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產業課程文字紀錄(3)  

 

如何讓你完成的案子在國際曝光？ 

── 影展、國際銷售、製片觀點  

Driving your film project at international circuits?  

1、festivals ; 2、sales ; 3、producers perspective over circuits  

 

課程時間：2017 年 7 月 5 日 16:00-18:00  

 

主持人： 

Guillaume MAINGUET（法國南特三洲影展 南方製造工作坊統籌） 

 

講者： 

Claire LAJOUMARD （製片，法國－Acrobates Films） 

Thomas PIBAROT （影片採購、國際銷售與發行，法國－Le Pacte） 

Jérôme BARON（藝術暨行政總監，南特三洲影展） 

吳蕙君 June WU（國際銷售，台灣－光在影像 Ablaze Image） 

王琮 Vincent WANG （製片，台灣、法國－House on Fire） 

 

主持人：今天最後一場論壇，我們請到國際電影產業的不同角色人物，試圖用混

和座談的方式，從影片製作、製作策略、國際銷售、影展等不同端，了解每部影

片完成之後的各種可能。 

 

我們從製片開始談，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分別請教王琮與 Claire，

你們怎麼定義製作策略，一部發展到一半的影片，你們如何去制定影片的製作策

略呢？ 

 

王琮：策略規劃在影片製作上是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製片最主要的工作是找到影



片資金，完成籌資。資金來自世界各地，有地方政府補助，發行補助，也有國際

銷售的私人資金，要如何讓導演的劇本在這麼多競爭激烈的國際平台中曝光，就

成為非常重要的事，這對年輕導演來說尤其重要，所以我們必須要思考劇本和導

演的經歷適合哪些平台和基金，才會對這個案子有幫助。整個策略可能會很漫長，

以歐洲而言，如果我合作的導演是在國際上還沒有重要短片作品的年輕導演，我

可能建議他去柏林影展新銳營（Berlinale Talents Campus）、盧卡諾影展學院

（Locarno Acadamy）等，讓他產生創作上的刺激，或者學習如何在國際上表

達他的創作理念，在國際舞台上被檢驗，這都是很難得的經驗。我們也必須要去

尋找世界各地的可能資金，也必須找到不同地方聯合製作或國際行銷的合作夥伴，

充分利用世界上的各電影平台幫助電影被看到。當導演在進行劇本創作與發展的

階段，製片同時對於發行策略做全盤性的思考，如何讓這個導演的這個項目被人

看見、看重，等到劇本完成，大家也對這個案子熟悉了。 

 

主持人：Claire，請稍微談談王琮講到的平台功能與運作方式，以及在這些平台上可以遇到

哪些人？ 

 

Claire：世界上很多地區都有此類平台，有的平台較有名望，例如坎城影展電影

基金會（Cinefoundation），有的較有針對性，針對類型或地區，例如香港亞洲

電影投資會（HAF）。我會說這是所有案子在進行到籌資之前遇到的第一個比賽，

來自世界各地的片子何其之多，若被選中，就已意味片子可以繼續進行下去。最

主要的平台有柏林影展、鹿特丹影展、盧卡諾影展…….等。去參加這些平台，你

必須要準備好素材，例如劇情大綱、導演簡述、以往作品，並且做出好的提案，

在幾百件案子中脫穎而出。被選中之後，有一些對片子有利的幫助：首先你可以

看到是誰對案子感興趣，哪些國家、哪些公司，這是第一個反饋。接著你會碰到

人們對你作品的回饋，對案子提出你沒預料過的問題，這對導演和製片來說，也

是個很好的訓練。你們可以了解案子的哪些部分行得通，哪些不行。第三點是建

立連結。認識人就是建立人際網路，不僅是現在這個案子，也可能對未來的案子

有幫助。我敢說，與發行商或國際銷售商會面，對案子絕對會有很大、多樣化的



幫助，即使是很短暫的碰面也好。比起只把劇本和企劃案寄給他們，他們的回應

絕對會不一樣。某些籌資平台也是一樣，若他們對你的臉有印象，可以把你的名

字和影片案子結合起來，也非常重要。 

 

