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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6  首次迴廊談話 立場論述圖卡。

2018.12.11  第二次迴廊談話 回應吳寶春事件 

            與加裝ABS說明。

2018.12.18  第三次迴廊談話 關注非洲豬瘟議題。

 2018.12.28  蔡英文總統出席國內媒體茶敘提到要鞏固民主，

　　　　　 「讓台灣的民主機制更堅韌」。

2019.01.01  元旦談話 提出4必須 ，3道防護網。

            2019.01.02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

表《告台灣同胞書》提

出習五條。

2019.01.02  回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說明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絕大多數台灣民意也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而這也是「台灣共識」。

2019.01.04 蔡英文總統臉書發表被翻譯成多種語  

           文的台灣立場論述圖卡。 

2019.01.05 蔡英文總統與外國媒體茶敘中呼籲各 

           黨不要再提「九二共識」。

2019.01.06 蔡英文總統將支持者給她的留言與肯

           定合成圖片分享在臉書主頁。

蔡英文總統多元媒體策略

　蔡總統分享支持者給予的留言。(上)
　網友將表達台灣立場的字卡翻譯成各國語言。(下)                              
                               (圖取自蔡英文 Tsai Ing-wen臉書)（繪表／石奕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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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有那麼好賺?直播收入揭密 即時貼文+抓住眼球。
小編隨時應戰

Social Media 看比賽
體育迷熱衷文字報導

　蔡英文於總統府發表第一次迴廊談話，改變與人民溝通的方
式。　　 （圖取自蔡英文 Tsai Ing-wen臉書）

  蔡英文總統今年一改以往作風，首次破例發

表元旦談話，針對兩岸政策提出4必須，3道

防護網，次日馬上回應「習五條」表達，台

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的強硬立場。在

九合一大選民進黨慘敗之後，小英表明想要

做個不一樣的總統，透過各種媒體管道，親

上前線表達理念。她也使用臉書直播或貼文

及與國內外媒體茶敘的方式，傳達自身與施

政理念，回應兩岸議題。

 承受民意的反彈，為了跳脫以往閉門造車的

評價，小英總統試圖仿效美國總統，於總統

府內陸續發表三次「迴廊談話」，談話內容

包含時下大熱門的機車加裝ABS及非洲豬瘟議

題等等。

　首次「迴廊談話」於12月6日透過臉書直

播，媒體可提問互動，意圖透過新型態傳播

模式，將政見傳達給台灣民眾。此次直播截

至截稿當日，共吸引高達34萬人次觀看，662

次分享，5,200則留言，按讚數達1.3萬人。

　同月11日，第二次迴廊談話以吳寶春事件

及機車加裝ABS系統為主軸，觀看數達21萬

人，342次分享，4,000則留言，按讚數達

9,500人。

　第三次迴廊談話18日舉行，主題為非

洲豬瘟疫題，觀看數為14萬人，402次分

享，2,500則留言，按讚數達8,800人。

　三次迴廊談話直播觀看人數逐次下滑，雙

向溝通形式與民眾交流值得鼓勵，但對於此

種傳播模式民眾是否願意埋單，成果仍有待

商榷。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日提出的「習五條」

，為了捍衛台灣民主主權，小英總統當天隨

即召開記者會，官方臉書也同時直播，表示

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絕大多數民

意決不會接受「九二共識」，這也是「台灣

共識」。陸委會相繼回應，「台灣人民不接

受『一國兩制』，及消滅中華民國主權的統

一協商」。

　5日，小英總統利用社群媒體，將捍衛台灣

立場的論述製成圖卡，除此之外，台灣駐外

代表處小編與各地網友也紛紛自發性將圖卡

翻譯成各國語言，欲利用網路擴散效應，將

蔡政府反對「一國兩制」的立場宣揚至國際

社會。

　同日，小英總統與國外媒體茶敘中呼籲國

內各政黨不要再提「九二共識」，透過這種

形式把團隊的理念，政策與規劃向國際傳

播。 6日，小英總統將支持者給她的留言與肯

定合成圖片分享在臉書主頁。

　從元旦談話、社群媒體應用到與國內外媒

體茶敘、種種媒體操作看出她開始改變的決

心與態度。多元管道的傳播模式下確實在網

路聲量方面濺起了水花，能否形成巨浪？能

否幫助小英政府反轉劣勢？仍待觀察。

記者／ 石奕賢、劉晏妤 焦點評論

  不一樣的President 不一樣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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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看比賽 體育迷熱衷文字報導
反其道而行：一窺運動類粉絲團的經營之道

