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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總共分為三節，第一節針對智慧資本作探討，將過往文獻對智

慧資本的起源與定義、分類組成與管理方法的討論作一整理。接著，第

二節將針對與本研究相關之知識管理相關文獻作一探討，以作為後續建

立研究架構之基礎。第三節將整理動畫產業的相關文獻，了解動畫產業

的現況與我國動畫產業的特性。 

 

第一節 智慧資本相關文獻 
 
一、 智慧資本的起源與定義 

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觀念起源於1969年，經濟學者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嘗試去解釋企業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距。

Galbraith 形容智慧資本是指需要運用腦力的行為，而不單單只是純粹的

智力而已。自此開始，掀起各界對於智慧資本意涵的熱烈討論，其中 
Stewart （1991）是最早有系統地說明智慧資本意涵的學者，他認為所

謂的智慧資本是指每個人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的一切知識與能力的

總合。他主要從競爭力觀點衡量智慧資本，並認為影響企業競爭力最深

的為人力資源，與傳統的有形且可衡量之資源有所差異。 

Edvinsson（1997）將智慧資本比喻為埋在地底下的樹根系統，是大

樹成長的原動力。他並提出智慧資本的三個基本性質：(1)智慧資本是財

務報告的補充，而非附屬；(2)智慧資本是非財務資本，代表市場價值與

帳面價值間隱藏的縫隙；(3)智慧資本是負債的一種，而非資產，亦即像

股東權益(equity)，乃是從持股人借取，亦就是從顧客、員工等等借得。

Edvinsson & Malone（1997）更進一步說明，智慧資本不單是人類的腦

力而已，也包括了品牌和商標，甚至某些過去曾經記帳的成本，經過一

段時間轉化成更大的價值。智慧資本就是讓公司表現本身真正價值，並

藉由公司的知識、經驗、組織能力、顧客關係、創新能力、專業技能的

培養與掌握，而使企業在市場上能保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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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rich (1998) 認為智慧資本是員工對組織的職能與承諾的乘積，它

被埋藏在員工對事情的看法與做法，及組織如何創造政策及系統，以便

執行於工作之中。Rooset al. (1998) 也從員工的角度看智慧資本，認為

智慧資本是員工的智力、know how、知識，它們實際的轉換過程，以及

可創造公司價值卻看不見的資源。 

Bontis(1999) 則進一步將智慧資本加以概念化如圖2-1，說明智慧資

本由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所組成，並指出三大組成要素分別

的本質、範圍、評估參數與明文化困難度(codification difficulty)，以求

能夠較清楚呈現智慧資本的基本概念。 

 

 
 

圖2-1、智慧資本的概念圖 

資料來源：Bontis (1999) 

 

 

回顧文獻對於智慧資本定義的討論可以發現，曾被拿來當做智慧資

本定義的成份繁多，以下將學者對智慧資本定義之見解整理於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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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智慧資本之定義 

學者 (年份) 智慧資本定義 

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69)  

智慧資本指的是需要運用腦力的行為，而不單單只是知識和
純粹的智力而已。 

Thomas Stewart 
(1991)  

智慧資本係指每個人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的一切知 
識與能力總合。主要從競爭力觀點衡量智慧資本，並 
認為影響企業競爭力最深的為人力資源，與傳統的有 
形且可衡量之資源有所差異。 

Kaplan (1993), 
Kaplan & Norton 
(1996)  

當公司投資於顧客、供應商、員工流程、科技和創新，  
以創造未來的價值，這種價值之累積即是智慧資本。 

Larry Prusak
（Edvinsson et. 
al.,1996） 

智慧資本是已正式化、已獲得的，並能運用槓桿操作而獲致
高價值資產的智慧資產。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  

讓公司表現本身真正價值， 並藉由公司的知識、經驗、組
織能力、顧客關係、創新能力、專業技能的培養與掌握， 而
使企業在市場上能保持優勢。 

Bell (1997)  組織中的知識資源，包括組織用以創造競爭、理解以 
及解決問題的模組、策略、特殊方法及心智模式 (Mental 
Model) 。 

Leif Edvinsson 
(1997)  智慧資本是公司財務報表之無形資產的延伸形式，是一種對

知識、應用經驗、組織技術、顧客關係及專業技術的掌握。
智慧資本的簡單定義：智慧資本=人力資本+結構資本 

Agor (1997)  智慧資本即是技能、知識與資訊等無形的資產 

Petrash and 
Bukowitz (1997)  

為具價值卻無實體的資產，或是由過程、系統以及組織文化
所衍生，如品牌、個人知識、智慧財產權及組織知識促使企
業創造價值者。 

Roos（1997）  企業的智慧資本是以資源基礎理論的角度而言，指所有組
織內部成員知識之總和。並將智慧資本區分為結構資本、
人力資本、具思考性（thinking） 和無思考性資產， 這
樣的區別是由於員工（人力資本）需要從結構資本中獲得
不同的管理工具。 

Bassi & McMurrer 
(1997), Rooset 
al.(1998)  

員工的智力、know how、知識與過程，以及它們實際的轉
換， 以及可創造公司價值卻看不見的資源是智慧資本。 

Ulrich (1998)  
智慧資本是員工對組織的職能與承諾的乘積，埋藏在員工對
事情的看法與做法，以及組織如何創造政策及系統，以便執
行於工作之中。 

Masoulas 
(1998) 
 

智慧資本是無形資產的結合，能提供組織附加價值，並致力
達到卓越的目標，了解無形資產如員工的技術、經驗、態度、
與資訊，使之能於工作中附加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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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各學者對智慧資本的定義，其著重的重點各有不

同，涵蓋人力資本、組織能力、顧客關係、創新能力、智慧財產權、品

牌、態度、專業技術等等。亦即，當根據不同的產業領域來進行智慧資

本的討論，或者當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同，對智慧資本就有不同的詮

釋，所關注的焦點會有所不同，因此必須考慮使用者的特性，來為智慧

資本下適當的定義。 

 
 
二、 智慧資本的分類與組成   

Annie Brooking（1996）提出，智慧資本的成份可分為市場資產、

人力資產、智慧財產權及基礎建設等四大項，其中市場資產包含品牌、

顧客及其忠誠、配銷通路、授權合約等；人力資產則由員工的專業、創

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領導能力、管理技能等要素所構成；智慧財產

權包含了營業 know-how、營業秘密、專利、版權、及其它設計能力；

基礎建設指的則是組織所運用的科技、方法、以及促使整個組織運作的

流程。 

Hubert(1996) 更具體的指出智慧資本即人力資本、顧客資本及結構

資本等三大資本的組合。人力資本指的是員工個人的心態，包括對事情

的假設、傾向、價值與信念；顧客資本是個人與顧客心態的集合，經由

提供產品或服務，形成價值的認知；結構資本則是組織成員心態的集

合，形成組織文化，包含規範與價值。 

Leif Edvinsson 是瑞典的斯堪地亞保險財務公司 (Skandia 
Assuran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FS)智慧資本小組的主管，該公司的智

慧資本小組是全世界第一個以「智慧資本」為名獨立運作的部門。 
Edvinsson & Malone (1997) 根據斯堪地亞公司的智慧資本架構提出智

慧資本架構可分為人力、結構、顧客等三個資本，其中人力資本是公司

所有員工與管理者的個人能力、知識、技術以及經驗等，並包括組織的

創造力與創新能力。結構資本就是能夠將人力資本加以具體化、權力

化，以及支援性的基礎架構，為一種組織化的能力，包括用來傳達和儲

存智慧材料的有形系統，即員工下班後不能帶回家的資產。此外，斯堪

地亞集團進一步將結構資本視為組織化、創新與流程三種資本形式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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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組織化資本是公司針對系統與工具的投資，增加知識在組織內部的

