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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自2003年陸續推動多項漫畫政策及漫畫競賽多年仍未見顯著成效，近年世界各國已紛紛意識
到平板電腦所帶來的龐大市場與跨國商機並積極發展數位漫畫，臺灣卻仍深陷原創漫畫產業不振的困
境中。國內擁有極佳的漫畫市場、優秀的創作人才及多元的文化背景，故如何振興臺灣數位漫畫產業
發展實為當務之急。因此，本研究旨在透過文獻分析及專家訪談探討全球數位出版市場及數位漫畫發
展現況與趨勢，並綜合專家訪談結果及SWOT分析檢視臺灣之發展現況與困境，同時運用SO, ST, WO
及WT策略組合推演，從政策、產業、教育及文化等面向研擬出「趁勝追擊策略」
、
「長期發展策略」、
「品牌打造策略」及「逆轉劣勢策略」四大振興產業發展策略。研究結果發現：平板電腦帶來跨國數
位漫畫商機、個人數位出版服務、泛數位出版與數位行銷服務興起；各國發展特性則可歸納為「政府
介入」
、
「產業轉型」與「國際化拓展」等三種發展導向，而臺灣原創漫畫產業目前處於弱勢發展階段，
建議政府採取積極介入主導策略，優先成立專責單位及長期發展政策健全臺灣漫畫產業之發展。
關鍵字：數位漫畫、數位出版、手機漫畫、網路漫畫、電子漫畫書

Abstract
While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aggressively developing the potentials of digital comics brought
by the tablet craze in the market, the comics industry in Taiwan which has been under the government
policy for years is still in a bad state. Taiwan has a big potential comics market, superb artists, and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which could support the industry.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ways and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Taiwanese comics industry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This study conduc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by using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analyze the market trends of digital
contents and digital comic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developing
strategies.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findings about Taiwan's situation based on the interview conducted
to experts and the SWOT developed out from it. It also talks about the SO, ST, WO and WT strategies to
help develop the Taiwanese comics industry. Further analysis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tablet has brought
the business opportunity in global digital comics, self e-publishing, and cross-platform marketing. Another
finding reveals three majo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ing strategy of comics industry worldwide:
government support, industry transition, and global demand.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conduct the government support strategy and develop long-term industry policies to enhance the Taiwanese
comics industry and to cope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Keywords: Digital Comics, Digital Manga, Digital Publishing, Mobile Comics, Web C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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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 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電子書閱讀器及平板電腦產品在短短幾年內從北美地區延燒至全球，在各國迅速掀起的使用熱潮
應驗了趨勢專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對輕科技影響力的看法，他認為效用如同類固
醇藥物的輕科技加速了全球化的發展，不斷被發明的新形態科技及數位匯流將逐漸改變人類的生活方
式（Friedman, 2007）。數位漫畫的商機在平板電腦出現後被重新關注，各國政府及內容業者很快意識
到其延伸而來的龐大跨國商機，國際間的數位漫畫戰爭早已悄悄開打並迅速發展中。法國率先成立全
球首間可在PC、Mac、iPad、iPhone、Android等跨平台閱讀及提供多語言版本的《Ave!Comics》數位漫
畫網站；美國Marvel及DC Comics公司則相繼將旗下漫畫透過第三方軟體公司進行數位出版，更被迫
接受數位與紙本同步發行的作法（MacDonald, 2010a）
；日本的漫畫業者也看好這波平板電腦商機，如
集英社、講談社等日本大型漫畫出版社於2011年相繼發佈大量跨多平台閱讀的數位漫畫；韓國及香港
由政府出資，以國家名義在蘋果《iTunes Store》推出App程式打造國家漫畫品牌；而中國更將動漫產
業視為國家級文化戰略並傾力發展，目前中國數位漫畫作品已大量出現在《iTunes Store》上，若以「漫
畫」此關鍵字進行搜尋，即可查到逾百個中國漫畫App程式。行動應用服務讓內容付費的消費意識逐
漸形成，資策會專員蔡雨軒（2010）在研究中發現，PC上網時代，網路上免費資源取得容易導致網友
付費意願低落，但自從平價的行動應用軟體出現後逐漸扭轉消費者付費心態。臺灣早在2002年就開始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及數位內容產業的相關發展計劃，並於2003年將漫畫納入文創產業政策，提供
相關補助及獎勵方案，然而回顧臺灣的漫畫產業發展似乎仍未見起色，甚至在2011年7月發生官方對
臺灣漫畫創作實力信心不足，一度拒絕擔任2012年法國安古蘭漫畫節主題國的憾事發生。究竟臺灣的
漫畫政策及其產業發展困頓之關鍵問題為何？臺灣能否具備發展數位漫畫的優勢及環境？有鑑於
此，研究者藉由對各國數位漫畫發展脈絡及國內現況分析，從而提出臺灣漫畫產業的政策發展建議，
期盼讓政府及產業界能掌握這波數位漫畫商機、積極開拓漫畫事業，全面提升臺灣漫畫的國際競爭力。

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為質化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半結構式專家訪談及SWOT分析及策略擬定等研究方
法。文獻分析及次級資料蒐集來源為國內外期刊、碩博論文、MIC產業研究報告、國內外政府單位出
版年鑑及發佈之新聞、研討會資料、數位漫畫產品及報章雜誌等資料；訪談對象則針對暸解國際市場、
產業發展現況的國內外專業團體代表及業界專家（參見表1）
，國內專業團體選定國內最大職業漫畫家
組織，臺灣漫畫工會的理事長鍾孟舜為訪談對象，至於國外部分則訪談長期觀察歐美及亞洲各國漫畫
產業發展趨勢的香港動漫畫聯會理事溫紹倫，本次訪談乃利用新聞局主辦100年國際漫畫研習營邀請
溫紹倫理事來臺演講期間進行。業界部分遴選國內兩大漫畫出版商東立出版社及尖端出版社，並與其
專司數位漫畫推廣業務的負責人進行訪談；此外，也訪談目前在中國發展的臺灣漫畫家賴有賢及國內
知名動漫評論團體傻呼嚕同盟召集人黃瀛洲（JoJo老師）兩位業界專家，針對中國及國內市場發展現
況提出看法。要言之，本研究綜合文獻分析、專家訪談結論、SWOT分析及策略擬達成下列目的：
（一）國際數位出版及數位漫畫的發展脈絡與趨勢分析；
（二）各國數位漫畫的推動現況、演變趨勢及發展特色；
（三）臺灣數位漫畫現狀問題剖析與未來發展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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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訪談專家名單（依訪談順序排列）

姓名
鍾孟舜
溫紹倫

企業∕職稱

方式∕時間

臺灣漫畫工會∕理事長

2011.6.18

‧國內漫畫產業發展及其教育推動現況。

臺灣漫畫家∕業界老師

親自面訪

‧對國內漫畫相關政策的看法與建議。

香港動漫畫聯會∕理事

2011.6.28

‧香港及各國數位漫畫發展現況分析。

廣東艾力達動漫公司∕總裁

親自面訪

‧對數位漫畫發展問題及未來趨勢看法。

張家敏

東立出版社∕總編輯長

金欣樺

尖端出版社∕數位內容經理

陳家翊

尖端出版社∕《漫畫之星》主持人

‧在數位漫畫領域的業務推展現況。
‧《東立漫遊網》的發展問題探討。

2011.7.4

‧在數位漫畫領域的業務推展現況。

2011.7.7

‧對臺灣發展數位漫畫及市場效益看法。
‧《漫畫之星》成立原由與目的。

電話訪談

‧《漫畫之星》發展現況及未來計畫。

2011.7.10

‧中國及韓國數位漫畫發展現況。

電話訪談

‧數位漫畫出版現狀與市場發展看法。

動漫評論團體傻呼嚕同盟∕召集人

2011.7.18

‧對國內推動漫畫相關政策的看法。

石破天驚行銷公司∕執行長

親自面訪

‧對國內漫畫產業發展的建議。

上海電影藝術學院動漫系∕系主任
上海茄子移動應用開發公司合夥人

黃瀛洲

2011.7.1
電話訪談
書面訪談

臺灣漫畫家
賴有賢

訪談重點

另方面，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數位漫畫市場的發展現況，故希望藉由在第一線運作的漫畫出版業
者、以及暸解市場發展現況的業界專家角度對目前市場態勢進行概觀性的理解，故訪談取樣界定在專
業團體代表及業界專家，至於政府單位及官方代表則暫不列入本研究範圍。

