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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訊消息

NCC曾在今年2月發布對台灣OTT平台的匯流數據調查，

根據數據，Netflix在109年以61.9%首次超越愛奇藝，成

為台灣現階段的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平台冠軍。對此，

銘傳大學新傳系兼任教授何吉森（NCC前任委員）表示，

調查數據不多，Netflix的市占還有待觀察。NMEA理事長

蔡嘉駿與OTT協會理事長錢大衛皆表示，Netflix這種國際

平台，挟帶大量資金，一舉拉開與其他競爭者的距離，不

感意外。

　何吉森（NCC前任委員）說，台灣本土OTT的發展，與台

灣市場以及國內之媒體業者、電信業者、網路業者皆有

關係，各家業者紛紛加入付費OTT　TV，導致台灣本土OTT

平台分散市場客層，若加上免費視訊服務之管道眾多，

如YOUTUBE及TIK TOK，Netflix就不是串流影音平台的冠

軍。此外，他表示，除Netflix外，Disney+、HBO　Max

今年也加入台灣OTT市場競爭，讓視聽服務提供多面向發

展，台灣本土OTT TV產業如何面對服務質量與型態不穩定

之發展，需再觀察。

　蔡嘉駿表示，境外OTT業者投入大量資金，加上大型社

群媒體如：Facebook、IG、YouTube等幾乎攏斷了整個廣

告市場的投放占有率，原本這些威脅已經開始動搖到本地

電視台生存空間。

　但也不是這麼悲觀，錢大衛說，對台灣來說，本土主要

的OTT都是針對台灣市場，而國外的OTT是以美國為主要市

場，其次目標為全世界，未來美國與台灣OTT平台內容服

務與上場定位最大的區別在於，Netflix與Disney+會以全

世界的內容為主，再加上一些當地的內容，台灣本土OTT

則以台灣的客戶群所需要的為主，所以會比較本土化。                  

(詳細數據請見二版)(詳細數據請見二版)

記者／曾昱婷、李承庭、黃百聖

投票活動

付費OTT平台Netflix領先 台業者不意外

「2021亞洲新媒體高峰會」2日在

台北晶華酒店登場。主辦單位新媒體

暨影視音發展協會(NMEA)理事長蔡嘉

駿在開幕式中表示，政府在前瞻2.0

預算中，僅撥出20億提供內容產製，

因此他呼籲政府，預算編列上可以再

做調整。

　他強調，台灣不能不正視國外競

爭，必須要將人才、資金做集中，以

推動更高質量的影視內容。

李靜慧：產業界線漸模糊

　此次高峰會主題為New　order，

聚集四大核心「New　Trend新趨

勢、New　Tech新科技、New　Biz新

生意、New Player新玩家」共23場主

題專講，剖析影視產業。文化部政務

次長李靜慧說，文化部參與金曲、金

鐘、金馬、金鼎的舉辦，希望用不同

領域去鼓勵每年優秀作品。

　但她發現整個社會趨勢呈現跨領域

合作的商業模式，於是反問台下參與

人士，「未來新的趨勢是什麼？內容

產業的發展未來是什麼？因為新趨勢

使產業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那產業

總體邊界能擴大嗎？」期許透過近70

位國內外領袖的專題演講，幫助大家

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丁曉菁：業界共享資源

　此次也邀請文化內容策進院（下稱

文策院）的丁曉菁董事長以及李明哲

院長，進行兩場專題演講。丁曉菁表

示，文策院陸續尋求各大機會，期許

與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的成員一

起共享資源，幫助影視產業走的更平

順。

　她也期許透過兩場專題演講能夠分

享文策院這一年來的成就，並且幫助

產業找到下一步方向、下一個機會。

誰是嫌疑最大的凶手呢？

掃描QRcode和我們討論吧!

