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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Vidol到「電電購」
三立轉向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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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網綜創億流量

1989年11月1日登記出版

紅點拚創意
結合大數據品牌數位化

華視新聞風格轉變 造優質內容中心
記者溫振甫／報導
華視新聞最近著重去除「三器」，不播對
社會無正面影響的社會新聞，新增「教育文
化」、「體育賽事」、「國際新聞」及「公
眾利益」有關的重大新聞。華視總經理莊豐
嘉表示，華視是商業電視台，但本身有著公
廣集團的責任，另外他覺得華視新聞應該要
走一條新的路，相信還是有一些人喜歡看目
前風格的華視新聞，也應該要對這些觀眾負
責，因此華視堅持做「乾淨」、「嚴謹」的
新聞。
轉換新聞風格後，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收
視率下降，但莊豐嘉說，還是要撐過這個陣
痛期，要對觀眾有信心。他也透露，最近的
收視率也開始慢慢回升，但他覺得最關鍵的
一點是現在大眾收看新聞的習慣，不再只是
透過電視，現在的人大多數都是使用網路來
接收資訊。

他表示，華視現在的目標受眾不再只有收
看電視的觀眾，連使用社群媒體的用戶都是
他們的目標，最後他希望能將華視打造成優
質內容的中心，將有品質的內容帶給觀眾。
而2018世界盃足球賽將在6月14日熱鬧開
踢，華視將從6月30日起至7月15日轉播16強
賽事，華視副總經理劉俊麟表示，為了世足
賽，華視也下了一番苦心，從6月5日起的每
周一至五，華視將會製作世足賽的特別節目
以及特別報導，直到世足賽落幕。
賽事主播方面，劉俊麟則說，屆時將會由
四名華視的資深主播負責賽事轉播的部分，
一場比賽也會搭配一名主播以及一至兩名的
球評，希望帶給觀眾更高的收看品質。
此外，他表示，華視官網的部分，也早已
為世足賽設立一個頁面，點擊進去就可以看
到與世足賽的相關報導。

數據說新聞

華視新聞最近轉換風格，總經理莊豐嘉做出回應。
（圖／華視提供、文／溫振甫）

教育部長吳茂昆上任期間 網路聲量多負評 誠品花蓮店開幕

傳播櫥窗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中，以負面的聲量居多（左圖），而匹配聲量中以負面情緒為多
數，關聯聲量中以中立情緒為多數（右圖）。
記者許志翰／報導
教育部長吳茂昆5月29日請辭獲准，上任任期
只有41天，成了最短任期的教育部長，網路上
也掀起一陣討論，本報利用OpView社群口碑資
料庫及LOWI輿情系統，分析4月19日到5月29
日上任期間的網路聲量(包括新聞、社群、討
論），結果發現負面的聲量居多。
根據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分析網路聲量，
發現吳茂昆在上任期間一直都有聲量討論，其
中4月30日因「拔管案」聲量數達到8108則，

在5月29日則是因為請辭教育部長而衝上最高
量17441則。
根據LOWI上利用關鍵詞「教育部及吳茂昆」
搜索發現，匹配聲量（主回文都提到該關鍵
詞）中是以負面聲量為多數；而關聯聲量（主
文有關鍵詞，回文不一定有關鍵詞，但有提到
與該事件相關內容）中則是以中立情緒為多，
顯示出了民眾對於此新聞是關心的，但已較不
在意或過多評判。

OpView分析吳茂昆從4月19日到5月29日上任期間的網路聲量(包括新聞、社群、討論）。

創造在地閱讀風景

記者陳名萱／報導
誠品生活花蓮遠百店5月26日正式開幕，攜手與在地共
創的空間設計與內容，以「雲燈」呈現花蓮特色。其中還
增設「花蓮文學作品」專區，更安排每週作家主題、音樂
分享及文創設計等講座，盼能與花蓮讀者共同參與文化創
作，打造溫暖的人文場所。
於2017年誠品年度報告中，誠品書店副總經理林婉如曾
透露，花蓮店將開闢在地主題策展，盼能與讀者共同創造
具有地方特色的閱讀風景。因此在規畫上增設「花蓮文學
作品」專區，蒐羅逾50位作家的花蓮相關文學作品，開幕
期間更有吳明益、楊牧、嚴長壽、陳克華、廖鴻基等16位
花蓮在地、旅居作家的限量親筆簽名書。
首度於台灣設立的「誠品生活采集」專區，以花蓮四大
地景特色「海洋、山林、縱谷、聚落」為策展主題，匯
集在地工藝創作，展出香蕉絲編織工藝與珍貴鯨豚紀錄手
稿、模型，並安排作家主題、音樂分享及文創設計等講
座，藉此機會與花蓮讀者共同參與文化創作，打造溫暖的
人文場所。

