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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分析 

 

根據上章之個案描述，甲馬創意從公司籌備處成立至個案研究時間

結束為止，大致可按照公司發展狀況的不同區分成三個階段。本章將根

據此三個階段與四個切分階段的時點，對甲馬創意的智慧資本作深入之

分析與討論。 

以下先在第一節說明甲馬創意發展之三個階段；第二節將對甲馬在

四個時點時的各項智慧資本作一觀察盤點，也就是首先觀察其一開始在

公司籌備處成立時的智慧資本，接著分別對其在經歷三個不同發展階段

後之智慧資本作盤點；第三節進一步分析各時點之智慧資本存量、資本

構面間相對比重與智慧資本內容的變化；第四節將深入研究甲馬在不同

時期之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過程，從不同類型的智慧資本建構活動來研

究個案公司智慧資本建構的動態過程，並探討組織各時期智慧資本與該

時期智慧資本動態建構過程之間的交互影響；第五節針對第四節的研究

結果加以進一步彙整分析，以探討影響各項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之重要

因子。 

 

第一節 甲馬創意發展三階段 
 

根據上章之個案描述，從 2000 年 7 月甲馬創意籌備處成立，以至

於 2004 年 7 月甲馬增資計畫完成為止，可明顯觀察出甲馬在這樣的歷

程中有幾次轉折，大致可按照發展特性的不同分成三個階段，本研究稱

之為「草創摸索期」、「成長磨練期」與「轉型發展期」。「草創摸索期」

時甲馬不斷地嘗試各種業務，藉由不斷摸索嘗試漸漸勾勒出事業走向。

「成長磨練期」時開始接比較大型的動畫案，建立愈來愈深厚的動畫製

作實力。到了「轉型發展期」，持續以大規模動畫案為重心，同時考量

未來發展與管理需求，逐漸轉型為以管理企劃、資源整合為主的公司，

將動畫製作部門獨立出公司之外。區分各時期的重要時點分別為：t0 

(2000 年 7 月，公司籌備處成立)、t1 (2001 年 11 月，承接製作 D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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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愛ＡＢＣ」動畫節目)、t2(2003 年 1 月，與 I公司簽約製作蔡志

忠系列動畫二十部) 及 t3 (2004 年 7 月，甲馬增資計畫完成)。茲將以

上所述之三個階段示意如下圖 5-1： 

 

圖 5-1、甲馬創意發展三階段 

資料來源：本研究 

 

根據以上之階段劃分，以下將各階段之起迄時間、公司發展特性與

重大事件整理如下表 5-1： 

表5-1、甲馬發展三階段 

階段 起訖時間 公司發展特性 重大事件 

第一階段 

草創摸索期 
t0－t1 

（2000 年 7 月 

－2001 年 11 月）

 

t0 至 t1 甲馬正值公司草創

之時，不斷嘗試各種業務，

從導引精靈、Flash 遊戲、

網頁設計、網站建置規劃、

電子賀卡、各式宣傳動畫、

互動式動畫、廣告宣傳動

畫、遊戲動畫、短篇劇情動

畫、電腦螢幕保護程式、型

錄動畫、建築透視圖、宣導

遊戲、網頁設計製作、政治

新聞動畫節目以至於虛擬代

言人設計等，藉由不斷摸索

嘗試漸漸勾勒出事業走向。

 公司籌備處成立 

 為 ET 電子報製作網路遊戲

動畫 

 發展製作長仔精靈、

E-Monkey 精靈 

 公司重組，定名「甲馬」 

 為各縣市政府設計電子賀

卡、宣傳遊戲動畫 

 開發第一部蔡志忠系列動畫

 製作台灣電視史上第一部

政治動畫「新聞搖頭族」 

 設計 H署 C局虛擬代言人 

t0 

2000 年 7 月 

公司籌備處成立 

 

t1 
2001 年 11 月 

承接製作 D 電視台 

「大愛ＡＢＣ」動畫節目 

t2 
2003 年 1 月 

與 I 公司簽約製作 

蔡志忠系列動畫二十部

 

t3 
2004 年 7 月 

甲馬增資計畫完成 

時間 

草創摸索期 成長磨練期 轉型發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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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成長磨練期 
t1－t2 

（2001年11月－

2003 年 1 月） 

t1至 t2是甲馬漸漸成長的

時期，開始接比較大型的動

畫案，建立愈來愈深厚的動

畫製作實力。 

 製作D電視台「大愛ＡＢＣ」

動畫節目 

 製作四十支 H署 C局宣傳動

畫 

 製作B衛視「小沙彌看世界」

動畫節目 

 P 電視台採購「莊子」播映

權 

 開始製作第一部旗艦級動

畫作品「孫子兵法」 

 製作P電視台國民生活禮儀

宣傳動畫 

 「莊子」動畫獲得 2002 年

台灣數位內容產品獎 

 製作I部老人福利政策宣傳

動畫十支 

第三階段 

轉型發展期 
t2－t3 

（2003 年 1 月 

－2004 年 7 月） 

t2至 t3持續以大規模動畫

案為重心，並積極開發行銷

通路；同時，考量未來的發

展與管理需求，甲馬也逐漸

轉型為以管理企劃、資源整

合為主的公司，將動畫製作

部門獨立出公司之外。 

 與I公司簽約製作蔡志忠系

列動畫二十部 

 Y 先生進入政大科管所就讀

 獲邀參加第一屆台灣國際

動畫影展 TIAF2003 

 成立大腕動畫製作公司 

 D 部採購蔡志忠動畫做為軍

中康樂影帶 

 甲馬作品入選第七屆韓國

漢城國際動畫影展 

 國家圖書館採購蔡志忠動

畫資料庫 

 甲馬作品獲邀參加東京動

畫博覽會 

 製作 W副董動畫 

 文建會補助甲馬製作原住

民動畫暨元件資料庫 

 甲馬增資計畫完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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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時點智慧資本盤點 

一、 t0的智慧資本盤點 

t0：2000 年 7 月，公司籌備處成立 

人力資本 

甲馬在公司籌備處成立時，名為Hermes Mercury，當時成員人數達

到二十二人之多，包括Z先生擔任董事長，Y先生擔任總監，D先生擔任

總經理，H先生擔任副總經理，四人共同領導。員工包括負責公司管理

及專案管理的 A先生、M小姐及 T先生；２Ｄ動畫師C組長、M先生、

CC先生、LY先生、ZY小姐、CY小姐、ZT小姐；３Ｄ動畫師CB先生、

CJ先生、HY先生；網頁設計師CH小姐、WH小姐；總監秘書ZA小姐、

司機LD先生及總務CS小姐。各方面人力資本可謂均衡。 

此時人數雖眾多，但因為公司高層不合，造成人力資源無法有效整

合、充分發揮能力；對公司運作影響最大的主要成員為Y先生、T先生、

C組長及CB先生。Y先生憑其多年的創作及媒體經驗擔任公司領導及創

意總監；T先生 具專業管理背景，負責動畫專案的管理；長期從事２Ｄ

動畫製作且規劃能力甚佳的C組長帶領２Ｄ動畫的製作；以及３Ｄ動畫

創作能力甚佳的CB先生負責大部分的３Ｄ動畫創作。以上四位成員的

專業能力及經驗是此時最重要的人力資本。 

 

關係資本 

此時的關係資本主要存在於公司成員身上，公司對外部的關係建立

與開發，主要靠著公司成員原來在其專業領域所建立的人脈網絡，並藉

由各個專案的開發過程，逐一發掘利用，尤其是Y先生多年來累積的豐

沛政商人脈關係，對初甫成立的甲馬來說是建立對外關係的重要來源。

而公司的股東如董事長Z先生，雖然沒有實際參與公司營運，其人脈關

係也對甲馬的對外關係建立有相當的助益。簡言之，此時直接屬於甲馬

的關係資本雖然不多，但透過存在於公司成員身上的種種關係，也使甲

馬的對外關係建立具有相當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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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資本 

此時的流程資本相當微量，整個公司處在摸索的階段，各方面都尚

無非常具體的流程可循。專案管理方面幾乎只有T先生一人獨挑大樑，

並無具體的專案管理制度。動畫創作流程方面，此時3D 動畫創作幾無

統一之流程可言，製作流程主要是依負責之3D動畫師本身的經驗與習慣

而定；2D動畫創作方面，雖然C組長過去具有豐富的帶領動畫團隊經

驗，使得2D動畫創作流程相對地較為具體，但由於動畫製作流程與合作

的動畫團隊有很大的關係，而此時公司的動畫製作團隊成員之能力及各

項負責工作也尚在學習摸索的階段，因此還難以形成十分具體而有效率

的創作流程。 

而此時已初步建立公司內部網路系統，系統備有主機準備儲存及管

理動畫創作的元件及各種資料，但因為公司剛成立所以尚未產生什麼內

容，加上對3D動畫元件的觀念還不成熟，因此此時雖已有建立動畫元件

資料庫的觀念，但並未實行。 

 

創新資本 

此時創新資本還相當不足，主要的創新資本可說是創業主管們的觀

念形成了公司創新的潛力。創業主管們具有追求創新的共識，定位公司

為一個以創新為基本理念的動畫公司，要做別人沒在做的事，例如不做

純代工的動畫業務，任何專案的創意均由公司內部產生、不假手他人

等。此外Y先生本身身為創作人、具有豐富的創作經驗，其能力與經驗

也有助於公司的創新潛力，而其創作觀念即是公司當時最重要的創新來

源。此時公司大部分的創意是從主管本身的創作觀念去產生，然後直接

指派員工進行後續的創意實踐工作，尚未有一個創新或創作的標準流程

或具體會議來輔助創新活動。 

茲將t0之智慧資本按四個構面整理如下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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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甲馬創意t0之智慧資本盤點 

人

力

資

本 

成員人數達到二十二人之多，包括董事長Z先生，總監Y先生，

總經理D先生，副總經理H先生，四人共同領導；員工包括：A先生、

M小姐、T先生（以上負責管理及ＰＭ）、C組長、大師、CC先生、LY

先生、ZY小姐、CY小姐、ZT小姐（以上負責２Ｄ動畫）、CB先生、CJ

先生、HY先生（以上負責３Ｄ動畫）、CH小姐、WH小姐（以上負責網

頁）、ZA小姐（總監秘書）、LD先生（司機）、CS小姐（總務）。各方

面人力資本可謂均衡。 

此時人數雖眾多，但因為公司高層不合，造成人力資源無法有

效整合、充分發揮能力，對公司運作影響最大的主要成員為Y先生、

T先生、C組長及CB先生，這四位成員的專業能力及經驗是此時最重

要的人力資本。 

關

係

資

本 

此時的關係資本主要存在於公司成員身上，尤其是Y先生先多

年來累積的豐沛政商人脈關係，對初甫成立的甲馬來說是建立對外

關係的重要來源。此時直接屬於甲馬的關係資本雖然不多，但透過

存在於公司成員身上的種種關係，也使甲馬的對外關係建立具有相

當潛力。 

流

程

資

本 

此時的流程資本相當微量，整個公司處在摸索的階段，各方面

都尚無非常具體的流程可循。而此時雖已有建立動畫元件資料庫的

觀念，但由於公司剛成立尚未產生什麼內容，加上對3D動畫元件的

觀念還不成熟，因此並未實行。 

創

新

資

本 

此時創新資本還相當不足，主要的創新資本可說是創業主管們

的觀念形成了公司創新的潛力。此外Y先生本身身為創作人、具有

豐富的創作經驗，其能力與經驗也有助於公司的創新潛力，而其創

作觀念即是公司當時最重要的創新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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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1的智慧資本盤點 

t1：2002 年 11 月，承接製作 D 電視台「大愛ＡＢＣ」動畫節目， 

草創摸索期結束 

人力資本 

此時的公司成員包括Hermes Mercury解散、甲馬正式成立後留下來

創業的關鍵人員，重要的人力資本如下： 

 Y先生 創辦人、創意總監 

甲馬創意公司創辦人兼創意總監。Y先生為橫跨平面、電視、廣播

的資深媒體人兼漫畫家，歷任中國時報專欄漫畫評論、自立報系政經研

究室副主任、自立報系主筆、黑白新聞周刊顧問、民眾日報主筆等職，

亦為TVBS、超視、三立電視台之開台元老與經營階層主管，曾任TVBS
新聞節目中心主任、超級電視台主持人、三立電視台台灣台總監、三立

電視台創意總監等職，製作主持節目甚多，與國內各主要媒體關係良

好。並曾獲得第一屆吳舜文新聞獎「漫畫類最優獎」、1999年 三立電

視台最佳主持人等殊榮。個人著作甚多，在多家報章雜誌仍有專欄漫畫

及文章發表。 

Y先生本身即是創意人（漫畫家、作家、電視台創意總監），追求

創意與原創精神，成為甲馬公司發展數位動畫的主軸。他多年來在媒體

及內容產業之良好經驗，使得公司領導階層具有獨到之眼光與遠見，從

市場判斷、產品設定到內部管理等均具備極佳的直覺思維，這些直覺判

斷成為甲馬公司經營決策的重要依據。在人格特質上，Y先生浪漫率性

的個性、跳躍式的思考模式，使得他永遠有用不完的新點子與想法，源

源不絕的創造性思考，讓甲馬在經營模式與內容創意上一直持繼不斷地

創新、突破。而做事積極主動之性格，也能帶領甲馬公司在開發相關業

務時，創造不錯的業績。 

在公司工作的分工上，Y先生擁有豐富的創作與媒體資歷，加上多

年經營的豐沛人脈，身兼執行長與創意總監，負責公司經營方向之決

策、作品創作精神之擬定與最重要的業務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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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先生 共同創辦人、技術副總 

甲馬創意公司共同創辦人兼技術副總。H先生大學時攻讀法律系，

對於法學及法務有深厚之知識背景及經驗。另外，H先生因個人興趣投

身電腦程式及系統開發十多年，曾任階梯英語公司資訊部門及人事主

管，對於電腦多媒體之軟硬體技術擁有絕佳之能力。 

甲馬公司成立後，因為從事的數位創作是前所未有的工作內容，既

沒有前例可循，也沒有書本可查閱，尤其是甲馬的創作方向與內容並未

明確時，更需要有一位具備極佳的電腦軟硬體知識的人，才能解決各種

疑難雜症。因此，H先生身負重任，當Y先生在思考新的創作內容時，H
先生必須不斷去思索可行的技術與方法，去支援Y先生的想法，否則Y
先生的創造性思考將成為空想。 

在人格特質上，H先生個性嚴謹溫和，思慮較細膩深沈，與Y先生

外放的個性形成互補，成為甲馬公司經營階層負責內部管理的主管，也

是技術幕僚的最佳人選。因此H先生在甲馬負責電腦動畫軟硬體技術、

設備採購、智財權管理、人事管理、公司法務等工作。 

 T先生 專案經理 

甲馬創意公司專案經理。T先生畢業於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政治

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因個人興趣投身數位內容產業，貢獻所學。由於

T先生是甲馬公司唯一學管理出身，受過ＭＢＡ訓練，因此公司成立後，

負責所有專案之企劃、執行與管理工作。 

T先生從小對於電視、電影、漫畫、動畫即有濃厚興趣，在政大時

負責研究所網站及網頁製作工作，碩士論文以媒體管理之角度探討網路

事業經營，因此對於數位內容之創作專業知識較一般ＭＢＡ瞭解更多。

而政大科管所辛苦紮實的訓練也讓T先生有較佳的抗壓性及專案執行能

力，能去面對甲馬一件件不同又創新的挑戰。 

在人格特質上，T先生個性隨和情緒內斂，擅於溝通協調；大學理

工科系訓練的推理式思考邏輯與理解力，與Y先生、H先生形成極佳互

補。因此T先生成為甲馬公司內部與外部、公司老闆與員工、企劃與製

作間的溝通窗口與協調樞杻，這正是專案管理人員最需要的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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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三位管理階層，甲馬正式成立後，Y先生認為必須找一位

對於公司財務經營有經驗的人來擔任公司執行長，他找來家族親戚LSW
先生，LSW先生出身財金界，對於公司財務很有經驗。但LSW先生加入

後，卻無法融入甲馬的文化，無法與大家打成一片，也想不到公司未來

的經營方向應如何走，結果不告而別，Y先生很生氣，並決定自己擔任

執行長，不再找所謂有經驗的人來擔任執行長或總經理，LSW先生進入

甲馬不到三個月。 

其他公司人力，主要是動畫製作人員，包括： 

C組長 ２Ｄ動畫組長 

C組長是宏廣公司出身的資深動畫師，專業資歷逾三十年，在H先

生力邀下進入甲馬工作。C組長在宏廣時期即累積極深厚之動畫製作能

力及經驗，加上她自學電腦繪畫及動畫軟體操作，因此能夠勝任甲馬數

位動畫或遊戲的工作，早期甲馬與ET電子報的２Ｄ動畫遊戲均是她帶領

２Ｄ動畫人員製作完成，由C組長負責細部腳本、分鏡、造型、分工等

最重要之工作。尤其，甲馬早期的幾位動畫師CC先生、LY先生等人均

是電腦動畫的初學者，C組長的存在剛好能發揮老雞帶小雞的功效，讓

CC先生、LY先生等人能在學習中成長。C組長在2001年5月因為待遇問

題，離開甲馬。 

CC先生 ２Ｄ動畫師 

CC先生為攝影師出身，有美術基礎，後來轉換跑道，開始學習電

腦動畫創作，然後進入甲馬公司。初期，因為是初學者，所以在C組長

帶領下，負責部份動畫製作工作，如動作、後製、音效等。後來在C組
長突然離開公司的情況下，CC先生被迫快速成長，接下２Ｄ動畫遊戲

製作前期到後期的大部份工作，但是CC先生抗壓性與學習力極佳，很

快就能勝任，包括超硬科技遊戲動畫、G電視台新聞搖頭族等案，CC先
生均是挑大樑的角色。 

LY先生 ２Ｄ動畫師、後製音效師 

LY先生並非美術科班出身，大學就讀靜宜國貿系，因為興趣投身

電腦動畫創作，進入甲馬公司。與CC先生一樣，初期是初學者，跟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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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學習動畫製作，後來與CC先生共同負責甲馬２Ｄ動畫遊戲之製

