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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時把末草興起的第凹手:帥J唱革命 在背.l!t科技推波助擱下 已延續並

l屁股其~響力到人幫!祉會的各個1 活屑酌 . 1'1 1而臨個正是其中感貴品短的行

車之 ~ (LiJ(閥嶄新的作扎。由l峰已不 Ili iL: (1削揖~Jf串雌‘仔仔、立字與臨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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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捌霄 ，設他內容兢業人才培育敢策之研究及其階段性結諭 " 
揖正個人化的傳捕世紀正在成型﹒無且是地，電腦、電信，以及(QI煤車正是創

造遣一祖傳播革命的三個要角，其兩兩之11月1守前風結合的蓮勃體展 ，也正為

下值更大型的盟古預做熱身﹒

傳燭媒體

{影視出版】

揣冒/
電(i!

\多媒體出版

資訊網路

國 1 電腦科校、電佑科技興傅拾媒體1世之真愛~合〈本文變班)

世圈 l 可消楚看出近年來幾惘熱P!j行軍師多媒體出版 資訊網路和有

線1世棍，都是源自肚推動第四祖傳描革命三個盟內的兩兩桔古，而這些新興

行業的蓬勃雖展!也正描甜苦未來堅合資訊問捕的蟬闡述最﹒異業鹽古與歐

ttr 位神蟬的興起創造7市塌的新利基?也賦于神統蟬體新生命的要棚 ， 然而 ，. 
正 其中衍生出軒的間也也昂艷眾多( ii吋﹒在此科技睦宮 、臨妞匯晶的同時，祖

程設計單(如關單設計、視覺傳謹、應用英術等)l!I與(W描蟬體領攝相近(\年別

在媒體節目製作與帥連方而) ，相E堅合陸缸瓶(效宏大 ， 因此也1mλ7戰局.

如l國2所示，電腦與電信盤古的資訊科揖而進步再與阱描媒體視覺設計

產生典章盤古創造出了網路陶冊數位蟬個媒體製作、感知l設計網路

1m值服輯、人機E動 以及資訊設計等新興'iH壺 ， 而這些跨割層單rllJ的專研

成果轉將引頡人類社會全面進λ資訊時代的核'L、。

傳j措媒體/ 
\說:2

被覺扭，iJ
資訊科技

(屯:ßY~ + 電/2)
人機亢動網路j別怕1111紛資訊紋;lI

團2 傳j~媒體 資訊科往與不成覺詭計葉之真貫堅合可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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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位內容產黨的興起

說蝶體產單種展而言，先進國竄，日美國及日本，歷年來政府原本使投λ

大量的資源東協助聾界轉型與ßI慚產品的問妞，新興潛力曲韓國 加傘大

德國 印度等國近年來的買飛;拉車，也讀世人刮目相看﹒迫些國軍無不傾盡

全力來她佔數位蟬體造一祖21 也品已被公2咄咄月厚串聾﹒台禪蟬總單聾發展的

揖聞是在解嚴之後，但因酷扭扭規與經骨視野的侷限，數位蟬闖一直不:~圍

內蟬體設計單所專注。近 10年來，我國政府一直以快持賀訊輸體虛誰為主，

自 1992 年起，推動7兩波且對可「軟個五年發展對車上直至2個1 作桐， f，拜抽

有7政策轉向立E圖﹒歷經半年的諮i高興協調，終於在當年 11 月初為數位蟬

體內容產囂的種歷政策定劑，希望盟中國內產官型研各界的力量，共同馬發

展數位內容產業而努力 ﹒

在本主中，相對側身統的「類比蟬體J' r數位蟬帽j 可被定矗情 學凡

可來111 儲存處理傳楠、里現數位化實目仁主{制置蟬髓，皆稱為「數位時

開J ' 如E動多蟬帽、電子輯、電腦動函、網跆遊戲、數位電視數位廣婦等
曳J

(社二) . 經濟部工韓局對數位蟬體產單範圍的認定是將各類資訊紫材轉蟬為

數位內容，再藉由賣訊割輪之便，以提供個人、家庭，以及企業所間，學凡

iii 3:支竺三:2

JRiZLS故泣鬼2
且已liE 龜-L 昌年，

"“風3 數位內容產黨的範哺貪料到J:;i!fji : T.食局扎明91 用



79 

能興符古此定矗者 ， 前，可植列λI!位媒體的產聾啞間，而「數位蟬體內容置

車」則是聘指，以I!位媒體晶，直體之內容創作與網路服務的產囂，亦可簡稱

「數位內容產單 J (參見圖 3)( 'ii...:三) • 

數位內容產業人才培育政府之研究及其階段性結!a援朝實

二、數位內容產業的專業整合

放學樹種域而言，世位內容置囂的三個核心單單躍包括設計傳播 ，

以及科技，外加應用領揖即能成就監體矗囂的內涵﹒設計聘單提供了符合λ

穎追求要感的資訊重組與內容呈現 ， 同時也協助解快鼓應用領層的訊息傳連

及生活運用立問題 f彈指耳聾所提供的也是符合人類感官蚓覺扭曲的資訊再

盟與呈現，但內容輯蝠向訊，包文本的分析與組織，傳播草草對肚多元媒體的

特賢、暉用，以及其對閱聽λ和社會主化的影響，均有長年畢徊的研究成

果 科往海單主鹽提哄的是溫輯思維、展現'l'台、監合技術、傳輸服醋，以

及 r EnablingJ 的實踐潛力，科技應用改變的不只是設計工具與展現媒體，更

會改變工作流程、組輸單構賣觀管理、機揹文化 ， 以及產單政策﹒

設計、俾擋，以及科技的兩兩個疊便曲同先前面2所示，為便利讀者

瞭解，草書時原團簡化並加上數位內容的應用種壤，以國4表示出監位內容置

罩的核心專擇與應用領域﹒拉即設計與傳播的監合司產生蟬體製作、感如設

計等學梭 ， 亦可統稱為臨體設計學揖 傳惜與科拉的盟合可產主網路傅插

盟位媒體等等學風，亦可統稱屆科控化傳扭，A揖 i 而科按興設計的整合則可雇

主人機互動、資訊設計 網路加值服輔導學攝，亦可統稱為科技化設計學

揖 ﹒ 此外，若躍用主題是英語教學，英語與教育專業便睡融λ數位內容的設

應
用
主
圖
與
所
噶
舉
域

數位內容產業的核.~專業與應用領樹本文數理)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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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十製 1'1' 苦腫用主翹起文物典薇，藝術管理與圖自資訊，其領域的知識就須應

