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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準備與預期  

Promoting one’s project：what to expect from the pitch? 

 

課程時間:2017 年 7 月 5 日 14:00-16:00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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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 

Stefano TEALDI（提案指導及製片，義大利—Stefilm）， 

 

主持人：很明顯的，越來越多的製片和導演有針對製作提案的需求，這也是我們今天找來

Stefano 的主要原因，南方製造工作坊與 Stefano 從 2005 年來已經有多年的合作經驗了。先

請 Stefano 做個自我介紹。 

 

Stefano：大家好，很高興再次回到台灣，參加第三次的工作坊。我本身是個紀錄片導演與製

片，我在義大利的都靈有一個小小的製片公司 Stefilm，製作電影與電視紀錄影集。我的公司

很小，只有三個合夥人，但已經成立了 25 年，也存活了下來。我想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

們學會了如何提案。當我一開始做紀錄片的時候，義大利是沒有紀錄片補助基金的，我因為跟

著法國紀錄片大師尚胡許(Jean Rouch)實習而愛上了紀錄片，他當時在義大利拍片，（順道一

提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我因此愛上紀錄片並想投入其中，但義大利並沒有資金，我只能離

開義大利找錢。離鄉背井要到國外籌錢其實十分辛苦，大家會想，連自己人都不相信你，為何

我要相信你呢？所以我覺得，我要學會如何提案，說服投資者相信我。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做了很大的努力，學習如何提案。但我得說很慶幸的，我生於南非，母語是英語，這點很重要。

因為無論電影、紀錄片或影集，英語是電影世界裡的國際共通語言，所以我有這個優勢。但我

痛恨在人前講話。想到要帶著我的案子在數百人面前講話，就夠令人害怕的了。而我得承認時

至今日仍然不容易。 

 

我從不認為提案就是走上台講話那麼簡單，我仍得持續的四處提案，而每次提案，我也都得準



備，因為我知道若是沒有準備，我就做不出好的提案。我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提案並不是你

做過一次，就永遠學會，知道怎麼去做的。提案就是準備，把自己準備好，在最短的時間講出

最好的拍片計畫。不僅是計畫，還有你自己。因為提案中，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提案人，這

個我們稍後會談。回到我的故事，感謝一路上有許多人幫助我，開發我的提案技巧。我並不覺

得自己是一個很好的提案者，我也不認為可以去定義好的提案人和壞的提案人，我自己有時候

在提案裡表現很不錯，有時卻不行，追根究底都是我不夠了解我所要提的計畫案。所以提案的

好壞在於提案者對所提計畫案的熟悉度。我是歐洲最大的紀錄片工作者協會：歐洲紀錄片網

（European Documenta ry Network）成員，一開始我在此工作坊訓練紀錄片工作者製作、

宣傳與提案技巧，也分享經驗。逐漸我越來越關注提案這一塊，在南方製造工作坊開始，我開

始成為提案訓練者，我並不是提案專家，我只是分享我的經驗，我能做的就是分享在這 25 年

來的製作生涯中所犯過的錯誤，幫助年輕人不要重蹈覆轍。 

 

主持人：身為一個提案訓練者，你有什麼屬於自己的特殊提案方法嗎？ 

 

Stefano：我一向很討厭有人說提案就是怎樣，有哪些規則必須遵守。我剛好相反，對我來講

沒有規則，我的工作就是幫助像你們一樣的製片或導演，替你們的案子找出對的提案方向。並

不是由我來教導你們，而是我和你們的團隊一起，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的角色，建立起講出你們

故事最好的方式。可以這麼說，我的方法就是沒有方法。每一次都要幫每一個案子找出最重要

的地方。另一個提案的重點是提案人，提案的同時也就是呈現自己，你要呈現的樣子和就是你

和提案影片之間的關係，只要讓聽提案的人對於你的提案影片產生相同的共鳴，他們就會被你

的案子吸引，並且感到興趣。如何提案、提案的過程如何與結束並沒有規則，端看於故事與你

自己，你的工作就是「做好準備」，還有好好了解你的故事。只要你了解自己，了解故事，就

可以做出好的提案。這就是我的方法，我很喜歡這個方法，因為這樣會讓我對案子瞭若指掌，

比只閱讀企劃案好多了。  

 

