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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劇突破困境
須展現創新與智慧

萬人舉旗反勞法 媒體工會促撤回
記者／趙芸藖、徐藝芳報導
反勞基修法大遊行於去年12
月23日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舉
行，現場抗議的民眾經估計約
有一萬人舉旗高喊「我血汗過
勞，你功德個屁！」。相對其
他企業和產業工會，媒體產業
工會的聲援人數較少，沒有達
到預期的目標，但仍有少數媒
體工會幹部毅然決然來到現場
表達立場。

網友疑遊行染政治色彩
甚至有網友說，勞基法遊行
表面是呼籲大眾維護自己的權
益，但其實私底下是黨政的操
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中各媒體工會與勞工站出來為過勞工作者
及自己的權益發聲。
(圖、文／趙芸藖) 弄。針對此，東森新聞媒體工

會鄭鴻昇強調，所有集會抗議
的民眾都是自發性前來，且現
場的各媒體工會中並無政黨色
彩，或是在野黨惡意結合民眾
來打擊執政黨，單純只希望此
次遊行能讓政府聽見媒體工作
者的心聲，撤回修法。

勞基法變天花板
全台有多個媒體產業工會，
但現場應援的只有全國傳播媒
體產業工會、壹電視工會、東
森電視工會及公共電視工會等
等，顯然響應聲浪不高。全國
傳播媒體產業公會自己出版的
「過勞時報」，以發表空白報

的方式表達記者因過勞而無法
出報，裡頭訴求立即停止「過
勞版」的勞基法修法、加強勞
檢，切勿輕縱違法資方，讓勞
基法能夠真正落實。
壹電視工會理事長林俊吉表
示，勞基法應是保障勞工權益
的最低標準，但政府明顯偏袒
資方，將勞基法變像天花板一
樣的最高標準，再來要求勞工
遵循此法，是最不合理和犧牲
勞工的惡法。此次遊行，就是
避免勞基法再修惡、法律必須
保障勞資雙方的權益，停止要
求勞工為公司無償賣命，盼望
政府能真正聽到民意，讓勞基
法可以確實且正義的執行。

台劇轉OTT平台 重質也應重量
記者／周芸報導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於去年12月27日在閱樂書店松菸店舉辦媒觀講堂。邀請
「植劇場」製作人安哲毅與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魏玓，以「絢爛之後，
我們來談植劇場」為題，一同討論植劇場的成功經驗可否被複製及台灣電視劇面臨
的問題。
安哲毅表示，近來的電視收視率愈來愈低，電視的廣告總收益已經不如以往。因
此，電視劇的發動機可能轉變成OTT平台。不過，即使有了OTT平台的版權新收益，
植劇場的整體版權收益仍僅占製作成本的三分之一，還是必須依賴文化部的製作補
助，「從商業角度看，要靠補助才能平衡，這還不夠健康。」安哲毅強調。
魏玓提到了植劇場告訴他的事，「所謂複製不是再百分之百複製，重要的是裡面
對台灣電視產業的經驗、事實、還有提醒，從中學習，這個複製才會有意義。」此
外，他也表示，「重質不重量」對台灣的戲劇來說是相當危險的。「沒有量就沒有
質」，沒有好的物質基礎支撐，這個產業的部分環節就會崩潰。這樣的情況下，太
過關注《植劇場》這樣具有一定水準的單一例子，對產業來說可能是一個問題。

虛擬鍵盤手勢辨識 讓VR世界更便利
記者／金宸瑋報導
AirSig的執行長陳柏愷於去年12月21日
在圓山digi space 演講，以「體感交互
趨勢」為題，講述AR、VR全球市場趨勢、
體感交互技術未來趨勢以及手勢辨識該如
何應用。
陳柏愷表示，目前VR界裡僅有「瞄準」
跟「碰撞」兩種的互動模式，互動模式太
少，創造者能使用的模式受限；在VR世界
裡，用虛擬鍵盤是很困難的，透過手勢辨
識你不再需要一一瞄準鍵盤打字，只要透
過空中簽名，即可在1秒內完成。
在未來趨勢的部分，雖然有不少人覺得
「社交」是重點，但他認為，VR內容的需
求仍以遊戲為主，社交則必須要是遊戲裡
的元素之一，因為現在還不是人人有VR的
時代，在短時間內，發展單純的「社交」
還不是時候。
他最後提到，360度VR的發展其實沒有
想像中重要，360度僅適用於旅遊或自然
生態等小部分的應用，他假設VR是運用在

