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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長鄭麗君在紓困振興記者會，報告最新「藝文產業紓困協助措施」。                          

　　　　　　　　　　　　　　　　　　　　　　　（圖／擷取自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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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領都難！文化部「藝」情紓困  業者叫苦

英語轉播吸睛 外媒聚焦中華職棒
記者／王可岑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全球體育賽事幾乎停擺，但

中華職棒領先全球獨步開打，吸引不少外國體育媒體關

注。比賽開打已一周話題仍不間斷，讓中職在國內外成

為焦點。

　為熱潮下推廣中華職棒，台灣《ELEVEN　SPORTS》以

樂天桃猿隊主場賽事，連續推出五場雙語轉播，讓海

外的棒球迷可以一同收看。《ELEVEN　SPORTS》透過

Twitter轉播比賽，曾單場最高有130萬人次收看，其中

美國球迷更占了6成。

　透過英文轉播讓中職在世界嶄露頭角，好成績也讓桃

園市政府22日宣布，將補助《ELEVEN　SPORTS》的樂天

桃猿主場全季賽事，提供英語轉播，桃園市長鄭文燦為

此表示，除了行銷城市外，也將中職繼續推廣出去，讓

全球的棒球迷可以繼續瘋棒球。

　為了趕上英語轉播熱潮，《ELEVEN　SPORTS》也繼續

企劃將統一獅從4月24日起，3場主場賽事推出英語轉

播，而其他隊伍也不讓其專美於前，富邦悍將副領隊陳

昭如表示，正加緊規劃英語轉播服務，4月24日的首次

英語轉播更邀請重量級棒球明星陳金鋒擔任嘉賓，中信

兄弟領隊劉志威說，目前正在洽談英語轉播，在下一次

台中洲際主場賽事5月5日展開，一路直播到球季結束。

世界棒壘球總會亞洲區特派王雲慶（左）說，用英

文播中職比賽是頭一遭。（圖／翻攝自自由時報）

記者／陳樂珊、劉至柔、曾馨旻、戴瑄

　　　、鄭宇辰、沈怡貝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延燒，藝文

產業難逃衝擊，文化部也因此於3月12日

公告《文化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

法》提供受困藝文產業輔助，包括電影

映影業、表演藝術、音樂展演、出版事

業、文創產業等，4月底也提出「藝文紓

困2.0」，強化措施。對此，業者表示

申請時遇到許多問題，如佐證資料難以

提出、等待審查的時間長等，但不無小

補，能解燃眉之急。

自由創作者 申請難過關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重創影視圈，許多

劇組開拍延期受影響。但影視業表示申

請不易，尤其對自由創作者影響較大。

 瀚草影視總經理湯昇榮表示，申請輔助

金程序並不簡單，須經由許多的程序及

考核，而且有些影視在這之前有申請輔

導金，基本上得到輔助的機會不大，文

化部會優先輔助沒有申請輔導金的影視

產業，但這樣的操作也算是合理的。

 三鳳製作製作人麻怡婷也表示，因為這

次的疫情，導致戲劇延後，時間也被打

亂。她認為，疫情對自由創作者的影響

比較大，但自由創作者大部分處在還沒

簽約的狀態，沒有任何的佐證證明他們

所在的公司，受困的自由創作者也沒有

管道可以向有關單位提出申請。 

元，其實對於整體企業來說，沒辦法真

的支撐。

　除了藝文紓困的補助外，文化部更宣

布明年開始，圖書免徵營業稅。他認

為，這個決定當然很好，免掉5%的營業

稅對大型出版社比較有幫助，成效較明

顯，但對於一般收入不高的小出版社而

言，免營業稅其實也不會有太多影響。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表示，應

等到首批紓困撥款定案後，再來進行檢

討。目前正在等待申請結果的田園城市

生活風格書店則提到，在紓困上因為藝

文工作與一般零售不太一樣，因此若補

助速度不夠快，將很難達到紓困效果。

　面臨書展活動的取消，慢工出版談

到，雖然損失的銷售評估是十幾至二十

萬，更重要的是無法接觸新的讀者和認

識一些合作對象，但原本就用網路在行

銷和銷售，出版社的編制也較小所以固

定成本不大，沒有申請紓困方案，希望

將紓困的名額提供給更需要的人。

補助難等 劇團線上演出 

　紙風車自2月起已經取消超過20場演

出，恐讓劇場人長達半年無收入，因此

發起「紙風車返笑日」線上劇場，綠光

劇團也隨後跟進。

　媒體報導中也提到，紙風車劇團副執

行長張敏宜說，雖有紓困方案，但她認

為與其等待補助，不如先努力開創，線

上模式或許能成為劇場的另一個可能。

　文化部紓困辦法的申請條件是「表演

遭取消」，協會無演出活動，因此不符

合申請資格，台灣技術劇場協會秘書長

楊淳如表示，肯定紓困方案的善意，但

資格辨別的標準有失公平。