用肚其中 而應用主題若是賽車傳單，則休閒運動與遊戲理論將成為應用學

域('主四)。世位內容產業的三個核心再擇與應用前域，可以圖4簡示。

三、日、韓、制、偉等國的產黨椎動經驗

←日本經驗

日本在推動監位媒體內容置單早已間名世界，其中且以避戲機的體盟與

應用由自嘩品，如Sega即是學世間名的經典品碑﹒近年來，日本回府為了維

幫其全球祖先的慣勢，開始研權政殼，強力主持數位媒體產業，如日本由府

設有Tokyo Multimedia Fund(TM間，以體細且創意的世位內容產品，除7提供

最高7αJO萬日幣的投賀盒頓之外，並甜其輔音的行銷管道開創市場商峙。日

本曲府目成立Japan 0叩ta1 Contents Inc. (J DC)來主握著作權的保障間空品管

理， JDC以基盒投資回收的啦λ來製作著作權管理平台，經測試實驗陸苦可

行性筒，未來便以該系統來訂定評估著作構的價值﹒關船在監位內容推動方

間，日本政府亦肚 1990年協助成立了一家Creek & River Co 。該企司定位的

別扭經紀人的角色，創辦人即為一位媒體創作者，其成立位司的目的在加協

助自'1f'F古解決創作以件的問題，師資金、體行、行銷等龐膛的工作。 Creek & 

River Co 總位司設加單單，該位司將台間定位為亞訓務人的內容置製中心，

因此於2001 年 8月來台設立分企司，上海丹公司與印度的合作單位則蹲鬥晶

質代工生產， Creek & River C。在 20帥年6月巴fj)日本的那航速克股票成的

上市(liÃ) 。

ι韓國經臨

亭子計m首先將I攝取韓國的網路遊戲經驗﹒韓國政府肚凶年前即政單上

地認定程展避戲盟軍可以增加軟體研謹的尖端科技人才 並帶動起相關草跑

過設的成長，例如聶由寬割的!你控可以帶動起通訊網路產業，甜由刺攝電腦

的買揖以提升m腦的普及三位非﹒韓國政府首成文化觀光部來統囂避戲產單的

推動，並將其納λ文化產業推(，l，l t盟的一頭， 一方聞立示避廠為牌圓的新文

化 、 以扭轉民眾對避戲產業的負面有沾，另一方面則將東方文化融λ避戲內

容中 推間到開方市場去﹒文化觀光捕於2000年 12 月也成立 Korea Cultural 

Jndustry Promotion Ccnter(KCIPC) ， 自由推動監位蟬體產業 ， 並能快資訊 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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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朝霄 ，曾仰內容雄業人才培育級領之研究及其階段性綜孟晶 " 
施、控備、資金等多元化的資師給相關產單﹒韓國政府另制定法規，強制寬

頻業者播放 定比例的本國動妞，草書因肚紛紛開站將此創新計血付諸行

動﹒

牌團敢府另對避戲及監控位媒體產單提供了六大方向的主扭，但括協助出

口推庸、人才培育、技爾主躍、資金補助、商情提供，以及建立直草草槌聲

悄縛，其中與人力資ifji謹且有關的是λ才培育與控立單單基礎架構兩項﹒在

人才培育方面﹒韓國政府主串成立並經營世界級的避戲教育系統，每年挂λ5

至 10億韓荒草培育學生，並補助學生一半學費﹒除此之外 ，韓國政府自成立

四年制的Cyber University 學且學業亦擁有正式，三位﹒另在建立產單基礎架

構方面，韓國政府出賣鼓勵盟戲創業，並提供草草經曹的顧問j諮詢，以及各

類軸宵自蟬拇程﹒韓國政府不時國助地方機悄繆辦避戲鹿覽 避酷號聲，以

及避戲早日!動血研討會，並爛曲:一勵民眾參血﹒此外，韓國前府亦修謹以攝大

避戲開聽人才的服兵恆的數量，以活站直輩人才(社戶-) • 

~日拿大經驗

其玖: 值得國內參考的應該是1個正偉大的聲展經驗﹒加傘大的Telefilm

Canada原為 個推動電影電棍矗聾的財個法人﹒該組時知 19盯年成立，並

肚 1998年將「多/新蟬體」產業納λ組織車站，以因應資訊科技的高速聽廣興

普遍應用。加拿大政府通過Telefilm Canada實施管理717項的基金和輔導計

聾 ，其中但插 1986年設立的地點基金， 1996年設立的(有輯)電視基金，以

及 1998年餒立的書蟬體基金，目前每年挂λ的能輝費商連2億加幣(約合新台

幣46億元) .加~大政府在國內設置了 4個辦~利益，執行扭資基金血輔導計

宜，並捉1共財務主按及揖勵措施，削內容製作和市場行曲的資金補助等﹒駭政

府同時有相極椎動國際古作，在巴軍設有監制辦事處，興許多國家富定有合

作協定 ，t)協助加令大草吾與圈外古作夥伴進行製作、謹行‘行單等工作﹒

Im t，'l大政府通過Te!efilm Canada~J相棚里有提供7多朋輔助計鈕，如控

賀 融資、借貸、補助金等，以臨助業有製作、經輯、推廣體質的數位內

容，目前Te!efilm Canada 已協助了超過 12師也臨體製作人及 1田0多位導ií.îi • 

此外， Co-produclion 體已成為加傘大螺個製作的主要模式，除7可以擴大國

內外市場規懼之外它更是-I，j華資l!\宙的時方法 可 TeJefilm Canada晶質甘

路，這些 Co-pr吋uClion~ ﹒目前與加國古作的有 54個國家， 1998至 1999 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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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核准7131 個國際合作計宜 ， 總製作預算超過8.5億元加幣﹒造過道些古作

