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課程實施課程實施課程實施課程實施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    

本章分課程設計與實施、資料收集與處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論述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與與與與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一一一一、、、、Maya3D動畫課程設計動畫課程設計動畫課程設計動畫課程設計 

((((一一一一) ) ) ) 課程設計理念與內容課程設計理念與內容課程設計理念與內容課程設計理念與內容    

3D電腦動畫的製作過程視影片的長度與難度，分成不同的步驟（如下圖）1，

從故事、角色、美術設計、分鏡草圖腳本、故事毛片、建模、材質與紋理、角色

設定、動畫、燈光與著色、視覺特效、合成、音效與音樂、片名與片單到行銷與

發行。本研究的教學著重於與美術專長相關的美術設計、建模、材質與紋理、角

色設定、動畫、燈光與著色、視覺特效、合成等，故事與角色的發展、行銷與發

行並非重點。 

 

圖 1 3D電腦動畫的製作步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袁信忠翻譯袁信忠翻譯袁信忠翻譯袁信忠翻譯，，，，JeJeJeJeremy Cantorremy Cantorremy Cantorremy Cantor、、、、Pepe ValenciaPepe ValenciaPepe ValenciaPepe Valencia合著合著合著合著，《，《，《，《創意創意創意創意3333ＤＤＤＤ動畫短片製作動畫短片製作動畫短片製作動畫短片製作》（》（》（》（Inspired Inspired Inspired Inspired 

3D Short Film Production3D Short Film Production3D Short Film Production3D Short Film Production），），），），台北台北台北台北：：：：碁峯碁峯碁峯碁峯，，，，2006200620062006，，，，頁頁頁頁18181818。。。。    

本系3D Maya動畫課程分為初階與進階二階段，學生在一、二年級階段學習

平面、剪接、設計、網頁製作，作為3D動畫教學的基礎。到了三年級才進行初

階的Maya 3D動畫教學，從功能與指令簡介、場景建模、燈光材質、動畫設定、

簡單的人物製作。到了四年級才依學生的需求分組或獨立進行動畫製作。 

教學方向已從過去注重指令功能的介紹，逐漸轉向學生在具備基礎製作能力

之後，隨即進行作品的製作。動畫師再依據學生製作的進度，分別給予個別指導，

並依據學生的共同需求，示範所需用到的功能指令，以改進過去學生學到一堆功

能與指令，但是卻不會運用的缺失，間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興趣。此一轉變之教

學成效，為本研究觀察與評鑑的重點工作之一。 

 ( ( ( (二二二二) 3D ) 3D ) 3D ) 3D MayaMayaMayaMaya動畫課程網站動畫課程網站動畫課程網站動畫課程網站    

為了降低學生3Ｄ動畫學習的困難，累積教學資料，進行教育推廣，本系特

別建構Maya 3Ｄ動畫教學網站，將教學教材透過螢幕錄製軟體Camtasia錄製成影

像檔，連接在網路上。並且將學習的過程與成果作品展示在網路上，提供學生與

校外人士相互觀摩學習的機會，解決學習時的困難。網站的網址為140.130.49.109

                                                
1 袁信忠翻譯，Jeremy Cantor、Pepe Valencia合著，《創意3Ｄ動畫短片製作》（Inspired 3D Short Film 

Production），台北：碁峯，2006，頁18。 



如下圖： 

圖 2 國立嘉義大學美術系3Ｄ動畫教學網站 Http://140.130.49.109 

截至目前為止，網路上的教材已十分豐富，從初階、中階、到高階，從動畫

基本指令到遊戲應用，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資料。除了上網瀏覽之外，也可以將教

材燒成ＤＶＤ光碟，讓學生自行學習。 

除了教學教材之外，還有動畫教學的相關研究論文、專家的演講與教學錄

影、遊戲專題製作的紀錄、研討會的訊息、數位媒體夥伴學校的教學網站、數位

藝術工作室、問題討論區等相關訊息，逐步擴充網路的功能，達到教學、觀摩、

研究、討論、推廣等功能。 

二二二二、、、、教學單元規劃教學單元規劃教學單元規劃教學單元規劃 

本系Maya 3Ｄ動畫教學的教學規劃可分為初階與進階課程二種，茲分述如

下： 

((((一一一一))))初階課程初階課程初階課程初階課程    

1.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1. 了解3D的藝術與應用範圍。 

2. 學會使用3D Maya工具軟體。 

3. 從學習中製作作品。 

4. 以作品為導向、軟體為工具，創造個人創意與風格的作品。 

5. 整合其他軟體資源，達到學習與創作目標。 

2.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Maya工具介面介紹。 

2. 建模介紹。 

3. 材質、貼圖、燈光、攝影機、算圖介紹。 

4. 靜態作品實際製作。 

6. 動畫概念介紹。 

7. 角色設置介紹。 

8. 分子特效介紹。 

9. 其他模組介紹。 

10. 實際作品製作。 

3.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1. 作品創意與內容50% 

2. 技巧與技術50% 

4.課外參觀課外參觀課外參觀課外參觀 

1. 遊戲製作公司。2. 卡通公司。3. 電視公司。4. 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5.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認識3D動畫的硬體配備與作業系統 (請專業人士講解)。 



2. 動態捕捉器（Motion capture）與數位攝影棚的認識與運用。 

    ((((二二二二))))進階課程進階課程進階課程進階課程    

1.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1.學習實際製作動畫，並以動畫創意與內容為重點。 

2.呈現個人的風格與視覺藝術特質。 

3.利用動畫軟體表現創作，成為創作的動畫師。 

4.磨練動畫與遊戲製作能力，完成升學與就業之準備。 

2.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分組製作動畫因為涉及到文學創作(故事題材)、美術(場景構圖與人物造形設

計)、電影藝術(分鏡)、表演藝術(角色動作)、特效、音樂配樂、後製整合、行銷….

等多個領域，若要個人來做，工作量太大，整合眾人之力去完成一部動畫較理想。 

1. 導演：故事的安排與方向掌控，整體搭配協調。 

2. 美術總監：風格製作，場景、構圖與角色造形設計，氣氛與色調掌控。 

3. 場景製作：製作相關場景、物件與燈光搭配，收集相關資料。 

4. 行銷：發表與推廣。 

3.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1. 作品創意與內容50%  

2. 技巧與技術50% 

4.課外參觀課外參觀課外參觀課外參觀 

1. 遊戲製作公司。 2. 卡通公司。 3. 電視公司4. 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5.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認識3D動畫的硬體配備與作業系統 (請專業人士講解)。 

2. 動態捕捉器（Motion capture）與數位攝影棚的應用 2 

三三三三、、、、課程實施步驟課程實施步驟課程實施步驟課程實施步驟 

課程實施依據行動研究的步驟-議題的確認、想像問題的解決方法、解決方

法的實施、證據的收集、解決方法的評鑑、修正實務工作等，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議題的確認議題的確認議題的確認議題的確認    

本行動研究最主要的議題在於如何提升Maya 3Ｄ動畫教學的成效，如前所述

當前Maya 3Ｄ動畫教學有相當多的困難，例如教學設備的改進、學生常常遲到、

早退與缺課情形的解決、專案製作進度緩慢、選課學生人數逐年流失、作品水準

有待加強、全系課程銜接的配合等問題。在從事正式教學之前再加以確認，以了

解教學目標與需解決的問題。 

                                                
2 摘錄自Http://140.130.49.109教學網站。 



((((二二二二))))問題的解決方法問題的解決方法問題的解決方法問題的解決方法    

研究者試圖透過本行動研究，針對教學設備、教材、教法、學生心態、師資、

課程等六方面的改善，來提升Maya 3Ｄ動畫教學的成效。 

（（（（三三三三））））解決方法的實施解決方法的實施解決方法的實施解決方法的實施    

1. 試探性教學試探性教學試探性教學試探性教學 

2005年2至6月為本研究的試探性教學階段，從教學硬體與軟體的購置，到教

材的充實，以及初步動畫與遊戲的製作，逐漸累積資料與教學經驗。為提升教學

成效，擬配合本行動研究計畫的實施，更系統有效的探討教學的問題與困難，提

出有效的改進策略，研究與教學相互配合，以提昇專案執行成效。 

2. 正式教學正式教學正式教學正式教學 

本研究正式教學從2005年9月開始，透過本研究，教學成效於學期進行中、

學期結束之後不斷進行評估，針對缺失進行修正之後再實施教學，不斷的循環改

進，達到本行動研究的目的－改進動畫教學實務與增進相關知識。 

本行動研究解決問題的作法如下： 

（1）設備：透過專案補助經費與本校校長統籌款的申請，逐年採購與更新

部份軟硬體，例如2006年新增Dell690工作站作為教師電腦主機，以因應複雜的教

學與檔案儲存的需求。將Maya Complete 版本升級為Unlimited，並增購Motion 

Builder軟體搭配Maya，以改進Blendshape與Animation的教學，更可以將Motion 

Capture的資料輸入到Motion Builder處理之後，再將動作匯入Maya。 

未來更爭取重大儀器採購Motion Capture(350萬)、虛擬攝影棚(500萬)、3Ｄ雕

塑快速成形機(RP) (150萬)，使角色動畫的製作更為快速，並能與攝錄影的影像相

互結合。另外，透過3D建模與快速成形機，可以直接輸出成3Ｄ雕塑，開拓Maya 

3Ｄ軟體的另一發展面向，可以應用到公共藝術的設計、陶瓷與立體雕塑的設計

與製作。 

（2）教材：商請動畫師將教學的過程，利用Camtasia教學錄製軟體(按F9錄

製，再按F9暫停，按F10結束，存檔即可)錄下，放在教師機的分享區供學生下載，

讓學生在課餘時間參考復習，學生反應效果非常好。3另外，不斷的採購Maya相

關的圖書資料，放置於電腦教室，隨時供學生參考。教學進度由動畫師與研究者

共同商討安排，並未另外採購教科書。 

（3）教法：每次上課先解決學生的個別問題，再將一般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共同講解，之後再依學生共同進度上課。上完課之後再讓學生練習所學，並於操

