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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lm Education Institute(TFEI) Monthly Report 

●第二期 好萊塢電影攝

影工作坊 開始報名 請早

行動 

http://www.tfei.org.tw/?p

=10006 

 
●好萊塢式電影編劇初階

班 開始早鳥登記 2/5 前

名額有限 

http://www.tfei.org.tw/?p

=9975 

 
●OTT 娛樂影音平台新媒

體之發展趨勢 

https://www.storm.mg/lif

estyle/3326001 

 
●疫情重擊好萊塢：華

納、迪士尼大舉擁抱串

流，電影院生態再也回不

去了？ 

https://www.thenewslens.

com/article/144573 

●影響影評網 

http://www.filmcriticlog.c

om/ 

 

理事長 施育霖 Frank 

病毒肆虐是電影公司很喜歡發揮的電影題材，可發展成末日電影、殭

屍電影、生化戰爭、病毒下的愛情、親情、乃至於背叛、復仇，甚至是喜

劇、悲劇、恐怖驚悚電影，皆可發揮。台灣因疫情的關係，電影景氣跌到

谷底，強片紛紛延後或停拍，造成戲院收入大減或關門。國外的製片商拍

片也因疫情受阻，如阿湯哥因病毒飆罵劇組，也可看出現實面的緊張。但

台灣因處理疫情得當，竟反而成了拍片天堂。已經有好幾組國外的拍攝團

隊，跑到台灣拍片躲避疫情。我們身在抗疫有成的台灣，創作者的拍片夢

想，此時正給了我們希望，讓我們看到了 2021年的電影曙光。 

跨年前幾天參加了某電影公司的作品發表會，感覺這是一家很有創意

與前景的公司，其開發的作品有深度、也深知大眾口味，我相信他們能給

台灣電影注入一股活水。其注入台灣元素，結合國外經驗，感動台灣人的

心將就此展開。而從事電影的每一個工作者都是抗疫英雄，尤其是法務工

作，必須讓電影百毒不侵，尤其應注意幾點：讓老闆的版權有保障、可以

賺的到錢；簽約後合約能夠順利進行，若萬一有狀況，也要能夠順利退場。 

再舉例來說，電影與音樂的結合，必須簽訂重製權、「全球」公開上

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演出等的權利，合約大都會盡其所能的列

舉各式載體，為了讓老闆們能夠理解避免生澀條文，但也要想到若發生訴

訟時的保障。另一方面，避免與音樂集體管理協會的衝突，畢竟國內業者、

學者、政府、及司法單位對著作權法的「公開播送」與「公開傳輸」的見

解分歧。實務上，有線電視的「網路傳輸」，已被主管機關列為「公開播

送」，紊亂了網路傳輸的法律體系，也挑戰了電影公司各部門的職掌業務，

甚至連司法機關都有不同看法。所以避免合約「染毒」將是電影法務的抗

疫工作。 

面對疫情，電視將成為電影的未來主力，用 OTT在家抗疫；若抗疫成

功，戲院才有復甦的希望。而電影工作者的抗疫情操，絕不會因病毒而停

擺，在這個世代裡，2021年的電影疫苗早已開打，創作者將是這個電影世

界裡的救世主！我的電影法務工作只是這個過程的協助者，不斷創新創作

才能拯救這個世界，願電影之魂永遠與你同在！ 

 

● 國外訊息 
https://www.hollywoodrepor

ter.com/ 

https://www.netflix.com/tw

/browse/genre/34399 

https://www.boxofficemojo.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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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03 日，臺灣首座杜比影院（Dolby 

