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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F2021 
記者／謝志遠

　由文化內容策進院（以下簡稱文

策院）舉辦的2021「TCCF創意內容

大會」，11月10日至11月14日於松

山文創園區舉行。今年推出「內容

交易市場」、「國際趨勢論壇」與

「未來內容展」三大區塊，展會結

束後，文策院17日表示，連續5天的

活動共吸引超過3萬人次實體參與，

有近2萬人次觀賞線上直播；另外有

來自21國、超過640位線上、線下買

家共襄盛舉，預估延伸交易金額突

破10億新台幣，超過上屆記錄。

　文策院院長李明哲表示，希望未

來能將TCCF打造為國內最大、亞洲

領航的重要內容市場交易展會，展

現台灣文化內容的前瞻能量。

　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於10日開幕

式時表示，透過TCCF市場展會廣邀

賣家及買家進行內容市場交易與媒

合，希望展會國際化、資金媒合能

協助業者開拓新的作品市場通路。

　文化部部長李永得則強調感動力

與洞察力的重要性，鼓勵創作者利

用創意結合科技應用，擴大作品的

市場，並期許今年台灣作品能讓更

多人看到。

　此次「國際趨勢論壇」邀請近50

位具科技、文化產業、新創應用、

投資等背景講者，進行10場專題論

壇；此外，展現文策院協助未來內

容製作，以及商業模式策進成果的

「未來內容展」主軸為「Metaverse 

Playground 未來宇宙遊戲場」，匯

集15項VR、互動等沉浸式內容，包

含國際合製與獲獎作品等，期望達

到吸引國內外市場關注。

2021「TCCF 創意內容大會」開幕，左起文策院副院長張文櫻、紐西蘭商工辦事處副代表Ms. Aimee Jephson、加

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芮喬丹、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行政院長蘇貞昌、文化部長李永得、文策院院長李明

哲、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公孫孟、文策院副院長盧俊偉。                          （圖：取自文策院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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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OTT平台進駐 台業者態度兩極
記者／謝志遠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林之晨、catchplay執行