作之後提出問題，教師立即解決問題。 

（4）學生心態：2006年2-6月整個學期依據前述創意教學理論，給予學生較

多的自由，不常點名，只要求學生做好期末作業。因此，很多學生出缺席情況不

佳，常常上課缺課或遲到，教室管理較為鬆散。2006年9月之後，嚴格管理學生

                                                
3 簡瑞榮，課後訪談，303電腦教室，2006, 10, 31。 



的出缺席狀況，每次點名並送教務處登錄，學生缺課或遲到的情形較為改善，進

步的情況較為明顯，顯示學生的學習仍然比較被動，嚴格要求出缺席有助於提升

教學成效。 

（5）師資：在專案師資的聘用上學生有不同的意見，部份學生希望教師能

夠多元化，聘請動畫、後製剪接、配音、腳本設計等不同專長的老師進行教學。

部份學生則希望能夠專精一個軟體，將Maya學好。研究者為顧及短短兩年288小

時的學習時間，要將Maya學好已不容易，因此師資的安排選擇單一化。惟2006

年2月之後張億涵動畫師因工作忙碌，改聘林岳漢動畫師從事Maya電腦動畫教

學，學生對其教學的反應相當肯定。4 

（6）課程：為了因應學校開源節流政策，緊縮總體上課時數，本系將必修

科目全部改為一學分一小時，只保留部份選修學分為一學分兩小時，四年級四個

工作室減為三個工作室。由於1、2年級必修時數減少，學生的基礎電腦藝術能力

更為薄弱。但3、4年級仍維持每學期二學分四小時，因此，Maya動畫課程暫不受

影響。 

四四四四、、、、教學評鑑與回饋教學評鑑與回饋教學評鑑與回饋教學評鑑與回饋 

為了了解教學成果，透過適當的評鑑機制例如工作日誌、訪談、實地觀察、

問卷調查、公開發表，有助於了解、回饋與修正教學過程的缺失，作為改進教學

實務的重要參考。 

本研究透過工作日誌、實地觀察、訪談、問卷調查、公開發表、網頁建構，

針對教學過程當中的教材、教法、軟硬體設施、學生作品，給予評鑑與回饋，以

實際了解教學成果，改進缺失，提升教學品質。 

另外，本研究訪問三位專家學者作為同儕評量，針對整體Maya 3Ｄ動畫教學

過程與成果提供建議，作為改進本教學的參考。 

表 1 專家學者職稱及服務學校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資料收集與處理資料收集與處理資料收集與處理資料收集與處理    

一一一一、、、、研究資料收集研究資料收集研究資料收集研究資料收集 

（（（（一一一一））））資料蒐集方式資料蒐集方式資料蒐集方式資料蒐集方式    

本行動研究資料的蒐集使用研究日誌、觀察法、問卷調查、訪談、照相、錄

音及錄影搜集行動研究資料，並且注意資料的三角檢證，尋求不同的資料來源，

以增加本行動研究的嚴謹度。 

研究者進行研究日誌的撰寫，並且運用觀察法與訪談法，累積平日觀察的資

料，作為檢証研究成果的重要參考資料。 

                                                
4 2006年6月學生期末問卷調查。 



（（（（二二二二））））資料呈現方式資料呈現方式資料呈現方式資料呈現方式    

本研究的資料呈現方式可分為網頁建構，將教學大綱、教學教材、推荐的學

生作品、研究成果及相關資料，直接呈現在網路上，提供有興趣的人士上網參考。

另外，透過相關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並將研究成果發表專書，以求得到檢證與

回饋。 

二二二二、、、、研究成效評估研究成效評估研究成效評估研究成效評估 

本研究的評估方式可分為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用於了

解教學過程當中的成效，透過訪談與問卷調查方式，了解學生對於教學過程的反

應。「總結性評量」則根據學生期末的2Ｄ平面與3Ｄ動畫作品的水準、對外比賽

得獎成績、升學與就業人數、產學合作成效等，作為參考依據。 

（（（（一一一一））））3333ＤＤＤＤ動畫作品動畫作品動畫作品動畫作品    

期末作品的好壞應為教學評量的重要根據之一，本研究將各學年學生的優秀

作品整理如下，從技巧、內容、創意、數量等方面逐年評估教學成效，觀察作品

是否逐年進步，作為評估教學成效的重要參考。 

學生的作品分3Ｄ平面、3Ｄ動畫論述，3Ｄ平面作品又分本校美術系與吳鳳

技術學院資管系，並且依不同學年度排列，觀察比較其成果如下： 

1. 3ＤＤＤＤ平面平面平面平面 

 (1) 國立嘉義大學美術系國立嘉義大學美術系國立嘉義大學美術系國立嘉義大學美術系 

2003年本系第一屆3Ｄ動畫修課學生畢業，推薦作品如下表。其中第一位學

生(9201)的作品相當優秀，對於3Ｄ動畫製作有相當強烈的興趣，畢業動畫製作完

整，目前剛服完兵役，準備出國進修。其餘約10位同學也具備動畫的基礎製作能

力。修課人數從剛開始約20多人減為10人左右。 

表 2 2003年3Ｄ平面推薦作品 

 

2004年第二屆動畫選修學生，所有學生採團體方式從事單一動畫作品的畢業

製作。共同從事故事選定、資料收集、分鏡圖繪製、角色與場景製作、後製與合

成事宜，為整個動畫製作過程留下重要參考資料(詳見專案網站93級作品區)。但

是在分工合作的製作過程中，最重要的角色人物製作學生(9301)中途放棄選修，

導致整個人物製作過程延宕，最後畢業製作只完成整個動畫場景與配樂，並未加

上人物，功虧一簣。 

表 3 2004年3Ｄ平面推薦作品 

2005年第三屆動畫選修課學生人數最多，全班50人共約21人選修動畫課。在

第一學期的教學過程中即顯露相當不錯的成效，不但人數眾多，作品水準也高，

而且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在電腦教室練習技巧與從事畢業製作，推薦作品如下表。



畢業製作除了兩位程度較好的學生共同製作外，其餘大都單獨製作，因此很多學

生都無法掌控製作進度，只有一組學生完整的把動畫完成(9409-9412)，由於使用

Motion Builder軟體，因此人物的動作比其他同學自然順暢。 

表 4  2005年3Ｄ平面推薦作品 

 

2006年第四屆動畫課程選修學生，目前仍然在學，從二下就開始上動畫課

程，不但修課學生人數較少，而且喜歡缺課或遲到，動畫製作的專注度也較差，

常常跟不上進度。在第一年的學習過程當中，研究者與協同教師給予較多的自由

與彈性，希望學生能自動自發，把基礎的製作能力與期末作品在學期結束之前完

成。之所以採取較自由彈性的教學方式，在於受到創意教學相關理念的影響，順

應不同學生的人格特質與需求。尤其是班上的某一位學生(作品9505、9506)，不

適應3Ｄ動畫的課堂教學，喜歡自行用2D軟體如Photoshop繪製3Ｄ動畫的效果。不

但作品相當優異，而且具備美術資優學生的能力與特質。 

然而整個學期下來，學生整體的表現卻非常不理想，幾乎有80%的學生都未

達成預期的水準。因此，在四年級一開始研究者即改採用每堂課都點名的方式，

嚴格要求學生出席聽課，並認真製作作品。不到一個學期的時間，已可看出學生

的學習有明顯的進步。 

表 5 2006年3Ｄ平面推薦作品 

 

2007年第五屆動畫課程選修學生，為研究者與協同教師林岳漢第一次合作，

開始第一學期的動畫教學課程，一開始就從事簡單的人物製作，從建模、拆UV、

畫材質、設定嘴形與表情、骨架綁定、動作設定、算圖、到後製合成，完成初階

的人物動畫製作。 

在學期中與動畫師的評鑑，有1/3達到預期水準，1/3普通，1/3無法趕上進度。

因此，放慢整個教學進度。到了期末，很多學生於期末交作業的期限，因其他課

業繁忙（如教育學程），仍未能完成理想的作品。因此，研究者特別向學生解釋

完整的作品為何，並再給予一週的時間繳交，約70%的學生事後再把作品作的更

為完整。 

表 6 2007年3Ｄ平面推薦作品 

 (2) 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 

研究者為吳鳳技術學院夜間部兼任副教授，自94年2月開始從事Maya 3Ｄ動

畫教學，由於只有一個學期三學分的課程，因此著重在Maya基礎功能的了解與

應用。研究者運用行動研究法，特別注意整個教學活動的進行，依據每個學期的

教學成果，不斷的修正與改進教學方法。例如剛開始購買教科書讓學生參考，後

來則由研究者操作示範並錄影供學生參考。 

研究者最後更要求學生平時累積練習的作業檔案，並在學期結束前三週完成



所有教學工作，讓學生從事期末作業練習，指導學生如何取景、貼材質、調整燈

光強弱、加上陰影、營造畫面的氣氛與美感，讓平常缺乏美感訓練的技術學院學

生，了解什麼樣的作品會比較美觀。 

以下是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94年6月至96年1月學生的推薦作品，從數量與品

質來看，可以明顯的看出，推薦作品的數量不斷的逐年增加，作品也更為精緻美

觀。尤其是到了95年9月，研究者將所有教學過程用Camtasia軟體錄影，讓學生課

後複習，教學成效更為明顯。一位學生在期末訪談時表示：「錄影教學使學習更

為容易，課後可以加以複習，本校很少老師願意這樣做，因為那是老師的智慧財

產權。」5 

圖 3 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2005年6月推薦作品-靜態共六張。 

 

