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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12月18日 星期五

　中天新聞台12日零時轉為黑頻，技術跳頻，有線

電視將無法轉至52頻道，中天新聞11日最後1小時由

盧秀芳與戴立綱主持，YT頻道一小之內由183萬訂閱

數衝至185萬，線上觀看人數超過6.8萬，至18日為

止，已達到224萬訂閱，最高上線人數達10萬人。

　中天在大樓門口架起棚子，擺放許多椅子，讓民

眾能陪伴中天。晚間直播活動進行時，場外早已座

無虛席，人群圍在中天大門以及電視牆前，舉著「

民主精神永在，言論自由不死」的手幅，用行動表

達對中天以及新聞自由的支持，在活動尾聲，場外

支持者在主播盧秀芳的帶領下紛紛打開手中的電子

蠟燭，在觀賞完中天26年回憶錄後，一起合唱「有

緣相聚」。

　蔡衍明不滿地說，從羅智強說中天關定了，2個月

不到就執行關台，比裁決死行犯的時間還要短，且

民調一半以上不支持關中天，但是NCC的7位委員一

致通過，聽證會也開過一次，就判死刑。但蔡衍明

對員工喊話，轉型重生不必流眼淚，不是悲傷，是

機會重生。

　蔡衍明表示，「真道理性，真愛台灣」就是旺旺

中時媒體經營的理念，愛台灣就是要讓人們過好日

子，兩岸好，台灣人日子過得會更好，可能這句話

讓很多人認為是不對的，但兩岸好不對嗎？蔡強調

自己不只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也是堂堂正正的台

灣人。

　在最後關臺剩十秒時場內外開始倒數，眾人倒數

至最後一秒時，電視牆上打著「中天新聞全新出

發」，意指中天新聞告別52臺，轉戰網路新媒體，

隨後蔡衍明在媒體的包圍下走出新聞台對門口的支

持民眾致意，帶領全場一起高喊中天加油。

　蔡也呼籲在現場的媒體朋友們必須把第四權彰顯

出來，不然未來的子孫們都會過得不好。蔡表示，

自己無其他目的，要做的只是為了讓台灣變更好。

記者／吳姿瑩、蕭羽秀

 中天新聞12日零時起停止在有線電視

上播報新聞，轉戰YouTube影音平台，

播報方式轉往輕鬆形式，出現主播吃

漢堡播新聞、邊吃火鍋邊報導、大玩

cosplay扮鬼滅，更有主播播報新聞時

大跳螃蟹舞。這一切行為跳脫傳播報新

聞的方式，一度吸引10萬多觀眾線上收

看。學者認為，雖然是被迫轉型，但這

種播放方式可以吸引更多收益，也不是

一件壞事。

　中天新聞脫離N C C束縛後，為與

YouTube網友們互動搏關注，主播播報

方式大變，中天新聞主播鄭亦真首度在

播報新聞時吃漢堡。她表示，以前都要

餓著肚子播完新聞才能吃飯，這次能吃

到超商漢堡已經很開心了，希望有越來

越多觀眾可以在網路上與他們互動。

　離開中天，轉往YouTube《正常發

揮》頻道主持人王又正則在15日抱著一

疊漫畫進入攝影棚，宣布回歸中天新聞

YT頻道，與資深主播盧秀芳一同邊吃火

鍋邊播報新聞，創下10萬人在線觀看。

而中天主播劉盈秀則因訂閱數破更在棚

內跳起螃蟹舞，活潑的報導方式吸引萬

人觀看。

　中天主播群轉戰YT後朝著網紅路線發

展，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孔令信表示，

中天新聞台因為關台少了一個收入來

源，但是他們沒有因此裁員，反而以幽

默風趣的報導方式呈現，若此舉能成為

收入來源之一，也不是一件壞的事情。

記者／楊子奇

中天中天 蔡衍明:轉型重生不必流淚蔡衍明:轉型重生不必流淚

記者／楊子奇

關台關台

中天新聞轉網路 報導方式成焦點

王又正在YT上吃火鍋播新聞，吸引10
萬名觀眾收看。(圖/截自中天新聞台
Youtube頻道)