主持人：請王琮談談國際合製時，要如何選擇聯合製作夥伴，怎麼挑選國家？ 

 

王琮：當然第一個是先考慮當地是否有補助可以申請，這對片子有幫助。例如非

歐洲國籍的新導演，在歐洲是否有外語電影、或對年輕導演的第一、二部電影補

助可以申請。哪裡有資金來源的可能性，我們就會先往那裏去尋找合作夥伴。最

近荷蘭、盧森堡、丹麥、挪威都有類似的新補助基金會，若我們申請到了，就可

去當地尋找該地的製作夥伴。但申請補助的同時，也得考慮案子本身的項目是否

合乎補助條件，或者導演本身是否有意願。有些案子的條件是必須在該地有相當

的拍攝花費，例如法國的世界電影補助（Aide aux cinemas du monde）條件是

必須有 50%的花費在法國當地。當我的影片拍攝不是在歐洲國家，就必須衡量

我們有怎樣的條件尋找製作夥伴，或者因應各補助需求調整製作條件，與聯合製

作夥伴協商。例如找德國攝影師以獲得德國資金、荷蘭籍收音師獲得荷蘭補助等

等。提出各種可能性，也讓製作夥伴了解如何進入到合作項目裡，並把當地資源

提供到影片中。簡單說，第一個是以資金為考量，再來也要明白，案子本身是否

有條件與這些國家合作。 

 

主持人：電影本身的內容，也可以配合國際合製需求做改變嗎？ 

 

王琮：有些電影的內容可能與當地文化並無關係，例如《再見瓦城》能夠跟法國

合作，是因為導演趙德胤希望能與法國的後期與特效合作，此時身為法國製作人，

除了資金之外，就可以把技術層面加進來讓影片加分，同時也符合申請當地資金

的基本條件，讓在當地的花費到達一定比例。所以除了影片內容本身，周邊的主

創團隊、後期沖印或聲音是否符合當地補助條件也很重要。 

 



Claire：我想補充關於內容的部份。當你要尋找國際資金的時候，並不代表一定

得要改變故事本身、或從國外挑選演員或在國外拍攝。例如一部台灣電影，故事

發生在台灣，你不需要找一位法國演員或者去到法國拍攝，這樣一點都不合乎邏

輯。特別是藝術電影，我們在歐洲看重的是故事的原創性、獨特性、導演，而不

是演員知名度或國籍，這是很重要的。當然如果你要獲得海外資金，代表你得要

與非本國人在拍攝或後製時合作，而這些人也可以分享給你不同的知識、技巧與

構想。所以國際合製不僅是金錢的提供，也是一種技術上的交流，這才是真正「合

製」的目的。 

 

主持人：談到這樣的合作，製片代表與其共同製片的關係為何？當遇到重大的影

片調性定調調整，例如演員、拍攝場景或技術人員……等等，要如何溝通協調？ 

 

Claire：在聯合製片的情況下，製片代表與其他製片們必須要有良好的溝通，一

起做出決定，並且彼此要有製片代表擁有最終決定權的共識，但這個決定也必須

符合其他製片的原則。任何合製本身都有其花費，翻譯、運費、不同國家的稅制……。

在海外後製的時候，導演得過來一段時間，從兩個月到十個月不等，調光的時候

攝影師也得過來，製片也得來來去去，這些都是國際合製會有的開銷，此時就必

須要有策略性的安排。聯合製片們必須在前置前就開會做好計畫，並且明白計畫

隨時會有改變。大家都知道電影拍攝瞬息萬變，我們得隨時改變計畫，例如把剪

接工作換到另一個國家……等，所以我們共同制定了計畫，也得要隨時有替代方

案 B、C，意味彼此之間要有十分良好的溝通，否則就會是場災難。當然還有相

互之間的信任。 

 

主持人：共同製片可以針對影片的整體藝術呈現做出建議嗎？ 

 

