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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內容策進院 

「111 年臺灣圖書國際版權推廣計畫(Books From Taiwan)」 

勞務採購案需求說明書 

111年 1月 

 

1、 計畫名稱：「111 年臺灣圖書國際版權推廣計畫(Books From Taiwan)」勞

務採購案。 

2、 計畫目標： 

臺灣圖書出版內容豐富多元，然過往除香港、中國大陸等華文市場外，

歐、美、日、韓、東南亞地區等國家其他語種的版權銷售相對缺乏。為

協助出版業者進軍國際版權市場，推動臺灣作家走向國際舞台，培養國

內出版版權推廣人才，拓展臺灣文化品牌之國際能見度及影響力，本計

畫將透過試譯優秀出版品、網路行銷及版權推廣等策略，強化臺灣圖書

國際版權輸出能量。 

3、 履約期限：自決標日起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止。 

4、 預算金額：新臺幣 530 萬元整。 

5、 廠商資格：國內依法登記立案之公司、法人、團體或公私立大專院校。 

6、 委託服務項目 

(1) 試譯本製作 

1、 辦理選書作業 

(1) 為協助國內出版業者報名參與選書徵件前，熟悉國

際出版版權交易市場動態，提供國內出版業者本院

參與之海外書展市場資訊與國際版權市場概覽乙

份。 

(2) 選書範圍：分為文學及非文學、童書及繪本、漫

畫，以及具亞洲市場潛力之圖書等四大類，並優先

考量曾獲文化部金鼎獎、金漫獎或國內重要圖書獎

項之作品。 

(3) 訂定選書機制及辦理徵選說明會，提出作品試譯、

國際商展宣傳及版權經紀推介等協助機制，鼓勵出

版社積極推薦具市場潛力之圖書參與徵選。 

2、 召開選書會議 

(1) 得標廠商應先就前開四組選書類型，分別提出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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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推薦名單(包含委員背景簡介及推薦原因)，經

本院同意後進行邀請。 

(2) 各組委員會開會人數應以 5 至 7 位委員為原則，本院

得另派 1位代表共同參與選書討論。 

(3) 提供會議場地、編列專家評選費及會議相關費用。 

3、 選書試譯與印製 

(1) 選書試譯以英語為主，依實際業務需求翻譯不同語

言。 

(2) 選書製作內容包含但不限於： 

I. 原書標題及封面圖樣、作者。 

II. 圖書介紹：須強有力、吸引人之文字。 

III. 作者介紹：介紹文字、照片。 

IV. 目錄。 

V. 各章節文字精選、摘錄。 

VI. 試譯本主文。 

VII. 書評、市場反應、獲獎紀錄等有利訊息。 

4、規格說明： 

類型 
最低

件數 
製作規格 印製規格 

文學、

非文學 
12 

1. 每 件 試 譯 約 10,000 至

20,000 字。 

2. 製作書評或推介文章1篇以

上。 

(1) 1 期，印製 300冊。 

(2) 出刊時間由投標廠商提案規

劃，原則需配合本院海外書

展參展時程。 

童書 

繪本 
10 

1. 童書每件試譯約 6-10 頁，

並附上簡介。繪本每件為

全英譯稿。 

2. 製作書評或相關推介文章 1

篇以上。 

(1) 1 期，印製 300冊。 

(2) 出刊時間由投標廠商提案規

劃，原則需配合本院海外書

展參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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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 10 

1. 翻譯 1 回以上，並附上故

事簡介。 

2. 製作書評或相關推介文章

1 篇以上。 

(1) 1 期，印製 300冊。 

(2) 出刊時間由投標廠商提案

規劃，原則需配合本院海

外書展參展時程。 

亞洲 

專刊 
20 

1. 針對亞洲地區國際書展趨

勢選書，製作書訊。 

(1) 1 期，印製 300冊。 

(2) 出刊時間由投標廠商提案

規劃，原則需配合本院海

外書展參展時程。 

 

1、 試譯本美編：封面、封底設計，內文編排需清晰易讀。 

2、 其他： 

(1) 獲選圖書須向權利方(出版社或作者)取得授權。 

(2) 翻譯作品須無償授權提供本院使用及推廣。 

(2) 英文專屬網站及電子報 

1、 網站維運 

(1) 網站應包含 Web頁面、資料庫系統維運，及本計畫活動線上

報名功能。 

(2) 提供本計畫網站所需軟、硬體設備及對外連線網路。 

2、 網站內容 

(1) 營運試譯本資料庫： 

I. 將前開選製試譯本及書訊等之翻譯成果審校上傳，另

須增加作者專訪或可展現其特色之影音連結、相關週

邊資料、參展情形等，以豐富各選書之呈現。 

II. 具關鍵字、複合式條件檢索功能。 

(2) 臺灣書市及版權相關專文：每月至少撰寫 1 篇，共計至少 9

篇。 

(3) 版權推介活動、國際書展相關活動及宣傳行銷訊息。 

(4) 本院出版相關協助機制與網站連結。 

(5) 網站為英文介面，各項內容以英文呈現，必要時以中文加

註(原書名、作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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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立譯者資料庫專區：蒐集國內外優秀譯者資訊，並以至

