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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體育台1月1日正式退出台灣，凌晨12時以「Fox下台一鞠躬」作為謝幕，

並轉為彩條信號畫面。原頻位則由Eleven Sports承接。Eleven Sports官方表

示，非常感謝台灣有線業者及NCC給予機會。
(圖／取自Ｄisp BBS；文／黃詩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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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代表字「疫」，因疫情嚴重影響各行各

業，其中媒體產業更受疫情影響，好的如國片去年

票房營收，壞的如部分電影院因疫情而暫停營業。

銘報整理出因疫情而有所改變的媒體產業。

宅經濟崛起 實體活動減少

　去年宅經濟大幅崛起，各產業須加速數位轉型。

串流影音平臺逆流而上，根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發表的《2020全球與臺灣娛樂暨媒體業展望報告》

統計，全球影音訂閱的市場將在2020年超越實體電

影票房收入，並可望在2024年達到電影票房收入的

兩倍。台灣OTT影音2020年營收達7.45億美元、年成

長26%，超越實體家庭影音市場營收的5.4億美元。

　遊戲電競產業也因疫情出現爆炸性成長，根據

FactSet調查，遊戲發行商去年營收遠超越往年水

準。全球前六大遊戲發行商Zynga、Nexon、Take-

Two、藝電、動視暴雪、碧育等6大遊戲發行商2020

年營收達到240億美元，年增長19%。

　疫情期間，許多品牌和產商都選擇在線上舉辦展

覽或發表會，發表新產品．結合電腦多媒體技術，

展出所有可被數位化的實體產品、甚至產品操作與

特色而且，數位資訊可以在網路上容易且不斷地被

更新，成為全新的體驗。這類展覽也成爲在產業中

有其特殊存在意義的活動。

　此外，許多大型演出皆透過線上直播方式呈現。

去年的4 月 17 日，劉若英就成為台灣直播演唱會的

先例，率先舉辦「陪你線上演唱會」，五月天更在

去年5月中旬和12月31日在網路推出「線上特別版」

跨年演唱會。

藝FUN券發放 出版業者受惠

　政府為了刺激消費，發放藝FUN券。文化部統計，

民眾使用最多的類型依序為書店及出版業逾6.7億

元、電影院逾3億元、表演藝術產業近1億元。

　即使許多活動都選擇線上進行，將新書發表會從

實體活動改成線上直播，買氣不減反增。

 為減少人群聚集，國外的電影都延期拍攝、上映或

取消。上映的票房也沒有預期好，在沒有新片可播

的情況下，發行商只能重映電影，讓經典好片再次

回歸大螢幕，導致影院收入下滑。

影院難生存　國片票房增長

　台灣電影業上半年受到重創，一些影城因為營運

告急而宣布倒閉。其中包含雲林白宮影城、臺北日

新威秀影城、彰化大戲院、台灣大戲院、新北國賓

影城等都在去年相繼關閉。

　雖然影院經營不善，但去年國片上映總數量反觀

崛起，根據文化部統計，2019年全臺上映片數為827

，而2020下降至796部，共減少了31部。其中，國片

占比則增長了2.5%，從2019年的77部增長到71部。

　去年國片票房表現亮眼，2020年國片上映總票房

為7.24億，超過2019的5.4億共1.84億。票房最高的

國片是「孤味」和「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分別是

1.88億和1.03億。

後疫情時代 媒體因 「疫」轉型後疫情時代 媒體因 「疫」轉型
記者／石小凡

旺旺人事大調動 王銘義升任中時總編輯

　聯合報與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合

辦「年度第一大新聞票選活動」，去

年29日公布第一名為「全球新冠大流

行」，共獲得1萬8641票。台灣大學副

校長張上淳表示，新冠肺炎對於人民

的生活、國家的經濟以及許多面向，

都造成極大的影響，是人類過去無法

想像到的。

　今年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

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人人都開始戴

起口罩，配合防疫措施，時至今日，

新冠肺炎仍持續影響全球。今年聯合

報舉辦的兩項票選活動，「2020第一

大新聞」及「年度代表字」，皆為疫

情奪冠，顯見疫情對民眾而言十分有

感。而第二名至第五名依序是，「擋

