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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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目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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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法源之「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係經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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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於 108年 6月 17日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正式成

立。 

     依據該設置條例第 1 條規定，本院的設置目的是為了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

產業化，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為達本院設置目的，爰研提本院 108年至 112年

發展目標及計畫，以作為未來五年業務計畫執行之依據。 

 

二、發展目標 

     本院之設立目的，係透過中介組織之專業治理，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與力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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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新台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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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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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策院將持續在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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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場

景資源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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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建立內容智財權的登錄制度，加強 IP

智財權保障，帶動多元資金如「原創內容基金」(IP 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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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建立系統性合製網絡。運用台灣產業鏈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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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台灣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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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製作委員會及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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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策院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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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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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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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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8-112年工作目標及計畫 

(一) 引導多元資金，帶動產業動能 

1、帶動民間共同投資，捲動周邊外溢產值 

導入國發基金挹注文化內容產業，帶動民間資金共同投入，為文化內容商業模

式點火、活絡文化內容周邊產業活動及商品商機，催生長期市場動能、帶動獲

利投入產銷循環，捲動更多外溢產值。 

2、強化相對保證機制，協力文化內容業者取得融資 

剖析產業特點、找出融資瓶頸，扣連內容智財權之登錄及評等，本院將結合國

發基金及相對投資額度，強化相對保證機制，協力內容 IP 的融資、挹注 IP 的

內容製作、延伸發展與行銷。 

3、系統化評選投資標的，協助媒合提升產量質量 

為積極整合 IP 生命史各環節業務，本院將從文化補獎補助計畫、本院孵育作

品、國際展會徵件、日常個案接觸，在開發端彙集 IP，統整精選具推廣與獲利

潛力的 IP，協助輔導媒合與投融資，並投注資源升級內容開發。再者，應用策

展概念，從上述機制及一般徵件等管道，蒐集具改編及異業整合可能性之 IP，

在各大國際展會吸引國際資源加入挹注與推廣。 

4、建全產業製作基礎環境，支援文化內容生產 

規劃數位模型庫商轉營運，以文化資產與城市地景為主，文化元素、自然生態

為輔，匯聚專屬臺灣特色的 3D 數位模型，成為提供臺灣業者共享、應用的數

位模型庫。同時連結 4DVIEWS 攝影棚及實體片場資源，協助動畫動作擷取與虛

實場景搭設，支援影視各種類型故事所需要的製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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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規劃成立原創內容基金( IP Fund) ，提升產能 

為厚植產業能量，除透過導入國發基金挹注文化內容產業，尚須推動及導引建

構出產業商業模式，吸納更多民間資金投注。本院擬在現有資金來源外，持續

開發、導入不同類型投融資機制，推動投融資環境之資金來源多元化，不僅有

助於活絡市場，亦可為產業帶來新商機，為文化內容產業布建更多可能。 

6、建立智財專業諮詢系統，規劃建立登錄機制 

智慧財產權為內容產業的重點權利，隨著商業模式的擴增，對於相關條文的實

務見解更為重要。本院將協助業者梳理作品相關權利，以及各類商業化延伸性

與評估，協助構建商業授權談判基礎，建置完整配套之諮詢系統。同時，本院

亦將規劃進行著作權登錄，完備著作權認證機制，確保投資標的整體權利。 

(二) 催生未來內容產業，促進跨國合資合製 

1、切入國際文化內容產業鏈，建立深度合作、合製網絡 

文化內容生產之資金匯聚、工作模式與呈現風格與形式，逐漸有全球趨同之趨

勢。各國均以各種跨國合作形式，切入國際文化內容合製之產業鏈，產製具跨

國市場導向之文化內容。本院亦將協助業者參與國際深度合作網絡，促進跨國

合資合製。 

2、運用科技優勢及在地素材，促成文化科技創意內容產出 

聚焦文化內容力之提升並催生內容產業生態系，鼓勵從在地文化素材出發，加

速產製升級及文化科技應用，如沉浸式科技應用於創意內容的產製，以及內容

創作之系統性產出、有效工作流程及商務模式之建立、市場行銷科學性系統開

發等多方嘗試。 

3、設立內容製作獎勵機制，開展未來內容產業關鍵布局 

面向未來內容產業發展趨勢，本院將制定面向全球的獎勵機制，支持具台灣獨

特性內容之跨國合資合製，同時也鼓勵創作者與產製者探索嶄新說故事之工具

與方法；在發展新的內容規格之同時，推動內容研發，使各產製者能開發製作

更具開創性的計劃，以達成發展創新技術、工具、IP以及商業模式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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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動升級國內關鍵展會，協助媒合國際合作夥伴 

推動升級國內文化內容關鍵展會或媒合交易會之各項規劃、機制及辦理效益，

以促成國際化為目標，主動出擊引入國際採購方及投資者，引領本國展會及作

品 IP 獲國際關注，增加全球市場銷售，媒合國際合作夥伴，提升展會之國際

能見度。 

 

