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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經濟系系友

 金庫資本管理合夥人兼總經理丁學文，
臺大經濟系畢業後，遠赴美國康乃爾大學就

讀財務金融研究所，剛好搭上美國華爾街對

沖基金蓬勃發展的年代。他發現，資本市場

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因此投身創投，成立

金庫資本，專注於出行產業供應鏈的投資。

丁學文認為，台灣人才優秀，又有強大

的車輛與電子零組件產業鍊，「只缺舞台、

場景」，金庫資本就是一個最佳平台。他比

喻，金庫資本就像航空母艦，而台灣的車輛

供應鏈、科技業就如同軍火庫；透過軍火庫

充實航空母艦的戰力後，就可以放眼全世

界，與其他國家打國際盃。

赴美就讀財務金融 
深受資本市場運作機制吸引

相較於其他臺大經濟系的同學，畢業後

多走上公務員、教職一途，丁學文顯得相當

「異類」，出國唸書選擇的是財務金融，「其

實這是因緣際會。」丁學文說，他 1992年
在康乃爾大學唸書，當時美國經濟很爛，「所

以柯林頓那時提出新的華爾街政策，也因此

選上美國總統」。

當年，華爾街在柯林頓的新政下，開始

蓬勃發展，而丁學文在美國唸書第二年，適

逢有一門課的老師，同時也在華爾街的避險

基金操盤，且績效表現很好，丁學文上了他

的課後，有如醍醐灌頂。

「這位老師影響我一輩子。」丁學文說，

他對創投的啟蒙，可說是源自這位老師。當

年美國資本運作正在起飛，且逐漸影響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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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台灣出行產業打國際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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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也埋下他日後投身創投的

種子。然而，由於丁學文是家

中獨子，為了家人，他並未將

留在美國工作視為選項，因此

即便當年台灣還沒有發展創投，

他仍決定先返台找工作，

而丁學文回台後的第一份

工作，是在荷蘭銀行做資產管

理，「當時台灣只有券商，投

信也才剛設立，我只能選擇其

中比較接近資本市場的工作。」

有趣的是，他在荷蘭銀行接觸到的第一個聯

貸案，就是台積電的聯貸案。

「當時台積電的人拿了一個比 DVD大
一倍的晶圓（Wafer）來，要借 200億元買
土地蓋工廠，我當時很年輕，竟然拒絕了。」

後來，台積電甚至派公關團隊來跟丁學文談

願景，「我其實都聽不懂。」直到台積電上

市後，連續 20幾隻漲停板，「我那時才更
清楚資本市場的實力。」這成為促使他回到

資本市場的主因。

不過，由於當年亞洲資本市場剛起步，

還沒有真正的創投，因此丁學文一開始先在

投信公司上班，「投信的商業模式和股權投

資其實一模一樣，都是有人把錢委託給你，

只是投資標的是股票。」等到 1999年，台
灣開放創投後，他就立刻想轉到創投上班，

但此時他已把眼光放到中國資本市場。

「或許有些人覺得很奇怪，當年台灣

資本市場發展比較好，為何要選擇去中國大

陸？」丁學文說，其實這一切充滿許多運氣

成份，當年他在統一投信任職，接到香港普

華永道（資誠）的電話，告訴他中國開放投

信業，但沒有人懂這塊，所以希望有懂投信

的人去上課，「因此，我受邀去北京上了兩

個禮拜的課」。

看好中國金融業發展 
年屆不惑仍跳脫舒適圈遠赴中國

不過，這兩個禮拜的中國行，卻讓丁

學文開了眼界。他利用休息時間，去逛了北

京最好的書店，原本打算買書，沒想到書店

的一樓排一大隊人，「我原本以為是要買張

惠妹的演唱會門票，後來才發現是排隊買基

金。」他表示，當時台灣基金已經很難賣，

但沒想到中國人卻瘋狂搶購，因此他意識

到，「原來中國金融業還沒發展」。

此外，當年台灣的金融業，已經逐漸走

向家族化，發展有限，「因此我覺得，我的

下一站就是要去中國大陸。」而當時台灣在

陳水扁總統執政下，兩岸「戒急用忍」，金

融從業人員其實是去不了中國大陸，唯一沒

有被管制的，就是創投，「所以我當下就寫

信給中經合的美國老闆，表示我想往創投發

展，而且看好中國大陸」。

當時的中經合，台灣當時唯一一家在

中國有辦公室的創投，適逢管理台灣與香港

的主管離職，丁學文就取而代之，進入中經

合後，隨即赴北京任職 3年，過程中還歷經
SARS。這段時間他對中國的資本市場情況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他發現，雖然中國當時

