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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本局受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之邀參與「第五屆北

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透過參展掌握各國影視產業發展動態，

並積極推廣本市協拍服務、影視補助辦法與特色外景地，有效吸引影

視業者前來本市拍攝取景，並帶動中臺灣影視產業發展與觀光效益。

另一方面與各地影視委員會或協拍單位交流往來，促進日後合作之可

能性，並汲取他國影視發展特色與成功經驗，作為本市推動影視產業

發展之參考學習。 

本市刻正規劃打造「中臺灣影視基地」，係國內首例公辦，結合

亞洲唯一造浪池與專業攝影棚之影視基地。爰此次安排觀摩參訪北京

國家中影數字製作基地、京都中心影視基地及上海勝強影視基地，透

過參訪上述規模與屬性皆不同之影視基地，與之交流討論基地規劃設

計與營運維護之經驗，有助於瞭解本市影視基地在園區空間配置、道

具儲藏、數位化設備、營運管理、人才培訓、協拍服務、招商等各項

目之具體作為，足供未來中臺灣影視基地規劃營運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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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參加「第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

展」暨影視基地參訪交流活動 

 

出訪成員名單 

 

項次 職稱 姓名 

1 局長 卓冠廷 

2 科長 林秋萬 

3 股長 趙東榆 

4 科員 何虹毅 

5 約僱人員 楊采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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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參加「第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

展」暨影視基地參訪交流活動 

 

參訪行程簡表 

 

日期 城市 行程 

104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五） 
臺中北京 

一、 搭乘中華航空由桃園國際機場

直飛中國大陸北京市。 

二、 觀摩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

展，與各地影視委員會及影視業

者交流。 

104 年 4 月 18 日 

（星期六） 
北京 

一、 參加市場展臺灣電影推廣會，

由卓局長向各地影委會及參展

嘉賓簡報本市協拍政策與特色

外景地。 

二、 參訪國家中影數字製作基地、

京都中心影視基地。 

三、 駐點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

展臺灣館提供協拍諮詢服務。 

104 年 4 月 19 日 

（星期日） 
北京上海 

一、 駐點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

展臺灣館提供協拍諮詢服務。 

二、 搭乘中國東方航空前往上海。 

104 年 4 月 20 日 

（星期一） 
上海臺中 

一、 參訪上海勝強影視基地。 

二、 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班機由上海

浦東機場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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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參訪目的 