作，不久，公司主管發現LY先生在後製音效工作上，極具天份，展現

驚人創作力，完全不輸給音樂工作者，於是公司高層決定將LY先生定

位於後製音效工作，LY先生也不負公司所託，動畫後製一部比一部更

進步，T工作室為此特別拜託甲馬為小王子動畫做後製工作。 

CB先生 ３Ｄ動畫組長 

CB先生畢業於新埔工專、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美術基礎與

３Ｄ、２Ｄ電腦動畫能力俱佳，在雲科視傳時曾嬴得有學生創作金像獎

之稱的「金犢獎」。在公司籌備時期，即展露極佳創作天份，分別完成

長仔精靈及E-Monkey精靈之製作，在甲馬正式成立後，又完成蘭花型

錄、宿霧旅遊等３Ｄ動畫案，是公司不可或缺的創作人才，尤其CB先
生有很好原創性創作頭腦，因此，公司主管及企劃人員均會尊重他的創

作意見，充分授權其創作空間。 

CJ先生 ３Ｄ動畫師 

CJ先生畢業於中興高中，非美術科班人員，但對於３Ｄ電腦動畫軟

體操作非常熟練，是公司３Ｄ動畫製作的第一快手。初期協助CB先生

完成許多３Ｄ動畫案製作，不久甲馬接到WK建築透視圖案，CJ先生在

T先生指導下拿著建築設計圖，負責建築模型之製作，後來蔡志忠系列

動畫開始製作，CJ先生負責多數角色動作之製作。 

HY先生 ３Ｄ動畫師 

HY先生於補習班進修學習３Ｄ電腦動畫製作後，進入甲馬籌備

處，初期協助CB先生製作３Ｄ動畫，在蔡志忠動畫開始製作後，負責

多數元件模型之拉製工作。但不久因為HY先生的動畫製作技能一直無

法與公司一同成長，適應不良，最後只好離開甲馬。 

 

YM先生 ３Ｄ動畫師 

畢業於復興美工、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是CB先生的大學死

黨。甲馬公司重組後，在CB先生的力邀下，進入甲馬公司工作。YM先

生的美術基礎、３Ｄ動畫專業技術、美感掌握更甚CB先生，進入甲馬



 89

第一件工作即成功完成WK建築透視圖案，不久，蔡志忠系列動畫簽約，

YM先生開始開發「莊子」動畫之創作風格，在經過三個月的嘗試與努

力下，YM先生獨力完成「莊子」第一集的創作，確定了３Ｄ元件、３

Ｄ動作輸出２Ｄ線條、合成２Ｄ背景的風格，這一創作不但證明了YM
先生電腦動畫創作之能力，也為甲馬拿下數位內容產品獎，改變了甲馬

的命運。當然YM先生也成為甲馬公司日後開發重要創作的主角。 

ZK先生 ２Ｄ原畫師 

ZK先生是漫畫家出身，有極佳的造型、繪畫、漫畫與２Ｄ原畫創

作能力，2001年6月，甲馬公司開始製作G電視台的「新聞搖頭族」，２

Ｄ原畫人力嚴重不足，緊急徵選ZK先生進入公司工作，並分擔Y先生的

角色造型、漫畫、２Ｄ原畫工作，雖然ZK先生上班出勤時間不正常（一

年後，還是因為這個因素離職），但在當時確實扮演救火的角色。 

WW先生 ２Ｄ動畫師 

WW先生畢業於復興美工，後來赴澳洲求學進修設計，原來在楊德

昌導演的網路公司工作，與ZK先生相同，在2001年6月甲馬公司開始製

作「新聞搖頭族」時，２Ｄ動畫人力嚴重不足，徵選WW先生進入公司

工作。WW先生美感極佳，主要分擔CC先生２Ｄ動畫合成的工作，在蔡

志忠動畫開始製作後，負責這系列動畫背景繪製與合成工作，他繪製的

２Ｄ背景獲得Y先生及蔡志忠極高的評價。 

 

關係資本 

此時甲馬公司的關係資本，主要表現在業務開發上。這些客戶關係

可分為二個類型，其一是甲馬創辦人Y先生原有的人脈關係，其二是甲

馬公司成立後Y先生帶著T先生去開發建立的客戶。分述如下： 

 Y先生原有人脈客戶 

Y先生長期在台灣主要媒體擔任要職，前後長達二十年，在三立主

持政論節目「八點大小聲」時與各黨派民代、政要熟識，在KM黨執政

時期與民進黨大老投身反對運動，並擔任施明德立委辦公室主任，雖未

加入民進黨，卻與民進黨大老有革命情感，後來民進黨逐漸掌握執政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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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多人當選縣市首長，2000年大選，阿扁當選總統，民進黨成為執政

黨，這個政權移轉的過程，Y先生出力甚多。因此，Y先生二十年的辛

苦經營，使他在台灣媒體界、政界、商界擁有豐沛的人脈關係。這些人

脈關係對於新成立的甲馬公司而言，無疑是最重要的關係資本，也是公

司主要的業務來源，以這樣的關係成功開發的業務包括：K市政府長仔

精靈案、ET電子報Y先生特區、KM黨ＫＭＴＶ網站、TP縣政府平溪天

燈宣傳動畫案、TC市政府政績宣傳動畫案、L委員Palm、S貢糖公司型

錄動畫、WK建築透視圖案、TN市政府台南小吃ＰＤＡ、YL縣政府人

力網站、G電視台新聞搖頭族節目等。 

這些Y先生原有人脈的客戶，並未與甲馬公司有過合作，但憑籍著

與Y先生的交情，信任Y先生帶領甲馬的創作能力，便同意與甲馬公司

合作。這些客戶關係對於新創公司而言，是維持正常營運與不停創作的

重要關鍵。 

 甲馬公司成立後開發之客戶 

甲馬公司成立後，除了Y先生原有的人脈客戶外，因為甲馬從事的

是最新的數位內容創作工作，台灣過去並沒有公司能提供這種服務或產

品，因此Y先生決定主動出擊，帶領T先生到各地去介紹甲馬的技術與

能力，並開發新客戶。也有少數客戶是在看到甲馬的作品後，主動來找

甲馬的，這些客戶都是甲馬公司成立後才開發建立的業務關係，如：

E-Monkey精靈與國際資訊大廠IB公司的合作案、K市長電子賀卡、TN
市電子賀卡、蘭花型錄案、WW公司開幕動畫、T工作室超硬科技遊戲

動畫、K市政府市景電腦螢幕保護程式、K旅行社宿霧旅遊宣傳動畫案、

TP縣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宣導遊戲案、蔡志忠系列動畫案、IZW公司湯

博士動畫廣告案、H署C局虛擬代言人設計案等。 

甲馬公司成立後開發之客戶，雖仍多數與Y先生有交情，但這些客

戶均是看到甲馬的作品，瞭解甲馬在數位創作之能力後，而同意與甲馬

合作。其中與T工作室、蔡志忠合作的蔡志忠系列動畫是最重要、最關

鍵的合作案，深深影響甲馬公司未來的發展。甲馬也因為這個案子，與

企業家W副董家族、國際漫畫大師蔡志忠建立深厚的合作關係。 

此時的關係資本，多數表現在業務開發上，也有部份是在動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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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為電腦動畫製作必須涵蓋多樣才能，造型、建模、動作、合成、

後製、配音、錄音等，缺一不可。而甲馬內部最欠缺的是專業的配音及

錄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T先生透過打聽得知國內電視節目專業錄音

室J錄音室及專業配音公司Y配音公司，瞭解配音及錄音室之專業，甲馬

並無能力自行建立，決定採個案委託之方式，因此早期甲馬公司的動畫

配音及錄音工作分別委託Y配音公司及J錄音室公司負責。 

甲馬與J錄音室、Y配音公司的合作關係，直到蔡志忠系列動畫案出

現轉變。因為當時T工作室、蔡志忠與甲馬簽訂製作四部七十分鐘的長

篇動畫作品，J錄音室與Y配音公司提出極高的配音報價，以甲馬跟明日

的合約金額根本無法接受，此時，H先生透過昔日階梯同事之關係，找

上M錄音室與CJW先生配音班，解決配音與錄音成本支出之問題，並決

定停止與J錄音室、Y配音公司的合作，改與M錄音室、CJW先生合作錄

音及配音工作。值得一提的是，CJW先生長期在台灣配音界工作，本身

擁有國語、台語、客語三種語言之配音能力，能擔任配音導演之工作，

與國內所有資深配音員有合作往來，並培養不少新生代配音員，隨時能

調派數十位專業配音員進錄音室，這樣的能力讓甲馬公司決定與CJW先

生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讓甲馬的不同作品能擁有不同音質的專業配

音。 

除了動畫製作的配音錄音，由於甲馬公司內部欠缺網頁設計製作人

力，在籌備處時期，KM黨ＫＭＴＶ網站的網頁設計是H先生找來當時

台灣知名的網頁製作團隊「TH科技」工作室來完成。甲馬正式成立時，

YL縣政府人力網站的網頁設計製作是T先生找來昔日同事CH小姐外包

製作完成。2001年暑假，甲馬公司欲製作公司網頁，是透過YM先生找

來他的學妺CP小姐到甲馬當工讀生二個月，完成公司網頁之設計製作。 

流程資本 

    此時甲馬公司的數位動畫創作流程還在摸索階段，制度與方法多由

個人建立，此時已有的流程資本如下： 

 2D 動畫製作：建立２Ｄ動畫案的標準流程 

    此時的2D動畫製作已具相當的制度。由Y先生(創意總監)與C
組長(動畫組長)確定主題，並由H先生(技術副總)確定Flash互動程式沒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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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後，交由C組長負責規劃遊戲細節及相關動畫元件組成及腳本，C組
長會將所需的元件及動畫組成畫成一份規劃本，這個規劃本成為所有２

Ｄ動畫師工作的依據，動畫師並根據這個規劃本製作所需元件及動畫，

再交由C組長整合成完整作品，這個創作程序成為所有C組長帶領的２

Ｄ動畫案的標準流程 

 3D 動畫製作 

 虛擬角色或代言人創作的標準流程 

由於E-Monkey精靈案，導入電腦遊戲業界慣用的角色規劃方法及製

作流程。角色設定文件內容包括：角色之產品定位、性格描述及多組標

準動作之使用時機、動作描述、動作要求等規劃。完成這份設定文件是

專案開發ＰＭ的重要工作，其後所有３Ｄ動畫師根據這份文件之描述去

製作精靈的多組動作。動畫師完成一組組動作後，必須交由規劃的ＰＭ

檢查是否符合當初規劃之表現意念。此流程也成為日後甲馬所有虛擬角

色或代言人創作的標準流程。 

 創作蔡志忠動畫的基本流程 

由於蔡志忠動畫案，調整動畫師人力重新組織製作團隊，分成３Ｄ

模型、動作、合成、後製等製作部門，建立標準的動畫製作流程：３Ｄ

模型 角色動作 合成（含背景） 後製，開始以較有效率的方式製作

莊子動畫。這個製作流程也成為甲馬日後創作蔡志忠動畫的基本流程。 

 受政府單位或企業委託設計動畫的標準模式 

專案進行前先提案、完成企劃書，內容詳述專案目的、製作內容、

創意構想、製作流程、時程、預算規劃及初步動畫腳本等。企劃書是由

提案的專案經理與創意總監及動畫師溝通創作內容並達成共識後，由專

案經理完成專案製作企劃書、向客戶提案，若客戶有意見，必須再修正

重新提出，在與客戶達成共識後，公司所有動畫師製作人員根據這份企

劃書去執行整個專案，並由專案經理全程控管後續的執行。 

 數位化、向量化、元件化之製作原則 

 數位化：採全數位製作，決策與創作過程全在電子文件中公開透明

的進行追蹤和討論。其中最重要的是透過 intranet 建立共同資料

庫，在知識管理ＫＭ（Knowledge Management）上進行每個專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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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每一件作品製作均以數位工具執行，並輸出數位化之完成品。 

 元件化：在動畫的製作過程裡，每一個場景裡諸如人、物與一草一

木等都拆成個別的單元，稱之為元件化。由於是電腦數位製作，因

此每一個元件都必須獨立製作，再進行合成，於是每個元件都可以

重複利用，運用了一到無限的組合概念，大量節省了製作成本。 

 向量化：運用電腦向量化之工具，開發動畫作品，讓動畫作品完成

時即以向量化之格式存在。向量化的結果，整個畫面是由數學式計

算出來，因此沒有資料量流失的問題，這除使顏色不致於失準外，

更重要的是能夠適應各種傳輸的平台。製作之初，便同步規劃了適

應未來各種平台的演出式，且由於是電腦製作，字幕、聲軌、場景

均可抽離，所以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都可以做簡易的修改，以適

應國際市場的需要。 

 多條平行生產線增強效率並產生良性競爭 

此時甲馬的內部製作流程上已有生產線概念，按專案需要而採取兩

條生產線互相平行、良性競爭的方式來製作動畫，各生產線均有完整的

動畫製作能力，包括角色、場景、動作、合成、後製、配音等。 

 

創新資本 

此時期甲馬的創新資本主要如下： 

 創新求勝的經營策略 

  甲馬公司創辦人Y先生是成名二十年的漫畫家、作家與創意總監，

他非常清楚唯有不斷創新才能在內容產業成功生存，因此從公司成立

後，公司經營的重大決策均以「創新」為決策依據，Y先生並不斷提醒

公司上下，做別人不能做的事，走自己的路。其實甲馬公司的成立就是

一個創新，當時台灣在動畫產業有宏廣、西基等成功的動畫製作公司，

在網路動畫有春水堂，電腦遊戲公司更是不勝枚舉，但Y先生決定不做

跟別人一樣的事業。在經營策略上，甲馬堅持不做代工、不做免費或收

不到錢的網路動畫、要開發自己的智慧財產權，並不斷嘗試新的創作內

容、不斷開拓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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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授權的組織文化 

  甲馬公司成立後，在公司經營階層的決定下，公司文化一直朝創意

授權的方向發展。Y先生等經營階層要求每一個專案都必須由內部基層

的動畫師負責創意表現之工作，並不斷提醒每一個動畫師都要視自己為

導演，而不是單純的動畫製作人員。導演與動畫製作的差別在於導演必

須有自己的想法，而動畫製作人員不必。因此，甲馬公司的動畫師，不

論負責何項工作或專案，都必須有自己的想法，並在負責的作品中表現

自己的創意或想法，公司主管及ＰＭ只負責作品監督及提供相關資源。

這樣的組織文化，造成甲馬動畫作品呈現許多不同的風格，每件作品均

有其創意，每件作品均能重新定義其表現想法。 

 累積創新的電腦元件資料庫 

  電腦元件資料庫的觀念在Y先生從事政治漫畫創作時，即已成型。Y

先生將全部創作過的政治漫畫，依人物、動作、場景等分類建檔，成為

一個百寶箱，每次的創作都從這個百寶箱內尋找可用的元作，在原有的

基礎上做政治漫畫的創作。甲馬公司成立後，從第一個專案開始，H先

生即在公司內部網路的主機內，建置電腦動畫元件的資料庫，全公司同

仁可透過內部網路讀取所有的電腦動畫元件。最早開始建立電腦動畫元

件資料庫的案子是ET電子報的政治遊戲動畫「阿扁下班後」，當時在H先

生、C組長及所有參與此案動畫師的努力下，甲馬逐步建立政治時事動

畫的角色元件、動作元件及遊戲程式元件資料庫，很快地形成一個台灣

政治時事互動遊戲動畫的電腦元件資料庫，成為日後甲馬製作政治時事

動畫的最佳百寶箱。蔡志忠系列動畫開始製作後，甲馬也開始不斷製

作、累積蔡志忠漫畫改編動畫的電腦元件資料庫，而這個資料庫包含３

Ｄ動畫角色、３Ｄ動作及背景元件，全部都是蔡志忠漫畫原型改製，亦

是甲馬公司有系統地建立中華文史哲經典的電腦元件資料庫，這個資料

庫讓日後甲馬在創作中華文化題材及風格作品時，有一個強有力的創作

基礎及元件百寶箱。隨著甲馬公司開發的動畫專案數量與類型的不斷增

加，甲馬電腦動畫元件資料庫也不斷成長，從２Ｄ元件到３Ｄ元件，從

角色模型到背景場景，從動作動畫到音樂音效，從中華文化風格到卡通

動物明星。這些電腦元件讓甲馬公司的動畫師在開發任何專案時，均能

在原有眾多元件的基礎上，再求突破，而不必每個專案都必須從零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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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因此，這個不斷成長的元件資料庫不但讓甲馬公司的動畫製作事半

功倍，也讓甲馬的創作能不斷累積創新，再求創新。 

 多能工的人才訓練 

  甲馬公司成立後，對於內部員工或動畫師的訓練政策是採取「多能

工」的訓練方式，每位動畫師在執行不同專案時，被要求必須擔任不同

的工作，不可以只會一種自己擅長的工作，從中培養動畫創作所需的不

同專業才能。因為甲馬公司同時聚集許多不同專才的動畫師於一室，因

此動畫師本身即是其他動畫師的最佳老師，一個動畫師可能是另一個動

畫師的老師兼學生，甲馬公司不但是動畫創作的工作室，也是動畫創作

的教室。這項政策，不但讓甲馬公司在創作動畫專案時，人力調派上更

靈活，也讓甲馬的每件作品呈現不同樣貌，不同創意，因為每位動畫師

的觀點與想法會有差異，這些差異透過其擔任動畫創作工作時即可展現

出來。 

 

 創新成果 

此時期的創新成果有：創作台灣第一個政治時事網路遊戲動畫、為

許多政府單位創作３Ｄ虛擬代言人、運用遊戲動畫為政府單位設計政策

宣傳品、為企業創作互動式的電子型錄、以電腦動畫詮釋中華文史哲經

典及蔡志忠漫畫、在G電視台推出台灣第一個政治時事動畫節目等。 

茲將t1之智慧資本按四個構面整理如下表5-3： 

表5-3、甲馬創意t1之智慧資本盤點 

人

力

資

本 

 此時成員人數為十三人，除了四位經理人之外，以動畫製作人

力為主。成員如下： 

Y 先生   創辦人、創意總監 

H 先生   共同創辦人、技術副總 

T 先生   專案經理 

LSW 先生  執行長 (僅三個月，後由 Y先生接任執行長) 

C 組長  ２Ｄ動畫組長 

CC 先生 ２Ｄ動畫師 

LY 先生 ２Ｄ動畫師、後製音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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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先生 ３Ｄ動畫組長 

CJ 先生 ３Ｄ動畫師 

HY 先生 ３Ｄ動畫師 

YM 先生 ３Ｄ動畫師 

ZK 先生 ２Ｄ原畫師 

WW 先生 ２Ｄ動畫師 

 此時對公司影響最大的人力資本，存在於 Y先生、H先生及 T先

生三位經理人: 

