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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章分為五個部份，第一部分是研究動機，說明本研究的源起與企圖；

第二部份是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說明過往相關研究的缺口與不足，以及預期的研

究目標；第三部份是本研究所採取的理論基礎，說明研究視角與認識觀點；第四

部分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以及具體研究觀察的面向；最後部分說明本研究論

文的章節安排。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Marx 與 Engels（1848/管中琪、黃俊龍譯，2004）在 150 多年前就預測資本

主義發展到極致時，資本累積過程將會出現突破國家疆界限制的傾向。資本家追

尋利益極大化時，當原本單一國家市場日趨飽和，就會跨越國界開發新的市場，

使得跨國的資本體系也就會逐漸成形，資本家的行為不再侷限於單一國家市場之

內，成為以全球面向的行動者，當今的全球資本市場以及全球分工體系就是在這

樣的邏輯下成形。 

當討論全球型態的資本主義，最主要討論的兩個主題是這「資本全球化」

和「跨國企業」（陳炳宏，2001）。「資本全球化」導致跨越國界的經濟活動大幅

增加，「跨國企業」做為資本全球化最主要的行動者，驅使國際間資本流動日趨

頻繁，最後造成國家間關係產生性質上的改變。資本全球化使得國與國之間關係

日趨緊密，將會出現既統合又分殊的情形，跨國企業加速地方和國際接軌，而居

中在地行動者會產生分殊化的反抗力量，又將統合到國際核心中抽離出來，資本

全球化過程造成一系列全球和在地層級之間的複雜互動，最後整合成一體

（Bauman, 1998/張君玫譯，2001）。 

全球化過程裡產生分殊與統合力量的一系列拉扯交鋒，分殊力量的論述主

張為了保護在地產業的生存利益與發展，民族國家必須要介入經濟活動，協助在

地企業累積競爭力對抗跨國企業；統合力量的論述認為全球市場機制能達到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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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全球分工配置與價格機制，透過開放市場與自由貿易，就可以朝向國家財富

極大化的方向發展。這些對抗合作論述場域體現於國家、跨國企業、在地企業、

市民社會等各行動者之間互動，全球市場統合初期跨國在地行動者對抗交鋒，後

期逐漸發展出共同的經濟發展目標，最終磨合成統一的生產消費體系（Tetsushi,  

1995；Bauman, 1998/張君玫譯，2001；Hirst & Thompson, 1999/朱道凱譯，2002）。 

對於媒體傳播產業而言，在二次大戰之後媒體發展加速資本全球化，由少

數第一世界國家的媒體企業逐漸移向海外經營媒體，增加全球向度的市場滲透，

針對全球市場需求生產媒體產品，拓展海外市場。此外，媒體企業為了接近海外

市場，及尋求廉價的人力和自然資源，陸續將媒體製造部門移往海外（Carveth, 

1992）。1980 年代之後，媒體產業出現前所未見大規模的併購風潮，透過垂直和

水平面向的整合，進一步強化在媒體產業的控制能力，跨國媒體企業就透過跨國

直向橫向擴張，逐漸掌控全球媒體市場（Gershon, 1997）。 

從全球、在地互動整合觀點來看，資本全球化過程產生全球和在地層級的

持續動態的競合現象，並且形塑地方媒體產業發展的變遷。這一系列互動的主要

行動者包含跨國媒體企業、在地媒體企業與國家機關三個主要行動者，本研究依

序以這三者的觀點討論全球與在地層級的對抗、協商、合作歷程（Pendakur, 1985; 