流通、儲存及擴散速度，是一種系統化、組織與整理的能力。流程資本

是指工作的過程、特殊的方法與增強產品製造或服務效率的員工計畫。

創新資本指革新能力和保護商業權利、智慧財產權與其他用來開發並加

速新產品的無形資產和才能。包括顧客創新、產品創新、市場創新、設

備創新、員工創新及策略夥伴創新等。最後，顧客資本即顧客資料庫、

顧客關係及潛在顧客價值。 

Bassi & Van Buren (1999) 除了將智慧資本分為人力、結構、顧客等

資本外，更細分出組織資本、創新資本及程序資本等內涵。他認為，人

力資本即公司員工與管理者的知識、技能與經驗；結構資本指的是資訊

科技、公司形象、所有權資料庫、組織思維、專利、商標、著作權等；

顧客資本即顧客關係；組織資本是組織所使用的系統、工具、經營哲學

等，以加速知識的流動；創新資本強調的是革新能力、創新成果，以及

建立新產品與服務的潛力；程序資本則是指工作流程，以及技術與員工

程序之設計。 

Johnson (1999) 亦提出程序資本與創新資本的概念，但將其包含於

結構資本之中，他指出智慧資本可分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

本。人力資本包括構想資本與領導資本，構想資本即以知識基礎的工作

人力、員工才能與態度，而領導資本即專家與經理人特質。結構資本包

括創新資本與程序資本，其中創新資本包含專利、商標、版權、知識資

料庫等，程序資本則包含工作程序與貿易機密等。關係資本包括組織與

顧客的關係、與供應商的關係、以及與網路成員之間的關係。 

吳思華(2000) 綜合文獻及個案結果，針對軟體及網際網路產業的特

性，發展以人力，流程，創新及關係資本四個構面為主的指標來衡量企

業的智慧資本，此四個主要構面進一步可細分成十八個次構面。其中人

力資本包括創造力、專業技能、向心力、經營團隊及非正式互動；流程

資本包括作業管理、品質管理、知識管理、設備管理，及組織彈性；創

新資本包括研發投入、關鍵技術、智慧財產權、創新文化；關係資本包

括顧客規模、顧客再購率、合作關係、聲譽等。 

以下茲將各學者對智慧資本的分類與組成之看法，整理於下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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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智慧資本的分類與組成 

學者  

(年份) 

智慧資本 

分類 

智慧資本 

分類組成之內涵 

Annie 

Brooking 

（1996） 

 

 

市場資產 

人力資產 

智慧財產權 

基礎建設 

市場資產：包含品牌、顧客及其忠誠、配銷通路、授權合約等。

人力資產：由員工的專業、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領導能

力、管理技能等要素所構成。 

智慧財產權：營業know-how、營業秘密、專利、版權、及其他

設計能力。 

基礎建設：科技、方法及促使組織運作的流程。 

Hubert 

(1996) 

 

人力資本 

顧客資本 

結構資本 

人力資本：指員工個人的心態，包括對事情的假設、傾向、價

值與信念 

顧客資本：個人與顧客心態的集合，經由提供產品或服務，形

成價值的認知 

結構資本：組織成員心態的集合，形成組織文化，包含規範與

價值 

Thomas 

Stewart 

（1998）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顧客資本 

 

人力資本：公司內部難以歸類且具高附加價值部份。 

結構資本：不會隨著員工下班回家的知識，屬於整個組織所有。

顧客資本：一家公司授權經營的價值，因為顧客是在財務報表

上留下足跡的人。 

Booth 

(1998) 

 

人力資產 

市場資產 

知識資產 

基礎建設資

產 

所有權 

人力資產：技能與訓練、態度 

市場資產：顧客關係、公司聲譽 

知識資產：隱性與顯性知識 

基礎建設資產：程序、資料庫 

所有權：專利、商標 

Bassi & Van 

Buren 

(1999)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顧客資本 

組織資本 

創新資本 

程序資本 

人力資本：公司員工與管理者的知識、技能與經驗 

結構資本：資訊科技、公司形象、所有權資料庫、組織思維、

專利、商標、著作權 

顧客資本：顧客關係 

組織資本：系統、工具、經營哲學以加速知識流動 

創新資本：革新能力、創新成果、建立新產品與服務的潛力 

程序資本：工作流程、技術與員工程序設計 

Bontis 

(1999)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關係資本 

人力資本：嵌入員工心中的隱性知識 

結構資本：組織運作的程序 

關係資本：嵌入於與外界環境建立關係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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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1999)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關係資本 

人力資本：包括構想資本(知識基礎的工作人力、員工才能與

態度)與領導資本(專家與經理人特質) 

結構資本：包括創新資本 (專利、商標、版權、知識資料庫)，

與程序資本 (工作程序、貿易機密) 

關係資本：顧客關係、供應商關係、網路成員關係 

Leif 

Edvinsson 

& Michael 

S. Malone

（1999）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顧客資本 

人力資本：公司所有員工與管理者的個人能力、知識、技術、

以及經驗，都包含在內。 

結構資本：人力資本的具體化、權力化、以及支援性的基礎架

構，是一種組織化的能力，包括用來傳達和儲存智慧資本材料

的有形系統。 

是組織化、創新與流程三種資本形式的組合： 
   組織化資本—公司針對系統與工具的投資，增加知識在組

織內部流通、儲存及擴散速度，是一系統化、組織與整理

的能力。 
 流程資本—工作的過程、特殊的方法與增強產品製造或服

務效率的員工計畫。 
 創新資本—指革新能力和保護商業權利、智慧財產權與其

他用來開發並加速新產品的無形資產和才能。包括顧客創

新、產品創新、市場創新、設備創新、員工創新及策略夥

伴創新等。 

顧客資本：顧客資料庫、顧客關係、潛在顧客價值。 

Mark E Van 

Buren

（1999） 

 

人力資本 

創新資本 

流程資本 

顧客資本 

人力資本：組織內人員的知識、技能、能力。 

創新資本：組織創新、創造新產品服務的能力。 

流程資本：組織內部流程、技術、系統、工具。 

顧客資本：組織與顧客關係的價值。 

Ramona 

Dzinkowski

（2000） 

 

人力資本 

顧客資本 

組織資本 

人力資本：指的是企業內部員工的know-how、能力、技術、以

及其專業知識等。 

顧客（關係）資本：組織與外界的關聯，如與顧客、供應商的

關係、商譽等。 

組織（結構）資本：企業內部擁有的專利、商標、管理工具、

IT 系統、研發能力，或組織內執行來改善公司效率與獲利的

創新能力。 

吳思華

(2000) 
人力資本 

流程資本 

創新資本 

關係資本 

人力資本：包括創造力、專業技能、向心力、經營團隊及非正

式互動 

流程資本：包括作業管理、品質管理、知識管理、設備管理，

及組織彈性 

創新資本：包括研發投入、關鍵技術、智慧財產權、創新文化

關係資本：包括顧客規模、顧客再購率、合作關係、聲譽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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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對智慧資本的定義及內涵的整理可以看出，雖然學者們對智