金融環境仍落後台灣，但應該快要起飛了，

也因此，雖然年屆 40歲，他仍決定跳脫台
灣舒適圈，以中國為職涯發展的重心。

不過，丁學文笑說，「我也不是一開始

就看這麼遠，但我很幸運，碰上台灣金融業

開放，累積了不少 Know How，成熟後換中
國開始發展，所以我算有一點運氣。」他表

示，他後來到中國發展後，正好遇到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上台力推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的「兩創」，如同台灣當年發

展創投的軌跡。

「台灣早期發展創投，是根據產業升

級條例，也就是經濟部長李國鼎那個年代，

當時交通銀行與行政院開發基金設立種子基

金，也就是後來的國發基金，從矽谷找專家

回來，而張忠謀也是在那時回來，因而催生

了台積電，也才有新竹科學園區的半導體產

業。」丁學文說。

到了 2005年，中國也想複製這一套。
「當時中國正籌備 2008年的北京奧運，以
及 2010年的上海世博，中國政府認為經濟
有機會上來，但要先做產業升級，不能只停

留在低端工廠。」丁學文說，當年的上北廣

（上海、北京、廣州）陸續成立引導基金，

專注投資創投，但條件是要求協助當地產業

升級，這也給了丁學文成立金庫資本的機

會。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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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勢造英雄 
金庫資本隨中國出行產業起飛