 Y 先生 
    擁有豐富的創作與媒體資歷及經驗，從市場判斷、產品設

定到內部管理等均具備極佳的直覺思維，這些直覺判斷成為甲

馬經營決策的重要依據。人格特質上，Y 先生浪漫率性的個性、

跳躍式的思考模式，源源不絕的創造性思考，讓甲馬在經營模

式與內容創意上一直持繼不斷地創新、突破；而積極主動之性

格，也能帶領甲馬公司在開發相關業務時，創造不錯的業績。 

 H 先生 

    對於法學及法務有深厚之知識背景及經驗。對於電腦多媒

體之軟硬體技術擁有絕佳之能力，針對各種創意不斷去思索可

行的技術與方法，避免創造性思考成為空想。人格特質上，H
先生個性嚴謹溫和，思慮較細膩深沈，與 Y 先生外放的個性形

成互補，成為甲馬公司經營階層負責內部管理的主管，也是技

術幕僚的最佳人選。因此 H 先生在甲馬負責電腦動畫軟硬體技

術、設備採購、智財權管理、人事管理、公司法務等工作。 

 T 先生 

    是甲馬公司中唯一學管理出身、受過ＭＢＡ訓練者，而過

去的經驗與興趣也使得他對於數位內容之創作專業知識較一般

ＭＢＡ瞭解更多，因此 T 先生在甲馬負責所有專案之企劃、執

行與管理工作。T 先生個性隨和、情緒內斂，擅於溝通協調，大

學理工科系訓練的推理式思考邏輯與理解力，與 Y 先生、H 先

生形成極佳的互補。因此，T 先生成為甲馬公司內部與外部、公

司老闆與員工、企劃與製作間的溝通窗口與協調樞杻。 
 

 除上之外，此時的動畫技術人員除了 C 組長是宏廣公司出身的

資深動畫師，專業資歷逾三十年，擁有極深厚之動畫製作能力

及經驗外，其他動畫師雖普遍擁有不錯的基礎與潛力，但都算

是動畫的初學者，C組長的技術與經驗成為此時期相當重要的人

力資本，扮演訓練及帶領其他人員成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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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資

本 

此時的關係資本，多數表現在業務開發上，也有部份是在動畫製作

方面的委託製作關係上，分別如下： 

（一）業務開發 

1. Y 先生原有人脈客戶 

  Y 先生在台灣媒體界、政界、商界擁有豐沛的人脈關係。這些

人脈關係對於新成立的甲馬公司而言，無疑是最重要的關係資本，

也是公司主要的業務來源，以這樣的關係成功開發的業務關係包括：

 K 市政府 

 ET 電子報  

 KM 黨 

 TP 縣政府 

 TC 市政府 

 L 委員 

 金門 S貢糖公司老闆 Y總經理 

 WK 建設公司 

 TN 市政府 

 YL 縣政府 

 G 電視台 

 

2.甲馬公司成立後開發之客戶或合作夥伴 

 IB 公司 

 K 市政府 

 TN 市政府 

 知名演員 HP 小姐之蘭花公司 (蘭花型錄案) 

 WW 公司 

 T 工作室 

 W 副董家族 

 K 旅行社 

 TP 縣政府消防局 

 國際漫畫大師蔡志忠 

 IZW 公司 

 H 署 C 局 

（二）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方面的關係包括： 

 國內電視節目專業錄音室 J錄音室 

 專業配音公司 Y配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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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錄音室 

 CJW 先生配音班 

 台灣知名的網頁製作團隊「TH 科技」工作室 

 T 先生昔日同事 CH 小姐 

 YM 先生的學妺 CP 小姐 

流

程

資

本 

 2D 動畫製作：２Ｄ動畫案的標準流程 

 3D 動畫製作 

 虛擬角色或代言人創作的標準流程 

 創作蔡志忠動畫的基本流程 

 受政府單位或企業委託設計動畫的標準模式 

 數位化、向量化、元件化之製作原則 

 多條平行生產線增強效率並產生良性競爭。 

創

新

資

本 

 創新求勝的經營策略 

 創意授權的組織文化 

 累積創新的電腦元件資料庫 

 多能工的人才訓練 

 創新成果 

 創作台灣第一個政治時事網路遊戲動畫 

 為許多政府單位創作３Ｄ虛擬代言人 

 運用遊戲動畫為政府單位設計政策宣傳品 

 為企業創作互動式的電子型錄 

 以電腦動畫詮釋中華文史哲經典及蔡志忠漫畫 

 在 G電視台推出台灣第一個政治時事動畫節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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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2 的智慧資本盤點 

t2：2003年1月，與I公司簽約製作蔡志忠系列動畫二十部， 

成長磨練期結束 

人力資本 

此時除了第一階段的人力資源外，又增加了許多動畫師參與製作工

作。這些人力，包括： 

 KJ先生 ３Ｄ動畫師 

KJ先生並非美工科系出身，但本身對於３Ｄ電腦動畫興趣極深，因

此自學自修，並且參加許多３Ｄ電腦動畫讀書會，研究電腦動畫技術。

進入甲馬前即從事３Ｄ電腦動畫創作數年時間，進入甲馬後，開始參與

大愛ＡＢＣ節目之製作。除了增加甲馬３Ｄ動畫的製作產能外，KJ先生

對於３Ｄ動畫技術的知識，也讓甲馬其他３Ｄ動畫師獲益不少。 

 KZ先生 ３Ｄ動畫師 

KZ先生是學漫畫出身，曾入選東立漫畫新人獎，後來因為興趣，

開始學習３Ｄ動畫之創作。跟KJ先生一樣，KZ先生在進入甲馬前即有

不錯的３Ｄ動畫製作技術與經驗，只是KZ先生有很好的手繪與造型能

力，因此在甲馬的功能是原畫師兼３Ｄ動畫師。 

 TY先生 專案企劃 

TY先生畢業於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專長為媒體製作，原在三立

電視台就職，負責Y先生「八點大小聲」節目之製作，後來Y先生離開

三立電視台，因為本身對於電腦動畫之興趣，跟隨Y先生進入甲馬公司。

TY先生進入甲馬後，由T先生帶領，開始學習電腦動畫之企劃及專案管

理工作，逐漸融入甲馬之運作，也分擔許多T先生的工作負荷，但幾個

月後卻不小心在I部的招標案上發生嚴重失誤，造成甲馬業績大損，TY
先生被迫離職。 

 LH先生 ３Ｄ動畫師 

LH先生出身背景與KJ先生類似，都是自身興趣投入電腦動畫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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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不錯的３Ｄ電腦動畫基礎，也是KJ先生的朋友。在甲馬人力吃緊

的情況下，KJ先生介紹LH先生進入甲馬公司，並負責３Ｄ動畫的建模

工作。 

 CP小姐 ２Ｄ動畫師 

CP小姐畢業於復興美工、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是YM先生的

學妺。在大四暑假時，曾來甲馬工讀二個月，畢業後直接進入甲馬工作。

CP小姐美術基礎不錯，會操作２Ｄ動畫軟體，也有很好的創意頭腦，進

入甲馬後，與CC先生、WW先生、LY先生負責動畫合成及後製工作。 

 

 LC先生 ３Ｄ動畫師 

LC先生畢業於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是CB先生、YM先生的大

學死黨。2002年7月甲馬又與T工作室簽定旗艦級作品「孫子兵法」之開

發合約，動畫師人力又不足，此時剛好LC先生從軍中退伍，馬上被YM
先生邀請進入甲馬公司。CB先生、YM先生、LC先生三人在大學時期即

是３Ｄ電腦動畫的三人組，美術基礎、動畫技術不相上下，彼此瞭解，

工作默契極佳，因此LC先生進入甲馬後，即被安排與YM先生共同創作

「孫子兵法」。 

 KC先生 ３Ｄ動畫師 

KC先生畢業於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是CB先生、YM先生、

LC先生的大學同班同學。在LC先生進入甲馬後，公司發現「孫子兵法」

的製作仍需要人手，因此YM先生又邀請KC先生進入甲馬。KC先生的

３Ｄ動畫技術不若CB先生、YM先生、LC先生，但仍有不錯的美術基礎

及創意，因此公司請YM先生等人指導、帶領KC先生共同製作「孫子兵

法」。 

 HHJ小姐 專案企劃 

HHJ小姐畢業於世新大學廣電系，原任職於P電視台節目製作助

理。甲馬公司在TY先生離職後，並沒有馬上找人補缺，又過了幾個月，

因為T先生工作負荷太大，於是開始徵選助手。此時甲馬公司知名度已

較高，T先生從眾多應徵者中挑選HHJ小姐擔任助手，HHJ小姐是廣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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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出身，且有靈活的創意頭腦，能夠勝任動畫企劃及文案腳本之工作。 

 WY先生 ３Ｄ動畫師 

WY先生是KZ先生的朋友，同樣從事３Ｄ電腦動畫工作，因為甲馬

的動畫師人力不足，在KZ先生的介紹下，進入甲馬公司，在公司負責

３Ｄ動畫的建模及角色動作製作。 

 

關係資本 

此時的關係資本，除了業務開發及動畫製作方面，更延伸到較多的

製作外包關係及原創者、行銷資源的開始接觸。 

（一）業務開發 

  此時甲馬公司已成立超過一年，公司動畫案的業務開發是建立在Y
先生及T先生將公司作品介紹給不同客戶，獲得客戶認同後，再開始合

作；或是由客戶主動提出合作計劃。甲馬的業務開發也從之前的多方嘗

試，多量小規模的動畫案，轉變為少數客戶，較大規模之動畫案，這些

業務包括： 

 向D電視台總監YJ總監提案，製作大愛ＡＢＣ電腦動畫節目 

 H署C局委託甲馬公司設計筆記本 

 甲馬投標H署C局四十支疾病防制宣傳動畫，得標後開始製作。 

 向B衛視A副總提案，獲得B衛視同意製作小沙彌看世界動畫節目。 

 T工作室同意共同開發旗艦型作品「孫子兵法」 

 B衛視委託製作小沙彌看世界第二季十五分鐘版動畫節目 

 T工作室委託製作星座相對論３Ｄ星貓動畫 

 P電視台委託製作國民生活禮儀宣傳動畫 

 T工作室委託甲馬負責小王子動畫後製工作 

 甲馬投標K市政府交通安全宣傳動畫光碟製作，得標開始製作。 

 甲馬投標I部老人福利政策宣傳動畫廣告製作，得標開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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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畫製作 

  此時的動畫製作外包關係，除了維持原有與M錄音室及CJW先生配

音班的合作關係外，最重要的發展是與LJ先生、HD先生的動畫製作團

隊合作。LJ先生原是國內最大的３Ｄ製作公司西基公司的動畫組長，後

來離開公司，與HD先生成立工作室，工作室成員對於３Ｄ動畫製作擁

有極佳的技術與經驗，曾製作過國內數十支不同的電視廣告、電視劇動

畫。有了LJ先生動畫製作團隊的支援，也讓甲馬更有信心承接較大規模

的動畫案。 

  除了LJ先生、HD先生外，甲馬離職的動畫師也是公司會使用的外

包關係。例如，這個階段的K市政府交通安全宣導動畫製作，動畫畫面

即是委託外包給以前的動畫師ZK先生製作，順利完成全案製作。 

 

（三）原創者整合 

  此時的關係資本有一個重大發展，那就是開始接觸一些知名度與創

意俱佳的內容原創者，將其創意整合進甲馬的動畫作品中，這些原創者

包括： 

 製作B衛視小沙彌看世界動畫時，從星雲大師之著作「迷悟之間」

改編成動畫腳本，並請佛光山J法師為腳本內容做審核修正。 

 規劃「一隻鳥的故事」原住民動畫案時，由名作家WJ先生將其原著

文字授權甲馬改編為動畫腳本。 

 製作「孫子兵法」動畫時，請蔡志忠老師設計主角Ｑ版孫子的造型。 

 製作B衛視小沙彌看世界動畫第二季十五分鐘版時，因為十五分鐘

長度的動畫腳本難度較高，請來名演員兼編劇C先生為這系列動畫

撰寫腳本。 

 規劃文建會十族原住民故事動畫案時，根據文建會的意見，甲馬開

始拜訪國內原住民文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包括：原文建會主委陳奇

祿、P博物院的李莎莉組長、收藏家徐瀛洲等等，後來找到漫畫家

CR先生，終於找到對的人，甲馬重新擬定原住民動畫案的企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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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方向由一隻鳥的故事改為十族的創世紀神話故事，並邀請CR先
生擔任動畫腳本（漫畫）之編繪及動畫美術指導工作。 

 規劃「客家文學大戲」電腦動畫案時，邀請客家大老兼文學家LC先
生合作開發作品，由LC先生擔任總策劃，並親自挑選台灣百年來最

重要的客家文學創作，包括：鍾理和、龍瑛宗、吳濁流等人的作品，

甲馬也依照原住民動畫案的模式提出企劃。 

 製作I部老人福利政策宣傳動畫時，甲馬請來國寶級藝師，河洛歌仔

戲團總監CDL先生擔任腳本工作，及著名的民族音樂家ZYC先生擔

任動畫配樂工作 

 

（四）行銷資源 

  除了原創者關係的建立，此時關係資本還有一個新的發展，那就是

甲馬公司行銷資源、管道的建立。因為此時甲馬的自有品牌、原創作品

「蔡志忠系列動畫」已有作品完成製作，甲馬必須開始尋求行銷通路，

並展開行銷工作。此時的行銷資源關係有： 

 P電視台採購「莊子」電視播映權 
甲馬完成「莊子」動畫創作後，Y先生很想將動畫作品推展至電視

媒體播放，評估莊子的作品風格與各家電視台屬性，Y先生決定將

莊子動畫推薦給P電視台，於是拜訪P電視台總經理，P電視台總經

理欣然同意採購節目播映權，並與甲馬簽訂三年的播映合約。 

 參加經濟部舉辦國際級動畫雛型獎 
經濟部決定將原來的軟體五年計畫更改為網多計畫，並準備成立扶

植數位內容產業的專責辦公室，第一個網多計畫的工作是成立獎項

鼓勵台灣數位內容創作，即是４Ｃ數位內容創作獎，第一項是獎金

最高的雛型獎，當然在網多計畫辦公室邀請下，甲馬也報名參加了，

甲馬以蔡志忠系列動畫的創作定名為「中華文史哲系列動畫」報名

雛型獎，沒想到評審結果出爐，甲馬的作品在一些外國人評審主導

初審就落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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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獲得2002年台灣數位內容產品獎 
在雛型獎鎩羽而歸後，網多計畫人員努力勸說希望甲馬能參加產品

獎，最後以全部完成製作的「莊子」動畫報名參加競賽。因為產品

獎的評審全部是國內人士，大家都很尊敬國寶級的蔡志忠及Y先

生，從初審到複審，所有評審都非常肯定甲馬的動畫創作，及未來

市場潛力，終於拿下數位內容產品獎。 

 CW電信ＭＯＤ簽約授權播映 
CW電信ＭＯＤ於2002年開始籌備並完成硬體建置工作及技術測

試，但苦無內容，此時甲馬已擁有極多的電腦動畫內容，在CW電

信董事長的引薦下，Y先生拜訪CW電信ＭＯＤ的Y處長，Y處長原

來就想要找卡通動畫的內容，也準備與迪士尼接洽，在看到甲馬的

動畫作品之後，非常興奮，因為她沒想到國內有動畫公司擁有如此

多的原創動畫內容，馬上力邀甲馬與CW電信ＭＯＤ簽約，成為CW
電信ＭＯＤ的內容提供廠商。 

 

流程資本 

  經過之前的摸索經驗，甲馬公司此時的數位動畫創作流程已經逐漸

建立幾種不同模型，並能根據專案需求採用最適合的創作流程。此時的

流程資本有如下變化： 

 創作流程導入客戶需求與專業知識 

「H署 C局的四十支宣傳動畫製作案」及「小沙彌看世界」案開始，明

顯在創作流程中考慮客戶因素並尋求專業知識協助，創作流程為：與客

戶討論、尋求專業知識協助 文字腳本 (客戶審核) 分鏡腳本 (客

戶審核) 動畫製作 客戶審核，此流程成為日後許多專業性高之專案

的創作流程。 

 重新建立一套腳本創作流程 

因「孫子兵法」作品的開發，重新建立一套腳本創作流程，由企劃人員、

動畫師多次討論、繪製，從草稿到一次次的半完稿，往往一份腳本需要

多次重繪，才能達到目標。從概念設計、腳本內容、動畫技法到風格表

現，一切從無到有，全部重新設立，在完成多人智慧創作的結晶──動

畫腳本完稿後，再進入標準的３Ｄ動畫製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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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求專業創作大師合作的原則 

因「一隻鳥的故事」、「原住民動畫」、「客家文學動畫」、「I部老人福利

政策宣傳動畫」之規劃及製作而確立此原則。在規劃動畫案的階段即開

始尋求大師協助，提供意見並參與規劃，部份人員甚至參與製作工作。

雖然這項作法將增加甲馬公司動畫創作的困難度，但卻可大幅度提高甲

馬動畫創作的題材方向、內容深度、專業知識，並大大增加甲馬公司的

關係資本、產品知名度及行銷強度，讓甲馬公司朝向創作管理平台發展。   

 

創新資本 

在創新資本方面，此時除了延續原來的創新經營策略與文化以及創

作模式外，甲馬開始接觸一些知名度與創意俱佳的內容原創者，將其創

意整合進甲馬的動畫作品中，藉此擴展創新的深度與廣度；加上此時的

數位動畫創作流程已經逐漸建立幾種不同模型，並能根據專案需求採用

最適合的創作流程，因此在這個階段，甲馬創作動畫、開發新產品的能

力與效率顯為增強，並在這樣的過程中累積許多經驗，例如原創動畫腳

本的創作流程即對未來開發更大型的原創動畫作品有很大的助益。 

此外，此時期增加了多位技術與創意具佳的動畫人才，以及頭腦靈

活且具相當專業能力的專案企劃人員，使得甲馬此時創作新產品的潛力

又更加充實。同時，與LJ先生與HD先生動畫製作團隊的合作，也讓甲

馬更有能力承接較大規模的動畫案。 

 創新成果 

此時的創新成果包括在B衛視推出第一個宗教哲學動畫節目「小沙

彌看世界」、在D電視台推出３Ｄ動畫幼教節目、製作四十支H署C局宣傳

動畫、製作P電視台國民生活禮儀宣傳動畫。此外，製作I部老人福利政

策宣傳動畫十支，創新塑造土地公、土地婆的角色，以四句聯、逗嘴鼓

的型式來演出宣傳內容；而製作T工作室之星座相對論時，以最新的３

Ｄ毛髮技術（類似Pixar怪獸電力公司的毛怪）為主角星貓製作造型。 

除此之外，此時甲馬製作的蔡志忠漫畫改編動畫之「莊子」，獲得

2002年台灣數位內容產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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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t2之智慧資本按四個構面整理如下表5-4： 

表5-4、甲馬創意t2之智慧資本盤點 

人

力

資

本 

 由於製作較大規模動畫的需求，此時的人力增加了許多動畫

師，整體人力包括： 

(一) 原有人員 

Y 先生   創辦人、創意總監 

H 先生   共同創辦人、技術副總 

T 先生   專案經理 

CC 先生 ２Ｄ動畫師 

LY 先生 ２Ｄ動畫師、後製音效師 

CB 先生 ３Ｄ動畫組長 

CJ 先生 ３Ｄ動畫師 

YM 先生 ３Ｄ動畫師 

ZK 先生 ２Ｄ原畫師 

WW 先生 ２Ｄ動畫師 

(二) 新增人員 (兩位專案企劃人員，七位動畫製作人員) 

