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108 年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
摘錄
電視內容產業

辦理機關：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一、產業調查範疇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第 10 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電視內容產業屬
行業標準分類中的「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業」(5911)、「影片及電視節目發行業」
(5913)、「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6020)、「有線電信業」(6101)、「無線電
信業」(6102)、「其他電信業」(6109)。本次調查範疇包括電視節目製作、線上
影片及節目製作、電視節目發行、電視頻道、電視平台及線上影片播送等，分述
如下：
(一) 電視節目製作：屬「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業」(5911)，定義為從事電影、電
視節目、廣告影片等製作之行業。
(二) 線上影片及節目製作：屬「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業」(5911)。
(三) 電視節目發行：屬「影片及電視節目發行業」(5913)，定義為從事電影、電
視節目及其他影片之發行權取得，並發行電影片及光碟影片等之行業；取得
影片版權並授權他人發行，或從事影片版權買賣亦歸入本類。
(四) 電視頻道：屬「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6020)，定義為從事電視頻道節目
編排並透過公共電波或第三者（電信業者）傳播影像及聲音，供公眾收視之
行業。電視頻道節目可採外購影片或自製影片（如地方新聞、現場報導）之
方式取得；從事取得完整電視頻道節目並授權他人播送亦歸入本類。
(五) 電視平台：屬「有線電信業」(6101)，定義為從事以有線電發送、傳輸或接
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及其他有線電信相關服務之行業；透過提
供有線電信傳輸服務，將電視頻道節目有系統地整合並傳送至收視戶亦歸入
本類；亦屬「無線電信業」(6102)：從事以無線電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
信號、文字、影像、聲音及其他無線電信相關服務之行業。
(六) 線上影片播送：屬「其他電信業」(6109)，定義從事 6101 及 6102 細類以
外電信相關服務之行業。
二、產業發展趨勢
(一) 技術面：
1. 4K 影像等解析度提升成為趨勢。
2. 多螢互動、導購，以及新媒體數據應用於線上播送平台等技術的導入，則
影響內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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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才面：
1. 製作人才轉往大陸發展，人才流失，製作公司、創作者亦有為中國大陸代
工之現象。
2. 相關科系人才投入意願低，以及新舊媒體製作觀點的矛盾，也成為產業課
題。
(三) 製作面：製作經費短缺，製作成本增加，資金來源須多方整合才能支撐。
(四) 國內市場：
1. 平台競爭加劇，包括有線電視系統的跨區競爭，使市場動盪，OTT 等新媒
體平台的加入，亦影響既有產業結構。
2. 整體產業朝向集團化、整合式經營發展。
(五) 海外市場：海外市場萎縮、影響力下滑，我國節目製作內容難與國際水平競
爭。
(六) 內容發展端：電視劇題材類型多元嘗試，電視頻道業投入自製戲劇節目比例
增加，也開始嘗試新的製作模式。
(七) 消費端：觀看媒介及內容皆走向分眾化，觀眾亦會透過網路同步關注海外節
目。
三、人才量化供需推估
由於電視內容類型相當多元，包含電視劇、綜藝、新聞、紀錄片…等，其對
應所需人才不盡相同，本文以當前最具海外市場發展性，以及影視政策著力重點
的「電視劇專業人才」為主要推估標的。
以下提供 106-108 年電視內容產業中，有關「電視劇專業人才」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推估結果，惟推估結果僅提供未來勞動市場供需之可能趨勢，並非決定
性數據，爰於引用數據做為政策規劃參考時，應審慎使用；詳細的推估假設與方
法，請參閱報告書。
整體而言，根據相關系所畢業生人數，以及未來電視劇製作時數需求推估，
加上電視產業專業化分工需求，106-108 年電視劇人力供需數量均有所成長，依
推估結果，每年平均新增需求為 326~398 人、每年平均新增供給為 411 人，整
體而言，電視劇製作人才供需尚屬均衡，無明顯人力缺口存在，惟產業普遍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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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有需求缺口，主要供不應求的壓力來自於中國大陸因素，使既有產業資
深人力不斷流失，新進人員遞補除了數量問題外，尚存在素質上的斷層；此外，
對於「跨界企製人才」、「跨平台數據分析」、「新科技技術應用專業人才」等
因應新媒體環境發展的職缺亦有較大的缺口。
景氣
情勢
樂觀
持平
保守

106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389
354
359
319

107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398
362
431
326

單位：人
108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408
371
444
334

註：持平=依據人均產值計算；樂觀=持平推估人數*1.1；保守=持平推估人數*0.9。
資料來源：文化部影視局(2016)，
「影視內容專業人力供需概況-第一部分、電視內容專業人力供需概況」
。