艾普特發表會 智慧平台人人可操作
記者王書馨／報導
致力於為企業打造數位行銷方案的艾普特媒體公司在23
日舉行產品發表會，由艾普特開發的自主性人工智慧平
臺，號稱每個人都可以操作。艾普特執行長王偉羽表示，
以前big data只能搜集數據，但如果通過它形成演算法，
將製成的模型得到協力廠商數據，就可以形成DSP（需求
方平臺）策略，最後又會回歸big data。活動還邀請了艾
普特首席資料科學家林博逸，愛上新鮮執行長張右承，宏
盟媒體集團數位暨投資長陳宗斯及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行
銷處數位廣告總監柯築舲。
對於智慧工具的應用，張右承分享了電商平臺的案例，
台灣電商目前遇到的問題是業績停滯甚至衰退，臉書廣告
費持續攀升，各電商之間的競爭。所以可以通過大數據抓
住潛在臉書客人，再進行潛在再行銷，從而提升品牌知名
度，宣傳促銷方案，挖掘潛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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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Vidol到「電電購」 三立轉向新媒體
記者張家娸／報導
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杜聖聰帶領廣電大一學生5月25日
前往三立電視台參訪，三立電視台管理部副總經理張維
銘以自製戲劇「金家好媳婦」跟「真情之家」為學生們
介紹。他表示，戲劇是三立最重要的產品，三立受眾以
年輕居多，好的戲劇，不只能帶來收視率，更帶來高度
經濟效益。

新媒體浪潮來襲，三立電視台也為此嘗試許多改
變，「Vidol」於2016年成立，此影音平台以三立所產
製的內容為主，辦公室中間就是一個攝影棚，隨時都
能夠開始進行直播，張維銘也特別提到，「Vidol」為
網路電視中網路觸及率第一名，也是台灣發展最完整
的，甚至發展出電商「電電購」，透過粉絲經濟，販
賣偶像劇周邊商品。
三立成立15年，一直堅持自家電視台僅能播出由自
家產製的戲劇內容。
(圖、文／張家娸)

在參訪到新聞部時，辦公室採用開放式設計，為了
方便同事之間討論，他提到，新聞部中最多的就是電
視，不只要審視自家的新聞，更要從他台的新聞去學
習。
三立每年總共產製1500小時的戲劇，因此張維銘特
別帶師生們到「金家好媳婦」的攝影棚參觀，一進到
攝影棚中，學生們每個都拿起相機記錄以及紛紛表示
這就是他在電視上所看到的場景，一間攝影棚中包含
了客廳、臥房、書房、記者會甚至連醫院中的病房，
都是在此拍攝完成，他表示，拍攝戲劇時經常是借用
鏡頭運鏡的手法才能夠不穿幫。

廣電一甲同學背後就是由三立電視台所自製的戲
劇。
(圖、文／張家娸）

三立
主播

李文儀：做好準備傳遞正確訊息

記者張家娸／報導
銘傳大學5月30日邀請李文儀和新聞系學生
分享新聞採訪經驗，她以實地到花蓮強震及兩
韓文金會的採訪做為範例。
她強調，記者到現場採訪時，除尋找事件的
關鍵人物，新聞畫面拍攝前也需跟攝影師溝
通，用字遣詞要精準也提醒在播報時不要用「
身後」兩個字來形容背後所發生的人事物，記
者並沒死，這也引來現場一陣哄堂大笑。
李文儀認為，新聞主播是資訊的傳遞者，更
要快速清楚地把正確的訊息告訴觀眾，在播報
前會把新聞都先讀一遍，確認自己要呈現的觀
點是否與記者相同。
參加兩韓文金會時，外媒記者僅能待在離板
門店8公里外的統一大橋與外媒採訪中心。李
文儀提到，主辦單位僅給韓文版的公關稿，當
時苦等不到英文版公關稿，在全體記者不知所
措時，她勇敢詢問現場的大學生志工，逐條翻
譯，完成與台灣連線報導。

