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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創造 創造時代：5G 桃竹波（5G TaoChu POP）」 

數位基地媒合計畫 

111 年「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協拍計畫申請簡章 

一、 緣起 

桃竹雙城受經濟部工業局支持，推動文化科技垂直整合計畫「時代創造 創造時代：

5G 桃竹波 TaoChu POP 計畫」，並於桃園陽光劇場打造「桃園文化科技數位基地」，

依據《桃竹文化科技新願景產業白皮書》訂立之文化科技產業方向，桃園市政府

為推廣使用「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下稱攝影棚）成為新型態文化內容產製

基地，促進桃竹文化科技產業之內容與技術並進，有效利用公共資源，降低業者

製作成本，形塑桃園文化科技產業廊帶，委託執行單位必應創造有限公司，辦理

《111 年 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協拍計畫》，特訂定申請簡章（下稱本簡章），

輔導內容產製，擴散文化科技影響力。 

二、 申請條件 

（一） 申請本計畫者，計劃方向應結合 LED 虛擬攝影棚技術，並須結合桃竹文

化科技廊帶相關設施（如如美術館、水族館影城、商城等）進行行銷計

畫，且具備下列項目條件至少兩項者： 

1. 與 5G 文化科技相關者。 

2. 具市場潛力（須提計畫書相關說明），可開拓商業模式者。 

3. 與流行音樂、動漫遊戲、科技藝術或影視產業相關，可提出創新應用者，

並創造國內外行銷之機會。 

4. 為桃竹立案文化科技相關軟硬體廠商、觀光工廠、或桃竹文化科技廊帶

相關設施（如美術館、水族館影城、商城等）。 

5. 應用桃園市、新竹市相關內容或文化素材。 

6. 申請團隊曾使用相關技術，包含：遊戲引擎、即時影像追蹤攝影設備等

等，進行內容產製。 

（二） 申請資格： 

登記或立案之本國公司、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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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協拍服務內容 

（一） 本簡章所指「協拍」，係指由計畫執行團隊必應創造股份有限公司，以

開放申請方式，於執行團隊技術與成本可覆蓋範圍內（詳附件一「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技術規格條件），免費協助 2 名申請者各 1 案次（共

2 案次）之虛擬攝影棚內容拍攝產製。 

（二） 協助產製之硬體設施為桃園文化科技數位基地「LED次世代虛擬攝影棚」

（位於桃園陽光劇場，桃園市大園區領航北路四段 216 號 2 樓），包含攝

影棚、梳化間、道具存放區等。 

四、 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 Open Day 暨協拍計畫說明會 

（一） 為使申請者了解本案軟硬體設備與服務範圍，本案將辦理「LED 次世代

虛擬攝影棚 Open Day 暨協拍計畫說明會」，申請者應於會中針對虛擬攝

影系統之技術規格及拍攝內容創作方向、條件限制等進行諮詢。 

（二） 報名方式： 

1. 於「5G 文化科技創新論壇暨產業媒合會」現場繳交「LED 次世代虛擬

攝影棚 Open Day 暨協拍計畫說明會」報名單(如附件二)。 

2. 於桃園陽光劇場官方網站下載「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 Open Day 暨協

拍計畫說明會報名單」(如附件二)，填寫後 Email 至：

XR.digitbase@gmail.com（標題註明：「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 Open Day

暨協拍計畫說明會」報名單_單位名稱）。 

（三） 報名時間：111 年 4 月 26 日（二）至 5 月 6 日（五）。 

（四） 舉辦時間：預計於 111 年 5 月 8 日（日）至 5 月 20 日（五）間，擇日辦

理，正式日期將另行以 Email 及電話通知報名者。 

（五） 申請單位須參與「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 Open Day 暨協拍計畫說明會」，

並取得參加證明，始得申請本計畫。 

五、 協拍計畫執行期程 

（一） 申請期間：自「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 Open Day 暨協拍計畫說明會」辦

理完畢之日起至 111 年 6 月 2 日（四）止。 

（二） 執行期間：自正式公告申請結果次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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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協拍計畫申請方式 

（一） 紙本文件請於 111 年 6 月 2 日（含當日）前郵寄或親送至本案收件處（桃

園市大園區領航北路四段 216 號 「桃園文化科技數位基地」黃小姐收），

郵寄者以郵戳為憑、親送者以收發章為準，逾期不予受理。 

1. 申請文件信封正面請註明「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協拍計畫申請」。 

2. 申請文件除特別註記，否則不予退件。 

七、 協拍計畫申請應備文件 

（一） 填寫「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協拍計畫」申請書（如附件三）。 

（二） 拍攝計畫書 1 式 5 份，A4 雙面列印並膠裝成冊，並交付電子檔，計畫書

內容如下： 

1. 第一項之申請書 

2. 申請單位立案證明 

3. 「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 Open Day 暨協拍計畫說明會」參加證明 

4. 申請單位過往作品、製作實績資料 

5. 拍攝計畫詳述（含相關技術資料） 

6. 結合桃竹文化科技廊帶相關設施行銷計畫 

7. 拍攝計畫使用相關素材著作權取得證明 

八、 協拍計畫評選方式 

（一） 書面審查 

1. 由執行團隊初步審視申請文件，有闕漏者應於接到通知後 3 天內補正，

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全者，不予受理。 

2. 經執行團隊進行書面審查後，挑選 6 組團隊進入第二階段簡報審查。 

（二） 簡報審查 

1. 通過書面審查之團隊，應準備相關簡報，參與評選會議向委員進行說明，

以利執行團隊充分理解提案構想與執行細節。 

2. 簡報審查由全體委員評選出正取團隊 2 組，備取團隊 1 組。 

（詳次頁申請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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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協拍計畫評選基準 

（一） 評選小組：由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代表與執行團隊代表共同組

成，至少 3 人。 

（二） 評選基準： 

評審基準 

項次 審查項目 說明 比重 

1 技術與內容適切性 提出之計畫可適切應用

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之

技術 

40% 

2 行銷效應 除本案協助之技術與內容

部分外，申請團隊自身準備

之經費與桃竹文化科技廊

帶整合之行銷計畫，包含：

可能連結的國內外資源或

參展計畫等其他預期效應。 

30% 

3 計畫合理性 計畫主題是否與《桃竹文化

科技新願景產業白皮書》之

產業與願景相符合，計畫目

標、合理性、實施方法、執

行時程、經費編列、人力配

置之合理與完整性。 

20% 

4 計畫與桃竹關聯性 執行營運團隊相關實務經

驗、獲獎紀錄、團隊成員組

成之專業性等。 

10% 

 

十、 計畫執行 

（一） 正取團隊應與執行團隊簽約，並與執行團隊共同討論執行期程，於約定

時間內拍攝製作完畢，製作完畢後應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三）前交付執

行團隊全案成果報告（電子檔）。 

（二） 全案成果報告內容如下： 

1. 產製作品介紹。 

2. 作品流通平台、商業模式、預估產值等數據。 

3. 結合桃竹文化科技廊帶相關設施行銷計畫執行成果證明文件。 

 

十一、 附件 

附件一：「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技術規格條件 

附件二：「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 Open Day 暨協拍計畫說明會」報名單 

附件三：「LED 次世代虛擬攝影棚協拍計畫」申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