Gershon, 1997; Herman & McChesney, 1997; Albarran & Chan-Olmsted, 1998）： 

第一、對於跨國媒體企業而言，為了持續全球獲利與市場滲透，在海外廣設據點

與分公司推廣銷售媒體產品，並透過合併與收購（merger & acquisition）

進行垂直與水平面向的國際擴張，由此對在地媒體產業的施力，將其收編

納入全球市場與全球分工體系的一環，透過這樣的全球佈局建造全球面向

的媒體王國。 

第二、對於在地媒體企業而言，原有的市場面臨跨國媒體的侵佔，必然會採取一

系列抵抗行動因應。但是，在地的媒體企業的集資範圍侷限於封閉的在地

金融體系，沒有足夠資金進行集團化整併與新科技市場發展，在各層面的

發展條件都遠不及大型跨國媒體。最後，只有少數在地行動者能調整其全



 3 

球化的定位，發展出與跨國媒體企業共同的經濟目標，晉升為全球資本階

級，大部分在全球化失落的在地資本階級走向解組與衰退。 

第三、對於國家機關而言，國家在這裡被賦予當地市場管理的職責，面臨媒體全

球化的衝擊，會首先思考因應策略，並且扮演居中協調角色。資本主義國

家和全球資本主義和在地資本主義的互動頻繁，一方面國家需要仰賴跨國

企業促進經濟以及媒體發展，另一方面也要保護在地企業和本土文化。因

此，在第三世界國家整體媒體政策的制訂都是基於國家機關、在地資本

家、跨國企業、以及國際貿易機構多方勢力的動態互動成形。 

從以上媒體全球化概況，本研究可以發現跨國媒體企業企圖主控其他國家

媒體市場，並且全球和在地接合過程，市場行動者間具有高度且複雜的互動。本

研究企圖描繪在媒體全球化現象下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歷程情形，由於電影特殊

的經濟特性，電影製作成本付出之後，影片拷貝的複製成本相對於製作成本幾乎

是微不足道，只要能有效擴張市場，大量重複放映，電影的剩餘價值是極高的

（Aksoy & Robin, 1992）。因此，跨國電影企業長久以來就致力於開發海外市場，

台灣甚至在電影發明不久後的 1900 年就出現商業的電影放映的活動，到 1990

年代台灣已經發展成美國好萊塢企業的全球前十大電影市場（李道明，1995；

Sochay & Litman, 1992）。 

跨國電影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是否順利，本地商業電影映演系統的成熟度

與配合度都影響跨國公司是否可以有效滲透當地市場。在各地電影映演體系的建

立初期，因為電影院建立需要精華地帶土地，並且需要有強而有力的政治經濟影

響力，政治勢力、地方士紳、本地企業勢力的順勢介入，使得台灣電影產業初期

形成本地資金的映演通路體系。在地的資本勢力成為主要的映演通路的經營者，

直接面臨跨國勢力，並且和跨國好萊塢勢力有著高度對抗與合作（林洋，2001；

葉龍彥，2004）。因此，在地電影企業的作為也就會直接影響跨國電影在台灣的

市場拓展情形。 

此外，二次大戰之後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因為中國大陸政治局勢劇烈轉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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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趨緊密，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國家機器對於跨國好萊塢電影的輸入自然不會有

過於嚴苛的限制（魏玓，1999）。但是基於政治意識型態的控制，國家主權的保

有，以及本地文化發展，在地國家角色也會控制跨國媒體集團適當程度的進入，

以保障當地媒體企業的持續發展，國家面臨全球化將發展出市場管理政策（Lin, 

2004）。台灣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電影政策的制訂都是基於國家、當地資本

家利益以及跨國企業間的互動。因此，在媒體全球化過程當中，全球與在地資本

行動者多元勢力交鋒，引發國家市場管理政策開放或限制的矛盾衝突。 

由上面觀點可以發現資本全球化過程中，媒體的生產和配銷擴散到企業母

公司之外的全球各地，因此強化全球經濟和在地市場經濟的互動性和流動性，跨

國企業擴張過程充滿衝突和複雜的互動，全球和在地的辯證塑造當地媒體產業再

結構化（re-structure）的過程。本研究企圖以這種多重勢力的競爭統合的觀點，

瞭解跨國好萊塢電影進入台灣並且建立市場地位的動態發展歷程。本研究的初步

構想以跨國資本體系、本地資本家，以及國家機關三者為研究探討主軸，透過歷

時性的產業變遷，以及共時性產業中行動者的互動，理解的台灣電影產業再結構

的動態互動歷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Herman 與 McChesney（1997）針對全球媒體制度的快速改變提出詳盡的解

釋。他們認為 1980 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風潮引領自由市場的新國際秩序，諸多

國際貿易協定加強各國的市場開放速度。此外，1996 美國通訊傳播法解除媒體

產權管制，引爆媒體產業中大規模合併的肇始，媒體企業就此走向集團化以及集

中化趨勢。也就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因素，到 1990 年代後期全球的媒體產業已

經由少數的媒體巨人所把持（Bagdikian, 1997）。在地市場也在市場自由化壓力

下，對於跨國企業種種限制逐漸鬆綁，全球和在地媒體產業接觸頻率增加，就在

這樣的對抗、協商、合作，慢慢磨合形塑出在地媒體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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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研究所關注的電影產業而言，二戰後好萊塢已經穩定控制全球電影市

