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與影視媒合新制 作業要點 

 
 

1 

文化內容策進院 

出版與影視媒合新制 

作業要點 

110 年 8 月 

 

文化內容策進院（下稱「本院」）為加速出版影視跨業合作，擴大台灣原創文本 IP 應用，推出「出

版影視媒合新制」，公開招募可授權改編為影視作品之文本，並提供「投拍市場趨勢調查、獎勵金、

法律諮詢」等協助，希望強化有權授權第三方改編文本權力之出版公司、經紀公司、創作者等出版

文本方（下稱「出版方」）與影視製作投拍方（下稱「投拍方」）對接媒合，並幫助投拍方挖掘優秀

編劇人才（含團隊）（下合稱「編劇方」），分階段提升故事與作品產製量能。 

 

為提升內容商業力，本次以市場機制為核心，加入前期的投拍市場趨勢調查，並將原有的「三方同

時媒合」調整為分階段各自媒合，希望針對各媒合階段的實際需求，帶給出版方、投拍方及編劇方

更實質的幫助，為台灣的內容產業開展更多元的風貌。 

 

備註：參與本次媒合之文本 IP 將可同時參與民國（下同）110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日舉辦之「2021 

TCCF 創意內容大會」於大會網站露出文本資訊，亦可自行安排與現場買家、投資者進行媒合洽談會

議（於會前以線上系統預約）。 

 

一、出版影視媒合新制概要 

 

本院出版影視媒合機制，本年度主要為藉由各階段媒合與獎勵金補助，支持創作出版、與編

劇、影視製作業跨業共創三贏，使好故事成為好劇本，加速影視內容作品產製量能。本次出版

影視媒合機制說明如下： 

 

（一）本院導入市場機制，協助出版方與投拍方對接 

募集國內外投拍方之文本需求，製作「投拍市場需求報告書」提供出版方參考，以期瞭

解現階段投拍方需求，並推薦優秀文本。本院同時將依各投拍方需求，提供「專屬文本

推薦清單」，協助投拍方進行選案。投拍方將透過其組成之投拍方工作圈圈選出最多 50

件文本（實際數量視投拍方圈選情況而定）匯集的「潛力改編文本」媒合名單，並由本



出版與影視媒合新制 作業要點 

 
 

2 

院協助出版方與投拍方對接，由出版方與投拍方進一步洽談授權改編事宜。（註：投拍方

工作圈為由本院邀集有資金且願意投資影視作品之國內外影視製作公司組成，名單將於

「投拍市場需求報告書」中露出） 

 

（二）本院協助投拍方尋找優秀編劇人才，鼓勵劇本開發 

由本院招集與建置編劇人才庫，投拍方可就第一階段媒合成功之文本之改編其需求，藉

由編劇人才庫邀請、招募編劇人才，或由編劇方主動向投拍方申請改編提案，由本院協

助雙方對接，雙方進一步討論劇本方向及合作事宜。 

 

（三）本院啟動開發經費及提供相關資源助攻 

經本專案計畫媒合成功之「潛力改編文本」名單內文本及其專案內改編劇本，本院將分

階段提供獎勵金協助，鼓勵我國原創作品進入市場交易，提高好故事及影視作品的產製

量能。本專案計畫獎勵金項目及說明如下： 

1. 提供出版方「文本授權獎勵金」：第一階段媒合成功後，出版方可填寫「文本授權獎

勵金申請書」並附上影視改編版權交易證明，向本院申請文本授權獎勵金（每案定

額獎勵新臺幣 20 萬元整【含稅】）。以同一文本授權改編成另一衍生著作，就相同的

衍生著作兩年內僅能申請一次本機制獎勵金。 

2. 提供編劇方「劇本開發獎勵金」及「法律諮詢服務」：第二階段媒合成功後，編劇方

可填寫「劇本開發獎勵金申請書」，並附上影視改編合作證明，向本院申請劇本開發

獎勵金（每案定額獎勵新臺幣 20 萬元整【含稅】）；編劇方另可向本院申請本院另行

核定推出的法律諮詢服務（每案累計至多可申請 3 個小時諮詢時數）。 

 

