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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大中華艾菲獎 台灣奧美大豐收  

台灣OTT熱潮之多少? 跨越語言瓜達哈拉書展 
推廣台灣創作力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NCC）11月8日

通過「普及偏鄉寬頻接取基礎建設補

助作業要點」，將與電信業者共同合

作，提升偏鄉網速、寬頻建設涵蓋率

和落實平衡城鄉差距，預計將於民國

109年完成建設。

　目前台灣偏鄉寬頻網速12Mbs以上

涵蓋率已超過96%，但消費者對高畫

質影音內容、互動式娛樂服務等應用

服務需求提高，偏鄉地區的網路仍不

足地方居民使用，因此NCC與業者共

同合作，以「政府一半，業者一半」

作誘因，加速偏鄉網路建置，預計三

年內完成。

　NCC副主委翁柏宗表示，因運用電

信普及機制鼓勵業者至偏鄉建設之基

金經費有限，無法於短期內滿足偏鄉

的網路需求，因此NCC推動「普及偏

鄉寬頻接取基礎建設計畫」，將與業

者共同合作，希望藉由提升寬頻網路

來改善醫療、教育和數位落差。

　NCC副主委翁柏宗指出，寬頻網路

的提升，在醫療方面，能縮短醫療傳

輸的時間，與大醫院連線合作，讓偏

鄉民眾可以得到更好的醫療資源；在

教育方面，偏鄉兒童透過快速和穩定

網路，進行線上遠距教學，獲得更好

的教育。
記者林文秀/報導

記者林俐/報導

　有「傳播界奧斯卡」之稱的大中華艾菲獎（Effie Great-

er China）得獎名單已於11月9日出爐。台灣奧美獲頒3金2

銀2銅，共計7個獎項入圍，包含14個產業8個客戶，已連續

兩年獲得「大中華代理商傳播時效排行第一」的榮耀，同

時，今年也是奧美大中華區第三年蟬聯「最具實效代理公

司網路第一」，充分展現了奧美堅強的網路實力。

　針對此次的獲獎結果，奧美集團副董事暨策略長葉明桂

表示，中國的廣告情感細膩，但想表達的東西太多，反觀

台灣的廣告也有細膩的情感，但故事裡要表達的東西只有

一個，好比微積分和國中數學，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難易

度，只能看評審的個人喜好。他謙虛的笑道，奧美是運氣

好，也感謝客戶們對奧美的信任，給了他們這個機會。

　艾菲獎自1968年創立以來，由中國廣告協會主辦，以創

意以及時效並重，他們堅持「以時效論英雄」，意在表揚

達到行銷傳播時效的作品，每年的賽事都競爭激烈，大中

華區艾菲時效排名以其入圍和獲獎的情況為基礎，也是業

界衡量其企業行銷價值最具有科學的根據之一。

台灣奧美再度蟬聯「大中華代理商傳播時效排行第一」。
                      （圖/台灣奧美提供、文/林俐）

2017年台灣奧美大中華艾菲獲獎名單
                       (製表/林俐)

