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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Neilson的資料顯示，2018年廣播

廣告廣告量上升了8%，是所有廣告平台中

成長最多的廣告量，業者認為，廣播依然

有本身的優勢，加上電視媒體內容品質下

降，因此，廣播廣告量才有明顯的回升。

廣播廣告量2018年約為18.73億元比2017

年的廣播廣告量約17.39億元成長8％，台

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鄧博文

提到，在Neilson的資料中顯示，廣播廣告

量確實上升成長，不過廣播本來量體就不

大，所以整體影響也不大。

而從媒體的角度看，他表示，廣播媒體

雖不是最主流媒體，但依然有它存在的空

間，這幾年來大致維持一定水平，不太有

巨幅成長，也不至於消失不見，另外，廣

告量上升也與去年房市回溫有關。

而瑞迪廣告董事長殷士偉認為，統計數

值實質上不會影響到廣告投放的方向與多

寡，而他也為此提出三項說明，第一，從

內容面來看，比起電視媒體較為複雜、氾

濫的節目外，廣播的內容相較單純許多，

第二，從接觸載具方面來看，廣播能讓有

消費能力的人接觸，如：汽車，當遇到高

速高路塞車時，乘客就成為了廣播聽眾，

廣告成效因此更有明顯的加值作用，並能

夠與合適對象做足夠溝通，第三，廣告收

視收聽行為，從廣播是順體接收訊息行為

來看，除非是在收訊不好的情況下，通常

不太容易將廣播轉台。

News98電台行銷業務部總監李美倩表

示，去年的廣播廣告收入比前年成長了約

23％，從外在因素來看，可能是受到台灣

電視節目品質下滑、外劇氾濫、新聞與談

話性節目不客觀諸多長期現象，因此，流

失了菁英白領觀眾。

李美倩進一步說明，在YouTube、臉書及

直播趨勢下，電台同步直播或在重播後上

傳網站，讓廣播的收聽眾透過行動電話較

以往方便收聽並分享內容，打破了廣播收

聽區域化的限制，從對岸、港澳、美加地

區聽眾的反饋得知節目內容傳播無國界，

廣播電台已成為內容產出中心，相較電視

與平面媒體來看，廣播製作成本相對低、

傳播廣度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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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頤

