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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eam獲4項大獎 最大贏家2019亞洲
電競大賽

J-Team團隊連奪兩項年度團體獎及年度最佳電競新人。

上：營運長沈威廷、下：成員Rest (圖／電競大賞提供)

「2019亞洲電競大賞AEA－台灣站」頒獎典禮，於

12月8日在松山文創園區舉行，其中J-Team杰藝文創

在13個獎項中，分別獲得「最佳團隊後勤獎」、「最

佳俱樂部獎」、「最佳電玩直播創作者獎」、「最佳

電競新人獎」四項年度大獎，為本屆電競大賞最大贏

家。
J-Team由藝人周杰倫領軍的台灣職業電競隊伍，

而頒獎典禮開始就接連拿下兩項團體獎，營運長沈

威廷上台領獎時，坦言沒想過能拿下這麼多獎，特

別感謝周杰倫與J-Team團隊，因為有優秀的幕後工

作人員，才能讓每個選手在場上能奮力一搏，勇敢

拚戰。

 獲得「年度最佳電競新人」的J-Team成員Rest，上

台授獎時，希望自己能持續努力，以新人之姿，勇

闖電競圈。另外「年度最佳電玩直播創作者獎」的

J-Team成員汪澈，由營運長沈威廷代領，他說：「

這個獎先幫你們領著，明年就換你們來拿！」

 

 眾星走紅毯 選手人氣爆表

頒獎典禮當天星光大道眾星雲集，邀請國內外電

競嘉賓與多位電競業界人士親臨現場，還邀請到鄉

記者／黃榜賦、鄧愛兒

（表／蘇頌婷）

記者／方執善

國際數據資訊（IDC）12月5日公布月

2020年台灣市場十大ICT(資訊及通訊科技

趨勢預測)。預測名單前兩名分別為「融

合式AI世代來臨」及「AI運算走向端雲共

生」。IDC台灣總經理江芳韻表示，企業

必須積極轉變具有超規模、超速度和超連

接的未來型企業，為數位經濟時代做好準

備。

隨著技術精進，人工智慧將朝向融合式

發展，IDC預測，未來演算法將更透明、

人工智慧的使用更簡單，加速未來人工智

慧應用的擴散與普及。IDC也預估，台灣

人工智慧採用率將在2021年達到4成，成

為推動ICT產業發展的關鍵力量。

而相較以往A I運算主要在雲端執

行，IDC預期端點與裝置的算力，將隨著

神經網路演算法、晶片異質整合、記憶體

內運算等技術的精進提升，最終走向「端

雲共生」。IDC更預期在2025年，全球一

半的終端裝置都將具備電腦視覺，與語音

辨識相關的AI神經網路運算能力。 

 

