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台灣館暨版權人員參展辦法
一、主辦單位：文化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金會
二、展期：2016 年 11 月 26 日（六）至 12 月 4 日（日），為期 9 天，
每日開放時間為 9:00-21:00，專業人士與一般讀者分別開放時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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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出規劃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Guadalajara International Book Fair，FIL）是全世界規模最
大的西班牙語書展，書展目標鎖定專業人士和一般讀者，2015 年參展商共 1,983 家，有
44 國參展，專業人士 20,517 人，參與各類活動的讀者則高達 792,000 人次。
針對不同年齡層的讀者，書展主辦單位設計了多樣化的閱讀活動。2015 年總共舉辦
了 168 場文學座談、30 場學術論壇、171 場為青少年設計的工作坊、123 場藝術及音樂
表演還有 222 場專業人士活動、以及高達 605 場的書籍發表會等。顯見瓜達拉哈拉書展
是縱貫美洲以及全球西語圖書市場，最活躍也最隆重的年度盛事。
2016 年瓜達拉哈拉書展台灣館計有 8 個展位，展館面積為 72 平方公尺，展位規模
與英國、法國、德國等國際重點出版市場相當，位處國際區明顯位置（展位號碼 ii10）。
台灣館希望以精緻亮眼的風格，透過台灣參展出版品的豐富創意，推廣台灣出版品的版
權與國際形象。
四、台灣館分區介紹
1. 台灣推薦插畫家
台灣插畫家在自由開放的創作空間，發展出許多好故事與好點子，不管創意、筆觸、
構圖、用色都有其獨特風格；本區將規劃展示主力推薦的台灣當代插畫家，進一步以
推廣國際版權。
2. 童書漫畫新鮮書
將精選展出 2015-2016 年最新出版，具有版權銷售潛力的童書、漫畫等圖文作品。本
區也將邀請國內出版社及相關領域專家，推薦獲選國內重要出版獎項的童書和漫畫。
3. 台灣特色好書
國內出版選題日益專注各縣市的深度在地書寫，包含食衣住行、地方特色、歷史涵
養、工藝發展等。本區將徵求 2014-2016 年關於台灣書寫在地主題、蘊含人文關懷及
生活趣味的好書。
4. 華語學習專區
華語學習在全球已是成長趨勢，西語世界與美洲也有眾多華語學習的人口，因應此
趨勢，台灣館特別設置華語學習專區，徵求 2014-2016 華語學習相關出版品，希望推
展台灣於此專業領域的優良創作。
5. 已授權出版專區
台灣已有超過一百種原創童書與漫畫作品售出國際版權，本區將精選展出 2014-2016
年出版已售出外語版權的童書及漫畫創作，並加強呈現已售出西班牙語版權的出版

品，以貼近瓜達拉哈拉書展西語出版的市場。
6. 出版社專區
本專區致力突顯出版社形象與品牌，規劃實用與美觀兼顧的陳列區位，搭配版權洽
談專區，提供出版社展示年度精選書目，以利版權會議和版權交易。
7. 版權洽談區
本會將安排專人協助參展出版社的版權洽詢留言、提供現場參觀者關於展品的西班
牙文解說，增進國際專業出版人士對台灣出版現況之認識。
五、參展辦法
1. 主題書區
徵求報名書籍
童書漫畫新鮮書

台灣特色好書

書籍報名條件

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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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版權銷售潛力的台灣童書、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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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圖像小說等圖文作品

本依格式填寫，中英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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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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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8 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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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報名資料繳交及匯款期限
2016 年 8 月 8 日（一）

注意事項
1.

報名費含書籍運費、裝潢建館與館內服務。超量書籍和文宣品，需另自行負擔運費。

2.

