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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電影觀念 1 

 

第一章 電影觀念 

許多的行業失敗，因為他們的產品沒有符合真正消費者的需

要，或者是沒有適當的產品行銷，消費者可能不知道這個商品的存

在，而這種「存在」是他們需要的，可是因為沒有互相接觸，雙方

都沒有得到益處，在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產品的行銷益發重要，

行銷的地位甚於宣傳與販售，因此，電影的製作與行銷是關聯性的，

而這都是電影經營的一部分。  

電影的經營與行銷是指電影的經營、管理、發行銷售的相關活

動，這裡面牽涉電影的特質，及如何使電影的商業活動被視為社會

經濟活動的一部分，電影的特質如下：  

1.製作 電影需要周詳策劃，沒有公式可以讓一部電影一定賺

錢，所依靠的是創意，所以電影是創意性商品，注重專業分工，內

容的訴求與社會趨勢有關，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無所不包各種生活形

式，其中參酌人性分析，每部電影都代表一種文化特性，具有強烈

的說服企圖，但是在製作中卻都會意外頻傳，來考驗製作成員的毅

力、信心與專業知識。 

2.發行 電影發行需要看時機，並且選擇放映的環境，也必須配

合相關的電影商品的上市，發行分地區或是分不同的電子媒介。 

3.放映 放映的戲院具有封閉性，但是也因此產生立體的神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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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放映的舒適性與方便服務是重要的觀眾需求，新的數位電子媒

介放映是多元化與具有多場域差異性，但也提供電影更多的機會。 

4.行銷 注重相關的宣傳與特殊促銷活動，也需要配合相關商品

的市場促銷活動，需要周詳的市場調查配合，也需要行銷計畫去執

行。 

5.市場 電影是以賺錢為目的商品，賺錢代表多數觀眾的接受，

但是市場的不確定性，讓電影在市場上深具冒險性，但是電影市場

的定義廣泛，促使其生命週期無限延長。 

6.影響 電影的影響性來至兩方面，一方面是被影響，如電影被

財務、資金、製作人的素質、劇本內容、社會規範、媒體科技（盜

版）、社會風氣、競爭對手（其他電影）及電影分級政策所影響，而

另一方面，電影也影響個人言行與社會風氣。 

這六項特質使得電影成為需要投資財力、人力與物力的總合，

來促成一個電影的商品，這項經過製造的產品，被各種階層的社會

大眾解讀為不同的商品價值，而影響電影產業，形成各種不同興衰

的電影發展。 

壹、一般觀念 

1.電影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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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數不清的電影人在電影史上曇花一現般的出現，其出現的

原因是被電影的魅力所吸引，但是，要追究其凋零的原因，只因未

能窺見整體電影工業的全部條件，而消失於市場，如果想拍的電影

像星際大戰般，想在電影史上留名，或是想像喬治路卡斯(George 

Lucas)導演一樣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電影導演，那麼電影工業所需要

知道的複雜度，絕不會比蓋一座半導體晶圓廠來的容易，當然如果

只是想有個像路邊攤生意的電影規模話，那也是很容易達成的事

情，因此，這其間認知的差異就大的難以想像，關鍵性的重點是：

電影工作者如果想從事這行事業的話，如果僅只是創意人員，而沒

有一點市場觀念，也許就只憑一時心血來潮 可以完成一部電影，但

是那只是進入電影事業開始失敗的第一階段，如果不知道電影工業

的所有程序，而只會技術或只有資金，那就注定是一場賭博遊戲，

而不能稱之為電影事業。 

電影產業(Movie Business)是技術性、人性、商業性與技術性的

挑戰，另外，還要加上一點機會與運氣，但是在商業的模式與企業

投資的角度觀點上看，機會與運氣是電影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也就

是有最大的能力與在被限制的環境中，然後，就能有創新的機會產

生，這其中重要的關鍵是電影人自己對這個行業有多了解？這是電

影的基本觀念問題。  

2.電影市場流程  

很多電影人都不一定知道整個電影產業的輪廓，如此是不能成

為一個真正的電影產業的工作人員，理由是整個過程彼彼此事息息

相關，說明電影的經營與行銷，必先要知道經營甚麼？行銷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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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過程簡略說明如下（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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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期 

進行拍攝→進行影片沖印及轉拷電腦擋→試剪→補拍→ 

後製作期 

初剪接→音樂設計或編曲→特效與片頭設計攝影→錄音→混音→上字幕→
宣傳設計與廣告片完成→決定戲院映演對象→決定發行商→第一拷貝完成
→校正色彩等問題→第二拷貝完成→試映→觀眾意見調查與分析→修正拷
貝→ 

發行與映演期 

參加影展→大量印製拷貝→電影產品銷售→首輪戲院反應→宣傳策略調整
→授權付費媒體播映/PayTV→製作/發行光碟→其他電訊媒體授權→ 

結案及檢討 

財務、市場、劇情分析、觀眾反應之結果及檢討 

前製作期 

市場觀念與電影知識→市場研究→資金籌措與預算評估→劇本構思→選擇
劇作者→劇本大綱→劇本編寫→劇本使用權取得→選擇製片與導演→確定
製片預算→尋找演員→簽定主要演員→簽約相關工作人員及其他演員→保
險→場景搜尋→劇本分鏡→服裝道具與美工開始工作→彩排劇情→選擇拍
攝設備與沖印廠錄音室→電影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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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影產業的觀念  

電影產業發生的概念過程如下：電影製作的最先想法是創作者

(creators)，可能是小說作者、編劇者、導演或製片，或是任何提出

故事結構的人，因此電影創作發源於人，「人」因此是產業的核心，

其次當雛型電影想法形成一種文學形式(literary)時，不論是漫畫、小

說、散文、劇本，或其他寫出來的形式時，他就具有財產價值(property 

value)，這種價值一直延伸到電影發行上映之後依然存在，因此，誰

擁有它的版權就像擁有一個印鈔票的機器，依電影票房的成功程度

而決定，是印千元大鈔或百元大鈔的印鈔機，錢(money)在電影製作

過程中的每個角落流動，沒錢就沒法拍片製作，談到錢就是財務

(financing)問題，因為它是商業活動，因此需要有投資理財活動，這

項活動是關鍵，原因是需要法律、財經背景的專業介入，這種專業

觀念往往是電影成功或失敗的關鍵，擁有錢不一定能完成電影製

作，如果不能好好以管理經營(management)的觀念看這種攝製計畫，

可能不僅是讓電影本身票房慘敗，更可能讓電影公司破產，因此，

電影的經營（攝製計畫）與電影公司的管理經營（行政支援）是同

等重要，明顯可見的事實是，當今成功的美國大製片廠老闆的背景

都是商業、財經、法律或管理的背景，甚少是電影製作的背景，這

就說明電影的創意與管理是分開的。  

4.經營的活動  

所有介入電影攝製計畫的人、事、物、資金，都需要有合約

(deal)，證明彼此權利義務關係，甚麼人該做甚麼事？時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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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保障？演員、工作人員、發行商、映演公司、行銷公司等，

都需要落實文字約定，以保障電影從開始到進入市場的流暢，製作

(production)是進入電影戰場的先期動員，由於動員大規模人力、物

力、專業，其活動就像是戰爭宣戰前的準備工作，因此有人說，電

影攝製要有軍事化的邏輯規劃(military-style logistical planning)，所有

的細節、過程都要詳細計畫，沒有計畫的戰爭注定要失敗，電影產

業的慎重由此可知，當然如果不是專業也就不知道該如何計畫，那

就是常常有人拿電影業當作賭博業的講法，好電影要讓該看到的觀

眾看到（程予誠 1992），也就是電影宣傳與行銷的意義，完成電影

製作只是進行電影展場上的一半工作，除非觀眾願意買票，否則前

面的拍片工作是沒有意義的。 

5.行銷的意義  

電影就像一般的商品，需要消費者購買，電影的噩夢就從沒有

人買票開始，戲院發行(theatrical distribution)是電影公開的第一個環

節，是重要票房收入的開始，經由行銷與社會變數的考量，將觀眾

的愛、恨、情、仇編織成電影與消費者的金錢關係，成功或失敗往

往在電影院首映時就被決定，戲院映演(theatrical exhibition)是戲院經

營者將觀眾納入電影業發展的環節，也是最先和觀眾接觸的第一

線，最能得知觀眾的現場反應，其結果會形成電影市場中後續發展，

也就是深具影響力的人際傳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口語

傳播效應(oral communication effects)，家用錄影市場(home video 

market) 是電影的明日之星，而其市場價值也是由戲院票房來決定，

因此，電影行銷是將電影告知消費者的一種活動，是將電影商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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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最大市場價值的一種市場計畫。 

6.電影的商品特質 

電影由早期精神上的獲得（在戲院只能看，不能擁有），到目前

DVD 成為個人收藏，且各處可觀看的媒體產品(product)，改變長久

消費者與電影間的關係，影響所及，促使電影院放映的環境與設備

升級，使對觀眾看電影情緒的影響力提升；消費性產品(consumer 

products)的產生、設計與授權、運用，成為電影產業利潤的另一項來

源，此外，從片名、音樂、演員造型、道具等，都跟流行文化扯上

關係，而影響電影票房與其生命週期長短，當然，如果所有產品都

成功或部分成功的話，會和一部電影的票房收入有相輔相乘的效果。  

7.影展行銷 

國際間(international)的市場銷售幾乎是電影一半收入的來源，美

國如此，其他各國也都想效法，電影是全球性的產品，影展（見附

錄）也許是個不錯打知名度與交易的地方，但是這個護身符（影展

得獎）並不一定能說服消費觀眾去買票，電影製片者與電影公司花

了錢就想要知道利潤來源(revenue streams)，及賺自於何處？電影院

的票房只是市場銷售的初始，其後的國際間電視、衛星、網路、光

碟、電訊媒體，都是其收入的來源，花樣百出，不懂媒體行銷與媒

介科技發展的電影公司老闆或是導演與製片在電影市場上注定要吃

大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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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電影的未來 

最終要知道的是電影的未來發展(future development)，這一定要

從媒介科技著手，也就是最近電影學者的觀點，研究電影的未來一

定是從娛樂媒體研究(entertainment media study)開始，不光是電影可

以變成電動玩具、網路遊戲，更可以加強電影本身無窮的市場附加

價值，光知道如何拍電影的人，是在電影業中看別人成功與替別人

賺錢的人，由上面的了解，可以知道電影經營的複雜程度與專業性

要求。 

貳、商品觀念 

1.電影是需要被購買及普及的商品  

電影是一種內在意義被解讀的商品，同時，電影是需要許多人

來支持其意義並且來購買的一種商品，但是不幸的是它被「選擇」

購買，因為觀眾有自己的選擇考慮，但是它需要許多觀眾來分攤成

本，如果消費者選擇不多，製片投資就無法回收，也就沒有下一部

電影的資本；由於數位科技發展使得它的品質不斷改善的同時，普

及的速度也加快；電影利用數位科技在擬真與說服上超過前人的想

像，因此其產生的吸引力是強化購買的主要動機，數位化(digitalized)

電影製作不光是在後製作階段，而其產品的數位化也能增加電影的

普及，從 DVD 到網路付費電影的選擇，給未來電影快速普及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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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貨能力。 

2.電影是計畫性商品  

電影在發明初期的工業時代中是中產階級的娛樂，現在變成年

輕人及上班族的最愛，它是一種必要的社交活動，它的受歡迎程度

可以反映出社會趨勢，乃至於全球趨勢，而這些全球趨勢網掌握在

美國大製片廠、大電影公司手中，隨著電影的發行，充斥著相關的

錄影帶、光碟、小說故事、音樂、電動遊戲、玩具，和其他數不清

的商業產品，電影因此本身在現今媒體世界中是娛樂「原形」產品

(prototype product)，但也造成它自己的危機，投資要更大，風險也

更大，在這樣普遍性的媒體市場全面進攻的行銷策略中，無怪乎有

人說其投機性及風險性是高的難以想像，它需要觀眾的垂憐，但是

如果沒有精密的計畫，這種商品是不會成功的。 

3.電影是競爭型商品 

電影的另一個考驗是面臨其他娛樂業的競爭，電影觀眾很早以

前就有人說觀眾是「多頭觀眾」，他們的興趣是難以掌握的，要想拍

一部觀眾選看的電影似乎不那麼容易，現在是更加困難，因為其他

休閒活動都吸引潛在觀眾的注意力，例如戶外休閒活動的登山、烤

肉、滑水、游泳等，而室內的活動更多，電動遊戲、網路活動、看

電視、看錄影帶或 DVD，尤其有線電視的各個電影台及其他數十台

類型不同節目的選擇，這都是電影面臨更大挑戰的原因，很多人都

聽過，一些電影是可以等到在電視台播放再看，或是只值得在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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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租售店中租看，因此要把觀眾從家中舒服沙發的屁股移到電影院

中，似乎更難，因此電影是否值的票價？其實牽涉到市場異類競爭

的問題。 

人一天的時間只有 24 小時，除了必要的吃飯睡覺，其他時間有

限，時間被分割成很小的單位，但是去電影院看電影往往除了電影

本身的 2 小時外，加上來回交通時間，其實看電影活動是絕不止兩

小時，因此如果沒有絕對的理由，去電影院只有相對比較上的考量，

比較與其他戶外活動的花費，更讓潛在觀眾計較其商業價值。 

 

 

4.電影是容易被遺忘的商品  

一部電影在市場上淘汰的速度很快，當新電影出現的時候，消

費者的注意力又被新電影的宣傳吸引，因此電影新鮮度是十分容易

消失的，除非成為經典電影或成為電影研究的對象，好的電影可以

在市場上放映達個數月之久，一般電影只能維持 2 星期到一個月，

較差的電影可能只有幾天而已，就被片商換下來，像這種爛片為甚

麼還會被拍，其實這往往是大製片公司的市場策略，容後面再述。  

5.電影是九命怪貓型商品  

電影在電影院消失之後未嘗不好，因為其他媒體管道可以是其

賺錢的地方，電影變成 DVD、電視節目、飛機上電影、郵輪上電影、

圖書館蒐藏品，這些都是電影重見市面的地方，耐心的觀眾會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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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地方看電影，此外，電影在片商的安排中被「套裝」的販售給

電視台、衛星電視、有線電視，於是電影有有數不盡的重返生機機

會，一部不錯的電影是很難從市場消失的。 

6.電影院的穩定地位  

票房收入是電影可看性指標，許多影評是看首映當天收入或是

第一週票房，但是越來越多電影業者要看第二週的票房紀錄，因為

口語傳播的威力所致，第二週往往可以衡量出電影的票房潛力，美

國許多電影如此，台灣也是如此，第一週的票房不準，也許會越映

越好，但是電影的收益是往往是看往後幾週的票房，在戲院收入部

份，在美國前幾週的收入往往是填補行銷及發行的費用，也就是幾

乎電影公司前幾週票房收入的 90%是沒利潤的，但是，之後幾週及

錄影市場、電視節目市場的收入就可觀了。 

7.電影商品的私有與公開  

美國製片界發現，錄影帶與 DVD、VCD 市場是電影未來利潤的

主要來源，電影經過六個月電影放映期，之後就是錄影市場發行，

如此，發行公司能夠享受較長久的電影生命利潤，美國電影《神鬼

傳奇》(Mummy)於電影首映的同時推出 DVD，結果其 DVD 的收入

超該週票房收入，改寫電影票房史，於是許多電影製片與發行商考

慮與首映同時推出 DVD，其最大的改變是，原來只看電影的精神滿

足，變成可以擁有自己喜愛電影(owned by consumers)，而且可以重

複在家放映，DVD 放映機(DVD Player)的普及也是家電器業者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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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製片廠的聯合行銷策略，促進了私有與小規模公開的可能性，造

成另一波的市場價值。 

電影的市場營收策略其實有公式可循，從最早的電影院，到付

費電視市場(Pay-TV)，免付費電視市場(free-TV)，有一定的時程，依

據發行授權約定，電影可以先到電視網 (network broadcast 

television)，或是基本頻道的有線電視網(basic cable network)，或是

聯播網，或是電視台的電影片庫，這其間可以是單賣，也可以是套

裝賣或批賣，這可以是電視台的「計次播出」或是以年為限制單位

的「時限播出」，當約定達成之後，電影又可以以另外方式來賣給電

視台，當電影被曝光的次數增加之後，其價值會漸減，然後又與其

他新電影一起賣，又重新一個生命週期，一些受歡迎的明星或電影

可以在電視播映中歷久不衰，台灣電影市場中的「周星馳電影」電

視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8.電影商品的全球觀點  

電影的另一行銷管道是以「國」或「全球區域」劃分的市場，

可以是以國為單位，例如賣給台灣市場或是日本市場，不論是電影

院首映或是電視台首映，都是不同授權價格，區域的行銷可以是以

衛星電視的訊號涵蓋範圍(foot-print)來確定其授權金額，所以，電影

的全球性格是應該在製片時予以考慮，其影片特色能發展出國際行

銷特質，以促進市場行銷，綜觀所有為觀眾為基礎的市場販售活動，

都說明電影從構想開始時就已經注定了其商品特質的命運。 

參、專業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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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影的專業性 

電影所牽涉的過程可以分為「創意過程」與「投資過程」：(1) 創

意過程為劇作(writing)、製作(production)、行銷(marketing)；(2) 投

資過程為財務(financing)、經營(management)、行銷(marketing)、發

行(distribution)、映演(exhibition)，所牽涉的專業知識包括法律的簽

約(dealmaking)、產權(property)釐清、創作者(creator)專業技術及能

力、財務的資金(money)調度、經營(management)能力、行銷(marketing)

之市場分析、利潤來源(revenue streams)分析、戲院發行(theatrical 

distribution)、戲院映演(theatrical exhibition)、家庭錄影(home video)

的市場調查、消費性商品(consumer products)的市場企劃、國際市場

(international)開發、電影未來(future)的規劃能力，十二種電影必然的

專業知識，這讓我們知道，電影產業其實是一門很專業商業投資學

問（見附錄六）。  

2.電影是生意電影 

電影製作之初就是為了賺錢，賺錢就表示觀眾多，表示受歡迎

的程度，這是所有電影人的榮耀，所以賺錢的努力不是錯誤的目標。 

電影所謂的「生意」就如同其他商業行為，製造中包含研究、

發展、製造部門，發行商就如同產品的大盤商與零售商，但是唯一

不同的是，沒有一個產品會花上千萬美金或台幣，只為了一個故事

的觀眾記憶想法就去投資，同時又不確定消費者會購買，同時大部

分的產品都可以買回家，但是電影卻只是買回家一個回憶的心情故

事，因此這個產業是創造人們的夢境，如同夢般的真實，所以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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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業為夢工廠(Dream Factory)，沒有人喜歡惡夢，這就是電影業的秘

訣，美國知名導演喬治路卡司（George Lucas）與史提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深得其中的奧秘。 

拍電影是種生意，這和許多人的認知有衝突，高談電影是文化、

藝術、社會產業的人在台灣社會中大有人在，更甚的是政府認為是

外交產品，這類知識份子與精英主義者所探討的是一個空洞的學術

領域，它應該與實際電影商業價值合併觀察，美國東岸的文化性電

影與西岸的商業電影有認知上差異，而中部的芝加哥電影是藝術電

影中心，這些是眾所皆知的電影人才匯聚的地方，創意者反對生意

取向，藝術者反對商業取向，這是很正常的事，但正確的是應結合

所有取向，而讓電影工作者更開放的面對周圍世界。 

百年來電影發展沒有產製秘方，但是產生許多模式(patterns)，

這些都在電影史上留下痕跡，當一種模式產生，一系列的電影出現

於市場，於是觀眾蜂湧而現，但不久觀眾又消聲匿跡，要保證觀眾

出現所要的不是陳腔濫調，而是創意產品，品牌是電影中可以支撐

的象徵，與消費性商品一樣，名牌服飾與化妝品就是有人購買，不

管多麼昂貴，因此為了保證票房，大製片廠就高薪找明星參與，這

種鼓勵的措施形成電影在大製片場間的競爭成本越來越高，同樣獨

立製片也想效法。  

美國電影業早期製片、發行、映演都是一個公司獨攬，到了 1940

年代，美國司法部認為這種獨霸市場的行為有損自由競爭，強迫分

割，台灣早期的中央電影公司與學者電影公司也都不但拍片，且有

自己的院線，在好片與爛片交錯中卻也能創造一定市場利潤，院線

分離的優點是讓獨立製片公司有戲院可以放映，在近 40 年的市場變

化後，美國重新允許電影公司投資電影院線，想刺激電影產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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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 

要從電影產製中找出其賣座原因是很容易，但是同樣的方式在

一次重複卻不見得成功，因為不確定性(uncertainties)存在於每部電影

的生產與行銷中，那到底電影的生意要如何進行呢？無庸置疑的

是，電影是個合作的產品，在不同組合的合作中，每個經驗都是獨

特的，因此沒有清楚與快速的公式可循，財務是最大的挑戰，許多

的投資都認為市場是可以被接受的，關鍵性的決定是源自於創意者

的跳躍式思考，成功者卻是來自於融合創意與生意的本質，種種判

斷是根據許多條件的關係與及特質而成型，由於企劃到拍片完成需

要一段時間，因此很難預期觀眾的傾向，如果要有利潤，其實電影

市場是有遊戲規則的，這牽涉到觀眾所有的選擇考慮權與社會趨勢

的影響。 

3.電影產業的潛力 

電影的產業很難用一般商人的眼光分析，它很難以分析報表來

預測下次的銷售，它與創意和機緣有關，每一次新的製作都是新的

挑戰，電影製作者摻雜著貪婪、野心、與個人意識的企圖，想在誘

惑觀眾下得到自己存在價值的認同，同時得到財富，它是純然的娛

樂產業，但是包含許多社會正義與價值的闡述，許多勇於冒險及具

有上述人格特質的人，都想加入這種當前最具影響力與最具商業規

模的產業，像是 70 年代電影史上的《大白鯊》(Jaws)與《星際大戰》

(Star Wars)電影的音樂、書籍、玩具、錄影商品形成完整的產業結構；

《星際大戰》由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於 1977 年製作與發行，這麼

多年來不斷的被重複播映，除了播映權利金之外的書籍、音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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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還在賺錢，當電訊科技尚且不斷進步之際，《星際大戰》的所有

商品類目還可以繼續賣錢，電影的這種不可預知性與龐大的商機，

使得早期資金籌募的困窘與後來預測收益形成一種商業冒險特質，

《星際大戰》對電影產業的衝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 

4.電影產業的生態 

電影的歷史才過一百年，但是在現代卻能影響人們的行為、思

想、文化，乃至於政治、經濟，其發展遠超過剛發明時的單純影像

的記錄與重複放映，它已從原來五分錢票價變成全球媒體經濟的要

角，抓住的不光是觀眾的眼光，同時也吸引有野心的商人，當觀眾

在戲院中體驗生活中的想像力與生命力的刺激時，它其實以一種簡

單的故事結構，但在一種全黑的催眠與說服的放映環境中，說明某

種生命教育，它已不是聽故事而已，而是各種經由創造力所延伸的

故事架構，讓人經驗生命中的喜怒哀樂種種挑戰，這種重要的電影

發展現象，為了要讓觀眾值回票價，它更需要專家的知識 經驗的包

裝，結合一流財經人員，形成一個完整的電影業生態、軍事化的組

織與效率、經濟性的市場價值要求、藝術性的心理審美滿足、社會

性的生活應用與預言，這就是電影產業。 

本章提要 

1.電影的製作過程 



18 行銷電影 Marketing Movies 

 

2.電影的生意特質 

3.電影中的專業項目 

4.電影的全球性特質 

5.什麼是電影生態？ 

討論問題 

1.電影《星際大戰》的成功代表了電影產業哪方面的成就？ 

2.電影和藝術、文化、教育、經濟方面的關係如何？ 

3.如果說電影產製有秘方，那是什麼？ 

個案研究 

1.吳宇森的電影為何可以進軍國際市場？ 

2.史提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有哪些電影是賺錢的？哪些是

不賺錢的？理由何在？ 

3.伍迪艾倫(Woody Alley)的電影為何受美國觀眾歡迎？但是其

他國家卻不一定歡迎？理由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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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經營與管理 

經營是指透過行動，使人們能完成有意義的工作，管理則是經

由某種約束，將所處理的工作能達到有條理的目的，其兩者的區別

是，經營的觀念是促使有關工作人員經由財力與物力的限制條件

下，做完有意義的工作；而管理則是在經營的情形下，不但完成工

作，而且還要有效率與目的的有條不紊的完成工作，一切以完成最

先計畫的目的，且能達到設計的目標，這就是經營與管理不可分割

的關係。 

電影的經營管理的理由有四點：賺錢、效果、效率、品質。 

賺錢 是指對電影的投資可以回收，也代表觀眾的接受，能賺

錢的電影表示電影被多數的觀眾接受，不能賺錢的電影表示觀眾無

法接受製作的表現。 

效果 表示電影的內容能影響觀眾的情緒，這種情緒是正面的

表達一種對內容的感受，而這種感受會影響觀眾下次購票的決定。  

效率 是指製作的過程依照計畫完成，沒有更改進度或是增加

預算的情形發生，或是其他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出現。 

品質 是指電影在影像、聲音的技術性達到要求，演出人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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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技適當的表現，以及其他能表現工作人員專業品質的一切付出。 

透過一種經營與管理的機制，就能達到上述的四個要求，簡單

的說，經營方法要制度化與商業化，管理方法要效率化與系統化，

而經營管理的對象是電影商上、中、下游產業相關公司及個人，相

關的公司包括製作與企劃公司、行銷公司、放映戲院與錄影產品商

店，有關的有線電視公司及衛星電視公司及網路影視公司都有所牽

連，這其中可以分析的是製作管理、財務、發行、映演、行銷。 

具體分類，電影的經營管理談的是三種類別： 

(1)一種是指電影的製作過程的要求，也就是電影本身由設計到

攝製完成的過程，談電影工作人員的工作、責任、工作態度，

經由某種製片的規約與控制，使電影能於預期時間中完成預

期的影片，隨後能在電影院中放映電影，這牽涉到工作人員

的專業、責任、工作過程、與計畫過程中的管理機制，這樣

的電影片的經營管理分別由製片(producer) 與導演(director)

來負責；  

(2)一種是指電影公司的經營與管理，電影公司負責人如何能讓

所攝製的電影完成預期的要求，並且得到市場認同的票房價

值，這其中所明顯指出的是電影的資金調度、財務管理、行

銷企劃與策略、市場研究等工作，上述兩種的經營與管理是

相輔相乘，也就是沒有成功的電影攝製計畫的完成，也就沒

有成功的電影公司存在，沒有電影公司的經營策略與管理效

能，就沒有可能有成功的電影被拍攝完成，兩者是互相依存

的關係； 

(3)一種是指電影產業中所不可欠缺的專業人員或公司，包括經

紀公司或經紀人，以及有關的法律事務的專門人員，下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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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予以說明。 

 

壹、電影製作中的經營與管理（製片＆導演） 

一部電影的核心人物，除了編劇之外，就是導演(Director) 與製

片(Producer)，導演負責將劇本內容付之於電影影像與聲音的所有工

作，也就是詮釋劇本成為虛擬電影的主要負責人；製片是協助、支

援導演的所有需求，以完成電影攝製過程中的財務、行政、宣傳、

雜事的各種需要，他們的工作基本上是互向尊重、互相體諒的工作，

製片尊重導演所需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的要求，所有拍片有關的衣、

食、住、行的事項，皆由製片負責，導演尊重製片在預算上的限制、

在拍片時程上的要求，以及其他種種配合公司政策下的要求，所以

彼此的工作是合作加某種程度的妥協，但是彼此專業的工作是非常

清楚的被劃分。 

一、製片人 (Producer) 

電影百年發展至今，最大的差別是工作者要具備法律與財經背

景，尤其是製片的工作，製片是要支援拍片的所有後勤人員、物資、

財力給導演，促成電影成功完成，同時要兼顧未來市場發行的可能

性，因為會面對許多人，所以其管理與領導的能力除了來自專業知

識之外，另外就是個人的行事風格、個性、與態度，盡量將個人的

弱點壓縮，然後請助理協助個人不足之事，個人化的處理方式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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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個人風格的製片模式，這對尋求外界認同有關係，電影字幕往

往出現某某人出品之影片，就往往代表某某人在業界聲譽與能力。  

製片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完成影片，因此如何以最小的風險、最

少的成本或低於成本預算，都是製片的主要工作，他必須會選導演、

演員、各部門的負責人，落實於其責任，他會與導演一同安排進度，

至於如何進行，則視個別影片規模情況而定，基本上是個非常複雜

與狀況連連的過程，很難有規矩可循，但是可以有以下的原則： 

(1)不要將完成日期定的太緊張，否則壓力一大，工作人員問題

就發生。 

(2)不要相信某某大牌明星或工作人員，否則所有的安排都是順

著大牌意願，所有工作似乎都有可能改變。 

(3)在確定拍攝場所之前，不要先確定預算，一定要與導演及場

面設計(production designer)共同看完確定後提出整體預算。 

(4)前製作業期(pre-production)寧可多花時間與預算，那在拍攝時

就會減少一份風險與時間，不完備的計畫總是帶來額外的開

銷，增加成本壓力。 

(5)訂定預算不要欺騙自己，總是想迎合公司或投資人的財力，

定下委屈的預算將來自己要得到惡果，而別人也不會同情。 

(6)要堅持預算中的某些項目，例如人員保險、醫療、火災險等，

以免意外發生而影響整個拍片計畫，越大的製作，越有可能

產生大災難；而問題往往發生在不可想像的來源。 

(7)將一些可能較不重要或有可能刪除不要的拍攝項目列在最後

幾天，因為如此可以節省時間與經費。 

(8)拍攝的第一週前幾天，盡量不要拍重要的戲，因為那時工作

人員默契與情感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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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每週重要的戲盡量在星期三、星期四、及星期五，因為只有

這幾天工作人員情緒正常。 

(10)與導演建立合作關係，但是在第一週要評估導演的風格、藝

術能力、及進度安排，都是憑直覺做判斷，與導演面對問題

要即時解決調整，但也因此會延誤時程，但也必須如此。 

(11)在前置作業期間，不妨出些狀況，觀察導演處理方式，以決

定是否可以合作。 

(12)除非與導演建立互信，否則就要另找導演人選。 

(13)拍攝中發生危機是正常，要有危機處理方法應變，沒有電影

拍攝中沒有危機，危機就是轉機。 

(14)要經常出現在拍攝場所，讓工作人員知道被關切，同時盡量

與工作人員共進午餐，尤其重要工作人員，如導演、演員。 

(15)製片組的核心人員包財務、會計、製片經理 (Production 

Manager)、製片助理等，都必須能幫助製片解決及監督影片

的進度與預算。 

(16)如果第一週就出現延誤進度，一定要與導演共商，及早調整

拍片時程表。 

(17)最好能在實景中拍攝，最好讓工作人員居住在實景附近，以

免每天交通浪費時間。 

(18)如果是有國外場景，當預算出來時，就立刻換成當地幣值，

以免因匯率變動而損失。 

(19)盡量與所有工作人員有暢通溝通管道，這樣彼此間就有彈性

挑整的空間。 

(20)製片有責任讓所有工作人員保持高昂工作情緒，因此不要輕

易加班，或有不合理的工作安排，預算中應有休閒娛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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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作人員生日應有小禮物，讓所有人員像一個大家庭。 

(21)在預算許可下，最好有多餘人員安排以解決意外人員需求，

時間是金錢，一切都是希望時間能節省，就是節省成本。 

(22)拍攝有數週之久時，每一週都要有週進度報表，不光是記錄

要求，同時可以掌握預算消耗。 

(23)與電影公司經常電話溝通，了解彼此態度。  

(24)拍攝後的膠捲，可視情況讓公司觀看，但是易於產生誤會，

公司如果對拍攝品質或內容有疑問，製片也可在尚未離開之

前補拍，以免離開後再來補拍就不可能了。 

(25)讓剪接師與導演有互信的基礎，拍攝中同時進行剪接，剪接

師的聘用應與導演無關，如此剪接師才會對拍攝的影片講真

話。 

(26)作曲可以在影片籌拍時就可以介入討論。 

(27)後製作的剪接、錄音地點要在居住附近，方便監督。 

(28)要留一些預算在試映(preview)之後可以補拍之用。 

(29)試映觀眾的挑選非常重要，試映可以是為完成影片準備，也

可以是為行銷市場的測試，前者是為了找出影片的優缺點，

後者則是為行銷策略考慮。 

(30)尊重行銷總監(Marketing Executive)決定，配合預告片、文宣

印刷、發行時間、戲院上映時間。 

所有的工作都希望電影能賣座，如果賣座相反，身為製片也無

能為力，也許可以重新定位影片，包括重剪廣告片及調整發行策略，

這些就是製片的工作，其他尚有一些主要工作人員，包括 Line 

Producer，其工作主要在於許多創意表現時能做節省的決定，同時簽

支票，提醒工作人員責任與規範，並與次一階層(below-the-line)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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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協調，如場地經理 (location manager)、場面設計 (production 

designer)、道具製造 (prop manufacturers)、服裝設計  (costume 

designers)等。 

 

二、導演(Director) 

決定導演被聘僱的第一句話是：你認為這場戲要花多少錢？ 

導演的工作是個花錢的職務，不光是實際執行構想成產品的過

程中，同時每一分鐘都在花錢，也同時希望能賺錢，在此，導演的

藝術及技術能力不談，其他還有許多事是他該做的工作： 

(1)導演要去發覺故事，而故事可能的來源是各種媒介與機會，

也許畫廊、書店、音樂會，都是有可能的地方，最先出現的

是「點子」。 

(2)尋找一個適合的編劇，希望能將導演的「點子」形成視覺化

的人物與世界。 

(3)與編劇一起完成一個 4～5 頁的故事大綱(draft screenplay)，然

後開始劇本編寫。 

(4)劇本編寫之間，不斷逐場與編劇討論角色與對話，通常導演

要與編劇有密切的合作完成會有 100 多頁的劇本，合作來自

於彼此個性與工作習慣的一致。 

(5)導演與編劇的默契來自於相互的直覺與專業尊重，其中會逐

頁討論節奏、 主題、細部的問題，藉以澄清故事合理性。 

(6)導演要最後將劇本打字，只有自己的逐自打字，才能記住吸

收劇情與發現其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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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完成的劇本要找經紀人推銷，找對經紀人很重要，不只促成

影片簽約，同時可提振士氣。 

(8)經濟節省考慮是導演的主要任務，任何增加預算的結果，都

會直接影響其以後繼續被考慮當導演的機會。 

(9)如果導演在很多場合說要試一試，這就表示將會有浪費的可

能，美國好萊塢每天拍片花費約台幣 500 萬，通常是 60 天的

計畫，多一天時間，花費就相對增加。 

(10)許多時候導演要靠直覺作判斷，花錢多少的效果如何分別？

只有靠專業直覺與盡量節省為原則。 

(11)一旦前製作業開始，主要任務是完成劇本確定、預算、時程

表、演員、場地搜尋，然後才能定出預算。 

(12)在逐場分析中，有幾個重要問題都與預算有關：(A)需要花

多少天拍攝？(B)場景用租或建造？(C)用實景還是攝影棚

景？(D)需要多少臨時演員？(E)生活花費要多少？(F)需要

大規模工作人員嗎？(G)有多少鏡頭在那邊？(H)需要多少

組攝影人員？其間留一些室內戲待拍，以防室外戲時下雨時

可以轉移場地，而不浪費時間。 

(13)增加大牌明星會同時增加化妝、髮型設計、秘書、安全人員、

交通安排費用，是一連串費用的開始。 

(14)拍攝進度計畫是根據劇本逐頁分析而來，有一定次序，但依

實際、經濟等考量，進度計畫將是折衷的不連續、分開拍攝。 

(15)如果是兩個月的拍攝，依人員及設備的租賃費用，將會考慮

集中必要人員與設備於一段時間，其他則以節省方式減少人

員與設備，拍攝計畫一定要符合預算條件。 

(16)工作人員的選擇是非常重要，不光是其創意與專業能力，另



第二章 經營與管理 27 

 

外是其節省時間的考慮（慢動作的人不被考慮），考慮背景

為：(a)曾經做過甚麼工作？(b)個性如何？(c)動作是否熟

練？(d)能否和其他人相處? 

(17)要長時間和攝影師討論所有技術上問題，如光圈、速度、燈

光、顏色、焦距等，同時也討論氣氛、情緒效果，有必要時，

某些戲可以拍攝不同攝影處理。 

(18)場景選擇有幾點考慮：考慮太陽與位置的關係，可選東或西

的方向，因太陽移動會明顯影響光線；注意季節的變換；注

意是否有足夠的停車空間？是否足夠安靜？是否在不同時

間有飛機在頭上飛過？或是交通的噪音在附近？許多的場

地都是在原先創意設計與現實困難下的折衷方案，所以要在

拍攝前再確定。 

(19)正式拍攝之前要有排戲準備，與演員的關係有三種選擇：(a)

用說服與技巧讓演員信服；(b)綜合自己與有主見的演員意

見；(c)開除演員。 

(20)拍攝時決定與甚麼工作人員站在一起，通常是攝影師、副導

(Assistant Director) 或是場記(Script Supervisor)，場記的工

作很重要，要對照自己畫的拍攝表(shot list)。 

(21)拍片的兩種態度：一種是將之前計畫與排練的用攝影機紀錄

下來，一切依計畫處理，導演不必過分參與，例如導演希區

考克(Hitchcock)；一種是實際在控制拍片現場，可以有新的

想法，或是看是否有遺漏之處，注意觀察現場情形。 

(22)要假設天氣將會造成可預知的危機，除了影響進度之外，更

影響預算成本，這是為什麼許多電影寧願在大型攝影棚中搭

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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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選擇工作人的的條件是其是否有專業能力及可以相處的個

性，到演要維持片場和諧的互信，這樣如果有緊張與壓力的

工作時，大家也都對導演有信心處理。 

(24)合理的生活習慣及養成均衡的營養是這項軍事行動的根本

對應之道。 

(25)有千百種問題會是導致進度落後，需要常識及創意去解決問

題，例如主角生病，就可以先拍其他人的戲。或是請臨時人

員穿上主角衣服，用遠景拍攝方式，然後事後在找機會配主

角的 OS（非對嘴對話），因為遠景不見的看清楚主角臉孔，

因此使進度順利進行。 

(26)對於管理或製片的建議，應尋求禮貌上及立場上的一致接

受，一切是以節省經費為考量，有必要將請編劇修改劇本，

以配合進度。 

(27)最好每天晚上能察看當天拍攝的內容，有必要時也可與剪接

師一同工作，看是否有所遺漏或接續問題。 

(28)導演要知道每場戲「誰是主角?」，誰的臉應出現在對話中？

應有多少時間在他們的反應鏡頭中？開始的時候應該是演

員臉部特寫入鏡？還是場景、物？還是雙人鏡頭？或是全景

鏡頭? 