長楊麗貞11日出席TCCF創意內容大會，對近

年國際OTT平台陸續登台，林之晨樂觀看待，

楊麗貞則認為還需要再觀察。

　文策院院長李明哲先在會中提問，本土創

作者需將作品賣給國際平台，才能獲得產業

發展機會，對於台灣內容產業的中長期發展

是否會造成隱憂？此外Disney+12日正式登

台，台灣面臨的挑戰與可能的機會是什麼？

　林之晨認為，OTT平台登台有助於吸引國外

人才進來台灣。他表示，台灣人口不斷負成

長，現階段只能靠影劇去吸引全世界優秀、

有幹勁的年輕人移民至台灣，期許透過台灣

影視產業的發達，加上國際OTT平台輔助，宣

傳台灣的優質生活型態。

　台灣大哥大雖擁有OTT平台myVideo，卻也

與迪士尼攜手推廣Disney+，林之晨說，重點

是幫助台灣內容產業發展起來，吸引外資來

台投資，一旦金字塔頂端優秀作品上到國際

平台，其餘作品就有更多的產業發展機會。

　針對台灣本土OTT平台定位，林之晨保持

樂觀態度。他認為，國際平台一年採購台灣

10～20部作品，代表每年會有100～200部作

品被拍攝，這時候就需要本土平台提供本土

性、區域性的舞台給創作者，反而會擴增產

業空間。

　catchplay執行長楊麗貞則沒有林之晨樂

觀。她以韓劇《魷魚遊戲》為例，雖在Netf-

lix平台上吸引全球收視熱潮，但主要獲益者

卻是Netflix，並非韓國OTT平台。她認為韓

國目前是代工的角色，國內平台與科技都需

再加強，內容與科技要互相加乘，否則跟不

上國際平台的趨勢。

　楊麗貞語重心長表示：「國際串流平台有

辦法讓台劇發光發熱，並能透過它達到更快

速的發展。但當國際平台沒有青睞時，台灣

的內容產業要怎麼活下去，並且擁有一個健

康的未來？」她也期許，台灣OTT平台可以創

造一個健康的商業模式，讓台灣影劇內容走

得更長遠，並且可在地、可國際。

林之晨：有助擴增產業空間林之晨：有助擴增產業空間

楊麗貞：是把雙面刃楊麗貞：是把雙面刃  

互動

調查 逾7成大學生不訂Disney+
記者／邱俊維

　銘報2207期投票活動結果出爐，本次票選主題為「您會訂

閱Disney+嗎？」，逾7成大學生表示不會訂閱，主要原因多

為已訂閱其他OTT平台，不想再花錢訂Disney+。

　根據銘報投票活動統計，不會訂閱的大學生佔了總投票數

的62.9%，會訂閱者則佔37.1%。為何不會訂閱Disney+，學

生劉懷襄說：「比較愛看陸劇，所以只訂閱愛奇藝。」陳怡

璇則表示，Netflix的內容多元豐富，影集已經看不完了。

　也有另一派非常支持Disney+的大學生，鄭茗方表示：「

我非常喜歡漫威的相關電影，因此購買愛奇藝VIP會員，

但後來會員機制越來越爛，現在改訂Disney+。」何芸庭

說，Disney+價格便宜，平台內容不僅有漫威全系列電影，

還有超高畫質，整體觀賞體驗比Netflix更高；林珉靖則表

示，因為明年23台迪士尼頻道就要關閉了，才想把Disney+

訂閱起來。

　本次「您會訂閱Disney+嗎？」投票活動著重調查大學生

對訂閱Disney+的想法，調查日期自11月5日起，至17日截

止，有效票數共340份。

截稿前的焦點新聞
快訊消息

投票活動

中華民國110年11月19日 星期五

2021熱門公司排行 蝦皮購物奪冠

台灣內容市場新通路台灣內容市場新通路

交易破10億

「習拜會」16日登場
中時、自由、聯合17日頭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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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葉香伶

