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參展辦法
一、前言
2019 年臺灣館由文化部主辦，台北書展基金會承辦，以「臺灣：故事之島」作為策展核心，整體展
示臺灣出版品的成果及特色，突顯臺灣出版產業自由開放、多元豐富的樣貌，並於法蘭克福展覽中
心 Hall4.0 與 Hall3.0 分設展位，積極推廣臺灣文化形象與國際版權，歡迎出版同業踴躍報名參加。

二、展期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三）至 20 日（日），為期五天。

三、臺灣館位置及大小
Hall4.0 臺灣館 160 平方公尺
Hall3.0 臺灣漫畫館 40 平方公尺

四、展覽規劃內容
Hall4.0 臺灣館
1. 推薦文學作家：重點展示臺灣文學作家的作品。
2. 臺灣精選：
(1) 「臺灣：故事之島」主題書區：此區將精選展示 2018-2019 年出版，呈現臺灣文化之出版品，
並廣納歷史、飲食、地理、人文、建築、藝術、文學、旅遊等各類型圖書，形式包含文字書、攝
影集、圖文書、繪本等。
(2) 精選新鮮書區：本區將精選 2018-2019 出版優異的文學小說、生活風格、歷史、設計、藝術等
以及具有國際行銷力的臺灣童書以及繪本。
(3)得獎書：此區將展示 2018-2019 曾獲金鼎獎、書展大獎、Openbook 好書獎及國際獎項的臺灣
原創好書。
3. Books From Taiwan：展示入選文化部「臺灣版權國際行銷計畫」的圖書、試譯本及專刊。
4. 已授權圖書：本區將展示 2018-2019 臺灣已售出其他語種版權的各類出版品，以期推廣、吸引並
開發潛在版權語種市場。
5. 多媒體出版品：展出 2018-2019 臺灣豐富多元的數位發展出版品。
6. 出版社專區：法蘭克福展覽中心 4.0 館設置出版社專屬出版品展示區以及版權洽談空間。
Hall3.0 臺灣漫畫館
1. 推薦漫畫家：重點展示推薦漫畫家的圖像與出版品。
2. 臺灣精選：
(1)漫畫新鮮書：此區將展示並推廣 2018-2019 最新出版的臺灣漫畫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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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得獎書：此區將展示 2018-2019 曾獲金鼎獎、金漫獎及漫畫類國際獎項的臺灣原創好書。
3. Books From Taiwan：展示入選文化部「臺灣版權國際行銷計畫」的漫畫類圖書、試譯本等。
4. 多媒體區：展示臺灣漫畫類數位出產品。
5. 已授權漫畫圖書：本區將展示 2018-2019 臺灣已售出其他語種版權的漫畫出版品，以期推廣、吸
引並開發潛在版權語種市場。
6. 漫畫出版社專區：法蘭克福展覽中心 3.0 館設置漫畫出版社專屬展示區以及版權洽談空間。

五、開放報名項目及報名方式
(一)臺灣館版權人員參展補助計畫
為強化臺灣原創出版品暨相關數位出版品於德國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展出期間實質的版權交易機
會，本計畫開放國內出版社版權、編輯與版權代理公司專業人員報名申請補助，以期有效促進臺灣
館內版權交易成效。
◎補助對象：版權專業人員、編輯、漫畫版權專業人員或譯者。
1.權利義務：
本補助計畫至多補助每人金額新臺幣 40,000 元整（含稅）。受補助者必須達成以下事項：
(1)
(2)
(3)
(4)
(5)

展期必須在臺灣館內安排至少 6 場版權會議。
展期必須參加本會安排與其他國家版權交流專業活動。
展後必須繳交書面參展活動報告。
展後必須接受文化部定期版權成果追蹤。
展後必須參加本會舉辦之參展心得分享活動。

2.申請作業
補助申請於 2019 年 6 月 25 日（二）截止
(1)請至 https://www.surveycake.com/s/ONO0Q 填寫報名資料並上傳申請文件。
(2)上傳申請文件，請以 Word 格式填寫，檢附下列資料以供審核：
─申請者簡歷：
- 個人中文簡介 300 字內、英文簡介 150 字內，包含專業背景及相關版權事務經歷
- 公司英文簡介 150 字內
─2019 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展期間版權推廣計畫書
- A4 格式、2 頁為限
- 內容包含推薦出版品、推廣版權計畫及預計安排會議對象或其他創意發想等
(3) 寄送『報名確認單』用印正本至本會（格式下載）。
3.文化部核定
申請截止後，本會將依據申請人專業背景與經歷，彙整相關版權推廣計畫遞送文化部核定補助名
單。另行通知文化部核定名單，展後並協助辦理後續撥款事宜。
4.結案
法蘭克福書展結束返臺後，接受本項補助者必須於 2019 年 10 月 30 日(三)前向本會繳交以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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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 Word 格式書寫參展活動報告，內容必須包含：
─參展觀察心得及建議
─文字說明及 6 張會議照片
─參展成效需填表格如下：
版權洽談會議次數
本次書展推廣自製書/產品數量
本次書展最有希望銷售版權書目
近 3 年已銷售他種語言自製書/產品數量
近 3 年已銷售他種語言自製書/產品書目

