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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美國2011年的「新聞媒體現況報告」，有將近一半的美國民

眾從手機、平板電腦得到新聞相關資訊，例如氣象、餐廳、交通（林

金玉，2011）。截至2 0 11年第2季為止，我國行動電話3 G門號數

占行動電話門號總數的69 .8%。有開通行動數據服務，占70 .8%
（江志浩，2011）。又根據2011年資策會FIND調查，台灣地區有

12.5%的民眾擁有並使用智慧型手機，用戶數達290萬人，較2010
年成長112%。台灣民眾利用手機從事的網路活動主要是「搜尋資

訊」（41.31%）、「網路社群」（29.87%）、「瀏覽資訊、網頁」

（28.96%）。「看新聞氣象」的人有二成五左右（蔡易靜，2011）。

自從中華電信於2009年首度在台灣以補貼及綁約的方式推銷iPhone及其

他兩大行動電話業者的跟進，行動上網的民眾比以前大為增加，也讓

行動裝置上的很多業務開始蓬勃發展。 

行動平台例如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的出現對傳統媒體或負載

在其平台上的行動媒體的影響為何？既有媒體（包含傳統媒體及網路

媒體）會為了行動平台而推出差異化的新聞嗎？行動平台的興起有可

能引發原生的行動新聞媒體嗎？既有媒體是否會因為行動平台的特性

對新聞價值的認定有任何改變？台灣行動媒體所採取的是哪些經營模

式？其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為何？行動媒體藉由網路穿透國界，是否

也對既有法規帶來挑戰？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文獻探討與深度訪

談法。

貳、台灣行動新聞媒體類型與經營模式

台灣的行動新聞媒體大致可分為五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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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APP上自行經營的實體與線上（直播與編播）新聞，例如報

紙、電視台的新聞或《聯合報》的影音新聞自己申請上架，目前都是

免費提供。

二、在國內手機營運商平台的直播與編播新聞，例如台灣手機電

視、真實龍馬所代理的頻道。

三、在國外手機營運商平台的直播與編播新聞，例如TVU。

四、在行動電話業者行動平台的隨選新聞，例如文字、照片及有

影像的新聞。中華電信Hami平台有免費的新聞，也有需要每個月付費

收看的新聞頻道。

五、經由網站提供的實體與線上新聞：例如Yahoo向新聞媒體買新

聞掛在其網站，使用者可透過行動裝置連上網站觀看。

一般而言，行動媒體的收入可來自內容授權、廣告、贊助、品

牌、連接費的分成、節目收入的分成、訂閱費等（Feldmann, 2005）。

至於行動新聞媒體的經營模式，則可分為：

一 、免費頻道模式（在App上架）：最常見的就是免費模式。傳

統媒體剛開始多半以免費方式提供，亦有媒體提供使用者下載應用軟

體免費觀看其頻道。

二、免費隨選模式：可個別點選文字、圖片或有影像的新聞。這

種模式最常見，不只傳統媒體提供，一些網站或行動平台也會向外購

買節目或新聞來排播。

三、個別付費模式（月租型）：多半由電信業者提供，與內容業

者拆帳。隨著App風行，如果傳統媒體自行到App上架又免費提供，消

費者就會減少到電信業者自己經營的平台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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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套裝組合模式：有些由電信業者提供，有些由頻道營運商

