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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o公民新聞獎 陳郁秀:一同守護公民

42、3 迎向2019台灣
大陸跨年直播

《下課花路米》獲
年度兒少最佳節目 6 盧淑芬：時光重來仍願踏入

時尚雜誌圈

 
 6都內閣出爐 媒體人亮眼轉政壇　

記者／蘇育宣

台灣六都新任首長在25日就職，而內閣

小組名單也是各界關切的重點，其中雙北

市、台南市與高雄市皆有媒體人受邀轉戰

政治界，成為此次六都小內閣名單的另一

個亮點。

台北市在新任觀光傳播局長由劉奕霆擔

任，並兼任發言人，劉奕霆畢業於中國文

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曾任職新頭殼網站

政治記者。

新北市的部分，新聞局局長由蔣志薇出

任，曾任CloudMile（萬里雲）策略長，

過去也在TVBS電視台政治中心擔任資深記

者經歷豐厚。觀光旅遊局長則由擁有多年

新聞專業的張其強擔任，是上屆新北市政

府新聞局長，張其強也曾任職於多家電視

台，為資深的媒體前輩，他在2009年受桃

園縣長朱立倫之邀由媒體轉戰政界，開啟

其政治生涯。

台南市部分，新聞暨國際關係處長由劉

怡伶出任，根據中廣新聞網得知，劉怡伶

為前中廣新聞網資深記者，擔任中廣台南

台節目主持人以及新聞節目科長，曾獲廣

播金鐘獎、卓越新聞獎等殊榮，在媒體圈

深獲敬重，人脈關係極佳。

高雄市部分，王淺秋受新任高雄市長韓

國瑜之邀接下新聞局局長，曾擔任TVBS記

者與中天新聞主播，媒體出身的她口條清

晰，擁有12年媒體資歷，為資深媒體人。

接下新聞局局長前，她為六福集團的公關

協理並兼任莊福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綜觀此次六都小內閣名單，媒體人多數

任新聞與傳播相關職位，在面對媒體及新

聞處理上，相同背景出身也更懂得如何與

媒體交手，成為媒體人轉戰政治界的一大

優勢。

記者／陳彥儒

由公共電視與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共同主辦的

2018「PeoPo公民新聞獎」22日在集思台大會議

中心舉行頒獎典禮，公共電視董事長陳郁秀也

到場為頒獎活動致詞，並期許PeoPo公民新聞未

來能有更多人一起加入，共同發揮公民守護的力

量。

本次第12屆的「PeoPo公民新聞獎」總計有215

件作品報名，參賽的作品內容多元，其中的議題

包括關懷流浪動物、農村變遷、長照、文化技藝

等不同主題，組別部分分為社會組與學生組、短

片報導與新聞專題，評審團依照公共性、新聞

性、技術性等三大指標，評選出得獎作品，期望

透過公民的角度展現出不一樣的新聞視野。

陳郁秀表示，PeoPo公民新聞運作至今11年

來，累計有超過一萬名民眾及NGO申請加入成為

公民記者，發表了超過12萬篇的報導；而台灣的

公民新聞發展經驗，也受到國際關注，公視經常

在國際交流場合，分享如何透過公民新聞將公共

服務帶入社區、促進公眾參與，並希望PeoPo公

民新聞不只是公共電視的招牌，也能成為國際上

的典範。

此外，對於近期風波不斷的假新聞議題，公視

新聞部經理蘇啟貞特別提到，希望透過培育更多

的公民記者，增加民眾的媒體素養，社會大眾才

不會被最近眾多紛擾的假新聞給誤導與蒙蔽。

記者參與       胡幼偉 : 捨本逐末

  公共電視董事長陳郁秀到場為頒獎活動致詞。

                                         （圖、文／陳彥儒）

 　格帝集團大黑馬 奪精品代理商銀獎
記者／陸潔儀

年度大中華區代理商12月12日公

布得獎名單，在華人代理商的激烈

競爭中脫穎而出，是台灣唯一一家

入圍2018最佳精品代理商的代理商

並獲得銀獎，成為傳播界黑馬。

年度最佳精品代理商是Campaign 

Asia今年增設獎項，格帝集團憑創

新能力、社群洞察力，掌握創意內

容行銷趨勢，在有限資源下，整合

優秀菁英，以One Team模式，提供

全方位行銷服務，拿下2018最佳精

品代理商銀獎。

格帝集團執行長賴宇同表示，創

作具社群傳散性且高共鳴度的創意

內容，並為台灣唯一一家開發自製

且娛樂性原創IP的代理商，為客戶

提供全方位整合性行銷服務。

陳婉婷提到，格帝集團預計2年

內成為廣告傳播界以創意著稱的行

銷傳播集團，也在2019年正式展開