網紅直播上，人們著重的應該是能更近距
離去感受與網紅的互動，而不是周遭的環
境，因此他認為VR影片的價值在於3D而不
是360度環景。
未來是網路科技的時代，能運用VR讓生
活更便利，不管是辦公還是日常生活，也
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體感交互技術趨勢講座宣傳海報。
(圖／取自TAVAR粉絲專頁、文／金宸瑋)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倪炎元表示，望學生透過這平臺，能快速適應業
界環境。右圖為銘報新首頁，採用大圖與大標題加強視覺效果。
(圖／張宇詞、文／彭昕洋)

銘報網站改版 RWD與業界接軌
記者／彭昕洋報導
銘報繼去年6月無紙化後， MOL即
時新聞網站在今年1月3日已正式全面
改版。新網站強化頁面視覺效果，簡
化後臺操作程序，因應行動載具時代
來臨，網站採響應式網頁設計。銘傳
大學新聞系主任孔令信強調，本次改
版最重要的精神是：與業界接軌，給
學生一個更友善的平臺。
孔令信表示，時代在變，銘報經過
紙本和電子報多年僵固後，在考量因
應未來趨勢及與業界接軌，才有此次
的大改版。
他說，銘報網站此次主頁使用業界
廣泛使用的網頁模版，採用大圖、大
字號標題和精簡文字的版面設計。同
時因應眼球世代推出全新影音區塊也
在視覺效果上做出了極大的強化，並
因應閱聽眾使用的行動載具的閱讀習
慣，銘報新網站採用RWD(Responsive
web desig縮寫)響應式網頁設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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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回應式網頁設計，依據閱聽眾使用
的載具不同，調整頁面的呈現方式。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倪炎元說
，新網站推翻舊網站以文字為主的呈
現方式，以大圖從視覺上強調訊息的
傳遞，這一點他非常肯定。同時，新
網頁的運作模式已和業界基本一樣，
學生們透過這平臺的學習，可以很快
地適應業界的實際環境。
倪炎元也提到，以前的網頁像一個
百科全書一樣，希望把所有的東西都
放進去，無所不包，造成版面充滿許
多文字，視覺效果上難免會錯亂，新
網頁分類更簡單、準確，以簡約的色
彩與設計，更符合新聞系的風格。
銘報新網站目前將舊網頁的原有的
十大分類，簡化為新聞、專題、人物
三大分類，另外新增影音分類，以簡
潔設計為主，讀者將不必在眾多的分
類中尋找新聞，閱讀起來也更方便。

主編／林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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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數位奇點獎論壇

內容行銷成主流 創意點觸手可及
記者林俐、王書馨／報導
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
（DMA）於去年12月21日舉辦數位奇點
獎論壇，上午場邀請三大數位媒體平
台:Oath、Facebook與Google分享全球最
新媒體趨勢與本地經驗，下午場則以數據
跨界創意的行銷未來為主題，針對直播、
數據創意、跨境行銷與網紅經濟四大議
題，邀請相關業者與網紅代表現身對談。
Yahoo奇摩媒體傳播事業群總經理邱瀅
橞表示，在行動影音碎片化的時代，客群
較年輕，因此，在這個時代找到與年輕一
代客群的連結很重要，Yahoo奇摩從去年
快速耀升為近年來直播及社群的最大風
口，為告別過去衰退的時代，製作人族群
也有年輕化的趨勢，特別在今年苗博雅與
洪秀柱的對談直播中，獲得網友一片正面
評價，其中有位網友發言說：「Yahoo的
改變不只跨越同溫層，更首次跨越了大氣
層。」
在內容電商當道的時代，Yahoo也為此
推動了許多活動，例如：1111狂歡夜、94
狂購榜（即直播買賣），直播拍賣更是台
灣電商平台的創舉，讓買家不僅看得到還
能還能買得到。

