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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繼立法院三讀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後，其中第 15 條文說明「為發展

本國文化創意產業，其價差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而文建會在近期更砸下了

一百億元 「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獲得企業的熱烈迴響。從政

府的各項舉動中不難看出，其愈來愈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文創產業

中，集合了其他七大藝術的元素，位於八大藝術之首的便是電影，在電影中

融合文學、音樂、美術、雕塑、舞蹈、建築、戲劇於一身，一部影片中隱藏

著無限的商機，帶來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更帶動經濟命脈。台灣過去國片市場

低迷，同時缺少資金的補助。近年來隨著國片日趨蓬勃發展，從濃厚的台灣

鄉土民情、清新的愛情小品到台灣原住民故事等題材都獲得熱烈的迴響。在

電影上檔後，票房均有令人驚艷的表現，此一風潮也為國片注入了一股重生

的力量。為此，本研究嘗試以台灣電影市場作為探討的主題，期望應用深度

訪談找出影響票房的各種因素，同時將結果提供給實務界與學術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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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周休二日的制度以及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開始重視生活品質和休

閒娛樂，花費在休閒娛樂的支出比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其中電影又是休閒

娛樂的大宗，亦是文化創意產業中重要的一環。 

 

 固然一部成功的電影可以吸引觀眾前往觀賞，藉以累積可觀的票房，使

出資人與電影院獲得豐厚的報酬；然而製作一部電影的資源投入（如金錢與

人力）亦非常龐大，同時也具有很大的市場風險，若是電影不能為市場所接

受，那麼這些投資自然無法回收。因此對於出資人、製片者與電影院而言，

都希望能夠準確掌握消費者的偏好，使製作出來的電影能為消費者所喜愛，

藉以獲得可觀的收益。 

 

  緣此，我們對於哪些影響電影票房的因素感到好奇，期望能夠透過專題

探討哪些因素可能影響票房收益。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之後，將可能對票房

造成影響的因素歸納為「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在實證研究的設計上，

我們將以訪談法分析，期望能根據訪談分析的結果找出真正影響票房的各項

因素，作為片商、電影院、消費者、出資人和政府等利益關係人的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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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影響電影票房的因素，從文獻中整理出「電影的演

進過程」、「電影產業近年來在台發展狀況」、「電影的映演方式」、「電影類型」

以及可能影響票房因素的「內部因素」及「外部因素」兩個層面深入探討。

本研究將嘗試以質化研究－訪談法，探討各因素與票房之間的關連性。 

 

  本研究也提供給商業用途的出資者或學術用途的研究者做為參考。 

一、 商業用途 

(1) 提供欲投資電影產業的人更了解影響票房的因子；  

(2) 讓出資者瞭解影響電影票房波動的因素，評估是否有投資的價值。 

二、 學術用途 

(1) 給希望對電影產業有初步認識的人； 

(2) 提供給對電影票房議題有興趣的學者作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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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影的演進過程 

電影的歷史要先從「光影理論」說起，據記載，於公元前 5 世紀，墨子

關於「光至景(影)亡」的論點，是人類對「光學理論」最早、最科學的貢獻；

而於漢武帝時期所產生的「燈影戲」則是對「光學理論」最初的應用及實踐。

並在唐宋以後廣為流傳，進而傳入中東、歐洲、東南亞等地，這便造就了往

後「幻燈」、「走馬燈」等運動視覺遊戲。電影正是起源於這些視覺娛樂遊戲

中(秋承舜，2011)。 

 

   中國將光影技術傳入歐洲後。在 19 世紀初，經歷了歐洲許多的科學家、

發明家，甚至模仿者漫長實驗過後，電影有了初步的雛型。1834 年英國人荷

那(William Horner)先生根據視覺暫留原理－人類眼睛可以暫時把看到的影像

留在視網膜 1/24 秒，藉此發明了動畫觀賞器。到了西元 1895 年，英國倫敦有

兩位名叫巴德艾卡和 R.W 保羅的人，把攝影棚改良後，公開舉行了表演；在

同年間法國人奧古斯特盧米埃和路易盧米埃兄弟(Auguste Marie Nicholas ; 

Louis Jean)向大眾展現拍攝火車進站的畫面，在場的觀眾都被連續拍攝看似會

動的影像嚇得驚慌失措。從此，由他們所開創的「活動攝影」(cinematography)

留下了劃時代的足跡，「火車進站」這個畫面，也象徵了電影技術發展的源起，

儘管影片長度僅有五十秒，但是卻深深影響了往後電影的發展(林武佐，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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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影產業近年來在台發展狀況 

  電影在台灣的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第一部電影是日本攝影師

高松豐次郎所拍攝的《台灣實況紹介》；戰後，台灣電影來到了台語電影時期，

第一部為麥寮拱樂社歌仔戲團與何基明導演合作、拍攝的《薛平貴與王寶釧》。

1980 年代是台灣電影的新浪潮，當時由侯孝賢導演執導的《悲情城市》帶動

了九份地區的觀光熱潮，但這階段主導台灣電影市場的卻是港片，再加上好

萊塢電影的興起；有線電視頻道、錄影帶、VCD、DVD 的崛起，和盜版業的

猖獗，也使得台灣電影進入一段相當長時間的低潮時期。 

 

  而 2003 年到 2005 可以說是近年來電影產業的谷底，在 2003 年的電影產

值僅 124.08 億元，而 2006 年則是又回到與 2002 年相同的水準，約為 140 億

左右。直到 2008 年 8 月上映的《海角七號》才打破電影市場的低潮，於下檔

的四個月內，全台票房累計達五億三千萬元台幣，創下光復以來最賣座華語

片之紀錄（李浣潤，2011）。 

 

2.3   台灣電影市場的價值 

在數位化、全球化的衝擊下，地方傳統產業與初級產業已被工業型都市

經濟給取代，因此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尋求另一條路，也就是文化、觀光、設

計等產業。文化結合新的創意，能夠帶給國家新的發展潛能和商機，並創造

就業機會。電影產業具有相關產業聚集的能力，可以說是娛樂經濟的火車頭，

具有帶動產業起飛的能量，已成為各國大力發展的重點產業。 

 

有鑑於此，2003 年行政院提出「挑戰 2008 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積

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是一種結合科技、文化與經濟的革命，

透過創意與產業結合，發展創造經濟；在傳統知識、科技、技術中加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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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的要素，已成為往後台灣產業競爭的一大發展方向(張桂綸，2004)。 

 

近幾年來因為有政府的輔導、專業人才的投入和各國資金的進駐，使我

國在製片量、技術升級、國際得獎或票房等，均較過去有成長的趨勢，票房

比率從 1999 年 0.4%的低潮期，成長至 2005 年的 1.59%、2007 年的 7.38%；

之後爆發金融海嘯的 2008 年，比例更達到 12.09%，可以看出電影產業並不因

景氣差而導致票房低落，在不景氣當中勵志或是鼓舞人心的戲碼，更是提升

士氣的好題材，景氣不好電影大賣或許是民眾的移情作用(劉瑋婷，2010)。 

 

2.4  電影映演方式 

電影完成後，發行商向製片公司購買影片發行權，期限通常為五至七年；

發行商再將放映執照發給放映商（戲院、影城)，提供影片放映並收取費用。 

 

電影映演主要有下列幾種方式： 

1. 首輪電影院：係電影首度公開商業播映的場所。由於戲院數量有限，導

致電影的檔期有所限制，所以戲院在上映的時間安排上，會參考發行商

的判斷，而戲院也會觀察該部電影的每日觀影人數，來決定放映場次多

寡和上映時間的長短，有時較為冷門的電影，上映一兩周便會下檔；而

較為熱門的電影，甚至有可能會上映一兩個月。 

 

2. 二輪電影院：係播放首輪電影院下檔電影的場所。票價與首輪電影院相

比較低廉，大部分戲院可在當日內無限次觀看，不會清場。但也有可能

遇到一些狀況，例如：座椅狀態不佳及環境髒亂。 

 

3. 有線電視：戲院電影在下片三個月後會進入有線電視頻道，會經由有線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343_U/search?q=auc=%22%E5%BC%B5%E6%A1%82%E7%B6%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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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頻道業者根據戲院電影票房挑選後，再於電視頻道上播出。另外有

一些無法進入電影院播放的獨立製片影片，也會於有線電視上播出。其

特色在於同一部電影會於一段固定時間內重複地不定期播放，讓觀眾可

以有較彈性的收看時間選擇。 

 