廣告類別 獎項 廣告主／名稱

季節營銷類 金獎 全聯／中元祭

品牌體驗－

產品類
金獎

台灣賓士／速度

的味道

互動社群類 金獎
麒麟／人生的一

番搾

零售類 銀獎 全家／小小店長

家居用品類 銀獎 IKEA／來約會吧

互動社群類 銅獎
全聯／粉絲動

起來

品牌內容類 銅獎 
麒麟／人生的一

番搾

N C C新聞廣場

　大陸安徽省蕪湖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羅

智全、蕪湖日報報業集團編輯趙強、蕪

湖市廣播電視台生活頻道副總監江帆等

來自蕪湖市相關傳播業工作者共計11

人組成的蕪湖市新聞工作者協會參訪

團，11月17日至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進行

媒體產業的交流。

　座談會上，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倪

炎元、新聞學系主任孔令信、廣告暨策

略行銷學系主任黎佩芬、廣播電視學系

主任杜聖聰介紹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各科

系，並討論高校應如何面對媒體產業環

境的變化，與時俱進。

　倪炎元表示，銘傳大學面對快速發展

的媒體產業環境，對傳播學院各個科系

的課程設置及校內的實習機構進行了調

整，以培養學生媒體實務的能力，增強

學生的競爭力。在開心蕪湖市新聞工作

者來到銘傳大學交流之餘，他期待能與

蕪湖市新聞工作者有進一步的合作。

　蕪湖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羅智全指出，

現在的媒體呈現方式，從傳統媒體逐漸

向手機、客戶端轉移，手機成為人們獲

取資訊的重要方式。因此蕪湖市政府面

對如今的媒體產業環境，推動媒體融合

發展，推出包括新聞發佈、政務公開、

社會服務於一體的App「今日蕪湖」。

　他說，過去的記者往往是播音的只能

播音，寫作的只能寫作，學攝影照相的

很專業，但是每個領域不融通。現今最

需要的是全媒體記者，在招聘的時候，

是在看一個學生的綜合素質，既能寫新

聞，又能拍照片，還能編輯排版，同時

也能夠預料到這個資訊或新聞出來之後

點擊率、轉發率、點讚率有多高，才會

是公司想要的人才。

　羅智全說：「兩岸一家親，親戚越走

越親！」希望在未來能夠與台灣的院校

進行更多的切磋、分享與合作，促進兩

岸在學術的交流。

大陸安徽省蕪湖市新聞工作者協會與銘傳大學師長合照。
（圖、文/林文秀）

建構偏鄉高速網路 平衡城鄉差距 

記者楊皓翔/報導

中華電信4G用戶 收不到地震訊息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11月

18日表示，先前在921國家防災日演

習測試手機地震警報訊時，中華電

信竟有部分4G用戶未收到。經過調

查結果，中華電信已於當天修正系

統，後續海嘯警報、核安演習都已

正常發送，日後將會督導中華電信

近期測試發送訊息，確保系統運作

正常。

　NCC表示，於921國家防災日演練

地震警報測試時，電信五雄中，只

有中華電信部分4G用戶無法收到訊

息，為了解該事件原因，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及NCC於9月25日派員

至中華電信進行行政檢查，檢查結

果為交換機邏輯判斷異常，導致無

法全區發送訊息。

　此外，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及

NCC也於9月27日邀集科技部、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電信

五雄，召開專案會議來檢討演練缺

失，後續也擬將相關改善方案及本

案專案報告陳報行政院。

　NCC委員會決議，這次演練測試

顯示出中華電信的測試標準作業程

序，由於未能妥善考量各種原因，

導致錯誤發生。

　NCC委員會說，後續會督導中華電

信近期內測試全區訊息，以確保系

統運作正常，並要求測試前應發布

新聞稿告知民眾。 

記者楊皓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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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麥斯威爾咖啡的「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左岸咖啡的「這是春天的最後一天，我在左岸咖啡

