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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個案彙總 

第一節 X遊戲軟體公司個案 

壹、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X公司成立於 2000年 8月，由創辦者帶領六個業界菁英共同組成的公司。
當時 X公司以製作次世代主機 Xbox 遊戲為號召，吸引了一群剛畢業的年輕菁
英加入公司一起奮鬥。X公司以製作高品質遊戲為目標，於 2003年起除遊樂器
軟體外也跨足 PC ONLINE GAME的製作。 

目前 X公司有 100多位員工，包括軟體開發、網路管理與國際行銷等各方
面的精英，公司成員除大中華區的優秀人材之外，並延攬自美、日、加拿大等歸

國的海外產業菁英，多元文化背景與觀點並降低跨國溝通成本，大幅提昇 X公
司國際產品的製作能力，並定位自己為專業次世代遊戲主機（含 SONY PS2、
任天堂 Gamecube、Microsoft Xbox及 PC）之 3D網路遊戲軟體開發廠商，期
望創造國際市場中叫好又叫座的電玩產品。 

二、主力產品 

表 4-1-1：X公司主力產品簡介 
產品名稱 製作時程 遊戲平台 產品簡介 

渾沌王國

Kingdom of 
Chaos（KOC） 

2000/08~
2000/11 

PC 《渾沌王國》是由日本暢銷遊戲

Spectral Force《聖魔傳記》系
列所改編的網路社群遊戲，係由

X公司與日本 IF公司所共同研
發。 

和平的曙光

Gleam of Peace
（GOP） 

2000/12~
2001/06 

PC 《和平的曙光》是日本 IF授權 X
公司使用 Spectral Force《聖魔
傳記》角色所開發的亞太地區第

一套網頁式 SRPG模擬角色扮
演線上遊戲。 

三國封神 Saga of 
Cathay（SOC） 

2001/01~
2002/08 

PC 《三國封神》是由 X公司完全自
製的大中華地區第一套卡式多人

PC網路連線遊戲，並同時提供
單機版與網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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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之光 DAWN 
OF TIME 

2002/10~
2003/06 

PC 
Web/Mobil 

《創世之光》是由 X公司研發的
新一代網頁式線上遊戲，以高安

全性的 JAVA語言為基礎，在網
頁上實現了可走動式地圖系統，

讓玩家可以更真實感受到魔幻虛

擬空間的遊戲樂趣。 
焰影神兵

SHADOW 
FLARE 

2003/04~
2003/07 

PC 《焰影神兵》是由日本電遊社研

發的動作 PRG遊戲，在 2002 
年曾經拿過大獎，經 X公司完全
中文化後呈現給玩家。 

QUARDA 
ONLINE 

2003/07~
製作中 

PC 《QUARDA ONLINE》是由 X公
司和日本電遊社合作之大型線上

遊戲，兼具 MMORPG及動作遊
戲之特色，由日本知名畫家齊藤

智睛擔任原畫設計。 
異界 EX Chaser
（EC） 

2000/10~
2002/08 

Xbox 《異界》為第一套由台灣廠商自

有品牌研發成功的 Xbox平台遊
戲，是一套帶有冒險及解謎成分

的全 3D 的動作 RPG 遊戲。
2003年於日本地區發行當月便
登上 Xbox產品銷售冠軍，並高
居 Xbox全年銷售排行榜第六
名。 

鬼疫 DAEMON 
VECTOR 

2002/09~
2004/03 

Xbox 《鬼疫》為 X科技第一套對應
Xbox Live之 3D動作冒險遊
戲。研發階段已獲得 2003國際
級「數位內容產品雛型獎」肯定。

強調爽快的打擊感受，為 Xbox 
Live台灣上市時首波強打全中文
化產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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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沿革及重要成就 

表 4-1-2：X公司沿革 

時    間 說               明 

2000年 X公司成立 

2000年 12月 
與日本知名遊戲製作公司 IF 宣布策略合作開發計畫，雙
方將共同開發日本第一款跨多款遊樂器平台及 PC 之大
型多人連線網路遊戲 

2001年春季 
於東京電玩展正式發表與 IF共同開發的兩款 Xbox 遊戲
軟體，為國內創舉 

2002年 1月 
X公司製作之遊戲《和平的曙光》獲得國家年度電腦遊戲
(Game Star)選拔大賽國內自製／線上遊戲類票選第三
名。 

2002年春季 
於美國 E3 展正式發表其所開發之跨平台產品《異界》
（EX Chaser），獲得歐、美、日多家公司矚目，並欲與
X公司簽訂合作事宜。 

2002年夏季 牌卡式連線遊戲三國封神正式公開測試 

2003年春季 
《異界》在北美、亞洲等地都陸續創下佳績，尤其在日

本更創下單月 Xbox 銷售冠軍的銷售紀錄。 

2003年夏季 
《鬼疫》在研發階段已獲得 2003國際級「數位內容產品
雛型獎」肯定。 

2004年春季 
自行研發的網頁式線上遊戲《創世之光》即將第二季在

日本發行其日文版《ELEMEMTALIA》，成為國內自製線
上遊戲能進軍海外的第一人。 

2004年夏季 《鬼疫》上市當週便榮獲 Xbox銷售排行榜的第一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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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架構 

X公司目前的組織架構（如圖 4-1-1所示），隸屬於 CEO下有遊戲開發處、
行銷部、管理部及行政部，在遊戲開發上是隸屬於遊戲開發處以遊戲專案為基礎

來進行，而在每個遊戲專案進行中係以專案式組織與矩陣式組織的方式運作，如

圖 4-1-2所示。 

 

圖 4-1-1：X公司組織圖 
資料來源：X公司提供、本研究整理 

 

 

圖 4-1-2：X 公司專案組織結構 
資料來源：X公司提供、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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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總經理：「在遊戲製造的過程中他有兩個主要的 structure，第一個是
project base，第二個是 matrix，我們公司你從這個架構表可以知道，我們是屬
於兩種形式的混和，也就是我們公司的每個專案，包括你剛剛提到的那些遊戲都

是以 project來進行的，但同一時間我們美術部門有主管、企畫部門有主管、程
式部門有主管、還有 R＆D，他們會試著對這個專案進行的程度提供適當的協助，
所以我們是混和的。」 

茲將各部門主要的工作內容彙整如表 4-1-3所示。 

表 4-1-3：X公司各部門主要工作內容 
部門 工作內容 
遊戲開發處 負責 X公司遊戲及各程式引擎之開發任務，並將其下屬各部之

主要工作內容分述如下： 
 程式部：從事內部遊戲引擎、製作程式、連結程式之設計。 
 企畫部：遊戲概念生成、企畫設定、腳本設計等。 
 美術部：負責相關圖像之設定、設計與製作。 
 QA：專屬之測試部門。 

行銷部 負責各行銷推廣業務。 
管理部 負責公司管理相關事務。 
行政部 負責公司一般行政事務。 

資料來源：X公司提供、本研究整理 

貳、遊戲開發流程 

X公司在概念生成的階段，會將此新的概念或想法以 GDD（Game design 
document）的形式展現，接著經由各部門成員所組成的委員會討論，若確定具
有市場價值，則將其移交給程式部門撰寫 TDD（Technical design document），
以確定概念在技術上的可行性，然後會製作原型，各部門主管亦會針對此原型分

別給予建議，接著則會有個整合的階段，在所有的設定都確定後，就進入 Final 
production的階段，將工作分工交由各部門分別去完成，最後進入α-testing與
β-testing階段，進行最後的測試，如圖 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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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X公司遊戲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X公司、本研究整理 

一、視覺化前階段 

在概念生成產生時，會將遊戲主旨、遊戲類型、遊戲風格、空間連結、設計

分鏡、支持氣氛及基本的關卡設計做成 GDD（game design document），並藉
由此紙上關卡設計作為討論遊戲是不是具備市場性的基礎。故 X公司之遊戲開
發流程中，「GDD（game design document）」階段與「委員會確定是否有價值」
階段應屬於此視覺化前階段。 

杜總經理：「基本上你要先有個概念，比如說你要做個 racing game，那你
就要先有那個 design，先有那個 ideal對不對？接下來你有那個 ideal還是不夠
的，你還要去跟程式部門討論，程式部門會在聽了你這個 ideal之後，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在一起開會，這個 racing game到底有沒有這個市場價值？如果我們這
個 committee確定有，接下來我們就會請程式寫 TDD。」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在設計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設計及關卡建造的過程中，確

認概念在實際執行時，技術上之可行性。故 X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TDD」
階段應屬於此關卡規劃與建設階段。 

杜總經理：「若 committee確定這個遊戲提案具有市場性，接下來我們就會
請程式寫 TDD，就是 technical design document，去確定這個 concept是可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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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在此階段開始產生原型，並藉由不斷的討論與測試回報反覆修正此一遊戲的

原型，最後訂出細部設定。故 X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原型製作」階段與「整
合」階段應屬於此關卡勾勒後設定階段。 

杜總經理：「prototype產出了之後，基本上我們處理的方式是當作出來完成
了之後，我們會寄出來給每個部門的主管，叫他們去看那個遊戲、叫他們去玩那

個遊戲，然後給 feedback，但是這不夠，除了說這個之外，我們如果說對這個
遊戲的目標客群有不確定的地方，我們會做焦點訪談，我們會找其他的玩家來

玩。然後 prototype有了之後，接下來會有個「整合」，整合完了之後，我們在
後面會有個 final production。」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並由製作人負

責充當專案經理人的角色。故 X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final production」階
段應屬於此分工製作階段。 

杜總經理：「會有一個 final production的階段，從企畫概念生成到 final 
production，final production為什麼叫做 final，就是所有該有的東西全部都放進
去了，接下來就交給各部門做做做，直到α-testing出現了之後，救已經不能再
加任何新東西，所有都要凍結。」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接近完成的遊戲產品或軟體產品，必須通過三個嚴格的測試階段，包括α、

β及 Gold三個階段。故 X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α-testing」階段與「β
-testing」應屬於此品保與試玩回報階段。 

杜總經理：「遊戲從概念生成一直到 final production這個部分都只是非常
rough的，非常 rough的階段，那接下來我想就是會進入到α與β與 SC，所以
說實際上整個遊戲製作流程是比較長的，因為終究會走向α與β，就是為了去控

制他的品質。」 

參、遊戲價值的認定 

遊戲價值來自於遊戲是否有趣，亦即決定於遊戲的特性或遊戲性是否完善，

而此一價值之產生即來自於遊戲開發流程中較前端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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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日本數位內容，尤其是動畫這塊做研究，認為大部分有價值的是在內

容的發想，就是內容或概念的產生，如果套到遊戲這塊，就是指概念產生、遊戲

整個內容故事的鋪陳或關卡的建構，台灣這個部分除了目前主要幾家公司外，那

塊其實是比較不足的。」 

杜總經理：「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那講到內容製作的話，企畫與你的內容

發想就很重要，國內在這個方面就比較弱，弱的也不是說我們缺乏這樣的創意人

才，我們有這樣的創意人才，但是你要怎樣把你的創意把他具體化放在遊戲裡

面，這很重要，你玩遊戲你曉得，有的遊戲、有的企畫是要有野心，但是有的 R
＆D是做不到的。」 

肆、技術知識特質 

一、內隱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新遊戲的概念產生之初，概念提出者必須先將此一新的概念提供給企畫部門

的主管，而該主管會憑藉其過去開發的經驗，對遊戲的價值做初步的篩選。接著

藉由紙上關卡之譬喻，使審查委員會對其概念有所了解，並提供實體修正上的建

議。而在風格上，亦以演出或圖像來傳達。故在此一階段中，對於「經驗」、「譬

喻」及「隱喻」的依賴性非常高，使此一階段知識之內隱程度非常顯著。 

杜總經理：「我們有這樣的例子，有美術提出一個企畫案，提完了之後，我

們當場請企畫部門的主管聽，然後企畫部門的主管會來認定有沒有價值，有價值

的話，他會更進一步把他做成一個有圖像的，譬如說是有畫出來的 2D的設定這
樣子，然後再來開會討論，看看有沒有這個市場價值。」 

杜總經理：「地圖上的風格、人物上的風格、動作上的風格，那些東西沒有

文字耶，你說動作、風格的掌控是最困難的，那個沒有辦法訴諸文字，我們每次

專案會議都會有問題紀錄。假設！假設我們有一款遊戲也是砍殺的話，基本上我

們就要討論說這個砍殺的動作是不是太快或太慢，我們最後紀錄的是那個結論，

也就是砍殺的速度太快，我們就把他記錄下來，但是中間應該要怎麼砍殺或怎麼

樣，那個東西根本沒辦法記錄嘛，你可能要真人演出會比較像，比較有那個味道。

而人物的衣服的風格或是其他的東西，就是畫出來後大家看看這樣行不行。」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確認遊戲概念之價值後，即會以圖像作為概念溝通的媒介。故在此一階段

中，對於「經驗」、「譬喻」及「隱喻」的依賴性非常高，使此一階段知識之內隱

程度非常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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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總經理：「在概念生成的時，我們都是以文字的紀錄為主。如果有圖像會

存下來，但是你知道嗎？圖像比較花時間，所以一般來講我們不會做圖像，我們

先用文字敘述，甚至於口頭敘述，決定這個遊戲是有意思的時候再往前進，那個

時候才會牽涉到圖像的部分。」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雖然在原型產生後係以原型作為溝通的媒介，而各部門主管依其經驗所提出

之建議，則是以口頭及文字化的建議為主。在此一階段中，雖然對「經驗」及「譬

喻」的依賴性非常高，但最後提供的意見或溝通則是以文字化的外顯知識為主，

故在此一階段內隱程度應屬於中等。 

杜總經理：「如果是 prototype的話，基本上我們處理的方式是當作出來完
成了之後我們會寄出來給每個部門的主管，叫他們去看那個遊戲、叫他們去玩那

個遊戲，然後給 feedback，但是這不夠，除了說這個之外，我們如果說對這個
遊戲的目標客群有不確定的地方，我們會做焦點訪談，我們會找其他的玩家來

玩。」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雖然製作過程

所需的知識必須依賴經驗，但由於工作內容明確，故在此一階段外顯程度應較為

顯著。 

杜總經理：「會有一個 final production的階段，從企畫概念生成到 final 
production，final production為什麼叫做 final，就是所有該有的東西全部都放進
去了，接下來就交給各部門做做做，直到α-testing出現。」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經測試所回報的修正，雖然在α-testing階段的除錯仍需要一定的經驗，但
由於工作內容明確，且溝通內容多以為字化為主，故在此一階段外顯程度應較為

顯著。 

杜總經理：「直到α-testing出現了之後，救已經不能再加任何新東西，所有
都要凍結。」 

二、模組化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這個階段由於涉及遊戲主旨、遊戲類型、遊戲風格、空間連結、設計分鏡及

支持氣氛，對後續製作之溝通會造成影響，不易分割出來獨立製作，故模組化程

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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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總經理：「譬如說美術，我們有接受別人的委託，但是我們不外包。就是

所有的人物、圖形、地圖、關卡設計都可以，應該是說從 2D開始，因為我們是
做 3D的，從概念的生成開始，我們可以幫人家做。」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在關卡建設上，X公司在選定設計工具後，主要以自製為主，且很少會發生
重複的情形，故模組化程度低。 

杜總經理：「關卡的建設這邊，確定說設技工具的選擇，然後必須要建立模

組，我們全部都是自己做，但是很少會用到重複的情況，譬如說我們在意境的

model很少會再重複使用。」 

在程式上，硬體規格、引擎及開發軟體是具有標準化的，且不同的開發軟體

所開發出來的資料具有可轉換性，但依據遊戲專案的不同，仍必須做些專屬性的

修改，故模組化程度應屬於中等。 

杜總經理：「基本上遊戲的引擎我們分兩種，一種是所謂的商業引擎，

commercial engine，那個東西是我們跟外面的人買的，是 licensing的，另外一
個就是我們自己內部做的，這兩個東西都可以用在不同的專案上面，但是必須依

據專案的特性而做修改。主要是看你的定義，如果你是廣義的定義包括引擎的

coding的話，是！他的引擎的部分可以外包，但是這就又牽涉到外包的定義，
OK！anyway，如果你指的是寫 coding、遊戲的表格的話，這個部分是沒有外包
的。不過 console game他是個封閉的產業，他有標準，簡單的來講他有標準，
為什麼他有標準呢，原因是因為我們叫 Sony、Microsoft與任天堂，我們叫這種
硬體平台製造商為 first party，這些傢伙呢？他會制定一套標準，所以在我們這
個產業，就是有遊戲機的產業是有共通的標準的，由硬體平台製造商來設立的。」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開始產生原型後，藉由不斷的討論與測試回報反覆修正此一遊戲的原型，由

於此時設計上會預留空間，後續完成美術及程式時即以此預留空間作為連結，在

討論與修正時即會形成模組化的型態，最後依此訂出細部設定。故在此階段模組

化程度應較為顯著。 

杜總經理：「prototype產出了之後，我們會寄出來給每個部門的主管，叫他
們去看那個遊戲、叫他們去玩那個遊戲，然後給 feedback，但是這不夠，除了
說這個之外，我們如果說對這個遊戲的目標客群有不確定的地方，我們會做焦點

訪談，我們會找其他的玩家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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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故此階段模組

化程度應非常顯著。 

杜總經理：「基本上來講我們通通不外包，但是你的問題是哪個部分比較有

可能外包的話，是美術的部分。在程式的部分是這樣子的，因為你一個遊戲，你

上面看到那些砍殺的部分，那都是最表層的東西，那你底層有個 engine，然後
再下面是你的 platform，引擎的部分是一體適用的，也就是說今天你買了引擎了
之後，他沒有完備，你要在引擎上面寫 code，就是說我們 programming、coding
的部分，沒有錯，沒有辦法外包，一定要自己寫，但是廣義的來講，你覺得 engine
的部分是 programming的話，答案是是的，是可以外包，但是僅限於那個 engine
的部分，因為他可以被商業化、可以被模組化。我想主要的開發工具大概只有兩

個，一個是 Maya、一個是 3ds max，然後這兩者之間資料是能互通的。」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在國外除了較大型的遊戲開發公司會有自己專屬的 QA部門外，大部分小公
司測試都會交由專門做 QA公司，而 X公司係自有專屬的 QA部門，且 QA部門
亦才剛從遊戲開發處中被獨立出來，故以分割度的角度來看，應屬於模組化程度

高。 

三、複雜程度 

在 X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上，若以參與部門人員的多樣性來看，在整個開
發流程上人員的參與是浮動的，隨著階段之不同會有不同的涉入程度。若以個別

員工來看，其所需的技術多樣性亦非常高，但此並不會影響各部門之間的專業分

工，故個別員工之知識複雜程度高。 

杜總經理：「根據每個專案不一樣，就是說這個東西很難給你一個固定的數

字，不過大概可以這樣子看，就是程式人員大概 8至 10人左右，以一個專案而
言，美術人員大概 8到 13人左右，企畫的話大概 2到 3個人。我們美術人員是
動態的，程式人員也是，然後我又有兩個 producer。」 

杜總經理：「各個開發階段他所要整合的技術領域非常多樣，譬如在地圖繪

製的階段，他需要的甚至有建築背景的人，才可能知道要怎麼去搭會比較好。我

們希望我們的美術有程式的概念，我們希望我們的企畫有程式和美術的概念，我

們希望我們的程式有美術的概念，所以簡單的回答你，是，我們希望這樣子，但

他不是會多工。」 

（一）視覺化前階段 

以 X公司而言，在初期的階段主要以企畫部門作為主導的角色，但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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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初期概念的產生需要多方面的評估，故此階段知識的複雜度程度高。 

杜總經理：「基本上你要先有個概念，比如說你要做個 racing game，那你
就要先有那個 design，你有那個 ideal還是不夠的，還要去跟程式等其他部門討
論，這個時候大家就會在一起開會，看這個 racing game到底有沒有這個市場價
值？概念生成主要的發想來自於企畫，然後我們公司所有的人都有參與的權利，

我們公司有個企畫提案的表格，我們希望我們所有的員工，我、程式、美術都要

有提企畫的資格和機會。」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對 X公司而言，此一階段必須針對概念在技術的可行性，而在關卡規劃上
亦需要各部門的投入與配合，故在此階段知識複雜性高。 

杜總經理：「若 committee確定這個遊戲提案具有市場性，接下來我們就會
請程式寫 TDD，就是 technical design document，去確定這個 concept是可行
的。各個開發階段他所要整合的技術領域，而在地圖繪製的階段，他可以需要的

甚至有建築背景的人，才可能知道要怎麼去搭會比較好。」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開始產生原型後，藉由各部門主管個別試玩的回報以反覆修正遊戲之原型，

此時設計上會預留空間，作為後續完成美術及程式時即以此預留空間作為連結，

故在此階段知識複雜性高。 

杜總經理：「prototype產出了之後，我們會寄出來給每個部門的主管，叫他
們去看那個遊戲、叫他們去玩那個遊戲，然後給 feedback，但是這不夠，除了
說這個之外，我們如果說對這個遊戲的目標客群有不確定的地方，我們會做焦點

訪談，我們會找其他的玩家來玩。」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故此階段知識

複雜性低。 

杜總經理：「美術在最後製作階段最高可以到 13個，但並不是每個階段美
術都需要 13個，而從企畫概念生成到 final production，final production為什麼
叫做 final，就是所有該有的東西全部都放進去了，接下來就交給各部門做做做，
直到α-testing出現。」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X公司進入測試階段後，對於遊戲錯誤的回報皆是直接交與各部門修正，且
人員的投入亦逐漸減少，故此階段知識複雜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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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總經理：「α的階段是允許有 A、B、C-bug的，但是在這個階段主要的遊
戲都已經完成了，α的時間大概是一到一個半月左右，A-bug就是說他會當機
的，就是你玩不下去了，接下來就進入到β，β就是說 A-bug已經不在了，主
要就是在 C、B-bug這兩件事情上面，β的時間也是一個半月，你可以注意到的
就是在α與β的時候，基本上所有的資料都凍結了，這個時候就不會再加新的東

西了，所以說這個時候我不需要這麼多的美術人員，應該畫的都畫完了呀，也沒

有增加新的東西了呀，只是要去修而已。」 

伍、知識創造 

一、視覺化前階段 

（一）共同解決問題 

X公司在此階段，由於所有部門皆要有所參與，故成員的異質性高；在溝通
的媒介上，則是以企畫人員所撰寫之 GDD（game design document）當作原型
作為溝通的媒介；而溝通的模式上，除了組織架構所產生的權威性外，X公司期
望成員都能培養自我成為 T型技巧的員工，在挑選新進員工時亦會考量對遊戲的
熱情，故在溝通上具有一致的目標，溝通的過程中則塑造出對事不對人的模式。

而概念的一致性對於之後各個遊戲開發階段亦會有所影響，故此階段所形成的遊

戲概念將至為重要。 

杜總經理：「基本上你要先有個概念，比如說你要做個 racing game，那你
就要先有那個 design，接下來你有那個 ideal還是不夠的，你還要去跟程式部門
討論，這個時候大家就會在一起開會，確認這個 racing game到底有沒有這個市
場價值。在人員上，我們希望我們的美術有程式的概念，我們希望我們的企畫有

程式和美術的概念，我們希望我們的程式有美術的概念，但他不是會多工。」 

杜總經理：「組織架構有他的權威性存在，當某些衝突的時候誰是最後的決

定者，可能是 producer或是誰決定，就是決定的權力，但是怎樣去鼓勵呢？我
剛剛講的溝通模式是一個，就是對事不對人，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嗯，這個講

得有點抽象，來我們公司我們都會要求他是來遊戲的，你的心裡面會想說你的堅

持是為了讓遊戲更好玩而已，有的時候程式或企畫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是會讓步

啦！」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X公司除了員工本身即多為遊戲的玩家外，亦藉由外界遊戲，以討論遊戲組
成的要素，藉由此種模式來創造互動，使內部創意能夠不斷延續。 

杜總經理：「我們企畫部門的主管會定期的去看出來的遊戲有哪些，然後他

會把他買來，然後會幫大家上課，這個遊戲為什麼會做成各個樣子？這個遊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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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會暢銷？為什麼不好玩？」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X公司在新遊戲概念產生的提案，雖然能容許實驗的風氣，但由於開發一款
新的遊戲所費不貲，故在這方面的實驗必須十分小心。而遊戲在概念階段遊戲主

旨、風格及類型很難用文字當作溝通的媒介，除了企畫所撰寫之 GDD（game 
design document）當作討論的原型外，圖像及實際演練亦可視為一種藉由原型
的溝通模式或分享概念的方式。 

杜總經理：「概念生成主要的發想來自於企畫，然後我們公司所有的人都有

參與的權利，我們公司有個企畫提案的表格，我們希望我們所有的員工，我、程

式、美術都要有提企畫的資格和機會。能否容許實驗風氣？我們允許，但是我們

很小心。」 

杜總經理：「地圖上的風格、人物上的風格、動作上的風格，那些東西沒有

文字耶，你說動作、風格的掌控是最困難的，那個沒有辦法訴諸文字，我們每次

專案會議都會有問題紀錄。假設！假設我們有一款遊戲也是砍殺的話，基本上我

們就要討論說這個砍殺的動作是不是太快或太慢，我們最後紀錄的是那個結論，

也就是砍殺的速度太快，我們就把他記錄下來，但是中間應該要怎麼砍殺或怎麼

樣，那個東西根本沒辦法記錄嘛，你可能要真人演出會比較像，比較有那個味道。

而人物的衣服的風格或是其他的東西，就是畫出來後大家看看這樣行不行。」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一）共同解決問題 

X公司在此階段，主要係從事在設計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
設計及關卡建造的過程中，確認概念在實際執行時，技術上之可行性，故仍必須

所有部門皆要有所參與，故成員的異質性仍高。在溝通的媒介上，是以 GDD與
TDD為原型作為溝通的媒介；而溝通的模式上，除了組織架構所產生的權威性
外、T型技巧的員工、一致的目標外，概念的一致性上亦已由上一個階段形成。 

杜總經理：「各個開發階段他所要整合的技術領域，而在地圖繪製的階段，

他可以需要的甚至有建築背景的人，才可能知道要怎麼去搭會比較好。關卡的建

設這邊，確定說設技工具的選擇，然後必須要建立模組，我們全部都是自己做，

但是很少會用到重複的情況，譬如說我們在意境的 model很少會再重複使用。」 

杜總經理：「確定遊戲有價值後，接下來我們就會請程式寫 TDD。圖像比較
花時間，所以一般來講我們不會做圖像，我們先用文字敘述，甚至於口頭敘述，

決定這個遊戲是有意思的時候再往前進，那個時候才會牽涉到圖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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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X公司主要是透過參加研討會及各部門主管專業的蒐集，將新技術與工具介
紹給內部同仁，藉由引進實際的技術與工具來創造互動，使內部創意能夠不斷延

續。 

杜總經理：「不曉得你有沒有聽到有另外一個偏向程式的會叫做 G graph，
那個東西非常的 technical，我們也會送程式人員過去那邊上課。在開發軟體上，
程式部門主管會介紹給大家，而這種東西我想會用要求的方式讓大家來看。這些

新的工具當初介紹的人就是部門的主管，程式、美術、企畫部門主管，決定的時

候是由同仁試用了之後開會討論。」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由於此一階段必須針對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設計及關卡建

造作出設定，在概念的溝通上需要大量圖像的資料輔助溝通，故不斷的形成圖像

與嘗試概念亦因此發生。 

杜總經理：「關卡的建設這邊，確定說設技工具的選擇，然後必須要建立模

組，我們全部都是自己做，但是很少會用到重複的情況，譬如說我們在意境的

model很少會再重複使用。確定遊戲有價值後，接下來我們就會請程式寫 TDD。
那個時候才會牽涉到圖像的部分。」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一）共同解決問題 

