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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之音校園講座
馬念先：廣播成夕陽 但還沒日落

　　 　

 
 平面類 

首獎 「找溪望．救水

路」系列專題報導 

聯合報都會社會新

聞中心 

佳作 全民大發電奇蹟 今周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佳作 極端氣候灌溉學 財團法人豐年社 

人氣獎 深澳的明天在哪

裡？ 

聯合報 

短片類 

首獎 逾百人陷危? 柴山

每年朝海滑 6-9cm 

TVBS 

佳作 消失的海岸 聯利媒體股份有限

公司 

佳作 憫農 徐仲彥 

人氣獎 逾百人陷危? 柴山

每年朝海滑 6-9cm 

TVBS 

長片類 

首獎 河川變色水危機 TVBS 聯利媒體股

份有限公司 

融媒體類 

首獎 冰之島融化中 前

進格陵蘭 

TVBS 聯利媒體 

佳作 蘋果前進洛興雅 蘋果日報新調查中

心 

佳作 天下沒有白挖的水

泥 

鏡週刊 

人氣獎 鯨魚的控塑〜 

海洋生機”塑‧不

塑”一起向前走！ 

正聲廣播股份有限

公司 

　第二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10月

27日舉行頒獎典禮，公布得獎名單。在

95件入圍作品中，選出共計27件作品獲

獎，頒出總獎金132萬元。TVBS為專業組

最大贏家，抱走三個項目首獎，類別分

別是短片類、長片類與融媒體類。

　聯合報以「找溪望．救水路」系列專

題報導拿下平面類首獎，由聯合報願景

工程團隊策畫報導，帶讀者看見都市河

　

川以「醫美」手法整治所帶來衝擊。得

獎者郭政芬說：「創造了打卡亮點，卻

忽略河川的生命現象。」作品走訪全台

並橫跨日本與新加坡進行採訪，希望透

過他國的治水經驗，反省檢討台灣的河

川整治工程。

　專業組短片類首獎則由TVBS「逾百人

陷危？柴山每年朝海滑6-9cm」奪下，報

導中揭露高雄柴山的地滑現況，提出問

題外也提供現階段解方。得獎者華舜嘉

在得獎時呼籲，希望政府採取行動，用

記者身分發揮影響力，這才是身為記者

的價值。

　同樣關注河川議題的TVBS「河川變色

水危機」摘下長片類首獎，報導台灣各

地河川汙染。得獎者秦綾謙上台致詞

時感動又感傷的說，如同評審卓亞雄

說的關注環保議題的人是需要帶著鋼盔

進行，她說學者用盡一生去關注環保議

題，媒體人也還在做這些報導，但河流

卻還是沒有變好。強調要大家回到人的

本心，從人開始改變起，由人主動去改

變一切才會好轉，讓環境永續。

　融媒體類則由TVBS攜手HTC，以「冰之

島融化中-前進格陵蘭」拿下首獎，首次

跨界合作，結合虛擬實境。整合文字、

網路、電視與虛擬實境，跨領域多重敘

事。評審點評，此拍攝作品難度高且規

模大，完整性佳，是今年參賽作品的亮

點。

　由TVBS信望愛基金會主辦，世新大學

及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協辦的《全球華文

永續報導獎》，聚焦永續發展和生態文

明議題，向全球華文界的學生以及社會

專業人士進行徵件。

　

1主編／姜霏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日 星期五

發行人／李銓 社長／倪炎元 發行所／銘報新聞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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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晏妤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銘傳生奪優等