了十多年 總統開放美豬牛進口」

1萬 1 3 5 5票；「 N C C不予中天換

照」4002票；「黑鷹失事八死 參謀總

長沈一鳴罹難」2448票；「蔡英文連

任 綠國會過半」1921票。

　台灣大學副校長張上淳表示，在醫

療科技發達的狀況下，全球各國皆努

力控制疫情，但死亡以及確診人數卻

依然不斷上升，無法控制下來，對全

球都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張上淳表

示，台灣的防疫可以做到這樣的程

度，要感謝民間專家給政府建議，讓

政府能夠快速應對，做出適當的防疫

措施。很多國家都覺得自己已經準備

好了，但實戰才知道誰能真正做到「

應對傳染疾病」。另外，他也稱讚，

防疫團隊認真的隔離、國人的配合以

及高素養，是在防疫當中非常重要的

關鍵。

　聯合報總編輯范凌嘉提到，「今年

年度代表字選出「疫」這個字，可見

新冠肺炎對於社會的衝擊，已經到了

無法忽略的地步。」他表示，新冠肺

炎對大眾的生活、工作、社交以及

娛樂，都產生非常大的影響，但在政

府、醫護、人民三方的守護下，台灣

的防疫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被彭博評

為全球抗疫表現第二名，是很值得驕

傲的事。

　張榮發基金會發言人陳耀銘表示，

台灣防疫工作十分良好，相信疫情會

有過去的一天。他也期許，明年的年

度第一大新聞，是已經控制住疫情，

所有人類、各行各業都恢復正常。

記者／葉芳吟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去年12月30日公

告，調升王銘義為《中國時報》總

編輯、《旺報》社長及《旺報》總編

輯，原兼任四職的《中國時報》社長

王綽中，免兼《旺報》社長、《中國

時報》總編輯及《旺報》總編輯，共

三職，於1月1日生效。

　王銘義曾任職《自立晚報》政治組

召集人、《中國時報》政治組副主任

及採訪中心副主任、駐北京特派員、

《中國時報》採訪中心副主任、旺中

媒體集團北京辦事處副代表，今年調

升《中國時報》總編輯。

　社長王綽中，於1991年進入中時集

團，曾任《中國時報》大陸新聞中心

記者，為《中國時報》第一個派駐北

京的記者、2008年任《中國時報》副

總編輯。2012年3月擔任《旺報》總編

輯；2017年7月任職《中國時報》總編

輯；於今年免兼三職。

記者／葉芳吟

FOX體育撤台 Eleven Sports頂替

全球新冠大流行獲得年度新聞

後疫情時代 媒體力求改變後疫情時代 媒體力求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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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編／吳姿瑩、蕭羽秀中華民國110年1月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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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晚報6/1宣
布6/2停刊。 Fox 體育台於

9/18下午4時發出
聲明年底撤台。

經濟部於8/18日預
告禁止代理或經銷
中國大陸OTT及相
關商業服務。

淘寶台灣
10/15宣布退
出台灣市場，
關閉下單、上
架等功能。

NCC11/18 決議中天
新聞台不予以換照。

編按:銘報編輯部回顧2020一整年，從13起媒體事件中選出8個編按:銘報編輯部回顧2020一整年，從13起媒體事件中選出8個
重要事件，並使用Quick SeeK快析輿情數據庫測量網路聲量。重要事件，並使用Quick SeeK快析輿情數據庫測量網路聲量。

iPhone 12搭載5G在
10/13發表後，引發
網路熱議。

1,938

金馬獎頒獎
典禮為11/21。

回顧回顧

Podcast節目婊姐
必請於7月8日邀請
到全台婦女的媽
祖–宅女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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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淘寶台灣退出

台灣進行網路聲量

觀測，以淘寶台灣

退出台灣關鍵字搜

尋，搜尋時間設為

去年1月1日到12月30日，網路聲量達到

4494，其中網路聲量最高的為10月15

日，達到了3580，占總網路聲量79.6%

。

  

　　

