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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曾有過一輛歐洲小車，這部車各方面都很陽春，但卻具備語音輸入的功能，可以

用來播放音樂，或者透過藍牙連線撥打手機。但可惜的是，它只能使用英語指令，而且

麥克風輸入、指令集操作和字詞辨識的性能，都非常的差，幾乎沒辦法做實際的使用。

但說真的，這項功能我其實非常期待，特別是一個人開車的時候，要去翻找音樂目錄和

切換控制台的功能，都是很惱人的事，尤其我並不是一個能夠「多工」的駕駛。所以如

果能夠用語音控制，那真是令人嚮往，畢竟我這個年代的人，都是對「夥計」有些期

待。

最近，睡前躺在床上玩弄平板電腦，開始成為生活日常，但這種「滑」的模式用的越

多，對於用手指點選字詞輸入的模式，就更加厭倦。此時，「Ok，Google」出現了，透

過優異的語意辨識和學習功能，它完全解決我不想動的困擾。

當然這類的困擾不會只有我有，應該是大家都相當困擾。所以，當亞馬遜的智慧音箱一

推出，就迎來了很大的迴響。因為語音，或者說語言，其實是人類最習慣的輸入介面，

如果可以，我希望「說動」家裡所有的設備。

但語音輸入要達到順暢的等級，其實非常困難，其背後牽涉到的元件與軟硬體技術，都

要有相當的優化和設計，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語音輸入的誤觸率與辨識率，而最最困難

的是如何解決人類說話的「語意」的問題。但感謝科技，現在有了人工智慧和網路，這

個問題似乎已不是無法克服。

所以可預期的，語音介面很快就會進入智慧語音的時代，屆時別說是手機、音箱和平板

電腦等，家庭內的需要經常性開關的電器，如電視和電燈等，都應該會具備語音輸入的

功能。當然我們說的是可以實際使用的那種。

順帶一提，去年Cambridge Mobile Telematics發表一個報告，指出四分之一的車禍，都

與駕駛使用手機有關。所以我們也希望語音介面技術能夠改善這個情況。

真的困難 但真的需要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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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
副所長