KJ 先生 ３Ｄ動畫師 

KZ 先生 ３Ｄ動畫師 

TY 先生 專案企劃 

LH 先生 ３Ｄ動畫師 

CP 小姐 ２Ｄ動畫師 

LC 先生 ３Ｄ動畫師 

KC 先生 ３Ｄ動畫師 

HHJ 小姐 專案企劃 

WY 先生 ３Ｄ動畫師 

 此時主要擴展動畫製作方面的人力資本，增加多位技術與創意

具佳的動畫人才，增加的動畫師中，普遍具有不錯的專業技術

或動畫美術相關基礎，具有漫畫、2D 及 3D 動畫與美術設計等專

才，但經驗並非十分充足，都是在進入甲馬後漸漸培養磨練的。

 此外，因應業務的拓展，甲馬在此時也提升公司專案企劃方面

的人力資本，招募頭腦靈活且具相當專業能力的專案企劃人

員，招募之人員均有媒體方面的專長或經驗，雖無專案管理企

畫之專業背景與經驗，在 T 先生的帶領下也頗能勝任動畫專案

之企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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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資

本 

 此時的關係資本，除了第一階段的業務開發及動畫製作，新增原

創者整合與行銷資源的開始接觸。 

（一）業務開發  

 D 電視台 (總監 YJ 總監) 

 H 署 C 局 

 B 衛視 (A 副總) 

 T 工作室 

 P 電視台 

 K 市政府 

 I 部 

（二）動畫製作 

 M 錄音室 (錄音外包製作) 

 CJW 先生配音班 (配音外包製作) 

 LJ 先生、HD 先生的動畫製作團隊 (動畫外包製作) 

 甲馬離職的動畫師 (動畫外包製作) 

（三）原創者整合 

  此時的關係資本有一個重大發展，那就是開始接觸一些知名度

與創意俱佳的內容原創者，將其創意整合進甲馬的動畫作品中，這

些原創者包括： 

 星雲大師、佛光山 J 法師 

 名作家 WJ 先生 

 名漫畫家蔡志忠老師 

 名演員兼編劇 CM 先生 

 漫畫家 CR 先生 

 客家大老兼文學家 LC 先生 

 國寶級藝師、河洛歌仔戲團總監 CDL 先生 

 著名的民族音樂家 ZYC 先生 

（四）行銷資源 

  除了原創者關係的建立，此時的關係資本還有一個新的發展，

那就是甲馬公司行銷資源、管道的建立： 

 P 電視台採購「莊子」電視播映權 

 參加經濟部舉辦國際級動畫雛型獎 

 「莊子」獲得 2002 年台灣數位內容產品獎 

 CW 電信ＭＯＤ簽約授權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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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程

資

本 

    此時的數位動畫創作流程已逐漸建立幾種不同模型，並能根據

專案需求採用最適合的創作流程。此時流程資本上的變化有： 

 創作流程導入客戶需求與專業知識 

 重新建立一套腳本創作流程 

 尋求專業創作大師合作的原則 

創

新

資

本 

 建立尋求專業創作大師合作的原則，將其創意整合進甲馬的動

畫作品中，藉此擴展創新的深度與廣度。 

 建立幾種不同模式的數位動畫創作流程，並能根據專案需求採

用最適合的創作流程，創作動畫、開發新產品的能力與效率顯

為增強。 

 建立原創動畫腳本的創作流程，對未來開發更大型的原創動畫

作品有很大的助益。 

 增加多位技術與創意具佳的動畫人才，以及頭腦靈活且具相當

專業能力的專案企劃人員，此時創作新產品的潛力又更加充實。

 與 LJ 先生與 HD 先生動畫製作團隊的合作，也讓甲馬更有能力

承接較大規模的動畫案。 

 創新成果 

 在 B衛視推出第一個宗教哲學動畫節目「小沙彌看世界」 

 在 D電視台推出３Ｄ動畫幼教節目「大愛 ABC」 

 四十支 H署 C局宣傳動畫 

 P 電視台國民生活禮儀宣傳動畫 

 I 部老人福利政策宣傳動畫十支，創新塑造土地公、土地婆的角

色，以四句聯、逗嘴鼓的型式來演出宣傳內容 

 製作 T工作室之星座相對論時，以最新的３Ｄ毛髮技術為主角

星貓製作造型。 

 「莊子」獲得 2002 年台灣數位內容產品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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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t3的智慧資本盤點 

t3：2004 年 7 月，增資計劃完成，轉型發展期結束 

人力資本 

此時甲馬的人力資源出現重大的變化。經歷組織改造，甲馬改朝數

位動畫企劃、專案開發、行銷方向發展，因此陸續資遣多位動畫製作人

員或輔助其成立工作室，改採外包製作關係，公司內部則擴充專案企劃

的人力。而公司組織改造後，原有的不同部門全部整合成一個企劃部

門，但因為甲馬的原創性動畫企劃必須有專業動畫製作經驗的人參與，

因此仍留下三位有經驗且各有專長的動畫師。 

此時甲馬公司內部人力包括Y先生、H先生、T先生（以上公司主

管）、HHJ小姐（專案企劃）、KZ先生（３Ｄ動畫師）、CC先生（２

Ｄ動畫師）、LY先生（後製音效師）、LC小姐（行政總務），及四位

新成員： 

 LYF先生 專案企劃 

LYF先生畢業於中正大學歷史系及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雖然

是應屆畢業生，但因為本身對於動畫的興趣，大學及研究所時代即學會

許多軟體的操作，對於動畫製作流程亦有認識，因此T先生從多位應徵

的ＭＢＡ中挑選LYF先生進入甲馬。 

 LYL小姐 專案企劃 

LYL小姐畢業於世新大學廣告系，頭腦靈活、創意點子多是其特

色。除了本身所學外，LYL小姐在大學時代即曾在電視台打工參與電視

節目製作，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亦有專案管理及網站建置之經驗，T先
生從眾多具媒體背景的應徵者中，挑選LYL小姐進入甲馬。 

2004年8月LYF先生及LYL小姐進入甲馬工作，因為二人所學背景

不同，負責的工作也不同，LYF先生的專長是企業管理，馬上與T先生

開始撰寫甲馬公司的研發計畫書及公司增資的營運計畫書。LYL小姐的

專長是媒體製作及專案管理，因此與HHJ小姐一起負責公司幾個動畫專

案的企劃及執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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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C小姐 網頁設計師 

LMC小姐畢業於復興美工，可設計製作網頁，美術基礎亦佳。2003
年9 月國家圖書館採購蔡志忠系列動畫資料庫，為了業務需要，徵選

LMC小姐進入甲馬工作，負責將蔡志忠動畫製作成動畫資料庫網頁。 

 WTW先生 專案企劃 

WTW先生畢業於中興大學企管系、中山大學企管研究所，是LYF
先生的同學，畢業後在明碁子公司擔任ＰＭ。因為甲馬將朝數位內容管

理平台發展，需要更多的管理、企劃、行銷人才，在LYF先生進入甲馬

工作後，WTW先生非常嚮往這份工作，並在LYF先生引薦下主動求職，

順利進入甲馬工作。 

 

關係資本 

此時的關係資本，業務開發的數量降低，甲馬內部動畫製作縮減，

出現穩定的製作外包關係，原創者整合不變，建立大量的行銷資源，以

及新的資金來源關係。 

（一）業務開發 

此時的業務開發維持之前的趨勢，數量減少但規模更大，這些業務

關係包括： 

 I公司與甲馬公司簽約，將製作二十部蔡志忠系列動畫。 

 甲馬公司與X公司合作，開發行動遊戲內容市場 

 P電視台第二年委託甲馬製作國民生活禮儀宣傳動畫 

 甲馬投標P博物院形象廣告動畫製作，得標。 

 T工作室委託甲馬公司製作W副董動畫 

（二）動畫製作 

此時的除了維持原有與M錄音室及CJW先生配音班的合作關係

外，最重要的是與「大腕」動畫製作公司及「人田路工作室」動畫外包

製作合作關係。由於此時甲馬公司內部已沒有完整的動畫製作人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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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動畫均是外包製作，並與大腕、人田路建立穩定的外包製作關係。 

「大腕」是2003年4月由甲馬協助LJ先生、HD先生所成立的動畫製

作公司，由LJ先生、HD二人負責管理，甲馬規劃及提供動畫製作的業

務，大腕負責動畫製作工作；大腕公司地點離甲馬很近，甲馬的經營階

層及專案管理人員可以隨時去督導、溝通。「大腕」成立後，許多動畫

案如：蔡志忠系列動畫、P博物院形象廣告動畫、W副董動畫等，均是

由大腕公司負責動畫製作工作。 

另一個動畫外包製作關係是由離職的甲馬動畫師YM先生、CB先
生、LC先生等人成立的動畫製作「人田路工作室」，由甲馬與其簽約，

將「孫子兵法」動畫的製作工作外包給他們製作。孫子兵法動畫製作完

成後，文建會原住民動畫亦交由人田路工作室製作。 

除此之外，此時與動畫製作有關的關係尚有與X公司及與ＤＶＤ製

作公司CH公司的合作關係： 

針對行動內容遊戲市場的新創作，Y先生決定與擁有行動遊戲技術

的X公司合作，以Y先生為品牌，甲馬提供角色造型及創意，由X公司負

責Java game的製作，Y先生並介紹國內幾家行動電信業者，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遠傳、亞太等跟X公司簽約。 

另外，為了開發動畫ＤＶＤ光碟產品，甲馬與國內專業的ＤＶＤ製

作公司CH公司進行了幾個月的研發製作，終於完全克服技術問題，成

功製作蔡志忠動畫ＤＶＤ光碟。從此，甲馬的動畫要製作成ＤＶＤ光

碟，便是委託CH公司製作。 

（三）原創者整合 

此時甲馬在規劃新動畫案時，仍繼續尋求優秀的原創者與其合作開

發原創作品。此時與原創者建立的關係有： 

 蔡志忠系列動畫由蔡志忠提供漫畫原著，甲馬負責改編。 

 參加新聞局電影輔導金徵選時，由蔡志忠負責「少年孫子」故事大

綱撰寫及人物造型設計。 

 P博物院形象廣告動畫製作時，由甲馬與P博物院院長及相關人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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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構思，並由P博物院提供動畫角色之圖像。 

 規劃DY科技二十四孝動畫時，由DY科技提供二十四孝鑄像之造

型。 

 規劃佛光山星雲大師弘法故事動畫時，由蔡志忠提供故事構想及動

畫指導，星雲大師提供原著故事。 

 製作T工作室W副董動畫時，由蔡志忠提供故事構想，漫畫家MJ先
生負責動畫腳本編繪及美術指導、動畫導演。 

（四）行銷資源 

此時甲馬已有多項商品完成開發，並利用各種關係及方法，建立可

觀的行銷通路關係。 

 蔡志忠系列多媒體書正式上市 
「莊子」動畫於2001年底完成，T工作室開始規劃多媒體書的發行

與上市，期間T工作室在大陸的工作人員完成多媒體書的互動教學

光碟，甲馬花了四個月的時間才完成動畫ＤＶＤ，因為雙方都是第

一次，所以克服了很多技術問題，才成功開發出多媒體書的產品，

終於在2003年2月台北國際書展前，推出第一部「莊子說」多媒體

書的產品。後來T工作室陸續出版「老子說」、「孔子說」、「孟

子說」、「禪說」、「六祖壇經」、「韓非子說」、「列子說」、

「心經」等多媒體書，上市後市場反應熱烈，一個月內成為金石堂

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等排行前十名之暢銷書，「莊子說」、「老

子說」一年內在台灣銷售已超過二萬冊。 

 獲邀參加第一屆台灣國際動畫影展TIAF2003 
早在2003年初台灣電影資料館館長就與策展人CYJ小姐就來拜訪甲

馬，表示將籌辦第一屆台灣國際動畫影展，Y先生答應全力支持，

影展前Y先生親自參與影展許多造勢活動，此次影展集合國內所有

重要動畫廠商，甲馬因為擁有內容豐富，特別開闢一獨立單元全部

播放蔡志忠系列動畫作品，此次影展分別在台北、新竹、高雄三地

巡迴，歷時一個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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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F公司ICMOD簽約授權播映 
JF公司ICMOD已規劃營運二年，直到2003年中終於可以開播，開播

前JF公司主動找上甲馬，爭取甲馬的電腦動畫能在ICMOD播出，在

Y先生與王總會談後，同意授權，甲馬也成為JF公司第一個簽約完

成的內容廠商。 

 D部採購蔡志忠動畫做為軍中康樂影帶 
D部每年都會編列預算為部隊採購康樂影帶，蔡志忠動畫系列多媒

體書已陸續上市，Y先生於是透過關係向D部推薦多媒體書，D部負

責採購的單位評估後，認為這樣的作品非常有教育意義，馬上決定

採購，由T先生負責與D部採購局接洽及辦理各項採購投標工作，

經過二個月的奔波終於完成採購作業。過程中T先生不但學會D部

的採購流程，也認識國內所有重要的影片代理商（如台元、百禾

等），透過交談，瞭解影片代理商如何從好萊塢等外國片廠引進影

片，然後在台灣各個通路行銷。甲馬是這次採購投標中唯一非代理

商，是影片商自己來投標的公司，各代理商也認同甲馬的創作，表

達希望能成為甲馬作品的代理商，台元甚至提出合約草案了，但T
工作室並不同意。此次D部共採購蔡志忠系列多媒體書（莊子、老

子、孔子）共二百一十套公播版。 

 參加經濟部國際級動畫雛型獎 
雖然甲馬參加第一屆的雛型獎失敗，但今年甲馬有一部製作水準不

錯的作品「孫子兵法」，Y先生決定參獎，但很不幸地，今年雛型

奬新增遊戲雛型獎，所以動畫雛型獎只有五個名額，甲馬的旗艦作

品「孫子兵法」又在外國評審的初審落敗。 

 甲馬作品入選第七屆韓國漢城國際動畫影展 
2003年6月，亞洲甚具代表性的漢城動畫影展主辦單位透過台灣國

際動畫影展主辦單位，邀請甲馬的動畫作品代表台灣參展，並入選

「亞洲首選」(Animasia)單元，2003年是漢城動畫影展擴大舉辦，

一般動畫作品必須投稿，經過與來自全世界動畫作品的競賽，才能

入選，但主辦單位特別規劃「亞洲首選」單元，直接邀請亞洲各國

最具代表的作品進入影展播出，日本獲選的是手塚治蟲的「原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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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甲馬的作品因為很有中華文化獨特的風格，獲選為台灣唯

一作品，最後甲馬選擇「孫子兵法」參展，主辦人並邀請Y先生及

T先生當影展貴賓（但因為訂不到機位，只好延後到漢城），此事

亦在國內的媒體造成一股報導迴響。 

 國家圖書館蔡志忠電腦動畫資料庫採購 
「莊子」、「老子」等作品陸續上市後，國內教育界人士發現這個

最新的多媒體動畫作品，知名度漸開，國家圖書館也注意到這個不

錯的作品，剛好立法院通過九二一重建的預算，其中有一項預算是

交給國家圖書館建置公用電子資料庫，國家圖書館開始各方尋找好

的資料庫。國家圖書館找上甲馬，在Y先生去為所有評選委員做簡

報後，所有委員都非常喜歡、肯定蔡志忠系列的中華文史哲經典動

畫，但採購的標的是資料庫，為此，甲馬決定開發一項新產品，將

所有動畫用網頁資料庫包裝，成為可以搜尋、瀏覽的動畫資料庫（這

也是台灣第一個動畫資料庫，因為從沒有那家公司擁有這麼多、有

系統的動畫內容），這項交易不但帶給甲馬不小的業績，也為甲馬

的產品經營開創一個新產品、新通路。 

 拜訪韓國數位內容相關機構 
一方面因為漢城動畫影展主辦人的邀約，一方面也想瞭解韓國數位

內容發展的市場，因此Y先生與T先生前往漢城，拜訪影展主辦單

位、韓國數位內容主管機關KIPA、日本著名創意經紀公司GR公司

韓國分公司、發行代理商、電視製作人，瞭解韓國市場發展的可能

性，並尋找合作對象，行程緊湊，但對於韓國市場有了初步瞭解。 

 蔡志忠系列動畫多媒體書在大陸正式上市 
T工作室在台灣發行「莊子說」等多媒體書後，引起大陸出版社的

注意，極具企圖心的M出版社W社長解到蔡志忠作品在大陸市場之

潛力，主動向蔡老師爭取，希望能在大陸發行蔡志忠系列動畫的多

媒體書，蔡老師知道W社長的誠意與實力，同意將大陸地區的出版

權交給M出版社。雖然大陸多媒體書的定價（每本39元人民幣）,
但產品推出後，市場反應極佳，很快地老莊孔三冊一下賣掉近二十

萬冊，這也讓甲馬見識到大陸市場之驚人潛力。 



 115

 總統府邀請Y先生專題演講 
因為張藝謀「英雄」在人民大會堂首映，Y先生於是拜訪總統府副

秘書長陳哲男，希望能有機會在總統府播出甲馬作品「孫子兵法」，

陳哲男表示可以安排Y先生到總統府演講，不久，總統府發出邀請

函，邀請Y先生在總統府國父誕辰紀念月會做演講，由總統率領文

武百官一同聽講，題目為「台灣數位內容的未來」，Y先生親自製

作投影片，並在最後播放「孫子兵法」動畫，這是總統府演講第一

次播放電腦動畫，與會人員反應極佳，也造媒體爭相報導。 

 甲馬作品獲邀參加東京動畫博覽會 
每年三月舉辦的東京動畫博覽會一直是亞洲最重要的動畫盛會，

2004年台灣特別組團參加，大會並規劃台灣作品單元在動畫展大螢

幕播出，在工業局的推薦下，甲馬的動畫作品也入選台灣代表作品

之一，最後挑選「孫子兵法」及「六朝怪談－奇女子」參展。 

 蔡志忠動畫資料庫巡迴演講 
國家圖書館採購全套蔡志忠動畫資料庫後，委託中華館際合作協會

在北、中、南、東各縣市文化中心舉辦公用資料庫的教育訓練講座，

聽講的對象主要是各縣市圖書館人員及國中小學教師，當然甲馬也

是主講人之一。結果這次巡迴演講帶給甲馬很大的信心，因為蔡志

忠動畫資料庫是所有公用資料庫中最具可看性及創意的作品，現場

反應熱烈，紛紛表達讚同之意，也讓甲馬瞭解蔡志忠動畫在教育市

場之潛力。 

（五）資金來源 
  此時的關係資本有一個新的發展，因為甲馬公司資本額較小，但甲

馬公司的動畫專案開發規模逐漸擴大，需要更多的資金運作，因此，公

司開始尋求機會，建立一些資金來源管道，無論根據這些管道而尋求的

資金籌措是否成功，這些資金來源關係都是甲馬以後有機會就可以繼續

運用的，包括： 

 參加新聞局電影輔導金徵選 (新聞局) 

為了參與電影輔導金的徵選，Y 先生也決定開始規劃一部動畫電

影。為了符合，新聞局規定，甲馬首先進行公司增資，資本額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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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增至九百萬元，並向經濟部申請變更營業項目，向新聞局申

