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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中創新創業論壇
抓核新思維啟發夢想

王結玲：新聞工作者背負著使命感

記者周芸、曾郁晴／報導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於6月12日舉
辦「卓新沙龍－求變！不可或缺
的電視新聞」。由TVBS新聞部執
行副總監王結玲擔任主講人，她
表示，吸引觀眾是她的目標；編
輯就如同導演，要從觀眾的角度
去思考，預先想好劇本，給觀眾
一個完整的故事。
王結玲每天的目標「觀眾不轉
台。」，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
及，電視新聞的觀看人數大幅降
低。她也表示，電視新聞不會消
失，不過要如何吸引觀眾的眼
球，是現在所有新聞從業人員共
同努力的課題。
她以日前的「川金會」為例，
現場的每位記者各自扮演不同角
色，角色之間區分清楚，所以每

個人負責的角度都不同。
王結玲指出，她會在棚內的key
板上使用虛擬效果吸引觀眾，這
些動畫都是編輯在兩、三個禮拜
前就畫出來的，再交由動畫師後
製。
她提到，時常看到主播在電視
機前侃侃而談，其實多數時間有
「幕後功臣」的協助，判斷連線
的場景、主播與記者要說的話，
但很少人會記得編輯是誰。
身為執行副總監，很多人都認
為王結玲想做什麼都可以。但她
說：「在公司所有人都是一樣重
要的，團隊合作時，我只是個小
編輯。」
這25年來王結玲不曾離開電視
新聞工作，可想而知它擁有無法

取代的魅力。王結玲真切的說：
「編輯很好玩，因為可以掌握全
球的變動，所有的事情都能事先
知道。」
面對現在電視新聞的困境，王
結玲也坦言：「每天在整理新聞
的同時，都會自我反省，只要有
好的新聞內容，相信這個產業也
會重新調整。」
最後王結玲也期許新聞從業人
員，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改變新聞
的膚淺，重新找回觀眾的信任。
她也將記者比做醫生，兩種不同
的行業之間都存在著「後繼無
人」的共同問題，王結玲說：「
新聞工作也需要接班人，大家都
TVBS執行副總監王結玲：「編輯有趣的地方在於可以
需要有使命感，一起留下來把新
掌握全球的變動。」
(圖、文／周芸)
聞做好。」

第五屆兩岸自由貿易論壇

經濟日報
副社長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創辦

翁得元:盼政治不影響經貿發展
國立政治
大學經濟學
系教授林祖
嘉（右二）
表示，兩岸
年輕人的交
流，對雙方
合作是有幫
助的。
（圖/取自經
濟日報、文/
廖子盼）

記者／廖子盼、趙芸藖報導
經濟日報與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第五屆
「兩岸自由貿易論壇」於12日在台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登場，邀請兩岸學者探討兩岸經
貿並對未來兩岸如何突破困境、相互合作。
第五屆兩岸自由貿易論壇上午場主題—兩
岸紅光經濟發展與創新合作，邀請到上海社
會科學院副院長王振擔任引言人，由國立政
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祖嘉和北京清華大學
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主任許憲春對此
主題進行分享。
林祖嘉對兩岸青年學子之間的交流表示，
兩岸年輕人的交流，對雙方合作有益處。政
府對兩岸年輕人之間的交流，不應該設有太
多限制，並希望未來兩岸能在經濟上有更多
的合作。
下午場以「兩岸金融合作契機」為題來進
行圓桌對談，主持人為經濟日報副社長翁得
元，與談人分別是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召集委
員曾銘宗、台灣經濟研究院金融所副所長范
秉航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副研

