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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時代的轉變
《壹週刊》紙本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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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創辦

行政中心／28824564轉2356

1982年11月1日校內創刊

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學術研討會

結合社群媒體與科技
帶動跨領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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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日登記出版

承辦IVS亞洲科技盛典
橘子公關搶進國際市場

銘傳61周年-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學術研討會

李銓
校長

：教學創新與跨域學習是未來基礎
記者林文秀／報導

銘傳大學61周年校慶研討會台北校區開幕式，從左至右為傳播學院院長倪
炎元、樊中原秘書長、法律學院院長劉秉鈞。 （圖／紀華偉、文／林文秀）

為慶祝銘傳大學61周年校慶，「銘傳
大學2018追求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16
日舉行開幕式。銘傳大學校長李銓提
到，為追求教學卓越，教學創新與跨域
學習是銘傳大學因應未來的基礎。
校慶以「數位學習與智慧校園」為主
題，在五個校區盛大舉行，各式慶祝
活動將熱烈展開，由研討會首先揭開序
幕。李銓在致辭中表示，誠摯歡迎國內
外學者及各界貴賓，期盼本次研討會能
激發大家創作靈感，打破瓶頸的大門。
開幕式以視訊方式在台北、桃園、基
河、金門四個校區同步進行。桃園校區
由校長李銓坐鎮，在台北校區、基河校
區、金門校區則分別由秘書長樊中原、
管理學院院長黃旭男、金門分部副主任
陳仁偉坐鎮。
本次研討會，將有12個學院，共27
組，612篇論文，45場專題演講，同步

在台北、桃園、基河、金門四個校區
發表。桃園校區從3/16至5/11，共16
組，12位來自英、美、日、中、泰等
發表人，將發表451篇論文；台北校區
3/16至3/30，共3組，將發表53篇論
文；基河校區3/16至7/18，共6組，將
發表108篇論文；金門校區3/16共2組，
以專題方式進行。
傳播學院主辦的「2018數位科技與媒
體新趨勢學術研討會」，共22篇論文，
發表內容包含廣告行銷、數位科技、媒
體生態等主題。探討議題廣泛，涵蓋電
視、廣播、AR、網際網路、整合行銷等
方面，共計有來自銘傳、輔仁、世新、
臺大、真理、台藝大、新北市動畫故事
館、大同、耕莘專校等42位發表人共同
參與，深入探討現今數位科技之發展，
以及媒體新趨勢之現狀與未來。
（相關報導見第三版）

《壹週刊》紙本4/5停刊 壹傳媒大縮編
記者何省緯／報導
紙媒寒冬，香港壹傳媒公司在台的紙媒都傳
出壞消息。記者21日向《蘋果日報》求證，確
定《壹週刊》會於4月5日停止紙本發行，岡山
印刷廠也將關廠，而《爽報》則會繼續發行。
據《上報》15日報導指出，台灣《壹週刊》
繼香港《壹週刊》14日停刊後，4月4日也即將
發行最後一期，日後將全力發展網路媒體，且
裁員1/3以上。台灣《壹週刊》社長邱銘輝接

