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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視覺設計 蘋果改版更吸睛 

　立法院於4月25日進行軍人年改公聽會，退

休軍人組織「八百壯士」發起抗議表達不滿，

過程發生暴力衝突，多名記者受到惡意攻擊。

相關單位除發表聲明外，媒體再次提醒同仁採

訪安全，中央社長官發給受傷記者慰問金。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及蘋果日報工會均發表聲明，遣責陳抗民眾攻

擊記者，妨礙新聞自由。「八百壯士」發言人

吳斯懷當晚召開記者會，為此事向媒體致歉。

　民報記者鍾孟軒於個人臉書上還原事發經

過，表示有人試圖奪走他的相機，他用盡全力

保護相機，卻被噴胡椒噴霧，導致無法張開眼

睛，其後又被拖行及踹打。

　鍾孟軒於貼文表示，疑慮公司是否可以請工

傷，以及相機配件、眼鏡因公損壞或遺失是否

協助維修。本報記者嘗試向民報詢問此事，民

報則表示不方便作回應。

　上報記者被陳抗民眾搶奪攝影機及眼鏡，導

致新聞直播中斷，幸無記者受傷。上報這次並

沒有向施暴者提告及索償，上報表示，對新聞

安全一事無法避免，只能提醒記者注意安全。

　據相關新聞報導，中央社也有記者遭到襲

擊，中央社表示，記者當天已第一時間送到台

大醫院治傷，並且向警方報案，然而並沒有人

承認施暴行為，目前已交警方處理。中央社會

依勞健保的賠償保障處理，長官也發放慰問金

給這次受傷的記者。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4月26日發表聲明，將視

需求以「記者保護基金」支應會員發起賠償訴

訟，本報記者進一步詢問，記者保護基金是否

在這次記者被打事件中啟用，記協指出，需要

由會員主動向協會尋求支援，基金才會啟用。

　記協表示，國際記者聯盟（IFJ）就這次事

件致電協會表達關注，今年IFJ年會在台舉

辨，屆時記協也將說明台灣新聞環境，透過

IFJ為台媒發聲。

新媒體人潮趨之若鶩 傳統媒體冷清

　在台北捷運發行超過11年的台北捷運報《Upaper》

，於4月27日停止服務，目前北捷已經無免費捷運報

可索取，改以「台北捷運GO」 App提供交通訊息。

　北捷在合約到期前有辦理3次公開招商，但都無廠

商前來投標，11年歷史的Upaper告入尾聲。Upaper副

總陳志堅表示，未來無計畫重新發行，而原Upaper員

工部分，原記者則已回到聯合報繼續服務，其他人員

則為約聘制，Upaper停刊後就等同於合約到期。

　台北捷運報《Upaper》的口號是「Your Paper」，

提供大量的台北生活情報，包括吃喝玩樂等消費資訊

及台北大小活動，2008年時發行量達18萬份，平均每

天10萬份的量持續發行，在台北捷運一百多個出入口

處免費拿取。

　北捷公司指出，為了迎接數位化趨勢，「台北捷運

GO」APP已於106年推出線上雜誌新功能，供搭乘捷運

閱讀新選擇。

　Upaper於今年4月26日出

版第3011號後停止服務。

（圖、文/廖子盼）

《Upaper》停刊 北捷推「台北捷運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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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柏璇／報導

