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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經濟浪潮下，電影產業成為世界各國重點發展產業之一，然而因電影

投資與製作過程處處充滿各式風險、不對稱資訊與代理成本等問題，故除好

萊塢電影產業外，各國電影資本市場多處於市場失靈狀態。本研究針對電影

資本市場失靈主要因素進行深入探討，以瞭解資本市場與製片人如何克服電

影融資之資訊問題與代理問題，使市場機制正常運作，完成資金募集。此

外，透過相關理論和文獻，以及我國自國際資本市場成功募得資金之代表個

案作深入探討與分析，期能瞭解電影資本市場建立之關鍵因素與相關機制為

何，以提供我國電影產業與資本市場未來發展之參考。 

關鍵詞：電影資本市場、市場失靈、匡正機制、資訊問題、代理問題 

 

 
 

Abstract 

In the era of new economics,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has been the key 

industry for development worldwide. It is so risky in film investment and produce 

process that most film capital markets confronts market failure problems. In view 

of that fund rais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oint in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main causes of film capital 

market failure. This is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how film capital market and 

independent producer overcome information and agent problems in film financing, 

make market mechanism work, and collect funds. This study specifically 

investigated representative Taiwan cases raising funds from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successfully. The results are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key factor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in film capital market building, and as reference resources in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industry policy and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words: Film Capital Market, Market Failure, Corrective Mechanism, 

Information Problem, Agenc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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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新經濟浪潮下，電影產業不僅身兼創意產業發展火車頭的重任，同時更

成為世界各國高度保護與重點發展產業。美國好萊塢近一世紀以來的成功發

展經驗，已成為全球與亞洲各新興國家，例如：韓、中、港、星、泰與印等

國競相學習典範，因此不論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皆將電影產業為列為重

要文化資產與重點發展產業；而各國政府對於輔助電影產業發展，以及如何

吸引國際電影產業至該國投資，無不殫精竭慮以規劃並制定相當優惠之獎勵

政策如高比例租稅減免、高額度融資補助與大型電影基金，期能吸引國際電

影生產資金流入該國以大力扶植國內電影產業。 

隨著科技發展，電影資本已經成為塑造電影產業的重要力量。同時，電

影產業自身特殊的產業結構和與日俱增的大規模電影製作資本引發了許多的

融資創新，因而創造了電影產業複雜令人迷惑的資本結構。根據好萊塢成功

的經驗可得知，資本市場不僅提供了電影公司得以開發製作以及行銷影片的

資金活水，更是美國電影產業得以高度發展稱霸全球的重大基石。根據

Cohen et al. (2006) 顯示，由於華爾街與好萊塢片廠合作模式翻新，透過投資

組合與槓桿操作，投資報酬率可以達到 20％以上，使得近年來私募基金、避

險基金相繼跨入此一產業，全年投入金額約達 20 至 25 億美元。 

反觀台灣，儘管擁有豐沛的資金與具國際水準電影人才，但是兩者之間

卻缺乏良好的溝通管道與橋樑，導致屢有我國電影籌資不易的新聞。例如：

中小企業信保基金總經理詹益燿受訪時表示 (朱婉寧，2011)，在台灣拍電影

很辛苦，製作經費龐大，卻找不到財源，製片或導演往往得抵押房子與車

子，搞得幾乎傾家蕩產，才能取得貸款。此外，再以魏德聖導演所拍攝的

《海角七號》為例，魏德聖導演為尋求各種管道募集資金，除辦理房屋抵押

貸款外，最後透過中小企業信保基金直接保證，才獲得足夠的銀行貸款，完

成拍片作業。由此可知，我國電影資金募集的困難程度與重要性。 

我國政府鑒於電影投資風險與收益之專業性與複雜性，首先於 2005 年籌

組「數位內容與文化創意產業投資基金」與「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又於

2009 年 5 月提出「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據此，行政院國家發

展基金管理會配合通過「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匡列 100 億元

投資國內文化創意產業；文化部 2010 年也新增辦理「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

款」。2010 年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也通過「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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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撥 100 億元資金額度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已改制為文化部)辦

理文化創意產業投資業務；截至 2011 年底止，合計投資 3 家影片製作公司，

國發基金累計投資金額 1 億 4,700 萬元。 

另截至 2012 年 12 月，台灣全體國內銀行總資產規模約達新台幣 470,946

億元，總體淨值為新台幣 28,113 億元 (註1)，且各金融機構積極開發新業

務，尋找投資機會。但我國電影產業卻仍因缺乏融資管道，出現產量低迷現

象。根據台灣電影網統計，1998 年至 2012 年，我國國產劇情片年平均產量

約僅 26 部 (註2)，約為 1980 年代產量的 1/10，且在電影外部融資困難的情

況下，自有資金、政府輔導金與個人投資是我國電影製作主要的資金來源 

(行政院新聞局，2012)。 

事實上，電影的籌拍與上映過程皆存在風險，這也是我國電影相關投資

與授信停滯不前的主因。根據 2007 年美國電影協會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AA) 統計，自 1980 年好萊塢節節高升的生產成本

與行銷費用，2006 每部片平均成本達 1 億美元。使得電影事業成為一項高成

本的投資。電影於製作初期，製片人就得面臨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與預算下，

管理各類的電影人才 (Caves, 2002)；並在鉅額的投資金額壓力下，完成符合

電影企畫書劇本理想與要求的拍攝。影片殺青後，電影票房表現又因大眾需

求的高度不確定性而難以預測，即使票房大賣，若無合理的分配機制設計和

公正的會計制度，投資人亦享受不到影片成功的利潤。因此，電影產業這種

難以預測、需求不確定的特性，使得電影製作成為一種高風險的事業。 

有鑒於電影融資是電影製作過程最為困難與重要的一步，本文的研究動

機是分析國際電影資本市場現況與趨勢，並對電影產業價值鍊與特性進行深

入研究，以瞭解其產業風險之來源與成因，以及對其財務之影響。此外，本

文也針對電影資本市場失靈之主要因素進行深入探討，以瞭解獨立製片人如

何克服融資障礙，順利完成對外籌資，使電影資本得以順利運作。 

本文以歷史文獻法做為文獻探討的主要研究工具，而以個案研究法與調

查法做為實務驗證工具以進行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根據研究主

題的相關理論以及相關研究，整理分析電影資本市場失靈之成因，再輔以國

外電影融資相關文獻，建立本文之觀念架構與相關研究變數，據此進行電影

                                                 
註1：參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報告。 
註2：至 2010 年起，國產劇情片產量緩步回升。2010 年、2011 與 2012 年產量分別為

35、44 與 47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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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代表性研究個案實證分析，以瞭解資訊不對稱與誘因問題等產業風

險，並探討有效降低電影融資風險之機制。 

本文共有 5 節，除本節為緒論外，各節主要內容說明如下：第二節回顧

國內外電影資本市場失靈原因與匡正機制相關理論文獻，以建立本文調查架

構；第三單元則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調查對象與個案背景。第四單元為調

查結果分析，即透過深度訪談與個案研究，瞭解我國電影籌資市場失靈的原

因，並對此提出改善辦法。第五單元則為結論。 

貳、電影資本市場失靈與匡正機制理論回顧 

一、電影資本市場發展與市場失靈 

與一般產業相比，電影產業的製作成本快速成長。Vogel (2007) 整理

1980 年到 2005 年間美國主流製片廠的負片成本 (註3)，其中 1980 年的負

片成本還僅是 940 萬美元，但至 2005 年負片成本已高達 6000 多萬美元，

複合年成長率為 7.5%。再以美國好萊塢 1997 年至 2013 年電影製作成本預

算前 10 名為例 (註4)，也可發現 2007 年後電影預算仍持續上升。以排行第 1

位的 2009 年上映之阿凡達 (Avatar) 為例，其預算高達 4.25 億美金；即使是

排行第 10 位的神鬼奇航 4：幽靈海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其預算也達 2.50 億美金，再次證明電影產業製作成本持續上升的趨