籌辦中華傳播學會 全力衝刺

（圖、文/楊皓翔）

傳播櫥窗

曾虛白新聞獎　擴大名額增設獎項
　第45屆曾虛白先生新聞獎今年擴大公共服務報導獎名額，依媒體型態共

分4大類，另外，也增設新獎項「信義房屋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報導獎」

與「大專院校學生環境與生態永續報導影音獎」。財團法人曾虛白先生

新聞獎基金會指出，今年透過信義房屋贊助，分為報紙及雜誌、電視、廣

播、新媒體4大類，希望透過擴大獎勵範圍，肯定更多優秀作品。

　Google官方表示，陳俊廷在任職Google台灣區總經理八年期間，帶領台

灣團隊締造出驚人的成長。而隨著陳俊廷接Google大中華區總裁，負責

Google在中國、台灣、香港的銷售業務與營運，Google也將招聘Google台

灣區總經理人選。                                          （陸潔儀）

Google陳俊廷　接任大中華區總裁

廣播優勢仍存 廣告逆勢成長　

記者／陳芝瑄、劉馥瑄

　各單位

分享這一

學期作品

和成果。                     

（圖／林

李鑌）

銘傳廣電《年華》影展 觀眾直呼：質量高

　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以《年華》為

題舉辦期末影展，15日在光點華山電影

館首次播映四部劇情片，分別為「我的

票呢」、「神奇瓦斯桶」、「北漂媽

媽」、「法國小革命」，現場索票僅限

30張，十分鐘內便被搶購一空。

在播映完畢時，觀眾們的掌聲貫穿

全場，其中觀眾蘇文淇表示，神奇瓦斯

桶中打鬥的橋段很真實、很厲害，整體

的質量很高不會覺得是學生的作品。觀

眾張肅卿也表示，學生的製作很用心，

打鬥橋段和重男輕女的意象表達得很

棒。

今年是第三屆的劇情片製作影展，

結合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劇情片製作

指導老師許勝欽表示，希望學生在文

化創意時代，能找出各種打動人心的故

事，並將常見的元素變成觀眾會想看的

故事，也期望學生能將這一段經歷深

化、涵化，並運用在未來創作、製作之

時。

「劇情片製作」是銘傳大學廣播電

視學系三年級的選修課程，總召胡薰予

表示，這是大學三年來難得舉行的大型

影展之一，希望大家的努力能被展現出

來。《年華》影展最終圓滿落幕，6月

21日也會在銘傳大學逸仙堂播映。

記者／陳彩玲

　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以《年華》

為題舉辦期末影展。（圖／陳彩玲）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12日舉行

107學年度下學期傳播實務期末

媒體總檢討會，傳播學院院長

倪炎元表示，每年都很期待這

一刻，並見證傳院同學的進步

和成果。

整合行銷傳播中心及品牌

實驗中心本次以播報新聞的方

式，除介紹學期成果之外，並

提到正在籌劃的中華傳播學會

年會將於27及28日在基河校區

盛大舉行。

銘報MOL本學期除原有的新

聞及人物專訪外，首辦新聞營

隊、新增互動式圖像新聞，且

製作６個專題參加全球華文永

續報導獎，期望能為本校奪取

佳績。VR影音組透過VR360拍

攝，讓讀者體驗韓國瑜凱道造

勢及Uber抗議等活動現場。

虛擬影棚製作三檔節目，分

別為大學生談話性節目、男女

感情談話節目及美食節目。數

位媒體中心以多部影片來展現

成果，本學期與中視實踐業界

實務操作、考取國際證照，報

告最後還以可愛小動畫介紹實

習同學。

影像專長完成多部影片拍

攝並且入圍許多比賽、承辦金

銘獎全國主播大賽，但同學反

應希望直播影音組也能有一個

實習據點，同其他實習單位一

樣，增加同學向心力。聲音專

長同學則持續加強作曲練習，

每位同學將各推出一首Demo。

兩岸傳播研究中心接待15位

研究生，並幫他們安排課程、

論文發表及參訪民間組織，另

外，持續經營銘傳大學傳播學

院官方微博，並完成多項產學

合作案。會後新聞系系主任孔

令信說，暑期校外實習會更震

撼，鼓勵同學表現出自己的才

華。倪炎元表示，特別感謝授

課老師，相信經過校內實習紮

實訓練後，同學將更能接軌業

界實習。

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鄧博文表示，廣播本來量體就不大，對整

體影響也不大。        （圖／陳芝瑄）

（賴彥琪）

中華傳播學會2019年會以「後真相年代的辯證、矛盾與反思」為主題，

邀集國內傳播相關學界專家學者、國外與港澳傳播學界學者、媒體實務界

人士、傳播系所研究生與學生，舉辦共計39場研討會，促進學術界與產業

實務端交流。6月27日至28日，在銘傳大學基河校區舉行。      

                                                        （賴彥琪）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6月27日展開

2017、2018媒體廣告量

迪廣告董事長殷士偉。

            （圖／陳芝瑄）
資料來源：Neilson    媒體經營人協會(MAA)權值

銘傳傳院
媒體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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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許多人來說，每到一個景點在社
群軟體上「拍照打卡」成為必做的事
情，傳播越來越方便，速度也更快，
出去玩不再需要依賴旅遊節目介紹，
只要打開Facebook或是Instagram，就
可以快速查到大量的景點照、食物
照。但當景點越來越容易廣為人知，
秘境不再是秘密，人潮的聚集究竟是
為當地帶來更多的觀光效益，或是製
造了更多的環境問題值得關切。

「地標」讓「秘境」不神秘

      Instagram自2010年推出，2015年推
出地標搜尋功能，可直接搜尋景點名
稱，Instagram就會顯示該景點的實際
位置，秀出眾多網友在景點打卡的相
關照片，此項功能讓用戶可以快速又
方便的更了解景點資訊，現在只要在
Instagram上搜尋「XX秘境」，就可以
看到許多「網美照」，就會發現秘境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人煙稀少，也不
再是世外桃源。
    根據美國新聞網站Vox於2018年10
月發布的影片探討在照片上標註詳細
地點所帶來的影響，影片中指出社群
媒體爆炸性出現後，許多原本不知名
的隱匿性景點在Google搜尋量有明顯
增加。
    影片裡以Horseshoe Bend為例，圖表
顯示在Instagram推出之後，景點的搜
尋量逐漸地往上攀升，相同的情形也
發生在Kanarraville Falls、Vance Greek 

Bridge等景點上。Instagram將地理坐標
結合到圖片中的功能，是此項狀況的
一大推手，就算所處的位置尚未有地
標，也可以直接建立一個新地標。

人潮蜂擁至 更多環境問題

    社群媒體上的照片為自然環境吸
引更多的人潮，但也可能帶來更多的
垃圾或更多破壞環境的行為，以宜蘭
粉鳥林為例，2018年底因連日大雨導
致崩塌，聯外道路崩塌阻斷、警示牌
損壞，因此粉鳥林封閉，但在封閉期
間，還是可以從Instagram上看到許多
照片打卡，遊客擅自越過圍欄進入，
造成不良示範，也會讓更多人誤以為
這樣的行為是可以被允許的。
    而每到冬天就很夯的桃園八德落羽
松，也是近三年竄紅的網紅景點，種
植了近三千棵落羽松，原為當地居民
才知道的私房景點，因為網路打卡關
係，吸引越來越多人朝前往，造成附
近交通混亂，且遊客在拍照的同時踩
踏落羽松的氣生根，或是亂丟垃圾，
造成地主和種植落羽松的建商的困
擾。 
    有些景點屬於公共財，需靠政府投
入資源管理，但以現行狀況來看，管
理人力應付不了觀光人潮，有些為私
人土地景點，政府無法過多介入，但
當地主無法負荷人潮帶來的破壞或困
擾，又該如何取得平衡，是現今需要