劉中薇：好作品須是和時代共同呼吸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奬》10

月27日舉行頒獎典禮，銘傳大

學總共有四組作品入選學生組

短片類，而其中則是以《收容

資源有限，如何讓毛小孩希望

無限？》在比賽中榮獲得短片

類優等獎。

　第二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

奬》學生組短片類共有100件

作品參賽，經評審評比後入選

16件作品，並於頒獎典禮當天

公布首獎、優等獎以及最佳人

氣獎三個獎項。銘傳大學分別

以《不塑之客》、《藥品浪費

嚴重，回收有方法》以及《竹

跡，污水處理是滄桑》，四個

作品入圍學生組短片類，最

終則是由姜霏、石奕賢、陸潔

儀、林子祺、陳頤的作品《收

容資源有限，如何讓毛小孩希

望無限？》奪得優等獎。

　評審廖福順、梁天俠及黃明

明在評語中談到，此篇的報導

《收容資源有限，如何讓毛小

孩希望無限？》讓觀眾留下至

少兩個記憶點，其一為讓毛小

孩的希望無限，卻主張有條件

安樂死，創造價值衝突；其二

是外型勇猛的徐文良談及流浪

狗時激動哽咽的形象，報導在

理性與感性間的收放有度。

　該篇報導作者石奕賢驚訝地

表示，除了自己以外，沒有任

何組員有準備得獎感言，因為

沒想過會得獎，所以在主持人

宣佈時所有組員都傻住了。

 宣布榮獲優等獎後姜霏更是

直呼：「傻眼！」他表示，一

開始選擇此主題是因為流浪動

物問題已數十年，但嚴重程度

反而是日趨蓬勃而不是日漸減

少，零安樂死政策的實施，不

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更讓浪

浪們的生存遭受迫害，他希望

透過此短片喚起台灣人民與政

府對流浪動物的關注。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奬》鼓

勵學生關心生態及永續發展。

　《收容資源有限，如何讓毛小孩希望無限？》獲優等獎，作者

與指導老師合影。

                     　　　　  　(文／姜霏、圖／蘇育宣）

記者／陳玟諭

十月看電影TOP3
票房&網路聲量

永續報導獎TVBS奪專業組大贏家　

李秀珠:可信度為新聞媒體根本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臉書10

月16日下午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臉書

新聞粉絲專頁公信力調查研究的成果

發表會。

　從公信力調查研究結果中，交通大

學傳播研究所教授李秀珠表示，從三

項指標來看，參與度及多元性的結果

皆是可以做出來的，但新聞媒體最重

要的根本還是應該以可信度為重，若

新聞媒體的參與度高但無可信度，則

無法發揮新聞媒體應有的價值。

　研究調查50個發布每日新聞的臉書

粉絲專頁，調查時間為今年1月1日至6

月30日，由前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翁秀琪帶領專家學者、新聞工作者及

非政府組織團體，以三大指標面向進

行評估，由臉書贊助台灣媒體觀察基

金會及研究團隊共同執行計畫，期望

能建立網路新聞公信力的指標。

　「可信度」項目分析包括小編評論

報導是否與事實相符、消息來源、發

文密集度、轉傳或掌握消息來源的自

家貼文；「參與度」項目包含粉絲互

動留言分享或按讚數、粉絲專頁的評

分；「多元性」項目分析則是有小編

報導呈現多元角度或在分享上將不同

觀點呈現出來。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專案企劃

黃泓瑜表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

會過去多著重在傳統媒體上的媒體觀

察及研究，因應網路媒體的興起，基

金會對於網路媒體上的媒體識讀也越

來越重視，因此和臉書在會議討論

中，進而促成了此次研究。

記者／蘇育宣

　全球華人永續報導獎專業組得獎名單。

　　　（文／姜霏、圖／擷取自網路）

傳播櫥窗

戰 國 策 五 連 霸 年 度 公 關
 戰國策傳播集團人數規模排名臺灣公關公司第一，今年再度蟬聯動腦雜

誌《2018台灣公關公司大調查》年度12大公關公司。戰國策傳播集團總經

理唐淑珍說：「人數多不一定是優勢，人力優勢在於質。」    (陸潔儀)                                                                                

英 聯４強 賽FNC有 望 重 返

金 投 賞 聯 廣 集 團 獲 大 獎

 英雄聯盟2018世界大賽10月27日及28日於南韓光州女子大學體育館舉行

四強淘汰賽。中國IG戰隊及歐洲FNC戰隊皆以直落三的比分橫掃對手G2以

及C9，得以晉級將在11月3日舉行冠軍賽。                    (殷悅哲)

 2018金投賞18日於上海舉行頒獎典禮，本屆共有8項全場大獎，其中台灣

聯廣傳播集團則以「花蓮門諾醫院早產兒救護募款計畫」作品獲得其一的

全場大獎。                                               (陳芝瑄)

臉 書 新 聞
公信力調查

《如何讓毛小孩希望無限？》感性兼具理性受評審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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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文藝出版社與旺旺中時媒體集團10月18日攜手舉辦