究員劉亮，探討兩岸未來金融合作之議題。
翁得元表示，兩岸金融合作已久，但改革
開放的步伐沒有很順利，兩岸服貿協議也沒
通過，進而影響到兩岸金融交流，但台灣的
業者面對這樣的局勢依然很積極，持續前往
中國進行投資。
劉亮認為，未來兩岸的金融合作、技術與
市場如何調和、台灣金融優勢如何在中國能
有效發揮與台灣如何融入中國的金融市場需
求，都是未來兩岸金融合作面臨的挑戰。
范秉航也提到，台灣有自己的優勢，創業
與金融人才不輸國際與中國，但中國的發展
與進步卻相對較快，廣大市場的高度競爭比
台灣還厲害，未來可能將面臨大筆金融人才
流向中國的情況。
曾銘宗表示，金融科技與兩岸合作要蓬勃
發展有三要素，為推動的市場、政府機關的
支持與法規跟要有創新的技術能力，決定金
融科技是否成功，這些創新產品在台灣沒有
機會市場化，政府應開始重視此問題。

壹傳媒發2億元股票 鼓勵員工
記者何省緯／報導
壹傳媒集團於6月12日宣布，將會發配自家股票獎勵員工，預估會發配
約2.04億股股票，總金額約2億台幣;而對於此次獎賞動機，壹傳媒也表
示，此舉是為了把員工權益與股東看齊，進而鼓勵員工。
壹傳媒集團期許員工對集團做出更大的貢獻，向集團全職員工發配公
司股票，以在集團服務時間為獎勵多寡標準，任職滿1年可獲配股數相
當於1個月薪資，未滿1年獲配股數則相當於0.5個月薪資，而根據報導
指出，發放的股票也沒有禁售期的限制。
對於公司這次突如其來的獎勵，壹傳媒內部員工也說:「面對傳播產
業的不景氣，各家媒體朝節流的方式經營下，公司的逆勢操作是先加薪
2.5%，接著又發放股票，確實提升了我們的待遇，也讓我們看到待遇不
會因不景氣而凍漲，更能增加基層員工的留任意願及更加努力在工作上
力求表現。」

金石堂城中店24日熄燈 告別讀者
記者陳名萱／報導
位於台北市重慶南路書街屹立三
十餘年的金石堂城中店，將於24日
熄燈，對此讀者們皆感到惋惜，而
書店也舉辦了「回頭書6本500元」
的活動，吸引眾多讀者前來與城中
店告別。
讀者陳小姐表示，這是她首次來
城中店，發現金石堂的選書較符合
大眾，與誠品書店多樣化的進口書
販售有很大的差別。此外，她語帶
感慨地說：「現今年輕人多習慣在
網路上閱讀電子書，但能夠翻閱並
觸摸到實體書本是件感動的事。」
逛書店並蒐藏書本在讀者鄭先生
的生活當中，佔據著相當重要的部
分，他透露，城中店不論空間動線
規劃或書本的數量皆能滿足需求，
且古色古香的建築也替他留住了青
春歲月。
而帶著兩位小孩前來逛書店的鄭
小姐則表示，城中店有不少童書可

供選購，藉由帶著孩子來書店，除
了能從小培養閱讀的習慣外，利用
書店能翻閱、挑選書本的優勢，作
為替孩子們選書的依據。
見證過重慶南路書街繁華樣貌的
金石堂城中店，將在營業23日上午
10點起，至24日晚上10點推出36小
時不打烊服務，於營業最後一日，
邀請讀著們於牆面上留言，歡迎與
喜愛作家的親簽咖啡杯拍照留念，
一起向這家百年洋樓書店道別。

34年來佇立於北市重慶南路書
街的金石堂城中店，將於24日熄
燈。
（圖、文/陳名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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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達仁「安樂死」 50年熱血轉播成絕響
記者溫振甫、范祐嘉、何省緯／報導
「這球打擊出去，是支陽春全壘打」這是老
球迷必定會經歷的回憶和聲音，傅達仁以獨特
的口音和講評成為了80年代家喻戶曉的主播，
他的電視播報生涯更長達50年；而在人生最後
一哩路，傅達仁在病痛纏身下選擇遠赴瑞士安
樂死，也為自己傳奇的一生畫上了休止符。
在主播台上，他是播報NBA的先驅之一，也是
台灣引進NBA轉播的關鍵人物，有許多令人會心
一笑的籃球術語都是經由他口流傳至今，像是
「蓋火鍋」、「放冷箭」、「騎馬射箭」等…
即便是後來才接觸的棒球轉播，也有「空中
抓飛鳥」、「陽春全壘打」、「壞壞壞！連三
壞！」、「三不管地帶」等用語，截止目前還
是時常能在轉播中聽到。
傅達仁的一生可以說是和體育畫上等號，27
歲退役籃球國手後分別擔任過國家籃球隊教
練、體育記者和主播球評，他也曾以「很複雜
的身分」來形容自己。在從事記者一職時，前
前後後也曾擔任過3支隊伍的總教練，更在任職
內為三支球隊分別拿到了全國冠軍，這前所未
有的執教生涯，也奠定了傅達仁在籃壇上的地
位與影響力。

