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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電電電電影影影影政策分析政策分析政策分析政策分析 

全球化過程國家扮演國內外資本行為者之間接觸、協調、管理的中介角色，

國家之政策制定乃根據在地社會特殊性與國家統治意識形態採行不同的管制邏

輯，其管制政策攸關跨國與在地資本之利益分配。國家政策足以影響電影產業發

展之結果，而政策制定邏輯又與國家整體統治方向與發展計畫有密切關係。因此

本研究採取政策分析理解國家管理電影產業之實際運作行為，探討政策制定之價

值與意識型態，並且評估政策執行的後果，或者檢視政策執行之績效（Dye, 1995: 

4-6）。 

政策分析於實際運作過程，可針對某一尚未執行之政策行動，預測此建議

可能導致之可能性結果；另一方面，可分析過去政策，透過執行成果與相關綜合

資訊，檢視政策執行運作績效，以及理解其成敗之多元因素，給予後續相關政策

修訂調整之借鏡（Weimer & Vining, 1999/陳恆鈞等譯，2004：29-38）。但是，一

般政策制定都是對於不同行動者間利益變數之比較與評估，往往落入特殊政治、

市場行動者影響介入，如此政策分析過於服務特定行動者傾向，導致欠缺對於整

體公眾、價值之關懷（Weimer & Vining, 1999/陳恆鈞等譯，2004）。確切界定，

政策法規之結果預測或成敗因素推論皆於政策分析範疇，但政策分析必須以公共

利益以及社會福祉為終極價值，檢視並建立政策規則與明確目標。政策分析必基

於公共利益與社會價值為其終極目標，評估該政策作為一工具手段，其深層意識

與設立目標是否準確傳達其終極價值，並追溯與盤點政策執行成效。 

此章以政策分析定義為之基礎，將該章分做五個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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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採取第

一節電影政策永續價值與政策目標，分別分析台灣電影政策於進入面、鏈局面、

窗口面、消費面政策法規，說明各面向法規制訂的邏輯與影響性，政策所帶有的

價值意識型態，以及對於市場以及市場內廠商的影響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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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電影產業政策目標與永續價值電影產業政策目標與永續價值電影產業政策目標與永續價值電影產業政策目標與永續價值 

電影產業應該用怎樣的政策邏輯來管理？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必須先界定傳

播媒體的終極價值，並且考量電影媒體的特殊性，方能明確訂立政策的目標。長

久以來傳播管制與其他產業管理的邏輯有不同的論述，Napoli（2001/邊明道與陳

心懿譯，2005：13）提出三種要的差別論點：首先傳播政策方向通常有其潛在的

社會、文化影響力，其政策會影響大眾訊息傳遞交換過程與整理文化保存；其次

是傳播產業管制不易劃分其歸屬純經濟層面的管制或者是純文化社會層面的管

制，且兩者的管制邏輯截然不同，經濟與文化管理權責劃分難以認定；最後是傳

播政策制訂通常被賦予經濟性與文化性的發展目標。簡單說，這樣的論述就係認

定媒體機構既是具有文化也是經濟特質，一方面期待媒體機構具有社會文化保存

傳遞的公共責任，但另一方面媒體組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必然要服膺於利益極

大化，與成本極小化的行動準則，因此效率與市場競爭必然也應納入傳播政策制

訂的考量價值。 

為了方便政策制訂與分析，必須探討出評估傳播政策永續價值，若無價值

標準將無法判別如此傳播政策是否必要，也無法衡量其實施績效與成敗。因此傳

播政策制訂邏輯論述必須回歸到份際清楚之古典價值原則的辯論上（Anderson, 

1992，轉引自 Napoli, 2001/邊明道與陳心懿譯，2005：3）。因此本研究將傳播政

策制訂的基礎價值分為文化傳播價值、市場效率價值、政策公平價值三個部份，

討論電影產業政策與管制法規的邏輯與永續價值，並整理出具有雙重特性的電影

產業應該的管理邏輯，以及產業政策制訂應追尋的政策目標。透過本節的討論可

以提供一個分析批判台灣電影產業政策的價值標準。 

 

壹壹壹壹、、、、    電影政策的文化傳播價值電影政策的文化傳播價值電影政策的文化傳播價值電影政策的文化傳播價值 

傳播產業與其他企業產業有著不同的政策目標與關懷，因此傳播政策應包

含之價值一直是傳播領域研究所關切之議題。McQuail（1992）認為傳播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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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價值與表現目標呈現包含自由（freedom）、多元（diversity）、在地主義

（localism）、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客觀（objectivity），媒體政策最高原則

乃公共利益，致力於達到文化保存與社會責任目標。Napoli（2001/邊明道與陳心

懿譯，2005：25）更深入架構媒體之終極價值，其指出傳播政策的基本精神為公

共利益，此原則下可再可體現在以下數個面向：意見市場多元與競爭、在地主義、

普及接近使用。 

以上論點可以知道公共利益乃是管制的主要終極目的，就其哲學定義，公

共利益就是係指個體利益的聚合，在哲學討論上預設公眾積極主動且長期關注社

會議題，並是對社會有存在感的公眾，公共利益原則便是採取大多數公眾偏好意

見的原則，這便是多數主義者原則（majoritarian），抑制少數人立即的個人利益，

公共利益乃是傳播產業管理最高指標邏輯（McQuail, 1992: 20; Napoli, 2001/邊明

道與陳心懿譯，2005：83-84）。針對電影此特殊媒體而言，其公共利益乃是致力

維護創作自由精神，並且保存在地文化與集體記憶的，並且提供多樣性藝術形式

與多元意見創作存在，國家電影製作資源得以讓一般創作者接近使用，電影政策

應以公共利益為基礎，關懷政策是否達到言論自由、多元、在地文化特殊性。 

言論自由價值是公共利益價值最基本一環，此價值乃確保公民意見表達自

由，並最終達到具有溝通理性之公共領域（Napoli, 2001/邊明道與陳心懿譯，

2005：121）1。因此，言論自由價值在傳播政策具體表現應是：在內容供應端，

必須保證來源多樣性以及意見光譜分佈平均以及最廣，此乃是全體公民社會之福

祉，並且能促進公眾辯論與理性思慮；在接收閱聽端，應教育與確保閱聽眾有深

                                                
1言論自由哲學論述的發展主要分為兩條脈絡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的詮釋強調個人自

我實踐與解放，各種言論都應有其存在空間，不受外力箝制；但集體主義的詮釋強調溝通理性，

並非是包容所有撕裂謾罵的言論，而是排除嘈雜，值得理性討論的事才被提出來（Napoli; 邊明

道與陳心懿譯，2005：49-60）。以上觀點並非本研究強調集體主義的詮釋優於個人主義的詮釋，

而是兩者應該等同重要，個人主義的言論自由是達到集體主義言論自由的手段與工具價值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集體主義的言論自由乃是體現溝通理性的終極價值（Substantive 

Rationality）（Napoli; 邊明道與陳心懿譯，2005：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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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閱讀分析的能力與素養，並更進一步能接近使用媒體與產製傳播意見言論的能

力，這乃是言論自由價值體現於公共領域的終極價值。對於本研究所關注的電影

產業，其創作自由乃屬言論自由一部分，當今對政治意識形態控制的顧慮以不若

以往，在新自由主義風潮，言論自由價值反之關懷的是影視傳播是否在資本主義

社會能夠傳遞多元自由意見，以及閱聽眾能否能實踐參與在地文化論述的發言與

建構。 

以上言論自由的討論啟發媒體政策制定對於意見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

的重視，將意見比喻成市場，其內涵在於在這合法場域內提供多面向衝突意見的

交鋒。在多元文化與價值的世界，以哲學認識論上客觀事實與真理是無法被發

現，但健全的市場將給予這些不同文化價值對話的空間（Baker, 1978；轉引自

Napoli, 2001/邊明道與陳心懿譯，2005：121）。但市場這概念源自於經濟學，經

濟學的終極價值乃是追求促進競爭以及消費者個人最大利益，亦即公眾的興趣即

為公眾之利益（Fowler& Brenner, 1982；轉引自 Napoli, 2001/邊明道與陳心懿譯，

2005：119）。這樣的原則暗示意見市場應該採行自由貿易之供需原則理解，因此

傳播政策制定目標乃是維持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市場狀態，維持經濟

產權多樣性，促進多元行動者競爭。 

但實際上媒體的進入障礙高，常伴隨著獨占或寡佔性市場，致使個人與弱

勢無法接近使用（McQuail, 1992：142）。再者，市場概念暗示消費者滿意度，即

將文化、價值、言論意見等同於一般商業產品，為求最大利益必然集中傳達多數

群體之意見文化，反之淪落為可撩撥多數觀眾慾望之內容即被認定為最大效益。

綜觀，媒體管制追求完全競爭市場狀態有其現實難度，且市場的概念從經濟學上

必然會導致意見市場光譜偏差，即使達到產業結構多元化也無法確保意見市場多

元。因此，除了結構管理還必須直接針對組織與內容多樣化進行管制。對於電影

產業而言，組織內部多元意指電影產業創作人員多元，讓一般創作者可以接近使

用國家電影產製資源，並非只有少數製作公司所壟斷；內容多樣意指形式多元，

除了主流商業形式，政府應保護被商業市場排擠的藝術電影，並輔導少數弱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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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觀點的影視產品。 

意見市場對於其多元哲學仍必須是有主體性之多元，其主體性乃是在地主

義（localism）。大眾傳播與媒體自由市場都是一種整合性與擴張的概念，當傳播

與市場逐漸整合擴張，媒體內容將趨向同質，將威脅在地社群記憶與文化保存，

因此傳播政策制訂在地主義的關懷必須被納入政策內涵（Donner, 1998）。 

針對於電影媒體，其細緻影像質感與特殊觀影方式，使一部電影能夠承載

的意義與意識較於一般電子媒體豐富許多，其表現內容能寫實紀錄在地生活型態

與集體記憶，再者電影可以陳現出細膩影像美學內涵，在攝影運鏡、構圖、剪接、

演員走位的細膩設計表現，其整體藝術表現比電視媒體可達到更高層次。因此電

影作為在地文化紀錄與集體記憶的保存的作用極為重要。媒體在地主義係指媒體

機構有能力傳遞在地社群需要與歧異的興趣理念（Howley, 2005）。但是，在地主

義應往往流於國族本質論，我族文化統治當真比外來文化統治來的「進步」嗎？

台灣歷史發展上在地主義都是由上而下的統治者定義打造的，政權的改變往往只

改變統治論述，以國族為號召帶來極少的進步，仍然持續在相同的資本主義邏輯

主宰剝削，國族本質主義往往會淪為在地資本企業肉桶分肥的自利動機，並壓迫

公民社會發展（陳光興，2006）。 

本研究認為進步的在地主義應是由當地社群社區由下而上豐富發展出的論

述，國家主導的論述容易發展成狹隘的國族論述。再者，外來的文化必然的是文

化帝國主義或全球化同質效應嗎？本研究認同可強化在地市民社會的外來文

化，這些外來性反而可提供建構公共領域以及文化論述的學習範本與資源方法。

因此本文修正傳統傳播政治經濟學之國族中心主義之觀點，反對的簡化的跨國帝

國主義邏輯，並認定國族取向的在地主義是一種暴力切割，反而使在地主義淪落

成一種劃地自限的文化策略。 

國族取向的在地主義面臨主體性的多重分裂與本質性危機，那本研究的敵

人在哪？需要解放的對象與目的在哪？本論文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企圖解放就是

政策制訂過程中的現代性（modernity）邏輯，以及挑戰資本主義制度違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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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價值，解放媒體機構原初應有的溝通理性。因此在地主義的政治認識論必

須全面打破國族論述優先範疇，應該與世界各地非商業獨立製片、公共電視連結

同盟，在地主義連結其他非主流的差異性，深化台灣在地市民社會由下而上的論

述建立，外來的獨立與非主流文化可供台灣社會作為反資本主義，強化在地性，

以及追求溝通理性的方法與資源。 

本研究分析傳播政策制訂傳播文化價值應該包含的公共利益、言論自由、

多元主義、在地主義基本價值，並深度論述這些表面價值的內部危機與衝突，透

過討論分析重新準確定位研究者的價值立場，協助研究者採行這些價值分析台灣

電影政策。但除了文化傳播價值，電影作為一商業運作媒體，市場效率價值也應

是政策制定時應採納之價值目標。 

 

貳貳貳貳、、、、    電影政策的市場效率價值電影政策的市場效率價值電影政策的市場效率價值電影政策的市場效率價值 

文化傳播價值將傳播產業的聚焦於訊息傳遞的特質，關懷社會文化保存、

大眾福祉、傳播媒體道德。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媒體機構也被視為是一般資本企

業除了其社會責任之外，並且要有一定的經濟績效方能維持其存續。針對本研究

所關注的電影產業，電影的資金來源幾乎完全來自市場，因此資本邏輯追求利

潤，避免風險損失的市場制度對電影產業的重要。 

從經濟學的觀點而言，市場競爭的優點可增加生產效率、提升產出品質、

與創新動力、重視消費者滿意度等（吳惠林，2006）。Fowler 與 Brenner（1982，

轉自 Napoli, 2001/邊明道與陳心懿譯，2005：23）提出媒體的管制邏輯應納入市

場競爭原理，政府促進市場競爭手段，可去除人為的進入障礙限制，防止少數廠

商排除其他競爭者，並消弭市場壟斷控制價格的機會。Cuilenburg（2000）指出

媒體政策正步向新的典範，由於全球化、解管制、數位匯流等因素，當今媒體政

策價值除了傳統文化、社會教育功能之外，導引入更多經濟導向的概念。尤其在

商業競爭激烈與市場開放，主要經濟論述皆要求限縮政府媒體管制職能，推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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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效率與自我管制（self-regulation）。在這樣的論述，市場機制被認為可以

給予市場行動者公平的競爭機會，促進資源效率分配。經濟效率觀點重新定義媒

體政策從文化層面轉移到產業層面，由管制邏輯改變成導引入市場競爭邏輯，將

民族國家產業競爭優勢置放於全球整合市場層面，並將媒體產業視為可以創造財

富與促使經濟成長的產業部門（Cutler, 1998）。再者，目前主流政策制訂邏輯以

經濟學為方法主，其用嚴謹的科學方法與理論，其基本原則已極分析標準與科學

數據比較完整與理性，其政策詮釋輔以量化數據比較容易證實說服國家立法行政

者（Napoli, 2001/邊明道與陳心懿譯，2005：23）。 

但是，在 1990 年代進入傳播科技進入數位匯流，各種新科技也能提出相同

的傳播服務，因此法規的管制也開始重新思考定義傳播產業競爭的定義，尤其是

1996 年美國電訊傳播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其政策方向便是數位

匯流時代促進產業競爭，減低市場整合管制，其目的是讓各種電訊傳播媒體可以

進入彼此市場，促進市場競爭，讓消費者可以付出低廉價格獲得高品質服務。在

數位匯流與市場開放都指市場競爭的終極目標，但是相關文獻都指出解除管制，

私有化（Privatization）變成官商勾結賤賣國產，市場開放導致跨國媒體長驅直

入，產權管制解除反之造成跨媒體越趨集中成為跨媒體集團巨人（張晉芬，

2001）。解管制的主流經濟管制論述似乎沒有達到預期的有效競爭目標，市場解

管制未必能促使資源有效率使用，反之深化既有權力不平等，經濟學主流論述用

效率作為包裝，但市場行動者以私自利益考量主導市場開放，最終反之無法達成

有效競爭，使產業越趨集中與跨國企業壟斷。總言之，簡化沒有配套之市場經濟

不是好的經濟制度，常導致市場開放卻無法有效競爭。再者，市場競爭讓廠商自

負盈虧，將促使生產效率化，但這樣的觀點只著眼於組織內部的成本營收之間的

利潤累積，但忽略國外影視產品進口導致在地電影從業人員失業的社會成本，大

量美國電影進入的文化殖民效應，在地意識與共同經驗的流失，這一些產業外部

成本不會反映在業者的財務報表中，對於文化傳播產業的市場自由化只會將這些

成本轉移到全體社會。但如何革除貿易保護主義的欠缺效率之經營弊端，方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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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避免市場開放的不利後果，傳播政策制訂之終極價值便是在文化與效率價值取