館」到統一CITY CAFÉ「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咖啡

館」，這些耳熟能詳的廣告台詞，都是出自於奧美

廣告副董事長暨奧美集團策略長葉明桂之手，走進

他的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一疊又一疊各種不同類

型的書籍，他笑稱除了寫書外，閱讀更是他自己生

活的一部分。

驕傲又謙虛的態度　不平凡的廣告人生

　奧美廣告在葉明桂的帶領下，已獲得無數獎項，

若用一句話形容奧美，葉明桂說：「驕傲又謙虛」

在得獎的時候大家都很驕傲自己做到了，也證明在

努力的過程中團隊得到了收穫，但隔天會將那些榮

耀「歸零」，繼續面對接下來的挑戰，因為驕傲會

是職場上很大的絆腳石。

　紅透半邊天的「全聯系列廣告」也是葉明桂代表

作之一，全聯廣告片在奧美接手後，很快就成為大

眾的討論話題，成功翻身了地處偏僻、環境空間有

限的全聯福利中心。葉明桂表示，當時接洽全聯這

個客戶時，聽完他們抱怨後，給他這個廣告的發想

及策略，因為全聯沒有太多東西，只剩下便宜，這

是另一種反向的行銷策略，也包含了背後的消費者

洞察策略「羊毛出在羊身上」，傾聽客戶的抱怨，

並將它變成機會點，後來這個策略一用就是十年。

　比起副董事長的職位，葉明桂大多數的時間還是

致力於策略長一職，行銷的戰場上分秒必爭，要在

時間有限之內做好客戶的要求。葉明桂表示，整個

團隊在中國的市場中有一套「專業模式」，在客戶

要求做廣告的時候，他們必須先做好中國的市場調

查，有準確的資料才能精準執行客戶想要的東西，

最怕的就是客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客戶無國

界，遇見好的客人，就要給他們最好的回饋。

　談起如何入廣告這行，葉明桂說，自己本來不是

讀廣告相關科系，在看報紙求職的年代，本來是要

找貿易相關的工作，「直覺」卻讓他對廣告行業感

到極大的興趣，於是投了七家廣告公司的履歷，只

有奧美的前身國泰建業廣告錄用了他當業務。他表

示，最感謝現任奧美大中華區副董事長莊淑芬，給

了他這個機會，讓自己能在這三十年來，可以一直

做自己喜歡且擅長的事。

有同理心的洞察大師只稱讚、不責難

　在業界有「老師」之稱的葉明桂，提起這三十年

來帶過的部屬，他屈指一算，很多都成了總經理。

他表示，罵人沒有什麼好處，比起拿著別人的缺點

放大檢視，更應該看到他人的優點，自己的部屬若

是做不好或做錯了，也不會劈頭就罵，因為他們都

有自省的能力。也有很多人叫他「洞察大師」，因

為他有非常強烈的同理心，知道別人心裡在想什麼。

記者林俐／報導

　《Marketing》 雜誌11月9日在

香港洲際酒店舉行的「Marketing 

Excellence Awards  2017卓越市

場推廣獎」頒獎晚宴。AsiaPac亞

思博行銷公司與A Drop Life點滴

是生命首次參加，憑著 「揹水一

戰 & 點滴揹水行2017」推廣活動

為點滴是生命勇奪 「Excellence 

in Marketing - NGO」 銅獎！

　AsiaPac亞思博行銷公司2014年

開始為 A Drop of Life推廣籌款

活動，也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亞思博公司表示，很榮幸可以和

客戶一起上台領獎，感謝A Drop 

of Life多年來對AsiaPac團隊的

信任和支持，同時也感謝團隊的

卓越表現，並承諾會繼續為每一

位客戶用心出戰！

　亞思博為亞太網絡資訊有限公

司的分公司，總部設在香港，於

2013年成立台灣分公司，經營批

發市場推廣公關、產品宣傳，展

覽及貿易展覽會籌劃產品，致力

為客戶提供以成效為導向的數位

行銷與電子商務服務，以及全方

位的跨平台推廣服務。

　而這次「卓越市場推廣獎」是

香港在營銷傳播服務行業表現的

主要活動，今年開設32個類別，

涵蓋了多元化的營銷學科。專家

組由行業領袖和高級營銷人員組

成，公正評選2017年度卓越營銷

大獎的入圍者和獲獎者。

記者李安妮／報導

　「點滴揹水行」勇奪2017卓越市場推廣獎銅獎證明函。          

三立、台視下月播新劇「已讀不回的戀人」 
記者張家娸／報導

OPPO推新機R11s 贊助金馬雷雕限定版

  OPPO於11月22日推出R11s與R11s Plus，這款

R11s系列手機是先前推出R11系列的進化版，強

打臉部辨識解鎖功能，相機功能則是配用「智

選雙攝」的雙鏡頭，可以依據環境亮度智慧選

