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播影音新媒體發展趨勢 

h"ps://'.me/keynes.cheng	  Dr.	  Keynes	  Cheng	  Co-‐founder	  of	  LIVEhouse.in	  



從直播沙漠走到遍地開花見證台灣直播史 



合作超過 1000 個 B2B2C 直播成功案例 

更多參考範例：https://event.livehouse.in/partner/index.html 



=Streaming as a Service 

直播 x 影⾳音 
跨平台 
遞送 影⾳音portal 

訂閱 / Pay 
per View / 
Redeem 

電商導購 / 
連播廣告 



StraaS Partners  



賽事直播互動  



Yahoo! 拍賣直播 



趨勢講堂 



商周 Smart 智富自學網 



104 教室 



直播工作崛起 

1839 





影音消費習慣改變之快 







線上影音大戰正式開打 
●  14/1/1	  LIVEhouse.in	  開站	  

●  15/4/1	  Line	  TV	  上線	  

●  15/7/25	  17	  App	  開放下載	  

●  15/11/5	  遠傳 friDay	  影城上線	  

●  16/1/6	  巴哈姆特動畫瘋上線	  

●  16/1/7	  Ne?lix	  台灣開站	  

●  16/1/26	  Yahoo!	  推出影視聯播網 	  

●  16/3/22	  CatchPlay	  上線	  

●  16/3/28	  三立 Vidol	  開始試營運	  

●  16/3/29	  愛奇藝正式開起台灣站

●  16/3/31	  DailyMoMon	  進軍台灣	  

●  16/4/11	  天下雜誌	  video	  開站	  

	  

●  12/11	  myVideo	  上線	  

●  13/9	  麥卡貝上線	  

●  14/11	  酷瞧上線	  

●  14/12	  中華影視上線	  

●  15/3	  MimiCam	  上線（UP）	  

●  15/1	  	  辣椒愛菲卡TV上線	  

●  15/2	  LiTV	  上線	  

●  15/10	  4gTV	  上線	  

●  16/3	  CHOCO	  TV	  追劇瘋	  

●  14/8	  Amazon	  收購	  Twitch	  	  

●  16/4	  YT	  Gaming	  在台推出	  

●  16/4	  FB	  宣布人人可直播

	  

●  蘋果日報蘋果Live	  

●  東森新聞雲播吧BOBA	  

●  UDN	  TV	  

●  中天快點TV	  

●  LamigoTV	  

●  中信兄弟Brothers	  TV	  

●  CBPL	  TV	  

●  16/8/10	  KKTV	  開台	  

●  16/8/25中華電信FIZIKO上線	  

●  16/6/13	  C	  Channel	  進台灣	  

●  Live.me/MeMe/BigoLive/浪Live	  

●  中國影音平台大浪來襲



台灣使用者影音消費習慣 

「觀察亞洲各國網友造訪多媒體影⾳音類別
的使⽤用狀況中，台灣網友造訪影⾳音類別的
⼈人數超過1,100萬⼈人，⼈人數僅排名第6，不過
在到達率⽅方⾯面，超過91%的台灣網友造訪過
影⾳音類別，該⽐比例僅落後於中國，可⾒見台
灣影⾳音市場的發展相當成熟。⽽而台灣網友
平均瀏覽時間也超過3⼩小時，在亞洲市場排
名第	  7。」	   Source:	  cacfly	  



使用者行為改變 



從完整收看, 到破碎時段 



從完整收看, 到破碎時段 



從完整收看, 到破碎時段 



從被動收看, 到主動訂閱 

Source:	  VisStatsX	  
likeboy	  



從關注平台, 到關注個人 

Source:	  VisStatsX	  
likeboy	  



從被動收看, 到主動參與 

Source:	  VisStatsX	  
likeboy	  



我們要重新認識媒體 



影音不僅走向了分眾媒體 
 

影音互動則是更進一步走入了各行業
的商業邏輯�

�
影音不再是「傳統的影視產業」�

而是各行各業擴張服務體驗的環節  



電商 電玩 

教育 體育 

直播四大風口 



影音+電商（增值擴張） 



我只是想在網
路上賣個東
⻄西 ……... 

