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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九九三年，行政院新聞局推出「電影年」活動，各項振興電影文化的工作

陸續展開，其中許多努力深獲肯定，但也有部份項目引起爭議。然而，無論褒

貶，隨著九三年的接近尾聲，這一切熱鬧的電影活動也一一結束，台灣電影又

回到沈寂的原貌。 
    一九九四年開始，電影界著手統計過去一年的生產成績，發現台灣全年僅

製作二十八部影片，創下一九六０年以來最低記錄11，電影業的士氣從一開

年，就已跌向谷底。 
    這年一月，經建會召開「籌建視聽藝術資料館暨國家電影文化中心計畫

案」，卻因用地無著，不了了之。二月，美商華納在台成立「華納亞洲」，進軍

亞洲市場發行，但首部發行影片「獨立時代」與「阿爸的情人」相繼失利，銳氣

受挫。三月，「喜宴」為台灣爭得首次奧斯卡獎入圍，代表團浩浩蕩蕩出擊，卻

失利而還。四月，千島湖案發生，兩岸關係驟變，兩岸電影展宣佈延期；原開

放大陸電影來台商業映演的政策，也隨陸委會暫停兩岸文教交流的決定而停

擺。五月，行政院治安協調會報將電影院列入影響治安之特定行業，引起火氣

已大的業界強烈反彈。六月，原本抵制西片最力的國片片商耐不住票房嚴重不

景氣，決定轉投西片經營，並破天荒地呼籲政府全面取消外片管制。七月，台

灣地區供電吃緊，戲院無法提供冷氣，決議輪流停電時，安排退票或改看下

場。八月，中影四十週年慶，以簡易的回顧展、海報展方式，取代開拍紀念影

片。九月，「愛情萬歲」獲威尼斯影展金獅獎，但票房反應冷淡，不復當年「悲

情城市」的盛況。十月，新聞局舉辦「擁抱國片之夜」晚會，出席情形正如電影

院裡一般淒清。十一月，侯孝賢開拍「好男好女」，主要資金仍需依賴外國投

資。十二月，台灣首次省市長選舉，社會陷入一片政治熱，好不容易推出的新

國片，如「袋鼠男人」等，一一敗北22。 
    這不是一個令電影人振奮的一年。即使像「愛情萬歲」獲金獅獎，也不再引

起重視，更不能改變業界低沈的氣氛。可以說，一九九四年，無非又是一個平

淡無奇的一年，它不曾有重要的事發生，而所發生的事，亦不致扭轉未來。 
    然而，在這平靜的狀態下，洶湧的暗潮正繼續快速地流動著。自一九八七

                                                 
1 1960 年，第一波台語片生產高峰結束，台灣影片生產量跌至二十六部，此後就再也沒有低過

三十部，直到一九九四年的二十八部。（盧非易，1994a:vii） 
2 以上資料，見「台灣電影紀事初稿：1949-1994」（盧非易，1994b），該書內容輯自聯合報與

