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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熱 鏡頭窮追不捨
北中南媒體連線

九合一開票超吸睛 媒體花招百變
東森新聞台這次採用雲端科技，以互動式的開票畫
面帶給觀眾最即時的開票訊息。負責轉播選舉的陣
容由關鍵時刻主持人劉寶傑領軍和主播陳海茵、蔣
心玫接棒主持《關鍵開票》，另外主播吳宇舒、韓
佩穎則分析選後台灣政治版圖的變化情況，完成這
長達11小時的漫長報導。
東森新聞官方網站、東森新聞App、東森新聞臉書
粉絲團及東森新聞Youtube頻道，四平台同時段直播
《關鍵開票》。

TVBS、YAHOO合作網路開票
TVBS新聞網與YAHOO！奇摩新聞獨家合作，由擁有
劉寶傑攜手東森開票。劉寶傑九合一大選電視 多年開票經驗的方念華搭檔YahooTV鄉民大會節目
畫面。
（圖／東森新聞） 主持人郭子乾，一同主持新形態跨平台的網路開票
節目《全球全民大開票》，不同與以往電視開票轉
記者／林柏任、蘇育宣
播，為了增加即時性與互動性，公開招募網友，透
九合一大選，電視媒體跳脫以往播報開票方式，大
過「視訊」連線的方式與兩位主持人一同聊天，歡
推互動性帶給台灣選民最即時的選情。
聊九合一大選綁公投的選情！

卓越新聞
頒獎典禮

2018九合一選舉，三立新聞在電視部分，從24日上午
9點，連續播出《九合一超級選戰特別報導》，容依
序為王偊菁負責午間新聞，下午1點林楚茵《前進新
台灣》替選前做最後的衝刺報導，下午4點至8點起由
當家主播李天怡負責開票現場，來自全台記者50個點
即時大連線，主播李文儀則南下高雄，許貴雅與郭雅
惠等主播北中南連線，首創AR戶外虛擬實境技術，走
出攝影棚，結合最新技術讓選舉開票選情虛實合一。

三立結合AR技術 走出影棚
在網路部分，三立新聞網全程同步開票，更加入開
票選情分析報導，推出開票特別節目《94要客訴－開
票最前線》，啟用新媒體全新攝影棚，網路主播詹千
雁也將至陳其邁與韓國瑜競選總部，直播南台灣高雄
選區實況，開票當天超過30個現場馬拉松式直播，提
供最快速的選情。

(九合一選舉特刊見5,6版)

王結玲:獲獎是新聞人的驕傲

記者／蘇育宣、許舒婷
第十七屆卓越新聞獎28日舉行頒獎典
禮，今年以「穩操新聞獎舵，勇渡數位急
流」為主題。評審團主席台大新研所教授
林麗雲表示，台灣過去一年傳統媒體廣告
量持續減少，而數位廣告也持續被平台及
網媒分食，在新聞業環境不盡理想的現
在，今年卻是歷屆收件數最多的一屆，高
達599件作品參賽。
TVBS延續入圍項目最多電視台氣勢，
拿下《即時新聞獎》及《調查報導獎》
。TVBS新聞部執行副總監王結玲感謝評審
的肯定說，「獲得卓越新聞獎，對本台採
訪團隊來說，是一個極高的榮譽，也是新
聞人的驕傲。」
TVBS由「敬鵬惡火－吞噬6消防英雄」拿
下《即時新聞獎》，由TVBS新聞部社會組
共同採訪完成，4月底在桃園平鎮的敬鵬電
子廠失火，大火侵蝕廠房造成嚴重傷亡。
記者韓上棆、徐敬芸、廖宗慶、林耿賢、
錢麗如、李潔、林旼叡、黃建國、陳儒桓
和王華麟，進行馬拉松式地連線報導，製
作成「敬鵬惡火─吞噬6消防英雄」。入選
理由是長時間追蹤現場情況，在更新火災
現場、醫院訊息時完整記錄，同時也採訪
不同消息來源，分析並檢討新屋保齡球場
到敬鵬大火暴露的問題，可看出媒體人應
變能力，同時也將受難人員照片以馬賽克
處理，尊重受難人隱私，值得嘉許。
《調查報導獎》則由「帳篷下的秘密」奪

