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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終, 協會感謝會員們的支持,
請踴躍參加協會尾牙宴會小聚

111 年第㇐哩路第㇐期動畫推薦
協會明年的第㇐哩路, 預定徵件及評選日期
今年已經到了最後, 明年 111 年的第㇐哩路推薦案, 預計還有 13 案會在 111 年度做推薦, 總共分成
二期的提案大會舉行. 預計於 111 年的 3 月及 9 月採實體方式進行, 請各位會員繼續的支持與參與,
謝謝大家.
111 年度的第㇐期, 預定的徵件日期是 3/18-3/25, 評選日期是 4/1. 本次總共預計推選出 7 件提案
作品, 推薦給文策院. 讓會員公司能有充足的前製開發金, 能夠完成他們的前導樣片.
請大家繼續準備明年度的投案, 請大家盡快著手準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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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明年度的安錫影展報名日期 2/8
提醒會員們手上的開發中案件, 可以考慮報名動畫安錫影展
文策院為支持推進我國邁向國際市場，吸引更多國際買家及投資合製機會。雖受疫情影響，
2020 年起以線上虛擬台灣館的形式參展迄今，但文化內容策進院仍以線上展會與推介會的形式協
助業者參展，持續向國際展現台灣動畫作品與技術的豐沛能量。
2022 年安錫國際動畫影展與市場展將於 6 月 13 日至 18 日於法國安錫（Annecy）舉辦實體與線
上的的影展及市場展活動。文策院也將持續協助業者參與並行銷台灣作品，促進產業發展。
參加資格：
提交條件


只有開發中（in development）且能夠面對市場的企劃能夠加入提案；只有腳本的企劃不
予接受。



企劃須由創作人上網提交，且不論拍攝手法（最少百分之五十須為動畫）、目標觀眾、類
型，及作者的年紀與國籍皆須符合參展資格規定。



提交檔案須為英文。



每人／團隊同類型的企劃不得提交兩份（不含）以上。
播映授權



參加提案即同意影展主辦方免費再製、播映提案所提供的影音素材如預告片與前導短片等。

提案相關文件請逕自至「Mifa 線上報名系統」填寫 ，提案皆為免費線上報名：


短片提案：https://tinyurl.com/2h36nyrh



⾧片提案：https://tinyurl.com/trtzvzwx



電視劇集與特殊企劃提案：https://tinyurl.com/4knz9swr



數位體驗企劃提案：https://tinyurl.com/wk5m2xsh
收件截止日：2022 年 2 月 8 日（二）23：59 （中歐標準時區 GMT+1）截止收件。
詳情的網址連結: https://taicca.tw/article/fd8aea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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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於 1/7, 特設尾牙宴
請各位會員踴躍參加, 協會先祝會員們新春愉快
又值歲末年終之際，在這感恩的季節裡，由衷感謝各位會員㇐年來的支持，讓協會更有信心迎接新的㇐
年。為答謝您的熱情支持，並希望各位會員可以交流溝通，增進彼此情誼，謹訂於【111 年 1 月 7 日
（星期五）下午 6 點 00 分】舉辦尾牙宴，敬邀各位會員及貴賓蒞臨。

在本年度的最後, 也先祝各位會員事事順利, 闔家安康, 金銀滿庫.
謝謝各位會員本年度的支持. 也請來年繼續您對協會的支持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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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國外市場今年的大事總結
國際動畫大事總結
這是又㇐個瘋狂的㇐年。隨著家庭繼續嘗試應對流行病的生活，出現了新的內容和消費品趨
勢，而兒童行業在解決問題方面變得更具創造力。在這個由三部分組成的系列中，探索了今年
最重要的㇐些故事，此篇的重點著眼於 2021 年兒童電視領域最重要的新聞。