首次參加台灣館出版社專區者，敬請依照參展辦法檢附公司登記資料。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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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以往 6 年內曾參加台北書展基金會承辦之台北國際書展或其他國際書展台灣館，毋須檢
附以上認證文件

※文宣品服務：
報名「出版社專區」請自行推薦參展書單中 10 本書目，並標示在提供本會之 Excel
書籍資料檔的前 10 本（未特別標示者將取繳交之參展書單中前 10 本為準），本會將
特別編輯刊印於《台灣館英文版參展者目錄》重點宣傳。參加出版社專區需提供：
1. 本會保留文宣品資料編輯權利。10 本書目各 50 字內英文簡介（套書視同 1 本，請
整套介紹），請務必勿超過字數，超過 50 字後的字，本會將予以編修。
2. 請於台北書展基金會網站下載專用 Excel 書籍資料表格填寫。
六、版權專業人員參展補助
為促進台灣原創童書漫畫等圖文出版品參加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的版權交易機會，
本次開放國內出版社或版權代理公司之版權專業人員提出報名，申請參展差旅補助，每
人補助金額最高可至新台幣 60,000 元整（含稅）
。同時，亦可獲得書展大會提供免費使用
國際區內商務中心與上網服務，也可以參加書展主辦的論壇或新書發表會，毋需事先報
名。
台北書展基金會將彙整申請人的專業背景與經歷、參展期間預定進行的版權推廣計
畫，遞送文化部加以評選後公布遴版權人員前往參展。通過評選審查之申請者，本會將

另行通知參展期間權利義務、結案須知以及後續辦理撥款事宜。
欲申請 2016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版權專業人員參展補助者，歡迎至台北書展基
金會網站 www.taipeibookfair.org 下載相關報名資訊與申請表格。請於 8 月 8 日（五）前
以 A4 格式書寫，email 報名所需資料：
 個人中／英文簡歷（300 字內）
 公司英文簡歷（300 字內）
 版權推廣計畫（請簡略列出推廣出版品策略、預定開會對象）
至 olivia@taipeibookfair.org。並郵寄報名表格用印正本至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金會。報
名聯絡：謝雅筑(02) 2767-1268 #107, olivia@taipeibookfair.org 。
七、重要時程
日期

項目

8 月 8 日（一）

1. 報名出版社專區與主題書區報名表、各項資料及實體書與報名產
品收件截止
2. 出版社專區請完成匯款
3. 版權專業人員參展補助報名表與資料收件截止
網路陸續公佈各主題專區展示書單

8 月中旬起

＊參展辦法、報名表格、出版社簡介表、著作權授權書格式及書籍資料表格簡介格式等相關資料，
歡迎至台北書展基金會官網 www.taipeibookfair.org 下載。未入選作品，恕不另行通知，請密
切關注網站公布資訊，並於 8 月 31 日前派員領回。未如期領回作品，本會將代為捐贈相關機
構。

八、其他服務
所有參展書籍本會於展後將捐贈給當地學校、圖書館或適當機構，因墨西哥運輸成本較
高，本會不提供回運服務。
項目

說明

額外展書或文宣託運

請將額外託運展品包裝完

本會提供託運（除了前述出版社專區代運之 25 本展示
書籍、30 份 DM 及一盒名片以外之）書籍或文宣品至
瓜達拉哈拉書展展場服務海運費用（未含 5%營業稅），
若出版社有加運需求，請和本會聯繫。

備，於 9 月 9 日（五）前寄
達台北書展基金會
聯絡：謝雅筑

重量 KG

0-5

價格 NTD

3,000 6,000

6-10

20↑

11-15

16-20

9,000

12,000 另行估價

(02) 2767-1268 #107
olivia@taipeibookfair.org

＊以上費用不含發票稅額
參訪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
本會將提供相關訊息，協助業者辦理簽證、機票與住宿
事項。

請洽聯繫人：
謝雅筑
olivia@taipeibookfair.org

九、參展書籍、展品及資料遞送
1. 請於指定時間內，將參與評選的圖書和相關書面資料、光碟檔案寄送至
110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180 號 10 樓
台北書展基金會 2016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台灣館
2. 匯款資訊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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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展書籍、展品及資料遞送聯絡窗口
謝雅筑：TEL (02) 2767-1268 #107，FAX (02) 2767-2808，olivia@taipeibookfair.org
※展後所有書籍，如果參展出版社未自行派員處理，本會將捐贈相關機構。因墨西哥
運輸成本較高，本會不提供回運服務。
4. 參展出版社或作者同意將其參展作品（著作）之各項著作財產權，授權本會於「2016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台灣館」編製文宣品及展場佈置輸出等相關推廣之用，並簽訂
相關著作權授權書，範本可至台北書展基金會網站下載。
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