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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內容策進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是推動我國經濟成長之重要動能，及促進產業升級之軟實

力，為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有必要透過設立專業中介組織，從振興內

容及完備產業專業支援體系兩面向著手，逐步健全產業生態系，建構政府與產業

間之協力合作平臺，鼓勵挹注具市場性之內容，提供從資金、產製、通路到品牌

的支援，從而發展內需並培養競爭力，協助本國文化內容業者進軍國際市場。 

文化內容策進院(以下簡稱「本院」)係為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促

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依據「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於 108 年 6 月 17 日召

開第一次董事會正式設立，該設置條例業經立法院於民國 107 年 12月 25 日三讀

通過，並奉總統 108 年 1月 9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03751號令制定公布。 

本院之成立目的係為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完備產業專業支援體系，

並建構協力合作平臺，強化溝通協調及資源整合能量。同時導入企業化經營理念，

有效發揮研發調查、人才培育、多元資金統籌、文化科技應用、通路拓展及國際

連結等功能，專責推動文化內容相關產業之扶植與策進，完備文化經濟發展生態

系。 

二、設立宗旨： 

本院之設立宗旨，係透過中介組織之專業治理，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與力量，

促進資源整合與資金投入，以吸引更多專業人才及產業共同捲動文化內容產業發

展，亦即將文化要素以文字、符號、圖形、聲音、影像等形式，整合運用提供技

術、產品或服務，以形塑國家文化品牌，帶領業者進軍國際市場並進行布局。支

持的產業包括影視、流行音樂、出版、動畫、遊戲、漫畫、時尚設計、藝術產業、

未來內容體驗經濟等文化內容產業。在產製、資金、通路、品牌升級並接軌國際，

打造世界新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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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科技蓬勃發展下，如何振興文化內容，催生產業生態系，並提供產業

所需之專業支援，藉以全面扶植文化內容產業之發展，已成當務之急。爰此，本

院規劃的長期發展目標包括了「產業化」、「國際化」與「整合化」。在「產業

化」方面，扶植產業產製面對市場與觀眾的內容，符合產業生產規模，分潤關聯

產業。在「國際化」方面，提升文化內容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使資訊及人才與國

際同步、切入國際文化內容產業鏈。在「整合化」方面，將達成市場情報匯流、

國際人才合作，以作為健全產業生態系的基礎。 

未來，本院將持續在上述「產業化」、「國際化」與「整合化」三大目標上，

推動四大核心業務，包括： 

（一）引導多元資金，帶動產業動能： 

完成文化內容產業生產所需的策進機制、加速開發內容產業投資標的。建

立 IP 推廣系統化機制，確保 IP 開發的市場性原則。搭配建立諮詢輔導機

制，加強 IP 智財權保障，帶動多元資金、投融資等投入、促進產業動能。 

（二）催生未來內容產業，促進跨國合資合製： 

切入國際文化內容產業鏈，跨國建立系統合資合製網絡。運用臺灣產業鏈

優勢，針對未來文化內容，促成示範性創意展演及國際合資或合製案例。 

（三）布局全球市場，打造國家品牌形象： 

透過展前市場調查及展會參與，產出商情及產業報導。協助重點展會布局

與升級、提高臺灣文化品牌之國際能見度。並於展後持續對接、媒合，形

成深度合作網絡。 

（四）推動異業整合，建立產業知識譜系： 

透過跨域媒合及企業社會責任等機制促成異業合作。建立文化內容產業調

查中心，產出產業調查研究。建立匯集產業各項資訊的文化內容資料庫，

支援文化內容開發。此外，成立 TAICCA School 文策學院，形成對接產業

的文化內容人才動態聚落。 

  本院已提出「五年工作計畫」推動上述四大核心業務：以一年整備內容產業

支持系統，建構有效策進機制，提供專業服務平台；三年提升文化內容產製量，

策進產業持續升級，布局國際市場；五年完善文化內容產業生態系、打造國際品

牌形象，完善中介組織專業角色為重要目標。 

透過資源整合、跨域合作與資金投入，建立嶄新工作方法，整合文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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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濟的能量，聚焦促進投融資，點燃產業動能，加速文化內容之跨域、跨平台、

跨國合作，開創文化內容新經濟，建構文化內容生態系，形塑國家文化品牌。 

經費來源：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產品之收入。 

（五）其他收入。 

業務範圍：  

（一）文化內容相關產業之調查、統計及研究發展。 

（二）文化內容相關產業專業人才之培育。 

（三）文化內容開發及產製支持。 

（四）文化科技之開發、技術移轉及加值應用。 

（五）文化內容相關產業之投資及多元資金挹注服務。 

（六）文化內容相關產業市場之拓展及國際合作。 

（七）文化內容相關產業設施之受託營運管理。 

（八）文化內容相關產業之著作權輔導。 

（九）其他與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相關事項。 

三、組織概況 

（一）董事會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職掌如下： 

1、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2、年度業務計畫之審議。 

3、經費之籌募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4、年度預算、決算及績效目標之審議。 

5、規章之審議。 

6、自有不動產及無形資產之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7、院長之任免。 

8、年度整體多元資金統籌計畫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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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組織擴編事項之審議。 

10、本條例所訂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11、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二）監事會 

本院設監事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職掌如下： 

1、年度業務決算之審核。 

2、業務、財務狀況之監督。 

3、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4、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 

   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三）執行單位 

1、內容策進處職掌 

   （1）策進文化內容開發及產製支持。 

   （2）推動異業整合 IP產值極大化。 

   （3）推動文化內容國際合資合製之國際合作。 

   （4）推動文化內容設施營運及受託管理事項。 

2、文化科技處執掌 

   （1）未來內容之前瞻布局與策略規劃。 

    （2）以科技輔助敘事創新，開展新形態內容體驗。 

    （3）掌握科技趨勢，帶動文化內容產業新創。 

    （4）整合國際跨域夥伴，共創文化科技生態系。 

 3、全球市場處職掌 

   （1）文化內容相關產業海外市場拓展及國際布局。 

   （2）文化內容相關全球展會策略制定。 

   （3）文化內容國家品牌形塑及行銷宣傳。 

4、文化金融處職掌  

（1）整合金融資源支持文化內容產業發展。  

（2）執行管理國發基金與民間共同投資文化內容產業。 

（3）研擬執行內容產業投資策略。 

（4）文化內容產業多元資金挹注及媒合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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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文化內容業者之商轉及經營管理輔導。 

      5、策略研究處職掌 

  （1）文化內容相關產業調查、統計及發展研究。 

  （2）文化內容產業資料庫之建置與管理。  

  （3）文化內容相關產業專業人才培育發展。  

  （4）本院發展規劃研議之幕僚作業。 

（5）工作計畫先期作業及管考。 

      6、行政管理處職掌 

  （1）組織典章制度之制定與修訂。 

  （2）人力資源與財產管理。  

  （3）總務採購作業。  

  （4）法遵政策及作業規範，內部法律意見或相關法令諮詢。 

  （5）主辦出納業務。 

  （6）文書、印信及一般行政庶務管理。 

（7）資通安全及檔案管理。 

        ﹙8﹚董監事會議幕僚作業。 

      7、財務室職掌 

  （1）年度預算、決算之籌劃、彙整及編製。 

  （2）會計制度及各財務規章規範研擬修訂。 

  （3）各項收支憑證之審核與預算之管控。 

  （4）各式傳票與會計報表之編製。 

  （5）總帳、明細帳等各式帳冊之登載。 

  （6）各項收支效能統計之分析。 

  （7）資金運用、募款協助及贊助事項處理。 

  8、公共關係室職掌 

  （1）媒體關係。 

  （2）國會聯絡。 

  （3）公眾事務協調聯繫及網頁之建置與管理。 

 

 

5



 

 

 

 

 

 

 

 

 

 

 

 

  

6



 

貳、前年度營運（業務）計畫之執行成果 

臚列 109年度業務計畫執行成果如下： 

 

一、找資源 

（一）「文化內容投資計畫」，捲動新臺幣 3.2875 億元資金投資 

文策院執行「文化內容投資計畫」，以國發基金挹注「影響原創」、

「柒拾陸號原子」、「天使放大」，捲動新臺幣 3.2875億元民間資金

投入文化內容產業，建構具前瞻性、創新性與市場性的臺灣文化內容

生態圈。 

 

1.「影響原創」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文策院以國發基金挹注 CATCHPLAY（威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影響原創影視股份有限公司（SCREENWORKS），導入先賣後拍商業模

式，以國際成熟影視市場的投資、預售與合製方式，為臺灣在地團隊

引進國際資源；並透過「CATCHPLAY+」平台主動輸出臺灣原創影視內

容，為內容業者與創作者打造連結國際市場的舞台，預計每年投資

80-100小時的原創影視作品。 

 

2.「柒拾陸號原子」股份有限公司 

順應全球 OTT（串流媒體）產業蓬勃發展，文策院與科科世界股份有

限公司（KKG Taiwan Co., Ltd.）共同投資成立 IP開發公司「柒拾陸

號原子」（Studio76），鎖定 OTT 平台之影視規格進行作品開發，以

三年三十部戲劇為目標，109 年推出短片《76 号恐怖書店之恐懼罐

頭》，在 myVideo首播時每集皆超過 10萬次觀看。 

 

3.「天使放大」股份有限公司 

文策院與群眾募資顧問公司「貝殼放大」共同投資以文化內容產業為

服務對象的財務顧問公司「天使放大」，為創作者提供創作初期的啟

動基金，協助作品募集更多天使投資人。「天使放大」以單案收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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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型投資模式，已促成「畫說 LULU」、「沒有國家的人」、「微醺大

飯店」等影視節目、遊戲、沉浸式劇場等類型作品成功獲得投資。 

 

（二） 協助文化內容業者取得新臺幣 9.5485 億元總融資金額 

文策院執行「文化創意產業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利息補貼」、「文化

創意產業優惠貸款」、「文化創意產業貸款利息補貼」、「文化創意

產業合約與著作權質押貸款」，協助提升銀行業者對文化內容業者貸

放信心，已協助文化內容產業取得新臺幣 9.5485 億元總融資金額。 

 

二、助開發 

（一）「內容開發專案計畫─出版轉影視媒合」，捲動 349 件文本

作品參與，開發 79件文本改編提案 

為加速內容開發、提升產量及品質，文策院執行第一哩路「內容開發

專案計畫─出版轉影視媒合」，2020 年首先推出「出版與影視媒合原

創文本招募」，鼓勵並促進出版、影視的跨業合作，將故事能量放大，

開展共同獲利機會。  

文策院建立連結市場的媒合服務機制流程，並挹注資源於前期的劇本

開發階段。首先邀集出版界推薦文本，再由包括電視臺、電影電視製

作公司等國內影視產業各類業者組成的 49 位投拍人圈選心動書單；其

次公開徵求編劇提案，將文本改編為文本改編提案，讓出版文本透過

專業編劇的轉譯與包裝，逐步與影視方對接，提高國內外影視買家興

趣，帶動原創文本端、編劇端及投資端的三方開發合作。 

2020 年選出第一波 23 件、第二波 30 件心動書單，為內容創作端提供

最具市場眼光的選案推薦。共 93位編劇好手進場改編文本，催生 79件

文本改編提案。 

 

（二） 臺灣漫畫基地升級轉型，協助催生 7 部臺灣原創作品 

8



 

文策院自 2020 年 3 月接手、5 月升級開放臺灣漫畫基地，協助進行漫

畫商業策展、商品販售、人才培育及產業媒合。共舉行超過 30 場展演

活動，造訪人數突破 3萬人次，並執行 211件產業諮詢與媒合，協助催

生 7部臺灣原創作品，共計逾 200名漫畫創作者、從業人員、漫畫愛好

者共同參與。透過線上平台及線下實體空間的一條龍式產業助攻，讓

優秀作品在市場發光。 

 