得兩全其美。 

在第一部份本研究談及文化傳播價值時，認定在某些時候與文化傳播價值

與經濟效率價值之管制邏輯並非完全衝突。Litman（1979）發現市場多元競爭與

節目多樣性有正向關係。陳炳宏（2006）也指出台灣媒體市場集中度過高影響意

見市場多元，導致意見與想法越趨集中，因此傳播法規應該管制傳播產業市場集

中率或持股比例，強化市場外部多元與公司產權多元。這些研究都指出經濟管制

措施，可以同時達到市場效率競爭，又可達到多元意見傳達。反托拉斯理論

（antitrust doctrines）應用於管制媒體產業上，該理論原本是一種經濟的論述，

但其亦可同時作為達到意見市場自由多元的目標的政策工具（Napoli, 2001/邊明

道與陳心懿譯，2005）。例如電影產業管制禁止院線制度與垂直整合，同時可彰

顯市場自由競爭，並使映演內容多元多樣。由此可知經濟價值同時與文化傳播價

值在某種程度上有互動關係。在這裡本研究肯定經濟取向管制之功效，但是只維

持外部多元仍有其侷限，本研究便採取兩者同時考量，並且關注經濟效率與文化

傳播價值兩者相互關係，理想狀態文化傳播、市場效率價值並重，經濟管制的外

部多元作為管制成本低的消極手段，促進近用多元的內在多元作為積極手段，兩

者相互搭配使用。 

綜論之，上述的效率價值乃源自於商業企管理論，但媒體產業與一般企業

有著不同的公共使命與社會責任，除了效率之外更要考量文化傳播的本質。長期

以來傳播產業與一般產業經濟學理論在本質與管理邏輯有不同的論述。因此國家

在管理傳播媒體產業，經濟管制原理包含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公共財、

市場競爭結構、外部性、資訊不對稱等。具體增加市場競爭、避免市場高度集中，

並且經濟外部性具體成本化，轉移給予的電影進口發行商代理商。若兩者目標衝

突，便如 Bhagwat（1995；轉引自 Napoli, 2001/邊明道與陳心懿譯，2005：20）

所言即便犧牲市場效率，仍要保障言論多樣性之必要性。 

因此，本文採取的整合型的架構觀點，傳統左派與批判政治經濟學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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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都關切市場的危險性，以及市場導致的剝削與不公平，並且主張集中政府控

制取代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用策略性保護取代市場競爭，計劃經濟取代市場價

格，並用大量公共補助與優惠待遇取代不合理的市場利潤。但是，這觀點在共產

主義解體，必須面對私人資本挹注社會投資、市場機制效率化效益，左派必須接

受市場（Giddens, 2000/許家豪譯，2002）。因此本文觀點採取市場機制的考量與

立法精神：拿捏傳播文化與經濟效率之間的平衡，在傳播文化多元與市場效率之

間取得平衡的行政立法精神。採納市場機制引導珍貴社會資源作最佳分配和有效

率的利用，並保存永續文化傳播的永續價值，最終達成市場效率運作與分配，與

公共利益、意見多元的永續價值。如果引入自由市場機制，應要增進競爭與效率，

但市場的發展若走向壟斷與不公平，國家應跳脫市場機制之考量，採行電影做為

文化產品，文化免議（Cultural exception）概念。 

 

參參參參、、、、    電影政策制定的公平正義價值電影政策制定的公平正義價值電影政策制定的公平正義價值電影政策制定的公平正義價值 

上述的市場效率在哲學上乃是源自於功利主義傳統，追求大多數人的最高

利益即是公平，但相對於整體，少數個人可以被犧牲，這樣的邏輯陷入另一種困

境，亦即分配正義的問題，如此結構性的缺陷必然使少數社會弱勢無法翻身（俞

可平，1999；15-17）。資本主義發展必然趨向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市場效率的另

一面向卻會帶來社會不公平，多數財富資源集中於少數資本階級。尤其是在全球

化脈絡下，只能與全球化接軌的有少數資本企業方可從中得利，但多數從全球化

中衰敗與失落的人，兩者間的的鴻溝更趨擴大，在這樣的政治經濟脈絡在政策制

訂上更應採取公平正義法則。因此，本段落意圖探討政策制訂過程中市場效率與

社會公平之間的衝突，並求兩者平衡點。 

功利主義強調社會整體效率最高效益總和，其全面性的總體效益追求，往

往會捨棄對於個人的自然權利，但這樣的論點仍有致命缺陷，最大效益的追求最

終會造成效益分配失衡，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經濟上不患寡患不均（俞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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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6-17）。功利主義與經濟學的主題與關懷是以效率與效益極大與人類行為

目的聯繫起來，但經濟效率只是工具價值、工具理性，是形而下之學，其目的乃

追尋人類整體幸福為其終極價值，但工具理性遮蔽人類對於原有目的價值的追

尋，反之推崇技術性工具價值（黃瑞祺，1986：71-73）。到 1960 年代功利主義

傳統才被自由主義提出的公平論述的嚴厲批評，自由主義以個人角度推論其政治

設計。其最重要的就是個人主體性，承認肯定人類差異的正當性，以及少數特殊

個體的差別獨特發展，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在價值觀、認識論、人性、社會整體

觀點有顯著差異（林火旺，1998；俞可平，1999）。自由主義的公平概念屬於一

種反功利主義（anti-utilitarian），認為其以違反並粗暴侵犯少數個人權利，致使

整體利益增加，這樣犧牲少數成就多數的政策，違背道德良知（石元康，1989）。 

在公共政策制訂上，自由主義學者 John Rawls 重視公共政策中羅爾斯主義

（Rawlsianlism），據以設計與評量公共政策分配與在分配的指標。John Rawls 正

義論提出公平正義兩原則：第一，如果社會每個人的先天後天條件平等，這體系

與人人享有一致自由平等的機會。第二，但實際上社會每個人的立足點不平等，

國家政策應該這樣安排：符合地位最不利者的最大好處，並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

件下，附屬於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石元康，1989）。其論點乃認為公平是社

會最重要的美德，一旦社會缺乏公平正義，無論其效率多高，都比不上一個效率

差但較公平的社會，Rawls 探討的問題即是分配的正義，其論點對於人性的關

懷，並致力排除社會不平等不公義。在一般政策制訂過程過度推崇財政中性

（fiscal neutrality）人人機會均等，這樣是一種齊頭式的平等，忽略少數弱勢行

動者先天後天條件不佳，齊頭式平等也終將致使社會財富分配懸殊（石元康，

1989）。 

對於電影產業政策制訂上而言，每種制度對於不同市場行動者的效益必然

不一致，但有某些政策只會讓市場既得利益者延續或增加其獨佔力，在政策制訂

時顧慮其公平原則，應採地位最不利者的最大好處，強化市場少數弱勢最大效

益，消弭市場不公平。因此政策制訂關懷上必須涵蓋：分配正義確保市場多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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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有效競爭，資源分配公平正義將能保障弱勢接近使用珍貴的資源、交易行為

公平正義減少市場壟斷，消弭廠商、消費者間資訊不對稱；租稅公平正義也可透

過合理的課稅制度重新分配國家財富，將地位優勢者的資源轉移到弱勢創作者身

上。  

公共行政範疇，政策制訂除了顧及前面所提及的文化傳播價值與市場效率

價值，具體實行上應該具有公平平等價值。公平分配也應該做為政策制訂的一個

目標，公平對待電影產業廠商、納稅人、全體公民。在政策制訂過程中，面臨雙

重價值的兩難選擇，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有兩種主要的選擇邏輯。首先是功利主義

邏輯其價值乃是平均期望效用極大化，功利主義是比較結果論的哲學，其追求的

是選擇對所有政策利益相關行動者效益總和最大的政策；第二，羅爾斯主義由

John Rawls 的採取最有利少數原則，讓擁有最少優勢之成員得到最大利益，亦即

人們會選擇提升最少優勢，提升較大範圍的結果平等2（Weimer & Vining, 1999/

陳恆鈞等譯，2004：168-172）。 

統整上述三點電影政策的永續價值與發展目標，本研究統整出傳播政策應

該具備之傳播文化價值、市場效率價值、公平正義價值，當價值間產生衝突仍以

優先考量傳播文化與公平正義價值。接續本研究以此價值分析觀察與盤點台灣電

影產業政策之目標影響性與其成果。 

 

  

 

                                                
2具體比較分析功利主義與社會正義價值之政策制定之差異，政策分析多會採取社會福利函數

（social welfare function）的觀點，是將個人的效用轉化為社會總體的效用指標。具體的社會福利

函數案例作為兩者政策邏輯之差異比較：政策 A 對於三個行動者產生之效用總和 210，政策 B 總

和只達到 190，若採取功利主義邏輯，國家應採用政策 A。至於採行最弱勢者最有利原則，政策

A 最弱勢者只得到 30 單位之功效，但政策 B 卻達到 50 單位，公平正義哲學便會選擇政策 B，以

最弱勢最大效益為其選擇標準（Weimer & Vining, 1999/陳恆鈞等譯，2004：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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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進入面電影政策分析進入面電影政策分析進入面電影政策分析進入面電影政策分析 

電影產業之進入面政策管理目的乃是透過政治、經濟手段抑制外來電影進

入，並減少進口電影對在地影視文化產業之衝擊。因此我國針對好萊塢電影進入

採取消極管制進口與積極輔導在地電影兩種態度，本研究將這一節分為三個部

分：數量配額制度、映演場所與拷貝限制、以及電影輔導制度。 

 

壹壹壹壹、、、、    數量配額管制政策數量配額管制政策數量配額管制政策數量配額管制政策 

台灣最早採取管制外片進口的方式是採取進口數量配額方式（import 

quota）， 根據 1954 年總統府頒發的「國外電影片輸入管理辦法」，經此制度限

制外片有限制的進口，直到 1986 貿易自由化方廢除此制度。進口數量配額制度

乃採取人為管制外國進口電影的總數量，這種方式可以最基本得保護在地產製電

影，不受到進口電影直接影響。在大部分國家，電影進口配額系統都是政治與經

濟產業考量。在政治面向，進口限額政策都是在獨裁集權國家被採用，透過限制

國外媒體的影響力，限制在地人民的資訊接收（Lee, 2005）。在經濟面向上，發

展中國家採取進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以及出口導向（export-oriented）產

業轉型的經濟發展政策，為了累積大量外匯與貿易順差，會透過電影配額政策減

少外匯流失（劉進慶，1975/王宏仁等譯，1992）。 

台灣的進口數量配額制度也有其政治經濟目的，在解嚴前黨國一體時期，政

府除了採取電檢制度檢監控電影負載的意識形態，並且會限制外片進口數量配

額，控管人民能接觸到的資訊（劉現成，1997）。配額制度的形成有一部份源自

1945 年台灣光復後國家粗暴的去殖民政策，國民黨政權為去除帶有殖民記憶本

省人親日媚日心態，不知救國圖強振興民族，透過進口數量配額制度，可確切控

管日本電影進入數量，切斷本省人與過去殖民記憶的連結（陳光興，2006）。除

此之外，在戰後冷戰反共時期，全球切割成美俄兩大強權領導的軍事政治集團，

國民黨退守台灣，在國際外交場域與中國共產黨激烈競爭外交盟友，並且在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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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軍事都需要美國盟主的支援協助，因此電影配額尚有拉攏國際反共盟友的政

治外交功能，以我國「國外電影片輸入管理辦法」法條中並規定進口國家的條件，

限定「…其輸入以與我國有條約外交或商務關係為限。」（李雅惠，2000；田家

琪，2000；國外電影片輸入管理辦法，1954）。主管機關並在每年 7 月公告隔年

配額，政府對每個國家電影進口配額的增減有極大的掌控能力，因此電影配額作

為外交涉外事務的交換籌碼，並且每年保留一定的配額給予友邦電影交流（國外

電影片輸入管理辦法，1954）。此外，對於輸入外片的定義也有政治性考量，例

如港產片也被認定為國片，其政治目的拉攏自由地區影人，以及透過攏絡香港電

影人才實行反共意識形態的宣傳（劉現成，1997），因此港產片以及其他自由地

區產製的華語電影都不用納入進口配額管制，致使進口港產片抑制台灣電影製作

的發展。 

再者，根據中美在 1946 年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協定」，此條約特許美

國企業可以直接享受國民待遇在台灣成立公司，並且擁有自行發行權，不必透過

在地中介的代理商引入（盧非易，1998：41）。好萊塢的全球發行策略，在台灣

直接成立分公司處裡當地發行業務，票房收不會被在地代理商瓜分。目前少數在

地國家（如土耳其）禁止跨國電影公司在當地直接設立分公司，限制外資直接發

行電影，以減低海外發行商對當地電影產業的影響力（Pendakur, 1981; Aksoy & 

Rubin, 1992）。因此，但我國在特殊美台關係發展下，已經放棄透過管制跨國好

萊塢直接發行環節的途徑，只能以配額制度控管各國籍進口電影之數量。 

在經濟目的上，在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政府採取貿易保護主

義的邏輯限制海外進口產品 1954 年台灣政府積極發展勞力密集型態日常生活

用品工業的進口替代策略，為實現進口替代，政府對於所有海外進口商品進行管

制，採取配額制度或者高關稅，以及複式匯率等方式，抑制進口鼓勵在地企業，

以達到自給自足的階段（段承璞，1992：106；劉進慶，1975/王宏仁等譯，1992）。

台灣電影進口數量配額管制就是在這樣的貿易保護主義邏輯下成型，由此可知電

影進口配額制度並非是直接保護在地電影產業的邏輯，而是在經濟發展進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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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整體貿易保護與進口限縮使得電影產業得以連帶喘息苟活。 

就經濟作用而言，進口配額限制任何國家電影進口數量，自願出口限制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VERs）制度比配額制度更佳，自願出口限制乃是進

出口國雙方透過協商，由出口國「自願性」得限制其出口量不得超過雙方約定的

某一水準（Collins & Murroni, 1996）。因為所有國家採取配額制度是顧慮美國好

萊塢電影進口過量，採取配額將一次限制所有國家電影進口量，會影響其他非美

國藝術電影流通與多元化。就進口國而言，採用 VERs 最大的好處是可以「較低

的成本」達到保護的目的，可針對干擾來源國家加以管制，不需經過立法程序。

更積極的管制，可以採取互惠配額制度，要求美國購買並放映台灣國產電影，一

方面接受進口，也可以將台灣電影相對的銷售到其他電影進口國（Collins & 

Murroni, 1996）。方且，經濟理論上進口數量的設定應該伴隨著全國戲院市場的

預期需求的考量因素，以及在地生產電影的供應能力。但是，在台灣初期准演數

額以立法前一年度內（1952 年 7 月 1 日到 1953 年 6 月 30 日）核准的額度作為

基準，供應量的決定不是依照每年在地製作年產量、外片需求量作為調整（總統

府公報，1954）。由此可知，國家立法之初避免市場既有行動者既有利益重新劃

分，以及減少制度化過程業者的反抗採取一種就地法制化手段，緩和業者的反抗

與不滿。 

台灣的電影配額制度把文化產出與一般農業工業產品等同看待，1950 到

1980 年代全台進口產品每年皆有進口限制以及關稅壁壘，以累積大量外匯發展

經濟，當時經濟配額管制是為了發展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一旦

重點發展的高科技產業規模生產且產能增加，需要全球出口腹地市場，必然會加

入全球市場體系與參與全球貿易組織，將高科技代工產業整合入全球分工環節，

向全球其他地方傾銷高科技產品（劉進慶，1975/王宏仁等譯，1992；瞿宛文，

2003）。另一方面為了加入全球市場必定解除貿易管制，犧牲在地電影產業等弱

勢產業，使台灣成為好萊塢傾銷電影的一個端點。 

在配額分配的具體實行措施上，政府給予美商好萊塢進口配額數量的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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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由美商電影協會（MPAA）分配給在台灣有設置電影發行單位的美國片商。

