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標竿
這是一個高科技競速發展的時代
過度強調科技發展的意識及行動
模糊了「科技」應為人類服務的根本精神
在科技發展的洪流中
人文精神的式微成為科技高度發展的國家社會
必須面對的議題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元年即設立
「東元科技獎」
第六年起在科技獎中增設「人文類獎」
倡導科技人文融合發展的觀念
並正名為「東元獎」
積極倡議「科技」回歸造福人類福祉的目的

人文類獎
<動態影像藝術>

第十二屆起以主動遴選的方式

設
獎

找出科技時代為人文社會而努力的標竿
希望帶動社會反思人文精神的發展
同時呼籲國人在追求物質生活富裕的同時
也能深植人文內涵豐富人類生命的價值
2008年的人文類獎項
以「動態影像藝術」為遴選領域
肯定致力於動態影像創作
其作品兼具文化藝術之傳承與人文關懷的精神
且具有豐富人文生活
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之傑出藝術創作者
石昌杰先生不但是位細膩嚴謹的動畫藝術家
擅長以人文關懷的精神，深刻反省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
警醒世人莫要被慾望、疏離與戰爭反噬
他更是一位致力將融合人文精神的動畫藝術與創意
傳承啟發年輕人的文化教育行動者
其在影像藝術創新的堅持與成果
為臺灣動畫樹立新的里程碑
是科技時代為人文而努力的社會標竿

緣

起

得獎人介紹—人文類—石昌杰

石 昌 杰
C. Jay Shih

先生
48 歲 (1960 年 1 月 )

r 學 歷：
紐約理工學院 (NYIT) 傳播藝術系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系 學士

碩士

r 曾 任：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系主任
Siggraph Taipei 分會 會長
台南藝術學院音像動畫研究所 所長
2007 國際新媒體藝術節台澳新媒體藝術論壇 策劃暨執行
台灣國際動畫影展、中國常州動漫藝術周等 評審委員

r 現 任：

回歸本源，兼善天下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系
財團法人電影推廣文教基金會 董事

專任副教授

國內資深動畫家，作品細膩嚴謹，且深富人文色彩，2006 年更以
〈微笑的魚〉一片榮獲柏林影展兒童單元特別獎，為台灣動畫樹立
新的里程碑。

得獎感言
每一個人的成功，背後都有老天的眷
顧，與貴人的相助。感謝東元設立這樣
的獎項，意義非凡；也感謝評委們的推
薦與肯定。對於我個人而言，今年評選
此項獎項的評委們，都是為台灣社會貢
獻卓著的巨擘，從他們的鼓勵中，獲得此
項獎座，真是無比溫暖與光榮！也感謝一
路陪伴我的朋友與家人！

兒時與父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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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格造夢的動畫藝術教育家—石昌杰教授專訪
「動物園宮殿」戲院裡，一千多個孩子睜大了眼睛看著「微笑的魚」從螢幕
左邊游到右邊，中年男子在夢裡解放想像，回到生命最初的模樣，跟他的魚
一起快樂地裸泳，戲院的孩子們也用嘻哈笑聲參與其中……這是 2006 年石昌
杰導演幾米繪本改編的動畫，於柏林影展兒童單元首映的場景。在「應該來
拍一部兼顧商業利潤與藝術創作的動畫」理念驅使下，石昌杰與製片黃茂昌
合作完成「微笑的魚」，不但榮獲香港電影節最佳創作短片獎、漢城卡通動畫
節最佳網路動畫獎、柏林影展兒童單元特別獎，也廣受觀眾和各國選片人喜
愛，被譽為台灣動畫史的新里程碑。

幫修漫畫封面，自製布袋戲服
40 年前，石昌杰跟許多小孩子一樣著迷於卡
通、漫畫、布袋戲，但他額外擁有繪畫與製作的
才能。「我爸是小學老師，媽媽開過賣兒童玩具
的雜貨店和漫畫出租店。漫畫書翻久了有些封面
會爛掉，我就幫忙畫個自製封面，看起來跟原著
還滿像的。」當年不流行才藝班，石昌杰的父親