　條文中有一項「因應提升補助」，補

助研發創新、人才培育、製作排練、技

術提升、數位行銷等項目。不過，楊淳

如指出，其實這些項目由一般藝文團體

執行較有難度，而協會已有相關培育經

驗，這次更開設技術進階課程，部分講

師也因疫情有了空檔，目前已向文化部

提出10門課程。

出版社免5%營業稅 

　文化部和台北書展基金會決定停辦一

年一度「台北國際書展節」，時報出版

發言人黃先生表示，疫情的衝擊讓第一

季的整體營收就下滑了15%，已向文化部

申請補助正在受審中。

　4月初文化部長鄭麗君宣布紓困再加

強，除原本藝文紓困1.0尚處理中，也繼

續推出藝文紓困2.0。他認為，紓困金不

無小補，但最高申請金額250萬元，沒辦 將紓困的名額提供給更需要的人。

疫情造成劇團演出取消，紙風車推線上

劇場。   　　　（圖／擷取自中央社）

　臺北市文創產業交流協會理事長林逸

儂表示，疫情導致實體活動皆無法舉

辦，銷量相比疫情之前減少7至8成，甚

至有些品牌處於零收入的狀態，同時她

也指出，文化部紓困措施對文創產業的

幫助並不大。

文創業審核證明難提出

　林逸儂說，協會過去每個月會舉辦3

至4場活動幫助品牌行銷，消費者可以

將目光鎖定在出席活動的少數品牌上

面，現在銷售通路被迫轉到線上，民眾

想購買文創商品只能在網路上大海撈

針，品牌獲得曝光的機會也下降許多。

　針對文化部日前公告的「藝文產業紓

困協助措施」，林逸儂指出，協會雖然

有向文化部申請紓困，但大小型活動紛

紛取消，在籌備過程中投入的精神、資

源很難透過提出證明來獲得補助，紓困

方案實際帶來的效益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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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商業化濃 新聞自由退1名 

記者／方執善

瀚草影視總經理湯昇榮。             （圖／陳樂珊）

行讓大家清楚看到哪些負面因素正威脅

大眾取得可靠資訊的權利，而且疫情本

身就是一個使情況惡化的因素。

　各國壓制疫情報導的程度，與該國在

新聞自由指數中的排名明顯相關。路透

社報導質疑伊拉克(下跌6名至第162名)

疫情相關數據後被當地政府吊銷執照三

個月；中國(第177名)與伊朗(下跌3名至

第173名)也都分別對國內疫情相關資訊

進行廣泛審查。

挪威連續4年蟬聯榜首

　挪威連續四年蟬聯榜首，而瑞典(下跌

1名至第4名)和荷蘭(下跌1名至第5名)因

網路騷擾事件增加而排名下降。馬來西

亞(第101名)和馬爾地夫(第79名)則進步

最多，分別躍升了22和19個名次，兩國

皆是以政黨輪替的選舉方式帶來正面影

響；跌幅最大的國家為海地，因過去兩

年全國性的暴力抗議活動常以記者為攻

擊目標，排名下跌21名來到第83名。

威脅新聞業的5大危機

　RSF也列出威脅新聞業的5項危機，分

別為地緣政治危機、科技危機、民主危

機、信任危機及經濟危機。針對信任

危機，愛德曼公司發表的全球信任度調

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指

出，過半參與國際調查的民認為自己使

用的媒體受到不可信資訊的污染，記者

也成為許多國家在抗議活動中的洩憤對

象，這些國家包括伊拉克、黎巴嫩、智

利、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還有法國。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4月21日發表

《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指出，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凸顯大眾獲取可靠

資訊的權利面臨威脅，未來十年將是決

定新聞業走向的關鍵，在商業趨勢壓力

下，台灣媒體也逐漸兩極化且傾向重口

味，排名倒退一名跌至第43名，媒體更

加失信於民，同時凸顯公共信任危機。

疫情肆虐凸顯媒體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RSF秘書德洛

瓦(Christophe Deloire)表示，各種危

機牽動著新聞業的前景，新冠病毒大流

記者／陳樂珊

        湯昇榮：OTT崛起 台劇邁向國際良機

　剛結束上一場會議及採訪的瀚草影視總經理湯昇榮，看

起來些許的疲憊，一個人坐在辦公室的旋轉椅上，雖然眼

神看似惺忪，但卻面帶著招牌笑容面對記者的專訪。他語

氣柔和地問「你要喝水嗎？」或許是有些緊張，記者的反

射動作跟不上他的禮貌。

　一句「不要緊張喔，我又不是什麼大明星！」化解了記

者所有情緒，友善的語氣與「酷酷的」形象形成對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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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櫥窗