「娛樂內容行銷」5年計畫，目標

每年自製2部影視作品，第一階段

計畫籌拍台灣都會愛情電影，以及

聯同好萊塢知名監製和香港導演共

同籌製動作懸疑類型電影，開發華

語片市場。

政府
標案    

記者／陳昱華

花蓮縣政府採購案被爆出多名記

者得標，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胡幼

偉認為，記者職責為監督政府，不

適合幫政府宣傳，導致新聞報導失

公正，是捨本逐末的行為。

此採購案中金額從14萬到28萬元

不等，台灣記者協會也公開發表聲

明認為這種行為已重創新聞專業的

公信力。胡幼偉也提醒，新聞媒體

應以增加新聞內容質感，提升閱讀

率和觸及率增加廣告收入。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19日於臉書發

表聲明，新聞從業人員違反「新聞

倫理公約」的三項，分別是應拒絕

採訪對象的收買或威脅；不得利用

職務牟取不當利益或脅迫他人；不

得兼任與本職相衝突的職務，應迴

避和利益相關的編採任務，記協呼

籲媒體機構像社會說明案情，及記

者的行為是否受機構默許。

參與標案記者所屬的媒體公司皆

出面回應，多數記者選擇請辭，有

些媒體公司表示還在調查中。

GRANDI格帝集團勇奪2018 Boutique 

Agency of the Year銀獎。

     (圖/格帝集團提供、文/陸潔儀)

  6都新閣出爐，媒體人轉政成另一亮眼，左至右上至

下分別為蔣志薇、張其成、王淺秋、劉怡伶與林奕霆。

  （圖／新北市、台南市政府、劉奕霆、王淺秋臉書）

5 大人物 企業發展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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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花路米》走出台灣獲年度兒少最佳節目
主編／殷悅哲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 星期五

記者／陳玟諭

　每年由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委託台灣媒體觀察教

育基金會舉辦「適齡兒少節

目評選」，今年有別於過去

只頒發獎章的做法，特別評

選出下半年各年齡層最優質

兒少節目及「年度最佳兒少

節目」，並頒發總獎金12萬

元，年度最佳兒少節目由公

共電視台《下課花路米—南

向世界遺產》獲得。

 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秘書蕭

祈宏記者會中表示，現今兒

童大部分使用網路以及社群

媒體，在數位匯流時代，包

括電視節目在內的各種媒體

內容流傳更加容易，經過專

家評選過的優質節目，可以

保證節目內容適合各兒少年

齡層，希望家長能將適齡兒

少節目帶給自家的孩子。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賴鼎銘表示，基金會

長期關注優質兒少節目，也

呼應「兒童權利公約」的要

求，落實推廣兒少傳播權，

但通常優質的節目播一次就

沒了，因此希望能在黃金時

段多播放幾次，也鼓勵得獎

的節目繼續努力。

 過去曾擔任兒少節目評審的

立法委員王育敏則表示，希

望電視台老闆能多挹注資源

在兒少節目，不只有公廣集

團在做，商業電視台也應該

多投資兒少節目的製播。

 此次評選結果中，五歲以上

年齡層的最優質兒少節目獎

項從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

基金會公共事務長林福岳表

示，在這個年齡層中主要的

節目都是外製的，本土自製

的節目相對少，因此呼籲台

灣媒體在這個年齡層多關注。

　獲得年度最佳的兒童少年

節目《下課花路米—南向世

界遺產》，節目中帶領著兒

少們走出台灣，讓他們自行

決定旅程的路線以及體驗內

容，並且控制旅費及時間，

被評審們認為是一部由兒少

自行主導的節目，主持人僅

有在過程當中適時提供協助

與安全保護，節目主題明

確，敘事方面深入淺出，內

容忠實呈現小背包客的喜怒

哀樂，可作為兒少節目表率。

黃鴻儒：讓孩子坐上發言台  把麥克風交給他們

　黃鴻儒也呼籲家長，可以利
用看節目時，來培養親子之間
的感情。

（文、圖／羅心妤）

　	