Claire：當然。共同製片不只是簽簽合約、協調技術人員、租借器材，他們也有

自己的觀點，也可以到拍攝現場監督、盯剪。拍攝中，每位共同製片也是自己國

家的監製，也可以對導演提出建議。 



 

主持人：講到導演，導演如何參與國際合製？他可以與其他聯合製片直接溝通嗎？

還是這是製片的工作？ 

 

Claire：這取決於合製規模。如果是一個牽涉多國的合製計畫，導演不太可能和

每一位聯合製片溝通，太耗費時間與精力。即使是只有一位聯合製片，也要看導

演本身的個性。有些小型、獨立的聯合製片，大家彼此認識，可以一起做決定。

一部電影的製作常常會花費許多年，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導演沒有義務和所有的

製片溝通，但製片們會把想法回饋給導演，或者給製片代表。 

 

主持人：國際合製的最後一個階段到了國際銷售，你會如何選擇銷售商？ 

 

Claire：首先第一點是，選擇權不在我們身上，而在銷售商身上。有時候我們會

有選擇，我們會被提供一些條件，可以去選擇哪一個對我們比較好。了解銷售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藝術電影的國際銷售公司並不多。 

 

主持人：世界上有多少家國際銷售公司？ 

 

Claire：大約 40 家。但針對一些特殊電影，其實沒有那麼多選擇，也許只有 20~25

家左右。很重要的是所有的製片都得要認識這些國際銷售商，在影展或是國際合

製平台上與他們碰面，把自己的臉和名字讓對方認識。研究國際銷售商的代理片

單，了解自己影片的屬性和規模，是否有參加國際大影展的潛力，然後給一些片

商看片，我通常都會給我最想要的公司先看，根據他們的反應做出鎖定片商的修

正，和有興趣的片商進行談判，做後做出決定。但根據我 20 年來的經驗，沒有

一間國際銷售公司會買下一部由新導演首部執導，且還尚未完成的作品，絕對不

可能。但片商們也需要認識新銳導演、未來新秀，所以他們也會想認識你、認識

製片，因為可能三、五年後他們會跟你合作，所以他們也得跟你建立關係，所以

這是一場雙面遊戲。 



 

主持人：在討論國際銷售商之前，先請蕙君和 Thomas 簡單自我介紹，你們與製

片的關係如何？怎麼挑選片子？ 

 

Thomas：我認為國際銷售商是世界上做棒的工作，我的熱情就是把我喜愛的影

片盡全力推到世界各地，並且得到人們的喜愛。 

 

主持人：告訴大家 Thomas 以連珠炮機關槍著名，他講話的速度非常快（笑）。 

 

Thomas：身為影片銷售商，我們的時間真的很不夠用，在影展或市場展上面碰

到我們，我們能給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分鐘。去年我們公司在一年內看了超過 500

個劇本，相信我，我沒有全部看過，大部分都是實習生看的，我幾乎記不住半數

以上的導演和製片。當你的影片進入到市場展上，就是進入到另一個世界。你花

費時間寫本、前置、拍攝、完成你的影片，接下來就是市場了。對我們來說，沒

有看到片子之前電影是不存在的。我們才是讓你的片子能夠被越多人看見的人。

這點有時很難讓導演和製片了解，影片完成的過程由你們全權掌控，但當你們來

找上我，你要和銷售商簽約時，切記像 Claire 說的，要好好了解這些銷售商，因

為之後就是由我們來駕駛這部影片，方向盤在我們的手上，影片不再是屬於你們

的。我們來做決定、我們會告知你、與你分享資訊、基本上我們相信--我們比你

了解市場。所以超越信任之上的，是合約。合約十分重要，怎麼選擇國際銷售商，

你得做好你的功課，研究各家片商，他們過去成功的，以及現在做過的案子，接

下來就是關於「人性」，基本上電影圈講的就是人脈，你認識的人越多，就越能

在這個瘋狂產業中生存。所以去影展、去 party、去喝酒，不要睡覺，瘋狂工作，

你才會成功。 

 