面臨的課題。

   Instagram流行後，許多網紅前來拍照
打卡，加上媒體報導讓秘境爆紅，但是其
中安全正是一大疑慮。以宜蘭粉鳥林為
例，近日發生遊客闖入不慎跌倒造成頭部
重創死亡，而宜蘭縣海洋及漁業發展所表
示，粉鳥林將延期至暑假才開放讓遊客進
入。秘境尚未開放卻還有遊客無視警示闖
入，導致生態被破壞及人身安全問題。
  粉鳥林的海灘潮差大、暗流多，氣候不
佳時也容易捲起長浪，至今發生許多起意
外，使得遊客喪命於此，長期在粉鳥林釣
魚並擁有長達30年釣魚經驗的釣客表示，
平時漲潮海水只會漲到消波塊處，若天氣
差或是颱風來襲時，海水會打到公路圍欄
後或山坡地上，造成土石崩落。
  粉鳥林雖然暗藏危機，但是還是有許多
遊客無視告示牌闖入，其中帥小姐表示，
當時運用IG上的地標功能，搜尋宜蘭才得
知粉鳥林秘境，並且發現許多近期更新的
照片，所以並不知道此處正在封鎖，加上
現場有許多觀光客也在裡頭遊玩，因此認
為闖入並無異。
  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桃園八德落羽松，
此處美景紅遍全台，媒體也時常報導，
但是地主林小姐說：「景點沒有提供大眾
參觀、遊玩，也曾立下告示牌禁止遊客進
入，但是遊客依舊跨越封鎖線進入拍攝。
」對於這樣的行為和解決方法，地主不願
多談，僅表示已和桃園市政府聯繫，會在
這一兩年全面關閉。
  遊客不願配合的行徑，使得自然生態環
境被破壞，新北市金山區八煙聚落一處，
近年因旱田改造成水梯田後，人工的「水

中央」景點吸引了大批遊客。據當地居民
表示，遊客亂踩田埂，農作物遭亂拔，造
成樸實村落不再平靜。
  不僅如此，金山區重合里里長賴蔡標表
示，前往秘境時要先走入一條小巷，會經
過當地居民的家園，有些遊客會未經同意
擅自闖入住家，更誇張的行徑是，田中央
旁的工具間有遊客闖入大小便，使得居民
不堪其擾，加上種種原因，最終於2016年
年底由當地居民聯署「封村」。
  秘境竄紅反而造成當地居民的困擾和環
境破壞，從宜蘭粉鳥林、桃園八德落羽松
到新北金山八煙聚落，都是被嚴重破壞的
案例，但是還有許多秘境正陷入危機，未
來也可能會因而消失，讓美景不在。

生態保護危機 安全問題成疑慮
記者／陳彩玲

今年元旦豪雨造成第二次封閉，
但仍有民眾不顧封鎖線闖入。                            (圖／葉素安攝)

編按

記者／陳昱華

粉鳥林秘境2017年8月因垃圾太多封閉。(圖片取自聯合新聞網)

    因為網路快速發展，現今越來越多人喜歡在
IG地標上尋找旅遊的地點，或尋找秘境踩點打
卡。
  雖然人潮會帶來經濟，但遊客衍生的環境問
題也層出不窮，像民眾為了拍攝美照闖入私人
土地踩踏農作物、隨意亂丟垃圾等。
  因此本專題以《秘境瘋打卡 環境破壞誰來
擔？》為題探討，民眾打卡行為與環境破壞中
是否能達到共存，而這其中的問題又有哪些？

(圖片以Vox新聞網Youtube影片，What happens when nature goes viral?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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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流行前後民眾在Google搜尋「Horseshoe Bend」地標的次數數據

(圖片為地主提供) 水中央放水(圖片為地主提供)

封閉後水中央封閉前

海巡署第一岸巡隊統計，6月起截至
10月，在宜蘭外澳、內埤、東澳等海
域，合計發生7件溺水案件，救援人
數共13人。

2018/6-10月

宜蘭縣政府推出「東澳色
彩計畫」，把粉鳥林打造
成宜蘭版的正濱漁港。

2018年底

秘境瘋打卡
環境破壞誰來擔

  隨著大量遊客因為秘境而到來，民眾隨意進入私有秘境是否造成當地
民眾不便、公私有秘境又該如何維護，都是需要考量的問題。
  以宜蘭粉鳥林來說，因為是公共景點無法限制民眾進出，且當地並沒
有設立垃圾桶因此製造了很多垃圾，當地居民更是在彩繪牆上寫下「請
不要丟垃圾」，而解決辦法是在遊客和攤商購買東西時，攤商會告訴遊
客把垃圾交給他們。
  目前粉鳥林屬於封閉狀態，粉鳥林安檢所人員表示，不管如何宣導還
是有民眾會試圖進入，在第一次封閉時甚至安裝防盜的鐵門尖刺，但不
到一段時間就被民眾折斷。這次封閉粉鳥林秘境入口架設維修的綠色檔
板，雖然如此還是有民眾會闖入。對此，他們會不定期進入勸說民眾離
開，粉鳥林也有架設監視器，若屢勸不聽者才會交由其他單位開罰。