請電影製片及發行執照，甲馬正式成為卡通電影製片廠及發行商，

然後向新聞局申請電影輔導金的動畫組。為了增加發行的實力，在

蔡志忠的介紹下，找上國內外電影界甚有名望的 J 電影公司 J 老師，

由 J 電影公司負責電影發行。但是經過評審結果，少年孫子的提案

比不過中影已完成的「梁祝」，甲馬未拿到電影輔導金，少年孫子

的製作計畫只好擱下。 

 工業局主導性計畫補助 
台灣政府喊出兩兆雙星計畫，數位內容產業成為台灣明星產業，行

政院各部門也提出挑戰二００八計畫，其中文化創意成為兩兆之

ㄧ，是各單位都重視的發展重點，為此，各部會開始召開一場一場

的發展研討會或座談會，Y先生成為各會議的座上賓，幾次會議後，

Y先生認識工業局負責主管數位內容產業的電子資訊組組長沈榮

津，也知道政府將數位內容產業列為新興產業，可申請計畫補助，

工業局主管者稱為主導性計畫，Y先生決定以孫子兵法的製作開發申

請主導性計畫，由T先生負責申請計畫書之撰寫，但T先生寫到一半

才發現，主導性計畫主要是鼓勵新技術開發，不是內容專案開發，

因為甲馬製作電腦動畫案，並非新技術，甲馬也沒有能力開發電腦

動畫新技術，因此一直無法完成主導性計畫書的撰寫工作。 

 促進產業研發貸款 

Y先生在某次政府會議中認識信保基金之主管，知道可以以促進產業

研發貸款，申請專案開發所需要資金貸款，解決甲馬資金週轉之需

求。於是T先生將孫子兵法的主導性計畫書更改為研發貸款計畫書，

完成後卻考量甲馬的資本太小，九百萬的資本若依計畫書所言去執

行孫子兵法三千萬的案子，根本無法通過審查，銀行也不可能出具

保證，因而打斷了甲馬申請主導性計畫及研發貸款的計畫，但也讓Y
先生決定要朝公司增資方向努力。 

 文建會補助原住民動畫暨元件資料庫製作經費 
經過一年多的等待，文建會終於找到預算來執行原住民動畫案，剛

好文建會將建置國家文化資料庫，由國立美術館負責執行預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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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會主委批示核准甲馬所提出的原住民動畫暨動畫元件資料庫製作

之補助案，並將原住民動畫元件資料庫列入國家文化資料庫之一。

為了此案能順利取得文建會補助，H先生與T先生多次修正提案企劃

及雙方合約內容條件，與國美館、文建會人員多次溝通、會議，並

提出多項回饋計劃，終於取得文建會之認同，核准補助案。 

 甲馬增資計畫 (W副董家族、蔡志忠及YYC先生成為公司股東) 
在申請主導性計畫及研發貸款受挫後，甲馬決定朝增資發展，經過

二個月的努力，甲馬的增資營運計畫書終於完成，由中華民國創投

協會與數位內容辦公室在創投協會為甲馬公司舉辦一場投資說明

會，創投法人反應熱烈；然而會後與多家創投法人經過多次溝通與

努力，卻始終未能談成令雙方滿意的投資方案。幸而早在增資開始

沒多久，T工作室溫家兄弟及旅美華人YYC先生（YYC先生在美國擁

有全世界最大的薄膜製造廠）就表明願意投資，Y先生也決定不再尋

求其他資金，將原定增資四千一百萬降為增資二千三百萬元，甲馬

增資計畫可說成功一半，資本額由九百萬增為三千二百萬元，W副董

家族、蔡志忠及YYC先生成為甲馬公司股東。 

 

流程資本 

   此時的動畫創作流程上明顯的變化如下： 

 與 I公司簽訂二十部蔡志忠系列動畫的合作合約後，原有的蔡志忠

動畫製作方法及流程有了極大的改變： 

 放棄 Flash，改採其他數種專業的合成、特效及後製軟體 

 甲馬內部動畫師的分工變得更細、功能與定位變得更明確，逐步建

立一個完整的動畫製作團隊及流程，從腳本 ３Ｄ模型 動作 背

景 合成 後製均有專人負責及明確的生產功能， 

 為了讓內部動畫師能互相競爭，特別建立二條完整生產線，同樣製

作蔡志忠系列動畫，然後互相比較，互相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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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腕動畫公司的成立亦造成流程上的變化 

 企劃部門更重視動畫腳本的產生，必須製作完成一部完整的動畫腳

本作為大腕製作動畫的依循，這也是甲馬控管大腕動畫製作品質的

第一步。 

 甲馬的動畫品質控管制度也必須建立，專案管理的做法從過去公司

內部專案管理，變成公司對公司的專案管理。 

 2003 年年中，大腕動畫公司成立、YM 先生等人突然集體辭職，甲馬

公司決定進行組織改造，朝向創作管理平台發展，因此公司的創作

流程有了極大的改變，公司內部不再負責動畫製作，改以平台管理

為主。為此，公司在平台系統上建立幾個重要制度： 

1. 創作大師導入流程 

    甲馬公司在開發新作品時，將主動尋找各領域大師合作，將大師

導入開發流程中，有的扮演創意方向指導，有的參與前製作業，有的

甚至參與實際製作工作。 

2. 專案經理ＰＭ制度 

    專案經理均是管理背景、學有專才的ＭＢＡ，對數位內容創作有

極大的興趣，經過公司的訓練，未來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從各動畫

案的形成、企劃工作、腳本、時程控管、品質控管到行銷工作均由Ｐ

Ｍ負責，掌握各動畫案的成敗，成為甲馬公司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3. 行銷制度導入 

   甲馬公司要成為創作管理平台，最重要的成敗關鍵是要建立數位

內容創作的行銷體系。甲馬必須直接面對市場，瞭解市場發展及需

求，根據市場需求去創作作品。這不是觀念的改變而已，必須實際去

執行。因此，這個階段甲馬公司開始運用各種管道去行銷、販售自己

品牌的創作，並參加各種影展，提高自己的品牌知名度。當行銷制度

開始導入甲馬的創作流程後，甲馬的創作作法將從企劃階段及製作階

段開始改變，考量更多的市場行銷因素，為作品行銷做準備 

4. 集體創作動腦會議 

    集合以上幾項因素，甲馬公司的動畫作品不再只是一人的意念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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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是集體創作的結果。這個集體創作的模式，最重要的核心是多

人參與的動腦會議的召開，參與的人包括：大師、ＰＭ、技術人員、

動畫導演、行銷人員等等。這個階段，甲馬公司在資遣多數動畫師後，

公司僅留下三位最資深的動畫師，分別是３Ｄ動畫、２Ｄ動畫合成、

後製領域，整個公司可以說沒有部門之分，只有一個企劃部門，三位

動畫師必須在動畫案規劃的動腦會議提供電腦動畫專業技術的意

見，所有的動畫案都是眾人智慧的結晶。 

 

創新資本 

此時經歷組織改造，甲馬改朝數位動畫企劃、專案開發、行銷方向

發展，因此陸續資遣多位動畫製作人員或輔助其成立工作室，改採外包

製作關係，與大腕、人田路建立穩定的外包製作關係，並建立動畫品質

控管制度。因此甲馬此時的新產品創作效率更加提升，同時也更能全心

開發、企劃創新的動畫產品。 
而在管理上，此時仍繼續尋求優秀的原創者與其合作開發原創作

品，並進一步將此原則形成具體的創作大師導入流程，並建立專案經理

ＰＭ制度、行銷導入制度及集體創作動腦會議等，使得創新的流程更加

具體化而利於管理，有助於創新能量的提升。 

 創新成果 

此時蔡志忠系列動畫二十部已簽約開始製作，將中華文化數千年的

重要文史哲經典一網打盡，這項創舉也是近年台灣數位內容產業最具規

模的電腦動畫創作。除了完成多部動畫作品外，並成功開發出多媒體書

的產品，在 2003 年 2 月推出第一部「莊子說」多媒體書的產品。後來 T

工作室陸續出版「老子說」、「孔子說」、「孟子說」、「禪說」、「六祖壇經」、

「韓非子說」、「列子說」、「心經」等多媒體書。 

此外，此時甲馬開發了台灣第一個電腦動畫資料庫在全國圖書館公

用資料庫內使用。此資料庫收錄了蔡志忠系列動畫，將所有動畫用網頁

資料庫包裝，成為可以搜尋、瀏覽的動畫資料庫；這也是台灣第一個動

畫資料庫，因為從沒有那家公司擁有這麼多、有系統的動畫內容。 

甲馬的創作成果在此時已受到多方肯定，除了獲邀參加第一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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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動畫影展 TIAF2003 外，第七屆韓國漢城國際動畫影展時，由於甲

馬創作的作品很有中華文化獨特的風格，因此其作品獲選為台灣唯一入

選該影展的作品。此外，甲馬作品還獲邀參加東京動畫博覽會，挑選「孫

子兵法」及「六朝怪談－奇女子」參展。 

茲將t3之智慧資本按四個構面整理如下表5-5：  

表5-5、甲馬創意t3之智慧資本盤點 

人

力

資

本 

 此時甲馬經歷組織改造，人力資本出現重大變化，動畫人員大

量減少，改朝數位動畫企劃、專案開發及行銷等方面拓展，但

因甲馬的原創性動畫企劃必須有專業動畫製作經驗的人參與，

因此仍留下三位有經驗且各有專長的動畫師。此時人員包括： 

Y 先生   創辦人、創意總監 
H 先生   共同創辦人、技術副總 
T 先生   專案經理 
HHJ 小姐 專案企劃 
CC 先生 ２Ｄ動畫師 
LY 先生 ２Ｄ動畫師、後製音效師 
KZ 先生 ３Ｄ動畫師 
LC 小姐   行政總務 
LYF 先生 專案企劃 
LYL 小姐 專案企劃 
LMC 小姐 網頁設計師 
WTW 先生 專案企劃 

 在新增的專案企劃人力資本方面，LYF 先生具有歷史及專業企

業管理背景，且對於許多電腦軟體操作及動畫製作流程有認

識；LYF 先生與 T 先生秉著其企業管理專業知識，致力於甲馬

此時的研發計畫書與增資營運計畫書撰寫工作。WTW 先生也是

專業企業管理背景，曾於電子資訊大廠明碁擔任專案經理，由

於甲馬將朝數位內容管理平台發展，需要更多的管理、企劃、

行銷人才，因此徵召 WTW 先生加入甲馬。LYL 小姐則是屬於

媒體背景出身，專長是媒體製作及專案管理，有專案管理及網

站建置之經驗，頭腦靈活、創意點子多，主要與 HHJ 小姐一起

負責動畫專案的企及執行管理工作。 
 甲馬此時仍留下三位已累積深厚動畫製作經驗且各有專長的動

畫師，包括３Ｄ動畫師 KZ 先生、２Ｄ動畫師 CC 先生、後製音

效師 LY 先生。 
 此時鑑於網頁製作的需求增加，徵召具美工及網頁設計專長的

LMC 小姐加入甲馬，擴充網頁製作的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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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資

本 

  此時的關係資本，業務開發的數量降低，甲馬內部動畫製作縮

減，出現穩定的製作外包關係，原創者整合不變，建立大量的行銷

資源，以及新的資金來源關係。分述如下： 

（一）業務開發 

 I 公司 

 X 公司合作 

 P 電視台 

 P 博物院 

 T 工作室 

（二）動畫製作 

 M 錄音室 (錄音外包製作) 

 CJW 先生配音班 (配音外包製作) 

 動畫製作公司「大腕」LJ 先生、HD 先生二人負責管理) (動畫

外包製作) 

 人田路工作室(YM 先生、CB 先生、LC 先生等人) (動畫外包製作)

 X 公司 ( Java game 的製作) 

 國內專業的 DVD 製作公司 CH 公司 (開發動畫 DVD 光碟產品) 

 

（三）原創者整合 

  此時甲馬在規劃新動畫案時仍繼續尋求優秀的原創者與其合作

開發原創作品，此時主要的原創者關係有： 

 蔡志忠 

 P 博物院院長及 P博物院形象廣告相關人員 

 DY 科技 

 星雲大師 

 T 工作室 

 漫畫家 MJ 先生 

（四）行銷資源 

  此時甲馬已有多項商品完成開發，並利用各種關係及方法，建

立可觀的行銷通路關係，包括： 

 蔡志忠系列多媒體書正式上市 (T 工作室，各大書店鋪貨) 

 獲邀參加第一屆台灣國際動畫影展 TIAF2003 

 JF 公司 ICMOD 簽約授權播映 

 D 部採購蔡志忠動畫做為軍中康樂影帶 

 參加經濟部國際級動畫雛型獎 

 甲馬作品入選第七屆韓國漢城國際動畫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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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圖書館蔡志忠電腦動畫資料庫採購 

 拜訪韓國數位內容相關機構  

(漢城動畫影展主辦單位、韓國數位內容主管機關 KIPA、日本著

名創意經紀公司 GR 公司韓國分公司、發行代理商、電視製作人)

蔡志忠系列動畫多媒體書大陸正式上市 (M出版社，社長W社長)

 總統府邀請 Y先生專題演講 

 甲馬作品獲邀參加東京動畫博覽會 

 蔡志忠動畫資料庫巡迴演講 (中華館際合作協會) 

（五）資金來源 

  此時的甲馬開始建立一些資金來源管道，這些資金來源關係都

是甲馬以後有機會就可以繼續運用的，包括： 

 新聞局電影輔導金徵選  

 工業局主導性計畫補助 

 促進產業研發貸款  

 文建會補助原住民動畫暨元件資料庫製作經費 

 甲馬增資計畫(W 副董家族、蔡志忠及 YYC 先生成為甲馬股東) 

流

程

資

本 

   此時的動畫創作流程明顯的變化如下： 

 放棄 Flash，改採其他數種專業的合成、特效及後製軟體 

 甲馬內部動畫師的分工變得更細、功能與定位變得更明確，逐

步建立一個完整的動畫製作團隊及流程，從腳本、３Ｄ模型、

動作、背景、合成到後製均有專人負責及明確的生產功能， 

 為了讓內部動畫師能互相競爭，特別建立二條完整生產線，同

樣製作蔡志忠系列動畫，然後互相比較，互相激勵。 

 由於大腕動畫公司的成立，企劃部門更重視動畫腳本的產生，

必須製作完成一部完整的動畫腳本供大腕的動畫依循，這也是

甲馬控管大腕動畫製作品質的第一步。 

 由於大腕動畫公司的成立而建立動畫品質控管制度，專案管理

的做法從過去公司內部專案管理，變成公司對公司的專案管理。

 組織改造，朝向創作管理平台發展，因此公司的創作流程有了

極大的改變，公司內部不再負責動畫製作，改以平台管理為主。

此平台系統上的幾個重要制度： 

1. 創作大師導入流程 

2. 專案經理ＰＭ制度 

3. 行銷制度導入 

4. 集體創作動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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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資

本 

 改朝數位動畫企劃、專案開發、行銷方向發展，採外包方式製

作動畫，並建立動畫品質控管制度。因此甲馬此時的新產品創

作效率更加提升，同時也更能全心開發、企劃創新的動畫產品。

 形成具體的創作大師導入流程，並建立專案經理ＰＭ制度、行

銷導入制度及集體創作動腦會議等，使得創新的流程更加具體

化而利於管理，有助於創新能量的提升。 

 

 創新成果 

 此時蔡志忠系列動畫二十部已簽約開始製作，是近年台灣數位

內容產業最具規模的電腦動畫創作。除了完成多部動畫作品

外，並成功開發出多媒體書的新產品。 

 開發台灣第一個電腦動畫資料庫在全國圖書館公用資料庫內使

用，將所有動畫用網頁資料庫包裝，成為可以搜尋、瀏覽的動

畫資料庫；這也是台灣第一個動畫資料庫，。 

 獲邀參加第一屆台灣國際動畫影展 TIAF2003 

 第七屆韓國漢城國際動畫影展時，甲馬作品獲選為台灣唯一入

選該影展的作品。 

 獲邀參加東京動畫博覽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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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時點智慧資本比較 

根據上節對個案公司各重要時點之智慧資本盤點，本節將針對各時

點的智慧資本內容及存量作比較分析。以下首先說明此節將使用的智慧

資本存量評量方法，接著分析各智慧資本構面於四個時點之內容變化，

最後分析智慧資本整體存量以及個別智慧資本存量於四個時點之變化。 

一、 智慧資本存量評量方法 

為便於比較各時點的智慧資本存量，本節之分析將按照各時點智慧

資本存量的多寡給予1至10的權數。此權數乃根據智慧資本構面之內涵

作全面性包含質與量的考量後給定，各項智慧資本構面之存量評量因素

如下表5-6所示： 

表5-6、智慧資本存量評量因素 

智慧資本構面 智慧資本存量評量因素 

人力資本 包括成員之專業背景、於專業知識或技術領域之年資多

寡、與公司業務相關經驗之深淺、創新潛力與學習能力強

弱，與工作心態適宜性等。亦包括成員人數之多寡、資本

組成之均衡或適宜性、成員間互動分工情形之協調性等。

關係資本 包括對外關係數量上的多寡、關係密切程度或穩定度高

低、不同性質與功能之關係的完備性、或開發關係的潛力

大小等。 

流程資本 包括流程數量與種類的多寡、成熟度、具體及詳細程度、

產生效益之強弱、實行應用情況等。 

創新資本 包括創新文化或經營策略是否建立、於組織內部推行狀

況，或是否在組織內部產生普遍共識；是否擁有輔助創新

的相關機制；創新潛力與效率的高低；創新成果管理能力

的強弱；創新成果數量之多寡，包含創新作品之數量以及

獲實質肯定(如獲獎)之次數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 



 125

需注意的是，根據上表所列評量因素而給定之智慧資本存量權數，

將僅用於標示出各智慧資本存量間之相對多寡程度，目的在於相當程度

地描繪出智慧資本存量變化的趨勢，以利進一步的研究分析，並非精確

之智慧資本存量衡量結果。 

 

二、 各時點智慧資本內容之變化 

以下按照人力資本、關係資本、流程資本與創新資本等四個構面，

用表格整理並分析各時期智慧資本內容的變化，同時表格中將依據所整

理之智慧資本內容及上述智慧資本存量評量方法，以1至10的權數標示

各項智慧資本的存量，以供後續的存量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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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力資本 

表5-7、甲馬創意各時點之人力資本比較 
 t0 t1 t2 t3 

 

內 

容 

 此時公司成員
達到二十二人
之多，包括四位
共同領導的經
理人，三位專案
管理人員、七位
２ Ｄ 動 畫 人
員、及三位３Ｄ
動畫人員，兩位
網 頁 製 作 人
員。另外有秘
書、總務及司機
各一名。 

 此時各功能的
人力資本可謂
齊全，然而在成
員互動方面，卻
因高層人事不
合導致公司人
力與各方面資
源不能有效運
用，甚至導致最
後組織解散。 

 甲馬正式成立，剩
下十三人共同創
業，其中除了四位
經理人之外，以動
畫製作人力為主。

 此時對公司影響
最 大 的 人 力 資
本，主要存在於三
位 創 辦 的 經 理
人。三人分別具有
媒體與創作、法律
與資訊技術、企業
管理等專業素養
及經驗，在個性上
也互補得宜，是甲
馬草創時期最重
要的人力資本。 