余志偉拍攝年輕人從事農藥代噴工作的照片，為系列照片第一名
的其中一幅作品。 （圖／台灣新聞攝影大賽網站、文／蕭咏詩）

台灣新聞攝影大賽

銘傳校友余志偉獲年度最佳攝影記者
記者周芸／報導
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舉辦的「2018台灣新聞攝影大賽」於18日進行
評審。《報導者》奪7項大獎，余志偉獲年度最佳攝影記者。鏡週刊
獲得新聞人物類首獎等7項殊榮，蘋果日報則獲5項大獎。
評選開放民眾現場參與，實際了解評審情況。今年的參賽作品內容
豐富，直至近晚上11點才確定得獎者。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校友，現任
《報導者》攝影記者的余志偉獲選為年度最佳攝影記者，他的多項作
品也同時獲獎，包括：系列照片第一名、肖像類第一名、突發新聞第
三名、圖文特寫類優選及自然環境與科技類優選。
今年共有1473件參賽作品，85位來自台灣、香港、中國的新聞工作
者一同競逐。其中藝術文化與文化新聞及突發新聞類第一名從缺。
評審團主席區國強表示，比賽中有許多精釆作品，但相對來說，少
了一些使用比較大膽、經過精心的影像訊息設計的作品，或不侷限於
傳統新聞攝影拍攝方式的影像。
其他評審包括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郭力昕、世新大學傳播學院講
師何叔娟、公共攝影圖書館Lightbox負責人曹良賓及自由攝影工作者
李開明。

受《上報》訪問時候，證實裁員一說，不過是
否有達到1/3以上，還在統計中。
《上報》16日相繼報導，黎智英15日與台灣
《蘋果日報》的主管宣布三大重要事項，分別
為《爽報》會在19日停刊、台灣《蘋果日報》
裁員20%及岡山印刷廠收掉。但《蘋果日報》
社長陳裕鑫接受《中時電子報》訪問時，駁斥
沒有這三件事情。
（相關報導見第二版）

電商高峰會 朱立倫：共打造電商之都
記者陳宜秀／報導
今年全國最盛大的電商活動「2018 台灣
B2B電商高峰會暨十大網商決賽」14日起舉辦
了為期兩天的盛會，邀集兩岸電商專家及跨產
業指標性外銷業者，為企業剖析電商發展趨勢
及分享實戰秘訣，盼能透過經驗交流分享，帶
領新北企業翻轉外貿新思維。新北市長朱立倫
表示，期望讓「新北市、新製造、新外貿」共
同站在一起，讓企業走入電商時代，共同打造
電商之都。
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場台灣暨香港總經理傅
紀清表示，台灣在過去這近五十年深厚的貿易
基礎下，中小型企業不管在加工製造、國際貿
易，甚至是產品服務等等，都有具備相當的優
勢，而如何改變思維，通過互聯網及數據是最
好的方式。
阿里研究院高級顧問梁春曉也蒞臨現場，與
大家分享互聯網時代的商業變革，他表示，企
業想在新電商浪潮下屹立不搖，要留意三大要
素，包括雲端、數據、共享，也提到現今新經
濟的模式已慢慢走向「三位一體」，分別是微
經濟、共享經濟與平臺經濟。

新北市長朱立倫與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
場台灣暨香港總經理傅紀清互贈感謝狀。
（圖／新北市政府、文／陳宜秀）
本次電商高峰會，兩岸專家及成功業者雲
集，也邀請到台灣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專任特聘
教授盧希鵬專家講解C2B新商業模式。
高峰會也邀集指標性的外銷業者群，分享經
營跨境電商的絕活，幫助與會企業掌握電商新
趨勢，進而翻轉傳統思維並發揮潛力，一起走
入電商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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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
免費報《爽報》
正式創刊。

2009年7月

2001年5月

壹電視正式設立。

2012年

《壹週刊》創刊上
架，以陳幸妤夫婦
私生活揭密及「佼寶
戀」狂賣27萬冊。

壹電視頻道上架
問題與當時旺中
打新聞戰。

2003年5月
《蘋果日報》
正式創刊。

2000年

2008年
《蘋果日報》
發行量達每日
52萬份。11月
12日報導陳水
扁洗錢案，陳
水扁上車前高
舉戴上手銬的
雙手成焦點。

黎智英在台設立
香港壹傳媒出版
台灣分公司。

2013年4月

壹傳媒在港台兩地出版多份報紙、雜誌，然而面
對新媒體數位化的衝擊，紙媒已經逐漸被時代所淘
汰。2012年，壹傳媒主席黎智英不堪虧損尋找新買
家，並開始裁員以彌補經營上的虧損。據了解，台
灣《壹週刊》紙本雜誌將於4月5日停刊，過去曾報
導過不少爆炸性新聞，如2001年以總統陳水扁之女
陳幸妤及女婿趙建銘的私生活為報導焦點，創下單
期銷售量27萬份的歷史紀錄。以下將整理壹傳媒近
年來的經營狀況與變動，看壹個時代的轉變。