對於傅達仁的離世，許多體育主播對於他的
離開皆表示非常的遺憾和不捨，各界也期望可
以將他的精神流傳下去。

後進主播學習標竿
提到傅達仁，FOX體育台主播林奕雯說:「自
己雖然沒機會和這位大前輩合作過，但也因為
這位大前輩所創造出的經典詞彙流傳下來，使
她在播報賽事更加生動有趣。」
林奕雯也談到，傅達仁前輩的影響力深遠，
雖然進媒體圈時間較晚，很可惜沒能與傅達仁
前輩合作，但他的精神是永遠值得後輩努力的
目標與學習的對象。
對於這位台灣體壇的指標性人物殞落，現職
愛爾達體育台的體育記者黃昶豪也表示，自己
太晚入行了，沒辦法認識這位大前輩。
黃昶豪表示，這位大前輩絕對是體育媒體人
的標竿，尤其當初資訊還沒有這麼發達，要展
現專業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例如播報的用字
遣詞，也是因為傅大哥建立的基礎，很佩服他
能夠成為這麼具有影響力的媒體人。

職棒轉播四家分立

傅達仁計劃於瑞士當地時間6月7日執行安樂死，於6日接受電話
訪問時態度仍相當灑脫，並表示這會是最後一通電話了。
（圖／擷取自網路、文／溫振甫、范祐嘉、何省緯）

職棒轉播四家分立

Wintv年底打造自家專屬4K轉播車 FOX體育台少了Lamigo主場轉播權
記者溫振甫、張家娸／報導
中華職棒從29年起，早期由緯來體育台獨家進行轉播，今年富邦拿回球隊轉播
權，交給Wintv進行轉播，代表著職棒轉播正式四家分立。
在四家轉播單位分別獲得不同職棒球隊的主場轉播權後，他們也都盡力為職棒
賽事推廣收視率，例如增加與棒球有關的節目等等。今年三月棒球季，FOX體育家
族，製作一個名為「好球帶」的節目，也新增了「美國職棒大聯盟週報」以及「野
球紅不讓」的節目，FOX體育家族透過帶來更多優質的節目，來盡力為觀眾服務。
Wintv目前則是朝著增加播報品質這個方向去執行，凱擘大寬頻副總經理鄧儒宗
表示，對於富邦悍將的主場賽事轉播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去年的時候，先接了
其他轉播單位的訊號，然後使用自聘的主播及球評，組合起來後在新媒體的平台上
播出；第二階段是今年球季Wintv正式取得有線電視的轉播權後，預計在年底，打
造屬於Wintv的轉播車，並且是台灣商用電視台第一家使用4K轉播車。
而ELEVEN SPORTS在獲得Lamigo桃猿的主場賽事轉播後，推出有關職棒選手的節
目內容–「體育E學堂」，針對Lamigo球隊情況製作一個專題報導，同時為了增加
觀看人數，他們在社群平台中進行宣傳及推廣活動。
失去其他三個球隊的轉播權後，緯來體育台則是與日本職棒球隊「東京讀賣巨
人」簽約，負責巨人隊的主場賽事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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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溫振甫、張家娸／報導
在職棒轉播由四間不同的電視台負責後，每個轉播單位都希望能夠帶給觀眾更
好的內容，ELEVEN SPORTS及Wintv皆表示，未來會去爭取其他球隊的主場轉播權，
而FOX體育家族則表示，目前的節目量已足夠。
ELEVEN SPORTS台灣分公司行銷專員徐專員表示，他們想要推廣台灣的群眾職棒
的風氣，所以不排除去爭取其他球隊的轉播權，他們不想僅轉播一家球隊，而其
他球隊的主場比賽ELEVEN SPORTS卻無法在ELEVEN SPORTS看到。
Wintv負責「富邦悍將」的主場賽事轉播，至於會不會去爭取其他職棒球隊的轉
播權，鄧儒宗也持正向的態度，他表示，由於其他電視台與球隊簽的合約都是複
數年，等合約快到期時，也是會去爭取看看。
至於FOX體育家族表示，並不擔心少了Lamigo桃猿隊的主場賽事轉播後會有影
響，FOX體育台公關羅嵐表示，雖然少了Lamigo轉播權，但這幾年FOX體育台也努
力耕耘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去年與MLB續約後，賽事場次也因此增加，所以對
於節目足不足夠這方面其實影響不大，加上目前正值棒球季，FOX體育台還有日本
職棒需要轉播，節目量已經非常足夠。
最後她強調，少了Lamigo桃猿隊的主場轉播權很遺憾，因此希望能夠做出更多
優質的節目來服務更多觀眾。