 此時的動畫技術
人員除了一位具
三十年資歷的資
深動畫師外，其他
動畫師雖普遍有
不錯的基礎與潛
力，但都算是動畫
的初學者。整體技
術經驗在資深動
畫師帶領下成長。

 此時積極拓展業
務規模，因此大幅
擴充動畫製作方
面人力，成員增加
至近二十人，其中
新增七位 2Ｄ及 3
Ｄ動畫人員，這些
人員具有不錯的
專業技術或動畫
美術相關基礎，但
加入甲馬時並無
充足經驗。 

 此時並微幅增加
專案企劃人力。招
募之人員均有媒
體方面的專長或
經驗，但無專案管
理之專業背景與
經驗，在 T先生的
帶領下擔任動畫
專案之企劃管理
工作。 

 此時甲馬經歷了
組織改造，人力資
本 出 現 重 大 變
化，成員縮減為十
二人，其中動畫人
員大量減少，只留
下三位已累積深
厚動畫製作經驗
且各有專長的動
畫師。 

 積極朝數位動畫
企劃、專案開發及
行銷等方面拓展
人力資本，新增的
專業的企管及專
案企劃人力。 

 此外並擴充網頁
製作的人力資本。

內
容
變
化 

（
評
量
因
素
） 

量的考量 

 成 員 數 量 眾
多。(3) 

質的考量 

 各種性質之人
力資本充足且
齊全。（1） 

 高層人事不合
導致人力資源
不 能 有 效 運
用，成員間的互
動、協調性與成
員向心力薄弱。 

 (-1) 

量的考量 

 成員數量減少導
致經營管理、動畫
與網頁製作之人
力資本減少。(-1)

質的考量 

 成員間的互動、協
調性與成員向心
力增加。 

 (＋1) 

 原有成員的技術
及經驗增長。 

 (＋0.5) 

量的考量 

 成員人數大增，其
中動畫製作方面
的 人 力 大 幅 擴
充，技術好但經驗
少。(＋0.5) 

 微幅增加專案企
劃管理之人力，具
有媒體的專業及
經驗。(＋0.5) 

質的考量 

 原有成員的技術
及經驗增長。 

 (＋0.5) 

量的考量 

 成員大量縮減，其
中大幅減少動畫
製作人力資本，僅
留最資深的三位
畫師。(-1) 

 積極增加管理、企
劃、行銷的人力，
及增加網頁製作
人力。(＋1) 

質的考量 

 人力資本組成之
適宜性提升 
（＋0.5） 

 原有成員的技術
及經驗增長。 
(＋0.5) 

存量 3 3.5 5 6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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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之整理可以發現，個案公司各時期之人力資本內容發展，主

要先以動畫製作技術方面的人力資本為重心，漸漸的除了繼續累積製作

之人力資本外，並開始增加企劃與管理、行銷方面的人力資本，而企劃

與管理、行銷方面的人力資本愈到發展後期，其所佔比重愈大。由此也

可看出公司策略的變化，從以製作為主，漸漸轉向以企畫行銷、以成為

一動畫專案的開發管理平台為發展策略。 

 

(二) 關係資本 

表5-8、甲馬創意各時點之關係資本比較 

 t0 t1 t2 t3 

 

內 

容 

 此時的關係資

本主要存在於

公 司 成 員 身

上，直接屬於甲

馬的關係資本

雖然不多，但透

過存在於公司

成員身上的種

種關係，也使甲

馬的對外關係

建立具有相當

的潛力。尤其是

Y 先生多年來累

積的豐沛政商

人脈關係，對初

甫成立的甲馬

來說是建立對

外關係的重要

來源。 

 此時最重要的關

係資本來自於Y先

生 在 台 灣 媒 體

界、政界、商界所

擁有豐沛的人脈

關係而開發出來

的客戶，這些關係

對於新成立的甲

馬公司而言相當

重要。 

 此外甲馬公司成

立後也漸漸多方

嘗試摸索開發出

不少不同性質的

客戶關係。 

 此時關係資本，雖

多數表現在業務

開發上，也有部份

是在動畫製作的

外包關係，包括配

音、錄音、網頁製

作等外包製作關

係。 

 持續開發客戶，業

務規模變大但客

戶數量減少。 

 發展整體動畫案

製作外包的關係。

 開始與一些知名

度與創意俱佳的

內容原創者建立

合作關係，將其創

意整合進甲馬的

動畫作品中。 

 開始行銷資源管

道的建立。 

  

 此時的關係資本

當中業務開發的

數量降低，但規模

持續擴大。 

 並持續與原創者

尋求合作關係。 

 此外，由於此時已

有多項商品完成

開發，因此積極利

用各種關係及方

法，建立可觀的行

銷通路關係。 

 並開始建立一些

新的資金來源管

道與關係。 

 甲馬內部動畫製

作縮減，原來的動

畫案製作外包關

係更趨成熟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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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變
化 

（
評
量
因
素
） 

此時關係資本主
要是公司對外建
立關係的潛力。 

質的考量 

存在於公司成員
身 上 的 種 種 關
係，使甲馬的對
外關係建立具有
相 當 的 潛 力 。 
（2） 

此時關係資本大致
可分為業務開發與
動畫製作兩類。 

量的考量 

 大量開發各種類
型的客戶，客戶數
量大增。 (+2) 

 建立起許多動畫
製作的委託製作
關係，包括配音、
錄音、網頁製作等
關係。 (+0.5) 

質的考量 

 公司基礎的對外
業務關係與製作
關係逐漸齊全。
（＋0.5） 

此時關係資本新增
原創者整合與行銷
資源兩類。 

量的考量 

 持 續 開 發 新 客
戶，業務規模變大
但 客 戶 數 量 減
少。(+1-1) 

 發展整體動畫案

製 作 外 包 的 關

係。(+0.5) 

 開始與知名內容
原創者建立合作
關係。(+0.5) 

 開始行銷資源管
道的建立。(+0.5)

質的考量 

 各種類型之關係
資本更加完備。
（＋0.5） 

此時關係資本再新
增資金來源一類。 

量的考量 

 動畫案規模變更
大但客戶數量減
少。(+1-1) 

 持續與原創者開
發 新 合 作 關 係
(+0.5) 

 建立可觀行銷通
路關係 (+0.5) 

 開始建立一些新
的資金來源管道
與關係。 (+0.5) 

質的考量 

 各項對外關係更
趨 成 熟 穩 定 。
(+0.5) 

 

存 

量 
2 5 7 9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上表顯示，個案公司各時期之關係資本內容發展，是從業務方面的

客戶關係與製作方面的外包製作關係，逐漸拓展至與原創者合作、行銷

通路以及資金來源等方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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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流程資本 

表5-9、甲馬創意各時點之流程資本比較 
 t0 t1 t2 t3 
 

內 

容 

此時流程資本相當
微量，各方面尚在
摸索，無非常具體
的流程。 

 2D 動畫創作在資
深的 C 組長帶領
下較具流程。 

 此時已初步建立
公司內部網路系
統，備有主機準備
儲存及管理動畫
創作的元件及各
種資料，但因公司
剛成立，所以尚未
產生什麼內容，加
上對 3D 動畫元件
的 觀 念 還 不 成
熟，因此雖已建立
動畫元件資料庫
觀念，但並未實
行。  

此時全力嘗試各種
動畫業務，建立不
少不同類型的製作
流程。 

 建立２Ｄ動畫案
的標準流程。 

 建立虛擬角色或
代言人創作的標
準流程。 

 建立蔡志忠動畫
創作基本流程。 

 建立受政府單位
或企業委託設計
動畫的標準模式。

 確立數位化、向量
化、元件化之製作
原則。 

 試以多條平行生
產線增強生產效
率。 

此時的數位動畫創
作流程已逐漸出現
幾種相當成熟的模
式，並能根據專案
需求採用最適合的
創作流程。  

 開始在創作流程
導入客戶需求與
專業知識。 

 重新建立一套更
有效率的腳本創
作流程。 

 確立了尋求專業
創作大師合作的
原則。  

此時甲馬的動畫製
作流程主要在原有
流程上改良。 

 經 歷 組 織 改 造
後，甲馬改以平台
管理為主，將原來
的管理方式明確
訂為創作大師導
入流程、專案經理
ＰＭ制度、行銷制
度導入、集體創作
動腦會議等四個
制度。 

 建立動畫品質控
管制度。 

 動畫師的分工變
得更細、功能與定
位變得更明確。 

 

內
容
變
化 

（
評
量
因
素
） 

量的考量 

 2D 動畫創作較具
流程。 (0.5)  

 已建立動畫元件
資 料 庫 觀 念 。
（0.5） 

量的考量 

 建立六種不同類
型的流程、原則或
方法。 

(+0.5 x 6 = +3) 

 

量的考量 

 新建三種不同類
型的原則或方法。

(+0.5 x 3 = +1.5)

質的考量 

 流程之成熟度提
升及運用情況改
善。（＋0.5） 

 

量的考量 

 將原來實行管理
原則明訂出四個
管理制度 

(+0.5 x 4 = +2) 

 建立動畫品質控
管制度。（＋0.5）

質的考量 

 原有動畫創作流
程之具體詳細程
度增加（＋0.5） 

存 
量 

1 4 6 8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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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資本方面，個案公司各時期之流程資本內容發展，是從製作方

面的流程與原則開始發展，而後出現較為完整的整體創作流程，接著除

了繼續提升創作流程的成熟度，更開始建立行銷管理方面較為具體的制

度與流程。 

 

(四) 創新資本 

表5-10、甲馬創意各時點之創新資本比較 

 t0 t1 t2 t3 

內 

容 

 此時創新資本還
相當不足，主要
的創新資本可說
是創業主管們的
觀念形成了公司
創新的潛力。創
業主管們具有追
求創新的共識，
定位公司為一個
以創新為基本理
念的動畫公司。
此外 Y 先生本身
身為創作人、具
有豐富的創作經
驗，其能力與經
驗也有助於公司
的創新潛力，而
其創作觀念即是
公司當時最重要
的創新來源。 

 此時的創新資本，
主要在於建立基礎
的創新經營策略、
組織文化以及人才
訓練方式。 

 積極嘗試各種開創
性動畫業務，創新
成果斐然，包括: 

-創作台灣第一個
政治時事網路遊
戲動畫 

-為許多政府單位
創作３Ｄ虛擬代
言人 

-運用遊戲動畫為
政府單位設計政
策宣傳品 

-為企業創作互動
式電子型錄 

-以電腦動畫詮釋
中華文史哲經典
及蔡志忠漫畫 

-在 G 電視台推出
台灣第一個政治
時事動畫節目 

 確立以累積創新的
電腦元件資料庫方
式儲存創新成果及
增加創新效率。 

 此時創新作品有: 

-第一個宗教哲學
動畫「小沙彌看世
界」 

-3Ｄ動畫幼教節目
「大愛 ABC」 

-C 局宣傳動畫 

-P電視台國民生活
禮儀宣傳動畫 

-老人福利政策宣
傳動畫  

 「莊子」獲 2002 台
灣數位內容產品獎。 

 創新潛力增加:增
加多位技術與創意
具佳的動畫人才；
增加頭腦靈活且具
相當專業能力的專
案企劃人員。 

 各項創作流程建
立，使得開發新產
品的能力與效率顯
為增強。 

 與 LJ 先生與 HD 先
生動畫製作團隊的
合作，也讓甲馬更
有潛力開發較大規
模的動畫案。 

 建立與創作大師合
作的原則，有助創
新深度與廣度。 

 此時有兩項創新動
畫產品: 

-成功開發出動畫
多媒體書 

-開發台灣第一個
電腦動畫資料庫 

 甲馬動畫作品在此
時獲得多項肯定，
獲邀參加國際級動
畫影展或博覽會：

-第一屆台灣國際
動畫影展 

-第七屆韓國漢城
國際動畫影展 

-東京動畫博覽會。

 轉型為數位動畫開
發的管理平台，更
能全心開發、企劃
創新動畫產品，創
新能耐大為增強。 

 創新文化在組織中
成為更強烈共識。

 採外包方式製作動
畫，並建立動畫品
質控管制度，因此
新產品創作效率更
加提升。 

 形成更具體創新流
程管理制度，有助
創新能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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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變
化 

（
評
量
因
素
） 

質的考量 

 創業主管們的觀
念形成了公司創
新的潛力。(0.5) 

量的考量 

 建立基礎的創新經
營策略、組織文
化、人才訓練方式

(+0.1 x 3 = +0.3)

 創新成果共計六項

(+0.1 x 6 = +0.6)

質的考量 

 確立儲存創新成果
的方式，增加創新
效率。(+0.1) 

量的考量 

 創新動畫作品共計
增加五項 

(+0.1 x 5 = +0.5) 

 新增一項創新所獲
得之實質肯定。
(+0.2)  

(2002 年台灣數位內容
產品獎，全國性)  

質的考量 

 新增具創新能力的
人力資本，創新潛
力增加: 

-增加多位技術與
創意具佳的動畫
人才。 (+0.2) 

-增加頭腦靈活且
具相當專業能力
的專案企劃人
員。(+0.2) 

 動畫創作流程建
立，開發新產品的
能力與效率顯為增
強。(+0.5) 

 外包製作關係建立
等，使創新潛力增
強。(+0.5)  

 確立與原創者合作
之關係，擴展創新
的深度與廣度。
（0.2） 

量的考量 

 創新動畫產品增加
兩項  

(+0.1 x 2 = +0.2)

 創新成就獲得三項
國際性動畫影展的
肯定。 

 (+0.6 x 3 = 1.8)

(國際性之肯定，其權數
以全國性之三倍計算)

質的考量 

 轉型為數位動畫開
發的管理平台，創
新的能耐大為增
強。(+1) 

 創新文化在組織中
成為更強烈的共
識。(+0.5) 

 動畫製作外包、建
立動畫品質控管制
度，創作效率更加
提升。  (+0.5) 

 更具體創新流程管
理制度，使創新能
量提升。 (+0.5) 

 

存
量 0.5 1.5 3.5 8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創新資本方面，個案公司各時期之關係資本內容發展，是先建立

組織內部創新的核心精神、文化與共識，在這樣的基礎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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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三、 各時點智慧資本存量之變化 

根據以上整理出之各智慧資本構面於不同時點的存量權數，我們可

以進一步整理成如下表5-11，如此亦可清楚看出個案公司在不同時點的

各項智慧資本變化情形。 

表5-11、甲馬創意各時點之智慧資本存量一覽表 
     智慧資本 

  時點 
人力資本 關係資本 流程資本 創新資本 

t0 3 2 1 0.5 

t1 3.5 5 4 1.5 

t2 5 7 6 3.5 

t3 6 9 8 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表進一步繪製如下圖的智慧資本雷達圖，可看出甲馬四個時

點之智慧資本整體存量變化，以及各智慧資本構面分別的變化趨勢。 

 

 

 

 

 

 

 

 

 

 

 

 

圖5-2、甲馬創意各時點之智慧資本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 T = t0，公司籌備處成立 ＞ ＜ T = t1，草創摸索期結束 ＞

＜ T = t2，成長磨練期結束＞ ＜ T = t3，轉型發展期結束 ＞

關係資本創新資本

流程資本

人力資本

關係資本創新資本

流程資本

人力資本

人力資本

流程資本

創新資本 關係資本

人力資本

流程資本

創新資本 關係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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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以清楚看出甲馬創意在發展歷程中，各不同時期之智慧資

本存量變化情形，整體而言智慧資本存量不斷累積增加，對照甲馬歷年

的營貨收入淨額來看，接近草創摸索期結束時的2001年底，甲馬的營貨

收入淨額約為313萬元新台幣；接近成長磨練期結束時的2002年底，營

貨收入淨額已成長至1027萬元新台幣；最後經過轉型發展期到了2004年

底，其營貨收入淨額已達3800萬新台幣。可見智慧資本的累積對於組織

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 

雖然整體而言智慧資本存量都是不斷增加，但其實各智慧資本構面

所佔比重與增加幅度各時期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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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時多數的成就都可以歸功於此兩項

資本。此時創新資本與流程資本相當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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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顯增長的是關係資本與流程資本，成為甲馬此時整體智慧資本

當中最比重最大、為重要的兩項。因此時期大量開發各種業務，建立了

為數可觀的顧客關係，並建立起許多動畫製作的外包關係；流程方面在

多方的嘗試過程中建立起許多不同類型的動畫製作管理流程，確立數位

化、向量化、元件化之製作原則，也試以多條平行生產線增強生產效率。 

t1 之後，甲馬邁入成長磨練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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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此時期持續擴大業務

規模、積極開發客戶、建立各種外包製作關係與其他各種創作合作關係

與行銷通路關係；在動畫開發經驗與技術的不斷累積下，也建立更多成

熟的流程制度；而新增有助於創新的人力資本、關係資本與流程資本，

也使公司的創新潛能增加不少。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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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甲馬在經歷轉型發展期到了 t3 時，人力資本因為組織改造而

使內容產生相當的轉變，同時因為留下的動畫製作人員具有深厚的技術

與經驗，新增的企劃管理人員也具有相當的專業背景與訓練，因此在人

力資本的均衡與品質上多有提升。此外，此時最大的智慧資本成長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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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資本與創新資本。因為此時已產生許多動畫作品與產品，而更加積

極建立可觀的行銷通路關係，並新增資金來源的管道，加上動畫案外包

製作關係已經成熟穩定，因此關係資本增加很多。創新資本方面，則因

為公司轉型為創意管理平台，創新能量更為集中，加上人力資本、關係

資本與流程資本各方面的增長累積產生加乘效果使得公司的創新潛能

大為增長，創新成果也受到許多來自各方實質的肯定，使得此時的創新

資本成長幅度有爆發性的成長。而流程方面大多是在原有基礎上加以改

善或具體化，因此呈現微幅成長。整體而言，t3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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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從智慧資本變化看組織能力之發展 

由個案公司智慧資本各構面的存量與比重變化可以發現，公司草創

時期，相當依賴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此時所謂公司的能力其實幾乎只

存在於個人身上，成員既有的技術、經驗、能力與關係資源，幾乎就決

定了公司的能力，也因而此時關鍵成員的離去很可能就會對組織能力造

成嚴重傷害。 

漸漸地隨著發展過程中的摸索嘗試、不斷執行各項專案，公司開始

建立起許多創、製作流程與原則，這時公司的能力便逐漸從個人身上轉

移到流程，流程使得新進人員或新的合作夥伴可以很快進入狀況，使得

投入產出更有效果與效率，也使得各別的組織成員的去留相對而言不再

那麼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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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組織成員在企劃及執行動畫專案時，

懂得如何有效搜尋、激發並篩選出可行的創意再加以企劃成動畫專案，

而後執行製作與行銷等工作；創意管理平台即是這個過程與組織價值的

具體化呈現，也代表組織能力已經擴散至更深植於組織的價值層面，此

種能力是不會隨組織成員的離去而消失，更是他人不能輕易模仿的。 

當組織能力由人力與關係等基本資源，擴散到流程與組織價值時，

組織創新能力將更為深厚，這也是個案公司後期創新資本大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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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時期的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 