吳蕙君：我的角色和 Thomas 比較不一樣。他的公司是屬於法國大藝術片的銷售

公司，而我的銷售經驗，最早是在杜琪峯的製片公司做製片助理，之後轉到發行，

所以我的經驗百分百是在華語電影發行上面。華語電影的國際發行才是我的經驗



和強項。我在香港的國際發行經驗超過 12 年，期間幫寰亞電影做發行，之後去

了十分有名的製作人江志強先生的發行公司安樂。我與這些公司的關係是他們開

發了什麼片我就得賣，沒有什麼選擇。所以我在銷售的思考就是像在做功課，功

課交到我手上，我得做很多的準備，要思考重點要放哪、接觸哪些買家、和哪些

影展談。不像做藝術片一樣很專精、很全球、很大網絡的發行。 

 

四年前我開始回到台灣成立自己影片發行的小公司，才開始和 Thomas 比較像，

我開始有影片選擇的自由，思考選什麼樣的片子，讓它在國際上面跑遠一點。所

以我可能是在座剛開始要拍電影的新導演比較容易接觸的對象，比較鄰家型的發

行商（笑），可以慢慢的跟製片磨劇本、給意見。 

 

主持人：你們怎麼選擇要案子？ 

 

Thomas：這是個困難的問題，我沒從來都無法回答。我的銷售公司 Le Pacte 是

這樣運作的：我們只接我們愛的案子，我們經濟獨立，可以很奢侈的選擇自己想

做的電影。我們一年發行 10-12 部片，這個量不多，但我們相信每部片都是獨一

無二的，我們只發行藝術電影，把電影推向國際，不是只把影片帶到國際大影展，

從柏林影展賣到坎城、多倫多……所有影展跑過一圈了，再進行下一部片。我們

的作法相反，我們把影片賣給最小的發行商、去最小的影展、最小的電視台、直

到可以打敗 Netflix 平台的普及率，這是當然是個大挑戰，有許多的努力要做，

每部電影要找到自己的方法，但是只收藏在櫃子裡的電影是死的，但套句理想性

的話：「把電影推得越遠越廣，是我們的責任」。 

 

怎麼選擇片子呢？ 除了原創的元素，可以觸動起你內心的某種情感，而我也了

解這個情感有辦法分享給其他買家、發行商、影展。我們選擇各種類型的電影，

電影 就像食物，我喜歡壽司、漢堡、法國大餐，但如果只有一種食物我就會感

到無聊。我們的業務必須要接受任何類型，接下來就比較導演導向，我們很任性

的只想要最佳導演，我們覺得我們的品味比任何人都好，像墨西哥導演卡洛斯雷



加達斯（Carlos Reygadas），三度入圍坎城，沒有一部片賣座，也從沒賺過一毛

錢，但我們還是會做他，因為他是個天才。我們也許錯了，但我相信他是天才，

他的下一部片會得到金棕櫚獎。但就像我剛剛說的，我們花的是自己的錢，這是

我們的選擇，沒有人可以加以置喙。 

 

當然公司要立定目標，我們的目標就是和其他國家的發行商分享影片，和你們一

樣，你們在這裡學習怎樣提案，對我們來說，我們工作生涯的每一天都在提案，

賣片就是做故事提案。催眠買家對影片墜入愛河。我講的可能很理想性，但經濟

是很重要的，我們需要愛情也需要麵包。 

 