(29)當大部分的鏡頭拍完時，觀察其呈現的韻律與敘事清晰程

度，可以將 OK 鏡頭接起來(粗剪)，看敘事上是否要調動場

次？是否該多拍幾個特寫鏡頭等？ 

(30)整體電影要考慮形式(shape)與韻律(rhythm)，因此，對於長

度或鏡頭的取捨要清楚明白，有必要時，用臨時音樂來試一

試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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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音樂的選擇要考慮音樂的質感(texture)，同時是否要能對情

緒有幫助？要明快或是沉重的感覺? 

(32)預告片(trailer)往往是在混音與拍攝片頭字幕時就進行，以配

合其他的宣傳活動。 

(33)效果聲與背景聲對戲劇的情緒有相同於音樂的效果，效果聲

可以做戲劇的暗示之用，是否要加迴音(ach)處理？另外也

要知道拍片時同一場戲早上與下午的空間感及背景音及噪

音都會不同，要小心處理。 

(34)採用交響樂作曲來配樂，有另外許多程序與考慮。 

(35)混音階段時，用立體(stereo)聲道處理或加環場(surround)音

響處理，前後左右聲音處理要考慮觀眾的感受。 

(36)印片時要與攝影師一同到印片廠調光，對於顏色的冷暖色系

與畫質的明暗要有所選擇。 

(37)剪接之前影片轉拷成錄影帶(Telecine)，有兩種方式：一種是

由底片(negative films)拷貝，一種是由正片(positive color 

print)拷貝，任何一種轉拷都要先試試顏色，這個過程可以

修改掉許多拍攝上的問題。 

(38)配合行銷總監(Marketing Executive)的試映活動，首要活動是

剪出預告片，預告片要先知道電影設定的觀眾階層，否則試

映觀眾選擇不對，就有可能會造成不利的宣傳。 

(39)預告片往往摘選片中的高潮戲，但是全部預告片如果給觀眾

錯誤印象，來的觀眾不是原先設計的觀眾群，那問題就嚴重

了，口耳相傳就會造成票房失利。  

(40)導演有時候必須旅行世界，為自己的電影作宣傳，以開拓國

外市場，電影《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百分之六十五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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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來自於國外。 

(41)與國外演員合作演出，能容易將影片推銷到他的國家中，這

是電影全球行銷的一慣技倆。 

(42)對於國外市場，上對話字幕(subtitles)比重新配當地語言

(dubbing)來的容易，有時導演也要參與翻譯工作。 

(43)科技會改變電影的製作、發行與映演的方式，及其收入來

源，導演應密切觀察電影科技的發展。 

家用數位錄攝映機(home Digital Video camera, DV)促成許多年

輕人對電影的喜愛與參與，Internet 網路促成其放映與宣傳，展望未

來電影導演的競爭將會有更多年輕人介入，電影導演的工作將與其

自身的實力與市場經驗為考量，以參與競爭，創意與經驗、及拍片

臨場反應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貳、電影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經營者） 

電影公司經常面對的問題是電影計畫的進行，其中需要作許多

的決定去執行計畫，一個電影公司的經營者要面對自己與周圍環境

變化的挑戰，因此有一些分析要進行解讀，以讓電影順利達到預期

目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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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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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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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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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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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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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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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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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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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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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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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經營者願意一試，有些則願

意腳踏實地的製作一般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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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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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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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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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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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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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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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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電影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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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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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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電影公司的管理機制  

電影公司有例行性業務，及特殊管理業務需要知道： 

一、電影的資金管理 

這是定義電影公司的總收入來源，及可發生的實際純益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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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製片資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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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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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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貨幣資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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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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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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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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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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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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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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運用各種付款方式，或分期、分年，來分析純益比，可以是合

製夥伴（分帳採 66/33、75/25、60/40），或是約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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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股權，可以是電影版權或是公司股權。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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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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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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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公司如果有簽約的

明星，也同樣是一向無形的資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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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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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自製外包發行。 

二、電影的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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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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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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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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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電影財務預測： 

工作：資金預測、費用預測、利潤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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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行銷電影 Marketing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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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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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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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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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質性分析法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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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電影的發行管理 

電影的發行實際考慮有下列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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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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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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發行協定的簽定： 

a.標準發行費（抽成或包括廣告、拷貝）：總戲院收入的

30%-35%。 

b.固定費用協定：50%/50% 

8.家用錄影帶(Home Video)的發行，含 DVD 或 VCD：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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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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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錄四）。 

c.電影通常於三到六個月到國外發行。 

d.錄影市場如何與製片及公司分帳？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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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電影的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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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節省製片成本，同時能增加市場機會，有下列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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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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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電影商品的市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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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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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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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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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全球市場管理 

全球資源與關係的介入是以全球的觀點看電影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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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美國最大市場的原因是生活指數高、著作權觀念健全、

高價發行，但是電影品質要夠好、有大明星。  

4.國際合作有國際發行優勢，但國際觀的製作必須有製作上的條

件配合，例如情節、場景、文化特殊性等等，這是發行與映

演的經濟學。 

七、電影價格管理  

電影是精神性產品，因此其價值分「有形」與「無形」兩種。  

有形價格是指電影價格公式，電影有形價值等於以消耗的資金

及人力成本，加時間成本，加想得到的利潤，及稅金計算。  

無形價值是劇本的社會價值及票房預測的短、長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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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影票券與票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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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電影經營與管理的相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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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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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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提要 

1.電影的經營管理的理由有四點：賺錢、效果、效率、品質。 

2.電影的經營管理談的是三種類別： 

(1)是指電影的製作過程的要求 

(2)是指電影公司的經營與管理 

(3)是指電影產業中所不可欠缺的專業人員或公司 

3.電影製作中的經營與管理（製片＆導演）是彼此專業的工作非

常清楚的被劃分。 

4.電影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經營者）有一些分析要進行解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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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目的、思考方向、衝突性、經營責任、經營控制、成功

電影的經營。 

5.電影公司有例行性業務，及特殊管理業務需要知道： 

電影的資金管理  

電影的財務管理  

電影的發行管理 

電影的成本管理  

電影商品的市場管理  

全球市場管理 

電影價格管理  

電影票劵與票務管理 

6.電影經營與管理的其他相關考慮：如經紀人、電影產權、爭議

性內容。 

討論問題 

1.電影公司的基本生存手段是什麼？ 

2.電影導演與電影製片(Producer)如何區別彼此工作？ 

3.電影公司的管理工作為何重要？ 

個案研究 

1.比較國內學者電影公司與前中央電影公司的經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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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國內某一電影導演的拍片工作時的預算控制情形。 

3.訪問國內某電影公司經營負責人之經營態度與本章內文要求

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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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品與銷售 

壹、電影的商品特質 

電影的商品特性有兩個觀點：一個是宏觀的市場觀點，也就是

將電影視為市場商品活動和社會行為的需要相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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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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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是微觀的市場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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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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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先是內在滿足

消費者的設計要周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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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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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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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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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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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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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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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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所有的計畫週全以確保有

品質的商品能送到消費者手中，並且讓他們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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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追求，電影的發展就會有正向結果。 

貳、產品市場與行銷 

電影有幾種不同的產品屬性，因此也帶動不同的市場與行銷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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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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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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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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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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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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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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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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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電影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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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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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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錄影市場，如錄影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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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市

場是明日之星，因為有電影大亨相信 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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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院是電影的舞台，但是卻不見得是真正賺錢的地方，影片

放映收入最先在電影院進來，這是有指標作用，代表後來的錄影市

場、電視市場的授權金額高低與普及的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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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電影 

通常在電影在戲院放映 4 到 6 個月之後，電影會轉成錄影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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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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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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錄影帶銷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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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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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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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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的是後來的 VCD 與 DVD 光碟，

就像前述所述的，它的深遠影響有兩個，一個是有線電視產業的興

起，另一個是電影租片業的蓬勃。 

A.有線電視業 (Cable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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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的有線電視電影頻道(movie channels)的需求，當時有非常多的

有線電視公司出現，需要非常多的電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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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部新出品的電影從電影院到電視的這種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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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電影原來已經失去市場價值，只有在電影圖書館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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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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情況下，一些老舊的電影也有了出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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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錄二），這些讓電影業的產業更加擴大，影響也更深

遠。  

B.租片業 (Movie Rent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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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帶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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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行銷電影 Marketing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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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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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影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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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今日的幾家獨

霸的錄影租售連鎖市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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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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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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D 及 DVD-Player 的社會普及是明顯可見的市場趨勢的改

變，以美國為首的美國市場 DVD 市場，根據美國 The Digital 

Entertainment Group(DEC)的報告(Video Store Magazine, Apr 24-30, 

2005)，2005 年的第一季三個月已經有四億支 DVD 被銷售寄出，較

去年同時期增加 21%，而 VideoScan 的資料顯示 DVD 的銷售上升

20.5%，而 Consumer Electronics Association(CEA)的整理資料發現，

超過 750 萬台 DVD player 在 2005 年的第一季賣出，較 2004 年增加

13%，DEC 預測 2005 年底，全美國有超過 7500 萬台 DVD-player，

美國 80%的家庭至少有一台 DVD-player，而 46%擁有超過一台的

DVD-player，另一個研究機構 Adams Media Research 指出，在 2005

年美國有 830 萬家庭能夠看 DVD，同時指出已經有 17 億支 DVD 被

賣出，較 2004 年增加 15 億支增加許多。  

1997 年開始引進的 DVD 電影銷售、普及快速，分析市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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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有幾個： 

(1)DVD Player 的推廣策略 在家電業者擁有電影製片廠的股

權下，聯合促銷的行銷活動促進了家電市場，也推動了電影市場，

新力(Sony)進入好萊塢哥倫比亞製片廠，東芝(Toshiba)也有華納電影

的部分股權，兩產業的互利行銷是必然的，結果 DVD 播放機的快

速出售與普及成為媒體史上最迅速銷售的消費性電子產品，超過

VCR 錄放影機、CD 唱機及電視機。 

(2)DVD 區域碼的策略 這種只有同區才能使用的光碟片，增加

了電影的智慧財產權範圍與其價值，電影公司也樂於加入發行 DVD

電影。 

(3)DVD 的品質 DVD 聲音與畫面品質絲毫不差於電影院播放

品質，這是 VCD 所不能達到的標準，同時可以立體(stereo)及環場效

果(surround sound effects)播放，播映效果並不會太差。 

(4)DVD 的市場收入吸引人 電影《神鬼傳奇》(Mummy)在 1999

年曾經在首映時，同時推出錄影帶，這個大膽的行銷歷史，創造輝

煌的票房與錄影帶銷售記錄，成為電影史上的先例；哥倫比亞的電

影《蜘蛛人》(Spider Man)也在上映的一週內賺進歷史上的一億 2300

萬美金的收入，讓其他的電影公司羨慕不已。 

(5)DVD 的功能 放映 DVD 電影可以考慮以不同的語言與字幕

播放外，尚可以看到有關的製作花絮或相關的這部電影紀錄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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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等，對於喜歡電影的觀眾來說是一舉數得，同時，也可以播放電

玩遊戲，對許多人來說，DVD 是一種電動視聽玩具。 

(6)家庭電影院設備的促銷 家電業者將家庭數位播放設備以極

低的價格，或是以分期的方式吸引消費者，使得這種視聽設備變成

一種享受，或是生活品味的代表，許多人相信它也代表一種身分與

階層，因此購買的人數增加。 

(7)相關產業的支持  不光是錄影租售店可以買到或租到

DVD，同時，許多超級市場及家電、電腦賣場也都有販售這種 DVD

電影，另外，因為體積小、運送方便，網路上訂購非常快速方便，

許多觀眾也樂於不必擠電影院在家看電影。 

(8)製作 DVD 比較錄影帶快速與方便 錄影帶的生產，一個兩

小時的電影，必須花兩小時複製的時間去編碼，而其卡帶的部分又

必須靠相關的塑膠及包裝材料公司製作，比起 DVD 的剛開始的複

雜，但是一旦經過數位編碼確定，後面的拷貝就快速方便多了，節

省許多時間與成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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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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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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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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來市場將被看好。 

二、電影相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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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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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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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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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的竅

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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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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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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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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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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公司或是授權結盟公司都會如此投資，希望能互相促成市場銷

售量。 

三、置入性行銷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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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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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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電影衍生的相關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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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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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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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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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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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電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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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個說故事的行業，用甚麼方式可以將故事說的更明白或

是更有吸引力？是要看說故事者的說話技巧，及視故事的內容而

定，當然對於說給對方的聽眾背景也應該了解，不同的對象就應該

用不同的說故事技巧及語法，美國掌握了全世界的大部份電影市場

的觀眾焦點，因為美國的電影真的是可以將一個不存在的故事說的

和真的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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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觀眾的眼前，然後讓大家深信不已的震憾，這

其中所依靠的是創意及數位科技電腦設備，但是一部沒用科技製造

出來的電影，也可以讓觀眾津津有味，回味不已，因為演員的演技

及場面調度也是非常純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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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許多國家認為美國電影搶去他們國

家的市場，影響他們的電影產業，或是影響他們的文化，但是當地

觀眾對美國電影的喜愛絲毫未減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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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製作及發行上掌握了全部的優勢，因此這樣的情況產生一

些電影產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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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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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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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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也增加市場的競爭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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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是

觀眾的損失，及失去電影多元人性故事的一面價值。 

這種情況的發展，會使各國電影保護政策越來越嚴苛，但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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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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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要 

1.電影的商品特性有兩個觀點：一個是宏觀的市場觀點，另一個

是微觀的市場觀點。 

2.電影的商品特質：一、販售的內容如何能滿足消費者？二、外

在的環境如何滿足消費者？ 

3.販售的內容如何能滿足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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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製作與行銷成本 (cost) 的節省

要求 

4.外在的環境如何滿足消費者？指(1)發行 (2)銷售 (3)映演 (4). 

行銷計畫 

5.電影有幾種不同的產品屬性行銷活動：(1)基本屬性行銷 (2)

擁有性行銷 (3)特殊場合行銷 (4)電子媒介市場行銷 (5)生命

週期行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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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DVD 電影銷售、普及快速，分析市場成功的原因有幾個： 

(1)DVD Player 的推廣策略  (2)DVD 區域碼的策略 

(3)DVD 的品質    (4)DVD 的市場收入吸引人 

(5)DVD 的功能    (6)家庭電影院設備的促銷 

(7)相關產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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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製作 DVD 比較錄影帶快速與方便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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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電影多種產業結合或締盟的行銷竅門如下： 

(1)行銷規劃  

(2)連鎖店的授權  

(3)授權內容  

(4)做法  

(5)授權範圍 

10.置入性行銷是一個電影同時尋求資金與宣傳的機會 

討論問題 

1.電影的商業性是否會減損其藝術性與文化性價值？會或不會

的理由？ 

2.電影產品屬性行銷設計哪些宣傳是觀念？還是具體作法？ 

3.列舉電影的相關商品項目。 

個案研究 

1.《星際大戰》是商業電影？還是具有其他特性的電影？理由。 

2.《白雪公主》的卡通為何能持久不衰的讓兒童喜歡？ 

3.伍迪艾倫的電影是商業電影嗎？為何與其他電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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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行 

電影的發行(Distribution)就像是傳播理論中的訊息(message)，在

製作完成之後要找一種管道(channel)，來與閱聽人碰面的情況一樣自

然，將攝製完成的電影經由一種探究過程，而選擇一種最有利的方

式與觀眾碰面的過程，就是電影的發行；發行的目的有三個：(1)選

擇最有利於該電影市場通路的過程，以獲得最大的電影回饋；(2)經

由適當的方法，將該電影順利的推入市場的過程，以創造利潤；(3)

為可能的觀眾群提供一種媒體服務，讓市場機制能互相平衡；發行

的這些基本想法能為發行的複雜性與諸多程序找到理由，發行又分

電影發行、錄影市場發行及其他發行。 

壹、電影發行 

一、發行程序 

「發行」一般分成兩種情況，一種是獨立製片 (Independent 

Film-Making)的的發行，一種是大製片廠的發行；前者是找發行公司

能代理發行該片，後者是大製片廠自己的發行業務，兩者有一些差

別，大製片廠的發行通常是整個電影企劃的一部分，也就是發行的

所有考慮，包括市場的宣傳與行銷活動，都會在電影拍攝之前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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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進行，因此發行工作是整個製片程序的一部分，依照公司各部門

的權責繼續下去而已，有一套既定的做法；而獨立製片則必須尋找

願意發行的公司，並且提供相關資料，以做為該發行公司是否願意

或是依據有條件的談判。 

(1)大製片場  

大製片廠的發行是經常性的工作，有既定的程序，並且在電影

開始構想的時候就已經介入，當劇本決定之際，劇本會交給公司三

大部門：市場、發行及消費產品三部門研究，市場部門會開始提出

市場性(marketability)及可行性(playability)分析，檢視該劇本是否具

有某種價值？值得製作否？然後就行銷及行銷計畫的廣告、宣傳、

合作夥伴、媒體、網路等提出想法，發行部門會擬定發行策略，消

費品部則會評估增加行銷夥伴的可能選擇，綜合起來會設定主要與

次要觀眾群，然後在拍攝期中，市場計畫會與發行計畫合一，一直

到發行展開時都以該綜合計畫為依據。  

隸屬於大製片廠的發行部門通常負責國內與國外院線的發行市

場，以及院線市場及非院線市場，例如航空公司、軍隊、醫院、郵

輪等放映地方，包括幾個部門：  

a.沖印部門 電影的拷貝品質代表一部分的製片品質，因此非常

重要，同時每部拷貝並不便宜，沖印中間不能出差錯，在防止盜拷

的作業上，每部拷貝或許有暗碼會出現在銀幕上，一般人雖不見得

知道其作用，但是當市場上出現盜版錄影帶或是光碟的時候，公司

就可以根據其中的暗碼，而知道是那個拷貝放映中途或運送過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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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問題，如此追查責任或是防止下次出現類似的問題就方便多了，

因此可以知道，這個部門的工作不光祇是沖印拷貝而已，要負責安

排及追蹤電影運送到電影院的過程，之前要協調沖片與引片的技

術，同時登記與建檔影片的控管，這是一個重要的部門。 

b.法律部門 處理該電影在發行簽約的任何法律問題，包括放映

糾紛、付款糾紛、違約糾紛、合約更新等問題。 

c.財務部門 負責向管理部門提供最新的該片市場會計及財務

報表。 

d.營運部門 監督該片在市場上的往來票據及票房情況。 

e.銷售部門 負責擬定銷售的發行計畫，監督業務代表工作，處

理影片租金帳款，蒐集其他影片的發行時間及票房表現，並且分析

市場策略。  

f.非院線部門 負責授權非院線放映場所的許可。 

g.映演服務部門 提供行銷活動的廣告片、預告片、海報、看板

及其他資訊，並確保這些東西會出現在電影院的適當地方與時機。 

h.管理部門 發行的所有行政事務，如合約內容、票房核對、及

發行部的人力資源管理。 

上述工作都是經由先進的電腦系統進行控管，同時在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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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進行聯繫與監督，利用衛星通訊及電信網路，將最新的結果

送到經營者桌上，通常每星期天的晚上這些工作都要完成，第二天

早上，經營者的桌上就有上一星期所有發行電影的最新市場報告，

這些就是接下來的主管會議要進行的討論內容。 

(2)獨立製片  

獨立製片是指不是隸屬於大製片廠的製片公司，其電影製作完

成後，需要找一家發行代理公司，將其完成的電影推出到市場上，

在各國都有非常多的獨立製片公司，也因為如此才能滿足龐大的電

影市場需求量，但是每家的獨立製片公司可能都各有其擅長的影片

製作類型，因此當發行公司要介入該電影的發行時，必須先了解該

公司擅長的電影類型及以往製片的票房成績，然後了解現在這部電

影的來源及內容本質，去了解這部電影傳達的是甚麼價值觀？此

外，如果能了解更多的電影製作時的細節，有何種拍片技術？加上

投資者的態度與企圖、設計的觀眾階層，就能知道銷售對象的關鍵

條件是甚麼？接下來要去仔細觀賞這部電影，評估其價值，以作為

談判簽約的依據。 

二、發行考慮 

發行的目的是希望電影能藉由一種經選擇的過程，得到預期的

市場反應，因此針對市場及觀眾有兩個重要的想法：市場可行性

(marketability)及可放映性(pla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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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可行性(marketability) 這是對於劇情、劇本、演員、技

術、意義等觀點，放在社會上尋求其中可以被觀眾接受的條件是否

存在，如果社會氣氛與電影意義、效果一致，那就具有市場可行性，

反之，就不具行銷的利基。 

(2)可放映性(playability) 這是預期觀眾看後的反應做分析，如

果市場上已經有許多類似的電影，既使這部電影有市場性，但是可

放映性就有點冒險，因為觀眾可能會厭煩這一類型，遇到這種情形，

這部電影只好延後推出；但有時候情況卻相反，有可放映性，但是

市場可行性卻不高，這時就是兩難的時候，因為沒有大牌演員等條

件，也許推出會成功，例如在 1994 年推出的電影《捍衛戰警》

(Speed)(1994)，劇情是一輛公車被劫持，沒有什麼特別，結果卻大賣，

因此電影的發行多少有些冒險性。  

有些電影具備的市場性及可放映性，但是因為分級的緣故，而

變成 R 級電影，無法有較廣大的觀眾群，經過發行與製片公司的協

商，為了擴大觀眾群，並且鎖定某一特定族群，將電影重剪成為普

級，隨後的電視廣告加強這方面的宣傳，結果就將原來只有幾家放

映的戲院，擴增為數十家戲院，這就證明了經過仔細考慮的行銷還

是較有成功的機會。 

三、發行前準備 

發行之前勢必會有許多工作與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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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映  

試映可以區分為兩種目的，一種是製作考量，也就是製作人員

要很清楚觀眾的想法，作為去創意、修正影片內容之依據；另一種

是行銷考量，經由試映，探尋觀眾的反應與電影內容之間的連結性，

反應出來的訊息經過評估，然後重新去評估行銷或製作策略，通常

這兩種是混合一起一次辦理，也有的電影試映並不是只有一次。 

試映也可能是發行的試金石，如果一部電影在試映時反應很好

又獨特，可以作為考慮到全國發行的依據，反之，如果是出乎意料

的糟糕，那麼可能要減慢發行的時程，因為口耳相傳的效果可能會

在上映之前就毀了這部電影，如果是反應還不錯，有廣告的價值，

就有可能在上映的前兩週產生好的票房，如果的確如此，那就可以

逐漸擴及全國市場上映，以讓口耳相傳能擴展市場，通常上映兩週

是一個測試點。 

在試映時也要有一些準備工作，例如準備試映的反應問卷，以

希望獲得觀眾的反應，這不光是觀眾的喜歡或不喜歡，而是可以得

到人口統計的大概數據，這些可以作為廣告設計所訴求對象的參

考，例如一些電影原來設定是男性觀眾，但是試映後發現女性觀眾

對男主角有興趣，之後的廣告可以開發女性觀眾的興趣，試映可以

得到類似許多資料，如果是電影公司的連續性工作，就可以得到一

系列的不同類型電影的數據資料，形成製片的資料庫，這對未來製

片工作將有所幫助。 

選擇特定的城市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參與者

與興趣導向，試映觀眾也可以是一般觀眾或是特定族群，但是問與

答之間一定要能產生預期結論，這不光是製片者的工作，也是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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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工作。  

(2)媒體運用  

在試映階段，能夠釐清主要觀眾對象為誰？因此能發展出主要

對象的行銷策略，通常是映演前的兩個月時間，如果知道能擴大觀

眾群，那麼行銷策略就要調整，同時媒體策略就會確定，媒體費用

支出之前首先必須先知道預計可以有多少利潤回收，行銷費用必須

考慮放映後的市場反應，必要的思考是：「永遠不要高估市場反應利

潤，也不要低估市場可能性」。 

電視廣告購買的問題要先解決，其次是雜誌的廣告問題，雜誌

有固定出刊日期，通常是上映前的數個月就要定稿，因此針對特定

雜誌的媒體要有設計完稿，再其次是新聞媒體的播出內容，平面報

紙雜誌有一份宣傳袋(kit)，電子媒體也要準備一份錄影帶及電子新聞

稿(electric press kit, EPK)，裡面有訪問及電影片段，及一分具創意的

新聞稿，觀眾往往注意特定的演員或導演的訪談內容，電視台就樂

於播出這些內容，訪問內容通常是設計的有趣議題或故事內容，是

配合雜誌、報紙相關文宣的內容而成，他們彼此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3)網路行銷  

網路是個公開的場域，一場試映會下來，網路上也許能製造好

的宣傳資料，但是往往也可能有試映觀眾將電影批評放在網上公

開，一個不好的評論會毀了尚未發行的電影，預先設計好的影評也

是一種方法，有些心數不良的影評人可能會先睹試片，然後利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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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聊天室或網站散發不利言詞，這都是發行與試映預先要考慮到的。 

(4)促銷  

一般的促銷的動作是配合當地的或是戲院上映的行銷活動，包

括商品贈送或電影票預售，及其他可能想到的活動，也可以在網路

上同時進行，主要目的是要吸引潛在的觀眾購票進入電影院。 

(5)決定上映時間 

行銷與公關人員要開會決定發行時機與放映的策略，並重新去

看行銷廣告預算，一年中能有較好的電影檔期不多，最好是暑假與

寒假期間，因此之前的數個月便要開始相關的發行工作，所有行銷

方式與廣告內容都必須與試映的結果做呼應，這才是有效的行銷。 

四、發行模式 

發行的模式有三種：(1)全面發行；(2)有限發行；(3)特別發行 

(1)全面發行 這是指大規模的電影戲院聯映，通常可以說是全

國性映演。 

(2)有限發行 通常是指特定族群的有限市場放映，可以是一種

試探市場想法，因此廣告可以用局部的簡單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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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別發行 這種發行通常只有數家電影院，是特別選定的地

區，希望觀眾會以口碑方式反應擴大電影的票房，再增加戲院家數。 

選擇發行的模式必須參考行銷的準備預算，越大範圍的發行，

越需要較多的行銷廣告支出，同時這也可以是在市場性與可放映性

間的考量，慎重的發行總是減少風險，太自信的電影發行會造成龐

大的行銷費用，因此票房壓力也大，必須看清楚發行電影的條件，

這是必須要專家才能勝任的工作，如果沒有經驗或是電影知識，發

行的判斷就如同賭博，電影之所以是專業的工作，就是光有興趣與

想法是不夠的，必須對發行的市場及觀眾有所了解。 

五、發行契約 

影片的授權給發行商或是授權給映演業的戲院，通常在首映之

前一切契約都已完成手續，但是有些特例也可以再次的協商，因此

有兩種契約模式：(1)固定契約；(2)可議契約。 

(1)固定契約(Firm Term) 是將所有協商談判的條件寫的非常清

楚，當授權達成時 生意就確定了，沒有更動的可能。 

(2)可議契約(Review Term) 是當電影上映之後的總票房出來

後，發行商與影片公司可以重新議價。 

契約的簽定視電影的市場條件及電影公司或是發行公司的實力

而定，雙方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希望電影能賣座，雙方對於行銷

費用的負擔要講清楚，製片公司總是希望發行公司要盡一切資源來



第四章 發行 85 

 

促銷電影，發行公司則希望電影內容真如試片時那麼具有觀賞性。 

六、協議內容 

製片公司會先放映電影給發行商看，談判以爭取最好的戲院及

最多的租金，包括幾個電影院、幾個放映廳、租金多少、放映週數、

場地租金、付款方式等，發行商通常會知道那些院線可以有時間的

安排，可以排多少時間，上檔的時機為何等項目。 

貳、錄影市場發行 

對於電影公司來說，錄影帶的市場是個很大利潤的市場，因為

授權電影拷貝的市場可以是由全國到全世界，授權的商業經營可以

是租看或是賣斷，有許多的觀眾喜歡在假日或週末在家與朋友或家

人一同觀賞電影，因此這是一個電影賺錢的另一次機會。 

DVD 的地區碼限制可以使市場更為擴大，這是電影公司所期待

的，尤其是獨立製片公司，一般的獨立製片如果沒有與大製片廠在

發行上合作，很難在映演上有很廣泛的市場，尤其許多戲院都是大

製片廠的聯營，如此靠口碑出線的獨立製片要能帶動市場就必須在

市場上逐漸營造氣氛，參加影展是個好辦法，用錄影帶或 DVD 來試

探一個新市場也是個辦法。  

參、其他發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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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越來越有可能是個播映的市場，尤其對外語片或小型的製

片公司來說，電影公司授權電影網站播出的計次付費（一次同步下

載的觀看），或是計時付費（電影下載後在一定時間後會自動鎖碼而

無法觀看），科技終將解決這個播出與收費問題，這是種方便的播映

技術，同時也兼顧著作權與盜拷的問題，但是數位科技的發展總是

有破解的技術應對，這是未來發展的疑慮。 

電視發行是重要的市場，藉由衛星、有線或無線電視的技術，

電影在電視上播映是極為自然的事情，同時可以以計次付費或是月

費的方式授權，也可以是國家 地區範圍或是個別的授權，主要是看

電影發行的能力而定，獨立製片在電視上播映的機會較少，因為大

部分的電視業者沒管道購買獨立製片的電視版權，主要是中間代理

發行商該以何種方式讓電視台去購買版權，單獨賣的電影片畢竟是

少數，大多數是集體包裝後多數的銷售，影展的出現正好可以給發

行代理商單獨與獨立製片談條件的機會。 

肆、首映發行 

首映是電影發行的大事，首映當天的收入也幾乎是未來票房的

指標，因此新片首映事先要做好幾件事情：  

(1)首映的前幾週的廣告要清楚指出放映的時間。  

(2)所有的活動都要配合首映來造勢，例如結盟廠商的廣告、事

前各處看板的設立、印刷品的分發、或是演出人員或製作人

員的訪問。  

(3)首映當天是否有慶祝或促銷活動的安排，例如明星的現場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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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是紀念品的發送等。  

(4)首映當天的時候，行銷人員與製片、導演要仔細觀察觀眾的

反應，以作為後來調整行銷策略的依據。 

首映通常是在週末，行銷與銷售人員要密切注意戲院售票結

果，而市場研究人員則在戲院外訪問觀眾的觀後感反應，通常會有

三種結果會發生：  

(1)購票結果熱切 情況超過預期，這時要和放映時的情況、觀眾

走出戲院的訪談及市場競爭三項作綜合分析與比較，主要目

的是評估是否繼續支持該電影的後續市場活動，也就是要謹

慎將先前的預算用於後續的行銷上，這時必須密切注意市場

上其他的競爭者活動與票房，要追求持續票房的放映，期限

是首先考慮。  

(2)與預期差不多的票房結果 那麼後續的計畫就可以繼續，但是

如果是不很好的票房與觀眾反應結果，行銷就應考慮不要繼

續花錢，一部電影通常會有兩到三星期的映期，不甚理想的

電影票房在映期結束後，電影也就迅速進入生命萎縮期，如

果全國放映票房都不理想，那麼電影就會很快在電影院中消

失，而會及早進入電視的生命期。  

(3)少於預期票房的結果 這時最實際的考慮，就是不應該繼續想

辦法去救這部電影，因為如果前面準備工作的該做事項都做

完了，還是有如此的票房，那就只能密切注意是否有其他轉

機；在全國性映演中，如果因為影片的品質與內涵逐漸引起

一些好的反應，那麼也許可以考慮調整宣傳內容，這種彈性

的處理要視實際情況而決定，也就是是否該再發行銷費用來

支持該部電影的後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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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情況的主要變數在於觀眾現場及走出電影院的反應，所有

戲院的觀眾訪問結果是另一項主要依據，如果票房不好，但是卻有

不錯觀眾講法出現，也可能是另外一種轉機，另外，市場上其他電

影的競爭也可能是導致如此結果票房的重要因素，之前製作前的市

場分析的研究結果指出這電影會有票房，但是也可能因為其他電影

出現而喪失了競爭力，這是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必須持續觀察票房

結果與市場觀眾的口碑反應，影評或是專業電影雜誌的講法可以參

考，因為會引起一些觀眾的注意，同樣的，以行銷的方式介入影評

或是雜誌內容是要非常小心，這是雙面刃的效果，會加速或促進電

影的票房或是失敗結局。 

首映的所得到的原則如下：  

(1)如果所謂的「好電影」，其實不是一部好電影，因為有很差的

觀眾反應，首映票房結果也差，那是不能再去救的。  

(2)如果是所謂的「好電影」，會有好的觀眾反應，但是首映票房

卻很差，這還可能想辦法去救。  

(3)如果不是觀眾導向的電影（例如動作片或年輕人電影），首映

票房很差，那就可能不必去救了。 

在電影市場上發行的電影，失敗的電影絕對比成功的電影要

多，這情形被決定是在當初製作決定時，命運就已經差不多被定了，

一旦開始製作，電影就不能回頭了，除非中間停止攝製，如此，則

更確定是場失敗的電影遊戲，所有的花費將付之流水。 

伍、國際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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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適合全球發行的媒體產業，這情況尤其以美國電影的國

際發行最為成功，其 80 年代的海外收益占全部受益由原來的少於

30%，到 90 年代已經超過全部收入的 60%是來自國外，因此吸引了

許多的媒體大集團進行國外投資，同時國際發行也順理成章進行，

這種的國際性電影所要求的是名演員、大場面及龐大預算（製片與

行銷費用），這三個項目都可能是混血品種，演員是跨國明星參與，

場景可能是國外各處，資金也是國際集資，所以這種國際電影很難

說是美國電影，只能說類型及出品公司是美國，因為導演可能是法

國，演員可能來自中國、澳洲、美國的知名演員，資金可以是國外

發行的各國預售權利金，所以這種電影的發行也是預先規劃與簽約

的。 

美國的幾個大製片廠在國外發行都由當地的分公司安排電影上

映的事情，例如福斯(Fox)、迪士尼(Disney)、華納(Warner Bros.)及新

力(Sony)公司，另外如環球(Universal)、派拉蒙(Paramount)、夢工廠

(DreamWorks)則交由總公司在英國倫敦的聯合國際影片公司(United 

International Pictures, UIP)發行，米高梅(MGM)則是交由福斯海外部

代為發行。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國外發行機制，這些經常發行國外電影的

大製片廠組織了一個貿易組織稱之為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有關的國際盜版、貿易及其他活動

則交由其分支機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MPA)處理，

同樣的美國獨立發行公司也組織一個類似的組織，稱之為美國影片

行銷協會(American Film Marketing Association；AFMA)，這個組織

有 40%的會員為非美國公司。 

國外發行之前，許多電影由於資金已經是由國外公司合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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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因此電影在發行權談判上已經言明發行權的地區範圍、時限等，

主導權通常是由實際的原先企劃電影公司負責，比如與美國公司合

作，合夥關係使的台灣出資的公司擁有台灣地區發行權，如果可以

的話，發行地區也包括香港及大陸地區，得視約定的合夥協議而定，

這種簽約稱之為地區分割授權(split rights)協定，以國家來分地區授

權行之於全球各地，跨國的資金籌募就是開始階段。   

陸、其他發行考慮 

電影發行的相關考慮有幾項會和協議簽約內容有關，如發行約

定結果的簽約、確認、發行場域(channels)的分配，如以國家劃分、

國內發行與國外發行的權利與義務、電影分級的確認、電影證照的

取得、相對的發行所應履行的宣傳與廣告策略確認、發行項目的區

別、發行擔保品的公證、發行商的財務狀況調查，及相關國外電影

審查制度的認知，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分級策略與電影審查制度，兩

者關係市場的行銷與宣傳。 

分級策略 分級制度影響票房收入，各國亦然；電影的分級制

度眾所皆知，從普遍級到限制級，依照不同的國家規範有不同的級

數，當電影在企劃時，或是完成剪接時，都要確認該電影的級數，

重要的觀念是，越少的族群被限定可觀賞，越是限制了電影自己的

票房的提升，普遍級的觀眾人數絕對比 R 級電影來的多與廣，能發

行的市場也廣，同樣的 R 級的電影也比限制級的觀眾多且廣，因此

如果能考慮完成的版本是「普級」的電影，最好不要變成「保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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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或是「R 級」電影，因為其中自己所劃定的限制，就讓自己拒

絕了一些觀眾，也就是無形中減少了收入，有些製片認為暴力與情

色是電影吸引觀眾的秘方，這是一種拿自己投資進行的冒險，因為

電影的市場除了電影院之外，電視頻道才是長久財源的地方，限制

的電視播映，無形將電影的生命縮短，錄影市場也許是個吸引人的

地方，但是私人的觀賞收藏絕對比公開的闔家共樂來的少，所以瞭

解各國的分級制度的發行要慎重。 

電影審查 這與分級策略有點近似，各國都有審查制度，唯一

要知道的是對於外國電影審查規範的標準對於電影內容是否產生上

映影響，了解其重要性，如果電影所謂的國際市場是每個國家或地

區都有一些文化與道德上的不同觀點，要尊重各國立法的考量，去

決定以如何的版本進入該國市場，而不要用爭議性的內容去激怒該

國的審查制度，電影是個長期經營的工作，電影公司與製作人是有

品牌的保障，不要輕易的拿自己的聲譽作為票房的賭注，因為這是

電影所詮釋的內在道德的一部分，電影產業的被社會尊重，從這裡

開始是第一步。 

發行工作是電影進入市場的第一階段，專業的發行人員所依靠

的不光是對電影知識與技術的了解，同時也是看得懂財務、市場分

析報表及了解法律的專業人員，電影投資下去的心血必須靠發行工

作的完善來支持，對電影內容的獨到感覺往往來自於個人的專業訓

練與觀察，能將電影發行到適當的放映地區與戲院，讓適當的大多

數觀眾能看到製作的心血與努力，這就是這發行工作的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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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要 