  第一屆數位奇點獎論壇於去年12月21日落幕，邱瀅橞（右三）表示，在

碎片化的時代必須找到與客戶連結的機會。            
（圖、文／林俐）

中央社海外實習講座

楊明珠:慌亂中學習臨場判斷力
記者趙芸藖／報導
中央社舉辦的「我是海外特派
員」校園巡迴講座，於去年12月
至今年3月將在30所大專院校進
行演講與宣傳，演講者都是社內
資深海外特派員，目的是發掘新
鮮媒體人才，拓展國際觀。於去
年12月27日由曾外派至日本東京
的記者楊明珠於師範大學分享感
想。
曾外派至日本長達11年之久的
記者楊明珠，途中遇過2011年東
日本311大地震、大海嘯與福島
第一核電廠輻射外洩等災害。她
說儘管是大地震，但記者的本能
是不能恐慌的，如何在當下捕捉
到現場的慌亂氣氛與天搖亂墜的
景象以及臨場的判斷力，都是要
從實務中去學習的。
演講過程中，楊明珠向學生們

楊容珠
展示台灣
與日本媒
體報導災
難新聞的
差異。
(圖、文/
趙芸藖)
提問，在災難現場第一句話該怎
麼問。日本與台灣媒體報導災難
新聞的不同，台灣媒體較重視災
民的痛苦與哭喊的畫面，日本媒
體則較重視如何在最短期防止下
一波災難再次發生，訪問災民的
問題也是要隨當地情況改變。
最後楊明珠說，當記者人脈最
重要，人際關係的建立，以最小
的資源創造最大的利益，與合夥
同伴打好關係，自己有需要情報
時都是互利共生的。

羅苑韶:培養記者國際觀為首要
記者趙芸藖／報導
中央社至2018年3月將陸續在
30所大專院校辦巡迴講座，以「
我是海外特派員」為主題，由社
內資深海外特派員分享自身經驗
談，於去年12月20日由曾外派法
國巴黎記者羅苑韶於世新大學演
講。
中央社外派至國外的駐外記者
陣容可居全台各報社之冠，羅苑
韶說，中央社一直以來都很注重
媒體的國際觀，所以不斷培養記
者創新的視野是很重要的，辦這
個校園巡迴講座，目的就是希望
台灣的媒體新鮮人能夠開拓自己
的國際意識，勇敢踏出去看這個
世界。
羅苑韶在演講過程中，也播放
了很多她在法國作採訪與取材的
影片，她說，記者對媒體提供的
素材，不管是影片還是採訪內

容，要如何把全部的素材整合起
來完成一篇報導，都是需要經驗
累積的。
羅苑韶也對大學媒體新鮮人勉
勵，要隨時保持好奇的心，有問
題就要勇敢去追問，未來不管是
在國外還是國內，做事前的採訪
準備與主動蒐集受訪者或當地相
關資訊都是最基本的，也是對受
訪者的一種尊重。第二語言能力
更重要，因為記者是自己要去跟
人做接觸與溝通，語言也是一個
文化的橋梁，努力與這個世界做
連結，才能成為厲害的記者。
羅苑韶也表示，新聞不是寫出
來，而是跑出來的，只有真正自
己身體力行才會有收穫，努力擴
展自己的視野，外派到國外去跑
新聞，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加堅強
與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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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行銷
知名講師

Facebook大中華區Head Of Creative
shop倫潔瑩表示，現在的閱聽眾專注力比
金魚還短，而內容創建的步伐已遠超過大
眾的消化能力，如何分配用腦時間及引起
大眾的注意力成首要關鍵，因此，為協
助企業運用不同的行動創意，Facebook在
近兩年也推出各種新廣告型態，打造更符
合創意行動的廣告，「做廣告要有人的速
度，也要兼具創意的激情」。
電通國華首席創意執行長陶淑真表示，
在廣告代理商創意的範疇裡，創意已進入
到觸手可及的時代，每個觸發點都可能是
創意的源點，AR、VR、AI及大數據等都是
創意力的新養分來源。
台灣微軟大中華區前瞻技術合作資深軟
體開發協理張書源也表示，微軟提供的平
臺和工具可以協助大家收集資料，還有資
料科學家分析資料，但他們缺少了如何去
應用資料的行為的專家以及在座各位把它
落實到實際上的場景，所以他很期待和各
個不同領域的專家進行對話，也想看見大
家在使用新技術時的反應及成果，讓各位
知道他們有什麼樣的技術可以去實現大家
想做的事情。

織田紀香:鍾愛自己所選

記者曾郁晴／報導
織田紀香，本名陳禾穎，除了是一位知名
講師之外，同時也是個男兒身但卻是個擁有
美麗外表的「偽娘」。對自己外表要求甚高
的她，各大演講場合都踩著超過十公分高跟
鞋出席，展現自信與美麗，當天受訪時也不
例外。