勢，且尚未有改變的跡象。 

但好萊塢電影成本持續上升並無法保證同時提高投資報酬。根據美國好

萊塢歷年電影獲利與虧損前 10 名統計 (註5)，可明顯發現高成本製作的電影

並不保證高獲利。根據 Nash Information Services 統計，好萊塢歷年電影虧損

排名前 10 名的電影其費用皆超過 1 億美金，甚至有 5 部超過 2 億美金。顯示

電影產業具有獲利不確定的特性，故電影產業是高風險的投資事業。 

也因為電影產業的高成本與高風險特性，故電影產業發展與資本市場息

                                                 
註3：Vogel (2007) 指出電影製作過程中的所有費用，稱為「負片成本」。負片成本又

分為線上成本與線下成本兩種。前者指電影創意要素的成本，包括演員卡司及

文學財產取得的費用；後者則是專業製作人員、交通運輸、場地等開銷。 
註4：完整統計請見 http://www.the-numbers.com/movie/budgets/ 
註5：完整統計請見 http://www.the-numbers.com/movie/bud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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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關。以美國電影資本市場發展為例，可區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 1970

年代，因美國稅法提供電影產業稅額扣抵的投資優惠，吸引大量資金進入電

影產業，造就了一波電影復興的榮景。第二階段是 1995 年金融界將投資組合

理論運用於電影投資，吸引大型保險資金和退休資金的競相投入，透過投資

組合配置，分散於 20-25 部不同類型的電影，大幅降低投資風險。第三階段

則源起 2004 年，美國華爾街的私募基金以電影投資基金的名義募集資金，大

幅加碼電影投資。Cohen et al. (2006) 指出華爾街大舉進軍好萊塢之趨勢。華

爾街與好萊塢片廠的合作模式創新，不僅一次投資多部影片，有效降低投資

風險，且電影票房與股市的連動性相對較低，潛在投資報酬率夠高，也對華

爾街產生了相當大的吸引力。Cohen et al. (2006) 並以蒙地卡羅模擬法

（Monte Carlo Simulation）進行演算，若採用高槓桿操作方式投資（負債權

益比為 2：1），投資報酬率可以達到 20%以上。此外，根據 Cohen et al. (2006) 

的研究，目前 Hollywood 六大片廠都引進了外部融資，且因私募基金和避險

基金相繼跨入此一產業，每年可投入的金額約達 20 至 25 億美元；例如：

2005 至 2006 年間，Gun Hill Road 分別投資 Sony Pictures 和 Universal 

Pictures 影業各 7.5 億美元和 5.15 億美元的資金，而 Magic Films 投資於 

Disney 5.05 億美元，同期間 Warner Brothers 和 21st Century Fox 則自

Legendary Pictures 和 Dune Capital 取得 5 億和 3.25 億美元資金，Melrose 

Investment 投資 3 億美元給 Paramount Pictures。而 Relativity Media 經由

Deutsche Bank 協助，募得 6 億美元資金，投資 Sony Pictures 及 Universal 

Pictures 製作 18 部電影。這些案例，都是美國電影產業與資本市場相互結合

的實例。 

Desai et al. (2002) 更進一步區分電影產業風險為完工風險、績效風險與

財務風險。首先，完工風險是電影製作階段面臨是否能如期、如預算的風

險，可藉由完工保險予以規避。其次，電影上映後，則要面對票房好壞的績

效風險。績效風險則可透過製片公司一籃子的影片組合，即包含喜劇、劇情

或恐怖等多樣化影片，以多部影片(投資組合)及類型多樣化(多角化)，避免票

房不佳。第三則是因資金來源差異，導致投資者收益分配的財務風險，此則

有賴透明化的票務機制、契約來降低投資者的風險。 

正因拍攝一部電影資金需要龐大的資金挹注，又加上電影產業不確定的

特性，使每部電影的獲利差異甚大。故資金來源的不同將影響到發行模式的

選擇。換言之，發行型態的選取，必須在資金籌措階段就要列入考慮。C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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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即指出，製片廠藉由大量的生產電影，來保障所籌措的資金能適度地

週轉給借款人，而且擁有放映公司的合作擔保，亦可降低投資者的風險。但

製片廠所投資拍攝的電影，其發行權與版權皆歸屬於製片廠所有，並握有影

片內容的控制權。相反的，若不是由製片廠投資拍攝的獨立製片，雖資源不

及製片廠充足，但卻享有獨立製作與擁有版權等優點。這些不同型態的發行

模式，將有不同的籌資管道，也會產生不同型態的契約。 

此外，電影資本市場發展也與電影產業特殊的產業經濟結構有關。以美

國電影產業為例，電影產業係由大型寡占的生產-發行-融資組織(即八大製片

廠)常態性地與一群高度獨立小型、專業服務與製作公司互相結合，Vogel 

(2007) 即指出電影產業的創意作品不僅呈現於銀幕上，對外籌資的融資說明

書也同樣精彩。 

而電影契約行為又將衍生不對稱訊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與市場失靈

等問題。不對稱訊息是指特定經濟活動中，某一方參與人擁有另一方參與人

所不擁有的資訊。若以不對稱訊息發生的時間分類，可分為事前(ex ante)不

對稱的逆選擇模型(adverse selection)和事後(ex post)不對稱的道德風險模型

(moral hazard)。 

資訊經濟學針對契約行為中，因不對稱資訊(asymmetric information)導致

市場失靈或誘發道德風險時，如何以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設計重

建市場機能的相關機制，即在既定的資訊結構下，如何設計市場運作的最佳

安排，稱為匡正機制。 

二、電影資本市場匡正機制 

針對上述資訊不對稱所引發的市場失靈問題，本文根據文獻與好萊塢實

務發現常見的電影資本市場匡正機制，可分為風險分割、契約設計、評價機

制、公正第三方制度、保險機制、發訊(signaling)機制、審核(screening)機

制、監督機制與資訊透明化等 9 類，茲回顧如下： 

（一）風險分割 

風險分割的意義在於，將時間、資金、人才與市場等風險經過適當的分

類與區分後，風險不僅將縮小至可承擔的程度內，同時可透過適當的處理機

制加以有效控管，達到成本最小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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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電影生產各階段之工作內容與風險程度，進行風險分割，概略而