1.電影的發行(Distribution)目的有兩個：(1)選擇最有利於該電影

市場通路的過程，以獲得最大的電影回饋；(2)經由適當的方

法，將該電影順利的推入市場的過程，以創造利潤；(3)為可

能的觀眾群提供一種媒體服務，讓市場機制能互相平衡。 

2.發行一般分成兩種情況，一種是獨立製片 (independent 

film-making)的的發行，一種是大製片廠的發行。 

3.大製片廠的發行是經常性的工作，有既定的程序，並且在電影

開始構想的時候就已經介入，當劇本決定之際，劇本會交給

公司三大部門：市場、發行及消費產品三部門研究，市場部

門會開始提出市場性 (marketability)及可行性 (playability)分

析，檢視該劇本是否具有某種價值？值得製作否？然後就行

銷及行銷計畫的廣告、宣傳、合作夥伴、媒體、網路等提出

想法，發行部門會擬定發行策略，消費品部則會評估增加行

銷夥伴的可能選擇，綜合起來會設定主要與次要觀眾群，然

後在拍攝期中，市場計畫會與發行計畫合一，一直到發行展

開時都以該綜合計畫為依據。 

4.隸屬於大製片廠的發行部門包括幾個部門：  

A.沖印部門    B.法律部門  

C.財務部門    D.營運部門  

E.銷售部門    F.非院線部門  

G..映演服務部門   H.管理部門  

5.發行的目的針對市場及觀眾有兩個重要的想法：市場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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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ability)及可放映性(playability) 。 

6.發行的模式有三種 (1)全面發行；(2)有限發行；(3)特別發行 

7.首映通常會有三種結果會發生： 

(1)購票結果熱切  

(2)與預期差不多的票房結果  

(3)少於預期票房的結果 

8.美國的國外發行機制，這些經常發行國外電影的大製片廠組織

了一個貿易組織稱之為美國電影協會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AA)，有關的國際盜版、貿易及

其他活動則交由其分支機構電影協會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MPA)處理，同樣的美國獨立發行公司也組織一

個類似的組織，稱之為美國影片行銷協會 (American Film 

Marketing Association；AFMA)，這個組織有 40%的會員為非

美國公司。 

9.電影發行的相關考慮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分級策略與電影審查

制度，兩者關係市場的行銷與宣傳。 

討論問題 

1.電影的發行與電影製作有何關連？ 

2.是否可以說明電影的標準發行程序有什麼？ 

3.類似成立 MPAA 的國外發行負責單位，是否可以振興國片的

外銷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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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1.研究電影《功夫》的海外發行方式。 

2.研究李安導演得《臥虎藏龍》電影發行方式與得奧斯卡獎是否

有所關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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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映演 

市場上有許多的爭議，是來自於將電影盡快的拷成錄影帶或是

DVD 光碟，希望能趁廣告熱潮下賺進想在家中看電影觀眾的錢，戲

院業者質疑這樣的想法是本末倒置；越來越多的電影從戲院的檔期

變成錄影產品，中間的時間越來越縮短，早期一般是六個半月之後，

錄影市場才會出現錄影帶，但是現在已經縮短成為四個半月，甚至

兩個月，令戲院業者非常擔心其放映地位不保，但是許多專家並不

擔心戲院的生存，因為電影院是電影產業的火車頭市場，這「火車

頭」能測試或帶動後來的錄影市場及電視市場。 

電影的戲院經營是電影分工中的映演部分，象徵著一個產品需

要一個展示窗口來讓觀眾選擇，這個窗口的設計與品質又關係到電

影的品質，再好的商品如果在夜市地攤上展示販售，大多數的人都

會認為是次級品或是仿冒品，同樣一個次級品放在一流的百貨公

司，經過燈光與環境的襯托，會讓許多行家認為是高級品，所以電

影院的存在與給人的印象是重要的。 

同時，許多社會學家認為，看電影其實是個人參與社會活動的

表達，個人在購票、觀賞、出戲院的感受，與在家看電影是不同的，

所以看電影本身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例如與朋友相約看電影，或

是相約在戲院碰面，或看完電影後逛街購物等，所以電影院除了看

電影之外，尚有另外一層社會意義，所以電影院的繁榮或衰敗其實

會影響相當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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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影院的種類 

電影院依照場地的觀眾分類可以是一般電影院、露天電影院及

汽車電影院，傳統的一般電影院以放映電影為主，吸引觀眾的人潮、

帶動電影院週邊的商圈繁榮，露天電影院通常是臨時的放映場所，

有可以移動或拆除的銀幕及放映機台，主要是配合一些特殊活動而

出現，場地可大可小，汽車電影院是開汽車進入觀看電影的地方，

需要很大的停車場與銀幕，有點類似露天電影院的味道，但是地方

非常大，觀眾在汽車並排停在固定的停車格子中看電影；美國是個

地大而人居住又分散的國家，早期許多電影院都是這種類型，也因

為佔地廣大，所以在後期戲院轉型的時候，戲院容易搖身一變而成

為綜合商場。 

電影院以放映的電影類型來區分，可以有商業電影院、藝術電

影院及 IMAX 電影院，商業電影院顧名思義以商業電影放映為主，

一般都是新片首映的戲院，但是也有所謂的首輪戲院、二輪戲院、

三輪戲院，這些戲院可以從電影的依次放映關係來看其放映電影的

拆帳金額，首輪戲院最高，依次是二輪，其次是三輪，一部電影可

以從首輪的檔期接著到二輪及三輪檔期，觀眾有時首輪看不到的電

影，可以在後來的二輪及三輪戲院中看到，同樣的，戲院的票價、

服務與環境是依次而下降的，有些電影還是讓觀眾願意在電影院的

座位中欣賞，因此電影到放映戲院是可以期待的，藝術電影院是以

放映藝術電影為主，但是因片源有限，因此也放映一些較不為人知

的獨立製片的電影；IMAX 電影院是種特大銀幕的戲院，有專利的

攝影及放映設備電影院，採用弧形銀幕，觀眾的座位有限，電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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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別攝製，並且也有需要戴立體眼鏡觀賞的 3D 電影。  

也有以語言區分的，例如國片電影院、西片電影院，也可以用

座位數來區分，大型電影院在 1000 個座位以上，中型的電影院在 500

個到 1000 個座位之間，小型電影院在 500 個座位以下，許多的多廳

式電影院甚至座位只有 200 以下，對於觀眾來說，這種電影院已經

感受不到早期電影院的寬敞舒適感覺，這種電影院設計可以是為了

未來數位放映做準備，但是當電影院的氣氛變得和家庭感覺差不多

的時候，觀眾可能就會回家自己看家庭電影院的 DVD 電影，電影院

業者多少也要為這情形負責；早期電影和電視爭奪觀眾的時候，是

用大場面的畫面與立體聲音區別電視的放映環境，如今電影院走向

巨型化與小型化，對觀眾來說是一種額外的選擇。  

觀眾對於電影院的大小、舒適程度、服務品質會有所選擇，而

電影院的位置也是觀眾考慮的因素之一，行銷與發行中對於選擇電

影院也是十分慎重的。 

貳、電影院的經營 

所有的電影院在成立之初都會有個經營計畫，這些計畫是個經

過特殊調查的結果，對於那些可能設立電影院的地方，要和當地的

都市建設規劃有關，如果是新的開發社區，會去計算未來當地的人

口數、年齡層、人們的平均收入、教育水平、人口密度及可能的地

點，然後再去換算目標觀眾的數量、年齡層等，然後決定電影院的

大小與服務品質，如果有其他競爭者的時候，要分析在競爭的環境

下，市場的壓力與潛力做初步估算，同時市場的發展性也會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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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舊的社區，就要研究人口的結構、經濟條件、交通狀況等，

然後再決定大小及服務內容，尋找合適的地點，並且分析它與其他

商業的關係與商機。 

土地所有者 

選擇合適的地點之後，決定電影院的土地是購買或是承租，許

多的連鎖戲院都是以土地擁有為發展策略，也就是說，他們是經營

電影院的老闆，也是土地產權的經營者，開始會選擇一個比較不貴

又大面積的土地，然後在建造電影院的時候，因為會吸引觀眾，所

以相對的會帶來人潮，這時土地上就會有各種商業進駐，於是就可

將建築物租給相關的商店，例如餐飲、遊戲、音樂、書店或消費性

購物商店，如此可以增加娛樂上的互補，土地也會增值，這時電影

老闆就賺錢了，所以這種擁有自家土地所有權的方式，讓戲院業者

在土地增值上成為受益的地主，而配套的其他餐飲或其他娛樂事業

也促成電影活動的熱絡，這樣一方面發展零售業，一方面經營電影

院，這種互利互助的方式通常都會成功，重要的是不要讓核心的電

影事業受到其他商業活動的不良影響，此種經營策略的缺點是開始

時要有大量的資金，而優點是會帶來長遠的受益，提升了消費者出

來看電影的吸引力，美國許多的購物中心中的電影院就是如此規劃

經營的。 

商業的店面發展和地點的選擇有關，選擇地點的不動產經營概

念是對整個都市或社區的客觀分析而定，以美國為例，新的電影院

都會選擇在高速公路的交會處，而非在城中，一方面土地的增值空

間高且價值成本低，一方面交通會帶來人潮，但是必須對大環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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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數量做分析，然後決定電影院的大小與數量，這時經營電影院已

經帶有土地開發的觀念，因此可以形成金融投資者介入的機會，投

資者是市場上的有實力者，會帶來其他商機，加上專家的營運技巧，

電影院的設立成為地方經濟重要的一項。  

如果當市場上有強勁的競爭者出現，對於舊有的電影院會造成

威脅，除非要停止經營，否則電影院的週邊租金可以支持電影院繼

續營運，另外的辦法是乾脆將舊有的電影院關閉，把升值的不動產

土地賣掉，或是分租出去，或重新改造土地的利用，或是利用賣掉

的資金在別的地方另起爐灶，不論如何，原來電影院的投資者都是

贏家。 

租借土地 

如果是租來的土地設電影影院，那麼，就要準備一份建造的契

約，投資者可以在土地上面建造所需的場所；另外的一種租約是在

已有的建築中，籌設電影院，因此電影院業者要自己負責所有的戲

院設備，雖然這樣可以付很少的租金，但是戲院的投資會更多，因

此將來被地主制約的條件就多，租金可能在越來越繁榮的情況下水

漲船高，被地主牽著鼻子走，因此從開發的角度上看，在比較不值

錢的地段擁有土地是上策，讓電影熱潮帶動土地投資。     

多廳電影院 

傳統的單一放映廳的電影院在二十世紀末有了很大的轉變，多

廳式的電影院讓觀眾有較多的選擇，也就是選擇可看的電影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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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看電影的時間彈性也相對增加，同樣一部電影可能有幾個不同

時間播放，對戲院業者來說也節省人力成本，因為雖不同廳，但是

入口只有一個，接待人員可以維持很少的輪班，同時有些多聽電影

院是放射性設計，放映的設計是同一個機房，可以放映不同的廳，

放映人員也可以節省，觀眾唯一的不習慣是放映的空間變小，一些

電影氣氛的感受較差，因此一些電影院通常會有不同空間與座位的

不同廳，規劃不同性質的電影與觀眾人數，有些大型多廳戲院可以

超過 30 個廳，一般稱之為 megaplexe，在美國的這種戲院都有大型

停車場、餐飲部、遊戲中心、VIP 包廂等，可以說為觀眾設想的非

常周到。 

電影簽約 

電影在發行前一個月一定要被戲院簽約確定，因為廣告與行銷

人員要進行一些準備工作，電影一但被確認，戲院的廣告與市場人

員要與發行公司的行銷人員聯繫，協調如何將該電影的宣傳品、文

宣品、陳列品運到電影院，必須要及早佈置，此外，最重要的是該

電影的預告片要先在電影院中播放，預告片播放的原則必須符合正

在上片的電影分級，如果銀幕上正要放映的是 PG 級電影，那麼廣告

就只能播放 PG 或 G 級的電影預告片。 

電影廣告 

通常電影廣告會出現在當地的報紙上，除非全國性的聯映，地

區電視上是很少出現電影廣告的，況且電視的廣告費是昂貴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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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見得好，另外有街頭的陳列廣告或是汽車廣告，這些廣告費

是可以與發行商談分帳，只是要看當初簽約是如何簽定的，廣告費

會從票房中扣除，再轉帳給片商。 

 

 

訂票系統 

除了在電影院的窗口買票之外，另外也有網路訂票或是電話訂

票，或是電影院門口的信用卡機自動售票，在美國有三大電影售票

網，MovieTickets.com、Moviefone.com 及 Fandango.com，可以是信

用卡付款或是提款機轉帳，這樣可以減少戲院收票工作的壓力，同

時也方便觀眾看電影，電話訂票就必須到現場取票或是用計點方式

扣除。 

票房拆帳方式 

電影在戲院與發行片商的拆帳，通常典型的分帳是採 90/10 分

帳，場地租金先從票房總收入中扣除，剩下的就 90%給片商，10%

給放映戲院，另外一種是不先計算場租，將票房收入乘以百分比，

發行商與戲院分別依協議取的所簽的百分比收入（分漲方式還有其

他算法，依條件不同而定）。 

計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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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商如何得知戲院的票房收入是可以相信的？片商會雇用查

帳公司的人員 固定的拜訪合約期間的電影院，統計出售的門票收

入，然後向片商回報，在有些時候，查帳人員也會無預警的出現在

戲院門口，計算進入的觀眾數目，隨後向戲院的經理報備。  

付款方式 

通常是在首映之後的一個月內結帳，戲院會把每週票房屬於片

商的金額匯給片商，同時會寄發一份每週的票房紀錄，這是開出支

票的依據，在台北的片商公會會接到各戲院每週的票房紀錄，然後

統計該片全部的上映期的票房總收入，在年終統計時， 計算出全年

有多少電影的各電影的總收入及映期， 但是這都是以戲院自動報知

的票數，可信度不高，但可做參考。 

戲院額外收入 

票房收入是電影院的主要收入，通常在美國的電影院利潤是

35%到 45%之間，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收入： 

(1)電影院週邊商店的利潤 例如將附近商家商品的標籤印在電

影的爆米花上的廣告費；  

(2)電影院的餐飲費收入 一個多廳的複合式電影院一定有餐飲

部，提供觀眾吃熱狗、買爆米花及汽水，另外有各種零食，

這些收入的利潤非常大，如果好好規劃，加上咖啡及其他飲

料及糕餅，這種收入是驚人的，如同經營一家咖啡廳； 

(3)電影廣告片收入 如果當地的一些商家在電影院中作幻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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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短片、或是一般的廣告片，電影院就有電影廣告收入； 

(4)其他電影的預告片收入 有可能是總公司交付的預告片，或是

當地的預告片，電影院中的預告片經過研究，其效果比電視

上的預告片好，因此會有許多的預告片排在正式電影之前放

映。 

電影院的服務 

電影院是提供休閒娛樂服務的場所，因此必須親切友善的招呼

觀眾，和觀眾建立良好互動的關係，這樣觀眾下次就還會選擇這家

電影院，相反的話，如果因為服務人員的態度惡劣，或是環境髒亂、

廁所沒人清掃等，而影響觀眾看電影的心情，那麼這家電影院就勢

必會有一個艱苦的營運，如果是兒童電影，就必須有較多的工作人

員來控制場面，從電影院的賣票員、引座員，都必須經過訓練禮貌

與態度，因為他們所面對的觀眾是電影院的衣食父母，而這些花錢

的大爺是來輕鬆一下的，千萬不要給他們不舒服的感覺。  

戲院員工 

大多數的電影院員工都是工讀生，來自於大學或高中，以時薪

計酬，而時薪是以當地的標準計算，電影院的其他主管可以是兼職

或是正職，可以是月薪或是時薪，不論如何，對員工一定要合情合

理的尊重式管理，因為他們是第一線與顧客接觸的公司員工，他們

的表現會影響電影院的票房，一定該保持和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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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部門 

一個較大的連鎖院線的總公司應該要有一些部門分配做一些工

作，這些部門包括電影採購簽約部、金融財務部、餐飲服務部、法

律顧問部、房地產部、銷售廣告部、資訊系統部、戲院維修部、人

事部、國際經營部、國外採購部等，各部門和全國各地的的電影院

聯繫，提供分公司戲院的各種資訊及人事訓練。 

參、電影院未來 

數位的世界是進步快速的，但是許多人談論的數位放映時代尚

未成熟，因為整個放映設備的規格尚未全球統一，雖然數位的放映

可以期待在方便性與運送性上節省開銷，同時在播映的編碼上可以

輕鬆調整，對於要加入的廣告或是預告片也是輕鬆容易的設定與更

動，但是整套設備的的昂貴是可想而知，現今美國的電影院商不敢

輕易改裝現有設備變成數位化，因為將來一旦統一或是需要升級改

裝，其支出一定驚人，所以目前的觀望是可以想見的，同時對於數

位播映的亮度或是畫質尚有疑慮，這些都需要時間來證明哪種規格

是最好的。 

設想利用衛星來傳輸電影到各電影院是一個想法，或可說直接

傳到觀眾家中，但是如何區別與電視的差異及吸引力，電影院還是

應該朝提高服務上來努力，畢竟電影院是個社會活動(social activities)

的熱鬧場所。 

電影院的競爭已經不是和同業的競爭那麼簡單，而是和整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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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休閒業競爭，可以注意下列幾點： 

(1)注意自己週邊社區觀眾的品味，而調整購片的類別與內容。 

(2)知道自己忠實的觀眾群有多少，應建立觀眾資料庫，以提供

他們所想要的電影資訊。 

(3)加強電影院的服務項目，而成為真正的電影熱愛者願意逗留

的地方。 

(4)提供方便的購票與長期會員的優惠吸引力，建立基本顧客群。 

(5)舉辦電影的社區活動，和當地住家民眾結為一體。 

(6)加強戲院網站的功能，提供多方面的觀眾選擇，如網路購票。 

(7)建立義工模式的觀眾服務群，社區熱愛電影的人成為義工，

服務戲院，但可免費看電影。 

(8)將電影院美化成休閒綠色的生活空間，結合簡單健身或其他

娛樂的會員制活動。 

(9)真正認為觀眾是自己營業的老闆，而自己也是觀眾，哪該如

何設計電影院就非常清楚明白。 

(10)可以增設頂級的包廂式座位或是家庭式包廂，提供一種高級

的選擇讓企業人士或家庭樂於參加電影欣賞。 

電影院的經營與發展與當地經濟及文化有關，經營成功的電影

院會帶動社區發展，經營失敗的電影院會成為社會髒亂與治安的死

角，因為出入的觀眾份子複雜，沒有好好管理，失去舒適的環境，

真正的觀眾就會離去；電影院是個公共的私人場所，治安與管理需

要戲院自己負責，不可依賴警方，必須有專門管理人員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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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要 

1.電影院是電影產業的火車頭市場，這「火車頭」能測試或帶動

後來的錄影市場及電視市場。 

2.電影的戲院經營是電影分工中的映演部分，象徵著一個產品需

要一個展示窗口來讓觀眾選擇，這個窗口的設計與品質又關

係到電影的品質。 

3.電影院依照場地的觀眾分類可以是一般電影院、露天電影院及

汽車電影院。 

4.電影院以放映的電影類型來區分，可以有商業電影院、藝術電

影院及 IMAX 電影院。 

5.商業電影院顧名思義以商業電影放映為主，一般都是新片首映

的戲院，但是也有所謂的首輪戲院、二輪戲院、三輪戲院。 

6.可以用座位數來區分，大型電影院在 1000 個座位以上，中型

的電影院在 500 個到 1000 個座位之間，小型電影院在 500 個

座位以下，許多的多廳式電影院甚至座位只有 200 以下。 

7.所有的電影院計畫是個經過特殊調查的結果，對於那些可能設

立電影院的地方，要和當地的都市建設規劃有關，如果是新

的開發社區，會去計算未來當地的人口數、年齡層、人們的

平均收入、教育水平、人口密度及可能的地點，然後再去換

算目標觀眾的數量、年齡層等，然後決定電影院的大小與服

務品質，如果有其他競爭者的時候，要分析在競爭的環境下，

市場的壓力與潛力做初步估算。 

8.擁有自家土地所有權的方式，讓戲院業者在土地增值上成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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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地主，而配套的其他餐飲或其他娛樂事業也促成電影活

動的熱絡，這樣一方面發展零售業，一方面經營電影院，這

種互利互助的方式通常都會成功。 

9.如果是租來的土地設電影影院，那麼，就要準備一份建造的契

約，投資者可以在土地上面建造所需的場所；另外的一種租

約是在已有的建築中，籌設電影院，因此電影院業者要自己

負責所有的戲院設備，雖然這樣可以付很少的租金，但是戲

院的投資會更多，因此將來被地主制約的條件就多，租金可

能在越來越繁榮的情況下水漲船高，被地主牽著鼻子走。 

10.電影在戲院與發行片商的拆帳，通常典型的分帳是採 90/10

分帳，場地租金先從票房總收入中扣除，剩下的就 90%給片

商，10%給放映戲院，另外一種是不先計算場租，將票房收

入乘以百分比，發行商與戲院分別依協議取的所簽的百分比

收入（分漲方式還有其他算法，依條件不同而定）。 

11.票房收入是電影院的主要收入，通常在美國的電影院利潤是

35%到 45%之間，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收入： 

(1)電影院週邊商店的利潤  

(2)電影院的餐飲費收入  

(3)電影廣告片收入  

(4)其他電影的預告片收入  

12.電影院是提供休閒娛樂服務的場所，電影院的賣票員、引座

員，都必須經過訓練禮貌與態度，因為他們所面對的觀眾是

電影院的衣食父母，而這些花錢的大爺是來輕鬆一下的，千

萬不要給他們不舒服的感覺。  

13.電影院是和整個社會的休閒業競爭，可以注意下列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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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自己週邊社區觀眾的品味 

(2)知道自己忠實的觀眾群有多少 

(3)加強電影院的服務項目 

(4)提供方便的購票與長期會員的優惠吸引力 

(5)舉辦電影的社區活動 

(6)加強戲院網站的功能 

(7)建立義工模式的觀眾服務群 

(8)將電影院美化成休閒綠色的生活空間， 

(9)真正認為觀眾是自己營業的老闆 

(10)可以增設頂級的包廂式座位或是家庭式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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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觀眾應該喜歡大戲院？還是小戲院？ 

2.電影院的服務真的很重要嗎？談談個人經驗。 

3.如何建立電影院與社區關係？ 

個案研究 

1.研究台北信義區華納電影院的設計與經營方式。 

2.研究學者電影公司的電影院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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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市場行銷 

行銷基本概念 

行銷的定義是一種活動能藉由滿足消費者想要與需要之同時，

完成公司的目標，這種目標是在提供商品與服務去滿足於其服務的

同時，能獲得超過公司投資下去的利益，使得市場知道這種商品及

服務。 

一般來說，市場運作(Market Management)是一們學問，也是一

種藝術，因為牽涉到許多專業知識，電影的市場運作除了承襲上述

的想法之外，也同時因為電影製片的操作差異而有許多分別，因此

電影行銷是一種複雜的市場藝術，具體來說，電影的市場行銷是一

種電影產業的操弄過程，講究的是策略與資源的協調與搭配，是一

種高財經技術操作的學問，然而有趣的是其相對的製作部門則是藝

術、社會學、哲學的範疇，整體來看，電影產業的困難是經濟性與

藝術性的衝突，許多的電影導演失敗並消失於市場的原因，是忽略

了電影經濟性的要求，也就是電影的市場要求，電影的這種綜合性

專業的要求，形成其獨特的應用科學領域。 

行銷是個古老傳下來的行為，從人類開始將製造出來的東西賣

給其他人的時候，就需要靠方法將產品賣完，所以人類懂得的交換

就是行銷的基礎，然而時代的進步，商品越來越多，同質性產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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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高，競爭越來越激烈，市場行銷於是形成一門學問，或是一個

原理與原則，這中間包括對象市場的選擇、市場需要的測度、滿足

慾望的產品和服務的開發、以及如何將產品和服務提供給消費者，

為消費者帶來價值，也為公司帶來利潤，研究所有成功的公司或企

業，其成功是來自於採取行銷為導向的經營，他們的成功是將消費

者的問題視為公司的機會，如果了解這種觀念，電影的市場行銷問

題將會很輕鬆。 

市場行銷是藝術 

電影的市場演變是對電影製作到發行、映演的市場研究，其對

象是觀察電影市場的規律變化，與其獨特的市場操作方式，是一種

藝術與技巧，可以從人、制度、環境、及歷史中找出端倪，提供市

場策略的參考，可以有下列思考： 

(1)電影專業人員的定義與條件? 

(2)電影的流程與牽涉的經濟、組織、管理制度? 

(3)社會與電影內容、電影觀眾的關係? 

(4)電影發展過程中是否有蛛絲馬跡可以作為電影製作發展的依

據? 

電影被發明之初，觀眾來自於口耳相傳，電影能不能賣座在於

看後觀眾的感受，當時電影內容要能激起好奇，能有不同的表達內

容及方式，於是海報與小型印刷物出現能讓觀眾知道電影的放映地

點與時間。  

在六○年代，電影在市場上享受一段很美好的時光，一般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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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在戲院中放映達數月之久，與今日激烈的市場競爭相比，真是

差別甚大，當時廣告都是以報紙與收音機為主；在七○年代開始，

電視的普及帶動了電視廣告的重視，在美國是因為電影 Billy Jack 

(1971)在電視廣告上的成功造成賣座，於是電影行銷人員知道全國性

電視廣告是未來的趨勢，這種全國性電視廣告的影響是電影放映的

策略，原來美國一般電影的拷貝數是 500 個，為了有效利用電視廣

告，於是放映廳院增加為全國 1000 個，到了八○年代則增進為 2000

個或更多，在目前為止的較受歡迎的電影則有 3000 個戲院放映，更

甚的則到 4000 個廳院放映，印製拷貝的成本增加，使得票房風險增

加，於是在市場計畫(Marketing Planning)上必須非常小心。 

目前電影的競爭非常激烈，是因為幾乎每兩個星期就有一部新

電影上映，或是可以說，可能有多部電影同時上映，為了讓觀眾有

第一被選擇的機會，電影的行銷計畫就非得花盡心思及效果，讓觀

眾在上映的第一個週末新電影能被選擇，第一週的票房又具有指標

性，因此行銷人員費盡方法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因為這是關鍵性的

第一個週末，行銷者的目標是讓他的電影成為觀眾的第一選擇，如

果不能如此，這部電影很可能快速的被後來上映的電影強迫下檔，

這部電影就逐漸失去了它的生命力。 

壹、電影市場計畫的意義 

電影的市場計畫是將電影放在市場上銷售的觀念，有一定的意

義，可是這個意義卻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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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為電影的行銷就是銷售及促銷的活動  

如果說電影的銷售並不是銷售，許多人一定大感意外，事實上，

電影行銷只是在市場上看到的冰山一角，市場上看到的許多電影市

場活動只是電影產業中的一小部分，在行銷人員介入的時候，電影

的發行、造勢、簽約、映演只是產業中的一些項目，卻不是頂重要

的項目，有人因此也不認同此種觀點，但是如果將產品和消費者聯

想，就會知道消費者的需要其實是行銷最重要的部分，能開發消費

者的需要產品，然後在發行、造勢、映演上作推廣活動，那麼這才

是電影行銷的真正活動。    

(2)電影的行銷影響每一個人  

電影行銷會影響電影的製作者，影響電影的所有參與的工作人

員，影響電影觀眾，影響發行商，影響戲院經營者，影響電影廣告

業者，甚至影響電影院旁的商店老闆，影響政府的稅收，影響社會

人士對電影的態度，影響電影的製作者，說明如下： 

影響電影的製作者： 

•電影如果不賣座，所投入的資金無發回收，下一部電影的機

會將可能渺茫。  

•如果電影賣座，下次就有更多的資金來拍電影，可能許多企

業會投資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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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電影的所有參與的工作人員：  

•如果電影不賣座，就可能沒有下一次拍電影的工作機會，生

活也許就會逐漸出現問題，也許應該轉行了。 

•如果電影賣座，工作有著落，生活安定，拍片的技術、知識、

經驗累積，以後電影的品質將會逐漸提升。 

影響電影觀眾：  

•如果電影好看，就繼續看類似的電影，不論是相同的製作人

員或是演員。  

•如果不好看，下次就會考慮不看這種電影。  

•如果電影院服務很糟，下次就換一家電影院。  

•如果累積許多不好的看電影經驗，以後就考慮租錄影帶來看。 

影響影片發行商：  

•這部電影賺錢，能維持公司營運。 

•這部電影如果賠錢，下次就不要發行這種電影或是這製作人

製作的電影。 

•對這部電影來說，它的行銷方式是否正確？  

•對這些觀眾來說，是否可以開發更多的觀眾群？ 

影響戲院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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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電影的票房很好，類似的電影可以繼續放映。 

•這電影的票房很差，電影院勉強維持，下次就不要放映這類

型或有關的電影。 

•長久的票房不振，將使得戲院經營困難。 

影響電影廣告業者：  

•電影票房不錯，廣告業務可以繼續下去。 

•電影票房奇差，這方面的收入將會減少。 

•電影票房一直很差，電影廣告的業務可能不能繼續下去，要

轉行了。 

影響電影院旁的商店老闆：  

•電影票房佳，人潮多，生意自然就好。 

•電影票房奇差，生意難以維持。  

•電影院的生意一直無好轉，商店可能闗門，轉移到其他地方

去經營，影響政府的稅收。  

•電影業票房佳，國家稅收增加。 

•電影業不熱絡，國家這方面稅收就不佳。 

•電影業沒落，國家必須拿錢獎勵與輔導，後果不知如何持續。 

影響社會人士對電影的態度： 

•電影內容影響社會人心的價值觀與道德意識，社會人士會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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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監視。 

•電影的內容有娛樂與教育意義，對這些電影工作者報以期望

與尊敬。 

•電影內容曖昧與價值觀不正確，電影工作是個腐敗的產業。 

•電影是個休閒媒體產業，應該與用正常媒體眼光看其影響性。 

(3)電影的行銷活動讓人議論 

電影有各種形形色色的行銷活動： 

•負面的議論 如從國外演員的入境機場熱潮，到各種演員的首

映簽名，從車廂廣告到車內印刷廣告，從街邊大型看板到宣

傳海報、預告片，生活中充滿各種有關電影的行銷活動，有

人說電影的這些活動有分級的必要，有人說電影的宣傳暗示

有道德的顧慮，有人說對演員的盲目報導有價值觀的誤導。  

•正面的解釋 電影如果沒有行銷，如何能促進電影產業？電影

沒有活動，怎麼讓觀眾知道有哪些電影正在上映？電影是商

品的一種，當然需要各種的促銷活動幫助銷售，電影行銷活

動促進各行業的人員參與電影產業，有促進經濟的作用，要

讓觀眾知道甚麼電影適合哪些觀眾，就必須要靠行銷，觀眾

各階層及分布廣泛，當然要用行銷活動告知電影上映的活動。 

對電影的行銷活動的確有許多不同的看法，觀點也歧異，但是

如果以電影工作業者來看，事情也許就單純多了，製作一定要找到

買方，買方如何能知道？願意去購買？必須兼顧雙方的立場，各取

所需，讓電影產業能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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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影行銷的意義 

行銷(marketing)有許多定義，根據 Philip Kotler(1982) 的說法： 

•行銷是企業活動的執行，用以引導商品及服務的流動，由生

產者流向消費者或使用者；行銷是電影公司製作的電影產

品，希望能讓觀眾享受其內容，因此是從生產到觀眾的必然

途徑。 

•行銷是將適當的產品和服務，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價格，

透過適當的溝通和推廣，送達適當地點的適當對象手中的工

作；電影行銷是希望電影能在適當的時機，讓觀眾經由適當

的告知活動，而能參與電影的觀賞。 

•行銷是生活水準的創造和提供；電影的行銷是希望對觀眾的

生活有創造性的啟示與產生實際的休閒效果。 

•行銷是導向於滿足需要和滿足欲望的人性活動，這種活動是

透過各種交換程序來進行；電影的行銷是透過對觀眾需要的

滿足的正常活動，這種活動是透過電影產業的各種專業的交

易活動來對電影交易進行推銷活動。 

這中間提及了一些重要的電影產業基本觀念，所謂的需要、慾

望、要求、產品、交換、交易、市場。 

•需要 市場行銷的基本條件是人們的「需要」，自從有人類，

人為了生存而希望改進生活條件與品質，除了空氣、陽光、水及食

物之外，人類還有各種情緒上的需要，電影就是滿足人類情緒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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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需要的產物，電影的劇情可以讓觀眾情感高、低的轉變與發洩，

同時電影的情節也暗示一種生活的知識，這些內容能滿足心理與實

際生活上的需要。 

•慾望 需要是表現在外的行為，而慾望則是內在心靈的渴求，

這種渴求是一種長時間的目標方向，慾望是文化和生活的合成，例

如對於食物滿足的慾望，電影創造一些慾望，也滿足一些慾望，例

如劇中演員的美貌給予觀眾一種對異性情感上的慾望，如劇情中呈

現的權利與地位，滿足觀眾自我想像的實現，慾望給予生活的動機。 

•要求 人的慾望很多，但是能滿足的卻不多，因為人的能力

有限，時間、金錢、環境、經歷等等，限制了我們的慾望，因此必

須是能夠且願意的去購買東西，這種類似必要的心理及能力，能決

定需要的實現速度，因此被要求去看一場電影，是因為上課作業的

需要，就會快速的想辦法實現。 

•產品 產品的出現是因為需要、慾望、要求的問題呈現，所

以產品是解決人類生活上的問題而存在，電影產品創造的是一個生

活的夢或理想，是一個情感、知性的產品，能從心靈深處解決生活

上的問題。 

•交換 所謂交換就是用某種事物作為回報，而取得某人所需

要的產品，產品經過製造，人透過別人的製造而取得，以滿足自己

的需要與慾望是透過交換機制，行銷就因此而來，電影是透過製作

者的產品來交換觀眾的服務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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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交易是行銷的基本概念，交易可以是以物易物，或貨

幣交易，但是交易有基本條件：(1)是兩項具有價值的事物；(2)經過

雙方同意；(3)經協議的時間；(4)有協議的地點；這過程經過法律的

關係，而得以支持雙方的行為，電影交易發生在戲院的環境，經過

購票產生看電影的交易過程，如果電影中途斷片，就產生法律上的

問題，另外，交易應該有交易紀錄，如項目、價格、顧客、公司、

地址、相關事項，電影於是產生電影票及票房紀錄，這些都是證據

及銷售分析。 

•市場 交易的概念衍生出市場，對於某產品的一群買主或潛

在買主，就是市場，只有商品，沒有買主，就不是市場；有買主沒

商品，也不是市場，電影必須要有觀眾，觀眾會在電影院看所買的

商品，所以電影的市場是電影院，是電視台，是任何能播放電影又

需要有買主的地方；電影如果自己拍自己看就能滿足供需之間的問

題，是自給自足市場，像是學生拍的學生作業電影；電影如果是學

生拍來給其他學校同學彼此觀賞或是競賽的目的，是分散市場；如

果電影必須透過中間人來讓所有喜歡看電影的人來欣賞，這中間人

就是發行商人，這市場就是集中市場，電影的出現就是集中市場的

產品，讓其他觀眾來以交易的方式，選擇自己喜歡的電影商品。 

•行銷 行銷是因為市場出現而產生的活動，透過交易的方式，

讓賣方尋找買方的活動，藉而能滿足賣買雙方的需求與慾望，交易

的交換主要是以賣方尋找買方為主，所以是以賣方為主的計畫活

動，如果賣方較買方積極的作各種促進交易的活動，就是買方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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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買方較賣方積極的想完成交易，那就是賣方市場；電影市場基

本上是買方市場，因為有太多的電影供觀眾選擇，電影公司必須做

一些活動讓消費觀眾感到興趣，進而在許多電影中選擇一部電影，

這就是電影需要行銷的原因。 

電影行銷可以解釋為，一種創造與執行廣告或促銷的努力，目

的是使一部電影在競爭市場的環境中突顯出來，這種方式與其他商

品一樣，經過長時間計畫及組織而成的活動，能使電影在電影市場

上票房成功或失敗，由於電影容易造成人際傳播與討論，影評及正

向的看法對電影的影響很大，因此也成為行銷中的考慮手法。 

參、電影的行銷管理 

電影既然需要積極的行銷活動，一種專業化的行銷管理應運而

生，主要是為了在電影產業間創造、建立及維持互利的交換機制，

從而建立賣買雙方的市場正常關係，藉由各種方案的分析、規劃、

執行和控制，以達到電影公司預定的目的，但是一般人對於所謂的

電影行銷意義誤解，認為是不擇手段的藉由廣告及相關活動來刺激

原本薄弱的商品，例如認為美國電影挾其雄厚的資本，進行各種廣

告宣傳活動，以壓制其他國家的電影市場，其實只要有正確的行銷

觀念及方法，沒有電影公司願意拿自己的招牌欺騙觀眾，但是如果

真有如此藉由行銷來欺騙觀眾的作法，就會導致賣方與買方的電影

市場的互信度喪失，從而電影市場逐漸崩盤，例如台灣電影現況；

因此，電影行銷管理的任務是要藉由電影需求的市場，掌握電影品

質、時機及活動特質，這就是電影行銷管理的需求管理(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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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電影行銷管理是應對電影有正確觀念，分析市場的可能交易水

