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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島系列的靈感來源於在和歌山縣沿海散步的體驗。泡沫時期

後沒落的巨大酒店群，和人口外流的城鎮，給人一種衰退的美

感。半島系列受此啟發，想像一個人類大規模移民宇宙後留下的

地球。大時代已然過去，餘下的生活也依然美好。這張圖描繪的

是舊太空時代居民乘往地球軌道城的列車。

　設計這個空中車站要同時兼顧它複雜的空間上的功能性與造型

上的美感，導致在紙面上嘗試設計的困難度很高，沒辦法簡單做

到更高的完成度。因此選擇了學習直接在 Blender 3D 軟體裡進

Photoshop, Blender使用軟體

2021完成年份

半島系列：天空電車

行設計，參考了很多 Ian Hubert 的工作方式，再結合過去做遊

戲關卡的經驗，用模組化建立場景的方式來探索設計，一步步推

進功能設計、造型、細節、光照與氣氛。這樣的工作流程讓探索

更輕鬆、更有信心，而且成圖效果也更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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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舉辦 15 年的金馬創投會議 ，為專注華語影視投資的媒

合平台 ，作為創作者與投資發行商的洽談合作媒介。以金馬

創投而言 ，在資方選擇上就有嚴格的篩選機制 ，為申請人

找出最適合的媒合對象。入選的企劃創作者 ，就需在有限的

期間內 ，將自己的作品介紹給投資人。舉例而言 ，近年拿下

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的《幸福路上》、《廢棄之城》，就曾在

2011 年 、2013 年獲得金馬創投百萬首獎的肯定。

以 2020 年的金馬創投會議來說 ，也成功邀集國內外產業

的獎項支持 ，總獎額高達新台幣 450 萬元；去年金馬創投

會議也增設劇集企劃報名 ，其中由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得主

王登鈺《秘密耳語》，也入選金馬創投的企劃案。為了幫助

提案代表做好萬全準備 ，金馬創投會議不僅提供一對一媒合

會議 、培訓工作坊與產業論壇 ，提供影視創作與行銷全方位

觀點 ，突破市場局限性 ，使自由創作得以實踐。曾參與過金

馬創投會議的陳怡菁表示 ，除了可以密集地和投資方 、片商

討論作品企劃 ，在正式影展期舉辦的工作坊 ，對於如何讓

作品做到更好的企劃與宣傳 ，都是非常好的幫助。

臺灣動畫長片、劇集的萌芽：金馬創投會議

鼓勵創作者暢談地方故事的政府補助「高雄拍」。（影像截自高雄市電影館官網） 每年金穗影展都會展出獲得「短片輔導金」的優秀創作者。（影像截自文化部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官網）

金馬創投會議可說是孕育華語創作的搖籃。（影像截自台北金馬影展官網）

在民間的資源方面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簡稱

國藝會）規劃於 6 月推出的常態補助申請 –「視聽媒體藝術

補助」，以動畫短片補助為例 ，除了有「製作」的申請項目

外 ，「映演」、「調查研究」、「研習進修」也是可申請的項目。

今年的申請從 6 月開跑 ，申請期間為期一個月。

民間組織資源：國藝會

國藝會補助多元，針對前期到映演都有完整補助計畫可申請。（影像截自國藝會官網）

對 於 學 生 們 而 言 ， 付 出 極 大 心 力 打 造 的 畢 業 作

品 ，除了可以角逐國外的影展 、競賽獲得比賽獎金

外 ，亦可額外申請政府規劃的獎勵金。以教育部所

執行的「設計戰國策」計畫 ，就擬定了相對應的獎

學金補助 ，也會協助學生至海內外展出 、提供設計

系列活動資源及機票費補助 ，為學生爭取國際曝光

機會。Knock Knock Animation 導演莊絢淳 ，從台

科大設計研究所畢業後 ，便開始藉由該計畫 ，將畢

業作品投往國際影節的路程 ，他也表示 ，當時就在

得獎並申請補助後 ，「設計戰國策」亦會協助投遞其

他國際的影展競賽 ，對於學生展開動畫創作之路非

常有幫助！

除了角逐國際影展，學生專有的福利

在做創作前，

如何籌備「圓夢」資金與資源？

文: 周雨萱 | 圖: 網路

在臺灣的動畫市場 ，創作者一向把短片當作長片的試金石；在角逐各項影展後獲得能量 ，進而孵化長片的計畫。創作者普遍

從學校畢業後 ，若要持續發展獨立創作 ，「籌備資金」一定是首要關卡。本篇將說明 ，除了向企業徵集資金贊助 、開展募資專

案外 ，目前普遍常見的「找資金」方案。

在做創作前，如何籌備「圓夢」資金與資源？

每年技專校院電腦動畫競賽，都吸引許多學生前來角逐。（影像截自技專

校院電腦動畫競賽官網）

透過「設計戰國策」獲得國際曝光機會。（影像截自設計戰國策官網）

另一值得關注的「技專校院電腦動畫競賽」，除了

為應屆畢業生規劃的「直接參賽組」，可以直接由主

辦單位輔導送件參加各項國際影展外 ，獲取得獎資

格者將有機會獲得全額或部分的來回機票；其他在學

學生 ，亦能參與「培訓參賽組」，繳交作品雛型和創

作說明書 ，入選者將獲得培訓機會 ，並在隔年提交

作品參加國際影展。

就臺灣政府目前對於影視產業提供的短片補助 ，競爭也相當

激烈 ，大多都是具有豐富經驗的業界人士競爭。像是文化部影

視流行音樂產業 ，於每年推出的「短片輔導金」，是許多創作

者的重要資金來源。企劃約在每一年五月開跑 ，除了需要制式

的繳交內容外 ，找到適合參與計劃的工作團隊也相當重要。《金

魚》製片陳怡菁表示 ，「因為要證明團隊是有能力執行的 ，大

部分評審都是想要看到好的創意故事 ，或是證明自己是有能力

說『好』故事的。」加上目前短片上 OTT 串流平台也相當常見 ，

因此該計畫也成為創作者必爭之地。

許多地方政府單位也紛紛規劃影音徵件比賽；有許多縣市也

都對劇組有申請補助的方案 ，而高雄市政府是最早開始發展友

善拍攝城市的地方政府。高雄市電影館推出的「高雄拍」短片

獎助計畫 ，僅有基本的拍攝地域限制 ，但主題不限 、形式多

元 ，只需將高雄作為創作的元素即可參與計畫。以 2020 年的

官方消息來看 ，最後獲選的四案 ，就獲得百萬的定款獎助。舉

例來說 ，去年的金馬獎得主謝文明 ，其驚悚動畫短片作品《夜

車》就以高雄西子灣為場景 ，拿下 2019 年度的「高雄拍」獎

助金機會。

政府資源：文化部與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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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領臺灣一闖國際動畫大聯盟