盧秀芳：記者最大福利是在新聞現場採訪
長期的新聞工作，導致時常忽略埋伏已久的壓力。
盧秀芳說，她生老大的時候是足月，可是孩子的體重
僅2500克。令人驚訝的是，不只是盧秀芳，身邊從事
新聞工作的女性同事，孩子的體重幾乎都不夠！
盧秀芳語在這三十年來都身處於這樣的環境中，高
壓的日常對她而言竟是稀鬆平常。
至於要如何轉換心情，盧秀芳說，她常會提醒自
己，遇到重大事情時，第一個就是告訴自己慢一點，
第二個就是深呼吸，每個人有一套不同的方法，吵
架、哭泣也都是種調適自己的方式。

工作與家庭

盧秀芳享受著新聞人生，對於新聞工作的熱愛
從不被沖淡。
（圖、盧秀芳提供、文／周芸）
記者周芸／報導
中天新聞主播盧秀芳說：「當我在從事新聞工作
的時候，我覺得每一天都是繽紛的。」隻字片語中
傾瀉而出的是她對新聞工作無以名狀的熱愛。

沒有標準答案

新聞工作與家庭間如何取得平衡？盧秀芳淺笑道，
這個問題三十年來一直被問，因為沒有標準答案，只
能看當時的情況。
時間回到2005年青藏鐵路剛開通時，有個難得的採
訪機會；盧秀芳興奮地說：「我真的太想去了！」但
當時孩子才念幼稚園，而這一去就是離家一個月。
直到同事對她說：「秀芳，你知道嗎？我們都很羨
慕你，這樣的機會，這一輩子大概只有一次。」這句
話堅定了她啟程的決心。「現在想想，好險當時去
了。」但她也坦承，那時真的非常糾結，因為在海拔
四、五千米上，不見得有手機訊號，一路上心中充滿
著牽掛。

不少與盧秀芳資歷相當的主播都已退居第二線；日
前南北韓元首會面的「文金會」，盧秀芳仍第一時間
直擊現場。她說：「採訪工作是主播工作的維他命，
每隔一段時間一定要適時補充，否則會缺少力氣。」

採訪是主播的維他命
談起「文金會」，盧秀芳說，真的很辛苦！因為位
在首爾的住所離新聞中心、板門店相距遙遠。每天平
均四點半就要起床，工作直至晚上九點多，回來後繼
續開會，每天睡不到兩、三個小時。
她也開玩笑說：「好像嗑了毒品，每天都很亢奮、
精神飽滿！」就是這股滿腔的熱血與衝勁，盧秀芳一
直很喜歡在新聞現場，特別是大新聞；她認為，記者
最大的福利，就是在新聞現場採訪。