（三）《CCC 創作集》，臺漫專屬數位發表平台 

109 年 8 月，《CCC 創作集》數位平台上線，為臺灣漫畫打造屬於自己

的數位平台。CCC 數位平臺提供漫畫創作者一個面對市場、得以被看見

的舞臺，藉由網路無邊界的特性，以數位化吸引更多族群看見臺灣漫

畫。平臺上的作品排行榜精準提供點閱率、互動率數據，成為國內外

業者商業選件的重要參考。至 2020 年 12 月止，CCC 數位平臺上架作品

超過百部，平均每日超過萬人瀏覽，催生全新原創漫畫 65 部、53 篇專

題報導，凝聚超過 77 位作者，包括長鴻、威向、蓋亞、留守番、大辣、

大塊、慢工、黑白文化等國內 8間出版社共同參與。 

《CCC 創作集》作品內容深度及改編能量深獲各界肯定，包含綺影動畫

VR 合創的《囍宴機器人》漫畫版，獲得金漫獎年度新人獎之小峱峱作

品《守娘》，獲得博客來年度漫畫銷售 35 名《守娘》，第十四屆日本

外務省國際漫畫賞金獎《送葬協奏曲》，銅賞《百花百色》。跨業發

展方面，由左萱作品《神之鄉》，則由映畫製作成功改編為電視劇。 

 

（四） 串聯文化內容及科技產業資源，支持未來創意內容多元發展 

1. 文策院執行旗艦計劃助攻表演藝術、遊戲、動畫、音樂等文化內容產

業探索創新展演模式，共孵育 80案潛力原創文化內容 IP，列舉如下： 

 

（1）鼓勵國內獨立遊戲製作，支持哇哇科技將公共電視知名動畫《妖果

小學堂》以全球高熱度遊戲主機 Nintendo Switch 為載具，開發適

合學齡兒童玩的體感跑酷遊戲《臺灣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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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稻田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修復動畫電影《魔法阿嬤》，並開發

周邊商品如 line貼圖，上架即獲當日銷量排名第一。 

 

（3）帶領「迷母豐盛」參與「日本授權展」，與日本 Poplar 社共創

「Kuroro 宇宙探查隊」4個角色 IP，計劃產出 AR互動內容及數位繪

本、動畫、遊戲、漫畫和周邊商品，發展、經營角色 IP 的價值。 

 

（4）支持由宏達電 HTC VIVE ORIGINALS 出品、導演唐治中執導之逐格偶

動畫《病玫瑰》製作，該作品成功入圍第 77 屆威尼斯影展創投「VR

沉浸式故事」項目。 

 

（5）協助岳漢科技開發《打鬼 第二章》單機版遊戲，該遊戲以真人真事

改編，運用 3D 立體建模、動態補捉等技術，融入臺灣特色建築、宮

廟文化及臺語文化，打造極具臺灣特色之獨立遊戲。 

 

（6）協助冉色斯動畫與原金國際、摩立動畫、Studio2、牽猴子整合行銷、

鄭問工作室等單位共同組成開發團隊，將臺灣知名漫畫家鄭問作品

《東周英雄傳》改編為動畫劇集。 

 

（7）助攻排灣族金曲創作人阿爆（阿仍仍）領軍成立的「那屋瓦文化有

限公司」推動「那屋瓦原民新聲造音計畫」，支持新一代原民音樂

創作人以母語創作，推出「《N1》那屋瓦一號作品」專輯。 

 

2.透過「IP 內容實驗室計畫」4DViews 容積擷取攝影棚，協力產出三大類

型之七件亮點作品： 

（1）影像敘事虛實整合展演類： 

必應創造的羅大佑《當年離家的年輕人》4D 音樂影像製作，以及夢

想創造「重現中華商場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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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漫劇場內容跨界產製類： 

親子天下「小行星 3D 虛擬 IP 音樂主題曲實驗創作計畫」、未來式

互動藝術「劍魂如初《虛實之境》」及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兩扇門》立體插畫繪本實虛整合導讀系統設計」。 

 

（3）傳統藝術 IP新生轉型類： 

霹靂國際「霹靂英雄戰記之刀說異數 X 方文山 X 李芷婷－「遠走他

鄉」偶動畫 MV 拍攝計畫」，以及中國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將 Fusion〉容積與動作捕捉融合實驗創作計畫」。 

 

（五）「沉浸式內容國際合資合製補助方案」，推展臺灣 XR 產業能

量 

為協助臺灣成為全球 XR 延展實境內容的創新基地，文策院自 2020 年 3

月推動「沉浸式內容國際合資合製補助方案」，單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350 萬元，助攻在 XR 領域具備關鍵創意及新敘事手法、以沉浸式技術

製作的藝術或人文體驗的團體。  

文策院邀請臺、法、美、英等 XR 及文化藝術領域的十名專家擔任評選

會委員，舉辦線上評選會議，決選出五組提案團體：法國 Lucid 

Realities 與臺灣瑞意創科（Oready Innovation Lab）合製的《The 

Starry Sand Beach》、英國 Oiffy LLP 與 Wolf & Wood和南瓜虛擬科

技公司（Pumpkin Studio）的合製提案、臺灣在地實驗媒體劇場（ET@T 

Lab Theater）的《花神祭》VR、綺影映畫有限公司（Serendipity 

Films）的《大師狂想曲》，以及臺灣虛實展演發展協會（Virtual & 

Physical Media Integration Association of Taiwan）的「沉浸式投

影創作暨技術提升計畫」。 

 

三、作品飛 

（一）「國際合作投資專案計畫」攜手國內 2 大平臺、影視製作公司

與產業公協會，加速打造臺流國家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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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策院啟動最後一桶金「國際合作投資專案計畫」，以單案最高百分

之三十製作費投資/國際行銷支持，與國內 2 大平臺「金馬創投會議」、

「GagaOOLaLa」（杰德影音），以及瀚草影視、友松娛樂、大慕影藝、

華文創、青睞影視、鏡文學、前景娛樂、想映電影、彼此影業、麻吉

砥加、十月影視、動畫特效協會等臺灣影視產製公司、產業公協會合

作結盟，攜手提升臺灣原創 IP 開發，讓國際市場與投資方搶先選擇開

拍標的，讓臺灣原創作品直接面向國際市場。 

 

（二）助攻電影、電視、圖書、授權等 15 場國際展會全球布局，開

拓臺灣原創內容能見度 

文策院成立以來，持續策劃帶領臺灣最優質的文化內容作品，以國家

隊形象參與全球指標性商展會和論壇，過程中不僅整合異業資源、掌

握最新產業動態，也促進國際合資合製之可能性。 

2019 年至 2020 年共助攻電影展、電視展、書展、授權展等 15 場國際

展會線上／線下臺灣館布局。重點成果匯集如下： 

 

1.影展 

法國坎城影展 XR 單元，文策院與坎城影展合作舉辦「2020 坎城影展：

XR市場展臺灣聯名線上論壇」，助攻臺灣未來內容躍上國際。  

義大利威尼斯影展 2020 年首度進駐臺灣，臺北成為亞洲唯二的放映城

市，文策院於長春國賓影城播放來自全球入圍威尼斯影展 VR 單元的 32

部 360度及互動式 VR作品。 

柏林影展暨歐洲電影市場展，舉辦臺灣之夜交流酒會、蔡明亮導演大

師講座及臺灣電影國際媒合會，吸引近 100名國際影人參與臺灣作品媒

合會。 

 

2.電視展 

釜山亞洲內容電影市場展，文策院推出電影電視與 E-IP 雙主打線上臺

灣館，製作 E-IP 參展商訪談影片，深度介紹作品特色，以優質文本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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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行銷操作，獲韓國多家大型製作與投資公司詢問，創造 E-IP 展商三

天取得超過百場洽詢會議的亮眼成績。 

美國境內最大電影市場展「美國電影市場展」，文策院協助臺灣電影

作品線上參展，設立虛擬臺灣館，總計有電影劇情長片、短片、VR 作

品與動畫等 61部作品參展。 

亞洲最大電視、戲劇展會新加坡「亞洲電視論壇及內容交易市場展」，

2020 年文策院攜手 37 家業者、95 部作品參展，首創跳脫訪談模式的

「線上節目」，以說故事方式將臺灣原創影視作品串接為 2小時帶狀節

目，將優質臺灣影片推薦國際買家。  

 

3.書展 

法蘭克福書展，文策院以「Small is Big! 小故事大經濟」為主題，挑

選 6部文本作品製作動畫廣告提升展品聲量 ; 與大會 The Arts+單元

合作舉辦線上論壇，並推出「聲音劇場 : 四幅臺灣故事的聲音映像」，

以國、臺、法及德語為讀者朗讀故事，展現臺灣出版品跨域開發成果。 

針對主推西語系出版市場的「瓜達拉哈拉書展」，推播 Facebook 廣告

首次針對全球西語人口製作「臺灣出版形象影片」，以及「繪本文本

轉譯動畫廣告」等多元行銷案推廣臺灣原創內容，獲得超過 1600 萬人

次觸及。 

文策院與「東南亞國協出版協會」（ABPA）、臺北書展基金會共同舉

辦「後疫情時代出版產業的創意表現──臺灣觀點」線上產業論壇，

討論於疫情下的臺灣與東協出版產業現況，透過產業交流活動讓臺灣

優質內容在泰國與東南亞持續曝光。 

 

4.授權展 

中國國際品牌授權展，文策院首創「臺咖 IP 點讚秀」線上展直播專場，

獲得超過 5,000 位買主線上觀看。同時擴大線上型錄徵展，徵集 47 個

擁有中國商標登記的角色品牌參展，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成功為參展

品牌創造關注熱度。 

2020 年「日本授權展」，文策院首創「臺日兩地同步連線聯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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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東京兩地同步展出，透過現場翻譯搭配連線，協助廠商介紹與

買家洽商，創造約 4億新臺幣商機。 

 

（三）與國際夥伴簽訂合作備忘錄，導入國際能量 

1.法國：未來內容生態系串聯及國際結盟 

與「法國新影像藝術節」（NewImages Festival）之策展單位 Le Forum 

des Images 簽定合作備忘錄，共同擬定人才交流合作項目「TAIWAN 

FRANCE XR Day」，透過扶植臺法人才交流加速兩國間 XR創作發展，強

化兩國間合作關係，連動其他文化創意產業。 

 

2.日本：亞洲文化內容產業大國，角色授權突破進展 

與「日本角色品牌授權協會」（日本角協）簽訂合作備忘錄，建構雙

方產業情報資訊交換、聯名課程、產業活動交流、顧問專家諮詢服務、

進行在地化市場推廣等合作框架，打造雙方互惠關係。 

 

四、看趨勢 

（一）打造國際展會全新品牌，TCCF創意內容大會 

2020 年 11 月 17 日至 22 日，文策院整合「文化科技論壇」、「臺北電

視內容交易及創投媒合會」及「出版與影視跨產業媒合會」三大展會，

聯手文化科技的前瞻能量和影視內容交易展會的市場聲量，並加入策

展概念升級展會感官體驗，打造涵蓋 1 個國際市場展、2 場跨域交流晚

會、3 大主題展區、5 場創新展演、11 場國際論壇的展會新品牌「TCCF 

創意內容大會」（Taiwan Creative Content Fest），整合影視、出版、

動畫、未來內容等跨產業類別，聚焦最新、最優質的產業商機和市場

趨勢。 

 