    因著科技與通訊設備發達，文創產業已成為國家軟實力，特別是

影視音作品往往可透過無遠弗屆的網路與媒體席捲全球觀影人口，因

此國內、外中央及地方政府莫不積極推動影視行銷，善用電影、電視

劇宣傳本地特色景點，以增加城市曝光度，帶動觀光效益與經濟發

展。而本市於 2009 年即訂定拍片取景補助與住宿補助辦法，並設立

單一協拍窗口，提供國內、外有意願來本市拍攝取景之劇組完整的行

政支援。惟良好的協拍制度仍須透過宣傳，才能吸引國內、外導演劇

組或投資者赴本市拍攝取景，善用本局提供之協拍資源，達成雙贏效

果。因此本局藉由此次參與第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積極

行銷推廣本市協拍服務、補助辦法與特色外景地，並與各地影視業者

做第一手面談，瞭解影視業者選擇外景地的考量與需求。同時與國外

影視委員會、協拍單位交流往來，汲取他國影視發展特色與成功經

驗，作為本市推動影視產業發展之參考典範。    

李安導演於 2011 年於臺中拍攝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帶

領臺中市於奧斯卡金像獎上大放異彩，也於本市留下亞洲唯一的專業

攝影用造浪池。藉此契機，本局規劃打造「中臺灣影視基地」，結合

造浪池與專業攝影棚，吸引國內外影視業者前來臺中市拍攝取景，帶

動中臺灣影視產業發展與觀光效益。而中國大陸目前影視市場蓬勃發

展，本次出國參訪觀摩著名的影視基地如中影國家數字製作基地、京

都中心影視基地及上海勝強影視基地，皆屬複合式影視基地，不僅提

供戶外特色風格場景，也配有室內數位化攝影棚、道具坊和梳化間

等，以滿足劇組拍攝電影或電視劇之多元需求，較為符合目前中臺灣

影視基地之規劃設計方向。故藉由參訪影視基地，除可向當地影視同

業宣傳本局計畫之餘，亦可交流分享影視基地規劃設計與營運維護之

經驗，將有助於瞭解影視基地在園區空間配置、道具儲藏、硬體設備、

營運管理、人才培訓、協拍服務、招商等各項目之具體作為，以俾中

臺灣影視基地之規劃設計更符合未來營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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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過程 

    第 1 天（4 月 17 日）：桃園國際機場—北京首都機場、 

                        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 

    104 年 4 月 17 日清晨於臺中市政府集合出發前往桃園國際

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CI511 班機直飛中國大陸北京市，於中午

12 時左右抵達北京首都機場，即由卓局長率團員驅車前往位於

北京中華世紀壇的「第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會場。 

 

第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 

邁入第五屆的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5
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係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北京

市政府共同主辦，為中國大陸目前展會規模最大、國際展商與媒

體參與人數最多之影視盛會。此次由本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

產業局於市場展中設置臺灣館專區，邀集臺灣影視業者及地方協

拍單位共襄盛舉，參與本屆市場展的地方協拍單位還有台北市電

影委員會及新北市協拍中心。 

本局 4 月 17

日 下 午 抵 達 會

場，隨即展開臺灣

館專區布置，現場

備有海報背板、簡

介摺頁、文宣紀念

品發送，還有電視

牆 輪 播 宣 傳 影

片。本局專人於臺

灣館駐點提供諮

詢服務，也備有筆

記型電腦、平板電腦以便向面談者直接簡報；並帶有臺中名產太

陽餅發送予洽談往來之影視人士品嘗以加強行銷臺中形象。 

圖 1：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臺灣館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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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天（4 月 18 日）：北京電影節電影市場展—臺灣電影推廣會、 

國家中影數字製作基地、京都中心影視基地 

 

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臺灣電影推廣會 

    104年 4月 18日

上午於北京電影市

場展 2 號多功能廳舉

行的「臺灣電影推廣

會」為本屆市場展臺

灣館的亮點活動之

一，廣邀對臺灣電影

富有興趣的參展單

位 與 買 家 嘉 賓 蒞

臨，場面盛大座無虛席。推廣會共分兩場次，第一場次題目為「臺

灣電影後製特效推介」，由主持人麥若愚先生介紹臺灣音效大師

杜篤之、台北影業總經理胡仲光、兔將創意影業執行長李昭樺三

位專業人士，簡報分享臺灣電影後製特效之特色與現況發展。 

    推廣會第二場次題目為「城市行銷與臺灣電影外景地」，由

本次參展的協拍單位簡報，講者及講述內容摘要如下： 

一、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卓局長冠廷：簡報內容分別為亞洲

唯一造浪池在臺中、本市協拍服務項目、拍攝取景補助

與住宿補助辦法，以及推薦的特色外景地。 

二、 新北市協拍中心 涂總監庭宣：簡報內容為新北市協拍

服務與補助辦法、特色外景地介紹，以及與臺北市電影

委員會共同合作之跨縣市協拍經驗。 

三、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饒總監紫娟：分享多年來的協拍經 

 驗與心得、協拍電影作品花絮欣賞，如國際名導盧貝松 

 新片露西（LUCY）在臺北市的取景片段，以及台北市 

 影委會最新宣傳影片。 

圖 2：各協拍單位簡報後開放現場提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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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拍單位介紹所屬城市之協拍服務與特色外景地後，還開放