「兩岸青年網路文學攜手打造IP影視全媒體論壇」，眾多

賣座網路文學作家表示，寫出好故事、引人入勝必須要讓

　　　主編／陳臻中華民國107年11月2日 星期五

劉中薇：好作品須是和時代共同呼吸

記者／許舒婷

記者／陳臻

記者／姜霏

從 io樂團到HTC           陳逸年Angus：定義自己最重要

吳鈞堯分享寫作　最好的文案都在生活中

浙江文藝聯合旺旺中時IP影視全媒體論壇

讀者產生共鳴，進而將作品IP化，才能在影視產業

創造賣座戲劇。

　浙江文藝出版社以打造原創網路經營、培育文壇

明日之星為目標，製作出大家耳熟能詳的後宮甄環

傳、芈月傳等IP影視。浙江文藝出版社總編輯柳明

曄表示，有感於市場脈動，因此除了做純文學，也

開展網路文學，並決定與影視文化互動，方能達到

更廣泛的宣傳、擴大愛好者的市場。

　論壇中，湖南衛視當今熱播強檔戲劇《涼生，我

們可不可以不憂傷》編劇/作家劉中薇為大家談談

小說編劇的成功法則，她首先提到小說與劇本是截

然不同的，寫小說是一個人的事情，寫小說的人可

以同時身兼編劇、導演、演員等等並以文字的形式

直接面對讀者們，文字主宰了成敗；寫劇本就大不

同，劇本屬於影視作品，是一群人的事。作品的成

敗不盡然是編劇一個人的責任，更笑說沒能成功的

作品不能全都指責編劇。

　劉中薇表示，一個好故事的元素必須具備有意思

的人物與情節，另外談到成功的好作品，最重要的

條件是必須和時代共同呼吸、要貼合現代人的思

維、契合時代的脈動，總而言之就是要能使作品與

大眾產生「共鳴」。

　以電影一代宗師為例，電影中提到學武的人會經

歷三個階段，分別是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在

寫作這條路上，她說這三個階段也很符合自己從

寫小說進而出散文書乃至於當編劇寫劇本的歷程，

見自己的階段是擁有滿腹熱忱的，是為了自己快樂

的初衷而寫；見天地則是發現了人外有人、天外有

天，自我要求更精進也更謹慎；見眾生的階段，特

別是在她當編劇的時候，用宏觀且全知的角度去看

待每一個角色。

　知名影視與網路文學雙棲作家明星煌在論壇的最

後總結道，對於文字愛好者，他建議不論字數、篇

幅，不論作品會以什麼形式問世，最重要的是保持

初心並且想寫就努力地寫。以IP作品為徵集目標的

第二屆兩岸青年網路文學大賽更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與管道，獲獎作品皆有機會獲得與浙江文藝出版社

