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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52台空頻多時，影響近5百萬

有線電視收視戶權益，已有10家系統商

向NCC提出申請，媒體改造學社2月25日

表示，NCC應儘速解決52台空頻問題，全

國人民有權利要求看到公廣集團的華視

新聞頻道。

　中天新聞台去年底執照到期，遭NCC

裁定不予換照，52台空頻問題，媒改表

示，促成公廣華視新聞頻道上架52台，

應是目前最符合上述處理原則的決定。

　媒改說明，公廣華視頻道新聞內容專

業表現相對優質，不僅少有內容違規裁

罰記錄，而且明確拒絕新聞置入性行

銷，也不會為了收視率考量而製播羶色

腥內容，比一般商業台肩負更多公共價

值與義務，近年來也在事實查核和新聞

品質的把關上投入相當多努力。

　此外，根據中央通訊社報導，外界對

陳耀祥在2020年中天不予換照記者會

上，表達「給公廣集團一個機會」有很

多批評。陳耀祥對此回應，這個想法並

不是出於自己，事前也有跟其他委員交

換過意見，委員間不一定每個人意見完

全相同，各委員都有不同的想法，但一

致皆希望有更多的可能性，最後提出這

樣的說法。

　另外，根據聯合新聞網報導，NCC委員

們說明，新上架和移頻的審查過程、考

慮面向基本上沒有不同，一樣要考慮到

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內容多元，與

公共利益等四個面向。

　最後，針對52頻道空頻多日，媒改呼

籲，NCC應儘速通過公廣華視新聞頻道上

架或移頻至52台，公廣華視新聞頻道上

架52台應該是一個最符合公共利益的選

擇，NCC也有責任予以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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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蕭豐蓁

電台進攻Podcast

成績不盡理想

《全明星運動會》

Q2開播收視破1.69

全球瘋網路開房

Clubhouse破810萬下載

中華民國110年3月5日 星期五

 
NCC駁回靖天軍事台申設

記者／黃佩璇、汪睿琦

52空頻問題 媒改促NCC速處理

公視與華視目前呼聲最高，各界給予高度關注，媒改社團呼籲要盡速處理。
                                            （圖／公視、華視提供）

