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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介紹
TCCF創意內容大會是國際內容版權市場展與創投提案平台，共分「提案大會」、「內容交易市
場」、「創新展演」與「國際趨勢論壇」四大單元。TCCF持續提供作品版權交易所需服務，媒合臺
灣潛力IP提案與國際資金，帶動全球專業人士交流創意與經驗，展出實驗性新型態文化內容，為國
際內容產業人士連結臺灣內容產製資源與專業人才。每年11月，TCCF匯集超過20個國家的內容產業
及科技產業人士齊聚臺北洽商。2020年至今已吸引超過千件多元題材作品參展。

日期與地點


時間：2022 年 11 月 3 日（週四）至 13 日（週日）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 ✕ 臺北文創大樓 ✕ 誠品表演廳

展會內

11 天展期，其中包含 3 天專業商務展
4 場提案專
4 場提案培訓課
42 件臺灣潛力 IP 提
133 間國內外具指標參展公
812 件國內外參展作品
5 場實體/線上推介
10 場產業對
5 場焦點專
44 位海內外專家演
35 場主題沙
19 件作品橫跨NFT、XR、互動投影等重量級作
3 大舞
33檔跨域節
42組表演團
24 小時不斷電數位媒合平台「IP Me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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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亮點
「提案大會」獨立擴大舉辦 比照國際展會規模舉行

為協助創作者在製作前期找到資金與人才的投入，今年 TCCF 特地將「提案大會」與「內容交易市
場」並重，並比照國際展會規格舉辦。創作者分別在動畫、劇集、長片及金馬創投會議聯名合作專
場進行提案，精準媒合各類作品給買家。今年文策院與歐洲最大的電視劇集展會「Series Mania」策
略結盟，他們將率團來臺參與「提案大會」，被選中的臺劇作品，可直接入選明年「Series Mania臺灣專場」。

「內容交易市場」重磅國際買家及賣家雲集 來臺參與版權交易

隨著疫情解封，國際買家與賣家躍躍欲試，專程來臺參加實體媒合洽談。今年重磅邀請到華納兄弟
旗下專門播放動畫節目的有線電視頻道、全球串流影音平台龍頭 Netflix、馬來西亞知名跨國傳媒娛
樂投資公司 Astro 等多家指標性買家。此外，除了吸引 7 家國際賣家線上交易，更吸引 5 家國際賣
家親自來臺，包括韓國娛樂龍頭 CJ ENM 集團、日本東京電視台、極東電視台的強檔 IP，將共同爭
取國際交易商機。

「國際趨勢論壇」新增「焦點專場」單元 促進產業深度對話

為了創造文化內容產業更多交流機會，今年首次推出 5 場「焦點專場」，邀請到歐洲最大電視劇集
市場展 Series Mania、知名影音平台、亞洲動畫高峰會 Asia Animation Summit 、全球最具指標性
的兒少內容產業媒體 Kidscreen 及新加坡重要媒體集團等重要合作夥伴，探討影視內容的市場趨
勢，促進產業更多對話。

「創新展演-未來內容展」集結國際前瞻性作品、威尼斯影展獲獎大作

今年集結來自美、日、法、臺等 22 家參展單位，共有 19 件重量級未來內容作品，其中包括日本知
名畫家天野喜孝近 100 幅 VR 化作品《天野喜孝VR美術館》、 在巴黎聖母院遭大火之後，以虛擬 VR
重現的《永恆聖母院》以及甫獲 2022 威尼斯國際影展「沉浸式內容競賽」「最佳體驗獎」的《無法
離開的人》，還有臺灣首件中華隊奧運國手 4D NFT 作品《眾人之光（中華隊團結勇恆版）－中華奧
會百周年紀念NFT》。

「創新展演-跨域舞台」打破表演框架 跨域登場

今年打破表演框架，以多樣態跨域表演合作，探索音樂與不同內容產業合作的可能，包括樂團與設
計跨界合作「拍謝少年 x 禾火設計」、結合電影配樂與 VJ 影像「絕代風華 vol.2 — 盧律銘電影配樂
LIVE SET」、Podcast 節目「台灣通勤第一品牌」等超華麗陣容，ㄧ同在活動實驗跨域展演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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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單元介紹

P
M
I
F
PITCHING

MARKET

INNOVATIONS

提案大會

致力為臺灣電影、劇集、動畫、紀錄片提案尋找買
家與國內外資金，以主題分眾提案會議精準導引資
金找到投資標的。

內容交易市場

提供線上線下作品展示空間與交易洽商服務，持續
推動臺灣影視、動漫、出版等作品與潛力IP進入國
際通路。

創新展演

展出實驗性新型態文化內容，包括應用科技的跨域
體驗作品、以及融合多重文化元素的音樂展演節
目，鼓勵內容業界探索內容產業商模的各種可能
性，並邀請民眾參與一同想像未來娛樂樣貌。

國際趨勢論壇

聚焦討論國際最佳產製實務與全球內容趨勢，以豐
富主題場次帶動國內外專業人士交流創意與經驗。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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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大會
時間：2022 年 11 月 09 日（週三）至 11 月11 日（週五）（專業人士報名入場）

地點：台北文創大樓6樓
PITCHING 提案大會是尋找國際合作夥伴最好的管道，讓尚在前期開發階段的作品，提前接受國內外
市場測試，爭取更多合作機會。PITCHING提案大會持續挖掘更多臺灣原創好故事、好題材、好內
容，加速好故事變好產品，也希望國際合作夥伴看見臺灣豐沛的創作能量，成為尋找亞洲原創內容
的第一站，促進國內產業人士與國際買家交流，創造更多國際產銷與國際合製的機會。

本屆共有 42 件臺灣潛力 IP 作品參與提案，從都會生活到懸疑科幻，類型新穎多元。其中包括《台
北流浪指南》是臺灣少有的情境喜劇類型，編劇期待製作出臺版的《六人行》；長片提案《今天月
亮暫時停止轉動》，改編自臺灣同名暢銷小說，結合青春愛情、穿越時空等商業片的成功元素，有
機會展開國際合作與翻拍機會；YouTube 頻道「囂搞 Shaogao」則推出全英文製播的系列搞笑動
畫，瞄準上架串流平台。此外，TCCF 連續3年與金馬創投會議攜手合作，包括金馬影后賈靜雯跨刀
製作的《新娘鎮》、《火神的眼淚》劇組新推出的職人劇《急診室的奇蹟》、《俗女養成記》編導
嚴藝文細膩探索《影后》的糾結幕後心境等，入選名單亮眼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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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將「
」 「內容交易市場」並重，並比照國際展會規格舉辦，創作者分別
劇集 片 金馬
議聯名合作專場進行提案，尋求國內外資金、製作合作可能。

P

今年 TCCF 特
提案大會 與
在動畫、
、長 及
創投會

金馬創投會議入選劇集企劃案(SERIES) TCCF提案專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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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2 年 11 月 0 日（週 ）1 :00-16:20

地點： 北文創大樓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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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李亞梅


電影節總監  

台北

影
美 南 （US ） 影批評 論研究所碩士 曾
書 穀得 影 限公司
教 輔
藝 政
藝 相
影節 監 影行銷代表 ： 刺青 （2007）
遙遠 距離 （2007）
（2008）
星 天 （2010） 命運化妝 （2011） 甜蜜殺機
／策 代表 ： 寶米恰恰 （2010） 昨日 記憶 （2012） 接線員
絲 （2017）

金馬影 秘
系
海 七號
（2014） 監
（2017） 謎

長期關注臺灣電 發展。 國 加大
C 電
與理
。 任台北
展副
長、
電 有
總經理，及任 於 大、臺 大、 大、北 大等 關科 。現任台北電
總 。電
作 《
》
、《最
的
》
《 角
》
、《臺北 期 》
、《
師》
、《
》
等。 製
劃
作 《
》
、《
的
》
、《
》
、《
》
等。

動畫提案
時間：2022 年 11 月 10 日（週四）10:00-12:10

地點：臺北文創大樓6樓 


臺灣原創動畫持續推出許多作品，展現豐沛不斷的原創力，創作類型也更多元，今年動畫提案的企
劃案類型觸及各年齡層，包含可愛動畫、科幻冒險、勵志成長，透過擁有臺灣獨特色彩的畫風及故
事，吸引更多國際投資方與製作方的注意，並透過市場前期回饋，協助作品在開發階段更貼近市場
需求，也期能藉由本次TCCF提案大會加強產業與國際的交流網絡，讓更多合作夥伴對臺灣動畫關
注，促成更多合製或合資臺灣動畫可能。