4. VHS/VCD/DVD/Blu-ray：錄影帶、VCD 及 DVD 通常在戲院電影下片四

個月至半年推出，可於出租店或是網路上取得，其電影內容除了戲院播

映的電影內容外，還可能會有一些未播出特別花絮。其特色為不受電影

上映檔期及有線電視播放的時間限制，收看時間較在戲院或有線電視上

觀看來得更具彈性。 

 

5. 網路：由於科技的日新月異，現在除了在實體戲院、出租光碟或在電視

上觀看電影外，還多了「網路」這個管道，發片商利用網路，讓觀眾可

以更方便地觀賞電影，只要付費，便可以直接在網路上點選想要觀賞的

電影。其主要特色和 DVD 一樣，觀看時間非常更具彈性，甚至連到 DVD

出租店的時間都可以省下，而且費用也相對低廉(白伯龍，2009)。 

 

2.5  電影的類別 

    任何的電影敘事都被賦予慣例的意義，這項意義影響電影廠商將成功的

故事投入運用，而成為慣例化的形式，如果影片受到歡迎，而在後來的電影

裡會不斷的重複類似的題材，直到達到一種形式上的平衡，而動作和關係變

成一種空間、時間和主題的模式。 

 

類型電影是一個指標的方向性，其可讓電影在未上映前，先預知該片的

劇情內容賦有的元素，帶給觀眾內在感官的思考想像空間，並會依照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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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程度、過往看過相同類型的影片上來做挑選，在這方面有明確的方向性。 

不同類型的電影，可以吸引不同的族群前往觀賞，一般而言，浪漫喜劇的電

影票房較為穩定，但也難以進入賣座排行榜或成為經典電影，反倒是科幻或

奇幻類的電影票房均有不錯的表現，這可以反映出觀眾對於視覺與聽覺效果

的重視，例如：哈利波特魔戒等(周永捷，2004)。 

 

一、 電影類型 

電影類型指的是電影拍攝製作的方法、表演形式、拍攝的對象來界定屬

於哪一類的電影。台灣電影使用的電影類型概分為動作片、劇情片、喜劇片、

恐怖片、驚悚片、戰爭片、紀錄片與科幻片等種類。這個劃分也是不可能窮

盡所有的電影類型，而且也不可能在類型與類型之間形成絕對分明的界限。

但從總體上來看，這些類型基本上，可以在電影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並且

具有相對清晰的類型特徵。這些類型大都可以被稱為所謂的類型片，這些不

同類型的影片通過它們的多樣化和創新性使主導敘事結構得到更新和個性化，

從而不斷生產出各種電影和故事。 

 

1. 動作片(Action film) 

泛指以快節奏動作製造趣味的電影，如西部片、功夫片與警匪片（某些

強調動作的鬧劇亦可包含在內）。 

 

2. 劇情片(Drama movies) 

劇情片乃是以劇情作為主要的賣點。不同於動作片的打鬥、愛情片的纏

綿以及喜劇片的搞笑。劇情片的節奏總是較為緩慢，但是情節相對緊湊，常

常透過社會現象或生活型態的描述，使觀眾產生情感上的共鳴。 

 

http://www.shenmeshi.com/Recreation/Recreation_20070510173756.html
http://www.shenmeshi.com/Recreation/Recreation_20061225235810.html
http://www.shenmeshi.com/Recreation/Recreation_20070705003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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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喜劇片(Comedy film) 

喜劇片是電影中充滿智慧和活力，受到觀眾喜愛的片種。喜劇演員往往

需要同時具備氣質和敏感，這也是很難掌握的表演技巧。 

 

4. 恐怖片(Horror film) 

恐怖片的情節集中在描寫主角受到怪異驚人的事件的威脅，而這些驚嚇

可能來自於超自然的力量或失去控制的科學實驗。 

 

5. 驚悚片(Thriller) 

以神秘事件、罪行、心理變態或精神分裂為題材的一種電影類型。驚悚

片的最大特色還在於所營造出的戰慄效果。 

 

6. 戰爭片(War film) 

以戰爭史上重大的軍事行動為題材的故事影片，透過戰爭場面的描寫藉

以刻畫人物形象或故事情節，藉以呈現歷史上的軍事行動或是反映戰爭帶給

人類的心靈創傷。 

 

7. 紀錄片(Documentary) 

紀錄片在電影發展的初期乃是大宗，但在市場逐漸被劇情片所攻佔後，

紀錄片淪為院線的附屬品。 

 

 

8. 科幻片(Science-fiction film) 

科幻片最大的特色乃是包含了科學奇想。這類影片的時間設定多在未來

的時空，透過華麗的幻想性佈景或機器加以呈現（林馥儀、湯子慧，2005）。 

http://www.shenmeshi.com/Recreation/Recreation_20070705003227.html
http://www.shenmeshi.com/Art/Art_20071112115749.html
http://www.shenmeshi.com/Art/Art_20070202144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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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電影劇情分類以及相關電影 

類型 相關電影 

動作片 國家寶藏、機械公敵、玩命手機、火線救援、限制級戰警 

劇情片 蝴蝶效應、未婚妻的漫長等待、波特萊爾的冒險故事(奇幻劇情) 

喜劇片 全民情聖、限制級保母、BJ 單身日記、小姐好白 

恐怖片 鬼來電、鬼訊號、預言、斷魂梯、鬼嚇 8、見鬼 10 

驚悚片 康斯坦丁-驅魔神探、嗜血地鐵站、恐怖蠟像館、德州電鋸殺人狂 

戰爭片 諾曼地大空降、搶救雷恩大兵、黑鷹計劃、勇士們、紅色警戒 

紀錄片 海嘯、南京大屠殺、傷痕二二八、生命 

科幻片 世界大戰、星際大戰、AI 人工智慧、駭客任務、明天過後 

 

2.6   影響電影票房的因素 

經過文獻回顧與腦力激盪之後，本研究將影響票房的因素概分為電影本

身以及外部環境等兩個層次，就此建立後續研究的基礎。內部因素是指其取

決於影片（包括製作方或投資方）本身；而外部環境則是指非影片本身之因

素。 

一、影片本身影響電影票房的內部因素 

(1) 影片品質： 

影片品質高通常較容易吸引觀眾前往戲院觀看。影片品質又會受到投資

額、劇本品質與製作班底等因素所影響。然而基於觀眾不同的認知與期待，

對於電影品質的認定不盡相同，因此影片品質的認定往往涉及觀眾的主觀認

知。 

 

(2) 品牌因素： 

即製作團隊的品牌，包括投資公司和創作人員的知名度和口碑，對票房

帶來的號召力。例如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觀眾可能因

為這部電影是由皮克斯所製作的，因此願意花錢購票進入戲院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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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作成本」對票房產生的影響 :  

一部賣座的電影需要有強大的資金成本做為後盾，具備足夠的資金才能

製作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影片。通常動作片、科幻片等須要大量特效所拍攝的

電影類型，通常需要龐大的製作成本，透過有口碑的男女主角或是精良的道

具與特效吸引觀眾前往觀賞。 

 

(4) 「行銷成本」對票房產生的影響： 

行銷成本是用於宣傳電影所花費的各項成本。透過不同媒體的宣傳（如

平面媒體、電視媒體和網路媒體），加深消費者對電影的印象，同時刺激消費

者購票入場的意願。從宣傳的效益而言，平面媒體對票房的影響力最大，其

次為電視和網路媒介，但媒體影響力對不同片型的電影會有所改變(劉美惠、

蔡東儒，2011)。 

 

(5) 「故事改編」對票房的影響： 

改編自暢銷書的電影，向來是電影市場中受到歡迎的題材。透過電影的

呈現，可以滿足消費者對於畫面的期待和想像，同時這些暢銷書再改編為電

影之前，常常已經累積了可觀的銷售量，自然也容易受到矚目。此外，改編

電影同時也有著許多的優勢，例如容易吸引到優秀的演員或是爭取更充沛的

資金，給電影一個很好的起跑點，甚至在電影推出之後，還能增加原著的銷

售量創造出雙贏的局面(e 周報 vol.095)(中晝新聞，2012)。 

(6) 「續集」對票房的影響： 

由於製作電影是一件高成本、高風險的事情，加上電影的獲利變異性大，

就製片公司而言，重新向消費者宣傳不知名的新電影需要相當大的挑戰，然

而續集電影便能馬上抓住目光，並擁有高票房收入(黃振軒，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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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製作公司藉由透過前集電影的故事場景、主角演員，背景音樂，搭