我們四年前在南方製造工作坊(Produire au Sud)碰上一個案子，穆罕穆德強麥特

奧盧（Mehmet Can Mertoglu）導演的《即可拍之家》（Albüm）。我和那導演

四年前在工作坊相處了一個禮拜，他人很好，我們每天喝酒，相處得很好，然後

他寄了劇本給我，我很喜歡這傢伙，但是土耳其電影、首部長片、新導演，絕對

不是我的首選。直到柏林市場展，他們的製片來找我，我沒有認出他來，我們也

沒有預買這部片，他們已經有了 Arte 和法國聯合製片，直到影片完成，他們把

樣片寄給我看，我看了驚為天人，這個導演十分有天份，我們得找個方法把他推

出去。我們並沒有在前端花到錢，我們只買了這部片的國內發行權，在法國發行，

最後沒有賺錢，小賠一點但還算稍可平衡，但大家都很開心，我們得了一些獎，

導演來了法國，影片進了坎城影評人週……。我們知道我們無法靠此片賺錢，但

我們得到了和新銳導演合作的機會，這種例子每一兩年就會有一次，當你開始和

一個導演合作，就會持續做他的下幾支片，這就像是人際關係，你得去嘗試，和

你的國際銷售商成為家人。因為我們會為這部片全力以赴，我們會和你討論影片

行銷策略，但我已有我的規劃。我會不讓你參加台北電影節，因為我要你把世界

首映留給坎城，我們的關係超越合作夥伴，有工作上的、情感上的，還有藝術判

斷上的關係。 

 

我們會非常的熱切，在影片較早的階段我們有機會插手，我們可能會叫你重新剪



接影片，因為我們有準確的判斷力知道觀眾喜歡什麼 

。要接近國際市場，在這個瘋狂冒險中，導演和製片不能只一頭陷入自己的影片，

我們會指引你、幫助你、說服你，把你推向極限。 

 

主持人：蕙君要不要談談你和製片的關係。 

 

吳蕙君：我和導演與製片有著很緊密的關係，我通常從劇本創作的階段就會介入。

我從來都不想接觸已經完成的電影，我喜歡從影片還在劇本發展或前置的階段，

在我還可以針對影展趨向或國際面向對他們提供有用協助或建議的時候加入。  

 

有時候當影片的目標和受眾很明顯放在本土觀眾與票房，我也會把我的角色位置

調整到比較後面。若對方也可以接受，再繼續合作下去。 

 

主持人：想請問兩位從製片的角度談談與國際銷售商的關係，還有電影完成後的

生命週期。 

 

Claire：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合約談判，花費時間往來談判是絕對必要的，有許多

事要討論，首先是合約期限、每個國際銷售商不一樣，但通常是 15 年。再來是

佣金，每個放映平台如戲院、電視、DVD、MOD……都會有不同的談法，還有銷

售公司的行銷花費。這就是會很實際的討論，若你的片子要去如坎城、柏林的 A

級影展就會比較貴。你得要依照影片規格找出片子的花費上限。還有其他的討論，

例如國際銷售公司包底的最低門檻金額(MG, Minimum Guarantee)，以及獲利

時的拆帳比例……這些項目都會先列成合作備忘，之後再逐項細細討論。只要我

對合約上的任何一條有所不解，我就不會簽下合約。簽下合約之後，片子就再也

不是掌握在你手上了，此時也就是該踏向下一部片的階段了。 

 

主持人：已現在的國際電影產業現況而言，獨立製片是否有可能完全不靠國際銷

售公司呢？ 



 

王琮：我不覺得可以不需要國際銷售商。因為國際銷售是對影片的正向幫助，不

只幫助影片銷售，也幫助進軍影展，年輕導演都在等著下一次的機會，所以開創

市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以藝術電影而言。如果能夠選擇國際銷售商更是一件好

事。像 Wild Bunch 或 Fortissimo 這樣的大公司不一定會對影片所幫助，要看影

片的屬性而言，有時候小公司反而可以把全部的力氣投入行銷你的作品。就像

Claire 說的，我們會一直忙著拍下一部片，這時候有國際銷售公司幫你推行片子

就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現在影片已經來到銷售公司的手上了，要開始面臨國際曝光、在影展首

映的選擇，我想先請問蕙君與 Thomas 影片銷售商與影展之間的關係。 

 