主持人：你對剛開始提案的人有什麼實際的訓練方式和練習的建議嗎？ 

 

Stefano：首先，我會讓導演和製片練習以他們覺得舒適的方式提案。用一些小遊戲，例如「人

名遊戲」。我會請團隊的人告訴我案子裡的人名故事：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他們和這個名字

的關係。這是個非常實用的小遊戲，幫助導演體驗提案，而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提案，因

為他們只是在講故事。他們也同時透過此遊戲了解提案中最能夠引起人共鳴的元素為何。諸如

此類能夠觸及個人情感的小練習都可以。 

 



第二階段我會和學員分享合理的提案步驟：提案內容、對象、如何架構提案……等，但不是每

個步驟都會被用上，我覺得沒有那麼重要。第三部分是實際與提案團隊研究提案，目的是讓團

隊去講他們的提案。首先是沒有時間限制的自由發表，再接著加上越來越多的限制，直到團隊

在四～五分鐘內可以在口語與視覺上都有好呈現的提案。基本上本次入選的六個企劃案，都會

經過這樣的訓練階段，直到踏上公開提案的講台。 

 

主持人：提案在電影產業中越來越受重視，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製作公司開始提供電影攝製案

的提案訓練，為什麼提案這麼重要？ 

 

Stefano：我有一個理論：「不提案就完蛋」。 今天若想拍電影，就得學會提案，不然你就

沒戲唱了。不會提案 就無法進入電影工業。原因就是提案很有效。「pitch」一字源於棒球裡，

投手朝捕手擲球。第一次使用在公開提案是在 MIT（麻省理工學院），該學院工程系的學生向

投資者投案獲得補助，十分有效。在電影界，最早公開提案尋求資金的是阿姆斯特丹的 IDF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festival Amsterdam），世界最大的紀錄片影展，也是第

一個舉辦提案論壇的影展，每年舉辦都成效非凡。現在每兩、三週，就會有紀錄片的提案大會，

你可以選擇適合自己計畫案的參加。資方、電影資金、製作協會、電視台、合製單位，都在公

開提案上尋找新的企劃案與內容。在 IDFA，三天內有六十個企劃案，至少有三百人每天到提

案會議上尋找新案。劇情片在隔了一段時間之後採取一對一提案，鹿特丹影展（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是最早開始電影一對一提案的地方，直接與資方面對面。此方式行

之已有二十五年之久。但一對一的問題是，資方和製作方一天也許得面對二十個會議，其中也

許只有一個是他們有興趣的。公開提案則是你一次聽完所有提案，並只與有興趣的案子碰面開

會，因為你已了解此企劃案，在碰面時，可以提出更深入的討論與問題。所以近年來公開提案

已比一對一提案更為廣泛使用。不管是柏林、威尼斯或日舞影展，現在都採取公開提案。都靈

電影實驗室（Torino Filmlab）在歐洲相當知名，導演和製片用五到七分鐘和一、兩百人提案，

之後再進行一對一面談。 

 

主持人：提案是一種行銷工具嗎？ 

 

Stefano：我其實有點害怕把提案講成行銷。我擔心人們講到提案就想到賣錢，提案並不是像

賣洗衣機一樣，用五分鐘來告訴大家你有一台全世界最好的洗衣機。相反的，它是讓資方與許

多人認識你的企劃案，與了解你與企劃案關係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英語說：「第一

印象沒有第二次機會」。這不但是讓對的人知道你企劃案存在，更是最重要的自我推銷。我去

過許多提案論壇，提了很多不同的企劃案，人們也漸漸在不同的提案會議認識了我，知道我在



做什麼，也是我建立名聲的方法。去提案當然是市場與行銷，但最重要的是你與陌生人的「第

一次接觸」。以這個角度來看提案會更容易，並且不只是提出企劃案，更是經營一項事業，對

未來有幫助的一件事。當然其中的技巧是很市場性的，必須要短小、切中要點、引人入勝，這

就是行銷，但我建議各位不只把它當作簡報，而是接觸的第一步。 

 

