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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博物館停止接受特定人士捐款，歷史悠久的 
Sackler 畫廊另行命名

●Epic Games 釋出《駭客任務：復活》POC 影片，
打破影視與電玩疆界

●全球 TikTok 風潮：2021 年 430 首歌超過 10 億的
觀看次數！

●蕾哈娜、小賈斯汀都將進入元宇宙？環球音樂與
Genies 公司打造歌手虛擬化身

●分割 595 個音符，坂本龍一宣布進入 NFT 市場

●群眾募資平台 Kickstarter 轉型 朝向區塊鏈技術去
中心化前進

●《八尺門的辯護人》小說改編劇集 金鐘視帝李銘順挑
戰公設辯護人題材

●媒合博物館與內容業者 鼓勵轉譯臺灣文史題材

●文策院投資臺日合製 BL 原創劇《＋－正負之間》正
式開鏡

●文策院攜臺灣作品前進亞洲電視內容交易展

●拍攝橫跨摩洛哥、法國與臺灣三地 《為了國家》在
臺開鏡 

●文化力放大企業 CSR 影響力 （PODCAST）

●想像五〇年代台灣富庶之家的聲音 ——柯智豪談
《茶金》配樂

●在古蹟上變出《茶金》的世界，必須處理這兩種最
麻煩的狀況

●王柏傑追滅門案「追到進監獄」　Disney+《台灣犯
罪故事》組黃金陣容翻拍臺灣刑案

●傳奇按怎說不盡：《廖添丁—稀代兇賊の最期》與台
灣文史出版轉譯的新里程

●臺灣藝術家創作大爆發，搶進 Metaverse 打造未來
內容

●不只有「暈船神曲」！ StreetVoice 公布 2021 年五
十大熱門歌曲

●刻劃啟蒙的輪廓──黃土水與《甘露水》，百年尺度
的遺產與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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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情掃描

文策院精選

文化內容產業相關訊息

TAICCA佈告欄：國內外最新文化產業資訊

你聽過 CSR 嗎？CSR 與文化內容產業能產生什麼樣的關係？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近年已成企業經營與投資的趨勢，儘管 CSR 最常見的

是維護「環境」的永續發展，但其核心價值主要圍繞著「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概念。因此，除了環境的永

續發展，包含社會、教育、文化的永續發展，都是 CSR 可推動的目標。

從 CSR 的核心出發，我們更希望將文化與社會的能量，納入商業價值的思考，建立文化內容產業與企業之間新

的共利生態 —— CSB —— 結合文化內容（Cultural Contents）、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企業價值

（Business Value）。

在臺灣，已經有人這樣做了。臺中花博的巨型機械花「聆聽花開的聲音」，除了是豪華朗機工在創作上對藝

術、文化的詮釋，也邀請了機械、科技、景觀和文教相關企業，在技術上一起投入。這樣的跨界合作示範了企

業對文化產業的支持，未必只能以贊助的方式進行，技術面向上的合作，更能彰顯出企業的專業與獨特優勢，

甚至能藉此打響品牌知名度，為企業帶來更長遠的商業價值。

協助企業連結核心價值，媒合文化產業與其他企業，創造支持模式多元化。透過本期文策報，我們為您開展 

CSB 所能創造的可能性！

在〈跨界共創 豪華朗機工的無限藝術〉一文中，回顧巨型機械花與在地企業的共創歷程；接續兩篇文章，分別

介紹美國、愛爾蘭、土耳其以及印度的文化藝術 CSR 概況，借鏡國際案例為我們的參照與思考；再來回到臺

灣，在〈文化＆企業 軟硬實力聯手 建立永續共好價值鏈〉的記錄中，看文化端與企業端如何以更創新、多元的

模式，創造共好、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最後則由文策院盧俊偉副院長的專文〈推動文化影響力投資，讓文