937

壹電視
主 播

「新聞雖求快，但查證與事前準備更為重
要」，李文儀表示，現今太多新聞來自「三
器」而缺乏查證導致媒體亂象，所以衷於自己
的記者，必要先做好查證。

李文儀於演講介紹地震傾斜測量儀。
(圖、文／張家娸）

國語日報
教育講座

SD時代結束後，許多相機、電視、電腦也都被淘汰，
三立將此放在牆上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與開始，形成裝
置藝術。
(圖、文／張家娸）

張耀仁:讓自己成為主動閱聽人

記者趙芸藖／報導
國語日報以「解讀科學新聞，
培養新時代判斷力」為題，5月26
日舉辦讀報教育推廣講座，屏東
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張耀
仁說，面對偽科學新聞，要讓自
己成為主動的閱聽人與具有判斷
力的讀者。
張耀仁以科學的角度，教大家
去判斷一則新聞的真偽性，他
說，所謂科學就是要經過實驗組
與對照組的操作，才能確定事情
是否成立，但現在許多新聞，媒
體從畫面與報導呈現給閱聽眾的
資訊，與記者實際的採訪內容不
一樣，媒體不但沒有反應出真實
社會，還運用修飾詞語來形塑成
一個真實效果，而誤導閱聽眾，
也就是所謂的「再現概念」。
張耀仁認為，新聞就是訪談與

寫作的組成，採訪與撰寫的比例
為6:4，，透過訪談與查證，能夠
得知事實與真相，採訪的提問也
必須要有建設性，寫稿時更不能
憑空杜撰。
面對現在許多的偽科學新聞，
他說，這些新聞看似科學，但其
實是違反科學規律與邏輯的，包
括理論錯誤、忽略過程、關係錯
置、不懂保留與官商互惠。查證
時，科學數據的引用錯誤，導致
記者過於篤定的報導新聞，可信
度與公信力也因此受影響。
張耀仁表示，透過新聞可以去
掌握這時代的趨勢，但面對偽科
學新聞與武斷的內容時，讓自己
成為主動的閱聽人與具有判斷力
的讀者，透過親自查證去得知正
確資訊。

沈泳吟：多元嘗試 打破大眾對主播印象
把握每個機會

沈泳吟：「主播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是最難的，
但也是一直在嘗試的事。」
（圖／壹電視提供、文／廖子盼）

不要怕跌倒

剛到中天國際編譯中心時的沈泳吟，幾乎天天被
罵，從上班被罵到下班，隔天再繼續被罵，使得她只
要想到「上班」兩字就會很緊張。沈泳吟後來在中天
除了當記者外也當過氣象主播，她說，當公司給這個
機會時，你不會想太多，只想先把握住機會，畢竟凡
事要試過才會知道。「雖然那就只是一顆鏡頭，但卻
不知道鏡頭背後有多少個觀眾。」回想起當時，她輕
笑說，真的是糗態百出，摔得很慘，但她很慶幸有當
時的經驗。

從逆境中成長

嘗試克服緊張感

記者廖子盼／報導
提到「主播」，一般人認知就是在電視上所看到的
新聞播報，主播只要看著讀稿機，照著稿子念就好。
但對壹電視主播沈泳吟而言，她認為說：「主播要做
出屬於自己的特色，是最難的地方，也是她一直在嘗
試的事。」

逆境給了她寶貴的磨鍊，人難免會跌倒，再爬起來
就好，便發現過去的跑線經驗是可以幫助自己在鏡頭
面前更自在。爾後在中天待了一段時間後，她決定去
壹電視任職，因公司規劃，轉成專職主播。她透露，
播報時緊張的情緒還是存在的，平時講話能說得很順

