司退出市場的數量比較，電影的規模經濟可以預期，同樣，電影的產業結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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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變化，既然是自由市場競爭，則跨國的產業競爭必然發生，這是當電影成

本越來越上升，以跨國的市場回收來抵消電影的上升成本壓力，因此，市場上

電影公司增加或減少的現象，可以視為電影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徵兆，對

於電影產業經濟必然會產生重大影響，臺灣這些年的電影票房，其實背後所看

到的是電影公司數量的變化。 

 

圖二：電影競爭市場分析模型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雖然大多數的電影在市場上是失敗，票房也慘不忍睹，但是電影在許多人

眼中是有利可圖的，例如近來(2010 年 6 月 30 日)美國證卷交易市場已經將電影

開放為期貨交易市場中的商品，電影在美國一直被視為是全球商品，獲利頗

豐，因此美國證交所的舉措並不令人吃驚；美國製片業經常投入上億美金成本

來競爭全球市場，因此，在電影經濟中的價格(price)可以視為兩種觀點：（1）一

種是電影製作的資金，許多的觀眾會以電影的「成本」為選擇觀賞的依據，例

如成本一億美金的電影比成本五千萬的電影具有價格上的吸引力；（2）另一種

是觀眾在電影考慮得到的「回饋價值」，電影票的價格幾乎相同（除 3D 電影例

電影公司加入市場 

電影公司退出市場 

電影產業經濟績效 

電影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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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此觀眾考慮是否值回票價，是一種價值的判斷，也是一種投資的價格判

斷。  

 

第三節  電影產製流程 

電影產業關係到許多產業，從影視工業、食宿、交通、通訊等產業到機

械、電腦工業，可以是非常複雜龐大的經濟規模，無怪乎各國政府都在招攬電

影製片業到其境內拍攝；同時電影的市場可以是戲院，或是錄影業，或是各種

電視播放系統，而這些又可以分為國內市場、區域市場（跨國市場）及全球市

場，電影這種經濟體勢必要在特殊經營管理之下執行，方能產生經濟效益

(Economical Benefit)與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要如何完成一部電影？有些人說：電影是合約導引的產業，事實上它同時

有四項明顯的商業功能：籌措資金、製作、發行、行銷與廣告電影，每一項都

有其專業技術與知識，包括募集與投資財富、評估與確保製作成本與風險、計

畫與執行行銷與廣告活動；所有上述的活動都在電影計畫之下執行，電影如何

在計畫中製作完成？其目的是希望「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品質」的定義，由於觀點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定義，因為品質擁有很多

不同之面向，品質可以是工作品質、服務品質、過程品質、部門品質、人員品

質，包括工人、設計師、經理、行政人員、制度品質、公司品質、目標品質

等，整體也一起可一看出一種品質感受，因此基本的作法是去控制每一層面的

品質，那品質是怎麼解釋呢？和電影有何關係？J.Juran 認為品質就是適用

(fitness for use) (Dale & Cooper,1992:6 )，在使用期間能滿足使用者的需要，主要

決定於使用者認知對本身有利之產品，品質特徵適用度愈高，表示使用者愈滿

足，及品質愈高。Juran 認為品質管理可援用財務管理所採行的三個管理程序，

分別為品質規劃、品質控制、品質改善，合稱為「裘蘭三部曲」（Juran Trilogy)

（吳鄭重譯，1994, p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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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重視電影經濟的發展到瞭解電影製作，並且控制電影製作品質？品

質的控制是電影產業中每一個人的責任，提升電影品質視為每一個人工作努力

的目標，這情形有如日本豐田公司(TOYOTA)在製造汽車時所要求員工的態度

一樣，沒有品質就沒有尊嚴，也沒有地位，從電影製作時的每一個專業人員到

戲院服務的人員，每一個人都需要追求電影的服務品質，當觀眾滿意度越高

時，代表的不僅是電影的滿意度，同時也是對電影院服務的滿意度，觀眾滿足

形成口碑，帶來票房，因此電影的品質追求是從開始到結束的一致目標，但其

中有以開始的「開發期」及「籌備期」為關鍵時間。 

一、開發期 (Ideas Development)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開發期是劇本展開的關鍵。 

電影劇本產生可以來自於編劇、導演、製片或是任何有想法的人，其產生

過程有許多方式，但是大多脫離不了一個固定程序，剛開始可以是一種創作的

想法，或是根據文學作品的故事概念，或是可能已經存在的新聞事件、或是一

點靈感，然後進行到故事大綱的整理、完整故事初稿，及最後修整過的電影故

事格式。 

在大綱整理的階段，有精通市場的經紀人(Agent)介入，經紀人通常是熟悉

各種領域專業的小說及作家，並且會經常主動代表客戶（有劇本想法的人）去

談合約，通常一個故事的手稿是沒有辦法直接投到製片場的編輯部門，但是如

果透過一個有經驗的經紀人，他會將劇本投到他認識或是熟識劇本類型的獨立

的或大製片場委託的製片人手中，想看到這劇本手稿，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因為故事（劇本）牽涉電影「賣點」，所以不熟識的人通常不會談論這故事內

容，同樣，許多電影公司，包括獨立製片公司，也都不想看到這個故事，因為

可能將來被控侵犯著作權，因為電影故事通常都差不多，有些特殊「賣點」是

具有著作權保護的，因此，這種經紀人必須具有敏銳的成功感覺為客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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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有改變、說服製片人情緒的能力，在這個階段的經紀人工作通常是用電話

和各種可能的對象進行聯絡，然後有一些旅行、閱讀及寫作的時間。 

如果這個賣點能吸引製作人的興趣，或是有人有能力去影響可能的製作人

（例如特殊關係），事情的結果將會是有選擇的簽署同意書，有如房地產或股票

的議定書，這同意書中記載買下全部產權的決定，其中註明該賣點最後製作電

影的期限，也就是超過期限，而賣點沒有被製作成電影，賣點有可能重新收回

轉賣，因此上面註明截止日期及談判的價格，這些都是根據最後的印刷版本

(final print)而定的法律約定，當然這種簽約也能夠再轉賣，一個好的賣點可能被

轉賣好幾手，經紀人通常在這階段會收取至少 10％的費用。 

二、籌備期 (Agreement & Preparation) 

籌備期的資金是電影製作的關鍵。 

沒有人會否認資金募集(Financing)是電影開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電影

產業中最有創意的一個行政工作也是資金的募集，因為有各種方法去籌集可能

的資金來拍片，基本上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形成合作關係的合夥模式(Partnership)；另外一種是公眾市場模式得

到金援。 

如果以來源(sources)來說，有三個來源： 

1. 產業資源，從產業中各種介入的個人、組織、機構中得到金援，如製

片、導演、演員、製片場、沖印場、戲院等方式； 

2. 借貸者(lenders)，這包括銀行、保險公司； 

3. 投資者(investors)，是指公眾的或私人的籌資方式，可以是各種組織或機

構的模式，例如所謂的「私募基金」(privat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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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美國股市討論電影的期貨交易可能，這意味電影籌資的管道

又增加了一種；電影在一般股市的介入下，是指將未來可能的或利用百分比的

方式賣出成股票，因為股市有投機風險，但是只要有發財的可能，就有投機者

願意加入，而在募集公眾資金下完成募款工作；美國歷史上的 1981 年 Kings 

Road Productions 公司，曾募集到 150 萬美金，以每股十元的股價到 1985 年募得

該筆資金；另外 United Artists 也用相同的方式將暢銷小說《Eye of the Needle》

以 150 萬美金募得資金，這些案例必須是藉由出名的公司、製作人、小說，才

能取信於大眾，沒有知名度的新公司是沒有辦法的。 

電影的產製有其既定的條件，一般人是難以理解，同樣電影人也往往只看

到其中一個面向，而不能窺及整個電影產業的全貌，電影的困難是來自於它全

部整合的一致性，中間的任何環節如果不能保持專業，就不能維持電影產業的

既定發展，電影產業發展至今影響個人與全球，有其必然的形成因素。 

  

第四節  電影產業核心 

根據前述電影市場結構的基本條件及學者 Stanley 研究(Stanley，1978)電影

在發展中的變化使電影產生基本的核心條件，包括： 

1. 科技的進步，使行銷、觀眾研究及發行的方式，即以電影儲存的方式使

用於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錄影錄放、電腦、及雷射光

碟等的出現； 

2. 資金需求；更大規模的資金周轉於生產超級電影； 

3. 發行與映演系統各自不同的重要地位； 

4. 多廳院的連鎖電影院系統產生； 

5. 電影票房是決勝負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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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技 

科技無庸置疑是開始於早期電影專利權的競爭，然後電影內容被科技推動

成為現今電影動畫發展的各種傳奇科幻電影，最早的特效是在 1920 年代的

「Talkies」，直到 1970 年代，特殊效果的輔助設計及電子剪接、合成設備才開

始大量運用在電影製作上，如《鐵達尼號》(Titanic)、《魔鬼終結者 2》

(Terminator 2)、《駭客任務》(Matrix)及《蜘蛛人》(Spider-Man)及最近的《阿凡

達》等電影，要是沒有電腦科技，這些電影是沒辦法完成這些說服性的劇情。 

此外，科技發展能促進國際市場競爭，能夠以更快速與複雜的計算方式估

算國際行銷，這在以前是難以想像的，從發行與映演技術上，使用複雜的樣本

計數與預估模式，可以在一兩天內估算出觀眾規模及人口反應量，然後作為快

速調整發行或映演策略的依據。 

普遍的電視、有線電視網、及其他家庭劇院設備已經很明顯的改變電影產

業的經濟與實體架構，電影播放和戲院放映服務一直是電影與其他媒體間競爭

的核心，但是由於儲存技術及節目播放技術的改進，在家中同樣也可以看到寬

銀幕的電影，如此不可避免的電影娛樂發展，使得觀看者能控制時間與地點去

看電影，因此重組製片場與發行商在電影經濟的力量，也開啟了另外新的商業

模式，如網際網路的訊號處理技術，Streaming 技術，對於電影製片技術、電影

家庭娛樂產品與服務上形成改變，朝向更個人化與客製化方式。 

二、資金 

除了科技之外的另一個重要力量是資金，資金會改變電影的包裝與相關的

應用項目，例如場景設計與服裝，以時間計算，電影在製作過程、發行、行銷

上都會需要大量資金流動，其中的財務管理是重要的關鍵，財務管理發展出複

雜的方法及流程，影響電影產業甚大，這是電影產業賴以生存的關鍵。 

從經濟學研究的角度，商業電影的經營模式並不能適用於一般的經濟模

式，產業需要相當大的資金週轉，才能發展出需求超過供給的規模，這無法像

是生產汽車一樣的制式，因為每部電影都有獨特的設計及包裝，無法用制式的

生產線製造，因此整個電影經濟模式是特殊的，同時也發現，這種大規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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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供給（少數製造商對生產之控制）在製作、發行、財務的組織上，還得依

賴許多單項小規模的電影相關服務業及製作公司的影響，如各種經紀公司。 

三、製作與發行 

戲院的電影業者在製作與發行上介入多角化的經營模式，以許多不同大小

與方式的組織參與部分或全部電影作品的製作或是行銷過程，這這些公司在製

作發行上有長遠規劃，並且有攝影棚設備或是實際的電影資料庫資產，這些形

成在 2000 年經過整合與併購重整而成的主要業者，有六家主要戲院電影發行商

有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Buena Vista, Touchstone, and Hollywood 

Pictures),、Sony Pictures (早期是 Columbia Pictures Entertainment，整個由

SONY 擁有及 Columbia 及 TriStar 電影的發行商)、Paramount (Viacom Inc.)、

Twentieth Century Fox (news Corp.)、Warner Bros. (Time Warner Inc.)、

Universal（早期的 MCA, Inc. 在 1995 年由 Seagram Co. 占多數股權擁有，2000

年由 Vivendi 購買，2003 年賣給了 GE/NBC），這些公司製作、資助、發行自己

的影片，同時也資助及發行一些所謂的獨立製片電影工作者，有時候直接介入

工作，有時候只是挑選已經完成的電影合作發行。 

較小規模的製作與發行公司是經過重整的 MGM (Metro-Goldwyn-Mayer 

Inc.)，及小型重要公司 New Line Cinema (Time Warner)，Miramax (Disney)及

Dream Works（不存在的 Orion Pictures，其電影庫被 MGM 買走），很多更小製

片公司也在特定市場領域發行影片，這些主要業者較少處理商業院線，同時資

金也不如主要業者，然而有些時候，這些小公司的一些製作及國內發行會產生

巨大票房成績，而引起媒體注意。 

一些小型獨立製片者也將其製作依附於大型公司的發行管道，或者有自己

小的發行公司，新的獨立製片籌募資金來源異於主要製片場，他們與大製片場

簽約，租其場地與設備以籌募資金及保有部分權利金，因而也產生一些新的資

產 （相關或周邊商品價值）。 

更小的公司只發行當地或部分地區電影，有時開發海外市場，有各種規模

的型態，這些公司擅長一些特定影片或是利用網路發行，這些小的獨立製片存

在於各種製作與服務組織架構，品質也許不佳，但是也的確架構出產業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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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風向，增加了多元性的電影製作過程。 

四、映演 

在 1920 年代，看電影只要 5 分錢就可以享受到舒服的電影院座椅，有時候

甚至還有免費飲料可喝；在 1948 年的美國電影反拖拉斯法案成立後，衝擊電影

產業的結構，主要電影製作與發行公司不得擁有映演戲院，因為之前許多獨立

戲院業者抱怨，主要大製片場對他們有歧視，預先保留電影通路，不願將電影

發行到所屬戲院，法案的修改，讓大片公司明瞭不能再供應每星期新的電影，

於是便實質的減少出片量，然而比較好的大片便在競爭缺少下抬高出片價格，

使得許多小戲院無法支付映演費用，同時，電視也開始搶走一些觀眾，使得電

影收入直線下滑，美國 1948 年的法案使得電影主要結構產生加速改變。 

當時美國主要的電影戲院連鎖業者為，Regal Entertainment Group (United 

Artists, Edwards Theaters, Hoyts, and Regal Cinemas), Loews Cineplex (sony, Plitt, 

Walter Reade, and PKO), AMC Entertainment (American Multi-Cinema), Carmike 

Cinemas, Redstone (National Amusements, Inc.), Cinemark USA, Marcus 

Corp.，這些連鎖業者控制將近 2 萬家位置最好的現代化都市與郊區戲院，另外

有將近一萬五千家老舊、私人的小戲院也同時存在，但主要連鎖業者控制 65％

的銀幕數，其獲利卻是整體映演收益的 80％；主要的大連鎖戲院業者廣泛建造

方便的多廳多銀幕戲院 (multiplexed)，對其他娛樂業者產生激烈競爭性，這種

現象一直持續到近代各國，這些連鎖戲院業者的經營都有其經濟規模，由於具

有控制及整合與財務上的強大優勢，電影戲院產業的總收入的 70％幾乎由大連

鎖業者獲得，這情形類似於現今台灣外商連鎖戲院的獲利佔有率。 

五、電影票房 

電影票房會受經濟景氣或不景氣影響，一般認為經濟不景氣會影響票房，

但是美國在統計 1929 年到 2002 年間，發現經濟不景氣並不一定會讓票房不

佳，反而票房收入是穩定及小幅上升，研究認為，經濟不好在家的人會增加，

對於花費更加小心，但是必要的花費還是會排優先順序，電影的需求還是屬於

必要支出項目；研究發現最方便看電影的時間是假期，例如聖誕節、新年、節

慶、暑假，同時也發現，當學校開始上課時，電視也推出新的節目，加上一些

70



選舉活動及上班、上課活動，看電影是非常不方便的，因此衍生出最佳檔期與

最壞檔期之分別。 

一般的電影票價是固定的，雖然有所謂的二輪電影票價，但是認為看電影

不是電影票價的問題，而是這個電影活動的總支出是昂貴的，包括看電影的相

關服務支出，如家中事情的交代、看電影的飲料、停車等費用，通常只有在強

烈廣告的口語傳播效果中，有些電影會增加票價，如時間變長等因素，美國電

影票價最高的時是 1971 年，當時也是經濟好轉的開始；為了刺激票房收入，一

些戲院會在非尖峰時段降低票價，如早場有較低的票價，以吸引一些退休及特

殊工作的人；電影除了票價影響觀眾觀看的原因之外，影響觀眾的條件還有故

事類型、明星與導演、促銷宣傳、人口結構、電影分級、得獎情形及影評，這

些都會影響觀眾的決定。 

電影票房最後的數字會決定電影公司下一部電影的製片規模。同時也會影

響到電影其他電視播映授權金高低及市場 DVD 的買氣，所以電影第一周的票

房永遠是電影公司要追逐的最大數字。 

 

第五節  電影產業發展顧慮 

電影產業沒有資金就沒有開始的基礎條件，資金是關鍵性的元素，因此延

伸的問題是資金的利率及可使用的信用度，電影經費通常非常鉅額，放在銀行

或是分期提領，因此和銀行有密切關係，銀行利率的調整是跟著國民生產總值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及國內生產總值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調升降，它是對一國（地區）經濟在核算期內所有常駐單位生產的最終產品總

量的度量，常常被看成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因此常常會在

年度間調整，而電影製作時間非常長，往往以年為計算單位，因而其間利率對

巨大資金產生償還上的困擾，電影剛開始時是粗略的綱要或是一個簡單故事的

結構，常常可能會花在一年後才會有所謂的劇本、演員、及工作人員，通常也

至少要八個月使得劇本變成完成電影拷貝，這中間包括剪接、混音、錄音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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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成，電影所依靠的是持續的現金流動，事實上，現金常會在電影活動中枯

竭，也就是說，如果電影有許多在製作，那麼能投資的現金來源其實是有限

的，周轉資金是靠現金回流的速度，如果有高風險，資金市場就有周轉上的問

題，因此使用者或是借貸者的信用就是關鍵，對獨立製片來說，成本及其信用

額度是資助電影製作的重要變項，這牽涉到使用的時間長短，就是開始到結束

的時間長度，時間越長越為不利於信用與利息。 

一般人認為只有大預算的電影需要籌集資金，但是幾乎所有的電影都需要

資金調度或銀行借貸，大的製片場也有被拒絕的可能，一般資金市場能容許多

少部電影拍攝是固定的，例如好萊塢的拍攝數量通常是超過能夠支持的程度，

因此必須向外求助；帕金森法則(Parkinson’s law)適用於這裡：不論數量是多

少，也不管其他電影完成的時間或是發行可能在同一時間，專案的數量永遠超

過全部能投入的可獲得資金。（「Parkinson’s law」，自英國歷史學家 G N 

Parkinson 於 1957 年出版的《帕金森定理及關於行政的其他研究》一書。在這

本書裏，帕金森稱這樣一個命題為「Parkinson’s law」：無論分配給一項工作的

時間有多長，這項工作總是會在最後期限來臨時才告完成） 

庫存 

製片開始的變化終究會反映在戲院發行的電影數量上，發行的數量及戲院

上映的比例會影響整個產業的經營獲利，但是很難預測影響的程度，同時製

片、發行、映演過程的變化是彼此互相關連，整體電影的獲利是關係到相關影

片娛樂產品的電視、有線電視及其他市場的要求，以台灣目前為例，過多的電

影發行商發行國外影片，導致各片商整體發行的獲利減少，整體觀眾數量其實

是固定的，差異不大。因此，供與需之間的改變可透過比較整個資金投資於電

影的庫存影片與銷售上，在一般產業研究上，可以看出彼此間重要的經濟關

係，例如庫存量到銷售的下降比例，也許可以顯示出需要提高或是減少投資於

電影製作上，庫存形成財務上的重大現金壓力，因此必須相對地快速循環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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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策略。 

資訊 

許多以消費者考量的產品在市場上都會分享市場資訊，以評估每個產品競

爭者的位置，但是電影發行的資訊及品牌很難認定，一方面因為每年每個發行

者都多少會有一些變動，另外這些資訊有其機密性的可信度與相關性，因而資

訊的必要性與其產品市場研究的方向相當不同，重要的類似資訊也許來自於主

要的電影組織，研究長期或短期的某主要公司的整體表現。 

跨國 

匯率效果影響到國際間的電影租賃業務的營收，以美國為例，大約有 30-45

％的租片業務是在非國內的市場，因此國際間匯差會實質影響美國大製片場與

大的發行公司的利潤；在 1970 年到 1985 年間，美元在主要出口市場價位軟弱

製片場的獲利能力相對增加，也就是在不同國家中這些電影票最後購票現金會

換算成更多美金，相對的 1970 年到 1980 年代間，強力的美元可能減少產業操

做的獲利率 10-15％間，也就是說，雖然國內製片費增加，但是利用國際間美元

走軟，還是可以在國外市場賺到利潤（因外幣強勢），對電影公司的純益比產生

影響。 

以 MPAA 在 2000 年統計，，大約國際間電影院有 11 萬 5 千個銀幕，可

以產生總值約 200 億美金的電影市場價值，其中電影票銷售可以有 145 億美

金，全部的電影約有 3600 個，其中印度占 1000 部(MPAA，2001) 。 

貿易成效是重要考量之一，每個地區都有電影與電視製作，美國長久以來

在出口上的電影與電視交易純益至少一年有 30 億美金(MPAA，2001)，這種市

場主導性可以解釋為自歷史發展優勢的條件、科技的進步、能獲得的資金、行

銷技術的傑出能力、及文化；另外，從經濟學者的研究角度發現：（1）電影與

電視的公共消費的特質，能滿足多數人的愉悅感；（2）美國的家庭市場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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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中的電影銀幕、電視機、有線電視、錄放影設備非常普遍，所有這些

通路能提供機會讓電影分攤其成本；（3）英語是高於中文的第一世界語言人

口，有非常多的有錢國家講英語，這意味「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比較

小，所謂文化折扣是指文化所產製的風格、文化事物及其他有關表現的價值差

異，美國的影視產品易於被這些國家接受，這些顯示出美國商業電影在出口的

主導地位將會持續。 

財務 

電影產業的複雜表現在組織架構上，仍然是屬於散亂而自主的，主要是因

為創意產業都是小規模能提供彼此需要而存在，同樣這種小規模的服務公司或

單位會比較有效率，雖然規模大的製片公司仍然賺近 90％的整體國內市場利

潤，但是如果他們產生問題，整個產業都會牽連，這些大製片場的財務報表經

常代表整個電影產業的財務未來趨勢，但很難區隔及分析這些財務狀況來自於

戲院、電視、或附屬市場，從總體經濟上來看，多少可以瞭解一些電影產業經

濟面的事項。 

市場 

戲院是電影商品的門市，也是大部分獲益的來源，也是大多數人觀賞的地

方，但是到 1980 年代中期，電影附屬市場（電視聯播網、付費電視、家庭錄

影）的整體收入來看已遠超過戲院的收入（見下表），科技發展是主導力量，使

得發行的成本減少及訊息內容的保存技術於各種娛樂軟體中，如電腦遊戲等，

還是有許多的疑慮，懷疑這些項目的增加是否能足夠支持電影產業的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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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估算一部電影的平均附屬收益（MPAA 會員電影）（2000 年） 

每部電影的執照費或是收入（百萬美金

計） 

百分比 

付費電視 8.5 31％ 

家庭錄影裝置 12.0 44.4％ 

電視聯播網執照費 2.5 9.5％ 

電視公開播映網 1.5 5.6％ 

國外電視 2.5 9.5％ 

整數 27.0 100％ 

資料來源：Harold L. Vogel（2006）Entertainment Industry Economics, Sixth (ed.),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65. 

單獨看新發行的電影在電影院可以有 2-4.5 美金的收入，但是在付費電視上

或是租光碟設備，每看一次只要 20-30 分美金，這可以是一群人在家中同時看

一部電影，或是一個人在家中看很多次電影，都不需收取額外的費用，這種越

來越便宜的家中看電影是否會影響整體收入？變成一種疑慮，電影娛樂產品於

是加強其中吸引力，例如場面、服裝、道具等，造成在家中看與戲院看有絕大

的差異，儘管有些人不願意付費看電影，但是不論如何，還是有大多數的觀眾

願意出走到戲院看電影，這種現象短期是不會改變的。 

每當一些敏感的電影通路出現，一種明顯的疑慮就會出現，這是傳統二分

法的電影市場看法，一些熱門的電影仍然有人在戲院看，同時間也有人在大眾

媒介上看此電影（DVD 或網路），觀察一些熱門檔期的電影經驗，發現主要 12

部電影中的四部都只有 80％的收入來自戲院，所謂戲院必須看的電影是上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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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發行的電影，但是二分法的觀眾可能會選在家中讓一群人同時觀看新電影

（花費較少），換句話說，新的通路得到新的附屬市場，但是不會失去原來主要

市場；整體上說，附屬市場現金流動可能會大於主要市場，這種進步快速的附

屬市場會有利於電影產業，但是這些家庭收視與付費收視，並不足夠分攤快速

上升電影製作發行成本，美國在 1980 到 2002 年間，每一個主要製片場的平均

製作成本從 940 萬變成 5880 萬，同時行銷成本上升從 430 萬到 3060 萬美金，但

是收入的利潤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遠遠低於 1970 年代高峰期的紀錄(Vogel, 

2006）。 

附屬市場的出現，使得許多的獨立製片想用預售版權的資助方式來拍片，

獨立製片原來是與大的製片場合作，可以不顧隨之而來的製作及發行財務費

用，或是一些電影只有製片人才會有財務的風險，預售(presale)只是以一種基

金、保證、承諾的方式以獲得拍片資助，這種方式有時並不能保證拍片時現金

流動能順利，同時也不能考慮增加的拍片與行銷發行成本（行銷與拷貝金額

高）。 

一些公司用預售策略作為緩衝，但是並沒有消除問題，這種冒險增加了獲

利風險，這種公司同時也增加一些成本，因為預借會使得公司必須付出更高的

利息或是分期償還上，因此往往是雪上加霜，除非有好的票房收入，從長期來

看，這種功能成功的很少。 

附屬市場的擴張，也許並不能增加電影市場的獲利能力，但重點是，微弱

的資金條件、零碎的市場與觀眾、有創意人才資源的增加競爭等，只是在邊際

市場產生少數利益，對新科技的媒體獲利貢獻並未增加，新媒介（DVD＆網

路）不可避免的會改變電影產業結構；新的網際網路技術提供觀者非常大的控

制權，能決定何時、何處的享受娛樂，這些技術已經降低了每看一次的費用及

散佈經濟的能力，新的觀看模式會取代舊有的，但是行銷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因此唯一之道是開發新的觀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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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最明顯的轉變是自廣告支持的活動，可以由購買以獲得娛樂的電影

票、額外付費電視服務及家電廠商的促銷家庭戲院設備，所有都希望能促進電

影獲利，用移轉權益或分攤收益或廣告轉嫁方式，這時產生了交叉控制與合資

的產業怪獸，在內容、發行條件、觀眾通路上，形成了整合式投機式賭博，這

些並不是大膽而有洞察力的市場策略。 

資產 

有很多的研究出現在評估電影資料庫(film library)資產價值，這也是電影產

業經濟的一部份，許多製片場在併購時，片庫往往是大家矚目的焦點，事實上

有非常多的因素會影響其價值，技術的進步、興趣的比例、立法的限制、最近

的使用率、及普遍的社會態度，都會影響電影庫的認知價值。 

科技進步雖然重要，但是帶來許多新的爭議，進步快速的電子媒介可以增

加更多的節目需求，有效的將許多的「舊酒新裝瓶」，同樣的新娛樂傳輸與儲存

科技可以有效且方便不貴地錄下節目，雖然常常是非法的情況，這種能力使得

相反的影響了電影庫的價值，消費者擁有數不盡的珍貴產品（電影），使得實際

的一些電影無需獲得執照再度播出。 

  電影使用率(utilization rates)或是播出頻率，主要在於電影產品公開曝光的

程度形成決定的關鍵價值，使用率有牽涉到許多經濟利益，如果要保有價值，

就不能時常播出，但是播出就有現金收入，這是一種兩難，因此必須決定播出

或賣掉。 

電影能激起最多觀眾的興趣，觀眾越有興趣就能產生最大的價值，但是電

影通常是個被時間決定的產品，社會氣氛的持續維持度是重要的關鍵，戰爭電

影需要一定時期的社會氣氛；幽默電影可以無時間限制；恐怖的議題電影觀眾

可能幾年後就沒有市場；電影中的道德、服飾、道具、汽車都有年代性，會隨

著時間而改變，每個類型電影因此最多只有 20 年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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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4 年止，有 19500 部電影片名出現(Vogel, 2006），很難想像多少部電

影會賺錢，老電影出現付費電視頻道的機率越來越低，因為有新的電影會取代

其吸引力，同時家庭收藏電影使得主要製片場發現非常困難去促銷老電影，例

如中央電影公司的許多老電影；用有吸引力的片名是吸引觀眾的重要因素，也

因為市場的限制，國內與國外市場不可能每年有超過 1000 部電影的容量。 

利息與通貨膨脹 

利率的影響是單獨最重要的價值外來變數，電影執照的合約通常是三年或

五年，有點類似於股票市場，升降的利率會增減票面價值，電影庫的現在純益

是所有折扣的現金流量及風險調整的不確定性的總和。 

通貨膨脹是放映執照費的長時間考慮，有時會增其執照費；另一個膨脹的

假象是經常所謂的「無價」資產，是指藝術上的成就，例如早期迪士尼許多經

典之作，在今天都無法重做，但是這種無價並不保證每年會有高價的執照費或

票房收入，大多數是沒有可能的。 

另一項的評價過程是包括權利的擁有與完整性，例如完整的「洛基」電影

及相關的紀錄影片、海報、聲帶、商業電視廣告權利，會使得整個行銷更有效

率。擁有權如果不細看會有許多問題，通常合約會延續多年，其中會有參與者

與零星的付款、權利的執照性、可能的限制及其他轉讓的條件等，也有不見得

都有列出來的合約項目，必須仔細評估才能產生最大的價值，整個電影庫的數

量也只能提出一個約略的可能價值。 

資料庫價值 

決定電影庫價格最明顯的方法是研究之前轉讓的金額及相關的電影資料，

轉讓很少發生，主要動機是市場考量的娛樂價值，相同數量電影的電影庫也不

見得會有相似的價格，電影片庫價格通常只是一種擁有者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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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 

房地產價值往往被大家忽略，但是這些房地產往往是銀行支持製片貸款的

重要保證，隨著都市開發及電視製片的需求量，擁有地產的製片場水漲船高，

地產變成重要的電影公司財務分析與他們合作對象的重要考慮因素，對於能提

供足夠空間場地來拍片，一直是許多國家吸引各電影製片的政策，同時用低工

資、較少工會限制、較弱的幣值、天氣等條件來吸引拍片，2000 年以來，加拿

大一直是很好的地方，直到 2003 年取消稅法保障，澳洲、紐西蘭是後來拍片政

策的競爭者。 

 

第六節  電影投資風險 

電影產業是複雜到接近混亂的產業，只有參加過電影的人才知道，其間於

財務、製作、行銷電影間的不可預期、不可避免的事情太多，一般認知上，大

預算電影有銀行、明星支持，相較於沒有這些條件的獨立小製片的電影未來票

房是有不同風險的。 

經濟學家開始建構一套分析，為什麼電影產業是如此？理論的基礎是根據

De Vany and Walls（1993, 1997）及 Caves (2000)的分析，模式化所有創意產業的

組織架構，包括電影、藝術、音樂、書籍、真實演出，顯著的特點是需要大量

資金與活動，要與許多合作單位有選擇性合約，包括財務、製作、發行的創意

產品與服務，這種關鍵性關係是建立在電影觀眾最終的電影票房上，而觀眾是

根據隨時改變的資訊做電影選擇，因此在統計上出現一個現象，許多的電影票

房獲益是在 5000 萬元以下，只有少數能有超過 3 億美金的收入，例如《鐵達尼

號》在 2003 年拿到有史以來美國國內票房的最高紀錄，票房並不是平均呈現，

而是巨幅下滑斜線，應該是沒有中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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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票房曲線 

 

資料來源：De Vany and Walls（1993, 1997）& Caves (2000) 

《An Idealized Pareto (power) law》 P.110 

 

換句話說，電影是有非常低的可能性去賺到高獲利，而是有非常高的可能

性得到低獲利，因此預測，只有 5％的電影能賺到 80％的整個產業的獲利，而

放映的最大銀幕數能導致快速失敗或是成功。 

電影是個複雜的產業，有許多非線性的敏感變數會出現與干擾，只能預測

說，電影的下一星期的獲利是根據上星期的獲利結果，電影是一種只能存在

「非常卓越」的產業；「電影是每星期都在競爭與求生存的產業」，只有開始成

功的電影會一直生存下去，它的風險與傷害會一直持續存在。 

有些人說：電影是合約導引的產業，事實上它同時有四項明顯的商業功

能：籌措資金、製作、發行、行銷與廣告電影，每一項都有其專業技術與知

識，包括募集與投資財富、評估與確保製作成本與風險、計畫與執行行銷與廣

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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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電影風險管理   

電影劇本剛開始是根據文學作品的故事概念，可能是已經存在的、新的想

法或是真實的事件，然後進行到大綱的整理、初稿、及最後的修整過的格式，

在大綱的階段，有精通文學的經紀人介入，他通常熟習最近的各種小說及作

家，並且經常主動代表客戶去談合約，通常一個不成熟的手稿是沒有辦法投到

製片場的編輯部門，但是如果有一個有經驗的經紀人，他會投到獨立的或是製

片場委託的製片人手中看這劇本手稿，這種經紀人必須能有敏銳的成功感覺為

客戶工作，並且能改變可能的製片人情緒的能力，在這個階段的冒險通常是用

電話聯絡，然後有一些旅行、閱讀及寫作的時間。 

如果這個文學財產能吸引可能製作人的興趣，或是有人有能力影響可能的

電影製作人，各種有選擇的同意書將會很平常的簽署，有如房地產或股票的約

定書，這同意書中的選擇「有權」去買下全部的產權，其中註明截止日期及談

判的價格，這些都是根據最後的印刷版本(final print)，這也能夠再轉賣，經紀人

通常在這階段會收取至少 10％的費用。 

之後，電影製片人要決定如何去改寫許多提供的可能版本，於是真正的資

金募集工作開始，以美國為例，所有的努力都是法律根據下所謂的「文學產權

協議」(Literary Property Agreement，LPA)，這是一種寫明作者各種權利或是其

他擁有權利者到製作人的合約，在最大的範圍內，LPA 的深度與複雜度會影響

製作人獲得的籌資的方式。 

例如，假如製片人是受委託於大製片場，通常製片場會堅持保有廣泛的權

利，如此一個專案能全然有續集、電視影集、商品及其他機會，如此其他人想

加入是沒有機會的，如果不能如此，那製片人就會有財務上的危機，製片場的

發行合約通常會找銀行來貸款，也許製片場會投入自己的資金，如果不是如

此，更平常是獨立製片人會去尋找其他財源，也就是他無法全然是獨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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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尋求資金的過程中，會有許多的特殊作法，財務結構也會特別不一樣。 

募資的決定通常是非常的高度主觀，一些錯誤也經常發生，例如答應的案

子會突然拒絕或是放棄，也可能突然被接受，非常成功的案例是電影《星際大

戰》（Star Wars）及《Raiders of the Lost Ark》，在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及拍拉蒙決

定拍攝前都曾經在許多製片場兜售，兩家公司最後才決定製作與發行，《大白

鯊》（Jaws）曾經在拍攝之中被取消，原因是超過預算，《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最早被許多大製片場拒絕過。 

為了取得資金，計畫必須已經被分析過，如故事結構、導演、製片人、場

景、演員陣容、及預估的預算，到這階段，有專業經紀人介入，他扮演重要角

色為他的客戶工作，經常他會將計畫包裝成套的多元化，並且加上人性的元

素，使得電影劇情或電視更有內容。美國最大的專業經紀人組織為：The 

Creative Artists Agency (CAA)、The William Morris Agency、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CM)、United Talent Agency，除了上述之外，還有一些較

小或是高度專門的專業經紀公司會用折扣的方式接案，通常他們的標準手續費

收費是小於 10％。 

在整合中，經紀人有著重要的功能，能降低搜尋主要關鍵條件的成本，同

時可以再補充必要的產業資料素材，所謂的「語言天分」能力，通常能讓經紀

人達到目的，所以經紀人的花費是不可缺少的，也是整個產業的關鍵，他們的

專業與關係及藝術的天分能代表專業的電影事業成功。 

財務基礎 

在電影產業中需要創意的一個行政工作應該是資金的募集，因為會有各種

方法想得到資金來拍片，基本上有兩種方法：形成合作關係的模式，另外是從

公眾的市場得到金援，如果以來源來說，有三個來源：（1）產業資源，從產業

中各種介入的個人、組織、機構中得到金援，如製片場、沖印場、戲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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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者，這包括銀行、保險公司；（3）投資者，是指公眾的或私人的籌資方

式，可以是各種組織或機構的模式。 

股市介入電影產業通常是指將未來可能的電影利用百分比的方式賣出成股

票，因為股市有投機氣氛，只要有發財的可能，就有可能募集公眾的資金，在

美國歷史上的 1981 年 Kings Road Productions 公司，曾募集到 150 萬美金，以每

股十元的股價於 1985 年募得；另外 United Artists 也用相同的方式將暢銷小說

〈Eye of the Needle〉以 150 萬美金募得資金，這些案例主要是必須是出名的公

司、製作人、小說，能取信於大眾，沒有知名度的新公司是沒有辦法得到這樣

的募款。 

股票常會轉賣以取得其它的安全保障，因此就會有許多不同的投資人背

景，美國 1980 年代的 Telepictures 公司就是如此作法，它是電影影集及商業電影

的企業聯合公司，曾經募得 640 萬美金的電影資金；另外一個案例是

DeLaurentitiis Entertainment Group Inc 公司，曾經拍過《畢業生》(The 

Graduate)、《羅蜜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這種概念下的公司有很多的作

法是「預賣」版權給付費電視、家庭錄影業、外國戲院業者，希望能募得低成

本電影的資金，事實上這些公司除非將來能票房賺錢，但是因為大多都太複雜

而難以收尾。 

稅務 

大部分的投資都是部分合作關係，分攤風險，美國自從 1976 提出廣泛的節

稅法，電影投資便成為多數人有興趣的逃稅工具，比如可以先付一元訂金，答

應會再付三元，然後去貸款，之後看到三元的收據再付，因此只有一元的風

險，但是卻可以成為四元的投資信用，因此成為合夥只要有協議書便可以了；

在 1986 年美國稅法作了些調整(Tax Reform Act of 1986)，之後，便有許多美國電

影跑到其他國家拍攝。1983 年，HBO（付費電視的大盤發行商）提出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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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色銀幕合作伙伴」(Silver Screen Partners)，不論電影的票房，保證完全可以

領回至少十部電影中的每一部投資的錢的資助募款計畫。 

貸款 

大部分的電影都需要向銀行貸款，不管是用什麼名義，銀行貸款都有相關

的信用、償付、抵押標準，許多貸款都要有公司擔保作為附帶條件，和所有的

汽車或房屋貸款一樣，這些貸款當製作開始時便需要償還，而開始產生製作成

本，所以當製作期一再延長的時候，也相對增加利息負擔的時間，相對成本增

加，加上如果最後票房不佳，貸款便形成公司或個人債務，許多公司最後需要

重整或是關閉都是因為財務管理的問題，其中成本增加是主要因素，越來越多

的跡象顯示電影製作本在國際競爭中不斷上揚，尤其近年加上許多的電腦動

畫，或是增加的 3D 特效處理，都使電影產業的風險不斷提高。 

根據美國 MPAA 資料，1980-2002 年間，基本的「底片成本」(negative cost)

上漲的費用非常大，這些費用包括總支出費、製片場費、資金利息的費用。 

線上人員（About-the-line）及線下人員（below-the-line）都可以某種方式的

投資電影，如工資薪水，或是服務內容等。但是在美國製作中，有一項人事關

鍵因素是工會的會員，電影工會的介入都會要求製作公司提供基本的薪資保障

及其他福利，包括加班、工時超支及每日的工作時數等對於電影拍攝時常因超

時及天數問題引起許多額外支出，尤其當導演忽視預期工作進度時，必須另外

追加拍攝時間時，又要額外追加預算。 

美國一些重要的工會如下：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artists 

(AFTRA)、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Theatrical and Stage 

Employees (IATSE)、Producers Guild of America、Screen Actors Guild (SAG)、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很多獨立製片的想節省製作費都會從 below-the-line 的

工作人員下手，因此非工會的人會比較具有彈性，其費用相差可以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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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電影製片基本開銷項目 

 

 

 

 

 

 

 

 

 

 

 

 

 

 

資料來源：MPAA，2002 

發行 

電影關鍵的階段是發行與行銷，發片順序模式(sequen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是決定的關鍵，其間有非常多的細節需要觀察及處理，在後製作業中的問題其

實不是問題，上映前的複雜準備工作才是問題；發片順序是決定在最佳市場區

製片過程 Production 

Process 

底片成本組合 Negative cost 

components  

故事權獲得 

Story rights acquisition 

概念 Concepts 

書籍 Books 

劇本 Screenplays 

前製作業 Preproduction 故事發展 Script development  

場景設計 Set design 

演員選擇 Casting 

工作人員挑選 Crew selection 

服裝設計 Costume design 

場地搜尋 Location scouting 

預算編列 Budget 

主要拍攝 

Principal photography 

線上人員 About-the-line 

演員 Actors  製片 producers   

導演 Directors  編劇 Writers 

線下人員 Below-the-line 

音效人員 Soundstage   梳妝 wardrobe  

場景製作人員 set construction labor 

後期製作 Post production 影片剪接 Film editing  

音樂 Scoring 

字幕 Titles & Credits 

混音 Dubbing 

特效 Special effects 

錄音製作 Sound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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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策略的考慮，電影發行的最大因素是最大市場邊際效益的某段時間，依照一

般的市場順序，戲院之後是付費電視發行商、家庭錄影發行商、無線電視網

路、最後是聯播網，因為電影投資是很大的，所以希望能儘速回收資金的壓力

很大，目前已知網際網路的影響很大，但是終究會如何影響電影的發片次序，

尚待觀察。 

上述的發片其實只是藉由不同的「窗口」，將相同電影產品用不同的價格推

出到市場，有不同的買主，上映時間、發行商選擇、地區等都是發行策略的一

些考慮，但是如果戲院失去第一個回收的機會，後面的發行窗口將會更為困

難，資金回收也許就會拖到很慢，不能引起市場注意的結果是獲利將會減少。 

發行映演的合約 

發行商要找出人口分佈最有利的戲院，通常是能夠擁有最多銀幕的連鎖院

線，找出最佳的關係，利用之前類似電影在當地的票房紀錄，發展出最好的上

映策略，以創造最大的營收。 

通常行銷人員不可能將一個很差的電影賣的很好，但是卻可以將一個普通

電影的票房提升，發行商與映演戲院之間需要協調特定放映地點的許多事情；

在電影發行之前的前幾個月就要開始作業，寄出一些設想地區戲院的詢問信，

發行商會考慮提供一些宣傳上的照片或其他條件，這些條件包括映期及時間及

其他廣告、行銷合作計畫，考慮最大的連鎖院線和其他院線提出的條件，算出

最大收益的可能性。 

發行商可以只租下戲院，然後提出以「星期」為計算的租金、操作費用、

保險費、廣告費、當地電視廣告費等，另外一種是「包場」，戲院業者在一定時

間中付出電影租金給發行商來上映電影；大多數的映演合約是呈現票房「下滑

的百分比合約」，其中付款尚包括房租、電費、保險及其他可能費用，開始可能

是 70/30％以上，如 90/10％，但是每兩星期之後會調降，從 60/40％到 50/50％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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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就是說房租也許是 10,000 元，第一週的票房是 50,000 元，因此 50,000-

10,000＝40,000*90％＝36,000 元分帳，或者也可以用固定樓地板分帳 70/30％，

50,000*70＝35,000 元。第五週票房是 30,000 元，因此 30,000-10,000＝20,000*70

％＝14,000，或者固定樓地板分帳 50/50％，30,000*50％＝15,000 元(Wasko, 

Janet，1982)。 

對戲院來說，收益來源占多數是來自於戲院餐飲料，如爆米花、飲料、熱

狗，此外，也可以架設電動遊戲機等，或是將全部或部分租給包商經營，因此

這方面可以用票價與零食構成一套吸引觀眾的策略，票價高但零食便宜，或是

票價低但零食貴；戲院廣告也是戲院另外收入來源之一。 

映演市場分析 

戲院的容量對電影公司與戲院收入有直接影響，全美 2002 年共有 35280 塊

銀幕；多廳院戲院是發展的趨勢，稱之為 Multiplexed；戲院放映有幾種：首

輪、二輪、其他，是不同層級戲院的放映方式；電影是有腳的，看電影票房收

入要視該電影是否會有比較長的映期，其計算公式是：R＝N*S*P*A （R 是收

益；T 是放映時間；N 是一天放映幾場；A 是每場平均座位數；S 是銀幕數量；

P 是平均票價）；這種方式是將觀眾的電影分級（G, PG, PG-13,R,NC-17,X）排除

在外(Wasko，1982)。 

包場戲院的租約的百分比，是要看電影市場上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平衡關

係，產品缺乏時，DVD 租售市場也業績下滑。 

DVD 

1980 年代，電影主要行銷的對象收入還是來自戲院，在 1986 年開始，發行

商的國內家庭錄影收入首次超過戲院收入，20 億美金與 16 億美金之比，家庭

錄影收入從此改變美國的基本產業架構，後來越來越普遍的 VCD、DVD、及電

腦錄放映軟體，電影這種從早期只能戲院看到租回家（短期看的租售店），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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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能自己購買擁有及保存的過程，中間時間轉化快速，傳統電影發行商發現除

了電影院之外有別的賺錢市場，據調查也發現美國民眾有 40％的消費中，錄影

商品費用是較花在戲院票價的兩倍。 

一些長青的電影如迪士尼影片，因為卡通動畫及家庭類影片居多，可以有

更多的利潤，一般美國計算市場價是 24.95 美元，大盤進價是 13.50 美元，計算

下來，全部收入可以是 8100 萬美金，其中 570 萬美金是由發行商拿去，發行商

要決定是經由租售店（63％的大盤價）或是直接賣 DVD 到大盤商的數量。 

電影商品的販售可以是經過授權的音樂、書籍、漫畫、多媒體、及其他互

動形式媒體（DVD、CD-ROM 等）、速食餐廳、玩具，通常會有 6-7％的收入進

帳，迪士尼的卡通電影《美女與野獸》、《阿拉丁》、《獅子王》及環球的《侏羅

紀公園》的版權收入都超過 5000 萬美金(MPAA，2005)。 

行銷 

每家電影公司對行銷控制都要非常仔細，但是行銷費用越來越高是事實，

很多公司都希望能賺多一點，因此行銷費用居高不下，同時也是通貨膨脹使

然，一般來說製作費的 50％是行銷預算應該還可以負擔；行銷決定在製作與發

行上的重要影響是讓電影如何被大眾認知，及讓電影在電影周邊市場產生效

益，首映是關鍵主導因素，但是觀眾對於好壞的反應是非常快速的，如果很爛

的電影行銷會讓電影迅速消失市場。 

 

第八節  電影風險評估 

各種獲利對照的分析，通常以為少數的費用是無傷大雅的，但是如果忽略

這些小錢，也會造成製作悲劇；對大多數電影來說，能賺到錢的不多，就算是

把新媒體市場加上去也是如此，只有少數的贏家陪多數的輸家在玩，最先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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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先離場，輸的總是最後進場的人，因此電影有許多風險；也因為電影通常是

拿別人的錢在玩，不可避免的有偏見成本上升(Parkinson’s Law)，很少有利潤回

收，許多暗示新媒體能夠稀釋、吸收、轉化成本，因為如此夢想，形成夢魘，

只有大製片場能有 50％的分攤成本可以來自國內租售業，事實上，所有成本都

高過可能預期利潤及邊際市場收入，如果用數據分析，發行、輔助市場收益成

長效益、平均底片製作與行銷成本及整體租售業收入，可以產生一個統計現

象，大多數主要發行電影能否打平的狀況並不比獨立製片來的好。 

事實上「平均好的電影」並不存在，真正賺錢的只有少數「打帶跑」(hit 

and run)的公司或電影，不論是大預算或是小預算、或是有明星或沒明星都是一

樣，電影的財務狀況是很難預測的，因為每部電影都是獨特唯一的、並且也有

不同的競爭情況，這是和其他產業不同的地方，同時觀眾也會因為行銷手法而

會改變選擇，但是票價不變或是看電影的習慣會改變，供需之間產生關連影

響，市場數量與可映演的戲院與映期都是影響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損失多大，大製片場還是以充實電影片庫訴求與電視

網合作的關係競爭，在市場優勢存在，要真正瞭解，電影的關鍵是發行與財務

能力，行銷與製作成本的風險經常反映轉嫁到外來投資者或是製片人身上，製

片場的獲利主要依賴發行與其他收入上，這是許多電影人至今還不明瞭的地

方。 

現實 

學者 De Vany 及 Walls (1997)在深入瞭解電影的需求時建議，電影產業是經

常變動，原因之一是「供」與「需」之間的改變，這種變化可以從相關的產製

過程及即時的票房報告中看出，De Vany (2004)指出：（1）每週的收入是彼此相

關的；（2）觀眾選擇或是放棄電影大都來自於外在大量資訊，尤其相信一些個

人的行為經驗，或是「意見製造者」(opinion-makers)的講法，而忽視自己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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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3）廣泛來說，發行的電影有更多變數，一般說，較短的電影較能存

在；（4）票房發行的收入不會穩定；（5）電影產業的收入是根據 Bose-Einstein 

distribution 發行結果差異，極端的電影有可能獲利，但是後繼相似的電影卻沒有

獲利可能。 

根據 Ravid (1999)用隨機抽樣的研究方式對 200 部電影做的研究，發現

（1）低成本的電影較之高成本的電影有更多獲利的可能；（2）電影用較少知名

度的演員較之用明星演員拍片更有可能賺錢；（3）電影的優點與獲利沒有直接

的關連，但是，的確有關連於看電影的積極人數與獲利有關；（4）最具獲利關

連的電影是 G 或是 PG 及電影；（5）續集電影較之一般電影更能獲利；（6）明

星雖然能帶來較高的票房，但是獲利卻很少。電影的財金特質是非常自然的產

業要求，獲利是非常重要延續電影生命的支柱。學者 Postrel (2000)說道：明星

的主要效果不光只是幫助電影放映，同時能延長電影的檔期，但事實上，其間

並沒有多大差別。 

 

第九節  電影投資報酬率 

電影成敗的決定在它放映的第一個週末（Shay Sayre & Cynthia King,2003, 

p. 200），為何如此？有幾個因素：第一，幾乎每天都有新電影出現，如果不能

在上映第一週吸引觀眾，那麼可能的觀眾就會被其他電影所吸引去，而製作者

永遠失去製作的目的（票房）；第二，第一週的票房紀錄會影響這電影以後的相

關市場授權金，也就是電影其他「窗口」的獲利可能，這些「窗口」包括電

視、DVD、書籍、其他放映場所（飛機、公播場所）；第三，第一週的票房紀

錄會影響其後放映的觀眾期待，也影響以後拍電影籌資的信譽(creditability)，電

影的募集資金最重要是看過去參與拍片的紀錄，銀行家如此，一般投資者也如

此，所以第一週往往是電影宣傳的最高峰，成功失敗在此一舉。 

90



「窗戶理論」（Windowing Theory），窗戶是放映的通路，根據「找窗戶」

需求，電影獲利才能「最大化」(Maximums)於特定的消費族群，而使得他們的

電影票錢被充分計算；為了希望獲得最高的票房收入，觀眾必須被清楚的認

定，並且反映在不同的映演場域與價值，也因為電影必須具有最高價值的立即

性，觀眾才會付最高的票價去看最新的電影。 

電影族群因為有人口分佈、心理分佈、電影經驗等，因此存在於不同的

「窗口」（他們會經過「窗口」），較不受歡迎的電影會比較短時間停留「窗

口」，低預算的電影可能直接會去錄影市場，而不會試探戲院窗口；每一個「窗

口」對電影產業都是重要的，同樣，國外市場是電影第二大的重要市場，各個

國外市場同樣也有各個發行窗口，這種國內外「窗口」的聯合就是電影獲利的

最大保證，但是第一週的票房記錄是隨後「窗口」的宣傳依據，所以美國八大

電影公司在彼此間都會避開第一週票房的競爭，而讓彼此都是第一週票房冠

軍。 

基於經濟的考量，電影必需要極力去爭取觀眾，有研究結果顯示出電視與

電影之所以吸引觀眾注意的原因：（1）暴力：來自內在社會病態，社會中衝充

滿了類似暴力的情境，將自身投入這種情境可以發洩自己對周遭的不滿，一種

產生舒服或不舒服感受，這種講法是帶領觀眾進入一個幻境，給予自身一種有

效的作用、預防、激動與放鬆、社會反射等；（2）明星：一種專注的熱望，明

星是讓人羨慕的對象，有四個分類說明觀眾與明星的關係：1. 情緒的親密傾

向，觀眾的個性附著在明星身上；2. 自我認定，觀眾陷入到角色中的生活情

境；3. 模仿，名星成為觀眾的角色模範；4. 投射作用，一種積極的模仿發展出

觀眾的明星夢（Shay Sayre & Cynthia King,2003, P206），這些用心理學解釋經濟

現象的方式是說明觀眾的內在需求，了解觀眾才能拉近觀眾的距離，最後才有

票房。 

從社會衝擊（Social Impact）來看，電影在經過數百、千萬的預算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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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電影觀眾在觀看付出的個人成本計算來「除」，會需要有非常多觀眾的參

與來分攤，因此在每部電影都極大化其觀眾數的情況下，電影內容影響社會的

情形不難達成。「拷貝複製效應」是指越多的拷貝越會影響更多的人，也就是會

影響更多的社會人士，甚至是下幾代的子民；事實上「分級政策」在電子媒介

管制不住的情形下，形同虛設，電影觀眾或票房的極大化讓社會產生相對的影

響；「明星」的出現是好萊塢文化的一種武器，在全球市場無往不利；另外，一

個是科技能力，是將慾望與夢幻結合，例如電腦動畫能將所有的想像變成吸引

觀眾的元素。 

不論何種的條件來創造票房紀錄，無非是用投資報酬率來界定投資支出與票房

收入之間的百分比，以動畫電影「皮克斯」的製作團隊出品分析，一部電影的

獲利可已有數倍之多，造成的市場價值是驚人的獲利（見下表）。 

表三：皮克斯數位動畫電影收入及製作成本（1995-2004） 

年度 電影名稱 票房紀錄 成本（美

金） 

獲利倍數 

1995 《玩具總動員 1》 三億六千萬 三千萬 12 倍 

1998 《蟲蟲危機》 三億六千萬 四千萬 9 倍 

1999 《玩具總動員 2》 四億九千萬 九千萬 5.4 倍 

2001 《怪獸電影公

司》 

五億三千萬 一億 5.3 倍 

2003 《海底總動員》 八億六千萬 八千萬 10.7 倍 

2004 《超人特攻隊》 六億兩千萬 六千萬 10.3 倍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92



結論 

電影走向數位的製作、發行、儲存時代，科技成為電影內容創造的可能變

數，網路成為能以最少的錢去廣泛發行的宣傳通路，電影一直存在其獨特吸引

的地方，其特質不會改變，金錢永遠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其相對應的票房必

須有投資報酬率，電影產製的流程不會因科技而減少，反而可能因為介入更多

電腦特效而更加複雜，電影的控管永遠是減少電影投資風險的必要手段，進行

風險管理是必要確保電影完成製作的程序，對於發行與映演的關注是電影成功

的後半段重點，雖然電影永遠是企業家與資本主義者所玩的遊戲，它是需要研

究與發展的創意產品，關鍵在執行力，單一電影產品在市場上消失的很快，電

影這種多數人參與的製造程序代表整體整合行銷的能力與創意行銷策略，國際

外銷雖然可以擴展國內電影產業需求，但更多的陷阱必須排除，電影故事內容

可以促成許多討論，相對的也易遭受非常多的意見與批評，並要以極高專業標

準的誠信為依據；沒有任何一個產業要花數百或千萬美金，但是卻無法得到一

個大眾會購賣的真實保證，電影也不像一般商品能用，而卻只是擁有記憶而已

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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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影金錢遊戲 

 

《海角七號》在國內造成熱賣，總票房約七億多，刷新了近幾年來所有台

灣電影的票房記錄，《海》片的成功並不止於電影票房創新，它其實所帶來的

周邊經濟效應也十分的驚人，如電影原聲帶、周邊商品，諸如片中所提到的原

住民飾品，以及在觀光局的推波助瀾之下發展國內恆春觀光旅遊，同時所有的

演出演員的廣告及代言有接不完的通告，另外又有一窩蜂搶搭順風車的其他廣

告等，都是因為電影成功所帶起的相關周邊經濟效益，類似的電影《綀習

曲》，除了電影本身票房算是亮眼外，也刮起了一陣腳踏車熱，直到今日仍熱

潮不減，成為台灣瘋狂腳踏車的起點，《海》片導演魏德聖雖然樂觀看待將來

的國片市場，但不免憂心的表示，如果一名導演冒險舉債拍了電影，不但不賺

錢反而欠了一大筆資金，就算是再有才能的導演仍然是沒有下一部片的機會，

這也道出了電影市場最大的問題，「錢」的問題。  

美國 1915 年賣座的大衛˙葛里菲斯的《國家的誕生》也有類似的社會

現，這是耗資 10 萬美元，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進行表現的影片，是一部充分

來發揮電影藝術的電影；格里菲斯為了追求銀幕上的真實，他參照馬修˙布拉

迪在南北戰爭時期所拍攝的真實的照片，發揮想像力地在銀幕上加以創造， 構

成了一些精彩的段落，在長達 3 小時的影片中，銀幕上有壯觀的場面、歷史偉

人，又有細膩的溫情、平凡百姓，既有殘酷的戰爭、節奏緊張的營救，又有安

逸的生活、美妙情趣的抒發，例如彼德堡戰役、林肯總統被刺等等，然而，影

片當中又有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虛構，影片內容爭議所造成的結果，正如事後

許多電影行銷策略一樣，因爭議而使大眾好奇，也使得影片在商業上變得有利

可圖，並且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僅在一年之內盈利就達 100 萬美元(當時是前所

未有的票房)，創造了電影史上第一次的驚人票房記錄，但這件事情刺激了當時

美國投資者的興趣，同時引發對電影企業在經營、發行方面的重大改革，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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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從此攝製大規模豪華故事片開闢了道路，就在投資者大量支持的情況

下，葛氏第二部電影《偏見的故事》雖然也是一部複雜的電影，但是因為過於

複雜而票房慘敗，終至導演葛里菲斯失去後來拍片的機會；同樣後來的《大國

民》導演奧森威爾斯也有類似的境遇，電影得不到觀眾的喜愛，票房失利，從

此失去電影的生涯，這一切都是因為「錢」的票房問題。 

電影脫離不了資本主義的色彩，它是一種商品 ，是經由勞務市場工作者

的交換價值產生廣泛的規模經濟，它不僅本身是產業模式，同時產生的發行與

放映也是一種產業外部結構，共同形成資本主義的色彩，有人說美國是資本主

義的大本營，電影產業在美國的發展有其根本的優勢，其結合金融與財務、股

市的綜合體，控制這些錢的流動，就等於控制昂貴的電影遊戲。 

 

第一節  電影操控權 

美國電影產業是影視娛樂的核心產業，因為影響電視及付費電視機制，電

影因此有所謂的電視電影，電影的跨媒體特質（經營權）也是其他媒體所沒有

的，如產業跨足唱片、廣播、電視、出版、有線電視、付費電視系統。 

電影和財務管理關係密切，且具有資金高度集中的特質，因此，商業銀

行、投資的仲介商、投機客、保險公司都會結合成為這個投資產業中的重要一

份子，因此也就形成及改變電影的產業活動。 

誰能為電影公司作決策？誰能讓電影公司賺錢？電影公司的專業經理人所

在乎的是什麼？電影產業背後最重要的關鍵是就是「控制權」，這種控制權力能

影響或命令產業的結構與行為，這牽涉到電影資產如何使用？誰會被選為電影

公司董事會的決策者？或是何種電影製片規模會被決定或否決？這點特別和具

有文化產業特質的電影有關，決策控制能力能決定如何製作？由誰？或如何

作？這是方向性、策略性的高層級控制，關切到一個電影企業的結構、發展，

及所有相關投資活動的規模與範圍，在這層級的決定權會成為公司的政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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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電影產業真正的執行者，決定公司的追求走向，這種決策的高層級研究者

所看到的是整個企業在財務管理上的重要影響力，這種財務授權是經由特定權

力操作及多方市場戰略運用而產生，這種財務直接控制是電影最根本的控制，

也印證了誰能控制財務，誰就是真正的老闆。 

資金財務運用中的銀行是特別關鍵的單位，要瞭解電影產業的功效是如何

運作，最直接的反應是觀察主要銀行是否具有領導角色，銀行能提供借款、債

務清償於各種電影公司的目的（包括製作電影），如此重要的角色，背後所看到

的是「銀行是最大的權力者」，能影響公司的未來計畫贊成或不贊同，銀行的這

種關鍵角色因此也能引導電影公司進行正常商業活動，同時也對整個電影商業

的經營發展產生影響。 

在電影籌資中，個別的銀行或是銀行團是貸款資金的主要供應者，所交換

的是要求相互間的安全及利息償付，對於這種貸款的約定是銀行與電影公司間

權力的協調，主要的工作是：檢視劇本及製作條件、製片預算與外來製片者對

這影片的花費之限制、贊成管理的工作、贊成資產的售賣或是進一步負債、對

於公司股東分股的金額限制、及檢查公司財務帳戶的權力，貸款者能夠代表董

事會或是少數人，或是選派一個人調往一個電影製片的重要管理職位上，以監

控電影製作過程。 

電影公司董事會的主席代表一個財務的單位，執行長是控制公司活動或政

策的重要職位，主席是專業經理人，主要工作是有責任於管理整個公司有關所

有股東的利益，但是客觀的衝突來自於貸款的銀行，作為一個貸方必須能保護

自己公司的利益，但是作為一個董事會的主席必須保護股東的利益，雖然工作

兩難，影響力有限，但是他們在分股息的股東大會上可以要求公司去如何花

錢，包括是否要投資拍片？哪一部電影？由誰？多少錢？這種權力會產生巨大

的社會、文化、政治及經濟的影響。 

美國學者 (Wasko，1982) 研究在美國真正的股東會上投票影響是來自於股

東名稱後面的真正所有者，也許是各種財團或是投資基金控管者，這些單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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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票的主導者。 

除此之外，借錢、投票的股東、投資公司的角色具有各種可能性的促進者

(facilitator)，他們會經由股票、債券的各種方式來使公司獲益，此外，銀行也會

扮演併購者或是拉攏其他合夥者進入的角色；電影公司作為一個投資機構，能

夠協助建立經濟或政治的接觸，提供特別的處理智慧，經由相互間的平衡關

係，產生一種瞭解市場主要競爭者的工業氣氛，這些都隱現在一種安全的機制

中，表面上是不需要實際參與及特別的財務支援，這就是電影的政治經濟學，

美國的 MPAA 組織就是類似這樣的協調單位。 

電影投資單位能激起的經濟整合能力與公司權力分散化，這種控制市場的

想法，劃分出一個電影公司在財務上反復無常的重要特質，在追求利潤與利益

於商業活動中，電影是商業財金中的一條魚（個體經濟）或是整體利益（總體

經濟）中的小小一部份，因此美好財務的想法是推動電影產業的幕後動力。 

以美國為例，認為銀行家不會直接介入每一部電影的製作，這是一種天真

的想法，雖然表面上這些人不會參加任何的控制活動，但是他們會控制公司，

會控制金錢，他們選擇控制的對象，甚至是電影工作者及演員，當然包括劇

本，只要選出的執行者是可以接受的，銀行家就變成沈默的合夥人，只要電影

公司有信用，公司的經營者是信心與信用的代理人，這些幕後投資者是不會被

看見的。 

 

第二節  電影借錢史 

眾所周知，美國電影史是由許多電影學者及歷史學家所記載，大部分記載

是從由電影內容的藝術形式、科技發展及文化貢獻來作討論，事實上，很少人

知道電影在開始之初就與銀行有密切的關連，學者 Puttnam 研究美國電影與商

業關係最早可以推到愛迪生時代(Puttnam，1997)，而促使投資者及攝影師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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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電影科技作為商業投機的動機源頭，最早的活動可以推到愛迪生（Thomas 

Edison）在 1892 年芝加哥博覽會的賣 Kinetoscope 攝影機的合約開始。 

1892 年 4 月 14 日，當 Kinetoscope 展示室開門的時候，這件事與歐瑪哈

（Omaha）銀行家班遜（Erastus A. Benson）及芝加哥投資企業集團（Investment 

Syndicate Company of Chicago）總裁隆霸（Thomas R. Lombard）有關係，另外一

些資金是來自坎頓（Canton）及俄亥俄（Ohio）的銀行家羅弗（Norman C. 

Raff）及卡門（Frank R. Gammon），他們都與愛迪生的投資計畫有關，根據史學

家羅目莎（Terry Ramsaye）的說法，他們在 1895 年時總共提供了 1 萬 7940 元美

金給愛迪生的公司 Kinescope Company 做為財務支援，這些人也許不能代表其他

多數的電影投資銀行家，但是可以知道，銀行的確於開始之初就介入電影事

業，例如從一些小額貸款，如同個人或家庭的存款與借款一樣，同時也有一些

支持的捐助者，由於在 1903 年時，電影成為新的中產階級的五分錢娛樂主流，

因此一些小投資的電影能快速獲利，電影企業家於是就這樣形成，這種小規

模、去集中化的生意，投資者可以從多方面進入這種電影市場，也因此形成快

速發展的美國工人階級新興都市住宅的生態環境，一直到現在還維持郊區小都

市住宅的電影商圈模式。 

投資賺錢 

1905 年時，許多的小公司如 Kalem Company 在成立的時候，資本額為 600

元，但是到了 1908 年時，公司已經賺進 5000 元利潤，他們的工作是一星期拍

兩部電影，每部製作費用 200 元，而當時大的電影公司有攝影棚的電影是每部

費用 400 元到 500 元，所有的製作費用都是儘量維持在最少費用，例如一個故

事想法的購買金額是 5 到 25 元，然後一天拍完(不需重拍)，然後用一點的想法

與一群匿名的工作人員，一星期的工作費用共 20 到 40 元，每個人可以作各種

不同的工作，包括搭建場景或演戲，這時候發行與放映只需要一點花費，只因

為電影當時都是以賣斷到與放映在歌舞雜耍表演中，或是旅行表演或是賣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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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式觀看機市場。  

當電影產業越來越大的時候，越加需要額外資金投入，此外電影要從剩餘

利潤去吸引私人投資，於是有各種財務的設計能提供影片製作資金、發行設備

的維護及戲院建築及操作經費，戲院放映者希望能進一步投資給一些製片者的

可能電影，但是這些協議並不能完全提供電影製作必要的資金，而電影大亨希

望能在逐漸高漲的製作費中能安全的擁有外來財源，於是不可避免的，電影形

成一種商業的企業體架構，當這些電影大亨尋求傳統的資金來源時，與銀行業

最重要的關係於是發展出來。 

銀行角色 

銀行與電影公司間的關係類似於一般公司或工業組織與銀行的關係，這種

基本的關係會是一種經濟與政治勢力間運作關係，在公司與金融單位之間作法

有許多可能，主要也是在於銀行的類型及資金運用在各種市場財金服務上的需

要而定，通常都與法規的限定有關。  

每個商業公司的正常運作都牽涉到各種商業銀行所提供的各種不同存款與

各種業務，例如支票存款、普通存款、薪資帳戶、津貼基金帳戶及國際銀行匯

兌業務，銀行的信用與貸款也常與這些小公司有關，更重要的是銀行能提供商

業上生意信用與資金調度的服務，通常有兩種合作的財務模式提供在商業投資

銀行業務中，這些業務同樣都可以提供給電影公司，就是貸款(debt)與抵押

(equity)財務服務。 

銀行的借款是包括財務貸款與延伸的信用或是特定金額的特定時間特定利

息，對電影工業來說，借出通常有兩種基本形式：製作貸款及法人(corporate)組

織貸款；製作的借款通常是短期的或過渡性貸款，給電影在製作時的支出之

用，通常用電影發行時的收入收據來抵付，但是也有由其他方式來償付；法人

組織的財務則牽涉到類似於其他公司的合作方式，例如銀行的貸款，包括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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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長期及各種的信用額度，另外有一般法人的作法的票據(notes)及公司債券

(debentures)。  

債務並不會影響所有權，但是會影響債權人的關係，如特定時間的還款利

息，因此會有特定的利息計算來自借方，因此特定的限制與情況會在操作處理

上給予借方特定契約要求，此外，銀行董事會會被任命保護其銀行的利益，法

律的保護同樣提供債權人資產保障，也就是對所賺得的或是財產有優先抵押

權，特別是在受破產管理的狀態或破產情況時，這些銀行往來的債務關係也適

用於電影公司與產業。  

在美國歷史上，銀行貸款的財務是主導美國電影財務的主力，但是當電影

公司被合併，提出的組織股權分享給大眾的時候，公司的抵押資金顯得十分重

要，抵押財務包括公司特定或一般的股票給投資銀行，因此當電影公司發生財

務問題被接管、併購的同時，投資的商業銀行也經由其分支機構介入，於是類

似的情形與限制都牽涉到抵押財務債權運作，同樣在貸款情形下，銀行的主管

會被任命為電影公司的董事會董事 

財務或是資金供给並不只反映在法人組織及銀行互動關係上，同時也反映

在公司債券與股票上，銀行同時也可以經由擁有公司股票而控制公司，美國雖

然 1933 年的金融法有禁止上述情形，但是商業銀行不可避免經由抵押財務或是

股票或是交易而成為電影公司股東，因此大的商業銀行信託部門，能擁有電影

公司大量的股票，而對電影公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經濟學上的馬克斯(Karl Marx)論述，認為資本主義(Capitalism)下爭議銀行信

貸不公平的擴張，會不可避免的導致工業集中成資本主義體系的必然結果，因

此，當投資銀行的公司在 1890 年代開始投資電影公司時，銀行的錢在 1900 年

1929 年間形成重要的社會資金來源，當時的美國財務資本家偉伯倫（Thorstein 

Veblen）正進行鐵路的擴張與其他工業的合併，這段期間，當時年輕的電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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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也嘗到資金來源不易的痛苦，許多具有野心的電影人士希望尋求其他資金來

源，但都沒有成功，其中一位介入電影合作的銀行家賈尼尼（Attilio H. 

Giannini）提到當時的情形，由於各種新機械與各種設備都使用於電影產業，但

是電影故事卻非常貧乏，沒有經驗的導演與沒有能力的編劇，與成本的相比，

所有的條件都不能吸引廣大公眾的興趣，當然對銀行家來說，更是沒法吸引他

們，雖然當時有一些電影人士賺到了一些錢，電影仍然歸屬於新奇與流行，終

究引不起公眾注目，結果，從事電影這行業的人被財金界視為是缺乏適當的尊

嚴，學者柔斯頓（Leo Rosten）觀察說：一些被尊重的生意人與財經人士認為電

影是一種怪異的裝置，對許多人來說電影是一種低俗又便宜的娛樂，只有新移

民及窮人會喜歡，而這些人也同時建構了電影產業，但是缺少一種美國生意的

長遠發展，而成為街頭雜藝、跳蚤馬戲團等的可憐交易(Wasko, 1982, P.8) 。因

此，當時逐漸浮出檯面的一些電影大人物，想建立其電影公司是穩定與高品質

的商業形象時，必須以各種形式的外來資金及財務的標準來促成他們公司成長

中的社會形象，以方便募款借貸。 

信用的建立---會計制度 

美國號稱是電影製片業最發達的國家，這是因為有一套完整的製片借貸投

資的財經遊戲規則。 

第一個對電影業產生穩定影響的是 1908 年 Motion Pictures Patents Company 

(M.P.P.C.)公司的成立，這是一間信託公司，這公司實際是個專利權合資聯營公

司，擁有一些主要的電影攝影機及其他必要設備的專利權，因此保持壟斷的電

影製作控制地位，這個聯營體系包括十個公司: Edison, American Mutoscope and 

Biograph, Vitagraph, Essanay, Kalem, Lubin, Pathe Freres, Selig Polyscope, Kleine, 

Melies。這個信託公司有一位關鍵性人物，一位早期積極參與電影業的銀行家

Jeremiah J. Kenn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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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 Trust Company 是其中第一個紐約銀行，參與電影業財務支援的公

司，提供給 American Mutoscope and Biograph Company 財務，顯然的，這些財經

專家 Herry Marvin, Herman Casler, William Dickson 或是 K.M.C.D.企業後來變成

American Mutoscope Company 最後變成 Biograph 公司，事後證明 Empire Trust 急

於及過度貸款 200.000 元，並且將其前營建部門主管 Kennedy 調去監督 Biograph

公司，最後 Kennedy 成為這家公司總裁，採用許多公司的標準商業程序，最後

這種方式擴及到其它電影公司，而得到華爾街(Wall Street)的會計師協助，他搜

集到美國第一次的電影產業統計紀錄，他同時另一項聲譽是將 Biograph 的電影

工廠(film factory)改名為「laboratory」(實驗室) ，這個名詞用至今日。 

投資出現---品質堅持 

Kennedy 同時在電影發展中，及對 Trust 公司的強制政策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人（Terry Ramsaye）說他是產業中第一個獨裁者(czar)，因為他在 Trust 中的領

導是採實際、獨斷的與固執己見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試圖消除會員間的競爭

及成立 General Film Company，目的是發行 Trust 公司們的電影商品，這是產業

中出現垂直整合的第一步，如此 M.P.C.C.提供一個穩定的發展基礎，及能讓外

界財務投資者需要的吸引力。 

Trust 主導電影產業一些年之後，並未能粉碎全部的競爭，一些獨立的製片

人與發行商積極的挑戰 Trust 所建立的故事電影(feature film)發明及明星制度(star 

system)，同時於 1912 年由 William Fox 所提出的反托辣斯訴訟(Antitrust suit)反對

Trust，Trust 終於在 M.P.C.C.遲疑不能彈性改變及內部腐化上失敗。 

電影產業成形---銀行青睞 

當故事電影(feature film)及明星制度(star system)形成後電影產業，進一步發

展在其工業化架構(industrial structure)下對於製作、發行及映演的各方面均提高

了成本，為了提高品質，一些獨立製片家如 Zukor 就雇用一些特別細心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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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進入到製作過程中，除了增加薪水及賦予特別功能與任務，加入的領域包

括服裝、場景、化妝等，換句話說，製片廠的系統(studio system)於是發展產

生，同時間，明星們也要求能加薪且出現片中的時間更長、品質更好的影片，

最後的結果是 1914 年到 1915 年間的電影製片費用增加在 10000 元到 20000 元一

部，同時，發行成本也增加在全國發行上增加交換、額外的放映及廣告費用

上，此外，印片成本也增加，發行成本(包括印片及廣告)也提高到 10000 元，映

演費用也提高，新建的電影院強調高雅與豪華，以吸引較高級的觀眾。  

這期間電影產業整體的品質與穩定性提升，帶動了更多電影公司的利潤，

同時也改進了電影業給社會大眾的印象，至少在當時財務專家的眼中是如此，

這個時候，一些領頭公司，如 Paramount、Famous Players、Fox、First、

National、Loew 及其他公司慢慢的得到其他外來的財務金援及銀行體系支持，

這些支持來自於有錢的私人資金、商業銀行及一些投資銀行，由提升品質帶動

資金投入的信任，終歸吸引投資人的注意。 

如之前所提及的，早期一些有錢個人成立籌募電影的費用（類似今天的基

金），這種支持一直持續，如 William Fox 得到金援來自於 Prudential Life 

Insurance(保險公司)的利息及一群 New Jersey 的銀行家，William Hodkinson 的

paramount（派拉蒙）發行一些製作公司的影片，而得到洛杉磯的銀行家 Frank 

Garbutt 的財務支援。 

這些商業銀行與工業界有緊密聯繫，例如標準的商業關係，如存款、薪

資、帳戶等，這些親密的關係增加了公司老闆與其資金需求間的關係，漸漸

地，法人組織的貸款也都被安排，如 Empire Trus 貸款給 Biograph，保證 Trust 的

支持於 Vitagraph 的貸款，及 Hodkinson 的 Paramount 貸款，另外 Irving Trust 貸款

給 Zukor 的活動，也有一些製片貸款給獨立製片公司的案例，特別是加州 A.H. 

Giannini 的 Bank of Italy，及一些紐約的銀行，但是這些貸款金額相對的還是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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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商業銀行的貸款，另外的資金來源是投資大眾所購買的股票(財務抵

押)或是公司債劵(負債)，自從 1890 年代的投資銀行積極介入新的合資工業公司

處理資金安全問題，並同時獲得成長公司的影響地位，例如當時的美國鐵路公

司，事實上，在 1898 年的 J.P. Morgan 聯邦鋼鐵(Federal Steel)成立時，投資銀行

家扮演金融產業的合併者，及美國境內的製造業的背後種種活動的支持者。  

然而，這些由財務金融的銀行家所控制的活動，同時激起大眾的注意與反

應及要求進步的重整運動，反托拉斯法及 Pujo Committee 的調查，從 1912 到

1913 年間導致銀行控制及公眾的關心，於是 1913 年，聯邦儲備體系(Federal 

Reserve System)成立來監督規範商業銀行，然而，大的商業銀行並未因此衰弱，

反而將此力量予以隱藏，同時更進一步小心地參與更多的工業活動。 

銀行特別是在一些尚未證實的產業中活動更為小心，如電影工業，在僞裝

下對抗反托拉斯法及公眾的眼睛，在 1915 到 1916 年間，電影產業在穩定及產

出更多的有品質的電影，但是這些電影公司在 1919 年之前，卻很難合格的被投

資銀行所考慮。 

一些個別的投資銀行家的確提供財務給電影業，有名的是 Otto 與 Felix 

Kahn 與 Kuhn 的 Crawford Livingston 及 Loeb & Co.公司，個人參與各種支持電影

工作者及公司包括 Mutual Pictures 及電影工作者，如知名導演格理菲斯（D. W. 

Griffith），這其間有許多的投資活動介入電影商業活動中，但是很快的就把投資

大眾及投資銀行的興趣給弄壞了，有兩個著名的例子，都是華爾街投資銀行介

入電影公司，但是最後都是失敗，原因是電影公司的管理很差，也因此使得後

來的投資銀行遲疑電影產業的安全性；一個例子公司是 World Film Corporation 

成立於 1914 年，之前 Lewis J. Selznick 得到有名的保守投資銀行界公司

（Ladenburg, Thalman & Co.）的支持，但是在 Selznic 離開之後，公司就逐漸走

下坡而結束；另外一個公司例子是曾在保險公司工作的 Harry Aitken 成立的

Triangle Film Corporation，成立於 1915 年七月的美國維吉尼亞州（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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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ken 與 D. W. Griffith 合作電影《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吸引了許

多銀行家及投資者的興趣，他們希望採用著名的舞臺劇及舞台劇演員來拍電

影，以吸引較上階層觀眾的興趣，公司成立時的資本額為 500 萬，但是不到兩

年，由於舞台演員的不同媒體演出失敗及財務處理失當，導致公司結束，使得

電影產業的不成熟與財務的不穩定的管理問題浮出檯面，讓銀行投資業大為感

冒。 

新金主出現---資金多元化 

美國電影的不成熟沒有維持多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電影工業發

展出基本的工業法則，一個全國的發行系統建立，及一些規模大且獲利的主要

公司出現，這些公司的負責人是以前獨立挑戰主導的 Trust 的那些人，在電影的

領域中逐漸與各種型態的銀行家與幕後財務支持者有密切的關係，這些電影大

人物包括 Adolph Zukor、William Fox、Marcus Loew、Carl Laemmle、Lewis J. 