 富盈數據總經理薛閔如台風穩健，在2020創作者趨勢

年會上侃侃而談，看似是一位女強人，私底下卻有很

大的反差。她熟悉富盈數據的每位員工，理解每個人

的想法，與同事互動很好，像朋友一般。

閱讀增強 應變能力

 因為薛閔如認為，管理者不能用菁英思考，要更普世

的去看每個人，與在台上給人不易親近的感覺不同。

 薛閔如具有這種個性也跟家庭教育息息相關，出身於

教育世家從小就熱愛閱讀，但在學校的成績卻不盡理

想，開明的父母並沒有因為要求成績而去強迫薛閔如

讀書，反而鼓勵她做想做的事，沒有成績的壓力，專

注於想讀的課外讀物，從小就培養了自己的主見。

 薛閔如說，她自認對為「打分數」這件事不認同，因

為到了社會上推動進步的並不是學歷，而是在遇到困

難時隨機應變的能力。

 薛閔如提到，她能有這麼成熟的想法，確實也是依靠

閱讀得到最好的養分，讓自己能用更開放的角度觀察

未知的事情，認為念書應該要懷抱自己的熱情，她所

閱讀過的書藉，增強了她對事物的判斷與思考能力，

小時候的作家夢促使她進入中文系，憑藉著對文字創

作著迷的程度，讓她拿到了台北藝術大學藝術碩士。

 讀藝術出社會後卻從事數位行銷相關行業，甚至到

富盈數據當總經理，薛閔如說，其實這兩者相差並不

遠，對她來講，書就是一種數據，記錄著不同面向的

資料，質化的文字、影音、圖片累積就會呈現出量化

的數據，更簡單的說，星座運勢就是一種複雜的數

據。她也提到，數據就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內容，當目

標出現，就會蒐集並挖掘出想要的內容，在更進一步

去了解內容本身包含的價值，而內容就是數據，有價

值的數據才是有意義的數據。

表達渴望 大膽嘗試

 薛閔如認為，科學家可以走得更前，因為切入數據的

角度與判讀的深度更精確更寬廣，她說自己只是一般

人，要突出就要表達出對答案的渴望，充滿著動力與

企圖心，更努力地蒐羅數據，增加廣度，當累積到足

夠的數據時就有能力去優化數據，這些經驗都能幫助

她觀察到更多面向。

 現今數據與ＡＩ（人工智慧）的發展越來越成熟，富

盈更需面對許多相似的競爭對手，薛閔如對這個現象

並不擔心，她認為，要運用科技創造商機，將重心放

在「洞察」這一方面，需要耗費大量時間的驗算就交

給AI去縮短尋找資料的時間，因為洞察需要對事情有

強大的穿透力還要有一定程度的經驗累積，才能抓住

實質核心，作出正確的決策。

 「你把時間花在哪裡，你就會成就在哪裡」這是薛閔

如的觀點，她認為，在這個時代，要大膽嘗試，不要

害怕，未來無法預料，要創造願景，找一個目標努力

達成，相信每件事都有可能，才能創造機會，把握住

每個機會，就會成功。

　　　主編／呂怡慧中華民國110年1月8日 星期五

 中天轉戰網路 12月12日聲量最高達99907 逐漸平緩

2020年媒體8大事件 5G脫穎而出

1008

記者／吳姿瑩、汪睿琦

記者／吳姿瑩

富盈數據

「把時間花在哪，成就就會在那」這是薛閔如的

觀點。                       （攝/吳姿瑩）

總 經 理
薛閔如:數據非數字而是質化的呈現

 12月11日中天新聞台關台後，將重心移至YouTube

後，第52台將要進駐哪一頻道引發熱議，關於NCC

主委陳耀祥先前呼籲的公廣集團，如華視新聞資訊

台，目前並無系統送件申請，NCC表示，52台審議作

業並沒有期限，許多系統業者皆希望盡快補上52台

黃金頻段。

 對此，NCC強調上下頻道為業者間的商業機制，將

不會插手，但元旦過後並沒有新的送件進度，52台

仍會繼續空頻。

 針對中天新聞YouTube訂閱數及觀看數增加許多，

銘傳大學網路聲量與新媒體研究中心利用KEYPO大

數據搜尋引擎針對台灣各新聞台的網路聲量進行觀

測，發現中天變化幅度比其他新聞台更不穩定。

　銘傳大學網路聲量與新媒體研究中心主任杜聖聰

以「中天」、「TVBS」、「東森」為關鍵字，調查