主持人 
羅際明


台灣角川國際動漫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現職台灣角川國際動漫副總經理，兼任製作事業部部長。一直在跨足東京及臺北的ACG業界服務。
十數年間、最早以手繪動畫師身分參與複數個知名動畫作品如《網球王子》、《櫻花大戰》、《我
們這一家》、《噬魂者》等。返臺後於西基電腦動畫任職期間，撰寫並執導原創動畫製作。並於加
入台灣角川國際動漫後，協助組建並領導3D製作團隊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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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集提案

時間：2022 年 11 月 10 日（週四）13:00-15:20

地點：臺北文創大樓6樓 


臺灣劇集故事豐富且多元，在開放的商業市場機制，已有更多新穎題材、多元類型的概念加入，近
年來無論是質與量在國際上都具備相當高的競爭力，除了在跨國平台有亮眼的表現，國際展會上更
是大放異彩；今年入選劇集提案專場的企劃案類型，包含恐怖驚悚、懸疑推理、愛情喜劇、家庭成
長，從原創到文本改編，每一部都代表臺灣豐沛的創作能量。吸引國際夥伴共同孵化臺灣在地好故
事，促進未來戲劇市場的多元樣貌，提升跨國合製企畫案將是今年的亮點！



主持人 

蔡妃喬


結果娛樂營運長   

60部影視行銷經驗，出品製作【WBL影集】、實境真人秀《微波爐男孩的假期》，用行銷說故事創
造衍生IP效應全球逼近3,000萬點擊、全球週邊狂銷千萬、書籍銷售六萬本。編劇作品《永遠的第一
名》、《第二名的逆襲》、《我的牙想你》。

長片提案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五）13:00-15:10

地點：臺北文創大樓6樓 


臺灣電影長片的故事題材與創作一直以來都受到國際上的關注，因臺灣提供創作者極高的創作自
由，在題材不受限情況下逐漸出現各種多變的樣貌，近年來故事題材更常反映著當下社會狀態，這
也顯現在今年長片提案專場的企劃案，除了有劇情片的故事主題和風格多樣性，也有紀錄片的真實
與反思，劇情長片與紀錄長片呈現的面向截然不同，卻都各自擁有不同迷人的面貌，從企劃案開始
為長片項目開展更多的可能性。



主持人 
張士達


一種態度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策畫   

臺灣資深媒體工作者暨影評人，電影記者資歷超過20年，並陸續於中國時報、獨立評論在天下等媒
體專欄撰寫影人專訪與電影製作公司，曾任金馬獎、台北電影獎、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華語
電影傳媒大獎、青春影展、台北市電影委員會「拍台北」劇本徵選等電影獎項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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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2 年 11 月 09 日（週三）至 11 月11 日（週五）
（專業人士報名入場）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4、5號倉庫、北向製菸工廠、台北文創大樓6樓
「內容市場交易」是含括多元內容產業及跨媒體作品的商業盛會，促成電影、電視、動畫、出版改
編等相關內容版權交易，為尋求買家的國內外電視台與內容製作公司提供方便而活絡的洽商空間。
今年吸引來自臺、日、韓、泰、新、港超過 130 間國內外公司參展，展示超過 800 件作品，橫跨影
視、出版、動漫、表演藝術、遊戲及跨應用等領域，提供買家作品閱覽、觀看試片及媒合洽談等活
動。

今年國際買家名單亮眼，重磅邀請到華納兄弟旗下專門播放動畫節目的有線電視頻道、全球串流影
音平台龍頭 Netflix、馬來西亞知名跨國傳媒娛樂投資公司 Astro 等代表前來參與線上或實體洽談；
除了吸引 7 家國際賣家線上交易，更吸引 5 家國際賣家親自來臺，包括韓國娛樂龍頭 CJ ENM 集
團、日本東京電視台、極東電視台的強檔 IP，將共同爭取國際交易商機。

亮點作品介紹

其中展示的作品不乏有旗艦型的臺劇、具話題性的作品參展，例如甫獲第 57 屆金鐘獎多項大獎的
《良辰吉時》、公視新作《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民視與馬來西亞跨國合製的《決勝的揮
拍》、集資破千萬的臺灣歷史電影《流麻溝十五號》，以及高優質實境節目《來吧！營業中》、
《極島森林》等，透過交易市場的媒合，提升臺灣在國際的能見度。

五場實體與線上推介會



SHOWCASE推介會匯聚臺灣多元內容作品及潛力原創IP，透過兒少節目、沉浸式內容、LGBTQ+等
多元內容的展示，鏈結國內外合作夥伴，開拓商業交流機會，以獲取更多資金與資源合作；同時也
聚焦潛力原創IP，推介潛力改編文本、臺灣原創漫畫，促進更多文本題材，進行影視及跨域轉譯與
改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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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推介會：富邦文教基金會聯名專場



M

時間：2022 年 11 月 10 日（週四）10:00-12:0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 5號倉庫

邁入第四屆的兒童節目孵育計劃，有各式各樣題材的實境節目與戲劇題材——談心對話、服裝設計、
劇場、奇幻、科技、穿越時空等等。富邦文教基金會希望能號召更多關心台灣兒少影視內容的從業
者，一起為孩子製作影視內容，以更好的媒體環境，陪伴台灣的孩子成長。

內容推介會：沉浸式場域－從孵育到製作 



時間：2022 年 11 月 10 日（週四）16:00-18:20 

地點：臺北文創大樓6樓 

本專場將透過場域經營的角度發掘沉浸式內容的製作可能，攜手臺灣具代表性之沉浸式場域，回顧
過往製作經驗，並開啟未來新興合製、培植孵育、技術開發之契機。不論是場域經營團隊、內容策
展團隊、內容創作者都能相互接觸並探索更多元的呈現與合作方式，共同支持與凝聚創作能量。

內容推介會：GagaOOLala聯名專場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五） 10:00-11:30  

地點：臺北文創大樓6樓 

本次以「LGBTQ+ 與 Boy’s Love（BL）」為主題，為您呈現 GagaOOLala 最新強檔IP作品系列，
包含台灣原創影集、實境節目、亞洲BL作品，邀請國內外影視產業買賣家與會，加速類型化作品的
資金媒合、版權銷售與跨界合作機會，展現台灣與亞洲多元文化創意動能。

IP轉譯推介會：臺灣原創漫畫跨域專場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五）15:00-17:0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 5號倉庫

今年漫畫跨域專場推介 7 組具市場潛力、多元題材與特色的原創漫畫作品，類型包含青春、校園、
BL、喜劇、奇幻、歷史、職場以及懸疑驚悚等，並邀請來自不同內容領域專業人士，包括遊戲、影
視、動畫、表演藝術或周邊玩具等業者一起參與，期待泛娛樂產業能以漫畫圖文並茂特質作為測試
市場反應的前期商品，並進一步整合資源，擴大市場需求與輸出表現，創造更佳的商業成績。

IP轉譯推介會：Book to Screen



地點：線上

本次 TCCF IP in Focus: Book to Screen 單元擴大選件範圍，自近年曾參與本院專案計畫的文本作品
中，選出數本具高概念、題材獨特、好評如潮的心動改編書單，並將透過 TCCF 跨域 IP 線上推介專
區，邀請出版方現身說法，介紹潛力改編文本之內容概要、特色，分享作品在市場上引起的迴響及
銷售實績等，協助影視製作方更快找到合適開發文本，進一步改編為影視作品。
2022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FEST | 內容市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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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展演
「創新展演」展出實驗性新型態文化內容，包括應用科技的跨域體驗作品、以及融合多重文化元素
的音樂展演節目，鼓勵內容業界探索內容產業商模的各種可能性，並邀請民眾參與一同想像未來娛
樂樣貌。

未來內容展
以結合故事創意與科技的未來內容為核心，匯聚展出國內外作品規劃沉浸式體驗，展現文化結合科
技的未來性，與產業夥伴一同探索元宇宙的未來。

跨域舞台
以音樂為主軸，整合臺灣多元文化素材，展現跨域合作想像，催生更多精采展演內容，作為臺灣內
容產業跨域合作之倡議及孵育推廣。

主題沙龍
不受業別限制的非典型主題短講，以輕鬆互動的風格一起探索當代及未來文化娛樂體驗及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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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內容展