記者被打！採訪安全備受矚目

「嗶」經濟崛起 
不帶錢包趴趴走

Fans破1500萬
ETtoday強攻演算法

 三立、壹傳媒及歐銻銻校園招新血

廈門理工研習專班參訪旺中
觀摩新舊媒體融合環境

銘傳大學企業博覽會

　銘傳大學今年的企業博覽會中，部

份媒體也都參加希望招募新鮮人，但

在活動現場不斷有學生人潮詢問Ott

歐銻銻工作機會，反觀蘋果日報及三

立電視的攤位則鮮少有學生停留，有

著明顯的對比。

　三立從2016年裁了10％員工，《完

全娛樂》也轉為網路播出，2017年8

月，當初創立想要宣傳自家偶像劇男

女主角《華流》和《愛玩客》2本雜

誌接連收攤，也做了人事調整以及資

遣，同年11月停辦華劇盛典─華劇大

賞典禮。

　另外，壹傳媒集團去年就極力想拋

售旗下多本雜誌未果，《壹週刊》也

宣布在今年4月發行最後一期紙本雜

誌，並且裁員近1/3以上；《蘋果日

報》部分，裁員20%與總編輯宋伯東

請辭，以及收掉高雄岡山印刷廠。

　Ott歐銻銻公司為愛奇藝在台灣的

經銷商，根據工商時報2018年4月28

日報導，愛奇藝於今年在美股上市後

第一季財報中公布，年成長57％，呈

現營收增加，虧損降低，帶動訂閱使

用者規模成長至6,130萬，營運效率

預計也將均持續提升。

　根據數位時代2017年12月20日報

導，愛奇藝台灣站代理商歐銻銻娛樂

投入四部台灣自製戲劇，並預計攜手

台視、東森電視台和愛奇藝台灣站播

出，企圖以「網台聯動」模式同時抓

住網路和電視收視群。

 時下大學生也想朝向新媒體產業發

展，從學校的企業博覽會便可以看出

媒體生態的改變，愛奇藝是大陸百度

公司旗下網路影視企業之一，面對新

媒體、陸資，除讓台灣傳統媒體備受

挑戰外，也讓即將畢業的新鮮人趨之

若騖，相對於傳統的電視或紙媒公司

則可能較興趣缺缺。

記者廖子盼／報導

　民報記者鍾孟軒被陳抗民眾施暴、搶奪相機。

（圖／黃韋銓攝、文／蕭咏詩）

記者蕭咏詩、林俐／報導

　蘋果日報5月2日起改版，強化重大新聞報導的整合

與新聞視覺設計的優化，專題報導以報導文學的寫作

方式呈現，同時新增兩個單元《蘋果爆破社》版、《

政治小劇場》，讓整份版面更加豐富、有趣。

　據了解，蘋果日報此次改版主要目的希望刺激銷售

量，盼透過改版增加新聞的深度以及強化視覺效果，

並陸續推出「微視頻」、「新聞系列專題」、「全3D

動畫」等單元專題來提升多元性質。

　蘋果日報改版後有5個部分進行更動，包括對於重大

新聞的系統化報導、名家評論、全新的專題寫作呈現、

增強每則新聞的視覺設計以及兩個新單元的上架。

　這次改版的另一大特色，是推出了《新聞延長線》來

延續讀者對重大事件各個新聞的閱讀，使讀者對於新聞

事件報導有系統性的閱讀；而新聞的排版設計在這次改

版也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不同，相較以往的視覺呈現，版

面更加精緻俐落。

　蘋果日報改版後，增加新

的單元《蘋果爆破社》。

（圖、文/何省緯）

記者何省緯／報導

　銘傳大學前程規劃處職涯發展中

心於5月2日在台北校區展開企業博覽

會，提供上千職缺，現場也有專業職

涯顧問駐點諮詢和集章抽獎活動，其

中媒體有三立電視、壹傳媒及Ott歐

銻銻娛樂有限公司等公司，供給實

習、工讀、正職等相關工作機會。

　三立媒體集團以新媒體為主，主攻

三立新聞網與Vidol全球華人影音部

分，除編輯外也有企劃與管理工讀的

機會，非相關科系學生也能參與。

　壹傳媒集團則提供暑期實習機會，

分為蘋果日報編輯部與壹週刊編輯部

兩部分招募，依不同單位對紙本與網

路比重做調整，不會只偏向某部分。

　另外，Ott歐銻銻娛樂有限公司，

招募正職和工讀，主要工作會進入影

音頻道，從基礎運作開始學習，讓同

學提早融入職場，也藉由博覽會將銘

傳學生的創意帶入公司內。

記者陳柏璇／特寫

報 導
反 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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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家祥／報導