讓小背包客
能自行主導

小0事件簿
製 作 人

胡修維：演員必須了解表演動機
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26日的專題

講座，邀請到玄奘大學影劇藝術學系系

主任胡修維，分享演員的表演課。他表

示，台詞、情境、關係與動機是表演的

重要因素。

胡修維認為台詞對演員來說十分的重

要，清晰的記住台詞才能讓表演更佳的

自如。他說：「台詞要滾瓜爛熟，更要

把它鑲到肉裡。」

讓演員清楚角色在該情境下要如何

反應，他說，導演要給予演員正確的引

導，所謂的Direct，就是要挖掘與引導

演員的情緒，往正確的方向展看。

他也提到，演員必須了解角色的動

機，在充分了解動機與情境下，就能夠

更加的融入表演之內。

他舉美國知名女演員梅莉絲翠普為例

子，擅於使用道具的她，即使是衣袖也

能成為她的道具，讓表演升溫。

他也勉勵同學們拍片是個實務的概

念，哪裡有好與不好，在多拍與檢討以

後，一定能產出優秀的作品。

粵來粵有趣 「家園」徵件起跑
粵來粵有趣2019兩岸青年創意短片

大賽23日的記者會中，宣佈第二屆參

賽題目為「家園」開始徵件。

粵來粵有趣是從去年才開始的兩岸

青年創意短片競賽，比賽分為初賽及

決賽兩部分，初賽分為廣東賽區及台

灣賽區，由海選作品中選出20組優秀

的作品，再由評審會選出台灣及廣東

各5組進入決賽，決賽由第一階段的10

組隊伍到廣州進行比賽，現場以抽籤

方式決定題目，並且在48小時內完成

影片。

主辦單位之一的聯合報系大陸事

務處總經理方桃忠表示，從初賽到決

賽整個過程，就像青年創作實境秀

一樣，在舞台上呈現兩岸青年們的作

品，讓兩岸青年在文化、技術及創意

上能夠達到全面性的交流。

主辦單位也邀請第一屆得獎選手到

場來分享，上屆第一名的冠軍得主林

勇成表示，拍攝的影片要跟當地文化

有相關性，然而抓住主題和記得自己

在哪比賽是最重要的。

他也分享心路歷程說，自己以前也

是坐在台下，看著台上很厲害的選手

們分享拍攝的心得，現在他勉勵大家

看到什麼就要勇敢地拍，盡量表現自

己，很多畫面都只出現在一剎那，一

瞬間就不見了，所以不要懶得拿出自

己的拍攝工具拍攝，只要有熱情就盡

量拍！

粵來粵有趣徵件從2018年12月23日

至2019年4月15日，不限拍攝器材，影

片片長不能低於20秒，評分以「主題 

」、「創意」、「技術」三大面向為

標準。

記者／石奕賢

記者／劉怡婷、陳臻

　「主辦方

聯合報系大

陸事務處總

經理方桃忠

說明第二屆

粵來粵有趣

參賽題目「

家園」。

　　　　																																														

															

　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委託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舉辦「適齡

