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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電影產業具備多元的輔助政策，是少數能對抗美國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國

家。面對 90 年代以後全球化浪潮，與隨之而來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L’OMC）自由

貿易開放市場的觀念，法國政府提出文化例外、文化多樣性維護國家電影產

業，並積極拓展區域合作與海外發行市場。臺灣是法國電影在亞洲地區的重

要據點之一，法國電影亦為臺灣電影市場發行量第二的外語片。直到 90 年代

戒嚴令解除後，臺灣社會風氣日趨開放，政府也因加入 WTO，對外片管制逐

一鬆綁。法片在臺灣發行的數量因而得以增加，電影類型也更加多元化。   

本研究試圖從法國與臺灣當代電影史切入，由電影外部環境各面向，了解法

國電影在全球化浪潮展現的樣貌；觀察臺灣加入 WTO 前後，法片在臺發行

市場上的變化；法片發行產業結構；以及法國電影進口與發行的過程當中，

相關單位與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分析。藉由臺灣賣座的法片：《終極殺陣》系

列、《艾蜜莉的異想世界》與《企鵝寶貝》，試圖瞭解近年法片在臺賣座原

因。根據研究發現，法片引進臺灣電影市場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面

向所產生的回饋；兩國的公部門、業界交流日趨頻繁，城市行銷與跨國合製

成為兩國合作新模式，是否為將來兩國電影文化開創另一個新時代，亦是本

研究欲探討的課題。希望藉由本研究拋磚引玉，為法國與臺灣電影產業未來

發展，挹注一份關心與期待。  

摘Face aux défis de la mondialisation et son principe de libre-échange, le cinéma français 



要

(

英

) 

doit se présenter autrement. Tandis que la politique d’exportation américaine présente 

les films américains comme produits de commerce pour assurer leur présence sur le 

marché mondial,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insiste avant tout sur l’exception culturelle 

et, ensuite, sur la diversité culturelle, en définissant le film, en tant que tel, comme 

œuvre de création artistique, pour protéger ainsi l'industrie cinématographique française. 

Partie intégrante de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cette 

insistance française et européenne permet au cinéma français de gagner en importance 

sur le marché international où prédominent les films hollywoodiens. Entré également 

sur le marché du libre-change au niveau international, Taïwan ouvre largement ses 

portes à l’importation de films étrangers d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Sa politique 

cinématographique a tendance à développer dans ce sens. Pour les Français, Taïwan est 

un des marchés les plus importants en Asie. Cependant, le marché des films français y 

reste, en général, moins présent que celui d’Hollywood. Toutefois, les choses évoluent 

dû à l’adhésion de Taïwan à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OMC). Notre 

étude sera consacrée à l’analyse de la physionomie du cinéma français, de 

l’évolution de la présence du cinéma français à Taïwan, et du rôle des importateurs 

français et taïwanais. Trois séries de films (série de Taxi, 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 et La Marche de l’Empereur) seront présentées pour mettre en évidence, de 

manière représentative, l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les films français sont populaires sur 

l’île. Grâce aux réactions positives (feedback) sur les plan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et 

culturels suscitées à Taïwan par les films français, des échanges bilatéraux dans les 

secteurs publics et privés entre Taïwan et la France s’amorcent et donnent naissance 

au marketing de ville et à la co-production cinématographique qui deviennent de 

nouvelles pistes de coopération. Cette étude permet de mettre en lumière ces différents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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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9 



置

時

間

轉

檔

日

期

2012/02/13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5226073 2012.2.9 16:09 220.136.126.7 new 01 495226073 2012.2.9 16:10 

220.136.126.7 new 02 495226073 2012.2.9 16:12 220.136.126.7 new 03 495226073 

2012.2.9 16:12 220.136.126.7 new 04 495226073 2012.2.9 16:13 220.136.126.7 new 05 

495226073 2012.2.9 16:14 220.136.126.7 new 06 495226073 2012.2.9 16:15 

220.136.126.7 new 07 495226073 2012.2.9 16:15 220.136.126.7 new 08 495226073 

2012.2.9 16:15 220.136.126.7 new 09 495226073 2012.2.9 16:16 220.136.126.7 new 10 

495226073 2012.2.9 16:17 220.136.126.7 new 11 495226073 2012.2.9 16:35 

220.136.126.7 del 07 495226073 2012.2.9 16:35 220.136.126.7 new 07 495226073 

2012.2.9 16:38 220.136.126.7 del 07 495226073 2012.2.9 16:38 220.136.126.7 new 07 

495226073 2012.2.9 16:41 220.136.126.7 del 08 495226073 2012.2.9 16:43 

220.136.126.7 new 08 495226073 2012.2.9 16:50 220.136.126.7 del 09 495226073 

2012.2.9 16:50 220.136.126.7 new 09 495226073 2012.2.9 16:58 220.136.126.7 del 02 

495226073 2012.2.9 16:58 220.136.126.7 new 02 

異

動

記

錄

C 495226073 Y2012.M2.D9 9:57 220.136.123.62 M 495226073 Y2012.M2.D9 9:57 

220.136.123.62 M 495226073 Y2012.M2.D9 9:58 220.136.123.62 M 495226073 

Y2012.M2.D9 9:58 220.136.123.62 M 495226073 Y2012.M2.D9 16:07 220.136.126.7 

M 495226073 Y2012.M2.D9 16:08 220.136.126.7 M 495226073 Y2012.M2.D9 17:02 

220.136.126.7 M 495226073 Y2012.M2.D9 17:04 220.136.126.7 M 495226073 

Y2012.M2.D9 17:04 220.136.126.7 M 495226073 Y2012.M2.D9 17:06 220.136.126.7 

M 495226073 Y2012.M2.D9 17:07 220.136.126.7 M 495226073 Y2012.M2.D9 17:11 

220.136.126.7 M 495226073 Y2012.M2.D9 17:36 220.136.126.7 M 495226073 

Y2012.M2.D9 17:37 220.136.126.7 M fren2581 Y2012.M2.D9 17:45 220.136.126.7 M 

495226073 Y2012.M2.D9 19:24 220.136.126.7 M fren2581 Y2012.M2.D13 8:07 

140.136.213.22 M fren2581 Y2012.M2.D13 8:07 140.136.213.22 M fren2581 

Y2012.M2.D13 8:07 140.136.213.22 M fren2581 Y2012.M2.D13 8:07 140.136.213.22 

I 030540 Y2012.M2.D13 8:54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6.D15 10:15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15 10:15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