配續集電影預告片和廣告，替觀眾找回熟悉感，已達到宣傳電影票房的目的。

續集是影響票房的關鍵的因素之一。有了之前電影的成功，顯見該題材對於

消費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擁有穩定的觀眾基礎，此時續集的拍攝可以吸引

既有的觀眾群購票入場，滿足觀眾對劇情後續發展的期望也可藉著人潮的討

論度開創另一個話題，吸引還未曾觀看過的顧客群(施晨露，2009)。 

 

(7) 「電影是否出自於美國」對票房的影響： 

美國文化向來透過優勢的姿態進入全球的電影市場。對於西方文化的崇

尚，將有助於美國電影在世界各地的普及與擴展。這樣的趨勢除了持續強化

美國電影的優勢地位，同時也或多或少了影響各國本土的電影市場。根據統

計資料顯示，以台灣 1999-2005 年的狀況為例，外國電影的票房高達 95%以

上，而美國電影在外國電影中所佔的比率高達八成以上。如此可見美國電影

在台灣市場的影響力（請參見表 2.2 與表 2.3）(劉現成，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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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1999 年至 2005 年台北市首輪院線票房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 

 

表 2.3  2004 年美商四大發行公司的台北市票房統計數字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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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影分級:  

台灣的電影分級也是影響電影票房的重要因素，因為它限制了消費者的

年齡。電影片製作或發行業，於申請電影片檢查時，會依電影片之內容填報

擬列之等級、原產地所列之等級，由中央主管機關檢查核定，只要是無渲染

色情之裸露鏡頭，視劇情需要，得列入「限」級、「輔」級、「護」級或「普」

級。 

 

 普遍級(G=GENERAL AUDIENCES All ages admitted)：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限」級、「輔」級暨「護」級以外而准演之電影片，列為「普」級電影

片。 

 

 輔導級(PG= 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 Some material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children)：未滿十二歲之兒童不得觀賞；十二歲以上未

滿十八歲之少年須由父母或師長注意輔導觀賞，不適合兒童觀賞者，列

為「輔」級。例如：涉及性之問題，犯罪、暴力、打鬥事件，離奇怪異

或反映社會畸型現象、對於兒童心理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或有褻瀆字眼或

對白有不良引喻者。 

 

 保護級(PG13=PARENTS STRONGLY CAUTIONED Some material may be 

inappropriate for children under 13)：未滿六歲之兒童不得觀賞；六歲以上

未滿十二歲之兒童須由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涉及性問

題、恐怖情節或混淆道德秩序觀，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同予以輔

導，以免對兒童心理產生不良影響者，列為「護」級。 

 

 限制級(R=RESTRICTED Under 17 requires accompanying parent or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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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青少年不得觀賞；不適合少年及兒童觀

賞者，列為「限」級。例如：描述賭技、吸毒、狎妓、搶劫、綁架、竊

盜、走私、幫派或其他犯罪行為情節細密，有誘發擬作用者及恐怖、血

腥、殘暴、變態，情節嚴重者或以動作、影像、語文、聲音表現淫穢情

態者(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電影分級制度)。 

 

二、外部環境影響電影票房的因素 

(1) 放映的檔期： 

即為電影的淡旺季，通常學生的寒暑假為電影的旺季。此時學生擁有空

閒的時間前往電影院觀賞電影，而學生族群一向是觀賞電影的主力客群，因

此每逢假期的電影票房均會因此而提升。為了迎合消費者不同的喜好，片商

所安排上檔的電影亦是經過精心安排，例如在暑假檔期所上映的電影亦是年

輕人較有興趣的題材；相對之下，過年則是以闔家觀賞的賀歲片為主，所以

有不少電影都會刻意將檔期提早或延期到這些時期。 

 

而近幾年來，暑期檔票房年平均增長率約為 56.63%，片商們都把檔期調

至倒暑期也不無道理，雖然檔期對票房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如果大家都把

上映時間調為同時期，會導致消費者不知該如何抉擇，反而會使消費者的消

費力分散，票房虛熱，過億電影反而沒幾部，尤其是國片，叫好不一定叫座

常常是匆匆上檔，匆匆下檔，有如曇花一現。片子多了，還不如將檔期隔開，

分開發行來的好(于音，2010)。 

 

(2) 競爭影片： 

競爭影片主要是指差不多時間所放映的其他影片。其他影片的放映對於

電影本身而言，所帶來的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正面影響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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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影片之間的票房可能具有某種相互帶動的作用，但這種帶動作用未必是

對等的；負面影響是指不同影片可能因為題材相近或類型相同，可能彼此爭

奪有限的市場。為了避免發生這樣的問題，電影院通常會透過檔期的安排，

將同類型的電影錯開，避免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 

 

選擇合理正確的上映檔期是影響票房的重要關鍵。其實電影上映的期間

往往只有一兩週而已，在這段時間內同性質的電影往往彼此競爭，需要創造

更大的話題性才能吸引消費者的目光(李天鐸，2005)。 

 

(3) 「電影口碑」對票房產生的影響 :  

消費者制定購買決策時，會經由各式各樣的管道搜尋資訊，而口碑被證

實是極為重要的知訊來源。口碑是指人與人之間經由面對面的口頭溝通行為，

訊息傳播者將某品牌、產品或服務在非商業的意圖下，與訊息接收者交流、

互動的行為。隨著網路的發展，愈來愈多人會透過網路平台與他人進行交流，

並進行口碑的傳播。口碑與傳統行銷效果之區別在於口碑不僅會影響銷售，

口碑的產生亦來自於銷售。 

 

  而在眾多產品中，口碑對娛樂性產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Forrester 

Research 在 2000 年的報告中指出，約有 50%的年輕消費者是因為口碑推薦而

決定選購 CD、電影、DVD 以及遊戲。娛樂性產品具有需要消費者親身體驗

的特性，因此，不僅容易在人際網路間產生較多的口碑，亦容易受口碑的影

響(蔡瑤昇、呂文琴、高國書、郭宗麟，2011)。 

 

大方向來說電影口碑可分為觀賞前（期待度）以及觀賞後（滿意度）等

兩個層次。期待度主要受到卡司、劇情或行銷手法等因素影響；滿意度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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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後真實的感想，這也將構成電影的口碑。 

 

(4) 「上映電影院家數」對票房的影響： 

排片的多少決定電影票房能否大賣，以勵志電影《逆光飛翔》舉例，該

片曾榮獲金馬獎和釜山國際電影節觀眾獎的好口碑電影，在台一上映便立即

收獲數千萬的高票房，但在中國首映後，排片量最低時僅 1.69%，累積票房僅

為 540 多萬元，其中排片過程包含電影發行公司、院線、相關部門等多方面

關係(盧揚，2013)。 

 

(5) 「首周票房」對票房的影響： 

通常電影上映首周的票房開出佳績，則能預期整體票房的表現不俗。因

為在首周看過電影的人，會藉由網路平台（部落格、微博等）發表影評與感

言，也會藉由口碑相傳的方式，讓周圍的人可以得知電影相關訊息，另外還

有一強大的媒體也會因某電影首周票房佳而大肆報導。觀看電影的核心觀眾

群向來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而這些青少年正好為網路的普遍使用者，

換句話說，所有的網路行銷方式幾乎都能輕易的佈達在這個族群中，正好能

讓具有一定口碑剛上映的電影在接下來的上映檔期中獲得相當不錯成績，國

片「海角七號」所創下的高票房正好佐證這個理論。 

 

(6) 非市場因素： 

泛指各種和天時地利有關的因素，如影片的題材是否迎合一些受到關注

的社會事件，這一類型的電影往往容易受到重視，同時也容易吸引觀眾購票

入場，因此，都有不錯的票房表現。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則是在 2003 年 SARS

蔓延期間大眾都盡量避免前往公共場合，此時電影院的票房自然大受影響(黃

兼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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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程序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電影票房。首先本研究將各

個不同程度的電影愛好者分為四大類，透過深度訪談及文獻回顧歸納可能影

響台灣電影市場票房的因素，藉由各個不同程度電影愛好者的回答，深入了

解到觀眾對電影的態度和想法，利用訪談的方式驗證哪些因素將會對票房產

生影響。本研究的流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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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訪談內容 

一、 電影愛好定義建立 

  本研究參考波仕特線上市調網(http://www.pollster.com.tw)於 2009 年「國

人至電影院觀賞電影的頻率」的統計如圖 3.2 所示， 將電影愛好者分為四類：

不看電影者（一年一部或一部以下）、輕度（平均三個月一部）、中度（平均

一個月一部）以及重度（平均三個月五部以上）愛好者。 

 

圖 3.2  2009 年「國人至電影院觀賞電影的頻率」的統計 

 

  透過訪問，可以很清楚了解他們會因為那些因素而影響看電影的意願，

和希望電影院能夠改善的地方，這次總共訪問到 24 位男女生平均在四個區間

分布。 

 

二、 訪談問題 

  訪問的問題分為兩類問題，輕度、中度、重度為一類，不看電影的人為

一類。首先我們先去了解受訪者是屬於哪一類的族群，再藉由最近去電影院

所觀看的電影，讓受訪者回想自己過往的經驗，了解他們依據哪些因素來選

片，從回答過程中，更加了解先前文獻所提到的因素，對觀眾的影響，再以

http://www.pollst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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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角度來看高票房的電影會有的特質，最後訪問電影院有何需要改善的

地方，最後統整出來以下 11 題問題： 

 

1. 您平均一個月都會看幾部電影? 

