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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冠廷、潘禹豪

　睽違745天未接受媒體訪問，總統蔡英文終於在27日

下午召開「強化全民國防兵力結構調整方案」記者會接

受媒體聯訪，經統計，現場共聚集國內外媒體記者多達

140人，資深媒體人黃揚明表示:「一個民主國家元首暌

違745天才開放媒體提問，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現象，這

次她「恩准」願意讓媒體提問，不該成為特例，而該持

續接受媒體發問，回答輿情關心的議題，這是一個民選

總統應該具有的基本修養。」

黃揚明：應持續接受媒體發問

　蔡英文在記者會上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長

達兩年未接受媒體訪問一事，她說:「你們今天問了好

多問題，不是今天完了就沒機會問了，不要急著一次把

問題問完」，蔡甚至笑回記者：「你們不是想我，是想

問我問題。」

網路直播 中天超過十萬人次

　距離上次蔡英文最後接受媒體聯訪，在2020年12月12

日，黃揚明在臉書上說，其長時間不曾開放現場記者提

問，並由記者只能遙望著對著總統喊話，看到她揮揮

手，並無機會針對特定議題對她發問。

　「745天才開記者會，未來是否會更常召開國防以外

的記者會？」當有記者詢問到心聲時，蔡英文坦言，這

段時間因為疫情，導致傳統問答的機會比較少，但大家

若是有需求，未來會考慮安排，相較兵役延長問題的侃

侃而談，這題蔡英文顯得回答不流暢。

網路負評3成6 正評僅1成

　此次記者會長達2小時，各大媒體新聞台的 Youtube 

平台上有直播，結合網路聲量整體來說討論不高，直播

以中天電視台觀看次數104052人次最多。在網路好感度

上，透過keypo大數據分析，其負面情緒達39351筆佔

35.9%，正面僅12531筆僅佔11.43%。

　此次記者會，媒體面對蔡總統的四兩撥千金的回應方

式上，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杜聖聰表示，記者應該是「

哀莫大於心死。」

　網友則對蔡英文在記者會上的表現不滿，針對兵役

議題以外的問題回覆時，回答過程卡卡頓頓，不時「

痾…痾..痾！」，「嗯這個、嗯我們、嗯我想…」，更

有網友直接在留言區回覆，「別再看讀稿機了，一點感

情都沒有」、「讀稿頭還搖來搖去，看了好暈喔」、「

空心菜原味展現」。

監督政府 媒體盼小英守諾言

　「媒體」負責監督、發揮第四權的角色。人民有知的

權利，國家元首745天未接受媒體訪問，確實是罕見且

反常的現象，同時也造成第四權無法有效發揮，人民知

的權利受限。蔡總統此次記者會回應：「這段時間因

為疫情，導致傳統問答的機會比較少，但大家若是有需

求，未來會考慮安排。」也希望蔡總統能信守諾言，接

受媒體監督。蔡總統任期還剩下五百多天，希望下次媒

體能夠提問的機會，不會是總統任期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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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議價分潤 明年提具體做法

世足賽創4.2億人次總瀏覽

中華電信主打採AR轉播2022 FIFA世界盃

賽事。              (圖／取自於網路)

