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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智子之心」 只播2集就下架

記者張家娸／報導
大愛新劇「智子之心」於9日
舉辦記者會，未料在播出兩集
後，因故事背景設定在台灣被日
本殖民時期，卻遭到中國媒體批
評媚日，而大愛台為了平息風波
也選擇在14日將本劇下架，改由
新戲「有你陪伴」接檔。
陸媒《新浪軍事》及《今日海
峽》在首播日(10日)當天即撰文
宣稱此劇的預告片已引起極大爭
大愛新劇「智子之心」在播出兩集後即遭腰斬，
議，批評該劇美化日本侵略，醜
然而對於大愛台卻無回覆何時才會復播。
化抗戰中的中國軍民，而大愛台
（圖／大愛電視台提供、文／張家娸） 在播出兩集後的14日宣布將該劇

停播「智子之心」 令人匪夷所思
記者張家娸／特稿
大愛「智子之心」遭到陸媒批評「媚日」後，大愛電視台在
14日下架，以觀眾立場角度來看，大愛此舉剝奪觀眾收視權
力，更甚大陸媒體竟然影響到大愛戲劇是否播出？實在是令人
費解，然而大愛媒體發展部經理歐宏瑜卻表示，「智子之心」
停播絕對跟大陸批評沒有關係，也絕無外界所說的「政治介
入」等因素。
新劇「智子之心」突然的停播使觀眾的權益受損，此劇當中
所播出的畫面並未含有「違反社會善良風俗」，大愛電視台卻
表示，因為有「戰爭」的場景和畫面，而將此下檔，理由稍顯
牽強。大愛電視台所拍攝的戲劇一直都以真人真事為主，編劇
在撰寫劇本時也需經由本尊審核後才能進行拍攝，因此代表並
無將劇情過分誇張的描述。
此外，再加上此劇僅在大愛台、Youtube及Yahoo TV上播出，
基本上收視的閱眾為台灣人，但是大愛台卻選擇在第一時間停
播並刪除相關的所有資訊，臺灣為言論自由的國家，也非戒嚴
時期，大愛這樣舉動實難讓人接受，也引發質疑是否有大陸方
面的施壓？
再者，大愛台為臺灣的電視台，其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NCC），實不容大陸媒體置喙。此番停播不僅讓台灣網
友感到反彈，更影響了觀眾收視的權益，讓觀眾及演員們一陣
莫名奇妙，因此冀望大愛台應完整解釋其停播理由，別枉顧大
愛劇場在台灣建立品牌形象及觀眾長久的支持。

撤除，直接換檔，同時將臉書貼
文、網路平台預告、影片等也全
數下架。
「智子之心」中飾演女主角
廖苡喬15日晚間在粉絲專頁上以
手寫的方式發表聲明表示非常難
過、遺憾無法讓大家看到努力那
麼久的作品，預告與片花為35集
戲劇的極小片段，並非濃縮，而
自己當初演戲的初衷是希望可
以演出感動人心、反思人性的作
品，這次的事件，也讓她有成長
茁壯的機會去同理她人。

據14日大愛媒體發展部經理歐
宏瑜接受三立新聞採訪時表示，
大愛台覺得部分畫面可能引起一
些誤會跟爭議，但這並非大愛台
的製作本質，經內部溝通後決定
停止播出新劇「智子之心」，以
免造成更多困擾。而他也強調停
播絕對跟大陸批評沒有關係，也
認為這部戲是大愛台有所疏漏，
與理想的淨化人心、社會祥和的
宗旨有所差距，如談及戰爭侵
略，就會再度勾起某些歷史的情
感面傷口。