場，1980、1990 年代媒體產業爆發性的全球化和集中化，好萊塢電影市場版圖

迅速擴大，積極在世界各地建立多廳院影城，廣泛的推廣新科技的影音儲存，以

及付費電影頻道，並且逐步收編獲利更豐的附加新科技窗口。好萊塢電影產業在

海外的收益比例，從 1980 年代初期的 33％，1993 年已經增加到 50％以上（Guback, 

1987；Wasko, 1994/魏玓譯，1999；Miller, Govil, McMurria, & Maxwell, 2001/馮

建三譯，2002）。就台灣電影產業而言，因為二次大戰後台灣政府和美國關係密

切，如此情勢協助好萊塢跨國企業可以順利在台灣拓展市場。本研究初步將台灣

電影產業發展簡要區分為以下幾個時期（盧非易，1998；李雅惠，2000；田家琪，

2000；林嫻如，2000）： 

第一、好萊塢市場開發時期（1950 年代-1980 年代），好萊塢發行分公司透過和

在地電影院長期競爭合作，穩定拓展市場。此時台灣電影產業以國片片商

與港片代理商掌控絕大多數的市場。 

第二、好萊塢市場擴張時期（1980 年代-1990 年代），好萊塢有效控制電影院通

路成員，並且透過著作權法消滅收編新科技窗口業者。 

第三、全球在地共謀時期（1990-1997），好萊塢協同在地垂直整合發行商，向政

府施壓開放市場。並且將滲透新科技市場，收編控制新窗口通路，或者透

過在地通路體系合作，開發新科技創造的影音市場。 

第四、全球市場整合時期（1997 至今），好萊塢企業透過策略聯盟或併購方式，

建立結合購物商圈的多廳院影城。並且挹注資金，採取跨國製片團隊，製

作大中華區域市場導向的電影。 

從以上本研究發現，二次大戰後好萊塢全球資本力量在台灣電影市場運作

相當深入，在地的資本家透過合作方式協助跨國勢力開發市場，「全球」和「在

地」資本力量的交融成為形塑台灣電影產業的一股龐大力量。此外，台灣政府作

為在地市場管理者，對外必須規範全球資本體系適度得進入台灣市場，對內則要

有效得管理市場秩序，並且保障本地廠商穩定成長，便扮演接合全球和在地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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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最重要的角色。因此，跨國資本體系和在地資本體系採取何種對抗合作行

為，以及台灣政府怎樣管理台灣電影市場，這兩股錯綜複雜的「政治」和「經濟」

力量的動向便成為型塑當今台灣電影產業最主要的因素。 

不同於以往研究，過去針對好萊塢的研究大多以帝國霸權的單向流動的觀

點，採取過於簡化的「全球」和「在地」二元對立觀點，簡單認定全球和在地力

量兩者是此消彼長的零和關係，單方面指責跨國媒體勢力壟斷本地市場，而在地

電影企業（發行或映演部門）位處跨國勢力對立面，力抗在地市場跨國壟斷（盧

非易，1998；李雅惠，2000；田家琪，2000）。這樣的論點忽視本地企業也是追

求利潤的資本家，一旦對抗沒有收到成效，馬上轉向和跨國勢力合作。本研究則

將兩者當作身處不同位置體系的資本家，並認定兩者關係是利潤導向的對抗與合

作。 

再者，過去關於國家角色的電影研究都專注於國家機器介入市民社會運

作，以及意識形態的控制（劉現成，1996；李天鐸，1998；盧非易，1998）。在

1980 年代後，傳播媒體日趨全球化，國家政府主導制訂市場開放的傳播政策，

作為市場管理者的份量重要性超過內容控制者。因此，國家電影政策的「開放」

與「管理」對於產業行動者間權力關係消長，市場發展趨勢擁有極大的影響力。

因此，本研究裡將要更進一步討論國家所採取對於跨國電影企業的管制邏輯，管

制政策內涵，以及其影響性。 

另一面向，市場行動者將其經濟權力轉變為政治權力向國家機關遊說、關

說，最終影響國家政策制訂，取得市場中更佳的產業結構地位（Marger, 1981；

轉引自蕭全政，1988：113-116）。以本研究觀察的台灣電影產業而言，在地與跨

國市場行動者會透過組織商業同業公會作為發揮政治影響力的組織，例如台北市

影片商公會、台灣省戲劇公會、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AA）等，這些組織從二戰後至今一直影響國家電影產業管理者的政