言，電影長達 2-3 年的生產階段，可依序分為開發階段、製作階段、發行階

段與映演階段。其中，開發階段主要工作內容為創意取得、劇本改編、籌組

創意團隊、籌組整套開拍計畫；製作階段則是前期製作、主要拍製、後期製

作；第三階段是發行階段，主要工作是預售、行銷企畫、廣告促銷；最後是

映演階段，包含試映與首映。 

而電影製作的資金動輒數百萬至數千萬美金，若加上高達數千萬美元的

行銷費用後，總預算往往上億美元。也因此電影籌資係將資金來源分散，此

舉不僅可使的每一投資人承擔較小的資金風險，提高投資意願，同時也使得

製片人與導演能掌握更多的影片決策權、藝術控制權以及分享更多影片成功

的分紅比例。另外，資金風險的分散，亦可經由拍攝時間的切割，隨拍攝進

度的漸進完成逐步對外募資，使前期投資人雖承擔較高的風險但相對得到較

高的分紅比利，而後期投資人雖承擔較低的風險但相對得到較低的分紅比

利。 

此外，好萊塢也會藉由專業分工與分級制度，再藉由專業經紀人、經理

人經紀公司、同業公會等制度，使得製片人在籌組創意團隊時能依劇本要求

和符合預算限制下以最低的交易成本簽訂所需人才，並能有效管理協調形形

色色的藝術人才完成電影製作。 

最後是市場風險的分割。票房績效的好壞，不僅是電影製作成敗之關

鍵，更是電影投資最大的風險所在。面對變化莫測的市場，好萊塢主要係以

劇情類型、上映季節、各國國情、DVD 或有線電視等附屬周邊商品等四種方

式加以分割而有效控管。 

（二）契約設計 

Macneil (1974) 首先提出不連續型契約 (discrete contract) 設計，藉由雙

方相近的預期，可確認目標以及容易驗證之績效時，可將之訂定為契約條

款。Milgrom & Roberts (1992) 也提出關係契約 (relational contract)，指出簽

約雙方雖不必對行動計畫的細節達成協議，但必須對目標、廣泛應用的一般

條款，以及無法預知狀況事件發生時的決策準則，以及決策權歸屬，和採取

行動的限制範圍，以及爭端發生時可資利用的解決機制等均達成協議。例

如：創投家以參與新風險事業經營等直接或間接監督，降低投資風險和資訊

問題，並能適時提供新創事業之融資，達成與創業家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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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影產業為例，透過精巧複雜的契約機制設計，完美地結合電影人

才、資金與技術，並調合各方誘因相容合，也有效分散與控管風險，使得創

業融資市場能發揮籌資效用，電影創作團隊亦能拍攝出賣座電影；而有賣座

成功電影，自然能鼓舞投資信心，使融資市場再能為電影產業帶來源源不絕

的資金，從而形成良好的投資循環，為電影產業帶來生生不息的資金、人才

技術與資源。 

契約設計，又可分為契約主要架構、人員聘雇契約與未預期狀況處理等

4 大部分。首先，根據 Vogel (2007) 的分類，對製片人而言，大多數的電影

專案其法律核心架構是所謂的製作-融資-發行(PFD)協議，而協議中均包含階

段融資(step deals)、全套開拍組合／底片提取(package／negative pickups)、預

售(presales)與私募(private funding)等四種融資模式或混合型。其中，階段融

資是依資金動用前提之完成與否，決定是否撥款；例如：劇本核准或組成卡

司等前提完成後，再准予撥付下階段資金。其次，在影片完成前，製片以全

套開發計畫如劇本、卡司、導演等關鍵元素，吸引發行商簽訂此協議，俟底

片完成後付款取片，此即為全套開拍組合／底片提取。至於預售則為在影片

開拍前，製片將影片所有發行權利含映演、DVD 發行、電視播放、國外發行

權等預售給發行商，藉以取得公司商業本票售予銀行貼現融資，獲得約 60%

底片成本資金之融資。最後，私募多出現於小成本製作影片，製片人藉此募

集各方私人資本。 

其次，董澤平、王信文 (2007) 整理 PFD 架構合約，可分成五個類型。

首先是片廠製作/發行 (in-hous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大片廠擁有版權，

而獨立製片形同片場雇用負責電影製作，並無分紅機制。第二類是製作-融資

/發行協議 (production financing/ distribution)，由發行商聘請製作公司從事影

片製作；只有在影片賣座前提下，製片公司方有分紅可能。第三類是底片提

取 (negative pickup agreement)，由發行商簽立承諾書，在電影製作完成且符

合約定條件下，支付該片製作成本，並負責發行。購買交易 (acquisition deal)

則是第四類，電影開發與製作期間所需資金由第三方提供，發行商僅提供發

行資金；在此協議下，投資人、製片人與發行商三方都有分配票房收入的權

利。最後是租賃發行 (rent-a-distribution)，製片人負責影片發行成本，僅將特

定權利授予發行商。此外，近年來各國政府為大力發展電影產業，吸引國際

電影投資，針對智慧財產權特性，又出現另一新興電影融資創新：售後租回

模式(sale and leaseback model)。此一模式是國際電影製片人將其影片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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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作初期即將之賣給該國，並簽訂售後租回協議，經此財務契約運作，獎

勵國家擁有影片著作權，然製片人卻擁有具經濟價值之影片發行權，並且可

獲得製作預算金額約 10% 的補助金額 (註6)。 

第三是人員聘雇契約。契約內的激勵條款、誘因相容機制以及權利義務

說明，是製片人在電影開發階段能否在預算內順利將各方人才籌組成軍，以

及製作時能否有效協調管理，並在期限內完成高品質影片的重要關鍵。 

最後是未預期狀況處理。電影投資契約為不完美契約，也因此未預期狀

況發生時，必須以經濟效率為處理之最高指導原則；即以符合訂約雙方當事

人最高利益或最小損失為決策目標，例如：「盡力條款」（best efforts clause）

形式，表明總合夥人將會盡全力使影片的利潤分配對合夥企業雙方的利益最

大化。 

（三）評價機制 

因為電影現金流量的高度不確定性，使得投資人在評價時若以傳統之淨

現值法(NPV)作評估時，極易低估專案之價值，而作出拒絕投資之錯誤決

策。為避免此一價值低估之風險，好萊塢常採用資料庫預測模型與實質選擇

權評價模式兩種評價模式對電影專案作出較為適當正確之評價。其中，實質

選擇權對於新風險事業的不確定管理非常重要，事實上，一個新風險事業能

被準確地視為是實質選擇權的組合，有些選擇權被創業家所掌握，有些則被

外部投資人所掌握，透過階段性增資、或專案放棄、或事業成長的加速進

行，或其他種類的選擇權，將大幅增加投資專案的淨現值。 

董澤平、王信文 (2007) 指出實質選擇權的作用在將電影創作的各階段

賦予明確的里程碑，藉以檢驗製作進度是否達成原訂計畫，並能因應時空環

境變遷做出正確之決策，以降低投資之不確定性，有效控管專案風險，降低

生產成本並增加專案投資價值。 

實務上，好萊塢電影投資專案從一開始之創意取得，進入開發階段，到

籌組創意團隊對外募集資金，至影片殺青完成後期製作，途交發行、映演等

各階段之契約運作，均以實質選擇權的架構進行之。 

                                                 
註6：例如：A 公司以美金 100 萬元製作 F 影片，若符合英國或德國之售後租回獎勵

辦法，就可將 F 影片著作權以美金 110 萬元出售給該國國籍公司，政府將補貼

其中 10 萬(價差 10%)部分，而其餘 100 萬元部分則由配合銀行承做融資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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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正第三方制度 

公正第三方制度，又可分為預售協議與底片提取承諾與完工履約保證。

發行商如果願意與製片簽訂預售協議 (presale agreement) 或是底片提取

(negative pickup)承諾，意味者發行商看好本片的未來市場與票房收入。由於

發行商對電影市場的專業經驗判斷與該片票房皆攸關發行商的盈虧，也因此

製片若能成功獲取預售協議與底片提取承諾，將可視為取得公正第三方的背

書，對募資行動將產生正面的訊息。 

完工履約保證係由履約保證公司出具之保單，對一部影片提供按時、按

預算與按劇本之保證。在與製片簽約前，履約保證公司依據其內部資料庫，

建有好萊塢所有製片、導演、演員過去表現好壞優劣記錄以及各類型電影作

預算和拍攝時間，根據這些資訊，去預測該影片製作風險值大小和製片所提

預算是否合理，決定是否承保修改預算、時間表，以及核算收費水準(預算

3%至 6%)，並根據資料庫中製片或導演記錄，在拍片過程中進行重點的監

督。 

而完工保證取得的流程如下：製作人先要提出「製作評估書」將拍片計

劃所有資料與進度詳細說明：如劇本、製作時間表及預算。完工保證公司並

要製作人就此三種文件提出投資人與發行商之同意函，經仔細查核此「製作

評估書」後，進行對導演、製片人、會計師及製作團隊各主要成員之面談。

之後，完工保證公司法務部將草擬一份意向書(LOI)，俟製作人確認各項條件

後，即可核發完工保證。 

完工履約保證承保的同時，也意謂著該片製作的完工預算、完工日期與

完工品質已經得到專業機構的認可與保證，也因此製片可憑此保單獲得銀行

融資，增強股權投資人的信心。 

（五）保險機制 

除上述完工履約保證外，電影影片製作相關保險，尚有過失與疏忽險、

演員險與製作險三項。過失與疏忽險主要保障出資者及發行商免除第三者所

提侵犯著作權、妨害名譽、毀謗等風險。演員險則保障所有演員之病假、傷

殘及死亡險，其保險費約為影片製作預算固定比率，通常於正式開拍前四周

生效。最後，製作險是保障影片負片問題之保險，亦包含工商險、第三人責

任險、火險、竊盜險及財務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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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訊(signaling)機制 

