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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希望結合產學力量，共同建構台灣動畫專屬的網路頻道平台
，以及院線播映 的新形式，將台灣本地獨立製片與優秀學生的動畫
作品重新包裝為主題線上節目和 映演內容，目的是創造商業價值
，也作為新生代創作者的推手，預期對於產業發展、創作者智慧財
產權（IP）的加值，以及公眾文化素養等皆能有所助益。本計畫嘗
試在本地建立一種商業模式的誘發式的創新（Induced
innovation），建立在傳播 科技與媒材改變的圈球大環境基礎上
，亦即OTT （Over-the-top）線上影片播映的 趨勢，建立動畫播映
網際網路平台，可在全球的大範圍播映，除成為台灣動畫作品 重要
資料庫外，也建構一個台灣動畫創作者的發展紀錄。另外與虛擬播
映互補的是 以「體驗經濟」的概念，與小型院線合作，在影院放映
並舉辦座談活動，創造動畫 創作者與觀眾直接溝通的機會和體驗。
希望透過這兩種播映與映演渠道，逐步建立 起交流和商業合作的系
統，創造一個台灣動畫創作的內容孵育與商業經營的環境。 未來將
進一步擴充優化平台整合功能與展演機制，透過這樣的整合平台與
系統創造 更大的商業機會，貢獻於解決台灣動畫數位內容創作的困
境。

中文關鍵詞： 動畫、OTT頻道、網路平台、戲院映演、體驗經濟、智慧財產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is to build up an online channel platform and
a new form of screening in cinema, that is dedicated Taiwan
animation by integrating the resources and energy of
academia and industry. Independent film maker and excellent
work of animation will be collected and repack as programs
online and films for shown in theaters. The purpose is to
create commercial values and promote new generation
animation creators. It is expected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tion industry, the enhancement of 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creators, and cultural
literacy of citizens. This project will try to establish a
business model with induced innovation started from local
environment. This is based on the chang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media in global environment, which is the
trend of OTT (over-the-top) online broadcast. The
established online channel platform is able to reach
audience in global range and will be important database of
Taiwan animations. It is also worked as a record for Taiwan
animation creators.
Besides, the complementary aspect of this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xperience economy.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small cinema chains, films will be grouped
and screened in theaters. Discussions between animation
creators and audiences will also be held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and experience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reators and audiences. It is our hope to build up 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ercial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two
ways of broadcasting and screening to enhance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creation of animation content and
business operation. In the future, the function of the
online platform and the system of screening will be kept
expanding and optimizing. Through this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system,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ill be created, to
contribute the difficulties of digital content creation.

英文關鍵詞： Animation, OTT Channel, Web Platform, Cinema Screening,
Experience Economy,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一) 計畫之背景 

 台灣動畫產業原創內容在電影電視的發展困境與轉型對 IP 的重視 

早年台灣的動畫代工行業曾經發達，也有幾波動畫原創或改編的風潮，但大眾一般不會視之為理

想職業，更不是社會上工商貿易的主流，2002 年經濟部提出「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動畫是為「雙