中國金雞獎原定在11月25日至28日廈門舉

行，特意選在金馬獎11月27日頒獎典禮期間

舉辦，但金雞獎卻因不明原因延至11月29日

才公布入圍名單，且名單中多數為愛國電影

類型，中國網友對此感到失望直呼不滿意，

反較金馬獎不管是入圍名單及得獎名單仍其

維持公平性及最完善的審查制度。

　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金馬入圍名單公

布時曾透露，今年報名金馬獎的作品共有573

部，中、港作品報名的超過200部，其中許多

作品是跨國合製，因此只要是製作及出品有

包含中國和香港便列入計算，但依規定無法

透露究竟還有哪些電影報名。

　本屆入圍的中港作品中，有得獎分別是香

港導演羅卓瑤的《花果飄零》拿下最佳導

演，導演周冠威的《時代革命》則拿下最佳

紀錄片，值得注意的是，入圍12項的港片《

濁水漂流》只抱走最佳改編劇本，不過導演

李駿碩則回應這次參加的同時也是在找尋下

一部電影的機會。 (相關新聞請見三版)(相關新聞請見三版)

記者／謝志遠

記者／郭姸妤

左起為LINE台灣董事總經理陳立人、立法委員高虹安、文化內容策進院董事長丁曉菁、NMEA理事長蔡嘉駿、文化部政

務次長李靜慧、臺北市副市長蔡炳坤、立法委員吳思瑤、立法委員鄭運鵬、Akamai阿卡邁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台灣）

業務總經理張茗、Netflix Head of Public Policy Taiwan楊牧軒、麟數據策略長謝佩芳。

（圖／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提供）

愛奇藝傳歷來大裁員
去年虧損約２６０億元新台幣

金馬名單

58屆金馬獎與34屆金雞獎皆於11月底舉行。

（圖／截自維基百科、金雞獎官方微博）

公平性
完善度勝金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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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迴響熱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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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台經院2020年廣電市場調查結果﹐我國民眾家中電視

機有收看之系統或平臺以有線電視70%為主﹐其次為無線電

視28.8%、中華電信（MOD）19.2%和線上串流影音15.3%。但

最主要收視來源部分﹐以有線電視居冠﹐中華電信（MOD）

、線上串流影音則位居二、三。

friDay影音

We TV(騰訊)

有線電視(第四台)

70%
無線電視, 

28.20%

中華電信MOD

19.20%

線上串流影音

15.30%
其他 0.40% 不知道 3.50%

主編／曾昱婷、梁妤如中華民國110年12月3日 星期五

(圖/家中電視機收看之電視節目平臺比例表)

銘傳大學新傳系副教授

（NCC前任委員）

 何吉森

有線電視內容除新聞、

體育節目尚有一定之競爭優勢﹐

其他如戲劇、電影等娛樂性節

目﹐已經不能吸引消費者以破碎

時間接收資訊。電視訂戶數下滑

與OTT影音內容服務擴增﹐不一

定呈現絕對正向相關關係﹐其他

如盜版問題、消費者收視習慣改

變、視聽服務提供多面向發展之

競爭﹐均有一定影響力。

NMEA理事長

蔡嘉駿

台灣OTT協會理事長

錢大衛

全球經濟規模優勢的境外OTT

擁有質多量精的海量內容片

庫﹐OTT平台可以任意選時段消

磨時間﹐是最佳娛樂選擇﹐此

消彼長之下﹐有線電視訂閱戶

的持續下降﹐也就不讓人太意

外了！

有線電視的「剪線潮」在國

內外皆有此現象﹐台灣在過去四

年大約掉了40多萬訂戶數﹐相較

於美國﹐台灣的狀況還算好。原

因在於﹐許多視訊內容在電視上

並沒有播﹐但是OTT平台上隨時最

新資訊都可以觀看。無論如何﹐

有線電視仍有它的存在價值﹐例

如﹐運動賽事或新聞還是多以電

視為主。

(106-110全國有線電視戶總訂閱 圖/數據圖表資料來自NCC﹐擷取自106-110第三季數據)