Selznick、Sam Goldwyn、the Warner Brothers 及其他人，他們都是外來移民家

庭，都是相信自由經濟體制的人，他們大都參與或是已經投資其他產業，大多

是衣服與皮毛貿易，因此想找個機會進入所謂邊緣人企業家(marginal men 

entrepreneurs)的電影生意，他們不是屬於非常有錢人的階層，但是他們建立自己

的小公司跟週圍附近的電影院，然後變成大的股份有限公司，他們有個明顯的

個性，就是創意（innovation）、激進（aggressive）的，他們在艱困的情況下有著

無窮的可能性，這些電影的大人物大多是猶太人，他們對於當時未發展的電影

有著許多貢獻，他們想得到社會認同及獲得更高階層社會人的好印象，高層社

會包括銀行家及金融界的菁英，這些第一代的激進銀行家有著相同，但並不會

令人吃驚的背景，Otto H. kahn 是 1893 年自德國移民而來，來之前學過銀行工作

有著財經與政治的背景，並且深知文化產業，曾協助建立紐約大都會歌劇公司

(New York Metropolitan Opera Company)，並且積極於美國莎士比亞基金會

(American Shakespeare Foundation)及美國藝術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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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Amadeo Peter Giannini 及其兄弟 Attilio Henry 是義大利籍的後裔，想在銀

行間證明他們自己，他們非常在意他們自己義籍美國人的身分，並且也想幫助

他們其他移民工人階層的需求，剛開始是舊金山的 North Beach 地區，然後遍及

整個加州，以義大利銀行（Bank of Ility）名義進行放款及借貸的服務生意，貸

款給農人、皮毛加工業者、成衣商，甚至是電影工作者。 

這些新銀行家被好萊塢的羅曼史及魅力所吸引，並且變成好萊塢故事的

公眾印象，因此也吸引更多的財經人士及銀行家注意，Kahn 及 Giannini 都支持

百老匯(Broadway)及劇院製作人，但是他們對於真正介入電影還是十分保守。 

美國電影的最早 20 年，只有有限的及謹慎的發展在一些不尋常的銀行家

身上，他們是有著類似背景的電影企業家，那些年來，電影尚稱為新興產業，

電影生意也在轉型中，不會吸引太多財經界人士的重視，也缺乏這種年輕產業

的興趣，特別是較大的商業銀行及投資銀行，他們希望介入的是像汽車工業或

是電氣工業的巨大獲利產業，雖然早期電影與銀行的關係有經由製作公司及影

片交換公司及戲院的各種服務，但電影企業家大多不是仰賴銀行資本的投入，

而在電影逐漸獲利的情況下，新興的電影產業才開始被銀行界重視，製作貸款

及股票及債劵的提供也是在 1915/1916 年之後產生，早期的電影企業家是動機強

烈且具有野心的想找機會賺錢，而不是成就藝術的或是理想上的企圖，因此他

們的處理方式都不同，主要是在於電影的獲利能力，這種動機就算是銀行願意

提供實質財務協助也不會改變，由於缺少當初財經專業的認知，既使被部分金

融業接受，這些電影的精英份子也很難建立其合法的電影工業，但是在這段期

間，電影已經普遍建立了在製作、發行、映演業的普遍獲利制度與系統上。 

電影關鍵體系---會計制度 

1919-1926 是影片資金籌措的年代，第一次大戰改變美國的債務人變成債權

人國家身分，之前，歐洲的資金是美國產業重要的財金來源，但是戰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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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銀行提供資金成為主導力量給美國的公司，同樣是給外國公司，紐約成為

國際金融中心，而增加的投資銀行間產生激烈的競爭，使得一些原來的銀行領

導位置有些許改變，例如 Morgans 及 Kuhn, Loeb & Co.根據衍生的投資體制的標

準提供 更多的錢給產業發展；這時候，電影產業也正在改進，1919 年間，電

影的資金籌措更加競爭、擴張及整合，迫使電影工業需要更多新的資金來源，

越來越多的電影公司轉向新投資銀行，然後公開他們公司股票或是債劵，而向

商業銀行提出貸款，在這同時，這些銀行家們也多少回應這些資金請求。  

1919 年在世界電影史上是個很特別的一年，因為 Famous Players-Lasky 

Corporation 和 Kuhn, Loeb & Co.公司間有一項重要的財經協定，這雖然不是第一

個對特權銀行家來說的財務上協定，但是因為 kuhn 及 loeb 都代表有成就極保守

的銀行企業，他們都有投資在美國重要的國際投資及鐵路財務上，他們加入電

影業，所代表的是電影業變成合法的產業。                                                                                                                                                                                                                                                                                                                                                                                                                                                                                                                                                                                                                                                                                                                                                                                                                                                                                                                                                                                                                                                                                                                                                                                                                                                                                                                                                                                                                                                                                                                                                                                       

Famous Players-Lasky Corporation 和 First National Pictures 的競爭明顯的提供

Adolph Zukor 衝力，去進行一項兩年的研究，他最後的結論是，他的公司不僅

除了製作影片與發行影片外，還應該控制影片的銷售「窗口」，Zukor 說：「去建

造、去購買或是租電影戲院，你必須要有資金，我們的資金用在我們的生意上

主要有足夠調度流動去製造這些電影，但是我們沒有額外的錢去建造去建造另

外一個系統（戲院），我試圖告訴其它的銀行家，如果想要獲得真正電影產業的

巨大利益的這種想法，他們都祝福我成功，但是他們都不參與我的這些建議，

直到有一天我遇見 Kuhn Loeb and Company 公司的 Otto Kahn，我之前想，因

為他參與紐約歌劇院的建築及對藝術家的興趣，可能對電影產業未來發展有興

趣，於是我告訴他，結果他告訴我他非常有興趣。」(Stanley, 1978, p18) 

Zukor 之前準備一份說明給 Famous Players-Lasky，但是 Kuhn, Loeb 想要更

多資料，事後 Zukor 說他們派來他們自己的查帳稽查員來，根據他們自己的想

法來描繪電影整體情況，Zukor 等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的副總裁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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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 Connick 做一份對 Famous Players-Lasky 報告給 Kuhn, Loeb & Co.，這份報告

後來被稱之為<一份對這個產業最綜合的研究>，這份報告後來廣泛應用在一些

重要的案件上，如 FTC V. Famous Players-Lasky et al. Connick 的調查，包括整個

產業的問卷(survey)（製作、發行、映演），並且也比較其他的大型產業情況，

這些統計的分析廣泛，包括電影正片與負片存或賣與製作公司，增加影迷的雜

誌，從 Famous Players-Lasky 銷售部門估算，粗略的整體回收 15000 家美國電影

院在 1919 年 8 億美金，其中 9 千萬回到製作人手中，其中包括銷售與租借及其

他部份。 

電影產業的持久性是依賴維持對電影需求的能力，國內與國外皆同，但是

這份研究結論如下：電影產業最大的資金回流是在映演業，而不是在製作業

(p.19)，在這個報告中，Zukor 的興趣是支持映演業擴張，其中提到戲院的快速

建設，並且討論到根據票價及座椅容量而分為四個等級，報告中認知，與其他

戲院相比第一輪(first-run)的戲院是最獲利與重要的戲院，有大型容量座椅的戲

院財務是較為有利的，其中也解釋到戲院運作的花費都是一樣的(如影片租金、

樂團費用和管理開銷)，不管戲院座椅多少都一樣，此外，增加門票價格及票房

人數，美國電影租金從 1916、1917 年到 1919、1920 年的增加比例被報告成

375%。 

另外報告中部分提到美國領導世界電影貿易，平均在 15,000 家戲院的市場

中能將影片賣到國外市場，報告的最後結論是：「明星系統的存在能繼續為成功

製片家所用」，這是根據一些影片用不同明星的市場回收比例的所做的分析。 

在 Famous Players-Lasky 的一項分析中，引用 Famous 電影的品質，其中有

豐富的戲劇元素、明星及導演，建議公司要有成本紀錄，預算的制度也要建

立，用更積極的銷售方式以增加國內與國外租金回收是可想像的，Famous 公司

的在市場上的強勢競爭也被提及討論，但是管理卻缺乏一般公司的經驗，及在

市場競爭中有嚴重的障礙，薪資也明顯偏高，建議財務委員會去協助電影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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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 

在這個時候，Famous Players-Lasky 的信用額度幾乎是 3 百萬，在 1916 年八

月間，公司的債劵股票還是相當傑出，Irving Trust Co.提供他資金作為公司的登

錄者，並且代表 Famous 董事會的主席 Empire Trust Co.同時也有一席董事代表，

作為一名法人組織的移轉代理人(transfer agent)，其他尚有五位董事來自各種投

資銀行機構及財務單位的代表，因此，三分之一的 Famous 董事已經具有財務方

面的專長及興趣，甚至在 Kuhn 之前，Loeb 變成也介入這家公司中。 

這些在 Kuhn, Loeb & Co.公司中的銀行家，似乎對 Connick 的研究有不錯的

印象，然而，他們並不覺得足夠將這公司變成一家電影公司，或是 Famous 

Players-Lasky 公司，一個企業聯合的財團由 Kuhn, Loeb 成立去簽署一項一千萬

的 8%的累積紅利的特別股票，在 1919 年 10 月 22 日，這是第一次提供給股票

持有者，在 15 天中，一個特別股可以給擁有兩個一般股的持有者，股價相當

100 美元，Kuhn, Loeb 的名字並沒有提出來在這次上市股票中，雖然一般股票是

由 Zukor 所建議，特別股的提出是因為較少投機性，債劵也同時被考慮但沒有

吸引力，因為公司還缺少穩定的收入。 

在財務的企業聯合與 Kuhn, Loeb 積極參與下，成立一個新的財務委員會，

一如 Connick 的報告所建議，實際上，Connick 是主席，同時是兩年任期董事會

一員，Otto 的兄弟 Felix E. Kahn 也是董事，另外還有其它 Kuhn, Loeb 的其他代

表，有人會懷疑為何 Kuhn, Loeb 會放棄原來反對支持的政策，變成積極的參與

者，因為一些人相信 Dr. Kuhn 是個不錯的領導者，此外其他的背景也影響這項

決定，當 D. W. Griffith 在製作《Way Down East》影片時，Zukor 與 Kuhn 都是皮

毛商人，提供製片所用，同時他們都是德國移民，投資電影業是一項不同的生

意，有羅曼蒂克感覺及未來潛力，同時對於擁有一千萬元股票的公司來說，冒

險性似乎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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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戲院的擁有數量也是考慮之一，當時 1921 年 Famous 擁有 303 間戲

院，在 1920 年 First National 控制 664 家戲院，Goldwyn 在 1921 年有 30 家戲院。  

當時一些發明讓電影製作費用成為標準化，但製作費用不斷上升，在 1920

年間，製片費用在 25,000 到 100,000 間，加上拷貝數增加，在建築與攝影棚中

技術工人薪資增加，在 1913 年之後，國內與國外的發行量大為擴展，尤其在一

次大戰之後，高成本及擴張代表更多的資金要介入，因此增加了資金市場的整

合與統一，大公司買下小公司，並且擴張到相關產業上，製作與發行公司更加

整合，尤其是在 1916 年的 Famous Players 的成立之後，在 1917 年垂直整合映演

業者合併 First National Pictures，至 1925 年整合 Zukor，戲院的建構與獲取展開

了戲院爭奪戰(Battle for theaters)，主要戲院的連鎖形成控制首輪主要戲院 2371

家戲院，在 1920 年代中，主要的公司都整合完成，並且控制整個產業，形成壟

斷的交易，包括上片時間、購買、價格及整個系統的不公平運作，這些進步的

市場整合與壟斷也導致後來政府的干預。 

多元投資---政府介入 

當時雖然電影業已經被認定是獲利的產業，但是在快速擴張與併購中，資

金顯然不夠繼續運作，因此需要尋求外來的財務支持，唯一值得說明的是電影

業的合法與尊重地位出現，與公司負責人成為吸引外來資金的主要關鍵，由於

1915 年的《國家的誕生》電影成功賣座，銀行家認為獨立影片可能可以獲利，

於是當時獨立投資者投資獨立製作人，然後以獲利之百分比分帳、擴張、整

合、統一，在 1920 年代的電影業開始進行房地產投資。 

電影公司的負責人也知道這些發展過程，而用其給人的印象給銀行家及財

務專家一些好印象，參與各種募款活動、政治活動，成為社會俱樂部或委員會

會員，甚至他們也盛裝以反映中產階級的尊崇形象，20 年代早期的好萊塢在這

些形象上沒有多大幫助，同時電影界發生一些令人難堪的醜聞，一些負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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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薪資被公開，一些電影中明顯「性」內容的社會負面反應，這些不但激起

社會公眾的不滿，同時政府也威脅要進行監督審查制度(censorship)，這些都進

一步使得許多銀行家在提供資金上的有所疑慮。 

在 1922 年成立的 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 Inc. 

(MPPDA)，不僅是緩和社會大眾，同時撫慰當時的財金界，當時 Will Hays 任職

MPPDA 的主席是一項策略，他有財金政治背景與政府的良好關係，並且曾參與

政府最高階層的財金與政治決策，而早期他也有其銀行家的經歷，MPPDA 的主

要工作是以特定的方式來吸引銀行家的支持電影業，在 1923 年，Hays 召集一個

相關公司財務與會計人員會議，目的是讓一般的銀行態度對電影產業給予詳細

的考慮，1923 年 8 月 23 日，銀行業務程序與財務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Procedures and Finance）成立，下面包括兩個次級委員會：Ways and 

Means 及 Statement，召開會議來決定一些會計上專業名詞的定義，這個會議明

顯與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及 The New York Clearing House 及熟習電影

財務的會計與銀行合作而成。  

這兩個委員會代表提出一些建議給上級委員會，主要工作是會員公司當他

們需要申請銀行的貸款時，提呈公司情況的說明給銀行以促成貸款，這種努力

成功的作法明顯符合一些投資銀行的期待中，這不但使得一些主要公司因標準

會計作業形成而受益，同時也有效的對全國交易制度產生幫助，Heys 的組織同

時也參與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更好的生意局)，企圖去勸阻那些肆無忌憚的

股票推手或公司，例如 Quaker City Finance Corporation，因此當這家公司去籌募

資金來合法股票上市的時候就遭到困難，Quaker City 在 1925 年間，曾經寫了一

封信到一些製作公司，說明成立新的部門來資助製片人及發行商，MPPD 隨即

發了一封信的影本及該公司的一些背景資料給這些製片公司，其中說明這件公

司在 1923 年時就已不存在，且沒有付稅紀錄，MPPDA 及 Better Business bureau

使用相同的技巧去面對這些不肖的電影公司，這在 1925 年時是個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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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1927 年， 類似的情形已經大為減少。 

逐漸地，電影產業建立了他自己的合法產業地位，而能合格的接受財金機

構的支持，電影產業的外來資金開始源源進入。 

募資依據---信用政策 

美國電影產業逐漸發展出獨特的產業結構與方式，一些銀行也逐漸的擴大

信用給發展中的電影製作標準放款方式，起初，借款是斷斷續續的或以個人為

基礎，例如 A. H. Giannini 放款給強硬且熱情的十字軍的電影生意，後來都變成

加州及紐約的朋友，通常是使用「主要角色（Character）、償債能力

（Capacity）、資金（Capital）」公式，但並不適用銀行放款，因為提出申請的貸

款人只有一點資金，因此這種小額貸款只給一段短時間，而且是根據借方特質

與承收能力而定。 

製作貸款通常被安排給財團的資金籌募，就是製片者或導演必須向許多銀

行家及財務人員一起借貸款或投資，這是指單一影片的財務製作，例如影片

《國家的誕生》。 

當商業銀行開始借大數額的金錢給製作時，標準「信用政策及程序」就開

始涉入，根據個人影片、製作人、導演和／或公司的涉入及公司在電影發展上

的各種階段的持續調整背景資料，而有不同的方式，一般的模式是看公司成立

的期間如何維持到今天的情況而定。 

在 1919 年，The first National Bank of Los Angeles 及洛杉磯 Trust and Saving

公司的 John E. Barber 寫到：「銀行家要小心的調查這些新獲利產業的資源，以

說服電影的貸款，但是要有適當地及不錯的提供擔保品及流動資產抵押。」  

在評估一個貸款是否可成，借方的特質與承受力(capacity)是絕對要加以考

慮，Barber 記述：考慮一項借款的重要事實是「製作者的正直與個人特質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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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與經驗」，特別是在電影這行生意上。 

當大額金錢給製作貸款時，資金(capital)是與特質(character)及承受力

(capacity)是同等重要，此外，在許可貸款前，許多額外的資料被要求提供，所

有財務情況也要提供，這時一個公司資金的來源會被徹底的檢視。  

銀行家同時也對影片或故事的類型有興趣，及可能的演員(包括故事的明

星) 及預算，Barber 建議小心影片用預期的成本(prospective costs)(他不用預算

budget 這詞)超過 20 萬元時，「小心不要對有才氣的導演設定太嚴厲的財務限

制，雖然額外花費的 5,000 元，但會看到突然增加影片銷售的 25,000 元價

值。」 

對銀行家來說，一項重要的標準是發行，barber 觀察到，「在其他產業中，

影片的發行與行銷是比製作更重要的商業活動，影片銷售不只因為只是劇情內

容的傑出，他們需要有技巧的出售給大盤商，稱之為發行商，如果給零售商，

稱之為映演業者」， 因此其中一項考慮貸款的主要因素是「要從銀行家的觀點

去看，當影片完成時候的特定發行安排或販賣，而不是從很樂觀的製作人觀

點，必要以銀行近一步的想法，實際提出商品販賣是如何進行的證明。」 

再次強調發行的重要性的人是 Motley Flint，服務於 Los Angels Trust and 

Savings Company，也曾經是 Warner Brothers 的首席財務專員，在 1922 年，他強

調發行集中化的需要(centralization of distribution) : 除非發行的問題解決，銀行會

遲疑的提供錢給製作者，假如製作人想收回全部，及適當的回收從他們的投

資，能 100%的保證發行是必須提供的，除非這項是被保障，否則一個銀行是不

可能被期待去貸款給一個獨立製作人。」 

借貸多元化 

拍片借錢的常規，實際地發展與發行的變化有關鍵性相互關係，事實是除

非基金來自於私人，製片的籌款幾乎經常是關係到發行的一種或多種方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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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發行商自己有資金正在拍片，或是銀行要求發行保證及各種的類型財產轉讓

(assignments)，這就等於是控制發行，假如發行不能被確認或控制，那其他形式

的擔保或是擔保品必須要能提供，例如發行的重播費或是其他財產，換句話

說，發行變成電影製作在信用擴張的主要條件，如同 Barber 觀察，發行為影片

製作提供擔保電影必須接觸到付費的觀眾而產生獲利，而發行商提供製片家與

映演者間重要的聯繫，使影片能接觸到觀眾。  

甚至是發行商的製作事前保證，各種的財產轉讓都涉入時，提供擔保品才

能得到貸款，貸款可以是在負片或是正片的拷貝上(一種擔保品)，另外一種擔

保形式可以是映演商的合約擔保，但是在美國於 1926 年被廢止。 

雖然借錢的各種約定都不一樣，一種標準的貸款程序逐漸形成，底片（拍

攝完成的母片）的轉讓是大多數銀行的作法，也就是底片實質上被銀行所擁

有，最後沖印廠變成銀行的經紀人，這種約定變成是經由沖印廠的 Laboratory 

Pledgeholder Agreements 約定才能拿到錢，當然也可以是用正片來貸款。 

最早的例子是格理菲斯（D. W. Griffith）在拍《Way Down East》籌款時向

Central Union Trust 的貸款，這項協議的財產轉移是「權利、名稱及底片及正片

拷貝所有的總數，經由 United Artists 發行商發行到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等，」是

個十分精細及複雜的約定，涉及到故事版權、電影權及其他所衍生的素材，其

他的權利依照製片者與其他單位的涉入情形，而產生製作、發行及映演權，同

樣也可以是剪接或是發行前的修改電影權。 

經常發生的，是已經發表的影片的財產轉移是基本的製作貸款保障，特別

是大家所熟知的製片人或是導演，例如格理菲斯還在當時繼續製作成功的電

影，如當格理菲斯為了影片《Two Orphans》(1921)貸款 34 萬時，當時的保障是

前一部電影《Way Down East》及電影《Dream Street》的利潤的財產轉移權，然

而像其他導演一樣，如果貸款拍的電影並不賣座，那麼額外的擔保品或其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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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會被需要，這種保險政策是如格理菲斯會增加保證人 Mary Pickford 及 Douglas 

Fairbanks 兩人提供給 United Artists 的製作人貸款。 

貸款償付來自製作影片的收據或是其他設定的影片收據，各種銀行償還的

方法發展出來，最多的是在發行費用的抵帳後，銀行要求第一先得權(lien)在電

影的收據或是發行商的直接付款，償付的時間是在根據電影發表特定期間的 3

到 6 個月中，或是可以是 4 到 8 個月，首先問題產生在付款期限，銀行堅持立

即付款， 而不考慮其他問題來自於影片的租金，但是無論如何，當發行商或是

其他保證人提供償付時，很少有銀行會留下未付清的貸款，就算電影不賣座時

也是如此。 

此外銀行收到的利息也會產生問題，固定的存款額度是必須要求在貸款協

議之內，這個基本額度(balance)常成為公司或是製作人的問題，一些情況如果發

生，雖然許多的貸款標準利率是在 6％到 7％，要求較高的利率或是增加服務費

用都是不平常，而且會增加作業複雜的情況，有時候各種來源的利息最高可以

高到 40％到 60％，再那個時候，Giannini 曾強力抵制這種榨取的額外費用，稱

之為紅利鯊魚 (Bonus Sharks)，但是許多電影人在獲得資金的方式都是面對這種

強力償付過分的利率及額外費用的困境。 

在 20 年代美國，一些大公司安排一些不需擔保的擴大額度信用貸款給整

個製作季節，因此，貸款是在 6 月成立，而貸款的償付是在次年的 3 月，這種

擴大額度的信用貸款確實涉及在銀行內戶頭存款金的承諾，這種特定的貸款協

議的存款目的，對銀行家是重要的，不光是利息的所得，同時可以用這銀行的

錢再進一步貸款給其他人。  

下面例子提供當時的一些問題，1920 年代間，由 Douglas Fairbanks 及 Mary 

Pickford 所成立的電影製作公司 Associate Authors, Inc.，這公司與 Bank of Italy 安

排製作貸款給電影《Richard, The Lionhearted》(1923)及《Loving Lies》(192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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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ore Women》(1924)，每一項貸款都是 10 萬及利率 7%，並且有 Pickford

及 Fairbanks 及格理菲斯（D. W. Griffith）及其他生意經紀人 Nathan Burkan 的擔

保，問題發生在戶頭存款的基本金額多少，銀行堅持要有這樣的金額，同時對

於還款的誤會，銀行堅持如果不能以星期付款，就要採取法律行動，以及給公

司及個人難堪，銀行宣稱映演者應該提供發行者(United Artists)足夠的基金去按

星期償還貸款，但是 UA 的執行長稱合約並未註明，且沒有放映收入之前是不

會借錢付這項費用，最後 UA 並沒能付任何費用，因為並沒有新電影，而

Associate Authors 的影片證明並不賣座，於是這項貸款由紐約的 Mutual Bank 接

手 UA，而結束與 Bank of Italy 的關係，新貸款是 22 萬利率 6%，牽涉到所有影

片收入的財產轉移做擔保，這件事在 1927 年 8 月結束，UA 的總收入不足以支

付整個貸款，而留下每個保證者 10967.75 元的債務，但是這時 Mutual Bank 的貸

款由 UA 償還，結果是沒有任何一家銀行有損失。 

金融商品籌資 

在討論電影產業企業資金籌募的發展時，必須知道當時戰後美國一般經濟

的環境，資金主要是由投資的銀行家去資助，及其組成企業的借款收入之利息

之擔保投資，美國人民被政府在戰爭時所發行的債劵刺激，非常急切的想投資

在以前未曾有過的投資銀行發行的股票與債劵，這也是被認為是致富的方法之

一，新公司的證劵從 1920 年的 30 億美金增加到 1929 年的 90 億美金，由於當

時社會樂於投資的氣氛及電影產業被認可是一種合法生意，因此新的基金投入

經由股票與債劵於這個產業，雖然 Kuhn, Loeb & Co.建立了一種固定的銀行金融

體系，但是大量投資於電影業是在 1926 年之後，當時正是電影院爭奪戰的時

候，這時候大多數的股票都在紐約證件交易所交換，也因此發展出正式與投資

銀行家的合法關係。 

一項統計資料指出，1921 年投資電影的資金是 7 千 8 百萬 230 元，到了

1930 年是 8 億 4 千 9 百萬 986 元，其中 1925 到 1956 成長近一倍，1925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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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間的新電影公司股票由 21.9 百萬到 47.8 百萬，這也顯示出電影產業逐漸

有其重要性，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是，銀行家無法評估電影的價值，而認為這

是一項奇怪與神秘的商品，當時一般投資者認為投資鐵路可以知道其品質，但

是一呎影片由千萬的觀眾評斷及價值，並且每一個人都有其自己的標準，雖然

銀行家開始更有興趣這個產業，他們可以知道複雜的財產與房地產報表，對於

電影的要求財務協助，特別是戲院部分，就特別有興趣，這些建築包括辦公

室、商店、設備能提供投資的擔保，這些擔保品也都成為當時拍賣的一項活

動，社會上炒熱了電影業的投資，也吸引了許多新投資者加入。 

1927 年 5 月，Halsey, Stuart & Co.提出一項創辦計劃書的股票活動，可能是

針對福斯（FOX）電影與戲院，因為當時這些人都是福斯的財務專家，聽說當

時的資料是由一個西岸投資銀行所提供，稱之為 Hunter, Dulin & Co.公司，這些

都是後來 Halsey, Stuart & Co.的相同資料，電影《In The Golden Harvest of the 

Silver Screen》(1927)時，Hunter, Dulin & Co.發表了一篇電影產業的歷史說明，討

論電影的產業統計及活動，當時宣稱有 15 億已經投入整個電影業，戲院建築有

1 億 9 千 9 百萬，這些新的戲院被稱讚像是電影產業的展示窗口，好萊塢的地

位於是確立，成為全世界將近 80%的電影輸出的地方，當時文件顯示，整個產

業已經非常有組織、穩定及可獲利，只是品質還是許多電影大亨要掙扎的地

方，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許多的說明都指向電影《國家的誕生》開啟美

國電影新紀元及與財務銀行關係。 

格理菲斯是製片人與導演，期間至少與 34 家銀行發生關係，至少拍過 423

部電影(包括一捲片的電影)，《國家的誕生》前幾年的收入是 1500 -1800 萬利

潤，最後結算是 5000 萬租金收入，影片的成功變成當時的傳奇故事，1932 年，

他宣佈辭去 Griffith 公司職務，並於 1935 年正式破產，他的生平是電影產業的

發展史，尤其是與銀行關係的過程，說明電影工作者及電影公司的限制，1919

到 1927 年是美國電影逐漸穩定與獲利及合理化組織的年代，所看到的是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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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介入到電影產業。 

電影需要更賺錢 

1927 到 1939 年，聲音技術的介入與資金籌募控制，1926 年的戲院擴張與

整合，使得電影業更合法與穩定，不僅銀行支持，同時 20%的 6 個最大公司的

董事會主席是銀行家，因此更能代表實際股權與財務的掌握。 

1926 年電影票房下降，是來自於激烈的市場競爭與收音機更區隔化觀眾品

味，好萊塢的大亨也發現，雖然因為聲音的出現，但是並沒有使財務控制失

當，反而吸引更多的銀行家進入，也因此，當電影如何拍片的時候，有錢投資

者的聲音是最大聲，聲音的出現促使電影工業強化財務於兩個方面：（1）它吸

引大型電器公司經由銀行介紹進入電影投資；（2）它吸引更多的社會投資大眾

進行額外的投資及財務的擴張，使得美國電影業過度擴至 30 年代初期。 

1920 年代，事實上有許多各種有關聲音的系統出現，1927 年 10 月 6 日在

紐約華納（Warner）的戲院放映的有聲電影《爵士歌王》（Jazz Singer），之前已

經有各種電影聲音的系統，當時電影技術的聲音發明與發展是由兩大集團控

制，一個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

AT&T），及其下屬公司西方電器（Western Electric），這兩個都是電話集團

（Telephone Group）， 及另一個集團奇異電器（General Electric Company、GE）

及美國廣播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RCA）及其他一些公司，統稱之

為廣播集團(Radio Group)，而投資者的興趣其實都是來自上面這些公司，具有實

際的財務優勢，這兩大集團都有實驗室及研究設備，致力於新的專利權的發展

及其相關各種領域，因此，他們也有自己在電影聲音方面的重要發明，所有的

激烈競爭領域都來自於這兩個集團的興趣，很多的發明家、企業家及小生意人

也都想介入這方面競爭，但最後都失敗。  

1927 年，有五家主要電影公司蒐集資料與數據組成的委員會成立，要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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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聲音系統給電影業，委員會考慮技術的條件、專利權情況，但財務狀況

似乎是更重要的決定因素，主要原因是系統選擇的後面必須有較大的公司支持

實際製造業，能擴大的技術專家、人員及設備及財務市場的適當力量，巨型的

電影公司如派拉蒙（Paramount）不會將他們的股票、遠景及強力的獲利可能，

建立在一個小公司的冒險上，在 1927 年 7 月的決定上，有兩個系統被推薦：

Photophone system (RCA)及 West Electric Vitaphone system。 

系統最後選擇 West Electric Vitaphone，AT&T 因此獲得他的電影聲音設備的

市場及服務，加上每一部故事電影的專利權金，RCA 的反應是用其自己整合過

的電影公司(Radio-Keuth-Orpheum)直接進入電影市場，用 Photophone system 從事

製作、發行與映演的電影業。  

有聲電影的快速轉換，意味著電影業需要大筆資金，除了 AT&T 的專利稅

外，所有花費也增加，包括攝影棚、實驗室、戲院轉換設備，加上高成本的工

人工資，如演員、作家、聲音技術人員，另外還有影片材料及錄音材料，根據

各種的狀況，每家戲院安置聲音設備的成本從 8,000 到 15,000 美元(1927)，到

5,000 至 12,000 元(1928)，到 5,000 至 7,000 元(1929)，MPPDA 宣稱整個產業的估

算聲音轉換費用是 5 億美金左右。 

Michael Conant 在其研究「Antitrust in Motion Picture Industry」中發現，光在

1928 年的新戲院花費是一億 6 千 1 百 93 萬元，在 1935 年，一群建築師估算已

經有 1,460,000 元花在戲院建築更新上，這還不包括戲院辦公室的空間費用，這

同時，1930 年，平均一部電影的製作費用是 20 到 40 萬之間，至 1929 年時，總

數超過 1 億 8 千 4 百萬的整個電影產業製作費在市場上流動。  

在這些增加的費用中，小一點的製片公司或戲院成為大企業集團的連鎖獵

物，或是從市場消失，聲音的介入加速了產業的集中，也同樣吸引更多的財金

與銀行家的介入來進行併購與分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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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好萊塢的獲利是最高峰，全部產值據報導超過 10 億美金，五家

(Paramount, Fox, Warners, Loew’s, RKO) 主要公司的純益收入在 1930 年是

70,703,000（七千萬）美元，整個電影產業已經成熟到少數製造商對市場的控

制，由五家完全整合，多元化及世界性的大型企業主導與控制全美國 77%首輪

的戲院，及 50%製作與發行的故事電影市場。 

當電影產業極度擴張的時候，大部分的資金來自銀行或是投資股東、股

票、債劵時，電影公司所負擔的利息十分巨大，所以當電影票房下落時，整個

電影產業發生危機，負債與利息是主要問題，但是只有更加引進投資才能起死

回生，在此後，美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全然是財金帳務的遊戲，整個市場操作不

是在電影的製作，而是公司併購、整合的市場交易問題，尤其是戲院連鎖整合

與擴建，及其他房地產及週邊產業介入，以大吃小及壟斷市場是常事，因此對

於產業的發展控制產生議題，破產後的重整(reorganization of bankruptcy) 之後，

更吸引投資者進入 電影業，而由銀行在後面決定，其他大企業投資者(如

AT&T)的銀行團關係支持度有關。 

越瞭解美國在 30 年代間的電影產業的財務控制細節，越知道這些控制所

導致的結果重要性，一般知道美國銀行業在 20 年代晚期及 30 年代介入是積極

與對大企業在經濟上造成重大影響，他們在電影業的參與及活動也進一步增進

他們經濟的實力，及造成經濟與政治的集中化現象。  

自然這些銀行及銀行家涉入好萊塢透過種種關係，也累積相當的經濟回

饋，這些包括貸款的利息、股票及債劵的收入、債權的劃分、公司重整等其他

合法費用，相等的是他們可以提供資金給電影拍攝及提供更多的錢借出，對銀

行家來說，他們可以有額外的收入，例如 Joseph P. Kennedy 參與電影公司的管

理或是提供建議，都可以收到優渥的薪資及特別顧問費。 

因為他們包括電影公司、銀行與其他公司間內在關係連結，而有相互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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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協議及生意上的忠誠度，這些銀行的間接獲利來自於 AT&T 及 RCA 專利權及

聲音專利金，另外電影公司的股票也抵押賣給保險公司，因此銀行、銀行家的

信託基金、製造業的信託基金在彼此交叉持股上，產生複雜的財金體系。 

財金公司涉入電影公司的最重要部分是預算制度及成本刪減，經常會發生

在攝影棚的重組、人事的刪減、薪資及攝影棚管理削減，同時刪減電影製作預

算，嚴格監督預算執行，為了落實這些政策，銀行家或是他們從外面請來的代

表會直接進駐一些電影公司的管理，他們可能是董事會主席，或是攝影棚的負

責人，或是公司的總裁，或是公司的財務資金管理者，但是常常這些財經背景

的經理人所建立的標準商業模式不適合電影產業，當時 Kennedy 提出報告說，

電影產業是不同於一般生意，專業人員不能隨便更換，會影響士氣及製作平

衡，他認為製作人員應該專心於製作，而不應該被外來財金專家打擾，而電影

內容的藝術性很難比較 A 電影與 B 電影的差別，電影《大國民》(Citizen Kane)

是個例子，但是銀行業的不斷介入的確強化(reinforced)及集中化(intensified)電影

業的穩定、可獲利性及持續的擴張可能，每家公司都想建立自己的王國，且減

少競爭，這是美國好萊塢的黃金年代(Golden Years)。 

轉變階段(1940-1960)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電影產業結構有重大的改變，總收益在 1946 年是

16 億 9 千 200 萬元達到高峰，在 1953 年下降到 11 億 7 千 200 萬元，有幾個項

目構成劇烈下降的原因：（1）戰後增加的休閒活動，戰前是被禁止的；（2）各

種消費者項目增加，例如運動及汽車活動吸引大眾的注意與鈔票；（3）更多人

願意待在家中與家人及小孩相處，同時作些改善家庭的或是自己動手做的事

情；（4）同時被新家庭娛樂活動，如電視所吸引，這些都是形成票房下降的原

因。 

電影業面對更嚴苛的其他休閒活動與媒體吸引的競爭，很多人認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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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很重要，例如電視與收音機都是免費的，都比電影活動來得省錢，「看電

影（Going to the movies）」被認為是以「週」計算，或是以「天」計算的活動，

觀眾似乎有更多的選擇與想法，這些觀眾模式的改變導致電影財務與工業結構

的改變，觀眾不再是任何電影都會去看，而有條件的去看，因此許多電影很難

將電影成本回收或賺一些錢。 

電影業想用一些方法來增加競爭條件，如增加製作費用，但是通貨膨脹費

已經增加了成本，實際製作與映演成本增加是來自於「彩色電影」的出現，及

新銀幕的放映發明，包括 Cinemascope, Vistavision, 3-D, Cinerama 格式的電影規

格。 

另外一個影響深遠的原因是「反托拉斯法」的成立，1938 年出現這個爭

議，到 40 年代晚期與 50 年代初期才確定，要求映演和製作與發行分開，也就

是個別的影片並不能保證一定被放映，每部電影必須以單獨影片及戲院來賣

(theater by theater, picture by picture)，因此電影的銷售與獲利更加不可預期。 

因為二次大戰導致美國經濟情況改變，原來國外的市場變得十分不可預

測，發行的獲利也不確定，此外一些國外匯率的問題，一些國家有進口限制，

一些國家也設定了國家電影配額限制，或是特別的進口影片的獲利凍結或杯

葛，美國電影發行到英國是個明顯的問題，以前英國是美國電影市場獲利的主

要國家，但是戰後全然改觀。 

這些各種事實使得美國電影業在整個 40 年代及 50 年代緊縮與改組，電影

產業的集中化與多元化被接受，多元化是電影業逐漸接受與電視結盟，並且發

展其他在室內與戶外的娛樂活動，企業集團的成長使得電影公司變成大而廣的

大企業的一部份，或是自己成為大企業集團，國際化的加強於電影公司的繼續

擴張於製作與海外發行，在這發展的期間，有非常複雜的電影財務結構的變

化，特別是獨立製片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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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製片 

獨立製片的定義可以是一個單一的電影公司，或個人能夠快速且便宜的為

主要製片廠或是自己攝影棚推出影片的人，他們經常能得到財務資金而推出電

影，而考慮到獨立的作法，在維持其組織下，為了區別其他的主要製片公司，

而有這種稱謂；在 30 年代中，由於發行還是被完全壟斷控制，因此很少獨立製

片。  

在 1934 到 1939 年間，整個電影界由主要電影公司產製劇情片佔 62%，這

些大部分是較高的預算電影，一些獨立製作的電影大多數是快節奏地、西部式

或是情節劇(melodramas)，1939 年間，95%的劇情片在首輪都市戲院放映，仍然

是主要的電影公司製作發行，那時美國只有 10 家獨立公司製作劇情片。  

美國獨立製作真正開始成長及繁盛是在 40 年代早期，1945 年間有 40 家獨

立製片，1946 年禁止非法檔期排定（Block booking）時，有 70 家獨立製片公司

出現，到 1947 年有 100 家(包括主要的 7 家)，1949 年獨立製片人為主要公司推

出影片佔 20%，在 1959 年時，估計 165 部劇情電影由獨立製作人製作，佔全部

市場的 65%。  

獨立製作成長的原因，歸之於獨立製作人強力的藝術創作意願，及不願意

被限制與干預，金錢上的動機也可能是其成長的原因，那時美國政府為這些獨

立製作人的公司在稅法提出一些優惠措施，在 1947 年票房最盛的時期，越來越

多的電影可以賺大錢，也提供續拍片的可能，戰後大的攝影棚增加成本時，吸

引獨立製作者的低成本製作考慮，之後，反托拉斯法的出現，讓戲院脫離主要

的控制，也增加獨立製作人市場的更多機會，最後，銀行能很容易提供財務協

助也是主因，在 1939 年之前，製作的貸款所提出的擔保可以是早期完成影片發

行的重播費(residuals)，這種重播費方式可以是 1 或 2 部的電影，因此未來影片

貸款的依據是根據過去電影的市場表現，但是在 1939 年之後，這些銀行(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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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merican, Security First National Bank, Guaranty Trust, Bankers Trust, Irving 

Trust, California Bank, Chemical Bank)有不同作法，在 1939 年時，美國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n)認為電影的票房必須回本在底片費用的 60%，因此這是銀行借

貸的上線，或稱之為第一筆款(first money)，其他銀行也都效法如此而不必依據

過去影片的紀錄，換句話說，實際的貸款可以不必依靠重播費，第二筆貸款

(second money)通常是底片費的 10%，來自於製作人或是發行商或實驗室或財務

公司或財務集團，這最後的經費(end money)來自於製作公司，可能是公司的股

票或是製片人、編劇、導演、演員的延遲付款(deferment)，完成費用(completion 

money)是用來確定電影一定可以完成而且發行一定要有所安排，交叉的擔保

(cross-collateralization)並沒有被廢除，也就是一些影片往往被擔保在一起成為一

組，單一電影的貸款能力難以確認。 

在 1939 至 1947 年間，銀行間提供的經費有強烈的競爭，因為票房上揚及

貸款損失少，一些銀行於是放寬借貸政策，利率少於 4 或 5%，貸款上限的底片

費用可以是 75-80%，第二貸款不需要製作人的過去背景，可以是以第二先得權

(lien)及延遲付款的方式，或是其他財務公司或來源的提供經費，交叉擔保變得

很少，很多製作公司的貸款都沒有任何實質的財產或是過去或未來影片的利

息，換句話說，單一電影貸款的興盛時代來臨。 

美國銀行估計在 1947 年時，有總數 7 千 9 百 24 萬 8480 元由各家銀行貸出

電影產業，這些金額上不包括當時最積極的五家銀行（Guaranty Trust、Chemical 

Bank、Bankers Trust、Irving Trust、California Bank），這個全盛時代在 1947 年底

遭遇嚴重問題，電影票房在國外下降，電影業損失投資，而獨立製片的貸款者

遭到嚴重的違約，這時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首先將第一筆底片費用降到

50%，利率調高到 5 或 6%，其他的銀行也接著跟進，更多的擔保品需要被提

供，回到以前的情況，對於國外擔保的發行也不予相信，這時一些銀行只專注

於一些有品質的電影，而這些電影的預算反而更大，但是電影成本和票房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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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很遠，製作人想得到貸款是越來越難，在銀行家眼中，電影是個可預期的

冒險，有些銀行也停止借貸給電影業。  

當時的政經情況也不利電影業，聯邦金融單位對於銀行的貸款膨脹不以為

然，希望銀行要嚴苛審查，另外戰後的共產主義的恐懼危及到好萊塢(Hollywood  

the Waldorf Statement)的電影工作人員及銀行家，獨立電影的製作至此不僅是經

濟上的問題，同時也是政治上的問題，所有的問題指出要評估嚴格，對獨立製

片的貸款程序也需要更清楚的去看貸款的申請程序及特別標準。 

獨立製作籌款 

在 1948 年，服務於洛杉磯 Security First National Bank 的 George Yousling 準

備了一份文件「獨立製片的銀行籌款（Bank Financing of the Independent Motion 

Picture Producer）」，討論獨立製片向銀行籌款的程序與標準，他提到，向銀行款

的經濟環境與電影產業一直在改變，但是基本的程序還是不變，他建議銀行有

兩個考慮給獨立製片貸款的風險與信用條件：（1）完成這部電影；（2）償付銀

行的貸款，這都是些基本的協議內容。  

有其他的因素出現，第一個是檢查製作人的財務情況、經驗、能力及忠誠

度，一個有品質的製作人是基本於其成本的考慮，其運作的效能是獲得好的銀

幕價值與其所花費的支出，有能力在期限與預算成本下完成是關係到導演的過

去紀錄，過去紀錄是給後來者評估之用，因此新人募款就比較困難，但這是一

般的商業習慣。 

Yousling 提到，導演是對最後影片成本最有影響力的人，因此導演的過去

紀錄要避免曾經有「超過預算」的情形是貸款的主要考慮因素，銀行也會看其

他工作人員的經驗與製作過影片的聲譽，因此也要準備這方面資料，整個財務

設計所根據的影片預算如何設計都要一併提出，拍攝的類型（type）、範圍

（scope）及場景現場（locale of scenes）都是評估影片是否可完成的重要依據，

125



銀行同時會看各種相關或有關電影的保險合約，這些都是在保護銀行的權益，

因此有些保險合約就寫的對銀行有利。 

其他各種「完工保證金」或是押金都是必要得到的製作基金，雖然這些金

額與類型各異，一個完成影片之押金通常是一部影片預算的 10-20%，押金可以

是現金或是質押物，債劵的完成保證通常是以主要發行商或是被安排的其它公

司所提出的保護，因為冒險高，完成抵押或保證也就高，在有些案件中，一些

製片人或是導演曾經聲名上過度浪費或是完美主義者，銀行就會要求提供一種

無限的擔保(a unlimited guarantee)，以作為一種貸款依據。 

Yousling 提到，因為電影產業的高度公會化，因此會有司法議定的壓力，

這情形是預期工會員工及供應廠商之間的情形，一些貸款協議特定在工作的過

程通告上，如特定的完成時間及送到發行商的時間，對製作公司造成壓力。 

第二個牽涉到償付貸款的基本冒險或是一般信用條件，及影片的獲利可能

性，這些都是導演或是製作人的主要資料，票房的成功或失敗要小心考慮，

Yousling 提出一些看法：一個財務上不成功的製作，更特別的是一些不成功的

製作，會立即引起慎重的信用延伸關切，這時可能以環境為票房藉口，這時的

環境會使新的製作所需的信用被重新衡量。 

另外一個重要考慮項目是電影故事，故事和劇本是主要銀行察看的主要目

標，劇本被讀過即批准，經過銀行家對影片的信用審查，主要確定其劇本想法

被認定是個好電影，好電影的定義很困難，被解釋為有娛樂價值能賺錢，不論

如何 視覺化、人際關係價值及製作問題都交給製片人，但是銀行家必須先通過

這個故事，在通過這故事之前，對所提出的劇本會有一些問題： 

1. 會有一些爭議性宗教、種族或是理想主義觀點的內容嗎？ 

2. 內容會牽涉到不道德或是其他檢查制度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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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個故事會在國內或國外具有特殊迎合愛好及吸引性嗎？ 

4. 這影片會在特別地方拍攝，需要一大群臨時演員或精細的佈景嗎？ 

這些都能導致在拍攝延遲或是製作或是場景建築中產生嚴重的看不見花費。 

貸款協議同時也關注於最後製作內容不會有誹謗的或是含有誹謗的劇情，

或是任何違反著作權或是其他個人財產權的問題，也不可以有侵犯任何私人權

力的事情，銀行家同時要求任何對劇本或是其他事情須符合行政製作管理規範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在取得貸款之前要確認，失敗於這些要求通

常被視為貸款協議違約。 

有效果的好演員角色，同時也與影片財務成功有關，因此適當的主要角色

演員也成為銀行貸款的關鍵，根據 Yousling 的講法，演技的知識、票房的迎合

性、演員薪資的要求等，都是形成判斷依據，另外的考慮會牽涉評估在行銷這

部電影時候的國內與國外市場經濟情況，也就是在影片開始製作之前的的 8 至

12 個月預估市場，另外發行商的大小也是考慮之一，越大的發行商越有市場行

銷效果，也越有保障。 

製片人所採用的沖印廠也須得到銀行認可，通常需要簽有協議（Laboratory 

Pledgeholder’s Agreement），其中註明銀行握有影片的底片與拷貝片權利。 

促銷的廣告與宣揚的費用會被製作人的發行商收據所扣除，這些錢來自於

貸款，因此，銀行有必要知道影片以何種方式及角度來做這宣傳，宣傳人員與

廣告代理商為發行商做哪些事情，銀行同意廣告的花費變成是件重要的考慮，

銀行會繼續要求額外的廣告花費贊同權。 

電影的「片名」是關係到電影成功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Yousling 認為電

影片名是最有可能吸引票房價值的項目，根據 Paul Lazarsfeld 的觀眾研究所支

持，但是銀行家認為「對於觀眾喜歡或不喜歡的廣泛規模的事前認定，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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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知道其娛樂性和限制其新鮮度及多功能性的想法，」電影製作由銀行財務

支援所考慮的各種透過法律文件及信用問題的擔保與保護，有些超過其他一般

公司的作法。  

銀行對於所有在製作中所衍生的財產的權利財產，包括故事及片名及底片

和拷貝片都先得權(lien)，各種權利和財產都是互相依存且必要有相關的協議

書，這些包括所有東西的著作權、劇本、腳本、發行協議、攝影棚設備、同意

書、個人服務的合約(包括演員及工作人員)、任何次級的貸款或是其他「先得

權」都在銀行權力之下，換句話說，借錢的銀行保有所有相互衍生的附加權

力，以避免可能發生的電影拍不完或是清理債務的違約事情，獨立製片對於銀

行的信用審查所提供的文件如下： 

1. 貸款及安全協議（Loan and Security Agreement） 

2. 抵押相關協議（Mortgage of Chattels or Assignment, Mortgage and Pledge 

Agreement） 

3. 著作權之相關影音協議（Assignment of Rights to Literary and/or Dramatic 

Work and Rights to Music and Musical Compositions Laboratory Pledge 

Agreement） 

4. 收入相關協議（Notice of Irrevocable Authority and Acknowledgement of 

Receipt） 

5. 完工保證（Completion Guaranty） 

6. 附帶及預期協議（Subordination and Standby Agreements） 

7. 有關協議之通告（Notice of Expected Assignment） 

8. 拷貝權抵押及相關完程膠捲權（Mortgage of Copyright and Assignment of 

Copyright in Completed Photo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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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銀行準備與簽准之信用與法律文件之後，最後的調查是公眾的紀

錄，以確保沒有干擾的「先得權」存在於任何設定的財產中，抵押與協議都建

檔，及各種協議都發送到有關這項電影貸款的各有關單位，之後，製作人的製

作開始，但是必須在各方經費存入及銀行所要求提出的押金存入後，或一個滿

意與這電影投資的的帳戶出現，製作才正式進行，製作人要求進一步銀行將底

片費用的相關文件提出，於是貸款錢可以提用，銀行會有一個代表負責簽所有

有關製作的支票。  

Yousling 建議在製作之中，經常到拍攝地與製作人與其財務人員談話，可

以有助於決定拍攝的進度與可能的財務問題解決，這種訪視可以提供幫助的建

議，特別是製作會超支或是要求擴大原來的預算，銀行因此可以用保障自己的

利益的觀點介入製作的過程，貸款通常會關注在最新的進度及影片粗剪的過

程。 

在影片完成後，銀行家會有粗略的想知道影片可能從發行商得到多少利

潤，因此借錢銀行也可以預期知道，多久可以將貸款取回或是進一步需要的重

播權貸款，如果貸款變成問題，電影票房不成功，那麼銀行會建議製作人提供

進一步的擔保品以保障貸款。 

貸款的償付過程牽涉到貸款協議，通常是很複雜的過程，根據粗略的估

算，匯款通常是在電影釋出後的第 45 天，但是必須有效地關切在這些過程，發

行商會要求提出發行過程的各種收據的報告，這些報告會確認，只有當初達成

與認可的百分比的影片收據，然後，會有不斷的不同意費用及分散的收據出

現，最後往往導致查帳(audit)及法律糾紛，而銀行往往是主導地位。 

1949 年 4 月，財富雜誌(Fortune)提到，銀行發展出一系列保護性的無限制

去檢查貸款的程序，每一筆花費都要管，他們沒有告訴製作人如何寫劇本，但

是告訴他們如何該不考慮，因此，爭議的是獨立製片人沒法真正獨立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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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保守的老製片廠可以，但是財富雜誌沒弄清楚，這些老製片廠及創意發明

電影人也一樣受制於財務的限制。 

雖然獨立製片在 1940 至 1950 年代成長人數快速，獨立製片人能夠獲得銀

行基金也只有短短的一陣子，之後就非常困難，對於一個沒有知名度的導演及

製片人來說，要得到一筆錢來拍片不是不可能，但是非常困難，對於有經驗的

製作人去促成一個未來獨立製片，必須經由一系列的過程，一個製片人是個財

務推動者的角色，是真正強力將電影變成演出節目的人，剛開始跟銀行談的時

候，他會說：我有一個大明星，還有一些錢，還有完成保證金，我有某名導演

來執導，我有最佳劇本，假如你們能給我第一筆錢，我就能夠繼續向前，」銀

行假裝有一點相信他的話，隨然知道他可能甚麼都沒有，銀行也知道，他隨後

會到所提到的大明星的經紀人處，說如果願意加入的話，已經就有銀行的支持

的第一筆錢，又會說，有最好的劇本及導演，然後又會到其他的導演處，說如

果你加入，就有某銀行及某大明星加入，就這樣一直的來回跑，每一個人都知

道他在做甚麼，每個人都知道他除了有想法之外，甚麼也沒有，他只是想把大

家拉在一起，漸漸的，這個成功的製作人會終於將大家聚在一個屋子裡，然後

他才真正有了這些人的幫助，當然有很多製作人是無法完成這最後的成功聚

會，然而，如果可行，這個過程是個充滿挑戰與刺激興奮的過程，有人樂此不

疲。 

一個成功的製片能夠容易安排財務資金調度，但是新的製片卻很困難，貸

款通常是憑藉著過去影片成績，借款人通常不願意借給新的製片，這是普通的

現象，獨立製片人通常更依賴主要發行公司，不光是這些主要發行公司是銀行

貸款的保證，同時他們也的確能幫助影片發行到上千家戲院，發行商的廣告與

宣傳活動能促進電影收入，銀行因此也依靠發行商在發行中去預測及管理銀行

的利益，甚至在電影製作過程中也要管理。 

此外，主要的發行公司經常能提供完成保證給獨立製片，甚至保證整個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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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這種企業組合強化了這種製作/發行公司，提供獨立製片貸款一個重要的安

全事實，這同時也一定影響銀行在審核貸款或擴大信用的決定，終究，獨立製

作的優點很明白的顯示，主要的大攝影棚減少其公司的製片活動，而租其空間

給獨立製片公司，於是增加與獨立製片人的合作，1957 年，有 50%的主要電影

是由獨立製作人在主要製作/發行公司下的大預算的支持下完成，例如華納

（Warners）提供超過 2500 萬美金給製片人，比較 1946 年 150 萬美金額度。 

一般來說，發行商成為更積極供應資金給製片的保證，儼然成為銀行或是

編劇家，同樣也幫助銀行監督獨立製片和發行，卻也同時提供經費，漸漸地，

大多數的銀行以合作的態度願意提供資金給主要製作/發行公司，而不願意給獨

立製片人。 

總而言之，當製作經費直接來自於銀行時，會密切地監視製作與發行過

程，當獨立製作運作在主要系統之外時，銀行就需要更多的利益保障，久而久

之，銀行依賴發行商去控制劇本的選擇、發展及製作過程與發行，銀行所提供

的是企業合作的姿態，也就是間接參與電影的活動，這些主要製作/發行公司成

為銀行的代理人，1940 至 1950 年代，在好萊塢最活躍的銀行是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n)。 

銀行角色 

美國 60 年代開始，電影工業經歷其他休閒與娛樂運動的競爭，強迫主要

電影公司採取新的策略與結構以主導電影產業，獨立製片的發展變成依附於主

要製作/發行電影公司之下，產製大量獨立電影，這些龐大的主要電影公司採用

合約的方式與演員、製作人、導演簽約，形成集團式的經營趨勢，這些集團公

司在一個公司的名稱上具有製作與發行的工作，完全的集團式與相關的產業結

合，自己集團式經營的公司有是哥倫比亞（Clumbia）、迪士尼（Disney）、二十

世紀福斯（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與相關其他公司合併的是

131



米高梅/環球（MCA/Universal）、華納（Warner Communication），將電影公司歸併

到已經存在的公司的有派拉蒙（Gulf & Western/Paramount）、聯合藝術家

（Transamerica/United Artists）。  

新的發行形式也改變電影公司的經營策略，雖然「反托拉斯法」禁止電影

公司擁有戲院，但是新的發行方式也可以取得與獲利，對電影公司來說，新的

錄影發行成為獲利的新來源，這種方式包括網路與聯營的電視發行、有線電

視、付費電視、錄影卡帶、錄影光碟，這些劇情電影的發行窗口變成主要電影

公司獲取所有權管道，有電視台、有線電視系統、錄影系統公司，同時新的電

影產品市場出現，有電視節目、電視電影、廣告電影，這些主要電影公司同時

也開始擁有國外的戲院聯映群。 

有關休閒媒體的活動包括出版、主題娛樂公園、滑雪勝地及其他的觀光客

吸引活動、機械性遊戲、運動中心、運動小組，另外媒體的商業活動包括音樂

出版與發行，原來是電影產業的部分活動，在 60 至 70 年代中，也被強化，非

媒體的部份包括製造與財務服務，也已經成為電影產業的一部份，這些都成為

集團中的關係企業組織。 

國際間的一些電影市場早已是美國電影獲利的來源之一，以美國支持的劇

情電影也可以獲得當地公司的部分補助，因此這些國際性的電影數量就越來越

多，一些主要的大電影公司也相繼以國際市場同等國內市場為主要發行，這段

期間電影公司進行三大工業整合過程集團聯盟化（Conglomeration）、多角化

（diversification）、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這些活動的過程都彼此會有財

務上的關係，長久下來就改變了這些公司與銀行間的關係。 

資金來源 

戰後美國的電影投資很少由投資銀行介入，提供大部分資金來源的是外來

的基金，如法人的投資者、投資型的保險公司、補助金及共同基金，70 年代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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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時候，各主要公司的負債都明顯增加，獲益明顯下滑，但是到了中期之

後，各公司終將負債償還，並且自足財務或是至少從公司內部尋找財源，雖然

他們與商業銀行都經由貸款協議、信用額度、經費的承諾和其他合作方式而維

持良好關係，但是彼此間尚有一份互相依存的密切關係。 

電影《星際大戰》的成功，改寫資金募集的困難，電影的資金籌措開始以

其下游商品銷售的可能性合作對象為基礎考慮，例如速食業者麥當勞公司。 

美國的銀行借給電影公司貸款的標準與其他產業借錢是相同的標準，包括

公司的能力、財產、過去紀錄、獲利能力、多元化程度及管理，循環式貸款

（Revolving loan）的出現及各借款的目的，不僅是製片，更是其他電影關係企

業的投資周轉對象，如旅館整修及電視產業的介入。 

當時幾家重要的電影集團的發展過程，與銀行的關係，及多角化經營的方

式，都與上述相似，這幾家是 Walt Disney Productions、MCA Inc./Universal 

Pictures、Metro-Goldwyn-Mayer Inc.、Twentieth Century-Fox Film Corporation、

Warner Communications Inc.、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 (Transamerica Corporation)、

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 (Gulf & Western Industries, Inc.)、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美國 70 年代幾家最大及最主要的銀行都介入電影產業的發展，這前 16 家

銀行如下：Bank of American、Citicorp、Chase Manhattan、Manufacturer Hanover、

J. P. Morgan & Co.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Chemical New York、Continental 

Illinois、Bankers Trust New York、First Chicago、Western Bancorp.、Security 

Pacific、Wells Fargo、Irving Bancorp.、Crocker National、Marine Midland Banks、

First National Boston，其中有一家銀行紀錄電影產業如下：「非常市儈及個人

化」（…incestuous and very personal），這不光是指好萊塢，同時也是指好萊塢的

銀行家，在財經歷史上，電影的銀行家都會互相提供訊息及策略，雖然它們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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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都是競爭者，但是他們都希望將借出去的錢拿回來，儘管這些銀行家否認干

涉電影產業，也從來很少有人會去看劇本，但是大部分的銀行家都承認，投資

電影比投資鋼鐵業有趣，因為電影有「非常的吸引力」（special appeal），有些人

也承認電影有「性」的吸引力（sex appeal），形容電影的人說電影是自由形式、

個人風格化、瘋狂、獨特人群的野蠻產業，因此銀行家會希望找到對電影非常

熟習的經理人，來協助這種創意的抉擇，也就是熟知電影經營之道的專家，銀

行家認為電影是個「管人的生意」（people business）(Stanley，1978，p210)，必

須有能力、魄力、個性與自尊是非常重要的電影人條件，有人說銀行家是交響

樂團的指揮，但是用船長來形容也有其道理，有人用結婚來形容電影公司與銀

行的長久關係，電影公司要經常告知銀行一些事情，不要有驚奇（surprises）及

不好意思（embarrassment），相互的社交活動必須有利雙方，銀行常會在電影公

司發生財務危機的時候找人來接手合併介入，銀行認為「賣軟體比賣石油好」

(p.206)，所衍生的稱呼是財務資訊工業的綜合體（financial – information - 

industrial complex），並且也喜歡所謂的國際間可行銷的（internationally – 

marketable）電影。 

結論 

電影剛開始的時候，電影業必須經過穩定、獲利、合法（stable、

profitable、legitimate）的商業認定，才會被投資人所允許，早期是銀行在薪資及

存款的合作，後期是多方位產業的介入及產業多角化經營，對銀行家及投資人

來說，電影不僅是創意的藝術、傳播的媒介，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商品

（commodity），電影產業是一種生意（The movie business is a business），這其中

牽涉鉅額龐大資金，於是就有各種關係及外資介入，於是談的是影響力、控制

及權力，電影不可避免的是個娛樂，同時提供某種強化主要理想觀的工具，並

且販賣某種特定的生活方式，終究成為社會中經濟市場上的產品，電影脫離單

純的內容創新，同時也必須兼顧其經濟的影響力，不論是投資的銀行、個別投

資者、基金操作者或是政府金援的介入，電影基本就是談「錢」的經濟遊戲。 

134



第五章  電影資金募集 

 

電影在策劃之初就必須擁有資金，以資金作為償付人事費用及場地費用開

始，沒有資金一切努力都是沒有意義的，電影拍攝的預算從數百萬到數億元不

等，這些費用可以來自於銀行、投資大眾、基金、債券，及其他所有可能提供

金錢的投資者，所有的資金在募集前都會面臨相同問題：投資大眾會詢問資金

的用途及獲利模式，這是投資的基本法則，能熟知用途並且做投資財務分析，

資金的募集相對就比較容易。 

電影的資金在來源、管理、使用都必須有明白的記載與分析，這些資金使

用記錄帳務是作為下一次投資者投資評估的參考，要有下一部電影的資金，要

先把這次電影製作的投資計畫、投資評估、投資結果等項目清楚明列，票房盈

餘應可以作為下一部電影的資金，但是下一步投資的計畫與參考銀行還是必須

以這次的投資結果為依據，所以電影的製作必須把每一階段的工作當作投資，

清楚名列每一階段的目的、作法、效益等，才是電影產業的長久生存之道。 

 

第一節  電影公司投資管理 

電影是一種經濟投資行為，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人力、創意，任

何電影公司在投資電影的目的上要表現出一種預期結果，電影的投資和所有產

業投資一樣，需要先確定投資目的，是增值、還是投機？一般電影公司投資的

主要目的是賺取利潤，電影公司如果有其他投資者介入情況下分攤投資風險能

夠獲得「雙贏」或「雙輸」的局面，雙贏是製作者的理念得到認同，同樣投資

者也能夠得到利潤；雙輸則是因為創作者無法得到觀眾的青睞，投資者自然也

無法得到利潤的分享，這是從公司製片的觀點來看電影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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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公司本身的投資可以分成金融投資或是實物投資。金融財務投資是合

約式的介入，表示未來在投資電影相關商品上能得到合法的所有權，另外一種

是實物投資，例如電影公司投資土地置產蓋攝影棚，這是有形資產；金錢財務

投資與土地實質投資是一種保值？或是增值？必須在投資之前先予以預期報酬

和風險評估。 

電影的各項投資必須和電影產業的分析畫上等號，必須有投資判斷的依

據，分成幾層判斷；第一層判斷是和所有公司的財務分析一樣，將電影公司過

去的市場資料，包括票房紀錄、盈餘、資本結構、電影類型及投資報酬結果等

資料評估，這是一種採過去的市場資料做未來預期報酬評估及投資風險測定，

被普遍採用，這些分析都須要大量的電影專業知識，透過市場分析人員、產業

分析師、財務會計人員來共同執行；第二層判斷是和產業的經濟週期與總體經

濟狀況有關，研判電影產業的位置，評估整體經濟與目前市場及消費大眾之間

的關係，做為公司決策的參考；第三層投資分析必須針對電影個案的特性作市

場評估，以過去相似類型電影的票房紀錄、電影參與製作人員的背景資料、參

與銀行或金融單位的資料，做為產品完工保證評估的個體經濟結果分析；第四

層投資分析必須對電影產業未來發展的趨勢與政策走向作趨勢分析，以了解電

影投資未來的經營趨勢；在完成上述事項投資電影分析後，對於投資者的信心

與參與度有相對益處，同時在投資分析中，參與的電影公司與電影製作人員可

以經由市場的投資分析，而了解正在企劃電影的未來調整方向與執行步驟。 

大部分的電影票都是現金交易，現金收入是有利於電影公司財務管理，當

現金流量愈大，電影計畫的正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 NPV)就愈大，當公司器

材設備折現率愈小，計畫的 NPV 也愈大，所以取得這兩者的合理估計值就成為

決定評估某電影計畫可行與否的重要依據；在估計電影公司現金流量方面，必

須注意幾點： (1) 現金流量必須是根據相關的活動，也就是與計畫本身有關聯

的現金流量才列入。(2) 現金流量必須是稅後及調整過通貨膨脹、匯率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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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金流量的估計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尤其當影片開始拍攝之後需要許多現

金，所以必須有敏感性(Sensitizing Analysis)分析，已掌握具影響性的因素

(Puttnam，1997，P25)。 

一個想達成正淨現值的電影拍攝計畫取決於該計畫產生的現金流量(Cash 

Flow)和適當調整風險的折現率(Discount Rate)，在估計折現率時須注意下列幾

點： (1) 必須包括電影資金的成本，因為資金成本代表計畫的最低要求的報酬

率(Required Rate of Return)，最後電影計畫的票房沒達到此水準，就是一個虧本

的計畫；(2) 票房折現率必須考慮風險的調整，以及投資時認定計畫相關風險程

度， 風險愈高，現金折現率就愈高，電影拍片計畫所產生的淨現值就會愈低

((Puttnam，1997，P26)。 

當電影計畫被執行後，投資管理的工作並未結束，拍片計畫的後續追蹤考

核影響計畫的成功與否，因為事前的估計只是預測，隨著拍攝進度的逐步清

楚，現金流量的實際值與估算直間的差異將逐漸呈現，有助於公司內部管理績

效的控管， 更是未來其他電影計畫估計的最佳參考資料，所以投資管理的工作

是隨時在計畫執行中進行的。 

另外，投資管理時貸款融資方面的配合也很重要，因為資金的分期注入拍

片計畫中使用，所以資金來源的即時配合也是拍片計畫成功的重要關鍵，常常

因為拍攝過程中資金無法及時出現而導致拍片停擺，而造成更大的損失，必須

強調同步化(synchronize)的觀念，就是要使資金的進出能配合使用在同一時間

點，這種高效率的管理能減少資金不足或閒置的不當情形發生((Puttnam，

1997，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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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投資管理方法 

    根據學者研究「巧用投資管理」(勞勃、泰戈特，2000)，維持有效投資的

25 個管理方法應用在電影產業，進行有效投資的幾個方法： 

1. 良好的策略 + 及時的投資 = 公司股東的價值 (Sound strategy + Timely 

investment = Shareholder value)；電影公司的經營管理的基本目的之一是要創造公

司所有者的價值，因為相關的投資會影響公司未來的經營發展， 要審慎研究電

影市場經營策略才有助於創造公司價值，明確的策略可以帶動競爭優勢，研究

出良好適合的公司電影經營策略能及時的投資而創造公司價值。 

2. 現金是老大 (Cash flow counts)；經營策略會影響公司最重要的是來自於

現金流量，現金的流出與流入並不僅是帳上的問題，而是公司所有權的價值會

取決目前及未來現金流量，電影公司投資分析所要考慮的年度現金流量是，營

業收入減去營業成本與費用，及減去所得稅，加上設備器材的折舊費，但是必

須減去公司資本投資額及淨營運資金增加額，例如學者電影公司的電影計畫投

資 300 萬，加上銀行貸款 300 萬，共計 600 萬支出，預計第一年的電影院票房

營業收入是 400 萬，而後的電視收入是 50 萬，DVD 收入是 20 萬，加上公司每

年利息支出 5 萬，所以公司第一年的淨現金流量是負值，但是如果加上以後電

影海外版權及電視權收入，對公司的長期規劃來說，其投資保守上可能是獲利

的。  

3. 貨幣的時間價值(A dollar today is worth more than a dollar tomorrow) / 電影

為何需要快速製作完成？因為牽涉貨幣的時間價值，現金流量的發生時間是重

要考慮，及早收回的現金一定比未來收到的現金更有價值，原因是現在的現金

可以繼續用於投資拍片或是其他相關投資，投資報酬率(折現率)會因時間而逐

年遞減，但是歷年投資的電影的收入，將會在每次電視播放或是 DVD 販售上回

收淨現金 不斷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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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淨現值決策法則(Follow the net present value rule) / 先投資一筆資金於電影

設備上，然後這些花費會產生某種效益，這些設備可以使用五年拍片賺錢或是

出租，未來五年內的淨現金流入，產生每年 10%的折現率，現金流入與現金流

出之加總金額，就是該設備的淨現值，淨現值是投資計畫預期成本與效益匯總

而成的單一數字，對於未來現金流量都經過折現，淨現值也在計算過程中將成

本扣除，流出的現金是負號，流入的現金是正號，加總之後只要淨現值是正

數，該投資計畫就具有淨效益，就值得進行投資，也代表該市場價值高於帳面

價值。 

5. 淨現值 = 股東財富增加額(NPV = Incremental Shareholder Wealth) / 以淨

現值作為投資決策準則的主要優點，在於有效率的資本市場會讓正的淨現值等

於增加公司股東財富增加額。 

6. 以股東的立場來評估風險(See your risk as your shareholders see it) / 任何投

資計畫都有風險，用折現率來評估未來現金流量，了解風險所在就知道折現率

多少，一般來說，風險來自於兩部分，一部分是非系統風險，也稱之為可分散

的風險，這是投資報酬率波動的原因，但是所占的波動比重不高，因此在投資

中可以將這種風險分散掉，例如投資不同明星的酬勞，及投資場景的設計佈置

費用，這是種投資組合；另外一種是系統風險，也稱之為不可分散的風險，這

和投資報酬率有某種程度的關聯，例如景氣循環及經濟因素，電影被社會事件

影響或是其他電影競爭策略的影響等，這是很難消除的投資風險，影響報酬

率，因此預測風險及評估風險在電影產業中佔有重要意義。 

7. 計算資金成本(Know your cost of capital) / 淨現值分析中所用的折現率稱

之為資金成本，投資者評估電影公司的價值時，是用風險預估的方式來看獲得

報酬率，又將未來的預期現金流量折成現值，因此資金成本是一種機會成本，

相當於投資者不選擇其他投資之機會，而選擇此電影公司的投資報酬率較高，

因此這種資金成本又稱之為必要報酬率，所以對投資者來說，資金成本會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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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系統評估而有高低多少之別。 

8. 資金成本依個案而定(The cost of capital is project-specific) / 資金成本可以

視為電影公司的資金能力，但是也可以將個別電影投資計畫視為獨立的公司，

投資者可逕行對這電影計畫進行評估，投資人應使用一個能反應經營與財務風

險的折現率，來計算該電影投資計畫未來預期現金流量的現值，各項投資計畫

具有風險與報酬的相互關係，高風險的電影計畫通常伴隨著高報酬，同時也代

表會有較高的淨現值，對於資金成本的投入能力有關，另外將電影公司的舉債

能力列為投資的依據是種危險的預測。 

9. 現金流量變動估計(Estimate incremental cash flow effects) / 估計投資電影計

畫時的未來現金流量時，必須將所有的變動納入考慮，包括折舊、所得稅扣除

額及其他投資計畫的排擠效應，及機會成本，另外也應該將不屬於此電影計畫

的成本排除，例如電影公司的裝修費用。  

10. 估計額外投資事項(Don’t forget additional investment in working capital, 

plant and equipment) / 保有相當的資金變動額有助於調節會計作業，同時電影製

作過程中，是否會投資出版、電影商品的投資支出，這類的金額及預期發生時

間，都要納入資本支出分析之中。 

11. 估計期末價值(Don’t forget terminal value, but don’t overestimate it either) 

/ 一般的現金流量分析主要重點放在產銷期間，當產銷期結束之後，相關的資

產也許就被忽視，但是應該考慮其價值，當電影在媒體市場循環之後，其價值

並未完全消失，所謂的電影資料庫行銷就是一個例子。 

12. 考慮所得稅影響數(Include project tax consequences) / 當投資計畫結束之

後，會發生所得稅的問題，也就是按照公司所得法課稅，因此如何利用投資抵

扣來減稅，或是折舊稅率等，在計畫之初就應該分配好。 

13. 考慮通貨膨脹(Inflation: be consistent between cash flows and discount ra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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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會導致現金流量的進出差異，電影的產製通常不會超過兩年，因此這

方面的影響不大，但是也是應該考慮每年通貨膨脹率的可能，影響的可能是投

資設備的折舊率問題。 

14. 海外投資的匯率考慮(Overseas investment: incorporating exchange rates) / 

電影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合作方式，因此會分別用到不同的貨幣計算現金流量，

最直接的做法是在預算完成時，立即將可能的國外使用貨幣以當時的預算完成

兌換 ，如此就不會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海外的投資報酬率應該在最後的帳面

計算上是一樣的結果。 

15. 投資計畫的選擇權(Watch out for project options) / 大部分的投資計畫都

隱含著某種形式的選擇權，選擇權代表未來可以採取某種行動的權利，但是並

沒有採取該項行動的義務，例如投資電影的銀行可以對演員或是場地的選擇有

意見，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選擇權的評價原則使得投資計畫的不確定性產生

新的觀點，這種不確定性就代表可能的機會，有助於提升投資計畫的價值。 

16. 重置投資(Know how and when to make replacement investments) / 在執行

計畫時，有可能會用另一個投資計畫取代原來的投資計畫，這時候還是要用淨

現值來分析評估，這也產生了新的選擇權問題，例如原來投資電影的出版，但

是改為錄影出版方式，要重新計算現金流量及報酬率。 

17. 研究發展的價值(Understand the value of R & D) / 對許多廠商而言，尤其

是電影公司，就發展可能是最重要的投資項目之一，研究發展支出往往是經營

策略之一，公司所擁有的優勢，可能逐漸被競爭者侵蝕，因此公司必須持續設

法強化其優勢，雖然了解研究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很難去評估研究發展支出，

也很難用傳統的現金流量折現來評估，研究發展是投資學習，而未來的決策視

學習成果而定，因此用選擇權來處理，遠比用傳統的現金流量折現來得適當，

理想的研究發展計畫是不必事先投入大筆資金，就可以提供發展及市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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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關發展的不確定性獲得澄清之後，才需要投入較多的資金，研究發展可

能獲得豐碩的成果，因此是絕佳的一種投資，也就是研究發展的價值在於讓我

們及早避開缺乏競爭的領域，不致於虛擲大量資金，然而，研究發展一旦支

出，就是過去式，不應該在是否有繼續的決策考慮。 

18. 為何會出現正的淨現值(Know where positive NPV’s come from) / 如果

在分析中發現淨現值是正的，這意味著有較高的報酬率，會有較好的競爭市場

的獲利，但是應該了解為何會如此，也就是要了解可能的競爭優勢來至於何

處，對於任何正的淨現值，都應該抱著質疑與謹慎的態度，也要自問，競爭者

為何未考慮類似的投資計畫，如此釐清，有助於提升對淨現值結果的信心，將

競爭者的可能反應，納入現金流量中預測，要去了解可能的競爭者行為，他們

複製的可能性，評估可能的替代性行銷方案，如此獲利預估可能會下降，這是

通常商業競爭的結果。 

19. 注意預測的偏差(Watch out for biased forecasts) / 計畫執行是通常會持續

一段時間，牽涉到許多部門與人事，因此這種預算都會可能產生偏差，因此要

預測可能偏差，對抗預測偏差的方法是採用資金配額制，也就是每個單位的資

本不能超過某個上限，但是實際執行時必須考慮合理性。  

20. 敏感性分析(perform sensitivity analysis) / 投資計畫出現淨現值後，應該

評估各種事項的變動性，看分析結果有何影響，這就是敏感性分析，將可能的

項目改變假設，查看是否會改變淨現值，也就是對可能的變數加以改變假設，

看結果會是如何，這往往對期末價值產生影響，因此必須格外謹慎審核投資計

畫。 

21. 事後持續追蹤考核(Continue to monitor projects after approval) / 隨著相關

的不確定因素解決後，應該持續追蹤考核計畫的進度，如此可以有助於提供未

來決策的資訊，持續針對實際結果和原先預測進行追蹤考核的工作，稱之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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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管制和事後稽核，目的之一是確保公司得以持續評估計畫的選擇權，作為下

一次計畫的決策參考，稽核困難的原因可能是難分辨是決策錯誤或是運氣不

佳。 

22. 兼顧未來投資機會的融資安排(Arrange financing with an eye toward futur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 投資往往需要銀行融資，因此要評估公司的長遠發展

有時以債劵或股票的方式，這方面要特別分析。 

23. 注意投資計畫專屬的特定融資機會(Be alert for project-specific financing 

opportunities) / 政府可能會以特別的方式來鼓勵產業發展，會有別融資專案，可

能是租賃，可能是用合夥開發方式，公司應該密切注意有興趣的投資人或是政

府動態。 

24. 合併的效益(Mergers: understand incremental benefits) / 評估合併計畫和評

估資本支出計畫是沒有差異，都是先行估計現金流量變動額，用適當的折現率

將之折現，在扣除最初投入的成本，只要淨現值為正數就值得進行，如果要估

計合併所產生的效益，則常用的方法是先行評估合併後的公司價值，再扣除公

司在合併前的市場價值，計算出合併的效益之後，合併的成本就隨之出現，其

數值等於購併公司所付出的金額減去被購併公司在合併前的市場價值，接下來

就可以計算出淨現值，也就是合併的效益減去其成本，其中的問題是公司價值

的評估是否過高或過低。 

25.用股票來購併(Mergers for stock: Know how much you are paying) / 購併另一

家公司時，可以是支付現金，也可以用股票來交換，若是現金交易，則購併公

司是用現金買下被購併公司的普通股，若是股票交易，則是購併公司是發行新

股票以交換被購併公司的股票，於是被購併公司原有的股東全數成為合併公司

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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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向銀行借錢原則 

在資本主義錢滾錢的時代，貸款借錢已成為企業經營的理財課程，當電影

需要大筆資金的時候，借貸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向銀行借錢卻是電影籌資的

必要步驟，至少在美國是如此，幾乎所有的電影公司所出者自有比例非常少，

主要是透過各種關係募款以分攤風險，鉅額資金向銀行借錢，銀行賺取利息以

回饋銀行的股權持有者，不論向銀行借錢貸款，或是像各種方式借到資金來拍

攝電影，重要的是借了錢之後，如何妥善利用，以創造它更多的價值。 

借錢的第一步驟是認識自己的淨值力，也就是借錢與還錢的能力，銀行借

錢會評估申請者的背景，包括職業、財務、年收入、一般債信等條件，銀行借

錢的授信過程大多根據授信的 5P 原則(許豐明，1998)：(1) People，申請人個人

背景、工作現況；(2) Purpose，申請貸款的目的為何？(3) Payment，申請人的償

還能力；(4) Protection，申請人的債信與還債能力評估；(5) Prospective，申請人

的未來發展前景評估。電影製作人以其個人名義向銀行借貸，也必須經過這 5

項的檢驗，如果是電影公司向銀行借貸，銀行也會把公司背景像個人借貸一般

條件來檢視，包括公司的營運狀況、資產負債、歷年電影拍攝的票房紀錄、公

司營業稅繳稅情況、公司負責人的誠信及公司股東的背景等條件，作為銀行貸

款的依據。 

銀行是每天都想借錢給你的地方，但是也是個每天都怕你借錢不還的地

方，因此資料債信良好，公司營運狀況良好，就可以成為銀行的最好合作夥

伴，銀行也接受有價證劵抵押以借錢，有價證劵指銀行定存、政府債劵、國庫

劵、公司債劵(上市公司)、股票、受益憑證等，有價證劵的貸款方式有兩種：

抵押與質押。有了這些擔保品，銀行會樂於將錢借給電影公司或者個人製片。 

一般信託公司的借款態度比銀行好，貸款額度也較高，但利率也較高，電

影拍攝時為了保有良好的資金調度及現金運用，通常要有比較寬鬆的資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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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應付隨時發生的意外事件，電影的製作困難處就是在於製作中經常會發

生許多意外，意外有保險公司可以處理，但是還必須有及時的應變措施來回應

意外的安排，資金的調度與運用就成為電影拍片的關鍵，大多數電影公司在拍

攝開始之後，一些原來答應支付的資金並不能如預期的出現，這時製片必須立

刻尋找銀行或信託公司作短期融資借款，以解決這種資金未能及時到位的困

窘。這種借錢條件之一是能承受多少壓力，資金調度壓力影響日後電影拍攝進

度的時間與利息，因此對於現金的調度與管理成為電影拍片過程中的關鍵。 

 

第四節  資金募集方法 

從好萊塢的電影產業長久發展過程中，發展出電影資金來源的四個主要對

象(Cones，1998)： 

1. 製片場/相關產業投資：電影製片廠可以作為場地使用租金的投資，同

樣沖印公司也可以將它的服務成為投資項目，所有電影相關的產業都可以把它

們參與的費用拿來作為投資費用，可以是分攤成本或是票房收入的折算；這些

相關的產業或公司也可以將他們簽署的協議書拿來作為銀行的擔保，而募集銀

行的貸款資金。 

2. 借貸投資：許多個人的投資者投資於電影產業，以現金或股票質押的方

式借款，電影製作公司可以尋求利息或是票房分紅的回饋，有非常多的談判投

資協議。 

3. 投資者投資：電影的投資者可以是非常的多元，任何想出錢的人或公

司、都可以參與電影的投資計畫，電影對於這些資金的投入非常歡迎，「置入

性行銷」的開始也是以這種方式進入。 

4. 國外投資：國外投資的資金許多來自於跨國的公司或個人，或者是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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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許多國家都有電影獎勵辦法，鼓勵外國電影公司到該國去拍攝電影而減

免各種費用，近年來跨國拍攝的風氣盛行，許多電影都是跨國合作，不但資金

可以來源充裕，同樣也可以在該國電影市場發行放映，這不失為一個兩全齊美

之策。 

合夥關係(partnership)的投資有許多方式，說明不盡；另外有一些走後門的

方式投資也無法詳盡；從非營利組織獲得投資也有可能；也有所謂的朋友資

助、自己籌資、學生電影製作、信用卡財務資助等也無法詳盡；所有方法是都

會牽涉到優點或缺點，要自己衡量，所以並不能看別人如何做，就一定能依樣

學習，要依影片特質決定。 

電影的資金來源決定於：劇本內容、人際關係、社會經濟現況、利率情

況、參與者的條件或資格、時機、相關信用，也有人說電影是「內行人」或

「自己人」玩的遊戲，也是以「關係為主導」的生意，是基於「互惠」原則進

行互補。 

根據 Cones(1998)仔細描述好萊塢的募款方式，分為四大類數十大項，說明

如下： 

一、產業投資 

1. 製片廠發展棚內協議（Studio Development and In-House Production 

Deal），許多的製片人一直想進入「大製片廠系統」的機會，這所謂的「發

展」是指當劇本尚未成熟時，只有一個「觀念」或「想法」，這時候就可以與

大製片廠合作，製片廠獲得這個「點子」之後，可以進行組織的編寫等後續的

劇本，這種協議通常開始是一個「點子」，如果後來製片廠把這「點子」變成

劇本後，就擁有所謂的各種權利，承諾一定會去完成製作，會發展各種簽約，

製片廠扮演製片的角色與所有的相關人員簽約，辦公室也可能是在製片場內，

這種環境可以使後續工作具有可信度，所有製作的工作都在製片廠內進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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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製片成本，通常這發生在大片的製作規模，製片廠相關的其他部門與公司

也都會協助製片進行，如此進行會互相共同完成程序；這種協議方式缺點是，

上述的情形都不會發生，雖然已經簽約，可是電影並不見得會去執行，所有關

係都是以「商業」為考量，另外也可能陷入一種危機，製片廠把這個「點子」

拿去做別的用途，還有一個問題是所有的好處都被製片廠所擁有，製片人可能

只有個空名，這種協議的另外問題是，開始的時候製片可能被網羅進入製片廠

賦予各種任務，但是有一天製片人也可能會被開除，整個案子就變成另外一種

形式。 

2. 製片廠製作/財務/發行協議 (Studio Production-Financing / Distribution 

Deal)，這個協議與前一個協議不相同的地方在於已經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拍攝計

劃，拍攝計劃包括了所有的預算、時間表、演出人員、完整之劇本，整個談判

是由一個完整的計畫送達到製片廠後開始，這是由獨立製片人與製片廠談判希

望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拍片承諾，這種稱作是製作/財務/發行的協議合作（P-

F/D），也就是整個影片的工作交由製片廠來進行，但是影片的權利可以由談判

來得到某種協議，製片廠出面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財務支援，這個協議的好處是

影片的預算可以非常高，可以有比較昂貴的明星，獨立製片人也可以得到比較

好的酬勞，另外在發行與票房收入方面也會得到大製片廠的所有協助；這個協

議的缺點是，因為要得到製片廠的協助，所以可能必須放棄一些創意表現方

式，另外缺點是這項協議比較傾向於發行，之前的所有企劃案都必須以商業利

益為考量，所以企劃內容可能會有所修改，另外，因為製作發行與映演都是製

片廠的，所以在結算的時候的權利可能被「做掉」，也會比較傾向於商業的操

作，另外所需要的利率費用可能高過銀行所得到的費用利率，並藉由較長的利

息償還期，最後的結果可能並不利於獨立製片人的利益，也很少有機會獲利，

另外也會產生所謂獨立製作人的一些限制，爆發各種的拍片約定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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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片廠為基礎的獨立製作公司財務協議（Studio-based Independent 

Production Company Financing），許多大的製片場都與獨立製片公司有密切聯

繫，這些獨立製片甚至在製片廠有自己的辦公室，獨立製片人往往與大製片廠

有「第一眼看劇本」(First-look Agreement)協定，也就是當獨立製片公司有影片

要製作的時候，大製片廠有權利第一個看到這個計畫，如果計畫不錯，大製片

廠就會簽下協議，通常是財務上的協議，獨立製片人通常很希望製片廠能夠參

與計畫；這項協議的優點是獨立製片人可以用製片廠加入的名義找到更優厚的

其他財務協助，把製片廠當作一個中間跳板，由於許多獨立製片公司與大製片

場有類似的協議，這種成功機會非常少，也只有特殊關係的獨立公司或製片人

才能在製片廠有獨立的辦公室，製片廠可能藉由一種藉口要求影片重新改編，

然後委由其他編劇改寫劇本，最後使得原創編劇失去工作。 

4. 獨立發行公司的財務協定（Independent-Distributor Financing），獨立發

行者通常是指非大製片廠的發行系統，這些獨立發行通常擅長發行影片到國

外，但是他們也有能力在國內有自己的製作班底來投資小成本的獨立製片，因

此一些低成本的影片就非常適合於獨立發行商，但這個協議的另一個隱憂是獨

立製片人必須要找相對的資金與獨立製片商合作，這情形下，獨立製片商可能

還會與大製片的發行國內簽約，這種協議的優點是適合於較小規模的影片製

作，影片可以是更個人化的體裁，獨立發行上也樂於與獨立製片人一起工作完

成影片，同樣他們可以非常彈性的簽署他們之間的協議，因此獨立製片人就有

可能獲利，一定的缺點是財務的資源有限，同時獨立製片人也可能因為要找自

己相對的資金進入，而導致破產，就算是完成影片之後也比較困難有較好的檔

期，由於較多類似的協定於影製片界中，所以真正的市場利潤其實有限。 

5. 國內製片場設備的約定(Domestic Studio Facilities Deals)：美國各州都希望

電影公司或拍片小組能到當地拍攝，能帶來投資與商業活動，這些的州包括加

州、北卡羅來納州、夏威夷州、佛羅里達州、德州、田納西州及其他許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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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有當地的攝影棚，這些攝影棚提供設備、企劃、各種需要、工作人員、

拍攝場景、成本較低的住宿安排、後製服務等等，因為各州都有獎勵拍片政

策，所以如果能到該州拍片並得到獎勵，能節省非常多的資金、預算，這些地

方拍片的優點是能節省非常多的成本，同時也能從製片場的角度來看整個拍攝

計畫合理性，希望能得到口耳相傳的效果，使得這些製片廠提供的服務能流傳

在電影界，因此會有較好的服務態度，唯一的問題是節省經費可能也損失品

質，相對的，對一些外地來的大牌演員可能並不提供特殊的交通及房子居住的

優惠。 

6. 電影沖印廠的約定（Film Laboratory Deals）：電影影片的沖印廠希望能

夠找到創意的方式來引進新的客戶，例如在加州的一個電影的沖印廠有這樣子

的約定：沖印廠同意去提供事物及服務價值在400,000美金以上的折扣，但會參

與影片的純利分攤，這種純利的參與能夠從25%到34%，是依照服務及提供物

資的價值來決定，影片的發行及銷售必須採用第一順位的償付，然後才能考慮

其他投資者及製片，當所有的花費及投資償付完之後，剩下的發行利潤必須考

慮作為純利，也必須被劃分成不同的獲利分享，沖印廠必須具有同樣的或是與

其他擁有者相同位置的現金及投資分享，製片被要求去運用獨立製片的發行服

務系統，這個系統與沖印廠有相當的關係，發行者有決定權決定影片最後的預

算與劇本。 

沖印廠所稱的物資與服務包括底片提供、底片沖洗、拷貝、轉拷聲帶、剪

接室、電影放映、影片編碼、光學影片、字幕、聲音剪接、底片剪接、特效、

聲音及錄音、光學轉拷、彩色複製、中間反轉片、中間反底片、第一次試片拷

貝、所有的放映拷貝、及電影的錄影轉拷，這種拍片的約定具較低的製作成

本，同時也有所謂「一次全包」(One-stop shopping)的概念，不利的缺點是所謂

純利的計算方式，以及因為折扣關係導致可能損失沖印廠工作的品質。 

7. 演員經紀人的財務協定（Talent Agency Financing）：電影演員的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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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經紀人可以限制演員、導演、編劇、及一些製片被