台北電視內容交易及創投媒合會海報。

TVBS獲獎團隊大合照。
（圖／TVBS）

（圖／取自官網）

900場創投媒合會 版權洽談逾8億
記者／陳彥儒

文化部影視局主辦「2018台北電 頒獎典禮及媒合會」延續去年採
視內容交易及創投媒合會」15日 兩階段徵件，在第一階段便徵得
在台北萬豪酒店閉幕，預估會後 235件優秀的作品，經過評選委員
延伸交易可達新台幣8億元以上。 評選之後共計有36件作品入圍，
今年也首度結合電視節目劇本創 並由影視局局長徐宜君與評選委
作獎頒獎典禮，同時揭曉獲獎名 員温郁芳和黃建銘共同揭曉「優
單，期望讓更多優秀的作品能夠 等獎」1名及「佳作獎」9名之得
被國際看見。
主。其中「優等獎」由《狂飆年
根據影視局統計，今年共匯聚來 代》這部有著冒險推理、科學的
自全球24個國家/地區、75位國際 臺灣時代劇作品獲得，而「佳作
買家、74家國內參展業者、263部 獎」則由《化外之醫》、《失戀
電視作品，進行至少900場次版權 旅行團》、《放鰻吧》等9部作品
洽商與投資合作媒合，其中東南 獲得。
亞買家人數更是高達53%，伊朗、
影視局表示，「台北電視內容交
西班牙、及挪威買家更是首度來 易及創投媒合會」將持續舉辦並
臺參展，展會交易金額預估可達 加強各項服務，未來並將廣邀新
1,300萬美元，會後延伸交易預估 興及潛力市場買家及創投業者與
可達2,600萬美金。
會，持續為臺灣電視內容引進更
在本次活動中首度結合的「107 大量的資金活水，同時為臺灣作
年度第九屆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 品開啟跨國合資合製之通路。
Mol銘報即時新聞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edianewsonline 網頁版：http://mol.mcu.edu.tw/
下，先前也獲得《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專業組長版影片佳作的殊榮，雙雙受新聞
獎項肯定。由資深記者林上筠及張鎮安走
訪各地，透過訪談、調查、數據分析、空
拍檢視和法規探討等方式，花了數個月的
時間走訪多個縣市，檢討全台露營區對生
態的破壞和環境的影響。採訪過程從平地
到山區、從地面到高空，為了一探山頭現
況，林上筠和張鎮安在暴雨後，搭上機齡
40年、全台最老的航拍空照探測機，甚至
簽下切結書(俗稱生死狀)，放棄意外後的
追訴。評審團認為，從多角度調查近年掀
起露營熱潮帶來的環境問題，報導團隊利
用航拍航測資訊、比對出危險露營區，也
突顯政府相關部會規避主管之責。報導規
劃周密、調查深入。報導播出後影響政府
施政、主事機關開始有積極作為、發揮媒
體監督功能。

主編／劉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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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狼
經 理

歐文：電競比電視更能吸引客群
記者／余品潔、殷悅哲
閃電狼團隊於11月19日到銘傳大
學舉辦講座【關於電競，你所不知
道的事】，與學子們分享電競產業
中的奧秘之處。電競產業在年輕世
代掀起潮流，但仍然有不少人質疑
電競產業能否當飯吃，對此，閃電
狼品牌經理歐文表示，韓國電競選
手Faker年薪達三十億韓元，約台幣
一億三千萬元。
2018年全球電競總產值高達九億
六百萬元美金，而這其中的商機有
40％來自於廠商的贊助；19％來自
置入的廣告；18％來自平台轉播的
媒體權利金；11％來自前往館場觀
賽的門票。歐文表示，電競比起其
他媒體，像是電視、Youtube等等，
更可以吸引固定的客群聚集在同一
個平台，藉此創造出流量。