　全台首創的5G＋4K全沉浸數位展演平

台「双融域 AMBI SPACE ONE」設立在

台北101 5樓，9日舉行開幕儀式。打造

平台的科文双融董事長施振榮說，科文

双融在11月將增資1億元，未來將加速

數位IP的投資，期望以系統整合方式複

製數位場域，引領更多跨界資金投入文

化科技產業，迎接元宇宙時代的來臨。

　開幕活動上特別運用5G即時與動態捕

捉技術，並由虛擬人鄧麗君進行異地共

演。出席活動的文化部李永得部長表

示，双融域是未來商業經營、未來內容

創新的實驗場域，而新興產業的起步亦

需要政府協助，未來將全力支持人才在

這塊場域展現創意。

　施振榮表示，双融域將做為文化與科

技整合的舞台，期望與各界優秀人才共

同創造出新的體驗價值，達到「價值共

創、利益平衡」的願景。

　活動現場，可以看到双融域與多家科

施振榮創双融域 打造沉浸式平台

記者／王斯琪

　「俗女養成記」導演鄭芬芬11日出席

2021TCCF創意內容大會「從IP到影像的

航行」論壇場次，對於大陸很久以來畸

形的「IP熱」現象，她認為，IP跟流量

不見得成為收視的保證，慢慢回歸到內

容才是王道。

　在大陸，網文改編和漫畫改編作品大

多能獲得巨大成功，因此大陸一度出現

「IP熱」現象。

  在此前提下，鄭芬芬發現了兩個亂

象，一是很多人誤會IP概念，有粉絲基

礎的才是IP，例如金庸的經典武俠小說

系列。可現在只要轉換成文字，不管漫

畫還是網文都統稱為IP，由此造成第二

個現象：很多編劇不認真寫劇本，先寫

一點發到網上，一旦有流量就一舉成為

成功IP。而流量也成為了IP價格高低

的體現。

　鄭芬芬強調，流量都是假的，內容才

是王道。過去的IP都是經過很多年的基

礎，有觀眾積累和一定的口碑。但現在

有這種畸形現象，花高價買了高流量的

IP後，因質量不佳又要花錢找人改編，

導致成本越來越高。

　鄭芬芬表示，IP跟流量不見得可以成

為保證，內容才是作品質量的保證。IP

改編者應把心思放到內容上，產出好作

品，才能得到觀眾的支持與喜愛。

技業者合作展現出沉浸式場域，透過

43台高階投影設備，打造出牆面64K、

地面24K的五面沉浸式投影空間，並

建置5G企業專網，提供高速率、低延

遲、高品質的網路服務。

　興傳奇青年劇場在沉浸式場域中，

表演傳統戲曲，五面環繞的投影場景

和震撼的聲光效果，使觀眾投入在藝

術文化與現代科技虛實整合的演出。

興傳奇青年劇場在沉浸式場域內進行《蕩寇誌之終極英雄》的互動展演，展現虛實

整合演出的嶄新魅力，双融域未來將與更多藝術家合作。   （圖∕記者葉香伶攝）

虛擬人鄧麗君透過5G即時與動態捕捉

技術在活動現場獻唱其代表作《甜蜜

蜜》。      （圖∕記者葉香伶攝）

記者／程凌宇

　《我們回家吧》製作人徐嘉凱與《炎

上 Burn》製作人謝政豪等四位資深節

目製作人12日應邀出席TCCF創意內容大

會，對台綜如何取得海外競爭力表達觀

點。徐嘉凱與謝政豪共同指出，台綜進

軍海外市場不可操之過急，必須先打好

本土的觀眾收視基礎。

　MTV「大嘻哈時代」節目監製周祐楷與

好看娛樂副總經理王貞妮也出席本次主

題講座。幾位與談人都提及，台綜進軍

海外市場存在的最大問題為太急切地向

大規模市場的商業模式靠攏，卻忽略了

自身在資金等客觀條件的不足，導致了

台灣綜藝節目在產業鏈以及生態鏈存在

斷層化的問題。

　徐嘉凱表示，台灣有將自己的綜藝推

向海外的潛力，但卻沒有足夠的資金支

持以及心理準備，必須穩扎穩打先打好

本土的觀眾收視基礎，在擁有固定本土

粉絲流量之後再一步步拉高規格，與海

外平台進行合作。

台綜先鞏固本土收視進軍
海外

　進軍海外市場，僅僅固守實體的商業

模式是不夠的，而是要在保證實體活動

營收的同時也擴展線上新商業模式。

　謝政豪說，台灣的市場以及場地有

限，僅將思維局限在實體層面，而線上

新商業模式創造的價值卻是無限的，如