兒少節目評選」。																						（圖、文／陳玟諭）

（圖、文／

劉怡婷）

「小Ｏ事件簿」製作人黃鴻儒，受

拓凱基金會、臺灣媒體觀察基金會邀

請，16日在台中國立公共圖書館演

講，以「孩子的麥克風：優質兒少節

目大聲說」為題，對於節目的初衷堅

持，他說：「我們應該要讓孩子坐上

發言台，並把麥克風交給孩子。」

黃鴻儒表示，當初會想製作「小

Ｏ事件簿」是因為想做一個新聞性節

目，結合時事，以及什麼新聞是兒童

該關心的。在節目中讓來賓（小學

生、國中生）針對生活、新聞議題來

發表看法，節目中所發表的言論全都

是他們自己的觀點。節目出發點是希

望以兒少的觀點來處理世界、社會以

及周遭這三個層面所發生的事情。

講座來賓黃塏情、洪子祐年紀分別

為國二以及國三，黃塏情表示，小Ｏ

事件簿對他來說，是良好的管道，讓

自己的想法傳遞得更遠，也是一個抒

發各種感覺的地方。錄製小Ｏ事件簿

讓他看事情的層面更廣，會更加深入

的思考事情。

對於做節目的堅持，黃鴻儒說有一

句話深深地影響著他，「你究竟是要

當一百個孩子的第十名還是你要當十

個孩子的第一名？」他寧願在十個孩

子心中製作出一個第一名的節目，希

望能夠在孩子心裡種下一顆種子。

至於如何做出孩子需要且想要的節

目，他說，這是一輩子都必須要思考

的問題，以前的他認為，兒少是等待

被灌溉的幼苗，但現在的想法完全不

一樣，現今要思考如何跟網路、時事

脈動做結合。

黃鴻儒呼籲家長，可以利用看節

目時，培養親子之間的感情。透過分

享、討論彼此對事件的看法，來增進

彼此之間的情誼。

他也提醒道：「父母千萬不要有先

入為主的觀念，先聽完孩子的話再討

論。這樣可以更了解孩子的想法。」

記者／羅心妤

　胡修維認

為清晰記住

台詞才能讓

表演更加自

如。他說：

「台詞要滾

瓜爛熟，更

要把它鏟到

肉裡。」																

（圖、文／

石奕賢）



青年日報總編輯楊宏康2018年元月

剛接任總編輯。從記者生涯一直到管理

階層，他說，愈來愈覺得執行及決策責

任重，但也因為接觸到廣告、發行、行

政等不同部門，更了解報社的架構，一

切還在摸索及學習。

青年日報在改版後，朝向小而美發

展，最後呈現給讀者的紙本是最精華

的部分，而這算是完成了一個階段性任

務。楊宏康也表示，之後的路還要再繼

續思索，如今天所做的這些到底能否打

動讀者、讀者是否買單，這些都是未來

需要追求的目標。

    多省思做啟發性報導

而隨著從業十幾年來的觀察，楊宏

康語氣十分堅定地說: ｢雖然報業在走

下坡，甚至很多人更是悲觀地認為再過

幾年平面報紙將會收攤，但我從不覺得

它是夕陽工業。｣他認為報紙有它所存

在的價值。

由於青年日報是以報導軍事新聞為

主，因此很多人會覺得根本沒什麼東西

能寫，到底有什麼好跑新聞的？但楊宏

康給記者們一個觀念，日常生活中，食

衣住行都能和軍事有關。他提到，人一

天只有24小時，但腦袋是無限的，只要

多去想、多省思，自然能有很多議題竄

出來。

｢學新聞所學何事?｣是楊宏康進入媒

體行業的初衷。在言談間便能聽出他對

新聞價值追求的理念，也因為過去跑的

新聞路線繁多，因此接觸了很多沒有接

觸的事情。對於新聞的看法，他說，從

不覺得一定要是負面報導才可以叫做新

聞，並一直把新聞工作當作是一個如何

能讓讀者在看完後得到啟發的事情，而

記者的價值也應該在這個地方。

    期許帶給讀者正能量

楊宏康說: ｢寫正向的新聞可輸出正

能量、收到廣大的回響，才有新聞價

值。｣因此他希望能透過自己的筆、自

己的相機、自己的報導，讓社會大眾獲

得正能量，這是他從當記者開始到現在

始終秉持的理念。

楊宏康說，除了成為一個正向媒體

外，青年日報也致力於社會服務，因為

近年推廣數位，活動會與數位結合。像

教導偏鄉孩童接觸網路世界外，也叮囑

他們網路有很多陷阱，在給予知識的同

時教他們如何保護自己；而對老人家則

是教導如何使用網路外，結合時節叮囑

需防範的疾病。他說:｢要讓青年日報不

只是一個媒體，更是大家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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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 企業發展關鍵　

楊宏康：從不覺得平面媒體是夕陽工業
記者／葉素安

青年日報總編輯楊宏康表示，人一

天只有24小時，但腦袋是無限的，要多

去想、多省思。          
                 (圖、文／葉素安)

2018數位轉型創新論壇，討論大數據、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等

科技，在企業數位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圖、文／陳臻）

傳播櫥窗

FOX體育台獨家直播HBL
 

 過去HBL都是由FOX體育台在電視上轉播，網路上則

與麥卡貝合作，今年則首度搬上FOX官網，手機搜尋

FOX體育台直播專區，就可以直接觀看。另外，FOX也

將內容授權給YouTube中的體育署MOE頻道，若無法準

時收看轉播的朋友們不用擔心，可以看重播內容。                                                
                                        （陳頤）