所革訂的協說，兩造共車窗棍、共創產品，例如赴對方國軍拍揖草聾作缸片

得車有λ且革設備捶胸手續簡便及關稅哩盟等互鹽1守遇。道些輔導措施雖與

λ力培聲並無直接的關蟬，但還過資金把注與國際古作，無形中創造了許多

具國際祖野的設計與行輸車才(li 老) • 

回憶團經瞌

睡國讀堡市原本便是一個蟬個重鎮，沿著芷伯向畔有許多圖告位司、出

版社 、 電視台、扭扭電台、電影工作室，直有禮子資訊和通訊工業的辦工室

研單 ， 自創立臨開車者在此直制嘻皮，盤醜謹盟市成為「研蟬體之都」﹒禮盟市

目前擁有 7 ，5曲多軍媒體企章， 7萬多名員工，其中世位蟬體企司便佔Tl 千

軍﹒全世界聶噩噩的媒體位司都將歐攔路點設在德國禪堡，個AOL的歐酬總

部、 Lyc個λ口輯站分公司， IBM美國現外單個創新中心也設在此﹒

與!JIU偉大#目前的是，為強力推動數值蟬糟的種臣，德國矗盟市市政府與

民間成立7 個半官方機構，叫 Newmedia@work ﹒其目標在使讀堡市成為數

位臨體之鄙，吸引全世界各大蟬體位司進監﹒ Newmedia@work設有四個單位

來國酌追隨既定的目標 newrnedia@office且貴情報輔繫， newrnedia@net且

實網路串聯， newmedia@network為 公會組織，負責提供商業主持，

newmedia@suppon則提供基金桔中小企單進行多媒體產品生產、技備研扭

扭用興服輔導﹒ Newmedia@work設立有一系列的贊助計啞，以提供在世設點

的新蟬體與官訊草書。該機構並於 1997年通過謹單多媒體單體展推廣計盟﹒

其工作重點為區騙行輯、實駿計畫，以及增強公共設施，如設立電子宙料宜

懊中心等﹒配合學校相關教育的推動，揖堡市揖持草原本在媒體設計的型莒

賣暉，再加上政府的強輯推動，亦造就出不少幢幢秀的團體位臨體設計專才

('主人) • 

四、國內數位內容產黨之椎動現混

基居時代趨勢、國際競爭、市蝴需求、直單轉型與體履帶因絮，主導協

助賀胡產業體厲的工業局自 2的1 年起有了甜甜土的轉變 ， 阱i抽由故持軟總工

輩的任務轉型的輔導觀位媒體產單 其中尤以數位輝總的內容煙草為核心'

的經濟部工單局「軟個五年推動，J、組 J 且ü啟動。陸經半年的Il!抖訪談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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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提嘿，連成7下列五明共識('主剋

H~l建置整體規劇的數位媒體智慧城之必要性多持肯定態度

(二激位內容置草應比照高科挂產囂的體展模式希望國府主導建立位共

設施、土地取得'"祖稅措亞等價鹽，使產單單鹿更具慣勢

(主創意人才是最重要的資產，培育及空航人才是政府輔導單界的重對

個做勵體質內容、異韋結盟，用政府力量協助建立世界性通路 ， 古力推

出國際組產品

但總由政府主導，結古世界級大闢控賣成立掀開賈輸室，提升軟體開體

與使用的效益﹒

資單會賣m產業情報中'"、許瞳予分析師指出 '111位蟬體末班的體展趨興

可分為內容形式與經營償式兩大方向 在內容形式芳函，傳統資訊內容的監控

位化與寬輔內容的東庭化是不變的過勢 而在經營模式方面~II有三大主軸，

一為緣上避戲朝害群多元化邁進﹒二為差異付費模式將為單界創造更多商

慎，三民垂直監合寬頻車者以創造三II(訟+) .許墮予更進 !fi指出，~音效

果與E動機制將是挑戰傳統蟬體節目內容的主力，而酸鹽內容也將成為國際

蟬闊的體展重點，內容產業牌運漸在國內抽頭並躍升為賀訊產囂的主角，置

也彰顯出控λ相關產業研究的品要性﹒

工業局對數位內容產業所揖出的體展願景是 政府希望將台轉定位為

r亞大亞蓋起文數位內容布場的樞紐 J '盟合科控與藝繭的力量，迅速帶動起數

位內容產業 ， 及其間過衍生性知識型服輯業的通勃哩庫(參且圖 5)(1且十一) • 

i租，

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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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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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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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

... i~宇

國5 t是位內才生產業的發展M司長(資料來dfj，:J.:~向 民凶 91 年)



訊
e 
司玄玄, 』

84 教育資料與國會倒!}! 第四十卷 m -Wj (Seplcmber2∞ 2) 

基本上?政府對國內數位內容置囂的推動揖略有四，一為創造充沛產業

人才的東源， 二是健全111<位內容置囂的體展環境，三馬耳植酷位內容置囂的

技備買力，最f主則是加強行銷以培植國際艘中》力(參見圖 6)(1主十二) .數位內容

是一個盟古型產業，需要六盟的創意人才與知識盟古，也因此在上述四項推

動報峙中 ， 主以人才培育乙項晶的盟里，對該產誰聽厲的影響也最為揮連﹒

的求對產業政捕的學理有更暉λ的瞭醉，以下車者將就「矗單政單」加以闡

述，並據以延且應用於111<位內容置單的政軍研擺﹒

?璽~-
2莒涓

坐坐盒集A芷
門叫岫f:o""" !r. "'1l-A. I.Al叫岫捨

.‘m:t1t肉 il l5. tr:.
(;:'I>> ..III.U"'$. 1I: ~皂...間，‘ tl.iU '
(~I.*..*， l闕 ，n'4A.lt 忽鶴" ﹒

，.且，‘..肉‘~A. &14_‘.街，同A .::. cc.*Al '
"的"...-'''II IIl I14II'色 f/ JlUt f-h
問岫州帥，、.'啥叫.'

也直主T
.11 "1 11( ;9 ."立

立摸口

風6 數位內容產黨的椎動策略〈資料來源 工業向民國 91 年)

五、產業政績興，由位內容產業政黨

「座車政揮」的個;'1!;.雖飲經常於政府主主輯、學術論文.!jI(報章雜誌中被

討論和沿用，但至今眸有專論揖出一套完盟的研究架構東討論其間的影響因

素，有些學者認為這可能開產業車站研究的種展壓史較短， ~尚無明確的目的

有關(紅十三) . 一敝人會將產單敢站定單為圖挂的「團軍對產囂的任何作為」

(社十四) .而狹聾的則將其定1\l為「國軍對特定產業之未來性車全球競爭力之

加強，以囡暐全球化結構性的改變 J (li 卡λ尸縱觀學者論點1全體現，產業政

輩的主盟慨倉皆以「政府」 臨出體點，並「以敢府配古著公植力調整自由妝

任市場經濟之機制. ii此增進'"壓抑整體'"個別產業的兢可勢力 J (江十六) . 因

此，產主政謂的制定是政府間以輔導產聾啞展與捉揖企業競爭力的主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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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輯對於產華政捕的~述常見於經濟學及位共政軍捍衛域 ， 較少的學術