（aggregator）提供。

五、夾帶廣告模式：有些隨選的影片必須先看完廣告後才可觀

看。

六、混合式模式：結合以上兩種或多種之模式。

蘋果公司前任CEO賈伯斯在2010年2月曾在紐約與多位報界領袖

會面，希望說服他們如何將內容提供到App平台並向讀者收費。紐約

時報等媒體對蘋果公司要抽三成的訂閱費沒有太大意見，但是擔心的

是透過蘋果的系統，他們沒有訂戶的電郵地址及信用卡等資料。蘋果

表示，除非訂戶同意，才會將資料給報社。平面媒體希望蘋果能讓他

們將讀者引到他們的網站訂購但遭蘋果拒絕。總之，很多平面媒體希

望挽回收入下降的頹勢也不得不讓步（廖月娟、姜雪影、謝凱蒂譯，

2011）。現階段行動新聞媒體除了賣廣告或是版權，短期內靠訂閱的收

入非常有限。

參、行動多媒體之經營模式及新聞服務

行動多媒體可以分成串流的行動視訊服務及廣播式的行動電視。

廣播式的行動電視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NCC）尚

未公布釋照方案，而行動視訊服務，五家3G業者都有提供。根據統

計，2011年第2季台灣2,829萬行動電話門號中，有開通行動數據服

務占70.8%。其中，3G有1,717萬，占了85.7%。加計無線寬頻接取

（WBA），總計我國行動上網帳號數達2,059萬。顯示有越來越多的使

用者習慣在行動平台上使用行動多媒體內容，因此，行動業者常將行

動多媒體服務與行動上網服務共同搭售，建立平台以提供不同數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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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內容業者上架，再讓消費者透過手機下載，而在國內的主要經營業

者則有中華電信的Hami、台灣大哥大的catch手機網、遠傳的「iSmart
行動電視」與「遠傳行動電視」、威寶電信的「影音588」以及亞太電

信Qma的「影音專區」等。

除了3G、3.5G等數據服務之外，隨著平板電腦的興起，國內電信

業者也紛紛採取策略以搶食平板電腦市場，尤其以中華電信、台灣大

哥大以及遠傳行動最為積極，在2010年底已各自宣佈收費機制，並且

與原有的行動多媒體服務相互支援，以開發不同的客源，例如Apple所

提供的Apple Store及iTunes內容服務，即可同時支援iPhone及iPad。另

外也有Android開放系統支援其他非iPhone的智慧型手機。不過業者還

是必須要開發更豐富多元的行動多媒體內容，因為若只著重經營國外

的行動多媒體內容，對國內消費者而言，遭遇立即的權益問題時，則

必須要透過國外的處理程序，反而花費更大的成本，如此一來容易使

消費者卻步。

一、中華電信行動多媒體之營運模式及新聞服務

目前手機電視的營運模式是由電信業者建立平台，提供各種不

同數位影音內容業者上架，再讓消費者透過手機下載，而中華電信的

emome手機網，以拆帳方式進行，只幫內容業者做代收服務，收取基本

費用。不像Apple與內容提供者維持30/70的拆帳方式，中華電信只能收

取網際網路的連線費用。

中華電信Hami所提供的服務內容有球賽等，不過這些節目授權費

高昂，所以消費者需額外負擔內容的使用費，但傳輸費則已經包含在

吃到飽的費率中，不再額外收費。其實來自消費者的內容使用費中，

大部分都是給電視公司等內容商，中華電信和電視台的拆帳比例，中

華電信大約收取20-2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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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手機電視內容營運模式部分，目前民視旗下的台灣手機電視

網是先整合所有電信業者的手機用戶，再與電視台談授權；而中華電

信則是向客戶收取固定費用，例如168元的台灣手機電視套餐，可以

觀賞22個頻道，另外也有同樣是168元的無限歡樂電視套餐，則是由

另外一家內容整合業者RealMa所提供。這兩家內容整合業者與中華

電信的合作完全屬於拆帳方式。不過手機電視的版權和電視不同，所

以民視許多轉播在手機電視上並不能播出。因此才另外提供由愛爾達

（ELTA）所提供的NBA、MLB等球賽的月租頻道。另外中華電信的子

公司春水堂，也有製作動漫等相關內容，不過僅限於在手機上播放，

並不在MOD平台上播放。

手機平台經營者的收入來源可分為三部分：

1.提供傳輸平台—如同入口網站一般，讓業者上下架，提供消費

者下載加值服務的機制，例如遠傳的i-Mode服務，起初只收取10%的收

入，其餘90%的收入給內容提供者。

2.傳輸費。

3.自製的內容與應用程式—例如中華電信需要付費購買的軟體「導

航王」、Hami Book，估計每天約有一萬人使用Hami書店。

中華電信在行動內容占行動數據服務之收入比例部分，簡訊占非

語音服務收入的40%，其他就是數據傳輸的收入。從整個營收大約101
億來看，語音和非語音分別占了85%與15%，然而，真正的影音內容服

務的收入所佔比例極少。未來行動內容若要成功，必須讓消費者願意

付費（石木標，2011）。

在新聞服務方面，中華電信行動服務Hami平台上，有免費的點

播、月租費的個別頻道及月租費的套裝組合，例如其「台灣手機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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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區」每月168元，可以看9個直播頻道（其中有三個新聞頻道，如