　一般人所認知的粉絲團多數是用圖表和影音來作呈

現，但運動粉絲團與普通的粉絲團不盡相同，而是反

其道而行運用專業且詳細的文字陳述體育的報導，是

體育迷重要的消息管道。

　根據Qsearch數位行銷研究室研究指出，台灣粉絲專

頁黏著度（不重複互動人數3萬以上）在體育類的排名

當中，扣除一些新聞媒體旗下的體育粉絲專頁，以賽

後訪問和賽況報導為主的《籃球筆記》是排名當中粉

絲人數最多的粉絲團。另一熱門的粉絲團則是2018年

3月剛被《關鍵評論網》併購的《運動視界》，它是一

個運動愛好者閱覽比賽分析和評論的熱門平台。

  抓住收看族群  保持自有特色

「不會去特別更改文章風格，因為當初設定即是要吸

引熟知運動的族群。」運動視界主編楊東遠表示，運

動視界觸角廣，運動多元化，經營策略就是抓住對運

動了解的客群，因此運動視界著重於詳細且全面性的

闡述內容，會針對各種體育的比賽前後進行分析及深

度報導，相較於其他運動粉絲團而言，這恰好是最具

特色的一點。

同時，《籃球筆記》編輯張誌頡一語點破，要能維

持住客群、拉攏粉絲，莫過於展現出自我的特色，因

此《籃球筆記》報導以國內體育新聞為主，並不會只

聚焦於NBA，而是會兼顧國內外賽事，使得報導不會空

泛、單一，並藉此吸引更多元的粉絲群。由此可見，

保留、展示粉絲團的特色及確立粉絲團定位必然是粉

絲團經營的一大要訣。

       製造話題、帶動流量

除了熟悉讀者偏好之外，粉絲團發文還需要配合時
下話題，例如目前高中籃球賽況進入白熱化、NBA進
入中半段，球員動向值得關注。

張誌頡認為，話題性很重要。比如某球星復出，當
天的文章就可以介紹該球員，吸引讀者閱讀。運動視
界站長楊東遠也表示，在世界盃足球賽期間，粉絲團

的訪問人數從原本的100萬衝到150萬人次，文章中有
讀者需要的資訊，也讓他們願意花時間閱讀。

記者／林柏任、吳奕寧

　運動視界楊東遠（中）和關鍵評論網陳揚皓
（右）接受訪問。楊東遠表示，運動視界會針
 對各種體育的比賽前後進行分析及深度報導。
                             （圖／林柏任）