慧資本的定義有些許差異，而在分類項目上略有增減，但整體上智慧資

本的基本內涵不外乎以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三者為主軸，再

視使用情況，或可獨立討論創新資本、流程資本等。 綜合文獻，本研

究對智慧資本的定義為：「智慧資本是組織整體所呈現的技能、態度、

know-how、經驗、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創新能力的總和，並轉化融

合於人力資本、關係資本、流程資本與創新資本之中，為組織創造價值、

建立並維持競爭力的基礎」。本研究將智慧資本分類為人力、關係、流

程與創新四個構面，綜合各學者的看法，定義各構面的內涵如下： 

1. 人力資本：乃是嵌入組織成員心中的隱性知識，即公司員工與管理

者的專業知識、know-how、技能、技術與經驗，也包括了員工的創

新能力、工作態度、非正式互動、向心力以及專家與經理人特質等。 

2. 關係資本：為組織對外關係的建立、維護與開發，包括與供應商、

顧客、股東、合作夥伴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關係，以及商譽等。 

3. 流程資本：組織解決問題的整體系統及程序，亦即組織內部的流程、

技術、系統、工具、工作的過程、特殊的方法，包含各種管理程序、

工作流程、以及技術與員工程序設計等。 

4. 創新資本：指組織的革新能力、創新成果、創新文化、建立新產品

與服務的潛力，以及保護商業權利、智慧財產權（專利、商標、著

作權）、知識資料庫與其他用來開發並加速新產品的無形資產和才

能。包括顧客創新、產品創新、市場創新、設備創新、員工創新及

策略夥伴創新等。 

 

三、 智慧資本的管理 

當知識與無形資產在企業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智慧資本成為

企業創造及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因而企業對於智慧資本的管理需

求也日益殷切。如何有效地建立並管理智慧資本，將無形的知識轉化成

組織的能量與核心競爭力，成為企業關切的焦點，尤其對智慧資本的流

量與存量有系統地進行定期盤點，進而發展成智慧資本的有效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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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具，成為企業的重要工作。 

Edvinsson & Malone（1997）認為智慧資本的管理不單只是管理知

識或智慧資產而已，重要的是將人力資本與結構資本融合一起管理，並

提出創造企業的附加價值是管理智慧資本的目的所在，任何與價值創造

無關的因素均無須納入管理模型中，根據此觀念建構出智慧資本管理之

流程如下圖2-2所示： 

 

 

 

 

 

 

 

 

 
圖2-2、智慧資本管理圖 

資料來源：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 Intellectual Capital. p.59. 

 

Annie Brooking（1997）提出對智慧資本管理之看法，認為智慧資

本的管理流程應是先根據公司的發展政策及現有基礎設施資產、市場資

產、人力資產及智慧資產概況來架構智慧資本資產，之後要建立起稽核

制度，形成資產價值的指數，並將相關的資產文件化，進一步建構智慧

資本的知識庫，並依智慧資本指數來推動公司成長策略。 在此概念之

下，Brooking 特別強調智慧資本知識庫的重要，建議以指數方式衡量組

織中智慧資本的哪些項目應該增強，將低的智慧資本指數項目列入組織

必要成長的項目，而高智慧資本指數項目則建入智慧資本知識庫中。他

人力資本 
 
人力資源 智慧資產

企業資產 

實質資產 

 

結構資本 

 

智慧財產

組織資產 無形資產 

E VA

動態 

智
慧
資
本 

主要的內

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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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組織應藉由溝通來萃取組織的內隱知識，形成一螺旋循環的模

式將知識系統化、過程化，並列入知識庫平台中加以散播利用，建立有

效的智慧資本機制，以提升公司的智慧資本的資產基礎。 

價值萃取的觀念也被 Sullivan 所提倡，Sullivan (1998) 認為智慧資

本有兩大特質，即價值創造與價值萃取。尤其他一再強調價值萃取的重

要性，認為不管是談論智慧財產、智慧資產或者智慧資本的管理，都應

該以「價值萃取」為最終目的，在此目的導引之下，充分利用組織既有

的財產及資產以發揮最大的效用。同時，萃取並應用智慧資本的過程也

是組織隱含的能力，此過程需組織具備相關的一套機制、方法與步驟，

亦即一個有系統的架構，而操作運用此架構的人力必須有足夠的意願與

動機，整個智慧資本萃取與應用的過程才容易達成。Sullivan 並在2000
年時從價值角度出發，提出智慧資本之管理系統圖，如圖2-3所示： 

 

 

 

 

 

 

 

 

 

圖2-3、Sullivan的智慧資本之管理系統圖 

資料來源：Sullivan, P. 2000. Value-Driven Intellectual Capital: How to 
Convert Intangible Corporate Assets Into Market Value, John Wiley & Sons, 

Inc.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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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d et al. (2001) 則認為智慧資本管理的概念當中，創新尤其攸關

著企業的存活與成長。他藉由文獻回顧，將創新管理的流程與要素繪出

如圖2-4，此圖可作為智慧資本中創新資本管理之參考。 

 

 

 

 

 

 

 

 

 

 

 

 

 
 

圖2-4、創新管理的流程與要素 

資料來源：Tidd, J., J. Bessant, and K. Pavitt. 2001. Managing 
Innovation. John Wiley & Sons, Ltd.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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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知識管理相關文獻 
 

早在 1955 年，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即提出「知識」為組織競爭

力關鍵來源甚至是唯一來源之說法，爾後學界、業界對於知識管理議題

便頗多討論，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理論。知識管理的概念，是有效汲取、

整合組織外部知識，並將組織內產生的經驗與知識有效記錄、分類、儲

存、擴散以及更新。Andreas Abecker (1998) 提出知識管理即是對組織

的知識加以使用、定義、獲得、發展、擴散、保存之過程。Spek & Spijkervet 
(1996，1997) 認為，知識管理具有「知識創造」、「知識流通與移轉」、

「知識保存與存取」、「知識取得與整合」等四個基本活動。 

本節僅針對知識管理相關文獻當中與本研究相關的部份進行探

討，包含「知識的分類及定義」與「知識創造」兩項，作為後續建立研

究架構之基礎。 

 

一、 知識的分類及定義 

Davenport and Prusak (1998) 提出，知識是資訊流動的綜合體，包

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文字化的資訊、專家見解以及新經驗與資訊的

整合，不僅存在於實體文件與儲存系統，也埋藏於日常例行工作、過程、

執行與規範當中。針對如此廣泛的知識概念，各學者進一步從各種角度

提出不同的知識分類方法及定義： 

1. Badaracco (1991) 

Badaracco (1991) 將知識分為嵌入式與移動式知識，他認為指存在

於設計中、機器中、腦海中的知識屬於移動式知識；而嵌入式知識則為

個人、工作團體、特殊規範、員工態度、資訊流程、決策程序、作業流

程、溝通系統、企業文化、網路關係、地緣等。 
 
2. Nonaka (1994) 

Nonaka (1994) 從知識創造的角度將知識分為內隱知識及外顯知

識。內隱知識是高度個人化的，不容易文件化與標準化的獨特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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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傳授給他人，如個人的 know-how 或經驗。外顯知識是具有條理且

可系統化之知識，具廣泛適用性、重覆使用、以及與人分離等特點，很

容易傳播、分享，模仿障礙低。 

 

3. Jonathan D. Day & James Wendler (1998) 

Jonathan D. Day, James Wendler（1998）則從可操作之定義，將知

識分成：＂know what＂、＂know why＂、＂know how＂ 及 ＂know who
＂ 四類。其中，＂know what＂是指有關於事實的知識，向醫生、律師