國內有線電視仍有優勢 有線電視訂閱下降不意外! 國內剪線潮狀況還算好

109年 NCC統計付費線上串流平台數據表 



記者∕江衍融

　以《月老》一片入圍第58屆

金馬獎最佳攝影周宜賢(見圖/

取自華文影視庫)11月30日在

銘傳大學廣電系演講，他和九

把刀合作三次。他說，導演最

重要的就是要有魅力，讓演員

和工作人員信任他，而攝影師

則像是導演的助手，幫他建構

腦子的畫面並想像出來，探索

導演的想法並執行，這就是攝

影師最需要的基本工作。

　周宜賢最早並非是電影攝影

師，他說，他國中畢業後就半

工半讀，而在工廠日復一日的

生活讓他決定離職，因緣際

會下成為婚紗拍攝助理，最初

接觸攝影是從婚紗攝影開始，

陸續接觸攝影、電視攝影、八

點檔攝影等等，最終才成為電

影攝影，在這之中，他發現攝

影間也會有高低等級之分，並

且會有歧視存在，認為實在不

妥。

　紀錄片《十二夜》是周宜賢

認為拍過最難的紀錄片，他

說，流浪動物原本是大家盡量

不要去討論的議題。有一天，

導演Ray來找他幫忙拍攝，從

最初的不敢碰觸，到中間過程

中，了解到流浪動物最大的恐

懼不是死亡，而是看著其他動

物被拖出去打針，從拍攝者變

成參與者，讓大眾知道流浪

狗、安樂死的議題。

　對於《十二夜》的拍攝上，

他說到分鏡與真正拍攝差異頗

大，重要是站在角色的位置上

去感受他所要面對的。

《月老》攝影師周宜賢:站在角色立場思考

金馬58入圍攝影周宜賢拍攝《月

老》電影劇照。

(圖/取自傳影互動)