2. 最近一部看的電影是什麼? 

3. 您看電影都會依據什麼去選擇?為什麼? 

4. 為什麼會選擇去電影院看而不選擇其他方式? 

5. 您認為具有高票房的電影會具有什麼樣的特質? 

6. 如果認為這部電影很好看，會再去電影院看一次嗎? 

7. 第一集的評價，會影響你去看續集的意願嗎? 

8. 看電影前，會先去搜尋這部電影的評價嗎? 

9. 如果你看過這本小說且認為很精采，而這本小說翻拍成電影，會吸引你

去看它嗎? 

10. 電影分級會影響你選擇觀看的電影嗎? 

11. 您認為電影院還可以改善什麼或新增什麼服務? 

 

  一開始先了解受訪者為何不去電影院，並從他們的回答中，得知電影院

需要改善的地方，可了解到觀眾去電影院的不同動機，便可依此來吸引不看

電影的族群進電影院，這些種種因素都對電影票房相對的有很大的影響，最

後統整出來以下 9 題問題： 

 

1. 為什麼不會去電影院看電影？ 

2. 如果改善什麼，會讓你想去看電影？ 

3. 上一次去電影院是什麼時候？為什麼去？ 

4. 會去追蹤電影相關資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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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影院發展新技術，會吸引你去看嗎？ 

6. 會選擇其他方式去看電影嗎？ 

7. 會不會因為周遭的人，而影響自己看電影的意願？ 

8. 未來，你有進電影院的打算嗎？ 

9. 如果你看了第一集，會讓你想看續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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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訪談結果 

 

    我們將上述表格中對 24 位電影有不同喜好的受訪者，分為了以下四類： 

重度、中度、輕度以及不看電影的人進行深度訪談後，以異中求同，同中求 

異為主要依據，以期達到影響電影票房因素探討之目的。 

 

表 4.1 24 位受訪者個人資料 

 

    資料 

受訪者 

職業 年齡 性別 電影愛好定義 

1.李先生 學生 24 歲 男 重度 

2.陳小姐 學生 23 歲 女 重度 

3.王先生 上班族 28 歲 男 重度 

4.張小姐 服飾銷售人員 20 歲 女 重度 

5.范小姐 學生 21 歲 女 重度 

6.馬先生 工程師 29 歲 男 重度 

7.蔡先生 學生 22 歲 男 重度 

8.林先生 學校行政人員 33 歲 男 中度 

9.陳先生 建築動畫設計 26 歲 男 中度 

10.林小姐 學生 19 歲 女 中度 

11.曾先生 學生 21 歲 女 中度 

12.戴先生 軟體測試工程師 26 歲 男 中度 

13.湯小姐 上班族 25 歲 女 輕度 

14.曾小姐 學生 21 歲 女 輕度 

15.吳小姐 學生 21 歲 女 輕度 

16.黃小姐 學生 25 歲 女 輕度 

17.張小姐 學生 22 歲 女 輕度 

18.桑小姐 企劃執行 28 歲 女 輕度 

19.柯先生 學生 21 歲 男 不看電影 

20.鄧小姐 學生 16 歲 女 不看電影 

21.李小姐 學生 21 歲 女 不看電影 

22.林小姐 學生 22 歲 女 不看電影 

23.劉小姐 學生 21 歲 女 不看電影 

24.陳先生 學生 22 歲 男 不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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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析我們對「四大類」電影愛好者對電影的喜好和看法： 

 

圖 4.1 受訪者看電影的依據(依愛好定義區分) 

 

1. 由上圖 4.1 可知，我們可以發現重度及中度的電影觀看者幾乎都是因為演

員及劇情來決定是否觀看這部電影，但是輕度的電影觀看者除了上述兩項

原因外，也加上了個人的感覺來做選擇。 

2. 接下來是為什麼會選擇去電影院看電影這個問題中，幾乎所有人的口徑一

致，答案不外乎為電影院特有的大螢幕、聲光效果讓人能更加地融入電影

情境等等相同性極高的回答，再再地顯示了大家在觀看電影時整體環境的

重要性之高。 

3. 詢問大家心目中自行定義高票房電影所需具備的因素時，所有人的答案幾

乎沒有重複，卡司、劇情、時下流行時事、後製特效與行銷手法，大家對

於高票房電影所需具備的要素並無共通之處，任何都塑造一部高票房電影

的手法都能稱之為其要素，皆看大家認知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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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是否會再前往電影院看同一部電影(依愛好定義區分) 

 

4. 由上圖 4.2 可知，大家對於再進電影院看同一部的意願度普遍地偏低，再

細問下去皆是因為金錢的關係，還有便是若有再看一遍會再隔段時間去二

輪電影院抑或在家自行觀看。 

 

圖 4.3 是否會去搜尋第一集的評價(依愛好定義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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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上圖 4.3 得知，對於電影第一集的評價是否會影響到民眾進電影院觀看

續集的意願度時，大部分人回答都是肯定的，因此證實續集確實會因為前

一集的評價而影響到票房。

 

圖 4.4 是否會因電影為小說翻拍而去觀看(依愛好定義區分) 

 

6. 若是有小說翻拍成電影們民眾們的支持度來說都是普遍的高，幾乎都會上

電影院觀賞，這種現象說明了為何有如此多的暢銷小說皆被改編成電影的

原因了。 

7. 電影分級方面大家則有志一同的認為不會影響看電影的意願度，在深入詢

問後大家給的回應也都是因為都是成年人，電影分級並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且加上心智也都有一定的成熟度。 

8. 最後，我們又追加了一個問題，詢問電影院有何需要改善的程度，普遍的

回答都是希望舒適度能提升，增加看電影時的愉悅程度。另外也有人提到

3D 電影票的票價訂價過高以及電影院的強檔電影過少。 

9. 在另一方面，不看電影的民眾對於不進的電影院消費的大部分原因是認為

電影院票價訂的過高，而且也幾乎不會主動搜尋線上電影相關資訊，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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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出現新革命新技術仍無法挑起他們進電影院的慾望，但是他會願意因

為周遭朋友的關係或利用其他方式進行電影的觀看，統整下來發現他們幾

乎都是價格取向，除非電影院進行票價的調整，否則他們未來進電影院的

機會仍是不高。 

 

以「男女性別」區別來分析他們對電影的喜好和看法： 

 

圖 4.5 受訪者看電影的依據(依性別區分) 

 

1. 從上圖 4.5 可知選片依據問題中我們發現，男性和女性都非常注重電影的

劇情和演員，而不同之處在於，女性對電影能帶給她們的多少喜好感受來

做為選片的標準較男性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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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為何會選擇去電影院觀看電影(依性別區分) 

 

2. 由上圖 4.6 可知，為何會選擇去電影院觀看電影這個問題中，大家的回答

都是因為電影院有家裡沒有的超大型螢幕和高級的音響設備，聲光所帶動

的震撼感和臨場感，能讓人更加地融入電影劇情，這些都是大家選擇去電

影院觀賞的重要因素。比較特別的是，女性看電影也有部分原因是可以和

朋友一起同樂，這是男性受訪者所沒提到的。 

3. 詢問大家心目中自行定義高票房電影所需具備的因素時，答案都很不同：

讓人想再看一遍、行銷手法、劇情、有大牌的明星和後製特效…等，對高

票房電影的特質每人都有不同的見解。 

4. 大家對於再進電影院看同一部的意願度不論男性女性大都回答不會，原因

是不想再花錢看同一部電影，也有男性認為已經知道劇情了，就沒有神秘

感，要再次觀看也只會選擇在家自行觀看。 

5. 對於電影第一集的評價是否會影響到民眾進電影院觀看續集的意願度時，

大部分的受訪者回答都是會影響，因為第一集如果評價不佳，會讓人感到

沒信心，不過男性比女性影響程度稍微低一些，有些男性受訪者認為第一

集和續集是獨立的，第一集評價不好，不代表續集就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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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是否會先搜尋電影的評價(依性別區分) 