　談到與素人寫手的合作機制，楊東

遠表示，《運動視界》被打造成一個平

台，一般的使用者也可以加入成為作

者，不過在作者的資質審核上網站其實

有很嚴格的要求，從文筆及語意表達能

力到標點符號使用是否恰當都是篩選的

標準。

　他進一步提到，網站花了大量時間培

養各式作者，目的在於希望讀者能夠包

容各式各樣的觀點，此種營運方式並不

容易，但他覺得很有意義。

針對當下多數閱聽眾偏愛影像的特

點，楊東遠則透露，網站並沒有放棄影

音方面的嘗試，只是在現有人力下還是

先著重凸顯網站在文字方面的強項，繼

續發揮自身的特色。

楊東遠最後說到，《運動視界》一

直以來都以產製長篇報導為主，閱聽

眾並沒有因此流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於簡單的短影片或圖片無法取代完

整，深入的文字報導仍是許多讀者所需

要的。

記者／吳如宇、陸麗文

　培養素人記者、特約小編成為社群
媒體的應對人手不足的辦法。圖為籃
球筆記特約編輯（右）在比賽現場。
              （圖／林柏任提供）

　《運動視界》作為專產體育新聞的網

路媒體，為了應對人手不足的情況，也

為了控制人事成本，所以發掘和培養大

量素人寫手的方式來持續產製文章。

 主編楊東遠認為，台灣傳統媒體缺乏

體育記者。體育新聞需要多元觀點，媒

體能夠培養的新聞團隊規模有限，仍然

無法滿足需求。目前與網站合作的寫手

超過1000名，他們可以為網站帶來源源

不斷的觀點和視角。

記者／賴彥琪

　打開FM99.7，每周一到五，從早上7

點到11點，收音機那頭傳來主持人邢子

青的磁性聲音，陪伴聽眾長達22年。

 大學畢業後，邢子青參加司法特考與

律師特考不幸名落孫山。上帝關了一道

門，也為他打開了另一扇窗。因緣際會

下進入古典樂團擔任行政職，之後進入

民國85年開台的愛樂電台，一待就是二

十載。說到和愛樂電台的緣分，邢子青

笑言：「一切都是幸運！」

邢子青坦言，每天要「生」出話題

是最頭痛的事。即便是相同主題，也要

補充足夠的資訊量，做出不同內容。

主持帶狀節目需要考慮到節目的播

出時段，以「早安，愛樂！」為例，節

目播出時間在早上7點到11點，必須想

像聽眾身處的環境，給予適合的節目內

容與音樂。早上7點大家剛起床的時候

就不能播放太過於抒情的音樂讓聽眾睡

著；早上10點，聽眾可能在工作中，就

播較為輕快的音樂提振大家的精神。

提到今年挑起53廣播金鐘主任委員

的重責大任，邢子青笑稱，其實頭痛的

事情很多。主任委員必須釐清各組所發

生的爭議、整合大家意見，對於那些換

湯不換藥的參賽作品，也要從嚴審查。

講到未來，邢子青希望可以製作台

灣作曲家相關專題。他認為，台灣其實

也不乏許多優秀作曲家，所以他想透過

廣播節目，將優秀本土作曲家分享給更

多聽眾。

莊豐嘉：不受TV頻道局限 往全媒體發展

　莊豐嘉說：「現在是分眾
媒體的時代，媒體之間要策
略結合才能在閱聽眾的接觸
上盡量達到最多數」。
      （圖／莊豐嘉提供）

　受訪時剛參加完華視47周年台慶，莊豐

嘉感嘆許多資深藝人和主持人前來為華視

慶生，他們都對華視有家的感覺。擔任總

經理不滿一年的莊豐嘉先前沒有電視圈的

工作經驗，對他來講一切都是新的。

　他笑稱，人生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有機

會在各種媒介歷練後，來到電視圈門檻更

高，複合式的作業方式需要他把過去的經

驗整合起來。不過他發現，電視其實是非

常老式的，要改革有難度。

不畏困難 挑戰局限

　來到華視，莊豐嘉最大的事業目標就是

讓華視轉往全媒體的方向發展，不讓華視

一直局限在電視頻道的概念。

他認為，當今媒體在內容製作方式、

收入來源的創造模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變

化，電視台也要積極創新、開拓不同的收

入渠道。

對於在華視能得到大力的支持和授權去

做改革，莊豐嘉感到十分幸運。請網紅來

播報新聞等大膽創新的舉動難免會受到外

界質疑，對此他選擇勇敢面對。他表示，

新聞節目會始終保持專業性，從內容到畫

面的處理上都會更加精進，相信好的內容

始終能夠吸引到觀眾群。

他說，希望透過新聞、綜藝、戲劇的全

面改革，加上與網路做結合的轉型，向觀

眾呈現一個嶄新而年輕的華視。

整合過去經驗 不斷向前

　莊豐嘉說：「媒體人最大的特徵就是富

有好奇心，永遠樂於嘗試和了解新的東

西。」他表示，在不同類型的媒體工作讓

好奇心得到了很大滿足，也更深入了解不

同媒介的特性，以及如何發揮它們不同的

功能。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多看多學習的

過程。

　提到過去的工作經歷，莊豐嘉表示，每

個事業階段都不同，很難做比較，但每一

階段都有很讓自己興奮和難忘的經驗。

莊豐嘉提到，周刊雜誌撰稿的工作對他

的文筆和觀點切入的歷練幫助很大；在台

灣日報任總編輯時學會整合人力、主導整

個報社的版面改編，從此對編輯的概念有

十分深入的認識；中央社時期累積的大量

有關網路運作的經驗，為他後來參與新頭

殼的創立打下基礎等等。

對在報社、雜誌社、通訊社、網路新聞

平台等各種性質的媒體工作過，現在身處

電視圈的莊豐嘉來說，有機會歷練過各種

不同背景的媒體，讓他有些許成就感。被

問到是否還有繼續創業的夢想，他會心一

笑說：「有啊！」對於未來，他仍懷有無

限壯志。

記者／吳如宇

社群媒體新趨勢：培養素人寫手
邢子青：因緣把我帶到電台955

愛樂電台主持人

　邢子青
陪伴廣播
聽眾走過
22年歲月
        
（圖／邢
子青供）

 
華 視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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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謝佩樺、彭渝蓁