針對於美商進口配額，法條中並有設定遞減原則，規定各國電影片之未達上年度

公告配額，下個年度將遞減到上個年度進口額度。這樣的限定不是透過台灣市場

需求量調節，並沒有詳細明白禁止浮報進口，導致每年擁有高配額的美商浮濫申

請進口到達公告額度，以保留明年度的相同的配額（田家琪，2000；李雅惠，

2000）。而市場中另一個主要發行者：獨立的台灣外片發行商採取每年國家公布

法定配額，這些片商主要進口美國獨立片廠電影，或者歐洲、亞洲國家影片。在

1974 年政府訂立「外國電影（華商經營部份）輸入配額分配處理要點」前，台

灣獨立片商進口外片都透過進口拷貝於海關排隊等待配額，依進關先後分配配

額，造成片商在國外廉價購買次劣級影片，先行進口到關，等獲得配額，將配額

以「權利金」方式暗中轉讓（聯合報，1968 年 4 月 13 日）。在 1974 年後，由政

府辦理公開抽籤，開放合法發行商登記分配每年配額。美商與台灣獨立片商的每

一部進口配額都不必收取費用，由於進口管制時期一部電影進口配額十分珍貴，

台灣獨立片商虛設很多人頭公司增加每年配額分配抽籤中籤機率，此政策下美

商、台商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就可以獲得有經濟效益的配額，並且有高價轉讓獲利

的空間（李雅惠，2000；田家琪，2000）。以 1973 年公告隔年之配額為例，1974

年台灣獨立片商外片配額公佈配數共六十部，配額轉讓費歐洲片一部 45 萬元，

美國片 85 萬元，使需要先買配額再進口影片的公司（戴獨行，1973 年 12 月 20

日）。直到 1984 年訂立「國片輔導金徵收辦法」才明確規定一般性外片配額每部

徵收 20 萬作為國片輔導金之資金來源，對於有競爭力的外片課徵輔導金，此法

才將開放市場影響性與破壞性具體成本化。再者，配額制度每一部電影配額都十

分珍貴，發行商傾向保守進口有市場利潤的商業電影，反之就小眾的藝術電影，

在電影配額制度下，就比較不受到青睞，無法滿足或發展觀眾的多元品味，可能

會阻礙非主流電影市場的發展。 

但是在配額保護制度真能扶植茁壯在地電影產業嗎？通常在配額保護制度

下，被保護的在地電影產業並無法具體改善生產效率與品質。進口好萊塢電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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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電影之間單位價格差異來自於學習成本與規模無效率（scale inefficient）。理

論上貿易配額保護，會驅使在地公司有較佳的電影產品產出，或者到達學習曲線

頂端，在地與進口的價格將會趨同，配額制度的功效變實現。如果相反，較高的

價格是因為其他無效率可能，配額制度反而是在更會減損製片公司的競爭力，如

此只會創造一個溫室環境，沒有任何誘因導引製作公司改善其效率，調整製作品

質以及顧慮消費者品味（Collins & Murroni, 1996）。配額制度有一個極大的缺點，

理論上的保護作用在理想化的狀態方可以達到政府原本所欲的目的，這樣的制度

不能保證被保護的製片者將會運用其盈餘改善生產效率與品質。 

綜上所論，台灣電影配額制度的立法邏輯是源自於去殖民以及冷戰反共的

政治氛圍，電影進口配額制度的對內作為控制資訊流通與意識型態的控管，政策

具體體現去殖民反日反共的政治目的；對外作為拓展國家外交空間的籌碼，以及

在冷戰對峙時期給予美國盟友的政策貢品。在經濟層面的貿易保護主義邏輯，推

崇國家競爭力與總體經濟發展，對於進口物品的控管其目的為培植在地資本生產

力，轉型到自給自足產業型態，並積極累積外匯避免外匯流失。但台灣電影配額

制度沒有其他配套措施，缺乏市場競爭的保護政策只會造成在地企業無效率產

製，在地電影製作存活保留只因為市場獨佔，並非貿易保護主義下增加自身競爭

力與持續革新創作，貿易保護政策最終導致欠缺效率生產的在地獨占業者。 

 

貳貳貳貳、、、、    拷貝與映演場所管制政策拷貝與映演場所管制政策拷貝與映演場所管制政策拷貝與映演場所管制政策 

除了前述的數量配額制度，電影法規中尚有第二層管制法規，限制每部電

影拷貝進口數量，以及可以聯映的映演場所。整體的管制概念是同時限制拷貝數

量與映演場所聯映家數以控管外片的銀幕總播放時間，減少外片輸入對於國片業

者的衝擊。此制度依據 1987 年修增「電影片輸入輸出管理辦法」第六條管制每

部外國電影可以進口的拷貝量，立法初期 1987 年之前限制一部電影只能進口 4

個拷貝；以及電影法施行細則新增第 14 條，規定電影片映演業聯合映演同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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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電影片，在同一直轄市與一縣（市）不得超過 4 家（電影片輸入輸出管理辦法，

1987）。如此管制一部外片需要在直轄市內播放長達平均一個月上，方可以充分

吸取足額的利潤，此時才會再排入新電影上映，透過這樣方式一個好萊塢發行商

一年平均只能發行 15 部電影左右。管制立法初期，每部外片都可進口三個拷貝，

一般片商是將其中兩個拷貝用於台北市，其他兩個拷貝則用於台中或高雄，採取

這樣的管制可以限制外片全國範圍的影響力，除了都會地區少數電影院可以看到

外片，其他地區要延遲 1 至 5 個月才可以看到此電影（聯合報，1987 年 4 月 4

日）。如此管制方式也間接限制外片使用全國性的電視廣告，避免好萊塢發行商

利用雄厚資金優勢採取全國性的廣告宣傳。 

但是，拷貝管制限制與映演場所限制的緣由有其歷史背景，表面上的意義

可以限制外片的市場影響力，另一方面卻是繼續維持少數在地資本既得利益階級

的寡佔地位。1954-1995 間，市場結構已經是國片、外片各有長期且固定合作的

映演場所，政府以既有產業現狀作為政策制定基礎，如此立法避免重整既有國片

發行映演壟斷權力結構（黃仁，1981 年 6 月 11 日）。此立法隱含國片發行業者

意圖持續壟斷國片的發行映演環節，並且透過民族主義的號召將進口外片壓縮在

少數外片映演場所，避免與強勢好萊塢電影短兵相接，一方面於台灣發行映演產

業持續作為壟斷的「地頭蛇」，另一方面將外片「強龍」侷限在特定映演場所。

如此政策邏輯，兩者被區隔在不同的通路，更結構化的國片院線、與西片電影院

僵化的映演產業結構，國產片在被隔離出來的市場，避免與外片直接競爭，繼續

由強勢國片發行商壟斷國片院線，固定僵化的結構無法將國產片導引入市場競爭

機制。而且，西片選擇放映環境品質較優良的映演場所上映，國片大多只在較次

級映演場所上映，也強化西片、國片品質優劣的刻板印象。 

在市場效率的政策關懷上，進口拷貝與映演場所限制如同進口數量配額制

度，無法具體改善在地產製的生產效率與品質（Collins & Murroni, 1996）。如此

制度導致製作、發行與映演環節發展成互利的共謀集團，擁有強勢港產片的台灣

片商可依其發行擁有的資產特殊性，向下擴張映演環節的控制能力，並向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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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電影製作與供片環節（盧非易，1998；魏玓，1994；林嫻如，2000）。其

自製電影有強勢發行映演體系支持，其他獨立製片商欠缺對等資源與其抗衡，其

市場地位的維持並非競爭效率的革新，反之是交易成本的減低，以及不公平競爭

排除其他競爭者。如此制度將只會強化在地與跨國資本的壟斷型態，在地資本階

級能夠維持既有的階級利益，並持續垂直與水平的集中擴張，最終發展成少數的

影視集團。 

在政策實際施行措施上，政府行政公告條文模糊不清、語意不詳，讓電影

發行商鑽營條文模糊地帶。首先，「電影片輸入輸出管理辦法」並未明確說明單

一拷貝只能限定在單一映演場所放映，發行商與映演商為了增加影片上映次數，

透過跑片方式將一部電影分為數本拷貝片盤，在各映演場所之間傳遞輪流播放，

但是傳送過程常常會延誤，導致開場時，或者放映一半拷貝尚未送達，影響消費

者權益，爾後更以跑片導致放映中斷為理由，在地映演商要求國家開放拷貝限制

（李雅惠，2000；田家琪，2000）；其次，電影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映演場所限

制中沒有明確規定映場場所的單位是以「家」數，或者「廳數」，讓映演商遊走

法律灰色地帶，讓外片戲院可以採取多廳院經營方式，同一家映演場所採取多廳

放映（王雅蘭，1993 年 7 月 14 日）。又，兩者的管制法律層級都在行政命令階

層，法律留下曖昧模糊空間，更容易讓行政者與產業行動者有遊說影響的空間（王

雅蘭、李韶明、陳民峰，1993 年 7 月 13 日）。尤其是在地垂直整合發行商大量

成立新映演場所時，需要放寬外片拷貝、映演場所限制時，與好萊塢業者發展出

共同利益，遊說行政者放寬限制，行政命令的修正發布不嚴謹，以及不用通過民

意機關修審，這樣的灰色地帶更容易讓產業利益關係人影響政策方向。 

前述的兩層台灣電影進口管理制度，一方面只能消極限制好萊塢電影進

口，另一方面，國產片與好萊塢電影區隔在兩個不同通路，過度保護沒有適當競

爭，導致國產片生產無效率。進口面向的管制工具，一方面必須顧及限制海外電

影有限度進入，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地電影因為保護欠缺效率革新，在地文化與

效率價值兩者是否有並容的可能性?這裡將要介紹螢幕播放時間限制（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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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a），此管制工具融合市場競爭機制與在地文化保護，法國、韓國等國皆採取

這樣的制度，並且有顯著的成效（Ulff-Moller, 1998/李亞梅譯，2000）。螢幕播放

時間限制這規範主要是設定映演場所播放在地電影時間比例，讓在地電影可以確

保上映空間，保證觀眾選擇權利。螢幕播放時間限制最重要的功能提供有品質的

當地電影，以及保護最基本的上映機會。此政策有數個優點：首先，透過 screen 

quota 制度可以促使在地電影和擁有多元類型的好萊塢電影正面競爭排片，刺激

在地電影製作類型創新多元。電影製作完成前就確保有較佳的上映機會，可以減

少拍片的不確定性，刺激私人資本投入，也可以將在地電影導入商業機制，會更

注重資本市場的投資與報酬，生產電影品質更佳的在地電影（Lee, 2005）。 

Screen quota 制度可以一方面促進產業效率化，另一方面也顧及公平原則，

保護國產電影的上映時間。除此之外，在好萊塢外片壟斷市場，好萊塢獨佔行為

包括長期合約、套裝排片等手段壟斷映演場所的螢幕時間，這些行為在 1940 年

美國派拉蒙條例之後都被嚴格禁止，然而在海外市場這一些行為的管制就不具有

管制效力，好萊塢片商就透過這一些行為有效控制全球電影市場（Lee, 2005）。

在地映演商最關心的是是否有穩定可獲利的電影供應，通常都不會挑戰強勢的好

萊塢電影發行供應商。因此，海外市場的電影映演場所的上映時間幾乎都被好萊

塢電影所壟斷（Hoskin et al., 1997）。採取 screen quota 制度可以打破這樣結構化

的發行映演權力關係，發行商不能再採取長期合約關係壟斷全年檔期，映演場所

也必須提供出法定比例給予國產片。 

對於在地製作而言，screen quota 制度打破少數在地發行商壟斷映演場所，

一個映演場所的檔期必須由美商、獨立外片片商、台產片片商、港產片片商共同

爭取，映演場所的排片主導權不能定於一尊，並且將台產片置放在共同市場競爭

場域上，國產片不能再以保護的環境下不求效率革新。但另一方面給予在地電影

保護，採取單一映演場所一段時間內映演外片時數上限，初期外片可能壟斷主要

熱門檔期，國片只能取得放映比例上限剩下的次要檔期，但兩者並置在同一市場

脈絡，既競爭又保護其映演時間，效率與文化傳播價值共存，保護映演時數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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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地製片可以將其成功轉移規模不經濟達到學習曲線的成本，在保護下效率革

新，最後與其抗衡。 

採取 screen quota 制度，國片院線與西片戲院的分野將會消失，原來的片商

戲院長期合作關係勢必重新組合，原有的西片、國片映演場所市場領導者都不樂

見原有的優勢地位結構重組。所以台灣電影主管機關於 1970 年代多次推動的

screen quota 制度都不被戲院公會與片商公會所接受（戴獨行，1974 年 9 月 9 日）。 

綜論之，這樣的管制保持在地電影資本階級的既得利益，少數國片發行商

仍然持續壟斷掌控國片院線，主導映演場所的上映發行。少數位置條件優良的映

演場所長期與好萊塢發行商合作，發展成結構化的聯盟關係，讓外片長期佔據全

年螢幕時間，既使有競爭力的國產片無法安排到條件優良的西片戲院放映。拷貝

與映演場所管制只是延續產業既有結構，這樣政策制訂明顯跨國、在地產業行動

者以自利動機，統合出共同最大公約數的利益，經由與國家協商共謀成形。再者，

在限制外片進口部分，這裡隱含民族國家觀點的在地跨國二元邏輯，只重視的電

影的國籍與文化屬性，漠視在地資本欠缺市場效率，允許在地業者在各自通路內

壟斷不公平競爭，保障國片院線中既得利益者。這樣的管制採取在地文化主義對

抗跨國文化主義的觀點，並非針對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公平市場競爭的結構性改

革。 

 

參參參參、、、、    國家獎勵輔導製片政策國家獎勵輔導製片政策國家獎勵輔導製片政策國家獎勵輔導製片政策 

上面談及的都是消極管制外片進入的手段，另一方面國家也會透過強化在

地電影業者的競爭性作為積極的減少外片進口的手段。在地國家會透過補貼

（subsidies）或者借貸等輔導政策給予當地電影產業最基本協助，電影輔導制度

是一種市場活潑化的政策，針對市場內部機制未能有效運作者，政府給予活化，

或者市場內有供給者與需求者，由於市場機制運作不佳，政府藉由政策激發市場

機制的功能，增加市場內部的競爭，或者增加部份廠商競爭力（張世賢、陳恆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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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39）。 