準，然後依照實際社會情況及市場情況作出各種行銷考量，主要有

下列幾種：  

(1)轉化行銷 (conversional marketing) 例如許多人原本不喜歡

恐怖電影，因此所謂轉化行銷的方式，就是設法將原本不喜歡的觀

眾轉化成喜歡的觀眾，也就是將原來的恐怖電影類型加入詼諧的幽

默喜感或是丑角角色，變成一種灰色恐怖，這種轉化是相當困難的，

甚至有其艱難度，但是轉化觀眾的想法與態度未嘗不是電影中所強

調的創意。 

(2)刺激行銷 (stimulational marketing) 例如原本許多人對於科

幻電影沒有興趣或沒有認識，設法藉由社會討論來刺激他們對於科

技的想法，形成一種觀看電影的慾望，這就是刺激行銷。 

(3)開發行銷 (developmental marketing) 例如牛仔喜劇受觀眾

歡迎的事實，讓一些原本緊張的西部牛仔電影產生另外一種樂趣，

成龍的喜劇動作元素就曾加入在原來美國味十足的西部電影中，產

生一種新的動作喜劇類型電影，這是一種新產品的開發，以開發既

有的觀眾市場。 

(4)再行銷 (remarketing) 將原本已經日趨衰落的類型電影重新

攝製，重現電影市場，如西洋吸血鬼電影已經在電影市場上較少出

現，重新拍攝現代版的吸血鬼電影，如《刀鋒戰士》(Blade)，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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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銷的手法。 

(5)時機行銷 (synchromarketing) 例如配合每年的聖誕節，都會

有一些關於聖誕節故事的電影出現市場，這就是時機行銷。 

(6)維持行銷 (maintenance marketing) 對於電影市場上強大的

票房競爭壓力，許多的高成本、大製作的電影在搶奪市場吸引力，

維持行銷是一方面監視電影市場狀況，一方面維持一定的電影製

作，並保有相當的心理準備，做必要的競爭調整。 

(7)降低行銷 (demarketing) 這是一種暫時性的做法，可以是因

應市場狀況所做的調整，將每部電影規模及預算降低，在一定的品

質下維持市場佔有率，例如一億的資金，原來可以拍攝五千萬的高

成本電影兩部，但是因為市場的關係，將一億元的資金拍成一千萬

的電影十部，還是能佔有相當市場，成功票房的機率也大。 

(8)反行銷 (countermarketing) 這是針對某一部或一類的電影

破壞其需求或利益的做法，這是一種頗為困難的想法，例如原來市

場看好美國的商業電影票房，但是突然社會上出現一些認為美國電

影很膚淺的批評，使得許多觀眾怕被別人認為膚淺，而不去看美國

電影，這種做法就是反行銷的方法。 

肆、電影行銷管理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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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電影出品有三方面的考慮： 

(1)電影產製對公司或製作者的利益 電影是公司的產品，一定

要能賺錢或至少回收成本；電影是製作者的心血，希望能找到能引

起共鳴的觀眾，也希望能有下一部電影的繼續工作； 

(2)電影對觀眾的利益 觀眾希望看電影後能值回票價，希望能

滿意購票時決定的想法； 

(3)電影對社會的利益 電影是一種媒體，也希望對社會發展有

正面的貢獻。 

這三方面的想法往往互相衝突，但是對電影行銷的工作如果有

正確的概念，電影的市場工作就容易推展，釐清電影產製之間的問

題要能看清電影的本質，電影的本質可以從五方面加以說明：生產

觀念、產品觀念、銷售觀念、行銷觀念、社會導向觀念。 

A.生產觀念 電影的產製是管理導向的工作，製作觀眾所喜歡

且能滿足其精神需求的產品，為提高觀眾的興趣而加強電影供需關

係的平衡，因此這種觀念是： 

(1)觀眾所有興趣的電影能供應無缺，且製作成本適當。  

(2)觀眾了解電影市場上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影在競爭票房。 

(3)在相似的類型電影產品上的競爭，觀眾往往看的是電影內在

製作的條件差異，如場面、名演員等。 

(4)電影公司如何能持續改善電影品質，增加發行，降低成本，

吸引觀眾注意力與維持品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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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產概念的管理哲學上，有兩件事是重要的：(1)電影市場上

的電影是否供過於求，如此，觀眾就會十分挑剔，例如對美國上映

的新電影；或是求過於供，例如國片，如果是如此，觀眾對電影也

就不那麼挑剔電影品質。(2)如果電影的製作成本偏高，應該找到有

效的方式來降低成本，這樣票房壓力就不會太大。 

B.產品觀念 從管理的角度看，電影的票價相同，觀眾會對有

最佳品質的電影有興趣，因此電影公司的管理就必須不斷提出電影

品質改善的想法，這裡有一些觀念：  

(1)觀眾選擇的電影不見得是要滿足其立即需要的電影，例如只

是為「想」看電影而看電影。 

(2)觀眾所在乎的是電影的品質，例如電影劇情的合理性。 

(3)觀眾了解電影競爭市場上各電影的品質差異與類型，例如國

片與外國電影之間。 

(4)觀眾對於市場上競爭的電影選擇，會用以前選擇的經驗及可

能獲得最佳品質享受的為依據。 

(5)電影公司的存在是為提升電影品質而設想的管理。 

有的電影公司或製作人認為有一個很好的故事及品質的電影，

觀眾一定會搶著購票，但是實際上：(1)觀眾可以不需要知道這個故

事，而生活也不會怎樣，就不會去買票；(2)就算是給觀眾很好的理

由去看這部電影，如果這電影沒有很好的設計或是行銷，觀眾也不

一定會知道而去買票，所以引起觀眾注意，並說服其品質認定，是

很重要的配合。 

C.銷售觀念 這是電影公司從事交易活動時的基本觀念，這種



126 行銷電影 Marketing Movies 

 

的管理概念是要有積極的活動讓觀眾對產品有興趣，提高觀眾購票

的可能機率，可以有下列的可能：  

(1)對於一種非必要的電影內容，觀眾通常會有拒絕購票的傾向。 

(2)觀眾可能在行銷活動下，受刺激而引起較多的衝動觀眾熱潮。 

(3)電影公司要有強力的行銷部門，研究觀眾興趣與尋找吸引觀

眾的方法。 

銷售是將電影產品與觀眾拉在一起的活動，但是電影製作者不

是只想製作一次電影，電影公司也不是只有一部電影發行，因此銷

售是不能帶有欺騙的意思，必要維持有品牌的觀念，維持觀眾對所

他們產製的電影有信心。 

D.行銷觀念 電影行銷是更進一步的電影銷售管理，也就是確

定觀眾市場的需要與欲望，較其他競爭者能提供更有效率與效果的

銷售活動，以達成電影公司的目的，有下列的觀念：  

(1)將觀眾的興趣與需要歸併成不同的電影市場區隔。 

(2)任何被區隔的電影市場，其觀眾會首先對其有興趣的電影產

生購票行為。 

(3)電影公司要研究市場區隔與市場對象，開發電影的這項產品

及其行銷方案，主要是為吸引觀眾及確定觀眾的存在。 

行銷與銷售近似，只是行銷是以重視觀眾需要為目的，銷售是

以重視電影公司需要為目的，買方與賣方的立場一致時則產生交易

活動，賣方的電影公司得到現金，買方的觀眾得到情緒上的滿足，

因此電影行銷是以觀眾的滿足導向的促進活動，但是同時也使電影

公司得到滿足，因此甚麼電影該拍？不是決定於電影公司，而是決

定於觀眾需要的想法，同理可以說是社會上需要的想法，如此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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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公司才能賺取利潤。  

E.社會導向觀念 觀眾的需要和社會情勢有關，社會的發展逐

漸因為人口眾多而產生巨大的變化，多元化的社會形成，原來的價

值觀受到挑戰，原來的道德觀受到質疑，原有的生活受到波及，生

活的資源越來越少，加上經濟的不穩定，大多數的人都活在一種受

到衝擊的環境中，因此電影公司就該將觀眾的利益放在能否滿足其

面對社會變化的情緒問題的電影製作上，這種行銷就是將觀眾欲望

與社會發展的長期正向思考結合，因此可以有所謂的人性思考、人

類學思考、社會心理思考的行銷哲學，因此社會導向是電影公司的

長期管理哲學，確定市場及社會的變化能使電影公司有更多元化的

電影產製，較其他競爭的電影公司有更具效率與觀點的觀眾服務，

這後面隱含的概念如下：  

(1)觀眾自己所看到的需求與欲望不見得是他們自己看清楚的欲

望。  

(2)觀眾內心的需要和欲望必須與真正的社會長期發展相結合，

因此關切觀眾的想法就是關心社會發展的想法，對社會有長

期的利益。 

(3)電影公司的成立，是滿足觀眾對自己潛在未來期望的實現的

一種心理需求與欲望的呼應，是一種服務與符合社會利益的

商業行為。 

採取社會導向的觀念時，會考慮四點： 

(1)觀眾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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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眾的利益  

(3)電影公司的利益  

(4)社會的利益  

一個電影公司能長經營或是一個電影製作者能長期被觀眾認

同，一定是基於上述的考慮，光是注重製作者利益或是電影公司利

益，乃至於觀眾現實的利益，都不能使電影有好的行銷與票房，必

須要有彼此長期利益的想法。 

伍、電影市場行銷考慮 

電影要在市場上發行與銷售，並且希望得到大多數觀眾的認同

與喜愛，這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或許是可以偶然但是絕對不是必然，

許多的電影導演初次拍電影，結果票房甚佳，結果繼續投資拍攝就

血本無歸，原因是市場行銷可以因產品的特殊而賣像甚佳，但是當

市場出現相似的跟進產品時，或是消費者厭煩此項內容、形式，如

果沒有正確行銷的觀念與做法，就注定是被市場淘汰的命運，電影

的市場行銷有固定的思考模式，這中間必須清楚知道該如何做？以

及該怎樣執行？電影產業的困難性也就在此，許多人碰運氣成名，

卻也因為了解電影產業而退出，電影的市場中間必須經過一些考慮

因素，如電影公司定位、電影其他週邊廠商了解、電影市場的種類、

對其他的電影競爭者的了解、對觀眾的了解及對整體環境的了解。 

(1)電影公司定位 電影公司是行銷的中心，有各個專業部門，

專業是整個公司的基礎，從財務到管理，從資金調度到投資，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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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到行銷，每個公司都又自己的文化與條件，而這些就是公司對外

的最大限度，必須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2)對電影其他週邊廠商的了解 電影產業的週邊協力公司有數

百種分類之多（見附錄），每一家公司都對電影的產製有影響，前製

作期的設備公司、經紀公司，到拍攝期的交通公司、特效公司等，

到後製作期的間接與錄音公司，與廣告公司等，之後又有發行片商、

戲院業者、電子媒介業者等，每項都會影響一個電影的原來攝製想

法，例如發行片商是電影面見觀眾的通道，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沒有他們，電影就沒有市場的通道。 

(3)瞭解電影市場的種類 電影市場有實際市場及潛在市場兩

種，實際市場是電影院放映市場、電視播映市場、錄影市場其他播

映場所市場；潛在市場是消費者導向市場、影片類型市場及地區性

市場、國際市場，這其間可以討論的是觀眾區隔市場的電影策略、

產品區隔策略、地區市場或國際市場策略。  

(4)對其他的電影競爭者的了解 競爭是環境中的重要變數，必

須對此有相當的認識，有幾種競爭對手： 

a.滿足需求的對手，所有的休閒娛樂活動都可以是觀眾滿足休閒

的競爭對手； 

b.實際競爭對手，電影市場上目前出現的相似類型電影是實際競

爭對手； 

c.品牌競爭對手，所有正在放映的電影都有可能吸引觀眾興趣，

因此是品牌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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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潛在競爭對手，本公司電影在發行期間，市場上會出現的其他

相似類型電影的競爭對手。  

(5)對觀眾的了解 在甚麼時間（時機）與地點（居住地）的觀

眾，應該會有甚麼想法，要去瞭解，因為觀眾是電影的衣食父母。 

(6)對整體環境的了解 社會環境改變觀眾的注意力與態度，電

影工作者應該密切注意七種力量：人口力量、經濟力量、生態力量、

科技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媒體力量，每一種力量是機會也

是變數。 

電影出現在觀眾前要經過一些考驗，這和電影公司性質與能

力、電影品質、社會變化都有關係，如果說電影產業具有賭博性，

就是完全忽視上述的存在問題，而只看中自己電影製作所產生的市

場幻覺。 

 

 

陸、電影的行銷規劃 

電影的行銷規劃是考慮電影公司或某部電影的環境與機會；快

速變化與進步的社會，電影如何與觀眾的心思脈動同步，從機會觀

察的觀點中可以分析潛在的威脅因素，發展出一種監視與警覺系

統，當機會出現時，如何利用公司能力快速超越競爭對手，當威脅

產生時，要想辦法抵抗、修正或轉移，也要看公司的反應能力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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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例如當社會風氣低迷時，需要某些激勵的故事，而公司正好

有這種電影劇本，這就是一個機會；又例如當電影首映不如預期理

想時，是要繼續加強宣傳？或是修改原來行銷計畫？或是轉移原來

宣傳預算？作另外的電影用途？這都是電影公司的考慮，綜合起來

有五個步驟： 

(1)尋找電影市場上的機會點 例如社會氣氛需要甚麼劇情的電

影？有甚麼節慶需要的電影？這些是電影與社會、觀眾溝通的一種

方式。 

(2)分析自己所能掌握的資源 包括人才、資金、設備、人際關

係、市場關係等。 

(3)確定行銷目標 確定對某一階層的觀眾進行製作電影，也就

是對該階層的觀眾心理、行為、消費模式的了解。 

(4)擬定各種可能的行銷方案 提出的方案必須經過評估，評估

結果、競爭者反應、風險評估、時間與金錢效益、公司管理調整等。 

(5)有明確的任務 各部門有清楚的工作項目，並且能一致的向

目標進行。 

電影行銷規劃是一種管理措施與程序，藉以發展出對一套電影

公司的行銷機會，行銷規劃的成功仰賴一序列的計畫，說明這部電

影的社會使命與影響，各種欲達成的目標觀眾群與目的，相關的電

影產品設計、宣傳與行銷計畫、市場發展等，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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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影的使命 電影和社會結合的關鍵點如何？劇情有多少正

面的價值觀的觀眾思考？可以具有如下想法：  

a.市場導向性 迎合社會市場的目前或未來趨勢。 

b.可行性 依照公司的資源、能力、人力、關係所能發展出的電

影方向；觀眾會接受的劇情。 

c.激勵性 一種全公司共同的的興趣與期望的工作；能引起觀眾

正向共鳴的內容。 

d.具體性 可以清楚設計的工作分配，公司內或是製片工作中。 

(2)目標觀眾群與目的 清楚知道這電影的觀眾人數、想法、及

吸引的方法，及希望觀眾看完後的感受，「普級」電影的觀眾群在人

數及要求上自然和「保護級」觀眾群的分別很大，要想清楚電影應

該在目的上能達到甚麼樣的結果？給甚麼人？ 

(3)相關產品設計 這部電影中是否需要有特殊設計的道具或人

物造形？是否因而可以發展出宣傳的道具？或是市場的商品？是否

要結合其他產業合作？例如書局或是錄音公司？是否有多角化經營

的打算？ 

(4)宣傳與行銷計畫 有關這方面的預算有多少？有多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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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預定達到甚麼結果？預定執行有多長時間？是否有異業結盟

的打算等。 

(5)市場發展 這個電影劇本是否具有市場發展潛力？理由何

在？未來除了電影院外的通路機會有多少？是否具有市場開發的價

值與意義？ 

行銷規劃是電影決定攝製前的重要考慮，也是從市場結果反推

回最先的電影構想，有所謂果致因(result-to-cause)的思考邏輯，因為

大多數的電影導演或編劇的興趣與想法都是因致果(cause-to-result)

思考模式，一種真正的合乎市場利益、維護公司及工作人員的興趣

的電影構想，是中和上述兩種模式的兼顧模式，同時以行銷規劃來

檢視其原始企圖與市場結果。 

柒、電影行銷規劃的內容 

電影行銷規劃必須符合電影公司利益及電影導演的興趣，有哪

些才是可行的規劃？這其中的內容規劃如下： 

一、電影攝製計畫綱要 

1.電影公司目的？公司成立的目標與興趣？資金來源？ 

2.電影製作目的？電影類型的市場研究？（賺錢為目的的想法不

是目的，而是必要性，因此不能列入考慮）是滿足甚麼對象

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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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策略的基礎點？電影公司在這部電影中的立場？為製作

而製作？或是為賺錢而製作？或是為市場而製作？或是為觀

眾而製作？或是為培養人才而製作？或是為佔有市場而製

作？或是其他理由。 

4.必須製作的理由為何？有甚麼強烈理由一定要花這筆資金？

與動員這些人力？ 

 

二、市場情勢分析 

1.目前電影市場受歡迎的電影分析。 

2.未來可能受歡迎的電影類型？ 

3.觀眾的經濟及生活情況。 

4.其他類休閒活動之情況。 

5.目標市場？未來主要想在甚麼地方放映？國內或國外？電影

院或是電視電影(TV Movie)等。 

6.與異業結盟的機會點如何？將來是否可以聯合宣傳？配合促

銷？機會何在？ 

7.市場機會點如何？與其他可能的競爭對手之差異？優勢如

何？劣勢如何？推出市場時機的行銷機會分析，是環境機會

或是公司際會？理由何在。 

8.找出電影發行的機會(opportunities)與威脅(threats)。 

9.分析電影出現市場的優勢(strengths)與弱點(weaknesses)。 

三.觀眾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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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觀眾群分析。 

2.目標市場所在之人數、地區。  

3.目標觀眾特質。 

四.行銷策略 

行銷策略是管理單位為求實現電影預期之目標所採用的行銷邏

輯，是一系列協調性的決策所致，包括(1)市場決策、(2)行銷組合決

策、(3)行銷費用決策，考慮邏輯原則如下：    

1.要求劇本與目標觀眾的一致性，憑甚麼相信觀眾會接受這部電

影？劇本有甚麼地方可以清楚列出與目標觀眾一致性的所

在？ 

2.用甚麼方式可以與觀眾觀點一致？ 

3.如何運用劇本的特質，將行銷觀點注入劇本的特殊內容之處。 

4.用甚麼方法使觀眾和劇情結合？ 

五.執行方案 

1.製作條件的行銷考慮？  

2.製作時的特殊之處？如明星或名導演？或是特殊技術及道具

等？ 

3.規劃期的時間限制及人力資源？是否有充足時間去作規劃？

有多少人力可以調度？ 

4.是否有相關產品規劃及設計考慮？要爭取額外預算配合可能

的商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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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算 

1.整體預算為何？ 

2.行銷的預算為何？ 

3.全部有多少錢將促成多少事？ 

七.計畫控制 

1.掌握拍片的進度。 

2.掌握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 

3.監督支出預算的合理性。 

4.運用電腦分析市場票房及其他相關收入，統計出實際電影的階

段成效。 

行銷規劃其實沒有固定格式或項目，只是越精細的內容就越能

幫助公司或行銷人員在財力、人力與效果上得到平衡，這有點類似

電影的企劃書，但是全部是基於市場經濟的考量，應該要有財經背

景的專業人員介入其中，協助統計及分析各項目。 

捌、電影的行銷組合 

知道電影製作與推出市場的理由後，要制定一種有執行力的行

銷策略，針對目標市場及目標觀眾群進行變數分析，這種行銷組合

是一種依照在未來進入市場前所做的可控制的行銷變數作分析，以

求能達成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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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制的目標變數有許多可能，最常被人分類的是麥卡錫(E. 

Jerome McCarthy)的所謂 4P，4P 是指產品(product)、價格(Price)、地

點(Place)、推廣、(Promotion)四個變數，說明如下： 

產品 (product) 電影的產品是要吸引觀眾在第一次觀賞時就滿

意的商品，但是觀眾的程度、水準、喜好、影像解讀能力等皆不同，

同時這產品在製作過程中有許多意外，同時這產品從設計到完成中

間過程的需要其他資源配合的地方很多，因此變數很多，同時加上

觀眾選擇的變數，因此產製中的各種變數不斷。 

價格 (Price) 電影票價是唯一沒有變數的條件，但是製作成本

的價格卻是差別很大，而這也牽涉到後來的市場行銷，敘述如後。 

地點 (Place) 電影的放映地點有地區或國際的差別，或者是有

空間的差別，如網路或是電影院，這個變數會讓觀眾有不同的感受。 

推廣 (Promotion) 電影的一般推廣活動以報紙及電視為主，加

上相關的促銷宣傳活動，總是有一定的推廣程序，加上目前電腦網

站也可以作為推廣的方式，異業結盟也是有很多可能，但是都牽涉

到人力與預算，規模有很大的彈性。 

價格與行銷 

電影所謂的價格(price)，在這裡可以有兩種觀念用於電影的行

銷，一種是電影的價值觀念，一種是電影製作的成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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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影的價值觀念和行銷有密切關係 如果觀眾認為所看的

電影「物超所值」，那電影的票價就值得，那他就會去宣傳，這「物

超所值」的觀點有幾種： 

(1)電影的場面製作驚人 認為所花的電影票是值得去看這種難

得的大場面，例如美國的電影常常用這種吸引方式來做宣傳，讓其

他國家的電影業者難以招架。 

(2)電影所陳述的正向觀念讓觀眾有所收穫 例如人生觀、愛情

觀、道德觀等，讓觀眾認為看完後有所收穫，例如激勵生存意志的

電影，能讓生活遭受磨難的觀眾重新振作精神，因此觀眾會認為值

回票價。 

(3)電影內容滿足觀眾所喜歡的類型 例如神話科幻片的觀眾，

看完後如果相當滿意電影的故事，這電影就值回票價。 

(4)知名的電影演出人員或導演 製片中有知名的電影人士參

與，那麼看他們的電影就會值回票價，例如看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主演的電影，或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所導的電影，

就會有值回票價的感覺。 

價值的觀念是一種觀眾內在的認定，但是多少和上述的原因有

關，如何能因為這樣觀眾的想法而在設計電影計畫時，加上這種物

超所值的元素，那電影行銷就比較容易，觀眾也會容易和其他競爭

電影有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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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影所投入的成本會與未來行銷的市場規模有關 一般產

品的要求是製造時節省成本，所謂節省成本就是創造利潤，這裡的

電影成本有製片成本與行銷成本，有時一部電影的行銷費用可以和

製片費用相當，或者是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預算，都是非常驚人

的費用，所以考量電影實際預算要看市場規模及行銷需求而定，可

以分成下列幾種： 

(1)成本導向行銷 希望能收回拍片成本的行銷方式，這是一種

比較保守的拍片計畫或與行銷預算，通常是低成本行銷規模的電影。 

(2)利潤導向行銷 通常是大型電影製作，開始之初就希望能在

市場上創造最大的利潤，因此行銷規模與手法都是空前的，例如電

影《納尼亞王國傳奇：獅子、女巫和魔櫥》(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2005)。 

(3)市場導向行銷 這是希望在市場上能激起某種電影內容的行

銷想法，市場指的是特定的市場，例如類型電影市場、觀眾階層市

場，或是為某種播映方式而進行的行銷，例如有人專為手機族設計

的電影內容，這種電影手法指是合於手機市場的行銷通路。 

(4)需求導向行銷 市場上如果颳起一陣類型電影的熱潮，這時

就會有「一窩風」的電影出現，這種「一窩風」是看上市場上的觀

眾熱潮而計畫攝製電影與行銷，例如台灣電影常常會這種「跟拍」

的惡習，學生片出現時，就出現許多類型相似的電影，搞笑片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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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出現一堆搞笑片，最後把觀眾的胃口倒盡；觀眾真正的需求

導向是根據社會氣氛需求而創造出一種類型電影，這種行銷就可以

是跟著社會的需求議題來進行，需求是創造出來的，這是比較高級

的行銷做法。 

電影的成本與市場票房收入必須互相平衡，如此才可能進行下

一部電影的資金調度，價格可以是票房的總稱，或是成本製作費的

稱呼，但是無論如何，產品的製作、包裝、廣告、行銷等預算會影

響成本價格，因此如果從市場回收利潤來反觀看這部電影應該要有

多少預算，才是一個比較實際的預算計畫，如果市場研究發現這種

電影根本沒有市場價值，那投資這個電影就要非常小心，風險在企

劃開始就暗藏其中，但是電影令人難以捉磨的是當之前認為沒有市

場價值的電影，在發行時候 配合社會上的突發事件或是風氣，突然

使得原先不被看好的電影卻大大賣座，跌破原來的專家眼鏡，電影

的不確定性也因此而來，冒險刺激性也從而產生。 

玖、電影行銷手法 

電影的行銷手法有許多種，每一種都必須根據公司實際狀況、

電影特質、預算能力、社會氣氛與競爭對手作設計，因此沒有一定

的必要性，說明如下： 

一、市場區隔化行銷 

所謂市場是由人與產品所構成，產品有所謂不同的區隔，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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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謂的區隔，因此可以發展如下： 

(1)產品的區隔 電影有不同的類型，例如喜劇、警匪電影、西部

電影等，分類的方法很多，主要是用來觀察市場上電影的種類與受

歡迎的程度，觀眾喜歡新奇與創意的劇情，電影產品的區隔可以清

楚看見未來可以發展的受歡迎類型電影，電影史上清楚說明，受歡

迎的電影其實總是劇情或類型差不多，只是不同時代出現而已。 

(2)觀眾的區隔 觀眾對電影的喜好可以區分為三種： 

(a)相同性的喜好(homogeneous preference)，表示大部分人所能

接受的喜好，例如愛情電影總是觀眾很多； 

(b)散佈式的喜好 (diffused preference)，表示觀眾的喜好有分散

作用，例如電影《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該開始並沒有

多大票房，但是在看後觀眾的口碑散佈下，觀眾的喜愛加深

與增加； 

(c)群聚性喜好(clustered preference)，表示是一特定族群人的喜

好，例如同志電影，這些自然會產生票房的影響。  

另外，觀眾的區隔也可以以居住地來區分，例如亞洲觀眾、中

東觀眾，因為文化性差異及社會環境不同，而對電影有不同的票房

反應，例如許多電影原來在發行地並不賣座，但是賣到國外市場卻

票房激增，原因是地區的社會環境的因素使然。  

觀眾群的區隔也可以用年齡層、上班族或非上班族、宗教、性

別等來區隔電影的市場，因此有非常多的分析類別，也便於設計行

銷計畫之用。 

二、價值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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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電影劇情內容來協助行銷是產品行銷的基本思考，每一

部電影的行銷方式可以不同，其基本的道理在此，行銷人員研究所

需要行銷的電影，是分析其與其他電影的差異性及特殊性，然後做

成行銷計畫，這就是內容行銷；一般電影都是用劇情做行銷的主軸，

但是音樂、場景、演員，乃至於道具等，都可以是行銷條件的一種，

考慮製作一部電影能吸引觀眾的條件是甚麼？就可以在劇情需要時

設計進去，一部電影有越多的行銷特色，就越能讓行銷人員發揮創

意去設計行銷活動，內容行銷的結論是整體觀感的一致性，也就產

生電影價值感。 

所謂的傳播 (communication)是將訊息 (messages)傳送的符碼

(codes)讓接受者(receivers)能接受，並且產生共鳴(understood)；因此

就電影符號來說，其形成的所有條件就是符碼的一部分，例如影片

色調、氣氛、人物造形、服裝設計、場景設計等，是屬於商品的包

裝部分，但是其中也暗示了製作者的努力與影片的價值，這中間潛

藏的影片符碼感受，形成觀眾對於影片的心理上的價值感受，這種

價值感非常重要，分析如下： 

1.感受的價值能讓觀眾覺得工作人員為他們的付出是欣慰的，既

使整體影片不佳，但市場口碑也不會太差。 

2.觀眾價值的感受會與其他電影做比較，國片的價值感比西片來

的差就是因為整個影片的粗造，無法與西片的精緻相比較，這是心

理感受的問題。 

3.特殊的符碼感受能讓觀眾在事後談起來的時候有一種話題效

應，而這種話題效應可以帶動其他人的好奇，至少也可以達到人際

傳播的口碑效果。 

4.看電影的價值感會讓觀眾在選擇其他休閒活動時做心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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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例如看電影的 250 元比打保齡球划算或不划算？看電影的 250

元的時間是否比租 DVD 划算？可以有各種方面的比較。 

電影的「價值」在於當時觀後的感受與其所創造的社會價值觀

是否一致，這是一部電影的整體，大部分的觀眾感受都是整體感覺，

但是明眼人會區分出這種感受的來源（製作條件），記住，電影所賣

的是「情感」，所表現出來的是「價值感」。 

三、包裝行銷 

將電影產品拆解開來，看其中的成分組合，就是電影包裝的概

念，多為電影中的元素思考一種吸引觀眾的能力，就是電影包裝的

方法，例如演員的造型、服裝、肢體動作習慣、聲調等的設計，都

是演員的包裝；例如將拍攝場地的特殊佈景、色調、燈光或光線氣

氛、或 3D 的 Z 軸景深處理等，都是場地的包裝；所謂劇情的包裝

是可以將一個平淡的愛情故事讓他發生在一個不平常的地方，例如

台北的愛情故事可以搬到紐約去拍，如此就在背景上有更多的吸引

力，行銷也就較為容易。 

隨著電影在市場上出現越來越多，也表現出越強的競爭態勢，

電影包裝的功能也就日形重要，包裝不僅讓電影產生質感，同時也

發揮電影的說服功能，當然在市場口碑間也容易產生優勢，包裝是

一種無聲的推銷員，能讓製作者產生信心，觀眾產生興趣，行銷者

產生創意，這種想法讓同質性的電影產生競爭上的差異，讓異質性

的電影產生好奇，同時包裝有時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就是電

影副產品的出現，例如某一種特殊的人物造形，可以製作成玩具市

場上的裝飾，例如電影《史瑞克》(Shrek)的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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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可以成為衝動刺激購買的動力，例如要看《史瑞克》的驢

子，就想看看這電影是怎麼回事，包裝能讓電影抓住觀眾，而電影

又誘惑觀眾，包裝因此有知覺的意識層次及非意識層次，意識層次

是讓觀眾觀眾掌握說故事的劇情，非意識的層次是激發觀眾的購票

的衝動，對許多觀眾來說，購票往往是一種比較上的衝動，非一時

的決定，而是一種可以接受誘惑的妥協，因此行銷的任務就是透過

電影包裝的設計，向潛在的可能觀眾發出訊息，希望吸引他們的注

意力，當一種衝動的機會發生時，購票觀看的機會就發生了，因此，

包裝是一種傳達電影產品的品質、價值、競爭性等的基本誘惑力。 

電影包裝的方式可以分析如下： 

1.色調(tones)包裝 從電影片來看，老的電影劇情可以是偏黃的

色調，愛情電影可以是偏紅色調等；從觀眾上來看，種族會有不同

的喜好，美國的電影觀眾喜歡溫暖又鮮豔的顏色，歐洲的觀眾喜歡

藍色即綠色的顏色，從教育程度不同的人所喜歡的顏色也不同，教

育程度及經濟程度較高的觀眾 偏柔色系與精緻的顏色，貧窮的人喜

歡鮮明亮麗的顏色，從劇中人物角色來說，自我中心的角色偏好黃

色，愛運動的人偏好紅色，喜歡思考的人偏好藍色，生活悠閒的角

色喜歡橘色；從個性上來分，外向的人喜歡紅色，內相的人喜歡藍

色，還有許許多多和人有關的顏色研究，對於電影的設計與行銷有

相當的幫助。 

2.線條(lines)包裝 電影中的場景、背景、家具、道具都有各種

的線條呈現，就構圖說，線條會造成觀眾舒服或不舒服的感受；水

平的線條顯出平靜、安穩、祥和；垂直的線條產生壓力、緊張；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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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產生深度、動能；就線條粗細分，粗線條帶來粗狂、科技、男性

的感覺；細線條感覺典雅、女性、溫柔的氣質；就角度來說，圓型

帶來和諧、女性的暗示；多角帶來衝突與男性象徵；就電影反應人

類生活的複製說，電影的構圖應多屬於 3D 的立體構圖法，因此線條

在佈置上要能產生深度與前後景之間的關係，另外就動態影像構圖

來說，線條所產生的向量(energy direction)，對剪接產生非常大的心

理影響，就攝影機運動來說，攝影機的移位會帶給觀眾直接的脈搏

反應，例如平行攝影運動，會帶給觀眾激動的脈搏跳動（節奏加快）。 

3.片名(titles)包裝 電影片名可能是最直接影響觀眾的包裝，甚

麼樣的片名能完全表達出劇情內容？又能讓觀眾產生興趣？又便於

記憶？片名對電影的票房有絕對的關係，它同時也是創意的表現之

一，所以為一部電影定名稱是個專門學問，行銷的第一份作業在這

裡。 

4.材料(elements)包裝 材料是指電影構成的實體物質，例如道

具、佈景、演員等，用一種不一樣眼光看所需要的材料，就產生不

一樣的感受，例如一部汽車道具，可以是任何一部車或廠牌，但是

一旦選擇後，對於觀眾的視覺感受就完全不一樣，觀眾會感受到潛

在這個車所帶來的劇情暗示，如角色的個性、經濟情況、喜好等，

演員的選擇是明顯的區別，所以才會有選角指導(Casting Director)的

地位與價值，角色的演員一旦選對了，電影故事的說服工作將事半

功倍，這項目中有許多發揮的空間。 

5.聲音(sound)包裝 電影的配樂有完全控制電影給人感受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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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影像只是軀體，音樂與音效是靈魂，選用不同的音樂會帶來不

同的情緒，選用不同的樂器會帶來不同的感受，歌曲有輔助的說明

能力，樂曲有不同的情緒宣洩能力，例如歌劇，例如交響樂等，音

樂可以是行銷中最具多方效益的工具，創造出電影的個性，激盪出

觀眾的衝動性購票，又能加強記憶與宣傳，同時也可以單獨變成電

影週邊商品，創造附加價值，必須特別加以考慮。 

6.劇情(stories)包裝 可以這樣說，自從有電影以來，電影的故

事可以是被編劇都利用過了，許多的故事都似曾相識，只是場地、

國家、年代、時空不同罷了，因此有人說，探尋前人的故事體裁或

許可以發現一些借用的劇情，而這些被用過的故事是否具有商業價

值，看當時的票房就知道了，以票房為指標的略為修改劇情時空，

說不一定是個可以偷懶的辦法，但是最好加上前述所有的包裝概

念，使觀眾不會有受騙的感覺。 

包裝代表一種表現，同時也代表工作人員的專業付出，一般人

雖然無法區別，但是有經驗的影評人可以看出其中付出心血的多

少，電影是否值得看？就看電影製作者的用心與良心。 

三、說服性行銷 

電影是在戲院中說服觀眾的媒介，要讓觀眾相信所看到的劇情

是真實的，因此電影是說服性媒介；在行銷中，行銷人員要說服觀

眾去看值得觀看的電影，是說服性行銷手法，因此，說服性行銷是

從電影內在本質到外在行銷都要顧慮，前面的電影的說服性行銷是

將一件虛構的故事傳播給觀眾，希望觀眾接受故事與其衍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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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其中要考慮的幾點是電影設計的依據：  

(1)故事鋪陳的可信度如何 是指劇情中所有的元素是否彼此的

關係清楚且脈絡明白？這是編劇與導演的責任。 

(2)故事的確實度如何 是指劇中人物的言行舉止是否恰當？背

景的搭配是否合理？這是演員與導演的責任。 

(3)故事的專業性如何 是指劇中所涉及的專業角色，如醫生、

律師等，是否所使用的動作與語言是正確的？又是指電影技術的專

業人員的表現是否稱職，不會有「穿幫」的危險， 這其中可以看出

導演到演員及所有工作人員是否有作功課，之前有確實去準備。 

(4)故事的人性與社會性的解釋能力 故事落實在社會中的人

群，各種人的個性與彼此間的衝突是否如真實的社會一樣可以被接

受。 

想要達成上述電影的說服性，想要促成電影產品的消費性說服

購票行動，行銷人員要採用的說服性因素如下： 

a.設想與觀眾的立場一致 行銷人員站在觀眾的立場想觀眾會

因何種原因購票，就可以透過觀眾的選擇性知覺來吸引觀眾。 

b.設想與觀眾的需求一致 從當時社會的議題到社會渴望，尋求

電影中可以運用的元素來做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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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選擇電影原先預定的觀眾階層做行銷 做該階層類化的行銷

活動，就容易引起注意，這是電影的觀眾市場分析所強調的作用。 

d.電影訴求是正面性的主旨 有爭議性或負面性的電影內容對

觀眾來說，不會增加其形象與生活實用性，因此行銷較為困難。 

e.電影的訴求屬性是正向性的生活態度 行銷較容易擴及一般

大眾，正向及有意義的內容，所能採用的行銷活動自然就多，行銷

也易於發揮。 

成功的說服，不論是指電影內容或是實際的電影市場行銷活

動，是指觀眾接受劇情被感動，並且加以宣傳其感受，這種觀眾的

態度形成的原因有三項： 

(1)事實因素 觀眾相信劇中發生的事情，並且得到內心的回

應，這情況經過其他觀看者相同體認的確認，這種成功態度於是出

現。  

(2)社會因素 基於某些社會團體的支持，或是政治力的介入，

使得原來不被看好的電影，得到觀眾某種態度的轉變，可能是其中

運作的影評或詮釋角度不同所致，台灣的一些電影賣座情況曾發生

類似的情形。 

(3)個人因素 電影內容涉及一些個人的過去經驗，引起共鳴，

於是態度產生改變，許多的電影能淨化心靈的痛楚，重新產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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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這也許有社會因素，例如一些國外的電影，原來在當地並

不賣座，但是到了其他國家卻反而賣座，這和當地的許多個人體驗，

或是社會欠缺的部分融合，例如電影《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 

(1997)。 

拾、行銷預算 

首先的問題是，準備花多少錢在媒體購買上，這個問題是依據

電影預期的收益作判斷，這項判斷會被一些因素所影響，例如競爭，

在電影推出市場之前的兩個月內就要知道可能同時推出的電影對手

是誰，事先的情報蒐集及分析是行銷人的責任，其次的問題，如何

做綜合性的媒體購買，這牽涉到預期的市場範圍、全國性、地區性

或是特定城市(national or limited marketing campaign)，另外加上文宣

印製費，及特殊行銷之旅費（首映發表會）。 

保守的費用 

行銷的費用不斷上升，並沒有一定方法可以解決，但是卻有一

些原則可以參考：  

(1)電視廣告的費用不斷上升，必須確定自己電影的目標觀眾群

所在，再決定是聯播網或是有線電視，或是特定節目。 

(2)將自己電影界定在普遍大眾（普級）的成功機率比界定在特

定觀眾的電影，其成功機率較高，因為普遍是多數。 

(3)針對多數族群的電影要比少數族群的電影行銷費用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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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銷文宣之觸及率(reach rate)與頻率(frequency)還是重要選