公共秘境系統管理 編列預算強化清潔與觀光

  但因為屬於公共地點，面對環境破壞有不同單位能出面解決，也因為
每年都有編列預算，因此能強化環境清潔及推廣觀光。像粉鳥林安檢所
人員就提到，未來粉鳥林會在上方坡地規劃停車場並且統一安置攤位，
而漁業發展所每年也會編列預算交由蘇澳區漁會清潔環境。
  而為了不讓人潮影響當地居民，粉鳥林當地縣政府選擇規劃產業大

道，讓車輛進出粉鳥林的路線遠離住家，有系統的管理讓環境問題得以
解決，並且方便未來統一發展觀光。

私有秘境問題難解決 多半以封閉收場

  而私有土地的秘境問題就比較不容易解決，像桃園八德落羽松的地主
說：「景點非提供大眾參觀、遊玩，也曾立下告示牌禁止遊客進入，但
是遊客依舊跨越封鎖線進入拍攝。」因此和桃園市政府聯繫，將在這一
兩年全面關閉。另外一處私人土地新北市金山區八煙聚落一處，最後更
是在2016年年底由當地居民聯署「封村」。
  公共土地基本上除非生態嚴重被破壞，或當地景點會造成民眾危險，
導致政府管制，否則民眾都能自由進出，但私人景點就不同了，地主有
權禁止民眾進出。銘傳大學都防系主任林文苑就表示，像水中央這樣的
私人土地，除非當地有特殊的生態系，或是保育類的動植物，不然政府
其實也很難去介入。
  而有些秘境為維護當地環境、管制客流量，會採取對民眾「收費」，
像位於陽明山私人土地名陽匍休閒農莊，每到花季就會湧入大量遊客，
地主會對入園民眾收取100元的清潔費，並且會管制民眾摘取花朵的時
段。粉鳥林則是目前沒有收費的打算。

公共/私人秘境 管理方法大不同
記者／葉素安

?
吳姓男子在海邊撿石
頭，卻遭大浪捲入海
中死亡。

因垃圾太多，粉
鳥林封閉9個月。
入口架起鐵門但
沒幾天後就被遊
客破壞。

蘇花改通車後，蘇澳
至東澳車行時間僅需
十分鐘，粉鳥林秘境
遊客人數增加。

2018/5
粉鳥林重新開放。
新通道讓民眾不用再攀爬消波
塊，走步道就能進入秘境。

陳女因靠近潮汐
帶，被大浪捲入
海中死亡。

聯外道路因豪雨落
石崩塌，秘境封閉
進行修復工程，預
計暑假前完工。

一名遊客14日跌倒頭
部重創致死，16日被
其他遊客發現。

201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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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題報導 主編／陳彩玲、殷悅哲 瘋打卡助秘境？阻美景？ 6

換位思考不盲從 身體力行GOGOGO
特稿/殷悅哲

秘境打卡雖為各地隱密景點帶來人潮，卻未能為當地帶來實質的觀

光效益，遊客若不具有公民道德的水準，任意踐踏植被及亂丟垃圾，

更是會破壞秘境的生態，再者進入私人景點亦會帶來隱私權的問題，

而公有景點也暗藏了許多公共安全的危機，要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責任該由誰來負擔？

