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動畫產業發展歷程與產業分析 

第一節 動畫的起源與發展 
相信大家都看過不少動畫，但動畫是何時開始出現的？其實動畫的歷史可追

溯至 1824年。當時，法國人 Peter Roget創立了視覺暫留理論。 

 7年之後的 1831年，Joseph Plateau 發明了一種叫 Phenataisto-scope動畫設
備。它實際上是一個旋轉的圓盤。人們可以透過許多挖空的小窗觀看到鑲嵌在其

內部滾筒上的圖畫。動畫史家們通常認為 Monsieur Plateau 的 Pheakistoscope 
的出現意味著動畫技術的開始。Plateau 的發明是對當時所謂的幻燈機的一種改
進。當時的幻燈機是將手工繪製的圖片放到燈罩中，當依次點亮這些圖片就產生

了運動的錯覺。 

1834年，英國人 Horner 發明一種自動化程度更高的叫"活動畫片玩具" 的
設備。它是一個將手工繪製的圖片鑲嵌在內部旋轉圓筒的表面。當圓筒旋轉時，

觀眾可以從一個固定的窗中看到依次轉過的所有的圖片。它產生的效果有點像手

指快速翻動書頁的情景。 

在 18世紀時中葉，上述兩種動畫設備很流行。1860年左右，當時在法國工
作的 Emile Reymaud 用一套翻轉的鏡片取代了活動畫片玩具的觀視窗。這使得
動畫的效果更為生動。也因為效果不錯，所以這種設備在歐洲和北美得以大量生

產和銷售。隨著技術的進一步成熟，播放畫片小型流動劇院產生了。聰明的美國

發明家們也一直在對畫片的播放設備進行改進。1870年，Heyl 發明並且改進了
一套相當於快門的翻轉鏡片，使其能夠用煤汽燈產生投影效果。他的這個所謂的

「幻覺鏡」在費城音樂廳演示時吸引了 1500多名觀眾。 

1892年，Emile Reynaud 在巴黎開辦了第一家固定的商業性電影院LaTheatre 
Optique。1896年，北美第一家電影院也在紐約開張了。愛迪生的電影攝影機體
積龐大，不適合於逐分類框1（Frame by Frame）曝光，而 Lumiere 兄弟的電影
﹝MotionPicture；電影亦作動畫解﹞2攝影機卻是一種很容易進行逐分類框曝光

的便於攜帶的搖柄式攝影機。同時，動畫電影的觀念漸漸為一些頭腦靈活的人所

接受。其中包括北美新聞界的連環漫畫家們：Winsor McCay 每天為 The New 
Youk HerOld 報紙畫一種稱為 Little Neno 的滑稽連環漫畫。在 1912年，他繪製
了一部短動畫片。McCay 創立了動畫迴圈（Animation Loop）3技術。在 1914

                                                 
1它是物件動作的循環，當它放置在「場景」(Scene)上，會不斷重複動作。 
2動畫電影；動畫的表現媒體之一，比電視早很多。外國人稱「動畫」常常混用 Animation 與 
MotionPicture。又因 MotionPicture 也可作電影解釋，因此可知其實早期動畫與電影是一體兩面
的。 
3
動畫迴圈；即重複地播放一系列的圖片來模仿一些重複性動作。例如跑動、走動、咀嚼等等。 



年，他製作了一部幾乎和查理．卓別林的電影同樣流行的卡通電影「Geftie the 
Dinosaur」。 

很快地，其它北美報紙的漫畫家們也開始嘗試製作動畫電影。1913年一位
叫 Raoul Barre 的加拿大人發明了可以大量生產動畫電影的定位系統。透過在畫
紙上打定位孔，每一分類框﹝Frame﹞就可放置於畫板相應的位置之上，從而保
證了最後拍攝時膠片位置的準確性。不久，美國漫畫家 John Bray 建立了第一個
商業性的動畫製作廠，他使用了 Barre 發明的定位方法，並在 1915年把曾製訂
出透明畫片（賽璐璐片）4基本規則的卡通畫家 Kansas 城的 Earl Hurd 雇至門
下。 

於是，20世紀初期動畫電影逐漸成為一種產業。動畫片中的主角，像 Betty 
Boop 和 Felix the cat ﹝菲力貓﹞也逐漸全球聞名。Betty Boop 的創造者 Max 
Fleischer 和 Pave 完整改善了聲音效果。一位名叫Walt Disney（華德．迪士尼）
的年青人則創造出至今歷久不衰的米老鼠和唐老鴨。1938年，華德．迪士尼公
司生產出第一部動畫電影─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迪士尼公司的藝術家們使用
了十萬多張畫片製作的這部影片一推出就獲得了巨大票房成功。1940 年和 1941 
年，迪士尼公司分別推出了 「Fantasia」和「Pinocehio」。 

 之後，大型的製片廠，如華納兄弟公司、哥倫比亞公司、米高梅公司等也
很快開始生產動畫影片。華納公司的 LooneyTunes 和 MerrieMelodies 系列獲得
了巨大的商業成功。現代傳奇人物像 Tex Avery，Chuck Tones 和 Friz Freleng 也
開始創作 Bugs Buny 和 Daffy Dack（達菲鴨）等動畫形象來和迪士尼公司的米
老鼠、唐老鴨等形象競爭。動畫電影也逐漸開始用於一些正式嚴肅的場合：如培

訓、類比、教育、協調公共系統、官方宣傳和科學研究等。 

20世紀 50年代到 60年代，傳統的電影動畫技術開始完善。雖然已經去除
了很多不利且繁瑣因素，動畫製作仍是一個需要大量時間和人力投入的行業。首

先，需要設定「故事板」（Setup Storyboard），用一系列的圖片勾勒出故事的整體
結構和主要情節；其次，要把對話、音響效果和配樂的聲音錄製下來，接著，要

進行更細緻的設計以確保圖畫和聲音的匹配。最後，主要設計師建立出關鍵性畫

格（Keyframe）或關鍵圖片。 

根據主設計師寫在關鍵分類框上的指示，稱作「inbetweener」的二級動畫師
建立一系列的中間分類框圖片。接著，再將中間分類框合在一起製成試驗片。修

正了時間序錯誤和定位錯誤之後，試驗片的圖分類框再用手工繪製於賽璐片上形

成所謂的動畫透明片5。隨著靜電複印的發明和廉價的影印機的出現，製片廠開

                                                 
4
賽璐璐片﹝Cell﹞；一種透明的膠片。 

5
動畫透明片；這個詞來源於繪製單幅動畫圖片的透明賽璐璐片。將兩張或三張賽璐片疊加在一

起，眾多的前景人物和背景就可以集成為一幅動畫透明片。如果背景繪製在賽璐片上，它在播過



始把經過測試的分類框直接影印至賽璐璐片上。二級設計師再手工將顏色加到每

幅賽璐璐片上。接著從放置動畫透明片的架子下面來照亮它們。然後就可以用能

夠進行逐分類框曝光的 16毫米電影攝影機進行拍攝。 

20世紀 60年代中期，電視的發展使得對動畫片的需求飛速增長。華納公司
創造了 Bugs Bunny，Daff Duck，Porky Pig，Tweety and Syluester，the Tasmanian 
Devil，the Road Runner and Wile E. Coyote，Speedy GonzaIes Foghorn Leghorn，
Yosemite Sam，Pepo Le Pew，Elemer Fudd 等一系列動畫形象。同樣地，
HannaBarbera 公司也成功推出諸如 Tom and Terray，HuckIebewy Honud， Quick 
Draw MeGraw and Babalooey，Yogi Bear and Boo Boo Ben，the Flintstones，
ScoobyDoo，the Tetsons，Magilla Gorilla，SnaggIepuss，Top Cat，Augie Doggie and 
Daddie Doggie，the smafs 等動畫形象。70年代初，一些大學和研究中心開始試
驗計算機輔助動畫設計﹝Computer-aidded Animation Design﹞。在這之後 15年
間，軟體和硬體系統的開發研究使動畫製作的中間處理過程變得更為自動化與模

組化，大大縮短了從關鍵分類框到中間影像的生產時間。很快地，攝影機本身也

改為用程式控制。80年代末，全部動畫片的生產過程都可以由專用的電腦系統
完成。隨著電腦硬體價格的降低，個人電腦的性能變得日益強大，在 PC系統上
進行動畫製作與設計也已成為可能。 

動畫的演進目前告一段落。19世紀的發明家和革新家們主要關注的是播放
設備。20世紀初漫畫家和企業家們的發明改善了手工繪製的電影動畫製程。這
些動畫界的先驅者們為眾多約 90年代的個人電腦程式設計師指明了方向。6後者

已擁有了進行數位化動畫製作所需足夠的處理速度、軟體供給和儲存空間的桌上

電腦系統。這些程式設計師將成為提供我們去挖掘新的電腦輔助設計工具以輔助

設計二維、三維動畫、模擬和可視化﹝visually﹞系統的巨大潛力來源。 

第二節 電腦動畫發展 

1. 電腦動畫之歷史 

電腦動畫是電腦圖形學和藝術相結合的產物，它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充分展示

個人想像力和藝術才能的無限創意空間。目前，電腦動畫已經廣泛應用於影視特

技、商業廣告、遊戲、電腦輔助教育等領域。 

美國是最早發展電腦動畫的地方，在上個世紀 70年代末便利用電腦模擬人
物的活動。1982年，迪士尼(Disney)推出第一套有使用電腦動畫的電影─Torn，

                                                                                                                                            
程中就可以移動，從而產生振動背景效果。 
6強大的 CPU與多樣化的影像處理及動畫軟體：PhotoShop、3D Studio Max、Maya、Softimage、
AfterEffect等已將動畫推入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不但 Desktop Animation 環境成熟，Desktop 
Publish 也已經是行之有年了。 