1.市場交易展：零時差線上媒合，交易量翻倍成長 

TCCF 首次舉辦即成功匯聚 75 個參展影視賣家、262 件參展作品，84 個

出版版權單位、362 件文本作品，總產製時數超過 20,000 小時；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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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來自 22 個國家、共 272 位國內外買家進場，整體展會共舉行媒合

發表專場活動 15 場，促成 850 場媒合會議、6,185 人次進場參觀，業

者預期交易時數 2,147 小時，會後延伸交易金額預期達 3200 萬美元，

約合新臺幣九億六千萬元，刷新前年交易量。 

 

2.國際論壇：邀請全球產業代表分享趨勢洞見 

為協助國內業者掌握國際趨勢，文策院首度推出的「TCCF 創意內容大

會—國際論壇」，邀請超過 40 位國際級產業講師、國內創作者及產業

重要人士與談。 

開幕論壇「後疫情時代的眾感未來」，邀請澳洲 Google 創意實驗室創

意總監 Tea Uglow 及行政院數位政務委員唐鳳進行專題演講，分享新型

態文化內容樣貌所打造的當代及未來社會、經濟和文化景觀。 

「虛擬娛樂市場：線下新商模」由紐約沉浸式百貨 SHOWFIELDS 創辦人

Tal Zvi Nathaneld 及 DVgroup工作室總監 Eric Fantone 就精彩案例

說明故事力如何連結內容產業，在商業市場上獲得成功。 

在「未來內容已來：數位藝術的社會實驗室」主題，文策院邀請美國

數位藝術創作團體 Future Perfect創辦人與藝術總監 Wayne Ashley 與

Xander Seren 分享結合表演藝術與科技的成果與未來可能性，並邀請

豪華朗機工共同創辦人林昆穎及數位藝術家林珮淳與談。 

「視覺特效內容製程革命」分場邀請活躍於國際特效產業的專業從業

者 Paul Debevec 與 Chris Edwards 以及 Glassbox Technologies 創辦

人暨執行長 Norman Wang、夢想動畫創辦人林家齊及國研院國網中心藝

術科技運算組組長郭嘉真參與，探討 5G、AI、大數據演算等技術進入

人類生活之際，文化和科技如何賦予彼此更豐富含義。 

 

（二）推出「CSR for Culture 文化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網」 

為催生 IP 量能和產製升級，期許企業社會責任 （CSR）的龐大能量，

包含財務贊助、消費贊助及商業資源贊助，投入支持文化內容產業發

展，文策院鼓勵企業結合文化內容，進行商業模式創新；運用多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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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媒材，豐富社會參與；以文化內容作為載體，進行 CSR議題倡議，或

直接支持、耕耘藝術與文化產業。  

為積極引導 CSR能量挹注文化內容產業，並協助文創產業對接 CSR標竿

企業資源，文策院推出「CSR for Culture 文化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

網」，網站設有「共學共創」、「文化亮點」、「永續明日」三大主

題專欄，收錄關於臺灣文化 CSR實績與國外成功案例，以專文與分析提

供企業端與藝文端關於文化 CSR趨勢之參考。同時並配合疫情之產業振

興措施，建置藝文活動佈告欄，服務業者將藝文活動公告上網，打造

促進異業合作之媒合空間。 

 

五、育人才 

（一）TAICCA School 文策學院，全方位導入產業關鍵能力 

文策院首創國內文化內容產業育才機構「TAICCA School文策學院」，

針對產業第一線工作人員、主管、經營者等不同階段的從業人員，開

設商管通識、產業進階和國際學程三大類型課程，透過國內外關鍵組

織和資深業師經驗分享，整備產業的隱形支持系統。 

TAICCA School 不只提供知識傳承和支援，也建立文化內容產業的網絡

社群和動態聚落，促進跨產業領域媒合交流。2020 年 4 月創立至 12 月

間，共舉辦 157 場實用課程，邀請 119 位國內外講師專業開講，累計

1,811人次上課人數。 

除扎穩產業知能，TAICCA School並積極與國際關鍵組織建立夥伴關係，

協助產業人才對接國際市場，加速推進臺灣文化產業的產製力和品牌

力。透過舉辦「TAICCA × Netflix 國際劇本工作坊」、「臺灣內容國

際版權經紀人才策進計畫展會前訓練工作坊」、「國際出版暨版權經

紀專業論壇及實戰工作坊」、「2020 文策學院音樂經紀學程計畫」，

培訓媒合臺灣優秀人才和原創作品全球通路競爭，助攻業者布局國際

市場，促進臺灣內容品牌國際化。 

 

（二）與 ACG 產業指標性機構結盟，設置「文策院特別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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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策院積極串聯國內 ACG（動畫、漫畫、遊戲）產業生態圈，透過國內

資源的跨域整合，連結 ACG龐大受眾，創造更大規模綜效。 

為發掘並鼓勵相關產業人才，支持玩具角色 IP 開發，文策院與臺北怪

獸國際有限公司合作舉辦「2020 臺灣原創藝術玩具大賞」，設置「文

策院特別賞」，找出深具潛力的玩具角色 IP。期以圖像漫畫相關內容

作品後續對接文策院 ACG 串聯機制，讓角色玩具 IP 有機會與動漫、影

視轉譯對接，擴大 IP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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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務計畫： 

一、願景與目標 

文化內容策進院（以下簡稱「本院」）以中介組織身分之專業治理，整合、

連結政府跨部會能量與民間各領域資源，形塑國家文化品牌，協同文化內容業者

對接國際產業鏈，有效創造產值、提升國家形象及認知度，並布建國際產業網絡。

本院策進助攻的文化產業包括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出版、動畫、遊戲、漫畫、

時尚設計、藝術產業、未來內容體驗經濟等。 

本院為達成臺灣優質原創內容倍增、接軌國際產製及消費，打造世界新臺流，

聚焦產製、資金、通路、品牌四大軸線升級，並依循本院業已公告之「五年工作

計畫」推動上述四項軸線升級之相關業務。 

短中長期而言，將以一年時間整備內容產業支持系統及基礎建設，建構有效

策進方案與必要機制，提供專業中介財務、法務、投融資諮詢及服務平台，媒合

政府民間跨域資源，促進國內外商情資訊流通；三年內達成有效提升文化內容產

製量，策進產業持續升級，深化布局國際市場的目標；五年後將完善文化內容產

業生態系、打造強化國際品牌形象，完善中介組織專業角色，持續連結應用各

領域資源輔助產業。 

基於本院已經完成之各項基礎，本院繼續依循下述三項長期發展目標，策進

文化內容產業朝向「產業化」、「國際化」與「整合化」邁進，以下詳述 111 年

度業務計畫三大目標之策略內涵及階段性目標： 

「產業化」：本院規劃以更有效率的模式，將國發基金投資機制依規模分流，

並因應疫情嚴峻導致投資意願較低的現況，規劃建議國發基金直接投資的機制，

同時與整合型的融資機制支持內容產製過程所需要的資金，扶植內容產業鏈孵育

有效應對臺灣文化、國際趨勢、社會議題、市場商情、內容消費習慣之原創精彩

內容，並應用文化內容跨域授權、跨業合作及多元資金模式，增加產業生產規模

及內容質量，並將進一步分產業別建構支持體系，建立不同策進體系，以對應不

同產業鏈之各產業環境。 

「國際化」：為提升臺灣產製文化內容產品的國際能見度及市場競爭力，本

院持續從內容開發及國際合作、精進國內外市場展策略、打造臺灣文化內容品牌

國際有感度行銷台流、國際內容產業網絡布建及交流四大面向著手規劃，積極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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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各項支持機制與行銷策略及工具，務使臺灣成為國際文化內容之重要產製據點

及市場展交易集散門戶，藉以站穩國際文化內容產業鏈之關鍵地位，並吸引更多

國際夥伴加入原創文化內容產製，協助臺灣文化內容品牌擴散，達成全球台流造

浪的階段性目標。 

「整合化」：文策院持續盤點各產業異同及突破策略，以趨勢研究、數據分

析、諮詢訪談、人才需求培育等，整合建立分產業及眾產業的突圍策略，以整體

策略地圖標定目標，協助多產業打造分進合擊的文化內容生態體系，以綜效提升

文化產值。同時，為服務業界不同領域的不同需求，提供針對文化內容產業發展

關鍵議題的深度市場情報，搭配視覺化調研資料的呈現，讓市場脈動研究成果有

效回饋業界，另持續經營社會諮詢的雙向交流機制，落實與市場需求對接、國際

市場情報匯流、產業獲利正向循環、持續投入臺灣原創內容開發的目標。 

 

二、具體工作計畫： 

本院以首年度工作重新盤點產業策略藍圖，在臺灣內容產業轉型關鍵時刻，

精優工作重點，分別以金融支援、內容開發分產業支援、國際行銷及市場策進、

未來內容前瞻市場、文化內容產業基礎支援等具體工作，以中介組織多面向策進

產業發展，朝向中、長期發展目標邁進。本院年度工作計畫亦將因應外部環境變

化等因素積極應變，並依程序提報董事會同意後調整執行。以下，將分別說明各

項 111年度主要營運目標大項及其具體的各項工作計畫內容。 

 

（一）產業化 

本院接續第一年產業化的基礎，持續向三年目標邁進，文策院期能於疫

情嚴峻時刻改變作法，導入國發基金對文化內容產業之直接投資，帶動

更多作品的產製與授權發行。同時本院致力於改善文化內容產業的融資

環境，使業者在資金的運用上能夠更有彈性，更能契合業者產製階段的

資金需求。同時，本院推出機制，協助文化內容產業進行系統性開發，

跨域跨業合作孵育具國際市場潛力及新形態商業營運模式的原創文化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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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同產業，文策院將以第一年度作法盤點調整策略藍圖，在疫情影

響與數位轉型的大環境，以產業面向為經，策進工具為緯，在產量、人

才、國際面、市場交易、全球行銷等策略，差異突圍並整合戰略，已達

文化內容整體產業化目標。 

 

1. 投資業務 

本院辦理文化部之「文化內容投資計畫」，提供文化內容產業業者從諮

詢回覆、前置申請協助、輔導協力安排、評估審議安排等申請流程相關

協助，文策院與民間投資人共同投資、助攻產業發展。由於民間共同投

資意願於疫情期間較低，本院預計建請文化部訂定「文化部文化創投事

業投資作業要點」，不限於由民間投資者擔任共同投資方，才能導入國

發基金，得由文策院主導設立文化創投事業，以更主動、有效率的方式

導入投資資金予文創業者。 

 

（1） 文化創投 

由於文化內容投資案規模大小不一，若適用同一流程則阻礙了小型案

件的提出。為促進產業對接投資市場的靈活度，能有效地導入投資資

源，本院計畫討論將投資案採大小分流的方式辦理。小型投資案可改

依簡化之程序辦理，且業者得不需搭配民間共同投資者，由文策院直

接投資，提供文創業者得以更有效率的對接投資資源。 

再者，為不侷限於投資標的僅能為公司或有限合夥的現有架構，將文

創相關專案也納為可投資標的，本院計畫倡議使國發基金撥付之本方

案資金得授權文策院與金融機構、創業投資事業或其他事業共同設立

文化創投事業，促使文化創意產業所需資金可獲得多元挹注。 

 

（2） 投後管理 

執行「文化部辦理文化內容投資計畫作業要點」之投後管理，建立文

策院委任被投資事業之董監事機制，邀集專業人士擔任董監事，協助

文策院共同瞭解被投資事業運營方向，期能定期追蹤被投資標的之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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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文化內容產業單案投資方面，本院將委聘專責人員進行文化創投

事業之投資管理以完善監督機制。 

 

