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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玟諭

      NCC：法律是最後防線 媒體應自律內控

處理假新聞  蘇蘅：不應由NCC執行
記者／蘇育宣、陳彩玲

時尚雜誌創辦人

李冠毅：跟自己對話才能做自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開罰

假新聞的議題延燒，NCC專任委員

陳金霜表示，期待媒體做報導時

可以多做查證，NCC只是再次提醒

業者，相關法規105年就已經明

訂，並不是要用法律去嚇阻。

言論開放 不應用法裁罰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暨中華傳

播學會理事長倪炎元表示，NCC裁

罰的結果並不會減少假新聞，網

路還是繼續大量生產假新聞，對

廣電媒體來說這只是一個消息來

源，如果用法規去處罰的話，並

不是一個言論開放的時代該有的

作法。

 陳金霜表示，法律已是最後一道

防線，期許廣電業者不要因為時

效性的關係，就引用網路的爭議

訊息。

　對此，NCC裁罰的標準何在？陳

金霜表示，法定沒有假新聞三個

字，廣電媒體針對新聞的報導必

須做到事實查證，具體個案還是

要另外做判斷。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系

教授呂郁女表示，媒體是一個監

督力量，不能因為媒體作為一

個監督力量，反而處處說報導假

新聞，這樣的結果會造成寒蟬效

應，大家就不敢去揭發社會的不

公義。言論自由的社會，若由政

府的公權力來決定新聞真假，政

府的公信力會受損。

 陳金霜強調，媒體若做好自律內

控的部分，NCC也不想動用法律做

個案的認定及判斷。

　倪炎元指出，民主自由的社

會，特別言論自由已成為人權的

重要部分，新聞輿論市場本身就

存在一個制衡的機制，如果媒體

引用一則新聞，後來發現這是假

的，媒體自然會即時更正，這個

自我調整功能本來就存在。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倪炎元

認為裁罰不會讓假新聞減少。

　(文／陳玟諭、圖／陳臻）

　我國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輕生，大

眾再度關注假新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公告，未來將依法強化國內廣電媒

體提供正確的資訊，對假新聞依法管理並

開罰，若未提供閱聽人正確資訊、未事實

查證將訊息轉載，違反公共利益最高將處

200萬元，此舉引發部分學者質疑作法。

　《聯合報》17(日)的報導中，NCC前主

委蘇蘅對開罰此舉，未持肯定態度。蘇蘅

表示，新聞和言論自由是台灣重要的社會

價值，不論是爭議訊息或假新聞，都不應

由行政機關來執行。提到防止假新聞散播

的問題，她認為，培養民眾「媒體識讀」

能力為基礎，民眾若具有資訊判斷力，自

然不會轉傳這些爭議訊息或假新聞，廣電

媒體也就不會跟進報導。

　《聯合報》17(日)的報導中，台灣藝術

大學廣電系教授賴祥蔚認為，NCC光是如

何查證新聞媒體有沒有查證，就是一大問

題。再加上問題是違反事實查證原則，除

了廣電媒體報導前沒有查證外，NCC查證

錯誤算不算呢？何況新聞媒體也不可能交

代新聞來源，NCC如何確認新聞媒體有沒

有查證？

　《聯合報》18日報導中，民進黨政府也