各新聞台從2020年12月6日至2021年1月7日的網路聲

量，從圖表中能看出中天的網路聲量高出不少，從

12月7日起聲量高達28881，當天為中天聲請假處分

暫停執行遭駁回，而聲量數最高則是落在12月12日

中天新聞台關台，共有99907筆資料，第二高的8049

筆為東森新聞台，可見中天的熱度高出很多。

 NCC表示，對於目前替補52頻道送件情形，將替補

52台的候選頻道，包括中嘉數位提出的寰宇新聞

台；大豐與TBC申請的CNN；嘉義縣的世新、國聲則

送英語發音的FRANCE 24，播放歐洲新聞為主。

 12月12日之後聲量持續下滑，到了1月7日中天只

剩下5015，三者間的差距逐漸縮小，杜聖聰認為，

中天新聞台網路聲量的峰值已經慢慢消退，東森與

TVBS的新聞台聲量皆比中天穩定，接下來就是比哪

個電視台能打持久性戰爭。

　　中天新聞台網路聲量的峰值已經慢慢消退，其他新聞台聲

量相較穩定，接下來就是比哪個電視台能打持久性戰爭。            

（資料來源／銘傳大學網路聲量與新媒體研究中心）

2020年7月台灣正式

邁入5G時代，以5G

手機、5G手機拍照

等為關鍵字搜尋，

採用期間為去年1月

1日到12月30日，其中網路聲量最高的

為10月14日，達到了103583，占總網

路聲量14.6%。

以中天換照、中

天關台、52台關

台及52台黑屏為

關鍵字搜尋，統

計去年1月1日到

12月30日期間的網路討論度，網路聲量

達到117587，其中網路聲量最高的日期

為11月18日，當天網路聲量為24892。

1.5G的推出及普及 2.中天新聞台確定關台 3.2020台灣Podcast元年

以Podcast元

年、Podcast風

潮、播客等為關

鍵字搜尋，時

間設定為去年1

月1日到12月30日，期間引發社會熱

烈討論，總網路聲量達到80830，其

中網路聲量最高的為7月8日，達到了

2091。

4.金馬直播收視破377萬

以第57屆金馬

獎、57金馬為關

鍵字搜尋，調查

去年1月1日到12

月30日金馬獎的

網路討論度，總網路聲量達到23011，

其中網路聲量最高的為金馬獎頒獎典禮

11月21日當天，占了總網路聲量65%。

5.愛奇藝台灣站撤台
以愛奇藝台灣站

退出台灣、撤

出、離開等為關

鍵字搜尋，時間

設定為去年1月1

日到12月30日，期間引發社會熱烈討

論，網路聲量達到13966，網路聲量最

高為8月18日，占總網路聲量19.3%。

6.淘寶台灣關站 7.聯合晚報6月停刊
去年6月1日聯合

報總編輯王茂臻

出面說明，聯合

晚報32年進入歷

史。以聯晚停

刊、聯合晚報6月底停刊等為關鍵字搜

尋，在去年6月中引發大量討論，網路

聲量達到2344。

8.FOX體育台退出台灣

以FOX體育台或

福斯體育台退

出台灣、撤出台

灣等為關鍵字搜

尋，時間設定為

去年1月1日到12月30日，其中網路聲

量最高的為9月18日，達到了523，占

總網路聲量26.9%。

記者／鍾淳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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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2020年，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

會12月22日主辦的「亞洲新媒體高峰

會」，邀請62位頂尖產業領袖及專業人

士演講與對談。部分與談人認為，國片

因疫情來襲，獲利增加，更帶動多方產

業、台灣OTT的策略，於今年開始，應將

平台整併合作、也提及後疫情時代，加

速數位轉型。

　去年國片創下8.64億的佳績，整體平

均成長約80%，威秀影城董事長表示，

某部分要歸功於疫情，少了國外電影競

爭，讓國片大放異彩。

　