其他相關報導。 



年解嚴後，社會權力、媒體秩序開始進行劇烈的重整工作，帶來不斷湧現的契

機，也引起相對頻繁的混亂。包括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廣播、新興報紙雜

誌、新電腦科技的出現，柏青哥、大家樂、飆車、Y 世代價值觀的流行，乃至

兩岸分合、台港關係演變、世界關貿總協談判進程.....等等，無一不從各自的層

面重塑媒體生態33，迫使電影工業進行改變。一月份，政府修正電影法施行細

則第十四條，增加外片映演場所，修正電影片輸入輸出許可辦法第六、九條，

增加外片進口拷貝數；二月，大陸強制規定在大陸拍攝影片，需完成後製後始

可出境，台灣片商考慮停步；三月，新聞局表示九七後，港片應不再視同為國

片；十月，新聞局開放日片全面進口；同時，台北全球影城開幕，超多廳院影

院出現。這種種的改變都是大潮流推動下的反應。有些改變所造成的影響已逐

漸浮現；有些則尚未見端倪。但可以確定的是，環境仍動盪，台灣電影也將繼

續被推向一個無法預知的未來。1994 年，在電影史上或許難能留下重大記錄；

但它身處時代的動盪程度，如果不是絕後，至少也屬空前。 
    本文企圖在這動盪的時代中，即時捕捉一些流變的痕跡，作為未來解釋此

一時期台灣電影的基礎。有些資料或許已能發人深省，多數則恐怕需要沈澱醞

釀，繼續觀察。因此，紀錄的工作仍在進行。本文僅能視為一個未完成工作的

階段性報告。 
 
二、研究範圍、目標、方法 
    本文之研究始於一九九五年，因此將一九九四年訂為第一步的研究範圍，

所收錄之資料亦以該年為主。九四年以前的數據尚未及回溯，只能就必要進行

比較的部份，先予以局部整理。完整之資料建立，先限於一九九四該年。 
    同時，本研究的焦點置於電影的經濟層面，特別是一九九四年映演市場的

表現。希望藉此研究結果，瞭解前述生態變化對電影媒介的經濟影響。至於因

此而產生的美學變化，或電影文本與變動社會間幽微的互為徵引，則不在討論

範圍內。 
    本文將研究的目標定為兩個主要方向：即一九九四年，台灣電影映演市場

所表現出來的消費行為與市場分配結構。前者主要指台灣觀眾的電影消費模

式，後者則為電影市場上的權力與利益分配狀況。消費行為的觀察，將透過票

房營運資料的結果來分析。市場分配結構部份，則針對映演市場上所存在的三

種勢力：台產國片、港產國片、外片（含美國、日本，及其他國家影片），進行

現況比較。 

                                                 
3 解嚴引起的媒介生態變化十分明顯，反映在電影工業上，可從 1989 年之 101 部影片產量，

一路驟跌至 1994 年的 28 部，可見一斑（盧非易，1995：5-6）。再以有線電視為例，1991

年省新聞處估計全省業者兩百餘家，訂戶六十萬，收視人口四百萬，營業額三十億以上。1993

年通過立法後，估計用戶已增至一百二十萬，普及率近 20%。同時，電影頻道快速增加。影響

所及，電影院已不再是看電影的主要去處（馮建三，1994：51-52） 



    由於欠缺長期的資料基礎，我們很難將一九九四年市場上的單一表現，視

為台灣電影的常態。同時，也無法比較和解釋，此一行為表現是否已因前述媒

介生態的轉變，而產生變化。不過，本文仍將盡力參酌過去相關的研究結果，

進行適度的比較、推論。 
    至於確切的研究項目，在消費行為方面，本文將討論以下幾點： 
    全年觀影曲線：將一年中，各週售出的電影票數予以加總，並以週為橫軸