中華電信攜Gogoro推資費方案

 銘傳新聞營報名起跑 資深媒體人開講

　 銘傳新聞營報名開跑。（圖／方執善）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將在6月14日台北校

區舉辦「大學升了媒」新聞營，即日起

開放高中職學生報名，因疫情關係名額

有限，額滿截止。

　此次營隊邀請到ETtoday新聞雲社群小

編山東小妞和資深媒體工作者黃哲斌擔

任營隊講師，歡迎全國對新聞及媒體有

興趣的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營隊總召林奕辰表示，今年營隊主題

著重在「新媒體」，講師陣容相當堅

強，由ETtoday新聞雲社群小編山東小妞

介紹如何經營社群平台、新媒體型態等

相關內容之外，也將分享小編工作內容

及趣事。

　另外天下雜誌特約作者黃哲斌將帶領

營隊學生了解新聞的基礎概念，相信同

學們都能收穫滿滿。

　銘傳新聞系主辦單位表示，「大學升

了媒」營隊報名費600元，兩人同行報名

優惠價1000元，收費相當佛系，有興趣

的同學可以呼朋引伴一同參加。

　此次舉辦「大學升了媒」營隊目的是

希望讓對傳媒有興趣的同學更加了解媒

體工作，除了業界講師演講、分享經

驗帶領學生認識新聞工作與社群世界之

外，營隊節目也會有影片競賽活動，及

其他有趣活動，相信參與的高中生們都

能滿載而歸。

記者／孫庭蓁

2020世界新聞自由度排名  (表／方執善)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表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           (圖／RSF提供)

聲林之王新歌4/21全面上架

時，大家都稱他「湯哥」，但他始終保持著一種小

人物的姿態。

熱血追夢 做自己喜歡的事

　湯昇榮製作多部戲劇，從人氣醫療劇《麻醉風

暴》，到獲金鐘獎的《草山春暉》、《我們與惡的

距離》。不僅如此，他也是電影《紅衣小女孩》的

推手之一。在這之前，湯昇榮就是一個熱血追夢的

青年，沒有張揚的宣傳操作也沒有華麗的包裝，從

小就立定志向，做自己喜歡的事。

　對於電視界發展，湯昇榮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提

到，現在市面上有許多OTT平台，選擇權落在觀眾

手中。他舉韓國影視為例，韓國不斷打破框架做電

視節目，也改變說故事的方法，但仍會搭配傳統的

電視播出；而台灣很棒的是編劇可以天馬行空，製

作不受限制，也因為OTT時代的崛起，有更多機會

邁向國際市場。

靈感湧現來自音樂和書本

　「小時候想很多，以為自己會當警察、老師，也

有想過要去唱歌，學生時代也有組個小Band」。說

起音樂，湯昇榮彷彿有說不完的故事，而辦公室裡

最吸睛的就是他那擺滿書籍及唱片的櫃子。湯昇榮

說：「這些是一部分，還有一些在家，透過音樂可

增加自己的思考與思緒，看書則可以讓自己的腦袋

打開，吸取知識」。

　談及最喜歡的電視類型，湯昇榮毫不猶豫的丟出

「寫實類」三個字。他回憶道：「從小就一起跟爸

爸看報紙，直到現在也各個版面都看，因為很貼近

我的生活」。從小的習慣造就了湯昇榮喜歡探討人

在大社會下的一些狀態，不管是從紀錄片或電視

劇，湯昇榮都加入了台灣社會脈動的議題。2019年

在金鐘榮獲多項獎項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

寫實劇的最佳表現，只有短短10集卻迎來巨大的迴

響，更證明台灣也能拍得出優質好劇。

台劇發展需要感動與感受

　對於未來的期望，湯昇榮希望把市場打開到全世

界，將台劇帶到全世界。他說：「透過好的題材讓

大眾看到Local跟Global的作品。」

　訪談結束，他辦公室右側有一箱熱騰騰的投稿劇

本，記者問他：「期待看見怎樣的作品嗎？」他沉

思幾秒鐘微笑說：「感動」、「感受」。

瀚草影視

　　

