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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研究以 1998 年台灣第一座外資影城華納威秀進入映演市場為起點，了解它

對於台北市映演業造成的產業轉變，包含傳統戲院重新調整自身定位，以

及後來新進者將體驗提供者角色的具體實踐。根據體驗的觀點看待電影院

的經營行銷，文獻探討部分，首先討論映演產業的基本概念與台灣電影院

發展歷程，接著是有關體驗的論述，包含體驗的定義、體驗經濟時代的來

臨、體驗與空間的關係和體驗行銷策略，然後透過電影院經營行銷者的訪

談與研究者的觀察，了解區域環境與電影院體驗營造的關係，與新一代電

影院的體驗行銷策略樣貌。挑選區域空間與經營條件極端差異的美麗華大

直影城與 in89 豪華數位影院兩個案進行比較與檢視。 研究發現空間型態、

區域的消費模式與招攬的消費族群是影響電影院的體驗策略方向的主要因

素，包含經營定位、服務項目與選片策略，而體驗策略的成敗與空間控制

權的大小有緊密關係。體驗經濟時代下，新一代電影院延續娛樂業的本

質，依舊最重視消費者的感官與情感，但不再只著眼於映演廳內部的硬體

設備和張貼大型海報，改以全面化的觀點看待觀影這個活動，放大感官與

情感體驗的範圍，也增加營造元素的運用，總體來說，關心的面向變化不

大，但體驗的層次進化，體驗媒介的運用不只考慮實用性，也納入美學思

維。而關聯體驗則是品牌意識漸高的今日，電影院開始花心思營造的體

驗，也是競爭激烈市場下穩固票房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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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18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09/3/10 

轉

檔
2009/03/12 



日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4096184 2009.3.10 15:49 218.166.211.9 new 01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01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02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03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04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05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06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07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08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09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10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11 494096184 2009.3.11 16:16 218.166.207.88 

del 12 494096184 2009.3.11 16:17 218.166.207.88 new 01 494096184 2009.3.11 

16:18 218.166.207.88 new 02 494096184 2009.3.11 16:18 218.166.207.88 new 03 

494096184 2009.3.11 16:18 218.166.207.88 new 04 494096184 2009.3.11 16:18 

218.166.207.88 new 05 494096184 2009.3.11 16:19 218.166.207.88 new 06 

494096184 2009.3.11 16:19 218.166.207.88 new 07 494096184 2009.3.11 16:19 

218.166.207.88 new 08 494096184 2009.3.11 16:20 218.166.207.88 new 09 

494096184 2009.3.11 16:20 218.166.207.88 new 10 494096184 2009.3.11 16:21 

218.166.207.88 new 11 494096184 2009.3.11 16:21 218.166.207.88 new 12 

異

動

記

錄 

C 494096184 Y2009.M3.D10 15:34 218.166.211.9 M 494096184 Y2009.M3.D10 

15:35 218.166.211.9 M maco3295 Y2009.M3.D10 15:52 218.166.211.9 M 

494096184 Y2009.M3.D11 0:13 218.166.205.15 M 494096184 Y2009.M3.D11 0:13 

218.166.205.15 M 494096184 Y2009.M3.D11 0:51 218.166.205.15 M 494096184 

Y2009.M3.D11 0:52 218.166.205.15 M 494096184 Y2009.M3.D11 0:53 

218.166.205.15 M 494096184 Y2009.M3.D11 11:25 218.166.203.58 M 494096184 

Y2009.M3.D11 11:25 218.166.203.58 M 494096184 Y2009.M3.D11 11:25 

218.166.203.58 M maco3295 Y2009.M3.D11 12:18 140.136.114.10 M maco3295 

Y2009.M3.D11 12:18 140.136.114.10 M 494096184 Y2009.M3.D11 16:30 

218.166.207.88 I 030540 Y2009.M3.D12 11:26 140.136.20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