(請填數字)
(請填數字)
(請填書名或產品名)
(請填數字)
(請填書名或產品名)

*請標註書目、銷售語言別、售出年份

*請標註書目、銷售語言別、售出年份

(2) 請款發票以及轉帳資訊

(二)臺灣館展區報名
1. 報名「Hall4.0 臺灣館出版社專區」、「Hall3.0 臺灣漫畫館出版社專區」
報名說明：需付費
1. 出版社專區每一展示單位收費新臺幣 25,000 元整（含稅）
。

繳交資料
2019 年 6 月 25 日前務請繳交以下文件:

費用包括書籍去程 20 本運輸、櫃位裝潢、展館內服務、臺灣 1. 「出版社專區」參展報名表：
館版權推介手冊專節介紹公司及 10 本出版品、協助公司資訊

請填寫線上報名表：

登錄於法蘭克福書展參展者目錄。

https://www.surveycake.com/s/Pv30m

每單位陳列至多 20 本以內推薦具有國際市場銷售實力的書 2. 匯款單據影本：請 email 或傳真寄送。
籍。另請附上版權聯絡人名片 1 盒及至多 30 份以內目錄/DM 3. 出版社英文簡介表：請依照報名表規定
填寫後上傳至報名頁面。
文宣品，超量展書或文宣品必須自行攜帶或是另付運費。
2. 請依建議格式於書本扉頁貼上英文書名、書籍簡介及版權聯
繫資料(格式請於 www.tibe.org.tw 下載)。

4. 參展圖書資料表：
excel 檔上傳報名頁面

3. 數位出版品不限本數，必須自備展示用軟硬體、網路設備及防 5. 書封圖檔(請上傳至報名頁面，供印製
版權推廣手冊用。規格:350 dpi 以上之 JPG
盜設備。
或 TIFF 檔，或大於 2MB 的 JPG 檔；請以

※ 符合資格之報名者，以申請 2 個展示單位為上限，請依需求
填寫單位數量，本會將依整體報名狀況，核定可提供的數量。

英文書名作為各個書封面的檔名)
6. 公司 LOGO AI 檔上傳報名頁面
7. 符合參展資格之證明文件影本 (郵寄)
【*已參加本會承辦的國際書展臺灣館
或台北國際書展者免附證明】
8. 參展出版品授權書用印正本 (郵寄)
9. 參展書籍：裝箱寄達，每書 1 冊 (郵寄)。
請於扉頁黏貼書籍英文簡介及版權聯絡
人資訊。*寄交展品請勿含光碟。
※上述資料格式歡迎至 www.tibe.org.tw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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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臺灣館版權推廣手冊》:
報名「出版社專區」請自行推薦參展書單中 10 本書目（如未特別標示，本會將選擇報名參展書單中前 10
本），本會將編輯刊印於《臺灣館版權推廣手冊》重點宣傳。
1.

請於 www.tibe.org.tw 下載參展書籍資料表填寫此 10 本推薦書目，並提供每本書目各 50 字內英文
簡介（套書視同 1 本，請整套介紹）
，若超過字數，本會將因編輯需要予以刪修。

2.

本會保留文宣品資料編輯權利。

【*註二】參展資格認定
1. 圖書出版業者：營利事業登記證的營業項目登記有「圖書出版」的出版業者
2. 非營利事業機構：發行出版品的政府機構、學術機構或財團法人
3. 數位出版相關業者
4. 以生產兒童周邊產品和 OEM 為主的出版社
以往曾參加台北國際書展、海外書展臺灣館的出版社，毋須檢附以上認證文件。

2. 報名「主題書區徵選書籍」
報名主題書區說明：不需付費，採徵選方式

報名須繳交資料

1. 臺灣精選-臺灣故事之島主題

1. 參展報名表：請填寫線上報名表

本區徵求 2018-2019 出版以臺灣為主題的跨類別好書，包括

https://www.surveycake.com/s/Pv30m

人文歷史、社會議題、文學藝術、自然生態等題材、能夠吸 2. 參展圖書資料表
引國際專業人士認識臺灣出版多元樣貌的出版品。
excel 檔請上傳至報名頁面。
2. 新鮮書
3. 書封圖檔：請上傳至報名頁面，供印製版
本區徵選 2018-2019 出版的文學小說、生活風格、歷史、設
權推廣手冊使用。規格:350 dpi 以上之
計、藝術等出版品。

