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主編／陳昱華

中華民國107年10月5日 星期五

發行人／李銓

http://www.mol.mcu.edu.tw 第1949號

2

社長／倪炎元

發行所／銘報新聞

總號第2149號 採訪中心／28824564轉2356

3

地球倒數 媒體發聲
央廣暢談永續慶90周年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創辦

行政中心／28824564轉2356

1982年11月1日校內創刊

4

漫威十周年
全球票房Top5

1989年11月1日登記出版

17團隊暢談直播公略

銘傳校友李霖松 敲響金鐘謝恩師
左圖為銘傳校友李霖松以《好物
市集－我的百變馬麻篇》突破重
圍，搶下今年商業類廣告獎。
（圖／三立電視）
下表為53屆廣播金鐘獎，各家廣
播電台得獎數量統計，國立教育
廣播電臺為今年旗下節目獲獎數
最多的電台。
（圖、文／陳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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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廣主播談台灣新聞亂象！

李雅媛：下筆如刀謹慎求證

中廣資深主播李雅媛說，作為一個新
聞人報導事實，要經過求證，不可用
（圖、文／陳子瓏）
直覺武斷。
記者／陳子瓏
中國廣播公司資深主播李雅媛談及臺
灣新聞亂象，他認為，記者有時在報導
的過程中加入過多的情緒字眼，牽動民
眾情緒，導致許多人用肉搜的方式，讓
無辜的人受到牽連。
李雅媛以「新竹虐童案」與「蘇啟誠
輕生案」為例，她表示，記者在報導的
過程中，參雜許多的情緒、形容詞，引
發鄉民憤怒。李雅媛也說，這種鄉民的
正義，有時未經求證，有很多出偏差的
地方，而且有可能會影響司法後續的偵

記者／賴彥琪
53屆廣播金鐘獎揭曉，銘傳校友
李霖松以《好物市集－我的百變馬麻
篇》，獲商業類廣告獎，他表示，能
夠連續入圍三次已經覺得自己很優秀
了，但這次能夠得獎真的是欣喜若
狂，心裡想著「終於！」。
提到這次獲獎李齡松說，得獎不是
來自於一個人的成就，而是天時地利
人和的綜合，包含了製作團隊、主管
和配音團隊們。回想起頒獎時坐在台
下的心情，李霖松表示，當時心裡默
默向恩師沈錦惠祈禱著，沈錦惠在他
的生命中占了很大的分量，但三年前
恩師逝世，而這次母親節廣告入圍並
得獎，是對恩師思念的連結。

辦。如果你是一個負責任的記者，要特
別考慮到。
她也指出，記者常在提問時，帶有太多
預設立場，在嫌疑犯還沒有認罪前，嫌
疑犯不露臉是他基本的人權，記者卻不
斷的提問「你為什麼這麼慘忍」，「你
是不是要向被害者家屬道歉」，這些有
預設立場的提問，都是不宜的，臺灣是
三審制，尤其重大案件，一審判決並不
代表他有罪，按照無罪推定原則，除非
三審定讞，不然不宜太武斷的提問。
針對政府稱將對假新聞進行開罰，李
雅媛指出，假新聞絕對該遭受譴責，但
是否有必要動用到國家的機器處罰這種
行為則有待考量，國家開罰的動作是否
會引發「寒蟬效應」，以及是否會侵害
新聞自由、假新聞該由誰來認定，這些
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李雅媛也提醒在場的同學，新聞是有
後座力的，當你在報導的時候，得認知
會影響到多少人，作為一個新聞人要體
認到「下筆如刀」，可以報導事實，但
必須經過求證，切記不要和鄉民一樣用
直覺武斷做出結論，這才是身為一個新
聞人該有的態度。

他談到在銘傳大學就讀期間，培養
扎實的廣播基本功，對他來說有非常
大的幫助，尤其是在銘傳之聲當助理
時，訓練雖然有點枯燥，但也都樂在
其中去完成。此外，他也很感謝銘傳
之聲的指導老師黃心怡，看見他的潛
力，推薦他參加教育廣播電台的校園
DJ選拔，對他現在的工作來說，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開始。