  電競首度登上跨年晚會
　

臺北市政府12月31日於市府前市民廣場舉辦「狂放

電2019臺北最High新年城」跨年晚會，其中晚上七點

將由藝人邰智源挑戰世界冠軍Tom的《爐石戰記》電競

表演，這也是電競項目首度跨足跨年晚會。                                              
                                   （殷悅哲）

記者／陳臻

　

文化大學舉辦的第22屆華岡廣播電台主播大賽決

賽19日於文化大學大成館圓滿落幕，銘傳大學廣電系

古靜兒憑藉穩定的發揮拿下季軍，她覺得自己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並且鼓勵自己說：「很累很想放棄的時

候，就看看第三名的獎盃吧」！                                                        
                                     （石奕賢）

    華岡主播大賽銘傳獲獎

青年日報總編輯

施典志：從讀者角度找出路
ETtoday新聞雲副總編輯

ETtoday新聞雲副總編輯施典志26日到銘傳大

學新聞系，分享從讀者的角度出發思考新舊媒體

的狀態。對於媒體現在有沒有其他可能性，他提

到，過去媒體時常都用本位角度思考，但新媒體

時代應該要換位思考，並從讀者角度出發。

  施典志說，讀者才是真正的老闆，必須思考他

們是怎麼看待媒體，大眾媒體不該再用上而下的

方式做內容分類或分眾，是要下而上由讀者決定

要讀什麼，尤其是媒體要把自己視為一座橋梁，

將觀眾和內容供應者連結在一起，聚集有相同興

趣的人，成為一個群體。

  媒體收入來源有很多種，他認為，訂閱制的前

提是觀眾對於媒體的信任度有多少，以及著重在

媒體內容獨特性，當同樣的內容在別的媒體上也

能觀看，讀者就不會想付費，媒體在製作內容的

時候，本身必需夠專精，而不是想全包觀眾的喜

好，否則將會適得其反、全盤皆輸。

  對於網路廣告的問題，他表示，媒體需生產內

容吸引廣告主投資，追求多內容多廣告的情形，

在節省成本的情況下想要增加內容，就會在內容

農場中找尋文章轉貼，所以導致新聞品質下降，

造成重量不重質的結果。

他也提到，媒體應先把受眾縮小，做出精實

的報導後，培養觀眾對自己的信任感，再去結合

更多的服務。

施典志說，媒體應從讀者的角度出發，思考

該提供什麼內容。    

              （圖／陳彩玲、文／陳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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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昱華

2018數位轉型論壇

  遠傳與經濟日報19日共同舉辦

2018數位轉型論壇，論壇焦點分

別為未來趨勢「大、人、物」，

分別代表為「大數據」、「人工

智慧」和「物聯網」，數位轉型

在未來勢必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

關鍵。

  遠傳總經理李彬表示，數位轉

型對於國家經濟與企業發展有

重大的影響，在2021年全亞洲

GDP的影響將會高達60%，而未來

也會有79%的工作在三年內被改

變，數位轉型成為各大企業的當

務之急，在台灣有83%的企業贊成

轉型成為數位企業，但現今卻只

有23%有完整的數位轉型策略，

企業們都知道需要轉型，但目標 

卻還不太明確。

  談到如何轉型，李彬說，設定

目標、找到方法，且腳踏實地和

建立夥伴生態圈是目前該努力做

的，而在數位轉型中「大人物」

便是最具潛力的新興科技，現今

在全球大數據、人工智慧和物

聯網的市場規模分別為25%、45%

、30%，而應用的領域包含了製

造、醫療、金融、農業等各個領

域。面對數位轉型他也強調，在

轉型中擁有一個開放的心態是最

重要的。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提到，數

位轉型存在在於生活當中，身邊

將出現越來越多新興科技，人們

要學會跟新物種相處。他也認為

數位轉型到最後一定會成功，但

成功的與否在這中間勢必要經歷

過很多次的實驗，比如說數位無

人駕駛車，在實驗的過程一開始

可能會發生車禍，但在實驗最後

一定可以找到安全的參數。

  唐鳯表示，面對數位轉型最重

要的技能是必須要深入民間傾聽

問題，讓公務人員們可以聽到民

間生活上的需求，進而運用設計

思考來解決問題，面對問題比解

決問題來得重要許多。而108年

的課綱裡將加入「自發、互動、

共好」的觀念，需要教導小孩的

是不要認定特定的問題，要自發

找到問題，並且學習如何與新科

技相處。

  面對新興科技的發展以及地方

創生元年的到來，須運用科技與

網路，讓地方產業的人可以第一

手得到中央的消息，也透過中央

開放資料，讓許多決策可以傳到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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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 淑 芬：時 光 重 來 仍 願 踏 入 時 尚 雜 誌 圈
記者／吳家蓁