雖然 X公司在此階段會有遊戲原型產出，且修改意見的來源包括了各部門
的主管，可見其技能之多樣性高，但由於溝通模式多以與各部門之書面上為主，

故互動的過程並非所有的人同時參與討論，藉由共同解決問題所能創造的知識應

低於先前的階段。 

杜總經理：「prototype產出了之後，基本上我們處理的方式是當作出來完成
了之後，我們會寄出來給每個部門的主管，叫他們去看那個遊戲、叫他們去玩那

個遊戲，然後給 feedback，但是這不夠，除了說這個之外，我們如果說對這個
遊戲的目標客群有不確定的地方，我們會做焦點訪談，我們會找其他的玩家來

玩。」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這個階段吸收知識的來源，主要來自於參展及其連結關係，譬如每年在 GDC
（the 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會議中，藉由不同遊戲及其原型參觀，
除可創造互動外，亦可將知識具體化。而在展覽的過程中，亦可藉由不同地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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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同業的聚集，在互動中了解不同的概念及製作方式123。 

杜總經理：「你知道美國有 E3嘛，然後日本有 TGN，那參展的時候你會認
識一些廠商，然後慢慢慢慢這樣累積起來的 connection，那當然美國還有一個會
議叫做 GDC，那 GDC你去的時候會有不同的課，你可以去上，那我們固定會
送同仁到 GDC去，我們的管理部門，包括我或我其他的同仁都會請人來，幫我
們製作部門上課，或來參觀我們製作部門及給我們意見。」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此階段 X公司必須盡量快速產生遊戲的原型，原型除了做為內部溝通與
修正的媒介外，亦是與合作伙伴溝通的媒介，藉此可快速蒐集知識及學習，且由

於在此階段所形成的設定將嚴格限定之後冗長製作期間的製作範圍，故在此階段

以原型作為內部溝通媒介至為重要。 

杜總經理：「網站上有一部份是有公佈說人物的動作，這個部分是介紹給我

們合作伙伴用的，他不能嚴格定義為代工，因為他是協做的一種，代工變成說我

今天給你指令，你幫我做這個、做那個，協做的意思是說把你的意見告訴他們，

然後他們給我們些意見，討論之後決定要做什麼，我們執行。」 

四、分工製作 

（一）共同解決問題 

此階段係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在分

工明確下，技能多樣性低；溝通的模式上，由於目標與概念明確，故主要是由遊

戲製作人主導所決定；原型的功用亦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杜總經理：「final production為什麼叫做 final，就是所有該有的東西全部都
放進去了，接下來就交給各部門做做做，直到α-testing出現了之後，救已經不
能再加任何新東西，所有都要凍結。組織架構有他的權威性存在，當某些衝突的

時候誰是最後的決定者，可能是 producer決定，就是決定的權力，我剛剛講的
溝通模式是一個，就是對事不對人，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嗯，這個講得有點抽

象，來我們公司我們都會要求他是來遊戲的，你的心裡面會想說你的堅持是為了

讓遊戲更好玩而已，有的時候程式或企畫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會讓步啦！」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除非新的程序及工具有顯著的優異性，此階段所使用之遊戲開發程序及工具

在設定的階段大致上已選定，並不會有所更動。而在開發的新技術引進上，主要

亦來自於主管或特定成員參展的連結關係，經內部成員試用及討論後，以決定目

                                            
123 每年在 GDC（the 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舉行的獨立製作遊戲展，使獨立製作的
遊戲作品有機會能展示給全球開發公司與發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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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及未來是否採用。在此過程中，將可大幅增加開發人員的專業技能，且在實體

揣摩的過程中，亦使得知識能夠具體化。 

杜總經理：「參展的過程中所獲得的連結，互動的形式其實是算是比較

passive一點，就是他們有我們的資料，定期地他們就會通知我們，「我們要舉辦
一個活動了，你要不要來聽？」這樣子。而我們的管理部門，包括我或我其他的

同仁都會請人來，幫我們製作部門上課，或來參觀我們製作部門及給我們意見。

另外一個偏向程式的會叫做 G graph，那個東西非常的 technical，我們也會送程
式人員過去那邊上課。這些新的工具當初介紹的人就是部門的主管，程式、美術、

企畫部門主管，這種東西我想會用要求的方式讓大家來看，決定的時候是由同仁

試用了之後開會討論。」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專業分工及遊戲設定明確下，原型的功用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

完成的任務。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一）共同解決問題 

在此階段之測試結果係直接回報予特定的部門，故在執行的過程中技術的多

樣性低；在溝通模式上，則因任務明確，故以書面化或口頭交付任務為主；而原

型的功用亦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杜總經理：「直到α-testing出現了之後，救已經不能再加任何新東西，所有
都要凍結。α的階段是允許有 A、B、C-bug的，但是在這個階段主要的遊戲都
已經完成了，α的時間大概是一到一個半月左右，A-bug就是說他會當機的，就
是你玩不下去了，接下來就進入到β，β就是說 A-bug已經不在了，主要就是
在 C、B-bug這兩件事情上面，β的時間也是一個半月，你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在
α與β的時候，基本上所有的資料都凍結了，這個時候就不會再加新的東西了，

所以說這個時候我不需要這麼多的美術人員，應該畫的都畫完了呀，也沒有增加

新的東西了呀，只是要去修而已。」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因所需技能與任務皆明確，故無特定引進新技術的機制。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專業分工、遊戲設定及任務明確下，原型的功用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

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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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智慧財產管理 

一、外界取得之智慧財產 

X公司在授權遊戲的內容物上，主要由 IF及電遊社取得內容物授權，依授
權契約以決定合作的範圍，如《渾沌王國》是由日本暢銷遊戲 Spectral Force《聖
魔傳記》系列所改編的網路社群遊戲，係由 X公司與日本 IF公司所共同研發。 

在硬體平台上，主要的規格來源為硬體製造商，亦即 Sony的 PS2、Microsoft
的 Xbox等，授權金的金額則為 X公司此種遊戲開發公司個別與之談判而得，而
金額則為 X公司的營業秘密。 

杜總經理：「所以在我們這個產業，就是有遊戲機的產業是有共通的標準的，

由硬體平台製造商來設立的，而權利金的部分則為營業秘密，這個東西不但是機

密，而且，嗯，我這樣子跟你講好了，他有不同的價位，所以有不同的授權金額，

每一家遊戲公司都是跟他單獨談的。」 

在開發過程中所使用的軟體上，若為向外授權得來者，僅能以授權的範圍為

使用的行為，若欲再次使用且不在原來約定的範圍內，則必須再度取得授權。 

杜總經理：「你今天是一個商業引擎 license來的話，你只能用在你目前用
的東西上面，儘管在下一個專案你可以用，但是你必須付他錢，但是我們自己的

內部引擎就不用講了，是可以不斷反覆的使用。」 

其他在遊戲開發過程之所有內容的製作，則全以自製為主，故外在取得智慧

財產授權較少。 

杜總經理：「基本上來講我們通通不外包，但是你的問題是哪個部分比較有

可能外包的話，是美術的部分。」 

二、內部產生之智慧財產 

在專利權的部分，由於受限於早期公開制及維護費用，且遊戲之產品生命週

期短，故 X公司並沒有將專利權視為用來保護其遊戲開發及內容的方式。 

杜總經理：「我一旦申請某一項東西成為 patent，我是要公開我的
technology，那是有受到保護的嘛，對不對？但是那同一時間，對遊戲產業來講，
我是不願意公開我的 technology的。」 

遊戲開發歷時長且失敗風險高，遊戲是否有趣又取決於開發階段前段之概念

的遊戲性，但這個階段相較於整個開發階段又特別緊湊，時間的壓力非常大，故

在開發時主要以營業秘密作為保護的方式；而在製作過程中所產生之中間產物，

由於係開發團隊之精神創作的產出，由於著重於觀念、表達及表達方式，故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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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之中間產物主要是以著作權的方式來加以保護；開發過程中所需要的程式，亦

以著作權或營業秘密為主要的保護方式。 

杜總經理：「所以說在遊戲產業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我們的遊戲內容，不管是

art、design、program，我們可以把他做成是營業秘密或者是用著作權來保護，
這個東西目前在國外也是個新的領域呀。」 

三、遊戲各開發階段所產生之智慧財產 

茲將 X公司於遊戲開發流程中各階段可產生之智慧財產，以及該項智慧財
產目前施行可行性，彙整如表 4-1-4所示。 

表 4-1-4：X公司遊戲各開發階段之智慧財產權 
遊戲開發階段 智慧財產權標的 智財權型式 施行之可行性 

遊戲之故事與概

念 
著作權之語文著作或

戲劇著作、營業秘密 
可行 

用來訂定遊戲風

格、關卡及氣氛

之圖形及其資料

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視覺化前階段 

延續前作之遊戲

名稱、人物及故

事內容 

商標權、著作權之美術

著作或圖形著作、語文

著作或戲劇著作、衍申

著作 

可行 

素描或圖形及其

資料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目前沒有，有一

定的量之後才可

行，未來可考慮

遊戲引擎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軟體工具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目前沒有 

關卡規劃與建設 

關卡架構之布置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圖
形著作 

目前沒有，但認

定此很有價值 
關卡建構中所產

生之道具及物品

的圖形 

著作權之之美術著作

或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關卡勾勒後設定 

關卡建構中所產

生之人物特性及

其圖形 

商標權、著作權之美術

著作或圖形著作、編輯

著作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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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卡中人物、道

具及物品之腳本

的編寫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編輯著

作 
可行 

遊戲中所加入之

音樂 
著作權之音樂著作 

可行 

動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 
可行 

各種效果與連結

所產生之電腦程

式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分工製作 

各種美術圖形及

其資料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測試與玩家意見

之資料庫 
著作權之編輯著作 

可行 

遊戲名稱及人物 商標權、著作權 可行 品保與試玩回報 
遊戲軟體本身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智慧財產權保護 

對 X公司而言，在專利權的保護上，由於受限於公開與早期公開的限定，
故雖然欲以專利權作為保護的方式，仍然無法以此方式保護其智慧財產。 

杜總經理：「我需要有更 aggressive的保護措施，比如說我自己研發一個引
擎，我可不可以去申請專利？可能不行，原因是我不想把我的 code全部公開。」 

在營業秘密的保護上，主要係以集中管理的方式，將製作部門獨立開來，利

用人員權限的方式控制人員之進出，而在過程中亦以監視器紀錄，此作法不但可

以保護 X公司的營業秘密，亦有益於未來在著作權之權力歸屬與舉證責任之認
定。 

杜總經理：「我們公司有做保護的措施，如果你剛剛近來看不知道你有沒有

注意到，除了一扇大門之外，保全是一定有的，然後我們製作部門是隔開來的，

製作部門有另外一個出入口，有電子的識別證，我們是用那個控制出入，然後他

還有那個監視器。對我們來講的話就要把他落實成 project base，你每個專案、
每個專案區隔開來，然後沒有完成的部分全部把他統一到一個專案裡面，然後把

他當作營業秘密來保護。」 

由於遊戲之中間產物個別利用著作權的保護效益不高，杜總經理亦認為對特

定文字、美術作品、圖像及軟體將其模組化，以編輯著作的方式保護是較佳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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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對於遊戲之開發過程，在 X公司的網站上亦可得知開發的進度及遊戲開
發過程中所產生的圖像，此與日本遊戲公司會在雜誌上標示開發進度與圖像相

似，此作法除了有助於集中玩家的目光與增加玩家的期待，亦將有利於對其智慧

財產權的伸張。 

五、智慧財產權之加值 

X公司在遊戲開發過程中所使用的引擎可分為外部授權及內部自製兩部
分，外部授權使用之商業引擎在使用上主要係以內部程式修改的加值為主，但這

個部分主要以營業秘密加以保護；內部自製的遊戲引擎，因具有可重複使用的特

性，可以利用於多款遊戲，而對 X公司而言，希望能針對此智慧財產能以更強
之權利保護方式加以維護，故對於專利權需求較為殷切。 

杜總經理：「你今天是一個商業引擎 license來的話，你只能用在你目前用
的東西上面，儘管在下一個專案你可以用，但是你必須付他錢，我們自己的內部

引擎就不用講了，是可以不斷反覆的使用。」 

杜總經理：「我需要有更 aggressive的保護措施，比如說我自己研發一個引
擎，我可不可以去申請專利？可能不行，原因是我不想把我的 code全部公開。」 

X公司未來亦有可能針對遊戲內所產生之圖像對外授權，但目前受限於內容
產出的量不足，且對於智慧財產保護方式的概念較為缺乏，故在此方面的作為較

缺乏。 

杜總經理：「圖像的部分未來會有打算作授權的動作，但是這個部分有他的

難處，就是說，嗯，這樣子，你告訴我，如果今天我打算把我的圖像去做授權或

加以先去保護的話，那我需要先具備什麼樣的特色才可以做這樣的動作？」 

X公司與多家國際廠商合作發展相關 3D技術、承接美術動畫、角色、動作
及場景等製作，積極參與國際製作之分工體系，藉此磨練 X公司在跨國合作的
溝通能力及強化適應市場的製作能力。 

在商品品牌上，X公司主要以合作的形式增加產品的能見度，如在今年台北
國際電玩展上，其即與中華電信、Microsoft及日本電信 JAPAN TELECOM合作
推出其新的遊戲軟體；除此之外，亦以遊戲代言的方式與偶像劇明星合作促銷產

品。在內容加值上，因應電影《魔戒》的上演，其網路遊戲亦配合推出「魔戒電

影裝備」，並與亞太寬頻、易寶站、遊戲橘子等多家公司有所合作。 

由 X公司網站資料可知，其對於智慧財產上的加值主要來自於遊戲內容、
程式、美術等技術上，如 3D連線遊戲開發系統、跨平台 3D成像引擎、3D角色
模型骨骼動作製作技術、即時 3D動態光源及陰影表現技術、即時 3D碰撞處理
技術、高彈性之遊戲人工智慧處理技術…等，但對於遊戲產出後之周邊商品的開
發著力較少。 



我國遊戲軟體開發模式之知識創造與智慧財產權管理 

80 

第二節 I遊戲軟體公司個案 

壹、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I公司成立於 1989年，成立之初即以「創新、樂趣、專業、品質」四大理
念跨入多媒體製作的產業，為國內最早從事該領域專業服務之公司。I公司之核
心技術—3D軟體引擎是其發展的根本，I公司並為國內少見兼具遊戲與教育軟體
之開發商。由於 I公司能充分掌握 3D遊戲引擎優越的技術能力，I公司運用其
3D 遊戲引擎於 1998年推出《般若魔界》、《幻影特攻》；1999年推出《帝都魔
域傳》、《聖劍大陸》等遊戲產品；於 2000年推出《笑傲江湖》及《新神鵰俠侶》
兩款 3D武俠角色扮演遊戲，其當年度銷售套數分別約 15 萬套及 13 萬套，顯
見市場對 I公司產品之認同，並於 2001年推出線上遊戲《笑傲江湖網路版》，預
計將會朝向網際網路及 console game發展之目標而努力。 

二、主力產品 

表 4-2-1：I公司主力產品簡介 
產品名稱 簡                 介 

《敦煌傳奇》 

全球突破 10種語言發行版本人文智慧遊戲，並成為台灣第
一款移植至 PS及 SS平台的軟體，具有「人文精神」的創
新題材，突破 Video Player的技術限制，全程 3D模擬第
一人稱演出，無需特殊配備，具有專業水準的音樂製作，

參考古代敦煌的特殊解謎劇情，加入豐富的文化背景與民

間傳說，極易令人印象深刻的遊戲性。 

《般若魔界系列》

台灣第一套透過 internet連線冒險的東方 3D鉅作，700組
前所未見的 3D瑰麗場景，50多段多變魅炫全螢幕 3D動
畫，數十種大小不同、功力各異的兇猛鬼怪，鬥智、鬥力、

重重殺機，各式謎題、障礙等待破解，各角色均設計有獨

特必殺技招式，讓玩家感受極炫極險的殺戮美學。 

《幻影特攻》 

橫跨港台，結合遊戲、娛樂業菁英製作的第一款即時 3D 
RPG遊戲，3D臨場多變視角，百分百真實呈現戰鬥快感，
名家編寫、引人入勝的劇情，讓玩家虛擬體驗電影才有的

真實感，最簡單的操作界面與體貼清楚的說明指示，上手

最輕鬆；操作扮演多種角色，搜尋、調查遊戲中各式線索，

遊戲性十足，多種過關必備道具可供選擇；媲美電影等級

的光影特效與逼真的聲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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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神鵰

俠侶系列》 

挑戰 3D視覺極限，華人武俠遊戲新顛峰，由中國武俠大
師金庸原著改編，劇情演出高潮迭起，以電影運鏡式手法，

徹底呈現遊戲氣氛，並深入考據原作背景，忠實呈現中國

武俠風格首創戰鬥連招系統，武功招式引人入勝，創新設

計道具合成系統，徹底體驗中國書卷典籍深奧祕密，深獲

中外雜誌評定期待度滿分。 

《流星蝴蝶劍》 

遊戲採第一人稱 45度俯視角，讓玩家可以清楚看見人物的
所有動作，並且可以兼顧遊戲環境的展現，在武俠遊戲裡

也從來沒有這種玩法，玩家要用手上的武器，配合滑鼠與

鍵盤的操控來展現武俠世界裡的各種招式，揮劍砍擊只是

遊戲的基本動作，攻擊時如果依照規則按出招式，人物還

會作出各式各樣的必殺技，當然要是夠厲害的話還可以使

出連續招，把敵人打得沒有還手餘地，並可透過網路對戰

的方式組隊與其他玩家對抗，增加遊戲的趣味性。 
《笑傲江湖網路

版》 
國內第一款全 3D自製線上遊戲，以金庸之笑傲江湖小說
為故事背景，讓玩家能暢遊金庸的武俠世界。 
資料來源：I公司網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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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沿革及重要成就 

表 4-2-2：I公司沿革 

時    間 說               明 

1989年 
有鑑於多媒體產業發展的潛力，初期以跨國企業多媒體

簡報為主要業務，透過國際性企業，累積了紮實的開發

製作經驗，公司初期設立資本額 5,000,000元。 

1990年 
代理世界規模最大的管理訓練機構─美國管理協會 AMA
在台課程，並成立管理發展中心。 

1993年 

發表第一套光碟產品《芭拉拉狂想曲》，為台灣第一個跨

PC及 MAC兩種平台的多媒體軟體，並獲得第三波雜誌
評選為銀袋獎，蘋果電腦指定為其電腦系統的必備軟體

配備。 

1994年 

《阿毛 ABC新樂園》入選為金袋獎，透過朗文行銷亞洲
地區，銷售達 6 萬套，奠定了阿毛系列長期暢銷的口碑。
《塔克拉瑪干─敦煌傳奇》上市，市場反應熱烈，旋即

發行十國語文版本，跨 PC、Saturn、Play Station三種
平台，為國人第一個遊戲軟體銷售量達三十萬套的產品。

1995年 
《塔克拉瑪干─敦煌傳奇》，獲工業局軟體五年發展計劃

獎助，並入選為 1995年度傑出資訊新類應用獎，是第一
個獲此殊榮的遊戲軟體。 

1996年 

阿毛系列產品陸續上市，阿毛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領導

品牌。《阿毛的 DoReMi樂園系列》被光碟購買指南冬季
刊評選為五顆星。光碟評鑑委員會評選《阿毛的 DoReMi
樂園系列》為「優良光碟」。 

1997年 

與國際才能發展權威 Hay / McBer合作開發華人的管理
才能評鑑產品。跨平台 3D引擎及工具庫技術獲得工業局
主導性新產品通過，更形強化遊戲製作及開發生產力。

教育部、國科會主辦第三屆金學獎《阿毛的 DoReMi樂
園系列》榮獲「優良社教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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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與嘉禾電影合作推出 3D動畫《般若魔界》及《幻影特攻》
遊戲，為台灣遊戲軟體塑立跨業整合的新典範。簽定金

庸武俠系列小說之電腦遊戲改著授權。資本額擴充為新

台幣 1.54億元。阿毛系列產品榮獲台北縣電腦公會評選
為「非常值得推薦」的幼教軟體。授權宏碁電腦軟體事

業部使用 I公司 3D引擎，為國內第一家有能力將 3D遊
戲引擎完整對外授權之遊戲公司。阿毛系列產品榮獲教

育部、國科會主辦第四屆金學獎「優良社教軟體」。 

1999年 

教育部擴大內需軟體採購方案，阿毛系列產品獲全國教

師簽選率達 75%，教材使用小學生達 150萬人，確立國
內幼教軟體開發領導地位。透過光復書局直銷 21世紀兒
童美語樂園，創下直銷團隊最高銷售紀錄。阿毛系列產

品榮獲金學獎「優良社教軟體」。簽訂風雲漫畫、史豔文

等知名原創的代理改作，再創華人遊戲軟體的流行風潮。

2000年 

推出《笑傲江湖》、《神雕俠侶》二款暢銷遊戲軟體，國

內銷售量合計超過 30 萬套，開創國產單機版遊戲軟體銷
售紀錄。設立上海遊戲製作中心。積極投入網路連線遊

戲製作並推出《遊戲學堂》兒童線上學習網站。 

2001年 

推出著名漫畫《風雲》改著之電腦單機版遊戲。推出首

套國產 3D 即時網路遊戲《笑傲江湖網路版》。I 公司管
理發展事業部獨立成博士博數位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經營。遊戲學堂榮獲全國票選為國內前五大優質教

學網站。遊戲學堂獲教育部授權採用，作為全國中、小

學電腦融入教學之指定版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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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架構 

茲將 I公司之組織架構圖彙整如圖 4-2-1所示。 

 

圖 4-2-1：I公司組織圖 
資料來源：I公司公開說明書 

由 I公司之組織圖可知 I公司係電腦遊戲軟體與教育軟體之專業開發商，茲
將各部門主要的工作內容彙整如表 4-2-3所示。 

表 4-2-3：I公司各部門主要工作內容 
部門 工作內容 

人資部 

 新近員工招募、考績彙整、薪資異動、人員升遷、
轉調等。 

 人事、總務、薪資作業。 
 辦公室文具用品、固定資產之管理及維護。 

財務部 

 資金規劃、資金調度、投資及融資作業。 
 會計處理、租稅規劃、股務作業。 
 預算彙編、控制分析；管理報表編製、經營分析。
 原物料、半成本、成品包裝之採購、外包、議價。
 倉管作業、出貨管理。 

董事長

內部稽核 

總經理

董事長特助 

大陸製作團隊 

教育事業部 遊戲事業部 財務/會計 資訊部 人資部 

業務/行銷 

內容開發 

業務/行銷

遊戲開發

技術研發

系統管理

資訊管理

總務 

人事行政

會計/出納

後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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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部 
 軟硬體設備之連線維護、會計系統之支援、備份。
 電腦設備購買、管控、報廢；軟體版權合法性。

內部稽核 

 各項書面制度、內控循環之稽核。 
 公司經營狀況分析並提供改進建議。 
 轉投資營運狀況及內部控制執行之查核與報告。
 對外合約審查及保存、公告、申報證期會事項。

遊戲事業部 
教育事業部 

行銷業務部 

 國內外市場客戶開發、銷售管理及追蹤。 
 取得授權及產品對外授權之各項事宜。 
 客戶應收帳款之跟催及處理。 
 新產品宣傳造勢、展覽促銷、產品及公司形象宣
傳。 

 客戶關係、售後服務管理。 

遊戲事業部 
教育事業部 

研發部 

 產品企劃、製作、測試。 
 外包製作之管理及掌控。 
 各項製作工具之研究開發。 
 新技術/平台之研究開發。 
 公司現有各項軟體技術之改善及發展。 

資料來源：I公司公開說明書 

在遊戲製作上，I公司遊戲部門每年會有許多專案的開發，包括線上遊戲與
單機遊戲，每個專案都由資深之遊戲製作人帶領，遊戲製作人負責統籌規劃專案

之大方向，並於遊戲事業部的內容開發以及技術開發團隊中挑選適切之人才參與

專案的開發，在線上遊戲中則會加入資訊部的 MIS人員共同參與，如圖 4-2-2
所示。 

 

圖 4-2-2：I公司專案組織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遊戲事業部

內容開發 技術開發

製作人 A 

製作人 B 

資訊部

線上遊戲

單機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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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遊戲開發流程 

I公司在概念生成後，會將所發想出的遊戲概念與各部門開會討論，藉由腦
力激盪的方式討論概念的可行性，若確定具有市場價值，則會交由專職之企畫人

員作遊戲玩法設計，同時程式部門與美術部門則開始針對遊戲在技術實行上的可

行性一一比對與解決，接著程式部門則會針對遊戲的架構與功能作細部設定，隨

即會有原型不斷的產出與修正，在遊戲設定經過作後確認後，則會將工作分工交

由各部門分別去完成，最後則進入α-testing與β-testing階段，進行最後的測
試，如圖 4-2-3所示。 

 

圖 4-2-3：I公司遊戲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I公司、本研究整理 

一、視覺化前階段 

在概念生成產生時，會藉由內部討論形成遊戲主旨、遊戲類型、遊戲風格、

空間連結、設計分鏡、支持氣氛及基本關卡設計等，並藉由此概念上的原型作為

對內討論遊戲是不是具備市場性的基礎。故 I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遊戲發
想」階段與「概念測試」階段應屬於此視覺化前階段。 

黃經理：「剛開始我們是發想，想接下來要做什麼遊戲，這個發想很廣，這

個不是說只有你一個人在想，還有別的 team的人幫你想。然後我們一起做些調
查，然後做些討論，然後腦力激盪一下，就是談一談列出來，甚至老闆，他時常

去國外什麼地方跟很有名的製作公司在談，他也會有很多 ideal，我們該做些什
麼樣的遊戲，最後主要是我們的企畫人員他發想，他玩過很多的遊戲，大家會討

論 prototype，從老闆、從各個 team、從製作人、從程式、美術每一個人都參與，
都會有一些想法，最後由企畫人員做整理，然後大家討論出一個最好的方向、最

好的東西、怎麼樣才能吸引人、怎麼樣才能賣錢，我們遊戲做了那麼久，會比較

強烈的知道做什麼樣的遊戲、企畫出來什麼樣的遊戲比較能夠賺錢，當然大家有

遊戲

發想 
概念

測試 
技術可行

性評估 

企畫設計

製作

prototype 
程式架構

整體遊戲

確認

設定 
分工

製作
α-testingβ-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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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認知上有點差異，但是就是要討論，你就是一定要把事情討論出來。」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除了選定設計工具、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設計及關卡建造外，亦會確

認概念在實際執行時，技術上之可行性。故 I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企畫設
計」、「技術可行性評估」及「程式架構整體遊戲」階段應屬於此關卡規劃與建設

階段。 

黃經理：「企畫在這個時間也是在設計比較細節的部分，接下來是企畫這個

部分了啦，因為發想期已經過了，當然有可能設計到一半老闆覺得說這樣不太好

耶，可能會做一些修正也有可能，所以從頭到尾一直都是企畫在接受外面的訊

息、修正，他該不該修正、好不好？企畫這邊做細節，程式這邊做可行性，這個

也是重點，然後還繼續在接收需求、大家的想法，然後可行性研究出來之後，當

然要怎麼表現都已經知道了，企畫的 detail內容也知道了，然後做整體的討論，
在程式可行性研究的那個時候，也就是在發想完之後可行性研究與企畫的 detail
內容設計。」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在此階段開始產生原型，並藉由不斷的討論與測試回報反覆修正此一遊戲的

原型，最後訂出細部設定。故 I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製作 prototype」階段
與「確認設定」階段應屬於此關卡勾勒後設定階段。 

黃經理：「設計到一個程度後，我們有一個腦力激盪，這個裡面有包括一個

prototype，可能是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的時間，不一定多長，prototype大
概可以表現出你以後會表現出什麼樣子的東西出來，不是一個完整的遊戲，要由

