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置4K影視特效後製中心 

▲4K影視後製中心開幕式

開南資傳系資源到位　產官學合作培養未來專業人才

文／甯婕

位在桃園市蘆竹區的開南大學地處航空城、鄰近桃園

高鐵站，搶先預見產業趨勢以及產學人才培育的缺口，開

設各式特色課程。

看準文化創意產業的前景，開南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於

2015年與全球 3D 設計、工程及娛樂軟體領導廠商歐特克

(Autodesk)公司一同攜手，簽署「臺灣4K影視特效後製人

才培訓」合作備忘錄，並加入資策會與業界的能量，針對

動畫特效及後期製作產業，共同產學合作計畫，強化數位

內容產業競爭力，培育臺灣4K高階影視後製人才，緊握全

球電影特效後製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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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資傳系系主任鮑惟豪首先提到，繼第三波「資訊產業」經濟後，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第四波」經濟動力；特別

是金融海嘯後，全球華人靠的不再只是經濟實力，而是各國文化的創造力，亦全球文化創意產業趨勢，10年來亞洲國家外

銷額成長驚人，顯示以亞洲發展中國家，推動創意產業已有顯著成果。影視產業後製人才需求更是求才若渴，要如何鏈結

學業界間的差距，並考量產業界對人才之質性，縮小學用落差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為此，以特效後製為特色發展的開南資傳系便協請資策會合作建置「4K影視特效後製人才初階培訓基地」，結合學術

研究或課程教學，將相關設備提供企業、學術機構、其他社團或財團法人及參與師生進駐使用，並也期望吸引法人在開南

大學設立研究中心、教育中心或研發單位，來作為學生三創 (創意、創新、創業) 園區，提供共用創業空間，引進輔導團

隊。

未雨綢繆 導入產學合作思維才能帶動產業升級

台灣戲劇節目產製時數逐年成長中。戲劇節目為主要外銷節目類型，在電視節目製作規格中，電視製作業者及電視頻

道業者在戲劇類HD規格上較去年度調查也有大幅提升的趨勢，海外市場已全面要求HD產製規格，加上無線電視業者因應

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搭配奧運、亞運HD播送，世界杯足球賽4K播放，大幅增加高畫質頻道播出節目之數量。台灣面對

2020年日本8K、大陸南韓4K播送的政策推動時程，電視頻道與節目製作業者，已經在設備規格上進行評估，意圖加緊趕

上。

全球競爭時代 學用合一才能打造競爭力人才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台灣主要類型電視節目製作規格（時數比例）
電視節目製作業者 電視頻道業者

HD SD 類比 HD SD 類比

戲劇節目 99.81% 0.19% 0.00% 90.05% 9.95% 0.00%

綜藝節目 66.67% 0.00% 33.33% 20.27% 10.61% 69.12%

紀錄片節目 94.23% 5.77% 0.00% 100.00% 0.00% 0.00%

體育節目 - - - 75.76% 24.24% 0.00%

新聞節目 - - - 43.62% 49.48% 6.90%

教育節目 100.00% 0.00% 0.00% 39.46% 60.54% 0.00%

資訊節目 46.30% 53.70% 0.00% 21.00% 38.99% 40.01%

兒少節目 95.76% 4.24% 0.00% 55.69% 44.31% 0.00%

在未來4K畫質之電視製作與電影內容人力持續不足，相關影視系所的未來仍有成長發展空間。在影視產業領域中，後

製/特效人員為需才最為殷切之一環，包括電腦特效及影像合成製作、特效技術研發等，不僅需具備電腦圖學程式、特效

合成應用、特效視覺美術、VFX特效軟體應用等專業能力，其培養期間更需要3-5年的時間。目前我國大多停留在SD/HD品

質，無法與國際主流4K畫質銜接。

警訊! 仍停留在SD/HD品質

Pre 

Production

•Planning

•Location

•Story Boarding

Production 

•Shooting                       

•One-site Editorial

•Shot management

•On-site grading
Post 

Production

•Off-line editorial

•CGI creating

•Shot integration

•On-line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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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打造實作教育環境，資傳系鮑惟