香港壹傳媒股票
16日暫停買賣，
確定買主為年代
董事長練台生，
以新台幣14億元
售出壹電視。
2009年7月
NCC以「使用
動畫表現犯罪
行為」及「新
聞動化違反尺
度」駁回新聞
台及綜合執照
申請。

2017年7月
壹傳媒宣布以
3.2億港元出
售旗下多本雜
誌，最後交易
仍告吹。

2018年3月
1.《壹週刊》決議4月5日
發行最後一期紙本後停
刊，並裁員1/3以上。
2.《蘋果日報》裁員20%，
並收掉岡山印刷廠，總
編輯宋伯東請辭。

2012年10月
壹傳媒裁員504人，
其中壹動畫204人、
壹電視300人。

2013年4月
《壹週刊》執行優退
優離，黎智英請當時
社長裴偉找買家，結
果不了了之。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蘋果日報、中央社

壹傳媒近三年總營收（億台幣）
《壹傳媒》2016上半年（9
月30日止）集團總營收為
9.41億港元（約38.8億元
台幣），比2015年同期的
12.516億港元（約51.6億
元台幣）減少24.8%，其
中，跌幅最多的是書籍和
雜誌銷售收入，其次是報
章廣告收入。2017年上半
年總營收再下滑17.63%至
7.75億港元（約30.33億台
幣）。

51.6

38.8
30.33

2015年9月底止

2016年9月底止

2017年9月底止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2016/11/14、2017/11/13

《蘋果日報》於本月15日報導集團內台
灣《壹週刊》將在4月5日推出最後一期
紙本後收攤，全力發展網路媒體。台灣
《壹週刊》2001年創刊至今17年，面對
網路媒體來勢洶洶，紙媒經營困難，據
自由時報報導，《壹週刊》去年賠2億
多元，高層因為不堪連年虧損，將全力
轉型網媒。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2018/3/15、
自由時報201//3/15

據中時電子報報導，《蘋果日報》高雄
岡山印刷廠成立15年，現有40多名員
工，3月19日起所有生產線已關閉，預計
最多留用10人，全數轉至桃園新屋廠工
作，其餘30多人將分兩批資遣，第一批
做到3月底，第二批做到4月中旬。《蘋
果日報》同意給優於《勞基法》的資遣
條件。至於轉至新屋廠工作的員工，則
會給交通和通信津貼。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2018/3/20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據上報報導，為了精簡人力，《蘋果》
也將裁員3分之1以上員工。《壹週刊》
社長邱銘輝接受《上報》詢問證實此
事，也坦承即將裁員，不過是否有達到
3分之1以上，還在統計中。
據中時電子報報導，《蘋果》社長陳裕
鑫則否認，裁員2成的計畫，但會持續
推動人力外包。 資料來源：上報2018/3/15、
中時電子報201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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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61周年-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學術研討會A場地

結合社群媒體與科技 帶動跨領域發展
記者林俐、許志翰、李安妮、包陳可／報導
銘傳大學主辦的「2018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學術
研討會」，上下午場研討會中共發表22篇論文，內容
包含廣告行銷、數位科技、媒體生態等主題，發表人
提出傳播與轉型策略，進行媒體新趨勢的深入探討。