腦力激盪來 check，這個很重要，要檢查你這個，嗯，講起來很複雜就是說，你
做的東西部一定人家會欣賞，這個時後就要去 check說這樣的東西到底好不好，
不好的話老闆就會講話，他就要開始從新來過，腦力激盪的 check可能有一、二、
三、四，可能有幾個步驟不一定，一般來講可能是一個月 check一次最好，一方
面監視你的進度，performance是不是有達到那個成效？如果有達到原來預計
的，喔！這樣子會很棒喔！那時候 check說你確實依據原來的想法這樣子做會很
棒，那這樣子下去就會有希望了，那也有可能中間就是說我們再改一該哪些規

格，那就要修改一下，所以說 schedule與腦力激盪 check都進行下去，分成幾
個腦力激盪都不一定，schedule多長也不一定，搞不好一年、八個月或兩年都
有可能，腦力激盪 check可能是一個月一次或三個月一次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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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並由製作人負

責充當專案經理人的角色。故 I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分工製作」階段應屬
於此分工製作階段。 

黃經理：「因為程式、企畫、美術，我們公司比較特別，因為程式人員是一

個 group，不出來這樣子，所以說我們給美術做的話，是發包給美術，事實上如
果遊戲進行內時有美術的話，他當然就是企畫這邊把設定稿準備好，然後就美術

人員就開始畫了，應該也是這樣子講就好了，那下一個階段美術就開始製作了，

對不對？美術開始製作、程式也開始做我們遊戲內容的東西，企畫這邊，程式需

要有排 schedule，我什麼時候要戰鬥系統、戰鬥系統要在什麼時候寫出來，我
什麼時候要介面系統、介面系統要在什麼時候之前寫出來。程式、美術、企畫這

個 schedule在整體，他們都配合的很好，時間上都配合的很好，企畫什麼時候
好、設定什麼時候好，所以美術就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程式就什麼時候可以開

始做，這樣子，程式也要等美術。」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接近完成的遊戲產品或軟體產品，必須通過三個嚴格的測試階段，包括α、

β及Gold三個階段。故 I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α-testing」階段與「β-testing」
應屬於此品保與試玩回報階段。 

黃經理：「α版出來後，測試人員可能就更多人參與進去，可能安排人員都

寫上去，可能在中間腦力激盪多少，可能測試人員就要開始測試一個東西，然後

在α的時候可能就要有五個測試人員就要測，程式這邊可能就要列出測試的項

目，企畫這邊也要列出測試的項目，讓測試人員去測試，α-testing大概程式都
已經做好了，還有一些 bug，α-testing可能要持續一到三個月這樣子，測試完
OK啦，然後就是那個β-testing，β-testing就不再改程式了，比較像安裝或組
裝，提出去看看是不是順利這樣子，除非碰到重大的問題才會去解決，我們那個

bug還有分 A、B、C、D bug這樣子，A bug譬如說當掉了，沒有辦法玩了，B bug
可能是缺陷，C bug可能是可有可無的一些毛病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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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遊戲價值的認定 

遊戲價值來自於遊戲是否有趣，亦即決定於遊戲的特性或遊戲性是否完善，

而此一價值之產生即來自於遊戲開發流程中較前端的階段。 

黃經理：「玩寵物、玩砍殺或玩什麼東西，這個都要有理由，不是說隨便想

一想，我們說玩砍殺這樣子就 OK啦，玩砍殺你怎麼覺得這樣子就能賺到錢？這
樣就會講，啊！因為那個遊戲完砍殺賺到很多錢，而這個遊戲砍殺不多，所以賺

得比較少，但並不是絕對這樣子就成功了、就對了，那個影響因素太多了，當然

這樣分析下來成功面當然比較大，這也是遊戲最有價值的地方。」 

肆、技術知識特質 

一、內隱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新遊戲的概念產生之初，概念提出者必須先將此一新的概念提供給企畫部

門，而企畫部門會憑藉其過去開發的經驗將該提案寫成企畫書，藉由原型、其他

遊戲、圖像及演出的方式，將概念傳達給參與審查同仁及促成討論與溝通。故在

此一階段中，對於「經驗」、「譬喻」及「隱喻」的依賴性非常高，使此一階段知

識之內隱程度非常顯著。 

黃經理：「然後我們一起做些調查，然後做些討論，然後腦力激盪一下，就

是談一談列出來，甚至老闆，他時常去國外什麼地方跟很有名的製作公司在談，

他也會有很多 ideal，我們該做些什麼樣的遊戲，最後主要是我們的企畫人員他
發想，他玩過很多的遊戲，大家會討論 prototype，從老闆、從各個 team、從製
作人、從程式、美術每一個人都參與，都會有一些想法，最後由企畫人員做整理，

然後大家討論出一個最好的方向、最好的東西、怎麼樣才能吸引人、怎麼樣才能

賣錢，我們遊戲做了那麼久，會比較強烈的知道做什麼樣的遊戲、企畫出來什麼

樣的遊戲比較能夠賺錢，當然大家有一些認知上有點差異，但是就是要討論，你

就是一定要把事情討論出來。」 

黃經理：「風格這種東西是很主觀的，主觀這種東西很容易吵很久的，我說

好，然後他說不好，那誰聲音大誰就贏了，很容易有這種現象。譬如說你什麼遊

戲都不玩只玩《暗黑的破壞神》，所以你都會舉手說《暗黑的破壞神》那個很棒

或那個動作很棒，會說你看《暗黑的破壞神》動作是這樣子設計，所以你一定要

這樣子設計，這個就會比較侷限在他自己的想法，所以說就要多人去認可，當然

這樣子就會有一個問題，你喜歡這樣、他喜歡那樣。而在會議記錄中，這些重要

的東西都會記錄下來，他如果說《暗黑的破壞神》的場景，大家都知道《暗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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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神》的場景，那個就算了，那會議記錄沒有什麼特別的形式啦，是大家能夠

清楚、記憶就好，一定是這樣子。」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I公司在遊戲概念測試結束後，即會以圖像作為溝通遊戲玩法設計、技術可
行性及關卡設計等概念的媒介。故在此一階段中，對於「經驗」、「譬喻」及「隱

喻」的依賴性非常高，使此一階段知識之內隱程度非常顯著。 

黃經理：「場景風格在場景設定的時後就寫得很清楚，當你一個場景東邊在

這邊、西邊在那邊、有太陽，然後 scale多大，然後馬路就畫出來、可以走的地
方、不可以走的地方。他會把平面圖 layout，一般是企畫來畫，他企畫來決定我
這個地方應該長成什麼樣子，但裡面那個好不好看的部分，可能就要請美術來協

助，所以他可能畫平面圖，譬如馬路、房子，房子如果畫不出來也許他畫一個方

塊在那邊而已，有一些人比較厲害一點，有一些工具，這個房子可以放給你看，

方位、方向、比例，這樣子的話做 3D的人才知道這個馬路到底多大、多小。以
前有設定一些雜七雜八的，哪個地方要發生什麼事情要特別注意，哪邊的水會噴

水要特別描述出來，這個地方出口會跑到另外一個什麼地方，每一張都有編號，

都有那個資料紀錄著，這個當然越詳細越好，如果用美術人員去想這件事，他就

會想這張圖需要哪些原件，不然他沒辦法畫，他畫的時候房間要畫對、大小要畫

對、哪些特別的表現要畫對，不然改天他在那邊要做一些事情的話就沒辦法做。

若戰鬥系統他希望詳盡的話他說不定還會畫一些圖，畫一些簡單的腳位圖、移位

圖。」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雖然在原型產生後係以原型作為溝通的媒介，而各部門主管依其經驗所提出

之建議，則是以口頭及文字化的建議為主。在此一階段中，雖然對「經驗」及「譬

喻」的依賴性非常高，且是以腦力激盪的方式來進行，但最後提供的意見或溝通

則是以文字化的外顯知識為主，故在此一階段內隱程度應屬於中等。 

黃經理：「prototype大概可以表現出你以後會表現出什麼樣子的東西出來，
不是一個完整的遊戲，要由腦力激盪來 check，這個很重要，要檢查你這個，嗯，
講起來很複雜就是說，你做的東西部一定人家會欣賞，這個時後就要去 check
說這樣的東西到底好不好，不好的話老闆就會講話，他就要開始從新來過，腦力

激盪的 check可能有一、二、三、四，可能有幾個步驟不一定，一般來講可能是
一個月 check一次最好，一方面監視你的進度，performance是不是有達到那個
成效。」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雖然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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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知識必須依賴經驗，但由於工作內容明確，主要以任務交付與完成為主，

故在此一階段外顯程度應較為顯著。 

黃經理：「如果遊戲進行內時有美術的話，他當然就是企畫這邊把設定稿準

備好，然後就美術人員就開始畫了，應該也是這樣子講就好了，那下一個階段美

術就開始製作了，對不對？美術開始製作、程式也開始做我們遊戲內容的東西，

企畫這邊，程式需要有排 schedule，我什麼時候要戰鬥系統、戰鬥系統要在什
麼時候寫出來，我什麼時候要介面系統、介面系統要在什麼時候之前寫出來。程

式、美術、企畫這個 schedule在整體，他們都配合的很好，時間上都配合的很
好，企畫什麼時候好、設定什麼時候好，所以美術就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程式

就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這樣子，程式也要等美術，所以美術我們有一些因應措

施，也許是先簡單的圖、一個框框就好，下次就將圖換過來就好了，要換成什麼

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企畫自己換就好了，所以美術畫完拿給企畫後就 OK啦，就
是這樣子設計。」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經測試所回報的修正，雖然在α-testing階段的除錯仍需要一定的經驗，但
由於工作內容明確，且溝通內容多以為字化為主，故 I公司在此一階段外顯程度
應較為顯著。 

黃經理：「α版出來後，測試人員可能就更多人參與進去，可能安排人員都

寫上去，可能在中間腦力激盪多少，可能測試人員就要開始測試一個東西，然後

在α的時候可能就要有五個測試人員就要測，程式這邊可能就要列出測試的項

目，企畫這邊也要列出測試的項目，讓測試人員去測試，α-testing大概程式都
已經做好了，還有一些 bug，α-testing可能要持續一到三個月這樣子，測試完
OK啦，然後就是那個β-testing，β-testing就不再改程式了，比較像安裝或組
裝，提出去看看是不是順利這樣子，除非碰到重大的問題才會去解決。」 

二、模組化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這個階段由於涉及遊戲主旨、遊戲類型、遊戲風格、空間連結、設計分鏡及

支持氣氛，對後續製作之溝通會造成影響，不易分割出來獨立製作，故模組化程

度低。 

黃經理：「企畫也比較不太適合，企畫你很難說好壞，像一張圖來說美不美，

事實上企畫這段就好像是這樣子，如果給外包的話容易出現一些問題，給你包一

包出來之後大家就搖頭，到底這是好還是不好？沒有人知道，這個就會引發一些

問題出來，你們公司倒了，我們企畫的這麼好，你們還說不好，這種事情一定會

這樣子。」 



我國遊戲軟體開發模式之知識創造與智慧財產權管理 

92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在關卡建設上，I公司在選定設計工具後，會以事先預留空間之方式方便程
式與美術的修改，故模組化程度高。 

黃經理：「美術我們有一些因應措施，也許是先簡單的圖、一個框框就好，

下次就將圖換過來就好了，要換成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企畫自己換就好了。」 

在程式上，硬體規格、引擎及開發軟體是具有標準化的，且不同的開發軟體

所開發出來的資料具有可轉換性，但依據遊戲專案的不同，仍必須做些專屬性的

修改，故模組化程度應屬於中等。 

黃經理：「我們現在遊戲的引擎都是自己做，其實也沒有說一定自己做啦，

也有可能考慮去用外面的引擎，這個都可以考慮啦，就如我剛剛說的要看製作

人，製作人就像是做遊戲的老闆，那你要買外面的引擎，可以！但你的預算什麼

東西都寫好了之後，就 OK啦，老闆覺得這樣子賺得回來就沒關係。基本上我們
是自己有自己一個完整的引擎。遊戲所涵蓋的技術包含 3D的 concept、3D建模
工具（如 3D studio Max、Maya及配合的 imbed工具），一般自行開發，DirectX、 
SDK、對 3D功能的 imprement、基本的程式語言 C/C++，以及文件書寫軟體及
專案管理的工具。」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開始產生原型後，藉由不斷的討論與測試回報反覆修正此一遊戲的原型，由

於先前設計上會預留空間，後續完成美術及程式時即以此預留空間作為連結，在

討論與修正時即會形成模組化的型態，最後依此訂出細部設定。故在此階段模組

化程度應較為顯著。 

黃經理：「美術我們有一些因應措施，也許是先簡單的圖、一個框框就好，

下次就將圖換過來就好了，要換成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企畫自己換就好了。」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且在開發過程

中所產生之物件亦具備可重複利用的特性，故此階段模組化程度應非常顯著。 

黃經理：「遊戲開發階段中所能產生不同的物件，如特效工具、場景編輯、

對話工具及一些較 solid 的元件，如人物系統、引擎的修改沿用、音樂、音效、
對話機制、遊戲事件管理等，如果是合就沿用或作些微改變。」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在國外除了較大型的遊戲開發公司會有自己專屬的 QA部門外，大部分小公
司測試都會交由專門做 QA公司，而 I公司係自有專屬的測試人員，且測試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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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回報皆能與個別部門單獨溝通，故以分割度的角度來看，應屬於模組化程度高。 

黃經理：「α版出來後，測試人員可能就更多人參與進去，可能安排人員都

寫上去，可能在中間腦力激盪多少，可能測試人員就要開始測試一個東西，然後

在α的時候可能就要有五個測試人員就要測，程式這邊可能就要列出測試的項

目，企畫這邊也要列出測試的項目，讓測試人員去測試，α-testing大概程式都
已經做好了，還有一些 bug，α-testing可能要持續一到三個月這樣子，測試完
OK啦，然後就是那個β-testing，β-testing就不再改程式了，比較像安裝或組
裝，提出去看看是不是順利這樣子，除非碰到重大的問題才會去解決，我們那個

bug還有分 A、B、C、D bug這樣子，A bug譬如說當掉了，沒有辦法玩了，B bug
可能是缺陷，C bug可能是可有可無的一些毛病這樣子。」 

三、複雜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以 I公司而言，在初期的階段主要以企畫部門作為主導的角色，但是由於遊
戲初期概念的產生需要多方面的評估，故此階段知識的複雜度程度高。 

黃經理：「這個發想很廣，這個不是說只有你一個人在想，還有別的 team
的人幫你想。然後我們一起做些調查，然後做些討論，然後腦力激盪一下，就是

談一談列出來，甚至老闆，他時常去國外什麼地方跟很有名的製作公司在談，最

後主要是我們的企畫人員他發想，大家會討論 prototype，從老闆、從各個 team、
從製作人、從程式、美術每一個人都參與，都會有一些想法，最後由企畫人員做

整理，然後大家討論出一個最好的方向、最好的東西、怎麼樣才能吸引人、怎麼

樣才能賣錢。」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對 I公司而言，此一階段必須針對概念在技術的可行性，而在關卡規劃上亦
需要各部門的投入與配合，故在此階段知識複雜性高。 

黃經理：「獨立企畫就會開始來建構整個架構，然後戰鬥怎麼玩、然後買道

具怎麼買、然後風格也要在發想完這個時候開始設計、然後場景要什麼 style，
然後程式這邊的技術研究可行性，然後再下一個階段就是程式開始架構整個的遊

戲，事實上這個時候程式、企畫、美術都是一起在 work的。但是我譬如說在談
戰鬥要怎麼玩的時候，企畫也會在那邊獨立在演練，演練後再跟程式再核定一

下，我們這樣子演可不可以？可以！沒問題！那就 OK！」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開始產生原型後，藉由各部門主管個別試玩的回報以反覆修正遊戲之原型，

此時設計上會預留空間，作為後續完成美術及程式時即以此預留空間作為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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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此階段知識複雜性高。 

黃經理：「設計到一個程度後，我們有一個腦力激盪，這個裡面有包括一個

prototype，可能是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的時間，不一定多長，prototype大
概可以表現出你以後會表現出什麼樣子的東西出來，不是一個完整的遊戲，要由

腦力激盪來 check，這個很重要，要檢查你這個，嗯，講起來很複雜就是說，你
做的東西部一定人家會欣賞，這個時後就要去 check說這樣的東西到底好不好。
譬如美術我們有一些因應措施，也許是先簡單的圖、一個框框就好，下次就將圖

換過來就好了，要換成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企畫自己換就好了。」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故此階段知識

複雜性低。 

黃經理：「美術開始製作、程式也開始做我們遊戲內容的東西，企畫這邊，

程式需要有排 schedule，我什麼時候要戰鬥系統、戰鬥系統要在什麼時候寫出
來，我什麼時候要介面系統、介面系統要在什麼時候之前寫出來。程式、美術、

企畫這個 schedule在整體，企畫什麼時候好、設定什麼時候好，所以美術就什
麼時候可以開始做，程式就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程式也要等美術，所以美術我

們有一些因應措施，也許是先簡單的圖、一個框框就好，下次就將圖換過來就好

了，要換成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企畫自己換就好了，所以美術畫完拿給企畫

後就 OK啦，就是這樣子設計。」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I公司進入測試階段後，對於遊戲錯誤的回報皆是直接交與各部門修正，且
人員的投入亦逐漸減少，故此階段知識複雜性低。 

黃經理：「α版出來後，測試人員可能就更多人參與進去，可能安排人員都

寫上去，可能在中間腦力激盪多少，可能測試人員就要開始測試一個東西，然後

在α的時候可能就要有五個測試人員就要測，程式這邊可能就要列出測試的項

目，企畫這邊也要列出測試的項目，讓測試人員去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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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知識創造 

一、視覺化前階段 

（一）共同解決問題 

I公司在此階段，由於所有部門皆要有所參與，且成員背景多樣性高，故在
此階段成員的異質性高；在溝通的媒介上，則是以企畫人員所作之文件與原型作

為溝通的媒介；而溝通的模式上，係以高層決定之遊戲目標為決策的依歸，強調

過程中必須都能有合理的解釋，務使同仁對於結果產生認同，而非妥協過後的產

物，故在溝通上具有一致的目標。而概念的一致性對於之後各個遊戲開發階段亦

會有所影響，故此階段所形成的遊戲概念將至為重要。 

黃經理：「構思發響期一般為全員參加，細節部分才由負責的人員繼續構想，

最後會 present給所有人再確認過，參加人員有企劃、美術、程式、執行製作人
員。這些人員大多非類本科系（也沒有遊戲科系），一個特點是喜歡玩遊戲，其

中程式人員的學歷一般較高，碩士畢業的占多數，基本 skill也較佳。」 

黃經理：「然後我們一起做些調查，然後做些討論，然後腦力激盪一下，就

是談一談列出來，甚至老闆，他時常去國外什麼地方跟很有名的製作公司在談，

他也會有很多 ideal，我們該做些什麼樣的遊戲，最後主要是我們的企畫人員他
發想，他玩過很多的遊戲，大家會討論 prototype，從老闆、從各個 team、從製
作人、從程式、美術每一個人都參與，都會有一些想法，最後由企畫人員做整理，

然後大家討論出一個最好的方向、最好的東西、怎麼樣才能吸引人、怎麼樣才能

賣錢，我們遊戲做了那麼久，會比較強烈的知道做什麼樣的遊戲、企畫出來什麼

樣的遊戲比較能夠賺錢，當然大家有一些認知上有點差異，但是就是要討論，你

就是一定要把事情討論出來。」 

黃經理：「遊戲的開始第一個時間花在遊戲的目標，方向的討論，這些比較

偏向策略面，會有較高層的人員來確認，一但訂定後後續的項目上都有專家的介

入，如美術風格、遊戲主軸等，討論的方向都以專家為主，成員為輔，每個人都

會提出想法意見，這時的經驗與理論的溝通與協調，需由看著大目標的執行製作

來主導，務使各個想法都能夠有合理的解釋，最後不是妥協，而是達到全體的認

同，這樣才能讓每一個成員繼續盡心的效力遊戲的製作。」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I公司除了員工本身即多為遊戲的玩家外，亦藉由企畫人員與老闆對外界遊
戲的接觸，以討論遊戲組成的要素，藉由此種模式來創造互動，使內部創意能夠

不斷延續。 

黃經理：「然後我們一起做些調查，然後做些討論，然後腦力激盪一下，就



我國遊戲軟體開發模式之知識創造與智慧財產權管理 

96 

是談一談列出來，甚至老闆，他時常去國外什麼地方跟很有名的製作公司在談，

他也會有很多 ideal，我們該做些什麼樣的遊戲，最後主要是我們的企畫人員他
發想，他玩過很多的遊戲。」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I公司在新遊戲概念產生的提案，除了能容許實驗的風氣外，亦會針對可行
的提案作教育訓練，但由於開發一款新的遊戲所費不貲，故在這方面的實驗必須

十分小心。而遊戲在概念階段遊戲主旨、風格及類型很難用文字當作溝通的媒

介，除了以企畫人員所作之文件與原型作為溝通的媒介外，圖像及實際演練亦可

視為一種藉由原型的溝通模式或分享概念的方式。 

黃經理：「當有成員提出新的點子或要求時會提出討論，如屬可行，則指派

study或負責後續扔有進度查核，最後作報告，由報告來判斷是否 Training成員
的可能，過程中，成員的經驗與知識的 share很重要，可幫助該負責得專員快速
了解所需。」 

黃經理：「大家會討論 prototype，從老闆、從各個 team、從製作人、從程
式、美術每一個人都參與，都會有一些想法，最後由企畫人員做整理，然後大家

討論出一個最好的方向、最好的東西、怎麼樣才能吸引人、怎麼樣才能賣錢，我

們遊戲做了那麼久，會比較強烈的知道做什麼樣的遊戲、企畫出來什麼樣的遊戲

比較能夠賺錢，當然大家有一些認知上有點差異，但是就是要討論，你就是一定

要把事情討論出來。」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一）共同解決問題 

I公司在此階段，主要係從事在設計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
設計及關卡建造的過程中，確認概念在實際執行時之技術上的可行性，仍必須所

有部門皆要有所參與，故成員的異質性仍高。在溝通的媒介上，是以圖像作為溝

通遊戲玩法設計、技術可行性及關卡設計等概念的媒介；而溝通的模式上，概念

的一致性上亦已由上一個階段形成。 

黃經理：「獨立企畫就會開始來建構整個架構，然後戰鬥怎麼玩、然後買道

具怎麼買、然後風格也要在發想完這個時候開始設計、然後場景要什麼 style，
然後程式這邊的技術研究可行性，然後再下一個階段就是程式開始架構整個的遊

戲，事實上這個時候程式、企畫、美術都是一起在 work的。但是我譬如說在談
戰鬥要怎麼玩的時候，企畫也會在那邊獨立在演練，演練後再跟程式再核定一

下，我們這樣子演可不可以？可以！沒問題！那就 OK！」 

黃經理：「場景風格在場景設定的時後就寫得很清楚，當你一個場景東邊在

這邊、西邊在那邊、有太陽，然後 scale多大，然後馬路就畫出來、可以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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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可以走的地方。他會把平面圖 layout，一般是企畫來畫，他企畫來決定我
這個地方應該長成什麼樣子，但裡面那個好不好看的部分，可能就要請美術來協

助，所以他可能畫平面圖，譬如馬路、房子，房子如果畫不出來也許他畫一個方

塊在那邊而已，有一些人比較厲害一點，有一些工具，這個房子可以放給你看，

方位、方向、比例，這樣子的話做 3D的人才知道這個馬路到底多大、多小。」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I公司主要是透過參加研討會及各部門同仁專業的蒐集，將新技術與工具介
紹給內部同仁，藉由引進實際的技術與工具來創造互動，使內部創意能夠不斷延

續。 

黃經理：「遊戲沒老師，但有很多的參考依據，如參觀展覽日本 Game 
Show、E3、Game developer conference（GDC）、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Computer Graphics（SIGGRAPH）等國內外研討會，Game developer 
magazine、Computer Graphics and Game method類的期刊書籍，類似以讀書
會的方式輪流發表心得，由我們的經驗知識互相 share方式進行，甚至也有業界
的研討會。」 

黃經理：「在設備上，必須經由企劃案→預算→需求(spec)申請→MIS人員
訪價→採購→進貨等階段。在軟體上，則經由專案專人評估，一般都經過成員的

認同，評估報告經認可後再由 MIS協助購入，後續則由此專員作 Training的工
作。」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由於此一階段必須針對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設計及關卡建

造作出設定，在概念的溝通上需要大量圖像的資料輔助溝通，故不斷的形成圖像

與嘗試概念亦因此發生。 

黃經理：「美術我們有一些因應措施，也許是先簡單的圖、一個框框就好，

下次就將圖換過來就好了，要換成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企畫自己換就好了。」 

黃經理：「以前有設定一些雜七雜八的，哪個地方要發生什麼事情要特別注

意，哪邊的水會噴水要特別描述出來，這個地方出口會跑到另外一個什麼地方，

每一張都有編號，都有那個資料紀錄著，這個當然越詳細越好，如果用美術人員

去想這件事，他就會想這張圖需要哪些原件，不然他沒辦法畫，他畫的時候房間

要畫對、大小要畫對、哪些特別的表現要畫對，不然改天他在那邊要做一些事情

的話就沒辦法做。若戰鬥系統他希望詳盡的話他說不定還會畫一些圖，畫一些簡

單的腳位圖、移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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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一）共同解決問題 

I公司在此階段會有遊戲原型產出，且修改意見的來源包括了各部門的人
員，可見其技能之多樣性高。在溝通模式上，由於係以專案會議的方式針對原型

作為溝通的媒介，而在過程中會牽涉到模組與圖形的討論，故互動的過程對於知

識之創造應會造成顯著的影響。 

黃經理：「設計到一個程度後，我們有一個腦力激盪，這個裡面有包括一個

prototype，可能是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的時間，不一定多長，prototype大
概可以表現出你以後會表現出什麼樣子的東西出來，不是一個完整的遊戲，要由

腦力激盪來 check，這個很重要，要檢查你這個，嗯，講起來很複雜就是說，你
做的東西部一定人家會欣賞，這個時後就要去 check說這樣的東西到底好不好。
譬如美術我們有一些因應措施，也許是先簡單的圖、一個框框就好，下次就將圖

換過來就好了，要換成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企畫自己換就好了。」 

黃經理：「我剛剛說腦力激盪，裡面有 prototype的 schedule，有腦力激盪
一、二、三這樣一直下去，事實上有這種可能，譬如到某一個腦力激盪，老闆發

覺或是有一個策略會議大家看這個東西，發覺譬如到腦力激盪二，這個 team做
出來的東西看起來就不賣錢，就踢掉不要做了就停下來，有可能是這樣子。」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這個階段吸收知識的來源，主要來自於參展及其連結關係，譬如每年在 GDC
（the 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會議中，藉由不同遊戲及其原型參觀，
除可創造互動外，亦可將知識具體化。而在展覽的過程中，亦可藉由不同地區遊

戲同業的聚集，在互動中了解不同的概念及製作方式。 

黃經理：「Game developer conference（GDC）、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Computer Graphics（SIGGRAPH）等國內外研討會，Game developer 
magazine、Computer Graphics and Game method類的期刊書籍，類似以讀書
會的方式輪流發表心得，由我們的經驗知識互相 share方式進行，甚至也有業界
的研討會。」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此階段 I公司必須盡量快速產生遊戲的原型，原型除了做為內部溝通與修
正的媒介，藉此可快速蒐集知識及學習，且由於在此階段所形成的設定將嚴格限

定之後冗長製作期間之製作範圍，故在此階段以原型作為內部溝通媒介將至為重

要。 

黃經理：「我剛剛說腦力激盪，裡面有 prototype的 schedule，有腦力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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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這樣一直下去，事實上有這種可能，譬如到某一個腦力激盪，老闆發