暢，但當聚光燈打在身上，鏡頭對著你時，甚至會發
現很難完整的說完一句話。

節目與新聞

主持節奏大不同

除主播外她也有主持壹電視跟年代電視的節目，她
表示，節目跟新聞的步調有些差距，相似的點就是也
要懂得問問題，因為有些問題如果問得不夠技巧性，
就問不出故事，大家看節目就是會比較想看到一些故
事性的東西。而主持節目跟播報新聞比較不一樣的地
方是，「必須控制整個場面與現場氣氛」，主持人必
須要把整個節奏抓得很準。
沈泳吟私下坦言，她其實是很不正經的一個人，對
她來說，當主持人比較好玩的地方就是彈性比較大，
想在鏡頭上呈現的什麼樣的風格，能夠自己決定並盡
可能地做自己；而新聞播報的話，大眾會覺得主播應
正經八百，當有這些刻板印象的存在，要再發揮便會
有難度。目前她正在努力嘗試，讓主播跟藝人之間的
線不要那麼明顯，讓自己多元化，打破大眾對主播的
既定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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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選秀綜藝夯!!
陸網綜創億流量
2018年陸網綜播放量TOP3
《偶像練習生》
《創造101》
《熱血街舞團》

選秀類真人秀
愛奇藝平台獨播
累積播放量31.5億（已播畢）

選秀類真人秀
表演類真人秀

騰訊視頻平台獨播
累積播放量28.8億

愛奇藝平台獨播
累積播放量15.8億

資料來源：網路整理、《貓眼專業版》App。播放量統計時間為2018年1月1日至5月30日。
2018-04-06
《偶像練習生》9人團名單確
定，關鍵詞搜索量高達28萬。

百度搜索指數趨勢圖
偶像練習生

創造101

2018-04-22
《創造101》首波隔天關鍵詞搜
索量達17萬，而後每周播出後搜
索量平均在18萬左右。

熱血街舞團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資料來源：百度指數，分析2018年1月1日至5月30日。

真人選秀節目夯什麼

蔡徐坤:
《偶像練習生》冠軍出道練習生
微博超級話題明星榜Top1
閱讀量高達257億

孟美岐:
《創造101》榜No.1(5/28~6/1)
微博超級話題明星榜Top31
閱讀量達10億

李宛儒，22歲
曾觀看《偶像練習生》

郭蘐瑄，15歲
正觀看《創造101》

一開始是因為有台灣練
習生才對這個節目有興
趣，也發現其他人的表
現都在水準之上，讓人
驚艷！而練習生多達99
位，裡面一定會有一個
自己支持的，為了他就
會想一直看下去。

因為自己不可能成為偶
像，所以看真人選秀節
目時會有代入感，把夢
想寄託在參賽者身上，
當喜歡的參賽者獲得勝
利，有種自己的夢想也
被完成的感覺。

節目主題十分新穎，投
票的比賽機制也讓觀眾
很有參與感！而且參賽
者與我們年齡層相符，
既年輕又有朝氣，共鳴
感強！

資料來源：《創造101》榜取自最新榜單、微博超
級話題明星榜更新自5月31日。

圖片來源：（左）擷取自官方微博@騰訊創造101
、（右）擷取自官方微博@愛奇藝偶像練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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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孟宸，21歲
曾觀看《偶像練習生》

───本報使用再生紙───

主編／范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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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紅點傳達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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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點拚創意 結合大數據品牌數位化
記者／林俐
2018紅點傳達設計獎評審分享會於5月29日會在
Tutor ABC T館舉行，其中連續三年擔任紅點評審的
奧美互動行銷亞太區副總裁張志浩表示，看到集結
各國的創意外，最大的收穫是增進了不少世界觀。
張志浩說，紅點傳達設計獎不是一個參賽者之間
的競爭，而是他們對於自己及背後公司團隊的肯
定，而且在擔任數位線上類的評審時，是由三位來
自不同背景的專家組成一隊進行評分，沒有預選過
程，平均三分鐘要看完整個網站的架構並決定其獲
獎與否，並沒有分數的高低，能獲獎的人都代表獲
得國際性的肯定。
他也觀察到，近幾年能獲獎的作品都有品牌數位
化的趨勢，現在的創意大多都結合了大數據分析及
科技，而真正好的創意，會具有跨文化、視覺、體
驗等的特性，並沒有文化界線。
臺灣紅點執行總監鄭雯瑄也表示，今年比較特別