主持人：講到技巧，導演和製片同時都必須要具備提案技巧嗎？ 

 

Stefano：既然是第一次接觸，那麼導演和製片都得要了解。為何這些資方、金主和決策者要

大老遠從世界各地跑來聽提案，而不是只看書面企劃案就好了？很簡單，面對面聆聽提案時，

會得文字無法了解的資訊。就像是光看羅浮宮的館藏目錄，永遠不可能像去羅浮宮參觀的那樣

身歷其境。書面企劃案像館藏目錄，而提案就像是逛博物館，所獲得的資訊量是不同的。並非

何者較優，而是你必須要兩者都有，兩者存在的目的也大不相同。提案最重要的是呈現出無法

放在書面企劃案上，但是對企劃案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對提案的熱情、提案對你的重要性、你

與你的故事的緊密性、你個人與故事的私人情感……這些都是無法呈現在文字上的。 

 

主持人：順便補充，在我們的「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每個入選案都會同時邀請導演與製

片，因為我們知道導演與製片一起分享的重要性，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個特殊的場域，讓導演和

製片更加了解彼此，共享提案經驗。 

 

Stefano：另一個導演與製片都必須要出席提案的原因是，每個人的提案目標都不同。導演有

強烈拍攝此片的目標，製片可能更有策略面考量，在提案時兩者都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也

顯示彼此是可以互相合作的。很有趣的是，在準備提案的過程中，導演和製片常會發現兩人對

企劃案的不同目標，而他們必須要找出方法來解決其中的差異。所以提案準備是非常重要的一

環，你被迫在短時間內找出電影的主要重點與次要重點。 

 

主持人：哪個階段是最適合提出提案的時機？ 

 

Stefano：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我認為提案最好的時機是當你知道你對故事已完整了

解了。千萬別在你對故事有充分了解前就提案。首先如果這樣你會展現出整個案子的弱點，就

算你不知道，別人也會知道。同時你也會很沒有安全感，若你有一個很棒的故事，別人可以輕

易把你的企劃搶走，把好的構想留下來，丟掉壞的。所以當你對你的故事夠了解，就是提案的

最好時機。如何知道你夠了解了？在「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裡，我們鼓勵入選案件的團隊

合作。這個工作坊的其他成員向你提出各種意見，你會慢慢了解到何時你已經準備好，何時你



還得再繼續了解你的案子。另外一個是影片的製作策略。你必須要等待時機，在對的場合作第

一次提案。 

 

主持人：說到提案內容，對你來說，怎樣是好的提案，怎樣是糟糕的提案？ 

 

Stefano：我從簡單的來回答好了。我覺得最糟的提案是，獲得了很多資訊，但我仍然對這個

案子一點都不了解。很遺憾的是，這樣的提案很多。提案者常常認為要告訴聽者關於案子的所

有細節，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非常快速的講出所有訊息。這是最糟的提案，說了等於沒說。 

 

對我來說最好的提案，是讓我在聽完你的提案後，會想去閱讀你的書面資料，甚至會想再和你

約個三、四次會議，更了解你的案子。我在尋找的是會吸引我注意力的提案。被吸引的原因有

很多，可能是故事的原創性、可能是你用不一樣的方式講出一個很常見的故事，也可能只是因

為你對故事的熱誠。另一個是我想看到「你」與片子的關係。我自己是做紀錄片的，紀錄片關

於真實，真實的人生。就算一個導演告訴我他想要拍火星，我也會想知道他為何會對火星如此

感興趣，他個人對火星的情感又是什麼。提案人和案子之間的連結，是提案中很重要的元素。

有時候即使我完全聽不懂提案人的英文，我還是會想與他碰面，因為我能夠感受他急迫想說出

這個故事的慾望。讓提案變好的元素就是，提案人能夠把他與影片的關係與訴求，以及其案子

的獨特之處傳達給聽眾。 

 

主持人：在提案的呈現裡，內容與故事元素都很重要。你說你十分討厭在群眾面前講話，你是

如何克服這種恐懼的？ 

 