貳、

相關文獻探討

一、數位出版
數位出版或稱電子出版，為採取數位化技術進行作品編輯之工作，並以數位化技術複製數位出版
品並進行傳播之行為（賀秋白、徐明珠，2010）
。1996年第一部行動掌上電腦（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在美上市後，便開啟了行動閱讀時代。雖然數位出版或是行動閱讀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但卻
直到2007年美國最大網路書店Amazon推出平價電子書專用閱讀器後，行動電子書才被市場接受並快速
普及，而蘋果iPhone及iPad產品的出現將數位出版更進一步推向多媒體行動娛樂領域，啟動了多元數
位出版的新紀元。蘋果iPad平板電腦上市後銷量驚人，2010年銷售超過一千五百萬台，2011年銷量更
預估高達四千五百萬台（陳仲興，2011）
。平板電腦與低價App軟體的出現產生了兩個巨大的影響：其
一是使用者付費心態的轉變。資策會專員蔡雨軒（2010）在研究中發現，PC上網時代，網路上的免費
資源取得容易導致網友付費意願普遍低落，但自從蘋果開發iPhone, iPad及各種便利且低價的行動應用
服務後便逐漸扭轉了消費者的付費心態，內容付費的消費意識逐漸形成；其二是數位內容的需求質量
大增，並為全球出版及軟硬體業者帶來龐大商機。綜觀市場的發展趨勢分析如下：
（一）從硬體轉趨內容的差異化競爭
業者將重心從硬體銷售轉移到內容的經營，企圖從內容的質量來創造差異化優勢，顯示強大的數
位內容及整合策略是這場數位出版戰役的致勝關鍵。電子書硬體在中國市占率高達9成，以手寫輸入
與文字辨識技術起家的中國漢王科技，即從原本販售終端硬體的經營型態轉型至內容的經營。漢王科
技受到蘋果第一代iPad大幅降價策略的衝擊，2011年第一季淨虧損高達4000萬至5000萬元。漢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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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劉迎建表示未來將加速轉型賣內容，專注經營旗下《漢王書城》，以中國最大的書報交易平台為首
要目標（葉文義，2011）。網路搜尋巨擎Google公司也加入數位內容之戰，2010年12月Google推出
《eBookstore》電子書商店，提供超過300萬本的電子書，更在2011年1月買下擁有電子書閱讀器、電子
書商城及電子書出版技術的公司，顯示Google公司跨足經營電子書業務的企圖心（陳曉莉，2011）。
（二）個人數位出版服務的推波助瀾
數位出版平台及個人出版服務在數位內容市場競爭態勢下快速的發展，亞馬遜成立《Digital Text
Platform》數位出版平台提供個人化出版服務，美國暢銷作家柯維（Stephen R. Covey）即跳過原出版
公司賽門舒斯特（Simon & Schllster )逕予亞馬遜進行銷售，此種做法使柯維比以往透過出版社發行的
模式分得更多的銷售利潤，也因此預估出版業者將面臨被電子書平台搶走作者的危機（賀秋白、徐明
珠，2010）
。繼亞馬遜所啟動的個人數位出版風潮，蘋果將之更進一步推向多媒體娛樂領域，由於iPad
具備強大的多媒體互動、靈活觸控功能及高解析彩色大面板，遂吸引大量的互動遊戲、App應用程式
及漫畫電子書上架至《iTunes Store》販售，其App程式數量在iPad上市後短短一年內成長3倍，超過36
萬個應用程式（施雅茹，2011）。出版數位漫畫的美國ComiXology公司亦提供小型出版社、個人創作
者製作數位漫畫書及出版服務，並可在其《Image》App書櫃中銷售；香港出版業者也很早就察覺到個
人數位出版的商機，由香港夢想成真出版公司所推出的《夢想書城》即是號稱中國及香港地區首家針
對iPhone及iPad電子書的個人自助出版平台。國內的《Pubu電子書城》也提供個人數位出版及銷售服
務，只需提供PDF檔案即可自動轉製成可在網路、電子書瀏覽器及平板電腦上閱讀的電子書。
（三）華文出版與跨國商機浮現
多元的數位出版平台讓內容提供者不需要再透過他國出版商代理出版，跨國出版的門檻大幅降
低，也因此讓各國的業者積極經營跨國數位出版業務，將目標瞄準更龐大的全球市場。法國的
《Ave!Comics》數位漫畫網站除了法語，還提供英文及西班牙等語言版本的數位漫畫，並透過網路、
手機及電子書等多元管道銷售全球。日本漫畫出版社也逐漸著手自營數位版權降低代理成本，例如日
本集英社就選擇跳過原臺灣代理出版社直接與臺灣電信業者合作手機漫畫（葉耀琦，2010）。龐大的
華文數位內容商機也讓臺灣的電信業者不甘只做傳輸角色，紛紛開設自家電子書城，並積極透過與中
國電信業者策略合作進駐中國數位閱讀市場。遠傳電信於2010年7月推出的遠傳e書城也獨家引進大量
日本漫畫，遠傳電信S市集則以店中店方式在中國移動Mobile Market上線；中華電信也採用相同的方
式將Hami書城進駐中國聯通沃商店，並與中國聯通合資在大陸成立加值服務公司（施雅茹，2011）。
而隨著數位出版品及App行動應用軟體數量的與日遽增，數位產品的整合行銷也日趨重要，也因此預
估專門針對行動數位內容產品推廣行銷的廣告業務需求也會越來越大。

二、數位漫畫
數位漫畫又稱電子漫畫書，學者許立風（2008）
，將電子漫畫自行定義為「透過電腦、手機及 PDA 等
電子裝置閱讀的漫畫。」中國則將透過電腦創作，使用於電腦、平板電腦及手機上的漫畫稱為「數字漫
畫」。歐美國家普遍以「digital comics」來指稱數位漫畫；日本使用「漫画」（まんが）的音譯「manga」
來指稱日本漫畫，故日本的數位漫畫就稱為「digital manga」
；韓國則結合中國及日本漫畫英譯「manhua」
與「manga」創造出一個新詞彙「manhwa」
（宋磊，2008）
，並且將網路下載漫畫（Internet-based manh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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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漫畫（mobile manhwa）
、電子漫畫書（e-book manhwa）
、可攜式多媒體播放漫畫（PMP manhwa）
、數
位電視漫畫（IPTV manhwa）通稱為新媒體漫畫內容「new media manhwa content」
（KOMACON網站，2011）。
（一）漫畫結合科技的創新表現
隨著科技與軟體技術的進步，新型態的創作模式及閱讀形式也因應而生。國內學者許立風（2008）
曾運用3D技術創作出動態的有聲數位漫畫；美國學者Samanci（2009）也曾運用體感互動技術創造出
具即時互動及集體創作特性的體感漫畫（embodied comics），將透過攝影技術所擷取的人物體態轉換
成平面漫畫作品；日本集英社則將漫畫搭配知名聲優配音製作出有聲漫畫「Vomic」
；美國Marvel公司
在2009年紐約漫畫展推出動態漫畫「Motion Comic」
，將原本靜態的漫畫提升至富含影片運鏡、動態及
聲光效果的全新漫畫觀看型態（楊曉林，2010）。知名漫畫創作者及評論家McCLOUD（2006）則針對
網頁瀏覽特性提出無限畫布（infinite canvas）的創新網路漫畫呈現概念。ComiXology公司所推出的App
程式除了可讓讀者一次購買包括DC、Marvel等多家公司的漫畫，也提供方便的即時預覽，縱使漫畫尚
未下載完成亦可進行閱讀（Snell, 2011）。McCLOUD就預期在多點觸控的平板電腦，以及頻寬技術大
幅提升的未來將出現更多新型態的創新閱讀手法（McCLOUD, 2009）。雖然科技帶給漫畫豐富的互動
表現性，但過猶不及或欠缺考量的功能也可能適得其反。Kowalczyk（2009）從動態漫畫的實驗研究
中發現，有3成2的人認為加入互動性讓他們感到無所適從，並影響他們閱讀與理解故事內容。Alverson
（2011）也指出閱讀Comics+的iPad電子漫畫書時不像ComiXology或Graphic.ly公司有額外提供點擊翻頁
功能，讀者必需反覆的滑動手指翻頁，雖然只是欠缺一個小功能，對讀者卻造成相當大的不便。
（二）數位漫畫閱讀載具分析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新型態的閱讀載具也不斷被發明，然而對於使用者最重要的仍是攜帶方便
性及適閱性的考量。在日經BP社（2010）針對電子書閱讀器的優缺比較表中顯示，載具的普及性、使
用與攜帶方便性，以及是否具備行動通信等功能為使用者與業者公認的硬體優勢。數位生活研究群
（2010）針對臺灣地區受訪者進行「行動娛樂暨行動電話消費者」的調查顯示，消費者偏好方便攜帶
的手機及PDA等行動閱讀器類型，而高畫質顯示及螢幕是否夠大則為行動閱讀的重要考量。本研究依
據上述兩份調查，將普遍使用的載具依其攜帶方便性及螢幕尺寸條件，交叉分析後繪製如下（圖1）。