從提案到行銷的文策院助功術

整理、採訪: 葉致廷 | 圖: TAICCA 文化內容策進院

在這個內容為王的時代 ，各方人馬紛紛拉攏彼此 ，組織成勢力龐大的代表隊 ，希冀以眾人之力搶奪這一塊大餅。而文創實力

一直在國際市場上載浮載沉的臺灣 ，透過 2019 年成立 TAICCA 文化內容策進院（以下簡稱文策院），希望組織匯聚在地的原

創實力 ，提升整體的競爭力。現在 ，跟著映 CG 的採訪 ，一起了解文策院如何協助創作團隊 ，在國際市場被看見！

率領臺灣一闖國際動畫大聯盟，從提案到行銷的文策院助功術

丁曉菁

TAICCA 文化內容策進院

TAICCA 文化內容策進院董事長

taicca.tw

曾任文化部政務次長、公共電視節目部經

理。新聞背景出生，擔任過多家媒體的記

者，也曾做過公視《紀錄觀點》紀錄片導

演與製作人、《獨立特派員》主持人。

成立於 2019 年，希望透過該組織的協助，

架構出跨部會、跨領域、跨平台的協力合

作機制，整合文化、科技及經濟的能量，

催生臺灣文化內容產業生態系，帶動產業

投資與創新的動能，形塑臺灣的國家文化

品牌。讓臺灣豐富的在地文化，以各種多

元的形式向世界傳遞。

臺灣過往多數的創作團隊幾乎是靠代工或接案 ，維持自身安飽 ，並藉此開發自己

的原創 IP。然而這股蠢蠢欲動的創作能量 ，也越來越躁動不安 ，於是文策院成立

之初 ，便開始大量研究歐 、美 、日 、中等國的動畫產業 ，試圖尋找最適合臺灣動

畫的發展之路。文策院丁董事長提及：「臺灣有原創能量 、有技術實力 、但缺乏資

金與產能 ，因而產生產業斷裂的問題。也連帶造成國際能見度低 ，缺乏品牌力加值

的窘況。」

因此文策院在逐步建構產業路徑時 ，必須了解產業的斷裂點 ，並提出有效的方案

與策略。像是針對資金缺乏 、產能不夠 ，文策院推出了「第一哩路開發」、「最後一

桶金投資」專案計畫 ，以實際的金援幫助創作者 ，中間也透過國際提案大會以及多

元資金媒合平台 ，協助創作者尋找「看對眼」的投資方。丁董事長說明：「因為動

畫是需要相當大的資本 ，臺灣沒辦法像中美日三國 ，可以透過內需滿足自己的市

場 ，所以應該依循其他歐洲國家動畫創作團隊 ，藉由跨國合製 ，提升產能 ，也因

此必須學習關於提案的各式技能！」

TCCF 創意內容大會市場交易暨創投媒合會，吸引國內外買家了解臺灣文創內容。

不只靠熱情，而是透過策略去開發動畫

針對「第一哩路開發」、「最後一桶金投資」專案計畫 ，文

策院正與臺灣各個夥伴簽屬意向合作書 (MOU)，擬定合作細

節 ，包含動畫特效協會 、角色品牌授權協會等。畢竟臺灣

創作團隊都在各自的角落開發 IP，而且一個開發案動輒 5 到

10 年。透過協會的組織與動員 ，與文策院的資源對接 ，讓

這些創作團隊更能專心開發 ，而不會被其他經濟壓力綑綁。

文策院提出「第一哩路開發」計畫 ，希望能協助創作者準備

各種初期開發必須的資金 ，包含劇本開發 、提案內容等等。

讓他們做足準備 ，增加國際提案大會上雀屏中選 、獲得投資

人青睞的機會。

而假設某一個動畫企劃案在國內外募集了七成的資金 ，文

策院就會啟動「最後一桶金」專案計畫 ，作為創作者在追求

跨國資金的後盾。丁董事長表示：「臺灣原創在國際市場上

尚未打開能見度 、品牌辨識度 ，所以潛在投資人可能因陌生

而拒絕投資 ，但如果國際投資人了解該計劃有文策院『最後

除了實際的金援 ，文策院也彙集國際提案大會的各種資

訊與商業情報 ，盡可能爭取曝光的計畫 ，包含今年 6 月的

安錫國際動畫影展市場展 (MIFA)、10 月的坎城影視市場展

(MIPCOM)、12 月的新加坡亞洲電視論壇及內容交易市場展

(ATF)。丁董事長說：「提案就是在行銷自己！以往臺灣的創

作者在提案上 ，主要是進到輔導金系統 ，申請政府資源的

輔助。這些輔導金評選委員跟實際案子的投資方看案子的角

度不見得相同。而文策院打開了有別於輔導金系統 ，對接

國際提案市場的路徑 ，這些路徑就在國際市場上存在 ，只

是臺灣很少案子進場。」而在參與這些國際提案大會的過程

中 ，創作團隊也會越來越了解各國 、各個市場展的口味以及

看待提案的角度。也因不同的提案大會有不同的重點。文策

院作為中介組織 ，也協助了創作者精進提案策略與技巧。一

步步累積經驗 ，也透過交流帶來更多情報與國內業者分享。

打開新路徑之後 ，再來就是加強創作團隊的基本提案能

力。文策院與許多單位合作 ，開設提案課程 ，邀請國際業

師分享不同市場的提案訣竅與要領 ，像是與國際串流平台

Netflix，開設國際劇本工作坊。丁董事長也與我們分享課程

中學習到的建議 ，像 Netflix 內容長說 ，創作團隊不要一鼓

作氣地分享完整故事 ，而是在短時間內 ，讓人能對你的故

事產生好奇與興趣。另外 ，這些平台也強調故事的獨特性 ，

也就是所謂的「越在地 、越國際」。

一桶金』的投資 ，增加成案的的機會也有著其投資的意願 ，

提升投資成功的機率。」而「最後一桶金」專案計畫在經常

跨國合製 、擁有多元文化的歐洲各國已成為顯學 ，文策院希

望能夠將對接國際市場的資金的路徑整理出來 ，投資臺灣的

內容產業 ，成為這些創作者的幕後推手。

除了協助創作團隊角逐國外提案大會 ，文策院也正式接手

台北電視內容交易會 ，並加入「未來內容」商展 、趨勢論壇

等項目 ，打造出「TCCF 創意內容大會」，讓國際投資人聚

集在台北 ，關注臺灣的文化內容創意企劃與作品。去年也與

臺灣動畫特效協會合作 ，開設動畫專場 ，幫助臺灣創作團

隊修煉提案技能 ，獲得投資方的關注。「創意內容大會是以