豪主任於採訪中提到對於「4K影視特效後

製人才初階培訓基地」計畫構想，有以下

幾種目標：

一、培育種子教師與特色學程
「4K影視特效後製人才初階培訓基

地」導入臺灣歐特克原廠專業講師與上奇

科技的高端技術人員支援，培育校內資訊

專長老師轉型為影視特效後製種子師資，

並藉由實務專業技能的精進，洽接產學合

作機會、籌組產官學聯盟並強化實務教學

深度。

二、創設影視後製特色學程
透過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協助，

廣納臺灣歐特克原廠教材，針對既有資訊

傳播學與數位電影等影視特效後製相關課

程，重新規劃課程地圖與編制教材，創設

影視特效後製特色學程，獲取原廠對課程

認證。

三、推動學習到就業無縫接軌
讓學生在學校就能接觸到與業界相同

的專業設備，透過跨領域學程安排，學習

到目前業界最新的產業相關技能並獲得認

證，縮小學習落差，同時強化學生就業的

競爭能力，達到學習、認證、實習、就業

的無縫式接軌。

影視後製產業
人才養成斷層

Video Finishing
NONE

VFX
Max/Maya/After Effect

3D Modeling
3ds Max/Maya

4K影視後製中心計畫推展架構

資策會

•數位產業推動中心

•數位教育研究所

影視後製產業
•台灣歐特克公司

•上奇科技公司

開南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創意產業與數位電影學程

台灣特效後製

發展策略聯盟培
育
符
合
產
業
需
求
之
影
視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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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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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影視後製

在職人力

建立新創產學

合作基地

課程

產學特色學程規劃

產學共同編制教材

原廠專業課程認證

學生

修讀特色學程課程

專業認證與企業實習

無縫銜接進入產業

教師

參與種子師資培訓

提升實務專長技術

深入教學培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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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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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之
影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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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學

官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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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時實做&案例 (對於不同背景教師也有以下策略與進行方式) 