圖1

閱讀載具螢幕尺寸與攜帶方便性之交叉分析（本研究分析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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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數位閱讀載具中以平板電腦及電子書閱讀器的攜帶性及閱讀尺寸最適切，但從目前iPad持
續熱銷的情況評估，iPad豐富的多媒體特性及優質的彩色畫面仍較受市場歡迎。學者Slack-Smith（ 2006）
曾經採用McCLOUD（2006）的無限畫布（infinite canvas）數位漫畫呈現理論製作了一系列的數位漫畫
進行研究驗證，發現採用Flash所製作的橫向逐頁翻閱效果比連貫不間斷的HTML長條網頁賦予讀者更
高的閱讀自主性，並擁有較佳的閱讀感受，而目前平板電腦瀏覽數位漫畫的方式正是接近前者橫向逐
頁翻閱的閱讀形式。此外採用電子紙（e-paper）的電子書閱讀器也不利於漫畫創作，從《Formatting
Comics for the Kindle and Nook》（Smith & Jasper, 2011）這本專門敎導漫畫創作者如何轉換漫畫作品的
書中得知，如果要在如亞馬遜的Kindle這類e-book電子書上出版圖像式漫畫，創作者不但要考量降低
螢幕解析度後的圖文辨識性，彩色作品更要屈就灰階顯示而損失作品豐富的色彩表現。為美國兩大漫
畫公司Marvel及DC Comics出版App數位漫畫的ComiXology公司CEO大衛•斯滕柏格（David Steinberger）
就曾說：「沒有蘋果，就不會有數位漫畫市場。」他認為數位漫畫市場因蘋果而蓬勃發展，其優異的
畫面及使用便利性快速吸引了更多新讀者加入，產生了市場擴大效應（CNET科技資訊網，2011）。

參、

數位漫畫的發展現況分析

一、數位漫畫的發展
透過電腦閱讀的網路漫畫畫面大且社群互動性較高；手機漫畫擁有極佳的普及率及攜帶便利性，但
也受限於螢幕尺寸偏小、閱讀不便及受限傳輸速度的問題；電子漫畫書有最佳的適閱性，交易環境也較
便利健全，在平板電腦持續熱賣趨勢下深具未來發展潛力；目前不論是網路漫畫及電子漫畫書都受到盜
版問題威脅，恐影響其發展性。以下針對目前這三種主要的數位漫畫傳播形式進行深入分析與探討。
（一） 備受考驗的網路漫畫
網際網路的快速傳播特性成為今日漫畫產業重要的行銷管道，然而盜版漫畫網站的猖獗也使得網
路漫畫經營困難。以主要銷售電子漫畫書的日本知名網站《eBook Japan》為例，開站後連續虧損八年，
直到近兩年才開始獲利（賀秋白、徐明珠，2010）。為數眾多的盜版漫畫網站更嚴重威脅各國原創漫
畫的發展，當網路上可以免費觀看大量的日本盜版漫畫，而原創漫畫又沒有足夠的競爭力時，網友根
本沒有付費下載意願（曾航，2010）。日本的漫畫家則想出一個對抗盜版網站的對策，日本漫畫家赤
松健為了導正網路盜版問題並維護作者權益，推出絕版漫畫免費閱讀網站《J-comi》
，收納包含赤松健、
八神健、新條真由、石岡正榮…等20多位漫畫家的絕版漫畫作品讓網友免費下載，藉著在漫畫中置入
廣告獲取收益分享給原作者，據日本媒體報導已有漫畫家獲得不錯的收益（中時電子報，2011）。相
對地，網路亦是創作者絕佳的曝光管道，校園生活漫畫《一個懦弱孩子的日記》就是因為在網上廣為
流傳而獲得出版社青睞後集結出版，即使該書的內容仍可在網路上免費瀏覽，上市後仍多次登上暢銷
書排行榜，銷售超過百萬（婁孝欽，2010）。韓國目前的漫畫雜誌也已全面採取網路數位化出版，從
最初掃描已出版漫畫後上傳的階段，發展至網路專有的滾動式及全彩漫畫的創作模式，也曾創下單一
作品點擊率超過幾千萬次的紀錄，有眾多網路人氣漫畫被改編成電視劇與電影（楊曉林，2010）。日
本軟銀創意公司則採取同時出版紙本與數位版本的策略，其Blood漫畫雜誌除了傳統的紙本印刷雜誌
外，亦提供網路版和手機版雜誌，藉此保有原紙本雜誌閱讀客群並透過網路擴大市場，而且業者還能
根據讀者的線上即時回饋進行內容的調整，比傳統的問卷調查更具效率（婁孝欽，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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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機漫畫的便利與其侷限性
手機的觀看隱私性高，以及量多優質的漫畫內容是手機漫畫躍升為日本數位出版市場主力的關
鍵。日本2008年至2009年間的數位漫畫產值高達350億日元，其中9成為手機漫畫，被下載的漫畫內容
1

多數為BL或TL 等少女漫畫類型，也因此評估手機漫畫的閱讀族群較為特定（甄西，2009）
。日本最大
的手機漫畫公司伊博日本株式會社（簡稱EJI）擁有數百名簽約漫畫家供應其作品，且由於EJI採取依
下載量來計算版稅，漫畫家為了加強手機漫畫的可看性並提高下載率，還會特別進行手機漫畫腳本創
作並配合畫面加入音效、震動及點選放大特效（朱珊，2010）。李家國（2010）指出中國的行動娛樂
閱讀市場深具潛力，2010年中國手機用戶已超過6億人，普及率高達41.6%，而且年輕世代對數位產品
消費力高，然而手機觀看螢幕小及頻寬速度慢是中國手機漫畫服務發展滯礙主因。擁有多達15萬部原
創漫畫作品的中國漫友手機動漫平台直至目前（2010年）尚無明顯獲利，原因就是一般讀者缺乏耐心
在小螢幕上閱讀長篇漫畫（子山，2010）。雖然手機漫畫受限於螢幕尺寸及頻寬速度，但手機仍是普
及率最高的行動閱讀載具，為了省去另外為手機製作特殊尺寸的麻煩，歐美業者開發出可逐區播放的
漫畫導覽功能。法國《Ave!Comics》數位漫畫網站提供一種稱為「動態閱讀」（Animated Reading）的
半自動導覽模式（參考圖2）
，採用點擊逐區播放的方式讓手機讀者不需要點選放大或手動移動畫面也
能輕鬆閱讀漫畫。美國ComiXology公司也提供功能相似的「引導閱讀」（Guided View）模式，除了手
機用戶外，其他類型讀者也喜歡透過這種便利的半自動播放模式欣賞漫畫（SNELL, 2011）
，ComiXology
公司CEO斯滕柏格表示約有5成的讀者偏好此種閱讀方式（CNET科技資訊網，2011）。這些創新的瀏
覽方式不只提升手機漫畫的閱讀舒適感，更將數位漫畫的翻頁瀏覽型態提升至影片式的觀看感受。

圖 2：
《Ave!Comics》的逐區播放手機畫面示意圖

（三）電子漫畫書深具發展潛力
擁有彩色大螢幕的行動平板電腦上市並造成熱賣後，給長期發展困頓的出版業注入一劑強心針。
在平板電腦出現前，全球的漫畫產業不僅在實體紙本銷售量面臨嚴重萎縮情況，在網路及手機漫畫上
的發展也面臨上述瓶頸，然而當適合用來閱讀電子漫畫書的平板電腦出現時，才讓數位漫畫的發展出
1

BL 為 Boy’s Love 簡稱，TL 為 Teen's Love 簡稱，為描寫同性戀情以及青少年間戀愛故事的少女類型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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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關鍵性轉折。法國的《Ave!Comics》、美國的Marvel及DC Comics等公司除了上架付費漫畫外，亦
提供大量免費漫畫來吸引用戶下載，沒有多餘的動態或音效，憑藉優質的畫面、即時下載及簡易操作
的優點快速擄獲北美漫畫讀者的青睞，也讓發行數位漫畫的ComiXology公司在短時間內躍升成為全美
漫畫銷售種類最多的漫畫書店，與超過45家的出版社合作（Sukumar; Alverson, 2011）。日本最大漫畫
出版公司集英社也認為不論是畫質顯示或是觀看尺寸，iPad平板電腦都非常適合用於數位漫畫閱讀，
不但已推出《Jump SQ》雜誌的App書櫃程式，未來也計畫推出更多電子漫畫雜誌在蘋果《iTunes Store》
上販售。隨著App程式數量的與日遽增，如何提高搜尋率或加強用戶黏度等的考驗也隨之而來，
ComiXology就 特 別 發 佈 一 些 以 漫 畫 書 名 為 標 題 的 獨 立 APP程 式 來 提 高 在 iTunes被 搜 尋 到 的 機 率 ，
Graphic.ly公司則在其電子漫畫書裡加入讀者社群互動功能，藉此加強用戶的使用黏度，讀者除了可以
自行建立討論群組外，也可在社群網站《Facebook》上分享並查看好友的漫畫評論（Alverson, 2011）。
然而由於《iTunes Store》的App程式數量膨脹速度過快，蘋果公司也經常更新審查標準加強管控，例
如開始要求內容提供者將書籍以系列集結而非單本模式上架，以及不同語言版本的書不可拆開獨立上
架等規定（賴有賢訪談稿），因此發展電子書漫畫時也不可輕忽平台的各種規定與限制。
電子漫畫書在中國市場的發展深具潛力，中國業者甚至預估電子漫畫書在三年內就能超越紙本漫
畫市場。上海富媒數字出版公司是蘋果《iTunes Store》最大的中文內容提供商，協助如上海漫唐堂這
類中國出版業者進行數位出版服務，該公司營運總監潘福林對中國的數位閱讀市場充滿信心，他指出
中國的蘋果用戶消費潛力高，而且蘋果交易平台對出版業者較有保障，認為若中國能加強保護版權的
立法，電子漫畫書市場在三年內將能超越紙本漫畫市場（CNET科技資訊網，2011）
。然而在目前的數
位出版分銷體系下，出版業者的獲利也受到嚴重剝削。曾航（2010）指出，如果扣除蘋果固定的30%
佣金及上海富媒數位收取的40%出版費用，原創內容商最後只能取得30%，以一部月下載量高達1000
次，售價為一般漫畫售價1.99美金的漫畫來計算，其獲利可能連支付作者的稿酬都不夠。為了降低數
位出版中間商的分銷成本，不少出版業者選擇自行開發App應用程式，例如美國的Viz Media和Dark
Horse漫畫出版商就自行製作App程式，藉此降低電子漫畫書的分銷成本，並進而降低售價來提高銷售
2