果利用好線上的平台，在舉辦實體活動

的同時，也作出將活動、節目包裝為一

款線上產品的企劃，不僅能夠留住本土

觀眾，更讓海外觀眾也能夠進行購買、

收看，創造更多營收。

　此外，幾位嘉賓還提出了疫情衝擊

下，為了讓節目「活下去」而做出的行

動。其中周祐楷藉助互聯網進行有關節

目的活動、直播，獲得高瀏覽量。

　王貞妮推出的解方是繼續推出一檔全

明星系列節目「全明星觀察中」，以「

名人」與「隔離」來作為吸睛點，這種

新型態實境節目滿足觀眾對名人居家生

活的窺探欲，一經播出，也於YouTube平

台創造出高播放量。

IDEA Star助藝術家推廣作品
記者／邱俊維

　媒體公司傑思‧愛德威成立「IDEA 

Star造星計畫團隊」，與台灣藝術家王

姮諭於數位藝術上進行首波合作。以「

神秘慕夏風」作品於世界上第一個購買

或銷售數位產品的平台「OpenSea」上銷

售，進軍海外市場。

　傑思‧愛德威為協助品牌和企業在

數位時代下有相對應的行銷策略，特

別成立「IDEA Star」，致力發掘各個

領域的獨特人才協助專案推動執行。

　IDEA Star團隊表示，第一眼看到王

姮諭的創作，即被帶有一股「神秘慕夏

風」的魅力所吸引，以象徵和暗示性的

手法呈現作品，是團隊強力主推的藝術

界未來新星。

　傑思‧愛德威除了IDEA Star外，也

推出其他「IDEA」產品，包含：IDEA 

Push、IDEA Ads、IDEA Shop等，以協

助品牌與企業的行銷策略。傑思‧愛德

威創辦人暨執行長楊佳燊說：「因應著

數位時代各產業必須不斷求新求變，而

一個創新的點子配搭理想的解決方案是

數位行銷的致勝關鍵，希望提供給客戶

全方位最創新、最理想的解決方案！」

導演鄭芬芬：內容比流量重要

牟宗珮：廣電人要會經營頻道
記者／周心慧

　銘傳大學廣電系專題講座2日邀請港商

高階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總經理牟宗珮分

享「廣電人如何培養找工作能力」。她

以《木曜4超玩》作為舉例，指出網路節

目跨足到電視產業，從前隱形的鴻溝現

在則變得模糊，流量競爭更加激烈。

　她說明現在廣電學生除了學習生產創

意內容之外，更要懂得經營一家公司、

頻道的重要性。

  廣電人才發展多樣，她表示。除了廣

播、電視電影、企業公關行銷之外，還有

如今最新的網路和新媒體。牟宗珮指出，

網路媒體如影音平台或直播平台，現在都

成為學生畢業後的工作選擇，不再僅是休

閒娛樂的標誌。

　她表示，投資自己，把自己羽翼更豐

厚，是最重要的事，除了建議思考未來想

要的發展，並投入一兩年的時間去做價值

性更高的學習，她也鼓勵學弟妹勇敢嘗

試，期許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未來發展。

四位嘉賓談及疫情對綜藝生態的影響。           （圖/截取自文策院網路直播）

鄭芬芬強調優質的內容才是王道。           （圖/截取自文策院網路直播）

港 商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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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安民獲金鼎特別貢獻獎

45屆金鼎獎獎典禮現場，初安民先生獲特別貢獻獎             （圖/張宇皓）

VOGUE孫怡：加入原創內容 時尚雜誌多元化發展  

VERSE與台北雜誌公會舉辦「時尚與文化的雜誌對話」講座，邀請《VERSE》雜

誌社長張鐵志、《GQ》編輯長王懷祖和《VOGUE》 亞太區編輯總監孫怡，談時

尚雜誌發展。                                            (攝／沈靖玟)