Cinema）在桃園新光影城盛大揭幕，杜比視界（Dolby 

Vision）4K 雙雷射 HDR 畫面，配合杜比全景聲（Dolby 

Atmos）沈浸式震撼音效，獲得紅點創新的影廳設

計，322 個座位不管你坐在哪裡，都能獲得身臨其

境的震撼觀影效果，只要 400 元就能享受到備受好

萊塢知名導演和幕後團隊青睞的前衛觀影體驗。 

杜比高科技的視聽技術，深受好萊塢許多製片大廠

的青睞，不論是 2019 年全球票房排名前十名的電

影，或者 2020 年高達 11 部奧斯卡獲獎電影全部採

用杜比視界、杜比全景聲格式製作發行。杜比影院

特有的杜比視界 4K 雙雷射 HDR 放映系統擁有亮

度、對比度和色彩三大核心優勢。在放映 3D 畫面

時，畫面峰值亮度可以達到 14FL，與 2D 標準放映

亮度（14FL）相當。杜比視界 HDR 的對比度高達 100

萬:1，相當於一般影院的 500 倍，好處是在讓畫面

呈現高亮度的同時，還能表現出更深邃的暗部，帶

來更豐富的明暗細節。此外，無與倫比的顏色空間

遠超 DCI P3 標準色域範圍，支持超高清國際標準

Rec.2020 色域，可以呈現更多以往從未在大銀幕上

出現過的鮮明色彩，更接近人眼所見的真實世界。 

杜比全景聲沈浸式音效系統，打破了傳統的聲道概

念，可以在三維空間內準確放置和移動聲音元素，

靈動音效縈繞在觀眾周圍，甚至頭頂上方，讓聲音

飽滿清晰、生動真實、細緻入微、精彩紛呈，讓觀

眾可以更加自然地「置身」在電影的情境之中。 

再搭配獨具匠心的影廳設計，與眾不同的包圍感與

震撼力，使觀影者如進入電影世界當中，縱情徜徉

於原汁原味的故事情節，獲得極致的視聽享受。 

新冠狀病毒推動的數位化浪潮，令電影院成

為感染的高危區域，各個作品的播出檔期也

都因此暫緩，研究公司 Comscore 的資料指

出，今年美國電影門票銷售額下滑了 78%至

22 億美元。全美電影院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Owners）主席預估，多

達 70%中小型電影院可能在 2020 年底前破

產。 

繼今年迪士尼 2020 年 9 月在 Disney+上播出

《花木蘭》後，華納兄弟也宣佈了 2021 年

全部院線片登上串流平台的重大決策。2021

年上映的電影，都將於 HBO Max 同步播出。

HBO Max 是華納媒體 2020 年 5 月推出的串

流平台，月費 14.99 美元。依照官方資料，

截至 9 月底訂戶數達到 2,870 萬人，雖然超

過一半是訂閱 HBO 頻道連帶取得，實際啟用

HBO Max 的人數僅 1,270 萬人。 

按照傳統模式，片商每部電影會給予戲院 90

天的上映檔期，之後才會上架網路平台，但

隨著肺炎來襲，這項不成文規定開始受到顛

覆，環球影業就與電影院協議將獨占期間從

90 天縮減至最短 17 天。 

在華納兄弟公佈明年電影同步登上串流平

台的消息後，美國最大連鎖電影院 AMC 股價

大跌近 16%。 



 台灣最高電影票房(2020) 