民視新聞台、非凡新聞台及東森亞洲新聞台）及13個編播頻道。Hami
的「無限歡樂電視特價區」月租費也是168元，可以看到9個直播頻道

（新聞頻道如中天新聞台、東森新聞台、東森財經台、中視新聞台）

及2個編播頻道。另外也有個別訂定的新聞頻道如東森新聞、東森財

經、中天、民視、非凡（每月99元），此外，也有民視或非凡提供的

單條電視新聞。文字新聞則是向中央社購買播放。

二、台灣大哥大行動多媒體之營運模式及新聞服務

台灣大哥大的行動上網服務類型可分為catch手機網、match手機

網、Android服務、BlackBerry服務以及iPhone服務。其中catch手機網

支援的是一般的手機3G上網的行動加值服務，例如時刻表的查詢、新

聞股市等生活資訊及線上購物等娛樂。另外，台灣大哥大還提供專屬

於智慧型手機的行動上網服務—match手機網，除了提供在catch手機網

裡最常使用的加值服務包括行動書城之外，更整合了適用於不同手機

平台的軟體服務。而目前match手機網可支援的手機平台有：iPhone、

Android、Symbian S60、Windows Mobile等。

而其中match手機網裡提供的「TV隨身看」是台灣大哥大的行動

電視加值服務，於2008年12月底開始推出，強調是國內費用最低廉的

月租門檻，並且採用20多國電信業者採用的Vidiator的影音串流平台，

動態調整影音品質技術讓用戶在觀看影音時，並不會隨著移動至頻寬

不足的基地台而中斷影片。在2009年底時，根據台灣大哥大的調查發

現，用戶觀看新聞頻道的收視比例約為30％，偶像劇頻道則大約為10
％。2010年1月時台灣大哥大申請「TV隨身看」的訂戶已破萬。TV隨

身看以月租方式收費，分別為「豪華型」與「經濟型」。豪華型每個

月月租費為199元，提供18個頻道，會員可觀看1000分鐘的節目內容。

經濟型月租費用為99元，提供13個影音頻道，會員可觀看149分鐘。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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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型可以看的新聞頻道包括中天新聞台、東森新聞台、非凡新聞台。

三、遠傳電信行動多媒體之營運模式及新聞服務

遠傳電信的3G多媒體影音服務提供兩種不同服務內容供使用者使

用，分別為「iSmart行動電視」與「遠傳行動電視」。兩種行動電視服

務的差別在於iSmart行動電視為特別針對智慧型手機平台開發之行動電

視服務，與遠傳行動電視採用之WAP瀏覽器介面收看影音服務之服務

方式不同。「iSmart行動電視」目前僅針對iPhone手機平台用戶開放服

務，主要特色為提供高品質影音內容以及更穩定的傳輸網路，同時支

援Wifi連網收看影音內容；既有的3G用戶本身也可以使用以WAP為瀏

覽介面的行動電視服務，並且擁有兩種行動電視套餐組合。

「遠傳行動電視」不僅支援iPad和Android Pad等裝置，還有iPhone
及Android智慧型手機。遠傳行動電視月租費為199元，可收視20個頻

道，包含中天新聞、東森新聞、非凡新聞、年代新聞等頻道，每月可

看2000分鐘。「遠傳行動電視入門包」月租費為99元，可收視4個頻

道，包括東森新聞、非凡新聞等頻道，每月可看300分鐘。

肆、手機報與行動多媒體

世界最早的手機報是由日本NTTDoCoMo公司於1999年2月推出的

I-mode服務。大陸在2001年就有以「短信」形式呈現的手機報，但是影

響力不大。2004年7月「中國婦女報彩信版」問世，可以算大陸第一份

的手機報（劉杰，2011）。據艾媒市場諮詢發佈的《2009-2010中國移

動互聯網閱讀市場狀況調查》預測，2010年手機報市場規模將達46億
元，2013年將突破百億大關（林春裕，2010）。在行動電視（或稱手

機電視）方面，2005年大陸上海文廣集團向廣電總局申請到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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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手機電視執照後，在手機電視上所播放的電視新聞也特別將字幕放