　	

網紅直播，光鮮亮麗的背後

有那麼好賺？直播收入揭密
　

　談起外界最好奇的收入問題，曾在17直播、浪Live擔

任直播主的小昀，每次開播都能有十幾萬粉絲觀看，最

高曾到一百多萬觀看數。一個月直播收入一到八萬元不

等，但是一點也不輕鬆，直播主與平台的關係，就像是

公司與業務員，公司要付員工薪水，也要看員工能帶給

公司多少收益讓雙方擁有高度連結。

　收入＝業績 網紅直播也有業績壓力

　直播主小昀入行2年，自大三開始直播，主要在綠色

平台上直播（不以高顏值的方式吸引觀看人數，以直播

主與觀眾進行高度互動為主打）。她表示，直播和一般

打工不一樣，再紅的直播主亦有很大的業績壓力，如果

沒有達到一定的觀看人數，就會被平台減薪。

　而直播收入能否當作每月主要收入來源？小昀坦言，

「憑良心來講，其實賺不太到錢。」曾有三四個月的時

間收入不錯，但當時非常辛苦，也花很多心力在經營，

每天必須坐在螢幕前6個小時，因為多開直播才會有更

多的人認識你。

　　網紅直播分潤少 必須身兼多職  

　比起斜槓，多數直播網紅其實更適合被稱作「兼差」

據104資訊科技集團【網紅群像】報告顯示，高達 66%

網紅必須兼職，平均兼差兩份，再加上網紅身分，等於

同時兼差三份。

　對此，從電視新聞主播及節目主持人，轉戰自媒體經

營的王又冉表示，自己就是身兼多職的「斜槓青年」，

除了直播，還會接活動主持、節目規劃師來平衡收入，

加上時下社群平台的分潤機制包含了很多部分，經由企

業本體去做分潤，直播主獲得的只是少之又少的利潤。

　東森新聞工程部副總經理鄭正權則表示，若是沒有生

存力的自媒體經營者，無法維持穩定獲利模式，很快就

會消失在螢幕前。因此，網紅崛起看似光鮮亮麗，事實

上卻是競爭激烈的殘酷舞台，網紅直播，其實沒你想的

簡單。
　王又冉分享從電視往自媒體轉換跑道的歷程

　　　　　　　　　　　　（圖、文／蘇育宣）

周亦宣：電競＋義氣 催生極限工作室
　「只要有熱情，能力不好沒關係，

因為成長的幅度將會很驚人。」極限

電競營運長周亦宣說，這是她在業界

打滾多年來，感觸最深的一件事。她

笑說：「最討厭被稱為營運長，你可

以叫我Alice、艾莉絲、姊姊，就是

不要叫我營運長。」因為這三個字太

遙遠又太嚴肅。

 創立工作室 協助選手圓夢  

　極限電競於2012年成立工作室，並

在2017年成立公司。周亦宣笑說，成

立極限電競工作室其實是無心插柳。

動機是在七年前，為了幫助因為電動

認識的網友們，從高雄和花東北上比

賽，但當時他們僅16歲，沒有經濟能

力負擔住宿及車資費用，於是極限電

競工作室就這樣誕生了。她說，不談

錢賺的多寡，因為她已贏得了一份珍

貴的友情。

　成立工作室一直以來都不是為了賺

錢，而是幫沒有經濟能力與資源的選

手圓一個夢。

　對於遊戲與電競的熱愛，可以回溯

16歲那年和弟弟一起靠著玩天堂遊戲

賺了一輛車。她說：「打遊戲這件事

情對我來說是一件紓壓的事，不管再

累都會打電動。」從小就和弟弟對於

打電動非常有興趣以及天分。

 結合娛樂產業 向未來前行

　接觸電競至今已數十年，到現在成

了電競公司的營運長，對於電競產業

的看法以及未來走向，她認為，電競

產業必需結合娛樂產業，虛擬世界無

法和現實世界做結合，就單純只是打

遊戲，是沒有價值的，更無法成為一

個產業，產生周邊經濟跟價值。

   功歸團隊 信任夥伴

　周亦宣對自己的團隊非常有信心，

她說：「他們對自己有一定水準的要

求，甚至心思比我還細膩，會發現一