熱情不減

初心不變

對未來有志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盧秀芳說，要反問
自己：「為什麼要從事新聞工作？」新聞工作仍然是
迷人的，迷人之處在於內心難言而喻的反饋，但是需
要很辛苦、很辛苦才得的到，而支持的最大力量就是
真正的喜歡！
三十年時光裡，盧秀芳對新聞工作的熱愛不曾被沖
淡，經過歲月流轉的積累，反倒激盪出了璀璨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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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View統計世足賽開踢前一周的網路討論聲量

2018世界盃足球賽
賽事期：6月14日-7月15日
開踢時間：台灣時間6月14日23：00
世足主場：俄羅斯（球迷免簽證）
總球隊：32隊

隨著世足賽的開踢，網路的討論聲量愈來愈高，6月
13日的文章高達4905則。世足賽主題曲Live It Up
在YouTube上的點擊率更衝破66萬人次！

2325

比賽場次：64場

06/06

2148

2050

06/07

06/08

2199

06/09
新聞

台灣唯一完整播出64場賽事的
電視業者，在中華電信MOD、
愛爾達電視網路直播、Hami
Video三大平台播出。

2506

06/10
社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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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5

3305

2854

06/11

06/12

06/13
單位:文章則數

討論區

從6月30日起至7月15日
轉播16強賽事，設「世
足看華視」新聞專頁及
贈獎活動。

媒體全情投入世足熱

照片來源：法新社

世足好康
抽獎活動

抽獎辦法

獎品

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風傳媒、上
報、NOWnews、三立新聞網、ETtoday新聞雲皆設
有世足新聞專頁。
中時電子報設世足新聞專區，報導者提供新聞專
題報導，蘋果日報製作「世足教室動畫」及「動
新聞」報導世足賽。

ETtoday新聞雲

風傳媒

自由時報

1.日日抽：活動期間每日抽
出中獎者一名
2.預測抽：活動結束後統一
抽出得獎者並寄送得獎信件

1.預測晉級隊伍：每正
確預測一組，即可獲一
次抽獎機會。
2.預測冠軍隊伍：預測
正確即可參加抽獎

1.在APP中於時段內閱讀新聞，將「隨
機」出現抽獎機會
2.於時段內在APP中推播即可累積點數
1點，集滿6點即可獲得1次抽獎機會
3.邀請新朋友下載自由時報APP就有機
會獲得額外抽獎機會

1.可樂果一箱
2.Oris Air Racing 手
錶、PS4 Pro主機、iPhone
X、任天堂SWITCH、藍牙運
動耳機、SOGO禮券、摩曼頓
商品提貨券、肯德基禮券

1.MOTOROLA行車紀錄
器、DAYONE 定番LOGO
TEE
2.雙向翻譯機、運動耳
機、運動毛巾

1.Sony XZ 2手機、瓏山林飯店
住宿券、GoPro HERO5、 iPhone
X、新光三越禮券、任天堂
Switch、Dyson吹風機
2&3.7-ELEVEN現金抵用券50元

三立新聞
在特定文章留言並分享
貼文，預測世足賽預賽
階段哪支球隊進球數最
高，即可抽獎。

世界盃球隊比賽球衣、
世界杯紀念球、世足
抱枕

資料來源：ETtoday新聞雲、風傳媒、自由時報、三立新聞活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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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中創新創業論壇 抓核心思維啟發夢想
記者陳家祥／報導
由武漢台資企業協會主辦，旺
旺中時媒體集團時際創意傳媒承
辦之【武漢．金銀湖盃第四屆海
峽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將於6
月20日在Taipei Co-Space台北
新創實驗室盛大展開，並於活動
當天舉行【新創夢想時代 創新創
業論壇】，邀請台灣天使投資協
會秘書長蘇拾忠、研能科技副總
經理劉善群針對新創如何尋找天
使投資、創新的核心思維與各位
分享兩岸創業實戰經驗。
大眾創業時代，許多人紛紛投
入新創產業，立法院於2017年