中文譯名「電子世界爭霸戰」。傳統的動畫是由動畫師先在畫紙上徒手繪製真人

的動作，然後再複製於卡通人物之上。直至 20世紀 70年代後期，電腦技術發展
迅速的紐約技術學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電腦繪圖實驗室導師
將錄影帶上的舞蹈員影像投射在電腦顯示器上，然後利用電腦繪圖記錄影像的動

作，然後描摹輪廓。1982年左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及紐約技術學院同
時利用光學追蹤技術記錄人體動作：演員身體的各部份都被安上發光物體，在指

定的拍攝範圍內移動，同時有數部攝影機拍攝其動作，然後經電腦系統分析光點

的運動，再產生立體的活動影像。 

世界電影史上花費最大、最成功的電影「鐵達尼號」（Titanic）的成功，很
大部分上歸因於它對電腦動畫的大量應用。世界著名的數字工作室 Digital 
Domain公司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動用了 300多台 SGI超級工作站，並派出 50
多個特效師一天 24小時不眠不休地輪流地製作鐵達尼號中的電腦特技。1983
年，麻省理工學院的 Ginsberg和Maxwell發展了一套系統(Graphica Marionette)，
利用電腦語言控制卡通的動作。但受到當時電腦硬體速度的限制，一個簡單的電

腦動畫往往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隨著電腦硬體及動畫軟體的迅速發展，以及越

來越多的研究機構及商業機構加入到電腦動畫領域，電腦動畫的製作水準也隨之

日新月異。動畫日益形成一個重要的產業，在美國、日本、英國和荷蘭這些動畫

片的製作強國，動畫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的動畫產

業更是國民經濟六大支柱產業之一。   

2. 電腦動畫相關技術 

中國大陸製作 52集動畫連續劇「西遊記」繪製了 100萬張原畫、近 2萬張
背景，共耗紙 30噸、耗時整整 5年。在迪士尼的動畫大片「花木蘭」(Mulan)
中，一場匈奴大軍廝殺的戲僅用了 5張手繪士兵的圖，電腦就變化出三、四千個
不同表情士兵作戰的模樣。花木蘭人物設計總監表示，這部影片如果用傳統的手

繪方式來完成，以動畫製片小組的人力，完成整部影片的時間可能由 5年延長至
20年，而且要拍攝出片中千軍萬馬奔騰廝殺的場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要知道電腦動畫技術有此神奇的能力，就要從它所涉及的技術來探究。電腦

動畫技術從製作的角度看，主要涉及「幾何造型技術」和「圖像處理技術」。在

電腦動畫發展的初期，人們進行動畫製作主要採用幾何造型技術，用幾何學的方

法來描述對象，使用電腦來產生動畫。但近年來，由於這種技術製作成本太高、

費工費時，就開始研究結合使用基於圖像處理的製作方法，用已有的圖像數據來

提取、表現空間的動態對象從而生成動畫。 

在目前的電腦動畫技術中，重要的是「深入研究運動控制」和「渲染技術」。

早期的動畫製作需要製作者將畫面逐片畫出，工作量非常巨大。引入電腦動畫技

術後，尤其是運動控制技術，製作者首先利用電腦設計角色造型，按照劇情確定



關鍵性畫格7，由動畫師繪製一些靜態的關鍵畫面。然後按一定的補插規則完成

一連續序列畫面，利用動畫軟體生成圖像序列。比起手工繪製動畫，這無疑是一

個巨大的進步，但對於一個複雜的動畫作品來說，要對關鍵性畫格中每個造型的

狀態特別是表情進行細緻的調整，這仍然是一個相當麻煩和困難的工作。它不但

要求動畫師必須具有豐富的經驗和高度的技巧，而且其效率低、易出錯、很不直

觀、難以達到生動、自然的效果，已成為動畫製作過程中的瓶頸。不過，關鍵性

畫格這種古老的技術現在仍然是製作電腦動畫的主要方法。 

同時，電腦動畫也有自己的特點，發展了一套新的技術，這就是基於物理模

型的運動控制技術。因為物體的運動要遵循一定的運動定律，比如表現一個球的

彈跳、水流的波動，都有一定的物理模型，要符合一定的物理規律。如果由電腦

通過計算來完成，會使運動變得自然而逼真。這種技術現在還沒有完全進入大規

模實用階段，因為有關模型的理論還在完善中，但這將是未來發展的趨勢。2002
年 5月重裝推出的「蜘蛛人」（Spiderman）影片中，主角運用蜘蛛絲結網、空中
大戰等場景都需要電腦 CGI技術的支持才能實現。 

渲染技術主要包括光照和紋理，光照技術是利用電腦模擬自然界中光對物體

的照射來體現動畫對象的立體效果，而紋理技術是通過給動畫對象的表面添加一

些細節來增加真實感。目前的顯示設備，歸根到底還是平面式的螢幕，那就要想

辦法在平面上做出立體效果來，許多研究工作顯示，事實上是基於這一硬體環境

的現實情況而發展的。 

至於電腦動畫製作的硬體環境，由於 PC處理能力的迅速增長，圖形工作站
在動畫製作領域的主導地位受到了挑戰。現在，一台高配備與效能的 PC已經可
以滿足相當部分的動畫製作的計算及處理上的需要。當然，如果是大規模的製

作，仍然還是需要在圖形工作站上才能完成。 

3. 3D動畫探討 
3D動畫特技可以說是電腦動畫技術中的一大技術難題，因為這需要非常強

大的軟體和運算能力極強的硬體平台。無庸置疑的，它所帶來的視覺效果也是無

可比擬的。當「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
「鐵達尼號」這些影片中逼真的恐龍、維妙維肖的未來城市和巨大的鐵達尼號讓

人沉浸在現代電影所營造的「真實」世界裏時，可知道創造了這些令人難以置信

的視覺效果的幕後英雄是眾多的 3D動畫製作軟體和視訊特技製作軟體。好萊塢
的電腦特效師們正是借助這些非凡的軟體，把他們的想像發揮到極限，也帶給了

我們無比的視覺享受。 

                                                 

7 關鍵性畫格（Keyframe）：是畫格 Frame 的一種，不過它可以編輯物件，在動畫過程中必須進
行變化的時間點上就必須是一個 Keyframe。 



3D動畫特技製作包含了數字模型構建、動畫生成、場景合成三大環節，而
3D掃描、表演動畫、虛擬攝影棚8等新技術，剛好給這三大環節都帶來了全新的

技術突破。綜合運用這些新技術，可望獲得魔幻般的特技效果，徹底改變動畫製

作的面貌。可以想像，先用 3D掃描技術對一個 80歲的白髮老太太進行掃描，
形成一個數字化人物模型，然後將喬丹的動作捕捉下來，用以驅動老人模型的運

動，觀眾將會看到 80歲老婆婆空中扣籃的場面。甚至還可以用演員的表演驅動
動物的模型，拍攝真正的動物王國故事。利用表演動畫技術還可以實現網上或電

視中的虛擬人物。實際上，實現理想的 3D動畫特技需要非常強大的軟體和能提
供無比運算能力的硬體平台。所以這項工作可以說是在高科技電影中花費最大和

最費時的，並且需要大量的專業高級技術人才。鐵達尼號中光是視訊特技部分的

花費就是 2500萬美元。 

迪士尼耗資 3.5億美元製作的「恐龍」（Dinosaur）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實景拍
攝加數碼影像合二為一的電影。為製作出動畫場面，攝製組選擇了多種成品軟體

的組合，同時由 15個軟體工程師編寫了 450個程式。 

在電腦影視特技的領域中，SGI可以說是無人不知，其所生產的 SGI超級圖
形工作站可算是最好的 3D與視覺特技的硬體平台，它提供給創作人員異常強大
的圖形工作能力。Softimage 3D、MAYA、Flint等軟體在 SGI平台上可以發揮最
好的性能。雖然現在 PC平台也開始侵蝕視訊製作的領域，但是 SGI依然是視訊
領域高階運用的絕對主流。 

光有超強的硬體平台還不夠，電影電視中那些逼真的影像還是得靠各式各樣

的超級 3D影像軟體來實現。這些特效軟體每年的全世界銷售額在 12億美元左
右。而且各專業廠商都有自己特定的優勢產品和用戶群，所以形成了群雄分食的

局面。Softimage、Alias/Wavefront這些動畫廠商耳熟能詳的軟體更可以說是各據
一方，各有特點。然而，這些工作站級的軟體原來都只能運行在 SGI的超級圖
形工作站上，而一台 SGI工作站的價格在數萬到數十萬美元，這也相對限制了
這些軟體的普及，使它們成為少數專業人員的工具。 

這一狀況直到Microsoft入侵 3D動畫業才得到徹底的改變。1994年，
Microsoft公司以 1.3億美元收購了 Softimage公司，使其成為Microsoft公司的子
公司。隨後便推出了 Softimage 3D for NT版，這表示著高階圖形軟體開始進入
PC的領域，可以說是視訊特效軟體業的一顆原子彈。之後，各軟體廠商紛紛推
出各自軟體的 NT版。SGI公司看到這種情形也不示弱，於 1995年將 Alias研究
公司和Wavefront公司收購，順勢推出了最新的 3D動畫軟體－MAYA。現在基
本上各種高階圖形軟體都有了各自的 NT版，如 Softimage 3D、MAYA、Houdini、
Effect等。 