這類的專家或者顧問，即必須掌握大量此類的知識。＂know why＂指的

是指自然法則及科學的知識，這類知識，大部分在學校或專業之研究機

構中進行。＂know how＂指的是技能或做某件事之能力。＂know who
＂是指知道「誰知道什麼」、「誰知道如何做」這類的知識，重要性在

於有助於獲得各種不同知識和技能。 

 

二、 知識創造 

Nonaka & Takeuchi (1995) 由知識在組織內外移轉的活動來說明知

識的創造，提出一知識轉換的過程架構，即社會化 (Socialization)、外

部化 (Externalization)、組合 (Combination) 以及內部化

(Internalization)，說明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如何移轉、互動進而在此過

程中創造出更多知識。其架構如下圖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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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知識的移轉與創造模式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 (1995) 
 

在上圖的模式之中，內隱知識轉換成內隱知識的過程即稱為社會

化；亦即獲得內隱知識的方法在於經驗，尤其是共同經驗，透過經驗共

享創造共通心智模式、共通技能等內隱知識，其傳遞知識之方式為個人

將知識單獨傳與個人。由內隱知識轉換成外顯知識的過程稱為外部化，

主要是透過如隱喻、類比、概念、模式等方式將內隱知識轉換成為外顯

知識，其傳遞知識的方式為個人將知識傳至群組中。外顯知識與外顯知

識的相互連結稱為組合，主要透過文件、會議、電話、視訊會議、數位

媒體等媒介物進行訊息的連結，將抽象化之概念轉換成系統化之符號知

識，這一部分可運用資訊科技來有效的增進組合；其傳遞知識的方式

為，組織中之群體間，互相傳遞知識，而變成組織之知識。由外顯知識

轉換成內隱知識之過程稱為內部化，亦即將外顯知識融會貫通的過程，

其傳遞知識的方式為，組織中之知識，內化為群體之知識，再由群體知

識，內化為個人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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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ard-Barton (1995) 認為知識創造為組織建立獨特核心能耐的

關鍵，知識的創造可透過四個學習活動來進行，包括「共同解決問題」、

「執行與整合」、「實驗」，及「輸入外部知識」等。核心能力即藉由

這些知識創造活動而產生，呈現在「實體系統」、「管理系統」、「技

能與知識」，及「價值」等四個構面上。Leonard-Barton 提出之知識創

造活動與核心能力建立概念圖如下： 

 

 

 

 

 

 

 

 

 

 

 

 

 
 

圖2-6、知識創造以及核心能力建立之模式 

資料來源：Leonard-Bart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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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模式說明了知識創造的過程，各活動的描述如下： 

(1) 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 

由組織成員共同投入解決問題的過程，各自貢獻其知識與經驗，共

同求取最佳的解決方案。 

(2) 執行與整合 (Implementing and Integrating) 

引入新工具或技術與現有的設備整合，從實作中創新。透過使用者

對於專案以及新技術開發過程的參與及相互調適的方式，可以促使

跨組織間的知識流通更為順暢，有助於整合並實行組織創新流程與

工具，也將使使用者所擁有的個別知識融入組織專業中，提升使用

者對於新知識技術的認同度與接受度。 

(3) 實驗 (Experimenting) 

透過實驗與原型試製的學習方式，將有助於組織在整個過程中確立

其創新之方式，朝向目標改善執行方式，並有效地促進更多的學習、

加速理念或成果的溝通，進而刺激更多知識的產生與流通。 

(4) 輸入知識 (Importing Knowledge) 

自外部引進知識也是組織知識創造的重要來源，組織必須監督外界

的技術變化，以有效地自外界學習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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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電腦動畫與動畫產業相關文獻 
 

一、 電腦動畫介紹 

根據我國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的定義，電腦動畫乃指運用電腦

產生或協助製作的連續影像，廣泛應用於娛樂及其他工商業用途，娛樂

用用方面包含影視、遊戲、網路傳播等，著重於娛樂效果；工商業應用

則是將電腦動畫應用於建築、工業設計、醫學等，著重於商業行為輔助

等。 

   電腦動畫影片的開發與製作過程極端複雜，影片工作室需耗費大

量時間在修改精細的動畫鏡頭上，以確保影片品質。在每秒24格的鏡頭

畫面之正常放映速度下，一部90分鐘的電腦動畫影片，大約需要13萬格

的鏡頭畫面。傳統的動畫影片一直是用人工手繪方式進行，需要動員數

百位工作人員，耗費二至三年時間方能完成，儘管目前部分工作已由電

腦輔助方式進行，但是主要畫面還是需要靠人工手繪。3D電腦動畫則是

讓動畫家運用電腦軟體操作單一模型上的數百個動作點，以產生動畫效

果，並獲取比傳統平面動畫更為微妙生動的人物表情，同時透過電腦科

技輔助能對於人物角色進行操縱，編輯與再利用。(資策會MIC，民91) 

一般而言，電腦動畫的製作可以分成創意開發、前製、製作與後製

等四個階段，如下圖： 

 

 

 

 

 

圖2-7、電腦動畫製作流程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本研究補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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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簡單說明如下： 

（一）創意開發階段  

創意開發階段是動畫影片製作中最關鍵的一個階段，集合了企劃人

員、創作者、美工人員、動畫製作人員等，共同發展故事創意，形成故

事概念、故事大綱並產生故事腳本。企劃人員在此階段必須同時進行動

畫影片的整體規劃。 

（二）前製階段  

前製階段開始，根據創意開發階段產生之故事概念，進一步進行角

色設定與場景設計，並將畫面分格繪製成故事動畫草圖，將文字腳本轉

變成具體的故事畫面，此即為動畫分鏡腳本製作。這些故事畫面草圖接

著經由拍照或電腦掃描後加以剪輯、配上故事角色的錄音，或初步的音

效，便可成為動態腳本。這個過程能讓影片在正式製作前，某一程度地

預覽故事腳本製成影片後的效果，此動態腳本亦可作為後續正式製作動

畫的參考依據。  

（三）製作階段  

製作過程分作六個階段：模型製作、版面佈局、動畫拍攝、增加陰

影及光線效果、合成處理與影片錄製。模型製作是指經由定義人物角色

的3D立體形狀（高度，寬度與深度）製作出數位化的電腦人物模型並且

在其上加入動作控制點以便賦予角色生命；在版面佈局過程中，美術人

員將數位人物物件模型放入場景中，並且在三度空間中用不同角度擺設

數位錄影機拍攝。拍攝好的鏡頭連同預先錄製的聲音然後被交給動畫人

員。在三度空間的動畫拍攝過程中，動畫人員藉由設計模型喜怒哀樂的

表情與一連串動作，賦予人物角色生命，進而產生出戲劇效果。  

下一步驟是完成場景，是指以貼圖潤飾方式在所有物體與模型上加

入表面特徵效果。包含物體型態，質感，顏色等。接著在場景中加入數

位燈光塑造一定的陰影效果。到了合成處理階段，技術人員將模型、版

面佈局、動畫與光線效果放置一起，並且用電腦加以合成運算，最後合

成好的數位影像被錄製成影片。(資策會MIC，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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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製階段  

在後製階段將對進一步對動畫影片進行顏色校正並加上各種畫面

特效與音效、配樂等，最後將完成的影片輸出。 
 
 