本研究統整相關法規，整理出台灣電影產業政策輔導電影製作主要有三種

制度：低利貸款、全額撥款輔導、補貼獎勵。低利貸款是指採取信用借貸，提供

給需要幫助的廠商，協助電影製作商籌措資金；撥款輔導意指由政府編列預算，

直接無償給予電影創作者，協助完成製作；補貼獎勵係政府為實現特殊產業目

的，給予組織或個人援助，通常補貼的方式包括電影投資虧損補貼、價格補貼、

或者產業從業人員職業補貼等。 

最先於 1962 年公告「輔導攝製國語電影片貸款辦法」，國家採取低利優惠

貸款輔導國片製作，這種輔導方式製片者投入的是私人借貸資金，投資者必須顧

慮電影市場回收情形，可將電影製作導入穩健的市場機制。但是，貸款資金來源

由行政院新聞局向台灣銀行承貸，轉託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之，申請

貸款的劇本必須接受黨國體制的審查，並且申貸人有連帶保證人與擔保品，種種

限制使得貸款核准比率不高，整體制度成效不彰（聯合報，1962 年 3 月 21 日）。

1984 年再新聞局依據「獎勵製作優良國產影片」制定專案融資辦法紓解電影業

者資金籌措困難，提供每年兩億元貸款，但申貸手續之繁複嚴格，加上申請提案

必須符合「優良國產影片」之認定，1984 年共有五件貸款申請，其中三件項因

資料不齊，被通知補送，合乎申請規定的兩案，又因拍攝題材疑義及預算不切實

際，提案被擱置再議（林意玲，1984 年 2 月 17 日）。1988 年新聞局協助電影基

金會再次提出國片融資貸款，但國片景氣低迷，片商拍片意願極低，極少公司有

能力開拍新片，導致國片融資貸款乏人問津（聯合報，988 年 6 月 2 日）。再者，

電影發展基金會正著手研擬輔導金制度，只要審核通過企劃案直接撥款補助，如

果影片賺錢後，還款也以三百萬為上限，如果賠錢，則完全不需還款。這樣的補

助條件也誘使製作商不申請貸款，轉向等待沒有資金回收壓力的輔導金制度，輔

導金辦法公布後，電影基金會同時廢除融資貸款辦法（聯合報，1988 年 9 月 6

日）。2004 年政府推出「促進產業對研究發展貸款辦法」、「數位內容產業及文化

創意產業優惠貸款要點」，由於國片電影市場持續低迷，欠缺其他配套措施，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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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辦法對於整體產業沒有顯著助益。 

第二種方式是全額撥款輔導機制，輔導金制度是 1990 年代至今最為主要電

影製作資金來源，撥款來源大多來自納稅人所繳納的稅金。然而，撥款政策對於

鼓勵在地電影製作產量與藝術成就會展現出一定的功效（Horowitz & Davey, 

1996）。但是相對於大量無償金額，政府撥款拍攝的電影在票房表現上通常沒有

顯著的成效，因為政府撥款輔導不會如同是私人投資者要求生產者製作有商業競

爭性作品。因此政府撥款的本質在於關心更多在地文化與藝術面向，而不是商業

的可行性（Lee, 2005）。 

國家設置電影輔導金撥款製作電影，其原本為保障文化性電影在商業競爭

之下的存活空間，但台灣國產片輔導金政策在電影相關公會遊說，被賦予輔導商

業與藝術文化雙軌並行的責任，導致商業電影越輔越倒，藝術文化電影的預算被

商業電影瓜分。細究內涵，針對商業取向的製片，稱之為是商業，表示其從製作

到發行、行銷，都有周詳設計和控管，其產品必然具有可販賣性與市場性，有利

可圖也必然會吸引私有資金投入（蔡秀女，1998 年 9 月 8 日）。若無法吸引私人

資金投入，表示其企畫創意脫離市場，欠缺吸引力。如果國家挹注資金給商業製

片，反而使業者救沒有尋求獲利與避免損失的誘因，不會改良創作與增進效率，

便失去其商業與市場的意義。再者，國家撥款輔導商業電影的資金，是沒有回收

風險壓力的資金，一旦有這樣的資金出現，只會讓製作者轉向等待撥款，抑制其

他影視市場游資投注製作。梁良（1998：38-39）就指出市場機制就是要求要有

一定的回收，台灣輔導金制度的電影成品也不用理會市場競爭機制反饋，製片者

不付出成本，製片商抱有著有輔導金才拍片的想法，抑制私人資金的投資。 

政策初期只准許登記的製片公司申請，一般電影創作者都以個人作者身份

存在，資格的限定必然使少數資源由少數製片企業所獨佔，或者迫使創作者投向

製作商，減少創作自主性（胡致華，1997 年 7 月 5 日）。對於一般人民無法接近

使用輔導金資源，欠缺公平正義原則，也不符合市民社會公民接近使用之價值。

但是，對於台灣輔導金制度出現有其政治經濟背景，市場開放已經是國家既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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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國家 1989 年公告「國產電影片輔導金辦理要點」直接撥款輔導安撫國片製

片商，製片商轉向搶食有限輔導金，對於電影市場的開放也不再堅持，國片的商

業制度因此解體（陳希林，1994 年 08 月 26 日）。輔導金無法導引國片業者進入

市場機制，沒有獲利或收支平衡的市場壓力，導致產出脫離市場口味，甚至申報

後虛報帳目，廠商賺取輔導金額與實際拍片成本的差價（諾亞瑟，2000）。政府

觀點輔導無法導引產業進入市場面向效率競爭，反之與產業產值脫鉤，改以每年

產量為政策目標，以數量導向卑微的存在。沒效率的輔導機制，無法活潑化市場，

難堪的票房反讓私有資金卻步。再者，撥款政策所著重的都是電影拍攝和後製的

階段，不在於發行、映演，以及宣傳行銷階段。因此，在好萊塢發行網絡壟斷全

球發行網絡，政府全額撥款製作但可能出現找不到映演場所放映的窘態。而且，

撥款製作的電影比起私人投資電影使用較少的預算進行行銷或宣傳，沒有商業宣

傳之電影更注定黯淡的票房表現。 

最後一種方式是獎勵補貼（subsidies），獎勵補貼係政府為實現特殊產業發

展目的，給予組織或個人獎勵援助，通常補貼的方式包括電影投資虧損補貼、影

展得獎獎勵、價格補貼、獎勵購置機器補貼、或者產業從業人員訓練補貼補貼。

補貼方式不同於前項國家全額撥款協助拍片，這一種方式基本上還是以私人資金

為主，但政府給予一定比例支出費用的補貼，以資獎勵電影製作，與彌補電影投

資虧損。最早於 1960 年公告「獎勵優良國語片獎勵辦法」針對響應國家反共抗

俄政策、與發揚文化的優良國語電影給予獎勵與補貼，這裡獎勵補貼的方式採取

直接給予獎金，或者給予進口外片配額以資獎勵（聯合報，1960 年 3 月 4 日）。

到 1963 年修正獎勵辦法，並創立金馬獎，由制度化的選片評審獎勵方式，給予

獲獎優良華語電影鼓勵補貼，並且頒佈「外國電影片配額輔導國語影片實施要

點」，給予金馬獎得獎優良影片外片進口配額，做為鼓勵與補貼（聯合報，1974

年 12 月 18 日）。 

除此之外，補貼獎勵可針對電影產業特定環節給予補貼誘因，針對人員培

訓、後製、行銷等面向，導引其實現特定的產業目標。首先，在電影從業人員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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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培訓方面，1986 年公告「電影事業暨電影從業人員獎勵輔導執行要點」獎

勵電影從業人員國外影展優良表現，並辦理優良劇本故事徵選（聯合報，1986

年 2 月 4 日）；2003 年訂立「輔助電影人才培訓計畫辦理要點」補貼電影從業人

員出國培養訓練課程。第二，電影後期製作產業部分，2001 年訂立「新興重要

策略性產業屬於電影工業數位化後製作部分獎勵辦法」補貼電影數位化製作、後

製器材的購置（華英惠，2001 年 2 月 7 日）。第三，在電影後期製作環節，國家

尚有立法補貼數位電影轉光學影片，以及電影後期製作完成，新聞局 2003 年頒

佈「國產電影片數位轉光學底片暨數位電影母源壓縮編碼補助要點」與「國產電

影片製作完成補助辦理要點」，每部電影補貼各 100 萬上限的數位轉光學補助以

及後製完成補助，但備受詬病的是補助辦法辦後近乎只要報名就人人有獎地步，

國家不要求其票房回收與獲利繳回，對於申請條件與電影品質也沒嚴格限制，導

致浪費大量公帑補貼低品質數位電影製作（何瑞珠，2004）3。第四，行銷發行

通路面向，2003 年政府頒佈「國產電影片行銷與映演補助暨票房獎勵辦理要點」

補貼國產片 60％的行銷成本，並依照票房成效目標達成率再給予剩餘 40％行銷

支出（項貽斐，2004 年 4 月 30 日）。這樣的方式，從故事創意到最終得行銷發

行所有環節，政府都介入獎勵補貼，對於資源資金短缺的企業有顯著助益。基本

上私人資金仍然可以讓製作顧慮市場回收，但是有可能讓私人資金在補貼有尋租

（rent-seeking）空間（何瑞珠，2004）。在這些辦理要點中，欠缺完整審核機制，

                                                
3
行政院新聞局 92 年度國產電影劇情片製作完成暨數位轉光學底片第一梯次補助名單：延平影業有限公司 5

件製作完成補助《野蠻小子》812,759、《來去少林》855,419、《爺爺的家》563,910、《灰色驚爆-台灣

製造》606,771、《超級模範生》758,157，每部在補貼 100 萬數位轉光學底片費用。第二梯次補助名單：

延平影業有限公司 2 件《搞鬼》製作完成補助 762,990，數位轉光學底片補助 100 萬、《猴死囝仔》製作

完成補助 848,987，數位轉光學底片補助 971,880；果昱影像製作有限公司《飛躍情海》製作完成補助

725,490，數位轉光學底片補助 100 萬；中央電影事業（股）公司《黑狗來了》製作完成補助 100 萬，《台

北二一》100 萬；汯霖電影有限公司《不見》製作完成補助 811,981，《不散》812,341。93 年度補助名

單：果昱影像製作有限公司出品之《浮生若夢》、《終極西門》各補助 100 萬。稻田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

出品之《擁抱大白熊》，補助 100 萬。延平影業有限公司出品之《猴死囝仔Ⅱ 那年暑假》，補助 958,400

元，《人不是我殺的》，補助新台幣 98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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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造成出現大量溢領補助款，有讓製片商與發行商有尋租空間集體坐地分贓之嫌

嫌疑。 

最後，於 2005 年公告「國外電影片製作業來臺攝製電影片補助要點」，電

影《臥虎藏龍》與《雙瞳》成功製片案例後，政府著手獎勵補貼國外電影來台拍

攝，並促進全球分工的輔導的政策制定，鼓勵外資來台拍攝與投資計畫，並公告

「國產電影片、本國電影片、外國電影片之認定基準」較為寬鬆的認定標準，給

予合拍合製電影國產片的身份。跨國國際分工政策導向，整體上採取貿易自由主

義觀點，其認定比較利益原則，認為在自由貿易下任何產業的後進國都可以在國

際分工的環節上找到適合自己生產與發展的定位（瞿宛文，2003：14）。但關鍵

是電影後進國在各方面發展條件都較於美國好萊塢差勁，所能找到的都會是低附

加價值的參與環節，忽視期能在比較利益階層裡向上晉升的可能性，台灣在電影

產業的比較利益作為動畫代工與新國際分工環節的中低階生產地位，如何在自由

市場晉升為主導創意與製作生產階層幾乎不可能。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鍊局面電影政策分析鍊局面電影政策分析鍊局面電影政策分析鍊局面電影政策分析 

鍊局面向的管制辦法有兩層意義，一方面是防止電影企業意圖控制通路，

或者透過不公平的市場手段排除競爭者，在地政府會制訂相關防止聯合壟斷市

場，或者是影響市場秩序的相關法律，透過禁止或調整廠商可能違法之作為，藉

此監控廠商的一舉一動，以維護市場競爭。另一方面，透過鍊局面管制促進市場

競爭機制，市場促進化是指對於市場失靈者或者市場從不存在者，政府介入並加

以改造規劃並建立市場機制，提供價格措施，產生生產者與消費廠商間之交易行

為。 

國家管理市場秩序其主要目的乃是市場促進化，既存財貨的分配（allocating 

existing goods）涉及共同財產資源以及外部成本因素，當市場資源在沒有建立協

商分配機制，毫不節制的共同的資源，這些資源的利用是缺乏效率的；從市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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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觀點，無論資源的所有權為誰所有，這些有限資源必須透過協商，使其社會效

益發揮到最大（Coase，1960；轉自張世賢、陳恆鈞，1997：142-3）。在 1991 年

公平交易法頒布前，台灣政府並沒有特別針對電影產業市場行為的管理辦法，將

電影市場競爭認定為一般經濟交易行為，主管機關新聞局甚少介入電影供應鍊局

排片糾紛中，除非是參與國際影展影片，或者符合政府政策方向的電影，新聞局

才會出面調理（聯合報，1981 年 05 月 27 日）。1991 年之前由新聞局主管電影產

業上下游交易相關業務，1991 年之後統一以公平交易法作為管理的法源依據。

張世賢與陳恆鈞（1997：14）指出政府相關主管機關不理不睬、相應不理、推託

也是一種政策概念。台灣採取自由排片的管理制度，認為電影發行的供應練上的

商業行為都屬於自由市場的一部份，國家不予介入。如此，其他獨立片商在排片

的過程裡都處在極為不利的狀態之下。 

此節分析層面分別為：水平聯合行為限制、垂直結合行為之限制、垂直交

易限制、聯合行為、獨家區域差別供應、壟斷市場救濟原則六個層面。這些不公

平競爭層面都會影響完全市場機制之運作，企業行動者從中獲取不合理利益，導

致其他廠商損失以及市場機制裁害，此皆整體社會付出之機會成本，因此國家應

該介入管制鍊局面上之行動者行為。 

 

壹壹壹壹、、、、    映演場所水平聯合行為的限制映演場所水平聯合行為的限制映演場所水平聯合行為的限制映演場所水平聯合行為的限制 

水平聯合行為，意指相同產業階層之企業行動者，因為共同共有的目的，

採取一致性的行動，以取得與運用市場影響力（market power）（姜炳俊，2001：

232-235）。電影產業映演場所經營者「水平聯合行為」行為，係指電影產業映演

場所經營者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可能組成院線或映演聯盟等類似組

織，共同向電影發行商商議共同安排上映電影。目的是藉由水平聯合行為提升聯

盟共同之市場地位，增強與電影發行供應商談判議價之市場力量。也就是說原本

獨立的映演場所，透過契約合作統一排片權，使用一致映演命令（uniform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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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ion），以向發行商爭取更好的上片條件（Litman: 1998: 64）。基於維護市

場機制原則，如果其事業結合對整體產業之利益大於妨礙公平競爭之不利益，政

府應不得禁止其結合（郭土木 a，2001：221-227）。 

以台灣院線制度而言，數家不同區域市場的映演場所聯合起來排片上片。

院線制度成型於 1960 年代，由位置設備優良的映演場所（龍頭戲院）主導電影

上映，並與地區市場其他衛星戲院加盟組成院線，這樣的水平合作，強化映演場

所與發行業者交涉爭取影片、與上映條件的籌碼（武陵客，1990，184-188）。這

樣的結果使得只有大製作電影或者強勢發行商才有可能排上院線，弱勢獨立製片

不易尋找到上映院線戲院。此外，一些小成本商業電影並不適合整條院線聯合上

映，沒有大卡司與知名度，這樣的電影只適合在市中心一兩家映演場所單廳播

放，依照其口碑評價口耳相傳，會有不錯票房表現。但如果這樣的電影安排上院

線，因位居西門町外的衛星戲院票房冷清，基於院線齊上片齊下片的立場，連同

票房表現較佳的龍頭戲院也被一同拉下電影（黃仁，1981 年 6 月 11 日）。 

台灣院線制度當中，國片發行商採取長期租賃映演場所，並採用包底分帳

契約，也就是保證每一個電影上映檔期映演場所的最低票房收入，一旦未達契約

租賃者將要補貼映演場所的虧損，若電影賣座獲利票房收入尚須與映演場所依照

簽訂契約給予一定分帳（劉藝，1977 年 4 月 7 日）。但台北市映演場所產業生態

當中，鮮少有過不靠行的首輪映演場所，所有國片戲院必定會加入一條院線，以

保障其穩定片源與收入，但藝術小眾電影不適合院線同步上映，若要商業映演必

定要包底補貼衛星戲院的損失，這樣的制度也讓小眾藝術電影沒有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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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980-1994 年間院線數量與其戲院數 