　《聲林之王》眾歌手推出歌曲《黑

夜總會過去》在網路獲得好評，4月21

日在數位音樂平台全面上架。

（文／蘇頌婷）

　中華電信跨界合作與Gogoro推「騎

好無比」資費方案。即日起至6月30日

於各據點申辦。

NCC指定公視三台為教學頻道

　（文／陳維婷）

　NCC4月17日召開跨部會會議，若日

後大規模停課，將指定無線電視「公

視3台」作為教學頻道。
　（文／魏伊閔）

總 經 理

傾向重口味

兩極化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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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5月1日 星期五 　主編／陳子瓏、鄭如晴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第1天
記者會破天荒每天舉行

阿中部長落淚，衛
福部臉書開放打氣
留言，短短數小時湧
20萬人按讚、留言

阿中部長連續26
小時沒休息，網
封「鋼鐵部長」

阿中部長戴粉紅口罩掀起熱潮，網
友po文紛紛下#粉紅色口罩

白色情人節阿中部長
暖送記者們巧克力記者受邀客語翻譯意外爆紅

記者會指揮中心全體戴上口罩

阿中部長示範電鍋蒸口罩，
遭虧「沒煮過飯」

記者會最多10萬人同時上線，
單次總點閱破60萬，網友封阿
中部長為「台灣最強直播主」

防疫百日
  F4記者會苦中作樂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第100天
   連續0確診阿中部長送龜苓膏

       （底圖來源：LINE貼圖）

       （來源：許彤臉書）

編案後記：
版面中的12個事件，是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100天
以來，主流媒體皆有報導的
事件進行整理，最後挑選而
成。故以此圖像新聞配合時
事，「順時鐘」紀念0確診。

4/1

愚人節，「自冉時報」
創刊首份送阿中部長

網友誤認麥克風套為橘子

阿中部長LINE貼圖上
架，8款貼圖供民眾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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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5月1日 星期五 主編／李詠欣

記者／戴瑄、鄭如晴、游偉志

寵物網紅門檻高 頻道龍頭獨強

記者／鄭宇辰、方執善

在臉書有35

萬人追蹤的

「 柯 基 犬

coffee」及

YouTube上擁

有超過4７萬

訂閱的「豆

漿」。　　

（左圖／方

執善）　　

　　