11月三讀通過了「產業創新條例
修正案」，提供「天使投資人」
租稅優惠，每年最高可自個人所
得額中減除三百萬元，鼓勵新
創產業。蘇拾忠在2017年就預
言，2018年會是台灣新創世代的
「天使元年」。
天使投資人指於新創公司創立
初期就開始投資的投資者，這些
天使投資人可以在未來獲得有價
債券、所有權益。天使投資人並
不會過多干預公司的營運，每筆
投資是以小股的形式。
蘇拾忠過去曾在工商時報、商
羅思容在齊
東詩社自彈自
唱自己的詩作
《流》、《塘
虱》。
(圖、文／
郭雅茵)

941

周等商業性媒體有過多年經驗，
近年來在創投界與新創輔導上，
協助團隊找尋資金有著十分高的
命中率，在本次【武漢．金銀湖
盃海峽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的論壇中，將會分享全民天使時
代下，新創產業該如何找到一條
適合的道路，並為大家解答在新
創洪流下的生存之道，歡迎創業
人士與對新創產業有興趣的民眾
免費報名參加。
詳細活動資訊請查詢ACCUPASS
電子報商業專區，活動全程免
費，報名從速!

【新創夢想時代 創新創業論壇】大賽宣傳海報。
（圖／時際創意傳媒提供、文／陳家祥)

聯廣集團
創意長

狄運昌：在挫折中迎戰廣告人生
聯廣集
團創意長狄
運昌在每天
的小挫折中
找到成長機
會，迎接不
同的挑戰。

向女性詩人致敬 齊東詩社詩意萌
記者郭雅茵／報導
國立臺灣文學館特別規劃2018詩人節活動─「向女性詩
人致敬」，10日晚間邀請到女性詩人羅思容、張芳慈、顏艾
琳、顧蕙倩、葉覓覓，帶來詩歌傳唱、詩作朗誦搭配大提琴
演奏等系列演出，雖然飄著綿綿細雨，但在露天的日式庭院
中，也別有一番詩意。
國立臺灣文學館副館長蕭淑貞表示，早期女性較少擁有受
教機會，但現在情況不同了，許多優秀的女性詩人和文學家
輩出，其作品更是以獨特的生命力和強韌的聲勢，共構了現
代詩壇的豐富樣貌，希望透過這個活動讓更多人認識這些女
性詩人，而她們也將用跨界跨域的表演方式，呈現出女性詩
人的多元樣貌。
「向女性詩人致敬」活動也與「文學詩方體」裝置藝術配
合，以詩的多面向為設計，呈現女性詩人的作品意涵，在齊
東詩舍綻放點點螢光。日間展出至9月30日，夜間點燈僅限
詩人節活動9日、10日兩天。

傳播櫥窗

臺北電台小小廣播營開放報名

臺北廣播電台將在7月舉辦四梯次的「小小廣播營」，帶
領小朋友了解電台工作內容，還請講師來訓練學童口條，活
動全程免費，將在11日開放報名。臺北廣播電台總監吳適羲
表示，辦此的目的為，幫助學童在口語及國語正音方面的提
升，而目前活動只開放給五、六年級國小生，名額有限，有
意願者盡速報名。
(魏雅芬)

《2018市長給問嗎》沃草提問上線
今年11月24日將舉行四年一度的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
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六都市長候選人陸
續宣布參戰，沃草給問擂台所舉辦的《2018市長給問嗎》正
式上線， 以「直接、公開、對話」的原則，建構政治人物與
公民溝通的平台，
(林翊涵)

時報廣告金犢獎銘傳108件入圍

第27屆時報廣告金犢獎5日公布初審入圍名單，以｢量子創
意學｣為主題，共有1291組作品入圍初選，其銘傳大學入圍
的108件作品，設計學院入圍98件，傳播學院則有10件。決
選將於6月8日至12日進行，並於23日在新北市政府舉行頒
獎典禮。獲特別獎的學生均有機會參加時報培訓營與到4A廣
告公司及企業實習就業。
(王書馨)

讀冊二手書海祭 趣味標語吸睛
讀冊今年推出「TAAZE二手書海祭」活動，販售種類眾
多，包含熱門小說、人際關係、簡單生活、職能力等類型書
籍，還有日文書、簡體書等二手原文書，並且只要在15日
前，購買滿額799元，就能參與抽獎，中獎訂單內的金額讀
者還能有機會整筆訂單免費。
(陳柏璇)