電競選手培養流程
閃電狼品牌經理歐文為銘傳學子講解電競產業的運
作模式。
（圖／陳子瓏、文／余品潔、殷悅哲）

想要成為一位電競從業人員是有

一套程序的，首先要在眾多玩家之
中脫穎而出，成為高端玩家，等待
被電競團隊挖掘後，然後進入公司
裡當練習生，練習生的生活作息規
律，住在電競公司裡集中管理，早
上十點終打卡上班，中午十二點休
息到下午一點半，緊接著上工繼續
遊戲的練習，雖然表訂晚上八點下
班，但一般而言則到晚上十點，時
逢大賽期間，練習時間更是延後至
凌晨一、二點終。
熬過練習生時期，變成儲備選手
之後，此階段還沒有上場機會，只
能打些練習賽，得到佳績才可進階
為正式選手。歐文表示，正式選手
不代表就是先發選手，必須等待戰
隊上出現遊戲空位，並在賽事中表
現優良才有機會成為先發選手，這
個過程是選手職涯上最漫長的路。
人格特質也是進入電競行業裡很
重要的一環，歐文表示，熱情、努
力、天份及心理素質缺一不可，當

記者／劉馥瑄
甫獲今年台灣廣告節傑出廣告代理經營人獎的瑞迪廣
告事業董事長殷士偉19日至銘傳大學演講，與廣銷系學
生分享廣播廣告。他說，廣播廣告最大特點是「用聲音
解放眼球」，如何用聲音讓廣告活起來，讓觀眾收聽時
感到身歷其境，就是廣播廣告最重要的事情。
殷士偉說，他已有多年未出現在校園裡，在演講開場
時，他將自己在職場上常鼓勵同事的一句話，分享給在
場學生，強調「先把一做好後，後面的零都會以十倍的
力量幫助你。」他認為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
殷士偉雖然只有高中畢業，更不是從傳播行銷相關科
系畢業，當初廣播廣告給了他一個機會，讓他從22年前
就決定，專心做廣播廣告。至今瑞迪廣告事業公司，因
為清楚知道自己只做廣播廣告，成功的建立自己的基礎
後，也創立了八家不同的分公司。
在現今收聽廣播的人雖減少，但殷士偉表示，剩下再
聽廣播的消費者，都是有消費能力的，而且廣播進入廣
告時，並不會讓觀眾轉台，就是廣播廣告最大的特點。
「聲音無所不在，只是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存在。」廣
播廣告不用眼睛看，只需要耳朵聽，只要熟悉的音樂就

九歌出版
總編輯

打遊戲這件事情變成壓力，是有目
標必須達成的時候，能不能適當調
整心理狀態面對壓力很重要，必須
擁有澆不熄的熱情，且付出一萬分
的努力。

電競相關行業
此外，電競也可以創造出品牌價
值。歐文也分享了幾個進入電競產
業的管道，其中包括進入遊戲原廠
擔任遊戲開發員或程式設計師；進
入職業戰隊擔任選手或是教練、分
析師；進入賽事組織擔任導播或是
主播、賽評。他也表示，若是產業
相關科系的學生，會更容易進入電
競這個產業工作。
關於電競產業的未來及發展，歐
文說：「電競目前還算是一個新興
的產業，未來五年應該還會往好的
方向發展，但是會需要更多年輕的
人力投入，藉以支撐整個產業。」

學生方案吃到飽 30個月免月租

聲音解放眼球 廣告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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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迪廣告事業董事長殷士偉對學生分享「創新不斷
發生，貴在執行而非想像」。 （圖、文／劉馥瑄）