擇媒體的依據，但要有創意的做法。 

(5)行銷文宣牽涉電影內容(contents)，因此剛開始的電影構想就

必須想好觀眾想看的內容及注意的條件，事後的行銷花費想

補救之前的不足是浪費的作法。 

(6)15 秒的電視廣告不會比 30 秒的廣告差，但是花費卻不一樣。 

(7)半版或四分之一的報紙廣告不一定比全版的差，讀者只會注

意到有這個訊息，而不在乎是全版或半版，但是費用卻差很

多。 

(8)特殊活動搭配的行銷費用不同，例如球賽、遊行等，要時常

了解各種社會活動的價格以搭配電影行銷活動。 

(9)對於其他電影上映後的市場資料要蒐集與分析，往往可以有

很好的劇情、映期、上映城市的資料供參考。 

(10)針對電影特質去考慮更多有創意的戶外廣告方式或行銷方

式，將會減少行消費用與產生效果。 

拾壹、電影的宣傳與廣告 

電影需要非常多的有利宣傳，因為它的觀眾散居各處，而且觀

眾的「注意」是很容易被其他事物分心，為了能將所投入的龐大成

本回收，電影就必須加強它的宣傳，讓潛在觀眾由知道、了解這部

電影，而有機會的能做決定去看這部電影。 

宣傳是一種行銷的重要部份，是用某種方式讓潛在觀眾注意到

該電影的存在，以達到電影票房的賣座或是相關產品的市場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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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免費宣傳及付費宣傳兩種，免費是利用環境或媒體機會將電影

的訊息公佈於市場上，例如利用新聞報導的方式，有較高的可信度

與較少消費者保護意識，或是利用公關的活動場合，例如將電影活

動推進校園舉行試映或學生座談會等；付費的方式就是廣告的方

式，就需要專業廣告人的介入。 

電影的廣告種類非常多，因為電影是反應人的生活在銀幕上，

只要是劇情中相關的或是觀眾生活中存在的事物，都可以成為廣

告，廣告的形式與運用非常多，有(1)報紙與雜誌廣告、(2)廣播與電

視廣告，(3)戶外廣告、海報與廣告牌、(4)直接郵寄廣告，如郵局郵

件或是電子郵件，有(4)贈品廣告、如書卡及贈筆，有(5)張貼廣告，

如汽車廣告與各種貼紙，電影廣告可以達到的目的是公開發行、普

遍認識與強調電影特質等內容。 

電影廣告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從電影預告片、廣告片到各種海

報或是看板，都是將經過分析與研究後的該電影特質表現出來的成

果，有其一致性，電影廣告講求的是創意性與吸引性，如果將電影

海報視為藝術表現，它也就可以是一件電影週邊商品，端看如何定

義廣告的目標，電影廣告經過一些過程：目標制定、預算審定、訊

息決定、媒體決定、效果評估。 

(1)電影廣告目標制定 這一部分要確定推出的電影目標觀眾

群、可能的市場狀態、配合的行銷組合，電影目標的類別可以分類

為三大項目：(a)告知性目標：告知觀眾電影出現的時間與大概內容

特質；(b)說服性目標：將可能說服觀眾的項目放在廣告中，例如與

其他電影的差異的競爭型廣告、特殊製作條件或內容的比較性廣

告、特別演員或導演的選擇性廣告、告知電影中所暗示的流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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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求性廣告；(c)提示性目標：許多電影在攝製期間就開始進行策

略性廣告活動，暗示電影將在某一段時間後推出，這就是提示性廣

告。 

(2)廣告預算審定 電影廣告的預算可以有下列幾種依據：(a)可

負擔型預算(affordable budget)電影廣告的費用是在全部預算之中已

被確定的一部分，對公司來說是執行工作而已；(b)收入百分比預算

(percentage-of-incomes budget)可以預估未來可能的電影全部收入，

包括電影院、電視、錄影市場、其他週邊產品收入，也就是說要先

期投入一筆預期回收資金的廣告做法；(c)競爭型預算(competitive- 

parity budget)暗中參考其他電影公司在同一時間推出電影的預算為

多少，而決定預算。 

(3)訊息決定 電影的廣告會有許多以不同行銷方式而同時呈

現，因此針對彼此的協調目的而決定某項廣告的訊息內容應該為

何，訊息的內容一般分為：(a)理性訊息：一種條理分析式的廣告；

(b)感性訊息：訴求人類情感的內容廣告；(c)社會價值訊息：對當今

社會價值觀的某種呼應；(d)知性訊息：一種對生活或生命的詮釋的

廣告。 

電影廣告中往往會企圖暗含許多訊息，必須釐清其相對重要

性，太過複雜多目標的訊息會讓觀眾模糊焦點與失去興趣，因此強

調三個原則：(a)吸引程度(desirability)、(b)獨特程度(exclusiveness)、

(c)可信程度(believability)。 

電影廣告內容的出現方式大約如下： 

(a)電影片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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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電影綱要式 

(c)電影意境或氣氛式 

(d)演員或角色個性式 

(e)音樂式 

(f)專家代言式 

電影廣告訊息的講法有幾種語氣：(a)敘述式、(b)疑問式、(c)詮

釋性、(d)新聞式、(e)命令式。 

(4)媒體決定 媒體決定往往與預算有關，電影的媒體通常採用

的是電視，其次是雜誌或報紙，看板與海報都是不可避免的，有越

來越多的趨勢是電腦網頁設置的網路媒體運用，要決定的原則如

下：(a)有多少潛在觀眾群會看到？(b)這些人的看到頻率是多少？(c)

不同媒體或對象的效果評估如何？。 

(5)效果評估 電影廣告在推出前、推出期間、及推出後，都應

該做廣告效果評估，推出前要先試映給選擇出的觀眾 (testing 

screening tests)，詢問觀看後的結果，作(a)回憶實驗(recall tests)、(b)

認知實驗 (recognition tests)，推出期間要做市場訪談 (marketing 

survey)，看市場效果如何？推出後看各地回收的評估結果與市場票

房作比較。 

拾貳、電影的促銷 

電影的促銷活動是提供電影短期鼓勵性的電影活動，以刺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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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去看電影，促銷通常有三種作用：溝通作用、鼓勵作用、與邀請

作用，另外也會產生兩種暗示，一種是強烈時機暗示，爭取觀眾的

注意力，並且希望觀眾即時去購票，可能的活動將錯過後會不再出

現；另外一種是商品的貶抑性暗示，有將劣質產品拋售的感覺，因

此如果電影促銷運用過於大意與頻繁，會讓觀眾認為這電影是否值

得付出時間與金錢，國內新聞局曾經辦過的電影促銷活動失敗的原

因在此。 

電影的促銷活動產生的原因有外在原因及內在原因兩種：  

外在原因為 

(a)相同類型的電影在市場上太多，需要觀眾特別關注在某一特

定電影。 

(b)電影公司間的競爭激烈，例如暑假是各電影公司搶觀眾的黃

金時期。 

(c)社會經濟不佳，觀眾看電影次數減少，使觀眾會精打細算選

擇電影觀看。 

(d)觀眾對電影市場失去興趣，轉而選擇其他休閒活動市場。 

(e)觀眾對電影院的服務品質不滿意，如票價、環境、享受度等。 

(f)觀眾對電影的沉默抵制。 

內在原因為  

(a)電影公司對自己的電影沒信心。 

(b)電影必須配合整體行銷，在首映時創造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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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電影本身的品質不佳，在試映時已經感覺出來。 

(d)對特殊觀眾族群的某種程度的賄絡。 

電影的促銷活動可以分為三項  

(1)影迷促銷活動(movie-fans promotions)：(a)舉辦免費試映會，

希望獲得口碑相傳的效果；(b)提供折價劵，希望能吸引觀眾

及早購票；(c)提供贈品，希望及早購票的觀眾可以獲得一些

電影內容相關的產品，如運動衫、文具、海報等；(d)提供演

員簽名照，首映當天請知名演員在電影院現場簽名留念。 

(2)商業促銷活動(trade promotions)：(a)提供加盟異業顧客的折價

活動，或是贈品活動；(b)提供團體的優待放映活動，如某公

司或單位的員工的單一場次放映；(c)提供有獎徵文比賽，徵

求有利於電影知名度的影評活動；(d)提供電影公司會員的優

惠票價活動，主要是蒐集觀眾的資訊，作為市場分析之用。 

(3)個別促銷活動(sale-force promotions)：指電影院或是錄影市場

的個別促銷活動，和電影公司無關：(a)電影院會員的促銷票

價活動、(b)賣一送一的電影票活動、(c)首映前一週的賣電影

票送爆米花折價劵活動、(d)看電影送贈品活動。 

促銷活動的決策考慮因素如下：  

(1)所擁有的預算與時間為何？ 

(2)可能的時機為何？ 

(3)想要達成的促銷目標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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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定的促銷工具為何？  

(5)促銷方案的執行步驟為何？  

(6)促銷方案的市場實驗？  

(7)促銷方案執行時的控制為何？ 

(8)市場活動的時間長短？ 

(9)如何評估促銷結果？ 

電影的促銷過程是為了電影公司、發行片商或錄影代理公司，

及電影院間的共同利益，因此為了彼此的利益也會產生某種折讓，

可能的情形是： 

(1)票房補貼 將票房收入的部分多少百分比，折抵促銷活動給

相關的公司或戲院。 

(2)廣告補貼 促銷活動的相關廣告費用，由發行商或電影公司

補貼部分。 

(3)額外補貼 對於一些較為積極與有成效的公司或電影院，會

提出紅利或是推銷獎金。 

(4)回扣獎金 這是對於一些相關促銷活動的公司或個人的非帳

面獎金處理。 

電影的促銷活動是行銷的雙面刃，一方面需要花錢，一方面又

怕讓觀眾產生負面的產品刻板印象，有種討好觀眾的意味，同時行

銷活動是經常性的市場活動，需要許多人力與物力，長久下來，行

銷宣傳促銷人員可能會因熱情不再、體力耗損等原因，而影響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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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因此要特別慎重設計此項電影行銷手法。 

拾參、實際行銷過程 

電影的市場戰爭正在進行，宣傳與公關的工作是當電影片準備

放映前的必要工作，會牽涉到幾種關鍵性工作：創意廣告設計

(creative advertising)、公開與促銷活動、市場行銷研究(marketing 

research)、媒體利用與國際化思考等項目。 

(1)創意廣告是結合電影特質，所產生的廣告內涵的策略與執行

方案，可以是從電影內容(contents)到街上販售點(vendors)的連結性

思考，創意性廣告設計要在公開前越早越好。 

(2)公開宣布是利用公共關係而產生大眾對電影的認識，如何能

將電影照片、演員、片名讓大眾知道。 

(3)促銷是能讓大眾容易接觸到電影的方法。 

(4)市場行銷研究是經由廣告方式與素材的市場問卷調查，了解

電影特質的運用於事前的試映中，市場行銷研究則必須在電影的前

置作業期(pre-production)就同步進行。 

(5)與銷售人員及票務人員研究。 

(6)競爭性研究等的綜合研究。 

(7)媒體花費的行銷主要項目，媒體宣傳開始於發行之前，實際

上是與廣告代理商及下層的戲院行銷的計畫配合。 

(8)電影公司行政上支援與資源考慮的國際化，國際化是在製作

期(production)中就開始運作，如國外的資金介入與版權的授權，通

常是在國內放映完後才進入國際市場，但是越來越多的大成本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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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採用全球放映模式，其行銷費用也是非常驚人的，所有的這些工

作像是一場持續的競賽，經由之前的種種專業訓練，而希望能達成

一致的製作目標。  

一、創意的開始 

電影的行銷和其他商品不一樣的地方，是他的行銷設計一直都

在製作的過程中修改，所有的電影都有著相同的行銷過程，而這行

銷策略會一直修改到電影上映，在這個過程中會隨著劇本及製作而

調整，在這個過程中會找尋製作廣告的有利因素，而成為行銷的重

點，一個有能力的行銷設計人員，是要在這個階段中發現任何有利

於這部電影的行銷工作，例如從演員、場景到故事內容，必須能預

知可能會票房成功的因素，也必須能預知可能影評人會看到的地

方，或是在影展中能突顯的地方，這些都必須非常小心的去思考如

何處理。 

一旦電影拍攝完成，行銷人員及相關的公關人員會被允許去看

毛片，試圖去找出一些行銷想法，從這些毛片中可能會激發出一些

感覺，未來的預告片可能就會朝這個方向去進行，最先處理的是預

告片，預告片必須能反映出片中重要的東西，例如情節、氣氛或是

角色特質，這些都將成為廣告行銷的重點，最先的預告片是較短的

預告片，例如從 15–90 秒的長度，可能只是讓觀眾能瞄到一點故事

的內容，這是「引誘性廣告」，通常是放在官方網站上，這時間可能

長達數月之久，一直到影片上映；另外一種預告片是正規長度的預

告片，通常是 2 分鐘或更長，是希望給觀眾一個電影的印象，能吸

引觀眾去看，說服觀眾去買票的工作是長時期的電影誘導工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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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一個網站是必要的，除了可以告知觀眾電影的製作進度外，也

經常可以將幕後花絮介紹給觀眾，網站是全球性的，因此可以考慮

是多種語言呈現，這和電影未來行銷市場的觀點有關，也可以是互

動式的，例如要求會員密碼的設定，一旦成為會員，就可以得到特

別的優惠或折價劵，這種方式可以收集到可能觀眾群的資料，或可

成為試片觀眾的選擇，或是行銷的策略依據。 

二、公開的活動 

最早期，一旦電影準備可以製作，公關人員將要處理如何公開

這部電影的攝製情形，通常會考慮將電影的劇照及幕後花絮告知市

場大眾，可以是演員或工作人員，或是拍片中的任何大眾有興趣知

道的事，同時要能夠給媒體相關的資料，不論是平面報紙或是電視

記者，這都是公關的責任，劇照可以是在拍片現場演戲所拍攝的，

或是請演員特別安排的。  

其他的促銷方式可以視未來行銷的需要而定，例如拍攝幕後花

絮的節目可以是供電視節目播出之用，一些有線電視的電影台會配

合播出，時間長度可以是 3～30 分鐘不等，這些可以是形成一個完

整的敘述，有個主題，或是指示配合電影需要的製作，是紀錄片或

新聞片或是綜藝節目，許多電影在公開首映的時候都希望主要演員

或工作人員能到場，以增加聲勢或氣氛，但往往一些演員的時間很

難搞定，因此拍攝此類的電視短片可以派上用場，但是不可否認的

是，這些都要花錢，這和電影預算有關。 

電子郵件 e-mail 可以是個行銷工具，因為可以廣泛的寄發出

去，又可以藉由受信者的轉發而更加觸及到可能的觀眾群，這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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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者可以是網站上的會員，可以藉由特殊優惠方案郵寄給這些授信

者，告知電影預告片、幕後花絮故事，或其他有利資訊，常在電子

郵件中轉寄的內容可以參考一下行銷的切入點，這是以前電影所不

常運用的方式。 

公開的記者運用是很重要的策略一環，提供不等的新聞及影片

內容有利於記者的運用，可以提供訪問或是參觀活動，尤其是當映

演日期確定的時候之前幾個月，提供不等的搭配給媒體運用，首映

場的記者會也可以運用網站會員招集而來大批觀眾，製作各種劇照

及文宣品是專業的工作，盡量給予媒體記者的方便，將會製造媒體

免費宣傳的效果，同樣給予影迷一些文宣品，也可以達到相當的成

效。 

在媒體購買的觀點上，電視是最大的開支，可以分開是聯播網、

特定節目、有線電視，然後是報紙、雜誌、廣播、戶外看板(包括看

板、交通運輸工具、車廂外廣告)，然後是 Internet 網際網路，在電

影頻道(Movie Channels in Cable TV)上的電影廣告有越來越增加的

趨勢，因為可以有效的觸及到較窄的特定電影族群，較之電視廣播

的綜合性頻道，更能觸及到可能的觀眾群，有些地區的有線電視電

影廣告逐漸有明顯增加趨勢，事實上，廣告有不同的份量，電視廣

告與報紙廣告都是較為重視的媒體。 

電影公司的廣告通常由廣告代理公司包辦，因為是經常性的電

影廣告，廣告公司會買斷特定時段或季節，或是特殊活動（例如轉

播），這種買斷的契約通常是已經簽定固定季節或時間，例如前述的

寒暑假旺季之前的幾個月內，因此當電影發行時間更動的時候，往

往電視廣告策略也要更動，因此彈性的廣告簽約是必要的，如此才

能將原來的電視檔期換給另外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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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購買並沒有一定的公式，依不同的電影而定，這是因為

一定的預算會有一定的觀眾規模，及一定的戲劇印象所要傳遞給觀

眾的結果，主要的條件是觸及率(reach rating)與頻率(frequency)，觸

及率是只有多少觀眾能看到這一個廣告，頻率是他們有多少次能看

到這廣告，需要有多少的印象能促使購票觀影，沒有一定的統計能

說出所以然，因為所有的電影都是特殊與不同的，電影內容更是如

此差異，在一個經過包裝的世界中，從肥皂到汽車的相關行銷結盟

中，能製造出三個以上的印象是主要目的。 

為了讓預算花在能製造電影印象上，從觸及率到頻率考量，可

以分別是電視節目、戶外活動、交通運輸車站等場所；電視又可以

分成白天或晚上、轉播活動或特定時段，主要的關鍵是

CPM(cost-per-thousand)，每千人的成本，如果經過計算，相同的數

量結果會有不同的花費，就方式而言，就要採用混合方式，是較為

經濟的做法。 

電視媒體購買牽涉到媒體的節目點選率 GPR(Gross Rating 

Points)，通常有固定的媒體統計公司在做這件工作，GPR 能用兩種

方式評量：戶數取向(household points)或目標取向(target points)；戶

數取向是以有多少家庭有電視的百分比量測可能選播到的比率，但

是每一個特定節目會有不同的人口統計數字，當然其中會有目標觀

眾的存在；目標取向是以特定族群為考量，例如青少年、成人、男

女、性別、兒童等等，經由經驗，可以知道可能目的觀眾的數量，

能夠形塑多少電影印象的頻率就十分清楚，因此回過頭來考慮媒體

購買就比較有利，電影公司的負責人應知道預算會如何分配的策

略，例如何時去買？由誰去買？如何買？以觸及到目標族群又能解

省最大的成本，因此如果介入電影工作越有可能知道主要及次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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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哪裡？（國片《十七歲的天空》製作群就有如此背景） 

除了電視之外，以電影內容差異而有不同其他媒體購買，例如

廣播、雜誌、戶外活動看板等，成年人的廣播習慣較年輕人不輕易

轉台，年輕聽眾通常會收聽流行 MTV 式的音樂，瞭解這些習慣後，

才能由專業媒體人員去設計媒體策略，因此專業行銷人員要具有如

此的媒體常識，行銷才能及早又成功。 

拾肆、全球行銷實務 

全球可以作為行銷的市場，但是實際上各國的電影品味是大不

相同的，某種電影類型在某國家受歡迎，但在另外國家卻相反，有

些國家喜歡動作片，有些國家喜歡抒情片，同時媒體的使用習慣也

不盡相同，因此可以說各國的行銷方式都不同，對電視依賴的程度

也不同，例如歐洲與美國就差別很大，另外對於不同國家的電影要

求加配該國對話或是字幕的方式也不同，而產生一些製作費用，而

這些又必須配合上映時間，往往又產生一些額外費用，加上行銷成

本，又增加市場的風險，所以針對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國際行銷人

員介入，去設計該國的行銷計畫，其計畫一如國內行銷計畫一樣，

從媒體設計、購買、促銷活動等等開始。 

一個國際性電影行銷的考慮是多方面與高成本的，必須做些功

課及具有經驗，雖然電影是具有國際市場的可能，但是並不是每部

電影皆如此，經常看到許多成功的例子，但是失敗的也不少，雖說

國外市場多少可以增加票房收入，但是要看付出與收回的比例，以

美國為首的世界電影市場，有完整的行銷計畫與部署，但是唯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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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是，每一部電影都是唯一與獨特的，花費不同，創造的素材不

同，因此行銷手法也不同，因應新科技的發明與介入，傳統電影行

銷的方式一再修正，因此行銷人員的挑戰是接受快速變化的社會，

去了解新的可能方式，因為下一部電影就要求不一樣的行銷。 

一、進軍國際的因素 

電影基本上是一個文化性商品，有其地域性，並不是每部電影

都具有發展國際市場的條件，因此，一家電影公司是否要進入國際

電影市場？有幾種考慮：  

(1)國外電影市場的開發是否有代理發行公司可以代理業務？ 

(2)國外發行的投資是否會增加公司額外開支或人力資源？ 

(3)電影情節是否具有國際觀點？ 

(4)電影內容是否有文化親近性？ 

(5)開發國際市場是長期策略還是短期策略？或是臨時策略？如

果是臨時策略，那風險性就高。  

(6)電影的製作與內容是否有先考慮到國際市場？如果沒有，風

險性就高。 

(7)是否應該以試探市場的方式，先以市場集中 (market 

concentration)方式，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再進行市場擴散

(market prolileration)。 

(8)每個國家的口味、興趣或文化性與社會性不同，是否有電影

類型喜好的差異？ 

(9)是否應該先行了解各國電影政策與發行系統及方式？ 

(10)開發國際電影市場是否真能符合公司利益？還是一時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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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1)研究國際間哪些類型電影是最受歡迎？例如已知的動作

片、愛情喜劇、兒童電影是幾種受歡迎的類型，電影公司是

否擅長這些類型？ 

(12)評估市場潛力與投資報酬率。 

國際電影市場除了美國之外，各國都在努力想投入市場競爭。

尤其是法國與英國，但是顯然電影的構成是有其特定條件，許多法

國籍英國電影演員還是認為在美國的電影演藝生涯較在自己的祖國

有前途。因此可以知道，進軍國際電影市場是許多人的夢想，但是

如果電影劇情內容、演技、製作品質、行銷手法無法一一配合，可

能在國際市場上還是會遭遇到強勁的競爭對手。首先是當地國的電

影，其次是美國電影。因此除非有很好的劇本及堅強的演藝工作人

員，進軍國際還是具有相當挑戰性， 電影是文化性商品，應該先考

慮本國市場，其次在考慮國際市場， 因為國際市場的風險更大，投

資更多。 

二、進軍國際的程序 

一家電影公司決定要進入國際市場，下一步便是決定以何種方

式進入該國電影市場，通常有三種進入策略：(1)電影外銷 這是最單

純的方式，本國製作而外銷到國外；(2)合營方式(joint venturing) 這

是以某種方式和國外的某電影公司合作，合作方式有好幾種；(3)直

接投資(direct investment) 就是投資於國外的電影公司，也有幾種合

作方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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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影外銷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電影發行前或是之後，想將

電影在國外電影院放映： 

a.可以透過國外電影發行公司進入當地電影市場。 

b.自己公司成立國外發行部，持續的向國外發行電影，通常只有

美國電影公司才會如此。 

c.參加國際影展，自己推銷自己電影，這種方式是要一步步的建

立國外關係，有如付學費一般的進展。 

(2)合營方式 這也是最常見的跨國電影製作的方式，有幾種方

式： 

a.技術合作式 將劇本搬到別的國家去拍攝，聘用當地電影公司

的工作人員，以這種合作方式，將來可以用這公司作為當地代

理發行公司，利潤以百分比分配； 

b.演員合作式 採用當地電影公司演員，條件可以依合作約定而

定； 

c.參與式 電影採跨國合作模式，從製片、演員、工作人員等人

員，到資金等設備與環境等，跨國的電影公司都有專人參與，

利益也是依談判而定； 

d.劇情合作式 將一個好的電影點子或故事到國外電影公司請

求加入，由國外電影公司全權攝製，將來國際市場利潤由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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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決定，所謂市場談判的空間是授權(licensing)的地區，或

是全部電影市場的票房收入，包括錄影市場及其他收入。 

(3)直接投資 這是將資金直接投資於國外電影公司的模式，通

常認為國外這家電影公司具有拍片的技術、條件與發行銷售通路，

將資金帶入這家公司，成為這部電影的合股股東，將來全球利潤共

同分配。 

合營與直接投資方式在許多國家都有獎勵電影製作政策，尤其

是引進外資與外來技術的電影公司，都有不同的優惠方案，每個國

家都不同，因此應該利用以國家作研究基礎，以作為合作或投資的

依據，同時對電影公司來說，國外拍攝也可以避稅或是減稅，或是

利用匯率升降差異賺取製片匯差，當然都增加一些風險，因此外匯

控制與通貨膨脹、市場狀況、治安、交通等，都是考慮因素。  

三、藉由影展發行  

影展是呈現電影及尋找影片發行商的好地方，但是也必須要花

錢及參加適合的影展（見附錄七、八），因為全世界的影展何其多，

每個影展有自己的目的與作用，電影要以影展為發行與行銷的手

段，必須真的得拿出實力與品質，來面對發行代理商的挑剔。 

影展顧名思義是電影放映及獎項比賽的地方，同時也會出現許

多付錢看電影的觀眾，因此會有意見製造者(opinionmakers)與記者，

獲獎的電影會得到社會的關注，於是，似乎得獎和電影的公開活動

產生關係，電影行銷自然不會錯過這機會，同樣的發行商買片、製

片商出「點子」找投資都相繼而來，於是影展成為買賣的市場，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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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國際市場的電影交換、買賣。 

從 1990 年開始，影展與市場行銷有增加關連性的趨勢，尤其是

獨立製片的發行，希望有個機會能在大製片廠壟斷下開展市場；影

展最早開始於 1930 年及 1940 年代，主要是促銷新電影，現在全世

界有超過上千個影展。影展的分類有分全球性影展(global festival)、

地區性影展(regional festival)、特殊電影影展(specific film festival)、

文化性電影影展(cultural film festival)、特殊電影藝術影展(specific 

filmmaking arts festival)，影展的名稱與要求在網路上能夠輕易的找

到，但是全世界比較知名的影展並不多；參加影展有一定的要求與

報名費，參展的影片也有一定規格或市場映演上的要求，行銷人員

要仔細的考慮瞭解能夠發展的機會在哪裡。 

有許多電影人都會說參加影展要花許多錢，想得獎項也要花許

多錢去製造聲勢，例如電影《耶穌受難記》(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2004)的導演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曾被人問及電影如此賣

座，是否應該參加影展？他的回答是：「參加影展要花許多錢去造

勢，但是真正好的電影是觀眾喜歡的電影，而不是影展創造出來的

電影」，有此可知，參加影展的意義有逐漸被扭曲的情形，參加影展

對電影有加分的作用，但是要看其投資情形而決定。不過參加影展

一定要知道幾件事： 

(1)公開的宣傳：與新聞媒體要有良好的互動。 

(2)促銷的素材：所有文宣材料，包括海報、錄影帶等，或是相

關商品如 T-Shirts，都要事前準備妥當。 

(3)生活安排：居住的地方離影展會場遠近或方便性都會影響參

加的效果。 

(4)電影拷貝：放映電影的準備及相關 DVD 或錄影帶要準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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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場合中運用。 

(5)發行選擇：準備相關市場授權文件，或是與律師一同前往討

論可能產生的放映條件與授權金相關問題。 

(6)放映：放映時可以有多少相關接待、製片、演員的出席空間，

或是酒會，都要仔細考慮。 

(7)訪問：記者或媒體會提出問題，有關問題或資料一定要事前

準備。 

(8)創意性作法：影展的影片與相關人員甚多，因此要引起注目

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如何讓參加的人對電影印象深刻必須

要有一些想法。 

影展是個重要的參加活動，如果在放映得到好評，或許可以增

加發行量與授權金，但是也有一些電影雖然在影展放映有不錯的口

碑，卻乏人問津；同時得到獎項也不保證會有高票房，只是增加了

可能性機率而已，因此參加影展絕對是件複雜的事與需要考慮的事

情，尤其是簽訂授權合約，有幾項考慮： 

(1)可以授權的金額 

(2)付款方式 

(3)如何付保證金 

(4)上映的紅利如何分攤 

(5)付款及權利金的時效 

(6)雙方交付的條件與內容 

(7)合約所包含的市場範圍（授權地區） 

(8)最少放映家數的保證 

一項合約的履行往往要延續在影展之後數個月之久，相關的事

後聯繫與交付都會產生許多問題，在影展中或可得到好評，或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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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得到刻薄的評論，事先都需要有心理準備，所以參加影展有收獲

是最好，如果沒收穫也可以交到許多朋友，所以採用影展的行銷策

略要仔細思考。 

四、跨文化行銷的差異 

電影是個文化性商品，裡面所表現的是各地方、各種人的生活

方式與態度，因此這種文化性商品被接受與詮釋的差異就可能發生。 

文化是指在生活中所潛存的價值、觀念、態度，及表現出來的

行為、語言、符號等，經由代代相傳的方式，所形成的生活整體，

因此每個環境、人種在社會化下所衍生的文化遺產都是不同的，表

現也可能有所不同，在研究電影形成國際商品之後，了解觀眾群的

文化背景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因為觀眾對於電影所呈現的種種現

象，會去如何詮釋與了解，將會影響電影的可收看性(playability)與

市場價值(market value)。 

因而當電影決定進行國際行銷策略時，對於電影的題材、演員、

場景、故事、意義等，都要非常小心處理，因為常常會有一個狀況，

認為在國內擁有的成功票房條件的行銷條件，移往其他國家去進行

時，卻遭到失敗的命運，除了可能是當地接受行銷技巧與內容有差

異之外，電影的內容的文化差異認知也可能是一項因素，文化差異

的劇情也可能造成當地國的爭議與衝突，不得不小心行事。 

想進行跨國的文化商品行銷，正如電影商品，就要研究人類學

的議題，人類共通的肢體語言及態度語言是人類共同能了解的，例

如餓了就想吃東西的表情，生氣時就有憤怒的表情，這些是人類共

同的表達，其實也就是電影的國際性語言，美國電影的容易被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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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觀眾所接受，其原因就是能掌握這種人類的本能表達，同時許

多的美國電影內容的意義也都是十分容易被解讀，例如忠、孝、仁、

愛等的講法，好人一定有好報，壞人一定會得到報應，諸如此類，

美國電影就容易被國外觀眾接收，當然電影發生的場景及生活方式

是另外一種文化傳播，或價值觀傳播，對許多主權意識強烈的國家

來說，如中國大陸、法國、馬來西亞等國，就常常對某些電影進行

市場設限，這是文化與商業的衝突。 

拾伍、網路行銷 

電腦網路 (Computer Networking; Internet; www) 成為21世紀最

便利的行銷通路；電影利用網路上的電影網站來創造市場，如今不

但不是新聞，反而變成是固定行銷做法，數不清的電影有自己的官

方網站，利用網站的架設從事宣傳或促銷的活動，電影的官方網站

的這種作法有優點也有缺點。 

優點是 

(1)快速提供電影訊息 

(2)提供各種優待活動 

(3)提供這部電影製作背景資料 

(4)從點選人數可以知道電影受歡迎的程度 

(5)讓觀眾更清楚所選擇的電影是符合自己的興趣 

(6)可以促進電影觀眾的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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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可以預看各種預告片 

(8)可以對參與製作的演員或製作人員有進一步了解 

(9)可以提供電影有關資料或其他電影網站的連結 

(10)可以為影評人行銷的手法 

 

 

缺點是 

(1)網頁的內容維護是經常性的工作 

(2)網頁內容需要經常更新 

(3)網頁設計需要有創意 

(4)如果點選人數不多，將是一種票房打擊 

(5)必須要準備有足夠的電影資訊，如劇照或電影片段 

電影網站在整個電影行銷的立場上有非常多的潛力(potential)，

除了方便性與宣傳性之外，另外具體的可行之道有下列幾項：  

(1)提供現今市場上電影的最新資料，包括票房統計。 

(2)提供電影資料庫(movie database)搜尋作為查詢電影相關資料

之用。 

(3)提供電影討論空間。 

(4)電影廣告的刊登。 

(5)電影商品的販售，包括 DVD、VCD、音樂 CD、書籍、劇本、

小說等。 

(6)提供有關電影的新聞。 

(7)下載電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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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租售電影服務。 

(9)相關電影網站的連結。 

(10)有關電影研究資料庫。 

(11)電影學校資料庫。 

(12)電影相關公司資料庫。 

電影在網路上正可以發揮電影是「非實體商品」的特性，電影

變成數位資訊，利用遠端傳輸方式，將所想得到的數位資訊利用網

路交換的方式達成交易、交流的目的，除了實體的書籍等商品需要

透過快遞服務，一般相關的電影資訊，網站都能提供，未來利用網

路的隨選視訊(VOD)及計次付費(PPV)機制，看首映電影的機會將越

來越大，網路的信用卡付費及會員點數付費將越來越流行，可以順

便說明的是，網路的成人電影(adult movies)服務市場是一個金雞

母，有最先進的網路科技，提供最快速的影音視訊服務，電影的網

路付費電影最先採行的也是這種成人電影網站，相關的這方面研究

應該密切觀察。 

拾陸、擬定電影行銷策略 

在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中，電影公司為了生存與獲利，必須進

行有效的策略，這種策略是經營的最高原則，下面將分析電影的策

略釐定方法。 

策略是謀略，是依據當時狀況所依據而思考產生的計畫，這種

計畫是有效運用資源來掌握實際的機會點，以達成所欲達到的目

標，因此有三者關係：電影公司的資源、實際市場上的機會、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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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的利益三方面，因而釐清電影策略有幾個步驟。  

(1)評估目前電影市場上有多少機會  

a.環境 觀眾生活經濟情況、社會議題、社會流行、政治情況、

法令規範。  

b.觀眾 觀眾的喜好，可能的興趣轉移、族群現象。  

c.電影 多少電影製作？多少票房金額？目前多元化或是單一

化電影類型？多少電影公司介入？多少發行公司介入？多少

電影獲益或賠錢？ 

(2)分析自己電影有多少機會  

a.公司有多少資金、人力？  

b.公司有多少製作技術、設備、人才？  

c.公司是否有發行通路？   

d.公司的優點與缺點為何？ 

(3)設定行銷的目標  

a.擬定公司的長期、中期或短期目標  

b.製作的電影是符合哪一階段的目標？  

c.對市場的可能影響？  

d.可能產生的票房與其他收入（含錄影產品收入及其他項目） 

e.對公司地位的影響 

(4)擬定可能執行的電影行銷策略方案（可行方法） 

擬定可行的幾種行銷策略，並且一一加以評估，比較其中可能

性較佳的電影銷售方案，評估的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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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所付出的成本效益  

b.人力資源及管理上的付出  

c.競爭者的可能反應  

d.可能的結果  

e.可能的風險  

f.達成個別目標所需要的時間 

(5)建立明確的行銷任務  

一旦確定策略，所有的努力將一致的結合，包括： 

a.電影製作上的配合  

b.人事及管理上的配合  

c.電影市場調查研究的配合  

d.電影情報資訊系統的建立  

e.電影發行通路的配合  

f.相關工作人員的士氣配合 

電影行銷策略是市場最高指導原則，必須非常慎重的考慮，當

資金、人力投入之後，這場軍事行動必須有好的結果，否則電影公

司被市場淘汰是必然的結果。 

拾柒、電影行銷策略類別及類型 

電影的行銷研究可以有許多方式，但是基本從行銷傳播的角度

上看，可以有幾種行銷策略歸類： (1)影片產品路線 (Product 

Approach)；(2)經營管理路線(Managerial Approach)；(3)通路市場路

線(Market Approach)；(4)電影發行路線(Distribution approach)；(5)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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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映演路線(Exhibition Approach)。  

(1)影片產品路線  

A.產品定位策略 從電影的類型形訊息上，可以讓觀眾容易區

別自己想要看的電影，這是從觀眾心中對電影的定位所能立刻感受

到的訊息，例如喜歡神話故事的觀眾，對於像《魔戒》這類型的電

影會立刻有反應。 

B.製作條件策略 從製作的規模大小可以區分，如製作預算的

多少？有從拍攝場景的考慮，例如城市故事，而不是鄉村故事，有

從導演來區分，例如導演伍迪艾倫的電影，這方面又有許多分類。 

C.認同策略 認同是條件的延伸可以有幾種區分： 

a.自我的認同 例如喜歡帶有激勵作用的電影； 

b.社會的認同 例如大多數人所認為親情可貴的電影，會引起一

些成年人的觀眾興趣； 

c.宗教的認同 例如《耶穌受難記》的宗教電影； 

d.生活形態的認同 例如青少年喜歡看的年青人電影，另外還有

其它許多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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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類型區隔化策略 在電影市場上建立不同產品的電影類型，

使競爭產生區隔效應，讓不同喜好的觀眾有不同的選擇。 

E.包裝策略 電影劇情如果沒有甚麼特殊之處，但是經過某種

程度特別關注於製作條件中的某一項，例如場面設計、服裝、造型

等，讓觀眾對一種平淡的產品產生好感，這是一種在外表上的修飾

讓人耳目一新的做法。 

F.明星策略 利用電影明星人物的參與來製造電影宣傳聲勢的

做法。  

G.名人代言策略 這種名人不是電影界人士，而是社會知名人

士。 

H.觀眾區隔化策略 對於特殊族群的觀眾予以設計電影內容，

這使電影的市場企圖非常明顯趨向於特定族群的喜好。 

I.跨國合作策略 利用跨國合作的機會，結合不同國籍的演員、

場景等來吸引觀眾的注意。 

(2)經營管理路線 

A.關係企業補貼策略 有些電影公司擁有院線，或是擁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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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或是電影遊樂園區，因此可以用互相補貼的方式募集資