持續嘗試 創造可能
現今在中廣任職的他，目前以寫廣
告為主，他談到，做廣告最大的心意
就是把好玩的心情傳遞給聽眾，而今

年中秋節回到馬來西亞時，他也接觸
到當地電台，正在洽談一些節目上的
合作，李霖松說，未來有很多可能
性，只要是創作或是表演，不管媒介
或平台是什麼，他都很感興趣並且願
意去嘗試。

陳合山、郭運森獲特別貢獻獎
今年特別貢獻獎頒發給漢聲電台郭
運森先生及鳳明電台陳合山先生，感
謝他們數十年來對廣播的付出。台灣
廣播教父之稱的陳合山，現年77歲仍
孜孜不倦深耕於廣播產業，對於後輩
人才的培育也不遺餘力。陳合山致詞
時感謝他太太每日叮嚀，並說這是他
這輩子最激動的時刻。
郭運森42年來，指導了無數廣播界
工程機務人員，他當年致力於「自動
播控設計」，大大節省廣播成本，讓
廣播能更多元化及數位化，是廣播史
上相當重要的貢獻。郭運森提到，感
謝漢聲電台與家人、長官與同事的協
助，才能有這份殊榮。

教育電台成今年大贏家
廣播金鐘揭曉後，成幾家歡樂幾家
愁的局面，其中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成
為今年最大贏家，共抱回五獎座，分
別是兒童節目獎、綜合節目獎、少年
節目主持人獎、社會關懷節目主持人
獎，企畫編撰獎。

消滅假資訊風波 民眾查證管道多

事實查核中心查核員黃宏瀚針對
假資訊表示，不會直針對單一媒
體進行查核，民眾可透過查核中
心進行申訴。
（圖、石奕賢／文、陳昱華）
記者／劉晏妤
假消息疑雲層出不窮，一般民眾
在面對有疑慮的資訊時該如何處
理，近年來，台灣陸續成立多個科
普網站，提供消息查證管道，協助
閱聽人判斷資訊真偽。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查核員黃泓瑜
表示，民眾如果想提出事實查核申

請，除了透過查核中心網站進行申
訴外，也可以私訊他們機構的臉
書，或者直接撥打查核中心電話進
行申訴。
查核記者劉芮菁提出，台灣一
直有許多資訊查證的網站，並且
結合自身專業領域進行事實查
核，例如：泛科學、真的假的
cofacts、MyGoPen、美的好朋友
等……。
針對消息查核過程，劉芮菁強
調，每個消息所需的查核時間都
不相同，如果有明確的錯誤消息來
源，就可以快速查證，但有的假消
息則需要花費較多時間進行查核。
黃泓瑜也坦言，查核中心不會針
對單一媒體進行查核，如果有民眾
提出疑慮，在經查核確認後會公佈
在查核中心網頁上，同時也會統一
發稿給各家媒體，但不會向任何媒
體提出澄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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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倒數
媒體發聲

主編／陳彩玲

央廣暢談永續慶90周年

央廣董事長路平(右)、總統蔡英文(中)、國際廣播協會執行長Simon
Spanswick(左)，於央廣90周年慶祝活動上合照。
（圖、文／賴彥琪）

記者賴彥琪／報導
中央廣播電台於9月27日和國際廣播協
會一同舉辦，「地球倒數‧媒體發聲」亞
太永續發展國際論壇，作為90周年慶祝活
動，規劃以「永續」為主軸，總統蔡英文
蒞臨致詞時表示，肯定央廣同仁們的努
力，也希望央廣能夠扮演擴大台灣國際參
與的連結角色。
活動一開始，蔡英文致詞時提到，國際
協會是第一次來到台灣舉辦年會，也特別
感謝，因為他們堅持媒體追求真理的精
神，長期以來大力支持台灣，讓央廣可以
透過更多的國際合作，把台灣的聲音傳揚
出去，過去90年來央廣的發展史，就是台
灣的現代史，經歷了組織的改革，也是最
早進入網路和行動載具的媒體之一，期許
央廣能夠繼續扮演連結的角色，擴大台灣
的國際參與。
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路平則表示，感謝
央廣同仁們的努力，讓不可能轉變為可
能，既然承擔了責任，就要把這件事情做