二、 國外動畫產業發展概況 

1. 美國動畫產業 

正如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 Stefan Kanfer (1998) 在其描述美國動畫

產業歷史的著作 ”Serious Business” 中所說，美國最具創意的三種藝術

是爵士、百老匯音樂劇和動畫電影，其中唯有動畫電影能在不斷的實驗

與發展過程中持續擴大觀眾群，並且積極結合前兩者而使本身的生命力

更強韌。在美國，動畫產業的發展已經有非常久遠的歷史，好萊塢的卡

通歷史多采多姿，曾經造就了世界聞名的卡通大師Walt Disney，也培植

出新一代的動畫藝術家如Fred Wolf、Jimmy Murakami等人，更倡導出像

UPA(United Production of America)派的新觀念而深深地影響了現代動

畫的形成與發展(余為政，民86)；在不斷的演化與發展過程中，動畫的

技巧、題材與影響力不斷擴張，也因此動畫電影在美國的電影市場上向

來扮演相當重要角色。 

時至近代，美國動畫產業最耀眼的發展莫過於電腦動畫的興起。資

策會MIC(民92年) 的研究指出，電腦科技與好萊塢動畫工業的結合可以

追溯至1990年代初期，3D電腦影像處理軟體的出現使傳統平面動畫的表

現方式能夠有所突破；約莫同時期，電腦動畫技術也被開始被用於真人

所拍攝的電影當中，1994年由名導演Steven Spielberg拍攝膾炙人口的電

影Jurassic Park即是利用電腦動畫特效所拍攝的。而在這一波動畫與電腦

科技結合的潮流中，許多的資訊業者便紛紛趁機跨足此新興電腦動畫領

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即為Pixar Animation Studios。Pixar於1986年
成立，專注於3D 電腦動畫影片的製作，並於1995年推出全球第一套全

電腦動畫長片Toy Story；Toy Story獲奧斯卡提名，光在美國的票房就創

下一億九千萬美元的票房佳績，海外票房收入亦有一億六千多萬美元。

之後Pixar更以17美元的股價上市，同日股價便直逼50美元，擁有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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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的Pixar公司所有人Steve Jobs帳面財產超過十億(Stefan Kanfer，
1998)。Toy Story可謂為動畫產業近代重要的里程碑，3D動畫技術從此

進一歩開拓了傳統動畫影片的創作與想像空間。 

目前好萊塢電腦動畫影片市場主要業者包括(資策會MIC，民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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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目前至少有四家電影製片廠Disney、Dreamwork、Fox 與Lucasfilm 
具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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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Genius，在2002 年發行Ice Age。 

 

2. 加拿大動畫產業 

張致元 (民86) 研究加拿大動畫發展歷程指出，雖然動畫電影在加

拿大的存在歷史至今不過只有幾十年的時間，但加拿大的動畫電影卻是

世界動畫電影發展史的中最不可被忽略的部分，在世界動畫電影的發展

過程中，加拿大的動畫電影創作者一直扮演著重要的拓荒者角色。即使

今日全球動畫產業紛紛走向擬人化、市場主導與分工量產的製作方式，

瀰漫著濃厚的商業氣息，加拿大卻仍會在每年推出創新的、獨具品味與

個人風格的作品，使加拿大在全球動畫產業中擁有獨尊的地位，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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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著動畫電影界開疆拓土的角色。 

加拿大動畫電影之所以能有今日不凡的成就，加拿大電影局

(National Film Board, 簡稱NFB)絕對是功不可沒的關鍵角色。加拿大國

家電影局創立於1939年的世界第二次大戰期間，當初成立動機是希望能

為加拿大打造自己的形象，透過國際交流讓世界對加拿大的國家、文

化、人民及其他各種面貌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創建之初，John Grierson 局
長立下「鼓勵原創性、強調個人風格的自由發揮，並維持小格局緊密支

援的工作群」的發展策略，用來對抗美式日益擴大生產規模的工業模

式；其成功關鍵正是創作者個人的創作意志，絕對不能受任何的干涉與

壓抑，並以全局的力量配合支持。也就是這樣的創立理念造就了加拿大

日後動畫電影的創新風格，加拿大國家電影局也成了「完全創作自由」

的最佳代言人(張致元，民86)。 

資策會MIC(民90)的研究中也指出，不同於美國電影產業市場導向

的競爭策略，NFB完全尊重動畫創作者並全力配合之。尤其是Norman 
McLaren主持的動畫電影部，不受限制的去盡情發揮創造各種形式、題

材、內容的動畫電影，具有開拓動畫電影新領域的旺盛企圖心。而NFB
不僅鼓勵原創性的動畫創作，也相當重視動畫電影製作水準的提升，除

了每年投入大筆經費在推廣、開發技術及硬體外，更提出三項具體做法

以培養相關人才，包括舉辦教育訓練課程、提供技術支援，及透過競賽

或獎勵方式來發掘有潛力的新人等。NFB並將技術訓練及支援進一歩延

伸到弱勢團體的領域中，比如說培養女性電影工作者及原住民電影工作

者等，爲加拿大多樣性的文化特質，透過打破技術壟斷的訓練、支援模

式，奠定穩健成長的契機(張致元，民86)。也就是透過以上種種積極的

作為，創設至今不過六十幾年的NFB已使得加拿大的動畫在質和量上均

獲得世界的肯定，總計獲得超過三千多個國際獎項，九座奧斯卡金像獎

中即包含動畫片所貢獻的四座，為加拿大在動畫界佔得一席之地；在人

才方面則造就無數動畫電影專業菁英，同時也創造了龐大的人才需求。 
除了NFB的大力推動及人才培養政策之外，加拿大動畫產業的發展關鍵

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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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創作需求作為技術精進的驅動力 

加拿大政府提供的技術支援服務乃是針對有需要的動畫創作者，但

對於動畫工具軟體業者並未以技術研發為標的作深入輔導。雖然如此，

加拿大的動畫工具軟體業者卻仍在軟體技術上面有優異的研發成果，這

是由於當動畫創作不斷蓬勃發展、創新突破時，應運而生的技術需求自

然會成為動畫工具軟體公司技術研發的動力來源，而所產生動畫相關技

術不但維持了加拿大內部的需求，更由於這些技術具有世界級的水準，

往後也成為全球電影、遊戲產業的重要環節。加拿大動畫產業的體質，

也就是在動畫製作產業與動畫工具軟體產業兩者之間相互良性循環、刺

激之下，而不斷強化、進步。 

(2)充分的資金支援 

加拿大政府在動畫創作相關的產業如電影、電視製作等方面，給予

相當大的支援，這是因為這些產業往往具有較高的風險，使得業者融資

的困難度非常高。例如成立於1976年的財團法人Telefilm Canada，主要

任務是推動電影、電視及新興的媒體產業，除了投資與幫助加拿大相關

的電視、電影、新媒體計畫案的資金取得，並透過與Canadian Showcase 
Program合作、開闢通路等方式增加加拿大動畫作品的能見度。除了

Telefilm Canada之外，由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 贊助，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BDBC) 管 理 的 Cult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Fund(CIDF) 基金，提供企業獲得加幣2-25萬元不等的融資