時間 院線數 家數 院線名稱 

1980.04 5 60 大世界、萬國、中國、今日、台北  

1982.07 6 64 大世界 6、萬國 13、中國 11、今日 11、台 北 10、

金馬 13 

1982.11 8 60 左右 大世界 6、萬國、中國、今日、台 北、 金 馬 、

鳳凰 （非 常態 ）、 碧 麗 宮（非 常態 ）  

1983.02 6 60 左右 大世界、萬國、中國、今日、金 馬、新 聲  

1983.09 5 55 左右 大世界、萬國、中國、今日、金馬  

1984.06 6 60-65 大世界、萬國、中國、今日、金 馬、皇后 

1984.12 7 60-65 新世界、大世界、萬國、中國、今日、金馬 、

台北  

1986.07 5 50-55 新世界、大世界、萬國、中國、今日、台 北 、  

1987.02 6 60-65 新世界、大世界、萬國、中國、今日、台北 、

金馬 鳳凰  

1988.03 6 51-55 新世界、大世界、萬國、中國、今日、金馬 鳳

凰  

1989.03 7 51-55 新世界、大世界、萬國、中國、今日、金馬鳳凰、

樂聲新船 

1990.02 9 50-60 6+3 調機動性 

1991.02 5 48 中國+今日、萬國、新世界、大世界、大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聯合報電影廣告版 

＊註解：時間區隔以院線增減時間點做區分，實際家數乃本研究翻閱當時報紙電影版計算與估

計，由於院線所屬家數以每映演場所契約差異，常機動性調整，故無確定數字。 

 

院線制度這種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違反市場公平交易，映演場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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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意共同安排電影上檔之行為，足以影響市場競爭功能或不利於整體經濟與公

共利益者，涉有違反公平交易之虞（公平交易法，1992）。在文化產出表現上，

所有映演場所若都加入院線制度，齊上片齊下片之集體運作，將會減少電影品味

與文化的存在與多元。由映演商橫向聯合與發行商爭取更好的上映條件，違反自

由市場機制，該市場行動者聯合套取利益，影響整體市場機制公平運作競爭，本

研究認為管理水平面向的院線制度是有其必要。 

 

貳貳貳貳、、、、    垂直結合行為之限制垂直結合行為之限制垂直結合行為之限制垂直結合行為之限制 

垂直結合意指，製片、發行、映演業者位處不同的產銷階層之間的結合或

合作（郭土木，2001a：201）。事業體進行垂直結合，其目的多在整合產業上下

游資源，調整經營型態或組織結構，這乃是基於效率的營業行為，原本無須加以

限制，但是如果其事業結合妨礙公平競爭之不利益大於對整體產業之利益，政府

應禁止其結合（郭土木，2001a：221-227）。 

由以上定義可以得知，垂直整合的利益來源可能有兩種假定，首先是效率

假說（Efficiency Hypothesis），其次是勾結假說（Collusion Hypothesis）（張惠俐

（1990）。針對前者而言，發行映演垂直結合可能產生之效率利益包含：降低交

易成本、發行商可以確保電影之穩定檔期上映，但如果結合之利益僅存在於結合

事業內部，而影響整體產業利益，或傳播多元性與公平競爭，政府應要介入限制

其結合行為。對於後者勾結假說而言，發行商與映演場所結合可能導致妨礙競爭

之不利益則包括：可能導致電影發行供應者與映演場所勾結，壟斷映演場所的精

華檔期；或有映演場所拒絕播出其他發行商影片之差別待遇行為，致使競爭者退

出市場、或加入參與結合或聯合行為，而產生上下游市場俱遭封鎖之效果，產業

趨於壟斷。此種不利益雖非垂直結合所直接導致，惟若垂直結合事業濫用其統合

上下游市場之強大力量，確將造成交易秩序及之嚴重傷害。因此基於市場公平競

爭原則，如果其結合行為對於事業體內部產生的利益，大於對整體產業的利益，



 80 

政府應該要禁止其行為。 

垂直結合的行為效果，從經濟學上的效率觀點而言，垂直交易有助於減低

發行商以及映演商兩者的交易成本，短期以及微觀而言有其效率與利益，但長期

而言，影響整體市場交易秩序與公平競爭。就傳播媒體管制的價值而言，垂直結

合將使得少數強勢發行公司將會壟斷所有放映時間，獨立製片將無法順利找到映

演空間，裁害意見市場多元。以台灣發行映演產業而言，當發行商與映演商具有

共同利益將會發展成長期契約形式的合作關係，台灣的映演場所採取的是院線制

度，由國片發行商長期租賃或者直接擁有院線，進而主導排片。1980 年代之後，

這樣的院線控制逐步轉移到發行商的手中。垂直整合的廠商壟斷所有螢幕映演時

間，使得獨立製片業者受無法找尋到上映的映演管道，逐漸凋零，製片產業趨於

少數寡占（武陵客，1990，184-188）。本研究觀察台灣在 1980-1994 年之間，製

作環節與發行環節之垂直整合率，再據此辨別究竟台灣電影映演業行為是支持勾

結或效率假說。這裡用垂直整合率說明台灣電影發行映演的結合行為，是否導致

電影製作與發行的集中率。製作環節垂直整合率的計算方式，以當年垂直整合製

片數除上當年總片數所得即為製作環節的垂直整合率，由垂直整合率說明垂直結

合行為，致使製片數集中在少數垂直整合發行商手中。再者，發行環節的垂直整

合率，若以當年除上當年總發行華語電影（包含代理發行的港片）電影數除以全

年發行華語電影總數，即為發行環節的垂直整合率，經此說明全年能上院線的電

影數量多集中垂直整合發行商。 

 

 

 

 

 

 

表 4-2：製作部門以及發行部門垂直整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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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 

整合企業 

製片數 

台產電影

總製片數 

製片部門

垂直整合

率 

垂直 

整合企業 

發行數 

台港電影

總發行數 

發行部門

垂直整合

率 

1980 35 133 26.3％ 90 264 34.1% 

1981 34 138 24.6％ 113 238 47.5% 

1982 30 144 20.8％ 37 99 37.4% 

1983 35 79 44.3％ 122 243 50.2% 

1984 32 58 55.2％ 153 240 63.8% 

1985 29 63 46.0％ 126 213 59.2% 

1986 27 71 38.0％ 109 174 62.6% 

1987 29 86 33.7％ 118 159 74.2% 

1988 49 158 31.0％ 138 187 73.8% 

1989 46 101 45.5％ 167 231 72.3% 

1990 32 76 42.1％ 206 257 80.2% 

1991 15 47 31.9％ 190 211 90.0% 

1992 15 43 34.9％ 225 238 94.5% 

1993 13 48 27.1％ 192 208 92.3% 

1994 7 28 25.0％ 145 157 92.3% 

資料來源：盧非易（1998）、中華民國電影年鑑 1980-1994、盧非易（2004）。 

*此垂直整合企業意指當年度擁有院線與映演場所排片權之電影發行機構，如龍祥、年代、學者

等 

 

比較其製作部門以及發行部門的垂直整合率，發現垂直整合的交易成本效

益多流向外購香港電影，台灣的院線租用者大多是港片發行商，租賃院線之後再

安排購得版權的香港電影上映，或者偶而投資台灣電製片安排其上檔到自家院

線。確保通路減少的交易成本所得之利益，主要投向購買香港電影，並非流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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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電影製作。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垂直整合發行商高獲利其利益來源，並非來自廠

商確保通路，以規模生產達成效率運作。反之，台灣垂直整合發行商是透過產業

結構變動導致的高利潤是勾結假設的反效率。 

美國最高法院認定在寡佔壟斷的市場結構下，需要結構的管制更多於行為

的管制。便建議地方法院結構限制，採取垂直切割（vertically divested），將電影

院院線產權和電影製作發行部門產權分離。法規限制電影企業不得控制產業某個

部門，以致於超過合法商業需要的擴張，壓縮限制市場競爭（Litman: 1998: 67）。

但是如果其事業垂直結合對整體產業之利益大於妨礙公平競爭之不利益，政府應

禁止其結合行為。 

 

參參參參、、、、    垂直交易行為限制垂直交易行為限制垂直交易行為限制垂直交易行為限制 

垂直交易限制意指兩個不同產業階層之企業間的結合限制，製片、發行、

映演業者位處不同位階之間的結合行為（郭土木，2001a：201）。賣方在市場上

具有足夠的市場影響力，一般而言，市場力可以有兩種解釋：首先，以行動者而

言，發行商就該產品市場具有獨占地位或足以支配市場。其次，由產品面而言，

衡量該產品的市場需求程度與獨特性是否具有足夠的經濟力，此獨特性所具有的

意義包含，該產品必須是特殊而不平凡，致使消費者喜好之而勝於其他，並且能

防止其他競爭者生產該類產品，例如享有專利權、著作權之物品，或經濟上的原

因，競爭者不能產製此獨特品而獲利（周信宏，1996）。強勢發行商將會透過其

市場地位對於映演場所採取不公平競爭行為，在電影產業鍊局之運作主要包含套

裝排片、黑箱標售、選擇性合約等。 

套裝排片策略是要求映演商接受包括一整套不具競爭力以及熱門電影上映

的要求，映演商被要求出租時段上映不具競爭力電影作為獲取熱門電影拷貝放映

的代價（Jowett &Linton, 1989: 44）。黑箱標售策略意指：要求映演商針對尚未完

成的電影進行上映時間協議，通常遠在電影確切上映時間。這樣的策略限制獨立



 83 

電影商可以上映的時間，並且給予美國主要的電影片商獨佔確保一些重要節日

（如聖誕節、復活節、和暑假）的上映檔期 （Guback, 1987; Jowett &Linton, 1989: 

44）。Segrave（1997：188）指出透過套裝排片和黑箱標售策略，讓美國好萊塢

的製作發行業者幾乎主控海外首輪電影院的螢幕放映時間，其他在地的獨立製片

商和發行商都無法享有這樣的特殊待遇。以加拿大為例，在 1977 年時好萊塢電

影發行商在加拿大囊括 77.8%的電影首輪放映時間，反之其他 75 間在地的發行

業者分配其他 22.2%的放映時間。 

選擇性合約調整策略意指：針對願意接受發行商要求的電影院合作誘因，

反之，若不願意合作的電影院給予較嚴苛的上片條件，透別合約調整在電影院通

路施展影響力。Frazier & Sheth（1986）以強勢發行部門的角度說明通路管理策

略，其中包含發行部門如何施展其影響力，有效控管電影院通路成員。策略包括：

第一，非直接影響策略（indirect influence strategies）：資訊交換、資訊控制；第

二，直接策略（direct strategies）：建議、警告、正面規範、負面規範；第三，獎

勵懲罰策略（reward and punishment）：經濟上的獎勵與懲罰、非經濟的獎勵與懲

罰。好萊塢發行商透過選擇性合約調整策略，例如給予合作的映演商優惠的分帳

比例（Jowett& Linton, 1989: 43），或者與電影院共同舉辦宣傳活動，讓電影院通

路願意接受套裝排片、黑箱標售、以及較不合理的上映條件等。但如果電影院對

抗這樣不合要求，發行商會採取口頭建議警告，調降電影院可獲得的分帳比例，

不供給熱門電影，甚至完全斷片。 

前面所述的都是發行商與映演商的針鋒相對，但如果發行商與映演場所發

展成結構性的合作關係，兩者合意發展成長時間契約關係，發行商可以在電影一

次安排整年度在該映演場所的電影片單，映演場所也樂得確保下年度供片無虞，

兩者的契約合作關係，排擠其他發行商上片排檔的可能性。Ulff-Mioller（1998）

提出好萊塢在 1916 年以前就採用套裝拍片策略壟斷各國電影院螢幕時間，也禁

止發行、映演雙方共謀壟斷映演時間，許多國家也立法禁止這樣不公平的市場行

為。因此立法規定發行商和映演商之間必須競爭排片（competitive bidding）、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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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排片（competitive bidding）、單一戲院排片（bid theater by theater）。 違反鍊局

公平競爭之垂直交易行為嚴重影響自由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本研究認為在此環

節國家必須積極介入管制。 

 

肆肆肆肆、、、、    發行商聯合行為之限制發行商聯合行為之限制發行商聯合行為之限制發行商聯合行為之限制 

聯合行為又稱卡特爾（Kartell）係指市場上同一產銷階段的競爭行動者聯合

起來影響市場競爭的行為（姜炳俊，2001：231）。經濟學寡占理論解釋經濟組織

採取一致性行為，寡占市場廠商有誘因勾結起來想辦法達到獨佔已提高利潤。在

廠商沒有相互勾結之下，廠商反而會提高供應量、相互競爭、降低價錢。我們可

以理解在沒有相互協調之下，任依廠商都認為採取較高的供應量，對自己比較有

利。這樣的理論我們得知廠商以自利的動機或自發的競爭行為，會使得市場越趨

競爭，高獲利難以維持，在這樣的狀態下，透過契約、協議等聯合行為共同分享

市場，提高共同體的獲利（公平交易法，1992）。 

美商好萊塢企業之間為了協商出共同的利益，避免在各地競爭通路，產生

利益衝突，通常會透過組成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私底下協調，以利於控制市場。

例如，好萊塢在各地的發行商透過非正式網絡私底協調電影檔期，以避免強化通

路上的競爭衝突，平分在地市場的利益（李雅惠，2000）。在強烈寡佔的市場結

構下，好萊塢片廠為了尋求穩定的市場控制，片廠之間不再採取競爭方式爭取利

潤，反之她們利用廣泛的合作，利用他們在首輪戲院中的相對優勢，並且相互訂

協調電影檔期，這樣高度的相互依賴必然伴隨著持續穩定寡佔的市場結構

（Litman, 1998: 64）。但是如果其聯合行為並非是所謂的合理化聯合，也就是其

針對共同提昇技術、改善品質、制定技術規格等營業目的，其聯合行為將會妨礙

公平競爭之不利益，政府應不得禁止其結合（姜炳俊，2001：259）。 

 

伍伍伍伍、、、、    獨家區域差別供應之限制獨家區域差別供應之限制獨家區域差別供應之限制獨家區域差別供應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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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發行商授權特定電影映演場所統經營者獨家上映其電影，由於該特定

電影映演場所經營者與同區其他映演場所經營者處於同一水平產銷階段之競爭

者，遂使同區其他電影映演場所經營者之電影拷貝來源，仰賴獲得獨家代理權之

競爭對手，致競爭上處於劣勢地位，無異於電影映演場所對於特定市場同一競爭

階層之事業，採取不同之交易條件，若無正當理由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涉有違市場反公平交易（公平交易法，1992）。 

電影映演場所經營者，同時為掌握競爭者電影拷貝來源，以在競爭地位上

取得優勢，遂要求上游之內容供應者，就特定區域只得單獨授權該電影映演場所

上映，不得與其他電影映演場所經營者交易。此一行為無異於促使電影發行供應

者對特定區域之電影映演場所斷絕供給，或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而與

其交易之行為（公平交易法，1992）。如此一來，不管制垂直整合通路採行獨家

供應策略，將會影響獨立映演商之競爭力，將此映演商排除出市場之可能。垂直

整合發行商為了使下游電影院通路獲取可觀利益，透過不公平競爭手段，例如是

不供給拷貝或者上映第二週才給予拷貝等方式，排除相同地域市場內電影院競爭

者（geographical clearances）（Segrave, 1997: 261）。此行為給予相關企業特殊市

場地位，若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國家必然要介入管理。 

 