民視新聞台 vs. 台灣寬頻通訊

民視董事長郭倍宏出席協商 不滿NCC開罰
記者楊皓翔、徐藝芳／報導
對於民視新聞台遭台灣寬頻TBC無預警下架
一事，5月14日上午由民視董事長郭倍宏親自
出席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台灣寬
頻進行協商，會後提出4點聲明。民視強調，
此事件並非民視的過錯，台灣寬頻與NCC必須
承擔一切損失。
9日NCC對此事決議，裁罰TBC旗下5家有線電
視公司各66萬元，共330萬，裁罰民視20萬，
如未改善將連續開罰。NCC副主委翁柏宗指
出，委員會認為民視提供的內容授權文件不夠
明確，應明確提供臨時授權給TBC，且並未遵
守NCC的行政處分；然而TBC不能以「侵權」當
作斷訊理由，雙方並沒考慮到公眾利益，因此
均開罰。
而民視認為，「不斷訊、不下架」是NCC對
民視和台灣寬頻一再強調的最高準則，然而台
灣寛頻於5月4日凌晨零時起，卻「既斷訊又下
架」民視新聞，沒有遵照法定程序預先做跑馬
的公告，對NCC的規定及台灣法律視若無睹，

所以此次民視新聞頻道持續斷訊，百分之百的
責任須由台灣寬頻承擔。
民視表示，如果NCC再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
就斷訊事件對民視警告或開罰，罔顧四個月來
民視忍辱負重、積極配合NCC保護收視戶權益
等事實，NCC如此殘害台灣新聞自由，責任歸
屬將會從台灣寬頻轉為NCC自行承受。
民視提到，向頻道代理商收取的授權金一直
以來為公定價，就是每月每戶兩塊錢。如果台
灣寬頻能夠提出前三年的授權合約影本，證明
民視新聞確如他們所言是免費頻道，或能證明
三立頻道費率比民視的價格更低，那麼民視也
可以考慮給全部系統台同樣的折讓。
民視再次重申，民視願意將臨時授權權利免
費託付給上級主管機關NCC，並希望NCC斟酌如
何臨時授權以確保民視權益，同時民視也承
諾絕不追究NCC及其臨時授權的系統台侵權責
任，但台灣寬頻必須清償今年前5個月的每月
授權金共760萬元，才會正式發出授權書。

499吃到飽NCC介入調查 中華電鄭優前後說詞不一

中華電信499吃到飽申辦至今，仍有
許多民眾排隊諮詢(圖、文/谷有倫)

記者谷有倫、楊皓翔／報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11日
表示，對於電信業因中華電信率先
推出的「499吃到飽」方案陷入低資
費「無限之戰」一事已啟動調查。同
天，中華電信董事長鄭優舉辦記者
會，申明499吃到飽為母親節限時活
動，此方案不會延期，並宣布推出3
項措施加速申辦作業。
NCC指出，電信業者推出新興資費
方案前，應考慮既有客戶權益、申辦
通路、客服處理能量、新舊使用者所
享服務品質等，對於營運不當致使
用者權益受損情事者，NCC已正式調
查，並要求各家業者盡速提出改善措

施。為規範電信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品
質，業已訂頒「行動寬頻業務服務品
質規範實施要點」，各業者均應依規
定落實資訊揭露，提供消費者選擇電
信服務時「價格」以外之考慮因素。
中華電信董事長鄭優也於11日推出
了三項「加速申辦」措施，對此，中
華電信內部公關說：「其實我們很照
顧老客戶，總是不定期會辦一些抽獎
活動以優惠他們。而近來也有許多
人的合約快到期了，剛好推出新的合
約，也能提供他們更多選擇。」她也
提到，當初申辦1399方案的客戶，是
附有優惠購機福利的，而現在499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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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飽的方案只是純合約。並且因為是
因應節慶的短期促銷活動，不會持續
很長時間，因此對長遠發展不會造成
太大的負面影響。
不過，稍早卻在中華電信官網上出
現相關備註新申請、攜碼、3G轉4G使
用者只要于網路申請成功後在5月31
日前至門市完成申辦即可的訊息，對
中華電信公共服務處的公關表示，此
舉是為了讓門市人員工作量減緩、工
時達到合理標準，並針對消費者排隊
的怨言，解決門市號碼牌與申辦系統
當機的策略。雖然續約不在申辦範圍
內，但仍有變相延期499方案之疑。

網路當道 網紅、部落客首登夢幻職業第 3
主編／陳家祥、李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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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網路上有超過六成資訊以影音
型態呈現。過去當藝人門檻高，但現在
網紅以特色為主，不再侷限在外表，反
而內在元素越豐富越容易紅。