單位，繪出全年觀影曲線，以瞭解全年各週，台灣觀眾進電影院的狀況。藉

此，除可瞭解觀眾觀影的時間因素，並探討季節與節日對電影觀賞意願的影

響；同時，也可找出電影映演的高低檔期。 
    全年觀影曲線之繪製，參照研究電影經濟時常用之電影觀賞率常態線

（Normalized weekly fluctuations in film attendance ）44。不同的是，常態線由多

年之數據加以常態化統計而成，可以視為觀眾的觀影通性；而本文之觀影曲線

則僅依一九九四年的票房紀錄製成55。當然，如果考慮到一九九四年電影市場

的表現平凡，則此一曲線當可審慎用來解釋台灣電影觀眾的觀影行為。 
    電影觀賞率常態線提供了映演市場非常重要的參考訊息，發行公司與電影

院在排定映演檔期時，莫不參考此一資料。生產環節的製片部門，為了配合映

演期，也不能不依此訂定製片行程。可以說，整個電影工業都根據此一常態線

運行。這是本文試圖繪出台灣全年觀影曲線的目的。 
    中外影片之觀影曲線：除了依據全部票數繪成一觀影曲線外，本文也將國

片（含台、港影片）與外片分別計算，各繪一條觀影曲線，藉以瞭解兩者間是否

存在歧異，並進一步對照當時影片排片情形，以探討這兩種產品在市場上是否

存在互斥性。 
    一週觀影比例：與全年觀影曲線不同的是，一週觀影比例以一週間之各日

為單位，計算五十二個週一至週日，各日售出的票數狀況。藉此，可以瞭解週

間與週末觀影意願的差異。此一差異將影響觀影集中化的程度，並影響電影院

的經營策略。 
    觀影集中化：五０年代以來，受到電視出現的影響，電影票房逐漸呈現集

中與壟斷化的現象。觀眾減少觀影頻率，並集中欣賞少數的幾部賣座影片。因

此，少量的影片卻囊括越來越大比例的總票房收益。其後果是，影片數量減

少；製片費差異快速拉大；投資風險提高；產業內部的兼併壟斷加速；創作走

                                                 
4 美國電影經濟學者 A. D. Murphy 根據綜藝報（Variety）之資料，將 1969 至 1984 年間，全

美各主要電影市場每週票房數加以統計分析，製作成全美電影觀賞率常態線（Normalized 

weekly fluctuations in U.S. film attendance, 1969 -- 1984），登載於 Variety, 1984。此後，時予更

新，成為電影經濟常用指數。由於 Murphy 保留其製作之所有圖表的版權，本文不便轉載，

讀者可參閱 Entertainment Industry Economics: a guide for finanical analysis (Vogel, 1990:39）。 
5 本文所做之觀影曲線僅將九四年各週票房加總而成，無各年各週票房眾數化的問題。 



向謹慎保守與抄襲66；同時，觀影儀式化現象出現，欣賞電影成為偶爾的社會

儀式活動，而非主要休閒形式。 
    儀式化的社會活動，具有共同約束效果，目的在共同參與，分享認同。反

映在電影觀賞行為上，便顯示出觀影集中化現象。觀眾僅參與少量熱門影片的

影院映演，其餘則多自電視頻道與錄影帶中獲得。這種現象，對電影工業的正

常運作與多元化創作而言，恐怕是不健康的。 
    本文將計算一九九四年，在台灣市場上放映的每一部影片的票房佔有率，

並加以累計，以瞭解票房集中化的程度，亦即多少比例的賣座片能佔有多少比

例的總收益。同時，也可藉此瞭解台灣觀眾觀影集中化、儀式化的程度，並與

國外情形相較。 
    影片級別的影響：本文依照電影分級制，將四級影片之片量與票房分別計

算出來，以瞭解製作發行者之認知與觀眾欣賞影片之嗜好，是否一致。 
    至於，市場分配結構的研究方面，本文將針對影響市場權力結構的幾種因

素，逐一檢討。這些因素包括了：上映影片的數量（影片數量多，市場支配力

強、壟斷程度強），影片上演的廳數、銀幕數（廳數多、銀幕數多，銷售點多，

佔有率高），放映期長短（平均映演期長，曝光率高），以及最終，也是最現實

的 -- 票房收益的佔有程度。因此，研究的項目將包括以下幾點： 
    映演影片數量：計算台灣、香港、外片全年上演影片數量，比較三者的產

出與供片能力。 
    觀影人數比較：計算台、港、外片售出之總票數，瞭解影片吸引觀眾的程

度差異。 
    票房佔有率77：計算台、港、外片的票房總值，瞭解三者在消費市場上的

利潤佔有率。 
    單片平均票房佔有率：由於台、港、外片上映數量不同，難以瞭解三類影

片單一的票房實力。因此，將票房除以影片數，以比較三者影片平均的市場表

現，以及受歡迎的程度差異。 
    平均映演銀幕數量比較：計算三者影片平均能爭取多少銀幕聯映，以判斷

彼此的排片實力。 
    平均映演天數比較：計算三者影片平均能在市場上維持多久，以判斷彼此

的存續能力。 
    各外片國票房佔有率比較：除港、台外，就外片部份，另行比較好萊塢、

日本、歐盟，以及其他國家的實力，藉此瞭解壟斷程度。 
    美國八大公司票房佔有率：計算八大影片公司的票房收益，以瞭解好萊塢

                                                 
6 Balio, 1985:422-447 
7 由於台灣實施不同票價制，除國、外語片票價不同外，又因假日因素，片長因素而調整票

價。此外，還有全票、優待票、學生票等不同票價。因此，本文將票房收益與票數分開，前者

代表利潤佔有，後者則表示影片吸引觀眾的程度。 



對台灣電影的影響。 
 
三、資料描述 
    基礎資料：台灣電影工業素來缺乏相關資料之整理與研究，尤其是影片的

票房收入數字，更是秘而不宣、或所告不實。因此，對映演市場的研究也難以

展開。唯近年來電腦售票制度逐漸發展，城市電影院之票務查核工作亦較落

實。因此，電影票房記錄之取得已較從前容易，可信度亦大為提高。以台北市

影片商業同業公會所編製之「台北市首輪影院國片、西片每日票房賣座記錄」為

例，不僅內容較為詳細清楚，數字也比過去含糊籠統的概約總數更具說服力。

本文即以此項紀錄作為整個研究的基礎資料。 
    經查核無誤後，納入使用之基礎資料，共包括台北市 41 家首輪戲院（79 
個放映廳）於 1994 全年 361 天（其中，二月九日除夕停映、十八至二十日無