星」之一的「數位內容」產業，在政府的宣示與投入，和媒體對年輕學生作品獲得國際獎項頻頻曝光

的情形下，成為學子們願意投入學習的熱門領域，動畫一詞，從罕有人知道，直到成為看似熱門的產

業與職類，千禧年後的前十年左右，是動畫創作者和從業人員信心十足的年代（黃寶雲，2005），往動

畫內容或技術的各個面向發展。經濟部工業局所屬的數位內容產業辦公室曾在 2002 年宣稱將在 6 年

內投入 107 億元推動產業（陳卓君，2002），動畫為主要項目之一。 

在當時對於台灣在全球動畫產業鏈與商業發展的樂觀期待，以及政府政策鼓勵之下，學術界對於

動畫產業也提出許多分析與研究，許多以美國哈佛管理學院著名的戰略管理學者波特（Michael Porter）

的「鑽石體系」理論，或當時熱門的「藍海策略」，對於產業管理與策略及政府政策面提出許多建議（王

筱璇，2005；陳忠正與王年燦，2007；張秀琳，2007），這些管理策略論文多半肯定台灣動畫產業應朝

向原創與品牌發展與國際合作，甚或也專門針對動畫內容國際行銷做研究（劉士甄，2005），然也有從

台灣動畫產業的核心能力（陳亭如，2005）或核心資源（周頡，2004）研究分析，認為製作能力為台

灣動畫產業強項，代工不應放棄，原創與品牌發展需循序漸進。當時數位內容的映演播放媒體渠道主

要仍是電影和電視，從研究論文可以看出產業代工面臨的瓶頸，以及積極發展原創內容，行銷國內外

的積極企圖，而朝向原創內容的轉型也面臨許多在教育與政策上的困難與不足（楊博智，2006）。 

尤其關鍵的是，經濟部著眼的是經濟發展，所補助的多是評估起來能在商業上創造更大產值與就

業機會等經濟指標的企業，思維模式仍難脫離過往以製造業為主的台灣產業發展既定方式，雖說是數

位內容，然而限於落後的法規與計畫補助單位人員對影視製作流程的不熟悉，往往在計畫執行的評估

管考過程對動畫製作上造成一些阻礙與困難，而台灣本地政治社會制度的種種限制，諸如台灣加入Ｗ

ＴＯ後的條例限制電視頻道的播映限制、公務員體制規範，甚至兩岸複雜政治關係對於對岸市場的開

放與合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黃貞維，2009）。產業發展是相當複雜的問題，整體產業政策與個別公

司發展策略也有千絲萬縷的面向，著重於政策、經營管理策略等面向的許多研究並未對台灣整體動畫

產業有顯著的影響和助力，加上以敘事內容為主的動畫電影或電視影集，在面對主要是美日已發展成

熟的產業競爭下，即使獲得千萬以上的補助，比起國外動輒數億甚至數十億的金額仍相形見絀，在製

作資源和能力在各方面的相對不足，尤其是在影像敘事技巧上的難以掌握，直至今日的台灣，仍未見

以原創的商業敘事內容為主的動畫長片能如同 2008 年的電影《海角七號》一樣在市場上成功的帶起

一波風潮，能夠讓後繼的其他製片與映演計畫帶來較大的成功機會。隨著台灣政黨輪替與 2008 年之

後「兩兆雙星」政策結束，以及對岸影視市場的成長與兩岸政策的變化，也有學者對兩岸動畫產業合

作抱持樂觀看法與期待（郭秉政、2010；陳淑如、2011），兩岸動畫與影視特效的實質產業合作確實在

2010 年後產生，2017 年底的動畫長片《小貓巴克里》幾乎在海峽兩岸同時上映。然而對岸在影視審查

制度上的「人治」色彩和 2016 年台灣政黨再次輪替後兩岸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讓這樣的合作關係充

滿變數。 

近年動畫原創商業內容最重要的變化應該是體認到角色版權（或稱智慧財產權，簡稱 IP）的重要

性，積極以多角方式推廣自家的角色與授權，包含漫畫作品的推出、角色人偶的曝光、與地方政府活

動結合、手機遊戲的推出…等等各種方式提高角色曝光的機會，後續結果與效應尚待觀察。 

動畫影視與技術在商業應用與各類媒材的蓬勃發展 



動畫的傳播映演，除了傳統電影電視之外，有越來越多的可能性。以軟體 Flash 製作的網路動畫

在 1990 年代末期到 2000 年初期曾有一波熱潮，當時角色「阿貴」和「訐譙龍」曾在年輕網路族群廣

為流傳，隨著網路頻寬快速增加和網路影片社群平台 YouTube、Vimeo 的崛起與風行，專為網路製作

的動畫迅速沒落，但 2014 年底以介紹台灣歷史為主的《台灣吧》網路動畫以趣味的旁白和造型簡單的

動態圖像（Motion Graphics）方式製作引起大量關注，但執行團隊定位自身為（新）媒體公司，雖然

後續仍待觀察，但是可以看到產業新的可能性。 

動態圖像早期被認為技術門檻較低，通常做為電影或電視節目片頭，但近年來隨著幾位原先在國

外留學或工作於廣告圈的導演返台成立工作室，帶進製作和美學的新概念，引起一陣風潮，動態圖像

強調畫面設計與音樂節奏的配合，不強調角色和敘事，除應用在電影和電視節目，也跟平面設計結合，

用於各種媒體廣告、頻道包裝、網路行銷等商業層面，擴大了動畫技術應用。 

動畫技術也被大量使用在電影和電視節目與廣告的視覺特效，結合實拍影片呈現，雖然電影特效

產業屢屢傳出受迫於電影大廠而經營艱困，甚至破產的消息，從業人員被迫工作超時，也需全球移動，

但需求量大，工作機會多卻無庸置疑。除此之外，動畫內容也常被使用於博物館的數位媒體展示，其

他應用方面，動畫內容和製作技術也常被運用於數位遊戲的故事影片、與音樂產業合作的 MV 製作和

演唱會現場的視覺投影、和博物館合作的影片或是互動內容，以及在數位出版等各方面的技術與視覺

應用、建築與室內設計的虛擬空間展示等等，在應用上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性與機會，而且是蓬勃發展

