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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開展第四次『定調紐約  (PITCH NY)』活動以促進娛樂業的多樣化發

展   

  

行業領袖與有抱負的電影製作人、製片人和作家一起，在大名鼎鼎的洛克菲勒廣

場  (Rockefeller Plaza) 30 號進行為期兩天的學習和交流   

  

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第四次為期兩天的『定調紐約』工作坊由娛樂業領軍

人為來自紐約州境內的躊躇滿志的年輕電影製作人、製片人和劇作家提供資源和

現場指導來促進其事業發展。本活動由州長影視開發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Motion Picture Television Development)、NBC 環球影業 (NBCUniversal) 和翠貝卡電

影學院 (Tribeca Film Institute, TFI) 聯合舉辦，是紐約州最新推出的促進娛樂業多

樣化發展的計畫。   

  

「紐約州最大的優勢是我們的多元化，我們希望打破障礙，確保來自不同背景的

人在電影電視行業有一席之地，」葛謨州長表示。「這一活動把一群有抱負的年

輕內容創作者與他們需要的導師、曝光和資源聯繫起來，從而進入這個行業，為

新的人才和幾代不同的作家、導演、製片人和電影公司高管鋪平道路。」   

  

州長秘書梅麗莎·德羅莎  (Melissa DeRosa) 在『定調紐約』活動上發言表示，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正在樹立全國領先的榜樣，為全體民眾創造平等的

機會，而『定調紐約』活動正是這些工作的縮影。這是一個激動人心和鼓舞人心

的活動，它為帝國州各地不同的年輕製片人、製片人和作家打開了大門，讓他們

通過劇本、劇本和銀幕聽到自己獨特的聲音和故事。」   

  

州長影視開發辦公室與各工作室、非營利機構開展緊密合作，培養紐約州本地的

青年才俊，幫助躊躇滿志的內容創作人們找尋並拓展事業發展方向。要參加『定

調紐約』活動，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近期對娛樂業有興趣的校友提交了申請，並

由翠貝卡電影學院挑選。50 名決賽選手來自紐約州各地，代表了公立大學和私立

大學，包括：   

• 巴納德學院  (Barnard College)  

•  布魯克林學院  (Brookly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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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城市學院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 聖羅斯學院  (College of Saint Rose)  

• 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  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柏魯克學院  (Baruch 

College)  

• 時裝技術學院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福特漢姆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 霍夫斯特拉大學  (Hofstra University)  

• 亨特學院 (Hunter College)  

• 伊薩卡學院  (Ithaca College)  

•  拉瓜迪亞社區學院  (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  

•  長島大學布布魯克林校區  (Long Island University Brooklyn)  

• 馬里斯特學院  (Marist College)  

• 新學院 (The New School)  

•  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  倫斯勒理工學院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 莎拉勞倫斯學院  (Sarah Lawrence College)  

• 斯克內克塔迪郡社區學院  (Schenectady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 聖約翰大學  (St. John's University)  

•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州立學院  (SUNY Buffalo State)  

•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分校 (SUNY Empire State College)  

• 紐約州立大學奧斯維戈分校  (SUNY Oswego)  

•  紐約州立大學波茨坦分校  (SUNY Potsdam)  

• 紐約州立大學柏切斯分校  (SUNY Purchase)  

•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  (SUNY University at Buffalo)  

•  錫拉丘茲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活動為期兩天，第一天包括由翠貝卡電影學院領導的實踐演講研討會，以及讓參

與者和業內資深人士建立聯繫的歡迎招待會。第二天的活動包括資訊交流、圓桌

討論以及與娛樂專家一對一的『閃電約會』。活動在  NBC 環球影業位於洛克菲勒

廣場 30 號的大名鼎鼎的總部舉行。   

  

這兩天活動期間的演講者包括州長秘書梅麗莎·德羅莎、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特裡貝克企業公司  (Tribeca Enterprises) 執行長兼康卡斯特公司  (Comcast 

Corporation) 共同創始人簡·羅森塔爾  (Jane Rosenthal)、NBC 環球影業總法律顧問

兼康卡斯特公司執行副總裁金伯利  D. 哈裡斯  (Kimberley D. Harris) 和 NBC 環球影

業多元化與包容性副總裁薩爾瓦多·門多薩  (Salvador Mendoza)。演員/作家/製片人

/導演阿圖羅·卡斯特羅  (Arturo Castro) 也參與了本次活動，講述他的個人故事，並

向學生提出在所有平臺中進行表演的建議，他曾出演喜劇中心頻道  (Comedy 



 

 

Central) 出品的《阿圖諾  (Alternatino)》和《大城小妞 (Broad City)》，以及網飛公

司 (Netflix) 連續劇《緝毒特警  (Narcos)》。  

  

來自 YouTube 紐約空間 (YouTube Space New York)、雅克斯媒體  (Jax Media) 和 

NBC 娛樂 (NBC Entertainment) 等新媒體的專家討論了行業發展趨勢，並在『持續

變化的媒體版圖  (The Changing Media Landscape)』小組中為學生介紹了創新式和

演進式內容創作和傳播架構。『講述你的故事  (Get Your Story Heard)』小組由獲

獎演員/製片人/編劇/導演奧多嘉·阿比特  (Otoja Abit) 和梅麗莎·哈斯利普  (Melissa 

Haizlip) 組成，他們提供建議並講述個人軼事，教學生如何推進他們的故事和進入

這個行業。   

  