Stefano：我得再說一次，只有準備，這也是我幾十年來的經驗。只要有做好準備，我就可以

做出好的提案。當然在人群前面講話還是有點可怕的，但當我知道我要講的正確元素、怎樣去

講，可以讓對案子一無所知的人對可以了解，就會容易些了。我見過無數次這樣的例子，再害

羞、再無法面對群眾的人，一旦了解不需要告訴聽眾所有資訊、不需要說服別人自己有多聰明

──他們不需要知道你聰不聰明，他們只想聽一個好的故事。一旦他們了解有人想要認識他們，

一切就變得容易了。這從來不會是小事一樁，它只是會容易一些。一旦了解提案後面的邏輯，

加上充分準備，就會簡單得多。我說過提案沒有規則，所以並沒有標準程序，你得找出屬於你

自己以及這個案子的方式，不同的故事有不同方式，我每一次有新的案子，就會針對案子做不

同的準備。 

 

主持人：身為導演與編劇，最困難的是挑選提案的元素，好像每個東西都很重要，提案時要如



何取捨？ 

 

Stefano：基本上這個得透過團隊工作。當你無法判斷案子的幾個核心元素時，和你一起工作

的人會知道。我們請導演和製片練習提案，透過聽眾反應，他們很快地會發現哪些東西吸引人，

哪些則否。有哪些東西適合在提案中講出來，哪些可以留到一對一面談時再說。專心留意聽眾

的反應會讓你找到片子最強而有力的元素。五分鐘的提案中，只能有一、兩個元素吸引觀眾，

若你無法判斷，就問聽眾吧。電影是拍給觀眾看的，也就是要吸引觀眾，這同時也是發展故事

很好的方法，可以理出故事主線和副線。 

 

主持人：我們現在就企劃案找到提案元素的關鍵了，但在提案中的口語呈現、肢體語言，該如

何準備呢？ 

 

Stefano：當然這些都是技巧：呼吸技巧、肢體語言技巧……。但我得說我沒有很吃這套。我

有時候反而更會被提案時身體顫抖、聲音略微顫抖，卻顯示出對案子有多熱情的提案者吸引。

對我來說這是最重要的。當然特別糟糕的肢體語言對提案來說並不好，但對我來說最糟糕的是

和演員一樣，沒有展現自我。回到老話一句：把自己準備好。只要你做好準備，你會發現自己

的肢體語言會較有自信，你會比較放鬆，知道自己要說什麼、怎麼說，這對你也會比較有幫助。

當然還有熟悉場地。有時候我們會先帶提案者去體驗站上舞台，對著麥克風和人群講話的感覺。

但我不希望大家背叛自己，我希望站上台的時候，大家可以儘可能的做自己，而不是一個提案

機器人。 

 

主持人：提案時的視覺補助呢？有時候導演和製片會使用照片、預告或者是片花來輔助提案。 

 

Stefano：這些的確越來越重要。以紀錄片提案來說，現在的提案幾乎不可能不用上影片的片

花。至少要有三分鐘的片花。因為每個人都有，若你沒有，感覺你的企劃還在十分初期的發展

階段，或是你對你對你的主角了解十分有限。劇情片從前沒有，但近年越來越常見到提案者有

一些參考影片、場景照片，甚至是拍片段。這些當然重要，因為提案時，聽眾會想了解你心中

的畫面，了解你提案的是怎樣類型的電影，而影像會幫助他們了解。但我強調使用影像必須要

十分小心，因為影像可以十分有力，有可能傳達出你不想要的訊息。尤其是劇情片，靜態照片

會比參考影片好，因為參考影片不是你自己拍出來的，而照片可以保留一些距離，卻給我們可

以想像的空間。所以視覺影像很重要，但你得千萬小心善加使用。同樣的，在工作坊訓練時，

透過團隊合作，其他入選案也會讓你更了解哪些輔助影像有用，哪些沒用。輔助影像的使用順

序也很重要，通常是先提完案，再秀影像，但這幾乎不太有效果。建議是在開頭的地方就使用，



或許在一小段開場之後放影像，這樣比放在最後好。因為在提案的過程中，我的腦海中已經有

所想像，結果最後看到影像，卻和我想的有出入。你說「一個男人在船上沿江而下」，我腦中

有一個畫面，結果你給我看到的畫面是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在亞馬遜划獨木舟，完全兩回事！視