談及金庫資本誕生的過程，以及為何選

擇出行產業為投資對象，丁學文笑說，「很

多人以為金庫（KYMCO）是台灣光陽汽車
旗下創投，其實不是。」他赴中國發展初期

並非一帆風順，「在 2006左右，中國製造
業利潤下滑，跟早期台灣很像，因此尋求轉

型，需要創投資金」。

不過，當時丁學文成立創投，想的是募

集人民幣資金。「由於那時中國還有資本管

制，所以我希望大陸人投資我，我再投資大

陸產業。」然而，當時中國只有兩種人有錢，

一是暴發戶，二是 IPO公司。但中國第一代
創業家的水平不高，「他們對我說，要投我，

可以，但要求一年內賺錢，也就是『保底』，

這根本很難做到。」導致丁學文初期的募資，

其實相當困難。

但這一切，在 2009年奧運結束後、世
博開始前，出現了轉折。「當年我到青島出

差，住在萬達的萬豪酒店，睡到半夜三點多

起來，大概有 20秒的時間，我一度不知道
我身在何方。」當下，丁學文意識到自己，

其實是個正港台灣人，「我的資金來源，應

該以台灣、相信我的產業為主」。

當時台灣的金控旗下也有許多創投，

為何丁學文尋求的不是金融業資金，而是

產業？對此丁學文說，當年他在中經合時，

曾參與股東會議，發現有三種投資人會進行

股權投資，一種是金融業，一是有錢的「個

人」，也就是醫師、會計師、律師等。

另一種就是科技業，「我發現我們的

股東有光寶、宏碁、聯發科這些科技業，就

很好奇為何這些科技業要投資創投？」後來

發現，這些科技業相當擔心迷失未來轉型方

向，因此想藉由投資創投，了解世界未來的

產業趨勢。

「當年很多台商到大陸發展，最終都失

敗，不然就是轉型為以三角貿易為主，沒有

辦法打進大陸市場。」丁學文便思考：「我

可以幫助台灣企業進軍大陸，因此投資人應

該找台商。」那時台商回台後，最常提到的

是中國政府的貪污與黑心，但丁學文在中國

發展多年後，觀察長江三角洲一帶的地方政

府，有許多好官員，「他們是真心想幫助國

家起來」。

因此，丁學文決定好創投基金的方向，

「我會尋求中國政府支持，並幫助台商接地

氣。」由於長三角一代的省份，對外資比較

友善，因此他的首檔創投基金決定落腳長三

角。至於選擇出行產業為投資標的的理由，

丁學文分享了一個小故事。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如果不是太陽花

運動，特斯拉的研發中心原本要設在台灣。」

丁學文說，台灣汽車供應鏈非常強，同時科

技業、電子零組件產業，也是

世界頂尖，但由於當時政經情

勢不穩，使得特斯拉最後選擇

在上海設立研發中心，相當可

惜。

不過，丁文學的首檔創投

基金沒有選擇上海，而是落腳

浙江。丁學文說，中國大陸的

汽車產業聚落，主要位在廣州、

重慶與江浙地區，其中汽配件

產業主要在浙江南部，且佔了

浙江省 GDP的 4成。「但那幾
年汽配件產業的利潤一直往下掉，當地政府

希望我幫忙找台商，協助他們做產業升級」。

當時丁學文對汽車產業不熟悉，「我

對汽車產業鍊知道的不多，比較熟悉科技產

業。」但世上總是有許多巧合，「光陽現在

的董事長柯勝峯，是我研究所的同學，但我

當時不知道他家是做車的。」丁學文說，三

陽很早就進軍中國大陸，在大陸有兩個產業

鍊，一個在江蘇常州，一個在湖南長沙，「但

當時台灣沒有直飛常州班機，所以他來虹橋

機場轉機時，就會到我辦公室借網路」。

沒想到這麼一借，卻串成了一筆大交

易。「浙江政府打來時，柯勝峯正好在我辦

公室，我當時因為不熟汽車產業，原本想拒

絕浙江政府，但他拉我的手，告訴我他們家

就是做車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

費工夫，在浙江政府大力支持下，丁學文赴