的。目前經濟部工業局從單純對動畫影片的專案補助，轉為徵求結合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簡稱 AR）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的互動內容的補助項目，甚或未來人工智慧發展的

相關應用，這十多年來在產業與教育界培養出來的動畫人才在商業上確能有空間發揮，與之相關的產

業也應該能貢獻較多的產值。 

台灣動畫在文化藝術面向的多樣性與展演型態 

也有學者從動畫的文化藝術面向提出對政府教育和政策的建議（藍珮倫 2011），或提出政府在文

化政策上應將動畫視為文化之一環，實施保護本地動畫製作映演的影視制度，更進一步批評指出政府

數位內容產業政策過於重視經濟與科技層面，反而失去了過去維護文化獨立的決心（戴皖文 2006），

對動畫內容製作的補助從經濟部會轉為文化部會也的確是近兩年政府政策上的改變，近年文化部會對

動畫創作的補助，無論在來源項目或金額上都有所提升的，例如文化部短片輔導金的金額較以往提高

許多，還有各地方政府對影片拍攝製作的鼓勵，如高雄的「高雄拍」，還有台中國際動畫影展都祭出高

額獎金。  

於是在這樣的鼓勵下，動畫原創內容也可以是較小規模的製作，這方面主要以獨立製片的方式進

行，作品大都是短片，映演的管道則主要是影展以及不同形式的展演，廣義來說，相較於商業作品，

2005 年之後獨立製片完成的動畫作品數量非常多，但絕大部分是動畫相關系所學生的畢業製作，這也

是千禧年之後擴張特別迅速的大專院校視覺設計藝術相關系所自然形成的結果，每年數量有數百部，

因為是學生學習的作品，品質良莠不齊，最佳的作品由於充滿不受束縛的創意內容和影像表現，在國

際影展上屢獲肯定，或在本地新聞曝光，形成話題。最具代表性的有 2005 年在美國 SIGGRAPH 展會

電子劇院（Electronic Theater）獲得觀眾票選獎的《立體悲劇》，是由台灣科技大學學生全明遠所創作

的大學畢業製作。台南藝術大學研究生馬匡霈的畢業作品《「我說啊，」我說。》得到 2009 年安錫國

際動畫影展的學生作品組特殊榮譽（Special Distinction），SIGGRAPH 和安錫國際動畫影展分別是全球

以數位製作為主的商業展會和藝術動畫影展最具代表性的兩個活動，說明了台灣最佳學生動畫短片作

品確實能夠跟全球不同文化觀眾溝通並獲得共鳴。 

獨立製片，也就是脫離學生身份之後自行找尋資源創作的作品數量並不算多，其實台灣許多院線

映演的動畫長片也應該算是獨立製片，就如同學生作品，台灣獨立製片動畫有許多在國際影展上得到



相當大的肯定，例如蔡旭晟導演的《櫻時》獲得 2013 年東京國際動畫展的東京動畫賞，其他獲獎、入

圍的影片、獎項相當多，無法一一陳述。獨立動畫短片作品中，也有由動畫公司或工作室所製作的作

品，常做為測試與發展為商業作品的意圖，除此之外大都是藝術創作導向為主，較特別的是宋欣穎導

演的《幸福路上》在 2013 年獲得百萬元的金馬創投資金後，發展為長片計畫，已在 2017 年底上映（郭

慧、2017）。其他藝術導向的獨立動畫製作，也包含前述所有學生製作的作品，媒材非常多樣，從手繪、

剪切（Cut-out）、停格、沙動畫、油彩，到 2D 和 3D 電腦方式製作都有，但大都仍強調敘事和影像美

學，而在媒材上創新，不以敘事為主，真正意義上的抽象「實驗動畫」，在台灣通常被歸類為新媒體藝

術領域。 

影展或其他形式展演，是獨立製作短片發表映演的正式管道，國內外各類影展與展演，對學生作

者以及獨立製片藝術家而言，是一個舞台，也是繼續創作的主要動力來源之一，畢竟情感表達的藝術

創作是希望的到共鳴與迴響的。「台灣國際動畫影展」曾從 2003 年起由國家電影資料館主辦，連續幾

年都造成熱烈參與，也對當時動畫圈的樂觀氛圍有推波助瀾之效，2008年因各種因素突然無預警停辦，

讓國內學生與獨立製片藝術家頓失在地的舞台和與國際觀摩交流機會。從 2009 年起，台北數位藝術