除了消極封閉景點 避免標示詳細位置

新北市八煙聚落的封村、宜蘭東澳粉鳥林的封閉，皆直接或間接的

提醒了，遊客為了去秘境景點打卡所造成的諸多問題，而除了封閉景

點這種消極的下下策之外，還有什麼辦法能讓遊客能去秘境，又不會

製造出不必要的爭端呢？

美國環保組織「Leave No Trace」曾提出，打卡應避免標示詳細

的位置，以免照片在社交網站熱傳之後，吸引太多遊客前往。他們也

認為，網友在貼出照片時，應留意照片的內容有沒有「錯誤示範」，

以免其他人「有樣學樣」。

美國攝影師 Timothy Behuniak則認為，社交媒體照片不只會引來

更多遊客、更多垃圾、更多破壞環境的行為，當地政府也可能會為了

促進旅遊業而興建停車場、餐廳等設施，破壞郊野的自然景觀。他希

望大家靠自己的努力去探索大自然，出了一身汗、看著地圖找來找去

才能到達的話，遊客也會更加珍惜郊野地方。

回歸大自然反求諸己 不再被社群給綁架

當今打卡的行為已經失去它原本的意義，不再只是分享景點、記錄

景點這麼簡單而已，打卡者為了在社群網站上拍照炫耀的心態已經錯

亂，即使並非為了上傳炫耀，秘境打卡也牽扯到環境、隱私及公安等

等諸多問題。打卡者可能覺得自己拍個照、打個卡並無大礙，但若經

過換位思考，站在地主、居民甚至大自然本身，即能了解逞一時之快

打卡，可能造成的後續影響有多深。

或許可以讓大自然回歸大自然，不要再被社群網站給綁架，出外

郊遊踏青時，放鬆擁抱大地之母，再從自然的角度去想，除了打卡之

外，還能為秘境做些什麼有意義的事？值得所有人深思。

透過Instagram打卡的行為，背後隱藏的動機與心態複雜，尤其是在秘境或

是較為特殊的景點打卡，衝著前往「秘境」兩字旅遊打卡，會讓大家能夠營

造與眾不同的感覺。但後續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學者指出，對於環境與人的

公民素養，應從家庭與學校教育著手，也能透過媒體宣導民眾自律。 

使用者依賴打卡 在朋友圈刷存在感

根據戶外遊憩研究期刊第31期，由郭彰仁等四人撰寫的《以計畫行為理

論建構遊客臉書炫耀性打卡行為模式之研究》的報告提到，旅遊必須花費時

間、金錢與人力，再加上前往的旅遊地較為獨特，打卡者能夠藉此營造與眾

不同的感覺。

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王姿樺，在2018年撰寫《旅遊者使

用Instagram打卡動機對行為影響之研究》的碩士論文中，研究結果發現，多

數使用者對於打卡功能有部分的依賴性，因儲存資訊和自我宣傳等動機進而

產生打卡的行為，也帶有炫耀、不求回應，想引起注意的態度，因此利用打

卡在粉絲群或是朋友圈刷存在感。

從眾效應跟上時代 是主要旅遊資訊來源 

談到打卡行為，根據關鍵評論網2016年新聞提出，台灣人很容易產生一窩

蜂的民眾去做同一件事情，似乎現今流行的打卡景點，不去當地拍照、打卡

就好像跟不上時代。此情形在管理學上被稱為「從眾效應」，而人類是群體

動物，因此相互模仿屬於正常現象。

現今智慧型手機使用普遍，能使觀光客在任何地點即時查詢。由林宗賢等

三人在2017年出版的《觀光學：現代轉變》一書提到，透過社群軟體，可

以在該軟體上尋找相似目標的同一群人，相互對某些領域產生相同興趣、想

法等，透過使用者對於旅遊體驗的活動當中，再利用打卡的方式，分享自身

體驗、紀錄、照片等，成為許多遊客的主要旅遊資訊來源，也能創造資訊交

流。而打卡貼文也會顯示日期，因此也能透過照片來檢視當地狀況，進而評

估是否該納入自身旅遊清單之一。

培養對萬物尊重 媒體報導提醒自律

針對打卡形成當地的環境破壞、髒亂，進而產生的道德問題，逢甲環境

工程與科學學系教授馮秋霞表示，公民素養應從個人家庭與學校教育著手，

除了培養對人的尊重，也要培養對環境與萬物的尊重，除了透過宣導措施

外，還可以透過媒體，利用報導提醒大眾自律。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主任林文苑表示，道德觀當然是很重要，