擇拍攝鏡頭，前鏡頭使用AI智慧美顏功能。

　OPPO R11s採用了18：9全螢幕顯示比例的全

面屏的設計，前置2000萬畫素鏡頭，具備AI智

記者范祐嘉／報導

　OPPO特別推出50組只送不賣的「金馬雷雕

限定版R11s」給本屆評審及入圍者。

洞察

大師

（圖／擷取自AsiaPac官方網站、文／李安妮）

  葉明桂熱愛廣告的程度讓他做到死也樂此不疲。             

                             （圖、文/林俐）

　他說：「我的經營之道就是只稱讚、不責難，你

看到一個人有做不好的時候，要想大多數的時候他

還是做得很棒。」所以正向思考的哲學，讓他與同

事們零距離，從進辦公室沿路與他熱情地打招呼、

閒聊的員工們便知道。

　三十年來「從一而終」的熱愛廣告，葉明桂沒有

想退休的意思，他笑道，自己做的是一份家人認可

且自由，同時自己也熱愛的事情，這是最大的理想

值了，熱愛閱讀與寫作的他，將會延續這份興趣，

「邊工作、兼寫作」，在今年四月他已出版了新書

《品牌的技術和藝術》，並且在未來五年內有極大

的可能再出第二本書。

葉明桂:行銷戰分秒必爭 給客戶最好的

  三立、台視新推出週日偶像

劇「已讀不回的戀人」11月14

日舉行主要演員卡司發布記者

會，此劇將接檔「撲通撲通我

愛你」，鍾承翰與搭檔蔡黃汝

以及小薰黃瀞怡、邱昊奇共同

出席，「已獨不回的戀人」是

一部全新題材的偶像劇，劇情

包含運動、愛情、奇幻。

　「已讀不回的戀人」由蔡黃

汝首次與鍾承翰搭檔演出，男

主角鍾承翰表示，聽到劇名時

以為可以談個浪漫的戀愛，結

果劇中角色動作戲不斷，他笑

稱自己快變成武打明星了。主

要演員們都是首次合作，蔡黃

汝卻表示，他們在對戲時的默

契十足，根本不像是第一次合

作，也因這部戲劇，結交到許

多朋友，劇組感情融洽。

　此劇是首部以「自行車」為

主題的作品，由鍾承翰收到一

封來自2018年的未來簡訊，而

開啟一段時空情緣。小薰黃瀞

怡以及邱昊奇也將跳脫以往的

角色框架，展現全新樣貌，他

們都說：「為了這次角色花了

很多時間與精力來學習，很害

怕不小心露出本色」。

　「已讀不回的戀人」分別於

12月10日在台視首播，以及12

月16日在三立都會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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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黃汝

笑說終於有

人比她黑，

她可以當一

次「白雪公

主」了。

（圖、文／

張家娸）

慧美顏技術，後置2000萬畫素+1600萬畫素主相

機，皆搭配 F1.7光圈，可以根據光線的變化智

慧切換鏡頭，在拍攝人像的功能上是所有手機

裡面最優秀的一款。

　這次的R11s搭載香檳金、黑色與特別版紅色

等顏色，特別版紅色加入「星幕屏」設計，它

在螢幕邊框的上下兩側邊緣，做了紅色漸層光

暈的設計，設計靈感則是來自星空與星雲，而

這需要1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除了相機的升級外，主打的臉部辨識解鎖功

能也是一大亮點，號稱可以0.08秒解鎖，但這

不像iPhoneX的Face ID還可以購買App、Apple 

Pay等，R11s的臉部解鎖功能只能單純解鎖而

已，與三星的Galaxy S8和Note 8相同。

　OPPO今年還大力贊助金馬獎，是第54屆金馬

獎唯一的指定手機品牌，OPPO將特別推出50組

「金馬雷雕限定版R11s」贈送給本屆金馬獎評

審與入圍者，以專屬訂製的外盒、手機背後的

雷雕、佈局主題，以及手機鈴聲，而這個版本

只送不賣。

　OPPO也在11月24至26日舉辦「OPPO R11s風

格實驗室」，進駐在台北三創一樓廣場，提供

不同風格的拍照情境與變裝道具，用玩色更衣

間、彩妝實驗室、造型實驗室、網紅伸展台與

夜光派對等五大概念，除了鼓勵消費者拍出屬

於自己的個人風格外，還能夠親身體驗R11s相

機升級的效果。

（圖／擷取OPPO粉專、文／范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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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
中華電信MOD開台