覺或是有一個策略會議大家看這個東西，發覺譬如到腦力激盪二，這個 team做
出來的東西看起來就不賣錢，就踢掉不要做了就停下來，有可能是這樣子。」 

四、分工製作 

（一）共同解決問題 

此階段係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在分

工明確下，技能多樣性低；溝通的模式上，由於目標與概念明確，故主要是由遊

戲製作人主導所決定；原型的功用亦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黃經理：「美術開始製作、程式也開始做我們遊戲內容的東西，企畫這邊，

程式需要有排 schedule，我什麼時候要戰鬥系統、戰鬥系統要在什麼時候寫出
來，我什麼時候要介面系統、介面系統要在什麼時候之前寫出來。程式、美術、

企畫這個 schedule在整體，企畫什麼時候好、設定什麼時候好，所以美術就什
麼時候可以開始做，程式就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程式也要等美術，所以美術我

們有一些因應措施，也許是先簡單的圖、一個框框就好，下次就將圖換過來就好

了，要換成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企畫自己換就好了，所以美術畫完拿給企畫

後就 OK啦，就是這樣子設計。」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除非新的程序及工具有顯著的優異性，此階段所使用之遊戲開發程序及工具

在設定的階段大致上已選定，除非有能提供特別佳的效能，並不會有太大的更

動。而在開發的新技術引進上，主要亦來自於主管或特定成員參展的連結關係，

經內部成員試用及討論後，以決定目前及未來是否採用。在此過程中，將可大幅

增加開發人員的專業技能，且在實體揣摩的過程中，亦使得知識能夠具體化。 

黃經理：「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Computer Graphics（SIGGRAPH）等
國內外研討會，Game developer magazine、Computer Graphics and Game 
method類的期刊書籍，類似以讀書會的方式輪流發表心得，由我們的經驗知識
互相 share方式進行，甚至也有業界的研討會。」 

黃經理：「在較單純的軟體上，則多了個效能評估，期能增進工作效能。在

設備較單純時，不足或需要就必須提需求，由 MIS處理，並提供 Training。」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專業分工及遊戲設定明確下，原型的功用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

完成的任務。且由於在此時若需要作修改或變動，將使公司面臨到極大的沈沒成

本，故實驗的風氣在此時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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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經理：「現在做一個人物要花很多工，要花好多個人，然後花一個禮拜的

時間，然後做一些動作來調整出來，我們做 3D的東西，一做可能就是做 20隻、
30隻，如果說風格一變的話，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決定，然後可能上級都要知
道我現在要換這個風格，那以前花了一百萬做的東西全部都要把他丟掉，然後都

要重新設計，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一）共同解決問題 

在此階段之測試結果係直接回報予特定的部門，故在執行的過程中技術的多

樣性低；在溝通模式上，則因任務明確，故以書面化或口頭交付任務為主；而原

型的功用亦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黃經理：「α版出來後，測試人員可能就更多人參與進去，可能安排人員都

寫上去，可能在中間腦力激盪多少，可能測試人員就要開始測試一個東西，然後

在α的時候可能就要有五個測試人員就要測，程式這邊可能就要列出測試的項

目，企畫這邊也要列出測試的項目，讓測試人員去測試，α-testing大概程式都
已經做好了，還有一些 bug，α-testing可能要持續一到三個月這樣子，測試完
OK啦，然後就是那個β-testing，β-testing就不再改程式了，比較像安裝或組
裝，提出去看看是不是順利這樣子，除非碰到重大的問題才會去解決，我們那個

bug還有分 A、B、C、D bug這樣子，A bug譬如說當掉了，沒有辦法玩了，B bug
可能是缺陷，C bug可能是可有可無的一些毛病這樣子。」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因所需技能與任務皆明確，故無特定引進新技術的機制。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專業分工、遊戲設定及任務明確下，原型的功用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

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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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智慧財產管理 

一、外界取得之智慧財產 

I公司在遊戲內容物上，譬如《笑傲江湖系列》、《神鵰俠侶系列》、《風雲系
列》及《流星蝴蝶劍》等遊戲，主要係以取得原小說著作權人之改作權，以小說

內的故事及人物為背景設計遊戲，茲將其主要授權對象彙整如表 4-2-4所示。 

表 4-2-4：重要合約 
合約性質 當事人 合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取得授權合約 
查良鏞 

(筆名：金庸) 
改作權期限 3年

取得金庸作品之

電腦及電視遊樂

器軟體改作權 
無 

取得授權合約 
風雲時代出

版股份有限

公司 
授權期限 3年 

取得古龍作品之

電腦遊戲軟體不

限集數、版數改

作權。 

無 

取得授權合約 
桂冠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授權期限 3年 

取得古龍作品之

電腦遊戲軟體不

限集數、版數改

作權。 

無 

資料來源：I公司公開說明書 

在硬體平台上，由於未來將進入次世代遊樂器遊戲的製作，亦即 Sony的
PS2、Microsoft的 Xbox等，授權金則必須與平台廠商個別談判。在開發過程中
所使用的軟體上，若為向外授權得來者，僅能以授權的範圍為使用的行為，若欲

再次使用且不在原來約定的範圍內，則必須再度取得授權。 

黃經理：「遊戲所涵蓋的技術包含 3D的 concept、3D建模工具（如 3D studio 
Max、Maya及配合的 imbed工具），一般自行開發，DirectX、SDK、對 3D功
能的 imprement、基本的程式語言 C/C++，以及文件書寫軟體及專案管理的工
具。」 

其他在遊戲開發過程之所有內容的製作，則以自製為主，包括遊戲設計、引

擎的製作、模組程式製作、連結程式的製作、圖像的製作及音效的製作等，故外

在取得智慧財產授權較少。 

I公司公開說明說書：「本公司之產品為自主開發，所研發出豐富的遊戲引
擎、開發工具及美術圖庫等智慧財產、研發紀錄、研發報告等，均有標準化管理

及控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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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產生之智慧財產 

在專利權的部分，由於受限於早期公開制及維護費用，且遊戲之產品生命週

期短，故 I公司並沒有將專利權視為用來保護其遊戲開發及內容之方式。遊戲開
發歷時長且失敗風險高，遊戲是否有趣又取決於開發階段前段之概念的遊戲性，

但這個階段相較於整個開發階段又特別緊湊，時間的壓力非常大，故在開發時主

要以營業秘密作為保護的方式；而在製作過程中所產生之中間產物，由於係開發

團隊之精神創作的產出，由於著重於觀念、表達及表達方式，故開發遊之中間產

物主要是以著作權的方式來加以保護；開發過程中所需要的程式，亦以著作權或

營業秘密為主要的保護方式。而遊戲名稱及人物特色與造型，則主要以商標權的

方式加以保護。 

黃經理：「如特效工具、場景編輯、對話工具及一些較 solid 的元件，如人
物系統、引擎的修改沿用、音樂、音效、對話機制、遊戲事件管理等，如果是合

就沿用或作些微改變。最典型的如遊戲繪圖引擎，還有如人物、任務等系統，經

過研發的這些系統都有 reuse的可能，他保證品質與效率，一般以 Library的方
式使用，不公開 source code，開發遊戲的次數越多，所累積的功能越多，後續
開發的速度自然越快，有過外賣經歷，但不喜歡如此做法，除非有很好的合作關

係的公司。」 

黃經理：「遊戲屬於出版物，公開發行即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至於其他的

衍生物，如有需要可申請智權的保護，一般較少為之。開發初期的行程及中後期

的內容都含有同行間競爭的機密，員工進入公司之後都有保密的合約簽署，內部

有些規定如私人大量儲存記憶體禁止使用等防止資料外洩的規定。」 

I公司公開說明說書：「本公司之產品為自主開發，所研發出豐富的遊戲引
擎、開發工具及美術圖庫等智慧財產、研發紀錄、研發報告等，均有標準化管理

及控管流程。軟體開發工具係一種模組化工具，使研發人員能系統化並且有效率

地開發各項軟體內容，目前 I公司擁有場景編輯工具模組、物件編輯工具模組、
屬性與遊戲關卡設計工具模組及附加工具模組等開發工具，並藉由程式及美術圖

庫的建立，軟體開發之速度及產出數量可大幅提升。」 

I公司公開說明說書：「該公司為確保生產開發技術，與員工間皆簽訂『員工
智慧財產權聲明書』及『保密合約書』，其主要內容為規定員工需遵守公司智慧

財產權之相關規定；文件管理方面則加強研發報告等文件之管理，對文件保存及

控管均有適當之控制；另該公司業已委託專業機構代為申請如產品及其圖樣之商

標權等各項權利，以維護自身法律權益。」 

I公司公開說明說書：「目前該公司已取得該公司中英文名稱、《一若魔界》、
《阿毛的 DoReMi樂園》、《阿毛的 ABC 新樂園》等產品及其圖樣之商標權，並
已於臺灣及大陸申請《神鵰俠侶》、《笑傲江湖》及《風雲》等產品及其圖樣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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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權。」 

三、遊戲各開發階段所產生之智慧財產 

茲將 I公司於遊戲開發流程中各階段可產生之智慧財產，以及該項智慧財產
目前施行可行性，彙整如表 4-2-5所示。 

表 4-2-5：I公司遊戲各開發階段之智慧財產權 
遊戲開發階段 智慧財產權標的 智財權型式 施行之可行性 

遊戲之故事與概

念 
著作權之語文著作或

戲劇著作、營業秘密 
可行 

用來訂定遊戲風

格、關卡及氣氛

之圖形及其資料

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視覺化前階段 

延續前作之遊戲

名稱、人物及故

事內容 

商標權、著作權之美術

著作或圖形著作、語文

著作或戲劇著作、衍申

著作 

可行 

素描或圖形及其

資料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遊戲引擎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軟體工具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工具模組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及其內部

資料庫之編輯著作 
可行 

關卡規劃與建設 

關卡架構之布置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圖

形著作 
可行 

關卡建構中所產

生之道具及物品

的圖形 

著作權之之美術著作

或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關卡建構中所產

生之人物特性及

其圖形 

商標權、著作權之美術

著作或圖形著作、編輯

著作 
可行 關卡勾勒後設定 

關卡中人物、道

具及物品之腳本

的編寫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編輯著

作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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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中所加入之

音樂 
著作權之音樂著作 可行 

動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 
可行 

各種效果與連結

所產生之電腦程

式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分工製作 

各種美術圖形及

其資料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測試與玩家意見

之資料庫 
著作權之編輯著作 可行 

遊戲名稱及人物 商標權、著作權 可行 品保與試玩回報 

遊戲軟體本身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智慧財產權保護 

對 I公司而言，在專利權的保護上，由於受限於公開與早期公開的限定，故
雖然欲以專利權作為保護的方式，仍然無法以此方式保護其智慧財產。在營業秘

密的保護上，主要係以「員工智慧財產權聲明書」、「保密合約書」及大量儲存記

憶體禁止使用等作為防止內部營業秘密外洩之管理措施，而在文件管理上，亦對

特殊文件之保存及控管採取適當的控制，此作法不但可以保護 I公司的營業秘
密，亦有益於未來在著作權之權力歸屬與舉證責任之認定。而在商標權的保護

上，則委以外部專業機構代為申請產品及其圖樣之商標權等權利，以維護其自身

之權益。 

黃經理：「遊戲屬於出版物，公開發行即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至於其他的

衍生物，如有需要可申請智權的保護，一般較少為之。開發初期的行程及中後期

的內容都含有同行間競爭的機密，員工進入公司之後都有保密的合約簽署，內部

有些規定如私人大量儲存記憶體禁止使用等防止資料外洩的規定。」 

I公司公開說明說書：「該公司為確保生產開發技術，與員工間皆簽訂『員工
智慧財產權聲明書』及『保密合約書』，其主要內容為規定員工需遵守公司智慧

財產權之相關規定；文件管理方面則加強研發報告等文件之管理，對文件保存及

控管均有適當之控制；另該公司業已委託專業機構代為申請如產品及其圖樣之商

標權等各項權利，以維護自身法律權益。」 

對於遊戲之中間產物之保護，如遊戲引擎、人物系統、圖像、音效模組、繪

圖引擎、任務系統及遊戲事件管理等，由於軟體程式與內容的特性，故主要以著

作權或是營業秘密的方式加以保護。而對於遊戲之開發過程，在 I公司的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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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得知開發的進度及遊戲開發過程中所產生的圖像，此與日本遊戲公司會在雜

誌上標示開發進度與圖像相似，此作法除了有助於集中玩家的目光與增加玩家的

期待，亦將有利於對其智慧財產權的伸張。 

黃經理：「如特效工具、場景編輯、對話工具及一些較 solid 的元件，如人
物系統、引擎的修改沿用、音樂、音效、對話機制、遊戲事件管理等，如果是合

就沿用或作些微改變。最典型的如遊戲繪圖引擎，還有如人物、任務等系統，經

過研發的這些系統都有 reuse的可能，他保證品質與效率，一般以 Library的方
式使用，不公開 source code，開發遊戲的次數越多，所累積的功能越多，後續
開發的速度自然越快，有過外賣經歷，但不喜歡如此做法，除非有很好的合作關

係的公司。」 

五、智慧財產權之加值 

I公司在遊戲開發過程中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主要用於內部遊戲的重複使
用及加速遊戲開發的流程，故主要係以內部修改的加值為主，而在智慧財產權上

則是以著作權及營業秘密的方式加以保護。 

黃經理：「如特效工具、場景編輯、對話工具及一些較 solid的元件，如人物
系統、引擎的修改沿用、音樂、音效、對話機制、遊戲事件管理等，如果是合就

沿用或作些微改變。最典型的如遊戲繪圖引擎，還有如人物、任務等系統，經過

研發的這些系統都有 reuse的可能，他保證品質與效率，一般以 Library的方式
使用，不公開 source code，開發遊戲的次數越多，所累積的功能越多，後續開
發的速度自然越快，有過外賣經歷，但不喜歡如此做法，除非有很好的合作關係

的公司。」 

I公司公開說明說書：「1997年該公司『跨平台 3D引擎暨開發工具』獲工
業局主導性新產品輔導計劃補助，並於 1999年開發完成結案，該公司運用上述
3D遊戲引擎於 1998年推出《般若魔界》、《幻影特攻》；1999年推出《帝都魔
域傳》、《聖劍大陸》等遊戲產品；於 2000年推出《笑傲江湖》及《新神鵰俠侶》
二款 3D武俠角色扮演遊戲，其當年度銷售套數分別約 15萬套及 13萬套。」 

I公司公開說明說書：「遊戲開發工具係一種模組化工具，使研發人員能系統
化並且有效率地開發各項遊戲軟體，目前 I公司擁有場景編輯工具模組、物件編
輯工具模組、屬性與遊戲關卡設計工具模組及附加工具模組等開發工具，並藉由

程透及美術圖庫的建立，該公司之遊戲開發速度已漸具優勢。」 

於對外授權之智慧財產權加值上，在遊戲軟體方面，以尋求異業結合或國際

合作方式以增加銷售數量，並持續拓展程式引擎、圖像、商標等智慧財產權之授

權業務。且為了延長遊戲軟體之產品生命週期，除了從事網路遊戲加值服務及相

同商品之開發外，更進一步研發各種通訊產品之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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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I公司遊戲軟體收入（單位：新台幣仟元） 
營業收入 

 
重要用途、功能及代表

性產品 
項目 87 年

度 
88 年
度 

89 年
度 

90 年

1~9月 
遊戲軟體 32 11425 90186 137183

遊戲

軟體 

提供人們正當休閒娛

樂，代表性產品如塔克

拉瑪干傳奇－敦煌、笑

傲江湖、.新神鵰俠侶、
風雲 2 之七武器、笑傲
江湖網路版、神鵰俠侶

完結篇 

遊戲軟體

授權收入
8951 893 22210 25609 

資料來源：I公司公開說明書 

I公司公開說明說書：「該公司 87∼89年度及 90年 1∼9月遊戲軟體授權收
入分別為 8951仟元、893仟元、22210仟元及 25609仟元，其內容主要為 3D
遊戲引擎、遊戲軟體、遊戲攻略本及遊戲人物肖像等授權收入。87年度授權收
入主要為《般若魔界》授權北美代理商 Dreamcatcher金額 3250仟元及《幻影
特攻》授權第三波公司金額 2000仟元，另 3D遊戲引擎授權給宏碁電腦收入為
3450仟元；88年度主要為授權智冠《幻影特攻》及《帝都魔域傳》之韓國授權
收入 360仟元及授權香港宏碁《幻影特攻》香港授權收入 533仟元；89年度授
權收入主要為 3D遊戲引擎授權立德國際公司收入為 9524仟元，《新神鵰俠侶》
遊戲授權給第三波公司銷售金額 5697仟元，《笑傲江湖》、《新神鵰俠侶》授權
韓國 Abyss公司金額 2626仟元及《笑傲江湖》授權 InterServ Inc金額 2215 仟
元；90年 1∼9月授權收入主要為 3D遊戲引擎及 3D圖庫內容授權香港Way on
公司銷貨淨額 21882仟元，其他收入方面，87年度主要為第三波考量可取得《幻
影特攻》之經銷權及嘉禾電影考量《幻影特攻》遊戲之販賣可刺激電影票房之銷

售，故分別贊助遊戲軟體《幻影特攻》之製作收入為 2492 仟元及 6773仟元。」 

I公司公開說明說書：「該公司鑑於行銷活動對電腦產品銷售之重要性，在國
內市場首創如與聯邦銀行合作之神鵰俠侶信用卡及與和信電訊合作之笑傲江湖

輕鬆打之異業聯合促銷活動與限量版遊戲軟體並搭配各類如印有遊戲內容之馬

克杯、鑰匙圈、玩偶之週邊產品等創新行銷模式，因而創造出在市場上的亮麗銷

售成績，並打破國內遊戲市場的傳統經營模式，吸引更多消費者購買。」 

 



第四章 研究個案彙總 

107 

第三節 S遊戲軟體公司個案 

壹、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S公司成立於 1988年，主要經營項目為遊戲軟體的研發與代理，包括自製
軟體 70餘個、代理軟體 40餘個，領域橫跨 PC Game、TV Game、以及目前
熱門的 Online Game，其中較具代表性的產品有：大富翁、軒轅劍、仙劍奇俠
傳等系列產品，發行版本包括中文、日文、韓文、英文等語言，行銷範圍涵蓋國

內外市場，目前在台灣擁有 1200家有效經銷商，銷售點超過 4000家，負責自
製產品及國內、外代理產品台灣地區的銷售業務。 

總經理李先生為 S公司創辦人，李先生曾創立精訊公司，從事國外遊戲中
文說明書之發行，來開精訊後以資本額 100萬獨自成立 S公司，並獲得蔡明宏
與施文馮兩位程式設計師的加入，開始投入國產遊戲的開發。如今資本額 3億
3885萬，員工人數達 253人。 

二、主力產品 

S公司為國內知名遊戲軟體開發公司，成立至今 16年，自製軟體 70餘個、
代理軟體 40餘個，主要代表作品有：戰略角色扮演類的《聖域爭輝》，角色扮演
類的《失落的封印》、《軒轅劍》系列、《仙劍奇俠傳》系列、《阿貓阿狗》，益智

類的《倉庫番》系列、《大富翁》系列、《正宗台灣十六張麻將》系列，戰略模擬

類的《天使帝國》系列、《春秋爭霸戰》系列、《魔法世紀》系列，以及《台灣職

棒大聯盟》等。 

三、公司沿革及重要成就 

茲將 S公司之沿革彙整如表 4-3-1所示。 

表 4-3-1：S公司沿革 

時    間 說               明 

1988年 四月一日於臺北市重慶北路成立。 

1989年 
凝聚公司主力人才研發第一套遊戲－《滅》。發行以介紹 S公司產
品為主的雜誌－《軟體之星》（發行量十萬本）。正式成立研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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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推出第一套 VGA遊戲《倉庫世家》。推出具中國風的 RPG《軒轅
劍》獲得極大迴響，奠定往後基礎。 

1991年 
推出 3D視角遊戲《破壞神傳說》，音樂、畫面皆超出當時業界水
準，為國內 PC遊戲新立下里程碑。第一代 S公司搖桿卡
JOYNOUSE研發成功。 

1992年 
拓展外銷市場，正式進入香港及東南亞市場。大量推出遊戲（此

年推出 12 套遊戲）並參加美國芝加哥消費電子展。 

1993年 
參加美國拉斯維加斯的消費電子展。確立自製路線。開始推出系

列軟體第一代，如《天使帝國》、《魔法世紀》、《大富翁》等。 

1994年 
進入韓國市場。推出系列產品第二代《軒轅劍 2》、《天使帝國 2》、
《魔法世紀 2》。開始代理國內光碟軟體。 

1995年 

《軒轅劍 2－日文版》打進日本市場。代理《倉庫番》、《緋王傳 2》
等日本軟體。獲得日本 SEGA 32位元遊樂器 Saturn軟體的開發
授權。系列產品進入第三代，如《軒轅劍外傳－風之舞》。推出劇

本、畫面、音樂均有高水準突破的《仙劍奇俠傳》遊戲。獲得全

國多媒體「金袋獎」首獎及多媒體育樂展「CEM STAR」大獎。
獲得第十二屆金字招牌廠商獎。 

1996年 

推出《大富翁第 3代》、《L－MAN 蜥蜴超人》等遊戲。獲得「中
國金商標協進會」所頒發的「電腦資訊類」金字招牌獎、多媒體

育樂展「CEM STAR」獎、新時代獎「年度風雲廠商」等獎項。
進入大陸市場。 

1997年 

將開發軟體定位在 multi-platform（多平台）、multi-language（多
語言）、multi-user（多使用者）、multi-country（多國化）。推出支
援 win95的《聖域爭輝》、《仙劍奇俠傳 for windows95》等遊戲。
獲得多媒體育樂展「CEM STAR」獎。 

1998年 

獲得多媒體育樂展「CEM STAR」及電腦玩家第一屆遊戲金像獎。
推出《阿貓阿狗》、《軒轅劍－黃金紀念版》、《大富翁 4》。開始推
出遊戲周邊商品。辦理現金增資，引進法人資金，開放員工認股，

實收資本額增至新台幣一億兩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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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推出國內第一套自製電視遊樂器 SEGA—Saturn軟體《仙劍奇俠
傳 SS版》。申請上櫃輔導。推出《軒轅劍 3》突破 10 萬套創下
高價位產品單月份銷售記錄。開始投入傳播界，計畫製作娛樂電

視節目，推出「電玩帝國」。獲得電腦玩家遊戲金像獎獎項。 

2000年 

於台北市電腦公會舉辦之「千禧 GAME STAR」遊戲選拔，榮獲
最佳角色扮演類、最佳益智類、最佳運動類、最佳養成類四項獎

項，創下國內最高得獎項目之遊戲公司。成立 100%持有之北京
子公司—軟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辦理盈餘轉增資及現金增

資，資本額增為新台幣二億二千三百四十萬元整。 

2001年 

於台北市電腦公會舉辦之「2001年 GAME STAR」遊戲之星選
拔，榮獲最佳角色扮演類及最佳養成類遊戲大獎。於電腦玩家舉

辦之「遊戲金像獎」中獲得編輯評選最佳國產遊戲、最佳導演及

讀者票選最佳國產遊戲、最佳客戶服務四項大獎。公司股票正式

於櫃檯買賣中心掛牌。與國內業者宇峻、奧汀、風雷時代、弘煜

合資於大陸北京成立代理發行公司「寰宇之星」。子公司與日商

ENIX合資於大陸成立網星艾尼克斯網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02年 
辦理合併增資及盈餘暨資本公積轉增資，資本額增為新台幣三億

三仟八佰八十五萬六仟五佰八十元整。 

2003年 
於「2003 年 GAME STAR」遊戲之星選拔，榮獲最佳角色扮演
遊戲、最佳益智遊戲、最佳單機遊戲金獎、最佳線上遊戲金獎、

年度大賞、最佳即時戰略遊戲、最佳連線遊戲等七項大獎。 

資料來源：S公司公開說明書、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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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架構 

茲將 S公司之組織架構圖彙整如圖 4-3-1所示。 

 

圖 4-3-1：S公司組織圖 
資料來源：S公司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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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 S公司各部門主要的工作內容彙整如表 4-3-2所示。 

表 4-3-2：S公司各部門主要工作內容 
部門 工作內容 
總經理室  統籌全公司策略規劃、制度管理、法律事務、資源整合。

財務部 
 稽核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之正確性及有效性、協助檢
查評估公司經營狀況及營運報表，並提供改進建議。 

投資管理室  轉投資之評估及轉投資公司之制度管理、預算控管。 

管理部 

 產品生產規劃、製造、委外加工、成品及半成品之庫存
進出及控管等作業。 

 產品原物料、成品包裝及一般設備之採購、議價等作業。
 固定資產管理及維護。 

財務部 

 公司資金規劃與調度及預算之彙編、控制與分析及管理
報表之編製與經營分析。 

 會計處理、稅務規劃與處理及客戶應收帳款之跟催及處
理。 

 股務作業之規劃與管理。 

人事部 
 員工之招募及彙整員工考績、薪資異動、人員升遷及部
門轉調等。 

 員工在職教育及專業知識訓練。 

資訊部 

 .公司軟硬體設備之連線及修護，並提供相關管理資訊系
統之支援、備份。 

 控管公司之一般電腦設備及軟體之購買、報廢及軟體使
用版權之合法性。 

業務部 
 各項產品國內市場客戶之開發。 
 客戶之銷售及管理追蹤。 

產業合作部 
 主要係洽談歐、美、日遊戲軟體之代理。 
 推展海外行銷市場及與其他廠商之策略聯盟。 

行銷部 

 設計促銷活動、公司形象宣傳品。 
 設計產品行銷所須之海報、旗幟等。 
 籌辦新產品宣傳造勢活動及參加各電玩展覽之促銷活
動。 

 產品廣告之刊登及扮演公司與第三者媒介，如：媒體公
關、公益活動之參與、舉辦等。 

專案室 

 線上遊戲全年度營運目標計劃、經營企劃、產品規劃、
行銷活動計劃。 

 收集相關產業資訊，分析並提出建議。 
 新遊戲測試與提出評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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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部 
 處理消費者售後服務之問題。 
 與消費者間關係維護，溝通協調。 

網路遊戲事業部  網路遊戲技術平台與遊戲內容開發維護。 
網路系統部  負責網路遊戲相關營運之系統運作維護。 
攜帶平台事業部  負責攜帶式平台娛樂相關產品開發與經營維護。 

社群事業部 
 負責結合娛樂內容、多媒體訊息互動與服務等會員網站
運作。 

研究發展事業處 

 新技術的開發與研究。 
 產品品質管制與軟硬體相容性測試。 
 遊戲的主要企劃、美術、動畫、程式、影音後製、音樂
音效等的製作與進度掌控。 
資料來源：S公司公開說明書 

貳、遊戲開發流程 

S公司在發想之後即會形成遊戲之中心主題及所要呈現的遊戲性，然後提出
企畫案交由公司內部作評估，藉由腦力激盪的方式討論概念的可行性，若確定具

有市場價值，則會交由專職之企畫人員作遊戲內容之設定，之後美術人員與程式

人員將此腳本具體轉化為美術腳本與程式的需求，並進入量化的階段，接著則交

由各部門人員分頭進行製作，隨著製作完成則會有文編人員依據劇本進行組裝或

演出的工作，最後交由原來的編劇及製作人進行彙整，最後則依據實際完成的遊

戲，進行運鏡、數值平衡、劇情深度及市場與娛樂性的潤飾，如圖 4-3-2所示。 

 