中心策畫推出「魔幻動畫展」，配合台北數位藝術節李國鼎（KT）科藝獎的舉辦，除了在數位動畫類

給予獎項之外，也透過引進安錫、渥太華等國際影展作品做為觀摩，並給予本地的學生與獨立製片藝

術家一個展演的舞台，2012 年開始，增加策畫了華人動畫單元，正式引進中國獨立製片動畫藝術家和

優質學生作品。2011 年，台北藝術大學隨著動畫系成立，開始舉辦「關渡動畫節」，規模逐漸擴大。

2012 年，以在台南地區大專院校動畫相關科系任教的教師為主，基於類似的觀摩交流與在地舞台的理

念，也發起「動畫十三」影展，之後與歷史較久的南方影展合作，成為觀摩節目單元。2015 年起，在

台中市政府全力支持下，開始舉辦「台中國際動畫影展」，預算與規模都近於當年的「台灣國際動畫影

展」，加上台北電影節和高雄電影節都設有動畫單元，還有民間團體舉辦的「城市游牧影展」等等，台

灣各地都有動畫影展舉辦，但是就如同台灣動畫產官學之間的整合薄弱，各個影展之間資源分散亦相

對獨立，以目前較具規模的兩個動畫影展來說，「關渡動畫節」雖然不乏校際交流，並持續舉辦國內產

業講座，但是因為地緣之故，仍然偏向學院派的校園活動；「台中國際動畫影展」經費與規模較大，但

距離產業聚落較遠，未來各影展間若能整合，並巡迴其他城市，與學校、產業界作更多合作與連結，

應能發揮更大效應。 

(二) 計畫之目的 

影視映演渠道的轉變與動畫 OTT 頻道的機會 

近年影視動畫映演播放的渠道隨著網路普及和頻寬的擴展起了根本的改變，亦即所謂的「數位匯

流」趨勢之一環，依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方案（2010 年至 2015 年）〉所解釋，指的是電信、廣播電

視及網際網路整合的趨勢。其中，影院放映系統挾其持續優化的高規格的聲光效果，雖也受到影響，

但估計 2016 年到 2020 年在全球的規模仍可維持 6.34%的年複合成長1，而傳統上另一主要影音收視平

台：衛星電視、廣播電視與有線電視則受到影響較大，2010 年之前即開始發展的網路協定電視（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簡稱 IPTV）首先瓜分部分電視節目收視，隨者光纖、4G、5G 等資訊流通管道所

擴展與普及的頻寬，以及雲端資料儲存技術與應用的持續發展下，OTT 服務在近年崛起，越過 IPTV

仍主要由電信業者主導市場的情形，消費者只要有網路就能夠收看，在以往 IPTV 服務打破收視時間

的限制後，OTT 服務更進一步打破收視空間的限制，屬於崛起的平台經濟之一環（Gatautis, 2017），本

計畫希望藉由這樣的環境改變，建立商業模式的創新。 

                                                 
1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出版的 2016 數位內容產業年鑑 



於是在這樣數位資訊整合滲透的大潮流下，影音內容服務大幅轉向網際網路和行動數據，根據思

科（Cisco）公司研究，行動數據資料量於 2014 至 2019 年之每年複合成長率（CAGR）預期將達到 57%

（葉志良，2015），其中有超過一半（55%以上）是由資訊量較大的影音內容所貢獻；而從 2012 年至

2015 年全球透過行動裝置觀看影音比例增加了 71%（詹克暉，2017），另外，根據美國商業資訊（Business 

Wire）的估計，OTT 影視整體營收在亞太地區會從 2016 年的 82.7 億美金增長到 2022 年的 244.1 億美

元，有近 3 倍的成長（Research and Markets, Business Wire, 2017），可以看到各商業研究機構所估計的

OTT 影視內容服務將會在未來數年之間大幅增長。  

OTT 影音服務依據商業模式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提供硬體如機上盒或電視盒（例如