腳踏實地 實踐想做的每個可能
因為想變美而進行多次整形手術，所以才
有現在被封「最美偽娘」的稱號；或是單純
想拍出像樣的照片便自學無人機，進而寫成
設計專利，都是她去做了才發現自己原來可
以得到這些成果。她強調，人生是要靠自己
採取行動去實踐，所有想要做的、期望要發
生的事情只有動手去做才會有，不要停留在
原地，人生就是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去實現
想做的每一個可能。
現在粉專上擁有大批粉絲的織田紀香，也
是各大演講中的知名行銷講者。不僅常將自
己演講內容發上在自己粉專也會寫跟職場有
關的文章內容，為什麼會願意不吝嗇的如此
分享？織田紀香說，知識有價，但傳遞知識
的過程無價，在現在這個社群時代，沒有什
麼知識是可以被瞞著的。同時她也認為，分
享是整個社交媒體的核心，也因為自己喜歡
分享、喜歡打字，就想幫助一樣迷惘徬徨不
知如何從何找資料的人，可以拉他們一把。

職位也是影響她最深的一個職場經驗。
或許挫折有時也是人生的轉機，在三十歲那
年織田紀香遇上失業期。三十歲因為有所堅持
而無法放下身段，不像二十歲還可以毫無顧慮
的找工作。她說：「到了三十歲才發現自己一
無所以有，心裡真的非常難受。」儘管過往有
多風光的履歷都沒有用，因為公司企業只會覺
得三十歲的員工「太貴」聘請不起。也因為這
段低潮，使她日後決定走上講師這條路，希望
能利用自己過往的相關的經驗，分享並幫助到
更多人。

正面思考的人生哲學
曾經也有人因為織田紀香男扮女裝的舉動認
為這樣不是正常人，而在路上謾罵她，但織田
紀香沒有反駁，因為她選擇尊重每個人，儘管
在簽書會或是演講場合遇到瘋狂粉絲，織田紀
香認為，每一個人在社會上都需要被支持以及
鼓勵，只要擇期其所愛並採取行動支持，不管
是不是瘋狂並沒有關係，只要有人喜歡自己就
很開心了。

遇到挫折不氣餒 將其變轉機
回想起自己第一次當上部門主管，織田紀
香感慨地說：「人都不喜歡被管，可是很難
啊！」她坦言自己那時做了蠻多不適當的事
情，像是仗著主管的脾氣去要求員工、不把
員工當同伴夥伴在看，在那段時間也吃了很
多鱉，甚至沒有辦法在工作上表現該有的東
西。令她回憶起曾經有一位執行長對他說：
「很多主管都是升了主管才知道如何當一個
主管的。」令她印象深刻，而部門主管這個

織田紀香勉勵人生感到彷徨的人，不要讓
自己的悲傷停留在原地。（圖、文／曾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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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浪潮來襲 危機vs.轉機
近年來，許多人憂慮未來人類將面臨
被機器人取代的危機，但根據財經網站
CNBC報導，比起未來將被AI淘汰的職
業，AI創造的新工作更多，不僅有高技
術工作，甚至包括入門和低技術工作。
可見企業應該將重點放在AI增強人類能
2018
力，大眾也無須過於悲觀。

可望再增200萬
個就業機會

2025

2020

創造230萬
個就業機會
淘汰180萬
份工作

資料來源：顧能公司

新興職業

預估將消逝職業
電話行銷

數位策展人
遊戲數值企劃師

櫃檯人員

虛擬實境設計師

速食餐廚師

演算法開發工程師

貸款授信人員

使用者介面設計師

計程車司機
律師助理

AI產品經理
《報導者》記者簡永達：

自由時報副總編輯黃嘉瑞：

電子報經營 通路是王道
自由時報
副總編輯黃
嘉瑞於去年
12月27日受
邀至銘傳大
學新聞系演
講，為同學
分享職場經
驗。
（圖／金
妍敏、文／
邢文龍）
記者邢文龍／報導
自由時報副總編輯黃嘉瑞於去年
12月27日受邀來到銘傳大學新聞
系，進行題為「新媒體環境下電子
報經營管理策略」的演講。他指
出，在通路與內容為王的時代下，
電子報的經營策略是品牌發展的重
點。
現在是通路為王，但目前很多電
子報的流量和收益被通路搶走，自
己的品牌知名度卻無法建立。因
此，電子報需要認識到自我的重要
性，在和通路的競爭中保存自己媒
體的價值，知道自己是誰，有什
麼，要什麼，讓自己的媒體被更多
受眾看到。
他認為，電子報要透過策略保證
自己通路運行順暢，才可以在激烈
的競爭環境下謀得生存空間。他也
以自由時報曾經和通路合作的故事
為例。雖然彼此合作愉快，但隨著
自由電子報流量的提升，在別的通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
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