（3） 投資業務拓展 

為因應上述各項新要點的可能頒布，投資業務的面向及能量將大幅擴

大，為了讓文創產業業者，能夠完整了解本院文化金融處對文創業者

提供投資業務服務的目的，擬對各領域文創業者舉辦投資說明會宣傳

投資業務；另，為促進民間資金投入文創產業，擬為具潛力之文創業

者對接民間資金，辦理投資媒合會，故編列相關預算以為支應。 

 

（4） 投資媒合平台 

為提升並加速文創業者對接資本市場，整合專業機構建構並整合線上

媒合與線下募資諮詢，提供營運總檢諮詢服務、募資規劃輔導服務以

及加速媒合平台服務，以期透過募資輔導機制，建立文創業者與投資

人的對談管道，提高文創業者募得資金的機率，得以運用資金執行營

運計畫及開發業務，進而活絡擴展整體文創產業。 

 

2. 融資業務 

以現行之文創青創貸款、加強文化創意產業升級轉型貸款為基礎，持續

宣導推廣融資措施，改善作業流程，提高申辦之便利性及內部行政處理

效率，以提高融資服務品質；並擔任金融機構、信保基金、文創產業及

企業界之溝通橋樑，研究規劃文化內容產業融資之促進誘因機制，進行

相關可行性評估，推動切符產業特性及需求之新型融資措施。 

 

（1） 利息補貼 

A. 加強文創產業升級轉型貸款（含舊制貸款） 

協助文創業者獲取營運所需資金，開啟產業動力，辦理說明會並

進行相關推廣，以增進文創業者瞭解本院融資措施，並善用金融

工具。 

B. 文創青創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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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青創貸款利息補貼，參據已辦理利息補貼及申貸數據設算估

列。 

 

（2） 融資措施宣導 

為協助文創業者獲取營運所需資金，開啟產業動力，辦理說明會並進

行相關推廣，以增進文創業者瞭解本院融資措施，並善用金融工具。

朝文創產業專場、文創展會配合等措施，提高宣傳準確度，並持續與

各縣市政府文化局處合作，邀請金融機構參與說明會，分享實用徵信

實務，提供業者充足之融資資訊。 

 

（3） ESG/CSR貸款倡議及機制研擬 

持續倡議並研擬文創產業 ESG/CSR 貸款機制，鼓勵金融機構對於經審

認符合 ESG/CSR 規範之文創業者提供優惠貸款，並串接企業 ESG/CSR

資源，達成產業發展目標。 

 

3. 產業輔導 

產業服務以一站式諮詢服務為基礎，提供業者投資、融資、青創貸款、

經營管理、智財、綜合性財務、綜合性法務等諮詢服務；擬依據諮詢

服務所獲得之產業溝通經驗，持續提昇服務品質、對準產業需求，並

輔以文化內容產業資料庫之更新及優化，助益產業發展體質之強化及

健全。 

 

（1） 一站式服務系統持續優化 

一站式服務系統自 109 年建置後，持續優化功能及介面，並連結其他

服務模組，建置高效能、高便利性的一站式服務環境，並減少人工報

表作業，提升服務效率及質量。並擬於後續年度，因應投融資及產業

諮詢等業務實際發展，持續優化前台界面，提供業者更便利友善之服

務，並強化後台各項資料管理功能。 

 

（2） 財務法務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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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支援文化內容業者各式業務所需法律諮詢，包括投融資要點修

訂、專案執行專業諮詢協助，以及對外提供業者諮詢服務。 

 

（3） 建置藝文產業創新育成 

本院延續辦理藝文產業創新育成業務，續行區域資源平台方式提供服

務，共同協力建構廊道式資源之育成平台；除了提供藝文產業有關技

術、知識、資金等諮詢與協助，並整合區域性育成資源，挖掘活化在

地文化底蘊，形塑地方創生的產業策略，以促進各區域文創事業發

展。 

 

4. 文化內容產製開發策進 

除接續 110年內容開發專案計畫，將進一步分產業別建構支持體系，建

立不同策進體系，包含跨域媒合及內容轉譯、文化科技應用、系統性

內容催生等面向。將運用臺灣原生文化元素，整合內容開發與產製，

並從內容開發、跨界鏈結、文化科技創新應用等層面，建構文化內容

加速器合作體系，加速孵化內容開發，並促成文化科技內容產業的連

結。 

 

（1） 《CCC 創作集》及數位平台營運 

擴大《CCC 創作集》內容生產能量，增設編輯委員會，讓多元觀點與

編輯部共同孵製作品，也保持品味流動，貼近市場，壯大閱讀消費市

場，更同時培育原創漫畫產製人才。院內漫畫策進小組將整合產業需

求，持續優化 CCC 數位平台，擴大臺灣漫畫讀者群與消費市場，數位

閱讀平台提供商業驗證，助攻漫畫產業題材開發、市場驗證、行銷，

壯大數位讀者群與產業生態系。 

 

（2） 內容開發專案計畫：出版轉影視 & 類型題材轉譯開發 

本院為促進跨產業內容開發，執行 IP開發媒合業務，鼓勵 IP可透過

更多不同型式呈現，創造內容市場跨域合作，建立內容市場 

Marketplace，以內容力為核心為文創產業開展更多元的風貌。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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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優化跨產業媒合機制，包括出版影視媒合及漫畫類型題材開發，

以提供授權費用、田調費用、開發費用為原則，協助分攤內容產業前

期開發風險，加速內容產業產製能量。 

為協助內容產業類型題材開發，透過與博物館型公民營資料支援單位

合作簽屬合作備忘錄，共同將田野資料進行轉譯開發，協助內容產業

對接類型題材，協助媒合內容產業媒合類型題材，擴大多元類型對接

市場，藉以協助臺灣原創文化內容獲得充足資源投資、增加確實進入

製作期程之機會，以有效增加內容作品之產量。 

 

（3） 未來內容共創圈 

延續 110 年度，文策院打造系統性引導資金與技術人才開發創意的媒

合交流平台，鼓勵科技、創意、投資、政府、法人、學界、場館等各

界投入未來娛樂體驗經濟。透過多元徵件，支持文化科技跨域創作團

隊運用AVMR、5G或其他科技技術進行開發測試，並透過本院創意內容

大會展現，驗證可行之商業模式，逐步建構未來內容產業發展之生態

體系。 

 

（4） 營運 IP 內容實驗室 

營運亞洲第二座容積擷取攝影棚，並協助文化內容創作者與科技業者

應用國際級高階技術與設備」，以全新工作方式孵化 XR 等新型態文

化內容體驗作品，鼓勵並輔導文化內容業者為原有創作加值升級，並

刺激科技創意應用捲動業界研發與投資能量。 

 

（5） 建構文化內容加速器合作體系 

為厚植文化內容產業生態圈能量，布建產業永續發展環境，並將亮點

加速推向國際市場，結合新創加速及育成平台之功能及特色，共同發

展更緊密的合作模式，激發各方優勢加乘效果，整合布建網絡型產業

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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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新加速平台發展出更緊密的共構模式，整合各方優勢，協助將資

源串接至創業者之需求端，提高業者提案、創意、創價的精準度，取

得加速成長的動能。 

 

5. 文化內容產業之異業合作機制  

延續文策院出版轉影視媒合服務及相關內容媒合開發機制，故事 IP產出

後，透過一源多用與跨業整合開發，並透過文策院相關輔導整合與商業

驗證機制，由文策院投入資源建置內容傳播平台，建構完整的內容產業

助攻生態系。文策院將結合不同產業需求，並同步前期規劃華山 2.0 軟

體發展計畫，促成場域虛實整合以及產業聚落發展，並持續開發異業合作

機制，以促成未來跨業跨界跨國產業能量。 

 

（1） 異業合作開發機制 

奠基於內容產製開發策進，本機制將從漫畫跨域到動畫、遊戲，或影

視，跨媒材共同開發，擴及其他領域跨界共同開發，透過文策院異業

合作機制，加速跨界共同開發，擴大商業回收利基。機制包括資源媒

合、人才培育、公司經營輔導、商業驗證機會等資源。 

 

（2） 營運漫畫基地 

整合臺灣圖像漫畫開發能量及實體空間營運，串聯線上線下服務，提

供漫畫產業的人才培育、產業諮詢媒合、策展空間、創作者工作站服

務。媒合其他產業與漫畫家、出版社緊密合作。整合《CCC 創作集》

數位平台通路及本院「TCCF 創意內容大會」跨產業提案媒合專場活

動，讓IP產值極大化。一樓的開放空間經營書店讓民眾更認識臺灣原

創漫畫，帶動創作、行銷、與市場面向。 

 

（3） 臺灣數位模型庫 

累積近幾年來運作的經驗，將臺灣數位模型庫平台環境升級為以「使

用者導向」為考量的模型分類與推薦機制、可交易與具備金流功能、

雙語介面與對接國際模型規格，升級為國際使用者友善介面，允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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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自行上傳與下載模型的介面，另外搭配適當的社群功能以聚集模

型提供者與使用者，並透過後台數據預測模型使用需求，以多元經營

模式讓 TDAL2.0 模型數量與使用者達到持續成長與平台永續營運的目

標，成為以臺灣元素相關模型出發，進而成為亞洲元素模型的平台極

大化，未來將與國際間的數位模型平台成為策略聯盟夥伴。 

（二）國際化 

文策院以帶動文化內容國際化為重要目標之一，在出版圖像、影視動畫、

未來內容等不同面向皆有策進累積。在後疫情時代也將數位轉型作為重

要切口，協助產業在市場拓展等媒合及促進交易著力升級。 

近年來國際內容平台進駐，臺灣在影視內容開發製作上，市場漸見榮景。

文策院已以 IP 開發、國際製作合資兩方案並行，也將增進業者開發面

向的多元化，進而製作到發行層面連結至國際通路。同時，也在內容 IP 

為基礎，推動未來內容的國際合製，以期帶動新跨域新娛樂內容人才，

佈署臺灣在前瞻性市場位置。 

 

1. 國際合資合製 

本院為發展潛能的臺灣原創內容，以全新機制助攻開展「內容開發」

孵化改編，期能有效增加劇本開發量，發揮綜效。內容產製單位或專

業從業人員，凡接受本院正式合作夥伴委託開發影視內容之劇本，且

內容與臺灣相關，或前期即對接國際平台合資合製或行銷助攻，均可

獲本院經費進行開發及各項國際合製及行銷業務，幫助深具市場潛力

的故事劇本贏得先機，讓國內外都看見具臺灣好的故事 IP。 

 

（1） 影視動畫劇本開發及國際合作投資專案計畫 

鼓勵原創團隊進行文本改編劇本提案，有效增加劇本開發量，並爭取

國際合資合製，從前期開發對接國際市場，同時提升產值、產量及國

際市場市佔率為孵化優質內容、增加國際合資合製機會。為孵化優質

內容、增加國際合資合製機會、提高臺灣文化內容作品全球市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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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浸式內容國際合資合製 

鼓勵本國團隊進行跨國沉浸式內容合製合資或原型開發，以此吸引國

際優秀創意與前瞻技術與臺灣深度合作，累積本國沉浸式內容國際化

能量及國際鏈結合作關係。 

 

2. TCCF 創意內容大會 

「TCCF 創意內容大會」整合過去文化部主辦電視內容交易會、影視出

版媒合會、文化科技論壇三大活動，並且加入文策院商業媒合方案，

為臺灣最大型整合影視、出版、動畫、新媒體內容等業者及作品之大

型商業交易展會，策進臺灣原創 IP 內容極大化。於 109 年度首次合併

轉型，後續 111年將延續 110年度，擴大「未來內容」、「市場交易」

兩個主要商務展示交易區外，也將辦理國際論壇及商務交流活動，促

進產業專業人士交流；於面對民眾之推廣活動則預計邀請文化內容新

創團隊，針對研發作品測試市場驗證，加速創新能量。 

 