2005 拍攝「逐格造夢」與王中元董事長合照

鼓勵孩子的興趣，常帶他到台中公園寫生。在那個布袋戲風靡大街小巷的年
代，喜歡創作的石昌杰拿起布袋戲偶，還會幫它剪裁新衣服、重新編劇演給
朋友看。
「小學時候我看到一本美國漫畫，就有樣學樣地也畫了一本，寄到當時很
有名的漫畫雜誌，收到編輯的回信稱讚我畫得很好，卻也強調：『你的能力可
以不需要再模仿別人，應該嘗試畫自己的作品。』這句話經過很多年我一直記
得，是鼓勵我走向創作的起點。」石昌杰說。

捨理工念美術，修影劇拍妄念
考上台中一中後，石昌杰跟兩個同學合創美術社，還加入合唱團，及每
學期都會去探望孤兒院或老人院的慈幼社。中學生活多采多姿的石昌杰，曾
為未來之路傷透腦筋，究竟是要依照父母的期待選讀醫科或理工組，還是遵
循自己的興趣選讀美術系所在的社會組？所幸父母並未威逼他走自己不愛的
路，石昌杰最後如願考進文化大學美術系。
「當年很流行『繪畫已死』的說法，雖然這句話現在回頭看是錯的，但確
實影響我當初修課的想法。」石昌杰回憶，為尋求藝術的各種可能性，他一
天到晚往樓下的影劇系跑，從「美術系西畫組」變成
同學戲稱的「美術系電影組」，台灣電影史上響叮噹
的人物焦雄屏、張昌彥、王小棣、黃建業等，都成
為他的老師。「張昌彥老師帶我入門，很有耐心地引
導我這個外系生；焦雄屏老師將類型電影的概念引
進台灣，教我們從歷史的脈絡與環境的變遷來看電
影，也就是『電影歷史與美學』，影響我後來對動畫
的教法，也從『動畫歷史與美學』的角度出發。」

2008 年與張昌彥導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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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美術系同學的畢業作品集都是一本畫冊，「美術系電影組」石昌杰的
畢業作品卻是 8 釐米的膠捲。這捆膠捲承載著他和同學杲中孚合拍的偶動畫

《妄念》，一舉奪得 1983 年金穗獎最佳 8 釐米動畫，也是他往後成為金穗獎常
勝軍的起點。短短三分鐘的妄念從一個人偶吹口哨開場，人偶一看到滾到身
旁的黏土，就依照自己的想法形塑，當他把一塊大黏土塑造成機器人，機器
人動起來後，卻把創作者抓起來，塑造成跟機器人一樣的形狀。石昌杰說：
「這是兩個年輕人對創作的反省。所謂的靈感，究竟是靈感還是妄念？超乎想
像的靈感很可能失控，演變成反噬人類的災難。」

拍廣告有志難伸，蔣勳鼓勵出國深造
大學畢業退伍後，石昌杰進入年代廣告部工作，名為企
畫助理，實為製片助理，還得負責畫分鏡腳本。「為賺錢求溫
飽的拍片工作，有很多理念不能實現。這時期累積許多的不
吐不快，就變成我拍《與影子共舞》的靈感與動力。我借用寓
言童話的『紅舞鞋』，企圖講人類的慾望，穿上紅舞鞋的人盡
情地跳舞，跳到影子也有自己的生命舞動，於是變成許多影
子一起跳，到最後人被影子合併，筋疲力盡地倒下消失，徒
留一雙紅舞鞋。」
2006 年出席柏林影展

當《與影子共舞》再度拿下 1986 年金穗獎最佳 8 釐米動
畫，石昌杰開始感到自己的不足，很想再多學一點，卻又擔憂家裡的經濟環
境不允許。在父親拿出部分退休金，及蔣勳老師的鼓勵和幫忙找贊助人（金橋
書局卓媽媽）的情況下，石昌杰在 1988 年如願赴美，出國前石昌杰還拍攝了
描繪白色恐怖氣氛的《噤聲》，成為 1988 年金穗獎最佳 16 釐米動畫片。

