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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時尚傳播 品牌理念最重要

記者／林芷妡
時尚雜誌《GQ》國際中文版
總編輯杜祖業以及知名主持人
孫正華，7日在華山1914文創
園區談及時尚產業的變革，並
從中延伸到時尚產業在社群傳
播的相關發展。其中杜祖業認
為，時尚商品的傳播行銷，除
了在社群網站中進行商品行銷
外，投入更多的時間與心力在
推廣品牌的理念與特質才是長
遠之計。
10月4日至7日位於華山1914
文創園區舉辦了2018華文朗讀
節。最後一天的第一場講座請
到杜祖業主持，並邀孫正華與
談，講解到時尚產業發展、傳
播。由於台灣時尚產業於1960
年代崛起，講台上特別以傳統

的木椅、木凳作為兩位講者的
作座位，營造出具有台灣古
早味的復古風格。走在國際時
尚最前端的杜祖業與孫正華身
處這樣的演講氛圍卻也毫不違
和，反到別有新意。
孫正華直言，台灣時尚相關
媒體對台灣的時尚品牌關注較
少，也導致了許多人認為「台
灣沒有時尚產業」，但是其實
台灣一直都走在全球時尚的脈
絡上，只是在傳播相關方面稍
為缺乏。
時尚品牌在社群媒體運用上
台灣最成功的案例，孫正華認
為，莫過於StayReal，除創辦
人五月天的阿信和插畫家不二
良的人氣外，利用故事包裝產

品，並運用社群操作與消費者
互動，藉此聆聽他們的需求。
杜祖業補充道，古馳近年來
也是精準掌握社群媒體的操作
模式，讓行銷商品及設計理念
大量在網路上出現，使奢侈品
牌不再讓人產生距離感。
被問到網路科技對時尚產業
的影響，杜祖業說到，不同的
年代所用的傳播方式均有所不
同。因為時尚業產品與藝術品
一樣，多數都是非必需品。如
何才能讓消費者「想買」，若
只在社群上推廣商品行銷並非
長遠之計，更重要的是利用網
路社群傳達給大眾，品牌的本
質與初衷，品牌的經典才得以
長久不滅。

杜祖業(左)與孫正華(右)講全球到台灣時尚產業的變革與
網路社群對時尚傳播的影響。
（圖、文／林芷妡）

台灣創意週 丁維翰聊抖肩舞創意行銷
記者／陳芝瑄

監製林文義談台灣同志掙扎（圖／陳彥儒、文／劉晏妤）

國片特映會 林文義論同婚困境
記者／陳彥儒、石奕賢
同志議題電影《親愛的卵男日記》8日在台北秀泰電影院舉
辦媒體特映會，現場除了四位男女主角全員到齊外，監製林
文義更是親臨會場，於映後大談台灣目前的同婚困境，並期
待所有觀賞過該片的觀眾能夠對這樣一個特別的議題有更深
入的理解。
林文義表示，《親愛的卵男日記》正好可以來說明台灣當
前同志面臨的困境，如果可以讓同志以不用呼口號、不用吶
喊、甚至是不用起身反抗的方式表達不滿的訴求，而是透過
影視作品的方式娓娓道來同婚者的困境，應該更能夠讓原先
不理解的群眾能夠用更理性角度去看待同性婚姻。
此外，戲中飾演女主方榕心的雷艾美映後受訪時表示，這
不單只是關於同志的電影，還包括了親情、母愛、家庭，她
覺得很適合闔家觀賞一起討論。
劇中透過錯綜複雜的情感因素與現實考量的掙扎，來表現
出同志們在面對這些世俗的眼光下的糾結心境。林文義希望
在這樣強烈的比對之下能讓觀眾更有感觸，同時也想讓身在
台灣的觀眾意識到國內現有的法律仍然有很多不足之處。
最後當被問及製片理念時，林文義笑著說:「在國小開班會
時我們就學到多數應該尊重少數，如今在這樣一個進步且成
熟的社會裡，我們能不能夠抱持著同理心，真正的做到多數
尊重少數，用公平的眼光看待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我想這就
是我當初起心動念想拍這部電影的原因」。