 

圖 4 2006年1月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推薦作品-靜態共十八張 

 

 

圖 5 2006年6月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推薦作品-靜態共十八張 

表 7 2007年1月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推薦作品-靜態共廿四張 

由於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電腦設備開放時間管制嚴格，上課時間開放，下課

時間立即關閉，對於Maya動畫學習非常不利，很多學生無法回家練習，在學校

又無法利用課餘時間自修，無法進行動態算圖的作業。此點與本校美術系相比，

本系電腦教室因裝有二台監視器，開放時間非常的長，不但晚上甚至連例假日都

開放設備給學生使用，學生有較多的時間從事動畫練習。 

為了更進一步提升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的Maya動畫能力，研究者不但從事

錄影教學，本校美術系林岳漢動畫師的教學錄影資料也給吳鳳技術學院的學生參

考，讓有志學習動畫的學生在完成初階的Maya動畫學習之後，仍有教學資料可

以繼續自行進修。 

（（（（3））））期末測驗期末測驗期末測驗期末測驗 

為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動畫師與研究者於學期末針對三年級動畫課程的選

修學生進行動畫學習的期末測驗，要求學生在二小時以內完成簡單的角色人物建

模與拆UV(60%)、貼圖(10%)、BlendShape(10%)、骨架綁定(10%)、燈光(10%)等，

並將結果與動畫師兼任教學的稻江科技管理學院、嶺東科技大學學生相互比較。 

表 8 嘉大美術系、稻江動遊系與嶺東科大學生期末測驗作品 

根據動畫師表示，測驗結果嶺東有四個學生得到滿分，稻江動遊系學生則沒

有，嘉大美術系有兩位學生98分。但以學生的比例來說，嘉大的學生整體表現不

                                                
5 學生訪談，96年1月9日，吳鳳技術學院，314電腦教室。 



錯。 

2. 3ＤＤＤＤ動畫動畫動畫動畫 

本系的進階3Ｄ動畫教學課程由動畫師引導，93級動畫創作過程及部份參考

作品如下： 

票選故事→→→→工作分配→→→→劇情討論→→→→角色、、、、場景設定→圖片資料收集→分鏡繪

製→→→→實拍DV→→→→分工製作角色、場景→→→→同步配樂→→→→算圖→→→→完成。 

茲詳細說明如下： 

1. 票選故事：依據創意教學的精神，由所有學生各自提出動畫故事，從虛

擬性、真實性、半真實性、可愛的題材，最後票選決定故事的主題。學生最後選

擇恐怖性與震撼性的故事主題「殺死妳 殺死妳 殺死妳 殺死...殺死妳殺死妳....

就是今天... 」。 

2. 工作分配：由於動畫創作工作非常的繁雜，由同學分工合作，分別從事

資料收集、照片拍攝、資料記錄等工作。 

3. 劇情討論：故事的主題選定之後，必須深入討論劇情的內容與細節，並

且與分鏡的繪製相互配合。 

4. 角色、場景設定：依據劇情的需要，考慮主角與配角的人物性格、工作

環境、劇情的發展。 

5. 分鏡：決定故事之後，由所有學生共同合作，依據故事的情節用鉛筆繪

製分鏡的鏡頭。 

6. 實拍DV：為了輔助動畫的製作，運用DV實際拍攝分鏡的動作，做為製作

動畫時人物動作的參考，以加快動畫製作的速度。 

7. 分工製作角色、場景：由於所需的人物與場景相當複雜，為了訓練每一

學生都具備動畫製作的能力，因此，將所需人物、場景，以建模、貼材質、打燈

光，分工合作，訓練學生進行團隊合作的製作能力，以適應未來就業市場的要求。 

8. 同步配樂：在分鏡決定之後，特別將分鏡用影像編輯軟體剪接成故事性

的連續影片，方便配樂的進行。並商請音樂系的學生協助配樂的工作，以提升音

效的製作水準。 

9. 算圖：將分工合作所製作的角色與場景分別算圖，並至後製作軟體進行

影像剪接。 

10. 完成：修正錯誤，完成所有工作。 

表 9 93級推薦學生的3D動畫製作過程 

另外，94級也有兩位學生共同完成3Ｄ動畫作品「愛麗絲夢遊奇境」，製作

過程從故事的選定、分鏡圖的繪製到動畫的製作，完全依照標準程序製作，而且

非常認真的利用課餘時間不斷的努力才完成作品(過程請詳見網站

140.130.49.109)。 

表 10 94級推薦學生的3D動畫作品 

在MAYA3Ｄ電腦動畫的創作方面，從故事選定、角色人物設計、分鏡圖繪



製、模型建置、材質貼圖、骨架綁定、動作調整、燈光算圖、到後製剪接最為完

整的為研究者指導95級研究生郭書欽，他在大學部時期就有很好的插畫、漫畫、

卡通人物及立體雕塑的創作能力，並且也嘗試數位工具的影像合成作品創作，在

服役期間的電腦漫畫作品比在學期間的手繪作品更為成熟簡練（如下圖）。 

 

圖 6 郭書欽的插畫作品 

 

圖 7 郭書欽參加漫畫比賽的作品 

 

圖 8 郭書欽的卡通吉祥物設計作品 

 

圖 9 郭書欽陶藝及紙藝立體雕塑作品 

 

圖 10 郭書欽大學時期影像合成作品 

 

圖 11 郭書欽服役時期的電腦繪圖作品 

郭書欽在研究者的鼓勵與指導下，選擇中國傳統故事「山海經」作為3Ｄ電

腦動畫的創作題材，描述故事人物的主角小明因為上課聽不懂老師的外省腔調而

打瞌睡，經老師的再三警告無效，最後被老師打暈而進入山海經的夢境。夢到了

盤古與女媧為了表示兩情相悅，在水壺上刻下兩個人的名字，結果一不小心把水

壺弄破了而倉皇逃走。突然間三個妖魔鬼怪從水壺中被釋放出來，正當妖魔鬼怪

要攻擊小明的千鈞一髮之際，有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從壺中冒出來，把妖怪都嚇

跑了。小明為了感謝男子的救命之恩，向前跟他致謝時才發現原來這個身材魁梧

的男子（沒有頭、以兩乳當雙眼、用肚臍當嘴巴）是一個更厲害的大妖怪。小明

嚇得大叫一聲從夢中驚醒，教室裡所有的同學也都被嚇了一大跳，最後老師讓小

明到教室外罰站，頭頂著山海經的課本，自我反省。根據創作者的解釋，上述的

故事，實際上反映了創作者小學時候的部分景象。 

下圖是郭書欽創作過程當中，從角色人物設計、分鏡圖繪製、模型建置、材

質貼圖、骨架綁定、動作調整、燈光算圖、到後製剪接整個創作過程的部份參考



資料，有助於讀者對於整個動畫製作過程的了解。 

圖 12 部份角色人物設計 

圖 13 部份分鏡圖繪製 

圖 14 部份模型建置、材質貼圖、骨架綁定、動作調整、燈光算圖、到後製剪接圖例 

最後，下圖是整個完成作品的部分摘錄，由於創作者現職為小學教師，目前

兼任南華大學的3Ｄ動畫講師，所以故事的靈感與場景取材於小學的工作環境與

傳統的民間故事。 

在創作完成的動畫之後，創作者建議一、故事內容要取材經典、高潮起伏、

誇張幽默、發人省思；二、軟體應用需充分熟悉、相互支援、避免下載未知軟體；

三、動畫製作可善用迪士尼的12條動畫法則。四、深入鑽研Maya軟體，才能創作

好作品；五、找出自我定位發展長項，才能立足動畫界；六、推廣動畫風氣共同

創作，才能永續發展。6由於他具備傳統的2D繪畫基礎與立體造型的製作能力，

透過MAYA 3Ｄ動畫的軟體學習，成功的將傳統的繪畫能力轉型應用到3D動畫的

製作能力，可以作為美術相關科系學生從傳統到數位、從2D到3Ｄ動畫的創作參

考。 

上述3D動畫的製作過程為後續的動畫教學留下寶貴的製作經驗與參考資

料。根據研究者的觀察，美術科系的學生在角色設計與分鏡圖的繪製較有把握，

但是在故事選定、劇情安排相對較弱，若能結合其他系所學生共同製作則更為理

想。另外，在製作的過程當中，可以鼓勵團體製作，分擔工作，共同完成作品。

但是，也應注意進度的掌控，以及團體成員是否完成預定的工作，以免功虧一簣。 

（（（（二二二二））））升學升學升學升學、、、、就業就業就業就業與與與與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    