額度；又如Bell Canada成立的Bell Broadcast and New Media Fund，提供

加幣1,200萬元的預算以促進資訊高速公路所需的多媒體內容發展(資策

會MIC，民90)。如上所述的這些方案都是以特定專案或公司為補助、融

資對象，另外也有以稅務優惠的方式來補貼所需資金，如OFDC的New 
Media Development Program，針對安大略省的動畫製作提供稅務優惠，

魁北克省也有提供多媒體產業的稅務優惠之計畫。 

(3) 以國際市場為行銷重點 

Telefilm Canada 的投資策略重點就是國際共同製作 (co-production) 
的概念，以國際共同製作的方式，提供資金來源來拍攝出更多影片，達

到宣傳加拿大文化的目標。透過商議新興市場（亞洲、拉丁美洲及斯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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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維亞半島）的國際共同製作條約、提供國際共同製作的專門知識給

加拿大製作商與發行商、並發展類似UK Drama Immersion Program(提供

市場諮詢、網路商機及專業發展)之新管道等方式，達成國際共同製作

目標，並得到減輕資金壓力、專業能力整合、大幅提昇質與量以及容易

打入國際市場等優點。  

 

3. 日本動畫產業 

吳品賢 (民91) 研究整理日本動畫產業相關資料指出，2001日本年

動畫產業市場規模高達1860億日圓，而且此一數據僅包括電影、影碟與

電視收入，如果再包括動畫主角人物的授權費用收入則可高達2兆日

圓；而2001年日本動畫市場如此活絡的三大主因在於宮崎駿的「神隱少

女」廣受全球歡迎、電視動畫節目增加、以及DVD的普及。事實上，日

本動畫產業於全球動畫市場的向來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目前全球有六

成左右的動畫節目皆是日本所製作的，以皮卡丘為例，該片已在全球六

十八個國家的電視頻道上播映過，其電影版本也已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

上映過，光是電影版的全球播放權收入就高達1億7千萬美金；而目前美

國好萊塢的電影製片公司更是風行買下日本動畫片的權利並將其電影

化。除此之外，由於日本動畫業界已經是相當強勢的產業，因此在日本

相關銀行對於融資給動畫業界皆持正面作法，例如東京三菱銀行、

Mitsuho銀行等都接受以動畫著作權等為擔保的融資，對於日本動畫產

業的發展有相當良好的貢獻。日本政府除持續協助業界融資及相關技術

的開發外，並全力支援業界相關組織，如下(吳品賢，民91)： 

(1) 日本動畫協會 

扶持民間動畫相關組織，是日本經濟產業省推動動畫產業的重要策

略之一。目前日本民間成立有「日本動畫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Animations，簡稱AJA），主要會員為各個動畫製作公司，其

目標是建置一個業界溝通的平台，並同時進行動畫產業情報收集、製作

技術開發及各種相關研究以促進日本動畫產業的永續發展；目前總共有

26家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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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團法人日本電影電視技術協會 

「財團法人日本電影電視技術協會」成立於1947年，當初名稱為「日

本電影技術協會」，於1965年時改為「財團法人日本電影電視技術協

會」，為目前日本唯一的公益法人組織，由電影、電視相關的法人、團

體及擁有電影、電視相關技術者所共同組織而成，目前隸屬於日本經濟

產業產商務情報政策局文化情報關連產業課。該協會同時在日本各地包

括東京、京都、大阪、中部、北海道、九州、東北都有支部，算是相當

有組織的單位。該協會於1996年4月起開始運作成立動畫部，於1999年5
月「動畫部會」正式掛牌運作，包括此一部會目前其轄下共有五個部會。 

(3) 涵蓋範圍較廣的日本財團法人數位內容協會（DCAJ） 

於2001年4月1日成立，首屆會長是由新力社長擔任。該協會成立宗

旨是希望能藉由促進製作、流通、活用領導情報化社會的優質數位內容

的相關推動，來帶動數位內容相關產業的健全發展，並同時提升國民生

活素質以對國際社會有所貢獻。日本數位內容協會並且積極辦理「Digital 
Content Grand Prix」數位內容競賽，藉由表揚各式各樣、優異的數位內

容作品以及創作者以推廣此產業。該協會每年皆會和經濟產業省共同舉

辦此數位內容競賽活動，在2001年時將競賽名稱改為「Multi Media Grand 
Prix」改為「Digital Content Grand Prix」。 

吳品賢(民91)並指出，除了全力支援業界相關動畫組織之外，日本

經濟產業省歷年推動內容相關產業也相當有成就，各項計畫由日本經濟

產業省所核定之後，補助日本情報處理振興事業協會（IPA），再由該

協會委託日本財團法人數位內容協會辦理。財團法人數位內容協會由

1997年開始接手這些推動內容產業的相關計畫，分別為「多媒體製作支

援事業計畫」、「多媒體市場環境整備計畫」，以及「開發內容製作基

礎技術計畫」。 

由上可知，政府政策的大力推動與支持，乃是日本動畫產業發展的

重要關鍵。事實上日本政府對於動畫的重視本就具有久遠的歷史，根據

范健祐(民86)對日本電影的研究發現，早在昭和初年日本文部省已將用

於教育資料動畫的年度預算提升到十萬日圓，不但在學校課堂上安排電

影課，東京都更安排了所謂的「兒童卡通節」，用意在於讓全東京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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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都可以到戲院看卡通。除此之外，當時政府也規定電影圖書館在日本

各學校放映的電影名單中一定至少要有一部卡通片，如此藉由教育力量

的大力推動，漫畫、動畫根深蒂固成為日本全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動畫產量與日俱增，也直接刺激了卡通工業。資策會MIC(民91)的
研究報告中也顯示，日本政府對動畫產業相關政策向來有縝密的規劃，

該篇報告具體歸納日本動畫發展之背景與政策作法如下(資策會MIC，民

91)： 

 (一) 市場環境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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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環境而衍生出來的產

業容易被民眾認可而興起，產業興起之後，人才投入的意願以及品質自

然得以進步與茁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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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內容與客群的策略 

1996 年六部上映的動畫卡通電影票房近20億台幣，達到全日本電

影總收入的五分之二，我們可以發現，日本的內銷市場很大，並且有看

漫畫的全民風氣，對於自製的作品題材可說是相當豐富，再加上由動漫

畫與遊戲三者間的相互連鎖關係，使得三者可以相輔相成，造成極大的

市場以及回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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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才環境的育成與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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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空洞化」，如此一來國內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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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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資金來源的支持 

對於一部動畫作品的完成，所需要資金的挹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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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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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政府的重視扶持，日本動畫產業可以到發展到如此繁盛的光

景，產業龍頭的帶領亦是關鍵。范健祐 (民86) 分析日本動畫發展歷程，

日本動畫工業的搖籃是東映動畫公司，而其社長大川博正是推動搖籃的

關鍵人物，其功績貢獻與Disney卡通王國的Walt Disney足以相提並論，

若非大川博的領導，日本的動畫工業可能還停留在手工業階段，無法和

Disney相抗衡。日本動畫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便持續呈現混亂的局

面，直到1951年東映公司設立教育電影部之後才將日本動畫一歩歩輔導

壯大。東映教育電影部後合併日動電影公司，更名東映動畫株式會社，

大川博在成立東映動畫公司時親自到美國Disney參觀，並將Disney的優

點全部搬回日本，決心大刀闊斧改造日本的動畫產業，接著東映連續完

成了兩部動畫長片皆獲好評，大川社長於是設立往後每年固定拍攝一部

動畫長片的目標，如此慢慢深耕動畫人才及動畫製作技術，逐步將日本

動畫產業帶領至世界級的地位。資策會MIC(民91)的研究也提到東映動

畫公司對日本動畫產業的貢獻卓著，東映所拍攝的動畫影片是以大成本

大製作的手法，整體提昇動畫的水準與品質，並透過強力的行銷手法將

動畫影片在國內及海外市場不斷發行與推出，也就是仿照Disney的作

風，從此開啟日本動畫產業的新紀元。東映動畫之外，其宿敵戰後日本

動畫大師手塚治虫成立的動畫製作公司亦是當時日本動畫界的龍頭，在

這兩大巨頭的激烈競爭與合作之下，日本動畫產業的水準不斷提升，培

養出來的人才不計其數。 

1970 至80 年代之後日本動畫產業的帶動者是宮崎駿與高沺勳的

天下，這兩位受到東映動畫公司的影響的新一代動畫創作者組成二馬力

製作公司，是目前日本對抗 Disney 最具成效的組合；隨著90 年代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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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的技術加入，大友克洋、押井守、富野喜辛等名人的出現，更是將