一個內容交易為核心的內容商展 、趨勢論壇 、異業合作交流

等整合性的展會 ，我們企圖透過新的思維和做法 ，改變產

業現有慣性 ，包含不是將作品做好再來賣 ，而是在提案階

段就開始行銷自己 ，進而獲得資金的挹注 ，也可以藉此了

解潛在買家與投資人在哪 ，透過投資人獲得進軍該市場 ( 國

家 ) 的契機 ，這樣的方式能降低團隊創作時的財務風險 ，進

一步慢慢形塑完整的產業鏈。」不僅協助臺灣創作者 ，文策

院也希望 TCCF 能成為亞洲文化內容市場展第一品牌 ，透

過交易展會增加曝光度 ，吸引更多國際投資方與製作方的關

注 ，建立更多的交流網絡。

文策院攜手「日本角色品牌授權協會」、「動畫特效協會」、「巴哈姆特」電玩網站，

「玩具大賞」，串聯 ACG 生態圈。

提供一對翅膀，讓你不再跑得艱困、無力

進軍國際提案大會，從前期就在行銷自己

TAICCA X Netflix 國際劇本工作坊，邀請國際專業人士分享提案秘訣。

20 21



從動畫轉往漫畫開發

《蜉蝣之島》跌宕創作之路

整理：莊昀錚 | 圖: 林正庭

於去年出版的漫畫《蜉蝣之島》，以精美作畫 ，搭配神秘的風格獲得不少漫畫迷的關注 ，而它同時也是一部未曝光的動畫前

傳。故事主要講述地球生態崩壞的末日未來 ，因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上升 ，存續下來的世界逐漸形成獨立的島嶼城邦。飄流島

「蜉蝣」是這個世界僅存的淨土卻被視作不祥的土地。探索主人公將如何在資源匱乏的世界裡生存。而主人公所遭遇到的故事 ，

正好與動畫團隊創作的經歷不謀而合。映 CG 特別專訪《蜉蝣之島》主創林正庭 ，聊聊從平台募資到金馬創投 ，如何在資源有

限的狀況下 ，逐步完成內心的創作藍圖。

2017 年在國際募資平台上 ，由 Studio REALS 與 

SAFE HOUSE T 所製作 ，臺灣本土動畫計畫《最後的卡

夫特》─故事探討著在資源匱乏且瀕臨崩解的未來 ，人

類如何憑藉最後的希望─自然能源「卡夫特」生存。雖

然最後募資以失敗告終 ，但卻成為之後《蜉蝣之島》成

長茁壯的根基。

《 蜉 蝣 之 島 》 漫 畫 為 其 同 名 動 畫 前 傳 ， 由 S t u d i o 

REALS 企畫 ，插畫家葉長青與編劇李尚喬共同製作 ，使

用淡墨水彩呈現殘破卻美麗的畫面 ，是一本充滿南島文

化風格 ，並結合生態浩劫與預言感的漫畫。而本次與慢

工出版社合作發行漫畫 ，起因正是團隊原本就十分欣賞

慢工出版社的作品 ，而慢工出版社的總編輯黃珮珊也很

喜歡《蜉蝣之島》，雙方在彼此信任並試著將作品效益極

致化的前提下 ，進而開啟這次合作的契機。林正庭提到

從動畫轉往漫畫開發《蜉蝣之島》跌宕創作之路

林正庭
動畫導演

臺灣動畫工作室 Studio REALS 創辦人，

工作室致力於原創動畫前製與 2D 動畫開

發。操刀許多國際品牌廣告專案的經驗，

仍毅然決然投入熱愛的動畫產業。目前正

籌備動畫《蜉蝣之島》計畫並擔任導演。

zh-tw.facebook.com/StudioREALS.tw

漫畫的發行的幾個主要目的：「因為動畫製作期較長 ，

Studio REALS 又算是新團隊 ，希望能先快速地讓受眾知

道製作的風格會是甚麼樣子 ，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把整個

故事的世界觀做得更加紮實 ，也希望有更多資金挹注的

可能性。」而談到漫畫原稿展與工作坊時 ，林正庭表示最

難忘的是眾人踴躍的支持 ，以及在工作坊中遇到幾位前

輩熱情地展示自己創作的故事 ，他也自我期許 ，未來到

一定年紀之後 ，還能保持同樣的創作熱情。

提及未來動畫開發計畫時 ，林正庭表示片名既然已改

成《蜉蝣之島》，劇本當然有不斷地微調與修正 ，但企畫

的初衷與大致方向基本不變 ，在看到成品前都有無限的

可能性。他更表示 ，目前專案已投入不少資金 ，因此還

是持續努力獲得更多製作資源後 ，才會繼續往下進行 ，

但在這段期間 ，團隊仍舊有持續發展企畫案。

《蜉蝣之島 Mayfly Island》漫畫封面

回想當時《最後的卡夫特》在國際募資平台 Kickstarter

的失利 ，真要說當時能做出哪些調整的話 ，林正庭認為當

初如果改為在國內募資的話 ，成功的機率反而不低。「當初

異想天開以為在國際平台募資的曝光量較大 ，但卻忘了需要

投入的行銷資金也相對多很多 ，對團隊都是種消耗 ，也對

當時的夥伴感到抱歉。」

後來 ，《蜉蝣之島》順利入選了金馬創投 ，在入選後 ，林

平台募資到金馬創投，一路過來的經驗

正庭認為雖然沒有獲得直接的投資 ，但是過程中反而讓他開

了不少眼界。也認識更多熱愛影像創作的夥伴 ，獲得不少

回饋和後續合作的機會 ，是十分珍貴的一次經驗。談到撰寫

創投企畫時 ，林正庭表示 ，創投時僅能提供簡略的企畫文

字內容 ，所以如何在簡短的文字內闡述作品的氛圍與獨特

性 ，是最困難的部分。他補充說：「寫企畫時要想竭盡辦法

傳達出想法 ，並抓出獨特性。如何讓人一眼看到企畫的亮點

很重要。」

《蜉蝣之島》海報

參加金馬創投活動 團隊與慢工出版社總編輯黃珮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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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國際動畫電影協會簡稱 ASIFA，是 1960 年許多動畫師在法國安錫成