現場提問互動，以增進國外影視團隊對於臺灣特色風景與各城市 

協拍辦法之瞭解與交流互動。現場來賓對於來臺拍片租稅優惠、

地方政府補助獎勵辦法最感興趣。會後由主辦單位邀請各與會講

者來賓參加臺灣茶會，藉由氣氛輕鬆愉悅之茶會時間增進各界交

流互動及引薦相關影視人士，作為本屆市場展臺灣電影推廣會的

圓滿句點。 

 

國家中影數字製作基地 

在結束市場展臺灣電影推廣會行程後，隨即出發前往北京懷

柔區參觀素有「中國電影生產工廠」之稱的「國家中影數字製作

基地」。該基地面積約 53 公頃多，為中國電影集團公司投資人民

幣 30 億元所興建，是中國大陸迄今投資金額最鉅的影視基地。

自 2005 年 12 月 25 日動工，歷時 2 年多興建，至 2008 年 7 月正

式開業。本次參訪因受限於行程緊湊，僅先就重點的室內攝影棚

等硬體設備進行參觀，無法前往該基地龐大的戶外搭景區瀏覽。 

一、 攝影棚 

根據中影公司

提供的資料，該基

地設有 16 座數位

攝影棚，皆有同步

錄音拍攝規格。分

為 6 種尺寸：5,000

平方公尺的攝影棚

1 座、3,000 平方公

尺 1 座、2,000 平方公尺 2 座、1,500 平方公尺 3 座、1,200

平方公尺 6 座與 800 平方公尺 3 座。每一座攝影棚均配有通

風設備、冷熱空調和無線網路，還有附屬空間可作為服裝梳

化間、道具間、辦公室等，設備一應俱全。本局參訪時，因

圖 3：參觀室內攝影棚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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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攝影棚已出租供劇組使用，受限於拍攝保密協定，無法

入內參觀。改由參觀一處已結束拍攝，但場景尚未拆除的攝

影棚。該攝影棚搭建出咖啡廳、車站大廳、客廳、琴房、玄

關等拍攝電視劇的部分場景。可想見如果每個場景皆為實地

拍攝，劇組光在各場景間的移動交通問題，就會耗費許多時

間與成本；除了交通，還有其他考量如拍攝現場的安全與交

通管制、天氣、電力等影響因素眾多，因此現在許多劇組都

傾向選擇在攝影棚內搭設場景以便順利進行拍攝工作。 

另外因應近年來大陸影視市場快速崛起，電視劇與電影

製作紛紛走向大型計劃，預算規模不斷擴張，帶動劇組對於

燈光、鏡頭、場景多樣性的要求愈來愈多。因此，劇組拍攝

一部電影或電視劇時，往往需同時承租數個攝影棚以利搭建

多個場景，供演員快速穿梭於各個攝影棚間，以節省整部片

的拍攝時間與成本。導覽人員表示，基地雖備有大小與用途

不一的攝影棚，但就實際使用效能而言，以大型攝影棚最

佳。因大型攝影棚可分割成數個中、小型攝影棚使用；除提

供拍攝電影、電視劇搭景之外，還可供綜藝節目錄影。如正

當火紅的中國好聲音等電視節目，因邀請許多觀眾與評審現

場參與錄影，所以一般的電視台攝影棚已無法滿足需求，製

作單位轉而租用中影基地的大型攝影棚。 

二、 前期製作—化妝、服裝、道具、常規特技 

在國家中影數

字製作基地，將前

期製作分為化妝、

服裝、道具和常規

特效四個部門，建

有 1 萬 6 千多平方

公尺的倉庫保存各

式服裝和道具。道 圖 4：道具間儲存有各時期與類型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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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間擺放許多劇組留下的道具，如清朝古床、各式古董花