　NCC於2月24日委員會議決議否決靖天

軍事台頻道申設，對此NCC表示，其頻道

規畫人力編制不足以支撐營運計畫。另

外，通過HITS頻道申請設立。

　NCC表示，靖洋傳媒科技申請經營靖天

軍事台頻道，雖然以全球國防動向與軍

事議題趨勢為特色，並製播有軍事、軍

聞等新聞性節目，但頻道規劃及相關人

力編制不足，僅編列4位專職人員，再

考量軍事新聞與評論涉及層面廣泛，經

營者的專業能力尚不足以實現其營運計

畫，最後委員會一致性否決。

　另外，NCC指出，HITS頻道為境外戲劇

頻道，目前已於我國落地播出，本次申

設案係傑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於該頻道執照效期屆滿後接續原代理商

新加坡商全球紀實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代理設立經營。

　NCC說，HITS雖然以選播高收視率且得

獎的美國經典影集，讓閱聽眾重溫記憶

中的經典影集為特色，但仍期許頻道有

效降低節目重播率，維護視聽權益。

　公視2月25日起每周四推出「公視紀

實」系列紀錄片，第一集將推出紀錄

片導演李惠仁的新作《上學去》，並

在2月23日舉辦首映會，探討私校的高

等教育問題。

　李惠仁希望藉由作品與社會對話，

讓大家能關注私校教師的工作權與學

生受教權等議題，也希望讓相關政府

單位正視。李惠仁也在片中不斷叩

問，教育的本質是甚麼？

　李惠仁表示，拍攝為期一年半，但

他坦言，《上學去》其實是部挫敗的

作品，一是無法親自去與世新大學校

長吳永乾進行正面談話，二是南榮科

技大學被迫轉學的學生害怕遭受新學

校的同儕歧視，而不願接受訪問，二

者為最遺憾的部分。

　另外，李惠仁透露，除了《上學

去》之外，手上進行的紀錄片作品還

有《邁向權力之路－立法院》正在籌

備中，此項作品中談立法院與立法委

員角色；另外《不能戳的秘密3：官官

相護》，則將揭露學者與官場糾葛不

清的利益，預料將掀起一場大風波。

　《公視紀實》系列紀錄片包含永

續、文化、藝術等相關主題，更有鼓

勵新銳導演創作的新創紀實短片，總

計累積17部作品，包括12部長片以及5

部短片，自2月25日到5月27日每週四

晚間10點播映。

記者／呂咏儒

左起牽猴子王師、NMEA理事
長蔡嘉駿、麟數據執行長鄭名
傑、麟數據策略長謝佩芳、資
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總經理
王敏惠、萬國法律事務所資深
合夥律師林發立
（NMEA提供）

　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NMEA）3

月2日發起Project X計劃，以對抗挾

帶大量資金的國際OTT平台。NMEA理事

長蔡嘉駿倡儀，台灣應成立內容產業

投資控股，呼籲大型資本投入發展台

灣電影、電視、音樂、出版、遊戲等

全方位的內容創作。

　Project X計劃中，建議由政府帶頭

如國發基金投資第一筆資金，成立首

家控股公司的資本規模新台幣10億元

以上，每年投資生產至少十個以上的

高品質內容IP涵括且不限於影視、戲

劇、動畫、漫畫、音樂、出版等。

　蔡嘉駿說，單一控股公司如果一年

可穩定產出至少10個IP，對於未來

的營運優勢有：第一、對國際平台

採購的談判較有籌碼；第二、高風險

的內容產製較可避險；第三、有穩定

的產能與營收，未來可能真正資本

化（IPO）；第四、真正落實一源多

本、IP聯運的全面發展。

　牽猴子總經理王師談到，發起

Project X的契機，正是三年前牽猴子

加入NMEA協會，認識到遊戲開發團隊

「赤燭」，進而發現遊戲「返校」可

發展成電影與影集的IP潛力。也意識

到牽猴子如果繼續固守傳統的電影宣

傳發行業務，面臨「大串流時代」將

有嚴重的生存危機。

　「Project X」小組成員包括NMEA

理事長蔡嘉駿、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副總經理王敏惠、萬國法律事務所 

資深合夥律師林發立、牽猴子股份有

限公司 總經理王師、麟數據科技 執

行長鄭名傑、麟數據科技策略長謝佩

芳，涵括影視行銷發行、數據分析、

稅務會計、法律事務等各領域專業頂

尖人士。

記者／陳瑀倫

NMEA理事長蔡嘉駿（左二）
呼籲大型資本投入發展台灣
內容創作。牽猴子總經理王
師（左一）也談到，因三年
前遇見赤燭團隊，才有了發
起Project X的想法。左起牽
猴子王師、NMEA理事長蔡嘉
駿、麟數據執行長鄭名傑、
麟數據策略長謝佩芳、資誠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總經理
王敏惠、萬國法律事務所資
深合夥律師林發立。
             （NMEA提供）

NMEA籲資本投入內容創作
發起Project X計畫

《上學日》叩問教育本質 

人力編制不足

公視紀實系列 每周四22時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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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舒涵