Smith & Smith (2004) 提出訊號發射（signaling） 解決資訊與誘因問題

之機制，即創業家可用事業計畫書（business plan）告知創投家其決心與能

力。以電影產業為例，製片人可透過電影企畫書或試拍片，進行對外募集資

金以及預售發行說明。換言之，製片人利用企畫書或部分分鏡影片，闡述電

影主題、創意構想、市場評估、可行性分析、製片進度表、製片預算、發行

評估、故事大綱等事項，向投資人、發行商、銀行、完工保證履約公司或政

府發出訊號，降低資訊不對稱。 

（七）審核(screening)機制 

Smith & Smith (2004) 提出篩選（screening）方式，解決資訊與誘因問題

之機制，即投資家可主動提出契約條件，以篩選創業家。以好萊塢的電影專

業機構而言，例如：片廠、電影融資銀行、創業投資基金、保險公司、完工

履約保證公司與發行商等，對電影投資專案均有一套極為嚴密專業的書面審

查、評價制度與實地審查，由專門的部門負責配合各式的文書表格作業，專

屬電影資料庫建置和電腦評價模式，以層層過濾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意提案、

電影創業計畫、募資專案與貸款申請，因此真正能通過層層考驗者比例相當

低，而藉此審核機制運作，好萊塢電影專業機構才能減少逆選擇問題，提高

融資成功電影之機率。 

（八）監督機制 

Smith & Smith (2004) 也提出透過監督（monitoring）方式，解決資訊不

對稱的問題，例如：擔任董監事或會計師簽證要求等直接或間接監督。以電

影產業為例，則主要可分為動支核准權、執行製片、例行報表與稽核制度等

四項制度。製片人動用影片製作之資金時，必須滿足資金動用條件，例如：

符合製作進度、符合製作進度和按時提供報表等條件，待投資人核准後，才

能動用或核撥下一階段製作所需之資金；且製片人必須按時提供拍片進度之

工作日報表，以及各式財務報表予投資人審核。而執行製片是經常是投資人

指派進駐電影拍攝團隊，負責該片製作之預算與進度控管，以及作為投資人

與製作人之間聯繫之橋樑。此外，投資人得以定期或不定期指派稽核代表或

獨立會計師，進行拍製工作或財務報表稽核審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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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透明化 

資訊透明化係用以解決資訊不對稱與資訊不完整，以避免道德風險的重

要機制。透過會計準則、證券法規、資訊揭露與風險告知等措施，可有效改

善資訊透明度。以美國為例，1973 年由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公布動畫影

片會計準則(Accounting for Motion Picture Films)，用以解決傳統各式會計科

目定義與財務報表編制之爭議，使電影財務報表編制有一致性與比較之基

礎。此外，美國證券交易法禁止出售證券時任何欺騙、誤導或詐欺行為，確

保投資者獲得之財務或重要資訊正確性。美國各州的藍天法案(blue sky law)

也規範各地區的證券交易，以及股票經紀人和投資顧問的註冊。 

若製片人未遵行上述法規，政府可依法處罰及查扣影片，出資人可隨時

向製片人要求立即退回投資，並阻止影片繼續製作。製片人若未能完全且適

當地公開投資集資所需的詳細資料，投資者可尋求法律解決。製片人必須向

司法部證明已遵守法律，此可以透過提交建立公司的法律文件副本來證明。

按照法律規定，總合夥人需要出示完整的投資電影拍攝計劃，包括一切有利

和不利因素，所以必須在備忘錄中加入「影片本身是一項高風險的投資」。除

非有明確記載，否則投資者可以控告總合夥人未能如實說明風險的程度，或

未能出示完整的投資電影拍攝計劃。 

參、研究設計 

為瞭解電影資本市場失靈與匡正機制實際情況，經由上述相關文獻理論

分析整理後，本文整理研究觀念架構如圖 1 所示，並以資料蒐集、深度訪談

與個案研究進行確認。資料蒐集範圍、深度訪談與個案研究背景資料分別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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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觀念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資料蒐集 

（一）文獻來源：資訊經濟學、創業財務與電影財務。 

（二）代表產業：美國好萊塢電影產業與台灣電影產業。 

（三）代表個案： 

創業團隊符合獨立製片人定義； 

獨立製片人為我國籍或華人； 

資金來源、投資組合與影片發行皆為全球市場； 

成功自資本市場取得資金，包含股本投資與銀行貸款。 

二、深度訪談 

共訪談 16 位產官學界之專家，其專業背景說明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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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專家與背景說明 

專家 專業背景 主要貢獻 

A 政府電影主管 電影產業與政策 

B 電影學者 電影產業 

D 電影學者 電影產業與融資 

C 電影公司副總裁/電影學者 電影融資與個案實證 

E 電影公司董事長 電影融資與個案實證 

F 銀行電影融資部主管 電影融資 

G 銀行放款主辦人員 電影融資 

H 政府基金投資專員 電影融資 

I 政府信保基金主管 電影融資 

J 電影公司董事長 電影產業與投資 

K 電影公司副總經理 電影產業與投資 

L 連鎖戲院前總經理 電影產業 

M 創業投資副董事長 電影投資 

N 創業投資協理 電影投資 

O 會計師 電影會計與公司法 

P 律師 電影投資相關法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研究個案 

本文實證探討之代表性個案共有 4 部影片 (註7)，皆為近年來具台灣背

景之獨立製片人或製作團隊自國際資本市場成功取得電影資金的專案影片，

其相關簡要資料背景如表 2。 

                                                 
註7：因研究過程中，簽具保密條款所致，本文研究個案之片名與人名等相關資料不

得公開揭露，故每一個案以英文數字代號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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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個案資料說明 

個案影片 製作預算 融資來源 資金結構 完成時間
獨立製片人

背景 

A 1,500 萬美金 國際 股權加債權

（銀行） 
2000 台灣 

B 500 萬美金 國際 股權加債權

（銀行） 
2009 台灣 

C 500 萬美金 國際 股權加債權

（銀行） 
2007 台灣 

D 2,320 萬美金 國際 股權加債權

（銀行） 
2005 台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研究分析 

根據本文研究觀念架構，以及相關文獻深入探討、產業分析、專家訪談

與個案分析結果，本研究可得到以下幾項重要發現： 

一、台灣電影產業現況 

表 3 為我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針對我國電影產業重要觀察指

標統計，將有助於了解台灣電影產業現況。本文根據營業家數、產值與製作

成本三項說明如下： 
 

表 3 我國電影產業重要觀察指標 

指標 項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電影製作業  218 235 262 326 

電影後製業  59 73 79 75 

電影發行業  260 270 220 160 

營業家數 

電影映演業  115 111 99 97 

電影製作業  14.58 14.3 16.25 24.07 

電影後製業  4.13 4.66 5.28 5.53 

電影發行業  33.41 33.28 36.76 40.71 

產值（億元） 

電影映演業  52.46 55.66 63.07 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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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項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國片平均製作成