時間：2022 年 11 月 03 日（週四）至 11 月13 日（週日）（部份時間僅開放專業人士入場）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2、3號倉庫

以結合故事創意與科技的未來內容為核心，匯聚展出國內外作品規劃沉浸式體驗，展現文化結合科
技的未來性，與產業夥伴一同探索元宇宙的未來。


策展理念


今年展區以「擴增宇宙運算中」為主軸，攜手文策院一同打造未來內容，以一系列多重宇宙展現元
宇宙的即時特性，帶領大家從現實世界通往虛擬世界的擴增元宇宙，一起探索、思考、體驗並參與
其中，感受現在進行式的元宇宙發展。


我們從長遠的角度展望未來，探勘創意將何去何從，以及技術該如何輔助內容發展，儘管現實仍存
在不少技術難題需要克服，但我們相信，正在運算中的未來元宇宙，需要針對體驗的便利性進行更
多的思考和提升，因為唯有不斷地進化、不斷地演變、不斷地嘗試，才能持續運算出那條打破真實
與虛擬的道路，真正開啟元宇宙的大門，將未來掌握在手中。



亮點作品介紹


《天野喜孝VR美術館》


日本知名插畫家天野喜孝享譽國際長達50年，創作超過千幅作品。其與邦鼎科技合作之《天野喜孝
VR美術館》為世界首創、可跨PC、PC VR、VR一體機與手機多種硬體平台進行互動體驗的「全3D虛
擬美術館」平台。本次將展出天野喜孝老師多幅具代表性的數位化、VR化作品，可讓體驗者藉由VR
設備或手持設備與作品互動。

2022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FEST | 創新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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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離開的人》

隨著政治受難者坤伯的腳步，觀眾彷彿穿越時光隧道，重返1950年代見證坤伯與獄友阿青的故事。
他們像是被凍結在時間裡，而唯有故事不斷被訴說，才能讓已逝靈魂安息。融合多位白色恐怖政治
受難者的經歷，以一封無法送達的遺書，穿越歷史與時間，並藉由VR沉浸式體驗，期待喚起不同世
代對這段歷史與人物的共感。《無法離開的人》榮獲2022年威尼斯影展「沈浸式內容競賽」首獎 「最佳體驗獎」。

眾人之光（中華隊團結勇恆版）－中華奧會百周年紀念NFT》


《

中華奧會一百周年了！《眾人之光（中華隊團結勇恆版）－中華奧會百年紀念NFT》是由IP內容實
驗室發起，並與中華奧會共同發表的數位收藏品。Web3.0時代來臨，IP內容實驗室將奧運級國手掃
描成動態人物模型，與科技藝術團隊合作，將作品以NFT形式永久留存區塊鏈，是臺灣首個
4DN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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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舞台
2022 TCCF 創意內容大會跨域舞台，聚焦於「音樂的未來」，也就是「新」的概念，不只帶來新的
音樂內容，還有關於未來音樂如何被產製、呈現與傳播的討論，探索音樂與不同內容產業跨界合作
的可能性。在共創與連結趨勢下，發掘各種創意元素——從視覺到表演藝術、傳統技藝到互動新媒體
與音樂相互碰撞，關注音樂在當代文化的社會作用，由創新技術、跨域合作、多元觀點的交匯中反
映臺灣內容產業動能，讓創作者們轉化多元背景及豐富經驗，一同實驗靈感，創作跨域展演的新景
觀，讓跨域合作變常態。


「跨域舞台」以產業化、創新性、跨域力為整體規劃，由巴洛克花園、文創廣場、松菸倉庫組成，
位於巴洛克花園的「奇幻樂園」表演場域，從人文、自然等生活內容體驗出發，蒐集富有特色的創
意內容，藉由花園的場域以活潑生動的風格與群眾連結，感受內容產業與自然體驗的力量。文創廣
場的「探索舞台」則匯聚眾多臺灣本地的潛力音樂創作者，以音樂加速器的概念出發，挑選出穩定
發片及當期發片音樂創作者，與大眾一同探索及體驗當代音樂元素。



無界舞台

將「跨域」概念進一步延伸為「無邊界」，代表臺灣內容產業整合後的無限可能性，因此命名為
「無界舞台」，也以此將舞台設計為四面舞台，讓觀眾能有別於傳統單面台的觀演體驗，同時節目
內容以音樂為主體，結合科技、裝置、燈光、戲劇、跨樂種合作、電影配樂現場演出、虛擬舞台
等，讓音樂與其他文化內容產業彼此探索的可能性在這裡發生，在 TCCF 創意內容大會實踐。

演出陣容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五）至 11 月13 日（週日）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1號倉庫（售票演出）


拍謝少年 X 禾火設計｜絕代風華 vol.2 — 盧律銘電影配樂 LIVE SET｜5F Productions 五樓製作：電
波作業簿｜PiA 吳蓓雅：成功的人實境秀｜Mong Tong X XTRUX｜圓劇團：節慶馬戲「交陪曲」｜血
肉果汁機 X DJ QuestionMark｜體熊專科｜聲子蟲 X 二律悖反協作體｜A Root 同根生樂團：邊緣轉
生術

2022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FEST | 創新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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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樂園

節目內容包含視覺藝術、Live Podcast、馬戲、當代行為藝術、世界音樂、實驗電子樂元素等，適宜
闔家觀賞且多有互動性質。現場將搭配呼吸式氣球造景與燈光，保留場地之花園場景，利用現場空
間進行流動式展演，作為內容產業藝術體驗空間。

演出陣容

時間：2022 年 11 月 12 日（週六）至 11 月13 日（週日）

地點：巴洛克花園（自由入場）

台灣通勤第一品牌｜謝明諺 X 林理惠：爵影諾瓦 Jazz e Nova｜噪音印製 Ｘ Vice City｜誰來報樹｜葉
穎 Leaf Yeh｜虎劇團｜Dadiogaosai 水源路希子 X 邊緣少女｜黑狼 椎間盤突出那卡西｜微觀音相：
白油Bio X Nick Tsai / XAN / Sonia Calico｜李映霏 Moonrize｜YK樂團

探索舞台


以「探索」為題，觀眾可以自這個舞台探索不同風格的音樂，以搖滾、爵士、嘻哈、龐克、台語、
原住民語等十組風格迥異的潛力創作者，與現場觀眾一同探索各種不同藝術理念與文化脈絡的音樂
邊界。本舞台各組演出團體皆以屏棄傳統包袱，不自我設限的創作身段，自由靈活、揮灑即興的初
衷，嶄新開創獨領風騷的音樂新潮流，提供給觀眾更多探索及體驗「音樂的未來」的可能性。
演出陣容


五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 ）至 11 月13 日（週日）


文化廣場（自由入場）


地點：

五五身｜餵飽豬｜Super Napkin｜毀容姐妹會｜裝咖人｜老莫 ILL MO 與好朋友們｜石青羅林｜凹與
山｜昆蟲白｜羅妍婷｜萬龍｜青虫

2022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FEST | 創新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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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沙龍

時間：2022 年 11 月 05 日（週四）至 11 月13 日（週日）（部分場次僅開放專業人士報名入場）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2、3號倉庫

沙龍是新點子的集散地，分享各種創意潛藏在內容結合科技的獨特觀點，今年將會為您帶來以下五
大主題：產業熱點、內容製作、創作趨勢、策展觀點和國際焦點。



五大主題

產業熱點


2020年疫情降臨，徹底顛覆了人類生活的一切準則，更使得內容產業走向更多元合作的境地，在
2022年的尾聲，我們匯聚了年度最熱產業話題，一些看似微小的變化，正激盪出意想不到的產業新
樣貌。



內容製作


內容和科技結合而衍伸全新發展，創作者以獨特的敘事觀點與觀者產生了前所未見的關係，更深度
影響產製方式的轉型，本單元將深入探索各個作品的創作歷程。



創作趨勢


「元宇宙」概念的提出，強化了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的融合發展趨勢，VR、AR、5G、AI等等科技
持續助力，一窺文化與科技共榮的創作趨勢。



策展觀點


隨著新科技發展從未來來到現在，結合文化內容與科技手法的展會百花齊放，創新的不僅是精彩作
品，更是策展團隊與受眾的溝通語言。本單元邀集跨領域的展會工作者，分享獨特的策展觀點。