化、企業、社會共好〉，說明文策院推動「CSB」的想法和方向。

本期文策院自製專欄「故事現場」，帶來〈從金色草原漫出的圖像世界── 插畫家林廉恩與繪本創作〉，邀請

大家與今年「波隆那書展」中「拉加茲獎故事類」首獎得主林廉恩，一同遙望他眼中的金色草原。「CCC專

區」推出《CCC創作集》首度企畫的「漫畫 x 音樂」跨界合作心情，快來看《無能戀愛諮商中心》作者米宗子

與獨立樂團 TommyBlue 共譜的火花，也歡迎下載臺漫優質平台《CCC創作集》，直接把《無能戀愛諮商中

心》看起來！

掌握文化內容產業資訊與趨勢，也歡迎追蹤文策院臉書及IG！

文化內容＋社會影響力＋企業價值
推動文化影響力投資
創造支持模式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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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朗機工以臺中花博的巨大機械花「聆聽花開的聲音」為案例，分

享文化、社會、企業三方的共創歷程。

CSR 的型態在不同國家、文化中，有不同的行動脈絡。本文介紹三

個不同國家 CSR 支持藝術、文化的方式——愛爾蘭「企業藝術連

結」（Business to Arts） 組織，有系統地調查企業與藝文界的需求；

土耳其則有較明顯的主觀與私人交情，主導企業對藝文的贊助；而

根據印度的企業報告，支持文化遺產及藝文領域，能夠凝聚社會、

促進文化間的對話與多元文化發展。

O3
愛爾蘭、土耳其、印度篇：
發展中國家偏向傳統慈善，
愛爾蘭培力企業與藝文界對話

企業透過 CSR 支持藝文活動或組織，一方面有其企業整體戰略的考

量，另一方面，在「社區參與」基礎上，企業也意識到支持藝文活動

將更有利於企業在社區的投資，並達到 CSR 的多樣性目標。在這樣

的脈絡下，本文爬梳了三家企業在美國的 CSR 投入：包含英特爾

（Intel）的「女孩成長」倡議計畫、德意志銀行成立的美國基金會

（Deutsche Bank Americas Foundation）所 推 動 的 藝 術 與 企 業 計

劃，還有 Adobe 旗下基金會的「Adobe 青年之聲」。O2
美國篇：
強化社區發展投資，
建立企業的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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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
豪華朗機工的無限藝術

過往企業 CSR 贊助藝文，多以單次的方式支持，缺乏連結企業核

心價值，難以永續長久。對此，文策院副院長盧俊偉提出創新 CSR 

行動方案—— CSB ——結合文化內容（Cultural Contents）、社會

影響力（Social Impact）、企業價值（Business Value），而這類型

的跨領域深度合作，如何被量化、被看見、被妥善管理是重要課

題。在「CSR 文化影響力工作坊」中，重新思考溝通與合作的方

式。

O4
軟硬實力聯手
建立永續共好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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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推動文化內容端與企業 CSR 資源銜接時，經常面對一些斷鏈

點，導致媒合的困難。我們應重新思考論述的目標和策略核心：我們

想推動的是，讓文化、企業、社會共好，以「文化影響力投資」重新

定位 CSR for Culture，並逐步打造文化影響力投資生態，促進 CSB 

共好模式成為新常態。

O5
推動文化影響力投資，
讓文化、企業、社會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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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林廉恩，插畫家，在她老家有間小小的工作室。今年她剛以繪本