聘僱的活動，但是一些更有能力的經紀人最近發現，他們能夠用這些實質的影

響力去創造他們的利益，也就是在相同的影片中能夠放入兩個或更多的旗下演

員，這樣就可以增加電影被製成的機會，而減少製片的投資，這種「包裝式的

企畫」非常具有吸引力，這時經紀人發現他能夠把這種包裝概念提供在影片的

財務規劃上，雖然經紀人不能實際的找到影片的財務協助，但是對於獨立製片

來說，能夠明白一些演員的經紀人能夠組合成最好的企畫，以吸引其他的投資

者加入，同時演員的經紀人雖然不能掏錢資助電影成本，但是他們可以把所有

的演員財務安排與傳統的大型製片廠的資源結合，用比較低的設備協議、國際

合作、外國政府補助、預售及其他的方式降低資金需求，這種約定的優點是

「一次購足」的觀念，同時可以就經紀人的觀點把演員將財務預算結合，提供

非常經濟的拍攝模式，雖然他不會得到通常的10%佣金，但是他可以得到執行

製片的其他費用，這種約定的缺點是會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利益衝突發生，同時

他的工作也可能和影片的製片工作衝突。 

8. 後端使用者財務協助（End-User Financing）：所謂的預售是一種後端使

用者的財務協助，但是所謂後端使用者財務協助是統稱所有後端相關的影視產

業公司所能提供的財務協助，他們現金的投資可以換算成一種百分比的影片獲

利分配，或許不是真正把錢投入在製片預算上，而是可能得到一種特殊的後端

播映保證，相關的後端企業可以包括錄影公司、有線電視公司、無線網路公

司、電視聯網、付費電視、家庭錄影等，這些公司有可以再分成國外地區，這

些後端公司的財務協助可以提供一個市場上最佳的發行放映位置，因為他們與

觀眾是第一線接觸，所以知道觀眾的興趣喜好，這種協助實際財務幫助是有限

的，從事這種協助也要看製片人在前一部電影的票房紀錄，而決定投資與否。 

9. 完工基金（Completion Funds）：完工基金是設計提供一種部分製作或後

製的財務協助，這種基金或許能夠提供當影片拍攝工作幾乎完成時的主要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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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許多影片完成拍攝，但是後製需要更多的資金介入，完工基金負責者會

評估影片製作的進度是否接近完工，如果他們覺得安全就會介入協助。 

投資這種近乎完工的影片，如果投資太早就會有風險，這種基金很少把全

部的錢投資在某部影片上，而以分攤風險做不同的投資，這種最後獲得的資金

通常能成功的談判到一個較高的利率，較之早期的投資者會有更好的利息收

入；另外有一種類似的基金，是所謂的「印刷與廣告」基金，例如佛羅里達州

提供影片印刷與廣告的投資信用基金，這項只能夠使用在印刷及廣告於完成的

影片上，能夠提供40%或更多的製片預算，佛羅里達州這個基金的好處是一種

最後的資金選擇，也就是當製片人幾乎花完他們所有錢的時候，在將近完成時

會得到的這種基金協助，其優點是投資而不是貸款的方式能夠分攤風險，而使

製片能夠少去貸款，缺點就是缺少談判的空間，同時它的基金也有一定的金額

限制。 

二、借貸者投資 

1. 無發行合約證明之貸款（Lender Financing Without Distributor 

Contractors）：電影貸款大多使用於發展、製作、發行的花費上面，這項擔保借

款並不是類似於發行協議書的證明作為製片人拍攝影片向銀行申請貸款的擔

保，雖然發行商的合約是一個有力的銀行擔保品，這項合約主要針對能夠提供

資金的銀行或是借貸人，包括個人借貸者，他們需要擔保品作為提供這種沒有

保障的貸款，所謂貸款通常是指合約上面金錢提供借者使用，然後以所謂相同

金額未來歸還並加上利息，這種借錢的關係有點類似貸款的方式，但是牽涉到

利息，根據美國銀行法的規定，不可以是高利貸的利息，高利貸的借錢是不被

法律允許的，因此不在討論範圍之內，這項借錢的關係需要類似銀行所謂擔保

品，擔保品是作為一種償還帳款的安全保障，通常會以房地產或者是其它的合

約作為擔保，個人或電影公司都需要提供某種形式的擔保品，在某些情況下也

需要第三者的保證人，這種合約也可能延伸原來的借貸者變成投資者，否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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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要負擔絕大的借貸責任，不論如何，這項交易都產生所謂的債務與報稅關

係；這種借款的優點是影片獲利不必被分紅，借錢的人不能控制影片，抵押評

估通常能夠有更好的金錢額度，缺點是它必須逐期攤還，而為了償付這項借

款，電影公司常常另外開設公司去避免利息的問題，而產生另外問題，擔保品

也可能失去，依靠擔保品的貸款可能因為擔保品價值而受限金額，這項貸款可

能需要「完工保證」(completion guarantor)的証明，個人信用也是必要的，延伸

的稅款問題是最大的麻煩事。 

2. 底片提取約定（Negative Pickups）：所謂的影片提取通常是指發行商向

製作人去購買或是對影片發行權的承諾所付的費用，也就是當影片完工時發行

商可以提取這項底片，這項承諾通常是在影片製作開始的時候就簽訂，然後在

影片完成後執行，有時候大製片廠以這種方式與獨立製片人進行合作關係，獨

立製作人可能因此得到發行的保證，讓銀行或借貸者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折扣，

所得到進一步的借款可以因此償付影片拍攝中間所需要費用，這項約定也會產

生所謂的買賣與發行權的問題，所謂的獲得(acquisition)或是純獲得(pure 

acquisition)的問題，或是否與發行協議有關，所以這些關係必須在合約上說

明，這項合約約定上的變數很多，需要仔細的去考慮，也產生所謂製片人的策

略，必須要知道發行商的需要，然後撰寫草稿，中間的過程非常的繁複，因為

權力與義務的關係，這項協議的優點是不必考慮發行的問題，同時也沒有其他

的考慮，因為發行是必要，這也是製片廠所期待的，這也很容易獲得發行商的

認同，同時也可以有超支預算風險的補償機會，同時可以產生發行商的競價，

通常這是國內發行的一種方法，風險也相對減少，缺點是製片人必須要先找製

片的基金，及製片人需要找到比較優惠的條款，同樣要先評估風險與報酬的比

例，這種約定是必須在發行商之間產生一些基本的認同，就有點挑戰的意味，

同時過程也非常的複雜，這些過程都必須記錄下來作為後來的參考及討論依

據，對於後來再度借款的時候比較能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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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力使用約定（Artificial Pickups）：這項約定是使用在製片廠能夠避免

僱用高薪水的線下人員(below-the-line)所採取的一種方式，也就是他們可以雇用

非工會(nonunion)人員為製片廠工作，這種事情只有在美國會發生，這種方式好

處是製片廠能夠節省預算，同時製片人也獲益，缺點就是製片人在工會間處境

尷尬，同時非工會人員也缺少創造能力。 

４. 預售資助（Presale Financing）：預售是所謂提供一種電影製作完成前

的財務保障，或是一種影片發行的權利金，這是針對不同媒體所形成在發行上

預先購買的承諾行為，這只有在影片完工後才會展開，這些預售實際上是一種

基金、保證或是一種承諾形式，是一種國內與國外發行商保證或現金獲得的方

式，通常發生在電視版權、錄影版權、外國發行商等，包括有線電視、無線電

視、戲院放映版權等等，當製片拿到這些保証的預售證明時，製片可以拿這個

承諾向銀行借貸，大部分的電影都是採取這種銀行借貸方式，這種方式其實有

點複雜，必須先界定預售的內容是什麼，因為不同媒體的國內外有不同的版權

預售方式，合約的簽訂分成很多方式，有非常「零碎的合約」或是「被切開的

合約」，國際版權的預售常常會形成一種叫價的拍賣方式，預售結果金額也許

會超過實際拍片所需要的金額，國外預售方式通常會有經紀人代為找尋買主，

中間佣金是10％到20％的手續費，這種預售金額的資金取得中間的過程非常複

雜，同時也牽涉到國內資金的流動，如果是國外版權也牽涉到國外匯率等問

題，這使得在未來支付費用時產生一些爭議。 

所要購買的版權影片基本上有一些條件：買什麼樣性質的影片？劇本如何

被人認同？是否經過美國MPAA分級鑑定？電影放映所需要的長度時間？製作

與發行的成本預估？電視版權涵蓋什麼？這種預售的優點是當預售開始，可能

使其他單位認同而致製作財務容易獲得投資或貸款，也較少大製片廠的干預，

但相關的一些製作財務支持可能會產生，這項處理缺點是：募款的過程更加複

雜，多的成本會產生，國內發行可能會限制，需要更多人與時間來募款，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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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得到了影片保証，會形成金融產業在資金調度上總體經濟的困難。 

三、投資者財務支援(Investor Financing) 

1. 個人資金的唯一投資（Self-funded Sole Proprietorship）：這是最簡單也是

第一種電影形成生意的情況，電影製作公司擁有或是處理這個影片的所有製

作，然後能獲利的投資行為。 

2. 商業計劃（Business Plans）：這是指一般商業上的投資計畫，運用在電

影募款上，能夠用單一投資者心態寫企劃書來募款，這種商業電影的投資計畫

內容包括：（1）商業計劃：執行重點、簡介、獨立製片者的身分、電影公司描

述、關於組織；（2）所提供影片企劃：影片的綱要與處理、劇本權利，相對票

房可能獲利、電影製作程序、預算及運用過程、發行可能性、製作預算、來源

經費及其他資源及經費；（3）電影產業整體介紹；（4）放映計畫：主要負責

單位的介紹；（5）實際財產狀況與其他相關的證明文件；（6）財務狀況；

（7）影片的興趣及內容的推薦；（8）電影產業的相關文章；（9）新聞報導

稿；（10）財務的調度與結果。 

下面有關映演的資料，也應該包括進去：片名報告、相關著作權的報告、

各種作者/著作權的證明文件、拷貝印製文件、發行協議書、完工保證承諾、所

有相關製片者契約之財務、最後劇本與分鏡腳本、演員及所有工作人員的過去

經歷、故事大綱與劇本相關所有重要人員的介紹、主要演員與導演的資歷、劇

照、音樂著作權、電影分級標準、及其它的各種保險資料。 

3. 投資者財務協議書（Investor-Financing Agreement）：這份協議書是一個

合約安排，是介於製片與單獨的投資者的協議，不論是投資個人對於影片財務

什麼貢獻，都可以把影片盈餘做協議分紅的分享，例如得到50%的分紅，或是

剩下的25%分紅，這項協議書也可以放在上述商業計劃中。 

4. 合資的財務投資（Joint-Venture Financing）：這項投資可以分為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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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關係或是有限制的合夥關係。 

5. 初始的合作關係（Initial Incorporation）：一家公司為某一部影片找到合

夥人進行個別影片的製作，這些人可能經由早期的「商業計劃」而成為投資

者，其投資財務選擇而變成對該影片公司製作投資者，具有類似股份的投資關

係。 

6. 投資合約關係（Investment Contract）：這是指個人或是一群人只想獲利

投資於在特定影片所簽訂的合約，這些投資人是被動的參與者，目的只是獲

利。 

7. 有限的合夥關係（Limited Partnerships）：這種關係是一種投資行為，可

以作為節稅的參考。 

四、國外資助 

有些國家，銀行或公司賺了錢是不能夠帶離這個國家，這是被當地的法律

所限制，只有錢花在這個國家變成產品或商品之後，才能夠被帶出國境，限制

現金被帶出國是幫助當地的經濟，在電影產業中，這種現金類似國外電影租售

市場所賺到的現金，但經由發行合約能夠使得這種金錢轉到銀行帳戶，然後經

發行商匯到國外。 

另外，外國現金的協議是經由電影財務的安排在特定國家兌換成當地的貨

幣，然後利用當地的勞務支出，這種現金的轉換是經由一定的貨幣匯率，貨幣

的浮動匯率有時候會使拍片獲益，因此而選擇在當地拍片。 

有些國家，例如波蘭、蘇聯能夠提供一些拍攝現場的工作人員、場景、當

地演員、製片廠和設備及攝影機，能夠使得電影在相關人員費用上節省70%以

上的預算，通常這些當地公司會要求發行權以作為協助的交換，這也是一種減

少成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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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電影的製作成本在財務上也分成許多的部分，有些部分對於電影財務

都有幫助，發行的財務也許能夠用國外或更多的國家來分攤風險，同樣拍攝於

不同國家也可以分散降低成本，國際的合作越來越普遍，這牽涉到國際間的貿

易協定，英國、義大利、法國、德國、日本、中國、挪威、及加拿大都有類似

協定，為要保持一種國際製作的品質，這些公司必須找到適當場景，透過各種

的國家間的條約，如果這些影片的攝製能符合就可以經由各國財務的協助、稅

率、政府的貸款、政府的補助、工作人員及設備的優惠，而達到成本降低的目

的。 

稅的問題一向是電影拍攝時的重要考慮，利用國外拍片的稅則優惠，及相

關的拍片誘因，可以使得成本減低許多，另外，外國政府的補助通常可以協助

製片減低成本，因為製作可以提供工作給當地的經濟加分，各國都提供優惠的

措施去吸引拍片小組雇用當地人員，比如澳大利，允許影片在拍攝能夠有80%

的預算是由政府補助，製片只要負責20%的預算，因此這方面的國際合作必須

非常明白與資訊暢通。 

第三世界國家擁有許多外國銀行的借款，這些國家需要要用外幣的項目來

抵銷外國的債務；外國抵押的財務可以作為電影資金募集的依據，外國的投資

者可以經由特定的抵押而獲得資金，以提供作為電影投資製作之用，這個抵押

可以是股票或地上資產，這種資助方式相當複雜，必須要符合當地的法規，但

也不失為製作人提供額外資助的一種方式。 

 

電影與錢有密切關係，開始到結束都是在財務的管控之下，資金取得一向

對電影產業有密切關聯，運用電影的各項關係與資源都可以找到資金來源，但

是關鍵是如何用一個好的電影故事及信譽去說服投資者，電影產業是建立在過

去互動的良好信譽與製片經歷上。 

156



第六章  電影的資金管理 

 

電影龐大資金運用於短短的一兩年製片期中，由於時間長、參與人員眾

多，各項設備與拍片所需材料不可計數，同時電影相關行銷活動多元，其規模

甚於建造一個現代化工廠，但差別是電影可以於製片完成後一兩年內立即回收

資金，並且在往後的幾年中，也可以繼續有收入，只要電影市場上有人看這電

影，其所產生的收益便繼續發生，電影的這種企業體制是其他媒體工業所羨慕

的，但是短期需要的龐大資金卻也是其他媒體所無法承受的風險，因而為了提

高電影收入與電影公司的資金使用效率，資金管理自然十分重要。 

 

第一節  資金調度 

    電影從開始拍攝就不斷的在花費支出，沒有錢便沒有辦法繼續製作影片，

資金來自於各種投資管道，存放在銀行供電影會計與財務人員隨時取用，這種

每日計算花費與預算的審核對於資金的運用管理有控制的作用，但是如何能對

電影資金作最好的控制，就必需用現代財務管理的觀念來作資金的調動。 

1. 製片資金管理： 

這裡所指的資金是指電影開拍後所需的固定資金與流動資金。  

所謂固定資金是指用於主要影片產製過程中的固定資產、財物的現金使

用，包括房屋、建築物、攝影機器與其他設備、交通設備、餐飲等，及其他拍

片所需的場景實物，如果能夠多次使用，這就是固定資金所用的固定資產，長

久多次使用並不改變其實物的形態，這是供經常使用的資產之一，對於大的製

片場來說，通常會有兩種特性：(1)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或是可以多次拍片使

用； (2)其單價在限定的價格之上；固定資產的折舊與更新依各公司的規定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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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這些要求與一般機構的設備財產帳目一樣，有資本門及非資本門分別，大

製片廠有非常多的倉儲庫房，主要將這些資本門的固定資產予以重新使用，以

產生新的價值，並且可以折舊成本。 

流動資金是指用於製片過程中現金，用於購買該部電影中平時衣食住行、

設備、器材、耗材、人事費用、管理費用，流動現金一般是指貨幣資金，用於

購買平時支出，於是流動資金變成商品資金，在影片出租與放映等階段（商品

販售階段），商品資金又變回成貨幣資金型態，這種過程轉化稱之為流動資金循

環，流動資金於是會週而復始的形成資金的週轉，這種資金循環有如下特點：

(1)流動性：從支出的現金使用變成商品轉循環的過程；(2)波動性：現金受市

場、季節、銀行利率、外匯等影響，而有其他的變動；(3)綜合性：資金受影片

與市場上各因素影響其最後的價值。 

2. 現金資金管理： 

分(1)現金管理；(2)銀行存款管理，其目的是要求有效地保證製片隨時有錢

可用，並從閒置的資金中得到最大的利息收入，希望在保證適當計畫使用中，

能壓縮資金占用量，且有效防止挪用、貪污、盜竊問題的發生。現金在使用時

如果不能確實記錄所使用的目的與時間，會在現金管理上發生問題 

一般現金管理指銀行可用現金，依計畫及公司使用條例規定使用於薪資、

津貼、保險、購置、差旅費、零用金等，一般多由電影公司指派的專案會計、

財務人員負責管理；銀行存款管理是指在銀行開設製片專款帳戶中存款與取款

等資金調動過程，這其中牽涉到所選擇的合作銀行利率、結帳方式，包括其中

的銀行支票往來、匯票往來、利息計算等。 

3. 資金管理與調度： 

流動資金變成現金管理時要支付的費用，包括劇本費、簽約費、製作費、

廣告、行銷、發行等費用，資金的調動要非常靈活，如果發生資金不足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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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也就是公司的資金不足是因為其他投資電影的收益下降，就產生危機，解

決的方式有兩種： 

a. 增加片庫存量電影的運用：例如重新包裝發行到可播映的電子媒體管

道。  

b. 開闢週邊產業及媒體價值：如電影印刷出版品的上市，相關產製品推出，

以及錄影市場 DVD 包裝上市，此外，重新檢視進入電視、計次付費電視

(PPV)、隨選視訊電視(VOD)的機會，乃至於衛星電視市場。 

 

第二節  資金危機處理 

如果電影公司的資金調度產生問題，必須立即的尋找資金以及節省成本，

這種開源節流的應變方式有下面幾種： 

a. 開源節流：一般獨立製片公司必須減少各項成本開銷，同時想法增加收入，

以代理發行方式，用買低賣高的哲學進口外國影片，同時多開發電影類型

市場，以小成本、低預算電影（用合夥 partnership 的關係降低成本），算出

純益比（Net 比率），來大量製造多元化電影類型。  

b. 轉變各種付款方式：將原來的付款方式經協調後改為分期、分年，來分析

純益比，可以是改變成合製夥伴（分帳採 66/33、75/25、60/40），或是約僱

關係。 

c.股權轉換：可以用電影版權或是公司股權轉換成現金。 

d.將原來的資金來源分散：可以從關係企業尋求資金協助，例如迪士尼的主

題公園(Disney Theme Park)遊樂區是個吸金的單位，因此對於集團資金的調

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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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採用國外版權(rights)預售：開拍新電影及募款，電影籌募資金時可將國外

版權預售換成資金來運用。 

f.尋找合資製作以分攤風險：將自有資金放在一個投資上是種冒險，分攤冒

險就是增加自己的生命力，很少有電影是電影公司獨資拍攝，多是許多私

人投資者共同參與做風險分攤，如此使得電影公司財務能更加靈活運用。 

g.採用集團企業連鎖方式：長期缺乏資金就必須開發小規模製片方式，增多

產量，以擴佔市場空間，同時增加電影週邊價值，所採用的小製片策略，

可以是小規模管理，所需人力亦少。 

 

結論 

電影是長期需要資金調度的企業單位，對於資金的要求必須看所拍攝的電

影劇本好壞，電影最核心的資產是劇本，劇本來自於故事，故事來自於「點子」，

「點子」可以是市場上的無形資產，電影是講求創意的商品，一個好的「點子」

將是十分值錢的，好點子在募集資金的時候往往可以提出有力的吸引力，但是「點

子」通常不能夠輕易的透露，是一種無形的資財，電影界有一個製片公式，就是

如下： 

壞點子 好明星 也可以賣錢 

壞點子 沒明星 一定賠錢 

好點子 沒明星 可以試試 

好點子 好明星 一定賺錢 

電影在尋求資金的募集時，一個好「點子」可以容易尋找投資人，並且在

日後節省行銷費用，好的點子可以帶來資金，但是資金使用不當卻不一定能夠

160



完成影片，電影能否賺錢必須於過程中控制電影資金的運用，資金的使用變成

日後會計審核的重要依據，也變成影片能否獲利的依據，必須有好點子加上充

裕的資金，再加上嚴格的資金控管，一部好的電影才能在市場上出現並且能夠

獲利，電影的資金運用與財務管理是整個電影背後成功與失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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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電影財務管理 

 

企業經營的條件不外乎人、物、錢財、資訊，資訊又以市場資訊及公司內

部資訊為主，公司資訊主要來自於公司的會計財務人員，因為會計人員是從事

公司訊息交流管理的工作，許多的市場、公司資產、營業的成效、利益分配的

都是由公司的資訊中心決算書呈現，電影公司所呈現的公司營運狀況是由公司

的會計人員在做資產負債表及損益平衡表、營運報告其利益分配製作而成，可

以知道公司整年的製片預算與票房的市場績效，看出盈餘分配與財務償還能

力，由此可知，財務管理人員在公司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財務管理概念的能力，是指「財務管理人員往往在處理眼前的經費支出、

成本價格核定等一項項具體數字的同時，不時會思索著整個企業的存在與發

展」，因此，財務管理者應該比其他任何部門的人更需要具備彈性及全面性的觀

點來看問題，在電影公司來說，財務人員的計算能力與電影創作者的創作力、

研判的能力同等重要，從財務管理的事情可以看出企業未來的走向，因為財務

管理人員經常要與借方、貸方看問題的解決，電影公司經常有大筆的資金來回

調動，因此他們更為重視公司在資金的負債及籌措上的資本問題。 

電影公司經常會有票房收入、相關電影商品的收入，及公司付息等固定業

務支出，同時還有固定的資產，包括攝影設備、剪接、交通工具等，固定資產

分為有形固定資產(房屋、車輛、土地)，無形固定資產有各種電影相關著作權

及影視產品所有權，另外，有價證劵及因投資及資金運用而購入的股份及債

劵，尤其在募集資金時候，產生各種抵押擔保品及利息償付，對於公司財務的

分配與資金的調動是一個非常專門的重要職位。 

企業的目的在於維持企業的成長，同時必須要有足夠的資金流動，現金與

存款是最為切身的項目，損益分歧點是盈餘和赤字的分界，電影的收入減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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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製作的成本及公司的行政費用，就等於是電影公司的利潤；電影公司額外製

作的 DVD 能否產生邊際效益？必須計算 DVD 銷售額減去製作 DVD 出產的變

動費用，當邊際收益 > 固定費 = 利益出現，當邊際收益 = 固定費，其利益為

零，當邊際收益 < 固定費 = 損失出現，這種情形類似開發電影周邊產品的額

外投資是否能賺到邊際收益的計算一樣。 

 

第一節  成本的計算 

任何產業開始的時候多先計算成本，電影產業也不例外，這產業最早的時

候的線上人員參與，這些參與者如導演、演員、作家等人，必須先談好條件才

能夠一起共事，這些條件必須要與相關的經理人、律師、會計與稅務專家作重

大的協調，人事費用通常是電影製作最大的成本，因此如何與這些人士議價是

非常重要的開始關鍵。 

 協調議價籌碼要注意對方的能力或本錢，例如大明星跟小明星比起來，大

明星明顯就是有足夠的本錢去擁有所有人的注意，因此議價的籌碼是聘有能力

吸引大眾目光的巨星，多付 150 萬來聘請巨星的風險小於付 10 萬來聘請無名小

卒來的低，因為 150 萬的明星出現能使得戲院效益與其他市場的效益增多好幾

倍，而一個無名演員卻可能使製作無法回收，議價的籌碼是要看市場的反應度

來決定。  所有合約在一開始被協調時只是個綱要，會留有無數的細節

等待雙方在往後進一步協商，最終合約應該是個複雜的文件，如果合約內未嚴

密說明雙方的權力與義務，也容易因雙方的不同解釋而引起爭議，雖然這種爭

議也是這個電影產業能引起大眾注意的一種手法，但終究不是正常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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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預算核銷 

會計原則提供了一個框架，使得公司的財政營運成果可以被觀察與比較於

其他的公司，以美國為例，一直到 1973 年美國會計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ICPA)出版了會計手冊，「美國電影業會計」

(Accounting for Motion Picture Films)，這個會計手冊終於解決了電影發展中的許

多結算爭議，也使得任何一家公司與另一家公司的結算報告單在比較下變得容

易且有意義。 

 然而，美國會計師協會的指南卻無法預防來自經過修整的會計師財政報

告，這是因為企圖滿足使用者與資金提供者的需要，正如同一物體拍攝都有不

同角度，不同的期望也會使得處理電影資料時有另一種解釋，事實上，絕對有

需要從觀察者的角度去檢視財務表現。 

 有兩個不同的財務觀點，例如，外來投資者一般只需要知道公司總體的財

務狀況，而非參與者的所有合約細節；而投資參與者只會在乎他們所共享的結

算報告。 

（1） 以公司的觀點 

電影產業中有一些特別用語與一般公司用語不同。 

電影公司的帳目有幾種方式，電影產業營運的收益從戲院來的部分幾乎是非常

直接，無論是電影院的百分比分帳或是單純的租約，都是自然形成，並且在發

行商收到帳款時也都清楚，這是因為電影票房的現金是非常直接，相對的，其

他周邊電影商品輔助的市場的收益則可能更加複雜，通常有四種帳： 

1. 合約法：所有的收益是被合約執行時所認知的 

2. 帳單法：當分期付款到期時的收益的認知方式 

3. 交貨法：當授權執照被遞送時的收益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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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延期或分配法：收益被認知的存在於全部合約期間 

為了讓整個產業有一致的基準，美國會計師（AICPA)手冊中指出來自商

業電影的電視執照收益不能被認可，除非下列的情況出現： 

1. 每部電影的授權費（賣價）都已經知道 

2. 每部電影的成本都已經知道或都被合理的決定 

3. 能收集的全部授權費是被合理的假定 

4. 授權接受的電影是根據授權協議的內容 

5. 電影是可用的，意指授權者給與被授權者使用的權力 

雖然有很多複雜的元素，例如用在報稅及用在股東報告上的差異，但是其

中還是有一些需要關注。 

「可使用的能力」是最重要於當關注到電視或其他市場行銷的授權時，即

使當合約明定順序流入市場的可以被使用的限制時間，發行商仍會保有周延的

考慮關於何時可以使用，因為電視網在估算可以使用的時間中，如果使以

「季」做報表，那麼差一天可能會差別巨大。 

另一個惹爭議的區域就是關於發行售價，當影片被以「包裹」(Packeting)式

售於電視網，影片裡會當然有強片與弱片之別，雖理論上是每部片被單獨談

判，但運作上是打包的出售，問題在於一大包的收益要依比例公式發行於所有

的影片時所依據的評判標準有別，強片估算應以 2.5 倍的價值於弱片，而強片

的定義要依據其票房表現，每部電影的價格應等同於國內票房總值的 12-15%。 

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是關於事先囤積電影，先行的合約會有未來費用的產

生，有時甚至附屬市場行銷的映演者先把合約簽遠一點，甚至連影片都尚未拍

好或發表，「事先囤積」並不會呈現於資產負債表而是於存貨清單，除非是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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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收益實現，這就可以說明為何電影公司的清單上只能部分的反應公司總

資產，他們也會以註腳或其他方式在資產負債表上註明，但是這些報表並不是

一般人所能看懂的，這就是電影會計異於其他企業會計的原因。 

電影存貨帳務 

 或許電影產業與其他產業最大的不同點就是他們對「存貨」的定義，這也

許被視為「現存資產」，電影產品的生命週期是以「年」來衡量的，而娛樂公司

將存貨會分類成「當季」與「非當季」的部分，平衡資產報告中包含等待發行

的選擇權、劇本、前製作企劃、正在的製作、後期製作等階段的成本。 

根據之前的會計手冊，正式的存貨以現存資產分類的形式應該包含了： 

1. 電影在發行上，非攤銷的成本分配在主要市場中  

2. 對於完成但尚未發行的電影的成本，部分的純益可以分配在次級市場

中 

3. 在製作中的電視電影正在合約販售中 

根據美國電影成本分配到次級市場，並不應該只有 12 個月，所有其他關

於影片製作的成本，被歸檔於非當季，一般來說，電影公司電影會包含以下項

目： 

1. 已發行但少部分成本攤銷 

2. 完成但未發行 

3. 正在製拍中 

4. 故事權與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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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的攤銷 

 庫存是一個與「貨物出售成本」相連結的概念，對立於接受收入的預測時

間表，雖然電影收入的預測幾乎都是最好的預測，平均而言，或許電影成本的

85%的收益被認定發生於上映的前 9 個月的戲院，及剩餘所有收益在第 2 年；

「成本恢復理論」是指總獲利不會被實現（認列），直到所有的成本與支出被恢

復，電影產業不是用成本恢復理論，而是取徑於一個基礎於成本被攤銷、相對

於收入的流動的系統上，「收入流動取徑」是指總獲利的被認列是以一個總收益

紀錄的每一分錢的被標準等分形式認列。 

美國財務會計標準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於

1981 年所成立的 53 號聲明（FASB 53*），「正式化」美國會計師協會的內容，

兩種攤銷的取徑都被應用；一個公司可以使用不同的估計方式每部電影的總收

益，或者使用手冊中附錄的平均表估計，該表是結合自許多電影的經驗，只是

這個方式至今已不可行。 

目前產業的成本報告以更低的攤銷成本或純益的以單一電影計算基礎（不

是一堆電影），會計師的步驟是要求估計時是用最能獲得的資料，以一段期間的

檢視（以最近的一季或一年年終），要確保資料被做最好的使用。 

 任何資料在收入預期中有改變時，被攤銷的成本及其他參與的成本就會被

重新計算，因此在預測期間產生另一個利潤獲利率。 

在做一個整體獲利的評估時，任何的分攤時程都應該被計算，也因為如

此，電影在早期發行的表現都應該立刻記錄，更甚的是，發行前的紀錄將需記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製作成本明顯超過預期總獲利，這種方法同時假設財產能

經常固定的檢視，例如握有一個三年的故事版權，但是這故事尚未開始製作，

或是如果決定這故事不能改編成電影，那這個成本將會計算到現階段的製作超

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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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攤銷的剩餘 

之前，大部分的電影收入都來自電影院（與少部分的免費電視廣播），這

的確是美國 1981 年的 FASB 通過正式聲明 53 號時之真實情況，然而，FASB 

53*號雖然被 SOP 00-2 所取代而撤銷 (2000 年 6 月，AICP 發表最新的電影會計

指導，稱之為報告 002，取代原來的 FASB 53*號公報)，但 53 號的結構被適當

的保留，而能提供有用於為影片討論所產生的概念與爭議之框架，在這之間最

重要的就是未攤銷的剩餘。 

1980 年代早期，是關於影片收益逐漸成長的趨勢，是得自於非戲劇來源的

發行，這也變成更加重要的去密切連結成本與收益，一部分的生產成本被認為

是未攤銷的剩餘，也因而被擺在一旁當成降低資產帳面價值（write down）之

用，以對應於將來來自電視的收入，在美國 70 年代的主要特徵就是有大約 75

萬美元的未攤銷的剩餘壞帳。 

然而，以最高收入的成長比例（付費電視、家用錄影、網際網路的收入）

已經明顯超過戲院所得而言，未攤銷的剩餘也已經被擺在一旁（按比例的），因

為相關連於那些附屬市場收益的額外估量增加，此類的剩餘金額比較起過去已

經相對的變得巨大，但由於龐大的收入，大多數的電影成本都只會紀錄這些，

而不加以處理，以面對未來非戲劇的來源的收益。 

利息的花費與其他成本 

 因為利息費率與平均產品預算的暴漲，利息的花費也變得必須去更加注意

製片條件，直到 80 年代，當 FASB 34 號聲明思考到資本額的利息為一個項目，

這類成本才被認知，在此標準下，利息成本才被資金化與計算成一部分製片成

本；雖然製片廠租期的花費（租金與薪資）算是分在一般支出的分類，但製片

廠仍會有其他發行成本的資金，或許包括拷貝、廣告與其他次級發行的付出，

又例如數位放映與衛星傳輸；一個電影拷貝需 2000 美金（5 捲），因為同時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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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是很平常的事情，因此要求超過 1000 份拷貝，這也造成一個巨大的投資，

這樣的拷貝成本是（53*之下）通常被攤還根據一個公式於使用於製片的攤銷項

目下。 

 根據 FASB 53*，所有的開發成本（印製、廣告、租金、薪資及其他發行費

用）是很清楚的被名列，應該被以資金化的紀錄視為電影分攤與製作的總體獲

利的一部份支出，這樣的方法會支持國內性的廣告，也就是發行前的支出是必

須被考慮的項目，當地或是合作式廣告花費是與地方收入有關，是經常的花

費，但是對未來期間的獲利並沒有多少幫助。 

計算的爭議 

 美國 FASB 53*的確建立了一更多改善的基礎，讓電影與電視公司財務資料

變的比較清楚，較之未發佈之前的無定向結果改變許多，雖然它不過是制定了

關於允許重要的任意變化於行銷的處理與詳細成本支出項目的特別攤銷評論，

伴隨的行銷成本通常總計超過財產目錄的 35%，而經常費佔另外 10%，這樣的

成本補償之重要性比例上遠遠重要過收入報表，是電影電視節目的產業不同於

其他加工業產業之處。 

 電影、電視節目的製作攤銷的比例多寡取決於「管理的技術」，與期望遙遠

將來可能的發展，而發現有收益趨勢，更甚至是賺錢報告與無力償還同時發

生，也不無可能，這就是爭論，FASB 53*所提供的電影會計運用無法反應真實

的賺錢能力、資金流動的潛力、其他公司價值的面向。 

 使用 FASB 53*，公司或許已經假定所有的廣告成本發生於戲院的上映時、

在附屬市場創造出價值，他們將資金需求看成事實，洛杉磯的地方廣告通常是

不會影響多倫多或坦尚尼亞的影片市場，另外，一些公司會將拷貝攤銷於預期

收益，以所有市場的形式而不用特別的市場形式，例如國內對國外。 

 其他的公司可能假定它們的影片或電視系列有長期的生命，而這包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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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循環的企業聯合銷售，即使銷售的事件或許不是以精準時間與價碼的觀點被

認知，也有也許會產生其他要多久、有何意義的想法，在來自於製片場的獨立

製片成本，有時被製片場以經常費形式被供給與勾銷，一般而言，要丟棄道具

的成本應該盡快的被攤銷，因此一些道具後來也不會被生產，但卻常見許多電

影道具因為使用一個相當長期而失去紀錄。 

 在 FASB 53*之下，留有很大的空間在業績報表慣例的呈現裡的固定變動，

只能從電影案例中，分析比較明顯的公司產出對上產業的標準財務報表比率，

一般造成很大的爭議，也就是看似賺錢卻實際是不賺錢。 

新的會計制度 Statement of Position 00-2 

美國 FASB 53*的爭議與變動，終於於 1995 年由 AICPA 發展新的指引

Statement of Position (SOP)予以平息，它更嚴謹的要求相關的影視業者在售賣、

授權、及映演時，所有的報表所必須含的條件，SOP 00-2 也於 2000 開始產生影

響，之後 FASB 139*也取代 53*。 

這份新的會計師內容嚴謹的要求有下列： 

1. 廣告與促銷的成本，被要求在支出當影片廣告行銷發生或廣告首度發

生時，過往總是分攤於整個生命週期。 

2. 製作成本攤還需根據的整個影片收益估算，不得超過 10 年。 

3. 電視連續劇的最終收益期也不得超過 10 年，自第一集播放開始算起，

若還在製播中，最近一集後的 5 年為限；最終的收益也必須包含次級

市場所得的收益。 

4. 電視影集的聯合播映收益將會被認列超過合約的生命，而不是於第一

次上映時，假如收益認列的標準沒有被如期償付。 

5. 最終的收益應包含總銷售與零銷的實體逐條銷售的收益部分（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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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衫或其他商品）。 

6. 遺棄的計畫與非直接的成本也要直接的列入收入報表中，不能算是製

作費用，而算是公司成本。 

7. 影片被定義為長期的資產而非存貨，此謂它的價值是被根基於未來資

金的流動與呈現，長期的表現決定在之前的表現。 

8. 如果為了上映的未攤銷影片其成本的比例期待從資產負債表少於 80%

起的 3 年內要攤銷，額外的資訊就是要視期間的要求達到一個攤銷被

80%提供的水準。 

雖然美國 SOP 00-2 尚無法解決美國國內會計所有爭議，但是它努力的朝向

統一標準的電影預報方法之發展，能適用於所有電影產業會計概念的基礎，可

為台灣電影會計事務作為借鏡。 

在這個核心，仍保留了許多由不同製片廠公司的假設所引起的棘手議題，

這些重要的差異性關注到收入款項的時間與隨後對參與者的支出，的確，所有

電影產業的層級都極度敏感於資金流動原因，與付款的延遲導致對下游的接受

者是否能以此方法快速配合，雖然電影公司的財務表現有時可以以會計處理來

探討，但是真實的情況變得明顯流向新的投資點，例如電影周邊產業的發展。 

合併與收購的議題 

最常遇到的電影產業經營問題，電影會計的一些額外關乎併購與合資的方

法也值得注意，商業組織可以有兩種方式來合併資產負債表；購買的方法來解

釋合併，就是由一家公司來併購另一家，其必須經由取得該公司成本資產的最

少負債假定，此一方法下，不同的商譽就是一個公司的購買成本及與其相當的

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之價值的最少負債的總合，在 2001 年以前，美國購買方法

被有條件的允許，商譽將被攤銷涵蓋不超過 40 年期限。所謂商譽，是經由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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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合併方式所產生的無形資產，這指的是取得該公司的購併價格超過淨資產市

價的無形部分。 

相對的，股權的合資被視為是兩個或以上的擁有股權者以交換等值債券來

聯合，不被承認是收購，是因為合併是被實現的而沒有付出全體的資源，原來

公司老闆持續的擁有股權，先前的會計的基礎也被維持住。 

當使用任一個合併，會計法對媒體產業而言都不獨特，而只有購買的方法

被允許，電影與電視資產是無形，且估量的價值通常是非常高度的主觀認知，

因此可以知道，會計合併的方法是結合了藝術與科學的要素。 

第三節  會計財務概要 

 電影的會計財務電影在說明典型電影產品、發行、以個別計畫盈虧報表觀

點所建立合約的財務結果，對製作者而言，計畫的最典型合法的核心方式就是

製作-籌資-發行(production-financing-distribution, PFD）的協議，或許會包含一個

或以上下列的財務要素： 

1. 交易步驟等同不斷籌措資金的步驟，允許財務實際去增進額外的基金，

期望在可以被清償的情形下，能終止財務困難於先前被決定的條件之

下。 

2. 整套設計/製作成本的製片所需成本，經由製片人或經紀人找到一個計畫

的關鍵要素，企圖引起製片廠投資的興趣，只要製作人已經得到這樣一

個製片廠承諾的完整保證契約，銀行便貸款，於是製片廠就開始整個製

作直到完成。 

3. 製片會售出所有或部份的映演與發行的權利於影片製作之前，以完成影

片籌資，包括發行的許可、家庭影帶、國外實體企業的發行，但是不論

如何，不得超過 60％的製作費用以如此方式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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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私人的基金，製作人通常會只有小成本預算的電影，透過有限的關係合

夥人提供私人有限度的的資金來源。 

 

以上的選擇，提供了製作人在創造與利益間觀點做不同的交易，製作人需

要在利益、創意受限之間與籌資之間做一個取捨，一般說，一個 PFD 的製作部

份是關切於一個創意電影的發展步驟，它指出一個電影本質上的元素有哪些，

在各司其職中與各個步驟間，帶領大家完成電影，誰會於何時被支薪、在何情

況下製片廠會計會要求此計畫重做，最終，資金發行的協議部份是最重要於收

益流動的分配，包括發行費用的定義、關於擁有權的詳述、會計報表的準備、

廣告與行銷的委託。 

有最常見的五種基本的電影籌資方式，產製與發行選擇可以被結合： 

1. 自家製作與發行：製片廠與發行商決定投入資金於發展與計畫的發行，

製作人在這被視為是一個製片廠的雇員。 

2. PFD 的協議：一個計畫是由製作人所帶給製片廠的，他已經有一套完全

的計畫，製片廠提供產品與發行資金。 

3. 製作計畫安排：發行商承諾發行及對生產成本的支付（買原來的版權去

發行），但必須在電影完成之後。 

4. 收購的交易：發行商投入資金於發行，但影片的製作成本來自於其他相

關單位。 

5. 租一個發行商的協議：差不多所有的發行與製作的資金都有其他相關單

位支付，而電影已經完成發行的準備，但由於費用與潛在的極限，製片

廠不可能將這類影片的行銷工作列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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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成本與票房  

 典型的上映收益流動的概念可以幫助暸解上映電影院希望提高租金，這跟

發行商希望是相反的，永遠都希望票房的總收入大過於發行的成本。 

 對於 PFD 的概念，說明對大規模、一流的成功電影製作是特別有用的，因

為它闡明了典型的對劇作家與導演的延遲支付、主要演員的利益分享、對投資

者與製作人而言的附帶補償金。 

雖然這個模式並未能根據所有新的媒體來源提供實際收益的詳述細節，但

仍是正確的描繪美國本土的發行費占 30%，國外發行與電視聯播占 40%，其他

的發行 15%，如此計算是整個電影產業長期方式，沒有協調的可能，但因為這

樣無關乎真正的成本，他們會（其實很少發生）調整於雇用重要的製作人考慮

上，也產生所謂的下滑費用計算 (sliding-fee scale down)。一個投資者對敏感的

利益如何去支付成本提供了指示，重點是，相對於財務者與製作人而言，收益

的參與者包括導演或演員基本上都是沒有輸的風險，只要他們沒參與投資資方

的計畫，他們應該就是只會以合約定義的形式支薪與分紅。 

參與的協商 

 從製片場的觀點，當製作時程中包含許多混合的資金來源時，會覺得風險

減少，例如，如果一個製片場一年有 24 部電影自力生產，其中 4 部可能自行籌

資在自家製片廠製作，其他 14 部使用 PFD 來處裡資金或用收集製作合作單

位，剩下的用其他方式，不論何種籌資的來源，收益與利益分享總是核心的議

題，參與協商是被受限於想像或個人討價還價的能力，當然只有有能力的人

（演員、工作人員等）才能在參與中得到可觀薪水或費用，最多情況是電影工

作者與製片場間的交易，如何對電影有擁有權或控制權，同時彼此也實質分擔

電影的財務負擔與收入。 

參與協議的幾個主要的變數，最簡單的就是 pickup，一個完成或部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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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影計畫呈現於製片廠與發行商前，以期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支持與資金；以

發行片商的觀點，他可能會覺得比早期的電影計畫形式的搭配來的風險較低，

因為可以評估內容的條件再決定，以此理由，獨立的製片者會發現透過

「pickup」的協議，或許能發行是最好的機會，的確，如果製作人能以拷貝與廣

告成本交換以完成電影發行條件，是必較容易的事情，一個「租一個片廠」的

交易常能夠被造成進入國內發行組織與系統，其條件通常是較低的比率（12.5 

– 17.5％），發行安排的第二次「星際大戰」，在 1999 年由 FOX 發行，費用賺 6

％，是個典型例子。 

 合作發行(coproduction-distribution)常會與一個或以上的企業或相關產業來分

攤風險以達成共同的約定，稱為共同合作發行。這樣的權利分割(split-rights)是

因為發行成本與票房表現會具有多樣意義於不同的市場領域裡，因為發行與票

房會經常明顯不同於各市場，因此一部電影可能會有利可圖於某市場，但另個

市場則是正好相反，結果是發行者的獲利或損失的分割是來自全部，而非區域

的表現總計，這將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專業人才的參與與上下游廠商投入是一個好辦法，參與是依附於電影在淨

收入或總收入裡賺的錢有足夠條件來打平，參與就是以這樣附帶補償的形式，

意謂著或有可能不償付，更甚者被稱為是最後位的參與支付，以合約的定義但

連結於發行鏈的方式做計算，如戲院發行的租金、錄影發行業的大盤商及零售

商加入；編劇、導演、演員也可能變成財務參與者，只要他們的經紀人有能力

在總計的「平衡點」上協商，只是總收入必須要先被定義，發行的總值收入是

所稱的進帳收入，而參與者的平衡點若是以此基礎被定義，是明顯有價值的，

因為某些電影不需要為了賺平衡點成為有利益的，這樣的參與者是較少見的，

被歸因於要有非常大票房的吸引才會出現。 

然而，今日美國製片商已經企圖去控制逐漸上升生產的成本，故近年來頻

繁的使用總獲利參與的方式來做一個約定。 

175



1.  First-dollar gross，當一定限制的花費被扣除（或許是收入的 3％），參與

的人才能拿到第一塊錢。 

2.  Adjusted gross，現金平衡損益後的總計，指的是參與者接到的資金回收

是在製片廠回收製片成本、拷貝、廣告成本後，再減去發行費的範圍

（在 12％-25％之間），才有可能分享獲利。 

3.  Gross after breakeven，在真實損益平衡後的總計，指的是參與者接到製

片廠回收所有成本與標準發行費（全額指 40％），或是另外選擇，就是

製片場繼續減去發行費與相關發行支出後的純益收入，參與者才可以分

享。 

操作上，習慣參與者會立基於一個被指定的真實的或人為設定的損益等

級，當然，計畫中參與者越多，將會使獲利的淨利益可能性越低，這個意思有

更大潛在的矛盾，不再是製片廠與參與者，而是參與者與參與者之間如何有資

格得到回饋，同時，淨利值本身也不是一個呆板的概念，因為額外的發行費支

出與費用已經是經常性的發生，即使已達損益平衡，隨著更多樣的明星參與，

會計的複雜性只是更增加而已，開始以一個簡單經紀人與片廠或資方的代理人

間之協議，結束時變成一會計式複雜、內容充斥廣泛分歧與解釋的文件，這是

非常常見的，也常常是爭議之所在。 

明星 A 的參與是否應在 B 之前被先扣除？是否參與基礎只有國內的金額還

是包含國外？哪一個發行的成本應於人為上的損益平衡前被扣除？是否電視廣

告與雜誌平面廣告都被包含還是排除在外？根本的說，在何種方法之下，是否

次級發行與家用影片的收益都被呈現於總收入了嗎？許多都是主觀上意見的分

歧，特別是在主要銀幕前的架構產生數以千萬計的交易實務情境上，難怪即使

是最佳的狀況與詳細條款訂定合約下，帳目的審查仍是曠日費時。 

甚至，隨著不固定的損益概念（以收入等於成本加發行費又持續花費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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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來定義）仍是經常被複雜的提出，例如，發行者決定要多花一些於廣告

上，這就會延遲損益平衡，因此會影響明星參與者在電影淨利的接收平衡點，

但一些高於此鏈參與者，很難會看到他們職業生涯報酬的提高是來自於通常由

廣告帶來的曝光總數的增加。  

下列是美國經常使用的方程式，所呈現的是一個新的損益（rolling bleak）

其金額所需要的總數，是於排除發行費以外全部花費的基礎上來劃分。 

a 需要的金額  b 全部花費  r 發行費的比例 

因此公式是 a=b/（1-r） 

例如 r 是 30％，b 是 700 萬元，a 是 1000 萬元，如果另外要花 100 萬元廣

告，那麼 b 等於 800 萬元，a 等於 1143 萬元，也就是說，每一百萬元的額外廣

告支出費，就需要 143 萬元的費用，才能產生來保有原來的損益平衡。 

因為製片廠對於投入電影的資金的觀感是如同借貸般，所以損益所需要金

額也對他們而言也是影響巨大，他們要被像扣利息般不能回收的損失一筆，於

是以此結論，製片廠用於設備設施的經常費與額外支出也常被包含在內，但根

據 Goodell 的論點，製片廠自付所謂的軟性預算通常都能在錢被參與者分享之

前、利息被經常費支出（甚至經常費被利息額度支出）之前回收。 

相似的，關於當一個花費項目是被分類到屬於生產成本或發行費用，這種

決定也是重要的。在 PFD 協議之中，發行者一般會要盡可能將花費歸予生產成

本，假如生產成本的基礎更大，製片廠會得到更多收入來自於利息與經常費的

超過開銷，但是對 pickups 或參與合約者而言，製片廠的優先權常會被膨脹的發

行費所取代：pickups、獲得參與、「租一個廠」的合約下，超過的經常費能被先

支付，因此整體利益將會極小化。 

 一些快速的合約的模稜兩可常也決定於以下事物的如何多變：扣除稅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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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廣告與電影沖印場折算退款、協會手冊費、授權成本、凍結現金對影片

會計影響，退款與扣除稅額也被算在發行者所定義的總收入裡，如此，製片商

的 30%發行費是可運用的，可用於參與者分享的餘數更少了。 

 根據前述，潛在利益關係人常發現他們的淨利難以理解與寬廣的被多種會

計定義與解釋，利益的計算至今甚至沒有修訂，而是以主觀對每會計期成本增

長的認定去重計，以學者的建議，收益表不需要去呈現每一分錢的產生，生產

成本也不需要講出數目來扼殺影片，但反而要將關係人的成本以生產成本計，

及損益的喜好報告於合約中。 

 製片人的參與及交叉抵押，使得製片人對生產成本是有責任的，故他合約

上也須注明他將會壓低計畫花費，倘若真的超過了，那對他利益分享上將會有

所不利，他的利益分享將會是以最低標準結構式去支付。  

 製片人也會受片與片之間的財務結果或是區域間的票房表現所影響，製片

人的交叉抵押之所獲得，提供其一部片利益虧損是靠另一部片的抵押讓參與者

能分利，但最令關係人失落不安的是拿 A 可利用性去抵押來成就一個尚未被生

產的 B，A 的實際利益要等到 B 的掩護才得以實現。 

家庭錄影業參與 

因為發行影碟與錄影帶的系統跟發行音樂、書的系統混雜，故它逐漸變成

一個不同的參與的會計基礎，不同於次級發行的費用直接來自總收入定義，家

用影片參與用專利權利金來取代實體，一般被設定為一單位的總售價碼的

20%。因此，製片廠常包含 20%的家用影片單位權利金於合約關係人的總收入

計算，保留其他 80%來成為加工、廣告、複製的審慎成本。製片廠仍會提供合

約關係人的家用影片總收入來轉作他用，那樣使得關係人淨權利金消降 10-

12%。隨著很大市場的家用影片收益，特別電影收益表現的計算並不會被合約

關係人計算，但是製片廠如意算盤是能強制的在家用影片發行上取得利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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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為何有家用影片是電影娛樂產業的利益與合約關係人想協商的協商所在，

從公司觀點，家用影片成了主要利益來源也該合理的被爭議。 

發行者-展演者的計算 

 票房的租費大部分歸於發行者所有，映演者的經費（調整的經常費）如果

是被設在 1500 萬元，經費不計後九成的收入給發行者，一成給映演者，這說明

發行者分享了營業場所的販賣收益，包含電影爆米花跟遊戲的收入，營業場所

的販賣是一個重要映演者利益所在。 

 租費通常被發行者以現金基礎收入而計算，花費也被紀錄，事實上，呈報

方式反應正常但緩慢的現金收入，但是卻有以帳單的延遲付款，如合作廣告，

這些對所有合約關係人觀點而言都是合理公正的。 

發行者合約與花費 

 發行者的費用如果是 3375 萬美元，雖然此費用多數被視為利潤，但這個於

賣座時非比尋常的利潤，它會被期望去補償其他上映的損失。10％的電影發行

費產生 50％的總票房收入，這就是發行之利潤一般會提供正向投資於新影片。

這個非常的收益補償了員工人事支出、宣傳推廣費用與其他從展演者支出，使

得能繼續營運，儘管很多影片當你清點帳目時會燒掉很多錢，即使有跟製片廠

簽訂合約好處會維持風險性，仍是很多例子，製片廠賺的不夠超過加權平均資

金成本的錢，現代的財務告訴所有製片者，一定要賺到資金成本才夠生存。 

 以發行費而言，或許這是個很好的概念，使其費用直達發行的單位，以建

立高速直達的途徑於閱聽群眾，這樣的主要路徑不多，預付來建立的資金必須

也要被大小適當的要求。如此發行通路收費的形式並不會產生協商壓力，而是

自然地專賣形式與不相關的直接成本出現。 

 這個結構下，許多影片操作在淨利約定下，發行商收取固定或逐漸的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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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等級的租費（例如國內市場的 30％）作為發行費，然後進一步籌資於其他發

行成本（拷貝、預告片與國內廣告），另外，或許有些相關的公開或個人團體旅

行、映演的合作廣告、國家及區域地方的稅務、零星的附屬市場貿易協會費

用、不良債務等，發行者一般會計算這些花費於支付給製片人錢之前，並在達

到所謂純淨以前，先自行優先補償到 1.發行費和花費 2.製片的利息 3.製片的成

本 4.最後才給所謂的合約關係人。 

此外還有總體獲利約定的方式。票房差的電影（通常是低預算的獨立發行

電影），發行商在總利約定下，採用固定發行費 50–70％，這是較高於正常的

情況，相對製片人拿回的錢就較少；一個票房差的電影，製片人在此約定下還

是會有好處；相反的，票房好的電影，製作人會寧願選擇淨利約定，因為行銷

成本比例會迅速縮減，特別行銷的花費也較能承擔。此外，一種混合淨利與總

利約定特徵的合約架構也是可能被安排。 

 各種潛在附屬市場收益的控制好處，會激發獨立製片人企圖去獲得國內發

行合約，保留自己的權利去開發有線、家用錄影與其他來源之收入。製片廠會

不大願意允許他們以所謂的分權來拿走這些權利，更明白的說，製片費用越

高，就越少有可能將生產成本補償，但終究獨立製片人會從這些市場活動中獲

利益。 

 可以看到的是製片商的利潤被集中於發行活動，約有總收入的 30%以上，

另外的花費可能是總收入的 15-25%，如果電影不能從發行中賺回，這就是利潤

的緩衝區，相對於授權於家用、有線、聯播、網路市場，戲院放映是唯一的製

片成本有可能回流之所在（戲院是唯一現金收入）。但這個緩衝也付給維持延續

發行的網路，當票房好時發行利潤就升高。同時，最早票房一旦決定，直接的

關連是後面市場的價碼也會被決定。  

 當電影寬頻發行時，透過網際網路，網路影片的發行費公式最可能順著每

180



次點選或家用錄影權利金的 20%的模式發展。但網路上使用者的價格要比傳統

的發行方式會低很多，此一爭議將牽扯到網路發行權、映演順序、及各種地盤

問題，這些終究會透過產業而標準化。 

製片廠經常費與其他製片成本 

 生產成本包含明星參與的成本，但這不像發行的花費可以允許利息與經常

費用由合約關係人支付，從合約關係人的角度來說，大比例的生產成本常被視

為是片廠經常費支出，被合約明定的直接成本所計算。的確，因為小量的花費

不會巨細靡遺的於此基礎上，關係人或許會質疑他所涵蓋真實的物質、服務。

於是可能的爭議就是要或不要詳列所有事項的比例，解決之道要依靠其相關的

議價能力位置。 

 製片人有動機納入在獨立的資金投入上，去避免或減少這些花費的影響，

而能增加預算 15– 25％的製片預算，這樣反而有益於提早原先的損益平衡。有

些時候，獨立製片人會邀約外來的資金，用所謂特定合約方式去減少製片廠的

花費，也就是說，越少的時間消耗，從長期觀點來看，會較少在製片廠的花

費。 

一旦開拍，成本會計將隨著工作的時間與物質流程希望改變工作與花費。這必

須是製片人所要小心控制的，成本可能很容易的失去控制，因為每個工作人員

都或多或少有權去增加一些費用，但成本有限。 

事實與結果 

 每一分錢的票房收入如何流動的概要表將提供一個清楚完整的關係。10%

整個製作期間的費用支出，與 24%的發行費，公關與廣告至少 20%，雜項的花

費 6％（稅、拷貝、運送等），剩下 31%用於可被運用的拍片成本及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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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電影票房分配：（100％） 

能獲得的製片成本分攤與利潤 31％ 

發行費用 24％ 

戲院費用 9％ 

廣告及公開活動 20％ 

整個製作期間所有操作支出 10％ 

雜項開銷 6％   

出處：Vogel, H. L.（2006）Entertainment Industry Economics, Sixth (ed.),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9. 

 如果電影是由製片廠資助，獲利的一半至少由製片廠先拿走，剩下的才由

其他合約參與者分享，因此電影製作越來越困難，也很少有電影真正能獲利，

越高預算的電影，失敗的可能性越高，也不論附屬市場將來會有多大，他們不

可能是金火雞或是會下蛋的金鵝，因為電影的成本越來越高。 

許多人被電影財務吸引而值得冒險，認為具有可能勝算，當獨立的製作人

有時能夠充分的使用大筆資金於或非直接成本的製片上，要伴隨適當運氣和勇

氣的組合，電影才有可能完成預期想法。 

  

結論 

電影在 100 多年來發展出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關連性，它的本質具包含

經濟和技術基礎（下層結構）的條件，然後和重要的政治、社會和心理關連

（結構），最後以電影商業發展（上層結構）作為結束，下層結構中尤其就經濟

的基礎來看，電影產業建立需要近乎天文數字的資金，這資金非一般勸募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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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支應，而是要整個金融體系與國家部門為後盾，電影產業體系是製作、發

行、映演三個環環相扣的階段所組成，這三階段有各自的功能，製片是電影工

業體系的核心，融會人文思想、科技技術與資金的場域，是整個工業體系最需

要的時間、人力、財力的一階段，延伸出的映演階段是創作與成本回收的窗

口，但是映演卻要依靠發行提供源源不絕的影片以維繫戲院長年的營運，同樣

製片需要仰賴發行將成品做最有效益的映演安排，以便賺回成本及籌募下一筆

鉅額資金，因此，這其中所看到的是資金在循環與流動的轉變，資金是整個產

業體系的權力所在，在許多時候影片資金的保証者或是提供者具有主導產業發

展於社會或國家影響力的根源，對於這種來自於交換產生的經濟活動，衍生出

財務、會計、管理的機制，形成電影市場發展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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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電影公司經營 

 

電影公司經常面對的問題是電影計畫的設計與執行，而希望結果是獲利有

盈餘，這就是經營的目的：效益(efficiency)，要達到盈餘獲利的效益，電影必須

排除中間複雜的變數，要控制可能發生的資金、人事、天氣等變因，電影盈餘

與獲利的風險才有可能增加，為了控制風險，電影公司管理者或是電影製作者

都必須具有經營與管理的能力與特質，以讓電影成功的機會具有挑戰。 

 

第一節 電影經營條件 

    電影公司或是電影製作在形成組織時，需要人力、資金、設備、場地，這

些都是成本，成立之初的電影理想與實際的製作條件成本必須在公司或製片小

組成立結果中獲利，這中間的關鍵是過程中誰能做決定(decision making)？每一

項決定都會影響後面結果，過程中的經營者或管理者需要作許多決定去監督執

行計畫，讓計畫在預想設計中能按部就班完成，這時電影公司的經營者(Leader)

就要隨時面對自己公司與周圍環境變化的挑戰，組織的領導者就非常重要，對

於市場訊息有一些分析要持續進行解讀，以讓電影順利達到預期目標，電影公

司的領導管理者因而需要有一些特質。 

一、領導者條件 

電影公司的負責人是電影產製實際的經營者，需要有幾項條件： 

(1)了解電影的媒體特質 畢竟電影的複雜性不是只有興趣就可以經營的，

每部電影都需要龐大的資金做後盾，不了解電影與觀眾之間的關係，

及不了解電影媒體的價值與影響，將很難讓經營者產製受歡迎的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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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市場運作 電影除了製作過程外，尚有發行與銷售的必要性，如何

使觀眾能接觸到應該觀賞的電影，而得以滿足，從財經與法律的觀點

出發是必要的。 

(3)瞭解競爭對手的策略 一部電影的競爭對手可能是其他電影或是其他娛

樂媒體，例如電視與電腦遊戲，因此借重市場調查來知道觀眾的取向

與其他媒體或電影的動態是必要的。 

(4)瞭解相關法規 有關媒體或跨媒體之間的法規，例如從電影法規到電訊

法規，知道遊戲規則及可能發展的未來空間，法律的常識是必要的。 

二、領導者觀念 

許多美國大製片場的經營者常常是只有法律或財經的背景，對電影的產業

是興趣與商業考量，因此所做的決策常常只顧商業結果，而與創意的導演經常

發生爭執，但是從經營者的角度來說，維護公司的最大利益是他們的責任，他

們通常在抉擇上具有三項目地： 

1.經濟性的 以賺錢為目的，以佔有市場為目的。 

2.政治性的 將電影視為一種媒體，故能展現權力與社會影響力。 

3.個人性的 只因為是實際的負責人而賣弄個人的操控權，或是基於個人

情緒上的操控，或是一種擾亂性的市場操控。 

三、領導者思考方向 

基於公司考量及製作成本的龐大資金調度，經營者要在賺錢與省錢的考慮

中做折衷處理，因此有四個方向思考： 

1.製作 結合研究、發展、創新於製作中，找出賺錢的條件與省錢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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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行 如果是獨立製片，就需要找強而有力的電影發行商代理發行業

務，發行往往和行銷結合，需要相對的龐大資金運用，發行商能

運用各種方式推動行銷活動，如果電影公司兼具發行業務，那相

對的尋求異業結盟來共同發行的可能性也高，也是一種能節省資

金的做法，整體來說可以是「量販發行」（整體）或是「零售發

行」（單區）。 

3.放映 傳統放映多採取戲院聯映方式，除此之外，尚須考慮多重媒體放

映管道，例如同時發行 DVD，或是付費頻道首映等。 

4.週邊產品市場 電影的這種產品被稱之為原型產品(prototype product)，因

為可以發展出可能的其他商品，例如電動遊戲、玩具、茶杯花飾

等，這些考量是電影製作時的整體市場規劃的一部分。 

四、對市場的了解 

電影的生意不一定是能每部都賺錢，賺錢的電影稱之為生意電影，有積極

的商業考量，一般稱好萊塢電影(Hollywood features)是生意電影，是因為娛樂價

值大於社會價值，但是電影生意要能成為生意電影是每個製片者與經營者的夢

想，好萊塢電影的稱呼似乎帶有知識份子看生意商家的酸腐之味，畢竟電影的

生意有衝突性，有下列兩點： 

1. 創造性與商業性的衝突 電影是需要創意，創造性的體裁卻是需要有魄

力與眼光者的決定才能實現，一般人都是在現存的思考中解決問題，創

造性思考使決策者裹足不前，不敢投資，是因為商業的利益可能無法回

收，電影史上賣座前幾名的《鐵達尼號》(Titanic)(1997)電影，當初以這

種體裁尋求大製片廠的資金，無人會相信在預算不斷追加後還能賣座，

可是最後的全球票房讓所有之前拒絕的人後悔，也有許多電影是因為創

意而失敗，所以兩者之間如何拿捏分寸，這種風險有如賭博，有些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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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願意一試，有些則願意腳踏實地的製作一般電影。 

2. 藝術性與商業性的衝突 電影的表現是生活，是文化，內容的影音表現

是藝術的總成，從構圖、色彩、光影到音樂與效果聲，都是藝術的表

現，這是無人能否認的，許多人強調藝術的必要性，使得電影平易性及

親近性減少，將銀幕視為畫布的做法失去電影述說故事的魅力，使得商

業性受到考驗，一部賣座受歡迎的電影是在整體表現上得到肯定的電

影，其中包括藝術性，但是針對藝術的表現來呈現電影內容卻不一定能

受到觀眾與票房的肯定，兩者必要有圓融的折衷看法。 

五、領導者經營責任 

經營者為了電影公司的發展有幾種的責任： 

1. 電影攝製與行銷資金籌措 資金來源可能是貸款、一般人投資、政府補

助及贊助。 

2. 將電影開銷控制在預算之內 這些費用包括製作與行銷費用。  

3. 權利維護 保護電影有關之著作權及其他衍生的權利。 

4. 電影剩餘價值的開發 當電影在戲院下檔之後，應尋求其他媒體管道創

造另一波銷售高峰，並利用現有公司資料庫電影(database of film library)，

重新包裝推出市場。 

5. 投資 電影公司在許多國家是上市股票的影視工業公司，公司資金可以

轉投資其他股票，進行策略性結盟，或可進行全球影視產業的投資。 

 

電影的行銷是將電影推進市場的積極性工作，但是需要花費成本，通常最

大的行銷活動來自於電視廣告與參加國際影展，雖然許多媒體研究者相信，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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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上的電影廣告效力越來越不顯著，但是電視廣告卻也是唯一能讓電影公司放

心的活動，相對於網站行銷的不確定性，還是必須有預算在電視上播出預告

片。 

六、領導者經營控制 

電影公司的經營者的控制關鍵在於幾項： 

1. 時間控制 攝製的時間越短，越節省成本，超出拍攝進度只會超支預

算，時間控制是關鍵，在美國好萊塢電影圈中的一句話是

「如果不能控制拍攝進度，這種導演將不受電影公司歡

迎」。 

2. 資金控制 永遠不要將全部資本砸在一部電影中，不但沒有安全感，同

時失去資金調度能力。 

3. 人才引用 人才是電影產業的根本，從創意人員到經營管理人員都是電

影公司的核心。  

4. 發行控制 發行的能力與效果，關係到電影的市場曝光度，影響電影收

益。 

5. 市場範圍 這可以是電影分級的考量，「普遍級」的電影市場大，「限制

級」的電影市場就相對較小；此外，市場可以是國內市場、

國際間的區域市場、或是全球市場，也可以是戲院是市場、

電視市場、錄影市場等。 

總之，電影公司的經營者必須具備公司管理的經驗與能力，及對電影長期

策略形成一種看法，及對市場經濟與社會變化的掌握，多閱讀書刊雜誌是提升

的辦法之一。  

七、成功經營的電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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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電影公司的立場來看一部成功電影的要求，有下列四項： 

1.合理公司的體質，降低不合理的膨脹費用。 

2.用來自於全世界的創造性人力資源運用。 

3.知道如何進行一個電影計畫，選用有能力的適當人才去做執行的工作。 

4.用公關、外交的技巧，去面對過於自信的導演、演員、編劇，使他們

實際的回到財務控制的機制中。 

電影在產製過程中最怕的是一些預算被低估或忽視，以及一些不可預期的

意外發生，而影響原來的進度，工作人員生病或發生意外都是製作中的惡夢，

如果劇本需要修改，台詞、道具、場景需要變動，則是一場災難的開始，電影

公司的經營者會在這個挑戰的行業中衍生出自己的電影直覺，來做相對的抉

擇，而直覺的來源是長久經驗與觀察而培養出的本能，加上時機的選擇，有時

也靠一點運氣，由於電影是綜合的表現，所呈現的是觀看後的感受，這種感受

又因人而異，所以以感受決定電影是否賣座，還真的得靠社會當時醞釀的氣氛

來決定，這就是不可掌握的變數，也是一種挑戰。 

 

第二節  電影經營責任 

電影成立之初不論是賺錢或是為了拍片理想，產生了組織的成員與產品的

觀眾，因此有責任於這產品的過程與結果。 

(1). 對員工的責任  電影公司必須賺錢的原因是電影的工作人員必須

有薪水可領，如果電影不賺錢，電影公司就會裁員與減薪，對於員工

當初進入的承諾無法達成，電影公司就產生危機，員工產生生存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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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觀眾的責任  觀眾購票、花時間、體力來看電影，希望能有收

穫，如果不能滿足觀眾的需要，例如以欺騙的宣傳手法吸引觀眾進入

戲院，就是不道德的商業行為，也是電影公司不負責任的做法，會影

響公司的形象與之後的電影賣座。 

(3). 對社會的責任  電影被視為一種重要休閒娛樂，電影的影響力也

是非常驚人，如果電影公司或是製作者製作的電影內容低俗或是影響

社會風氣正常發展，對社會來說都是不道德的事情，為譁眾取寵爭取

票房而製造不道德的爭議，這種不道德的商業行為會損及電影產業形

象。 

 

電影活動是一種情緒活動與行為，被視為一種服務業，如果不能達到服務

(service)的目的，就不會長久存在，電影服務的目的首先是服務觀眾，其次是服

務電影產業的各階段員工，再其次是電影公司的員工，如果各階段的服務能滿

足，電影產業才有希望；例如所有電影公司都不製作電影，而去發行國外電影

來獲利，對國家與社會的電影產業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對部分的電影工作者

生活產生危機，必須確定電影經營與獲利是必須的，且有益於電影產業生存環

境，但是電影必先能提供服務，服務就能帶來觀眾，觀眾就能帶來鈔票，電影

因而能夠獲利，電影的經營者如果不能先有服務的觀念，電影產業與市場終究

不會賺錢與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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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電影公司管理 

 

電影公司有例行性業務及特殊管理業務，所有業務活動都需要管理調度，

從資金、票房、授權、帳務等，都需要有企業管理的機制，才能使電影被視為

正常的商業活動。 

 

第一節 電影製片管理 

電影公司從事拍片為主要商業活動，有些公司也有發行業務，這些業務活動

必須先確定電影基本公司成立目的，首先是電影的價值，其次是電影的投資成本

觀念。 

1. 電影價格管理  

電影是記憶性商品，也是一種精神性產品，因此其價值分「有形」與「無

形」兩種；有形價格是指電影製作的成本，依價格公式計算，電影有形價值等

於已經消耗的資金及人力成本，加時間成本，加想得到的利潤，及稅金計算，

這些實際的金額會影響之後的盈餘計算；如果將電影視為精神性記憶產品，就

可以視為無形價值，這是電影劇本的社會價值及票房預測的短、長期價值，同

時也可以運用不同行銷窗口產生更多的價值，以生命週期計算，電影的無形價

值是電影最寶貴的資產，這是指一部影響社會的電影，談人性與社會的真實，

具有長遠的價格與價值。  

2. 電影成本管理 

製作電影要募集巨額資金，資金必須要慎重運用，如何能節省製片成本是

重要的觀念，也同時能增加市場機會，有下列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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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工作人員的聯營（用同一組人來增加製片量）： 

a. 迪士尼方法是製造明星的策略，將一個新星簽約許多年，運用好點

子 出現市場，有好名字與好臉孔（可產生多年的市場收益）。 

b. 用電視導演拍片，以低預算製作的低成本拍電影，然後逐步培養

到高成本電影攝製。 

c. 培養副演員，與大明星共同演出，因為觀眾的熟悉度，而遲早會變

成大明星，如此也易於讓該演員有忠誠度，如此第二主角就在要好

多年後變成第一主角，觀眾熟悉的明星於是誕生。 

2. 公司自己內部發展出劇本，由於內部人員互動關係好，工作人員到

編導一起工作將勝任愉快。 

3. 或是將拍片場地或設備租給別人以換取資金，自己缺少資金就少拍

片，至少將場地租給別人也可以維持製片場開銷。 

4. 找個大明星來支持拍片，希望能吸引大批觀眾。 

5. 尋找外資合作來分攤風險，但外資往往會影響製作過程。 

6. 利用公式分析市場狀況，從劇本、發行、市場來計算，這些可

以用電腦做分析 

 

第二節  電影資金管理 

這是指電影公司的收入來源及可能付出的資金運用，可以發生在快速的製

片活動與放映流程中，這些都對公司的實際純益產生影響。 

攝製電影需要龐大資金運用於短短的一兩年製片期中，由於參與人員眾

多，各項設備與拍片所需材料不可計數，同時電影相關產品的多角化經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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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規模甚於建造一個現代化工廠，其差別是電影可以於製片完成後一兩年

內立即回收資金，並且在往後的幾年中，工廠既使不運作，卻可以繼續有收入

進來，只要市場上有人看這電影，其所產生的收益便繼續發生，電影的這種工

業體制是其他媒體工業所羨慕的，但是短期需要的龐大資金卻也是其他媒體所

無法承受的風險，因而為了提高電影收入與電影公司的資金使用效率，資金管

理自然十分重要。 

    一、製片的資金管理：這裡指的是電影所需的固定資金與流動資金。  

固定資金 是指用於主要影片產製過程中的固定資財、物的資金使用，包

括房屋、建築物、攝影機器與其他設備、交通設備，及其他拍片所需的實物，

能夠多次使用，並不改變其實物的形態，通常會有兩種特性：1)使用年限在一

年以上或是可以多次拍片使用； 2)其單價在限定的價格之上；固定資產的折舊

與更新依各公司的規定而不同，這些要求與一般機構的設備財產帳目一樣。 

流動資金 是指用於製片過程中資金，用於購買該部電影設備、器材、耗

材、人事費用、管理費用，流動資金一般是指貨幣資金，用於購買平時支出，

於是流動資金變成商品資金，在影片出租與放映等階段（商品販售階段），商品

資金又變回成貨幣資金型態，這種過程轉化稱之為流動資金循環，流動資金於

是會週而復始的形成資金的週轉，這種資金循環有如下特點：(1)流動性 從商

品轉循環的過程；(2)波動性 受市場、季節、銀行利率、外匯等影響；(3)綜合

性 受影片與市場上各中因素影響。 

    二、會計資金管理：分(1)現金管理；(2)銀行存款管理，其目的是要求有效

地保證製片隨時有資金利用，並從閒置的資金中得到最大的利息收入，希望在

保證適當計畫使用中，能壓縮貨幣資金占用量，且有效防止挪用、貪污、盜竊

問題的發生。   

現金管理指庫存可用現金，依計畫及公司使用條例規定使用於薪資、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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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保險、購置、差旅費、零用金等，一般多存放於公司指派的會計、財務人

員管理；銀行存款管理是指在銀行開設製片專款帳戶中存款與取款等資金調動

過程，這其中牽涉到所選擇的合作銀行利率、結帳方式，包括其中的銀行支票

往來、匯票往來、利息計算等。 

    三、財務資金管理與調度 流動資金變成現金管理時要支付的費用，包括

劇本費、簽約費、製作費、廣告、行銷、發行等費用，資金的調動要非常靈

活，如果發生資金不足的情況，也就是公司的資金不足來自於其他電影的收益

下降，就產生危機，解決的方式有兩種： 

1. 增加片庫存量電影的運用 例如重新包裝發行到可播映的電子媒體

管道。  

2. 開闢週邊產業及媒體 例如電影印刷出版品的上市，相關產製品推

出，以及錄影市場 DVD 或 VCD 包裝上市，此外，重新檢視進入電

視、計次付費電視(PPV)、隨選視訊電視(VOD)的機會，乃至於衛星電

視市場。 

如果公司的資金問題過大，必須有立即的應變方法： 

1. 如果是集團企業連鎖公司，必須開發小規模製片方式，增多產量，

以擴佔市場空間，同時增加電影週邊價值，所採用的小製片策略，可

以是小規模管理，所需人力亦少。 

2. 如果是一般獨立製片公司，就必須減少各項成本開銷，同時想法增

加收入，以代理發行方式，用買低賣高的哲學進口外國影片，同時多

開發電影類型市場，以小成本、低預算電影（用合夥 partnership 的關

係降低成本），算出純益比（Net 比率），來大量製造多元化電影類型。  

3. 運用各種付款方式，或分期、分年，來分析純益比，可以是合製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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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分帳採 66/33、75/25、60/40），或是約僱關係。 

4. 股權，可以是電影版權或是公司股權。 

5. 分散資金的來源，從關係企業尋求資金協助，例如迪士尼的主題公

園(Disney Theme Park)遊樂區是個吸金的單位，因此對於集團資金的

調度有幫助（見附錄）。 

6. 賣國外版權(rights)的預售，電影籌募資金時可將國外版權換成資金

來運用。 

7. 「點子」與明星可以是市場上的無形資產，電影是講求創意的商品，

一個好的點子將是十分值錢的。 

8. 合資製作，分攤風險；將自有資金放在一個投資上是種冒險，分攤

冒險就是增加自己的生命力，使得財務能更加靈活運用，因此可以是

製作人的錢，加上公司的錢。 

9. 自製外包發行。 

 

第三節  電影財務管理 

電影資金募集得來不易，財務人員在調度資金也相對不容易，因為電影的巨

額資金通常不是一次到位，是分次撥入，這是籌資時的約定，因此有一些觀念必

須釐清。 

一. 電影財務管理概念： 

1.如何合理籌措所需資金？如何正確地使用和分配所掌握的資金？可

以是銀行貸款、劇本抵押或個人信用抵押的方式募集資金。 

2.財務管理的人員必須要有一些重要觀念：(1)效率觀念；(2)節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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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盈利觀念；(4)資金時間的價值觀念；(5)風險價值觀念；(6)市場觀

念；(7)競爭觀念；(8)法治觀念。 

二、電影財務管理活動： 

a.內容（財務活動）：籌集資金、資金使用、資金分配。  

b.任務：合理籌措電影資金，減少資金在拍攝中的浪費，擴大未來資金

收入的可能性，加強資金的監督制度。 

c.原則：協助製片品質達成，合理運用資金，計畫與支出要求平衡，創

造最大市場利潤 。 

d.工作：(1)制定製片中的財務制度；(2)進行各項財務預測；(3)進行財務

決策；(4)編製整體製片財務計畫；(5)組織與控制財務活動；

(6)進行財務監督與分析；(7)進行管控績效考核。 

三、電影財務預測： 

這工作是資金預測、費用預測、利潤預測，電影的花費必須有效了解，用

科學方法進行實際估算。 

這是根據電影市場財務收支的客觀條件，使用量性(quantitive)分析與質性

(qualitative)分析方法，對製片中的財務狀況於實際可能情形做出科學估算，預測

是資金調度的必要準備，對電影風險的控制極為重要，有下列思考：  

1. 預測程序：(1)確定目標；(2)蒐集相關資料；(3)選擇預測方法；(4)進

行預測，並得到結果；(5)進行結果評鑑，及修正財務預測。  

2. 預測原則：(1)根據資料項逐項認真考量；(2)根據製片短期或長期時

間進行經濟、市場預測；(3)根據未來發展趨勢預測。 

3. 預測方法：(一)量性分析法：(1)因果預測分析法；(2)趨勢預測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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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分析法 

4. 預測種類：(1)以範圍看宏觀或微觀看電影市場財務預測。 (2)以時間

看長期、中期、短期預測。(3)以內容看資金需求、費用需

求、利潤預測之間關係。 

 

第四節  電影發行管理 

電影的發行是非常關鍵的過程，必須實際考慮下列幾點： 

1. 電影推出市場的時間。 

2. 市場上競爭對手情況。 

3. 廣告的條件、創意性多少、公開性的程度、促銷活動的項目、市場

調查的結果。 

4. 何種廣告媒體最有效率？需要多少錢？ 

5. 電影推出的方式？是全國全面性（普遍的）？或是重點性（少數城

市）？或是一般性（較廣泛性的戲院少，但每家戲院較持久映期）？ 

6. 是否參加國際影展(製片及工作人員)？ 

    戲院發行協定的簽定 

1. 標準發行費（抽成或包括廣告、拷貝）：總戲院收入的 30%-35%。 

2. 固定費用協定：50%/50% 

    家用錄影(Home Video)的發行 

1. 通常家用錄影帶的收入是電影收入的兩倍，推出的時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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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影在戲院有三、四個月之後，然後是飛機上及 PPV（30-60 天（播

映，首映的七個月後成為錄影帶，同時首映後的六到九個月出現在

有線電視頻道（付費電視），最後是無線電視頻道或是電視聯播網。 

3. 電影通常於三到六個月到國外發行。 

4. 錄影市場如何與製片及公司分帳？ 

5. 電影院經營的定位： 

a.首映的作用製造票房與口碑，較差的電影放映也可以維持電影院的

生存。 

b.電影院的收入，通常是電影票占 70%，其他販售占 30%。 

c.首輪在大城市，二輪在普遍的地區，三輪在較小及破舊的戲院。 

    電影票券票務管理  

這是電影發行與映演體系中最直接關係到財務管理工作，也關係到整個製

片盈餘，電影票劵包括電影入場劵、促銷交換劵、公關劵等，均是有價票劵，

從設計、印製、使用過程中，由公司財務部門進行監督與核銷，確實建立制

度，票劵上通常有編號，便於管理與核算。  

電影票務管理是電影院中經常性的事務工作，必須有良好的制度於管理與

監督工作上，售票員的品格與素質是考量因素，目前普遍適用的電腦帳務處理

系統，減少票務人員的出錯機率，但是因為加上最新使用的網路購票與信用卡

機器售票，會計的計算工作往往需要一段時間做結算，但對於整體帳務結算有

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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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電影全球市場管理 

全球資源與關係的介入是以全球化市場的觀點看電影經營，可以有下面結

論： 

1. 享受匯兌與節稅的優點。 

2. 喜劇與動作電影受到國際市場歡迎。 

3. 電影品質要夠好、有大明星，最大市場是指生活指數高、著作權觀

念健全、高價發行的國家或地區，例如日本。  

4. 利用國際合作的國際發行優勢，但國際的製作必須有製作上的有利

條件配合，例如技術、資金補助、減稅，或是情節、場景、文化特殊

性等等，這是發行與映演的經濟學。 

另外，全球電影商品市場可以是一個市場大餅，創造另一個收入的來源，

例如： 

1. 1977 年，《星際大戰》至今已超過 20 億美金的全球收益，至今仍然在

繼續賺錢，只要有人看就會有收入。 

2. 另外一個早期例子，1990 年，《忍者龜》有超過 10 億美金收益，來

自於海報、玩具，其中運動衫最受歡迎，隨後各電影公司爭相仿效。  

3. 迪士尼的動畫電影聯合所有販售通道而形成的大賣場（異業結盟），

同時增加電影的知名度，但是首先要考慮先期投資的限度，及可能的

風險，當電影下檔後，有可能電影商品也立刻失去價值。 

 

第六節  電影經營管理相關考慮 

電影產業繁瑣的其中一項是簽約，各種經紀人(Agent)的加入要簽各種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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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Deals)，經紀人於是是產業中重要的仲介，劇本經紀人不光協助劇本完成投

資簽約，同時其地位可以是包裝師、政治家、資訊收集者，將劇本用各種說服

的方式送到電影公司的老闆桌上，如何與投資者周旋，將所見所聞告之導演與

編劇，作為必要的市場競爭，劇本修改之依據，另一個機會是，經紀人有可能

參與可能投資製片廠的決定會議，經紀人會說服電影公司這劇本會賺錢，這就

是電影產業制度上分配的責任，因此劇本取得要有法律文件支持。 

電影業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權利的取得(Property Right)，包括劇本、演員、工

作人員等，其次是資金的籌措，國際影展的出現常被視為是運用外資交易的場

所；對於製片來說，市場調查是最重要的事，要完成賣座因素分析，而分析結

果的賣座因素是：場面、傷感、科學虛構、家庭電影、婦女電影、音樂、驚

險、暴力、懸疑、性、幽默、恐怖、種族、寫實流行主義、愛國情緒，另外分

析電影成功因素也不外乎能提起觀眾焦點，採用暢銷小說，用知名明星演出

等。  

對於故意造成電影的爭議性是一種風險性的做法，例如劇情瓢竊糾紛、分級制

度與道德爭議，電影內容涉及誹謗與隱私問題等，對於經營來說都不是一件樂

於見到的事情，都會盡量避免，若殃及公司或個人形象的風險來製造知名度、

炒作，往往最後的結果都不會很好，尤其在電影進步的美國社會，其實社會風

氣對電影看法是相當保守，並且被社會監督也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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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電影行銷發行 

 

宣傳在現代的市場上是最為重要的行銷手段之一，眾多的訊息、眾多的產

品出現於單一市場上，如何能使自己的產品突顯其功能而得到消費者的注意，

這就是宣傳；許多好的電影因未能有效的採用宣傳策略而失去了票房，原因是

大多數喜歡類似電影的觀眾並不知道它的存在，這就是宣傳未能有效找到目標

的對象；其次，許多的「爛電影」卻能有出人意料的票房，就是一種宣傳的效

果，它能引起觀眾的好奇心而前去一看究竟，因此在自由市場上，除了提高產

品的品質外，更重要的是讓消費者知道它的存在，否則，因為「不知道」而錯

失選擇機會，致使產品的製作平自失去了有利的競爭條件。 

目前許多的電影都花費鉅額廣告費做宣傳，如果是宣傳內容能掌握住重點

的話，就可能造成好的票房，如果宣傳的技巧上未能掌握重點，那麼將浪費廣

告費而增加影片的成本；有一個重要的觀念是，「宣傳是不能單獨存在」，也就

是宣傳必須和電影的品質有相當的關連，同時不能過於誇張，因為當宣傳與事

實不符的問題被揭發後，類似的宣傳不論投入多少心血，其效力都會大打折

扣；許多的電影只剪取其中重要的精華做宣傳，或是利用電影中主角進行各種

名目的宣傳，結果當觀眾看電影發覺上當的時候，也就是電影公司關門的時

候，唯能宣傳與品質並重，才能創造更好的效果；成龍的許多電影，如《A 計

劃》、《警察故事》等，都是在宣傳上成功，而電影本身的品質也得到觀眾的認

同，所以成龍的電影在觀眾的心目中，就代表了品質，一旦建立了電影製作公

司的信譽，只要在往後稍微注意一下宣傳的方式，就會比那些投機電影商人在

花大筆錢作廣告的效果要好，這就是「品牌效應」。 

電影的宣傳行銷不是在電影上映於電影院前才開始，而是應該從電影開始

策劃時就展開，有三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運用行銷觀點檢視電影劇本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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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設計，提出有力的電影製作吸引作為拍攝中的條件，對於之後的行銷宣傳