圖 4-3-2：S公司遊戲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S公司、本研究整理 

一、視覺化前階段 

在概念生成產生時，會藉由內部討論形成遊戲主旨、遊戲類型、遊戲風格、

空間連結、設計分鏡、支持氣氛及基本關卡設計等，並藉由此概念上的原型作為

對內討論遊戲是不是具備市場性的基礎。故 S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遊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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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企畫

設定
分工

形成

原型 

製作組裝潤飾 量化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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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階段與「內部評估」階段應屬於此視覺化前階段。 

吳專員：「單機遊戲在『發想』的時後，我們通常從零開始想一套遊戲，我

們在開始做的時後會想三個問題：遊戲性、中心主題、市場性。遊戲很重視『遊

戲性』，也就是一段劇情與另一段劇情間會有一堆任務的關卡，要把任務解決掉

後才會進行下一個劇情。『中心主題』就是劇情，劇情面本身是指一開始設計的

時後會想，這個遊戲要讓玩家在故事中得到什麼感動，一般比較賣座的遊戲是先

寫頭尾，然後才寫中間，在開頭吸引大家，在結尾讓大家感動。『市場性』常對

遊戲製作人員最沮喪的地方，公司常會問，你做這套遊戲能為公司賺多少錢。」 

吳專員：「評估即為公司給我們的煞車，因為通常企畫人員最容易天馬行空，

想作自己喜歡或高興的東西，譬如說，我想做科幻即做科幻、想做中世紀即做中

世紀，然後都不管市場，公司就會給我們一個煞車，叫我們先提案，提案過了之

後公司才給人力、物力及資源給我們，這是每一家公司都有的。」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除了選定設計工具、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設計及關卡建造外，亦會確

認概念在實際執行時的可行性。故 S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企畫設定」及「分
工」階段應屬於此關卡規劃與建設階段。 

吳專員：「一般遊戲最重要的就是這個企畫，像是大富翁或是其他的遊戲，

甚至製作人或主角就是企畫，單一 RPG的特色上，因為故事很重要，通常編劇
是整個偏好遊戲的源頭，在重要度上不輸給企畫案的製作人。量化通常編劇要先

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寫劇情大綱，美術人員要在『準小說』的狀態下，去算出從

頭到尾要多少動作。程式結構通常叫他引擎，引擎通常需要很長的開發時間，所

以通常被要求『一魚多吃』，在不同的遊戲上使用，引擎好的遊戲表現出來的就

很好，譬如說同樣是 3D遊戲，有些電腦就跑得動，有些電腦就跑步動，有的遊
戲跑得動的電腦就很多，就是很低階的電腦就跑得動，就表示程式或引擎寫得很

好，若是跑得動的電腦很少或配備很高的電腦才跑得動的遊戲，銷售量就會受影

響，所以程式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用很低檔的設備或電腦又能讓遊戲呈現的還不

錯。」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在此階段開始產生原型，並藉由不斷的討論與測試回報反覆修正此一遊戲的

原型，最後訂出細部設定，並藉由最後量化的反覆討論過程中去蕪存菁。故 S
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形成原型」階段與「量化」階段應屬於此關卡勾勒後

設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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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專員：「量化是什麼呢？譬如說我今天寫一套劇本出來之後，通常是美術

主管做的，看劇本之後量化出，衡量人物的動作數，然後把他做到最小，而不使

劇情受到影響，使成本最小，然後還有就是說我要外包出去給多少人，而哪一家

公司擅長什麼，這就是量化。量化通常編劇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寫劇情大綱，

美術人員要在『準小說』的狀態下，去算出從頭到尾要多少動作，片頭動畫就是

『林監督』算的，在遊戲裡的部分就是美術總監去算，我這邊就要用文字去盡量

將感覺表達出來，使美術總監與地圖總監看這些東西，憑著他們的經驗去整合、

衡量從頭到尾到底要用多少場景、經歷多少戰鬥，算完後會再給編劇與製作人去

看，看看大概有沒有算錯，雖然這個部分看起來枯燥、無聊，但是一個小組能不

能成功，就要看這個部分。做遊戲類似於工廠，就是怎樣的去量化的精準，代表

著這個製作團隊是否能成功的關鍵，美術量化是最重要的，音樂與音效也有量

化，但是通常最難做也是最辛苦的就是美術量化。當他們看到劇情大綱後，他們

會做出一個表，衡量這個劇情的成本，可以看到每一個打勾即代表一個動作或表

情，一個動作即代表 1000元台幣，如果發現錢太多，即要想說要砍掉些什麼，
這個過程是非常枯燥的，所以做遊戲和玩遊戲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必須要在一

個星期內算出來，而且不能算錯。通常內製會比較好，你發現算錯了還可以改或

調整，但外包則完全無法補救。」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並由製作人負

責充當專案經理人的角色。故 S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製作」、「組裝」及「潤
飾」中的運鏡與劇情深度等階段應屬於此分工製作階段。 

吳專員：「量化完了之後，就像工廠，他把設計圖都畫好、物料都統計好了

之後，就開始製作，也就是量產，通常編劇就開始些腳本，並給演出及美術人員

去開始執行，這個部分比較簡單，反正就是按照量化上的東西去執行，做到一項

工作就劃掉一欄，然後在時間內做完，這個時間通常很長。」 

吳專員：「接下來就是組裝，地圖會先做好，接著就是人物模型，人物模型

要將動作與人物合在一起，接下來就是演出劇情，就是演出人員要按照劇本上的

演出，雖然編劇看起來已經很詳細了，演出人員按照劇本演出的風格和抓到的感

覺還是會有差異，通常演出人原有 3∼4人，每個人執行不同的章節，四個章節
一個循環，也就是照順序輪替，所以通常可以發現一個章節就是一個風格，而每

個風格都不太一樣，通常最後編劇與製作必須要跳下來整合整個風格，而《軒轅

劍 4》即是我和另一個人負責整合。」 

吳專員：「以前 2D遊戲沒有這個東西，3D遊戲就有多了運鏡這個要素，我
們在遊戲中先找一個點，旁邊在螢幕上會顯示他的參數，五個參數的意思是攝影

機的位置，X、Y、Z、它和主角的相對關係、攝影機可以接觸到主角的路徑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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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個參數，然後你先選一個，然後再移動鏡頭到另外一個地方，比方說我今天

鏡頭要緩緩接近主角，你先知道第一個點，移動之後知道第二個點，兩個點的參

數都抄下來後，然後在這邊等，執行之後你就可以看到鏡頭就是這樣緩緩的移

動。」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接近完成的遊戲產品或軟體產品，必須通過三個嚴格的測試階段，包括α、

β及 Gold三個階段。故 S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潤飾」中數值平衡與「測
試」階段應屬於此品保與試玩回報階段。 

吳專員：「數值平衡就是，大家有時候會覺得有個魔王打都打不死，這是因

為每個人的想法會有落差，就連內部人員對於難易度都會有不同的感覺，這其實

就是企畫人員和玩家的想法有落差，通常我們的作法是找很多的測試人員，把每

個人覺得難的地方或是找不到東西的地方都寫下來，到這樣幾乎都做完了，只剩

下補一下音樂就好。」 

參、遊戲價值的認定 

以 RPG遊戲而言，遊戲價值來自於遊戲是否有趣，亦即決定於遊戲的特性、
編劇或遊戲性是否完善，而此一價值之產生即來自於遊戲開發流程中較前端的階

段，過去往往以最後產出之遊戲當作智慧財產標的來作鑑價，但 S公司認為此
種作法對於遊戲價值的衡量不盡客觀，因為最終產物的價值在遊戲軟體上市後幾

個月內即已耗盡，若以此最價值的衡量只不過是在衡量該產品過去的價值，對於

未來價值的評定並無太大的助益。 

S公司公開說明書：「對專業軟體開發商而言，研發遊戲產品並不是一件難
事，但是一個好的題材，卻是值得長期經營，本公司經過多年的開發，至今已擁

有多個暢銷的系列產品。」 

吳專員：「《軒轅劍》或是其他的單機遊戲，可以發現它很像是一部電視劇、

電影或卡通，劇情完全依據編劇的構想，所以像是編一齣電影、漫畫或小說，但

是它是可以互動的，也就是玩家可以在遊戲內自由冒險、探索如何延續故事、找

到編劇的下一個提示點就可以繼續遊戲。日本與美國的 RPG game最大的差異
在於，日本的最像電影，但美國的比較像是網路遊戲，日本的 RPG game會有
一套完整的劇本，整個遊戲的故事皆會依循著這個嚴謹的故事來走，而台灣的武

俠遊戲 RPG，主要是走日式 RPG的路線，就像是一套互動式的武俠電影，但玩
家必須依循編劇所給的故事路徑與邏輯。」 

李總經理：「我先講智慧財產權鑑價，其實這在台灣是有問題的，台灣唯一

做過遊戲軟體鑑價的是 S公司，我們曾經鑑價過《大富翁》和《仙劍奇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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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套共鑑價出來 1億 7000萬吧，應該是 1億 5000萬，在五年前，因為我們要
增資，那我們總要說公司有多少價值，所以我們真的鑑過價，那其實沒有什麼用，

我在行政院數位內容開發小組 80幾個人開會的時候，當場一些文建、內政的副
主委和次長都在場，我講，有人讓你鑑價講了一大堆、有人說我這本書已經賣了

5億本，那我的價值多少？講了半天我講了一句話說，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提醒大
家，因為我鑑過價嘛，其實鑑價鑑的是現在及未來的價錢，過去價值現在已經浮

現了，怎麼還會有價值？所以很多人搞錯了，是他未來還可以賣多少，除非是獨

售，除非是一個藝術品，他的價值可以再累積，可是大部分的商業行為，他鑑的

是現在及未來的價值，這是鑑價的部分。」 

肆、技術知識特質 

一、內隱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新遊戲的概念產生之初，概念提出者必須先將此一新的概念提供給企畫部

門，而企畫部門會憑藉其過去開發的經驗將該提案寫成企畫書，藉由原型、其他

遊戲、圖像、演出及其他媒介的方式，將概念傳達給參與審查同仁及促成討論與

溝通。故在此一階段中，對於「經驗」、「譬喻」及「隱喻」的依賴性非常高，使

此一階段知識之內隱程度非常顯著。 

林監督：「我們在做《軒轅劍 3》的時候，我們內部也討論過為什麼要將遊
戲內容遊戲性拉這麼開，是因為這樣題材很窄，可能就不能將遊戲撐到現在，像

我們自己內部也討論過回到架空的時代，甚至更早的時代，我們考慮的是這種延

續性，如果到現在是第七部還是第八部，我沒數得很清楚，如果到現在還在那把

劍和那個壺，大家會不會覺得題材有點窄，就像是仙劍有人說好像是一直圍繞在

男女情愛上面，反而軒轅劍一直把題材拉得很開很廣，說真的，一把劍能夠玩多

久（笑）？一直圍繞在軒轅劍的主角上，我們自己的內部的基本共識是，只要故

事的基本題材是圍繞在持軒轅劍者身邊的人物事，我們都可以接受，而公司的高

層亦希望我們把題材拉廣一點。」 

林監督：「在公司內部每個專案提出來，反正是一個你們看得到的產品，他

們都需要經過一個專案的評估會議，裡面的人從研發部的主管到業務的部門，反

正一天之內，來評估的人進進出出，會分批來，你那一整天都是做這些報告，他

會用各種的方式，有點像是行政院的報告，您這個東西能賣幾套？我們這種研發

人員就會想，奇怪！如果我知道會多賣幾套，那我就當老闆了！所以我們也很難

回答，但是事實上這些資料我們雖然不能回答，但是你能透過一些方式可以得到

數據，譬如說回函卡、網路上的調查，其實都可以得到，也許他不盡完全準確，

但是一定要去蒐集，告訴他過去的經驗，我們加了些什麼，然後玩家的反應，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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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加什麼比較好，所以我們會去預估，這跟做的經驗有關，所以你在做得時候，

不是完全沈浸在技術就夠了，你還要知道什麼比較有效，你神農嘗百草，你不能

吃到第九十九樣就倒了，那也不行，瞭解嗎？其實還是要蒐集一些資料做一些評

估，站在玩家的立場，玩家喜歡這個，站在賣的立場，他可能噱頭可以賣，你要

告訴人家，譬如說我們新的系統可以怎麼樣，像剛剛的麻將遊戲，可以網路連線

耶！因為 LAN Game嘛！我在家裡可以打，譬如說有些遊戲說我可以像 MSN
一樣聊天，可以像手機一樣傳什麼東西，你可不可以記住這些東西，然後通過這

些審查的關卡。」 

陳協理：「創意的產生主要是靠腦力激盪的方式產生。」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S公司在遊戲概念測試結束後，即會以圖像或演出作為溝通遊戲玩法設計、
技術可行性及關卡設計等概念的媒介。故在此一階段中，對於「經驗」、「譬喻」

及「隱喻」的依賴性非常高，使此一階段知識之內隱程度非常顯著。 

吳專員：「一般遊戲最重要的就是這個企畫，像是大富翁或是其他的遊戲，

甚至製作人或主角就是企畫，單一 RPG的特色上，因為故事很重要，通常編劇
是整個偏好遊戲的源頭，在重要度上不輸給企畫案的製作人。量化通常編劇要先

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寫劇情大綱，美術人員要在『準小說』的狀態下，去算出從

頭到尾要多少動作。」 

林監督：「如果動畫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一定是利基在大家能夠看得懂。所

以一開始在文字創作時，我必須先去看看劇本，看懂了，重點抓出來了，我去找

能夠讓大家懂得地方，要點先抓出來，組合起來，發覺可以了，我才可以開始做。

軒轅劍打算進入 3D的時候，也就是開始已經有『運鏡』的時候，我就要開始跟
文編講解運鏡的法則，就像看電視，你不太會看到鏡頭到處跑，通常是一個畫面

直接切換到另外一個畫面，不會像電影一樣鏡頭跟著人一直跑，為了讓文字創作

者知道這個到底好不好演，就直接叫他自己演一次試試看（笑），為了達到漂浮

的目的，上身穿唐裝，但是腳上卻穿溜冰鞋。」 

林監督：「有些理念就是說，我認為在文字構想的時候可以是無限大，盡量

去想像，我覺得這樣是合理的，在技術端可以大膽去要求，說要求什麼樣的技術，

我覺得這樣是合理的，最擔心的，就是文字和技術這邊在初始設計時，如果都架

得很高，沒有辦法溝通，這個東西是不合理的，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一開始

如果設定的不夠大、不夠高、不夠理想，最後可能也沒有刪減和設定的空間，」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雖然在原型產生後係以原型作為溝通的媒介，而各部門人員依其經驗所提出

之建議，則是以口頭及文字化的建議為主，且在量化完成後，亦以其所產生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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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作為溝通的依據。所以在此一階段中，雖然對「經驗」及「譬喻」的依賴性非

常高，且是以腦力激盪的方式來進行，但最後提供的意見或溝通則是以文字化的

外顯知識為主，故此一階段內隱程度應屬於中等。 

林監督：「他會跳多過去《阿貓阿狗》一樣只要站在一個點講話，必須整個

人都是活的，站在導演的立場來看，我不會把你當電腦人看，而會將他當作演員

來看，這樣才會慎重，文字思考上，創作一開始會是一個點，從這個點會變成有

系統的文字劇本，然後大概有個想像的空間，然後做出設計，才能開始量化，最

後結合起來變成可以欣賞的作品。」 

陳協理：「原型主要會在設定之後產生，用來討論遊戲進行是否順暢、監督

進度，以及是否需要修改，這個部分會以腦力激盪的方式進行，就是由各個部門

的人員進來一起討論。」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雖然製作過程

所需的知識必須依賴經驗，但由於工作內容明確，主要以任務交付與完成為主，

故在此一階段外顯程度應較為顯著。 

吳專員：「量化完了之後，就像工廠，他把設計圖都畫好、物料都統計好了

之後，就開始製作，也就是量產，通常編劇就開始些腳本，並給演出及美術人員

去開始執行，這個部分比較簡單，反正就是按照量化上的東西去執行，做到一項

工作就劃掉一欄，然後在時間內做完，這個時間通常很長。」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經測試所回報的修正，雖然在α-testing階段的除錯仍需要一定的經驗，但
由於工作內容明確，且溝通內容多以為字化為主，故 S公司在此一階段應屬於
外顯程度高。 

二、模組化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這個階段由於涉及遊戲主旨、遊戲類型、遊戲風格、空間連結、設計分鏡及

支持氣氛，對後續製作之溝通會造成影響，不易分割出來獨立製作，故模組化程

度低。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在程式上，硬體規格、引擎及開發軟體是具有標準化的，且不同的開發軟體

所開發出來的資料具有可轉換性，但依據遊戲專案的不同，仍必須做些專屬性的

修改，故模組化程度應屬於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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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專員：「比方說這次的《蒼之濤》好了，就是一種木柵樹的系統，之前軒

轅劍還有練妖壺的系統；這種概念就像是到世界各地區挖寶，這兩個東西放在一

起可以變成另外一種不明的東西，這就是一種系統；要到某個地方找到某個道

具，道具間結合才能變成另外一種道具，而這種道具則是打敗某個怪物所必須

的，才能繼續進行遊戲。」 

陳協理：「某些底層的技術，是產業共通的，例如 DIRECTX或網路協定等。
共通的物件我們稱為工具，這是必然的，我們通常開發工具不會只為一套遊戲。」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開始產生原型後，藉由不斷的討論與測試回報反覆修正此一遊戲的原型，由

於先前設計上會預留空間，後續完成美術及程式時即以此預留空間作為連結，在

討論與修正時即會形成模組化的型態，最後依此訂出細部設定。故在此階段模組

化程度應較為顯著。 

吳專員：「量化是什麼呢？譬如說我今天寫一套劇本出來之後，通常是美術

主管做的，看劇本之後量化出，衡量人物的動作數，然後把他做到最小，而不使

劇情受到影響，使成本最小，然後還有就是說我要外包出去給多少人，而哪一家

公司擅長什麼，這就是量化。量化通常編劇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寫劇情大綱，

美術人員要在『準小說』的狀態下，去算出從頭到尾要多少動作。憑著他們的經

驗去整合、衡量從頭到尾到底要用多少場景、經歷多少戰鬥，算完後會再給編劇

與製作人去看，看看大概有沒有算錯，雖然這個部分看起來枯燥、無聊，但是一

個小組能不能成功，就要看這個部分。美術量化是最重要的，音樂與音效也有量

化，但是通常最難做也是最辛苦的就是美術量化。當他們看到劇情大綱後，他們

會做出一個表，衡量這個劇情的成本，可以看到每一個打勾即代表一個動作或表

情，一個動作即代表 1000元台幣，如果發現錢太多，即要想說要砍掉些什麼，
這個過程是非常枯燥的，所以做遊戲和玩遊戲是完全不一樣的。」 

吳專員：「有一個東西在 DOMO小組叫『文編』，但由於怕大家不清楚，所
以現在用『演出』，演出就是用程式寫出來的一些功能，譬如說我們把遊戲人物

做成 2D或 3D的圖，然後怎麼去控制玩遊戲看到的那些動作或效果，如 2號角
色抬頭，就下一個指令，譬如說下 23的指令，然後還要去算動作的速度，如抬
頭的速度若是沒有控制好，即會出現講話時不小心沒算好速度抬頭，即會出現人

物動作跳一下的現象。」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且在開發過程

中所產生之物件亦具備可重複利用的特性，故此階段模組化程度應非常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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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專員：「量化完了之後，就像工廠，他把設計圖都畫好、物料都統計好了

之後，就開始『製作』，也就是量產，通常編劇就開始些腳本，並給演出及美術

人員去開始執行，這個部分比較簡單，反正就是按照量化上的東西去執行，做到

一項工作就劃掉一欄，然後在時間內做完，這個時間通常很長。」 

吳專員：「接下來就是『組裝』，地圖會先做好，接著就是人物模型，人物模

型要將動作與人物合在一起，接下來就是演出劇情，就是演出人員要按照劇本上

的演出，雖然編劇看起來已經很詳細了，演出人員按照劇本演出的風格和抓到的

感覺還是會有差異，通常演出人原有 3∼4人，每個人執行不同的章節，四個章
節一個循環，也就是照順序輪替，所以通常可以發現一個章節就是一個風格，而

每個風格都不太一樣，通常最後編劇與製作必須要跳下來整合整個風格。」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在國外除了較大型的遊戲開發公司會有自己專屬的 QA部門外，大部分小公
司測試都會交由專門做 QA公司，而 S公司係自有專屬的測試部門，且測試內容
及回報皆能與個別部門單獨溝通，故以分割度的角度來看，應屬於模組化程度高。 

三、複雜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以 S公司而言，在初期的階段主要以企畫部門作為主導的角色，但是由於
遊戲初期概念的產生需要多方面的評估，各部門的人員都要參與及給予意見，故

此階段知識的複雜度程度高。 

林監督：「在公司內部每個專案提出來，反正是一個你們看得到的產品，他

們都需要經過一個專案的評估會議，裡面的人從研發部的主管到業務的部門，反

正一天之內，來評估的人進進出出，會分批來，你那一整天都是做這些報告，他

會用各種的方式，有點像是行政院的報告，您這個東西能賣幾套？我們這種研發

人員就會想，奇怪！如果我知道會多賣幾套，那我就當老闆了！所以我們也很難

回答，但是事實上這些資料我們雖然不能回答，但是你能透過一些方式可以得到

數據，譬如說回函卡、網路上的調查，其實都可以得到，也許他不盡完全準確，

但是一定要去蒐集，告訴他過去的經驗，我們加了些什麼，然後玩家的反應，覺

得加什麼比較好，所以我們會去預估，這跟做的經驗有關，所以你在做得時候，

不是完全沈浸在技術就夠了，你還要知道什麼比較有效，你神農嘗百草，你不能

吃到第九十九樣就倒了，那也不行，瞭解嗎？其實還是要蒐集一些資料做一些評

估，站在玩家的立場，玩家喜歡這個，站在賣的立場，他可能噱頭可以賣，你要

告訴人家，譬如說我們新的系統可以怎麼樣，像剛剛的麻將遊戲，可以網路連線

耶！因為 LAN Game嘛！我在家裡可以打，譬如說有些遊戲說我可以像 MSN
一樣聊天，可以像手機一樣傳什麼東西，你可不可以記住這些東西，然後通過這

些審查的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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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對 S公司而言，此一階段必須針對概念的可行性作評估，並具體將企畫的
設定轉化為美術與程式的設定，而在關卡規劃上亦需要各部門的投入與配合，故

在此階段知識複雜性高。 

吳專員：「一般遊戲最重要的就是這個企畫，像是大富翁或是其他的遊戲，

甚至製作人或主角就是企畫，單一 RPG的特色上，因為故事很重要，通常編劇
是整個偏好遊戲的源頭，在重要度上不輸給企畫案的製作人。量化通常編劇要先

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寫劇情大綱，美術人員要在『準小說』的狀態下，去算出從

頭到尾要多少動作。」 

陳協理：「新遊戲有兩種，一種是純粹創意不需更新技術或程式。另一種是

必須更新技術與程式。如果是第二種就牽涉很廣，例如引擎，工具，音樂，美術，

網路等等。」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開始產生原型後，藉由各部門人員的討論與檢視以反覆修正遊戲之原型，此

時設計上會預留空間，作為後續完成美術及程式時即以此預留空間作為連結，故

在此階段知識複雜性高。 

陳協理：「原型主要會在設定之後產生，用來討論遊戲進行是否順暢、監督

進度，以及是否需要修改，這個部分會以腦力激盪的方式進行，就是由各個部門

的人員進來一起討論。」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故此階段知識

複雜性低。 

吳專員：「量化完了之後，就像工廠，他把設計圖都畫好、物料都統計好了

之後，就開始『製作』，也就是量產，通常編劇就開始些腳本，並給演出及美術

人員去開始執行，這個部分比較簡單，反正就是按照量化上的東西去執行，做到

一項工作就劃掉一欄，然後在時間內做完，這個時間通常很長。」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I公司進入測試階段後，對於遊戲錯誤的回報皆是直接交與各部門修正，且
人員的投入亦逐漸減少，故此階段知識複雜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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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知識創造 

一、視覺化前階段 

（一）共同解決問題 

S公司在此階段，由於所有部門皆要有所參與，且成員背景多樣性高，故在
此階段成員的異質性高；在溝通的媒介上，則是以企畫人員所作之文件與原型作

為溝通的媒介；而溝通的模式上，係以製作人負責主導與協調的工作，務使同仁

在溝通上具有一致的共識。而概念的一致性對於之後各個遊戲開發階段亦會有所

影響，故此階段所形成的遊戲概念將至為重要。 

林監督：「在公司內部每個專案提出來，反正是一個你們看得到的產品，他

們都需要經過一個專案的評估會議，裡面的人從研發部的主管到業務的部門，反

正一天之內，來評估的人進進出出，會分批來，你那一整天都是做這些報告，他

會用各種的方式，有點像是行政院的報告。」 

陳協理：「創意的產生主要是靠腦力激盪的方式產生。合作上主要是由製作

人主導與協調。」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S公司員工本身即多為遊戲的玩家，其會將各種可能的提案交由企畫人員彙
整，於內部公開的會議討論新遊戲的可行性，藉由此種模式以創造互動，使內部

創意能夠不斷延續。 

林監督：「在公司內部每個專案提出來，反正是一個你們看得到的產品，他

們都需要經過一個專案的評估會議，裡面的人從研發部的主管到業務的部門，反

正一天之內，來評估的人進進出出，會分批來，你那一整天都是做這些報告，他

會用各種的方式，有點像是行政院的報告，您這個東西能賣幾套？我們這種研發

人員就會想，奇怪！如果我知道會多賣幾套，那我就當老闆了！所以我們也很難

回答，但是事實上這些資料我們雖然不能回答，但是你能透過一些方式可以得到

數據，譬如說回函卡、網路上的調查，其實都可以得到，也許他不盡完全準確，

但是一定要去蒐集，告訴他過去的經驗，我們加了些什麼，然後玩家的反應，覺

得加什麼比較好，所以我們會去預估，這跟做的經驗有關，所以你在做得時候，

不是完全沈浸在技術就夠了，你還要知道什麼比較有效，你神農嘗百草，你不能

吃到第九十九樣就倒了，那也不行，瞭解嗎？其實還是要蒐集一些資料做一些評

估，站在玩家的立場，玩家喜歡這個，站在賣的立場，他可能噱頭可以賣，你要

告訴人家，譬如說我們新的系統可以怎麼樣，像剛剛的麻將遊戲，可以網路連線

耶！因為 LAN Game嘛！我在家裡可以打，譬如說有些遊戲說我可以像 MSN
一樣聊天，可以像手機一樣傳什麼東西，你可不可以記住這些東西，然後通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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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審查的關卡。」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S公司在新遊戲概念產生的提案，除了能容許實驗的風氣外，亦會針對可行
的提案作教育訓練，但由於開發一款新的遊戲所費不貲，故在這方面的實驗必須

十分小心。而遊戲在概念階段遊戲主旨、風格及類型很難用文字當作溝通的媒

介，除了以企畫人員所作之文件與原型作為溝通的媒介外，圖像及實際演練亦可

視為一種藉由原型的溝通模式或分享概念的方式。 

吳專員：「一般來說像 S公司比較鼓勵原創，但有些公司則非常不鼓勵原創，
因為公司要賠你一起冒險，譬如說一個遊戲一作就是一年或兩年，一砸就是幾千

萬，如果最後賣的很慘，企業就會一起下去，所以一般的企業都不會願意冒這麼

大的險，所以都會鼓勵用改編的方式。」 

陳協理：「創意來源可能有展覽、教育訓練、觀摩等方式，主要是透過內部

腦力激盪的方式產生較明確的遊戲概念，不管新或舊的案子都需要創意發想與效

益評估，過程可能需要原型、圖形或其他方式的輔助。因為嘗試錯誤就是最大的

學習，所以只要在風險控管內，是可以容許實驗的風氣。」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一）共同解決問題 

