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6

第六章 研究發現 

 

綜合以上個案分析，本章將整理出各項重要的研究發現，分為智慧

資本構面比重與內容之變化、智慧資本構面之重要性及智慧資本之建立

與累積等三節來說明。本論文研究問題的第一題可經由文獻探討與個案

研究的過程得到適度解答，將於第七章研究結論中彙整回答。本章將在

第一節提出針對個案公司智慧資本構面比重與內容之變化的研究發

現，回答研究問題的第二題。第二節將針對不同智慧資本構面對個案公

司的重要性提出研究發現，回答研究問題的第三題。第三節整理出對個

案公司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過程的研究發現，回答研究問題的第四題。 

 

第一節 智慧資本構面比重與內容之變化 

 

研究發現 1: 

個案公司剛創立時，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佔總智慧資本之最大比重；

而後在發展過程中，關係資本與流程資本成為比重最大、最為重要的

兩項資本；直至公司發展後期，各智慧資本構面比重趨於平均。 

根據第五章的分析，個案公司在一開始籌備處成立時，人力資本與

關係資本明顯佔了最大的比例，是公司最重要的智慧資本；而後經歷積

極摸索、多方嘗試以拓展業務的草創摸索期到了 t1 時，關係資本與流

程資本成為此時整體智慧資本當中最比重最大、為重要的兩項。 t1 之

後，公司邁入成長磨練期，成員的經驗與技術穩定成長，而關係、流程

與創新三種資本成長幅度較大，在關係、流程與創新三種智慧資本大幅

成長下，t2 的整體智慧資本存量明顯增加許多，其中關係與流程資本所

佔比重仍較大。最後公司在經歷轉型發展期到了 t3 時最大的智慧資本

成長是在關係資本與創新資本，智慧資本存量持續增加，而四種不同智

慧資本的比重漸趨於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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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2: 

個案公司發展過程中，組織能力由人力與關係等基本的資源，擴散到

深植於組織的流程與組織價值，形成較為深厚的創新能力。 

 

由個案公司智慧資本各構面存量與比重的變化可發現，公司草創時

期相當依賴既有的資源，也就是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此時所謂公司的

能力緊緊繫於個人身上。而後隨著發展過程中的摸索嘗試產生許多流程

與原則，這時公司的能力便逐漸從個人身上擴散到流程。再發展一段時

間後，充足且成熟的人力、關係、流程資本漸漸融合成了一種組織共享

的價值文化，呈現於創意管理平台，能有效搜尋或激發創意、篩選出可

行的創意，並加以企劃成動畫專案付諸執行，此種能力不會隨組織成員

的離去而消失，更不易為人所模仿。當組織能力由個人身上擴散移轉至

與組織緊密結合的流程與組織共享價值時，組織創新能力將更為深厚。 

 

研究發現 3: 

隨著個案公司的發展，人力、關係與流程等智慧資本的內容，朝向企

劃、管理與行銷方向發展。而創新資本的累積也受到組織對創新與創

意之管理能力的影響。 

觀察個案公司各項智慧資本內容之變化可以發現，其人力資本累

積，主要先從動畫製作技術方面的人力資本開始發展，漸漸的增加企劃

與管理、行銷方面的人力資本；關係資本是從製作關係與業務關係，逐

漸拓展至行銷通路以及資金來源等方面的關係；流程資本方面則是先建

立動畫製作流程，再逐漸拓寬流程的範圍，形成動畫專案開發整體之創

意導入、資源整合、專案管理與行銷等方面的流程；創新資本方面是先

建立組織內部創新的核心精神、文化與共識，在這樣的創新精神下，公

司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致力於創新成果的累積，到了發展後期，並漸漸藉

由具體的創新流程管理方式，使得創新的過程更加有效率、進一步提升

創新能耐並加速創新成果的產生。 

由這樣的內容變化可以發現，個案公司隨著事業的發展，人力、關

係與流程等智慧資本的內容，朝向企劃、管理與行銷方向發展；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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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累積也將受到組織對創新與創意之管理能力的影響。因此，對個

案公司而言，創作與製作能力固為其發展的基礎起點，但隨著公司的發

展，強大的企劃、管理、行銷與資源整合能力成為事業持續成長的關鍵，

使其不致陷於空有創作與製作能力卻無法有效管理資源、或者無法將成

品推向市場的窘境。 

 
 
 

第二節 智慧資本構面之重要性 

 

研究發現 4: 