 

6. 由上圖 4.7 可知，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女性受訪者較男性更重視電影的

評價，不管是從網路上還是周遭的人，因為覺得看過別人評價就可以更確

定自己想不要看這部電影，而有男性受訪者認為看評價可能會不小心知道

電影劇情，這樣就失去神秘感了，所以寧可憑自己的喜好去做決定。 

7. 不論男性和女性大致皆表示，若是有小說翻拍成電影會讓他們更想去觀看，

原因大都是想看看電影會如何呈現書中的劇情以及角色的揣摩，可以讓文

字跳出書本，躍上大螢幕。這種現象說明了為何最近有越來越多小說翻拍

成電影，除了可以吸引電影愛好者，還可以吸引讀者前往戲院觀看。 

8. 在電影分級是否會影響觀看意願這題，所有受訪者皆回答「不會」，因為

認為電影分級與本身的劇情內容不大相關，且都已為成年人了，甚至還有

位男性受訪者還認為越 18 禁越好。 

9. 最後，我們詢問了受訪者電影院還可以在改善或增加什麼服務，大家提出

了許多可待改善的地方，例如：餐點、環境整潔、售票速度…等，最一致

的意見是認為戲院座椅的舒適度可以再加強，和票價降低，會更吸引他們

前往電影院消費。 

0

2

4

6

會 
不會 

不一定 

先搜尋電影的評價 

男 

女 
票

數 



 
 

28 

10. 不看電影類別的受訪者中不論男女之所以不進電影院消費大多是因為票

價太貴，寧願等電影下檔在電視上看，也不太會主動去搜尋電影相關的資

訊，就算電影推出新技術也認為會連帶影響票價的上漲而不太感興趣，這

類的受訪者對價格通常都較敏感，要吸引他們，除非將票價進行調整，否

則很難吸引他們前往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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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顯示發現，對於一場高票房的電影所需之必要條件，首

先是品牌因素，具有相當口碑的製作團隊、高人氣演員與第一集相同的幕後

人員(以續集論)，大多都能在現在不景氣的市場中維持相當的水準，若再加上

拍片時以特殊技術拍攝抑或以強大的後製作為噱頭，票房成績通常頗佳。 

 

現在也有許多的製片公司砸下大量預算做行銷，造成未演先轟動的情況，

結果就是民眾一股進電影院的熱潮，但是隨著網路的發達，現代人多半也都

有進電影院前先查評價的習慣，所以行銷預算不再是票房依據的唯一，新世

代的民眾重視的仍是劇情是否與時事相呼應、網路評論的高低。 

 

對於小說迷來說，自己所喜愛的電影能被搬上大螢幕，先不論導演、演

員和製作團隊，一般書迷總是會想進電影院一探究竟；另一方面，會被選為

電影劇本的小說通常也都是全球的暢銷小說，具有相當口碑及故事性，所以

成為高票房電影的機率極高。 

 

  期望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為投資者、製片商和電影院有所幫助。對投資者

及製片商而言，瞭解影響電影票房之因素，可以讓他們在無論在拍片還是選

片上都能有所依據，讓在台上映的電影票房表現更亮眼；在戲院方面我們也

提出一些改善方案，供戲院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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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組訪談的 24 位民眾意見中可歸納出他們希望電影院改善的地方

為： 

(1) 座椅方面： 

 a.  增設放置餐飲的桌子和放雨傘的地方，如此就不需擔心飲料會翻  

     倒、爆米花會灑出來和濕漉漉的雨傘沒地方放。 

 b.  座椅能夠更寬敞些，且高低差再多一些 。 

 d.  較死角的座位票價予以折扣 。 

e.  劃分單獨個人座位區，以方便獨自前往電影院的民眾。 

 

(2) 飲食方面： 

 a.  販賣部的價格再調降一些。 

 b.  提供更多樣化的餐點。  

 

(3) 其他方面 

a.  電影開場廣告減少。  

b.  售票速度再加快 ，多增設、開放售票口。 

c.  擴大進電影院前的等候區。  

d.  票價過高。 

e.  強檔好片上映期間能延長。  

f.  3D 眼鏡改良，讓有戴眼鏡的觀眾能更方便欣賞影片。  

g.  觀影品質需要再提升(孩童的吵鬧聲、手機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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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愛好定義 期間 人數 

輕度 平均 3 個月 1 部 6 人 

中度 平均 1 個月 1 部 5 人 

重度 平均 3 個月 5 部以上 7 人 

不看電影的人 平均一年一部或以下 6 人 

 

問題 

電影愛好者： 

1. 您平均一個月都會看幾部電影? 

2. 最近一部看的電影是什麼? 

3. 您看電影都會依據什麼去選擇?為什麼? 

4. 為什麼會選擇去電影院看而不選擇其他方式? 

5. 您認為具有高票房的電影會具有什麼樣的特質? 

6. 如果認為這部電影很好看，會再去電影院看一次嗎? 

7. 第一集的評價，會影響你去看續集的意願嗎? 

8. 看電影前，會先去搜尋這部電影的評價嗎? 

9. 如果你看過這本小說且認為很精采，而這本小說翻拍成電影，會吸引你

去看它嗎? 

10. 電影分級會影響你選擇觀看的電影嗎? 

11. 如果改善什麼，會讓你想去看電影? 

 

不看電影的人： 

1. 為什麼不會去電影院看電影？ 

2. 如果改善什麼，會讓你想去看電影？ 

3. 上一次去電影院是什麼時候？為什麼去？ 

4. 會去追蹤電影相關資訊嗎？ 

5. 電影院發展新技術，會吸引你去看嗎？ 

6. 會選擇其他方式去看電影嗎？ 

7. 會不會因為周遭的人，而影響自己看電影的意願？ 

8. 未來，你有進電影院的打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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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電影愛好者 

 

Q1：您平均一個月都會看幾部電影? 

A1 李先生（24歲，學生）：大約兩到三部。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好看的電影潮的話，大概 3個月有 4.5部。 

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三個月四到五部左右。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兩部。 

A5 范小姐（21歲，學生）：兩部左右。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平均一個月兩部。 

A7 蔡先生（22歲，學生）：一個月兩部。 

 

Q2：最近一部看的電影是什麼? 

A1 李先生（24歲，學生）：殭屍。因為這部「殭屍」是在紀念林正英先生和許冠英 

先生所拍攝的，它是集結了香港電影界的資源，對香港

來說殭屍片曾經是他們的高峰期，我覺得應該會很有看

頭。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飢餓遊戲二，因為第一集很吸引我。 

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飢餓遊戲 2星火燎原。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鋼鐵人 3。 

A5 范小姐（21歲，學生）：飢餓遊戲 2：星火燎原。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雷神索爾 2。 

A7 蔡先生（22歲，學生）：飢餓遊戲 2-星火燎原。 

 

Q3：您看電影都會依據什麼去選擇?為什麼? 

A1 李先生（24歲，學生）：故事內容會不會吸引我、劇情、導演和演員。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通常會從大家推薦的電影為首，因為這算是一種口碑評 

                        價，可以藉由別人的經驗來推薦，也不會花冤枉錢。 

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會依據演員，導演，故事大綱與特殊劇情來去電影院 

                          欣賞。因為名導或名演員都有一定的口碑，當然也是 

                          有看到演員 ok但劇情太爛的片子，但畢竟是少數，所 

                          以還是會選擇名導或名演。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種類，因為每個人喜歡的都不同。 

A5 范小姐（21歲，學生）：劇情，會先看預告片，看裡面是不是有他的特色，看吸 

                        不吸引我。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主要依據預告片的內容跟演員，看是不是自己喜歡看 

                          或想看的片，有時候也會參考訂票排行榜，跟朋友的 

                          評價，朋友推薦的片有時間的話會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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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蔡先生（22歲，學生）：看演員。 

 

Q4：為什麼會選擇去電影院看而不選擇其他方式? 