遊客如果沒辦法被規範的話，就只能以封閉秘境來保護環境。他也舉例，前

陣子有人開吉普車去溯溪，車輪壓過較原始生態的地方會造成當地生態的破

壞，這就是打卡所造成的破壞。

2015年吳揚智著作的《生態旅遊：實務與理論》當中，培養環境素養的公

民乃為環境教育的總體目標，也提出學校教育的環境素養教學較屬單方面的

知識傳遞，僅提升對於環境的基本知識，透過實務訓練或是親身體驗，進而

產生與環境自身的連結。

打卡效應過後，造成大家跟風前往旅遊景點，而旅遊景點的曝光，之後所

衍生的環境問題，無論是造成生態破壞，抑或是亂丟垃圾，要如何在環境道

德上達到自律，還是必須靠人們發揮公德心。

社群打卡好炫耀 民眾素養很重要
記者/王怡婷

新北八煙聚落水中央尚未封閉前，遊客仍然能前往拍
照、觀光時的景象。             （圖／擷取自中時電子報）

八煙聚落外圍已經被當地居
民運用木板及柵欄封閉。

                  （圖／陳昱華攝）

DON'T CHECK IN

記者/殷悅哲

近年來因為網路資訊的流通，引起廣大網友前往景點拍照

打卡，大量的人潮或許帶來了許多的觀光商機，但相反地人

潮也帶來了亂丟垃圾及破壞環境的疑慮。而僅是在景點周遭

擺設攤販，是否真的有為當地帶來觀光效益，也是發人省思

的問題。

公私秘境紛紛封閉 人潮離去攤販倒閉 

新北市金山八煙聚落近年因旱田改造成水梯田後，人工的

「水中央」景點吸引了大批遊客。隨著遊客的增長，「水中

央」也開始收費賺取觀光財，當地居民紛紛納悶，大家共有

的土地怎麼變成了私人觀光區？最終於2016年年底由當地居

民聯署「封村」。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系主任林文苑表示，水中央

是一個私有土地，居民面對遊客要怎麼樣去處理，只要在沒

有違法的情況之下，可以選擇收錢，也可以選擇不開放。

逢甲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教授馮秋霞也認為，不屬於公共

土地或觸及私人領域的景點，應可以經由受影響的居民共同

維護以創造利益或拒絕外來遊客。 

宜蘭東澳的粉鳥林由於神祕海灣的絕美風景，吸引了大批

遊客朝聖，然而在2018年及2019年間宜蘭縣政府為了維護

遊客安全封閉了粉鳥林兩次，導致眾多旅遊團取消該處的行

程，使當地觀光效益間接縮減。

粉鳥林附近因應觀光的人潮，陸續開設了許多餐廳及攤

位，「阿滿姨小吃部」的老闆娘表示，她的餐廳已經開了好

幾年，並不是因為粉鳥林爆紅後才決定開設，而大多遊客也

不會久留，因此並不會特意前往餐廳用餐。

在景點附近販賣花生捲冰淇淋的攤販老闆則認為，自從粉

鳥林封閉後遊客越來越少，攤販也陸續離開粉鳥林，目前只

剩她自己和其他一兩攤還有在營業。

至於人潮是否有帶來觀光效益，攤販老闆表示，很多遊客

只是來景點拍拍照就走了，並不會真的來消費，粉鳥林封閉

後更是門可羅雀，但因為移動攤販不需要店租，所以還是抱

持著賺一天是一天的心態繼續擺攤。

遊客拍照即離去 未帶來觀光效益

秘境打卡所帶來的人潮，是否能真的為當地也帶來觀光效

益，林文苑認為，景點聚集人潮的確會有觀光活動的產生，

但因為許多遊客在景點拍完照即離去，所以未必見得能真正

為當地帶來觀光效益。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副教授李奇樺表示，如果當地居民無法

提供遊客所需的住宿或餐飲需求，人潮不一定會是錢潮，反

而只會帶來環境破壞與交通阻塞問題。

轉化景點優勢 策略推動周邊效益

要如何為景點產生實質的觀光效益，林文苑表示，要看

當地居民如何去設計一個與景點特色相關的商業活動，而不

只是在附近賣賣礦泉水或食物之類的擺攤。他也說，秘境打

卡真的要有觀光效益，就要看當地居民怎麼去轉化景點的優

勢。

至於居民要怎麼轉化景點的優勢，李奇樺認為，商家應能

先建立自治管理協會，統籌規劃餐飲販售、住宿、觀光體驗

活動等項目，才能有策略的推動地方觀光產業。

此外，觀光效益要實際精確評估較為困難，只能從觀光活

動所帶來的周邊效益來看，如住宿率、餐飲消費、伴手禮或

紀念品的購買等，不一定要達到怎麼樣的規模，才算有觀光

效益。

 人潮錢潮未交鋒
來匆匆去匆匆

Dong-ao Bay, Fenniaolin

Jinshan District

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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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Su不到30歲前就曾經創下博客
來年度百大暢銷作家第一名、誠品及金
石堂年度百大暢銷排行榜第一、二名的
紀錄，最初以部落格形式透過網路書寫
的Peter Su，在社群上擁高人氣，臉書
近70萬粉絲數，這個網路媒體盛行的年
代，Peter Su以自身溫暖卻平易近人的
文字，配上旅行中拍下的攝影作品，成
功擄獲萬千讀者的心。

新書中，Peter Su改變以往短句隨筆
為主的創作模式，逐漸開始嘗試完整故
事的撰寫，試圖透過自己的生活經驗與
觀察，刻畫孩子與父母的相處過程，在
書中的感悟，大抵和他成長經驗相關，
聊到家庭，Peter Su彷彿有說不完的故
事。他的父親告訴他，無論做出任何選
擇，只要願意承擔結果，那就去做吧。
或許也因為這樣，為他日後種種世俗眼
中的「瘋狂行徑」埋下了伏筆。