路放新聞只會讓自己的受眾流失到
其他的媒體，讀者要看自由的新
聞，就來自由的電子報看。因此一
年後決定停止這項合作。
雖然通路為王，但新聞內容仍然
非常重要。有同學提出台灣新聞存
在質量良莠不齊的問題，黃嘉瑞表
示，因為以前記者在寫稿之餘還可
以挖掘獨家新聞，但現在記者每天
的時間都花在即時新聞和影音上導
致有些新聞沒有深度。
黃嘉瑞:「台灣不乏爛新聞，我
們給讀者該看的新聞是我們的責
任，他們看不看是他們的權利。在
這種情況下，台灣的新聞內容會向
菁英化和世俗化兩極發展。」除此
之外，他也以自我、大數據等十個
關鍵字，闡述了電子報經營所須的
策略，並提醒同學新聞行業的發展
始終與時代相關，若要入行就必須
能跟上時代的腳步，學習新技能。

保持觀察力 抓住新聞核心
記者鄭妙湘／報導
銘傳大學在去年12月28日邀請到《報
導者》記者簡永達分享採訪寫作的技
巧。他與同學分享道：「採訪跟寫作，
就像買菜跟煮菜一樣，出門買菜前，你
要記得要煮什麼。」而讓他不斷有新聞
靈感的幕後推手，來自於對生活的好奇
心，讓好奇心與觀察力連結，進而讓觀
察結果圍繞著新聞核心撰寫。
《報導者》強調深度報導，他表示，
在採訪前就要清楚新聞重點，訂定主題
後，他一定會問自己三個問題：讀者為
什麼要看、為什麼現在要寫、這個主題
有什麼新角度。接著找出核心問題，將
延伸問題環環相扣。
他以「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
會」為例，他最想知道的是：第一廣場
吸引外籍勞工的地方是什麼？藉此延伸
其他問題，像是在第一廣場的店家利弊
為何、外籍勞工是否為第一廣場帶來新
文化等等。
在採訪之前，需要做好充足的事前準
備。不論是撰寫採訪企劃書、閱讀大量
受訪者或是相關事件的歷史資料等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訪綱方面擬的越
細越好，但他也強調，採訪不單單只是
完成訪綱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與受訪
者「互動」，從背景、工作找出採訪人
物的內心與價值，視情況也可以使用「
沈默式採訪」，仔細聽受訪者想表達
的，而不是將訪談過程全部填滿。
讀者通常喜愛具有「動感」、「戲劇
張力」的新聞，他建議，可以在文字當
中善用動詞而不是形容詞，盡可能將動

《報導者》記者簡永達於去年12
月28日受邀至銘傳大學分享新聞採
訪技巧與經驗。
（圖、文／鄭妙湘）
作描寫的具體化。或是採用兩種途徑使
新聞變得更有深度，ㄧ是提供訊息的消
息來源，從事情的正反面詢問，二是想
表達自身觀點的時候，採用不同類型的
數據、大量專家說法、研究報告等等，
增加說服力。
「採訪是一種生命的互動」，這是他
在《報導者》當中不斷在追求的目標，
藉由好奇心找出自己感興趣的主題，並
在採訪中找到全新的切入點，仔細觀察
與主題相關的人事物，就能寫出讀者有
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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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挑戰：資金短缺、劇種單一、人才流失