記者／沈靖玟

 VERSE與台北雜誌公會4日舉辦與媒體領

袖有約系列講座，《VERSE》雜誌社長張

鐵志、《GQ》編輯長王懷祖和《VOGUE》 

亞太區編輯總監孫怡出席講座，談時尚

雜誌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如何做出

創新的改變，吸引讀者的閱讀。張鐵志

認為，把重要的議題用時尚的方式做出

來，讓讀雜誌成為一種趨勢。

　《VOGUE》以時尚和創意理念，在紙本

雜誌上加入更多原創性的內容。而對於

紙本雜誌來說，孫怡表示，現在的資訊

管道甚多，有很多資訊可以從社群媒體

或是網路上得知，雖然紙本雜誌不是收

取最新資訊管道的地方，但是紙本雜誌

可以作為代表一個時代的刊物，具有收

藏的價值。

　《GQ》編輯長王懷祖表示，雜誌背後

的意義，不只是資訊的傳遞，也將台灣

的故事跟人才推向國際。而由台灣GQ發

起的全球共創內容企劃-刺青專題，更帶

出了在地文化和藝術形式的結合。

而在跨媒體行銷的部分，王懷祖表示，

　《GQ》跟很多衣服品牌合作，而這不

只是媒體跟雜誌的跨界，而是品牌跟品

牌的合作；孫怡表示，《VOGUE》有風格

野餐日的活動，此活動不只讓民眾展現

自己，也成功推行時尚和生活品味的理

念。張鐵志表示，《VERSE》打開雜誌的

更多可能性，不只策劃許多文化論壇，

還販賣了T-shirt、茶包等商品，打造多

元的雜誌品牌行銷。

　時尚雜誌多元化的發展，不只動來了

商機，也讓讀者在閱讀雜誌之餘，能有

更多的消費選擇。

 余志偉：與公司協商共享照片

《特別貢獻獎》：初安民
壹雜誌類《人文藝術類獎》：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編集者新聞社股份有限公司
壹雜誌類《財經時事類獎》：天下雜誌／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壹雜誌類《兒童及少年類獎》：小行星幼兒誌／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壹雜誌類《生活類獎》：食力 foodNEXT ／厚策思維有限公司
壹雜誌類《新雜誌獎》：地球公民 365 兒童版 The Earth Kid ／泛亞國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壹雜誌類《專題報導獎》：童儀展、林玉婷／〈是美夢還是泡沫？可可，台灣農業的一場豪賭〉／
食力 foodNEXT（厚策思維有限公司）
壹雜誌類《專欄寫作獎》：陳芳明／〈晚秋書〉／印刻文學生活誌（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壹雜誌類《攝影獎》：安培淂（Alberto Buzzola）／〈出神入話系列〉／經典雜誌（財團法人慈
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壹雜誌類《主編獎》：許俐葳／聯合文學／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壹雜誌類《設計獎》：洪彰聯／ Fa 電影欣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圖書類《文學圖書獎》：以前巴冷刀 現在廢鐵爛——馬來班頓／林婉文（馬尼尼為）／斑馬線文
庫有限公司、我們幹過的蠢事／賀景濱／春山出版有限公司、臺灣漫遊錄／楊若慈（楊双子）／春
山出版有限公司、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黃春明／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圖書類《非文學圖書獎》：黑洞捕手：台灣參與史上第一張黑洞照片的故事／陳明堂／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曲盤開出一蕊花──戰前臺灣流行音樂讀本（附《戰前臺灣流行音樂復刻典
藏大碟》）／洪芳怡／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牧羊人與屠宰場——庫德斯坦日記／張雍／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田出版事業部）、獵人帶路 -曾文溪溯源影像誌／龔卓軍、黃瀞瑩、
陳冠彰、張景泓、陳伯義、莊榮華／臺南藝術公社
圖書類《兒童及少年圖書獎》：山教我的事／沈恩民／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Home ／林廉恩／也是文創有限公司、鄭和下西洋的祕密／李懿倫（李如青）／四也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來自清水的孩子 1-3 ／游珮芸、周見信／慢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圖書類《圖書編輯獎》：黃靜宜／曲盤開出一蕊花──戰前臺灣流行音樂讀本（附《戰前臺灣流行
音樂復刻典藏大碟》）
圖書類《圖書插畫獎》：陳永凱（阿尼默）／情批
政府出版品類《圖書獎》：越山臨海記 -台 2甲陽金公路／共同合作出版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藍染
學會／共同合作政府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政府出版品類《數位出版獎》：從缺
政府出版品類《雜誌獎》：屏東本事／共同合作出版單位：探照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合作政府機關：
屏東縣政府
數位出版類《數位內容獎》：【互動頁面】412 張連儂牆影像：當年今日，香港「時代革命」心跳
聲／台灣開端傳媒有限公司
數位出版類《數位創新獎》：聽天下／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第45屆金鼎獎獲獎名單