國際焦點


集結國際業界專業人士，由創作面向，深入分享指標性沉浸式作品的創作核心；亦由產業面切入，
討論沉浸式內容產製與資金籌募、XR內容發行與遊戲轉型，以及Web3.0對創意產業的影響等多元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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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趨勢論壇
「國際趨勢論壇」從故事、資本、科技三大方向聚焦，討論各產業最佳產製實務與全球內容趨勢，
以豐富主題場次帶動國內外專業人士交流創意與經驗，共舉辦 5 場「焦點專場」、10 場「產業對
話」，邀請近 50 位全球內容專家分享產業趨勢。

焦點專場
TCCF國際趨勢論壇今年首次推出「焦點專場」單元，主題橫跨類型劇趨勢與區域市場商情，並提供
國際商展情報。

產業對話
今年產業對話單元從年度產業事件切入，將討論影視投資布局、經營募資策略、國際合製攻略、疫
後展演新商業模式等最熱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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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場 場次一


通往國際市場的門戶：亞洲動畫高峰會如何推動合資合製
*本場次以英文進行 


時間：2022 年 11 月 09 日（週三）11:15-12:0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五號倉庫

亞洲動畫高峰會(AAS)是由Kidscreen於2012年創辦的內容商展，每年展示亞太地區第一流動畫提
案，並協助募資與尋求國際合作。過去大約有50%首次在AAS亮相的動畫提案成功進入製作環節，
知名案例包含《妙妙犬布麗》(2016)和《奇寶萌兵》(2011)，也有 88% 曾參與的製作人表示AAS協助
他們找到商業夥伴。快來參加焦點專場，聽聽AAS如何讓你的動畫提案從草稿躍上螢幕。


合作單位


Asian Animation Summit 亞洲動畫高峰會


亞洲動畫高峰會 (AAS) 是Kidscreen旗下的重要年度動畫商展，三天的提案大會供亞太區一流動畫提
案尋找資金與人脈，每年獲得參展商所屬國家政府的支援，並吸引期待找到亞洲合製夥伴的動畫製
作人、電視台、串流平台、通路發行商與各國投資人參展。


與談人


Jocelyn Christie 

Kidscreen 資深副總經理暨發行人


Jocelyn Christie 自1998年加入Kidscreen，並從2010年6月起擔任資深副總與發行人。她活用對國際
兒童娛樂產業的廣博知識與人脈，將Kidscreen打造成世界級領導品牌，並成功拓展多種品牌旗下服
務，包含以企業客戶為主的刊物Kidscreen雜誌與電子報Kidscreen Daily，以及商務展會Kidscreen
高峰會、亞洲動畫高峰會等。



Kim Dalton


亞洲動畫高峰會主席


在影視內容、廣電與數位媒體產業曾多次擔任高階主管職，他曾擔任節目主創、負責國際募資與國
際發行，並擔任過澳洲電影委員會執行長與澳洲廣播公司的電視部門總監。他目前是影視版權集管
組織Screenrights的主席、亞洲動畫高峰會主席、也是澳洲影視與廣播學院的公共政策客座講師。他
同時也為澳洲與亞太地區的影視產業政策擔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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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場 場次二


一同賦予故事生命！ 


時間：2022 年 11 月 09 日（週三）15:15-16:0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五號倉庫

作為新加坡最⼤的內容創建企業和多媒體機構，新傳媒致力於創作最具吸引⼒與可靠的內容。並通
過數位媒體、電視頻道與電台，成為社區的銜接橋樑和啟發⼒量。通過這次創意內容大會，新傳媒
將與同業分享我們的戲劇製作經驗與優勢，並展示我們尋求合製的故事企劃。希望藉此機會吸引更
多創意與製作人才，共同開發吸引觀眾眼球的内容。讓我們一同為故事賦予生命！



合作單位


新傳媒電視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


新傳媒是新加坡最大的內容創建企業和多媒體機構，宗旨是創作具吸引力、可靠的內容，並成為社
區的銜接橋樑和啟發力量。新傳媒每日通過數位媒體meWATCH、meLISTEN 及 CNA.asia、6個電視
頻道與11個電台，以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四大官方語言，接觸新加坡超過3百萬個民眾。



與談人

羅溫溫


新傳媒電視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戲劇組監製/導演


新傳媒中文戲劇監製、導演。2015年首次獲紅星大獎最佳導演獎。2018年於新加坡和澳洲監製、執
導三部網路劇集。近期監製之電視劇作品《陰錯陽差》入圍2021年紅星大獎最佳戲劇。憑《關鍵證
人》奪下了紅星大獎2022 最佳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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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場 場次三


打造台灣BL「藍海策略」： 從BL看腐市場的運轉動能


時間：2022 年 11 月 09 日（週三）16:15-17:0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五號倉庫

台灣的BL製作早於亞洲其他國家，由台灣LINETV製作的BL劇《HIStory系列》版權銷售全球190個國
家地區、全球逼近3000萬點擊。《WBL系列影集》以及由文策院共同投資的《正負之間》全球累計
超過180國家地區購買版權。但近年韓泰地區穩定的製作數量和品質在海外的能見度已經遠遠超越台
灣BL。台灣BL要如何像泰韓一樣產業鏈化？如何在列強環伺的BL劇市場裡找尋新的定位跟方向？



合作單位


有意思國際傳媒


有意思國際傳媒專注影視劇本開發企劃、拍攝製作開創新穎、策略精準的影視作品。首部戲劇製作
《永遠的第一名》以及《第二名的逆襲》創下耽美BL劇的高度，2022年製作《我的牙想 你》BL純愛
劇集，目前投入多項影視作品開發，專注女性TA為主的故事內容以奇幻、愛情、喜劇、耽美、驚悚
等類型開發與製作。



與談人

宋鎵琳


Video Market Corporation 影像內容部 總製作人


日本映畫專門大學院大學電影製作人學科碩士，2010年起在日本影像發行公司任職華文內容採購，
2018年3月起任職Video Market 。 採購項目包含HIStory2、HIStory3、因為愛你、We Best Love等各
國BL影集。 製作項目包含《正負之間》（台灣）、《隔離後見個面，好嗎？》（台灣）、《Be
Loved in House 約・定》（台灣）、《惡作劇之吻～Miss In Kiss》（台灣）、《Life線上的我們》
（日本）



金京恩


Rakuten TV 亞洲內容製作人


2010年在株式會社Show Time擔任行動裝置內容串流企劃與內容採購。2016年加入樂天Group株式
會社 (Rakuten TV Japan)，擔任亞洲內容影像製作人。 曾採購BL項目包含韓國作品《視線所及之
處》、《Mr.Heart》、《To My Star》等；泰國作品《Dear. Doctor》《Between Us》等，共同製作
與監製作品包含《Jun & Jun》(預計2023年於韓國上映)、《正負之間》（台灣）、《隔離後見個
面，好嗎？》（台灣）、《Be Loved in House 約・定》（台灣）、《Life線上的我們》（日本）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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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珮瑜


創意不累工作室有限公司 負責人


自由編劇、小說家，文化大學推廣部編劇班講師。早期以偶像劇、家庭劇作品入行，近幾年嘗試BL
系列、科幻劇、律政劇、喜劇以及兒童舞台劇等多種類型戲劇創作。



姜瑞智

導演


近年由眾多偶像劇中竄起的優質新銳導演，擅長顛覆平易近人的題材。 近年作品：《我願意》、
《翻牆的記憶》（獲53屆金鐘戲劇節目導演獎）與《永遠的第一名》、《第二名的逆襲》。2022執
導耽美影集《我的牙想你》 電影作品：《角頭．浪流連》票房破億。



蔡妃喬


《WBL影集》、《我的牙想你》監製


60部影視行銷經驗，出品製作【WBL影集】、實境真人秀《微波爐男孩的假期》，用行銷說故事創
造衍生IP效應全球逼近3000萬點擊、全球週邊狂銷千萬、書籍銷售六萬本。編劇作品《永遠的第一
名》《第二名的逆襲》《我的牙想你》。



蔡幸真


LINE TV 營運長


負責LINETV整體營運，管理內容原創與採購、行銷公關宣傳、用戶增長、數據分析等團隊，對
LINETV整體收入、會員增長及PnL負責。 致力於發展與推廣台灣內容，讓好的內容與優質平台互相
加乘，促進台灣影視產業的活絡。



潘心慧


有意思國際傳媒有限公司 營運長


善於開發故事創造IP市場。製作影集《永遠的第一名》《第二名的逆襲》、實境秀《微波爐男孩的
假期》；監製作品包括《直播中二間》《76號恐怖書店之恐懼罐頭》《追兇500天》《我是自願讓他
殺了我》《我的牙想你》等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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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場 場次四 