入圍電視金鐘

台視主持人陳家頤：榮辱不驚

記者林柏任／報導
台視播出僅半年的「驚奇！博物館」
節目，入圍今年第53屆電視金鐘獎：自
然科學紀實節目獎和主持人獎，面對10
月6日將公佈結果，主持人陳家頤則表
示，主持人獎是去年設立的，實屬不
易，首次入圍很開心，而節目獎是第五
次入圍，她說：「可能不像一般人想得
那樣狂喜、跳起來歡呼。」
陳家頤坦言，心情上並沒有太大起
伏，無論得獎與否都不會影響到自己的
情緒，用榮辱不驚的心態去面對歡樂與
不順遂，有觀眾的支持、入圍的肯定已
經很開心，更在乎具教育意義的節目能
繼續製播，有個絕佳播出平台、時段使
更多人能夠看見，對她來說已經是最大
的鼓勵。
「驚奇！博物館」從一開始提案到策
畫都是主持人陳家頤一手包辦完成，之
後再向節目管理單位商談節目執行，爾
後收到這三集裡要分別去挑哪些場館具
有代表性的生物。對於主持模式，她則
表示，依每個節目不同的類型都，有不

同適合的主持方式，三集製作她都有參
與出外景行程，名稱會設計為驚奇博物
館，是希望透過每個館藏，當作每個故
事的起點，看到館藏後帶領觀眾展開一
連串的生態之旅，體會出獨一無二的視
覺饗宴。
「驚奇！博物館」雖已播完，但陳家
頤表示，明年將還會有下一季，目前
也已經在籌備當中，對於節目再次被肯
定，她面帶微笑地訴說：「商業電視台
有具有教育意義的節目，讓國人也能在
電視節目方面拓展新的視野，也帶來不
一樣的感受。」
台視為國內「唯一」一個自製科學類
節目的商業電視台，顯示出致力於科
普教育費盡心思的苦心。在她奮鬥的過
程當中，心中相當感謝台視黃董事長的
支持，科學類節目再也不僅僅是侷限於
Discovery或是國家地理頻道才能看到
的節目，在台視也能夠有大力發揮的空
間，在這一次的金鐘獎才有入圍雙料獎
項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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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好，這次的論壇活動，內容包含媒體
的責任及角色，還有媒體在永續發展上的
新思維等等，一定可以激發出不一樣的火
花，對於央廣來說，也是走過90個年頭以
來，最好的生日禮物。
今年為中央廣播電台創台90周年，為自
我期許即刻將環保付諸行動，也鼓勵媒體
們多多關注地球永續議題，以「地球倒
數‧媒體發聲」為主題，並舉辦亞太永續
發展國際論壇。央廣表示，在第十個十年
開始之前，他們便將自己定位成永續發展
與這個世代其他議題的倡議中心，持續報
導全球永續發展議題，並研擬出讓公眾參
與討論的合作途徑，同時亦製作眾多得獎
作品，讓全球聽眾聽見台灣的聲音與台灣
人的故事。
中央廣播電台90周年慶祝活動於9月28日
舉辦論壇，內容為「報導挑戰」國際大師
班，探討區域環保議題與全球衝擊，也播
放法新社在亞太區重要地點搜集來的訪問
短片，展現不同地域對永續性的了解。

傳播櫥窗

教育電台「廣播FUN學趣」報名開跑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為推動學校廣播教育，鼓勵
製播創意廣播節目，以培育廣播人才，10月27日
舉辦「廣播FUN學趣」學校廣播教育論壇，藉由
跨業界和跨校交流，收集意見，有意願者盡速報
名。
(賴彥琪)

曾虛白基金會 探媒體公共服務價值
「轉播世足賽是否為公共媒體的責任」的話
題引起熱烈討論，財團法人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
金會首次舉辦學者對談，從世足賽轉播，談媒體
的公共服務價值。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對此表
示，閱聽人的偏好是長久養成，必須要有市場的
領導者，爲台灣的媒體界樹立典範。
(蔡瑜珊)

台北公共藝術 結合AR重現城南意象
以「驚奇！博物館」入圍金鐘的
陳家頤說：「透過每一個館藏，當
作每一個故事的起點」。
（圖／陳家頤提供、文／林柏任）

台北地景公共藝術計畫邁入第四屆，今年以
「吟遊城南．書寫記憶」為主題，在自來水園區
廣場、紀州庵文學森林、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放置
公共藝術作品，並融入AR互動重現消失的城南地
景。延續「看不見的台北」概念，舉辦時間至10
月21日止。
(楊珮雯)