前十大最糟職業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職業
報社記者
電視台記者
伐木工
志願役士兵
除蟲師
電台DJ
廣告業務員
消防員
零售店員
計程車司機

▲國外網站《career cast》依據
環境、薪資、展望、壓力等因子，
將200種職業做了前十大最糟工
作排名，其中媒體相關行業就占
據了四個名額，工作前景看淡。
（製表／陳家祥）

具備個人特色

搜集資料能力

觀察社會趨勢

想成為網紅、部落客
你可能需要會...

口語表達能力

文字撰寫能力

攝影剪輯技巧

1111人力銀行公共事務部暨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

李大華

新興產業常會有人一窩蜂跟進，但也因為競爭激烈，相對容易泡
沫化。若沒有持續發展性，爆紅恐怕只是曇花一現，所以經營網
紅或網路事業，就要有長遠的規劃，凡事都要做足功課才行。

知名部落客

啾啾

付出不一定會得到對等的回報，但還是要繼續努力，得跟得上
時代潮流，隨時更新資訊，也不要排斥新趨勢是自己不擅長的
領域，要多元發展才能找到出路。

高人氣網紅

Janie 珍妮

現今的網紅有扮演一種意見領袖的角色，成為滿多人會注意到
的指標，會發表有用、有幫助的深度言論，會展現個人特色，找
到自己擅長又與別人的不同之處才能長久經營。
Mol銘報即時新聞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edianewsonline 網頁版：http://mol.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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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家庭背後故事成焦點

獲臺灣競賽首獎與優等獎

《日常對話》
《不即不離》

記者包陳可／報導
5月10日第11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舉
行頒獎典禮，導演黃惠偵的作品《日常對話》
拿下「臺灣競賽」首獎，同時獲得「華人紀錄
片獎評審團特別提及」，導演廖克發的作品《
不即不離》榮獲「臺灣競賽」優等獎及「華人
紀錄片」首獎，是第11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
展」中臺灣競賽的最大贏家。
《日常對話》是一部誠實而有力的電影，影
像關於母女之間的私密對話，探尋母女之間的
關係，並給這位單身母親最深的致意。黃惠偵

2 0 1 8
台北電影節

在領獎時表示，紀錄片的形式能讓拍攝者、被
拍攝者與觀眾都可以產生意義，很高興《日常
對話》這部作品能讓她完成這個想法。
《不即不離》透過追溯馬來西亞的家庭故
事，來探尋和挖掘馬來西亞的歷史，背後隱藏
的竟是一整個世代不願面對的過去，以及一群
曾經付出熱血，卻彷彿消失於世間的人。廖克
發表示，在馬來西亞，種族往往被政府當成工
具，他希望藉由這部影片可以在馬來亞人的耳
邊發出聲音，突破這種界限。

國際新導演競賽 2台片入選

記者徐嘉伶／報導
台北電影節8日公布「國際新導演競賽」名
單，台灣導演徐譽庭、許智彥攜手拍攝的劇
情長片《誰先愛上他的》及黃榮昇長片《小
美》都入選，將與其他10部影片競逐新台幣
60萬元首獎。
台北電影節表示，「國際新導演競賽」是
台灣影展針對新銳導演的長片國際競賽，凡
執導第一、二部長片的各國導演皆可報名。
根據青年日報5月8日的報導指出，今年共有
來自88個國家的553件作品角逐該獎項，報名
人數是五年前的兩倍，創歷屆之最，最終入
選的影片橫跨歐亞美洲，囊括全球各國出品
的12部影片。
據中央社5月8日報導指出，《誰先愛上他
的》由知名編劇徐譽庭與活躍於廣告、MV界
的導演許智彥共同執導，在「國際新導演競
賽」入選公布記者會上，徐譽庭表示，以前