台劇突破困境 須展現創新與智慧
記者林文秀、陳丹茜、黃嬌嬌、杜婧君／報導
台劇在2000年開始走向中國甚至亞洲其他地區，《
命中注定我愛你》、《我可能不會愛你》這些電視劇
也曾掀起收視高潮，但之後的台劇製作陷入了資金短
缺、劇種單一、人才流失的困境，使得影視圈長期士
氣低迷。
在台劇風靡亞洲的時期，不同國家和地區都在購入
台劇的版權進行播放。2009年，台劇出口中國及日本
的數量接近有35部，但之後幾年卻每況愈下，2011年
出口中國的台劇更是只有5部。海外版權收益減少，
幾乎沒有人願意把資金投到不會回本的產業，台劇製
作成本也因此而不斷壓縮。植劇場系列製作人廖健行
說：「把最好的故事給出價最高的人，這是很正常的
市場法則。」製作成本下降成為了台劇無法創新的一
大原因。
廖健行表示，韓劇剛引進台灣時，大多是鎖定婆媽
族群為題材的連續劇，直到1999年後，八大電視與緯
來電視重點經營韓劇，邀請韓星來台宣傳，一炮打響
了知名度，使台灣觀眾對韓劇有了好奇心。之後的幾

年陸續出現各種各樣的題材和類型，開創出它們在
亞洲有很好的版權市場收益，重要的是韓國很注重創
意。如今觀眾口味越來越多元，僅靠愛情偶像劇難以
滿足觀眾，創新是台劇目前最需要的。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張舒
斐說，台灣有許多製作和工程設計方面的人才，在經
濟不景氣時被資金充足的中國挖角，但大部分民眾不
知道的是，早在前幾年，這些人才已經回流回台灣
了。她舉了韓國KBS電視台藝人被中國挖角的問題為
例，每當有一個完成訓練的藝人紅了就被中國挖走，
沒過幾年又回流，這個嚴峻的問題在剛開始時，KBS已
經警覺，並派記者到處採訪業者等相關專業人士，希
望找出問題及解決方法。但反觀台灣，在人才都去中
國的時候才後知後覺，而現在人才們回流台灣了，也
沒有意識到背後意味著什麼，憂患意識不足是導致台
灣影視市場式微的根本原因。
台灣影視圈一度陷入了人才流失的窘境，廖健行對
此認為，原先懂得製作和經營的人因為市場低迷而離

開台灣求取生存，導致產業傳承的中斷，即便以後想
重新再做這件事情，人才已經外流出去，台灣年輕人
也沒有機會得到磨鍊，整個人力資源的負面循環就沒
有辦法停止了。

2004年至2015年台劇出口中國及日本的數量趨勢圖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研究院）

結合OTT 解決盜版開創新局面 逆轉勝 2017最火台劇《通靈少女》

植劇場系列製作人廖健行希望觀眾
支持正版影音平台，為台灣影視市場
共同作出努力。
（圖／受訪者提供、文／蕭咏詩）
記者林文秀、陳丹茜／報導
影音觀看模式的轉變，使得台劇也要
從電視台播放轉型到OTT平台，但盜版
的猖獗卻導致OTT平台使用人數並不理
想，也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
談起台劇未來發展，植劇場系列製作
人廖健行認為，此刻對創作者來說是最
好的時代。OTT平台的興起、新媒體以

925

NCC
委員

及數位化的發展，讓影視創作者獲得的
資源多了，作品被看到的機會也增加。
但他同時也憂慮，網際網絡的自由及分
享機制，使大家對免費取得及分享他人
作品視為理所當然，創作者的智慧財產
權被忽視，他們的收益遭受打擊，便影
響了他們創造「好東西」的動力。
對於觀眾收看盜版的行為，廖健行坦
言，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正版影音平台的
內容選擇沒有盜版平台的多，因此更願
意到盜版平台看劇。其實當觀眾選擇收
看盜版時，從而便打擊到正版影音平台
的收益，他們也只好降低購片的成本。
實際上業界所期待的是大家都看正版平
台，平台透過觀眾的回饋得知該如何改
善內容，這才是一個良性的市場。
廖健行誠懇地說，就像楊雅喆導演說
過的，沒有人是局外人。影視市場現在
的景氣蕭條，業界當然有責任，但是現
在他們開始在努力了，那麼觀眾本身是
否願意拋棄錯誤的觀影習慣，才是整個
影視生態體系的最後一哩路。