率（CNET科技資訊網，2011）。此外電子漫畫書也面臨盜版的威脅以及DRM 限制所帶來的不便，雖
然蘋果公司企圖透過審查機制來管控出版品質，但《iTunes Store》上仍出現不少盜版漫畫及宣稱可搜
尋網路免費漫畫資源的非法軟體，溫紹倫認為如果蘋果公司與各國無法有效控制這類侵權問題，如同
網路漫畫的前鑒，盜版漫畫也勢必威脅電子漫畫書的未來發展。基於保護著作權理由，目前的電子漫
畫書有不同程度的DRM限制，例如日本講談社的電子漫畫書就有單一讀取載具的限制，如果使用者
要在電腦或iPad載具間轉換瀏覽，就必需進行繁複的上傳及下載動作。美國ComiXology漫畫亦受DRM
保護，CEO斯滕柏格也承認DRM確實造成讀者反感，但在出版商保護出版品的前提下無法完全避免，
僅能藉由開發iOS、Android、網路等跨多元平台的閱讀服務來提升讀者好感（CNET科技資訊網，2011）
。

二、各國數位漫畫的發展特色
各國開始意識到平板電腦所帶來的數位漫畫商機，從官方到出版業者動作頻頻。本研究針對亞洲前
三大娛樂與媒體市場─日本、中國及韓國（經濟部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2010）
，以及美國和法國等

2

DRM 是數位著作權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的簡稱，為保護數位出版著作權，對數位化媒體內容的使用權進行控制和
限制的技術（維基百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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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漫畫積極的國家進行分析，香港雖隸屬於中國，然而由於香港漫畫產業擁有獨立發展特性，故
在此與中國分別敘述之。經初步分析後發現，目前這些國家的發展特性可分為「政府介入」
、
「產業轉型」
及「國際化拓展」等三種類型，以下分從這三個面向深入探討其發展脈絡策略。
（一）採取「政府介入」導向的國家
1.韓國政府—成立專責機構全力扶植
韓國經歷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過後開始大刀闊斧的進行政策改革，並全力扶植國內數位內容產業
的發展，目前（2010年）韓國已晉升為全球前8大內容輸出國，政府更立下2013年進入全球前5大內容
強國的決心。韓國政府對隸屬於內容產業創意核心的漫畫產業發展推動不遺餘力，2003年韓國文化觀
光 部 制 定 2003 — 2007 年 漫 畫 產 業 發 展 中 長 期 計 畫 ， 成 立 財 團 法 人 機 構 韓 國 漫 畫 影 像 振 興 院
（KOMACON；Korea Manhwa Contents Agency）專責推動漫畫產業發展及推廣韓國漫畫品牌。韓國漫
畫影像振興院（KOMACON）目前設有三處漫畫商業發展中心及三處漫畫創作工作室，並有43個團隊
及28家公司進駐發展（KOMACON網站，2011）
。韓國學者孫基奐（2009）表示韓國政府積極開辦大學
漫畫系推動漫畫高等教育，目前已有9所大學及6所2年制技術學院設有漫畫系，並設立漫畫碩、博士
學位。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更於2010年3月發佈「2013 CAN (cartoon+animation) 」4年期動漫創新計畫，
預計投入高達2,592億韓元的資金，全力培育動畫、漫畫及角色造形（Character）產業。
韓國的數位漫畫發展快速，目前已經發展到採用網路閱讀、完全沒有紙張印刷的電子漫畫期刊階
3