記者／馬紹慈

　2022FIFA世界盃於19日凌晨阿根廷跟

法國精彩的冠軍賽完美落幕，中華電信宣

布，MOD、Hami Video冠軍戰轉播同時在線

人數一度衝高至近70萬人，累計世足期間

總觀看人數突破3,800萬，世足專區瀏覽量

創4.2億人次新高，本屆世足採用多項AR創

新應用進行轉播，為觀眾帶來全新的觀賽

體驗。

　相較2018年世足賽期間，MOD新增12萬用

戶，MOD世足專區創下累計收視人次1,700

萬新高、MOD全頻道總收視人次突破7,500

萬，網站累計瀏覽量超過1.12億次。本屆

世足賽再度刷新多項指標紀錄，包括MOD新

增用戶是上屆的2倍多，創下連續四屆轉播

世足賽以來最佳成續。世足專區總瀏覽量

創下4.2億人次亦比上一屆成長2.75倍。

記者／陳芷苓

　報紙媒體與電子影音媒體所關注

的媒體與數位平台首輪對話於20日

落幕，數位部長唐鳳提出短中長期

的推動進程，短期包括建立分潤機

制、持續對話機制等，中期可能牽

涉立法，目前提出2個較明確的方

向，其中一個是建立媒體議價及分

潤的機制，另一個是由稅法處理，

長期則是取得社會共識後，依法要

如何進行額外工作；不過她認為，

議價及分潤是短期內較容易建立，

數位部將與數位平台溝通，盡量在

明年提出具體做法。

　目前報紙媒體想建立議價跟分潤

的機制，電子影音媒體則希望可以

用稅收制度處理，根據新聞媒體業

與大型數位平台對話會議內容，會

議中皆認同2點，第一，雙方皆認同

推動健全的新聞媒體環境有助於推

動民主社會，應追求共榮雙贏；第

二，Google主動提出追求雙贏的數

位共榮方案，兩公會樂見並呼籲其

他數位平台跟進響應。

　這次開了四場會議，會中媒體與

數位平台達成的共識略有不同，很

難用一個框架處理全部議題，數位

部提到，會盡速把4場會議對話重點

呈報至行政院跨部會小組進一步研

議。

蔡詩萍轉任北市文化局長
記者／賀培晏

　資深媒體人蔡詩萍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一職，隨

即卸下台北之音台長及POP大國民主持人身分。台北之

音表示，關於台長人事安排，預計將在明年才有新的

人事。而POP Radio則說，大國民會安排代理主持人至

明年1月底。

　蔡詩萍自2009年擔任台北之音台長一職，13年的時

間也令他對於卸任一事感到相當不捨，並在台北之音

舉辦的歡送會上他哽咽表示，這些年是在人生中非常

快樂的一個階段，能做最喜歡的廣播並與優秀的夥伴

共識，台北之音，就是台北的文化之音。
蔡詩萍在台北之音的同事祝福下，卸下台長一職，接

任台北市文化局長職務   (圖/Hit fm聯播網 FB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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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主播營

狗仔葛斯齊開戰怒提告張蘭
備妥北京律師下最後通牒

總統蔡英文在27日召開記者會，接受媒體聯訪回應兵役

相關問題。              (圖／截圖蔡英文臉書直播)

745天後小英 1227記者會 140位中外記者搶問

總統！媒體還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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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產銷失衡 應推具體政策