長期簽約的機會，並由浙江文藝出版社來為得獎作

品向影視公司、遊戲開發公司、動漫公司等推薦及

其他周邊開發的難得機會。　

  文學獎陳勝軍吳鈞堯分享，所謂文案沒有

課本，最好的文案都在生活周遭。　　

                       （圖、文／陳臻）

　 兩岸青年網路文學攜手打造IP影視全媒體論壇與會嘉

賓，共同分享寫作技巧。    　　（圖、文／許舒婷）

  從io樂團到HTC全球行銷部首席創意

陳逸年：定義自己最重要

                  （圖、文／姜霏）

　「兩岸青年網路文學攜手打造IP影

視全媒體論壇」10月18日登場。其中

人氣作家石頭與水與文學獎常勝軍吳

鈞堯共同分享寫作。

創作是情感上的抒發

　全球最大女性網路文學平台─晉江

文學城的作家「石頭與水」她的作品

內容被形容大氣磅礡，文風與眾不

同，且偏好古文。她說，創作本身是

情感上的抒發，所以對寫作有興趣就

寫吧！

　在論壇中她說，大家以前對作家都

有出版的門檻，但現在對網路文學作

家沒有，大家都是靠著自己本能在寫

作，創作本身是情感上的抒發，所以

有興趣就可以寫。

　她也提到，與網友們互動的重要

性，因為在網路上可以馬上得到讀者

的反饋，從網友的留言中可以發現

自己的不足，在寫作中發現問題再慢

慢改進，對於網友的回饋，形容「這

就是教訓」！她勉勵想創作網路文學

的學生們，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去實踐

它，不要怕寫不好或點擊率不好，寫

作的過程就是作者與讀者價值觀統一

的過程，所以想寫就寫吧！

　寫作從來沒有準備好

　知名編劇、作家吳鈞堯在論壇中分

享寫文案技巧，提到「所謂文案沒有

課本，最好的文案都在生活周遭」。

　身為當天唯一的非網路作家，吳鈞

堯分享自己曾開班授課寫作技巧，講

解在寫作文案時要先對題材有所瞭

解，並且能掌握人性，更要知道背後

的消費者是誰，才能對不同的人給不

同的言語。他也提到，如果沒有寫作

靈感沒關係，因為創意常是被逼急了

才有，文字上的創意，總是要被逼到

絕路，才會豁然發現一切都是有規則

可以循的。

　吳鈞堯提到，寫作從來沒有準備好

的一天，最好是在準備七八分時就開

始下手，所以想寫就寫吧！而對於未

來有想從事記者的學生們，吳鈞堯

說，現在的記者通常都只做一次性的

報導，雖然文筆流暢但底子不夠，所

以需要充實自己，未來出了社會才有

立足之地。

　每個時代的創作都不太一樣，而到

今天多元的寫作，重視的是跟讀者的

雙向溝通，吳鈞堯提到作家簡媜曾說

過，作家都應該沉溺在讀者的眼光當

中，這也訴說了雙向溝通的重要性。

　

 HTC全球行銷部首席創意陳逸年近年

來數度帶領團隊規劃出許多策略行銷

廣告，他曾放棄年薪百萬的工作來台

灣追夢，也因為身為io樂團主唱的背

景，廣告內容節奏的規劃比其他人敏

946
感，背景音樂也運用得相當精準。

引發共鳴 創造成就
　

　身為HTC全球行銷部首席創意，陳

逸年說：「每次不同工作內容，都像

是重新再認識團隊的夥伴」，每次的

成長和進步都能夠帶給閱聽眾不同的

觀感，或引起不同的迴響，這才是工

作內容中真正成就感的來源。而他擔

任io樂團主唱這個角色也是如此，曾

有粉絲有著自殺念頭，但耳機另一頭

卻傳來io樂團的歌，進而改變自殺想

法，也因為這些事，對這個世界有了

貢獻，才讓自己堅持下去。

雙重身分 辛苦打拚

　陳逸年表示，當時企業和樂團同時

進行真的很辛苦，一個禮拜有一半

夜晚的時間都在錄音室，不過還好跟

團員陳思翰默契極佳，因此可以很有

效率完成一部作品。前兩年真的很

辛苦，因為不同地區的文化需要去磨

合，直到這兩年公司不斷看見他的能

力，讓他工作崗位也逐漸提升。

人生低潮 信仰轉折

　陳逸年坦言，在io樂團還沒成名

前，他曾有很嚴重的憂鬱傾向，睡

前也遲遲無法入眠，曾在yahoo拍賣

網購了一堆漫畫，填補了自己空虛心

靈，雖然欣賞樂團彼此作品，但基於

語言、文化以及生活型態的不同，因

此無法深交其他朋友。他直呼：「甚

至比地下樂團還要更地下樂團」。同

時他也在那時經歷了人生的轉折，在

最落魄的時候認識了神，雖然曾經很

排斥教會，但當時他倚靠著信仰，一

步一步定義自己，隨著粉絲人數越來

越龐大，也越來越多人欣賞io樂團的

作品，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跨

越，就此成為人生中很大的轉捩點。

　

太太陪伴 精神支柱

 談到精神支柱，除了信仰，他暢談

伴侶的重要性。陳逸年提到，太太是

很有智慧的人，不會給太多意見，只

會觀察他的狀態，給他現在需要的想

法，而相處間也不會摻雜工作內容他

認為，不需要把自己的壓力變成兩個

人的壓力，並強調太太是很必要的陪

伴和支持。「了解你自己是誰，比起

你做什麼都要來得重要」，陳逸年

說，必須先定義自己，才能夠定義做

的事情。在io樂團主唱和HTC全球行

銷部首席創意這兩個不同角色之下，

雖然工作內容及環境不同，但不變的

是，這兩個角色都是生命的核心和夢

想，態度和心境是一樣的，環境並不

會改變人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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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之音
校園講座