段，且自已發展出獨特的網路滾動式漫畫導覽風格 及全彩色漫畫創作風格（任曉寧，2010）。因應蘋
果電子漫畫書熱潮，韓國文化振興院（KOCCA）以韓國漫畫Korea Comics的名義在蘋果《iTunes Store》
上推出《K-Comics》韓國電子漫畫書App程式，提供大量免費的英文版漫畫吸引國外讀者下載，藉此
在國際上推廣韓國漫畫品牌形象。韓國的手機漫畫也發展迅速，賴有賢於訪談中提到，韓國不但已經
出現針對手機進行量身創作的漫畫工作室，更已發展至每日發送的手機漫畫日刊。韓國數位內容能發
展如此快速，受惠於其優異的網路建設及寬頻服務。鍾孟舜理事長在訪談中表示，目前韓國民眾普遍
使用100M超大頻寬上網服務，是臺灣平均使用頻寬的10倍以上，明年韓國頻寬速度更預計可達1G。
然而韓國開設過多的大學及專科漫畫系也面臨漫畫人才過剩與缺乏專業師資等問題。韓國2008年漫畫
系總畢業生23,960人的7成就業率中，真正從事漫畫行業的僅占1.7%，而有高達4成的畢業生投入影視
行業，其餘則分布在音樂、動畫、電腦產業、遊戲與角色設定等行業，由於缺乏具備漫畫專業能力的
大學師資，課程的安排與授課專業度也備受質疑。孫基奐（2009）認為韓國可適度減少科系數量並集
中補助成果優秀的學校，並建議學校需與業界作更緊密的結合，方能培養出滿足業界需求的漫畫人才。
2.中國政府—實施強勢保護政策
近二十年中國政府積極發展漫畫產業，歷經了艱困的創業期，目前已形成較健全的市場並持續穩
定發展中。中國漫畫研究會秘書長徐濤（2009）指出中國是目前全球推動動漫發展最積極的國家，中
國政府於2006年頒佈一系列動漫產業發展政策，致力開拓動漫產業發展並廣設動漫專業院校及動漫基
地園區，目前國家級的動漫基地已超過30處，大學動漫相關科系更高達200多個。為推動中國原創漫
畫的發展，政府在2006年採取限制海外漫畫進入中國市場的強勢保護措施，然而當時中國的原創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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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網頁使用滑鼠滾輪上下滾動的瀏覽模式，將原本分格分頁的漫畫型態改成一頁瀏覽的長條型連環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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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上明顯不符合市場需求，導致原創漫畫刊物大量停刊，直到近幾年優秀的漫畫創作團隊相繼出
現，優質的漫畫期刊數量方才穩定增加，以兒童、成人和教育類漫畫為主的漫畫圖書也大量被出版，
漫畫產業在中國已形成一個深具經濟規模的文化產業，此外還出現一群專門創作具有中國元素及特色
的創作者，在海外市場亦相當受到推崇。然而徐濤也提到目前中國的漫畫產業還有許多尚待加強之
處，他認為中國漫畫編劇、作者及編輯的能力或素質普遍不足，還有盜版問題也未能有效解決，他建
議中國政府持續打擊盜版，加強對原創漫畫的扶植，與動畫、網路、傳媒及教育領域做更緊密的結合，
並透過積極舉辦漫畫學術研究、創作交流及獎助補助等政策提升中國漫畫產業競爭力（徐濤，2009）。
中國數位漫畫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 2011年中國漫畫作品已大量出現在蘋果的《iTunes Store》，
若以「漫畫」此關鍵字在iTunes進行搜尋即可查到逾百個iPhone及iPad版的中國漫畫書籍App。賴有賢
指出目前中國出版業者與平台商的數位版權爭奪大戰早已悄悄展開，雖然業者可藉由與創作者簽定數
位版權確保優質內容來源，然而蘋果產品在中國的上網服務受限電信管制，目前僅能透過中國聯通服
務，中國最大的通訊業者中國移動及其他業者則尚無提供服務，也因此蘋果市場在中國的發展狀況仍
有待觀察（賴有賢及溫紹倫訪談稿）。賴有賢對中國的數位漫畫市場則高度看好，他指出在中國都會
區四處可見使用智慧手機、iPad平板電腦及電子書閱讀器的民眾，而購買智慧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族群
普遍具有一定經濟基礎，消費能力較高，此外中國的漫畫產業也早已具備相當的經濟規模，目前一本
暢銷漫畫週刊一個月可發行超過400萬本的數量（賴有賢訪談稿）。中國漫畫家顏開也指出：「現在是
中國漫畫的白銀時代。」顏開創辦的三劍客工作室目前同時為數家漫畫期刊供稿且供不應求（任曉寧，
2010）
。基於硬體的逐漸普及與漫畫市場蓬勃發展的強勁需求下，中國未來的數位漫畫商機潛力無限。
3.香港政府—帶頭推動數位漫畫發展
香港人口及市場規模小，為了推廣香港漫畫的品牌並提升產業的數位競爭力，香港政府出資180
萬港幣補助由香港動漫畫聯會策劃，以香港漫畫名義推出的《Hong Kong Comics》App程式。
《Hong Kong
Comics》採用美國Marvel公司的模式，提供方便手機讀者瀏覽的「引導閱讀」半自動格放功能及僅限
線上瀏覽的作法。基於初期推廣目的，目前網站上的所有漫畫皆為免費下載，而免費下載的威力也讓
《Hong Kong Comics》App在推出的前兩個月即達到45萬次人次的下載量，香港本地下載率占55%，星
馬、中國及其他地區則占45%，國際推廣的效益顯著。該計畫初期以輔導香港出版社將漫畫作品轉成
電子化為主，未來也將擴及輔導個人創作者的數位漫畫出版服務（溫紹倫訪談稿）。
（二）採取「產業轉型」導向的國家
1.日本業界—積極發展電子漫畫書及多元漫畫應用
手機漫畫在日本呈現跳躍性的發展，2006年日本讀者共花費了約2000萬美元下載手機漫畫，2009
年則達到2.5億美元（約80億臺幣）
，相當於美國紙本漫畫市場的年總值（楊曉林，2010）
。然而由於手
機漫畫市場日趨飽和，紙本漫畫市場萎縮嚴重，因此日本的手機漫畫公司及漫畫出版社也開始將目標
轉移到電子漫畫服務上。日本最大手機漫畫下載NTT公司於2011年3月發佈《ZQ Books》App提供跨平
台的電子漫畫書服務，日本最大漫畫出版公司集英社也於2011年2月推出《Jump SQ》iPad漫畫版的App
軟體，集英社認為不論是畫質或是螢幕尺寸，iPad都非常適合用於數位漫畫閱讀，並計劃在未來推出
更多電子漫畫雜誌在《iTunes Store》上販售。講談社也於2011年3月透過日本最大的電子書銷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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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okJapan》大規模上架可以在PC、iPad、iPhone、iPod touch上閱讀的漫畫電子書。在教育方面，
日本除了成立大學漫畫專門科系培育專業人才，如日本數位漫畫協會這類業者團體也積極開發新技術
提升產業競爭力。日本數位漫畫協會事務局長立野康一（2009）在2009年ICC世界漫畫大會國際研討
會上表示，日本的數位漫畫技術發展快速，年輕一代的漫畫家幾乎全部使用電腦來進行創作，而且運
用數位裝置及技術表現的新技法也不斷被開發，2004年日本在美國聖大牙哥展示的裸眼3D漫畫就是一
種創新的研發技術。除了娛樂性外，數位漫畫協會也積極開發漫畫在商業應用及社會教育上的功能，
例如透過漫畫來呈現艱澀的商業訊息、企業培訓資料、兒童教育手冊與結合商業行銷活動等，透過漫
畫的多元應用，不但可以擴大市場需求也能發揮正面的社會功能與價值（立野康一，2009）。
2.美國業界—企圖運用數位漫畫開拓市場商機
漫畫是美國娛樂產業非常重要的一環。北美的漫畫市場規模約在6億美元左右，較亞洲的40億市
場及歐洲的14億市場規模而言並不算大（溫紹倫訪談稿），然而其衍伸而來的肖像版權業務卻擁有相
當高的利益。根據胡佛研究中心的統計，2000年Marvel公司的年營業額為2.31億美元，淨收入卻高達
8,990萬美元，將近4成獲利，主要就是靠國際肖像版權的收入（王興棟，2008）
。漫畫作品也一直是美
國電影工業最佳的取材來源，諸如《超人》
、
《蜘蛛俠》
、
《蝙蝠俠》等知名電影皆是取材自漫畫故事。
美國漫畫出版業者對於電子漫畫書經營最為積極，在iPad上市的第一時間，Marvel公司就上架許多售
價僅1.99美元的漫畫電子書，DC Comics公司亦隨即加入戰局，將大量的數位漫畫上架至iPad、iPhone
及Sony PSP等數位平台上（MacDonald, 2010a）。在iPad數位漫畫商機出現前，美國的漫畫產業正面臨
腹背受敵窘境，不僅本土紙本漫畫銷售逐年萎縮，近年更飽受日本漫畫大舉入侵的威脅。2007年至2009
年期間美國漫畫雜誌銷售下滑6%（MacDonald, 2010b）
，但2002年到2007年日本漫畫在美國的銷售額卻
成長3.5倍，高達2.1億美金銷售額（Brienza, 2009），也瓜分了近三分之一的美國連環漫畫市場。
此外，美國漫畫也因為繪畫風格有固定特色且內容帶有濃厚的美式英雄情結，對於海外讀者容易
造成兩極化的好惡反應而有拓展瓶頸，此外，美式漫畫在美國國內也面臨了讀者群老化的危機。黃靖
嵐（2007）的研究就提到臺灣讀者習慣性閱讀日式漫畫，大部分的讀者對美式英雄漫畫鮮明的色彩、
賁張的肌肉線條的漫畫風格普遍難以接受。美國的漫畫經銷商也提到，由於現在的美國小孩排斥閱讀
美式漫畫，迫使DC Comics不得不擴大同步發行數位漫畫動作，且為了吸引年輕讀者，DC Comics也破
例重新改編超人、蝙蝠俠及神力女超人等經典漫畫故事，讓劇情內容更符合年輕人口味（Ball, 2011）。
美國漫畫研究學者MacDonald（2010a）及MacMillan（2010）則認為由於美國本土漫畫書的銷售逐年下
滑，加上日本漫畫的大舉入侵，以及年輕讀者對數位媒體的高度依賴，美國漫畫產業的數位化革命已
勢在必行，而美國出版商及零售商對數位化的態度也從以往的恐懼逐漸轉變成期待，期望能透過數位
漫畫及數位行銷的力量擴大漫畫市場，創造紙本及數位漫畫雙贏的局面。軟體的進步也顯著提升了作
者的創作速度，加速了數位漫畫的發展。美國的漫畫作者大量使用如Manga Studio, Corel Painter, Adobe
Illustrator 及Adobe Photoshop等數位化軟體，美國DC漫畫家Freddie E. Williams II(2009)就表示他從1999
年開始就幾乎全部在電腦上繪製漫畫。美國迪士尼公司也將旗下的唐老鴨、玩具總動員等經典卡通人
物，以及迪士尼電視頻道的影片等大批內容轉換成數位漫畫上架，讓讀者可以透過iPad, iPhone及iPod
touch等蘋果閱讀載體即時下載，此舉顯示迪士尼公司也相當重視這波數位漫畫商機（Ba-Isa, 2011）。
美國漫畫出版及媒體公司積極的佈局動作顯示業者高度看好美國的數位漫畫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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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香港業界—金融海嘯考驗後積極尋求出路
香港漫畫業者以企業經營手法成功打造本土漫畫品牌多年，目前卻亦面臨市場萎縮及讀者老化的
困境。訪談中溫紹倫指出雖然香港人口不及臺灣的三分之一，但在漫畫出版業者的努力耕耘下，已培
養出一群忠實的漫畫讀者，長期支持著香港本土漫畫的發展。香港玉皇朝出版公司CEO鄺志德（2009）
也表示，在2008年金融海嘯衝擊及盜版網站威脅的影響下，他們面臨讀者嚴重流失的考驗，香港漫畫
產業也遭受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業者也積極思考透過品牌效應及數位化應用提升產業競爭力。溫紹
倫認為香港本土漫畫目前正面臨讀者族群老化的嚴重問題，若要吸引高度依賴網路及數位媒體的年輕
族群青睞並拓展至國際市場，漫畫出版業者必須盡快進行數位化轉型。除了官方協助成立的《Hong
Kong Comics》香港漫畫App程式，多數業者也多自行成立數位漫畫網站推展數位化業務，今年更積極
投入電子漫畫書服務，例如天下及中華英雄等皆已在蘋果《iTunes Store》上推出漫畫系列的App程式。
（三）採取「國際化拓展」導向的國家
1.法國—跨平台及多語版本的經營
法國對漫畫藝術發展非常重視也積極將漫畫拓展至國際，法國政府每年舉辦多場大型國際漫畫展
盛會進行國際交流，其中以安古蘭國際漫畫節（Angoulême International Comics Festival）最富盛名。
《Ave!Comics》數位漫畫網站為2008年安古蘭國際漫畫節與FNAC及SNCF公司合作促成，為全球首間
可在PC、Mac、iPad、iPhone、iPod Touch、Android及BlackBerry等跨平台的數位漫畫網站。
《Ave!Comics》
數位漫畫網站不僅提供法語，還提供英文及西班牙等多國語言版本的數位漫畫。《Ave!Comics》的數
位漫畫服務給予讀者極高的使用便利性，讀者可以選擇下載漫畫模式使之在離線狀態下進行閱讀，也
能透過個人雲端書櫃帳號在不同載具間任意轉換閱讀，即使載具遺失也能在登入帳號時重新下載已購
買之漫畫。然而法國漫畫也因過度藝術化發展導向而面臨創作者作品稀少，以及漫畫作品及商業產品
結合性低的問題。長期觀察法國漫畫發展的大辣出版社總編輯黃健和（2011）表示，由於法國非常注
重漫畫創作者的自由意志，因此法國的漫畫沒有特定風格，漫畫家可以自由發揮個人特色，比較特別
的地方是大部分的漫畫創作者出自於美術學校，美感及繪圖能力佳，漫畫的藝術風格傾向也特別強
烈，而且由於大型出版社不多，很多漫畫創作者選擇成立工作室或出版社自行出版，因此在安古蘭國
際漫畫節可看到許多小型漫畫工作室或出版社參與展出。然而由於過度的藝術化發展導向，導致法國
漫畫作品偏於小眾市場，而且創作者傾向個人單打獨鬥加上過度重視漫畫的藝術性美感表現，創作速
度較慢產量偏低，有不少創作者甚至仰賴政府的藝術補助維持生計。阿尾安泰（2005）曾在書中提到
法國與日本漫畫最大的不同在於日本將漫畫視為商業媒體在經營，角色及主題吸引力優先於畫面美
感；法國則將漫畫視為藝術表現，過度重視畫面美感反而對漫畫家造成創作上的束縛。
2.日本—積極經營海外市場及數位版權
在亞洲發展歷史悠久影響甚鉅的日本漫畫「Manga」
，近年也積極將觸角拓展至歐美市場，日本漫
畫豐富的故事內容及華麗的動漫繪製風格深受年輕人喜愛，也對歐美各國的本土漫畫造成不小的壓
力。2002年到2007年日本漫畫在美國的銷售金額為2.1億美金，已佔了約三分之一的美國連環漫畫市
場，對美國青少年影響甚鉅，而由於大部分的日本漫畫為少女漫畫類型，也引起部分美國學者憂心日
本少女漫畫中隱含的同性戀愛或異性裝扮會影響美國青少年的性別意向（Goldstein, 2009）。黃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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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也提到日本漫畫已經在歐洲造成很大的影響，甚至有當地創作者採用日本漫畫風格進行創
作，並在歐洲及蘇俄等地銷售。為了降低代理通路成本，日本漫畫出版社也開始自營數位版權跨國銷
售，預估未來還可能發佈更多不同語言版本的數位漫畫在網站及App上銷售。漫畫內容強國加上數位
科技的推波助瀾，日本漫畫在數位漫畫市場上的發展態勢令人摒息以待。
概觀各國的發展優勢及面臨問題分析整理如表2所示，原本漫畫產業就已發展頗佳的國家如日
本、法國及美國，政府介入的情況較少；而中國、韓國的原創漫畫產業則藉政府的力量快速壯大，目
前臺灣漫畫產業相對屬於弱勢產業，建議採取政府介入的主導方式來快速推動產業發展，並從國家政
策、教育推廣、產業結構等基本面向著手進行改善。
表2