瓶、寶劍等，還有民國初期桌椅、服裝、旗幟等。導覽人員

解釋，現存道具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真的古董，像是家裡

丟棄的舊電話、映像管電視、老舊的桌椅等，這類道具可遇

不可求，雖不知何時會派上用場，但道具師們不管三七二十

一，先收了再說；而另一類的道具則是道具師們依戲劇需求

客製化而成。通常這類道具皆為市面難以購得、或仿製特定

場景、或依照演員身型而特別訂製的，如翠玉白菜、古裝戲

戰爭盔甲等。而這些道具在劇組結束拍攝後，因未能得知未

來是否仍需使用，因此會留存在道具間。 

    由此可見，完整的影視基地必須為為數眾多的道具準備 

相對應的儲藏空間，並做好儲存環境與人員使用的管理，便

利劇組能隨時租用想要的道具，一來節省劇組重新製作之成

本，二來也可為影視基地增加部分收入。 

三、 後期製作—聲音製作 

國家中影數字

製作基地還有針對

後期製作設立單獨

部門，包含畫面剪

輯、特效製作、聲

音與動畫製作，強

調一條龍的服務可

以讓劇組直接帶著

成品走出基地。其

中錄音室就可細分為三種規格，分別錄製演員臺詞、音效與

配樂。 

收錄演員臺詞的錄音室，多同時收錄一至二位演員聲

音，因此空間需求比較小，但現場需有螢幕，讓演員可以一

圖 5：專業配音錄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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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觀看影像一邊念出臺詞。另外，錄音室也配有椅子數張，

本以為是提供演員休息之用，後經導覽人員解說得知，一般

人說話的聲音，會因著站、坐或躺臥等姿勢而有所不同，所

以才需要幫演員準備數張椅子，以便他們模擬電影中各種場

景的對話聲音。而收錄風聲、水聲、雨聲等各種音效的錄音

間內，除了有沙坑、木屑坑，還擺放掃把、水桶、竹竿等各 

式各樣用以製造聲響的道具。導覽人員說明，音效師製造音

效的工具常取自日常生活，但往往令人意想不到，如音效師

如欲模擬下雨聲，就是利用竹掃把敲打物品來模擬的。因此

錄音室擺放的道具看起來不起眼，但各個都是音效師的工具

寶物;而收錄配樂的錄音室，因考量有配置管弦樂團的編

制，因此空間明顯較前二者大。且因配樂由多種樂器組成，

音源較多，因此收錄聲音的麥克風需散布在錄音室各地以求

收到最完整的音響。 

影像與聲音是電影最重要的兩種元素，透過參觀國家中

影數字製作基地，讓我們深切體認到攝影棚、道具間、錄音

室等硬體設備的重要性與專業性，配備完整良好的影視基地

往往是劇組選擇基地時的最大考量。因此未來本局規劃設計

「中臺灣影視基地」時，應多方面瞭解國內、外劇組的拍攝

需求與規格，以求在基地的硬體配備上符合所需，甚至能成

為吸引劇組使用的一大亮點。 

四、 配套設施與服務 

    由於中國大陸幅員廣闊，劇組如需在各場景地點或旅館

飯店中移動往來已十分費時，再加上北京交通易壅塞，因此

大部分的影視基地會提供膳宿服務。此外，由於演員的報酬

多從離開飯店始起算，所以若能將演員安排入住影視基地的

旅館飯店，對於劇組在成本與管理上更為有利。因此國家中

影數字製作基地在園區內也設有旅館與餐飲服務，並針對主

要演員提供較為高級的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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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中心影視基地 