總收視3.78《瀑布》最大贏家
記者∕勞奕欣、趙若評

本屆金馬總收視3.78，《瀑布》最終獲得4項大獎，成為本屆最大贏

家。　　　　　　　　　　　　　　　　　（圖/台北金馬影展官網）

　台視11月29日公布58屆金馬獎收視成績，總

達收視率3.78，而串流平台myvideo直播總收

視人次突破439萬，串流平台收視最高點則與

傳統媒體不一樣。

賈靜雯獲收視最高點

　今年頒獎典禮在台視總收視率為3.78，其中

收視最高點為賈靜雯獲「最佳女主角」片段，

收視達4.9，同時有107.2萬人收看；劉冠廷獲

「最佳男配角獎」為收視第二高4.75，第三高

則是張震以《緝魂》拿下首座金馬影帝，收視

率4.66。

　串流平台收視最高點則於傳統媒體不一樣，

台灣大哥大myvideo統計，網路點閱率高達599

萬人次。myVideo影音典禮收視前三高為李安

與評審團主席黃建業共同頒發「最佳劇情片」

、盧廣仲吹奏「辛德勒的名單」配樂片段、賈

靜雯榮獲「最佳女主角獎」。

　據台視統計，表演節目由金曲歌后魏如萱的

「變形金剛」橋段奪冠軍收視率4.05，有85.9

萬人收看，二、三名分別為艾怡良演唱「我這

個人」及茄子蛋重現「當男人戀愛時」主題曲

「愛情你比我想的閣較偉大」。

　而今年金馬星光大道的總收視也達1.67，其

中最吸睛的為白靈穿自製禮服壓軸走紅毯，收

視2.78，高達60萬人觀看，居次收視2.53為新

加坡諧星李國煌、去年影后陳淑芳及影帝莫子

儀攜手走紅毯收視率共達到2.5。

《瀑布》拍攝具有挑戰性

　評審讚揚《瀑布》將整個作品提升到某種人

生的態度，加上手法非常具有挑戰性，寫實和

隱喻都令人讚嘆。導演鍾孟宏表示，非常感謝

劇組和他的太太，獲金馬像是一劑強心劑。

　《瀑布》獲得最佳劇情片、女主角、原著劇

本、原創音樂4項大獎，成為本屆最大贏家。

 金馬執委會主席李安兩任四年的主席

任期將滿，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

會25日通過，由擁有7座金馬獎的攝影

大師李屏賓接任。

　李屏賓至今已經獲得七座金馬獎最

佳攝影，與多位名導合作，也曾擔任

2016-2020年臺北電影節主席，他表

示，很榮幸有機會替電影節服務，也請

大家多多指教，並表達感謝

　第58屆金馬獎會為導演李安的最後一

次任期，他在金馬頒獎典禮受訪時表

示，「還不能放鬆，心情上很捨不得。

」

  金馬執委會主席一任兩年，得連任一

次。李安導演的主席任期自2018年2月

開始，即將在明年初屆滿。李安表示，

「金馬的價值無可取代，我希望金馬獎

要繼續保持公平、開放的精神、以及對

電影人的熱情、尊重。」。

記者∕勞奕欣

金馬主席李安交棒李屏賓

創投《一個人的家族旅行》獲首獎
記者∕勞奕欣

　金馬創投會議與第43屆優良電影劇本

閉幕暨頒獎典禮24日在臺北文創大樓舉

辦。導演侯季然的《一個人的家族旅

行》獲得FPP百萬首獎。金馬創投會議

總監Christy Wu表示，「今年金馬創投

會議入選作品企劃高達63件，為歷年新

高，也期待未來可看到這些作品在國際

發光發熱。」

　金馬創投會議自22日至24日開展，

包括Series培訓工作坊、FPP培訓工作

坊，第43屆優良電影劇本頒獎，金馬電

影學院作品放映，新導演與美術論壇等

多項活動。

  第43屆優良電影劇本今年首次由臺北

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籌辦，共計有450

件作品報名，由14位初、決選專業評審

團所選出的36件入圍作品，文化部次長

李靜慧表示，很開心這次優良電影劇本

的入圍編劇，能透過一系列講座、工作

坊與媒合會，讓在最前端的劇本工作者

有機會接觸到電影產業，展開雙向溝

通，讓產業界看到源源不斷創作發想，

相信優良電影劇本未來能在電影人才培

育上有更多成果。

　「金馬58 新導演論壇」26日於臺北文

創大樓舉行，提名本屆金馬獎最佳新導

演的四位創作者對談，分享創作首部電

影長片的心路歷程。

 金馬獎前一天舉辦「金馬58 新導演論

壇」，邀請《當男人戀愛時》導演殷

振豪、《詭扯》導演許富翔、《美國女

孩》導演阮鳳儀、《少年》導演任俠一

同出席，為27日舉行的金馬獎頒獎典禮

預熱。

　殷振豪說，他並不是專業出身，「直

到遇見電影，宛如看見光芒」他於是

毅然踏入影像創作。他表示「你在做對

的事情是騙不了人的，很踏實也非常快

樂」在被問到如何和大明星還有專業團

隊相處時，他笑稱自己常使用苦肉計。

  阮鳳儀首先拍攝短片《姊姊》，後來長

版的《美國女孩》進入金馬創投，讓阮

鳳儀遇見了她視為指導老師的監製林書

宇。她非常感謝林書宇老師。談到與專

業演員和素人工作，她強調，「無論如

何，就是要充分準備好導演功課」。

　許富翔導演念過美術與設計，經過十

多年的電視劇生涯，他笑稱能夠完成   

《詭扯》，「就是那時候剛好有空」。

自稱懶惰的他，坦言幸好是案子和故事

找上他，僅靠自己創作劇本，可能永遠

都不會有第一部長片。由於片中的許多

演員都是學姐和學弟的關係，他表示很

順利，這部片就像是共同創作完成的。

任俠透露，拍時過程和當時的事件還有

疫情的關係，所以經歷了第二次重拍。

記者∕勞奕欣

新導演論壇分享電影心路歷程

「金馬58 新導演論壇」26日於臺北文創大樓舉行，本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四位創