本（萬元）  
 

－ 1,462 (註8) 1,377 2,064 

電影製作 0.53 0.52 0.17 0.33 

電影後製  0.06 0.5 0.03 0.04 

電影發行  0.09 0.07 0.67 0.51 

出口值（億元） 

電影映演  0 0 0.01 0 

國產影片核定

准演數 
36 48 50 65 

港、陸片在臺

進口核定准演

數  

31 35 39 37 

影片核定准演數

（部） 

其他外片在臺

進口核定准演

數  

351 348 391 391 

臺北市國產影

片票房 
305,426 58,009 225,583 712,507 

臺北市港陸影

片票房  
176,308 61,524 164,648 1,005,50 

影片票房 

（千元） 

臺北市其他外

國影片票房 
2,044,388 2,602,164 2,696,736 3,006,442 

電影製作業  428 420 452 468 

電影後製業  327 369 406 407 

電影發行業  350 349 343 368 

就業人數 

電影映演業  2,646 2,807 2,837 3,079 
資料來源：2009 影視產業趨勢研究專題研究報告—電影、電視及流行音樂、2011 影

視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電視及電影產業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

局，2013)。 

 

（一）營業家數 

綜觀 2008 年至 2011 年電影產業營業家數的表現，除電影製作業與後製

業外，電影發行業及電影映演業都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顯示國內電影發行

業及電影映演業逐漸走向大型化以及專業分工。相反的，因 2007 年及 2008

                                                 
註8：此乃 2005 年至 2009 年國片平均製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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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片票房衝破低迷後，以及國外影片後製代工業務增加，導致 2011 年電影

製作與後製家數相較於 2008 年呈現增加的現象。 

（二）產值 

在電影各子產業產值的表現中，2008 年至 2011 年各業別產值均成長， 

電影製作業成長 65.09%，電影後製業成長 1.40%，電影發行業成長 21.85%及

電影映演業成長 29.16%。除了 2010 年《艋舺》大片帶動相關產業以外，

2011 年預計將上映之多數國片也帶動產業活力，加速國內電影產業復甦。 

（三）製作成本 

2005~2009 年國片平均製作成本為 1,462 萬元，製作成本結構以拍攝比

重最高，為 61.00%，另外兩者開發／前製及後製分別占 8.00%及 31.00%；拍

攝階段又以現場拍攝之人事費用開銷比重最高，器材設備及場地的租借，還

有工作人員之工時，主要的投入都是在拍攝階段。整體而言，我國電影製作

成本屬於小型製作的成本，大型製作的電影較少，主要為 2007 年《不能說的

秘密》6,500 萬元、同年的《色‧戒》5 億元、2008 年《海角七號》

4,500~5,000 萬元，以及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上映之《刺陵》約為 4 億元。 

但近年來由於「海角七號」與「艋舺」證明了國片可以有上億元的票

房，因此為了提升國片品質，許多新片的製作成本開始拉高，例如：「賽德

克‧巴萊」、「痞子英雄電影版」、「聶隱娘」、「翻滾吧！阿信」與「雞排英

雄」。因此，2010 年國片（劇情長片）平均製作成本上升至 2,763 萬元，若扣

除 2010 年兩部大片《大笑江湖》及《艋舺》，則平均每部國片製作金額為

1,377 萬元。2011 年國片平均製作成本持續增加，達新台幣 4,791.26 萬元，

若扣除旗艦型、策略型及合拍國片，平均每部國片製作金額則為 2,064.33 萬

元。 

2010 與 2011 年整體製作成本主要的比重仍落在拍攝階段，占製作流程

的 6 ~ 7 成，後製階段則占 2 ~ 3 成。製作及拍攝階段又以現場拍攝之人事費

用開銷比重最高，硬體及設備費用則次之。2005 年至 2011 年國片細部成本

結構，請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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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5 年至 2011 年國片細部成本結構 

時間  2005 年~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平均製作成本金額 

（萬元）  
1,462

2,763 

1,377 (註9) 
 

4,791 

2,064 (註10) 

 製作流程 比重   

開發 
故事版權／編劇費

用  
8% 8% 3% 3% 7% 7% 

現場拍攝人事費用 29% 49%  23% 

硬體及設備費用  14% 11%  20% 

服裝及道具費用  61% 10% 74% 5% 63% 6% 

製作

與拍

攝 

製作期間雜支費用 8% 9%  14% 

沖印、剪輯及錄音

費用  
25% 18%  27% 

後製 

後製期間雜支 31% 6% 23% 5% 30% 3%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2011 影視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電視及電影產業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2013)。 

二、資金來源 

由國片製作資金來源之結構觀察，2010 年國內電影製作業者資金主要來

源為自有資金(32.34%)、個人投資(16.61%)及政府輔導金(31.08%)；但觀察

2011 年國內電影製作資金來源結構，主要來源為國內企業投資(22%)、政府

輔導金(17%)及政府基金投資(16%)。 

與 2010 年相比，國內企業投資比重的提升，顯示出我國電影的風行與政

府文創基金所帶動的投資熱潮，使得國內企業提高其投資意願。2010 年民間

創投基金具體投資案例，包含：裕隆創投、中信銀創投及第一金創投投資

《痞子英雄》電影版之製作、中影創投投資《塞德克‧巴萊》、富蘭克林創投

投資《星空》，文創一號創投公司也已成立，陸續將有更多創投資金湧入電影

                                                 
註9：新台幣 2,763 萬元為 2010 年全部國片平均製作成本統計數據。若排除旗艦型國

片，則平均國片製作成本為新台幣 1,377 萬元。 
註10：新台幣 4,791 萬元為 2011 年全部國片平均製作成本統計數據。若排除旗艦、

策略型及 合拍國片，則平均國片製作成本為新台幣 2,06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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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使我國電影製作資金來源越趨多元化。 

此外，表 5 為近期國產電影片籌資來源彙整表，顯示跨國合拍的數量及

比重都有增加的趨勢。由於市場大、資金豐沛以及文化差異小，主要合製對

象以中國大陸為主，然而跨國合拍仍隱藏著文化隔閡的困難，因此合拍的電

影題材及模式便顯得更重要。 

 

表5 近期國產電影片籌資來源彙整表 (註11) 

片名 導演／

製片個

人投資

／借款 

新聞局

輔導金

地方政

府補助

本國業

內投資

本國業

外資金

優惠貸

款／信

用保證 

跨國資金 

艋舺  V V V     

父後七日  V  V     

痞子英雄電影版   V V V V（創

投）

V  

翻滾吧！阿信   V V V  V  

近在咫尺   V V V   中／港 

刺陵   V  V  V 中／港 

愛你一萬年   V V    日 

聽說    V  V（贊助）  

劍雨      V（遊戲） 中／港 

海角七號  V V  V  V  

臉   V     法／比／

歐盟 

不能沒有你  V  V     

賽德克巴萊  V V V V V V  

一頁台北   V V    美／德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註11：未勾選部分不代表沒有，因部分影片視資金來源為敏感資料，因此本研究僅列

出訪談或是網路資料可查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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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影資本市場分析 

根據上述我國電影市場發展分析，電影產業無疑是高資訊密集與高資本

密集之知識型經濟產業，因此電影融資市場將面臨資訊經濟學核心理論的

「資訊不完整」與「資訊不對稱」等問題，以及由此導致的「市場失靈」和

「激勵調和」機制設計等問題。 

電影融資市場的委託代理關係主要可以區分為：投資人（股權投資人與

債權投資人）與創業家（製片人），以及製片人與創意團隊和製片人與發行商

等雙重代理關係如圖 2。在此架構下，導致電影創業融資市場失靈的主要原

因如圖 3 所示，本文將其區分為融資前與融資後兩階段分別加以探討： 

 