記者/沈靖玟、張宇皓

　印刻出版社總編輯初安民17日出席第

45屆金鼎獎頒獎典禮，獲頒特別貢獻

獎。對於許多人好奇他為何要辦文學雜

誌、開文學出版社。他引述日本作家川

本三郎的一段話：「只有文學才能側耳

傾聽挫敗者的輕聲細語」。他說，永遠

都不應給勝利者過多的光環，強調這才

是他內心追求的文學價值。

　　  追求文學、終身成就　

　頒獎人行政院院長蘇貞昌說，初安民

長年在文學領域耕耘，不只編輯、出

版，也辦文學營栽培新進，讓時代的故

事、各界的創作得以出版，今年是第

45屆金鼎獎，也是初安民到台灣的第45

年，「這個獎好像你一來就開始創辦，

第45年給你終身成就、特別貢獻。」

　金鼎獎評審團認為，初安民擔任印刻

總編輯近20年，一直堅持經營本土文

學，出版不少名家作品、栽培新銳作

家，其出版著作獲獎無數；留下許多珍

貴文學史料，同時致力於文學推廣，辦

理文學營、文學獎等等，為台灣堅守一

座文學莊園，因此獲特別貢獻獎。

　　  這座獎就是台灣文學

　初安民上台時表示，感謝聯合文學發

行人張寶琴的賞識與提拔、前《中國時

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也謝謝印刻

文學創辦人張坤山、發行人張書銘的信

任與授權、長期合作的工作夥伴，以及

文學界長輩、同儕的支持與鞭策。

　此外，初安民謝謝評審委員對他的肯

定，也強調他的獲獎，是評審團肯定是

台灣文學，而這座獎就是台灣文學。

　金鼎獎分為雜誌類、圖書類、政府出

版品類、數位出版品類和特別貢獻獎。

天下雜誌總共得到了3個獎項，為財經

時事類獎、兒童及少年類獎和數位創新

獎，為此次金鼎獎的大贏家。數位出版

獎則從缺。

　文化部長李永得表示，出版品反映自

由社會中思想的多元性，而這也是金

鼎獎的目的，就是為了尋求改變的積極

性，促進跨業文化的合作，讓台灣文化

透過出版發揚光大。

記者/應杰霖

　傳統底片照片已被數位照片取代，

照片權利歸屬問題依舊存在，為此

台灣新聞攝影協會特別在6日舉辦講

座，針對攝影記者拍攝的照片權利保

障進行討論與建議。報導者攝影主任

余志偉在會中表示，攝影記者應該妥

善管理自己的照片和跟資方一起共享

照片的權利。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講師鍾宜杰與CT-

WANT新聞網站法務經理陳肇英也一同

出席講座。鍾宜杰提到，早期新聞照

片都是以攝影記者自己的器材拍照，

底片的著作權理當屬於攝影記者，但

依舊會有權利歸屬的紛爭。現在數位

時代都以公司的器材拍攝，照片的著

作權反而更加導向公司方，讓人反

思攝影記者是賣出自己的勞力還是作

品。余志偉以他的經驗認為照片的

著作權應該讓資方和勞方共享，照片

所帶來的利潤再由公司和攝影記者分

潤。他也提到自從照片數位化後，攝

影記者們少了歸檔和紀錄的動作後，

更難保護自己的權利，攝影記者應該

妥善管理照片才能保護自己的權利。

　陳肇英說，依照生產主義照片的著

作權應該歸攝影記者，但資方會透過

相關合約的簽署將著作權讓給公司擁

有，如果明年著作權修法成功，更加

大了資方的優勢。鍾宜杰提出，記者

或學生拍攝照片時難免會侵害到他人

的肖像權，面對這樣的問題對方是否

能要求刪除。陳肇英則表示，應該以

這張照片是否符合公眾利益來判斷。

　余志偉建議，攝影記者們還是可以

透過事前跟公司達成共識，共享照片

的權利，並且妥善管理和記錄自己拍

攝的照片，來保障攝影記者對於自己

拍攝的照片權利。

堅持本土文學
致力文學推薦

報 導 者
攝影主任

　　　主編／王斯琪中華民國110年11月19日 星期五

記者／陳玟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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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櫥窗