台灣創意週於19日連續三天
在台北中山堂舉行，本次活動
將邀請今年拿下坎城創意展銅
獅獎的台灣 ŠKODA 行銷經理
丁維翰與團隊及數位國際創意
人分享案例，並首次和台北市
政府文化局合作移至中山堂舉
辦，展現公共性的目標。
紅遍全台的 ŠKODA x 抖肩
兄弟《聰明的就懂》為台灣帶

了一陣抖肩熱潮，丁維翰與團
隊在今年坎城創意展中以本支
廣告獲得了銅獅獎，而當天在
台灣創意週主場領回獎座外，
也將和赤兔製片製作人威人及
導演邦耀一同分享抖肩舞的個
案創作想法。
此外，本活動舉辦至今邁入
第四年，延續了「善．用創
意」的主軸，台灣創意週總監

楊懿珍表示，今年首度與文化
局合作，因此在公共性上也有
所要求，除了反應在票價外，
內容相較往年更加的多元，不
僅有多位國際創意人，也邀請
到了企業主到現場，而在活動
第二晚將會有花蓮樂合國小排
笛手至現場演出，希望能藉此
發揮拋磚引玉之效果，並啟發
各行各業。

英國動畫大師 影展傳遞影格概念
記者／許舒婷
台中國際動畫影展於11日起至16日盛大登
場，延續去年「實驗與創新」的精神，今年用
了「奇幻與真實」作為主題，其中13日更安排
了重量級單元「焦點導演」以及「焦點工作
室」內容，特別邀請到了英國動畫大師保羅布
希（Paul Bush）與法國的知名動畫公司「創意
立方體」（Cube Creative），這也是保羅布希
大師首次來台舉辦的大型影展回顧。
保羅布希有著影像頑童之稱，並以停格實
驗動畫聞名，擅長翻轉真實與虛構相互交會的
影像魅力，影展選映保羅布希自1994年的底片
刮畫作品「但丁神曲」、「秘愛」以及縮時攝
影的「新宿武士」與最新力作「百變摩托車」
等共17部作品。在講座的一開始，他提到影格
概念的重要，將1940年代的電影片段拿出來重
新演出，但使用的不是以鏡頭為單位，而是影
格，他也提到做電影的人通常是用鏡頭譜成段
落再成為一支影片；做動畫的人則用影格堆疊
出鏡頭。
保羅布希玩影弄格，玩弄的是人體對於畫面

動畫大師保羅布希介紹作品以及影格
概念。
（圖、文／許舒婷）
上看到亮點的大小、顏色、閃動、移動所造成
的視覺暫留，講座中一一介紹了作品的手法概
念以及他想傳遞的想法。在講座的尾聲，他表
示，影像的創作不是為了讓觀眾創造出更多新
的影像，而是要讓他們帶著不同的影片留存在
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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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聯盟
世界大賽

：歐美逆襲中韓 8強釜山開打
記者／殷悅哲
英雄聯盟2018世界大賽10月10日於南韓釜山國際會
展中心（BEXCO）舉行為期八天的小組循環賽。賽程
中，出現歐美隊伍逆襲實力較為強勁的中韓隊伍；衛
冕冠軍以小組墊底的慘淡戰績遭到淘汰；台港澳賽區
連續三年無隊伍晉級十六強等等爆冷門戲碼，最終於
10月18日結束了所有小組賽程。