（1） 市場展媒合專場 

為協助產業對接國內外買家，於本院辦理之 TCCF創意內容大會中，規

劃安排媒合專場活動或推介會，包含與各單位合作之國際媒合專場

(如金馬創投會議)以及本院依產業需求辦理之年度媒合會，透過專場

活動提供內容產業對接國內外市場之機會。 

 

（2） 創意內容大會市場論壇交流助攻產業行銷 

「TCCF 創意內容大會」為臺灣最大型整合影視、出版、動畫、新媒體、

未來內容等業者及作品之大型商業交易展會，策進臺灣原創 IP產值極

大化。大會將辦理國際論壇、交流活動等商務交流活動，促進產業專

業人士交流；面對民眾之推廣活動則預計邀請文化內容新創團隊，助

攻團隊開發之創意產品與服務原型進行市場驗證。 

 

（3） 跨業文化內容市場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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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各文化內容產業，塑造臺灣文化國家品牌，擴散內容產值最大化。

透過本院助攻跨產業別、跨媒介異業合作機制，透過年度示範案例，

於 TCCF 做商業驗證。以整合機制為輔導，進入 TCCF 驗證市場性，之

後對接本院的投資機制，加速產業化與整合化同時並進。 

 

（4） 未來內容開發年度展演 

透過展演方式，展現臺灣原生在地內容如何應用 XR 及 5G 相關技術，

呈現文化內容與科技整合的市場潛力，推動應用未來內容相關技術之

文化內容展演作品。 

 

3. 全球文化內容展會 

為提升我國文化內容與產業於國際市場能見度與交易量，建立全球重

要國際文化內容市場展會策略地圖，以對接市場機制與媒合開發為導

向策畫參展，並透過展會鏈結國內外業者與組織生態圈。預計參與 25 

至 30 檔國際指標性文化內容展會。 

 

（1） 影視動畫展會 

自影視局專案委託中執行國際重要電影、電視及動畫市場展會，包

含：法國坎城電影市場展、德國柏林歐洲電影市場展、釜山亞洲內容

電影市場展、美國電影市場展、法國安錫動畫影展市場展……等。除

版權銷售推廣之外，以進入展會官方創投推介會和跨域媒合單元為核

心切入點，促進影視國際合製機會，以及跨域媒合開發影視作品。 

 

（2） 出版版權展會 

策畫辦理國際指標出版展會，包含：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法國安古蘭

漫畫節、義大利波隆那童書展、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等，推動

出版作品外譯版權交易，透過多元文化內容演繹文本。 

 

（3） 圖像授權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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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圖像品牌參與日本東京授權展、中國上海授權展，以推動圖像 IP

國際跨業授權，促成商品開發以及延伸內容製作。 

 

（4） 未來創新與跨域展演 

整合我國不同內容產業以及科技、新創產業，參與各式旗艦跨域展

會，主攻官方未來創新與跨域展演單元，包含：美國德州西南偏南

(SXSW)媒體藝術大會、法國坎城唱片展(MIDEM)等，參與科技新創提

案競賽、各式文化內容與科技展演單元。 

 

4. 打造臺灣文化內容品牌國際有感度：臺流造浪 

建立臺灣流行文化於海外品牌提升及有感度，進而打造臺灣內容產品

影響力及推動市場價值。藉由與國際通路、公關專業團隊、社群影音

合作等方式，透過國際市場角度深耕臺灣內容與全球受眾之生活及消

費連結。同時也藉由設計導入優化來自來臺灣內容作品及相關生活風

格之品牌識別，加強文化品牌差異化進而提升文化內容國際整體產業

形象。 

 

（1） 臺灣流行文化海外活動推廣 

前進世界主要市場及代表城市，結合當地組織及重要通路，以直接接

觸當地市場與消費者的方式辦理海外線上/實體的展覽、銷售等行銷

活動。 

 

（2） 全球社群平台廣告行銷 

經營全球主要社群平台，透過社群影音及製作素材包裝，於國內外推

廣臺灣內容作品、文化潮流，以及國家文化形象。 

 

（3） 國際獎項專案行銷 

協助國內優秀作品參與國際重要競賽或獎項，強化；協助作品於入圍

後宣傳並建立國際媒體及重要利害關係人、國際產業圈內之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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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際內容產業網絡布建及交流 

疫情嚴峻，駐點業務推展困難的情況下，本院積極參與國際重要中介

組織及產業活動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如舉辦跨國人才培訓工作坊促進

國內業者獲取與國際主流同步之資源與交流機會，如簽訂線上論壇參

與競賽、進一步促成產製專案合作等，協助我國內容業者積極打入國

際產業生態網絡。 

與國際跨國平台與展會單位進行深度合作，協助國內影視、音樂與遊

戲相關領域人才培育以及提供曝光機會。另外，引導國際平台來臺製

作內容，協助國內產業增加國際製作經驗，並協助該些內容作品進行

全球曝光。以透過國際產業權威傳播臺灣內容、建立臺灣產業形象為

主要目的。 

 

（三）整合化 

文策院持續盤點各產業異同及突破策略，以趨勢研究、數據分析、諮詢

訪談、人才需求培育等，整合建立分產業及眾產業的突圍策略，以整體

策略地圖標定目標，協助多產業打造分進合擊的文化內容生態體系，以

綜效提升文化產值。 

文策院將以分產業發展歷程以及各項策進工具資源為基底，建構文化內

容策進藍圖，作為文策院持續助攻產業的調整基盤。同時，也建立長期

人才培育以及產業研究等產業基礎工程，陪伴文化內容產業打底拔尖，

以多方位多產業的服務視角，促成有效的策進方式，落實對接市場需求、

產業獲利循環、持續投入生產的目標分群分階達到不同產業目標。 

 

1. 文策學院（TAICCA School） 

為對應臺灣文化內容產業人才缺口，文策學院辦理「產業關鍵人才培

育計畫」、「中介經紀人才培育計畫」和「國際學程」，擬整合垂直

產業人才及橫向人才對接國際之發展，預期目標： 

 

（1） 人才培育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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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文化內容產業人才需求的職能，開設通識基礎型、產業進階型課

程。通識基礎型，如：公司經營的財稅會計、智財權法律等。進階型，

如：文化內容各領域的專業經紀人。 

 

（2） 國際人才培育合作 

盤點各產業領域的重點國際通路與中介組織，與相關國際單位合作，

培訓臺灣業者針對國際合作，所需的提案能力、國際合作的財務與法

務知識、國際人脈連結，促成跨國的合製與合資作品，打入國際市場 

 

（3） 未來內容及新創孵化人才培育機制 

打造文化內容與科技近用融合，讓文化內容結合新興科技的產製應用

與傳播消費模式。扶持新創產業，提供孵育計畫。 

 

2. 建立文化內容資訊服務   

為強化本院數位化基礎建設，全院資訊系統分為對外與內部兩大系統，

並建有調研資料庫與文化內容展示與媒合平台兩大系統，秉持線上化、

整合化、開放資料（Open Data）精神，持續擴充資料與相關功能，以

提升服務文化內容業者在市場商情、國際趨勢、IP資訊的需求。 

 

（1） 整合深化調研暨資料庫應用 

本院為提供文化內容業者具產業通盤性之研究調查數據與資料，以服

務業者在資金媒合、市場分析時需要蒐集、整合跨產業別之相關資訊

與數據，於 110 年已建置文化內容調查研究資料庫，111 年將持續收

錄本院所執行之各項調查計畫所得之研究報告，並精進資料搜尋及呈

現機制。 

 

（2） 文化內容展示與媒合平台維運及優化 

本院建置文化內容展示與媒合平台，協助內容業者於國內外進行 IP推

廣，包含針對國外展會進行 IP 行銷及擴散、提供內容 IP 媒合對接，

並作為本院 TCCF年度活動報名及內容洽商之平台系統，提供內容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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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且多功能之 IP推廣平台，提供多面性資訊，製造資料收集最短高

效路徑。除網站及系統之基礎維運外，亦依據產業需求持續優化平台

功能。 

 

3. 國內產業與消費數據蒐集與分析 

針對各文化內容產業進行系統性調查，並連結各大重要數據調查機構，

蒐集流行音樂、影視、出版、動漫·遊戲等產業相關產業數據及輿情，

進行初步分析研究，掌握臺灣產業發展最新動態，並透過問卷與網路

大數據等管道，掌握最新消費趨勢，測試消費者對文化內容實際市場

反應，以回饋產業各界，持續創造產業與本院互動之良好循環。 

 

4. 國際研究及趨勢分析 

針對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政策、策略、措施與規劃，進行正確的統計

調查，在文化內容各業種與範疇的上中下游生態鏈進行深入的調查，

以及消費視聽社群  在該業種的行為，進而促成各業種與範疇之創意形

成、製作、行銷、延續文化影響力，並提出有效的策進循環方式。預

計辦理目標市場台流數據調查及趨勢研究。 

 

5. 社會諮詢及產業溝通 

文策院於各項文化內容策進領域及策進機制之規劃前，均辦理社會諮

詢與參與之相關會議，以徵詢社會各界意見，落實參與式治理及公共

課責機制。本院諮詢對象包含學者、產業公協會、產業界代表。並透

過此溝通機制不斷調整政策方向使之符合產業界需求，同時也持續提

供業界各種產業深度報導與研究，藉由雙向溝通持續產出符合產業所

需的商情資訊、策進機制及政策建議。 

 

（1） 社會諮詢 

依據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第 6 條規定，本院應建立公民參與機制，

廣納社會各界建言及意見。社會溝通之社會諮詢一項計畫將透過辦理

各項諮詢、相關論壇合作以及其他與產業及企業界之連結活動，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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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不斷修正意見收集機制與管道，以期與社會建立緊密與長久之

連結。 

 

（2） TAICCA Report 

考量內容產業從開發至通路等產業鏈各環節大量數據化的工作趨勢，

同時因應數位時代資訊快速流通與高效溝通之需求，本院將與各產業

研究之重要智庫、媒體，合作規劃深入報導及研究內容，並將各研究

及參訪工作所蒐集而來的大量數據及成果，以及本院年度重點工作等

等，規劃以清晰易懂的視覺化方式呈現，將抽象複雜的概念以易讀的

圖表方式，供本院對業界及大眾交流溝通使用。 

另將持續維運、優化、擴充本院年報、電子報及各式出版品內容規劃；

將各式主題企劃及文化內容產業商情資訊推介給合適的會員、各界產

業人士。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無。 

 

四、代管資產  

本院建置網站之資料庫與程式系統之製作維護更新等，預算來自文化部專

案補助「5G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態系計畫」200萬元列入代管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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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年度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概述  

111年度文化部補助本院 9億 1,824萬 1千元，其中： 

一、營運經費 6 億 8,086萬 1千元。 

二、執行相關專案經費 2億 3,738萬元，包含： 

（一）辦理「影視國際市場展及交流活動」，計列 2,000 萬元。 

（二）辦理「華山 2.0 文化內容產業聚落軟體發展計畫」，計列 1 億

200 萬元。 

（三）辦理「推動文化資產高階數位素材計畫」，計列 600 萬元。 

（四）辦理「推動漫畫基地營運」，計列 1,938萬元。 

（五）辦理「5G 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態系計畫」，計列 9,000 萬元

(其中 200萬元係資本門經費，帳列「代管資產」)。 

 

 