                                                 
8 用色鍵把攝影棚播演員影像疊加在一個背景上，以創作出一種特殊效果的技術。 



4. 動畫未來 

從國際上看，電腦動畫技術的發展正在趨向於規模經濟、標準化、網路應用。

首先，規模經濟是指應用範圍廣而應用水平和產生的效益高。其次，現在動畫製

作軟體和動畫技術呈現出一種百家爭鳴的形勢，各有特色但相互間的相容則做得

不夠，不便於交流與合作，因此，隨著技術的日益成熟，標準化是大勢所趨。最

後，網路化表現為網路技術和電腦動畫技術間的相輔相成。 

從技術的發展方向看，「立體動畫」會是未來的焦點。現在一些通過立體眼

鏡能夠呈現立體效果的遊戲就是立體動畫的應用，目前人們正在研究降低立體眼

鏡的成本、提高圖像質量的方法和有關的替代技術，未來我們很可能不用立體眼

鏡的幫助也能欣賞逼真的立體效果。另一個焦點會是虛擬現實(VR)技術，與一般
的動畫相比，VR的特點在於實時、交互。VR中的場景會隨參觀者的位置、視
點變化而實時動態生成，並具有人機交互的能力，這種技術在未來將大有可為。 

第三節    我國動畫產業發展歷程 
1. 我國動畫產業發展歷程 
我國動畫的發展，從 50年代即開始萌芽，當時由桂氏兄弟拍攝的首部黑白

手繪動畫電影「武松打虎」，60年代趙澤修的文宣短片「石頭伯的信」、「龜兔賽
跑」，並成立「澤修美術製作所」欲發展國內動畫教育培養人才，但很可惜都因

資金不足與其他原因，無法持續下去而告終。 

而從 70年代開始，我國動畫產業開始進入到代工的時期。當時由於日本動
畫的蓬勃發展，逐漸開始把動畫委託至海外加工，當時我國第一家與日本合作的

「影人卡通製作中心」，其主要業務即為運動型態的動畫進行代工製作，如當時

熱門的「巨人之星」、「東洋魔女排球隊」，其後日本的「龍子公司」、「東映動畫」

也陸續來台尋找合作對象。此時有鄧有立於 1970年成立了「中華卡通公司」，黃
木村成立「中國大陸青年動畫開發公司」，開始致力發展台灣動畫卡通，但由於

作品無法通過商業考驗，而未能蓬勃發展。 

1978年，則是我國動畫產業中的一個重要年份，由參與美國動畫製作多年
的王中元，在美國漢納-巴貝拉製片公司的協助下，於 1978年回國成立「宏廣公
司」，以美式管理方法加上較高層次的代工，打破了過去為日本加工時工作不穩

定、酬勞偏低的情況，迅速的整合台灣動畫代工界，在 80年代成為全球出口量
最大的動畫製作公司。 

除了代工的業務之外，80年代這段期間，國內有志於發展動畫的人士與公
司，也努力朝自製動畫影片上努力，例如余為正的彩色動畫短片「一塊年糕」，

漢威卡通公司的「天黑黑」，中華卡通的「新西遊記」、「封神榜」、「好小子」，宏

廣的「牛伯伯」、「小叮噹大戰機器人」、「小和尚一家親」，遠東卡通公司的「老

夫子」等等，然而這一連串努力常因資金不足而中斷、找不到買主而放棄、或因



創意不足、品質未臻完善等問題而賣座不佳，僅有以香港漫畫為題材合作之「老

夫子」一片獲觀眾青睞，開出亮麗的票房。 

到了 90年代，1993年第一部真人與卡通結合演出的「月光少年」，以動畫
表現植物人的潛意識活動，接著則有第一部獲得國片輔導金的動畫電影「禪說阿

寬」，以及動畫界元老鄧有立的新資訊科技之「中華五千年歷史故事」，先後在大

陸及台灣播出。1998年則有首部以國內本土民間故事為題材獲得國片輔導金的
動畫片「魔法阿媽」，雖其內容與故事傑出，但卻因金馬獎評審認定內容含怪力

亂神而鍛羽而歸。 

【表 4-1：我國動畫產業發展大事紀】 
50年代 桂氏兄弟武松打虎 

60年代 趙澤修-引進正統卡通正做技術並完成數部作品 

70年代  趙澤修-成立「澤修美術製作所」培訓人才 
 日本來台招收動畫人員 
 影人卡通製作公司成立，主要業務與日本合製卡通 
 鄧有立成立「中華卡通公司」 
 黃木村成立「中國大陸青年動畫開發公司」 
 王中元成立宏廣公司 

80年代  宏廣成為 80年代代工霸主 
 宏廣、遠東卡通、中華卡通、龍卡通、基甸傳播協會在此時期紛紛
推出自製作品 

90年代  第一部真人搭配演出的月光少年 
 第一部獲得國片輔導金的禪說阿寬 
 3D電腦動畫崛起 

資料來源：國家電影資料館、資策會MIC整理，2002年 12月  

2. 我國動畫產業發展現況 
自製動畫在市場有限加上資金、創意不足等問題的影響下，發展得一直很辛

苦，而目前則受到傳統動畫加工業務外流到大陸、韓國、東南亞，我國動畫產業

業者也紛紛外移，在海外設立分公司，目前 2D動畫代工主要業者如宏廣、鴻鷹
均已將部分業務轉往大陸：另一方面，3D電腦動畫的興起，廣告片業務幾乎都
是電腦動畫的天下，更加深了傳統手繪 2D動畫業者的轉型壓力，生存空間的萎
縮使得部分業者從公司縮編為工作室型態，並試圖轉向電腦動畫發展，在這其中

的轉型之路走的非常艱辛。 

也由於 PC 3D電腦動畫軟體的出現，使得以前須利用大型伺服器才能製造
的高水準 3D動畫不再是遙不可及，也因有線電視頻道開放以及國內遊戲公司蓬
勃發展，多家公司也開始進入其領域。在電腦動畫領域中，目前有以高品質的



3D製作能力，專業承接多部國際動畫影集製作的西基、擁有製作立體電影與動
感電影影片能力的躍獅公司、以及積極發展創意 3D電腦動畫的甲馬公司；另外，
以代工 Disney動畫聞名的宏廣公司，也試圖轉往 3D動畫領域發展，並投資藝動
網科技、活潑科技，開始從事加入多媒體網站、遊戲軟體等多媒體作品的製作與

代工；而在資金不足、播映管道有限的情況下，遊戲軟體起家的爾波，也移植國

外製作公司的分工與運作，切入廣告動畫與動畫影片的製作，而與擁有虛擬攝影

棚之台灣夢工廠，及新起之秀海天數位科技，仍然前仆後繼的加入動畫電影、電

視的創作行列。 

此外，由於網際網路之緣故，網路動畫的出現，突破了過去業者缺乏播映舞

台的困難，更證明了只要有創意，小製作的 2D動畫依然可以獲得觀眾的青睞，
成為網路流傳最熱門的話題，也獲得製作廣告代言、公益短片、新聞片頭的機會，

甚至可以授權產生各種衍生產品。因此，國內許多業者積極朝向網路動畫發展，

例如春水堂的「家有阿貴」、會宇的「江西傳奇」、在線上網際的「訐譙龍」、藝

動網的「蠢動網」、洛可可的「摘星」等。  

除了以電腦動畫為主要業務的上述公司之外，國內許多電視節目製作公司本

身亦擁有動畫人才，而擅長於電影電視廣告後製的利達亞太創意中心、在 CF及
電影特效製作如「聖石傳說」亦十分成功之太極影音、強調廣告與行銷的摩奇創

意，甚至許多專為企業設計網頁、製作公司簡介與產品型錄的公司，也以電腦動

畫為主要服務項目。 

【表 4-2：我國主要動畫業者】 
動畫類型 廠商 

動畫電影/TV動畫 宏廣、西基、鴻鷹、甲馬、海天、會宇 
電影/電視特效 太極、利達亞太、爾波、台灣夢工場 
廣告動畫 清禾、奇摩創意、爾波 
網路動畫 藝動網、春水堂、在線上網際、會宇 
其他 躍獅、天火、奧特馬、精弘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 2002年 11月 

目前 2Ｄ動畫已將生產基地移往大陸分公司，顯示國內已經失去代工的成本
優勢；3D電腦動畫雖然是個高技術的專門行業，事實上 3D動畫也與 2D動畫相
同，是一個需要技術勞力密集的高科技行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與時間，並

結合不同領域的專才，才能製作出一流的作品，目前國內環境仍在短時間無法達

到如此之規模；而廣告動畫短片與電影電視節目後期製作，則受到客戶移往大陸

發展的因素影響，而有市場萎縮的隱憂。但另一方面，業者也已經體認到美、日

動畫片造就的龐大市場，因此積極朝自製動畫方向努力，如中影、宏廣的動畫電

影，西基自製的 3D電腦動畫影集，以及春水堂與在線上的網路動畫，企圖打開
華人動畫片市場，並順應寬頻時代之來臨，帶動動畫市場興起，使國內動畫產業



開啟歷史的新頁。 

3. 我國動畫產業現況分析  
範疇以我國動畫產業最主要分項：電視與影帶動畫、電影動畫、廣告動畫、

網路動畫與後製特效動畫，作為研究領域。根據顯示，我國動畫產業主力在於電

影動畫、電視與影帶動畫類別，此分項中約九成產值來自於國外的代工。2001
年至 2002年，因總體經濟環境之不景氣，以及部份業者開始進行轉型，由代工
轉向自有品牌，故整體產值呈現衰退現象。預估 2003年在景氣小幅復甦、少量
自有品牌產品上市與業者轉型與市場策略奏效，將可望再度上揚。以下將針對各