購物 + 數據 + 影⾳音 
 

網站 
商品 
物流 
客服 
廣告 

推薦引擎 
購物⾞車分析 
瀏覽⾏行為分析 

直播 
網紅 
聊天室 
節⺫⽬目製作 
VR / AR 

購物幼幼
班 數據購物 體驗式購

物 

購物進化史 



「⼤大陸天貓」雙11業績1207  億⼈人⺠民幣 



「⼤大陸天貓」雙11業績1682  億⼈人⺠民幣 



單場"上新"直播業績    2000 萬⼈人⺠民幣 
「淘寶第⼀一網紅」 



YAHOO! 拍賣，單⽇日業績成⻑⾧長  15倍 
	  



Amazon Live! 直播拍賣啟動！  



Facebook 拍賣直播橫行… 



中國電商廣告首超搜索 

來源 http://36kr.com/p/5074040.html 

據悉2016年電⼦子商務（以網絡購物為主）網站廣告營收達⾼高達871.1億元，同⽐比
增⻑⾧長近50%。阿裡巴巴旗下以淘寶、天貓為代表的電商媒體將持續領跑。	  



影音+電玩（增值擴張） 



影音+電玩（增值擴張） 



影音+教育（增值擴張） 



世界改變太快 



影音+體育（線上取代/擴張） 



影音+網紅（全新物種） 

PewDiePie	  年入	  1200	  萬美元！	  
目前粉絲訂閱數：52,419,823	   羅輯思維在微信的粉絲超過700萬；在優酷

⼟土⾖豆的總播放次數超過4.3億次；YouTube官
⽅方頻道粉絲超過12萬，播放次數將近1800
萬次；在之前的⾸首發平台喜⾺馬拉雅FM上，
關注⼈人數超過610萬、⾳音頻總播放次數超過
3.4億次。利⽤用「羅輯思維」的名氣，其推
出了⼀一個知識型的付費訂閱平台「得到」
app，⺫⽬目前⽤用⼾戶為321萬；羅胖個⼈人的訂閱
⽤用⼾戶就⾼高達24萬。羅輯思維也在2015年完
成B輪融資，估值⾼高達13.2億⼈人⺠民幣。	  

「亞洲統神」是國內知名電玩遊戲
實況主，在網路平台進⾏行《英雄聯
盟》遊戲實況，平均收看⼈人數逾
7000⼈人⾄至23000⼈人不等，是台灣實
況收看⼈人數最⾼高的實況主之⼀一，據
稱單靠玩遊戲⽉月收⼊入就⾼高達10萬元。	  

Source:	  蘋果⽇日報	  

Daiane	  DeJesus⼀一年賺	  1.5	  億！
目前粉絲訂閱數：8,735,727	  



影音+網紅 

PewDiePie	  年⼊入1200萬美元！目
前粉絲訂閱數：43,352,142	   ⺫⽬目前羅輯思維在微信的粉絲超過	  700	  萬;	  

YouTube的官⽅方頻道粉絲超過12萬;	  在之前
的⾸首發平台喜⾺馬拉雅FM上,	  關注⼈人數超過
610萬,	  ⾳音頻總播放次數超過	  3.4	  億次,	  排名
第	  2	  位的跟羅胖就有點距離了,	  只有	  210	  萬
⼈人關注;	  利⽤用「羅輯思維」的名氣,	  他們弄了
⼀一個知識型的付費訂閱App,	  ⺫⽬目前⽤用⼾戶為321
萬,	  羅胖個⼈人的訂閱⽤用⼾戶就⾼高達	  24萬,	  遠勝
排名第	  2	  位的李笑來	  9	  萬訂閱⼾戶。在2015年
完成了B輪融資,	  估值⾼高達13.2億⼈人⺠民幣。	  

「亞洲統神」是國內知名電玩遊戲
實況主，在網路平台進⾏行《英雄聯
盟》遊戲實況，平均收看⼈人數逾
7000⼈人⾄至23000⼈人不等，是台灣實
況收看⼈人數最⾼高的實況主之⼀一，據
稱單靠玩遊戲⽉月收⼊入就⾼高達10萬元。	  

Source:	  蘋果⽇日報	  

Daiane	  DeJesus⼀一年賺	  1.5	  億！
目前粉絲訂閱數：6,971,522	  



影音+網紅 

PewDiePie	  年⼊入1200萬美元！目
前粉絲訂閱數：43,352,142	   ⺫⽬目前羅輯思維在微信的粉絲超過	  700	  萬;	  

YouTube的官⽅方頻道粉絲超過12萬;	  在之前
的⾸首發平台喜⾺馬拉雅FM上,	  關注⼈人數超過
610萬,	  ⾳音頻總播放次數超過	  3.4	  億次,	  排名
第	  2	  位的跟羅胖就有點距離了,	  只有	  210	  萬
⼈人關注;	  利⽤用「羅輯思維」的名氣,	  他們弄了
⼀一個知識型的付費訂閱App,	  ⺫⽬目前⽤用⼾戶為321
萬,	  羅胖個⼈人的訂閱⽤用⼾戶就⾼高達	  24萬,	  遠勝
排名第	  2	  位的李笑來	  9	  萬訂閱⼾戶。在2015年
完成了B輪融資,	  估值⾼高達13.2億⼈人⺠民幣。	  

「亞洲統神」是國內知名電玩遊戲
實況主，在網路平台進⾏行《英雄聯
盟》遊戲實況，平均收看⼈人數逾
7000⼈人⾄至23000⼈人不等，是台灣實
況收看⼈人數最⾼高的實況主之⼀一，據
稱單靠玩遊戲⽉月收⼊入就⾼高達10萬元。	  