在個案公司的發展過程中，技術、知識與創意等方面的人力資本固然

重要，但關係資本與流程資本才是支持其不斷成長的重要關鍵。 

從資本存量變化情形來看，根據第五章第二節的分析可以發現，個

案公司智慧資本四個構面的重要性，隨著公司的發展而有所不同，人力

資本在公司剛開始發展時，佔所有智慧資本的比重最大，隨著公司逐步

發展，人力資本雖穩定成長，但在四個構面中所佔的比重卻逐漸降低。

而在公司成長過程中，關係資本與流程資本成為比重最大的智慧資本，

而發展到後期，創新資本有突發性成長，各項智慧資本的比重趨於平均。 

值得注意的是，關係資本在公司發展過程中一直佔有很高的比重，

呼應第五章第四節對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過程的分析結果—建立關係

資本是組織發展過程中解決各種問題的重要途徑，而關係資本也在公司

發展過程中一直都對於刺激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貢獻良多。由此可見

關係資本對於動畫公司的發展來說具有相當關鍵的影響力。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對個案公司而言，關係資本與流程資

本才是支持其不斷成長的重要關鍵，並非如直覺想像般，創作型的公司

應是人才掛帥，只要有豐沛的創意與傑出的技術就可獲致成功。由此可

見，動畫事業的成功發展，技術與創意人才的吸收培育固然重要，能成

功拓展並維持各項關係以解決動畫的製作、行銷乃至資本籌措等問題，

亦是將創意轉化成收入以支持公司不斷成長之重要關鍵，而能將創意開

發過程具體地流程化加以管理，也是經營動畫事業不可疏忽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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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5: 

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對於個案公司而言，扮演著刺激各項智慧資本的

建立與累積的重要角色。 

從刺激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的角度而言，由上章分析可以發現，雖

然人力資本在動畫公司整體智慧資本中所佔之比重相對較小，人力資本

對於多項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卻仍具有直接且強大的影響力；人力資

本與關係資本同樣都對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有相當顯著的幫助，尤其

是在公司草創與面臨轉型的時期。  

在公司發展初期、各項智慧資本尚未充分之時，智慧資本的建立與

累積對組織原有人力資本倚賴甚深，公司所需之各項智慧資本的建立與

累積往往是以創辦者與公司成員既有之知識、技術或經驗為依據或基

礎；而在組織面臨轉型的蛻變時期，先前累積的豐富知識與經驗，更是

組織思考如何大刀闊斧來建構或改造所需智慧資本的指導方針。關係資

本則是在草創或轉型時期，組織得以迅速取得所需智慧資本的管道，尤

其顧客關係更是刺激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以滿足客戶需求的原動力。 

因此，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的蓄積對於個案公司而言，扮演著刺激

各項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的重要角色，不斷刺激並導引著智慧資本建構

的方向。 

    
 
 
 

第三節 智慧資本之建立與累積 

一、 各智慧資本構面之建立與累積 

綜合第五章第四節的分析，可將組織「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及「組

織原有智慧資本」分別對智慧資本構面之影響標示在以下表6-1及表

6-2，表中數字最大者特以斜線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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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之智慧資本構面

受影響之智慧資本構面

表6-1、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對於智慧資本構面的影響 
 
           

                
人力資本 關係資本 流程資本 創新資本 

解決問題 2 15 6 8 

執行與整合 1 1 6 2 

實驗 7 5 1 4 

輸入智慧資本 7 2 1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6-2、組織智慧資本對於智慧資本構面的影響 
 
           

                
人力資本 關係資本 流程資本 創新資本 

人力資本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

8 

人力資本 關係資本
4 

人力資本 流程資本 
7 

人力資本 創新資本
10 

關係資本 
關係資本 人力資本

9 

關係資本 關係資本
8 

關係資本 流程資本 
6 

關係資本 創新資本
6 

流程資本 
流程資本 人力資本

0 

流程資本 關係資本
0 

流程資本 流程資本 
1 

流程資本 創新資本
1 

創新資本 
創新資本 人力資本

0 

創新資本 關係資本
9 

創新資本 流程資本 
0 

創新資本 創新資本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以上兩表，可針對個案公司之各項智慧資本之建立與累積過程

整理出如下的研究發現： 

 

 智慧資本 

      建構活動數量 智慧資本建構

活動類型 

      原有智慧資本 

          產生之影響 
企業原有智慧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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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力資本之建立與累積 

研究發現 6: 

