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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內容策進院 

 「2022 TCCF 創意內容大會跨域展演活動」勞務採購案  

採購需求說明書 

 

 

一、計畫說明  

文化內容策進院（下稱「本院」）自 2020 年起開始舉辦 TCCF 創意內

容大會，整合「未來內容體驗展示」、「市場交易暨創投媒合」、

「國際趨勢論壇」等活動，助攻台灣文化內容產業邁向國際市場。本

案預計規劃於今（2022）年辦理 TCCF創意內容大會之跨域展演活

動，以台灣原創內容為核心，建構台灣內容產業創意跨域合作模式，

並透過商業行為強化產業鏈結，產業行銷推廣，並將臺灣在地多元文

化素材透過創新及跨域合作資源整合，催生更多精采的原創 IP，激

發產業視野，並作為台灣內容產業跨域合作之倡議及孵育推廣。 

 

1、 廠商資格：合法登記立案之公司、行號、法人、機構或團體 

2、 計畫履約期間：自決標日起至 111年 12 月 9日 

3、 計畫金額：新台幣 900萬（含稅），採總包價法  

4、 展演活動執行日期：111年 11 月 11 日（五）至 111年 11月 13日

（日）  

5、 活動地點：  

● 松山文創園區 1 號倉庫（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號）  

● 巴洛克花園（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號）  

● 臺北文創一樓文化廣場（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 

●  

6、 檔期時間： 

● 進場：111年 11 月 7 日（一）至 11 月 10 日（四），共 4 日 

● 活動：111年 11 月 11日（五）至 11 月 13日（日），共 3日 

● 撤場：111年 11 月 14日（一），共 1日 

● 本院已完成場地預定及租用。企劃案內所需額外租用之場地費用、

夜間進場費用、工作人員使用空間等相關支出，投標廠商應規劃內

含於本標案價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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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辦工作項目 

1、 策略規劃 

以「跨域整合」、「產業創新」、「產業鏈結」、「趨勢倡議」、出

發，整合內容產業元素，共同加值台灣文化內容，放大創意內容商

機，帶動產業新發展趨勢。廠商需以上述說明提出具創新概念之內容

產業跨域合作節目並邀請專業策展人組成策展團隊進行整體規劃設計

且需包含項下條件提出具體執行方法。 

 

2、 展務規劃執行 

A. 展演節目 

a. 松山文創園區１號倉庫： 

i. 本場地為本次展演活動主要場館，需提出以音樂展

演為主體與各文化內容產業業者合作之跨域合作演

出節目。例如音樂與表演藝術結合、音樂與視覺藝

術結合或音樂與科技結合、音樂與影視結合...等，

其合作產業需符合文化部文創產業類之文化創意產

業內容及範圍。 

ii. 於活動期間需至少五組，十場次節目，每場次須至

少 30分鐘以上時長。 

b. 巴洛克花園： 

i. 本場地以各文化內容產業表演形式為主，例如 Live 

Podcast、Talk Show 或廣播劇等任何文化內容創意

展演形式。 

ii. 於活動期間需至少十組節目。 

c. 臺北文創一樓文化廣場： 

i. 本場地以孵化展演內容為核心，廠商得以邀請潛力

新興文化內容創作者表演，作為潛力創作者發聲場

地，協助創作者於舞台上表演，藉此機會幫助舞台

經驗成長。 

ii. 考量場地空間及目的為協助創作者發聲曝光，本場

地可作為免收費舞台，打開潛力創作者受眾廣度。 

iii. 本場地於活動期間需至少十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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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創意市集 

a. 廠商應攤位負責規劃攤位場地佈置、控管、攤商招商及

聯繫相關事宜，攤商名冊須報本院備查。 

b. 市集攤位需包含及展現文化內容產業特色之市集攤位，

廠商可研提攤位收費機制，經本院同意後辦理。 

C. 收費機制規劃 

a. 投標廠商需規劃並執行本展會市場驗證方式至少 1 種，

驗證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串聯大會其他活動聯名票卷、

KOL 聯名主題策展區票卷、旗艦級作品體驗票卷或周邊

商品販售等。 

b. 透過上述收費機制所獲取之收入，須配合本院關帳日期，

於活動日期結束後十個工作天以內表列明細予本院，並

於本院確認完成後七個工作天以內匯入本院指定之帳戶。 

D. 整體空間規劃及視覺、製作物設計： 

a. 以效益最大化為原則，配合整體展演活動 (含三個場地)

妥善利用承租空間提出整體配置及搭建。其配置至少應

包含報到區、接待處、活動場地指引、活動展演空間、

大會人員工作空間及活動人員休息室等，並配合本大會

擬定之主視覺 (主視覺由本院另案製作) 做延伸應用設

計。 

b. 廠商應配合整體展演及演出人員需求提出硬體配置及搭

建，並配有 LED 電視牆作為視覺展出，經本院同意後始

得執行。 

c. 大會戶外區域指引系統：配合本院需求，設計本活動之

指引，以及輸出施工。 

d. 本活動之相關設計應用物(含視覺應用、設計輸出物等) 

應以大會主視覺做延伸設計，並可開發周邊商品進行販

售，廠商可提出與大會之拆帳分潤設計等辦法，並經同

意後得以執行。 

e. 應配合動態表演時段辦理，以吸引人潮並行銷推廣，並

依宣傳規劃需求製作文宣品，至少應包含活動導覽手冊

2,000份、工作證及各項通行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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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上開空間配置及視覺應用規劃待本院同意後始得執行。 