有關鍵的助益；第二階段是製作期間主動地提供正確而有趣味的消息給傳播媒

體，不但使得傳播單位能有充裕的消息來源，同時也是尊重傳播單位的一種作

法，這種製作中經常保持聯絡的作法，並主動提供一些有關資料及數字，將使

宣傳上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而提供的資料內容應先經過專業的宣傳人員設計與

構造，以求內容不過份的主觀，而為一種半知識性與趣味性的消息，如果只是

宣傳字句，必將使得宣傳心血白費，企業中公共關係部門的日漸受到重視，也

就是希望能與社會保持密切的聯繫，寓宣傳於無形，公共關係的責任在目前已

為日漸專業化的一項學間。 

第三階段是在宣傳中不可忽視的人際口頭傳播的效力，一部電影無論宣傳

多麼成功，但最終總是要出現在電影院中為觀眾所「檢查」，所以投機的人會做

不實的宣傳，往往花費了鉅額廣告費，最後卻被人際口頭影響所擊敗，因為電

影內容往往是人們日常生活中談論的話題，因此一個觀眾無形中影響了他周圍

生活與環境中的許多人，於是這些人又可能在言談中又影響了其他的人，所以

當電影放映在電影中時，所面對的不再只是嚴酷的觀眾反應，而是這些觀眾周

圍的朋友，人際傳播的話題往往又來自宣傳最熱烈的電影，因此，對於電影的

宣傳不可不慎重，有些製作精良的電影，在放映前並沒有進行多少的宣傳活

動，但是放映狀況卻愈映愈盛，廣受大眾歡迎，其原因也就是人際宣傳發生正

面的影響，例如《海角七號》就是典型的例子。 

這其中的設計如下： 

(1)、行銷規劃 將電影可以移轉授權的象徵(symbol)物，包括商標、肖

像、劇中元素，依獨占的條件轉移到另外一個商品上的計畫，這個計畫的優點

是可以提高電影宣傳價值，增加授權金收入，同時可以減少行銷開支，但是必

須經過小心評估，因為如果電影不賣座，又商品沒有吸引力，但電影在市場上

下檔的時候，這些行銷的活動都會立即被撤換，所以真正的關鍵還是電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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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市場價值，行銷只是配合活動而已。 

(2)、連鎖店的授權 一些大的連鎖企業介入電影行銷也是希望佔到電影市

場的強大吸引力之便，但是授權的關鍵在於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與規劃，而對

商品是否具有吸引力做結論，這些都會根據市場研究調查與報告而來，對於一

些特定的體裁所衍生的成人、青少年、兒童等的興趣做研究，例如 2001 年及

2002 年華納電影《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系列，及 New Line 電影公司的《魔

戒》(The Ring)系列電影，在書店、服飾店、電玩店等地方，都有連鎖的商店為

自己的商品促銷，無形中刺激了觀眾的重視，也提升了續集的無形宣傳之便。 

(3)、授權內容 授權是一種契約化的合作模式，在法律的保障下，用一種

特定的權力授予發行商或製造商，能持有(拷貝錄影帶、DVD 等)或提供一種服

務（將商標印在物品上），而從中獲得利潤與版稅，這是電影獨特衍生的龐大權

利價值。 

(4)、事前設計 所有的活動都需要在電影完成前做好準備，包括設計、製

作、舖貨、宣傳等程序，而促使消費者能衝動的購買。  

(5)、授權範圍 授權範圍包括玩偶、玩具、商標、肖像、海報、電玩、小

說、畫冊、卡通動畫、電玩遊戲等，最先完成的是玩具，最後完成的是電玩遊

戲，這些東西通常在電影企劃之際就有專人介入，當電影在拍攝時，這些商品

就進入製造期，電影完成大部分時，簡單的廣告影片就會設計將這活動帶入市

場，之後，電影上檔之際，所有行銷活動會相繼推出，這時所授權的眾多商品

就進入銷售的高峰期，成功與否就在首映之夜的票房。 

電影商品的生命週期比電影短，當電影可以在其他媒體出現之際，電影商

品已經丟入拍賣品行列，所以聰明的商人在電影首映的第一週就知道電影商品

可以繼續賣或是要撤換，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生意市場，這其間所看不到的是大

筆的電視廣告費的支出，不論是電影公司或是授權結盟公司都會如此投資，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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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互相促成市場銷售量。 

 

第一節 電影行銷觀念 

電影已經脫離了「閉門造車」的時代，尤其應讓具有行銷專長的專家加入

這個行業，在靈感出現將成為劇本之時，就開始構想如何能增加其拍攝成果的

普及性，能讓更多的觀眾分享這個劇本的觀念，行銷不光是促進推銷，更重要

的是能把原來在拍攝製作中許多可能的因素都加以審慎研究，而各種電影製作

過程中的手段，都將和整個電影將來放映於市場上的反應有闕，而行銷提供了

方法，並形成各種不同的策略運用，行銷策略將能有效地把電影的組織綜合運

用。 

行銷本身是為能順利、並加速電影交易行為的一種活動，其主要基礎在於

「誠」，也就是分析自己電影所擁有的有利條件，加以特別設計，以突顯這些專

長，不作不實渲染，其中可以分為產品的銷售內容、方式、包裝、管理，這也

就是電影的內容特色、劇本中的情節設計、可考慮增強觀眾印象的技巧、促進

購票活動的方式及各種拍攝過程中的管理等，這種從全盤掌握電影從製作到發

行間的細節，並加以有效利用，成為電影進入的市場最有用的方法學，為了在

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生存與盈餘，有效提出這種策略計劃，使得各項資源能適應

市場、配合社會，因此行銷策略成為美國電影集團營運活動的最高指導原則。 

電影行銷策略的五個步驟：  

(1)尋找電影市場的機會點，例如與某某特殊節慶有關的民俗故事，或是與

某項社會現象有關的故事，這些成為溝通社會與電影之間有利的方法； 

(2)分析自己所能掌握的資源，包括人力、物力、方法； 

(3)確定行銷的目標，如針對某階層消費觀眾的需求，而分為消費者心理、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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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行為、電影公司未來狀況； 

(4)擬訂各種可能行銷的方案，提出的方案必須經過評估，評估可能的結果、

其他公司的反應、可負擔的風險、所需要的時間、付出之成本與效益的分析比較、

人力及管理上所需要的調整等； 

(5)明確的任務，如電影劇情的特色、場景特色，未來可能放映時間、廣告媒

體選定、片名的選擇等，全部加以考慮後，成為一種一致性的行銷訊息。 

電影和其他商業一樣，應有完整而長期性的計畫，對於一個非臨時性的電影

公司尤應如此，如果電影實際工作人員是臨時性組合而來，那麼公司原有固定人

事，就應該首先有良好的行銷策劃小組，為尋找市場、為下一部電影作各種研究，

電影業之不景氣，就是因為投機性太重，叉沒有完整的長期性目標所致。 

針對電影製作中的考慮因素，行銷策略分為三部分。 

(1)特性策略。強調影片劇情的故事或是影片感受的特殊性等，例如「冒險

動作鉅作」或是「偉大倫理親情鉅片」等，都是對劇情特性所定的策略。   

(2)形象策略。主要目的是希望觀眾能對某家電影公司或演員產生一種品牌

的「印象」，如「新藝城出品、觀眾有信心」，「成龍電影都是真功夫電影」，「演

員孫越代表社會公益的良心」等，這些無形印象給所觀看的電影一種親和力，

對於一種經常持久的電影企業，尤應重視企業形象的塑造，如中影公司是「肯

花大錢、拍大電影，失敗而不灰心的公司」的這種印象。 

(3)認同策略。看到別的類型影片受到觀眾歡迎，便以「錯覺認同」的方式

吸引觀眾，如「本片是《阿凡達》原班電影工作人員製作」，或是「本片為

《2010》電影之姊妹作」等，都希望觀眾在認同類似電影後也能認同這部電

影。 

(4)定位策略。建立電影屬於某類影片的地位，如「高水準音樂文藝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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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最佳藝術電影」等，這些做乎是藉著觀眾在觀賞影片後會提高自己的

水準來定位，事實上，每部電影製作也都應先定位電影會在那些觀眾階層的可

能，從而尋求類似品味、劇情發展、場景選擇等條件的實現。 

行銷策略的選擇根據一些因素，如製作條件、財務況狀、人力資源、價值

判斷等，此外，最重要是有充裕的時間，並且要堅持地去執行，不要因一些挫

折而失去了信心，從電影開始構想時，就應考慮往後發展的諸多因素，才能掌

握充分的時間及資源來加以運用，重視電影的商業活動，就應及早確立商業的

行銷策略。 

電影從開始構想到最後推出放映並影響觀眾，這其間有著很長的路徑要

走，這其間的過程如果不能具備某些條件，或是缺少某種態度上的認知，都將

使此項製作最後失敗，所以針對電影的未來發展，應具有研究電影的商業態度

與經營管理制度，將電影技術理論、電影行銷、策略運用、及電影市場研究之

心理影響之四項要求整合，才能使製作與工作、觀眾及社會結合為一體，也能

有所盈餘。 

 

第二節  電影市場行銷 

電影有幾種不同的商品屬性，因此也帶動不同的市場行銷活動。  

(1)、基本屬性行銷 電影的屬性原來是記憶性商品，看完後只能保有記憶

的快感，因此，這種記憶在下次類似劇情發生時能夠快速認同，行銷可以利用

這種心理來推動觀眾活動，這是電影基本屬性行銷，一般是最常運用的方式。  

(2)、擁有性行銷 當電影院的電影變成錄影帶或是 DVD，可以個人擁

有，因此又產生擁有性行銷方式，這種行銷可以結合相關產業做異業結盟行

銷，例如與家電廠商聯合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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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場合行銷 這可以指一些特定的地方播放電影，例如飛機上、或

長途交通工具上，這些播映的地點因此可以是最好的電影廣告及宣傳的地方。 

(4)、電子媒介市場行銷 當電影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在電腦上看到，在網

路上看到，在行動通訊器上看到，電影的市場突然變大變廣，電影的利潤相對

也對提升，電影的這種在數位科技支持下的改變，產生電影行銷通路的革命，

電影行銷人員應該知道，同時製作人員也該知道將來製作的電影有那些發行通

路，一部電影因此可能會剪接成幾個不同的版本，適合在不同的電子媒介上播

放。 

(5)、生命週期行銷 電影因為增加了許多的放映場所，早期戲院下檔之後

就進了電影倉庫的情況，如今在科技的協助下，延長了一部電影的壽命，並且

這種壽命在多年之後還是有可能重新復出，電影的這種生命週期一如人的生命

週期，由誕生、發育成人、壯年、老年、及消失引退，因此也對電影的行銷也

產生不同的做法。  

a. 誕生期 電影在製作時產生所謂的【陣痛期】，經由非常困難的製作完

成電影，總是經歷過許多挑戰，但是這時還是要做某種的行銷宣傳，例如發新

聞稿、製作預告片、試片、修片等，宣傳與行銷的工作都在繼續進行。  

b. 發育成人期 電影完工問世時，接受觀眾的檢視，非常謹慎與恐慌的面

對不定性的觀眾，這時為了促進成長，要加強行銷，有如增加補品，希望能度

過難關，讓多數人接受，行銷是一大挑戰。 

c. 壯年期 電影在市場上已經有一段時日，成敗結果已有定數，這時積極

開發多元通路與市場，跨國行銷及跨媒體行銷於是展開，希望在此能創造市

場，增加利潤，行銷會以另外的跨區與跨國方式進行。 

d. 老年期 當電影已經在世界上播映完畢，並且錄影市場也充斥這部電

影，這時電影向電視的電影頻道揮手，以「電影套裝」的方式賣給頻道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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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希望能在市場上做最後的回顧，行銷就在此作搭配性的市場設計，這是電

影最後的剩餘價值。 

e. 消失引退期 這時逐漸被淡忘的電影名稱會出現在電影圖書館的目錄，

或一些電影資料庫中，接受一些探尋者的訪查，也許會因為某個導演專輯或製

片、編劇專題的議題，重新促使壽命已盡的電影出現市場，行銷人員其實在推

動「資料庫行銷」活動時，還是能找到電影社團、學生的興趣。  

好的電影行銷人員會配合電影生命週期來設計行銷活動，讓電影產生最大

的經濟效益，一個好的有品質的電影總是在市場上會有長久的生命週期，典型

的經典電影是不會讓人淡忘的，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電影及伍迪艾倫

(Woody Allen)的電影都是榜樣，1977 年的《星際大戰》至今還在賺錢，電影史

上最賣座的電影《鐵達尼號》也仍然在賺錢，主要的關鍵是電影能一再的被人

觀賞與提起，因為這些電影具有非凡的品質與意義。 

 

第三節  電影置入性行銷 

置入性行銷是一個電影同時尋求資金與宣傳的機會；電影的故事反應日常

生活的一切，因此就製片的角度，將電影中出現的物品與該產品的廠商共同合

作來宣傳，這在行銷規劃中是絕對必要的；一個早期有名的關於置入性行銷故

事，發生在當年 M&Ms 巧克力拒絕電影《外星人》(E.T.)作為他們電影中的零

食，所以後來由另外一家 Reese’s Pieces 的零食公司取代，事後，隨著《外星

人》電影的票房與聲名全球提升，而讓該商品的銷售數字節節上升；另外許多

的電影也都有這種置入性設計，例如成龍的電影曾經幫日本汽車公司在電影中

宣傳汽車功能；而 1995 年的 007 電影《黃金眼》中出現的 BMW Z3 的敞篷汽

車；2002 年的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的《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中出現

Lexus 的概念車；另外電影《星際戰警》(Men In Black)中有最新的 E 級賓士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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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電影《Untouchable》中的演員服裝是由服裝名牌 Armenia 設計提供，這些都

是昂貴的商品，因此許多的廠商願意以電影的方式進行全球推銷，不光是電影

中能顯現該產品，同時廠商也在自己的廣告片中也借用電影的片段，因此是相

得益彰，提高商品的知名度與電影的可看度。  

這些行銷的商品通常是平時觀眾生活中關心的東西，可以是昂貴的或是生

活化的，例如出現飲料廠牌或是速食連鎖店，這些商品的使用不會降低電影的

水準，但是對於不同國家的觀眾來說，就產生一些象徵的意義，這項商品雖然

對電影的資金未必有多少幫助，但是在無形的廣告上或是道具支援上，卻是節

省一筆開銷，這是另外一種的廣告方式，製片(Producers)應該要知道如何運用。 

一、置入性行銷可能性 

廣告業的角色在電影產業中有其重要性，不只因為電影行銷的策略，同時

也因為與電影成本有關，廣告要花錢，但是置入性廣告卻能夠省錢，行銷與促

銷也同樣道理，但是經由行銷的特定公司介入，產生一種發行關係或異業的合

約(contract)關係，在成本投入與廣告費用上的節省，也同樣能達到雙贏的市場

目的，美國迪士尼卡通電影就充分的與麥當勞公司合作發行兒童玩具，在全球

麥當勞廣告中幫助電影宣傳，同樣的電影發行商與映演戲院可以投資電影製作

成本，也同時可以與廣告商分攤行銷成本，另外，越來越多的電影採行電影的

置入性行銷，以減少電影製作預算。 

美國好萊塢電影透過廣告與行銷獲得全球的關注與認同，一部部的好萊塢

電影就如同是無敵的電影商品，透過好萊塢電影工業價值的產業鏈來看電影中

廣告的再现模式。好萊塢電影的工業價值產業鏈大致可分成製作、發行與映演

三階段，以電影產業結構的投資面來說，故事與劇情是電影最重要的一部份，

而這一部份除了是要觀眾想看的內容外，還有想展現給大眾的商品及價值觀，

於是電影中的道具便成了廣告商眼中的廣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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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何謂置入性行銷 

置入性行銷（Placement marketing）或又稱為產品置入（Product 

placement），是指刻意將行銷事物以巧妙的手法置入既存媒體，以期藉由既存媒

體的曝光率來達成廣告效果，行銷事物和既存媒體不一定相關，一般媒體閱聽

者也不一定能察覺其為一種行銷手段。 

置入性行銷可以是廣告、公關與商品置入三種觀念的綜合體，在透過生活

型態與情境溝通下，以和緩的方式對消費者進行說服性溝通，這是一種穿透生

活、滲透思考的行銷手法，以消費者的低涉入感為前提設計商品訊息，以便達

到商品認同感，電影商品具有這種運用媒體的客觀性與廣泛性的必要性，在不

知不覺中提醒及影響消費者的觀感與判斷，而達到委託行銷者目的。 

電影中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置入式廣告公司：付費置入性行銷及成為「促銷

合夥」，前者需付費並附上詳細的產品企畫書讓電影製作公司評估篩選，在這裡

電影公司是處於被動的；「促銷合夥」公司是指商品業者以贊助或廣告活動的互

動方式提出合作，哪些產品適合出現在電影裡是製片商主動與業者接洽，但是

是以廣告商的產品促銷活動為主，並需提出完整廣告宣傳企畫與競爭對手比

稿。 

最常見的置入性行銷為於電影畫面中刻意置入特定靜態擺設道具或演員所

用的商品、談話中提及，腳本中透漏，而要置入的商品必須付費給電影或電視

節目製作單位；例如《007》系列電影中，男主角的手錶、汽車，置入性行銷試

圖在觀眾不經意、低涉入的情況下，減低觀眾對廣告的抗拒心理，不過行銷的

太過火、太浮濫、太誇張的情形，會出現廣告化的歪曲現象，台灣電視劇就曾

經發生被主管機關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NCC)要求打馬賽克的規定。 

針對電影中的「置入性行銷」， 因為是商業性手法，所以有人很反對， 

認為在電影中大量的放入「置入性行銷」會破壞電影本身的藝術價值，但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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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慾望城市》卻廣受歡迎，這樣的商業手法目前台灣電影產業逐漸被重視，

拍電影沒有資金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企業願意投資電影放入「置入性

行銷」，只要不太離譜，相信對於電影的產業發展是一件好事。  

 

第四節  置入性廣告濫觴 

在1920年代企業借就已經用產品置入的手法，把菸草公司的香菸品牌置入

好萊塢的電影中，商品置入式試圖在觀眾不經意、低涉入的情況下建構意識的

知覺，由於觀眾對廣告有抗拒的心理而商品置入則融入於劇情之中，因此效果

反而比直接訴求的廣告來的好，因此在1930年Hershey公司把巧克力(Reese’s 

pieces)置入於《ET外星人》(E.T phonehome)中，電影的E.T受到Reese’s pieces引

誘而走出藏身處，在電影播出後三個月，該巧克力的銷量暴增至65%；另外

Audrey Hepburn奧黛莉赫本在《第凡尼早餐》中身穿的Givenchy小黑裙，此後品

牌和明星建立了延續一生的聯繫。最近一部與時尚品牌緊密相關的影片是Nicole 

Kidman和Hugh Jackman的新片《澳大利亞》，其中Nicole Kidman穿了Ferragamo鞋

和全套Prada旅行箱。 

圖五  電影中品牌行銷 

 

 

凱瑟琳德納芙(Catherine Deneuve)穿Roger Vivier的銀色鞋在名垂影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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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e de Jour》中，而那雙鞋子現在被稱為Belle Vivier。 

近期置入性廣告與促銷合夥公司的成功案例在電影《慾望城市》 (Sex and 

the City: The Movie)(2008)中非常成功促使各種名牌行銷(Branding Marketing)成為

經典，之前是美國有線電視頻道HBO播出電視影集《慾望城市》，描述作家凱

莉、公關莎曼珊、律師米蘭達和畫廊經理人夏綠蒂這四位女主角多采多姿的生

活，她們在曼哈頓的友誼、愛情與時尚感在電視中宣傳無疑，從Manolo Blahnik

高跟鞋到名牌服飾，四位女主角崇尚名牌使廣告主對之後上映的電影版《慾望

城市》寄予厚望，不惜砸重金換取在片中曝光的機會，電影製作公司新線影業

公司(New Line)甚至用「女人的超級盃」形容電影對廣告主的吸引力，其意思是

產品出現在這部電影裡，其效果堪比美國電視界最大年度體育賽事轉播中的商

業廣告，事實上，也證實了這部片確實有超強的吸金能力。 

電影版《慾望城市》細數影片中置入行銷的品牌，光是服飾品牌就超過

150個，片中的名牌珠寶、高跟鞋、飾品和皮件等行頭超過上千件，電影內的品

牌包括Manolo Blahnik、Jimmy Choo、 Vivienne Westwood、Louis Vuitton、

Chanel、Gucci、Swarovski艾菲爾鐵塔手袋、Hello Kitty、Benz、Vitamin Water、

Bag Borrow or Steal、Vogue雜誌、Burberry、Prada，女主角凱莉在片中平均每1分

40秒更換一套服飾，完全超越之前上映的電影「穿著PRADA的惡魔」。片中除

了女性所熟悉的時尚品牌外，還包括許多非流行產業的知名品牌，例如劇中擔

任婚禮禮車的賓士GLK S-Class，還有夜店場景中的名酒Skyy Vodka等等，聲勢

龐大的置入性行銷令當今電影製作業吃驚，女主角凱莉崇尚名牌鞋，使Manolo 

Blahnik與Jimmy Choo成為家喻戶曉的品牌，許多企業期盼凱莉對影迷粉絲的影

響力能觸及時尚以外的領域，激起消費者購買豪華車和名牌包包等產品的慾

望。  

這種置入式廣告基本上是一種互利的交易，經電影劇情使用的服裝設計或

物品，最終可能會保留在剪輯後的影片裡，或是不會，但是各品牌就算雖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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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競爭進入電影內的機會，但是出現在螢幕下的自己廣告上，廠家就可以在廣

告宣傳中使用該影片鏡頭，這也算是另外一種補償業。 

置入性廣告的問題在於其給觀眾不自然的感覺時，如果商品在電影中給人

感覺明顯太突出廣告產品，或是刻意強調該商品的畫面與對話，並不必要於劇

情，就可能會引起觀眾的反感。 

 

圖六  《慾望城市》中的時裝秀 

       

（圖片來源：官方網站） 

《慾望城市》製片人必須非常了解置入式廣告以及該如何做、為何做，並

且非常挑剔，要經過劇情設計，使看起來置入的產品廣告與電影講述的故事是

吻合的，這部電影的這麼成功，至少有八家企業的產品出現在電影劇情設計

中。 

Bag Borrow or Steal 

「Bag Borrow or Steal」是一家專營設計師名牌包及珠寶配件出租的公司，

其出租公司可以透過網站看到，透過「Bag Borrow or Steal」的網站電影版的

《慾望城市》的上映消息可以擴散到「Bag Borrow or Steal」的顧客群，導演金

恩把Bag Borrow or Steal這個名牌包包出租網站寫入慾望城市的劇本後，新線影

業便主動邀請該網站成為合夥人，這對該網站的概念與品牌都有立即加分效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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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Bag Borrow or Steal網站 

 

                                                      

    Louis Vuitton 

圖八  置入行銷之一 

 

圖片來源：官方網站電影裡的Louis Vuitton 

LV第一部合作的影片是王家衛的《藍莓之夜》，Natalie Portman身穿的是LV 

05春夏的櫻花印花連衣裙，而後在《穿越大吉嶺》中，陪伴Owen Wilson、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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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tzman和Adrien Brody穿越印度的是Louis Vuitton定製的皮箱，而這正好符合

了現在LV希望傳達旅行概念的品牌精神，而在《慾望城市》中透過男女主角的

愛情帶出產品在其生活中的必要性讓觀眾在看電影的時候被強制的灌輸其品牌

的實用性和意義。凱莉的助手叫路易絲（Jennifer Hudson扮演），来自小城St. 

Louise，狂迷Louis Vuitton手袋。 

Vitaminwater 

「vitaminwater」是與包裝時尚有型產品相符的時尚定位「水」產品，該公

司為電影公司提供拍攝現場有喝不完的水，並且在該片上映期間市場推出兩款

限量水的瓶上標示：「獻給慾望城市電影及眾角色們」，另外《慾望城市》也可

以享受viataminwater大量零售點的曝光以及30秒廣告中提及的兩者的合作。 

Sky Vodka 

Sky vodka打敗贊助電視版《慾望城市》的強勁對手absolut伏特加，成為電

影版的贊助廠商，在這項合作中，電影中所有夜店的場景都會出現sky vodka，

並且也將旗下的其他品牌介紹給觀眾，例如人物中沙曼珊最愛的cabo wabo anajo 

tequila夏綠蒂最愛的雞尾酒Campari和Mr. Big的「Cutty Sark」，在這項合作中《慾

望城市》除了可以獲得免費的大量vodka外，電影上映的消息也可以透過sky 

Vodka綿密的配銷網，到達全美各夜店、酒館，當然也會出現在「sky vodka」的

戶外看板、平面廣告及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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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置入行銷之二 

 

Sky vodka的廣告看板 

 

Jimmy Choo 

Jimmy Choo公司因為《慾望城市》而從一個年輕的小市場品牌轉型為一個

家喻戶曉的品牌，這部電影從開拍到上映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美國的次貸

危機才剛剛開始襲擊華爾街，全球各地的奢侈品牌仍在談論「財富泡沫」和女

人們對單價1000美元以上手袋的購買意願，沒有改變的一點，就是電影和電視

節目依然有能力帶來迅速的、大範圍的知名度，當凱莉在《慾望城市》中穿上

一件絲巾圖案的吊帶裝後，這件衣服的製造商後來賣出了2000件一模一樣的衣

服。 

最近置入性行銷的案例 

透過重要角色人物的服飾配件，或配合電影情節所需使用之道具，對觀眾

傳遞商品、服務或觀光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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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置入性行銷之三 

  

手錶 汽車…等 

 

《007》系列電影是置入性行銷資歷最久的商業電影，男主

角左手腕配戴的歐米茄手錶、男主角駕駛的跑車等都是置

入性行銷的工具。 

Nokia 6600 

 

《玩命手機》以 Nokia 6600 手機貫穿整部電影，男主角

從頭到尾拿著手機不放，搭配劇情設計，企圖凸顯 Nokia

手機收訊良好、耐摔等功能。 

海倫仙度絲 

 

《進化特區》描述因地球受不知名的生物入侵，最後仰

賴大量的海倫仙度絲洗髮精來分解生物的細胞，強調其

成分及功效。 

PUMA 球鞋衣 

 

由於 PUMA 是贊助商，《少林足球》中出現的大量 PUMA

的商標，像衣服、鞋子，甚至足球場景，都看得到

PUMA 豹型蹤影，是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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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行銷 & 城市行銷 

電影置入性行銷可以介紹觀光景點做為國家行銷與城市行銷的賣點，能得

到國家或當地政府補助，同時拍攝場景選擇也更為自由與開放。大家並不陌生

《海角七號》電影帶動恆春地區觀光產業，藉由電影幫助可以很直接為各國關

光產業帶來新的機會與挑戰，甚至是龐大的商機，台灣電影的機會也是如此，

電影《悲情城市》透過電影詮釋與畫面呈現，將一個遺忘的九份礦山小鎮變成

擁有特殊情感與地方人文色彩濃厚的觀光景點，甚至連宮崎駿的《神隱少女》

製片團隊，都來訪找尋美術靈感。  

不過畢竟電影還是以故事為核心，過多的協助只會導致弄巧成拙，導致電影

失去說故事的魅力。  

表十一  置入性行銷之四 

紐西蘭；《魔戒》 

  

《魔戒》拍攝地點位於紐西蘭，呈現天地的壯闊、冰

河的奇觀、高山的雄偉，成功吸引觀光人潮湧入。是展

現紐西蘭風景的成功代表作。 

澳洲；《澳大利亞》 

 

澳洲愛情史詩大片《澳大利亞》，透過男女主角之間浪

漫、冒險等故事，讓澳洲原始曠野奇景一覽無遺，觀眾

可透過導演的鏡頭及唯美拍攝手法，感受到澳大利亞

原始之美，促使群眾動身前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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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愛蜜莉的異

想世界》 

 

 

 

透過電影《愛蜜莉的異想世界》，將法國巴黎的著名景

點聖心堂、蒙馬特區、旋轉木馬─地鐵二號線 Anvers

站等，由女主角浪漫角度傳達給影迷，也成功的將巴

黎行銷出去。 

日本京都；《舞妓哈

哈哈》 

 

《舞妓哈哈哈》此部電影藉題材之便，深入淺出地將

京都藝妓文化之美，在打鬧與歡笑中介紹給年輕觀眾，

成功結合傳統藝術與現代戲劇，讓觀眾更深入了解關

於京都的人事物。 

九份；《悲情城市》 

 

 

取景於九份，《悲情城市》呈現九份獨特的就是建築、

坡地以及風情文化，為此小鎮重新帶來生機，成為十

分受歡迎的觀光景點。 

苗栗；《一八九五》 

 

 

 

《一八九五》描述一八九四年發生在苗栗的真實故事，

強化其歷史價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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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海角七號》 

 

《海角七號》取景於恆春，呈現傳統村莊的樸實、海洋

的魅力，重新喚起人們對恆春半島的嚮往。 

 

第五節  台灣電影商業置入 

2008 年台灣電影在全國總票房比例上是歷年最高的一年，《海角七号》電

影與香港電影《長江七號》和中國《赤壁》三部片成為台灣票房上的前幾名，

這三部華語片都由美商發行公司負責行銷宣傳與發行，由於美商掌控戲院體系

在戲院規模數量上遠勝於傳統國片院線，所以「發行」和電影票房關係密切，

這與所有「商品市場」的「通路」情況一樣。 

成本約 5500 萬的《海角七号》，最後全台票房總成績高達 5. 2 億新台

幣，不僅成為台灣電影史上最賣座的國片，但是這種高票房是否代表製作者賺

得很多呢？其實未必，因為電影戲院票房得和戲院業者「拆帳」，票房收益並

不能全數進入電影投資者的口袋，拍片資方負擔拍片成本，同時承擔電影票房

的「風險」，這其中有相當難度計算方式在資金調度與產業經營制度上。 

台灣的電影產業一向把台北市的電影票房數乘以二，便是全國總票房數，

因此「台北電影票房」成為主管文化部有實質考證的數據，如此也顯得台灣電

影產業的不真實與不踏實，說明 2008 年台灣電影幾部有趣的較高票房電影，這

些電影，除「海角七號」的成本為五千餘萬投入外，其所列國片的票房從一千

多萬到幾十萬不等，雖然每部電影製作成本都在千萬以上，並且其中都有新聞

局的輔導金補助及行銷補助，但是這些電影最後是賺是賠其實卻很少人知道

（見表一），一般社會大眾長久認為新聞局的輔導金不算是製作「資本」，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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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計算沒有計算進去，只把自己的資金算進去回收利潤，這就是台灣電影發展

畸形與其他國商業經營模式不同的地方，投資者不知道自己電影最後的全國票

房是其一，全國觀眾的看電影的興趣數據不知是其二，票房盈餘的公正性與客

觀性不足是其三，這種電影產業的結局及盈餘計算方式，就更遑論電影公司老

闆是否能知道「下一部電影該如何製作？」或是「是否應該製作？」台灣電影

產業的發展癥結也根基於這些基本的商業計算方式。 

表十二、2008年台北市華語電影票房一覽（依98年電影年鑑） 

片名 票房 版權 發行 行銷補助 

（新聞局） 

公司所得 

海角七号 230,691,882 

（未包括2009

年） 

果子 博偉 2,157,000 

（兩百一十餘萬） 

 

囧男孩 17,265,852 

（一千七百餘

萬） 

影一 影一 1,236,000 

（一百一十餘萬） 

18,501,852 

（一千八百餘萬） 

九降風 4,580,950 

（四百五十餘

萬） 

原子 原子 621,000 

（六十二萬多） 

5,201,950 

（五百二十餘萬） 

絕魂印 1,597,740 

（一百五十餘

萬） 

華映 華映 1,818,000 

（一百八十餘萬） 

3,415,740 

（三百四十餘萬） 

鬪茶 429,881 

（四十餘萬） 

原創 原創 490, 000 

（四十九萬） 

919,881 

（九十一萬多） 

     

上述這些電影的相關製作資料可以由下面資料幫助釐清國片電影是否賺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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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男孩》的財務模式 

在 2008 年暑假，《囧男孩》上映期間由 2008/09/05 到 2008/12/10 大約三個

月的時間，票房 3000 萬，資金是由輔導金 500 萬加 1000 萬的自籌成本，共

1500 萬資金，其中 500 萬新聞局補助，另外一千萬是由李烈製作人與李烈的母

親籌資而來，其中包含了朋友與與美商電影公司的資助，在短短兩年期間《囧

男孩》的 1500 萬資金預估費用如下： 

表十三、《囧男孩》的資金預估費用 

項目/細項 預估費用 

人員 

薪資 

演員薪水 600 萬 

場務車 10 萬 

後製費用 45 萬 

交通 

計程車 23 萬 

油資 30 萬 

停車費 5 萬 

餐飲：拍攝期間所需的餐點及飲料 100 萬 

美術（道具）：影片中所看到的器

材 

100 萬 

耗材 
電池 50 萬 

底片 200 萬 

宣傳 

網路 100 萬 

平面 20 萬 

電視 30 萬 

看板 40 萬 

海報 100 萬 

酷卡 10 萬 

其他 
用品 30 萬 

清潔費 10 萬 

合計 約 15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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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費用是否真如項目所列支出，沒有人知道，但是資金籌備的過程從製

片人到導演全部都參與，能吸引投資者並讓投資者感受到導演與製片人在這部

影片的用心是其成功之處，其中李烈製片曾經是華視頻道八點檔的基本演員，

在演藝圈有一定人脈，新聞媒體也鮮少有李烈製作人負面新聞，所以良好形象

替李烈加分，製片人必須得到投資者「信任」，電影資金才容易獲得。 

《囧男孩》的檔期與《海角七号》重疊，這情況可能造成觀眾可能必須放

棄其中一部電影，這時候電影宣傳就會發生影響力，《海角七号》顯然在「媒

體報導」上佔了優勢，不過《囧男孩》也並非完全沒發揮媒體效果，在囧片開

拍之前有一場演員的篩選會，製片李烈與導演楊雅喆前製期間走訪大台北市七

個小學，總共看了六千多個小朋友，從中挑選出 12 個小朋友(8 個男生及 4 個女

生) ，經過 3 個月的遊戲訓練，在每一次遊戲中觀察小朋友的個性和特質，這

樣的方式讓投資者一起挑選演員，讓投資者也能參與製作團隊的工作、安定投

資者的信心，篩選會的過程透過媒體的報導，讓一些有興趣參與的投資者能夠

透過這場篩選會了解到《囧男孩》這一部片能夠達到多少的投資報酬率，或是

投資一些資金能讓《囧男孩》這部影片能夠順利完成，也充分發揮電影需要媒

體關注的特質。 

《囧男孩》上映時間正逢股市下跌至 4 千多點，許多企業開始宣佈放無薪

假，使電影資金募集困難重重，所以可知，拍片的預算和社會經濟有關係。 

 

《九降風》的迷思 

《九降風》上映日期是 2008 年 9 月，得到行政院新聞局輔導金 500 萬元，

總預算共花費 1300 萬元台幣拍攝，但票房收入僅五百二十餘萬元，《九降風》

曾榮獲行政院新聞局 95 年度優良電影劇本獎、電影輔導金，又在資深監製曾志

偉的鼎力支持下挹注資金完成拍攝，資金募集方式是以「異業結盟」透過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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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讓商品出現其中，成為影片中的道具，一方面得到商品公司贊助，也降低

拍攝預算，對商品公司也是進行了一場行銷活動，可說是種「互利合作」的資

金募集方式，電影中出現的產品有萬寶路（Marlboro）香煙、零食(蝦味先)、可

口可樂、舒潔、台灣啤酒等產品等，但是也救不了這部電影悲慘的票房的落

差。 

      

 

《闘茶》啟示 

國片《闘茶》斥資 4 千萬元、由仔仔(周渝民)主演，在台灣 2007 年 8 月 1

日上映，8 月 17 日下檔，上映 2 週全台票房僅 64 萬元，全部票房一百萬左右，

票房差原因很多，但發行商卻對主角仔仔配合度頗有意見，《鬪茶》宣傳統籌

說：「他從頭到尾只出席首映活動，只能說我們很感激張鈞寧(女主角)！」仔

仔經紀人回應說：「仔仔不是主角，主角是香川照之、戶田惠梨香，應該找他

們宣傳才對。」這部電影仔仔的片酬約 50 萬元港幣，台灣票房還不夠付他一個

人的片酬。 

《鬪茶》申請台灣新聞局行銷補助金四十九萬，票房才受到關注，新聞局

規定，申請行銷補助金的電影票房必須高過 60 萬元，《鬪茶》電影下片總計全

台票房 64 萬元，剛好過了門坎，新聞局的行銷補助金 49 萬元雖然和 4 千萬元

成本相比差距很大，但製片人認為多少有點幫助。 

之前主角仔仔和李冰冰主演的《蝴蝶飛》在台上映，票房比《鬪茶》還

差，全台票房約為 30 萬元，張美鳳是《鬪茶》宣傳統籌也是資深電影人說：

「演員就是要宣傳，否則一部票房差，兩部差，到時候成為票房毒藥，傷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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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自己。」仔仔經理人則不認同的回應，表示電影沒說好台灣上映檔期，等

開始宣傳時仔仔已投入《痞子英雄》的拍攝，不能隨便請假，仔仔也出席了首

映活動，至於票房慘淡只表示電影題材很新，不是一般商業片，已盡力演出。 

《鬪茶》電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一部電影的資金募集的條件是故事、劇

本和製作條件，都是資金募集的條件，製作條件可以細分為「製作人的信用和

財務狀況」、「導演的知名度」與「導演曾製作過的好片」、「演員名氣」等，假

如電影沒有知名演員加入，就只能靠新演員演技或外表吸引力，當然最重要還

是一個好劇本，一個好的劇本故事必須有創意和說服性，並且故事能反映出當

代社會現況，這部電影演員包含台灣知名演員金士傑、香港演員曾志偉、日本

演員戶田惠梨(死亡筆記本)等明星，但是卻還是救不了一個慘敗的票房。 

這部電影演員費用頗高，周渝民（仔仔）片酬 600-800 萬台幣、張鈞甯片

酬 400-600 萬台幣、曾志偉片酬近 1000 萬台幣、戶田惠梨香片酬 300-400 萬台

幣，上述演員支出費用高達 2500 萬左右，加上台灣工作人員、日本當地工作人

員每日所需費用約美金 100-150 元（約新台幣 3000-4500 元），因此一年 800 萬

美金籌備費中就這樣不見，平均每月人事費為 10 萬美金，一年人事費為 120 萬

美金（約新臺幣 3 千六百萬，住宿與機票交通費大約需約新臺幣 300 萬左右，

其他支應於影片邀請、文宣品製作、道具服裝、音樂版權、置入性行銷、場地

租借（中日兩國合作合資，京都拍五天，在台灣拍了二十五天左右，借京都寺

廟古蹟、「商店街」場景十二個小時拍攝。）、獎金贊助等業務執行費用，行銷

經費達 700 萬港幣，都是天文數字。  

該片資金主要來自日本 PICNIC 公司，並由日本知名公司 Movie-Eye 發行，

影片結合了港、日的技術團隊，在資金、技術、市場都充份展現跨國合作的精

神；台灣新聞局輔導金主要提供電影拍攝的資金，而日本角川開發基金則提供

在前製期腳本修改更完善，並協助尋找發行商的資金，認為只要找到發行商才

能確保作品會上院線，如果電影沒上院線，只賣 DVD 的價錢會被壓得很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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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資前都會先確定影片的發行商，並且由發行商規劃好影片的行銷、宣傳，

評估這類題材和觀眾群能回收多少票房，並且依其來估算來調整製作的方向與

內容，但是這些程序也救不了這部電影的最後票房，這其中頗耐人尋味。 

多國合作的模式是一個可行之道，有多國的資金投入時是幫投資人降低風

險，因為電影本身就是一個資本操作的文化藝術品，當跨國資金活絡後，並不

見得跨國合製就一定會票房長紅，而跨國合製相對也可能要付出更多代價，如

與香港合作，作品裡就要有香港市場的元素，拿中國大陸資金，勢必也要配合

中國大陸的官方政策，所以電影製作牽涉跨國就不能是那麼完全獨立自主的控

制，回頭來看觀眾，還是會想在電影中看到每個國家獨特的文化背景，而不是

跨國合作、多國資金最好，多國資金就是多國複雜，要承受許多不同方面的壓

力也會非常辛苦。 

《絕魂印》跨國製作 

  《絕魂印》這部電影是由台灣、泰國合資拍攝的，號稱費時兩年、花費三

千萬資金，由台灣、泰國各出資一半，台灣資金包括新聞局四百萬的輔導金，

其餘部分由三個導演各自出資，泰國方面則由電影製片公司出資；這部電影台

灣票房僅300餘萬元，離成本甚遠，原來以為泰國片的國內平均票房都有三、四

千萬，泰國人喜歡看泰國片，泰國片有許多類型片以及鎖定不同族群的觀眾，

這部電影有拍攝主題，怎麼看都是個好投資，因此開始談合作時非常順利，但

是開始後才發現最大問題在劇本。 

劇本為了適合兩地觀眾的胃口及不同文化差異，使得劇本不斷修改，雙方

的意見都很不同，花了非常長的時間修改，一度製片認為可能拍不成了，整個

製作費用花在拍攝上的費用最高，大約兩千多萬，搭景、美術、工作人員等

等，演員費用往返機票等等約兩百多萬，後製費用大約花了五、六百萬，宣傳

費用也大約花了五百萬，整部電影從2006年12月開拍到2007年4月殺青，整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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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卻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主要是因為雙方溝通產生問題，泰國觀眾喜歡重口

味，與台灣觀眾不同，必須在兩地金主與製片間取得協調，而本片因為拿到四

百萬的輔導金，規定後製(post-production)必須留在台灣做，要說服泰國資方接受

剪接後的版本，花了許多時間討論溝通。 

與泰國跨國合作使台灣團隊學習到許多寶貴經驗，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

是從無到有的主動企畫提案到說服合資，以及溝通彼此的異同，能更進一步瞭

解泰國電影市場的架構；其次是拍片現場的從業人員專業精神與態度，泰國的

工作人員專業分工細，每個細節分工都有專人，因此拍完換景的速度都非常

快，效率很高，導演只要操心戲的部分，其餘都不用擔心，每次拍完，器材總

是有專人在保養，泰國在借場地拍片方面，政府的支援與配合度非常高；這次

合作經驗看到泰國特效，包括翻車技術、特殊化妝，以及盡量不用到動畫作後

製的部分都想辦法在現場完成，可省掉後製龐大的費用，而泰國電影工業有著

好萊塢的代工，從拍攝到後製、音效、沖片，都有完善與專業的制度與態度，

這種專業分工與敬業是台灣電影先天不良的體質。 

《一年之初》的周邊商品 

   《一年之初》斥資新台幣 1,600 萬元攝製，宣傳費大約 10-15%，其中資金有

800 萬來自政府的電影長片輔導金與民間企業利達亞太創意中心(Leader Asia 

Pacific Creativity Center, LAPCC)，資金募集的方式有很多種，像是製片廠製作的

財務執行協議、以大製片廠為主的獨立製片公司財務支援協議、沖印廠商的協

議、完成履約的資金等。 

《一年之初》拍攝期間導演很自由，製片不會告知預算，導演說他只管創

作的完成度，但不會跟錢有關，所以很多溝通都變的比較單純，監製也很清楚

他要做的事情，各分配其職，配樂整體費用約三十萬，原子映象有限公司於

2006 年 10 月 20 日發行的《一年之初音樂概念專輯》，另外有迪昇數位影視發行

的 DVD，而在電影上映前，也有預售票的機制（如附圖），還有筆記本類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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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及另外持預售票還能抽獎，從市場操作看，《一年之初》從製作到發行的規

畫均以商業製片而非時下台灣純獨立製片的方式前進，顯見《一年之初》片在

通路規劃以及周邊商品的設定上，都有通盤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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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曲》的置入行銷 

2007 年 4 月 27 日上映的《練習曲》寫下國片最多發行戲院、最長放映期，

是年度國片最佳票房得主 1,700 萬元的多項紀錄，《練習曲》2006 年獲得政府五

百萬元電影新人組輔導金，於是開始了導演陳懷恩的追逐夢想之旅，由於《練

習曲》的故事是在述說單車環島的故事，所以理所當然的會運用到置入性行銷

產品「單車」，所以就找了全世界知名也是台灣出產的「捷安特」，導演向捷安

特創辦人劉金標董事長簡單說明了《練習曲》的拍攝企圖，一如往例，製片會

讓捷安特的車型和名牌在影片中露出，做為置入行銷的回饋，沒想到捷安特董

事長劉金標直接就說：「捷安特不需要露出！」直接婉拒了置入性行銷的傳統作

法，但是經過陳懷恩的再次說明，捷安特直接就把百萬資金匯進了《練習曲》

的拍片賬戶之中，沒有打契約，不必寫收據，更沒有贊助但書或者露出長短的

細節要求，也不擔心這群電影工作者會不會就這樣拿走了百萬元，這種過程和

電影產業的傳統製作類似，許多事情全憑「信任」與「一張嘴」，這種方式適合

電影產業嗎？ 

電影上市後，單車旅行成了台灣人的全民運動，捷安特的業績在風潮鼓動

下直線上升，捷安特用百萬贊助金創造了數億元的銷售業績，成為電影的業

績，但是這次贊助沒有品牌露出，沒有干預內容，就創造了雙贏奇蹟，但是如

果沒有產生後來數億商機，事情會如何發展？。 

《絕命派對》資金的謎 

絕命派對主要是由三和娛樂以及香港華納兄弟所出資拍攝，資金約莫在新

台幣三千萬元，工作人員與演員的費用約佔資金的三分之一，大約是一千萬左

右，剩下的資金主要使用於電影中所需要服裝、場景、音樂、道具等部分，由

於資金部分是屬於電影片商的極機密部分，但是有的工作人員可以是因為有交

情的關係而參與此片，所收的片酬或許是有折扣的友情價，因此這部電影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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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運用成謎，只能用大略的粗估，而沒有辦法確切的說明資金的使用，想對

於電影《等待飛魚》卻完全不同。 

《等待飛魚》資金運用 

《等待飛魚》總預算是台幣一千五百五十萬元，製作花費為一千二百萬

元，發行與宣傳為三百五十萬元整，製作資金募金來源為新聞局的電影輔導金

六佰萬元、電視公司-「盧米埃電影公司」六佰萬元，宣傳與發行方面由「盧米

埃電影公司」和「威象國際影視公司」共同分擔發行。 

 

表十三、《等待飛魚》籌備期費用 

項目 金額（元） 

劇本費用  200.000 

製片人及行政費用 50,000 

導演  400,000 

主要演員費用 750,000 

籌備費用 738,080 

籌備期費用小計 2,138,080 

 

表十四、《等待飛魚》拍攝期費用項目 

項目 金額（元） 

製片組薪資  344,000 

導演組薪資  370,000 

美術組薪資  319,998 

場景費  130,000 

次要,臨時演員  250,000 

美術道具陳設材料 300,000 

服裝組薪資  195,000 

服裝部門材料費用  140,000 

化妝梳妝組薪資 145,000 

化妝梳妝材料費用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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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務組薪資  250,000 

劇照費用  180,000 

場務器材費  85,000 

攝影組薪資  450,000 

攝影器材租金  700,000 

燈光組費用  750,000 

發電機費用  300,000 

錄音組費用  365,000 

交通費用  530,734 

餐飲、住宿  547,000 

辦公室、劇雜費  123,000 

底片及沖印費用 1,502,500 

拍攝期費用小計 7,987,232 

 

表十五、《等待飛魚》後製期費用 

項目 金額（元） 

剪輯費用  308,000 

音樂製作費用  50,000 

後製錄音費用  300,000 

後製特效、字幕、拷貝費用    697,000 

後製劇雜費用  76,000 

SR DOLBY後製費用  444,000 

後製期費用小計  1,875,000 

 

表十六、《等待飛魚》總預算 

階段 金額（元） 

籌備期費用 2,138,000 

拍攝期費用  7,987,232 

後製期費用  1,875,000 

製作費用 12,0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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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上述國片之資金募集、票房與製作放映支出，約略描繪出電影運作與

支出之項目，資金募集五花八門，開銷金額也是十分巨大，能否賺錢還是不甚

清楚，因為是否有隱藏收入或其他利益不得而知，但是這些活動促成電影成為

市場商品，同時也成為形塑國家、社會、文化、經濟、意識的整體。 

 

電影市場充滿了投資者與電影工作者，大家都希望能募得資金及賣座，然

後有下一部電影可以拍攝，電影市場也充滿了競爭與挑戰，希望自己所拍攝的電

影能夠完成及發行放映，從資金取得到放映的過程使得電影在現階段形成「買方

市場」，過多的電影良莠不齊，讓觀眾眼花撩亂，電影行銷宣傳手法又不斷創新，

實際電影的成本與票房收入如何也都卻乏公證單位驗證，市場上充滿了臆測與數

字，但是不可否認電影市場是競爭非常激烈的金融遊戲市場，這種情況的市場發

展類似經濟學的「賽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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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電影賽局理論 

 

市場經濟的驅力 

    電影市場是所謂的自由經濟市場，或稱之為自由企業經濟，是由休閒產業

經濟供需之間的架構所形成的電影產業體系，這種體系下電影商品和放映服務

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自由市場的自由競爭機制所引導，因此這種市場經濟也被

稱作資本主義的經濟體，雖然有些國家如韓國設有國家保護機制，主要是由國

家所主導的計畫產業經濟分配，表面上這種經濟學家所定義的自由市場模型，

是一個完全沒有政府干預或其他強迫力量的體制，但是政府其實或多或少在這

自由市場經濟上有主導之嫌，例如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及美國市場。 

事實上，可能有許多情況無法合理解釋電影市場的現況，政府干預其實代

表市場秩序的導正，因為電影代表一國文化與社會，有其影響力，同時政府的

經濟政策無形中主導了休閒娛樂市場發展的潛力，相對於跨國之間的貿易與關

稅談判，其實也是國際間各國電影市場機制的操作，藉由國際關貿協定 WTO

組織對各國之間的貿易約定進行干涉，台灣於是形成完全開放的電影市場，與

韓國、日本、法國完全不同，一些電影市場產業經濟的支持者認為政府應該適

度控制市場的自由性，因為市場本身存在有外在許多因素需要政府出面解決，

認為政府應該在適當的程度下介入市場，以避免市場失序及導致產業經濟的蕭

條，台灣電影產業的情況是相當鮮明的例子。 

    市場外在因素是指負面的市場壟斷或公共利益的缺乏，或是社會出現不均

等的產業發展，如極富（外商電影公司）與極貧（本國電影工作者），市場失序

是因為市場無法透過平等的競爭機制取得正確和足夠的資訊所造成的，在台灣

電影市場非常明顯，美國電影企業從製作到放映有電腦化管理，而台灣顯然對

於全台灣各地的電影觀眾喜好都沒法認定，更別說市場資訊的正確性，外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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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傾銷(借代理發行商之力)於本國電影市場，政府無法運用資訊去有效瞭解對

於本國電影所造成的劇烈影響，許多經濟人士認為市場失序能夠藉由情報的公

開而解決，而不應該是透過政府控制的途徑，但是情報的公開並不代表政府會

認真的重視及管制商業的運作，真正的意義是讓情報公開能使市場經營者依據

消費者所提供的需要去決定採取怎樣的動作，如果有足夠的市場情報知道台灣

電影觀眾需求，又如瞭解美國電影的製作發行與行銷策略，有助於本國電影公

司產生因應策略，這種有助於市場遊戲的合理性，經濟學中的賽局理論(Game 

Theory)提出市場訊息對於市場經營策略有關鍵性的影響。 

 

第一節 一般競爭分析 

在電影市場競爭，任何策略分析都必須兼顧電影公司內部與外部的環境，

因此，SWOT 分析被認為是最基本的工具，SWOT 是長處(strengths)、弱點

(weaknesses)、機會(opportunities)、威脅(threats)，就是從企業內部環境中發覺其

長處與弱點，從企業外部環境中採取可能的機會與威脅，這是一般企業普遍的

自我分析方式。哈佛大學教授波特(Michael E. Poter)進一步提出所謂的五力模式

(five-force model)，這五種力量分別是現有同業間競爭、潛在進入者、替代品、

顧客議價力量、供應商議價力量，這模式進一步指出競爭的顧慮，由五種力量

共同決定一個產業的成長與獲利，而每個力量的背後都是由許多因素共同形

成，於是可以構成一個龐大的分析架構，包含了產業經濟發展和策略管理這兩

方向的思維，電影的競爭可以從分析架構中找出自己電影的最有利條件。 

電影既是商業活動，自然會產生商業競爭，但是因為電影產業的複雜變數

與上映的一次性，使得電影競爭更具有市場策略的必要性，競爭的狀態在電影

賽局應該分為多個層次，電影複雜的因素也在此，電影與其他電影在電影市場

產生競爭，如何先在第一層次的製作上如何保持優勢？在第二層次的發行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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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獲得最佳的發行代理條件？第三層次是在映演時如何能有最佳的放映戲院聯

映？然後是在其他電影周邊的談判上獲得最有利的市場佔有？運用經濟學賽局

理論(Game Theory)可以在電影產業的每個步驟上考慮最佳的競爭條件。 

賽局的觀念雖然通常運用在經濟學上，但是政治學也逐漸採用，而談生態

時，生物學也受到賽局觀念的影響，這些觀念應用幾乎所有的社會學科中，例

如，心理學和哲學也和賽局理論有所互動，因此「賽局」在這些學科中佔有重

要地位，因為它提供一種人際互動或組織互動的動機，當我們和朋友、兄弟、

同事、敵人，甚至和主管進行互動時，都無時無刻身處在賽局中：電影從開始

製作到放映和許多資源、人力相關，當然都是賽局的形式，但是如果能擁有許

多直覺性的獨特互動技巧，就能發展出更經濟的電影策略，以及更有條理地方

式運用在電影賽局中。 

當電影全球化加強了國際投資(international investment)的機會，這種稱之為

海外投資(foreign investment)及全球投資(global investment)的經濟策略更強調市場

經濟競爭的激烈與風險，每部電影投入者都希望擴大獲利空間，但是不可避免

的也增加所謂的主權風險(政治風險)及匯率風險，電影的競賽於是變得更加捉

摸不定。 

 

第二節  賽局理論發展 

賽局理論發展是 1928 年匈裔美籍數學家馮諾曼（Von Neumann, John）

（1903-1957）首先證明基本的「壞中取小」定理（minimax theorem）， 馮諾曼

（Von Neumann, John）於是被稱為「賽局理論」發明人；1944 年這位數學家兼

電腦的發明人馮諾曼（Von Neumann, John）和普林斯頓經濟學家摩根斯坦

(Morgenetem)合著的『賽局理論與經濟行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書問世，進一步闡釋他的『零和』賽局理論，才正式奠定了現代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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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理論的基礎。 

而所謂的「壞中取小」（minimax）及「好中取大」（maxmini）策略 ，是指

在一個「零和（zero-sum）」賽局中，指某方所獲得的利益值，恰為對方所獲負

數之虧損值，而對峙雙方所各獲得之值相加，則等於零，如果以台灣目前電影

票房來看，國內電影市場歷年來的市場總票房為 50 億左右，國片票房僅佔不到

百分之十的市場，而外片市場的票房則佔有其他絕大多數百分比，兩者相加是

市場的最大值，如果要增加投資國片並不會使國片市場擴大，只會使外片市場

略微減少而已，同樣道理，觀眾看國片不足的票房而導致電影公司賠本的金額

幾乎就是外片賺的金額，因此如何用策略將觀眾拉進國片戲院，國片業者應該

要採行各種策略以挽救國片票房的不振。 

在這種電影賽局中，甲方電影業者在每個策略選項裡，都會因為乙方業者

各種可能的反制，而得到不同的損失；在此不同的可能損失中，必有最壞的情

況，其損失之值會為最大（maximum），可能預先設定的電影觀眾群全被吸引

走；因此若甲方業者在各個最壞情況的最大值中，應選擇一個最壞情況下的最

小（minium）值為那個策略，即為採取「壞中取小」的原則，例如縮小觀眾族

群的宣傳範圍，並加強宣傳，可能只是最壞中的最好情況，而保有部分的觀眾

票房。 

反之，與此相對的另一個概念即是「好中取大」（maxmini）策略，這種雙

方對峙的市場，放大來看，類似於國內獨立片商與美國八大電影公司的市場遊

戲，這種最早適用於設定在競爭雙方對峙競爭的「零和」賽局，但是如果賽局

者的獨立製片業者的策略招數有限，且可以藉由隨機方式的處置（randomizing 

devices）去「選擇」其餘策略的加權平均值（weighted averages），則每個電影映

演賽局者在對手能採取給對方最致命的反制策略之下，仍然可以採取一個能獲

最大市場票房利益的策略；「壞中取小」定理認為這些利益，都是相等的。運用

「隨機處理」策略，是認為對一個賽局而言，沒有一個策略可以保證永遠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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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那麼就須採取一種隨機策略來對抗，但為免對方洞悉意圖，以「隨機方

式」選擇對應策略為佳，以讓對手不能獲悉競爭對手的下一步，但此隨機選擇

處置方式並非盲目的，而是在市場資訊中的判斷上以在一定或然率的分配原則

下，來隨機選擇策略對抗，才能在成果總結算時，獲得最大平均利益；而此或

然率的分配，是加權計算各策略的各種可能利得之平均值而來，以美國製片業

者來說，下屬各地分公司或是發行公司會將其他電影業者的製片動態結集成市

場資訊，作為電影公司下一部電影製作與發行時機的參考，而採用各種適合當

時市場情況的策略，就是一種隨機策略。 

     1950 年賽局理論的發展，被譽為是 20 世紀下半葉“最傑出的數學家”的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納許(John Forbes Nash Jr.)提出『非合作賽局理論（Non-

cooperative Games）』博士論文，其研究設定「多人非合作」之賽局為論述，後

來被稱「納許（Nash）平衡」概念，為非合作賽局理論(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和談判理論(bargaining theory)作了奠定性的貢獻，因此納許(John Forbes 

Nash Jr.) 於 1994 年與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哈桑尼(J.C.Harsanyi)及德國波恩大

學的賽爾登(R.Selton)等賽局理論研究者同為候選人，以研究發展非零和賽局

（non-zero-sum games）之「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理論，獲得諾貝爾經

濟學獎。 

    「納許（Nash）平衡」的涵義表示，在多人競爭的情況裡，有些參賽者會

結盟以對抗他人，有些賽局可能有無限多種策略，還有非零和賽局。從這些賽

局的數學分析可以得到混合策略的組合平衡解，假設每位參賽者都堅持其平衡

方式，每位參賽者都有一個解，每人都沒有理由偏離這組解，數學家納許

（John Forbes Nash Jr.）證明，多人、非合作、有限策略的賽局都有至少一組平

衡解，這種狀況類似於當前台灣電影國片市場的心態，許多獨立製片者都堅持

其製作的方式，多人、非合作的各自進行，這種競爭的平衡結果，就是將國片

市場讓與策略分析精確的外片市場，西片代理商自行分析市場的狀況，而將電

影檔期排定，於是也形成一種市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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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非合作賽局」是指多人參與賽局的狀況，對於每個參與者來說，只

要其他人不改變策略，他就無法改善自己的狀況，納許（Nash）證明在每個參

與賽局者都只有有限種策略選擇，並允許混合策略的前提下，「納許（Nash）均

衡」一定存在；如在電影商場競爭，對方不改變製作與發行的條件下，既不能

增加成本，否則會進一步有喪失更大利益風險的可能；也不能減低影片製作成

本，因為也可能還是會出現賠本情況，於是兩家公司可以改變原先的利益格

局，通過「談判」尋求新的利益評估分攤方案，也就是所謂「納許（Nash）平

衡」。而「納許（Nash）均衡」也意味著兩敗俱傷的可能性，沒有一位參賽者能

單方面背離該策略而獲利，但是如何去協調或規範上述的策略設定，「納許

（Nash）平衡」解值似乎並未交待，這使得電影市場中的策略談判上有許多可

以思考的空間。  

將這點應用到電影文創產業的國際談判中，要雙輸或雙贏是決定在兩方能

否掌握充分資訊，瞭解談判對手及有沒有溝通互信基礎是「納許（Nash）平

衡」雙贏、雙輸之一線之隔，這個理論提醒競爭者相互間培養相互信賴、溝

通、合作的重要（美國八大電影公司就是如此），這種賽局雖然每個賽局者有一

種優勢的策略（dominant strategy）可以在抵抗對方可能的反制策略下，使自己

獲得最大得益（best pay-off），可是如果雙方皆採劣勢的（dominated）妥協策

略，則每一方都可以獲得基本生存較好的利益（better pay-off）。 

    賽局理論中另一個著名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理論，是由弗拉

德（Merrill Flood）在 1951 年所提出，之後由塔克（Albert W.Tucker）加以明確

公式化和命名，所謂「囚犯困境」，是指賽局雙方可能合作，也可能不合作，在

真實世界既競爭又合作是常態，電影世界也是如此，美商八大公司在發片前都

會知會其他公司，以避免彼此惡性競爭，這證明以自我利益為出發點的最後結

局，可能是「雙贏」或「雙輸」，此理論原來描述警察隔離審訊兩名囚犯案例，

警察審訊囚犯採取抗拒從嚴、坦白從寬的策略，因囚犯被隔離時，因害怕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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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了而自己沒招時，會使自己刑責加重，對方則無罪開釋，結果囚犯雙方最後

皆採取認罪策略而雙雙被關進牢裡，納許以此證明人性在被隔離的限制因素下

（溝通與互信不足），產生的各謀自己利益的謀略，形成「囚犯困境」現象，反

而造成雙輸的局面，這就是著名解讀賽局理論之「囚犯者困境」案例；這種困

境也可能發生在電影圈中，因為相同檔期的兩部或多部電影互不相讓，且電影

類型相同，起因於製作之前的市場資訊不足或過於自信擊敗對手所致，結果造

成雙輸的局面。 

    這種商業經濟行為與賽局的密切關係，在企業管理學上的「賽局理論」與

「囚犯困境理論」模型被應用在普遍市場競爭，因而產生「競爭」的貢獻價

值，原來 一個企業經營的重要關鍵是「競爭」，競爭產生對企業潛在成長的貢

獻，這遠比「穩定現況」對企業的貢獻更高，美國企業一向講求市場自由競爭

機制，因此在完全自由競爭中，企業必須花費最大的研究來面對競爭對手，美

國崛起的電影產業也就是在面對全球市場自由競爭中的產物，如果將此競爭現

象視為台灣電影發展的契機，提供競爭的壓力也未嘗不是台灣電影產生躍升的

潛在動力，因為「穩定發展」會隨著產業的轉型發生「空洞化」現象，例如許

多早期台灣電影最興盛的時期，過份重視包裝卻內容空洞，因為競爭少，所以

製作粗糙、內容空洞，觀眾久看就膩了，當時的愛情電影、黑社會電影、搞笑

電影等都是；透過創造「競爭」的「賽局理論」，讓「談判」（bargaining）策略

施行，卻也未嘗不是防止空洞化的好辦法。 

    在企業管理學上的賽局理論談判案例模式中，市場知名領導品牌，與新進

品牌同時考慮進入同一市場，在知名領導品牌進入市場，新進品牌競爭者不進

入的情況下，知名領導品牌有 100 元利潤。如果新進品牌競爭者進入，但知名

領導品牌不進入的情況下，新進品牌競爭者有 20 元利潤；但是如果兩家都進入

市場，則各賠了 10 元；如果換成是電影公司，美國電影可以是知名品牌，而新

崛起的大陸電影可以是新進品牌，在華語電影市場上，新品牌的進入勢必對原

來知名品牌產生競爭壓力，要如何以此「嚇阻標的」來嚇阻新電影競爭對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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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就要去努力塑造一種氣氛，靠「談判」策略說服競爭者「進入是沒有好

處的」的訴求，來說服競爭者，如果堅持進入將會陷入『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屆時將進退兩難，的確，中國大陸採用合作方式引用美國技術與人

才，提升製作品質來搶華語電影市場或一般商業市場，也造成好萊塢逐漸蕭條

的製片數量，同時，台灣電影長久以來在西片的優勢嚇阻下，產生發展上進退

兩難的困境，單方面提升國片的品質只是提供市場競爭的談判籌碼，要如何真

正提升電影產值？還必須要有市場經濟的競爭觀念與做法配合，賽局理論只是

提出一種商業市場觀點，還要從觀眾立場來考慮競爭對手與競爭對象。 

 

第三節  電影賽局產生 

電影賽局開始於一部電影如何與其他電影產生差異，在差異中能否吸引觀

眾或是佔有市場，或在電影票房上或是其他商品與服務上獲得社會人士認同的

比例，以競賽的觀念與做法可以澄清其間的差別。 

市場上 

電影是一種經濟上投資的遊戲，它的輸贏會影響許多電影產業的後續發

展，從經濟的角度，它的出現代表一種商品的完成，必須經由交換完成商品的

價值，在這市場供需之過程中，電影與其他電影商品或休間活動產生一種微妙

輸贏關係，電影的選擇是一種競爭過程，在電影院看電影與在家看電視也產生

競爭，與看電影 DVD 方式也產生無形競爭，電影與許多其他休閒活動的吸引性

產生競爭，所以要吸引觀眾的選擇進電影院的動機必須非常強烈，電影的商業

屬性在競賽中是非常強烈的。 

製作上 

俗語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人生如果是一場戲，那麼表現人生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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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況的電影也就像是一場戲，只不過人生的戲如果演不好，只是個人的

損失，但是電影如果票房不好，就表示電影公司的損失，顯示觀眾不能接受電

影故事，因此，電影的製作投資相對的就「可能會虧本」，這電影的製作能否得

到觀眾的捧場，情形有點像是一種賭博，觀眾在戲院前選擇電影，與製作者在

選擇一個故事拍攝的觀念必須一致，都是希望這場競爭能夠獲得觀眾支持，許

多研究電影學者都相信電影能賺錢的並不多，十部電影中只有兩部電影能賺

錢，另外兩、三部電影勉強打平投資成本，其餘的都會賠錢，所以幾乎一半的

電影都會賠錢，而且成本越高的電影製作，虧本機率越大，但是為什麼還是有

許多人勇敢的想去拍電影？原因是「相信自己的電影會賺錢」的想法與相信觀

眾會去看的信心是一致的，但是忘記電影市場上尚有其他的電影製作者也有想

同的想法，於是不可避免的掉入經濟學上所謂的遊戲理論。 

過程上 

電影產業的過程歷經三個階段；製作、發行、映演，在製作中的條件形成

競賽的元素，在發行中形成競賽的條件，在映演中形成競賽的位置。首先，電

影製作的過程中的充滿種種「選擇」，故事的內容選擇、角色演員的選擇、場景

的選擇、服裝造型與道具的選擇等等，這些選擇後的「決定」形成之後電影放

映的基本條件，也是與其他電影競爭觀眾的籌碼與條件。其次，在發行上，如

果有一個成功的發行商，電影在戲院的放映配合上就可能有更接近觀眾的機

會，應該是以電影來選擇發行商？還是發行商會自己選擇要發行的電影？這在

商業談判上就牽涉賽局理論。在最後的戲院放映階段，電影院中同時放映其他

相同類型或不同類型的電影，觀眾選擇的決定會反應到前述的製作籌碼與發行

成效，所有當時戲院上映的電影都成為他的競爭對手，因此，這種電影的競爭

是來自於其他電影製作者或電影公司在製作上用不同的演員、場景、劇本等所

形成的籌碼，對每個參與競爭的參與者都有相同的製作「決定」，會影響後來觀

眾選擇的風險，這就是電影的商業競爭，然而，製作中的元素，加上發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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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放映檔期等，在與其他競爭電影商場上，成為這場電影賽局的制式條件，

這情形讓電影產業天天上演一場競賽遊戲。 

資訊上 

賽局中的關鍵是擁有多少市場資訊，如果能夠在製作過程中有正確的製作

決定，同時在發行上與發行商有良好的約定，在檔期放映上能掌握其他電影的

行銷動態，這種賽局就有可能避掉一些冒險的商業競爭，例如，美國八大公司

在拍片前都會探聽對手的拍片情況，電影公司在競爭奧斯卡獎的前兩年，也都

會探聽時他電影在兩年後參與奧斯卡競賽的可能性，這種情況一如上映前都會

告知對手彼此錯開檔期，這樣才有可能造成「雙贏局面」，這是美商電影發片的

一貫策略，如此，八大公司自己的電影每一部都不會遇到強勁不可知的競爭對

手，而每一部電影都有可能成為「首週票房冠軍」，這樣票房結果對於後來的行

銷宣傳有非常大的影響，也會影響電視版權與 DVD 版權的授權金多少，這些就

是「電影的商業遊戲」，經濟學上賽局理論架構下，彼此雙方可以知道自己所擁

有的勝算條件，而成為一種全然可以控制的賭博遊戲，就算是本質較弱的一

方，也可能有較好的結果，這是「以小博大」的賽局，例如台灣電影成績一向

不如美國電影，但並不一定永遠會失去市場，只要了解遊戲規則與方法，還是

有可能重新迎回票房優勢。 

 

第四節  電影賽局觀念 

電影探討生命活動之間對象關係的一種分析與技巧形式，雖然賽局理論所

傳達的競爭好像是和賭局與競賽有關，但是電影內容在取悅觀眾上用重要的議

題，諸如戰爭、情愛、家庭、生涯規劃與人際關係等等成為競賽籌碼，也是讓

賽局有所謂對手好或不好有關，互信的賽局策略並不只是競賽，精神、技巧和

策略的展現是最重要的混合體，相信純屬機率的競賽參賽者相信技巧與制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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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是電影並不是百米賽跑是純屬技巧賽局，必須在內容策略的創意展現，

電影必須屬於創意策略，光靠運氣製作的電影就不是策略賽局，也就是所謂賽

局理論的輸家。 

賽局理論另外一種觀念，是在競賽場上維持良好的心理，因為考量到對手

優勢能發揮到哪裡，在電影技術上或是資金規模上作為競爭或反擊手段，這和

電影本質的條件是相同的，其他電影製作參賽者也是如此思考，幾乎是相同時

間與處境下與別人進行類似的思考，這樣贏的勝算並不高，試圖想對手是什麼

樣的戰術，然後用最能吸引觀眾的其他戰術，例如故事內容創意或場景創意，

例如電影《暮光之城》賣座超過預期的熱烈，思索和臆測對手的過程想法，而

同時對手也會將你想法納入其考量中，台灣電影處心積慮想恢復過往七○年代

年產 300 部電影的盛況，但是賽局理論正是將這種互動性的決策過程進行分

析，尋找最可能的戰術與策略的心理狀況的行為科學。 

賽局需要經由一種認識行動前仔細盤算的思考，也就是明白目標、偏好和

面對所有的限制，並且詳細的思考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行為，電影產業是種需

要多元資源匯集的產業，是種工具技術、思想創意、人際關係、生命價值及藝

術表達的綜合體，參與此種產業的大多是理性行動者，都會採用慣用的思考模

式，電影賽局另一個面向就是現代化的理性決策間的互動，換句話說，電影賽

局長期且持久的理性行為是互動狀態的科學，電影賽局不可能永遠定於不敗之

地，因為是經常且持續的發生，在電影競爭觀眾的敵對狀態下，參與者擁有相

同知識時，沒有任何參與者能夠一路贏到底，許多參賽是考慮輸多少為贏，重

要的是，電影競賽都太複雜與微妙，很多實際狀況全在參賽團隊個人及其他因

素上，因此電影賽局無法提供必勝的絕招，風險非常高，提出思考策略互動只

是一般原則，必須根據市場狀況原則，將一些計算技巧並且配合現實的相關情

況，設計出一套成功的策略，參與電影是一種藝術投資，也是一種研究行為科

學的投資，但是各個電影公司決策者，應該結合賽局理論及其經驗來面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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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贏的可能因素，做分析。 

如何看待電影策略的賽局？策略與賽局之間關係會形成某種交叉效果(cross 

effect)，當某部電影形成某種團隊在思考如何與其他獨立製片或製片廠團隊交戰

時，其展現的行動帶來交叉效果，就是其所運用的方式與行動必然會影響另一

方的結果，這種互動關係會變成一場賽局還需要一些時間因素，也就是電影市

場競爭者在同一檔期與其他電影參賽者的這種交叉效果認知，要瞭解其它電影

勢必會影響到自己的票房，自己就會對行銷策略的行動作出事前反應，以避免

電影競爭對自己電影產生負面影響，事先採取一些行動企圖改變其未來反應，

為自己帶來票房，這些都會在電影上檔之前顯現出來，時間非常短暫，因此市

場必須立即反應策略，想競爭的電影對手也會採取相同的競爭方式，於是形成

交叉效果的共同認知，因此在賽局理論中雙方基於此種共同認知所進行的互動

稱為策略賽局(strategic game)，有時簡稱賽局，電影之複雜是應該在其前置製作

期間就已展開競爭策略。 

 

第五節  電影賽局關鍵 

電影的策略是指參加電影市場的電影可以採行的選擇，這種策略可以是電

影製作的條件，如演員、資金等，或是電影發行上的發行代理模式的差異，或

是電影映演戲院的宣傳行銷策略，種類非常繁多，但是必須進一步釐清電影競

爭的基本觀念，在一場只能行動一次的同時或非同時行動賽局中（首映只有一

次），每位參賽電影的策略都採取積極的行動，因此事前規劃的行動策略必須是

有效且區隔市場的策略，在行動賽局中，較後行動的電影者可視其他電影票房

已採取的行動而反應，因此每部電影必須做出一個完整的行動策略於發行前，

包括製作策略、發行策略與行銷策略。 

電影賽局的所有參賽電影共同認為賽局的目標是贏得票房，但是並不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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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電影都可以賺錢或是打平成本，這並不簡單，有時候電影製作者所獲得的票

房較少也不在乎，因為票房輸贏並不是最重要的，例如大陸電影的大規模製片

預算並不在乎票房成本，而是在乎國際口碑，雖然極少數的參賽者是「零和」

或非輸即贏的，大多數賽局中參賽者之間具有共同利益與衝突，分析策略賽局

所需思考的層面遠超過票房輸贏，在一種策略的組合中，追求先前鎖定的目

標，這種目標的電影價值在實際量化數值是必須去長期分析所造成的發生結

果，例如電影《阿凡達》的策略是在目標上創造新的視覺挑戰與電影科技能

力，這種策略目標伴隨著龐大票房利益，這是所有可看到的電影結局中，一個

電影者賦予這個工作的最大收穫報酬(payoff)，對所有參與賽局者來說，報酬越

高代表結果越好，一如票房越高，表示觀眾欣賞認同的人越多。 

電影之所以複雜是因為有非理性的策略出現，雖然電影市場競賽理論上都

假設參賽者有絕對準確的能力選擇最佳策略，並依此進行策略地行動，這種理

性行為(rational behavior)認為電影製作者都有一套商業道德標準及認清遊戲規

則，也就是說每個電影製作者對所有可能的結果都有一套可以接受票房勝負的

衡量標準，以目標為導向的策略帶來最高的利益，但是不見得是金錢，例如利

用聳動的暴力或色情來挑戰社會尺度，目標不是票房，而是其具有的社會地

位，例如電影《閃靈殺手》，因此談電影理性有兩個重要條件：電影製作者對其

利益的完整了解，以及電影對社會的影響力了解，在決定那一個策略可以帶來

最大利益的精確能力不是在於商業考量，而是社會道德考量。 

電影競賽的規則在共同認知下很難達成，一般競賽都假設參賽者對於某種

賽局有相同規則的認知，這些競賽規則可以包括：（1）知道參賽者的名單；

（2）每位參賽者可能的策略；（3）所有參賽者在所有可能的策略組合下獲得的

報酬；（4）每位參賽者皆具有理性追求最大利益的假設。電影的困難就在於不

可能對所有參賽者都了解，無法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其次電影行銷手法在科

技下不斷更新與其他電影參賽者的策略，因此只能管自己的策略是否有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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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報酬不見得只在戲院收入，可能尚有其他周邊媒體收益，或者用其他媒

體收益來平衡電影票房的損失，例如迪士尼 (Disney)影視集團；最後，電影製

作者的理性其實是盲目的，許多對於電影產業過程的陌生，及充滿個人幻想式

的期待，往往是電影賽局中眾多失敗者的寫照；將這些實際電影賽局的規則錯

認，導致電影產業的失衡與競賽的無意義，因為勝負在開始之前即已決定。 

所謂賽局均衡(equilibrium)是指在不知多少個參賽者的賽局內，由每個參賽

者的最佳策略所構成的策略組合，均衡策略(equilibrium strategies)是參賽者試圖

極大化其個人報酬所選取的策略，賽局的均衡相信每位參賽者採用的策略都是

對自己的最佳反應，即也是對其它參賽者的最佳反應，這就是一種均衡，例如

台灣電影的均衡是年年票房總值約在五十億，國內外的電影票房比例都是各電

影盡其所能所得到的最大成果。 

 

第六節  電影賽局特質 

賽局理論涵蓋的範圍很廣，應用也可以是生活中廣泛的事務，許多的競爭

最初是簡單形式出現，逐漸因為參與的人數增加，而最後卻變成僅有兩位或數

位參賽者的策略互動結果，這種情形如同台灣早期報禁開放時百家爭鳴，最後

僅剩下幾家媒體競爭，也一如早期台灣電影發展非常單純，瓊瑤電影與其他獨

立製片公司，因為長期的制式市場與穩定，到後來被美國電影挾其製作與行銷

通路的優勢所控制，競爭情事之所以如此進展的兩大原因是在於「互相承諾

(mutual commitment)」或「私有訊息(private information)」。 

競賽會在許多不同情況的時空下發生，如果將競賽的特點加以區別，可以

指出兩個純粹類型，其他所有賽局皆可視為此兩者的混合，目前賽局理論在一

般自由賽局追求雙贏的策略，稱之為『競合理論』（Co-opetition），事實上，這

『競合理論』似乎也脫離不了「對立統一」的「矛盾法則」哲學內涵，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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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化的商品差異化策略，即「對立物統一與統一物分裂」法則，基本作法即

「異中求同」與「同中求異」；「異中求同」就是「對立物統一」，「同中求異」

就是「統一物分裂」，這些理論的一些共同基本原則，運用在電影產業與競爭

中，頗值得深思，以下就賽局做分析。 

1. 賽局中各個行動有先後順序或是同時進行？（依序行動---

sequential moves ＆ 同時行動---simultaneous moves）；電影產製的行動可以思

考先後順序的差異，先行動者會給後行動者一些過程資訊分析。 

2. 參賽者的利益彼此衝突或具有某種共同點？(零和賽局---zero-sum 

games ＆ 常和賽局---constant-sum games)；相同類型的電影是彼此利益衝

突？還是擴大市場利益？ 

3. 賽局只進行一次或重複進行？有無固定對手？這如同是討論獨立

製片的個別電影？還是製片廠經常性的製片計畫？ 

4. 參賽者擁有完全或相同的訊息嗎？所有電影製作者是否有對電影

完全的或相同的資訊是關係到競賽最後的結果，資訊多的必然勝算較大，資

訊少的必然風險更高。 

5. 賽局規則是固定的或可以人為操縱？所有的賽局雖然有其規則，

但是非固定的操縱規則還是有非常大的可能，在電影產業中或可稱為【創意

行銷】。 

6. 合作協議是否具有強制力？在市場上的合作協議具有強制力，但

是是基於互信的基礎，在商業的機制下，有可能是脆弱的。 

 

第七節  競合理論電影市場應用 

競合理論（Co-opetition）是自由市場競爭賽局中追求雙贏的策略，這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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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球化競爭中最普遍的市場策略，用競爭與合作的選擇性做法來在市場上進

行交戰，以這種競合理論的原則來觀察電影市場的競賽。  

1. 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不要跟你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對象進行直接的對

抗；一如台灣電影及大陸電影是不可能與先進的美國電影集團對抗。 

2. 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與對手合作的利益可能要大於對抗的利益；因此

電影製作要設法尋求與對手合作的機會（合資或技術合作），而合作的基

礎在於競爭對手可以帶來多少的價值。  

3. 當必須依賴競爭對手才能產生價值時，那此時就是受制於人；例如過於

依賴對手的電影技術或資金，因此在電影產業賽局中要盡量使競爭對手

依賴你，才能顯示出你在賽局中的價值與地位。 

4. 如果想要不戰而退敵，必須要事先能夠提出足以阻嚇他人的明顯事實證

據；這在電影自由市場競爭中非常困難，美國電影的世界地位是難以動

搖的。  

5. 當競爭對手有更重要的對手時，在賽局中你的地位與價值將會因此而提

昇，因為大家都想利用你、聯合你，且不想與你為敵；例如美國電影集

團想打進中國電影市場，就會在台灣找台灣電影工作者一起合作進入中

國市場（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6. 賽局中的競賽規則如果由實力強的一方來訂定，那麼弱者將很難有獲勝

的機會，此時弱者唯有尋求改變競賽規則，或另起爐灶；美國電影的發

行與映演控制一如競賽規則的控制，必須打破這種控制，才有可能獲

勝。  

7. 強者在賽局中一定要保留給弱者一些可以生存的空間，以避免弱者完全

退出賽局，或做出意外的極端舉動；當外片完全壟斷他國國內市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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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該國政府可能祭出新的立法來扭轉困境，這是強者所不樂見的情

況。 

8. 在不樂觀的賽局中求勝的原則，就是盡量增加原來不樂觀參賽者的價

值，所採取的手段，包括選擇性的與對手合作、降低對手的價值、改變

競賽規則、改變競賽的範圍、防止對手不理智的舉動…等；由於直接衝

突與對抗多半只會減少賽局的整體價值，因此能迴避則避之。這在台灣

電影目前發展中是迫切需要的，必須採用競合理論，就是在競爭與合作

的過程中，來增加自己在電影賽局中的價值。  

9. 通常只要參賽就會具有價值，但價值不會自動出現，參賽者必須要有能

夠主動創造價值的策略性手段；這種策略手段就是電影講求創意的意義

所在。  

10. 只要發展不會直接威脅到他人，就不會引發不必要對抗，因為對抗經常

會帶來雙輸，例如台灣長久以來對抗美國商業電影意識，對台灣電影本

身產生非常大的市場傷害，因此電影產業不應是必要的對抗戰爭，而是

面對可能戰爭的智慧去化解衝突，求得雙贏。 

11. 聰明的競爭是要身處於不同戰場，也就是盡量尋求在不同市場區隔中發

展，而不要直接在同一個戰場上直接對抗，用電影的文化區隔產生不同

的競爭，或是用創意去開展新市場，例如電影《追殺比爾》。 

12. 想贏得賽局，就必須下工夫；賽局過程千變萬化，如果不能在資訊取得

及邏輯分析上下工夫，輸與贏是可以預料得。 

13. 要站在競爭對手的立場思考策略，除了思考本身的策略外，站在對方立

場的競爭對手也會竭盡所能思考該如何贏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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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競爭中電影賽局的複雜性甚高，沒有真正的零和賽局，永遠都存在

電影製作者與觀眾之間互利、妥協的雙贏可能，電影賽局的勝利主要建立在電

影製作本身的報酬程度，例如觀眾的好評或是亮麗票房，而不是建立在讓對手

的電影公司永遠失敗的基礎上。 

 

第八節  電影賽局模式 

賽局理論通常明確的使用在總體經濟學，電影產業是總體經濟的一部份，

研究賽局理論是關於電影政策者制定政策時清楚知道其決定會影響電影公司及

產業的行為，如果其決策者忽略其他人的反應，賽局理論是沒用的，如同如果

政府只顧將電影視為外交工具，而電影製作者只顧自己的想法，而不顧及其他

電影製作者的想法，這就不是賽局，台灣電影似乎走在這種發展形態上，每部

電影政府都希望在國際間得到一點名聲，卻忽視國內觀眾的聲音；每個電影製

作者都在掙扎實現自己的電影夢，很少想到觀眾面對電影售票窗口時的選擇

權，當然也無法想到與別的電影做市場競爭。 

賽局理論的完整分析架構與工具，能幫助電影業者理解多數觀眾在電影選

擇上的行為與考慮，用「資訊經濟學」的觀念看電影產業競爭是非常必要的；

1970 年代，經濟學家強調理性行為的個人受限於資訊的不足，訊息於是成為許

多種經濟模型關注的關鍵，賽局理論發展成為經濟學的方法論，主要是設立了

市場模型的假設，去極大化其效用，賽局理論設立指定的報酬函數（數學公

式）和策略給參與者，然後觀察參與者的選擇策略去極大化其報酬時會發生什

麼事情，這種方法論可以為今天的電影產業開啟全球競爭的分析，以各種不同

國家、文化、區域的觀點去做競爭策略，必然會在籌碼上取得最佳的位置，電

影的競爭賽局理論帶出來電影資訊蒐集的價值。 

電影賽局理論不論是用在獨立製片或電影集團，可以成為經濟上能影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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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治的工具，因此如果將賽局理論做系統化的電影研究，可以提出三個

方向： 

1. 首先是「澄清」，許多電影問題必須探究其發生的原因，看情況涉及不

同目標下的決策互動，賽局理論通常是了解其狀況的重要方式。 

2. 第二個用處是「評估」，在觀察許多電影製作公司或集團的決策者的互

動情況時，可用賽局理論預測其將會採取的行動及其結果，然而，對

任一個個別情境的預測皆得仰賴其中的訊息，而透過對不同狀況下各

種賽局的資訊分析，而培養出這種專業預測能力。 

3. 第三個好處是提出「建議」，可以輔助電影製作者，告知哪些策略可獲

得較好的報酬，及可能帶來的損失，這種工作依實際狀況而有不同，

但可以是在不同情況上的一種普遍原則與技巧分析。 

上述三點都值得電影產業應用在賽局理論時的探討。 

 