（四）作品後續投拍 

影視製作媒合成案後，由出版方、編劇方及投拍方三方自行洽談後續影視改編製作經費

或回收分潤等其他權利，惟須於作品內明示「本案獲文化內容策進院出版影視媒合獎勵

金」（註明方式與本院協議），並授權本院進行後續非營利使用（包括但不限於行銷宣

傳，及記錄本專案計畫範圍等用途利用影視製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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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方」重要時程與參與辦法 

 

（一）文本徵件期間：110 年 8 月 16 日至 110 年 9 月 15 日止（依本院公告時間為準）。 

 

⚫ 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1. 註冊 網站 展會與媒合 IP 整合平台 會員，經審核認證後，可上傳文本資料。 

2. 文本資料可參考附件一「文本徵件樣張」預先準備，每單位投件文本數量不限，另

可選定 2 件作品為該單位特別推薦。 

3. 由投拍方工作圈選出之「潛力改編文本」名單，預計 110 年 12 月中旬於活動網站公

布，未進入名單之作品不另行通知。 

4. 「投拍市場需求報告書」預計於 110 年 8 月底提供出版方參考。 

 

⚫ 原創文本 IP 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出版方（即出版公司、經紀公司、創作者等）就原創文本 IP，從參與本專案計畫開

始及過程中須均為擁有原創文本 IP 的影視改編權利人，且須有可授權第三方就原創

文本 IP 就改編為影視作品的權利。 

2. 為對接出版方影視製作市場的需求、並以打造文化新台流為目標，文本 IP 須為我國

原創作品，含文字創作、漫畫、圖文繪本。不限原創語種、體裁、篇幅及題材，惟

須具備完整故事性。 

3. 文本 IP 須已在中華民國出版，其形式、年份不限，可為實體出版或數位出版。 

4. 文本 IP 不得有抄襲、剽竊或其他侵害他人權利或違法情事。 

 

（二）第一階段媒合：出版方及投拍方媒合、文本授權獎勵金申請 

 

⚫ 出版方與投拍方媒合 

1. 入選「潛力改編文本」之文本，本院將以提供出版方及投拍方雙方聯繫方式建立媒

合管道，並由雙方接洽後，依各自領域經驗，自由交流及討論合作意向。出版方及

投拍方媒合成功並簽訂授權合約者，出版方可於文本授權獎勵金申請期間內，依

「文本授權獎勵金申請辦法」向本院辦理申請。獲文本授權獎勵金者，並應於本院

通知之指定期限內，完成文本授權獎勵金請領程序，逾期未完成程序者，本院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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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其文本授權獎勵金受領資格。 

2. 媒合期間：「潛力改編文本」獎勵清單公告後啟動（預計 110 年 12 月中旬）。 

 

⚫ 文本授權獎勵金申請辦法（申請對象為出版方） 

1. 由出版方填寫「文本授權獎勵金申請書」、附上影視改編交易證明等相關文件。 

2. 以同一文本授權改編成另一衍生著作，就相同的衍生著作兩年內僅能申請一次本機

制獎勵金。 

3. 詳細申請辦法預計 110 年 12 月中旬與「潛力改編文本」名單同步公告於本院官網。 

4. 文本授權獎勵金申請期間：預計 110 年 12 月中旬至明年 111 年 6 月底止。 

 

（三）原創文本 IP 投件注意事項 

 