　　　主編／古可絜中華民國110年3月5日 星期五

《全明星運動會》Ｑ2開播收視破1.69

記者／古可絜

新題材 《複身犯》上映首周票房破600萬

　HitFm聯播網DJ群從2020年發行逾百張的華

語專輯中，選出10張年度最推薦專輯，打造音

樂計畫「2020HitFm年度十大專輯」，並在官

網推出同名單元，內容不只有專輯及歌曲介

紹，還有歌手親自錄製的感言。

　由HitFm聯播網DJ群合力，從2020年1月1日

到12月31日發行的100多張華語專輯中，選出

10張最推薦的作品，象徵華語音樂圈的薪火相

傳，更見證華語流行音樂的演變！HitFm聯播

網也已從2月17日起，同步官網推出「HitFm年

度十大專輯」單元，邀請獲選歌手親自錄製感

言，帶聽眾重溫專輯中的精采曲目。

　國片《複身犯》選在2月26日上

映，題材燒腦圍繞人性議題，上映

首週，至2月28日為止，票房衝至

620萬。

　導演蕭力修24日在台北松仁威秀

首映會中表示，歷經一年的拍攝與

後製終於和大家見面，影片內容部

分是傳達他想跟女兒說的話，希望

女兒長大後能看到自己父親的這部

作品。

　《複身犯》電影內容以一起連續

誘拐孩童的案件作為開頭，罕見的

使用人格分裂作為故事敘事手法，

為台灣電影市場注入新題材。

　首映典禮中，前陣子票房破億的

《角頭：浪流連》劇組也前來給《

複身犯》加油打氣，希望把破億好

運氣帶給他們。

年度10大專輯 田馥甄、吳青峰入榜

記者／汪睿琦

　　《全明星運動會》第二季開播。　　　             （圖／擷取自Facebook全明星運動會）

　台視、三立聯合製作的體育實境

節目《全明星運動會》第二季於2月

28日播出，首集播出後收視率開紅

盤，突破1.69。節目第一季在去年

播出後獲得極佳的迴響，刺激的比

賽過程讓觀眾熱血沸騰，讓不少人

更加期待第二季參賽選手的表現。

　參賽選手共計20位，除了范逸

臣、王家梁、鼓鼓呂思緯、頑童小

春、吳心緹等藝人，這季更邀請到

具有「棒球國手」資格的曹佑寧，

讓節目變得更有可看性。曹佑寧在

先前的首播記者會表示，藝人的表

現不輸運動員，大家都表現得相當

精采。

　第二季的領隊與第一季相同，由

籃球國手錢薇娟及桌球國手江宏傑

擔任，他們也在記者會上相互表示

會全力以赴帶領團隊獲得冠軍。比

賽播報員則由體育主播徐展元及蔡

尚樺擔任。

　節目播出後，有網友表示，這季

的選手也很厲害，表現亮眼及期待

下集的分組結果等好評，但也有不

少人抱怨第一集結束的突然及廣告

太多。

　《全明星運動會》第二季於2月28

日起，每周日晚間8點在台視主頻道

播出，3月6日起每周六晚間8點在三

立都會台重播，民眾也可以在《全

明星運動會》YouTube頻道及Vidol

線上平台收看。

　　《500輯》在語音社群《Clubhouse》上開房【500輯之500

燒聲房】。 　　　　　 （圖／擷取自聯合報《500輯》）

聯合報《500輯》首次開房 吸引200位觀眾
　聯合報《500輯》2月25日在語音社群《Clubhouse》上開

房【500輯之500燒聲房】，邀請6位封面插畫作家分享當時

的創作理念，包含BaNAna阿蕉、小高潮色計事務所色長、Hi 

Nio、michun、三木森 Mori Mori Illustration黃米露、消

極男子；並由主編胡士恩、編輯翁家德及企劃小小主持，初

次開房就吸引200多位聽眾。

　《500輯》去年3月創刊至今，共發刊25期，每一期封面設

計都會邀請不同的插畫家來創作，主編胡士恩在對談中表

示，封面是第一個與讀者接觸的媒介，編輯需思考主題以及

每期的封面該如何呈現，讓人一眼就會被《500輯》吸引。

　策畫此次開房的企劃小小表示，希望可以藉由Clubhouse

建立新的溝通平台，讓追求質感生活的年輕人一起加入對

談，除報紙外，還可以用「聽」、「說」的方式來做交流，

而不只侷限在「看」。

　插畫家在對談中，各自分享在創作時遇到的狀況。其中，

第12期〈未來的生活本事〉插畫家BaNAna阿蕉表示，因主題

抽象，當時與編輯溝通多次，最後以感性方式呈現；第14期

〈善用新科技成為新網紅〉的小高潮色計事務所色長表示，

當時把自己想像成youtuber，以場景發想呈現，並在設計

上，偷置入喜愛的podcaster談性說愛；第15期〈你在哪裡

上班？我自己接案〉的消極男子表示，本身是自由工作者，