A、B組冠軍 韓國AFS及中國RNG
A組晉級八強隊伍由三戰三勝的韓國AFS戰隊以第一
名出線，歐洲G2戰隊則在加賽中擊敗閃電狼取得第二
名晉級的門票。台港澳閃電狼戰隊雖然在第一輪取得
2:1的佳績，但在第二輪分別敗給韓國AFS戰隊及越南
PVB戰隊，導致要與同分的歐洲G2戰隊進行加賽，最
後由G2以1比0的戰績終結了閃電狼這次世界大賽的征
途。越南PVB戰隊於A組墊底，但PVB戰隊在閃電狼晉級
的關鍵之役中擊敗閃電狼，使閃電狼無法直接晉級需
要進入加賽環節，導致在賽事直播聊天室中，PVB戰隊
被網友戲稱為「水鬼」。
《S8英雄聯盟世界賽》小組賽歐洲VIT戰隊擊敗上屆冠
軍韓國GEN戰隊後，興奮地高舉單手慶祝。
(圖／lolesports instagram截圖、文／殷悅哲)

免費防詐達人 辨識度達9成
記者／劉怡婷
趨勢科技7月推出的免費防詐達人LINE官方帳號，透
過聊天機器人來過濾真假訊息。此聊天機器人剛推出
時，大概2、3天就會出現一次辨識錯誤，但現在它的
可信度已高達9成。
趨勢科技防詐達人小組人員Paul表示，雖然透過聊
天機器人來過濾真假訊息，還是會出現辨識錯誤的時
候，但此聊天機器人辨識的可信度已經高達9成。
今年初，網路資安公司趨勢科技內部工程師，因身
邊朋友及家人經常在LINE上，收到陌生人傳送的貼圖
訊息，結果加好友點進去後，卻沒有得到任何貼圖，
因此，公司工程師決定聯合開發一款能夠分辨訊息真
假的聊天機器人。
至於民眾對此機器人的反應度，Paul則說：「因為
這項開發是免費的，有點像是做公益，所以公司沒有
大力推廣，大多是靠民眾使用後分享，不過到目前為
止，民眾的反應算還不錯。」
詐騙集團不僅竊取民眾的個人資料，甚至隱藏在好
友圈觀察個人近況，最後，Paul也建議民眾，千萬別
因為受到可愛貼圖的吸引，而掉入詐騙集團的陷阱。

BBDO大中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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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兼創意官

B組晉級八強隊伍由打贏加賽的中國RNG戰隊獲得第
一，北美C9戰隊則以第二名同RNG戰隊一起晉級前八
強；歐洲VIT戰隊雖然於四天賽程中拿下2-1的優秀戰
績，不過，由於上一輪的戰果不佳，導致最後抱憾而

傳播櫥窗

Moblie VR成本低 教育運用廣
VR設備當中Moblie VR為最輕便的一款，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Google Cardboard，價格是VR設備中成
本最低的，目前多運用在教育、展覽上，藉虛擬實境
幫助師生體驗世界的VR教育運用。 Mobile VR是用最
少的預算來體驗360度影片，雖然輕便，但是硬體效
能取決在手機。
(姜霏)

公視劇展 非雙北市優先錄取
公視學生劇展今年邁入第15屆，希望鼓勵台北與新北以
外地區學生參與拍片創作，公視學生劇展為雙北以外學生
提供同分優先錄取資格，對此，各校學生都有不同看法。
(劉晏妤)

文投會登場 NOWnews成橋梁
第三屆「中國國際文化產業投資貿易大會」(簡稱文投
大會)9月29日在北京正式召開，擔任兩岸文化與貿易橋梁
的《NOWnews今日新聞》為台灣唯一協辦媒體，並且文投
大會也聘請《NOWnews今日新聞》執行董事林上紘擔任首
席代表。
(陳臻)

歸；衛冕冠軍韓國GEN戰隊則僅在上一輪賽程中，取得
一勝，之後接連戰敗，遭到淘汰。其中，北美C9戰隊
攜手歐洲VIT戰隊在小組賽打敗中韓隊伍，堪稱這屆世
界大賽的奇蹟。