分項進行分析。

 

【圖 4-1：2001～2003我國動畫產業產值】（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3年 3月 

4. 電影、電視與影帶動畫業者現況分析 
從 50年代開始萌芽的我國動畫產業，直至 70年代開始接受日本與歐美動畫

代工之洗禮，在動畫描繪技術與品質上才開始有著大幅度之進步。直至今日，我

國電影、電視與影帶動畫業者，仍是以國外代工為主要業務型態。 

一般動畫製作流程中，當前製企劃與人物設定均完備之際，接著便進入需大

量美術圖稿繪製之製作階段，此時需要大量的動畫師人力來進行，以一集 22.5
分鐘，每秒 24張圖的動畫影片而論，此時起碼就需要 32,400張美術圖稿的數量，
因此歐美與日本等國家，便將此製作階段的繪圖與著色工作外包至台灣進行。 

  



 

【圖 4-2：動畫製作流程與代工位置】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3年 3月  

由於台灣此時的人力成本仍低廉，加上在亞洲國家（除動畫發展興盛之日本

外）中，仍為美術能力與思考靈活度較強的地區，因此由我國部分留日與留美人

士牽線，國外動畫公司開始以台灣為代工基地，並且同時將國外技術與設備引進

台灣，進行教育訓練及培養，使代工品質符合要求。在這一波的動畫代工中，我

國動畫之繪圖技術與著色技巧均獲得大幅度的成長。 

由於動畫代工業務的日益活絡，我國影視動畫業者為了增加產量並減低人力

成本，也逐漸開始往外設廠。首先往大陸沿海地區前進，在廣東珠海、蘇州與上

海進行設廠，接著再往印尼、泰國等東南亞國家轉進。  

動畫製作代工之關鍵因素在於：品質、成本以及效率，從 80年代至今，國
外動畫業者也陸續在亞洲其餘各地尋找更低廉的動畫代工來源，目前大陸、韓

國、菲律賓及印度等地，均為我國代工競爭對手，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之下，原本

附加價值便不高的代工市場，更是面臨重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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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我國動畫代工設廠移轉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3年 3月  

80年代，我國影視動畫業者雖已發覺到自有產品的重要性，但由於代工時
多半只注重在繪圖與著色技術上，對於前製期之企劃編導人才與能力不足，再加

上資金的籌募能力不足，往往產品水準不如人意，無法獲得市場青睞，因而繼續

回頭於代工的業務。  

直至目前，成本優勢不再，加上其他亞洲國家動畫代工技術的提昇下，代工

市場的訂單開始流失，而削價競爭更使得利潤越來越低，再加上已有廠房與人員

的固定成本，經營已越形困難。因此各業者，又再度開始朝影片合製與自有產品

的方向前進，以期能掌握圖形著作權，才能進一步將市場擴大，並確實分享到衍

生利益，而不再只是獲取製作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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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動畫產業營業模式與衍生效益關係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3年 3月 

5. 其他區隔之現況分析 
除上述電影、電視與影帶動畫外，以下將繼續分述我國動畫產業各區隔之現

況。 

(1). 網路動畫 
網路動畫仍算是一個新興領域，過往並無相關的經營實例。緣起於網際網路

熱潮發展之際，網頁上之圖片，由原本單純的 JPG圖檔格式，發展成多張連續
的 GIF格式，進而發明 FLASH軟體，開展出網路動畫的新局。由於其製作工具
低廉加上容易製作（因其所需製作之細緻度，與每秒播放之張數無需太多），很

快就受到使用者的青睞，進而在網路上大量廣泛流傳免費的個人創作，更慢慢開

始由個人擴展至工作室的創作，開始樹立起網路動畫品牌與系列作品。 

網路動畫之創作多半來自於一時之創意，對於故事題材與劇情是否能延伸、

其動畫圖形是否適合發展衍生產品，或與異業合作進行商品代言等議題並無事前

的詳細規劃，除了少數是依據小說文字具像化外，往往日後無法成功延續與獲得

收益。並且由於網路動畫開始是以免費的型態流傳於網路，目前一般消費者尚無

接受付費觀賞的模式。 

網路動畫業者也嘗試將網路動畫搬上傳統媒體播放，但也由於網路動畫檔案

大小與網路傳輸時間的考量，往往製作品質與播放長度與影視動畫之規格有很大

的差異，例如電視動畫一集撥出時間為 22.5分鐘，網路動畫往往一集只有 2至 3
分鐘，業者必須推出 10集網路動畫的量，才能在電視頻道播出一集，如此在製
作時間與創意表達上，與電視動畫的屬性大不同，導致彼此之間的配合與收益大

打折扣。 



以上為目前我國網路動畫業者所面臨的困境，而目前網路動畫業者開始嘗試

朝向網路動畫的客製化、網站型態的多媒體服務等，試圖能找出一條收益與創意

的方程式。 

(2). 廣告動畫與後製特效動畫 
廣告與各類影片，在多媒體軟硬體的日益發展下，動畫與特效也成為其不可

或缺的一環。目前國內媒體上所播放的各類廣告，普遍均加入了動畫與特效，但

廣告若全程以動畫製作，其與實際攝影的廣告製作費用相比，是較為昂貴的。因

此廣告商多半採取在實攝廣告影片中再加入動畫的橋段，以增進效果，除非有其

必需性，否則較少採用全程動畫之廣告。在電影、電視影集與節目後製特效也是

類似的狀況，各種影片與節目拍攝完成之後，例如武打形式的電視劇，要製造出

光影與氣流的效果，均為實攝影片拍攝完成之後，再以電腦輔助加上動畫與特效

來呈現。 

但隨著國內大環境的不景氣，以及企業逐漸外移，國內廣告的數量已不如往

常，並且在製作費用上也開始有所精簡，因此動畫與特效的支出，就常成為廣告

最優先減少的部分。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後製特效上，媒體的不景氣，導致影片

與節目製作費用的刪減，在導演、演員、工作人員等等必要元素無法精簡的情況

下，後製特效也成為最首先節省之費用，只要求基本而便宜的效果即可。 

隨著企業外移中國大陸，許多國際廣告公司也開始於大陸設有據點，因此目

前國內的廣告動畫業者，也以華文同文同種優勢，開始朝接此類廣告公司的訂單

進行，不再只把觸角侷限於國內。後製特效業者由於往往仍有著攝影棚租借與實

攝部分的製作，因此紛紛著手將業務範疇擴大，讓實攝的編導工作也開始納入自

身的營業範疇，進行轉型。 

 
【圖 4-5：我國動畫產業之區隔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3年 3月  

6. 我國動畫產業發展關鍵議題  
在動畫代工競爭激烈而利潤下降、網路動畫獲利模式尚未明朗、廣告與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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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動畫又因不景氣刪減或產業外移而減少，目前我國的動畫產業的確處於較低

潮時期。適逢我國政府推動數位內容產業之際，以下將提出我國動畫產業發展數

項關鍵議題，以期能供政府單位推動與業者發展規劃之參考。  

(1). 募資與投資 
動畫影片的拍攝，從劇本、角色設計到作品完成，整個過程需要大筆資金，

再加上龐大的行銷費用，往往不是有心從事創作者可以負擔。再加上進度以及資

金往往隨著環境改變、工作人員之經驗而難以控制，且這種兼具藝術與娛樂性質

的產業，並無法完全保證產品完成一定大賣，投資風險不可謂之不大。  

再加上動畫產業並非可以廠房、設備的多寡進行投資評估，因此在一般的銀

行、創投公司及股市投資者，多不願負擔太大風險之情況下，本就籌資不易。近

年來國產電影不景氣，電視台又因家數暴增經營日漸困難，願意出錢投資的媒體

事業更是少之又少，是故動畫業者想要完成自有品牌動畫的夢想就更難以完成。  

因此政府是有必要成立動畫的專責投資基金，對於有創意及有能力的創作案

進行投資，並且建立起對於動畫創意與技術的鑑價制度，使投資者有依循的法

則。同樣的在業者部分，並不是單單只提出一創意或劇本，而是必須針對整個作

品的製作人力評估、時程評估、經費與成本評估與市場現況，著手完成一詳細的

計劃書，如此才能讓投資者信服，順利募得資金進行製作。  

(2). 人才與技術  
完成一部好的動畫，所需要的人才非常廣泛，從導演人才、企劃創意人才、

配音員、動畫師等。在國外的動畫師與配音員，均為專業學校訓練而成，而台灣

由於電影產業的沒落，電視工業也以外購節目與綜藝節目的方式成為營運主軸，

自然此方面的人才訓練與環境不是相當良好。雖然近年來台灣已有明顯的進步，

但還不像國外那般專業。而動畫所需的相關人才，除動畫師與導演外，其薪資相

對於一般職業也較為低廉的，雖說許多文化工作業者也有心從事動畫相關工作，

無奈沒有資金與經驗，如此惡性循環，動畫發展實在令人憂心。  

一國的動畫製作水準往往與其學校教育息息相關，例如美國的加州藝術學院

(Cal Arts)、加拿大的雪利丹學院(Sheridan College)、日本的代代木動畫學院，扮
演著培育人才以及前瞻性研究的角色。我國則只有少數大專院校的電影或傳播科