覺輔助給予錯誤方向或造成混淆，就不是好事。所以影像使用在提案時越早越好。 

 

有人知道為什麼提案的時間總是那麼短嗎？通常是四、五分鐘。這是有科學根據的，人在聆聽

時的注意力不超過此時間。五分鐘其實是非常長的，在聽提案的時候，我們願意把注意力放在

對方身上的時間非常短，三、四分鐘後如果內容還沒有吸引你，你就會放棄了。即使提案夠吸

引你，你還是會在一、兩分鐘之後渙散，因為人就是無法專注在聆聽上面那麼久。這也是為何

會有之後的面對面會談。五分鐘不夠，那再繼續說下去。我記得二十五年前在阿姆特丹的首次

提案大會，時間有十五分鐘之久，那真是可怕極了，無聊到令人無法忍受。慢慢地我們才了解

人的注意力限制，所以提案才會那麼短。 

 

主持人：但「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的提案時間是七分鐘…… 

 

Stefano：在這裡我們提高到七分鐘，是因為有視覺輔助。提案者通常有五分鐘的口述，加上

兩分鐘影像。如果沒有影像，提案最好是維持在五分鐘之內，所以我們保有彈性。但我也不覺

得六分半的提案就比五分鐘的好，只要能夠吸引人的注意力，就是好的。 

 

主持人：這裡和其他提案訓練不同的是，我們要求學員做出十分具體與專業的提案，在兩到三

天內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提案會議，與許多製片、策展人、潛在合作夥伴面對面，而你也得想像

這些人和你一樣，早已疲於聽故事提案了。所以你得讓自己在一開始就足夠吸引人，甚至有時

候得在頭幾秒就抓住方向。所以這種練習必須要十分精確。 

 

主持人：現在的提案平台非常多，製片與導演應該如何自我訓練呢？ 

 

Stefano：現在幾乎每個大影展都有提案大會，他們也幾乎都有工作坊協助教導如何提案。我

兩週前到波隆那參加提案大會，他們六年前開始舉辦提案，但成果令人相當不滿意，因為提案

者從沒受過相關訓練，所以我去帶了兩天的工作坊，結果大為不同。基本上類似的機會很多，

你只要打開世界各大影展行事曆，通常都有許多提案工作坊。我除了南方製造工作坊(Produire 

au Sud)，還有都靈電影實驗室、越南電影學院、瓜達盧佩電影實驗室、中東地中海區的 OUAGA 

FILM LAB…..很多製片工作坊也會提供提案課程。 

 



主持人：有針對個人的提案訓練課嗎？就像前一堂課的劇本顧問一樣，是否有提案顧問。 

 

Stefano：我本人不會選擇去個人訓練。和劇本寫作不一樣，提案和案子本身、創作團隊和你

自己有關，所以我的建議是，有案子就去參加提案會議。你才會找到對的提案方式。像今年在

台北電影節國際新導演競賽拿下最佳影片的《割愛》(The Wound)，我們在多少地方看見它

參加提案大會了？五年前開始我們在南方製造工作坊第一次看到這個案子，接下來去了南非德

班影展提案會、又去了都靈電影實驗室的提案大會，他們的案子在提案大會中漸漸發展，提案

技巧也越來越進步。 

 

【交流時間】 

 

學員 1：有時候導演的英文十分不好，也應該去參加國際提案會嗎？ 

 

Stefano：我的回答是，讓導演去提案吧。也許他能說的很少，但重點是讓他被看到，聽他的

聲音。如我所說提案是與案子的第一次接觸，而語言從來就不是溝通的障礙，只要你準備好溝

通了，就絕對不會是障礙。就算導演的英文再難以理解，我也可以從他講話中看到他將自己投

入到案子裡，我不需要翻譯，翻譯扼殺了所有形式的溝通。參加提案，我不是要來獲得大量資

訊的，我是要來了解你是誰、我該相信你嗎？你能說服我你的案子會是一部厲害的電影嗎？這

才是我想了解的。我想了解案子，可以去讀企劃案，但在提案中，我想知道「你是誰」，而此

人無疑就是導演。 

 