　在Hit FM的「2018校園巡迴講座」中，馬念先、奇哥融

入臨場感，讓同學體驗節目日常。  （圖、文／陳子瓏）

                                           

李秀姬：融媒體重技術、更要抓住閱聽人眼球

電獺少女:直播準備足、持續很重要
 電獺少女中三位成員宇恩、小依及貝爾10月

25日受邀至銘傳大學推廣種子活動「百工一

日超牆職人」校園講座。講座中分享她們在

製作影片、廣告及行銷等過程，以及幕後的

小故事，也讓學生使用VR來觀看360度職場影

片日記。

　電獺少女主要用女生觀點帶大家認識3C科

技，幕前幕後全女班。她們以親身經歷為例

子，利用輕鬆、口語化方式做影片分享。分

享內容包括實用App、網站推薦、3C新品開箱

評測、出席各大記者會及報導各項有趣的科

技新聞等。

　宇恩在講座上分享有關作為Youtuber需製

作的影片內容編輯、創意以及如何創造有

價值的內容。她也透露，2012年創立的官網

現今每個月有150萬瀏覽量，單日最高則10

萬；2013年成立的臉書(Facebook)有28萬獺

友，當中擁有眾多女性受眾。電獺少女每天

早上7點到8點就會開始一日的發文工作，開

學季最多獺友詢問筆電推薦。小依指出，拍

影片需注意的4項事情，包括評測產品、寫

影片的策劃、拍攝影片及影片剪輯後製；此

外，拍影片時也要不斷想梗如何創意包裝影

片與商品。

　小依表示，作為Youtuber需要與其他

Youtuber合作，電獺少女要做出1+1大於或等

於2的效應，希望透過「旋轉門策略」增加黏

著度等。

　電獺少女貝爾提到，不能因為個人狀態影

響工作。她還表示，做影片有時間壓力，時

常只有半小時至1小時就必須完成新產品體驗

並馬上撰文或出影片。也提醒大家，做直播

也要做好充足準備以防卡螺絲，而且當一名

Youtuber持續下去做影片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在講座現場訪問幾位學生體驗VR後的

感想，新傳系一年級朱仝學表示，以前就

有體驗過VR實境，雖然很好玩，但也不會一

直看，因為很容易會暈。而廣銷系楊同學則

說：「往下看會比較有深度，更有感覺，希

望以後有機會能體驗更多VR影片。」

記者／鄧愉霖

	

　電獺少女中三位成員宇恩、小依及貝爾受

邀至銘傳大學推廣「百工一日超牆職人」校

園講座。              (圖、文/鄧愉霖)