些我沒發現的小錯誤。我反而不會太

囉唆的去要求什麼，讓他們有很大的

舞台可以去發揮。」會如此放心的讓

他們去飛，一方面是對團隊的信心，

另一方面，她也會在旁協助。

　對於至今的成就，她希望把鎂光燈

放在團隊身上，而不是集中在她個人

身上，今天極限電競能從工作室到成

立公司，這一段路都是大家一起努力

而來的。

記者／羅心妤

　極限電競營運長周亦宣表示，成立極限電

競工作室是因為想幫助沒經濟能力但熱愛打

電競的網友們。

　　　　（圖／周亦宣提供、文／蘇育宣）

　提起松果購物、生活市集，好吃市

集和3C市集，喜歡網購的人一定都不

會陌生，這些網站皆是創業家兄弟共

同創辦人努力的成果，廖家欣是其中

的一員。創辦過20多個網站，堅持創

業長達11年之久，才有今天的成果。

她表示，從創業中可以實現自我。

     用創業實現自我

　在創業不盛行的時代，廖家欣本來

只想進入不錯的大公司工作，安穩地

過日子，但經過這些年的摸爬滾打，

她在創業中找到了自我。

　提到創業，廖家欣帶著小女孩的興

奮：「創業真的是有太多的好處了！

而且你會被迫學習，成長得非常快。

」創業於她而言，如同一本包羅萬象

的書籍，讓她不斷檢視與提升自己。

　因為創業，必須時時刻刻瞭解市場

並抓住市場趨勢，這成爲她每天工作

的一部分。她說，以前在部落格寫文

章，或是在電視投放廣告都有很大的

影響力，但是網路變化快速，現在大

家選擇在YouTube等網站上投放廣告，

所以她必須每天留意市場的變化。

  適應創業失敗 持續前行

　回憶創業家兄弟草創期，廖家欣與

其共同創辦人成功做出了網站地圖日

記，但因為資金與資源不足，只運行

了三年便關閉了。廖家欣一直對此感

到非常惋惜：「我們那時候撐了大概

三年多，在台灣的社交網站上做到前

三大，但我們還是沒有辦法養活自己

和團隊，所以只能關掉它。」

　慶幸的是，創業家兄弟並沒有因為

地圖日記的關閉而停滯不前，反而不

斷創辦網站，越挫越勇。隨著創業經

驗的增加，廖家欣坦言：「克服失敗

最好的辦法就是適應失敗。」因此後

來做網站最多堅持一年，發現網站不

適合再擴大，就會適時地放棄。

　 返校進修 認真生活

　長時間在創業的單一工作中，廖家

欣期望透過學習轉換自己思考方向，

瞭解其他行業運作模式，在丈夫兼創

業夥伴郭家齊的鼓勵下，她考上台大

EMBA，重回校園繼續深造與其他學生

交流。

　在工作與學習之餘，廖家欣希望更

均衡地生活。在草創期時每分每秒想

著公司。而現在她希望回歸生活，留

30%的時間給自己，30%自我進修和學

習還有30%給家庭，剩下才是工作。

　對於未來，廖家欣有一個小小的夢

想，她希望自己能學會程式設計。恰

巧丈夫在這方面頗有建樹，兩人既是

默契十足的創業夥伴，又是幸福恩愛

的夫妻，相互扶持，共同進步她開心

地說：「他可以當我的小老師，這樣

他也會很有成就感，一舉兩得。」

創業家兄弟
共同創辦人廖家欣：轉化失敗成養分 越挫越勇

極限電競營運長

記者／麥詩

　創業家兄弟共同創辦人廖家欣熱愛這

分工作，並持續學習新知。

					（圖／廖家欣提供、文／蘇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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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Facebook新聞媒體粉絲專頁的小