能勾起品牌的聯想。殷士偉以「創新不斷發生，貴在執
行而非想像」結尾，告訴現場學生不論未來做什麼，也
要記得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並且做到唯一和第一。
日前才獲得廣告代理經營人獎的殷士偉，對於獲得這
個獎，他表示，過去的廣告代理經營人獎選出來的代理
商，多為綜合廣告代理商，包含的從平面到數位等，但
這次卻選出一位只做廣播廣告的自己，而且在台灣廣告
60年得獎，感到更加地意義非凡。

記者／姜霏
中華電信攜手國立中央大學合辦「青春無敵校園演唱
會」，邀請許多創作型歌手到現場同歡，當天現場更提
供多樣精選獎品進行摸彩，頭獎正是中華電信學生明星
商品「青春無敵學生方案488元吃到飽，免費30個月月
租費」，總價值為14,640元，吸引不少該校學生參與。
中華電信一向重視學生族群聲音，此次特別與國立中
央大學攜手合作，提供該校學生課後育樂休閒活動，特
別選在中央大學運動會21日舉辦「青春無敵」校園演唱
會，邀請創作型歌手黃奕儒、吳心緹等知名藝人前來同
歡，更為此次的運動會增添團結的歡樂氣氛。
活動當天也邀請到了可口可樂公司與學生同樂，除了
提供免費限量可口可樂暢飲活動外，現場也會進行抽獎
活動，頭獎為中華電信學生明星商品「青春無敵學生方
案488元吃到飽，免費30個月月租費」，貳獎為三星手
機GALAXY J6+，此外也有電影票等獎品，總獎項高達二
十名。
中華電信編號林姓客服人員表示，除了活動當天能夠
抽到免費30個月月租費的學生方案，此學生方案活動延
長至民國108年1月1日，一般學生也能購攜帶學生證到
門市申辦學生方案。

陳素芳：獲獎是台灣文學出版受重視

記者／林芷妡
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素芳日前獲得第42屆金鼎獎特
別貢獻獎。對於得獎，她說：「當然覺得很榮幸，但
同時感到的是安慰，因為編輯的辛勞與文學的努力受
到了重視。」從這句話中，不難發現，獎座之於陳素
芳最重要的不是榮耀，而是台灣對文學出版的重視。

36年幕後編輯被看見
沒有一般人對總編輯嚴肅正經的刻板印象，陳素芳
待人熱情、充滿朝氣，她大大的嗓門，令人印象很深
刻。九歌出版社至今成立40年，陳素芳一路走來就是
36年。對於自己可以堅守同一份工作這麼久，陳素芳
也覺得相當不可思議。她微笑道，因為這份工作滿足
她希望對文學有所貢獻的理想。再者，創辦人蔡文甫
對她的肯定及信任，以及和許多作家所產生的友誼與
默契，讓她對這份工作有難以言語及割捨的情誼，甚
至幽默的形容自己對工作的情感「積重難返」。
回憶她當下得知獲獎消息時，陳素芳嚇了一跳。她
說，畢竟多數能獲特別貢獻獎殊榮的得獎者，幾乎都
是出版社或雜誌社的創辦人。陳素芳進一步解釋說：

「因為編輯是無聲的，若一本書能熱賣，成名的是作
家，得利的是出版社，編輯始終只是幕後工作者。」
但她卻能以編輯的身份榮獲特別貢獻獎，一方面覺得
榮幸，另一方面感到安慰，因為編輯的辛苦是有被關
注的。

