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 推出 Oculus Go 配合多項 VR 內容推出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配合在F8上宣布的Oculus Go發布，Facebook也一併推出了配合
的多項VR社交互動與內容，包含可以和好友在虛擬空間中社交聚
會的「Oculus Room」，和透過VR參與演場會、運動比賽、電
影劇場的「Oculus Venues」，以及與Hulu等多家影音串流品台
合作的「Oculus TV」，試圖透過豐富的VR內容為硬體設備增加
吸引力，打造完整VR生態。

資料來源：Oculus（2018-5-1）
https://www.oculus.com/blog/oculus-go-available-now-our-best-vr-optics-in-our-first-standalone-vr-hea
dset/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Facebook 宣布與 RED 合作專業級攝影機 強化 VR 內容製作
Facebook 在 F8 大會宣布與專業攝影品牌 RED 合作，打造可拍
攝 6 個角度、支援 3D 影像或 360 度環景的專業級攝影機，以強
化 VR 內容製作，為娛樂和藝術領域的製作人們提供更高的擬真
度與更輕鬆的創作體驗。

資料來源：the verge（2018-5-1）
https://www.theverge.com/2018/5/1/17308694/facebook-oculus-red-camera-partnership-vr-6dof-immersi
ve-film

Facebook 為 Instagram 添加新 AR 功能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Facebook 在 F8 大會介紹了 Instagram 的一系列新功能，包含
讓創作者設計獨特 AR 表情濾境和貼圖的「AR Studio」，建立紛
絲與 Instagrammer 之間更具連結與互動性的拍攝體驗。另外也

推出視訊聊天功能。

資料來源：Instagram（2018-5-1）
https://instagram-press.com/blog/2018/05/01/new-ways-to-share-and-connect-on-instagram/

Google AR Core 更新 實現多人共享 AR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Google 在 I/O 大會上介紹了 AR Core 的升級，包括能夠更廣泛
識別真實世界文本或物體的 Google Lens 功能，比如將鏡頭對準
菜單上不認識的品項，就會出現該食物的圖片及資訊；或者對準
衣服，則可以找到該商品的資訊。另外，還有實現了多人同時共
享的 AR 內容的 Cloud Anchors，如果用戶開啟同一款 AR 應用，
擴增實境物件會同時顯示在手機螢幕上，可以與朋友一起裝修房
屋、玩遊戲。

資料來源：Google（2018-5-8）
https://www.blog.google/products/google-vr/google-lens-real-time-answers-questions-about-world-arou
nd-you/
https://blog.google/products/google-vr/experience-augmented-reality-together-new-updates-arcore/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Google Tour Creator 打造自己的 VR 旅行
Google 過去曾發布允許學生在家遊覽名勝古蹟的
「Expeditions」，現在則在 I/O 大會上介紹了可以配合 google
街景服務，或直接拍下 360 度照片加以製作的「Tour Creator」，
讓學生或教育機構上傳自己的獨家景點，完成一場 VR 導覽，作
品也可以上傳到 google 的 3D 物件內容庫平台「Poly」上。

資料來源：google（2018-5-9）
https://www.blog.google/topics/education/tour-creator-schools-vr/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Google Maps 加入 AR 街景導航
Google 在 I/O 大會上為 Google Maps 介紹了一系列更新，其中
利用 AR 的 Street View 功能，用戶只要將手機對準接到，地圖
就能即時以生動的擴增實境影像為用戶指路，也能辨識出周遭的
建築地標，告訴用戶眼前的那棟建築是什麼。

資料來源：The Verge（2018-5-8）
https://www.theverge.com/2018/5/8/17332480/google-maps-augmented-reality-directions-walking-ar-str
eet-view-personalized-recommendations-voting