　中天新聞在YouTube平台上開頻道

直播，頻道斗內(贊助，Donate)金

額短短5天就破百萬，16日抖內金額

已經突破150萬，達157萬。頻道訂

閱人數也從原本的140萬飆升至223

萬。中天新聞也在最近推出YT廣告

服務，盼觀眾購買。

　據《PLAYBOARD》統計平台資料顯

示，中天關台後轉戰YT頻道，短短

幾天抖內數字就超過100萬元，直到

17日已達157萬元，也從直播被抖內

的名次中爬升到第一名的寶座。

　PTT網友以「中天抖內好多喔」為

題指出，抖內一直跑進來，網路也

有6萬人，收視率也蠻高的。

　即使抖內人數不少，中天新聞台

仍然無法補足失去電視台的廣告收

入，因此16日下午在中天電視的YT

頻道放上工商影片。希望廣告眾或

觀眾能與中天新聞台購買廣告、節

目冠名、甚至是周邊飾品的置入。

(更多相關新聞詳見二版)

中天YT上直播 抖內金額破150萬

民眾在中天大樓前高舉「民主精神永民眾在中天大樓前高舉「民主精神永
在 言論自由不死」(圖／吳姿瑩)在 言論自由不死」(圖／吳姿瑩)

中天新聞12日關台前的最後畫面。(圖／陳思妤)中天新聞12日關台前的最後畫面。(圖／陳思妤)

中天新聞抖內數量破150萬，超越第二名兩倍多。(圖／截自PLAYBOARD)

台灣歷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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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台YT觀看數大搜查

12月9日 12月10日 12月11日 12月12日 12月13日 12月14日

東森
中天
民視
三立
TVBS

7.9K7.9K

　銘報參考廣告與市場營銷

月刊《五大電視新聞媒體網

路直播節目在線收視流量》

於12月9日至14日統計，計算出五家電

視台每日平均觀看流量。

 由圖表看出，中天因11日最高行政法

院裁定抗告駁回，12日凌晨正式從52

頻道離開，轉戰YT的中天新聞觀看人

數於10日至11日短短一天的成長幅度

率高達250%。

關台隔天的中天網路觀看人數達

3萬2914人，遙遙領先東森(7690人)

、TVBS(7194人)、三立(5175人)、民

視(1918人)。

 11日至14日的中天新聞的觀看人數，

均到達每日觀看數約3萬人以上。

                 (文／陳瑀倫、陳思妤)

重點聊天室訊息重點聊天室訊息

中天

東森

TVBS
三立

民視

中天觀看中天觀看
成長率250%成長率250%

10K

35K
32K

34K

38K

224萬 147萬 144萬 104萬 69.5萬

台灣五大電視新聞台訂閱數

感覺現在國際新聞變得
很少，雖然媒體本來就
有各自的聲音，但現在
變得有點偏激了。

黃姓主婦陳姓大學生

現在多了很多互動的
機會我覺得很棒，先
不論報導的內容，但
互動方式我很喜歡。

劉姓助理教授
轉戰網路可以很容易看
到觀看數據，廣告商投
放就可以更清楚看到數
據進而知道成效如何，
未來網路熱度是否持續
還可以繼續觀察。

訂閱數統計至12月18日止。訂閱數統計至12月18日止。

(製表／陳瑀倫、陳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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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在乎是否符合自己價值」卓越新聞獎執行長邱

家宜，因此她將NGO當成畢生志業，選擇沒有高薪、沒

有自我利益、沒有眾人追捧的工作，為的就是讓新聞

朝著正向發展。

在職業中找出存在價值　

　口才及文筆極好的邱家宜，大可選擇令人稱羨的高

官優渥職位，她卻笑稱自己做不來。對她而言，比

起高薪和穩定，她在乎的是，未來潛力和符合自己價

值。她說：「我是一個現實主義理想者，在人生關鍵

抉擇點，選擇比較能夠自我說服。」　

 當時接下的過程中，並沒有所想像中順利，邱家宜

苦笑說，挫折是家常便飯的事，「開辦初期，卓新戶

頭僅存30萬，都快倒店了！」，為了能夠如期舉辦，

為此還去企業募款，募款期間，甚至有人嘲諷，「新

聞業那麼爛還要頒給他們」、「亂七八糟有什麼好講

的？」，這並沒有打倒她，邱家宜說，她還是很堅持

要持續辦，開辦新聞獎就是鼓勵優秀的新聞人，肯定

他們的努力，別讓好作品淹沒在資訊的汪洋中，給他

們足夠資源、時間，證明他們是值得更好的，卓越新

聞獎的目的就達成了。　
　曾經是記者的邱家宜說，她就學期間正值戒嚴時

期，發生野百合事件，感受到台灣民主正在悄然推

動，台灣報業中，唯獨自立晚報報導野百合事件，遊

走在黨政府邊緣報導，她很是佩服，因此還跟雜貨店

老闆混熟。正因為這樣的連結，為後來投入媒體業埋

下一顆種子，一畢業便投身於自立晚報，她說，「自

立晚報不是最高薪，卻是她最想待得地方。」。但也

因為後來報業的式微，自立晚報被財團收購後，她決

定辭去記者的工作，投入NGO職業，成為現在的她。

　但她不免打趣道NGO這個職業：「工作很累，但薪水

不多！」邱家宜的生涯中總會選擇吃力不討好的事，

會做這樣的選擇，是對公共資訊價值的認同，也是對

台灣媒體圈盡一份心力。

　　