編，不少人認為輿論是他們最主要的壓

力來源。但其實他們早已在工作中看淡

千奇百怪的網友回覆，如何取得點閱率

和貼文速度的平衡，是對小編新聞專業

性的考驗，也就是身為小編最大的壓力

來源。

  網友每天滑著手機，當有重大新聞發

生，總是第一時間在粉絲專頁上看到報

導，似乎已經習以為常，可是沒人留意

社群小編一天會貼出多少則文章，實際

上，新聞媒體對於貼文頻率有非常高的

要求。上報小編趙翊妏表示，上報的貼

文頻率是每半小時一則，小編必須在一

天之內將貼文排程安排好。當遇上突發

新聞事件時，必須改變貼文排程，或以

快訊的方式呈現。

  貼文行程緊湊上班如打仗

  儘管聯合新聞網沒有貼文頻率的硬性

規定，但小編表示，還是會約束自己至

少在15分鐘內貼出一則文章。東森新聞

雲對貼文速度更是高要求，小編陳俐潔

笑稱，一上班就如同打仗，除了規定每

12分鐘貼出一則文章、寫出符合流行的

導言，還需要與網友互動，才能保有粉

專的熱度。

  小編除了要在時間內讓貼文露出，還

必須準確抓住粉絲眼球，因為粉絲專頁

的最大功能，就是提高官方新聞網的點

閱率，聯合新聞網小編用「快狠準」強

調，搶時的貼文及點閱率是最大挑戰。

  陳俐潔表示，東森新聞雲的小編每天

上班前，都要整理前一天好的績效數字

的新聞，再考慮當日是否延伸新聞的熱

度、爭取更多點擊，更要在開會時進行

交接，分析什麼議題會吸引更多點閱。

　聯合新聞網小編也提到，每個月都會

主編／劉怡婷中華民國108年1月11日 星期五

記者／葉素安、林芷妡

  虛擬實境VR產業發展一直受到價格、眩暈問題以及

軟體等因素的干擾，嘗新熱潮過後，VR產業出現了衰

退的跡象。大幅的數據下滑令人開始懷疑VR產業的前

景，但業界仍看好VR產業的未來。

  國際數據公司在2018年九月份報告指出，第二季VR

設備銷量下滑33.7%，已連續下滑兩個季度。產業調

查機構Thrive Analytics指出，價格是VR設備銷量大

降的原因之一。

  但是台灣虛擬及擴增實景產業協會理事長謝京蓓表

示，目前價格和眩暈問題都能在技術上得到解決，她

也表示，前兩年VR正夯，各種硬體湧現，軟體研發商

必須為不同硬體作調整，令成本大增，同時收益也未

明朗，所以研發商不願作大型的投資，從而導致軟體

數量不多。

  眩暈問題也是影響消費者購買的一大原因。VR業者

王毓謙指出，VR力求模擬真實環境，但目前大部分VR

設備無法達到模擬真實世界的需求。從視覺來說，目

前大部分設備只能輸出20–30幀的畫面，幀數過低使

VR世界和真實世界產生強烈對比引起不適感。

  另外，謝京蓓指出，VR業界目前處於整頓期，她也

表示，雖然市場目前處於「退燒」階段，但各大科技

公司其實一直在增加對VR產業的投資。

  目前全球VR市場正發生資金戰，大公司從中搶占地

盤並建立技術優勢，以期建立起統一標準，形成VR產

業新生態。她認為，VR產業前進速度將超過智慧型手

機，很快就會迎來蓬勃發展。

記者／徐誦陽、吳佳燕、楊珮雯、許舒婷

  臉書、Instagram及Line在這次

的九合一選舉中扮演重要角色，小

編也針對不同的平台做出不一樣的

經營模式。

 IG、臉書、LINE應變不同

  Instagram

社交軟體，因此，在經營上小編們

會把受眾定位在年輕人身上，發表

的貼文在文字使用上，也會較簡短

活潑，而照片會以漏網鏡頭、有趣

場景為主。而Instagram 2017年10

月開始增加投票及提問箱功能，因

此小編們會選擇結合這項功能拉近

候選人與選民之間的關係。

  侯友宜粉絲專頁的小編蔡畹鎣表

示，團隊會在侯友宜IG限時動態中

提出發問，例如，讓選民票選比較

想在哪裡遇到侯友宜？而網友們也

能在提問箱寫下對侯友宜好奇的事

情，事後在臉書的「友宜問到飽」

直播室便能得到解答。

  除此之外，也會看當下年輕人流

行什麼，在不盲從的前提下，選擇