Facebook 利用 Instagram 標籤訓練 AI 辨識圖片
【人工智慧/大數據】

Facebook 在 F8 大會上表示，正利用 Instagram 平台上使用了
超過 17,000 個 hashtag 標籤的 35 億張公開照片為基礎，訓練

機器識別圖片，在測試中達到了 85.4%的準確率，優於業界水準。

資料來源：Facebook（2018-5-3）
https://code.facebook.com/posts/1700437286678763/

【人工智慧/大數據】

Facebook 機器學習利用 2D 照片構築 3D 空間
Facebook 在 F8 大會示範，透過機器學習，AI 可將多張在同一
地點、不同視角拍攝的照片，擷取當中數據，產生遠近空間效果，
進而構築完整周遭環境。例如，可以利用多張小時候家中的照片，
在虛擬空間中重建小時候的家。

資料來源：VR Focus（2018-5-1）
https://www.vrfocus.com/2018/05/oculus-recreates-your-childhood-home/

【人工智慧/大數據】

Google 新聞服務改版 加入 AI 即時整合新聞主題
Google 在 I/O 大會上宣布旗下新聞服務的重大改版，加入最新
AI 與機器學習技術，能夠即時分析新聞故事，理解當中的人事時
地物，依照時間軸為讀者組織、建立更完整的新聞內容閱讀體驗。
另一方面，也加入個人化的精選推薦，以及快速從不同新聞、評
論來源，為單一主題建立多面向報導的「Full Coverage」功能。

資料來源：Google（2018-5-8）
https://blog.google/products/news/new-google-news-ai-meets-human-intelligence/?utm_source=tw&ut
m_medium=feed&utm_campaign=io18

【人工智慧/大數據】

Google 智慧輔助撰寫 email
Google 在 I/O 大會上介紹了 Gmail 的新功能「Smart
Compose」，幫助用戶快速草擬電子郵件，從開頭問候語到結尾
祝福語，在打字時提供建議用語選項。不但能降低重複用語，也
會根據脈絡情境推薦不同句子，例如在周五的信件結尾推薦「周
末愉快」！

資料來源：Google（2018-5-8）
https://blog.google/products/gmail/subject-write-emails-faster-smart-compose-gmail/

【人工智慧/大數據】

Google Photos 讓黑白照變彩色
人們每天透過 Google Photos 瀏覽 50 億張照片，Google 在 I/O
大會上介紹了一系列基於機器學習的 Google Photos 新功能，包
含利用臉部辨識將照片發給圖中的朋友、一鍵隱藏相簿中的所有
螢幕截圖等等，另外也能智慧調亮照片，並積極推出將黑白照變
彩色的功能。

資料來源：Google（2018-5-8）
https://blog.google/products/photos/take-action-sharing-editing/

【人工智慧/大數據】

伊利諾州大學新研究 機器學習重建黑暗照片
Intel 和美國伊利諾州大學香檳分校的新研究，透過機器學習，利
用 5,094 組分別曝光不足和適當曝光的照片作為數據庫，讓在極
低光源環境下拍攝的照片，能夠提高亮度並重新進行顏色校正。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Illinois
http://web.engr.illinois.edu/~cchen156/SID.html

【人工智慧/大數據】

會作畫譜曲的 AI 機器人 與廣州劇院合作推出舞台劇
南方報業旗下「智媒雲圖」公司的 AI 機器人「琥珀」（Wonder
Hooper），過去已經學會自己作畫、譜曲，現在宣布與廣州大
劇院合作，推出首部原創 AI 機器人舞台劇《To Be Wonder》，
雙方希望透過此次合作達成科技與藝術的融合。

資料來源：智媒雲圖、搜狐科技（2018-4-26）
https://mp.weixin.qq.com/s/9PbYKOtYj2X5Kic8-JPLUA
http://www.sohu.com/a/229611161_299906

【人工智慧/大數據】

Ticketmaster 投入臉部辨識 人臉識別杜絕黃牛
票務平台 ticketmaster 母公司 Live National Entertainmemt 宣
布投資臉部辨識公司「Blink Indentity」，未來希望以人臉識別
取代實體演唱會門票，一方面增加進出場效率，另一方面也能達
到杜絕票券黃牛的效果。