影視IP缺乏整合與經驗

走過疫情 電影票房可望破60億

高成本台劇恐泡沫化 

2022亞洲新媒體高峰會19、20日在台北晶華酒店舉

辦，兩天共吸引兩千多人參與，不少講者分享目前台灣

影視產業正面臨的問題，並期望政府能有具體政策改善

現況。主辦方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NMEA)理事長蔡

嘉駿說：「每位講者直指產業目前最大的核心問題在於

『產銷失衡』。」

他進一步說明，「產銷失衡」在於內容的多元性不足

以及國際市場的開拓隱憂，未來台劇可能有50部以上拍

好卻找不到平台播境況，題材多偏重近來火紅的「犯罪

推理劇」等等都是「產銷失衡」的現況。

不過他也提到，今年與往年相比，透過文化部、文

策院與NMEA的攜手合作下，整個內容產業各個領域的

久安的戰略地位，讓台灣重新取得主導華人文化的話語

權，為在內容產業艱辛奮鬥多年的先進們，贏得該有的

尊重與回報，更為未來加入內容產業的後輩後，開創更

多更精采的可能性。

文化部長李永得亦有出席19日的開幕式，他在致詞

時提到，平常與影視產業溝通時，業界最在乎的四大問

題，分別是資金、產業鏈、著作權、盜版。文化部希望

未來能夠保證每部成本都能回收利用，減輕業界壓力，

近期很多人因為著作權，無法繼續經營節目或平台，文

化部也已在著作權法已進入相關深入研究。在打擊盜版

部分，也已與NCC、經濟部，數發部共同嚴厲緝查，努

力建構健康安全的好發展環境。

影視業需強化台灣文化特色

公視兼華視董事長胡元輝說，文化輸出關鍵在於彼此

之間文化價值的對話，而輸出力跟競爭力之間屬於互動

關係，台灣有民主、價值等優勢能夠向外對話的能力。

他認為，沒有哪一個國外的影視產業模式可以直接被

挪用，台灣要去找出自己的優勢以及軟實力。公共媒體

想做的就是把文化元素，多元的演繹出去，如何把產業

聚落做出來，不只是自己做節目，而是一起建立生態系

統，藉由生態力量合作。

文化內容策進院董事長彭俊亨承諾，未來將完善法規

和金融制度，不只是策略更是經貿外交策略，讓影視產

業的瓶頸上來得到一個解方。

在台灣的IP發展方面，遠傳電信數位娛樂營運

長蔡俊榮和台灣大哥大新媒體服務副總經理李芃

君皆表示，台灣電信未來在影視生態發展上，應

整合上下游公司，充分發揮影視IP的價值。

李芃君以韓國三大電信之一KT投資《非常律

師禹英禑》為例，她說，禹英禑在Netflix爆紅

後，不同的國家包括中美兩國都希望可以合作改

編此IP，或著開發音樂劇舞台劇等。而這些IP開

發效益是可以留在投資此劇的KT身上。以台灣目

近年台灣電影院受到疫情重創，各地紛紛傳出

戲院倒閉等訊息，秀泰影城總經理廖偉銘20日在

高峰會中表示，有太多的戲劇、影集在防疫期間

都被堆積起來未上映，今年票房有機會因疫情舒

緩衝到60億，預估明年將有80~85%的成長。

前來看，正面臨雖然有不少優質本土影視內容，

但無法將IP帶來的效益留在台灣，因此她指出發

揮影視IP的延展效應是台灣影視未來一個必要的

中長期布局。

尖端媒體集團陳君平表示，台灣目前非常積極

推動IP，但在經驗、資源與資訊不足下，相較其

他國家發展顯得慢人一步。

他說，如果想要讓動畫電影在製作前如希望

獲得重視，那最重要的就是原著必須要有一定的

銷售量及關注，要在一開始就清楚自己投資的東

西，有沒有發展的可能性，且現在是網路、數位

非常發達的時代，要抓住大眾喜好是一件不簡單

的事，不一定要從「國際都怎麼做」開始說起，

想想本土可以怎麼做比較實際。

木棉花國際亞洲發行事業處處長張家誠則說，

台灣近年的「咒」、「華燈初上」都讓觀眾深受

喜愛，除了抓到觀眾的口味外，也是因爲題材較

不一樣，但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都還卡在IP影

視化的資訊與經驗不充足上，所以要怎麼解決現

在有的問題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

在談論台灣戲劇時，聯利媒體

品牌行銷公關部暨版權業務部總

監戴天易表示，台灣這兩年不斷

產出高成本的戲劇，但國際市場

消化這些戲劇的能力有限，目前

台灣已有多部劇集滯銷，接下來