國片從競爭轉為合作

　吳明憲也提到，多數導演及製片，成

立國片聯盟，集體行銷、溝通上映檔

期、製作國片宣傳預告片以及粉專互相

宣傳等，讓原本的競爭關係，轉為合作

關係，讓雙方市場交流，受眾族群也大

幅提升。

　牽猴子整合行銷副總經理陳怡樺表

示，台灣電影要走出國際不用靠砸重金

大成本製作，而是電影內容要與觀眾產

生共鳴，表達的內容越簡單越好。

　樂到家國際娛樂總監莊啟祥說，去年

國片是有完整達到10%獲利，顯現出疫情

時代台灣影視業國片發展盛況，藉由國

片也將帶動影、視、音產業。

　去年國片影視產業是飛漲的一年，莊

啟祥表示，去年台灣電影觀看數前20

名，罕見有5部國片上榜。一部好的影視

將帶動歌曲的發酵，近期最具代表《刻

在你心底的名字》及《想見你》，影視

成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台灣創新發展副總經理褚明仁也勉勵

媒體界，要擁有共識，如國片聯盟一

樣，從競爭者中創造合作關係。

疫情後加速數位轉型

　人們對於網路的依賴時間越來越長，

阿卡邁科技台灣媒體事業部主管張茗表

示，網路流量、生活型態與行銷策略的

變化，都是數位轉型的一部分，其中最

大的推手就是COVID-19。

　阿卡邁科技台灣媒體事業部主管張茗

表示，每天網路流量有三分之一會經過

阿卡邁平台，去年3月疫情正式爆發，

全球民眾對於網路使用與依賴的成長速

度，從以往3%變為30%；流量的部分，則

是從前年3月的82Tbps，變為167Tbps。

　疫情影響下，所有東西正漸漸朝向網

路化發展。

　張茗提及，數位轉型對於媒體業並不

陌生，電商開始把品牌拉回到自身網

站，掌握客戶資料，因為這些都是可以

賣錢的「數據」。

　電商除了以賣東西賺錢，很大部分收

益來自廣告。張茗表示，今年大環境的

條件不佳，品牌主下的廣告相對保守，

廣告收益在今年就減少50%，很多「訂閱

式服務」、「付費會員制度」的產業，

開始重新思考要如何帶入更多營收，來

彌補減少的廣告收益，是新的考驗。

　

整併合作成OTT策略

  台灣內需市場小，部分與談人認為，

台灣OTT的未來趨勢為整併及合作，並建

立通路，使內容變現獲利。

  杰德影音與GagaOOLala創辦人林志杰

表示，夥伴合作是營運的重要基礎，以

東南亞市場為例，與當地平台合作、建

立通路，以多個自媒體支撐流量，建構

完整社群內容，形成全面的縱向發展。

　牽猴子整合行銷總經理兼創辦人王師

提及，影音串流時代今年將會面臨整併

與合作策略。

　技術流方面，KKStream事業群總經理

蔡怡仁表示，長期與國外客戶進行合

作，希望未來能夠以輕量化的形式，將

技術帶回台灣，和本土OTT平台達成夥伴

合作。

　Youtube大中華區策略合作夥伴資深總

監陳容歆也提到，內容產業價值鏈包含

內容創意、內容開發、發行傳播、獲得

觀眾以及變現獲利。

    

  