3. 童書、漫畫及圖像書
本區徵求 2018-2019 最新出版的臺灣童書、漫畫與圖像小說
出版品。

4. 已授權圖書區
本區徵求 2018-2019 已售出其他語種版權的各類出版品。

JPG 或 TIFF 檔，或大於 2MB 的 JPG 檔；
為便利作業，請以英文書名作為各個書
封面的檔名
4. 參展出版品授權書用印正本 (郵寄)
5. 報名圖書各 1 本。(郵寄) 請於書籍扉頁
黏貼書籍英文簡介及版權聯絡人資訊。

*報名本區，請於書籍扉頁英文簡介加註已授權國別及語 ※單一出版社總報名本數至多 10 本；每本
種，並建議附上他國語版的展示樣書。
書只能擇一書區報名，不得重複跨區報名。

5. 多媒體出版品展示區

※上述資料格式歡迎 www.tibe.org.tw 下載。

本區徵求 2018-2019 年臺灣原創、包括數位漫畫等各類數位
發展出版品。
*報名本區，請提供 Windows、Android、iOS 皆相容格式之電
子出版品，並 email 提供下載或瀏覽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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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時程
日期

項目

2019 年 6 月 25 日

「版權人員參展補助計畫」報名截止
請至線上填寫報名表：https://www.surveycake.com/s/ONO0Q，並上傳申請者簡
歷、英文公司簡介、版權推廣計畫書，寄送『報名確認單』用印正本至本會。
「出版社專區」報名截止
1. 線上填寫報名表：https://www.surveycake.com/s/Pv30m；參展書籍資料表、公
司英文簡介以及書封圖檔等電子資料請上傳至報名頁面
2. 請完成匯款、寄送展示用書（請於書籍扉頁黏貼英文資料表）、版權聯絡名片、
文宣品、著作權授權書用印正本至本會。
「主題書區徵選書籍」報名截止
1. 線上填寫報名表及上傳書籍資料表 https://www.surveycake.com/s/Pv30m。
2. 請寄送報名展示用書（請黏貼書籍扉頁英文資料表）、著作權授權書用印正本。

2019 年 7 月上旬

網路陸續公告各區展示書單

*本參展辦法、出版社簡介、著作權授權書格式、報名確認單及書籍資料 excel 表等資料，歡迎至
www.tibe.org.tw 下載。未入選作品，恕不另行通知，請密切關注本會網站公布資訊，並於 2019 年 8 月 2 日前
以 Email 或電話約定日期派員領回書籍。若未如期領回，本會將代為捐贈相關機構。

七、其他服務
項目

說明

書籍託運

請將自行付費的託運展品包裝完備，於 2019 年 8

本會提供空運託運書籍至法蘭克福書展展場服

月 30 日（五）前寄達台北書展基金會。

務，費用：（未含 5%營業稅）

(*寄交展品請勿包括含光碟，以免海關退件)

重量 KG

<50

51~100 101~150 151~200

價格 NTD

6,000

12,000

18,000

24,000

*適用於欲運送超過 20 本書籍，或欲展示多於兩冊

聯絡：孫巧文 (02) 2767-1268 #105
sun@taipeibookfair.org

書籍之套書者
*以上費用不含 CIF 稅額（申報展品價值總額 29%）

籌 組 臺灣參訪 團 ： 本會預定與尚洋旅行社合

詳細行程將由尚洋旅行社規劃，相關資料後於書

作，籌辦「2019 法蘭克福書展臺灣團」

展基金會網站公佈。聯絡：郝少柏 02-2508-3660

八、參展書籍、展品及資料遞送方式
1. 郵寄或快遞
請於指定時間內，將參與評選的圖書和相關書面資料寄送至
110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80 號 10 樓
台北書展基金會
2019 德國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 孫巧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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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匯款資訊
戶名：財團法人臺北書展基金會 匯入銀行：永豐商業銀行．營業部分行
匯入帳號：311000＋參展單位統一編號（需與報名表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同）
3. 聯絡窗口
 報名主題書區/出版社專區：孫巧文
Tel: (02)2767-1268 #105; Email: sun@taipeibookfair.org; Fax: 02-2767-2808


報名版權參展補助：劉潔妃

Tel: (02)2767-1268 #103; Email: amanda@taipeibookfair.org

九、著作權授權
報名 2019 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之參展出版社或創作者，亦即同意將其參展作品（著作）之各項著作
財產權，授權本會於「2019 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編印文宣品、網路及媒體宣傳以及展場佈置輸出
等相關推廣之用途，並簽訂相關著作權授權書。展品除事先約定並同意自行負擔回運費用，展後所
有書籍，如出版社或創作者未自行處理，均同意本會統一捐贈相關圖書推廣單位。

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保留修正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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