從自身周圍元素發想，在階梯設計體現工作中的所有步驟都

很重要。

　另外，也邀請到創刊較前期的兩位插畫家，分別為第三期

〈復古是另一種新潮〉的michun以及第4期〈生活中的藝術

練習題〉的黃米露。Mori表示，藝術很貼近每個人的狀態，

因此選擇較多人接觸的作品放進主要呈現的題材裡面，而畫

面上的巧思，是把收藏打開的感覺，像是把生活的一部分打

開，讓大家欣賞；而黃米露表示，復古對於每個人的定義不

太一樣，與編輯討論後，最終是選擇以「舊美式滑板」的感

覺來呈現。

　最後《500輯》表示，未來將不定期在Clubhouse上開房與

大家互動。

記者／葉芳吟

　　 傳　播　櫥　窗

　　《複身犯》2月26日上映，劇組舉辦首映，會中眾星雲集。（圖／汪睿琦攝）

（圖／2020Hit Fm年度十大專輯官網）

兩岸青年文學賽徵件延至5月
　浙江省作家協會、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與愛奇藝文學主辦

的「第三屆兩岸青年網路文學」將延長

徵件至5月31日止。

國際光影藝術節5G結合藝術
　第二屆「臺灣國際光影藝術節」於2月

26日至3月28日在國立臺灣美術館舉行，

藝術家蔡宜婷特別運用5G網速環境進行

互動體驗，讓人際互動不因疫情影響。

發表「Spotify HiFi」無損音頻
　Spotify 宣布推出「Spotify HiFi」無

損音質服務，今年部分市場Premium用戶

就能將音質升級。

警廣3月1日舉辦67歲周年慶
　警廣3月1日67歲周年慶，辦抽獎活

動，送20個時尚提袋、30個時尚警廣折

疊扇、反光燈，感謝聽眾支持與愛護。

文／陳思妤

文／陳韻方

文／呂怡慧

文／林禺盈

2020 Hit Fm年度十大專輯

（製圖／古可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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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oomsAll rooms

Leave quietlyLeave quietly +

截自2月16日全球clubhouse在Ios App Store上的全球下載量
已突破810萬次，台灣下載數量也是急遽攀升，根據銘報使用
QuickSeek數據庫統計，在春節前夕2月8日網路聲量達到最
高8402的討論量。

8402

　我認為創作者不需要對 clubhouse感到焦慮，因
為他不是個好的內容創作工具，比起媒體平台，他
滿足的需求更接近社交。也許會出現幾個像是當年
PTT 或論壇裡的大神，但短期內難以變成創作者流
量與獲利的來源。
　以創作形式來說，它和podcast或YouTube影音
截然不同，更接近研討會形式，主講者說話、觀眾
有一定機率可以參與互動。所以好聽的秘訣就跟辦
研討會一樣。(資料來源:呱吉個人臉書)

　clubhouse 熱門時段是晚上八九點以後，以我自
己案例來說這不是我節目的熱門時段，應也不是大
多熱門 podcast 的主要時段。核心是直播形式，口
條不好會很明顯，受歡迎的都是天生主持或自言自
語的料，如唐綺陽、台灣迷因、炎亞綸、百靈果表
現都不錯。沒有誰取代誰的問題，clubhouse 就是
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選項，但無差別流量紅利要
結束了，無聊的人或房間人會變少，熱門房會越來
越擠。(資料來源:謝孟恭個人臉書)

呱吉
（Youtuber）

謝孟恭
（股癌主持人）

Clubhouse網路聲量

名人解讀Clubhouse

銘報電信 5G5G

乂煞氣ㄟ孔主任乂 卍 Molly 卍

▲主持人

▲一般聽眾

109新聞系傳播實務

霸氣の郁姿

Wang 梁 Joey

古呂

酷炫彥豪

Lee

　　　主編／田兆崴、呂咏儒中華民國110年3月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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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通勤有聽Podacst習慣的人，相信對他的聲音及