　今年獲得吳舜文新聞獎的聯合報影像中心記

者游昌樺，像個獨行俠，許多專題都是靠他攝

影兼文字，單打獨鬥完成。這條路或許別人看

起來辛苦，但對他而言卻是種享受。

　「當時我報名了聯合報的招考，想說試試

看，意外就進入聯合報當編輯，不過我也發現

自己不適合編輯工作。」這份不適應持續了一

年半，終於在udntv成立後得到救贖。

熱愛影像文字 自拍自剪

　他說，當時聯合報要擴增影音新聞比重，招

收「能拍能寫」的同仁到udntv，熱愛文字及影

像的游昌樺，決定要嘗試看看，這個決定讓他

更接近喜歡的「影像」工作。

　喜歡事事自己來的游昌樺，回憶在udntv的時

光，表示非常開心。udntv停止申請頻道後，轉

為影像中心，游昌樺仍持續拍攝、採訪，喜歡

單機作業的他，在專題製作上有更大的發揮。

　「對我來說，拍攝技術上沒有甚麼困難，因

為我過去就時常自己拍攝紀錄片。」音像紀

錄研究所畢業，他早已習慣單機拍攝。加上在

udntv時，「自拍自寫」讓他找回拍攝靈感。

因此，部分專題都選擇單機製作。今年獲得吳

舜文新聞獎的專題《非煤家園之路—德國、英

國》就是他單機製作而成。

專題製作上 嘗試新東西 

　當時著手執行《非煤》議題時，游昌樺希望

是華文媒體未出現過的「新東西」。他積極地

在國外網站蒐集相關資料，勇於發信給議題的

相關人物，鍥而不捨的追蹤下，讓這份專題有

了不同面向的新觀點，獲得新聞獎評審青睞。

　回憶參與Fridays for Future的遊行，看見

許多小孩都自動走上街，關注能源議題，在一

旁就能明顯感受他們對於氣候變遷及未來的恐

懼。當時的感動至今仍印象深刻。

　每一項專題對他而言，不僅是作品，也是一

段烙印在心裡的故事。「其實只要是年度專

題，對我來說都滿印象深刻的。」

　談起他第一項單機拍攝的大型專題《開門見

山》，游昌樺說，當時碰上雨天，步道大景都

沒辦法拍攝。「當下要去思考如何更動方向，

想辦法問出更多訊息。」不放棄任何機會，積

極與受訪者對談，意外發現山屋內有著更多不

一樣的故事，臨時改變了拍攝的方向，讓專題

變得更有意義。他表示，這種狀況時常發生，

採訪回來的結果，常常都跟預想的不同。

　「要相信眼前看到的東西，不能被原先預設

的思想困住，那樣會離真實情況更遠。」游昌

樺製作的專題中，至少五六成到現場才發現，

事實與想像中不同。他認為，當下要有勇氣去

做改變。

　「永遠對世界保持好奇，不要被拘束。」他

認為，隨時保持好奇心，可以激發自己的動力

以及靈感。

　游昌樺的信念堅定，瞭解適合自己的工作方

式，也唯有如此，專題才能透過他的手中，一

個個完整地呈現在大家面前。

　新冠疫情徹底改變消費者的

生活型態，在宅經濟的影響

下，17LIVE去年依舊締造亮眼成

績。為提升市場競爭力，17LIVE

持續轉型，而原先為黃立成擔任

的台灣暨東南亞區CEO職位，則

由原台灣暨東南亞區總經理練建

麟升任。

　去年全球疫情爆發，17LIVE也

在疫情肆虐的危機中掌握轉機，

在當時總經理練建麟的帶領下，

整合LIVER與平台資源走出新契

機，除了持續注入節目的豐富多

元性，更展開全新型態的音樂節

目「創星17LIVE」等。

　台灣暨東南亞區CEO練建麟表

示，協助LIVER創造質與量的提

升，是持續努力的重點，如何落

實以分眾用戶喜好為導向，並

以更創新的平台內容吸引使用

者。17LIVE在過去定位為平台

商，從今年起，17LIVE將啟動「

內容轉型」。

　練建麟指出，未來將深耕用戶

最關注的「音樂表演內容」，以

更大量招募與培育多元化LIVER

內容創作者為目標。

　另外，將結合各個相關音樂、

藝術、表演培育管道，讓導師指

導以及觀眾給出意見、平台給予

資源，使LIVER並不止於單向，

透過平台展現，更能進行雙向互

動，聆聽用戶意見聲音，共同參

與培育過程。

　迎戰2021，預期多元化LIVER

內容創作者將會成長2倍，並以

「將LIVER帶往華語音樂之星」

為目標，加速啟航，帶動營收成

長翻倍。展望未來，17LIVE將持

續以台灣為根基，奠定亞洲最大

直播集團霸主地位。

　　　主編／葉芳吟中華民國110年1月8日 星期五

17LIVE轉型 注入音樂節目 

記者／林奕佐、王歆慈、陳瑀倫、林禺盈 綜合報導

記者／葉芳吟

記者／陳詣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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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昌樺單機製作 挑戰自我聯合報  

記  者 

游昌樺多次挑戰單機作業，並享受其中。
　　　　　　　　　 　 （圖／游昌樺提供） 17LIVE今年將展開全新型態的音樂節目「創星17LIVE」。

　　　　　　　　　　　　　　　　　　　　　（圖／17 LIVE）

OTT未來將面臨整併及合作，建立通路，將台灣媒體內容推廣至國外。

                                                           （圖／林奕佐）

OTT應朝平台整併 數位轉型發展
回顧2020亞洲新媒體高峰會
疫情帶動
國片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