    離開國家中影數字製作基地後，便即刻驅車前往京都中心影

視基地，該地亦擁有戶外實景搭設區、室內攝影棚及食宿專區。

除此之外，還有設備優良專業的試片室，提供每部電影初試啼聲

的場域；另外，具備數位化技術的專業錄音室，更是讓背景音樂、

音效及演員配音，畫龍點睛地精采呈現。 

    該處攝影棚占地約 2,100 平方公尺，每座棚景風格特色獨

具，包括以古代宮廷為主題，講究的裝飾擺設，再現中國古代皇

宮美侖美奐的氣派風格，讓人錯認身處皇宮的時空背景，令人目

不轉睛；除有歷史大景，還有以歐陸古典風格為外觀基底，搭配

復古奢華裝飾，搖身一變，又讓人身處於早期上海名郡宅邸，一

窺名流士紳的上流生活。京都中心影視基地藉由充分利用建物內

外的規劃，讓劇組取景不再只限於攝影棚內，棚外亦隨處可作為

取景地點之一。 

    京都中心影視基地

為中國大陸知名電視及

電影導演尤小剛先生所

創設，原初是為了滿足自

身指導電視及電影拍攝

所需而建。後由於效果頗

佳，又離北京市區相近，

因此吸引其他劇組相繼

前往租用。 

    不巧地是，尤小剛導演因正前往法國坎城參展，本局此次未

能親自會面拜訪，改由中心張蓋蓋副總經理接待。兩方對於影視

基地的營運維持交換意見，卓局長並向張副總介紹本市協拍服務

政策、亞洲唯一造浪池與推薦外景地等。亦於會中宣傳本市今年

創辦的的國際動畫影展，以期兩岸影視活動交流更加頻繁順暢。 

圖 6：氣派的新聞媒體發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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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4 月 19 日）：北京電影節電影市場展、 

                    北京首都機場—上海虹橋機場 

 

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臺灣館 

            有別於主題影展（Film Festival）以競賽頒獎和影片選映為

主，市場展（Film Market）首要目標則為搭建電影交易平臺，促

進國內、外影視業者交流合作。並透過邀約全球著名的影視專業

人才分享最新電影市場動態，以及邀請熱映中的電影導演或演員

宣傳造勢，是影視媒體、展商和買家齊聚互動交流的最佳場合。 

對於本局而言，這是增加國際能見度與吸引國外劇組前來本市拍

攝的最佳時機，因此由本局國外協拍窗口何科員虹毅、楊約僱人

員采樺於市場展中輪值提供諮詢服務。 

    由於此次為

本局首次參加國

際電影市場展，許

多國際影視業者

及電影委員會對

我們感到較為陌

生，爰此行首要目

標為拓展邦誼、與

各界影視友人認

識交流、行銷推廣

本市知名度。 

    這幾日認識與交流的電影委員會與公司企業名單如下：法國

國家電影委員會、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紐西蘭電影委員會、愛

沙尼亞塔林黑夜電影節執行長、中國電影博物館、北京國家對外

文化貿易基地、青島東方影都影視產業園、北京皇品文化傳媒投

資集團、韓國高陽水上攝影棚等，及多位臺灣影視企業高層、協

會公會人員、導演製片與行銷宣傳人員。 

圖 7：市場展臺灣館諮詢洽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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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參展任務之二為觀摩國際影視展會活動，由於北京國際

電影節電影市場展由中國大陸官方傾力支持舉辦，在預算、宣

傳、人力及設備上不虞匱乏，因此活動相當多元豐富，值得觀摩

學習。第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辦理的活動共有：展覽

活動、招商展會、中外電影合拍項目推介會、中外電影合拍項目

洽談會、中韓電影合拍項目洽談會、行業對話、特約活動、市場

放映及簽約儀式等，展期雖短短 4 日但安排的活動琳瑯滿目。 

    單就招商展會統計，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吸引來自世

界 25 個國家、275 家影視公司或相關單位參展，如美國、加拿

大、法國、德國、俄羅斯、波蘭、奧地利、以色列、澳大利亞、

紐西蘭、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共計國際展商

140 家、大陸國內展商 135 家。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電影市場展的國際接軌程度，自