公視總經理曹文傑認為現在已是台
劇的春天。
（圖／陳丹、文／蕭咏詩）
記者陳丹、杜婧君／報導
《通靈少女》以靈異少女成長記為主
題，卻不同於以往的偶像愛情主題，台
灣的宮廟文化非常自然融到戲劇裡，意
外地受到許多觀眾和網民的喜愛。公視
總經理曹文傑說：「透過劇集理解不同
地方的人有什麼生活型態、習俗、價值
觀等，本身就會吸引人。」
由公視與HBO Asia、新加坡稜聚傳播
跨國合製的《通靈少女》獲得廣泛的讚
譽，包括總統蔡英文在內多位名人皆推

薦了這部劇。《通靈少女》完結篇播出
時的平均收視率達4.40，締造公視歷來
的戲劇收視最高記錄。
關於本土議題的劇集是否會成為未來
台劇的大方向，曹文傑認為，核心的東
西不會變，就是人類共同所關心的價
值。本土化的元素創作或許是台劇未來
的發展之路，但並不是唯一。
《通靈少女》的前身是2013年於公視
學生劇展播出的短片《神算》。公視
以該片參加多項國際展覽，並受到稜聚
傳播的關注。其後稜聚傳播作為橋梁向
HBO Asia推薦《神算》這部作品，由此
開展公視與HBO Asia的跨國合作。曹文
傑談及台劇國際化時補充：「現在是一
個國際化的時代，我們希望看別人的東
西，也希望我們的東西被別人看見。」
公視與Neiflix合作拍攝中的《擺渡
身》、第二部《通靈少女》，又是否會
迎來新一輪台劇的觀看熱潮？曹文傑自
信地說：「我相信，台劇的春天馬上就
會到來，應該說已經是春天了。」

洪貞玲堅持修正反媒體壟斷法
記者楊皓翔／報導
曾任媒改理事、參與反媒體壟斷及太陽
花學運等社運的台大新聞所教授洪貞玲在
2016年8月上任NCC委員。對她來說，傳播
市場的秩序、媒體公平競爭原則和反媒體
壟斷法，是她擔任委員的首要任務，因此
NCC是另一個實踐自己理想的管道。
洪貞玲本科讀的是法律，而不是傳播相
關科系。她認為傳播比法律更加活潑、有
趣，能觀察整個社會的運作過程、接觸到
來自不同層面的人，也能在第一線觀察媒
體。因此她在台大法律系畢業後，轉讀政
大新聞所，最後在美國取得大眾傳播學博
士學位。

身分的轉換 遇到更多的挑戰
現任NCC委員洪貞玲表
示，她首要任務是要確保不
「從學者轉換到政府官員，不僅僅是身
同平台間能有公平競爭的
分
上的不同」洪貞玲說。學者能有自己
原則。（圖／擷取自NCC網
站、文／楊皓翔）
的言論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對

自己負責就好；相對地，在任職政府官員
後，限制增加許多，不能輕易表達自己的
想法，政府部門就是一個組織，組織裡有
他自己運作的規則、文化，都必須去遵守。
洪貞玲認為，NCC就像一個社會的小縮
影，屬於合議制機構，是一個獨立機關且
由委員會運作，因此要與行政團隊保持一
定的距離，以確保媒體機關的獨立性。
成為委員後，她覺得最困難的莫過於「溝
通」，在委員會裡必須與其他委員互相討
論，最後達到過半的共識，才能做決策。
任職委員一年多來，洪貞玲遇到最棘手
的案子是台數科購買東森電視一案，因為
這案子在委員間有不少的爭論，花了許多
時間溝通才得出結果。
她擔心台數科購買東森後，將造成市場地
位過大、言論壟斷和妨礙公平競爭的情況
發生，所幸最後也依照自己的意願，否決
了台數科的申請。

對於委員意見不同、市場地位過大和媒體
公平競爭等問題，洪貞玲強調，這些其實
都反映在反壟法裡面。2013年反壟法已踏
入立法院審查，可惜最後沒有完成三讀，
但她持續地修正和改善內容，並在今年7月
重新提出草案，盼能再次提交至立法院。

政策落後於科技 希望可再努力
科技的日新月異，導致NCC修法時無法趕
上發展的速度，造成許多問題的出現。洪
貞玲表示，目前處於匯流的環境，行動裝
置只要透過網路，就能看到很多內容。對
於她而言，首要任務是要確保不同平台間
能有公平競爭的原則。
談到這，洪貞玲感嘆地說，台灣最核心
的問題是影視內容不夠好，希望能透過制
定相關政策去引導影視產業，讓品質更好
的內容可以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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