策決定趨向，他們背後往往代表著產業結構中某些行動者的利益。這些公會和國

家維持怎樣的關係，以及這些公會組織使用怎樣方式分配與維持市場權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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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在台灣電影產業相關論文只有被提及沒有被深入討論過（李雅惠，2000；田

家琪，2000）。所以，本研究將國家的政策作為與資本市場的糾結，以及經濟組

織如何對國家施展政治影響力也納入討論範圍。 

好萊塢跨國勢力在台灣發展已久，但是好萊塢在台灣發展的研究幾乎採取

帝國霸權史觀，並且多以歷時性的陳述，欠缺系統性的產業分析，所以本研究採

取媒體全球化的研究立場，分析全球資本體系、本地資本家、國家三者之間的互

動歷程。本研究更進一步的目的，探討跨國力量對於台灣電產業的形塑，並且理

解跨國集團如何將這全球性產業與在地資本體系接軌。同時，在地國家面臨跨國

和在地結合的力量時，以怎樣方式管理市場。本研究預設的成果，透過全球在地

接軌的角度，來審視經濟全球化中的社會與經濟組織變遷，並豐富化跨國企業、

在地廠商和國家之間的具體互動史料，並且提出有系統的產業分析。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理論架構基礎理論架構基礎理論架構基礎理論架構基礎 

本研究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解釋台灣電影產業發展，焦點在於政治與

經濟因素對於電影產業變遷的影響。本節首先說明批判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研究

取向，以及政治經濟學觀點對於大眾傳播研究的必要性。接著，將會聚焦在本研

究所採取批判政治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兩個主要概念。最後部分將會指出對於電

影產業而言，政治經濟學研究關懷的核心。 

 

壹壹壹壹、、、、批判批判批判批判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 

批判政治經濟學的熱潮出現在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這浪潮被標誌化為

有意識的反抗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典範，並且企圖發展出另類的途徑、方法以及

理論。這一個反動的浪潮是對抗主流經濟學理論本質侷限的觀點，批判新古典主

義經濟學的研究本體將社會整體中的政治部門和社會影響因素隔離出他的理論

之外（Norris, 1990）。Mosco（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指出批判政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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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的起源是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反動理論，認為政治經濟學關注焦點在於階級

衝突以及透過財富分配的階級控制。他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創造出一種不能廣泛解

釋社會整體遭遇國家介入和階級衝突的狹隘標準。因此認為要以一種全觀視野的

批判觀點，理解資本主義市場上的剝削和不平等。再者，批判政治經濟學強調產

製、分銷和交換之間隱含的權力不等，關心長時間的改變、歷史分析和政治社會

因素。 

Staniland（1984/胡祖慶譯，1990：8）簡明扼要得定義政治經濟學為：「政

治權力如何決定經濟事務，以及經濟制度與行為如何影響政治決策過程」。Norris

（1990）將政治經濟學細緻討論政治、經濟兩分析元素：首先，政治的（Political）

元素是關於社會統治權的組織，主要在處理關於統治權、正義以及安全的問題。

在現代社會中，擁有更精密以及複雜的組織來處理這些問題，也就是「政府」

（government）。實際上，政治即指涉「權力」（power）：權力是能夠決定他者行

為、自己能夠隨心所欲的能力。其次，經濟（Economy）元素是關於資源分配以

及生產流通的組織，主要處理的問題：誰應該生產什麼、如何生產、誰來消費、

等問題。政治經濟學乃不論在概念或者實用的層次上都存在著很重要的平行對應

關係（parallels），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就是在研究政治、經濟兩者互相依賴的關

係，探討政治權力如何再分配（redistribute）經濟財富，也研究財富如何再分配

權力，強調政治、經濟影響力可以相互轉換和影響。 

Mosco（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指出，批判政治經濟學是傳播研

究重要面向之一。傳播學門的研究核心在於符號交流，以及意義交換（夏春祥，

2002）。當今符號和意義已經藉由跨國媒體企業傳遞流動，傳播學門關注符號和

意義交流同時，何者具有使符號跨國流動的能力，以及誰主導符號流動方式及符

號內容，在全球化時代是值得關切的議題。Norris（1990）認為批判政治經濟學

的傳播研究應該探討政治、經濟系統和大眾媒體系統之間的交互關係。Jhally

（1989）指出，在資本主義影響下，傳播媒體在當代社會扮演很重要的雙元角色：

作為意識形態角色，媒體散佈鞏固既有政治經濟結構的訊息；作為經濟角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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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媒體被當成商品製造、發佈和販賣的文化工業。由此可以知道，媒體訊息的