的是，24位跨文化評審中，有4位來自台灣。評審團
每年輪調約10%-15%的評審委員，不斷活化紅點評審
團以確保團隊與時俱進，延續歷年評選品質與精神
傳承，評審必須簽屬並遵守榮譽規範，確保最高道
德標準及其專業性，今年的紅點傳達設計大獎，也
將注入三位新血。評選的最後階段，在17個參賽組
別中，每個組別都有一個「紅點至尊獎」的機會，
為紅點傳達設計大獎的最高榮譽，是每個類別中最
優秀的作品。
提及參與紅點的意義，她也說，好的設計就是好
的生意，得獎越多，受到公關、媒體的服務也越
多，除了提升品牌識別度，還能和全球設計及創意
類的人交流外。以蘋果來說，年年參與紅點是為了
讓商品在同個概念上進化；以BMW為例，是企業內跨
張志浩說：「能獲得紅點傳達設計獎的創作者也代表得
組織追求前端策略的進化與永續發展，而台灣的參
到了國際性的肯定」。
（圖、文／林俐）
賽者則以電子產品及汽車為大宗。

新北校園廣告人講座

融媒體時代 說故事有新選擇 HowHow：把親身經歷當作創意腳本
記者／廖子盼
紙媒經營艱難，聯合報系社
長項國寧說：「儘管科技日新
月異，新聞媒體的未來還是新
聞，必須要有採訪才能呈現真
實的面相，新聞要做有品質又
有意義的內容，同時也要盈
利，這是目前聯合報系正在嘗
試的。」
項國寧5月31日到銘傳大學
分享聯合報的轉型與新媒體發
展，他說，過去界限壁壘分明
的媒體，現在轉變成是一個融
合在一起的媒體，新媒體的出
現讓傳統媒體在說故事上有了
新選擇。
他表示，在座的每一位都參
與了新媒體的發展，最大的變
化就是啟動裝置的改變，桌機
走下坡後，取得新聞的設備也
隨著改變，科技發展成不可擋
的趨勢。大約十年前，紐約時
報開始以多媒體的科技呈現新
聞，其餘媒體以紐約時報為標
的，開始以綜合科技的形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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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新聞。
實，新聞要做有品質又有意義
項國寧說：「以往不符合媒 的內容，同時也要盈利，找到
體定義的平台，現在反而奪取 彼此間的平衡點，是還需努力
最多的廣告收入，這樣使有些 嘗試的事情。
媒體不得不轉型。」
近幾年有許多純網站的媒體
談到聯合報轉型，項國寧 開始成立，像是鏡週刊、上
說，因為數位的關係使聯合報 報、風傳媒、報導者等，現
系把所有刊載過的影音都數位 在也有許多媒體在嘗試「付費
化，成立了全大灣最大的新聞 機制」和「訂閱制」來賺取費
資料庫—聯合知識庫，並加以 用，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就是相
收費。除了報紙和數位媒體， 當成功的一個例子，但這對綜
聯合報系也開始發展多元事 合性的報紙來說相對困難，必
業，像是文創、電商、娛樂、 須要做出特別的內容，消費者
出版、財經、行旅、健康、教 才會願意付費收看。
室等。近幾年也開始做數位匯
流，拍攝影音成了現在新進記
者必要的技能。
項國寧強調，新聞媒體未來
還是新聞，儘管谷歌跟臉書都
說自己是新聞媒體，但媒體跟
新聞是無法完全劃上等號，要
有採訪才能呈現事情的真實
聯合報系社長項國寧界分享
貌，然而，在很多媒體平台上
聯合報轉型與新媒體發展。
的資訊，大多是情緒而不是事
（圖、文／廖子盼）

記者／郭雅茵
知名Youtuber陳孜昊（HowHow）26日為「2018新北校園廣
告人」活動開講，講述自身對影
像創作的熱愛，分享他從經濟系
畢業，成為專職影像創作者的心
路歷程。他說：「為什麼要把只
有一次的人生，浪費在不喜歡的
工作上？所以鼓勵同學們多做嘗
試，找出自己的興趣。」
陳孜昊表示，直到在大學才第
一次嘗試拍影片，漸漸產生了興
趣，有次作品被同學放上PTT被「
推爆」，他才知道原來還有其他
人也喜歡自己的影片，而開始選
修影像相關課程。
畢業後他仍把拍片當作興趣，
常拍攝自己的生活小短片給家人
和朋友看，直到他突發奇想，運
用家中開設幼稚園的背景，製作
出一支網路分享破百萬的影片，
那也是他第一次被大眾、媒體看
見，甚至有了粉絲關注，也使他
想認真經營Youtube頻道，還到美
國就讀視覺特效研究所，只為了
讓自己更進步。
當時在美國最讓他印象深刻的