黃予寧：抗壓和危機處理能力是記者的特質
記者／黃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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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總編輯

記者／殷悅哲

BeBe張博為：電競是我的貴人

「記者除了要有熱忱外，抗壓性和危機處理能力也

是必須要有的特質。」年代電視台台灣向錢衝專題記

者黃予寧如此說道。

尤其當事件發生時，長官要求記者採訪的內容和角

度，但現場情況與長官要求不符，這就考驗記者危機

處理能力了。黃予寧說，不能向長官回報要撤稿，所

以記者在現場要發現其他的新聞點，再跟長官回報討

論，才不會開天窗，長官也能看見記者的能力。

曾是柯文哲參訪日本的隨行記者之一的黃予寧分享

道，柯文哲的行程都排很滿，隨行記者們一邊打稿一

邊拍攝，同時把畫面傳回公司，另外還必須防著其他

記者，因為有些記者連柯文哲去上廁所都會在門口

等，且隨時拿著手機準備拍，就為了在他出來後能立

馬採訪和拍攝獨家新聞。

銘傳大學廣電系畢業的黃予寧，在三年級的媒體

實務就接觸電視新聞，她表示，電視畫面的呈現方式

比平編資訊傳播困難許多，平編只需要文字，但電視

除了文字外，還需要搭配畫面，而且觀看對象是全年

齡，因此拍攝的每個畫面都需要考慮各年齡層，且必

須在短時間內寫稿、約好採訪對象、拍攝畫面，所以

資深記者都有很強的抗壓性。

黃予寧認為，記者要外向、敢和陌生人交流，同時

也很辛苦、壓力大，但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事，去

一般人不會去的地方，也是一大收穫。她建議：「不

管別人怎麼說，總要自己去經歷才真的知道。」

　年代電視台台灣向錢衝專題記者黃予寧說，人脈
和經驗都需要慢慢累積。

　　　　　　　　　　　　　（圖、文／黃靖雯）

　前英雄聯盟世界冠軍BeBe張博為現在在J Team
杰藝文創專職實況主。
　　　　　　　　　　(圖/林冠佑，文/殷悅哲)

「等執行的時間點過去，事情一定就會完成！ 不需
要焦慮。」這是在多年前某次外景時，資深的攝影師
對著當時還是小小的服裝編輯的她說了這樣的話，深
刻影響ELLE總編盧淑芬日後面對工作的處事態度。

  做事盡力而為 時間往前事終完成

盧淑芬說，當她還是資歷不深的服裝編輯時，就有
一個人帶領8、9個人到大陸出外景的機會，而這次的
出差讓她領悟到不少工作上的道理。擔當重任的她給
自己很大的壓力，導致身心俱疲瀕臨情緒邊緣，在晚
上團隊休息時忍不住跟攝影師訴苦，當時大哥拍拍她
的肩說:「沒有關係，等到時間過了，這件事情也就結
束了。」一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卻影響了盧淑芬很
深，每當日後工作狀況緊繃，讓她因為壓力升起負面
情緒時，就會告訴自己不要焦慮，事情該怎麼做就盡
力做就好，放下那些無法掌控的部分， 時間繼續往前
走，這些事終究會完成。

  成功提拔後進　是持續工作的動力

而就在7、8年前，她發現台灣年輕設計師很難在
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得到注目或發展機會，ELLE雜誌便
成了台灣新時尚的推手，開始做ELLE FASHION NEW 
TALENT的計畫，幾年累積下來，確實讓一些台灣年輕
設計師的品牌，開始在國內國外發光發熱。盧淑芬
說，當上總編輯後，希望可以透過她現在的職位跟
ELLE這個平台宣傳台灣新銳設計師的作品，讓更多的

人知道他們。
盧淑芬強調：「當我看到有人從我們這個平台得到

可以發光發熱的機會，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這也是
我一直待在時尚媒體圈充滿熱情跟精力的原因。」