立的非營利組織 ，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動畫非營利組織 ，全球有約莫 30

個分部 ，而許多動畫影展都是由當地 ASIFA 分部成立或贊助。知名動

畫競賽安妮獎 ，也是由 ASIFA 洛杉磯分部負責頒發。

 印尼 日惹｜  10 月 Week 5

聚焦於東南亞的國際動畫影展，

競賽主要為短片。

craftanimfest.org

CRAFT 國際動畫影展

免報名費 純動畫影展

 台灣 台中｜  10 月 Week 2

台灣最大的國際動畫影展，主軸為動畫片

能見度，聚焦於台灣動畫產業交流。

twtiaf.com

台中國際動畫影展

免報名費 純動畫影展

 每年選擇不同的亞洲城市｜  11、12 月任一週

以電腦繪圖科技領域為主，多為技術與商業討論。

sa2020.siggraph.org

Siggraph Asia

免報名費 純動畫影展

 日本 東京｜  3 月 Week 2

原為東京國際動畫博覽會的競賽單元，後來

成為獨立的國際影展，其頒發的東京動畫獎

為日本三大動畫獎（另兩項為神戶動畫獎、

文化廳媒體藝術祭）。

animefestival.jp

東京動畫獎

免報名費 純動畫影展

 韓國 富川｜  10 月 Week 4

2015 年前專注在學生競賽中，近幾年成為

亞洲代表性的動畫影展，跨足漫畫、遊戲活

動等，得獎者可以進奧斯卡動畫短片初選。

www.biaf.or.kr

富川國際動漫節

免報名費 純動畫影展

 日本 龍野｜  11 月 Week 4

以無對話實驗片為主，鼓勵混合各式各樣

媒材的影像作品。

tiff.tatsuno-art-project.com

龍野國際映像季

免報名費

 中國 廈門｜  12 月 Week 3

剛成立兩屆，迅速成為中國最完整的短片影展。

filmfreeway.com/HiShorts

HiShorts！廈門短片週

免報名費

 台灣 台北｜  11 月 Week 1

由學校主辦，透過影展達到提

升動畫美學，帶動教育發展。

kdiaf.animation.tnua.edu.tw

關渡國際動畫節

免報名費 純動畫影展

影展列表 www.asifa.net/festival-cooperations

 印度 孟買｜  11 月 Week 1

由印度動畫協會主辦，推廣印度動畫能見

度，其 TASI 觀眾票選獎最為知名。

tasionline.org

Anifest India

純動畫影展

 黎巴嫩 貝魯特｜  10 月 Week 5

每兩年舉辦一次，致力於推廣黎巴嫩與阿

拉伯動畫，然而影展舉辦會根據當地動

盪而變化。

www.metropoliscinema.net

貝魯特動畫影展

純動畫影展

國際動畫電影協會贊助之影展

非洲 / 大洋洲

大部分動畫影展都會設立競賽 ，鼓勵「入選影展」的電影人持續產出

優秀作品 ，然而像是奧斯卡與安妮獎 ，即是純影片競賽 ，不算是影展。

主要鼓勵當年「在影院或串流放映」的優秀作品與電影人。然而部分影

展也會和奧斯卡有官方互動 ，例如該影展最大獎得主及有機會角逐奧斯

卡某些獎項 ，進而達到互惠的關係。

根據 animation-festivals.com 網站調查 ，10 月份的影展最多 ，共有

67 個影展舉辦 ，其次是 11 月 (50 個 )，最少的則是 1 月 (5 個 )。

 迦納｜  12 月 Week 2

強化非洲和加勒比海動畫的能見度，聚焦全

球各地區推廣非洲文化的動畫師。

www.africaanimationfestival.com.com

ANIMAFRIK 非洲動畫影展

免報名費 純動畫影展

 澳洲 墨爾本｜  ６ 月 Week ３ (2018 前)

澳洲最盛大的動畫活動，

長期關注動畫作者風格。

miaf.net

墨爾本國際動畫影展

純動畫影展

 奈及利亞 拉格斯｜  不定期

靠近奈萊塢（全球第三大電影製作區域），

推廣非洲動畫的發展。

www.uspbrands.com

LifAnima 拉格斯國際動畫影展

純動畫影展

 南非 開普敦｜  3 月 Week 2，今年為 9 月

非洲最大、最悠久的國際動畫影展。

www.ctiaf.com

開普敦國際動畫影展

純動畫影展費用 35～65 美元

影展與競賽的關係 哪個時間的影展最多

https://www.aplusc.tv/blog/our-top-10-animation-festivals

https://www.animationcareerreview.com/articles/10-top-animation-film-festivals-around-globe

https://www.voicebooking.com/en/blog/14-fantastic-animation-festivals-the-prize-winners

https://squidmag.ink/animation-festivals/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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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前 ，連總監很客氣地表示 ，自己參與的動畫影展並不多 ，只去過安錫影展 、斯