會使人從中學習與進步。自己也是因為「喜歡」文學
出版，才能一路走到今天並且獲獎。

文學出版悲與喜
工作挫折在所難免，陳素芳表示，最受挫的便是自
己認為的好書，銷量卻不好。
工作有挫敗也會有歡笑，陳素芳表示，曾有過一件
相當戲劇化的出版經驗，《傷心咖啡店之歌》是九歌
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長篇小說，也是作者朱少
麟的第一部創作作品。沒想到這部小說被出版後從此
一炮而紅，至今熱銷超過五十萬本。當初決定出版此
書時，從沒想過能如此暢銷。只認為文風特別，內容
也符合時下社會現況，值得被出版讓大眾閱讀。陳素
芳笑著說：「能讓一位默默無名的作家一舉成名，並
讓大眾閱讀到好的文學作品，我由衷感到開心。」
陳素芳強調，無論從事甚麼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只有
「喜歡」二字。唯有喜歡才會讓人願意吃虧，吃虧才

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素芳日前獲得金鼎獎特別貢
獻獎，她擁有36年的編輯資歷，是台灣文學編輯的
重要代表人物。
（圖片來源／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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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55 火什麼?

3

頒獎典禮
收視高峰

本屆金馬獎收視最高點落在香港
演員袁富華獲最佳男配角獎致感言
的時候。此時收視衝上5.20，代表
共115萬人同時收看。

40%
次高則是達悟族小孩鍾佳駿獲頒最佳
新演員獎，發表得獎感言的時候，共計
111萬5千人同時收看。

數據來源:台視統計

第三高則是頒獎嘉賓胡歌致
詞的時刻，共計109萬5千人同
時收看。
誰先愛上他的

入圍作品
網路聲量
本圖數據依據Lowi系統
分析10月1日至11月17日
期間網量來源進行排名

金馬次日
記者愛用什麼字?

我不是藥神

大象席地而坐

11%

45%

影

29%

14%

本圖數據依據Lowi系統找出11月18日五間新聞網站內容，並以文字雲統計出新聞常用詞語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中時電子報

UDN

ET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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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奇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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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趨勢 新極現奪下全場大獎

記者／陳芝瑄
由DMA台灣數位媒體應用行
銷協會所舉辦的2018「數位奇
點獎」(Digital Singularity
Awards,DSA) 」頒獎典禮於11
月16日晚上舉行，本次由新極
現廣告的「台灣之星-黑點行
動」脫穎而出拿下全場大獎。
另外，鼓勵技術應用的年度創
新大獎則由安布思沛行銷與萊
雅集團合作的「消費者行為
預測-客人你想買什麼？」獲
得。
評審團指出，「台灣之星黑點行動」針對現代人上網所

造成的眼睛黃斑部病變提出反
省呼籲，不僅執行完整，而且
作為電信業者提出此觀點，展
現了品牌的氣度與關懷社會的
視野，這也是為什麼能從所有
金獎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全
場大獎獎項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獲得年度創新大
獎的作品「消費者行為預測客人你想買什麼？」，評審團
說明，此作品在數據收集流程
完整紮實，且打通線上與線下
通路，呼應了新零售趨勢，值
得作為台灣企業推動數據驅動

轉型的最佳案例。
本屆評審團主席Oath台灣董
事總經理王興表示，就算是簡
單科技也能賦予創意，清楚掌
握消費洞察與消費者互動解決
方法，讓作品呈現出耳目一新
的風格，並創造更有效的消費
者經驗，帶出重新未有的品牌
力，就是值得鼓勵的作品。
本屆奇點獎在四大類35個獎
項，以及年度創新大獎、全場
大獎共37個獎項200件作品入
圍，最後頒出17個金獎、26個
銀獎及33個銅獎。