人力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主要靠著「實驗」與「輸入智慧資本」兩種智

慧資本建構活動，而又受組織原有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之影響最大。

人力資本主要靠著組織的實驗過程與直接輸入智慧資本方式來建

立，而人力資本的建立與累積又受組織原有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之影響

最大。 

此結果顯示，組織必須充分累積人力資本，才能在實驗的過程中、

在原有的基礎上更有效地累積人力資本，而必須有足夠的關係資本，才

容易尋求管道輸入所需的人力資本，或者藉由關係的開展來刺激人力資

本累積。舉例而言，甲馬在草創時期因為有創意、美術基礎與３Ｄ、２

Ｄ電腦動畫能力俱佳的動畫師CB先生，才能在其實驗下製作出令人滿

意的長仔精靈３Ｄ模型，並將經驗與技術傳授給公司其他動畫師，帶動

公司整體人力資本的提升；而在公司急速發展的成長時期，是在公司運

用各種關係之下，才能迅速找到適合的人才來支援較具規模動畫之開

發。 

 

2. 關係資本之建立與累積 

研究發現 7: 

關係資本主要靠著企業「解決問題」的過程來建構，而又受組織原有

關係資本與創新資本之影響最大。 

其次，關係資本主要靠著解決問題的過程來建構，而關係資本的建

立與累積受原來關係資本與創新資本的影響最大。 

此結果顯示組織必須累積足夠的關係資本，並充實創新潛力與成果

等資本，才能在遇到問題的時候，迅速且成功地建立及拓展有用的關係

資本。舉例而言，在甲馬最艱困的草創時期，是靠著Y先生原有人脈關

係、主動出擊到處介紹甲馬的技術與能力，加上甲馬具有一定程度的創

新潛力，搭配起來才解決了公司開展業務的困難，順利開展許多客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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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發展到了後期，更由於甲馬已經累積許多創新成果，才能在此基

礎上順利地解決行銷通路與資金來源等問題，建立起所需的各種關係資

本。 

 

研究發現 8: 

維持與持續深耕關係資本的關鍵，在於組織本身的創新與執行能力，

若組織本身沒有足夠的能力，將難以將存在於個人身上的關係轉化成

真正屬於組織的、穩固的關係資本。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關係資本的發展，我們可由甲馬發展的歷史中

觀察到關係資本如何不斷為組織帶來業務、以及如何持續深化發展。以

下舉K市政府與P電視台兩個例子來說明： 

1. K市政府 

甲馬在荷米斯摩丘力時期，由於Y先生與K市市長認識而向K市市長

提案製作市長的導引精靈，獲市長同意；因此甲馬接受K市政府新聞處

委託製作K市市長的導引精靈，這是第一個與K市政府合作的案子，建立

起業務上的關係。由於此案表現良好，不僅K市政府新聞處肯定甲馬的

能力，K市政府底下其他單位也有目共睹，了解甲馬創製作動畫的能力。

因此，此案之後，甲馬又從K市政府獲得了接二連三的其他案子，包括：

2000年12月K市政府新聞處再度委託製作K市政府市長電子賀卡，2001年

3月K市政府資訊室委託製作市景電腦螢幕保護程式，2001年10月K市政

府新聞處委託製作市政宣傳遊戲動畫，2002年11月K市政府交通局委託

製作交通安全宣傳動畫。 

2.  P電視台 

另一個例子是P電視台。P電視台總經理是Y先生在自立報系的舊同

事，Y先生利用這層關係向其推薦甲馬的「莊子」動畫，P電視台於2002

年3月採購「莊子」動畫播映權。P電視台採購「莊子」動畫播映權後，

知道甲馬有很好的電腦動畫創作能力，因此2002年11月P電視台行銷部

主動找上甲馬，與甲馬合作製作一系列二十五集國民生活禮儀宣傳動畫

影片。這二十五集的宣傳動畫相當受P電視台肯定，所以在隔年7月又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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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製作第二季的二十五集國民生活禮儀動畫。  