鄧博文：台灣逾半新創公司與AI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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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陸生了解台灣報社運作

流程，銘傳大學傳播學院與廈

門理工合作開設的陸專班學生

日前至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參

訪，學生們除了解旺旺中時媒

體集團成立歷史外，也看到新

舊媒體融合的報社辦公室環境

與裝置藝術，同時更了解報社

的運作過程。

　傳院講師胡巧玲帶領廈門理

工來台學習一年的學生們參觀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並由中國

時報副總編輯白德華、旺報副

總編輯兼任採訪中心主任陳秀

蘭及旺報編輯部採訪中心文教

組主任賴廷恆與學生們進行座

談，學生們對於以報導兩岸三

地消息為主要內容的旺報表達

了高度興趣。座談中白德華介

紹了中國時報的歷史及與學生

們聊聊在台灣的所見所聞，他

也提到，在兩岸新聞這一方

面，中國時報不論在人力或資

源上，在四大報裡都算是數一

數二的報社，所以在這方面他

感到相當自豪。

　廈門理工學生陽俊寧說，在

大陸提到旺旺的印象就是食

品，並不知道旺旺在台灣也有

耕耘傳媒這一塊。陳秀蘭則提

及，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董事長

蔡衍明當初創辦旺報最大的初

衷，兩岸在互不暸解的狀態下

透過特定政治人物的塑造，造

成了對彼此的刻板印象，因此

希望透過旺報的報導，讓台灣

人民更加瞭解大陸。

　旺報一開始從財金、要聞開

始著手，注重社會生活，反映

出了人民的價值觀與社會的脈

動，這些軟新聞都是認識大陸

重要的一環。中國時報也派出

接待人員向各位學生介紹中時

集團的編輯部，讓學生們藉由

大螢幕的展示了解，中時電子

報各路線最熱門的新聞標題與

流量。

　中時編輯部位在地下三樓，

挑高空間降低了在地底下沒有

對外窗，隨處能見到由舊式大

型因刷機零件所組成的裝置藝

術，原為印刷室的空間與印刷

廢水槽，現已改建為現代感十

足的開放型辦公會議室。

　由經濟部商業司主辦，TAAA執行的

「廣告小聚-共創新紀元」於4月26日

在台北舉辦，會中探討AI在行銷與廣

告上扮演的角色。TAAA理事長鄧博文

表示，大家對AI領域的關注度很高，

根據統計，台灣新創公司超過50%都

跟與AI相關，越來越多藝術家、唱片

公司、廣告產業等都推出AI相關產

品。

　活動以「AI x Marketing」為主

題，上半場，Appier首席資料科學家

林軒田介紹了AI及其用處，AI不僅可

以幫助公司或企業分析和預測用戶的

行為，繪製數十億個設備來識別普通

用戶，還可以推薦系統的複雜個性化

等等。

　林軒田表示，既然電腦有這麼快速

的運算能力，是不是就能模擬所有人

腦裡面做的事情，如果能跟人一樣，

是否就達成了某一種程度上的人工智

慧。

　下半場的座談子題圍繞AI與廣告產

業展開交流，米蘭營銷策劃科技長曾