Apple TV 或小米盒子）做為網際網路影音內容連結，主要利用電視機播放影音資訊，供給使用者觀賞，

較接近傳統電視的播放模式。第二類為影音分享平台，如 YouTube、Vimeo、Facebook 等，讓所有使

用者或創作者幾近自由的上傳影音資訊，媒體載具主要是電腦和手機平板等行動載具，也是目前使用

率最高的內容服務，這類平台的商業模式是使用者免費分享影音內容、建立頻道，收入來源主要依靠

廣告，內容提供者依據瀏覽量在廣告收益上分潤，內容較為龐雜未經規範整理。第三類為不與特定硬

體或載具連結的隨選影音串流服務，如 Netflix、愛奇藝等，也是近年 OTT 影音服務主要創新與轉變

的模式，而在前幾波網路內容浪潮中的平台或產製者的收益問題，也就是使用者是否願意對內容付費

的問題，根據近年對中國和韓國消費者的研究調查，按月付費的方式已經能被接受（Min Sung Kim et 

al, 2017）。因此，可以預期以 OTT 為主要營運模式將會是未來幾年，無論是鄰近的亞太區域，甚或是

全球範圍影視內容服務的主要創新領域，也是本計畫所希望進行創造價值的著眼點。 

本計畫以第三類型 OTT 影音服務為主要目標，預計以 Animation TV 為名，建立在個人電腦、手

機與平板電腦等行動通訊工具皆能觀賞的平台，做為影音內容提供媒介。如前述，本計畫並不寄望與

大型影視製作或熱門劇集競爭，而是希望整合獨立製作動畫影視內容，在當前以網際網路傳播為主的

分眾狀態下，透過整合企畫精緻而具主題性的節目，期望透過優質內容與特殊風格，吸引受眾，一方

面建立培養觀眾觀賞影音素養與習慣，一方面也為台灣動畫創作者的作品重新創造價值，也讓每年源

源不絕的創作能量得以累積。 

從體驗經濟的興起發掘原創動畫映演的新形態 

另一方面，在網路時代一般人享受越趨廉價、無遠弗屆的虛擬影音資訊同時，卻也渴求對實體環

境的真實體驗，於是有「體驗經濟」或「體驗行銷」概念在 1990 年代末期開始出現（邱泰昌，2015；

李杰穎、丁旭輝、陳靖宜，2017），學者 Pine II. and Gilmore 認為這是人類從農業經濟（agrarian economy）、

工業經濟（industrial economy）到服務經濟（service economy）之後出現的新經濟型態，讓顧客可以看

見（visible）、可以被刺激（stimulating）、可以互動的（interacting）、可以感受觸動（sensory-engaging）

的環境，大多與觀光、飲食、工藝、農業等連結。 

在娛樂產業的面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流行音樂產品逐漸從在唱片、CD、線上串流、手機來電答

鈴等音樂資訊的營收獲利，轉變為 2010 後以展演為主要營收的模式（鄭雅文，2011；財團法人資訊工

業策進會，2016），音樂和音樂影像（Music Video，簡稱 MV）在網際網路和行動通訊免費播放，達

到宣傳的目的，實際營收則轉至演唱會的舉辦，與前述的體驗經濟若合符節。音樂產業除了與影像製

作有更多連結之外，亦如同當前所有的娛樂媒體一樣，有分眾的趨勢（林岱偉，2016）。 

因此本計畫除了動畫的 OTT 影音服務之外，另一個面向是舉辦實體的映演和座談，希望與前述國

內相關動畫相關影展洽談整合與連結，並結合在前述 OTT 虛擬平台上的行銷傳播資源，規劃在影展期

間之外，在小型院線如真善美、誠品戲院、華山光點戲院放映與座談，讓觀眾在影片的映演之外，可

以和動畫導演、藝術家接觸互動，希望以體驗經濟或體驗行銷的概念，一方面協助台灣本地優秀的獨

立動畫導演成為個人品牌，一方面透過這樣對影片與創作的討論與互動，逐漸培養本地觀眾的觀影習



慣與素養。未來希望透過 OTT 頻道與映演持續舉辦的營收，回饋創作者，讓創作的動能與商業行為模

式結合，形成台灣本地動畫原創的正向循環。 

本計畫目的為獨立動畫影片線上與線下的商業價值創造 

    本計畫整合台灣本地獨立製片與優秀學生的動畫作品，製作網際網路平台與院線映演機制，將作

品重新包裝為主題節目與映演內容，建構一個針對目標對象（獨立製片與學生的動畫作品）提供從創

作、映演、商業模式的 IP 孵化平台，幫助台灣的動畫產業培育新生代的接班計畫，轉換藝術創作到商

業價值，提升台灣動畫產業的創作質與量。本計畫嘗試在本地建立一種商業模式的創新（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簡稱 BMI），分類上應歸屬於誘發式的創新（Induced innovation），建立在傳播科技與媒材