圖加特國際動畫電影節以及國內的影展。但提到安錫影展的特色 ，他很興奮地說到：

「影展的氣氛非常活潑熱鬧 ，觀眾之間會互動 、玩耍 、討論 ，比較像是嘉年華 ，而非

普通影展。那段時間在安錫小鎮上碰到的人 ，幾乎都是動畫狂熱粉或是相關產業人士 ，

而且很明顯就能區分是動畫師還是小鎮居民 ，並不是說有 Cosplay 還是特別打扮 ，而

是從他身上可以感受到動畫人的氣場。」總監舉例 ，平常在排隊等看片時 ，不認識的觀

眾之間會互相閒聊 ，交流這幾天看到的電影 、聊聊工作上的事 、又或者暢談動畫資訊

等。「畢竟會去參加安錫國際動畫影展的人 ，應該是來自世界各地 ，特地來朝聖『動畫

聖地』的教徒們。」值得一提的是安錫影展開發的 APP，裡面資訊透明公開 ，方便安排

各時段的活動 ，讓總監驚艷不已。

此外 ，安錫影展也會有一些獨特的觀影傳統 ，例如說影廳準備觀影前 ，會有不少人

把傳單折成紙飛機 ，然後比賽誰能把紙飛機射到放映銀幕上 ，所以等待開場前 ，會有

滿天的紙飛機 ，而當有人射中時 ，全場會鼓掌歡呼；又或者是動畫師與觀眾的找碴遊

戲 ，安錫每年都跟法國動畫學校 Gobelins 合作開場動畫 ，除了每天主題不同 ，會有不

同故事的動畫外 ，製作的動畫師會在影片埋藏跟兔子有關的畫面 ，不管是以文字 、角

色 、物件的方式呈現。於是在觀影時 ，觀眾只要發現兔子 ，就可以大喊「lapin」( 兔

子法文 )。經歷過幾次的連總監也驚嘆：「每次去看都會有這個互動 ，記得有一年的影

片是兔子繁殖或分裂 ，全場狂喊 lapin，全場 high 翻天。」

2019 年連總監也帶公司員工們 ，以員工旅遊的方式參與安錫國際動畫影展 ，親眼一

睹「動畫聖地」的魅力。公司包下了一整棟民宿作為休憩的地方 ，想說帶大家來參加

幾天的影展 ，剩下時間員工可以自行安排其他觀光行程 ，然而「動畫聖地」的魅力讓

員工為之著迷 ，每天都安排看片或參與講座 ，把握在安錫影展的每分每秒 ，晚上回去

後還會交流觀影心得 ，討論劇情。聊到帶團後的感想或收穫 ，連總監誠實地說到：「我

不會說參與動畫影展 ，能立即提升公司的效能與創作力 ，但我認為它會帶來潛移默化

的效果 ，你能發現這些員工都非常熱愛動畫且投入影展 ，這是何足珍貴的事情！」

連俊傑
視覺創意總監

投身動態視覺創意超過 27 年，多次獲獎，

曾參與《蜘蛛人》、《夜魔俠》、《刀鋒

戰士 2》等片頭製作，近幾年成立連想創

意工作室，全心投入動畫原創 IP 開發。

動畫短片《多雲時晴》入圍金馬獎、台北

電影節等多個影展。

www.dottodot.tv

跟著動畫師

前進安錫國際動畫影展

文: 葉致廷 | 圖: 連俊傑

安錫國際動畫影展（以下簡稱安錫影展）是世界上最悠久 、最頂尖的動畫影展 ，每年吸引無數動畫公司與影迷前往。影展

整體分為三大活動：放映與競賽 、市場展（以下簡稱 MIFA）、激發靈感的相關講座與工作坊。映 CG 特別訪問參與過 2016、

2019 年 ，準備參與 2021 年安錫影展的連想創意－連俊傑總監 ，並整理相關資訊 ，將帶大家認識人們口中的「動畫聖地」，

究竟是怎樣的影展 ，又有什麼魅力與影響力！

如嘉年華的動畫聖地巡禮

跟著動畫師前進安錫國際動畫影展

放映前滿地紙飛機

活動中心

在安錫國際動畫影展，宛如能看到全世界的動畫能量一次噴發，不只是因為

這裡募集了所有優秀的動畫創作，更重要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與者，都享受

著、著迷著動畫，你會不自覺地被他們的熱情所感染，我想這正是安錫國際動

畫影展被創辦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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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動畫創作者 ，在學生時期我們只知道去角逐動畫影展 ，但從藝術的角度出發 ，

依然有許多事情可以相容 ，不只有動畫影展可以報名參賽！」莊絢淳回想起初入影

展投遞的經驗 ，依然歷歷在目 ，「像是電影展裡面的短片競賽 ，雖然有片長秒數的規

範 ，以及與其他類型的短片一同競爭；但相對來說 ，能爭取的機會也就變多了！」他

簡單點出一個概念 ，在全世界各地 ，一年到頭都有大大小小的影展 ，「大多數的大型影

展都會集中在上半年 ，下半年則會開始銳減。」一旦掌握這個概念後 ，就會開始研究各

個影展的時程 ，即便有時間挪動 ，也並非相去甚遠。在投遞申請前 ，莊絢淳習慣將之

前投過的影展清單整理出來 ，加上當年的時程進行調整 ，製成每部短片投遞影展的企

劃表。

以畢業作品成功拿下多獎項及入圍肯定後 ，也開始轉換投影展的方法— 運用線上影

展報名系統 ，快速投遞多個影展影節競賽。以 Film Freeway 為例 ，在填寫基本資料時

就會要求影人上傳影音檔案 ，「等各影展公布入選名單後 ，平台也會寄信告訴影人入選

與否 、資料是否有漏缺。」就在影展公布得獎名單後 ，官方會正式寄送信件 ，接下來

的事情就會全數與官方連結了。「只要準備好動畫作品的正片 、預告片 、劇照等 ，都可

以應付大部分的投遞申請 ，只是會有小部分的會有額外規定。」莊絢淳舉例 ，例如像是

美國電腦圖學年度大會 SIGGRAPH 所舉辦的「Computer Animation Festival」，就要

求報名者需自行下載字卡 ，並串接至正片的開頭與結尾 ，才能夠符合上傳的規定。

莊絢淳指出 ，在十年多前進行投遞國際影展獎項 ，即便是免報名費的選擇 ，也因為

需將影片燒錄成 DVD 寄往影展單位 ，因此累積的國際運費依然非常可觀；在經費考量

下 ，也讓他養成觀察各影展動態的習慣。雖然在近年網絡發展快速 ，投遞各影展也開

始便利許多。在選擇影展投遞時 ，莊絢淳依然會策略性地進行篩選 ，若是資歷越長的

影展 ，通常會有一定的國際知名度 ，也會有其他更大型影展的放映資格 ，有些影展方

也會主動協助影人轉投其他影展。他補充 ，「通常只要以國家 、城市冠名的影展 ，通常

都會擁有不錯的『年份』。再來可以評估每年度投件（Submission）的數量 ，若是有幾

千件的投件作品 ，影展也都會具有一定的水準。」莊絢淳說道 ，雖然有一些影展是免費

的 ，但也可能會有投遞上的限制 ，例如限制為哪些國家的創作者 、創作主題思想等 ，

都是創作者需要注意的要點。

莊絢淳
動畫導演

Knock Knock Animation 的動畫導演，團

隊以幽默生動的角色為賣點，成為多個知

名品牌角色的幕後推手。擅長以療癒的萌

系視覺抓住眼球，用創意的劇情引發觀眾

共鳴，為客戶打造出兼具品牌理念與商業

價值的作品。

facebook.com/KnockKnockAnimation

創作不只要打動人心，

投影展也要有策略！

文: 周雨萱 | 圖: 莊絢淳

從臺灣科大設計所畢業後 ，莊絢淳憑藉著畢業作品《幻影眼珠》角逐多個國際動畫影展競賽 ，獲得許多獎項的入圍及得獎肯

定。此後 ，在十多年的動畫職涯中 ，莊絢淳依然不忘在忙碌的商業動畫製作之餘持續創作 ，與團隊共同打造充滿巧思的動畫短

片。時至今日 ，團隊已在全球國際影展贏得近 300 項國際大獎與官方入選；除了動畫影展之外 ，更奪下德國紅點視覺傳達設

計獎項 、美國紐約電影金像獎等多項大獎。

細說從頭：影展參與故事

創作不只要打動人心，投影展也要有策略！

「在做創作時 ，首先要滿足自己的創作渴望；但也因為不

同題材會有不同『市場性』，選擇適合投遞的影展就相當重

要了。」莊絢淳指出 ，創作前確認是否能夠滿足自我 ，也應

該懂得如何將預算 、精力做合理分配；他觀察 ，以入選的比

例來說 ，「歐洲區域的影展會更重視藝術性質的作品 ，例如

手繪動畫就會更吃香；相對在美國地區 ，就會有更高的接受

範圍 ，3D 動畫的接受程度就會更高。」但在創作上 ，依然

還是要回到「故事」本身 ，以及創作者自身想要闡述的點 ，

「如果只是為了挑戰藝術風格進行創作 ，這個作品也不見得

非常成功。」

正當疫情席捲全球時 ，讓大眾陷入沉重的低氣壓 ，去年

莊絢淳與團隊打造的短片《媽祖巡福》，卻能感受媽祖帶來

的正向力量。莊絢淳曾表示 ，身為動畫師 ，能用作品為世界

帶來力量 ，便是所能貢獻最大的努力。回顧到過往各個作品

的不同創作體驗 ，他也道出一番體悟：「若是以幽默 、情感

面出發所打造的作品 ，就很有可能打破國家界線。」以《媽

祖巡福》主打的文化面為例 ，在創作上就有許多眉角要注

意 ，「若是不認識這個神明的觀眾 ，就容易缺乏中間的情感

投射 ，就要以其他的面向來加強與他們的連結。」雖以歐美

地區的觀眾來說 ，不見得了解媽祖的故事；但加上了木質機

構的動畫巧思 ，進一步產生新藝術的意涵 ，成功打動不同

國家的評審與觀眾。莊絢淳回想其中影展評審給予的評價 ，

令他印象頗深：「在文化 、動機 、視覺上 ，都處理地非常有

強度。」即便評審無法懂得太多文化背景 ，但依然能從中感

受到「溫暖」，最初的創作理念也成功打動人心。

得獎的回饋能量，不只是獎項本身

《媽祖巡福 | Mazu Pilgrimage》完整短片

莊絢淳畢業作品－《The Mgical Eyeball 幻影眼珠》

創作者在打造動畫作品時，要很

清楚自己要做的方向和目標，進一步

去強化；無論是哪種題材，都有機會

可以入選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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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評審悄悄話