本節將深入研究個案公司智慧資本建構的動態過程，並分析各時期

智慧資本與該時期智慧資本動態建構過程之間的交互影響，研究架構如

下圖： 

 
圖5-3、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根據此研究架構，本節將分別對個案公司在不同時期的智慧資本建

構活動依「解決問題」、「執行與整合」、「實驗」及「輸入智慧資本」

等四個智慧資本建構活動類型加以整理，探討個案公司的「智慧資本建

構活動內容」、活動所產生的「智慧資本建構效果」、以及組織「原有

智慧資本對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產生之影響」。其中，將把「智慧資

本建構效果」細分為「創造」、「改良」與「增長」等三個不同的層次；

而「原有智慧資本對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產生之影響」將以「A資本

→B資本」的方式表達A資本對B資本的建立與累積產生影響。 

需注意的是，實際上每種智慧資本建構活動都多少會對各智慧資本

構面產生效果，而組織擁有之各構面的智慧資本也都會對智慧資本的建

立與累積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由於本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影響各項智慧

流程資本 

 

 
 

人力資本 

 
 

流程資本 

 
 

創新資本 

 
 

關係資本 

人力資本 

關係資本 

流程資本 

 
創新資本 執行與整合

實驗 

輸入智慧資本

解決問題 

智慧資本存量 智慧資本動態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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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建立與累積的重要活動與資本，因此本節分析當中所列之效果或

影響，將僅指較為重要且直接的效果或影響。 

以下首先說明三種智慧資本建構效果的定義，接著便分別對個案公

司三個不同時期的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過程進行分析。 

 

一、智慧資本建構效果 

以下分析把「智慧資本建構效果」細分為「創造」、「改良」與「增

長」等三個不同的層次。「創造」意指從無到有，亦即建立組織原來所

沒有的資本；「改良」指的是原有智慧資本關於「質」上的提升；「增

長」指的是原有智慧資本關於「量」上的增加。套用至各智慧資本構面，

此三種效果的意義如下表5-12： 

表5-12、智慧資本建構效果之定義 

  智慧資本構面 

 

智慧資本 

建構效果 

人力資本 關係資本 流程資本 創新資本 

創造 

(無到有) 

建立原來沒有

之各種類型的

專業知識、技

能、經驗與能

力等。 

建立原來沒有

之各種類型的

客戶關係、製

作關係、行銷

通路與資金來

源關係等。 

建立或採用原

來沒有之各種

同類型的工作

流程、原則、

工具或方法。 

建立原來沒有

之各種類型的

創新文化、創

新策略、創新

成果等。 

改良 

(質提升) 

 

資本組成之均

衡或適宜性提

升、成員間互

動分工情形之

協調性提升。

原有關係之密

切程度或穩定

度之提升；不

同類型之關係

的 完 備 性 增

加；某類型關

係之內容調整

使該類型關係

對企業之效益

增加。 

原有流程之實

行應用情況改

善 ， 或 成 熟

度 、 具 體 程

度、詳細程度

與產生效益提

升。 

原有創新文化

或策略之推行

情況改善或效

能提升；創新

潛力與效率提

升，或創新成

果管理能力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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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 

(量增加) 

原有之同類型

專業知識、技

能、經驗與能

力等之增加。

原有之同類型

關係之數量增

加。 

原有之同類型

流程之數量增

加。 

原有之同類型

創新資本數量

上之增加。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t0－t1 的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 

表5-13、甲馬創意t0－t1之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 

t0－t1 草創摸索期 

智慧資本建構

活動類型 
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內容 智慧資本建構效果

原有智慧資本對智慧資本

的建立與累積之影響 

解決問題 (1)問題：由於公司高層不
合，造成人力資源無法有效
整合發揮能力。 
結果：Hermes Mercury 解
散，「甲馬」正式成立，留
下幾位關鍵人員一起創業。

 
(2)問題：身為新創公司，開

展業務困難。 
結果：利用 Y 先生原有人
脈關係開展業務，並主動出
擊，到處介紹甲馬的技術與
能力，並開發新客戶。 

 
(3)問題：甲馬內部極欠缺專

業的配音及錄音能力。 
結果：透過打聽得知國內
電視節目專業錄音室 J 錄
音室及專業配音公司 Y 配
音公司，決定採個案委託方
式與 J錄音室、Y配音公司
合作。 

 

(1)人力資本改良 
(互動協調性提升) 

 

 

 

 

(2)關係資本創造 
 (顧客關係建立) 

 

 

 

 

(3)關係資本創造 
(配音製作關係建立)

 

 

 

 

 

 
 

(1)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2)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3)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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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4)問題：T工作室、蔡志忠與
甲馬簽訂製作四部七十分
鐘的長篇動畫作品，J錄音
室與 Y 配音公司提出極高
的配音報價，難以接受。
結果：H先生透過昔日階梯
同事之關係，找上 M錄音室
與 CJW 先生配音班合作，解
決配音與錄音成本支出之
問題，並停止與 J錄音室、
Y配音公司的合作。  

 
(5)問題：公司欠缺網頁設計

製作人力。 
結果： H 先生找來網頁製
作團隊「TH 科技」工作室
進行 KM 黨ＫＭＴＶ網站的
網頁設計，YL 縣政府人力
網站的網頁設計製作是 T
先生找來昔日同事 CH 小姐
外包製作完成。2001 年暑
假，甲馬公司欲製作公司網
頁，是透過 YM 先生找來他
的學妺 CP 小姐到甲馬當工
讀生二個月，完成公司網頁
之設計製作。 

 
(6)問題：製作「阿扁下班後」

2D 遊戲動畫，很需要較具
制度的動畫製作流程。 
結果：由 C 組長帶領２Ｄ
動畫組以較具制度的流程
來製作，此創作程序成為之
後所有 C 組長帶領的２Ｄ
動畫案的標準流程。 

 
(7)問題：為方便動畫作品在

網路上傳輸瀏覽，所有的檔
案量必須控制在 2Mb 以內
結果：動畫師們形成充分
去運用並控制動畫元件的
觀念與作法，此觀念後來慢
慢形成甲馬公司日後所有
電腦動畫作品創作及公司
經營管理的重要原則：「數
位化」、「元件化」、「向量
化」。 

(4)關係資本改良 
(配音製作關係內容

調整使該關係對企業

產生較佳效益) 

 

 

 

 

 

 

(5)關係資本創造 
(網頁製作關係建立)

 

 

 

 

 

 

 

 

 

 

 

(6)流程資本改良 
(2D動畫製作流程改善)

 

 

 

 

 

 

(7)流程資本創造 
(建立動畫創作與管

理原則) 

 

 

 

 

 

 

 

(4)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5)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6)人力資本→流程資本 

 

 

 

 

 

 

 

(7)人力資本→流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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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8)問題：承接政府委託案，
必須提出完整企劃書。 
結果：開始在創作時加入
客戶端的意見，並建立甲馬
接受政府單位或企業委託
設計動畫的標準創作模式。

 
(9)問題：製作「新聞搖頭族」

需每天量產五分鐘的動
畫，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結果：甲馬第一次將動畫
師分成二條完整生產線互
相競爭，並充分運用數位化
之優點，設計幾個主題、主
場景及主要人物重複使
用，減少每天動畫製作量。

 
(10)問題：在內容產業長久生

存並非易事，亟需解決之道
結果：Y 先生秉著其在媒
體、內容產業多年的經驗，
確立了甲馬創新求勝的經
營策略，並與其他經營階層
建立起甲馬創意授權的組
織文化，同時以多能工的員
工訓練方式維持組織創新
的彈性與靈活度。 

 
(11)問題：如何在開發任何專

案時均能在原有眾多元件
的基礎上再求突破 
結果：Y先生延用在從事政
治漫畫創作時形成之電腦
元件資料庫觀念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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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動畫製作事半
功倍，也讓甲馬能不斷累積
創新，再求創新。 

(8)流程資本創造 
(建立接政府或企業委

託案之動畫創作模式)

 

 

 

(9)流程資本增長 
(2D 動畫製作流程增加)

 

 

 

 

 

 

 

(10)創新資本創造
(創新文化與創新經

營策略建立) 

 

 

 

 

 

 

 

(11)創新資本改良
(創新潛力與效率提升)

 

(8)關係資本→流程資本 

 

 

 

 

 

(9)關係資本→流程資本 

 

 

 

 

 

 

 

 

 (10)人力資本→創新資本

 

 

 

 

 

 

 

 

 (11)人力資本→創新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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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與整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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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 先生的建議下，

甲馬馬上調整動畫師人力，重

新組織製作團隊任務分工，分

成３Ｄ模型、動作、合成、後

製等製作部門，建立標準的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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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力資本改良
(成員分工適當性

與協調性提升) 

   

   流程資本增長
(增加動畫創作

流程) 

 (1)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流程資本

 

實驗 (1)狀況：甲馬籌備處第一個
３Ｄ動畫案－長仔精靈
案，由 Y先生與 K市新聞處
長確定創作方向後，即交由
３Ｄ動畫師 CB 先生去嘗試
製作模型。 
實驗過程與結果：CB 先生
在沒有人指導及造型設定
下，憑自己的感覺經驗去製
作，經過多次試驗，終於創
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長仔
精靈３Ｄ模型。 

 
(2)狀況：長仔精靈動作設計

需由多位３Ｄ動畫師共同
完成，大家並沒有經驗。
實驗過程與結果：CB 先生
帶領３Ｄ動畫師共同完
成，大家在不斷實驗學習中
請教 CB 先生而完成部份動
作，但大部份難度較高的動
作均是 CB 先生獨力完成。

 
(3)狀況：追求新的技術以實

現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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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過程與結果：由美術
基礎與電腦動畫技術俱佳
的 YM 先生嘗試創作，YM 先
生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摸索
不同方法，運用不同軟體及
外掛程式，終於完成「莊子」
第一集的動畫作品。 

(1)人力資本創造
(建立製作 3D 動

畫虛擬角色的技

術與經驗) 

 

創新資本創造
(建立 3D 動畫虛

擬角色類的作品)

 

 

(2)人力資本增長
(製作 3D 動畫虛

擬角色的技術與

經驗增加) 

 

 

 

 

(3)人力資本增長
(增加中國哲學味

道的風格動畫製

作技術與經驗) 

 

   創新資本創造
(建立蔡志忠漫畫

改編動畫系列的

作品) 

 

(1)關係資本→人力資本 

關係資本→創新資本 

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創新資本 

 

 

 

 

 

 

(2)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3)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創新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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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4)狀況：第一次嘗試創作電

視廣告(IZW 公司「網客」
電視廣告)。 
實驗過程與結果：Y先生思
考創意方向，並與甲馬內部
的動畫師開會討論畫面之
構成，動畫師也提供許多３
Ｄ電腦動畫表現之想法，甲
馬內部經過多次的討論、開
會、試做分鏡腳本，最後終
於完成完整三十秒廣告的
分鏡腳本。這是甲馬第一次
公司上下集思廣益，召開多
人的動腦會議，並以分鏡腳
本之形成做為眾人討論成
果之表現，凝聚大家的共
識。經此一役，甲馬已具備
開發商業廣告業務之能
力，也形成日後內部創意形
成及動腦會議召開之流程。

 
(5)狀況：業務方向不確定，

有待摸索。 
實驗過程與結果：持續多
方嘗試多樣但小規模的案
子。接案類型包括小型動
畫、廣告、遊戲、網站、廣
告型錄等，多方開展客戶並
累積各種製作經驗與實
力，最後逐漸摸索出業務方
向。 

 

(4)流程資本創造
(建立創意形成、

腦力激盪之創作

流程) 

 

   人力資本增長
(增加開發商業廣

告之業務能力) 

 

   創新資本創造
(建立商業廣告類

創新作品) 

 

 

 

 

 

(5)關係資本創造
(開發新類型的顧

客關係) 

 

關係資本增長
(同一類型的顧客

關係數量增加) 

     

    人力資本增長
(動畫製作經驗與

實力增加) 

 

(4)關係資本→流程資本 

   關係資本→人力資本 

   關係資本→創新資本 

 

 

 

 

 

 

 

 

 

 

 

 

 

 

(5)關係資本→人力資本 

輸入智慧資本 (1)創作 E-Monkey 精靈時，專

案經以理A先生導入過去在電

腦遊戲業界規劃人物角色的

作法來為 E-Monkey 精靈做人

物設定。這樣的流程也成為日

後甲馬所有虛擬角色或代言

人創作的標準流程。 

(1)流程資本創造
(建立虛擬角色或代言

人的創作流程) 

(1)人力資本→流程資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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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1－t2的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 

表 5-14、甲馬創意 t1－t2之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 

t1-t2 成長磨練期 

智慧資本建構
活動類型 

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內容 智慧資本建構效果
原有智慧資本對智慧資本
的建立與累積之影響 

解決問題 (1)問題：需要開發較大規模之
動畫案 
結果：Y先生及 T先生積極
將公司作品介紹給不同客
戶，獲得客戶認同後，再提
案開始合作；或是由客戶主
動提出合作計劃。 

(2)問題：完成「莊子」動畫創
作後，需將動畫作品推展至
電視媒體播放。 
結果：評估莊子的作品風格
與各家電視台屬性，Y先生
決定將莊子動畫推薦給 P
電視台，於是拜訪 P電視台
總經理，P電視台總經理欣
然同意採購節目播映權，並
與甲馬簽訂三年播映合約。

(3)問題：為推展甲馬的自有品
牌原創作品「蔡志忠系列動
畫」，極需尋求行銷通路。
結果：此時已完成硬體建置
工作及技術測試的 CW 電信
ＭＯＤ苦無內容，而甲馬已
擁有極多的電腦動畫內
容。於是透過 CW 電信董事
長引薦ＭＯＤ的 Y 處長，Y
處長看到甲馬動畫作品之
後，馬上力邀甲馬與 CW 電
信ＭＯＤ簽約，成為 CW 電
信ＭＯＤ內容提供廠商。 

(4)問題：除了播映管道外，仍
需為「莊子」動畫進一步拓
展行銷通路 
結果：甲馬以全部完成製作
的「莊子」動畫參加 2002
台灣數位內容產品獎競賽
獲獎。此過程與結果不但使
甲馬的創新成果獲得實質
肯定，更有助於甲馬行銷通
路、管道之擴展。 

(1)關係資本增長 
(增加顧客關係)

 
 
 
 
 

(2)關係資本創造 
(建立行銷通路關係) 
 
 
 
 
 
 
 
 

(3)關係資本增長 
(增加行銷通路關係) 
 
 
 
 
 
 
 
 
 
 
 

(4)關係資本增長 
(增加競賽管道之
行銷通路關係) 

    
   創新資本創造 

(建立獲獎之創新
成果) 

(1)創新資本→關係資本 
 
 
 
 
 
 

(2)創新資本→關係資本 
 
 
 
 
 
 
 
 
 

(3)創新資本→關係資本 
 
 
 
 
 
 
 
 
 
 
 
 

(4)創新資本→關係資本 
   創新資本→創新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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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5)問題：製作前所未有大規模
的動畫案—H署 C局的四十
支宣傳動畫。 
結果：在動畫創作流程上尋
求突破，先由 T先生與 C局
各組的負責人討論宣傳重
點及正確性，T先生先完成
各集宣傳動畫的文字腳
本，請動畫師 KZ 先生及 CC
先生先完成分鏡草圖，然後
交由漫畫、動畫能力俱佳的
動畫師 ZK 先生完成精美詳
細的分鏡腳本，T先生將 ZK
先生完成的詳細分鏡腳本
交給 C 局相關人員再審查
一次，確定後，即交給動畫
製作人員製作動畫。 

(6)問題：旗艦級作品「孫子兵
法」動畫的創作，蔡志忠授
權甲馬全權處理動畫腳
本，形成一大挑戰。 
結果：T 先生跟 YM 先生等
動畫師重新建立起一套腳
本創作流程。  

(7)問題：製作 I部老人福利政
策宣傳動畫十支時，想要顛
覆傳統政策宣傳動畫。 
結果：創新塑造土地公、土
地婆的角色，以四句聯、逗
嘴鼓的型式演出宣傳內容。

(8)問題：製作 T工作室之星座
相對論時，想為其設計創新
的虛擬卡通主角。 
結果：動畫師以最新３Ｄ毛
髮技術（類似 Pixar 怪獸電
力公司的毛怪）設計製作主
角「星貓」，並為其設計一
系列創新有趣的動作。 

(5)流程資本改良 
(3D 動畫創作流

程之具體詳細程

度提升) 

 

 

 

 

 

 

 

 

 

 

(6)流程資本改良 

(動畫創作流程改良)

 

 

 

 

(7)創新資本創造 
(建立政府宣傳動畫

類的創新作品) 

 

 

(8)創新資本增長 
(3D 動畫虛擬角色類

的創新作品增加) 

 

(5)關係資本→流程資本 

 

 

 

 

 

 

 

 

 

 

 

 

 

(6)人力資本→流程資本 

 

 

 

 

 

(7)關係資本→創新資本 

   人力資本→創新資本 

 

 

 

(8)關係資本→創新資本 

   人力資本→創新資本 

 

執行與整合 (1)甲馬獲得H署C局四十支宣

傳動畫之製作案，在公司內部

完成三支動畫作品的執行製作

後，發現甲馬人手不足已完成

整個製作案，因此決定外包給

YM 先生的表哥 LJ 先生、HD 先

生製作後面的動畫。 

(1)關係資本創造 
(建立動畫外包製作

關係) 

 

 

 

 

(1)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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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與整合 (2)開發孫子兵法時建立全新

的動畫腳本創作流程，在此流

程下，每一集的腳本都是企劃

人員、動畫師多次討論、繪製，

從草稿到一次次的半完稿，往

往一份腳本需要多次重繪，才

能達到目標。這樣的過程形成

甲馬日後集體創作動腦會議的

雛形。 

 

(3) 「H 署 C局的四十支宣傳

動畫製作案」及「小沙彌看世

界」案開始，明顯在創作流程

中考慮客戶因素並尋求專業知

識協助，創作流程為:與客戶討

論、尋求專業知識協助 文字

腳本 (客戶審核) 分鏡腳本

(客戶審核) 動畫製作 客

戶審核，此流程成為日後許多

專業性高之專案的創作流程。

(2)流程資本改良 
(創意形成與腳本

創作流程改良) 

    

   創新資本改良 
(創新潛力提升) 

 

 

 

 

(3)流程資本改良 

(動畫創作流程改良)

(2)流程資本→流程資本 

   流程資本→創新資本 

 

 

 

 

 

 

 

 

(3)關係資本→流程資本 

實驗 (1)狀況：為以更專業、更立
體、接近３Ｄ場景的方法來
製作表現「孫子兵法」千軍
萬馬、兩軍對陣的場面，決
定重新開發新的表現技法 
實驗過程與結果：YM 先生
等動畫師花了三個月不斷
嘗試開發新的製作技術，最
後終於完成十幾秒的開
場，已足以表現出孫子兵法
的氣勢。 