大以方便使用者觀看。

在台灣，手機電視平台的營運商主要有台灣手機電視、真實龍馬

及隨身遊戲。中華電信的平台與前兩者合作，台灣大哥大與遠傳則是

與隨身遊戲合作。《聯合新聞網》不只推出網路的影音新聞，也將其

文字與影音新聞在iPad平台免費供應（位明宇，2011）。《中國時報》

（旺旺中時）也在iphone平台提供新聞。傳統的電視媒體本身有設置網

站，也紛紛申請上App的平台，不過現階段只能免費提供。但是如果當

初沒有簽多平台或新媒體的約，外電或外製節目必須移除才能傳送。

例如華視2011年10月起上App平台，主要提供新聞及教學節目。華視也

有提供節目在中華電信的平台播放，對中華電信Hami平台則透過真實

龍馬提供兩個直播頻道，對在台灣大哥大及遠傳平台則透過「隨身遊

戲」提供排播的節目，沒有提供新聞（黃日春，2011）。華視也可提供

其自製的新聞給網路平台例如Yahoo、HiNet。《聯合報》的影音新聞

一天只有直播兩次，其他時間則是點播。剛開始只有在iPad平台提供免

費影音新聞。

截至目前為止，台灣並沒有專為行動平台打造的新聞媒體。不過

美國Yahoo網站為了拓展行動市場的版圖，於2011年2月宣布，將在行

動平台推出全新的客製化手機軟體，結合Facebook與Twitter等社群軟

體，提供手機用戶收取個人化的新聞資訊（李宜穆，2011）。目前在台

灣不論報紙、雜誌、廣播、電視都是將智慧型手機或平版電腦當作行

動平台，也陸續在APP平台免費提供其新聞及節目內容。只有在電信業

者的平台是透過月租費、電信業者與消費者的綁約或是套裝費用有一

些直接或間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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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行動新聞媒體的新聞價值與內容

傳統媒體的新聞價值是重要性、即時性、鄰近性、新奇性、趣味

性。行動媒體的新聞價值強調的則是即時性與互動性。台灣民眾多半

不願意在新媒體平台付費看新聞，因為網路上的新聞都不用付費，但

是對於有即時性的球賽、比賽或活動也許願意付少許的費用觀看。

台灣報紙在行動平台上的內容與網路上的新聞多半一樣。國際新

聞媒體剛開始看到行動媒體出現，也猶豫是否要提供不同的新聞內容

（Pavlik & McIntosh, 2006），但是國際也有規模大的媒體根據行動平

台的特性調整其提供的新聞。例如梅鐸曾在賈伯斯的遊說下在英國打

造了一份數位版的報紙《每日新聞》（The Daily）在iPad平台販賣，每

週訂閱費不到一美元（99美分）。在傳統電視方面，有些電視台因為

有播外電，如果沒有新媒體的播放權，就不能直播，必須將外電刪除

後才播出。對通訊社（如中央社）而言，新聞採取隨到隨發，所以其

即時新聞的特色很符合行動媒體的特性（戴光育，2011）。總之，台灣

傳統媒體與行動平台上的新聞差異化並不大，頂多另做編排。由於行

動媒體尚處於投資階段，傳統媒體剛開始也不可能撥太多人力及預算

在此平台。但是他們也知道這是必走的路。

一、Prosumer vs. 主流媒體 vs. 公民新聞 

在有災難或一些突發新聞時，民眾會將手機拍到的新聞掛到

YouTube網站，所以該網站也是其他新聞媒體的資料來源。例如日本

在2011年3月發生的地震海嘯，最快最多的新聞來源是來自社群網站。

至於臉書等社群網站也會見到有人將其當作新聞發佈或是分享新聞的

平台。例如2011年11月連勝文夫婦從大陸回台灣，一位不耐煩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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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稱飛機上有炸彈，於是造成飛機安檢遲飛。搭乘同班機的女星賈靜