盈學說，學習AI要先瞭解最基本的資

料面，才能思考在廣告創意中AI能做

些什麼。事實上，AI展現出來的東西

是有原理可以追的，可以從AI的思考

邏輯中發現新的亮點和買點。」

　urAD優愛德台灣區總經理張天豪表

示，既然AI可以監控廣告，做廣告優

化，把原本人類要做的工作用機器

取代，那麼人類要升級成更厲害的角

色。所以在他們公司，所有優化師要

學會程式語言，統計，會看投放策略

等，而對優化師而言，也是一件更有

趣的事情。

研習專班
廈門理工

　廈門理工來銘傳交換一年的學生於4月19日到中國時報報社參
觀。　　　　　　　　　　　　　　  （圖、文／陳家祥）

　（圖、文/王書馨）　　　　　　　　　　　
　由經濟部

商業司主辦

及TAAA執行

的「廣告小

聚-共創新紀

元」探討AI

在行銷與廣

告上扮演的

角色。
（圖、文/王
書馨）

苑文達：資源有限 善用洞察力
　銘傳大學於4月25日邀請華苑映創

總監苑文達至基河校區分享「About 

film production」，他表示，製作

的預算永遠不夠，面對有限的資源，

善於利用洞察力去創造，並找到適合

每個案子的風格是創作者的使命。

　「製作流程是死的，但可以因為每

一次製作團隊的不同，而蹦出不同

的想法和結果」。苑文達說，製片扮

演著主動的角色，吸引著別人一起合

作，這也是自己在做過各種職位後，

仍對製片保有熱愛之心的主要原因，

每個人都有洞察力，但要怎麼運用全

憑個人本事，如何讓一則廣告簡單

化，卻又能凸顯商品優點，也是自己

團隊一直在努力的目標。

　他也分享了自己在製作「統一小時

光」麵館廣告時的趣事，雖然最初與

最後的廣告版本有落差，但都是為了

成就最後的結果，廣告的核心概念是

沒什麼大異的。「小時光」已邁入第

三年的製作，他勉勵大家，不要小看

自己的實力，更不要換了位置也換了

腦袋。

孫立方:改革就像摸石過河青年日報

社   長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the 

tough get going. 險阻在前，硬漢上

路。」這是青年日報社長孫立方一路走

來支撐著自己的人生態度，越是困難的

挑戰，越要去面對。

　紙媒轉變快速，2015年也剛好面臨著

媒體界的重要轉捩點，孫立方上校同年

接任青年日報社長。他說，青年日報是

有63年歷史的老報社，發展也較慢，面

臨充滿競爭力的環境，是考驗媒體能否

成功轉型蛻變的關鍵點。

　　順應時代　推行數位化變革

　同時通訊與社群軟體逐漸發達，所有

媒體漸漸轉型數位化，孫立方意識到青

年日報再不做大幅度的數位轉型會沒辦

法跟上現今的科技時代。面對這樣的壓

力，他總是將所有的挑戰視為讓自己不

斷進步的動力。

　所以，2017年4月孫立方推行青年日

報數位化改版，發展行動新聞App裝

置。談到這成功的改革契機，過程當

然也是經過縝密的嘗試與創新，孫立方

說，這些突破就像是摸著石頭過河，從

一開始的臉書粉絲團經營、電子報網站

大幅改版，在內容產製上也開始把影音

與直播帶進來，目的就是要將青年日報

紙媒躍升到數位媒體領先地位。

　青年日報走向數位化，行動新聞App

已是一項突破，但孫立方認為，如果以

現狀為滿停在原地，馬上就會被淘汰並

取代。他說，青年日報身為國防部官方