改變的大環境基礎上（Zhang, Zhao and Xu, 2016），亦即 OTT2（Over-the-top）線上播映的趨勢，建立

動畫播映網際網路平台，可在全球的範圍播映，另外與虛擬播映互補的是以「體驗經濟」的概念，與

小型院線合作，在影院放映並舉辦座談活動，創造動畫創作者與與觀眾直接溝通的機會和體驗。希望

透過如此建立映演渠道的方式，為在全球大型娛樂產製之外的精緻作品創造商業價值。 

此外，本計畫希望透過這樣網際網路平台與映演機制，逐步建立起交流和商業媒合與合作的系統，

除成為台灣動畫作品重要資料庫外，也建構一個台灣動畫創作者的全成長紀錄與建立商業價值的管道，

計畫從映演與座談和交流，直到商業的媒合與合作，推動動畫 IP3（Intellectual Property，智慧財產權）

的育成，協助動畫創作者創造商業價值。也透過計畫主持人、共同計畫主持人與合作企業的媒體已建

立之活動、行銷宣傳的專業經驗與人脈資源，創建一個台灣動畫創作的數位內容孵育經營平台，以產

學合作創建商業模式，解決台灣動畫數位內容創作的困境。 

(三) 執行優勢 

本計畫合作企業：朕宏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朕宏國際）在台灣動畫製作軟硬體領域耕耘

多年，與國內大小動畫製作公司皆有良好且緊密關係，能提供本計畫在 OTT 動畫頻道平台創建上各

類技術解決方案。此外，朕宏國際創辦的映 CG 為國內主要數位影像繪圖雜誌與動畫相關之媒體，且

定期舉辦產業交流的相關活動，並積極參與如 SIGGRAPH 等國際重要展會，能提供本計畫重要的行

銷傳播資源，以及劇院映演活動的協助。合作企業之能力與資源洽能與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自從

2011 年以來舉辦、參與國內重要影展相關活動所累積之國內產業、大專院校獨立製片創作者資源作良

好互補，以期達成本計畫預定目標。朕宏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8 年，是臺灣多媒體娛樂與

設計業界電腦繪圖影像及電影動畫特效產業的解決方案諮詢顧問、教育訓練顧問。同時也是美商歐

特克  Autodesk M&E 專業技術顧問與合作夥伴，荷蘭商 ACT-3D 台灣獨家代理商，HP 惠普電腦 

DCC  策略合作夥伴，除推廣 Autodesk 3ds Max、Maya、與全球百大建築師過半採用的 GPU 即

時動畫渲染軟體 Lumion Pro 以及全球知名的 3D 渲染引擎  V-Ray、Anrold、Renderman 外，在臺灣

電腦圖學技術產業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如 3D 電腦動畫、視覺特效、後期製作、渲染農場解決方案、遊

戲引擎諮詢、繪圖工作站或相關硬體規劃等。從媒體到娛樂，電腦動畫製作公司到建築設計公司，提供

各種電腦繪圖解決方案、各項技術支援服務，並給予臺灣業者技術培訓。2009 年創辦映 CG 數位影像

繪圖雜誌及映 CG 媒體。映 CG 數位影像繪圖雜誌是創辦當年迄今臺灣唯一專注於電腦動畫特效

產業的專業媒體，創立媒體品牌的目標是為了促進國內電影製作、電腦動畫技術開發、特效後製、建築設計、

                                                 
2 OTT 是近年快速發展的一種影音內容服務與傳播商業模式，學理上尚未有精確與統一的見解，但一般指的是運用網際網

路（包含行動數據）為基礎，直接提供影音內容給使用者的軟硬體服務（葉志良，2015）。 

3 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是對於人類心智之創作，而賦予創作人的權利，動畫屬藝術創作，屬於無形之智慧財

產，一般包含動畫角色，以及在影音故事中所建立的世界觀。 



多媒體設計產業活絡，並增加臺灣電腦圖學技術產業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因此除了雜誌發行，還持續舉辦以

映 CG 為名的交流會、講堂、研討會、數位藝術家交流餐會、國際大型研討會（約二百人至四百人次）

等媒合交流活動。 

(四) 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本計畫主要進行方向分為 2 個部分，計畫概念如圖 1 所示： 

1. 以 AniFlix 為名，規劃建立 OTT 網際網路頻道平台網站 

2. 院線映演與座談 

 