時尚部落客 分享做人做事的道理

新極現廣告所策劃的「台灣之星-黑點行動」拿下全場大獎。
（圖／數位奇點獎提供）

詹前郡：圖書館時尚書籍我都看過 台泰公視合作 開展合作交流

時尚部落客詹前郡28日前來銘傳大學分
享自媒體經營。
（圖／余品潔）
記者／蔡瑜珊
時尚部落客詹前郡28日前來銘傳大學演
講，以投入職場5到6年的工作經驗，和同學
們分享主持及自媒體經營過程。他說，最重
要的是做人的道理和做事的態度，雖然努力
不一定會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會成功。
吸取足夠養分的詹前郡目前在Facebook經營
粉絲專頁「郡俏哲理」，以及擔任時尚雜誌
「MILK X會客室」的主持人。在演講中，他
以節目第1、2集的來賓小S、田馥甄為例，他
強調，訪談前做功課非常重要，必須仔細設
計每道問題，讓受訪者一步步掉入他所設的
「陷阱」，成功套出他想讓受訪者講的話。
詹前郡也曾進入時尚雜誌當編輯，滿腔熱血

2018樂齡安
養趨勢論壇

的他也發現職場上的黑暗面，原來雜誌裡面
模特兒穿搭的衣物和飾品，都是其品牌自己
買來的，而講到這裡，他也不禁感嘆，其實
出版業已經開始走下坡。話鋒一轉，詹前郡
說:「人走過的路不會白費，它總會在你的生
命中留下什麼。」所以之前的工作經驗，不
管好壞都成為他日後的養分。
因消費時代的改變，社群媒體崛起，當被問
到網路媒體和紙本媒體的差異性時，詹前郡
表示，網路新聞著重在「輕、薄、小」，兩
者下標的邏輯就很不一樣，網路新聞需要震
撼、聳動的標題，內容則是採倒金字塔型，
而紙本新聞需要慢慢鋪陳、堆疊。
另外，他也表示，自己在網路上發言時，
大多採取中立的態度，因為他秉持著以和為
貴的精神，認為美是一件很主觀的事情，不
應該隨意且毒舌地批判別人認為的時尚。
詹前郡說：「銘傳大學圖書館有關時尚的
書籍，我幾乎都看過。」對當時剛轉學到銘
傳就讀的他而言，因為沒什麼朋友，正好讓
他有空間鑽研自己有興趣的事，在大四時他
選擇飛到英國念時尚傳播，取得學位回台的
他進入蘋果日報擔任廣告企劃，剛好碰上網
路媒體的崛起，讓他累積了不少實戰經驗。
最後，詹前郡語重心長地說，擇己所愛，
預留後路讓人生豪賭一場。他勉勵同學們做
任何事時都要有勇氣，為自己的人生打一場
精彩漂亮的仗。

蔡芳文:台灣缺乏安養機構

「2018樂齡安養趨勢論壇」現場。
（圖、文／許舒婷）
記者／葉素安
由工商時報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23日舉行
「2018樂齡安養趨勢論壇」，深入探討樂齡
安養新趨勢，信託服務，樂齡生活及理財策
略，並邀請專業人士分享如何提早因應老年
化社會。
「2018樂齡安養趨勢論壇」以演講及趨勢
對談的方式進行，當天邀請合作金庫商業銀

行董事長雷仲達，雙連安養中心總顧問蔡芳
文，工商時報社長陳國瑋，合勤健康事業董
事長李柏憲等專業人士。
根據資料顯示，台灣今年正式邁入高齡社
會，並預估在115年將成為超高齡社會。台灣
高齡化速度幾乎是全球之冠，因此老人安養
問題刻不容緩。在此之前，工商時報曾發表
以健康，安養，理財，生活為主的專題，如
以房養老，安養中心，長照難民等。
由於時代的改變及台灣快速增長的高齡社
會，老人的未來規劃顯得更加重要，無論是
幫忙管理老人財產的信託，老人的醫療問題
或是照顧老人安養中心都是重要的課題。像
雙連安養中心總顧問蔡芳文就提到，台灣安
養機構缺乏，政府應該多讓小型安養機構坐
落在各個城市的角落。另外，也有演講者提
到照顧老人的安養機構，是否真的符合長輩
的生活需求以及長照人員是否真的喜歡照顧
老人非常重要。