中國後首檔的創投基金「新動力」於焉誕生，

而這就是金庫資本的前身。

美中貿易衝突後資本挪移 
金庫回台佈局東南亞

隨後，中國的出行服務興起，在 2011
年至 2016年間蓬勃發展，金庫資本也跟著
這波市場浪潮，規模逐漸擴大。2017年爆
發美中貿易戰，中國最具指標的跨國企業－

華為，被美國掐著脖子，這也讓中國政府意

識到科技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性。丁學文觀

察，台灣在高端科技業還是比較強，且由於

貿易戰因素，很多資本都轉向，往印度與東

南亞佈局，因此他認為「回台灣的時間到

了」。

丁學文說，印度與東南亞國家以前是英

國殖民地，比較不信任中國，「他們認為中

國的東西便宜，但企業沒有誠信。」且由於

印度與中國有歷史情仇，「所以他們把中國

和台灣分得很清楚，也知道全球唯一可以跟

日本競爭車輛品質的地方，就是台灣。」而

金庫資本是台灣人的創投，又有能力整合兩

岸的科技技術，就成為印度與東南亞國家首

選的合作對象。

今年，金庫資本宣布投資 3,000萬美元，
入股東南亞共享乘車獨角獸 Grab，協助台灣
電動出行產業供應鏈打入東南亞市場，「為

此我們談了 8個多月。」丁學文說，其實金

庫資本一開始考慮的是印度市場，所以金庫

資本回台設點時，培養的是以印度留學生為

主的團隊。

但後來丁學文發現，印度來台留學生的

素質，並沒有他想像的優秀，才得知印度最

精英的學生，其實都在新加坡理工學院。為

此，他特地拜訪新加坡政府，希望能在新加

坡設立辦公室，並請新加坡政府協助幫忙組

成好的印度團隊。沒想到，新加坡政府「自

我行銷」，將原本要投資印度的金庫資本綁

在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跟我說，如果想投資東

協，你應該選擇東南亞，而不是印度。」丁

學文說，新加坡官員一席話，完全顛覆他以

往的想像，「他跟我說，你們台商以前到中

國，都是到蘇州、東莞；去越南也都是去平

陽，完全不知道河內發生什麼事」。

「這段話讓我意識到，以往我們觀察一

個市場，只從最熟悉的點切入，但對於整體

的發展，卻一知半解。」也因如此，新加坡

政府說服丁學文，進而促成金庫對新加坡新

創獨角獸 Grab的投資，這也充分展現新加
坡政府對新創產業的支持。

出行產業將帶來產業革命 
丁學文希望協助台灣打國際盃

回頭來看台灣的創投發展，丁學文表

示，近年台灣創投如同「只是見黃昏」，一

直往下走，反而中國創投發展緊 10多年，
但有如「橫空出世」，包含阿里巴巴、百度，

都完全採用歐美的資本運作邏輯，發展速度

驚人，「台灣現在連對方車尾燈都追不上。」

此外，台灣製造業也比較不懂「說故事」來

吸引投資人，加上受中國、東南亞新興市場

的擠壓，這幾年確實過得比較辛苦。

不過，丁學文認為，出行產業將是繼

智慧型手機之後的下一個「產業革命」，可

望創造相當多的創業機會，成為台灣「逆轉

勝」的契機。他表示，出行產業要蓬勃發展，

需仰賴車輛與科技聯網，而台灣是全球少有

在這兩個領域都很強的國家，「只是缺乏舞

台」。丁學文希望透過金庫累積的國際化經

驗「打頭陣」，可以協助台灣企業以及優秀

人才「走出去」。

(丁學文先生為本系 1988年畢業系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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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英才 30 年  毛慶生  老師
期許社會多一點理性、少一點民粹

