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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大陸地區國際電影市場展 
 

 

臺灣電影徵展說明及參展資訊 

 

主辦單位：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執行單位：黑劍電視節目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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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灣電影館徵展資訊 

一、說明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為協助臺灣電影行銷大陸市場，委託黑劍電視節目製作股份有限公司協助辦理

「2018 年北京國際電影交易市場展」及「2018 年上海國際電影交易市場展」參展事宜。本公司特別聲明，此

次參展範疇僅限電影交易市場展，無涉北京國際電影節或上海國際電影節及其投資項目等活動。 

 

二、徵展需知 

為統整及達宣傳國片推廣效果，本公司將製作「Taiwan Cinema」臺灣館參展手冊、參展片花宣傳影片等，於

參展活動中使用，敬請報名參展業者提供相關資料，即表示同意授權本公司於「2018 年北京國際電影交易市場

展」及「2018 年上海國際電影交易市場展」展期間運用。 

 所提交之影片資訊將收錄於手冊中，將視情況進行編輯。 

 所提交之影片素材將剪接製作串帶，於臺灣電影館展位及臺灣電影推介會上進行輪播，超過之時數將逕行

刪減。 

 如有上述需編輯或刪減之情形，恕不另行通知。如遇特殊情況，本公司保有最終決定權。 

 上述資訊及素材僅供「2018 年北京國際電影交易市場展」及「2018 年上海國際電影交易市場展」期間宣

傳使用，不會做其他用途。 

 參展期間，本公司另將辦理「臺灣電影推介會」，有意參加者，請依下列「貳、臺灣電影推介會」徵件辦

法內容報名。 

 

三、市場展展期日期及地點 

 北京電影市場展 

1. 時間：2018 年 4 月 18 日至 20 日，早上 9:00 到下午 5:00 

2. 地點：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內大街 9 號) 

3. 臺灣館位置：待地點確認後，將立即公告。 

 上海電影市場展 

1. 時間：2018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早上 9:00 到下午 5:00 

2. 地點：上海展覽中心（上海市靜安區延安中路 1000 號） 

3. 臺灣館位置：待地點確認後，將立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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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資格及方式 

1. 報名資格 

 申請人以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電影事業為限。 

 影片須係 2017 年 4 月後(含)取得分級證明或准演執照之國產電影片，以及正在製作中的電影企劃案(依「國

產電影片及非國產電影片認定基準修正規定」具國產電影片要件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312_20484.html )之作品，參展者應擁有所行銷作品之海外行銷

發行權，或該作品著作權人或發行人授權代理發行之資格，惟數位修復版電影做片不在此限。 

 參展商需於市場展結束後協助填寫意見調查表。 

2. 報名方式： 

(一)電影發行業及製作業: 

 本年度起請使用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所建置之「市場展及版權銷售系統」以線上方式報名。

步驟:  

(1)請貴公司先至「電影審議分級及發證系統」(https://cas.bamid.gov.tw)申請帳號密碼，如已有

帳號則不必重新申請)，影視局將以人工方式審核後開通帳號並發送電郵通知，如未收到請於上班時

間來電通知影視局系統承辦人黃小姐(02)23758368#1409，將儘快為貴公司開通。 

(2)帳號開通後，請至「市場展及版權銷售系統」(https://fis.bamid.gov.tw)建立貴公司所銷售之

影片資料。 

(3)影片資料頁最下方請點選參加「2018 北京國際電影市場展」及「2018 上海國際電影市場展」，

即代表報名成功。 

 系統中需上傳之檔案或資料包括: 

(1) 申請表格：表格 1-【參展商資料表】，表格 2-【影片或企畫案資料表】_中文，表格 3-【影片

或企畫案資料表】_英文。 

(2) 劇照：請以連結方式提供高解析度劇照 3 至 5 張，橫式為主，ai 或 jpg 檔，解析度需達 300 dpi

以上。 

(3) 海報：請以連結方式提供國際版直式 ai 檔，解析度需達 300 dpi 以上（含英文片名、資訊）。 

(4) 影片片花：請以連結方式提供國際版 mov.、1920x1080 檔，乾淨檔案無浮水印或 Sample 字樣，

3 分鐘為限，作為串帶輪播宣傳使用。本公司將進行串帶及剪接，作為北京展及上海展 Taiwan 

Cinema 集錦，。該素材僅供北京展及上海展期間宣傳使用，不會做其他用途。超過之時數本公

司將進行刪減，恕不另行通知。影片片花將進行串帶，於 Taiwan Cinema 館展位與台灣電影推

介會上進行輪播。 

(5) 公司 LOGO:請上傳 AI 或 JPG 圖檔（解析度需達 300dpi）。 

(6) 參展人員照片:請上傳圖檔。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312_20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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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Mail 給黑劍表格: 表格 5-【授權書】，表格 6-【媒合意見表】 

(二)後製特效業者: 

(1) 表格 4-【電影後製特效報名表格】，表格 5-【授權書】，表格 6-【媒合意見表】 

(2) 報名【電影後製特效】之業者，請另外提供公司 LOGO(AI 或 JPG/解析度需達 300dip)、參展

人員照片(JPG/解析度需達 300dip)、公司形象海報（國際版直式 ai 檔，解析度需達 300 dpi

以上，含英文片名、資訊）、公司實績影片片花（mov，1920x1080 檔，乾淨檔案無浮水印或

Sample 字樣，3 分鐘為限），以上資料請於寄送報名表格時同步寄送（檔案及連結方式）。 

(3) 以上資料請直接 mail 給黑劍 

 

(三)表格 5-【授權書】說明：主要提供劇照、海報、影片於 2018 年「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及