去年起就與法國坎城電影節電影市場展合作，在北京電影市場展

獲獎的電影作品可直接入圍該年度的坎城電影市場展論壇；於今

年開始，又與美國電影協會（MPA）合作，特別在北京電影市場

展增設 MPA 大獎，獲獎者可獲資助前往美國好萊塢六大電影公

司進行一周的交流學習。這些國際交流合作與曝光的機會，對於

新導演或獨立製片是極大的誘因與鼓勵，因此今年北京電影市場

展便徵集到 400 多部電影報名且年年增加當中。 

    另一項北京電影市場展的特色活動為簽約儀式，固定在每屆

展會最後一日下午舉行，目的在宣傳該次展會促成項目投資合作

之成交總金額。以去年第四屆北京電影市場展為例，簽約成交總

金額高達人民幣 105 多億元，創中國電影影展交易之最。且交易

的範圍涵括拍攝製作、影視基地、電影院、影視素材與電影基金

等項目，種種指標都顯示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展已成為全世

界活躍、具吸引力、規模大的電影市場展之一。 

    4 月 19 日下午結束市場展行程後，本局一行人驅車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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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機場準備前往上海進行最後一日的參訪活動。由本局何科員

虹毅留駐北京電影市場展，於 4 月 20 日展會結束後直接返臺。 

 

第 4 天（4 月 20 日）：上海勝強影視基地、 

                    上海浦東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上海勝強影視基地 

        104 年 4 月 20 日上午驅車前往位於上海市松江區的勝強影

視基地，由勝強影視基地有限公司發行部潘雷經理負責接待及導

覽園區。 

        勝強影視基地

於 1999 年於上海

市松江工業區成

立，該公司的營運

宗旨為提供劇組安

靜不被打擾且軟硬

體完善的拍片環

境，因此是中國大

陸唯一不對外開放

觀光、不收取旅遊

門票的影視拍攝基地。曾在此取景的電影作品如「天下無雙」、「神

話」、「葉問」、「十月圍城」等。 據潘經理解說，基地草創初期

放眼望去皆是農田，透過不斷地收購周邊農地房舍，以及從民間

網羅蒐集大量的古董建材，才得以搭建出這一幕幕明清時期、民

國初期的仿真建築群。而基地中最搶手的江南水鄉風景，更是勝

強公司人工開鑿注水的人造景觀。近年來由於真實的水鄉小鎮已

過於商業化與觀光化發展，使得劇組拍攝取景相當不便，因而紛

紛轉至勝強基地取景拍攝，使得勝強在中國大陸眾多影視基地中

仍有其不可取代的特殊性。 

圖 8：勝強基地最搶手的江南水鄉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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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基地中所配置的街景和建物並非全部為永久

性建築物，為了提升土地利用的經濟效益，也為了因應不同劇組

所需場景的使用彈性，基地中絕大部分的街道與建築物是以「景

片」方式搭造，即僅完整搭建拍攝所需的牆面而已，在牆面之後

則是空地，以利節省空間或作其他用途。除此之外，更為精巧的

設計為，同一棟建築物的四面打造出四種不同的建築風格，讓一

棟建物可發揮出四棟建物的拍攝取景功能能；或是於仿古城牆高

臺內部配置演員梳化間與室內攝影棚等，如此多元利用的設計巧

思與用心，值得我們觀摩學習。 

        勝強影視基地佔地面積約 100 公頃，就中國大陸眾多影視基

地而言，只能算是中等規模，但由於前期設計建造規劃得宜，勝

強基地可同時容納 6 組劇組進駐，基地內還配有旅館（約 200 間

客房）供劇組住宿休憩使用。另外還有辦公作業區、道具製作間、

演員梳化間、大小攝影棚和爆破場地等硬體設施，加上常設的美

術與道具人員可配合劇組需求佈景，是軟硬體健全的影視基地。 

        本局卓局長與潘經理就中國大陸影視發展現況及影視基地

經營管理也做了深度的交流。潘經理解釋，近年來中國大陸影視

內需市場蓬勃發展，吸引各地資金及亞洲劇組演員相繼前往，使

得電視劇或電影的平均製作成本大幅提升，但劇情內容則為了迎

合大陸內需市場而較趨單調。如果臺灣影視產業能突顯出豐沛的

創意與特色，才有進軍大陸市場的競爭力。另外關於影視基地的

營運管理，勝強基地現有六成員工是負責基地日常的清潔保養與

建物修繕維護工程，足見維持古色古香的仿真建築群是營運成本

的最大支出。因此勝強公司除了作為影視基地出租劇組，現也嘗

試增加買賣版權、投資或參與製作等多角化的經營方式。 

    上海浦東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下午在參觀完勝強影視基地後，一行人便驅車直接前往上海