排名 片名 銷售金額 銷售票數 產地 

1 《鬼滅之刃劇場版 無限列車篇》 $600,021,000   日本 

2 《屍速列車：感染半島》 $356,348,484 1,434,527  韓國 

3 《TENET天能》 $349,381,919 1,382,550  美國 

4 《神力女超人 1984》 $226,105,000   美國 

5 《孤味》 $188,029,000   臺灣 

6 《絕地戰警 FOR LIFE》 $136,881,045 574,657  美國 

7 《猛禽小隊：小丑女大解放》 $112,521,772 472,279  美國 

8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103,099,000   臺灣 

9 《魔物獵人》 $98,546,000   美國 

10 《天劫倒數》 $87,611,727 366,897  美國 

台灣電影列表 

排名 片名 銷售金額 銷售票數 產地 

1 《孤味》 $188,029,000   臺灣 

2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103,099,000   臺灣 

3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79,187,169 341,015  臺灣 

4 《馗降：粽邪 2》 $72,140,035 318,805  臺灣 

5 《女鬼橋》 $58,119,430 253,481  臺灣 

6 《無聲》 $49,894,575   臺灣 

7 《打噴嚏》 $47,074,458 204,914  臺灣 

8 《怪胎》 $45,112,771 194,956  臺灣 

9 《同學麥娜絲》 $44,147,000   臺灣 

10 《親愛的房客》 $38,279,000   臺灣 

動畫電影 

排名 片名 銷售金額 銷售票數 產地 

1 《鬼滅之刃劇場版 無限列車篇》 $600,021,000   日本 

2 
《角落小夥伴電影版：魔法繪本裡

的新朋友》 
$80,181,736 343,363  日本 

3 《½ 的魔法》 $63,218,919 274,712  美國 

4 《變身特務》 $41,440,597 181,947  美國 

5 《大雄的新恐龍》 $37,190,710 158,454  日本 

6 《紫羅蘭永恆花園電影版》 $27,056,110 108,706  日本 

7 《數碼寶貝 Last Evolution 絆》 $26,093,972 102,448  日本 

8 
《Fate/stay night [Heaven's Feel] 

III.春櫻之歌》 
$25,335,244 91,999  日本 

9 《名偵探柯南：紅之校外旅行》 $24,519,000   日本 

10 《整容液》 $16,322,971 68,214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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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吉砥加電影公司最近在台北的威秀

舉辦了一個大型的行銷發表會，公司

是由熱愛音樂與影視創作的麻吉大哥

黃立成在 12018 年創立，這次行銷發

表會聲勢浩大，占滿了整個威秀的大

放映廳，中間也公告了未來電影公司

準備工作的項目，有九把刀的「月老」

「功夫」「狼嚎」，以及楊力州的紀

錄片「怪胎系列」「哥兒哥」（劇情

長片），另外也有未來三年的開發計

劃，有電視劇集「超惡意財神」、「醫

學系在幹嘛！」、「最後的再見」、

以及電影「在世界末日裡」，「你是

諾亞方舟」、「轉學生」、「最後的

再見」等等，是相當具有魄力的大未

來規劃，預計在電影產業裡將產生極

大的漣漪效應。 

                          

原定明年 2 月揭幕的柏林影展決定分 2 階段舉行，開始是 3 月針對業界的市場展，而觀眾得等到明

年夏天才能看到參賽片。柏林影展主辦單位 12 月 18 日宣布，明年第 71 屆影展市場展等針對業界

的活動將改在線上舉行，競賽、世界電影大觀等單元的片單將在明年 2 月公布，3 月並進行評審和

宣布得獎名單。 

柏林影展負責行政的主席瑞森比克（Mariette Rissenbeek）表示，目前情況不允許在明年 2 月舉行

影展，但另一方面有必要在明年第一季讓業界人士有交易機會。瑞森比克強調，這樣的調整既能確

保參展人士的健康，也能協助業界重新出發，並在夏天與柏林的觀眾一起享受渴望已久的電影和文

化。每年定期在 2 月前後舉行的柏林影展與法國坎城影展、義大利威尼斯影展並列為歐洲最重要影

展，柏林影展並以觀眾人數特別多而聞名。 

德國入冬以來疫情趨於嚴重，政府下令販售非民生必需物資的商店與髮廊自 16 日起歇業，各級學

校停課，德國是病例數第 12 高的國家，累計確診人數約 147 萬，單日新增超過 3 萬 1000 例，12

月 19 日累計死亡病例約 2 萬 6000 個。 

 



 

 

 

 

 

 

 

學會 TFEI 強調電影專業的『知行合一｜團隊合作』，

以培育產業菁英，及提升台灣電影質量為責任。 

學會下之台灣電影學院 TFI 經經濟部核准名稱，以

好萊塢電影教學方式及教材，比照美國 AFI 美國電

影學院，從故事的構思開始的企劃到拍攝、剪接、

密集的實作與挑戰，打造菁英團隊的電影合作模

式，2021 年開設專業工作坊，接受有志於電影產業

的社會人士及學校學生，以小組方式合作學習，知

行合一，「做中學、學中做」的方式，開設如下課

程：商業電影編劇工作坊、紀錄片工作坊 （製作參

加比賽的紀錄片）、好萊塢製片/攝影/剪接工作坊，

及好萊塢短片工作坊 （三個月專業訓練製作參加比

賽或海外求學申請的劇情短片）。 

歡迎有興趣的各界人士密切注意學會官網

www.tfei.org.tw. 或電話查詢 097-097-8050 

⼀

 

http://www.tfei.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