金與分攤風險。 

B.低成本市場佔有策略 電影公司製作電影的目的不是想拍攝

好片，而只是想拍「大量」的電影，一方面可以在電影院中輪流上

映，一方面就立即推到有線電視市場，或是錄影市場，因低成本電

影的風險較小，回收資金較快，這些公司通常擁有院線經營權，目

的是維持電影院營運，也維持電影公司存在，以多量來攻佔電影市

場。 

C.品牌策略 觀眾對於某種有名電影公司的產品對象有認同看

法，例如電影公司「新藝城出品、觀眾有信心」，例如華納出品或是

福斯電影公司發行，通常這些公司都會有審查的機制，出品與發行

的電影不會太差。 

(3)通路市場路線  

A.商品化策略 企圖將電影的商業功能全部發揮，劇情的設計

能轉化成相關內容的各種週邊商品的做法，例如發展出電腦遊戲、

電動遊戲、電影玩具、文具用品的裝飾等。 

B.市場分配策略 不同國家的電影拷貝有不同的電影剪接版

本，或是錄影市場也有分不同的電影版本，也可以是同一國家內有

不同的電影拷貝、發行數量，例如美國可以是東西岸城市同時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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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才是中部城市發行。 

(4)電影發行路線  

A.國際策略 以美國為主的電影，在國內第一週票房紀錄會成

為國外市場的宣傳重點，之後的幾週，這部電影就會出現其他國家

的電影院，所打的宣傳是美國票房排名前幾名之說。 

B.市場區隔化策略 市場區隔是發現一群觀眾的次一級群體，

每個觀眾都有類似的需要喜好，及或對相似行銷的電影有相似的反

應，因此建立不同電影產品市場的區隔，針對這群觀眾加強發行宣

傳。 

C.生命週期策略 電影公司將所有過去及現在的電影產品，以

各種方式套裝方式賣到電影市場或 DVD 市場，也就是將電影的剩餘

生命一再延長的做法，所以電影公司的電影資料庫其實是個藏寶盆。 

D.影展策略 利用參加國際影展的機會，將電影發行到其他國

家中的做法。 

(5)電影映演路線 

A.政治人物策略 利用政治人物曾經看過某電影的觀感及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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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來做宣傳的做法。  

B.影評策略 利用影評人的講法來宣傳電影的優點，或是發動

社會人士的正向性批評來促進電影的知名度與聲勢。 

C.特殊族群宣傳策略 利用某些特定族群的放映機會或討論機

會，來製造知名度與聲勢，例如放映給特殊的殘障團體或公益團體，

或是舉辦學生座談會等，來增加市場上討論的機會，進而達成宣傳

目的。 

D.國際媒體影響策略 以曾經參加國際影展入圍，或得獎的紀

錄，來影響觀眾選擇電影的態度，或是國外媒體曾經的報導的電影

評論，都成為影響觀眾認知的看電影考慮。 

一些社會學家及心理分析家認為，一個人所看的電影可以反應

出一個人的真正自我，同時，從宏觀的角度上看，一個甚麽樣的社

會，就會拍攝出甚麽樣的電影，同樣的，越賣座的電影，也越能反

應大多數人內心的需求，電影策略的運用得視當時社會環境及電影

公司的條件而定。 

拾捌、服務行銷 

電影的行銷方式非常多，差異非常大，但是都脫離不了一個根

本，那就是電影是販賣「服務」的商品，這種「服務」的銷售是無

形的，電影的服務是情緒性與感情性商品，看不到與摸不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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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清楚電影的「服務本質」，必須從兩方面來談：  

(1)針對電影的無形服務中的變數加以控制 電影中的場景、演

員、技術等，都是依據觀眾的角度來安排，希望觀眾能看的懂，並

且滿意其情緒的表現，這可以作為一個製作過程中可變數

(controllable variables)控制的依據，觀念是電影是服務性商品，製作

的快樂是建立在電影內容服務的品質上。 

(2)針對外在放映環境的變數加以規劃 這裡服務的觀念是落實

在電影院的放映環境、租片的方便性、錄影市場商品的合理價位。  

a.電影院的服務是指放映戲院的清潔、享受、座位安排空間與間

隙、聲光品質、餐飲服務內容、購票服務等，是否能讓觀眾得

到最佳的觀電影情緒效果，這方面服務不佳，將會減損電影內

容情緒的滿意程度。  

b.租片的方便性是讓家庭觀眾增加的主要原因，網路越來越能顯

示是個很好的租片通路。  

c.錄影市場商品的價位合理性，不論是錄影帶或是電影光碟，成

為一種家中個人的收藏對象時，電影的這種改變所謂擁有的概

念的做法，可以增加非常大的市場商機，上述的方式都必須讓

相關公司、電影院與網路公司有個 清楚的服務觀念，這樣才

是雙贏的市場。 

一、服務行銷的觀念 

電影服務行銷的觀念，可以區分為以觀眾為基礎，及以相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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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設備及環境為基礎，以觀眾為基礎要判斷講這電影故事觀眾會不

會滿意，後面所牽涉的是攝影技術、燈光技術、導演技術、製片能

力、剪接技術、音效處理技術等專業人員，對於所服務的觀眾群的

不同，而有不同的處理原則，但是服務的精神要持續，以相關電影

設備及環境的服務，是要求有關專業人員能設計或提供觀眾一個高

品質的電影環境，這方面需要訓練與培養，電影的複雜性就是電影

的製作有困難，同時外在環境的變數也多，都會影響觀眾要不要購

票的決定。 

二、資料庫行銷 

行銷要了解對象，傳播要知道受眾，對於潛在觀眾的了解越多，

越能製作相對有吸引力的電影商品，蒐集觀眾的個人喜好及背景不

光是收視率調查公司的責任，因該也是電影公司的責任，所謂的服

務行銷就是要去知道哪一群人需要服務，他們的需要就成為電影發

展的機會，觀眾資料庫行銷將是未來電影行銷的必然趨勢。 

三、欺騙式行銷 

電影常會受到社會人士的指責與批評，傷害的電影產業，也傷

害的製作電影公司己，使觀眾也受到情緒不滿的傷害，原本這種服

務情緒的商品，變成相反的結果，對於整個電影市場有非常大的影

響，這是種欺騙式的行銷手段，所謂欺騙行銷是將電影商品的市場

策略，建立再不實的宣傳手段上，分為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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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欺騙式推廣 將電影內容誇大與不實的宣傳，會誤導觀眾購

票後看電影的期待，這情形常發生在台灣，許多所謂的影評人，用

自己的觀點詮釋電影的內容，讓許多觀眾不以為然。 

(2)哄騙式行銷 電影內容的誇大或是利用電影包裝的想法，去

製造一種假象，讓人以為電影有這種情境，結果只是虛晃一招，例

如一些明星指在電影中出現一下，但是宣傳上卻強調是他的名字，

同樣手法在知名導演宣傳上也如此，讓觀眾誤以為是這導演的出

品，結果卻是他的公司產品，不是他本人的作品  

(3)假係行銷 許多電影打著一些類型電影的稱呼，但是卻是掛

羊頭賣狗肉，讓觀眾看後大呼上當的電影。  

(4)影展推銷術 許多電影打著參加國際影展的名銜，大做廣

告，結果影展未必得獎，內容未必有可看性，讓觀眾看後有被欺騙

的感覺，全世界電影影展有上千種，分類與目的不一，那些電影未

必符合電影服務的原則。 

行銷對整個社會有非常大的影響與衝擊，會提高一些慾望、爭

議議題、文化衝突，或是政治力量的社會爭議，如果不能從保護觀

眾的立場來看，電影行銷會衝擊到一個社會的發展，因此對於電影

的公共政策，應該是非常明確的指向電影的正常發展與電影產業的

正當性，對電影公司來說，社會責任與道德觀更是重要，行銷倫理

應該確實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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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要 

1.行銷基本概念：電影的市場行銷是一種電影產業的操弄過程，

講究的是策略與資源的協調與搭配，是一種高財經技術操作

的學問。 

2.市場行銷是藝術：電影的市場演變是對電影製作到發行、映演

的市場研究，是一種藝術與技巧，可以從人、制度、環境、

及歷史中找出端倪。 

3.電影市場計畫的意義：  

(1)認為電影的行銷就是銷售及促銷的活動  

(2)電影的行銷影響每一個人 

4.電影行銷的意義：行銷(marketing)中間提及了一些重要的電影

產業基本觀念，所謂的需要、慾望、要求、產品、交換、交

易、市場。 

5.電影的行銷管理的各種行銷考量，主要有下列幾種：  

(1)轉化行銷    (2)刺激行銷  

(3)開發行銷    (4)再行銷  

(5)時機行銷   (6)維持行銷  

(7)降低行銷    (8) 反行銷  

6.電影市場行銷中間必須經過一些考慮因素 

(1)電影公司定位  

(2)對電影其他週邊廠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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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瞭解電影市場的種類 

(4)對其他的電影競爭者的了解  

(5)對觀眾的了解  

(6)對整體環境的了解 

7.電影的行銷規劃有五個步驟： 

(1)尋找電影市場上的機會點  

(2)分析自己所能掌握的資源  

(3)確定行銷目標  

(4)擬定各種可能的行銷方案  

(5)有明確的任務  

8.電影行銷規劃的內容如下： 

a.電影攝製計畫綱要  b.市場情勢分析 

c.觀眾群設定   d.行銷策略 

e.執行方案    f.預算 

g.計畫控制 

9.電影的行銷組合最常被人分類的是麥卡錫 (E. Jerome 

McCarthy)的所謂 4P，4P 是指產品(product)、價格(Price)、地

點(Place)、推廣、(Promotion)四個變數 

10.考量電影實際預算要看市場規模及行銷需求而定，可以分成

下列幾種： 

(1)成本導向行銷   (2)利潤導向行銷  

(3)市場導向行銷   (4)需求導向行銷 

11.電影行銷手法有許多種： 

(1)市場區隔化行銷  (2)價值行銷 

(3)包裝行銷   (4)說服性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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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電影廣告強調三個原則：(a)吸引程度、(b)獨特程度、(c)可信

程度 

13.電影廣告內容的方式大約如下： 

(a)電影片段式    (b)電影綱要式 

(c)電影意境或氣氛式  (d)演員或角色個性式 

(e)音樂式     (f)專家代言式 

14.電影廣告訊息的講法有幾種語氣：(a)敘述式、(b)疑問式、(c)

詮釋性、(d)新聞式、(e)命令式。 

15.電影的促銷活動通常有三種作用：溝通作用、鼓勵作用、與

邀請作用；另外也會產生兩種暗示，一種是強烈時機暗示；

另外一種是商品的貶抑性暗示。 

16.電影的促銷活動可以分為三項  

(1)影迷促銷活動 (2)商業促銷活動  (3)個別促銷活動 

17.實際行銷過程會牽涉到幾種關鍵性工作：創意廣告設計

(creative advertising)、公開與促銷活動、市場行銷研究

(marketing research)、媒體利用與國際化思考等項目。 

18.電影基本上是一個文化性商品，有其地域性，並不是每部電

影都具有發展國際市場的條件，因此，一家電影公司是否要

進入國際電影市場有 12 種考慮。 

19.一家電影公司決定要進入國際市場，通常有三種進入策略： 

(1)電影外銷  (2)合營方式   (3)直接投資 

20.參加影展一定要知道幾件事： 

(1)公開的宣傳  (2)促銷的素材  (3)生活安排  

(4)電影拷貝  (5)發行選擇   (6)放映 

(7)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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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電影網站具體的可行之道有下列幾項：  

(1)提供現今市場上電影的最新資料，包括票房統計。 

(2)提供電影資料庫(movie database)搜尋作為查詢電影相關

資料之用。 

(3)提供電影討論空間。 

(4)電影廣告的刊登。 

(5)電影商品的販售，包括 DVD、VCD、音樂 CD、書籍、

劇本、小說等。 

(6)提供有關電影的新聞。 

(7)下載電影服務。 

(8)租售電影服務。 

(9)相關電影網站的連結。 

(10)有關電影研究資料庫。 

(11)電影學校資料庫。 

(12)電影相關公司資料庫。 

22.釐清電影策略有幾個步驟。  

(1)評估目前電影市場上有多少機會  

(2)分析自己電影有多少機會  

(3)設定行銷的目標  

(4)擬定可能執行的電影行銷策略方案（可行方法） 

(5)建立明確的行銷任務  

23.電影可以有幾種行銷策略歸類：(1)影片產品路線、(2)經營管

理路線、(3)通路市場路線、(4)電影發行路線、(5)電影映演

路線 

24.電影的行銷方式非常多，因此必須清楚電影的「服務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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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以製作電影來說，什麼時候開始就要有行銷的概念？ 

2.電影《那尼亞傳奇》與《魔戒》的行銷方式有何異同？ 

3.適當的某部電影行銷的考慮因素是什麼？ 

4.所謂「成功的行銷」是指什麼結果？指的是票房嗎？還是有其

他結果？ 

個案研究 

1.周星馳電影《功夫》的行銷模式是什麼？ 

2.國片電影《十七歲的天空》、《宅變》行銷模式是什麼？ 

3.李安電影《斷臂山》的行銷與獲得奧斯卡獎的關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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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觀眾 

傳播沒有受眾(audience)，就沒有傳播行為發生，商業電影沒有

觀眾也沒有電影製作的必要，一部 90 分鐘的電影經過龐大的製作過

程，投入的金錢、人力、時間、行業之多難以想像（見附錄六），因

此，一定要有觀眾來參與這項傳播的過程，也由於觀眾的支持，在

票房上也才能回饋到原來付出的成本，電影不同於其他藝術商品（繪

畫、音樂、書籍等），原因也是需要非常多的觀眾來分攤原來投入的

成本，電影觀眾的研究，就是要找出電影觀眾的態度、興趣、影響

的結果研究，對於電影的觀眾研究可以分成三部分：看電影之前、

看電影時及看電影之後三階段，這三個階段的共同特質是「如何說

服」(persuasion)，說服有幾個現象：說服可能的觀眾去買電影票、

觀眾被電影內容說服、電影內在的意義與自己的看電影目的的一

致，可以從三階段來分析。 

壹、看電影之前的觀眾 

一般人在還沒成為真正觀眾之前，只能稱之為潛在觀眾，也就

是可能的觀眾，這些人因為彼此背景都不相同，唯一可以用電影的

功能來從人的立場上觀察他們的想法，一般人認為電影是(1)休閒娛

樂，將觀看電影視為區別工作的一項鬆懈精神的方法；(2)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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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表現的內容可以有經過設計的畫面，與細心選擇的音樂，讓人

能體會創作者的心性；(3)社會教化工具，電影的內容是說一個社會

中的故事，中間的衝突暗示了生活態度、人性、社會價值與生命意

義；(4)社交活動，看電影很少是個人活動，大多數是兩、三人的集

體活動，電影院又是最通俗的社會活動場域，看電影是一種參與社

會的儀式，這與在家看 DVD 電影是絕然不同的感受，所以也可以根

據這些來設計電影內容，因此產生了各種類型的電影，同時也產生

了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針對不同市場的興趣與需求，可

以發展出不同電影的行銷策略。 

一、潛在觀眾何在 

觀眾想看甚麼電影？是否有甚麼依據可以知道觀眾會接收哪些

電影？電影的觀眾絕非憑空去選擇電影觀看？有研究指出，觀眾選

擇一定經過某種背景影響，如(1)文化特質影響，如種族、教育背景、

社會階層、次文化團體等；(2)社會環境特質影響，如所屬團體、家

庭、所站的角色與地位等；(3)個人特質影響，如年齡、健康狀況、

職業、經濟情況、生活型態、人格特質與自我意識等；(4)心理特質

影響，當時的動機、知覺、學習情況、需求、生命態度、個人信念

等；這些影響的因素對電影設計者來說是不可能面面顧及，對行銷

設計者來說業者是不可能的控制變數，但是仔細分析卻可以有個先

後層次的分別，觀眾的心理特質影響最深，其次是個人特質，再其

次是社會特質，最後才是文化特質，因為文化特質是個廣泛的現象，

而個人特質是個基本心理需求，所以如果能針對最大多數觀眾的心

理特質的需要而設計的電影，一定會是最賣座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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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影響觀眾選擇電影的特質分析 

 

觀眾的「需要」是很大的題目，這和電影「內容」有甚麼關係？

在每個人心理面深藏的「需要」也許每個人都一樣，這可以根據心

理學的分析來說明，在心理特質中的需求(needs)與動機(motives)研究

中認為，只有當需求被激起之後，才有可能形成動機，購買電影票

觀眾 

心理特質
ˊ 

個人特質 

社會環境特質 

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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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機是一個人內在趨向於滿足某種目標的看電影心理因素，有了

這種動機之後就有可能造成後來實際去實踐買票的行動，但是如果

看完後不能滿意，則會造成心理的不平衡與不滿，長久的看電影目

的的不滿，這種不平衡心理就會造成偏差概念，以電影來說，則可

能就不經常去看電影了；研究動機的學者 A. H. Maslow 的「需求層

次理論」廣為社會接受，他認為只要是人，就有五種動機，分別是

(1)生理需求，如吃、睡、性等需求；(2)安全需求，需要被保護以成

長、生存；(3)歸屬與情愛的需求；(4)威望的需求；(5)自我實踐的需

求；其中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是生物性需求，是強烈的難以自主的

需求，威望與歸屬、情愛是社會性需求，是進一步提升個人價值的

需求，Maslow 認為，生物需求是基本需求，上面是社會需求，最上

面是自我實踐的需求，但是也只有下面的需求被滿足之後，才有可

能發展上面的需求，如果可以用這個需求來研究觀眾的需求，可以

發現俊男美女、美食華屋、好人贏壞人、愛情故事、名人故事都是

觀眾喜歡看的體裁。 

 

圖 7-2 依據 Maslow 的需求層次：觀眾喜歡看的電影故事 

生理需求 

安全 

歸屬與情愛 

威望 

自我實踐 

生物性需求 

社會性需求 

自我需求 
成功名人故事 

成功愛情故事 

警匪好人贏壞人

故事 
俊男美女 美食華屋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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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的心理因素許多來自於功能性選擇(Functional Selectivity)

，這是他們對於週遭的電影宣傳或是電影內容產生反應的內在因素

，有三個重要的心理因素：動機、情緒、心態。 

動機 之前討論的內容可以將動機分類為不同年齡層的觀眾，

如青少年的動機、成年人的動機、中年人的動機、老年人的動機，

或是男性觀眾的動機與女性觀眾的動機，因為動機的不同而產生選

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的內容也不同，因此針對劇情目標對象

觀眾的動機加以研究，就能產生兩種作用，一種是電影製作設計的

直接介入，加入目標觀眾群動機中的選擇性元素，另外一種是設計

的宣傳與行銷內容與目標觀眾接合，都會產生具體的票房成績。 

情緒 這是指一個人的精神狀態，這種狀態會影響觀眾的理解

與滿足感，與親密愛人一同看電影的情緒是非常容易滿足電影內

容，而與電影院服務人員的臭臉相迎，則一定會產生不愉快的看電

影情緒，兩者比較，因此維持一個基本的觀眾看電影情緒是電影院

的責任，滿意的爆米花也許能維持較長的好情緒，乾淨的空氣與環

境也能產生愉悅的看電影情緒，這種情緒會影響看電影中的心情，

以及看完後的心情及電影回饋，因此對電影院業者非常重要，許多

觀眾會固定到一家電影院中報到，也許是這家電影院有能產生好情

緒的電影環境。 

心態 這是指一個人的看電影的目的，如果是積極的主動目

的，例如聽說這部電影值得看，就容易專心與滿足，如果只是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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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人拖進電影院去看一部電影，就不容易被說服與滿足，因為之

前的心理就已經有個被動的心態，一個有不正常心態的觀眾，就容

易看電影分心，並且也容易打擾到別的觀眾，使得別的觀眾情緒不

好，也影響他的看電影結果，另外電影宣傳如果製造了一個「期待」，

觀眾會因期待而有心態，但是如果期待的結果有差異，也會產生不

好的口碑回饋，所以宣傳與行銷要誠實與切中電影中的特質。 

觀眾電研究有許多結果，在已知許多研究與市場票房反應中，

中產階級是最大的觀眾群，其中又以 15-25 歲的年輕人是經常的電

影族群，中產階級有閒有錢，而且可以安排固定的電影消費，而 15-25

歲的年輕人正是進入社會需要社會活動的族群，包括年輕學生、剛

畢業的上班族，看電影的社交本質，正好適合他們在人際關係上的

需要，從需求層次上來分析也正是最迫切的時候，因此一個不錯又

符合他們需要的電影故事是容易得到票房，但是如何在目前社會上

眾多的休閒活動中吸引他們，包括網路交友活動，尚且是一項挑戰，

已知的人際口語傳播效力對電影行銷有絕對的影響，而網路又是傳

播極快的傳播工具，電影的各種宣傳對他們或時更多數的社會大眾

來說，都是一項重大的考驗。  

二、宣傳如何落實（散佈理論） 

近來許多的票房發現，電視廣告不見得強過口語傳播，雖然電

視廣告讓電影成本上揚並且可以預測票房利潤，但是如果電影本身

不如廣告的吸引，那麼再好的電視廣告也是找不到觀眾的，因為首

映看過的觀眾會馬上散佈電影值不值得看的結果，這說明一件事

實，好的產品值得好的廣告推銷，壞的產品會被不實廣告提前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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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電影的觀眾是如何面對電影的宣傳行銷攻勢？ 

依據學者 Everett Rogers (1971)的散佈理論(Diffusion Theory)，認

為一個新事物從開始知道進而採納的過程有一定的階段，乃至於最

後改變決定的可能如何，這也可以作為瞭解電影觀眾如何開始知道

電影名稱，到最後決定買票或不買票的過程變化，這是一種行銷過

程。  

用觀眾對新電影的創新散佈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看電影

觀眾的問題，分析觀眾決定看電影之中有哪些的過程，並且可以成

為一種行銷策略的依據，如果將一部新上映的電影視為一個創新，

就可以用 Everett Rogers 的創新散佈理論來分析，他定義創新散佈是

一種過程，創新要經過一定管道的溝通，且經過一個社會機制的成

員在時間中的過程，Rogers 認為有四個主要條件，將這些條件與觀

眾的選擇並列如下： 

四個主要條件 散佈理論 新電影的散佈 

(1)創新 

(innovation) 

一個想法、習作、或事物被一個
人或是其他單位所採用 

新電影的製作與出現 

(2)溝通管道 

(communicatio

n  

channels) 

這個訊息經過一些方式由一個人
傳到另一個人 

經過宣傳與行銷手法 

(3)時間 

(time) 
有三個時間的要素 時間的因素 

(a)創新決定的過程 

(innovation-decision process) 

(a)決定電影攝製的時機 

(b)相對的時間，指創新被個人或
團體所採用 

(b)有多少上映時間可以被
人觀看 

(c)採用的創新比率 

(innovation's rate of adoption) 

(c)總共有多少票房(市場
比例) 

(4)社會系統 相互的關聯單位能致力於解決問 有多少的廣告商、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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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ystem) 題以完成共同目標 商、放映院線、錄影產品
介入於此電影票房 

 

這個理論最早是研究於美國，在 1940 年代，兩個美國社會學家

Bryce Ryan 和 Neal Gross 研究愛荷華州的農業新品種玉米栽種推

廣時發現，在需要時間的過程中，有五種不同的人會出現在採用

(adoption)過程，這五種人可以和電影的散佈作比較，如下所示： 

創新採用者類別 電影的散佈理論 

(1) 創新者(innovators) 電影製作者 

(2) 最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 首映電影觀眾 

(3) 早期多數者(early majority) 第一週的電影觀眾 

(4) 後期多數者(late majority) 首輪放映期的觀眾 

(5) 遲慢者(laggards) 二輪電影院觀眾 經過別人介紹想看

的電影觀眾 

寧願看錄影帶或是 DVD 或是等有線

電視電影頻道放映 

表 7-1 作者根據 Rogers 的理論所作的分析 

Rogers 分析這些人的個性，將這些個性放入電影產業中比較如

下： 

創新採用者類別 電影類別 

關係人 人格特質 關係人 人格特質 

(1) 

創新者 

(innovators) 

(1)探險性格者，有急
躁的想法，大膽、
有冒險想法 

導演 

製片 

發行商 

冒險 

企圖心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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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控制實質的財務
資源，去吸收可能
因不能獲益於創新
的損失 

(3)有了解與適應於複
雜技術知識的能力 

(4)能處理高可能的創
新的不確定性的能
力 

廣告商 

行銷人員 

專業技能 

資金控制 

(2) 

最早期採用者 

(early adopters) 

(1)能夠整合於部分當
地的社交系統 

(2)在許多場合內的最
大可能的意見領袖 

(3)對其他人或是社會
是個主角型人物 

(4)被同事所崇拜 

(5)很成功 

首映電影觀
眾 

電影熱愛者 

團體意見領袖 

人際關係好 

(3)  

早期多數者 

(early majority) 

(1)與同事互動頻繁 

(2)很少有機會成為意
見領袖 

(3)一個組織裡通常有
三分之一的會員如
此 

(4)在採用新想法之前
會仔細思考 

第一週的電
影觀眾 

喜歡看電影者 

可以小組談電影者 

比較保守 

(4) 

後期多數者 

(late majority) 

(1)一個團體裡有三分
之一的會員如此 

(2)壓力來自於同事 

(3)有經濟需求 

(4)懷疑性格 

(5) 非常小心 

首輪放映期
的觀眾 

可以考慮看電影者 

經濟有壓力 

懷疑電影的功能 

人際關係有瑕疵 

(5)  

遲慢者 

(laggards) 

(1)不是意見領袖的料 

(2)孤立的 

(3)以過去的作為參考  

(4)對創新有疑慮 

(5)對於創新的過程是

二輪電影院
觀眾，經過
別人介紹想
看的電影觀
眾 

對電影持保留態度
者 

孤獨的人(一個人去
看電影) 

非常保守的生活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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囉唆的 

(6)其資源被限制 

寧願看錄影
帶或是 DVD 

或是等有線
電視電影頻
道放映 

度 

對生活不是很滿意 

表 7-2 作者根據 Rogers 的散佈理論的人格特質作觀眾的特質分析 

 

Rogers 的這個個性特質分析理論，對從事廣告者來說是有利

的，因為可以創造一個整合式行銷計畫(integrated marketing plan)給

特定的觀眾，也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吸引不同階段的潛在觀眾，另

外，在其著作「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書中，Rogers 區別散佈

(diffusion)與採用 (adoption)之間的差別，他說所謂的散佈過程

(diffusion process)，是一種發明或創造的新想法的散播給最終的使用

者或是採用者的過程，而「採用」是一種個人的心理過程，也就是

當一個人第一次聽到有關創新到最後採用的過程，他同時認為，「採

用」有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也可以用電影的觀眾來說明比較。 

階段 採用 電影購票 

(1) 知道 

(awareness) 

這階段個人暴露在創新中，但缺乏對其完整
的資訊 

第一次聽或看到電
影名稱 

(2) 興趣 

(interest) 

這階段個人開始對特定新想法有興趣，並尋
求另外的有關資訊 

電影的一些宣傳出
現 

(3) 評估 

(evaluation) 

個人心理上現在可以採用，並期待未來的情
況，然後才決定要或是不要試一試 

電影的行銷誘惑 

(4) 嚐試 

(trial) 

個人充分使用這種創新 決定考慮去看 

(5) 採用 個人決定繼續完全使用這種創新 實際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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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ion) 

表 7-3 作者根據 Rogers 的理論分析觀眾如何購票的過程 

這個採用過程(adoption process)對電影經營者及廣告商而言，可

以增加票房銷售及整體利潤，只要分析及了解其中過程，就可以設

計一個溝通計畫(communication plan)，依此設計一個事先決定的採

用過程的階段，這就是整合式行銷(fully integrated marketing)，許多

超級市場的商品試吃，就是其中一份道理。 

觀眾對於一部電影有可能去或不去看的因素，在於知不知道新

電影的出現，及新電影的訊息是否能激起購票反應，廣告及行銷人

員可以有如下的做法： 

(1)引起注意 利用各種方式以引起潛在觀眾對該部電影的注意

力。 

(2)影響知覺 進一步提供該電影訊息，讓潛在觀眾對該電影產

生有利的知覺。 

(3)促使記憶 想盡辦法讓潛在有興趣的觀眾記住該電影相關的

有利宣傳內容。 

(4)取得信服 使觀眾對該電影產生信心的進一步方法之內容，

如明星或是情節。 

(5)促成行動 給觀眾有關映期、電影院的相關資訊，或是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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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6)影響觀看後的行為 電影的觀後感覺會影響其他未來可能的

觀眾，正向口碑會在人際間促使更多人看該電影，負面口碑

會在人際間促使該電影的觀眾越來越少，同時也會影響以後

看電影的興趣。 

觀眾在行銷過程中也可能中間決定不去看電影，這和 Rogers 的

拒絕(rejection)與不持續(discontinuance)有相同的考量，Rogers 也指

出拒絕有可能發生在任何採用過程的階段中，拒絕是決定不去採用

新事物，拒絕與不持續的差異是，不持續是發生在採用後才拒絕，

Rogers 也指出不持續的事發生在很短的時間，很多情形是因為取代

(supersedence)發生，更新的創新出現而取代之前的採用想法，Rogers 

指出兩種不持續的型態，也可以用電影的情形來說明。 

 

不持續的型態 Rogers 想法 觀眾想法 

(1)覺醒的不持續 

(disenchantment 

discontinuance) 

導致於之前的決定結
果不滿意 

* 有些不利電影的口碑出現 

* 有些不愉快的看電影經驗 

* 看電影的時間或經濟因素問題
出現 

(2)取代的不持續 

(replacement 

discontinuance) 

決定去採用較好的想
法 

* 等相類似的新電影上映 

* 決定等 DVD 發行或其他放映機
會 

* 心情隨陪同看電影的人而轉變 

表 7-4 作者根據 Rogers 的理論分析觀眾如何改變看電影的決定 

三、提升觀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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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觀眾看電影的滿意度，對於可能影響購票意願的非電

影製作因素的考慮，也是促使潛在觀眾看電影的原因，這可以是電

影院所提出的誘因，也就是加強觀眾的服務。 

行銷的第一任務就是了解觀眾的需求，然後為觀眾提供服務，

看電影的觀眾有可能需要甚麼服務？列出下列幾項。 

(1)資訊服務 讓觀眾容易知道甚麼電影正在放映及放映場次與

時間。  

(2)購票服務 看電影買票的方便性是決定看電影的重要因素，

可以提供許多方式的購票或訂票服務，另外當購票人群增加時能增

加購票窗口。 

(3)交通服務 能否提供停車環境或是其他停車資訊，或是提供

交通工具，例如電影巴士。  

(4)進場前或出場後服務 看電影之前的等待是否可以提供優待

或免費咖啡座？看完後是否可以提供觀後咖啡座？同時這咖啡座可

以聽聽觀眾對這電影的想法，作為電影院簽約電影或是電影製作公

司的參考，或是市場調查的場所。  

(5)顧客投訴服務 設立顧客部門或是成立會員部門，對於觀眾

的抱怨、好壞意見的整理，將有助於電影院的觀眾服務競爭。 

(6)建立忠誠觀眾資料庫 以電子郵件方式經常詢問觀眾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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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 

四、加強電影內容設計 

電影觀眾想看甚麼電影？可以根據前述的觀眾心理、社會發

展，及電影公司本身條件來思考，以作為可能的電影攝製計畫之依

據，電影產品的設計可以由下列方式得到結果：  

(1)顧客問題分析 訪問觀眾、詢問對電影內容的想法，於是歸

結後可以作為電影發展的依據。  

(2)產品修改分析 試著用不同的場景、時代、人物造形來修改

劇情，以增加電影的可看性(playability)。  

(3)腦力激盪討論 稱之為腦力激盪術，相約有關電影的各部門

一起討論，以產生各種可行的電影設計，這方法有四個規則：(a)不

得互相批評、(b)要求輪流的開放式想像、(c)記錄所有的建議、(d)合

併可能的建議或修改建議，一直到最後得到結論時為止。  

(4)關聯性思考 也是約及相關人員思考，所不同的是，先給予

一個或數個提示，以這提示作延伸性思考，所得之各種建議再加以

整合與修改，以獲得最後的結果。 



202 行銷電影 Marketing Movies 

 

貳、看電影中的觀眾 

正在電影院觀看電影的觀眾視為實際觀眾，他們會如何享受電

影院的服務？對電影院有何看法？對電影會如何詮釋？電影該達到

甚麼目的？這些問題可以由觀眾想用他們付出的電影影票換來甚麼

價值來思考？這個簡單的解釋就是品質的回饋，品質是獲得尊嚴的

開始，觀眾希望獲得電影院品質的服務，希望電影有如宣傳上的品

質保證，電影院就是一個保證觀眾各取所需影音品質產品的地方。  

一、電影院的服務（地位／設計） 

行銷的 4P 中間的一項變數是地方(place)，觀眾對於電影院的知

覺(awareness)，會影響觀眾選擇電影院的意願，同時電影院也會影響

電影播出的品質與效果，如果電影是觀眾的主要目標，那電影院就

會是主目標外圈的「月暈效果」，因為觀眾會把整個看電影的心情將

電影院也一併加以考慮進去，因此電影院除了地理位置、交通差異

之外，對某些觀眾來說，是一種認同服務的地方，有些人寧願付出

較多的錢去國賓戲院看電影，也不願去只能容納 150 人的小戲院，

那地方有壓迫感並且空氣品質不佳，因此不同消費群的觀眾對於電

影院的要求也不同。 

電影院代表某種觀眾的身分，對某些中低收入的觀眾來說，一

個高格調、流行設計的電影院是個奢侈、揮霍的地方，但是他們可

能願意去付出而顯得出某種經濟地位；同樣的，對於一個上班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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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來說，這種高格調與享受的地方正是他們在付出勞力後應該得

到的回饋，很少有人願意去一個沒有經過精心設計的電影院，因為

這種電影院顯然不重視觀眾的權益。 

一個設計過的電影院，必須： 

(1)維持相當空間的座位前後、左右的距離。 

(2)前後排座位必須錯開觀眾視線的障礙，以免後排的觀眾被前

面觀眾遮住。 

(3)電影院的座位區必須有一定的傾斜度。 

(4)整個座位區應該是個配合弧型銀幕的弧形座位區設計，以免

兩旁的觀眾看的非常吃力。 

(5)看電影時，應該有足夠的光線照亮走道，卻不影響看電影。 

(6)緊急出口及廁所標示清楚。 

(7)座位旁應該有飲料杯放置設計。 

(8)電影院在每次散場後能容易清掃、整理。 

(9)有足夠需求的立體(stero)及環場(surround)聲音設備。 

(10)電影正片放映時，能自動緩慢調降觀眾區燈光裝置。 

一個有品質的電影院服務應包括其中的工作人員，應該： 

(1)受過基本禮貌訓練。 

(2)能夠經常以笑臉面對觀眾的詢問。 

(3)能夠坦誠的接受觀眾的指責與不滿。 

(4)能親切的招呼或指引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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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設計過的電影院環境，進出口的人數設計與順暢度、

院內相關廣告看板的安置，或是預告片的電視牆播映，都應該考慮

觀眾的進出動線(moving line)，相關的牆壁顏色、光線與氣氛營造都

是一項學問，餐飲的服務區更是一個銷售的重點，清潔與簡單的維

護是不可避免，讓觀眾能享受看電影的樂趣是唯一責任。 

二、電影如何說服觀眾  

電影是個說故事的商品，故事能不能被觀眾接受，考驗電影院

的看電影氣氛與電影構成的內在元素，電影的製作技術在電影放映

的時侯已經決定，能不能夠被觀眾接受與正確的解讀有三個因素：  

(1)電影故事的陳述事實因素 所有的人都會聽故事，但不是所

有的人都會講故事，主要的差別在於故事的內容是不是有足

夠觀眾了解的線索，能夠將應該觀眾知道的故事發展事實仔

細地說明，觀眾就能夠「理解」電影故事，電影也就能夠說

服觀眾。 

(2)電影放映的環境因素 看電影時的專注與身體放鬆程度，也

是電影能不能夠說服觀眾的一項重要因素，如果看電影的時

候，旁邊的人在不停的說話，或是吃東西的噪音，都會影響

觀眾的看電影的注意力，同時也會因為易於分心，而無法有

個完整的故事了解，因此也就不容易被說服，所以放映的環

境控制很重要，看電影時要求關上手機，就是其中的道理。 



第七章 觀眾 205 

 

(3)觀眾的個人因素 觀眾對於自己選擇的電影應該能夠較易於

接受與說服，但是，如果剛才在電影院購票時和戲院人員發

生不愉快的事情，這種情緒也是很難讓觀眾進入電影劇情，

培養一個好心情來看電影對電影院與個人都是有幫助的。 

三、電影該有甚麼目的  

看電影大部分的目的是娛樂(entertainment)，對許多觀眾來說，

電影所塑造出來的世界是個實際生活中的想像世界 (imaging 

world)，可以去體會或是追尋一個新世界是電影所能創造的能力，同

時，看電影也是消磨時間的最好工具；此外，電影院的聲光設備與

環境是個逃離暑氣的好地方，所以暑假是電影的旺季；另外，有些

人喜歡研究電影，將電影作為與人聊天的話題，這種人有意見領袖

的傾向，所以樂於向人炫耀看過的電影，以及表現從電影中所找出

的道理，讓人認為他是獨特的，這種人將會對電影的日後票房產生

影響。 

不論如何，電影應該產生一個基本目的，就是讓觀眾能看的懂

的劇情，如果劇情讓人猜測與不清楚，會造成對電影前述目的的不

一致，也就是說講故事是失敗的，很清楚的邏輯是，心理清楚的導

演會將電影故事講得很清楚，心理不清楚的導演會將故事講的不清

不楚；有能力的導演，能將複雜的故事講的很簡單與清楚，沒有能

力的導演，只會將一個簡單的故事講得很複雜，觀眾看完後一頭霧

水，如此就不能達到享受電影說故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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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完電影後的觀眾 

電影看完後，電影對觀眾會有何影響？乃致於對以後再看電影

的選擇有何影響？以及如何能將觀眾的口碑影響變成其他廣大潛在

觀眾真正購票的動機？這都會有關係，應該去分析觀眾會有甚麼反

映。 

 

 