但我曾有另一個經驗，我第一次帶導演參加提案是在巴勒斯坦，那位巴勒斯坦導演的問題是，

他一開口就停不下來。於是我到最後得用方法使他閉嘴，再後來只好不讓出席提案（笑）。但

是製作人講的東西絕對和導演不一樣，所以絕對還是要讓導演講出自己的話。 

 

Stefano：有過提案經驗的人要分享嗎？你們對提案的感覺是什麼？ 

 

學員 2：半年前我參加了金馬創投，我得說那個經驗令人感到麻木。三天內不停的對潛在投資

方進行五分鐘快速提案，大概到了第二或第三個資方我的大腦就會進入自動模式。它是一對一

提案，提案環境十分舒適華麗，但到最後我只是在把故事無意識講出來而已。 

 

Stefano：這就是我十分喜歡公開提案大會的原因。在公開提案中，你只需要講一次你的故事，

在之後的一對一面談，再深入到案子中。若只有一對一提案，像你說的，在重複講故事的過程



中容易變得麻木。另外一點是，一對一提案其實很難掌控情勢。當你在公開提案時，你有屬於

自己的五到七分鐘時間，沒人可以打斷你或插話，你才能更充分的展現。也許公開提案有點嚇

人，但這才不會變成一個麻木的經驗。 

 

主持人：而且提案也未必只是投資者尋找案件的地方，選擇適合的提案大會，會讓案子更被人

知道。每個提案大會都會有一、兩個入選案令人印象深刻，《割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

南特的南方製造工作坊到德班，它的案子漸漸被傳到世界各地，許多提案會議都想要這個企劃

案。所以當你準備好對你的案子進行提案了，下一部就是讓你的案子能夠走出自己的國家被其

他人認識。 

 

Stefano：除了案子被看到，還有你自己。因為案子永遠是和你有關，一對一提案無法讓你被

看到，而公開提案就是一種行銷。 

 

學員 3：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針對公開提案和一對一提案，有不同的提案技巧嗎？第二個問

題是，你會針對提案人的角色，例如導演和製片，給予不同的提案角度建議嗎？ 

 

Stefano：我從第二個問題回答起。你無法找到合理的回答。這要端看故事和導演。就像我剛

剛提到的巴勒斯坦導演，我即使帶他去提案，也常常不把他帶上台，因為他很容易把提案變無

聊。而另一位導演，我總是讓他說話，不只是因為他口條很好，而是這個案子就完全是關於他

的案子。 

 

公開提案和一對一提案最大的不同是，公開提案是由你來控制，所以你可以把自己調配的比較

好。一對一裡，常有許多提案者無法掌控的狀況，所以提案時，要做的準備是面對隨時而來的

問題做出反應。但我不認為這是兩種不同的技巧，我自己在準備提案時，面對公開提案和一對

一提案都是用同樣的方法。因為我知道我把自己準備好了，面對兩者都不會有不同。 

 

主持人：我補充一點，一對一提案的時候，你可以直接從對方的反饋看出他對你的提案是不是

感興趣。例如直看手錶或心不在焉…….這些反應是很即時的。 

 

Stefano：這是一對一提案的一個好處。我的建議是，要十分注意聽者的反應，看是什麼讓他

這麼無聊。我在提案的時候，心裡總是想著要讓對我提案內容一無所知的人，轉而對我的主題

感興趣。我想告訴他們，他們與我的案子有連結的部份。當然你也要了解為何對方會有此反應，

但同時我們也得要清楚了解，我們不是要討好任何一個人，我們是要拍電影，拍我們自己的電



影、用我們自己的方式說故事，有人會不喜歡、有人沒有興趣，都是我們得面對的，這就是遊

戲規則。最可怕的就是有些製片想要討好所有人，事實上你誰都沒有討好到。因為大家很快就

會了解，他們只想賣東西，而不是傳遞一個構想。所以你應該對你的案子堅持想法，知道案子

的強項並保有它，而不是討好。另一方面，也要聆聽對方。每個人的反應都有是有道理的，你

為何會讓他那麼無聊？ 

 