資料）之票房資料 21,875 筆8。每筆資料內含資訊十四種（月份、日期、星期、

氣候、戲院、片名、發行公司、國別、級別、映演天數、單日票數、累計票

數、單日收益、累計收益）。總計有 306,250 項資料構成本文研究主體。  
    此外，在比較過去幾年的變化時，本文亦將 1989 - 1992 年「台北市首輪影

院國片、西片每日票房賣座記錄」加以統計，在相同的資料基礎上，進行比較。

但因每年資料繁多，因此僅先就票房收益部份加以統計比較，其他十三項資料

暫未納入。此外，本文並選用 1989 - 1992 年電影年鑑登載之全年影片票房紀

錄，作為參考。唯年鑑上所載資料內容較為簡單，許多重要訊息都在統計時化

約掉了，因此僅能提供部份研究項目參考使用。 
    資料界定：本文僅選用台北市首輪影院票房紀錄作為基礎資料，而不以全

國票房資料為準，其理由很簡單。因為，除台北市外，其他地區均未公開可信

之票房數字資料9。同時，台灣電影業界根據長年來市場操作經驗，認為以台北

票房加倍10，作為全省票房數字，結果相當接近主觀事實。故而以此計算方式

作為業界的經營慣例11。本文根據這種認定，時而大膽將研究台北票房所得的

結果，擴大推論為台灣電影市場之現象。 
    此外，前述電影年鑑所刊載之統計資料，並未將台港影片區分開來。在資

料分析時，產生困擾。本文乃根據新聞局影片送檢登記書上所載之國別，作為

認定標準，並視其資金結構、主要創作者國籍、生產地等，予以適當調整。 

                                                 
8 部份廳院偶因整修內部，暫停營業，故全部資料筆數為 21，875，而非 28，519（79 廳 * 361

天） 
9 高雄與台灣省片商公會偶有年度票房資料，例見一九九二電影年鑑（國家電影資料館，

1993：170），但此類資料不多公開，亦尚未制度化。業者估算影片票房，仍慣以台北票房數字

為基數。 
10 較精確地來說，實際計算方視為：動作片為台北票房乘 1.2，文藝片則乘 0.8 或 0.9。 
11 計算方式：一般為台北票房 * 1，動作片 * 1.2，「藝術片」 * 0.8，即為外縣市票房估計值。 