媒體，目的就是要讓國際社會與國民了

解中華民國的國防與國際軍事新聞，日

後除了國防資訊，可能會放些實用性的

新聞，並思考數位化發展，考慮將版面

加入會員制，提供閱聽眾更詳細的新聞

資訊。

　從記者、採訪主任、執行副總、總編

輯、副社長到現在的社長，豐富的媒體

職場歷練，也是歷經許多挫折磨練的。

孫立方說，一開始進入職場時，對自己

的文字寫稿能力有一定的信心，人外有

人，但他秉持不認輸的人生態度，強化

自己的抗壓力與能力，調適自己的心理

建設，迎接每個挫折與挑戰，才能有現

在的成績。

不畏挫折　堅毅迎接每個挑戰

　其中，2009年莫拉克颱風造成台灣八

八風災震驚國際，孫立方說，當時特

戰部隊為了到被孤立的山地學校配送物

資與協助救援，他跟隨著軍人們花3、4

個小時翻山越嶺到現場採訪；回程循著

遍佈被土石流沖刷過後的河谷路徑，返

回發稿點，讓他感受到大自然力量的恐

怖，更憐憫災民的遭遇，也為官兵的不

畏險峻，全力投入救援感到敬佩。

　一路走來有給孫立方指導與提攜的長

官，也有許多支持他的團隊同事，要感

謝的人實在太多。他說，給這些恩人最

好的回饋，就是把自身現在的本職工作

做到最好，現在身為社長，就是要好好

帶領青年日報。

記者趙芸藖／報導

記者林俐／報導

記者王書馨／報導

　孫立方
表示，不
管是媒體
業還是其
他職業，
都要有所
突破才能
將老報社
創新。

(圖、文／
趙芸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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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人喜歡用手機付款，

台灣也有眾多第三方支付平台，

但取得電子支付專營執照的只有6

家，其中街口支付於今年1月取得

執照，目前為全台使用人數最多

的業者。電子支付比起第三方支

付多了轉帳及儲值功能。

轉帳、儲值

第三方支付

取得電子支付執照僅6家

當消費者跟商家買東

西，客人先把錢放到

第三方平台或電子支

付機構，等商家出貨

成功後，且客人認為

商品沒有問題，再由

第三方平台或電子支

付機構撥款給商家。

台灣有超過6000間以上店家提供第三方支付

1.手機就是錢包

2.避免賣方不履行

  交易的風險

3.提升交易透明度

1.現金流受阻滯留

2.行動裝置失竊

  恐遭盜刷

3.個人資訊外洩

面臨挑戰

店家不支援

申請資格嚴苛

消費者習慣使用現金

電子支付比第三方支付多

儲值、轉帳功能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台灣銀行家雜誌家、HSIENBLOG

代收

代付

代付

代收

轉帳

儲值

資料來源：關鍵評論、痞客邦、百度、科技報橘

支付功能差異

電子支付

第三方支付

缺點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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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彭昕洋／報導