馬念先：廣播成夕陽 但還沒日落
由台北之音廣播電台（Hit 

FM）舉辦的「2018校園巡迴講

座」10月26日抵達銘傳大學，並

請到「Hito Late Night Show」

的主持人馬念先、DJ奇哥，以現

場主持節目的方式與同學分享在

Hit FM工作的日常，以及身為音

樂人的觀點。馬念先也鼓勵同

學，廣播業雖被外界稱為夕陽產

業，但廣播產業「只是夕陽，還

沒日落」。

對於為何投入廣播產業，馬

念先在介紹自己時說，雖然是本

科系的學生，但他就讀淡江大學

時，並沒能成功加入「淡江之

聲」，大學時的成績也沒有特別

優異，會走廣播DJ這塊算是機緣

巧合。他指出，自己雖然畢業後

從事音樂製作相關行業，但在朋

友介紹下，於2000年進入中國廣

播電台，展開廣播生涯。

奇哥則表示，在從事廣播產

業前，自己則是在唱片公司當助

理，會投入廣播產業也是因為馬

念先的介紹，而他原先會擔心DJ

需要口條問題，但後來發現其實

也還好，並不會特別專注在咬字

問題上。

兩人所主持的音樂性節目

「Hito Late Night Show」也

是目前Hit FM唯一的雙人組合節

目。馬念先與奇哥在該場講座

中，也將節目的臨場感融入，以

主持的方式，與同學分享兩人的

工作日常。奇哥表示，DJ這個行

業並沒有想像的那麼輕鬆，有優

點也有缺點；馬念先則說，主持

音樂性節目雖然每周會收到歌手

寄來的唱片，但整理也是個問

題。馬念先所講的一番話，也讓

在場的同學紛紛感到又羨慕、又

好笑。

關於廣播目前被外界視為夕陽

產業的部分，馬念先認為，直播

產業的興起讓許多產業瞬間都變

成夕陽產業，但廣播「還沒日落

啊」。馬念先指出，即便很多網

紅在網路上有相當高的人氣，但

如此人氣並不一定能夠轉換到現

實中，所以廣播要被取代，應該

還要一段時間。他也鼓勵在座同

學，廣播不會因此被淘汰，「只

是夕陽，不會日落」。

「2018校園巡迴講座」將一直

持續到12月底，該講座也預計於

10月29日在台南長榮大學，舉辦

本月最後一場講座。

　國立教育廣

播電台的「廣

播FUN學趣」推

動學校教育廣

播論壇，邀請

到四位資深廣

播主持人與同

學談業界實戰

經驗。
 (圖、文/賴彥

琪)

　針對影音平台的發展趨勢，愛奇藝公關經理李秀姬

認為在融媒體時代，專業媒體需要更多應變能力，除

了需要重視技術層面外，如何抓住閱聽人愛好也是一

大挑戰。

愛奇藝作為台灣市佔率第一的影音平台，李秀姬

說，愛奇藝是一家以科技創新為驅動的娛樂公司，所

以不僅在影音內容上豐富多樣，技術層面上更是需要

重視，為因應熱播劇的同時間與大流量，保證閱聽眾

收視流暢，愛奇藝更針對工程技術方面投入大量人才

及心力。

李秀姬表示，不同影音內容能吸引到的受眾也不一

樣，透過大數據的分析後，可以明顯發現，女性受眾

較多追求熱門戲劇與綜藝。相較之下，男性則偏好電

影、體育等等。

李秀姬認為各個平台都應該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

例如，影音平台CHOCO TV主打BL電視劇、巴哈姆特則

是以動漫為主。

傳統電視被取代？　短時間內較困難

此外，對於影音平台未來能否取代傳統電視台，成

為媒體主流。李秀姬坦言，雖然台灣近年來有線電視

收視人口逐年減少，不過要完全取代傳統媒體，在短

時間內還是較困難。

李秀姬仍鼓勵現在年輕學子往新媒體的領域發展，

同時也要多多學習不同面向的專業。

記者／賴彥琪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10月27日舉辦「廣播FUN學趣」推動學校教育

廣播論壇，由四位資深廣播節目主持人與大專生們分享業界的實戰

經驗。其中資深廣播節目主持人袁永興以藝術與音樂如何以創意方

式融合在廣播節目中，受到在場的學生熱烈迴響。

袁永興表示，廣播節目是可以透過新舊融合、跨域整合、東西

匯合、虛實混合等方式，將主題內容延伸。演講期間也透過問答方

式，以周杰倫的<床邊故事>和張靚穎的<Dust Must Shoulder Off>

為例，探討兩首歌曲MV取樣了哪位畫家的不同作品。

IC之音台長田麗雲在論壇中提到，未來廣播除了需要內容，口語

能力，也要能夠結合影音製作及學會分眾行銷，才能因應目前的數

位化時代。

以好的音樂介紹給聽眾作為廣播使命的漢聲電台及IC之音節目主

持人宋銘則在論壇中表示，流行音樂在廣播的呈現形式，可以利用

歌詞，結合自身經驗與聽眾分享，延續歌詞的涵義抒發情境。

今年再度獲得廣播金鐘獎的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詹婉如表示，相

較於節目主持人比較喜歡以專題記者自稱，透過廣播的力量，將社

會需要被關懷的一面呈現出來，而充滿熱情卻無法發揮，則是台灣

廣播記者所面臨到的危機。

百工
一日

教你創意 把藝術、音樂融入廣播　

台灣愛奇藝
公 關 經 理

　台灣愛奇藝公關經理李秀姬，談影音平台經營與

如何抓住閱聽人愛好。         (圖、文/劉晏妤)

學校教育廣播論壇

記者／鄧愉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