王李中彥 ： 不要怕辛苦 保持熱忱最重要
記者林柏任／報導
台視主播王李中彥說：「壓根兒沒有想到會當主播。」
他自大四誤打誤撞進入新聞圈，從開始的沒興趣，到後來
一路培養出長達十幾年的新聞熱忱。

踏上新聞路的契機
王李中彥就讀淡江大眾傳播學系，當初的他對拍戲抱有
極大興趣，尤其是電視和影音方面，不料大三因不想與好
友相爭傳播公司實習機會而改到民視新聞實習。但他坦言
很幸運，實習時跟到的文字記者是大自己九屆的學長，受
到特別提點，種下往後想成為記者的契機。實習期間，特
別熱衷社會新聞，他回憶當時說：「那時彷彿陷入偵探故
事裡，和拍戲相較之下新聞的節奏更有趣。」畢業後經歷
TVBS攝影記者、三立、東森新聞文字記者等工作，而2005
年在三立時主跑社會線，由於過往的實習經驗，對他來說
如魚得水。

北京奧運採訪轉播
王李中彥說：「新聞的來源有時是
必須用下班時間換來的」。
（圖／王李中彥提供、文／林柏任）

2008年北京奧運讓他踏上主播路，當時運動中心有缺
額，被引薦擔任文字記者，心存感激地說：「那時遇到人
生中最重要的貴人，現任台視公共事務室主任李偉國，給

他機會到北京轉播奧運比賽。」當時他不敢置信，但隨即
收拾心裡的疑惑，秉持要做到最好的心態，用行動回報長
官對他的期待。北京奧運讓他第一次坐上主播台，播報他
最喜歡的棒球，他說：「沒想過有這一天，能轉播到中華
隊的比賽，尤其又是成棒代表隊，內心真的很激動。」
幾天後卻面臨轉播生涯中最刻骨銘心的事，他說：「這
輩子永遠無法忘記8月15日奧運棒球輸給中國的國恥日。」
提到當下傻在轉播現場，甚至連賽後訪問也不曉得該問中
華隊什麼問題，即便內心衝擊很大，也必須把握這次轉播
機會，才完美播出，便開始成就他獨當一面的能力，直到
現在還是名相當活躍的線上主播。

團隊付出

經驗累積

王李中彥沒有因為當上主持人感到自滿，反而有不少感
謝的話想說，從基層記者做起，深知記者為產出新聞專題
的辛苦，相當感謝熱線追蹤節目的工作團隊、記者，因為
想題材是艱鉅的挑戰，企劃、訪談、溝通種種問題接踵而
來，更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寫稿、配音、剪輯，這些工
作量不是一般新進記者能夠輕鬆駕馭的，不僅如此，追蹤
最即時的消息、開發新的議題，甚至運用長時間深入觀察
案件，想要做得十全十美，一切源頭來自累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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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仇者聯盟1

3

復仇者聯盟2

12.15億美元

15.19億美元
鋼鐵人3

黑豹

14.05億美元

復仇者聯盟3

13.46億美元
2012上映

2013上映

2015上映

20.46億美元

2018/2月上映

2018/5月上映
(票房數據統計自2008/4/14-2018/10/5)

票房第一的復仇者3主要在說啥？

(代表英雄)

奇異博士

反派薩諾斯收集完六
顆原石，有些英雄化
為灰燼，不知生死。
究竟哪些英雄消失又
還有哪些英雄還活著
呢？看來要必須等復
仇者聯盟四上映才會
有解答了！

看看民眾怎麼說

新角色驚奇隊長

白小姐 22歲
(代表英雄)

黑寡婦

非常期待下
一部電影，
對於蜘蛛人在最後消
失感到非常不捨。期
待驚奇隊長在復仇者
聯盟4的表現。

緋紅女巫

吳先生 25歲

鋼鐵人
蜘蛛人
美國隊長

復仇者聯盟3
人物非常多，
場面也很震撼，沒想
到結局會是這樣。對
於美國隊長和鋼鐵人
沒有正面交鋒有些遺
憾，期待復仇者聯盟
4兩位的鏡頭。

(資料來源:圖片取自Google圖片、內容取自維基百科、GQ瀟灑男人、COSMOPOL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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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威電影總裁在復仇者聯
盟三全球首映後，特別為
大家介紹驚奇隊長這個漫
威電影的新角色。
劇情概要：
卡蘿．丹佛斯在地球陷入
兩個外星人世界的宇宙戰
爭之後，成為驚奇隊長。