浦東機場準備搭機返臺，結束本次的參訪交流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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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心得 

本局此次受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邀請，與台北市電影委

員會、新北市協拍中心共同參與「第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

展」，三方同心致力於推廣行銷臺灣影視潛力、並相互分享協拍經驗

與心得，實屬難得的交流學習機會。有鑒於優良完善的協拍服務亟為

仰賴素日人員訓練及個案經驗累積，尤其是與國外劇組合作，牽涉範

圍之廣與合作項目之繁複，更需協拍單位謹慎仔細地處理，以維護本

市影視形象；復因劇組在臺多需跨縣市地域拍攝取景，如能加強各地

方協拍單位之合作，亦能縮減劇組與各單位接洽之行政程序與所費時

程。因此全臺各協拍單位之交流往來實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爰建議

平時加強聯繫交流，聯手合作打造友善協拍環境，成功吸引劇組來臺。 

藉由參加國際性的電影市場展，能第一手且廣泛地瞭解影視劇組

的需求與各國電影市場動態，並透過實際觀摩參展，學習國際影視展

會的舉辦與行銷宣傳方式，與國內外影視製作與發行業者、各地影視

委員會或協拍機構有正面且深度的交流。如本次參加第五屆北京國際

電影節電影市場展，本局即與法國國家電影委員會、紐西蘭電影委員

會、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等影委會人員認識交流，並討論未來合作之

可能性。另外，市場展中特別設立臺灣電影推廣會，由本局卓局長冠

廷上臺簡報本市特有之造浪池、影視協拍服務與補助辦法、推薦特色

外景地等資訊，引起會場中影視人士的高度詢問及興趣，有效提升本

市的國際影視知名度與曝光度。而國內、外影視人士對於亞洲唯一造

浪池就在臺中感到欣羨，認為這不僅是臺中的特色，更應是臺灣的影

視發展重點之一。因為在造浪池拍攝海(水)景，不僅能人為控制浪型

變化與拍攝節奏，又能提高劇組人員之安全性與便捷性，已然成為各

國影視劇組重要的水景拍攝場域之一。再搭配本市即將興建的中臺灣

影視基地計畫，不僅容納造浪池，並提供專業數位攝影棚和道具工坊

等硬體設施，日後勢必成為國內外劇組來臺灣拍攝優先考量之基地，

因此各界影視人士對於中臺灣影視基地之興建計畫給予極大的肯定

與支持，並樂見本局興建計畫順利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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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本市刻正規劃打造「中臺灣影視基地」，係全臺首例公辦