網路影響閱聽眾的價值觀與偏好行為

此研討會以跨文化傳播影響的人物形象價值觀、
影片原創內容對消費者行為影響等進行深入分析。
（圖/銘傳大學廣告暨策略行銷系、文/林俐）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研究生郭斯凡發表了《以
跨文化傳播的角度看中美廣告價值觀與人物形象差異
之研究—以中美福特汽車為例》一題，比較美國與台
灣地區的廣告差異，探討廣告的選角、內容衍伸價值
觀因地區而異。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研究生涂明發表
《YouTube使用者自創內容對消費者行為意圖之影響》
，以具有原創內容的Youtube影片分析閱聽眾的消費力
是否有受其內容之影響。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研究所施為傑以《上
下游新聞市集官網讀者偏好分析》為題，針對台灣食
安議題做探討，而台灣人也都偏好看此類的新聞，但
假新聞猖獗，不少讀者也都受其影響改變其偏好。

直播、遊戲及社群的轉型發展

探討科技接受模式與直播平台使用，此場研討
會邀請到劉念夏博士及陳柏宇博士進行評論。
（圖、文／李安妮）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胡棲華發
表《中國大陸網路遊戲直播之虛擬商品策略之研究》
，她表示，直播主的行為會對粉絲造成很大影響，包
括粉絲的遊戲選擇、消費決策等，都是通過直播主而
非遊戲官方本身。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研究生鄭新穎發表《戲
劇社群經營策略與閱聽眾使用行為之初探》，分析現
今閱聽眾藉社群網站傳遞資訊，社群網站儼然成為一

個虛擬的社會聚集體，各家社群發展出不同的文化。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主任孔令信以《國內新興媒體網
路辦報的發展與策略》為題，分享今日傳統媒體轉
型、直播所造成的效應，已可看出網路的傳播速度已
經大於傳統媒體。

媒體與科技相輔相成發揮大效益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的黃馨與陳蓉，探討《美
學知覺、品牌故事與知覺價值對品牌忠誠度之影響》
，並以台灣無印良品為例，分析驗證出不同年齡層對
不同品牌的知覺感受度。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高鈺婷探
討《兩岸網路影音直播平台使用之行為》，分析兩岸
對於直播喜好的差異。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府中15動畫故事館研究助理謝彩
妙發表《從博物館啟動兒童動畫教育》的論點，將多
元創作的內容進行跨領域整合。

社群媒體參與公共傳播效益
銘傳大學廣告與策略行銷學系學生王若寧以《消費
者購後認知失調、顧客滿意度與退貨行為之關聯性研
究》為題，就購物後認知失調程度正負向影響等面向
進行探討。
銘傳大學新媒體與傳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陳孟穗以
《新北市國際鼓藝節體驗活動之體驗價值、滿意度、
口碑分享與重遊意願之關聯性研究》為題，她透過問
卷調查，分析顧客體驗活動之影響。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單文
婷以《臺灣政府部門科學家使用社群媒體參與公共傳
播現況研究》為題，探討台灣使用社群媒體情況。

銘傳61周年-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學術研討會B場地

掌握大數據應用趨勢 創造敘事新里程
記者王書馨、鄭妙湘、魏雅芬、徐嘉伶／報導
針對假新聞辨識、大數據及跨媒體廣告等熱門主題
進行研究，上下午場共42位發表人共同參與，深入探
討數位科技的發展，及媒體趨勢之現狀與未來。

假新聞、大數據及跨媒體廣告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研究所同學柯佩瑄發表
《北台灣閱聽眾對假新聞辨識與態度研究》，她表
示，閱聽眾接收新聞的主要管道是透過網路和社群媒
體，而多數受訪者對於新聞真實性存疑的時候，都沒
有養成查核新聞的習慣，並且對新聞網站的新聞來源
不會存疑。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凃勝倫發
表《2017金曲獎AR技術應用之大數據分析》，他在AR
技術應用時的分析發現，台灣九成以上的社群流量集
中在新聞媒體、社群媒體、部落格及討論區，而現在
的網路趨勢討論熱度就如同煙花般的稍縱即逝。
晴天整合行銷總監王毓馨以《廣播跨媒體廣告效益
分析》為題，她在分析中指出，在現今的網路時代，
數位媒體廣告大幅上升，傳統媒體廣告量逐漸下滑，
對於選擇台灣廣告主，應優先選擇GDN聯播網與Spotify的音訊廣告投放平臺。