圖 1 計畫概念圖 

本計畫進行與主要分工方式如圖 2 所示，計畫主持人負責研究歸納整理動畫作品與資訊，聯繫國

內大專院校動畫相關系所，以及國內獨立製片動畫創作者，蒐羅整理資訊並規畫節目，與合作企業朕

宏國際共同合作建置 OTT 網際網路動畫平台，由合作企業協助頻道平台設計與製作，包含網際網路平

台架構與 UI 設計。計畫共同主持人則延續在 2018 年即開始試辦的獨立動畫短片院線映演，負責舉辦

院線映演與創作者座談，合作企業並利用原本即經營多年的雜誌媒體，協助推廣與行銷。 

 

圖 2 產官學合作關係 

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整合動畫作品 

節目規劃 
業者 

朕宏國際 
OTT 平台設計製作 

軟硬技術支援與 

行銷推廣 

共同主持人 
嘉南藥理大學 
映演規劃管理 

行銷推廣 



本計畫希期待透過產學合作，創造國內獨立動畫的價值與映演的新形態，透過播映平台的建置，

建構一個台灣動畫創作者的全成長紀錄與商業價值建立的管道，也能逐步成為台灣動畫作品的重要資

料庫，藉由學界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以及合作企業的媒體、活動、行銷宣傳的專業經驗與人脈資源，

創建台灣動畫創作的數位內容孵育經營平台，希望能貢獻於解決台灣動畫數位內容產業的困境。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除前述自從 2011 年以來舉辦、參與國內重要影展相關活動所累積之國

內產業、大專院校獨立製片創作者資源已累計的資源外，並由三種管道持續蒐集建立頻道與展演所需

資訊： 

1. 國內大專院校動畫相關系所 

2. 國內動畫產業業者與獨立製片工作者 

3. 影展單位、展館、電影資料中心、獨立製片創作藝術家等其他聯絡方式 

學校單位與合作業者執行團隊分工說明如下： 

1. 計畫主持人負責影片清單規劃，包含平台節目與映演節目，聘請助理或以臨時工資方式分別協助： 

a、 聯繫合作院校、協助行政事務處理、影片/創作者資料整理 

b、 聯繫創作者與授權事項、協助映演與座談場地聯繫 

c、 影片剪輯、預告片製作、母片轉檔製作 

2. 合作業者負責網站平台設計、系統規劃建構、介面設計，以及平台與映演座談的行銷推廣 

3. 計畫共同主持人負責共同規劃平台節目與映演節目，以及平台與映演座談的行銷推廣 

    計畫進行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 3 計畫執行流程 



平台完成初步建置後上線測試，並設定回饋與修正機制，並與院線的映演與座談進行推廣與行銷。

初期為避免過度虧損，先以一定數量以下的影片作授權與播映，待模式穩定後逐步增加數量。本計畫

也透過合作廠商朕宏國際原本所擁有的媒體資源（映 CG 雜誌）和活動平台行銷宣傳，提高知名度和

消費者使用者的意願。透過前述產學三方持續合作，在傳播科技與媒材改變的大環境基礎上為創造新

型態的服務價值，也為平台後續商業模式奠定基礎，希望未來透過更進一步的募資、專案管理、共同

創作等平台機制與功能擴充，永續經營。 

(五) 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臺灣動畫短片資料蒐集 

    透過線上資料蒐集或與台灣各與動畫相關影展聯繫，包含金馬獎、金穗獎、台北電影節、高雄

電影節、南方影展、台灣國際動畫影展、台中國際動畫影展、關渡動畫節、公視兒童影展、KT 科藝

獎、信誼兒童動畫獎、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4C 數位創作競賽、放視大賞、HPC 國網 3D 動

畫大賽等建立資料檔案，蒐集共 1103 部動畫短片資訊，以此為基礎進行創作者邀約。 

AniFlix 動畫網路頻道平台建置 

    依規畫完成 AniFlix（全名 AniFlix.online）動畫網路頻道平台網頁，已於 2019 年 12 月上線並持

續邀約中。 

 

圖 4 AniFlix 首頁 



    除首頁外，本平台主要之「影片蒐尋」功能如下圖所示。 

 

圖 5 AniFlix 影片蒐尋頁面 

「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映演與座談 

    活動首映和座談於臺北真善美劇院和西門紅樓舉辦，並於活動通售票，售票頁面如下圖： 

 

圖 6 「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 



    活動流程如下圖： 

 

圖 7 「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活動流程 



    放映作品為近一兩年國內優質獨立製作以及學生作品，包含 2018 年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當一