第九節  賽局玩法 

合作賽局(cooperative game)是參賽者可做出具約束性承諾的賽局，相反的，

如果不能，則是不合作賽局(noncooperative game)。與中國大陸政府的電影合作

應該是如此，爭取華語電影市場雙贏。 

零和賽局(zero-sum game)是所有參賽者不管選擇什麼策略，他們的報酬總

和是零的賽局，不是零和的賽局為非零和賽局(nonzero-sum)或非定和(variable-

sum)，在零和賽局中，一位參賽者所得到的必須是另一位參賽者的損失。過往

台灣電影許多年輕電影製作者的數十萬電影票房，就真正是零和賽局中的失敗

者。 

「Nash 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經濟上是一個概念，每位參賽者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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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對其他人策略的最佳反應，策略組合是 Nash 均衡在沒有其他參賽者改變策

略前提下，所有參賽者沒有誘因改變它的策略，都認為自己的策略是最佳策

略，這種策略組合是一個 Nash 均衡。 

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是利用電腦資料去預測實際發生的結果，排序

協調(ranked coordination)是賽局中重要的訓練之一，稱為協調賽局，也就是參賽

者需要在多個 Nash 均衡中做協調。這應該是美國許多電影公司或銀行在投資前

的一種分析。 

聚點(Focal Points)是去構想讓一個賽局的策略組合成為聚點，因為策略組合

的確是個聚點，是凝聚心理理由的 Nash 均衡的特別性。例如電影公司將電影內

容導引至某種特殊類型電影，是市場上所沒有的類型，這時這種據點策略在吸

引觀眾與市場競爭中的宣傳(communication)非常重要，形成某種市場類型風氣，

如突然間出現的吸血鬼電影類型，聚點的缺點是沒有彈性。 

合理化的策略(rationalizable strategy)是 Bernheim (1984)和 Pearce(1984)利用互

相一致的信念而得到與 Nash 不同的均衡概念，他們認為一個最佳回應某組理性

策略中一位參賽者，相信其他參賽者都選擇他們的最佳回應，所以他的信念不

需要一致。拍攝電影的資金與成本計算通常是如此的信念。 

賽局策略與擴張的決定是在賽局之前必須先取得參賽者的訊息，賽局進行

有「同時行動賽局」(simultaneous-move games)及「依次行動賽局」(sequential-

move games)分別，「依次賽局」是建構在策略出招的順序(the order of play)，可以

用賽局樹(game tree)與時間線(time line)表現事件順序，中間的關鍵是訊息，能獲

得越多的資訊，越能掌握賽局的成功。 

賽局的訊息結構分為四種，完全訊息(perfect information)，指每個訊息都能

掌握；完整訊息(complete information)，是觀察對手不會先行動，或是他的行動

被每位參賽者觀察到；確定訊息(certain information)，指任何一位參賽者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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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自然會有後續行動；對稱訊息(symmetric information)，指當參賽者行動或在

節點上，參賽者與其他參賽者都能得到相同的訊息。這些賽局資訊推衍到電影

賽局可以清楚掌握其他對手公司製片的所有行動，這也關係到市場資訊的公開

或是需要搜尋研判，電影產業的複雜與風險完全在於市場資訊的透明度。 

不對稱訊息指的特別是不完全訊息，在賽局理論中格外重要，尤其對動態

賽局來說，當參賽者要採取幾個連續對策時，其早期的對策會傳達出私人訊

息，進而影響到他們後來所決定採取的對策。例如當導演吳宇森要拍《飛虎

傳》的時候，風聲一出，台海兩邊的政府都極力拉攏希望能支持拍攝該部電

影，而吳宇森隨便的行動都會引起一些騷動，事實上，所有導演與兩岸政府的

態度都會影響吳宇森拍《飛虎傳》的企圖，當然這可能也是一種拍片募資的策

略。 

福利賽局 (the welfare games) 是建立在政府希望救濟正在尋找工作的窮

人，而窮人只有在不能依賴政府援助時才會找工作，這在公共政策內是眾人皆

知的事情，因此政府就陷入兩難，這是由 Tullock (1983)所發表，而 James 

Buchanan 為創始人的「Samaritan 的兩難」(Samartitan’s Dilemama)，這有如父母

是否要幫助懶惰的小孩一樣，這同時也像目前政府每年的輔導金去救一個畸形

發展不成材的電影產業一樣，永遠無解。 

懦夫(Chicken)策略是指有兩個簡單的策略「Nash 均衡」，永遠的轉向、繼

續與繼續、轉向，他們有不對稱的競爭缺陷，賽前，其中不知道哪一個不對稱

的結果會產生，也會產生兩難，於是就是一種消耗戰 (the war of Attrition)，是拉

長時間的懦夫賽局，參賽者雙方都繼續開始，直到有人受不了轉向時為止。台

灣電影的困境就是有太多的懦夫策略，面對每年進口的美商大片與歐洲進口的

影展觀摩經典電影，使得台灣觀眾消耗金錢與時間殆盡，最後台灣電影製片公

司只有轉向成為發行國外電影公司，而不拍攝本國電影，因為市場電影數量超

過需求數，製片風險超過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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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賽局(the auditing game)是隨機對混合的賽局，指在同步進行的雙方於

不知對方已做出的決定下，選擇他們的行動，但是第三方的監督者（政府）首

先做出政策，於是有一方參賽者做出回應，於是監督者希望這一方遵守規則，

於是產生更多的稽核、較少的欺騙與罰鍰，這是基於第三方政府的行動引發的

參賽者的策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台灣電影的輔導政策是全世界最複雜

與周全的，使得許多電影製作者靠政府吃飯，爭向搶食輔導金與減稅、補助

金，政府的稽核也是越訂越多，最後可能迷失方向。 

序列的理性 (sequential rationality) 通常用來描述一位參賽者應該在賽局內

的每個點上極大化他的報酬，在每一個點上重新作最適當的決策，並考慮未來

的事實及想法。這有如電影製片的工作，在每個決策決定之際都會適時調整，

使得進度與目標一致，並且所有決定都以未來票房為依據，以未來成本與獲利

換算的盈餘為依據。 

殘酷策略 (Grim Strategy) 是指率先選擇失敗的人，從此都會選擇失敗。已

牙還牙(Tit-for-Tat)策略是指有一方採取以牙還牙策略，而另一方並沒有承認失

敗，且與第三方合作，則這方可以一直得到最高報酬；如果另一方承認失敗，

並且回到以牙還牙策略，則雙方會永遠陷入兩難局面。這情況有點類似於目前

台灣電影產業、中國電影市場與西片片商優勢的三角關係。 

鷹鴿賽局 (The Hawk-Dove Game) 是指雙方都可以變成老鷹或是鴿子，因

此在交手時，兩隻老鷹相遇會兩敗俱傷，單一的老鷹或鴿子相遇時，老鷹會

贏，兩隻鴿子相遇時，平分市場利益。這情形有如台灣電影碰到中國電影，當

兩邊政府態度強硬或軟弱時，兩岸電影產業的未來全在於兩岸自我的定位上。 

嚇阻賽局 I 是現存者威脅新進入者會產生市場衝突，而兩敗俱傷。猶如許

多大陸的台灣電影工作者認為電影製作一定要超大資金才能獲利競爭的情況一

樣，使得台灣新電影工作者卻步。另外有一種說法是，告訴政府如果要進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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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就要拍大片，否則沒有希望獲利的講法一樣。 

嚇阻賽局 II 是對打無法獲利，因為訊息不對稱，廠商選擇對打也知道不會

獲利，於是採用嚇阻，這種為排除不真實的均衡，可採取兩種方法：在賽局中

引進「小顫抖」(small trembles)，或是在理性的信念下要求策略為最佳時反應，

第一種方法求得「顫抖的手完全」(trembling hand-perfect)均衡，第二種方法則可

使求得「完全貝氏」(perfect Bayesian)與「序貫」均衡。「顫抖的手完全」

(trembling hand-perfect)均衡是由 Sleten (1973)所提出的均衡概念，其理由是，一

個策略要成為均衡的一部份，必須要持續對參賽進行最適當的策略，既使有微

小的可能性策略可以導致對手會採取偏離均衡的行動（就像對手的雙手會「顫

抖」）。台灣電影面對 ECFA 的議訂開放市場，面對的就是中國「顫抖的手完

全」的狀況。 

在不對稱訊息下，均衡乃是指一個策略組合以及一組可做出最佳反應策略

的信念，此種信念與策略的組合被 Kreps & Wilson 稱之為評估 (assessment)。在

此均衡下的理念是用到「貝氏法則」(Bayes’s Rule)。 

「完全貝氏」均衡指的是一個策略組合與一組信念：（1）這些策略對接下

來的賽局而言，在已知其他人的信念與賽局情況下，仍稱之為 Nash 均衡；（2）

在截至賽局所真正實現的部分，這些訊息在每個訊息集合中為理性（事先觀察

到）。序貫是指一連串理性信念的極限。在嚇阻賽局 II 中的均衡，新進廠商不

論是弱勢或是強勢均會選擇進入，而既有廠商的策略則是勾結。台灣進入中國

電影市場可能面臨的就是這種借力使力的策略。 

不對稱訊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賽局中，某參賽者知道某些參賽者所

不知道的訊息，這可能是一種道德危機（隱藏行動的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with hidden actions)。這情況有如一些學者已經知道台灣電影進入中國市場可能

的遭遇，但是卻不明說，仍然鼓勵大家去嘗試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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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匯賽局 (Broadway Game) 是來自於梅爾布魯克(Mel Brook)的非主流電

影---《舞台監督》(proboproducer)的想法，這部電影描述一種很奇特的契約：有

時代理人的報酬不因其產出而下降。這情形有如國內輔導金被先侵吞的案例；

一種油中滾燙契約(boiling-in-oil-contract)可提供無風險工資與效率誘因，使得專

業薪資投資成為電影成本，相對的專業工作人員會更賣命工作，努力達成目標

以圓滿自己的投資。 

 

電影從製作到發行中間的過程非常複雜，製作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會影響

到電影品質與市場競爭能力，從工作人員的素質、條件、資金、時間安排，到

完成後的市場宣傳活動，產生很多的資金調度與人員運用，這些過程在與其他

電影放映時產生「比較」，這種「比較」是一種賽局的模式，之前所有資源的運

用在賽局的結果就是放映票房，之前的活動都是賽局的籌碼與策略，因此可以

說，從製作開始的念頭產生的一霎那間，電影的賽局就已經展開，直到電影放

映的戲院票房時得到賽局的結果，中間貫穿賽局的關鍵是市場資訊，同時電影

賽局有非常多種情況，這是因應參賽者的態度、市場資訊的完整情形、政府態

度及其他誘因策略而產生改變，想要贏得賽局，就必須針對市場的訊息掌握清

楚，所以市場資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賽局策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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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電影市場資訊 

 

社會變化是快速的，觀眾興趣因此也是多變的，今天有興趣的電影，明天

不見得會賣座，但是不可否認的「市場資訊是重要的」，起碼這些資訊會讓製片

者在做決策時有決策依據的參考；電影市場資訊研究所根據的是「市場可能

性」(marketability) 及「可放映性」(playability)，所謂「市場可能性」是指電影

放在市場上是否具有市場競爭性及價值，「放映性」是指電影是否對觀眾產生興

趣及產生票房價值？這種普遍的研究通常是3～5 年做一次，可以是一般的市場

研究，或是研究團體的研究，也可以是電影公司的行銷考慮研究，但是這些研

究通常是以國家為首的研究，瞭解普遍觀眾行為與態度和電影活動之間的關

係，希望知道電影的發展趨勢，這是國家的責任。 

電影製作者必須要知道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觀眾的想法，也就是賣方必

須知道買方的考慮，如此才能進行市場交易；另外一件事情是市場上競爭者的

作法，電影的市場行銷已經由早期的地方市場轉為目前的國際市場，所以對於

市場觀眾的了解必須加強，對各國的社會、文化、法規必須了解，其次由於各

種電影的產量極大，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必須對是電影市場上的製作者所拍的

電影或在籌設進行拍攝的電影有所了解，電影由早期的「賣方市場」轉變為

「買方市場」，也就是觀眾的買方可以決定一切市場成敗，因此如何能蒐集且研

究市場的變化、觀眾的想法及競爭對手的製片活動？對電影的市場競爭有極大

幫助，因為電影是情緒性商品，只可能是一次機會的衝動型購買，因此對這一

次機會的成功機率必須有所掌握。 

電影產業在美國非常進步，是因為電影的資訊與管理非常進步，各公司都

有一套自己的行銷資訊系統(Marketing Information System, MIS)，一般企業該有的

管理系統都會強調行銷資訊的重要，電影產業也不例外，尤其是很少的產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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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兩年內花掉電影一億美金的預算，然後在之後的幾年內賺回兩到三倍的利

潤回來，所依靠的都是情報資訊的市場判斷與分析工作。 

 

第一節  資訊蒐集 

所謂的「電影行銷資訊系統」，是有關電影市場、人力、相關設備、產製

程序等的持續性資料，以蒐集、分類、分析評估的方式，將資料的結果送交電

影公司決策者，以供作在電影行銷規劃、執行及控制的參考，這些環境資料包

括電影的觀眾市場資料、電影行銷通路資料、其他競爭的電影公司資料、一般

社會大眾對電影的觀感資料，及整體社會經濟環境的評估資料，經過情報整

理、分析、統計、研究、評估等系統，最後形成的各種有利於電影行銷考慮的

數據，而這些數據會與之前的其他電影數據比較，這就是電影行銷資訊系統，

在國外這套資訊系統的報表在每星期1早上時，都要放在電影公司總裁的桌上，

以作為總裁在本星期做的市場策略分析之用。 

電影行銷資訊系統有幾個子系統：內部報告系統、行銷情報系統、行銷研

究系統、分析性行銷系統： 

1. 內部報告系統 (Internal Reporting System) 每一家電影公司會定期產生一

些內部報告，作為經營者決策的參考，例如公司的資金、電影拷貝庫存、應收

帳款、應付帳款、目前電影攝製進度、未來電影攝製計畫、有關的行銷計畫進

度，這些資訊要決定由誰負責，及交給誰審查，希望得到甚麼結果，電影公司

有了這些資訊，就可以了解公司目前的經營狀況。 

2. 行銷情報系統 (Marketing Intelligence System) 是將市場上正在放映的各

種電影票房資訊蒐集整理，所取得的資料依各分類加以歸併，以電影分類，將

各電影在主要城市放映的票房比較過去的類似電影票房，將日期、拷貝份數等

作比較，以公司來分類為：本公司上映電影的票房每週記錄、各戲院的票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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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他公司電影票房記錄、電影目前市場類型傾向如何？其他電影公司的行

銷與促銷活動、其他電影公司的拍片計畫及出片計畫、進度如何？以觀眾來分

為：觀眾的興趣取向的改變、觀眾的人數、觀眾的相關變化，如生活及經濟

等，這些情報的取得刻意來自行銷人員或是公司市場研究人員。 

3. 行銷研究系統 (Marketing Research System) 將公司可能面臨的市場資訊

變化作一分析，如電影政策的改變、銀行利率的調整、電影科技的發展變化、

設備技術的最新情況及可能影響等，將相關研究與實際資料進行系統化蒐集、

分析、及報告，如果是全球性電影公司，必須也對有關國家的經濟、政策、財

經、國際匯率等進行了解，對於一個進行國際合作或跨國投資的電影公司來

說，行銷研究部門的地位通常屬於一級單位，裡面有市場分析師、政策分析

師、財經分析師、統計專家、社會行為分析師，另外也要有法律專家，如國際

法專家，這是整個公司的命脈所在。 

4. 分析性行銷系統 (Analytical Marketing System) 這是一種高級分析系統，

應用於各種行銷資訊及策略的實際分析中，所得到的結論常常也是具有前瞻

性，常會和學術界合作，其中採用各種電腦統計軟體，進行各種模式(models)的

量測，進行電腦模擬市場試算。 

在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唯有掌握資訊才能做最佳的決策，電影產業是個

集資金、人才、技術、專家於一體的行業，其中有許多變數，能有充分握有市

場資料，加上對於人性與社會的了解，這行業的風險才會減少。 

 

第二節  行銷研究  

行銷研究分兩個部份，一個部分是對觀眾的調查研究，第二部分是對於市

場競爭對手的市場活動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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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的調查研究 

在市場研究中，詢問潛在觀眾的反應是很重要的一項研究調查，通常是在

電影院的售票口旁，或是戲院附近的人行道，主要是探尋對於演員、特定觀

念、或是廣告文宣內容的反應，這些反應會回應到電影特定內容及觀眾需求，

可以是未來片名或是演員徵選的依據。 

市場調查一定要反應到特定的族群，或是男性與女性，或是年齡族群或是

一定看電影頻率的觀眾，凡是合於此項分類的就可以加以情報蒐集。 

單獨訪談也是一種方式，以一種廣告內容的方式為依據，看看被詢問者的

態度反應，看這廣告是否有吸引性，看這個被訪問者是否有興趣看這部電影？

是如何有興趣？因此問卷答案可以是「絕對想去看」、「可能想去看」、「可能」、

「可能會」、「並不十分有興趣」、「絕對不想看」等答案，這些回答將成為另外

一種行銷參考，如果反應回來的不是很好，那麼廣告內容就要重新設計，重新

思考設計主軸，如果不能有很好的答案，那麼整個行銷就產生嚴重的瑕疵。 

市場研究幫電影行銷工作去重新精煉其行銷的效果，不論是預告片或是電

視廣告片都可以產生一定效用，如何確定這項預告片的測試能成功，必須在選

擇播出給預告片的觀眾上下功夫，也就是針對召集特定的人口族群上著手，對

於觀眾反應做評估，而這些都必須與設計中的測試主題有關，可以是不同階段

的相關連續測試，力求能得到想從觀眾終能找出的線索與訊息。 

利用Internet 做研究也是非常有效果的方式，電影網站所收集的會員或是

特定人員資料是非常具有價值的，除了前述的電子郵件方式或是預告片點選次

數，可以知道相關人的電影興趣與想法，利用會員的資料作電腦交叉分析，會

得到有趣的結論，寄發電子郵件被打開(opened)或是直接丟進垃圾箱(trash)，網

站都可以設計程式而得到資料，不論如何，試片或首映的觀眾群可以從這上面

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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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對手研究 

競爭對手研究主要是針對短期上映的電影公司作了解，探尋最近放映電影

的可能行銷策略，同時也針對正在籌拍的電影作分析與了解，這種情形可以從

戲院的檔期安排、政府的映演執照發放等相關的訊息查證，同樣對於代理發行

的獨立發行商，也必須做普遍的尋訪，建立一種資訊互通的管道，這種市場上

可以公開的訊息提供所有電影製作公司、發行商、戲院活動的未來參考。 

對市場的了解必須涵蓋製作公司，電影後製公司、錄音公司、特效公司及

廣告公司，這些都可以提供電影近期及未來的製片與發片參考，建立市場上競

爭對象之間的訊息，有助於彼此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產生一種良性的產業

互動機制。 

研究的必要性 

任何一部的電影都是個容易被市場遺忘的商品，因此當該產品出現之前，

一定要有充分準備，市場研究的目的是使電影在推出市場之前就已經確定有多

大的市場規模，這其中的關鍵是去了解這種商品對象的觀眾，他們在任何時間

中的慾望(desires)，如此就有可能去影響他們的消費行為，同時對於在市場上正

在放映的電影也進行事前的了解，有助於電影公司的宣傳策略與宣傳重點；在

美國每星期都有新電影推出市場，每一個週末都是首映週末，每部電影都會面

臨強勁的競爭，這種競爭一直持續到下一周另一部電影的出現也不會停止，相

似劇情電影有競爭，不相似劇情電影依然有競爭，所以競爭是靠實力的。 

 

第三節  觀眾研究 

成功電影是成功於每一個週末，以及用冒險的成本堆砌出來的，首映第一

天的影評會影響所有的往後票房及其他相關的市場，所以沒有成功的第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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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成功的第二週、第三週，一般說來是如此，如果想要有成功的首映結

果，製片者唯一使用的是市場研究來支持其理念與熱情。 

市場研究不是被用來設計、創造或是製作電影，電影的「點子」是不能測

試及討論的（屬機密），它們是電影工業中最秘密的部分，研究所呈現的市場力

量是電影公開後的所要面對的，因此市場研究有兩個目的： 

1. 為電影提供資料 以最可能的方式為了擴大電影素材的行銷效果。 

2. 提供電影工作者建設性的想法 以讓電影故事以最好的可能方式被敘

述。 

因此，研究必須是可行的與有用的，這種研究應能刺激觀影者的實際經

驗，以提供一種訊息(information) 為主。 

電影公司內的研究人員應該了解影響觀眾選擇的決定因素，並重新定位行

銷策略，變成是一個可以執行的計畫，而這些訊息也可以讓製片者知道該如何

盡可能的有效說一個大家能有興趣的電影故事，在這種關係密切的活動中，提

供樂觀的市場策略建議，在所有的研究調查中有三項目：特定人口統計

(demographic)、社會統計(sociographic)、地理統計(geographic) 。 

1. 人口統計是顯示出年齡、性別、種族、經濟地位、居處、教育背景等因

素。 

2. 社會統計是關於社會的狀況，例如用觀眾的口味分別出是固定觀眾影迷

或不是。 

3. 地理統計是呈現不同地區的不同人口特質差異。 

電影是個關係到人群之間關係的休閒娛樂活動，說電影不會消失的主要理

由是電影和人群有關，看電影是一個社會活動，這和家中看DVD 不同，因此了

解人口活動的行為與態度是重要的電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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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甚麼方式可以讓製片人了解一部電影在市場上的策略有最大的可能性？

主要的關鍵是去了解電影觀眾，也就是問「在任何情況下能影響電影消費者行

為的因素為何？這些電影消費者是誰？到底他們想要甚麼？能做甚麼事情能讓

電影產品有最大的票房？」這些概念可以是說「電影發行者想從了解觀眾的研

究而有所改變其策略」，甚麼是個人或是當地的因素出現而影響全國電影的票

房？想如此了解就必須去評估兩個電影關鍵因素：市場可能性(marketability) 及

可放映性(playability)。 

1. 市場可能性(marketability)的分析，是想知道吸引觀眾看電影的是甚麼？

或是甚麼樣的電影能或會吸引觀眾？尋求市場可能性的方式是去量測一部電影

產生興趣的可能性是甚麼？是電視廣告？戲院的預告片？海報或其他印刷品？

從這些行銷素材的訊息是否能產生一定程度的興趣？市場可能性不是去測量一

部電影的市場票房，而是去提供一的「解答」，怎樣讓電影出現在市場上？ 

2. 可放映性(Playability)，一部電影的可放映性是指以一種方式去了解觀眾

在觀看的興趣能滿足，購買電影票已經多少證明一部電影帶給觀眾的興趣，一

種可放映性的滿足程度的關鍵是「他們有多滿足於此電影？」如果是高度的滿

足，那麼最大的可能是會鼓勵其他人去看這部電影，這種口耳相傳的效果是一

部電影成功的主要關鍵，能讓電影票房成長及繼續放映下去，受歡迎的電影例

如1997年《鐵達尼號》(Titanic)、1995 年《阿甘正傳》(Forrest Gump)等都是具有

可放映性，對於廣大的觀眾來說都非常滿意，高度正面評價使的電影票房上

升，可放映性與電影吸引觀眾去看無關，而是了解觀眾買票後的結果。 

去評估市場可能性與放映可能性的方法，普遍用是於製片廠與電影工作者

的有許多方式，但是可以歸納成質性(qualitative)及量性(quantitative)研究法兩方

法。 

1. 質性研究通常是用重點小組(focus group)討論方式，小組成員是由十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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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的特定族群的人口統計所選出的代表，聚在一起談特定素材對他們的印

象，試圖找出其他人或以前研究所沒有發掘出的「如何的宣傳內容能說服消費

者？」，或是「消費者對什麼有興趣能使他去購票？」而不是要他們提供一些有

關觀眾的行為或態度方法。 

2. 量性研究是提供一種指標，甚麼樣的素材有說服性？這種方法是用樣本

(sampling)選擇的方式，企圖減少誤差(bias)，量性研究能量測素材的有效性，可

以是在戲院中放映一個三十秒的廣告來看觀眾興趣的強度(intensity)，這樣能量

測他們對產品的記憶性(memorability)，也就是觀眾如何回憶一個電影預告片在

一個擁擠的廣告環境，這是競爭性的測試(competitive testing)，含追蹤研究

(trackingstudies)，是大多數電影市場研究所採用的方式。 

下列有兩個實質性市場研究方式：攔截性研究(intercept studies)、召集觀眾

放映。 

1. 攔截性研究 (Intercept Studies) 是對廣告素材測量反應的設計

(marketability)，通常是交由統計公司負責，例如知名的尼爾森(NGR)公司在得到

電影公司授權及簽約之後，展開密集與電影公司的溝通與聯繫工作，以及在指

定的地方尋求樣本觀眾，針對電影公司所提供的素材進行問卷調查，其中是特

定地放置的觀後問卷結果調查，另一個是在週末電影院附近的樣本選擇，看一

段電影後的問卷調查，全部用電腦程式分析，其過程與結果全部都是採匿名方

式。 

2. 召集觀眾放映 是設計來探尋觀眾對完整電影或近乎完整電影的反應

(playability)，這種試片的情形有如前面的問卷調查，從簽約的市場調查統計公

司開始，到找尋特定族群觀眾都經過慎密的作業，找一家電影院作為放映的地

方，試著放映該電影，主要是希望瞭解電影的可放映性(playability)，希望有正

面的結果，也希望能得到相關的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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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不太一樣的是，當選定的觀眾被邀請來看電影的時候，也希望它們

能將其他朋友一起帶來，電影院放映的時候可以允許站著看的觀眾，當這些特

定觀眾在看電影的過程，如果有人先行離場，統計人員就會記錄離開觀眾的年

齡、性別、離開時間，也會主動詢問為何離開的原因，因此當不同的人離開時

就能比較電影時間而找到劇情讓人受不了的地方，通常這些免費看電影的觀眾

都會將電影看完，除非是恐怖片或是鬼片，一般很少人會先行離開，電影結束

後，在出戲院前要先將問卷填完繳交，觀眾也可以選擇留下來，形成討論小

組，討論劇中的想法，製片人員與行銷人員聽取觀眾的想法，所有的回收問卷

都將輸入電腦分析，與討論的結果比對，從結果中沒有特定的工作要繼續，行

銷策略修改或是電影重新處理都必須由實際情形決定，這項任務是想瞭解電影

的可放映性 

 

第四節  市場研究 

所有的上述研究都是針對一部新電影的發行作準備，希望能將行銷策略修

整到最好情形，同時能讓製片人員知道觀眾的感受，將來能拍最好的電影出

來；但是市場上的其他可能影響因素依然存在，也就是將來上映遭遇的其他電

影的競爭如何？要如何能將可能的障礙排除？因而有三項工作：(1)廣告策略研

究；(2)競爭性研究；(3)追蹤調查。 

1. 廣告策略研究：這部電影的廣告策略是否能引起觀眾的注意，或是能將

其它的未注意事項引發，都將是這項工作的目的。一項大規模的全國性電話訪

問目標觀眾，希望知道觀眾的想法，一份預先準備好的簡短劇情說明，從演

員、片名開始詢問，希望能問出觀眾的想法，之後的想法同樣放入電腦中分

析，這項結論提供目前廣告的建議，作為下次電影行銷策略的參考。 

2. 競爭性研究：當電影發行到市場上時，一定會與其他電影產生競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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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明顯的事情，因此要知道會與其他電影發生什麼事情及什麼樣競爭？如何

能營造一個最佳競爭環境及量測衝擊？這裡有兩種作法：一種是做一種競爭性

測試，將所有市場上的預告片依次序放映給訪問樣本，然後詢問它們喜歡的次

序。另一種是測試回憶的狀況，將許多市場上的預告片連續放映，將其中次序

變換，然後詢問樣本記憶住的片名、內容，及其他相關問題，這樣可以測試出

電影說服性效果，也是作為這次或下次預告片製作的參考。 

3. 追蹤調查：是整個研究的核心，是要瞭解目前市場上的、將要上映的及

未來上映的三種考慮電影。這項研究是企業間研究，也就是所有電影公司共同

對市場有所瞭解，希望自己的電影在推出時能知道優勢或劣勢，主要是用電話

隨意抽樣訪問，想知道可能觀眾的看電影頻率及次數，這是針對家庭的調查，

每天都在進行，每次的時間都略有不同，以期能涵蓋所有的樣本差異，這項研

究也包括對DVD的市場研究，每週都產生一個報告，每星期一早上都會出現在

電影公司老闆的桌上，這些資料會有特定的年齡、性別，和其他人口的統計資

料。 

電影的許多調查往往是委託專業的市場調查公司，如知名的尼爾森(NG 

Nelson)市調公司，許多的市場研究或是委託大學或是專業研究機構，以專案的

方式進行合作，可減少公司本身人力成本，同時研究結果也可以提高公司知名

度及社會地位，電影公司應該考慮成為一個社會公益的代表，雖然以賺錢為企

業目的，但是電影是服務業的本質不變，如果能秉持這個理念，電影的市場風

險就會降低。 

 

第五節  競爭研究 

電影上市之前對於觀眾研究及市場研究主要的目的是一種競爭性研究，這

種競爭性研究是要知道觀眾對於各種電影公司所產生的電影會有甚麼樣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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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做這種競爭研究必須要去區別市場上有那幾類電影正在放映或是將要放

映，同時對於正在籌拍的電影，包括半年之內的或是一年之後的電影，都要加

以歸類為分分析。 

對於電影類型分析之後，要分析各個電影在製作上的各種不同條件，如電

影導演、製片、演員、場景、服裝、道具等等的製作條件，都成為電影市場競

爭上的一種籌碼，分析這些籌碼對於觀眾的吸引力，並且評估它們成本與票房

之間的可能性，同時對於已經上片的票房紀錄核對之前對該電影的條件分析，

以印証這些製作條件在實際的票房上會有多少的影響，作為公司未來製片或宣

傳上的競爭策略考慮。 

所有電影的製作條件、放映檔期、行銷策略與宣傳活動、影片成本與票房

之間的比較等，都是電影研究所關注的主要項目，這些項目必需經由市場情報

的收集來達到分析的效果，這些資料必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累積，以年度的

方式呈現出來這些研究結果，類似於專業市調公司的年度評鑑，這些資料透過

專業的研究人員以質性或量性的方法做進一步的分析，可以說這種模式的市場

研究是屬於一種「市場情報蒐集中心」的模式，雖然許多公司都有類似的市場

情報收集分析單位，例如行銷單位或是製片研究等部門等，都會提供類似的研

究成果給電影公司的經營者做電影拍攝的決策之用，各種決策所依據的是科學

的分析證據，相對的市場風險也會比較少，所以電影的金融遊戲其實在先進國

家所看到的是前段的研究成果，一部好的商業電影必須有充分的製作條件與行

銷策略來佔有市場票房，在外人看起來是非常的平常，但是在專業的電影公司

或是銀行團體間所看到的是市場研究的報表，這些報表都成為銀行、投資客所

相信的內容，因此商業電影在處理觀眾的興趣與市場的競爭排名上，其實後面

所談到的是市場資訊收集的能力，及累積資料的分析能力，這就是一種非常科

學與先進的市場情報收集活動。 

真正的商業電影是投入非常巨大的時間與資金，這種投入雖然有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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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必須經由一種科學方法降低其風險，對於觀眾的了解及市場可行性、可

放映性的研究，最終目的還是作為電影與電影之間的競爭策略，缺少了這份市

場研究，電影的理論性與專業性就無法突顯，電影在這種市場研究的模式下，

顯現出電影是一種非常專業與科學的金融商品遊戲，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看法與

作法，無形中就無法得到有利的市場競爭優勢，所以我們之前所強調的市場上

10部電影中，其中有2或3部電影賺錢，3或4部電影打平，其餘電影都是虧本，

虧本的電影大多數缺乏實際市場研究的數據，只能夠憑藉經驗與熱情來從事電

影製作工作，因為大多數的電影工作者都沒有受過電影市場與經濟的訓練，這

也是為什麼電影公司的經營者大多數是企業管理、財經、法律專家的原因。 

真正好的商業電影在市場競爭下，是「看得懂的看門道、看不懂的看熱

鬧」，因為不同程度與心情的觀眾各取所需，同時在市場競爭的「商品區隔」策

略下，用創意來建立不同的電影獨特性，例如電影《暮光之城》就是一個非常

特殊設計的吸血鬼電影與狼人電影的混合體，人物造型非常獨特，改寫了吸血

鬼電影與狼人電影的刻板印象，裡面有人性與動物性的衝突，也有親情與愛情

的衝突，這種看似純然是商業電影設計，其實內涵所看到的是創意加上歷年類

型電影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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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電影傳播 

 

在人類傳播史上，原始是由於一種複雜的言語方式被逐漸發現及採用（文

字與語法），人類的知識散佈得以彼此進行共享，且增加創新突破的機會，藉著

前人的經驗，在口頭描述的傳佈下，能使聽到的人比沒有聽到的人在生存競爭

中具有更多的應變能力，人類於是在經驗中便比一般動物更能團結抵抗一切不

利的環境，這是人類早期的情況。 

人類第二次重要的進展是印刷術的發明，印刷術的發明及普通應用使得人

類的文化得以更具體的彼此影響，這種情形就如同早期語言的應用一樣，聽到

前人的「經驗之談」，可以減少重複出現困境的可能性，而文字的「記載」使得

人類文化在代代相傳中可不因天災人禍而消失，但是畢竟手抄文字的影響和語

言的傳佈一樣狹窄，唯有在印刷術出現後，人類訊息與成就方能得到「普遍」

大量地散佈在人群中，所以印刷術的出現，對於人類歷史具有決定性的因素，

因為掌握了「大量地」 、「普遍地」影響條件。 

 

第一節  電影傳播研究 

對電影的研究真正開始於 1960 年代，當時的研究大多是從美學經驗的研

究上著手，然後部分學者用他們的方法學在電影的各個領域長做進一步研究，

例如社會學、心理學或美學，如果把電影作為一個影響大眾的傳播工具來看，

電影的確是一個被大眾影響非常深遠的一個傳播工具，具有一種大眾媒介文化

仲介的重要角色。 

從 70 年代開始，研究電影主要在於電影能夠發揮一種想像，這時許多美

國大學開設電影課程，而許多學生因此進入大學學習這種大規模與普遍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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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當時形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研究，學者 Roger Manvell(1971)稱當時為

「爆炸性的電影研究」(the explosion of film studies)，對於這些廣泛的電影研究，

並不是因為它具有明顯的社會洞察力，而是因為電影內容能夠反映社會的現

象，雖然，電影早期發明時代是「動作」上呈現一種影像的複製，但是對許多

人來說，電影只是一種純粹的及簡單的娛樂(entertainment)，對個人及社會是沒

有傷害的，只是一種社會情境，但也有些人把電影當作是一種逃避，但是 60 年

代之後，對電影的表現有了很多新的想法，開始有許多電影反映出當時的社會

情緒，把電影當作一種社會研究工具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觀點，其中也摻雜了許

多美學的研究，當時學者 Sol Worth (1971)提出把電影當作「非藝術」(non-art)的

講法，認為電影不該只是作為一種藝術或社會的研究內容，電影如果當作是傳

播過程的工具研究，應該會有非常豐富的研究成果。 

對電影的研究先澄清所謂的「電影(movie)」並非指的是「影片」(film)，雖

然這兩個用字常常在英語界是可以互相使用，但是以兩者目的來說，還是有許

多差異，學者 John Simon(1971)觀察：稱電影是 movie，是將電影視為一種娛

樂，而不是藝術，因此兩者有些差異，將「電影」視為娛樂是因為電影帶來愉

悅與鬆弛，將電影視為「影片」是有在製作及相關性上的差異，影片藝術的焦

點強調是在過程，而非劇情內容，「電影」娛樂則強調觀眾的接受性，及製作中

的表達意圖的整體性，因此觀眾會是被主要考慮的對象，以吸引來得到利潤與

成本的平衡，進而轉成投資，就是傳播中所謂的「給大眾他們所想要的」

(giving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 

電影成為傳播的研究，很容易理解電影必須在財務與經濟的考量下去研究

整個的運作，因為傳播行為的經營與管理是影響傳播成效的首要考慮。 

如果將電影視為是大眾文化與大眾藝術的一種工具，這種將電影歸之為大

眾仲介文化(mass-mediated culture)為其中一種方式，學者 Michael Real (1977)說明

文化的表現就顯露出能夠代表當時的大眾媒體一樣，可以突顯精英主義、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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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流行文化，而成為一種文化形式；電影做為一種流行文化是來自於它能

夠吸引眾人及其專業技術上的成就，認清近代小說文體是被創造出與觀眾同情

的情緒，如藝術創造者一樣，能使電影的成功是依照其表現的個人風格，電影

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產品是因為他們的設計能夠激起一般大眾沒有區別的情緒，

與其他媒體比較，更贏得社會的普遍性，與其他內容自然傳達的內容對於整個

大眾文化流行系統有非常深遠的影響，主要是電影能夠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也

同樣在沒有區別的情況下能夠讓人全然了解。 

如同其他媒體一樣，電影具有普遍性以及其內容傳輸的效果，在文化系統

中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它需要得到注意，同時它需要許多的觀察訓練及其獲

得的理解能力。 

電影內帶有極多的訊息，類似於影像化的傳播系統（視覺傳播），對其瞭

解必須建立在其本質、功能、及效果上，如此就能歸之於傳播的過程了解；電

影作為傳播過程可以根據古典傳播理論所建構而成，四項：傳播製造者（製

片）、通路（發行）、內容（劇情）及接收者（映演）。這個模式也可以用來分析

閱聽人的傳播影響，不論如何，這個傳播過程其經營來看可以形成水平整合

（例如戲院之間），或是垂直整合（製作與發行業整合），同時用傳播經濟的角

度，可以發現經營與市場競爭的問題，因此用票房來分析市場的喜好度與社會

興趣，電影可以歸之於社會、文化及政治的傳播媒體。 

瞭解電影的創造與市場發行過程中，電影可以與其他媒介的媒體有關，如

出版業、電視、廣播、錄音的音樂業，所以將電影視為社會中傳播的原形產業

(Prototype business)並不為過。 

電影是相當早的媒體產業，同時也是工業革命後非常重要的中產階級娛樂

項目，由卓別林的電影內容來看，電影具有非常強烈的社會性，及經濟效益要

求，電影的文本敘事要求使的電影公司必須將最賣座的小說，用很高的版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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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下，這種投資的經濟效益必須在社會群眾的喜好上獲得保障，電影經濟性於

是更為重要。 

電影產業猶如一般企業一樣，主要以營利(make money)為目的，但是因為

對於觀眾喜好的不確定性，電影較之其他產業帶有一點風險，電影因此在產業

經營上具有三種基本條件： 

（一）電影的製作歸因於製造(manufacturing)系統； 

（二）電影發行歸因於批發(wholesaling)系統； 

（三）電影映演歸之於零售(retailing)系統； 

除此之外的條件是行銷(marketing)與促銷(promotion)，而後者對於電影產業

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廣告業的角色也因此凸顯其重要性，因為與成本有關，廣告要花錢，但是

置入性廣告卻能夠省錢，行銷與促銷也同樣道理，但是經由行銷的特定公司介

入，產生一種發行關係或異業的合約(contract)關係，在成本投入與廣告費用上

的節省，也同樣能達到雙贏的市場目的，例如電影發行商與映演戲院與廣告商

分攤行銷成本。 

電影既然是種產業，同時以營利為目的，所以必須小心處理，學者 William 

Fadiman(1973)認為觀眾會拒絕這種賺錢為目的的說法，在 1960 年代，好萊塢就

觀察到這種現象，Fadiman 指出：好萊塢因此必須承認電影在賺錢之中必須兼顧

藝術與商業，這時就看出一些大型製作公司開始併購製片場，主要是為了完整

產業規模及創造獨特的商品模式，迪士尼(Disney)就是當時一個成功的例子。

Fadiman 同時也指出，這是因為電影長久一來就必須要有龐大的財務因素在其規

模製片中，學者 JanetWasko(1982)指出：就像是成功的名導演葛理菲斯(D. W. 

Griffith)在其成功電影《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Nation)的模式，後面也是有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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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財務機構介入；美國電影是一種新的「美國藝術型式」(American art-form)

的電影，它的成長歸之於美國產業與商業的結合考慮，加上藝術要求，因此自

然限制其他資本企業進入電影的門檻。 

 

第二節  傳播效果不確定性 

電影的確需要經濟上的製作才能歸之於產業，也就是說，電影必須是(1)大

規模的製作，而且是每個商品都是獨特的(a unique commodity)，也就是電影每個

必須是有高度的差異性，是以促銷競爭導向，而非價格競爭導向；(2)電影製作

的過程是排除在經濟學「供」「需」之間的要求，而充滿風險，經濟學上的需求

不確定性(demand uncertainty)是第二個特質，因為每個大製片公司都傾向希望能

限制競爭，而掌握市場控制成為「寡頭壟斷」(oligopolistic order)的市場，因此企

圖垂直併購以掌握市場規模優勢，但是在 1948 年美國高等法院判決主要的製作

與發行公司必須分離，因此給予一些獨立製片與發行公司一些喘息的機會。 

前述兩個特質在運作上其實非常複雜，但是衡量成功的條件只有一個，就

是出現率，也就是觀眾票房數，或是成為票房收入，或是由電影租賃費用來看

但是後來都會回歸到製片公司手中，戲院票房或許是個重要收入與獲利指標，

因為後來的其他發行通路（如 DVD、電視版權、出版等），都會受到影響，因

此票房計算是計算獲利或損失的基本指標，對於如何去量測，雖然有市場公

式，但也是難以預估的，因為對於觀眾的參與難以掌握，過去的成功並不能保

證未來的成功。 

許多研究從 1940 年開始都指向探詢如何能夠確保票房成功，許多試驗是

以故事、演員、角色混合方式進行，去理解觀眾的感覺與事件，甚至用片名，

或是用偷偷的試映方式，結果都是一樣，只有很少數的電影是成功的，甚至有

人說四部電影只有一部會賺錢(Edmunds & Strick, 1977)，MPAA 的總裁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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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nti 說，五部電影中，至少有一部會虧本(Daly, 1980)，Peter S. Myers 承認

說：十部電影中只有兩部賺錢或是打平，七部電影會賠錢，十部中的一部或兩

部會打平或是空前成功，其中三部中的兩部甚至付不出拷貝費及廣告費，至少

三部中有一部會在租片市場上大賣(Suzanne Mary Donahue, 1987)。 

Edmunds & Strick（1977）也指出：沒有簡單、一成不變的關係存在於電影

主題、製作成本、及票房收入上，因此可以說，錯誤的研究無法或不足的證明

可以說明過去的例子，一些自認適當的研究被視為執行不當，對於這些信賴與

合法的研究結果是可以被忽略與錯誤解讀，成功票房電影還是具有相當的不確

定性因素。 

 

第三節  傳播研究結果 

全然瞭解電影的問題有助於電影產業的決策，對電影的價值與信念，有許

多的看法需要知道(Garth Jowett & James M. Linton, 1989: 31)： 

1. 電影是商業的企業與各種工業領域所構成，投資的回饋是作為整

個產業系統繼續存在的主要因素，雖然不是每部電影都需要賺錢，但是必須

要有足夠的期待機會，能吸引投資者來投資(Edmunds & Strick, 1977)。 

2. 因為電影相對的製作成本太高，所以光是在本國的市場是不足以

適當的回收成本，例如加拿大，電影是一種國際商業行為，因此成功的主題

能夠引起國際的興趣，將電影視為過內的市場產品似乎空間太小(Canadian 

Motion Picture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 1979:61)。 

3. 為了吸引人們，電影必須反映公眾的趣味與迎合公眾的需求

(Fadiman, 1973)。 

4. 為了電影必須能保有龐大數目的財務能力，唯一之道是吸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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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娛樂在電影中被用來分散與逃避的作用，必須要求不能有太多嚴

肅想法及類似生活情況的內容(Linton, 1978; Litwak, 1986)。 

5. 平均電影觀眾都是非常年輕的青少年於他們的興趣與需要上

(Fadiman, 1973)，這些需要與興趣包括：窺淫狂症（voyeurism）、施虐受虐狂

（sadomasochism）、多愁善感（sentimentality）、輕浮（levity）、激動

（excitement），這些需要可以被電影中的性、暴力、浪漫、喜劇、冒險所填

滿。 

6. 這些上述的需求與興趣可以被設計，被處理成一種態度，藉由外

表的包裝成通俗，如此就不會讓觀眾難堪，觀眾的自尊就不會喪失。成功的

電影有幾項要求：非常特別甚至稀少、融合洞察力及創意(Canadian Motion 

Picture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 1979:61)。學者 Metz(1975)指出，電影如果要財

務上成功，絕不能威脅觀眾去到戲院，電影產業需提供一個全然的愉悅經

驗。 

7. 明星(stars)佔有非常絕大部分去幫助觀眾滿足各種奇幻的需要，明

星系統是好萊塢最不可侵犯的系統(Metz,1975)。 

8. 一部特別的電影不論什麼主題或是形式，對觀眾來說都沒有影

響，因為娛樂被視為天真無無邪、社交的中性、沒傷害、沒價值、及不會影

響經驗(Linton, 1978)(這個論點被社會學家推翻)。 

9. 電影對消費者的時間與金錢與其他休閒活動競爭（特別是電視），

基於這點，電影必須提供其他形式所無法提供的，特別是電視，必須克服這

種娛樂素材是免費的事實(Edmunds & Strick, 1977; Fadiman, 1973)，特別是戲

劇性電影產業的成長是不屬於休閒時間產業，特殊的信念認為電影是一種經

由感官處理的圖騰象徵（性與暴力），不應該經常出現在家庭中的電視上，

雖然經由科技發明出現在家中的電視頻道上（付費電影頻道），試圖教育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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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觀眾將看「特殊電視電影」視為「社會事件」，錯失是將會導致某種社會

誤解(misfit)。 

10. 電影對待主題的基本形式是封閉的、功能性的、戲劇化陳述，所

有敘事元素被集中一起，電影中所有的問題都被回答，電影中所有呈現的情

況都在時間中的結論下得到解決，這種形式的關係建立在觀者與電影之間，

「經常矛盾的需求」是電影中的內容，然後經由一點小小混亂或不愉快所滿

足 

上述這些想法可以視為具有有一些真實，其真實的一點是「除非有其他的

財務資源能到位（例如政府補助），失敗於吸引大量觀眾會導致電影產業災

難」，其他的矛盾之處是，電影需要滿足青少年的需求，同時又希望他們能具有

品味，其他的質疑是，相信電影是娛樂產業卻不會影響到外在的社會發展，不

論如何，電影是個擁有信念及價值觀支持的產業，同時是以營利為組織的目

的。 

 

第四節  電影媒介研究 

在廿世紀的中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一些社會學者專家集

合在一起，研究報紙、廣播等傳播媒體對當時人們的影響，電影也有機會被列

為大眾傳播學對傳播效果的研究，也就成為最早電影社會效果的模糊臆測，一

直到後來幾年，在大專院校的科系中，電影就被自然地歸屬於大眾傳播學的一

項，不論這樣是否正確，電影的發展及其影響也就隨著大眾傳播學的研究，而

得到的概略性的認定。 

研究傳播學的學者對於大眾傳播與媒體，及觀眾與社會之關係，作了某一

種發展上的分類，這種分類也可以明顯的看出傳播與社會之間有了密切關係。

最早，在 1935 年，一批專家學者開始對傳播進行最早的研究。賀夫蘭(Car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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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vland)研究態度的形成與改變；拉斯威爾(Harold D.Lasswell)研究報紙對政治人

物的影響；查拉斯斐(Paul felix Lazarsfeld)研究傳播媒介與人際影響的關係，在當

時，學者都認為大眾傳播媒體是萬能的，一定可以達到某種程度上的影響，社

會當時正處於美國經濟大恐慌時期，人心惶恐不安，他們認為觀眾是被動地吸

收外界訊息，並且是互相有隔閡，由於研究的方向過於狹窄，而使得所找出的

問題，最後也在鑽牛角尖中而愈陷於死胡同；這段時間一直延續到 1955 年前

後，其間主要是對市場間、選擇後，及當時大戰期間的種種情況進行各項研

究，但卻發現媒介所能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遠不如想像的嚴重，同時發現，

人際間的影響在比較中反而更具有影響力，這是傳播媒體在發展上的第一次挫

折；在此後的數年間，美國社會逐漸安定，雖然當時認為媒介的效力有限，但

是一些商人和政客還是積極地利用媒介以達到其某種目的。 

1960 年代，美國社會又開始動盪不安，黑白糾紛、婦女解放運動、反越

戰、水門案件，使得大眾媒體的地位更為突出，不光是電視新聞得到重視，電

影劇本中也更描述當時社會現況、反應製作者的態度，而受到許多的社會議

論。 

1966 年，在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瞭解媒介》 (Understanding 

Media)一書的仔細分析中，肯定媒介科技是決定歷史文化的主因，足以改變人

的世界觀以及社會的結構，而此大家才知道傳播媒體有相當高強的吸引力，雖

然並非全然「萬能」，但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因為觀眾自己掌握了主動權，媒體

的使用必須能滿足觀眾的欲望與需要。電影業者在這種環境中製作了一些與社

會問題相關的電影，影片中並提供了某種實用觀點，具備了「娛樂」，也提供了

一種「知識」，然而卻在此時，電視的普遍受到歡迎，打擊了電影業者，但卻也

使電影業在與之抗衡的對策中，謀求對社會大眾更深入的分析，並提供電視所

沒有的娛樂效果：更壯觀的場面與更細緻的聲音處理。 

根據當時傳播學者的研究，當社會秩序穩定的時候，媒介是被社會結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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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罩與包含，它所傳達的力量不過是社會結構的延伸，所以看不出它自身獨有

的力量，但是一旦社會秩序混亂趨於瓦解，媒介便容易滲透到社會的結構中，

而對社會進行褒褒貶或干預，這時候媒介便顯現其自身的力量，這情形如同現

在的台灣社會，電視與網路媒體具有影響政治的能力；在美國早年經濟恐慌

中，和緊接而來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電影在這段時間中提供了某種訊息，也

使得觀眾對國家更具信心，在與其他媒體的共同影響下，增進了美國人民破除

困難的團結意識，這情形如同早期台灣退出聯合國的社會動盪，媒體具有安定

社會的功能一般；但是到了六 0 年代，美國社會秩序由混亂恢復到正常，電影

中的素材減少，電影因此顯得沒有什麼特色。六 0 年代後期，越戰、政治紛爭

等問題，使得電影發掘了更多有趣的社會題材，因此，電影除了是一項娛樂

外，也是反映社會意識及道德規範的傳播工具。 

然而，由於電視的突起，吸引了大批的電影觀眾，雖然造成電視事業的黃

金時代，但卻無形中打擊了電影業的發展，電影至此受到電視及錄影帶的沉重

打擊而更形艱苦；由於媒介與社會秩序具有相對的關係，也就是當現代的人類

發掘了更多的現代問題，如苦悶、沒有安全感等，電影終於找到了電視所無法

相比的「現場感」及「說服力」，提供了現代人生活中另外一種對未來社會的嚮

往及秩序；科幻電影及英雄電影相繼突破原有的模式及道德標準，使得人們在

混亂的社會中，能期待一種對理想社會的幻景；傳播媒體在經過這種時代的考

驗後，終於又發現了其存在的價值，也就是提供一種程度上的影響力來改造社

會，例如電影在經由娛樂中給予一種勸導、教育或其他效果，這種提供的社會

價值及印象，通常就決定了一般人所學習的社會價值及道德標準，成為社會教

育的一部份，例如混亂世界的西部英雄人物，所代表的是一種生存的價值及道

德規範，這和目前的「鋼鐵人」英雄有著類似的社會背景及立場，因而給人一

種重視個人原則而忽視團體紀律的錯覺，然而，傳播媒體最大的影響是那些距

離我們愈遠的事件，例如當我們看到美國人是如何粗暴地破壞警車時，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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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美國警察是如此無能，看見電影就信以為真是如此，因此，我們就被社會

結構包含下的力量所形成的媒體訊息而得到了情緒上的感染，這些間接會給大

眾一些可能影響行為的暗示。 

「超人文化」所代表的是現代的社會心理傳播媒體的社會功能有正面及負

面的兩種影響，一是快速提高事物的知名度，一是容易造成一種社會標準，例

如一件事或一個人，本來是默默無聞的人或事，經由媒體報導卻變成家喻戶

曉，電影中的主角可以利用新聞而一夜成名，也可以因為吸毒而遭社會唾棄、

身敗名裂，媒體的報導內容可以很容易使得少數人放棄自己的態度而跟著社會

規範走，例如色情的電玩廣告，會使一般人錯認社會行為的標準依如電視的尺

度一樣，於是跟著去學習而發生問題，「瑤瑤文化」的童顏巨乳吸引許多想成名

的青少女；一般人以為看報紙、看電視或是主動的尋找跟上時代的知識，但是

往往得到的卻是膚淺、被動的社會知識，媒體成為影響社會價值的麻醉劑，電

視如此，電影也有可能，電影屬於大眾傳播媒介的一份子，在許多的研究中也

發現電影的問題如同電視般的嚴重。 

美國心理學家，史丹佛大學教授班圖拉(Bandura)，研究模仿學習的歷程以

解釋人格的發展，尤其對於一些異常行為的學習持續加以分析，他主張「社會

學習」 (Social Leaming)應該是解釋人格和異常行為發展的較佳理論，對於社會

各界所注目的大眾傳播效果，尤其是具侵略和破壞暴動性的電視節目，對小孩

行為的影響有頗多的爭執。於是在 1963 年，班圖拉與同事在一項研究侵略性行

為實驗中，對不同的小孩觀看具侵略性和不具侵略性的成人榜樣影片，然後彼

此在小孩行為上做一比較，結果發現看過其成人侵略榜樣影片的那一組小孩，

行為最具侵略性，類似的結果曾在許多不同的實驗中得到證明。大眾傳播節目

中暴力侵略性鏡頭似乎對小孩的行為有著明顯的不等影響，這種影響是由於小

孩善於模仿學習所造成，國內近來將電視新聞歸之為「普級節目」，不准類似

「國會暴力」鏡頭出現影響孩童的根據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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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組心理學家於 1971 年，也做過許多類似性的實驗，不過這次是專對

電視進行研究，他們讓一組小孩每天花一些時間觀看具有侵略性的卡通節目，

而另外一組小孩則在同樣的時間中，觀看沒有攻擊性行為的卡通節目，在實驗

中，對兩組小孩所表現的侵略性行為加以詳細觀察與記錄，以作為日後比較上

的依據，實驗結果發現，觀看侵略性卡通的小孩，其侵略性的行為有增加的現

象，但是那些觀看不具侵略性卡通小孩，在行為上卻沒有多少改變。另外一項

長期性的研究，是以八、九歲大的小孩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對有關這些小孩觀

看電視時間長短、電視節目的取捨，以及所做的有關對另一些小孩的攻擊性評

量，都加以蒐集分析，結果發現，那些喜歡看侵略性節目的男孩，要比那些喜

歡看不具侵略性節目的男孩來得具有侵略性；在十年後，繼續追蹤發現，當時

看攻擊性節目的男孩到了十九歲，仍然是比較具有攻擊性。在這些類似性的報

告中指出，八、九歲的男孩，似乎最容易受到電視節目的影響，這種影響不但

會產生短期的不良影響，而且也會產生長期性的不良後果。 

由此看來，大眾傳播節目中的暴力侵略鏡頭，似乎對小孩的行為有著肯定

性的不良影響；據心理分析家的研究發現，小孩出生後的五到六歲，是最容易

受到外界影響的時期，而這段時間的影響又促成了以後人格上的發展，有鑑於

此，社會學家及傳播學者要求，對於適合這類兒童或青少年觀看的大眾傳播媒

介的節目，應加以嚴格審查及限制，以避免對兒童造成過度的無形傷害。 

由於這些電視節目對兒童有著顯著影響的結果，電影是否也會造成「成

人」在心理或性格上的影響，相信也是可以預見的，因為電影有優於電視的效

果，銀幕比較寬大，故事更具有吸引力、立體感、畫面震懾人心，同時電影也

不會受到廣告插播的影響而中斷情緒，因此可以說電視要比電影「冷淡」，也就

是說，電視的觀眾較之電影觀眾要來得「冷靜」，加以電影科技大多在觀眾心理

及影音技術上改進，更進發揮了劇情說服上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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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電影媒介研究之困難 

研究電影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是屬於心理學研究的範圍，因為研究人類行

為的變化勢必是由人類行為的「表現」上分析，因為表現是學習的行為化，而

研究是否有「學習」發生，又要從個體是否產生「記憶」開始，依照心理學上

所講的「善於察言觀色」的分析法，可對觀眾的「動機」到行為的「表現」做

一連串的研究，並指出其中是否有「記憶」形式的關連，這裡所指的「行為」，

不但包括容易被觀察的外在動作表現，同時也包括內在的心理事件，因此，研

究電影對觀眾是否造成某種行為的影響，從心理上去研究是條可行的研究途

徑。 

一般研究「行為」的變化有幾種方法： 

1. 個案研究法：針對某個人做深入而詳盡的觀察與研究，以期發現與該個人有

關的所有資料。 

2. 系統觀察法：此法又稱為自然觀察法，也就是研究者在自然的環境背景下，

對某一事項做系統性的觀察與記錄。 

3. 相關法：是發掘兩種有關事物之變化間的關係。 

4. 實驗法：是心理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實驗者在某種控制的情境下操縱某

種變化因素，來研究此種變化對另一個變化個體所產生的後果與影響。實驗法

的缺點是實驗情境過於「人為化」，為求控制操縱上的方便與需要，實驗的情境

往往與自然的情境相去甚遠，受試者在這種人為情境下的反應，也很可能與他

在自然情況下的反應有很大的差別，例如安排一個受試者在房中看電影，這放

映電影的情境雖然相同，但是受試者的心情卻不同，因此結果並不客觀。 

顯然，不論是採取何種方法來研究電影對人類的影響，都有一些困難，這

就是電影研究的困難，在其間影響結果的「變項」太多，例如電影觀眾人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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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易控制，又每個人的環境、背景、甚或「基因」變化都不相同，因此「注

意力」、「容忍度」及影響條件都不同，同時對電影影響的研究，並不是立即顯

現在看完電影後走出戲院的同時，可能只有在某個時刻，也可能是一生中某些

時間才會出現，也可能只是潛伏而未能被觀察到，而這段觀察時間又太長，耗

費的人力、物力也難於確定是否合於研究的標準。 

此外，電影的內容也是主要的一項因素，由於製作中的條件、內容、方法

的不同，使得影片歸類的變化因素更加複雜，例如何謂暴力性電影，其定義為

何？這種解釋可以有無數種，由於「選擇性理解」又因人而異，使得每部電影

對每個人都有程度上的不同解釋，而可能造成的影響自然不同，可以說一個人

的態度是來自於一個人的自信，如果每個人的解釋都不同，造成的信念自然不

同，因此不見得會有相同的行為被觀察到，也就是因為如此，從「電影」內容

上加以分析研究觀眾影響的可能性便不大，這種困難同樣來自類似的大眾傳播

效果的研究上。 

美國政府曾在 1960 年代，對動盪的社會現象加以研究，由美國國會撥款一

百萬美元，委託學術界進行二十三項研究，探索電視對兒童暴力行為的影響，

結果費時長久，最後研究報告有四大冊，卻也得不到什麼定論，但是多少對於

媒體的「效果」研究注入了有力的證言。 

誠然，研究「電影」效果的問題困難重重，但如果以電影易於造成「記

憶」的可能性作基礎，瞭解電影放映的環境和觀眾個人心理與行為的變化，或

許可以知道電影影響個人行為是有可能發生的。 

 

第六節  電影視覺傳播 

針對電影放映的特殊方式，是建立與觀眾溝通最有效果的一種方式，現今

的社會上充滿「視」、「聽」的環境，不論是什麼時候，都可以聽到周圍環境對

284



我們產生干擾，或看到一些新奇卻無意義的事吸引我們的注意，然而我們的感

官在這種過度的運用後，為避免對不相干的事物耗費過多體力，因此發展出僅

對有限的刺激產生反應，也就是說，我們的感官已經學會對同一時間內的許多

不同刺激「充耳不聞」或「觀而不見」，還是因為感官經由意識已能分辨有用的

刺激或是無用的刺激，因此人的注意力產生了「選擇性」，這種「選擇性的注意

力」又因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注意方向，因此要讓許多人有相同的「注意焦

點」實在不是容易的事，然而電影的特殊表現方法，卻可以達到使多數人能有

相同的注意焦點，因為電影在表現上有兩項優點：易得性與變化性。 

1. 易得性：觀眾坐在四周全然黑暗的空間中，只有眼睛前方的大銀幕畫面是全

部黑暗中的光亮處，因此注意力很容易的被銀幕上的畫面所吸引，同時配合

於畫面上的聲音-電影的音效，在我們耳邊響起，使我們如身歷其境般的真

實，這種使觀眾在電影放映中注意力易於集中的「環境」，產生了對電影劇情

瞭解內容的「易得性」，觀眾不必花工夫去尋找注意力焦點，卻可以輕而易舉

地被畫面中的動作或對話所吸引。 

2. 變化性：電影能充分運用這塊放映銀幕作各種引起注意的變化，藉著電影中

的各種變化，而使觀眾能輕易瞭解電影中所敘述的內容，由於這些變化是以

連續及不規則的方式出現，突出了所要表達的重點，造成電影的「放映方

式」是其他媒體想模仿卻又無法充分發揮的優點。 

藉著電影在表現上的「易得性」與「變化性」，成為與觀眾溝通最有效的一

種大眾傳播媒體，這也是電影在方法運用上的特色，然而「環境」的易得性是

固定的，唯電影表示「方法」上的變化性是可以自由發揮，並且能充分適用於

各種不同的故事體栽上，這些變化的方法就成為視覺傳播的課題。 

電影在銀幕上表現的特點敘述如下： 

一、大、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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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越大尺寸的物體其被注意的程度越高，越小尺寸的物體則較易被忽

略。電影在攝影構圖取景的自由下，可以隨意變換物體的遠近，以造成大小不

同的感覺；同樣，可以利用鏡頭的控制，造成「特寫」 物體的巨大畫面，或廣

角鏡的物體變小效果，這種用視覺的「變大」或「變小」來加強畫面的注意效

果，使許多日常忽略的小處，經由攝影機的拍攝放大到銀幕上，而表現出劇情

中的某種重要關鍵，同時，如果是不需要的「注意」，電影也可以把龐然大物的

摩天大樓變成「火柴盒」一樣小，因此，我們就會減少對這種原來是「巨大物

體」的感覺。 

除了攝影的「變大」或「變小」技術，另外一個特點是對「銀幕」的選

擇。針對劇本的內容、場面的運用、人物的考慮、氣氛的安排，而可以仔細研

究電影應操用何種尺寸的銀幕，是標準尺寸的銀幕？或是「新藝綜合體」的寬

銀幕？或是「3D」的銀幕？標準銀幕的安排適合一般的劇本，因為在場面上較

容易引起注意力集中，畫面的構圖也較為簡單，但是如果劇本是發生於大自然

的環境中，則考慮採「新藝綜合體」的寬銀幕，這樣視覺的寬廣有如人眼睛的

效果，對大自然也較容易引起宏偉、廣闊的共鳴之感；然而如果要予人一種身

歷其境之感，也就是一種全然的投入，則可以用 360 度的環形銀幕，這種效果

的唯一缺點是銀幕過度寬廣，在視覺上可能注意了這邊，而又忽略了那邊，所

以一般場合很少考慮採用，除非有特別的目的，例如狄斯奈卡通樂園

( Disneyland)的圓放映室。 

二、動、靜變化 

觀看中，對於移動物體通常較之於靜止物體會給予更多的注意，很多的櫥

窗設計佈置，為了要引起路人的注意，特別安置了活動的物體，而路人往往在

經過時會給予好奇的一瞥；銀幕上的一群人，我們往往會注意到跑在人群中特

別快速的那個人，這都是「移動」會引起注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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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眼球也是在不停地運動，這種活動，使得我們在搜尋中很容易找到

一個同樣也是活動的目標，人的眼球通常是由左到右的掃描，這種掃描是一些

不連續快速虛線的延伸，這樣造成了視覺的移動效果。電影中的「動作」是全

部戲劇性的重點，因此電影可以很輕易地運用「動作」來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這是電影與幻燈片放映或是繪畫欣賞不同的地方，同時電影可以利用攝影機的

運動來造成一種動作的感覺，例如隨著主角視覺方向，攝影機可以作任意的

「搖攝」(pan)，這種情形尤其運用在緊張動作影片中，當一處陰暗的角落發出

奇怪的聲響後，攝影機如同人的「主觀視覺」，引領觀眾好奇地搜尋發聲的位置

及物體，這時所造成的「注意」是全然的張大眼睛，目不轉睛隨著攝影機的運

動而注意下去，直到發現了目標物為止。 

電影在運動與靜止間所造成的不同「注意」感覺，可以造成緊張、活潑，

或呆板、生硬的不同氣氛，對於劇本具有相當大的幫助；通常全無動作的畫

面，會造成觀眾視覺的疲勞，或著可以說是因找不到注意的焦點而感到挫折、

沮喪，如果劇情久久如此，則易造成觀眾與劇情的脫節或對立，這種情形一旦

發生，則失去電影電說服的優越感，而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反之，如果能

適當運用移動的效果，如攝影機的運動、人物的運動、場景的運動，則全場會

充滿活潑與生動的氣氛；觀眾在一連串的移動中搜尋目標重點，因此，看電影

的時間就會很容易的過去，這與許多人進影電院的目的相同，只為了能「消

磨」時間娛樂而已。 

三、強度運用變化 

所謂「強度」的運用，是以造成生理刺激反應的大小而決定，通常人會對

強烈刺激物投以關心，投以好奇，而對於平淡的事物則容易忽視，而強烈的刺

激之所以會引起注意，是因為在心理上會引起不安的感覺(沒有安全感)，例如

突然的巨大聲響，劇中主角不斷大聲的吶喊，或是震耳欲聾的噪音，這些都會

引起注意，我們雖然厭惡，但是由於我們的「一瞥」，已經達到了引起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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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電影在視覺與聽覺上的多重運用方法，可以交互運用「強度」的效

果，而達到吸引注意的目的，先前所謂的「大特寫」的畫面，也是一種強度上

的運用；聲音強度的運用最為普遍，自從杜比( Dolby)立體聲音電影出現，在一

些動作或科幻影片中，常常出現突然的巨大效果聲，使觀眾嚇一跳，而會特別

注意到銀幕上的畫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是聽覺引起視覺搜尋的注意，因此

視覺、聽覺在這方面可以互相配合，以達到某種效果強度的適當運用。 

四、對比效果變化 

對比是另一種刺激生理反應的效果，在全然綠色的花園中出現一朵小紅

花，特別會得到人們的注意，這就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對比效果，在眾多

男性中出現一位女性，這個女性就會引起特別注意，例如軍教片中女兵角色製

造出的笑料，就是一種由心理上與男兵對比所產生的笑料。在一群大人中，出

現一位身材瘦小的小男孩，這位小男生在對比下，就會引起注意，這也是對比

的下意識作用。很多時侯，報章雜誌在設計時，都會引用對此所造成的「注

意」來吸引讀者，例如整版報紙只有中間的一個小圖案，其他全為空白，這就

會引起對此的「寬闊」與「小氣」之比。電影中的「勞萊與哈台」、「王哥與柳

哥」，這種胖與瘦的對比，正是注意力的焦點，觀眾會預料到一種對比上的笑料

將會出現，這種對比效果，如果能與色彩、好奇等效果一同運用，則更容易引

起觀眾注意。 

五、好奇心運用變化 

不平常的刺激物通常會吸引注意，而一般人所熟習的事物則較不容易引起

注意。這種情形運用在電影中，就造成了典型的懸疑片，例如「賣關子」、「不

知道導演及編劇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等講法，如果電影一開始就造成觀眾的

好奇心，那麼觀眾的注意力就會全然集中在如何解開謎題的各種情節裡，如果

開始是平淡無奇的劇情，觀眾則可能會喪失部分的注意力，例如表現出我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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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一些瑣碎事，則有可能造成觀眾的「忽視」，縱使劇情顯示這些事是很重

要，但是在說服上的吸引力就不大，因而可能由於「忽視」而對劇情產生困

惑，這是電影放映中的大忌。 

「好奇」是電影中最重要的心理因素，如何在影片開始時對劇情的內容產

生好奇，這整部電影的「成」或「敗」就全在「片頭」是否能引起觀眾的好奇

心。對一般電影工作者來說，製作電影最難的部分就是在「片頭」，因為片頭是

吸引觀眾進入劇情的關鍵位置，如果處理不佳，則觀眾興趣索然無味，或不知

到底要對劇情的那條「線索」產生好奇與探究；同時「好奇心」的運用，解決

了大部分電影結構上的問題，只要放置了好奇的線索，觀眾便會自動跟著線

索，好奇的往內探尋，這種「好奇」的人類心理，使得人類的頭腦遲鈍或聰

明，往往在落入陷阱而不自知，或往往自以為聰明追尋到某些「真相」，但在結

局真相大白時，才知慘被編劇戲弄。 

但是好奇的方法不能一遍又一遍的使用，因為好奇所帶來的精神及體力負

擔，使得人容易疲勞，如果過度的運用，觀眾反而會不覺得稀奇，因為生理要

求「休息」，心理便會「暫停」，於是觀眾便說「這個劇情好累」，於是一切都完

了，觀眾從銀幕幻境重返「現實」，表示出電影已不再具有吸引力的價值，這情

形如同生理的反應「久入芝蘭之室而不聞其香」的道理是一樣。 

六、色彩變化 

我們生存的空間是個五彩繽紛的世界，而各種色彩所造成的心理感覺都不

一樣。「黑色」代表高貴、低俗或是神秘；「白色」代表純潔、乾淨；「紅色」代

表熱情、熱烈、緊張；「紫色」代表曖昧或是浪漫。許多的色彩都有自己的說服

心理。我們在這生存的空間中，已經感覺到這種過多的色彩訊息，因此往往使

我們視而不見，但是在視覺理論上，越是豐富的色彩就越是引人注意，例如深

紅就比淡紅來的醒目，黑色就比白色清楚。在一大軍顏色互異的環境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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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集中我們的焦點，因為我們習慣對這些日常生活中色彩混亂的景像「視而

不見」，但是色彩運用是造成注意的好方法，許多電影都會運用過。在電影《鬥

魚》 (The Rumble Fish)中，全都是黑白對比，唯有玻璃缸中的鬥魚是紅色及紫

色的來回游走，這種色彩的暗示，強調這種有顏色的魚是全片的主題及心理分

析的重心；有許多電影中出現的宴會場面，在眾多的顏色中，唯有男主角或女

主角是一身全自的服飾，在人群中我們可以立刻發現這是注意的焦點，這種在

群眾場合中運用色彩以造成對比、突出之感，是許多電影為讀觀眾易於在人群

中找到注意焦點的好辦法。 

整個影片的「色調」也是電影氣氛的主要來源之一；例如在浪漫愛情片

中，經常出現的是朦朧溫暖的淡黃色，而在歷史劇影片中，則出現一種暗黃色

調，使人有一種老舊類似泛黃照片的感覺。整部影片在「色彩統一」所塑造的

氣氛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這也是所有成名導演或攝影師所特別注意的事。某

種特定色彩的氣氛，在劇情開始時就影響了觀眾的情感，而使觀眾在注意中更

能容易進入劇情；在科幻片中，出現許多「神秘」的黑色，代表了不可測知的

未來，也更增加了劇情的神祕性及張力；例如在《星際大戰》(Star Wars)中，神

秘的「控制者」就永遠是戴著黑色頭盔及黑色披風，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

覺。而電影中的服飾所一貫出現的色彩，也正代表著角色的心理及情感。在喜

劇片中的女主角，如果是經常穿著素色的衣服，有一天，突然穿著大紅色衣

服，我們就會意識到，可能馬上有值得興奮的事要出現，如果突然又換上灰暗

衣服，我們就知道可能心情不佳，因為色彩在氣氛、服飾、劇情及角色心理

上，都代表了某種意義，一部製作嚴謹的電影，會要求色調的統一，要求全片

能處處重視色彩所帶給欣賞者的不同，心理感受。 

七、視覺位置變化 

人的的眼睛在「看」的時候有一定的寬度，只有眼睛正前方最容易引起視

覺的注意，因為眼睛在看時會不費力，而且能持久，如果我們經常用「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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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東西或扭頭去看，那麼就無法持久。生理上自然追求的舒適感，使我們尋找

最有利的角度去觀察這個世界，因此我們可以說電影院是個良好的觀賞場地，

因為觀察的對象就在眼睛的正前方，只要戲院的座椅在設計上的斜度與角度能

適合，必然在視覺上能輕鬆地引起注意，而不費力。根據人的視覺寬度，在銀

幕正前方角度的中間位置是最好的位置，因為視覺的寬度在觀看的時候，視角

正好包含全部的畫面，而越後面的位置，看到的銀幕越小，銀幕兩邊的黑色空

間也越多，同時越會感覺到周圍有其他的觀眾，因此較容易被環境所影響，而

打斷電影劇情的機會也大，這種不能集中的注意力的電影院，常常是觀眾對電

影劇情困惑的主要原因；此外，電影院中如果有二樓觀眾席，依照放映的要

求，放映機一定要與銀幕成垂直角度，因此銀幕可能是向上略有角度的揚起，

這時樓下觀眾看電影時，會有一定程度的畫面變形，也只有樓上觀眾席與銀幕

的視角垂直，並與放映的光線平行，因此樓上觀眾席在水平俯視中是最佳的觀

賞位置。 

電影的畫面構圖，通常也會引起觀眾「注意」或「疏忽」的差別。一般說

畫面的正中央是注視的焦點，最能引起觀眾的注意。在攝影構圖上，常把銀幕

分成三等分，依構圖平衡的原理，可以掌握一些主要觀點與背景關係的介紹，

因此畫面 1/3 或 2/3 處是構圖的重心，一般來說，左邊 1/3 處更能引起觀眾注

意，因為眼球的「掃視」常常是由左到右的平均移動，所以安排角色的重心，

應該在銀幕左邊 1/3 處的位置，這個位置也是觀眾經常注意的焦點；此外，銀

幕的上方較下方更能引起注意，這只是「方便」的緣故，因為下邊往往是我們

不容易看到的區域，所以銀幕下方出現重要事務的可能性不大。在電影院中， 

「習慣」使得觀眾很容易找到銀幕上應注意的重要位置。 

八、視聽效果變化 

對注意力的吸引及保留來說，最好是具有「多重感官刺激」的訊息方式，

這樣不論在注意或記憶上，都能配合人的生理結構而產生效果。電影在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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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掌握許多的技術，而「聲音」在現代電影中的運用，更能發揮到超過想

像的地步，由於立體聲音的介入，使得原本「聲音蒙太奇」的電影手法可以儘

量發揮，在音量、音質、內容的變化上，都可以全然的造成注意，電影具有

視、聽兩種表現方式，確實是掌握了最好的表達工具，這些工具刺激了神經系

統，並在腦海中留下一定程度的「印象」。 

所謂的「多重媒體通路」是指一個媒體經由傳遞訊息的方式，可以使接受

者得到多重的感官刺激，這種多重感官刺激，除了聽覺、視覺外，還有嗅覺及

觸覺的運用，這些刺激訊息在傳達到生理感覺器官後，並送至大腦分析，各項

刺激就變成互相補充的資料說明，最後而形成一個訊息的完整體，這種方式具

有最佳傳播說服的效果，對於許多不易說明的訊息，經由這種方式，可以更為

明確的表現其目的，也更能「教育」接受者。電影目前運用「聲」 、「光」的

效果，已經得到大多數觀眾滿意的反應，然而也許有一天，電影的表演方式會

發展出具有嗅覺及觸覺的方式，到那個時候，如果想不去注意，可能當一進入

戲院，這一切都由不了自己作主了，生理對刺激的「自然反應」，將使你全然、

投入劇情的情緒中。  

電影在表現方法上有上述八種的變化「效果」，這些「效果」的運用可以綜

合運用，也可單獨使用，唯使用的「位置」一定要經過設計安排。電影中講求

「統一性」的效果運用，就是所有方法的運用，在劇情的前、中、後都應有一

致的目標，否則只是更增加劇情混亂的情勢而已。 

由以上這些變化方法上對觀眾注意力的影響，可以分類為三種類型：非意

願性注意、無意願性注意及意願性注意。 

1. 非意願性注意：例如強光、移動、色彩、強度、對比等，對觀眾而言，

較不需要費神就可以意識到，這些刺激是強行進入觀眾的知覺意識，

很自然的引起注意，帶有「強迫中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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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意願性注意：例如好奇心等，觀眾最初並無特別有意願要注意某種情

勢的發展，然而某種刺激引起了觀眾的興趣，於是才對刺激加以注

意，這情況是在非「心甘情願」的意識支配下進行。 

3. 意願性注意：此種注意是一種理性的意願注意，指觀眾「期待」的注意

某一刺激的發展，並加以分析、組合訊息的內容，例如對大小的變

化、視覺位置、對比等變化效果等。「我聽說這部電影不錯，所以想來

看看」，這也是引起意願性注意企圖的來源之一。 

最好是藉由「非意願性注意」達到「無意願性注意」，最後發展成為觀眾的

「意願性注意」，這表示在劇情的變化方式及內容上得到觀眾的一致「共鳴」，

這種效果，最後通常會帶給觀眾一種滿足的「成就感」，這是因為觀眾經由自己

意識的作用，而轉變體認出電影內的某種說明，故而會有潛在的成就感。最危

險的是「意願性注意」，在宣傳效果的反作用影響上，「以為」這電影還不錯(宣

傳效果)，但是一旦以期待、懷疑、探究的理性意識，心理去注意電影的表現

時，發現電影並不如預期的好，於是強烈的挫折感產生，那麼這就是一種「反

宣傳教果」，在觀眾間的口碑宣傳下會形成不利的情勢，唯在宣傳與實際品質相

等時，這種「意識性注意」則在口碑宣傳上會超越其他的宣傳方式，而使得電

影賣座會直線上升，很多「叫好」但卻於開始並不「叫座」的電影，最後卻越

演越盛，就是這種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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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電影觀眾 

 

電影編劇對人性作分析、對社會變遷加以研究、對社會事件的產生靈感、

及融合許多電影觀眾在票房反應等資料，加以綜合構思，由這些資料的選擇、

整理、組織、強化後，經過許多專業人員的努力，而形成一種訊息「成品」，這

個「成品」在電影中得到觀眾的欣賞，並把訊息內容加以還原解釋，這些解釋

(意識或潛意識的認知)在觀眾回到社會中時，因得到某種程度「實用性」的暗

示，這種暗示可能又成為一種個人動機，而形成個人行為的本源，這種行為對

個人或社會可能會造成影響，促成社會改變，不論影響是正面或負面的，又會

在社會上暗示電影作者下一個電影製作的企圖，因此，電影在「創作者」、「觀

眾」間形成一種產業循環，如同「創作者」、「電影」、「觀眾」三者為互相影

響。 

 

圖十  電影創作關係 

 

 

基本上，電影是將靜態照片快速轉動成觀眾眼中「視覺殘留」（一秒 24 格

觀眾

創作
者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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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的動態影像，所以稱電影為「Motion-Pictures」的表現是強調「動」

態，而「動」是人們生活中的一切現象，所以電影中表現（包括演技）是生活

中的「自然」(nature)，而觀眾也將這種「自然」反映在觀看中的判斷上，藉電

影的表達(expression)所呈現出的影像反映在觀眾的心中應該是有意義的

(meaning)，因為這是觀看者的「共鳴」，電影影像創造付出心思（眾多參與者的

腦力與抉擇）與成本（時間、體力與資金），所得到的回報是電影觀眾的認同，

這是電影創作必須得到的價值，也就是只有觀眾熱烈參與，就是創作者的最好

回饋。 

 

第一節  第一批電影觀眾 

1895 年第一部活動影片出現時，第一批的電影觀眾於是誕生了。在電影近

百年的發展中，電影已由簡單的記錄設備，以捕捉一些真實或半真實的鏡頭，

進展到複雜心理變化下的商業活動；早期的電影觀眾同時也是輕鬆歌舞劇和各

種表演場所的觀眾，當這些觀眾厭倦了同一種類的表演節目後，電影就在這些

低級及中產階級間找到了票源，由於票價便宜，而電影公司更配合地大量印製

拷貝，由於大量的印製，成本減低，電影內容便一直在變化中突破，觀眾對這

種新奇的產品一直寄予期望，希望能滿足日常生活的空虛與不安。 

電影與其他輕鬆的表演一樣，是一種娛樂，大多數的人會去看電影是因為

想忘掉他們的煩惱，也許只是要「一會兒」的時間就能使他們得到安慰與喘息

的機會，於是看電影就是一種「社會逃避」方式，想暫時忘記一些問題或一些

「悲劇心情」，這種觀眾心理是來自於必須要面對明天的困難現實，而電影的益

處是提供了靈感，並且具有啟發性，希望觀眾在離開戲院時，會比剛進去的時

候高興一些，並且能燃起另一股勇氣與創新的力量去面對明天的挑戰。 

電影中所造成的幻覺情境，使我們遠離了我們的生活現實，而生存於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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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空間中，電影就是一種「夢」，而好萊塢便是「夢的工廠」。「好萊塢」這個名

字在電影的發展中，已不僅只是代表一個地方，而是代表一種商業行為，也就

是「好萊塢」是成功商業電影的代名詞，同時「好萊塢」也代表著與觀眾的結

合，從電影初期發展到現在都得到觀眾的擁護，使電影變成大規模企業行為；

「好萊塢」的成功，是因為符合了許多現代人內心的深切需要，由於現實生活

壓力所造成各種感覺上的不安，焦慮(anxiety)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日常生

活中，我們常必須於日常生活舉手投足間做出一種選擇(choice)，這種時時需要

決定的「選擇」，造成社會大眾心理與生理的疲勞和壓迫，於是衝突、恐懼、理

想、各種理論、各種規矩，相繼而來，使我們的生活日趨複雜，雖有越來越多

的書籍或傳播媒體進行這些分析而能給予更多答案，但是看書並不能「即時」

脫離迷惑，唯有電影可以暫時脫離現實，並減少「選擇」的機會，因此有許多

人在逃避中便成為電影的熱愛者，電影作者於是依據觀眾的需要與反應成立

「假設」以製造影片，這種「假設」是建立於電影製作者對觀眾預期的想法，

所製造出來的電影真實，可能超越了觀眾的生活經驗，而觀眾也傾向於接受這

種邏輯式的「真理」，企圖從中尋找合適於自己的需要與經驗。 

電影描繪「人」的生活，而人的生活目的往往又各不相同，因此電影也是

最易遭受批評與攻擊的；一些憤世忌俗的社會學者要求電影中能夠面對真實，

因為認為電影中的世界是矯飾和不真誠的，但是這些要求的人並不真正了解所

謂的「夢」較之於真實世界更真確，這種「真實感」超過我們能看或能觸摸或

感覺的範圍，每個人都經常在自己的夢中能很真實的體會到一個理想的空間，

這種空間是一種不可抵抗的信念及脫離，使得日常生活變得更愉快，這種夢中

自信超越了現實生活的層面，雖然夢會「醒」，但是一般人還是很愉快的回想在

夢中的情景，電影如同夢一般，是要去體會其中的娛樂及含意，不論電影是幻

想或是神話皆無妨，只要能使生活中精神更愉快，這就達到了電影觀賞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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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直被視為是一種娛樂，這是基於電影所製造的夢境對人有利，然而

電影的廣受歡迎卻受到其他媒體的強烈批評，把電影工作斥為低俗的工作，電

影要適應廣泛觀賞者的角度去鑑賞及興趣，這和電視的目的相同，早期的電影

批評，並不意識到電影為一種「商業藝術」，只認為是大眾化的娛樂而已，正像

電視公司一樣，一些有身份、有教養、又態度嚴肅的社會人士，對電視綜藝節

目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電影進入商業化又大量製造的產業經營後，已經成為一

種當今最昂貴的商業藝術媒體，只不過仍然強調娛樂性的商業價值。 

進步的社會使得人們的時間變少，「娛樂」的需求，使得娛樂的項目增加，

種類也創新，但是越進步的社會在休閒娛樂上的需要也就更為強烈，看電影的

觀眾逐漸被其他娛樂活動所吸引，這也是一部分電影並不能滿足「電影夢」的

要求，因此，電影觀眾也更加稀少，電影工業也益加面臨挑戰，這情形的另一

項原因是，面對時代競爭「時間」及「空間」的匱乏，觀眾希望在娛樂中同時

也能得到實用的目的，例如把電影院當成約會的地方，這種「一舉數得」的心

理，使得許多單純電影放映加入許多思想及服務。 

電影如果缺乏娛樂效果，這是忽視電影娛樂的本質，因為電影當初發展之

時就是娛樂的代名詞，電影內因後來加入個人思想，也強調了某些知識性，但

是忽略了觀眾娛樂需求的作法，久而久之，這種不成熟的觀念導致觀眾的需要

被漠視，電影業於是出現了不穩定的發展，所以觀眾的需求是首要考慮的項

目。 

 