 
四、研究限制 
    時間歷程限制：本文以一九九四年市場紀錄為研究基礎，雖能反應出該年

現象，但用來解釋台灣電影常態，則仍勉強。雖然我們相信一個長期發展的工

業不致在短期間突變1212，且一九九四年並無發生任何因素足以突然扭轉市場

常態，但若能以同樣資料基礎與研究方法，整理過去，再加比較，應當更妥

切。 
    此外，本文以台北映演紀錄的研究發現，解釋台灣電影市場，憑藉的是一

個主觀的產業慣例，其中可能有部份出入13。如果能有其他縣市地區市場資

料，再作比較，應當是更恰當的。 
    然而，在過去資料尚未及處理，其他地區資料又缺乏的狀況下。本文根據

前述理由，適度延伸解釋。讀者閱讀時，應注意作者此一主觀認知。 
    質化研究限制：本文所作之推論，主要根據量化研究的結果。質化的研

究，因時間與資源有限，尚無法執行，此為本文的另一限制。 
 
五、研究結果 
    全年觀影曲線：經統計台北市 41 家首輪戲院（79 個放映廳）於 1994 全

年 361 天 （其中，二月九日除夕停映、十八至二十日無資料）之各週所售票數

後，繪出全年觀影曲線如附圖一。由圖中所顯示的曲線，我們可以看出： 
    （一）依季節區分，後春季（即：春假過後，四月中旬開始，至六月第三

週，暑假尚未開始時）為觀賞率（觀影人數）較低時期，平均票房收入亦最低。

此與業界所謂「五窮六絕」之說法相符，但日期稍有出入，開始與結束時間均較

早；程度也並不特別嚴重。同時，我們發現五、六月仍有幾波賣座期，由奧斯

卡得獎影片、或其他影展片（如「辛德勒名單」、「影子大地」、「白色情迷」

等）撐局，說明了觀眾對影展片的接受度。 
    （二）依單週區分，春節過後的開學週、五月底至六月初、六月底的期末考

週、以及十一月最後一週，為全年看電影人口最少的時候。顯然與學生在校作

息有關。同時，十一月的賣座低潮，也可能受到同時間舉行的金馬獎外片影展

吸走人潮所影響。 
    （三）全年之觀影高峰期自六月最後一週開始，至九月初各級學校陸續開學

逐漸停止，其中並有兩次波動。探究此一時期，可以發現，六月中旬後，大專

院校率先放暑假，開始抬高觀影率。七月，大學聯考結束、中小學亦開始放

                                                 
12 市場運作有其供需之穩定調節，長期以觀，應不可能驟然脫離「常數法則」（constancy 

principle）（Picard, 1989；馮建三，1994a） 
13 可能的出入，如：西片在台北的賣座情形較佳，但在中南部則不見得一樣叫座。同時，南部

觀眾也顯得較為支持台灣影片。這種現象類似 J. F. Sherry, Jr. 所解釋的都市菁英消費意識型

態。亦即，邊陲國家的都市菁英較喜引進工業化國家的象徵性、符號性消費（Sherry, 1987)。 



假，觀影率隨之提昇。但真正之暑假高峰，則要等到八月中旬，多數考試均放

榜結束之時。以往暑期最強排檔多以七月為主，此圖則提醒八月檔期的重要。 
    （四）依月份來看，二月中、三月底至四月初、七、八月、十月下旬、及十

二月，均為觀影高峰期。同時，可以發現這些時期均與重要假日有關，可見觀

眾觀影多集中於假日，平日並無明顯之觀影習慣。 
    （五）依單日、或單一檔期來看，農曆新年與西曆元旦假期顯然是電影的黃

金檔期。此外，自青年節開始的春假期間、中秋節、以及國慶日以後的幾次國

定紀念日，均吸引相當電影觀眾。其中又以連續假期之票房成績最著。但其他

因素仍有相當之影響。例如，國慶日適逢颱風，天氣因素改變了票房預估。而

國父誕辰紀念日雖逢連續假期，連續晴天，又有強片主打（如「魔鬼大帝」、「阿

甘正傳」），但仍無法拉抬歷來十一月的低迷走勢。 
    （六）整體來看，觀影率之波動與學校行事曆息息相關。可能證明學生仍然

是主要的電影觀眾。照顧學生觀眾的彈性映演策略，例如淡季減價、兩片同

映、學生聯票.... 等等，可能是提振映演市場的有效方法。 
    （七）觀眾進電影院仍以打發假日休閒時間為主，平常並無固定的觀影習

慣，使假日票房成高度集中現象。此與 1989 年與 1993 年，電影事業發展基金會

曾委託做過的兩次問卷調查結果類同1416。 
    中外影片之觀影曲線：附圖一同時也顯示了國片（含台、港影片）與外片的

觀影曲線。比較後，我們可以發現，外片觀影曲線與整體曲線完全一致，同時

觀影人之數字十分貼近，可見市場走勢完全由外片觀眾主導，國片在相對弱勢

下，幾乎無置喙餘地。 
    再觀察國片觀影曲線，我們發現國片觀眾進電影院的時間，也以新年、春

節、暑假第一檔、中秋節為主；以外，幾乎沒有特別的觀賞意願，僅維持著相

對少量、但還固定的觀眾數。同時，國片市場受到學校行事曆的影響相對較

小，可能說明學生在八０年代新電影之後，又再度遠離國片。 
    此外，我們發現外片與國片曲線並無明顯交錯波動的現象，這一點說明國

片排檔並無趨吉避凶的傾向，亦即在外片淡季時，並未見推出國語強片爭取市

場。兩者間排片的互斥性並不明顯。 
