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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旨在建構產業環境下，媒體
設計領域專業人員相關之技術創造力量
表，第一階段之工作在確立媒體設計領域
之技術創造力量表內涵的基本構念。 

 
關鍵詞：媒體設計、創造力、技術創造力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stablish the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ventory 
in media design area. Following the original 
research schedule, this report is the 1st year 
research. To Find out the complete content 
outlines of the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ventory in media design, is the main issues in 
this report. The main method employed in this 
study is interview.  The major findings in 
knowledge, perso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wer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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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緣由與目的 
 
(一)、緣由 

在國際競爭全球化的趨勢與科技快速
的發展下，我國的產業環境丕變，其中之
媒體產業的變化非常劇烈，而政府期望委
以重任，能成為亞太媒體營運中心；無論
能否成事，產業能否生存之重心皆在產業
的創新或從業者具有創造力。就媒體產業

而言，如何提昇媒體產業專業從業人員的
科技創作能力是一項重要的工作，而在提
昇創造力之前，有必要理解媒體設計之技
術創造力，基於此，而有本研究之構想。 

 
(二)、目的 

本研究主旨在發展媒體設計之技術創
造力量表與施測手冊，並建立常模，以期
提供相關業界參考與應用。本計畫為依照
原有計劃實施之第一階段，具體而言，本
階段的研究目的為瞭解媒體設計領域的主
要創新歷程、產品創新性與所需的創新技
術能力與瞭解媒體設計專業領域的技術創
新指標並據以分析出媒體設計領域之技術
創造力量表之內涵構念。 

 
三、 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採用文
獻分析與訪談法，來探索優秀
之媒體設計從業人員，在實務
工作中所展現的技術創造力為
何。 

（二）研究架構：由總計畫之研討決
定由三個面向：個人特質、知
識與技術、及組織氛圍，來探
索媒體設計之技術創造力。本
研究所選擇之受訪對象為 

（三）研究範圍：由於媒體的類別繁
多，本研究在盱衡國內產業狀
況，並考量傳播科技的發展趨
勢下，決定以數位媒體產業，
為本研究的主要範圍 

（四）訪談對象：相關產業中，以國
內最具有競爭力與發展潛力的
專業領域：多媒體電子出版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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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動畫與數位視訊產業、電
子商務產業與網際網路廣告與
整合行銷產業等。所選擇之公
司或單位為曾獲得國內外媒體
設計競賽獎項者（如教育部金
學獎、僑委會之海華獎、網路
金手指獎，以及國外舉辦之網
路設計獎），及/或業界對其能
力有共識者。受訪人員為從事
媒體設計之專業人員，透過訪
談之記錄進行技術創造力之分
析，了解技術創造力的內涵，
並據以進行建構本領域所需之
技術創造力量表，。 

 

    由於未能獲得受訪者之首肯，訪談過

程中沒有錄音，所獲之資訊皆為透過研究

小組同仁共同之記錄與事後的討論，來尋

求媒體設計人員之技術創造力的內涵。 
 

四、 研究發現 
（一）知識與技術 

1. 傳播 
2. 美學 
3. 二種常用的電腦繪圖軟體 
4. 程式設計 
5. 管理 

（二）個人特質 
1. 主動創新而非沿用舊結構 
2. 以圖像或視覺方式思考 
3. 市場敏感度高 
4. 強烈的專業自信 
5. 高度的審美觀 
6. 強的自我動機 
7. 廣泛的生活興趣 
8. 具備非語言的溝通能力 
9. 對新事物保有興趣或好奇 
10. 工作抗壓力高 
11. 對於知識缺口的高度警覺 

（三）組織氛圍 
1. 鼓勵創新 
2. 團隊互動良好 
3. 時間、經費、與創新的壓力 
4. 工作時間與方式較自由 
5. 領導人能提供創意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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