系開設動畫製作課程，而且多半是偏向美工設計，或是片段的課程，缺乏完整訓

練系統，再加上相關師資不足，使得國人動畫水準進步有限。時至今日，雖有台

南藝術學院、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以及業者成立之新藝術學苑，與補教相關業者

所提供的課程等教學單位，然而在與韓國甚至大陸均積極設立學校培養人才的情

況相比，實嫌不足。  

有鑑於國內動畫產業仍處於封閉的狀態，實在應讓目前進行動畫產業的人

士，定期舉行相關的交流，並在產業還未處於穩定時，應於每季固定進行所謂的



國外最新技術引進與技術指導的方式，方能跟上國際的脈動，提昇競爭能力。動

畫業者在此更需打破傳統思維，不僅在自身技術養成上，需做好知識管理與文件

資訊化，讓人才培育能快速進行，並且在自己缺少的人才面，能與其他異業進行

合作，讓人力資源可以互相交流，而非僅限於自身擁有。  

(3). 業務型態與行銷  
我國動畫業務型態之轉型，並非意指拋棄代工業務，而全面改採自有產品製

作，其轉型策略應從完全代工往合製方向前進。由於大部分的消費者都是市場風

險規避者，如果擁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則產品將會透過品牌形象的認知，吸引

大部分民眾消費，內容開發商將成為相關娛樂商品主要供應管道。尤其在考慮因

媒體豐富化所帶來的資訊氾濫，在消費者時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內容開發商的

品牌知名度更是相形重要。建議已開發出自有品牌，且已在市場成功的動畫業

者，可進一步透過內容授權和策略聯盟方式建立品牌知名度，如此可節省龐大的

行銷資源。  

在國內市場上，業者可藉由內容授權方式，增加市場曝光度，並且利用

Internet作為市場測試的管道，以降低行銷宣傳成本；在國際市場開拓上，雖然
內容娛樂事業在美國業者開拓下有全球化之現象，但東西文化差異，仍有獨特的

市場發展空間。國內業者可以大中華娛樂內容市場商機為籌碼，尋求與國際娛樂

內容發行商建立合作關係，而以全球市場戰略眼光選擇合作夥伴。此項關係的建

立必須是長期性與互惠性，可採用簽訂合作契約的方式進行策略聯盟，並以聯名

發行條件，建立市場知名度，以便能在全球娛樂事業上佔有一席之地。  

內需市場狹小可說是台灣所有產業共同面臨的問題，尤其在動畫產業，光靠

電影票房或電視廣告並不足以回收成本，因此一方面需要向海外發行，一方面需

以錄影帶、錄音帶之發行，以及將故事、肖像授權予各種玩具、文具商品之販售，

方能有大幅獲利（衍生收益常常可達十倍）。然而無論是海內外發行或是周邊商

品之行銷，需尋找專業人士甚至專業機構代為規劃、經營，方能發揮事半功倍的

效果，既可提高作品受歡迎程度，減少無謂的成本負擔，又大幅增加創作的商業

價值。  

在過程中，需專注於產品品質與獨特點子，以塑造知名度。在建立起市場成

功經驗後，逐步擴大市場經營領域如商品授權或是開發其他娛樂商品。以英國

Hit Entertainment的 Bob the Builder就是一個利用上述原則獲致成功的案例，所
開發的動畫節目在滿足上述條件後，獲得市場迴響；在奠定於此成功基礎上，該

公司專注於品牌形象的建立，並進入音樂唱片，玩具與遊戲授權之市場，當然，

全球最成功的 PIXAR也是與 Disney建立起如此的合作關係而成功。  

(4). 著作權與法律  
我國發展動畫之衍生收入，除了缺乏行銷人才與專業機構的問題之外，智慧

財產權不彰更是致命傷。國內音樂、錄影帶市場，因為盜版猖獗故日漸萎縮，而



動畫影片之肖像授權，又常常因為仿冒而權益受損，因此即使擁有專業行銷人

才，也難以說服玩具、文具廠商高價取得授權。  

故在智慧財產權保障不周之情況下，業者不但無法得到應有的報酬，更有可

能發生成本無法回收之問題。這將是整體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時所需注意到的另一

層次問題。此部分便需仰賴政府相關單位致力於智慧財產權的伸張，以及維護整

體產業環境的正常化，使得動畫產業發展時能無後顧之憂。 

第四節  國外動畫產業發展情形 

一、 美國動畫 

隨著生活水平提高，人類生活消費已經從食衣住行等基本物質需求，擴展到

無形服務商品等領域，其中如觀看電視節目、租錄影帶、觀賞電影等娛樂休閒活

動已經成為現代人娛樂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據美國一項全國性統計調查

指出，2000年美國民眾在此類娛樂性媒體的消費支出，佔個人總消費的 4%，與
1959年的數據相較，成長幅度為 100%，美國好萊塢強大的電影娛樂工業便是奠
基在其國內市場龐大的消費力上。1950 到 1970 年代之間，NBC、CBS 與 ABC
等三大電視廣播網的興起，加上反托辣斯法規的限制，讓美國電影工業面臨到產

業變革的壓力，大電影製片廠如派拉蒙(Paramount)、福斯(Fox)、華納兄弟(Warner 
Brother)等被迫改變經營型態並且積極開發外國市場；到了 1980年代，隨著有線
電視興起，頻道數的增加催生了分眾市場，削減了三大電視網的勢力，轉型後的

美國電影工業在此時則積極介入錄影帶出租、音樂唱片、主題樂園、玩具授權與

外國市場等相關領域，採用多角化經營模式。如今好萊塢已成為娛樂工業的代名

詞，其影響力更是擴及全世界。 

另一方面，資訊科技的發展正重新改寫媒體的定義，賦予消費者更多的選擇

權力，而 Internet的出現進一步打破了媒體市場壟斷的局面，對於娛樂內容開發
商究竟是機會或是威脅？無疑地，在這一波數位科技結合媒體的浪潮下，數位娛

樂內容產業將會扮演寬頻網路社會的活泉。動畫電影不僅票房市場成績耀眼，更

結合其他搭配性商品如玩具、音樂唱片、遊戲軟體、主題樂園等娛樂事業作全方

位的市場行銷。由於娛樂內容產業將是資訊社會中重要之一環，而好萊塢電影工

業扮演推動全球娛樂內容市場發展的火車頭角色，因此本文將探討美國電腦動畫

影片事業發展現況與成功業者策略。他山之石，足以攻錯，希冀讓國內政府相關

單位與有心進入市場的業者作為擬定決策時之參考。 

(1). 以家庭娛樂為訴求的動畫影片市場 
從早期耳熟能詳的白雪公主、小美人魚、到新興題材如獅子王、美女與野獸

等，動畫影片在美國電影市場上始終佔有一席之地（見圖一）。1990年代初期，
好萊塢動畫工業與電腦科技結合，利用電腦 3D影像軟體增加了華麗炫目的效果



畫面，讓以往平面動畫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代表作品有埃及王子、花木蘭等。

電腦動畫技術甚至應用在真人拍攝的電影中，最著名的是由大導演 Steven 
Spielberg於 1994年利用電腦動畫特效所拍攝的侏儸紀公園(Jurassic Park)。由於
電腦動畫能輕易地呈現傳統電影拍攝手法所無法或是困難達到的鏡頭效果，因此

時至今日，電腦動畫已成為好萊塢電影工業中重要的一環，優秀的電腦動畫師成

為炙手可熱的市場新寵兒。 

 

【圖 4-6：2001年美國動畫電影市場佔有率分布】（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ACNielsen，2002年 8月 

資訊業者在這一波結合電腦科技趨勢下，以技術優勢跨足此新興市場領域，

其中經營最為成功的公司是 Pixar電腦動畫工作室。在 1986年 Apple電腦公司執
行長 Steve Jobs以個人名義買下 Lucasfilm的電腦資訊部門後，成立 Pixar，專注
於 3D電腦動畫影片的製作，並在 1995年 11月推出首部處女作－玩具總動員(Toy 
Story)，創下 1億 9千萬美元的票房佳績。自此電腦動畫影片為傳統平面動畫開
拓出嶄新的創作空間，3D電腦動畫成為奧斯卡獎最佳動畫入圍影片的要角。電
腦動畫影片不僅創造了耀眼的票房成績，透過好萊塢娛樂集團多元化市場的發行

管道，結合其他搭配性商品如玩具、音樂唱片、遊戲軟體、主題樂園等市場造勢

作全方位的行銷。 

然而，儘管科技能替動畫影片達到加分的效果，但是流行性娛樂市場的高報

酬與高風險特質依舊未變。以 1999年發行的玩具總動員續集(Toy Story 2)為例，
以 9千萬美元的影片製作成本，光是電影票房就帶來 4億 8千 6百萬美元的收入，
投資報酬率為 440%。而 2000年由 Disney花費鉅資 2億美元所拍攝的恐龍
(Dinosaur)，全球票房收入為 3億 4千 8百萬美元，投資報酬率為 74%；在 2001
年改編自熱門電視遊戲機軟體，由 Sony電影公司投資十多億美元所拍攝的電腦
動畫影片太空戰士(Final Fantasy：The Spirits Within)，全球票房收入僅達 7千 6
百萬美元，幾個月後由夢工廠(DreamWorks)花費 1億 1千 5百萬美元所製作的
Shrek，票房收入則高達 5億 2千 3百萬美元。若是沒有好的創意內容與故事題
材，並掌握市場行銷資源與流行趨勢，電腦動畫科技仍無法保證票房的成功，甚