 

圖2 電影資本市場委託代理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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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電影融資市場失靈成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融資事前 

融資事前係製片以創業家身份，為電影專案拍攝計畫向投資人進行募資

行動。電影融資因外部因素與電影產業特性，使得市場上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以及資訊不完整與資訊不對稱等現象。外部因素主要因電影市場觀眾消費口

味的變化莫測、競爭對手或競爭產業的賽局行為以及是否抵觸國外市場文

化、政治等因素，使得票房風險與政治文化風險將提高市場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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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產業專屬特性則是由於投資資本龐大所引發的信用風險和財務風

險，以及生產時程過於漫長所引發的完工風險皆將導致不確定性與資訊不完

整的發生；同時，電影產業複雜專業的法律契約架構與相關條款，以及為人

詬病的會計黑箱作業都使得資訊不完整與資訊不對稱的程度擴大。另外，電

影製作的複雜流程，也使得製片人與投資人的資訊不對稱差距再行拉大，投

資人在無法或得充分完整正確且平衡的資訊下，因無法消除風險與不確定性

的疑慮，只得退出市場。 

上述種種原因，使得電影融資市場在融資事前存在不確定性、資訊不完

整和資訊不完全等因素，投資資訊的交易成本增加，將影響投資人提供資金

的意願，以及無法做出正確收益與風險評估分析之投資決策，以致於資金的

供需雙方，即投資人與創業家之間將形成逆選擇，而使市場失靈。 

（二）融資事後 

電影融資市場即使在順利募資成功，進入電影創製階段時，仍然可因資

訊不完整與資訊不對稱之故，導致電影專案公司與電影專案團隊間發生道德

危險，進而產生市場失靈。此主要由於製作過程專業複雜和契約的不完全

性，投資人無法有效監督製片，兼之電影龐大的資金預算誘惑和投機主義氣

氛下，使得製片常挾其資訊優勢而發生利益輸送、影片品質粗製濫造或浮報

製作預算等情事，而使市場失靈。 

另外，因創意團隊成員複雜特性與專業分工之故，使得製片亦無法有效

管理協調與監控影片拍攝品質與進度，因而衍生另一層之道德危險與代理問

題，也產生市場失靈。 

四、個案分析 

本研究實證探討之 4 部代表性個案影片，經深度訪談與分析相關資料整

理後，可得知其克服資本市場失靈障礙，成功取得拍攝資金之相關因素如

下： 

（一）投資策略與融資模式 

本研究實證探討之 4 部代表性個案影片，經深度訪談與分析相關資料整

理後，可得知各部影片其克服資本市場失靈障礙，成功取得拍攝資金之相關

因素如表 6 至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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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A》影片之投資策略 

項目 內容 克服資本市場失靈之說明 

(資訊因素與誘因機制) 

投資組合 

創意：有市場創新性 

類型：武俠動作愛情 

卡司：華人國際導演加巨星 

預算：大製作(大於美金 1000 萬)

取景：中國北京、新疆、福建等

本片投資組合對美國各大片

廠具有相當之吸引力。 

契約設計 

1. PFD 架構：Production 
Financing／Distribution 與
Negative Pickup Agreement 

2. 分帳制度：大片廠分成有限 

合夥分成：員工分成、映演  
分成、發行分成 

 

1. 與 Columbia Picture 
Classic 以 及 Columbia 
Asia 簽訂發行合約 

2. 採取 Adjust gross 利潤分

成模式，扣除發行費與

廣告公關等相關費用

後，一次分成給各利益

相關人。 

實質選擇權 

等待選擇權 

階段式選擇權 

擴充選擇權 

轉換選擇權 

成長選擇權 

開發期間歷時兩年，劇本先

後經東西方數位專業編劇等

人一再修改，以使東方文本

符合西方市場的標準。 

階段融資 

開發期：種子資金+投資人資金 

前期製作：投資增資+銀行貸款 

主要拍製：銀行貸款 

發行期：發行商著作權利金 

製片人依影片製作階段所需

資金規模，先以自我資金完

成開發，在逐步得外部的鉅

額製作資金。 

退出機制 

製片公司： 

   回收時機：影片開發完成 

   回收方式：分成 

專案公司： 

   回收時機：影片製作完成 

   回收方式：分成 

自影片製作階段起至製作完

成期間，在全球各重要影展

間舉辦試映會以分階段賣出

各區域或國家發行著作權。

製作人並保留主要發行地區

如北美、歐洲與亞洲之著作

權所有權，僅授權若干年發

行權，享有日後收入之分

成。 

資料來源：董澤平、王信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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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B》影片與《C》影片之投資策略 

項目 
內容 克服資本市場失靈之說明 

(資訊因素與誘因機制) 

投資組合 

創意：有市場創新性 

類型：喜劇 

卡司：《B》影片：一般 

     《C》影片：卡司堅強 

預算：小製作(小於美金 500 萬

元) 

取景：美國等地 

《B》影片係以劇本中西文化

衝擊和融合之創意獲得各國發

行商青睞。 

《C》影片之投資組合對美國

中小型發行商以及歐洲等地發

行商具有相當之吸引力。 

契約設計 

1. PFD 架構：購買交易 

2. 分帳制度：股份分成、映演

分成 

1. 國內兩大金控公司與知名科

技公司之長期投資資金 

2. 《B》影片與《C》影片發

行權主要採取賣斷方式。 

實質選擇權 

等待選擇權 

階段式選擇權 

擴充選擇權 

轉換選擇權 

成長選擇權 

開發期間歷時約 1 年，劇本經

數位專業編劇多次修改與開

發，並配合製作公司與美國、

歐洲各國投資人加入，進而對

劇本、製作預算、發行地區有

所調整，以符合市場最大利

益。 

階段融資 

開發期：股東自有資金 

前期製作：股東自有資金 

主要拍製：股東自有資金 

發行期： 發行商權利金 

因製作預算小(低於美金 500 萬

元)，未達對外融資之規模經濟

以及無法引起好萊塢中大型投

資人興趣，製片人決定以自有

資金將影片製作完成後，再透

過影展將各地區發行權售出。 

退出機制 

製片公司： 

回收時機：影片製作完成 

回收方式：賣斷 

自影片製作階段起至製作完成

期間，在全球各重要影展間舉

辦試映會以分階段賣出各區域

或國家發行著作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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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D》影片之投資策略 

項目 內容 克服資本市場失靈之說明 

(資訊因素與誘因機制) 

投資組合 

創意：有市場創新性 

類型：科幻喜劇 

卡司：好萊塢一線巨星 

預算：大製作 (超過美金 1000 萬) 