作者分享創作首部電影心路歷程。　　　　　　　　　　　（圖/金馬執委會提供）

金馬執委會主席李安交棒給李屏賓

（圖/取自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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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玟諭

第20屆卓越新聞獎得獎名單　

報導者 公視 鏡傳媒獲卓新2大獎 
記者/周心慧

　　3c Tim 哥YouTube頻道，開箱最新手

機以及各類科技新品。（圖/3c Tim

哥)

傳播櫥窗

記者/李定潔

地下電台遭中滲入?NCC：禁止投資

　距離四大公投投票已不到1個

月時間，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

局長矢板明夫11月29日表示，

中南部很多地下電台都被中國

收買攻擊四大公投案，呼籲政

府有所作為。對此，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NCC）說明，目前

已無非法地下電台，也呼籲業

者播放內容須遵守相關法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發言人翁柏宗於受訪以2點回

應。第一，非法廣播電台從立

法取締後，自2013年3月起已經

全面停播，目前已無非法廣播

電台，聽眾收聽的都是合法立

案的廣播電台。第二，針對合

法業者播放的節目，他們不會

進行內容審查，但強調業者應

遵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國

資金不能投資廣電媒體。 

　第20屆卓越新聞獎11月23日舉行頒獎典禮，

評審團主席孫曼蘋指出，卓新獎邁入第20年，

從第五屆至今16年，參賽件數從295件增加到

902件，成長三倍之多，除了件數增長之外，作

品篇幅也顯著上升至10篇之餘，顯示出媒體的

活躍與競爭激烈，同時也顯示業界對卓新獎的

肯定與信賴。

　為因應媒體生態趨勢，卓新今年除了擴大增

設不分媒體類別獎項，另增設「財經新聞獎」

、「藝術與文化新聞獎」，新獎項由天下雜誌

與自由亞洲電台榮獲獎項。今年得獎狀況上，

報導者、鏡傳媒、公視各得兩獎項為最多。

　她表示，卓新獎往年都會微幅調整獎項，

例如2005年增設的社會公器獎；為了因應與

時俱進，在2010年增設納入網路媒體參與競

賽；2020年也增設了Podcast新聞節目獎與新聞

敘事創新獎，讓融媒體能夠在同業中得到主體

性，對於評審團而言是挑戰也是學習。

　孫曼蘋說，就參賽組織和作品敘述形式、送

件參賽獎項中發現，數位媒體已穩健進行。此

外，也可以看出「斜槓」媒體人跨媒介說故事

的深厚功力，與新媒體參賽者的多元背景，有

網路媒體、民間社團組織等，似乎人人都可以

是媒體人。

　新媒體的參賽作品也具備創新與活力以及展

現另類的思考與想像；老字號的傳統媒體每年

都穩定產出好作品，不只是寶刀未老，鬥志與

使命感猶在。

　最後孫曼蘋引述洪貞玲所說的一句話「幸好

還有好新聞。」呼籲所有媒體人與組織把媒介

素養推廣做為己任，找到新世代閱聽人，鼓勵

更多人投身新聞媒體產業。更呼籲媒體企業管

理者給新聞工作者專業的舞台，讓新聞工作成

為讓人尊敬的行業。

《茶金》史實不符惹議 公視道歉
　公視與客委會合製的時代生活劇「茶金」自

播出後，收視一路看漲。但近日因為國民黨政

府「4萬換1塊」政策由美方鼓勵執行，被網友

指出與「史實不符」。網友大量私訊《茶金》

粉專，卻遭小編態度不佳的回應。公視和「茶

金」劇組在11月23日下午發聲明道歉。

 公視和「茶金」劇組表示，承認劇情與史實

有不符之處，也虛心接受指教。針對網友對《

茶金》中「舊臺幣四萬元換新臺幣一元」的爭

議，對於《茶金》僅以一場戲呈現「四萬元換

