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出版與影視跨產業媒合會」
108 年度「年度推薦改編劇本書遴選」活動簡章
一、 目的
為鼓勵並強化出版產業與影視跨產業合作，文化部「出版與影視跨產業媒合會」
辦理「遴選年度推薦改編劇本書」活動，建立並帶動出版業者、原創作者與影視
業者之間的商業連結，擴大原創文本 IP 應用，為臺灣文創產業之發展注入更多能
量。
二、 主辦單位：文化部
三、 執行單位：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四、 報名資格
（一） 可授權著作改編為影視、動畫及遊戲等作品的出版公司。
（二） 可授權著作改編為影視、動畫及遊戲等作品的經紀公司。
（三） 可授權個人著作改編為影視、動畫及遊戲等作品的作者。
五、 遴選推薦作品數量
以利精準聚焦，本年度將遴選出 30 種以內文本作品，作為 108 年度遴選推薦書
單。
六、 獲選作品宣傳及進階輔導
（一） 獲選作品將安排專業導師進行手冊簡介及提案指導協助。
（二） 獲選作品簡介及資訊將刊登於活動官網，並編印作品簡介手冊，於後續活動
向國內外買家推介。
（三） 獲選作品將於「出版與影視跨產業媒合會」及後續參與之「國際影視市場
展」，成為向買家推介之核心作品。
七、 報名作品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為聚焦適宜改編文本之特性，報名作品須為我國原創華文純文字作品，體
裁、篇幅及題材不拘，惟須具備完整故事性。
（二） 報名作品出版形式、年份不限，可為實體出版、數位出版或未出版作品。
（三） 作品不得有抄襲、剽竊或其他侵權或違法情事。
1