製造和傳佈，糾結著市場的經濟限制，以及特殊政治脈絡下的政治控制。因此政

治、經濟面向交互影響觀點切入，是理解符號產銷權力關係的最佳途徑。馮建三

（2004）也認為媒體訊息的製造和傳佈，糾結著市場的經濟限制，以及殊經濟政

治脈絡下的政治限制。因此，批判政治經濟學導向的傳播研究，是以一個全觀的

角度，探討媒體文化的製作、發行、消費，而且探索市場、國家、和傳播體系之

間的互動。 

                              

 

 

 

 

圖 1-1：社會、政治、經濟、媒體關係圖 

資料來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by S. Jhally, 1989. Cultur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pp. 65-81）, London, UK: Routledge. 

  

批判政治經濟學提倡一個良善的社會中的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政

治、經濟因素應該（ought）如何被管理（Norris, 1990）。但是，以上傳播政治經

濟學架構的只點出兩個主要元素，欠缺具體觀察面向，以及分析單位。因此，本

研究在這裡導引入「政治行動者」與「經濟行動者」作為基本分析單位的概念，

以及政治、經濟兩者共生平行，且可相互轉移影響的具體運作方式。 

政治經濟學學者 Cardoso 和 Faletto（1979）觀察拉丁美洲產業歷史發展所

採取動態歷史結構取向（historical-structure approach）的概念，協助本研究落實

社會 

經濟 

政治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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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觀察層面。觀察產業發展的歷程，本研究考量在地國家歷史特殊性，包括

經濟和政治社會因素，並且強調國家內部和國家外部層次的發展過程。這樣的觀

察取向不只是關懷產業結構（structure）的發展，也企圖理解產業各種勢力的行

為（behave）決定因素，這樣的勢力在他們研究中被稱為行動者（actor）。政治

現象和經濟現象的行動者，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組織型態出現的團體，

例如利益團體、廠商、民間團體、政黨、國家機關等。這些人、組織、團體都擁

有政治或經濟資源，具有追求利益企圖，都可以被視為政治與經濟的基本分析單

位（蕭全政 1988：43）。政治經濟場域中的行動者，包括傾向維持產業現狀的勢

力，以及施展壓力企圖改變產業管理秩序的，並且理解這些行動者的社會行為與

運作的價值導向（value orientations）與意識型態（Cardoso & Faletto, 1979: 

26-28）。 

蕭全政（1988：41-48）提出分析政治、經濟行動者的行為意向，必須先理

解政治、經濟具有相同的本質，以及共同的分析基礎。政治、經濟現象都是行動

者依照其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追求利益而生，分析這些行動者的運作邏輯必須要

同時考量此行動者擁有的政治稟賦（political endowments）與經濟稟賦（economic 

endowments），才再進一步透過行動者主觀的行為層面分析此行動者理性的自利

行為。稟賦意指行動者自身特質、以及擁有的有形無形資產，擁有稟賦的多寡意

味著從事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所面臨的機會與限制。政治行動者可以透過直接

參與市場經營、或直接制訂或間接影響市場管理規範，將其政治影響力轉換成經

濟影響力。經濟行動者可以透過其產業地位、市場影響力、資本財富掌握，將其

經濟力轉換成政治力，關說遊說國家的政策方向。以上觀點認為產業內外各方力

量糾纏交結在一起傳達出產業結構發展的的多種可能性，經濟行為和政治影響力

有其相互決定因素。 

Cardoso 與 Faletto（1979）的研究將其定義為內部和外部的層次的觀察面

向，認為外部因素是和內部因素交織糾結，透過對行動者動態互動的解釋涉，建

立內部和外部決定因素之間的連結，並且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描繪這階層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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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是很重要的。 