除了上述學生作品之外，對外比賽得獎成績、升學與就業人數、產學合作成

效也是評估教學成效的重要參考，茲論述如下： 

1. 升學升學升學升學 

由於動畫與遊戲是當前數位內容相當重要的產業之一，因此相關研究所紛紛

設立，尤其是當前師資培育式微，學生報考研究所的意願大增，進入研究所繼續

深造，以增進技術、取得學位，為學生努力的重點。因此，輔導學生升學也可作

為本研究成效的指標。 

目前本系畢業生僅一人從台藝大多媒體動畫所畢業，其他在動畫領域大都是

備取或第一階段錄取，第二階段未被錄取，升學部份仍需再相當的努力。部份學

生反應因電腦動畫跨美術系與視傳系二大領域，反而不易考取研究所。目前數位

藝術研究所也不多，造成3D動畫的升學瓶頸。 

2. 就業就業就業就業 

當前數位內容產業，尤其是遊戲與動畫的就業需求逐年成長，業界人才需求

                                                
6郭書欽，運用Maya軟體於3D動畫之創作研究－以《夢遊山海經》為例，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孔急，推動Maya 3D動畫教學不但可以立即為國家培育人才，更可以解決學生畢

業即失業的窘境，創造業界與學界雙贏的良性互動。因此輔導學生就業的多少，

也可以做為教學成敗與否的指標。 

Ringli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的電腦動畫系主任在接受訪問時談表示：「我

仍然需要讓學生做好準備，萬一他們的工作需要他們什麼都懂，那就是什麼都要

學，建模、燈光、裝配、貼圖等等。…所有的學生都要學製作過程的各個方面。

雖然我們也偏重角色動畫，但我們儘量讓畢業生各方面都做好準備。」7 

目前本系所的動畫選修學生已經逐年畢業，但是大部份的學生都有修國小或

國中教育學程，因此大部份的學生畢業之後，仍然先選擇至國中小教育實習，等

到確認國中小沒有就業機會之後，才會轉向業界發展。不過少部份的學生，在學

期間就沒有修國中小教育學程，因此畢業之後即到業界發展。比較麻煩的是男學

生除了實習之外，還有兵役的問題，因此從畢業到實際投入業界的時間，延誤將

近三年的時間，對於數位內容產業急迫的人才需求有緩不濟急之感。以下是目前

得知的大學部美術系畢業生就業動態調查的部份資料： 

表 11 國立嘉大美術系大學部畢業生部份就業動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畢業時間越久進入業界的人數就越多，從事數位內容相關

領域的工作者也越多。 

另外，根據1111人力銀行最新的人才需求統計資料顯示，幾乎26個求才單位

提供現有的美術相關職缺都是美術設計類，而且都必須具備電腦的網頁、美編、

平面設計或3D能力。8

顯示電腦能力已是美術設計類人才求職的必備條件。 

 

圖 15  1111人力銀行美術相關人才需求統計，2007, 01, 30。 

此外，最近正進行的大學系所評鑑，對於產官學界的合作、學生就業的追蹤

與輔導、畢業學生對於學校課程的反應等問題，也都相當的重視，顯示研究者所

重視的對於增進學生的電腦能力，加強其就業的競爭力，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 

根據動畫師表示，有些學生依靠自我學習與不斷的努力，也能培養相當好的

就業能力，例如下圖為稻江科技管理學院動畫與遊戲系三年級學生的作品，已經

具備業界就業或者自己承接案子的工作能力，可以作為一般動畫選修學生的學習

榜樣，只要具備製作下圖的能力，將是指日可待未來動畫界的明日之星。 

圖 16 稻江科技管理學院動畫與遊戲系三年級學生的期末作品 

3. 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 

為了使學校的學習與產業界的應用相互結合，加強產學合作是當前政府積極

推動的重點，本系前以國中小師資培育為主，與產業界的互動並不多，經過本研

                                                
7 袁信忠翻譯，Jeremy Cantor、Pepe Valencia合著，《創意3Ｄ動畫短片製作》（Inspired 3D Short Film 

Production），台北：碁峯，2006，頁306。 
8 http://www.1111.com.tw/, 2007, 01, 30. 



究計畫的執行，學生的電腦能力已大幅提升。例如本系「數位藝術工作室」學生

於2006年11月與「函昕多媒體廣告事業」進行產學合作，製作小荳荳寵物店的裝

修工程。從專案洽談、會議召開、場地勘察、設計規劃、執行等過程，由本系數

位藝術工作室學生組成小組，分工合作。學生從事巴洛克圖案資料翻拍、網路搜

尋、平面圖案設計、圖案3D建模、CNC 3Ｄ輸出、專案完成、檢討會等過程，如

下圖。 

4.資料翻拍           5. 2D圖稿                  6. 室內裝潢架構 

10. 裝潢完工啟用           11.狗狗造型浮雕         12.完工檢討會 

圖 17 本系2006年11月與「函昕多媒體廣告事業」產學合作過程。 

在2007年1月12日召開的產學合作檢討會，學生反應設計師與學生之間的溝

通不足，剛開始影響工作進度的進行，並且最好能簽訂協議書，比較能保障權益。
9因為本產學合作案完工已一個月，學生仍未領到三萬元的工讀款項，使學生感

到不滿。本次產學合作的經驗，非常珍貴，可以做為後續進行產學合作的重要參

考。 

除此之外，數位藝術工作室的學生也參與許多校內外的專案製作，一邊可以

貼補生活費用，一邊可以磨練專業技能(如下圖)。 

圖 18 2006「陽光嘉人」嘉義大學親賽大使選拔賽活動 

圖 19 2006嘉義大學游泳隊隊服設計 

圖 20 2006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朴子溪圍潭溼地導覽手冊」 

    ((((三三三三))))對外比賽得獎與否對外比賽得獎與否對外比賽得獎與否對外比賽得獎與否    

目前政府非常重視對外比賽的成績，尤其是國際性的比賽是否得獎。特別是

最近台灣科技大學研究生獲得世界動畫愛好者學會入選的榮譽，引發全國民眾的

注意。因此，國內相關系所與單位都積極的投入比賽的行列，以比賽得獎與否作

為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例如政府把「文化創意產品參加國際競賽得獎提升為2

倍」作為文化創意產業計畫努力的指標之一。 

本專案2005年成立跨系所遊戲製作專題，結合資工系、中文系、美術系、音

樂系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進行「鬼厝」遊戲專題製作，入圍全國4C競賽，給予學

生磨練團隊合作與了解遊戲製作過程的學習機會，對學生的就業相當有幫助。之

後因為學生的分工合作彼此有爭議，本計畫2006年資工系無意願再繼續合作。 

圖 21 「鬼厝」遊戲專題製作及入圍全國4C競賽 

本系Maya 3Ｄ動畫教學，因為都是大學部學生，因此著重基礎能力的訓練，

                                                
9 96年1月12日產學合作檢討會紀錄，美術系207教室。 



在短時間很難開花結果，只能默默耕耘，為研究所與業界培育人才。 

((((四四四四) ) ) ) 教學問卷調查教學問卷調查教學問卷調查教學問卷調查    

為了了解動畫課程教學情形，分別由研究者自製問卷調查與本校統製問卷調

查二種，茲分述如下： 

1. 研究者自製研究者自製研究者自製研究者自製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為了了解動畫課程選修學生對於整體教學、教學成果、電腦設備、教室管理、

師資、教材、課程、教法、教學網站、學生學習精神的意見，研究者特別設計問

卷(詳如附錄一)，問卷調查結果統計如下： 

((((1111))))    四年級學生四年級學生四年級學生四年級學生    

四年級修課學生10人，受測人數10人，有效樣本10份。從下列統計結果可以

看出，學生對於第1項Maya「整體教學」的結果與第5項「教學師資」感到非常滿

意。但是對於第10項學生自己本身的「學習精神」，則有很多學生選擇普通，是

所有問卷調查項目表現最差者，顯示學生的學習心態仍有努力的空間。 



表 12 四年級動畫課程選修學生教學問卷調查表 

至於學生對於Maya動畫教學的優點整理如下： 

1. 師資優異，為業界的，能力強，平易近人，容易學習。 

2. 教學內容豐富，很有系統性，課程錄製教學影片，複習方便，老師解問盡

心。 

3. 老師會提供很多的新軟體，以及一些新的Maya知識，還有業界所需的人才

是什麼。 

4. 老師很用心，也很有專業技術，學生不會走很多失敗的路。 

5. 師資不錯，教學範圍廣泛，有前瞻性，錄影的教學效果很好，設備頗為完

善。 

根據上述學生的反應意見可知，動畫師表現優異，經驗豐富，教學用心，平

易近人，尤其是上課所錄製的教學檔案，對於學生的學習與複習有相當大的幫

助，很多學生都有類似的意見。 

至於Maya動畫教學的缺點整理如下： 

1. 由於本屆學生先後由二位動畫師上課，故有落差，必須重新學習。 

2. 課程進度與作品進度較不搭配，教學沒有連貫性。 

3. 教學重複性太高，沒有計劃性，雖廣泛但會顯得雜亂，時間太缺乏。 

根據上述學生的反應可知，由於本年度新聘林岳漢動畫師，四年級學生必須

適應不同的教學方式與進度，部份學生適應不良。另外，在教學進度上動畫師以

學生畢業製作為主，連貫性較為不足，上課練習時間不夠，必須改進。 

((((2222))))    三年級學生三年級學生三年級學生三年級學生    

三年級修課學生的總數為17人，受測人數16人，有效樣本15份。問卷調查結

果與四年級學生差別不大，第5項對於「動畫師資」的滿意度相當高，但是對於

第1項「整體教學」的滿意度就比四年級學生下降一些。對於電腦教室的管理滿

意度也低於四年級，其原因可能是本班學生人數多，電腦教室的好電腦有限，加

上四年級學生於下午時間仍然繼續佔用好電腦，使三年級學生心生不滿。除此之

外，學生對於第10項學生自己「學習心態」的滿意度與四年級一樣，不甚滿意，

是所有問卷調查項目滿意度最差者。 

表 13 三年級動畫課程選修學生教學問卷調查表 

三年級學生對教學意見的優點統整如下： 

1. 教學過程簡單易懂，又有教學影片可複習，還有教學影片很清楚。 

2. 老師很親切可愛，具專業知識，非常願意和同學討論分享。 

3. 師資很好，課程也很棒，有學到很多東西。 

4. 教學認真，而且還可複習影音教學，最棒的是教學可以帶回家看。 

5. 實用!省時! 