S公司在此階段，主要係從事在設計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
設計及關卡建造的過程中，確認概念在實際執行時之技術上的可行性，企畫人員

仍必須所有部門共同合作，故成員的異質性仍高。在溝通的媒介上，是以圖像與

演出作為溝通遊戲玩法設計、技術可行性及關卡設計等概念的媒介；而溝通的模

式上，概念的一致性上亦已由上一個階段形成。 

吳專員：「一般遊戲最重要的就是這個企畫，像是大富翁或是其他的遊戲，

甚至製作人或主角就是企畫，單一 RPG的特色上，因為故事很重要，通常編劇
是整個偏好遊戲的源頭，在重要度上不輸給企畫案的製作人。量化通常編劇要先

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寫劇情大綱，美術人員要在『準小說』的狀態下，去算出從

頭到尾要多少動作。」 

林監督：「如果動畫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一定是利基在大家能夠看得懂。所

以一開始在文字創作時，我必須先去看看劇本，看懂了，重點抓出來了，我去找

能夠讓大家懂得地方，要點先抓出來，組合起來，發覺可以了，我才可以開始做。

軒轅劍打算進入 3D的時候，也就是開始已經有『運鏡』的時候，我就要開始跟
文編講解運鏡的法則，就像看電視，你不太會看到鏡頭到處跑，通常是一個畫面

直接切換到另外一個畫面，不會像電影一樣鏡頭跟著人一直跑，為了讓文字創作

者知道這個到底好不好演，就直接叫他自己演一次試試看（笑），為了達到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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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上身穿唐裝，但是腳上卻穿溜冰鞋。」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S公司主要是透過參加研討會及各部門同仁專業的蒐集，將新技術與工具介
紹給內部同仁，藉由引進實際的技術與工具來創造互動，使內部創意能夠不斷延

續。 

陳協理：「開發團隊所使用的開發軟體與設備來源，牽涉平台以及上市時間

市場大多數消費者的考量。也會透過國際技術會議、展覽、教育訓練、觀摩等，

來獲得開發上的技術與工具，方式上是以人的互動或技術文件為主，可能是定期

或是不定期的。最後決定引進技術的人，我們有個研發處的新技術研究團隊，他

們會去作決定。」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由於此一階段必須針對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設計及關卡建

造作出設定，在概念的溝通上需要大量圖像的資料輔助溝通，故不斷的形成圖像

與嘗試概念亦因此發生。 

陳協理：「創意來源可能有展覽、教育訓練、觀摩等方式，主要是透過內部

腦力激盪的方式產生較明確的遊戲概念，不管新或舊的案子都需要創意發想與效

益評估，過程可能需要原型、圖形或其他方式的輔助。因為嘗試錯誤就是最大的

學習，所以只要在風險控管內，是可以容許實驗的風氣。」 

林監督：「我們在做《軒轅劍 3》的時候，我們考慮的是這種延續性，如果
到現在是第七部還是第八部，我沒數得很清楚，如果到現在還在那把劍和那個

壺，大家會不會覺得題材有點窄，就像是仙劍有人說好像是一直圍繞在男女情愛

上面，反而軒轅劍一直把題材拉得很開很廣，說真的，一把劍能夠玩多久（笑）？

一直圍繞在軒轅劍的主角上，我們自己的內部的基本共識是，只要故事的基本題

材是圍繞在持軒轅劍者身邊的人物事，我們都可以接受，而公司的高層亦希望我

們把題材拉廣一點。」 

吳專員：「比方說這次的《蒼之濤》好了，就是一種木柵樹的系統，之前軒

轅劍還有練妖壺的系統；這種概念就像是到世界各地區挖寶，這兩個東西放在一

起可以變成另外一種不明的東西，這就是一種系統；要到某個地方找到某個道

具，道具間結合才能變成另外一種道具，而這種道具則是打敗某個怪物所必須

的，才能繼續進行遊戲。」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一）共同解決問題 

S公司在此階段會有遊戲原型產出，且修改意見的來源包括了各部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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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可見其技能之多樣性高。在溝通模式上，由於係以專案會議的方式針對原型

作為溝通的媒介，且為了減少因概念傳達在認知上的誤差，因此過程中會牽涉到

模組與圖形的討論，故互動的過程對於知識之創造應會造成顯著的影響。 

陳協理：「原型主要會在設定之後產生，用來討論遊戲進行是否順暢、監督

進度，以及是否需要修改，這個部分會以腦力激盪的方式進行，就是由各個部門

的人員進來一起討論。」 

林監督：「他會跳多過去《阿貓阿狗》一樣只要站在一個點講話，必須整個

人都是活的，站在導演的立場來看，我不會把你當電腦人看，而會將他當作演員

來看，這樣才會慎重，文字思考上，創作一開始會是一個點，從這個點會變成有

系統的文字劇本，然後大概有個想像的空間，然後做出設計，才能開始量化，最

後結合起來變成可以欣賞的作品。」 

吳專員：「量化是什麼呢？譬如說我今天寫一套劇本出來之後，通常是美術

主管做的，看劇本之後量化出，衡量人物的動作數，然後把他做到最小，而不使

劇情受到影響，使成本最小，然後還有就是說我要外包出去給多少人，而哪一家

公司擅長什麼，這就是量化。量化通常編劇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寫劇情大綱，

美術人員要在『準小說』的狀態下，去算出從頭到尾要多少動作。憑著他們的經

驗去整合、衡量從頭到尾到底要用多少場景、經歷多少戰鬥，算完後會再給編劇

與製作人去看，看看大概有沒有算錯，雖然這個部分看起來枯燥、無聊，但是一

個小組能不能成功，就要看這個部分。美術量化是最重要的，音樂與音效也有量

化，但是通常最難做也是最辛苦的就是美術量化。當他們看到劇情大綱後，他們

會做出一個表，衡量這個劇情的成本，可以看到每一個打勾即代表一個動作或表

情，一個動作即代表 1000元台幣，如果發現錢太多，即要想說要砍掉些什麼，
這個過程是非常枯燥的，所以做遊戲和玩遊戲是完全不一樣的。」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這個階段吸收知識的來源，主要來自於參展及其連結關係，藉由不同遊戲及

其原型參觀，除可創造互動外，亦可將知識具體化。而在展覽的過程中，亦可藉

由不同地區遊戲同業的聚集，在互動中了解不同的概念及製作方式。 

陳協理：「Game developer conference（GDC）、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Computer Graphics（SIGGRAPH）等研討會，Game developer magazine、
Computer Graphics and Game method等期刊書籍，我們的經驗知識互相分享
方式進行，也會有業界的研討會。最後決定引進技術的人，我們有個研發處的新

技術研究團隊，他們會去作決定。」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此階段 S公司必須盡量快速產生遊戲的原型，原型除了做為內部溝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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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的媒介，藉此可快速蒐集知識及學習，且由於在此階段所形成的設定將嚴格

限定之後冗長製作期間之製作範圍，故在此階段以原型作為內部溝通媒介將至為

重要。 

林監督：「所以一開始在文字創作時，我必須先去看看劇本，看懂了，重點

抓出來了，我去找能夠讓大家懂得地方，要點先抓出來，組合起來，發覺可以了，

我才可以開始做，否則如果我一開始只是照本宣科，就會像流水帳一樣，所以我

們會做一些手法，把動畫人物當作演員一樣表演，譬如說人物中箭時，除了動畫

人物動作逼真之外，對於喉嚨中箭時人物發不出聲音的音效，也必須加進去，所

以我們也非常重視音效，所以美術我在帶領的時候，會去培養成員的概念，因為

外包給別人時，有可能會發現中間過程卡卡的。」 

陳協理：「原型主要會在設定之後產生，用來討論遊戲進行是否順暢、監督

進度，以及是否需要修改，這個部分會以腦力激盪的方式進行，就是由各個部門

的人員進來一起討論。」 

四、分工製作 

（一）共同解決問題 

此階段係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在分

工明確下，技能多樣性低；溝通的模式上，由於目標與概念明確，故主要是由遊

戲製作人主導所決定；原型的功用亦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吳專員：「量化完了之後，就像工廠，他把設計圖都畫好、物料都統計好了

之後，就開始『製作』，也就是量產，通常編劇就開始些腳本，並給演出及美術

人員去開始執行，這個部分比較簡單，反正就是按照量化上的東西去執行，做到

一項工作就劃掉一欄，然後在時間內做完，這個時間通常很長。」 

吳專員：「接下來就是『組裝』，地圖會先做好，接著就是人物模型，人物模

型要將動作與人物合在一起，接下來就是演出劇情，就是演出人員要按照劇本上

的演出，雖然編劇看起來已經很詳細了，演出人員按照劇本演出的風格和抓到的

感覺還是會有差異，通常演出人原有 3∼4人，每個人執行不同的章節，四個章
節一個循環，也就是照順序輪替，所以通常可以發現一個章節就是一個風格，而

每個風格都不太一樣，通常最後編劇與製作必須要跳下來整合整個風格。」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除非新的程序及工具有顯著的優異性，此階段所使用之遊戲開發程序及工具

在設定的階段大致上已選定，除非有能提供特別佳的效能，並不會有太大的更

動。而在開發的新技術引進上，主要係來自於成員參展的連結關係，經內部成員

試用及討論後，由研發處的新技術研究團隊決定目前及未來是否採用。在此過程

中，將可大幅增加開發人員的專業技能，且在實體揣摩的過程中，亦使得知識能



第四章 研究個案彙總 

127 

夠具體化。 

陳協理：「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Computer Graphics（SIGGRAPH）等
研討會，Game developer magazine、Computer Graphics and Game method
等期刊，我們的經驗知識互相分享方式進行，也會有業界的研討會。最後決定引

進技術的人，我們有個研發處的新技術研究團隊，他們會去作決定。」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專業分工及遊戲設定明確下，原型的功用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

完成的任務。且由於在此時若需要作修改或變動，將使公司面臨到極大的沈沒成

本，故實驗的風氣在此時亦不顯著。 

林監督：「我進 S公司第一個做的遊戲就是《失落的封印》，被邀求一直畫
怪物，一直畫一直畫，且退稿率是 80%。以前畫動畫，必須要一張一張畫，然
後一張一張貼上去，剛剛看到的動畫，一秒有十六格，就是要點出十六張出來，

而《阿貓阿狗》的過場動畫很多，而那時候我剛好接觸一些電影的東西，所以比

較要求，主角在講話的時候動一次嘴巴，除表情要一致外，旁邊的貓阿狗的也必

須要有回應，那時候編制人很少，做動畫就我一個，然後我還要兼做場景，譬如

說一般的鄰居和商店都我做，做完這個後還要做特效，特效是 256色每秒八格，
一共有 250幾個特效，那時候遊戲開發時間比較長。」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一）共同解決問題 

在此階段之測試結果係直接回報予特定的部門，故在執行的過程中技術的多

樣性低；在溝通模式上，則因任務明確，故以書面化或口頭交付任務為主；而原

型的功用亦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陳協理：「到了測試的時候，程式人員可以剩下來少數主力人員，負責後來

的修改或增加功能，那美術人員在後面，在測試與修改的時候也會減少，因為量

化的過程已經過去了，在那個時候也只是做修改，此階段還有新的部門要加進

來，叫作品管測試部門，在那個時候要看功能有沒有齊全，並且接受外部的意見

來做修該。」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因所需技能與任務皆明確，故無特定引進新技術的機制。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專業分工、遊戲設定及任務明確下，原型的功用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

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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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智慧財產管理 

一、外界取得之智慧財產 

S公司在遊戲內容物上，主要是以自製為主，除了少數的圖形及宣傳物會以
外包的方式取得著作權物，從遊戲概念的產生到最後製作完成皆以自製為主，包

括遊戲設計、引擎的製作、模組程式製作、連結程式的製作、圖像的製作及音效

的製作等，故外在取得智慧財產授權較少。 

吳專員：「譬如說我今天寫一套劇本出來之後，通常是美術主管做的，看劇

本之後量化出，衡量人物的動作數，然後把他做到最小，而不使劇情受到影響，

使成本最小，然後還有就是說我要外包出去給多少人，而哪一家公司擅長什麼，

這就是量化。」 

S公司網站資料：「《軒轅劍肆漫畫版》跟國內漫畫大廠青文出版社合作，並
由繪製過仙劍奇俠傳漫畫版的漫畫家「易水祥麟」執筆，目前還在連載中。」 

在硬體平台上，由於未來將進入手機遊戲次世代遊樂器遊戲的製作，亦即

Sony的 PS2、Microsoft的 Xbox等，授權金則必須與平台廠商個別談判。在開
發過程中所使用的軟體上，若為向外授權得來者，僅能以授權的範圍為使用的行

為，若欲再次使用且不在原來約定的範圍內，則必須再度取得授權。 

S公司公開說明書：「未來將致力於線上遊戲及單機系列大作的開發，如《軒
轅劍網路版》、《魔力寶貝》、《仙劍奇俠傳網路版》、《大富翁 7》、《仙劍奇俠傳 3》、
《軒轅劍 4外傳》等，另外也將投入電視遊樂器平台 Xbox的開發。」 

二、內部產生之智慧財產 

在專利權的部分，由於受限於早期公開制及維護費用，且遊戲之產品生命週

期短，故 S公司並沒有將專利權視為用來保護其遊戲開發及內容之方式。遊戲
開發歷時長且失敗風險高，遊戲是否有趣又取決於開發階段前段之概念的遊戲

性，但這個階段相較於整個開發階段又特別緊湊，時間的壓力非常大，故在開發

時主要以營業秘密作為保護的方式；而在製作過程中所產生之中間產物，由於係

開發團隊之精神創作的產出，由於著重於觀念、表達及表達方式，故開發遊之中

間產物主要是以著作權的方式來加以保護；開發過程中所需要的程式，亦以著作

權或營業秘密為主要的保護方式。而遊戲名稱及人物特色與造型，怎主要以商標

權的方式加以保護。 

李總經理：「智慧財產權的部分，其實 S公司很多 logo，S公司成立四個月
就開始申請國內商標，成立了十一個月開始申請國際商標，也就是說很多很多智

慧財產權要保護，像我常常強調說，以你申請像商標來說，積極是預防被告，消

極的態度才是告別人，懂嗎？因為權力屬於你，沒有人會拿這個來告你，所以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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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是要保護自己，消極才是告別人，所以相對的，你為了要保護自己，所以你必

須要去申請一些 right，再來看是什麼情形，舉個例子，台灣目前的著作權法是
以一個創作主義，只要你能證明是你創作的，right就是你的，所以你根本申請
不到著作權，在全世界，反正有伯恩公約，很多還是有保護，你就要去研究；那

譬如商標，你就要去申請，譬如說歐盟，你就要想你要申請一國，還是申請十幾

國，反正這些你都要做，但是他還有有很多限制，譬如說你兩年到三年沒有使用，

人家還是可以將你打掉，所以說那個東西，我從很早已前就已經開始研究著作權

法、專利法、商標法、公司法，其實你要了解，你要坐在這個位置，其實你是法

的代表，所以你要去懂法，要不然你就會去犯法，所以說不要去看一個人坐在這

個位置，好像看起來很風光，這是不對的，事實上他很危險，所以相對上我認為

是保護，所以你要去了解，所以 S公司對所有 right的掌握，我想因為 S公司已
經 IPO了，他已經上櫃了，所以他必須要有很多內稽、內控的循環，尤其是我
們還要加上一個研發循環，研發循環也包括很多技術的保全、技術的維持和衍

生，我想在那上面都有，我想我們前前後後花了一兩千萬去做那一套，所以我也

不可能跟你講，但是我可以說我們有在做。」 

陳協理：「從程式、音樂、圖像、玩法、故事都是可以累機跟保護的，保護

的方式主要是以智慧財產權的方式，而技術及流程採圖書保管的方式。」 

三、遊戲各開發階段所產生之智慧財產 

依據訪談及演講的內容，茲將 S公司於遊戲開發流程中各階段可產生之智
慧財產，以及該項智慧財產目前施行可行性，彙整如表所示。 

表 4-3-3：S公司遊戲各開發階段之智慧財產權 
遊戲開發階段 智慧財產權標的 智財權型式 施行之可行性 

遊戲之故事與概

念 
著作權之語文著作或

戲劇著作、營業秘密 
可行 

用來訂定遊戲風

格、關卡及氣氛

之圖形及其資料

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視覺化前階段 

延續前作之遊戲

名稱、人物及故

事內容 

商標權、著作權之美術

著作或圖形著作、語文

著作或戲劇著作、衍申

著作 

可行 

素描或圖形及其

資料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關卡規劃與建設 

遊戲引擎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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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工具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工具模組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及其內部

資料庫之編輯著作 
可行 

 

關卡架構之布置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圖

形著作 
可行 

關卡建構中所產

生之道具及物品

的圖形 

著作權之之美術著作

或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關卡建構中所產

生之人物特性及

其圖形 

商標權、著作權之美術

著作或圖形著作、編輯

著作 
可行 關卡勾勒後設定 

關卡中人物、道

具及物品之腳本

的編寫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編輯著

作 
可行 

遊戲中所加入之

音樂 
著作權之音樂著作 可行 

動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 
可行 

各種效果與連結

所產生之電腦程

式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分工製作 

各種美術圖形及

其資料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測試與玩家意見

之資料庫 
著作權之編輯著作 可行 

遊戲名稱及人物 商標權、著作權 可行 品保與試玩回報 

遊戲軟體本身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智慧財產權保護 

對 S公司而言，在專利權的保護上，由於受限於公開與早期公開的限定，
故雖然欲以專利權作為保護的方式，仍然無法以此方式保護其智慧財產。在營業

秘密的保護上，主要係以合約、流程、教育訓練、分工明確及分處存放等作為防

止內部營業秘密外洩之管理措施，此作法不但可以保護 S公司的營業秘密，亦
有益於未來在著作權之權力歸屬與舉證責任之認定。而在商標權的保護上，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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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產品及其圖樣之商標權等權利，以維護其自身之權益。 

陳協理：「在防止內部人員外洩秘密的方式上，主要是靠合約、流程、教育

訓練、分工明確及分處存放等方式作為防制。」 

李總經理：「我想因為 S公司已經 IPO了，他已經上櫃了，所以他必須要有
很多內稽、內控的循環，尤其是我們還要加上一個研發循環，研發循環也包括很

多技術的保全、技術的維持和衍生，我想在那上面都有，我想我們前前後後花了

一兩千萬去做那一套，所以我也不可能跟你講，但是我可以說我們有在做。」 

對於遊戲之中間產物之保護，如遊戲引擎、人物系統、圖像、音效模組、繪

圖引擎、任務系統及遊戲事件管理等，由於軟體程式與內容的特性，故主要以著

作權或是營業秘密的方式加以保護。而對於遊戲之開發過程，在 S公司的網站
上亦可得知開發的進度及遊戲開發過程中所產生的圖像，此與日本遊戲公司會在

雜誌上標示開發進度與圖像相似，此作法除了有助於集中玩家的目光與增加玩家

的期待，亦將有利於對其智慧財產權的伸張。 

吳專員：「另外一個重要的就是程式，因為我們是一個遊戲、互動的東西，

整個都是由程式所控制，譬如說人物在地圖走、尋寶、開寶箱、使用後發會作用

等動作，皆是由程式所控制，也就是程式人員利用一連串很枯燥的語言所寫出來

的。那這個程式結構通常叫他引擎，引擎通常需要很長的開發時間，所以通常被

要求『一魚多吃』，在不同的遊戲上使用，引擎好的遊戲表現出來的就很好。美

術組如大家所見，包括地圖美術、人物設定、人物美術、動作、劇情動畫。人物

美術在單機的時候比較專業，在軟體內看起來像是一堆線，而動作亦是在人物美

術裡頭，亦即在那堆線中調出來的。地圖會先做好，接著就是人物模型，人物模

型要將動作與人物合在一起，接下來就是演出劇情，就是演出人員要按照劇本上

的演出。」 

陳協理：「共通的物件我們稱為工具，這是必然的，我們通常開發工具不會

只為一套遊戲。從程式、音樂、圖像、玩法、故事都是可以累機跟保護的，保護

的方式主要是以智慧財產權的方式，而技術及流程採圖書保管的方式。」 

S公司公開說明書：「近年度研發計劃，除了已完成一套 3D線上遊戲外，
也完成了許多遊戲開發的各項關鍵技術，如 PC Game Engine、On-line Game 
Engine、3D Engine、Java Game Engine等。未來將致力於線上遊戲及單機系
列大作的開發，如《軒轅劍網路版》、《魔力寶貝》、《仙劍奇俠傳網路版》、《大富

翁 7》、《仙劍奇俠傳 3》、《軒轅劍 4外傳》等，另外也將投入電視遊樂器平台 Xbox
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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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慧財產權之加值 

S公司在遊戲開發過程中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除了用於內部遊戲的重複使
用外，對於加速遊戲開發的流程亦有所助益，故主要係以內部修改的加值為主，

而在智慧財產權上則是以著作權及營業秘密的方式加以保護。 

陳協理：「共通的物件我們稱為工具，這是必然的，我們通常開發工具不會

只為一套遊戲。從程式、音樂、圖像、玩法、故事都是可以累機跟保護的，保護

的方式主要是以智慧財產權的方式，而技術及流程採圖書保管的方式。」 

S公司公開說明書：「近年度研發計劃，除了已完成一套 3D線上遊戲外，
也完成了許多遊戲開發的各項關鍵技術，如 PC Game Engine、On-line Game 
Engine、3D Engine、Java Game Engine等。未來將致力於線上遊戲及單機系
列大作的開發，如《軒轅劍網路版》、《魔力寶貝》、《仙劍奇俠傳網路版》、《大富

翁 7》、《仙劍奇俠傳 3》、《軒轅劍 4外傳》等，另外也將投入電視遊樂器平台 Xbox
的開發。」 

S公司公開說明書：「本公司產品不斷創新，產品範圍從 PC GAME逐漸拓
展至 Consol Game、 Online Game、 PDA Game及 Mobile Game等領域，而
本公司多年來堅持的自行創新、擁有著作權且能不斷的運用等價值，將是下一個

數位內容產業決定勝負的關鍵。」 

S公司公開說明書：「藉由開發出新產品，掌握遊戲之自主權，除可提升產
品獲利外，亦能於經營線上遊戲之過程中，不斷修正如遊戲內容、畫面、音效等

程式，使遊戲更為穩定及流暢，吸引更多玩家上線消費，如此方能使本公司營收

不斷成長，獲利日益增加，故本公司以此次募集資金用以研發新產品確實有其必

要性。」 

對外授權之智慧財產權加值上，主要係透過遊戲商標權及著作權等的伸張，

如人物、遊戲名稱、劇情及圖像等，開放對遊戲周邊商品的授權，除了可增加該

產品的知名度外，亦可提供額外的授權金收入。除此之外，針對賣座遊戲提供延

伸之跨平台的作品，為 S公司長久獲利上的方式，亦可視為智慧財產重新利用
與加值的方式。 

S公司公開說明書：「開放週邊產品之授權，如電影、漫畫、電視劇、玩偶
等遊戲之相關週邊產品授權，並搭配產品上市之最佳時機，造成流行風潮。將暢

銷產品改版成不同語言版本，拓展外銷市場，並依目標市場之風俗、文化做適當

調整，以符合當地市場所需，達到降低研發成本，拓展國際市場之目的。」 

S公司公開說明書：「本公司以開發自有之產品品牌為主，多年來已建立多
項知名之系列產品，擁有全台灣最多及最具價值之智慧財產權，包括《大富翁》、

《軒轅劍》、《仙劍奇俠傳》、《新天使帝國》等。不若其他軟體開發商必須購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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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版權，僅限於特定的用途上，本公司所擁有的系列產品，不但具有銷售量的

有利條件外，在不同的應用領域上，例如轉開發為線上遊戲亦有極大的延伸性。」 

李總經理：「我們舉個例子以《仙劍奇俠傳》而言，他本身開發在單機遊戲、

在線上遊戲、在手機遊戲、在 PDA，都可以看到，以外，周邊往小說、漫畫，
異業結合，然後整個網路社群的部分，影視授權，所以在遊戲上，有非常多的區

塊或區隔可以做，我們是以這樣的心態去看待產品與品牌的擴張，基本上在產品

上，我們會從 pc game、on line、LAN game、PDA、mobile、TV game等，整
個以產品品牌來說。」 

以 S公司《軒轅劍》系列遊戲之周邊商品授權而言，曾與香港視覺出版合
作發行軒轅劍漫畫，這也是國內遊戲首次以港漫的形式推出延伸作品；《軒轅劍

3》曾將遊戲內之音樂獨立推出音樂全曲集；其他還包括軒轅劍設定畫冊、《軒
轅劍 3—簡體版》、軒轅劍 4之小說、軒轅劍仿古拆信刀及《軒轅劍網路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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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F遊戲軟體公司個案 

壹、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F公司於 1999年 12月創立，目前 F公司的團隊結合了台灣和大陸的優秀
人才。F公司每一位工作人員都有五年以上遊戲製作經驗，並且對遊戲有高度的
熱忱以及不肯放棄的執著。主要經營模式是專業的遊戲開發及專案代工，曾經參

與台灣多家遊戲公司製作，如大宇 3D場景製作、奧汀《墮落天使》場景設定與
3D 製作、昱泉國際網路笑傲江湖 3D場景製作等多部遊戲。目前 F公司正轉型
為從事整個專案 ODM 的製作，從企劃、程式、美術設定及美術製作均由 F公
司統籌處理，同時正著手進行兩個萬人線上網路遊戲及網路即時戰略遊戲的設計

開發。 

二、公司沿革及重要成就 

表 4-4-1：F公司沿革 

時    間 說               明 

1999年 
F公司於 12月成立 

大點科技—《達摩》場景製作 

2000年 

奧汀科技—《墮落天使》場景設定、製作 

昱泉國際—《笑傲江湖》人物製作 

大宇科技—《霹靂奇俠傳》場景製作 

安峻科技—《跳舞機》人物製作 

宇峻科技—《新絕代雙驕 2》人物製作 

大點科技—《神兵玄奇》場景製作 

大宇科技—《軒轅劍外傳》場景製作 

昱泉國際—《網路笑傲》3D場景製作 

樂陞科技—《SOC》角色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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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大宇科技—《新仙劍奇俠傳》場景製作 

大宇科技—《魔幻騎士》場景製作 

宇峻科技—《楚留香》人物製作 

華彩軟體—《劍靈》場景、動畫製作 

宏碁玩酷—《HAPPY CITY》場景製作 

次方科技—《神之裔》怪獸製作 

明日工作室—《MPK》企劃、程式、美術完整製作 

奧汀科技—《三國群英傳三代》場景製作 

奧汀科技—《異域狂想曲》場景設定、人物製作 

2002年 

大宇—《軒肆劍網路版》場景設定、人物製作 

大宇—《軒肆劍四代》場景設定、人物製作 

改組為「F遊戲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 
《噗噗車 Online Game》 

《仙魔道 Online Gam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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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架構 

F公司目前的組織架構，隸屬於 CEO下有品管、程式、美術及企畫部門，
在遊戲開發上是隸屬於遊戲開發處以遊戲專案為基礎來進行，而在每個遊戲專案

進行中係以矩陣式組織的方式運作，如圖 4-4-1所示。 

 