將假新聞視為國安議題，在國家安全會議

中，已把「散播虛假訊息、影響政府施

政」等「網路社群假新聞」，列為資通安

全戰略的議題，預防假新聞可能對年底選

舉帶來影響。

499用戶無痛升級iPhone新機
3C達人：買空機較划算！

　5月的499之亂帶動全台數百萬

用戶續約，為了因應iPhone的新

機上市，各家電信皆推出了不同方

案吸引用戶，同時也帶動了一波換

機潮。雖然「無痛升級」不需付多

餘的違約金，但3C達人沈子榮則表

示，直接購買空機比較划算！

   iPhone XS、iPhone XS Max已在

9月14日開放預購，iPhone再推出

新機吸引不少果粉準時搶購，而於

5月份辦理499續約的用戶已綁了兩

年約，為此各電信皆推出了無痛升

級新機的方案。  

 中華電信呂姓職員表示，因為499

沒有搭配購機，所以用戶可購買新

機且直接升級其他吃到飽方案，讓

顧客不需再付其他違約費用。而遠

傳電信及台灣大哥大皆和中華電信

的模式相同，可以由月租費499再

升級為其他方案，電信三雄方案相

較之下幾乎沒有差別。

　從事電信業多年的3C達人沈子榮

則表示，蘋果公司新推出的iPhone 

XS、iPhone XS Max皆比以往推出

的iPhone更加高價，以最多人購買

的iPhone XS 256G舉例，若是從月

租費499升級為1399，一個月差了

900元，而30個月就會相差了27000

元，加上搭配方案優惠的價格為

26900元，總共需多付53900，而

iPhobe XS 256G僅要價41500元，他

說：「不管選哪個方案買空機一定

比較划算！」

　雖然因應499之亂，各電信行皆

有配套措施，讓用戶在選擇方案時

能夠更多樣化，不過同時提醒民眾

在選購時能夠多方參考，做出最理

性的判斷。

　iPhone XS、6.5吋的iPhone XS Max正式亮相。

記者／姜霏 爽報停刊 其他App取代資訊接收
記者／葉素安

（圖／擷取自Apple官網、文／姜霏）

如今你攻略了嗎
2018兩大必追宮鬥劇

　壹傳媒旗下報紙《爽報》，在今年8月

31日停刊，發行了13年的爽報正式畫下

句點，雖然爽報已走入歷史，但捷運族

選擇其他App接收資訊。

　爽報在2006年10月23日創立，除了國

定休假日外每逢周一和周五就會在捷運

站外免費發放。8月31日最後一天的爽報

封面以黃色為底，斗大兩個再見配上一

隻朝讀者揮別的手。

　爽報停刊讓原本習慣在搭乘捷運時觀

看免費報紙的民眾，可能失去原先接收

新聞的管道。但是也有民眾持不同意

見，上班族的劉女士表示，3C產品發

達，想收看新聞時只要一隻手機就可以

做到，而報紙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上因

為需要大動作翻閱而不易閱讀。

　雖然爽報已停刊，但仍有許多方便的

App讓民眾查看最新資訊、排遣通勤的時

間。「台北捷運go」即台北捷運於2015

推出的App，除了原本的查詢交通資訊

外，在2016年推出線上雜誌，讓民眾能

在點下連結後觀看超過50種知名雜誌。

爽報於2018年8月31日走入歷史。

　 　　　　(圖／翻攝自上報、文／葉素安)

假新聞
延 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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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報出版於15日在誠品松菸店舉辦《自在做自己》新書