市場必需要面對最大的變化是台

灣戲劇有泡沫化的可能。

他就近年來內容產業的熱議題

「越在地越國際」表示：「在地

化跟國際化最重要的事，就是要

能夠產生文化共感。有了文化共

感才會讓觀眾感動，也才能產生

國際共感」，像是以日本代表性

AV文化，發想拍攝成的日劇《AV

帝王》，就是深具文化共感的案

例。

他以《華燈初上》為例分

析，1988年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

年代，而條通文化又是台灣特有

文化，透過時間與文化性的結合

讓觀眾對《華燈初上》產生強烈

的文化共鳴，讓《華燈初上》成

為受跨世代喜愛的戲劇作品。

在電視台方面，資深電視人王

淑娟說，現在OTT自己做影視內

容，電視收視率流失的非常快。

最重要的還是內容，應該鼓勵電

視台自製內容，或是採購台製內

容，差距才不會越來越大，也可

以由政府提供適當的協助。

在OTT的挑戰下，電視台的收

視也隨之下滑，王淑娟認為，這

樣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導致電

視台投資越來越保守，差距就會

越來越大，電視台與OTT最後要

對決的的還是內容，應該鼓勵電

視台自製內容，或是採購台製內

容，差距才不會越來越大。

簡單想娛樂科技共同創辦人暨

內容總監廖健行表示，現在資金

紅利大幅退燒，製作台劇成本高

漲的情況下，電視台以購買版權

或是合作製作等方式已經成為現

況。現在美國興起一種新模式，

透過網路串流，按時間表播放

節目，比較接近傳統電視台的方

式，這是台灣電視台的新機會。

威秀影城公關部經理李光爵、及台灣電影文化

協會執行長兼任光點華山電影館長陳伯任也一同

與廖偉銘出席座談會，針對各自在近年因疫情影

響，調整的方向、所遇到的困難做分享。

電影院除受疫情重創外，也因OTT盛行帶來不

少影響，陳伯任認為，戲院仍有優勢，OTT無法

帶給觀眾感受，OTT的本質是看「劇」，而戲院

講求的是用畫面說故事，但在未來各影視行業

工作者仍需去研究、發展出足夠吸引民眾前往

戲院的原因。

陳伯任提到，近年「數位經典修復」也成為影

視產業的救星，將「經典重現」就會吊出該年齡

層的受聽眾，而年輕人也會透過再次修復的影集

重新認識到經典；電影跟電影院本就扮演著療癒

人性的角色，在這高壓的環境下，未來電影院該

如何創造出足夠吸引民眾的電影會是電影院工作

者的重要課題。

業者，都開始意識的唯有團結才有可以突破重圍，殺

出一條血路，因此開始展開許多異業合作，這是最值

得期待的改變。

推內容產業白皮書完善政策

為解決台灣影視產業問題，NMEA表示，將藉由此次高

峰會與講者、參與者收集更具體的資訊，完善協會明年

將推動的內容產業白皮書。

蔡嘉駿更透露，將與立法院跨黨派立法委員組成「

內容產業國會聯誼會」，定期研討文化內容政策、法條

的存廢與修正、創新等各議案。希望台灣取得一個長治

記者／余苓均

記者／胡正初、陳芷苓

記者／王妤文

記者／胡正初、吳祖瀚

左圖為2022亞洲新媒體高峰會大合照，右圖為NMEA理事長蔡嘉駿表示目前最大核心

問題在「產銷失衡」。                                    （圖／NMEA提供）

左起威秀影城公關部經理李光爵、台灣電影文化

協會執行長兼任光點華山電影館長陳伯任陳伯

任、秀泰影城總經理廖偉銘。（圖／NMEA提供）

左起文策院院長李明哲、台灣大哥大新媒體服

務副總經理李芃君及遠傳電信數位娛樂營運長

蔡俊榮。                （圖／NMEA提供） 

左起彼此影業共同創辦人陳郁佳、陸匠製作共同創辦人暨首席內容長

嚴嘉念、華納兄弟探索集團原創製作部資深內容開發經理陳薇如、聯

利媒體品牌行銷公關部暨版權業務部總監戴天易。（圖／NMEA提供）

影音影音
新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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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台灣文化 帶動國際共鳴