資料來源：Ticket News（2018-5-7）
https://www.ticketnews.com/2018/05/ticketmaster-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

【版權】

Sony Music 買 Snoopy 取得 39%股份
Sony 旗下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宣布從加拿大公司 DHX
Media 手中購入 Peanuts Holdings 的股份，Peanuts Holdings
擁有卡通人物 Snoopy 的版權。DHX Media 原本持有約 8 成股
份，另外兩成則由作者家族持有；現在 DHX Media 股份降到 41%,
由 Sony 持有 39%。

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2018-5-14）
https://www.nytimes.com/aponline/2018/05/14/world/asia/ap-as-japan-sony-peanuts.html

【版權】

中國愛奇藝與美國 FilmNation 合作 獲未來三年獨家版權
在坎城電影節期間，中國影音串流平台愛奇藝宣布與美國獨立製

片與發行公司 FilmNation 達合作協議，愛奇藝將獲得
FilmNation 未來三年獨家線上版權。

資料來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2018-5-9）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cannes-filmnation-strikes-output-deal-chinese-streamer-iqiyi-1
110080

【版權】

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指小米侵權 索賠 32 萬人民幣
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近期在北京地方法院起訴小米音樂 app，指
其違法傳播音樂作品構成侵權，要為涉及的 10 首作品索賠 32 萬
人民幣。

資料來源：新浪科技（2018-5-11）
http://tech.sina.com.cn/i/2018-05-11/doc-ihamfahw3149825.shtml

【新媒體/商業模式】

Google 更新 YouTube 應用程式 加入時間提醒功能
Google 在 I/O 大會上宣布了多項 YouTube 相關的更新，包括讓
用戶設定連續觀看影片達到特定時長後的休息時間，並計畫讓用
戶可以查閱自己的影片瀏覽時長，進而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時間。

資料來源：google（2018-5-9）
https://productforums.google.com/forum/#!topic/youtube/EuWfsap2vpY

【新媒體/商業模式】

Apple 與 Buzzfeed 合作 獲紀錄片搶先首播權
Buzzfeed 的紀錄片系列《Future History: 1968》
，之首三集將搶
先一星期在 Apple News 平台獨家播映，其後才會在 Facebook
Watch、Twitter、YouTube 等服務上架，甚至比 Buzzfeed 自家
平台還要早。Buzzfeed 表示，影片在 Apple 平台第一周即獲數
十萬瀏覽次數，優於其他平台。

資料來源：Digiday（2018-5-4）
https://digiday.com/media/buzzfeed-news-premiered-show-apple-news-facebook-youtube-twitter/

【新媒體/商業模式】

迪士尼與 twitter 達成協議 將在 twitter 獨家直播節目
Disney 宣布與 twitter 合作，將在 twitter 平台上獨家直播包含旗
下 ESPN 的體育類節目等。這項協議一方面為 twitter 充實了內
容庫，另一方面也讓作為傳統媒體的迪士尼擴展了其在網路新媒
體平台的影響力。

資料來源：彭博社（2018-4-3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4-30/disney-twitter-team-up-to-create-content-for-soci
al-network

【新媒體/商業模式】

Billboard 串流播放排行榜 增加付費播放比重
由於串流播放的影響力已經超越電台播放和數位銷售，作為全球
指標的流行音樂排行榜 Billboard，宣布調整排行榜的計算公式，
提高付費串流音樂的權重。

資料來源：Billboard（2018-5-1）
https://www.billboard.com/articles/news/8427967/billboard-changes-streaming-weighting-hot-100-billbo
ard-200

【新媒體/商業模式】

網易雲與 Sony 合作 走向線下 live 市場
網易雲音樂與 Sony Music 宣布最新合作計畫，將聯手打造十場
「雲豆現場」
，期望在線下市場成為有影響力的 live house 品牌，
讓觀賞 live 表演成為未來常態娛樂。

資料來源：中國信息產業網（2018-4-25）
http://www.cnii.com.cn/internetnews/2018-04/25/content_2057591.htm