取景：美國洛杉磯及夏威夷等地 

本片投資組合對美國各大

片廠及歐洲等地發行商具

有相當之吸引力 

投資交易模式：製作一融資一發行

財務屬性：全套開拍組合/底片提取

與 Universal 及法國發行商

簽訂 

契約設計 
分帳制度：大片場分成、有限股份

公司分成、員工分成、映演分成、

發行分成 

採取調整毛利利潤分成模

式，扣除發行費與廣告公

關等相關費用後，一次分

成給各利益相關人。 

實質選擇權 

等待選擇權 

階段式選擇權 

擴充選擇權 

轉換選擇權 

成長選擇權 

開發期間歷時 1 年，劇本

經 Kelly 修改，並配合 The 

Rock 等巨星角色之陸續加

入，進而對劇本、製作預

算、發行地區等有所調整，

以符合市場最大利益。 

階段融資 

開發期：種子資金+投資人資金 

前期製作：投資增資+銀行貸款 

主要拍製：銀行貸款 

發行期：北美發行商發行權利金 

製片人依影片製作階段所

需資金規模，先以自我資

金完成開發，再逐步取得

外 部 的 鉅 額 製 作 資 金 

(1,500 萬~2,000 萬美元)。 

退出機制 

製片公司： 

   回收時機：影片開發完成 

   回收方式：分成 

專案公司： 

   回收時機：影片製作完成 

   回收方式：主要地區分成、小

國家為賣斷 

自影片製作階段起至製作

完成期間，在全球各重要

影展間舉辦試映會以分階

段賣出各區域或國家發行

著作權。製作人並保留主

要發行地區如北美、歐洲

與亞洲之著作權所有權，

僅授權若干年發行權，享

有日後收入之分成。再者，

人口數在 500 萬以下之國

家採賣斷方式。 

資料來源：董澤平、王信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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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匡正機制與討論分析 

經由檢視上開 4 部影片之獨立製片人如何制定投資與融資策略，以克服

國際資本市場資訊問題和誘因問題，成功取得電影資金之歷程進行深入分析

與探討，本研究發現：獨立製片人傾向以專案融資之金融創新模式，克服創

業融資市場失靈取得製作資金。此乃因電影產業高知識密集之產業特性使

然；由於資訊不對稱與高度不確定性等高產業風險變數問題相當難以解決，

也因此使得電影融資市場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市場失靈現象。 

此一融資市場失靈之現象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然而本文代表性個案卻

能成功克服市場失靈完成籌資，對照本文第二章文獻理論或好萊塢常見的市

場匡正機制，主要是風險分割、契約設計、評價機制、公正第三方制度、保

險機制、發訊機制、審核機制、監督機制與資訊透明化等 9 類機制發揮功

能，特別是風險分割、契約設計、評價機制與公正第三方制度等四項機制，

尤為關鍵，茲說明如下： 

1. 風險分割 

本文 4 部影片其製作期長達 2-3 年，製片人依開發階段、製作階段、發

行階段與映演階段等 4 個生產階段，進行資金來源風險分割。以本文個案為

例，《A》與《D》影片資金來源即約可分為製片人種子資金、發行商投資

款、預售合約款與銀行融資貸款等四類。做法上係將全球區分為數個市場，

分別取得預售契約或底片取得協議後，再將之抵押給融資機構，以控制財務

風險，並作為加強債信之有效控管機制。 

至於《B》與《C》影片，因預算金額較低，少於美金 500 萬元，故開發

階段、前期製作與主要拍製階段，皆以股東自有資金為主；僅發行期，以發

行商權利金為融資來源。 

此外，本文 4 部影片也設有退出機制，自影片製作階段起至製作完成期

間，在全球各重要影展間舉辦試映會以分階段賣出各區域或國家發行著作

權。製作人僅保留主要發行地區，例如：北美、歐洲與亞洲之著作權所有

權，僅授權若干年發行權，享有日後收入之分成。但《B》與《C》影片則採

賣斷形式回收。 

2. 契約設計 

對照於 Vogel (2007) 的分類， 本文《A》與《D》影片採階段融資、全

套開拍組合／底片提取與預售此三種融資混合型。本文《A》與《D》影片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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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片提取 (negative pickup agreement)模式；即由發行商簽立承諾書，在電影

製作完成且符合約定條件下，支付該片製作成本，並負責發行。其中，

《A》個案是與 Sony Picture Classic 及 Columbia Asia 簽訂；《D》個案則是

與 Universal、法國發行商簽訂。 

至於本文《B》與《C》影片則採購買交易 (acquisition deal) 模式，由電

影開發與製作期間所需資金由第三方提供，發行商僅提供發行資金。在此模

式下，投資人、製片人與發行商三方都有分配票房收入的權利。 

此外，本文《A》與《D》影片契約設計內訂有員工分成條款，即激勵條

款、誘因機制，是製片人在電影開發階段能否在預算內順利將各方人才籌組

成軍，以及製作時能否有效協調管理，並在期限內完成高品質影片的重要關

鍵。 

3. 評價機制 

除基本的資料庫預測外，本文 4 部影片均將電影製作流程建立成階段投

資選擇權之決策樹模型，求出劇本發展期、拍製期、首映期、繼續放映期與

外銷期等各期之現金流量大小與分佈機率，搭配等待選擇權、階段式選擇

權、擴充選擇權、轉換選擇權與成長選擇權等實質選擇權機制，以配合其他

投資人加入、劇本、製作預算與發行地區調整，推估新片各期間現金流量

值，以符合市場最大利益。 

4. 公正第三方制度 

以本文《A》與《D》影片為例，公正第三方制度是一個重要的成功因

素。實證探討中，如個案《A》片以 Sony Classic、Columbia Asia 的預售協議

與底片提取協議，以及 Good Machine 的代理銷售契約開立之鑑價書

(estimate)，另外取得 CCI (Cinema completion incorporate)之履約保證，成功獲

得法國銀行 Bank Natexis Banque Populaires (Los Angeles office)美金 1,500 萬

元專案融資貸款。此外，個案《D》片與好萊塢之 Lion’s gate、Universal 以

及 Capital Film 等國際知名發行商取得全球多區的預售合約或底片提取協

議，並與 Film Finance 和 IFG 簽立履約完工保證，從而獲得 Bank of 

Ireland、JP Morgan 與 Comerica Bank 之專案融資貸款合約。也因此獨立製片

人能透過專案融資信用增強機制而對產業風險做有效控管以增強對金融機構

貸款的債信，從而獲得貸款額度。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本文成功案例多由具有信譽的發行商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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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價格的取得，以進行風險分割與評價。而履約完工保證公司的履約保證

不僅為完工風險提供最佳保險，同時也足以代表公正第三方對影片製作能力

實地查核(due diligence)證明。至於契約設計內的預售合約或負片提取協議抵

押給銀行，顯著降低電影績效風險，並提升電影專案債信評等。這些匡正機

制，有效解決電影製作時資訊不對稱所衍生的逆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 

伍、結論與建議 

世界各國政府對於輔助本國電影產業發展，以及如何吸引國際電影產業

至該國投資，皆以各種優惠的補助辦法和租稅減免方式，期能吸引國際電影

生產資金流入該國以大力扶植國內電影產業。而隨著科技發展，資本創新已

經成為塑造電影產業的最重要力量。同時，電影產業自身特殊的產業經濟結

構與日俱增的大規模電影製作資本引發了許多的融資創新，因而創造了電影

產業複雜令人迷惑的資本結構。而如何運用多元創新的融資管道和工具，也

成為現代獨立製片人必備的才能。 

過去由於電影專業知識密集與產業特性，導致資訊不對稱與不確定性等

產業風險問題難以解決，也因此使得世界各國電影資本市場普遍存在逆選擇

與道德風險等市場失靈現象。但近年來，好萊塢各式電影財務創新卻成功克

服電影產業的種種限制，成功建立了資本市場機制。 

本文透過文獻回顧、深度訪談與個案研究分析，得到下列幾項結論與建

議： 

一、電影產業特性引發資本市場金融創新 

因電影產業特殊結構、產業風險以及智慧財產權特性，導致投資人或債

權人擔心風險而不參與電影投融資，透過本文分析探討的風險分割、契約設

計、評價機制、公正第三方制度、保險機制、發訊機制、審核機制、監督機

制與資訊透明化等機制安排，能夠改善電影籌資困難的現象，故若由金融市

場角度觀察，電影資本市場的匡正機制屬於資本市場的金融創新。 

電影資本市場的金融創新，例如：售後租回模式 (sale and leaseback 

model)、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開發公司(development company) 與專案