Source:	  蘋果⽇日報	  

Daiane	  DeJesus⼀一年賺	  1.5	  億！
目前粉絲訂閱數：6,971,522	  



「影音+」的媒體分眾年代 



OTT 企業化 

Source:	  VisStatsX	  
likeboy	  



影音+企業（各種延伸） 



線上影音大市場崛起 

By	  2018,	  84%	  of	  Internet	  Traffic	  Will	  Be	  Video	  Content	  /	  By	  2021,	  78%	  ⼿手機流量將來⾃自影⾳音	  



OTT 市場規模預測 2010 - 2021 

36.8B USD in 2016 
(Asia Pacific: 7.9 bn) 
 
 
64.8B USD in 2021 
(Asia Pacific: 18.4 bn) 



善用直播擴大企業品牌影響力 



直播前中後完整考量 

 
 
 
 

策略 01 
A.  合作夥伴合共同制定KPI 
B.  內容⾏行銷效益分析 
C.  社群互動效益分析 

企劃 02 
A.  主題活動 
B.  直播活動 
C.  客製節⺫⽬目 
D.  電競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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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客製節⺫⽬目執⾏行 
C.  電競賽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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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面活動宣傳 
C.  媒體聯播網 
D.  影⾳音廣告投放 
E.  網紅搭配 

直播 05 
A.  多站直播 
B.  直播活動執⾏行 
C.  跨平台直播合作 



企劃力 



直播節⺫⽬目
企劃矩陣 

主要⼈人選 主要⾏行動 

主要資源 

價值定位 觀眾關係 

播出渠道 

觀眾樣貌 

成本結構 獲得成效 

企劃名稱: 
____________
___ 

製作⼈人: 
____________
___ 

時間: 
____________
___ 

@	  Inspired	  by	  Business	  Model	  Canvas	  founder	  Alexander	  Osterwa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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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 分析搭配力 



創作者這麼多元 
我該怎麼選擇？ 



個人經驗推薦 

傳統做法 



有數據的支持會更好 



數據做法 



數據做法 



數據做法 



數據做法 



數據做法 

善用數據分析效果加倍 



KOL	  Radar

Cross	  PlaBorm	  

Keywords	  

RecommendaEon	  Engagements	  

Videos	  

Time	  



宣傳力 



為了有更高的觸及觀看⋯ 



多個平台同步直播之必要 



獨家多平台直播同步串流雲







可同步直播超過 10 個頻道/平台 



2017 momo 雙11超狂購物節 
9⼩小時⾹香堤⼤大道線下活動 x 線上直播 

雙11特輯



LiveBox 直播流量導流神器首次登場 

•  透過 Google GDN 創造最速最有效果直播導流 



LiveBox 直播流量導流神器首次登場 

•  透過 Google GDN 創造最速最有效果直播導流 

3000+ 同時在線！ 



製播力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國 是 會 議 全 國 ⼤大 會  



思 薇 爾 S W E A R 
2016「撩波」新品發表會 



SAMSUNG J7 Prime 

平均停留時間 
8’05” 

同時在線⼈人數 
3,000 ▲ 

觀看次數 
126,000 ▲ 

J上厲害 直播互動演唱會 



R AYA R K C O N 2 0 1 5 
雷 亞 嘉 年 華 



2 0 1 6  智 慧 晴 光 商 圈 
4 G 移 動 式 直 播 



N I K E B r e a k i n g # 2 

同時在線⼈人數 
2,000 ▲ 

觀看次數 
72,000	  ▲ 

網紅名⼈人百分百極限挑戰 



2015 橘⼦子 20 跨界無橘限 
20周年年會⼾戶外華⼭山直播 



2 0 1 6  柯 P 雙 城 挑 戰 
3 8 0 K M⾃自⾏行⾞車雙城挑戰 









總結 



總結 

•  網路串流收看逐漸成為主流趨勢 
•  行動裝置收看時數巨幅成長 
•  分眾媒體成為主流趨勢 

•  OTT企業化：各種產業服務的延伸 
•  OTT個人化：網紅 



總結 

•  建立自媒體：你的擴散/回歸基地 
•  行動裝置收看時數巨幅成長：短影音策略 
•  分眾媒體成為主流趨勢：社群拉動策略 

•  OTT個人化：網紅搭配宣傳策略 
•  建立參與感：社群互動、直播互動 



平台客製  

資源整合 

社群經營 

活動籌備 

現場執⾏行 

直播影音大小事，交給LIVEhouse.in 



直播、網紅、短影音 
直播影音全覆蓋解決方案 



期待您成為我們下⼀一個成功案例 

Enable Your Online Video  Business 

mkt@livehouse.in 
keynes@livehouse.in 

https://fb.me/keynes.c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