至由於電腦動畫影片的製作成本與時間龐大，大幅增加了市場風險與不確定性。  

【表 4-3：電腦動畫影片全球市場票房成績一覽】（單位：百萬美元）9 

影片名稱 上映日期 海外票房收入 美國票房收入 總計 發行業者 

Toy Story 1995/11/22 166.4 (47%) 191.8 (53%) 358.2 Disney/Pixar

Antz 1998/10/2 81(47%) 90.6 (53%) 171.6 DreamWorks

A Bug`s 
Life 

1998/11/20 199 (55%) 162.8 (45%) 361.8 Disney/Pixar

Toy Story 2 1999/11/19 239.9 (49%) 245.8 (51%) 485.7 Disney/Pixar

Shrek 2001/5/16 187.5 (41%) 267.7 (59%) 455.2 DreamWorks

Dinosaur 2000/5/19 210.1 (60%) 137.7 (40%) 347.8 Disney 

Final 
Fantasy - 

2001/7/11 40.3 (53%) 36.1 (47%) 76.4 Sony 

Monsters, 
Inc. 

2001/11/2 268 (51%) 255.2 (49%) 523.2 Disney/Pixar

Ice Age 2002/3/15 155 (47%) 175.4 (53%) 330.4 Fox 

資料來源：Box OfficeGuru，2002年 8月 

1. 北美電腦動畫影片產業現況 
好萊塢電腦動畫影片市場主要業者包括： 

(1). 電影製片廠：如 Disney、DreamWorks SKG、Warner Brothers、Sony Picture 
Entertainment、Fox Entertainment Group、Paramount Pictures、Lucasfilm、
Universal Studio、MGM/UA與其他獨立製片公司。 

(2). 電腦影像特殊效果公司：如 ILM、Rhythm & Hues/VIFJ、Tippett Studio、Digital 
Domain與 Sony Picture Imageworks；這些公司擁有開發電腦動畫影片的能
力，能自行生產或受其他製片廠委託開發。舉例來說 ILM就為星際大戰首
部曲設計製作數個 3D電腦動畫角色。 

(3). 軟體發行商：如 SGI（剛併購 Alias與Wavefront）、MentalImage GMD、Avid 
Technology等。  

目前至少有四家電影製片廠 Disney、Dreamwork、Fox與 Lucasfilm具備了

                                                 
9註：票房統計截至 2002 年 7 月 15 日  

 



電腦動畫影片開發製作能力，並且運用在電影特殊效果製作上。如 DreamWork 
SKG在 1998年發行 Antz後，在 2001年發行 Shrek；Disney在 2000年 5月發行
Dinosaurs; Fox在 2001年發行 Jimmy Neutron： Boy Genius，在 2002年發行 Ice 
Age。可確信的是，隨著商業電腦功能增強與軟體技術的開發，以及套裝軟體的
出現，將降低電腦動畫影片市場的進入門檻，如 SGI旗下子公司 Alias/Wavefront
的 3D電腦動畫軟體－Maya，便以授權銷售方式至市場上，我國業者也因此可以
很容易的運用好萊塢電腦動畫科技進行創作。 

一部影片從拍攝、完成到上映仍充滿風險與不確定，包含資金，人員與劇院

上檔日期。Pixar的管理階層對投資者表示：「我們相信在電腦動畫市場的主要競
爭因素包含－有創意的內容與優秀人才、產品品質、科技、銷售通路與市場行銷

資源的掌握。」。以下更進一步就通路與行銷進一步探討。 

(1). 影片上檔期間影響票房收入甚大 
一部成功的電腦動畫影片除了本身內容品質是決定成敗關鍵外，電影上映之

前的市場發行策略也是重要關鍵。舉例來說，首週上映的電影院家數往往影響票

房收入甚大，從影片首週票房收入多寡就可以看出影片是否賣座，其單週營收通

常佔總收入的 15%以上。另一方面，電影發行時機也是行銷策略中重要關鍵因
素，電影發行業者必須至少在一年以前就安排好電影上檔日期，同時考慮相同期

間競爭影片的數目、品質與市場接受度。一般來說，電影票房市場收入有季節性

因素，以 2001年美國電影市場為例，暑假票房收入佔全年總收入的 34%，而就
電腦動畫影片市場來說，暑假票房甚至佔總市場收入的 42%。 

(2). 全方位行銷與全球化經營擴大市場風險 
國內電影票房的賣座證明了觀眾的接受度，但是國內電影票房成功，並能不

保證週邊商品市場與國外市場的成功。儘管電腦動畫影片的人物角色能以內容授

權或商品化方式，創造出可觀的報酬率，但是這類如錄影帶出租，玩具銷售與商

品授權等市場競爭則取決於產品定價、競爭性商品與整體經濟環境等不同因素。 

由於娛樂流行商品生命週期日益短暫，而電影動畫與相關週邊商品開發常耗

時數年，加上如玩具、音樂唱片與電視遊戲軟體等替代性商品競爭，使得動畫影

片授權商品風險相對增大。因此被授權業者與商品零售商變得越來越不願承擔風

險，為了挑選能掀起流行風潮、創下票房佳績的影片，這些業者希望電影發行公

司能以拍攝電影續集、電視影集、錄影帶發行或是圖書出版等方式為影片內容造

勢。因此動畫影片及其他相關商品宣傳銷售成本有日益增加的趨勢，增加了電影

發行商的風險。 

另一方面，國外市場也是動畫影片重要收入來源，從前面的表一可以看出，

這些知名的電腦動畫，海外票房收入約佔全部票房的一半。由於不同國家市場接

受度不同，因此預測外國市場營收遠較國內市場困難。此外電影上檔日期與行銷

宣傳的安排，則考驗電影發行公司全球化經營能力。同時亞洲國家日益嚴重的盜



版問題迫使電影發行商縮短全球上映時間差異，無疑也讓電影發行商全球市場行

銷風險加大。 

2. Pixar成功策略剖析  
在 1986年由 Steve Jobs所創立的 Pixar電腦動畫工作室，可說是電腦動畫界

的代表性業者，其與 Disney所聯合發行的電腦動畫影片如 Toy Story (1995/11)、
A bug’s Life (1998/11)、Toy Story 2 (1999/11)與Monsters, Inc (2001/11)，均獲得市
場好評，光是電影票房合計就超過 8億 5千萬美元收入，在其他市場如錄影帶出
租、玩具銷售、電視節目授權與遊戲軟體開發等衍生商品收入更是帶來可觀的收

入。Pixar的崛起主要倚靠下列三項關鍵成功策略：  

(1). 專注創意開發與影片製作  
Pixar在其公司主要任務中明確指出該公司欲成為電腦動畫製片的領先業

者，致力於用 3D動畫技術開發出受各年齡層歡迎之溫馨難忘的家庭娛樂影片。
在創業初期，Pixar鎖定其擅長的技術開發領域，在 1986年與 Disney簽署一套
平面動畫生產技術的開發合作案(Computer Assisted Production System; CAPS)。
Disney用此系統開發了像是 The Rescuers Down Under、The Lion King與 Tarzan
等成功的動畫影片。在 1992年 Pixar與 Disney的雙方員工因為此系統而獲得奧
斯卡的科學工程技術成就獎。爾後 Pixar開發了三個專屬技術軟體－動畫製作軟
體(Marionette)、影片製作管理軟體(Ringmaster)與數位影像合成軟體系統
(RenderMan)。這些系統對於Pixar的電腦動畫製作有決定性幫助。其中RenderMan
被授權在多家電影製片廠如 Disney、Lucasfilm、Sony Picture Imagework、
DreamWorks等使用，儼然成為產業標準。 

接著 Pixar以廣告市場作為其發展動畫技術的踏腳石，合作的對象包含
Coca-Cola、Listerine與 Gummi-Savers。到了 1996年則策略性地中止了這項動畫
服務業務，主要原因是 Pixar在 1997年 2月與 Disney簽署了共同開發電腦動畫
電影的合作契約，因此必須有效利用企業資源（主要原因是優秀人才有限），Pixar
同時體驗到快速擴張會加重公司管理資源上的負擔，反而會配合不上預定生產進

度，因此專注於影片開發工作並且不輕易增加員工。 

(2). 與 Disney策略聯盟，建立品牌形象 
在 1991年 5月 Pixar與 Disney旗下Walt Disney Picture簽署合約，在 1995

年 8月和 Disney Interactive合作進行 Toy Story的 CD-ROM開發，生產與銷售計
劃。在與 Disney的合作過程中，Pixar學習到要在好萊塢動畫市場保有領先地位，
必須要搭配強大的發行管道與媒體造勢能力。 

由於 Disney擁有良好的品牌形象而且是娛樂內容事業的領導者，掌握大多
數娛樂內容市場發行管道，因此雙方在 1997年 2月簽署影片共同開發合約，以
聯名方式發行五部電腦動畫電影。依照此合作契約，Pixar將專注於影片開發與
生產部分而 Disney則負責影片市場行銷、宣傳造勢與影片銷售。合作範圍則包