AI世代來臨 產出全新市場

5G出現將產生全新的市場

對於眾人期待的5G網路，資深市場分析

師葉振男預測，電信業者對5G高階智慧型

手機的補貼將影響用戶升級的意願，預期

電信市場將因5G而產生全新的競爭規則。

他表示，台灣5G發展初期重心將放

在消費娛樂相關服務娛樂相關服務，如

3D、AR、VR等沉浸式體驗，未來進入SA

獨立組網後才會看到符合5G真正特性的

產業應用出現。

「多平台」衝擊遊戲產業

而隨著5G即將登場，以及雲端遊戲串

流服務的興起，IDC預期遊戲產業將進入

多平台（Omni-Platform）時代，遊戲在

未來將具有「解除硬體限制」、「跨裝

置體驗」、「遊戲平台內容創新整合」

等三大特性。同時，串流遊戲服務供應

商的訂閱式整合，將大幅改變過往遊戲

產業開發到販售的營運模式，預計對硬

體供應商以及遊戲發行平台產生衝擊。 

資深市場分析師葉振男指出，電信市場將因5G而產生全新

的競爭規則。                        （圖／方執善）

記者／沈怡貝

文化部12月3日在臺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舉行「IP內容實驗室

國際論壇成果發表記者會」。文

化部主任秘書陳登欽表示，近年

來，文化部積極推動科技與文化

結合，在前瞻計畫支持下，打造

IP內容實驗室，從法國引進最新

的4DViews動態立體虛擬攝影系

統。

在活動現場上，展示16項以最

新技術4DViews打造出的成品，包

含必應創造《末世重生》、夢想

動畫《1661國姓來襲》、彩蛋影

像《神靈活現》等，更特別邀請

日本NTT docomo首度在台公開西

洋劍、羽毛球與AKB48等3項VR作

品。

對於4DViews新技術，工研院

服務系統科技中心執行長鄭仁傑

表示，4DViews技術直接以環繞相

機去捕捉3D和持續的影像，不需

穿搭任何設備，讓表演者更為便

利。

而工研院目前也致力於提昇改

善4DViews技術，包含微小物的捕

捉、更加強互動性，鄭仁傑說，

由於相機是大面積捕捉，因此有

時可能會忽略細節的部分，像是

耳環、手鍊之類的小物

IP內容實驗室將在明年4月移

交給文策院，並繼續推動文化產

業內容，期待科技發展，促進更

多跨域的機會，讓台灣的IP及文

化內容能發揚國際。

 文化部推動科技文化雙結合
 引進4DViews

文化部主任秘書陳登欽與國際講者、入選團隊及與會來賓合照。                                                        
（圖／沈怡貝）

民女神雞排妹（鄭家純）、饒舌小天王麻吉弟弟、狼谷

競技台電玩節目主持人阿達。

格鬥遊戲F4、閃電狼 & TXO職業戰隊選手更以西裝亮

相，有別於以往「宅」風格，讓人眼前一亮。「新任電

玩宅神」阿達以灰色織紋大衣正裝，搭配STAR WARS厚

底休閒鞋現身，表示整套西裝是重金禮聘造型師量身訂

做。雞排妹身穿一襲紅絲絨禮服，甜美笑容迷倒粉絲，

清純魅力指數爆表，堪稱當晚最美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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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鏈》進軍中國 目光放眼華人市場

記者／朱俞臻、馬聖傑

媒體內容平台《大師鏈》在4日舉行國際記者會，

宣布進軍中國大陸，落地北京核心地段，成為跨足兩

岸服務的網路媒體，將目光放眼全球華人市場。

經過半年多的深耕營運，《大師鏈》獲得國際投行

的青睞，發展成為融合「內容、科技、金融」的三維

平台，《大師鏈》總裁莊立平表示，全球區塊鏈正在

浪潮上，《大師鏈》堅持經營理念及運營模式更加靈

活，在這個風口浪尖上趕上中國如火如荼展開的新創

應用鏈、創新鏈及價值鏈。

莊立平說，《大師鏈》的核心理念單純，就是希望

架設一個知識經濟的內容平台，讓中華文化光芒閃耀

全世界，台灣作為華人社會的成員之一，理應和世界

並肩齊步，因此，《大師鏈》將扮演和全球華人相互

了解與融合的橋樑，跨足兩岸市場，實現全球布局。

兩岸和平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連戰致詞時表示，現

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是自媒體開展的時代，更

是充斥真假新聞莫辨的時刻，如何強化資訊的可信度

和實用性，成為媒體界的挑戰，也是閱聽大眾所渴望

的。

連戰深信，未來將是華人領導的世紀，前提是能締

造和平的環境，以共利、共贏來共享一切發展，《大

師鏈》將媒體內容平台與先進科技區塊鏈做結合，對

未來華人世界的平台合作與發展是無可限量的。

他期許，《大師鏈》能發揮正能量，傳遞正確無

誤、與時俱進，且能供社會所用的資訊，成為全球閱

聽人喜愛的平台，實現東南亞及全球布局。

紅色勢力？ 陸委會：將密切關注

大師鏈舉行國際記者會後，資金及運作方式被外界

質疑有「紅色勢力介入」，大師鏈發出新聞稿表示，

他們不是台灣媒體、不是大陸媒體，更不是紅色媒

體。

根據中央社12月4日的報導指出，若《大師鏈》涉

及陸方政策進行「置入性行銷」，機關將依兩岸條例

及相關規定處理。而連戰對於大師鏈所引起的爭議，

在會前、會後面對媒體提問時都沒有回應。

面對外界質疑，根據自由時報12月4日報導指出，

大師鏈在記者會前發布聲明，澄清大師鏈並非傳統媒

體，也絕非紅媒，但在外界眼光仍帶有濃厚親中顏

色。總裁莊立平也在12月3日宣示要做「兩岸和平融合

橋樑」。

陸委會也以書面表示，依照兩岸條例第9條規定，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與機密業務之退離職列管人員，