從單純的情緒抒發，到成為台灣暢銷
書作家，Peter Su笑說，根本沒想過作
家這個身分，最初出版的兩本書都以為

會是最後一本，所以放了大量自拍照，
想說就當自己的寫真集吧。從Peter Su
幽默又帶有一點調皮的語氣之中，很難
看出眼前這個男孩的寫作之路，其實始
於父親的一場重病，一段令他幾近崩潰
的照護之旅，當時，寫作僅僅是他抒發
的一個渠道。對於Peter Su來說，在父
親生病那段時間，同時要支撐起家中經
濟，並投入父親的照護及復健工作，就
那時，他體會到前所未有的黑暗籠罩。

  用文字找到情緒出口

Peter Su回憶起從前的自己，總習慣
將所有困難、委屈自行吸收，他覺得，
把困難說給別人聽也無濟於事，反而造
成他人的尷尬。父親病倒後，很長一段
時間的迷惘，他也都憋在心裡。直到某
天，他看見站在遠處的朋友向他揮手，
僅僅只是揮手，卻讓他再也忍不住，瞬
間情緒潰堤幾乎將他淹沒，最終無助地
蹲在燒烤店旁放聲大哭，哭完後，在他

淺淺的啜泣下，朋友低聲地說了一句：
「你就是這樣，什麼都不說……」那一
刻，Peter Su學會替自己的情緒尋找出
口，無論是和朋友分享，或是透過書寫
逐漸釋放自己的心情。

「我覺得，我可以成為，也許有機會
讓你再看到最後一次期待的那一個人。
」經歷過人生谷底的他得出了這一個結
論。Peter Su認為，人類是懂得為自己
找希望的，人之所以活著，是因為對某
件事還有所期待，而這些期待就是維繫
著人們生活的能量。因此他寫下這些溫
暖、勵志、療癒金句的同時，並不是要
求讀者一定要相信這個理論，而是想鼓
勵自己，或許是生活已經幾乎要成為黑
暗了，但仍要留一點點希望給自己，這
樣一切才有機會變得更好。

惡意的批評也曾經讓Peter Su感到迷
惘和不安，那段時間他想過要放棄，也
想過為了迎合大眾而改變，但在思考過
後他發現「任何事情，只要是發自內心
想說的，總會有人想聽」Peter Su也更

堅定現在的自己。
「推著我們前進的是挫折，帶領我們

前進的則是夢想。」Peter Su的作品中
不乏可以看見他對夢想的追逐，對他而
言，只要想做的事情都能夠成為他的夢
想，「旅行」是他的夢想，Peter Su微
微勾起嘴角，洋溢幸福地笑說：「希望
我可以去遍這世界每一個角落。」

                   主編／陳昱華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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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基：幸運知道自己被通緝

香港的當權者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被中國大
陸通緝的前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不得不離開家鄉流
亡台灣，條例一旦通過，可能會引渡到大陸受審。他
說：「我算是幸運，知道自己是被中國大陸通緝。」
因為還有很多人是不知自己是被通緝的，這才是最危
險。

林榮基1994年創立銅鑼灣書店，當時主要銷售社會
性的書。直至1997年回歸，大陸旅客增加，中國政治
書需求增加，因此開始出售相關的書藉，他說：「大
陸資訊封閉，特別是政治方面，這些旅客都因好奇，

慕名而來。」
2015年底，他在過羅湖海關時被深圳海關拘留，

最後被蒙眼帶到寧波拘禁，他被定《違法經營書籍銷
售》，指控他在香港透過郵寄大量圖書到大陸，觸犯
了中國法律，他認為書籍在香港進行交易，本來就合
法，所謂違法經營，是完全站不住腳。

承受心理壓力 選擇反抗強權

林榮基在四個月囚禁的日子一點都不好過，其間不
斷地被指罵是「反革命」、「分裂國家」、「顛覆國
家」等的罪名，還被恐嚇這輩子也會在監獄渡過，而
且每天被全日監視，面對著莫須有的罪名和失去人生
自由，他深深感受到文革時期被批鬥的人為何自殺，
承受不了這種心理壓力，自己一度也想自殺。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捉捕、審

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
官，都不是我的敵人。」林榮基認同劉曉波這句話，
他知道這些執行者，同時是受害者。這些人本身已經
被剝削人權，因國家光榮或自身的利益，而盲目地為
國家服務。

在囚禁期間，有一天他被指派回銅鑼灣書店，拿
回存有讀者資料的電腦，作為日後的證物。當時他
心裡的恐懼和自己的價值觀不斷拉扯。到了回去的

那一天，他在火車站的閘口外，拿著載有電腦的行李
箱，還是猶豫不決。他開始抽菸思考，用了三枝煙時
間，他決定回頭公開被囚禁的事，不只為了讓香港人
知道，也是讓全世界知道，大陸政府的行為正在破壞
一國兩制。現在回想起來，他不禁自嘲地說：「不戒
煙，也有它的好處。」