Fans破1500萬　ETtoday強攻演算法

幼園學童也參賽　溫送珍：盼年輕人傳承文化
記者黃美靜／報導

　ETtoday於2011年11月創

站，粉專在4月8日突破1500萬

的粉絲數，打下了「最重視

社群化」的台灣網路媒體基

礎。ETtoday新聞雲新聞部資

深副總編輯林蕙娟表示，最大

的挑戰是「如何突破臉書演算

法」，粉專的經營與維護必須

關注演算法每次調整的改變。

　林蕙娟形容，粉專與臉書演

算法的關係，就像孫悟空與如

來佛，再怎麼厲害的潑猴也翻

不出祂的手掌心。

　ETtoday目前有25個臉書粉

絲專頁，2014年粉絲數已突破

100萬，四年來成長15倍的亮

眼成績，除了積極與粉絲密切

互動以外，也持續投入資源往

多元網路平台邁進。

　「就像真實社會一樣，網友

有各種甜美和各種酸。」林蕙

娟說。與廣大網友頻繁互動，

社群編輯日常都要處理各種讓

人哭笑不得的訊息，曾有網友

因為自己不想看到某些報導，

私訊要求下架新聞。也有不少

網友要求小編送上生日祝福。

林蕙娟形容社群編輯有如客服

人員，須提供雲友們各式各樣

的服務。

　ETtoday每月觸及台灣近八

成網友，《ETtoday新聞雲》

更拿下台灣新聞媒體類主粉

專互動數的第一名的殊榮，林

蕙娟認為，經營社群最要緊的

兩件事，一是掌握可量化的數

據，二是掌握不可測的人性，

對於每則貼文都要監測並觀察

它的互動回饋與導流，優秀的

社群編輯必須具備洞察數據、

尋找議題、行銷企畫、危機處

理等多樣能力。

　ETtoday從專注新聞報導的

網路媒體平台，轉型推出各類

短視頻及直播節目，對於如此

大的改變，林蕙娟說：「這是

現今的趨勢，媒體的形式本來

就會不斷演進改變。」現在已

進入融媒體時代，不但要擅長

圖文報導，還要能用影像聲音

說故事。

　推動客家文化不遺餘力的客家耆老溫送

珍與寶島客家電台共辦「寶溫盃客語運動

新聞讀稿比賽」，比賽已邁入第11年。

　今年的寶溫盃特別提高難度，以運動新

聞作為主題，甚至還有幼稚園小朋友參

賽，頓時吸引台下觀眾目光。評審許儷齡

表示，小朋友在客語咬字及發音上有不錯

表現，值得鼓勵。

　評審宋菁玲更上台示範讀稿時的儀態，

她說，讀稿時要口語化，跟朗讀比賽是不

太一樣的。在儀態上要坐得端正，眼神要

與台下觀眾互動，並不是緊盯著稿子。

　電台主持人陳佾玄、張靖玄也帶來了串

場節目「新聞無五著　1900新觀點」現場

版，並和台下觀眾討論球迷的瘋狂程度。

 高齡94歲的溫送珍表示，小朋友能有勇氣

在台上講話就不容易了，很高興可以看到

他們說客語。希望比賽讓這些小朋友更認

識客語，並傳承到年輕一代上。

　出身自苗栗縣南庄鄉的他感慨，自15歲

到台北打拼，深知客家話傳承不易，透過

舉辦比賽，希望更多人關注客家活動。

即新聞升格百萬影音　力推原創

　即新聞成為台灣第一個百萬影音

新聞粉絲團，升格為臉書影音新聞

的先驅者。雖然目前仍以外部授權

的影片為主要項目，但副組長侯憲

諭表示，希望未來團隊能推出更多

的原創影音，除了軟性、輕鬆的類

型以外，期許以更輕鬆易懂的方式

幫助粉絲接收重要議題，繼續帶給

閱聽眾精采的影音作品，讓即新聞

不再只是『影音彙整』，而是帶有

創作活力的影音品牌。

　即新聞主要透過臉書發布影音新

聞，與粉絲進行互動，侯憲諭認

為，首要條件是必須掌握網路潮

流，但根基還是屬於新聞媒體的即

新聞，在網路語言與新聞性質之間

的拿捏比較需要經驗累積，而在影

音新聞這塊，要如何以相同素材做

出與競爭對手的差異性，建立品牌

特色，是即新聞將面對的大挑戰。

　即新聞召集人郭丹維表示，即新

聞的閱聽眾較為年輕，多落在15到

34歲的族群。他們較關心與自身有

直接關係的生活訊息，閱聽習慣較

為碎片化，也習慣快餐式的資訊吸

收法，大部分軟性新聞影片，像旅

遊、美食及網紅等類型容易抓住年

輕族群的喜好，達到破千甚至破萬

的觀看次數，而畫面較具衝擊性的

社會影片點閱率也相當高。

　創立於2015年8月31日的即新聞，

今年8月底即將滿三周年，團隊也透

露，倘若內部安排許可，將有可能

會配合外部合作推出週年慶影片，

並以抽獎、趣味互動等環節，回饋

粉絲同時也刺激自主擴散，期許未

來繼續帶給粉絲更多元的內容。

　即新聞朝「影音品牌」邁進，致

力推動原創影音。

（圖／即新聞提供、文／林翊涵）

記者林翊涵／報導

電台客語讀稿比賽－寶溫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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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書店
《詩生活》陸穎魚：只營運十年也是永恆的存在