6. 老師講解易懂，讓我學到很多。 

由上述學生的意見可知，三年級的學生與四年級的學生一樣對於動畫師的教



學相當滿意，對錄影教學的做法亦給予高度的肯定。 

三年級學生對教學意見的缺點統整如下： 

1. 操作時間不足。 

2. 對於快速鍵的使用，希望能詳細解說，必能更快上手。 

3. 電腦不夠用。 

4. 視訊教學檔案豐富，但卻沒有系統性整理，先前視訊檔有較進階的內容，

希望這些教學檔能由淺至深的整理排列。 

5. 電腦差異太大，配備上差太大。 

6. 希望能更循序漸進，適性教學。 

7. 電腦會當機。 

8. 錄影檔為AVI格式，似乎有點大，在傳送上有些困難。 

9. 電腦使用的規劃不夠，常有佔位問題。 

三年級學生認為老師講解的時間比較多，因而自行操作的時間不足，而且對

於電腦設備的批評較多，原因在於三年級學生人數多，四年級學生下午仍佔用好

的電腦，加上電腦逐年分批購買，部份電腦已有老舊與當機的問題。另外，學生

也反應錄影的教學檔案太大，應該由淺入深重新整理，而且要壓縮檔案，以利傳

輸、瀏覽與儲存。這些都是改善教學相當好的意見，值得本研究重視。 

總之，上述的問卷調查確實可以反映學生對於教學的滿意度與教學相關的優

缺點，作為繼續改善本教學的重要參考。 

2. 學校統製問卷調查學校統製問卷調查學校統製問卷調查學校統製問卷調查 

本校每學期末都會進行教師教學成效問卷調查，由學生直接從線上填寫問

卷，並由電腦自動統計結果如下： 

(1) 四年級學生四年級學生四年級學生四年級學生    

下表為四年級學生所填本校教師教學成效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由問卷調查

的結果得知，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滿意度甚高，達到80%以上，本課程平均數4.55

也高於本校的平均數4.11。本校問卷調查結果與研究者自製的問卷調查結果一致

性甚高，只是研究者的問卷調查結果更能了解學生對於課程的優缺點與意見為

何。 

表 14 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評量統計表  

課程代號：09513740102    授課老師：A0396 簡瑞榮  

科目名稱：電腦藝術與設計工作室  

修課人數：11人    受測人數：10人    回收率：90.91％  

非常同意：５分   同意：４分   尚可：３分   不同意：２分   非常不同意：１

分  

※１～１２題 本課程平均數：4.55  ※１～１２題 校平均數：4.11 

(2) 三年級學生三年級學生三年級學生三年級學生    

下表為三年級學生所填本校教師教學成效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由問卷調查

的結果得知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滿意度稍低於四年級的學生，達到約72%，本課程



平均數4.06略低於本校的平均數4.11。本校問卷調查結果與研究者的問卷調查結

果相符，即學生教學整體滿意度比四年級的學生稍低。同樣的，研究者的問卷調

查結果因用手寫，更能了解學生對於課程的優缺點與意見反應為何。 

表 15 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教師評量統計表  

課程代號：09513740092    授課老師：A0396 簡瑞榮  

科目名稱：3D電腦繪畫與應用（I）  

修課人數：15人    受測人數：15人    回收率：100％  

非常同意：５分   同意：４分   尚可：３分   不同意：２分   非常不同意：１

分  

※１～１２題 本課程平均數：4.06  ※１～１２題 校平均數：4.11  

總之，由本校教師教學成效問卷調查結果可以看出，整體統計結果與研究者

的調查結果非常接近，與本校的平均數相比，整體教學滿意度略高於本校的平均

數，而且研究者的調查結果更能了解學生對教學的意見與對課程的建議。 

((((五五五五) ) ) ) 同儕評量同儕評量同儕評量同儕評量    

本研究經訪問動畫相關專長的大專院校教師，其意見如下： 

專家一：計畫的執行未聘請外籍教師，產學合作未落實，與其他夥伴學校的互

動較少，因此經費被刪，但是學生的作品很不錯，每年都不斷的增加。 

專家二：去年(94級)的學生數多，水準亦相當不錯，今年(95級)的學生數較少，

作品的進度也慢了很多。 

專家三：去年(94級)的水準較佳，今年(95級)學生的進度較慢，最好能從故事、

構想、分鏡圖開始著手，較能掌握進度。 

由以上三位專家學者的意見來看，對於學生的作品水準表示肯定，但是對於

去年畢業學生的表現普遍認為比今年的學生好。由此可見，不同年級的學生與學

生數，也會顯著影響動畫教學的結果。另外，產學合作仍有努力的空間。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分析與討論分析與討論分析與討論分析與討論    