樂入紐約藝術寶庫，歸國飽受文化衝擊
石昌杰原本在美國麻州藝術學院念實驗電影，後來發現紐約才是藝術大
寶庫，遂轉到紐約理工學院攻讀傳播藝術系碩士。「那是我人生最快樂的黃金
時期，整個紐約市就像一間大學校，拿著學生優惠票，就可以任我這個文藝
青年隨便逛隨便學。」石昌杰笑著說，待在紐約兩年多，他就像棉花一樣吸收
各種藝術養分，看遍各大博物館、美術館與藝廊，接受前衛藝術的洗禮，也
成為百老匯的常客。
1990 年代初期，電腦 3D 動畫剛起步，然而軟硬體尚未發展兼備，用電
腦千辛萬苦做成的東西，效果還不如原本的電影膠捲。對立體世界情有獨鍾
的石昌杰，畢業作品拼命用 2D 軟體作成 3D

效果，「我戲稱為 2.5D。」帶著滿行囊的收穫
回到台北，石昌杰才親身體驗到什麼叫「文化
衝擊（culture shock）」，「看慣了美國的居住環
境，回到原本習以為常的台北，我突然覺得
好不習慣，混亂的街道、擁擠的人行道，醜
惡的視覺給我很大的心靈衝擊，促成《台北！
1988 年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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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社會變遷及反省科技，拍出金馬最佳動畫
留學歸國的石昌杰剛開始被老同事拉回去拍廣
告，但深感自我不滿足的他利用 1993 年新聞局創立
短片輔導金制度的機會，辭掉廣告公司的工作，到世
新大學兼課維持基本薪資，餘力全部投入製作偶動畫
《台北！台北！》。運用黏土的可塑性，這部動畫以打
擊樂的節奏，展現台北樓起樓塌的景象，鏡頭從北門
的城牆拆除，移向農業社會純樸的磚瓦房，再從三合
院移往台北城日據時代二層樓的外飾屋，然後是鐵窗

1993 年「台北、台北」拍攝現場

滿佈、天線亂插的水泥建築，最後變成玻璃帷幕的高樓大廈林立。故總統蔣
中正雕像的變化則從軍馬戎裝到文治書生，最後端坐在中正紀念堂裡展現威
嚴。《台北！台北！》以短短七分鐘道盡台北社會、文化與政治的變遷，不但
獲頒 1994 年金穗獎最佳動畫短片，也贏得巴黎 RIENA 國際環保影展特別注目
獎，是石昌杰動畫導演生涯的重要代表作。
在《台北！台北！》之後，不斷求進步的石昌杰，決定比照一般電影的規
模，用 35 釐米來拍偶動畫《後人類》。石昌杰看到新聞介紹蘇俄冷戰遺留的
核武製造基地，瞭解核廢料造成的萬年威脅後，便用機器人走上毀滅之路的
故事，隱喻人類運用核武的愚蠢，這部由世新和實踐同學協助完成的《後人
類》，讓石昌杰贏得第 32 屆金馬獎最佳動畫片。「我想藉這部動畫強調，人類
光有知識是不夠的，沒有愛，知識可能會造成更大的災難。」

投身台灣動畫最高學府，教育影響既深且廣
1998 年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成立「音像動畫研究所」，台灣動畫史邁入上可
取得碩士文憑的時代，兼具實務經驗與學術背景的石昌杰，理所當然地被找
去當第一任所長。正式成所前，石昌杰到美國加州藝術學院和加拿大國家電
影局取經，看到加拿大以國家力量投入動畫產業，每個藝術動畫家有自己獨
立的房間，可使用各種器材設備，「回到南藝大我也將研究生的房間設計成各
自獨立的動畫工作室，把學生當成是動畫藝術家看待。」
新所草創維艱，石昌杰不只當所長處理行政領導，也要當總務負責採買
設備，更要當教務規劃課程。2001 年任期滿後，石昌杰到世新大學協助規劃
數位媒體設計系的成立，2004 年再被挖到台灣藝術大學擔綱多媒體動畫藝術
系系主任。十年來他對台灣高等動畫
學府的投入，不但造就一批台灣新銳
動畫導演，也擴及實驗短片領域，以
「爸爸的手指頭」入圍今年金穗獎最佳
劇情片的導演楊士毅，便是他的得意
門生之一；在偶動畫領域的嫡傳弟子
南台科大視傳系講師陳龍偉所教出石
昌杰的徒孫紀雅勻，則以「神豬」奪得
無名小站舉辦的「無名良品：讓你成為