主持人：為何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應該在哪裡多加強？ 

 

Stefano：我們到目前為止一直沒有講到的一個國際提案上的大問題，就是導演和製片們並沒

有完整的考慮到如何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於你的案子產生連結。什麼樣的元素會讓世界不同

角落的人有共同連結？當你要進行國際提案的時候，得花很多時間思考這些問題，這十分重要。

當我們想得越多，我們的電影就能讓更多人產生共鳴。 

 

學員 4：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長片和短片有不同的提案技巧嗎？ 

第二個問題，有些企劃甄選案只要求文字企劃案，該如何讓我的文字企劃案讓人印象深刻？ 

 

Stefano：長片和短片的方式絕對沒有不同。我最近有一個經驗，是在義大利都靈，由知名小

說家亞歷山卓巴利科（Alessandro Baricco）成立的說故事學校。在那裡我們訓練十五名學員

提案，他們各是小說家、跨媒體藝術工作者、電視影集或電影編劇……等，提案方式完全沒有

不同。 

 

當你完全沒有機會親自提案，我們得要開另一個主題來討論如何架構文字企劃案，但基本原則

其實是一樣的。你得注意企劃不要太長、不要給予過多訊息，只給出最重要的元素，讓閱讀企

劃案的人想要讀更多：看完企劃案想看故事大綱，看完故事大綱想讀劇本，永遠對案子保持吸

引力。讓人們對正確的元素有正面的同理心，而不是丟出一堆抽象概念。要電影情結躍然紙上。

當然書面文字文筆也很重要，口頭提案用字越簡單越好，但文字就可以寫得稍微深入一點，因

為可以有較多時間好好閱讀。但我得說現在已經越來越少只要求書面企劃的提案，大家都已經

了解到，口頭提案所提供的資訊是書面版本無可提供的。 

 

學員 5：你對於一個提案開場的與結尾，有沒有什麼建議？ 

 

Stefano：我可以斬釘截鐵的說：「沒有」（笑）。因為提案是建立在故事上，而每個故事都

不相同，沒有規則可言。當然我們得找出一個好的提案開場吸引聽眾，讓他們驚喜，就算他們



對你的企劃案不感興趣，也要讓他們對你感興趣。 

 

主持人：例如運用短句摘要（logline）。 

 

Stefano：沒錯，給他們一些意料製外的開場。我不是很喜歡每個提案都從自我介紹開始，因

為十個人裡面有六個都這樣。聽眾的注意力會在自我介紹的時候關機，直到聽到有趣的東西再

把耳朵打開。記住，要避免你的提案是大家都可以閱讀到的大綱，你要講的是他們手上的企劃

案上面所沒有的文字。 

 

至於結尾，再次強調，並沒有簡單的方法，你得要找出自己結束提案的方式。講出會留在聽眾

腦海中的話，讓他們回家以後還會繼續思考你的案子。人的記憶力很短暫，研究指出，在溝通

之中，人的記憶力有 93%在於非口語溝通，只有 7%的口語溝通會被記住。人們會記得你的穿

著、你的笑容、你如何動作，你說的話只有極少的部份會被記住。所以你得靠自己找出會讓人

回想起你提案內容的一句話，而這是我無法告訴你的。 

 

學員 6：可否分享你不好的提案經驗，你如何克服？ 

 

Stefano：我最不好的經驗是在一次提案上我突然整個忘記自己要說什麼，那是一次相當慘的

經驗。從此以後我會做很多的準備來避免此狀況發生。為避免得失心太重導致於空白時刻產生，

可以先把提案架構的筆記準備好，或者使用小卡寫下關鍵字。請記住，提案就是呈現出一種「形

象」，重點在於你可以把你個人和影片想要呈現在人面前的樣子表現出來。切記忠於自己，真

誠、自然，就會比較輕鬆。 

 

學員 7：有一些不適合提案的故事：特定文化、政治背景、哲學討論，是否不應該參加提案呢？ 

 

Stefano：當然要參加，沒有不適合的提案，而是你用什麼方法，讓聽眾、資方對你的故事產

生連結，你更應該在不同的提案裡找出產生連結的技巧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