四、欠缺職務之人才質性需求調查
以下摘述電視內容產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詳細之各職類人才需求條件
彙總如下表：
(一) 電視內容產業所欠缺之人才類型包括：電視戲劇海外行銷人員、電視戲劇編
劇人員、電視節目及戲劇製作企劃人員、電視節目及戲劇導演人員等 4 項職
類人才。
(二) 在學歷要求方面，各職類均需大專學歷；在科系背景方面，除企劃人員不限
科系外，主要以廣播電視學系為主，其中編劇與導演以電影及戲劇等學歷背
景為佳；此外，編劇主要係撰寫劇本，因此文學相關學歷亦可，而行銷人員
則以商管行銷類科尤佳。
(三) 在工作年資要求方面，各職類均需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其中電視戲劇海外行
銷人員、電視戲劇編劇人員、電視節目及戲劇製作企劃人員均需有 2-5 年工
作經驗，而電視節目及戲劇導演人員則需至少 5 年以上的工作經驗。
(四) 在招募難易度上，業者普遍認為編劇之招募較為困難，特別在於人員素質，
其餘 3 項職類雖於人員招募的數量上，並無困難，但卻亦面臨素質問題，尤
其是企劃、剪輯等與內容製作直接相關的職務；另一方面，除海外行銷人員，
因其職務性質具海外攬才需求，其餘 3 項職類暫無海外攬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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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之
人才職類

工作內容簡述

人才需求條件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電視戲劇 電 視 戲 劇 之 國 內 / 海
海外行銷 外 / 新 媒 體 平 台 之 版
人員
權販售，以及跨平台
媒體整合行銷能力。
電視戲劇 電視戲劇之劇本編撰
編劇人員

招募
工作
難易
能力需求
年資
1. 外語能力
2-5 普通
2. 流行文化及趨勢掌握能力 年
3. 數位匯流媒體市場掌握、
獲利模式估算能力
1. 劇本寫作
2-5 難
2. 創意構想與實踐
年

大專/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320301)
行銷與流通(3408)
大專/
戲劇學系(210501)
電影學系(210601)
廣播電視學系(320301)
文學相關科系(2201-2204)
電視節目 電視節目創意構想及 大專/
1. 創意構想與實踐
及戲劇製 執 行 、 戲 劇 節 目 製 不限
2. 流行文化及趨勢掌握能力
作企劃人 作，以及跨平台多元
3. 數位匯流媒體市場掌握、
員
媒體製作整合能力。
版權估價及議價能力
電視節目 電視節目創意構想及 大專/
創意構想與實踐
及戲劇導 執行
戲劇學系(210501)
演人員
電影學系(210601)
廣播電視學系(320301)

海外 職能
攬才 基準
需求 級別
有
2

無

--

2-5 普通
年

無

--

5 年 普通
以
上

無

--

註：(1)上表代碼依據教育部「學科標準分類」填列。
(2)本表基本學歷分為高中以下、大專、碩士以上；工作年資分為無經驗、2 年以下、2-5 年、5 年以上。
(3)職能基準級別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 平台，填寫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之職類基準級別，俾了解人才能力需
求層級。
「--」表示其職類尚未訂定職能基準或已訂定職能基準但尚未研析其級別。
資料來源：文化部影視局。

五、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以下為業管機關就其調查結果，所綜整出的人才問題及其相關因應對策。
人才議題
因應對策
製 作 人 才  推動並引進國際知名專業人士擔任客座師資：
轉往大陸
目前韓國及中國大陸均重金聘請國外頂尖產業專業人士進行研習交流，我國不僅人才供需出現缺
發展，相關
口，創新與專業能力也需要進一步提升並與國際接軌，故建議可鼓勵學校或業者邀請國外專業人
科系人才
士來臺授課。
投 入 意 願  加強引導畢業生與業界接軌：
低，面臨人
根據業者指出，大專院校傳播相關學系之功能主要在於培養學生對於該產業的基本知識技能及工
才斷層。
作態度，而實際專業操作、應用等技巧則需透過實務工作過程學習。為加速畢業生與業界接軌，
建議一方面在大專院校廣電影視相關系所認定畢業製作的形式可以多元化（如企業實習等），一
方面提供相關資源補助業者在職訓練課程，減緩專業人才斷層的困境。
 擴大培養編劇人才，並協助其連結產製環境：
臺灣每年都有許多優良劇本得獎作品，主管機關也規劃媒合環節鼓勵拍攝，不過，部分得獎作品
受限於臺灣影視製作環境及資源，可拍性相對較低，著實可惜。若能使得獎編劇更了解我國影視
內容製作環境之相關發展概況，並培養其撰寫腳本能力，將有助國內在創作端劇本的來源。長遠
思考編劇人才的養成，國內大專院校的編劇相關課程大多只在傳播相關及戲劇相關科系內有一兩
門課，有別於四年的專業訓練，因此建議鼓勵大專院校之傳播學院與文學院合作開設編劇課程或
置辦相關學程，培養有志於文學創作之學生的劇本編寫能力，藉助其深厚的文學涵養底蘊，有助
於我國影視內容的發展。
資料來源：文化部影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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