2012年11月
第一家網絡線上

影音服務平台
myVideo成立

2016被稱為台灣OTT元年
Neflix在1月進入台灣
愛奇藝台灣站在3月開站
KKTV、Vidol、Gagaoolaa、
CatchPlay On Demand也
在這年成立

2017年11月
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成立

成員共有13家業者：LiTV、KKTV、
4gTV四季線上影視、ELTA OTT影視、

歡樂看FainTV、friDay影音、Hami Video、
my Video影音隨看、Vidol全球華人影音
平台、麥卡貝網路電視Camerabay.tv、
CATCHPLAY ON DEMAND、巴哈姆特
動畫瘋和GagaOOLala同志電影線上看

主編／蕭咏詩中華民國106年11月24日 星期五

傳播櫥窗

　2008年創立的「書展大獎」，十年來持續肯定台灣出版

業創新精進，這次更另設「編輯獎」，開放出版社提名或

編輯自行報名。除了鼓勵自製書籍，也接受翻譯書報名。

參加資格限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間首次

出版的中文創作。書展大獎得主最高獎金為10萬元，將於

2018年台北國際書展開幕典禮上舉行頒獎典禮。

台北國際書展最高獎金10萬

（陳名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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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新聲DJ
金鐘獎得主邵大倫：把母語傳遍全台 

　「您好，我是邵大倫。」他是寶島新聲的「寶

島真無閒」節目DJ，同時甫獲今年廣播金鐘獎流

行音樂節目主持人獎。受訪那天，他穿著格子

襯衫、臉上掛著親切的笑容、用磁性嗓音和記者

打招呼，沒有架子像朋友聊天一般，從訪談中感

受到他對台語廣播的熱忱。他說，他熱愛台語文

化，希望可以將此傳遞下去，影響更多人。 

　很難想像邵大倫一開始台語是不輪轉(流利)