（圖／狄運
昌 提 供 、
文／林俐）

記者林俐／報導
「It’s not how good you are, it’s how
good you want to be.」這是聯廣傳播集團創
意長狄運昌做廣告30年來時常勉勵自己的話，
現有的成就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每一
天日常中，找到能讓自己成長的機會或挑戰。

獨特廣告創意獲好評
聯廣傳播集團在今年3月於上海國際廣告節，
以聯眾廣告《門諾醫院-看顧篇》以及聯樂數
位《全家便利商店-有你不一樣》摘下兩金。談
起這兩支廣告的發想，狄運昌表示，門諾醫院
的案子雖然由於預算和時間有限，但品質還是
要兼顧，所以他將這份企劃發給不同的創意團
隊，從大家的想法中挑選出這支由儀器擬人化
角度看顧早產兒的心聲，訴求儀器已使用多年
的老舊需要換新，特別的視角加上金士傑先生
的動人旁白也成功獲得觀眾認同在36小時內完
成募款;而全家便利商店與盧廣仲的合作，這次
以小孩快樂的感謝搭配盧廣仲的輕快曲風，也
特別因應現在閱聽眾習慣用手機上網，以直式
廣告的方式呈現，也贏得許多消費者的好評。

與時間賽跑

充斥挑戰也不減熱情

「紅色帽子」一直是狄運昌在廣告界中的標
誌，他認為紅色是個熱情的顏色，同時也是個
醒目的顏色，更是別人識別自己方法，因此紅
色的元素，也井然有序地出現在他寬敞的辦公
室中，他也笑稱：「紅色可能就是我的幸運色
吧！」
踏入廣告業前，狄運昌曾任補習班班主任，
因為某次尋找招生靈感時，在書店閱讀到大衛
奧格威的《奧格威談廣告》，過不久又在報紙
上看到奧美的徵才廣告，內容是「與奧格威一
起做廣告」，這也觸動了他內心想要做廣告的
這份熱情，燃起了自身的廣告魂，便辭去補習

班主任的工作，開啟了他的廣告人生。
在赴中國的11年間，狄運昌也帶領了DDB中國
區，拿下坎城廣告獎、Spike廣告獎、D&AD廣告
獎、One Show廣告獎、大中華區年度最佳廣告
公司、大中華區年度最佳數位廣告公司等國際
廣告獎項，他說那段時間每天在跟時間賽跑，
挑戰雖然大，但也充滿許多新的可能與契機。
「綠色步行」便是他當時的代表作之一，客
戶僅要求他做一張海報並張貼在路邊宣傳，但
他與創意團隊認為，一張海報不能引起大眾響
應並參與公益，於是在上海的馬路口放上大型
畫布，上面畫了沒有葉子的樹，並在斑馬線兩
端放置吸滿環保快乾綠油漆的海綿，當行人等
紅綠燈時，鞋底就會沾上綠色油漆，行走時腳
印就會變成葉子，並印在畫布上，是一個「步
行能創造綠色環境」的概念，讓他獲得坎城廣
告獎的設計類金獎的殊榮。

鼓勵替代責備

因材施教很重要

廣告就是個每天都有小挫折的行業，狄運昌
說，自己入行以來受到許多前輩的關照，因
此他不喜歡與下屬有職位區分，而是希望用
「夥伴」的角度來看待彼此，在當他們遇到瓶
頸時，不是一昧責罵，應該要用鼓勵的方式，
讓每個人的優點不被挫折掩埋，而發揮到極
致，每個人的個性也都不同，因材施教是很重
要的。重視專業訓練的他希望將自己擁有的經
驗，都能成為剛出社會的廣告新人養分，讓他
們得到專業的知識，他覺得看到夥伴們的成長
比得廣告獎的成就感還要大。
從事廣告業30年間，狄運昌對廣告的熱情不
曾減退，對於自己未來的發展，身為一個虔誠
的基督徒，他相信「所有上帝的安排都是最好
的安排」，也將持續為聯廣傳播集團帶來更多
好創意，並持續嘗試所有新的可能與令人驚喜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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