Thomas：我們希望和國際影展選片人變成好朋友。我們花一整年的時間跑全世

界的影展和市場展：日舞、鹿特丹、柏林、坎城、盧卡諾、多倫多、威尼斯、聖

賽巴斯蒂安、美國市場展（AFM）……，需要認識他們本人，了解他們在尋找怎

樣的影片，甚至是親密的私人交情。坎城影展今年收到超過 1600 件的報名，只

入選不到 100 部的影片，我們得了解選片人的選片標準。舉例若你的影片沒有可

以走紅毯的大咖導演或大明星，基本上就可以跟坎城主競賽片說掰掰了。我從柏

林影展開始就和坎城影評人週的選片人推銷《即可拍之家》，參加影展也是一種

政治，我們的工作就是在其中推動、說服，這是一個導演和製片都不應該涉入的

政治角力，因為這些和影片本身都沒有關係。 

 

吳蕙君：制定影展策略非常重要，並不能只是一昧的推片，而是要在適當的時機

給選片人看，你要知道電影何時能夠被呈現，不一定是要百分之百完成，而是哪

個程度可以向選片人曝光了，這些判斷通常也需要透過經驗累積。 

 

Thomas：我舉個例，我們要把奉俊昊的《末日列車》推到坎城時，影片還沒製

作完成，特效部分都還是綠幕，但我們有信心，因為大師導演和足以走紅毯的巨



星演員，絕對可以進競賽片。我們把影片給坎城影展選片人 Thierry Frémaux看，

他沒有感覺，選片人不會看沒有特效的電影，於是坎城跳過了這部片。直到影片

在法國上映，媒體一陣譁然，這樣的大師傑作怎麼可能沒有進入坎城競賽，所以

就像蕙君講的，在什麼樣的時機把影片給影展選片人十分重要。還有要注意報名

截止時間，但有時如果你和選片人很熟，你手上的影片也在他們的鎖定名單裡，

是可以透過手段和關係迫使他們等你，尤其是坎城影展。 

 

主持人：在進入影展之前，有沒有給製片面對合製或國際行銷售提案時的建議。 

 

Thomas：在面對沒有聽過的製片時，你們只有五分鐘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力。你

們得要有簡短、有創意或瘋狂的提案讓我印象深刻，清楚的視覺參考與場景畫面

也能引起我的注意力。你得要有十分充足的準備讓我知道你為什麼要拍這部片，

以及我為何要買下你的片子。 

 

主持人：蕙君可以談談你對影片在影展上世界首映的期待，是影片聲譽、曝光度

還是賣錢？ 

 

吳蕙君：當然是錢。影展不但幫助曝光，曝光也帶來財源。它節省了許多讓影片

被世界看見要花費的時間。像我們這樣的小公司，就很仰賴在影展上面的曝光。

我講的不只是像坎城這種大影展，參加南特影展也是一個非常有信譽開端，像鹿

特丹、盧卡諾等十分鼓勵新導演的影展，也都是我們的目標。我有幾部片子被選

進這些影展，對我們產生非常非常大的幫助，也讓我的日子好過很多（笑）。參

加這些影展後，陸續也會有一些小影展，甚至我沒碰過、沒聽過的影展邀約，除

了賺取放映費之外，我也有更多的影展回饋可以和影人分享。 

 

主持人：怎樣的影展會被定義為 A 級影展？  

 

Jérôme：大影展我們前面討論過了，以亞洲來講，唯一的 A 級影展是釜山影展。



另外兩個大影展是東京影展和香港電影節，因為香港電影節有香港國際影視展

（Hong Kong Filmart）。擁有最多 A 級影展的是歐洲，有坎城、鹿特丹、柏林、

威尼斯、盧卡諾、卡羅維瓦利和聖賽巴斯蒂安影展。北美有日舞影展和多倫多。  

 