1995 年「後人類」拍攝現場

大導演」活動最佳動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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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關懷反省，對學生呵護備至
「以前沒有人用教育觀點在看台灣動畫發展，是石昌杰老師把台灣動畫
教育帶入更高的境界。」曾在《後人類》擔綱助理導演的陳龍偉說，十年前網
路不像現在這麼發達，在台灣宛如動畫資訊沙漠的時候，石老師總不吝提供
各種學生所需要的知識和資料，他幾部作品裡流露的人文關懷和批判反省精
神，讓他深深瞭解動畫可以拍得很娛樂消費，也可以拍得很有意涵。
綽號阿貴的楊士毅則說，石昌杰老師一開始對他而言是「高不可攀」的，
後來才發現這個老師在生活中完全沒有動畫前衛流行的風格，反而很像溫文
儒雅、和藹可親的長者。「創作其實是很不穩定的工作，學生遇到挫折常會很
想放棄，但石老師就是一個典範，你能看到他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創作不是
在為別人做，要勇於面對自己的生活，又不失卻對周遭親朋與環境的關心。」
楊士毅指出：「畢業前我一直忙著完成自己的作品，忘記要提早敲定幫
我口試的老師時間，石老師發現就口氣嚴厲地罵我，說我怎麼可以『只想著
自己，不幫別人想』，我雖然有點被不常發脾氣的他嚇到，卻也很感激他糾正
我。沒想到晚上還接到他的電話，說不好意思他今天有點兇，還問我會不會
覺得心裡受傷，讓我超感動的！」

堅持微笑的魚在台製作，培養本地人才
儘管在藝術動畫領域備受好評，業界對石昌杰教出來的學生，卻有「怎
麼都拍大家看不懂的動畫」之批評，剛好 2002 年製片人黃茂昌找上石昌杰，
談及想改編幾米繪本為動畫的構想，在「拍片兼顧
商業市場，又具有藝術質感」的理念下，兩人一拍即
合。獲得幾米授權後，「微笑的魚」2003 年終於在新
聞局短片輔導金和台北市文化局的補助下開拍，短短
十分鐘的影片，耗費製作團隊一年的時間與心力，擔
綱總導演的石昌杰，在輔導金期限的壓力下，只能盡
力「在有限時間達到最好的效果」。
「動畫是運用視覺暫留產生效果的電影，製作非
「微笑的魚」三位導演合照

常花功夫，對 35 釐米的膠捲而言，一秒就要 24 格，

要作好 DVD 動畫片的品質，一秒就要 30 格。我覺得作動畫很像在練武俠小
說裡的『龜息大法』，要用生命的呼吸去累積很多影像創作的內功。」石昌杰
說，起初有些朋友想將部份製作流程移往中國，但他認為在台製作儘管成本
較高，對整體團隊面對面溝通卻是最需要
的，對培養本地人才也很有助益，最後微
笑的魚果然完全以台灣人才為班底，由林
博良導演的青禾公司與段亦倫導演的班門
公司，分別負責 2D 與 3D 動畫的製作，群
策群力完成廣受好評的動畫短片。
認識石昌杰超過十年的製片黃茂昌
說：「石昌杰對美學的判斷很精準，幾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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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是 2D 平面的東西，過去也有電影把幾米的繪本做成 2D 背景動畫，但石

昌杰一開始就提出製作這部片，人物應該保留 2D 風格、背景則做成 3D，更
有動畫的感覺。又如繪本是靜態的，要怎麼讓畫面動起來，有很多運鏡和表
演的問題，絕非觀眾看到表面那麼簡單。」

逐格造夢，為台灣動畫產業留下珍貴紀錄
黃茂昌強調，要把已有高知名度的作品，變成另一
個形式的藝術，中間牽涉許多取捨的問題，幾米的造型
大多沒有背面或側面，許多背景也是留白的，但動畫都
要加上去。製作過程需要很多溝通，石昌杰總是很有耐
性作好溝通連結，遇到該堅持的部分，他也會用專業語
言去說服製作團隊。影片能成功是靠團隊力量，但總導
演絕對是最關鍵的。