（四） 曾獲選為本平台年度改編劇本書之作品，或已與影視跨產業完成版權交易
者，不得再度參選。
八、 活動期程
（一） 報名期間：108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
止。
（二） 審查期間：108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至 108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
止。
（三） 名單公布：遴選結果由執行單位報經文化部核定後擇期於活動官網公布。
九、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並須繳交實體書籍及切結書（郵寄或親送）。
報名者須於 108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晚上 12 點 00 分前完成線上報名。
實體書籍寄送，請於 108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前掛號寄出，以郵戳為憑；
親送者須於 108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6 點 00 分前送達，以執行單位
提供之收件證明為憑，逾期不受理。
報名流程：
（一） 線上填寫報名資料
進入官網活動報名頁，登錄以下資料完成線上報名作業：
1. 基本資料：報名單位身分別、公司中英文名稱或個人中英文姓名。
2. 作品資料：中英文書名或作品名、作者簡介、作品簡介、作品得獎紀
錄、出版方式/日期、版權聯絡資訊、出版版權交易情形等。
（二） 繳交實體書籍及切結書
完成線上報名者，須檢附以下 2 項資料始完成本活動報名作業：
1. 實體書樣，2 份。作品為 2 冊或以上者，請提供全套書籍；數位出版、
尚未出版之作品，請上傳 PDF 檔至報名系統。
2. 切結書，正本 1 份。切結書請自官網下載列印，並加蓋公司大小章或個
人簽章。
上述資料請於 108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前，於封面註明「參加文化部
108 年年度推薦改編劇本書遴選活動」，郵寄或親送至「105 臺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三段 10 號 8 樓，出版與影視跨產業媒合會辦公室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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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報名注意事項
（一） 每一報名單位，作品數量以總數 3 種為上限。
（二） 每一報名作品，請註明「已出版」或「尚未出版」。「已出版」作品須告知
出版方式為實體出版，亦或數位出版。實體出版者，請依著作權頁登載資訊
填寫出版日期。
（三） 每一報名作品，請註明冊數。連載中之作品，須註明預計規劃出版冊數。
（四） 合集作品（如各篇獨立之短篇小說、散文等合集），須同時提供中英文篇名
及作品收錄之書名。並以該篇作品提供作者、作品簡介等報名所需相關資
料。
（五） 作品資料填寫注意事項：
1. 作者簡介：限 100 字內（凡字數限制者，皆含空白字元計算，以下
同）。
2. 作品簡介：
（1） 情節概要（Logline）：字數限 100 字內。
（2） 故事大綱：字數限 400 字內。
（3） 主要人物介紹：請個別敘述主要出場人物 1 至 2 位，個別人物
介紹字數限 60 字內。
3. 作品類型及特色：
（1） 文本體裁：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等，不可複選。
（2） 故事類型：如愛情/言情、懸疑/推理…等，可複選，
至多 2 類。
（3） 故事背景年份/時代：請填寫故事發生年代。
（4） 題材關鍵字：如警察、新住民…等，請自行填寫，至多 4 項。
（5） 文本特色：請條列 2 至 4 項文本故事之特點，每項特點敘述字
數不超過 60 字。
4. 作品得獎紀錄：限 100 字內。報名作品若曾獲國內、外出版相關獎項肯
定者，請簡述獎項名稱、得獎紀錄（請勿填寫「作者」之得獎經歷）。
5. 出版版權交易情形：報名作品如已有跨國之文本發行交易者或舞台劇、
音樂創作（不含影視、動畫及遊戲）之跨界合作經驗者，請於線上報名
時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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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單位務必確認報名作品版權歸屬，倘因後續媒合所產生之任何版權問
題，概由報名單位自行負責。如獲選，主辦單位得視實際需求，要求報名單
位配合提供可證明版權歸屬之證明文件。無法提供者，得取消獲選資格。
（七） 報名資料須依照格式如實填寫，如有缺漏或不實者，主辦單位得要求限期補
正，逾期未能補正者，得取消資格。
（八） 所有書面報名資料不再退還予報名單位。
（九） 報名資料一經確認送出，即不得修改。
（十） 遴選名單公佈後，未獲選作品不另行通知。
（十一） 參選讀物無論是否獲選概不退還，本部將作為公益及非營利之使用。
十一、 報名單位、獲選單位應負擔規定與配合事項
（一） 報名單位務必確認報名作品版權歸屬，倘因後續媒合所產生之任何版權問
題，概由報名單位自行負責。如獲選，主辦單位得視實際需求，要求報名單
位配合提供可證明版權歸屬之證明文件。無法提供者，得取消獲選資格。
（二） 獲選單位同意將獲選作品封面、作品相關資料授權文化部及其再授權之第三
人，自該屆獲選名單公布之日起，得永久無償為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地
域之非營利之利用，並承諾對文化部及其再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
權。
（三） 獲選單位應提供其他作品相關資料，並無償協助拍攝宣傳影片。
（四） 獲選單位須派員出席參與本年度「出版、影視媒合人才工作坊」、「出版與
影視跨產業媒合會」及其他各項推廣宣傳活動。
（五） 獲選單位同意主辦單位追蹤後續媒合情形。
（六） 報名/獲選單位未依上述規定辦理，主辦單位得視實際需求，要求限期改
正。未能限期補正者，得取消其媒合機會及本專案相關活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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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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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官網或粉絲專頁公
布。
十三、 聯絡方式
出版與影視跨產業媒合會辦公室
聯絡信箱：xmediamatch@gmail.com
聯絡電話：（02）2775-8888 #679
（02）2775-8888 #68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12:00，下午14:00至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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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文化部 108 年「年度推薦改編劇本書遴選」活動
切結書
立書人即報名者

報名文化部 108 年「年度推薦改

編劇本書遴選」活動，確已詳讀活動簡章，同意遵守該簡章之規定，並已如實填報應
檢附文件，且切結如下：
一、 本單位/本人擁有報名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動畫及遊戲等作品之版權。
二、 報名作品未符合簡章之各項規定者，不得參加遴選。
三、 不得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報名參選。
四、 報名作品無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或其他權利或違反法律規定之情事。
倘因後續媒合產生任何版權問題，概由本單位/本人自行負責。如獲選，本單位/本人
願配合提供可證明版權歸屬之證明文件。無法提供者，主辦單位得取消獲選資格。

此致
文化部

立書人即報名者：

（公司請蓋大小章，個人請簽章）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公司請填寫統編，個人請填寫身分證字號）

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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