少翻譯過一部台灣原創作品，且作品已在海外出版之譯者

為優先納入，於本網站譯者專區(Translators)增列至少 5

位優秀譯者，不限語言，有系統地歸納譯者所擅長之語種

及類型，精準推介國際市場認可之重要譯者。 

(7) 建立台灣出版品牌形象專區：為強化網站功能，提升整體

形象，於網站新增活動專區(Events)，整合本院近年所挹

注之行銷資源及素材。 

(8) 提供網站整體形象設計改版服務，提案需經本院同意後始

進行。 

3、 電子報 

(1) 得標廠商應蒐集、建立有助於推廣與銷售國際版權業務之

人員及管道名單，作為電子報主要發送對象，並定期更

新。 

(2) 自決標後第二個月起，每月至少發送電子報 2次，內容不限

於 BFT選書推介、書訊、臺灣書市及版權相關專文，並應配

合本案參與之書展發佈版權推廣活動等訊息(含寄送邀請)

等。 

(3) 版權活動規劃 

1、 版權推介活動： 

(1) 針對海外出版市場，例如東亞、東南亞、歐美及西語等主

要出版市場，辦理至少 2場次實體版權推介活動，可依本院

規劃參展之海外出版展會版權洽商生態或結合該展會節

目，彈性設計推介方式與地點，如 IP Showcase…等。如因

疫情因素無法依約執行，將再請廠商提出需變更之事項，

本院同意後再行施作。 

(2) 得標廠商應安排本計畫選書委員/評審、展會選薦委員、版

權經紀人員、作者、編輯、編劇等相關人員參與推介活

動。 

(3) 前開活動地點、執行方式、推介書單與人員建議名單(含推

薦原因)，經本院同意後始開始進行或邀請。 

7、 有關疫情影響之替代方案規劃： 

(1)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國際展會及版權活動辦理方式，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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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以原預算規劃（含人員差旅費）及計畫目標，研擬上開活

動之替代方案。 

(2) 上開活動轉為替代方案與否，經本院同意後執行。 

(3) 其他創意與加值服務 

1. 針對國內出版業者等進行滿意度調查並提供建議分析報告。 

2. 有助深化本案效益之創意構想。 

(4) 確認與驗收事項 

1. 得標廠商應於每次海外參展後三週內，提出參展觀察與商情

蒐集資料(含協助現場活動之選書委員/評審、版權經紀人

員、作者、編輯、編劇或相關人員等意見)，並於結案時繳交

完整參展分析報告(應含檢討與建議)。 

2. 得標廠商應於每季回報版權後續追蹤情形，並於結案時繳交

完整版權追蹤報告(應含建議事項)。 

3. 得標廠商應建立重要人員聯繫資料，每月更新電子報發送名

單，並於結案時提供聯繫方式與計畫期間之聯繫記錄。 

4. 得標廠商應提供試譯本網站成果績效及相關數據。 

5. 分期檢核及期款比例說明： 

檢核日期 檢核項目 撥款比例 

第一期：自簽約次

日起 30 天內 
無 契約金額之 30% 

第二期：111 年 9 月

30 日前 

1. 完成選書會議，並提供完

整選書試譯清單。 

2. 2 本試譯本印製完成。 

3. 提交期中報告(含電子

檔)。 

契約金額之 30% 

第三期：112 年 1 月

31 日前 

1. 英語專屬網站維運及內容

執行，每月 2 次電子報發

送。 

2. 完成 2 場版權推介活動。 

3. 提交本案完整成果予本院

(含電子檔)。 

契約金額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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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務建議書 

(1) 服務建議書製作與交付： 

1. 格式：一律採 A4 紙張雙面列印，直式橫書方式製作，封面上

端註明辦理「111 年臺灣圖書國際版權推廣計畫(Books From 

Taiwan)」勞務採購案，下端註明案號、廠商名稱及日期，並

製作目錄，說明標題與頁次，各頁均應加註頁碼。 

2. 份數：1式 10 份(含電子檔 1份)。 

(2) 服務建議書內容： 

1. 首頁為計畫綜合資料表，包含計畫名稱、執行單位(廠商)名

稱、計畫總經費、計畫主持人、聯絡人姓名及聯絡方式（電

話、email 、地址、傳真等）、計畫內容分項摘要等。 

2. 企劃案： 

(1) 依本採購需求第伍項工作項目、規格、期程提出活

動規劃及執行方法。 

(2) 各工作項目之進度表及查核點。 

(3) 效益分析(須包含 KPI 值預估)。 

3. 人力配置及資源需求： 

(1) 預定參與計畫主要人員(需列明計畫主持人)之姓

名、職稱、學經歷、組織分工。 

(2) 如有外聘(僱)人員及兼職顧問，需先取得其同意執

行計畫之證明文件影本(簽約時得查證正本)。 

(3) 預計投入本案之物力資源及危機處理應變措施等。 

(4) 廠商執行能力：廠商簡介、過去規劃辦理相關活動

之案例或實績介紹。 

(5) 經費明細表：請依「人事費用」、「試譯本製作費

用」、「英文專屬網站及電子報費用」、「活動規

劃及執行費用」、「海外版權推介差旅費」、「防

疫旅館補助費」、「行政費用」等項目編列，並輔

以內容、數量、說明及預算金額(含稅)。 

(6) 其他：除規定必須完成工作事項外，各投標廠商如

有可引入本採購案之其他資源、創意或建設性項

目，可增進整體效益者，可於服務建議書中一併提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