一、觀眾心理影響  

電影院是個洗腦的地方，由於選擇性理解及選擇性記憶的作

用，觀眾會記下與自己有關的電影重點，將來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重

複發生電影中的行為，大多數的觀眾卻不自知，但是心理學家相信

記憶已然發生在觀看電影的過程，所以電影的製作是良心產品，電

影的選擇是自己的未來。 

二、期望與選擇  

看電影的時候，觀眾應該會產生甚麼心理期待？這種期待的心

理會影響觀眾在看電影的心情，以及過程中電影內容能不能被說服

有關，這就形成觀眾的初始動機，看電影的「期待」是否能與原先

的目的有關？有三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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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期望一致 觀眾選擇自己喜歡的電影，並且發現選擇是正

確的，這與原先期望一致。  

(2)與期望相反 觀眾看電影時發現與原先期待的內容不一致，

也許是電影宣傳與事實不符合，或是與宣傳不盡相同。  

(3)沒有期望的感覺 觀眾並沒有特別期待的感覺看電影，只是

依照劇情的發展去接受它。  

上述這三種情況可能產生不同的觀眾看後心情，同時也影響以

後的電影口碑：  

(1)與期望一致的觀眾 不會有特別的好或不好感受，會想去告

訴其他人自己的選擇，這是電影市場上正向口碑的主力來源。 

(2)與期望相反的觀眾 這會是電影市場上負面口碑的主力，殺

傷力較正向口碑為強，所以電影行銷與宣傳千萬不能誇張欺

騙觀眾。 

(3)沒有期望的觀眾 會有比較客觀的想法來分析電影，有兩種

情況：(a)對於一個比想像中好的電影會去大力宣傳，很多的

好電影事前沒有花許多錢做宣傳，但是越演票房越佳的道理

在此，這些人會去自動去宣傳；(b)覺得電影很普通，也就不

會太在意所花的錢是否值得，比較不會有負面的口碑。  

所以，造成觀眾的期待是電影行銷與宣傳的兩面刃，太過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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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期待，可能是個傷害，例如電影《星際大戰》第二集及以後的

續集電影，如果不去造成期待，可能又失去票房機會，實在拿捏要

恰當，電影的宣傳與行銷方法一定要恰如其份（配合其特質）。 

三、回饋的評估（口碑效應） 

電影的回饋有外顯與內顯的區別，內顯是隱藏在觀眾自己內心

的顯現的調整，外顯是形之於外的行為或態度，外顯可以觀察到電

影觀眾的反應，電影觀眾會有一些與一般商品使用後一樣的行為特

質，這些會形成回饋的市場口碑效應，對電影票房產生巨大的影響；

口碑效應來自於幾種觀眾心理特質：過去看電影經驗的比較心理、

意見領袖傾向的表達、炫耀心理的心理三種可能： 

(1)過去看電影經驗的比較心理 觀眾的期待與看後結果心情結

合，當有人談及電影時，便不自覺的將過去觀影經驗與現在

電影作一比較，而對人談及，是話題也是抒發總結的心情，

是社交的普遍現象。 

(2)意見領袖傾向的表達 對市場上的電影經常發表自己意見，

是希望在社群間的地位提升，如果真能達到這種目的，就會

更傾向先去看電影，然後再繼續維持在這方面的意見地位。 

(3)炫耀的心理 經常看電影或許表示經濟情況較佳，或是休閒

時間充足，畢竟現代忙碌的社會，看電影不是一件單純休閒

活動，需要有閒與有錢去安排，時間的決斷與電影足夠的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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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必須同時存在。 

同儕間的聯繫，最常將所看的電影作為聊天主題，尤其電腦網

路的發達，電子郵件或是線上聊天室，或是影迷族群電影網站，常

常是發抒電影感想的地方，這種在網路上發表已見的情況，如果得

到相反回應，會立即成為網上討論的題目，這種現象因此也成為行

銷人員可以利用的弱點，往往行銷人員匿名製造一些爭議話題，讓

網友來加入討論，如此可以達到讓人注意及達到宣傳的目的，事實

上，利用網站或是新聞族群(news group)等方式，在網路製造宣傳的

方式非常多，也包括電影片段轉載、轉寄電子郵件等等。  

肆、觀眾為甚麼不看電影 

觀眾看完電影後最直接的反應，除了是對電影的內容與情緒滿

意度作反應之外，整個看電影的感受與價值會影響未來看電影的頻

率（一定時間內的看電影次數)，可以分類為三種觀眾：(1)零頻率的

觀眾、(2)低頻率的觀眾、(3)高頻率的觀眾。 

(1)零頻率的觀眾 這是指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進電影院

的人，也許是指半年或是三四的月以上的時間，觀眾不常去看電影

的理由很多，DVD 電影的影響及有線電視電影頻道的電影，都多少

對這群觀眾產生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上次看電影的樂趣並不

會造成下次再去看電影的積極動機，也許上次看電影有不好的電影

內容經驗，或是服務經驗，例如有些電影院只會讓觀眾在電影放映

的前五分鐘進場，之前買了票的觀眾只好在電影院外遊蕩，這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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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好的看電影經驗，戲院業者將電影中間換場的時間壓縮，這種

進場的急迫性轉移到觀眾身上，讓觀眾認為電影院業者只會賺錢，

不會服務。 

(2)低頻率的觀眾 這種觀眾應該是一兩個月才看一部電影的觀

眾，這種觀眾是認為電影可看或可不看的觀眾，除非有很強的電影

動機、誘因或是機會出現，否則不會出現在電影院，這類觀眾是電

影行銷的主要目標對象，加強電影宣傳與戲院整體服務，應該能吸

引這批觀眾重新增加出現在戲院的頻率，電影院業者與電影公司應

該研究這批觀眾的趣向。 

(3)高頻率的觀眾 這是指經常一個月要去電影院幾次的觀眾，

這類觀眾已經體會看電影的樂趣，因此會經常出現，也許是研究電

影，也許是藉看電影進行約會，總之，電影「夢工廠」的作用在他

們身上可以找到，通常只要一點不錯的宣傳，就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固定的電影院是其中一個線索，類型電影也是一個標地，應該也是

電影行銷研究的對象，通常符合這種觀眾的族群應該是正進入社會

中的年輕人，想從各種管道來瞭解社會及參與社會。 

DVD 是個新媒介，DVD 業者想了解其市場的影響及未來，電

影業者也是又愛又恨，由於許多的觀眾等著看 DVD 電影，令電影業

者非常擔心，根據「美國家庭媒體零售」(Home Media Retailing)雜

誌(2005, 9/4-9/10)的調查，180 萬美國消費者討論網站(dissusion 

boards)、聊天室(chats)、部落格(blogs)，了解人們為何去或不去電影

院，想因此能用有效的方式來增加票房，結果得到 1350 種理由能影

響觀眾去看電影的因素，在這些意見中，85%的受訪者認為電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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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不佳是主要不常去電影院的主因，其中有 44%又認為這是首要

因素，另外 62%認為是次要主因，其中有 19%認為會選擇去看 DVD，

其中發現觀眾如果認為電影真正很好，會忍受電影漲價及電影院眾

多廣告的困擾，又發現最大的 25-49 歲電影族群占 41%，同樣族群

中，女性占 24%，然而網路下載電影的人卻很少，主要是因為可能

要花9小時去下載一部電影，因此電影業者大為放心(Wagner . 2005)。 

不看電影的可能理由有： 

(1)電影資訊不易取得 

(2)電影內容不佳 

(3)電影無吸引條件 

(4)經濟問題 

(5)交通問題 

(6)家庭影響 

(7)團體內的影響 

(8)時間配合問題 

(9)其他休閒娛樂取代 

(10)宗教影響  

(11)看 DVD 也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事實證明 DVD 能促進製片公司收入，主要是如果能提供

4-5 種語言字幕給不同的觀眾，那市場觀眾的接受度就高，DVD 本

身有地區性編碼，因此對於 DVD 的全球發行量有促進作用，有越來

越多的數位娛樂(digital entetrtainment)研究指出，電視與電腦公司希

望建立數位娛樂平台(platform)給消費者使用各種數位娛樂內容，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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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影響是電影在網路上觀看的可能性越來越高，美國已經有電

影網站可以下載新電影，預計這項技術將會突破下載速度的限制，

也就是電影院的觀眾不進戲院看電影的另外一個理由，將是網路的

付費電影可看，以計次收費 (pay-per-view, PPV)或是計時收費

(pay-per-time)方式，也就是下載的電影當時間限制到期，電影將自

動鎖碼，無法觀看，除非另外付費去解碼，這些即時觀看的技術將

會使電影院業者產生一時的恐慌，但是從電影史上觀察，電影院的

放映環境優勢依然是家中所無法相比的。 

觀眾資料的價值 

如何能確實知道觀眾的喜好？及他們的活動情形？只有一個地

方可以查得到這種資料，那就是租錄影帶的地方，只要那裡有電腦

管理，就會有電腦記錄，而這就是認識觀眾的開始。 

錄影租借的實際交易是很複雜的過程，取決於存貨管理，也就

是知道每個錄影帶租或售的次數，每一次租出去或還回來的時間，

是否要增加片數或是減少一些片數，所有的這些都要經過電腦管理

的資料過濾，也因為如此，大型的連鎖租錄店有非常龐大的資料庫，

這是一個有價值的資產，百視達(blockbuster)自豪的說有超過 6500

萬個觀眾名字的資料庫，其中詳細的記載關於租片人資料及所有的

租借歷史統計資料，這對電影公司來說是非常有用的資料，可以推

算某地區對某種電影喜好的類型及人數，如果未來要發行某類型的

電影，或是知道某城市地區對某類型電影的喜好程度，對於電影首

映的宣傳票房將非常有幫助，對於市場調查也是非常有幫助，知道

未來市場調查的對象，這些人的資料是未來市場的主導，因為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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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直想知道該為那些觀眾製作電影？對於閱聽眾的研究

(audience study)也有幫助。 

同樣的情形也可以發生在網路電影網站，知道每個的會員動態

與喜好，現在有個最受歡迎的最熱門的電影租借網站 Netflix，會員

只要繳很少的會費，就可以在網路上租到電影，電影以快遞(express 

delievery)的方式送到家，可以不限時間的保留，這類電影所打的口

號是「24 小時不打烊的錄影租借店」，是一個網路訂戶的即時 DVD

租看網站，目前有 300 萬訂戶，因為租看訂戶可以不限時間的看

DVD，只要付月費既可，因此家中等著看 DVD 的觀眾會越來越多，

而電影觀眾的個人電影喜好資料也就越來越清楚。 

觀眾的地位必須被確認，電影院也應該提供一個適合又舒適的

場所，同時在電影的放映中，觀眾也應保持某種清楚的電影意識，

畢竟電影是影響個人身心的宣傳媒體，是個充滿意識與陳述的地

方，選擇電影還是應該看自己的決斷力，而不是別人的誘惑力，更

重要的是，看電影是個人的領悟與成長，電影成為媒體最有說服力

的工具，這工具必須對促進提升生命與生活品質而存在，對觀眾尤

其應如此思考，電影是觀念的行銷傳播者。 

本章提要 

1.電影的觀眾研究可以分成三部分：看電影之前、看電影時及看

電影之後三階段，這三個階段的共同特質是「如何說服」

(persuasion)，說服有幾個現象：說服可能的觀眾去買電影票、



214 行銷電影 Marketing Movies 

 

觀眾被電影內容說服、電影內在的意義與自己的看電影目的

的一致。 

2.一般人認為電影是(1)休閒娛樂，將觀看電影視為區別工作的

一項鬆懈精神的方法；(2)藝術表現，電影表現的內容可以有

經過設計的畫面，與細心選擇的音樂，讓人能體會創作者的

心性；(3)社會教化工具，電影的內容是說一個社會中的故事，

中間的衝突暗示了生活態度、人性、社會價值與生命意義；(4)

社交活動。 

3.電影的觀眾絕非憑空去選擇電影觀看？有研究指出，觀眾選擇

一定經過某種背景影響，如(1)文化特質影響；(2)社會環境特

質影響；(3)個人特質影響；(4)心理特質影響。 

4.A. H.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廣為社會接受，其中有五種

動機，可以用電影內容分別解釋(1)生理需求；(2)安全需求；

(3)歸屬與情愛的需求；(4)威望的需求；(5)自我實踐的需求。 

5.觀眾的心理因素來自於功能性選擇(functional selectivity)，他

們對於週遭的電影宣傳或內容產生反應的內在因素，有三的

重要的心理因素：動機、情緒、心態。 

6.學者 Everett Rogers (1971)的散佈理論(Diffusion Theory)，認為

一個新事物從開始知道進而採納的過程有一定的階段，乃至

於最後改變決定的可能如何，這可以作為瞭解電影觀眾從如

何開始知道電影名稱，到最後決定買票或不買票的過程變

化，這是一種行銷過程。 

7.電影的散佈理論有五種不同的人會出現在採用(adoption)過

程。 

8.五種創新採用者可以和電影的散佈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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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採用」有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也可以用電影的觀眾來說明

比較。 

10.看電影的觀眾有可能需要下列幾項服務。 

(1)資訊服務  

(2)購票服務  

(3)交通服務  

(4)進場前或出場後服務  

(5)顧客投訴服務 

(6)建立忠誠觀眾資料庫  

11.觀眾對於電影院的知覺(awareness)，會影響觀眾選擇電影院

的意願，同時電影院也會影響電影播出的品質與效果，如果

電影是觀眾的主要目標。 

12.電影應該產生一個基本目的，就是讓觀眾能看的懂的劇情。 

13.看電影的時候，觀眾應該會產生甚麼心理期待？這種期待的

心理會影響觀眾在看電影的心情，以及過程中電影內容能不

能被說服有關，這就形成觀眾的初始動機。 

14.看完電影後最直接的反應，除了是對電影的內容與情緒滿意

度作反應之外，整個看電影的感受與價值會影響未來看電影

的頻率（一定時間內的看電影次數)，可以分類為三種觀眾：

(1)零頻率的觀眾、(2)低頻率的觀眾、(3)高頻率的觀眾。 

15.不看電影的可能理由有 11 項。 

16.龐大的觀眾資料庫是一個有價值的資產，其中詳細的記載關

於租片人資料及所有的租借歷史統計資料，這對電影公司來

說是非常有用的資料，可以推算某地區對某種電影喜好的類

型及人數，或是知道某城市地區對某類型電影的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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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市場調查也是非常有幫助。 

討論問題 

1.什麼是影響觀眾購票的主要因素？ 

2.觀眾看完電影後應該有什麼反應？ 

3.觀眾的觀影資料庫可以作什麼用途？ 

個案研究 

1.研究與訪問目前外片觀眾與國片觀眾的購票原因與看電影後

的反應。 

2.分別研究及比較目前電影院的服務效能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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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行銷資訊與市場研究 

壹、資訊與市場 

電影市場研究是要知道電影的市場可能性(marketability)及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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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知道電影的發展趨勢，但是綜合來

說，社會的變化是快速的，觀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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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可否認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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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的參考，以及會

更加小心仔細，行銷者需要思慮周詳。 

電影製作者必須要知道觀眾的一切想法，也就是賣方必須知道

買方的考慮，如此才能進行市場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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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市場已經轉變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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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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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變化及觀眾的想法？對電影的產製有極大幫助，因為電影是情

緒性商品，只可能是一次機會的衝動型購買，因此對於這一次機會

的成功機率必須有所認識，今天有非常進步的電影產業在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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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在一兩年內花掉一億美金的電影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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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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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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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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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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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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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行銷研究(marketing surve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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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行銷電影 Marketing Movies 

 

市場研究幫電影行銷工作去重新精練其行銷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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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市場研究(Marke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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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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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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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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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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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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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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個關係到人群之間關係的休閒育樂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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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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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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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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king stud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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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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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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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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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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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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很明顯的事情，因此要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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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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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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提要 

1.電影市場研究是要知道電影的市場可能性(marketability)及放

映性(playability)。 

2.電影市場已經轉變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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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觀眾

的想法，對電影的產製有極大幫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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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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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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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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市場研究幫電影行銷工作去重新精練其行銷的效果。 

5.市場研究有兩個目的：(1)為電影提供資料、(2)提供電影工作

者建設性的想法。 

6.了解一部電影在市場上的策略有最大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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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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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如何能將一部新電影的發行可能的障礙排除？有三項工作：(1)

廣告策略研究；(2)競爭性研究；(3)追蹤調查。 

討論問題 

1.什麼是一部電影的市場可能性(marketability) 及  可放映性

(pla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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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影行銷資訊系統是如何達成？ 

3.什麼時候要作質性研究？或是量性研究？ 

個案研究 

1.協助一個電影公司建立其行銷資訊系統。 

2.對某部正在上映的電影作質性研究及量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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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 需要與想要 

電影經營理論及觀念的形成不易，只因電影的精密分工制度確

立，每個參與的人都只是盡力完成其份內的工作，除了公司經營者、

製片及導演，很少人能了解整體電影的經營管理輪廓及其重要性，

嚴格來說，電影的成功與否，其實都可以從經營與管理上的效能窺

見一二，同時大多數的人也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美國的影視

公司也將公司經營管理的機制列為機密，很少願意分享而將他們印

刷成書，或是變成教科書，因此想要讓電影產業人人獲益，就必須

探究其根本電影之道。 

壹、電影的複雜度 

了解電影的商業性之前，應先知道電影製作方式、歷史、美學、

人生修養、生命，然後是法規及商業學校知識，一味的追求商業利

潤，但是卻不知電影的產製技術與文化之間關係，那麼一部成功又

賣座的電影是不可能產生的，同樣的，不懂得電影史及影像美學的

電影生意人，不可能知道如何能在電影前人的經驗中得到好的票房

方法，電影史已經告訴電影人一部電影成功或失敗的原因，警告後

來的電影玩家(movie-makers)不可只因興趣而盲目投資於電影產業。 

所有的人都知道電影可以是個賺大錢的行業，卻不知道電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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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業性及高風險性，在報章雜誌上經常可以看見耗資千萬的電影

賺進上億元的新聞，雖然偶而也有報導票房極差的電影，但是總是

讓人覺得電影一旦受歡迎，便可以滾進大量的鈔票，從電影史上觀

察，及每星期進出電影院的新電影數量上來看，其實電影被攝製的

數量極多，也有更多的電影開拍後卻無法完工，這其間的差別是對

電影整體專業性知識的了解有多少？及對電影高風險性的原因知道

多少？ 

電影的經營管理異於一般傳播媒介經營管理的理由有下列幾

項： 

1.成本 一部電影的成本高過其他媒介單一的成本。 

2.規模 一部電影所形成的相關產業之動員規模遠超過其他媒

介(見附錄)。 

3.影響力 電影說服的影響力成為「夢」工廠，電影的市場影響

力成為娛樂媒體的原形(prototype)，其後會牽涉到電視、電

玩、網路等等媒體。 

4.複雜程度 電影產業從製作到市場行銷，其複雜程度有如發射

火箭般的要求精準。 

5.專業技術之綜合能力 大多數的人只看到一部分的電影專業

涉入其間，事實上的困難是其專業統合能力，牽涉美學、人

生哲學、生命哲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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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媒體之配合程度 電影本身是媒體，但是卻需要其他媒體

的大力支援其行銷。 

電影常常所造成討論的明顯問題是： 

(1)如何將電影的商業性與藝術性結合？但是實際上卻有許多商

業冒險的變數參雜期間。 

(2)電影影響全球行為，括文化、政治、經濟體系，其電影內容

本身內在也涵蓋這些體系。 

(3)電影引誘觀眾的公式非常巧妙，這種巧妙是真正的電影行

銷，是將人性、生活、科技、經濟性等統合在一起的做法。 

(4)使投資者滿意，才會有更多的電影，投資的保證回收就是讓

電影能繼續發展的唯一理由。 

(5)讓觀眾滿意，才會有電影投資者的滿意，所以觀眾的需求是

根本。 

貳、甚麼人可以進入電影產業 

電影的高競爭與市場高淘汰率，使得電影倖存者被限制在一小

撮的菁英份子，這些人是被觀眾長期認可下的製片人、導演、知名

演員、編劇，與其他專業技術人員，他們的特殊之處是別人所沒有

的，在專業創意下，同時充滿精力與熱情，他們同時也是注意社會

發展與轉變契機的研究者，能心胸開闊(open-mind)的接受世人的挑

戰，對人性、市場與財經認同是他們專長。 

拍攝參與人員能接受壓力，並將壓力的能力轉換成創意，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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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時間或資金，或其他意外事故，個人的潛能是電影工作者的

特質與因應之道，此外，法律人員、律師、會計師、財經人員、公

關人員、經營管理人員等，都是電影產業架構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有些人追求名望，有些人追求金錢，更有些人追求自己的興趣，但

是這個團體唯有團結與具共識才能一起成功。 

參、電影產業的惡夢與挑戰 

電影產業面對許多的挑戰是讓外人無法理解的，下面列出： 

(1)電視廣告費的增加  

(2)各種行銷活動的設計與支出增加 

(3)長期電影人才的挖掘與培養問題 

(4)觀眾的多變想法 

(5)流行文化的社會趨勢難預料  

(6)電影內容引起的道德爭議越來越多 

電影同時在未來將面對下面的問題：  

(1)越來越多的視覺電腦處理是花錢與複雜費時的，但卻是觀眾

想看的賣點，從《魔戒》的成功可以說明這種想法，利用科

技來創造電影夢境能力使其具有獨特的媒體魅力。  

(2)越來越多的經紀人(所有專業經紀代理人，包括工會、演員)

要求電影公司能付出更多的酬勞，因為它們認為錄影市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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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的收入驚人，應該分享。 

(3)許多的媒體誇大電影的收入，但是沒有提到電影的開銷，讓

許多想投資者認為電影製作一定賺錢，對電影知識不足的盲

目投資讓電影市場產生危機，同時讓觀眾對電影的品質產生

信心危機。 

(4)在 80 年代興盛的錄影市場，到 2000 年已經達到飽和，而產

生有限制的增加量，雖然 DVD 的市場看好，但是網路電影

也將加入這個戰場，未來難料。 

(5)有線電視電影頻道眾多，其市場授權金已經趨於固定，而製

片成本不斷上升之際，利潤逐漸下降，電影公司將必須另闢

賺錢途徑，或是節省開銷。 

(6)全球市場意味的是全球行銷，行銷成本相對增加，風險也增

加，面對外在環境的挑戰，電影公司只有在製片時節縮預算，

例如減少拍攝天數，減低拍攝錯誤率及補拍次數，或是以公

司自己特殊管道的方式找出生存之道，例如迪士尼公司的經

營策略(見附錄)，或是與其他電影公司合併。 

肆、電影與廣告如何的結合  

電影需要觀眾，觀眾需要能知道甚麼電影可以滿足其嗜好，因

此早期的電影在報紙上大做廣告，及在電視上吸引觀眾注意力，之

後，電視的電影廣告成為不可缺少的支出，但是電視以秒計費的方

式讓一部電影成本增加，電影成本的居高不下，電視廣告是其主要

因素，如果是電視聯播網，則是更大的開銷，也宣告電影高成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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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來臨；60 年代，美國電影發行公司 Sunn Classics 公司以全國電

視網的廣告開始與電視台合作，開啟了電影成本的重新考量，美國

電影院也由早期 500 變成目前的 8000 家，因此可以普遍地立即看到

新發行的電影，全國聯播的電視廣告促成電影院的大量出現，同時

大量電影拷貝也增加電影成本，電影的投資風險於是又被增加，大

製片廠可以如此，而獨立製片公司將更加經營困難，必須尋求更有

效的市場策略。 

 

伍、如何進行電影資料庫行銷 

電影公司發現擁有豐富的電影片庫(film library)，可以是與電視

發行談判的籌碼，或是可以吸引電視觀眾的手段，甚至可以是錄放

影放映設備集團的搭擋，或是未來電訊媒體的賣點（如中華電訊的

MOD），於是各個原本在各商業方面有成就的集團，如電訊業、家

電業、電腦業、軟體業等，於全球化的神話中，各自尋找與各電影

製片場合作的適應之道，有名的例子如下： 

• New Corporation 買下福斯(Fox)公司。 

• 日本消費電子及媒體集團新力(Sony)公司買下哥倫比亞

(Columbia)電影公司。 

• Viacom(美國的電訊公司)買下派拉蒙(Paramount)電影公司。  

• AOL(美國最大的網路入口公司)合併時代華納(Time Warner)

集團。  

• 泰德透納(Ted Turner)媒體(報紙與雜誌發行集團)買下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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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電影公司，然後變成 AOL 時代華納。  

• 法國的 Vivendi 接手環球(Universal)公司。  

• 奇異電子(General Electric)的 NBC(美國國家廣播公司)併到

Vivendi Universal，變成 NBC Universal。  

• 迪士尼(Disney)製片廠買下了 Miramax 及 ABC（美國廣播公

司）。  

這些全球最大的電影公司股權轉移，代表電影生態的市場策略

整合，這些大的電訊媒體集團將電影收納於旗下成為其媒體王國的

一部分產業，傳播帝國於是有不同的面貌出現全球市場。 

陸、全球市場如何分擔電影風險 

隨著電訊產業的全球化，電影的全球化不光是市場發行銷售與

映演，同時也是電影資金來源轉變之所在，大成本的電影可以由許

多國家的電影代理發行商先募集資金，例如電影《第一滴血續集》

拍攝時，國內片商為能得到影片代理權就必須先付訂金(先是三成，

然後視進度補足投資金額)，類似的方式，使得美國電影公司可以在

國外輕易得到金援(financing)，許多國際影展就是促成這種合作的窗

口。  

一般來說，電影可以分作三個基本策略：  

(1)國內電影市場策略 只有國內票房收入的可能，內容比較本

土化，規模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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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口導向的電影 有一定的市場流行內容與風格，有許多電

影類型，近來韓國電影攝製有趨向亞洲市場的傾向。  

(3)高成本的全球電影 有英語版或其他國家字幕的安排，為的

是全球市場行銷，因為明星或大場面，成本很高，必須全球

分擔投資，國際影展是其既定安排行銷路徑，其中清楚的賣

點是景色(views)、場面(locations)、俊男美女、科技、道具、

特殊劇情、音樂等元素。 

電影的購買與拍攝牽涉到國家政策及匯率變動，有些國家尚有

補貼，因此國外拍攝也是賣點之一，尚且能避稅，同時各國的影片

分級不同，對拍攝時的劇情考量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全球市場電影

自有一套全球劇情行銷策略。 

柒、電影公司如何看待非院線市場 

早期的電影公司專注於電影院的影片發行，但是自從 HBO 利用

衛星傳輸的電視成功，推動出了有線電視市場；同時錄放影機市場

Batamax 與 VHS 的競爭結果確定，使得錄影帶與有線電視市場出現

龐大生機，最典型的例子是 2000 年的電影《神鬼傳奇》(The Mummy) 

的市場策略，該片於電影首映的同時推出錄影帶，神奇的是，該片

第一週的電影錄影帶銷售超過首映票房，成為後來電影市場行銷的

一種模式，各電影公司於是增加了錄影部門與市場行銷部門，將所

增加的利潤重新投入製片市場，使得製片成本不斷上升，相對的，



第九章 結論 需要與想要 239 

 

行銷人員的責任與地位也大幅增加與提升，於是整體電影成本也增

加，90 年代的《鐵達尼號》(Titanic)電影製片費用不斷追加，超過美

金一億元，成為當時市場矚目焦點，原本不被看好市場票房，但是

經由各媒體的相關真實紀錄片的事件報導，其全球市場銷售創歷史

新高，電影全球化於是正式開始被重視，美國電影的商業賣點又促

成英語電影的全球市場活絡，之後許多美國電影的國外票房及其他

收入都超過美國本土收入，因此吸引一些國外媒體集團也插手美國

製片業，例如日本新力(Sony)及澳洲梅鐸傳播集團，於是電影成本就

繼續上揚，逼得只有進行媒體跨產業的結盟。 

但是種種跡象顯示，電影真正賺錢的是在非院線市場，例如有

線電視、電影光碟、衛星電視等新媒體。 

 

捌、攝錄放映科技對電影產業的影響 

電影公司重視錄影市場利潤是確定的，對於電影生態來說，原

本電影是賣給觀眾一個回憶式的經驗，一種心理的感受，但是錄影

帶與錄影光碟的出現將電影可以帶回家，給電影公司很大的衝擊、

早期他們對抗電視的出現，然後後來聯手銷售電影，發展出的攝錄

科技的進步也讓電影公司不知所措，把電影的心血賣給觀眾不只是

個革命性的思想轉變，更讓電影產生更多的競爭對手，原因是許多

的年輕人利用簡便的攝影機拍攝電影(home-video)以表現自己，於是

被電影公司網羅，電影原本表現的是一種自然的語言，有個人的美

學素養與社會觀察力於其中，電影業於是將家庭電影轉變成商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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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feature films)，有更多人才(專業工作人員與明星)與佳作不斷出

現，雖然人才不斷，相對的對新加入者的投資風險也增加，電影公

司更需要小心面對這種挖掘人才的發展，新電影公司的出現與凋落

的原因，就在其市場中展現，關鍵是新加入者對電影的熱切未能反

映出其對電影財經知識上的專業，同時其忠誠度也值得憂慮。 

玖、映演科技未來 

目前電影放映的亮度是 1K 或 1.5K，如果是 2K 的亮度，影像解

析度的效果應該最好，未來數位的拍攝或是放映，所要求的畫質應

該是與膠片相同，數位的影像傳輸期望可以節省成本，或是採用網

路傳輸，但是要克服的技術還有許多，例如 HDTV 已經出現市場多

年，但是用在真正商業電影上的卻不多，主要的原因還是電影的整

套數位製作技術與設備的一致規格尚未出現，但這方面將會逐漸改

善，卻也使許多美國製片場與電影院謹慎的因應，不敢冒然更換數

位設備。 

拾、網際網路 Internet 將如何影響電影生態? 

網路的宣傳與播映能力讓電影人及電影公司又恨又愛，愛的是

網路的人際宣傳效力，恨的是網路盜播的非法行為，但是直接將電

影送到觀眾(direct-to-customers)家中是一項重要服務，其付費市場

(pay-for-watch)商機不容忽視，但是對許多電影人來說，電影院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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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效果還是優於任何放映地方，網路的分享觀念與下載程式讓電影

業進入緊張的戰國時代，電腦的播映功能使以前的大眾廣播(mass 

broadcasting)，變成廣播(broadcasting)的個人窄播(narrowcasting)，如

今，逐漸普及的寬頻網路(broadband network)解決了電影下載的部分

問題，新力與環球電影等大公司共同投資電影網站 Movielink，以計

次付費的方式推廣網路電影觀看付費的觀念，電影網路首映也已然

開始，但是真正吸引觀眾的能力有多少？ 尚待後續觀察。 

但是，網路服務提供資訊即時性與方便性，網路購票或可減少

排隊購票之苦，網路購物可以增加電影商品銷售，e-mail 電子郵件

可以促進人際傳播效果，網路播影可能造成版權之爭(如何授權)，所

有的發展都會對電影生態形成重大改變，各界將會拭目以待。  

 

拾壹、行銷的良心建議 

給觀眾「需要」的電影，而不是觀眾「想要」的電影，「需要」

的動機比「想要」強烈。電影是一種媒體，媒體的發展歷史告訴我

們，文字、印刷、電訊的出現，能讓提升人類生活品質的知識互相

交流，人類因此才能快速的享受到以前人類所無法感受的享受，電

影是人類創造的媒體，具有充分的說服能力，或可說是洗腦能力，

如果電影人不能善用這個資訊交流的工具，來達到寓樂於教的目

的，也就是電影能發揮的服務功能，與瞭解人類發明它的美意，電

影對人類的發展與影響將是負面的。 

利用行銷可以增加銷售及市場普及，行銷往往從人的慾望、刺

激上開始對人下功夫，但是如果電影所陳述的故事不能提供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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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不能給予觀眾「必須」要知道的內容，而從觀眾「想」知道

的內容下手，就會造成一種生活混亂，例如一味的強調奢華，猶如

我們可以想要有一部車，但是卻負擔不起購買及保養，就會像所謂

的信用卡奴一樣，買來後形成自己的負擔，又成為社會的負擔，因

為我們不是需要，「需要」是必需一定要，如果沒有就會生命產生問

題，強調「性」的需要是一種本能刺激，過於強調將會失去人性可

貴的價值，而走向動物性，暴力的暗示也是一種充滿動物宣洩的方

式，也失去人性的可貴，電影應該告訴觀眾有深度及有觀點、有價

值的資訊故事，而不要一味的追求表面的物質與虛榮主義，或是社

會爭議性議題，卻又拿不出具體解決問題的觀點，這就會形成社會

的問題，好好分析社會「需要」甚麼正向思考的故事，這種結果將

是一種服務精神，觀眾與電影人皆會互相獲利，電影人也會得到一

份社會的尊重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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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要 

1.電影的經營管理異於一般傳播媒介經營管理的理由有下列幾

項：成本、規模、影響力、複雜程度、專業技術之綜合能力、

與其他媒體之配合程度。 

2.電影產業的面對許多的挑戰是讓外人無法理解的，下面列出： 

(1)電視廣告費的增加  

(2)各種行銷活動的設計與支出增加 

(3)長期電影人才的挖掘與培養問題 

(4)觀眾的多變想法 

(5)流行文化的社會趨勢難預料  

(6)電影內容引起的道德爭議越來越多 

3.網際網路 Internet 將如何影響電影生態? 

4.給觀眾「需要」的電影，而不是「想要」的電影 

討論問題 

1.什麼人格特質的專業人員可以從事電影工作？ 

2.電影資料庫行銷可以發揮什麼作用？ 

個案研究 

1.研究美國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電影成功之處？與導

演希區考克(Hitchcock)相比較。 

2.電影的專業有哪些是國內所欠缺的？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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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迪士尼公司經營策略 

a.增加公司內工作人員聯合製作機會，以同一組人，連續合作拍

攝多部電影，以培養默契。 

b.培養明星，塑造明星的方式是簽約演員，用好名字，好臉孔，

有市場緣，加上好的劇本點子，可以有多年的市場收益。 

c.扶植二線演員，讓他們與大明星共同演出，增加曝光機會，也

磨練演技，多年之後，二線演員有機會變成名演員或一線演

員，這些演員也易於有忠誠度，不會隨意跳槽。 

d.用電視導演拍電影，以他們習慣低成本的拍攝方式製作電影，

然後在成熟市場後，給予拍攝高成本電影的機會，風險較小。 

e.分散資金來源，以關係企業投資方式來減低風險。 

f.開闢電影週邊產業，如主題樂園、卡通商品、錄影商品。 

g.進行各種國際合作計畫、拍片計畫、主題樂園開發、房地產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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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電影播映授權種類 

地區：國內、區域、世界 

種類： 

•公開播映權（營利－汽車旅館、MTV、飛機、輪船、理容院、

三溫暖／非營利－軍公教、學校、機關、團體、圖書館） 

•家庭使用權 

•有線電視基本頻道 

•有線電視鎖碼頻道（VOD） 

•有線電視鎖碼頻道（PPV） 

•有線電視鎖碼頻道（PPM） 

•衛星電視 TVRO 播映權 

•衛星電視衛星付費頻道播映權 

•衛星電視衛星免付費頻道播映權 

•直播衛星播映權 

•VHF 特高頻無線電視播映權 

•UHF 超高頻無線電視播映權 

•電影院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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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相關電影網站 

影展網站： 

www.filmfestivals.com 

www.filmthreat.com 

www.ifilm.com 

電影購票網站： 

www.movietickets.com 

www.moviefone.com 

www.fandango.com 

獨立製片組織網站： 

www.ifp.org 

電影市場統計網站： 

www.mpaa.org 

獨立製片網站： 

www.afma.com 

電影資料庫： 

www.imdb.com 

台灣電影網站： 

www.uip.com.tw 

www.bvi.com.tw 

www.foxmovies.com.tw 

www.wh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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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ovie.com.tw 

www.lsmovie.com.tw 

www.sinomovie.com 

www.twfilm.org 

www.movie.kingnet.com.tw 

www.atmovies.com.tw 

www.cca.gov.tw 

www.taiwancinema.com 

www.movielover.com.tw 

http://movie.starblv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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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電影生命週期時間表 

媒介環境 生命時間 從開始放映日期起 

電影院 六個月 最早戲院首映 

家庭錄影 十年 首映後的 4-6 個月 

計次付費 兩個月 首映後的 8 個月 

付費電視 十八個月 首映後的 12 個月 

電視聯播 三十個月 首映後的 30 個月 

付費電視第二輪 十二個月 首映後的 60 個月 

基本有線頻道 六十個月 首映後的 72 個月 

聯播網 六十個月 首映後的 132 個月 

* 資料來源  Movie Business Book (Jason E. Squire) 3rd. A Fireside Book, 

2004, P.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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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電影製片步驟 (美國製片公司) 

前製作期 (Preproductiona) 

1.Meeting with director, other producers and studio executives 

2.Meeting with key studio personnel, including production, 

business affairs, project attorney, labor relations, and 

postproduction 

3.Schedule the film production (board and shooting schedule) 

4.Budget the production 

5.Monitor changing script 

6.Set up deals with guilds and unions 

7.Find office space, set up production office and personnel 

8.Hire key crew, including setting up interviews for director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production designer, costume designer, 

editor, etc.) 

9.Contact and meet with film commisions 

10.Meet with city, state,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11.Scout location 

12.Study past weather conditions --- highs, lows, sunrise, sunset, 

wind chill, snow, rain, clouds, hurricanes, cyclones, chnaging of 

the seasons, etc. 