個人》、2019 年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金魚》、2017 年台北電影節最佳動畫《關於他的故事》等，並

且邀請活動當時即將上映的動畫長片《重甲基神》導演與計畫上映的動畫長片《妖怪森林》導演等

資深業界動畫導演參與座談與交流活動，希望激盪分享想法，促進合作機會，活絡產業，活動照片

如下圖： 

 



圖 8 「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活動照片 

    除台北首映與座談，本計畫亦與臺南舉辦的南方影展於 2019 年 11 月 8 日和 12 日合作放影兩

場，以及新北市府中 15 動畫故事館紀錄片放映院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合作放映 1 場，活動宣傳如

下圖。 

 

圖 9 「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南方影展放映文宣 

 

圖 10 「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府中 15 動畫故事館紀錄片放映院放映文宣 



    為宣傳本計畫平台與映演活動，於「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映演期間，與前述合作

學校舉辦共 8 場校園巡迴，活動照片如下圖： 

 

圖 10 「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校園巡迴活動照片 

    8 場校園巡迴皆由本次映演的作品導演與動畫相關系所學生分享交流，培植更年輕一代的創作

者，時間地點與演講人分別為： 

1. 2019 年 9 月 20 日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暑假最後一天》周子羣導演 

2. 2019 年 10 月 2 日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系《關於他的故事》楊詠亘導演 



3. 2019 年 10 月 2 日國立台南大學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當一個人》黃勻弦導演 

4. 2019 年 10 月 3 日南台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當一個人》黃勻弦導演 

5. 2019 年 10 月 8 日中國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機器人設計學院》劉得維導演 

6. 2019 年 10 月 15 日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歡迎來到肝大》陳冠廷導演 

7. 2019 年 10 月 24 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雛菊》余聿導演 

8. 2019 年 11 月 7 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阿公》劉晏呈導演 

    除校園巡迴，本活動亦發出新聞稿給台灣動畫相關網路媒體平台，如巴哈姆特進行宣傳，並透

過合作廠商所經營之媒體雜誌，以及計畫共同主持人與及聘任的大學兼任講師經營之網站台灣當代

動畫原創論壇等進行行銷推廣，如下圖所示。 

 

圖 11 「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於巴哈姆特與台灣當代動畫原創論壇宣傳 



參與之工作人員獲得訓練 

    本計畫招募人員參與計畫共計 13 人，包含 1 位大學兼任講師、1 位外聘展演活動規劃與聯繫人

員、7 位碩士班研究生、3 位大學部學生，所獲得訓練如下： 

1. 參與學生經由對臺灣歷屆各項動畫影展影片資料蒐羅整理，理解臺灣動畫動畫創作發展脈絡與動

畫美學，並熟悉動畫產製環境，並訓練計畫與資訊蒐羅整理的能力。 

2. 參與學生藉由參與 AniFlix 動畫平台規畫製作，學習業界專案規劃與執行方法，包含專案管理工

具、資料歸檔與整理、平台視覺設計等。 

3. 學生經由參與「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映演活動，學習活動規劃與執行，以及活動臨

場狀況應變及處理。 

4. 學生與外聘人員藉由平台計畫執行與映演活動執行過程中與創作者聯繫，學習溝通與傳達，以及

團隊合作與協調能力。 

5. 學生參與「2019 未來之星：遇見過去和未來」視覺設計、映演片頭製作與放映影片剪輯，學習實

務動態圖像設計製作與剪輯技巧。。 

完成之成果與應用效益與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之貢獻 

     本計畫實務應用效益如下： 

1. 建立一種動畫短片節目製作與網際網路 OTT 頻道播映的創先服務模式，為獨立製作和學校作品創

造價值。 

2. 從頻道平台的建置，成為國內動畫作品的重要資料庫，提供資訊，讓產業界、學術界、展演機構相

互媒合。 

3. 提供一個動畫創作者個人、獨立製作，小型映演的整合機制，孵育作品 IP，活絡健全本地動畫產製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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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演計畫亦如規畫於2019年9月21日於台北西門真善美劇院及紅樓舉辦首映與座談
，並與臺南南方影展以及新北市府中15動畫故事館合作放映。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
計畫相符程度、達
成預期目標情況作
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 □否



用參考價值　　　
■是，建議提供機關文化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
利益之重大發現　

■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本計畫推廣與支持臺灣獨立創作作品線上與線下方式期望在文化政策面向上提供
政府文化主事部門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