陳郁秀參與國際公共媒體會議。
（圖／公視提供）
記者／吳如宇
台灣公視董事長陳郁秀應邀擔
任國際公共媒體會議暨迷你世界
公視大展的主講人。她在會上分
享了台灣公視在數位時代的創新
發展、追求優質節目與培養公眾
參與等經驗。公視透露，泰國公
共電視總裁維菈西妮博士與副總
裁蘇達拉將於12月底拜訪台灣，
與台灣公視簽訂合作備忘錄。
陳郁秀在大會中分享台灣公視成

立20年來的經驗與成果，在數
位潮流的快速轉變下，公視在
台灣社會中所承擔的重責大任
和持續追求公眾服務與追求創
新卓越的企圖。她以去年非常
走紅的「通靈少女」為例，凸
顯公視連結國際合製的能力與
合作意願，期待能讓泰國媒體
界與相關意見領袖更了解台灣
公媒的發展，未來展開更多的
合作與交流。
被問到公共媒體該如何吸引
青年族群觀眾觀看或參與，陳
郁秀指出，台灣公視除積極鼓
勵學生參與學生劇展、新創紀
實短片，與16所大學合作成立
校園新聞採訪中心，培養學生
對公眾議題的關注；另外，公
視每年皆舉辦「世界公視大展
精選」，邀請影人或專家到場
與觀眾一同看片討論，更加瞭
解年輕族群的想法。

傳播櫥窗

抖音看見音樂 挖掘素人夢想
Tiktok(抖音)推出「看見音樂」計劃，音樂創作人可以用自己的原
創音樂作品，拍攝一段短視頻，上傳至抖音參加海選，經過初賽、決
賽後選出TOP10音樂人，將進行一連串培訓計畫。
（蔡瑜珊）

整併CHOCO LINETV成全台最大OTT
線上影音平台CHOCO TV與LINE TV於18日宣布於11月20日合併，推出
全新的LINE TV與線上用戶見面，LINE TV 所有服務內容將由負責開
發營運 CHOCO TV 的巧克科技新媒體負責，合併前夕CHOCO TV於App
裡面預告限時免費領序號、換3天VIP服務的活動。
（謝沐杋）

用戶時間管理 臉書一鍵查看
「時間管理」功能20日在手機版App正式上線。該功能位於「設定
和隱私」頁面，打開「你在臉書花費的時間」即可查看。用戶通過這
項功能可以檢視自己一週臉書使用情況，並設定使用時間上限，用戶
使用時間達到指定值後，臉書就會推送提醒。
（林臻儒）

VR新科技報導 邀民華山體驗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與「臺灣大學新聞所」歷時近一年製作，用
VR新科技報導能源議題，推出實驗性新聞專題。開放期間為12月7日
至12月9日，邀請民眾於華山1914文創園區用VR看新聞。
（姜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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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蘇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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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左至右，由上至下排列
(1)、(2)、(3)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
發表落選感言，媒體搶拍。
(圖／石奕賢）
(4)朱立倫現身侯友宜競選總部，媒體
蜂擁。（圖／林冠佑）
(5)、(6)新科高雄市長韓國瑜選前之
夜，媒體卡位。（圖／石奕賢）
(7)侯友宜發表當選感言，媒體搶拍。
（圖／林冠佑）

選舉熱 鏡頭窮追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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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左至右，由上至下排列
(1)TVBS記者在韓國瑜總部現場連線（圖／石奕賢）
(2)UDN聯合新聞網記者現場轉播柯文哲選前之夜
（圖／蘇育宣）
(3)、(4)攝影記者紀錄嘉義各候選人於選前在
KANO圓環大車拼。（圖／陳彩玲）
(5)、(6)民視記者現場連線。中視記者街訪民
眾。（圖／林冠佑）
(7)TVBS記者在台中進行轉播。（圖／陳彥儒）
(8)多台SNG車在陳其邁競選總部等候轉播。
（圖／石奕賢）

北中南媒體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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