伍、近二年度預算財務自籌情形概述 

本院近兩年度預算係以執行專案及營運計畫為主，尚無財務自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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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本院 111年度業務收入預估為 9億 3,159萬 8千元，包含政府公務

預算補助收入預估為 6 億 8,086 萬 1 千元，政府專案補助收入預估為 2

億 5,073 萬 7 千元，其中本年度提列折舊(含代管資產)及攤銷 1,535 萬

7千元，同時遞延收入轉政府專案補助收入計 1,535萬 7千元；業務外收

入，係財務收入 7 萬 5 千元；業務成本與費用預估行銷及業務費用 7 億

235萬 6千元、管理及總務費用 2億 2,924萬 2千元，共計 9億 3,159萬

8千元，本年度預估賸餘 7萬 5千元。 

        本院 111 年度收入、支出及餘絀圖表，如圖一。 

        本院最近 4年收入與支出圖表，如圖二。 

 

二、淨值變動概況  

 本院 111 年度期初累積賸餘 5 億 5,773 萬 9 千元，加計本年度預計

累積賸餘增加數 7 萬 5 千元後，本年度累積賸餘期末餘額為 5 億 5,781

萬 4千元。  

 

三、現金流量概況  

本院 111 年度預估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529 萬 9 千元、投資活

動之淨現金流出為 210萬 5千元，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為 366萬元，

故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減 5,685萬 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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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收入、支出及賸餘 

圖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 
111年度 

預算數 
支出及賸餘 

111年度 

預算數 

業務收入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 

政府專案補助收入 

業務外收入 

財務收入 

 

680,861 

250,737 

 

75  

業務成本與費用 

行銷及業務費用 

管理及總務費用 

本期賸餘 

 

702,356 

229,242 

75  

合計 931,673 合計 931,673 

 

政府專案補助收入

26.91%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

73.08%

財務收入0.01%

收入

管理及總務費用

24.61%

行銷及業務費用

75.38%

本期賸餘0.01%

支出及賸餘

36



 

最近 4年收入與支出 

圖二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8年度 

決算 

109年度 

決算 

110年度 

預算 

111年度 

預算 

收入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政府機關捐贈收入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 

  政府專案補助收入 

  業務外收入 

收入合計 

 

 

 

188,122 

  672 

         35 

    188,829 

 

    195 

    739 

729,863 

344,244 

         88 

  1,075,129 

       

    - 

    - 

    747,958 

    273,345                   

         73 

  1,021,376 

 

    - 

    - 

    680,861 

250,737 

         75 

  931,673 

支出 

  行銷及業務費用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支出合計 

 

 37,148 

 31,308 

     68,456 

 

563,925 

 73,838 

637,763 

 

    798,918 

    217,860 

  1,016,778 

 

    702,356 

229,242 

  931,598 

本期賸餘     120,373     437,366       4,598      75 

註：110年度預算經立法程序公布，為法定預算數。以下各表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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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1,075,129 100.00 收入 931,673 100.00 1,021,376 100.00 -89,703 -8.78 

1,075,041 99.99 業務收入 931,598 99.99 1,021,303 99.99 -89,705 -8.78 

195 0.02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 - - - - -

195 0.02 　　其他租金收入 - - - - - -

739 0.07   政府機關捐贈收入 - - - - - -

739 0.07 　　政府機關捐贈收入 - - - - - -

729,863 67.89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 680,861 73.08 747,958 73.23 -67,097 -8.97 

729,863 67.89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 680,861 73.08 747,958 73.23 -67,097 -8.97 

344,244 32.02 　政府專案補助收入 250,737 26.91 273,345 26.76 -22,608 -8.27 

344,244 32.02 　　政府專案補助收入 250,737 26.91 273,345 26.76 -22,608 -8.27 

88 0.01 業務外收入 75 - 73 0.01 2 2.74

88 0.01 　財務收入 75 - 73 0.01 2 2.74

87 0.01 　　利息收入 75 - 73 0.01 2 2.74

1 - 　　兌換賸餘 - - - - - -

637,763 59.32 支出 931,598 99.99 1,016,778 99.55 -85,180 -8.38 

637,763 59.32 業務成本與費用 931,598 99.99 1,016,778 99.55 -85,180 -8.38 

563,925 52.45 　行銷及業務費用 702,356 75.39 798,918 78.22 -96,562 -12.09 

563,925 52.45 　　業務費用 702,356 75.39 798,918 78.22 -96,562 -12.09 

73,838 6.87 　管理及總務費用 229,242 24.61 217,860 21.33 11,382 5.22

73,838 6.87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229,242 24.61 217,860 21.33 11,382 5.22

437,366 40.68 本期賸餘(短絀) 75 0.01 4,598 0.45 -4,523 -98.37 

文化內容策進院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說    明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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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基金 捐贈基金 其他基金 資本公積 特別公積 累積賸餘 累積短絀
累積其他

綜合餘絀

未認列為退

休金成本之

淨短絀

本年度期初餘額 - - - - - 557,739 - - - 557,739

本年度增(減－)數 - - - - - 75 - - - 75

本年度期末餘額 - - - - - 557,814 - - - 557,814

文化內容策進院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12月31日

淨值其他項目

合    計項     目

公    積 累積餘絀基    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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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算數 說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75

利息股利之調整 -75 

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賸餘(短)絀 0

調整非現金項目 55,224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55,224

收取利息 75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5,29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2,105 增加其他資產-代管資產2,000 千元，及增加存

出保證金105千元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105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負債

　他負債

3,660 增加其他負債-遞延收入2,000千元、，及增加存

入保證金1,660千元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660

匯率影響數 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56,85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684,30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741,157

文化內容策進院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調整非現金項目：

  加：折舊費用(含代管資產)       14,017

  加：攤銷費用　　　　　　　      1,340

  減：遞延收入轉政府專案補助收入 15,357

  減：流動資產增加                  422

  加：流動負債增加　　　　　     55,646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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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 680,861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 680,861

科目及營運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明

文化內容策進院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文化部政府補助收入，年列680,861千元。主要

係為辦理文策院各項業務：

1.基礎建設編列213,885千元，辦理用人規畫與

教育訓練、院務行政與財務管理。

2.整合策進編列 98,516千元，辦理投資業務、

融資業務、產業輔導 、資訊整全、研究調查

、社會溝通。

3.產業策進編列368,460千元，辦理創意內容展

會、文策學院、國際行銷、 國際展會、內容

開發助攻。內容開發助攻含IP 內容實驗室、

出版轉譯、國際合資、新創開發、漫畫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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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專案補助收入 250,737

　政府專案補助收入 250,737

科目及營運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明

中華民國111年度

文化內容策進院

政府專案補助收入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文化部專案補助收入，年列235,380千元。主要

係為辦理：

1.影視國際市場展及交流活動編列 20,000千元

，辦理全球文化內容展會。

2.華山2.0文化內容產業聚落軟體發展計畫編列

102,000千元，辦理內容開發、國際行銷、人

才培育等產業策進及投融資業務、 產業輔導

等整合策進。

3.推動文化資產高階數位素材計畫編列6,000千

元，辦理台灣數位模型庫平台環境升級。

4.推動漫畫基地營運編列 19,380千元，整合臺

灣圖像漫畫開發能量及實體空間營運提。

5.5G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態系計畫 88,000 

千元(不含資本門2,000千元)，辦理未來內容

跨界跨域產業整合生態系。

本期提列折舊數(含代管資產)及攤銷數，將遞延

收入轉政府專案補助收入，年列15,35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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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外收入 75

　財務收入 75

　　利息收入 75

科目及營運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明

文化內容策進院

業務外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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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925 798,918 行銷及業務費用 702,356

563,925 798,918 　業務費用 702,356

275 - 　　用人費用 -

275 - 　　　福利費 -

402,821 440,849 　　服務費用 337,938

- 1,200 　　　水電費 840

302 2,984 　　　郵電費 480

2,901 28,537 　　　旅運費 13,513

43,197 26,15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9,123

64 -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

8 500 　　　保險費 160

321,245 301,618 　　　一般服務費 209,461

34,492 79,560 　　　專業服務費 82,104

612 300 　　　公關慰勞費 2,257

3,504 700 　　材料及用品費 1,872

3,504 700 　　　用品消耗 1,872

12,547 45,460 　　租金與利息 15,790

297 - 　　　地租 -

10,150 33,460 　　　房租 5,190

1,920 12,000 　　　機器租金 10,600

31 -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

149 - 　　　什項設備租金 -

1,721 - 　　折舊、折耗及攤銷 -

1,721 - 　　　其他折舊性資產折舊 -

402 -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

224 - 　　　土地稅 -

74 - 　　　房屋稅 -

104 - 　　　消費與行為稅 -

113,151 258,363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 321,039

469 1,000 　　　會費 -

102,865 241,563 　　　捐助、補助與獎助 295,580

7,547 12,000 　　　補貼（償）、獎勵、慰問與救助（濟） 14,000

2,270 3,800 　　　競賽及交流活動費 11,459

29,504 53,546 　　其他 25,717

29,504 53,546 　　　其他費用 25,717

文化內容策進院

行銷及業務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本年度預算數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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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及業務費用

　業務費用

　　服務費用

　　　水電費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水電費，年編840千元。

　　　郵電費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郵資、電話費及數據通信費，年編480千元。

　　　旅運費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國內、外出差旅費及貨物運送，年編13,513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印刷、裝訂及業務推廣等費用，年編29,123千元。

　　　保險費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各種財產保險費用，年編160千元。

　　　一般服務費 一般服務費年編209,461千元，係為執行

1.整合策進：產調、國際研究、消費調查、出版品、社會諮詢機制、媒體合

  作、投資要點相關、個案盡職調查、融資措施宣

2.未來內容策進活動、新創加速、全球文化內容展會、創意內容整合行銷、

  台流文化品牌海外推廣、全球社群平台廣告導、專案派遣、加速器合作、

  藝文產業創新育成平台建置、平台維運及優化等。

3.產業策進：文策學院業務行銷、國際網絡佈建及交流、內容國際合作、平

  台維運及優化、CCC平台及題材作品開發輔助、漫畫基地專案營運、數位

  模型庫、未來內容展、未來內容開發等。

　　　專業服務費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委聘專業機構、專家承辦或提供諮詢，年編82,104千

元。

　　　公關慰勞費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媒體聯繫、產業連結等，年編2,257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用品消耗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辦公事務用品、報章雜誌等，年編1,872千元。

　　租金與利息

　　　房租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活動場所租金等，年編5,190千元。

　　　機器租金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機械或電腦及其相關設備之租金，年編10,600千元。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捐助、補助與獎助，年編295,580千元，係為執行：

1.產業策進：沉浸式內容計畫、內容開發出版轉影視、漫畫類型題材開發、

  國際合資合製、未來內容共創、新創策進計畫。

2.整合策進：加強文創產業升級轉型貸款利息補貼。

　　　補貼（償）、獎勵、慰問與

      救助（濟）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補貼與慰問給付，年編14,000千元。

　　　競賽及交流活動費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國外團體赴國內、同業交流觀摩或訪問等活動，年編

11,459千元。

　　其他

　　　其他費用 係執行業務計畫所需之其他費用，年編25,717千元。

文化內容策進院

行銷及業務費用說明

中華民國111年度

科目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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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38 217,860 管理及總務費用 229,242