由以上舉例可以發現，組織對外關係之建立，一開始的開端可能是

由公司某個個人的關係所牽成，但之後維持與繼續深耕的關鍵實在於公

司本身的創新與執行能力，若企業本身沒有足夠的能力，將難以將存在

於個人身上的關係轉化成真正屬於組織的、穩固的關係資本；很多關係

也只能用一次就再也無法得到信任而有後續的業務機會了。這點呼應了

前面所分析，組織創新資本對於關係資本的強大影響力。 

甲馬的創作製作能力受到K市政府許多案子的肯定，與K市政府的關

係當然也日益深厚，這樣的關係資本對於甲馬來說是日後都可以隨時動

用的資源，例如甲馬銷售自己開發的動畫產品（如蔡志忠系列多媒體書）

時，可再次利用與K市政府長久以來累積的良好關係，在K市政府瞭解甲

馬創作水準的基礎上，事半功倍地將產品銷售出去。同樣的，P電視台

知道甲馬的動畫品質後，P電視台就成為日後甲馬銷售其他動畫作品播

映權時，一個較容易銷售的對象，這樣的資本是可以不斷繼續利用與深

化的。 

當然，並非每個關係都如K市政府與P電視台一樣，已經為甲馬帶來

如此多的業務，還是必須看客戶是否有產生新的需求。不過如上所述，

只要專注於做好每個業務、建立商譽與贏得信任，其實每個關係未來隨

時都有可能再帶來新的業務合作契機。 

 

3. 流程資本之建立與累積 

研究發現 9: 

流程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主要靠著「解決問題」與「執行與整合」兩種

智慧資本建構活動，而又受組織原有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之影響最大。

流程資本靠著解決問題及執行整合的實作過程來逐漸建立累積，而

又受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之影響最大。 

此結果顯示，動畫公司流程資本的建立與累積容易受到關係資本的

刺激而產生，尤其是顧客關係對於刺激流程資本的建立與累積相當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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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舉例而言，個案公司為承接政府委託案，建立了接政府與企業委

託設計動畫按的標準創作模式；為嘗試製作IZW公司「網客」電視廣告，

形成日後動腦會議的創作流程；為製作H署D局四十支宣傳動畫，形成日

後製作專業性高的動畫專案之製作流程。 

而無論什麼流程的建立，都必須以充足的人力資本(知識、技術與

經驗等)為基礎，然後從解決問題及執行整合的實作過程來逐漸建立。

舉例而言，為了使解決旗艦級作品「孫子兵法」動畫的創作問題， T先

生跟YM先生等動畫師本著其在動畫製作與動畫專案管理方面的經驗，重

新建立一套更好的腳本創作流程，提昇公司的流程資本；而爲配合運用

新方法達到用電腦動畫技術去表現蔡志忠的漫畫線條及中國哲學味道

的風格，在動畫專業技術與經驗具佳的YM先生建議下，甲馬調整動畫師

人力，重新組織製作團隊與任務分工，建立標準的動畫製作流程，此製

作流程也成為甲馬日後創作蔡志忠動畫的基本流程。 

 

研究發現 10: 

建立與累積各項流程資本時，較難直接從組織外部輸入既定的流程加

以套用；必須綜合組織成員的能力、人格特質與成員間互動方式，在

公司開發專案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出最適合本身組織運作方式與組織文

化的創作及管理流程。 

根據表6-1亦可發現，個案公司之各項流程較難直接從組織外部輸

入既定的流程加以套用。此乃由於個案公司為創作型的公司，而其各項

流程所管理的對象主要為「人」以及存在人身上、難以具象化的「創意」，

因此流程較具有因人制宜的特性，必須綜合組織成員的能力、人格特質

與成員間互動方式，在公司開發專案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出最適合本身組

織運作方式與組織文化的創作及管理流程。舉例而言，在甲馬籌備處成

立時，雖然公司有宏廣公司出身、專業資歷逾三十年的資深動畫師C組
長，但C組長卻難以將宏廣那套2D動畫製作流程直接完全套用在甲馬，

後來甲馬的2D動畫製作流程也是在不斷的摸索下、經過一次次專案的製

作，才逐漸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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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創新資本之建立與累積 

研究發現 11: 

創新資本主要靠著企業「解決問題」的過程來建構，而又受組織原有

人力資本之影響最大。 

從智慧資本建構過程中發現，創新資本主要靠著解決問題的過程來

激發並慢慢累積，並也受組織原有人力資本的影響最大。 

因此欲增加創新資本除了掌握解決問題的機會激發創新之外，積極

累積人力資本亦是不可輕忽；人力資本是組織愈到問題時，能否產生足

夠的創新的關鍵。舉例而言，為使甲馬在開發任何專案時均能在原有眾

多元件的基礎上再求突破，Y先生延用其多年創作政治漫畫的經驗，將

電腦元件資料庫的觀念套用至甲馬，讓甲馬在創作過程中同時建立可以

不斷累積創新的電腦動畫資料庫，使動畫創作事半功倍，也讓甲馬能不

斷累積創新能量，再求創新；又如為了確保動畫作品有源源不絕的創意

來源，基於經營一年多所累積的經驗，甲馬開始接觸一些內容原創者將

其創意導入甲馬動畫作品中，大大提升了創新的能量。 

 