科幻動畫帶到另一波高潮。動畫卡通由長年的歷史演進已在日本紮下深

厚的根基，不論是在質與量上均有出色的成就，成為世界中動畫產業的

翹楚，尤其近年來日本的動畫影片在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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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極高國際競爭

力，可說是日本內容產業上除遊戲產業外另一項強而有力的輸出產業

(資策會MIC，民91) 。 

 

三、 台灣動畫產業的發展與產業特性 

李道明 (民86) 指出，「動畫」這個名詞，在台灣開始被公開使用，

可能不到三、四十年的時間。在六○年代以前，甚至一直到現在，在台

灣更常被稱呼的是另一個與動畫相關的名詞─「卡通」（cartoon），有

時也稱為「卡通影片」，近年則又被稱為「卡通動畫」。 而林于勝 (民
92) 指出，以往台灣動畫發展最大的阻力，就是社會大眾只認為動畫只

是「小孩子的玩意兒」，忽略了動畫是正式的產業；由於早期刻板認知，

扼殺了台灣動畫創作與從業的發展，使得目前美術與相關創意人才因為

長久以來大環境的不良導致流失與欠缺。 

台灣動畫產業相較於歐美及日本動畫產業來說，發展可謂相當緩

慢，長期以來都是以代工製作為主。李彩琴 (民86) 在動畫電影探索一

書中指出，本土動畫從六零年代萌發幼芽，七零年代開始替日本卡通片

加工，到七零年代末期開始接受美國電視卡通委託製作，在八零年代達

到高峰期後，優勢地位逐漸動搖，加工業務逐漸流到大陸、韓國、東南

亞等地，九零年代開始，勞力密集的動畫加工業已經下坡。 

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下，我國動畫產業的創意之培養相當缺乏，加上

國內的動畫影片市場有限以及資金不足等問題，始得動畫產業的發展停

滯不前。尤其近年來動畫代工的利潤愈來愈微薄，傳統動畫代工業務逐

漸外流到低人力成本地區，我國目前2D動畫代工主要業者如宏廣、鴻

鷹、會宇等公司，也紛紛將部份代工業務轉往大陸。不過另一方面，隨

著資訊科技的進歩及2D、3D動畫軟體的出現，以電腦繪製動畫已成必

然的趨勢，在電腦的輔助下，動畫創作的可能性更加無拘無束，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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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線電視頻道開放以及國內數位遊戲公司蓬勃發展，電腦動畫的應用

領域隨之擴大，因此愈來愈多公司也開始進入電腦動畫領域。不過，傳

統手繪的動畫業者受限於資金、技術、設備的不足，轉型並不是那麼容

易。此外，網際網路發達亦促成網路動畫的出現，突破了過去業者及小

型創作者缺乏播映舞台的困難，因此國內許多業者亦積極朝向網路動畫

發展。 

就電腦動畫來說，根據資策會 (民92) 的研究指出，由於目前國內

動畫業者的製作、整合能力，以及公司規模與資金規模等尚有不足，我

國目前的電腦動畫產業產值多半仍來自於為歐美日的動畫影片代工，以

及承接廣告後製作的專案；相較於歐美日等動畫大國，其產值大多來自

於動畫電影及電視影片的主導製作，可享豐厚的版權及發行利益，兩者

差別顯而易見，因此整體而言我國電腦動畫產業的產值，與歐美日等國

比較起來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雖然如此，在環境壓力與科技變遷之下，我國的動畫產業已經逐漸

開始轉型，動畫業者積極嘗試各種突破性的發展可能，尋求更高的附加

價值。例如：以廣告後製及特效製作起家的西基公司轉以高品質的3D
製作能力承接多部國際動畫影集製作代工；同樣以廣告後製奠定電腦動

畫基礎的太極影音公司，則進一歩跨足電影特效後製作及3D動畫影片的

製作；另外，躍獅與活躍動感公司選擇自行開發題材、創作3D電腦動畫

作品，投入立體電影與動感電影影片的製作；而甲馬創意、基因影音、

電視豆等公司則是專注於動畫創意開發的動畫公司。 除此之外，以代

工 Disney 2D 動畫聞名的宏廣公司，也開始嘗試轉往3D動畫影片的領

域發展，並開始從事多媒體網站、遊戲軟體等多媒體作品的製作與代

工；而其他許多以製作電視廣告為主的小型創作公司及擁有虛擬攝影棚

之台灣夢工廠等，也都加入動畫電影、電視的創作行列。資策會 (民92)
並指出，全球電腦動畫市場規模龐大且持續成長，預估至2006年可達到

444億美元。我國業者已經體認到掌握動畫版權及發行權的重要性，目

前逐漸積極朝自製動畫片的方向發展，期望能逐漸打開華人動畫市場，

將台灣的自製動畫影片推廣到世界。 

然而動畫影片要成功打入國際市場，除了製作能力的提昇之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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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能夠結合全球發行體系，因此行銷與整合能力的培養也是相當重要。

電腦動畫影片的製作不但是技術密集的專業領域，同時具有知識密集、

資本密集的特性，需要結合不同領域的專才才能製作出一流的作品並成

功推廣到市場。台灣現階段的技術層面已經足夠，較欠缺的是企劃、編

導、原畫設計、音效等人才，加上在長期加工的背景與觀念，不但創作

力萎縮，而且資金的募集也不容易，這些都是目前亟待解決的議題。 

幸而近年來政府適時推動數位內容產業，多相關的推動計畫與建設

已經逐步實行，而林于勝 (民92) 提出台灣動畫產業發展，則必須特別

注重下列關鍵推動項目與發展規劃： 

1. 募資與投資 

動畫影片拍攝，從劇本、角色設計到作品完成，全程需要大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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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動畫製

作進度以及資金往往隨著環境改變而很難控制，也無法完全保證產品完

成一定大賣，投資風險不可謂之不大。 

由於動畫產業並非可以就廠房、設備多寡進行投資評估，因此在銀

行、創投公司及股市投資者多不願負擔太大風險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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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經營困難，願意

再出錢投資的媒體事業少之又少，因此動畫業者想要完成自有品牌動畫

的夢想的確步步維艱。 

2. 人才與技術 

完成一部好的動畫，需要的人才非常廣泛，從導演人才、企劃創意

人才、配音員、動畫師等缺一不可。在國外，動畫師與配音員，均有專

業學校養成，但台灣電影產業沒落，電視工業也多以外購節目與綜藝節

目方式為營運主軸，自然使得相關人才訓練與環境有所欠缺。雖然近年

來台灣動畫人才已明顯增進，但所需的相關人才，除動畫師與導演外，

薪資相對一般職業仍較為低廉，使得許多文化工作業者即便有心從事動

畫相關工作，也因欠缺資金與經驗而打退堂鼓，如此惡性循環，台灣動

畫發展實在令人憂心。一國的動畫製作水準往往與學校教育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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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扮演著培育人才以及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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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我國則只有少數大專院校電影或傳播科系開設動畫製作課程，