產業發展的運作和演變過程包含內部和外部兩種權力的施力運作，內部的

力量是由市場內部的行動者（這裡泛指市場裡的廠商）權力爭奪與抗衡，市場行

為的最終核心在於「控制市場」和「排除競爭者」，以獲取穩定的市場利益；外

部的力量是由國家主導的市場制度，國家職責在於市場穩定以及產業合理發展，

廠商也可以過經濟力轉換成政治影響力左右國家政策走向。由此內外兩種力量互

相牽引便會引導市場的走向和變遷（Cardoso & Faletto, 1979）。 

進一步得說明，在內部力量部分，假定越大的公司越具有市場影響能力。

市場行動者（actor）也就是泛指市場裡的廠商和資本家，資本階級都希望創造出

一個能夠主導的穩定市場，當行動者越能控制市場施展穩定性，行動者則越有權

力去影響市場後來的發展和轉變。在外部力量部分，國家角色在市場運作當中扮

演著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產業發展與形成，多半由現代國家扶植建立形成，政

府職責在於市場穩定以及產業合理發展，政府建立市場規則，國家應該避免市場

失調和掠奪性競爭。國家的介入面向，政府可以透過直接介入市場經營公司，或

者透過管制機構強化市場規則，以達到市場管理的功效。另一方面，市場的行動

者試圖透過政治程序建立一個社會關係系統，允許他們影響國家政策制訂，強加

符合自身利益的市場運作規定。這些企業通常透過直接參予政治，或者同業公會

組織等方式展現政治影響力，透過對國家政府關說遊說，強加與其自身利益相符

的政策到市場運作制度，進而使自身晉升社會的主控階級（Cardoso & Faletto, 

1979）。 

本研究在這裡將批判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兩個元素為主，再輔以 Cardoso 

& Faletto（1979）的政治、經濟行動者政治力、經濟力交互轉換的具體觀察模式，

理解市場結構的形成透過產業內外各行動者的對抗合作等市場行為以及政治行

為，使得媒體產業再次結構化。在媒體全球化的脈絡之下，透過觀察全球在地行

動者的對抗共謀運作歷程，更能具體描繪出全球化時代媒體產業市場的結構化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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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電影產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電影產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電影產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電影產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 

批判政治經濟學應用於觀察探討電影產業，將會關心政治、經濟因素如何

影響電影產品的生產與分銷。首先，介紹電影工業裡的各部門，電影工業由製作

（production），發行（distribution），映演（exhibition）三個主要的部門所組成。

製作部門負責拍攝製作電影；發行部門將電影透過管道尋找放映通路；映演部門

將播放影片給消費者觀賞。這三部門的商業運作形式大致是這樣：製作部門取得

資金完成影片，即與發行部門簽訂合約，發行公司代為尋找通路放映。製作和發

行部門之間要互相協調上映檔期、各種發行管道權利金、以及票房分帳比例和方

式。發行部門還必須和映演部門協調電影上映的各種細節，也需要負電影上映宣

傳。映演部門，需和發行部門協商出上映檔期、上映事宜和營收分漲比例（魏玓，

1994；Wasko, 2003）。 

由以上的敘述，可以發現電影產業的幾項經濟特性。首先，可以發現電影

的剩餘價值極高，只要電影成本付出後，之後的影片拷貝成本相較之下微不足

道，因此只要有效擴張海外市場，以及開發新科技影音市場，同樣內容多次放映，

電影可以帶來的利潤是極高的。再者，發行部門在整個環節裡擔任很重要的角

色，如果發行部門可以有效控管通路，便可以主導著哪一部電影可以進入市場，

以及哪一部影片可以在多少電影院上映，如同是一個通路守門人角色。因此為了

控制市場，以及排除競爭者，掌握發行部門環節最能有效主導最終市場可以上映

的電影，以及上映時間（Pendakur, 1981; Aksoy & Rubin, 1992；魏玓，1994）。 

再者，國家作為政治力的管制角色，政府所採取的不同管制邏輯必然會造

成不同的市場結構。例如，政府電影政策若採取進口總量配額（import quota）

只能消極禁止，無法正面刺激在地電影製片業者的市場競爭力，又會導致設備優

良的電影院只播放高獲利的外片，但是如果採用螢幕放映比例配額（screen quota）

可以正面確保在地電影上映空間無虞，又可以刺激私有資本投入電影製作（Lee, 

2004）。在電影供應鏈上採取結構管制或者行為管制，可以在某種程度限制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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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套裝安排上映等不公平的市場行為（Segrave, 1997）。此外，國家對於新科技

