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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群熱愛影像又瘋狂的人組合而成，從2015年創立以來用Honey溫柔熱情的心放眼整個City
以高品質的標準及親切熱誠的服務，不論是多艱難的挑戰，總是付出100%的心去完成這項任務

為了展現品牌精神及記憶點。“H”的意像有如一棟棟高聳的建築深深扎入在每一位服務過的客戶心裡
彷彿守護著每一位信任我們的客戶，並努力解決客戶的需求。HoneyCity不只立足整座城市，更是放眼國際

我們是擅長視覺創意、行銷策略的團隊，從起家開始便堅持用
電影質感的方式進行影像製作，結合多樣化拍攝手法及原創故事

Strategy精準策略 觀察分析受眾Strategy偏好及使用習慣制定相關策略， 精準投放成功觸及目標

Creative創新思維 善於創新，與不同的專業領域團隊腦力盪下，為客戶創造出驚喜

Quality 影像品質 團隊專業完整、力求品質，舉凡各種需求訪談、導演拍攝、製片剪接、動畫特效全權統整規劃

關於HoneyCity



合作夥伴

本公司創作之影片獲得福斯商旅、華為、華碩、中強光電、Reebok、GATSBY、威秀

影城、Ubisoft、鈺統食品、罕見疾病基金會、原民台、台北市滑水協會等廠商信賴。



前期製作
Pre-Production

劇本寫作 Story Writing

劇組安排 Crew Arrange

分鏡腳本 Story Board

拍攝行程 Production Board

空拍 Aerial Filming

棚拍 Studio Filming

高動態攝影 High Dynamic Filming

剪輯 Edit

調色 Color Grading (HDR & Dolby Vision)

後期特效 ACGI & AFX

動態設計 Motion Graphic

音樂製作 Music Production

後期製作
Post-Production

拍攝
Filming

服務項目與流程

1.劇本創意製作 2.拍攝籌備 3.拍攝製作 4.後期製作發表 5.上片



高階 5K 電影攝影機
RED_Scarlet-W

ZIESS CP.3 
電影鏡頭群

EOS 1D Mark III
數位單眼相機

Ronin S
專業版三軸穩定器

4K 空拍機
Mavic 2 PRO MKE600槍式麥克風 FilmGear

Daylight LED燈 高速Mac Pro電腦站

公司設備器材
僅列出部分器材設備



專業後期管理&製作
Post-Production

攝影棚測試&租借
Studio

專業後期管理



專案工作流程

內容設計

確認概念風格 相關資訊搜集 腳本(細) 製作會議討論

腳本(初步)

內容設計確認 場勘/拍攝環境調整 拍攝/場記/燈光/收音 影片傳輸轉檔

後製剪輯 特效/音樂 審核影片(初剪) 字幕/音效 審核影片(定稿) 影片輸出

後製作業

前製作業

主製作期

多樣性的規劃執行能力，所有策略方向均鎖定目標受眾（Target Audience）

全程由公司發想到製作結案，確保產出最高品質的作品



工作實績

特定主題中玩出不同創意，傳達主題
內容間又能呈現別出心裁的創意畫面

藉由市場定位分析鎖定目標族群，
量身打造出專屬特色的影片內容

將目標的主題文化與背後故事，
以生動的方式呈現給觀眾

政府標案 商業廣告 電視節目
名稱：福斯商旅【T6.1 Caravelle 力挺你的騎士精神】

平台：網路社群媒體及展場

類別：形象影片

內容：交通部觀光局將2021訂為「自行車旅遊年」，各大飯店旅遊業者也推出多樣化

的單車輕旅行，並比照專業賽事有車隊隨行後勤服務，透過將商旅車作為自行車騎士

堅實的後盾，陪你迎風奔馳Youtube影片點擊率已破70萬點擊。



影片製作 / 協力製作

福斯商旅Caravelle形象廣告
(福斯商旅北風吹拂騎行)