完成行動研究教學之後，本段分析與討論擬針對Maya 3Ｄ動畫教學、數位內

容產業、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政策，加以反省與思考問題所在，以及改進之道如

下： 

一一一一、、、、Maya 3ＤＤＤＤ動畫教學之省思動畫教學之省思動畫教學之省思動畫教學之省思 

本研究在前文提到當前Maya 3Ｄ動畫教學的困難，有（一）介面全部都是英

文（二）指令繁多（三）創意與技術很難並重（三）軟硬體與學費昂貴（四）教

材不足（五）學生學習態度不夠積極（六）高等教育師資嚴重不足(七) 跨領域

合作尚未成熟。根據本研究研究結果，以下擬針對設備、教材、教法、心態、師

資、課程等六方面的改進事項，分析與討論如下： 



    ((((一一一一))))    設備方面設備方面設備方面設備方面    

1. 整修窗帘使遮光的效果更好，而且使教室看起來整齊清潔。 

2. 增加一台分離式冷氣，使電腦教室不會過熱。 

3. 使用單槍投影，避免用軟體廣播，導致無法播出影片檔或延遲教學步驟，

影響學生學習。 

4. 逐批更新電腦、外加顯示卡、增加記憶體，使電腦設備能逐步汰舊換新，

保持在良好的狀態，而且注意處理四年級學生佔用電腦的問題。 

5. 新購Mac G5電腦工作站一台，使學生熟悉其作業系統，有利於未來就業準

備。但是經過使用之後，發現其作業系統並不容易操作，與一般的個人電

腦的相容性亦不高，不過對於職前的就業，熟悉MAC作業系統有相當大的

幫助。 

6. 購買高解析錄影機Sony HDR Z1及HDR FX7，並搭配高解析度電視

PolyVision，以提昇錄影的品質，並進行HＤＴＶ的影像測試。 

7. 裝設監視系統，延長開放電腦教室時間，鼓勵學生利用課後、例假日、週

末時間，到電腦教室自修，培養主動學習的習慣。 

8. 經過三年的爭取，已於2007年二月與本校教科所、體育系共同爭取到350

萬校長統籌款，購買動作擷取系統(Motion Capture)，搭配Motion Builder軟

體，可以讓學生的動畫動作更自然快速的製作。 

    ((((二二二二))))    教材方面教材方面教材方面教材方面    

1. 購買國內外相關圖書，建置小書櫃，並訂購《3D User》雜誌(現已停刊)，

供學生參考。 

圖 22  美術系303電腦教室圖書、窗帘與電腦設備 

2. 動畫師時常提供3D動畫與相關影片，供學生欣賞，以增廣學生的見聞。 

3. 運用錄影程式Camtasia錄製教學資料，並放置在網路與教師主機上，供學生

下載參考，並且加以依序壓縮整理檔案。 

4. 依學生的反應意見，依序整理錄製教材，並用PrintScreen節錄重要的操作過

程，列印成書面教材讓學生參考。（詳如附錄三） 

圖 23 書面的操作教材範例 

5. 聘請業界動畫師錄製動畫與遊戲製作線上教材，作為補充教學之用。 

    ((((三三三三))))    教法方面教法方面教法方面教法方面    

1. 運用Maya晴窗中文化軟體，透過中文化的介面，使學生易於操作，並勤加

練習，以熟悉指令的介面。 

2. 改進以前以工具介紹為主的教學方式，進階課程以完成作品製作為導向，

要求學生自定工作進度，並依進度給予適當的技術教學。初階課程則以人



物製作為主要教學重點，依序教學。 

3. 導引學生了解創意的重要性，並發揮創意，選定創作主題、繪製分鏡圖、

製作模型、貼材質、動作設定、算圖、後製剪接，依序給予學生技術協助

與指導，使學生的創意與技術能同時並進。 

4. 要求學生製作網頁（如下圖），將個人簡歷、傳統美術、素描、水彩、油

畫作品、數位平面作品、工作進度、故事大綱、分鏡圖、角色與場景模型、

靜態算圖、動態算圖、相關資訊等放置在網路上，以隨時了解學生製作進

度，並提供學生觀摩的機會，甚至作為向業界求職的參考資料。 

圖 24 學生網站 

http://student.ncyu.edu.tw/~s0913135/與http://student.ncyu.edu.tw/~s0913132 

5. 搭配不同功能軟體，例如UV Layout拆UV、Deep Paint 3D直接畫材質、Z Brush

刻模型肌理、Motion Builder調動作、表情與對嘴、Turtle協助算圖，可相當

有效降低3D製作的困難度。 

6. 學期開始時，仔細觀摩歷屆學生的作品，分析作品的優缺點，並於期末作

業繳交之前不斷的要求學生改進作品的缺點，儘量達到完美的境界。 

研究者與動畫師在接近期末的時候，會要求學生將作品的算圖角度、材質貼

圖、燈光亮度、畫面氣氛儘量做到完美。例如下圖上下兩張均為同一學生所做。

第一欄的上圖模型過為粗糙，場景的場景與燈光都不理想，角色人物與環境交代

也不清楚。但是經過要求修正之後，下圖不管是算圖的角度，角色與環境的關係

都變得非常活潑生動。第二欄的上下兩張圖也是一樣，作者為體育系的旁聽生，

上圖的角色人物與環境差異甚大，顯得突兀，經過課餘時間不斷的努力，第二欄

下圖就接近完美。第三欄上圖的猴子模型較為粗糙，與環境的關係並不明確，期

末經過修正之後，下圖的模型變得細膩圓滑，表情與動作變得更為自然生動，與

環境的關係更為合理。第四欄上圖為一女生作品，角色人物製作細膩，但是與環

境的關係並不理想，缺少陰影，褲子的材質與地面相同，經過要求修正之後，下

圖的人物姿態與環境的關係都變得更為自然，更有美感。 

 



 

圖 25 嘉義大學美三學生作品修正前後比較圖 

由上述的作品可以看出，學生如果認真學習，勇於改進作品的缺點，加上老

師的適度的指導，進步的幅度都很大。但是，有些學生雖然經過老師的要求，甚

至延遲期末作業繳交的時間，仍然沒有做任何的改進，或者有改進，但是進步並

不明顯。前者為學習態度不佳，根本不願意改進，後者可能侷限於素描能力與美

感能力不足，不知如何改進讓作品更好。 

至於作品的好壞的差異比較更為明顯，如下圖第一欄的上圖整個室內物件過

少，色彩過於單調，下圖則可以表現整個室內環境的氣氛，以及物件的質感。第

二欄則在表現房子與外圍環境的氣氛，上圖顯得非常不自然，下圖則能夠顯現房

子與周圍環境的氣氛，而且用霧氣與陰影來表現遠近。第三欄則在表現室內的氣

氛，上圖的室內貼圖與環境顯得突兀，下圖整個氣氛與色彩的感覺表現得非常

好。最後一排則在看室內的光線強弱與算圖的角度，上圖可以發現光線過於明亮

而且不自然，下圖不但光影表現的不錯，而且運用特寫的鏡頭來誇大表現桌上的

物品。 

圖 26 吳鳳技術學歷學生作品優缺點比較圖 

研究者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喜歡用上述的這些例子讓學生比較作品的好壞與

優缺點，體會好的作品必須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差的作品缺點又在哪裏。如果作

品好壞差異很大，學生很快就可以分辨，發揮「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的功能。上述的作法，對於增進學生作品的品質，確實有相當大的幫助。即使在

美感素養比較弱的吳鳳技術學院學生，也能體會並改進作品的缺點，只是比起美

術科系的學生來說，比較無法發揮造形的創意，習慣模擬老師教學的示範作品。 

    ((((四四四四))))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心態方面心態方面心態方面心態方面    

1. 提供學生明確的3Ｄ動畫與數位內容的創作與應用方向，例如前文所述的獨

立的創意工作者或SOHO族，使學生不至於不知為何學習，摸不清楚自己未

來努力的方向。 

2. 探討成功的獨立數位藝術工作者的相關文獻與個案，作為學生學習的對

象，勉勵學生成為未來獨立的數位創意工作者或進入數位內容產業界。 

3. 嚴格要求學生準時出席，並且每次點名，將遲到與缺席的學生名單每週送

教務處登錄，讓學生有所警惕，避免因缺課過多而被扣考。否則不斷的原

諒學生，將養成懶惰的習性。 

4. 鼓勵學生儘早做好升學與就業的準備，說明其升學與就業應該具備的能

力，並鼓勵其全力以赴。尤其是當經濟景氣低迷，師資培育過剩時，勉勵

學生更應有心理準備，勇敢面對挑戰。 

5. 鼓勵跨領域的學習與合作，與資工系、中文系、音樂系共同製作遊戲專題，

彼此發揮各系的專長，並養成互助合作的習慣，學習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



作好就業的準備。 

((((五五五五))))師資方面師資方面師資方面師資方面    

1. 積極爭取增聘任教師的機會，並且利用多元管道宣傳消息，目前已覓得手

繪動畫與設計的適當人才，也另找到更優秀的動畫師，使學生能得到更好

的指導。 

2. 研究者本身除了積極進行教學研究之外，並學習動畫製作技巧與過程，探

討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的現況與問題，提昇自身教學能力至中階角色

人物製作，教學與研究相長。 

3. 透過專案經費，彈性的邀請其他專長教師授課或製作教材，彌補數位內容

專長的不足。 

((((六六六六))))課程方面課程方面課程方面課程方面    

1. 課程安排儘量由簡單到困難，從2Ｄ平面、攝錄影與後製剪接、3Ｄ動畫、

遊戲互動，並改進學生所反應的意見，注意課程的統整性與銜接。 

2. 學生在一、二年級儘量上完PhotoImpact, PhotoShop, Illustrator, Flash, Video 

Studio, Dream weaver, Premier, Aftereffect等相關軟體課程，作為三年級Maya

動畫課程的基礎。 

3. Maya動畫課程儘量提前至二下上課，甚至更早，因為Maya動畫軟體功能非

常複雜，光是軟體的介面與基本功能就必須一個學期的時間熟悉，如要完

成一件傑出的作品，一個學期四個小時，兩年時間其實不夠用。 

由上述可知，研究者在行動研究過程中，根據3Ｄ動畫學習者的學習困難，

從軟硬體設備、教法、教材、學生心態、師資聘用、課程安排等各方面，積極尋

求改善的方法，使教學的軟硬體環境更為完善，以提升教學成效。 

然而，當研究者積極改善教法、教材、軟硬體設備、學生心態、師資聘用與

課程安排等問題之外，仍有數位課程授課時數減少、課程平均分配、課程開設由

上而下、產學合作提倡不力等相關問題亟待改善。10部分的問題，例如「傳統課

程與數位課程的比例」牽涉到整體的系所運作，部分教師認為本系為美術系並非

視覺傳達設計系，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數位藝術課程。然而研究者認為，當前師資

培育已飽和，傳統美術課程必須有所改變，以協助學生就業與升學。因此，整體

課程的爭議並非研究者本身可以獨力解決，而是必須與團體達成共識，才有辦法

改善。 

總之，研究者除了教法、教材、軟硬體設備、學生心態、師資聘用、課程安

排等問題必須克服之外，更需面對更複雜的總體課程與系所團隊溝通協調等問

題，才能真正解決實際的問題，達到治標與治本的效果。 

                                                
10 簡瑞榮、張億涵，〈時代趨勢論獨立數位創意工作者之培育〉，嘉義大學美術系暨視覺藝術研

究所台灣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2005。 



二二二二、、、、數位內容產業之省思數位內容產業之省思數位內容產業之省思數位內容產業之省思 

全世界因為「Internet的商用化以及PC運算能力的突進，把全球化帶到了沸騰

和炫目的境界。」11，也促使數位內容產業蓬勃發展，成為世界各國競相發展的

領域。此外，根據拓樸產業研究所的研究報告指出：「數位內容產業…是支撐下

一波台灣產業升級與轉型的重要力量，且華文市場在未來十年間將逐漸成為全球

數位內容最重要的市場之一；台灣數位內容產業在華文地區擁有地緣、社會、文

化及語言上的優勢，應該結合IT產業在全球生產體系中的優勢地位，加上產業輔

導積極發展，以取得市場領先地位。」12 

由此可知，數位內容產業在當前台灣產業面臨轉型的重要性，以下擬針對數

位內容之問題、產值與人才需求、視覺藝術在數位內容之角色、數位內容人才培

育、數位工具在藝術教育之推廣問題分析與討論如下： 

    ((((一一一一))))    數位內容數位內容數位內容數位內容產業產業產業產業之之之之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產值與人才需求產值與人才需求產值與人才需求產值與人才需求    