推想未來10年，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關係發展，林榮
基認為，受到經濟傳統文化影響，特別老一輩的人都
有一種國家觀念，想認祖歸宗，出現兩岸一家親的聲
音。加上現在中國領導者非常保守和傳統，統一觀念
非常明顯，他說：「這些都可以從不同的書上看到，
但很難從一本就了解。」

但他仍然對台灣抱著希望，因為這裡的人曾經為
民主付出不少代價，新一代經歷和參與民主選舉，慢
慢培養出普世價值，而且視野也比上一輩的闊，不再
只有傳統觀念。
林榮基說：「以前出差兩個月，坐飛機回香港時，

在機內看到九龍城的房子，心裡想終於回到香港。現
在飛機抵達桃園機場時，心裡卻想終於來到台灣。」

林榮基表示，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在台灣重開銅鑼灣
書店，因為銅鑼灣書店已經成為了對抗的象徵，他將
會以眾籌的方式籌集資金。書店會不時舉辦座談會，
討論兩岸三地的問題，他說：「銅鑼灣書店被強權摧
毀，重開書店代表著對抗強權。」

林榮基認
為面對強
權就算是
在小事情
上反抗，
還是能夠
展現自己
不妥協的
決心。

（圖／林
榮基提
共）

記者／劉晏妤

記者／梁栢恩

　Peter Su認為，「無論做出任何選擇，

只要願意承擔結果，那就去做吧。」            

　　　　　　　　      （圖／劉晏妤）

在製作《聲林之王》的過程中，舞台
上選手們閃閃發光的眼神，堅定握著麥
克風唱出自己夢想的樣子，身為監製的
王珮馨站在台下跟著紅了眼眶，在一旁

直接體會導師和選手對於歌唱散發的熱
情，這也是她一直強調作品該有靈魂的
樣子。

她的員工常開玩笑說，她都不太會生
氣，唯一讓她不開心的事就是大家都不
下班。王珮馨說，作品最重要的就是靈
魂，要有生活感，平常的生活實境就是
寫腳本的養分，但現在媒體圈的人常用
很長的時間換取相對的報酬或努力，不
下班體驗生活，那只會讓自己的創作進
入死胡同。

從過去一開始擔任業務的企畫、接著
學習做行銷公關，一路都是在做和節目
周邊相關的工作。王珮馨運用自己的歷
程經驗，以偏向行銷的角度帶領現在的
部門，她覺得做節目的人都有著一股傻
勁，很享受在其中，但最怕的是孩子們
一頭熱的做這件事，卻沒有顧慮到市場
面，她認為，可以多面向的觀察這個市
場，就算是很俗氣的商業模式，也都是
未來可以考慮的。

王珮馨在言談中總是稱自己部門的員

工為孩子們，可以感受出她對團隊的用
心，不只是將他們視為員工。她說，自
己對團隊是有社會責任跟教育責任的，
就算會有些要求，仍希望盡可能帶給他
們一個快樂的工作環境，能夠擁有優秀
的團隊，一起做交流，一起成長，是一
件很幸福的事，從她的神情中也能感受
到，對於團隊的驕傲。

調整心態 找到不勉強的生活

「調整心態，去喜歡跟看待每一件事
情的優點，會發現很多的事情都會得到
不同的回報」，這樣的思維讓王珮馨面
對工作上任何的挑戰或是困難當中，持
續抱有熱情。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堅信時
間是擠出來的，就算工作占滿了自己的
生活，到現在王珮馨仍可以一個禮拜看
完一本書，一年看完五十本書以上，她
說：「上廁所也是時間呀」，這句話讓
人不得不佩服她把自己的時間運用得淋
漓盡致。

王珮馨說：「很多事情時間到了，就
會去做，現在很多小孩都會覺得當我準
備好才要去做這件事」。但對她來說，
這輩子沒有什麼事情是在準備好的情況
下發生的。在現在的社會中身為女性常
需同時兼辦各種角色，展現出女生堅強
的韌性。她侃侃而談道，女生喜歡做這
行，就要盡可能學會過一個不勉強的生
活，她過去吃了很多苦頭，但也因為如
此學習很多經驗、認識很棒的朋友，讓
現在的自己更好調適。

雙魚座的個性使然，多愁善感，細微
得從生活中感受到很多感動，團隊帶給
她的熱情感多過於自己帶給他們的，她
希望可以繼續保持善念，用節目將善良
的力量傳達出去。王珮馨笑著說：「以
前辦記者會的時候，早上穿著短褲拖鞋
在現場奔波，到了下午才為了記者會換
上華服，這才是人生啊！」確實，也因
為年輕時的努力、吃足苦頭，才能走到

現在的位子。

記者／陳昱華

ETtoday數位內容發展部總監王珮馨因
為細膩的心思，將生活中的感動變成
節目的「靈魂」。  （圖／陳昱華）

王珮馨：掌握生活細節 打造有靈魂的節目
聲林之王監製

銅 鑼 灣
書店老闆

Peter Su：想帶給別人希望暢銷
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