教師屬性 策略 進行方式 未來可能場域

原已熟悉非線性剪輯之

影視製作教師
深化

深入了解新一代4K影視後製與3D視覺特效技術，進一步提升

專業能力

影視製作、後製公司、教育

訓練機構

已熟悉3D動畫技術之教師 綜效
學習將3D動畫技術轉換為3D視覺特效技術應用於影視後製過

程中，發揮綜效。

後期製作、動畫公司、教育

訓練機構

已熟悉前製、製作期之教師 延伸

如熟悉編劇、導演、攝影、新聞等，但未熟悉現代後製技術

之教師，藉由增強後製能力，並與原前製、製作專才結合，

發揮全面性影視製作能力。

電影、電視、廣告、教育訓

練機構

非影視製作之傳播、

藝術、設計專長教師
發展

藉由該類型教師原已具備之良好之藝術設計背景，易於發展

以視覺為基礎之影視後製能力。

電影、電視、廣告、教育訓

練機構

具有資訊背景能力之

非影視專長教師
擴張

鑒於4K影視後製工作，大量倚賴資訊科技工具，傳統影視製

作教師較難熟悉與適應，然對資訊專長教師，易於掌握資訊

工具，在視覺藝術上增加訓練後，甚至可以其資訊專長開發

後製特效模組或其他視覺工具。

後期製作、軟體產業、教育

訓練機構

其餘專長教師 應用

藉由熟悉4K影視製作工作，教師可結合原本專長，諸如人

文、社會、歷史、科學等將其專業知識，應用影視方式製作

傳播，可為教育目的、亦可以是故事之題材，增加教師未來

工作之豐富性。

電影、電視、廣告、文創、

教育訓練機構等

發展第二專長教師 轉型

部分喜好影視藝術之教師，但過去未有機會學習，可藉由本

計畫發展第二專長，在不影響原教職之情況下，逐漸轉型為

影視製作教師，甚至轉入影視產業發展。

電影、電視、廣告、文創、

教育訓練機構等

四、培訓專業種子師資
為了讓老師徹底了解業界從「影片剪輯」、「特效合成」、「作品成片」到「輸出」的完整作業流程規範與製作方

式，期使老師可以結合自己原先的專業概念知識，利用小組三四人的專題製作快速融入工作流程，並進一步扎實完整的後

製作業流程。 

(2)進階課程

以三階段培訓時數規劃(共64小時) 結訓後頒予原廠師資結

業證書，詳細課程內容如表所示。

36小時入門:Timeline/Conform

24小時進階: 3D tracking 

(1)基礎課程

A.非線性剪輯軟體(NLE)：Premiere Pro, Final 

Cut Pro 7, EDIUS

B.特效軟體：After Effects

C.3D軟體：3ds Max, M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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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資源到位 從專業培訓到創新育成
目前開南大學現有課程/軟硬體電腦包括Adobe Premiere Pro(剪輯軟體)，Adobe AfterEffects (後製特效軟體)、Nuendo/

Cubase (配音、配樂)、DaVinci Resolve(數位調光 調色)、Smoke (剪輯特效)等軟硬體設備；為持續提升本校影視特效後製能

量，校內也已投入300萬元經費打造iMac教室，並於104年8月完工。

 Autodesk Flame軟體集合了經過 20多年影視生產與實踐所需的可靠工具，為從好萊塢到全球的廣告公司提供全面的視

覺特效、校色和剪輯後期完成解決方案。此軟體為使用者提供超越客戶期望所需的創意控制能力，同時滿足廣告、音樂視

頻、故事片、長劇、電視專案與4K、6K、8K電影的產值要求。因此，為符合業界 4K 工作流程，開南大學校內另於104學

年度700萬，採購數位合成專業系統 (Autodesk Flame) 並搭配剪輯/特效/調光調色助理系統 (Flame Assistant) 打造，『4K影

視後製教學實驗室』，更能延伸教學縱深。因此，4K影視特效後製中心整合架構下圖所示，說明如下：

(1)一般教學教室：提供基礎剪輯、合成、3D內容製作教學。

(2)後製工作室：提供高階2D/3D特效合成與高級調光調色系統。

(3)4K影視實驗室：提供高階特效合成系統與業界的多機協同作業環境。

整合各方資源並成立專業教學教室後，開南大學並開設推廣課程並推動創新育成。招攬國內新創影視特

效後製團隊、或者發掘校內具有創業潛力的師資和學生，藉由學校專業設施支援，以扶植影視後製創業團隊組

成，提升4K影視製作能力。

國際大師影視技術交流

產官學特色交流會

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影視特效比賽

根據鮑惟豪系主任邀請了10位產官學專家，對於4K影視特效後製中心

提供了很多具體的意見，綜合各專家學者意見，節錄以下內容：

「4K影視產業發展的最大瓶頸，主要還在節目內容的提供，4K電視在

技術方面已經不是問題，早已有許多產品且價格一直在下降，而民眾購買意

願主要考量是否有足夠真4K內容。從使用4K攝影機拍攝、中間製作流程、

發行、使用4K放映機播映電影或4K電視播放，每個環節都影響一個4K節目

或影片的產生與效用，其中攝影機、放映機及4K電視屬於硬體，且已有長

足發展。但是4K內容拍攝與製作專業人才是目前國內4K產業發展最弱處，

因此培植專業養成機構以培育職場需求專才，將是健全4K影視特效產業鏈

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學校將會扮演重要4K影視特效專業人才培育基地，

除購置專業設備外，基礎課程可以提供專業知識，但是技能仍需職場磨練養

成，因此培育此專才應著重實務課程及產業實習，課程規劃上除有聘請實務

經驗業師外，需讓學生有足夠機會與時間，至業界實習累積經驗，方能培養

真正有用之4K影視特效專業人才。

隨著高畫質影視的數位轉換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擁有高解析素材製作

以及數位內容製作的人才是非常需要的，更不用說在影視特效軟體熟練能力

的需求，我認為在課程裡要能落實模擬業界的標準製作流程，幫助學生不只

在技術上的熟練，也要學習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的鍛練，對這世代的學生更

要強調動手做的能力，因為從想像到能做出來，這過程不容易，想怎麼做當

然沒問題，但要做到的確需克服困難的，因此課程的設計需特別考慮到學生

不能只有想，要能訓練動手做到，顯得特別重要。」

關於4K影視特效後製產業
瓶頸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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