   一週觀影比例：至於一週之間，各日的觀影情形，請見下表： 
 
    由表中資料可知，週六與週日，一如預料，確為觀賞電影的主要時間。但

與國外不同的是，台灣週五觀賞電影的意願低，應是因為週六上午仍須上班之

故 17。反而，國外票房的清淡日，週一與週二，台灣的觀影人數居然不低，可

能與本年裡的連續假期有關。同時，令人意外的是，高中學校俗稱的週三小週

末，並未見觀影人潮，其數字甚至為全週最低，這對近來一些影片公司將所謂

                                                 
14 見（關尚仁，1989：17-20）；（ 蓋洛普，1993：19），兩者問卷統計結果都顯示，觀眾觀

看電影，主要為休閒、打發時間。 



「口碑場」排在週三上映，可能是一項值得省思的訊息。 
    觀影集中化：據 A. D. Murphy 所做研究顯示，美國市場裡，一般而言，

前 10% 的高票房影片，可佔有 45% 至 50% 的票房收益；前 20% 的高票房

影片，可佔有約 65% 的票房收益；前 40% 的高票房影片，可佔有 80% 的票

房收益。換句話說，絕大多數的票房收益，是由少數影片獲得，並如幾何遞減

形式，快速分完。這也同時說明觀眾傾向選擇少數相同影片的趨勢。 
    至於台灣的情形如何，請參閱下表： 
 
    由表中資料可知，前 10% 的高票房影片（共 37 部片）就攫取了近七成的

票房利益。而不到 30% 的影片，甚至已將九成以上的票房分完。可以想見剩

下的兩百多部影片將如何苟延殘喘。換成數字來看，如果包括錄影帶版權四百

萬的收入，一部低成本影片（含拷貝，及最簡單之宣傳，至少一千二百萬計

算），台北票房至少需要四百萬，方能還本。以此標準換算，一九九四年裡，至

少有 276 部影片賠本。也就是說，每年有七成的影片，若無錄影帶或其他營

收，恐怕都將不保。票房集中程度過高，對電影工業將產生極嚴重的影響 18。 
    數字同時顯現，台灣觀影集中化的程度遠較美國為高。這暗示了台灣市場

的包容性不夠；觀眾的觀影習慣也缺乏多樣性，較傾向於集中欣賞少數幾部影

片，觀影儀式化的傾向嚴重。當然，這也提醒我們，台灣電影資訊的傳布可能

不夠普及、不夠均勻，以致只有少數知名影片才能獲得充分宣傳。這也警告了

在台灣，電影行銷的兼併壟斷將因此較為容易。除非加以改善，否則整個電影

的傳布將在一個不公平的環境下進行。商業化、媚俗化的趨勢也將更為嚴重。 
    影片級別的影響：關於影片級別的影響，請參閱下表： 
 
    由表中資料可知，全年放映之影片中，以限制級影片最多。但觀看電影的

人，卻集中選擇輔導級與普通級影片。這似乎顯示片商、製片公司與觀眾，對

市場口味的體認不同。這也顯示另一現象，即主要觀影人口可能仍以青少年與

兒童為主，但此處的量化資料無法明確解釋此點，有待質的研究證明。 
    若就收益而言，賣座前十名的影片裡，計有限制級影片四部，輔導級三

部，普通級三部。四部限制級影片獲全部票房的 12.29%，輔導級 13.55%，普通

級 11.71%。可知以青年、青少年為主的市場，輔導級影片還是較具賣座力的。 
    映演影片數量：市場分配結構部份，請參閱下表： 
 
    從表中資料，我們發現，全年台北首輪電影院映演的影片中，只有十八部

台灣影片 19，佔全部映演片量 4.83% 而已。港片是台灣的近八倍，外國片（主

要為好萊塢影片）則為十二倍之多。據另一項研究指出，一九九四年，全部送檢

影片中，台灣生產影片佔 7%，香港佔 35%，外片佔 57%20。可見台灣電影供

片能力甚弱。若就實際映演量來看，則弱勢型態更為嚴重。     
    觀影人數比較：從上表之中，我們同時可以觀察到觀眾對台、港、外片的



支持情況。其中，外片人口顯然最多，高達 87.07%，可以說完全控制了整個市

場。而香港片在一九九四年裡，僅能爭取一成多的觀眾支持，這與香港電影有

相當支持度的印象不符，說明香港電影近年表現已大不如前。至於台灣影片的

觀眾人口，則更是少到只有 2.29%，顯得點綴的性質高，市場實質意義小。 
    若就單片的平均表現來看：在台北，一部影片平均有三萬多人欣賞。外片

可以吸引更多觀眾，平均可達五萬多。換句話說，一部外片的首輪觀眾如果不

能超過五萬人次以上，就算表現欠佳了。香港影片雖有優秀紀錄與耀眼明星，

但卻僅能吸引不到一萬觀眾進場。至於台灣影片，雖然片量少，但每一部片平

均能有一萬六千多人願意購票欣賞，可見支持度不差。這一點也說明了九四年

的一個現象。即香港影片退步，片商卻仍引進過多水準不高的片子。而台灣電

影雖然備受片商冷落，集資困難，但製作仍認真，數量雖少，製作費雖低，但

平均的投資報酬卻表現的較香港片為佳。 
    如果與過去資料相比較，我們可以整理出下表供參考： 
 
    由表中資料可知，台灣（台北）進影院的觀影人口逐年減少，從 1990 至 
1994 年，已流失 38.43% 的觀眾，較諸歐洲共同體 28.8% 的流失率為高 21。