各國數位漫畫發展導向及內部因素分析

國家

美國

法國

發展導向

產業轉型

國際化拓展

發展優勢

劣勢及問題

‧擁有鮮明的美式漫畫風格

‧強烈美式風格不利海外市場擴展

‧與肖像及影視產業結合效益大

‧不受年輕人青睞閱讀年齡層老化

‧業者積極發展數位漫畫服務

‧受日本漫畫大舉入侵威脅

‧技術數位化提升漫畫創作效率

‧紙本漫畫銷售逐年萎縮

‧推廣漫畫藝術的國際交流與發展

‧過度執著漫畫的藝術性表現

‧尊重漫畫創作者的多元風格發展

‧逐漸受到日本漫畫風格影響

‧積極發展跨平台數位漫畫服務

‧商業結合度較低、產量過少

‧推出多語言漫畫銷售國際市場

日本

產業轉型
國際化拓展

‧漫畫產業強盛內容豐富

‧手機漫畫市場日趨飽和

‧國民具有深厚的閱讀習慣

‧紙本漫畫市場萎縮

‧積極開發數位化漫畫技術

‧不當漫畫內容易遭非議

‧致力開發多元漫畫應用領域
‧尋求經營海外市場及數位版權

中國

政府介入

‧政府積極推動動漫產業發展

‧編劇、作者及編輯能力仍待加強

‧廣設動漫專屬園區及科系培育人才

‧需解決盜版問題的威脅

‧漫畫作品競爭力持續增強

‧數位市場受限電信管制

‧漫畫及數位出版市場蓬勃發展
‧中國民眾消費能力逐漸提高
香港

韓國

政府介入
產業轉型

政府介入

‧政府帶頭為數位漫畫發展鋪路

‧本土漫畫閱讀族群固定且趨老化

‧積極打造本土漫畫的品牌形象

‧金融海嘯致使讀者嚴重流失

‧業者積極促進數位競爭力

‧國內市場小，急需開拓海外市場

‧政府對漫畫產業發展態度積極

‧漫畫系過多人才過剩

‧設立漫畫系及碩博學位培養人才

‧缺乏專業師資及課程安排

‧網路傳輸快速有助數位漫畫發展

肆、

臺灣數位漫畫的發展現狀與問題剖析

一、發展數位漫畫的外在總體環境
臺灣是否具備發展數位漫畫的優勢及環境？根據 MIC 在 2009 年 11 月所作的調查，
「漫畫」是臺灣地
區消費者最喜愛的行動閱讀內容，不但閱讀年齡層廣，付費意願也高達 4 成 5（數位生活研究群，2010）。
年輕人也普遍能接受使用者付費的觀念，MIC 產業研究在 2011 年 4 月針對年輕 Z 世代進行線上內容付費
意願調查，漫畫是意願最高的前四名（姜漢儀，2011）
。東立總編輯陳清淵（2011）也指出臺灣有超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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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以上的漫畫讀者，暢銷漫畫作品單冊在臺灣的銷售量可高達 25 萬本。臺灣漫畫工會理事長鍾孟舜在 2009
年 ICC 世界漫畫大會中也提到，從國內動漫相關科系林立、補習班積極開辦數位漫畫及電腦插畫等課程
的情況來看，臺灣並不缺乏漫畫創作人才（鍾孟舜，2009）
。由此得知臺灣擁有極佳的漫畫發展環境及豐
富的創作人才潛力，然而目前臺灣尚無單一推動數位漫畫發展的主管機關，而是橫跨行政院新聞局及經
濟部工業局兩單位。政府在 2003 年將漫畫產業正式納入文化創意產業推動計劃，由行政院新聞局為主管
機關，並設立「劇情漫畫獎」
（2010 年改為「金漫獎」比賽）及漫畫補助等相關措施，此外數位漫畫亦隸
屬於數位內容推動範疇，因此在經濟部工業局舉辦的「4C 數位創作競賽」
，以及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
主辦的「數位出版金鼎獎」也都有設置數位漫畫相關獎項，然而除了獎勵性補助及競賽外，目前兩個單
位皆無長期性的漫畫產業或數位漫畫推動計畫。國內在漫畫或數位漫畫的專業教育推動，仍以民間公司
或團體開辦的教學課程為主，教育界的關注並不算積極。在國內大學有授課經驗的鍾孟舜理事長及黃瀛
洲皆表示，雖然國內設立不少動漫相關科系，但目前主要仍以動畫教學為主，僅有少數開過漫畫學分課
程，主要原因是教育界對漫畫產業是否具備足夠的市場經濟規模缺乏信心，且專業的漫畫家普遍學歷不
高，也難以聘請符合資格要求的師資任教。
在數位漫畫發展現況方面，臺灣能提供跨平台數位漫畫服務的業者不多。能同時提供網路、手機
及電子漫畫書閱讀服務的數位平台以《遠傳e書城》最大，擁有近千本的國內外漫畫及繪本作品，但
遠傳e書城採取需登入書城帳號及需透過自家線上付款流程的作法，比起蘋果《iTunes Store》能直接
點選購買的方式較為繁瑣。
《BOOK11》雖然提供電子漫畫書，但僅可在其專屬的閱讀器上進行閱讀，
無法支援其他主流載具。2010年成立的《Pubu電子書城》則是目前少數可提供個人數位出版並可同時
在網路、手機及電子書上進行同步銷售的多元平台服務，但目前《Pubu電子書城》的漫畫作品量偏少。
其他如《MagV雲端書城》、《東立漫遊網》、《UDN數位閱讀網》、《動漫星球》及《MIB摩客網》等網
站則僅提供少量網路漫畫閱讀服務，顯示國內的數位漫畫發展尚未健全。然而目前平板電腦產品在臺
灣仍屬於高期望低擁有的潛力商品，因此市場效益也尚未完全顯現，根據MIC在2011年4月的調查，
目前國內擁有平板電腦的族群僅佔5.7%，但未來期望購入的人數比例卻高達22.5%（姜漢儀，2011），
當硬體日趨普及且頻寬速度提升後，可以預見未來將產生很大的需求市場，此外隨著平板電腦及閱讀
器在各國的逐漸普及，龐大的全球數位漫畫市場潛力更是令人引頸企盼。