（右圖／廖

耿晧提供）

寵物明星人氣高 周邊商品卻難銷                                                      

寵物網紅除社

群 平 台 經 營

外，也販售許

多周邊商品。

（圖／廖耿晧

提供） 動保法漏洞百出 商演沒保障 
記者／陳樂珊、王云宣

　台灣動物保護運動發展至今長達

20年，長時間下來某些議題的推動

上仍不像國外那樣成熟。隨著時代

變遷，越來越多飼主或業者將寵物

題材發布至網路，寵物商演是否得

到保障成為動保人士的一大疑慮。

　1939年Irving Cummings執導《

蕩寇志》中，劇組為拍出震撼畫面

迫使一匹馬掉下懸崖，消息曝光後

激起美國人道協會對動物演員的關

注及強烈抵制。

　該事件發生後，美國訂定了相當

嚴謹的動物保護法規，美國人道協

會會檢查電影、電視及廣告中動物

的露出畫面，若動物受到傷害，監

察人員將採取法律行動來保護動

物。此外，電影通過審核後才能在

片尾字幕打上：「沒有動物在此拍

　寵物網紅抓準民眾對萌寵的喜愛，創造出

可觀聲量，然而他們的周邊商品經營上卻無

法複製高人氣，銷量差強人意，如何擴大商

機仍是一大難題。

製作時間長  商品難量產

　「豆漿」YouTube頻道擁有超過47萬人訂

閱，也會自行製作桌曆、杯墊、紙膠帶及明

信片等周邊商品，儘管粉絲數眾多，人氣卻

難以反映在商城的銷量上。主人廖耿晧說，

製作桌曆的時間要花上半年，賣不出去會淪

為庫存，且當量不夠多的時候，賣這些其實

像是在做公益，幾乎沒有賺到利潤。深受粉

絲愛戴的3隻柯基犬「連環泡有芒果」及「

　萌寵當道，飼養毛小孩成為現今趨勢，根據動物

保護資訊網調查顯示，台灣家犬及家貓的數量從

2009年的155萬隻提升至2017年的250萬隻，近10年

總數量成長6成。許多寵物網紅順著這股風潮抓住人

們的目光，以可愛或搞笑的影片療癒人心。

　臉書粉絲專頁擁有90萬人追蹤的高人氣網紅

「連環泡有芒果」，以可愛的3隻柯基犬擄獲人

心，YouTube擁有超過47萬訂閱的白貓「豆漿」及臉

書35萬人追蹤的「柯基犬coffee」，則用貼近生活

的紀錄，成功搏得眼球。

　
萌寵可愛吸睛  內容是關鍵點

　7歲的米克斯「豆漿」，人稱喵界林志玲，單支影

片最高點擊率240萬，貓咪與主人的逗趣互動成為頻

道特色，影片更發想出多元主題系列，從貓咪實測

到蠢萌吃貨，利用貼近生活的幽默方式獲得觀眾們

的喜愛。

　能擁有如此高人氣的秘訣，寵物主人「漿爸」廖

耿晧表示，影片的主題內容仍最為重要，如何企劃

出有趣主題成為關鍵因素。廖耿晧提到，知識型寵

物頻道製作下來相對更具挑戰性，因此自己主要還

是以生活類影片為主，拍攝寵物的有趣互動，除了

吸引養貓族，更吸引無法養寵物的族群觀看，而主

題內容都是從生活中發想，一有靈感就立即記錄下

來，也因為寵物難以控制，因此需要廣拍大量毛片

素材，再從中挑出能引起共鳴的畫面。

寵物搭配商品  吸引大批粉絲

　「連環泡有芒果」結合自營芒果乾專賣店，將家

中3隻柯基犬─林燒酒、林金多、林金大的日常生

活，以不做作的幽默風格呈現，吸引大批粉絲朝

聖，粉絲更會在假期時專程到位於台南的芒果乾

店，只為親眼目睹可愛的柯基。

　能吸引到如此大量的粉絲，寵物主人林家瑋表

示，自己非常了解3隻狗擁有的獨特個性和特色，因

此會在影片中幫牠們上字幕翻譯給觀眾，將寵物擬

人化後產生互動，便會就此拉近與觀眾間的距離。

為保寵物安全　其用品難業配

　「柯基犬coffee」同樣來自台南，粉專經營6年來

逐漸建立起知名度，coffee的主人陳志信表示，常

會遇到廠商來接洽業配合作，但在業配的挑選上需

要注意很多事情，例如寵物飼料產品不能讓消費者

有安全疑慮，至少要讓coffee吃半年以上確定沒問

題才敢推薦，因此寵物用的商品通常不在工商考量

範圍。

　而柯基犬相較其他狗的特色是掉毛量極多，一天

可以掉上萬根毛，業配吸塵器這類的電器商品就會

是很好的選擇。

影片發想困難　頻道成長緩慢

　近年寵物受關注度不斷提升，但在目前的網紅市

場中，拍攝寵物的小頻道仍難以成長，呈現領頭羊

獨強的現象。

　廖耿晧說，成為寵物網紅的門檻較高，影片內容

發想也較為困難，能吸引觀眾的畫面更是難以取

得，大家在頻道上看到的2、3分鐘有趣影片，可

能都是從好幾個小時的素材中截錄，要比一般的

YouTuber花更多時間去經營，因此具有高知名度的

還是那些較早踏入市場，已經累積大量粉絲的寵物

網紅。

攝過程受到傷害（No animal were 

harmed）」的公益標示，獲得合格

認證。而台灣在這方面的議題推動

相較並不完善，引發許多動保人士

反彈。

　保護動物協會理事長李朝全表

示，美國法律針對動物商演給予一

定程度的保障，若動物演員進行電

影、廣告等商業拍攝，工作時間會

受到限制。

　但李朝全也補充說，台灣目前沒

有相關法規來限制動物進行商業拍

攝的時間，未來是否會借鏡他國立

法，仍是個未知數。

　台大獸醫系助理教授李繼忠坦

言，台灣的動保法制度至少落後了

2、30年，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改變

壓力，寵物網紅是否受到保障，依

舊會是爭論不休的議題。

柯基犬coffee」也在年末之際推出桌曆，3

隻柯基犬的主人林家瑋表示，柯基受眾族群

不多，其實很難依靠周邊賺錢。

買家多在國外　國內銷售低
　

　coffee的主人陳志信也說，桌曆從發想到

出貨耗時超過半年，賣出約1500份，但有超

過5成的買家是來自挪威、丹麥、美國等海

外國家，反而國內粉絲下單的意願及比例並

不高。

　在商品經營上，網紅想推出寵物用品最重

要的是考量安全的問題，所以必先消耗大量

的成本，但僅靠萌寵自身的名氣與吸引力推

出周邊，就此想讓消費者買單，恐怕是件不

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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