2004年4月，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辦理多次廠商建言會。經彙整廠商的

建言，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重點項目： 

1. 建議加速數位內容相關法案立法的速度，並加強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2. 國內產業如遊戲及動畫領域對於數位內容的人才需求迫切。 

3. 數位出版商業模式不易建立，建議應加強推廣數位教材、電子書、電子雜

誌、電子資料庫等，以落實國內數位出版環境。 

4. 建議針對寬頻網路之建設能有所開放。 

5. 產業推動時需要跨領域的溝通協調，以達到資源共享。 

6. 數位內容產業需要政府帶領進入國際市場，才能有更大的發揮舞台，以促

成大型的國際合作計畫。 

7. 擴大國內市場規模，以吸引資金及人才投入產業。 

8. 推動新創意領域的發展如數位藝術、數位流通等。
13

 

以上這些建議都是國內數位內容產業當前亟需改進的事項，必須透過國家的

政策加以改善。其中第二項提到「國內產業如遊戲及動畫領域對於數位內容人才

的需求迫切」，本研究計畫的推動即在於培育3Ｄ動畫與遊戲人才，提升教學成

效，對於解決當前國內數位內容產業之人才不足問題，有直接的幫助。 

另外，根據本研究的文獻探討了解，國內外數位內容的產值隨著遊戲、動畫、

數位影音的需求不斷的增加，尤其是內容軟體產業更是當中的翹楚。就視覺藝術

科系的學生來說，數位內容產業的動畫、遊戲、數位影音、網路服務、數位出版、

數位學習等眾多領域都可以參與，以獨特的描繪能力與美感素養，為國內數位內

容產業的產值與人才培育作出貢獻。尤其是當前師資培育飽和，數位內容產業人

                                                
11 詹偉雄，《美學的經濟-台灣社會變遷的60個微型觀察》，台北：風格者，2005，頁195。 
12 拓樸產業研究所，《掌握全球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趨勢》，台北：拓樸產業研究所，2005，頁11。 
13 經濟部，《2004台灣數位內容產業白皮書》，台北：經濟部工業局，頁5-2。 



才卻供不應求，美術科系學生宜把握機會充實電腦科技能力，成為國內數位內容

產業的推動力量。 

但是，本研究發現，部份教師的觀念仍不易改變，認為美術系有美術系本身

的特色，不宜輕言改變，即使學生的就業面臨重大的挑戰也是一樣，值得思考。 

((((二二二二) ) ) ) 視覺藝術在數位內容之角色視覺藝術在數位內容之角色視覺藝術在數位內容之角色視覺藝術在數位內容之角色    

視覺藝術教育在於培養學生的藝術創作與欣賞能力，從數位內容產業的整體

產值來看，視覺藝術的產值佔相當少的比率(少於2%)，但是視覺藝術為數位內容

的重要內容素材之一，尤其是視覺藝術科系學生有資訊工程人員所缺少的視覺素

養，可以美化數位內容產業的產品，與程式設計人員的技術專長互補，成為數位

內容產業不可或缺的一環。 

另外，美術科系學生如能具備電腦科技能力，加上網路管理、電腦程式設計

能力，在數位內容的活動空間將更為寬廣。只是根據本研究的了解，願意學習電

腦科技的美術科系學生只有一半，選修3Ｄ動畫課程的學生只有4分之1，真正具

備網路管理與程式設計能力的學生更是鳳毛麟角。但是，真正從事數位藝術或數

位內容創作，例如日本的3Ｄ動畫藝術家河口洋一朗，程式撰寫能力是必備的條

件，否則光靠套裝軟體，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將會因技術非常類似而沒有個人的

特色與創意。 

((((三三三三) ) ) ) 數位內容之人才培育數位內容之人才培育數位內容之人才培育數位內容之人才培育    

根據本研究的文獻探討發現，數位內容產業的人才供不應求，因此，數位內

容的人才培育在國內非常的迫切。國內的資訊工程、視覺傳達、教育科技、資訊

傳播、美術等相關科系無不全力推動數位內容產業的相關人才培育，以因應業界

因業務不斷成長所造成的人才需求。 

但是以本研究來看，當前學生的學習心態不夠積極，雖然本系提供良好的師

資、設備、課程、教材與教法，整體教學成效仍十分有限。目前的學生養尊處優

的心態，為國內數位內容人才培育的一大隱憂。應避免重蹈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

育數量過多，但是品質不精的覆轍。 

另外，與國外培育數位內容人才相比，加拿大與美國分別成立專屬的動畫與

遊戲設計學院或學系，研發高階軟體與技術，並且注重學界與產業界的合作與師

資交流，與國內重視文憑但卻又找不到適當的師資相比，國外的人才培育制度顯

得較有彈性而且注重專業技術。另外，國外的學生可以很早就涉及數位內容領域

的學習，與業界互動密切，但是國內注重聯考，抹煞了學生儘早涉入數位內容領

域的機會，甚至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新港藝術高中，也因辦學方向被扭曲成一般高

中，無法投入本領域，這是國內數位內容人才培育在師資與學校體制上面必須思

考的問題。 



((((四四四四))))    數位工具在藝術教育之推廣數位工具在藝術教育之推廣數位工具在藝術教育之推廣數位工具在藝術教育之推廣    

數位藝術教育的落實為數位內容人才培育的基礎，在國內各級學校的藝術教

學過程當中，教師可善用數位工具，例如電腦、軟體、單槍、網路資源、教學平

台、攝錄影機等從事藝術的創作與欣賞教學，學生從日常的藝術教學過程當中，

熟悉上述的數位工具從事藝術的學習。不會到了大學進行數位藝術教學時，部份

的學生對於電腦等數位工具仍心存恐懼與排斥，甚至部份學生表示進大學之前的

暑假還先到電腦補習班上課，以免趕不上學校上課的進度。 

本研究的相關文獻發現，國外有很多動畫師或遊戲設計師，在中學求學階段

就已經對動畫與遊戲產生濃厚的興趣，因此，選擇就讀大學的相關科系，並在大

學尚未完成學業之前，就已經具備業界動畫師與遊戲設計師的能力，甚至已經到

業界工作或實習。加上國外數位內容教育重視產學合作，業界與學界的師資交流

頻繁，使數位內容人才的培育更有彈性，人才不虞匱乏。 

另外，國內的視覺藝術教育應再加深加廣，不應只停留在較淺的或者注重應

用的電腦輔助藝術教學內容，而應該以數位工具，例如網路、虛擬實境、3Ｄ動

畫與遊戲作為藝術創作的教學內容，並適度的加入電腦程式設計、網路管理等課

程，開拓科技藝術與數位藝術更寬廣與深奧的創作與發展空間。 

三三三三、、、、文化創意產業之省思文化創意產業之省思文化創意產業之省思文化創意產業之省思 

台灣的數位硬體產業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我們的文化產業卻長久受到忽

視。近幾年來政府積極的推動文化創意產業，重視地方文化、歷史與觀光休閒、

產業結合，為一相當可喜的現象。以下擬針對創意教育之重視、視覺藝術產業於

文化創意產業之思考、文化創意產業之人才需求與培育、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

容之相互結合等議題加以論述如下： 

((((一一一一))))    創意教育之重視創意教育之重視創意教育之重視創意教育之重視    

創意的重要性以及創意的教育在前文已經提及，研究者認為應該要落實創意

培育在教育的各個層面，尤其是藝術教育本來就強調創造力的發揮，創意的教育

與提倡更為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將創意應用在產業上，使藝術與產業相互結

合，這是美國人的過人之處，例如早期電視科技的研發，歐洲各國相當的先進，

但是美國卻成功的利用其技術在商業節目的製作上，賺取大量的外匯。又如攝影

技術發明於1839年歐洲的法國，但是從事商業應用，賺取龐大經濟利益的卻是美

國的伊士曼柯達公司。電影的發展也是如此，技術發展於歐洲，商業利益成就於

美國。 

尤其是前文所述，創意與科技在新經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它可以使產

業、文化、科技生生不息。臺灣要脫離傳統勞力密集的代工階段，自創國際品牌，

成為設計大國，必須靠創意與設計能力的提升，從Made in Taiwan升級到Design in 

Taiwan。 



((((二二二二))))視覺藝術產業於文化創意產業之思考視覺藝術產業於文化創意產業之思考視覺藝術產業於文化創意產業之思考視覺藝術產業於文化創意產業之思考    

根據前文的文化創意產業年報顯示，當前視覺藝術產業由於大陸市場的競

爭、國內經濟的衰退，以及產業外移的影響，有別於其他領域，呈現微幅衰退的

現象，加上國內中小學師資培育飽和，使美術科系原有的藝術教育出路更雪上加

霜。因此，結合地方文化特色、產業、節慶的文化創意產業與創意生活產業，也

就是所謂的「體驗經濟」是一可行的發展路徑。 

另外，加強英文、設計與電腦能力，從事應用藝術的發展，投入設計產業的

行列也是另一個重要的選擇。尤其是當前業界所需求的人才，都必需具備良好的

電腦操作能力始能勝任。或者從事獨立創意工作者，也就是SOHO族的工作，承

接公司外包的工作，獨立自主。例如本研究的個案林文嶽與李明道先生，善用數

位科技與文化創意，成功的遊走於藝術創作、地方產業與商業設計之間。 

    ((((三三三三))))文化創意產業之人才需求文化創意產業之人才需求文化創意產業之人才需求文化創意產業之人才需求與培育與培育與培育與培育    

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需求與培育，前文已提及兩個重要的警訊，即文化

創意產業人才已嚴重供過於求，而且應注意到質的提升而不只是量的增加，否則

將造成更多的失業問題。 

研究者建議加強學生的數位科技能力，轉型至數位內容產業，不但可以減輕

文化創意產業人才過剩的壓力，更可以提供國內數位內容產業不足的人才。其轉

型成敗的關鍵在於數位藝術教育的成功與否，本行動研究所從事的重要工作即在

於此，提供學生數位藝術與設計課程、設備、師資，從事Maya 3Ｄ動畫教學，使

本來只能從事藝術教育、傳統藝術創作與繪畫能力的學生，具備3Ｄ動畫與遊戲

的製作能力，符合數位內容業界的人才需求，其成果為何仍需時間的考驗與觀察。 

((((四四四四))))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之相互結合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之相互結合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之相互結合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之相互結合    