第二節  現代觀眾 

成功的電影是觀眾「願意」購票進場的電影。 

長久以來一直「困擾」電影業的是很難分清楚一般人所謂的「喜歡」和

「願意付錢」的電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這其中是有所差別的；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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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味並不一定都是高尚的，或許是高尚的，但是卻也希望看電影不要浪費太

多的腦力，電影院並不是考場，這是電影基本的觀念，有人曾說：「一個好的、

完整的、結實的、有戲劇性衝突的電影，是觀眾喜歡看的電影，但是這也往往

是觀眾錯過而沒有看的電影」，如果問一個觀眾，最近所看的電影是什麼，也許

就會告訴你，是一個忘掉片名及主角名字的電影，這個觀眾品味也許很高，談

電影也可以講很多話，但是所談的「許多」的資料卻往往是從報上或是網路上

得來的訊息，一些「所謂」喜歡的電影卻反而錯過沒看，這種情形就好像一個

電影熱愛者，問他所要看的電影標準時，他會說出一番道理，但是往往他真正

看的電影卻是無俚頭的搞笑片，這情形就解釋了為什麼有些評為「叫好」的影

片，卻不一定「叫座」，但是卻有更多人要去看這種「不叫好卻叫座」的電影，

真正的原因是「觀眾的內心是想看什麼？」而不是「對別人談什麼？」如果電

影製作者可以不去計算電影成本，或是根本不去想「成本」的話，電影的失敗

是來自忽視真正電影觀眾的需求，觀眾需要什麼？這還是需要仔細分析。 

會有人說，一部論點甚佳、場面大、製作精美的電影，觀眾不一定會去

看，而比較之下，如果電影是講一個生活中的律師打贏法官的官司電影，就一

定有不少人會去一看究竟，其關鍵就是好奇！電影必須是一個具吸引好奇且娛

樂效果強的媒體，從電影發明初期，觀眾蜂擁進入電影院中的心情一樣，當別

人談起，這種好奇感會驅除萬難而走向電影院，電影觀眾就是這樣的基本需

求，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一樣，這種好奇可以在來不及到電影院中看電影時，卻

也希望能看 DVD 或是網路下載。 

看蒙娜麗莎名畫的人一定比看美麗女明星照片的人要少，這答案就是「人

們所要的是輕鬆」而不是「思考」，並不是說電影業要為觀眾製造一些沒有意義

的娛樂片，而是說明電影至作者除了放入主題意識外，也不要忽視電影為「娛

樂」製作的目的；近代電影史上成功的電影導演及其作品，不但創造了新奇、

塑造了風格，同時也帶動了風潮，更重要的是，他們的電影是大家「願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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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電影，伍迪艾倫(Wood Allen)製造了「心理分析」的心理喜劇；法蘭西斯柯

被拉( francis ford Coppola)製造了偉大的電影史詩《教父》(The God father)；喬治

盧卡斯(George Lucas)的《星際大戰》，製造了令人好奇的星際影像及音響效果，

這些電影所建立的受歡迎原因，是建立在說故事與聽故事人之間的巧妙心情

上，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大白鯊》 (Jaws)、《第三類接觸》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表現出觀眾對身邊可能發生的事物好奇，這兩部電

影在當時成為「好萊塢」有史以來最賣座的電影；事實上，掌握「娛樂」的本

質小心地放入「好奇」，建立個人風格的劇情，又適合行銷社會，在突破創新的

觀念下配合製作的技術品質，這樣出來的電影一定會有票房支持。 

 

第三節  觀眾需求 

卓別林(Charlie Chaplin)是屬於電影藝術創作的第一代工作者，他經常被描

述成可憐的，並且是受迫害的社會小人物，這個小人物在電影史上並不是因為

表現小人物而有損其形象，相反的，這個經常失業的小人物，用其可愛的智慧

和沒有區別的愛心與富人對抗，並且用一些很特別的道具向富人報復，這個小

人物代表當時多數工人階級的心聲，於是卓別林的電影受到熱烈的歡迎；透過

觀察，這第一代的好萊塢電影受到歡迎，顯示出新語言戲劇商業形式，其內涵

是受到當時進步民主精神的影響，與中產階級新觀念所共同創造出來的社會價

值，這種精神性商品出現在當時社會是一種綜合社會意識與電影表演的休閒商

品，是當時唯一新誕生在中產階層的藝術創作，這些電影在當時受歡迎的程

度，可以顯示出來下列幾項意義： 

1. 小人物所代表的階層得到觀眾的支持，顯示觀眾必然是關心自己生活的

人，同時也是關心社會的人，在藉著「關心」中尋求解答，電影因此有

其社會共識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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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看電影的觀眾必需是付得起電影票的社會人士，儘管票價便宜，但是在

生活中也必是講求娛樂的人，才會想到花少許代價滿足自己的欲望，因

此觀眾是有經濟能力的人。 

3. 看電影需要時間，並且也是認為看電影是值得花時間的人，所以觀眾是

有「閒」的人。 

4. 電影表現簡短的生活片段，觀眾能在很短時間與劇情空間連結，雖然是

濃縮的人生，但是一般人還是看的懂，觀眾屬社會中產階級人士。 

5. 電影院通常在都市才有，並且大多描寫都市中的人物，所以電影在都市

的觀眾比鄉下的觀眾在吸引上要強，人數也較多。 

由上述可以知道，早期電影的觀眾大多數是關心社會、關心自己、有錢、

有閒，並且至少受過教育的都市人，然而電影在當時一直被全然視為娛樂的一

種方式，所以內容表現盡是幽默及笑鬧，這種公式化的發展到後來，使得電影

內容不得不有所突破，尋求更好的體裁，於是電影便在社會人群中找尋更廣泛

的體裁。 

電影史上的發展，每一次的低潮後便會有某種「突破」發生，電影史的發

展是在挫折及競爭中迂迴前進，這與所有歷史發展相同，往往藉著一個個階段

的轉變，而得以提昇並推動歷史的巨輪前進，電影的觀眾在觀影經驗中得以發

揮其更敏銳的觀察力，現代的觀眾較之 1895 年的觀眾在反應及聯想上進步太

多；電視的普及教育觀眾認識影像與聲音的陳述，在分秒必爭的電視世界中，

影音述說的速度不斷加快，從小到成年的觀眾已然清楚「影音蒙太奇」的手

法，在電影院中的大銀幕下，觀眾專注的投入具體表現這種觀影能力，電視教

育觀眾，觀眾得到啟發及訓練也要求電影水準的提昇，這種相互的演進，隨著

電影的持續存在而不停地演變下去，電影觀眾於是在電影反應社會變遷中更能

適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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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社會，所有的人都在為生活而忙碌，所有的人也都有其份內的事在

忙，人活在這個空間中發現時間越來越不夠用，複雜的人際關係，競爭性的社

會環境，人需要學習的範圍越來越廣，要瞭解的知識也越來越專門，社會上也

提供各種得到訊息的管道，包括收音機、電視、書刊、報紙、各型專業刊物，

使得對於選擇訊息的來源更加小心謹慎，電影是屬於資訊及休閒競爭中的一

項，也被人們加以選擇，因此選擇電影的人會非常清楚在意識或潛意識中選擇

有利於他們生活的電影素材，「多頭觀眾」其實是「多需求的觀眾」，觀眾易於

滿足也易於轉換興趣，這何嘗不是人類的本性。 

觀眾考慮觀賞電影必定會面臨幾項選擇： 

1. 由於關心自己甚於關心社會，雖然不會如此明白表示，並且口頭上說是

關心社會，但是實際還是在乎自己感受，例如在「支持國片」聲中，觀

眾能持久的支持一些無趣的電影實在有限，觀眾是關心與自己有關的電

影內容，尤其是有切身關係的事務，表面上的支持其實還是要靠真正有

實力的電影內容來呼應。 

2. 出外看一部電影需要許多時間，包括坐車時間(或停車時間)、購票時

間、等開演時間、放映時間及回家時間，以現代的「時間觀」來說，是

屬於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所以觀眾必需要有足夠的動機才會出現在電影

院。 

3. 觀眾必須是有事前安排的計畫，因為透過電影廣告也難分電影選擇，上

網找資料或是詢問別人都必先從找電影、找戲院、找時間開始，到如何

安排電影散場後的時間，甚或是看電影前準備的時間，這一連串「事

件」都必需有所安排，因此戲院看電影變成不是很容易的單一事件，為

何 DVD 的銷售會持續存在？為何網路看電影會發生？這一切都因為那

種方式使看電影變得容易與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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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影院的電影票價不見得便宜，觀眾除非特別興趣或是特殊活動是不會

經常進出電影院，經濟是主要因素，時間是另外一項重要因素。觀賞電

影的動機必須高於上述的條件，才會發生看電影的行為。 

5. 電影影音語言越來越不是直敘式，劇情常常是「時空」轉變出人意料之

外的快速，或是倒敘，或是中間插入，使得觀眾要費更多腦力去思考劇

情的變化。 

6. 電影劇中人物的主題及行為語言具有時代性，對話也和目前社會上流行

的「語言」有關，諸如此類，電影觀眾要有相當的思想能力，否則一些

人寧願去歌廳、或餐廳、看舞台秀，而不願去想電影中到有什麼與他有

關，所以真正去「看」電影的觀眾，純然是娛樂的心情，電影屬於大眾

娛樂也是非常清楚的，唯有用票房來證明對電影的支持。 

7. 都市中戲院設備及其環境(電影院周圍街巷環境)，比鄉下地區會吸引更

多觀眾，鄉下的觀眾對於電視的吸引力較電影為高，因為在家中看電視

一定比在鄉下破爛的戲院要舒服，並且也可能有較好的空調及服務品

質，所以鄉下的電影院難以生存，大多數的電影觀眾又都是都市人。 

8. 觀眾會尋求娛樂以外的某種實用性知識，這種知識將可以成為平時談話

的內容，甚或有可能成為所謂「意見領袖」的話題，因此觀眾除了要娛

樂外，尋求某種實用社會知識也會刺激觀眾需要，尤其以成年人為多

數。 

9. 電影院成為一種社交的場所，許多人的約會或與人的交際，大都以電影

院為中心、為起點，同時也有部分觀眾認為在電影院中睡覺也不錯，因

此觀眾視電影院為社交的場所，需要如此交際的人又通常屬於年紀較輕

的學生或青少年，所以電影觀眾有大部分是年輕人。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現代觀眾的需求較早期觀眾需要更多，這是由於

302



社會不斷變遷的結果。現代觀眾對自己的選擇也更為小心謹慎，因為誰也不願

意花錢受罪，看自己不喜歡的電影，或是到自己不喜歡的電影院(或是其環境)

中，但是視電影為「娛樂」的觀念卻沒改變，只是更要求娛樂中有一點實際的

價值，所謂「值回票價」所代表的就是上述內容的滿足。 

由上述可以歸納出，大部分的電影觀眾是中產階級，並以學生及青少年居

多，而中產階級的娛樂方式一向單純，並要求能「值回票價」，他們對時間安排

也較為固定，因此也是基本的電影觀眾。 

現今青少年則是有閒、也有錢，以目前生活的進步及開放，父母對於子女

的零用金供應充裕，以致各處娛樂場所充滿年輕人，年輕人不知賺錢辛苦，因

此看電影對他們來說是最正當且經濟的社交活動，約會、談話都涉及到電影。

所以總結上述各點，會發現電影觀眾大多數為都市的中產階層，具有相當的教

育程度，也有良好的職業或固定娛樂開支，看電影只是他們處理繁雜生活中的

一個避難所，但是在娛樂中還不忘找生活中的實用知識。 

 

第四節  觀眾地位 

如果社會被視為是一個大市場，那麼電影就是這個大市場中的一個小市

場，而每部「電影」就是這個市場中的一個「商品」，因為觀眾會去「購買」這

項商品以滿足其某種需求，這種需求的欲望如果能獲得滿足，就會刺激電影市

場的擴展，同時電影業也就會持續獲得生存。 

電影產業的「持續與發展」如果是依「市場循環」的發展，研究電影就必

然應該具有「市場」經營與管理的知識，能夠了解市場的「消費對象」，並且懂

得「如何」產製電影，那麼就可能「吸引」觀眾而達到電影製作的「目的」：觀

眾參與 ＆ 獲得票房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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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觀眾用其「主觀的選擇權」選擇最適合其需要的電影，這種觀眾選擇

行為的態度與對象，雖然會因各地的環境、社會、習慣、風俗等不同，而有不

同的結果，但是基本上了解是應該視觀眾為「人之基本的要求」，只要是

「人」，就可能尋求出這些不同觀眾的共同興趣，並製作出對其有吸引力的電

影，以期使電影市場的「機能」能正常運作，因此對於「人」的了解，將有助

於電影的製作，並持續電影業的發展。 

電影產業生存上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找到觀眾？」沒有觀眾，電影資金無

法回收，也就失去了再次電影製作的可能，同時使得電影產業無法持續循環，

這是電影發展至今所面對的殘酷條件，因此，如果知道觀眾心理及需求，那麼

就能在製作中「綜合」電影作者與觀眾需求的心理欲望，而達到某種程度的一

致滿足，如此製作者有興趣，而觀眾也自然會出現。 

觀眾何在？觀眾在那裡？答案是「觀眾就在人群中」，存在於「當代」社會

的每一個角落，如果想找出真正的觀眾，就必需對產品與觀眾皆有所認識。 

觀眾看什麼 

電影用「動態影像」與「聲音」的方式加上人性化的「情節故事」，企圖說

服觀眾「故事是真實的」，雖然電影最早期被發明的時候只是真實複製的一種科

技產品，但是後來發展出的內容創新，可以將所有想像的虛構故事變成影像，

真實的呈現在觀眾眼前，觀眾對於這種脫離自己身邊的故事劇情顫生興趣與好

奇，於是故事電影(Feature Film)成為電影史的主流，形成電影產業的主導，同時

也是反應市場的經濟價值，所以電影內容的「角色生活」其實是代表一種生活

文化，反映在觀眾的興趣與認同間形成「文化性商品」，電影有文化隔閡是適當

的說法，但是當電影成為跨文化市場「全球化商品」後，觀眾的研究就一直被

加強，所謂「全球化的在地化」就是將文化視為觀眾接受與否的關鍵。 

所有的觀眾都面對相同的電影拍攝方式，這是一種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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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影像（角色、場景、道具）＋音樂＝觀眾的瞭解與興趣 

觀眾越瞭解與越有興趣，其「使用與滿足」就越能夠促進下一次的看電影

活動，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的基本概念後面也認為閱聽人

（media audience）可以主動使用媒體來尋找可滿足自身需求的資訊，認為閱聽

人並非各類媒體下的無助者，而是可利用媒體來滿足各類不同的需求，這些需

求即閱聽人使用媒介的動機，使用與滿足理論是由 Elihu Katz、Jay Blumler、

Mickael Gurevitch 等學者於 1974 年出版的《大眾傳播媒體的使用》（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書中所提出，這理論強調以「主動的閱聽人」為中心，

因此電影觀眾「使用與滿足」程度越高，也能極大化(maximization)創造市場投

資效益。 

觀眾在哪裡 

對許多人來說，觀看電影並不困難，電影就像是傳播的訊息媒介，它是一

種揉合「畫面」與「聲音」的語言，它需要閱聽人(audience)完成它出現的目

的，它的出現能帶領意識進入幻境的夢想，使觀者進入了一種神往的迷茫世界

裡；電影一直以來對觀眾產生的興趣是因為沒有一定的結構，也沒有一定的用

法，更沒有數目龐大的生字，電影只要出現後，便會有觀眾企圖去暸解故事內

容，它是被建立在某種「族群」上，這類族群沒有特定的標誌，可以是用電影

分級界定，也可以用年齡界定，更可以用嗜好界定，電影的困難就是在尋找這

族群的人，希望能讓這族群的觀眾知道電影名稱與部分內容，然後吸引他們出

現在電影院門口，這種從製作到放映的過程主要是設想觀眾的興趣，在電影發

展的前半世紀中，許多電影工作者便想找出其中蘊藏的電影產業的結構性條

件，企圖去瞭解及吸引電影觀眾。 

觀眾希望在看電影時能有所收穫，而電影在表現上受到社會重視，電影的

創作者就相信更能給予電影在個人意義上的收穫，這種雙方合作關係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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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電影的水準內容也因而提昇，這種來自觀眾的需求，不應只是「表象的」

得到好評，而是希望藉著一種具有鼓舞性、勇氣的創造性電影的研究，給予觀

眾適當的引導與重視，這同時，電影業者本身也需要受到來自一些對電影有初

步暸解，並具有影音美學素養觀眾的認同與回饋，在票房上得到證明，如此，

彼此對應於社會的關心，謹慎的電影創作者才能在電影發展上得到成長，而觀

眾也同時與電影產業一同成長。 

然而觀眾的喜好是難以掌握的，有人稱觀眾為「多頭觀眾」，因為觀眾的

判斷力確實是經常浮躁和易變的，但是這種「客觀變化」是所有傳播媒體所應

看清的事實，因為所有傳播的訊息在內容上都有所主張，但是卻常會被所謂的

「多頭閱聽人」影響其表現的方式，電影也不例外，因此電影在進入創造性製

作之前，電影創作者必需使自己同意，如果想要在電影產業中得到認同，就必

需準備去發掘這種電影媒體存活於商業與藝術之間的最大「可能性」，應該確

認，觀眾是首先被重視的，而電影創作者也應得到社會肯定與尊重，但是由於

電影觀眾在現代社居於「買方市場」的位置，其「選擇權」對電影業者發展電

影具有重要性，觀眾是如何形成與成長是值得關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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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電影個人影響 

 

電影對於社會影響爭議已久，研究電影分級制度其實已經承認電影的影響

力，雖然社會影響有其困難性，但是並不表示電影對個人影響研究不能用其他

方式，如果將電影的放映特色及個人因素來觀察電影所造成的影響，也許是一

條是可行之途。 

 

第一節 影響因素 

一般知道，影響個人行為的因素有兩種：一種是來自環境的因素；一種是

來自個人的內在因素，電影放映的環境是具有全然「神入」的條件，因為它有

吸引注意的條件，能自然的使觀眾進入電影的幻覺境界；來自個人的因素則和

個人成熟度、教育成度有關，這關係到個人對外在訊息進行所謂「選擇性理

解」的形成，不論是環境因素或個體因素，如果能達到某種「記憶」的形式，

就可能會造成「學習」的事實，進而可能影響個人的行為，分段如下說明。 

一、環境因素 

電影的視、聽效果是最佳的記憶方式。根據專家所做的解釋，一般人具有

兩種不同的主要記憶方法：一種是視覺的，一種是語言的；如果我們能同時用

語言和視覺的兩種方式來記憶，那麼效果就會比運用任何單一方式為佳，這也

是為何採用「視聽影音教學」有利於學生學習的原因，「視聽材料」可以促進學

習的意象產生，而意象可以增進記憶，例如在電影中，我們可以很輕易地記住

一種武器的名稱和使用方式，因為我們看到了它的操作和聽到發射時的聲音。 

電影是以故事的方式介紹一個事件，「故事性廣告」是目前普遍採用的有效

行銷方式，對觀眾來說，是易於理解及記憶的，對於有意義的內容，觀眾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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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主動的態度去學習了解，此外，電影院是在一個完全封閉，不受其他訊息

干擾的放映環境，對觀眾來說，它要比電視更容易被吸引與注意。 

「孤立」感覺的存在是有利於記憶及說服。當四周全然、黑暗時，觀眾會

很容易地被單獨呈現的訊息所說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洗腦」(brain 

washing)，接受者完全在一種絕對孤立而封閉的環境中，被強迫灌輸某種單獨呈

現的訊息，這種情形如同觀眾雖然與一大群人坐在戲院中看電影，但是當四周

變為漆黑時，觀眾只感覺到自身與眼前銀幕上的接觸，因此完全是一種洗腦的

模式。 

此外，在學習記憶的過程中，接受者若是「主動」參與，則會提高學習的

效率。「主動」是觀看電影的首要動作，因為電影是經過觀眾選擇後，自行願意

購票入場觀賞，這種「主動」的態度，使得我們在電影銀幕拉開的同時，便張

大眼睛，這時便有了接受學習的傾向。 

電影的銀幕在體積放大的表現上，能顯示出最細微的部分，觀眾在張大眼

睛的搜索中，得到事物的放大效果，同樣是「強度」上易於記憶的方式之一；

另外，如果我們覺得特別需要看這場電影，觀者會覺得這場電影是有某種程度

上的重要性，那麼注意力就會更集中，記憶也會更深刻，這些都是外在放映環

境及內在心裡意識促使觀眾在記憶上有所幫助的條件。 

二、個人因素 

有關個人的條件對學習的影響，是來自於不同成熟度的個人所面臨的不同

需求而有所不同，分為兒童時期、青少年時期、成年期、老年期四部分。 

兒童時期 

根據人類生理上的成長分析，人接受訊息的大腦，在六歲時，其成熟度已

達百分之九十，這時的兒童會強烈地對外在社會環境產生好奇，他們會抓住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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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學習的機會，例如與他們生活在一起時間最長的父母，就是被學習行為和態

度上最多模仿的對象，心理學家解釋兒童的「表同作用」，認為兒童的行為模式

與態度，往往跟自己父母所具有的十分類似，因此稱小孩與他的父母發生了

「表同作用」，他們認為「表同」是人格發展中的重要概念，這可能是一種潛意

識的過程，不論兒童是以何種方式對外界的訊息進行瞭解或學習，兒童期是最

容易被環境感染的一個時期，有些專家強調，兒童由五歲到八歲期間，將是一

個強烈學習階段，並且對日後成長的階段造成絕對的影響，因此，電影的戲劇

效果處理對於兒童來說，是十分具有吸引力及模仿性，這一點美國迪士尼

（Disney）集團在其兒童家庭電影中都有所研究。 

青少年時期 

青少年期的時間是從十二歲到十九歲，這是個充滿壓力和衝突的時期。由

於生理上的急遽變化，影響了青少年的許多決定，例如必須建立自己的人生

觀，必需正確而積極的自我認定，也就是對自己究竟是屬於何處，對個人存在

的意義又何在，開始做必要的內心探討與發現，又由於我們社會對青少年的許

多要求，包括獨立的要求、男女異性正常關係的要求、學業成績的要求、對未

來職業選擇的要求等等，因此，這段期間青少年被認為是「自我危機」的時

刻，這個時期的青少年，對於過去要做一番整理，對於未來要做一番發掘，他

們對許多社會事物發生興趣，由於興趣的驅使，使得他們也被影響，尤其是來

自電影的內容，電影的社會、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表現模式，往往是一種他們

認為流行或現階段的社會模式，因此，在一次、兩次相似性電影表現的說服力

下，他們被電影中強烈的變化與情緒的熱情所感染，國內電影《艋舺》就有這

種引發流行的趨勢，劇中的台詞「撒小！」成為流行用語；許多愛情故事，如

電影《暮光之城》、許多的英雄人物、許多的生活方式，都成為青少年自我的未

來理想，於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搜尋實踐，但事實上現實是殘酷的，現實的打

擊往往使得他們幻想的情景破滅，於是他們又會對社會充滿不平，這些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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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電影負面影響的可能因素；同理，如果電影表現人性善良偉大情操的一

面，也可能會影響青少年的學習向上精神，對未來也會有正面的影響。 

青少年生活經驗不足，得到來自電影上的生活經驗往往會令他們迷惑、迷

失，因為他們並不瞭解電影的構成是戲劇性加上各種故意吸引人的處理，如果

他們知道電影是一種娛樂性大於教育性的媒體，他們也許會把學習到的故事情

節，加以理智化的選擇性吸收，然後勇敢面對現實的險惡，說電影對青少年時

期是有危險，是因為他們是主要的電影觀眾群，並且也是主要的容易被影響

者，因而，應教育他們如何正確的認識電影。 

成年期 

成年期是人類二十五歲以後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人的生理已漸趨成熟，

對於環境會發生是非判別的意識，也正是人格確定、生活方面大致定型的時

期；在成年期中，人生所面對的是如何在自己尋找的方向上作更大的突破，這

種動機一旦成立，一些生活上的目標，只是為了建立自己要豐富的生活領域而

努力，可稱之為「以自我為中心所建立的防禦體系」，這時對於外來訊息的判斷

是由自己有利害關係的多少來決定，全然盲目的搜索時期已經遠去，代之而來

的是有目標的搜索，也是一種實用知識上的搜索。 

成年期的電影觀眾不少，還是因為電影能達到某種實用上的效果（娛樂），

為了減少生活上緊張的無力感，進入電影院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忙碌生活中進行

精神抽離，然而，這種態度也就是最容易被影響的態度，沒有「武裝」或「反

抗意識」的態度，是最容易被「洗腦」的對象，如果電影劇情符合某種實用要

求，全然接受的影響於是不可避免地發生，如果電影劇情不合乎我們理性的認

知，則片片段段的「選擇性認知」對日後的影響反而較少，然而，不論是排斥

或收穫的心理，這種心理學上「不定比例增強」(variable-ration reinforcement)的

「部分增強」(partial reinforcement)的心理，更刺激了他們作為電影觀眾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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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成年期的觀眾也佔了相當的大部分，如大學生及初入社會的新鮮人，這

種偶然會得到的快感，就和賭樂透及玩「運動彩」的心理一樣，如果中獎一

次，雖然很小，但是繼續「賭」下去的興趣就越大。 

老年期 

老年期的出現時間，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越來越往後延長，以前的人在六十

歲就可以說是「老人」，但是現在七十歲的人都不覺得老，並且也不願別人說他

「老」，原因是他們的精神與體力並不見得減退，雖然生理上及社會上對他個體

的影響逐漸明顯，但是老年人在智慧與經驗上，可以說甚於早期的任何階段，

因此，電影對他們來說已缺少知識上的吸引力，他們對於劇情的批評也最多，

因為他們認為瞭解得比電影中更為透徹，他們看電影純粹是為精神上的娛樂，

他們較樂於參與戶外的活動，因此這個階段的電影觀眾較少，由於智慧的成

熟，老年人被電影影響的可能性較少，除非有必要，實在不會出現在電影院

中，同時看電影是相當辛苦的事，除了排隊購票外，還得忍受電影院中人來人

往的污濁空氣，看那些讓他們看不順眼到的青少年，因此，電影院中很少發現

老者的足跡。 

上述四個不同年齡層面的觀眾，各因生理及心理的不同需要，而受電影影

響的程度各有差別，心理、生理愈成熟穩定，情緒亦較易克制，被影響在外在

行為的可能性自然比較少，在強烈求知慾和激烈不定的情緒年齡中，受影響程

度較大。 

當電影實施「分級制度」時，也就是肯定年齡對觀眾含有不同程度的影

響，然而「分級制度」並不能增加「保險」，卻有可能刺激社會行為的標準化，

嚴格瞭解環境及年齡對電影觀眾在記憶上可能的影響後，也許我們應該更要知

道「記憶」是不是就因此發生，因此對記憶形式的瞭解，用認知心理學的研究

將有助於解釋看電影後留在腦中可能的印象，並知道會不會有影響行為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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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影內在思維 

製作電影需要有一個正確又一致的觀念，這個觀念能促使電影創作者在製

作中掌握住一些原則，這種製作觀念來自於預想最後放映的結果，也就是預想

觀眾觀賞後對電影的「感覺」，大部分的觀眾在看完電影後會，把整個電影的評

價視為一種「感覺」，一部「感覺」很好的電影，會使觀眾愉快的走出電影院，

一個不好的感覺，會在之後的電影市場內中迅速發酵，這就是「口碑效應」，製

作中要能掌握這種看後完整的好「感覺」很不容易，但是先要有電影「整體」

的概念，而不要過於重視「細微末節」，應從整體上著手，如此「感覺」的一致

性便會出現。 

說「有物理原因及心理結果的事件」可以定義為「感覺」，然而，又如何稱

某些是「物理的」，又那些是「心理的」？一個事件遵守並適用於物理世界的因

果法則時，我們稱此事件是「心理性的」；那又何謂「因果法則」？在科學上所

顯示的自然界變化法則，就是因果法則，傳統的看法是，一個特殊事件 A 引起

一個特殊事件 B，這便蘊藏著「給了任何事件 B，某種發生於更早而與 B 有關

係的事件 A 就能被發現」，科學家相信，任何的「原因」不可能於任何可想像

的情境下沒有一個相對應的「結果」跟隨，然而，我們很難於自然界中找到一

個連續類似事件，因為自然界的萬事萬物顯然都在不斷的變化，而我們所謂的

「事件」事實，往往只是中間的一個歷程，因此可以發現「因」與「果」是短

暫連續的歷程，根據因果變化的連續短暫性，自然界是缺乏普遍性與必然性，

並且是缺乏唯一性，這些都是哲學上的解釋，顯然一般人是無法體會。 

一個「事件」，可能是好幾個「原因」根據好幾個「因果法則」而產生的

「結果」，「感覺」的產生就是「結果」，只要透過感官而感受到我們身上的任何

事物都是感覺，例如在電影院中所看到的一切景象，聽到的一切聲音，聞到的

一切味道，然而這些的「一切」都和我們的「習慣」與「經驗」混合著，所謂

純粹的感覺只有仔細探查才能得，例如在看電影時，聽到自己熟悉的對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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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者會迅速而不自覺地「推測」說者所必然存在的心情，更會將實際聽不全的

話語予以「補全」，因此實際上，當觀眾看不熟習的歐洲電影時，必須更為專

心，以彌補「感覺」的不足，因為在歐洲電影中，有些語言背後的意義推測是

很困難的，因此必須更依賴實際的「感覺」，從這些論點延伸到實際的電影製作

中，必須不斷地告訴一些製作者，不要過於重視一些細節，即使是很重要也一

樣，因為電影中的「對話」經常是用「感覺」來補充所認知(聽或看到的)的不

足，只有達到整體感覺的效果，一些「思想記憶」便會出現以補全影像的不

足，這時所出現的，也就是電影創作者到底認為是多重要的於整體電影中「說

了什麼？」的意義。 

其實，為了尋找「目的」而去決定什麼確實是任何情況下的「感覺」並不

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要注意確實有個感覺「心」存在，因為習慣、期望與解

釋是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中，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而被引起，而這個「各種不

同」，顯然是由呈現給感官的事物間的差異所造成的。「感覺」顯然是我們對世

界知識的根源，我們很自然地把感覺自身看成是一種認知，然而實際並不如

此，因為純粹感覺並不是認知，而是由於感覺是「心理效果」，感覺為認知的原

因，其原因一部分是感覺自己與感覺有所關聯的事物(如視覺、聽覺之關聯)之

符號，一部分是在感覺消失之後，會引申意象與記憶，這種結果(意象與記憶)

會影響人的行為，這情形對觀眾來說，當這次想看電影時所產生的意象與記

憶，將會使這下次選片更加小心，如果上部電影看後感覺很壞，這次就不太可

能選相同形式的電影，或相同的戲院，哲學家相信，我們的心理生命是由感覺

所構成，而感覺中的份子是意象。 

感覺與意象看來好像區別困難，因為一般人並不是都知道我們所經驗到的

是「感覺」或僅是個「意象」，不過如果換個解釋便能較為清楚，在夢中，當我

們眼睛閉上時，所看到的算是「意象」，而當我們作夢時，這整個「事件」似乎

只是「感覺」，意象似乎有熟悉的影像，而感覺則似乎有「生理上」的反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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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些精神上有問題的人，常把幻想看成感覺，因為幻想常以持續的意象開

始，而慢慢地對信念產生影響力，於是這個信念影響了一個正常人，而成為精

神上的幻想者；意象在某種意義下是「想像的」、「不真實的」，然而意象確實是

現實世界中的一部分，例如我們閉上眼睛後，會「好像」看到林青霞在「某

部」電影中的微笑表情，而事實上，林青霞也的確在「某部」電影中微笑過，

這種「意象」的真實，就如同「感覺」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一樣，意象與感覺

的區分只有考慮到它們的因果作用才有可能分辨。 

「感覺是透過感官而來，而意象則不是」，意象的鮮明度小，「意象」的定

義形容為「由中心激起的感覺」，也就是只有在腦部中，而不在感官與從感官通

至腦部的神經中之生理原因的感覺，這也是為什麼當導演在與所有負責部門的

人在說戲時，所謂「電影製作者的心理觀念如何傳達給下面工作人員」時，導

演藉由其他電影的「具體影像」表達腦中意象給所有的電影工作人員，這樣電

影整體的力量與設計方向才會一致，因為當導演腦中所出現的意象是「抽象」

的，只有「個別性」，其他工作人員不一定會有相同的景象，所以意象如何具體

的告訴電影工作，是決定電影是否能整合所有參與者的能力的一大關鍵。 

如何藉由團體的複雜功能而表現具體「意象」形成觀眾的一致「感覺」，這

也就是導演在說明自己的感覺時，是要有其方法及引證的必要性，然而意象的

形成是有個「記憶」的原因，也就是說意象是透過聯想而由一個感覺或另一個

意象所引起的，所以可以發現，所有在腦中出現的「熟悉影像」是由以前記憶

所造成，例如剛才林青霞在腦中出現是因為記憶上的印象，然而意象在聯想中

是片段不全的，我們因此可以知道，意象的因果作用總是依循記憶法則而行，

也就是說它被「習慣」與過去的「經驗」所支配，這種效應所根據的是「記憶

法則」。 

「找到觀眾」對電影產業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事情，但是以電影產業又涉及

到複雜的人性及思想變化，加上放映環境的要求，使得所有可以「找到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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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只是原則性的方法，至於如何的運用，則是在於操縱電影業的各種

「人」身上，電影之所以可以稱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藝術表現形式」，其原因

也在於此，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專業人共同努力而完整表達的一個成品。 

分析電影與觀眾的關係，如果確認觀眾的重要性，並且以經濟及市場的眼

光看觀眾的「選擇」及「參與」；這方面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具體的電影改進

方案」，畢竟電影的觀眾正如所有正常人一樣的「精明」，要讓他們「付錢」，並

且是經常的「付錢」，沒有「值回票價」的本錢是沒有能力在市場上競爭的可

能。 

大眾傳播在研究中，除了研究傳播的內容及方式外，對研究閱聽眾

(audience)的心理及生理，也是一種確實的研究方法，我們今天不能忽視「人是

一切事物的主操縱者」，唯有增加對「人」的暸解，並從其心理及生理的要求

下，配合社會文化的環境發展，才是電影媒體得到觀眾支持的最佳保證。 

 

第三節  電影動機與目的 

人的行為與動作是構成電影畫面意義的主要來源，而人的活動在人類學者

及心理學家的分析中，把人的活動分為三種：隨意的( voluntary )、反射的

( reflectory)與機械的( mechnical )；當我們走上公共汽車時，這種動作是「隨意

的」，而汽車向前開，我們不自覺地抓住身旁扶手，則是「反射的」動作，機械

式的活動類似一種無生命物質的活動，例如當喝醉後被人抬上車，這時人的活

動是受別人的控制影響，好像是物質一般，這就是「機械的」，通常隨意的與反

射的活動稱之為生命的( vital )活動，生命活動的原因起因於神經系統的特殊

性，而機械活動只是相同於一般物質的共同性，電影專家們關心的是「生命

的」活動與生命的特質，為什麼電影觀眾會哭、會笑，會選擇電影的類型、種

類，在研究中發現，人的這種活動是受到「本能」的活動與得自「經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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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兩方面。 

本能活動是指每個人都有「本能」上的相同處，這種「本能活動」是指當

動物處於一個新奇環境下首次實踐的生命活動，這是種不須學習的能力，當人

在成長中，人體的器官、腺體逐漸成熟，每一個器官及腺體的作用，代表了人

類數十萬年強化下的實際用途與需要，也因此使得生理更複雜及靈敏，人類因

此在自然界的環境下能對「生存」產生了較好的保障，這種生理的組織是與生

俱來的，而生理的變化影響著心理情緒及感覺變化，同時當心理得到環境的呼

應時，也影響著生理變化，因此心理與生理是互相影響著。 

在生理隨著時間增長而成熟時，會趨向於複雜與實際效用，例如，為了繁

衍種族，人生理的變化會對異性產生好感，這是生殖的本能反應，「性」的需要

於是自然產生；為了生存，在衣、食、住、行方面，會要求自己得到保障、滿

足，這就是生存中的手段及本能的源頭；同樣在人類進化到群居動物時，要得

以團結合作抵抗大自然或外來動物的侵害，因此在整體社會中便自然產生「權

力」需求，當權力需求得到適當表達時，人的前兩項本能——「生存」、

「性」 ，也自然得到滿足，因此這三種生命欲望是互相關連著，三種欲望便形

成:：(1)依賴物質以滿足人生理需要的「生存欲望」；(2)男女愛欲的「生殖欲

望」；(3)支配他人的「權力欲望」，這三種欲望便發展出人的技術、家庭、經

濟、政治、社會的現實，這種基本需求也就形成心理學家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 

(Maslow Needs Hierarch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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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Maslow 的理論 

 

 

人類的這種本能欲望與需求是電影劇情一再重複的主題，形式每每會不

同，但實質卻相同，這也為何是觀眾不厭其煩的一直耐心觀看的原因，因為在

潛意識上與每個人的利害都有所關連，觀眾會在這許多的變化中得到啟示。 

我們如何能發覺行為是屬於「本能」上的需要呢？事實上，本能的欲望並

不一定能意識到，因為也許只是抽象而又複雜的生理反應，這種不必經學習而

來的能力，在生活中無形及無意識的控制我們的思想，這種控制能力是欲望變

化的第二層，也就是說第二層欲望是從「本欲」的判斷輾轉而來的，這第二層

欲望本身有影響行為的能力，因此我們可以說它是個真實的欲望，不過當第二

層欲望被實現時，它的力量並不像原始欲望的力量一樣能徹底滿足，只要仍未

「完全」滿足，儘管第二層欲望已滿足，而不安的狀態仍會持續下去；第二層

欲望是由原始欲望作了某種程度的「執意追求」而形成結論變成「真理」，第二

層的欲望在人類欲望的心理變化中，引起各種有趣又複雜的變化，但是這並不

能根本地改變人類與動物欲望的共同點；不論是什麼欲望，人的行為與信念，

可能全受欲望的控制，而這欲望並不一定會被意識到，人可以完全隱藏自己的

欲望，而只有藉科學研究時才發現，但是在平時，我們多少可藉由人們細緻的

行為變化，多少發現「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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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別人說：「一個人的行為後面，一定隱蔽了某種原因」，

這個「原因」也就是人類學家所稱的「欲望」，而心理學家為了容易解釋行為上

變化與差異，就用產生行為及導致其變化的心理及生理因素加以推理，稱之為

「動機」。 

心理學家研究動機的目的有三意義： 

1. 用來解釋行為上的差異； 

2. 用來辨別行為責任的歸屬； 

3. 用來指引、推動和激勵行為； 

而電影編劇及導演可以根據「動機研究」分析出三點在電影攝製中的實用

價值： 

1. 電影劇情人物因具內在「動機」而造成合理的行為變化及差異，動機因

此是電影造成戲劇性來源的主因。 

2. 根據劇情推理延伸的動機，及創作者的表現動機，而可批判其思想歷程

及態度是否有較高之藝術價值。 

    3. 面對社會人物所面臨的社會壓力，這種壓力會形成社會間的共同潛藏動

機，例如，電影《魔戒》、《阿凡達》，幻想遠離都市的污染而處於清

新、舒適的「人間奇幻世界」，類似於這種社會間的共向動機，成為構

想電影故事的原動力，並在創作時要求「同時代性」及「社會性」的平

衡，加上現代環境及服裝、道具，進而達到藝術與商業的平衡，瞭解這

種動機的優點，形成了電影工作者到觀眾研究的實用價值。 

每個人可能對環境的壓力感受不同，而產生的動機也不同，然而同一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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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卻有可能形成共同的潛在動機，這種動機的對象研究，將可使電影與觀眾間

形成親和力，並成為電影構成的主要內在因素，研究電影《海角七號》中的社

會意識與觀眾動機可以約略瞭解電影賣座的原因。 

動機的本身來自於生理發育的均衡作用，也是由產生原始欲器官的化學變

化而來。個體的生理為了維持均衡，因此當生理產生化學變化而致「自動」作

用滿足需求，但是如果這種基本需求無法自行解決，那麼一種動機便會引發個

體的外在行動欲以求得解決，這種初步的動機可以稱之為「生理」的動機，包

括性、飢餓、渴、母性需要；有別生理動機的是「心理」動機，也就是欲望轉

變後的第二層動機，還是生命在求生存中演變來的動機；不論是生理動機或是

心理動機，對人的行為、思想會產生很大的變化，同時這些因動機而導致的行

為、思想，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可以說，人的動機與社會環境變遷是互

相影響著。 

在電影編劇的內容中，運用心理、生理及社會環境間的變化關係，尋找一

種適當的均衡作用，而可以成就電影劇情發展的依據；均衡作用是宇宙的法

則，也是電影的法則，萬事萬物有其增加，也一定有其減少，不論是形態或是

能量上的變化，但是一定都儘可能達到平衡，因此，在電影中的人物探討中，

根據動物原始動機的本源，可以使劇情發展出更多的「轉變欲望」，可能是第二

層或是第三層的欲望，進而可以豐富劇情的結構，成為編劇的方法。 

對動機的產生必須更加深入才能作為評斷社會變遷現象的根源，尤其是電

影在社會中可能引發的諸多現象；動機的特性有五點： 

1. 動機是引起動作行為的原動力； 

2. 動作行為的目的有一定的方向性； 

3. 行為者只選擇與自己有關的刺激，而忽視不相干的刺激； 

319



4. 行為者對自己的反應加以組織化及強化； 

5. 行為者將繼續反應，直到情況得到滿足或部分得到滿足後停止，這五

項動機的特性，正好說明了一項欲望的持續及其堅持的依據，也就是

一種個人「企圖心」的方向及強弱感，同時動機在社會變遷下也有較

高級的發展，這種發展下形成的動機，不但越來體複雜，並且也難以

達成。 

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中的上層需求，(1)成就需求(Achieve Need)，需要一種

自我成就的滿足感；(2)歸屬的需求( Affiliation Need)，需要透過與他人的交際接

觸，以獲得某種程度身體安全的滿足；(3)社會讚許需求(Need for Approval )，希

望得到別人稱讚，得到社會肯定的需求；(4)攻擊的潛在可能性( Possibility of 

Aggression )，人在群體生活中必然發生競爭行為，使得人成為一種具有攻擊性

的動物。當社會越進步，知識水準越高，這些較高級的動機需求就越強烈，一

旦無法達成時，則有可能造成心理或生理的不平衡，而這些不平衡就形成電影

編劇中的人物衝突。 

何種動機是社會中先要達成的欲望？而那種動機卻是較為延後發展下的欲

望？根據社會學及心理學專家的研究，動機之先後重要性是依個體生存的發展

而來，最基本的需求為生理動機(性、渴、飢)，其次為安全保障的需求(穩定、

秩序)，這種安全依附於團體的心理，於是產生歸屬需求，一旦成為團體中的一

份子，就會要求被尊重及自尊，這些如果都能達成，就是達到心理學上的「自

我的實現」，也就是自己理想的達成，然而上面這些發展的歷程有一些基本假設

特性： 

1. 人只有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後，才會進一步追求較高的需求滿足。 

2. 人的需求與個體的生長發展具有密切關係，只有在成長中，人才會要求

更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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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求層次的高低與個體生存有關，基本生存為「必須」，而較高層次需

求，則沒有基本需求來得強烈與重要，高階層需求只有在低階層需求達

成後才會出現。 

上述需求層次的高低，探求欲望出現的可能性，這是經由社會觀察而發展

出電影故事受大眾歡迎的主要內容，也是電影劇情可以是符合上述人物的發

展，或是相反的不能促成的衝突主因，設計上掌握觀眾興趣及來源的主要方

法，這也是為什麼一般電影中，喜歡以「俊男美女」作為宣傳號召的原因，因

為這是源於人之基本「性的需求」，這種欲望不論觀眾知識程度及生活水準的不

同，都會有這種本能而不待學習的「好感」。然而當一個社會如果這種「原始

欲」的主題過於蓬勃時，則代表文化的水準呈現衰退，因為注意力集中在「低

層」欲望，則「高級」欲望就沒有可能出現，或受到排斥，這可以從電影受歡

迎的類型及程度，作為一種分析社會變遷的參考，因為一個高水準的進步文

化，電影的內容必然諸多探討社會問題、道德問題等，而不是只在「色情」中

變化追逐生理的短暫快感，唯高級的動機能促進社會進步，引起觀眾追求自我

理想的發展及實現。 

電影製作者對於「人性需求」的「本能」有所暸解，那麼就會對「觀眾分

析」、「社會分析」等產生正確的結論；例如，歸屬劇中角色的階層，而使這階

層的「上」或「下」相關階層之需求欲求成為衝突的焦點，使人物內心的掙扎

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對於觀眾層的分析，可以製作「大眾文化」的作品，或是「小眾文化」的

小品電影，以滿足各種不同層次觀眾的需要。 

由一個社會的電影文化發展及現況，可以看出一種社會文化的趨勢，一個

探索人性理想的電影趨勢，可以導致社會走向追求更進步的未來，反之，如果

是在動作、色情、暴力等的電影文化上求表現，必然是個原始性較強烈的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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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這種原始性常伴隨著原始暴力與色欲，致使社會走向一種表面化的

發展過程，因此對人性的瞭解，電影創作者將要更謹慎的表現其說服內容，以

免造成社會文化發展上的一種負面影響。 

 

第四節  觀眾要求 

電影觀眾會重複進行觀影活動，其整體的要求可能來自下面兩點： 

一、電影感覺內部性 

電影在創作時應注意的一種心態，就是視「電影藝術的創造必需把一部電

影當作是一個完整的精神表現」來看，這也就是所謂的整體性感覺，當觀眾走

出戲院後所覺得這電影是如何的被感覺，這種被感覺的「感覺」，可以是一種心

理感受，或是一種想法，可以是一種抽象的整體，這種精神上抽象的興奮作

用，往往不是電影創作者過於重視故事情節，或是過於重視電影的具體思想傳

遞，甚或是偏重某種電影技巧或素材，因而整體和諧的氣氛與感覺，這種「感

覺」好像是當你注意一個人時，你會偏重看到他「非細部的整體形象」，這一剎

那間給你的一個「印象」，這個「印象」就是感覺的初步，例如，當你凝神看一

幅畫時，你這「看」的行為使你對它有喜歡或不喜歡，或對它產生某種與眾不

同這種「分析」時 ，然而，這種以藝術評論家來看畫的心理，會用比較探究的

方式來反應，「畫」對他只是一種分離元素的組合，他會把它們解構為顏料、構

圖、技巧、主題等，這些都是畫在畫布上的特殊安排技巧，但是真正好的畫一

定不只有具象事實，而是有一種整體感受，名畫家梵谷的畫給一般人不只是顏

料處理，而是在於近看與遠看的意境，電影創作者絕不能只是個「成品解析

家」，雖然也因此可以分辨一個電影的構成，但是如果只是全然的抄襲複製組合

結構，而忽視一種作品的內在整體精神感受，充其量也只是「匠」師之作，

「匠」與「師」之間差異在於整體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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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很複雜的動物，會思考、感覺、希望、戰慄、飲食、哭、笑、做夢，

以及憂愁，在一天之中，人會有種種不同的感覺和行動，但是人卻喜歡把自己

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不覺得自己是許多瑣碎的集合體，電影中感覺形成

的「世界」，也就是電影創作者在作品中放入的精神分析，其主要目的就是探查

這些瑣碎事務的「內在」，觀看完一些瑣碎的片段後，所回想到的「感覺」，就

是精神分析中的一項，同時，創作者也應更重視整體的感覺，而不要過於安排

一些不重要卻看似重要的細微末節，因為很容易喪失了原有的製作方向。 

二、電影感覺外部性 

來自於電影的整體「感覺」會使得觀眾產生喜惡，來自於電影院所產生的

「感覺」，也是造成觀眾意識感受上反應的其中一項，一個漏雨的電影院是不會

有好的「感覺」，而同樣，空調不良的電影院也不會有多少好印象，我們如果要

問「感覺」是什麼？如何能使「感覺」很好？又如何避免「感覺」不好？事實

上，電影的感覺許多是來自於放映戲院的服務品質，經過專門設計的電影院其

感覺較之於舞台秀的電影院會好很多，前述有「內在整體」和諧一致之感的電

影一定較之內在操作「不平衡處理」存在的電影「感覺」要好，「外部整體」的

電影院的放映環境會決定原先電影攝製的品質，例如戲院聲音系統的雜音或是

放映的影像糢糊，這都使得觀眾的感覺減損。 

觀眾的付錢與精神付出是要有電影整體表現的一致性要求，電影內容可以

因為選擇而有滿意差別，但是電影戲院往往卻是更具關鍵的電影產業的「門

市」，電影的故事也許不好，但是戲院的感覺卻非常高級，這是許多電影院做為

年輕人約會場所的原因，中國大陸內地的電影院，如四川重慶，電影票以生活

水準來說非常昂貴，但是許多人視電影院為高級享受場所，使得電影院經營非

常熱絡；同樣如果電影院經營不善，電影院數量不夠，觀眾選擇自然較少，電

影放映場地也相對減少，那麼電影產業是難以發展，因為電影院是電影市場上

的「銷售門市」，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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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產業的關鍵是「如何找到觀眾」，而觀眾參與的關鍵是「如何找到好的

戲院」，兩者互為因果；電影與觀眾的關係密切，這種密切不僅來自於經濟結構

的互助，同時也因為電影製作與觀眾在社會心理上一致的要求，在這種情形

下，雙方都互相被影響且互相有利，也唯有在這種情況下電影產業發展才能夠

長久地持續。 

 

第五節  電影記憶 

一、記憶出現 

心理學上的「記憶」往往是潛在行為慾望的動機。研究過去的事件對目前

事件的影響時，哲學家提出了他們的看法：「有機物對所給予刺激的反應，經常

依賴有機物的過去歷史」，這種反應是藉著過去頭腦結構的改變而發生作用；實

際上，任何有機物在物理及心理行為上的特殊事物反應，都充滿著這種對過去

的持續影響力，而在反應上的改變，經常是那種在生物行為上有利於有機物的

改變，還種有機物的反應，哲學家便稱之為「記憶的現象」；哲學家謝蒙

(Richard Semon)認為，「記憶現象」之形成乃是因為「記憶的痕跡」的出現，他

解釋當一個有機物(不管動物或植物)受到外來的刺激時，會在它的體內產生一

種興奮的狀態，只有排除這個刺激，才可使它重新恢復到均衡的狀態，然而新

的均衡狀態並不相同於舊的，還可以從反應的不同能量上看出來。 

在刺激之前的均衡狀態，稱之為「最初的無關狀態」，而在刺激平息之後的

均衡狀態，可稱之為「第二次無關狀態」，「記憶痕跡」的效果是造成最初與第

二次無關狀態的差別效果，而這種差別的本身就是「記憶痕跡」，這種看法對生

理學家來說，是在發現腦神經細胞間的化學變化而得到確實，灰色的大腦皮質

是由眾多神經細胞所組成，大腦皮質表面非常的皺，眾多的皺紋使得大腦有廣

大的接觸面而無需增大頭蓋骨，當腦細胞得到神經傳遞來的刺激後，腦細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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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學反應，這種反應在細胞間形成變化，人的大腦由為數百億的腦神經細胞

所組成，因此在各種化學變化的反應中，形成了某種「痕跡」，而這些「痕跡」

在我們腦海中進行思考、推理、意識、記憶和創造力等重要的心理歷程，實際

上，近年運用核磁共振的電腦掃瞄系統（MRI），的確可以發現人腦在專注後部

分腦細胞的反應是清楚呈現出紅色區塊，腦細胞間產生某種髓鞘。 

生理學家可以從腦部受傷的觀察得到一些推論，大腦中確實有某種「物

質」存在而使得記憶產生，然而記憶的「出現」，是要在身體與頭腦於一個「適

當的狀態」下才會有某種記憶效果，如果身體與頭腦不在一個適當的狀態下，

他就不會有記憶，大腦雖然是有「記憶」的，但是卻因「時機」不對而不會出

現，因此可以知道，記憶的因果作用，是需要過去的事件與當前人在某種情境

下的某種適當的狀態下才會產生。 

因此，當我們看電影時，被劇情變動所引起的神經興奮狀態，就是一種化

學反應的結果，這種「神入」的興奮情緒，在腦海中已然留下了刻痕，雖然電

影觀眾並不容易查覺，但依哲學家和生理學家的理論，不可否認地，確實有興

奮的「痕跡」留存在腦中，如果觀眾推說想不起剛才的情節，是因為引起記憶

的「適當狀態」並未出現之故。 

哲學家相信：「意象與記憶作用關係密切」，沒有信念的意象不足以構成記

憶，我們是透過意象，一種認知其不精確性，而獲得有關過去的知識，它對於

過去中有些遙遠的時期，且對應於我們對它們的精確性或強、或弱的自信心，

如果意象所帶來的是強烈的熟悉感，那就表示構成記憶的精確程度較大，如果

熟悉感不強，那就顯示記憶的不存在，所以，意象、信念、熟悉感是記憶出現

的因果關係。 

我們經常覺得，我們感覺環境中的某些事物是熟悉的，而對於先前我們看

到它時的情形，並沒有任何確實的記憶，例如，在我們經常走過的街道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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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我們就會有這種感受，只要「熟悉感」發生，雖然沒有一個確定的對象，

這種感受便引導我們去探索環境，直到我們滿意地找到適切的對象，而讓我們

有了如下的判斷，「這是我所熟悉的地方」。 

構成記憶的意象，伴隨著一種信念的感受，這個感受就是「這個事物以前

發生過」，如果有意象的發生而沒有這種信念的感覺，那只是構成了想像，在記

憶中，那清晰明辨的東西正是「信念」這個要素，這也是記憶的辨別特徵，因

此，哲學家認為，「記憶內容」的組成三要素為：（一）意象；（二）感受（認為

是真實的信念）；（三）介於信念與真實性感受之間的關係。 

電影在構成觀眾記憶的形式上與上述三要素不謀而合： 

第一，電影構成的畫面及語言內容是由具體的形像構成，這具有易於記憶

的條件。 

第二，電影所形成的真實感受是使觀眾進入幻境的主要方法，例如，藉

「主觀鏡頭」的表現方式，帶領我們隨著場景做深入的觀察，另外一

種更為普遍的方式，就是「反應鏡頭」(reaction shot)的運用，一個悲

傷的喪葬場面，隨後出現的寡婦落淚的反應鏡頭，引起觀眾悲傷情緒

的共鳴，也代表了觀眾的真確感受，如果以後有類似的劇情出現，只

要出現葬禮場面，在觀眾的信念中，便會反應了一種預期的悲傷心

情，這是種記憶的作用。 

第三，介於意象與真實性感受間的關係，就是「當下情境」所引起熟悉感

的程度；在電影中所表示的生活及故事場面和情節，在我們一生中常

常會碰到，當我們遇到相同的情節時，我們會有一種熟悉感，我們這

種「相信以前好像發生過」的信念，使我們搜尋記憶(有意或無意

的)，直到找到確切的答案為止。這時「類似的反應」由記憶中出

現，可能會產生相同電影情節的結果運用於目前發生熟悉感存在的環

326



境下，許多衝動式的殺人方式，是否與電影中情節有關？。 

所以構成記憶的三項重要條件，就是電影對觀眾影響深重的重要解釋，但

是有人要問：為甚麼我們看完電影後要回想卻也想不出來呢？這是除了前述的

「適當時機」沒有出現外，另外也與記憶的儲存方式有關。 

二、記憶儲存 

記憶的事物之所以被憶起，依照種種生物實驗顯示，來自於外界事物的訊

息，經過多種感覺器官而達到中樞神經，這種訊息經過不同感官處理後，所留

下的腦中記憶位置也不同，這些特定的位置與特定的感覺有關，當我們破壞或

切除部分大腦的某一部分時，發現記憶的原來部分可以由其他部分來取代，於

是證實記憶似乎是存在於腦中的許多部位，而不是全部集中於一定位置，但是

這中間的過程到底是如何進行呢？於是心理學家解釋，記憶的過程與一般圖書

館的作業程序相似，當圖書館收到新書時，圖書館首先根據它的「類目系統」

加以分類編號，以進行初步的歸檔作用，然後把編號的新書放在特定的位置

上，如果有人將來要借用這書，那麼根據書目編號，很快地圖書館員就會發現

所要找的書，根據這個過程，記憶本身包括了三個主要過程：歸檔、保存、回

溯。 

所謂「歸檔」是將感官所得到的訊息，轉化為記憶所能處理的形態，這種

形態在一定形態下經過某種程度的練習重復，這種重複的練習是為了「回憶」，

經過回憶而確定了資料的形態變化及位置，於是當我們要在記憶中提取所要的

訊息時，這時便稱為「回溯」，回溯由於回憶的經常發生而易於去搜尋；相反

地，不是經常回憶的，則可能在回溯中要花費較多時間去搜尋，同樣的情形，

如果新接受的訊息未能加以歸檔，便直接予以保存，一定會發生「回溯」上的

困難，這種情形便有如你在一大堆未經整理的書櫃中找尋你要的資料，結果未

必能找到，因為你當初是隨手放置，而未予歸檔，但是資料的確是存在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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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許有一天，它會突然的出現在你的眼前，這個情形就如夢中的情境，表

現你記憶中的某種意象，或是突然會想起以前一直想不起的事物。 

心理學家都相信，保存於我們記憶中的資料(特別是容易記憶的資料，如意

象、感受)是不會消失的，遺忘現象之所以會產生，主要是在「回溯」上發生困

難，就有如你沒有目錄，不知如何去找一樣；然而這些資料到底是存在甚麼地

方呢？心理學家解釋為「潛意識」(sub-conscoious)的存在，當我們能以理解認知

的方式進行記憶，是意識的作用，意識有如辨識的心理部門，把我們能覺察的

訊息加以整理，而潛意識則是某個心理部門，雖然接受訊息，但並不知道它的

存在。 

精神分析家認為，潛意識對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有極重要的關係，它在我們

身上構成最有力的部分，它是個固定而活躍的心理程序「發電廠」，我們並不曉

得它的存在，當我們清醒的時候，受到社會及環境規範的影響，理智的意識主

導著我們的行為，但是這種壓抑下的潛意識，表現很多本能的需要，這些潛意

識下的需要，也多少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例如在我們的一些思考感覺或行

動的方向上，或於夜間，精神分析家指出，「夢」的出現就是這種潛意識的某種

表現方式。 

對於潛意識的研究，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 freud)指出：「人不完全是他自

己的主人」，這在當時是個驚人見解，我們對訊息進行記憶，是因為我們的意識

作用，但是當我們需要時卻在意識中找不到，無法印證我們當時是否有記憶，

然而這種情形常使我們在自己的夢境中出現想要找尋的解答，我們常常會靈光

一閃地獲得答案，或是突然記起一些以前一直想不起的事情，這些都是屬於潛

意識的領域。 

意識的記憶如果不常常回憶以確定其存在時，常常會變為潛意識的範圍，

同樣的，許多不為意識上所認可的需要，也都潛藏在潛意識中，例如我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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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受欺侮的女子拿刀殺了對方，雖然我們認為她是對的，但是意識在社會的

規範下，卻認為是不對的，你可以用別的方式去反抗，但卻不應該殺人，於是

這種覺得「對的」想法，因受到現實環境的壓力而迴避一角，形成為一種潛意

識，因此，潛意識的寶庫是龐大地。專家們相信，潛意識中擁有我們童年的大

部分記憶，(兒童時期是最強烈學習的時期)，許多的老年人可以回想許多童年

時記憶，但是卻想不起昨天吃什麼；這些是我們以為已忘了的內容，其實並不

真的遺失，潛意識中還包括我們自己感覺到的秘密、怨恨、愛，以及某些強烈

而原始的熱情和慾望，一些原始的本能動機，這些感覺多半會令別人不快，並

且不被多數人的生活法則所接納，於是，它受到壓抑而離開了意識的範疇，而

被深深地埋藏在潛意識裡，因此，一般人並不知道自己的身上居然會有這些過

去的傷痕、不道德的觀念和態度，如果沒有特殊專業者的協助（心理醫生），我

們是不可能真正說破自己隱藏的這一部分。 

 

第六節   記憶方式 

電影劇情中所研究的角色心理問題，常常是分析人的意識與潛意識動機和

衝突，因此，所製作出能滿足觀眾慾望的劇情往往是較現實多少有些誇張，但

是為得到龐大觀眾的認同，不得不對電影世界進行最好的粉飾，因此，我們所

看到的電影世界，是個充滿聲、光感覺的美好視聽境界，我們常常會在其中找

到能滿足慾望的素材，這些素材如果是與現實相合，那麼就是理智上的實用知

識，例如一些電影中教我們如何正視婚姻生活，並教導一些方法，有些電影人

物對生活目標的掌握，提供給觀眾一個方向，這些都是實用的知識，這些知識

經過了心理學家的解釋為「選擇性理解」及「選擇性記憶」，而成為具體可尋的

記憶材料。 

但是，一些劇情中有關社會不容的動機，卻因此而被記憶存於潛意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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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對於美女的好感及「性」的幻想，對於權力、威望的嚮往等，事實上，這

些個人的秘密，只能在自己潛意識中發現，卻在有形無形中影響著我們，例如

對於異性的興趣，常對路過身邊的美麗女子投以迅速的一瞥。 

電影易於記憶的本質，使得電影在意識或潛意識中都留存了不少事實，我

們之所以想不起其內容，可能只是「歸檔」的錯誤，而無法即時找出(回溯的困

難)。然而事實上，電影的身歷其境的感覺，使我們確實對眼前所感覺的事物，

在未經歸檔下就已然、存於記憶庫中，因此，當電影濃縮時間及空間，在快速

畫面的變換及動作下，一般人是全然沒有「時間」可加以「歸檔」，觀眾所進行

的「洗腦」是全然接受的，(如果是不合理的「爛」片，當然是不會全然接受，

只會進行意識的選擇性接納)，在時間快速的要求下，潛意識中龐大的無盡空

間，形成了電影記憶的存在位置，而「人」一生中所看的電影足以改變一個人

的許多看法。 

如果我們知道了潛意識對我們可能的影響，那我們對於電影的選擇將更加

小心，同樣能知道電影可能造成的危險，對於兒童、青少年階層的觀眾，這種

潛伏性的危險是來自於無知的吸收與長久的影響，這可能會造成某一天當類似

電影中的情節出現時(熟悉感的出現時)，而產生兩種選擇：選擇電影中的劇情

結果，或是選擇客觀條件下的結果，但是卻往往因為對電影錯誤的社會價值判

斷，形成了許多類似電影劇情的結果，例如，當美國某部受歡迎的電影內容表

現了忿怒妻子燒死丈夫的情境時（殺夫），當時美國就突然出現了幾樁類似的殺

夫案件，同樣地，當電影中搶劫銀行的手法不斷翻新之際，社會上搶銀行的風

氣也日盛，且手法更為創新，這些多少都來自於電影的記憶影響。 

我們無法保持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當我們受到外來強烈刺

激時，情緒的衝動，使我們的動作顯示不再是意識上的反應，而是潛意識的反

應，例如，我們常會在情緒激動時罵出「三字經」以發洩怨氣，而誰又能保證

當一個人被氣「昏」時，會不做出比電影事件中更衝動的殺人事件，以平衡其

心理所受到的巨大外來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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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說服傳播 

電影同樣具有「大量地」、「普遍地」優點，因為電影可以「大量」的拷

貝，並且因電影院的四處出現，吸引了數目眾多的觀眾，而可以「普遍地」傳

達一種訊息到人群中，這種訊息不論是否能得到某種影響，或許說這種訊息是

否具有說服效果，不可否認地，大多數觀眾在電影院中被劇情中的氣氛影響著

情緒，這種存在於當時電影院中的氣氛，對於許多人造成喜悅、忿怒、悲傷或

其他情緒的刺激，但是否會對走出電影院後的個人與社會造成影響，對許多社

會人士來說實屬疑問，這是媒體的社會研究，例如電影《艋舺》是否影響台灣

青少年行為？影響程度眾說紛紜，但是如果我們能發現電影對「人」行為可以

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那麼這些屬於社會結構中「人」的動機與行為結果研

究，可以看出電影媒體是否同樣也會造成影響社會行為的巨大可能，這就有值

得探究的必要。 

Daniel J. O’keefe (2002)提出的「說服理論」(Persuasion Theory & Research)，

研究「說服」在傳達社會訊息中具有一種科學理論依據，及研究關注於說服溝

通(communication)的條件與技巧，有關這種「說服研究」的相關論述分散在許多

學術領域，例如傳播、心理學、廣告、行銷、政治科學、法律等學術實務與研

究上，每項研究雖然有深度及廣度，也完整釐解出一些細節，但主要輪廓尚須

加強，例如在傳播中電影的說服效果，「說服」的觀念是作為人類傳播設計去影

響其他人在信仰、價值觀、或是態度(simons, 1971, p21)(p.2)，同時「說服」必須

先要有企圖去影響(p.3)，電影在說服應用上用說服理論可以看清電影的目的與

方法，拍攝電影不光是為了得到商業利益，同時必須是內容陳述獲得觀眾的

「相信」，因為「相信」而產生票房，這是一種說服的因果關係。 

說服是一種關係到能「成功引導」的概念與認知，也就是當一些標準的出

現或目標及一些現存的企圖去達成的某種目標，這和電影的製作企圖不謀而

合；「說服」的定義，是指「經由溝通的一個成功有企圖的努力下，影響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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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智情況，而在一定的環境下，被說服者具有一種可以衡量的自由(Daniel, 

2002, p.25)。」 

談到「成功說服」的一些暗示技巧，這些包括（1）一些成功的標準

(standard of success)，（2）一些目標(goal)，（3）一些標準(criterion)，（4）自由

(freedom)，（5）溝通(communication)：這是經由語言工具(medium of language)所達

成，（6）牽涉被說服者的心智情況(mental state of the persuadee)或是被說服者行為

改變的表現；上述六點在電影產製中完全符合電影製作的目的。 

1. 一些成功的標準：是指電影的票房或是市場口碑； 

2. 一些目標：電影是建立在製作者拍片的企圖，是商業考量或是意識型態

上； 

3. 一些標準：電影標準有許多建立在長度、內容、分及、影音語法等；在

標準中又有： 

a. 自由：電影的自由是充分表現在其說故事的能力上，依每個參與者

的藝術創意而不同； 

b. 溝通：電影是經由影像與聲音的傳播工具，這也是一種經由綜合語

言工具所達成在訊息製造者與閱聽眾間形成的傳佈效果； 

c. 牽涉被說服者的心智情況或是被說服者行為改變的表現：觀眾進入

戲院之前被電影行銷影響其心智行為，在看到電影後可能被情節影

響之後的行為，這在本篇章節後有陳述其影響之依據。 

說服通常是被視為「用能影響心智情況的方式去影響其他人」，而不是直接

去影響其行為；電影院因為有特殊的放映環境，同時用擬真的故事情境去使觀

眾相信，這種不是意識學習方式，而是潛意識學習方式，會在大腦腦細胞下留

下痕跡，後面章節也略有說明，這與心理學研究人類學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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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說服效果 

說服與心理情況相關，而與態度有關，研究發現被研究者的態度與說服也

密切關係，如果態度改變，就會導致行為的可能改變(Beisecker & Parson, 1972, 

p.5)，電影的觀眾接受電影行銷策略的影響導致進電影院的態度之差異，會形成

不同的說服效果價值判斷，這在後面章節也有說明。 

Katz(1960)提出四種態度的功能；utilitarian, ego-defensive, value-expressive, 

knowledge。（1）功利主義者（Utilitarian）：是表現出幫助人們最大化報酬，及最

小處罰的態度，例如電影的「娛樂效果」就是；（2）保護自我形象(ego-

defensive)：這是種偏見態度，企圖強力支撐自己形象而貶低其他人，例如電影

的評論者；（3）價值呈現者（value-expressive）：人們得到的滿意來自保有及表

達的態度能反應其他人中心價值及自我形象，例如電影觀眾族群中的「意見領

袖」；（4）知識功能（knowledge）：指態度的反映在組成及了解訊息及事件的角

色上，例如電影製作企圖與陳述故事方式上；顯然「說服」必須建立在訊息散

佈者與閱聽眾之間的某些條件上。 

說服理論陳述說服的條件(source factors)(p.181)，也就是說服需要從資源條

件看，影響傳播的各種特色與結果有兩項是傳播者的特色（質）：一種是傳播者

的信用(communicator’s credibility)，例如相信某些演員演技或是相信導演能力；

另外一項是「喜歡程度」(likability)，這是指傳播者的公眾熟習度，例如電影行

銷最常用類似的片名、粉絲(fans)的熱情作為製片參考；上述所謂「傳播者的信

用」來自於事實(factor)、分析研究(analytic research)、專業度(expertise)、信任

(trustworthness)，這如同當電影需要銀行貸款時，就會應用到這些項目；對於特

定對象影響對其信任判斷的項目，包括教育、職業、經驗、說話速度(speaking 

rate)、正向的幽默感、職位、被喜愛的程度，這些與電影製片與演員劇中角色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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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進一步探討影響效果的強度(magnitude of effect)及方向(direction of 

effect)，這是進一步研究兩者重要的相關條件，這些項目包括；相似度

(similasrity)及生理吸引(physical attractiveness)、種族，放在電影製作中可以歸之

於「電影全球化」的策略中。 

在研究訊息的條件(Message factors)(p.215)，分為訊息結構、訊息內容、要求

的結果策略，這些都可以應用在電影的設計架構中。 

「訊息結構」類似電影編劇的架構與手法，有特定的結果與其中劇情的特

殊安排；「訊息內容」類似於劇本安排中的單線或多線情節發展，同時可以用劇

情衝突、挫折或恐懼達成效果；「要求的結果策略」類似於劇情從內向外看或是

劇情由外向內看，電影中的不同角度（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等觀點）所看到的

劇情結果。 

說服研究也探討接受的閱聽眾(Receiver)的特質與周邊環境影響的問題

（Context factors)(p.241)，類似說明電影觀眾的個人特質與在戲院中的心情及在

觀影的交通過程中所可能帶給觀眾心理的影響，又歸納出下面幾點： 

1. 「天生的接受者特質」，包括天生的性別與被說服的可能性，或是其他

條件，又包括敏感度、個性、態度、信仰、價值觀、行為等因素； 

2. 同時針對偏差的觀眾心理所產生的可能「被容易誘導的項目」（例如

性），及另外一種「預防接種效果」（inoculation），例如社會規範中的生

物性的暗示、文化的陳腔濫調、特定支持或反駁對待的意識型態、警告

或拒絕被訓練的心態； 

3. 環境的條件，例如隱私性或是不同媒介仲介的效果（例如電影院、電腦

影音網路），及故意的「說服抗拒」（寧願被視為訊息遲鈍者）。 

上述的說服研究在電影產業中應用尤其具有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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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許多的電影學者強調電影在行為及效果上能引起許多人的共鳴，同時

可以傳達思想、知識，是一種語言形式，但是卻很少人能夠具體提出「電影影

響人們的行為或思想」的假設，因為如此，電影也就一直被社會人士視為某些

學者在自說自話的「謀生」工具，並不被視為是一種具有社會研究的複雜學

問，電影因此在發展中歷經種種挫折，但是以說服理論的媒體研究電影內容、

受眾影響、社會影響，多少可以看出電影產業與社會發展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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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電影社會影響 

  

    電影早期出現在社會的時候，其作用是一種娛樂活動，這種休閒活動在經

過許多各行各業的人士參與下，及許多電影學者的研究下，不但增加了電影的

專業性，同時也增加了電影的內容，而更適合為一種休閒娛樂；以科學的不斷

進步，電影科技也配合的天衣無縫，同時在表現上也達到了人類想像的極致，

電影的內容在電腦動畫的運用上能無所不能，因此它不但是一種娛樂，也是反

映社會的一種社會現象，以電影的普及和無國界的限制，電影文化形成普遍的

知識交流，在世界各地形成一種社會影響，以前可以藉著小說的豐富戲劇性，

讀者可以從其中吸收到所需要的內容、對未來世界的期望、對目前生活的勵志

等等，但在電影中卻可以將所想像的世界變成一種表現，成為銀幕上的事實，

不但具體，而且更具有說服力，電影因而成為生活中的一種重要媒體。 

 

第一節 電影社會性 

電影的優點是觀眾的參與感很高，如同親身體驗一般，並且內容不容易遺

忘，因為它具有「視」「聽」的形式，這種最佳的記憶條件所形成的記憶內容，

雖然我們不一定知道它存放的位置，但是經過心理學家的分析，記憶的作用確

實會產生，由於「記憶」的出現及心理學上所謂的「選擇性理解」的記憶方

式，導致看電影會產生「記憶」的實用效果；記憶作用的出現和電影內容的多

樣性，使電影成為社會中一種兼具娛樂的知識媒介，喜歡看電影的觀眾無形中

受其影響而不自知，電影能影響個人及社會的原因也就在此。 

早期的電影是「為製作而製作」，那個時期的電影在市場上尚不普及，同時

一般性的休閒活動也不如電影來得方便，因此看電影的人數非常多，而且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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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現代電影則是「為觀眾」而製作，因為電影市場上是呈現大量飽和的各

式電影，電影的製作於是要針對觀眾的需要而設計，內容不外乎與「社會」或

「人」有關係的體裁，也唯有陳述與人有關的生活或環境，才會引起觀眾興

趣，電影的內容理論於是便必需建立在社會心理的基礎上。 

電影是一種大眾傳播工具，而大眾傳播在社會中的地位一直是環境的「瞭

望者」，能發掘社會問題，提出強調性的重點，激起社會大眾的認同，也一直是

政策的「塑造者」，往往對於一些社會上的制度提出有力的支持論點，它也是知

識的「傳授者」，做為許多人智慧及研究下的成品，其中代表了某種知識的分析

與見解，這也是種最好的知論散佈方式（故事行銷），它也是精神的「調劑

者」，作為一項娛樂或是精神性的食糧，使觀眾在電影放映時間中獲得一種滿

足，總之，電影由其正面的影響力，可以為社會提供一種更為堅強的說服力。 

然而電影也有其負面的影響，一般社會問題的衝突往往形成電影的最好題

材，如果電影作者一旦失之於「客觀」，或是「存心不良」，或是「無知」，那麼

對社會的影響將很大；「失之於客觀」是過於主觀的說明作者的感受，這可能是

由於學識不足、理論不夠，對社會、對人性未能有深刻瞭解之故，因此，這種

過於主觀化的論點，就失去大眾傳播的精神，並且也不易得到觀眾的認間，同

時影響到電影業的發展，個人電影、新浪潮主義電影在電影使上短暫出現及消

失，就是這道理，早期許多歐洲式個人主義的「作者論電影」，就是一些偏離社

會大眾的作法。而「存心不良」的製作來自於投機的心理，針對人性的弱點、

人性的慾望，製作低俗、低成本的成品，散佈到教育文化較為落後的地區，使

得人們失去追求更高理想的願望及衝動，而埋首於一些原始的人慾中，例如色

情影片的製作及暴力式英雄人物的電影等等，傷害社會的元氣，影響社會的風

氣至為嚴重。「無知」的製作來自於對電影影響的不瞭解，所製作的任何表達，

都掌握不到電影藝術追求真善美的原則，充其量只是盲從附和及生存競爭下的

犧牲品，滿足於自我「製作欲」的安慰，但對觀眾卻造成損失及傷害，我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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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電影「一窩蜂式」的粗製濫造風氣，正是這種電影。 

一件不可能發生，但很合理發生的電影故事，能得到觀眾的認同，這是因

為「歸因」理論的成功運用；所謂「歸因」就是推究引發行動的可能因素，因

為人無法、也不可能經歷所有的事件，因此，對某些無法體會的經驗，只能進

行某種程度上的分析，以求出一個合理且可取的解釋，電影的內容在取得觀眾

記憶前，都經過觀眾某種程度的內在「歸因作用」；我們意識的自動歸因作用，

使我們在記憶前能先瞭解這件事合理發生的可能性，因此電影經驗要得到無法

經驗的觀眾認同，勢必在意識上要有某種程度的合理解釋，這情形如同使我們

能容易地接受《阿凡達》電影一樣，雖然對於未來我們無法體驗，但是我們可

以合理的接納電影中的事實，這對於激發我們靈感及想像力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善於運用歸因理論，創造出更合理的電影藝術品，而電影內的歸因效

果，將影響著觀眾去面對一個全然陌生的新世界，對於未來的理想，將使人類

的行為充滿創意興奮發精神，我們看到電影《2012》、《阿凡達》等電影，都是

在這種理論下傑出而成功的寶座電影，教導我們想像未來的世界，更使我們樂

於面對未來的世界。 

電影對人的行為會造成某種程度上的改變，也會形成某種抉擇上的變化，

只因為「人不完全是自己的主人」，往往受到看電影時的潛意識影響，而電影所

影響的多數個人，會造成社會群體的改變，使得社會上的風氣受到影響，連帶

著社會行為發生變化。所謂的「電影流行」常可見某些成名演員的服飾或髮

型，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最可怕的是，當發洩式的暴力行為被認為是一種

合理的民主表達方式，而這種暴行的形成，大多來自於大眾媒體的渲染，們曾

見過電影中有無數的警車翻覆，無數的警察被暴民修理，正義蒙受壓制，雖然

在最後幾分鐘得到平反，但是給觀眾影響最大的，卻是那前面較長的劇情時間

的暴力鏡頭；當電影「性」的尺度開放時，女人也會在街上裸露且習以為常，

電影在改變中，社會也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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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在電影的效果影響上特別值得警惕，因為

電影一且在電影院放映時，所得到對「觀眾」的影響，不是事後報章雜誌上批

評幾句，或是影評人在社論上罵上兩句便可以得到解脫，事實上，一旦所製作

的劇情被傳送到社會上，這種訊息便全然的自由，脫離了控制，而當「接受

者」得到訊息「還原」於原來意義時，應該要擔心這個被還原的解釋訊息是否

會接受到「適當者」，或是會有不正確的訊息解釋，而發生歪曲或誤解的現象，

因此，如何製作有品質及內容的電影，有利於社會及未來，或是跨國境市場，

將是電影發展上的關鍵問題。 

電影的題材研究社會現況時，會發現許多社會問題，如電影的意識型態、

社會中團體與團體之政治關係、社會組織及制度之出現與功能、社會改變的過

程、及社會中人群之關係等，這些種種的社會發現，都成為電影內容主題探討

的目標，許多電影劇本中討論到法律問題、文化教育問題、經濟、政治等問

題，這都是社會制度及變遷中所遭遇到的問題，也是最好的電影體裁，這些探

討社會行為的中心意識，將會成為今後電影體裁的主流。 

 

第二節  電影體裁 

電影劇本的戲劇性是來自於「衝突」，也就是表現「人與自己內心的衝

突」、「人與別人的衝突」、「人與社會間的衝突」或是「社會與社會」、「不同制

度與不同制度間的衝突」，這些衝突性，實際上普遍地發生在現代社會中的生活

中，只是電影製作者還不夠聰明的去發掘一件小事背後之可能引伸出的社會原

則，但是如果電影編劇是個社會學者、研究員、批判者，那麼就能以銳利的眼

光，站在大原則之下，去發掘社會事件，加以分析並予以適當的觀察及說明。 

社會問題是最好的體裁，也是源源不斷的體裁，也是最能吸引觀眾的體

裁，如果能認清問題的根本，就可以採取三種方法加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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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正面的直接敘述，例如直接說明核能電廠洩漏放射物質的危機；一

種是間接陳述方式，可應用未來的科幻故事或是古典神話故事，來影射目前類

似問題的危險，這種方法往往可以使影片更為生動；最後一種方法，是根本採

用與主題較遠的故事內容，但是在隱喻中能讓觀眾感覺到核能的危險性，例如

說一篇愛情故事，但悲劇收場的主因卻是核能危害的結果，如果能認清一個事

件衝突的本質，便會發現有千萬種的劇本結構，對於編劇家來說，真正問題不

是在於事件的發生，而是如何去合理、有條理的說明這件事。 

「社會問題」是社會發展中必然發生的調適上的問題，問題的發生並不是

錯誤，而是我們能即時的發掘問題，並提出警告，一項問題的後果因而能避免

或修正，而現代電影製作者往往就是在擔任這項任務，全然描述無所謂戲劇的

時代已經過去，搞笑與無俚頭的劇情可以讓觀眾輕鬆一下，但是真正對社會活

動、意識上提出看法的電影，才是貼近觀眾的未來電影體裁的主流。 

社會在不斷的進步，經濟或政治逐漸變化，將慢慢帶動一種改革，社會變

遷是不斷的在進行，人們所面對的社會意識將更為複雜，而人追求適應的態度

也更為迫切與堅強，能體認一種制度的變化，能觀察一項經濟措施的影響，能

分析一項社會流行，或是對一項問題進行探討等，往往是電影創作者應具備的

眼光，人在社會與時代的大轉輪中浮沉，必然更為艱辛與聰明，所以電影如果

能提供相當的實用知識，必能使創作者與觀眾都有收穫。 

 

第三節  社會與人 

社會分工愈趨精細，科技更近人性，知識也為專業，而專業團體之間的知

識及要求也有很大差別，電影可以是「大眾媒介」，也可以是「小眾媒介」，正

如同大街小巷中充斥的專業雜誌、報紙一樣的可行，人們將會有目標地搜尋與

自身有關的答案，許多的專業雜誌只談電腦、管理、金錢甚或是汽車，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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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分為娛樂性、財經性、社會性等，電影出現「小眾文化」的市場是可能能

吸引所有觀眾，這是一種「普級」的電影欣賞，如果不能，則是退而求其次的

「分眾市場」，電影的彈性在於市場的預估，社會上多數人或是國際間各種人都

有興趣的體裁，可以製作成跨國大資本的電影，如果認為電影製作的功夫尚不

能完成跨國的事件，那麼也可以做小而美的精緻電影，許多的國際影展中，有

各種小小規模的電影，雖然反應該國的社會體制，但是同樣也能在跨國市場上

得到另外一種市場價值，電影的好處是可以將社會描述成為國際陳述，不論製

作資金的多少，都可能成就一個受歡迎的電影。 

電影劇中角色的最好目標是社會角色，人在社會中所擔任的角色，往往在

時間上及環境的不同中而有不同，描述的人物角色在家庭、社會或自我中形成

角色扮演衝突，那麼這種對「角色」的分析，如同對劇中人物角色的發展，使

人物的人格變化方向作合理發展的依據，「人格」是一個人行為與內心所表現出

特質的整體，這會與劇中人的性別、年齡、健康、思想、教育、信仰、職業有

很大的關係，在這方而加以分析、觀察，電影的體裁與結構便會躍然活動如在

目前，但是這必需是對人性有進一步的瞭解才行。 

人性是人類所共有的某種心理或行為的特徵，要能瞭解人性，將必使電影

創作者成為社會心理學者，能對某種行為背後的心理、生理因素、背景得到普

遍的確認，必能對電影劇中角色的個性加以掌握，而人物的人格便能清楚顯現

於銀幕，暸解人類的心理，將使我們「瞭解」及「採取行動」，「瞭解」使劇中

人物之行為有合理的邏輯，「採取行動」使劇情在發展中依不同的人格而變化，

不同人格的劇情角色，必能在劇情情節發展中產生某種衝突，電影編劇講求衝

突，電影劇本中的結構便清晰而易於鋪陳。 

人的動機與喜好是複雜而不易觀察到的，但是依「思想能影響行為」、「心

理無形控制行動」的方向來看，對於人類心理的普遍性認識，將是電影編劇的

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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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視法」來觀察人格及事件是電影創作者的第二項重要方法，透視的

方法使我們不以看到事物的外表而滿足，必要能以透徹觀察其內部變化為滿

足，任何人或事在表現上，就如同攝影角度一樣，可以有數百種以上的不同變

化，而每一角度所看的外表都不一樣，如何找到其中最適合的角度，因此，如

果能透視人與事之間的本質，將可以發現其中某一角度最具有代表性及說服

力，這情形就類似透視法在處理電影中劇情、人物、變化等態度行為的表象

上，採用透視法將使電影製作不會迷失在複雜的劇情發展上，以客觀的角度研

究社會的歷程，將使觀眾與製作者合而為一。 

透視法的運用可以作為「可能」觀眾的研究，電影最終目標是「得到觀眾

的青睞」，如果我們不能去瞭解觀眾，反而認為觀眾是無法瞭解的，那麼將使

電影最基礎的經濟問題無法解決，心理學、社會學是一種工具，運用在透視法

中，使得對觀眾能有新的認識，因為觀眾並不是盲目的。 

現代的消費理論是：「消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所追求的消費對象

是真正有利於他們自己的，往昔「一窩蜂」、「盲目的」行為將越來越少，人

們將依自己條件上的能力來衡量消費目標，對於電影的觀眾尤其應慎重處理電

影的劇情，「大眾媒體」雖然有其功能，但「人際傳播」一直在電影宣傳上佔

有重要的地位，在人際宣傳中，大眾的「選擇」將更加謹慎，社會心理的透視

法則將使電影所永遠面對的挑戰(尋找觀眾)開啟一種方法。 

電影世界中所面對的「人」與「環境」，可以分成「製作者與觀眾」的

「人」、「劇中環境與製作環境」的「環境」，這種對於社會或個體的心理瞭

解要求，甚於以往的任何時代，尤其在電影往後所處的「時代」和「人」會去

越加密切的關注這項觀眾需求，電影的複雜程度使得電影製作更需要專家及學

者來進行合作與計畫，許多成功的票房電影已然跳脫編劇獨自醞釀的方式，而

採以社會學的媒體研究方法去蒐集資料，然後加以歸納、分析、整合等步驟，

才能真正說服觀眾於電影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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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影社會應用 