【新媒體/商業模式】

在唱片行拍下專輯封面 即可連接 Spotify 試聽
「Record Player」這款網頁應用程式，讓用戶在逛實體唱片行的
時候，只要拍攝封面照片，透過 Google 圖片內容分析，在自動
辨識出專輯之後，就能連接到 Spotify 所提供的試聽。

資料來源：Engadget、Record Player（2018-5-4）
https://www.engadget.com/2018/05/04/record-player-app-image-based-spotify-search/
http://record-player.glitch.me/auth

【新媒體/商業模式】

Google Pay 加入數位票券服務
Google 在 I/O 大會上宣布為 Google Pay 新增更多功能，其中
包括交通與活動票券的服務，未來透過 Google Pay 除了能購買
機票，也能購買喜愛的運動賽事或演唱會門票，並支援現有優惠
和會員卡等，透過 app 就能進行數位化管理和使用。Google Pay
已經在全球 18 個國家獲得 1 億次下載。

資料來源：TechCrunch（2018-5-10）

https://techcrunch.com/2018/05/10/google-pays-app-adds-boarding-passes-tickets-p2p-payments-andmore/

【其他】

全球首座數位藝術博物館 將於東京台場開幕
全球首座專門展示數位藝術的設施「MORI Building DIGITAL
ART MUSEUM: teamLab Borderless」，預計 6 月將於東京台場
正式開幕，場館面積達 10,000 平方公尺，館內並設置有 520 台
電腦和 470 台投影機。其中，也曾於台灣開展的「teamLab」數
位藝術團隊，將在此常設 40 件作品。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2018-5-6）
http://asahichinese-f.com/travel/news/11519245

【政策情報】
英國-總理辦公室

政府宣布 300 萬英鎊的基金 資助北部核心城鎮的創意計畫
首相辦公室宣布投入新的 300 萬英鎊資金，用於資助「Northern
Powerhouse」北英格蘭經濟成長計畫區域內的文創組織，計畫
的核心城鎮包括曼徹斯特、利物浦、雪菲爾等地，除了藉此培育
並擴展倫敦以外充滿活力和多樣化的音樂場景以及不同創意產業
發展外，也支援當地社區展開如：以戲劇增進兒童的閱讀能力、
為殘疾人士或老年人開設藝術工作坊等文化項目。

資料來源：（2018-5-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m-announces-3-million-to-support-creative-projects-in-the-n
orthern-powerhouse
https://www.ukmusic.org/news/uk-music-welcomes-3-million-to-support-creative-projects-in-northern
-powerh

科技產業與政府協議投入 10 億英鎊 支持人工智慧發展
政府與超過 50 家公司和組織價值 10 億英鎊的協議，將投入支持
【政策情報】
英國-文化傳媒及體育部

英國人工智慧產業發展。協議包括：
-8,000 位電腦科學師資的訓練資金
-在 2025 年將有 1,000 名由政府資助的 AI 領域博士人才
-建立價值 900 萬英鎊的世界第一個數據倫理中心

資料來源：（2018-4-2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tech-sector-backs-british-ai-industry-with-multi-million-pound-inv
estment--2

廣電總局問責「快手」等影音網站後 多家平台主動整改
廣電總局大動作問責「今日頭條」、「快手」等熱門內容平台後，
【政策情報】

多家影音網站如「微博」、「秒拍」、「騰訊」、「優酷」、「愛

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奇藝」等均主動進行清查管理，共下架 150 萬則影音，查封 4 萬
帳號，關閉 4 千多直播間，查禁 2 千多直播主，並刪除訊息 1,350
多萬條。

資料來源：（2018-5-10）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2/375732.shtml

「中國經典民間故事動漫創作工程」劇本研討召開
【政策情報】
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在第十四屆中國國際動漫節活動期間，廣電總局同時召開了對於
「中國經典民間故事動漫創作工程」第一期的兩部重點扶持作
品，
《大禹治水》和《愚公移山》的劇本研討會，期望完成經典再
製。

資料來源：（2018-5-8）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2/37474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