永不放棄 不斷創新

Netflix亞太區內容副總裁金珉暎與曾和Netflix合作

過的好好電影營運總監莊淳淳、合影視執行長曾瀚賢及

華能國際娱樂總監製葉如芬等人在高峰會上皆表示，要

吸引全球觀眾作品凸顯台灣在地文化，此外帶動的觀眾

共鳴感也相當重要。

金珉暎表示，創作者必須用擅長方式講故事，運用更

多想像力創作作品，內容再取得在地觀眾共鳴後，才能

引起全球的觀眾的歡迎。

金珉暎以去年爆紅的魷魚遊戲為例子，她說，在設

計節目名字的時候花了很長時間是因為想要全球的觀

眾都可以容易理解，最後決定以節目當中的遊戲「魷

2022亞洲新媒體高峰會20日邀請到四

位曾引領台灣內容產業的風雲人物到場

分享經驗，分別為，年代國際公司董事

長邱復生、喜劇教父導演朱延平、映畫

傳播董事長郭建宏和滾石集團董事長段

鍾沂，鼓勵後進不要怕失敗，吸引觀眾

記住才能成為經典。

段鍾沂：不做怎知道會成或敗

在討論經典音樂滾石40年的成敗，段

鍾沂說：「就算失敗也要再重新站起來，

只想帶給大眾最好的服務」，他也分享除

了做音樂也做廣告的心得及關連，將在廣

告公司學到的技巧帶入滾石集團。

滾石唱片是1980年創立的，到現在已

經超過40年，從小段鍾沂的父母就跟他

說，誠實、正直、勇敢是人必須擁有的

三種特質，但長大後的段鍾沂認為，夢

想、愛、勇氣才是現在人應該具備的。

段鍾沂分享了一路以來投資或經營的

失敗，他說：「你不做怎麼知道會成功

還是失敗」。

因此他說，即便跌倒很多次，也會在

每一次站起來的時候告訴自己下一次不

要摔倒，但誰也無法預測自己下一次失

敗的原因、在什麼時候。

滾石40年共發行了300位歌手，但他

說，能被記住的卻僅僅只有6%的人，滾

石也還是堅持自己的做法，且提供最好

的資源給歌手，用盡辦法讓他們能被大

眾看到且記住。

郭建宏：不跟風找到自己風格

郭建宏談論如何成為電視皇帝與創造

影視王國的感想，提出製作戲劇的三大

標準及三大觀念。

郭建宏認為，所謂的三大標準是「不

要跟風、故事感動人心、製作要嚴謹。」

他說，台灣最美麗的是風景，應該多

去尋找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不是一直追

求國外的月亮，該如何宣傳，要怎麼讓

大家知道作品吸引到大眾目光這三個標

準是很重要的，不要為了想要讓版權賣

到國外所以一直猜測外國人喜愛什麼，

而是要找回台灣流失的觀眾。

除了三大標準外，他也提出三個觀

念，製作沒有王，需要的是靠大家來幫

忙，一個人走得快不如一群人走得遠，

他能能存活到現在也是靠著公司裡的每

一位員工，他說，觀眾是老闆，只有得

到觀眾的認可，才能走得更長遠；最重

要的是千萬不要讓投資方賠錢，因此預

算的掌控很重要。。

郭建宏入行46年，這一路上也遇到許

多挫折，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年在

製作「秦俑」這部電視劇時也讓他損失

了上千萬，郭建宏呼籲要做一個務實的

影視人，挫折一定會有，但他相信一切

安排都是上天的安排，現在的成功都是

經歷過失敗累積而成的。

朱延平：拍出幽默才會有共鳴

朱延平一開始便打趣地說，他平時與

人對談的幽默感是100分，在台上會減少

20分。朱延平在台上依然幽默不減，表

達出喜劇導演的精髓。

朱延平拍攝喜劇的開始，是在1981年

上映電影《小丑》，他表示，這部電影

的笑話背後反映出小人物面對現實的辛

酸，更奠定了「許不了」的形象和戲路，

從中也體現出人性的純粹和善良，帶給

無數同樣身為小人物的觀眾最直接的娛

樂和共鳴，這齣電影更因此爆冷大賣座。

他表示，要拍攝一齣喜劇，導演一定

要很好笑才能夠拍的好，並且同時要富

有幽默感，說話有趣拍出來的電影才會

引發共鳴，更可以從平常說話的方式以

及待人處世的態度來判斷自己是否為能

夠拍攝喜劇片的人。

不管喜劇悲劇朱延平都致力投入，但

他仍不改幽默說，雖然在拍攝手法上與其

他導演相比屬於「隨便派」，但看人眼光

以及逗趣的相處模式是絕對不會輸人。

邱復生：台灣向外競爭靠創新

邱復生分說，在音樂上的啟蒙者是許

常惠老師，而電影的啟蒙者則是費里尼。

當初是因為1974年的廣告才開始持續創

作，一路以來懵懵懂懂，

他表示，在小時後接觸到黑膠音樂後

一聽便愛上，從這個時候就發現音樂與

影像的關係很重要。

因此，他認為，他與別人不一樣的地

方在於確定自己的定位，當時在確定未來

方向時，有想當導演及作曲家，但他最終

發現想要推動及整合影視產業，解決需要

被解決的問題，於是在之後他選擇做了錄

影帶、衛星等，想開放大家言論自由，因

此成為媒體產業的先驅。

他拍攝第一支廣告是1974年第一代的

野狼125，這也成為了邱復生傳奇的開

始。他表示，他利用拍攝手法呈現出商

品狂野的特性，因此場地選用在樹林穿

梭；當透過廣告來宣傳商品時，希望商

品不只是商品本身，更是能帶來不一樣

的精神價值，像是洗髮精不只是洗乾淨

頭髮，甚至可以變漂亮等等。

他認為，台灣向外競爭的實力在於

創新，在創新的同時保留別人做過的元

素，創新也是自己創業的準則，只要有

創意就都可以做，但要把高度提高，如

果電影的其中一顆鏡頭可以被觀眾記住

那就成功了。

另外，他說到舊片不代表經典，經典

成立條件在於選擇時空，只要創作能引

起共鳴就能代表時代，變成經典的時空。

魚遊戲」來命名，因爲節目出現的遊戲都是韓國當地

人在小時候經常會玩，而且遊戲方式也很簡單和容易

理解，所以觀眾更會投入在節目當中，結合故事內容

營造出真實感，引起了觀眾在生活的共鳴。

葉如芬提到，Netflix近年為本土影視產業注入了非

常大量的資源跟資金，而這對本土影視產業能跨足全世

界有相當大的幫助，葉如芬於2019年開始籌備與製作影

集《她和她的她》，2022年確認與Netflix簽訂合約並

同步在195個國家上映。