常抱怨導演沒把她的劇本拍好，直到自己初
次執導拍電影才明白導演的辛苦，而許智彥
在接獲徐譽庭的合作邀約時便一口答應，不
同世代的兩人初次合作導演，徐譽庭雖然常
常念許智彥，但也給予他很大的發揮空間。
黃榮昇導演的《小美》由鍾孟宏監製並操
刀攝影，從香港國際電影節開幕片、入圍柏
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最後回到台灣影展，
黃榮昇說很感謝台北電影節，也期待《小
美》與台灣觀眾見面。另外，鍾孟宏繼「大
佛普拉斯」，再度攜手新導演擔任監製，他
提到從監製的角度能看到很多身為導演時看
不到的，也發現台灣有許多優秀的新演員，
並從新導演身上看到自己拍片的盲點。
入選影片將於6月28日至7月14日於台北市
中山堂、新光影城及光點華山電影館放映。
競賽結果將於7月3日頒獎典禮上正式揭曉。

LINE TV第一季榜單公布 台劇包辦前三名

記者曾郁晴／報導
LINE TV近日公布第一季排行榜，由「我
的男孩」、「翻牆的記憶」、「高塔公主」
拿下前三名，前三名皆為台劇，LINE TV也首
度分享用戶行為觀察，結果發現晚上7點至零
晨12點是最熱門的追劇時段。
LINE TV以廣大500萬用戶為基礎，提供正版
多元優質影音內容，LINE TV官方表示，今年
第一季瀏覽量排行榜前三名均為台劇，也顯
見姊弟戀與探討新女性生活蔚為潮流。
LINE TV更首度公開用戶行為觀察，隨LINE
TV提供多元化的戲劇內容，用戶回訪率超過
六成，其中iOS用戶回訪率更達八成以上，熱
播時段則依序為下班後持續到深夜的晚上7點
至零晨12點、中午12點至下午1點，以及上班
通勤時段的早上7點至10點皆是三大熱門追劇
時間。

T V B S

駐宜蘭記者

名次

節目

1

我的男孩

2

翻牆的記憶

3

高塔公主

4

Running Man

5

入贅丈夫吳作鬥

6

偉大的誘惑者

7

HIStory 2 - 越界

8

HIStory 2 - 是非

9

Misty 迷霧

10

推理的女王 2

Line TV 公開第一季流覽量表單，前
三名皆為台劇。
（製表／許志翰）

作品《日常對話》拿下第11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臺灣競賽」
首獎。
（圖片截取自《日常對話》影像）

台視節目部

導

播

楊志堅：堅持才有翻轉機會

記者陳家祥／報導
銘傳大學11日邀請台視節目部導
播，同時也是廣播電視學系的優秀
校友，楊志堅回來母校跟各位同學
分享導播生涯的甘苦談。他開玩笑
說，像是得憋尿才能確保典禮轉播
不出錯，還有拍戲時演員中風得靠
替身上場才能繼續拍戲，也透露了
現在的影視工作圈的無奈與困境，
唯有堅持下去才有翻轉的機會。
楊志堅目前任職於台視節目部導
播，曾擔任過《神機妙算劉伯溫》
、《加油！美玲》等多部知名八點
檔戲劇導演，也多次在金曲獎、金
馬獎等大型頒獎典禮現場導播。
楊志堅說，以拍戲來說，在工作
時要操作順暢的話，除了開拍前多
看劇本，並跟導演及演員討論如何
修改，如何操作每個細節，這樣在
正式拍攝時就可以不用更正太多錯
誤，因為在前置作業當中已經先把
大部分的錯誤排除。
他鼓勵學生犧牲一些玩樂的時
間，把這些時間拿去熟悉機器，讓
自己熟能生巧，讓自己在操作的時
候，能用最快的時間達到最完美的
狀態，也透過不斷的練習且專精技
巧，這樣才能學會如何讓四台機器
拍出上百顆鏡頭而有不同的感覺跟
氛圍。
曾經擔任過頒獎典禮現場導播的
他也提到，星光大道加頒獎典禮，
長達將近五、六個小時的工作時