 學生時期多方涉獵 找尋未來的機會

盧淑芬其實一開始沒有想當雜誌編輯，而是希望成
為一名服裝設計師，因此在大學時期學的是服裝設計
系，卻在學習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在這個領域並不是最
出色的，但帶著多嘗試好奇的心，讓她有機會在學校
舉辦的服裝搭配比賽中得到第二名，也發掘出自己在
服裝搭配上的能力，所以她覺得在學生階段不怕失敗
的多方嘗試是很重要的，裡面可能就藏著自己未來的
機會。

發現自己的長才後，盧淑芬在大學實習時，因學長
的推薦到了學姊的工作室實習，工作內容就是要幫上
節目的藝人們搭配衣服，還要供稿給中國時報，因此
練習寫一些與時尚相關的文章，就這樣讓她接觸編輯
的工作。

也因為實習的機緣讓盧淑芬認識了不少貴人，帶領
她進入時尚雜誌圈。她說，當時大學畢業剛好碰上不
少時尚雜誌國際版的創刊，多虧了前輩們得到了些機
會，就在前輩的帶領下進入ELLE雜誌，一路當上了總
編輯。

問她，倘若時光重來，是否還是會選擇編輯這條
路，盧淑芬毫不猶豫馬上回答說:「即使時間從新來
過，依舊會踏入時尚雜誌圈。因為這是跟從自己的心
走出來的人生，並不會因為時間的重來而改變自己的
夢想。」

　ELLE總編盧淑芬說，即使時間從新來過，依舊

會踏入時尚雜誌圈。 

　　　　　　　　　　　　　(圖、文／吳家蓁）

台灣向錢衝

專題製作人

時間回到2012年的冬天，那年來自台灣的英雄聯盟

電競隊伍TPA(台北暗殺星)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擊敗

了南韓勁旅AZF，獲得S2英雄聯盟世界冠軍，也帶動

了台灣電競產業的發展，拿下冠軍戒指其中的一員即

是BeBe張博為，在2017年退役後的他現在在J Team杰

藝文創專職實況主。

「當初如果沒去當電競選手，現在我應該是在辦公

室上班的上班族吧！感覺還蠻適合我的。」成為電競

選手及實況主其實都不在BeBe的人生規劃中。但他也

表示，沒有電競就沒有今天的BeBe，電競對他來說有

如人生中的貴人一般。

　　一場意外讓他走上電競之路

BeBe從小就喜歡玩電動，家裡最親的媽媽不但沒

阻止他，反而還會跟他一起搶電腦玩遊戲。但在一場

意外中，BeBe的媽媽不幸過世，他為了轉移悲傷的情

緒，開始每天玩遊戲轉移注意力，也因此在英雄聯盟

的天梯上打上了美服第二的成績，由於遊戲打得不

錯，他被職業戰隊相中招攬，順勢展開了BeBe的電競

生涯。

其實在2017年退役之前，BeBe在2014年也曾經短暫

退役過，由於在當年的世界賽成績不理想，進而導致

他萌生了退意，但休息幾個月後的他，覺得自己可以

再抱回第二座世界冠軍，便選擇了復出，但沒想到的

是復出後的BeBe，直到退役前都沒有再舉起那舞台中

央的冠軍獎盃。

　轉換舞台的他依舊帶給觀眾歡笑

換了一個舞台後的BeBe，在實況平台上打遊戲與

觀眾分享歡樂，總是笑臉常駐的他，擔任實況主時也

常常逗樂了聊天室的大家。至於為什麼會想成為實況

主，他表示，工作地點和時間比起選手都來的彈性許

多，只要在家裡打開電腦，隨時都可以開台實況與觀

眾互動。

無論在比賽時期或現在擔任實況主每天都玩英雄

聯盟，BeBe說，還是會玩膩，所以有時候就會實況玩

別的遊戲，但其實大部分觀眾都是來自比賽時期的粉

絲，所以BeBe只要不實況英雄聯盟，改去玩其他遊

戲，他的觀眾人數就會驟減很多，這也是他身為實況

主需要去克服的難題。

近日BeBe也與交往多年的女友完婚，在實況台上全

程轉播了婚禮過程與觀眾及粉絲分享喜氣，可說是與

工作完美結合的終身大事。抱得冠軍獎盃又娶得美嬌

娘，BeBe的人生也如他的招牌笑容般，持續的綻放光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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