雯用手機拍攝等候情形並傳到臉書上，又被傳統電視媒體翻拍報導出

來。有時候社群網站的訊息雖然不一定正確或欠缺深度，但是卻最快

最多。由於社群網站近年來大受歡迎，有些新聞媒體甚至也會派專人

固定經營社群網站，以達到宣傳行銷效果（戴光育，2011）。既然個

人或團體經營的社群網站或是部落格可以發揮新聞媒體傳布資訊的功

能，發佈消息的個人或團體也因此從消費者的角色變成新聞產製者

（prosumer）。

近年來手機拍照及攝影的功能大為進步，畫素與品質對網路媒

體而言還算可以接受。公共電視公民記者中也有人習慣用手機拍新

聞，但是並不是用手機發新聞，還是會用剪接軟體做一些處理後掛到

網站。公視每週也會選三則公民新聞在其新聞時段播放（王建雄，

2011）。其實如果是在網路上播放，公民記者如果用手機拍攝及上傳，

可以更省時及發揮行動媒體的效果。

陸、行動新聞媒體發展面臨的困難：

一般而言，行動內容成功的關鍵因素有：

一、網路的基礎建設：目前台灣Wi-Fi的覆蓋範圍有限，仍有很多

地方尚未覆蓋。網路的基礎建設很重要。然而，這一塊投資最多，但

一般人不會看到。

二、好用的終端介面：終端必須有user friendly的使用介面，這一

點iPhone已經創造出來。

三、合理的價格：價格要合理（affordable），讓消費者可以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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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豐富的內容：豐富的內容才能吸引消費者駐足觀看或使用。

五、行銷：行銷仍要繼續進行，沒有向消費者宣傳有哪些服務或

內容，他們就不會來申請。

六、好的定價策略：要聊解消費者心裡，推出消費者願意接受的

定價方式（石木標，2011）。

七、足夠的頻寬：3G的頻寬還是不如無線寬頻如Wi-Fi或WiMax。

台灣目前行動新聞媒體發展所面臨的困難如下：

一、頻寬

前面提到的行動內容的關鍵成功因素，對行動影音媒體而言，頻

寬最重要，如果頻寬太窄就無法看影音新聞。頻寬問題若能解決，才

能增加消費者的觀看意願，及促進更多的應用服務及內容。以iPad等

平版電腦而言，目前3G服務常無法使很多iPad上的影音內容下載。在

Wi-Fi或WBA（WiMax）覆蓋不到的地方，使用者就無法順利觀看影音

新聞。

二、版權

行動平台算是一種新媒體。有些影音媒體如果與國外簽約時沒簽

新媒體的約，就無法在行動平台上播放其實體的內容。此外，多半民

眾尚不願在新媒體平台付費，有些民眾即便願意偶而在App應用程式買

一些軟體，但是很少人願意固定花費收看直播新聞。尤其當App上可看

免費的直播新聞，民眾就更不願到行動電信業者的平台以訂閱方式收

看了。

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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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廣播先驅Lee de Forest在1916年就預言，將來行動電話也可

傳遞新聞與音樂。他認為行動新聞媒體經濟成本低，不會像報紙一樣

受到紙張漲價的影響（Pavlik & Mclntosh, 2006）。傳統媒體遇到行動

科技及平台多半是跟隨者，雖有些微額外收穫，尚不足以聘專門記者

只為行動平台使用者的特徵習性發稿，或推出客製化的原生內容，頂

多有人編輯或做後製處理。尤其電視台今後針對新媒體的版權要同時

簽訂，以免直播新聞時無法即時播出而需延後剪輯播出。美國Yahoo宣

布會為行動媒體打造客制化的新聞內容。但是台灣的行動媒體吸取過

去網路報失敗的經驗，在媒體眾多，經濟規模與廣告收入有限的情形

下，也無法有原生的行動新聞媒體或是為行動平台打造的客制化的新

聞內容。不過，當傳統媒體見到YouTube每日的行動上傳量呈現400%成

長，而Facebook更有超過3,000萬行動使用者的數字（Neville Meijers，

2010），對行動平台的經營也不敢再拖延。

柒、行動媒體對兩岸電訊傳播法規的衝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目前尚不准大陸的衛星頻道在有