的，他說，剛做廣播節目時，光用台語發音的「

歷史」就錄了20幾次。事後他曾去問父母，為何

在家不跟他說台語，原來他們怕兒子的發音會被

影響，變成「台灣國語」。後來為了練習台語，

他要求父母得在家用台語和他對話。

　邵大倫說，進入寶島新聲快十年，他銘記母親

記者黃美靜／報導	

新北國際華人紀錄片月開跑 
　「2017新北市國際華人紀錄片月」11月15日在新北市府

中15舉行開幕式，展出「新北市紀錄片獎優選影片」、「

香港華語紀錄片推薦佳作」與「CNEX亞洲地區精選紀錄作

品」等紀綠片，展期至12月10日。今年新北市政府特地與

長期深耕紀錄片推廣的CNEX基金會合作，同時也舉行多場

映後座談會，讓觀眾可以與專業人士直接交流。（廖子盼）

2018紐約廣告節評審陣容強大 
　2018紐約廣告節開始徵件，至2018年1月31日截止，此

次NYF的評審工作由超過400位大陪審團及執行評審審理，

由大陪審團決定出入圍名單以及執行陪審選出年度最佳廣

告獎。紐約廣告節即將邁入60周年，被認為是檢驗全球傑

出廣告及行銷傳播的高榮譽。 （王書馨）

邵大倫希望透過廣播將母語意識傳播到台灣各

個角落，帶給人們正面的影響。		

																		　　（圖、文／黃美靜）	

公廣公聽會：未來會以民意為重
　公廣集團於11月17日委託東方線上在中壢舉辦公共價值

評量公聽會，希望了解民眾與公廣集團相關利害人對於公

視滿意度調查，以及說明公廣集團未來趨勢走向。東方線

上發言人表示，公廣集團是台灣目前唯一的公共媒體事業

群，不以利潤為經營目的，對不少的議題做了許多深度報

導，希望透過與民眾對談能得到更多的視角與觀點。強調

之後會把更多少數民族議題加入新聞或節目，讓節目更多

元，照顧到更多不同族群。

　有民眾提到，公廣集團對於環保議題報導深度不足，而

少數民族議題多以原住民及客家文化為主，對新移民報導

稍嫌不足。新聞題材應該增加國際新聞報導量。　（吳瑞銘）

曾說：「媒體直接影響人的思考，從事這一行，

就要懂得運用它來傳達正面善良的理念，進而影

響更多人。」從此之後，邵大倫連說笑話都遠

離黃腔，他認為自己雖然只是台語廣播的小螺絲

釘，但將盡全力去發揚台灣文化的純真及美好。

　邵大倫提倡台灣在地文化，希望影響到更多聽

眾，談到做廣播的成就感，他表示，他曾在節目

上宣傳媽祖遶境的活動，真的有聽眾去從頭到尾

參與活動，比他參與的天數還多。從這件事他知

道了自己的在廣播說的話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邵大倫在節目中訪問過許多台語歌手，由於他

身兼歌手身分，對他而言在訪問過程中他獲益不

少，尤其在唱片製作面、跑節目活動，歌手的辛

苦他都能感同身受。

　歌手、DJ一路走來，邵大倫感謝同樣是寶島新

聲DJ老婆Lala不離不棄的支持。他說：「她是我

的頭號粉絲，我的歌她都會唱！在我想當好DJ而

想把唱歌的夢想放在一旁時，她幫我報名了很多

歌唱比賽，讓我去參加，不管是DJ還是歌手，她

都支持我想做的事，真的很感謝她。」

　除了支持自己的老婆，邵大倫最感謝的是寶島

聯播網總經理賴靜嫻與寶島新聲台長周韋杰。他

強調說：「他們能讓我無後顧之憂地主持節目，

不會干涉我想做的內容，電台在他們的帶領下，

工作環境和諧，才能在廣播金鐘得到肯定。」

　邵大倫說，當了DJ後，讓他重新認識自己的母

語，因此他現在最大的希望是透過廣播將母語意

識散播到台灣各個角落，帶給人們正面的影響，

他也鼓勵現在的年輕人，先認識自己的母語，增

加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

努力練台語　傳揚台灣在地文化

身兼兩職不容易　感謝身邊人支持

2004 2012 2016 2017

電信商OTT服務方案
資料來自各平台的官網

NT$168

NT$250

NT$199

NT$199 

NT$139

2017/12/31前限時特價
129元/月（只限電視劇）

一次預繳60天 9折 
一次預繳120天 8折 

新會員專屬，首次申裝
享前30天免費 (不含單
片租借)

影視雙享包30天
Gt 行動電視 + FriDay影音

影劇館 30天$299

影音雙享2勢力
Gt TV服務30天+MyMusic
服務30天$199（活動至
107/07/31止）

所屬電信商 看到飽 
(每月)

優惠方案 
(各家平台保留最終決定權)

　據數位時代11月2日報導，
台灣第一個OTT聯盟「台灣
線上影視產業協會」正式成
立。首任理事長、LiTV董事
長錢大衛指出，協會成立的
目的主要是為了建立起產業
統一溝通窗口，集結力量，
一起打擊共同的敵人，也就
是盜版影音。 
　現在大部分台灣人都愛使
用網路影音平台觀看影劇，
因應這個趨勢，台灣的線上
影視平台也在近年快速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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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達拉哈拉書展　推廣台灣創作力 