電影內容中所表現的眾多主題及方式，使得電影具有如下社會正面的實用

價值： 

一、 娛樂功能 

電影受到一般社會人士重視的原因是它的娛樂性功能。人們藉著劇情發抒

情緒，以紓解緊張的日常生活，從情緒的移轉中得到宣洩，而歸於平靜；在工

商業日漸繁忙的社會上，電影院所提供的是一個「避難所」，使人暫時離開其所

存在的生存空間，而進入另一個幻想空間，希望每個觀眾在走出電影院時，都

能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及具有更強的生存鬥志，和一種新的理想，這種吹著口

哨離開的心情，是電影最重要的功能。 

電影從早期的發展到現在，所永遠不可能改變的功能就是「娛樂性」

(entertainment)，這種功能對忙碌的中產階級的影響最大，因為中產階級願意付

出最少的代價及時間，在電影院中享受一些平日夢境的實現，這也是電影在發

展的早期能打敗「劇院藝術」，並得到普及和擁護的原因；電影的出現，使得任

何人都可以以平價而享受到欣賞戲劇的樂趣，沒有地位的差別，也沒有享受的

差別，這是電影在日後造成發展熱潮的原因，基於這一點背景，電影娛樂的功

能是不容忽視的。 

二、 擴展見聞 

電影的內容是無所不包的，攝影人員帶著攝影機到世界各地拍攝，不論是

太空或是海底、北極或沙漠，從戰爭到平和，從臉上微動的肌肉到腳下的昆蟲

世界，每一個微小的動作或細節都可以清晰的出現在眼前，觀眾不必花費龐大

的時間和旅費，就可以環遊世界，宇宙變化的一點一滴都在眼角下掠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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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奇風異俗也都在腦海中閃現。電影帶領我們參觀依竊可能的世界變化，

擴展了人類的智慧，並突破了體能上的限制。 

此外，電影的表現方式及詮釋能力，可以使複雜的說明更易於了解，例

如，文學及其他的藝術表現，都只能藉由人類想像力的再現而得到認同，可是

當我們在閱覽時，經由意識的自然翻譯，卻可能因個人在字詞上的用法不同而

有所差異，同樣在繪畫及攝影作品上，也會因個人感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

釋，唯電影身歷其境的感受及易於了解的劇情發展，使得觀眾在作者的詮釋

下，很能清楚的了解事情的始末，雖然沒有經歷過，但卻有了這件事的知識，

這種藉著電影擴展見聞的方式，實在是獲得資訊的最好方法。 

三、 社會一致化 

電影的內容表現出社會的「需要」；因為觀眾的需要，才會出現一些配合

需要的電影內容；電影的表現反映出當代的科技，例如，由於化學方面的成

就，使得影片沖印後微粒更為細緻，顯像更具有透視力，更為清晰，更接近自

然色，同時沖影片的時間更為縮短；由於機械方面的發展，使得電影設備更為

輕便、實用與耐久；由於電腦的進步，使得電腦動畫能將所有人類想像世界變

成具體畫面，這些都足以說明科技在當代電影發展的影響，電影科技把所有

「不可能」變成「可能」，這些「不可能」的劇情是由電腦動畫所堆砌出來的，

觀眾所「看」到的或「聽」到的，都是現代科技下的產品，這種科技能啟發觀

眾的想像，而促進學習與發明，使得人類在科技上的發展永無止境。 

電影中的文化意識是另一項與社會產生關聯的部份；電影市場上的電影不

論經過多少個人化、藝術化和戲劇化的詮釋，多少都能表現出當代社會文化的

一部份，因為電影是表現當時製作者的思想，而作者的思想就是社會文化的一

部份，劇情中的人物動作也是社會影響下的產物，所以我們說：「電影」是表現

「人的生活、物的生命、宇宙中的不變法則」。對於某些人來說，電影的表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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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強而有力的社會教育工具，並且也代表了社會規範。 

把電影當做是一項社會意識的表達工具，或者視為一種社會心理的反映表

現工具，這種電影看法將會使社會大眾對電影的態度和以前大有不同。 

四、 歸屬感加強 

大部分電影所表現的社會意識是屬於帶有民族文化的情感意識，當我們在

看本國的電影時，所感受到的親切感遠勝過看外國電影，這種民族情感的文化

親近性在一般電影中並不明顯，只有在劇情中同時出現本國人及外國人時，這

種情緒才特別強烈，這種強烈的情緒會激起愛國情操，或是更加強其本國意識

的信念，這種在觀看電影中所得到的民族意識，會潛在的加強全體國民一致的

歸屬感，而且每次產生後都會再一次的加強，因為如此，以電影做為國內宣傳

的工具，將會產生預期的效果；例如，德國政府不論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都把電影作為政令宣傳及誇示的工具，也因此而造成當時德國國內空

前的民心士氣；在電影發達的國家中，如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其所發行的

電影都帶有強烈民情風俗的社會意識，對外國人來說或許太過強烈，但對本國

人來說則較有親切感，這種情勢如果長期存在於許多文化學者眼中，就會發生

大眾傳播理論中所謂的「文化侵略」，只是這種「侵略」並不是很明顯，或許只

是潛意識的一點認同而已；例如，常看美國電影就會對美國的文化、生活方式

及產品產生好感，同理，常看日本電影也許會對日本人產生好感，這都是同樣

的道理。 

電影中因為存有這種歸屬意識，而這種意識存在於與其他民族於同一部電

影中將更為反映強烈，因此如果劇情內容處理稍有不當，將會造成社會爭議，

或是被修剪、禁映的命運，這是製作時應考慮到的問題，這在一些政治敏感的

國家諸事一項非常管制的考慮。 

電影的這種作用未嘗不是一種好的宣傳工具，政府更應該體認這種電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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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但是，如果只重視這種功能，而忽視其他功能，特別是娛樂的功能，將

會流於刻板、說教的反效果，損失金錢事小，造成一般觀眾的排斥則較為嚴

重，同樣的這種想法，但是在作法上必須非常的謹慎小心。 

五、 促進國際間的瞭解 

    人與人的衝突、國與國的戰爭，往往都是因為彼此間的不瞭解，及可以解

釋但沒有得到適當解釋的誤會所造成的，世界之大，種族眾多，國家各有強

弱，環境各有區別，如果說世界是個大舞台，而各個環境就是這個舞台上的隔

間，只因為隔間太多，而容易產生誤會，雖然發達的交通縮短了彼此間的距

離，但是真正的了解是建立在彼此生活上的認識，如果不能深入於生活的層

面，追求到的也只是表面空泛的假象，是以「電影無國界」之說，它可以使人

「臥遊天下」，達到古人所謂的「秀才不出門，能之天下事」的好處，使人知道

周遭環境的變化，使人知道其他國家人的生活情形，這些都是藉由大量的電影

語言，靜靜地在個人大腦的本能反應中的分析與接納下，所得到的印象，這種

印象造成對不認識事物的親切感，進而成為一種「瞭解」的知識，國際間所存

在的誤會及敵意，也許會藉著電影的功能而減少，這就是電影在國際傳播中所

可能達成的效果。 

    國際間常因為對彼方生活習慣的不瞭解，而產生誤會及嫌隙，更因為對彼

此語言解釋的不確定及舉止的迥異，而常有不愉快的事發生，這種情形曾經發

生在許多國際會議上，不論是製造了緊張或是形成了尷尬的局面，大家都確定

國際間需要瞭解，而在這同時，國際間有許多的影展，不論是有沒有邦交，或

是政治制度是否相同，也都可以藉影展，確實可以達到對認識世界的實質益

處。 

   許多的紀錄片因為內容趨於專業性，更是沒有國家的界限，在世界各處自由

進出，這種實質的運用，促進了彼此間的互利、互惠及良好的印象，電影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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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良好的說服力而進行國際間文化交流的工作，達到了一種「外交」目的，促

成了國際間的和諧，但是如果過於利用電影進行「電影外交」，而喪失電影國內

娛樂的功能，將使電影產業得不償失，如台灣電影產業。 

    電影的功能很多，但是必須建立在一個小心謹慎，並對電影能全然瞭解和

掌握的組織系統中，因為其中有任何一個組成的變項失去了應有的態度和處理

方式，那就不會達到原先構想的目的，這是電影之所以複雜而又困難的原因

了，因為電影是由許多人參與，並代表了多數人的思想及生活，又經過一段時

間的處理過程，最後的結果能否「自圓其說」，這是一項很大的挑戰和考驗，許

多人在剛開始時有很大的理想，但是在過程中卻迷失了方向，除非是真正瞭解

電影語言，並有堅強的意志，同時有過人的領導統御能力，否則是不足以控制

電影產業的發展及其可能的靈活變化。 

  

347



第十七章   電影戲院 

 

如果電影具有許多媒體優點，而觀眾又很喜歡看電影，那麼電影「說服」

及「傳佈」論述的效果一定很好，電影也應該受到普遍的歡迎，但是，事實的

狀況並不如此，許多電影迷喜歡買 DVD 在家自己看及收藏，有些人也覺得在電

視頻道上看也可以，雖然這些心態有其個別原因，但是因為有許多不必要因素

也正影響著觀眾對「電影」好感，可以說，這些因素是造成觀眾不想看電影的

原因之一，這些因素歸納起來除了電影製作的故事條件外，電影院的出現也是

關鍵之一。 

 

第一節  影響觀眾環境因素 

觀眾在電影院中的注意力是否能集中，全在於坐在電影院中的「感受」而

定，這裡所謂「璟境的影響」就是指電影院的服務品質。 

電影是服務業，對於購票的觀眾應該提供良好的環境，而這些就全包括在

所謂的「服務品質」上，這種服務品質來自於兩方面：電影院的設施及服務人

員的態度。 

電影院的設施 

    包括戲院建築設施及放映設備兩種；電影院的設計是一項專業的室內建築

設計，從空間大小、銀幕的安排、座椅的距離、排列、視角的正斜、座位的高

低、四周建築的隔音材料、照明設備、放映室的位置等等，無一不是專門性的

建築學問，這些無非是要求適合「人體工學」，並造成觀眾舒適欣賞的環境，如

果因設計不當，或是以早期看「舞台秀」的場地放電影，顯然會造成觀眾倍感

「吃力」，而「如坐針氈」般，特別是通風不良、視線不佳的放映場所，給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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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難以忍受的不安，那就如何能使觀眾專心欣賞電影呢？ 

電影的放映設備是指銀幕的大小、角度、放映機的品質、擴音系統的品

質，對於聲音品質不良，放映時又時常斷片，或是經常畫面模糊不清的戲院，

這種放映品質一定會造成眾人的厭惡，並且就「永不光臨」，這樣戲院的經營就

會產生問題。 

一個電影院應該有最基本的放映條件，一個視覺、聽覺清明的場所，並且

四周環境對觀眾的干擾儘量減少，以保持一種寧靜氣氛，使電影的內容能充分

發揮，一部使觀眾滿意的電影，其驕傲除了來自於電影作者外，更值得驕傲的

應該是電影院本身，因為能提供了一個能讓好電影充分發揮的場所，近年興起

的「華納威秀」影城模式，將國外電影院的服務品質帶入國內，同時也創造一

個更適合觀眾休閒的活動空間，這是電影異於電視觀影的重要差異。 

電影院服務人員 

    服務人員包括售票人員、電影院管理人員、清潔人員等，這些對觀眾造成

第一印象形成第一個觀影心理影響，成為看電影心情的主要因素，一個髒、

臭、服務態度惡劣的放映場所，觀眾只會希望能儘早離開，下次不再來；觀眾

的心理因素對電影有絕對的影響，對電影院的營收也有更大的影響，所有的觀

眾都希望所付的錢能得到適當的「尊重」，就算是電影不好，但電影院好，觀眾

下次還是會以這家電影院為選片目標，這對電影院的營收有影響，同樣也影響

著電影業，為什麼鄉下地區的電影院營收往往無法支持呢？因為鄉下的電影院

無適當地現代管理，衛生差、廁所髒、座椅破爛，這情形自然無法與在家中舒

服看電視相比，觀眾寧願在家中看電視或 DVD，而不願到電影院「忍受」此種

「痛苦」，因此只有使得電影院的收入每下愈況，而最後關門營業，這是業者的

損失，也是電影產業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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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觀眾心理因素 

人的心理因素是造成「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主要原因，電影觀眾是

否也會因其心理因素的影響，而對電影內容產生不同的興趣呢？心理學家相信

「選擇性理解」，是基於「人」只選擇對其有利的刺激物作資料儲存，而忽略其

他刺激，且有助於達成「當時」目的的事物，才是被可能選擇的對象，這種選

擇所理解的部分有利於個體的訊息，又稱之為「功能性選擇」 (Functional 

Selectivity)，其中包括三個重要的心理因素：動機、情緒、心態。 

動機 

動機來自於人的「需要」，這種「需要」影響人的行為，包括人的「選擇

權」；凡是動機強烈，其欲望目標越堅定，因此動機與「興趣」連結，凡是動機

強則興趣大，因此對於電影放映內容較有興趣的部分會給予較多的關切，而其

他則可能會略有忽視，動機不強則興趣缺乏，並且不會積極接受訊息；動機能

滿足某種潛藏的需要，觀眾在看電影時或許對整個電影發生興趣，或許只是對

其中的部分內容產生興趣，這是由於潛意識會造成某種「聯想」，動機於是針對

某些項目在電影中發生聯想，這種聯想影響對電影繼續欣賞的效果，稱之為

「選擇性注意」 (selective attention) ，例如當我們飢餓時，對電影上的食物特別

敏感，我們會暫時中斷注意力，而想電影散場後去大吃一頓，如果是急於成家

的單身，對電影中出現的異性會幻想為心中的成家偶像，造成一種突然的標準

「意識」，所以這就是希望電影在技巧表現時，不要過分「渲染」表現某一種人

物、道具、場景的原因，以免會引起觀眾產生與劇情無關的聯想，因而造成全

片的不均衡之感，近期電影「慾望城市」是典型的「置入式行銷」電影，觀眾

常常被畫面中女主角的衣著設計與服飾所吸引，看電影變成全然的欣賞服裝

秀，這也是該電影製作的目的之一，雖然不是典型說故事的手法，但是也符合

製作者的企圖，觀眾也全然能理解這部電影的內容與企圖，這是觀眾動機與製

作者動機一致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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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 

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可以影響一個人的理解，當在精神亢奮的時間，所看到

的事物與在精神萎靡時所看到事物雖然相同，但卻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同樣是

愛情文藝片，未婚與女朋友看與結婚後與太太看的兩種人會有不同的心情反

應，當我們心情好時，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反之，則一切所看到的都是

灰暗無光的，這就是電影院的服務品質影響觀眾心情的原因之一；當觀眾一踏

入電影院，發現服務人員臭臉相向，同時環境一塌糊塗，此時看電影的情緒一

定壞透了，這時對電影的評價相對減低。 

情緒影響觀眾最大，如果電影院的管理至少能盡力維持一個好的欣賞情

緒，那麼電影產業「發展」的問題起碼解決了後面關鍵的部分。 

心態 

一個人的心態是主動或被動，在心理準備上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主動的

看電影，則會有積極而專心的態度，如果是被別人拖進電影院，那這種被動心

理也會使得原本不錯的電影缺少了部分吸引力；越是主動，在注意的程度及層

面上就愈廣泛，並給與劇情一種關切的態度，反之，被動的心理只會達到部分

「選擇性認知」的效果；如果為了「看電影」而去看電影，這就是一種被動心

態，許多人明知道這部電影不好，但還是想去瞭解其中的原因，於是硬著頭皮

走進電影院，就是這種「被動」心態會使原來不差的電影卻變得索然無味；如

果是聽說電影不錯而去看這部電影，則是一種「主動」而積極的「全面注意」

態度，投入的心情會使電影產生預期的效果。 

一個不正常心態的人，看電影時勢必不專心，會左思右想，左顧右盼，這

種人所看到的畫面及劇情，可能是曲解、歪曲、迷惑，如果最後導致思想扭

曲、觀念誤導，那麼影響其他人的可能性就很大；正常心態的人，常能平靜、

冷靜的對電影進行「選擇性認知」，這也就是熱情的觀賞、冷靜的回想，電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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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大部分是這些人，這些人的注意態度較為客觀，因此對於銀幕上的合理性

及技術性表現會有所反應。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影響觀眾對電影的評價及喜好實在有許多的原

因，這些原因進而影響觀眾進電影院的意願，如果一些問題是可以經由管理而

避免發生，例如電影院的服務品質；又電影行銷則應儘量避免誇大不實的電影

廣告對觀眾情緒的影響，廣告看似不錯，看完才知道電影宣傳不實，這樣對電

影觀眾心情的影響也會影響電影產業的發展，如果能夠認清「電影業的發展不

光是電影工作者的責任，同時也與所有從事電影相關行業的責任」，那麼電影受

到觀眾歡迎是可以期待的，因為事實上電影確實已成為日常休閒活動中不可少

的一項。 

 

第三節  如何爭取觀眾 

美國電影院在一項非正式的調查中發現，電影院的門票收入雖然不好，但

是院中的販售部門的業績卻在增加，由於美國人有一邊看電影，一邊吃東西的

習慣，尤其是吃爆米花，因此許多想吃爆米花的人居然到電影院中為「吃」而

看電影，形成零售部營收的增加，這項訊息提供了一個事實，電影院中的販售

部也是重要的電影服務部門，從服務人員到零食種類，一個是和藹、親切，一

種是便宜經濟，有誰會發現小孩進電影院的主要目的是吃爆米花呢？而父母也

樂於滿足自己想看電影的慾望而帶小孩一同成行，電影院的票數增加且販售部

也增加營收。 

電影的創造者可以製造個好「產品」來吸引觀眾，可惜的是，電影院業卻

破壞了它吸引人前去的想法，設想電影產業的是環環相扣、密切配合的，如果

其中有某項不利觀眾的因素產生，就會使觀眾更小心的選擇是否該採取進一步

的購票行動，同是電影產業的一部分，電影院業者應加強改善對觀眾的服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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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服務項目。 

「對觀眾有利，觀眾便會出現」，電影產業在電腦網路興起的現在面臨許多

生存挑戰，各種休閒活動吸引部分觀眾，年輕人又被電腦網路世界所吸引，電

影票價又節節上升，電影產業發展較之任何以前階段都要嚴肅，原因是現在的

休閒娛樂活動種類多且容易獲得，電影業面對諸多的競爭，必要知道自己所掌

握的那些特殊有利條件，掌握這些特點也就等於發掘出電影的「生存空間」，同

時也容易找到觀眾。 

電影的特點是「說服力強」、體會深刻，能增加一般人所夢想得到的經

驗，電影中的韻律與節奏同時也符合人體組織的律動，而在生理上造成一種舒

適的快感，這些特性對電影藝術的製造者來說非常重要，同時也成為「尋找觀

眾」的有利競爭條件，但是，知道優點並不代表對改善電影品質的作法與對電

影觀念的正確，唯能從經營管理與觀念上修正電影產業當前的問題，電影院是

電影觀眾驗收成果的地方，重視放映的環境正如同有些人所強調的，「如果你想

把觀眾從家裡舒服的沙發中拉到電影院中，你一定要有更好的吸引條件」，的

確，這些條件雖然包括吸引人的故事，合理的說服方法，以及不惱人的放映環

境，但是電影產業必須自認為是服務業，必須改善服務的環境與態度，包括放

映、音響、座位、售票、停車、衛生等，同時能提供詳盡的資料給觀眾，使得

觀眾能輕鬆的來，又輕鬆的回去，這樣必能把在家中坐厭的觀眾拉一部分到電

影院中，科技的興起帶動電腦網路的方便，如何運用網路提供電影服務與宣

傳？這是電影前段製作業與後段放映業者需要一起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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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電影內容 

 

電影是一種用影像與聲音來說故事的傳播媒介，它像平常的語言目的，是

融合「畫面」與「聲音」的語言，它類似「職業說故事者」的姿態，用各種可

能的方式告訴觀眾一個故事，一個能帶領群眾意識進入迷離幻境的「夢」，當這

種「影像」配合聲音出現在觀眾眼睛裡，不論是什麼性質的故事，都希望使聽

者進入了一種神往的迷茫世界裡，但是奇妙的是，電影故事就像是一般的神話

故事，它沒有一定的語言結構，也沒有一定的文法，更沒有數目龐大的生字，

顯然地，電影和「語言」是相同的，但卻不同於「寫」或是「讀」的語言。 

電影製作有一定的語言目的，傳達某種理念，當電影一旦出現後，就會有

觀眾想去瞭解、去接近它，它是被建立在某種「目標觀眾」(Target Audience)族

群上，希望這族群的人能輕易而且樂於瞭解它其中的內容，既然如此，電影被

製作而出現於觀眾面前，一定有其存在的某種目的及邏輯，如果能瞭解它的想

法及結構，基於這種動機，許多電影熱愛工作者想找出其中蘊藏的電影公式，

或是科學性的結構條件，電影從語言學的研究也許可以看出其中奧妙。 

電影語言的真正目的在於傳達人類的經驗，就是溝通(communication)，而電

影影像與聲音所表現的清晰、美麗，正是所有其它「語言」所不及的表達工

具，但是，電影語言真正一定是明確的嗎？因為當一個動物，如狗在看電影

時，牠所得到電影語言上的含意一定和人不同，而觀眾是如何避免這種語言上

的困惑呢？許多電影學者都承認，電影是很難解釋的，因為它太容易被解讀，

就像上面所舉的例子，狗也一樣可以看得「懂」，因為每個「動物」都可以有自

己的解釋；基本上，電影所傳達的是「個人感覺上的類似性」，也就是說，如果

這種感覺發生在觀眾的生活體驗或理解認知上，那麼觀眾就會有類似的感覺，

如果沒有感覺的類似性發生，那麼電影之為「電影」，也不過是一些活動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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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聲音而已，所以當電影上的「語言」表達的是「一個人正在看書」的鏡頭，

真正懂得「欣賞」電影的人，必然在類似性的感覺中，發現許多個人過去經驗

中的類似情境，於是產生「弦外之音」，例如，這個人的年齡、性格、心情，他

看書環境所顯示的窮與富，他在看書的態度等等，而看不懂的人則認為看書的

人在氣氛還不錯的環境下看書，至於為什麼有如此差異？這就是，看懂的觀眾

能較看不懂的觀眾會體會出更多的弦外之音，這也就是電影真正的奧妙之處：

「看得懂的看門道，看不懂的看熱鬧」。 

 

第一節  電影語言秘密 

電影語言的根本是什麼？這個問題必先瞭解「語言」的形成，人類最早是

先有圖畫，因此「書寫」最初是由圖畫所形成的，這種情形逐漸在被多數人認

定後，書寫的內容便被確定，我們根據圖畫表示一種「音節」，雖然書寫的圖畫

最初並沒有代表語言的意思，所以由圖畫變成音節而表示所要表達的東西便慢

慢成立，因此我們知道，語言的本質並不在於使用某種的溝通工具，而是在於

使用於和某些固定物做「聯絡」，以便使某個現在可以感覺的事物，如圖、姿

勢、詞、話語等，可以引發對其它事物的「觀念」，一旦做到這一點，那麼其中

所使用的感覺事物，如圖、姿勢、詞、話語等，都可以稱之為「記號」或「符

號」，而引發觀念的事物便可以稱為「有意義」：由於「意義」涉及「思想」，所

以我們常常會加以注意「私人用語」和「社會用語」的不同：由於「語言」影

響個人很深，我們對未說出口的內在語言，比對他人大聲說出的語言更加關

切，但是，一般人往往在沒訓練的情況下，忽視了這種「內在」語言的重要。

所謂「內在語言」，也就相似於電影的弦外之音，因此，電影藉著畫面、聲音，

所表現的語言，將是一種著重意義上的語言，對電影有興趣或是經常看電影的

人，對「影像」的理解力特別好，他能在觀看的電影中，看到比平常不常去電

影院的人所看、所聽到的有更多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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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語言的「教育」作用對觀眾的鑑賞能力有很大的影響，如果能加強

「聽」與「看」條件的理解能力，就能逐漸正確的瞭解電影語言。 

 

第二節  何謂電影語言 

電影語言也像「語言」一樣有個缺點，就是語言的瞭解來自「習慣」，這就

是在自己身上經驗過，而能在他人身上加以正確的推測，例如說一個「語詞」

具有意義，並不是說那些正確地使用該語詞的人曾想出其意義是什麼，而是在

該「詞語」的使用首先出現時，在藉著觀察與分析中，從中精選其「語詞」所

代表的正確意義：一個語詞的意義並非絕對確定的，總是有或多或少的模糊不

清，它就像個箭靶，有個靶心，而靶心的外圍部分或多或少也有一定程度的意

義，距離靶心越遠時，其意義的程度也就逐漸消失；當語詞顯示地很明顯時，

靶心的外圍部分也就縮小，而靶心也就收縮更加小，但是靶心無論如何小，它

總是有個疑惑的區域，語言的這種缺點，使運用「語言」的人要更小心的使用

語言，這情形有如當「電影語言」聲音與影像在運用時，就必須考慮到是否正

確的使用這種「語言」，觀眾是否能瞭解其中的意義。 

語言與意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一種因果法則的性質，這種因果法則支配我

們使用該語言，和聽到或看到該語言時而有採取行動的反應，在電影院中，觀

眾所採取的「行動」，就是在理性的判斷下而跟隨劇情繼續發展，如果這種因果

法則不產生，觀眾便會對劇情產生矛盾的感受，所以可以這麼說，當一般的觀

眾是因「有意」的方式而被影響著，那麼這個語言是正確的被使用，這種正確

性的感受是屬於心理學上的，而不是文學上的定義。電影的「影像」是必須被

人「閱讀」，在觀看一個影像的時候，有一種不全然的心理反應的智力發生，這

種智力作用，乃是來自於我們曾做過的某種程度的學習，這種講法和上述的因

果法則的反應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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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釋電影影像與聲音的語言？電影和夢一樣，都是一種幻境的呈現，因

此必須認清這種「幻境」的真義；心理學上所謂的「幻想」(image)是具有重要的

意義，因為幻想一旦產生後，正常人便會隨時造成一種可能的「行動」，這如同

幻想的方式可以作為科學家「發現」的泉源，也可以是激發詩人或藝術家的靈感，

也可以給一個商人新產品的主意，或是帶給家庭主婦的烹飪構想，也可以電影劇

情的想法的開始，也可以是在人際相處中的「特效良藥」，但是正常人所製造的

幻想，在過程中是絕不會失去環境的真實感，而有心理缺陷的人所製造的幻想，

往往在過程中失去了現實，而迷失了自我，對這些人來說，幻想可以變成真實的

替代性事物，因為幻想本身就是一種滿足的目標，對這兩種人來說，幻想是具有

一種差別的危險性。 

「夢」就是一種幻想，幻想表現在潛意識就是夢，一般人並不明白夢的意義，

尋求對夢的解釋必須找專家，如心理學家或心理醫生，因為這些專家對人的心理

或生理有研究，能夠解釋出一個較為客觀的說明；相反地，如果這時隨便找一些

不是專家的人來解釋，十個人便會有十個不同的解釋，如果聽的人又很相信，那

麼解釋後的說明一定影響很大，而解釋的好與壞又有更大的影響，可見一個正確

的解釋是多麼的重要；同理，常說電影是個「夢境」，因而「夢之解析」是該由

專門的影評人來負責，那麼對電影抽象性的詮釋，是由懂電影的專門人員來解說，

這種人應該是由對電影理論及電影技術略有知識的人，因為如果因個人偏見或無

知，而不是依電影實際內涵所作的解釋，都是不負責任並且危險的作法，所對事

實造成的曲解，也許較之於電影本身所帶來的偏差及危險更為強烈，所以電影發

展上，影評人在語言及心態上一定要特別慎重。 

 

第三節  電影語言結構 

一般人解釋影像的重要性有一種說法，稱一般人是「欣賞」影像，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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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瞭解」影像，再好一點的人是「超越」影像；事實上，影像的解釋是

指出現在銀幕上的「整體」表現，這種整體表現的重要，其出現是來自於一種

組合，這個組合可以說是在一種造句法的原則下進行，這種造句法在電影中稱

之為「剪接效果」，唯有在這種剪接中，把人、物、聲音做最好的安排及秩序，

便能使「影像」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在我們知道電影語言應被正確使用

時，我們更應瞭解電影語言中的構成原則，這也就是討論電影的內在問題時，

應有所認識其組成的內容(畫面、聲音)。 

電影並不全然是單元的組合，而是一種連續意義的組合，我們如果覺得電

影是一門很簡易的藝術，這是對單元組合現象的誤解，而這種誤解使電影很容

易受到傷害，正如許多人認為把最好的畫面、聲音組合後，定然可以成就某種

意義的想法一樣可笑，這如同把全世界精選出來的「五官」一一眼、鼻、嘴等

條件，組合在一起後，並不會成為全世界最美的人的道理是一樣的，對電影學

者來說：一部電影是難以解釋的，因為它太容易瞭解了，而對不瞭解電影的人

來說，電影是很容易解釋的，因為其組合太容易了；目前台灣電影的停滯發展

也多少受到後者的這種誤解所致。 

電影的語言包含了「畫面」與「聲音」，畫面在攝影機的運作上，表現出銀

幕上的「人」與「物」， 「人」是出現於構圖中的行為者，人的動作、話語是

攝影機獵取的主要對象，其行為變化十分的複雜；而「物」則是指包含所有環

境中的無生命物體，如道具、佈置、環境景象等，這些無生命物質，在導演運

用攝影機的處理下，成為有意義的物件，這種意義包括表面意思，例如喝水的

「水」是一種解渴的物質，如果只是表示口渴，它就是水，但如果另外有意

義，就包括內涵的意思，如喝水的「水」，並不光是解渴，並代表一個人的「生

命」，當主角在電影快結束時出現在沙漠之中，他似乎即將垂死，但是突然間他

發現了「水」，於是電影在主角大口喝水時結束了，這「水」就代表了「生

命」，代表了另一種生命形式的象徵，因而對「物」的表現，在導演的剪接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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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攝影機的配合下，可以造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意義表現。 

聲音在電影語言中的意義及運用非常複雜，聽到的聲音包括音樂、事件的

背景聲音、人的說話，這三者所表現的意義隨著電影剪接的手法而不同，基本

上，「聲音」必然出現在事件的現場，但是對聲音的正確選擇及運用，卻會造成

極大意義上的差別，而觀眾的耳朵雖然都「可以」聽到，但是如「說話」一

樣，是被「有選擇的」加以重視，除非是在有意的安排及突顯中，並得到預想

的影響力，因此可以說聲音是被正確使用，否則聲音便只是被稱為「聲音」而

己，而忽視了表現技法上的重要性；聲音的剪接如同畫面的剪接一樣，可以有

表面上的意思，也可以存有內涵上的意思，除非我們瞭解聲音的重要，否則聲

音的出現，並未能有助於畫面的安排或整體氣氛意義的解釋，有時反而破壞了

整體語言陳述的氣氛。 

電影語言包括了由「畫面」和「聲音」組成所凝聚的意義，而傳達了一種

「感受」，這種感受的思想性，如果在組合的正確運用下，將會與製作者產生類

似的經驗反應，如果組合不適當，將使電影意義的諸多解釋發生混亂，這種組

合的方法稱為「剪接」，並且視為電影「蒙太奇」的運用手法之一。除此之外，

電影中人物的出現是劇情的根本，不論是「人」或是「擬人化的物」，都表現出

相同於人類的行為動作，這也是今天許多電影討論的主題，為求人類間彼此的

溝通與暸解，人類行為語言代表了重要的意思，電影中所謂的一個「好畫面」，

可以代表一千個形容詞，同樣，一個人的動作可以不用話卻也可以明確地表現

他內心複雜的情緒，事實上，人的視覺較聽覺具有更佳的訓練成果，故對動作

較為注意，因而往往忽略了「聲音」，因此成功的電影是「具有最精簡的對話，

但是有最複雜易懂的動作」，這也是編劇的基本技巧，一般人對動作的瞭解往往

比聲音認識為多，無形中，人類「行為語言」的研究視為電影在發展上的重要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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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影視覺語言 

在我們討論電影內的角色行為語言之前，先對「行為語言」的表象，也就

是動作的視覺世界加以探討，對於視覺文化的探究將使我們更重視演員行為動

作的價值。 

當印刷術被發現的時候，逐漸形成了原來用「臉」表示情緒的方式都改用

由「紙」上讀出，許多雖然認為難以描述的表情，都可以藉由紙的大量印刷而

讓更多人知道，因此用「臉」傳達意思的方式被「紙」所取代，也因此使得印

刷術更大量地使用於一般生活中；早期歐洲教堂是人們精神的寄託，在教會領

導者的「表情」下，他們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也得到適應生活的方法，但是

當印刷術的書籍取代了中世紀教堂主教的地位，書籍成為人類精神的傳播者，

由於上千種的書籍出現，使得原來教主的「精神」分裂成上千種的言論，同時

「字」使得古訓變成碎片，教堂的功能無形中被分裂為上千種的書籍，這種視

覺的改變，於是形成一種易懂的精神和視覺文化，於是「書」的世界與文化成

為人類精神的根源；這種視覺文化的精神有其社會及經濟上的原因，也因此改

變了一般人的生活面貌，人們不再需要有多種變化的眼睛、額頭、嘴，這些原

來都是很富有說服力表情的工具，因為人進而專注於所看的「文字世界」。 

電影也是視覺文化發展下的視覺成品，而電影攝影機就像是印刷業的印刷

機，雖然是一種工技發明，但是對人類精神的增強與瞭解有所助益，它使我們

重新注意到「人」的表情及視覺文化下之「人」內在的意義，如同印刷機使人

重視「字」一樣，真正的視覺文化，並非是用文字取代所想表達的動作，而是

用啞劇般的手指或肢體，這種「動作」在空氣中形成點、線，因此善於用視覺

文化的人，將不再想用文字去傳達一種複雜的觀念，這如同一種內在的經驗及

不易理解的情緒，很難用「說」來表達其道理是一樣的，但卻可用「姿態」表

現出來而讓別人很容易瞭解到；情緒是存在於靈魂的最深處，往往不易用文字

來表達一種觀念上的反射，這如同一種韻律性的經驗，不能用合理的觀念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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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道理一樣，但卻可以由出現在臉上表情的一種精神性經驗看出來，這是很

快的能看得見的描寫，而不須用文字作為媒介。 

在視覺藝術的黃金時代中，畫家和雕刻家並不是只用「形式」來填滿空

間，對他們來說，不光只是形式的問題，而是繪畫和雕刻品能表現出精神及其

靈魂的內在，這些表達的觀念並不一定要用文字加以說明，但是卻能很完整的

具體化，這就是一項藝術品能夠很愉悅地擁有主題和一種想像空間的作用，而

並不會被文字與觀念所限制住，這種想法就是一種「觀念」，藝術家能用最原始

的方式展現其靈魂，用姿勢與表情使其具體化，但是自從印刷機的大量使用，

使其成為人際 

溝通的主要工具後，促使人類內在精神的巨大改變，靈魂被專注於制式化而為

文字，人類不再需要用身體的細緻表現來作需要的表達，因此，我們的身體在

沒有被重視使用的情形下空虛成長著，這也導致因沒使用而易於毀壞。 

我們身體「表面」的表達，較之於臉孔，其表現的機會大為減少，這是因

為大部分的身體是被藏在衣服中，身體的表現僅出現在剩餘的未遮蓋部分上，

於是用這一點的表面，盡可能的作為表現我們靈魂的粗糙工具，有些時候，手

的姿勢會增加，但是身體的動作卻無法配合，於是印刷術試著用長篇道理解釋

靈魂的意思，文字的說明便逐漸被進步，但是這種進步被限制在這種緩慢

「字」解釋及使用上。 

電影在文化表現中有重要的傳播角色，早先的印刷術在現代講求效率的社

會中，被認為在表達上不及電影快速有效率，當觀眾坐在電影院中，經由視覺

的傳達，許多劇中發生的經驗、角色、情緒、氣氛、想法等，都不需要用很多

的文字說明，卻可以在很短時間中得到觀眾瞭解，由於電影視覺的發展在進步

中加速，人類重新又開始學習這些姿態、動作和面部表情，這種生動豐富的

「語言」，並不是文字的或口語對話的語言，而是文字的替代者，一種早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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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卻遭忽視的視覺工具與媒介，於是人類重新又看見這種原始但卻更有效率

的表現方式 --- 肢體動作。 

肢體語言 

語言學的研究是由原始語言所表現的動作開始，也就是當人開始能說，去

移動他的舌頭或嘴唇的動作時，這時的嘴部動作較之臉上其他動作或身體上的

肌肉動作，是沒有足夠的伸縮空間讓其發揮（口腔限制），早期的舌與唇的動作

並不是用來發聲的目的，只是和其他「同時」表現的身體動作、姿勢一樣，是

一種最先發生的聲音動作，也就是一種動作同時配合講出的聲音，然後可以讓

別人知道，而達到某種溝通的目的，這種「說」的偶然現象，只是實用的輔助

動作而己，但卻在以後被廣泛地「使用」，原來立即可「看」得見的訊息，變成

立即「聽」得見的訊息，這些原來都是具有相同的表達作用，只是我們後來忽

視了動作、姿態同是人類原來與生俱有的表達工具。 

現在因為研究電影，我們重新開始學習這種表達的肢體動作，但是與發展

愈加精練的文字來說，它還是顯得不夠與原始，但是經由對動作的研究，人們

已能從字的藝術中重新去發現動作，如同「韻律」兩字，我們在表情及姿態的

發展中，找到了一種符合人體脈動的動作，也就是動作的韻律感，這就是韻律

兩字的原始意義，雖然動作的韻律簡單易懂，但是人類逐漸在其中找到了原來

應看見的內涵。 

原始時期能表現內在情緒的動作現在已不存在，而新的動作也尚未全部發

現，這情形是因為在自然法則下，沒有用的器官惡化、消失，而留下發育較慢

的表達器官，例如許多動物的牙齒不在使用後便退化消失，文字的世界也是如

此，許多不用的字被無形地淘汰，我們可以想像原始人的姿態會有較多的變化

及表現，較之現在規矩繁多的歐洲人還多，但是動作在時間中被取代而消失，

事實上，電影藝術應表現的為「面都表情、動作、姿態的百科全書」，從其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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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查到許多動作的原始意義，這也是為何多看電影有利於學習及瞭解的道

理。 

行為語言 

行為語言是極自然、極適當地存在於人類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是一種無聲

語言，一般人常視其為理所當然的存在，而不加以留意，不加以分析，然而為

了明瞭對這種人人類心靈所表示的某種感應，作為電影運用及演員表演的基

礎，電影製作及研究者更應該知道它是如何形成。 

物質世界的現象可以成為內心體驗的適當表達，物質世界也能夠成為我們

心靈世界的象徵，這個物質世界包括所能看到的一切現象及物體，當然也包括

了人的動作，事實上，在生理學的研究上，所有人都知道肉體可以表現心靈，

當我們憤怒時，血液就直衝我們的大腦，這時我們眼球充血，眼睛產生變化，

臉頰也發紅；而在恐懼峙，血液就由腦部流向下身，因此身體發抖；在憤怒

中，心臟會更快的跳動；同樣快樂或悲傷時，就會有不同的生理反應；心理感

受形成生理變化，刺激腺體分泌，於是這些情緒便形成生理上的巨大調整，因

此就算是最會掩飾的人，也會有部分「小節」顯露出生理反應的變化，而露出

心理的秘密，例如，我們臉都表情所表示的心情，在明顯動作、姿態及臉部肌

肉跳動中，能表達出自己的態度和感受，使別人從我們的姿態上和言語上，更

能正確地認知我們的感受。「肉體」事實上就是心靈的表象，我們所深刻而真實

地感受到的情緒，或是真實感受到的思想，都由我們所有的器官中表達出來，

因此普通共同的象徵基礎是建立在「相同」的生理基礎，這種行為共通的象

徵，與它所象徵的事物間有密切關聯，不僅是外在的某種程度的符合，同時也

是內在器官的一致符合，也是象徵符號的一致符合。 

普遍的象徵根植於我們的身體感覺及心靈上的特性，它是人人共有的象

徵，這種普遍的行為，所代表的是人類發展下的共同語言，因此當我們尋求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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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行為語言的溝通目的時，應求得行為象徵的普遍性，也就是說這種行為必須

要有生理為基礎；運用在電影編劇中，可以在研究不同血型、個性、外表及生

理上，表現不同的行為變化，這種因人而異的生理之行為變化，形成角色個性

的出發點，在諸多不同的角色中，依據生理變化的不同，而發生各種衝突，這

些將是合於生理與心理的感受，也就是合於邏輯性，於是故事的合理性便確實

成立；如果演員要尋求良好的正確演出情緒，必要體會出角色的生理變化，且

能適當反應因生理而心理並導致行為變化的諸般差異，所導致的劇情要求將合

於人性，所以演員在排戲時，設想劇中人物的生理及心理，將成為演員訓練的

必要方法。 

對於電影的全球市場來說，為了尋找世界性的電影觀眾，首先應注意人類

行為語言是否具有普遍性，這就不會因別的國家觀眾看不懂劇中行為，而失去

了市場價值，要真切的瞭解人類行為語言的基礎，應是建立在自然的生理基礎

上，那麼表現為一種世界性的語言，就不會失之於過度的地方性，以世界為電

影市場的可能性便也容易達成；在傳播研究中，人類間的表情與動作，幾乎是

沒有隔閡的，例如喜、怒、哀、樂的表情是人人可以看得懂的，揮手、搖頭、

鞠躬、再見等表示的動作，也是人人都會明瞭的，雖然會有一些例外地區發

生，但是如果善於利用表情與動作，並彼此互相輔助，雖然不通曉任何世界的

言語，但是人們仍然可以暢遊世界各地，這都是身體行為語言的力量所造成。 

然而我們在許多的電影中有看不懂的情形，之一因素就是人物、表情的動

作太少，使我們無法想像發生了什麼事情，基本上，電影中的對話可以儘量減

少，一些不懂「電影語言」的導演及編劇會安排許多對話，但往往卻最容易被

觀眾忽視掉；電影的真正要件是「動作」，這種動作不是強調吸引力的注意方

向，而是其根本就是一種語言的表現方式，我們一方面被動作的動感吸引，一

方面我們會瞭解動作的意義，成功的電影就是能以最少的對話，適當的明確動

作，能使觀眾普遍產生相同感受的電影，例如阿根廷電影《迷樣的雙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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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行為語言的表示，在電影中是非常重要的溝通方式，不但可以找

到觀眾支持的基點，同時更可做為進入世界電影市場的主要武器，許多武俠影

片之所以能受到外國電影觀眾的喜歡，其程度甚於文藝片，道理就是如此，明

顯的動作，較之於不甚瞭解的內心戲及不適當反應表現的動作，自然、武俠片

就成為較不費力的一種傳播語言，這種對行為語言的根本瞭解，是研究電影市

場的重要課題。 

環境語言 

行為語言的傳播是屬於「非語言傳播」的一項，以非語言傳播中來看，行

為語言的發展其包括的範團較廣，除了我們要研究人的生理為行為反應的基礎

外，並應對文化及環境能力加以客觀分析，因為文化對人的影響很深、也很

廣，而其中環境對人的心理影響尤為明顯，如在不同建築、住屋、社區、交通

工具等環境中，都會使人受到某種程度的不同影響，所以真正研究行為的變

化，而導致意義上的不同解釋，必須以人的生理為基礎下，並探察外在文化及

環境的可能影響，方可適當得知文化與環境對人具有一種時間性的影響，也就

是一個人在某地、某時對某種情緒的反應，和在另外一地、另外時間的反應或

許有很大的不同，雖然生理上的反應相同，但是因時間、地點的不同，也會呈

現不同的外在的行為反應，例如當你在家中罵孩子，便與在街上罵孩子的反應

不同，在家中沒有外界的限制，而在街上你必須考慮別人對你的批評，於是雖

然有相同的生理基礎，一個是全然發洩，而另一個則是某種程度上的壓抑，為

求電影中行為語言的恰當，必須於劇情中所涉及的時間、地點及社會文化背景

都要考慮到，如此便更能使電影結構緊密，而人物的行為動作也便更趨細膩。 

個人的穿著及儀態也能表現一種語言，同時也要能輔助行為語言的真正意

義，當人的衣服遮住了人的肉體後，身體的原始表現能力被外表衣飾的表現所

取代，行為科學家測驗人們「穿著」與性格之間的關係，近年來，研究的範團

由「穿著」擴大到首飾的選擇、搭配和化妝等，乃至於個人的用品，這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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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人類行為均有傳播某種訊息的功能，這些人的穿著打扮，無疑地也可以給

我們一些非語言訊息，這就是電影中服裝設計的基本構想，個人依個性所作的

選擇，往往可以適當的找到適合心理所需要的搭配，服裝的外表研究在電影表

現中則成為「化妝」及「服裝設計」部門，不同的個性必然穿某種顏色及式樣

的服裝，不同年齡及成熟度也有角色造型上的差別，因此必然在服裝考慮上有

所不同，無疑地，就行為語言的外在因素來說，服裝造型能夠說明許多劇情，

電影「慾望城市」無疑是最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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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電影哲學 

 

電影人人會看，但是看完後每個人的感受多少會不同，除了因為個人過去

經驗、工作、心理差異等因素外而產生感受的不同外，普遍一致的認同是最為

重要，電影常為人稱道的不是電影故事本身，而是故事後所激起的討論，這些

討論除了近代的電影手法的特殊外，內在的隱喻及生命探討是最為常見，例如

電影《復仇者聯盟》(The Avengers)(2012)中除了有許多超人合作下驅逐外星人

外，真正可以討論的是每個超人後面的自我意識及生命矛盾，所以在先進的電

影技術陳述下，發覺導演及編劇如何會產生語描述如此的故事，是電影讓人覺

得深不可測的原因。 

電影意義 

現代電影較之六零年代極盛時期的電影，在表現上有幾種不同： 

1. 非常重視聲、光的運用，由於這方面極盡發揮電影在影像與效果聲音技

術上的能力，充分區隔了電視的視覺環境； 

2. 影片的節奏變快，這是來自於現代社會的節奏已然加快所致，因此，電

影中的畫面與劇情節奏也配合地加快； 

3. 故事述及的內容，也因節奏加快而變的豐富與更深刻，電影中的時間與

空間因此可以以更多元的劇情內容與場景來發展； 

4. 電影所表現的內容大多都是有思想性的啟發，也就是顯喻與隱喻的交互

運用，這一點是現代電影特殊的一種層面。「顯喻」就是在劇情中直接由

對話所表明的態度，而觀眾不需費神去體會，就可以知道這部電影製作

的目的；「隱喻」的意義，就是隱藏在電影聲、光、動作、構圖、情節轉

變等表面電影語言背後的意思，需要去揣摩、體會其製作目的，這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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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站在電影整體的觀點上才會有所發現。 

現代電影有許多都是簡單的劇情及故事，其內容和我們的社會、生活有關

連，其中蘊藏的意義往往使得影片的內容豐富又深刻，這種達到深刻意境的說

服條件，就是製作者必需是站在非單一事件的現場，並且是以整個人類發展的

眼光來看事件的過程，故能用較為清晰的演員動作及觀點，讓觀眾知道這個簡

單的故事，故而好的現代電影製作者必須是個電影哲學家，能看穿事件的真實

面貌，而在顯喻中給予隱喻的作用。 

 

第一節  電影哲學觀點 

讓電影中的含意具有一定而且清晰的陳述，只有在瞭解哲學所帶給人類思

想上的作用後，才可以更加確定，哲學可以對一個複雜的物質或事件進行各種

角度的暸解，而將之分析為類似感覺的成份，而這種過程及最後的感覺，也就

是電影語言中最重要的成份，隱喻的作用。 

此外，哲學使人瞭解到心靈與物質間的關係，瞭解知覺與知覺環境間的關

係，使人能以較為客觀性的主觀觀點來看這事件的發展，並控制事情的發展，

因為哲學是宇宙本體之學，而各種學問如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和物理學、

心理學、社會學等，都是在逐漸發展演進中分離出原來哲學的範疇，並各自進

行更專門化的探討，但是哲學還是保有其探討生命、真理、道德、思想、文化

等方面的卓越地位；電影內容討論的範圍既廣又深，不是每個電影製作者能面

面顧到，但是，哲學的內容就是電影故事從古至今不斷變化的內容，如果具有

哲學家的觀點，電影中的思想性問題將可得到解決。 

電影的表演是一種主觀的客觀化演出，製作者思想上的問題想藉一種環境

加以分解陳述，因此電影是以分解法製作而成，但是，分解中主觀的控制力往

往籠罩在每一項的製作事務中，以求達到原來思想的整體性配合，在這種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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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組合的過程中，主觀能力往往無意中會被加強或是相反地被摧毀，被加強是

種更為主觀的主觀化表演，被摧毀則是一種沒有內容的迎合，例如許多「個人

式經驗」的電影製作，在被「摧毀」中形成完全的客觀化迎合，也就是合流於

市場，而忘記早先製作的電影目的，這種在分解又組合的迷失控制下，不論是

更為個人化或是更為市場化，都不是很好的電影表現方式，唯能主觀與客觀的

融合，才能使得看來簡單的故事(客觀化結果)，卻保有更深刻寓意(主觀化結

果)，為了要更能確實掌握電影創作的目的，如果能以明晰的觀念，達到思想上

的一致性，必然在創作的過程中不會偏離方向，又如果是為哲學家的觀點，則

在分析及處理中，能以較為「整體」的觀察，必然不會因電影製作中的瑣碎事

件而分心，影響到原先思想的一致性。 

 

第二節  電影哲學一致性 

電影所面對的觀眾素質並不一致，如何將電影中的「顯喻」或「隱喻」得

到導演與觀眾間的一致感受，實在並不容易，事實上，「一致性」潛伏在每一種

文化中，僅有極少數被創造者發現，當一致性極高時，大家也就認為每件事顯

得簡單又容易，這也就是許多電影故事看來簡單，卻有複雜想法的原因，實際

上，當一致性表達極為清晰時，許多人會弄不清楚為何他們沒有這樣「說」出

來，而這種一致性也就會達到了真正的藝術價值，真正的藝術商品是有著普遍

的感受，其道理也就在於此，然而知道「普遍性」的後知者，想繼續模仿相同

的藝術性時，卻往往成為第二批的仿冒者，例如當「忠孝節義」的武快片興起

時，大家公認這種傳統道德的力量是形成電影藝術的最好題材，於是「一窩

蜂」的製作情形便發生，知道了某項文化的一致性，但文化中的一致性並不是

唯一的，然而不能去探討文化普遍一致的層面者，將永遠是「第二批」的人，

而且「知道」並不表示能擅於運用。 

369



一個真正偉大的藝術家其偉大之處是，能把生活四週的事做有意義的表

達，他們說出了別人已嘗試說出的，不過是他們把它說得更為簡潔、直接、更

正確罷了，他們具有哲學家的冷靜與清楚頭腦，他們的作法不會偏離事件的普

遍一致感受，所以能成為偉大的藝術作品。電影製作中有兩種人應該具有哲學

家的觀點。 

導演 

導演應該是個人類哲學家，因為電影是表現一種生活上的經驗，但是人的

「時間」有限，在短短的生命中接觸的「空間」也有限，因此所有能獲得的經

驗有限，但是為什麼有許多藝術家成就的經驗能突破人類體能上的限制呢？這

是因為思想上的作用，在很多的機會中，思想的聯想與推理往往可以突破身體

的限制，只要能以較為客觀的立場來觀察人類的活動，並對活動中的某種「關

係」進行分析，便能在個別性中形成一致性的認同。 

哲學是「研究經驗的整體，或是與整體有關的一部分經驗」，故哲學是綜合

整體的詮釋，或依於部分在整體中之地位和價值予以詮釋，因此哲學是所有知

識之始，如果沒有哲學，其他的科學發展也許會受到阻礙，也因為有哲學的後

盾，各種科學才能發掘無窮盡的真理，哲學是最概括的知識，哲學的知識提供

我們生活經驗上的不足，人雖然是靠生活來改變經驗，唯哲學家能用知識改變

經驗、創造經驗，所以電影導演如果述說的故事含意是具有一致性的人類真

理，就不會失之於過度的偏見。 

編劇 

劇本的編寫是困難的，編劇家們可以因靈感而得到劇本的主題，可以依感

覺創造出劇惰的氣氛，也可由社會體裁上找到生動的故事內容，但是在劇本的

結構線索中，卻很難合情合理的說明故事的進展，但是，如果電影編劇家是個

哲學家，那麼他就會以他對人性的瞭解，及對人類思想變化的認識，而能順利

370



將劇中角色及人物予以合理化並戲劇化，因為哲學可以使編劇家看清事件發生

的背後問題，而成為電影中思想的主線。 

哲學的最終研究是人，而人是電影中的體裁，故而電影哲學能促進人行為

性格的合理化，哲學中談論人的研究有三種方法： 

一種是從外界的環境著手，把人看作能與環境配合的機器，在環境的變遷

中，人也受到許多影響，因此人性的變化是隨著環境及社會變遷而改變，先了

解環境並加以分析，就能得到人客觀的一致性反應。 

另一種方法是由內心開始，哲學把人看作是具有需要、衝動和意欲的主

體，驅使自己去研究、利用和控制環境，因此許多外物變成思想，許多研究變

成真理，這種方式就是心理學、生物學的開始，而前一種就是物理學、社會學

的開始。電影哲學教導編劇家去對「人」進行研究、對於「環境」開始研究，

不同環境中的不同人物個性，必有不同的行為表現，故而在劇情發展上能有合

理的陳述，如果電影編劇家所缺欠的正是哲學家的眼光，那麼觀察一個事件，

必然是以較狹窄的眼光述說一個單一事件的進行，例如說明一個搶案的發生，

就只能描述時間、地點、人物、結果，而不能對這事件後的社會背景及人性欲

望作有效率的透視，故不能得到觀眾一致性的滿意感受，而僅能以「欣賞」單

一事件的說明來看，因此缺乏深度，不可能成為藝術創作作品的傑作。 

如果，電影導演或編劇家能以哲學家的眼光及胸襟看世界及世界中的某一

事件，那麼一件小事也許就具有是夠的理由能滿足觀眾的認同，缺少哲學思想

的觀點也只是滿足於事件的說明而己，無法滿足人類一致性的感受，真正成功

的電影是電影銀幕後的思想，也就是故事的「顯喻」或「隱喻」能夠「叫好」

也「叫座」滿足不同階層及觀點的觀眾欲望，電影哲學是個有趣且重要的研究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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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電影專案管理 

  

電影從開始計劃到完成的過程裡，經過了企劃、製作、發行、映演的階

段，每一個製作計畫，就是一個電影專案計畫，電影是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必

須要考慮用個案管理的方式來進行電影的市場競爭，『專案』根據美國專案管

理學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MI)的定義：「是指一項暫時性的任務、配

置，以開創某獨特性的產品或服務。」 電影的專案來自於他的特殊的組織架

構，一種彈性組織的架構，要有很完備計畫的專業人的組織活動，這種組織從

最早開始的 5 個主要計畫「線上人員」開始，從製片、導演、編劇、市場行銷

的企劃階段，也稱之為前置作業階段(pre-production)，當前置作業逐步形成架構

的時候，這個彈性組織就會由原來的 5 個人變成是 10 個人，或變成更多的人，

如果有同時進行電影產品其他相關行銷計畫，這個組織在平行運作上會產生另

外其它的相關的專案組織；在製作(production)時候會產生出許多「線下人員」

的拍片工作，進行時會有許多的工作人員，人數會由原來的 10 個人變成 50 或

100 個人，這時是最花時間、精力、預算的過程，必須有特殊的管理系統能夠

支持這項活動；在拍攝完成之後的後製(post-production)過程在時間的控制、預算

控制，及相關的營銷的相關配合工作，需要有專案管理的人進行監視計畫的成

果，通常這是由製片或公司派來地電影專案管理稽核人員來進行，電影完成之

後的發行、戲院的電影票監督與查核工作，也都是常專業的工作，所以電影是

一個非常需要用專案管理的態度來完成的個別計畫。 

所謂的專案管理是藝術也是科學，電影的專案管理充分具有藝術與科學管

理的必要性，電影導演(director)控制電影影像與聲音的構成必要元素，必須控制

場面與專業工作態度能達到電影藝術的要求，製片(producer)必須在人員以及現

場活動中控制預算及進度，並對電影的品質有所關注，因此電影是兼具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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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與科學管理所共同維繫的工作流程，所牽涉資金、財務與拍攝現場的氣氛

與士氣，這都是專案管理在預期成效必須考慮的項目，所以電影轉管理在藝術

構面與人際構面有緊密結合，其中也包含領導眾人的要求，其科學構面包括對

流程、軟硬體工具與技巧的掌握。   

 

第一節  專案管理 

每一個電影專案都有其執行的時間，而在這個時間內專案有階段性任務分

為：   

一、 起始階段-企劃階段 

    這階段是考慮電影想法是否可以作為一種開始，這個階段也是故事想法的

延伸性思考，有個有很好的故事想法開始聚集可能的導演、編劇、經紀人、資

金的考慮因素等等，同時重要考慮是電影的類型與市場競爭的可能時機，考慮

電影在成本與市場回收的各種因素，並且考慮資金的募集與對象在時間的配合

度，許多的電影需要有較長時間在這企劃階段，包括籌拍劇情短片以作為募款

的依據，這時候會有許多電影經紀人介入協助電影計劃能夠實現。   

二、 規劃階段 

    規劃階段是儘可能的詳細發展出電影專案的解決之道，這是電影前置作業

期，必須能夠把劇本完整的確定，這時有編劇、導演、製片及行銷人員共同策

劃把電影的資金、人力、場地、設備、及其他相關的市場考慮的因素列入解決

問題項目，包括線下人員的組成與合約，前置作業最重要的是把所有的細節包

括天候、意外、各種變數的可能性包括的其中，以期能夠在後面的執行階段能

夠完成圓滿的任務，前置作業越完整，後面在執行階段所遭遇的困難與意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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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減少，因此前置作業通常要花上數倍於拍片執行階段的時間，通常在 1 年左

右。   

三、 執行階段 

    這是電影拍攝階段，要持續監控品質與進度，同時在實際狀況與原並計畫

有所出入時適當地進行調整與記錄；電影拍攝的時候會有許多的人員、設備、

交通的問題，同是在拍攝的要求上，對於場景設計、人員化妝、演員等要求必

須維持在既定的電影品質控制上，也要求在電影拍攝進度上能夠與預算配合在

原來時間進度，這是由會計、財務及公司稽核人員來了解實際拍片情況，如果

情況進度落後，就會要求在發現落後的第 2 天進行進度計畫調整，包括邀請編

劇修改劇本以保持拍攝進度，同時對於所有進行過程仔細記錄，以作為未來對

投資者信任的擔保，財務與會計人員及稽核人員在這階段具非常關鍵的角色；

電影在拍攝導演的控制下往往容易忽略進度與資金的問題，這時財務、會計或

製片必須隨時提醒導演這方面的進度，必須在預期下完成所有預期的內容，同

時也必須不斷的比對拍攝的內容，當拍攝階段結束時，必須對於在這階段或這

場景比對這工作要求及確認，因為如果發現尚未拍攝的畫面或場景問題，還有

機會補救，一旦離開拍片現場，所有的演員、工作人員、及設備都會消失，將

來再補拍的時候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或是資金控制上的困擾，所以執行階段

必須嚴格要求每天都有進度與品質的紀錄。 

到後製作期時，電影行銷的工作早已開始，電影宣傳必須在電影完成時做

好準備，對即將展開的市場放映及發行作必要的簽約與策略，行銷宣傳在拍攝

期之前就已經與行銷專案公司進行行銷宣傳的協議，行銷往往需要花費較長時

間設計與執行，所以在電影拍攝及後製時，所有的行銷計畫都在導演、製片、

公司主管及會計人員、稽核人員的協商上得到了最後的確認，行銷計畫通常花

費是電影成本的 2 分之 1，所以任務艱鉅，完成電影拍攝及製作後製得到完整

電影拷貝並不代表電影整個計畫的完成，必須要有後續的市場發行計畫，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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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行銷計畫必須雙管齊下，以確保電影在完成的後半段能夠得到較好的市

場反應，也就是亮麗電影票房的呈現。 

四、 結案階段 

    這個階段是檢視電影是否與預期計畫成果相符合，驗證該電影專案是否滿

足原本的需求，電影的票房與市場的口碑是這階段的主要重點，對於觀眾的喜

好度、觀眾的分佈地區的分析，與國內外電影市場的開展結果，做完整的檢討

與分析，以作為下一部電影開拍前的參考指標。    

 

第二節  專案管控 

組成電影專案進行管理有其管理目的，希望透過組織內不同單位人員的臨

時性編組來達成「追求資源效率的極大化」，也就是電影專案經營的最大效益

於票房或口碑，有下列幾點專案目的：   

1. 如期達成或縮短時程以完成電影製作目的，例如原來的三年計畫可以改

成兩年半。  

2. 考慮在預算成本內或更少成本以達成該專案或更少的可能性，例如對於

更專業的線下人員與演員也許可以減少可能浪費的資金預算。   

3. 期望電影品質與內容能達到預期目標或比預期更好，例如分析電影場

景、其他視覺設計等因素，可能促使電影品質提升。 

4. 電影產出物的多元運用達到預期目標或比預期目標更好，例如電影置入

行銷的運用，在造型設計或出版等方面是否有更好的相法。 

一、 時程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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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掌控整個電影專案進度的執行狀況，讓專業人員共同努力如期達成，

時間是關鍵因素，時間越長費用越高，依執行狀況適度調整執行進度，有幾種

方法：   

1. 甘特圖進度表、劇本架構圖、分場與分鏡牆面表   

2. 會計成本時程控制軟體   

3. 電影製片軟體   

4. 電子郵件與手機通訊排程（工作項目進度通知）   

5. 利用 EXECL 軟體記錄時程進度   

當管理時程掌控不佳造成進度的延遲，甚至需要追加預算，或導致演員或

工作人員無法參與的困境，甚至會影響到整個電影公司的的財務危機，時程掌

控非常重要的，時程延遲對專案之不利影響成為電影產業發展的危機管理策

略。 

二、 專案預算管理   

電影劇本出現後的專案成立，起始階段即需編列該專案的預算，只要有人

開始為這電影活動，就產生成本，以預估方式評估此專案的花費成本，而其實

施原則有如下幾點：  

1. 效率化原則：專業分工   

2. 質量管理原則：全面品質管制 

3. 彈性管理原則：彈性組織之危機管理原則 

電影預算管理可採如下方式進行管控：   

1. 日度別管理：每一天的花費，尤其是拍攝期間花費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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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度別管理：電影計畫通常以月為計算單位。 

3. 階段別管理：電影分成四個階段花費：前製企畫、拍攝、後製、

行銷。 

電影專案預算管理工具：   

1.專案預算管理報告表、場記表、會計帳目筆、財務分析表。   

2.專案進度報告表、製片進度表、導演進度表、場地控管進度表。 

三、 電影專案成本控制管理   

電影公司針對新開發電影計畫案，在開發計畫書中即要編列開發預算，財

務及會計會單位依該專案成立專案收集費用號。  

1. 成本結構的開始 。   

2. 電影相關商品開發之產品成本。   

3. 設計審查流程進行成本管理。   

4. 善用 VA/VE 評估技術。   

5. 實施拍攝成本計畫。   

6. 拍攝及後製品質成本之管理。   

7. 場景環保成本之管理。   

四、 電影專案品質管理   

針對品質管理可從產品研發品質的保證、設計品質的認知與驗證管理三方

面 

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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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影品質的保證   

1. 影音品質設計。   

2. 強化可靠性、藝術性、可執行性設計。   

3. 執行各類設計審查。   

4. 規劃完善的場景設計驗證程序 。  

5. 嚴謹的毛片、試片品質保證測試。   

6. 危機管理模式解析。   

7. 嚴謹的問題解決流程與確認。   

8. 相關主要人員資格審查及支援場商的可靠性管理。   

9. 確實做好市場競爭準備活動。   

(2) 電影創意專案設計品質認知   

1. 規格要求之標準與達成度。   

2. 流程化的思考設計。   

3. 執行操作錯誤防止。   

4. 確認市場賣點。   

5. 電影技術的前瞻性、延展性、擴張性。   

6. 電影商品內容的可看性。   

7. 良好的品牌管理 

(3) 電影專案設計驗證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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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眾市場調查模式與方法。   

2. 各國電影市場競爭之準備。   

3. 參與創意設計人員之合作度。   

4. 準備驗證所需的表格：Market Data sheet、Problem sheet、Trouble 

shooting sheet、管理報表、品管報告執行實施手冊。   

5. 市場驗證放映場地的品質標準確認。   

6. 市場調查與驗證前的準備會議與教育訓練。   

五、 專案合約管理   

1. 電影需要各種專案合約管理的律師及相關經紀人，針對不同參與

對象，如線上或線下人員、演員等或是發行公司與戲院等，有特殊

客戶指定之特殊法務人員或公司介入。   

2. 針對不同對象之需要設計不同合約及管理辦法，以確保雙方權益

與履行義務。   

3. 電影合約之必要內容與注意事項應仔細名列，要求履行項目、日

期、違約罰責...等。  

 六、 專案組織與團隊管理   

電影組織管理的重點在於「專業分工」，每個部門必須在專業表現達到下

列要求：   

1. 激勵士氣：電影製作時間密集，短時間產出創意與成效，因此需

要自我激勵與成員彼此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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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紀律考核：電影成員來自各處，每人工作不同，背景不同，需要

專案團隊考核、成員考核，以維持電影製片小組的效率及紀律。   

3. 溝通協調：電影主要目的為尋求共同電影表現目標，求取在有限

資源的最佳電影票房，以確保工作的持續機會；並應避免因專業

差異所產生的衝突。   

4. 衝突管理：電影製作過程中最忌衝突發生而影響進度，每週一次

的輕鬆聚會(party)能避免衝突，且能激發潛能，喚醒組織活力，因

此問題雖提供有價值的訊息，但應避免造成負面處置而影響電影

小組品質、分工、及個人身心健康。   

5. 特殊團隊管理：進行每週的討論、休閒聚會、獎賞制度以維持製

片小組活力。   

 三、專案管理重點   

執行專案管理重點建議：   

1. 善於利用各種專案會議作溝通，加強專業財務會計各類管理工具

與資訊科技工具訓練。   

2. 專業分工原則下，每個人原有其既定的工作，如有餘力可支援其

他人。   

3. 定期開會檢討及探詢問題解決方法，拍片期間甚至天天要開檢討

會。   

4. 事前準備周全，再三檢查，尤其拍攝期間，攝影設備、燈光、場

景、道具要再三檢查，所有檢查工作確實嚴謹且書面記載。   

 四、如何成為成功的專案管理者（製片/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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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動瞭解所有工作人員態度與行為，隨時利用準備時間作溝通。   

2. 要有信心與毅力面對問題從籌資到後製的所有意外問題。   

3. 做任何決策時應考量到技術性、人員與市場競爭性。   

4. 學會如何利用工作人員的自信來完成工作，對於不完美或不完整

的表現可以適時接受，天下沒有完美的事情。 

5. 隨時都有後備策略，發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取得其他協助。   

 五、電影專案管理成功評價   

1. 是否達成所設定的成本、時程與市場、票房目標？   

2. 這專案的管理模式是否有效？   

3. 是否達成所想要的拍片結果，同時能讓觀眾感到滿意？   

4. 公司組織是否有所收穫，並求助經驗讓未來的專案做的更好？  

六、 電影專案管理知識領域 

1. 整合管理 (integration management)，所有電影知識與技術的整合。 

2. 範圍管理 (scope management)，每一個專業技術都有其技術範圍深

度。 

3. 時間管理 (time management)，電影在製作過程中調動人力，時間經

常是電影意外的最大變數。 

4. 成本管理 (cost management)，錢是電影的基礎，製作中的花費要有

成本觀念。 

5. 品質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電影的品質很容易被觀眾認出，注

重電影品質管理才能得到社會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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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專業分工是電影成功

的第一步，人事費用也是電影的最大支出，要妥善運用人力資源

是第一步驟。 

7. 溝通管理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沒有溝通的電影團對事不

會成功的。 

8. 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電影的困難就在風險控管，要用風險

管理來克服。 

9. 採購管理 (procurement management) ，電影預算有很大一筆在採購

服裝、道具及工作中的必須餐飲等， 

電影的知識經濟成就電影產業的創意表現，電影的科學管理促成電影獲利

風險的降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電影產業需要以專案管理的模式

來來提升投資者的興趣，以帶動觀眾觀看的熱潮。 

 結語   

電影最讓人詬病的是追加預算，或是企畫寫得很好，但是拍出來的電影品

質卻差很多，電影在國外是高風險的金融遊戲，所看到的是科學管理與分析，

電影勵行專案管理在國外一直如此，一個製片場同時有幾部電影開拍，每一部

都是專案，每一個管理都是專案管理，每一個拍片小組都是經常合作的伙伴，

因此管理、溝通方便，台灣電影製片應走向專業管理，以專案管理方式推動，

「在做中學與學中做」(learning by doing, doing by learning)中強化管理的效能，唯

有如此方能使電影產業走上正途，成為其他產業尊敬的文化創意產業，電影籌

資相對也會容易些，電影工作者的生活與地位也有保障，國內推動電影產業應

該借鏡企業管理知識來強化製片品質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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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序  電影未來發展 

 

「看得懂的看門道，看不懂的看熱鬧」，這是商業電影的標的。 

電影其實是個說故事的行業，其主要目的是透過種種的設計、技術與管理

制度來說服觀眾去相信一個不存在的真實故事，當觀眾相信且喜歡的結果就是

票房成績，所以電影是經由一種人文、藝術、科技、廣告行銷等手法來達到個

人觀眾及社會的注意，這種影響力及範圍形成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潛在動

力，這種電影影響力可以在過去歷史中得到証明，世界的一些極權國家常用電

影作為他們國家意識及社會安定的主要工具，在早期政府從大陸遷至台灣的時

候也採用類似的電影文化政策來安定社會及促進發展，如果能善用電影的說服

力，便可以形成文化內涵，同時電影產業又是影視工業的底層基礎建設，電影

產業的精緻創作力能促進電視、廣播、音樂、出版等文藝創作產業，電影產業

的這種能力與影響力成為各先進國家急於發展與維持的標的。 

電影產業真正可以稱之為說服產業，因為所有的作為與活動都是在促進電

影在說服觀眾上作努力，電影用甚麼方法可以將故事說的更明白或是更有吸引

力與說服力？說服的定義是經由溝通的一個成功有企圖的努力下影響其他人的

心智情況，在一定的環境下，被說服者具有一種可以衡量的自由。這說明電影

的導演與製作技巧及通路控制，在戲院中可以達到某種自由的衡量方式欲相信

或不信；電影中有幾個項目與說服理論相似： 

1. 首先要看說故事者的說話技巧（導演能力）； 

2. 及故事的內容（劇本企圖）； 

3. 可以將一個不存在的故事說的和真實發生一樣（編劇的標竿）； 

4. 沒用科技製造出來的電影也可以讓觀眾津津有味（電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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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味不已的演員表演（演技溝通）； 

6. 及場面調度（場景設計之語言工具）； 

7. 好萊塢的數位特技是可以將人所能想像的世界呈現在創造者的眼前（動

畫設計）； 

8. 這其中所依靠的是創意及數位科技電腦設備（電影科技）或是觀眾的眼

前（虛擬實境）； 

9. 對於說給對方的聽眾背景也應該了解（市場觀眾研究）； 

10. 不同的對象就應該用不同的說故事技巧及語法（被說服者的心智研

究）； 

11.掌握電影市場的觀眾參與方式（發行通路）； 

12. 然後讓大家深信不已的震憾（說服效果）。 

13. 也是非常純熟，所以從任何一方面來說，美國電影已經成為世界電影

的主要產品（行銷能力）； 

14. 盡管許多國家認為美國電影搶去他們國家的市場（國際政治經濟）； 

15. 影響他們的電影產業（競爭管理）； 

16. 或是影響他們的文化（說服效果）； 

17. 但是當地觀眾對美國電影的喜愛絲毫未減時（人性與慾望的整合）； 

18. 因此產生一個現象，就是美國電影業運用世界性行銷的觀點和各國的

電影公司作某種程度的合作（跨國合作）。 

電影政治經濟學 

電影票房數據顯示，不論是經濟大蕭條，911 恐怖攻擊、或是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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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經濟大衰退，電影這個夢工廠都不太受景氣影響，票房分析公司(Media 

by Number)董事長德加拉貝丁一針見血地說：在不景氣年代，人們更想從現實困

境中暫時逃脫。他說，在經濟低迷的環境下，人們多喜歡看些正面積極或可以

鼓舞人心的電影，不過，有時，像是一些反映經濟現況或是戰爭體材的影片，

也同樣廣受歡迎。這也是為何在經濟大蕭條年代的電影如《金剛》、《亂世佳

人》，反而紛紛打破當時的票房紀錄，同樣的，在 911 事件後，美國失業率高達

6%，苦悶的美國人移情《蜘蛛人》這部漫畫英雄，讓新力電影公司大賺四億多

美元票房。 

2009 年，那時情況又再次重演，儘管是在風暴肆虐，油價高漲，失業率創

新高，電影票也變得更貴，但是美國民眾卻照樣擁入電影院，票房分析專家預

料，在《黑暗騎士》的領軍下，今年夏天北美電影院中票房確定為今年最賣座

的電影，網路票房分析公司(Mojo)董事長柯瑞笑稱，《黑暗騎士》發片時機選得

正好，他說，一般來說，在景氣低迷年代，以大題材的史詩電影和戲劇，票房

最有保證，而今夏像是《黑暗騎士》，以及《媽媽咪呀》，《玩命快遞》、《開麥拉

驚魂》等喜劇片，票房也果真開出紅盤。 

當然，經濟不好，電影愈好這種理論，有時也有例外，譬如，1990 年代的

經濟衰退加上波斯灣戰爭，好萊塢紛紛減少發行量，而整體票房也不怎麼樣，

並未出現大賣座的電影。此外，這種理論有時也會顛倒過來，像是 2005 年是美

國經濟的大多頭年，但卻是好萊塢悲慘的 1 年，大型動作片《絕地再生》，《野

獸婆婆》，都慘遭票房滑鐵盧。 

失業率狂飆，卻 5 大電影賣座：1、《金剛》1933 年出品，第一集《金剛》

以當時首見的驚人特效，創造出身形巨大的大猩猩，把經濟大蕭條年代的影迷

們嚇得大呼過癮，電影平均售價 0.023 美元。2、《閃亮的馬鞍》是 1974 年出

品，1973 年石油危機壓垮全球經濟，美國人卻為梅爾布魯克是執導的西部喜劇

片閃亮的馬鞍瘋狂不已，該片描述 1 名由政客指派的黑人鎮長，處心積慮想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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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白人鎮民，以興建鐵道賺取暴利，劇情戲謔逗趣，該片在北美創下一億兩千

萬美元的票房，至今仍是影史最賣座喜劇片之 1，電影票平均售價 1.89 美元。

3、《外星人》1982 年出品，當時美國失業率飆高至 10.8％，史蒂芬史匹柏執導

的這部《外星人》溫馨影片，讓美國人得以暫時擺脫現實的苦境，該片蟬聯 16

座賣座冠軍的影史記錄，至今無片能破，該片總票房高達四億三千五百萬美

元，據稱，史匹柏當時光是票房分紅每日就可以淨賺伍十萬美元，電影票平均

售價 2.94 美元。4、《蜘蛛人》2001 年出品的，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後的一年，

反而是美國電影業最風光的 1 年，年度總票房近十六億美元，創下史上最高紀

錄，當時美元貶值，失業率達 6%，除了《蜘蛛人》以四億零三百七十萬美元票

房，榮登年度賣座王位，其他如《魔戒 3 部曲》，我的希臘婚禮等，票房也很搶

眼的，電影平均售價 5.8 1 美元。5、《黑暗騎士》2008 年出品，美國房市崩盤，

加上汽油每加侖飆上 4 美元，但這部描述蝙蝠俠對付邪惡小丑的動作影片，以

上映便打破美國影史首週票房最高記錄，同時締造北美最多家影廳聯映的新紀

錄，截至 8 月份 2008 年，該片已在全球席捲八億零五百萬美元票房，在北美市

場也有四億七千七百萬美元的亮麗成績，電影平均售票 7.08 美元。 

聯合報 2008 年 6 月 22 日登出史匹柏的夢工廠暑假檔期大片《功夫熊貓》

在兩岸分別上映，但是受到熊貓為創作對象的大陸藝術家公開抵制影片放映影

響，全大陸獨有四川省推辭上映時間，許多觀眾無法觀看這部老少咸宜的動畫

片，大陸民眾憤慨，發起「不容許好萊塢在劫後餘生的中國落進了」橫幅，抵

制《功夫熊貓》上映理由是電影知道去中國的國寶和功夫，編製美式歷史故

事，虎視眈眈的還是中國人的錢包。 

這樣的跨國文化經濟合作電影的情況產生一些國際間電影產業危機： 

1. 有些國家的電影一直注意美國電影的發展與影響，可是卻也基於製片習

慣、文化，或是資金，無法與美國電影在市場上一較長短，而眼睜睜的看

著自己國家的電影市場衰退，生產的電影片數越來越少，如此長期發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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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能和美國在世界電影市場上競爭的電影公司或專業人員也就越來越少，

影響所及，進入美國的外語片也就變少，因此也間接影響一些國際或美國

電影院業者或是觀眾的選擇權。 

2. 美國投資其他國家的電影，而享有一些優惠，因此有些國家的公司也開始

投資美國電影，來合作製作自己國家的電影，因此美國式(style & scale)的

電影在其他國家也大量製造，這令美國電影業者也十分焦慮與不滿，因為

因此就增加市場的激烈競爭，長此下去，電影業間只有比資金、技術、演

技、場面的空泛條件，對於電影的意義與價值會越少人去觀注，長此下去，

將是觀眾的損失及失去電影多元性故事的價值。 

這種跨國競合情況的發展，使各國電影保護政策越趨嚴苛，盡管如此，卻

很少研究能指出，電影產業的真正發展之道，應該在於「如何說好一個當地人

能懂與熟習的故事？」，及「如何培養真正的電影專業人才？」保護只能治標，

不能治本。 

觀眾的滿意是電影產業的未來，從電影的內容與外在商業環境來看，電影

追求專案管理的必要性促成其發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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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產業近代史 

台灣電影的經濟掌握在四種經濟角色，政府、發行商、製片公司或個人、

外資。分析如下； 

政府的角色 

電影製片業的建立取決三個條件：資金、設備、人才；資金方面，日本統

治政權課徵映演業「興行稅」（娛樂稅）的稅金，將電影業納入國家稅務的開

始，但是這稅金並沒有再回到電影製片生產體系，而成為稅收的一部份。日本

統治台灣的 51 年裏，真正主導設立的製片機構只有統合島內電影製作業而成立

的「台灣映畫協會」，其只有洗片、印片、晒乾設備，18 坪的錄音室、與卡通

影片室等，是個非常初級的製片規模，地點還是徵購當時英商德記洋行的辦事

處；人才方面，在日本統治 51 年裏，也沒有看到任何比較正式的培訓機構出

現。 

最早的電影活動可以推算到日據時代，當時電影是新興行業，也是宣傳工

具，一般民眾的民間的製片部門都躍躍欲試的想拍片，但是整個製片體系是日

本壟斷，不論是日本主導攝製的台灣紀錄片，或是由日裔導演安藤太郎攝製在

台北有關藝妓的故事「望春風」，同時又和「日活」合作拍攝「海上的豪族」，

及和「松竹」合作攝制戰爭片「沙鴦之鐘」八本，當時的製片環境是在在台北

市御成町一個英國茶商倉庫中，簡單設製洗映影片、錄音和卡通影片製作的地

方，日本企圖統治全臺電影製作、發行和放映三個環節。 

台灣人開始介入電影產業是從 1923 年、24 年間，當時台南人郭炳森從南洋

輸入國片「古井重波記」，受到台灣觀眾歡迎，於是刺激了當地愛好電影人士，

許多招友募股的小型製片嘗試，但經不起市場進口的日本、美國、大陸等影片

的競爭，最後都有如泡沫般的短暫出現，始終成不了產業。1925 年 5 月 23 日成

立台灣最早的電影研究團體「台灣映畫研究會」，攝製第一部台灣影片「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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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因為是初次製作，未受到注意，票房不佳，於是該會解散，是最早因票房

不佳而結束的電影團體。隨後出現的文英影片公司、「台灣日日新報社」等電影

製作公司，也都是首次出片因票房不佳而宣告停止製片業務，1932 年起，日本

人和台灣人展開合作拍片，成立「日本合同通訊社電影部台灣電影製作所」，製

作「義人吳鳳」電影八本，內容講述清代阿里山蕃族通事吳鳳殺身成仁、感化

山地人的故事，由於製作進步、認真，受到觀眾熱烈歡迎，這是首部電影由日

本人主持，台灣人投資的成功之作。之後又拍攝偵探片「怪紳士」，1933 年 2 月

28 日在台北永樂座上映，也同樣受到觀眾熱烈歡迎，從此台灣正式進入有系統

的製片時代。 

電影映演業是當時整個電影事業的命脈，而映演業的繁榮取決於發行體

系，和配給供片的代理發行的片商手中，台灣當年的發行業有四種組合；(1)一

個是由日本主要製片公司的直營發行所，(2)一種是有日本人、本地人自資統合

購買影片的代理商，(3)一種是專門承攬某些特定地區影片的租片商，(4)最後一

種是許多短線操作的投機分子等；40 年代初期，有 24 家電影發行機構所組成

的「台灣電影發行合作社」設立，據說是所有台灣電影發行業者都參加，其組

合成員，由本地人斥資的公司僅兩家，只占 8%的股份，其餘 92%都是日本商

社，其中包括日活、東寶、松竹、朝日等巨型日本製片機構，台灣電影的發行

機制逐漸成形，但還是控制在日本人在台灣各產經部門的壟斷下。 

1915 年，當時時台灣專門放映電影的戲院只有 3 架，到了 1935 年末增加到

22 家，連同其他混合戲劇表演與電影放映的戲院共 139 家，1941 年，台灣專門

放映電影的戲院再增加 48 家，其分佈由北到南也都因應當時農工產業互動而發

展繁衍的城鎮。雖然這些數字到光復初期只剩下 31 家電影專映院，35 家混合

戲院（和地方戲劇混合演出），還有 114 家地方戲院，由於戰爭的關係，但是電

影觀賞行為在社會中並未退燒。這時期在台灣映演鼎盛的另一個間接的原因，

是日本統治政權對戲院業界採行的入場卷課興行稅，但是對票價之上限並無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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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規定，所以只要戲院生意好，電影業便是暴利行業，因此當時戲院多是大型

的建築物，可以容納一兩千人，利潤相當可觀，戲院生意因此有人投資。 

台灣光復初期電影業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接受日本

官方的「台灣映畫協會」和「台灣報導寫真協會」兩單位，以及全省日屬電影

院，及勉強在淡水河水門邊的一個倉庫內成立「台灣電影攝影場」，機件殘缺不

全，設備簡陋，只能勉強拍攝新聞紀錄片，民國 35 年，搬遷到台北市植物園

內，將一座日本廟宇改建成小型攝影場，雖然有了製片廠的雛形，但是攝影器

材、燈光、佈景等欠缺很多，加上經費有限，沒有力量拍攝劇情片，只能拍攝

為數不少的新聞片，每兩個月生產影片一部，拷貝一部，台灣製片業幾乎停

頓。 

日據時代的電影課稅在台灣光復初期是 1945 年到 1949 年的 4、5 年間，佔

有重要意義，當時政治社會情勢劇變的過渡時期，接收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只是一個臨時機構，在經濟上，無論是公署或是民間機構都著眼於豐

後的映演利潤，對電影業課以重稅，可以填補政權交替之際的困窘財政。1946

年的「二二八事件」，及遭戰火的蹂躪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的台灣經濟，又加

上剛從東南亞遣返的 30 萬戰士嚴重失業，使臺灣經濟雪上加霜，人們生活困

頓，國家統治陷於經濟上危機，加上生產不足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但是電影業

與賦稅，在市場秩序混亂的電影發行映演業卻完全反映了當時現實，百廢待

舉，唯獨電影院西片生意卻極為興盛，光復後 1946 年底，全省登記的電影院

（含混合戲院），有 149 家之多，而且數量不斷在增加之中，此時臺灣地區戲院

數量名列全中國第三位，僅次於上海與江蘇省，電影業的稅收成為重要政府收

入來源。 

1948 及 1948 年，大陸局勢逆轉，上海淪陷，國片主要來源斷絕，僅靠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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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而香港生產的國片數量極少，於是不少的電影投資人的影片商在香港收