Be Unique

從「抖音」看新媒體的演進與衝擊

由日前中國大陸媒體揭露，「抖音」（Tik  

Tok）的全球月活躍用戶數達5億人次， 

2016年9月抖音開始在中國大陸上線，2017年8

月開始進軍全球市場，在兩年之內，就累積了龐

大的用戶數量，所及之地包括日本、東南亞、印

度、歐洲以及台灣，其海外版覆蓋範圍已超過

150個地區，並成為App Store名列前茅的下載應

用軟體，抖音應為近期成長最為快速的應用軟體

平台。

抖音為一利用短片（中國大陸稱為短視頻）作為

交流基礎的社群軟體平台。使用者在其平台上，

發表約15秒的影片，利用運鏡技巧、動作特色

等，吸引其他使用者模仿拍攝，或是加以小幅度

的修改，再行接續發表，形成許多使用者在該平

台上，於同一段音樂中發表諸多相似但不相同、

各有特色的短片。

這種不斷重複拍攝相似動作、並在類似動作中塑

造個人特色的短片，不但讓許多年輕人在當中打

造成為「網紅」的夢想，更因不斷地重複某些音

樂片段，帶動新的流行音樂推展模式。未來在網

絡經濟的帶動下，估計抖音或類似的社群平台，

將進一步影響媒體的演進，甚至可能對網路服務

相關產業造成衝擊。

當前不但許多企業開始利用抖音為行銷管道，連

政黨也開始思考利用抖音吸引年輕族群。而抖音

等短片社群媒體平台雖創造了新的媒體呈現方

式，但其營運模式仍與傳統的網路媒體平台相

近，仍以廣告為其主要收入來源；因此，抖音等

社群媒體，恐將替代部分既有網路媒體與社群平

台。

為進一步提升短片社群媒體的行銷效果，精準掌

握影片內容與行銷對象族群的能力將為關鍵，大

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將具有對相關能力加值的

空間。從掌握內容的角度而言，過去搜尋引擎的

技術已從文字演進至圖片影像，但要在一長時間

的影片中，找到特定的人物、姿態、動作等，需

要能處理大量的連續影像辨識工作，將耗費龐大

的運算資源，目前新興的深度學習等人工智慧技

術將可提供一定程度的輔助。

從掌握用戶族群的角度而言，由於幾乎每個拍攝

抖音短片的主角都包含了使用者自己，因此，抖

音不但可透過帳號的登記掌握用戶的年齡、性別

等基本資訊，甚至可藉由對影片的分析，掌握用

戶的影像與姿態特徵等資料，甚至是用戶經常拍

攝短片的場所。

若配合大數據等資料科學的分析，不但可以在未

來發展出如熱門拍攝景點等服務，更可以進行許

多地點特徵、人物特徵、時間特徵等交叉比對

分析，提供廣告主更精確的行銷對象族群分析服

務，甚至提供流行影視在閱聽族群的深度分析。

配合人工智慧的應用與大量影片內容的累積，抖

音等短片社群媒體平台將可望掌握螢幕內的影片

內容與螢幕前的使用者族群特徵，預計仍有許多

潛在商機的發展空間。

對於各行業而言，如何利用此類型的新興媒體平

台，進一步掌握潛在客戶族群，發展大量且精準

的行銷工具，甚至藉此提供精準服務給消費者，

將為極需思考的課題。



HDMI 台灣開發者大會
聚焦最佳實現 HDMI 2.1 功能
自 HDMI 2.1 規格於 2017 發表至今，已有許多製造商

宣佈將推出應用 HDMI 2.1 規格新功能的產品，並成

為焦點。隨著新世代消費性電子產品的設計和生產，

HDMI 協會（HDMI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Inc., HDMI 

LA）近日舉辦 HDMI 2.1 開發者大會，並邀請台灣頂

尖電子製造公司共同參與。

HDMI 是消費電子產品的主要數位介面，它的規格和

功能推動消費電子產品的未來創新。它除了是技術，

更是一種體驗。透過簡易連接 HDMI 線纜，點擊遙控

器，使用者即可享受電影、電視節目、影片、音樂、

家庭影院、虛擬實境 （VR）、卡拉 OK、數位電子看

板（Digital Signage）與遊戲等數位內容。

而 HDMI 2.1 更進一步將使用者體驗推向更快速的無

縫接軌與沉浸式的聽覺及視覺饗宴。它能減少與消除

反應延遲，螢幕瞬斷（blackout），畫面撕裂和其他

阻礙，同時實現真實的色彩與音頻，連續動作，以及

更高等級的細節，增加亮度與細緻黑色。

此次開發者大會由 HDMI 協會舉辦，該公司為授權

HDMI 規格的代理商。在會中，各大製造商的工程團

隊學習如何在即將推出的產品中最佳實現 HDMI 2.1

技術，以確保為消費者提供無縫接軌且能互操作的體

驗。

HDMI 2.1 規格由 HDMI 論壇所開發，HDMI 論壇為開

放的商貿組織，指導 HDMI 技術的未來發展方向並

開發新版本的 HDMI 規格。目前已有 95 家公司加入

HDMI 論壇，包含在消費性電子，矽晶片，電腦，測

試設備，好萊塢電影製作等最大與最創新的公司。 

HDMI 論壇持續積極地邀請更多公司申請入會，協助

擘劃 HDMI 技術的未來。

如需更多 HDMI 2.1 規格訊息，請參閱 www.HDMI.org; 

如欲加入 HDMI 論壇， 請參閱 www.HDMIFORUM.

ORG

HDMI 2.1 規格的主要特色如下：

‧ 動態影像更高的畫素與更快的更新率，包含

8K60Hz 與 4K120Hz 提供沉浸視覺與流暢的

快速動作細節

‧ 動態 HDR 支援確保影像的每一刻以其最理想

的景深、細節、明亮度、反差和更廣的色域

呈現。

‧ 超高速 HDMI 傳輸線支援 48G 頻寬，支援未

壓縮的 HDMI 2.1 功能。

‧ eARC 支援最先進的音頻格式和最高的音頻

品質，確保音頻設備與即將推出的 HDMI 2.1 

產品之間的完全相容性。

‧ 可變更新率（Variable Refresh Rate；VRR）

減少或消除遲滯、停頓與畫格撕裂，呈現更

流暢且細節更豐富的遊戲體驗。

‧ 用於電影和動態影像的快速媒體切換（Quick 

Media Switching ；QMS）消除在顯示內容之

前導致的空白畫面的延遲

‧ 快 速 畫 面 傳 輸 （Quick Frame Transport；

QFT）減少延遲，呈現更流暢的無遲滯遊戲，

以及即時互動式虛擬實境。

‧ 自動低延遲模式（ALLM）允許自動地設定理

想的延遲設定，實現流暢、無遲滯以及不間

斷的觀看和互動。

 CTIMES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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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心觀測站