一元」的背景，未能清楚正確交代政策的始

末，確有不足，深感抱歉，將於節目播出時以

文字說明作為補充。

　公視和「茶金」劇組強調，《茶金》是原創

劇本，由編導團隊共同完成，於拍攝完成後在

戲劇劇本的基礎上進行小說創作。並在劇集播

映前，小說先行上市。虛心接受各界的指教，

未來也將更加嚴謹。同時對於第一時間小編回

應未盡周延，導致此事造成相關人士的困擾併

同致歉。

記者/梁妤如

科技YouTuber 3cTim哥：用寶可夢精神回應酸民
  說到3C產品開箱，大家一定都會想到一

個YouTuber-「3cTim哥」。他的頻道擁有

60.2萬的訂閱數，也在今年獲得數位時代

百大KOL第77名，成為第一個科技頻道拿

到百大影響力的YouTuber。他笑說，自己

年紀已經不小了，還是很平常心對待。

堅持自我  持續創新

　今年Tim哥邁入48歲，他笑稱說，經營

英文頻道的阿滴都稱他為YouTube界的長

輩，就連他的助理偶爾私底下也會開玩

笑的叫他「叔公」，就因為他的年紀在

YouTube界來說已經算元老級。也因此他

說，現在已經不太會在意消費者喜歡不喜

歡，更多的是他想要拍什麼，他想要將甚

麼內容分享給大家。

　Tim哥說：「我們想讓大家快速了解現

在有什麼新東西，不想把一個東西講得太

深，因為講得太深，很多消費者還是聽

不懂。」這也是Tim哥經營頻道的核心理

念，希望能讓頻道內容更生活化，把大家

認為艱深難懂的科技知識用輕鬆活潑的方

式呈現。

感謝酸民  樂觀應對

　而後他便經營YouTube頻道，起初他不

是很在意經營狀況，直到在2017年，頻道

出現了三個酸民留言說：「Tim哥，你不

知道什麼是YouTube，你一輩子都不會有

一萬訂閱。」當時他並不了解頻道的運作

模式，但抱持著一種不服輸的心情，他只

花了110天的時間就達到一萬訂閱。

　笑稱自己是YouTube界長輩的Tim哥說，

其實在YouTuber一路上走來，身邊最不缺

少的就是酸民，甚至現在頻道上的鐵粉有

些都是之前的酸民，但只要堅持下去，讓

大家看到你在做的事，久而久之，他們就

會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坦言，其實很謝謝這些酸民，才讓他

們有拍攝YouTube影片的念頭，也才會造

就今天的3cTim哥生活日常。他也打趣地

說：「總有一天會把這些酸民像皮卡丘一

樣抓回來。」展現他樂觀的人生態度。

記者/游鈺婷

記者/楊晨

PIXNET推App「叩叩」助業者搶商機

　本土疫情趨緩，餐飲業者積極

搶攻消費復甦商機。為協助商

家運用數位行銷，有效經營網路

口碑，PIXNET推出全新服務「叩

叩」，讓業者方便輕易地自主完

成部落客口碑文合作，運用網路

行銷提早佈局，以迎接疫後消費

潮。

　今年5月疫情爆發，痞客邦推

出「外帶搜尋小幫手」、「一人

一文挺餐飲」活動，助餐飲業者

度過疫情難關。痞客邦全站美食

章瀏覽量較疫情增長約8成，吸

引了更對民眾到店消費。PIXNET

商務拓展部商務拓展經理林煜烜

表示，許多餐飲店家沒有充足的

行銷人手，想與部落客、KOL合

作時，常因合作對象篩選不易及

溝通往來繁瑣而卻步。「叩叩」

app主要就是為解決此難題。

參與件數增3倍 第20屆得獎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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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社會公器獎」，《報導者》獲得殊榮。                                           (圖／周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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