影視基地，硬體規劃涵蓋亞洲唯一造浪池、專業數位攝影棚與工作坊

等，為使基地設計規畫更符合日後實際使用效益，本次出國計畫特別

安排參訪中國大陸三處富有特色的影視基地，說明如下：  

一、 國家中影數字製作基地：為中國大陸投資金額最鉅、佔地面

積最廣之影視基地。將影視製作中梳化服裝、道具器材租

賃、攝影棚、外景地、錄音剪輯、後製特效及食宿餐飲等眾

多環節聯結而成的一條龍服務，號稱中國電影生產工廠。 

二、 京都中心影視基地，係私人電視製作公司自有民營片場。集

拍、製、景、住為一體的綜合性中心，外景以歐陸古典風格

建築群和古代皇城外景拍攝地為特色，屬於小而美、小兒精

巧的民營影視基地。 

三、 上海勝強影視基地，係較早啟用且中國大陸境內唯一不對外

開放觀光、不收取旅遊門票的影視拍攝基地。完全只供專業

影視劇組使用，讓在此拍攝工作人員能保有完善的隱私和便

利性。園區內打造有全世界唯一的舊香港街道，成為無可取

代的金字招牌與賣點。 

本局透過參訪上述規模與屬性皆不同之影視基地，與之交流討論

基地規劃設計與營運維護之辦理情形與經驗，十分有助於本市瞭解影

視基地在園區空間配置、道具儲藏、數位化設備、營運管理、人才培

訓、協拍服務、招商等各項目之具體細節，作為未來中臺灣影視基地

規劃營運之參考借鏡。其中，值得特別注意與思考的是影視基地的多

角化經營議題，本次參訪的三處影視基地雖已為中國大陸目前極為搶

手之基地，但仍無法保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皆有劇組進駐租用，而基

地的人事成本與日常維護工作是例行性且無法避免的固定成本支

出，因此影視基地如何在劇組租用淡季仍維持良好營運，是經營者必

須面臨的挑戰。此點營運經驗將有助於本局思考中臺灣影視基地之未

來營運目標與策略，希冀在提供劇組拍攝使用之餘，還能開闢其他使

用方式以活化基地、擴大使用效益與增進市民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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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一、 本市發展影視產業，除先需具備完善服務與獎助鼓勵辦法，

更需積極對外行銷宣傳廣為周知，歡迎國內外影視業者前來

本市。因此懂得善用參與國際影視展會之機會，與各界往來

交流，就是宣傳的一大利器。有鑒於國外影視業者對於臺灣

的認知往往僅止於臺北市電影委員會，為突破現狀、打開本

市國際知名度，本局日後更應積極參與國際影視展會。希冀

以臺北首都之利帶動臺灣各地起飛，更以臺中之勢引領中臺

灣共生發展。 

二、 此次考察中國大陸三個性質不一的影視基地可發現其相同之

處為皆是融合拍、製、景、住為一體的綜合性影視基地，這

是因應中國大陸地域廣大路途遙遠所致，在節省成本與時間

的考量下，盡量將拍攝各環節濃縮一體最為便利。藉此思考

本市即將建設的中臺灣影視基地，在土地空間受限與臺灣影

視產業集中北部之現況考量下，基地配置應以專業拍攝為

主，再盡可能地結合周邊食宿業者，提供劇組便利日常生活

所需。至於外景部分，中臺灣向來富有眾多特色外景地皆為

劇組一日可往來之路程。如此一來，中臺灣影視基地雖未能

融合拍、製、景、住為一體，卻反而能成為影視動力核心，

帶動周邊產業發展以及持續發掘中臺灣特色外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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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參訪過程影像紀錄 

一、 北京電影節電影市場展 

市場展臺灣館外觀 市場展臺灣館內部 

與各影視委員會及劇組洽談 市場展內本局海報背板 

 

 

 

 

 

 

 

 

 

 

 

本局簡介與協拍服務文宣 

 

 

 

 

 

 

 

 

 

 

 

現場電視牆輪播本局宣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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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推廣會(一) 臺灣電影特效推介 臺灣推廣會參與來賓眾多 

臺灣推廣會(一) 

講者杜篤之、胡仲光及李昭霖 

臺灣推廣會(二) 城市行銷與外景地 

本局卓局長冠廷簡報 

臺灣推廣會(二) 

講者卓冠廷、涂庭宣及饒紫娟 

臺灣推廣會(二) 

現場提問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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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中影數字製作基地 

基地園區介紹 小型試片室 

各式服裝道具儲存間 清裝宮廷道具多元豐富 

專業配音室 上海懷舊風格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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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京都中心影視基地 

大型新聞發佈室 基地室內場景-1 

基地室內場景-2 戶外歐風建築場景 

交流影視基地營運管理經驗 參訪接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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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海勝強影視基地 

仿古磚造建築 

 

明清風格老街 

江南水鄉風景 民國時期街廓 

 

中型攝影棚 常設美術設計人員配合劇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