C、D組冠軍 韓國KT及歐洲FNC
C組晉級八強隊伍由韓國KT戰隊以第一名出線，中國
EDG戰隊則以4-2的戰績獲得晉級。北美TL戰隊雖然於
EDG戰隊一役中，扳回一城，但無奈積分不足，最終出
局。台港澳MAD戰隊堪稱本次世界大賽最慘隊伍，未取
得任何一場勝利，以六戰六敗的淒慘戰績遭到淘汰。
D組晉級八強隊伍由加賽中擊敗中國強權IG戰隊的歐
洲FNC戰隊以第一名出線，中國IG戰隊則在二連敗後以
第二名晉級。北美100戰隊在不敵歐中強勁隊伍下，僅
取得兩場勝場，以2-4的成績小組出局。台港澳GRX戰
隊雖於入圍賽表現出宰制力，但和其他各大賽區水準
還有一定落差，最終在小組賽未奪得任何一勝，慘遭
淘汰。
英雄聯盟2018世界八強賽將於20日及21日在南韓釜
山開打，20日的賽程由韓國KT戰隊對中國IG戰隊以及
中國RNG戰隊對歐洲G2戰隊，21日的賽程由韓國AFS戰
隊對北美C9戰隊以及歐洲FNC戰隊對中國EDG戰隊。

時報金像獎 恢復獨頒獎
記者／葉素安
2018時報世界華文創意大會，以「台北國際創意
節」為主題，由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主辦的時報廣告獎
系列中，推出第41屆時報金像獎暨第19屆金手指獎。
今年恢復以往單獨頒獎的形式，各別選出優秀作品頒
發獎座及獎狀，是廣告界榮耀的舞台。
時報金像獎每年舉辦都帶領大家回顧一年以來的優
秀作品。本屆最大的不同是，上一屆合併金像獎及金
手指獎獎項一起頒獎，而這次頒獎恢復往年單獨頒獎
的形式，分別徵件及頒獎，參賽種類也不同，以凸顯
兩個比賽的特色。
金像獎的參賽類項分別為公共服務類、交通服務
類、金融服務類等十個項目，並選出年度最大獎、年
度最佳廣告主、年度最佳代理商等。以數位作品為主
的金手指獎，參賽類項則分別為行銷類、創意類、應
用類。
徵件截止日為10月26日，凡是2017年8月15日至
2018年8月14日間公開發表刊登的作品，皆可以由所
屬代理公司報名參賽。10月會進行初審，而頒獎及節
目錄製將於11月進行。

梁偉豐：留下影響 帶來希望
Show、MEDIA、亞太國際廣告獎等等，也是2005年
Campaign Brief雜誌《50位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創意
人》之一。

從基層開始 克服難關

來自馬來西亞的BBDO大中華區主席兼首席創意
官梁偉豐說：「想帶給別人的影響是，感動、希
望。」
（圖／陳彩玲、文／陳彩玲）
記者／陳彩玲
BBDO大中華區主席兼首席創意官梁偉豐來自馬來
西亞，他在各大廣告圈內翻滾了二十多年，2005年
他帶領上海BBDO團隊拿下許多國際大獎，包括One

梁偉豐在新加坡各大廣告公司待了14年，因為得獎
作品大多屬於「飛機稿」，因此，2005年他決定轉戰
中國。進入上海BBDO，並非一開始就如此順遂，他提
到，大陸BBDO常有人事動盪，創意部和客戶部常常會
有衝突，他運用換位思考的方式，花了近一年的時間
才把同事間隔閡拿掉。
梁偉豐不是從一開始就這麼成功，他是一步步從基
層往上爬。剛從大學純美術系畢業的他，不會使用電
腦設計、排版，只能以學徒式的薪水被聘用。加上公
司組織小，和奧美大公司相比一個人要負責五個人的
工作量，除了設計、排版還要兼顧印刷等，這樣的生
活維持了三年，但是這些年以來讓他學到創意部的技
能、也了解製作部的運作。梁偉豐說：「我覺得蠻好
的，現在也頂過來了，就會覺得沒有過不去的坎。」
除了在廣告界有一番成就外，他也曾為劉德華、林
俊傑、阿杜等藝人寫歌。梁偉豐1991年，在新加坡木