分享會，作者李冠毅(Kevin Lee)談到，該如何「自在做

自己」須與不同階段的自己做連結，無論過去的自己不完

　　　主編／陳子瓏中華民國107年9月21日 星期五

李冠毅：跟自己對話才能做自己

記者／王怡婷

記者／余品潔、劉晏妤

記者／郭家瑋

李瑋倫：實況主產業火紅 貼近玩家置入效果優宏碁全球品牌
行銷企劃經理

兩岸實習生態大不同　臺重規矩陸福利多  

時報出版－新書分享會

美也都是自己，跟過去的自己對話，也才能自在的

做自己。

　分享會現場作詞人天天(梁鴻斌)與李冠毅利用問

答的方式跟現場民眾分享書中的內容，在時尚圈多

年的李冠毅分享自身的人生經驗談、與家人的關係

及在法國學習時尚的心得。

　李冠毅是現任東西全球文創集團執行長暨發行

人，也是台灣《WE People 東西名人雜誌》的創辦

人。他說：「當個有用的人，且絕對是要有智慧的

好人，不要當個濫好人，濫好人也是壞人。」談到

此書的特別之處，則結合了臺灣、紐約、香港、上

海四地的藝術團隊共同打造。

　李冠毅15歲到臺北發展，感覺自己是從幼年期直

接晉升為成年期，並未體會青春期的滋味，16歲的

他也出道當模特兒，20歲時便出版個人專輯《放開

你》。直到生了一場病後，成了他去法國的轉捩

點，去了法國念書之後，也才覺得是開始「做自

己」的時候，儘管一到法國時發現自己什麼都不

會，但仍認為這是美好的開始，因此開始建立自己

的世界及人脈。            

　擁有多次旅遊經驗的李冠毅談到，眼中的巴黎

人，很有自己的思想及風格，影響自己甚多。尤其

在「做自己」這方面，在不侵犯、不犯罪的前提

下，他們尊重別人做自己，巴黎也是他見過最自由

的城市。透過旅行，與人的互動是他最喜愛讀的

書，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解讀事情，甚至是創作上

的靈感來源。

　從事時尚產業，經常被他人問說：「什麼是時

尚？」李冠毅說，時尚是被操縱的商業，懂得時尚

的人會知道時尚是一個商業遊戲，不懂的人會盲目

追隨流行，所以自己的穿衣風格不應該被品牌凌

駕，應該穿出自己的風格，不一定是主流也沒關

係，但就是要做自己。李冠毅還提到說，有次參加

時尚活動，看到一位女生穿著跳蚤市場所買的衣

服，手拿著垃圾袋，但是這就是她的特色，並且會

讓人記住。

　最後，談到最新的計畫，模特兒出身的他，希望

在未來能夠用模特兒的視角來看時尚界，也想要大

家認識模特兒並非檯面上看到的衣架子，而是具有

多元角色及發展的。　　

中國時報實習記者陳家祥分享實習時所

應注意事項。　　（圖、文／余品潔）

從事時尚產業的李冠毅於誠品松菸店分享新書內容。

　    　　　　　　  　　　（圖、文／王怡婷）

時尚雜誌
創 辦 人

宏碁全球品牌行銷企劃經理李瑋倫在講座中，向

同學分享企業如何與時下相當火紅的直播產業作

連結。　　　　　　　    （圖、文／林冠佑）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四年級的同學於