笑聲都不陌生——李毅成「台灣通勤第一品牌」的主持

之一，他憑著講「幹話」躍居台灣Apple Podcast前十

名，他總在節目中以臭異男自居，收聽節目彷彿偷聽課

堂前座的男同學聊天，幽默又風趣的談吐和無邊無際的

聊天內容加上親和力十足的笑聲，讓人不自覺陷入這個

普通大男孩的魅力之中。

誤打誤撞　闖出名號

　說起節目名稱的由來，李毅誠說，在朋友建議他開

Podcast節目前，他其實不太清楚Podcast是甚麼，而後

朋友和他說Podcast大多都是通勤的時候聽的，便取了

一個有點搞笑又符合節目調性的名字，如此『台灣通勤

第一品牌』就這樣誕生了。

　李毅誠非媒體人出身，「便當店」才是他的正職，

跨足Podcast最初的原因很簡單，平時沒有太多和朋

友聊天的機會，所以想要做給朋友聽，又因為他是

Youtuber『反正我很閒』的粉絲，受他們影響所以決定

以門檻相對較低的Podcast創作。

　節目內容大多取材自李毅誠生活中的日常瑣事或是時

下的新聞議題，他總能將這些平凡甚至有點無趣的事情

講得引人發笑，其實是有原因的，他說，他會特別練習

如何說故事，將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敘事方式或故事結構

說給很多不同的人聽，看聽眾的反應如何找到最有趣的

說故事方式。

抓準話題　產生共鳴

　在節目內容的選題上，李毅誠說，他有一個原則是如

果他和張家倫（台通的另一位主持人）看法一致的話就

不會用，因為他認為如果兩個人抱持一樣的觀點就沒有

討論空間，觀眾會聽不到討論就無法產生共鳴，如此就

不會有更多想法。

　不只是經常在節目裡討論時事，李毅誠也訪問過政治

人物，對於被貼上標籤他的看法是：「要貼沒有辦法

啦。」無論立場如何總是會有反對的人，所以他不避諱

在節目中表達自己的立場，「重點就是不要講不確定的

事情。」

嚴以律己　精益求精

　曾經一度登上Podcast排名第一，近期則有點下滑，

李毅誠坦承，一開始心情會受到排名影響，現在就比較

沒差，其中主要原因是，不太了解Apple Podacst的排

名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後台節目的主力聽眾也沒有什麼

流失，就覺得無所謂了．

　但下一秒，他又無釐頭地表示，「搞不好搞懂排名怎

麼排的話就會很焦慮，就會發現其實是哪裡做不好所以

才排名往下滑。」

　節目至今也出了70餘集，對自己很嚴格李毅誠會將

已發表的節目重聽，藉此檢討在節目中哪裡可以做得

更好，目前為止他對一半以上的內容都很滿意，他還笑

說，「有時候聽以前的節目時，還會出現我怎麼會講這

個好好笑的想法，因為很久沒聽了所以會忘記當初的節

目內容，我覺得那個出其不意都會讓我蠻滿意。」

指引方向　獲得反饋

　李毅誠也在節目中做過不少訪問，他認為，做訪問時

他扮演的是引導者的角色。其中訪問金馬影后陳淑芬和

同學麥納斯的導演黃信堯的過程讓他獲益良多，在訪問

黃導演的節目發表後收到了很多意見，讓他有很多的進

步空間，而在訪問金馬影后陳淑芳時這些問題有獲得了

改善，也獲得了正面的反饋，「我對於我在短時間內有

記住自己的缺點然後我的反省是有用的覺得蠻開心的。

」

　對於節目未來的走向，李毅誠笑著說：「不知道誒，

因為我很喜歡節目能維持一定的隨機性，你永遠不知道

我們下一集要幹嘛，我希望在之後能繼續把這件事維持

好。」

電台進攻Podcast 成績不盡理想

　曾待過正聲廣播電台的雷恩，在

去年4月開創Podcast節目「媒體相

談室」。他從電台離開後還是想要

做有關媒體聲音的節目，因此轉而

經營podcast，以邀請來賓做深入方

面做媒體訪問有關係的題目設定。

　「聲音是個陪伴產業。廣播可惜

的地方就是限制太多」雷恩感嘆的

這麼說。

　廣播節目除了受現於時段，雷恩

說，想收聽廣播必須得利用收音

機，或是FM有支援的手機軟體，且

場所可能會侷限於在室內、車上等

等，因此載體、空間與設備也是

現今廣播的一大阻礙之一。相較之

下，收聽Podcast的節目不限地點、

時間，只要開啟手機下載App就能隨

時收聽。

　雷恩表示，跳脫過去對廣播的印

象，經營Podcast講話不一定非得要

字正腔圓，或具備一定的口條或主

持能力，也並非像廣播電台一樣需

要有非常貴或專業的設備，Podcast

只需具備一個麥克風接上筆電，就

能做錄音了。

　隨著社群平台的發展，就像