自媒體引領風騷

現在的新聞媒體既得力於新科技，也會毀敗於新

科技，許多有識之士講到現在媒體充斥著「三

器新聞」，都會相當的感慨與不滿。三器就是所謂的

網路瀏覽器、監視器與行車紀錄器，媒體根據這三器

所取得的內容、畫面，直接剪貼傳送給大眾，加上不

經大腦的旁白說明，以及誇大聳動的標題，簡直就是

在愚弄戲謔一般閱聽大眾。更甚者有心人士製造的「

假新聞」，也被刻意引用與渲染，於是傳統媒體反而

成為虛假、誇大與空泛的代言者，公信力不斷喪失。

造成傳統媒體此一現象的原因，固然是網路科技的興

起，但體制僵化難以因應也是主要重點。由於編制龐

大，人事成本偏高，雖然有傳統廣告與資金的支持，

但閱聽大眾已逐漸分散流失，收入大不如前，已經很

難應付高品質的製作需求。所以，為了降低成本與迎

合群眾，傳統媒體投機取巧、嘩眾取寵地大量採用「

三器新聞」，雖然可以理解，但這樣惡性循環下去，

前途將是非常的黯淡。

自媒體回歸了媒體本質

所謂「禮失求諸野」，看看現在的「自媒體 (We Me-

dia)」逐漸興起，訂閱者動輒十萬、百萬的影響力，傳

統媒體應該回過頭來思考媒體的本質與責任是甚麼？

從而找到一條具有市場區隔與可大可久的媒體經營之

路。簡單來說，成功的自媒體（當然不包括那些騙

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具體呈現了媒體業者應有的本

質，也就是獨立、尊重、專業與認真，而這正是傳統

媒體所流失的價值。

也就是說，傳統媒體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大」媒

體，所以內容大雜燴，經營得像是新聞入口網站一

般，在真正的入口網站如Google、微軟看來，你們也是

一個「自媒體」罷了。再者，也不要因為廣告收入被

Facebook、YouTube搶走大半，就認為他們也是媒體，

沒有經營自己內容的就不是媒體，跟廣告收入沒有關

係，只能說他們是通路、平台、媒介或科技。造成混

亂的原因可能在於傳統媒體本來都兼營或控制著媒介

科技，事實上應該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科技與媒體

是可以互相利用，但不應彼此混淆。

雖然成功的自媒體有上述媒體的優勢本質，但卻缺乏

企業化經營的穩定性與可靠性，長期而言公信力還是

會被大打折扣。所以，自媒體要成為成功的媒體業

文/亭心

YouTube上的自媒體非常多，但也

只有專業、有理想、有熱情的頻道

才能持續發光發熱。

科技改變世界 自媒體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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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還是得走向組織化、責任化與公共化的模式；至於傳

統媒體則應該要回到專業內容的經營，謹守本份且充分利

用現代科技，簡單講就是要經營一個全新的「自媒體」，

但這個自字，更多含有的是獨立自主的意思。

自媒體也叫做草根媒體，但正式的英文會用We Media這個

詞，We並非只有個人，因為展現了共同的意志，所以用We

這個字非常恰當。據信傳統英國國王在任何場合，都不能

以「我(I)」來自稱，而必須用「我們(We)」這個字來代替，

這實在是非常有智慧的不成文規定，因為身為國王只要一

開口、一個動作，就是攸關公眾利益的「自媒體」。由此

可見，經營媒體就是得當一個獨立自主的「無冕王」，任

何時候都要以公眾利益、權衡輿論為依據與考量。

現在的「網紅」如Youtuber、粉絲團或部落客版主等都可以

說是自媒體，而最近把自媒體發揮到極大影響力的就是「

郭文貴」這個人，他是一個避禍到美國的中國富商，公開

與中國共產黨對抗，利用社交媒體與網路直播，提供閱聽

大眾各種中共的內幕消息與時政批評。兩年多來，他以一

個「無冕王」的自媒體爆料，引起中共政權極大的震撼，

甚至影響了西方政府的對華政策。

媒體＋科技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郭媒體」註一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首先當然必須