分析KOL主題 如何影響新媒體趨勢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邱子丞
發表《網路紅人的條件與能力之探討》議題，採訪訂
閱人數達三萬以上的Youtuber，透過深度訪談法得到
Youtuber必須具備毅力、獨特性、說故事、剪輯、承
受網友批評等能力。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研究所研究生牟書漢
發表了《敘事廣告在影片中的說服之效果－以化妝品

Colourpop “Between the sheets” 為例》，他提出
敘事性說服的主要素是同理心，再透過認知與信念影
響品牌態度。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學生謝韻發表《大
數據對政府組織發展重要性之研究》議題，她利用美
國總統歐巴馬及深圳交通運輸委員會這兩個利用大數
據的案例進行探討，了解大數據可以改變政府的治理
方式，以及未來將為人類帶來更便捷、優質的生活。

結合大數據分析網路閱聽眾行為
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研究所研究生康佑達發表了《協
同過濾分析與網路行銷應用》之議題，利用「協同過
濾推薦系統」，分析快樂電視中網路電視收視戶的觀
看習慣，收集出適合類型及預期效果，期望將來在投
放廣告上能夠更精準，也提升用戶搜尋商品的效率。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江翊仙以
《台灣年輕族群收訊大陸電視劇行為》提出論點，由
於線上影視平台具方便性、即時性和高品質的多媒體
環境，且電腦網路服務還存在外部性效果，因此越來
越多人會由電視轉換為線上收看，藉此點探討台灣年
輕人追大陸劇的習慣與喜好。

網際網路發展 帶動數位敘事整合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數位媒體設計科專任助理教
授陳世民以《網路時代數位敘事模式初探》為題發表
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蒐集、分析、比較文獻資料，
歸結出傳統敘事特性，並以此與網路時代數位敘事特
徵進行比對。在網路時代，陳世民認為，數位敘事要
能從媒體管理、企劃、生產和行銷等不同層面，貫穿
文字、圖像、影音、互動、連結等多元內容，有效達
到數位敘事功能。

本場研討會分別針對假新聞辨識、大數據及跨
媒體廣告等面向研究，分享研究過程與心得。
（圖、文／王書馨）

此場探討數位科技與網路技術合併應用，陳世
民表示，近年來結合AR、VR、AI的發展，必定會
將數位敘事帶向新的里程碑。
（圖、文／徐嘉伶）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黃文宏以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運用財務指標評鑑組織績效之研
究》為題，比較個案公司與其他有線電視產業、非有
線電視產業財務績效評鑑的差異等研究，進而根據研
究結果提出建議，提供個案在績效評鑑參考，或是作
為未來其他公司於績效管理制度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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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IVS亞洲科技盛典 橘子公關搶進國際市場
記者李安妮／報導
國際創投Infinity Ventures 6月將在台北萬豪酒
店舉辦網路及企業領導人交流的亞洲科技盛典Infinity Ventures Summit，台北場由橘子公關來負責承
辦，這也是IVS首度移師海外舉辦，邀請國內外業界
菁英共同討論最新市場趨勢，同時建立新創公司和企
業與投資人的溝通渠道。
橘子公關也在12日到台北萬豪酒店與客戶、設計、
燈光廠商丈量場地及規劃布置，初步商討會場的大致
區域、背板及燈光架設位置以及動線規劃等。橘子執
行長溫建鈞說：「我們要用最好的品質呈現出超越往
年的效果！」並喊話團隊只許成功，做到最好!