購舊影片來台灣放映，但是發現都是無聲影片而不能放映，除了虧本人之外，

也成為一大笑話，這種混亂情況，直到 1951 年才逐漸恢復正常，而台灣影片發

行商已從最早的四家增加到 50 家，台灣電影開始有了轉機。 

在這個混亂年代，西片盛行的好萊塢電影也是台灣市場上一枝獨秀的片

源，甚至到了 1949 年以前，盡是西片的天下，光復初期國片院線比西片的院線

數量少，因此西片的放映機會較多，但是根據當時統計，國片的觀眾人數比西

片多過兩倍以上，以 1948 年下半年台北【大世界戲院】為例，最受觀眾歡迎出

品的公司是「崑崙」，其次是「文華」，第三是「大同」公司，都是國產影片的

天下，第四才是西片派拉蒙公司，而這些西片以美國八大電影公司為主導中。

國片受歡迎的原因是因為國片在語言、文化同源的關係，特別受臺灣觀眾的青

睞，但是緊接的大陸局勢慢慢吃請，國片來源減少，有些業者就加上舊片更上

新名，重新上映，以致台灣觀眾慢慢的對國片失去了信心，直到上海淪陷，國

片院線的片源更具短絀，香港片也進入臺灣，但是仍不敷西片的需求，而使西

片有了攻佔市場的機會。由於當時台灣對中國的關心，因此，在觀賞行為上偏

好上海來的影片。 

西片在台灣電影市場的成功，原因在其彩色電影的絢麗斑斕的人感受，較

之黑白影片拍攝國語片，更具有感光刺激與娛樂價值，令觀眾耳目一新，同時

西片電影院也具有較豪華、較為先進的聲光設備的戲院，戲院的品質也較國片

院線優良許多的，這些西片也都與外國電影公司簽訂長期放映合約，較優勢資

源便為西片佔據，眼明手快地西片片商，乾脆直接在臺灣設立辦事處，處理供

工片發行業務，組織行銷計畫，壟斷台灣市場。也因為大陸的局勢逆轉，上海

片源中斷，轉向香港「永華」、「長城」收集片源，在這段青黃不接的時期，給

了好萊塢 8 大戲院大發利市的機會，當然也造成美國影片在台灣市場獨占鰲頭

的歷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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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初期的電影業都是發行與映演業，除了戲院之外許多新興的電影公司

成立，其動機都是因為放映業令人垂涎的利潤，其中也包括國民黨營臺灣省黨

部籌組的「台灣電影戲劇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代理中央宣傳部所屬電影公司

的 19 部作品，上海蓬勃的電影業自然也不會放棄經營台灣這個活絡的新市場，

其中以「中央電影攝製場」，簡稱「中電」、於 1946 年在台北成立「中電服務台

灣辦事處」，但是因為政績不佳，最後遭到裁；接著香港的「大中華與上海「國

泰」也派人代表進駐台灣，主導了 1948 年以前的國片市場；1948 年春天，中

電、文華、崑崙與長製四大電影公司，聯合組成的「4 聯辦事處」，在臺灣設立

的「中國電影台灣聯營處」代理推銷當時上海的名片，再度炒熱當時的國片市

場，使得一些原本放映西片的戲院改映國片，在這熱潮之下，首部使用閩南語

（廈門語）發音的影片「破鏡重圓」，也在此時上映，令當時觀眾耳目一新，廈

語片在臺灣出現，刺激了 1950 年代以後台灣台語片的出現。 

因台灣觀眾對中國影片的需求量甚大，在這樣的誘因下，投機片商上正式

將陳年舊片及塵封已久的庫存大出來放映，一時之間蒙受鉅利，片商唯利是

圖，甚至發生爭片的情形，然而，在臺灣觀眾對大陸影片期盼的心理下，即使

是 30 年代的舊片，也受到觀眾的歡迎，於是許多片商、或是單幫客，爭相至上

海收集舊片，或走私進入台灣，市場混亂的情形無以復加，雖然片商已盡力收

集國片，但仍供不應求，當時行政長官公署基於當時「中國化/去日本化」的政

策來接管台灣，禁絕日本片的上映，但是當時台灣戲院林立，不放映日本片便

無片可演的窘況，於是根據接收 3 大原則，1. 學校不停課；2.工廠不停工；3.各

業不停業的原則下，將戰前日本片准演，且一方面吸引國片及西片來臺放映以

應付市場需求。但是，1946 年 6 元月，臺灣省黨部召集台北市各影院負責人舉

行座談，宣傳處長林紫貴宣達確實遵照「台灣省電影審查暫行辦法」之規定，

從此戲院不准放日本片，影片不准以日語發音，或與有日本文字幕，這雖然是

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有跑單幫者與西片由走私與夾帶方式進入臺灣上映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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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十分猖獗，這個禁令直到 1950 年，國民政府退守至台灣時，中日兩國恢復邦

交後才解除，但仍有意識的限制進口，每年進口日片七部。 

稅制 

台灣光復初期，由於電影院的興盛與市場秩序的混亂，政府對於發行放映

業，幾乎採取放任的態度，便由市場機制與資本自由運作，讓各國對影片在市

場上競爭，同時在國庫空虛，建設經費短絀的情況下，電影業正是增加財源的

重要行業，因此，電影發行放映業以娛樂業視之，被課以重重稅收，其開放各

國影片進口，任憑市場發展，對走私影片的違法行為不嚴格取締，除了行政效

率不彰之外，著眼於放映業的豐後稅收應是主要原因，因為當時政局的混亂，

政府的確無力、無心對電影業多有意識的控制。 

光復初期電影發行映演業被課與劇幅比例的稅金，其動機制是經濟上的誘

因，但是當時時局紛亂，經濟蕭條，行政長官公署雖然從日人手上接收不少電

影產業，但電影在當時對中央政府談不上政治與文化的意義，相反的，它旺盛

的映演業，卻使它經濟利益更加具體化，為平穩渡過臺灣岌岌可危的經濟狀

況，發行放映的稅制是行政機構財源的主要項目。 

至 1941 年 3 月起，電影放映業林林總總承負了稅負高達 65%，項目有 5%

的興行稅，與百分之五的印花稅，與百分之五十的娛樂稅。由於電影票隨卷課

徵，票價並無上限，只要影片賣座越好，稅收便越高，但這源自於戲院的稅款

並未再回到扶植電影製片環節，反而將其作為政府發展之用，國民政府此時已

課徵高達 50%的娛樂稅，與票卷再課徵 5%娛樂稅，性質相同名的興行稅，因此

相當的不合理而引起了業者的抗議，1946 年 8 月 16 日起將印花稅由 10%降為

5%，同年 10 月 1 日起，廢止興行稅。戲院為支付龐大稅金，被變相加價，出

售原本為免費贈閱的劇情說明書，分場次售票，與不對號入座，由於西片的問

題也引起美商公司的聯合抗議，使外國片商也感受到利益被剝削，而向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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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電影在影片進口課徵營業稅是有重複徵收之嫌，而財政部卻堅持其稅則，

認為片商與戲院為獨立營業的個體，故營業稅應該分別課徵。電影在當時被看

成娛樂事業，而且在民生經濟困難的社會中被重視，但被課以休閒活動的稅

制，加上台灣戲院生意鼎盛，因此是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 

50、60 年代電影事業的興盛局面，其實僅限於發行映演業為主，而在當時

國家正全力進行經濟上的建設，屬於娛樂休閒事業的電影即不在國家整體經濟

建設考量之內，既然電影業與經濟發展無關，又非民生所絕對必須的事業，因

此當時西片業者每年所負擔稅賦極為沈重，在眾多繁複的稅賦課徵名目當中，

其實對業者而言，利潤並非如想像中的大，以 1960 年 7 月 1 日政府停徵電影票

中的「防衛稅」，雖然負擔減輕了，但是根據當時臺灣省戲劇商業公會理事長上

官業傳表示：以 9 元的票為例，其中 3 項附加捐三元員四角，娛樂稅、防衛捐

及印花稅兩元 1 角 8 分，院方實得 3 元 4 角 2 分。 

因此，在電影票價的收入上，有將近 2/3 納入國家的財政稅收當中，國家

徵收了這些稅金之後，當然並非用在扶植國家電影事業上，而使用在當時國家

重要支出的國防與經濟發展之上，在這樣的政策指導之下，電影事業僅是國家

經濟發展的邊緣而已，可有可無，電影最重要的政治角色不再娛樂而是在宣揚

國家意識形態，之外，政府放任外片鉅額進口，對政府而言並沒有任何壞處，

因為一方面可以從外片發行與映演業者的手中獲得極為龐大的稅收財源，另一

方面又可以讓當時正處於繁榮之際地發行業者有利可圖，如此國家、發行業與

外片花八大串連成一個公共犯結構，犧牲是國家的電影工業。 

政局 

1950 年 3 月 1 日將介石復行視事，由於 1949 年國共內戰局勢逆轉，中國進

入全面戒嚴的狀態行，蔣介石因此在退居台灣，恐共與反共成為這個國家的主

要目標，國民政府在台灣與中共對峙，成為台灣的基本國策，蔣介石對於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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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國民黨文藝形成的抗爭屈居右翼勢力之下，造成知識分子、學生、作家乃

至於上海電影界轉而支持共產黨的頹勢耿耿於懷，因此特別注意政治以文藝的

結合。1952 年元旦，蔣經國發了 1952 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發起

「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進行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 4 大改造運動，目

的在使台灣成為反攻大陸的基地與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而「反共抗俄」也正式

成為國家全力動員的意識型態。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初，財源窘迫，國際收支與政府預算都不平衡，有通

貨膨脹的壓力，只有炮拋售黃金來穩定金融，如此國家經濟自由穩定喘息的機

會，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美國恢復援助台灣，美元對臺灣具有決定性地影

響，政府利用美援取得物資以供應當時匱乏的民生，援助的材料發展麵粉與紡

織等民生工業，或出售物資取得資金，收縮通貨膨脹以穩定物價，成立相對基

金支援軍事、經濟與公共建設，對台灣經濟的發展具有其舉足輕重影響力，直

到 1965 年 7 月美援終止。 

1952 年蔣經國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53 年成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扶

植軍中文藝，創辦「軍中文藝」與「幼獅文藝」同時與民間「文藝創作」月刊

同時倡導反共文藝的主流，至此不論軍中或民間，皆聚集反共抗俄的文藝氣

息，蔣介石先後在 1953 年 11 月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其內容明白指

出：「我們在革命建國過程中，電化教育事業必須先有由國家經營，更要特別重

視電影的內容與廣播的節目，充實其內容，提高其品質，以達成保持與增進國

民心理康樂的目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無疑是直接宣示電影也納入所

謂三民主義的文藝觀，由國家來統籌電影的經營，為電影的內容把關，提振反

共抗俄的主題意識，並將反紅、反黃的意識形態注入於電影之中。1955 年元旦

蔣介石又提出了「戰鬥文藝」的號召。 

「台灣電影事業有限公司」與由南京遷台的「農業教育電影公司」於 1954

年合併為「中央電影公司」簡稱中影，隸屬國民黨，而「台灣電影攝製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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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4 月改制成立「台灣省政府新聞處電影製片廠」簡稱台製廠，隸屬省政

府，撤退來台的「中國電影製片廠」簡稱中製廠，隸屬於國防部。 

於 50 年代公營片廠生產的國語影片數量相當有限，真正影片生產的主流在

與民間出資的台語影片，到了 60 年代公營片場出現，尤其是中影、台製與中製

場規模已經完備，並開始量產國語影片，這股國語影片蓬勃的風潮，也帶動民

營片廠製片熱潮，首先是 1963 年成立的國聯影業公司最具有代表性，國聯的靈

魂人物是李翰祥導演，原來是香港邵氏公司的重要導演，當時香港國泰影業於

台灣聯邦影業的支持下成立，組合的成員大多來自香港，國聯的重要性除了為

台灣開啟民間製片的風氣之外，同時也引進香港電影製作的技術與經驗，成為

當時唯一可以與 3 家公營片廠分庭抗禮的製片機構，製片方向也延續了相當黃

梅調的戲曲影片，也追隨中影健康寫實與健康綜藝的製作路線，參加瓊瑤前期

文藝愛情片的風潮，1965 年又與台製合拍了當時國家政策大戲「西施」，創下

當時台灣空前未有的製片規模，同時，吸收當時台語影片的編導人才，如林福

地在台語片曾經指導過 1964 年的「悲情城市」、1965 年的「黃昏故鄉」，到了國

聯之後，執導過 1967 年的「塔裡的女人」、1967 年的「窗裏窗外」的國語影

片，而郭南宏曾執導 1965 年「懷念的播音員」，國聯時期，擔任「明月幾時

圓」1966 年、1968 年「深情比酒濃」等國語影片的導演。 

聯邦影業雖然成立於 1953 年，但是其主要的業務通常以代理發行香港及外

國影片為主，有時也投資香港影片的製作，在台灣真正加入製作的陣營中，是

在 1965 年之後，這年興建了「大湳電影製片廠」，並請香港的導演胡金銓拍攝

「龍門客棧」，這部電影除了揭開台灣武俠電影的熱潮之外，而且將精緻的國語

創作品之於國際 1 片贊譽之聲，進一步開拓國家電影市場，成為聯邦成功的創

業作。儘管在 60 年代這家公司的影片產量並不多，但是大多網羅當時重要的大

導演，製作當時極為風行的電影類型，尤其 70 年代所製作的「俠女」，使導演

胡金銓成為享譽國際的知名導演，是聯邦的代表作，而聯邦旗下也培養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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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導演，如屠忠訓性的作品 1970 年的「龍城 10 日」，1974 年劉家昌的「雲飄

飄」，以及 1970 年丁善璽的「3 娘教子」等影片，而演員則有徐楓、上官靈鳳、

石雋、田鵬等明星，使得台灣的民營電影製片業佔有重要的位置。 

製片技術 

台灣的製片技術與經驗早期來自大陸，政府遷台後大多來自於香港的合作

對象，以 1956 年中影首次和香港「電影懋業公司」，簡稱電懋合作「關山行」

為例，香港利用台灣低廉的人力與外景風光，而台灣則從各種合制的影片中，

可以吸引國內較多的觀眾，並可以擴展港澳到南洋的市場，透過台港這樣的合

作模式，使台灣的電影工作者得以吸收初步的電影技術經驗。 

5.60 年代的正面臨彩色電影開始普及的時候，台灣為了迎合這樣創作潮

流，利用中外合作的機會開始積極學習彩色影片的拍攝技術。早在 50 年代的中

影電有計畫地利用美援，派遣技術人員，如錄音師到美國研習錄影技術，1962

年蔡孟堅擔任中影董事長之後，即積極尋求國際合作的機會，後來與日本製片

公司洽談，結果與大映合作「秦始皇」，與日活合拍「海灣風雲」、與邵氏合拍

黑森林，中影藉此機會訓練人才、學習技術。其中與日本方面的合作最重要的

是學習其彩色影片技術，已「秦始皇」為例，這 1 部影片為當時亞洲第二部 70

釐米的彩色影片，而「海灣風雲」也是 35 釐米的彩色影片。同樣在 1962 年，

台製廠延請在香港得仆萬倉為導演，並集合當時港臺老中青 3 代演員，拍攝了

台灣公營片廠第一部彩色闊銀幕劇情片「吳鳳」，雖然其彩色技術部分完全由日

本人負責，不過此部影片也讓臺製廠開始接觸彩色劇情影片的攝製。 

政府政策 

到了 60 年代，藉由文藝政策來實行反紅、反黃、反黑的文藝發展，有立竿

見影的效果，經濟效益因為有美援的援助而度過難關。1965 年元旦，蔣介石發

起「勿忘在莒」運動，讓「戰鬥文藝」達到高潮，為落實這個運動，蔣介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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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在總政治部舉辦第一次國軍文藝大會，會議以「新文藝的 12 項內容」，有

具體的內容與目標，並由社會延伸到軍中，是文藝成為軍中的精神教育，會中

也通過了若干與電影有關的議案，成立於文藝金像獎，有獎勵影劇劇本的項

目，於通過十項分組演練中，第五案即是討論如何廣求新劇與新人，發揮影劇

的戰鬥力；一般議案的 19 項中，提出加強影片攝製及發行業務。為了響應「勿

忘在莒」運動，中央電影公司並在 1956 年拍攝政策電影「還我河山」，講述田

單復國的故事，而台製與國聯電影公司合拍「句踐復國」的「西施」。 

1965 年大陸發生了有史以來對歷史文化最具傷害性的「文化大革命」，同

年國民政府 11 月 12 日於陽明山中山樓落成時，訂這 1 天為「中華文化復興

節」。1967 年 7 月，中國國民黨正式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規

定唯一的管理機構教育部文化局：集中政府主管文藝機構的職權，統一管理文

學、音樂、美術、舞蹈、戲劇、電影及大眾傳播有關文藝事宜。11 月成立教育

文化局，電影隸屬文化局之下。文化局於 1973 年遭到裁撤，其原因與其草率成

軍，層級太低，權責劃分不清，所轄業務廣泛，又與黨政機關重疊，紛爭頻

傳，於是由電影又歸新聞局。 

電影工業的輔導 

內政部於 1951 年成立的「電影事業輔導會議」，繼之有 1952 年 9 月成立

「電影事業輔導委員會」，卻無實質效用，1956 年成立「電影事業輔導委員

會」，簡稱影輔會成立，輔導對象設海外影人，1958 年，電影業務在新聞局之

下公布了「國產電影事業輔導辦法」，以獎勵國語影片為主，訂定國語影片獎勵

辦法，由 1959 年起評選國語影片優良作品及工作人員，頒發獎金、獎狀、獎

品，及 1960 年時法修訂，劇情片改為特等、優等、普通 3 種，並分別給予獎金

及外片配額，此為金馬獎的前身。1962 年 10 月 31 日舉行第一屆金馬獎。評審

標準是「主題意識：能配合反共國策，具有復興中華文化重大意識，其分數平

均達最高評分者。後來獎勵辦法受台語片影展影響，也參考了奧斯卡金像獎獎

398



項分類。 

政治經濟 

50、60 年代主要外片進口來源共有 3 個地方，分別是西片、港片與日片，

首先，西片的進口並非始於這個時候，在日據時代即已確立其在台灣電影市場

的獨占局面，光復之後，美國 8 大影片公司更加肆無忌憚的傾銷其電影產品，

而以當時台灣依附美國強權之下，接受其經濟援助，並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與軍

事合作計畫，使美國影片到臺灣上映更加理所當然，以 60 年代政府所制定的年

度外片進口配額而言，每年都以美國影片為進口的大宗。儘管華商配有某些進

口額度，但是大部份仍由美商八大公司所控制，因此，國內片商 1 年進口的總

數遠低於美商，加上美商可憑配額保障，隨時運新片進口放映，且其所代理的

歐洲片只要憑總公司一張証明，就可以用美國片的配合進口，這與國內片商在

進口片時，必須將影片壓存海關兩 3 年的待遇，相去甚遠，另外依規定國人經

營進口外片，規定每個代理商帳不得超過歐洲片 3 部、美國片兩部，而美國片

商卻無此限制。美國影片在台上映時，佔盡了當時台北的首輪戲院，同時這些

戲院聲光設備與裝潢也是當時台灣首屈一指的，所以美國片商與其所放映的影

片在臺灣佔盡任何優勢。 

50、60 年代在所有的外片當中，最受到矚目的要算是日本影片，根據呂訴

上的說法，認為當時台灣有 800 多萬的觀眾，其中半數以上熟習日語，日本影

片進入台灣便成為日本以及台灣片商所急欲進口的外片，1951 年恢復日片進

口，但是僅限於具有反共抗俄意識與符合科學教育的影片，有人進口日片「流

星」，結果其票房要比當時賣座最好的西片「霸王妖姬」還要好，日片在如此有

利可圖的情形下，立刻成為片商的目標，而當時政府為了促進中日文化交流，

鼓勵國產影片輸日映演，1955 年行政院核定的「國片輸日交換日片映演辦

法」，根據此 1 辦法，從政府保留的外國電影片輸入配額內劃撥 6 部，特准日片

輸入交換國片輸出映演，而請求交換的國內製片業者，其影片必須全部在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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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製有關闡揚中國文化與反共國策的內容，當然這項良法美意並未真正實現，

輸日的影片僅具形式而已，對當時的製片業卻沒有任何的助益。 

囿由於日片購片的成本低，更有配額的限制，片商無不用盡任何的手段進

口日片，1959 年到 1962 年間，有些片商利用香港進口的第二或第三拷貝的名

義，在片盒內夾藏日片蒙混過關，進口之後再運往中南部映演，因過於猖獗氾

濫，引起政府的重視並進行大規模的取締之後，才告遏止，此外，在 1960 年 3

月新聞局電檢處遭北市片商檢舉處理日片配額不當，有收受紅包之嫌，引起監

察院的注意並加以進行調查，經監察院調查結果指出，電檢處處理日片的問題

違法屬實，於是就糾舉電檢處長違法瀆職，移送行政院急速處分，導致電檢處

長因日片的處理失當而下台的例子，因此，在處理日片配額上屢屢遭到質疑，

這種情形儘管換了電影處長之後，依舊無效，1965 年元月新聞局專向處理日片

進口配額，可是後來卻因監察院的調查，將日片配額處理相關的文件全部封

存，直到 1964 年會計年度將結束之前，仍未啟封，以至於 60 年度沒有任何日

片進口。 

1964 年日片未進口，對國內而言，雖然造成發行與映演業巨大的損失，但

是卻對製片業者而言，具有鼓舞的作用，其中尤以台語片的產量更是急速增

加，1965 年日片再度開放進口，根據當時的報導指出，日片上映之後國片紛紛

遭到下片與退檔，甚至有些無法上映，業者便不斷向有關單位陳情，在此之

後，全省各地的大小戲院拍滿日片的檔期，日片在省內放映，佔據首輪國片戲

院的院線，2 輪佔了台語片的院線，日片至 4 月 1 日開始上映，截至 10 日為

止，全省各地大小戲院說拍片檔期已排到 66 年 4 月份，所有的國台語片的檔期

大部份均被退檔，從這裏可以看出當時日片受歡迎的情形，以及對台灣影業所

造成的震撼。 

國片在海外市場方面，50 年代台灣影片出口的以當時官方所製作的反共政

策片為大宗，由於充斥著意識形態的色彩，觀眾反應冷淡，所以台灣市場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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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前一直未能真正建立起來。自 1964 年開始，在星馬地區則有邵氏、國

泰、光藝、榮華與金星的五家公司負責代理台灣影片的發行業務的，在泰寮地

區，泰國則有 5 家公司經常性的代理發行，而曼谷所有的戲院中有 80%以上放

映國片，越南方面則與當地製片協會與影片進口商公會合作，有十多家公司行

號購買國片，菲律賓地區，以馬尼拉當為主的華人地區共有 3 家戲院放映國

片，在港澳地區方面，香港有 6 到院線以上放映國片，是海外華人地區國片院

線最為盛大的地區，澳門也在 60 年代陸續有國片進入，全盛時期有 80%左右以

上放映國片，美國的市場也集中在唐人街一帶，其中以紐約、舊金山、波士

頓、洛杉磯為主，片商大都是旅居美國的華僑，以金都、新聲、璇宮與水星四

家公司為主的，另外，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印尼、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地雖有

市場，但是片價不高，數量也不多。 

映演 

50 年代戲院所上映的仍然是以西片和日片為主，雖然港片、國語片或台語

片偶有出現，但是票房依舊與這兩種片源差距甚遠，直到 1963 年這種情況才有

所改變。60 年代初期，北市首輪的戲院皆以放映西片為主，並於美國八大公司

有合約關係，國片（包刮港片、國語片和台語片）很難排上這些戲院，1963 年

4 月由邵氏出品的「梁山伯與祝英台」1 片在台灣造成風靡之後，這些首輪戲院

不惜與美國八大毀約，美商聯誼小組採取聯合停止供片作為報復，而這些戲院

趁此改映國片，使當時的國片院線由 1 條變成 3 條，歷經 3 年之後有多 6 條，

此時國片戲佔全台北市戲院的 80%左右後，香港影片打破了原有發行與映演的

結構，並為以後國語影片的蓬勃發展，奠定了映演窗口流通管道。 

這種情形到了 1964 年以後更加興盛，有些戲院紛紛改建成甲級戲院向寶

宮、明星、國光、新世界等的，更多的是增建的戲院，例如豪華、國聲等 6 家

戲院，當時除了一些好的西片在一家戲院上映時，可以賣做到 100,000 左右之

外，大部分地西片僅有兩 2、3 萬而已，而國片則每天可以賣到 6、7 萬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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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國片受到相當歡迎，如此造成國片供不應求情形，於是許多台語片紛紛改

拍國片或進行國語配音，來應付市場的需求，因此，在梁祝之後西片獨大映演

市場的局面，在出現逆轉的趨勢，如此更刺激國內製片業者，進而造成 60 年代

末期台灣國語影片抬頭的因素。 

    國片的發行與映演市場雖然因「梁山伯與祝英台」而發生結構性變化，但

是在 60 年代初期 1 個新興的媒體出現，即將威脅電影的發展，這個媒體即是所

謂的電視，1962 年台灣電視公司正式開播，雖然是電視事業尚在萌芽的階段，

可是的電視機的普及率及中國電視公司與中華電視台陸續開播，使台灣電影市

場受到嚴重地影響，根據 1966 年臺灣省戲劇公會發布的消息指出：全省戲院受

電視的影響，營收普遍滑落了 20%左右，這滑落的趨勢正隨著電視機擁有率增

加成正比，到了 1969 年這種情形更加嚴重，全省大部份的戲院均處於虧損的階

段。 

國語電影的興起 

台灣光復之後，國民政府整理台灣，至 1949 年以後，中央政府遷台，統一

國家語言的政策便執行更為徹底，影響所及，也連帶使得國語影片成為國家認

同的主流電影。 

50 年代初期，物質與人才都相當的缺乏，民間幾乎沒有任何製片活動，以

農教為製作劇情片的大本營，在 50 年代與中製廠合拍「惡夢初醒」，1951 年農

教與國防部總政治部合拍排「皆大歡喜」，1952 年與教育部及台灣省教育廳聯

合製片的「嘉禾生春」，與東華影藝社合拍「烽火麗人」，此時的公營製片廠與

政府機構合作，大多在配合達成國家意識的宣傳任務，民營公司的資金與人力

不足則以相對合作完成，這種 1 年 1 部影片的窘境可以說是電影工業尚未成

形。 

60 年代，教育部配合發起省立社會教育機構「翠嶺長春」、「多難興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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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毀滅」、「重建災區」等紀錄影片，並添加「梅崗春回」、「原來如此」、

「皆大歡喜」 

、「永不分離」等劇情影片，為地方進行社會教育之用，透過電影巡迴放映

隊將這些影片在窮鄉僻壤的地區，遠比以都會戲院為主的映演形式，就宣傳效

果來說，極深且有意義。 

公營片場對台灣電影工業產生影響力，並注意到電影市場的經濟價值，是

在 60 年代之後，尤其以黨營的中影為整個公營製片場的重鎮，1962 年中影由蔡

孟堅擔任董事長，大力整頓公司的財務，積極奔走尋求國際合作的機會，最後

與日本及香港的電影公司合製影片，提升中影的技術與經驗，為日後發展建立

堅實的基礎，1963 年 3 月龔弘接中影總經理，也延續蔡孟堅的路線，除了積極

洽商與海外合作的機會之外，並開拓海外市場，爭取在台北首次舉辦亞洲影展

的機會，而在內部改革上，延攬當時年輕 1 代人才，納編台語影片的導演，如

李行與李嘉等人，成立編劇小組與實驗劇團，並提出健康寫實的製片路線，於

是擺脫每年製作 1 部政策影片的束縛，確立中影在台灣電影發展史上龍頭地

位。 

國語片到了 1963 年之後，開始出現了工業規模生產的雛形，1968 年的時

候，台製已積極投入國語劇情片的製作，1963 年 3 月中影人事改組，並且開始

走向企業化經營的路線，「梁祝」1 片在台灣瘋狂華賣座，導致台灣電影院線的

重組，對國語影片需求日益殷切，12 月國聯在台灣成立，為台灣帶來香港的電

影製作體制，從這一年開始，也奠定了國語影片日後成為主導台灣電影發展的

主流。 

1963 年之後，龔弘擔任中影總經理時期，提出所謂的「健康寫實」影片的

製作方針，這個方針凸顯了中影在生產影片時的矛盾，必須在政治任務與經濟

利益兩者之間找出 1 個平衡點，健康寫實巧好是這個妥協與折衷，「健康」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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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服從政府認為文藝作品必須闡揚人性光明面的政治目的，「寫實」是為了迎合

市場需要與觀眾品味。 

「梁祝」1 片之後，市井之間的音樂幾乎都是這種黃梅調音樂，當局推出

健康寫實電影，是在為著黃梅調電影的氾濫，認為這些戲曲電影與當時中國大

陸影片有些淵源，人就會從電影會引起鄉愁，而瓦解反共戰鬥意志。中影健康

寫實路線賣座極為成功，後來是因為市場的需要而改健康綜藝路線，瓊瑤少說

「6 個夢」的故事改編成「啞妻」、「婉君表妹」、「雅女情深」，從此形成瓊瑤小

說改變電影的風潮，瓊瑤本人更在 1966 年自組「火鳥公司」，拍攝「月滿西

樓」，編導劉藝也是出生於中影，所以中影的健康寫實路線，圍繞著鄉里、家

庭、倫理親情與愛情等題材影片情節，這符合當時除瓊瑤通俗小說的敘事架構

的，重要的健康寫實影片觸發了中央愛情文藝電影在 60 年代的高潮。 

劭逸夫認為當時黃梅調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當時的香港社會，類似 2、

30 年代的上海，到處充斥 1 股懷舊復古的情緒，當時劭氏拍攝戲曲電影也跟拍

的，因為在 50 年代初期，大陸的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台（1954）、與 1955 年

的「天仙配」、「寶蓮燈」等片帶上香港上映時風靡一時。 

香港的武俠片自 1938 年便出現，到了 50 年代武俠片受到馬來西亞與新加

坡市場的歡迎，引起當地片商紛紛搶購武俠片，有些甚至還投資製作部影片，

其中有「黃飛鴻」系列的影片最受到歡迎，並形成武俠片強拍風潮，武俠片因

此成為市場上的新寵，引起當時國語影片製片業爭相拍攝，到了 60 年代香港邵

氏、國泰兩家出品武俠片壟斷新馬市場之後，進而成為繼黃梅調的戲曲影片之

後，在臺灣電影市場上獨占鰲頭的影片形式，從 1966 年到 1969 年台北市賣座

的影片大半是武俠片，如「大醉俠」、「龍門客棧」、「獨臂刀」等影片，民營片

廠以上所提及的國聯、聯邦等公司，也紛紛加入跟拍風中，盛況所及，在 1968

年曾經創下全年生產 128 部武俠片的製片進度。這不涉及意識形態，而且也符

合當局大力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的武德的中國傳統精神，但是直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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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慢慢失去市場價值之後，武俠片製片盛況才慢慢冷卻。 

台語片興起 

50 年代出現台語片，因為當時的社會形態來說西片、日片與香港片在臺灣

電影市場上非常熱絡，使得臺灣地區戲院不斷地增加，導致對於影片的需求，

因此台語片提供了市場需求，1949 年臺灣從香港進口第一部廈語片「雪梅思

君」，這是 1 部戲曲片，1952 年之後產量逐漸增多，1956 年下來影片進入台灣

的數量達到最高峰，去年上映高到 25 部左右，香港的廈門語片在臺灣受到市場

的青睞，許多台灣片商投資於這類影片的製作，後來台語片興起，片商派遣台

語片演員赴香港拍攝下台語片，或延請香港導演拍攝台語片，因此廈語片大量

進口與受到台灣觀眾的歡迎，刺激台語影片的出現，資金與人才相互流動，為

台語片發展打下的基礎，根據學者黃仁說：台語片的出現與繁榮和當時民間過

剩的游資有關，黃仁說：開製片興起初期，資金來源五花八門，除了片商外，

有些名太太聽說台語片賺錢容易，不惜拿出放高利貸的本錢，有的變賣小型工

廠投資，還有人當明星李、星媽的虛榮投資。由此可知，在 50 年代台語片對這

些人來說，是 1 種投機事業，只要投資 1 小筆錢，便可以在頃刻之間有獲利倍

數回收，亦可以人在一夜之間大紅大紫。1955 年 6 月出現第一部台語片「6 才

子西廂記」，由於品質是差，上片 3 天即告下片，但是 1956 年又何基明執導的

「薛平貴與王寶釧」上映後，造成空前盛況，票房收入超過成本的 3 倍，掀起

拍攝台語片的熱潮，這股熱潮不僅吸引當時閒置的公營片場的工作人員，便也

使公營片廠有了運轉的機會，但是公營片廠租金過高，對當時講究其成本，快

速度的工作情況下，民營建立自己的專用片廠，1956 年何基明成立「樂華興電

影製片廠」，開始大量的攝製台語片，1957 年由當時話劇界的重要人物林博秋

創辦「玉峰影業」，並起用了「湖山電影製片廠」，建立工作人員與演員培訓制

度，開始進入台語片製作的行列，揭開台灣電影在 50 年代的第一波高潮。 

有關電影影展與電影頒獎活動的舉行，也開始於台語影片時代，在 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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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由「徵信新聞社」（現今的中國時報）舉辦台語影片展，參展的影片

有 31 部，成為當時 1 大盛事，這頒獎典禮後來成為 60 年代頒發優良國語影片

建立的典範，而且在這個影展中分為金馬獎、明星獎、優勝獎與榮譽獎等 4 個

獎項，其中金馬獎提到導演、編劇、影片、演員等，1 類獎項，成為日後國家

舉辦國語影片展的範本。 

60 年代台灣影片整個製作中心仍然是台語影片，60 年代前 5 年拍影片的高

峰期甚至有年產量達到 100 部以上的進度，這是因為台語影片旺盛的製作活

力，造就 1 批新生代的電影人才，並且也表現出民間對電影狂熱與大眾對電影

理論的需迫切需要，在 60 年代後期的國語影片的許多製作者，有些出發在台語

影片，如李行、李嘉、郭南宏、林福地等人，60 是台灣影業的轉捩點，促成工

業形成的基礎，並非只有公營片廠場，臺語影片廠也推動了這項重要的工業形

式。 

台語影片沒落的原因：第一因為教育的普及而導致國語政策的執行成功，

使得國語影片取代的台語影片人口。第 2，台語影片的小成本製作在品質及技

術上遠低於當時的國語影片，更低於西片與日片，所以觀眾慢慢的駛離。第

3、到台語片不在賺錢的時候，一些獨立投資者資金便無法回到台北影片的製作

上，因此對台語影片產生極大的限制。第四、台灣電視的台視、中視、華視相

繼成立，，電視成為台灣家庭特殊休閒形式，因此需要大量的台語片工作者，

同時也吸引了當時觀看台語片觀眾，所以台語影片並對消失，而是轉化成另外

1 種媒體型態重新產生，第五、台語影片為台灣電影與電視提供了人才，因為

市場龐大的需求量，各種不同領域人在進入，漸漸相繼進入到電視，提供充足

的人力，而蓬勃後來的電視節目。 

70 年代的台灣社會 

70 年代是台灣社會環境急遽變遷的 10 年，1970 年 8 月 12 日美國政府認為

406



釣魚台列島為琉球群島的一部份，想將列島歸還給日本，美國這種將中國領土

這與日本的行徑，激起美國華人的憤怒，於是全球各地紛紛成立「保衛釣魚台

列島運動委員會」，「保釣運動」於是迅速蔓延開來，揭開了台灣 70 年代民族主

義波瀾壯闊的序幕。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通過決議，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同時臺灣被屏

棄於國際社會之外，美國開始這積極展開對中國大陸的關係。1971 年的中華民

國邦交國將有 54 個，到了 1978 年之後，僅剩下 21 個國家。1979 年 1 月 1 日中

美斷交，使當時的惡劣外交關係雪上加霜，台灣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 

1969 年 7 月蔣經國除了身兼經合會的主委外，並擔任行政院副院長，而展

開「台灣蔣經國時代」，蔣經國在人才進用策略上採取的本土化的策略，選拔台

灣成長新一代的政治精英，納編為國民黨的領導階層。1972 年蔣經國擔任行政

院院長，更加徹底實行本土化的策略，1974 年展開「十大建設計劃」，希望以

大規模公共投資，帶動國內經濟景氣，1976 年有推動 6 年經濟建設計畫，發展

資本與技術密集工業，尤其鋼鐵與石化工業為計畫的重點，使台灣對經濟發展

出加工出口導向，轉相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的工業生產型態，逐步邁向新興的

工業國家的，這個轉向也形成 80 年代政治民主改革的基礎。 

1978 年中東地區發生政治危機，帶動國際油價上漲產生能源危機。1975 年

4 月蔣介石去世，嚴家淦繼任總統，但是當時執政當局仍為蔣經國身上，1977

年 11 月 5 日地方選舉，爆發了中壢事件，震撼了國民黨統合味全的基礎。1979

年 8 月美麗島雜誌創刊，引爆了群眾與軍警劇烈衝突的美麗島事件，這個事件

代表 70 年代反對勢力的終結，也意味保守政治情勢緊縮，但是反對勢力並沒有

因此消長，反而更促成保護反對勢力組黨運動的種子。 

60 年代末國家所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代表了國家與政治勢力強行介

入台灣整體文化發展，到了 70 年代隨著教育文化的改變，探討兩種型態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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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其年代隨著台灣在外交上的挫敗與國際空間的緊

縮，促發了台灣的民族情緒，於是菁英分子積極擁抱大眾，參與社會，形成 1

股會對現實社會對土地的熱潮，因此強調文學反映社會是與人生，建立人道主

義為基礎的反省文學，在這同時也引發了的風起雲湧的鄉土文學論戰，菁英文

化方面林懷民雲門舞集為基礎，將台灣經驗融入現代舞蹈中，通俗文學方面，

除瓊瑤熱潮已日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徐薏蘭的 15 本言情小說，與玄小佛出版

的 18 本小說，這些小說在 70 年代通俗文化中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進而改變

編電影或電視連續劇，成為文藝愛情影視作品所譜的主題曲或插曲，更為其年

代流行音樂極為暢銷的歌曲，以言情為主的通俗文學，所見過的通俗文化不僅

在文學層面而已，而是全面性的，從小說到電影，電視到流行音樂，建立起 70

年代龐大的通俗言情文化網路。1975 年 6 月由楊弦所發起的「現代名謠創作演

唱會」，成為中國現代民歌的濫觴，所謂的中國現代民歌，表示他不是像美國民

歌那般與中國青年有文字上的隔閡，也不像藝術歌曲那般的不普及，更不像時

下流行音樂那樣飽受有識之士的詬病。 

1970 年台灣電視台第一次衛星實況彩色電視轉播太平洋地區少棒賽，揭開

台灣電視介入棒球運動比賽的開始，使得臺灣的彩色電視機銷售量暴增。對電

影界認為影響電影市場最巨大的電視，有了穩定成長，普及率逐年升高，在電

視台開播之初，正好是功夫片、武俠片的興起。取代黃梅調，還能夠穩住市場

的觀眾，尤其是劭氏公司出產大批男性武俠片，吸引青少年的觀眾，另外，是

外片進口配額逐年減少，放映國片的戲院增加，電視對電影也影響由外片來分

擔，1969 年中國電視台開播，中視為了強化與台視的競爭，加上閩南語節目製

作，開始吸納大量的台語片工作人員，由製片、導演、到幕後的技術群。對於

台語片造成嚴重的衝擊，台語片由 1969 年的 84 部，立刻滑坡到 197 年第 14

步。197 年中華電視公司成立，又展開另一波台語片工作人員的挖角。1971 年 3

月台視黃俊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受到相當大的歡迎，也引發 3 家電視台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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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布袋戲節目的風潮。台語電影的觀賞幾乎完全移到電視的收視上。華視開

播著名的「保鑣」，造成國語片的衰退。電影觀影人數，劇院的數量，製片的數

量，在 70 年代都呈現下滑的情勢。 

電影在 70 年代初期起工業規模已經完備，其中以製片事業最為鼎盛，不管

從設備或人才，或是市場或題材來看，台灣電影發展到這個時候已經有了活絡

的階段。但是遭到電視的競爭，產生很大的市場變化。 

台灣電影院的變遷：當時台灣經濟發展的早期，認購逐漸向城市集中，行

個住宅區及小商業區逐漸形成，投資房地產建築的想法，認為購屋者也會有相

同的想法，就是在新社區建議的戲院，可以在社區繁榮，這種想法由南到北，

形成設立戲院的標準，使得戲院數量大增，1963 年光復初期的一百四九家成長

到 574 家，到 1970 年更暴增至 826 家，在 70 年代電影進入低潮，戲院數量及

逐漸下降，到了 1979 年為止，數量始終保持在 475 至 600 之間。人口變化是主

要的依據，台灣地區人口數量在 1947 年有 6 百 40 萬人，到了 1972 年超過 1 億

5 千萬人，這些增加約 2.5 倍的人口構成 50 年代到 70 年代，支撐電影工業運轉

的主要觀眾群，1961 年臺灣電影的觀影人次是 9 千 4 百萬，1970 年高達 18 千

萬，於 1977 年又在只要是為 1 億 7 千 6 百萬，1979 年更高達 2 億 1 千萬，這批

為數龐大的觀眾群，在質量上有不同於 50、60 年代的特性，他們大多經歷戰後

推動了國語義務教育，並且接受高中或高職以上的教育，而形成對國語影片的

觀眾，其次，台灣社會經濟持續成長，國民平均所得也大幅增加，同 1970 年

23,12 美元到 1979 年 1977 年 4,990 美元，這是韓戰爆發時的 40 倍，國民平均在

文化娛樂教育的支出也逐年攀高，依據黃仁的報導，台灣地區從 60 年代初期到

70 年代初期，非農業人口（包括工業人口）升至 75%，農業人口降至 25%，人

口分佈的都市化造成社會知識與媒介系統（報紙、雜誌、電話、電視等）的成

長，電影的觀賞趨向於都會城鎮，而鄉村的休閒娛樂為電視所取代。整個企業

年在出品的電影產量始終維持在最低的 203 部（1976）年到最高的 30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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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之間。平均每天出品 1.5 部電影，促使台灣、香港兩地成為全球拍片

量僅次於日本與印度的第三高地區，這個驚人的拍片數量與台灣地區觀眾群數

量的結構的關係。 

海外市場 

60 年代國語影片新聞中，逐漸打開東南亞海外的市場，而在市場包括馬來

西亞、新加坡、香港、澳門、泰國、南越、菲律賓、高棉、寮國、印尼、以及

南韓等地，而且觀眾多位華僑和當地的後裔，當時國語影片在這些地方放映，

除了劭氏、國泰、後期的嘉禾具規模企業的機構，自行處理影片發行業務，一

般製片公司均是賣給當地片商安排上映，出售影片的辦法，只有香港地區採影

片上映時以拆帳的方式，其他地區均採買斷的方式，1 部新藝綜合體彩色影片

出售版權的價格，香港地區為 8,000 到 10,000 美元，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地區約

為 20,000 到 25,000 美元，泰國約 5,000 至 10,000 美元，印尼約 4,000 到 8,000 美

元，南越在 4,000 美元，菲律賓則在 4,000 到 8,000 美元，澳門、寮國、高棉收

入均的 2,000 美元以下，這些地區由於內戰政治的情勢與社會排華行動的不

斷，真正稱得上穩定可靠的主要地區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與香港等

地，綜合起來的收入約有 38,000 美元到 45,000 美元。 

台灣本島第一部彩色影片的收入約為 20,000 到 25,000 美元，而製作成本平

均約 50,000 到 100,000 美元，經過簡單的計算，可以察覺在進入 70 年代以後，

單一台灣的本土市場已不足以維持 1 部影片成本與報酬率平衡，在這種情況

下，幾個主要穩定的外地逐漸成為臺灣電影銷售利潤的依據，填補臺灣內部台

語影片失勢，成為製片活絡的經濟命脈，但因影片簽賣的方式，卻導致台灣電

影工業營運地依賴，梁良說：在簽訂影片買賣合約之前，國片的製片商無不盡

最大能耐滿足海外發行商的各方面要求，按目前的國片版權買賣的情形是這

樣：合約簽好，製片商可以立刻拿了全部版權費的 3 分之 1，影片拍到一半

（或底片拍到 10,000 呎）時，製片商又可以拿到版權費的 3 分之 1，最後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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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送出拷貝，製片商便把版權費餘款全部拿清，通常，獨立製片商開拍前

便展開賣版權的工作，很多影片是靠收得的 3 分之 1 版權費湊合開拍的，一般

影片則是在開拍前賣了一部分海外版權，然後一邊拍一邊賣版權，在影片殺青

之前，大都能把片花賣完。 

就在這種情況下，海外市場的納入出現在每年為數龐大的影片需求中，於

是各種製片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各行各業的社會成員紛紛上電影投資，

但是創作群人員卻嚴重不足，國內可供運用的廠房設施，除了 3 家公營製片廠

的 9 座攝影棚外，民營的只有聯邦、統一、東影和華國等 4 個製片廠，10 座攝

影棚，每年百部的生產量，於是出現演員同時分軋 5 部戲，導演 1 天同時掌鏡

3 部電影，編劇 1 個月內繳交六部劇本，攝影棚、剪接室、錄音間、沖印廠

等，24 小時排班等的現象出現。黃卓漢在「電影人生」回憶錄中描述：功夫片

外銷收入廣，天王巨星的文藝片，香港往往過百萬，文藝片的流行歌曲式片一

開始，各地片商就來搶購，連新加坡舞廳和各大餐廳的生意，也帶動到滿客，

因為海外片商來台，即使普通片子，價格低些也能賣出，加上台灣賣座不錯，

算算也能賺錢，所以各公司紛紛開片，這盛況比港片在 90 年代前 5 年的熱潮，

並無遜色。 

學者李天鐸(P147)說：，這種盛況完全符合第世界文化工業慣有的特質，以

非金融性的游資，在超量生產(over-production)的運作型態下，出產生命週期短

絀、高同質性的文化產品，以求急速累積財富，這些累積的財富卻不一定會回

注到本業，進行生產工具的擴充與生產結構的深化，反可能隨時轉移至其他產

業項目追求資本的再掠奪。 

劉藝導演於「改進國片之我見」書中，批評臺灣電影的景象，說：目前國

內製片公司雖多，曾針對電影事業有抱負的領導人為數很少，大部份投資者都

抱著撈一筆的觀念，他們不求創新，不求水準，只求趕工完成，早日應市，能

夠從觀眾身上騙點錢就算，這完全是一種自殺式的作風。這種肇因於依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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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而形成的投資，興起泡沫式的製片狂潮，激化了 70 年代前期台灣電影淺層

的畸形市場網路，也造成電影內部工業結構的改變。 

電影製片場的雛形出現 

70 年代台灣電影工業內部組織產生很大的變化，幾家電影公司成為市場上

的主流，第一公司、聯邦公司、永昇公司、大眾公司、巨星公司。 

第一影業 

香港領光公司負責人黃卓漢，在香港專門攝制粵語片為主，為了展開國語

影片，1967 年成立第一影業機構，將製片的重心移轉到台灣，依循以前邵氏的

武俠片路線，拍攝 1968「大瘋俠」、1969「人鬼孤」、1969「十三妹」等 14 部電

影。 

1970 年並成立發行影片公司，代理台港獨立製片出品的影片發行，同時結

合由香港返台的發展的王羽，推出 1971 年的「霸王拳」、1972 年的「馬素貞報

兄仇」、1973 年的「雙龍出海」等影片，造成台灣拳腳武打片的風潮全，另外

利用當時歌唱影片的熱潮，和當時流行音樂，造成台灣歌唱影片的流行，使當

時的高凌風在 1975 年的「女朋友」片演唱主題曲「大眼睛」，而聲名大噪，蕭

麗珠演早期出品的 1975 年「一簾幽夢」主題曲，成為當時閃亮的歌星，影業在

70 年代共設攝製 70 部影片，發行影片有 82 部，並且持續運作於 80 年代，是台

灣電影發展過程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民營機構。曾製作大量的電影，武俠動作、

文藝愛情、其他類型的影片，在台港星馬等地院線放映，許多電影非常賣座，

如胡金銓 1979 年的「山中傳奇」、1974 年宋存壽的「古鏡幽魂」、與 1974 年的

「女記者」，參與中影合資的 1976 年「梅花」，不論是影片或是歌曲，都在當時

對臺灣社會造成轟動，70 年代的後期，影片以包租的方式陸續投資市井小民為

題材的喜劇多部，像是 1979 年的「樓上樓下」，1980 年的「套房出租」、1980

年的「真假大亨」、1980 年的「天才蠢材」、1981 年的「瘋狂大發財」、還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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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980 年的「小丑」，為台灣電影界造就 1 個傳奇人物---許不了，還有至今屹

立不搖的財神導演朱延平。 

聯邦影業 

60 年代國聯與聯邦兩大電影公司掀起民間國語片攝製的風氣，國聯維持了

5 年便告結束，而聯邦則積極準備接國聯的企圖，聯邦於 1965 年籌拍「龍門客

棧」，同時被有系統的正式投資製片業，從招聘演員與編導技術人員，到重整

「桃園大湳製片廠」，並於 1973 年設立「國際電影沖印公司」，是橫跨 60 年代

後期與 70 年代前期台灣電影發展歷程中，少數企圖建立工業生產規模的片廠及

民營機構。聯邦與 1967 年的「龍門客棧」到了 1977 年的「愛情大進擊」，共攝

製的 31 部影片，都是當時流行的武俠動作片與愛情文藝片為主，還有許多鬼怪

片，較為著名的有 1968 年的「1 代劍王」、1969 年的「情人的眼淚」、1969 年的

「鐵娘子」、1970 年的「龍城 10 日」、1971 年的「十萬金山、1974 年的「雲飄

飄」、1975 年的「楓紅層層」等影片，另外，胡金銓的「龍門客棧」更是在票

房賣座與表現上獲得非凡的成就，1970 年的「俠女」也於多年後再第 28 屆法國

坎城影展獲得「綜合技術成就」獎，將胡金銓置於國際級導演的行列。聯邦在

製片經營態度上，與影片創作的素質上，都顯得嚴謹許多。許多在 60 年代曾經

嘗試晉用的新生創作群體，都在 70 年代茁壯成為台灣電影的骨幹，像演員上官

靈鳳、田鵬、石雋、韓湘琴等，導演劉家昌、丁善璽、屠忠訓等人，有些人甚

至更持續活躍到 90 年代，最具代表的就是徐楓與林青霞。 

永昇影業 

1974 年江日昇與江晉德合組成立「永昇影業公司」，在此之前，他們已經

投資 1973 年的「煙雨斜陽」，與 1974 年的「晴時多雲偶陣雨」的製作片工作，

公司成立之後，永昇專門處理製片事宜，另外籌組「晉昇公司」負責影片的發

行，70 年代用永昇出品的影片大部份是以現代時空為背景，依於當時的愛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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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類型的大學校園愛情喜劇，像是 1974 年的「東邊晴時西邊雨」、1975 年的

「愛情長跑」、1976 年的「追求追求」、1976 年的「楓葉情」等影片，於 70 年

代末期，且配合國家政策開拍以抗日為背景題材的文藝悲劇 1978 年的「煙水

寒」，還有以反共為題材的 1981 年「假如我是真的」、1981 年「上海社會檔案」

等影片，而獲得黨國的認同。 

巨星影業 

1976 年，瓊瑤與平鑫濤、盛竹如合組了「巨星電影公司」，創業作是瓊瑤

即將出版的「我是 1 片雲」，女主角林青霞及兩位男主角秦漢和與秦祥林擔任，

主題曲由鳳飛飛演唱，1977 年春節上映後，造成轟動，接下來，除了 1977 年

「人在天涯」、1977 年的「風鈴風鈴」等片，在典型文化工業標準化流程之

下，運用固定的導演劉立立，定型化的演員林青霞、秦漢、呂琇菱、馬永霖

等，公式化的情節，恒定的單廳場景（客廳、餐廳、咖啡廳），連慣性的組裝，

建構了台灣電影史上不可撼動的重要王國。瓊瑤改編的電影，從 1965 年的「婉

君表妹」到 1983 年的「昨夜之燈」，共 49 部，一直是台灣電影發展歷程中，文

藝愛情類型的主軸，也是為數龐大的類型產品中，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原型。

1973 年由李行所執導道的「彩雲飛」揭開的第二階段的瓊瑤風潮，民營製片機

構於是爭相搶拍瓊瑤小說，或是改拍同類言情小說，或是仿瓊瑤類型電影，最

具話題性的是劉家昌，他身兼編劇、導演、作曲有時（甚至演出）的系列，像

1974 年的「雲河」、1975 年的「楓紅層層」、1975 年的「煙雨」、1976 年的「田

園」、1977 年的「秋詩篇篇」、1978 年的「楓林小雨」。 

瓊瑤所掀起的文化現象是全面性的通俗文化，提到當時各界對瓊瑤愛情王

國的說法，從報紙及雜誌的連載到出書、拍電影、電影配樂，相似情節與人物

組合一再出現，瓊瑤公示的特殊意義及在文本與集體性組織生產的結合，它結

合 1 群導演、演員、攝影師、作曲家等人所組成的工作人員，把她的公示以聲

光畫面表達出來，形成 70 年代 1 個重要的夢幻工廠，大量製造親情與愛情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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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瓊瑤影片類型以愛情的題材為主軸，並以當時的報刊、雜誌、小說、明

星、流行音樂、與歌星所有組成的流行文化形式，成為 70 年代主流的文化現

象，如此調和臺灣在外交、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所引起的脫序現象。 

大眾影業 

整個 70 年代的台灣製片公司非常多，最獨特卻最受忽視的是，由胡鼎成、

陳汝霖、李行、白景瑞、張永祥等組成的「大眾電影公司」，是在 1960 年代末

期成立，這幾位中影的「健康寫實」、「健康綜藝」的時期主力大將，先後製作

的路線，創業作是 1968 年的「今天不回家」，造成社會轟動，1972 年大眾重新

改組，由李行與白景瑞負責，1968 年到 1982 年之間，共攝製了 17 部影片，這

是 17 部電影最明顯的特性，是在 70 年代武俠動作片與愛情文藝片全面瘋狂的

情境中，秉持健康寫實與健康綜藝的文藝，同時又擺脫其社會光明教條束縛，

以單純淨樸的手法，處理中國轉變社會下的家庭親情倫理關係，這 17 部作品年

是 1972「秋決」、1973 年的「母親 30 歲」、1968 年的「今天不回家」、1974 年的

「我父我夫我子」、1979 年的「早安臺北」、1979 年的「小城故事」、1980 年的

「天涼好個秋」，與之前先盛公司合作的 1977 年「再見阿郎」、與中影公司合作

的 1977 年的「汪洋中的 1 條船」、余國泰合製的 1980 年「原鄉人」，形成 70 年

代台語片退潮後，泛政治的民族抗日與反共教條化，武俠動作與愛情文藝片

下，台灣電影難得一見的清流。 

國營製片場 

屬於台灣省政府的台灣電影製片廠，於 60 年代與國聯合作的「西施」

（1965 年），因為造成嚴重的赤字，影響在 1970 年的「歌聲魅影」之後，劇情

片業務全面停頓，而已會會議、典禮、節慶、或名人來訪、出國等新聞報導片

為製片重心，一直到 1976 年才又重新配合省政地方建設的宣傳任務，拍攝 1976

年的「花香春暖」、1978 年的「出路」、1979 年的「曾文溪之戀」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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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影公司在龔弘整頓之後，積極延攬人才，擴建廠房，已經成為台灣

電影工業的龍頭地位，在中日斷交之後，原來擔任中製廠長的梅梅長齡，繼龔

弘之後接任中影的總經理，在黨、政、軍的全力支援之下，晉用一批新一代導

演，如丁善璽，劉家昌、張曾澤、張蜀生、徐進良、張佩成等，展開一系列的

抗日為題戰爭電影，像是 1974 年的「英烈千秋」、1675 年的「八百壯士」、1975

年的「戰地英豪」、1977 年的「筧橋英烈傳」、1975 年的「梅花」等影片，梅長

齡在 1978 年轉任中視，原副總經理兼製片場廠長明驥升任總經理，延續先前製

片路線，尋根、抗日、反攻，製作 1978 年「香火」、1980 年「大湖英烈」、1981

年「Z 字特攻隊」、1979 年的「源」、1978 年的「黃埔軍魂」的影片。中影已經

具備垂直生產的片廠，上游的製片是器材、人員、職工、沖印場，中游的國內

外銷售發行，與下游分布在臺灣主要城市的戲院，規模非常齊備，尤其是戲

院，70 年代中影在水平經營規模上，將原本製片之用的攝影棚，加設蠟像管、

游泳池、池畔水上餐廳、觀光文化城，這些戲院與中影的龐大製片支出在的可

觀的流轉金融。 

屬於國防部的中製廠，於 1917 年拍攝「緹縈」，在國際政局的轉變下，經

由國防部動員軍方的支援，延續拍攝同類巨型反攻、抗日為主題的作品，如

1973 年的「大摩天嶺」、1975 年的「女兵日記」、1976 年的「海軍突擊隊」、

1979 年的「成功嶺上」、1980 年的「古寧頭大捷」，與中影連手形成 70 年代不

同與民間製片路線的戰爭政宣影片類型。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斷交，社會上出現一系列的仇日電影。其中較受注目

的少數作品，有 1973 年的「戰神灘」、1973 年的「猛虎下山」、1975 年的「黑

龍會」、1975 年的「八道樓子」、1979 年的「中華丈夫」等影片，值得一提的

是，1973 年的「精武門」與 1975 年的「忠烈圖」，前者電影是李小龍義憤填膺

的當日本人面前打碎東亞病夫的匾牌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公園告示」，發洩

了中國人百年來所受的和屈辱，將民族情緒宣染到極限，胡胡金銓的「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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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秉持一貫的風格，將忠奸博殺，置放在明朝戚繼光圍剿日本倭寇的歷史時

空中，極富創意巧思呈現鬥智、鬥氣的文武戲。另外民間也流行的愛情文藝影

片亦有不少結合民族抗日與鄉土尋根素材作品，當時社會所討論的有 1978 年的

「煙水寒」、1981 年的「茉莉花」、1978 年的「天涯未歸人」、而授矚目的是導

演李行改編自尚雷諾(This Land IsMine)影片的「吾土吾民」（1975 年），受到黨國

主導的評論體系的讚賞，並在美學價值與社會民族教育受到肯定。 

結論 

電影的生產是一種工具業建置型態的組裝形式，這過程中，它的個建構與

當時社會及經濟因素互相的牽引，70 年代的台灣社會的經濟成長，人口結構與

分布的轉變，加上市場的納入，促成了臺灣電影的生產能夠不以政黨國策為依

歸，而以量產及大量製作的方式，統合國內外社會的底層需要，還有海外的大

量的需要，因此電影創作以安全的非政治化的路線，文藝愛情不強調文與藝，

以男女情愛與風花雪月為主軸，形成一種逃離現實的現象，武俠動作片不追求

武學與俠義，而呈現剛猛暴烈的拼鬥，而強調人官能上的情緒。 

80 年代是轉變的時代社會與政治 

台灣在 80 年代因國際局勢而更加的萎縮，但是台灣在政治與經濟上了發展

具有非常好的變化，同時在電影產業上已有許多的變化。 

70 年代末期爆發高雄「美麗島事件」，在野的反對勢力受到極為嚴重打

擊，到了 1980 年的 6 月，政府恢復增額中央民代的選舉，於是在野勢力尋各種

體制內的遊戲規則，這和一些經過選舉所產生黨外人士，建立所謂的民主進步

黨，1986 年 9 月成立「民主進步黨」，10 月當蔣經國總統企圖解除戒嚴，開放

黨禁之時，也終於在 1987 年 7 月通過解嚴案，此時臺灣在正式結束長達 40 餘

年的各項管制，回歸民主憲政，1988 年 1 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7

月繼任為國民黨黨主席，揭開了所謂的李登輝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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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主政時代下，通過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的退職條例，鼓勵由大

陸時期選舉產生的國會代表卸下職務，終結台灣萬年國會的惡名，這時國會全

面改選，加深了臺灣民主化的程度，1991 年 5 月 1 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公布

憲法增修條文，並且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台灣正式邁入民主憲政體

制，這年行政院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成為台灣大陸政策指導原則。 

以經濟掛帥一片民主化的 80 年代，台灣社會文化的發展呈現兩極的特質，

一種是泛政治化與社會運動訴求，一種是休閒文化事業多元化與大眾消費時代

的要求，經濟的發展及中產階級的興起，教育水平與知識水準的提升，擴大了

這些中產階級對社會高度的期望，在社會參與與逐漸升高之際，出現的社會抗

爭與批判的人文思潮，80 年代一連串出現工運、農運，成為社會運動和主軸，

末期由於大陸的「天安門事件」，知識分子與社會各階層的聲援，觸動了台灣沉

浸已久的學運，80 年代竄起的實驗劇團，成為表達政治與社會運動最為活躍的

舞台，這些劇場揭示了當時任何與政治、婦運、反核、環保與同性戀等有關的

議題，社會運動因此與政治的反對同步行動。隨著政治的開放，在國際資訊的

自由流通之下，國外高級藝術表演活動，也成為此年代大眾消費文化下另一類

的商品，而促進傳播事業的發展。 

經濟 

政府為了因應經濟上的能源危機，重建經濟企劃組織發展委員會，推動 12

項建設，企圖運用公共建設，來刺激景氣復甦，「經濟建設委員會」於是成立，

為了提升台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推出「10 年計畫」，強調發展策

略性工業的重要性，制定獎勵投資條例，在新竹成立「科學工業園區」，奠定台

灣資訊工業的基礎，這種經濟轉型的成功，自 1983 年以後，外匯繼續增加，到

了 1989 年外匯存底累積達 75 億美元，僅次於日本高居世界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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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產業背景 

1983 年政府公布「電影法」，將電影長達數十年來的「特種營業」身分改

為文化事業，設電影圖書館的改革企圖；由於社會背景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電

影做為 1 項經濟性商品，在 80 年代的整個市場結構上也有明顯的改變，主要必

須與當時新興的媒體與休閒形式作競爭，80 年代台灣媒體生態有如雨後春筍般

的蓬勃發展，在電視方面，1979 年臺灣每 1,000 戶電視機擁有率已超過 1,000

部，到了一千零七架左右，到了 1985 年更進升到 1,036 架電視機，成為臺灣地

區最主要的休閒形式與大眾媒介，根據調查，看電視佔總人口數的 74%左右，

而電影僅為這個比例的不到一半，佔 34％左右，繼之而起的錄影機，繼 80 年

錄影機價格的調降，台灣錄影帶出租店從原來的 3,000 多家，在 1 年內迅速倍增

到 8,000 多家，從錄影帶業由 80 年代初到 84 年的飛速成長，主要是因為在缺乏

智慧著作財產權等相關法律的監督，對電影片有許多直接盜錄現象，根據黃仁

的描述：1982 年海盜版錄影帶的猖狂，搶走不少正在上映的新片的生意，尤其

國片的新馬市場，幾乎全被錄影帶所封發出局，因為國內新片剛拍好，可能在

試片期間，洗映期間，特別是在拷貝運往外地途中，或跑片途中，更容易被盜

錄，將錄影帶先運往海外，可能國內觀眾尚未看到，星馬地區影迷進先睹為快

的，自然會影響以後上片的生意，因此星馬片商已不肯向台灣地區購買了放映

過影片版權。更深的另 1 個轉變是 MTV 視聽中心與有線電視第四台，在無法可

約束的情況下，播映放映的大量非合法授權的影片，使電影業蒙受重大的損

失，，並且也引起美國與在台灣影視智慧版權保護的協商談判上衝突不斷。 

70 年代後期復甦的台灣電影，在 1975 年的低潮中，還有 1 億 3 千 4 百萬人

次，到了 1981 年的高峰期，成為 2 億 5 千萬，到後便隨著 1983 年的 1 億 3 千 5

百下滑，在製片量也呈現同樣的走勢，由 1973 年的 45 部年產量，到了 1979 年

121 部，到 1982 年更高達一百四四部，但緊跟著 1983 年便突然降到 79 部，

1985 年更只有 65 部。其後，1988 年 89 年兩年短暫再回升至 100 部，但其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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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如 1 年。造成台灣電影嚴重萎縮問題不僅是社會因素，還有 1 個致命的因

素是在電影工業內部的生產環節，主要是因為投機與泡沫式的製片方式，各種

類型的大量反反覆覆的拍攝，題材毫無創新，票房自然喪失號召力。 

 百花齊放的電影類型 

武俠片及功夫喜劇片、僵屍片、黑社會與賭片 

從 1965 年劭氏的「江湖奇俠」起開始的武俠動作片，跨越到 70、80 年

代，武俠片的動作形式與時空背景多有經過多次的演化，最開始通稱為刀劍武

俠片，像是 1967 年的「獨臂刀」，1974 年的「迎春閣風波」，1976 年的「流

星、蝴蝶、劍」，到了 80 年代的 1983 年的「新蜀山劍俠」，1984 年的「新飛狐

外傳」、1988 年的「人皮燈籠」，以及後來 90 年代轟動一時的 1990 年的「笑傲

江湖」系列與「新龍門客棧」（1992）都是這類的電影片。武俠片轉而變成功夫

武俠片，1972 年的「大決鬥」、1972 年的「天下第一拳」、1973 年的「猛龍過

江」，正統功夫的武俠片像是 1974 年的「方世玉與洪熙官」、1975 年的「少林 5

祖」、1978 年的「蛇形刁手」、1980 年的「師弟出馬」，1984 年的「洪拳大師」、

1988 年的「少林鬥喇嘛」，然後進入 90 年代徐克的「黃飛鴻」系列將這種功夫

武俠片帶入另外 1 個高潮。承襲拳腳打鬥與功夫武俠片而延伸出另外 1 種類型

是喜劇動作片，70 年代後期的「3 德和尚與椿米六」1977 年製作，1979 年的

「校拳怪招」、1979 年的「祝老三笑譚」，進入 80 年代則成為成龍的「警察故

事」系列、「A 計畫」系列，還有洪金寶的 1984 年的「快餐車」、1985 年的「夏

日福星」、1986 年的「富貴列車」、1989 年的「群龍戲鳳」等影片，到今天的成

龍功夫片。 

這種新型態的喜劇片，到 1986 年「好小子」喜劇功夫，變成 1985 年的

「暫時停止呼吸」的系列的僵屍動作片，1987 年的「倩女幽魂」掀起鬼怪動作

系列；另外 1 個發展就是將武林門派拼鬥的時空，由虛幻的江湖換到近代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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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產生街頭黑幫與都會犯罪血拚的時裝動作片，從 1979 年的「錯誤第一

部」意外造成轟動後，接下來兩年裏便出現 10 幾部同型、同質影片，如 1980

年的「錯誤的人生」、1980 年代的「上海灘大亨」、1980 年的「家法」、1981 年

的「女王蜂」、1981 年的「沙家 15 女英豪」、1981 年的「怒犯天條」、1982 年的

「胭脂虎」、198 年的「亡命黑」等影片，這些黑道影片接下來轉變成另外 1 種

警匪槍戰片，例如 1986 年的「英雄本色」，由江湖換成另外 1 個類型是賭片，

1986 年「賭國仇城」與香港的 1980 年的「賭王大騙局」創下票房佳績後，於是

立即出現了 1981 年的「賭王鬥千王」、「千王鬥千后」1981 年、1981 年的「王

牌大老千」等的影片，依賭博為題材的千字影片，這些社會寫實的影片遊走在

電影尺度與安全範圍內，貫穿整個 80 年代，電影當時的政策一籌莫展，由於

1989 年「至尊無上」與 1990 年的「賭神」相繼造成票房佳績後，當台兩地又掀

起另 1 片賭片狂潮，兩年之內推出 20 多部電影，倒是 1990 年的「至尊計狀元

才」、1990 年的「賭聖」，1991 年的「賭俠」、1991 年的「賭霸」，1991 年的「賭

王至尊」、1992 年的「賭魂」、1992 年的「賭城大亨」、1994 年的「賭神 2」，由

這些老千片與賭片的製片品質上看來，台灣當地在快速的投機與快速的製片，

使影片類型影片相繼的失去票房。 

  愛情文藝與社會寫實片 

國片史上另外一個主流電影是愛情文藝片，70 年代出現的「二秦二林」與

「三廳的超現實的夢幻劇情，到 80 年代較貼近社會生活的場景家庭、學校、工

廠、商場等地方，再重新組裝各種愛情的遊戲，代表性的有 1978 年的「蒂蒂日

記」、1979 年的「歡顏」、1979 年「一個女工的故事」、1980 年代「愛情追追

追」，到 80 年代，題材更接近現實生活的脈動，品質也比較高，並且在有新的

電影風潮，1980 年的「原鄉人」、1982 年的「問斜陽」、1984 年的「嫁妝一牛

車」、1984 年的「不歸路」、1985 年的「孤戀花」、1986 年的「孽子」、1987 年的

「宵待草」、1988 年的「海峽兩岸」、1989 年的「晚春情事」等等影片，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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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鼻祖瓊瑤，進入 80 年代之後除了 1982 年的「燃燒吧火鳥」，票房已大不如以

前，在 1983 年的「昨夜之燈」推出後便結束了巨星公司，從事轉入到電視圈進

行另外 1 場市場的開拓。 

  喜鬧片 

原在中視演出台語連續劇「雷峰塔」的許不了，在 1979 年「成功嶺上」的

票房或的驚人的收視，在 1982 人演出 14 部電影，像是「酒色財氣」、「傻丁有

福」、「「粉紅兵團」、「脂粉兵團」，最後再與朱延平導演，還有其他諧星、巨星

搭配演出為數可觀的喜鬧劇，像是 1983 年的「女學生與機關槍」、1983 年的

「1938 大驚奇」、1984 年的「天生一對」、1984 年的「男人真命苦」、1985 年的

「8 蕃口的新娘」、1985 年的「小丑與天鵝」等影片、一直到了 1985 年 7 月許

不了病逝，在他為數眾多的重要作品中，最為了人所樂道是最初與朱延平合

作，以卓別林為模範的「小丑」、「大人物」、「真假大亨」、「天才與蠢才」等作

品。 

許不了所帶的喜鬧劇風潮，帶動許多知名導演紛紛跟進，像是白景瑞的

1980 年的「1 對傻鳥」、陳俊良 1980 年的「天下一大笑」、朱延平 1983 年「四傻

害羞」、1984 年「7 隻狐狸」，1985 年「老少江湖」、1986 年「頑皮家族」、1988

年「天下一大樂」；還有廖峻、澎澎主演的 1985 年「電影秀」、1984 年徐天榮的

「入地獄未註冊」等影片，這些影片都是以都會為時空背景的喜鬧片，是 80 年

在台灣電影衰竭中唯一可以香港嘉禾、新藝城、邵氏、德寶、徐克工作室等機

構抗衡的類型電影。 

  學生電影、軍教片及新電影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另一個風潮是「學生電影」，這是以青少年學生現實

生活與實務為素材的電影，探索他們面臨升學壓力、同窗情誼的堅持、與訓導

處制度、青春間男女情愛的期盼，與學業、家庭內部的矛盾問題所衍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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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歷程故事，這類影片可以從 60 年代的 1966 年的「窗外」（黑白片）、到

1967 年的「寂寞十七歲」，以及 70 年代前期的 1975 年「女學生」、1975 年「女

朋友」等電影，這些可以和文藝愛情類型有相當的血脈關係，但是以批判性的

呈現青少年生活的的電影則是徐進良，徐進良 1979 年的「拒絕聯考的小子」，

將這種片型帶入 80 年代的則是林清介系列的 1980 年「一個問題學生」、1981 年

「學生之愛」、1981 年「同班同學」、1982 年「畢業班」等作品；隨後在許多創

作者陸續的加入拍攝製作中，再與新電影的結合，一直持續到 90 年代，成為台

灣電影中重要的一支製作路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林清介的 1986 年「校

園檔案」、1987 年「校園青春樂」、1989 年「天下第一班」、1989 年的「青春派

對」等片外，還有 1983 年的「帶劍的小孩」、1984 年「小爸爸的天空」、1985

年的「國四英雄傳」、1986 年「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1987 年「白色醡漿

草」、1988 年「老師有問題」、1989 年「國中女生」等電影，這對些影片被一般

影評人批評為學生電影，不論是其在選取，或是創作調度處理，都是捨棄演員

而用非職業演員（或是次級演員），為求正確的詮釋現實人物的法則，都已經脫

離當時發展的其他類型的電影，而呈現一種新的電影風貌，因此可以受到重視

是台灣新電影的先驅。 

80 年代另外一個與青少年學生有關的片子的，類似於政治宣傳類型的軍事

教育片，一般稱為軍教片，這些影片最早可以推溯到農業教育電影公司（中影

的前身）出品的 1952 年的「軍中芳草」、1959 年的「飛虎將軍」，還有中製廠

1969 年的「壯志凌雲」、1975 年的「女兵日記」，但是確切建構 80 年代軍教片

範本的則是中影第 1978 年「黃埔軍魂」與中製廠 1979 年的「成功嶺上」兩部

賣座影片，延續對這兩部賣座影片的風格與技法，80 年代臺灣電影的公、民營

機構推出為數可觀的類似作品，例如 1980 年的「大地勇士」，1981 年的「超級

勇士」、1982 年「人肉戰車」、1981 年的「2 等兵」上、下集、1986 年「天降神

兵」、1987 年「大頭兵」、1987 年「報告班長」、1988 年「報告班長續集」，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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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90 年代「報告班長」第三集（1994 年）與 1996 年第四集，並且也依然活

躍於電影市場上。 

台灣的新電影可以歸結出是由國營電影製片廠所延伸出來的問題，3 大製

片廠與 80 年代初，一連串推出耗資龐大，明星陣容堅強的大製作，例如 1980

年的「大湖英烈」、1981 年的「辛亥雙十」、1981 年的「上行列車」、1981 年的

「海軍於我」、1991 年的「中國女兵」、1982 年「苦戀」、1928 年「龍的傳人」

等影片，這些影片依然是以民族主義及反共復國、追根朔源、建設台灣為題

材，但是並沒有得到社會的支持，同時更造成高額的虧損，當時中央電影公司

赤字高達 1 億元，這些電影現在有附加價值能夠在海外地區放映，配合的海外

的一些國慶假日，為僑胞僑社放映，但是其經濟回收，連番受到重大挫敗，使

得公營片廠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當時剛電影公司總經理名驥說明了公營片廠

在其中所佔的角色：我們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繼續加強執行中央政策：製片和

企業經營；中央有工作指示我們，一方面是政策製片，政策是本公司的基本任

務，如果我們不拍電影，或是不能配合中央文宣政策，以影片來擴大海內外的

文化宣傳效果，就沒有必要成立或存在，為政策製片能達成任務，而且有能力

製片，就必須企業經營，所以就是能賺錢，沒有錢就沒有能力執行政策製片，

我們工作重點是用來執行中央的政策製片和企業經營的工作方針。在這種既要

符合中央政策製片，要企業經營的回收成本的情勢下，1982 年先後中央電影公

司在規劃多方的製片政策時，以「小成本、低風險」成為 1 項投資重要的策

略，明驥指出：1、針對中共「西安事變」的歪曲事實，中影拍攝「戰爭前夕」

澄清謠言。2、針對中共統戰的 3 通四流，中影拍攝「皇天后土」、「苦戀」和

「歷史的答案」紀錄片，揭發中共真面目。3、針對台獨言論，中影拍攝尋根的

影片，如「香火」、「源」「大湖英烈」等。4、針對臺灣社會進步和變遷，中影

拍攝「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海灘上的一天」、「小爸爸的天空」等

影片。必須有小成本、低風險的投資策略針對臺灣社會進步的知識份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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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家政策宣導年輕人加入臺語影片的措施下，中影意外開啟一個聲勢浩大

的新電影風潮。 

1982 年中影首先推出四個年輕工作者指導「光陰的故事」，結果獲得各界

好評，接著再推出「小畢的故事」（1983），叫好又叫座，並且贏得數項金馬

獎，各界對於新電影的形式隨之產生，隨後 1983 年「兒子的大玩偶」、1983 年

「看海的日子」、1683 年「海灘上的一天」、1683 年「油麻菜子」等影片，得到

票房與評論的肯定，於是新電影風潮浮上檯面。但是當時中影在 1982 年起，對

於每部戲電影的投資始終是在 6 百萬到 8 百萬台幣之間，拍片計畫由審核到通

過長達 7、8 個月，甚至超過一年，中影的政策宣傳片的投資如 1982 年的「苦

戀」、1984 年的「戰爭前夕」、1986 年「823 砲戰」、1987 年「旗正飄飄」影片，

投資往往高過 3、4 千萬，而中製 1982 年的「血戰大 2 膽」、1983 年「最長的一

夜」、1986 年「日內瓦的黃昏」，及台製廠的 1983 年「大輪迴」與 1985 年「唐

山過台灣」的影片預算，不會低於 9 百萬，甚至超過更多，因此整體來看從

1982 年到 1989 年間，新電影的數量僅國產影片的 10 分之 1，如果再與全部國

語影片比較，則在 3％而已，拍攝數量可謂相當的少，而且這些電影還經常被

作為墊檔的犧牲品。 

新電影的內容對新的電影創作者來說，他們是在社會變動轉變的 30 年台灣

成長下，在臺灣電影長期政治與僵化的工業體制下，呈現一種逃避的現象，試

圖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上升到工業社會過程中的變化中，做程度的回顧，想找回

早期台灣電影失落已久的寫實影像，但是可能因為年紀輕，人生閱歷尚淺，他

們要回顧過去社會的種種，自然就會從自己的成長經驗中，或是近年文學中做

找尋素材，像是「成長經歷」或是「青少年時期生活寫照」便成為新電影最熱

中的題材，像 1983 年「小畢的故事」描述主角小畢剛踏入社會的成長歷程，

1983 年「竹劍少年」（1983 年）、「風櫃來的人」，1986 年「我兒漢生」等影片，

都是徬徨少年苦悶、叛逆型態地寫照，「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與「流浪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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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986 年）都是將一群學生由少年進入成人世界的友情變化，許多的新電

影作品直接取材於作者個人的經驗，充滿濃厚的自傳色彩，像是「童年往事」

（1985 年）是導演侯孝賢青少年時期在台灣南部的生活片段，「戀戀風城」

（1986 年）是編劇吳念真入伍前後片段經驗改變而成，1984 年「冬多的假期」

是編劇朱天文童年鄉間生活，1985 年「陽春老爸」是編劇余光中的家庭生活實

況。 

同樣新電影也將現代視野帶到當時社會的環境，來審視台灣發展或文化價

值與社會各階層的問題，1984 年「老莫的第二個春天」，是檢視老兵來臺的問

題，「青梅竹馬」、「恐怖分子」（1986 年）探討經濟成長或都市人際關係疏離，

1988 年「國四英雄傳」解析升學熱潮下畸形的教育問題，1987 年「失蹤人口」

是討論雛妓問題，1983 年「帶劍的小孩」討論兒童失蹤案件。 

台灣的影評界與文化界人士，幾乎很少對國語影片賦予關注及正面的評

價，但是當大眾媒介出現「新電影」名詞時，整個評論界立刻於熱烈的反應，

並毫不保留的給予肯定，許多這影評人所言，這是因為台灣中產階級的興起，

新興的中產階級在起源的電影中找到自己身份認同，因此影評人在新電影中推

波助瀾，努力去推銷，使新電影很快得到社會認知下重視，而他們也因此和所

謂的「舊電影」劃清界線。新電影的主要特色有 3 點：第一，早期電影製作者

的教育程度較以往為高，許多都是得到國外的文憑或具有高度度的知識分子，

這與過去師徒訓練不同。第二，新電影都是文學家參與創作，很多知名的小說

家，在鄉土文學上獲得到了社會認同之後，將內容轉變成電影的題材。第三，

這些創作者多半是 30 歲左右，正當於台灣在光復之後的經驗，因此他們經驗了

國片的在早期政策與商業抄襲的電影類型，企圖在一片商業影片之外，發展電

影風格與傳統電影不同的電影風貌。 

女性主義電影也是新電影另一個熱鬧的話題，整個新電影風潮裏，有些題

材與女性主義有關，可以說是出於素材上的興趣，但是焦雄屏在「台灣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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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書中說道：台灣面臨物質及價值觀的改變，傳統大家庭制度的崩潰，小家

庭林立，父權獨占及其瓦解，女性大量步入社會，因此女性藉由角色的轉變而

展現大出一種徬徨，台灣電影引用大量的文學小說的女性形象，嘗試為女性角

色被壓抑及其苦痛作註解，例如「玉卿嫂」、「殺夫」、「小畢的故事」、「看海的

日子」、「結婚」、「童年往事」、「桂花巷」等電影，也反應出女性在社會變化下

尋找新身分的努力。 

如「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油麻菜仔」、「我這樣過一生」；另外台灣

女性作家傾向提供文學素材，以廖輝英、蕭薔、李昂的作品最受歡迎，這些改

變的作品，多半主題集中在女性生活的難題，如外遇的電影「今夜微雨」、「不

歸路」、「我的愛」、「暗夜」、以及角色抉擇電影「我這樣過一生」、「暗夜」、「油

麻菜仔」，也將新電影帶到另外一個新的討論空間。 

許不了效應 

許不了的作品與本人在臺灣電影文化上有一些特殊的意義，臺灣電影的發

展脈絡中，最早是從 50、60 年代台語喜劇片開始，50 年代崛起台語喜劇片，如

「王哥柳哥遊台灣」等系列影片，模仿當時極受到歡迎的「勞箂與哈台」西片

的喜劇形式，同樣的，在 80 年代許不了的表演與朱延平導演，也仿效美國喜劇

演員卓別林影片，如「城市之光」、「孤兒流浪記」、「馬戲團」、「摩登時代」等

影片，台語喜劇類型到了 80 年代隨著台語片沒落而終結，台灣喜劇演員於是轉

入當時盛行電視媒體，其中以中國電視公司最多，許不了在 70 年在中視臺語戲

劇節目中發跡，表演風格化呈現台語片的傳統，加上原有雜耍表演的歷練，建

立其具有別具一格地表演方式。但是在電影 80 年代掌握媒體發言權的影評人

中，都抱著嗤之以鼻的態度，然而在台北市之外的中南部地區，許不了的電影

王國可以抵過新電影 3 到 4 部的檔期，形成南部戲院對電影的代表，維持一定

的電影院生機，台灣的影評界評論許不了「低下媚俗」，但是吳吳宇森則讚揚許

不了是臺灣電影的卓別林，因為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其對國內民主小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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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胸中怨氣，而許不了對台灣的小生命講出許多心中的話，因此他的時代的

產出頗多，創造所謂的「許不了時代」，成為研究台灣史、社會、經濟以及文化

現象非常重要的論述，從這許不了崛起，談及個台灣電影圈中的通俗文化的代

表人物是朱延平，他的電影當中主導是許不了為中心，並且結合當時的演藝人

員，如陶大偉、孫越、張小燕、楊惠姍、林青霞、胡茵夢等人，利用新年及寒

假的黃金檔期來擴大電影的賣座，1985 年 7 月許不少去逝，朱延平仍用同樣的

模式，捧紅當時的明星與偶像，例如成龍、劉德華、廖峻、澎澎、王傑等人，

一直到 90 年代（1990 年）的「異域」，1991 年「火燒島」，1992 年「五湖四

海」、1994 年的「新烏龍院」，1995 年的「號角響起」，仍是運用明星及煽情搞

笑的手法來烘托與包裝通俗的素材，其影片的生產型態也與台語片有的類似的

地方，影片一年有一定的生產量，一定的工作進度與預算控制，在觀眾的欣賞

層面上，拍片的放映地以都會以外的地區為中心，而朱延平的作品，除了在都

會區之外，也是鄉鎮型態電影院賴以為生的片源之 1。 

電影市場消失 

臺灣電影，具備工業型態的文化形式，承接其前期投機與泡沫式製片運

作，在跟風與濫製的生產製作方式下，隨著大眾選擇變多，及聲光設計精緻考

究的香港與美國好萊塢全面進入後，這些投機泡沫式的產品面臨嚴重的挑戰，

讓出 70％的市場，電影評論體系上的好評及國外影展的重視，但是對於國內電

影觀眾來說具有兩級化的看法，80 年代台北市十大賣座影片，香港出品影片達

到 70%以上，並且都是成龍、洪金寶、曾志偉、石天等人主演的喜劇動作片，

並且中期還有 1986 年的「英雄本色」電影，推出後掀起警匪槍戰影片，而在台

灣 30％的台灣電影中，除了少數的新電影類型之外，幾乎都是朱延平導演所主

導的喜劇笑鬧片，好萊塢出品影片在台灣的市場佔有率始終維持在 50%以上，

並且受到廣大觀眾的喜好，而台灣成為美國 15 大影片輸出國，隨著香港與好萊

塢電影的進入，台灣電影產量急遽衰退，而大陸探親、投資的開放，台灣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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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金轉移投資香港與大陸影片的攝製，到後來當成品銷到台灣市場，形成本

土製片業的一片蕭條，陷入空前的空洞化局面，1996 年台灣本土電影的產量只

有 18 部，尚不及 50 年代台語電影全盛時期一個半月的製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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