研究發現 12: 

在個案公司發展初期，創新資本的建立與累積相較於其他智慧資本來

說較為緩慢，但各項智慧資本累積充足後之相互加乘效果，將有助於

創新資本的加速成長。 

此外，個案公司創新成本的建立與累積雖然只與組織原有人力資本

有較直接的關係，但觀察其各期智慧資本存量變化情形可發現，創新資

本一開始的成長相較於其他智慧資本構面來說相當緩慢，但在各項資本

累積充足後卻產生了爆發性的成長。由此可見創新資本的建立有賴各項

智慧資本累積後之相互加乘效果對其產生間接的影響，亦即當各項智慧

資本累積至某一程度後，將會刺激創新資本的加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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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資本建構效果

二、 智慧資本建構活動的效果 

研究發現 13: 

「解決問題」與「實驗」兩種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容易產生「創造」的

建構效果；「解決問題」與「執行整合」則容易產生「改良」的建構效

果；「解決問題」、「實驗」與「輸入智慧資本」三種建構活動，都容易

產生「增長」的建構效果。 

 

根據第五章之分析，可將智慧資本建構效果與智慧資本建構活動的

關係表示如下表，表中數字最大者特用斜線標明，以突顯各項智慧資本

建構活動所易產生的效果： 

 

表6-3、智慧資本建構活動所易產生之智慧資本建構效果 

           

                
創造 改良 增長 

解決問題 14 9 8 

執行與整合 2 7 1 

實驗 10 0 7 

輸入智慧資本 4 2 6 

資料來源：本研究 

 

根據上圖可以發現，「解決問題」與「實驗」兩種智慧資本建構活

動容易產生「創造」的建構效果，幫助組織創造新類型的智慧資本。舉

例而言，甲馬在草創時期為解決內部最欠缺的專業配音及錄音問題，建

立與專業錄音室J錄音室及專業配音公司Y配音公司的合作關係；而在長

仔精靈案執行過程的實驗學習中，甲馬建立了製作3D動畫虛擬角色的重

要技術與經驗。 

 

 智慧資本 

      建構活動數量 智慧資本建構

活動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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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與「執行整合」則容易產生「改良」的建構效果，使

原有智慧資本往對組織更有效益的方向調整發展，產生質性上的提升改

良。舉例而言，在甲馬轉型發展時期，為求更有效率地製作大規模動畫，

甲馬與原來的動畫製作外包合作對象LJ先生、HD先生合作成立子公司

「大腕動畫公司」，從此動畫製作外包關係的穩定度與效率都大為提

升。此外，由於在此時期甲馬欲轉型朝向創作管理平台發展，執行此策

略使得甲馬重新整合各項資源安排，並將以往許多創作管理原則進一步

確立，形成多項創作管理平台上的重要制度，不但使動畫創作流程改良

亦使創新潛力提升。 

「解決問題」、「實驗」與「輸入智慧資本」三種建構活動，都容易

產生「增長」的建構效果，有助於原有智慧資本量的增加累積。舉例而

言，甲馬在成長磨練期為開發較大規模之動畫案，持續開發許多新客

戶，增加顧客關係資本；花了三個月實驗出以更專業、更立體、接近3D

動畫場景的方法表現孫子兵法千軍萬馬的場面，使3D動畫製作之技術增

加一項；而又由於此時需要更多動畫師支援大規模動畫案的開發，直接

從外部徵選許多能力經驗具佳的動畫師加入甲馬。 

了解不同智慧資本建構活動所易於產生之效果，將能使企業更加巧

妙、事半功倍地運用智慧資本建構活動的機會，來建構所需之智慧資

本。以本個案研究結果來說，企業若希望創造不同類型的智慧資本，可

在遇到問題或嘗試學習的實驗過程中，把機會多多建立所需要的資本。

若期望現有智慧資本有質性上的提升，需透過解決問題與執行整合兩種

途徑，在大家集思廣益解決難題以及整合利用各項資源的過程中，使現

有智慧資本所能產生的效益不斷提升。而智慧資本量上的增加則較為容

易，可視情況利用解決問題或實驗的機會，以及直接輸入資本的方式，

在某種程度上使原有智慧資本的量快速增加累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