陸陸陸陸、、、、    壟斷市場救濟原則壟斷市場救濟原則壟斷市場救濟原則壟斷市場救濟原則 

如果市場發展最終走向無競爭狀態或者少數壓倒性行動者的市場狀態，此

事業體可以單獨影響特定市場價格能力，或者樹立市場進入障礙，排除競爭者與

新進入者。一旦電影市場發展成獨佔或寡佔的競爭型態，政府應管制具有市場獨

佔地位的行動者，避免濫用其市場地位阻礙市場競爭，並且設定救濟條款保障市

場其他競爭者。對於電影產業而言，由好萊塢發行商壟斷發行映演管道，其市場

地位可以排擠相同市場層級的發行商，也可以要求供應練下游的映演商接受更為

苛刻的電影票房分帳比例。本段落便是針對壟斷性市場狀態下，如何給予弱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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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行動者相對之保障以維持市場機制之運作與多元行動者存在。 

針對於供應練同層級的其他獨立發行商，在地國家保護在地外片發行商，

採取引入進口電影的證照制度（licensing system），規定好萊塢發行商只能發行

他們擁有全球發行版權的電影，如果從其他製片商購得當地單一市場發行版權，

必須讓渡給當地獨立片商發行（Segrave, 1997: 243-6）。此一方法防止好萊塢強勢

片商使用其財力搜刮購買擁有市場潛力的獨立製作影片，進而影響在地外片發行

商的生存。 

至於對於位居供應練下游之映演層級，許多國家會設定法律限制發行商的

票房分帳（rental rates）上限（Segrave,1997: 207）。台灣電影法第 39 條之二第一

項第三款有關商訂分帳比例，因有違市場機制，於 2003 年爰予刪除。劉立行

（2001）指出，現在的映演業者基本上「都」在映演外片，好萊塢發行商自恃其

所擁有產品的強勢與不可取代性，而往往迫使在地映演業者簽下不平等條件，例

如指定某片映演應該要多少廳數、上片多久、以及分帳比例4等。好萊塢發行商

與在地映演業者所簽之合約，讓映演的一方絕無自由機動調配片源的空間。但是

政府原則性的輔導態度則應該是：因為進口外國電影片之增加，而導致國產電影

片製作、本國映演業映演以及電影後製工業之業務等本國電影事業受到損害時，

中央主管機關就應採取必要之救助措施，以維護其生存及發展。但台灣救濟原則

卻基於自由市場之原則放任好萊塢電影長期獨佔市場，不採取任何保護作為。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窗口面電影政策分析窗口面電影政策分析窗口面電影政策分析窗口面電影政策分析 

窗口面向之政策管理主要目的給予著作權合理保護以鼓勵創作，避免因為

                                                
4劉立行（2001）指出，「中南部的都會區更是為美商予取予求。過去美商限於拷貝數的限制，台

中高雄等地大都僅能有一家戲院與台北同步上映。以高雄為例，分帳方式就形成依照台北上映數

字而訂出所謂十五點的制度。也就是說，如果台北上映總票房為一億元，高雄戲院則不論票房好

壞皆須支付美商一千五百萬元。其它縣市「點數」雖有不同，但方式則一。這種十五點的比例實

在過高。因為大台北人口遠遠超過中南部地區，而一部好萊塢強片在台北市就會有達到超過二十

家戲院聯映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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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複製導致市場無供應者之危機。但在保護著作權之餘，窗口面法規也應給予

購買物權之擁有者合理的使用空間，避免用有著作權者任意將其擴張解釋，影響

著作權市場之競爭。再者，窗口面政策也應合理得介入管理窗口秩序，避免電影

新科技著作權人依其市場獨佔性施以不公平競爭，導致新科技產業之壟斷與剝

削。在窗口面向政策法規，本節分作為著作權之代理商條款、禁止不公平競爭行

為、電視時間限制三部分分別論述之。 

 

壹壹壹壹、、、、    台灣著作權政策與代理商條款台灣著作權政策與代理商條款台灣著作權政策與代理商條款台灣著作權政策與代理商條款 

著作權的合理保護可以避免沒有生產供應者之市場失靈，著作權保護保障

著作人與所有權者權益，避免市場因為任意複製導致沒有供應者之情形。另一方

面，著作權法過份擴張卻可能將其獨占力延伸到不具智慧財產權的產品上，導致

市場壟斷、價格壟斷之市場失靈5（黃茂榮，1994；轉引自張心悌，1995：12）。

本研究觀點認同著作權之合理保護，但是必須拿捏著作權保護與消費者合理使用

兩者競合過程之平衡。 

市場失靈論能解釋鼓勵著作權法產生的方式，著作等知識資產屬於一種公

共財，縱使提供給一個新用戶也不會減少舊用戶的利益；再者，既使是沒有支付

任何代價而接觸到公共財的人，也無法阻止其使用，因此著作權的產生也作為一

種市場治癒，治癒著作權具有公共財性質所產生的市場失靈（許富雄，2003）。

另一方面，著作權法賦予擁有者排他的權利，可已恣意抬高交易價格，在未有類

                                                
5智慧財產權為法律所賦予之一種排他性地位，受保護者享有法律上之壟斷地位，因而與競爭原

則所欲追求之市場競爭與公平競爭在表面上似為衝突，然而嚴格言之，競爭原則在功能上屬於從

市場機能之維護觀點所提供之進一步保護，因此在保護上，專利、商標、著作權法等與競爭原持

競合時，並不生互相排斥的問題，而只有從體系之觀點互相界定個別法律之規範目的及其適用範

圍之問題。廣義來說，整體智慧財產權保護呈現出規範競爭之功能，故智慧財產權法為競爭原則

之特別法；若從狹義之觀點瞭解，競爭原則為智慧財產權法之補充法，以補充該體系之漏洞。且

為維持競爭之功能亦包括藉由競爭達到革新技術之效果，二者實為一相輔相成之制度體系（黃茂

榮，轉引自張心悌，19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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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產品出現在市場與其競爭前，更可能造成少數著作權擁有者的市場獨占，使得

新進入業者的高進入障礙，新替代性商品無法出現。著作權法的產生解決無供應

者的市場失靈，但也創造一個少數廠商寡占的市場失靈（許富雄，2003）。 

本研究的觀點肯定著作權法對於市場機制建立的作用，但是國家制訂著作

權排他政策時，也需要給予一般民眾合理的使用之保護範圍。台灣著作權法訂立

過程，在各方力量競逐為跨國企業量身訂做代理商條款保障著作人擁有進口權，

協助其拓展在地市場。台灣著作權法極端傾向著作物保護，枉顧一般民眾之合理

輸入與使用，並偏向保障代理商權益，本研究在本段落針對台灣著作權政策的幾

項代理商條款深入討論。 

由於電影影音通路是極為在地性格之產業，跨國企業欠缺對地方市場瞭

解，也無法深入在地政治仕紳人脈關係，市場開拓不易，因此好萊塢在台灣的電

影影音市場幾乎都採行代理商制度。好萊塢著作人為了收取大量權利金，必然會

確保在地代理商之龐大權益，透過政治外交手段施壓，設定代理商條款給予在地

代理商唯一進口權、出租權、複製權。 

在進口權部分，著作權專利人完成發明之後，通常需要瞭解在地市場運作

的在地代理商執行在地的行銷與銷售業務，必須保障在地代理商的獨家進口權，

禁止其他進口來源的商品，以免損害代理商利益。台灣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4 款

禁止平行輸入（parallel importation），平行輸入是指第三人從製造國貨其他國家

市場進口合法製造之專利物品，到另一個未經著作權人同意進口之國家6（李永

然、鍾元珧，2003 年 6 月 8 日）。第三人的輸入行為與代理授權人兩者的輸入行

                                                
6台灣著作權法原則上禁止著作品平行輸入，但為避免著作人權利過渡擴張，限制貨物之自由流

通，與自由競爭之精神相違背。台灣著作權法同意真品平行輸入，也就是著作人所製造或是經其

同意製造的著作物品販賣後，使用或再販賣該物品者，上述製造販賣不以國內為限。國外經合法

同意販賣、輸入之著作物品，第三人將其輸入國內並未侵害代理商之進口權。若非經專利權人同

意而進口著作物品之行為得加以禁止。著作權人具有進口權，只要經由著作人許可即是真品可以

輸入。有無經過著作權人同意進口到該國，真品與非真品之區分（李永然、鍾元珧，2003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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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存，因此稱之平行。再者，平行輸入都發生在跨國性企業的著作權人，在不

同市場有不同上映時間與定價策略，第三人可以將先上映發行的電影進口到尚未

上映的國家，如此會使在地電影窗口混亂，影響跨國企業的利益。因此，好萊塢

著作人在各地方市場都採取非專屬授權，著作人為防止授權代理商將其著作物品

輸至國外販賣，所以在專利授權契約中，被授權人約定區域性限制條款。著作人

限制獲分配代理商只能在一定區域內銷售其專利品，不得在販賣或出口到其他國

家。好萊塢著作人透過區域非專屬授權，著作法權有效管理全球市場。 

進口權一方面鼓勵著作人的創作給予合理報償，促進市場內的創新與商品

供應，並給予一段合理時間保障其權利，避免他人侵害。著作權人依照其市場規

劃與發展擁有進口權，選擇適當的代理商拓展其業務並無可厚非，但是台灣政策

雖確保著作人擁有進口權，但並未設置著作物價格審議單位，在禁止平行輸入商

品平衡物價下，致使著作人與代理商有機會採取不合理價格，坐收暴利，此即為

著作權之濫用。在台灣禁止著作物平行輸入，LD 影碟價格立即暴漲，著作權人

與在地代理商共謀，提高在地的銷售價格，讓著作權人與代理商分享不合理利潤

（李文娟，1994 年 3 月 17 日）。如果國家禁止平行輸入，便要設置價格審查評

議，給予進口家庭影音出租產品合理價格。 

此外，台灣採行「海關配合執行專利商標及著作權益保護措施作業要點」，

海關查得有侵害進口權或著作專利權之嫌者，增訂海關對於涉嫌侵害著作權物主

動暫緩通關放行的規定，得以暫時不予放行，經由權利人判定是否侵害其權益（丁

靜玟，2004 年 10 月 19 日）。平行輸入侵害進口權應由在地代理商自行舉發告訴，

並由法制機關審理判定此非授權進口是否侵害代理者商業利益，並非由關稅總局

與海關的全面性的檢查，查扣違法侵犯進口權之產品，直接影響非商業利益之市

場貨物與智識流通。再者，以非銷售目的或者學術用途的平行輸入應給予准許。 

在出租權方面，1985 年公佈的著作權法納入著作權人享有出租權的規定，

此規定的影響性在於日後所有出租通路必須與代理商簽約授權，方可獲得出租權

利（賀德芬，1994）。此立法造成代理商的獨占國內出租權，可採取搭售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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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競爭方式，嚴重影響代理商與出租業者之間不平等權利關係。直到 1990

年 1 月新法的 28 條的 3 項才增訂耗盡原則，亦即合法著作物所有權轉移後不得

在再享有出租、出售、與讓與等散佈權（賀德芬，1994：356-359）。也就是說著

作權代理商在國內售出其商品，此著作物的著作權權利已耗盡，著作人不再擁有

此著作物之物權，所有者可以轉售、出租其著作物。耗盡原則其法理在於平衡著

作權與普通物權之衝突，以免著作權人的控制力過渡擴張，擴及已經耗盡著作權

之物品的使用方式。1990 年的修法已經納入著作權耗盡原則，避免著作人依其

過度擴張其著作權，限制擁有者對於物權的使用與流通。台灣著作權法採取屬地

主義之國內耗盡原則，只要在國內銷售之影音光碟，著作人已經取得對價，著作

權已經耗盡不得限制所有人的用途。但台灣之著作權第一次銷售原則乃採取負面

表列，排除特定錄音、電腦軟體項目，並非全部給予著作物完整散佈權，幾乎都

是有壓力團體關說方加入新的排除項目。實際上應完全開放著作物散佈權，在出

租業者營利使用時，再讓著作財產權人透過著作權管理仲介團體主張報酬請求權

（蔡明誠，1994 年 8 月 25 日）。 

在複製權方面，台灣政策禁止授權出租商自行複製 B 拷，在 1980 年代的契

約授權制度，代理商透過契約給予出租商出租權，默許出租商私底下將正版 A

拷錄影帶複製多份 B 拷，增加錄影帶出租流通率雖出租通路自行複製 B 拷，著

作人無法掌握著作物實質複製與散佈情形，可能危及著作權人之權利（王維菁，

1999）。但是複製權之完全壟斷卻方便代理商可以直接經營統整下游出租商，成

立聯營制度直接控制下游出租商的利潤分配與經營方式。1993 年政府立法禁止 B

拷流通，讓代理商有獨占複製權，准許只有電影著作人或其代理商才具有複製

權，讓每一隻出租錄影帶的取得都得依賴唯一代理商，權力關係傾倒向代理商。 

以上討論進口權、出租權、複製權給予代理商市場獨占能力，致使代理商

能將著作權延伸至一般媒體物權，直接掌握控制市場通路。王維菁（1999：133）

曾提出「以著作權仲介團體取代代理商制度，其企圖乃將著作權授權與著作物商

品供給分開。若能將著作權授權與著作物的供給分開，授權部分則統一交由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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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仲介團體來進行著作權授權，且規定只要繳交合理費用取得授權後，下游業者

便可自由使用著作物商品或自由選擇著作物商品來源，免受制於授權與供給合一

的獨家代理商7」。但基本上，本研究認為著作權仲介團體多針對音樂為主，由著

作人集體授權予仲介團體，為其向使用人收取合理權利金，與舉發非授權之使用

與濫用。著作權仲介團體以保障著作權人權利為主要的業務目的，不似代理商具

有積極拓展事業版圖，以及增加市佔率的積極目的。跨國企業為了市場透擴張，

比較會傾向積極代理商制度，非保守的仲介團體方式，因此禁止代理制度可行性

極低。方且取消代理商制度以及一致性定價違反市場競爭原則，更為具體可行之

政策作法，給予代理商獨斷進口權、複製權，但是國家必須管理不公平競爭方式，

避免通路商處於弱勢，促使代理商、通路商公平交易與競爭。 

著作權的兩面刃，一方面保障跨國、在地影視產品市場商品性，避免市場

沒有供應者的市場失靈，但另一方面卻給予這些影視產品獨佔排他性。政府所做

除了建立智慧財產權制度，透過窗口行為管制法規，管制不合理交易行為，並且

設定電視台進口電影影視映演比例，抑制外片窗口的獲利率，抑制產業內資金搶

購著作物代理權。新版著作權法給予代理商市場獨佔的權力，但沒有透過其他配

套法規限制代理商的不公平競爭。接續我們討論獨占性下的是台灣政府的市場交

易限制。 

 

貳貳貳貳、、、、    市場交易行為之管制市場交易行為之管制市場交易行為之管制市場交易行為之管制 

影音出租產業以及有線電視頻道極具在地色彩，著作權人於在地市場選擇

適當的代理商拓展市場，採取代理商制度無可厚非。但是代理制度的獨佔性，將

                                                
7王維菁論文詳文如下「如業者適量付費取得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輸入授權之後，即可在世

界各地或市面上自由購買影視軟體，作為其營業所需，而此一授權與供給分開的方法一方面適度

增加著作物供給來源的多元性，另一方面避免業者濫用著作權授權與著作物供給合一造成的獨占

地位。而著作權仲介團體對授權的定價應採取一致與以避免競爭為原則，並應由國家監督或國家

直接經營著作權仲介授權」（王維菁，199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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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授權與著作物供給綁在一起，代理權將獨佔力延伸到不具獨佔力的事物上。