 (三) 布局全球市場，打造國家品牌形象 

1、升級台灣文化內容行銷能力，帶動商品輸出能量 

導入策展概念，升級國際文化內容產業主要展會之參與方式，全方位推展本國

內容產品至海外市場之採購及合資合製單位。辦理台灣文化內容國際媒合會，

提升台灣 IP行銷力，帶動商品輸出能量提升，挹注 GDP成長。 

2、拓展國外駐點，建立文化內容產業友好關係 

評估產業能量及市場策略，建置文化內容海外駐點，推動國際布局與拓展通路，

且為增加國內新創內容曝光輸出機會，將透過駐點部分空間，進行主力文化內

容及數位技術展示。同時進行密切之各項合作計畫，建立產業友好關係。 

3、以國家隊行銷全球，點亮台灣文化品牌 

參與重要國際展會及節慶，作為國家品牌整合行銷參考，以國家隊形象規劃合

適本國之行銷策略，於目標市場進行行銷曝光，對該國群眾塑造本國文化內容

形象，並透過產品口碑外溢效果，提升對我國的文化品牌好感度。 

4、建構 IP產業化扶植機制，倍增台灣文化內容 IP 

IP產業化的扶植，係透過 TAICCA SELECT機制，由 IP Pool資源庫中精選、統

合具推廣與獲利潛力的 IP，協助輔導媒合與投融資，並投注資源升級內容開

發。透過關鍵媒合策略進行先期 IP 媒合投資等一連串 IP 產業化發展環節，接

觸潛在投資者，進行資金與資源挹注的洽談，並促進國際媒合，增加製作資源

與潛在市場。以不同角度投入，帶動產製動能、取得回報，形成深度的循環合

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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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異業整合，建立產業知識譜系 

1、打造異業整合平台，協助產業跨業合作 

以產業調查、投前研究為基礎，建立文化內容各產業之知識圖譜與體系，獲得

產業鏈斷鏈之處，投入資源補強斷鏈關鍵，以協助產業上下游及橫向聯繫。並

以製作委員會型態協調參與成員之資源橋接及媒合，確立文化內容事業營運之

經營管理邏輯。規劃相關機制吸引各相關產業業者投入，以利整體生態系正能

量循環。本院尚參與企業社會責任(CSR)規劃與精進之工作圈，引進國內上市

櫃公司 CSR資源，持續擴大異業整合範圍、呈現整合效益。 

2、完善產業調查與社會諮詢功能，擘劃產業發展策略 

針對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政策、策略、措施與規劃，進行文化內容產業調查中

心的規劃與建置，在文化內容各業種與範疇的上中下游生態鏈以及消費視聽大

眾與社群於該業種產品的使用型態，進行深入的調查。 

此外，尚搭配與文化內容相關領域的雙向交流與綜合性諮詢及參與機制的建

立，深入了解內容開發者需求與各業種生產環節、發展階段的現況，提供本院

多方位多產業的服務視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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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針對各業種的產業處方箋草案、產業關聯圖及內容產

業策進白皮書，以有效的策進方式，落實對接市場需求、產業獲利循環、持續

投入生產的目標。 

3、建立文化內容資料庫，支援文化內容開發 

將針對產業人才、展會、產調數據及產製資源需求等資訊，逐步新建或連結既

有文化內容資料庫，使之完善及系統化。貼合業界製作開發文化內容產品之需

求，一站式提供多面性資訊，具體協助跨業合作、人力資源、場景協拍、趨勢

分析等業務，達到單一窗口支援輔導文化內容產品開發與製作之目的。 

4、成立文策學院 (TAICCA School) ，培育產業升級所需人才 

考量目前臺灣文化內容產業人才培育機制偏重於產業縱向能力之培養與提升，

如影片拍攝、動的製作、遊戲程式設計等特定產業所需之專業能力，缺乏橫向

垮域能力之培養，如企業經營、財務規劃、品牌行銷等。故規劃辦理文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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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CA School），以補足臺灣目前文化內容產業人才培育機制不足之處。另

為為培訓國內文化內容產業專業中介經紀人才，規劃辦理中介經紀人才培訓課

程。再者，積極與國際機構建立交流機制，相互交換文化內容產業人才，汲取

國際經驗，豐富製作視野，進而對業界產製環節的精進產生正面效益。 

此外，亦於文策學院 (TAICCA School）規劃辦理系列論壇，針對具文化內容

潛力發展之各領域，邀請國內外具有創新實驗經驗或關鍵突破之專業人士，分

享前沿視野與實際經驗，並帶動文化內容社群聚焦討論。 

5、整合本院網路資源與服務，建構便民入口網站 

持續優化文化內容策進院官方網站，透過使用者回饋，進行官網介面及功能調

整，使官網介面及搜尋功能確實符合文化內容業者使用習慣及需求。官網將對

接與整合本院各項服務文化內容產業業者之各項服務，成為國內文化內容產業

的重要入口網站，並成為國外相關單位及組織連結我國文化內容產業業者的重

要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