主編／殷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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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營
控管內容

17團隊暢談直播攻略

記者／羅心妤
直播市場在近幾年來逐漸發
燒，除了越來越多的觀看者之
外，想成為直播主的人數也不在
話下，而要如何成為直播主以及
做直播所需要注意的大小事，這
些都是必須事先去了解的。

個人特色是直播關鍵
17直播經紀人花花（鄭雅云）
、歡歡（宋奕橙），2日帶領17直
播經紀人團隊來到銘傳大學分享
17直播的成功案例、成功直播主

自媒體
衝 擊

4

該具備的條件，以及17直播App的
簡單操作。兩位經紀人說，成功
的直播主最重要的是以「個人」
為主的經營方式。
花花也說明了個人特色、效仿
對象、觀眾族群、主要行動、播
放管道是17直播的經營重點。

三大原則控管直播內容
17直播公關部總監黃思嘉，9月
30日受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邀請
參加講座。她說：「直播宛如身

在萬人球場中央，希望17直播有
一天能從分眾變成大眾媒體。若
想從分眾走向大眾媒體，首先最
重要的一點就是自律。」為此17
直播也設立了Hide（即為隱藏需
要調整的直播）、Kill（直接關
掉不當直播）、Block（不聽勸阻
一直做違規的事情）三大原則來
嚴格控管直播內容品質。
黃思嘉也說，直播的特性就是
可以看的很久、不易轉台，直播
也變成了一個新的溝通方式，她
也盼望在未來17直播能夠更好。

李昆翰：時代變遷下更應主動

記者／石奕賢
《上報》攝影記者李昆翰《鏡
週刊》攝影記者林俊耀在「時代
變遷下，政治人物與攝影者的距
離」講座中談到，傳統媒體在自
媒體衝擊下，政治人物與攝影記
者之間的關係已經天翻地覆。
李昆翰說，以前的年代，政治人
物要吸引媒體的目光，需要做出
誇張的舉動來博取版面，他舉例
像是議員在議會cosplay等等。然
而現在政治人物可以透過社群媒
體控制自己和民眾的距離，不再

需要依靠媒體。他感嘆：「政治
人物和媒體的互信關係有點轉移
了。」
面對到政治人物無形的隔
閡，他提到，攝影記者在時
代變遷下更應該主動。回到
攝影記者的本質，要滿足自己
對攝影的渴望，在現場不停的
走動留意周遭環境的變化，不
斷尋找更多的表達方式，利
李昆翰談政治與攝影
用故事性來呈現事件的發展以及
的互信關係。
變化 。
(圖、文/石奕賢)

王毓謙：VR不是取代傳統產業

王毓謙以VR產業的應用與傳播產業的發展
為題演講。(圖、文/葉素安)
VR360跟看一般影片非常不一樣，也以同
一部影片，同樣場景及人物，分別用兩種
模式播放。
王毓謙說，一般的影片觀眾比較能身歷
其境，畫面也會隨著劇情而有所移動，但
VR360則是以旁觀者的角度觀看，要自己移
動畫面選擇自己想觀看的角度，因此比較
不震撼。
而用VR360說故事，也和傳統不一樣。因
為觀看者需要自己移動畫面，而VR360角度
都有各自不同發生的畫面，所以容易讓觀
看者失去注意焦點，這個時候就需要光線
和聲音做引導。