　詩生活創辦人陸穎魚認為，生活就是要

有外部的人參與，才會有趣、活潑、有情

感。　　　　　　　（圖、文/陳柏璇）

記者陳柏璇／報導

　記者必須呈現真實客觀的新聞，詩

人則是以情感的創作，能將兩者相差

甚遠的工作，如此跳tone又協調的存

在一個人身上，如今又多了書店經營

者的角色，擁有三重身分的她是獨立

書店《詩生活》創辦人陸穎魚。

　「開書店不是我的夢想」，這是陸

穎魚在訪談中的第一句話，打破了詩

人的浪漫，讓人對她多了份好奇。

　從香港嫁到台灣後，文化的差異讓

她求職處處碰壁，在家自由接案時，

卻又覺得與人群越來越遠，內心的孤

獨與苦悶無從紓解。直到去年二月，

儘管朋友們不支持，陸穎魚也決定創

立《詩生活》，讓自己有多一點機會

接觸台灣的人群。

　陸穎魚笑著說：「生活就是要有外

部的人參與，才會有趣、活潑、有情

感，我的生活有別人的介入，它才會

有美麗與哀愁」。開店一年，透過與

讀者的聊天，她更清楚《詩生活》是

個有人情味且具強大包容性的地方。

詩與生活是經營的核心

　陸穎魚說，剛開店時只要有人經過

門口但沒有進門便會難過。現在她笑

稱，以「佛系書店」在經營，持著「

願者上鉤」的淡然心態，把心思放在

喜歡這邊的人身上，書店反倒成了朋

友聚會的場所。

　從小喜愛閱讀的陸穎魚說，夏宇是

她的啟蒙詩人，因為夏宇的詩很有新

鮮感，會似懂非懂地被吸引進去，書

本與詩都具有超現代和前衛的風格，

影響到她在經營書時，也想把詩與其

他東西做連結，呈現詩多元的樣貌。

　提起在香港當記者的日子，陸穎魚

表示，會從輕鬆的對談中找到受訪者

感性的細節，她認為不能覺得自己資

歷淺而自亂陣腳，這樣就是不專業。

　在他人眼中，開書店像是放棄一個

不錯的職業與才能。但她認為，記者

的經驗對於理解人生是很有幫助的。

留下回憶　即是永恆存在

　「美好跟悲傷是一體兩面的。開始

擁有一些在乎的人之後，這些情感是

非常棒的，但想到有一天他將會不存

在之後，就算再美好的當下也會感到

哀傷」，這是陸穎魚近期的體悟。

　因媽媽罹癌，讓陸穎魚感受到生命

消逝的輕易，令她對時間更加敏感，

創辦《詩生活》時便預告只會營運十

年，書店會消失，但在許多人心中留

下回憶，也是一種永恆的存在。　

　積極互動突破臉書演算法，ETtoday粉絲數破1500萬。圖為ET新聞

雲團隊。       　　　 （圖／ETtoday新聞雲提供、文／林翊涵）

記者林翊涵／報導

健行科大邱顯賀奪冠　拉鋸戰憑耐力取勝
記者彭昕洋／報導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電子競技《爐石戰

記》在4月30日決賽，來自健行科技大學的

邱顯賀以3：0大比分擊敗僑光科技大學的

盧彥竣，奪得金牌。

　《爐石戰記》作為一款卡牌遊戲，存在

慢速、中速、快攻三種相互克制的牌組。

在決賽中，邱顯賀的前兩小局遇到了慢速

卡組內戰，使比賽陷入長時間的拉鋸戰，

但邱顯賀極具耐心且沒有失誤，連續拿下

兩局的小分。最後一君，邱顯賀使用的卡

組正好克制對手，以3：0的大比分獲勝。

　賽後，邱顯賀表示，對於自己的勝利主

要得益於對牌組的分析，瞭解各個牌組的

屬性和克制關係。

　對於未來，邱顯賀則坦言，此後不會花

很多時間練習，因為職業電競選手很辛

苦，考慮向主播或賽評的方向發展。

　HCT世界冠軍、賽評陳威霖表示，邱顯賀

在本次比賽中發揮穩定，雖然有小失誤但

畢竟不是職業選手，表現還是不錯的。

電競比賽－全大運爐石戰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