是，有次他獨自一人寫腳本，突
然被自己的劇本逗樂了，那一刻
他形容是「醍醐灌頂」，才明白
他有多熱愛自己正在做的事，並
決定未來人生的道路，一定要和
影像有關。
陳孜昊表示，拍片時的靈感來
源，大多都來自生活中喜愛的事
物，例如動漫、卡通和線上遊戲
等，影響他極深，也為他種下天
馬行空的種子。同時也對這次「
新北校園廣告人」的參賽者說：
「多看、多聽，多體驗，把自己
的經歷當創意來源，放進腳本裡
都可以成為很棒的影片內容。」

Youtuber HowHow分享創作概
念及心路歷程，吸引近500人報
名參與。（圖、文／郭雅茵）

東方泰勒斯追夢 Dena從自媒體唱出思念
記者／陳宜秀
個子嬌小，擁有一身健康的小麥膚色，背著
一把重重的吉他，全身上下充滿了個性美，
從她身上能感受到一種光芒，那是在做自己喜
歡的事情時，別人可以感受到的能量，她是擁
有15萬訂閱粉絲，最熱門影片觀看次數突破73
萬，有著「東方泰勒絲」之稱的台灣 YouTuber Dena張粹方。

訂閱壓力創成長養分
在YouTuber與歌手兩種身分中，Dena認為當
YouTuber可以做自己、沒任何壓力與包袱，
而談到頻道的創作，她坦言，訂閱數越高相對
的壓力也越大，當觀看次數沒有想像中的高，
就容易給自己很大的壓力，若太迎合觀眾的興
Dena張粹方：「泰勒絲是啟發我 趣，往往會失去初衷，忘記自己原本想要拍的
是什麼，這些撞牆期，也成為她不斷訓練自己
開始拿起筆寫歌的偶像。」
（圖／張粹方提供、文／陳宜秀） 進步的養分。
今年3月她透過自媒體網路平台實現自己的

音樂夢，發行首張個人EP單曲《你愛她》，純
粹的聲音，沒有世俗的油膩，一開口令全場陶
醉在她的世界裡，看起來輕描淡寫的歌詞卻藏
著一個人很深的思念。
終於可以抱著吉他走出鏡頭，唱出自己的創
作與故事，讓她感覺很不真實，在成為歌手的
這條路上，Dena認為，當自己和工作團隊意見
不相同時，要如何做取捨、知道堅持的點，是
她還在學習的部分。她笑說：「目前就算走一
步學習一步。」
「泰勒絲是啟發我開始拿起筆寫歌的偶像」
她很肯定的說。從小被西洋流行音樂啟發的
Dena，13歲開始自學吉他，並在15歲時獨立創
作第一首英文歌，也確立了自己的音樂夢想，
希望成為一名鼓勵人勇於追夢的歌者。大學時
雖然選擇護理系，可是心中卻一直堅持對音樂
的目標，持續參加音樂比賽與演出，在2014
年，準備升大四的暑假，遠赴美國最著名的流
行音樂學校Berklee School Of Music進修，

以自創曲成功獲得面試官員的肯定，順利申請
到每年約新台幣200萬元的獎學金。

抱初衷 赴美學流行音樂
2015年正式入學美國伯克理流行音樂學
院，Dena談到，為了紀錄自己勇敢的決定，所
以她決定另外開立Youtube生活頻道，頻道內
容都以留學文化、英語學習、歌曲演唱影片為
主。而獨自去美國讀書讓她體會到，人的潛力
是無窮的，以前認為自己無法辦到的事情，當
下都能冷靜的去面對，有能力解決生活上帶來
的大小事，原來自己比想像中的強很多，深刻
體會到留學是可以打開一個人的潛力。
正朝歌手路邁進的Dena表示，能成為一個歌
手，是需要很多不同專業的工作人員幫忙協
助，也瞭解到有很多的外在因素是自己沒辦法
控制的，而今年的終極目標是希望能在暑假出
一張全創作的EP，一步步朝自己的夢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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