73,838 217,860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229,242

53,754 158,985 　　用人費用 157,285

37,222 110,385 　　　正式員額薪資 110,385

1,719 4,500 　　　超時工作報酬 4,500

2,894 - 　　　津貼 -

4,508 23,800 　　　獎金 23,800

2,478 6,700 　　　退休及卹償金 6,700

4,933 13,600 　　　福利費 11,900

6,577 23,198 　　服務費用 22,141

179 960 　　　水電費 960

243 1,500 　　　郵電費 1,344

121 1,140 　　　旅運費 359

747 1,30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350

559 500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500

32 50 　　　保險費 1,990

1,012 6,280 　　　一般服務費 4,601

3,022 10,468 　　　專業服務費 10,037

662 1,000 　　　公關慰勞費 1,000

1,896 2,760 　　材料及用品費 2,683

90 240 　　　使用材料費 240

1,806 2,520 　　　用品消耗 2,443

7,059 28,392 　　租金與利息 31,776

119 72 　　　地租 214

6,001 24,360 　　　房租 27,698

229 2,400 　　　機器租金 2,400

429 960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624

281 600 　　　什項設備租金 840

4,131 4,525 　　折舊、折耗及攤銷 15,357

-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9,092

3,622 4,525 　　　其他折舊性資產折舊 4,925

509 - 　　　攤銷 1,340

421 -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

219 - 　　　消費與行為稅 -

202 - 　　　規 費 -

文化內容策進院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本年度預算數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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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總務費用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用人費用

　　　正式員額薪資 係正式員額之薪資，年編110,385千元。

　　　超時工作報酬 係正式員工之超時加班費，年編4,500千元。

　　　獎金 係正式員工之年終獎金、績效獎金等，年編23,800千元。

　　　退休及卹償金 係正式員工依規定提撥或支給之退休、離職及卹償金等，年編6,700千元。

　　　福利費 係正式員工分攤勞健保費及其他福利費等，年編11,900千元。

　　服務費用

　　　水電費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水電費，年編960千元。

　　　郵電費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郵資、電話費及數據通信費，年編1,344千元。

　　　旅運費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出差旅費等，年編359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印刷、裝訂、公告、業務推廣等，年編1,350千元。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各項修護保養費等，年編500千元。

　　　保險費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各種財產保險費用，年編1,990千元。

　　　一般服務費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匯費、手續費及委外辦理之勞務性工作等，年編4,601

千元。

　　　專業服務費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委聘專業機構、專家承辦或提供諮詢等，年編10,037千

元。

　　　公關慰勞費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加強建立公共事務、組織關係等，年編1,000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使用材料費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公務車燃料費等，年編240千元。

　　　用品消耗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辦公事務用品消耗等，年編2,443千元。

　　租金與利息

　　　地租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公務車輛停放之場地租金，年編214千元。

　　　房租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辦公空間租金及會議場地租金等，年編27,698千元。

　　　機器租金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公文等系統代管費，年編2,400千元。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公務車租賃費等，年編624千元。

　　　什項設備租金 係單位執行業務所需之電腦及辦公室事務機租賃費等，年編840千元。

　　折舊、折耗及攤銷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係單位執行資產按期提列之折舊費用，年編9,092千元。

　　　其他折舊性資產折舊 係單位執行代管資產按期提列之折舊費用，年編4,925千元。

　　　攤銷 係單位執行無形資產按期提列之攤銷費用，年編1,340千元。

說明

中華民國111年度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表

文化內容策進院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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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文化內容策進院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備註：文化部補助本院購置設備共2,000千元，列「代管資產」。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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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品 什項設備

前年度決算資產原值 - - - - - - - - - 74,932 74,932

上年度預計增(減)資產原值 - - 32,868 2,747 - 6,731 - 19,449 - -52,307 9,488

本年度預計增(減)資產原值 - - - - - - - - - 2,000 2,000

資產重估增值額 - - - - - - - - - - -

本年度(12月底)止資產總額 - - 32,868 2,747 - 6,731 - 19,449 - 24,625 86,420

本年度應提折舊額 - - 3,866 676 - 661 - 3,889 - 4,925 14,017

　管理及總務費用 - - 3,866 676 - 661 - 3,889 - 4,925 14,017

備註：文化部補助本院購置設備共2,000千元，列「代管資產」。本年度代管資產提列折舊4,925千元。

項        目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投資性

不動產

其    他

(代管資產)
合    計土  地

改良物

房屋及

建  築

文化內容策進院

資產折舊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機械及

設  備

交 通 及

運輸設備

什項設備 租賃

資產

租賃權

益改良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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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實際數 預計數 預計數(修正)

888,008 資產 912,089 868,065 44,024                         

791,588 　流動資產 763,280 706,004 57,276                         

740,358 　　現金 741,157 684,303 56,854                         

740,278 　　　銀行存款 741,077 684,223 56,854                         

80 　　　零用及週轉金 80 80 -

30,953 　　應收款項 - - -

178 　　　應收帳款 - - -

30,775 　　　其他應收款 - - -

20,277 　　預付款項 22,123 21,701 422                              

14,610 　　　預付費用 16,530 16,092 438                              

5,659 　　　留抵稅額 5,593 5,609 -16 

8 　　　預付稅款 - - -

20,000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

  款及準備金
95,000 95,000 -

20,000 　　非流動金融資產 95,000 95,000 -

20,000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95,000 95,000 -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8,731 47,823 -9,092 

- 　機械及設備 21,270 25,136 -3,866 

- 　　機械及設備 32,868 32,868 -

- 　　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1,598 -7,732 -3,866 

- 　交通及運輸設備 719 1,395 -676 

- 　　交通及運輸設備 2,747 2,747 -

-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2,028 -1,352 -676 

- 　什項設備 4,748 5,409 -661 

- 　　什項設備 6,731 6,731 -

- 　　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1,983 -1,322 -661 

- 　租賃權益改良 11,994 15,883 -3,889 

- 　　租賃權益改良 19,449 19,449 -

-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 -7,455 -3,566 -3,889 

5,902 　無形資產 3,222 4,562 -1,340 

5,902 　　無形資產 3,222 4,562 -1,340 

5,902 　　　其他無形資產 3,222 4,562 -1,340 

70,518 　其他資產 11,856 14,676 -2,820 

70,518 　　什項資產 11,856 14,676 -2,820 

1,080 　　　存出保證金 956 851 105                              

74,932 　　　代管資產 24,625 22,625 2,000                           

-5,494 　　　累計折舊－代管資產 -13,725 -8,800 -4,925 

888,008 資產合計 912,089 868,065 44,024                         

330,269 負債 354,275 310,326 43,949                         

251,722 　流動負債 298,917 243,271 55,646                         

201,634 　　應付款項 243,707 171,205 72,502                         

192,229 　　　應付帳款 243,099 170,169 72,930                         

8,783 　　　應付設備款 - - -                              

622 　　　應付代收款 608 1,036 -428 

50,088 　　預收款項 55,210 72,066 -16,856 

50,088 　　　預收收入 55,210 72,066 -16,856 

78,547 　其他負債 55,358 67,055 -11,697 

75,340 　　遞延負債 52,853 66,210 -13,357 

75,340 　　　遞延政府補助收入 52,853 66,210 -13,357 

3,207 　　什項負債 2,505 845 1,660                           

3,207 　　　存入保證金 2,505 845 1,660                           

330,269 負債合計 354,275 310,326 43,949                         

557,739 淨值 557,814 557,739 75

557,739 　累積餘絀 557,814 557,739 75

557,739 　　累積賸餘 557,814 557,739 75

557,739 　　　累積賸餘 557,814 557,739 75

557,739 淨值合計 557,814 557,739 75

888,008 負債及淨值合計 912,089 868,065 44,024                         

科        目 比較增減

文化內容策進院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11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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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及 項 目 單位 數  量

單位成本

(元)或平均

利(費)率

預(決)算數 說明

本年度預算數  - 931,598

　行銷及業務費用  - 702,356

　管理及總務費用  - 229,242

上年度預算數  - 1,016,778

　行銷及業務費用  - 798,918

　管理及總務費用  - 217,860

前年度決算數  - 637,763

　行銷及業務費用  - 563,925

　管理及總務費用  - 73,838

108年度決算數  - 68,456

　行銷及業務費用  - 37,148

　管理及總務費用  - 31,308

中華民國111年度
５年來主要營運項目分析表

文化內容策進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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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類  （稱）
本年度員額

預  計  數
說明

正式人員(一般人員) 150

合　　　計 150

文化內容策進院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1.本院係依據「文化內容策進院組織編制表」

  規定進用員額，110年度預計員額150人。

2.本院設有六處二室，分別為策略研究處、文化金

　融處、內容策進處、文化科技處、全球市場處、

　行政管理處、財務室及公共關係室。

3.本院置董事長1人、院長1人、副院長1至2人，院

　長及副院長下設一級高級專員、二級高級專員、

　一級專員及二級專員四個職務。

4.基於本院人員控制幅度之需要，得分設一級主管

　(處長)及二級主管(主任/組長/專案經理)若干名

　，一級主管由一級高級專員兼任，二級主管得由

　二級高級專員或一級專員兼任，均另發給主管加

　給。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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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明

正式員額薪資 110,385

超時工作報酬 4,500

獎金 23,800

退休及卹償金 6,700

福利費 11,900

合    計 157,285

文化內容策進院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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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行銷及業務

費用

管理及總務

費用

54,029 158,985 用人費用 157,285 - 157,285

37,222 110,385 　正式員額薪資 110,385 - 110,385

1,719 4,500 　超時工作報酬 4,500 - 4,500

2,894 - 　津貼 - - -

4,508 23,800 　獎金 23,800 - 23,800

2,478 6,700 　退休及卹償金 6,700 - 6,700

5,208 13,600 　福利費 11,900 - 11,900

409,398 464,047 服務費用 360,079 337,938 22,141

179 2,160 　水電費 1,800 840 960

545 4,484 　郵電費 1,824 480 1,344

3,022 29,677 　旅運費 13,872 13,513 359

43,944 27,45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0,473 29,123 1,350

623 500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500 - 500

40 550 　保險費 2,150 160 1,990

322,257 307,898 　一般服務費 214,062 209,461 4,601

37,514 90,028 　專業服務費 92,141 82,104 10,037

1,274 1,300 　公共關係費 3,257 2,257 1,000

5,400 3,460 材料及用品費 4,555 1,872 2,683

90 240 　使用材料費 240 - 240

5,310 3,220 　用品消耗 4,315 1,872 2,443

19,606 73,852 租金與利息 47,566 15,790 31,776

416 72 　地租 214 - 214

16,151 57,820 　房租 32,888 5,190 27,698

2,149 14,400 　機器租金 13,000 10,600 2,400

460 960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624 - 624

430 600 　什項設備租金 840 - 840

5,852 4,525 折舊、折耗及攤銷 15,357 - 15,357

-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9,092 - 9,092

5,343 4,525 　其他折舊性資產折舊 4,925 - 4,925

509 - 　攤銷 1,340 - 1,340

823 -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 - -

224 - 　土地稅 - - -

74 - 　房屋稅 - - -

323 - 　消費與行為稅 - - -

202 - 　規 費 - - -

113,151 258,363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 

（濟）與交流活動費

321,039 321,039 -

469 1,000 　會費 - - -

102,865 241,563 　捐助、補助與獎助 295,580 295,580 -

7,547 12,000 　補貼（償）、獎勵、慰問與救 

　助（濟）

14,000 14,000 -

2,270 3,800 　競賽及交流活動費 11,459 11,459 -

29,504 53,546 其他 25,717 25,717 -

29,504 53,546 　其他費用 25,717 25,717 -

637,763 1,016,778 合    計 931,598 702,356 229,242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文化內容策進院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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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文化內容策進院

公務車輛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車輛數 車輛種類
乘客數量

(不含司機)

購置

年月

汽缸總

排氣量

(立方公分)

油料費(全年)

養護費

本院無購置公務車

其  他 備          註數量

(公升)