圖 4-4-1：F公司組織圖 
資料來源：F公司提供、本研究整理 

駱總經理：「我們分了品管、程式、企畫、美術，上面還有製作人，看起來

有這四個部門，但我們現在的工作模式有點像是這幾個管理職，是比較偏類似像

是監製型態的，在日本的結構裡面是比較像是專業監製，也就是品管、程式、企

畫、美術是比較像是專業監製型態，但因為我們人員結構的關係，上面還有加一

些量，實際工作的壓力，一般監製是沒有負擔執行面的東西，但是他還有負擔執

行面的工作。而我們現在任務在拆分的時候是依照一個任務一個任務的型態，將

人員跨組將他們抽調起來，變成一個活動的小組，將這個任務完成。」 

茲將各部門主要的工作內容彙整如表 4-4-2所示。 

表 4-4-2：F公司各部門主要工作內容 
部  門 工    作    內    容 
程式部 從事內部遊戲引擎、製作程式、連結程式之設計 
企畫部 遊戲概念生成、企畫設定、腳本設計等 
美術部 負責相關圖像之設定、設計與製作 
品管部 專屬測試與外部遊戲監測之部門 

資料來源：F公司提供、本研究整理 

CEO

品管 程式 企畫 美術 

PM1 

PM2 

P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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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遊戲開發流程 

F公司在概念生成後，即會將此新的概念或想法撰寫成科技文件以評估概念
的可行性，接著即會以此製作成 demo，並藉此 demo向外尋求資源，進行所謂
的概念測試，然後會製作原型，各部門主管亦會針對此原型分別給予建議，接著

則會有個企畫設定的階段，在所有的設定都確定後，即將工作分工交由各部門分

別去完成，最後進入α-testing與β-testing階段，進行最後的測試，如圖所示。 

 

圖 4-4-2：F公司遊戲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F公司、本研究整理 

一、視覺化前階段 

在概念生成產生時，會將遊戲主旨、遊戲類型、遊戲風格、空間連結、設計

分鏡、支持氣氛及基本的關卡設計做成科技文件，並藉由此紙上關卡設計作為討

論遊戲是不是具備市場性的基礎。故 F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概念生成」階
段與「形成科技文件」階段應屬於此視覺化前階段。 

駱總經理：「其實評斷時間通常是要由大的目標回過來看，譬如說今天在我

們企畫裡面所鎖定的客戶族群、定位，首先是我們自己的玩點，玩點產生之後我

們會去檢視目前外部的環境，外部變數就反映到什麼東西，現在玩家對這個接受

度怎麼樣？會自己做一個評估跟分析，就是說可以由這個測試的標的物去舉證出

他有哪些價值的東西，他一定有可以執行的東西，類似像科技文件，就是像你們

那種研究報告一樣，他可能存在簡易的圖，可能有功能說明，可能有玩法說明，

但其實最有意義、最有核心價值的是在他整合起來的趣味度，他整合起來的玩

法，然後他整合起來的風格。」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在設計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設計及關卡建造的過程中，確

認概念在實際執行時，技術上之可行性。故 F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形成
demo」階段與「概念測試」階段應屬於此關卡規劃與建設階段。 

概念

生成 
形成科

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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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製作 

企畫

設定 
分工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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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總經理：「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人數很少，所以我們之前可能是做一個

概念的東西，這個概念的東西出來了之後，然後我們再去找資金方，就我們以前

過往的例子來可，先提出一個可行的 demo，它還沒有辦法構成一個完整的東西，
他只是一個概念一個 image而已，那我們只是將他具體化出來，具體化出來之
後我們去找資金面的東西，資金面就會下來，他看完了這個 demo之後，然後資
金面看完之後，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市場鎖定、他的目標來源、他的客戶對象。」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在此階段開始不斷地產生原型及 demo，並藉由不斷的討論與測試回報反覆
修正此一遊戲的原型，最後訂出細部設定。故 F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原型
製作」階段與「企畫設定」階段應屬於此關卡勾勒後設定階段。 

駱總經理：我們將概念變成 demo的時候，我們就會將之前所有的版本留下
來。他就像一個完整的標的物，一個 demo，他裡面可能有產品、有美術、有動
作、有音樂或音效，然後變成一個可執行的一個檔案，他裡面就是一個程式結構，

他可能有很多檔案，然後有執行檔幾項，然後去 run整個 project，這是一個明
確的標的物，那可以在畫面上看到、也可以操作、也可以跑的過程就是。然後每

個部門的人都會給意見及修改。」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並由製作人負

責充當專案經理人的角色。故 F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分工製作」階段應屬
於此分工製作階段。 

駱總經理：「我們現在任務在拆分的時候是依照一個任務一個任務的型態，

將人員跨組將他們抽調起來，變成一個活動的小組，將這個任務完成，任務就是

demo過程結束後，我們開始定義我們要完成的次序，就會拆成一個一個任務目
標，一個一個任務目標就是這個任務的東西，那每個任務目標指向的就是一個明

確的功能，必須依照所排的次序完成。」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接近完成的遊戲產品或軟體產品，必須通過三個嚴格的測試階段，包括α、

β及 Gold三個階段。故 F公司之遊戲開發流程中，「α-testing」階段與「β
-testing」應屬於此品保與試玩回報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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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遊戲價值的認定 

對 F公司而言遊戲價值來自於遊戲是否有趣，亦即決定於遊戲的特性或遊
戲性是否完善，而此一價值之產生即來自於遊戲開發流程中較前端的階段。除此

之外，在遊戲產品推出時亦必須考量市場上其他產品之相似性及競爭點等問題，

才能使價值的評定較具可信度。 

駱總經理：「要看到每一段、每一段你所累積的結果，也就是保護標的物很

難，因為項目太多太龐雜，實際上他也可以分階段的形成，因為每一個階段都會

有一個標的物會產出，就我們開發的情況來講，實際上是一樣的，譬如說像我們

開這麼大一個專案之前，一定會有一個前置的階段，前置階段要有一個實體的雛

形做舉證，我們在內部也要去做這個舉證，也就是我們這個可能是個很簡易的東

西，但是可以看出未來可能玩起來就是這種感覺。也就是在概念測試這一段就會

有，就是說可以由這個測試的標的物去舉證出他有哪些價值的東西，他一定有可

以執行的東西，類似像科技文件，就是像你們那種研究報告一樣，他可能存在簡

易的圖，可能有功能說明，可能有玩法說明，但其實最有意義、最有核心價值的

是在他整合起來的趣味度，他整合起來的玩法，然後他整合起來的風格。所以以

遊戲內容而言，遊戲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在概念測試及之前發想的階段，後面如果

規格訂定了以後，製作其實量化是沒問題，甚至人力上基本上也沒問題，可是真

正有競爭點的是在前面這塊。」 

駱總經理：「當然他還有外部的評估條件也要一起納入考慮，因為一個產品

對於到時候產出以後，那個產出時的競爭點、產品風格都有相對性的那個競爭環

扣的問題，也許當時在看這筆資料的時候，也許在金融機構那邊看，好像所有設

定都到位、所有資金都到位，但實際上這所有東西如果有跟市場同質性的東西，

也就是跟所謂大作同時很雷同的時候，他的價值一定會往下掉，然後鑑價的標準

都會跟著不平衡，所以他必須還是要涵蓋所有外部狀況的實際評估。」 

肆、技術知識特質 

一、內隱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以 F公司而言，新遊戲的概念產生之初，概念提出者必須獨自或整合其他
部門的同仁以「演出」的方式將概念傳達給其他同仁，而「演出」之型式類似於

公司內部的說明會，以實體的美術及程式當作溝通的媒介來傳達概念。故在此一

階段中，對於「經驗」、「譬喻」及「隱喻」的依賴性非常高，使此一階段知識之

內隱程度非常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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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總經理：「素材不夠的情況之下怎麼溝通？目前我們做過的幾個方法中，

我個人是認為用演出的方式是最好的，在沒有 source的情況之下，由創意發想
人去演出這個東西，或者他去組織，跟他小組內的成員把這個概念演出來舉證，

這是最快的方法。我們內部有類似像小型說明會這種東西，然後我們就把譬如說

創意人員找來，然後配合他演出的幾個執行企畫一起，去演出一段一段的，譬如

說我們現在講這個玩法怎麼玩，然後解釋給其他人了解。」 

駱總經理：「演出是人在那邊互動，譬如說訂規格訂這個玩法，提這個概念

這個想法是一個想法主軸，他就會開始指定每一個人，你現在攻打的怎麼樣，然

後他下一步是什麼樣的動作，這也就是去舉證出這個玩法，就是這個概念，其他

的譬如像是圖像的東西、或是程式記錄的東西，就是明確的標的物可以做參考借

鏡，那這個就是依附在這個玩法裡面，就合在一起變成他初期在文字化方面什麼

樣架構的方法。」 

駱總經理：「譬如美術因為資料太多，就是很充裕，所以我們就去找了很多

不同的，大家認為對這個專案是最好的，但是一開始大家就是都沒有共識，大家

去找了很多不同風格的圖片來，譬如說有產品的啦、體態的啦、或是各種特效什

麼之類的圖片，參考的圖片找來，然後去解釋自己一套的想法。」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F公司在內部概念測試結束後，即會開始製作初步 demo或原型作為向外尋
求資源的媒介，但由於此時之 demo或原型仍十分粗糙，導致在細部設計之規
劃、規劃關卡設計及關卡建造的過程中，仍然十分依以「演出」的方式作為溝通

之媒介。故在此一階段中，對於「經驗」、「譬喻」及「隱喻」的依賴性非常高，

使此一階段知識之內隱程度非常顯著。 

駱總經理：「每個階段素材的來源就已經有不一樣的情況，一開始的時候你

連圖都沒有，只有文字，到後來 demo出來的時候，有個樣本可以依循，譬如說
訂規格訂這個玩法，提這個概念這個想法是一個想法主軸，他就會開始指定每一

個人，你現在攻打的怎麼樣，然後他下一步是什麼樣的動作，這也就是去舉證出

這個玩法，就是這個概念，其他的譬如像是圖像的東西、或是程式記錄的東西，

就是明確的標的物可以做參考借鏡，那這個就是依附在這個玩法裡面，就合在一

起變成他初期在文字化方面什麼樣架構的方法。在初步的時候，在還沒進入去做

demo測試的時候，或是說我們現在要做 demo測試，但還來不及作東西時，我
們就用這種人在那邊互動演出的方法。」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雖然在原型產生後係以原型作為溝通的媒介，而各部門主管依其經驗所提出

之建議，則是以口頭及文字化的建議為主。在此一階段中，雖然對「經驗」及「譬

喻」的依賴性非常高，但最後提供的意見或溝通則是以文字化的外顯知識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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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此一階段內隱程度應屬於中等。 

駱總經理：「到後來 demo出來的時候，有個樣本可以依循，到後期的時候
你連設定稿都已經在手上了，所以在溝通上就很容易，在初步的時候，在還沒進

入去做 demo測試的時候，或是說我們現在要做 demo測試，但還來不及作東西
時，我們就用這種人在那邊互動演出的方法。」 

駱總經理：「一個 demo，他裡面可能有產品、有美術、有動作、有音樂或
音效，然後變成一個可執行的一個檔案，他裡面就是一個程式結構，他可能有很

多檔案，然後有執行檔幾項，然後去 run整個 project，這是一個明確的標的物，
那可以在畫面上看到、也可以操作、也可以跑的過程就是。」 

駱總經理：「譬如前面所提到的美術就是個人提個人的，最後我們就會票選

出來以誰所做出來的風格為主軸，然後就會請這個人來擔任這一個風格管理的工

作。」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雖然製作過程

所需的知識必須依賴經驗，但由於工作內容明確，故在此一階段外顯程度應較為

顯著。 

駱總經理：「任務就是 demo過程結束後，我們開始定義我們要完成的次序，
就會拆成一個一個任務目標，一個一個任務目標就是這個任務的東西，那每個任

務目標指向的就是一個明確的功能，也就是到後期的時候你連設定稿都已經在手

上了，所以在溝通上就很容易。」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經測試所回報的修正，雖然在α-testing階段的除錯仍需要一定的經驗，但
由於工作內容明確，且溝通內容多以為字化為主，故在此一階段外顯程度應較為

顯著。 

二、模組化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這個階段由於涉及遊戲主旨、遊戲類型、遊戲風格、空間連結、設計分鏡及

支持氣氛，對後續製作之溝通會造成影響，不易分割出來獨立製作，故模組化程

度低。 

駱總經理：「譬如美術因為資料太多，就是很充裕，所以我們就去找了很多

不同的，大家認為對這個專案是最好的，但是一開始大家就是都沒有共識，大家

去找了很多不同風格的圖片來，譬如說有產品的啦、體態的啦、或是各種特效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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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之類的圖片，參考的圖片找來，然後去解釋自己一套的想法。所以我們現在所

採用的方式是，由各個不同的設計者，他們提出自己一個整套的系統，最後由主

設計的人來管理這個規範。」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在關卡建設上，F公司在選定設計工具後，主要以自製為主，故模組化程度
低。在程式上，硬體規格、引擎及開發軟體是具有標準化的，且不同的開發軟體

所開發出來的資料具有可轉換性，但依據遊戲專案的不同，仍必須做些專屬性的

修改，故模組化程度應屬於中等。 

駱總經理：「在初步的時候，在還沒進入去做 demo測試的時候，或是說我
們現在要做 demo測試，但還來不及作東西時，我們就用這種人在那邊互動演出
的方法。一個 demo，他裡面可能有產品、有美術、有動作、有音樂或音效，然
後變成一個可執行的一個檔案，他裡面就是一個程式結構，他可能有很多檔案，

然後有執行檔幾項，然後去 run整個 project。」 

張副總：「技術的部分是否有共通的標準，如果要做一個遊戲東西，可能就

要分為好多種不同的引擎，譬如說我們的成像引擎這可能就是用共通的，譬如說

我用 Unreal 2的引擎，或者是說我用 Quick的引擎，因為你要做人物或運動的
3D遊戲的話，通常來講他就會給你一個相關的工具，你就必須要使用他。目前
來講有很多會使用 3D引擎遊戲都主要朝向我要使用同樣的技術，就譬如說「鐵
血三國志」你有聽過嗎？目前華義及者智冠他們所要推出 3D的 MMORPG他
們不約而同的都使用了 Unreal 2的引擎，像《天堂 2》也是使用 Unreal 2的引
擎，因為他有一個標準，他可以完成某一個程度的精緻度，這是。但是在 game 
play就不是這樣子了，我現在要玩就像《RO》或《石器時代》，他去使用的成像
引擎或許是一樣的，但是在使用 game play，也就是玩遊戲內容的部分，就沒有
一個所謂共通的部分，因為我設計是這樣子玩，我設計一個是及時性的戰鬥，另

外一個是回合制的戰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說有些東西是可以共通，就是

目前你看到這個基本架構是一樣的東西，是可以這樣子使用，但是不一樣的部分

就沒有辦法使用，就必須要個別製造，為他們量身訂做。」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開始產生原型後，藉由不斷的討論與測試回報反覆修正此一遊戲的原型，由

於此時設計上會預留空間，後續完成美術及程式時即以此預留空間作為連結，在

討論與修正時即會形成模組化的型態，最後依此訂出細部設定，且未來若有延續

前作的空間，亦可以將此底層的架構加以重複使用，故在此階段模組化程度應較

為顯著。 

張副總：「任務就是 demo過程結束後，我們開始定義我們要完成的次序，
就會拆成一個一個任務目標，一個一個任務目標就是這個任務的東西，那每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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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目標指向的就是一個明確的功能。」 

張副總：「如果我們做的是相同類型的，譬如說我們現在做 MMORPG，未
來還是做 3D的 MMORPG，幾乎整個經驗都可以複製過去，那就是說我們整個
底層的架構拿來使用，把 game play的部分換掉，把圖像的部分換掉，那音樂基
本上比較不容易做，除非我是做「仙魔道二代」他可以沿用之前的風格，來沿用

之前的東西，但是也不能夠完全照抄。」 

（四）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故此階段模組

化程度應非常顯著。 

駱總經理：「可量化、可規格化的東西可以考慮會外包，最大量的部分是在

圖像上面，圖像上是最大可外包的東西，那另外除外包以外，還有所謂的技術採

購，技術採購也是一種另外的外包型態，也就是我跟人家買東西回來用，在我的

平台上。可被執行的程式碼有很多的型態，有音效的模組啦、裝備的模組啦、各

種模組、網路模組等，其實都是明確可執行的功能，可以啟動的功能。」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在國外除了較大型的遊戲開發公司會有自己專屬的 QA部門外，大部分小公
司測試都會交由專門做 QA公司，而 F公司係自有專屬的品管部門，故以分割度
的角度來看，應屬於模組化程度高。 

張副總：「所以人可能在那個時候也只是做修改，那階段還有新的部門要加

進來，叫作品管部門，也就是 QC部門，品管部門在那個時候要看功能有沒有齊
全，並且接受外部的意見來做修該的依據。」 

三、複雜程度 

（一）視覺化前階段 

以 F公司而言，在初期的階段主要以企畫部門作為主導的角色，但是由於
遊戲初期概念的產生需要多方面的評估，故此階段知識的複雜度程度高。 

張副總：「就我們的經驗來講，在前期一定人都是不夠的，但是在這邊我可

以告訴你一個比較適合的想法，開始的時候一定就是企畫的人員最多，他可能佔

的比例是一半以上，接下來可能就是我們需要程式的 leader、美術的 leader，或
是程式顧問、美術顧問這樣子，然後要有製作人，然後企畫要很多名，基本上來

講的話，你前期必須要有所謂的概念，概念你要怎麼樣子的玩，他有什麼樣子的

規格，你必需要經過許多的討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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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對 F公司而言，此一階段必須針對概念在技術的可行性，而在關卡規劃上
亦需要各部門的投入與配合，故在此階段知識複雜性高。 

張副總：「概念你要怎麼樣子的玩，他有什麼樣子的規格，你必需要經過許

多的討論、溝通，你知道有什麼東西，然後由其他相關的人員，有程式的顧問、

美術顧問，基本上他們本身的技術、他們的能力，可以去決定我要採用什麼樣子

的程式、採用什麼樣子的引擎，或者我要採用什麼樣子的風格。」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開始產生原型後，藉由各部門主管個別試玩的回報以反覆修正遊戲之原型，

此時設計上會預留空間，作為後續完成美術及程式時即以此預留空間作為連結，

故在此階段知識複雜性高。 

張副總：「先做出來一個測試版的東西，或者是所謂的一個 demo，你有辦
法在這上面去看到說這個東西是不是可行，如果說 OK可行的話，我們之後還會
陸陸續續去加入人員，加入人員會是說，好，我現在要準備開始量化了，我準備

要開始 build東西，會依照我們提出來的計畫，然後看依照要完成的標的物來增
加人員。」 

（四）分工製作 

F公司即在此階段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
作，程式人員負責建構遊戲架構，美術人員負責量化，亦即將所有的美術工作加

以切分，做為細部製作與成本分析的依據，而企畫人員則在此階段的前段及後段

負責協調與統合的工作，故此階段知識複雜性低。 

張副總：「通常來講的話企畫人員在一開始會最多，接下來就是程式人員、

美術人員，程式人員是建構，美術人員是量化，那到達後面必須要整合的時候，

企畫人員又要再 joint進來。」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F公司進入測試階段後，對於遊戲錯誤的回報皆是直接交與各部門修正，且
人員的投入亦逐漸減少，故此階段知識複雜性低。 

張副總：「整合測試的時間，程式人員可以稍微的減少，那他們剩下來可能

就是一個主力人員，主力人員然後來做修改，或者是我要增加功能，那美術人員

在後面，就是在測試與修改的部分也會減少，因為量化的過程已經過去了，所以

人可能在那個時候也只是做修改，此階段還有新的部門要加進來，叫作品管部

門，品管部門在那個時候要看功能有沒有齊全，並且接受外部的意見來做修該的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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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知識創造 

一、視覺化前階段 

（一）共同解決問題 

F公司在此階段，由於所有部門皆要有所參與，故成員的異質性高；在溝通
的媒介上，則是以企畫人員所撰寫之科技文件當作原型作為溝通的媒介，而此媒

介包含程式、美術、圖像及音樂等形式之集合；而溝通的模式上，以達到共識為

一致的目標，但過程中希望所有意見皆能夠提出完整的方案，而非只是單純地只

有意見而已。而概念的一致性對於之後各個遊戲開發階段亦會有所影響，故此階

段所形成的遊戲概念將至為重要。 

張副總：「就我們的經驗來講，在前期一定人都是不夠的，但是在這邊我可

以告訴你一個比較適合的想法，開始的時候一定就是企畫的人員最多，他可能佔

的比例是一半以上，接下來可能就是我們需要程式的 leader、美術的 leader，或
是程式顧問、美術顧問這樣子，然後要有製作人，然後企畫要很多名，基本上來

講的話，你前期必須要有所謂的概念，概念你要怎麼樣子的玩，他有什麼樣子的

規格，你必需要經過許多的討論、溝通。」 

駱總經理：「素材不夠的情況之下怎麼溝通？目前我們做過的幾個方法中，

我個人是認為用演出的方式是最好的，在沒有 source的情況之下，由創意發想
人去演出這個東西，或者他去組織，跟他小組內的成員把這個概念演出來舉證，

這是最快的方法。我們內部有類似像小型說明會這種東西，然後我們就把譬如說

創意人員找來，然後配合他演出的幾個執行企畫一起，去演出一段一段的，譬如

說我們現在講這個玩法怎麼玩，然後解釋給其他人了解。」 

駱總經理：「演出是人在那邊互動，譬如說訂規格訂這個玩法，提這個概念

這個想法是一個想法主軸，他就會開始指定每一個人，你現在攻打的怎麼樣，然

後他下一步是什麼樣的動作，這也就是去舉證出這個玩法，就是這個概念，其他

的譬如像是圖像的東西、或是程式記錄的東西，就是明確的標的物可以做參考借

鏡，那這個就是依附在這個玩法裡面，就合在一起變成他初期在文字化方面什麼

樣架構的方法。」 

駱總經理：「譬如美術因為資料太多，就是很充裕，所以我們就去找了很多

不同的，大家認為對這個專案是最好的，但是一開始大家就是都沒有共識，大家

去找了很多不同風格的圖片來，譬如說有產品的啦、體態的啦、或是各種特效什

麼之類的圖片，參考的圖片找來，然後去解釋自己一套的想法。」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F公司除了員工本身即多為遊戲的玩家外，亦藉由品管部門監控外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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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討論遊戲組成的要素，藉由此種模式來創造互動，使內部創意能夠不斷延續。 

張副總：「你要做網路遊戲，你就必須要對這些網路遊戲有一定的認識，我

認為你時間再怎麼樣的緊湊，你總可以抽初半個小時的時間來看某一款遊戲他到

底是怎麼樣子玩，通常來講，現在我們把這個東西，以前這個工作是每一組裡面

來處理，現在大家把這個所謂去 survey其他遊戲的精髓，或是看看美術怎麼樣
設定啦，或是程式他們有什麼樣特別設計的地方，現在全部都交給我們有一個品

管組，他們來負責新遊戲的 survey，然後會跟內部其他人員作教育訓練。」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F公司在新遊戲概念產生的提案，為了鼓勵實驗的風氣，且因為個人的專業
領域有限，故允許同仁依據本身的專長提出不同形式的提案，並藉由各部門同仁

所給予的意見，使內部人員能在提案的過程中學習與成長。而遊戲在概念階段遊

戲主旨、風格及類型很難用文字當作溝通的媒介，故在溝通時仍以原型、圖像及

實際演練作為溝同的媒介或分享概念的方式。 

張副總：「如果整個提案他能夠提出實體的話是最好，因為我們同事他個人

的專業領域有限，就可能說美術他就可能可以做出一些美術的 Model，但他對市
場可能不熟悉，程式他可能會去 show一段程式環境出來，但是他沒有辦法把那
整個模型弄好，或是對整個玩法的部分弄得很清楚，我想這個部分的話他們可能

會以他們的專長來去做簡報或報告，我想其他所有公司的同事都會給予相關的意

見，他也可以在其中去尋找同事的協助來完成一個專案的雛形。」 

駱總經理：「譬如美術因為資料太多，就是很充裕，所以我們就去找了很多

不同的，大家認為對這個專案是最好的，但是一開始大家就是都沒有共識，大家

去找了很多不同風格的圖片來，譬如說有產品的啦、體態的啦、或是各種特效什

麼之類的圖片，參考的圖片找來，然後去解釋自己一套的想法。」 

二、關卡規劃與建設 

（一）共同解決問題 

F公司在此階段，主要係從事在設計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
設計及關卡建造的過程中，確認概念在實際執行時，技術上之可行性，故仍必須

所有部門皆要有所參與，故成員的異質性仍高。在溝通的媒介上，則是以 demo
作為溝通的媒介；而溝通的模式上，除了共識為一致的目標及意見必須有建設性

外，概念的一致性上亦已由上一個階段形成。 

張副總：「概念你要怎麼樣子的玩，他有什麼樣子的規格，你必需要經過許

多的討論、溝通，你知道有什麼東西，然後由其他相關的人員，有程式的顧問、

美術顧問，基本上他們本身的技術、他們的能力，可以去決定我要採用什麼樣子

的程式、採用什麼樣子的引擎，或者我要採用什麼樣子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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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總經理：「每個階段素材的來源就已經有不一樣的情況，一開始的時候你

連圖都沒有，只有文字，到後來 demo出來的時候，有個樣本可以依循，譬如說
訂規格訂這個玩法，提這個概念這個想法是一個想法主軸，他就會開始指定每一

個人，你現在攻打的怎麼樣，然後他下一步是什麼樣的動作，這也就是去舉證出

這個玩法，就是這個概念，其他的譬如像是圖像的東西、或是程式記錄的東西，

就是明確的標的物可以做參考借鏡，那這個就是依附在這個玩法裡面，就合在一

起變成他初期在文字化方面什麼樣架構的方法。在初步的時候，在還沒進入去做

demo測試的時候，或是說我們現在要做 demo測試，但還來不及作東西時，我
們就用這種人在那邊互動演出的方法。」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F公司主要是透過各部門主管專業的蒐集，將新技術與工具介紹給內部同
仁，透過內部人員的討論以決定是否採用，藉由引進實際的技術與工具來創造互

動，使內部創意能夠不斷延續。 

駱總經理：「我們每一個 team都會有一個所謂的技術指導，就是我所說的
這個 leader，他們自己本身會去 survey這些東西，那我又要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一點，就是說吸收外界知識很棒，但是要不要採用他，必須看我們這個專案當初

訂的這個規格跟這個新知識是不是符合，如果是 enhance增強我們目前使用的
這個技術的話，OK！這是沒有問題的！如果說他是個新技術，但是我們要打掉
原來的重做的話，我們可以參考，因為他可能跟我們當初所設定的有所衝突。」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由於此一階段必須針對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規劃關卡設計及關卡建

造作出設定，在概念的溝通上需要大量實體化的資料輔助溝通，故不斷的形成

demo與嘗試概念亦因此發生。 

駱總經理：「每個階段素材的來源就已經有不一樣的情況，一開始的時候你

連圖都沒有，只有文字，到後來 demo出來的時候，有個樣本可以依循，譬如說
訂規格訂這個玩法，提這個概念這個想法是一個想法主軸，他就會開始指定每一

個人，你現在攻打的怎麼樣，然後他下一步是什麼樣的動作，這也就是去舉證出

這個玩法，就是這個概念，其他的譬如像是圖像的東西、或是程式記錄的東西，

就是明確的標的物可以做參考借鏡，那這個就是依附在這個玩法裡面，就合在一

起變成他初期在文字化方面什麼樣架構的方法。在初步的時候，在還沒進入去做

demo測試的時候，或是說我們現在要做 demo測試，但還來不及作東西時，我
們就用這種人在那邊互動演出的方法。我們之前的版本我們有留下來，就是我們

將概念變成 demo的時候，我們就會將版本有留下來。」 

張副總：「如果說是一個專案中新的機制或是改進的方案，如果說是一個新

的專案的話，我們會先去請他設計一套遊戲的玩法，並且提出相關所需要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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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並且研究市場，把這些東西都整理好了之後會對全公司發表，如果對全公司