船民歌餐廳駐唱擔任吉他手，被音樂人士找上並簽
約，正式開啟他的作曲之路。從一開始沒沒無聞，到
現在歌手的專輯或是廣告代言，需要一首較難作曲的
歌，他就會成為最佳作曲人選，也在馬來西亞的Hit
頒獎典禮上，連續6年被評為「最佳海外作曲人」。

以感動、希望 帶給別人影響
梁偉豐說：「廣告和音樂是一樣的東西，雖然是兩
個行業，但是目的都是一樣的，只是在廣告界需要通
過一個作品說服人家買這輛車，在音樂界我需要透過
歌，讓人喜歡這個歌手。」
「以後不管你想做什麼，要記得你做的東西要留下
一些影響」，這是梁偉豐的油畫老師要送給他的一句
話。當時的他一頭霧水，出社會後才漸漸了解「留下
影響」的意義，因此無論做廣告、音樂，他從未有放
棄的念頭。
藉由留下影響、帶給別人希望的初衷，未來他也想
了解電影是如何運作，甚至參與其中一角，因為除了
在廣告和音樂方面，如果再多一個電影，就能有更多
渠道做影響別人的事。梁偉豐說：「想帶給別人的影
響是，感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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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熱玩直播 流量變現金
17Media
男女使用比例與星座排行

網路聲量TOP3
17Media
網路聲量
22，
364

台灣原創直播App龍頭
全球下載量突破3000萬
台灣目前最大直播平台
智慧型手機進行直播
挖掘潛力素人開播

36%
1.水瓶座
2.處女座
3.天蠍座

64%
主力用戶
30-39歲

1.雙子座
2.處女座
3.巨蟹座
資料來源：17Media數據中心
公布日期：2018／09／17
圖片來源：Google

Twitch
網路聲量
14，
962

全球最大遊戲直播平台
電競直播界的先鋒

浪live

網路聲量
6，
477
累計下載量超過200萬次
開發培養才藝型主播
智慧型手機進行直播

多平台聯手 融媒創商機
Appx電視

17Q

17 Media與八大電視台聯合製作的即時互動益智
節目，於2018年4月首播。透過直播平台與電視台
同時播送，減少以手機進行答題的孤獨，以新形式
注入傳統電視媒體。

手機x電商

PC Live 秀

浪Live與PChome合作，節目以娛樂性談話方式進
行，邀來浪Live 網紅，打破電視購物型式，每集
半小時，在Youtube放送，連結至PChome網站下
單，看準粉絲經濟。

直播x電競

浪 Live

浪 Live 自 2018年1月起與金剛直播聯合營運，行動
端用戶可在《浪 Live》直接觀看電競直播。金剛直播
擁有超高人氣的實況主「館長」陳之漢、
「國動」張葦
航合作，將電競流量導入素人直播。

資料分析：DailyView網路溫度計
分析期間：2017／07／28～2018/07／27

資料來源：科技新報 ，數位時代
圖片來源：17好聰明 - 17Q臉書 、浪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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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53 看金鐘4大亮點
記者／蘇育宣
第53屆電視金鐘獎在6日晚間於國父
紀念館盛大舉行，長達4小時50分鐘的
頒獎典禮，回顧本屆電視金鐘獎值得一
提的焦點。

主持人與頒獎人
本屆電視金鐘獎邀來劉傑中與瑪麗
主持星光大道，劉傑中為公視英語新
聞主播，繼去年金馬，第二次接下星
光大道主持棒；瑪莉是廣播節目《青
春點點點》主持人，首次接下三金星
光大道主持棒。兩人口條流利、聲音
悅耳，被網友喻為「史上最舒服」的
紅毯。
暌違七年再次接下三金主持棒的侯
佩岑，搭檔黃子佼。兩人資深主持功
力不在話下，口條流暢且台風十分穩
健，一搭一唱展現絕佳默契。
海外頒獎人則邀來港星周海媚與
韓國男演員金來沅。周海媚曾參與多
部港劇的拍攝，拍攝《倚天屠龍記》
電視版，飾演周芷若一角進而爆紅。
而金來沅則以《愛在哈佛》廣為人知
悉。退伍後出演《Doctors》再次竄
紅。兩位海外嘉賓為典禮增亮。