YouTube / 內容+平台+科技加速內容國際發布


時間：2022 年 11 月 10 日（週四）15:15-17:0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五號倉庫

首先由YouTube分享東南亞的內容趨勢，與目前YouTube商業模式 ; 並特別邀請出版、音樂、影視三
個產業的最佳頻道/案例分享 ; 最後則由三個不同專業的科技服務夥伴，分享如何透過科技降低成
本，連結更多觀眾與成長機會，向國際發展。



合作單位

YouTube



與談人

余承儒


YouTube 大中華區策略合作夥伴資深經理


余承儒所服務的合作夥伴，涵蓋大中華區影視媒體內容創作者，並致力於將大中華區的精彩內容分
享給全世界的觀眾，推動創作者、觀眾與廣告品牌的三贏生態系。在傳播媒體與出版業的內容收益
化、數位轉型、企業策略規劃等領域，擁有超過十二年的經驗。 加入 YouTube 以前，Ben 曾於
Google 日本負責線上夥伴團隊，為日本的傳統與新媒體，從事內容價值最大化的相關策略諮詢，並
定居於東京近十年。



張凱晴


YouTube 臺灣產品行銷經理


張凱晴致力於加強品牌、觀眾和創作者的連結，並推動數位平台內容安全、公民數位識讀等，打造
友善的創作環境及觀影體驗。在加入 YouTube 以前，在加拿大擁有超過七年的創意企劃、產品行
銷、和品牌策略經驗。



熊建宇


Google 亞太區策略合作夥伴關係 台灣負責人


過往曾在Netflix管理北美、歐洲、中東和非洲和亞太地區技術合作夥伴，將Netflix的服務導入智慧
電視，從設備端協助Netflix在全球市場進行市場拓張；在YouTube負責管理中國電視台、大型直播
平台等全球市場拓張業務多年。現在致力於幫助新創更有效募集資金，並分享更多資源機會讓世界
看見台灣的內容與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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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天健


携客創意 共同創辦人


Google 台灣唯一創意夥伴 SyCreation 的共同創辦人，曾任職 Samsung、Epson、Google 等知名企
業，持續深耕數位影音的領域。 擅長透過數據驅動創意，從數據的視角結合廣告主行銷目的與策
略，為創意注入成效、提升廣告效益，期待能為影音廣告產業帶來更實質的數位轉型。


葉公


葉式特工YouTube頻道創辦人


創立YouTube頻道 葉式特工目前 4,120,000 訂閱數（全台第一名），是一個以大量不同的動畫特效
為賣點的頻道。最近十分流行的劇集《魷魚遊戲》亦有成為他影片素材之一。超過八成訂閱者來源
自海外地區，台灣YouTuber唯一網路影集「活屍女友」等多部作品。在東南亞地區被大量重製轉載
（被印尼歌手 Janji Hati 翻拍成MV），頻道總觀看次數 17億。



裘凱宇


啟點文化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裘凱宇致力於將心理學知識運用在各種真實的人際情境中，結合對潛意識工作的深刻體會，透過系
統性的公開課程，使社會大眾無論在一般人際情境、高壓力與高難度的溝通情境、或是個人內在覺
察與自我呈現，得到兼具實務應用與內在成長的學習。 公開授課至今，對象含括各領域的專業人
士、設計創意人、經理人、企業主與企業接班人等，並以獨特的個人教練形式，為心理專業開創一
個嶄新服務人群的模式。



蘇珊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 AI藝術總監


熱愛發想科技在生活中的各種應用，也相信10年內AI的應用將遍佈每個角落。 正在努力設計在花蓮
的世界第一個AI Music Center。 擅長人類與機器的互動體驗：語音辨識、藝術生成、個人化互動。
曾任：衛武營人工智慧互動導覽/計畫主持人、台灣酷蓋/執行長、雄獅旅遊/系統分析師、IBM/軟體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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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場 場次五


Series Mania 代表團 焦點專場

*本場次以英文進行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五）10:00-10:5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五號倉庫

Festival Series Mania 是歐洲劇集最重要的國際展會。作為文策院的重要夥伴，今年更透過 Series
Mania 的協助邀請了許多重量級的代表們參訪 TCCF，與臺灣影視業界專業人士交流，並說明各種國
際合作與交流的機會。



合作單位

Festival Series Mania

自2018年遷至里爾辦理後，Series Mania已成為歐洲劇集最重要的國際展會，以大銀幕方式為國際
上最重要的劇集內容提供世界首映，每年為高達72000名訪客提供8天發掘新劇集機會，還有與世界
首屈一指的劇集人才交流的場合，如交流活動與大師班等。



與談人

Francesco Capurro

Series Mania 論壇總監

Francesco Capurro 擔任Series Mania Festival旗下重要活動Series Mania論壇的總監，他過去曾任職
於世界級國際市場展，如坎城電影市場展、巴黎電影節、法國昂熱電影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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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話 場次一 


內容產業新利多
時間：2022 年 11 月 10 日（週四）10:15-11:00 

地點：誠品表演廳

串流服務帶來的臺劇熱潮，加上5G技術迎進元宇宙紀元，帶來臺灣內容產業生態系的嶄新商機。本
場次邀請中華電信分享其策略布局，解析科技與娛樂產業趨勢，以及資本進場利基何在，並分享打
造國際級內容與服務的願景。



主持人


李明哲

文化內容策進院長



與談人

蘇添財


中華電信個人家庭分公司總經理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碩士，曾任中華電信公司經營規劃處協理、副總經理、行政執行副總、宏華國際
董事長等職務，專長在電信產業發展趨勢研析、經營策略規劃與轉型推動，目前負責中華電信個人
與家庭相關服務與產品，以及行銷與通路等整體消費市場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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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話 場次二


亞洲內容推向國際：故事全球熱銷關鍵 


文進行，講者以線上方式出席。

*本場次以英

時間：2022 年 11 月 10 日（週四）11:30-12:30 

地點：誠品表演廳

《魷魚遊戲》在全球的熱賣，顯見亞洲娛樂內容也有征服歐美觀眾的潛力，而串流時代的台劇也正積
極開拓國際市場。本場次就以亞洲故事的開發、製作與行銷為核心，邀請以亞洲為故事背景的劇集製
作人來討論亞洲故事如何跨越語言的障礙，成為全球串流平台的新寵。


主持人


柯子怡

文化內容策進院顧問


與談人


Soo Hugh


集 籌、監製、編劇


劇 統

Soo Hugh身兼Apple TV+原創電視劇《彈珠人生》（Pachinko）節目統籌、監製及編劇，該劇一播出
便在全球斬獲高度評價及收視率。Hugh也將繼續其與 Apple TV+ 的合作並同時與UCP展開多項合作
及「千里」故事孵育計劃，致力將更多亞裔故事搬上大螢幕。



Jamie Lai


Bound Entertainment 開發與製作總監


Jamie Lai是韓國媒體娛樂公司Bound Entertainment洛杉磯辦公室負責人。曾任東方夢工廠開發總
監，參與多部韓中合資合製影視作品，如李敏鎬與唐嫣主演的《賞金獵人》，及迪麗熱巴主演的《漂
亮的李慧珍》。亦曾任獲艾美獎殊榮的中國特效公司Base FX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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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話 場次三


IP養成記：當代動畫製作面面觀
時間：2022 年 11 月 10 日（週四）13:30-14:30 

地點：誠品表演廳

以動畫開發和IP跨界轉譯為核心主題，本場次邀請具有相關經驗的業界重要推手，分享動畫製作和
跨界轉譯過程中要注意的眉角，及國際合作與尋求創投募資的心得。



主持人

盧俊偉


文化內容策進院副院長



與談人

王尉修


大貓工作室創辦人


大貓工作室製作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碩士。曾參與製作多部臺灣原創動畫，
包括臺灣首個登上Netflix的原創動畫影集《勇者動畫系列》、迷你影集《德哥與皮皮》、動畫短片
《科學腦巨人》、《七點半的太空人》與《我們的月亮》等作品。此外，他個人執導的動畫短片
《臭屁，電梯》、《月亮掉下來》、《七點半的太空人》等更曾入圍多項國內外影展的肯定。