發表，基本上全公司的人就是代表市場的玩家，他們可能代表的是 50%，甚至
60%，因為我們有 30幾位同事，那他們就會針對說你提出來的玩法有不有趣？
其他的主管級人員就會問你這個東西是不是具有市場性？具不具有競爭力？如

果在兩場、三場針對你自己的專案這樣子的磨練之後，任何一位同事他都能很明

確地掌握現在市場的口味是什麼，如果沒有辦法掌握市場口味的話，也能夠了解

到其實目前作遊戲的重點在哪裡，他可能是一定要刺激呀、一定要帶有所謂賭博

的感覺，那這樣子能夠經過我們考驗的專案，基本上我們就會把他提出去，提給

能夠執行的團隊，或者是由我們自己來做執行。」 

三、關卡勾勒後設定 

（一）共同解決問題 

雖然 F公司在此階段會有遊戲原型產出，且修改意見的來源包括了各部門
的主管，可見其技能之多樣性高，但由於溝通模式因分工的形式已產生，故互動

的過程並非所有的人同時參與討論，藉由共同解決問題所能創造的知識應低於先

前的階段。 

張副總：「先做出來一個測試版的東西，或者是所謂的一個 demo，你有辦
法在這上面去看到說這個東西是不是可行，如果說 OK可行的話，我們之後還會
陸陸續續去加入人員，加入人員會是說，好，我現在要準備開始量化了，我準備

要開始 build東西，會依照我們提出來的計畫，然後看依照要完成的標的物來增
加人員。」 

駱總經理：「到後來 demo出來的時候，有個樣本可以依循，到後期的時候
你連設定稿都已經在手上了，所以在溝通上就很容易，在初步的時候，在還沒進

入去做 demo測試的時候，或是說我們現在要做 demo測試，但還來不及作東西
時，我們就用這種人在那邊互動演出的方法。一個 demo，他裡面可能有產品、
有美術、有動作、有音樂或音效，然後變成一個可執行的一個檔案，他裡面就是

一個程式結構，他可能有很多檔案，然後有執行檔幾項，然後去 run整個 project，
這是一個明確的標的物，那可以在畫面上看到、也可以操作、也可以跑的過程就

是。」 

駱總經理：「譬如前面所提到的美術就是個人提個人的，最後我們就會票選

出來以誰所做出來的風格為主軸，然後就會請這個人來擔任這一個風格管理的工

作。」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這個階段吸收知識的來源，主要仍來自於各部門主管專業的蒐集，藉由資料

庫的彙整、內部主動的教育訓練及實體操作，除可創造互動外，亦可將知識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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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在展覽的過程中，亦可藉由不同地區遊戲同業的聚集，在互動中了解不同

的概念及製作方式。 

張副總：「我們的技術指導吸收了這些知識了之後，他們會去做評估要不要

使用，如果不使用的話，那我們也只會進入他資料庫，他們有做各種的分類，可

能是企畫、美術、程式，新的東西進去的話，亦或是行銷部分的，或者是市場、

業界有些什麼樣的新消息，其實都會進入我們資料庫，我們定期都會做更新，並

且請我們所有的同事進去看，如果有興趣的話，他們可以參考其他部門的相關文

件，基本上來講，除非有特別要做更動，我剛剛講說我要增強這個東西他有個外

掛，或是有個什麼樣的新技術可以增快你的工作效率的話，我們就會召開所謂的

教育訓練，我們目前就有採用一些新技術，剛好有遇到這些狀況的話，我們就會

定期由我們的技術指導對所有組內的成員來做教育訓練，然後告訴他們要怎樣

做，並且還會出課題，讓他們去實地操作，因為很多東西你沒有親自去算過、親

自去架構他，他就並不是那麼的了解。」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此階段 F公司必須盡量快速產生遊戲的原型，以原型做為內部溝通與修
正的媒介，藉此可快速蒐集知識及學習，且在此階段所形成的設定將嚴格限定之

後冗長製作期間的製作範圍，故在此階段以原型作為內部溝通媒介至為重要。 

駱總經理：「一個 demo，他裡面可能有產品、有美術、有動作、有音樂或
音效，然後變成一個可執行的一個檔案，他裡面就是一個程式結構，他可能有很

多檔案，然後有執行檔幾項，然後去 run整個 project，這是一個明確的標的物，
那可以在畫面上看到、也可以操作、也可以跑的過程就是。譬如前面所提到的美

術就是個人提個人的，最後我們就會票選出來以誰所做出來的風格為主軸，然後

就會請這個人來擔任這一個風格管理的工作。」 

四、分工製作 

（一）共同解決問題 

此階段係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在分

工明確下，技能多樣性低；溝通的模式上，由於目標與概念明確，故主要是由遊

戲製作人及各部門的主管主導所決定；原型的功用亦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

交付完成的任務。 

駱總經理：「任務就是 demo過程結束後，我們開始定義我們要完成的次序，
就會拆成一個一個任務目標，一個一個任務目標就是這個任務的東西，那每個任

務目標指向的就是一個明確的功能，也就是到後期的時候你連設定稿都已經在手

上了，所以在溝通上就很容易。譬如在美術方面我們現在所採用的方式是，由各

個不同的設計者，他們提出自己一個整套的系統，最後由主設計的人來管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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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張副總：「通常來講的話企畫人員在一開始會最多，接下來就是程式人員、

美術人員，程式人員是建構，美術人員是量化，那到達後面必須要整合的時候，

企畫人員又要再 joint進來。」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除非新的程序及工具有顯著的優異性，此階段所使用之遊戲開發程序及工具

在設定的階段大致上已選定，並不會有所更動。而在開發的新技術引進上，主要

仍來自於各部門主管專業的蒐集，經內部成員試用及討論後，以決定目前及未來

是否採用。在此過程中，將可大幅增加開發人員的專業技能，且在實體揣摩的過

程中，亦使得知識能夠具體化。 

張副總：「技術 leader會知道我們目前要採用什麼樣的技術，不管是程式、
美術都一樣。」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專業分工及遊戲設定明確下，原型的功用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

完成的任務。 

五、品保與試玩回報 

（一）共同解決問題 

在此階段之測試結果係直接回報予特定的部門，故在執行的過程中技術的多

樣性低；在溝通模式上，則因任務明確，故以書面化或口頭交付任務為主；而原

型的功用亦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張副總：「整合測試的時間，程式人員可以稍微的減少，那他們剩下來可能

就是一個主力人員，主力人員然後來做修改，或者是我要增加功能，那美術人員

在後面，就是在測試與修改的部分也會減少，因為量化的過程已經過去了，所以

人可能在那個時候也只是做修改，此階段還有新的部門要加進來，叫作品管部

門，品管部門在那個時候要看功能有沒有齊全，並且接受外部的意見來做修該的

依據。」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因所需技能與任務皆明確，故無特定引進新技術的機制。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在專業分工、遊戲設定及任務明確下，原型的功用較不顯著，主要僅為完成

所交付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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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智慧財產管理 

一、外界取得之智慧財產 

開發過程中所使用的圖片，若需要直接使用，則必須取得原著作權人的授

權；若開發過程中需要參考圖像的資料庫，亦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而授權

的範圍亦必須加以約定；而程式的部分主要也是以著作權的授權為主，而電腦程

式中發明專利之方法發明亦必須視情況取得授權。 

駱總經理：「大家認為對這個專案是最好的，但是一開始大家就是都沒有共

識，大家去找了很多不同風格的圖片來，譬如說有產品的啦、體態的啦、或是各

種特效什麼之類的圖片，參考的圖片找來，然後去解釋自己一套的想法，因為負

責做設計的人有很多個，他們就在還沒有做東西、還沒有下去畫之前，就用實際

的、人家已經做出來的標的來解釋說我想要這樣子的一整套的風格代表我們專案

的風格，最後我們就會票選出來以誰所做出來的風格為主軸，然後就會請這個人

來擔任這一個風格管理的工作。」 

駱總經理：「可量化、可規格化的東西可以考慮會外包，最大量的部分是在

圖像上面，圖像上是最大可外包的東西，但我們目前所有的圖像與音樂都是我們

自己原創的，那另外除外包以外，還有所謂的技術採購，技術採購也是一種另外

的外包型態，也就是我跟人家買東西回來用，在我的平台上。譬如在程式的部分

有很多的型態，有音效的模組啦、裝備的模組啦、各種模組、網路模組等，其實

都是明確可執行的功能，可以啟動的功能。」 

在開發過程中所使用開發引擎的軟體上，若為向外授權得來者，僅能以授權

的範圍為使用的行為，若欲再次使用且不在原來約定的範圍內，則必須再度取得

授權。 

張副總：「如果要做一個遊戲東西，可能就要分為好多種不同的引擎，譬如

說我們的承像引擎這可能就是用共通的，譬如說我用 Unreal 2的引擎，或者是
說我用 Quick的引擎，因為你要做人物或運動的 3D遊戲的話，通常來講他就會
給你一個相關的工具。」 

二、內部產生之智慧財產 

在專利權的部分，受限於早期公開制及維護費用，且由於遊戲之產品生命週

期短且賣座與否的風險高，故 F公司並沒有將專利權視為用來保護其遊戲開發及
內容的方式，而傾向利用營業秘密、著作權及商標權作為保護的方式。 

張副總：「你有玩過《DDR》嗎？踩音樂的，基本上音樂遊戲是「科拿米」
他首先推出來的，他是玩這樣子的一個部分，如果當初，因為我本身並不是很清

楚他自己有沒有申請專利，他可以的，因為以前沒有，他算是創作，這個玩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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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可以讓其他公司來做抄襲、模仿，可以因此而得利的，這個部分我認為這個

是可以設計成為專利的，那當初出來《俄羅斯方塊》你認為他可不可以成為一個

專利？不曉得，所以當時如果去銀行、甚至任何金融機構，去說我這個東西要申

請專利，並且請你幫我鑑價，可以嗎？其實很難講嘛，對不對？所以專利這個部

分，他可能要等到他自己本身一年之後產生效益之後才有那個價值存在，如果當

年《仙劍奇俠傳》出來沒有紅的話，《仙劍奇俠傳》他的商標、他的人物有沒有

這個價值？絕對沒有，我再講一次，在那個商標裡面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你認為

迪士尼的商標有不有名？有名吧！我曾經在迪士尼的配合廠商工作過，迪士尼的

任何人物，你使用他什麼人物放在什麼樣的地方、然後他是跟誰能夠擺在一起、

裡面的情境是什麼，這些他都規定的一清二楚，你如果逾越了，那就是有問題的，

那他在商標的部分算不算是？是的！那這是不是一個專利？不像是！那但他可

以產生的價值有多高？我想這個比專利還要高吧？他從以前到現在，任何人不得

模仿米老鼠三個圈圈搞在一起的，唐老鴨你有辦法作嗎？是他的，你有辦法他的

白雪公主做像他的東西？那是沒有辦法的，所以我認為你現在這裡面講的部分的

東西，很多都會在著作或者是營業秘密這當中，那我著作一出來，我並沒有辦法

擔保他是 OK還是不 OK，我必須要等時間或者是市場去證明他。第二個，我的
營業秘密，我可能在很多經驗當中，譬如說你很清楚的 SQUARE，SQUARE一
連串做了這麼久的東西，你想要知道他《FF》（太空戰士）是怎麼做出來的嗎？
不曉得！或者是現在天堂累積這麼龐大的資源，他知道前端要怎麼設計跟人家溝

通的一個狀況，然後後端達到那些服務的狀態，那都屬於營業秘密，他們都不會

拿去所謂的申請專利，這有什麼好申請專利的，因為其他人的遊戲方式跟天堂不

會一樣，他所蒐集回來的資料當作以後改進的參考也不會一樣，所以他不可能成

為專利，他也不會是他的一個商標，天堂就是天堂嘛！其他人可以不做天堂呀！

那我把天堂換掉，換另外一個名稱上去、換另外一個模型上去，內容跟他一模一

樣，那他是不是天堂？看起來很像，然後玩起來感覺一樣，但是人物不一樣，我

換成 Q版的，那他可以為這種玩法去申請他所謂的專利嗎？可能也沒有辦法！
但是他可以在於商標或在著作權上面去主張他的權利。」 

張副總：「《古墓奇兵》把『蘿拉』拿去當一個商標權，甚至拿去賣電影，甚

至拿去賣漫畫，甚至拿去賣之類的東西等，這都是屬於製作遊戲以外，他能夠得

到權利的一個部分。」 

遊戲開發歷時長且失敗風險高，遊戲是否有趣又取決於開發階段前段之概念

的遊戲性，但這個階段相較於整個開發階段又特別緊湊，時間的壓力非常大，故

在開發時主要以營業秘密作為保護的方式；而在製作過程中所產生之中間產物，

由於係開發團隊之精神創作的產出，由於著重於觀念、表達及表達方式，故開發

遊之中間產物主要是以著作權的方式來加以保護；開發過程中所需要的程式，亦

以著作權或營業秘密為主要的保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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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副總：「我們的技術指導吸收了這些知識了之後，他們會去做評估要不要

使用，如果不使用的話，那我們也只會進入他資料庫，我們其實有一個所謂的資

料庫，他們有做各種的分類，叫做我們可能是企畫、美術、程式，新的東西進去

的話，不管是各部們的，亦或是行銷部分的，或者是市場、業界有些什麼樣的新

消息，其實都會進入我們資料庫，我們定期都會做更新，並且請我們所有的同事

進去看。如果說我們認為我們現在所推出來的東西是一個很新的玩法的時候，我

們可能會去申請他的專利，但以目前就我們這個專案的目標來講，並沒有，我們

可能會去做的話，比較有可能的會是我們的商標或 Know-how，商標可能就是我
們現在要做一款《仙魔道》的遊戲，就特別把他的美術標的物，譬如說我們的

logo、譬如說我裡面的一些場景及人物，這些東西我想這裡面都有，反正就是涵
蓋在你想得到的這個部分，我們會去做。」 

駱總經理：「一個 demo，他裡面可能有產品、有美術、有動作、有音樂或
音效，然後變成一個可執行的一個檔案，他裡面就是一個程式結構，他可能有很

多檔案，然後有執行檔幾項，然後去 run整個 project，這是一個明確的標的物，
那可以在畫面上看到、也可以操作、也可以跑的過程就是。譬如前面所提到的美

術就是個人提個人的，最後我們就會票選出來以誰所做出來的風格為主軸，然後

就會請這個人來擔任這一個風格管理的工作。」 

三、遊戲各開發階段所產生之智慧財產 

茲將 F公司於遊戲開發流程中各階段可產生之智慧財產，以及該項智慧財
產目前施行可行性，彙整如表 4-4-3所示。 

表 4-4-3：F公司遊戲各開發階段之智慧財產權 
遊戲開發階段 智慧財產權標的 智財權型式 施行之可行性 

遊戲之故事與概

念 
著作權之語文著作或

戲劇著作、營業秘密 
可行 

用來訂定遊戲風

格、關卡及氣氛

之圖形、概念及

其資料庫 

著作權之語文著作或

戲劇著作、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視覺化前階段 

延續前作之遊戲

名稱、人物及故

事內容 

商標權、著作權之美術

著作或圖形著作、語文

著作或戲劇著作、衍申

著作 

可行 

素描或圖形及其

資料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關卡規劃與建設 

遊戲引擎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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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程式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關卡架構之布置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圖

形著作 
可行 

關卡建構中所產

生之道具及物品

的圖形 

著作權之之美術著作

或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關卡建構中所產

生之人物特性及

其圖形 

商標權、著作權之美術

著作或圖形著作、編輯

著作 
可行 

音樂、音效及其

資料庫 
著作權之音樂著作 可行 

可執行的程式結

構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關卡勾勒後設定 

關卡中人物、道

具及物品之腳本

的編寫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編輯著

作 
可行 

遊戲中所加入之

音樂 
著作權之音樂著作 可行 

動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 
可行 

各種效果與連結

所產生之電腦程

式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分工製作 

各種美術圖形及

其資料庫 
著作權之美術著作或

圖形著作、編輯著作 
可行 

測試與玩家意見

之資料庫 
著作權之編輯著作 可行 

遊戲名稱及人物 商標權、著作權 可行 品保與試玩回報 

遊戲軟體本身 
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

作、營業秘密 
可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智慧財產權保護 

對 F公司而言，在專利權的保護上，受限於公開與早期公開的限定，且由
於遊戲之產品生命週期短且賣座與否的風險高，故雖然欲以專利權作為保護的方

式，仍然無法以此方式保護其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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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副總：「如果說我們認為我們現在所推出來的東西是一個很新的玩法的時

候，我們可能會去申請他的專利，但以目前就我們這個專案的目標來講，並沒有。」 

在營業秘密的保護上，由於專業分工導致一般員工很難了解公司主要的

Know-how，而對於高階主管的保密措施亦不是非常嚴密，除了針對全體員工進
入公司時有簽訂保密協定，在營，而此主要的資訊管制人員即為該公司的副總。 

張副總：「因為 Know-how其實很重要，我先要講的就是說，一個員工不太
容易了解很高層的 Know-how，除非他自己本身屬於高階主管，他懂得你要怎麼
去利用 Know-how，或者是他本身是技術主管，他了解這個專案要怎麼樣子進
行，所以說如果要防止這整個遊戲的秘密外洩的話，其實基本上不是那麼的容

易，因為所有的人並不是了解保密的重要。」 

張副總：「目前來講我們是針對其他配合的公司來簽訂保密協定，因為我們

跟我們公司的人員來簽保密協定的話，他們實際上必須要做接觸，甚至我的工作

必須要跟其他外面的人或譬如說跟你去做接觸的話，我必須說一些我們這個專案

實際製作的部分，那我們目前並沒有防範的那麼的嚴密，那但是我們有另外一

點，那就是在於會觀察我們同事他平常的言行，他的一些電子郵件或他平常的一

些狀況，我們會稍微注意一下。」 

張副總：「其實每家公司員工進來的時候，都會簽一些員工基本資料，後面

就會附一個所謂的保密協定，保密協定裡面就會有寫說，針對公司任何的一些專

案或一些機密的事情不能說出來，那個是屬於制式的，他沒有針對任何一個專

案，就是說我現在接觸到專案的這個部分，你針對他不能說什麼或要說什麼。不

過我們在以公司的一些行政規章裡面會有講說，像如果說接受採訪、平常要講些

什麼東西或你要散播什麼樣東西的時候，基本上你是必需要經過某一個人的同意

的，我們有所謂的機制，目前是這個關卡是我來負責的，你要交什麼東西出去是

要經過我。」 

由於遊戲之中間產物個別利用著作權的保護效益不高，亦認為對特定文字、

美術作品、圖像及軟體將其模組化，以編輯著作的方式保護是較佳的方式。而對

於遊戲之開發過程，在 F公司的網站上亦可得知開發的進度及遊戲開發過程中所
產生的圖像，此與日本遊戲公司會在雜誌上標示開發進度與圖像相似，此作法除

了有助於集中玩家的目光與增加玩家的期待，亦將有利於對其智慧財產權的伸

張。 

張副總：「我們可能會去做的話，比較有可能的會是我們的商標或營業秘密，

商標可能就是我們現在要做一款《仙魔道》的遊戲，就特別把他的美術標的物，

譬如說我們的 logo、譬如說我裡面的一些場景及人物，這些東西我想這裡面都
有，反正就是涵蓋在你想得到的這個部分，我們會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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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慧財產權之加值 

F公司認為遊戲開發流程中真正具有價值之智慧財產權其實在前段產生，而
開發流程後段所產生之較明顯之內容物，其真正的價值其實只是初始智慧財產權

之加值物，故以整個遊戲產生的過程本身，最後所產生智慧財產權物之複雜集合

體僅為該遊戲概念的加值。 

駱總經理：「因為開發流程後段這塊是很明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喔！我

做了多少圖，我有什麼資料庫，我有什麼東西，很明確有個標的物在，可是現的

問題是怎麼樣把這個項目、概念標的物化，因為這才是真正說有價值的地方，所

以，其實這個東西都已經有案例可尋了，或是有實際的因子可以參考，這個其實

不用花太大的心力，但是最重要的是這一塊，從創意概念到測試（指概念測試）

出來的這個東西，這塊怎麼舉證，其實很難。」 

F公司未來亦有可能針對遊戲內所產生之美術、動作、音樂或音效對外授
權，但目前受限於內容產出的量不足，且對於智慧財產保護方式的概念較為缺

乏，故在此方面的作為較缺乏。 

駱總經理：「我們將概念變成 demo的時候，我們就會將版本有留下來。一
個 demo，他裡面可能有產品、美術、動作或音效，然後變成一個可執行的一個
檔案，他裡面就是一個程式結構，他可能有很多檔案，然後有執行檔幾項，然後

去 run整個 project，這是一個明確的標的物，那可以在畫面上看到、也可以操
作、也可以跑的過程就是。」 

將產品、美術、動作或音效獨立出來以智慧財產權加以保護的另一項優點，

即是可以利用模組化的方式，分開來對玩家或顧客提供不同的感受或服務，增加

產品的附加價值及收入來源。 

張副總：「但是網路遊戲一出來的時候，那時候橘子就開始推先不要付錢，

然後玩了幾個月之後，認為可以了，然後這個東西才開始收費，我認為這是市場

機制使然，現在有一個新的趨勢是，韓國那個地方現在市場是因為推出的遊戲太

多，那玩的人就是那麼多，所以現在甚至推出了不用錢的遊戲，你現在看

MMORPG是不用錢的，是買裡面的道具或使用什麼樣的功能才要付錢，就是說
你可能是一個標準版，你如果要玩更高階的一些或服務更多的機能，譬如說你的

倉庫是加倍的啦、你的什麼東西是加倍的，就好像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電子郵件信

相識一樣的。」 

F公司並認為除了遊戲本身內容開發的價值外，網路遊戲之網路後端機制，
諸如網路之間的連結、伺服器間的溝通、收費機制的建立或連結皆為一種智慧財

產的型態，若能將其獨立出來以智慧財產權保護，將可為遊戲製作公司帶來更多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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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副總：「網路後端的部分，這個是最重要的，目前不太可能有人能夠去賣

這個東西，譬如說我現在要做一個網路後端的機制，機制有很多，譬如網路之間

的連結、伺服器的一些溝通、收費機制的建立或連結，基本上來講因為每家公司

他所建置的東西不一樣，所以網路後端其實非常非常重要，但目前還沒有能夠把

後端整個引擎拿來賣給所有做網路遊戲的人，這個部分我想是目前業界比較欠缺

的。現在有一個叫做『全通卡』，所謂的『全通卡』就是很多家小廠商去做這個

東西，基本上他們可以去 share這裡面的成本，你要儲值在哪一款遊戲都 OK，
代表說我一張卡可以搭好多種不同的公車，就像聯營一樣。」 

F公司認為遊戲引擎軟體是一種很好的智慧財產保護標的，因其具有重複利
用性，故在內部使用及對外授權上皆要對其智慧財產權的範圍作深入的了解，使

內容的重組與利用效益增加。 

張副總：「目前華義及者智冠他們所要推出 3D的 MMORPG他們不約而同
的都使用了 Unreal 2的引擎，像《天堂 2》也是使用 Unreal 2的引擎，因為他
有一個標準，他可以完成某一個程度的精緻度，這是。但是在 game play就不是
這樣子了，我現在要玩就像《RO》或《石器時代》，他去使用的成像引擎或許是
一樣的，但是在使用 game play，也就是玩遊戲內容的部分，就沒有一個所謂共
通的部分，因為我設計是這樣子玩，我設計一個是及時性的戰鬥，另外一個是回

合制的戰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說有些東西是可以共通，就是目前你看到

這個基本架構是一樣的東西，是可以這樣子使用，但是不一樣的部分就沒有辦法

使用，就必須要個別製造，為他們量身訂做。如果我們做的是相同類型的，譬如

說我們現在做 MMORPG，未來還是做 3D的 MMORPG，幾乎整個經驗都可以
複製過去，那就是說我們整個底層的架構拿來使用，把 game play的部分換掉，
把圖像的部分換掉，那音樂基本上比較不容易做，除非我是做《仙魔道二代》他

可以沿用之前的風格，來沿用之前的東西，但是也不能夠完全照抄。」 

F公司在推出遊戲時，亦會將遊戲內容之著作權及其商標權獨立出來，與電
影業者、唱片業者、漫畫業者及其他周邊商品之業者合作，故在此時必須詳細標

的出該權利的範圍，以作為約定合作範圍及行事之依據。此外，遊戲內容的延續，

即第二代產品，亦為非常有利之智財加值方式。 

張副總：「我們認為我們現在所推出來的東西是一個很新的玩法的時候，我

們可能會去申請他的專利，但以目前就我們這個專案的目標來講，並沒有，我們

可能會去做的話，比較有可能的會是我們的商標或 Know-how，商標可能就是我
們現在要做一款《仙魔道》的遊戲，就特別把他的美術標的物，譬如說我們的

logo、譬如說我裡面的一些場景及人物，這些東西我想這裡面都有，反正就是涵
蓋在你想得到的這個部分，我們會去做。目前來講的話我們母公司有為我們這款

遊戲去尋找其他的資源，譬如說尋找電影合作，針對這個 title來做電影合作，然
後我們還有在找唱片，你有沒有看到天堂有一位歌手叫「林俊傑」在唱「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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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這是第二個異業合作的部分，那如果說這款遊戲他未來是有潛力的話，那

我們也不排斥再使用漫畫或玩偶，像這個部分的東西我認為這都可以去延伸這個

品牌，讓他產生更大價值的部分，當然，他也會像是《軒轅劍》、《仙劍奇俠傳》

一樣，如果受歡迎的話，他可以繼續去做他的二代或三代，或者去做他延伸不同

的故事的另外一個遊戲。」 

將產品、美術、動作或音效獨立出來以智慧財產權加以保護的另一項優點，

即是可以利用模組化的方式再利用，增加該智慧財產的價值。 

張副總：「我們目前所有的圖像與音樂都是我們自己原創的，因為音樂這個

部分，要玩一個遊戲其實音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把那個音樂關掉，恐怖遊戲

也變得不恐怖了，很刺激的打鬥看起來也不是那麼的爽，所以你很適時的為這款

遊戲的任何的效果或背景來添加適合他的音樂，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音樂本身來

講是不太容易被人家抄襲、不太容易被拿來沿用的，他可能會是一個系列，像是

FF他本身是一個系列，一開頭那個水晶音樂大家都知道，或是戰鬥勝利的音樂
大家都很了解，那個是可以被沿用的，因為這個是屬於一個系列的，可是這個東

西拿到「勇者鬥惡龍」你聽就怪怪的，這個部分來說就一定是為他而量身訂作的。

那美術的部分來說的話，你可以使用同樣的造型的話，可能就是他們有所謂的故

事關係，譬如原來這代的主角是下一代的爸爸，所以你可以把以前的東西拿過來

用，這個是可以沿用的，但實際上來講，不太容易去沿用上一款遊戲或是另外一

款遊戲的東西，這個東西是不太容易變成你剛剛所講的可以重複拿來使用的部

分。」 

F公司認為遊戲開發流程中真正具有價值之智慧財產權其實在前段產生，且
遊戲之產品生命週期短及賣座與否的風險高，故對於初期概念產生到原型產生之

內容的保護十分重要，而 F公司認為此階段主要係以營業秘密作為保護，其保護
方式則包含內部人員之保密協定、行政規章及內部人員管控。 

張副總：「其實每家公司員工進來的時候，都會簽一些員工基本資料，後面

就會附一個所謂的保密協定，保密協定裡面就會有寫說，針對公司任何的一些專

案或一些機密的事情不能說出來，那個是屬於制式的，他沒有針對任何一個專

案，就是說我現在接觸到專案的這個部分，你針對他不能說什麼或要說什麼。不

過我們在以公司的一些行政規章裡面會有講說，像如果說接受採訪、平常要講些

什麼東西或你要散播什麼樣東西的時候，基本上你是必需要經過某一個人的同意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