(1)人力資本增長 

(3D 動畫製作技術

增加) 

(1)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輸入智慧資本 (1)由於開始開發較有規模的
數位動畫，甲馬又徵選許多能
力經驗具佳的動畫師參與製
作。在原有動畫師引介下甲馬
新增許多功力不錯的動畫師。
 
(2)經過一年多的經營，甲馬慢
慢意識到，動畫作品若全部靠
甲馬人員的創意，將非常有
限，無法突破、創新。因此開
始接觸一些知名度與創意俱佳
的內容原創者，將其創意整合
進甲馬的動畫作品中。 

(1)人力資本增長 
(動畫製作技術人員

增加) 

 

 

(2)創新資本改良 
(創新潛力提升)

 

   關係資本創造 
(建立與原創者

合作的關係) 

 

(1)關係資本→人力資本 

 

 

 

 

(2)人力資本→創新資本 

   人力資本→關係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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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智慧資本 

 

(3)製作H署C局的四十支宣傳

動畫時，因為疾病防制宣傳包

含很多疾病防制的專業知識，

甲馬內部動員起來多方蒐集專

業疾病防制知識，以求做出具

專業水準之宣傳動畫。 

 

(3)人力資本創造 
(建立專業疾病

防制知識) 

 

 

(3)關係資本→人力資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t2－t3的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 

表5-15、甲馬創意t2－t3之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 

t2-t3 轉型發展期 

智慧資本建構
活動類型 

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內容 智慧資本建構效果
原有智慧資本對智慧資本
的建立與累積之影響 

解決問題 (1)問題：此時開發動畫案規模
較大，必須更有效率地製作
結果：Y 先生、H 先生決定
與 LJ 先生、HD 先生合作，
成立動畫製作的子公司「大
腕動畫公司」，由 LJ 先生、
HD 先生二人負責管理，並確
定雙方合作關係，由甲馬規
劃及提供動畫製作業務，大
腕負責動畫製作工作。 

 
(2)問題：由於甲馬內部維持大

量動畫師人力，企劃人員與
動畫師的管理文化衝突開始
浮現，而 YM 先生、CB 先生、
LC 先生、KC 先生、CP 小姐
等又因為工作情緒低落，集
體提出辭呈。 
結果：甲馬決定改採外包方
式委託 YM先生等成立的「人
田路工作室」製作孫子兵
法，並轉型陸續資遣其他動
畫師人力，改朝數位動畫企
劃、專案開發及行銷發展，
如此更可全心開發創新而
符合市場需求的動畫產品。

(1)關係資本改良 
(動畫製作外包關係穩
定度提升) 
 
 
 
 
 
 
 

(2)人力資本改良 
（人力資本組成更
適合公司方向且易
利管理）    
 
關係資本創造 
（增加動畫外包製
作關係） 

    
創新資本改良 
（創新潛力提升）

 
 

 

(1)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2)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關係資本 
   人力資本→創新資本 
 
 
 
 
 
 
 
 
 
 



 146

解決問題 (3)問題：為公司不斷成長，
必須持續開發客戶。 
結果：維持第二階段業務
開發的趨勢，本著日益增強
的動畫製作與業務開發實
力，繼續拓展數量較少但規
模更大的業務關係。 

 
(4)問題：針對新興行動內容

遊戲市場，想嘗試新創作
結果：Y先生決定與擁有行
動遊戲技術的 X 公司合
作，以 Y先生為品牌，甲馬
提供角色造型及創意，由 X
公司負 Java game 的製作。

 
(5)問題：多項開發完成的作

品，需要有行銷管道。 
結果：積極利用各種關係
及方法，建立可觀的行銷通
路關係。 

 
(6)問題：為爭取國家圖書館

之資料庫採購案，需將動畫
製成資料庫形式，以符合採
購標的。 
結果：決定開發一項新產
品，將所有動畫用網頁資料
庫包裝，成為可以搜尋、瀏
覽的動畫資料庫（這也是台
灣第一個動畫資料庫），這
項交易不但帶給甲馬不小
的業績，也為甲馬產品經營
開創一個新產品、新通路。

 
(7)問題：由於動畫專案開發

規模逐漸擴大，需要更多的
資金運作。 
結果：積極尋求機會，建
立起了一些資金來源管道
關係。 

 
(8)問題：產品愈來愈多，需

要拓展名聲以利行銷。 
結果：積極參加各項影
展，包括獲邀參加第一屆台
灣國際動畫影展、第七屆韓
國漢城國際動畫影展、東京
動畫博覽會。 

(3)關係資本增長
（大規模動畫案之顧

客關係增加） 

 

 

 

(4)關係資本創造 
（建立開發行動遊戲

之合作關係） 

 

 

 

 

(5)關係資本增長 
（增加行銷通路關係）

 

 

(6)創新資本創造 
（建立創新的動畫資

料庫產品） 

 

 

 

 

 

 

 

(7)關係資本創造 
(建立資金來源關係)

 

 

 

(8)關係資本增長 
(增加行銷通路關係)

 

   創新資本創造 
（建立受邀參展、創

新獲肯定之成果） 

(3)人力資本→關係資本 

 

 

 

 

 

(4)創新資本→關係資本 

 

 

 

 

 

(5)創新資本→關係資本 

   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6)關係資本→創新資本 

 

 

 

 

 

 

 

 

 

 

(7) 創新資本→關係資本

 

 

 

 

(8)創新資本→關係資本 

   創新資本→創新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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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與整合 (1)甲馬原來主要在 Flash 軟

體上進行動畫的合成及後製

作工作，但簽訂了二十部蔡志

忠系列動畫的合作合約，並製

作了「莊子」、「老子」、「孔子」

三部作品後，甲馬動畫師發現

Flash 軟體先天上的缺失，不

是電腦動畫專業軟體，經內部

討論後，甲馬決定改變，放棄

Flash，改採其他數種專業的

合成、特效及後製軟體。 

 

(2) 甲馬與大腕動畫製作公

司新型態的合作關係，讓甲馬

建立起動畫品質控管制度，因

為甲馬的企劃及專案管理人

員無法如過去可隨時看到動

畫師製作的動畫作品，所以專

案管理的做法也必須調整，從

過去公司內部專案管理，變成

公司對公司的專案管理。 

 

(3) 甲馬公司決定進行組織

改造，朝向創作管理平台發

展，因此公司的創作流程有了

極大的改變，公司內部不再負

責動畫製作，改以平台管理為

主。為此，公司在平台系統上

建立重要制度，包括創作大師

導入流程、專案經理 PM 制度、

行銷制度導入及集體創作動

腦會議等。 

(1)流程資本改良 
（動畫製作工具

及流程改良） 

 

 

 

 

 

 

 

 

 

(2)流程資本創造 
（建立動畫品管制度）

 

 

 

 

 

 

 

 

(3)流程資本改良 
（動畫創作流程

改良） 

 

   創新資本改良 
（創新潛力提升）

(1)人力資本→流程資本 

 

 

 

 

 

 

 

 

 

 

 

(2)關係資本→流程資本 

 

 

 

 

 

 

 

 

 

(3)人力資本→流程資本 

   人力資本→創新資本 

實驗 (1)狀況：第一次開發動畫 
   ＤＶＤ光碟產品。 

實驗過程與結果：甲馬與
國內專業ＤＶＤ製作公司
CH 公司進行數個月嘗試、
研發製作，終於完全克服技
術問題，成功製作蔡志忠動
畫ＤＶＤ光碟。從此甲馬的
動畫要製作成ＤＶＤ光
碟，便是委託 CH 公司製作。

(1)創新資本創造 
（建立動畫 DVD 產

品之創新成果） 

 

關係資本創造 
（建立動畫 DVD

委託製作關係） 

 

(1)創新資本→關係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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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2)狀況：原住民動畫暨動畫
元件資料庫製作案必須順
利通過，取得文建會補助。
實驗過程與結果：H先生與
T 先生多次嘗試並修正提
案企劃及雙方合約內容條
件，與國美館、文建會人員
多次溝通、會議，並提出多
項回饋計劃，終於取得文建
會認同，核准補助案。 

 
(3)狀況：甲馬下定決心增資。

實驗過程與結果：經二個
月摸索努力，完成增資營運
計畫書。後嘗試與多家創投
接洽，也主動調整增資條
件，反覆試探都未獲結果，
最後放棄創投資金，降低增
資金額，W副董家族、蔡志
忠及 YYC 先生成為甲馬公
司股東，甲馬資本額由九百
萬增為三千二百萬元。增資
計畫前後歷時九個月，此嘗
試過程艱辛，也學到與法人
創投交手之經驗。 

(2)關係資本增長 
（增加資金來源關係）

 

 

 

 

 

 

 

(3)關係資本創造 
（增加資金來源關係）

 

 

   人力資本創造 
（建立與法人創

投交手之經驗） 

(2)創新資本→關係資本 

 

 

 

 

 

 

 

 

(3)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輸入智慧資本 (1)與 I 公司簽下二十部蔡志
忠系列動畫之合作開發合約
後，甲馬繼續徵選數位能力經
驗具佳的動畫師進入甲馬，逐
步建立一個完整的動畫製作
團隊；其中 LC 先生是在 KJ 先
生的介紹下，進入甲馬。 
 
(2)為配合新的經營策略及組
織型態，徵選 LYF 先生及 LYL
小姐二位進入甲馬企劃部。 
 
(3)組織改造架構大致完成
後，又因為業務需要，新增網
頁設計師LMC小姐及專案企劃
WTW 先生二位工作伙伴。 
 
(4)為維持持續開發原創動畫
作品的能力，並由先前經驗瞭
解於動畫創作流程導入原創
者創意之良好效果與可行
性，甲馬在規劃新動畫案時，
仍繼續尋求優秀的原創者與
其合作。 

(1)人力資本增長 
（增加動畫製作
技術人員） 

 
 
 
 
 
(2)人力資本增長 

（增加管理企畫
人員） 

(3)人力資本增長 
（增加網頁製作
技術人員） 

 

(4) 關係資本增長 
（原創者合作關
係增加） 

 
   創新資本改良 

（創新潛力提升）

(1)關係資本→人力資本 
 
 
 
 
 
 
 
(2)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3)關係資本→人力資本 
 
 
 
 
(4)人力資本→關係資本 
   人力資本→創新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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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智慧資本 

 

(5)D 部採購蔡志忠動畫作為

軍中康樂影帶，在此過程中 T

先生不但學會 D部的採購流

程，也認識國內所有重要的影

片代理商（如台元、百禾等），

透過交談，瞭解影片代理商如

何從好萊塢等外國片廠引進

影片，然後在台灣各個通路行

銷。 

 

(6) 一方面因為漢城動畫影

展主辦人的邀約，一方面也想

瞭解韓國數位內容發展的市

場，Y先生與 T先生前往漢城，

拜訪影展主辦單位、韓國數位

內容主管機關 KIPA、日本著名

創意經紀公司 GR 公司韓國分

公司、發行代理商、電視製作

人，瞭解韓國市場發展的可能

性，並尋找合作對象，行程緊

湊，但對於韓國市場有了初步

瞭解。 

 

(5)人力資本創造  
（建立片商如引進外

片並行銷之知識） 

 

 

 

 

 

 

 

(6)人力資本增長 
（增加有關國外動畫

市場的知識） 

 

(5)關係資本→人力資本 

 

 

 

 

 

 

 

 

 

(6)關係資本→人力資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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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之智慧資本構面

第五節 影響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之各項因素分析 

根據上節對個案公司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之過程的整理分析，以

下將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分別探討：不同類型的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對於

智慧資本構面的影響，組織原有智慧資本對於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之

影響，以及各智慧資本在不同時期對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之影響力。 

一、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對於智慧資本構面的影響 

1. 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對各智慧資本構面的影響力大小 

根據上節各表之分析，可整理在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過程中，分別

對不同資本構面產生影響之各類智慧資本建構活動的數量，如下表。藉

此可看出在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過程中，各類型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對不

同智慧資本構面的影響力大小。 

  表5-16、甲馬創意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對各智慧資本構面的影響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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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表可以看出，企業最容易從解決問題的活動當中來建構各種不

同的關係資本，此結果亦顯示建構關係資本是動畫事業解決問題的一個

最重要的途徑，舉凡解決製作問題、創意來源問題、行銷通路問題、資

金問題等，都需仰仗各種關係的開拓來解決；由此可見關係資本對動畫

公司影響之鉅。 

 

 智慧資本 

      建構活動數量 智慧資本建構

活動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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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資本建構效果

其次，執行與整合最有助於流程資本的建立與累積，同時流程資本

的建立與累積亦容易因為解決問題的需求而觸發，此結果顯示動畫事業

流程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主要是在實際的專案開發或解決問題過程中逐

漸累積，難以直接從外部移植。 

動畫公司的各項實驗活動，則對於人力資本的建立與累積最有直接

的影響，靠著人去嘗試的過程中，逐漸累積知識、技術與經驗；同時，

人力資本也受輸入智慧資本的影響很大。而根據上表的整理可以發現對

動畫公司來說，唯有人力資本比較能靠從外部輸入的方式來建立，直接

輸入擁有所需知識、技術與經驗的人力，其餘關係、流程與創新資本都

必須在組織內部逐漸累積建立。 

最後，由上表可以發現，創新資本較容易從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建構

起來，亦即動畫公司容易從解決各種問題的過程中激發創新，累積創新

的能量，包括創新潛力、創新成果等。 
 

2. 各類智慧資本建構活動產生之智慧資本建構效果 

除了智慧資本建構活動對各智慧資本構面的影響力強弱，我們亦可

分析各類智慧資本建構活動較容易產生之效果為何。下表整理出產生不

同效果的各類智慧資本建構活動的數量： 

表5-17、甲馬創意智慧資本建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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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以發現，解決問題無論對於創造新類型的智慧資本，或改

善原有智慧資本的質與量都很有幫助。而透過組織內部實際執行與整合

的活動過程，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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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過程，也相當容易激發新類型智慧資本的

 智慧資本 

      建構活動數量 智慧資本建構

活動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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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之智慧資本構面

產生，同時由於實驗過程常常需要加強原有資本的量來支援實驗目標，

因此對於智慧資本量的增加也有相當的幫助。直接從外部輸入智慧資本

的方式，對於原有智慧資本質性上的提升較難以產生幫助，但對於原有

智慧資本量的持續增加頗有幫助。 

換句話說，企業若希望創造不同類型的智慧資本，可在遇到問題或

嘗試學習的過程中，把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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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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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解決問

題、實驗或直接輸入資本的方式，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使原有智慧資本

的量增加。 

 

二、組織原有智慧資本對於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之影響力 

根據上節分析亦可整理出智慧資本建購活動過程中，企業原有智慧

資本對於各智慧資本構面的影響力，以上節各表最右邊欄位「A資本→B

資本」之數量來計算各項資本對智慧資本構面產生影響之次數，代表各

項資本在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過程中對於該構面之影響力。如下表： 

表5-18、甲馬創意原有智慧資本對於智慧資本之建立與累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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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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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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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智慧資本 

          產生之影響 
企業原有智慧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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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5-18可以看出，人力資本的建立與累積受組織本身人力資本

及關係資本存量的影響最大。此結果顯示，動畫公司的知識、經驗與技

術等人力資本之累積，受到組織原有人力資本的影響很大，人力資本累

積愈多，新的人力資本也愈容易在良好的基礎上加速建構。而關係資本

之所以對人力資本之建立與累積有重要貢獻，乃因為人力資本容易藉由

從組織外部輸入的方式直接輸入，而關係資本有助於輸入管道之搜尋與

建立；而顧客關係也容易刺激組織去建立累積各種知識、技術等人力資

本，以求順利完成顧客所託業務。 

此外，人力資本存量對於流程資本與創新資本亦有蠻大的影響力，

此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實為流程與創新資本累積的基礎，必須有充足的知

識、技術與經驗，才能在各種智慧資本建構活動當中掌握機會建構適當

的流程以及豐沛的創新資本。 

由以上分析可見人力資本對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普遍有相當重

要的影響。 

關係資本的建立與累積則受原來關係資本與創新資本的影響最

大，顯示關係資本具擴散的特性，關係資本累積得愈多，新關係資本之

建立與累積也會愈來愈容易；此外顧客關係也特別容易刺激企業去建構

適當的關係資本以滿足客戶需求。而創新資本對於關係資本的影響非常

明顯，顯示創新的潛力與成果實為動畫公司拓展各項關係的重要關鍵。 

此外，上表也可以看出關係資本對於各項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之影響

都很大，顯示關係資本不僅如前面分析所述，是企業解決問題的重要途

徑，對於助長組織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而言，關係資本亦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 

 

 

三、各智慧資本在不同時期對智慧資本建立與累積之影響力 

若由公司發展過程來看，可觀察出組織的原有的智慧資本在不同時

期對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所發揮的影響力有所不同。以下整理在各時

期的智慧資本建構活動過程中，各項資本構面對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



 154

對智慧資本建構產
生影響之智慧資本

      對智慧資本建構 

          產生影響之數量 

所產生影響之數量，如下表5-19： 

表5-19、甲馬創意各智慧資本在不同時期對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之影響力 

           

         

人力資本 關係資本 流程資本 創新資本 

草創摸索期 t0-t1 13 12 0 0 

成長磨練期 t1-t2 6 7 2 5 

轉型發展期 t2-t3 10 8 0 7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公司剛開始發展的草創摸索期，組織所擁有的

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對於公司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具有最關鍵的影

響力，亦即在此時期，組織的知識、技能、經驗與人員之間的非正式互

動方式，以及組織對外關係的多寡，會明顯影響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

積。此乃因為草創時期，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是公司的智慧資本存量中

所佔比例最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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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既有關係的

利用，則是草創時期的公司能夠迅速建構所需智慧資本的捷徑。此外在

草創時期，顧客對公司而言是生存所依，因此顧客關係特別容易刺激各

項智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為開發客戶或滿足客戶需求，而去建立、改

良或增加適當的智慧資本。 

在公司運作經過一段時間，過了青澀時期開始加速成長的時期，組

織已經累積相當程度的創新資本，因此創新資本也開始對智慧資本的建

立與累積產生一定的助益；此時期人力資本、關係資本與創新資本對智

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有相似程度的影響力。 

到了組織面對轉型發展的新挑戰時，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對智慧資

本建立與累積的關鍵重要性又再度突顯出來。推測原因，當組織轉型

組織發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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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各項資本會產生較劇烈的變化，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對於智慧資本

本來就有較大的影響力，因此當此兩項資本產生劇烈變化時，自然更會

牽動或觸發各項智慧資本的變化。此外，當組織轉型時，需要建構許多

不同於以往的智慧資本，而豐富的知識經驗、獨到的眼光與經營管理能

力等，是組織創造、改良或增加所需智慧資本的重要依據，關係資本則

是組織朝向轉型目標建構智慧資本時，為求事半功倍而不得不善加利用

的一項重要資本。而此時已累積至相當程度之創新資本也持續對其他智

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產生正面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