進入中國大陸地區，應經內政部會同相關組成的審查

會審查許可。

陸委會最後也強調，台灣人民赴陸任職，要注意不

得涉及擔任中國大陸黨政軍機關職務。而大師鏈是否

有列管人員赴陸，主管機關將會做後續調查。

《大師鏈》進軍中國市場，成為立足兩岸服務的媒體內容平台，而近期因被外界質疑有紅色勢力介入，陸委會將

密切關注。      （圖／蘇頌婷）

記者／劉至柔

中央通訊社第三屆「我是海外特派

員」校園巡迴講座開跑，4日來到銘傳

大學，與新聞系學生分享特派記者的任

務。有多年駐雅加達經歷的國際暨兩岸

新聞中心組長周永捷說，特派不只要翻

譯，更重要的是帶「台灣觀點」看國際

新聞。

採訪4A很重要

周永捷分享他在印尼特派時的採訪

經歷。他說，特派員對於駐國的經濟、

文化、生活都要非常熟悉，除了即時新

聞也要做專題報導。他也提出採訪要有

4A：approach、arrangement、apprecia

te、advantage，就是適當的採訪安排，

時間點是關鍵，可以善用制式化的採訪

信提出請求，另外，展現自己優勢，做

足功課，更要隨時臨機應變。

駐外時的突發事件非常考驗記者的反

應，周永捷表示，在一次印尼恐攻時，

一位攝影記者與持槍嫌犯正面對上，當

下他有兩個選擇：趴下或是拍攝，而這

位記者選擇按下快門，幸好警察即時趕

到把犯人擊斃，記者也拍下了生死一瞬

間。他也提醒同學，在外還是安全最重

要。

周永捷強調，特派記者要了解當地風

土民情，西方國家常以普世價值檢視開

發中國家，但是對印尼穆斯林而言，阿

拉永遠擺在第一位，因此要避免用西方

觀點看事情，才能真正反映當地聲音。

做一位有人性的記者

新聞系老師邱郁姿表示，國際新聞和

台灣的新聞一樣重要，尤其看到上屆特

派員的心得提到中「做一位有人性的記

者」很有感觸，期許大家寫有人味的新

聞。另外，她也十分感謝中央社來到銘

傳，並鼓勵同學把握機會，雖特派時間

只有短短一個月，卻會改變人生的深度

及廣度。

第三屆「我是海外特派員」講座校園

巡迴開跑，將前往30幾所學校，明年4月

份開始也將分別在北、中、南舉辦培訓

營隊，未來也會陸續公開行程。

  兩岸主持大賽 台灣選手奪2金獎
記者／李詠欣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電

視主持新人大賽」12月1日

在福建舉行總決賽，經過

近3小時精采比賽，最終前

3名有2位是台灣選手，分

別是顏定瀚和蘇子朋。

獲得金獎的蘇子朋在第

一階段獲最高分、第二階

段更是唯一一位能拿下5

位評審票數的選手。蘇子

朋表示，有機會站上決賽

舞台備感榮幸，過程中與

不同夥伴交流，激盪出不

少新的主持火花，藉由賽

事也增進自己的主持功力

和開拓了主持視野，日後

定會更上一層樓為台灣爭

光。

總決賽的舞台共有35位

選手，其中有來自台灣賽

區菁英賽突破成功的3位選

手，總決賽共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自我介紹、第二

階段辯論環節及第三階段

的即興演講，比賽由來自

大陸和台灣的專業評審為

選手們點評，前3名將獲

得海峽衛視聘書，直接聘

用。
左：顏定翰 中：胡芮 右： 蘇子朋 3位選手獲得金獎。    