是真的有「料」，目前他的自媒體追蹤者超過三百萬人，

加上轉載複製的其它自媒體，每一次的爆料直播，據他本

人宣稱應該都有數億人觀看過。10月17日郭文貴在他的直

播視頻中，講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由於他的政商關

係，有一次去會見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郭文貴問她：

「世界上最大的權力是什麼？是金錢？是政治？是航空母

艦？」柴契爾夫人回答說：「是媒體」；再問：「那改變

世界的是什麼？」她回答：「是科技，是科技加媒體」；

郭文貴要辭別時又說她要糾正一下：「是媒體加科技才

對。」

由於自媒體的發達，未來媒體的綜合力量也會相當分散。

不過，個別媒體的影響力大不大不是重點，重要的是要有

專業的定位、認真的態度，那麼隨著他的專業性自有其權

威與市場。如果把媒

體的定義擴大為特定

訊息的提供者（公民

記者），那麼專業性

就要分得更細，例如

氣象報告在傳統電視

台是一個很專業的項

目，但如果所引用的

都是自媒體的部分資

料，那麼觀眾會自己

選擇看Windy App註二的

報告就好；同樣的旅

遊節目如果只是空泛

的走馬看花，那麼觀

眾也會選擇Vlog的介

紹，更實際且生動有趣。

定義出自己的We媒體

誠然，媒體的力量來自於本身的專業、理想與熱情，然而

傳統媒體卻因為科技與商業的關係，還在混亂中求生存，

當然很難形成一個有共識、有主見的「We」媒體。過去傳

統媒體花數百萬元購置SNG車就能叱吒風雲，回過頭來看

看今天，當人手一支的手機就可以向全球直播新聞時，就

應該了解什麼才是媒體的本質。所以，此時應該思考的不

是搶奪麥克風發言權，而是問自己是不是夠專業？有那些

料？如何與所關心的群眾形成一個We Media？然後才可以大

聲的說：「We are a media！」

註一：本文所引用之郭文貴自媒體即名之為「郭媒體 (https://www.
guo.media)」。2018年10月17日直播則是接受路德

社自媒體的訪問直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IR4_PiM-
WQ)。

註二：氣象報告專業自媒體Windy是一位叫做Ivo的飛機駕駛員所製

作推出，現在電視台氣象報告常引用其畫面與資訊。(https://www.
windy.com)

氣象報告App也可以說是一種更

專業的自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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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莉芸

布局全球連接器市場 
倍捷分析亞洲多項商機

1940年成立，以快速反應顧客訂單及齊全方案提供者

倍捷連接器（PEI-Genesis）從美國起家，至今已有72

年，更在2015年在中國設廠，大力擴展亞洲市場。

倍捷連接器除作為分銷商，更同時提供原廠的增值服

務，給予客戶原廠無法提供之即時解決方案。此外，

倍捷亞洲區總經理徐夢嵐指出，在倍捷全球市場所交

付的產品中，70％為依據需求組裝，其餘30％才是直

接提供成品。

徐夢嵐表示，一直以來倍捷以提供一站式採購、個人

化訂製及快速出貨為忠旨。此外，針對快速交貨更提

供不限件數發貨的服務，即使客戶僅訂購一件產品，

也會於48小時內即時發貨。

除了提供一般塑膠連接器，倍捷更以提供嚴苛環境中

的連接器為主要銷售產品，徐夢嵐指出，塑膠材料的

倍捷亞洲區總經理徐夢嵐（攝影/施莉芸）

連接器容易成型，但應用範圍小，而金屬連接器雖受

限於材質而不易成型，但金屬連接器能克服惡劣、嚴

苛的環境，可以使用的範圍也相當廣泛，從工業、車

載到航太，甚至鐵路都可以使用。

受惠於金屬材質連接器能夠應付高性能要求的環境需

求，以及其廣大的應用範圍，倍捷鎖定亞洲市場，並

且為了能夠提供快速出貨的服務，更直接在中國設置

生產廠房。

徐夢嵐分析，在歐美市場中，連接器主要多使用於工

業、鐵路、航空及軍工上；而亞洲市場中，除了可以

應用於鐵路及航空交通、工業上的生產自動化、機器

人、農業及醫療外，相較於歐美更多了新能源的市

場，除了可以用在太陽能、儲能外，電動車也是發展

的市場之一。此外他也指出，除了上述亞洲市場之

外，倍捷也相當看好東南亞市場，相較於台灣、中國

市場上連接器的應用範圍，東南亞還多了石油開採的

應用層面。

展望未來，相較於以往歐美市場中嚴苛環境的運用；

徐夢嵐透露，看準亞洲市場上，產業鏈中面板市場的

優勢，倍捷十分看好面板產業中（如印刷電路版）連

接器的應用。

此外，徐夢嵐也指出，光纖連接器也是未來倍捷布局

的重點之一，為因應未來大數據及雲端的發展中，資

料、甚至影像的傳輸也需要連接器的配合，因此倍捷

也相當看好光纖連接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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