《HOME》得了「波隆那書展 - 拉加茲獎故事類」首獎，也是臺北國

際書展兒少類首獎得主。「小時候蘆洲這附近都是沒有電梯的公寓，

（我們會在）大樓和大樓間的巷子裡穿來穿去，玩躲貓貓。」林廉恩指

著《HOME》裡俯瞰視角下的街巷畫面，那裡頭背著紅包、揣著菜籃

的火柴人，隨著記憶的暗流在小攤販旁湧現與流竄，「菜市場，也是

小時候的樣子，一定是一條路，路的中間又擺了一條什麼，路就被硬

擠成兩條。」
O6
從金色草原漫出的
圖像世界── 
插畫家林廉恩與繪本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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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企畫新番！《無能戀愛諮商中心》作者米宗子與獨立樂團 Tom-

myBlue 推出主角聽團故事加上專屬單曲 MV ，透過深入取材，以幽

默詼諧的筆法，譜出主角沈青和同學紅瑩及苓苓的聽團故事。從故事

發想到單曲概念相互呼應，結合漫畫和音樂過程，都在本篇娓娓道

來！

O7
漫畫×音樂 迸出文化新火花！
《無能戀愛諮商中心》
跨界特別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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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1109cnt001/
https://csr.taicca.tw/%e3%80%90%e5%80%9f%e9%8f%a1-csr-%e7%be%8e%e5%9c%8b%e7%af%87%ef%bc%88%e4%b8%8a%ef%bc%89%e3%80%91%e5%bc%b7%e5%8c%96%e7%a4%be%e5%8d%80%e7%99%bc%e5%b1%95%e6%8a%95%e8%b3%87%ef%bc%8c%e5%bb%ba%e7%ab%8b/
https://csr.taicca.tw/%e3%80%90%e5%80%9f%e9%8f%a1-csr-%e6%84%9b%e7%88%be%e8%98%ad%e3%80%81%e5%9c%9f%e8%80%b3%e5%85%b6%e3%80%81%e5%8d%b0%e5%ba%a6%e7%af%87%e3%80%91%e7%99%bc%e5%b1%95%e4%b8%ad%e5%9c%8b%e5%ae%b6%e5%81%8f/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5041
https://taicca.tw/article/3e117b96
https://taicca.tw/article/lianan
https://www.creative-comic.tw/special_topics/304
https://news.artnet.com/art-world/met-museum-removing-sackler-name-2046380
https://variety.com/2021/digital/news/matrix-awakens-epic-games-unreal-engine-5-demo-1235129348/
https://musictech.com/news/industry/tiktoks-industry-influence-grows-430-songs-surpassed-1-billion-video-views-as-sounds-in-2021/?fbclid=IwAR3KbLE8LjulA89SULGpMKjOQEmwpgpPn2mtv2mh_pIhIKMr24gZ1mJwrRQ
https://musictech.com/news/music/universal-music-group-is-bringing-justin-bieber-rihanna-and-its-other-recording-artists-into-the-metaverse/
https://everylittled.com/article/160643
https://techcrunch.com/2021/12/08/kickstarter-plans-to-move-its-crowdfunding-platform-to-the-blockchain/?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Ym5leHQuY29tLnR3Lw&guce_referrer_sig=AQAAADs68wTpRzeqClVJEkB-e3I6vk2TOBvL0trPkLhLU7oDsLz4571edqBQvITiZuRIji3PFGXEudcq2p1OYeIK6TxQ6nHkVXHdpoPQZ6b3FESXuAiehnUY2wk2qVBQJNMyZPV6hjg9fCvXZ6gmX9kBSiU18HbuyC7YuOI8lMeUx6KC
https://taicca.tw/article/6a43a794
https://taicca.tw/article/9fdc8fdf
https://taicca.tw/article/f083af82
https://taicca.tw/article/ffae3f35
https://taicca.tw/article/48ade3b9
https://reurl.cc/MkpmzW
https://blow.streetvoice.com/58166/
https://dramago.ptsplus.tv/?p=5117&fbclid=IwAR2GnH125D--CMbiqqmi0hxuPs3PZ1iWSnnWELEZWMTLspJhTgzUiezUXgc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1212ent013/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5682
https://www.bnext.com.tw/topic/605
https://blow.streetvoice.com/58024/
https://www.twreporter.org/a/ng-thoo-sui-and-kam-loo-ts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