                                      （圖/翻攝自每日頭條）

傳播櫥窗

中央通訊社「我是海外特派員」校園

講座開跑，國際組長周永捷4日到銘傳

分享特派經歷。                     

                  （圖／中央社提供）

POPO與您歡慶十周年
POPO今年適逢創立十周年，POPO原創於12月2日

至31日推出「POPO城市嘉年華」活動，邀請讀者一

同參與並回顧十年點滴。

（文／朱俞臻）

故宮打造AR智慧導覽
中華電信日前與故宮攜手合作，在故宮正館210

展間建立5G通訊實驗場域，結合AR科技導覽應用，

帶領觀眾體驗觀展樂趣。

（文／陳維婷）

民視節目與kkday合作
民視第一台新節目《旅日達人秘笈》探訪隱藏

版景點，也與旅遊平台KKday合作，將節目行程化

為商品，讓觀眾體驗行程。

（文／林奕辰）

 

十
一
屆

海外特派員開跑 周永捷：展現優勢保持臨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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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後記
22歲 

李先生

34歲 

張小姐

51歲 

黃先生

因為打工不方便外出，午

餐叫外送比較方便，節省

時間，可以使用信用卡消

費很方便，也不會拖延到

工作進度。

有時候想不到要吃甚麼，

附近商圈的餐點也吃到

膩，有時候平台會提供優

惠券，就會想叫外送，吃

點不一樣的食物。

自己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不想出門就會想叫外送，

而且平台又提供多樣的餐

點選擇，不用出門就可以

吃到想吃的美食。

外送App的使用人

口數日漸增加，

其中20-39歲的消

費者占整體使用者

的近60%，50歲以

上消費者占17.4%

，消費年齡層朝向

全齡化發展，使用

外送平台叫餐不再

是年輕人的專利。

　　　外送平台各年齡層滲透率     　　　資料來源：東方線上消費者研究速報 文、表/黃詩妤    

這次的主題以外送平台為主，從原本

的車禍發生頻率一直修改成年齡層的

分析，上網找了許多相關圖表和資

料，想要設計比較可愛活潑的感覺，

在下標和圖表上的呈現花費最多時

間，整個主題的完成經過很多修改，

也從中學到很多經驗。

資料來源：kantar凱度洞察、網路溫度計透過KEYPO大數據關鍵引擎分析  文、表/魏伊閔

(打工大學生) (醫療服務業) (服務業)

　　2019年1-6月台灣6大外送平台使用排名　     

　　　刷卡消費很方便     　　　享受優惠很划算 　　　多樣美食可選擇     

(已於6月28日在台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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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寶：拉高自身層級 看媒體新產業