討論出自於單產輩的層面與考盟﹒

產單政單所眉苦的層面相當圖憫，國內關於產提政班的研究，多半t 財

稅分析為主村支十七) ，並莒噩於中小企業產單歐盟的組變(祉十叫、捕時聯盟

{紅十九)、管理改善('主二十)、自11 :\\行為(，主二一) ，與國軍」較(批斗三)等﹒國外

學者對酷矗扭曲謂的研究，除考量區域性(註二三)草該國的全面性經濟草草曹之

外(社二四) ，大多針對單一主間進行研究輝討 。 個自新按術(社二蚓、 λ力資頓

(紅斗的 國際貿品('Íi-=-七)產業結構調鹽(拉二八)、產盟關係(重i--=-站、土地

及祖稅敢站(>主三十)、司|λ資金(j主且一) ，以及祖稅('主主二)荐自由包﹒

歪扭直撞聞單的實行範聞與分想方式針對不同的政單施行對象 ， ιt者

們提出7許多E異的眉法 林iIIl盟針對各鹿單扭扭1m相E迪結之關聯性進行

探討，並tJ Thompson對國家重要國捕的分類做為fj'(蟻，說明了產單曲誼與其

他重要的國軍政班之間的關聯性(參且圖 7) .抖動盟並進雪地指出產單政

策的內容往往面蓋了這些重要歐盟的部分惜胞，而造些措施也會空lHli響

(社--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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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7 產業政策與各項成笨同關聯閩{資料來源"動吧"- • Li!;闢 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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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動型綜鹽7各輩學者針對產單敢揮內容的諸多討論，將產單曲揖分

為 土地及祖稅政輯 、 能源政捕、人力賣血甜捕、資本盟單、拉備政輯、行

抽血單產業關攝政罩，以及產單結構調監政彈等八項研目，個國8所示

..她與經彼此處 人力資埠.u

產黨結織祠堂改革 資本成這

8.U像成氮 "街或革

圖 8 產黨升級此策之內容國(資料來源林Ih壘 ， 民國 88)

近 1 0年班，圍內 直以挾持資訊軟體直譯為主，自 1993年開峙，西府統

古經濟部工單局與實訊工單單展躍進會兩個機構成立小組 ， 陸闡椎動7兩期

的「軟體工單五年計ilJ (簡稱軟五計噩)﹒隨著銅版網路與數位科技的運軸體

展，政府為扭昇網路多媒體與數位內容置聾的快速種展，自 2001 年間站積極

研授多蟬個產扭扭動聽展計宜，為 r l!位內容置輩 J 訂定且體的體展方向與

施政軍峙，其中特別規翻了多項產業體展推動之旗鑑計盟，以期能盟中產官

學研各界的力盟，共向為自世位內容置聾的提昇~1體展出力，並打造台閣成為

2曲6 年亞太地區最具嵐模的監位內容設計製作中心、.經濟部工單局的提界里自

位內容產業的體展，並針對其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政府臨助推動的權展單略

與輔導措施，進行7多次學者粵東的會談，並巴針對產業的人才、環揖、行

胡間往南等鼓起，研擬7四個面向的推動單時，分別為 充沛產輩人才來

蟬 健全產業體展現境厚鮑產業拉術實力，以及加強行鞘以培植國際競學

力，具體施政捕時個最 I(紅三四) • 

林動盟監理多位FJ者對於產單升級的居法佳，歸納出8大領目和34分頂

之措施， !驅者做嫂此一 「產單升組盟軍內容」的分期 間將經濟部工單局所

研擬的 r ，皇位內容距草鞋展班時 J I~l以統盟 以為國內椎動I!位內容置罩之

政單研揖興定理論基從﹒表2係以工單局所限定的人才Jlll亞、技關 行割草

四大西班推動面向 做為分額增IjIJ並分別陳述其細研單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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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我國數位內容產黨之發展策略規劃(資料來，原 工業局 ， 民國 90年)

人才面(克MiJl樂人才) 環境面(健全產樂發展環境)

學校 Jll養符合產樂需求的人才 實體成立專賣單位

培養學生團軍視野的扭昇 扭立多媒體制投基金

企樂暢通在驗進修管道 興勵團際合作

建立產學合作機制 扭置多媒體產樂圓圓

t語外海外人才的引進 政iI! 制定獎勵輔導措施

國際合作粵東的問隨 級定相胡配套措施

建會立料?每外庫學者及教育俊俏的 信置起虛祖實?國數位內容產續發展自

政府 將盟體位制內容鑫樂納入國耐性 健全智財繼保撞機制

學告辭寶貴且多媒體比賽 司壓迫數位內容產業的祉會形像

輔導成立取樂人才培育機備

校街面(庫檔產建扭銜，實tJ) 行銷面(加強行銷tJJ告祖國際飯爭力)

技衡引進國外多媒體絢爛挂街 圍內盯定行銷補助教第

、，、F2乎i乎2 

引進舉辦國神亞新扭術研討會 建立產業總結與B事業分工

自行盟立歐位內容產集會1m照制度 國外 爭取與大陸場獎者的合作以進軍
大陸市

研發研單肺止盜版技術 鼓勵機並會協助樂者爭取國際代工
利用科專累積授衛能量

鑫學研合作宜流 扭扭海外據點

產黨分工以扭界專精枝衛能力 扭供圍內外市場資訊

表2 我函數位內容產業發展策略興產業政策分，寫本文整理)

資本政績

與 提供短期與星期的嘴金融通

產 引進海外投資基金

樂 獎勵國標合作

環 健全智蚵憎保撞機制

5克 1程建數位內容產業的社會形象

相 綴)i'級國數位內容產業發廈白皮在1
關 土地里租稅政績

政 數位姆"國同規創
策 圍內位共建設

產業進口設備的祖悅誠盟與金融性補貼措施

產業結1M調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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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供海外投資管道

扭供揖勵措施與祖梭嘎惠措飽晶其發履ìl1:tJ的企業

提供創業投宙的個稅優惠措施

矗草棚係政策

扭供企業合併的規稅優惠

訂正個闡辦法以肥，區各企業的兩場力量

r.r定'l'衡稅與巨傾銷稅以給符國學別的企'f直覺爭

能源政策

(數位內容置樂為一無污染、位從能之產業)

人力資椒政策
民l 學校教育的λ力供給

人 建立直學合作機制

才 職業由練機憐的人力供給

t吉普 建立海外學者E教育機俏的資料庫

有 海外人才的引進

惘 國際合作粵菜的明發
關

就樂服務的輔導指施

則"、'. 
政 輔助協揖勞資關係的各頃措施

軍 將數位內容產業納人國防位體制

舉辦數值多媒體比賽

挂術政策

與 產業分工以扭昇厚厚lì'il妓衛能力

產 輔助企業之研究發展

多農 幽調廠爾進行聯合研究

被 舉辦國神及新校術研討會

術 引進國外多媒體相關筱術

個 協助廠商取得國外各頤扭術扭扭
關

建立數位內容置樂的扭術扭煦制度

政 扭供筒品的檢驗傑址，

第 研發問止臨服妓術

利用科專累積妓術能lI!