不畏懼挫折 堅持所選　

 從記者到現處執行長職位，身處媒體業有30年經歷，

邱家宜說，從不把自己擺在很高的位置，對挫折忍耐

度極高，她認為，身處的位置是一種責任，需要負起

對那位置好的交代，但她也打趣道，「有可能位置還

不夠高吧，所以不容易重摔。」

　她說如今人生遇到滿多困難，也滿幸運，在這些困

難中，「不敢說打怪都得到一百分，到目前為止都成

功過關。」，也是她樂觀態度，成就現在的模樣。

　當年順著自己心意踏入NGO，面對大家認為的燙手山

芋，邱家宜堅定說：「在這時代做這件事情，你必須

跳下去，有可能會淹死，但卻有機會逆流而上。」

　　　主編／許皓亮中華民國109年12月1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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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韻方

邱家宜:投入NGO 讓新聞朝正向發展

記者／黃佩璇

卓越新聞獎卓越新聞獎

　　

執 行 長

城邦獲博客來

　「 2020原創漫畫暨劇本創作競賽」 

10日舉辦頒獎典禮，由臺灣日治時期

為背景的漫畫《信一》與取材自臺灣

民俗傳說劇本《戀戀大目降》分別奪

下本次頁漫組以及漫畫劇本組金獎與

年度主題獎；《信一》同時也獲讀者

票選獎，共拿下3大獎成大贏家。

　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表示，現今全

球電影票房排名前十的作品，有超過

5成以上改編自漫畫IP，文策院目標

是透過漫畫讓臺灣內容經濟能量大爆

發。相較『金漫獎』讓當年度已出版

的漫畫作品競爭『漫畫輔導金』，『

原創漫畫暨劇本創作競賽』則是讓未

出版的作品被看到，讓好作品有機會

走入市場、走到國際。評審團也由漫

畫產業、出版社、影視產業背景專家

組成，從開發源頭即以市場眼光挖掘

好提案，協助臺灣原創作品走到更遠

的地方。

 本次競賽共有426件作品參賽，並設

立「歷史劇」為年度主題，激發眾多

與臺灣歷史有關的精采原創作品。各

組金獎可獲頒獎金新台幣30萬元；銀

獎與銅獎分別獲得新台幣20萬元與10 

萬元，競賽總獎金達新台幣300萬元；

得獎者還可獲 CCC 創作集漫畫平台連

載權與出版發行機會。

　文策院從3月接手、5月升級開放「

臺灣漫畫基地」並與台灣漫畫專屬數

位平台《CCC創作集》聯手，至今，已

舉辦超過 30 場活動、超過 140 件諮

詢與媒合需求、5件媒合成功案例、催

生7部作品。

　而《CCC創作集》線上化後，已上架

超過百部臺灣作品，每日超過萬人瀏

覽，協助催生原創漫畫65部、53篇專

題報導，超過77位作者、7間出版社

共同參與（長鴻、威向、蓋亞、留守

番、大辣、大塊、慢工）、2間跨域

合作單位（綺影動畫、臺灣歷史博物

館）。文策院表示，明年將持續協助

產業開發國際優秀漫畫人才，華文漫

畫從臺灣出發邁向世界舞台。

記者／李雅靜

 國語日報12日舉行第19屆「國語日報兒

童文學牧笛獎」贈獎典禮。連續兩年首獎

從缺，評審許建崑建議，創作者要多點高

瞻遠矚的氣度，議題設定格局不宜過小。

 第19屆「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得

獎作品，集結出版《牧笛獎精品童話》系

列新書——《狐狸的神奇藥局》，收錄第

二名鄭丞鈞〈九顆橘子〉，第三名楊紫汐

〈小陶狗的旅行清單〉，與何郁青〈富雪

奶奶的家族合照〉、張牧笛〈雪山的深呼

吸〉、雷婷〈狐狸的電話亭〉三篇佳作，

共五件得獎作品。

 受疫情影響，本屆牧笛獎由第二名得獎

主鄭丞鈞代表領獎，他表示創作〈九顆橘

子〉不只是寫給小朋友看，也是抒發自己

的心情，小時候沒有太多機會陪伴父親，

如今父親已是八十多歲的失智老人，內心

有許多感觸，因此用寫故事提醒大家要珍

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

 牧笛獎連續兩年沒有首獎，評審許建崑

表示，創作就是要精益求精，相信再多給

創作者一些時間，故事能修飾得更純熟。

 另外，知名童話創作者管家琪分享，好

的童話不只是想像，也需要包含感情與豐

富的童話感，簡單清楚的邏輯設定能幫助

作者說故事。

 評審鼓勵多點高瞻遠矚的氣度
記者／徐敬璇

　　安妮羊與VincentWu奪下頁漫組及漫畫劇本組金獎

與年度主題獎。（圖／文策院提供）

　　卓越新聞獎執行長邱家宜。（圖／黃佩璇）

　博客來12月初發布今年2020年年度

出版報告，其中，年度暢銷出版集團

紙本類，前三名分別為城邦集團、讀

書共和國、時報出版；電子書則分別

為城邦集團、讀書共和國、圓神出版

事業機構。

　另外，年度暢銷出版社紙本類前三

名則為時報出版、遠流、三采，電子

書類則為采實文化、時報出版、天下

文化。除暢銷的紙本類與電子書類出

版集團、出版社，博客來也統計出其

他排名如以各類型暢銷書，如文學小

說類、商業理財類、藝術設計類、人

文史地類、社會科學類、自然科普類

等二十種類別。

　此外，博客來也設計了一個互動式

網頁，可以讓網友在這個設計上看到

出版社編輯對於2020年的看法與總

結，其中邀請到了聯經出版總編輯涂

豐恩、大塊文化副總編輯MaoPoPo、重

版文化總編輯賀郁文（貝莉）、Me-

ters書系策劃人、悅知文化日本文學

總編輯葉怡慧與日文主編許世璇、野

人文化社長張瑩瑩、小天下總編輯李

黨、方智出版主編黃淑雲等，分享了

「2020你最滿意的出版作品」、「今

年疫情帶給你工作、生活上的變化」

、「請用一句話統整這一年，再用一

句話向2021年說Hi」等問題。

　因受今年疫情影響，各類書展由

延期直至取消，影響出版業選書與

出書，故博客來也在統計中運用

Hashtag，如「#焚膏繼晷字字血淚的

出版線上」、「2020辛苦了」、「謝

謝出版好書」等。最後，博客來也提

出了2020讀者都關注的熱門書籍，多

與戲劇電影、名人殞落、世界議題等

有關，讓讀者可以藉此了解最熱門的

話題。跟上現在的時代走向更了解現

在的時代走向，

2020 原創漫畫
劇本創作競賽

「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贈獎典禮合照(圖／徐敬璇）

國語日報
笛

暢銷書 年度雙TOP1

牧 獎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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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 公關被迫快速轉型