對室內設計雜誌總編輯，你的想像是

什麼？每天只要發想內容、篩選圖片？

《漂亮家居》總編輯張麗寶進行多方嘗

試，勇於挑戰更多不一樣的可能性，期

許自己能成為產業的經營者。

張麗寶說：「最重要的是，把自己

拉高層級去看這個產業的發展。」超過

30年的編輯生涯，除了基本的內容、選

圖美編外，她更重視如何產出創新的內

容，使整體室內設計產業更有活力，不

僅積極挑戰多元領域，也常與設計師溝

通室內設計的未來。

在紙本式微的時代，張麗寶也以室內

設計為主題，試著做過圖書、網路、電

視及課程，除了廣播外，常見的媒體形

式她都嘗試過，其中，網路幫助她達到

流量變現的目的。也因為雜誌是面對較

大眾的讀者，所以她針對擁有專業知識

的設計師出版專書。

在張麗寶自信的神態與熱忱的話語

中，可以一窺她對工作的熱愛，從對室

內設計一竅不通，到受邀成為各大室內

設計比賽的評審，她說：「我的生活與

工作是分不開的。」與設計師交流、當

室內設計比賽的評審，以及相關會議的

主持人都不像在工作，設計本身就不應

侷限自己的視野，這些經驗都令她更了

解產業未來發展。

張麗寶認為，做媒體人最高境界，是

影響事件與未來，她大膽地嘗試其他室

內設計雜誌沒做過的主題，尤其當主編

們照著她的規劃採訪設計師，一一驗證

她的想法，是最有成就感的。但她也強

調，很多東西是要時間的累積，只有對

某個領域足夠了解，才能有觀點的看待

整個產業並做出評斷。

記者出身 宏觀角度看雜誌

張麗寶是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大眾

傳播科三專畢業，奠定了她當記者的基

礎，因為大傳科紮實的實作經驗，使她

在剛出社會時能很好的適應媒體生態。

記者出身的張麗寶，當時在什麼都

不懂的情況下，因緣際會進入雜誌社工

作，她坦言，記者與雜誌編輯差別相當

大，記者只要管好自己路線上的事，但

一進雜誌就從採訪主任當起的她，不僅

要重新學習編輯的角色，也要學會管理

人，更重要的是，要開始考慮獲利，承

擔更大的壓力。

「當記者最重要的，就是快速學習

理解新領域。」因為記者生涯經驗，張

麗寶說，不管去到哪裡，都讓她可以快

速的融入該產業，這是記者快節奏生活

帶給她的收穫。曾經的記者身分，讓張

麗寶與一般雜誌總編有很大的區別，因

為記者必須了解在已知領域外的更多資

訊，才能做出多元的報導，這也讓她可

以更宏觀的看整個產業發展。

未來在工作上，張麗寶除了把臺灣室

內設計推展到國際，讓更多人看到臺灣

人才外，也希望把自身人脈、經驗傳承

給其他主編。

張麗寶的興趣也相當廣泛，退休後甚

至想開間私房料理餐廳。張麗寶說：「

我不是工作狂，我也蠻懂生活。」

     不畏艱難目標明確

或許是個性使然，張麗寶笑說：「我

沒有怕過，我是個目標明確的人。」不

管多艱難的事，都會想辦法達到，也正

因為這樣的個性，讓她在一無所知的室

內設計領域走了這麼遠，成為具有深度

觀點的總編輯，她用自身經驗告訴年輕

人，不要為自己設限，勇於多方嘗試。

　趙政岷從《唐吉軻德》開啟不放棄精神
時報出版社蟬聯金石堂等各大通路第一名，幕後推

手董事長趙政岷在出版低迷下，憑藉著擴大出版規模

的「衝勁」，榮獲2015金石堂年度風雲人物。看似具

有重磅地位的出版社，卻在辦公大樓裡開了一間書店

咖啡廳，利用書店放鬆的氣氛給繁忙生活一點喘息空

間。

書店裡，書籍陳設廣泛不局限於特定類型，從商業

管理到星座命理應有盡有，空氣中瀰漫著熱騰騰的咖

啡香，舒服的空間擺設將閱讀視為一種享受，有別於

董事長嚴肅的印象，書店的輕鬆氛圍襯托出充滿笑容

的趙政岷。

很難讓人想像帶著笑容的他，能夠帶著這股衝勁和

不放棄，讓時報出版穩居出版龍頭，也應證趙政岷說

的：「為何要將能夠做成披薩的麵粉，只做成一小片

餅乾呢？」



                    多元化經營成為關鍵

時報出版能穩坐暢銷第一，趙政岷提到，與其他出

版社最大的不同在於書籍的「多元化」，廣泛出版不

同種類及風格的書，照顧市場上每一個不同興趣面向

的讀者，努力做出「對的書」。

充滿「好奇」的多元經歷成為了經營時報出版多元

化的重要關鍵。對事物的好奇也讓趙政岷從不侷限於

同一種專業，從工商時報經營知識主編，到中國時報

的文化影視消費生活中心的副總編輯，甚至更轉換跑

道成為旅行社的CEO。他說，之前一直恨自己沒有堅