這次亞洲盛會主題為「Global」，營造出「派對」
風格讓氣氛high到最高點！現場將會有4機攝影及專
業團隊，預算高達上百萬，也預計會有全球500位企
業家、新創團隊來台，包括SONY、SEGAR、LINE等，
希望透過這次科技大會交流，從亞洲挖掘及投資具有
潛力的新創公司。
Infinity Ventures自2007年開始舉辦IVS，至今已
經有十年歷史，Infinity Ventures Summit也一直是
日本互聯網和技術領域領導者的支柱。今年將人脈和
會議行程從日本帶到台北，希望將來自日本公司的想
法、人員、和商業機會與其他地方聯繫起來。

UDN副總官振萱：融合媒體特性說好故事
記者廖子盼／報導
聯合報新聞部副總編緝兼融媒
體部副總經理官振萱於10日到銘
傳大學演講，以「融媒體企劃實
務和數位製作人的思維鍛鍊」為
題，教授學生「融媒體」概念。
她說：「融媒體就是把所有媒體
特性融合，講出最好的故事。」
官振萱說，報導的「形式」和
報導的「主題」是一大重點，而
融媒體跟單媒體最大的不同在
於，運用多元數位工具、對精準
受眾說話、創造最優的體驗、準
確的進行行銷，之後鎖定誰來講

故事和準確的說故事最為重要。
她以「2017年媒體說了什麼好
故事？」為題，分享創新說故事
的案例，以BBC記者親自潛入西
非非法販售小猩猩的新聞，這篇
報導運用手機簡訊跟視訊搭配，
讓觀眾深入其境。
最後，她讓大家分組，以「與
2018選舉有關的報導」為題，建
議學生使用不同的呈現方式，像
是遊戲、數據新聞、解釋型影
音、地圖說故事，讓學生討論能
怎麼呈現給觀眾，親自實作。

傳播櫥窗

hit FM聯播網20周年 邀聽眾點歌
hit FM聯播網今年踏入第20周年，為此特別舉辦點
歌活動—「hit FM 20 生日快樂特別企劃~HITO點一
首歌」，想參加活動的聽眾可以在網頁上留言，進行
點歌並寫下點播原因，就有機會在3月26日hit FM台
慶當天聽到自己點的歌與分享的故事，留言截止至22
日。20周年特輯影片裡有2004年HITO流行音樂獎頒獎
典禮的回顧，有張惠妹、張學友等知名藝人在hit FM
參加節目的片段，實在令人回味。
（蕭咏詩）

TAAZE讀冊二手書賣家 送全家購物金
官振萱在演講中仔細聆聽同學的提問。
（圖、文／廖子盼）

中央社吳協昌:用雙眼觀察分析成為萬能記者
歡朝自己的專業專攻，好比娛樂
線、社會線等路線，但駐外記者
就像全身科醫生一樣萬能，什麼
都要懂都要會。」
中央社於2017年至今年3月在各
大專院校以「我是海外特派員」
為題，舉辦巡迴徵才講座，由社
內曾駐外的優秀記者主講，14日
吳協昌於銘傳大學分享自身駐洛
杉磯的經驗。
吳協昌於銘傳大學分享駐外經驗。
記者接觸的受訪者成千上萬
(圖、文／趙芸藖) 個，面對每個個性不一樣的人，
他表示，記者要用雙眼去觀察分
記者趙芸藖／報導
中央社新聞部綜合新聞中心主 析，因為不是每個受訪者都擅於
任吳協昌說:「我喜歡用醫生去 談吐，所以必須事先對受訪者有
比喻駐外記者，醫生有分專攻皮 足夠的了解，才不會在訪問過程
膚科、骨科等等，一般的記者喜 中詞窮而不知所措。