蝦皮購物推出【12.12狂歡生日慶】，結合北捷於雙12當日推出指

定時段搭乘台北捷運即可「全程免費」。

蝦皮購物在今年雙十一推出與國光客運跨界合作推出單日搭車免

運，引起「線下免運」熱潮後，這個月「12.12狂歡生日慶」再突

破，選擇台北捷運免運優惠，當天在上午10點至10點半刷卡進站，

無論搭多遠，從淡水搭到動物園、多少趟，運費全部0元。

蝦皮購物品牌行銷部長廖君凰表示，台北捷運一齊合作推出限時

免運優惠，不僅希望藉台北捷運的高運量、高影響力，讓『免運』

跨出網路界線，更在其中安排全台品牌從未嘗試過的全新創意。並

認為在各項優惠與創新活動的加乘下，今年蝦皮購物雙12將有亮眼

成績。」此外，蝦皮準備特別的小驚喜，乘在進出閘門時仔細聆

聽，會有意外的發現進行「洗腦行銷」，雙12也再祭出全站超取滿

99元免運。

北捷與蝦皮同慶雙12 運費全免

記者／陳羿穎
「大家好，我是巧虎！」這個聲音大家一定

不陌生，對小朋友而言，「巧虎說」的威力堪

比「老師說」，這個能讓小孩乖乖聽話的聲音

來自配音員王華怡，她的聲音默默的陪伴著大

家度過同年無數閒暇時光。

        深耕卅年備受肯定
 

從迪士尼動畫版的灰姑娘和茉莉公主，到電

視劇《鬼丈夫》裡飾演袁樂梅的岳翎和港劇《

阿飛正傳》裡飾演蘇麗珍的張曼玉，中文配音

都由王華怡擔綱，就連風靡一時的《遊戲王》

中都有她的聲音，工作經驗非常豐富。

在一次工作場合的空檔時間，一位年輕的客

戶特地來找王華怡，希望可以合照，她答應了

卻難掩驚訝，原來這位年輕人是因《遊戲王》

慕名而來，並對她說：「我就是喜歡第一季的

配音。」這句話無疑是給配音員最大的肯定。

其實在銘傳商專大眾傳播科夜間部就讀時，

廣播就是王華怡的畢業製作，但當時找廣播相

關職務碰壁，才轉而看報紙的求職欄，配音員

的徵人啟事映入眼簾，她決定去試一試，於是

在畢業前的一年就開始踏入這份深耕30多年的

職業。

          瞭解自己創造價值

對自己了解透徹，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發揮才，王華怡重重的拋出一句話：「夢想不