定的志願，但現在回頭一想「沒有志願也算是一種志

願」，至少他努力嘗試多種行業。

         製作六四天安門事件專刊

比喻起年少時的自己，趙政岷說，應該也算是個「

文青少年」吧！從小他就喜歡閱讀，從動物冒險小說

《野性的呼喚》，到福爾摩斯系列的偵探小說，都是

他的閱讀取向，尤其是《唐吉軻德》這本書，唐吉軻

德拿著長矛單槍匹馬衝向風車的經典畫面，書中那句

「就算精疲力盡，也要奮力去摘取那天邊，摘不到的

星星」，更深深影響並且打動了年少的他。

從此《唐吉軻德》開啟趙政岷的不放棄精神，他

談到，1989年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新聞鋪天蓋地的

報導，報紙上一張張坦克車輾壓的照片，那時擔任工

商時報主編的他，憑藉「奮力一搏」與新聞抗衡的衝

勁，硬生生只用了兩天的時間，重新將整本64頁的雜

誌，製作成六四天安門事件專刊，將事件深度的攤給

觀眾。

回憶起往事，他更是不自覺笑了出來說，當時合作

的編輯到現在都耿耿於懷，還在他的臉書哭訴，當初

才進去工商時報三個月，就遇到一個主編瘋了。

談到書籍他堅定的說，書是一個恆久的留存。在這

樣的出版低迷下，一位朋友堅持要出書，他好奇地問

朋友，怎麼不放到網路上？這樣不是更好，但他朋友

卻回答：「誰知道哪天雲端或網路會不會不見？」至

少出書，之後的三代都還可以看到。

變化的時代，誰也無法預知未來，但書卻成為了

最好的保存，就如同趙政岷說辦公室外的那幅匾額寫

的，「新聞是為歷史作紀錄，而文化傳承則必須由出

版事業來負責」。

面對新的世代，趙政岷談到，還是必須將閱讀重新

定義，閱讀已經不再是字面上的看跟讀，可以延伸成

聽覺，甚至是一種感覺。就像那間藏身在辦公大樓裡

的書店咖啡廳，瀰漫著不一樣的閱讀風味，照映在書

店的小黑板上寫著「書店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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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姬：OTT崛起 引領潮流
愛奇藝公關經理李秀姬9日受

邀到銘傳新聞系演講，分享影音

平台的經營與發展。她過去擔任

中視記者，政論節目製作人，也

曾經受過副總統吳敦義之邀，進

入總統府做幕僚工作，她說：「

年輕時喜歡追劇，沒想到過了10

年之後追劇會成為時下潮流。」

演講過程中，為了讓學生了解

OTT的內容，李秀姬透過許多當

代流行的電視劇，作為範例讓學

生參考，透過有趣的方式與同學

互動，引起共鳴。她提到，愛奇

藝的公司有將近46％-49％的員

工都是工程師，是一家以科技為

驅動的公司。

    AI成為未來趨勢

她說，在不久的未來，全球

將步入AI的世界，工程師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所用的內容產製從

無到有，通通需要靠AI的技術執

行。

此外，她透露，在2015年愛奇

藝上架第一部長達12集的劇集是

「盜墓筆記」，這部劇讓愛奇藝

的會員數迅速飆升增加了600萬

個會員，也打開了全球市場。

李秀姬也提到，媒體創新是

相當重要的，尤其在現今的時代

裡，觀眾缺乏觀看完整節目的

耐心，對其中的精華部分比較關

注，愛奇藝也將一個節目剪成不

同的片花，讓觀眾可自行觀看最

感興趣的部分。

她補充說，愛奇藝的獲利模式

包括廣告、會員、單片購買、自

製節目分銷及影遊互動，而影視

產業目前面臨的最大殺手是盜版

猖獗，因此呼籲同學們支持原創

作品。

愛奇藝
公關經理

記者／陳樂珊

記者／戴瑄

漂亮家居
總編輯

記者／張慧萱

愛奇藝公關經理李秀姬透過流行電視劇，提升與同學互
動，引起共鳴。                     （圖／陳樂珊）

時報出版董事長趙政岷說：「為何要將能夠做成披
薩的麵粉，只做成一小片餅乾呢？」（圖／戴瑄）

《漂亮家居》總編輯張麗寶，進行多
方嘗試，勇於挑戰更多可能性。                                    
                   （圖／吳姿蓉）

時報出版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