其中，又以國片人口的流失最嚴重，五年間，流失超過八成。相反地，外片人

口雖在九一年有減少現象，但到九四年卻已開始回流，而國片則一去不還。觀

諸近來外片無論在發片數量上、映演影院廳數、以及售票數、票房收益等均快

速增加，顯見外片開始擴張與壟斷工作。這也說明了為何以放映外片為主的超

多廳影院積極成立；同時，國片片商也急欲放棄國片經營，轉投西片懷抱（見本

文前言）。 
    票房佔有率：關於票房佔有的情況，請參閱下表： 
 
    從表中資料，我們可以發現，外片在票房收益的佔有程度（88.33%）上，甚

至超過前述觀影人數佔有率（87.07%）。這主要因為外片的戲票價格較國片為

高，因此其佔有率之比例自然更甚。 
    全年台北一地的首輪映演市場，可以製造二十三億多的產值，電影工業收

益其實並不薄弱，只是分配不均而已 22。其中，外片賺走了近九成的營收，香

港近一成，而台灣本土工業則僅能分得 2.05% 而已。可以說，台灣電影已接近

全面棄守。 
    若與過去幾年資料相比，我們可以整理出下面比較表 23： 
 
    平均單片票房佔有率：從前一統計表中，我們同時看出九四年，台、港、

外片平均每片的票房收益與佔有率。其中，每部片平均可獲得六百餘萬的票房

收益，外片超過此一平均，達 50% 以上，港片則遠低於此一標準，僅為其四

分之一。反而台灣影片平均每部還能有兩百六十幾萬的票房，雖仍不及平均數

甚遠，但超過港片的表現。傳統印象認為「港片賣得比台灣片好」，至少在一九



九四年，是不正確的。也可以說，如果成本與收益比控制得宜，投資台灣電影

較投資港片，應該是更為有利。 
    若以每部片六百萬收益的標準來看，全年只有 73 部影片（19.57%）合格，

其餘三百部片（80.43%）全部低於標準。合於標準的影片中，港片十部，台灣影

片兩部。 
    平均映演銀幕數量、與天數比較：除了上片數量、觀眾人口、票房收益

外，參與聯演的銀幕數與上映天數，也表現出影片的實力。此項資料，統計如

下表： 
    從表中資料，我們發現，全年裡只有 53 個映演廳放映台灣電影。絕大多

數均放映香港（264 廳）、以及外國影片（1373 廳）。其中，香港影片為台灣之

五倍；外片更高達二十六倍。可以說，台灣的電影院裡，整年都充斥著外國電

影。我們的觀眾其實是大量地暴露在外國影片的文化影響下的。尤有甚者，外

片不僅獲得較多廳院聯映；同時，還演得久。平均每部外片放映十三天以上。 
    雖然全年放映台灣影片的戲院極少，但若就每一部片平均得以放映的廳數

而言，台灣電影倒能獲得約三個映演廳聯映，較港片為高。同時，放映之天數

（13.92）亦較長，甚至超過外片的水準。表面上，似乎是發行商對台灣影片仍

給予相當的支持。但若檢查台灣影片上映檔期，我們發現，多半用來墊檔的台

灣影片，多放幾廳，多演幾天，其實也算不上特別的優惠。 
    各外片國票房佔有率比較：若將外片部份加以區分開來，我們可以歸納成

下表： 
 
    其中，美國影片顯然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表現，囊括了絕大多數的市場

（85.25%）。相較起來，其餘國家影片實微不足道。可以證明，台灣映演市場上

僅存在三種勢力：美國、香港、與台灣影片。若再說得明確些，其實也只有美

國影片得勢，並已接近完全壟斷（perfect monopoly)24 的地步。 