單價

(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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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內 容 策 進 院 

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一 

二 

110年度通案決議部分：無。 

110年度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一）文化內容策進院於2019年6月運作

至今，累計接觸投資人媒合數4案，

成功介接國際資金1案，促成合約

融資示範案例1件。 

   且文化內容策進院的成立重要目

標之一，便是完備產業專業支援體

系、建構協力合作平臺以及建立文

化經濟發展生態系。 

     綜上，就前揭數據，林委員楚茵建

議文化內容策進院需再採取更積

極之作為，以提升媒合對接之效

能。 

 

（二）文化內容策進院110年度預算案編

列文化部專案補助辦理之5G內容

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態系計畫

7,000萬元(含資本支出200萬元)，

係110年度新增計畫。 

   查文化部「5G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

新生態系計畫」揭示，本計畫非屬

跨部會署計畫。惟本計畫有關「推

動內容力跨域共創」項目，係以跨

部會串聯，鏈結中介組織、法人或

學界並捲動能量，協力共構推動跨

  

 

本院成立至今，投資案件共5件，金額共

新台幣3.5億元，帶動民間投資3.2億元。

具潛力投資案共29件，較成熟案共9件，

預期投資金額達3億元，帶動民間投資超

過3.5億元，同時有186件累計進行諮詢

或輔導協力中。 

本院今年將舉辦投資媒合會，邀集各方

共同投資者，及有潛力之文化創意業者

促成股權合作。 

此外，本院刻正修訂現行投資要點、新

增文化創投事業投資要點，以提升投資

績效。 

 

本院董監事會由文化部、科技部、經濟

部、外交部、交通部觀光局、NCC、國發

會等跨部會及業界專業人員組成。5G計

畫第一分項跨部會串聯與跨產業結盟，

本院將以董事會進行跨部會意見回饋，

推動跨業結盟。 

此外，文策學院以實作工作坊讓技術業

與內容業者可聯手實作出具5G科技力的

成果展現示範。 

國際介接部分已完成與法國New Images

簽訂MOU，預計於今年進行台法人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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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內 容 策 進 院 

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業結盟，以推動內容力跨域共創。

爰此，文化部宜協助文策院妥善建

立跨部會署、跨產業，以及與學界

之聯繫溝通協調機制、管道或平

台，以利推動計畫。 

   鑑於我國市場規模較小，且國內之

內容產業多為中小型規模，資金募

集相對不易。允宜評估透過籌組共

同推動團隊之方式，結合中介組

織、法人與學界能量資源之可行

性，俾利整合國內文化內容業者，

進行合作開發與行銷拓展國際市

場。並宜以國際投資人生態圈，利

用投融資協力服務和內容開發機

制，協助國內業者媒合創作與籌募

資金。 

   綜上，文化內容策進院110年度預

算案編列文化部專案補助計畫「5G

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態系計

畫」，部分計畫內容涉及跨部會串

聯與跨產業結盟，林委員楚茵建議

允宜妥慎建立跨部會與跨產業之

聯繫、溝通、協調機制與管道，並

評估籌組共同推動團隊之可行性，

進行合作開發與行銷拓展國際市

場，以利計畫執行並增進成效。 

 

（三）文化內容策進院110年度預算案編

流，促成未來國際市場與通路的拓展。 

 

 

 

 

 

 

 

 

 

 

 

 

 

 

 

 

 

 

 

 

 

 

 

 

 

 

本院業依審查決議事項提送相關資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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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內 容 策 進 院 

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列推動文化資產高階數位素材計

畫，係文化部專案補助辦理之4年

期中程計畫，據文策院說明，109 

年度文化部補助「數位模型庫商轉

營運規劃計畫」經費300萬元，截至

109年8月底止，累計支付實現數

7,980元，已執行之實現比率為

0.27%，文策院應該滾動檢視國際

規格與需求之發展趨勢，落實對接

國際規格;並以營運及升級高階素

材及具我國文化意象獨特內容，推

動產業等參與，期增進相關數位內

容行銷全球成效。請文化內容策進

院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提出相關報告以保障台灣

高階數位文化發展環境健全。 

 

（四）文化內容策進院110年度預算案編

列文化部專案補助辦理之5G內容

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態系計畫 

7,000萬元(含資本支出200萬元)，

係110年度新增計畫。計畫期程為

110至114年、預定總經費3億6,000

萬元，目前核定110至111年度額度

1億6,000萬元，110年度係編列第1

年預算7,000萬元。 

本計畫有關「推動內容力跨域共

創」項目，係以跨部會串聯，鏈結

文化部，並由文化部於110年4月28日文

創字第11030114291號函檢送書面報告

資料至立法院。 

 

 

 

 

 

 

 

 

 

 

 

 

 

 

本院業依審查決議事項提送相關資料至

文化部，並由文化部於110年4月28日文

創字第11030114292號函檢送書面報告

資料至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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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內 容 策 進 院 

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中介組織、法人或學界並捲動能

量，協力共構推動跨業結盟，以推

動內容力跨域共創。 

爰此，文化部宜協助文策院妥善建

立跨部會署、跨產業，以及與學界

之聯繫溝通協調機制、管道或平

台，以利推動計畫。請文化內容策

進院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提出相關報告，以保障

多元文化之音樂創作發展環境。 

 

（五）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第4條第1

項規定，文化內容策進院之經費來

源計有:1.政府之核撥及捐(補)

助。2.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

個人之捐贈。3.受託研究及提供服

務之收入。4.營運及產品之收入。

5.其他收入等5 項。 

為達到該院之設立目標，108年度

營運發展所需經費2億2,853萬4千

元全數由文化部捐(補)助。惟該院

109年度收入預算11億7,228萬3千

元，其中源自政府部門補助收入

(含專案補助)11億7,228萬3千元，

占該院年度總收入比率100%;110 

年度預算案收入總額10億2,137萬

6千元，源自政府部門補助收入10

億2,130萬3千元，占年度收入總額

 

 

 

 

 

 

 

 

 

 

 

本院業依審查決議事項提送相關資料至

文化部，並由文化部於110年4月28日文

創字第11030114293號函檢送書面報告

資料至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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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內 容 策 進 院 

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比率達99.99%，顯示該院營運與發

展所需經費幾乎全數仰賴政府公

務預算挹注財源，自籌能力容有加

強空間。爰請文化內容策進院提出

開源節流、加強提升營運績效相關

報告，俾降低對政府公務預算挹注

財源之依賴。 

 

（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規定國家

發展基金應提撥一定比例投資文

化創意產業，而文化部文化內容策

進院為國發基金「加強投資文化創

意產業實施方案─文化內容投資

計畫」之執行單位。然文策院目前

為執行該基金，都是遵循國發基金

「辦理新創事業補助計畫方式，提

供新創事業資金協助」，因此均要

求目前電影、影視等文創公司皆另

行新設公司，才願意投資。造成原

來的影視製作公司若要獲得文策

院投資，就必須疊床架屋另設公

司，如若不願配合，則無法獲得任

何的補助，即無法獲得國發基金任

何的挹注。而目前獲得文策院國發

基金補助之公司，雖為新創公司，

但新瓶裝舊酒的現象十分普遍，仍

是以電影、電視劇製作為主，實不

用再疊床架屋另創公司。國發基金

 

 

 

 

 

 

 

 

除現有投資機制，另研擬二措施： 

一、修訂投資要點： 

（一） 優化申請程序及簡化審議； 

（二） 放寬投資條件對象； 

（三） 開放自然人符合資格得為共同

投資方； 

（四） 增設300萬元以下投資簡易通

道； 

（五） 新增經營團隊可買回股份之激

勵措施。 

二、新增文化創投事業投資要點，由本

院主動從事創業投資事業，擇定合

作對象為文化創意專案注資。 

運用企業社會責任，導入支持發展文化

內容產業，本院將積極建立人脈庫，協

助文創業需求方對接CSR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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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內 容 策 進 院 

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扶植新創產業乃是鼓勵國內發展

新興產業，然文創產業之本質與新

創產業不同，都是在原有的基礎再

研發再創新，因此文策院的投資方

式應與國家發展基金投資模式有

所區別，方能對國內文創業者有實

質幫助。為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法》照顧國內影視等文創產業之美

意有更公平的使用方式，要求文化

部與文化內容策進院應在3 個月

內與國家發展委員會等主管機關

研擬除現有投資機制外的文創投

資方式，例如在影視產業方面提出

國片投資旗艦計畫，有別於國片輔

導金制度，藉由提高投資或補助金

額，擴大國片製作規模，並藉此培

養電影產業各種人才......等等。 

 

（七）文化部108年籌設成立文化內容策

進院(下稱文策院)，是規劃未來文

化部、文策院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

會形成我國文化復興鐵三角，由文

化部規劃國家文化政策;文策院扶

植文化產業及培育人才;國藝會則

以維護傳統文化及支持個人藝術

家，希冀我國文化產業再展光華。 

文策院成立至今，相關業務推展未

有相當成果，雖今年因疫情影響，

 

 

 

 

 

 

 

 

 

 

 

 

 

 

 

 

 

 

因應疫情，本院及時調整業務包括： 

一、線上化： 

（一) 國際展會線上化，並整合文化科

技論壇及台北內容交易會，升級

辦理創意內容大會，匯集全球買

家及數位線上展示交易，吸引全

球投資臺灣。 

（二）文策學院線上課程，透過國際連

線方式，與各國聯名舉辦線上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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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內 容 策 進 院 

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導致業務無法順利推展，但危機亦

轉機，文策院應於此時進行業務盤

點，調整四大核心業務 

。參考韓國產業模式如 KAKAO 

PAGE，對於原生IP，打造一條IP 價

值鏈，持續擴大原生IP價值做二次

商業化，同時扶植1,300間創作原

生內容工作室，打造出韓 

流故事生產線，從小說、網漫到電

視劇產生的利潤，皆能分給創作

者，保障作者生活，以持續創作好

內容。 

綜上，請文化內容策進院依據臺灣

市場之情況與因應疫情，調整核心

業務。 

 

（八）文化部專案補助文化內容策進院

辦理「5G內容力技術力跨域創新生

態系計畫」7,000萬元，內容主要是

針對文化內容驅動產業新升級、雕

塑國家品質、進行國際佈局等三大

方向，協助創作應用5G、AVMR、AI

等新興科技。 

然本計畫因涉及5G技術，但臺灣 

5G產業為發展前端，亟需跨領域、

跨部會以及跨產業進行合作，因此

應建立溝通管道及機制，促使科技

結合文化內容，於國際市場取得先

二、產業化： 

（一）內容開發專案，促成跨業媒合。 

（二）投融資業務新增優惠貸款，作全

方位產業輔導。 

三、國際化： 

國際合製計畫，透過本院簽定合作

關係之國內外夥伴開發案件，投資

經費協助業者跨足國際市場。 

 

 

 

 

 

 

 

 

本院董監事會由文化部、科技部、經濟

部、外交部、交通部觀光局、NCC、國發

會等跨部會及業界專業人員組成。5G計

畫第一分項跨部會串聯與跨產業結盟，

本院將以董事會進行跨部會意見回饋，

推動跨業結盟。 

此外，文策學院以實作工作坊讓技術業

與內容業者可聯手實作出具5G科技力的

成果展現示範。 

國際介接部分已完成與法國New Images

簽訂MOU，預計於今年進行台法人才交

流，促成未來國際市場與通路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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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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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機，更進一步成為世界品牌領頭羊

地位。 

請文化內容策進院與文化部允宜

討論與整合，建立跨部會與跨產業

串聯聯盟以及溝通平臺和管道，俾

擴大計畫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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