E. 動靜態攝錄影 

廠商應負責本場活動動靜態攝錄影，其動靜態攝錄影師需有

拍攝展演活動經驗，並依照大會需求提供檔案，需求如下： 

a. 動態錄影： 

i. 全程活動精華剪輯影片兩支及全程完整檔案乙支。

精華剪輯影片時長各 180 秒內，活動剪輯主軸需能

呈現本活動跨域展演核心訴求。 

● 跨域展演場地單一節目錄影及剪輯。 

● 進退場縮實錄影各乙支。 

ii. 平面攝影： 

● 需配合本活動進行攝影，例如活動人潮、節

目、表演人員。 

● 需配合大會提供階段性即時平面照片以備本院

即時新聞發稿需求。 

F. 綜合展務： 

a. 若本院有其他線上系統需共同串聯，執行單位須共同協

作，包括但不限於展會資訊、宣傳設計、大會相關活

動、報名報到、參展商系統及金流系統等需求。 

b. 贊助募集：投標廠商需視辦理本展會需求，募集至少 3

家贊助夥伴，贊助範圍包括但不限於資金、物資及行銷

露出等。 

c. 行銷推廣：廠商需視本院推廣需求，提供及辦理行銷推

廣策略，並配合撰寫、彙整及提供相關資訊。 

d. 廠商可於本案提供其他與活動宣傳有關之加值服務或建

議方案。 

e. 因應疫情影響實體活動進行，廠商應就疫情發展提出相

關活動執行規劃如社交距離、體溫量測、非實體活動模

式及應變機制如防疫措施、疑似案例安置空間及通報流

程等，並提出疫情備案之經費調整方案。 

f. 成效調查：針對本年度展演參與民眾之活動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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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設計成效調查表 1 式，民眾之有效樣本數至少 1,000

份。前述成效調查表內容至少須包括量化成果、質化成

果、活動滿意度調查，需於得標後配合本院需求或專家

顧問意見調修，並於本展會結束後即時執行調查並提供

成效調查報告。 

g. 根據本院需求與規劃，需提出本年度整體執行成效並提

出 112年整體執行策略建議。 

 

三、其他 

1、 疫情影響備用方案：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尚未

結束，目前尚無法預知未來疫情發展是否會為影響實體活動進行，故

廠商應就疫情發展提出相關活動備案(如社交距離、體溫量測、非實

體活動模式)及應變機制(如防疫措施、疑似案例安置空間及通報流程

等)，並提出疫情備案之經費調整方案。本院並得依據疫情發展情

形，與廠商辦理契約變更作業。 

2、 廠商需提出預定承辦本案之人力組織架構，以及計畫主持人與主要工

作人員之學經歷、專長等書面資料以供評選，其組成需具備文化展演

策展、展演活動辦理及辦理大型國際展會經驗等。相關專業計畫主持

人及專職人員應出席各次工作會議，若無法出席需事先請假並經本院

同意。如未具有服務項目內部份之專業能力，應以協力廠商委請相關

之專業顧問支援提供服務，並須註明於參與本案人力項目中，且簽約

後，除有特殊原因經報經本院同意外，不得任意撤換。 

3、 活動之合作對象需附上合作意向書以表證明合作之意願。 

4、 活動安全措施規劃及執行，需為本活動之所有參與相關人員辦理公共

意外責任險(包含但不限於所有工作人員、國內外貴賓、參與廠商、

來賓及觀眾)，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額至少為新台幣 600萬元，每

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至少為新台幣 5,000萬元，每一意外

事故財損之保險金額至少新台幣 500 萬元，保險期間最高賠償金額至

少為新台幣 1億元。其餘保險內容請見契約書保險條款。 

5、 若於進場、活動或撤場期間造成活動場地損害，投標廠商應積極協助

修復或支付修繕費用。 

6、 投標廠商需充分了解本展會相關各項活動之參與業者、作品或服務，

並協助本院進行會議資料準備與轉化，包含民眾或產業溝通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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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期程 

1、 廠商需於 111年 9月 15日前，提出期中報告，內容需包含全案各工

作項目執行進度與後續工作規劃，1 式 6 份(另需提供電子檔 1式)。 

2、 於 111年 11月 30日前，提出期末報告，詳細說明全案各工作項目執

行成果，並檢附佐證資料(授權書、保單及活動紀錄)，1 式 6 份(另

需提供電子檔 1 式)。 

3、 上述時程如有變更得依工作會議或本院同意後據以調整。 

 

五、企劃書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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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TCCF 創意內容大會跨域展演活動」，下端註明廠商名稱

及日期，並製作目錄，說明標題與頁次，各頁均應加註頁碼。1式 10

份(另需提供電子檔 1式)。 

2、 企劃書內容 

A. 依需求書內容規劃每一工作項目。 

B. 經費明細表：請依各工作項目逐一編列，每個項目應輔以內容、數

量、說明及預算金額(含稅)。 

C. 執行能力(包括廠商簡介、展覽策展規劃能力、其餘本標案應具備

之相關能力、預期效益及成果實績說明、預計投入本案之人力、物

力及資源等)，並將過去完成或正進行中之與本案相關或類似之經

驗，分別舉述並註明其服務項目、服務期間、委託單位及業主代

表，並出具完成證明書(實績證明文件得為影本)；無相關實績者得

免說明或附證明文件。 

D. 專案管理進度時程表(每一工作項目內容、各工作項目階段之流程

圖逐項規劃)。 

E. 合作意向書：廠商提出之合作人員需具有合作同意之證明。 

 

五、保密事項 

本計畫執行期間，廠商因執行本計畫所取得之各項資訊(含補助或輔導業

者資訊、補助內容、業者聯繫資料、活動規劃等)，未經本院同意，不得

作非關本計畫之其他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