能當飯吃。」探索是學生時代的事，講求效率

的職場是不允許虛擲光

陰的。所以她很早就意識到配音員可能會有的

職業傷害，不論貫徹腹式呼吸法，還是午夜前

就寢，嗓子仍會因為過度使用而磨損變粗，王

華怡便開始往聲音導演的方向邁進。

配音工作是傳播的一環，自然存在著社會責

任，王華怡說，身為主播或記者還是得具專業

感，平常口語用的狀聲詞例如「咧」別出現，

句尾不用上揚，好不好聽和有沒有清楚傳達才

是需要在意的事。而台灣人的通病是語速過

快，說話速度會影響一齣劇的節奏，慢下來，

平静時才能向觀眾好好說一個故事。

「不要輕易放過自己。」道出她配音時的盡

心投入，以及修改對白的費盡心思，也能當作

給年輕一輩的勉勵。配音工作如同午後她在咖

啡廳受訪時，王華怡手邊那杯黑咖啡，開頭的

舌尖苦韻，最後會在喉嚨回甘。

配音當下完全投入角色                                 

            （圖／王華怡提供）

臺灣暨臺北市國際公共關係協會與世

新大學攜手在10日舉行「2020全球公關

數位創新論壇」，共舉辦4場專題演講和

2個綜合座談。20位公關專業人員分享因

疫情影響之下，公關產業如何調整，以

及談及未來方向與契機。

      朝快商務時代調整

Supplyframe總經理洪子倫表示，疫

情嚴重擾亂了全球供應鏈，改變了需求

模式，進而推遲了產品發布，因此多數

企業管理優先順序上發生了變化，他舉

例，企業不再從高效率、低成本的條件

下思考如何操作營運，相反的，考慮的

則是更有韌性的供應鏈，來服務市場。

foodpanda發言人兼資深公共事務經理

郭昕宜表示，自2017年起至今2020年，

成長了約179倍，其中緣由不僅包括了疫

情影響下加速數位轉型， 更重要的是國

人用餐習慣的改變，逐漸適應了外送的

服務與便利。

郭昕宜說，未來foodpanda的新機會將

朝向「快商務時代」，以平均30分鐘內

機車送達，滿足了個人少量需求，著重

方便及效率，改善從前實體通路以及電

子商務所需要「大量採購」的劣勢。

針對國際企業公關的疫後新常態，

聯合利華永續發展暨企業傳播事務經理

尤慈霞表示，從前公關所負責的對外溝

通與協調，經由此次疫情，關注的已不

同，公關應花更多的時間放在「內部」

，確保員工、供應商、社會、社區的心

境轉變，不受疫情打擊，反而對企業更

加的信心。蝦皮購物行銷部長廖君凰

表示，疫後的電商除了消費者購買習慣

改變，蝦皮也嘗試與其它電商挑戰不同

的目標，將電商加入互動化、社群化、

娛樂化，消費者除了在蝦皮選購商品之

外，也可以進行直播、買賣家使用聊聊

溝通，使消費者更願意停留時間在購物

網站上。

她分享說，疫情下大家比較願意和品

牌互動，也因為蝦皮開店門檻低，疫情

開店量也逐漸增加。除此之外蝦皮也挑

戰和汽車品牌Toyota 及房產業合作，讓

消費者在蝦皮的電商體驗可以多元化。

      疫情已成常態危機

工研院產業學院總監賴昶樺表示，

現階段行銷公關三大重要能力：對消費

者的觀察力、溝通技巧以及說故事的能

力，如何利用「消費者的語言」拉近產

品與消費者的距離，是行銷公關所要面

對的挑戰。

才剛拿下數項DMA數位奇點獎曾秀如

表示，目前的行銷公關已經來到4.0的階

段了，而行銷公關1.0主要著重在企業宣

傳、2.0則是轉為以消費者為中心、3.0

開始以價值導向為核心，最後4.0則是現

在多數企業都在追求的虛實整合。

另外她說多數公關們都希望出現「危

機」，好讓他們能大展身手出面解決，

但面對疫情這種「已變成常態的危機」

，讓許多企業必須加速轉型，推動不同

的產品和行銷手法。

曾秀如也整理了幾項行銷公關所要具