映演窗口的管制，以及電影智慧財產權的維護邏輯，可以影響影跨國視產品市場

滲透程度（Bettig, 1996）。政府對於電影票價制訂機制的設定可以決定廠商的獲

利程度，以及影響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偏好（Park, 2000；轉引自馮建三，2002）。

由這些面向可以知道國家作為市場管理者所制定的電影管制政策將會影響市場

行動者的行為策略，以及趨使市場結構的改變。 

批判政治經濟學取向的電影研究關懷電影產業內部生產與消費的權力結構

關係，以及如此的關係導引廠商採取怎樣的行為策略。另一方面，也關注政府作

為市場管制者的角色如何建構市場管理制度，以及怎樣的制度會導引出如何的電

影產業行動者的權力關係。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主題和問題意識研究主題和問題意識研究主題和問題意識研究主題和問題意識 

本論文採用批判政治經濟學觀點分析在台灣電影政策與產業的發展歷程。

批判政治經濟學取向源自於馬克斯思想，此觀點的旨趣是「對於經濟組織、政治

和社會文化之間的交互影響，而且起始於一連串的社會關係和權力操作」

（Golding & Murdock, 1991: 18）。批判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然要將研究主題深植

於所處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不能無視於社會脈絡的影響和限制。本研究企圖瞭解

在全球化脈絡下，政府政策怎麼因應全球資本主義的力量。此外，本研究也探討

跨國與在地資本力量在台灣電影市場採取怎樣的政治經濟行為，並且如何形塑台

灣電影產業與政策。  

全球化是傳播學門近年來持續關注議題，研究面向從巨觀的政治經濟層面

分析，到微觀的閱聽人接收以及符號再現分析，但是關於全球化現象的論述和研

究面向仍然沒有確切的定論。魏玓（2003）指出巨觀全球化研究的研究議題必須

包含全球資本資本主義發展條件和地方歷史，描繪出研究國家機關的獨特歷史，

以及其在全球化脈絡之下的處境，作為研究背景。再者，地方文化管制干預也是



 14 

全球化研究的重要議題，主要調查地方上對於文化工業和機構的管制環境，其研

究焦點於在地國家政府如何回應媒體全球擴張的趨勢（魏玓，2003）。最後，地

方文化產業之變遷面向議題，則是探討在不公平的全球文化交換過程、國家管制

變化、以及本地社會裡政治和社會變化（魏玓，2003）。由此三面向可以理解批

判政治經濟學之全球化議題研究，必然要包含國家之管理政策分析、在地產業之

變遷、以及型構全球與在地接合的特殊地方歷史脈絡。 

當代的經濟行動者展現的本質和政治一樣，是一種力量與力量之間的對抗

鬥爭，這樣的力量交鋒的場域常常以「國家政策」和「資本市場」為中心。鮮少

對所有行動者都同樣有利的市場機制，也沒有對所有行動者都公平對待，國家機

關市場和政府都有所偏差，而導致以此兩場域各種勢力的對抗共謀（蕭全政，

1988：115）。由這觀點切入，好萊塢影視文化被視為一種跨國力量，而且深植於

台灣政治經濟環境，為了深刻跨國企業在台灣的施力狀態，本研究透過歷史深度

和外在結構條件引導本研究，才能理解跨國力量所處的政治經濟系統互動狀態，

以及其影響。本研究依照批判政治經濟學架構，劃分「國家政策」和「資本市場」

二大研究主題：第一部分，試圖詢問台灣電影法規政策之價值內涵與影響性；第

二部分，探討這樣的政策會驅使跨國與在地資本行動者在之產業行為，最後導致

怎樣的市場結構變遷。此外，當產業結構改變，跨國、在地資本勢力的必然會影

響其利益位置，本研究也企圖討論這些行動者如何影響國家政策制定。 

在研究問題一部分，首先討論電影產業的永續價值以及政策目標，理解電

影一為文化藝術，另一方面作為商業市場產品，如此的雙重特性電影產業政策應

該包含哪一些價值與政策目標？接續以該電影政策永續價值與政策目標檢視台

灣電影政策法規制訂的邏輯與影響性，由此法規政策分析可以得知國家作為政策

制定者如何影響產業內利益之分配。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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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一研究問題一研究問題一研究問題一：：：：台灣電影法規政策之價值內涵與政策影響性為何台灣電影法規政策之價值內涵與政策影響性為何台灣電影法規政策之價值內涵與政策影響性為何台灣電影法規政策之價值內涵與政策影響性為何？？？？ 

（1）電影傳播政策所應包含的哪些政策價值？ 

（2）二戰後台灣電影傳播法規政策之內涵與影響性為何？以及其政策制定邏輯? 