解密評選流程與得獎關鍵

採訪：林廷勳、謝家瑋、周雨萱｜整理：葉致廷、莊昀錚｜圖：山村浩二、盧子英、宋思琪、陳怡菁

作為創作者 ，把作品投入影展競賽後 ，總是期待能獲得評審青睞 ，拿下影展大獎。然而你知道評審在看片時都在想甚麼嗎？

又是如何從超過千百部的動畫中 ，選出得獎作品？映 CG 採訪了五位國內外擁有動畫影展評審經驗的創作者 ，都擔任過動畫影

展的評審們 ，一起來了解評審們是怎麼去看作品 ，創作者又可以掌握哪些製作訣竅。

影展評審悄悄話，解密評選流程與得獎關鍵

山村浩二
獨立動畫導演

日本知名獨立動畫人，同時也創作繪本。

動畫作品具有較高的藝術性。擅長結合多

樣媒材製作動畫，以充滿童趣的故事及手

法，結合獨具一格的畫風，創造出多部獲

獎無數的作品。其知名短片動畫《頭山》

曾獲提名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獎。

盧子英
獨立動畫導演

香港資深動畫創作者，同時長年任職香港

ifva 影展的評審。早於 70 年代就開始動

畫創作，是香港第一批專業動畫師，且其

作品為眾多獎項的常客。近年身兼動畫評

論，發表大量動畫相關的見解，並致力於

推動香港動畫產業發展。

陳怡菁
動畫製片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藝術媒體碩士。

曾參與金馬影展企劃、台北電影節等節目

策劃及規劃國際論壇等相關活動。2003

年創辦「臺灣國際動畫影展」，2013 年

啟動「臺中國際動畫影展」，在推廣臺灣

動畫片上不遺餘力。近期致力於影片製片

工作，其製作的動畫短片《金魚》，獲得

2019 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

宋思琪
獨立動畫導演

現為獨立動畫導演。從中央美術學院動畫

專業畢業後，赴美攻讀加州藝術學院實驗

動畫研究所。畢業後以模型師身份加入萊

卡動畫工作室，現為獨立導演和動畫師。

2020 年，以停格動畫畢業作品《妹妹》

入圍第 92 屆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

songsiqi.com

張晏榕
獨立動畫導演

臺灣動畫導演與學者，曾任職元智大學資

訊傳播系及國立臺南大學動畫媒體設計研

究所，目前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

傳播學系。曾完成數部動畫短片創作與動

畫相關專案製作，近年從事動畫美學書籍

撰寫與動畫相關影展、展覽策畫與執行。

每個影展光是徵件規則就有許多差異 ，包含徵選範圍 、件

數多寡 、規模大小 ，主題都大相逕庭。比較大的影展會在評

選前 ，召集評審開會 ，像臺中國際動畫影展 ，會用線上或

是實體的方式 ，讓主辦單位或是影展總監 、策展人來說明影

展的狀況 、主題 、評選方式等重要事項。舉例來說 ，影展

方會說明競賽分為幾個單元 ，假設有三個單元 、一個單元有

10 部片 ，就會共計有 30 部片。再來評審必須了解推薦入圍

的數量。通常會在既定數量乘上兩三倍 ，例如推薦 60、90

部 ，之後再進來討論。

Ｑ：聊聊影展評選的流程？

張晏榕

以我去年參與的評審經驗 ，受疫情影響 ，主要是透過像

是 Vimeo 這樣的線上平台 ，獲得權限去觀賞影片。作為評

審 ，我看到的影片已經是經過工作人員挑選出來的；每個影

展關注的主題也不同 ，所以可以看到比較多元題材的作品。

宋思琪

宋思琪《Sister》

大部分藝術型影展，都會讓每年的評審自己開會評選，影展

方照慣例是不該介入評審的過程。

張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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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oit Berthe Siward
動畫導演

在影像領域累積超過十年的製作經驗，同

時具備專業的顧問能力。在 2015 年創辦

了 The Animation Showcase，主要提供

動畫作品在行銷及公關策略的規劃服務。

www.animationshowcase.com

打造專屬線上映演平台，更為影人量身打造行銷計畫！

打造專屬線上映演平台，

更為影人量身打造行銷計畫！

文: 周雨萱 | 圖: Benoit Berthe Siward

在 動 畫 的 世 界 中 ， 不 乏 有 許 多 線 上 映 演 平 台 ， 為 創 作 者 提 供 曝 光 作 品 的 機 會 。 其 中 一 個 名 為 「 T h e  A n i m a t i o n 