近 30年教職生涯皆在臺大經濟系度過
的毛慶生老師，去年 7月屆齡退休，但熱愛
教學研究的他，至今仍以兼任教師身分，在

經濟系繼續「作育英才」；所執教的總體經

濟學相當熱門，有許多外系學生慕名前來聽

課。

他認為，經濟學是一門「入世」的學問，

經濟學家應訓練學生建立相對客觀的理論基

礎，讓社會多一點「理性思辨」的空間，而

非訴諸民粹情感。

毛慶生是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濟學系博

士，但在台灣唸書時，他是政治大學財稅系、

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出身，是典型的「政大

幫」，與臺大其實沒什麼淵源，回台灣後之

所以選擇到臺大執教，完全是機緣巧合。

「我之所以回來台灣，主要有兩個原

因。」毛慶生說，他取得博士學位後，進入

美國中央銀行（FED）工作，一待就是 6年。
然而他對教學研究相當有興趣，對於擔任教

職也充滿期待，因此回台任教一直在他的人

生規劃中，「在美國工作 6年，我覺得差不
多了」。

除了無意久待外，毛慶生在美國的第 6
年，適逢父親過世，他想回台灣照顧母親，

此時剛好臺大經濟系規劃增班，需要增聘老

師，「有這個機會，我就申請回台任教」，

沒想到一待就是快 30年。
毛慶生回台時，他的母校政大也曾邀請

他回政大任教，但為何仍選擇臺大？對此毛

慶生說，在早期，臺大是訓練台灣最多經濟

人才的搖籃，許多學者回台任教，臺大自然

會是第一選擇。其次，他考量的是學校的「風

格」。

在美國中央銀行待過的毛慶生，非常

重視研究工作，但政大教授的教學負擔非常

重，若去政大任教，恐怕無法兼顧教學與研

究，「臺大一學期只要開兩門課，政大卻要

退休教師

求老師一學期要開三門、

甚至四門課，備課時間都

不夠了，怎還有力氣花在

研究上？」但他強調，這

並非代表政大不好，純粹

是制度、以及適不適合的

問題。

讚臺大學生菁英 期許
靠教育改造社會

回顧近 30年教職生
涯，毛慶生笑說，總體經

濟學一個班就超過 150人，
全校學生都可選；而經濟

系碩博班的學生，幾乎也都上過他的課，因

此他教過的學生如「過江之鯽」，不乏已在

各領域發光發熱的名人。但他的研究取向是

新古典經濟學派，亦即芝加哥經濟學派，「想

要考高普考的人，通常不會選我的課」。

談及對臺大學生的看法，毛慶生說，臺

大學生的聰明才智，無庸置疑是「拔尖」的，

與其他學校學生最大的差別，就是比較能接

受相對理論與抽象的事物。

「總體經濟學非常入世，強調與現實世

界接軌，但每個老師教學的取向不同，我比

較傾向提供學生理論分析的架構。」毛慶生

說，他非常重視學生的邏輯思辨能力，正如

新古典經濟學派相當強調理論模型，「理論

模型就是一種抽象和簡化的結果」。他曾到

其他學校與學生交流，發現一般學生很難立

刻理解抽象事物，「但臺大學生腦筋比較清

楚」。

「經濟學是很複雜的學問。」毛慶生說，

同樣一個經濟議題，問不同的經濟學家，可

能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因此，如何聚焦、

進而透過有邏輯的架構來思考問題，不被別

人牽著鼻子走，這是經濟系學生應該具備的

能力，也是他教學上最重視的思維訓練。就

他觀察，臺大學生的思維邏輯明顯優於其他

學校的學生，「但不同科系之間，還是有點

差別」。

他說，經濟系雖是門社會科學，但仍會

用到一些數學，而文學院、政治系、社會系

的學生，由於數理方面的訓練不夠扎實，上

經濟學時壓力比較大；至於電機系、數學系

的學生，雖然數理能力很強，學習速度較快，

但解釋經濟現象時卻過度「數學化」，也就

是習慣用數字、符號、方程式等，沒有辦法

直觀性地描繪社會問題，反成為另一種問

題。

「不要讓數學規範了你的思考。」毛慶

生說，有些學生跟他說，自己沒修過微積分，

或是微積分被當，「但我不要求你會微積

分，就算是考試，我也會把微分後的結果告

訴你，重點在於我把結果給你了，你會不會

用」。

他舉馬政府之前推出的「消費券」，

與近期政府的「振興三倍券」為例，強調這

種政策都會有替代效果，「你一個月衛生紙

用量就是這麼多，不會因為多了消費券、三

倍券，你就多買衛生紙，這些都是 common 
sense，政府不講，其實這兩個是一樣的東
西」。

毛慶生說，經濟政策其實可以用數學

模型來證明，但經濟政策的論述，並不太需

要重視模型，而是有沒有透過直觀論述的方

式，讓所有人都聽得懂，這也是他一直以來

的上課方式，「學生上完一年的課後，基本

上都能摸出一套邏輯思維」。

毛慶生課堂上常引用時事分析經濟政

策，「有些學生與我討論政策會熱血沸騰，

但也有些學生跟我持不同意見，認為我說的

不對。」他說，師生想法可以不同，但既然

是經濟議題，就該用經濟學的邏輯討論，而

不是訴諸感性；他身為經濟學家，就該訓練

學生，用相對客觀的理論基礎，來解釋經濟

現象。

談及現今社會，毛慶生仍充滿「憂國憂

民」的學者情懷。他表示，目前全世界「民

粹當道」，執政黨、反對黨，都訴諸民粹，

「不然川普怎麼會選上美國總統？」但這也

反映出，知識份子過去認為是「對」的方向，

其實早已與底層民眾完全脫節，所以民粹可

視為一種底層的反彈。

然而，毛慶生認為，在這樣複雜的社會

中，若所有的政策都訴諸情感、直覺，將會

出現很多問題，「一個經濟政策下去，如果

影響只會有兩、三年，那還不用過於擔心，

但很多經濟政策其實都是長期、不可逆的，

因此必須理性思考利弊得失。」但理性討論

如今竟然成為一種「奢求」。

不過，毛慶生對民粹當道的現象，其

實沒那麼悲觀，這也是他至今仍堅持站在教

育第一線的原因。他說，「目前這種現象不

可能馬上改變，但透過教育，讓自己當成一

粒種子，多多少少也能影響一些人。」尤其

臺大學生都是未來菁英，若能藉由教育，一

點一滴的影響這群菁英，讓他們具備邏輯思

辨、以及與公眾溝通的能力，未來就有機會

扭轉民粹現象，「或許，這也是臺大老師的

特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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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學年度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隨著臺灣經濟環境快速的變遷，為滿足產官學界對專業經濟知識的需求，臺大