中央社
兩岸線

Infinity Ventures Summit首度來台舉辦，將於
６月在台北萬豪酒店盛大登場。
（圖／擷取自IVS官方網站、文／李安妮）

吳協昌提到，不管在哪裡，做
新聞的本質是一樣的，對他來
說，最後的寫稿都是簡單的，最
難的反而是採訪前期的規劃與聯
絡，好比奧斯卡頒獎典禮，當時
記者在清晨就要開始做準備，遵
守各種相關規定，事前作足功
課，一眼認出走紅毯的各種明星
都是駐外記者最基本的功力，儘
管再辛苦，但都是很好的學習經
驗。
中央社駐外記者一直都居全台
之冠，此次校園巡迴目的就是希
望培養新的記者人才，開拓國際
視野，吳協昌說，台灣國際新聞
比例偏低，能夠有機會到國外實
習都是很好的磨練。

《TAAZE讀冊生活》網站以買賣新書結合回頭書、二
手書的經營模式，讓書的循環能在網站上一次完成，
從3月6日起只要利用全家便利商店管道寄二手書，就
有機會可以抽全家便利商店的150元購物金，共200
個名額，臉書讀家活動tag兩位好友再抽20名全家便
利商店150元購物金，另外，首辦帳號成為二手書賣
家，即可獲得全家便利商店30元購物金，抽獎活動到
4月9日截止，中獎名單於4月12日公布。 （陳柏璇）

LINE擴大實習計畫 招募開發工程新血
LINE台灣日前在2018的年會上宣布擴大實習計畫
「2018 LINE FRESH暑期實習計畫」，今年以「SAY
YES TO LINE ADVENTURE !」為號召，邀請更多年輕
學子。此外，更首度推出LINE Taiwan技術新星人才
計畫，預計招募8位長期實習生（一期一年，一周至
少工作三天）成為LINE Taiwan開發工程團隊新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4月15日止，初審入選通知，
預計4月23日起以e-mail方式陸續通知 (LINE TechFRESH將另行通知面試內容與時程)，5月5日第一輪
面試，5月19日第二輪面試，實習期間：7月2日至8
（曾郁晴）
月31日。

記者繆宗翰：把持原則 維持新聞客觀準確性

記者邢文龍／報導
2014年畢業銘傳大學新聞系，現任中央社兩岸線
記者繆宗翰，從國中開始想要研究歷史，到最終選
擇「新聞」作為自己的職業，他希望透過自己真實
的新聞報導，見證並紀錄歷史。在工作中始終以客
觀作為自己的原則。

精進能力堅持新聞準確性
目前兩岸關係複雜，對於兩岸新聞的工作者來
說，除需有把控與核實信息的能力，同時也力求新
聞內容真實。繆宗翰講述了一次採訪香港港獨議員
受台大邀請來台演講的故事，他們閉口不談任何政
治話題，但有小道消息稱他們晚上會與台灣民間政
治團體見面，他到了現場後，兩位議員完全失聯，
連PTT都發出了兩人失蹤的消息，但為了保證自己寫
的新聞的正確性，他等了五小時，才收到兩位議員
透過FB發出不會出席的消息。縱使身邊各種流言四

起，但是為了守住自己的原則，他遲遲不發新聞，
終於得到準確的消息。

財經領域。同時作為把守自己底線堅持原則的人，
他還提醒新工作者不要沾染不良風氣，不接觸不需
要的誘惑，在新聞寫作時保持客觀不帶個人色彩。

望從教改變台灣新聞走向
除實現做記者記錄歷史的理想，繆宗翰之後還有
從教的目標。目前台灣新聞內容扭曲，他認為受眾
和媒體自身選擇的發展方向是真正的原因。為了補
足自己的不足同時實現從教的目標，他考取了政大
東亞研究所迫使自己讀更多書，這樣才能有足夠的
深度在未來從教，並用新聞教學和媒體識讀，以符
合自己原則的教育方式改變台灣新聞的走向。

增廣見聞並客觀寫作
最後，繆宗翰建議新聞學生和新入行工作者若要
從事新聞，就應多涉獵各方面知識，尤其是法律和

繆宗翰認為做新聞最重要的就是把持自己底線。
（圖、文／邢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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