線電視、中華電信的MOD或行動電話加值服務平台上架，大陸的廣電

總局也不允許台灣的衛星頻道在大陸的有線及電信平台上架。但是智

慧型手機或平版電腦例如iPhone或iPad的App應用平台及Android的平

台有付費軟體及免費軟體已經打破了地域或國家的疆界讓法規無法適

用。例如TVU的軟體，只要付4.99美元，就可看到全世界上千個頻道，

因此兩岸民眾只要買該軟體就可在iPhone或iPad的平台看到對方的頻

道。免費的軟體如「中國網路電視台」有很多大陸電視頻道以直播方

式提供新聞，例如中央電視台的新聞頻道，NCC無法管制到這一塊。

台灣的Radio Taiwan軟體照樣可讓全世界的人同步聽到台灣各電台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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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這些都說明了兩岸的電信傳播主管機關雖然不開放彼此的有線電

視系統或行動平台播放彼此的節目，但是手機上的部分，只要業者申

請到App上架，兩岸的主管機關也無可奈何。除了影音媒體外，平面媒

體例如報紙與雜誌要在App上架因為用的頻寬較少而更容易。大陸平常

即便有封鎖一些網站新聞媒體，但是只要該媒體到App上架，大陸的主

管機關也一樣管不到。

捌、行動新聞媒體未來的發展趨勢

手機不只用來打電話、聽音樂、看電視、上網、完遊戲，拍照，

甚至可當錢包，所以手機是平台，也是工具。有人稱手機為第五媒

體（在報紙、廣播、電視、網路之後），或是超級媒體，萬能終端。

行動媒體與傳統媒體是融合，而不是取代（朱海松，2008）。行動平

台、電信業者及新聞媒體的關係是互補、共存、競爭、互利。傳統媒

體都看到了行動媒體的機會，問題是投入的時機、預算與人力，及如

何評估風險與如何期待獲利。社群網站或部落格上的新聞有時可信度

會遭到質疑。新聞頻道透過免費或付費軟體可以超越國界，不過偶爾

也會衝撞當地政府規管的尺度。

行動媒體除了強調即時與互動外，未來是什麼樣的發展趨勢？根

據美國2011年10月份的一項報告，美國人有11%擁有平板電腦。53%的

人每天從平板電腦上看新聞。在平板電腦上看新聞的人已經有53%，

和使用電郵的用途接近（54%），打敗了社群網路（39%）的使用。新

聞媒體的品牌很重要，所以他們常去他們熟悉的媒體網站。這些受訪

者有57%過去的新聞來源是電視，59%是平面媒體，因此取代效果有產

生。14%直接付給平板，在沒有直接付費的受訪者中，21%的人願意付

5元看新聞，10%願意付10元。App在現階段雖然尚未成為民眾得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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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主要透過的方式，不過，有人預言，不久的將來，App就是媒體（朱

詣章，2011）。

結語

 當前行動媒體面臨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頻寬、內容與版權。就平

面媒體而言，國外已有媒體利用混合經營模式（免費+付費）向消費

者收費。就影音新聞媒體而言，版權是一個最先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但是即時與互動的特性則是行動媒體要掌握的重要原則。台灣行動上

網的人數在增加，上網的時間也在增加，上網場所也在增加。未來行

動媒體的潛力無窮。但是行動媒體價值鏈的每一環節都值得重視。台

灣因為市場規模不大，原生的行動新聞媒體不易單獨存在，如能搭配

實體，加強品牌，才能將新聞的產品一次生產，經過重新的組合或編

播，創造更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傳統媒體即便在獲利不明的情況下開

始投資行動媒體，不宜將內容全部直接移至行動平台，必須考慮行動

介面、頻寬與使用者使用的情境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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