頒獎典禮表演
今年電視金鐘獎以「找回初衷」
為主題，開場表演帶大家回顧電視美
食，浩角翔起演唱〈看見什麼吃什
麼〉，背景影像是從過去到現在，所
製作過的電視美食節目與戲劇。
搖滾樂團八三夭帶來經典偶像劇組
曲，搭配吳亮儀模特兒團隊走秀，從
《流星花園》主題曲〈情非得已〉唱
到了〈當〉、〈包青天〉和〈刀劍如
夢〉將經典戲劇配樂改編成搖滾曲風。
韋禮安以「多元劇種讓世界看見」
為題，獨挑大梁為《戲劇節目獎》引
唱，演唱今年入圍作品主題曲，曲目
橫跨客語、閩南語、英文到中文四種
語言。

視覺、影音設計
今年的視覺設計邀來曲家瑞擔任總

昔日童星首次敲鐘！

楊小黎：謝謝你們看我長大
記者／吳如宇

侯佩岑、詹怡宜、舒夢蘭、吳奕容、李天怡、陳
雅琳6位主播同台播報。（圖／三立、文／陳頤）

6嬌跨台同框 創意串場
記者／陳頤
頒發「人文紀實節目主持人獎」前，由前主播侯
佩岑引言，以播報新聞的語氣開頭，與其他入圍的
主播展開一連串現場播報，成為頒獎典禮中有趣的
畫面及亮點。
入圍的包含《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的詹怡
宜、《聚焦全世界》的舒夢蘭、《世界的教室和你
想的不一樣》的李天怡、《幕後有藝思》的吳奕
蓉、《我是救星》的陳雅琳等等，可說是典禮一大
亮點，最後由舒夢蘭獲得獎項。
看見不同電視台的主播在同個時段同台一起播
報，令觀眾感到驚喜，由侯佩岑做開頭後，交棒給
詹怡宜主播，她將每個入圍的節目名稱都加在她
的播報裡頭，並提到「我們要學的東西很多，但是
我們對這個工作實在甘之如飴，希望發揮影響力」
。接下來是舒夢蘭，她對評審的辛苦表示感謝，請
現場觀眾為他們鼓掌。吳奕蓉則用客語告訴觀眾們
可以從哪裡看到這場精彩的轉播。李天怡主播介紹
益智節目主持人獎入圍者，並表示大家雖然爭奪獎
座、收視率，但感情依舊沒有不合，仍一同為電視
圈努力。最後一棒陳雅琳說，金鐘的榮耀是屬於電
視台幕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的，最後不管誰得獎，
大家都是好姊妹。

陳雅琳：不管誰得獎，大家都是好姐妹（圖／三立）

以童星身分出道的楊小黎於6日晚舉行的金鐘獎
頒獎典禮中，憑藉在客家電視台的時代劇《台北歌
手》中的演出，首奪金鐘戲劇節目女配角獎。她也
因為獲獎而感到自己終於擺脫童星標籤激動落淚。
楊小黎在感言中表示，自己很多年前便想在觀眾
面前大聲說:「我不再是個小童星了！」欣喜自己
的成長與蛻變被評審看到。
未滿五歲便出道的楊小黎在童年時期就出演過一
系列廣告、電視劇及電影。她特別感恩從小在演藝
事業中一直做她堅強後盾的母親，表示是母親成就
了她想做的一切事情。她也說到戲劇是她的生命所
在，希望自己可以演戲演到90歲。
《台北歌手》是本屆金鐘獎最大贏家，11個入圍
獎項中成功奪得五個獎項，分別是女主角獎、女配
角獎、戲劇節目編劇獎、燈光獎和節目創新獎。該
劇講述的是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稱的文學家、音
樂家呂赫若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人生故事，反映台
灣歷史上一個變動巨大的時代。劇集由莫子儀、黃
姵嘉和楊小黎等人主演。