與黃茂昌先生合照

對此，石昌杰自己的描述是：「《微笑的魚》幾米的原創，將它改拍成動
畫，對我比較像是一次借腹生子的創作，即使原始創意的精卵並非來自我自
己，但我對孕育的投入，就像出借子宮的代理孕母一般。很希望這部短片能
像片尾的旭日一般，照亮整座城市的活力與前景，不斷激發出台灣自製動畫
影片的後續潛力。」
黃茂昌還與石昌杰合作，拍攝一系列講述台灣動畫產業史的紀錄片「逐
格造夢」，將台灣動畫從草創時期、蓬勃加工、開創自我品牌的歷史，透過詳
盡的史料整理與大量的訪談來呈現，其中許多動畫片段都是石昌杰想盡各種
辦法，從台灣動畫界的前輩們房裡箱底去挖出來的。「他是個心靈很敏感的藝
術家，也是認真嚴謹的學者，對啟發台灣新一代的動畫創作人才、紀錄並開
創台灣動畫史，石昌杰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黃茂昌肯定地說。

對東元獎的期望
持續搭建人文與科技的橋樑
發揮人性的感動

成就歷程
早年求學於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時，即開始攝製
8m.m. 動畫短片和實驗片，並參與小劇場創作，曾多次
獲得中華民國金穗獎短片競賽的動畫獎項。畢業後曾經
和友人組成全國第一家黏土動畫工作室…躲貓貓動畫有
限公司。1988 年至 1992 年赴美留學，於紐約理工學院傳

1994 年動畫視效研習營

播藝術系取得電腦繪圖碩士學位。1992 年回到台北後，參與了 1993 年中華民
國電影年的策劃工作，執行該年的動畫特攻隊夏令營活動。1994 年，繼續承
辦另一項新聞局主辦的計劃，執行了動畫視效研習營，邀請了紐約特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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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師資，來台教授特殊化妝基礎技術。並曾經為亞洲 MTV，和香港 Channel
[V] 拍攝動畫片頭。

個人代表作品《台北 ! 台北 !》曾獲得 1992 年中華民國第一屆短片輔導金、

1994 年金穗獎最佳動畫獎項，與巴黎 RIENA 國際環保影展“特別注目”獎 。
另外一部 35 厘米偶動畫影片《後人
類》，則獲得了 1995 年金馬獎最佳動
畫獎項。2004 年與前景、墨色、青
禾、班門等公司合作，將幾米繪本
《微笑的魚》改拍成動畫電影短片，獲
得了無數國際大獎，包括 2006 柏林影
展兒童影像競賽評審團大獎、亞太影
展最佳動畫、台灣兒童電視影展最佳
2006 年動漫論壇與大塚康生合照

台灣影片等。

具體貢獻事蹟
1. 致力動畫藝術創作，贏得國際獎項肯定
臺灣少數長期以獨立製片方式從事動畫藝術的創作者，動畫創作作品曾經
獲得國際動畫獎項：包括了巴黎 RIENA 國際環保影展“特別注目”獎、與
柏林影展兒童影片競賽評審團大獎等。

2. 奠基動畫高等教育，培育動畫創作人才
1998 年擔任台南藝術學院音像動畫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參與創始台灣第一
個高等動畫學府的成立。2005 年 8 月至 2007 年 7 月，擔任台灣藝術大學多
媒體動畫藝術系系主任期間，努力推動與東森電視台、與中華卡通的建教
合作案，持續戮力培育台灣動畫創作人才。

3. 記錄台灣動畫產業，保存珍貴影像訪談
2005 年為公視拍攝了台灣動畫產業發展史紀錄報導片《逐格造夢》，2006
年接受台中國美館與黃明川工作室委製拍攝《數位新浪潮第四集、第五
集》，整理與記錄台灣動畫藝術的發展。並藉由這兩部影片的攝製，保存
了台灣動畫人的珍貴影像訪談。

4. 推動國際學術交流，開展新媒體風潮
2005 年至 2006 年兩年期間，擔
任 Siggrph 台北分會會長，舉辦
新媒體藝術與動畫相關議題的國
際學術研討會。2007 年參與策
劃與執行教育部與文建會指導的
〈2007 國際新媒體藝術節〉，推動
台灣新媒體研究與創作風潮。
2007 年出席常州動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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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創作展望
目前，任教於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
術系。2008 年初，本著台灣心動畫情，於系網
中設立了網路研究空間「台灣動畫研究室」，企
圖引領研究生，共同致力於動畫創作與研究。
近來，有感於電視卡通日益庸俗化，更與學生
期勉台灣兒童動畫與文學動畫的誕生。