電影出租業以及有線電視產業透過其擁有好萊塢電影獨家代理權的排他性，下向

透過聯賣、套裝出售等方式壓榨通路商，甚至垂直向下發展擴張其自家通路，這

乃是妨礙公平競爭之不利益，政府應禁止其市場行為。 

好萊塢電影對於其他來源電影具有不可取代性，在其電影窗口擁有其代理

權已確保獲利回收；再者政府對於窗口面的不公平競爭不積極管制，擁有競爭力

強的好萊塢電影代理權可以轉移到非著作品的物權上，透過其著作權排他性在窗

口拓展自己出租通路、有線電視系統的市佔率。因此，台灣影視代理商不無激烈

競爭好萊塢電影的代理權，往往使得代理權利金價碼節節高昇，讓跨國好萊塢集

團坐享不合理的利潤；然而國內影視產業的大量資金流向外購影視代理權，影響

在地影視產業的發展（王維菁，1999：87）。 

在水平聯合行為面向，代理商在的不公平市場競爭手段以搭配銷售為主，

透過其代理獨占性要求下游通路接受其不合理的商品組合。在家庭影音出租產

業，影音出租代理商對下游出租業者採取套裝銷售策略，套裝銷售係指代理商採

取整套銷售的策略，將熱門大片與冷門電影組成一套組合（bunddle），要求下游

影音出租商整套購買（Gomery, 2000）。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採用「共同銷售」

頻道節目之行為，俗稱為「聯賣」（吳峻安，2004）。各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間處

於相同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者之關係，如果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獨家代理強勢的

好萊塢電影頻道，共同搭配銷售其他競爭力較差的頻道，意圖藉由代理獨占性的

市場力量及議價能力，要求系統業者接受其頻道組合（吳峻安，2004）。1992 年

台灣訂立公平交易法，限制搭配銷售的聯合行為，按公平交易法第七條規定：「本

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

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

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若上游代理商結合共同合作，將熱

門電影搭配冷門電影，搶手頻道搭配較差的頻道，這樣就屬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七條聯合行為（公平交易法，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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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垂直交易面向，代理商採取特定獨家授權方式，以差別待遇方式排

擠其他通路競爭者。影音出租代理商授權特定出租通路獨家出租影片，以及有線

電視頻道代理商授權特定系統台經營者獨家上映其頻道節目，由於該特定通路經

營者與同區其他通路經營者係處於同一水平產銷階段之競爭者，其他通路仰賴獨

家代理商之影片與頻道來源。這樣的優勢地位無異使代理商供應者可以採取不同

之交易條件，或者更極端得斷片，排擠同一競爭階層的其他競爭對手，致競爭對

手處於劣勢地位，最後排擠出市場，或者加入成為其通路成員。這樣無正當理由

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影音代理商與影音出租通路、頻道代理商與

系統經營者之垂直交易限制，排擠其他頻道供應者之交易機會，造成頻道節目銷

售通路之封鎖，而產生反競爭效果8（公平交易法，1992）。 

代理制度讓代理商獨大，獨占價格，家庭影音代理權、頻道代理權爭奪權

利金大量膨脹，跨國企業收取不合理超額的利潤。著作權法如何影響產業發展:

家庭影音、和有線電視台的商業行為具地方性與區域性，好萊塢必須透過了解在

地市場、經濟、文化的代理商，代為拓展當地業務。高額權利金美商暴利，代理

商得透過不公平交易方式，壓榨利潤回收權力金支出，著作權法的成立給予好萊

塢與代理發行業獨占供給的權益與地位（王維菁，1999），必須連帶管制的是代

理商與零售商、出租商之間的市場交易行為。禁止代理商依其市場獨佔性，避免

套裝銷售、獨家代理排擠其他競爭者等不合理的競爭方式。 

這一部份也只是消極禁止代理商的不公平行為，較積極的作法設定電視時

段播放限制，以及投資限制，透過電視或投資配額限制，直接要求電視窗口放映

或投資在地影音製作乃是較為積極之保護作法。 

 

參參參參、、、、    電視時段播放限制電視時段播放限制電視時段播放限制電視時段播放限制（（（（television quota system）））） 

                                                
8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二款規定：「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

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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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窗口作為電影的延伸，所有電影除了電影院播放，最終都會成為電視

窗口的內容來源。基於傳播政策多元與公共利益原則，國家管制電視窗口環節，

限制其外國電影影視的放映時間比例，或者更為積極的主動規定電視台法定每年

一定預算比例拍攝在地影視產品。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s 第六條規定電視播放限制不得播放超

過 49％的非 EU 會員國的影視產品，或者有些國家採行黃金時段近用規則（Prime 

Time Access Rules, PTAR）（林玉鵬，2004）。如此，電視頻道經營者必須投資或

購買在地影視產品製作，以達到預設規定比例，並且更細緻規範一定比例之時間

與預算必須保留給獨立製片工作者。這樣的配額制度可以保護在地影視產品不至

於受到海外影視的衝擊。理論上依照這樣管制邏輯，購片價格上升，在地製作增

加，發展出規模經濟，並且調適自我競爭力面對進口產品競爭。這樣的方式其實

不能增加公共利益，只是將消費者付出更高的價格轉移給這些不具競爭力的製作

者，購買這些被保護的產品，他們透過這一些超額付出增加效率，增加獲利

（Collins & Murroni, 1996）。 

但是，如同前面提及配額制度的致命缺點這樣的制度不能保證這些被保護

的空間，能有效改善生產效率與品質。除了 television quota 消極得限制時數，另

一種方式透過比較積極的投資配額制度（investment quota），規定一個電視頻道

需將當年預算一定比例投資製作在地影視產品，比起限制好萊塢電影進口更有正

面的貢獻，如此更能達到增加在地製作效率的市場效果。不像是輔導金制度，拍

片預算被濫用不用顧慮市場回饋機制，或者影片品質，Investment quota 迫使電

視台必須審酌市場回收報酬情形，由此讓製片更有效率。這樣的政策減少電視台

利潤在流向購買美國進口影視，對於振興本土影視產業沒有助益，如此規定可以

使得電視台經營者將利潤在投資在地影視製作（Collins & Murroni, 1996）。 

Lee（2005）提出 television quota system 必須要作為 screen quota 的補強措

施，其管制成本低，也可以強化 screen quota 功效，television quota 其最終目的

並不是禁止全外片頻道，反而是希望透過保護階段讓在地電影可以確保在當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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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市場回收成本，導入可市場回收的經濟模式，提升在地影視業者的有競爭力。

雖然這樣的制度需要電視經營者播放一定比例的本國電影製作，但如果當地電影

產業太過微弱無法生產足夠數量的有吸引力的電影去達到這播放時數的額度，政

策執行上仍會有困難。 

此外，Collins & Murroni（1996）提出這樣的管制方法只會影響到市場的新

進入者，既存的電視台已經有一定的在地製作庫存、以及製作能力，只有新電視

台必須被迫購買在地製作符合播映比例，他們可能只能選擇製作便宜的節目，或

者投入高額成本製作購買質感高的電視節目。就台灣產業環境而言，1990 年代

面臨有線、衛星頻道自由化，所有新成立的頻道幾乎都是為了播放進口電影節目

而成立9，反之國家政策傾向將在地節目責任留給現有的電視台製作。另一方面，

自由化將導致新進入者瓜分有限的市場，有限廣告市場被有線電視頻道襲奪，廣

告業務績效不如過去，沒有預算投入製作，也想用透過外購節目，減少影視製作

支出。也偏好編排廉價且有吸引力的國外電影節目，因此整體結構環境沒有任何

行動者願意接受本國影視節目比例制度，新出現窗口也都被進口影視所填滿。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消費面電影政策分析消費面電影政策分析消費面電影政策分析消費面電影政策分析 

在消費構面，政府其職責在於制訂與維持一個電影票價機制運作方式，防

止資本力量不合理與非對稱之票價定價行為影響消費者權益。另一方面，國家的

稅課與獎勵補貼制度對市場行動者之營運成本結構有極大之影響，國家常常透過

稅課與獎勵政策影響電影票價結構，透過誘因手段引導廠商與消費者配合國家政

                                                
9境外電影頻道透過國內代理商安排上有線電視頻道，跨國的有線衛星頻道不佔土地和電波頻

率，不涉及有限資源的分配；境內電影頻道要播手上擁有版權電影、與外購電影，沒有自製動機。

境內綜合頻道，在有線電視法制化之前，都以播送美、日綜藝戲劇節目為主，合法化之後成立電

視台幾乎都要播外購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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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價值與目標。本節分為電影票價機制以及創造消費誘因的稅課政策兩部份分析

之。 

 

壹壹壹壹、、、、    入場卷價格之管制入場卷價格之管制入場卷價格之管制入場卷價格之管制 

一般經濟學理論從供應方面認為合理的產品價格採取邊際成本觀點，每生

產一成品所需之生產成本即為價格；從需求方面認定貨品市場供需決定價格。但

是媒體的低複製成本，市場需求度也無法事先預測的特性，如何制訂合理票價，

讓電影企業獲取合理的獲利比率，本研究認為電影入場票價應該依循著商品的獲

利能力調整。 

因此針對電影票價各國政府多採行固定票價制度，立法禁止發行商和映演

商相關的價格調整。固定票價可以限制發行商針對特殊電影或者特別節日提高電

影入場索價，迫使電影院將價錢轉嫁給消費者。以電影院的觀點，在映演市場裡

電影院擔心轉變成變動票價（variable pricing）制度，入場票價的制訂會成為發

行商的一個籌碼，財務上會受到強勢發行商控制；如果法規不管制票價，由市場

行動者自行協調，電影院擔心發行商以不利的電影供應條件脅迫接受變動票價制

度。此外，固定票價制度也可以避免發行商和電影院共同聯合調漲票價，違反市

場公平（Orbach, 2004）。 

Park（2000；轉引自馮建三，2002）由成本回收比例觀點指出，固定票價制

度可以抑制好萊塢片商的獲利效益。電影票價的無法隨著電影投資等比例的調

整，比如說，投資兩億的電影，票價不可能比成本兩千萬的電影高出十倍，既使

好萊塢電影賣座，外片片商所獲取的經濟效益會遠低於平均水準。反之，成本較

低的國片可以從此價格獲得更高的利益。因此，許多國家的電影票價都由當地政

府所制訂，當地政府為了抑制好萊塢在當地的營收，採取固定票價制度。因此，

好萊塢跨國企業常反映海外觀眾所負擔的電影入場費過低，在 1950 年 MPAA 協

同南美在地映演商向政府遊說提高票價，秘魯政府在壓力下提高票價 100％，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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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完成電影票價自由化的修法（Segrave, 1997: 189）。 

台灣於 1950 年代時採行電影票價協議制訂機制，由地方政府物價評議委員

會制訂共同價錢，再上報台灣省政府或直轄市政府，當時所有的映演場所都必須

採行主管機關審議的公定票價。直到 1959 年實施票價自由化，政府立法由當地

電影戲劇公會，針對電影作品與戲院品質擬定合理的票價，再向當地縣市政府核

備（聯合報，1960 年 1 月 22 日）。1959 年電影院票價議價辦法取消以後採行票

價浮動制度，由當地影劇公會同業自行分等訂價，視上映影片好壞自行訂定價

格，政府均不過問。 

這樣的制度致使發行商與映演商可以共謀提高電影票價，在特定節日或者

政府高稅收時，集體提高票價將營運成本轉移到消費者身上，獲取不合理利益。

本研究回顧台灣採行浮動票價制度時期（1960-1992），歷次的票價調整都是針對

農曆春節時間，電影戲劇公會對於熱門檔期預期性觀影人潮，調漲票價目的是為

了獲取高額利潤（曹銘宗，1992 年 6 月 4 日；黃貴華，1992 年 8 月 15 日）。浮

動票價制度本意是要將電影產業高營運成本反應在票價上，但實際運行上卻是給

在地映演商以及國片、好萊塢發行商集體操控市場價格的工具。再者，政府意圖

增加電影稅收或提高貿易障礙時，這些市場行動者往往會以提高票價因應，企圖

造成民眾抗議與民生恐慌來威脅恐嚇政府停止不利的電影政策（聯合報，1978

年 10 月 5 日）。 

於 1992 年公平交易法成立之後，當地映演相關公會聯合統一票價被視為聯

合漲價，影響市場公平交易。其理論基礎上認為如果電影價格機制在良性的自由

競爭原則下，對片商，戲院業者和觀眾而言都可以獲得最高利益。因此公平交易

法規定當地影劇公會不得要求統一價格，設備良好的戲院，或是地點佳的戲院，

因為負擔的成本高，就可以要求較高的票價。台灣的戲院良莠不齊，理想狀態的

票價自由競爭，可以刺激設備較差的戲院進行改善（曹銘宗，1992 年 6 月 4 日）。

但是，1990 年代初期台灣電影產業市場高度集中，主要的片源與映演場所都集

中在少數垂直整合發行商手中，票價自由化只會讓擁有片源與優勢映演場所的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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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片商任意調漲票價，影響消費者權益。再者，1990 年代國片發行商搶購港產

片使得購片成本爆漲，熱門港產片發行權利金高達兩千萬港幣，在台灣需有九千

五百萬台幣的票房收入，才能打平，票價完全自由化給予壟斷發行商調漲的自主

能力（龍益雲，1992 年 7 月 21 日），寡佔結構電影消費者別無選擇，既無法達

到價格競爭之效果，也影響消費者的權益。 

至於其他窗口的定價，台灣的影音代理制度，禁止民眾從國外平行輸入低

廉的影音產品，來調節獨佔的價格機制，常使代理商具有市場獨佔地位，可以任

意起喊價收取不合理的價錢。台灣影音代理商因為搶標代理好萊塢電影的代理

權，往往使得付出高額權利金，為回收成本必然會層層剝削，要求出租商付出不

合理的簽約授權金，出租商再以高價轉租給消費者。 

以上討論可知，寡佔壟斷的市場狀態，自由票價制度只會讓更多不合理的

利潤流向市場壟斷者。公會可以訂立合理訂定電影票價上限，可以避免壟斷電影

企業任意調漲票價獲取不合理暴利。 

 

貳貳貳貳、、、、    創造消費誘因的稅課政策創造消費誘因的稅課政策創造消費誘因的稅課政策創造消費誘因的稅課政策 

為匡正市場機能的不完美特性（imperfection），政府可透過誘因（incentives）

的手段，促使政策標的廠商能表現出符合政府政策目標的行為。此類政策藉由改

變貨物的相對價格，給予不同性質廠商給予特別的手段，來改變民眾的行為。其

直接的方式可針對需要輔導者補貼、獎勵、減稅，或者間接針對輔導者的市場競

爭者課稅（張世賢、陳恆鈞，1997：157-158）。如果非效率之故的市場失靈或者

產業價值偏失，採取開放與解管制刺激市場機制是無效的解決方法，乃必須針對

廠商與消費者提供租稅與補貼方式提通誘因，誘使市場行動者與消費者非強制性

行為出現，以達到政策預期目標（Weimer & Vining, 1999/陳恆鈞等譯，200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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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稅課補貼誘因制度與其價格效果 

誘因政策 

手段 課重稅 租稅獎勵 

對象 好萊塢電影 台灣電影 

前 聲光效果好、價格差不多 

 

低成本、特效少、價格差不多 

 

 

財

貨

價

格 後 價格太貴，抑制消費 價格便宜，受到鼓勵消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張世賢、陳恆鈞，1997：159 

 