備的條件，如數據分析、媒體／社群洞

察、自媒體經營等等，都是成為行銷公

關所需的重要力。他也勉勵對公關一職

有興趣的後輩可以培養像是議題撰寫、

廣告投放等等經驗，對成為行銷公關都

是很有幫助的。

     公眾溝通越發要

關鍵數位行銷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

謝依如點出幾個近年來公關轉型的關鍵

字，包含永續、社會責任、利害關係

人、危機處理和公眾溝通。此外，她表

示，近年來公關面臨數位化時代所面臨

的轉型除了企業行銷通路改變以外，公

關工作所需處理的面向也更廣泛。公關

需發展新協作模式，落實敏捷技能及目

標管理積極取得社群話語權，發展內容

策略成為產業的品牌網紅。另外，疫情

促使品牌加速電商化，社群電商將成為

品牌熱門通路及服務。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陳憶寧、

智策慧品牌顧問公司執行長兼首席顧問

陳茂鴻，和戰國策傳播集團爆米花數位

資訊公司數位總監陳效天出席此活動。

陳憶寧表示，社群媒體中的公眾溝通

越發重要，言論自由和用戶發表的內容

規範也越發被重視，如何在言論自由與

仇恨性質言論中拿捏得體成為社群媒體

所要面對的挑戰。

她也提到，關於言論的決策，沒有絕

對完美，只有力求完美，平台的內容決

策需要更多的可歸責性和透明度。

智策慧品牌顧問公司執行長兼首席顧

問陳茂鴻整理出在數據閉環中與消費者

關係的看法，他說，因為越來越多的消

費者是透過網際網路來導購產品，讓企

業集團必須在數位環境下來做生意，進

而追求獲得更高的曝光率和觸及數，以

及透過數位優化消費者的體驗。

記者／賴政維

暌違15年 央廣韓語短波節目復播
　中央廣播電臺韓語短波廣播將

於12月13日復播，10日舉行復播

茶會，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大使姜

永勳、外交部亞太司司長曾瑞利

都親自出席。央廣董事長路平表

示，台灣與韓國有許多共同點，

能透過影視及文化方式交流跟彼

此學習很值得肯定。而央廣韓語

的復播也是新里程碑，讓兩國關

係更進一步。

　央廣韓語節目於19 6 1年開

播，後因預算調整而於2005年停

播，2018年7月起於網路開設韓

語網頁及製播節目，自央廣董事

長路平到任後，即積極規劃復播

韓語短波廣播，路平表示，她到

央廣就一直希望能讓韓語節目復

播，在2018年首先恢復網站和

YouTube播出，而接下來短波的正

式復播，是新的里程碑。路平指

出，台韓兩國在歷史跟文化有許

多可以互相借鏡的地方，透過交

流讓兩國可以進一步共享相同的

價值。

　姜永勳大使也表示，今年在疫

情影響下，人跟人的交往顯得相

對困難，這時候透過央廣的韓語

廣播，傳遞台灣消息，就成為超

越國際、讓不同國籍的人心連心

重要橋梁。

　睽違15年後重新開播的央廣韓

語節目，每週有6天報導臺灣重

要新聞；節目方面包括文化、藝

術、影視、旅遊、等；另外特別

推出「華韓雙語脫口說」要用「

廣播」助臺韓交流一臂之力。

記者／歐雅如

Supplyframe、foodpand、聯合利華三家公司代表演講。  (圖/林禺盈攝)                          

王華怡用聲音為角色注入靈魂資   深

配音員

記者／王歆慈、黃詩惟、林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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