含電影上映、家庭錄影帶、電視節目、互動媒體與其他衍生性商品項目。主要由

Disney決定影片發行與市場行銷方式，Pixar則握有產品最終的控制權。雙方並
派駐代表於對方公司中作為溝通橋樑。影片生產開發與市場行銷費用將由雙方各

自負擔一半。雙方並簽署不得同期競爭之規定，在影片上檔期間，任何一方不得

推出競爭性影片上映。 

Disney除了幫助 Pixar將其影片在電影市場上發行外，透過旗下其他媒體發
行管道有效地開發出商品剩餘價值，舉例來說，當 1995年 11月首部雙方合作的
動畫影片 Toy Story在電影院上映後，Disney在 1996年 10月發行 VHS錄影帶，
在1997年於ABC電視網的Disney頻道上放映數月之久；1998年11月A bug’s Life
電影上映後，在 1999年 4月在錄影帶連鎖出租店以 VHS與 DVD形式出租，而
在 2000年 10月 Disney將影片內容授權給付費頻道(Pay-Per-View)中使用。因而
在 1999年到 2001年期間，Pixar的動畫影片相關收入如影帶出租、動畫授權與
相關軟體收入等分別有 95%、95%與 91%來自 Disney媒體發行管道的銷售。對
於 Disney而言，由於 Toy Story的賣座，證明了 Pixar影片開發能力，也降低了
經營風險；對於 Pixar來說，這項合作案不僅開拓其產品市場通路，藉由聯名銷
售方式更是不費吹灰之力，成功地建立起 Pixar的品牌形象，因此是其成功關鍵
因素 

(3). 投資製作動畫短片，培育並吸引優秀人才 
對於電腦動畫製片商來說，影片導演、製片、動畫人員、創意人員與技術導

演是公司重要的人力資源。優秀人才的流失會對公司經營帶來巨大的衝擊。具體

的例子在電影、遊戲與音樂唱片等娛樂產業中屢見不鮮。Pixar的成功主要依賴
特定關鍵人物如 Steve Jobs、John Lasseter、Edwin E. Catmull、Ann Mather與 Sarah 
Mcarthur等人。因此如何留住並培養優秀人才是 Pixar的重要任務。目前 Pixar
採行好萊塢業界標準模式與特定員工簽署合作僱用契約，此外為了培養內部創意

人才與維持技術領先地位，則長期投資在動畫短片開發製作上。儘管這類動畫短

片並無太大的商業利用價值，但是藉由影片的開發與參與競賽，不僅能讓內部員

工得以培養影片開發製作經驗，同時能提升 Pixar的市場知名度並持續性吸引優
秀人才加入。這項投資可說是 Pixar維持市場領先地位的另一項關鍵因素。  

二、 日本動畫 

近年來日本的動畫(Animation)影片在美國、歐洲、東南亞等世界各地，均有
大量的電視台播放時段或者是在電影院放映，展現出極高的國際競爭力，可說是

日本在內容產業上除遊戲產業外另一項強而有力的輸出產業。 

1994年，日本卡通公司控告 Disney的「獅子王」違反著作版權，與手塚治
虫於 1965年所製作的「小白獅王」有劇情與角色剽竊嫌疑之事件，之後傳出 2001
年作品「失落的帝國」的角色背景與 1990年日本 Gainax公司所推出的「不思議



之海：The Secret Of Blue Water」雷同，以及劇情走向與宮崎駿「天空之城」的
相似風波，先遑論抄襲與否，但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即使是全世界最大的動畫

製作龍頭 Disney也已受到日本動畫的洗禮與影響，因此將日本動畫視為唯一能
與美國動畫分庭抗禮的對手實不為過。 

1960至 1980年代，先後有手塚治虫監製、山本瑛夫導演的「一千零一夜」、
「埃及豔后」等動畫片進軍國際，於 1989年全球上映的日本科幻動畫電影「阿
基拉」更讓全世界的觀眾有著極大的驚艷與推崇；2002年 2月，柏林國際電影
展的金熊獎頒發予宮崎駿的作品「神隱少女」，如此的榮耀實在是動畫界所少見

而令人刮目相看的。正當美國好萊塢席捲全球的電影市場以及 Disney穩坐動畫
王者地位的同時，為何日本仍然能以動畫產業開創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讓我們

如下探究。 

1. 日本動畫產業發展現況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正式進入長篇動畫電影的時代，而 1960年代則

是由於連載漫畫與電視的興起，讓日本動畫有著新的內容與舞台，開始進入到電

視動畫的時代，70年代後期至今，日本動畫不僅與遊戲產業相結合，更將其觀
眾群由主要的兒童市場擴展到全年齡層，進而對海外市場開始進行輸出，產生所

謂動畫的國際化。以下就開始審視目前日本動畫產業的現況。  

(1). 日本整體動畫產業市場現況 

 

【圖 4-7：1996～2001年日本動畫產業市場規模】（單位：億日圓）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數位內容白書， 2002年 11月  

由日本經產省以及日本財團法人數位內容協會所公佈資料可知，2001年日
本動畫市場規模達到 1,860億日圓，較 2000年成長 14.4%，經產省指出市場規模
之大幅成長，主要歸功於宮崎駿的「神隱少女」的成功、DVD市場的興起與普



及，以及電視動畫節目播放數量增加等三項因素。此項數據僅包含動畫電影、光

碟錄影帶與電視動畫收入，若含肖像權授權以及其衍生商品收入，則推估達 2
兆日圓以上。 

此外 2001年，日本共計有 247家動畫製作公司，3,567位動畫美術從業人員，
並且 8成以上的動畫公司集中在東京。 

 

【圖 4-8： 1996～2001年日本動畫產業公司與動畫美術人員數】 
資料來源：日本數位內容白書，資策會MIC整理，2002年 11月  

(2). 日本動畫電影現況  
在動畫電影的市場上，2001年日本國內「神隱少女」之票房達到 290億日

圓，創下歷年萊動畫電影的新高。另外，歷年來日本動畫電影票房第一名均為國

產動畫電影，近五年來均為宮崎駿作品與「神奇寶貝」的天下。  

 

【圖 4-9：1996-2001年日本動畫電影票房收入單位】（：百萬日圓）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2002年 9月 



(3). 日本電視動畫現況  
除動畫電影外，日本動畫產業最大重點市場即為電視動畫。根據日本經產省

指出，2000年日本電視動畫節目的年平均收視率為 6.5%，而 2002年 4月起，日
本國內電視台每週播放之電視動畫數目約為 70集。 

 

【圖 4-11：1996-2000年日本電視動畫播映數】（單位：集）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2002年 9月  

(4). 日本動畫錄影帶與光碟市場現況  
在日本除上述兩大市場之外，尚有一重要的動畫市場，即為動畫錄影帶與光

碟市場。在動畫錄影帶與光碟市場中販售之動畫內容則有動畫電影、電視動畫以

及 OVA(Original Video Animation)三種。OVA為原創性動畫影片，專門只供動畫
錄影帶與光碟市場販售之內容，而一般若以動畫品質而言，由品質高至低分別為

動畫電影、OVA、電視動畫。  

 

【圖 4-11：1996-2000年日本動畫錄影帶與光碟市場銷售量】（單位：萬片）10 
資料來源：日本映像軟體協會、情報Media白書 2002，2002年 1月  

(5). 日本動畫製作商業模式-以電視動畫為例  

                                                 
10Disk 為扣除 DVD 以外的光碟製品 



日本電視動畫節目的製作，首先是經由贊助商提供資金，可能是玩具公司、

食品公司、或者是財團，提供資金，透過廣告代理公司，委託電視台進行製作與

放映的動作；而廣告代理商或電視台再尋找適當的動畫製作公司，進行企劃書、

腳本與專案的規劃，經由贊助商與電視台的共同審查，通過之後才開始進行製

作。承接動畫節目專案之動畫製作公司，往往在成本上以及人力上的考量，會在

製作時再將動畫製作中的某些過程進行委外轉包製作的方式，例如：原畫與原畫

之間的大量非關鍵畫面、配音與聲音合成、影片合成與後製等。 

在製作電視動畫的同時，此時電視台或動畫製作公司便會開始對此電視動畫

的肖像權、播映權、動畫原聲帶以及衍生商品對其他有意接洽之廠商進行授權，

以東京電視台日前播放之「哈姆太郎」為例，由漫畫原作改編成動畫時，由原先

3名漫畫角色，擴張至電視動畫中的 10名角色，並針對每一個角色進行玩偶與
衍生商品化的設計，當電視動畫推出時，商品立即推出，以獲得最大之相關利益，

而另一為人所熟知的動畫「神奇寶貝-皮卡丘」，其相關聯的產業（如遊戲、食品、
文具、遊戲軟體、播放權利、錄影帶與 DVD製作權利等）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更
高達 1兆日圓。 

 

【圖 4-12：日本電視動畫節目製作模式】11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東京電視台，資策會MIC 整理，2002年 11月 

                                                 
11以贊助商提供 5,000 萬日圓資金為例 



(6). 日本動畫進軍國際之現況  
目前全球播放的動畫節目約 6成為日本所製作的，之前所提到的「神奇寶貝

-皮卡丘」在全球已造成一股黃色旋風，世界共 68個國家播放其電視動畫，40
個國家上映其動畫電影，全世界動畫電影所得之收入達 1億 7千萬美金。  

另外，許多好萊塢的電影製片公司，也紛紛購買日本動畫片權利進行電影化

的工作，例如：福斯購買「七龍珠」的版權、華納購買大友克洋之「光明戰士

AKIRA」進行電影的拍攝，另外 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購買「原子小金剛」
的版權進行 3D CG電影的製作。而美國播放動畫卡通的禮拜六上午之黃金時
段，也有近半的動畫卡通為日本所製作。  