　廣播只能透過聲音傳遞訊息，要把

話說得清晰動聽才能抓住聽眾的耳

朵。央廣主持人夏治平說：「如果你

說不清楚，聽眾沒有必要聽下去。」

　銘傳大學廣播電台「銘傳之聲」10

日邀請到央廣的主持人夏治平，為傳

播學院及廈門理工播音班的學生講授

聲音對主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練習

出好的聲線和把話說清楚。講座才剛

開始，他就安排了第一份功課給現場

的同學，要求同學回家後透過練習吸

氣吐氣及運用丹田發聲，發現自己不

一的聲音，找到聲音的樂趣。

　夏治平提到，台灣的同學說話的速

度很快，話都會黏在一起，如果是播

報新聞的時候涉及到專有名詞時，吃

字的情況會更明顯，造成聽眾聽不清

楚播報內容。因此，把話說清楚很重

要，是主播必須要重視的事情。

　現任東森購物兼東森新聞雲總經理陳安

祥，於11月8日受邀到銘傳大學與同學分

享近年傳播產業的變遷。他提到，新媒體

的出現帶來電視革命，也促使小眾傳播崛

起，直播與App興盛是現今數位行銷的發

展趨勢，但傳播產業沒有恆久不變的經驗

法則，他鼓勵後輩要精進「創造力」，才

能因應傳播產業瞬息萬變的生態。

　現今傳統有線電視遇到傳播新科技新挑

戰，雖仍是五大媒體中普及率最高的產

業，但已進入了衰退期。儘管每個人使用

智慧型手機及平板的平均時數相當多，但

陳安祥認為，傳統有線電視不會消失，在

吃飯用餐及休息的時段，電視觀看頻率仍

超越手機的使用頻率，他表示，分眾及個

人化投遞訊息才是現今的發展趨勢，舉凡

臉書直播所衍生的效益，比起傳統紙媒及

電視來得更廣泛，2017年社群媒體轉戰電

商，結合了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現今技術

已發展出AlphaGo等AI人工智慧，但陳安

記者陳名萱／報導

　陳安祥至銘傳大學分享傳播產業趨
勢，圖為與廣電三甲學生合影。
                               （圖、文／林翊涵）

　左起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趙政岷、執行長王秀銀、文化部政務

次長丁曉菁及插畫家郭乃文與周見信，一同為書展揭開序幕。

                                          (圖、文∕陳名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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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

展將於11月25日至12月3日盛

大舉行，台灣館延續以「DES-

CUBRA TAIWAN」發現台灣為題

參展。邀請最佳圖文搭擋創作

者周見信、郭乃文以無字繪本

《尋貓啟事》及451本精選特

色圖文書，向拉丁美洲讀者展

現台灣的創作魅力。

　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趙政

岷表示，世界第二大的墨西哥

瓜達拉哈拉書展，今年是台灣

第五年參展，希望透過創作品

的交流和推廣，將台灣的文化

傳遞到世界讓更多人看見。文

化部政務次長丁曉菁透露，文

化部一直以來都致力在把好的

文化推廣給更多人看見，讓大

家能重新認識台灣。

　今年臺灣館延續「DESCUBRA 

TAIWAN」主題，採用台灣知名

插畫家幾米繪製的「小美人」

插圖作為主視覺，並延伸運用

插畫家周見信的創作元素，打

造清新活潑的風格。作家郭乃

文也準備了精心設計的「版

印」活動，現場創造漢字書寫

的樂趣，讓讀者可自行選字上

色DIY，為台灣館帶來創新又

歡樂的氛圍。

　周見信擅長版畫、水墨畫等

創作，與多年搭擋郭乃文合

作，多元呈現溫暖平實的內

容。《尋貓啟事》與《小白》

以無字繪本的形式，跨越語言

及文化隔閡，其中《尋貓啟

事》更成功售出墨西哥版權，

為瓜達拉哈拉書展拔得頭籌。

　此外，「西語試譯本計畫」

為台北書展基金會特邀墨西哥

SM Foundation出版集團藝術

總監Quetzal Leon精選擁有版

權潛力的台灣童書作品，加上

邀訪作家周見信的作品，共12

件繪本製作西語譯本。

記者林翊涵／報導

小眾傳播崛起　勇於創新成關鍵 

　小日子雜誌社長劉冠吟認為自己在夢想與現實

中找到平衡是幸運的。

                        （文、圖／陳柏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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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認為，記者所擁有的人脈、採訪技巧

和說故事的能力是無法被取代的，應該

從這些方面精進，而且傳播產業是變動

劇烈的團隊戰，沒有經驗法則可以參考

一輩子，唯有不斷地與時俱進，「勇於

創新」已是現今及未來想進傳播圈的人

所應具備的必要條件。

　夏治平表示，主播念稿要輕重緩

急，平鋪直述地播報會過於乏味，難

以抓住聽眾的耳朵。講座尾聲，他也

笑談自己過去的播報趣事，有次他需

要為一則廣播廣告配音，因老闆要求

將正確讀音的「ㄐㄩㄣ裂」讀為「龜

裂」，無奈的他只好服從，但直到現

在都不敢回去聽最後播出的版本。

　小日子社長劉冠吟說：「所謂美好生活就是你可以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並且不用為了生活妥協太多，人