今年暑假，完成為期兩個月的校外媒

體實習，除了分享實習過程中的辛酸

及趣事，也勉勵學弟妹要妥善利用在

學校的時間打好新聞基礎。

國內實習 禮貌、準時很重要

　新聞四甲的李雨莘在中央社當實習

攝影記者，實習過程中沒有安排固定

路線，各種類型的場面都有可能遇

到，因此在採訪現場快速適應不同場

合及準時觀念很重要。而待人處事的

方式也是一大學習的要點。

　待人處事的方式也是學習要點，在

中國時報實習的陳家祥提醒，與長官

和前輩交流時要有禮貌，注意用字遣

詞，並且化被動為主動，邊觀摩邊學

習，遇到不懂的地方要主動詢問，而

不是被動等待答案。

　大四同學親身分享實習經驗，讓在

場同學受益良多，新聞三甲同學蔡瑜

珊表示，聽完分享會後對於未來的實

習安心了不少；廣電三甲同學麥詩則

表示，這次的分享會讓她了解到很多

的注意事項，也讓她意識到平時累積

基本功的重要性，對於未來選擇實習

有更多元的思考方向。

　大陸實習 員工福利超級好

　在「實習達人」講座中，銘傳大學

新聞系大四學生和學弟妹分享各自在

不同媒體實習獲得的經驗。其中前往

大陸愛奇藝實習的李安妮更直呼：「

我們公司的員工福利超級好的啦！」

　較特別的是，此次活動中有多位學

生都參與台灣與大陸的媒體實習，也

提到大陸與台灣媒體在處理新聞或內

容上許多不同之處。在愛奇藝實習的

鄭妙湘就指出，記者不能只有書寫能

力，剪輯影片更是基本功。

　李安妮則表示，自己須學習從未接

觸過的微信公眾號運營，大陸媒體寫

作文章沒有台灣這麼婉轉，公眾號更

要活潑吸引人，主管往往要求用字必

須「接地氣」，詞句也要夠犀利才能

刺激文章點擊率，表情包的使用也是

台灣實習生比較沒有接觸過的領域。

　此外，幾位在大陸實習的學生興奮

地和在場學弟妹分享當地媒體公司附

設的員工福利，其中在愛奇藝實習的

兩位實習生更激動地說，公司能免費

「按摩按到爽」。

　最後，學長姐提到，無論在哪媒體

實習，實習過程中還是要盡量吸收學

習，並在每次採訪前盡量做好功課，

況直播現在是火紅的產業，直播經濟花費少收益

高，各家廠商都想從中獲得好處，讓最貼近玩家的

實況主來置入產品，可以吸引背後好幾千萬的追蹤

人數。

直播平台崛起 實況主成新選擇

　銘傳大學新聞系19日邀請李瑋倫演講，以Youtube

和Twitch直播平台行銷為題，分享品牌行銷的策略

及經驗。他提到，一開始企業投資社群經營的人

才，但漸漸地發現粉絲數只是一個指標，沒有辦法

直接影響產品的銷售。於是企業便開始投資實況

主，在直播平台崛起的時代，電腦廠商開始透過實

況主推銷自己的產品，因為實況主才是最貼近玩家

的一群人。

粉絲數只是指標 產品曝光更重要

　李瑋倫表示，台灣的PC產業傾向先推出產品之後

再行銷，企業主總是認為，贊助實況主自然產品就

會推銷出去，然而不是把錢塞給實況主就行了，其

實廠商必須自行追蹤實況主的粉絲來源，從各平台

中選擇曝光率最高的，以提升產品促銷的成果。他

笑說：「主管們最常告訴員工的是，東西好賣就不

會叫你來賣了」。　

　談到實況主眾多和Youtuber崛起，呈現大混戰的

局面，李瑋倫則認為，須依照產品的需求決定是否

請Youtuber代言，有時候贊助費若太高，反而直接

拍廣告比較划算。

　李瑋倫也提到，Facebook　gaming目前在台灣已

經開始發酵，許多直播主都已與Facebook綁訂合

約，只在該平台上開直播。另外，Twitch跟Youtube

則呈現「死亡交叉」，Youtube提供實況主很好的福

利，Twitch的觀看次數雖在下滑，但是仍有東南亞

市場。

　此外，直播產業逐漸成熟，隨著越來越多人加入

直播的行列，廠商的置入或廣告商品的方式也跟著

改變，兩方各自利益如何取得平衡，將是未來在行

銷上首要考慮的因素。

　同時李瑋倫也提到並非每個人畢業後都會到媒體

工作，大部分的人都會進到企業公司就職，也並不

是每個人都有相同的發展。

　宏碁全球品牌行銷產品行銷暨行銷企劃處行銷企劃

經理李瑋倫說明，在「人潮就是錢潮」的概念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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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重仁塾@Cheers系列講座9月13日請到米其林

名廚江振誠分享。講座主持人兼Cheers雜誌總編輯

盧智芳於開場表示，這次場講座的聽眾人數是上幾

個月的兩倍，可見江振誠的知名度與其格局視野對

於聽眾們的吸引力。

　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一直以職場青年為主要傳

播對象，而為了讓有夢想、想創業新青年吸取更

多成功經驗，與重仁塾共同主辦的「2018重仁塾@

Cheers系列講座」。主打每月遇見一位大師，藉由

大師分享親身經歷，以創造各界優異人士與青年們

知識的橋梁，並傳承實務經驗。

　演講人江振誠談到，從不將餐廳及自我設限，開

設新餐廳時從來不在最初便設定餐廳風格，而是根

據環境、人潮來決定新餐廳的主題。比如說開在新

加坡的商業區Meat Smith美式燒烤餐廳，主打出餐

速度「快」，以因應上班族午休時間短暫、生活步

調快。他也從不將自己僅定位為廚師，而是結合經

營者、藝術家等多重角色，才能擁有更廣闊的視野

格局。

　在提問時間，許多聽眾朋友好奇江振誠如何讓自

己始終保持在最佳狀態。對此他回應到，自己始終

保持正向思考，將人生中的「問題」視為「挑戰」

，因為人生沒有疆界，擴大自己的眼界便是最成功

的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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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芷妡