公司 (project company) 等產業鍊分工，以及階段融資、實質選擇權與分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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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金融創新模式，促使電影資本市場得以蓬勃發展；特別是著作權鑑價、

完工履約保險與權利質權設定等關鍵匡正機制，有助於推動電影專案融資，

也能有效控制完工風險、績效風險與財務風險，使電影著作權得以透過設定

權利質權之方式，作為融資擔保。此一近年來興起之融資創新模式，已漸成

國際中大型電影融資市場之主要融資來源。 

二、國際電影資本市場解決資訊問題與誘因問題 

本研究發現電影資本市場得以克服市場失靈，使市場機能得以建立發揮

的關鍵因素有九項，包含：風險分割、契約設計、評價機制、公正第三方制

度、保險機制、發訊機制、審核機制、監督機制與資訊透明化等。其中，為

克服資訊不完整與不對稱，經由風險分割、契約設計、資訊透明化與保險機

制等四種方法，可有效管理與控制電影製作的主要風險與不確定性。而為避

免電影現金流量的高度不確定性，導致電影價值低估，則採用資料庫預測與

實質選擇權兩種評價模式，對電影專案作出較為適當評價。此外，透過預售

協議、底片提取承諾與完工履約保證等公正第三方背書，將有效降低資訊不

對稱與不確定性，並對籌資行動產生正面的訊息，提升投資人投資意願。製

片人也可透過完善的電影企畫書或試拍片，提出正面訊息，增加對投資人的

說服力，以減少資訊不對稱與不確定性。 

此外，好萊塢電影專責分工明確，例如：片廠、電影融資銀行、創業投

資基金、保險公司、完工履約保證公司與發行商等，對電影投資專案均有一

套嚴謹且專業的審核機制，亦因此好萊塢電影專業機構才能大幅提高其電影

融資成功之機會。投資人也可透過監督機制，例如：動支核准權、指派執行

製片、完善確實的報表與稽核制度，降低代理問題產生的資訊不對稱問題。 

三、我國電影資本市場發展建議 

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歷年公布的「影視產業趨勢研究專題

研究報告」統計，我國電影拍攝成本雖仍遠低於好萊塢動輒上億元美金的預

算，但卻也持續增加，由 2005 年至 2009 年平均的新台幣 1,462 萬元，上升

至 2010 年的 2,763 萬元與 2010 年的 4,791 萬元；且資金來源也不再僅依賴政

府補助或輔導金，以 2010 年與 2011 年為例，2010 年國內電影製作業者資金

有 32.34% 來自於自有資金，個人投資為 16.61%，政府輔導金則占 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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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 2011 年，國內企業投資已升高至 22%，政府輔導金則下降至 17%，但

政府基金投資則增加至 16%，又加上國內民間文創基金的投資熱潮，預期未

來我國電影製作資金來源越趨多元化。如何有效降低電影資金投資者與電影

拍攝團隊的資訊不對稱，換言之即提高彼此的互信基礎以達成互惠互利的目

標，是一件刻不容緩的要務。 

因此，根據本文電影資本市場匡正機制的分析，並考量我國電影產業的

規模與現況，本文提出我國電影資本市場發展建議如下： 

（一）首先我國應先成立公正第三方中介機構 

因我國相較於各國，較缺乏具有規模經濟或有能力進行電影組合規劃的

片商，因此再引進其他業外資金或金融資本要進入電影產業時，不僅須逐一

檢視其所欲投資的電影專案，也產生資訊不對稱與溝通障礙等問題。故即便

在「海角七號」帶動的國片拍攝熱潮下，其他業外資金或金融資本參與投資

國片拍攝的案例其實還不多，顯示投資方在尋找投資標的或與製片方的溝通

上，可能仍存在難以形成共識的問題。 

所以台灣經濟研究院已於「2009 影視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電視、電

影及流行音樂」內，建議成立「資金與影片組合平台」，類似他國電影產業資

本運作的模式，成立一個中介機構作為投資方與製作方的橋樑。投資方不需

直接與製作方對話，也不干擾創意或製作的執行，只要信任中介機構有影片

組合規劃的能力，直接將資金挹注給平台經營者，由平台經營者進行影片組

合策略規劃。 

本文則進一步建議，此一「資金與影片組合平台」不應僅扮演媒合角

色，亦可執行好萊塢公正第三方制度，並發揮發訊、審核與監督等機制，甚

至有助於提高流動性。換言之，此一平台能夠進行預售協議、底片提取承諾

或完工履約保證的背書，此也將有助於我國電影資本市場流動性；相對應

的，此一平台當然也需要專業的電影與財務人才，以進行電影企畫書與拍攝

進度的審核與確認。 

（二）公正第三方中介機構應具有規模經濟，以達到促進資金媒合之

目的。 

成立「資金與影片組合平台」執行資金媒合與公正第三方制度只是第一

階段；其次，此公正第三方中介機構應逐漸擴大規模，仿效好萊塢控管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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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的機制，以影片類型、上映時間與目標觀眾加以區隔分割，降低市場風

險，此將有助於增加國內電影資本市場流動性，達到促進資金媒合之目的。

過往因電影著作權的無形資產價值與特性，製片人以智慧財產權為融資抵押

擔保品進行融資(即權利質權融資)，較難取得融資額度，若第三方中介機構

透過累積經手案例與經驗，逐步建立電影資料庫，改善資訊透明與電影評價

預測，將有助改善我國電影融資取得困難的現況。換言之，惟有在資訊透明

與具有信賴度的電影評價預測的情況下，電影投資方或債權人方能透過電影

資料庫，充分掌握資訊，進一步有效管理時間、資金、人才與市場等風險，這

將增加其參與電影投融資意願，故能改善我國電影資本市場流動性與開放性。 

（三）我國電影資本市場發展，建議以銀行專案融資發展優先。 

根據本文個案分析與好萊塢發展經驗，銀行專案融資搭配公正第三方中

介機構的無形資產評價與完工履約保證，可有效解決電影製作的資訊不對稱

問題。我國 2014 年金管會「協助創意產業之投資、融資計畫專案」即朝此一

方向發展，其中創意產業包含電影產業，希望本國銀行對創意產業之融資餘

額由 2013 年 9 月的 1,800 億新台幣倍增，達到 2016 年 3,600 億新台幣的目

標。此外，金管會也委託台灣金服公司受理文創產業之鑑價委託，此即本文

多次提及之公正第三方中介機構角色。 

相對於胃納量小的台灣電影市場，中國大陸因觀眾人數足夠，且加上其

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政策發展，故中國大陸電影資本市場明顯以直接金融的股

票市場為主。根據 Wind 資料庫統計顯示，2013 年中國大陸包括影視行業在

內的文化傳媒產業共發生 55 起併購案，累計資金近 400 億人民幣。然而截至

2014 年 9 月底，僅發生在影視行業的併購案就已經達到 63 起，資金近 550

億人民幣；其中上市公司跨界併購影視共 17 起，資金達 353 億元人民幣。 

但以韓國電影 20 世紀末金融資本投入的經驗觀察 (林有慶，2007)，大

企業資金或創投公司資金雖有助於電影產業籌資，但直接金融的不穩定性，

也不利於電影產業長期穩健發展；因此，韓國金大中政府成立具公部門色彩

的「影像投資專門組合」，以及後續發展的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 (KOFIC)等

半官方機構。 

因此，本文建議我國電影資本市場發展，應以發展銀行專案融資優先。

至於電影製作或發行公司是否透過股票集中市場或櫃檯市場等直接金融籌

資，應尊重市場機制，由各電影製作或發行公司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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