A1 李先生（24歲，學生）：因為電影院本身的聲光效果和震撼感，我們在電影院中    

                        會把自己沉浸在故事中，體驗一個我們無法經歷的世 

                        界，在電影院的感覺是這樣；在家看裡看 DVD的話本身 

                        就沒有這種效果，不過 DVD裡面有收藏一些電影所沒放 

映的片段，我會在事後再去看 DVD的版本。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因為電影院可以讓人很放鬆也很有震撼感，身歷其境的 

感覺。 

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因為特效片就是要去電影院看才爽快，去電影院體驗 

大螢幕的快感。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音效及臨場感。 

A5 范小姐（21歲，學生）：因大螢幕、音效設備、電影氣氛…等等，會讓我認為值 

得去看這部片。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電影院的螢幕與音響效果都較好，在電影院看的感覺 

比較好，也比較有期待感。 

A7 蔡先生（22歲，學生）：有些需要影音效果設備 才能感受其中。 

 

Q5：您認為具有高票房的電影會具有什麼樣的特質? 

A1 李先生（24歲，學生）：最重要的一點是會想讓人想看第二遍。包括：氣氛地營 

造、劇本的細膩度，都會讓人身歷其境的去感受他的故 

事內容；還有本身電影公關的行銷手法，有些好看的電 

影不一定有高票房，行銷方式是很重要的一環。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有名的電影明星以及跟生活很貼切的故事電影，最近流 

行科幻一點的也很熱門。 

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我認為是整個架構符合邏輯，劇情起承轉合並讓觀眾 

意想不到的結局。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充分表達電影的主題以及創意。 

A5 范小姐（21歲，學生）：特效逼真，劇情特色，主軸明顯。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有明星演員，特效好，或劇情容易觸動人心。 

A7 蔡先生（22歲，學生）：改編，特效強。 

 

Q6：如果認為這部電影很好看，會再去電影院看一次嗎? 

A1 李先生（24歲，學生）：會，但數量很少。像之前的海角七號我就看了三次，第 

一原因是它是國片，第二是因為我喜歡它的故事性和想 

再看更細節的部份。它的劇本是從小的點作開端，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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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支線進去，去闡述一個社會的真實貌，早期社會 

很現在社會的一個差距，記載著一些當時生活面貌，也 

就是所謂的「史詩」的感覺。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不會，因為想把錢留給下一部電影。 

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會，因為下片後便無法在電影院體驗到快感，像鋼鐵 

人 4，我看了 4遍呢。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不會。 

A5 范小姐（21歲，學生）：不會，畢竟是學生，一個月的零用錢並不多。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幾乎不會，都知道劇情了大概不太會再去看一次。 

A7 蔡先生（22歲，學生）：不會，但會等 DVD。 

 

Q7：第一集的評價，會影響你去看續集的意願嗎? 

A1 李先生（24歲，學生）：不會。因為我基本上是由該片的劇本和內容作選擇的依 

據，如果第一集我看過覺得很好看，會增加我看續集的 

慾望；但是第一集拍得爛我不一定不會看第二集。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會，因為通常第一集拍得好第二集也不差。 

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多少還是會，但如果是不得不看的大片還是會去電影 

院看，比如說，惡靈古堡。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會。 

A5 范小姐（21歲，學生）：會唷，有時會因為朋友說不值得，就不會去看，因為跟 

朋友的喜好差不多。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會，第一集評價好的話就會想看第二集，第一集評價 

差的話，第二集會慎重考慮。 

A7 蔡先生（22歲，學生）：不會。 

 

Q8：看電影前，會先去搜尋這部電影的評價嗎? 

A1 李先生（24歲，學生）：不會。會看劇本概述和導演、卡司之類的，尤其監製和 

導演會嚴重影響我選擇這部電影的原因，以《殭屍》這 

部片來說了，它的監製是日本知名的恐怖大師，我覺得 

由他監製的話會是對電影品質的一個保證。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會的，來看看網路上的影評來參考是否好看。 

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多少還是會，但如果是不得不看的大片還是會去電影 

院看，比如說，惡靈古堡。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不會。 

A5 范小姐（21歲，學生）：有時會，因看過別人評價就可以更確定自己要不要看這 

部電影。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不會，本人比較懶得做功課，另一方面是比較喜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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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去感受電影的內容，不想受他人影響。 

A7 蔡先生（22歲，學生）：會大致看一下評語 。 

 

Q9：如果你看過這本小說且認為很精采，而這本小說翻拍成電影，會吸引你去看  

它嗎? 

A1 李先生（24歲，學生）：會，因為小說的內容和電影給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小說 

是原著的作品，改編成電影那是個劇本的再製作，它的 

作者反而變成了導演，是導演所想呈現的 內容。我以 

《色戒》為例好了，李安拍得色戒和張愛玲寫的小團圓，

它的內容是有著很明顯的差異的，對愛情的觀感等等。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會，像是我這次看的飢餓遊戲，因本人不愛看小說，所 

                         以聽說小說很好看，就去看電影版的，果真很好看。 

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會，比起文字我更喜歡看影片。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會。 

A5 范小姐（21歲，學生）：會，想看看電影會如何呈現書中的氣氛細節。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會！會很好奇電影如何呈現書中的劇情以及角色的揣 

摩。 

A7 蔡先生（22歲，學生）：會，喜歡看改編，想看看團隊是否有達到期望。 

 

Q10：電影分級會影響你選擇觀看的電影嗎? 

A1 李先生（24歲，學生）：不會，會影響我去看的主要就是它的劇本不是它的分類。 

它會被分為限制級和非限制級只是因為內容，再根據它的 

影視內容去做分類。或許有些人會覺得一些限制級電影是 

比較低俗的，以《玉浦團》這部片來說，很多人會覺得 

它是三級片、色情片，但其實它不是，它的劇本內容完全 

是中國文學史，雖然說拍得比較想展現女演員的身材，但 

其實劇本本身是有經過設計編排的 。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不會，通常我都跟隨別人一起去。 

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不大影響，反而還希望越 18禁越好。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不會。 

A5 范小姐（21歲，學生）：其實不會，因為已經超過 18歲。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不會，完全不會考慮電影的分級。 

A7 蔡先生（22歲，學生）：不會。 

 

Q11：認為電影院還需要改善什麼或新增什麼服務？ 

A1 李先生（24歲，學生）：目前暫時沒想到。 

A 2 陳小姐（23歲，學生）：可以增設放置餐飲的桌子，這樣就不用怕翻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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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王先生（28歲，上班族）：電影開場時廣告可少一點、3D眼鏡能戴得更舒適。 

A4 張小姐（20歲，服飾銷售人員）：座位的舒適度，位子太擠。 

A5 范小姐（21歲，學生）：飲食方面，電影院的食物都很不好吃，價錢又很貴，一 

杯可樂就比外面可樂還貴所以每次看電影都要偷渡進 

去。 

A6 馬先生（29歲，工程師）：希望提供更多樣化的餐點，熱飲的可以多一點，爆米 

花不要太甜，還有爆米花不應該賣太貴。售票的速度 

可以再快一點，每次都是大排長龍。 

A7 蔡先生（22歲，學生）：座位視線，高度差可以再高一點。 

 

中度電影愛好者 

 

Q1：您平均一個月都會看幾部電影?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一到兩部。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一部以下。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一部。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一個月一部。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一個月一部。 

 

Q2：最近一部看的電影是什麼?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雷神索爾 2，因為時間的關係。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玩命關頭 6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風起。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魔女嘉莉，因為看電視預告很感興趣。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哈比人－荒谷惡龍」。 

 

Q3：您看電影都會依據什麼去選擇?為什麼?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看心情，但不看鬼片；還有劇情、特效，或是 

有什麼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劇情與特效。因為看起來才會爽。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看卡司。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我會依據演員，其次是劇情類型，我大部分偏好動作和 

                         驚悚類型。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票房、評價、是否為續集，因為票房、與評

價可信度較高，不會有踩到地雷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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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為什麼會選擇去電影院看而不選擇其他方式?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電影院有它的螢幕、特效，會有比較好的舒適 

度、娛樂性和效果，這個是電影院比較辦得到 

的。看電影的時候，有些片子，要的是這種效 

果才會比較有感覺。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除了在家上網看想不到其他更好方式。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因為朋友約的。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因為電影院氣氛音效都比其他地方來得好，還可以與其 

他觀眾一起享受電影世界的樂趣。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電影聲光效果佳，對於氣勢磅礡的場景或聲 