陳仲君


九藏喵窩有限公司執行長


九藏喵窩品牌創作者，台灣角色品牌授權協會榮譽理事長／發起人，同時也是IP BANK創辦者，其九
藏喵窩動畫影集更是台灣動畫史上唯一於日本電視台播出累積至今200週以上，目前正在籌備台日合
資合製九藏喵窩動畫第三季影集。



連俊傑


連想創意工作室創辦人


投身動態視覺創意超過20多年，2017起投入動畫原創IP開發，「造雲師」企劃入選54屆金馬創投，
「多雲時情」入圍57屆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2020台北電影獎最佳動畫及加拿大奇幻影展、並獲選
包括43屆克萊蒙費宏國際短片等三十多個影展。2021年動畫短片獲關渡國際動畫節「最佳動畫片」
及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台灣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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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話 場次四


發售巡演不求人：音樂人募資升級之路
時間：2022 年 11 月 10 日（週四）15:00-16:00 

地點：誠品表演廳

本場次以音樂產業的經營與募資為軸線，探討從打造作品、參與國際推介，到創業經營、爭取投資
的各階段環節的成功經驗，邀請創作者、演唱會、國際巡演與交流等不同領域專業人士從各自角度
切入，分享音樂人如何在當代音樂產業中以創業思維拓展職涯新路線。



主持人

王詠怡


文化內容策進院全球市場處處長 



與談人


洪維寧

貴人散步音樂節總監


維寧是台南秀展型音樂節暨會議「貴人散步音樂節」的共同創辦人，為台灣及亞洲音樂及市場的推
手。她也是幾位亞洲新星包含泰國Phum Viphurit 的音樂人國際經紀人。成立宗旨在於銜接亞洲和世
界音樂市場，並發掘和培養更多亞洲音樂人進入全球市場。



黃振峰


就是現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現任KKLIVE董事總經理。2010 年創辦華娛網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開發電子票務平台、場館營運與
周邊商品業務；2011 年成立就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舉辦演唱會、見面會、藝文展覽及主題娛樂等
多元類型活動。2018 年加入 KKCompany 並成立 KKLIVE 控股公司，營運活動發行品牌 KKLIVE、電
子票務平台 KKTIX、台北及高雄展演場館後台 Backstage。生涯至今帶領團隊累積執行數百場活動、
動員超過百萬人參與，足跡遍及台灣、香港、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城市。



曾國宏


落日飛車主唱


台北人曾國宏是名音樂家，在浪漫波普樂團落日飛車擔任主唱、吉他手，譜寫膾炙人口的歌曲。童
年起接觸雷鬼及經典搖滾樂，曾在瞪鞋傳奇 Boyz & Girl 與闇黑工業三人組Forests內任貝斯手。
2009 年打造了車庫搖滾樂團「落日飛車」，2015年開啟歐洲、北美巡迴演出，並在亞洲各大音樂祭
擔任壓軸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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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話 場次五


打造長銷經典劇：場館定目演出經營策略
時間：2022 年 11 月 10 日（週四）16:30-17:30 

地點：誠品表演廳

臺灣劇場在近年出現了沉浸式、影集式、及類似西方的定目劇等多元呈現形式，在劇目開始獲利，
甚至被視為投資標的的現在，我們如何在臺灣獨特的發展環境中，找出長期的商業經營方法、找到
觀眾，並說服投資方？這過程中，空間場館、劇團及節目製作的三角關係又該如何搭配，磨出合適
的經營策略？上述的問題和可能的答案，盡在本場。



主持人

連士堯


古典樂網站MUZIK Air副總編輯 



與談人

東

李 祐


聚 品

人


樂悠悠之口藝文生態 落 牌負責

立 悠悠

態 落

合

活
在商

定

~ 場
出

2014年底創 樂
之口藝文生 聚 ，結 共同工作與展演 動空間，每月固 舉辦10 20 展
演 動，橫跨音樂、戲 、舞蹈等不同類 ，試圖結 自身
業與表演
背景，創造 育成
基層表演藝術工作者 孵化器

活

劇

的

。



型

合

方面的

李彥甫


合 位

聯 數 文創 董事長兼總經理


灣
學
聯合
務 一

程
董
廿

在

廿多 。近 致
型 程及
發 。現
董
營
商 發
灣 劇場
灣劇場一
。



台 清華大 電機工 系畢業，卻 媒體工作
年
年 力媒體轉 工
文創產業 展
任
數位文創公司 事長兼總經理、 你共創數位公司 事長， 運展演、售票、電 、IP 展
等業 ， 年舉辦超過 個展演 動，並大量投資台 原創
內容，期待與台
起成長

陳午明


活

有

辦人


活界創造股份有限公司創

劇場製作人、阿卡貝拉音樂推動者、歌手。致力於台灣劇場IP轉化和授權戲製作以及相關商模研
發。近期重要作品為世界第一個線上阿卡貝拉音樂節「VAFex」、台灣原創音樂劇《不讀書俱樂部》
影劇化（2021釜山國際影展入圍）以及打破台灣音樂劇連演紀錄的外百老匯音樂劇《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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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話 場次六


元宇宙世界中的娛樂：前瞻未來內容

*本場次以英文進行，講者演講為預錄播放。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五）10:00-11:00 

地點：誠品表演廳

Meta的元宇宙媒體內容總監 Sarah Malkin 將說明造就元宇宙中最優質的內容與娛樂的關鍵，與大家
一起探索在垂直內容類別中，具備廣受歡迎的幾個特性，包含流行文化、社群互動與創造內容的持
續性（如體育賽事直播、娛樂、電影與電視），以及 VR 與元宇宙如何讓有共同興趣或經歷的大家
齊聚一堂，並打造與大家有連結、有共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又別具意義的體驗。娛樂的共同體驗
性強而有力地展現為什麼 VR 及元宇宙內容將在未來蓬勃發展，且隨著創作不斷進化，觀眾被深受吸
引的內容將會更為生動、大家期許創作者打造的內容也將更具備真實地互動性，無論大家是否在實
體空間中共處一室，都將創造一種在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即時性與臨場性。



主持人

張文櫻


文化內容策進院副院長



與談人


Sarah Malkin


Meta 元宇宙媒體內容總經理


Sarah Malkin 於 Meta 領導元宇宙媒體內容團隊，她的團隊負責創建與發行一般娛樂與敘事體驗的
VR 內容。此前，Sarah 在數個不同的新興平台管理內容團隊：她曾任美式足球員 Russell Wilson 的
行動應用公司 TraceMe（被 Nike 收購）的內容主管、在Ron Howard 與 Brian Grazer 的數位公司
New Form（被 Whistle併購）擔任節目策劃與開發副總裁，並擔任過許多職務，包括在Maker
Studios（被迪士尼收購）的節目策劃副總裁，生活風格類總經理，以及品牌置入娛樂內容主管。
Sarah 曾在美國導演 Paul Feig 的 Powderkeg 大師課程、非營利組織 Global Girl Media提供夥伴關係
與內容發行的指導與建議。並曾在紐約與洛杉磯的紐約電影學院任教。Sarah 擁有布朗大學藝術創
作碩士學位（MFA），與波莫納學院的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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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話 場次七


臺歐影視合製入門 

*本場次以英文進行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五）11:30-12:30 

地點：誠品表演廳

臺灣與歐洲的影視產製環境與市場規模相近，並且共享自由開放且多元的價值。歐洲影視製作上，
已有完整的跨國資金、合製機制及國際通路，是下一個臺灣業者可考慮拓展的藍海市場。本場次邀
請來自歐洲的影視製作人與市場展平台代表分析當代歐洲影視產製趨勢，並為有意尋找歐洲夥伴的
臺灣業者提供建議。



主持人

敖瀚林


文化內容策進院顧問



與談人


Iris Bucher

Quad Drama 執行長兼製作人

Iris Bucher 出身德國，擁有英法文學與商業管理雙碩士學位，以影視製作助理身份入行，擔任過劇
本編輯，於2004年正式成為製作人。2011年創辦Quad Drama（原名Quad Television），擅長製作
堅毅女性為主角且扣人心弦的故事，以大膽的作品《命定之火》、《戰火下的女人們》聞名，並在
法國電視一台與Netflix上播映。Iris同時也是法國影音製作人協會USPA的會長。

Stefano Centini 陳璽文

飛望影像製作人

義大利國家電影學院電視製作系學士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系碩士。2018
年在臺灣成立飛望影像公司， 主要擅長國際合資合製作品，包含2021年入圍瑞士
真實影展的《幻日手記》，榮獲北影百萬首獎、提名兩項金馬的《神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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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Erbs