坎城、鹿特丹、柏林、威尼斯可以是前四大影展，再加上一個多倫多，但對我來

說，多倫多已經不是影展，是個市場展附帶的影展，而我覺得柏林也越來越相似

了。檢視這幾個影展的片單，就可以看到歐洲最好的影片。不用管全球電影票房，

事實上不管去哪個市場展，大約有百分之八十都是美國電影，但是現在誰還在管

美國電影？即使是像我們這樣的瘋狂好萊塢迷，我們也不會去市場展買、或去看

美國電影。但是若你的電影有機會進入 A 級影展，千萬別錯過了！不過影片被選

入坎城影展、盧卡諾影展、威尼斯影展或柏林影展，對我來講是非常不同的。盧

卡諾的片單是很小的，坎城如剛剛 Thomas 講的，平均有兩千部報名影片，但入

選影片卻不到一百部，威尼斯的情況也一樣。柏林影展的片單最大，將近三百一

十五部影片，而且它的舉辦時間就在鹿特丹影展的後一週，也更加紓解了柏林影

展的選片限制。鹿特丹影展和柏林影展每年加起來，短短兩個禮拜之間有將近七

百部影片的放映，你可以想像其中爛片的比例了。七百部片裡面每部片都是好片

是不可能的。我每年若是有看到十部好電影，我就已經覺得很高興了。例如今年

的坎城競賽片就是個大災難，這並不是我的個人意見而已，而是國際影壇的普遍

評論。不只坎城，今年柏林的選片也不若以往，我聽說盧卡諾和威尼斯也都……

只能說，2017 年不是個大好之年（全場笑）。 

 

但是選擇影片首映的影展對影片來講是非常關鍵的，影展就是把你影片傳遞出去

的信息傳遞者。有時候影展得要「利用」你的影片，而有的時候，影展得要替你

的影片「服務」，替你宣傳影片。這個是你在參加影展前要非常清楚的兩個不同

方向。你不一定要選擇最大的影展，有時選擇次級一點的影展，它們反而能夠盡

力的宣傳你的影片。在選擇影展的時候也要選擇符合你電影調性，以及與你想呈

現出的影片精神符合的影展。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必須同時和你影片的

國際銷售商與製片好好討論。以南特三洲影展而言，我們的選片空間更小，每年



只有十部競賽片，我們也不想超過十部，最多是十二部了。我們知道這個小小的

片單會引起國內發行商或媒體的注意，通常影展結束後，會有二至四部電影得以

在法國國內院線發行。這是非常重要的成就，坎城影展選片人 Thierry Frémaux

自己也多次說到，南特就是進入坎城的入場券。因為幾乎每一個坎城影展競賽片

的導演的作品都曾經被選進南特影展過。 

 

Claire：我想補充說明影片選擇第一個影展投件的策略。最重要的在於影片完成

時間。如果你的影片在二月完成，你就可以和坎城說掰掰了。如果他們在二月之

前對你的影片一無所知，那麼就可以不用期待坎城了。若你的影片在前一年九月

完成，那麼柏林或坎城都有機會，若影片在五月完成，那就要規劃更完整的策略。

另外一件事是，如果你沒有國際銷售代理商，基本上你也不用想被選進 A 級影展

了，連坎城影展的平行單元國際影評人週(Critics Week)都無法被選進去。以現

在的市場環境而言，影片得要先有國際銷售商到位行銷影片，才有可能被選入 A

級影展。我同時也想要問 Jérôme，南特影展是否接受已有國內發行商的影片，

或者這是你們選片的規則之一？你會有入選影片有多少片商片比例的規定嗎？ 

 

Jérôme：我們當然會有已有發行商的入選影片，有時候影片是在入選前就已經

有發行商，有時候是影片在入選之後，被發行商買下來。我的選片標準就是：選

我真正想要放的影片。有時候我很喜歡某部影片，但是覺得影片不適合南特，我

會老實和製片或片商建議去另一個更適合他們的影展。即使無法選入所有我們有

興趣的影片，但我們與這些影片的關係其實是十分熱絡的，我們甚至也會主動把

這些影片推薦給適合的發行公司，雖然可能得花上許多時間，影片才得以獲得發

行機會。例如日本導演濱口竜介長達五個小時的影片《Happy Hour》，2015 年

在南特影展同時獲得了銀熱氣球獎和觀眾票選獎，經過了幾年的努力，終於得以

在明年於法國院線上映。 

 