Showcase」的品牌 ，聚焦在推廣以動畫 、實拍等形式的作品 ，更是許多奧斯卡 、安錫影展獎項入圍作品的幕後推手。同時

擁有不對外公開 ，只提供給動畫影視產業人士觀看的線上平台；其播映的作品 ，不僅來自多個優秀的獨立創作者 ，更有許多

大有來頭的公司作品。它不僅是放映平台 ，更是為創作者做策略推廣的品牌！「The Animation Showcase」的品牌創辦人 

Benoit Berthe Siward，他又是怎麼思考的？

細說 Benoit 在法國學習多年的電影和動畫藝術後 ，他

轉而旅居英國 ，並踏入動畫的產業。在動畫工作室的經

驗 ，讓他得以了解影像製程的所有環節。接著 ，他轉而

從更廣泛的視角理解專案的長成 ，充分了解造就一部獨

特的創作背後 ，有什麼必備的要素 、不可忽略的成因。

他說道 ，「我特別熱衷觀賞電影 ，尤其是短片的形式 ，有

點像是藝術的收藏家吧！」對 Benoit 而言 ，集結許多優

美的短片 ，就像是蒐集稀有的珍珠；持續的觀看 ，更是

累積對動畫的研究資源寶庫。

如此一來 ，與更多人分享的熱情也油然而生。從原本

打造數位映演平台的契機

製作者的角色跳脫 ，Benoit 也開始試圖探究 ，「在電影

做完後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如果是一個好的作品 ，

又要怎麼確保它可以被更多人看到？」他表示 ，「The 

Animation Showcase」現今所擁有的樣貌 ，是與過往截

然不同的。談起最早成形的契機 ，源於和倫敦的頂級私

人俱樂部 Soho House 的合作機會 ，「在俱樂部 ，我們舉

辦了每月一次的分享活動 ，會特別挑選作品並放映 ，有

時也會加入影人的映後座談 ，與不同的創意領域進行交

流。」這樣的映演活動也非常成功 ，不久後就與許多大型

公司建立起橋梁；Benoit 也開始收到來自不同的影人和創

作團隊的邀約 ，能夠為其協助作品推廣。

「我開始明白 ，我必須加強『The Animation Showcase』的品牌力道 ，並提供其他

服務與工具。」因此 ，線上平台的映演至今依然運行著 ，但更甚於此 ，更是一間成立

超過五年 、專門服務影像產業的顧問公司。就在成功協助動畫短片《花園派對》、《妹

妹》獲得奧斯卡入圍的提名後 ，他更下定決心 ，希望協助更多創作者角逐影展獎項 ，

獲得更多國際曝光機會。

至今 ，Benoit 憑藉一手打造的品牌 ，帶領作品做非營利的巡迴映演時 ，相關的營

銷策略和計畫需求通常也會隨之而來 ，和映演工作密不可分。他表示 ，「映演本身就

是強大的推廣平台 ，通常我也會在影展獎季收到顧問和行銷企劃的邀請。」然而 ，平

台上的放映作品 ，並不全然都是既有的客戶；除了積極為客戶提供專業服務 ，Benoit

也相當重視品牌的口碑經營— 在選片上獨立思考 ，與顧問服務互不干涉。他介紹

道 ，在平台不僅有許多獨家的作品放映外 ，也會放上許多製作的幕後資源 ，同時也

會不定期舉辦線上的影人對談。有趣的是 ，擁有觀映權限的會員甚至可以在 Apple 

TV 等平台直接觀映影片串流 ，相當方便。

不只是放映的影展推廣品牌

在雜誌採訪之際 ，Benoit 也剛好從奧斯卡獎季的行銷工

作抽身。他認為 ，在獎季中為創作團隊做推廣工作 ，其中要

思考的面向相當多元 ，「這就包含了製作團隊的人數 、已經

參與行銷企劃的成員 ，以及電影的行銷預算；同時也要檢視

已擁有的行銷元素 ，像是靜態劇照 、幕後影片和預告等。」

常見的作法 ，第一個階段除了和創作者會面外 ，會共同做

好企劃的整體規劃 、並逐一執行外 ，Benoit 有時也須帶著

作品四處巡映 ，甚至是到大公司放映 ，「如果電影受到影展

入選獲提名後 ，也會需要和各大媒體協調接受採訪。」

回顧到 2018 年的奧斯卡獎季 ，Benoit 協助法國懸疑動畫

短片《花園派對》成功獲得最佳動畫短片提名 ，可說是最為

難忘的回憶 ，「這是我第一次全程協助行銷規劃的專案 ，也

是第一部獲得提名的作品！」除此之外 ，也因為是學生作

品 ，與其他像是《親愛的籃球》等來自各大公司的作品共同

角逐 ，已然是相當不斐的成就了。從獲得提名到參與奧斯卡

頒獎典禮的過程 ，對於他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在兩年後 ，

Benoit 也協助來自 CalArts 的宋思琪導演 ，將學生作品《妹

妹》成功入圍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提名。

Benoi t 認為 ，電影創作團隊集結了來自不同領域的人

才 ，而創作本身又相當講究天分 ，在動畫產業又更為如此。

但也因為大多人少有主攻行銷的經驗 ，因此他的工作也就相

當重要了 ，「主要的行銷元素（例如劇照 、海報等）有時會

需要再調飾或是重頭來過 ，但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 ，要

在哪裡行銷 、如何進行？」他肯定地說 ，動畫產業充滿了許

多才華洋溢的創作者 ，但在產業以外依然有許多人不了解這

個創作媒介 ，「充分運用特定的行銷和策略 ，將作品與全世

界更廣泛的群眾分享 ，這一點至關重要！」

目前同樣身兼法國 Gobelins 學校的策略顧問 ，Benoit 認

為 ，無論是協助學生或是專業團隊執行作品推廣 ，方法和

策略都是大同小異的 ，「最終你會發現 ，無論是專業製作或

是學生製作 ，如果作品本身夠優秀 ，都應該要用同樣的力

氣做推廣！」有時 ，Benoit 也會需要更仔細地敘述並教導 ，

讓學生團隊更理解推廣的整體面貌 ，「但相對的 ，學生團隊

也會更有時間和動力配合推廣的進行。我也會陪同學生 ，並

讓他們了解作品完成並不是終點 ，讓作品被更多人看到 、成

為職涯的助力 ，這些都是非常要的關鍵！」

早在疫情重創實體影展舉辦之際 ，Benoit 打造的平台已

無疑是數位浪潮下的重要參考媒介 ，「數位映演的效果非常

好 ，即便在疫情結束後 ，我也會持續運用這些工具。」在訪

問的結尾 ，Benoit 結語道 ，「The Animation Showcase」

平台尚無對大眾公開的計畫 ，但肯定會和更多學校 、創意團

隊以及動畫公司做連結；雖然過往主要在歐洲與北美來回工

作 ，但亞洲仍是他期待發掘的場域 ，「只要作品是真誠的 、

情感強烈的 ，又或是具備有趣的敘事角度 ，無論是哪種題

材都會吸引我！」同樣投身於酷兒社群的 Benoit，他也特別

著眼於「LGBTQIA+」的題材作品 ，期待能看到更多相關題

材的創作 ，在影界為不同發聲。

影展獎季的行銷之路牌 用同等力道宣傳學生作品

不妨將短片視為你的個人品牌，努力

找出其中的特別之處、加以宣傳；充

分理解你的目標後，在這個豐富多元

的產業大膽航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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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思琪
獨立動畫導演

現為獨立動畫導演。從中央美術學院動畫

專業畢業後，赴美攻讀加州藝術學院實驗

動畫研究所。畢業後以模型師身份加入萊

卡動畫工作室，現為獨立導演和動畫師。

2020 年，以停格動畫畢業作品《妹妹》

入圍第 92 屆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

songsiqi.com

奧斯卡公關戰該如何打？

奧斯卡公關戰該如何打？

文: 葉致廷 | 圖: 宋思琪

以停格動畫《妹妹》入圍第 92 屆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的宋思琪 ，將為我們揭露當年角逐奧斯卡時 ，如何設定行銷策略 ，打