1. 出版方務必確認文本 IP 著作權狀態，並確認該作品之授權影視改編權利可供交易。

倘因後續媒合所產生之任何著作權問題，概由出版方自行負責。如進入媒合候選名

單，本院得視實際需求，要求出版方配合提供可證明著作權歸屬等權利證明文件。

無法提供者，本院得取消其參與本專案計畫之相關資格。 

2. 建議可利用「出版方文本挑選指南」及「投拍市場需求報告書」，檢視文本是否適合

改編為影視作品。 

3. 合集作品（如各篇獨立之短篇小說、散文等合集），須提供篇名及作品收錄之書名。

並以投件該篇作品提供作者、作品簡介等報名所需相關資料。 

4. 出版方報名資料須依照格式如實填寫，如有缺漏者，本院得要求限期補正，逾期未

能補正者，報名不予受理；如有不實者，本院得取消資格其資格，且本院或投拍方

因此所生之直接及間接損害，出版方應予負責。 

5. 出版方須同意將所填寫提供之附件一「文本徵件樣張」內資料，授權本院及其再授

權之第三人，作為後續媒合、推廣和行銷宣傳該作品之工作進行，並得為不限期

間、次數、方式、地域及基於執行本院業務之非營利利用，並承諾不對本院及其再

授權之第三人行使等權利。 

6. 出版方未依上述規定辦理，本院得視實際需求，要求限期改正。未能限期補正者，

則取消後續媒合機會及本專案相關資源之相關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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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劇方」重要時程與參與辦法 

 

（一）編劇人才庫招募： 

1. 註冊成為編劇人才庫會員，登錄個人資料（含擅長主題、過往作品及相關經歷）。 

2. 編劇人才庫會員登錄者，需具備撰寫影視劇本和提案能力者（須具有中華民國國民

身分證明）。以個人名義進行註冊登錄為原則，若有所屬編劇團隊或公司，可於註冊

欄位填寫備註。 

3. 成為編劇人才庫會員之編劇，始能參與本專案計畫並擁有獎勵申請資格。 

4. 網站及註冊方式詳情預計 110 年 10 月底前公告於本院官網。 

 

（二）第二階段媒合：編劇方及投拍方媒合、劇本開發獎勵金與法律諮詢服務申請 

 

⚫ 編劇方與投拍方媒合 

1. 有劇本需求之投拍方，可於編劇人才庫開放時間就各自需求，向屬意之編劇方邀請

提案改編；編劇方亦可閱覽「潛力改編文本」名單，主動向投拍方申請提案改編。 

2. 由投拍方及編劇方自行媒合，依各自領域經驗，自由交流及討論合作意向。投拍方

簽訂改編合約前，須確認已取得文本改編授權，且使編劇方有權改編為影視劇本。 

3. 投拍方及編劇方媒合成功並簽訂改編合約者，編劇方可於劇本開發獎勵金申請期間

內向本院申請劇本開發獎勵金及法律諮詢服務。獲獎勵金者，並應於本院通知之指

定期限內，完成劇本開發獎勵金請領程序，逾期未完成程序者，本院得撤銷其劇本

開發獎勵金受領資格。 

4. 媒合期間：「潛力改編文本」獎勵清單公告後啟動。（預計 12 月中旬） 

 

⚫ 劇本開發獎勵金及法律諮詢服務申請辦法（申請對象為編劇方） 

1. 由編劇方填寫「劇本開發獎勵金申請書」、附上影視改編合作證明等相關文件。 

2. 詳細申請辦法及申請期間，將另於本院官網公告。 

 

（三）編劇人才庫登錄注意事項 

 

1. 申請會員登錄之個人資料須依照格式及要求如實填寫，如有缺漏者，本院得要求限

期補正，逾期未能補正者，報名不予受理；如有不實者，本院得取消其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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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院或投拍方因此所生之直接及間接損害，編劇方應予負責。 