2. 日本動畫產業發展成功關鍵  

(1). 前期社會風氣與環境的培養  
從日本動畫的起源至今，主要發展契機在於日本文部省與軍部當年以政府的

立場進行相關的推廣工作，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啟動環境，讓動畫卡通變成為週遭

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此一來，此項由環境而衍生出來的產業，便可獲得民眾之認

可而開始興起，而動畫產業興起之後，人才投入的意願以及品質自然得以隨著發

展而進步茁壯。  

(2). 漫畫文化與客群的掌握  
除了在前期環境的一個營造以外，在研究中也發現，日本本身的內銷市場很

大，並且具有看漫畫的全民風氣，漫畫文化的繁榮，對於動畫的題材取得可說是

相當豐富，再加上動漫畫與遊戲三者間的相互連鎖關係，使得彼此相輔相成，造

成極大的市場以及回響。而繪製一部動畫時講求整體作戰策略，先進行市場調

查，針對兒童、青少年、成年或老人等不同年齡層的需求，再邀各領域專家參與

配合市場行銷，如此一來對於市場區隔以及作品風格的走向均能掌握。  

(3). 人才的育成與維護 
動畫產業最重要的部分還是在其內容，而內容的創造者之育成與確保，便是

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因此在日本成立許多知名的動畫科系相關教育機構來確保

動畫人才的接續，如：日本動畫課程學校、日本大學電影系、日本卡通職業學校、

代代木動畫學院以及關西大阪藝術大學等，都是知名的動畫人才來源。在確保方

面，由於近年來動畫的製作部分因成本因素開始外移，而發生「產業空洞化」，

如此一來國內創作開發力也開始相對性的減弱，日本政府也試圖確保有才能的動

畫人才能有著良好的勞動環境與薪資，遍免其流失。  

(4). 資金來源與著作權費收入的確保  
對於一部動畫作品的完成，所需要資金的挹助，日本政府也有一套對應的法

則，例如在信託業法與稅制上的調整、個人投資以及投資方式的環境整備、動畫

製作公司完成作品的信用保證以及對於製作者的鼓勵與資金提供等等，都有著完



整的支援方案。例如日本相關銀行接受以動畫著作權作為擔保提供融資，對於日

本動畫製作的資金籌措有極正面的幫助。  

在日本進行動畫製作時，相當注意有關其肖像與衍生商品的權利，因為單純

若只有進行製作，可說利益是相當微薄，必須將其動畫獲得映像之著作權，如此

一來便可以對電視播映權、錄影帶與光碟發行權以及商品發行權上來進行後續的

收益。另外，政府對於盜版以及無經過許可違法運用製作的商品之查緝也積極進

行。在資金籌措與營收上均能確保，日本動畫產業才能持續製作高品質的內容，

維持其競爭力與創造力。  

(5). 政府維護產業環境的正常化  
日本動畫產業的發展，除了最初先期環境政府文部省的提供內需市場以外，

其後的發展幾乎都是由動畫業者自行努力的結果。而日本政府著重的關鍵是在於

培養環境與體制的健全，以建構出無慮的環境的方式，讓國內動畫廠商自行創作

與經營競爭。  

目前日本政府正積極著手於權利交易之標準契約書的制定與普及化，讓擁有

動畫內容的製作者與買方（例如：動畫製作公司、電視台等）能依循標準的契約

書制定，獲得合理的報酬，而不會被剝削。另外，由於電視台為播送的主要管道，

可能會發生因其獨占或以優勢的態度造成動畫市場交易機制的不公平，在此也必

須加以嚴格把關，防止其壟斷。 

而對於動畫製作過程的技術與動畫資料庫的建立開發、資金調度方式的多樣

支援、日本動畫邁向國際，以及人才培訓與發掘，日本政府也積極地在研究施行

中，以期能永續經營日本動畫產業。  

 

【圖 4-14：日本動畫產業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2年 11月 



目前台灣的數位內容產業推動已積極展開，國內動畫廠商現階段所面臨的最

大困境，在於資金的籌措與代工比例過大。關於資金的籌措，勢必要對技術與創

意作出鑑價制度，使得動畫廠商可以獲得銀行、投資團體甚至是個人投資的資金

支助，得以完成作品的創作；另外由於國內動畫廠商多以代工的形式接單，僅獲

得製 作費的收入，並無法擁有動畫的肖像或播映權所得之後續廣大收益，這也
是未來我國動畫產業勢必改變與發展的方向。 

三、 韓國動畫 

台灣近二年來掀起了一股哈韓風，從韓國歌星、韓劇、線上遊戲，甚至韓國

商品與流行服飾也已滲入我們的生活。而這股哈韓風也正由亞洲吹向北美，韓國

Cinepix公司製作的動畫卡通 Cubix正式於 8月在美國電視播出，而且據九月底
出爐的收視調查顯示，Cubix 在晚間 8：30 時段中領先華納兄弟公司的 KIDS’
WB頻道中之其他節目，由於反應良好，遊戲公司 3DO亦將於 11月推出以 Cubix
為題材之遊戲軟體。 

究竟是何因素讓韓國動畫成功出口到美國？以下分別從製作、創意及市場三

個角度探討箇中原因。  

1. 以後製優勢成為全球第三大動畫王國  
由於穩定的代工品質及低廉的工資，亞洲一直是美、加、歐洲動畫的合作伙

伴，從早期的日本，再來是南韓與台灣，新興的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越

南、泰國、印度、印尼、大陸等地。歐美業者將角色設定、編劇、分鏡等前製工

作完成後，再外包到亞洲進行後製，也就是所謂的代工。  

南韓政府於 1994 年即意識到動畫產業的高附加價值，於是提供低利貸款與
租稅優惠協助企業發展；另一方面，學校教育也提供了大量動畫人才，從 1990
年第一所動畫大學設立開始，到如今已有超過 60 所大學成立動畫相關系所，甚
至高中也有相關技能的教學。資金挹注與人才培育的相輔相成使得南韓在動畫後

製上能擁有高品質且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致使與台灣同期成為動畫代工基地的

南韓，至今日已發展成僅次於美、日之全球第三大動畫生產國，並且有機會透過

國際共同製作累積前製經驗。  

2. 政府積極協助業者走向創作之路  

促成遊戲產業蓬勃之文化旅遊部(Ministry Of Culture & Tourism)，於 2000年
12月成立 Korea Cultural Industry Promotion Center (KCIPC)，旨在推動文化相關
之動畫、音樂、角色、卡通漫畫等產業，提供資訊、設施、技術、資金與教育等

協助。而為了在 2005 年將南韓提升為全球頂尖之數位內容生產國，南韓政府正
在規劃投入 1,500億美元建立 Korea@Museum，將於 2001年底前成立一家數位
娛樂內容發展公司。  



針對動畫產業，南韓政府制訂法規強制寬頻業者播放一定比例的本國動畫；

另一方面，動畫創作不僅需要籌綽龐大資金，更要擔負市場成敗之風險，故在文

化旅遊部設立的 330億美元 KOCCA(Korea Culture Content Agent)基金中，將於
基金成立後前三年提撥 3億美元針對動畫影片直接投資。由於政府的支持，業者
紛紛開始將創新計畫付諸行動，目前已有超過 100支自製或跨國聯合製作的作品
在南韓電視台播放。  

3. 以 3D作品切入海外市場新興區隔  
雖有政府大力支持，真正使南韓的自製動畫作品邁向國際市場之動力，在於

掌握了新技術所帶動的機會。近一年來我們發現南韓作品陸續出現在國際市場，

例如在台灣三立電視台播出的爆走城市，在美國 KIDS’WB 頻道播出的
Cubix ，以及於日本 TV 東京頻道播出的 RUN=DIM，這些外銷作品主要為 3D
動畫。在目前美、日電視動畫節目仍以 2D為主的情況下，南韓業者運用先進的
3D 動畫技術切入市場，與線上遊戲掌握技術變革契機打入台灣市場的方式如出
一轍。  

4. 結語  
整體而言，南韓龐大的動畫產業累積了豐富之人力資源與國際合作經驗；政

府長期以來之協助不但使其製作成本上處於優勢，最近對於自製作品的獎勵更為

缺乏創意之南韓動畫埋下了成功的種子；更重要的是業者把握了技術更迭之契機

以 3D動畫跨入國際市場，彌補其在市場掌握及導演功力上的弱勢。此種與自由
競爭背道而馳的產業政策，雖也隱藏了過度保護造成業者家數眾多，真正有賺錢

實力者卻有限的問題，然不可諱言，我國業者目前正因此面臨了極大之競爭壓力。  

我國有國際知名的平面動畫公司--宏廣、鴻鷹；跨入國際 3D 電視影集的西
基；發展自有品牌的爾波、海天數位科技、阿貴網站等業者積極地努力；且有豐

富的華人文化資產為可作為創作題材，並有潛在的龐大華人市場為後盾，而這些

正是南韓邁向自製最缺乏之條件。倘若政府能針對我國業者面臨的資金缺乏及人

才培育問題予以支援，且協助引進國際共同製作機會，相信一定能為台灣動畫界

再創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