YouTube一樣，Podcast只要有一個

帳號就可以上傳節目內容。聽眾也

可以即時於線上反饋收聽感受，主

持人或節目製作團隊能即時回應，

發展出了與聽眾更加緊密的關係。

　因此比起傳統廣播節目，Podcast

入行門檻較低，就算是一般素人，

也有機會製播自己的節目只要有自

己的觀點、聊的話題符合時下脈

動，就能引起聽眾共鳴。

　廣播節目與Podcast的呈現方式並

無太大的差別。央廣表示，這兩者

都是屬於一個用聲音去呈現出內容

的工具，即使目標觀眾、收聽場域

不同，最終大家聽的還是節目的內

容、架構，以及用甚麼方式讓人願

意繼續收聽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雷恩表示，或許是政策法規還

來不及跟得上變化，因此才沒去

做相關的限制。在還沒有受限

下，Podcast可以五花八門的發揮各

種類型節目，雷恩強調，若是希望

頻道能夠長久經營下去，那就必須

事先把版權問題、內容上限等問題

關注進去。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副教

授何懷嵩表示，廣播的格式與媒體

的屬性，會讓廣播在新媒體上沒有

適合的樣貌。無關乎內容，而是新

媒體類型與功能，廣播有沒有辦法

貼近。

      

無趣議題說成有趣 臭異男Podcast別具風格
記者／張媐涵

僅8節目擠進前2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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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賴政維、黃于綺、辜柔慈、王歆慈、林禺盈
　Podcast風行，根據調查，在台灣較有名的37家廣播電

台中，有11家有設置Podcast，分別為News98新聞網、

中央廣播、警廣、IC之音、KISS RADIO、全國廣播、正

聲、ICRT、環宇廣播、真心之音、飛碟聯播網。

　但是在Podcast平台上的成績相較網紅藝人設立的頻道

略為遜色。以Apple Podcast公布的2020年排行榜為例，

排名前兩百名的創作者中，最大宗為非原媒體業轉來的

自媒體（新媒體業者）51.1%；而電台只佔少數5%。(見

圖表1)

 細項資料可見前20名只有一名自身出來創立頻道的電

台主持人（馬克信箱）位居第18；後續分別為News98

、BBC、電台主持人馬世芳、BBC Radio、ICRT、飛碟聯

播網及中廣新聞網。(見圖表2)

  透過資料得知，基本上進前兩百名的電台少之又少，

除了News98較多個入榜，飛碟和中廣只位居末端。針對

以上現象，對於創立Podcast到現在成績不理想的看法，

　同時經營廣播電台及Podcast的中央廣播電台表示，因

電台目前較少為Podcast量身訂做的節目，這可能是造成

無法提高聽眾的原因之一，但央廣目前已有在規劃，確

切營運模式尚待Podcast整體產業確定成熟過後再執行。

　央廣也提到，製作Podcast專屬的節目需注意音樂著作

權相關規範，音樂、音效等，包括節目開頭、內容，並

非只是將廣播節目上映在不同平台，並提及在新聞節目

及軟性節目上，內容比較容易透過「聽新聞」理解，聽

眾也可以有更多收穫。

　而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副教授何懷嵩則表示，

音樂、知識、生活化類型的節目，在現在的聽眾上比起

其他接受度較高。

　他也認為，廣播轉podcast並無達到好成績可能與節目

類型適不適合透過Podcast播放給聽眾有關，節目片長也

會影響Podcast的收聽率，建議在Podcast內容企劃方面

須有明確方向，且不適合有如廣播節目的格式感。

聲音是個陪伴產業 Podcast打破時段限制
記者／賴政維、黃于綺、辜柔慈、王歆慈、林禺盈

                             
台灣通勤第一品牌主持人，左起為李毅誠、張家倫。

圖片來源：台灣通勤第一品牌FB。

圖表２

第一品牌
台灣通勤

圖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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