效震撼力十足有加分的效果讓人彷彿身歷 

奇境之感。 

 

Q5：您認為具有高票房的電影會具有什麼樣的特質?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有知名明星；要有一點比較能夠刺激觀眾的要 

                                 素，例如：緊湊的動作、震撼的聲光效果，要

在戲院看和在家裡看能夠有很不一樣的感受。

我覺得本土片的話明星效益比較強烈，例如：

豬哥亮、九把刀…等，導演和剪輯的功力也非

常重要。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有人氣高的主角。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有話題性。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能夠震撼人心、感動群眾並且符合時事，像是最近即將 

上映的電影《12夜》。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電影聲光效果佳，對於氣勢磅礡的場景或聲 

效震撼力十足有加分的效果讓人彷彿身歷 

奇境之感。 

 

Q6：如果認為這部電影很好看，會再去電影院看一次嗎?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不會，不想再花錢。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不會。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不會，因為有點浪費錢。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不會!!因為已經看過一遍了，也知道接下來會演什麼， 

就失去了那種期待感。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不會，有人嫌錢太多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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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第一集的評價，會影響你去看續集的意願嗎?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有時候會，像看雷神索爾 2 的時候，我是沒有 

看過第一集的，但是看得還蠻開心的，但是暮 

光之城，我有看過第一集，但是就再也不看了， 

因為不合我的胃口。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會。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會。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不會!! 因為每一部電影都有它獨特的魅力以及吸引力， 

就算第一集的評價差，也不能斷定第二集就是差，有一定 

的評價才會再出續集，每個人的影評觀點不同必須親身體

驗。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會。 

 

Q8：看電影前，會先去搜尋這部電影的評價嗎?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會大概去了解一下，主要是使用 BBS的電影討 

論區、討論版。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偶爾。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會，透過網路。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不會!! 如果我感到有興趣就直接去看，看評價可能會

不小心看到電影劇情，這樣就失去神秘感了。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會。 

 

Q9：看如果你看過這本小說且認為很精采，而這本小說翻拍成電影，會吸引你去看  

    它嗎?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會，例如：達文西密碼，當然小說會比較鉅細 

靡遺，電影因為有它的時間性，小說看的是文 

字性，也是個架構，看得是完整的世界觀；而 

電影是在有限的時間和預算內，把這部小說的 

故事講完，一定會有所取捨，電影或許要求的 

重點就跟小說不太一樣，所以不要太誇張，亂 

拍攝、亂搞，倒是用不同的享受方式。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可能不會。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會。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如果是恐怖驚悚類型的小說的話，就一定會。因為我覺 

                         得靜態的體驗跟動態的體驗是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不會，會先參考預告片以及大家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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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電影分級會影響你選擇觀看的電影嗎?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沒影響。到這個年紀了，分級制度對我來說沒 

有差了，本身電影的內容還有吸引人的地方， 

而不是在所謂的分級制度。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不會。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不會。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不會。主要還是看：劇情內容和演員陣容。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不會，因為大家都是成人了。 

 

Q11：認為電影院還需要改善什麼或新增什麼服務？ 

A1 林先生（33 歲，學校行政人員）：劃分單獨個人座位區。 

A 2 陳先生（26 歲，建築動畫設計）：更寬敞的位置。 

A3 林小姐（19 歲，學生）：座位視線，高度差可以再高一點，前後距離可以再加大。 

A4 曾先生（21 歲，學生）：擴大觀眾等候區，每次都沒有位置可以坐；還有販賣部 

價位還是過高；看電影時孩童吵鬧聲干擾電影觀看品質 

還是一樣沒有改善。 

A5 戴先生（26 歲，軟體測試工程師）：金錢至上 希望能更便宜，且強檔片可以多 

                                   開一些以免老是向偶。 

 

輕度電影愛好者 

 

Q1：您平均一個月都會看幾部電影? 

A1 湯小姐（25 歲  上班族）：三個月一部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三個月一部。 

A3 吳小姐（21歲 ，學生）：三個月一部。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大約三個月一部差不多。 

A5 張小姐（22歲，學生）：平均三個月一部。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0.5部。 

 

Q2：最近一部看的電影是什麼? 

A1 湯小姐（25 歲  上班族）：十二夜。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環太平洋。 

A3 吳小姐（21歲 ，學生）：殭屍。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厲嬰宅，因為很驚悚很刺激。 

A5 張小姐（22歲，學生）：風雲男人幫。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飢餓遊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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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您看電影都會依據什麼去選擇?為什麼? 

A1 湯小姐（25 歲，上班族）：電影題材、導演、內容、演員，題材喜歡才會喜歡去 

觀賞。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預告片、劇情、影星、口碑和朋友的喜好。 

A3 吳小姐（21歲 ，學生）：依照個人感覺來選擇影片，但會先看過預告片、導演、 

演員和劇情內容。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通常都是憑感覺，或是預告片，因為視覺、音效、氣

氛。 

A5 張小姐（22歲，學生）：大概都是憑感覺去選擇所看的電影。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興趣/內容/演員，沒為什麼。 

 

Q4 為什麼會選擇去電影院看而不選擇其他方式? 

A1 湯小姐（25 歲，上班族）：因為覺得那部片的題材很有意義，值得進電影院支持， 

                         加上電影院的視覺效果佳，立體環繞音響很棒，非常有 

                         臨場感。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因為電影院的特效、燈效、聲效都比較好。 

A3 吳小姐（21歲 ，學生）：電影院的音效很棒，且可以邊欣賞電影邊和朋友分享 

爆米花。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因為電影院的音效視覺很震撼。 

A5 張小姐（22歲，學生）：因為可以放鬆，減輕讀書壓力。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享受大螢幕及現場音效的感受。 

 

Q5 您認為具有高票房的電影會具有什麼樣的特質? 

A1 湯小姐（25 歲，上班族）：影片的宣傳效果大，隨處都可見電影的文宣、看板、 

預告，還有知名導演和優秀的演員，影片榮獲眾多獎 

項。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電影有劇情，導演陳述一部片的拍攝手法引人入勝和 

生動的演技。 

A3 吳小姐（21歲 ，學生）：演員導演的知名度，專業的特效團隊和音效、動作特 

效技術。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很厲害的特效、好內容、大牌明星。 

A5 張小姐（22歲，學生）：通常內心戲很多，所以很有趣，就像八點檔一樣。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大咖名星/電影情節內容好看。 

 

Q6 如果認為這部電影很好看，會再去電影院看一次嗎? 

A1 湯小姐（25 歲，上班族）：不會，覺得浪費錢。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如果電影夠好看的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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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吳小姐（21歲 ，學生）：不會，因為浪費錢。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不會，因為沒有時間。 

A5 張小姐（22歲，學生）：不會，因為金錢壓力很大。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不一定。 

 

Q7 第一集的評價，會影響你去看續集的意願嗎? 

A1 湯小姐（25 歲，上班族）：不會，假如第一集還有為解開的謎團，會想再去看第 

二集探個究竟。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會，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如果第一集好看會想再去 

看，但如果第二集的劇情是沒有延續去下去，這樣就 

沒有去看的價值，例如：第一集演的是外星人攻打地 

球，第二集則是外星人攻打其他星球，如此沒有延續 

性，就不會吸引我去觀看。 

A3 吳小姐（21歲 ，學生）：會，如果第一集評價不好看，第二集就不會想去看。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會，會有期待感。 

A5 張小姐（22歲，學生）：會，因為會影響到對第二集的吸引力。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會。 

 

Q8 看電影前，會先去搜尋這部電影的評價嗎? 

A1 湯小姐（25 歲，上班族）：會，以防選到不好看的片子。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會，因為不想花錢看爛片。 

A3 吳小姐（21歲 ，學生）：會，參考其他人的意見。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會，會大概看一下網路上大家的評價，也不想花錢看 

爛片。 

A5 張小姐（22歲，學生）：不會，我都是憑感覺做事情的。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不一定。 

 

Q9 如果你看過這本小說且認為很精采，而這本小說翻拍成電影，會吸引你去看 

  它嗎? 

A1 湯小姐（25 歲，上班族）：不一定，因為原著通常會比翻拍成電影來的精彩，但 

如果電影裡有喜歡的演員，還是會去支持。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會，不過也會看電影拍攝方式和其他因素能不能吸引 

到我。 

 

A3 吳小姐（21歲 ，學生）：不一定，但會去看的可能性大，因為對故事有熟悉度，              

                         進電影院看電影比較能進入劇情內容。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會，因為期待小說的畫片真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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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張小姐（22歲，學生）：會，因為會有一種期待感，小說變成動畫真實呈現。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會。 

 

Q10 電影分級會影響你選擇觀看的電影嗎? 