活給產星科研合作宜說

與 行銷敵對食

1m 扭供海內外兩場直m

強 扭供帥恆 rli~錯l風險的邀險工具

行 盯Æ行銷補助政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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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建立產業總結與專業分工

個 II立國際品牌Jf;~的投資獎勵

外取與大陸獎者合作以進軍大陸市場

吹 鼓勵並協助業者中3取國愣{~工機會

東 盟iIl i每外領!!

六、數位內容產業人才培育政質之研究架構

在過λ21 世紀的背下，數位內容及E動服甜的應悶風潮 ，將帶動起酷位

經濟的體臣， 4C盤古的監位內容置車也將成的軒世紀的明星產囂 ，為資訊、

傳插、設計等相關申峙的結合帶荒種腥的新算機﹒陣J置蝶介的實酷與資訊科

技的創新，改變7使用者的實訊需求 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提屏，在基本生

存需求都能滿足之佳，對肚生活品質與蜈樂的里求自然也就相對地提昇﹒因

此，結合點位蝶體素材多樣性的電子娛樂產車正形成 股雄風，自射擊著良久

以來以硬體草x!l!!用軟體為主的資訊市場。在全球，避酷矗囂的市場規模已經

超越了電影工業的產值(li E..Ji..) ; 在台間 ，從上個世紀末開抽燃燒的網路避叡

熟，直到追個世紀都尚未悄盟，盟戲及本目1繭的數位內容產業道個曬大的市場

商機開抽為人們所高度注目﹒

直車要能掏瑾軸體展，時7擁有盧大的市場與商機之外 ， 矗業體展的成

助與否置牽涉到許多相關因素，遣包括7政府的產車前單、產銷環睡、資研

單組、相關領t草莓華人才培育的配古，方能成就串功(iL三六}﹒誠如前述，敢

府對世位內容置囂的推動策略研提出四大面向 一的創造克沛產單λ芹的來

源，二是健全產單體展垠纜，三是厚植數位內容置囂的技lli實力，第四則是

加強行輔以培植國際競箏:tJ.而其中，人才培育是一項對數位內容置矗立艘

字樓軒的時成，具有決定性與持闡力的重要因絮，也最頌要控λ{.'力來研

究﹒因肚，草書以人才培育為主軸，將產單政軍以及其他相關前向視攝週盪

因紫予以探討 也就是說，以λ方培育為主、相關的取現、技衛、行輸等面

向當作育成人才培育的養份，建構出一個完盟的產草人才培育研究單楠，以

為國內數位內容置輩提供更有關系、也更完善的研究基礎。

本立所探討的主間為數位內容置揖立λ才培育曲暉，因此在聾2 的fIi!其

鞋無關i型的能甜歐盟(因數位內容產車屑一無再睡、{區提能之產車) ，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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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單中間點位內容置單智麗捕時草人才培育面向關聯性較I!\的施政措施(如

退休λ力的引醋、外措持工的引進等) ，本主將暫不討論﹒圖9是草書將表2的

資料圖阻化，其中所監蝦的即為，以人才培育為核心，將其他政單面向視為

週過Ifj響因素，兩兩相壘者為各政揮面向相E影響並具有高度關珊的政盟內

容﹒肚外，在該此研究架構中，產業λ才培育的面向包括有學校聽宵企

單培訓、海外賣暉，以及政府相關政單定等四個部分﹒

rJPmwaJF 

產車環境

產單挂術

產土業「產結地構難及資忽調關本稅重係政政政政策策策策技備教!l! 技贊建衛煦立人制才度
盧榮λ才培育

健保全護管機財制續
人力資源政策

學企校業海致府外 ，祉食重且會禮喜形集體象

產單行軸

行銷政策

團 9 ，之國教位內容注1世人才培育政策研究集在你拿文數理)

在敢府積極推動監位內容置囂，並有計制地蔚藍單提昇與歐攝制定而野

力的同時，本文以人才培育情前為核心，融古健全的產單體凰環境、厚實的

產韋拉術賈力，以及強大的國際行輯競爭力，以充沛矗單的專業人才 ， 為數

位內容產囂的種展與揖昇，建構出耳聾且具體的研究聲梢，有體系地研究影

響該產單單揮撞的人才培育且提倡﹒車者相信 ， 人才培育雖不苦讀現改善及融

貿關赦 般有短線的咸鹽，但世蚓識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人力基礎下手，才

能協助政府與產單將跨越走越晨，也越走越寬 I

七、I'i位內容產黨λ才培育政第研究的階段性結諭

筆者經常將「酷位內容置單 J 的內福比喻成曲風發的過程且其影響因

素風箏暨妝得高，用得厲聲，必須具備有骨架遮面、要補設計、內容創

意、施放技繭，以及環境助均等五個要件﹒棺對地，數位內容矗單的成功也

必、2頁仰輯 種實的骨串連置，個世位蟬體的基礎工程、盤古技街、展現平

台、資訊系統、蟬體特性等﹒數位內容的設計盎然也讀要完聾的感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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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視覺傳迪、聽覺得動觸覺感覺、嗤扭經驗界面設計等. I盟位內容的設