福斯商旅_創造屬於你的
#VanLife

ASUS-產品廣告 ROG 特務出任務

adidas 4D Lab
預告影片

中強光電AIO顯示屏產品廣告 Ubisfot-真⼈版刺客教條:起源 Ubisfot-真⼈版刺客教條在台灣

GATSBY產品宣傳廣告 (濕紙巾)
告白篇、情書篇、暑假篇



華為手機產品廣告
跑酷篇

華為手機產品廣告
潛水篇

威秀影城-星際大戰電影前導預告

華為手機產品廣告
約會篇

魔法先生 產品形象宣傳片

陳睿纁 Who C 【胖是⼀一種罪】 台東縣政府 台東熱氣球嘉年華會 台北市滑水協會 臺灣盃國際滑水賽

影片製作 / 協力製作



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貸款
宣傳影片

鈺統食品
企業形象影片

6038 Michelle Exhibition Sanyi
藝術家杜淑慧個展MV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招生形象影片

罕見的幸福劇本【孩子，去吧~ 】
紀錄片

策展人石雅如
個人形象影片

影片製作 / 協力製作



名稱：福斯商旅【T6.1 Caravelle 力挺你的騎士精神】

平台：網路社群媒體及展場

類別：形象影片

內容：交通部觀光局將2021訂為「自行車旅遊年」，各大飯店旅遊業者也推出多樣化的單車輕旅行，並比

照專業賽事有車隊隨行後勤服務，透過將商旅車作為自行車騎士堅實的後盾，陪你迎風奔馳Youtube

影片點擊率已破70萬點擊。

案例分享



影片起源(痛點)：
福斯商旅T6.1一直以來都是以載貨跟載客為主的一台車款。可以運用的種類非常多，數據顯示在自行車市場中一

直都沒有被廣泛地使用。進而成為下一個目標地出現，要如何成功的吸引自行車群族購買福斯商旅T6.1使用呢？

影片Idea(解決痛點)：
經過團隊反覆研究溝通以及討論後，我們得到了一個主題方向。那就是讓福斯商旅T6.1成為自行車隊的後盾也就

是保母車。我們延續這個概念下去發想，於是有一個最終的核心概念就是呈現出T6.1成為團隊最佳補給的堅強後盾。

影片執行：
我們約談了許多自行車隊，試著理解把T6.1當作最強自行車補給後盾的話，所有的好處與壞處通通記錄下來，並

篩選出最適合放進影片裡敘事出來。最終我們整理出了一個影片腳本。

故事大綱：
補給車aka 保母車，保姆車一直以來在車隊裡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又可稱為守護天使。

保母車伴隨著帥氣的自行車隊，車友賣力的往終點前進，保母車一路上相輔支援。 途中經過了美麗的沿海地區以及山
路裡的山清水秀。保母車擁有者大動能的性能不管在多嚴峻的路程都可以輕鬆通過。一路上偶而陪伴著騎士而行，有
時又可以在某一個定點當作中繼站使用。 補給著水和食物，及扮演著給騎士們遮風避雨避陽的好夥伴。這就是福斯
T6.1 為車隊默默守護扶持的好後盾。

案例分享



影片成效：

• 影片觀看次數77萬次，影片分享達上百次，成功掀起話題。
• 據統計分析，65%的消費者來自於影片觀賞後決定性的消費。

案例分享



專案名稱 狀態 專案名稱 狀態

2022-AB優酪乳+7-11現蒸地瓜 省10元 執行中 2019-罕⾒見見的幸福劇本【孩⼦，去吧~】紀錄錄⽚ 已結案

2022-仙桃牌產品形象廣告 執行中 2019-AIO顯示屏產品廣告 已結案

2022-飛利浦 刮鬍刀 執行中 2019-孫協志- 守候，一光年 攝影 已結案

2022-6877視覺藝術畫展-藝術家杜淑慧 執行中 2019-陳睿纁 Who C 【胖是⼀一種罪】feat ⿂乾 Annie 已結案

2021-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招生形象影片 已結案 2019-華為-產品廣告_Mate20 X (兒童服裝設計師篇) 已結案

2021-鈺統食品企業形象影片 已結案 2018-華為-產品廣告_Mate20 Series攝癮極狂企劃:跑酷篇 已結案

2021-adidas 4D Lab預告影片 已結案 2018-華為-產品廣告_Mate20 Series攝癮極狂企劃:潛水篇 已結案

2021-魔法先生 產品形象宣傳片 已結案 2018-華為-產品廣告_Mate20 Series攝癮極狂企劃:約會篇 已結案

2021-策展人石雅如_個人形象影片 已結案 2017-ASUS-產品廣告 ROG 特務出任務 已結案

2021-福斯商旅VW T6.1 California 房仲篇 幕後製作 已結案 2017-台北世⼤運選手村紀錄 已結案

2021-福斯商旅Caravelle形象廣告 (福斯商旅北風吹拂騎行) 已結案 2017-華信航空-活力ATR 華信新機隊 宣傳短⽚片 已結案

2021-6038 Michelle Exhibition Sanyi藝術家杜淑慧個展MV 已結案 2017-原住民族電視台-部落文化頻道包裝 已結案

2021-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貸款宣傳影片 已結案 2017-Ubisfot-真⼈版刺客教條:起源 已結案

2020-王美慧鋼琴莫扎特鋼琴演奏專輯M 已結案 2016-Ubisfot-真⼈版刺客教條在台灣 已結案

2020-日本GASTBY 濕紙⼱產品廣告 已結案 2016-威秀影城-星際大戰電影前導預告 已結案

2020-福斯商旅_創造屬於你的 #VanLife 已結案

專案團隊履約經驗



｛ ｝TEL  | 886-02-23468971
ＷEB | www.honeycitystudio.com

E-Mail  | honeycitystudio@gmail.com
ADD  |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24巷18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