年輕人有興趣的議題，讓年輕人對

政治有感。或許因為IG呈現出侯友

宜私下最真實的樣子，讓選民覺得

候選人更加親近，所以侯友宜的IG

追蹤人數居六都候選人第三名。

  而臉書已過風行潮流，現今使用

年齡層以年長者為主，因此除了直

播外，在發文上會選擇以嚴肅正式

的語氣為主，內容多為報告市政及

政策、活動宣傳上，如每天的例行

行程、預告活動、最新政策、澄清

等等。

  除此之外，鄭文燦粉專的小編蔡

士豪表示，只要遇到特殊節日就會

由向大家祝賀，顯現出鄭文燦比較

少曝光私下的一面，包括臉書曾在

  ETtoday東森新聞雲的小編陳俐潔認

為，社群就是一個一直在變動的東西。  

                   （圖／謝沐杋）

　不同媒體對小編有不同的規定。（表格製作：楊珮雯、陳玟諭）

  侯友宜粉專小編蔡畹鎣認為，進行直播的發想與設計腳本時，最重

要的就是讓人耳目一新。     （圖／羅樂瑤、文／葉素安、林芷妡）

即時貼文＋抓住眼球。小編隨時應戰

經營社群、宣傳、直播　小編一手包辦

  台灣虛擬與擴增實境產業協會會長謝京蓓示範VR

頭顯操作。                     （圖／吳偉文）

記者／吳偉文、張晨昱、林煜哲、林李鑌、林臻儒、梁

栢恩

熱潮退去 VR銷量大幅下降

情人節貼出鄭文燦夫人的親手信、

七夕當天發文提醒大家記得準備驚

喜等，搭配節日、時事的安排，因

此會有比較高的點擊與分享。

  Line則是屬於不分年齡層，只要

是鐵粉都會加入，因此需要集中資

訊，不但要有適合年長者的簡單好

操作模式，也要有年輕人感興趣的

有新意的話題。

  小編蔡士豪表示，為因應Line帳

號的年長者，他們維持每天發送圖

卡，圖片包含市政、政績，加上看

了會有記憶點的問候標語。

 　候選人粉專直播成關鍵

  去年九合一大選，小編替候選人

籌備直播可說是去年大選為吸引年

輕選民的新方式之一。其中，直播

內容設計及流程時間的掌握等，都

是決定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觀察去年大選不難發現，直播已

成為候選人經營宣傳的必備武器。

侯友宜粉專的小編蔡畹鎣說：「在

進行直播的發想與設計腳本時，最

重要的就是，如何讓閱聽人耳目一

新。」像是在中秋節期間所舉辦的

直播，就是利用玩遊戲的方式，呈

現給大眾侯友宜幽默的一面，而非

平時那位嚴肅正經的老刑警。

  蔡畹鎣補充道，直播其實「很可

怕」，因為直播是即時性的傳播方

式，因此事前的檢查很重要。除了

呈現方式要有趣以吸引觀眾外，在

挑選議題方面，還要避開時下具有

爭議性的敏感話題。

  蔡士豪則認為，直播的流程與時

間掌控相當重要，事前必須再地確

認，不要有直播提早開始，或突然

結束的狀況。

檢討貼文的觸及率，在年底也會有年度

總結，最大的壓力來源還是對自我的要

求，每天工作結束，都要再檢討一天中

的貼文內容。

  貼文選材造就不同媒體

  東森新聞雲活潑詼諧的經營風格，短

短七年就成為民眾票選最常使用的網路

媒體第一名，小編陳俐潔表示，貼文的

選材主要是該做或是讀者想看的，都應

該去涉及，能被越多人看到越好。

　在2018年「臉書新聞粉絲專頁公信力

調查結果」中，「可信度」以及「多元

性」皆名列前十的聯合新聞網，以中規

中矩的型態符合多數的中年受眾，小編

認為，內容應該要多元化，提供讀者自

行選擇，不能主觀的認定，讀者應該吸

收的內容。

  報導者小編陳思樺表示，公司的理念

是報導應該讓民眾知道的議題。上報小

編趙翊妏也持相同的理念，相較於讀者

喜歡看的內容，她認為，寫讀者應該看

的內容更重要，即便內部記者不多，也

會堅持派記者到國外採訪，讓更多人關

切影響自身周遭的社會問題。

是年輕人常用的熱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