A1 湯小姐（25 歲，上班族）：不會。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不會，除了鬼片和血腥片不看，其他分級不受影響。 

A3 吳小姐（21歲 ，學生）：不會，因為喜歡看鬼片和驚悚類型的限制級電影，因 

此影片分級對我不會有所影響。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不會，都很有吸引力。 

A5 張小姐（22歲，學生）：不會，因每一種都有不同的感覺。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不會。 

 

Q11 您認為電影院還可以改善什麼或新增什麼服務?  

A1 湯小姐（25 歲，上班族）：希望將來 3D能夠普及化，讓看 3D電影的票價能夠不 

再那麼貴，還有電影院的場地可以再乾淨些。 

A 2 曾小姐 （21 歲，學生）：座椅的位子不要擋到後面的觀眾。 

A3 吳小姐（21歲 ，學生）：座椅可以在再平躺一點點和空間大一點，會更舒服。 

A4 黃小姐（ 25歲，學生）：椅子的座位可以在寬一點，比較舒服，空調可以再更 

好一些。 

A5 張小姐（22歲，學生）：位子旁或前面設置放包包的籃子之類的，最好也有放雨 

                         傘的地方。 

A6 桑小姐（28歲，企劃執行）：螢幕加大/音效好/座位舒適/價錢便宜/訂票方便。 

 

不看電影者 

 

Q1 為什麼不會想去電影院看電影？ 

A1 柯先生（21歲，學生）：票價太貴，可以看免費的為什麼要花錢去那邊坐兩個小 

時；而且我不能一次連續兩個小時接收這麼多的資訊， 

如果看到一半想上廁所會很尷尬。 

A 2 鄧小姐（16歲  學生）：票價太貴了，而且聽說電影票要調漲，現在網路普及， 

用電腦也可以看影片，且等幾個月電影就會下檔，就可 

以到 DVD出租店租片回家慢慢欣賞，或是等電視上播

出。 

A3 李小姐（21歲，學生）：沒錢買電影票，電影很長，怕看到地雷浪費時間。 

A4 林小姐（22歲，學生）：因為沒有特別的習慣，剛好身邊的朋友也沒有特別喜 

歡去電影院看。加上現在盜版業很興盛，所以在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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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家裡看電影不用到外面人擠人，方便又自在。 

A5 劉小姐（21歲，學生）：因為之後都會轉成影片，不急著一時看。 

A6 陳先生（22歲，學生）：沒有去電影院看電影的習慣，加上票價貴，除非是看早 

場的電影，較便宜。 

 

Q2 如果電影院改善什麼，會讓你想去電影院看電影？ 

A1 柯先生（21歲，學生）：第一個當然是票價，可以再便宜一點；有些廳的位子太 

小，想伸個腿都不行，高度也不對，不好視角的位置如 

果要賣就應該要打折。 

A 2 鄧小姐（16歲  學生）：調整票價。 

A3 李小姐（21歲，學生）：電影票價錢，把一些沒意義的鏡頭 CUT掉，例如 :轉圈 

                         圈、奔跑等…等。 

A4 林小姐（22歲，學生）：價位。現在電影院的票價越來越貴感覺沒有那個價 

值，還有現在再推廣國片我覺得在台灣看國片應該要比 

較便宜以推廣國片。 

A5 劉小姐（21歲，學生）：價格降價。 

A6 陳先生（22歲，學生）：票價調降，還有螢幕牆的螢幕弧度或是投影的技術，有 

                        些太過於平面，導致 3D電影，戴上 3D眼鏡和拿下，並 

                        沒有太大的差異，再來是座位安排的問題，有些太過於 

                        角落，視野不好，但票價卻沒有相對便宜。  

 

Q3 上一次去電影院是什麼時候？為什麼去？ 

A1 柯先生（21歲，學生）：總鋪師，支持國片。朋友剛好有約。 

A 2 鄧小姐（16歲  學生）：看二輪片賽德克巴萊（上下兩集），因為這部片在台灣 

很熱門，是繼海角七號， 魏德聖導演的新作品，身為 

台灣人要支持自己國家的影片。 

A3 李小姐（21歲，學生）：一年前，剛好有錢。 

A4 林小姐（22歲，學生）：三個月前。因為那部電影是我非常有感興趣又加上影 

                         評很好又加上身邊剛好有朋友想去看所以就去看。 

A5 劉小姐（21歲，學生）：暑假，與朋友一同出遊。 

A6 陳先生（22歲，學生）：今年一月份，朋友約的。  

 

Q4 會去追蹤電影相關資訊嗎？ 

A1 柯先生（21歲，學生）：台灣的比較會，像是我喜歡的九把刀，十二夜、那些年 

                        或話題性比較夠的才會去搜尋。 

A 2 鄧小姐（16歲  學生）：會，看看有什麼好看的電影，等下檔去出租店租。 

A3 李小姐（21歲，學生）：不會。 



 
 

46 

A4 林小姐（22歲，學生）：不會耶!!沒有這個習慣。 

A5 劉小姐（21歲，學生）：不會特別追蹤，除非朋友推薦。 

A6 陳先生（22歲，學生）：不太會，通常是朋友告知，或是新聞上有曝光度，才會 

                         去網路搜尋相關資訊。  

 

Q5 電影院發展新技術，會吸引你去看嗎？  

A1 柯先生（21歲，學生）：會，像是以前的阿凡達，但我很不滿意，因為我有戴眼 

                        鏡，看 3D還要多帶一副， 很不方便；4D的話等再成熟 

                       一點，目前風評聽起來還好，目前不是很感興趣。 

A 2 鄧小姐（16歲，學生）：不會，除非票價變便宜，或是有人請客。 

A3 李小姐（21歲，學生）：不會，還是價錢太貴。 

A4 林小姐（22歲，學生）：新技術。要看看，如果是像在參與電影中的角色可能會 

            有很大的興趣。 

A5 劉小姐（21歲，學生）：不會。 

A6 陳先生（22歲，學生）：還好，因為可能票價會變貴，加上有些電影還用不到這 

             些技術，用看 2D看即可。  

 

Q6 會選擇其他方式去看電影嗎？ 

A1 柯先生（21歲，學生）：偶爾會在電視上看。 

A 2 鄧小姐（16歲，學生）：會，上網、DVD出租店。 

A3 李小姐（21歲，學生）：不會，沒時間看。 

A4 林小姐（22歲，學生）：會使用電腦線上看，比較方便。 

A5 劉小姐（21歲，學生）：會，透過 DVD。 

A6 陳先生（22歲，學生）：會，電視或網路。  

 

Q7 會不會因為周遭的人，而影響自己看電影的意願？  

A1 柯先生（21歲，學生）：如果女朋友喜歡看的話，會陪她去。 

A 2 鄧小姐（16歲，學生）：不會，因為我本來就喜歡看電影，反而是我去影響其他 

人。 

A3 李小姐（21歲，學生）：如果他幫我出錢的話就可以。 

A4 林小姐（22歲，學生）：會。影響非常大。 

A5 劉小姐（21歲，學生）：會。 

A6 陳先生（22歲，學生）：會。 

 

Q8 未來，你有進電影院的打算嗎？ 

A1 柯先生（21歲，學生）：會，但只有三個原因： 

1. 是國片 因為認同感比較大，跟大家聊天也比較有共同話題，不會人家再說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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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根本沒有任何頭緒。 

2. 電影很具話題性，像以前的阿凡達等等。 

3. 因為我自己會看小說，如果小說喜歡，他有翻拍成電影就會想去看，像以前的飢

餓遊戲，可是我覺得它電影沒有拍得比小說好，讓我頗失望。 

A 2 鄧小姐（16歲，學生）：有，未來有基本的經濟能力後就會去消費。 

A3 李小姐（21歲，學生）：取決於電影是否吸引我。 

A4 林小姐（22歲，學生）：要看電影對我的吸引力有多大。 

A5 劉小姐（21歲，學生）：會。 

A6 陳先生（22歲，學生）：不太曉得，通常會看電影質感內容是什麼，看它是屬於 

什麼的片子，和自己的喜好相符，才會約朋友一起去， 

就像是聽音樂，一首歌的旋律曲子能夠感動自己，就是 

一首好聽的歌，是很主觀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