江振誠：人生沒有疆界 擴大自己眼界

2018重仁塾@Cheers系列講座本月邀江振誠聊視

野格局。　             （圖、文／林芷妡）

宋韋廷：越討厭的事情就更該去嘗試
　畢業銘傳大學廣電系的宋韋廷，目前在結果

娛樂公司擔任專案企劃，負責許多知名的電

影、節目等行銷宣傳企劃，其中還包含十分火

紅的「植劇場」。他說，從沒想過當初最排

斥、最逃避的事情，現在卻成為他最主要的工

作內容。

在大學時期打穩企劃基礎

　宋韋廷一直都擁有傳播夢想，從小就對傳播

產業十分感興趣，立志未來要朝著傳播業界邁

進，當初填志願時毫不猶豫選擇廣電系，決定

朝著自己的夢想繼續努力邁進。

　「越是討厭的事情就更該去嘗試」這是他想

勉勵給學弟妹的話，他回憶大學時期，最討厭

的就是企劃，但現在的他卻是一名專案企劃。

這其中的轉變契機，就是在他大二時接下了啦

啦舞的總召，學習著如何企劃活動和與人溝通

的技巧，從此也開啟了他企劃專員的這條路。

　　其中他最想感謝的是當初跳啦啦舞的指導

老師胡丁銘，因為胡老師使他開始接觸企劃活

動，大學時期他就開始接各種活動企劃，奠定

他企劃的基礎，使他在這其中磨練並且成長。

　另外，他認為新原編與新採寫是十分有幫助

的課程，對現在的他寫文案或是新聞稿都很有

幫助，他勉勵學弟妹要好好學習這兩堂課，奠

定自己寫稿的能力，對未來都會有幫助。

在幕前工作拓展人脈

　畢業後他在胡老師的活動公司工作了一小段

時間後，因為憧憬幕前的工作，就去參加超級

接班人的比賽，嘗試幕前的工作，在這之中他

擴展了他的人脈，他說：「這圈子很小，所以

人脈十分重要」，當初他所建立的人脈對於他

現在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幫助。

　當初的他因為很喜歡「一把青」這個電視

劇，上網搜尋幕後的製作團隊，並勇敢的私訊

結果娛樂的粉專，積極替自己爭取機會，最後

他也靠著自己的能力，成功進入結果娛樂。他

說，跟著這個老闆工作，使他學習了不少，也

非常滿意公司的同事與環境。

在熱烈迴響中得到成就感

　出社會工作的期間，他接了許多案子，其中

有知名電影「花甲男孩轉大人」，他說那陣子

忙著宣傳與行銷，但觀眾的迴響使他得到成就

感，現在他手上也有許多專案，有即將推出

的《雙城故事》、《我們與惡的距離》等電視

劇，還有即將在今年暑假上映的鬥魚。

記者／劉巧玲

宋韋廷說：「越是成功的人，就越

該謙虛待人。」　            

 （圖／宋韋廷提供、文／劉巧玲）

企 劃 

結果娛樂

傳播櫥窗

旺旺孝親獎徵件結束　改分兩組 
　由中國旺旺控股有限公司和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所主辦的旺旺孝

親獎詞曲創作大賽已於8月31日徵集結束，獲獎名單將在10月1到5

日出爐，頒發前十強證書及獎金。

　旺旺孝親詞曲創作大第一屆旺旺孝親獎分成詞曲、攝影、微電

影三個部分徵件，而第二屆更改成詞曲大賽並以學生組及成人組

作為區分。　

　這個比賽是藉由活動推廣孝親活動，讓孝順成為一種話題，也

成為一種自然的習慣。                           （葉素安）

閃電狼攜手MAD 10月再拚冠軍賽
　2018《LMS英雄聯盟台港澳

職業聯賽》9月15日在和平體

育館舉行夏季季後冠軍賽，由

閃電狼戰隊對陣MAD戰隊。在

閃電狼戰隊展現五連冠的王者

之姿下，季後賽以3:0血洗MAD

戰隊取得第六座季後賽冠軍獎

盃。而閃電狼戰隊也將以台港

澳賽區第一種子的身分前往南

韓參加2018英雄聯盟世界冠軍

賽(WCS)。

　賽後訪問中主持人問到閃

電狼戰隊選手對於前往世界

冠軍賽有什麼期許。AD選手

Betty表示，希望能擊敗當今

最強的AD選手RNG戰隊的UZI

藉此證明自己；韓援JG選手

Moojin表示，世界賽能回到家

鄉比賽十分開心；最後SUP選

手SwordArt也表示，希望這次

世界賽能帶領隊伍到達冠軍

賽，SwordArt信心滿滿的喊話

令台下的觀眾歡聲鼓舞，為季

後賽劃下圓滿的句點。

　雖MAD戰隊於季後賽敗給閃

電狼戰隊，但由於積分足，在

對手隊以夏季冠軍的資格取

得賽區第一種子的同時，MAD

戰隊也以最高積分取得第二

種子的門票，將於10月1日攜

手閃電狼戰隊飛往南韓釜山參

加2018英雄聯盟世界冠軍賽

(WCS)為台港澳賽區爭光。

記者／殷悅哲

第四屆華文公關獎徵件　獎項增          
　每兩年一次的公關界獎項「華文公關獎」已開跑，並顧10月底

截止報名，在因應數位潮流的趨勢下，今年獎項從5大類別、17個

獎項，更改為20個獎項，並在11月30日舉辦「2018第四屆華文公

關獎頒獎典禮暨公關數位力創新論壇」。             （劉馥瑄）

閃電狼戰隊贏得LMS夏季季後賽冠軍獎盃。(圖、文/殷悅哲)

　3G業務將於年底12月31日終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12

日表示，統計至8月31日前，尚未同意移轉換約的實質3G用戶數為

100萬8,098戶，相較於去年(106年)底已大幅下降81.7％。

 NCC過去每三個月追蹤一次各個業者轉移用戶的情形，下一季

(10-12月)開始每個月都會追蹤一次，NCC射頻與資源管理處副處

長陳春木表示，仍有3G用戶是連絡不到的，但NCC會與四家電信業

者持續商討如何處理，盡力讓所有3G用戶移轉成4G用戶。

 為保障用戶權益，NCC建議尚未移轉的3G用戶可多加善用各式便

利的換約管道，盡早完成轉換為4G服務。             （陳玟諭）

3G業務年底終止　百萬用戶未移轉

英雄聯盟
夏季聯賽

重 仁 塾
@Che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