間，分工非常細緻，一個人只負責
一件事，沒有辦法分心去做任何事
情，更別說抓空檔去上洗手間，因
為要緊接著做下一個階段的工作，
就是為了確保工作沒有失誤。
楊志堅談到，最近外來戲劇越來
越多，市場縮減加上製作經費萎
縮，製作壓力非常龐大，近幾年都
以小成本談話性節目為主，少以精
緻戲劇的樣貌出現。但他也勉勵未
來有志從事這個行業的年輕朋友們
不要害怕，最壞的時候可能是最好
的時候，現在格局不該只放在台
灣，要放眼整個大中華地區，未來
你的競爭對手或同事會是大陸或馬
來西亞人等。

台視節目部導播楊志堅，受邀
回到母校銘傳大學廣播與電視學
系與學弟妹分享工作甘苦談。
（圖、文／陳家祥）

簡大程：記者就像拿把刀 要小心使用

記者陳家祥／報導
北部中心資深記者簡大程，是TVBS第一
位駐宜蘭記者。從以前得靠傳真機發文
字稿、帶子還得坐火車運回台北的年代，
到現在只要採訪完就可以透過網路將文字
跟影像傳送回總部，逾20年的駐地記者生
涯。他說，累積下來的是人脈，還有用不
同的眼光看事情，學會如何尊重受訪者的
方式採訪，更享受記者這份行業帶來的成
就感。
簡大程進入TVBS主跑立法院新聞的一年
後，剛好踫上公司開出兩個職缺，一個是
到大陸駐地，一個則是到宜蘭擔任地方記
者。在宜蘭出生長大的他，考量到家庭的
因素後，決定回到宜蘭擔任駐地記者。回
TVBS駐宜蘭記者簡大程認為，記 到宜蘭之後，變成所有的工作都比須自己
者的身份像一把刀，記者的人生像 扛下來，短時間內壓力非常的龐大。
一條橡皮筋。
但簡大程說，記者的工作每天都是從零
（圖／簡大程提供、文／陳家祥） 開始，可是累積下來的是人脈，還有用不

同的眼光看事情。他工作那麼久的時間，
他不求在這個工作圈擁有多傑出的表現，
但他希望哪天他離開了這個崗位跟環境，
還會有人可以記得簡大程這個人，因此他
非常享受記者這份職業帶給他的成就感。

學會尊重受訪者感受
回想起最難忘的一次採訪，他說，以前
曾經採訪過一場火災，卻被死者的兒子揍
到攝影機當場壞掉，他當場嚇傻了，但冷
靜過後開始想到受訪者的感受。往後每次
社會案件的採訪，他都會採取一種比較保
持距離的方式拍攝與訪問，並設身處地尊
重受訪者的心情。
簡大程也回憶道，當年自己一個人第一
次站在鏡頭前，向全國觀眾現場直播宜蘭
收容所暴動的經驗，他一開始非常害怕表

銘報電子報網址 http://www.mol.mcu.edu.tw

沒有任何一棵樹，因為您手中的銘報而倒下

───本報使用再生紙───

現不好，孰料硬著頭皮上鏡頭的他最後轉
播了近十幾分鐘，過程意料之外的流暢。

當記者要有很大的彈性
簡大程形容，記者這個行業就要像當一
條橡皮筋，他認為，擔任地方記者雖然
有很大的彈性時間能夠自我規劃，需要具
備快速挑整自己的能力，給自己足夠的彈
性，這樣才能在職場上或是家庭之間取得
平衡。
他最後憑藉多年的經驗，告誡想從事
記者的人。簡大程說：「身為記者就像拿
著一把刀，要小心使用。你可以拿它來做
菜，也可以拿它來殺人。當你有了這個頭
銜，報出去時別人給你方便，千萬不要開
始自我膨脹，要對自我多一點要求，多尊
重別人，別人才會尊重你。」

主編／徐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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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拍行銷新管道

Live直播神助攻 IG微型商業竄紅
記者徐藝芳、包陳可／報導
自2017年1月Instagram推出直播新功能以來，參與
直播與觀看人數一直增長不斷，也有不少賣家從Facebook直播轉戰Instagram，在Instagram上利用連線直
播販售自己的商品。
Instagram 直播功能於2017年1月25日推出就引起廣
大的效應，Instagram 統整數據更顯示，直播功能於
2017首推就有22%的使用率，2018年數遽增長到55%。