13.Find and hold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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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Negotiate crew deals 

15.Negotiate equipment deals 

16.Negotiate deals with hotels and airlines 

17.Lock locations and sign contracts 

18.Build and dress sets 

19.Cast the film, including actors,stunts, stand-ins, extras, and 

animals 

20.Physicals for the cast 

21.Test wardrobe, makeup, hair, and key props 

22.slect picture cars, cast trailers, mobile phones 

23.Discuss set safwty and sexual harassment issues with cast and 

crew 

24.Create call sheets, production reports, start slips 

25.Tech location scout for director and department heads 

26.Production meeting 

27.Cast rehearsal 

28.Set up editing room and projection facility for viewing dailies 

拍攝期 (Production) 

1.Run the set 

2.Daily production meetings 

3.Daily and weekly cost reports 

4.Communication with studio on creative and financial issues 

5.Analyze the past, monitor the present, and prep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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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onitor scrip changes 

7.Adjust shooting schedules 

8.View and analyze sailies 

9.Deal with lab 

10.Electronic press kit 

11.Deal with publicity and press 

12.Oversee visual effects 

13.handle all cast and crew travel 

14.Wrap party 

後製作期 (Postproduction) 

1.Monitor the wrap of principal photography 

2.examine final bills 

3.Fold and hold sets, wardrobe, hair, makeup, set dressing, props 

4.Return rentals; sell, store, or archive purchases 

5.Shut down production office 

6.View and analyze director’s rough cut 

7.Additional photography? 

8.Sound effects 

9.Visual effects 

10.Looping 

11.Scoring  

12.Temp dub 

13.Research scree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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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inal dub 

15.Preview 

16.Cut negative 

17.Create answer print 

18.Cut trailers 

19.Design poster and press kits 

20.Schedule press junkets 

21.Schedule release dates and distribution philosopy 

22.Premiere the film 

23.release the film 

24.Sell foreign rights, cable, TV, etc. 

25.Fulfill all studio delivery requirements 

 

* 資料來源  Movie Business Book (Jason E. Squire) 3rd. A 

Fireside Book, 2004, P. 24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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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電影相關行業別 

一.AD Adengies & Production Company 廣告代理  & 攝製公司 

二.Crew & Union Rules 技術人員 & 工會成員 

三.Set & Stages 場景 & 攝影棚  

四.Location Services & Equipment 外景服務 & 設備 

五.Support Services 各種支援服務 

六.Camera & Sound Equipment 攝影機  & 錄音設備 

七.Grip & Lighting Equipment 現場器材 & 燈光設備 

八.Props & Wardrobe  道具 & 化妝 

九.Postproduction 後期製作 

十.Everything Else 其他項 

 

一、AD Adengies & Production Company 廣告代理&攝製公司 

1.Advertising agencies 

2.Advertising Agency Freelance Producers 

3.Advertising Agency Personnel 

4.Animation & Visual FX 

5.Bidders 

6.Commercial Directors 

7.Commercial Production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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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orporate & Video Production Companies 

9.Independent Sales Reps 

10.Infomercial Production Companies 

11.Interactive Multimedia Advertising 

12.Music Video Directors 

13.Music Video Production  Companies 

14.Process Photography 

15.Production Offices 

16.Production Services 

17.Promo Production Companies 

18.Public Relations 

19.Record Companies 

20.Storyboard Artists 

21.Television Networks & Stations 

22.Trade Associations 

23.Trail Production Houses 

24.Visual FX Supervision & Technicians 

 

二、Crew & Union Rules 技術人員 & 工會成員 

1.Agents, Reps & Job Referral Aervices 

2.Art Directors/Production Designs 

3.Camera Assistants 

4.Camera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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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raft Services 

6.DGA First Assistant Directors 

7.DGA Second Assistant Directors 

8.Directors of Photographer 

9.Food Stylists & Home Economists 

10.Gaffers & Lighting Directors 

11.Hair & Makeup Artist 

12.Key Grips 

13.Nurses & Medics 

14.Producers 

15.Production Coordinators 

16.Production Managers 

17.Production Still Photographers 

18.Prop Masters 

19.Prosthetics 

20.Screen Actors Guild Guidelines 

21.Script Supervisors 

22.Set Decorators 

23.Sound Mixers 

24.Studio Techers/Welfare Workers 

25.Underwater Technicians 

26.Wardrobe Stylists/Costume Designers 

 

三、Set & Stages 場景&攝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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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ackings & Scenic Artists 

2.Set Design, Construction & Rentals 

3.Set Sketchers 

4.Stages 

5.Stage-Protable 

6.Standing Sets 

7.Standing Sets Stage Chart 

8.Stage Charts 

 

四、Location Services & Equipment 外景服務&設備 

1.Air Charters 

2.Airports 

3.Bus Charters 

4.Caterers 

5.Consulates General 

6.Costoms Brokers & Carnets 

7.Film Commissions – North American 

8.Foreign Exchanges 

9.Insurance Brokers 

10.International Film Liasons 

11.Location Libraries 

12.Location Management & Scouts 

13.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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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otorhomes & Portable Dressing Rooms 

15.Parks & Recreation 

16.Permit Offices – City & County 

17.Permit Services 

18.Ranches 

19.Security & Bodyguards 

20.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21.Weather 

 

五、Support Services 各種支援服務 

1.Anmals & Trainers 

2.Casting Directors 

3.Casting Facilities 

4.Choreographers 

5.Computer & Office Equipment Rentals 

6.Computer Consultants & Software 

7.Directories 

8.Environmental Resources 

9.Extras Casting Agencies 

10.Hand & Leg Models 

11.Immigration Attorneys 

12.Janitorial & Strike Services 

13.Libraries &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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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essenger Services 

15.Notaries 

16.Payroll & Production Accountants 

17.Promotional Products 

18.Secretarial Services & Temp Agencies 

19.Stunt Coordinators & Performance Drivers 

20.Stunt Equipment 

21.Talent & Modeling agencies 

22.Technical Advisors 

23.Trade Publications 

24.Translators 

 

六、Camera & Sound Equipment 攝影機&錄音設備 

1.Aerial Equipment 

2.Aerial – Fixed Wing & Helicopter Pilots 

3.Camera Cars 

4.Camera Rentals – Motion Pictures 

5.Camera Rentals – Still Photography 

6.Music Playback Services 

7.Raw Stock – Film & Video 

8.Sound Equipment Rentals & Sales 

9.Teleprompters 

10.24 Fram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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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Video Assist Services & VTR Operators 

12.Video Camera Systems & Facilities 

 

 

七、Grip & Lighting Equipment 現場器材&燈光設備 

1.Booms, Cranes & Camera Support 

2.Climate Control Systems 

3.Construction & Yard Equipment Rentals 

4.Grip & Lighting Expendables 

5.Grip Equipment 

6.Hoisting Equipment  

7.Lighting Equipment & Generators 

8.Production Equipment & accessories 

9.Trucks Vans 

 

八、Props & Wardrobe  道具&化妝 

1.Action Props & Prop Makers & Rigging 

2.Arts & Crafts Supplies 

3.Atmospheric / Lighting FX & Pyrotechnics 

4.Boats & Nautical P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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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uilding & Surface Materials 

6.Car Prep, Rigging & Prototypes 

7.Color Correction 

8.Costume Makers & Rentals 

9.Draperies & Window Treatments 

10.Dry Cleaners 

11.Eyewear & Jewelry 

12.Fabrics 

13.Flags, Graphics & Accessories 

14.Foam 

15.Furniture Rentals & Accessories 

16.Glass 

17.Hair & Makeup Supplies 

18.Ice 

19.Industrial & Specialty Props 

20.Neon 

21.Picture Vehicles 

22.Plants & Greens 

23.Plastics, Plexiglass & Fiberglass 

24.Product Placement 

25.Prop Rentals – Studios 

26.Restaurant & Kitchen Equipment 

27.Sporting Goods 

28.Sport Vehicle Rentals 

29.Studio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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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Trailoring & Alterations 

31.Uniforms & Surplus 

32.Vintage Clothing & Accessories 

33.Water Trucks 

 

九、Postproduction 後期製作 

1.Audio Services – Film & Video 

2.Captions & Subtitles 

3.Composers & Sound Designers 

4.Digital Imaging Serices 

5.Duplication 

6.Editing Equipment Rentals & Sales 

7.Editors 

8.Film & Tape Storage 

9.Laboratories – Motion Picture 

10.Laboratories – Still Photos 

11.Music Libraries & Publishing 

12.Music Production & Sound Design 

13.Optical & Title Design 

14.Post Production – Editorial 

15.Post Production Facilities 

16.Post Production Supervisors 

17.Screening 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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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tock Footage & Photos 

19.Video Conferencing & Transmission Services 

十、Everything Else 其他項 

1.Air Freight & Couriers 

2.Airlines 

3.Airport Shuttles 

4.Bookstores 

5.Car Rentals 

6.Crating & Packing 

7.Florists 

8.Gift Services 

9.Governemnt Offices 

10.Hotels 

11.Limousines 

12.Lost & Stolen Credit Card 

13.Moving, Storage & Transportation 

14.Newsstands 

15.On Set Massage 

16.Party Planners 

17.Party Supplies & Equipment 

18.Restaurants 

19.Stationery Supplies 

20.Wrap Part Locations 



附錄 265 

 

 附錄七 美國影展目錄 

 影展名稱 限制 性質 類別 註記 

1 
Academy Awards Documentary and 

Short Film Awards  
 film only 商業性   

2 
ACE Awards 

 (CableACE Awards) 
 TV only   

各類型
開放 

3 

AFI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FI National Video Festival 

 video 

 CD-Rom 
 國內性  

4 
Alamo American Film Competition 

for Student  

film for    

students 
 國內性  

5 American Film Market  film only 商業性  
1994 起 

競賽性 

6 
American Indian Film Festival and 

Video Festival 
 原住民  1975 起 

7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非商業  1929 起 

8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Company Biennial Media Festival 
 醫護性   

9 AnnArbor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963 起 

10 Anti Film Festival    1993 起 

11 
Asia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2 ASIFA-East Animated Film Awards film only   1961 起 

13 Aspen Filmfesty film only    

14 Aspen Shortsfest film/video  小型  

15 
Athens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各類型  

1973 起
競賽 

16 Atlanta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方性 
展示 獨
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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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ustin Gay and Lesbi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18 Austin Heart of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9 
BACA/The Brooklyn Arts Counci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1966 起 

20 
Lucille Ball Short Festival of New 

Comedy 
film/video 特殊性 地區性  

21 
Baltimore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 Markets Competition 
film/video 商業性 北美區  

22 
Adam Baran Honolulu Gay and 

Lesbian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特殊性 地區性 1989 起 

23 Big Muddy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16mmfilm   

 /video 
學生展  1978 起 

24 

Black American Cinema Socient 

Film Festival / Black Talkies on 

Parade Film Festival 

   
黑人影
展 

25 
Black Filmworks Festival of Film 

and Video 
   

黑人影
展 

26 
black Hatvest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校園影
展（芝加
哥藝術
學院） 

27 
Black Maria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獨立製
作展 

巡迴放
映 

1980 起 

競賽 

28 
Boston Asian American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特殊性  

藝術博
物館辦 

29 
Boston Gay and Lesbian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特殊性  

藝術博
物館辦 

30 
Bosto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Woman‘s Cinema  
film only    

31 Boston Jewish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特殊性   

32 Breckenridge Festival of Film film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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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WAC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展示 

34 CABLEACE Awards TV/cable   展示 

35 
Canyonlands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展示 

36 Carolina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校園影
展 

37 
Central Flordia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州際性  

38 

Charleston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WorldFest - Charleston 

film only 

 
   

39 Charlotte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國內性 
博物館
影展 

40 
Chicago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兒童類 

(6-14) 
 1982 起 

41 
Chicago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各類型  1964 起 

42 Chicago Latino Film Festival  特殊性  
拉丁族
群 

43 
Chicago Lesbian and Ga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特殊性  

1980 起 

獨立製
片賽 

44 Chicago Underground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實驗性  1994 起 

45 
CINE Annual Golden Eagle Film 

and Video Competition 
film/video 非商業  

指美國
製作 

46 Cine Estudiantil film 特殊性  

拉丁/ 原
住民族
群 

47 
Cinequest: The Annual San Jose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48 
City Lore Festival of American 

Film and Video 
film/video  城市性 紐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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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Clevelan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50 
Columbia Colleg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film only   

校際影
展 

51 
Columbus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1952 起 

競賽 

52 
Connecticut Gay and Lesbian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特殊性 地區性  

53 
Contemporary Film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非洲族
群 

54 
Council on Foundations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國內性  

55 Dallas Video Festival video  地區性  

56 Dance on Camera Festival film/video 特殊性  
1971 起 

競賽 

57 Den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978 起 

58 
Alfred I. Dupont - Columbia 

University Awards 
   

校際影
展 

59 Festival Cine Latino    
拉丁族
群 

60 
Festival of Illinois Film and Video 

Artists  
   

州際影
展 

61 Film Arts Festival   地區性 
北加州
區 

62 
Robert Flaherty Seminar for 

Independent Video and Cinema 
film/video 特定性  

實驗/記
錄/族群/

動畫/多
元形式 

63 Florida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64 
Fore Landardal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Market 
film only    

65 Hoyt Fuller Film Festival    非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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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66 
Gavel Awards for Media and the 

Arts 
film/video 特定性  

1957 起 

有關美
國法律 

67 Golden Calf Awards film only   
校際影
展 

68 Great Plains Film Festival    
美加地
區性 

69 
Hampton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70 Hawai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影集    

71 Heartland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72 Hometown Video Festival video only   地區性 

73 

Houston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 Worldfest - 

Houston 

film/video 各類型   

74 
Human Rights Watc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特定性  

人權議
題 競賽 

75 
Humbold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校際影
展 

76 Independent Feature Film Market film only    

77 Indiana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州際性 

78 
INPUT / International Public 

Television Screening Conference 
公共電視    

79 
Intercom Industri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1935 起      

媒體科
技與社
會發展 

80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ssociation Documentary Awards 

Competition 

film(16mm) 

/video 
  

業者/學
生競賽 

81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film only 特定性  醫療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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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Festival 

82 International Stucent Media Festival video only   
學生影
展 

83 International Wildlife Film Festival 
film/video/C

D-ROM 
特定類  

1978 起 

有關野
生動物
之內容 

84 Jackson Hole Wildlife Film Festival TV only 特定類  1991 起 

85 Jewish Film Festival    
猶太人
影展 

86 Jewish Video Competition    
猶太人
影展 

87 
Little Buffalo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城市性 

88 Llano Estacado Video Festival      校際性 

89 
Long Beach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992 起 

90 
Long Island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1984 起 

91 
Los Angeles Asian Pacific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亞太地
區美國
裔 

92 
Los Angel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1995 起  

展示/討
論 

93 Louisville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94 Lucky Charm Awards video   公司性 

95 Main Street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校際性 
加州州
立大學 

96 
Maine Studen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97 Mandalay Las Colinas Festival of video  州際性 1992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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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Video Arts Exhibition and 

Competition  

(10mm 以
內） 

98 Margaret Mead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特定性  

人類學/

自然博
物館 

99 Medicine Wheel Animation Festival 
(16mm) 

film/video 
特定性  

巡迴放
映 

100 
MetroL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公司性 

101 Metropolitan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1991 起 

展示 

獨立製
片性 

102 Miam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03 
Mill Valley Film Festival and 

Videofest 
film/video  地區性 

加州 展
示性 

104 

Mix:New York Lesbian and Gay 

Experiment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1987 起 

105 Mobius Advertising Awards video only 廣告類   

106 Monitor Awards video only   

電子媒
介/電視
類 

107 Montana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地區性 

108 
Montana Young Audience Media 

Festival 

(16mm) 

film/video/C

D-ROM 

 地區性  

109 
Mountain Film Festival of 

Mountain Film 
film/video 特定性  

競賽 

山岳/環
境/探險 

110 
Museum of Fligh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航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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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Media Awards 

Competition 

video only 特定性  

協會性/

家庭關
係性（國
內可購
買到） 

112 
National Educational Media 

Network Competition 

video/CD/C

D-ROM 
教育性 國內性 競賽 

113 
National Student Media Arts 

Exhibition (MeatFest) 

(8mm) 

film/video 
 國內性 

學生影
展 

114 
Native American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特定性  

原住民/

族群 

115 New Directors / New Films film only    

116 
New England Children‘s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特定性 地區性 

1989 起 

兒童教
育 

117 
New England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1975 起 

學生/獨
立製作 

118 
New Latino Filmmakers Film 

Competition 
   

特定族
群 

119 
New Orleans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1988 起 

獨立製
作/文化/

藝術/教
育 

120 New York African Film Festival    
特定族
群 

121 New York Emmy Awards TV only   1948 起 

122 
New York Exposition of Short Film 

and Video 

(16mm) 

film/video 
  

1966 起 

競賽 

短片展
（60mins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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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New York Festivals: International 

Non-Broadcast Competition 

film/video/

multi-image 
各類型  1957 起 

124 New York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2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各類型  
競賽 獨
立製作 

12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Video 

Festival  
video only   

各種錄
影表現 

127 
New York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 - The New Festival 
film/video    

128 
New York National High Schoo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高中校
園影展 

129 New York QuickTime Festival    
數位媒
體 

130 
New York Underground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前
衛性 

131 New York Video Festival 

電子藝術/

影帶
/CD-ROM 

  
1992 起 

展示  

132 Newark Black Film Festival    
黑人影
展 

133 Night of the Black Independents    
黑人影
展 

134 Nama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1992 起 

135 
Nortel Palm Spring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990 起 

136 Northampton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137 
Northern Light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16mm) 

film/video 
 地區性 

北極地
區國家 

138 Northwes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1972 起  

美北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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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Ollie Awards    

2 - 18 歲
兒童電
視影展 

140 Onion City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城市性 
實驗電
影 

141 

Out About Age: Lesbian / Gay / 

Bisexual Film & Video Festival of 

the Young and the Old 

(16mm) 

film/video 
 地區性 電視性 

142 
Qutin Video Festival of Lesbian and 

Gay Narrative Shorts 
  公司性  

143 
Outfest : Los Angeles Gay and 

Lesbian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國際性 

協會性 

性別影
展 

144 Pan African Film Festival    
黑人影
展 

145 George Foster Peabody Awards    
校際影
展 

146 
Peachtre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都會性 

小型影
展 

147 
Philadeliphia Festival of World 

Cinema 
film only    

148 
Philafilmy philadelphi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國際性 

1978 起 

電影/電
視性 

149 
Poetry Film and Video Poem 

Festival 

(16mm) 

film/video 
特定性  

詩人影
展 

150 Portlan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51 Portland Jewish Film Festival    
猶裔影
展 

152 Portland Reel Music Festival film/video 特定性  音樂性 

153 
Prized Pieces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Competition 
   

1981 起 

黑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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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154 
Project Black Cinem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黑人影
展 

155 
Project 6 : Voices of the Future 

Video /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1987 起 

年輕人
影展（18

歲以下） 

156 PXL This Video Festival    

特殊錄
影機作
品展 

157 

Queer Articulations : Princeton 

Lesbian , Gay and Bisexu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小型影
展 

158 Rainy States Film Festival   地區性 

西北部
小型影
展 

159 

Reel Affiramations : D.C. Annual 

Celebration of Gay and Lesbian 

Film 

film/video  
各類型
性別 

 

全美第
四大同
性戀影
展 

160 
Retire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National Media OWL Awards 
video/TV 

退休老
人 

 競賽 

161 
 Rivertow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校園影
展 

162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16mm) 

film/video 
 地區性 

40 分鐘
以下 

163 
Rochester Lesbian and Gay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大湖區 

164 
Rocky Mountain Women‘s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地區性 

1987 起 

小型 

165 Rosebud Competition film/video  地區性 D.C. 

166 Saguaro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州際性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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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San Antonio CineFestival    
拉丁裔
影展 

168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sian 

American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亞裔美
人影展 

169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T

V 
  

1957 起 

競賽 

170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特定性  

1976 起 

競賽 

全美最
大同性
戀影展 

171 
San Jose State Visual Artists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校園影
展 

172 
Santa Barbara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1986 起 

競賽 

173 
Santa Barbara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74 Sarasota French Film Festival    
法裔影
展 

175 Dore Schary Awards    

1982 起  

學生影
展 

176 Seattl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974 起 

177 
 Short Attention Span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非商業
競賽 （2

分鐘以
內） 

178 Silver Images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前輩影
展 

179 

Slamdance : Anarchy in Utah 

Annual Guerrill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地區性  

180 Slice of Life Film and Video   地區性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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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case 

181 South Beach Film Festival   地區性 
南部 小
型影展 

182 
South By Southwest Film Festival  

(SXSW) 
film/video  地區性 

獨立影
片展 

183 South Florida Black Film Festival    
黑人影
展 

184 Student Adademy Awards    
學生影
展 

185 Sundance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86 
Tampa Inter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Pride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特定性  

1989 起 

同性戀 

187 Taos Talking Picture Festival film only   1995 起 

188 Telluride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994 起 

189 
Temecula Valle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190 Texas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學生影
展 

191 
This Place : Contemporary Border 

Perspectives 
film/video   

美墨邊
境影展 

192 Three Rivers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協會性
影展 

193 Torrance Short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小型 

194 
Troubadours : A Christian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 only   

基督徒
影展 

195 Twin Cities Black Film Festival    
黑人影
展 

196 U.S. Comedy ArtsFestival film only    

197 
U.S. International and Video 

Festival 

(16mm) 

film/video 
多元性  

1967 起 

競賽 

電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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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帶節
目類 

198 USA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三大類
影展： 

劇情/短
片/兒童 

199 
United States Super 8mm Film 

Festival 

Super 8mm 

film only 
   

200 

University Film and Video 

Association Studen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學生影
展 

201 
 University of Oregon Queer Film 

Festival 
   

學生影
展 

202 Utah Shor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16mm) 

film/video 
 

州際影
展 

 

203 

Vermon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Images and Issues of 

Global Concern 

film/video   

1989 起  

競賽 

環保/司
法人權/

戰爭&和
平 

204 Video Tusculum video only 各類型  

競賽 

獨立製
作/學生 

205 
Videosope : An Asian American 

Video Showcase 
video only   

亞裔美
人或亞
洲人 

206 Videoshorts video only 
非商業
性 

 

小型  6

分鐘以
內作品 

207 Viginia Festival of American Film film only    

208 Visions of Africa Through African    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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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s 族群校
園影展 

209 Visions of U.S. video only 各類型  

各種
video 攝
錄作品
競賽 

新力
&AFI 支
持 

藝術/業
餘 

210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211 Wine Country Film Festival    
地區影
展 

212 
Women in the Director‘s Chair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1979 起 

213 
Young People‘s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學生影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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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世界知名影展目錄 

 影展名稱 限制 類別 國別 註記 

1 $100 Film Awards   film only  加拿大  

2 
Abitibi - Temiscamingne 

Festival of Internation Cinema 

 film only  加拿大  

3 
Algarv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葡萄牙 1971 起  

該國最大 

4 

Am‘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Market  

film/video 競賽/ 

市場 

法國 1970 起 

文化/族群/小眾
社團 

5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市場 

荷蘭  

6 
Angers European First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法國  

7 
Angers Festival of African 

Cinema 

film only  法國  

8 
Annecy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film only  法國  

9 
Annonay International First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法國  

10 

Arnhem Audio - Visual 

Experimental (AVE) Festival 

Internation Audio - Vusual 

Experimental Festival 

film/video/a

udio 

實 驗
性 

荷蘭 小規模 

11 
Arsenals International Film 

Forum 

film only  拉脫維亞  

12 
Art Film Festival (Festival Du 

Film Sur L‘Art) 

film only  比利時 國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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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tlantic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兒童 

加拿大 1981 起 

14 
Aucklan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美國 紐約 當地最大 

15 

Augsbury Children‘s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兒 童
類 

德國 1981 起 

16 

Augsburg Days of 

Independent Film 

film/video 記錄/

獨 立
製片 

德國 1985 起 

17 Augsburg Short Film Weekend film/video 競賽 德國 小型 短片 

18 

Autrans International Snow 

Ice and Adventure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特 殊
類 

法國  

19 
Bahia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族 群

性 

巴西 1973 起 地區性 

20 
Balticum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 

film/video  丹麥 1990 起 區域性 

21 

Banff Festival of Mountain 

Films 

film/video 競賽/

特 殊
類 

加拿大 1975 起 

22 Banff Television Festival TV only  加拿大  

23 

Barcelona Festival of 

Independent Video 

video only 獨立/

創新/

展示 

西班牙 1993 起 

24 

Barcelo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Gay and Lesbian 

Films 

film only 展 示
性 

西班牙  

25 
Belfort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New Directors 

film only  法國  

26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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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ilbao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Documentary and Short 

Films 

film only  西班牙  

28 
Birmingham Interna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 

film/TV  英國 1985 起 

29 

Bomba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or Documentary , 

Short and Animation Films 

film only  印度  

30 Brest Festival of Short Films film only  法國  

31 

Brno Sixteen  film/video 競賽/

非 商
業類 

捷克 1959 起 

32 

Brussel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artoons and Animated 

Films 

film only  比利時  

33 
Brussel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Fantasy Films 

film only  比利時  

34 
Brussel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Super 8 Film and Video 

Super 8 

film/video 

競賽 比利時 1978 起 

35 
Brussel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比利時  

36 

Brussel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lm Festival 

 (16mm) 

film/video 

競賽/

綜 合
性 

比利時 校際性 

37 
Buenos Aires International 

Video Festival 

video/TV 展示 阿根廷 1995 起 

38 

Bulgari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omedy and 

Stairical Films 

film only  保加利亞 財務困難 小型 

39 
Cadiz International Video 

Festival 

video/CD 競賽 西班牙 1985 起 

40 
Cair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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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英國  

42 
Canadian International Annual 

Film Festival 

(16mm) 

film/video 

非 專
業 

加拿大 1969 起 

43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法國  

44 
Cape Tow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南非  

45 
Chateauroux Independent 

Cinema Encounters 

film only  法國  

46 

Cinanima International 

Animated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非 競
賽 

葡萄牙 1976 起 

47 

Cinema Du Reel film/video 競賽/

非 競
賽 

法國 1979 起   

人種 /社會學紀
錄片 

48 
Cinema Jov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Young Film Makers 

film only  西班牙  

49 CinemAsia film only  比利時  

50 

Clermont - 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t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法國  

51 Copenhagen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丹麥  

52 
Copenhogen Gay and Lesbian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丹麥 小型 

53 
Cork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冰島  

54 
Cr‘eteil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Films By Women 

film only  法國  

55 
Deauville Film Festival of 

American Film 

film only  法國  

56 Dhake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video 展示 保加利亞 1988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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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Festival 

57 Divonne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法國  

58 
Drambuie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英國  

59 
Dreamspeakers Festival (16mm) 

film/video 

競賽 加拿大 1991 起 

原住民性 

60 

Dresden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德國 1989 起 

動畫/獨立製作/

短片 

61 Dutch Film Days film only  荷蘭  

62 

Ekoterinburg Open 

Documentary National Film 

Festival “Russin” 

film only 競賽 俄國 區域性 

63 

Ekotopfilm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Professional Films , 

Television and 

Videoprogrames 

film/TV/ 

video 

競賽 斯洛伐克 1974 起 

64 Espoo Cine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芬蘭  

65 

European Media Art Festival film/video/C

D 

實 驗
性 

競賽 

德國  

66 Expocartoon video only   義大利 動畫/遊戲 

67 
Feminale International 

Women‘s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展示/

商業 

德國 1983 起 區域性 

女性 

68 

Fespaco Pan African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 of 

Ouagadoguou 

film/video 競賽 布克那法
索 

非洲性 

69 

Festival DeiPopoli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Documentary Film 

film/video 競賽 義大利 1959 起 記錄性 

70 
Figuerira Foz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inema 

film only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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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Film + Arc Graz International 

Biennial Festival For Film and 

Architecture 

film/video 競賽 奧地利 1992 起 特殊性 

72 Filmfest Mamburg film only  德國  

73 
FIPA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udiovisual Programs 

film/video 競賽 法國 1987 起 視聽性 

74 
Flanders - Ghen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比利時  

75 
French - American Film 

Workshop 

film only  法國  

76 
Geneva International Video 

Week 

video  競賽 瑞士 1989 起 

77 

German Award for Video Art video art 競賽 德國 1992 起 地區性 

作品 20 分鐘以
內 

78 
Gu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or Young People 

film only  西班牙  

79 

Golden Dian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f 

Nonprofessional Films 

film/video  奧地利 地區性 

80 

Golden Knight International 

Amateur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馬爾他 1962 起 小型 

81 
Golden Prague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Festival 

TV only  捷克  

82 
Golden Rose of Montreux 

Television Festival 

TV only  美國  

83 Goteborg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瑞典  

84 
Grenoble Festival of nature 

and Environment Films 

film/video 競賽 法國 1977 起 

自然生態環境 

85 Halfa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展示 以色列 1984 起 國家性 

86 Hamburg International film/video 競賽 德國 199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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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 德國最大 

87 
Hamburg International Short / 

No Budget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德國 獨立製作類 

20 分鐘以內 

88 

Havana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New Latin American 

Cinema 

film/video  古巴  南美區域性 

89 
Helsinki Film Festival - Love 

and Anarchy 

film only  芬蘭  

90 

Hiroshima International 

Amateur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日本 1975 起 

和平主題 

91 
Hiroshima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日本 動畫類（其他影
展獲獎作品） 

92 
Holland Animation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荷蘭 1985 起 動畫類 

93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香港  

94 
Huesca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西班牙  

95 
Huy World Festival of Short 

Films 

film only  比利時  

96 
Icronos International Week of 

Archaeological Film 

film only  比利時  

97 
Igualada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mateur Cinema 

film only  西班牙  

98 

Indi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CYP) 

film/video 競賽 印度 1986 起 

兒童教育/娛樂 

99 
Interfilm film/video  德國 1982 起 

獨立/創意/離奇 

100 
International Biennial of Films 

on Art 

film/video 競賽 法國 博物館主辦 

Plastic Arts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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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dventure Documentaries 

film/video 競賽 法國 記錄冒險性 

102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Ornithological Films 

(16mm) 

film/video 

競賽 法國 1985 起 

鳥類 

103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Water 

Life : Fish , Environment , 

Tourism 

video  法國 1985 起 小型 

水中生物類 

10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 (ISEA) 

vudeo/互動
裝置 

展示 荷蘭 1988 起 

105 
JACA International Sports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西班牙 運動類 

106 Jerusalem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以色列  

107 
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捷克  

108 
Kelibia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Non - Professional Film 

film only  突尼西亞  

109 

Klagenfurt International 

Juvenale for Young Film and 

Video Amateurs 

(16mm) 

film/video 

 奧地利 1979 起 

青少年類 

110 
Kobe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日本 （暫停） 

111 

Kracow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波蘭 1963 起 

作品 30 分鐘以
上 

歐洲最大影展
之一 

112 
Krok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film only    

113 
La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or Young People 

film only    

114 
Leed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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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Leipzig Festival for 

Documentary and Animated 

Films Internationals 

film/video 競賽 德國 1956 起 

最古老的影展 

116 

Les Diableret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Mountain , 

Environment and Alpine Films 

(FIFAD) 

film/video 競賽 瑞士 區域性 

有關 Alpine 山
之主題 

117 Lille Short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競賽 法國  

118 
Local Heroes International 

Screen Festival  

video only 競賽 加拿大 國內性之國外
事 

119 
Loca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競賽 瑞士  

120 

Locarno VideoArt / 

International Video and 

Electronic Art Festival 

video only 

各類型 

競賽 瑞士 1980 起 

錄影藝術 

121 
Lond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邀 請
展示 

英國 1957 起 

122 
London Inter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展示 英國 1987 起 

123 London Jewish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英國  

124 
Malmo Children and Youth 

Film Festival (BUFF) 

film only  瑞典  

125 
Mannhen - Heidelber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德國  

126 

Mediaway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Visual Arts : 

Another Connection 

film/video 競賽 匈牙利 1991 起 

127 
Mediopolis VideoFest video/CD-R

OM 

競賽 德國 1988 起 

128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澳洲 1951 起 

129 Midnight Sun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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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MIFED Cinema and 

Televusion International 

Multimedia Market 

film/TV 展示/

商業 

義大利  1959 起 

131 
Minsk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Women‘s Cinema 

film/video 女 性
影展 

Republic 

of Belarus 

1991 起 

132 
MIP/TV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Program Market 

TV only  法國  

133 

 MIPCOM International Film 

and Programme Market for 

Television , Video , Cable and 

Satellite 

film/video/T

V 

展示/

商業 

法國  

134 
Molodist - Kyiv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烏克蘭  

135 
Mons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比利時  

136 
Montreal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Films and Videos on Art 

film/video 競賽 加拿大 1982 起 

137 
Montreal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New Cinema and Video 

film/video 展示 加拿大 1971 起 

獨立製作/創意 

138 
Montreal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Short Film 

film only  加拿大  

139 
Montreal World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展示/

商業 

加拿大   

140 
Moscow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蘇俄  

141 
Moving Pictures Festival of 

Dance on Film and Video 

film/video 展示 加拿大  

142 
Munich PRIX JEUNESSE 

INTERNATIONAL 

TV only  德國 兒童/青年類 

143 
MystFest International 

Mystery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義大利  

144 Namur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only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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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Festival 

145 
Nantes Festival of Three 

Continents 

film only  法國  

146 
Nature , Man and Environment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義大利 1970 起 

人權/生態 

147 
Nava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and Video Competition 

video/ 

super 8 

競賽 西班牙 1978 起 

148 
Nordic Short and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挪威  

149 
Norwegi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挪威  

150 
Oberhausen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德國  

151 Odense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丹麥  

152 Okomedia film/TV  德國  

153 
One Minute World Festival video/ 

super 8 

 巴西 1 分鐘以內 

154 Max Ophuls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德國  

155 
Opor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Fantasporto 

film only  葡萄牙  

156 
Orleans Biennale of Japanese 

Cinema 

film only  法國  

157 
Ottawa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加拿大 1976 起   動畫
類 

158 
Oulu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芬蘭  

159 
Palermo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Sports Film 

film/video  義大利 1979 起 

運動類 

160 
Pand/emonium : London 

Festival of Moving Images 

film/video/C

D-ROM 

展示 英國 1996 起 

161 Paris Ethnographic Film film only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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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orama 

162 
Parnu Visual Anthropology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展示 愛沙尼亞  

163 

Pesaro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New Cinema  

film/video 展示 義大利 1965 起 

獨立製作/ 新導
演 

164 Pordenone Silent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展示 義大利 1982 起 

165 
Pragu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Golden Golem” 

film only  捷克  

166 

PRIX DANUB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Television 

Programs for Children and 

Youth 

TV only  斯洛伐克  

167 PRIX FUTURA Berlin TV/radio  德國  

168 

PRIX Leonardo World Film 

Festival on Science , Ecology , 

Medicine , Nature and 

Technology  

(16mm) 

film/video 

競賽 義大利 特定類 

169 
Quebec International Science 

Film Festival 

(16mm) 

film/video 

競賽 加拿大 特定類 

170 
Raindance Film Festival and 

Market 

film/video 展示/

商業 

英國  

171 
Riminicinem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義大利  

172 

Rotterdam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展示/

商業 

荷蘭 1971 起 

荷蘭最大影展 

173 
Sale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競賽 義大利 1945 起 

174 San Juan Cinemafest film/video 競賽 波多黎哥 區域性 

175 
San Sebasti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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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Santarem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Films 

film/video 競賽 葡萄牙 特定類 

177 
Sao Paol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巴西  

178 
Sao Palol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巴西  

179 
Short Circuit : A Festival of 

American Short Films in Paris 

  美國 紐約 

180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展示/

競賽 

新加坡 主要是商業電
影展 

181 
Soch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Kinotavr 

film only  蘇俄  

182 

ST. Hilaire du Touvet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Hang 

Gliding Films 

film/video 競賽 法國 滑翔特定類 

183 

ST. John‘s International 

Women’s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展示 加拿大  

184 
ST. Petersburg Festival of 

Festivals  

film only  蘇俄  

185 

ST. Petersburg “Message to 

M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蘇俄  

186 
Stuttgart International 

Animated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德國  

187 

Sunny Side of the Doc - 

Marseilles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Market 

film/video 商業 法國  

188 
Sunrise in Tbilisi (16mm) 

film/video 

展示 喬治亞  

189 
Sydney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展示/

商業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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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Tam - Tam Video , TV and 

Third World Competition 

video 

(betacam 

sp) 

競賽 義大利 南半球區域國 

191 
Tampere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芬蘭  

192 
Tel Aviv International Student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研討 

以色列 學生作品影展 

193 
Thessalonik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希臘  

194 
Toky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日本  

195 Tokyo Video Festival video only 競賽 日本  

196 
Torello Mountain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競賽 西班牙 山岳類 

197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加拿大  

198 
Toronto Worldwide Short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競賽 加拿大  

199 

Toulo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Maritime and Sea 

Exploration Films 

film only  法國 特定類 

200 

Trento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Mountain and Exploration 

Films 

film/video 競賽 義大利 山岳類 

201 
Turi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Lesbian and Gay Films 

film only  義大利  

202 

Turi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Young Cinema (Cinema 

Giovani) 

film only  義大利  

203 
UME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瑞典  

204 Uppsala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瑞典  



294 行銷電影 Marketing Movies 

 

205 
Valladolid International Film 

Week 

film only  西班牙  

206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加拿大  

207 

Vandoeuvre - Les - Nancy 

Festival of Short Films “Prix 

du Court”  

film only  法國  

208 
Velden Amateur Film Festival 

of Nations 

film/video 競賽 奧地利  

209 
Vendome International 

Railway Festival 

film only  法國   

210 
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展示/

商業 

義大利  

211 
Verona International Cinema 

Week 

film only  義大利  

212 
Vevey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omedy Films 

film only  瑞士  

213 
Video Danse Grand Prix 

International 

video only 競賽 法國 舞蹈類 

214 
Viennale - Vienn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奧地利  

215 
VIPER Lucerne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film/video 邀請/

競賽 

瑞士 1980 起 

216 Virtual FilmFestival Internet  加拿大 1995 起 

217 

Visions du Reel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Documentary 

Cinema 

film/video 展示 瑞士  

218 
Vox Art Video Festival of Sea 

Art 

video only 競賽 克羅埃西
亞 

海洋環境類 

219 Vues D‘Afrique film only  加拿大  

220 Wellington Film Festival film/video 展示 紐西蘭 1971 起 

221 Wels Film Festival film only  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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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World Festival of Underwater 

Pictures 

film/video/p

icture 

 法國  

223 
World Wide Video Festival video/CD-R

OM 

展示 荷蘭 1982 起 

224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Festival 

film only  日本  

225 
Youth and Video video only 競賽 德國 1988 起 

青年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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