2021亞洲新媒體高峰會 12月登場

《聲林之王3》宣布將於12月3日起每周五晚間9點全球播出（圖／聲林之王3提供）

推有聲書 博客來攻「聽」經濟

誠品年度TOP10暢銷榜 理財類奪冠

央廣推柬埔寨文粉專 促台柬交流 

央廣柬埔寨文臉書粉專於18日送水節

上線。（圖/央廣提供）

電視劇《茶金》以茶業經商為題材。（圖／myVideo提供）

記者／張嘉萍

　中央廣播電臺響應柬埔寨三大節日

之一「送水節」，18日推出柬埔寨文

臉書粉絲專頁「RTI Cambodian」，這

是央廣繼緬甸文、阿拉伯文、菲律賓

文臉書粉專後，今年新設立的第4個語

種粉專，讓多語服務擴增為18種。

  央廣RTI Cambodian粉專邀請來台多

年、熟悉台柬兩地的南洋台灣姊妹會

理事長李佩香擔任主編，她說：「我

想藉由粉絲頁分享臺灣的美好，例如

很好的公共建設、超強的醫療，還有

美食文化、自然維護等。」

　央廣總臺長張正表示，在台灣的東

南亞移工超過70萬人，加上跨國婚姻

及其新二代子女，已有超過百萬來自

東南亞的人口，是台灣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央廣希望擔任促進台柬交流的角

色，因此成立柬埔寨文臉書粉專，讓柬

埔寨朋友認識並了解台灣。

記者／詹景涵

  超高人氣大型歌唱選秀節目《聲林

之王》12日舉辦開播記者會，宣布第

三季將於12月3日起每周五晚間9點全

球首播。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表示，

此次將包容更多元的音樂文化，錄影

場地也特別拉到專業場館新莊宏匯廣

場的Zepp New Taipei拍攝，並期許再

度拿下金鐘獎。

　《聲林之王3》將由庾澄慶、徐佳

瑩共同擔任首席導師，主持人由Lulu

黃路梓茵連三季接下主持棒。記者會

上，資深製作王偉忠也一同出席。王

令麟說，此次《聲林之王3》有三大

特色：包容多元的音樂文化，不僅有

國語、台語、英語歌，也有原住民的

母語、客語等歌曲；還有更高規格的

節目製作，斥資鉅額將場地從攝影棚拉

到專業場館——新莊宏匯廣場Zepp New 

Taipei拍攝，打造更華麗專業的場景畫

面。

  此外，王令麟表示，特別為節目打造

一系列ecL（東森直消電商ecKare旗下新

品牌）與《聲林之王》聯名彩妝品，除

了為聲林之王參賽選手量身設計，更希

望讓喜歡節目的觀眾有機會親自接觸和

體驗聲林之王。

 《聲林之王3》製作團隊表示，這次會

找哈林與徐佳瑩擔任首席導師，是看

中兩人深厚的音樂素養。第三季許多選

手擁有豐富的創作才華及能量，「哈拉

配」兩人專業的音樂素養，必定可以幫

助選手持續提升。

記者／陳怡璇

  疫後內容產業最大交流盛會，新媒

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NMEA）主辦的

《2021亞洲新媒體高峰會》將在12月

2日、3日在台北晶華酒店舉行。主辦

單位今年首度邀請台灣四大行政法人

的首長出席高峰會，文策院院長李明

哲、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

聞天祥、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執行長李

欣芸、台灣OTT國家隊Taiwan Plus執

行長蔡秋安出席峰會。

 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表示，四

位行政法人的首長將分別以投資、電

影、音樂、串流影音的角度，分享行

政法人如何協助政府政策與產業接

軌。另外，協會也安排了23場專題演

講與對談，共60位以上的國內外產業

重量級領袖參與，主題鎖定在元宇

宙、VTuber、串流影音等話題，分享

最新的第一手觀察與趨勢脈動。

 蔡嘉駿強調，台灣該如何與國際大

企業產生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已

變成這幾年內容行業極大課題。今年

論壇邀到更多國際公司參與，像是