計更須要有奔放的創意，如主題研穎內容揖括服葫創新資訊設計、 E

動機制等﹒數位內容置單單須要有精良的經營管理，個前胸視野、國際告

作、跨車經臂、聲音個能、資觀管理等﹒數位內容盟關產車要能蚵蓮勃智

麗，如軍要產單政躍、產銷環境、直插盟組、拉闡研韓、 λ才培育等項揖助

力的配合 ， 方能成就車功(紅三七) .實訊技闡感知設計、內容filJ!i!、經曹管

理、產單政暉，遣E個要項不{曲直睡著Ii位內容置囂的人才需求，同時也指

出了該產提研究體展的重點方向﹒

興單單古與塵世位傳朧的興起創造7市場的新利革，也賦予傳統媒體新生

命的幫機，然而，其中衍生出新的傳播問姐也為酷眾多﹒迺些問翹不只限於

因賣訊商品化和科技鹽吉化所產生的產單結構基層聖化，更值括7上層政

經、法律且λ立面的變革﹒正的同上述， r數位內容產車 J 不單是科技的研盟

與暉用，也不只是視覺草率街的世位化表現 ， 其iií咱還應但括 蟬體設計、經

營管理，以及產車研究等多面冉的說閻盤古﹒迫與國內一曲所認甜的多攝制

醫構有所差距，圍內目前所認甜的「數位內容J 大半部只是革中在多媒體設

計單科扭藍衛監吉的狹蜢概念﹒筆者期待，眾人一方面能對數位內容置單具

備更深λ ，也更重觀的視野，另一方面也期能分別掌握自層樓勢，在自己由

擅長的部分好好經營體練，為厚實點位內容矗單而共同野力 l

以下豈容者鐘就長期為世位內容產單提供鹽盟暉峙的顧桐經驗，以及近一

年東為故府推動該矗草成長之諮詢建言 ，以上述之研究揖構為基礎，彙監出

自世位內容置華人才培育政軍研究的階段性結論﹒草書將以 學校教育、企韋

培訓與研鹽、海外資額監合，以及政府政盟等四個要項，條列簡關﹒

←4學校教育

l 專科高輔之相關教育可定位酷技術帽蟬

可專注ttli位蟬體設計軟體以及多媒體網路拉甫的開動-

2 大學相關教育可定位於創E與協同

可以培育內容創作與網路服務的創軍λ才揖主軸 ，串連於設計與資訊之

隨同，並輔修f~擋 車專挂肚傳播與資訊之協間，並輔體設計﹒

3 研究所教育可定位於盟合與管理

篩選出具世位媒體各哼!個棚背景草賈輯經艷的人才，培育其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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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古方法、經曹管理興敵軍法腥的聘單個能﹒

4 學校教育須特別注重學生紹智晶宮的能力cûlJJl:撤韓、應用，與管理) • 

5 學校軸宵揖隅別注重學生國際視野的提升(國際級作品的觀摩與評論) • 

6 宜鼓勵半生多參與國內外iIl位媒體設計比賽 1 但切不可扭曲學校正常

軸育以全伊順應比賽取向與評審喜好，

立正E遍真培訓與研單

l.i!!'業應對學研鼎的生態有更擇刻的認識，並對產單古作的機會與障礙

多所聞解﹒

2 產車宜多提供在EJ學生工讀丑事暑假專草質習的機會， 一方面司講學

生即解揖正的實務運作，二方面亦可星期為企司儲備暨培育人才﹒

3 政府應協助企盟成立聘單的人才培訓機構，並須技揖正耳闊的學者E琴

家盟有理想的軸宵睡惜東協辦﹒

4 培訓幢構應辦理更有效的培冒課程，如背輔會資訊科技第三海矗立培

訓償式，便扭曲合應用以培育跨祖嗤之內容創意企劃人才﹒

5 產官學研各界(l!盟古力量，積極為國內的盟員位內容置聾辦理中高階主

智的培訓1 .

6 考量產品和服務的市場規模，圍內廠商應積極開韓國際古作海軍，聶

以拓展員工視野，吸收設備經驗與經營佇銷立個能﹒

7 企業除了軍握關鍵控樹立外，還須對內容素材的來由多所開創，並對

蟬體聲古設計與屆亞表現，擇λ研究且進行多元開體﹒

8 考盟東方社會體系之價值觀以及置單迅速被認同的頭益，至會主市場的

數位內容產品可值置苦力肚教育與嫂聾的相關議題﹒肚產品研聾的市場考

量，亦可與學校教育 、 企單培訓和直學合作之各項措施，密切配合-

9 政府應提供適當賀暉，以協助蟬良廠商草輔導有潛力的研體團隊，促

成技繭的更新興提升﹒

10 現有以資訊軟祖祖國商為主體的且會和協會應予以適當監舍，將零零散

的團體革中起來，創造有敢協助廠商與政府擱置，以及與海外資輯結盟的力

量，並共同推動監位內容相關矗囂的聲體體腫。

JJ 瞳位內容是個與型的油路經濟產囂，企業及屁單應有建設相識管理

體系的規制與落實之道，並研擬制訂出輔助協調勞資關係的各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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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海外貿源監古

1 創意與管理目前會是甚灣產囂的禮興， 在引進海外資輯時泊、血耳注於

肚，以極大與競爭者之間的距離﹒

2 跨國文化與目標行銷人才的積極培育，躍該成為政府協助產單引進海

外資辦時，男一項1i1注重的要輯﹒

3 政府曜協助也立海內外學者專車間軸育機構的實師師﹒

4 國府暉儡助直將國際著品的觀作團隊來台穆辦系列祖講並 111l!J1

~
甘
心
可
几
句

workshop . 
5 政府應協助定期學研多元化的數位臨體博覽活動(festivals) ，以引進國

際著名之數位內容產品與服醋，聶展覽以觀串串習，很升產品創作與直車經

營的眼界 ﹒

6 在WTQ的大架構下. i草思考並規æ盤古大陸人力與華材資源之道﹒

7 企單若有餘力，可體先扭賣國際組的科技媒體lj!單，以就近觀察，並

將所得轉化成為自我創新的原動力﹒

但聽府股東

1 政府應持續將數位內容產業視為提升台閹經濟實力的臨時性產業，位

數位內容產品來車轍消費，以帶動起過過軟硬體產囂的草制體揖﹒

2 政府躍華隨於先前推動資訊軟硬體產單的成功經驗，有制度地協助並

獎勵酷位內容置囂的科技創新 但過去的成功經騙不曜戚為「尾犬不掉」的

包罰單，睡在確定彈力方向之佳，堅定地輯中全力以狀持動{立內容置單﹒

3 考量產品互克服醋的經濟規艘，我園里空位內容產單必讀胺眼國際，將東

方社會特有歷史文化的內涵興表現，充份應用並創造特色 • tJ祖大爭取國際

市場的版圖﹒

4 設llll!位內容產業園區 ，整合資輔並捏供位共設施，以降恆個別企囂

的重團投資，並擴大實體資輔之多元應用所產生的綜姐﹒

5 政府暨產單可考盧椎動建立數位內容置單之證閉制度，開準執行以刺

曲創造捕賀他的控術嚀才(此尊指非世lj!創軍企劃的搜捕人才) • 

6 政府暨產單應定期學酬多元之寶貴位內容創作比賽，建立壘肯定的理才

機制與專車權威，鼓勵並獎助體秀人才扭λ監位內容創作與相欄枝捕的研

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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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位內容創作比賽宜1青海輩人士規劉內容，並慎置評審以求位平位