「微笑的魚」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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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grateful for Teco's establishment of the Teco Award, which has bee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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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Bridging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Maximizing the power of love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The beginning of Jay Shih's creation of short animations and experimental

films traces back to as early as his days as a college student at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Jay also engaged himself later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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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of experimental theater and was a frequent winner of the Best Animated
Film at the Golden Harvest Awards. Following his graduation, Jay and his

associates founded Taiwan's ﬁrst clay animation company – Cats. Between 1988
and 1992, Jay pursued further studies at the Communication Arts Program,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graduated with an MA degree in computer

graphics. Subsequent to his return to Taiwan in 1992, Jay participated in the
planning of the 1993's Film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Jay was commissioned to host an animation summer experience camp. In 1994,

Jay embarked on a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for which he was designated to run an animation visual effects workshop.

For that event, Jay invited New York-based specialists to Taiwan to demonstrate
special effects make-up techniques. Jay has also directed animated opening
sections for MTV Asia and Channel [V].

Ta i p e i ! Ta i p e i ! , w h i c h i s o n e o f J a y ' s

representative works, won the 1st GIO Subsidies

for Short Film Production in 1992, the Best
Animated Film at the Golden Harvest Awards and

a special prize at th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ﬁlm
d'environment (RIENA). Jay's Post Human, a 35mm
puppet animation, garnered the Golden Horse Award
2006 年出席台澳新媒體論壇

for Best Animation in 1995. In 2004, in a joint effort
with Flash Forward Entertainment, Jimmy S.P.A.

Co., Green Paddy Animation Studio and ODD Incredible Inc., Jay turned Jimmy's
illustrated storybook A Fish with a Smile into an animated short ﬁlm, which has

received a number of awards around the globe, including the Special Prize of the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at Berlinale Kinderfilmfest 2006, Best Animation
Award at the Asia-Paciﬁc Film Festival and Best Taiwan Film Award at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TV and Film Festival.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1. Devotion to animation artistic creatio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Being one of the few Taiwan-based individual animation artists, Jay's works

have been the award winner at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and

competitions. These include a special award at Paris-based RIENA and the
Special Prize of the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at Berlinale Kinderﬁlmfest.

2. Commitment to solidifying higher education in animation;
cultivating animation artists
Jay became the first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und and Image
Studies in Animation (GISISA), Tainan National College of the Arts (Now
66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in 1998. Jay is a key ﬁgure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ISISA, which is Taiwan's first graduate-level institution

teaching animation. Between August 2005 and July 2007, Jay served as the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nd Animation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department chief, Jay pushed

through a joint project aimed at establishing a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
with Eastern Television and Chinese Cartoon Production Co., making relentless
efforts to cultivate animation specialists for Taiwan.

3. Record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s animation industry; preserving
valuable audio-visual archives
In 2005, Jay directed Zhu Ge Zao Meng, a documentary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aiwan's animation industry, for the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PTS), and Part 4 & 5 of New Wave of Taiwan Digital Art u nder the
commission of the Taichung-based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d
Ming Studio, compiling and recording the story of Taiwan's animation arts.

With the making of these two documentary ﬁlms, Jay helped preserve valuable
images and interview clips of Taiwan's animation artists.

4.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aving the way for the rise of
new media
In 2005 and 2006, Jay served as the chairman of Siggrph Taipei Chapter where
he organized international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on new media arts and
animation. In 2007, Jay helped vitalize research and creation of Taiwan's

new media arts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planning and running of International
New Media Arts Festival 2007, an event jointly supervi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and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CCA).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Currently, Jay teaches at the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nd Animation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 In early 2008, with love for Taiwan and
passion for animation, Jay set up“Taiwan Animation Lab”on the Department's
website, hoping that this cyberspace platform would encourage graduat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king and research of animation. Recently, having sensed

alarming signs of vulgarization of Taiwan's cartoons, Jay and his students have
called for the birth of Taiwan's children animation and literary animated ﬁ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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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5 畫短片類