策畫，以「Colorbar」為設計意象，
「Colorbar」為過去彩色電視用來
校正影像的彩條圖，用來顯示台灣電
視的多元化與豐富性。曲家瑞帶領實
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的學生，以
女性的柔美風格打造典禮動畫與視覺
設計，動畫的顏色也多採用鮮豔的色
彩，呼應Colorbar外，也有戲劇多元
化的涵義。
入圍影片配音由王仁甫與演員鍾瑶
獻聲，運用聲音表演，為典禮注入不
可或缺的細節。

多視角直播不錯過
頒獎典禮提供七個頻道，分別是現
場Live、手語、媒體訪問區、舞台正
視角全景、典禮VR360全景，表演節
目則拆成八三夭視角與走秀模特兒視
角，讓觀眾可以選擇喜歡的角度，一
點不漏的收看金鐘53。

八三夭飆唱經典戲劇主題曲
記者／陳頤
第53屆電
視金鐘獎頒
獎典禮，第
二段節目由
八三夭金鐘表演。（圖／三立）
樂團八三夭
來「原生IP
讓戲劇跨界」組曲表演，演唱《流星
花園》主題曲〈情不自禁〉開場，其中包含《命中
注定愛上你》的〈心願便利貼〉、《還珠格格》的
〈當〉等歌曲，帶觀眾回味經典戲劇。
表演每一首歌時，會有身穿戲服的人員登場，最
後一首歌，《倚天屠龍記》主題曲《刀劍如夢》當
年演出有最美最美周芷若之稱的周海媚更穿著古裝
登場，引發全場轟動，但依舊無法扳回一城，被網
友毒舌批評「芷若變師太」、「歲月是把殺豬刀」
等，雖受到不少批評，不過整段效果十足，反倒成
為最大亮點。
許多網友對這段表演反應不佳，雖有鼓勵，但也
有人批評八三夭音準不佳，整段節目主唱阿璞數度
唱不上去，更被批像社團成發，對此八三夭經紀人
透露，部分歌單是製作單位開出，經過微調、改編
才重新演出，至少從1個半月前就開始籌備。

3度入圍終於敲鐘 舒夢蘭哽咽感嘆
記者／林柏任
第53屆電視金鐘獎如火如荼展開，於6日拉開序
幕，人文紀實節目獎由東森主播舒夢蘭抱回獎項
成功敲鐘，她語帶哽咽地說：「這幾年一直坐在
台下，今年是第三度入圍主持人獎，現在終於能
站在台上了。」感謝評審看見她的努力，還不忘
大方說出太愛評審團了!
人文紀實節目獎入圍名單是由五位主播主持的節
目，分別是客家電視台吳奕蓉《幕後有藝思》、
三立李天怡《世界的教室和你想的不一樣》、壹
電視陳雅琳《我是救星》、東森舒夢蘭《聚焦全
世界》以及TVBS詹怡宜《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
灣》，競爭空前激烈。
頒獎前，為化解緊張氣氛，五位知名主播連線串
場主持金鐘現場，搭配典禮主持人侯佩岑為前主
播，畫面一度出現六位主播同框的吸睛畫面，觀
眾更是目不轉睛!
舒夢蘭感激東森電視台總裁、董事長、總經理
的栽培。在提到與她前進驚險的亞馬遜雨林、酷

寒極地完成拍攝的東森工作人員們時，欣慰地表
示，有他們不畏艱辛地付出，今日自己才能得到
最甜美的收穫，分享
出製播以來的艱辛歷
程，將一切的榮耀歸
給上帝。
舒夢蘭遠赴世界各
地進行採訪。她在得
獎感言最後說：「要
將獎項獻給我媽媽，
每一次媽媽看到自己
去這麼驚險的地方都
偷偷掉淚。」但她相
信媽媽今天流下的每
一滴眼淚都是喜悅
的，並用這座獎項宣
示成功的決心。
舒夢蘭喜獲人生第一座
獎盃（圖／NO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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