誘因政策的對象可分為四類型：供給面的課稅、需求面的課稅、供給面的

補貼、需求面的補貼（Weimer & Vining, 1999/陳恆鈞等譯，2004：256-260）。本

研究整理供給面的課稅包含營業稅、權利金所得稅、票數稅、關稅、輔導金。需

求面的課稅包含娛樂稅。供給面的租稅獎勵：投資者稅式支出獎勵。需求面的稅

式獎勵：消費者之稅式支出（國片電影票根抵稅），可在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

舉為扣除額，作為稅式支出以鼓勵民眾觀看國產電影。 

供應面的課稅：主要是針對美商好萊塢，抑制其利潤，主要的稅收包含營

業稅、權利金所得稅、拷貝進口關稅。首先營業稅部份，我國稅法 26 條規定影

片業營業稅法的計算方式為：「國外影片事業在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而有營業代

理人者，以其收入二分之一核計所得額。國外影片事業在我國境內設有分支機構

者，以其收入的 45%計算成本」。好萊塢發行商營業稅稅額是所有票房淨利扣除

法定成本 45％，將剩餘的 55%是在台灣的營業所得，在課以稅率 10%，也就是

說好萊塢發行商只需要繳納所有營業所得的 5.5%營業稅。此外，從 1964 年到 2005

年由於台美關係政治因素，好萊塢片商享受有營利所得 70%作為計算成本的優惠

（也就是只需繳納 3％之票房收入），直到 2005 年起被調回 45%基準值（王惠萍、

王建宇，2005 年 1 月 21 日）。但是，電影拷貝的的複製成本極低，製作成本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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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球市場分攤，平均製作成本應該極低，但法定影片業的成本訂為票房收入的

45％，會計成本計算明顯過高，無法有效抑制好萊塢片商收入。 

其次在權利金所得稅面向，針對國外影片事業在台灣境內無分支機構及營

業代理人者，我國獨立外片發行商給付相關費用時，應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

扣繳其收入的所得稅，也就是說國內片商在給付權利金時，先行辦理 20%的扣

繳。但是，權利金所得稅財政部曾在 1979 年發布行政命令，規定「營利事業進

口國外影片，經約定，不得重製，僅供一定期限放映者所支付之費用，尚不屬權

利金性質，國外營利事業所得該款項，免予課徵所得稅。」。權利金稅法解釋文

免徵所得稅意旨，係基於過去是因為有中美貿易壓力，以及國內獨立片商抗議才

同意外片不課稅（孫中英，2005 年 2 月 3 日）。這道行政命令保障包括台灣獨立

發行商外國影片只要進口拷貝，不在台灣沖印重製，連帶後續窗口的大量複製，

都不屬於權利金所得稅法規範的範圍。這裡的權利金皆是外國片商取自台灣代理

企業支付的所得，理應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課以所得稅，但如此的解釋文使

得國外片商享有超過 25 年的免稅優惠，台灣電影進口商、電視台經營商也沒有

轉嫁到任何稅賦（王惠萍、王建宇，2005 年 1 月 21 日）。 

至於其他窗口的權利金，如出租銷售代理權、衛星頻道代理權、電視播映

權、MTV 公開播映權等等，過去因時空環境的因素，美國片商的強勢壓力，我

國對這些進口影片所取得的權利金收入提供免稅優惠，據估計造成的稅收流失每

年約有 3 億元（林杰兒，2005 年 2 月 3 日）。除此之外，解釋文中「經約定，不

得重製」之條文限制，事實上造成發行片商無法將底片進口至台灣重製，因而使

台灣的電影沖印廠錯失每年數億元影片沖印、轉光學等後製作之產值，對台灣電

影工業發展造成嚴重打擊。財政部允許外國影片進口後只要符合不重製的原則，

即可享有免稅的優惠，不但讓國內電影底片沖印業者處於不利的局面（劉立行，

2001）。 

針對進口關稅部份，關稅乃加諸於進口電影上之稅課，台灣電影關稅制度，

不論貨品價格，採取課以固定單位稅額。劉立行（2001）指出台灣電影拷貝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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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相當低廉，現行稅率為進口第一支外片正片拷貝是每公尺 2.2 元，第二支 1.2

元，第三支 1 元，使得外片發行商（美商分公司及獨立華商）大量進口在泰國後

製沖印完成後的影片拷貝。產業理論中正當化關稅之論點認為關稅制度能保護國

內幼稚產業（fledgling industry），可以在全球獨佔產業結構策略性採取此貿易政

策，給予外來電影在競爭架構上的價格負擔，以保護在地文化產業，產生正面之

外部性（Weimer & Vining, 1999/陳恆鈞等譯，2004：201）。據劉立行（2001）指

出台灣每年進口超過 6000 支拷貝沖印製作的產值約在 2 億 5000 萬元左右，對台

灣沖印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營業額，對國家也可以產生營業稅收。然而現行稅法

政策的荒謬導致本地的電影工業絕無與泰國競爭之利基，因而只能在所有電影片

的沖印後製業務中佔有 5％的市場佔有率而已。 

此外，其他供應面的稅收部份，早期電影配額制度往往搭配著票房轉匯限

制，1950 年代美元緊縮外匯更為珍貴，政府實施複式匯率制度，進口匯率高於

出口匯率，經此抑制美元外匯流失，並制定「影片業匯款辦法」特別針對電影業

限制其票房獲利的可匯出比例，並且匯款出國要課以 100％的結匯稅，以節省外

匯存底（田家琪，2000；李雅惠，2000）。在 1950、1960 年代尚包含早期外匯管

制尚須繳納簽證費、防衛捐等，並且有轉匯管制，外片發行商只能將總票房盈餘

75％至 90％轉匯出國（聯合報，1953 年 7 月 10 日），並且透過複式率制度，進

口匯率高於出口匯率，以抑制進口刺激貿易出口（盧非易，1998）。這樣繁雜稅

收隨著 1970、1980 年代金融自由化針對於限制金融轉匯的稅收都已經完全廢

除。此外，具 1950 年但在特殊政治時空背景的水災復興捐、大陸救災捐、勞軍

救災捐也都不復存在（聯合報，1959 年 12 月 6 日）。由此可知，台灣戰後電影

產業管制邏輯是總體經濟成長導向，採取管制進口配額、限制金融轉匯，將台灣

產業型態推向自給自足的進口替代，接續再轉型為出口導向經濟。 

第二部分，需求面的稅目主要以消費者為單位，抑制其消費違反國家政策

方向之商品，採取課徵重稅將其轉嫁到產品價格上，由高價抑制消費。娛樂稅如

同一般奢侈品消費稅，此商品稅乃是將電影負面外部性具體成本化，將附加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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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之稅課，以減少負面商品（demerit goods）之消費（Weimer & Vining, 1999/

陳恆鈞等譯，2004：275）。台灣課徵娛樂稅法源主要根據「筵席及娛樂稅法」，

立法之初按照售票價格課徵娛樂稅，最高課以 60％；華語電影片最高不得超過

50％。娛樂稅課稅邏輯，主要目的即在「寓禁於徵」，藉選擇奢侈性較高之娛樂

消費行為課稅，以改善社會奢靡風氣，間接使高所得者負擔較重之租稅，以達成

社會公平正義，透過高價轉嫁給消費者，抑制消費（聯合報，1967 年 11 月 22

日）。娛樂稅原本出現之背景乃是國民黨政府認為人民應為光復大陸準備，抑制

人民不需要之奢侈浪費（聯合報，1958 年 9 月 21 日）。再者，其條文細節也針

對於國片與外片課以差異性的稅率，讓外片負擔較重娛樂稅成本抑制外片消費。

國片業者自立法以來長期反應娛樂稅法稅率過高，政府被「中美貿易條約」所限

制，顧慮取消國片娛樂稅法，美商也會要求國民待遇，至到今娛樂稅稅率跳降至

0.0231（田家琪，2000）。1984 年將娛樂稅國片調降至 3％，到 1987 年電影法成

立之後電影不在被視為特種行業，給稱之文化產業，依其文化特性政府不再課徵

娛樂稅（立法院公報，1987：41）。 

除了供應面、需求面的課徵租稅，在面臨外片開放開始針對外片徵收國片

輔導金，1983 年制定「進口外片徵收輔導金辦法」，於 1986 年開始實施徵收，

向「供應面」課徵，要求進口一部外片，隨片繳納 20 萬元輔導金，其邏輯是外

片進口越多，課徵得越多。但此辦法在美商、台灣片商的反對下，停止施行，於

1986 年 8 月向外片徵收輔導金制度隨著外片配額制度同時廢除，爾後輔導金由

政府編列預算，只象徵性的改由「需求面」課徵，每張電影票繳納一元作為國片

輔導金（葛大維，1998 年 9 月 6 日），減少外片發行商支付輔導金的固定成本，

方且以票數課稅如果票房不佳繳納輔導金也就微不足道，票房好時輔導金支出與

發行商所得更不成比例，完全喪失抑制進口之意義。本研究認為目前我國國片輔

導金費來源採取國家編列預算統籌統支，長久健全的方法應該採取特種基金之方

式循環使用，由進口國外影片廠商繳納輔導國片之費用，彙整流入電影輔導基

金。輔導金課徵此項特別負擔，基於特殊政策目的性使用，其任務籌措發展國產



 103 

片經費，並且寓禁於徵，透過課徵減少外片進口，誘導片商自製國產片。在電影

產業中可將在地電影視為文化公共財，如好萊塢電影的進口，造成的文化流失難

以有效禁止，政府可以允許對於某些好萊塢電影進口交易，並將這些可觀的外部

性成本建立為可市場化的財貨，規定海外電影進口每部必須繳交一定比例的票房

收入或國片輔導金，專款作為輔導在地電影製作地輔導基金。 

在此必須提到，為甚麼不從納稅人之稅金支付電影輔導金？本研究觀點認

為輔導金來源應該要採取特別公課（Taxation）方式，並且與一般國家財政租稅

有所區隔。辜仲明（2001）指出公課課徵方式具有政策目的性、針對特定群體姓、

專款專用性、並可以說明繳納者的原因與義務。一般租稅原則不適合採用專款專

用之方式，因為電影主要的營業稅、權利金所得稅是國家層次用於支應一般普遍

公共事務的主要財務收入，而公共事務具有整體性，國家納稅義務人統一籌措統

一分配，支應普遍公共事務支出為主體，無法也不應切割出來作為發展電影產業

支用。相對的，獨立課徵輔導金是特定追求電影產業發展任務之實現，輔導補助

少數國片創作者與製作公司，並非提供全體公眾公共事務經費之立場，課徵對象

不能是一般大眾國民，也就是不應當由國家稅收編列預算支付或者以消費者票數

為單位課徵，應該是對於產業之內與此任務具密切關係性特定廠商成員負擔此經

費。本研究觀點傾向認為，由於產業內因為外片市場開放，使得少數受益的特殊

業者負擔此費用，建立「受益者付費」觀念的專款專用。採取這樣的方式如果外

片進口片量多、票房利潤多，相對課徵得輔導金也會顯著增加，這樣得可有效反

應整體電影市場規模。以 1983 年制定進口外片徵收輔導金辦法為主幹，特殊法

律中說明課徵輔導金得特定政策任務，並揭示外片進口的市場侵略性與輔導金給

付義務之間有強烈關聯，因此必須進口外片以每部課徵固定額度的輔導金，或票

房收入的一定比例作為輔導國片支用。輔導金的使用應該走向專款專用，也就是

電影輔導基金的收入支出，朝向財政收支自主，為電影事業發展之運用。 

合理的課徵邏輯應該針對進口外片每部徵收多少輔導金，其目的是抑制外

片進口，籌措經費輔導國片，改制成隨票課徵後，不論國產片、外片都需要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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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報，1988 年 7 月 28 日）。隨票課徵比起隨進口數量課徵，更能減輕外片

發行商的負擔，票房好時幾乎不痛不癢，票房不好時也不構成負擔，隨票課徵 1

元只徒具象徵意義。此外，此課捐有其抑制外片進口的政策目的，但是財政部

1990 年 3 月專案核准電影業者隨每張電影入場券捐贈新台幣 1 元輔導金給電影

事業發展基金會款項，可全數列報為營所稅捐贈費用作為稅式支出（鄭文珠，1990

年 6 月 19 日）。外片發行業者與映演商繳納之輔導金，名義由「繳納」變成「捐

獻」，且又可以抵稅，一來一往完全喪失輔導金設置的原始目的。 

除了上列政策性課稅，針對於供給面投資國片廠商的租稅獎勵，其主要目

的乃是對於電影供應者或投資者，直接或間接補助，其具體作用乃將電影政策所

欲之正面外部性成本化，由國家直接撥款補助，或者透過稅式支出給予價格協

助，供給面補貼與前面所論及之供給面課稅具有對襯性（Weimer & Vining, 1999/

陳恆鈞等譯，2004：263）。相對於其他非租稅獎勵的政策工具，大多由政府編列

預算，將經費直接使用在產業發展環境方面（詳見本章第二節）。租稅獎勵是透

過租稅法令之制訂，以租稅減收方式來達到促進產業發展的目的。由於租稅獎勵

不必要在另外籌措財源，執行比較容易（黃仁德、胡貝蒂，2006）。稅式獎勵多

以稅式支出最為常見，將符合政策之支出作為該企業課稅收入之扣除額，亦即免

除其相當額度之稅債，此作法也相等於國家給予相同數額的補助（Weimer & 

Vining, 1999/陳恆鈞等譯，2004：266）。 

台灣 2004 年新聞局頒佈「營利事業投資電影片製作業製作國產電影片投資

抵減辦法」，政府透過租稅減免獎勵國內企業投資達成國產片製作政策目標，亦

即「稅式支出」（tax expenditure）的運用。對於明星產業而言，租稅減免優惠能

局部性刺激投資，使得原本就要投資的項目，享受減免稅的好處，如此不但具有

「錦上添花」的效果（孫克難，2002）。但是對於像是電影製作這樣幾近停滯的

產業，市場回收機制尚未健全，電影完成後又無法保證可以順利安排上商業院

線，欠缺完整配套措施情形之下，投資虧損風險遠超過租稅優惠利益，不易吸引

廠商投入資金，無法產生「雪中送炭」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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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面的租稅獎勵，為鼓勵個人消費、捐贈國產電影製作，將消費者消費

與捐贈金額作為稅式支出，個人消費與捐贈為電影、文化相關機構或非營利團體

的重要經費來源。消費面的稅式支出補貼能降低偏好商品（perferred goods）在

稅後價格的影響力，以電影為例，稅式支出能讓消費者在可扣除消費國片之數額

基礎，使消費者感知消費國片的價格變得更低（Weimer & Vining, 1999/陳恆鈞等

譯，2004：274）。目前我國於租稅上，提供捐贈者可扣抵其課稅所得的租稅誘因，

相當於政府利用補貼的方式，降低了捐贈者的捐贈成本（尹崇恩，2005）。目前

我國只針對於捐贈文化組織給予抵稅優惠，但對於消費國產電影尚無任何的補

貼。但是這些稅制與優惠都是給予消費者有誘因去捐贈或消費國產電影，稅率獎

勵目的驅使制度更趨向所欲求的目標，先決必須建構在完整的發行映演制度。 

本章討論電影產業之永續價值與目標基本，並以此價值對於戰後以來台灣

電影產業政策做各面向整體性的盤點與檢討，發現台灣採取防禦性的政策管制邏

輯，防禦性產業政策乃產業面臨外在環境變遷時，僅止於維持既有產業結構，並

且採取適度的保護措施維持產業生存，這樣的方式不針對整個結構採取任何制度

性的調整或干預。理想的方式應該採取適應性的政策邏輯，適當的將重新分配資

源，調整到符合外在環境的資源使用方式，適度的干預與制度的調整，增加產業

整體競爭力。其中經濟與社會福祉政策目標隱含潛在的矛盾與衝突讓傳播政策制

訂更加複雜。面對兩者的衝突，傳播政策的多元目標有著不同的優先順序，每個

目標都有利益關係人參與政策制訂過程的遊說溝通，更益增加傳播政策制訂的複

雜與衝突（Napoli, 2001/邊明道與陳心懿譯，2005：13）。接續下一章便針對上述

政策制訂過程中，多元行動者的經濟與政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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