 

在研究問題二承續研究問題一，研究者理解政策內涵與影響性後，更近一

步探討，台灣電影政策驅使台灣電影產業產生怎樣的結構變遷，以及在產業結構

改變後，市場資本行動者為了維繫既有利益，也因為利益位置改變，如何透過政

治影響力左右台灣電影政策修定。因此，這一部份重點調查資本主義行動者在台

灣長期以來的電影市場行為，以及跨國與在地資本如何形塑台灣的電影產業結

構。此外，相對於第一部份的分析，本研究也企圖剖析全球化情境之下，國家如

何和資本主義行動者的互動？理解資本主義邏輯如何滲透政府產業管制邏輯，探

討市場行動者如何展現其政治影響力左右國家的政策制定。這一部份將會揭露在

新自由主義浪潮下，跨國資本、在地資本行動者與政府管理三者之間交鋒互動的

歷程。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二研究問題二研究問題二研究問題二：：：：好萊塢跨國資本與在地資本在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歷程為何好萊塢跨國資本與在地資本在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歷程為何好萊塢跨國資本與在地資本在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歷程為何好萊塢跨國資本與在地資本在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歷程為何？？？？其其其其

中中中中，，，，跨國資本與在地資本力量如何影響台灣電影政策形成跨國資本與在地資本力量如何影響台灣電影政策形成跨國資本與在地資本力量如何影響台灣電影政策形成跨國資本與在地資本力量如何影響台灣電影政策形成？？？？ 

（1） 好萊塢跨國與在地電影市場行動者如何型構台灣電影產業？ 

（2） 電影政策制訂過程，國家、在地資本、跨國資本三者互動抗衡過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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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研究架構圖（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以「政策分析」和「政治經濟行動者分析」為基礎，關懷國家電影

政策制度的內涵，理解國家管制角色如何影響電影商業機制的建立；並且分析於

政府管理機制如何影響電影的消費與生產，以及國家、跨國、在地如何於國家電

影傳播政策交鋒競逐，三者最後如何產生共同利益影響國家電影政策制訂，最後

將台灣電影市場納入全球場域，本論文在這樣架構下所關注全球與在地的資本行

動者的動態互動歷程。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論文章節介紹論文章節介紹論文章節介紹論文章節介紹 

本研究透過六個章節來解答我以上兩個主要的研究主題「國家政策」和「資

本市場」。第二章文獻探討，首先介紹媒體全球化的內涵與起因；接續統整出一

個含括全球化傳播多元觀點的分析論述，修正補充 Peter Evans 提出 Triple alliance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國家機關 

在地電影企業在地電影企業在地電影企業在地電影企業 跨國跨國跨國跨國電影企業電影企業電影企業電影企業 

 

跨國電影企業跨國電影企業跨國電影企業跨國電影企業 在地電影企業在地電影企業在地電影企業在地電影企業 

資本市場資本市場資本市場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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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最後，討論架構當中的跨國資本、在地資本、國家機關三主要行動者在「國

家政策」以及「資本市場」兩場域的對抗、協商、共謀。並整理出電影產業全球

化過程中，全球、在地、國家三行動者力量間的互動。這一章鋪砌全球與在地互

動關係的提供理論基礎，以協助進一步的調查研究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 

第三章的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所採取的結構歷史的研究取向，並且說明

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文件分析法。 

第四章，首先釐清電影傳播政策所應該包含之政策價值，接續以此價值檢

視台灣國家角色在電影產業政策上的管制方法與邏輯，這一章分別採用進入面、

練局面、窗口面、消費面這四構面，調查國家如何管制電影資本市場行動者，以

及分析台灣電影政策之內涵與影響性。 

第五章，調查台灣電影產業當中跨國與在地市場行動者的行為與互動關與在

地電影產業行動者在這些面向的進入模式、市場行為以及其對抗與合作關係。並

理解國家機關，以及跨國、在地電影產業行動者之間互動關係，以及這樣關係如

何影響電影政策制訂。 

第六章結論，總結本研究的發現，並且企圖統整開發中國家於全球化歷程

中全球與在地接合之多元互動架構理論，並對指出本研究之限制與後續研究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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