拓樸產業研究所的研究指出：「近年來隨著資訊科技硬體產業的成熟化和微

利化，世界各國紛紛開始思索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在此情形下，結合資訊科

技和創意文化特性的數位內容產業成為各國積極發展的重點培植產業之一。」14但

是，數位內容雖然重要，但仍然需要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內容的後盾，提供源源不

絕的創意與節目來源，豐富數位內容的內涵，加上數位科技的技術，在內容的創

作、轉換、傳輸、接收的過程當中加以協助，才能節省時間與成本。例如影片的

拍攝、剪接、複製、傳輸、放映全部數位化之後，可以大幅省下製作成本與時間，

以賺取豐厚的利潤。 

以前述韓國結合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的成功經驗為例。因此，文化創意

產業與數位內容並非各自獨立的領域，而應以文化創意產業為體、數位工具為

用，兩者相輔相成。 

                                                
14 拓樸產業研究所，《掌握全球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趨勢》，台北：拓樸產業研究所，2005，11。 



四四四四、、、、文化政策之省思文化政策之省思文化政策之省思文化政策之省思 

文化政策攸關整個國家文化藝術的發展，以下擬針對文化政策之日趨商業考

量、文化政策於數位時代之因應、國際競爭環境下之文化政策、國內文化政策之

永續經營等議題討論如下： 

((((一一一一))))文化政策之日趨商業考量文化政策之日趨商業考量文化政策之日趨商業考量文化政策之日趨商業考量    

從本研究的相關文獻可以看出，文化政策日趨商業化已是時勢所趨，尤其是

當數位內容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產值不斷提升，透過文化與產業政策將文

化與藝術商業化、產業化是世界各國競相努力的目標。因此，政府的文化政策從

早期補助精緻藝術文化的展演，以提昇國民精神生活品質、到鼓勵企業贊助藝

術，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到文化產業化，開拓藝術文化的商機，不但要求藝術界

財務自主，更希望透過藝術與文化的行銷，開創出龐大的經濟產值。 

這種轉變是在全世界資本主義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場，所造成的必然結

果。從積極面來看，藝術與文化的經濟價值與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因為無形的

藝術與文化已經成為國家重要的資產與炙手可熱的商品，例如網路音樂或手機鈴

聲下載，只要透過網路與電訊科技的傳輸就可創造龐大的經濟收益。因此，世界

各國莫不摩拳擦掌搶奪文化產業的市場。 

根據詹偉雄觀察，「網際網路的便宜和無遠弗屆，把企業帶進全球化競賽，

先進國家的企業很快能在後進國找到勞力生產基地，母公司的同仁則全力轉進到

研究與發展、工業設計、行銷、品牌廣告、創新發明等新任務的大車拚。」15在

這種競爭快速與激烈的國際情勢，文化政策日趨商業化已是時勢所趨，國內的文

化政策如何快速因應資訊化、網路化、全球化、商業化的衝擊，值得各界深思與

因應。 

((((二二二二))))文化政策於數位時代之因應文化政策於數位時代之因應文化政策於數位時代之因應文化政策於數位時代之因應    

從文化政策的歷史來看，文化政策的反應總是落後於時代的衝擊，例如1839

年攝影術的發明，攝影卻一直被排除於藝術補助之外，直到1975年之後才逐漸被

接受，數位時代也是如此。面對資訊科技時代的衝擊，Charles Leadbeater 與 Kate 

Oakley指出文化產業化與數位化暴露了一系列公共政策的缺失，他們認為公共政

策落後的幾個原因如下： 

1. 傳統藝術與文化政策集中在視覺與表演藝術機構的經費補助。 

2. 地方與國家政府的政策通常分為文化與經濟兩個不同部門。 

3. 經濟部門的政策決策者通常處理大型的投資案帶來數以百計的工作。他們

缺乏知識、時間以及工具去幫助數以百計的獨立工作者發展小型的商業。 

4. 文化的創業需要在他們人生的不同階段發展一個整合創意與商業的技術。

教育的機構通常缺乏彈性去傳授這些技巧，或者是當這些創業者需要這些

                                                
15 詹偉雄，《美學的經濟-台灣社會變遷的60個微型觀察》，台北：風格者，2005，頁83。 



技巧時。 

5. 他們喜歡從同儕當中得到商業方面的諮詢服務，而不喜歡從西裝筆挺，但

是對新的產業不太有任何概念的人得到諮詢。 

6. 財力支援總是很難得到，即使是與他們產業規模一樣少。
16

 

由上述的缺失可知，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是一新興的文化產業，面對此

一電腦科技大量使用，並結合藝術與商業的跨領域活動，文化與公共政策的相關

措施必須做適當的調整，以適應瞬息萬變的新時代，使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

的推動，適度的得到政府文化政策的協助，使其生根發芽茁壯。 

韓國政府的文化政策大力扶助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的發展，就是相當成

功的例子。又如，英國在1997年最早提出文化創意產業政策，2004年英國藝術協

會(Arts Council)最新的補助政策裡便提出了三個重要面向：「鼓勵個人藝術家、

多元文化、跨領域合作。」原因便是在高喊知識經濟的現在，「個人及小型藝術

工作室的興起；第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混種文化所帶來的基因中可成為

新的時代文化，…第三，藝術的運用與研發應與更多的專業結合，以使它帶來更

大的社會創新或科技創新。」17 

針對上述的問題，國內的文化政策在全球數位化與產業化的潮流當中如何因

應與調整，以協助數位藝術工作者創作謀生，一般民眾也能享受到高水準的藝術

與文化展演。在一味強調於藝術文化產業化與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也能注重國

民精神生活品質的提升。 

((((三三三三))))國際競爭環境下之文化政策思考國際競爭環境下之文化政策思考國際競爭環境下之文化政策思考國際競爭環境下之文化政策思考    

台灣在1960年代與70年代由於經濟發展策略的成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台灣經濟奇蹟。使當時景氣低迷的西方先進國家被迫走向注重

研究與發展的高科技與文化創意產業。 

30年後的今天，臺灣正面臨當時西方先進國家同樣的困境。而且由於資訊科

技時代電腦與網路的發達，整個國際的競爭更為激烈，速度也更為快速。政府現

階段所推動的數位內容與文化創意產業正是學習西方國家的模式，希望能擺脫當

前產業的困境，開拓經濟產值與製造就業機會。 

但是與先進國家相比，台灣並沒有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也缺少知名的國際

品牌，只有硬體數位科技技術。更嚴重的問題是當前國家的政治情勢混亂，朝野

衝突對立，各個黨派為了自身的利益，你爭我奪，文化與產業等相關政策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響，因而停滯不前。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之下，已經處於非常不利的地

位。 

以英國來說，文化藝術在兩黨共識的臂距原則之下，是政治人物激烈爭鬥的

                                                
16 摘錄自Charles Leadbeater and Kate Oakley, ‘Why cultural entrepreneurs master’ , John Hartley (ed.), 

Creative Industrie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305. 
17 盧健英，政府應該補助藝術，還是投資藝術？，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化創意產

業實務全書》，台北：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04，頁180。 



避風港。因為，連精神層面的文化藝術都可以成為政治角力的犧牲者，國家與人

民將永無寧日。因此，如何團結國人的力量，共同面對國際競爭，才是當前的重

要課題。 

以日本、韓國、美國、英國等國家的文化政策來看，產、官、學、研各自分

工合作，官方負責訂政策，學、研負責研發，業界負責生產賺錢，回饋社會國家，

使國家的競爭力日益提升。反觀國內產、官、學、研的合作，仍需努力。 

    ((((四四四四))))國內文化政策之永續經營國內文化政策之永續經營國內文化政策之永續經營國內文化政策之永續經營    

從文化政策的面向來看，美國由於建國時間較短，相關的古蹟文物較少，因

此注重高科技的電影、動畫等數位內容產業的輸出。反觀歐洲英國、法國、義大

利與東北亞的日本等文化歷史悠久的國家，由於早期政府文化政策的投資，累積

了可觀的文化資產，在全世界文化創意產業的競爭上一直居於領先者的地位。 

台灣的歷史文化只有二、三百年的歷史，不如中國大陸擁有五千年悠久的歷

史文化，因此，政府在推動數位內容與文化創立產業之時，更應思考國內文化政

策的永續經營，在平時就應做好文化政策的紮根與推廣工作，使國內藝術水準與

生活環境的品質不斷的提昇，而不應只是隨著世界的潮流起舞，或者作為競選時

期的口號喊喊，缺乏遠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