經濟系特別開設碩士在職專班（公共政策與經濟分析組），以期藉由培養嚴謹的邏

輯推論能力以及統計分析能力。歡迎各界菁英報考！

簡章公告 110年 1月 05日（二）

報名時間 110年 2月 19日（五）至 110年 3月 11日（四）

報名資訊 其他規定請至 http://www.aca.ntu.edu.tw/查詢

本系專班相關資訊請詳見經濟系網頁或電洽 (02)3366-8440

政府為了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

化，促進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文化部去

年成立「文化內容策進院」（以下簡稱文策

院），希望可以架構跨部會、跨領域、跨平

台的協力合作機制，整合文化、科技及經濟

的能量，催生台灣文化內容產業生態系，以

帶動產業投資與創新的動能，形塑台灣的國

家文化品牌。

不過，台灣要發展文化內容產業，除

跨部會、跨平台的合作外，最重要的關鍵，

仍是「人才」的培育。曾擔任相關文化產業

政策諮詢委員的臺大經濟系副教授馮勃翰認

為，若有意打造「新台流」，發展出具台灣

特色的文化內容產業，僅懂內容產製遠遠不

夠，還需要有管理、財務、法律等背景的人

才共同加入，才有機會發展出多元、高品

質，能打入國際市場的作品與團隊。

馮勃翰說，曾有文化內容產業的單位

有人力需求，希望他可推薦具備金融相關背

景、產業分析能力的大學畢業生或研究生來

擔任，但至今他仍未找到適合的人選，主要

是合適的人選往往有非常好的工作可以去，

想來的人在專業能力上尚不匹配。

馮勃翰表示，文化內容產業若要打入國

際市場，除了外語能力是基本條件外，還必

須具備國際企業的專業能力，也要對財務、

會計及智財權等領域有充分理解。然而，有

這些專業的人，還要能具備對內容的品味

與鑑賞能力，因此大幅加深了尋找人才的難

度。

「我認為適任的學生，他們寧可去傳統

上更有前景的工作，例如時尚精品產業、跨

國品牌公司等。」馮勃翰說，許多學生對台

灣內容產業的理解仍停留在過去，認為台灣

市場過小，做出來的東西格局不大，「他們

自己不太看台灣的作品，而是去看英美、韓

國的作品。」因此對於在台灣做內容產業沒

有興趣。

然而，現階段有部分對台灣內容產業有

興趣的學生，通常很難同時具備所有條件，

這是目前台灣找尋內容產業人才的窘境。

另一個情況是，台灣內容產業的發展，

常常是內容強於商業，以電影為例，過去往

往是由導演主導一切，而導演雖然擅長影

像、美術、攝影，或者說故事，但對管理、

財務、版權交易等並不熟悉。「要發展內容

產業，只有內容還不夠，必須具備高端、全

方位的綜合營運人才，並且需要懂商業的人

一起投入製作。」

此外，馮勃翰說，包含人脈、溝通協調

能力，以及如何在兼顧成本與效率下，想辦

法「運籌帷幄」，將一群有創意的人組織起

來，更是將來內容產業高端人才必須具備的

能力，而這並不是簡單的事，「但未來這個

圈子，絕對不會只有內容產業出身的人才能

做。」

不過馮勃翰也坦言，具備管理、財會

與貿易背景的學生，對內容產業實務不一定

了解，但政府若希望能協助台灣作品走向國

際，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才，仍是當務之急。

為此，文策院已陸續開始提供各種在實

務上教育訓練的基礎課程，而他也在學校開

立《創意產業專題》的課程，透過個案討論

的方式，讓非內容產業背景出身的人，也能

了解內容產業的運作方式。接下來，馮勃翰

更打算開設一門《影視幕後的商業運作》通

識課，將可讓更多的學生參與，「如此一來

可以兼顧深度，以及接觸學生的廣度。」他

希望，能在教育的階段，就讓對內容產業有

興趣的學生，提前能了解這個在國際相當競

爭的領域，究竟長什麼樣子。

除了人才培育外，如何替台灣內容產

業找到合適的投資方，以及募資，也是另一

門重要課題。馮勃翰說，過去台灣本土電視

劇，主要是由電視台出錢，因此內容以及方

向，都是由電視台掌控。但現在網路串流平

台興起，影視內容可以跨出地理區域與語言

隔閡，市場也從本地直接轉向國際，因此資

金規劃更複雜。

馮勃翰表示，台灣影視內容走向國際，

面對不同的通路與市場，需要有資金以及投

資方協助開發市場，但對投資方來說，初期

投資往往面臨很多風險，尤其擔心投入資金

無法回收，以致無法達成內容產製者當時預

期的品質與規格，形成惡性循環，因此也出

現了像《誰是被害者》這種「先拍再賣」的

方式。

馮勃翰說，這種做法是先完成某個作

品，看串流平台（如網飛）有無意願購買、

會上哪幾個國家播映等。此階段製作團隊會

先融資，等作品完成後進行版權買賣，進而

看迴響與票房來回收資金。但在第一階段投

資的股東與借款人，通常需投入數千萬到一

兩億元的資金規模，「放到新創產業，會是

很大的數字」，因此必須有人才了解當中的

資金運作，籌資才會順利。

然而馮勃翰表示，台灣雖不乏願意投資

內容產業的投資方，但對內容產業的商業運

作不見得了解，「過去曾遇過傳產要投資，

還強調多少錢都不是問題，但它們仍是以製

造業的思維在看內容產業」。

對此，馮勃翰認為，政府若要鼓勵民

間投資人投入文化內容產業，協助文創團隊

募得資金，也必須將投資人教育視為政策發

展的一環。唯有投資人本身也懂內容產製的

商業運作，才會有信心投資影視作品，並且

給予創作團隊更彈性、更永續的發展空間，

進而建立可長可久的台灣文化內容產業生態

系。

打造台流文化品牌

需要懂內容與管理的國際型人才

◎專訪本系 馮勃翰副教授

教師獲獎情形

1.  駱明慶教授榮獲第三屆

『孫運璿學術獎』最佳

論文獎

2.  謝志昇副教授榮獲科技

部 109 年度『吳大猷先

生紀念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