進美國影藝學院眾評審們的心。

「超生計畫」一直是我比較關注的話題 ，我有一名哥哥 ，所以我是屬於超生的一員。

我常在想 ，父母當時沒有生下我的話 ，我的人生就不存在了 ，哥哥可能就有不同的經

歷 ，可能是更開心的人生吧（笑）！就像蝴蝶效應一樣 ，很多事情都是連動反應的；我

們這一代的記憶可能就成為一段歷史 ，因此想把這獨特的經歷放到作品中。

《妹妹》的創作初衷 ，是到了美國發現 ，大家對中國這段歷史的認知 ，都是從新聞媒

體 、紙本上知道 ，甚至有人質疑政策的真實性。對我們來說 ，這是從小到大耳濡目染

的事情 ，也對我們生活 、社會產生影響。當時製作時 ，已經有很多創作者用小說 、紀

錄片 、真人電影 、文章等形式都討論過；但我想從個人的角度分享這個故事並產生更

多討論 ，也不想落入俗套。因為我個人也比較喜歡看比較懷舊 、那個時代的作品 ，也

算是對童年的一個紀念吧。

Q：聊聊《妹妹》這部作品吧！

如果你以長片的角度去理解短片行銷 ，就知道為什麼廣告

這麼重要。這一點在洛杉磯也特別有感覺 ，如果訂閱了當地

的娛樂雜誌 ，在影展獎季 ，可能整個雜誌都會是廣告 ，在

路上也會看到各式電影的廣告 ，對這個行業來說是很正常

的。因為即使不是為了奧斯卡 ，電影公司在平時都會花很多

精力去推廣這個作品 ，才會有更多觀眾知道 ，進而選擇去

影院看。所以奧斯卡的競賽也是一樣的 ，做公關 、制定行銷

規劃 ，也是讓你的作品被更多人知道的機會。

以《妹妹》來說 ，我當時花了很多時間去投遞影展；被

幾個大型影展放映過後 ，也收到了一些平台的邀約。但我

對法律沒有特別懂。剛好當時發行公司 Miyu Distribution

聯繫上我 ，經過討論後 ，我就把發行工作交給他們。如

果有電視台 、串流平台對作品感興趣 ，他們也會和這些

平台去交涉 、簽合約 、收取版權費或放映費。我認為發

行公司對於這部分會比較專業 ，所以交給他們處理 ，會

比我們自己找律師要快很多。

因為我是學生作品 ，沒有那麼多預算去做推廣。而且即使

投資再多錢 ，也比不過很多大型公司或國家推廣的作品 ，

所以對我來說 ，做廣告可能是九牛一毛的事情 ，並不是角

逐奧斯卡必備的條件 ，因為我看過很多短片沒有做推廣 ，

也照樣進入了入圍階段。但最後有多少人投票 ，還是回到作

品本身。

Q：當時《妹妹》在角逐奧斯卡之時，有做什麼行銷規劃嗎？

Q：與發行公司的合作關係是怎麼樣的呢？

另一部《硬幣》的製片商是 Film Independant，他們

最初給了我一筆預算 ，以及免費的設備 ，還有一些做聲

音後期的資助 ，所以版權是完全屬於他們的 ，我只是作

為導演提供做動畫的工作。當時也連繫了 Miyu，但他們

考慮到這個版權屬於非公益組織 ，有很多贊助商 ，所在

法律上有很多顧慮 ，我們就沒有找發行商。因此 ，作為

創作者 ，我在這方面的權利就是可以在電影節放映這個

作品；但如果要在電視台 、串流平台上放映 ，就要得到

這個公司的製片人同意才可以。和商業電影是一樣的 ，

會有版權歸屬人 ，還有發行商。

在頒獎典禮的前一 、兩周 ，奧斯卡主辦方會安排很

滿的行程 ，每天都會有會議 、派對 ，與不同國家的入

圍者交流。由於我是動畫出身 ，在電影圈也是蠻小的

族群 ，所以對我來說是增長見識的機會。在那些場合

又能遇到很多 ，只能在電影中看到好萊塢導演 、明星

或是皮克斯和迪士尼的提名導演 ，覺得很有意思。

Q：聊聊在奧斯卡參與的經歷？

以短片行銷來說，你可以把它想像這是一部商業電影，

你用了多少精力在製作上，就要用多少力氣把它曝光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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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影 視 產 業 活 躍 多 年 的 J o r g e 

Corpi，本次的作品《Ell ipsis》，是

部 精 緻 度 堪 比 好 萊 塢 的 3 D 科 幻 作

品。談到他是如何進入動畫產業時 ，

Jorge 表示當年是經過自學而進入的。

而 一 切 意 外 地 竟 然 是 從 音 樂 開 始 ，

「最開始我作了一首歌曲 ，而當我在

聆聽它的時候 ，覺得它需要畫面 ，所

以就開始製作專屬的 MV，也用了一

些電影的片段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後來想到我其實可以作一些屬於自己

的東西（雖然可能是大錯特錯）。而這

就是我如何踏進動畫產業起因。」

任 職 過 影 視 界 各 項 工 作 ， J o r g e 

Corpi 本次擔任《Ellipsis》的導演兼

製作人 ，負責整部片的 CGI、音樂與

後期製作。在談到關於導演跟製作人

的職位的差異時 ，他提及本身一直都

十分著迷於製作與導演的工作 ，也總

是勇於嘗試及發現一些自身領域裡的

其他工作職位 ，並會將自己的創作多

樣化於各種傳播媒介 ，例如音樂 、電

影 、廣告。如此一來 ，更能讓這些媒

介彼此互相提升 ，他更強調：「我相信

當你知曉技術 、  語言跟表現形式時 ，

會比較容易傳達出你的想法。」而了

從其他領域到動畫產業

受訪者

Jorge Corpi
動畫導演

活躍於影視產業，涉足特效、動畫、音樂等眾

多領域，常以精緻的 3D 電腦動畫搭配上寫實

的特效創作。

mx.linkedin.com/in/jorgecorpi

潛入科幻世界
《Ellipsis》深入科技與人性

由資深 3D 設計師 Jorge Corpi 帶領的團隊所製作 ，這部精緻的 3D 動畫《Ellipsis》是一個以科技與人性

為主題的作品 ，故事軸心圍繞兩端相反勢力的機器人 ，為了保護星球的平衡而展開一場激烈的爭鬥。透過本次

幕後專訪 ，與 Jorge Corpi 聊聊故事背後的涵義。

InCG 精選動畫 － 潛入科幻世界《Ellipsis》深入科技與人性

文: 莊昀錚 | 圖: Jorge Corpi

解團隊中各個角色 ，對於導演與製作層

面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知道大腦如

何運作 ，例如骨架師的工作流程和調色

師就不會一樣 ，你可以在調色師 、音樂

作曲家跟 CG 創作者間找到相似之處。

你需要知道並了解整個過程。」

《Ellipsis》團隊

談到作品的製作過程 ，導演提到他當

時其實很想全職集中製作《Ellipsis》，但

在實際情況下 ，還是得把時間分配給正

職工作與短片 ，也曾因為工作而暫停製

作了一段時間。但最終仍幸運地得以繼

續製作 ，他更感觸地說：「像《Ellipsis》

這樣的專案感覺好像永遠做不完 ，但當

你一直不斷地製作時 ，你會發現那些無

眠的夜晚都是值得的。」而最終成品 ，

也是由導演 Jorge Corpi 帶領小型團隊共

同製作 ，其中包含提供動態捕捉技術的

VICON 公司 、提供動態捕捉與攝影測量

技術的 HGC Technologies，及渲染軟體

V-Ray 的開發商 Chaos Group 的協助。

《Ellipsis》的誕生

《Ellipsis》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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