記者/葉素安
說到對VR產業的期望，hooloop創意總監
王毓謙說，VR只是提供另外一種體驗，發
展出自己的另一塊天地，而不是去取代傳
統舊的產業或是技術。像是用在幕後花絮
或是影片特殊專案都是VR產業能夠運用的
地方。
銘傳大學新聞系3日邀請王毓謙為學子們
演講，以VR產業的應用與傳播產業的發展
為題，分享VR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MR
混合實境、XR擴展實境有什麼不同，又分
別運用在哪些地方。
他提到，VR主要是只要戴上特製頭盔
設備，就能建立一個虛擬世界，AR是目前
最普及的，像之前很紅的寶可夢就是運用
AR的方式，MR則是結合VR及AR，解決了使
用者在戴上頭盔後隨意走動後會造成的危
險，但可以看到的範圍較小，而XR則是非
常類似電影一級玩家，使用者只要使用了
經過特製的沉浸頭戴式設備就能在虛擬世
界互動。
王毓謙也分別用影片講解VR和AR運用在
哪裡比較適合。例如醫療如果用在VR會比
較玩像樂性質不太適合做手術教學，但房
地產如果運用3D模型和VR呈現，因為可以
即時更換家具類及設計，能在不花費過多
資金的情況下解決較實際問題，因此很適
合運用在VR上，而AR方面2016年他們公司
已運用在車展上。
王毓謙也現場讓學子們體驗VR360的遊
戲，現場不斷傳來同學們的驚呼聲，演講
中不但讓學子們更進一步了解VR產業，也
讓學生在實際體驗產生興趣。

17直播公關部總監黃思嘉談直播內容控管三原則。
（圖、文／羅心妤）

廣電講座：手機攝影

熊移山7口訣教手機攝影
記者／蘇育宣
中天電視台製播部經理熊移山於3日受邀至銘傳大學廣電系開
講，他以手機攝影為題，用自創口訣與熊式攝影心法，實際示範
拍攝給學生看，現場的氣氛輕鬆活潑，就如同熊移山的別名，熊
爸在教兒女攝影。
熊移山1994進入TVBS當攝影記者，一路當到主管階層。他表
示，現今是自媒體時代，如何「把自己的東西留給後代」是非常
重要的事情，也因為科技的發達，攝影不再是昂貴的技術，人手
一機很輕易就能紀錄影像，而怎麼拍才能做出高度？
熊移山分享道，在2010年延平島砲擊事件時，因為倉促前往
現場，身上僅有入門款式的數位相機，他使用自拍的方式做現
場報導，拍下了珍貴的實地畫面。並自創了七項手機錄影的秘
密口訣：1.錄影要橫放、HOME鍵在右邊；2.兩手捧手機、雙臂
靠胸前；3.腳架DIY、方便又環保；4.望遠不Zoom
In、用腳來
代替；5.光從哪裡來、手掌取起來；6.鏡頭不搖動、強迫拍定
鏡；7.構圖憑著感覺、想學看漫畫。
熊移山提到，他自認構圖
的能力不凡，原因全是他愛看
漫畫的習慣，看習慣四方形的
圖像，潛移默化造就他直覺的
構圖能力，事後學到理論時才
發現自己原本就懂這些。他笑
著說：「不知道怎麼構圖，就
多看一點漫畫吧！」也提到在
美國留學時，是全班拍得最好
的！同學與老師都驚艷於他怎
熊移山為銘傳學生演示手機攝
麼拍都好看。
影的秘訣。(圖、文/蘇育宣)

張聖彥：掌握大數據 分析易達標
記者／陳昱華
諾客網科創辦人張聖彥於3日到銘傳大學和同學分享大數據的
網路擴散性及輿情分析。他提到，只要掌握住如何運用大數據分
析，就能更有效且直接達到目標。
張聖彥表示，大數據是所有資料的總和，不只傳統資料庫，也
包含聲音文字影像等非結構化資料。他也提到，2016年的美國大
選，當全部的主流媒體都預測希拉蕊當選時，只有一家社群媒體
透過輿情分析，提前兩個月預測到川普當選，因此大數據分析是
可以預測並應用在很多面向。另外，分析義美厚奶茶的爆紅事件
的擴散路徑，也是先有媒體報導，再配合行銷手法達到成功。
他說，輿情議題像病
毒能引起人們關注，且感
染更多人參與其中，擴散
關鍵為網路意見領袖，每
個意見領袖都是節點，再
將訊息分享，所以不同議
題要找到不同的意見領袖
發揮影響力。但他提醒必
須因地制宜，採取不同方 諾客網科創辦人張聖彥談大數據，分
法，達到最有效的分析。 析其帶來的影響。 (圖、文/陳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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