GAIJIN / CINEMA DEFACTO 製作人


Sophie Erbs 致力連結多國人才的創意，她是Cinéma Defacto的合夥人，獨立公司Gaïjin的合夥人與
共同持有人，也是歐洲影音製作人協會（EAVE）與歐洲電影圖書館協會（ACE）會員曾負責23部劇
情長片的製作與合製，包含《狗群》（智利，2017年坎城影展）、《去你的垃圾山莊》 （黎巴嫩，
2021年威尼斯影展）、《米拉》（法葡合製，2017盧卡諾影展評審團特別獎）、《來了一個男孩之
後》（南非，2018年坎城影展）、《空間》（塞爾維亞，2018年導演雙周影展）、《徒刑》（新加
坡，2016年坎城影展）、《從此之後》(瑞典法國合製，2015年坎城影展)。


Laurence Herszberg


Festival Series Mania 總監


自1981起， Laurence Herszberg 多次參與法國文藝界的重要發展。在2010年，預見電視劇集在觀眾
與影視產業逐漸受到注目，她創立了SERIES MANIA市場展。2017年時，與法國文化部研討在法國設
立足以成為世界典範的電視劇集市場展後，她將SERIES MANIA遷到了里爾舉行。SERIES MANIA如今
已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歐洲劇集市場展，每年吸引70000位訪客與3000位專業人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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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話 場次八


邁進國際合製：趨勢與案例分享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五）13:30-14:30 

地點：誠品表演廳

串流時代加速影視產業轉型，臺灣該如何加入全球影視市場？本場次邀請臺灣具有國際合製經驗的
講者來分享業界實務經驗，包含過程中可能的困難點、突破方法與可尋求支援或資源的管道等國際
合製生態系的樣貌，分享如何與國際夥伴互動協作，以及協拍經驗對作品本身進入國際市場，和未
來產製作品時的可能影響。



主持人

黃江豐


一條龍虎豹國際娛樂有限公司負責人/製片 



與談人

王思靜

製片


國際電影製片人，2014年進入賈樟柯導演成立的「北京西河星匯影業有限公司」擔任賈樟柯導演助
理/添翼計劃製片人。近期製片作品：《阿爾及爾最後的王后》（坎城影展- L’Atelier，威尼斯影展威尼斯日單元-特別關注獎/女性青年導演）、張撼依導演《枝繁葉茂》（柏林影展-論壇單元，紐約
MoMA新導演/新電影），Emyr和布拉格雙導演《卡夫卡的K》（柏林影展-論壇單元，香港電影節最
佳電影火鳥大獎/費比西獎）、賈樟柯導演《山河故人》（坎城影展-主競賽單元）等等。於2018
年，以賈樟柯導演為主席的「平遙電影展」任職。2020年回歸獨立製片人，自詡重生。



馬君慈


MA STUDIOS LTD 製片人


國際電影製片人，MA STUDIOS 創辦人。擁有多年國際合製經驗。所製作作品曾得過國內外不少獎
項： 《For My Country》入圍2022威尼斯影展地平線主競賽單元； 《美國女孩》獲得金馬獎最佳攝
影、最佳新導演、最佳新人。《安眠旅舍》入圍坎城影展Cinefondation競賽片。曾合作過的知名電
影人包括：黃建新導演(《合法伴侶》)、張艾嘉監製(《引爆點》)、張猛導演(《奔愛》)。



唐翊雯


文化內容策進院國際合資組組長


自切爾西藝術與設計學院畢業後，在紀錄片、長短片與劇集領域擔任委製編輯與製作人超過十年。
在公共電視及文策院服務期間，作品包含《戰浪》、《稻田裡的音符》、《美食人．情．味》和
《通靈少女》等，近年與Arte、French TV、NHK、HBO ASIA等單位進行多項國際內容合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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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話 場次九


內容產業進場關鍵時機：投資人觀點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五）15:00-16:00 

地點：誠品表演廳

近年臺灣影視內容不僅在本土市場叫好又叫座，也因上架串流平台甚至售出翻拍版權而順利打開國
際市場；這些作品背後往往有許多專業主創團隊，以及眼光獨到的投資人在資金及資源上撐腰。本
場次邀請看好內容產業而進場的投資方，分享從自身立足點看到的臺灣內容產業發展前景，看好的
原因，及進場投資後的下一步規劃。



主持人

盧俊偉


文化內容策進院 副院長



與談人

林建涵


中興保全科技（股）公司 副董事長


英國密德塞克斯大學(Middlesex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行銷管理研究所碩士畢業。2017年6月
起至今擔任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董事總經理。曾任中興保全科技營業本部執行長
（2015年12月至2017年6月）、台灣智慧城市產業聯盟會長（2019年5月至2021年5月）、中保寶貝
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11年3月至2014年7月）、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2013年
6月至2016年8月）。目前亦為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11月至今）。



柴智屏


群星瑞智國際藝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深耕演藝圈30年，人稱偶像劇教母，作品襲捲全亞洲，包括偶像劇《流星花園》、電影《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等，致力於藝人培養。獲美國「商業週刊」評選為2003年「亞洲之星」，國劇
盛典 2012年度最佳製片人、「兩岸十大亮點人物」之一。



曾瀚賢


合影視有限合夥執行長


臺灣知名製作人/監製。多年電影、電視製片經驗，擅長整體項目策略，結合其對市場的敏銳度及對
社會現況的關懷，履次製作兼具市場價值、情感細膩、呼應社會現象之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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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話 場次十


創業心裡話：經營管理經驗談
時間：2022 年 11 月 11 日（週五）16:30-17:30 

地點：誠品表演廳

本場次邀請近年成功爭取民間與政府投資的內容產業經營者，分享募資規劃、投前準備、投後經營
等不同環節的經驗，從管理實務的，找到不同領域間說服投資方的共同點，提供更多內容產業經營
者作為尋找及對接多元資金的指標參考。



主持人

胡婷俐


文化內容策進院文化金融處處長



與談人

吳鋒


凱渥實業董事長


在遊戲、網路領域已有一番成就，卻基於熱愛，選擇在文化創意產業創業。於2013年接任種子音樂
董事長，2018年接任凱渥集團董事長，2022年凱渥集團與文策院共同投資創辦TDI 台灣夢幻學院，
致力於為台灣創造更優良的產業環境。



莊啟祥


有戲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曾任太極影音科技、騰達國際娛樂、得藝國際媒體、北京微影時代、樂到家國際娛樂等電影製作與
發行公司，現為有戲娛樂總經理、得藝文創顧問。電影產業各環節，從最前期到最末端都有完整實
際參與相關經驗。



郭柏毅


華文音樂劇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華文音樂劇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暨董事長。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碩士。從事音
樂領域長達20年，專長音樂製作及管理，Prestige國際雜誌連續兩年評選為40歲以下菁英領袖，其
創辦之華文音樂劇公司為國內首家以音樂劇產業鏈為經營策略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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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商與合作夥伴
55688 簡介

55688 集團肇基於 2005 年，從交通出行服務出發，擴展至生活媒合服務 55688 APP。集團旗下包含
「台灣大車隊」、「iLink 愛鄰快送」、「全球快遞」、「金鑽汽 車保修」、「55688 代駕」、「生
活大管家」、「潔衣家」及「台灣大旅遊」等。

 

55688 集團以「致力成為亞洲領先的生活科技平台，以人為本從心出發，讓生 活更便利，讓社會更
美好。」為願景，逐漸成為台灣第一的生活服務媒合平台。 十多年前，林村田董事長就已經埋下要
將 55688 成為國人的生活密碼，目前 55688 APP 擁有 650 萬會員用戶，統合旗下洗衣、快遞、居家
清潔、代駕、保 修、旅遊等各項生活媒合服務，就是要抓緊利基擴大平台經營發展，打造國人跨 場
域移動生活新型態，致力打造「新生活服務生態圈」，持續提供消費者更便利 的生活體驗。 