參與者與製片人、作家、導演、開發人員和管理人員配對，這些人員來自環球內

容製作公司  (Universal Content Productions)、橘子娛樂公司  (Tangerine 

Entertainment)、美國彩虹電影節  (America's Rainbow Film Festival)、華納地平線電

視公司 (Warner Horizon TV)、德菲納電影製作公司  (DeFina Film Productions)、翠

貝卡電影節  (Tribeca Film Festival)、主題工作室  (Topic Studios)、斯多卡德作品公

司 (Stockade Works)、CBS 公司 (CBS Corporation)、艾吉沃克工作室  (Edgeworx 

Studios)、華納兄弟電視部  (WBTV)、 美國家庭電影院  (HBO)、博藍提製作公司  

(Berlanti Productions)、國際波多黎各遺產電影節  (Int'l Puerto Rican Heritage Film 

Festival)、紅冠製作公司  (Red Crown Productions)、索尼影視娛樂公司  (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和維克電影節  (Bushwick Film Festival)。在哥倫比亞廣播公

司 (CBS) 的《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中扮演分析師克裡斯汀·查紮爾  (Kristen 

Chazal) 的女演員埃博尼·諾埃爾  (Ebonée Noel) 也發表了講話，強調了內容創作者

多樣化的重要性。   

  

在這樣一對一的交流活動中，學生們介紹了他們創作的故事情節，並從行業領袖

那裡獲得反饋和中肯的批評意見。行業代表模擬了真實生活中的故事情節，並給

到學生機會分享他們的故事，提高他們在情節編寫方面的技能。『閃電約會』故

事情節討論會也將娛樂業領袖和冉冉上升的各類內容創作人聯繫了起來。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表示，「電影和電視行業是本州

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的『定調紐約』活動是我們擴展娛樂行業的眾多途徑

之一，我們與行業專業人士合作，為有才華的紐約民眾拓寬途徑，增加機會。」   

  

NBC 環球影業總顧問兼康卡斯特公司執行副總裁金伯利  D. 哈裡斯表示，  

「今年，『定調紐約』活動創建了另一個非凡的計畫，以幫助培養下一代多樣化

的故事講述者，我們的共同願景使這次合作對  NBC 環球影業產生特別的意義。」   

  

特裡貝克企業公司執行長兼共同創始人簡·羅森塔爾表示，「『定調紐約』活動幫

助擴大電影和電視領域的新聲音，這與我們在翠貝卡電影學院的使命是一致的。



 

 

我們高興地歡迎這個計畫的第四屆參與者。這是一個重要的學習機會，新興藝術

家練習推銷自己的作品，並聽取業內資深人士的經驗。」   

  

紐約州通過立法確保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  (LGBTQ) 的

權利和婚姻平等，歡迎我們的移民社區，發起婦女平等議程，反對工作場所歧

視，繼續在爭取社會公正和包容多樣性的鬥爭中發揮領導作用。『定調紐約』活

動建立在葛謨州長擴大機會、增加多樣性、促進包容和維護紐約州所有少數族裔

群體的精神遺產之上。   

  

州長影視開發辦公室簡介   

紐約州州長影視開發辦公室是帝國州發展公司的一個部門，在紐約州境內為電

影、電視劇、商業片的製作及後期製作產生的符合條件的支出提供退稅額。該辦

公室還負責聯絡製片公司、市政府、地方政府、州政府機構、全州人脈網、地方

影片辦公室、職業采景人以及管理人員。如需了解更多與在紐約州攝製影片或與

影片製作及後期製作稅收抵免計畫有關的資訊，請訪問 www.NYSFilm.com。  

  

NBC 環球影業簡介   

NBC 環球影業是全球領先的媒體和娛樂公司，致力於向全球觀眾提供娛樂、新聞

和資訊的開發、製作和行銷。NBC 環球影業擁有並經營著一系列重要的新聞和娛

樂電視網路、一流的電影公司、重要的電視製作業務、領先的電視臺集團、世界

著名的主題公園和一系列領先的互聯網業務。NBC 環球影業是康卡斯特公司的子

公司。  

  

翠貝卡電影學院簡介   

翠貝卡電影學院是總部設在紐約州的非營利組織，由羅伯特·德尼祿  (Robert De 

Niro)、簡·羅森塔爾和克雷格·哈特考夫  (Craig Hatkoff) 在 9/11 事件後成立，旨在

通過電影的力量把社區凝聚在一起。今天，翠貝卡電影學院在美國和全球範圍內

開展工作，以確保電影製作人和創作者擁有所需的工具和資源，用來講述他們的

故事、與觀眾溝通並建立興旺的職業生涯。我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幫助講故事的

人，以打破由於代表和權力不平衡而造成的接觸、曝光和可持續性障礙。翠貝卡

電影學院通過紀錄片、腳本和沉浸式媒體工作，每年通過超過  225 萬美元的資

助、指導、實驗室和工作室支援超過  225 名故事講述者。欲知更多關於翠貝卡電

影學院的資訊，請訪問 www.tfiny.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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