微笑的魚 A Fish With a Smile
2005，35 m.m. 數位手繪動畫／導演 (Director)

6

國內知名插畫家幾米的第一部 35m.m. 動畫影片，由作者與青禾林
博良先生，班門段亦倫先生，聯合製作完成。本片在原貌呈現插
畫家原始風格的前提下，結合了 2D 與 3D 動畫的表現手法，描述一
名都市中年男子與微笑的魚之間，心領神會的奇妙際遇。

笨鳥手札 A Silly Bird Tale
1999，DV 真人動畫 & 手繪動畫
製片，導演，視覺設計 (Producer, Director, Art Director)

本片結合了真人動畫 (pixllation animation) 與手繪動畫 (drawn
animation)，將一則耳熟能詳的寓言，烏鴉與水的故事，賦予新
意，表現出默默耕耘者的挫折與傻氣。結局則是以意外的情節，
歡喜收場。

後人類 Post Human
1995 ，35 m.m. 偶動畫
製片，導演，視覺設計、動畫師
(Producer, Director, Art Director & Animator)

台灣第一部採取獨立製片完成的 35m.m. 偶動畫影片，由知名攝影師
林良忠 (John Lin) 先生擔任攝影指導。在本片中，作者利用了破銅爛
鐵組裝而成的機器人，演譯出一則世紀末有關核能與環保的寓言故
事。進一步，也藉由本片的團隊工作模式，啟發了臺灣新一代動畫
創作者，陸續拍攝製作臺灣少有的科幻類型偶動畫。本片曾經獲得
台灣 1995 年金馬獎 (Golden Horse Awards) 最佳動畫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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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台北 Taipei, Taipei
1993，16 m.m. 傳統立體動畫
製片，導演，視覺設計、動畫師
(Producer, Director, Art Director & Animator)

本片採取獨立製片方式完成，使用了粘土和其他材料造景，以
16m.m. 拍攝。表現出以台北為主的臺灣都會，歷經時代的快速變
遷，生命力旺盛卻雜亂失序，缺乏全盤都市規劃的窘境。本片曾
經獲得台灣 1994 年的金穗獎 (Golden Harvest Awards) 最佳動畫獎
項，與巴黎 RIENA 國際環保影展的“特別注目”。

噤聲 Keep Silent，1988
16 m.m. 手繪動畫
製片，導演，視覺設計 (Producer, Director, & Art Director)

作者以超現實的手法，表達臺灣社會著迷於賭博，將命運託附於
運氣的群聚心理現象。本片曾經獲得台灣 1988 年金穗獎優等動畫
獎項。

與影子起舞 Dance with Shadow
1986 ，8 m.m. 手繪動畫
製片，導演，視覺設計、動畫師
(Producer, Director, Art Director & Animator)

作者藉著一則寓言故事，表達出慾望的歡愉與掙扎。本片曾經獲
得台灣 1986 年金穗獎最佳動畫獎項。

妄念 Mind
1982，8 m.m. 偶動畫
製片，聯合導演，攝影 (Producer, Co-Director, & Cameraman)

與杲中孚導演合作，為作者個人學生時代第一部動畫，以 8m.m. 拍
攝完成。表現人被自己的創造物所控制的尷尬處境。本片曾經獲
得台灣 1983 年金穗獎最佳動畫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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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5 畫片頭設計與廣告類

美麗記憶
2002 金馬國際影展片頭，45 sec／導演 (Director)

光影年華
1999 台北電影節影展片頭，30 sec
製片，導演，視覺設計 (Producer, Director, Art Director)

臨時通告 Za 篇
1998 香港衛視中文台 Channel [V ]“ 臨時通告”節目片頭
導演，視覺設計 (Director & Art Director)

6

本電腦動畫片頭設計，一開場的鏡頭，採用畫面分割的表現手
法，然後逐次跳接拉開，呈現出宛如美國當代重要畫家 David
Hockney 的繪畫世界。

臨時通告 Jazz 篇
1995 香港衛視中文台 Channel [V]“ 臨時通告”節目片頭
導演，視覺設計 (Director & Art Director)