旗下台灣大車隊提供全齡化出行服務，出行媒合服務領域市占率 24%在台灣排 名第一，2020 至
2022 年連續 3 年獲得台北市頒發計程車服務品質評鑑「金輪 獎」特優獎，連續 12 年在北高兩市屢
獲全台優等、特優獎，同時引領計程車產 業，達到「搭車不用錢」的新生活點數支付時代，創造多
項市場第一，【市場規 模第一】每年服務高達 8,000 萬趟次；【用戶數第一】用戶規模超過 650
萬；【多元付款第一】提供高達 30 種支付方式，支付選擇最便利；提供 8 種點數折抵車 資方案，
2021 年全額使用點數折抵車資達 2 萬趟次；55688 集團重視用戶線上 的生活媒合服務體驗，也重視
線下服務品質；是業內唯一設有 24 小時真人客服 中心，及時處理雙向服務溝通，一如我們堅持將
溫暖傳遞給廣大會員。
-----


關於 

55688 集團


大車隊，股票代號 2640

股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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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A COFFEE 簡介
「CAMA COFFEE ROASTERS豆留文青」位於松山文創園區的市定古蹟「鍋爐房」，擁有近百席寬廣
室內空間，呼應文創園區特性、融入設計美學，以生活型態策展，並開發多款camagift咖啡周邊文
創商品。餐飲方面則以咖啡專業為核心，提供多款精品咖啡、創意特調和酒類飲品，巧思運用咖啡
佐餐、入菜，全天候供應主廚特製餐食；更有光雕投影、咖啡體驗課程等多項豐富特色，在在體現
cama品牌「THINK FRESH」核心精神，為古蹟注入新鮮生命，打造前所未有的咖啡感官新樂園。

-----


門市資訊

CAMA COFFEE ROASTERS 豆留文青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 鍋爐房

02-2765-1008

週一到週四 10：00 ～ 21：00

週五到週日 09：30 ～ 22：00

FB：豆留文青 Cama Coffee Roasters

IG：sy.camacoffeero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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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MANIA 簡介
where series begin

SERIES MANIA has over the years become a must-attend event as much for series fans, as for
the market professionals. Focus on a multi-faceted experience where series begin. As the
biggest event entirely dedicated to TV series in Europe, SERIES MANIA offers its ever growing
audience exclusive world premieres of the greatest

international series on the big screen, and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70K series lovers to meet
with the most renowned creators, screenwriters, directors and talents of the serial universe,
making it an unmissable rendez-vous for binge watchers.



A hand picked selection

Indeed, 60 series are each year carefully curated as part of the Series Mania program, but only
13 are awarded by the various juries dur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That’s how the Series Mania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has seen the launch of highly noticed series such as The Virtues
(Channel 4), The Rain (Netflix), Ride Upon the Storm (ARTE/DR), Your Honor (Yes), Kamikaze
(HBO Max) I Love Dick (Amazon), Germinal (Salto / France TV) and Midnight Sun (Canal +). The
future is now as the festival’s call for series is open and running until January 6 2023, this is
maybe your chance to being noticed by professionals and travel the world!



As well as a true place to meet for decision makers

At the same time, over 3,000 key players of the TV industry worldwide gather at Series Mania
Forum, three days of networking and business events fostering exchanges between creatives,
producers, buyers and commissioners from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 great occasion to pitch
their series at every stage of development, from idea to completed series making its debut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and imagine the new generation of upcoming series. Designed as a
creative incubator, it promotes series creative process at all stages, from writing to
broadcasting, with particular support to the best up-and-coming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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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true springboard and support for series

As part of this supporting initiative, the Co-Pro Pitching Sessions are Series Mania Forum’s
founding premise and the most anticipated part of the Forum, but also a true springboard for
debuting series. Programs such as Blackport that has recently been awarded by the Emmys,
The Last Socialist Artefact or No Man’s Land were int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ose
sessions.

Each year, 16 series projects seek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are given the chance to pitch their
series to an audience of leading industry decision-makers. The pitching sessions are followed
by individual meetings with broadcasters, distributors, producers, public and private funds.
The Co-Pro Pitching Sessions call for projects is now open and running until December 16,
2022.

The Forum is also notable for its three intensive writing workshops: the Writers Campus for
emerging script writ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 Co-writing Residency between Israel and
France, and the DEENTAL Series workshop for creators from Africa, the Caribbean, and the
Pacific.



Also available online throughout the year

Since 2020, Series Mania Digital is the all year available platform where series professionals
can connect, discover new talent, and enjoy a curated selection of projects in developement
and a monthly offer of books and podcasts for TV adaptation.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SERIES MANIA? Laurence Herszberg, founder and general director of
Series Mania, and Francesco Capurro, Head of the Forum, will be happy to meet you at TCCF.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forum@seriesmania.com

2022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FEST | 贊助商與合作夥伴

36

Variety 簡介
Variety i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and trusted source of entertainment business news,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Since 1905, influential producers, executives
and talent in entertainment and beyond have turned to Variety for award-winning daily
breaking news reports, insightful award-season coverage, must-read feature spotlights and
intelligent analysis of the industry’s most prominent players. As the leading publication
covering film, television, theater and tech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Variety is the vital read in
every entertainment capital in over 84 countries. http://variety.com/

 

Variety Intelligence Platform (VIP+) is a subscription-based service from the iconic media
company Variety. VIP+ offers relevant industry data, analysis, video from Variety summits and
in-depth special reports focused on actionable insights you’ll find nowhere else so your
company can perform with precision and confidence. VIP+ consists of a dedicated team of
media analysts, editors, and experts doing the work for you, from an industry brand you can
trust. Find out more at www.variety.com/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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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Asia 簡介
ContentAsia is an Asia-based multi-platform information resource that refines today’s
infodeluge into usable, digestible and reliable intelligence about video content creation,
funding, financing, licensing, &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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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RAN TOTAL and Le DISPATCH 簡介
Ecran Total is one of France's leading trade magazines for all that is French film and television,
from script to popcorn. With a weekly magazine, and a website, where subscribers can get
their industry insights on the go, Ecran Total is not only delivering the news, but rather market
insights from the heart of the French film industry. 


With a presence on the ground at all major European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s and markets,
the company maintains its presence throughout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while being sure
to promote French productions and industry professionals. Not to mention, EC is one of the
organisers of the European Co-production Forum (ECPF), where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s
find their footing. In terms of readership, EC boasts a 63% engagement rate, reaching 38,000
unique visitors weekly. Reporting primarily on all French speaking markets, the publication and
website deliver exclusive information to the some of the industry's biggest movers and
shakers. 


From interviews with prominent industry figures and box office insights to financing plans and
French producer rankings, Ecran Total is the French audience's gateway into all that is the
country's film and television sector. More recently, Le Dispatch an English-language version of
its parent company, Ecran Total, was launched. Reaching thousands of readers from all industry
sectors, from producers and sales agents to distributors and PR figures, Le Dispatch offers
market insights via two weekly newsletters, one being a larger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y, and another being a 'Special Focus' on a specific subject that holds
weight for the international audiovisual sector.


Acting as a connector for global players looking to either gain information or work with those in
the French film & tv industry, Ecran total & Le Dispatch provide readers with exclusive content
that can guide them as they make their way through the French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From figures to in-depth interviews and relevant contacts, Ecran total and Le Dispatch act as
go-to guides for international players interested in the French audiovisu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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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頂級合作夥伴

卓越合作夥伴

大會合作夥伴

大會指定供應

合作單位

媒體夥伴

活動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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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資訊總覽
活動總覽
單元

時間

地點

提案大會

11.09-11.11
專業人士報名入場

台北文創大樓6樓

內容交易市場

11.09-11.11
專業人士報名入場

松山文創園區4&5號倉庫、北向
製菸工廠、台北文創大樓６樓

創新展演－未來內容展

11.09-11.13
部分時間僅開放專業人士
入場

松山文創園區2&3號倉庫

創新展演－跨域舞台

11.11-11.13
自由入場。部分活動為售票
制，詳洽TCCF官網

松山文創園區1號倉庫、巴
洛克花園、文化廣場

國際趨勢論壇

11.09-11.11
一般民眾報名入場、部分場次
僅限專業人士報名入場

誠品表演廳、松山文創園區
5號倉庫

文化內容策進院新聞聯絡人
李煜婷　

0987-316-298

tina.lee@taicca.tw
TCCF 官網 

www.tccf.tw
TCCF 官方 Facebook 

www.facebook.com/taicca.tw
TCCF 官方 LINE 

lin.ee/KZUaHF7

陳昱勲　

0988-543-227 

steven2961511@taicca.tw

楊斯淳　

02-2745-8186 #806 

maggie.y@taicca.tw

TCCF 官方 LinkdIn 

www.linkedin.com/company/  

taiwan-creative-content-fest-tccf

新聞資料下載連結 

www.tccf.tw/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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