正 ， 學生組賽車司蘊車再專車出任評審(單避免由國內學者摺任) ， 而單界的比

賽暉開「國際標」﹒溫聘國外蚓名人士措任評審(可配合其他計直在同一時期

間，盤古力噩噩聘來台，以提升盟體規益) • 

8 應將I!位內容置車輛λ國防世(草替代桂、科扭扭等)體制，在政買面

鼓勵If秀的青年學于積極投λ ， 以活緒產單λ才之供給﹒

9 健全對自世位內容旦實訊整體產量之智慧財產權的悍種機制，並成立法

葫諮詢協助機構﹒

10 建立艷位內容置單的就單服務與輔導機制，以突酷目前產單需求與單

方供給的嘟結陣曬﹒

11 設立世位內容置罩之創扭基金，以協助世良廠商融通﹒

12 各類計噩專車都讀矗聘過任的評審﹒位自十噩草草草之性質而定﹒打破

目前以學術悔威聶唯一考量的評審制度，撞立以「市揖1J J 厲指標的具顛評

審方式政府各類書託計置之審查，暉磕置鹽1青海外粵東揖任評審，部份亦

可考曲由單再主管、單再推庸之學者專車，草由揖正盼解輩界的學者搶任﹒

1 3 主單單位庸置滑過任的顧ro'團以提供正確而前晦的諮詢間且，不宜將

過往扶持資訊軟硬體的任車經輸全盤轉移應用 主Z哲學位醒視酷位內容產單

為一臨體工聾，而非資訊設衛產車，此一觀點將會左右政臨的研輝與推動﹒

14 主單單位內部宜擅聘具數位臨體設計專車背景的人才 ， 以協助聞單之

周全規劃與積極推動﹒

15 甜府可臨助成立酷位內容置囂的位會和協會，給予適當的研體補助，

將產囂的智能轉化成國軍政鍛推動的主持力盤。

1 6 故府與大眾媒體應協助酷位內容及相捌產單(組網咖)社會形象之重盟

與但裝，目前圍內鹽個社會價值體系對數位內容相關產聾的體且有很大的關

礙﹒

17 對甜I!位內容置草之名而經營的不法企囂 ， 單精準立法並盟格管理-

1 8 政府醒目將跨部會但相關的計噩 ， 個教育部的聲位學習 、 國科會的數位

典醋、新聞局的世位媒體，以及文通會的創聶士化產單H直等 ， 加以溫度盟

古 ， 以盟中賣暉 ， 創造實績-

19 待時慢成熟時，盟問應國助單界建立國家產囂的形像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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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朝雪 ，由他內容P歡樂人才培育政隸之研究及其階段性結.. " 
20 盟新思考國軍資訊基槌迪拉的意謹興起宜，創造一個能讀點位內容產

業健全盤展的環境 ， 並缸中孕育出不亢的專業人才﹒

八、再談促成數位內容產業突破的學域聲音

本文第二節巴針對「數位內容產業的單單單古 J 做過陳述，基本上，雖

位內容置單是由設割、傳冊，以及科扭等三個核心專業 ， 再加上各個應用商

風所組屁﹒因本文所探討的閱讀題是「豔位內容產業人才培育政捕之研究及其

階段性結論 J -學校教育是人才培育的大宗，也是LI!曹產業較擇適的一部分，

因此，以下車者將就上述設計傳摘，以及科技等三個專章，在台灣的教育

體展略作說明，正本滑暉，以利陸續更深刻的研析與體風﹒數位內容置葷的

三個核心思革分別紋屬胎視覺設計、傳插蟬體 資訊科技等學壩，圖 10叩簡

述道三個學騙的體展與盟合(社三八) • 

被世傳連扭扯

膳川警術

工研設計

影做俾婦

伽總被清算

大史拉姆總

電視~婦電影

新間傳楠

傳桶管理

廠倍伸縮等

~ + 

食品JUft.

資訊管理

資訊科學

電機工輯

工問管理等

直J~I~ 字已
| 數立岫你的容創作與制的服務 l 

國 10 數位內容產業總心專業學成的來源典雙針司長文整理)

由國 1 0百T捕 -11位內容置囂的恆心專車實際上盟古7視覺悼連設計、I!

鬧聲備 工商設計 、LI!像博播、祖聽教育、大*蟬體、咆視厲措咀島、新聞

傳描傳描管理、圖告傳措資訊工程資訊科學資訊管理、咆懺工程 、

工商甘理等多元的學風﹒因間幅所限 叫下誰就設計、時體與世位科段等三

個教育頡域的單展，略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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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t，t教育