二、臺灣發展數位漫畫的SWOT分析
雖然臺灣擁有發展數位漫畫的市場潛力及人才優勢，國內漫畫業者對於數位漫畫業務卻裹足不
前，主要原因為紙本市場萎縮，以及本土創作少而日本又傾向自營數位版權，在缺乏版權優勢的情況
下，多傾向保守經營數位化業務。國內兩大漫畫出版公司東立及尖端出版社目前尚未發行眾多電子漫
畫書。東立出版社編輯長張家敏認為由於《東立漫遊網》成立過早，當時的網路頻寬環境與數位閱讀
習慣皆仍未成熟，致使《東立漫遊網》的推廣受到挫敗，且由於紙本市場嚴重萎縮，因此東立對於電
子漫畫書的業務也更趨謹慎，目前僅上架少量電子漫畫書至蘋果《iTunes Store》進行銷售測試（張家
敏訪談稿）。尖端出版數位內容經理金欣樺則表示雖然尖端有發行一些手機漫畫及電子漫畫書，但市
場效益尚不顯著，她認為主要原因是國內持有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的用戶以上班族為主，少女或少
男型態的漫畫無法滿足該族群的閱讀需求所致。針對海外出版社傾向自營數位版權趨勢，尖端出版社
也開始透過開發本土漫畫作品來因應此一問題，目前尖端已成立《Comic Star漫畫之星》創作平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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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培植新人，該網站的點閱人次已累積達100萬人次，會員人數達13,000人、作品達130件，並已舉
辦兩期漫畫創作專門培訓課程（陳家翊訪談稿）。
臺灣本土漫畫因國內市場長期受到日本漫畫的佔據而發展困頓，在缺乏長期性的產業推動政策的
情況下，本土原創漫畫早已喪失市場競爭力。中華動漫出版同業協進會理事長黃鎮隆指出，2009年臺
灣漫畫市場15億產值中，日本漫畫就占95%，臺灣本土漫畫則僅占1%比例（黃鎮隆，2009）。溫紹倫
從長期觀察各國漫畫產業發展的角度提出見解，認為當臺灣出版業者長期將重心放在獲利快速的國外
漫畫代理業務時，同時也壓縮本土漫畫的成長機會及空間，在原創漫畫質量俱缺的情況下，自然難以
與優質的日本漫畫商品相互競爭。黃瀛洲則認為臺灣漫畫產業缺乏完善的產業價值鏈，因此無法產生
像日本漫畫可擴張至動畫、電影及週邊商品而產生龐大經濟效應。然而漫畫產業的價值不只是經濟層
面，還有文化認同價值。鍾孟舜理事長語重心長的指出，當臺灣的小孩及年輕人只喜歡看外來的漫畫
與動畫時，將缺乏對臺灣本土漫畫的認同，更嚴重的是失去對臺灣文化價值的信心。黃瀛洲也認為臺
灣漫畫缺乏國際競爭力，國人當然對本土漫畫難以產生共鳴。此外，臺灣無線頻寬速度慢、連線品質
不穩定，也對高度倚賴無線下載的手機及電子漫畫書發展造成極大影響，目前臺灣普遍使用10M的頻
寬不到韓國1/10的速度，且連線品質不佳屢遭詬病，臺灣不論是在網路基礎建設、漫畫教育及漫畫政
策推動的積極度上仍有待加強（黃瀛洲及鍾孟舜訪談稿）。綜合前述文獻探討與專家訪談結果，可將
臺灣發展數位漫畫的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歸納如（圖3）。

圖3

臺灣發展數位漫畫 SWOT 分析（本研究分析繪製）

三、臺灣發展數位漫畫的策略建議
本研究依據臺灣發展數位漫畫的 SWOT 分析，並從政策、產業、教育、文化等不同面向進行評估，
進而提出「SO」、
「ST」、
「WO」及「WT」等四大產業振興發展策略建議（表 3）如下：
表3

振興臺灣漫畫產業與發展數位漫畫之策略建議
策略建議

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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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策略
優勢+機會
（趁勝追擊策略）

ST 策略
優勢+威脅
（長期發展策略）

WO 策略
劣勢+機會
（品牌打造策略）
WT 策略
劣勢+威脅
（逆轉劣勢策略）

‧成立「臺灣漫畫推廣中心」專責單位提供數位化輔導並成立數位出版平台。
‧推出臺灣漫畫《Taiwan Comics》網站與 APP 推廣至國際及大中華地區。
‧建議開辦專業漫畫科系及碩博學位提升漫畫研究質量與專業人才競爭力。
‧開發數位漫畫新技術及在教育、文化與商業領域之多元應用擴大市場需求。
‧舉辦長期漫畫及數位漫畫行銷、編劇及創作研習營，強化並活絡創作能量。
‧建立臺灣漫畫資源共享平台，提供產業相關資訊提升業界及創作者競爭力。
‧搭配政府電子書包政策，推廣國中小學數位漫畫教材發揮其教育與社會意義。
‧經研討會及比賽促使產出具跨國競爭力，以及宣揚臺灣本土文化的內容題材。
‧由政府擔任領頭羊角色，帶頭推動漫畫產業發展並制訂長期性政策健全體質。
‧透過國際知名網站及多元平台的行銷廣告開拓臺灣漫畫的國際知名度。
‧鼓勵並協助國內創作者舉辦展覽，成立海外推廣小組打造臺灣漫畫品牌形象。
‧專案媒合優質原創漫畫與週邊商品及動畫之產業連結，發揮內容經濟效應。
‧優先成立「臺灣漫畫推廣中心」半官方專責單位統籌上述建議策略之推廣事務。
‧由單一專責單位負責規劃並推動長期性的漫畫產業發展政策以健全產業體質。
‧可由該單位代表臺灣與各國進行協商，聯合抵制並改善國際間盜版漫畫問題。