且多半偏向美工設計或片段課程，缺乏完整訓練系統，再加上相關師資

不足，使得國內動畫水準進步有限。時至今日，雖有台南藝術學院、國

立台灣藝術大學及相關業者提供教學課程，但與南韓甚至大陸均積極設

立學校培養人才的情況相比仍嫌不足。 

3. 業務型態與行銷 

由於大部分消費者都是市場風險規避者，如果擁有一定品牌知名

度，則產品可透過品牌形象認知，吸引大部分民眾消費，而內容開發商

也將成為相關娛樂商品主要供應管道。尤其因媒體豐富化所帶來的資訊

氾濫，消費者在時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內容開發商的品牌知名度相形

更為重要。我國動畫業務型態目前仍處代工階段，自有產品與內容不

足，仍無法確實吸引消費者。此外，內需市場過小可說是台灣所有產業

面臨的共同問題，在缺乏自有產品行銷作為談判籌碼，以及語言、文化

等隔閡，使得海外市場的開發成本高昂，而且事倍功半，如何搭上國外

的行銷資源等問題，都是台灣動畫業者有待突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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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獗日漸萎縮，動畫影片的肖像授權，也常因仿冒而權益受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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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

智慧財產權保障不周的情況下，業者不但無法得到應有報酬，更可能發

生成本無法回收的問題，這也是整體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時所需關注的另

一層次問題。 

 

四、 Pixar成功之道 

如前所述，近代美國動畫產業最具代表性的新興電腦動畫公司，即

為Pixar Animation Studios。Pixar於1986年成立，專注於 3D 電腦動畫影

片的製作，從1995年開始不斷推出膾炙人口的3D電腦動畫長片。 

值得注意的是，融合電腦科技的動畫產品縱使炫麗卻不必然保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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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具有創意的內容與好的故事題材才是動畫電影的靈魂。以 Pixar 為
例，其成功之道在於能準確掌握「講故事」的節奏，善用電腦動畫獨特

的表現模式，並為人物角色注入鮮明的性格，把觀眾的注意力吸引在故

事情節的推進和發展，避免了將電腦動畫當成科研技術的展示(李啟

華，民92)。 

同時，除了創意開發之外，品牌的建立、行銷通路的佈建、以及市

場脈動的掌握亦是十分重要的，資策會MIC(民91)的研究曾經分析 Pixar 
的關鍵成功策略之一即是「與Disney策略聯盟，建立品牌形象」，由於 
Disney 握有大多數娛樂市場的發行管道，並且具有優越的品牌形象，

因此 Disney 負責影片市場行銷、宣傳造勢與影片銷售，Pixar 則專注

心力於影片開發與生產部分，合作範圍包含電影上映、家庭錄影帶、電

視節目、互動媒體與其他衍生性商品項目；影片發行與市場行銷方式主

要由 Disney 決定，Pixar 則握有產品的最終控制權。這樣的合作模式

創造了諸如「Toy Story」、「A Bug’s Life」、「Toy Story 2」、「Monsters, 
Inc.」、「Finding Nemo」等多部膾炙人口的動畫影片，創下了超過二

十五億美元的票房收入，拿下十多項奧斯卡獎，尤其2003年兩者合作推

出的「Finding Nemo」更是破了多項動畫電影紀錄，票房一舉突破8億
美金。 

除此之外，Pixar 也透過 Disney 旗下其他媒體發行管道有效地開

發出商品剩餘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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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MIC，民91)。 

雖然如此，Pixar 與 Disney 由於利潤分配條件談判未成，雙方的

合作關係即將在2005年的「Cars」發片之後告終，從此在動畫市場上各

爭雄長，其各自未來的發展以及對美國動畫產業的影響值得注意。此

外，隨著資訊硬體設備功能持續增強、相關軟體技術的開發，以及動畫

製作套裝軟體的出現，電腦動畫影片市場的進入門檻不斷降低，將促使

愈來愈多美國知名電影片廠也跨入電腦動畫影片開發領域來分食這塊

大餅，因此Pixar未來仍會面臨許多挑戰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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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動畫事業之智慧資本內涵 

根據以上對智慧資本相關文獻的探討，智慧資本可分類為人力、關

係、流程與創新等四個構面，綜合各學者的看法，本研究定義各智慧資

本構面之內涵如下表2-3： 

 

表2-3、智慧資本內涵 

智慧資本構面 內涵 

人力資本 嵌入組織成員心中的隱性知識，即公司員工與管理者

的專業知識、know-how、技能、技術與經驗，也包括

了員工的創新能力、工作態度、非正式互動、向心力

以及專家與經理人特質等。 

關係資本 組織對外關係的建立、維護與開發，包括與供應商、

顧客、股東、合作夥伴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關係，以

及商譽等。 

流程資本 組織解決問題的整體系統及程序，亦即組織內部的流

程、技術、系統、工具、工作的過程、特殊的方法，

包含各種管理程序、工作流程、以及技術與員工程序

設計等。 

創新資本 組織的革新能力、創新成果、創新文化、建立新產品

與服務的潛力，以及保護商業權利、智慧財產權（專

利、商標、著作權）、知識資料庫與其他用來開發並

加速新產品的無形資產和才能。包括顧客創新、產品

創新、市場創新、設備創新、員工創新及策略夥伴創

新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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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合對電腦動畫及動畫產業相關文獻之回顧，我們可以萃取出對

動畫產業而言較為關鍵之各項元素，並進一步將上表之各項智慧資本內

涵加以轉換、套用至動畫產業之範疇，以界定出動畫事業各項智慧資本

之重要操作性定義，整理如下表2-4： 

 

表2-4、動畫事業智慧資本之操作性定義 
 
智慧資本

構面 
動畫事業之智慧資本操作性定義 

人力資本 嵌入組織成員心中的隱性知識，包括公司員工與管理者所擁

有有關創意、編劇、企劃、角色設定、動畫製作、導演、合

成、輸出、以及法律、管理、行銷、資訊科技等方面之專業

知識、know-how、技能、技術與經驗，也包括了員工的創新

能力、工作態度、非正式互動、向心力，以及組織成員與經

理人的人格特質等。 

關係資本 組織對外關係的建立、維護與開發，包括動畫業務開發上與

顧客的關係，動畫產品開發過程中之原創者連結、動畫製作

外包或其他型態合作關係，動畫產品行銷推廣上與通路業者

或其他公私單位間建立起之行銷、銷售關係，亦包含資金及

權利義務上與股東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關係等。  

流程資本 組織解決問題的整體系統及程序，主要包含動畫創作(含製

作)、創作成果管理、動畫專案管理及動畫產品行銷規劃等方

面之工作流程、原則、制度、採用的工具及特殊方法等。 

創新資本 組織所擁有之創新文化、創新之經營策略、革新能力、創作

潛力、開發新動畫產品的潛力與效率等，亦包含創新成果本

身(包括創新的動畫產品、各種創新作為及創新所獲得之實質

肯定等)，也包括了管理、運用與保護創新、創作成果之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