免費廣告宣傳成行銷新管道
一年前開始在Instagram進行直播的GOOD DAY韓國
連線闆娘，短短一年就積累了2.1萬粉絲。她說，選
擇Instagram直播作為銷售管道是因為與Facebook相
比，Instagram上販售商品不需要收取更多的額外費
用，Facebook上有各種大規模的廣告行銷，想要更多
人看到自己的直播需要花高額的廣告預算。另外當Instagram用戶關注的人在進行直播時，她的圖示上會出
現 「直播（live）」標記，提醒用戶收看直播。
另外，在Instagram上經營長達5年的臭腳丫株式會
社闆娘官艾婷說，曾經在Facebook上買廣告增加曝光
率，但廣告費用一個月就要台幣8000多元，反觀Instagram直播既不用收錢，同時也可以讓商品有好的宣
傳效果。她也發現，Instagram直播比圖片更加生動也
GOOD DAY韓國代購於4月24日飛往韓國做連線直 更容易吸引顧客，一般會增長300-400讚數，透過直播
販賣商品，客人在收到實物時也會減少心理落差，而
播，現場示範新品如何使用。
(圖／GOOD DAY提供、文／徐藝芳） 直播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風格，不怕被別人搶客源。

而同在Instagram上經營溫床咖啡店的老闆娘也認
為，Instagram是一個免費又好用的平台既可以賣東
西，也可以加入自己的日常，更能拉近與客戶之間的
距離，再使用hashtag為自己的相片做地理位置、關鍵
字的標註，也可以帶動實體店的發展。

棄單問題成隱憂

年齡層難突破

雖然Instagram微型銷售透過直播為商家帶來更多的
銷售量和產品曝光度，但因為Instagram大多只紅及青
少年族群，導致Instagram銷售的客群年齡有所侷限，
同時也間接造成許多客戶棄單等隱憂與困擾。
Instagram直播銷售工作看似簡單，僅僅使用一支手
機就能處理所有的直播商品和訂單，但其實直播連線
後都要處理龐大的業務，尤其是客戶下單、包裝、匯
款和物流最為重要。對此在Instagram進行直播的GOOD
DAY韓國連線闆娘表示，會觀看Instagram直播來購買
商品的多為年輕人，讓她在挑選商品的時候不僅要考
慮年輕人喜好，同時也要顧及年輕人的消費能力，因
為她曾遇過許多還不具經濟能力的客戶常常下單了卻
不領貨，導致遭棄單的商品必須由賣家自行吸收。
Instagram直播連線的臭腳丫株式會社闆娘官艾婷則
提到，前來觀看直播並購買的人集中在16-25歲，但
為了避免商品棄單，她更換販賣的商品，將客群年齡
層提高至有足夠經濟能力來購買商品，反而掉了大約
4000個追蹤者，如此數據呈現，不僅沒有改變官艾婷
的念頭，反倒讓她的荷包不因為棄單而失血過多。

創意下標吸睛 王信惠：不要期望粉絲停留５秒
記者陳家祥／報導
數位平台的下一個十年在哪裡？小編難道只能隨著
平台的更迭而被替代嗎？遠見天下文化未來親子學習
平台資深專員王信惠表示，不要太執著於粉絲數，
不要放自己不想看的文章，也不要期望粉絲會停留５
秒，更不要讓粉絲得自己思考，這樣才能成功吸晴。
銘傳大學15日邀請王信惠跟同學分享如何分析受眾
並且精準下標，她也現場示範現在粉絲團經營的最新
趨勢訊息機器人，提醒同學們分享媒體與文字的影響
力，希望大家當個有責任感的媒體人。
王信惠認為，權威媒體和平台都可能會消失，但個
人的能力和思想不會。所以她覺得，社群經營者最重
要的能力抱括：好奇心、解決問題的能力、責任感。
這樣才能夠張開雙臂迎接新的事物，也才能懂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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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新聞
專題製作人