Netflix、LINE等，更首度邀請全球

最大的遊戲電競直播平台Twitch，以

深耕遊戲電競的利基角度切入，為台

灣內容產業帶來新火花。

 《2021亞洲新媒體高峰會》報名方

式請上EventGo。此外，為鼓勵各大

專院校相關科系的教授與學生一同到

現場參與討論，另規劃「學術票」專

屬限定名額供學校團體申請。

記者/王柏森

  誠品在15日公布2021年度TOP 10暢

銷榜，受疫情影響，讀者的喜好開始

偏向「財富自足」與「心靈富足」這

兩種類型，此次是第一次理財書籍奪

冠。

  誠品本年度的Top1是摩根豪瑟的作

品《致富心態》，教導理財新手如何

理財，獲得讀者的喜愛，也是誠品年

度暢銷榜首次由理財書籍奪冠。

  獲得Top2理財類型的書籍，由製作

人謝孟恭《灰階思考》拿下。本書以

淺顯易懂的筆法提醒讀者理財該保持

多元開放心態。這兩本書籍同樣出現

在博客來的2021上半年暢銷書榜，因

此可以看的出來這兩本書不論是哪個

世代的人觀看接受度都是十分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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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柏森

 因應聽經濟商機，博客來從16日開始

推出「有聲書」與「影音課程」服務，

聯手將近40家業者，提供超過1400件商

品，替讀者打造一個能善用零碎時間學

習的電商平台，給消費者一個數位聽讀

新選擇。

  現在「聽書」成為了現代人在零碎時

間獲取知識的方式，因此博客來從16日

開始宣布與城邦出版集團、時報出版、

鏡文學等出版社、知識學習平台業者共

同合作推出「有聲書」及「影音．課

程」的服務。

  「有聲書」服務主打一站式多元學習

平台與跨裝置聽讀進度同步更新等特

色。只要下載App，就能用一隻帳號串流

5台裝置收聽有聲書，下載書籍後不需網

路也可以閱聽，讓讀者輕鬆聽讀書籍。

「影音．課程」以「課堂講座」以及「

名人說書」為主軸，涵蓋親子教養、職

場、投資、藝術和健康保健等類型，多

元課程讓讀者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內

容。課程適合忙碌但想要增強學習的

人。「影音·課程」最新上架暢銷榜內有

些課程約20分鐘，但像李崇建的《薩提

爾的對話練習：從「好奇心」出發建立

深度溝通》雖然是將近3小時的課程，分

成24堂課，讓一堂課平均只有10分鐘，

可以在零碎時間善用時間學習。

  為了掌握「聽經濟」商機，博客來網

站上除了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等多

元閱讀版品外，手機、耳機、音箱等視

聽設備在網站上也一應俱全。讀者也可
以在忙碌的時刻，嘗試博客來新上線的
全新閱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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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梁妤如

 公共電視與客家委員會合製時代生活

劇《茶金》，13日首播收視開紅盤，第

一、二集平均收視率分別為1.05及1.01

，位居當日全頻道（含無線/有線）新

製戲劇類節目之冠，兩集總觸達人數逾

64萬人。

  一分鐘最高收視率落在萬頭家（洪都

拉斯飾）率眾登門要吉桑（郭子乾飾）

還錢，小吉機智分六期還款，被粉絲稱

讚數學超好。連俞涵說：「真的，小吉

心算能力很強。因為吉桑什麼都給小吉

最好的，吃好穿好，讀最好的學校。」

  《茶金》首播表現精彩，網友對製作

團隊展現的水準與演員的用心都十分讚

嘆，成功帶領觀眾認識這段罕為人知卻

為台灣賺進第一桶的茶商大亨的故事。

超逼真「鳳爪」更是意外成為討論焦

點，在網路瘋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