（一）SO 策略（趁勝追擊策略）
結合臺灣創作優勢及數位漫畫跨國商機研擬出「趁勝追擊策略」
，建議政府成立「臺灣漫畫推廣中心」
半官方專責單位統籌國內漫畫產業相關政策之運作，加強輔導國內業者提升數位出版能力並成立創作者
數位出版服務平台；參考韓國及香港作法推出臺灣漫畫《Taiwan Comics》網站與 APP 行銷國際及大中
華地區；建議開辦專業漫畫科系及碩博學位以提升漫畫研究質量，培育高階教育人才；由臺灣漫畫推
廣中心成立數位漫畫創新技術研究小組，進行技術研究與開發，提供出版業者技術支援，並結合數位
閱讀載具在教育、文化及商業領域上的多元應用擴大需求。
（二）ST 策略（長期發展策略）
以臺灣發展優勢對抗國際競爭及盜版威脅研擬出「長期發展策略」，建議政府舉辦長期性的漫畫創
作、行銷及編劇研習營，提升本土創作競爭力；建立臺灣漫畫資源共享的網站平台，提供業界及創作
者產業相關市場動向、技術新知及創作資源互惠；搭配政府推行小學生電子書包政策製作數位漫畫系
列教材，編撰國中小學漫畫創作教材，促使漫畫發揮正面的教育功能與社會價值；分析各國漫畫市場
偏好及區隔行銷，透過研討會或比賽促使產出具跨國市場競爭力，以及宣揚臺灣本土文化的內容題材。
（三）WO 策略（品牌打造策略）
為掌握數位市場商機，打造臺灣漫畫國際品牌形象研擬出「品牌打造策略」
，有鑑於國內本土漫畫產
業現處競爭弱勢，建議仿效中國及韓國由政府帶頭推動漫畫產業發展，並制訂長期性發展政策健全產業
體質，使產業有往前躍進的持續能量；透過在國際知名網站及多元平台的行銷廣告開拓臺灣漫畫的國
際知名度；鼓勵並協助國內創作者舉辦原創漫畫特展，提升國人對臺灣漫畫的價值認知及文化認同
感，並由專責單位負責成立海外推廣小組統籌國際漫畫展覽推動事宜，提升臺灣漫畫國際品牌形象；
採取專案媒合方式，將比賽得獎作品或優秀的本土原創漫畫與週邊商品及動畫，進行整合行銷企劃並
銷售至海內外市場，發揮漫畫的產業鏈經濟效應，擴大台灣漫畫文創價值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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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T 策略（逆轉劣勢策略）
在臺灣本土漫畫發展困頓的劣勢、面臨各國激烈競爭與盜版問題亟待解決的情況下，本研究提出「逆
轉劣勢策略」
，建議臺灣政府應優先成立「臺灣漫畫推廣中心」半官方專責單位，由產業界、專家及學者
組成的專業團隊負責推動統籌漫畫產業相關政策，以及所有上述建議策略之推廣事務。單一專責單位能
使權責不重疊、資源能共享、事務能統籌規劃，並能貫徹長期性的漫畫產業發展政策以健全產業體質取
得最佳成效。該單位亦能代表臺灣與各國進行協商，以期透過國際聯合抵制的方式改善盜版漫畫問題。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全球行動閱讀發展趨勢，以及各國數位漫畫發展現況及其特性。在數位出版文獻探
討階段發現，平板電腦與 App 軟體服務的出現產生了兩個重要影響，其一是使用者付費的消費意識形成，
另一為全球數位內容商機湧現，而數位出版的發展態勢也呈現出全球內容競賽、個人出版服務興起及開
發跨國市場等三個趨勢導向。數位科技下蘊育的數位漫畫逐漸產生出豐富多元的表現形式，在創新技術
部分，有運用 3D 軟體技術創作的漫畫、透過 3D 技術呈現的裸眼 3D 漫畫，以及運用人體感應技術創作
的即興漫畫技術，日本業者則開發出搭配聲優配音的有聲漫畫，美國 Marvel 公司也曾推出接近電影運鏡
及聲光效果的動態漫畫。基於不同閱讀載具在導覽及操作特性上的差異，觀看漫畫的方式及新表現手法
也不斷被提出，美國漫畫家 McCLOUD 就曾創造出「無限畫布」的新型態網路漫畫呈現概念。網路漫畫
及手機漫畫出現較早，但也各自面臨發展瓶頸，網路雖然具備快速傳播、低成本製作、即時回饋及行銷
推廣等優點，卻遭受盜版網站的嚴重打擊，致使數位漫畫網站難以獲利生存。手機漫畫則具有高度即時
性、行動性及隱私性等優勢，然而螢幕小、受限頻寬與閱讀族群較為特定等問題則左右其發展。日本及
韓國對手機的發展策略主要採取手機漫畫特別創作，歐美業者採取的策略則是開發出可逐區播放的「動
態閱讀」或「引導閱讀」漫畫導覽功能，此種創新的半自動導覽方式，也將數位漫畫的翻頁瀏覽提升至
影片式的觀看型態，即使採用非手機閱讀的使用者也普遍能接受這種新的閱讀模式。
平板電腦的出現，為發展困頓的漫畫出版業注入一劑強心針，發行數位漫畫的 ComiXology 公司在短
時間內迅速躍升為全美最大數位漫畫書店。大衛•斯滕柏格認為數位漫畫主要因蘋果而快速崛起，其優
異的軟硬體及交易環境促進數位漫畫市場蓬勃發展，本研究也發現，電子漫畫書能快速發展的原因為：
（1）
平板電腦畫質優且攜帶性佳；（2）交易環境安全，購買流程簡便；（3）接近傳統漫畫閱讀感受。誠如學
者 Slack-Smith 的研究結果顯示，平板電腦橫向逐頁翻閱的閱讀形式，較諸連貫不間斷的網頁呈現具有更
佳的閱讀性，逐頁呈現的閱讀模式也較能保留閱讀漫畫故事的樂趣及情節起伏感，然而閱讀漫畫的介面
功能，也必須能滿足讀者閱讀需求，Alverson（2011）指出即使欠缺一個簡單的點擊翻頁小功能，都足以
對讀者造成負面觀感。此外，電子漫畫書目前也面臨 DRM 閱讀限制的不便與盜版漫畫軟體威脅等問題，
若蘋果公司及各國無法有效控制這類侵權問題，勢必將威脅到電子漫畫書的未來發展。從研究中得知國
際間的數位漫畫競爭已悄悄展開並迅速發展中，綜合分析各國積極發展數位漫畫的原因不外乎紙本漫畫
市場銷售萎縮、年輕族群高度依賴數位媒體、企圖塑造國家漫畫品牌及拓展海外市場等目的。評估各國
發展特性有「政府介入」、
「產業轉型」與「國際化拓展」等三種導向，其中政府推動最積極的國家為首
推中國及韓國，中國不僅將動漫產業視為國家級文化戰略，從政策、產業、教育及環境多管齊下推動政
策，更採取強勢的排外政策加強保護原創漫畫產業的發展；韓國政府則積極制訂漫畫產業的長期發展計
畫，除成立官方專責機構及漫畫發展中心外，更廣設漫畫科系並設置漫畫碩、博學位，打造韓國成為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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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強國的企圖心十足，然而其快速擴增的漫畫科系也衍生出人才過剩與師資不足等問題。漫畫產業發展
已達經濟規模的日本及美國，其業者為了解決紙本市場嚴重萎縮問題，以及將業務擴展至全球市場，所
採取的因應策略除了積極發展跨平台的泛數位漫畫出版，更積極開發漫畫在不同領域的多元應用及異業
結合效益。法國以尊重漫畫的藝術性及多元性發展著稱，不但積極透過國際交流推廣漫畫價值，其全球
首間開發出跨平台閱讀服務的數位漫畫網站《Ave!Comics》更發行多語言漫畫作品、提供完善的離線閱讀
及雲端書櫃等服務，是極具業界參考價值的優質網站。日本漫畫「Manga」不但已席捲亞洲及歐美市場，
未來更可能傾向自營多語系數位漫畫服務，然而日本業者的作法預期將嚴重打擊以進口海外漫畫作品為
主的國內出版業，建議業者必須即早省思在數位出版趨勢下的新定位，並持續積極培育本土原創漫畫人
才，以及提升其數位化競爭力。
另方面，本研究亦提出其他促進產業發展之相關建言供各界參考：（1）華文市場數位內容需求潛力
雄厚：中國的手機及數位漫畫深具潛力，如果中國政府未來能健全智財權立法，其市場的發展性將更令
人期待，而對擁有貼近華文市場優勢的臺灣而言，亦須儘速提升產業競爭力掌握先機，否則在中國漫畫
人才備出及各國積極發展態勢下，臺灣恐怕也將喪失此一競爭優勢。
（2）數位漫畫平台具有絕佳的國際
推廣效益：韓國及香港政府皆以國家之力推出 App 在《iTunes Store》銷售，從《Hong Kong Comics》App
在推出後兩個月即達到 45 萬次人次下載，且非香港地區下載比例高達 45%的情況得知，數位平台具有優
異的跨國推廣效果，此外，提供免費漫畫吸引海內外讀者關注則是兩國目前採取的行銷推廣策略。（3）
泛數位出版與行銷服務趨勢：法國、美國及日本業者皆積極發展可跨 PC、iPad、iPhone、iPod touch 及 Android
等多元平台的泛數位出版閱讀服務提昇產業競爭力，法國更大膽取消 DRM 限制，以提供讀者最佳的閱讀
方便性，反觀國內業者在發展跨平台出版服務上較為消極，並普遍設置對讀者端在軟硬體上的存取限制，
自然難以拓展國內數位漫畫的閱讀風氣；隨著 App 程式及個人數位出版品的大量湧現，如何提高產品能
見度及用戶忠誠度必然成為最大課題，也因此預期未來泛數位行銷服務也將成為新興趨勢。
（4）藝術導
向與商業導向漫畫平行並進的重要性：從研究中得知，美式風格與港式風格皆因漫畫風格過於統一強烈，
在跨國競爭及年輕讀者喜好變化大的市場現狀下反而受到侷限，而從研究法國及日本的發展態勢中亦發
現，過度執著於漫畫的藝術性表現或偏頗商業利益考量都不恰當，執著於漫畫的藝術表現將降低其商業
發展性，若過度市場導向發展，不當的色情或暴力內容亦可能造成負面的社會問題。
從文獻及專家訪談結論得知，臺灣擁有極佳的漫畫市場、優秀的創作人才及多元的文化背景，是臺
灣發展數位漫畫的優勢條件，然而本土原創漫畫長期受到海外漫畫擠壓生存空間，以及缺乏長期產業發
展政策的情況下早已喪失競爭力，臺灣的漫畫出版業者也因紙本市場嚴重萎縮及早期經營網路漫畫的失
敗經驗，對數位漫畫的推動裹足不前；目前國內的專業漫畫教育也嚴重失衡，呈現出外（補習班）熱、
內（學校）冷的怪異現象，總體而言，臺灣目前的漫畫產業相對屬於競爭弱勢的產業，急待政府下定決
心，給予產業推動力量並制訂長期的發展政策以健全產業的均衡發展。因此，本研究最後結合 SWOT 策
略，分從政策、產業、教育及文化等面向研擬全面性的臺灣漫畫產業發展建議，提出「趁勝追擊策略」
、
「長期發展策略」、
「品牌打造策略」及「逆轉劣勢策略」等四大產業振興發展策略，建議政府應優先成
立由產業界、專家及學者所組成的「臺灣漫畫推廣中心」半官方專責單位，使該單位對內能統籌運作長
期產業發展政策，對外能全力打造國家漫畫品牌形象，並爭取改善國際盜版漫畫問題，從根本提升臺灣
漫畫產業的總體競爭力，並期透過四大漫畫產業發展策略健全產業發展，進而掌握龐大的數位漫畫跨國
市場商機，藉此打造臺灣漫畫品牌及國際競爭力，建立臺灣漫畫產業文創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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