將問題解決，媒體影響力非常強大，不可以隨便亂
做，要珍惜媒體一點一滴的影響力。
在社群媒體推廣貼文的時候，王信惠提到，最重要
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抓到閱聽眾的目光，通常是標
題及貼文的第一句話就可以決定是否發揮到最大功
效。
她也大方分享現在最流行的訊息機器人如何操作與
運行，並展示華康字型的成功案例與自家對108年課
綱整理的懶人包，如何透過訊息機器人準確投放，但
她提醒大家，這樣的外掛程式會收集留言者的個資，
但涉及到隱私問題，對公司是危險的。
王信惠也強調，每個人都是文字農夫，會在讀者的
心中種下種子，所以她建議找一些經典的書來培養文
字涵養還有訓練思考，才能製作出有深度的東西。

遠見天下資深專員王信惠，15日到銘傳大學跟同
學們傳授經營粉專的武功秘笈。
（圖、文／陳家祥）

鄭和明：邏輯思考為做專題的不敗公式
專題新聞不同於每日新聞及新聞節目，時間必須控
制在3分鐘多。對此，鄭和明說，新聞專題需要探討
的面向太多，所以在採訪前就必需構思好大致的撰寫
方向、拍攝畫面的安排，更要選擇貼近民眾日常生活
的例子作為實際佐證，觀眾就能有感看新聞。

邏輯思考成就好專題

東森新聞專題製作人鄭和明藉由專題製作體驗
人生百態。
（圖/鄭和明提供、文/徐藝芳）
記者徐藝芳／報導

鄭和明提到，做專題必須掌握強烈的邏輯性及應變
能力等兩項要訣，從一個主軸細分出多個層面、角度
等現象和問題，更要分析整件事的前因後果，以及未
有什麼影響。如同曾經有個新聞前輩對他說，做專題
其實不難，把做專題當作開車上高速公路一樣，有時
會下交流道和休息站稍作休息，不過休息完還是會開
回高速公路繼續行駛，做專題只要抓好最重要的主
軸，其他額外的分支就只是像交流道下的休息站，分
析完再慢慢扣回主題。
面對一天兩則新聞專題的壓力，鄭和明無奈歎道，
題目都是當日早上才拍板定案，就要立即聯絡受訪
者，但因為臨時的邀約，所以讓他常常吃閉門羹。不
過鄭和明不會放棄，原先的新聞專題也不需砍掉重

練，只是更改議題延伸方向。

透過報導為弱勢發聲
擁有多年的採訪經驗，鄭和明憶起10多年前擔任文
字記者時，接獲一則單親媽媽投訴自己的女兒疑似被
她的同居男友性侵，強行被社工安置於寄養家庭。
鄭和明陳述，只見當時女童媽媽因為女兒回不了家
罹患躁鬱症，卻無能為力。而鄭和明想到一個既能讓
此新聞成為獨家，也能讓女童回到媽媽身邊的辦法，
就是勸說女童媽媽到總統府前陳情、哭訴，而此新聞
一出社工立即將女童送回。這次的經歷也讓鄭和明深
刻體悟原來自己的新聞也能幫助別人。
從事專題製作多年下來，鄭和明也不忘感謝當年在
中視的長官，印象最深刻的是長官曾安排廣播資深前
輩白銀阿姨來替他上口語訓練。他表示，學習過程中
雖艱苦，但在高壓的學習環境下，才會讓自己成長，
更不會愧對長官曾經的提拔。
秉持自己對新聞製作的熱忱，鄭和明鼓勵後生晚輩
必須有對新聞極大的求知慾，細心留意周遭人事物，
勿缺乏思考力，才能將專題表達的更有深度。

「做好一個專題，就必須打好文字記者跑線的基本
功，唯有熟悉做一分半的新聞，3至5分鐘的專題也就
不成問題。」在媒體業打滾20多年的東森新聞專題製
作人鄭和明每每在做專題時，都告訴自己一方面能檢
視歷年來文字撰寫的能力是否精進到位，也能視為每
天挑戰自己的全新任務。
Mol銘報即時新聞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edianewsonline 網頁版：http://mol.m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