新主人抓住 Moonbug
據彭博社報導，迪士尼前高管凱文·梅耶 (Kevin Mayer) 和湯姆·斯塔格斯 (Kevin Mayer) 和湯姆·
斯塔格斯 (Tom Staggs) 通過私募股權公司 Blackstone 支持的未具名媒體公司收購了
Moonbug Entertainment，據彭博社報導，該交易價值 30 億美元。 Moonbug（通過自己的
收購戰略）擁有市場上㇐些最大的數字優先兒童品牌，包括 CoComelon、Blippi 和 Little
Baby Bum。該公司於 2018 年成立，迅速籌集了 1.45 億美元的融資，並著手構建超過 550 小
時的內容目錄，包括 Go Buster、Mia's Magic Playground、Supa Strikas、ARPO 和 The
Sharksons。
在 YouTube 上積累了大量觀眾後，Moonbug 將重點轉移到建立數字以外的分銷業務，與 BBC
iPlayer 和騰訊等廣播公司簽訂協議。 Netflix 於 7 月訂購了基於 Moonbug 旗艦 CoComelon
品牌的新學前節目和特別節目。
此次收購是 Mayer 和 Staggs 的第二筆重大交易，他們在今年早些時候收購了 Reese
Witherspoon 的媒體企業 Hello Sunshine。此 Hello Sunshine 頻道有兒少和家庭節目部門，
由前尼克國際兒童頻道執行官克萊爾·柯利領導。
Discovery 和 WarnerMedia 尋求合併
在㇐筆高達 430 億美元的交易中，WarnerMedia 和 Discovery 承諾合併他們的股份，以創建
㇐家能夠與 Disney+ 和 Netflix 等公司競爭的獨立公司。此次合併整合了跨越 100 多個品牌的
超過 200,000 小時的內容。它創建的公司預計到 2023 年將產生 520 億美元的收入。新組織還
將通過削減成本以消除直接重疊而節省約 30 億美元。這筆錢將用於更多原創內容，並為代表性
不足的故事講述者創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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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關閉線性頻道
整個 2021 年，迪士尼㇐直在關閉其國際電視網，以便在東南亞和歐洲國家為迪士尼+讓路。
兒童們最近遠離線性電視轉而使用串流媒體，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事實上，根據
KidsKnowBest 的數據，英國 3 歲及以下的孩子最近表示，Netflix、Disney+ 和 YouTube 是
他們最喜歡觀看內容的地方。據研究公司稱，迪士尼關閉頻道等舉措可能有助於加速許多家庭
從線性到串流媒體的轉變。
但其他企業正在介入以填補這㇐空白。印度生產商 Toonz 決定成立㇐個專注於推出線性頻道的
部門，其動機是迪士尼關閉其頻道，並且因為它看到了對兒童可以隨時觀看的精選內容的需
求。
Cartoon Network 嘗試新內容
在以 6 到 11 歲的男孩為目標受眾近三年之後，Cartoon Network 今年擴大了業務，首次為學
齡前兒童、女孩和家庭製作和獲取內容。華納媒體全球兒童、年輕人和經典節目總裁湯姆·阿斯
海姆 (Tom Ascheim) 表示，兒童網的目標是擴大其受眾並成為兒童領域的更大參與者。
該頻道對學齡前、真人秀和家庭傾向的節目需求為許多兒童內容公司創造了新的機會，學齡前
區段的 Cartoonito 很快就對很多內容開啟工作並挑選內容。它訂購了包括 Dylan 在內的新作
品，這是㇐部來自加拿大 9 Story Media Group 和 CBC 的 CG 動畫喜劇；華納兄弟動畫公司的
蝙蝠輪和小艾倫。它還為 Bing、Odo 和 Pocoyo 等節目簽署了收購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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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扮演守門人角色
去年 11 月，YouTube 開始將超出其品量標準的兒童和家庭內容貨幣化，為仍想在該平台上賺
錢的兒童內容制定了指導方針。新政策要求兒童內容提倡以下㇐個或多個概念：做㇐個好人、
創造力、玩耍、學習、現實世界的問題以及多樣性和包容性。
這是㇐個廣泛的主題保護傘，但沒有入選的影片不會出現在 YouTube 推薦中；將從 YouTube
Kids 中刪除；並且還可能被取消貨幣化並被踢出 YouTube 合作夥伴計劃。這㇐變化可能會對
依賴平台獲取收入的生產商產生重大影響。
自 FTC 在 2019 年對其處以 1.7 億美元的罰款以來，YouTube ㇐直在努力為兒童提供更安全的
政策，這㇐轉變是其持續努力的㇐部分。由此產生的變化之㇐是個性化廣告無法與兒童內容㇐
起出現，這影響了公司的收入包括 WildBrain Spark 和 Jetpack，以及許多其他使用 AVOD 的
兒童內容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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