2. 編劇方於參加並登錄完成後，視同已瞭解並同意遵守本作業要點、本專案計畫各項

辦法、規定，亦同意本院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相關個人資料。 

3. 編劇方須同意將登錄會員之個人資料，授權本院及其再授權之第三人，作為後續媒

合、推廣和行銷宣傳該作品之工作進行，並得為不限期間、次數、方式、地域及基

於執行本院業務之非營利利用，並承諾不對本院及其再授權之第三人行使等權利。 

4. 編劇方未依上述規定辦理，文策院得視實際需求，要求限期改正。未能限期補正

者，則取消後續媒合機會及本專案相關資源之相關資格。 

 

四、未盡事宜之補充規定 

本簡章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後公告。 

 

五、聯絡方式 

出版與影視媒合工作小組，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8 號 5 樓（文化內容策進院） 

聯絡信箱：match@taicca.tw 

聯絡電話：02-2745 8186 分機 #328 許小姐、#329 陳小姐、#331 林小姐 

mailto:match@taicc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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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文本徵件樣張 

• 填寫網址：網站 展會與媒合 IP 整合平台（https://ip.taicca.tw/） 

• 資料請參照*號為必填欄位 

• 英文必填欄位若無資料，可填寫 N/A 

• 本專案徵件包含「出版 IP」及「漫畫 IP」，欄位填寫詳見說明 

 

【作品基本資料表】*號為必填欄位 

項目 填寫內容及說明 

作品名稱(*必填)  

作者(*必填)  

作者簡介(*必填) 100 字以內 

繪者  

譯者  

出版單位(*必填)  

情節概要 (*必填) 
概括作品故事的一句描述，盡可能包涵角色、情節與衝突- 100 字

以內 

作品簡介(*必填) 400 字以內 

出版年份(*必填) 作品的發表／出版年 

版權擁有年限 填寫版權到期年限 

版權交易情形(*必填) 
作品若已有跨國之文本發行交易者，或其他跨界合作經驗者（如

舞台劇、音樂創作、遊戲），請註明 

版權聯絡人姓名(*必填) 姓名 

版權聯絡人單位(*必填) 請填寫單位/公司登記之全稱，若為個人請寫全名 

版權聯絡人職稱(*必填) 職稱 

版權聯絡人電話(*必填)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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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聯絡人信箱(*必填) email 

作品規格(*必填) 
分為出版 IP（作品的長度描述－頁數、字數）及漫畫 IP（篇幅長

度描述－單回、短篇、中篇、長篇、大長篇） 

ISBN  

出版方式(*必填) 實體出版、數位出版或實體與數位同步 

文本體裁(*必填) 

作品的表現型態，分出版 IP（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紀實文學、

詩集、報導文學、散文、非文學、圖文書、繪本、攝影集、其

他，不可複選）及漫畫 IP（單格、多格、頁漫、條漫、其他，不

可複選） 

內容類型風格(*必填) 
作品題材所屬類型，例如，靈異、愛情、推理、科幻、懸疑、動

作等（可複選） 

圖書分類(*必填) 

藝術設計、社會科學、自然科普、人文史地、心理勵志、宗教命

理、醫療保健、生活風格、旅遊、飲食、親子教養等（單選）；

漫畫 IP 無此欄位 

適合年齡(*必填)  

圖檔與參考連結(*必填) 
上傳作品相關圖片 1 張，例如，書封、原創插畫、圖片、照片等 

檔案畫素須為 300 dpi 以上  

關鍵字(*必填) 作品的 3 個關鍵字，如白色恐怖、媽祖信仰、80 年代校園 

跨國題材(*必填) □否 □是，_____________（請選擇為哪一國） 

期待改編領域(*必填) 期待作品改編的表現型態，電影、劇集、動畫、其他，可複選。 

預期授權改編之新台幣費用 預期數字即可，僅供資訊參考，不對外公開 

文本試閱檔案 
文本內容試閱（或全文）電子檔案，需壓浮水印「文策院專案試

閱用」 

獲獎紀錄 展會名稱／參與年份／獲得獎項 

銷售實績 實際銷售成績，如知名書店暢銷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