我國早期的設計較宵係由連串設計為主導，台聞光很f主才有空間設計、

工單設計、藺草設計訓輯、視覺俾連設計的科系陸續成立。 般而言，國內

的高中織的設計教育較幅重於枝繭，大胃院校則以理論應用為主，而研究所

階段更重視設計思潮、人士哲理、心理社會，以及經營管理等內涵﹒近年

來，因為數位科技的強軒興起與大盟運用，不懂讀畢捕創作得以眉為流傳，

更值得作單流程與設計理念產生7莫大的樹馨。值曾多數的設計內涵與原理

不會因為科技的導λ與應用而柚推翻，然而，科技的體展開設計單術帶λ另

一個全新的世界，讀λ們庸置前所未有的問覺感官卻是不爭的llJ賈﹒設計艸

開曲大量使用科技網路設施，運漸與傳播蟬體鹽古以拓且應用層面的組勢隱

然成型﹒而設計教育的國應盟盟與蟬型也勢將在所蟬亞﹒

t陳祖教育

蟬個多屬胎fWI置教育的頭，如大躍躍體、電視圖冊新問俾描、博描

管理埠，特別是近十年囡數位科技的導λ ，蟬體教育也矗生了巨大的變革﹒

閉著各領蟬懈的區吭，擺個教育運漸朝向打酷傳統媒介的分野，朝向實訊俾

捕「共相」的方向邁進，其中立以數位蟬體內容設計人才的自度缺乏，而有

積極培育的共誠。媒體教育學者位認. r內容設計與規制能力」 、 f科扭蟬體

特性的掌捏與禮用能力 J .以及「呻J瞬間聽λ特性與需求J 是未來傳播耳聾λ

才最溫要盤成的如能，還顯示出蟬體、設計、點{立科投惘E盟古的必然趨

勢，也更凸顯出本研究的重要性﹒

l'õ1J/位科控教育

雖然酷位科控的相關教育大多都以工程控術的體鹿為主 ， 但近年來，科

技B!用的面向越來越眉，不論人頭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均脫離不7罰求懼和l

草品質而導λ的科技應用?其中設計與媒體界便是明顯的例子﹒就迺些固有

頡揖而言，資訊工程與資訊科學運漸偏盟咀腦與祖訊網路的研究，資訊甘埋

著重於多元資訊系統的閱讀，部分的咀闡工程也開向無線通訊的體展，以及

越東越多的科技企司也但使工商管理學域轉而重視科拉管理的研鞋等等﹒世

位科技相關軸背道漸WI向網路體展 科技整合，以及多元應用的方向大步邁

進，是一個非常明細的揖勢，也紛紛落實醉品大學的相關早早軸宵之中﹒

監隨著叫捕媒體 資訊科技，以及視覺設計所鹽合的監位內容產業運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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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攝學之妞，下一值的學瞳體會已隱然若現，肚一趨勢將納λ更多元的科

技睡用與社會科學的內涵﹒革者頂棚，以內容研體fi重心的「數位媒體內容

創作與網路服輯J 將加擇其學抖的血!宜興厚匪，並慨大其應用範峙，槌聲祥

的呈現走向互動環境的經驗感堂與資訊服研﹒目前可以思考國預測的盟古面

向有二 其一為科按面向，包括機械控制、光電感醋、生物科技等 其三為

經營面向 ， 但括企單管理、國自賀喜l 、軸宵科授、其他生活應用科學等﹒其

盟吉內涵分別簡陳如下﹒

H機械控制盟吉λ酷位媒體的應用主要在肚對於蟬體內容承敵之數位

設備的機關設計，與其所處之E動項境的自動化控制

(耳光電感腔的監古應用在肚 詣JlIJ光電感躍~I蝶體承敬之獸位設施和其

所曲E動環嗤之起動與控制，以及應用光電科技胎E單位蟬體內容創作之寶

路，甜點陣科投設計與立體壇祖節目到作等

扭住物科技盤古入監位媒體主要是 晦用使用者的賀科輸λ以個馴化其

媒體內容之恩曼和開醋，革者是虛躍出不同λ額及其他生物的害製化

(customized) 感應

個)企單管理盤古λ數位內容置軍主要在胎 I!'l位蟬體個別企輩的專車流

程、直觀盟合、組轍管理、時車經智、直單政捕，以及聶銷項境等等

恆圓白資訊盟古λ的主要應用是 聽揮圖自資訊學固有對青訊組融、資

訊儉索與fli醋、資訊設計、印刷出版、文物典醋數位化，以及官訊資源甘理

等w.~鞋

制激育科技整古λ數位蟬個主要則在於， ii描述之考量東方社會價值觀和

iIJ!.草迅連被認間的體益，點位內容產品可儘量苦力酷休閒與戰軒的相關議題

上，教育科技學層所團長的視聽蟬體電腦輔助學習連距數學、人機互動

設計 人才培育等，均對追悔蟬的觀位內容置製有相當程度的助益

(七淇(也生活應用科學聾古λI!'l位蟬體的內容創作 即蚓間前述 ， 若應用

主翹起草草博寞，開l休閃過動與遊戲理論將成為暉用學風 若躍悶主間是生

理健康，則須應用主1)醫療保健的學科內涵 若應用主間是烹飪調理﹒車曲烹

調回1)將為應用的主體 I!'l位內容產業的蓬勃便是要lHlllJ較材的介λ興引

出，任何 個生活應用科學與數位媒體的監合 ， 都將為數位內容置車把注活

水JR.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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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語

無論互異的領蟻如何盤古及創新，監位內容農業的體展部也須回歸到

「科控蛤路來自人性 J 以及「以顧客昂先 J 的理念，也就是說，任何市場的創

輯部要以空軍為產品車服輯的研體核心﹒吾人盔、須鹽世關心「創作者要買什

麼? J 推遲到關心「使用者要買什麼 ? J 新一誼數位內容的異車鹽古將但使

綜甜的柚區體揮，也將是推進人類歷史目-;J:.土耳咀典的原動力﹒多元聘單

的盟古對產業體展而宮，既是一種危機，也是一祖轉機 對矗草λ才培宵而

言 ，那更是一個單大揖轍 ，畢竟提工單革命以峙 ，強調轉輩分工的概念早已

深植λ4、.要因應此一機會與揖戰 ， 研腿一賽完備種良的人才培育政單是有

其4、型的，站如前述，直囂的人才培育政單;Ø、攝從學校教育、企業培訓與

研鹽、海夕1 直觀盟合 ， 以E甜府政蟬，多管齊下，才能睡致最完善的對果﹒

本主並非一份具標准結構的學術型研究報告，卻是宮會者沒種在數位蟬概

與資訊傳抽領域之產官學研各界+數年的心得分草。它是一祖祖碑石 ， 希望

1 藉此引種更多的討論、曲辯，與研究，讀置一塊美麗新世界迅速成型﹒「獸

位內容J 之創作、服輯、應用興管理的裡緯度與鹽合性 ， 須要更豐宮、更多

元的觀點注λ ，盟者在此說摯地呼筒，擴大軍共同為塑造並賦予它噩晶的高

度生命的厚度，以及血脈的熱度，再加一把動 l

後記

本主初楠曾分別於4年年 5 月 18 日在世新大學學辦立資訊傳播學備研討

會，以及6月 6 日在國立台畸重每街大學學醋的睡用蟬體暨動噩噩術理論與實輯

教學研討會中體壘，承單多位先進和與會聶賈斧正，筆者將諾此寶貴建議輛

λ原土，體正後正式於期刊體表﹒筆者希望在此特別嘩謝鬧場研討會當天不

喜指艷的海軍學者們，也要曙謝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碩

士生掛蘊官，在資料蒐血與協助分析上的幫忙﹒

附註

事主- !lt朝雪， (數位媒體發展下的傳燭革命卜圓際繞他. 21(民國s9

年):36-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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