本電腦動畫片頭設計，特別參考了Art Deco時期的建築風格，與爵士
樂風相得益彰。鏡頭運動的設計，則別出心裁的以“長鏡頭”一鏡到
底的場面調度完成。

音樂無限
1997 香港衛視鳳凰台“音樂無限”節目片頭
導演，動畫師 (Director, Animator)

本片以剪紙動畫 (cut-out animation)，與黏土動畫 (clay animation) 結
合表現。美術風格融合了現代藝術 collage 的趣味，與民族美學的
風貌，表現出音樂無國界的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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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磁場
1995 香港衛視中文台 Channel [V]“[V] 磁場”節目片頭
導演，視覺設計、動畫師 (Director, Art Director & Animator)

影片中的機器人，利用了可樂空罐拼裝而成，有一種發揮現代藝
術以現成物當作創意來源的趣味，是台灣極少數以偶動畫手法表
現的片頭動畫。也因為本片的拍攝，進一步促成作者繼續製作，
其個人短片創作“後人類”。

MTV Mad 篇
1995 MTV 台動畫片頭
導演，視覺設計、動畫師 (Director, Art Director & Animator)

本剪紙動畫片頭設計，是為了 MTV 台重返亞洲，意圖親近臺灣觀
眾，所製作的 MTV 台形象廣告。其美術風格，援引臺灣早期的仕
女畫報風貌，融合西洋美術著名的吶喊表情，既表現出地區性的
民俗特色，又賦予了國際性的現代趣味。

MTV 賀歲篇
1995 MTV 台動畫片頭／導演，視覺設計 (Director, Art Director)

為了 MTV 台重返亞洲，意圖親近臺灣觀眾，所製作的賀歲廣告。
結合了本國的民俗特色與默劇趣味。

少年無厘 Song
1996 香港衛視中文台 Channel [V]
“少年無厘 Song”節目片頭聯合導演攝影、偶製作 (Co-Director,
Cameraman, Clay-puppet maker)

與杲中孚導演合作，為了香港衛視 Channel [V] 的“少年無厘 Song”
節目所製作，是在電腦動畫蔚為風潮的當時，唯一一部由台灣本
土製作完成的黏土動畫片頭。

CTI promo
1997 香港 CTI 電話公司促銷廣告
聯合導演，偶製作 (Co-Director, Clay-puppet maker)

與杲中孚導演合作，為了香港 CTI 電話公司所製作的促銷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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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睇 2002 裝置藝術展之實驗影像
「長安西路神話」是作家兼建築評論家阮慶岳先生，為台北當代美術館
所策劃的展覽；展覽主題從藝術與社區的觀點出發，邀請了本土多位
建築師，與影像工作者一同參展。作者當時以曠時攝影(time lapse)所
創作的實驗影像「交睇」
，在展覽期間以裝置藝術的形式展出。

散步的頭 1999 年
錄影帶導演，表演者 (Video Director, & Performer)

本錄影帶實驗短片，結合了表演藝術與單格攝影，以 16m.m. 單格
翻拍錄影帶完成。是作者藉著一齣偶劇表演，呈現人的意識在睡
夢中，宛如散步的頭，漫遊嬉耍的童趣。

蒼蠅王 1999 年
錄影帶導演，表演者 (Video Director, & Performer)

本實驗短片，結合了表演藝術與單格攝影，表達出個體與命運對
抗的悲愴情緒。手法上運用了黑白影像與彩色影像對剪，影音重
複，交錯堆疊的特殊效果。

魚之像 1999 年
導演，視覺設計 (Director, & Art Director)

本實驗短片，結合了錄影藝術與單格攝影，是一則影像媒體相互之
間的辨証。本片綜合運用了 DV、Batacam 與 16m.m. 等多樣攝像媒
體，提供了觀者對於不同攝像媒體呈像的凝視。

幕
5 後製作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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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說自話 1995 年
製片，導演，視覺設計、動畫師
(Producer, Director, Art Director & Animator)

在片中，作者個人現身說法，解說創作“後人類”的動機、意圖與幕
後工作過程。採訪的部分以 V8 拍攝，片頭片尾的動畫設計，則由
16m.m. 拍攝而成，以真人動畫表現，出自作者摶君一笑的幽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