2018 年「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交易市場」期間臺灣電影館所舉辦活動無償使用（包括但不限於「臺

灣電影推介會」等活動使用）。 

 

3.「北京市場展」及「上海市場展」收件截止日(官網註冊登記) 

 收件截止日 

(1) 北京市場展:即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17 日下午 5 時止。 

(2) 上海市場展:即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10 日下午 5 時止。 

 請於報名後同步完成線上註冊等事項，以完備報名程序。 

(1)參加北京市場展業者請自行前往官網註冊，網址：http://bfm.bjiff.com/2016/guide.html，報名時展

位類型請選『特裝展位』; 視頻套餐請點選『不需要』。北京市場展官網截止報名時間 2018 年 3 月 25

日。 

(2)參加上海市場展業者，待拿到註冊碼後請自行上網註冊及填寫公司信息，網址：

http://reg.siff.com/Movie/UserLogin.aspx，報名時展位類型請選『特裝展位』; 視頻套餐請點選『不需

要』。上海市場展官網截止報名時間 2018 年 5 月 15 日。 

 該報名只接受參加臺灣館聯合展位業者，以公司為單位最多三人，欲申請嘉賓及買家證件者請自行

處理。 

 如有問題，歡迎聯繫黑劍承辦窗口。聯繫方式請見文末。 

 

 

http://bfm.bjiff.com/2016/guide.html
http://reg.siff.com/Movie/User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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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電影推介會」徵件辦法 

本次於「2018 年北京國際電影交易市場展」及「2018 年上海國際電影交易市場展」參展期間，將辦理「臺灣

電影推介會」，甄選計劃於近一年在大陸商業映演之國片參與，推介會將邀請大陸發行業者及媒體出席。 

一、申請資格 

1. 申請人以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電影事業為限。 

2. 影片須係 2017 年７月後(含)取得國產電影片分級證明之長片、尚未於大陸地區發行 DVD 或售出電視

及網路版權，且未在大陸進行商業映演之國產電影片，或尚未製作完成，但預定於 2018 年底前發行映

演之國產電影長片。 

 

二、甄選辦法 

1. 影片經審查符合資格者，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邀電影專業人士組成評選小組甄選出參加推介

會之影片。 

2. 經評選小組甄選出之影片，應派員出席推介會活動（活動預計分別於 4 月 18 日及 6 月 17 日舉辦，時

間地點將另通知）。 

3. 甄選時間及公布日期： 

 收件截止日期： 

（1） 北京場:即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07 日止（含當日，以郵戳為憑）。 

（2） 上海場:即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01 日止（含當日，以郵戳為憑）。 

 公布入選片單時間： 

（1） 北京場: 2018 年 3 月 23 日前。 

（2） 上海場: 2018 年 5 月 18 日前。 

（3） 公告於影視局官網（http://www.bamid.gov.tw/）及台灣電影網

（http://www.taiwancinema.com/）。 

 出席事項及人員配合 

獲選參與「臺灣電影推介會」，至少須派 1-2 位電影主創人員及主要演員出席，無法派員前往者，將喪失

參與「臺灣電影推介會」活動之資格。前往大陸地區參加活動人員之交通住宿由主辦單位負責，實際參加

人數視甄選結果而定，主辦單位及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保留調整權利。 

 

  三、臺灣電影推介會報名截止日前，需繳交檔案如下： 

http://www.bami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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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格 7-臺灣電影推介會報名表 

2. 表格 5-授權書 

3. 電影片分級證明 

4. 劇照 5-8 張（300dpi 或 1Mb 以上 jpg 檔案格式） 

5. 報名影片全片或片花(10-15 分鐘為優)，繁體中文字幕，mov、mp4、mpeg、1920x1080 為主，該影

片僅提供甄選使用，入選後請另提供 5-8 分鐘長度影片。 

※入選長片需提供該片海報(ai、eps、pdf 為優)及 5-8 分鐘影片配合活動使用。 

 

 

叁、相關聯絡窗口 

一、參展補助聯絡窗口: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電影產業組 

1. 報名參加大陸地區電影市場展之電影製作業及發行業，得向影視局申請攤位費、機票、通行證等補助，最新

補助要件及方式，請詳閱「補助國產電影片國外行銷作業要點」規定。如有疑問，請洽影視局承辦人：巫維芬

小姐。 

▲聯絡人：巫維芬小姐  電話：02-2375-8368 #1415  電子郵件：amber@bamid.gov.tw 

 

2. 報名參加大陸地區電影市場展「後製特效」參展之業者，得向影視局申請參展補助，相關資訊請洽影視局承

辦人：傅俊貴先生。 

▲聯絡人：傅俊貴先生   電話：02-2375-8368 #1419 / 電子郵件: mulderfu@bamid.gov.tw 

 

二、市場展承辦窗口:黑劍製作 推廣企劃部 

▲ 聯絡人 1: 周庭萱 副理 電話：02-6600-8809 #203   手機：0933-222-956 

LINE/微信 ID : pingachou  電子郵件:pingachou@gmail.com 

▲ 聯絡人 2: 冷方婷 專員  電話：02-6600-8809 #205   手機：0989-047-469 

LINE/微信 ID : leng811126  電子郵件 fontineleng@cnplus.com.tw 

 

相關表格： 

表格 1-【參展商資料表】，表格 2-【影片或企畫案資料表】_中文，表格 3-【影片或企畫案資料表】_英文。 

表格 4-【電影後製特效報名表格】，表格 5-【授權書】，表格 6-【媒合意見表】，表格 7-臺灣電影推介會報名表 

 

tel:02%202375%208368
mailto:mulderfu@bamid.gov.tw
mailto:pingachou@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