主持人：請聊聊身為影展藝術總監與電影國際銷售商之間的關係。 

 



Jérôme：除了被動接受影片報名，我們也會主動與電影國際銷售商聯繫，除了

了解他們的片單、從中選片，也與他們保持關係，了解他們對每個影展的策略和

期望是什麼。有的時候他們也會很直接告訴你，哪些影片他們的目標是放在坎城，

哪些影片他們可以給南特，或者其他影展。因為我們都很清楚我們沒有時間可以

浪費，我們每年要從將近七百部影片選入十部，有些影片我甚至只看開頭三分鐘

就決定放棄，而有些影片看完一遍以後還要再看第二遍、第三遍，花時間思考該

不該選進來……。 

 

王琮：我們十五年前在推王兵《鐵西區》的時候，也碰到這樣的情況，我們抱著

這部長達九小時的紀錄片，找了很多家法國發行商，每一家發行公司都告訴我們，

影片實在是太長了，不可能發行。最後影片在南特三洲影展上獲得最佳紀錄片獎，

終於得以發行，所以我得說，在南特，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Thomas：身為影片發行商與國際銷售代理，我們也會犯錯，常常做出錯誤決定，

我們也利用影展觀察觀眾反應，身為影片買方，我不會主動去看一部沒參加過主

流影展的影片。沒有在任何一個影展上首映過的影片，也無法吸引我的注意。 

 

Jérôme：A 級影展和 B 級影展最大的差別在於，身為 A 級影展，你可以永遠不

選某家國際銷售代理商的影片，而他們還是會持續的想把片子擠進影展片單，而

B 級影展，若你連兩年沒有選入某家國際銷售代理商的影片，他們就會不再把片

子給你了。B 級影展有時候為了要得到想要的片子，得在某個程度上維持和某些

片商的持續互動，這有時候是做影展最有挑戰地方。 

 

主持人：是否有某些影片，是為了某些特定的影展而拍攝的？ 

 

Jérôme：每個影展都在定義自己的定位與身分。Thomas 會說電影是充滿政治、

社會與歷史連結的，我會說某種程度坎城比柏林的選片更公開多元，我到柏林影

展的青年論壇（Forum）單元，就知道自己會看到什麼，可能會看到這一整年的



所有電影骯髒性愛場面（笑）……所以每個影展都會有自己的調性，與不同的選

片人口味，你得要好好的研究每個影展的片單，最清楚這些影展口味的也會是國

際銷售代理商，他們清楚知道每部影片適合哪個影展的哪個單元，並且幫影片找

到最適合的影展。 

 

對一個影展來說最難也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定位。台灣和法國的環境相當

不同，法國幾乎每天都有一個影展，所以行銷影展的定位就很重要。而台灣因為

影片市場環境的關係，影展變得十分珍貴，因為它是一個看到世界其他國家電影

的一扇窗。 

 

Thomas：我想以國際銷售代理的角度加以補充。影展時至今日已經成為了電影

銷售市場，尤其是藝術電影。許多藝術電影可能沒有多少海外國家的發行，但是

他們可能會有三、四十個影展的參展記錄。所以當你和國際銷售代理簽約的時候，

記得也要把影展參展這塊加進來。透過參加影展，才能讓你的影片走向國際，讓

導演被認識。再來就是要正確和慎重的選擇世界首映場合。像在日舞影展世界首

映過的影片，就不會被選進坎城正式競賽片，所以了解每個影展的首映規則也十

分重要，因為影展就等於市場。 

 

【交流時間】 

 

學員 1：短片也需要去找國際銷售代理商嗎？ 

 

Thomas：當然，有一些國際銷售專門代理短片，而影片能參加越多國際影展越

好。你得盡量的帶著片子去旅行、去給別人看，因為這是你進入這個工業的通行

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