生不可能都沒有妥協，如果只有妥協到一點點，就可

以稱上是美好生活了。」

　小日子雜誌在她的帶領下走過四個年頭，從雜誌起

家，開始經營網路平台，去年經營起小日子商號賣起

選物、飲品，吸引不少喜愛小日子風格的海內外讀者

前來，一步步將屬於台灣的美好生活擴散出去。

多種人生經驗　累積日後養分

　現在的她，在現實與夢想中找到平衡，劉冠吟表

示，現實生活中是很苦澀的，它並非報導的這麼浪

漫，在做自己喜歡的寫作時，必須背負很大的業績壓

力，但不覺得這樣痛苦，因為那是她喜歡的東西。

　形容自己是個很容易為所做的事瘋狂投入之人，劉

冠吟將自己對工作的態度度比喻成書名「人生是一個

人的狂熱」。她認為，每個人都必須找到一件自己願

意一頭栽入的事情去做，當對於所做的事有所認定與

執著時，就不會覺得工作是種負擔或者被迫害，人生

要快樂就是去做自己覺得有熱情的事情。

　「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編輯，你所經歷過的事或交

往過的人，不論好與壞總會在生命留下些什麼，成為

日後看事情或做決定很重要的元素」劉冠吟說。她以

自己為例子，就讀台大中文系卻從沒當過家教，反而

在餐飲業打工，卻在經營小日子商號中派上用場，一

切就是如此奇妙，想去做的東西總會在日後的人生浮

出來，成為生命的養分。

　劉冠吟在擔任小日子社長前曾在政治、財經、科技

等不同領域工作過，從報社記者到大公司發言人，她

都在做「轉換器」的角色，把產業想要傳達的事用大

眾聽得懂的語言傳達出去。她坦言，把複雜的事情用

邏輯的方式去表現靠的是天分，之前的工作都是在幫

別人說故事，說應該要講的話。

　但在她心中一直有想說的故事，也對台灣這塊土地

的情感與文化有興趣，所以在一次與小日子創辦人

黃威融的談話中，認識到台灣代表性濃厚的小日子雜

誌，知道小日子除了擔任起台灣生活紀錄者、觀察者

的角色，也是庶民生活的代表，劉冠吟期望可以將這

樣的形象更深植人心。

一本看似慢步調雜誌　卻是急出來的

　小日子雜誌給人輕鬆且慢慢體會生活的感覺，但當

小日子的編輯可不是這麼一回事，編輯是個看似簡單

卻不簡單的工作，一個月必須完成企劃、採訪、撰稿

等許多事情，一本慢步調的雜誌卻是急出來的。劉冠

吟笑稱，自己是個強勢的主管，但也盡量做到最少干

擾原則，認為不管教就是最好的管教，因為在小日子

工作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只有他們認定這件事

情是值得的才會願意燃燒生命去衝。

　也許是受到自身父母的淡定與從容影響，劉冠吟父

母從小對她所做的事情給予很大的發展空間，造就她

勇於嘗試的個性。她認為，文化與環境更勝過千言萬

語，才是最能夠促使一個人走那個方向的主因。

　面對紙媒式微的衝擊與傳統媒體的轉型，劉冠吟不

自亂陣腳，提及小日子雜誌兼具設計感與美感，擁有

讓人收藏的價值。她說，在轉型方面不一昧追求速度

與資訊，希望在深度與其他家媒體上作出差別，展現

台灣的庶民生活與創造每個人心中的夢想生活，走出

一條屬於「小日子」的路。

記者陳柏璇／報導

記者蕭咏詩／報導

劉冠吟引領《小日子》 挖掘在地美好事物

　央廣電台主持人夏治平為與會同學示

範，如何誇張地說話，幫助練習發音。

                （圖、文／蕭咏詩）

抓住聽眾耳朵　口條清晰為首要

跨 越
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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