她說，能讓全世界看到自己的作品，這無非是對創

作者最大的肯定，此外，八大電視台剛好也出現了有

別於其他傳統電視台的新方針，準備與新型串流平台

進行合作，進而讓《她和她的她》此種敏感議題作品

也能在傳統電視台播出。

曾瀚賢表示：「一個好的影視市場需要有三個要

素，人才、市場及資金」

他說，在製作《誰是被害者》時，遇到了疫情也遇

到了資金不足的問題，但是最後他選擇自行籌資，而

因為他本身有電影相關背景，所已很快的也遇到了願

意提供資金的投資者。

資金帶動影視業發展

因為有了市場以及人才，投資者願意投入資金，進

而帶動了整個市場的生機，曾瀚賢也相信這樣的情況

是在為台灣影視產業描繪一個更好的未來，只要找對

方向，台灣影視產業的未來是無可限量的，而他也喊

話到：「台灣在全球影視產業中是不可或缺的，大家

需要我們，所以大家放手去做吧！」藉此勉勵所有創

作者不要氣餒，勇敢實踐自己的想法。

莊淳淳則是從美商電影公司轉型回到台灣當監製，

在這個過程中，她説，很幸運在剛回台灣的時候就遇

到了Netflix團隊進入台灣，而她的《極道千金》劇本

也剛好被挑中，進而促成了合作，而Netflix團隊非常

尊重她們的創意也非常尊重創作者。

她說到，她想製做的電視劇是觀眾能在視覺上獲得

更高的享受，或許是因為這樣獲得了Netflix的認可。

記者／張志毅、劉彥妤

記者／陳芷苓、邱昱誠、余苓均

左起喜劇教父導演朱延平、映畫傳播董事長郭建宏、年代國際公司董事長

邱復生、滾石集團董事長段鍾沂。                   （圖／NMEA提供）

左圖為合影視執行長曾瀚賢（左1）、華能國際娛樂總監製葉如芬（左2）、

好好電影營運總監莊淳淳（右2）、及牽猴子共同創辦人王師（右2）合照，

右圖為Netflix亞太區內容副總裁金珉暎。             （圖／NMEA提供） 

影視經典人物對談

四大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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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用戶高達207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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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電子支付帳戶使用者人數。資料來源：金管會（圖／張志毅製）

16.4

單位：文章則數 分析期間： 2022/09/30~2022/12/28單位：文章則數 分析期間： 2022/09/30~2022/12/28

網路聲量第一位：LINE PayLINE Pay

近年行動支付越來越受到消費

者歡迎，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的統計，電子支付帳戶使用者

人數從2019年的691萬戶提升到

2022年10月的2076萬，在3年內

增加了1385萬戶，近年有不少消

費者開通了電子支付帳戶，由此

可見，消費者越來越能接受和習

慣使用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一直受到消費者關注，很多行動支付

都會以優惠活動吸引消費者使用，透過網絡溫度計

網路聲量的調查顯示，數位支付關注度第一是LINE 

Pay，雷立偉認為是因LINE平台本身有一定的使用

人數。

他表示，LINE Pay是關注度第一的原因主要是

因為LINE本身是一個手機佔有率很高的通訊軟體，

台灣人幾乎每天都會使用，加上消費者認為行動支

付較為方便，所以LINE在增加一個支付功能後，

在店家有支援數位支付時消費者都會偏好使用行動

支付，由此可見行動支付工具用需要用多元化的結

合，例如是與通訊軟體合作或者提供更全面的服

務，行動支付應著重消費者的習慣，從而提供適合

他們的服務。

在提到LINE Pay是一個第三方的支付平台時，他

說，其實消費者並不在意行動支付背後營運的機制

和主管單位是什麼，他們比較注重行動支付的便利

性及它的多功能性，例如全聯的PXPAY或全支付，

就是結合了行動支付和會員制度，而且使用時會有

優惠集點活動，這都是能吸引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

的原因。
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的行動支付消費調查分析

報告顯示，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偏好比例從2019年的32.2%

上升到2021年的49.9%，在3年內增加了17.7%，另外，消費者

使用實體卡和現金的偏好都是下降，偏好用實體卡交易的比

例，從2019年的41.9%降到2021年26%，現金從2019年的17.2%

降到2021年16.4%，可見消費者在付費習慣上出現了改變，

可見行動支付已經從科技趨勢，變成實實在在的生活日常。

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雷立偉教授

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偏好比例表

圖2:數位支付網路聲量。資料來源：網絡溫度計 (圖／張志毅製）

（張志毅）

近5成人首選行動支付

圖3:消費者選擇付費方式偏好比例。資料來源：MIC行動支付調查報告（圖／張志毅製）

通訊軟體結合付費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