    美國影片得勢於其他國家市場，其實不只在台灣如此，歐洲的情況也未必

較佳。若將美國影片在歐洲映演市場所佔的比例，加以整理 25，我們可以發現

如以下的狀況：。 
 
    也就是說，台灣受美國影片入侵的程度，遠低於荷蘭、葡萄牙，較英國略

輕，但高過義大利與法國。台灣能守住一半的江山，所依賴的可能是語言的障

礙，這和法國與義大利的情形相同。此外，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26
的程度，也使國片能維持相當的市場。不過，我們要記得，國片市場的維持，

主要依靠香港影片，台灣電影基本上並無這樣的實力。而值得注意的是，九四

年的市場表現，顯示香港國片在守衛國語影片市場的能力，也正快速下滑之

中。 
    美國八大公司票房佔有率：最後，我們觀察傳統所謂好萊塢八大公司的佔

有率，如下表： 



    由上表資料可知，好萊塢主要電影公司影片雖僅 82 部（22%），但卻能包

辦 65.9% 的票房。這點說明了，雖然大片廠式微，獨立製片興起，但片廠所投

資與發行的影片，仍然操縱整個電影市場。至少台灣的電影市場就深受其影

響。獨立製片尋求海外當地片商發行，似乎仍難敵大電影公司。台灣片商亟欲

跳入西片市場，爭取發行八大以外之影片，其實發展的空間仍然是有限的。 
 
六、結論 
    上映片數少、觀眾少、票房收益低、檔期弱，完全缺乏市場競爭能力 -- 
這就是一九九四年，台灣影片在市場的表現。雖然沒有長期資料佐證，但從主

觀經驗出發，我們仍可以感受到，解嚴後，媒體生態劇變，台灣電影所受到的

衝擊。本文中所列出的種種數字，無非正是這激烈衝擊與快速流變的清楚痕

跡。而變動仍在進行，下一年的數字將會如何，實在令人不願想像。 
    好萊塢影片加快它擴張地盤的動作。九四年，外片的拷貝數增加了、映演

戲院數量也增加了，更多的美國影片在已經充斥的銀幕上擴大演出。而超多廳

影院也從九四年開始，加速在全省各地出現。片商藉著對映演與發行的垂直整

合，擴大他們操縱排片的權力。他們張開更多的銀幕，積極歡迎好萊塢的光

臨。終於，一九九六年，政府應商人的要求，考慮全面解除對外片的限制。 
    回顧本文的數字，預想未來的變化，不免令人不寒而慄。如果本文的研究

工作是為了瞭解台灣電影的變化，那麼，可以做的工作，將越來越少，並且可

能很快就要結束了。 
    從前文所述之中，我們同時可以發現，電影工業的整個運作，主要以發行

和映演為主。發行映演業決定了影片的上映與否、檔期、映演地與映演戲院數

量等等。電影作品的市場命運取決於發行映演業給予的條件，而不完全決定於

公平的市場競爭。同時，發行映演業也決定了觀眾看什麼影片，看多久，以及

看的便利。這些現象都令人立刻想到法蘭克福學派健將 M. Horkheimer 與 T. 
Adorno 對「文化工業」的思考。他們認為「文化工業」的產品不是由群眾自發

創造，而是由少數文化買辦大量生產和傾銷，目的是為了交換，加強資本主義

自身的再生產。文化工業的生產，目的與其他工業相同，是為了追求更高的利

潤，而不是起源於人的真實需要、表現自發性創造及理想 27。 
    台灣電影走到了類似這樣的景況，令人悵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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