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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氣象不忘愛心　王淑麗三度奪獎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媒體改造學社

共同舉辦的媒體年度代表字與大事票選活

動，分別由「亂」以及「假新聞」獲得最高

票數。

　「亂」是指整體環境的狀況。媒觀董事長

賴鼎銘表示，媒體素養是媒觀一直想推動

的，尤其是媒體工作者的工作權與環境。媒

改社召集人戴瑜慧憂心地指出，台灣的傳播

環境並不好，災難新聞被指是消費災民、累

死記者。媒改盟召集人葉大華認為，「亂」

同時反映在娛樂市場與新聞底線，在娛樂市

場上，台灣不缺乏多元性，但現在網路上許

多的新興媒體、網路原生媒體甚至是自媒體

產生了許多亂象，大家應自律、積極溝通且

善盡消息來源的責任。

　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

(Cédric Alviani) 表示，言論自由不代表就

沒有規管、沒有了自律，也不代表新聞業可

以隨心所欲的播報。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

理事葉瑜娟認為，「亂」反映了媒體勞動環

境的惡化。因此，媒體工作者要團結起來，

才能翻轉惡劣的環境及大眾的刻板印象，這

就是媒體工會存在的目的。

　針對票選第一名的年度大事「假新聞」，

賴鼎銘指出，近來假新聞問題不斷，媒觀也

啟動了新聞事實查核，但發現媒體對此有些

敏感。他強調，查核計畫是在幫媒體建立信

心，讓大眾了解新聞報導的角度。艾瑋昂也

指出，身為一個公民，必須要壯大自己的公

民意志、捍衛自己的言論自由、有辨識假新

聞消息的能力。他也提醒新聞業在這之中扮

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記者周芸／報導

「亂」、「假新聞」獲選媒體2017代表字與大事

　媒觀與媒改社舉辦的媒體年度大事暨代表字票選，「亂」字拔得
頭籌。          　　　　　　　　　　　
　　　　　　　　　　　　　　　　　　　　　 （圖、文／周芸）

　東森氣象主播王淑麗3月2日獲得「氣象

應用推廣基金會」的最佳氣象主播獎，這

是她第三次獲得此殊榮，而東森氣象團隊

也接連兩次獲得最佳氣象團隊獎。對此，

王淑麗說：「我為我的團隊感到無比喜悅

與榮耀，每一個人都很重要也很優秀，從

不後悔擔任氣象主播一職。」

　今年優質氣象播報獎所參加的團隊及主

播甚多，有8個氣象團隊和8位氣象主播，

競爭相當激烈。王淑麗憑著她有趣的播報

方式、準確的氣象評估及快速的為觀眾解

讀氣象資訊，在所有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她表示，謝謝評審將三年來的最佳氣象主

播獎頒給非科班出身的她，獲得此獎項對

她來說是莫大的鼓勵和前進的動力，但她

仍最感謝新聞副總孫嘉蕊給她空間及舞台

發揮。

　王淑麗不僅常常出外景播報氣象，在去

年12月與東森氣象團隊更是完成一項不可

能的任務「玉山登頂，連線播報」。王淑

麗說，為了幫助弱勢偏鄉孩童，他們咬緊

HBL30周年特展　FOX體育家族與高中體總合作

導演李惠仁新作 傳遞民主價值

記者溫振甫／報導
　FOX體
育家族與
高中體總
合作，策
劃HBL三
十周年特
展---「
我們的
HBL年
代」。
　　　（
圖、文／
溫振甫）

　HBL高中籃球聯賽今年邁入第30個年頭，FOX

體育家族與高中體育總會合作，策劃HBL三十周

年特展—「我們的HBL年代」，即日起至3月18

日，在三創生活園區三樓展出，讓觀眾免費入

場。

　此次特展的內容包括HBL歷年來的特殊收藏，

而影片區則有歷年來經典賽事剪輯、今年4強球

隊的決賽戰袍展示及Gear VR展示區等，除此之

外主辦單位也收集歷年球星、教練的親筆語錄

製成小卡片，讓球迷能將語錄小卡、紀念門票

等紀念品帶回家。

　FOX體育台公關羅嵐表示，其實早在去年8

月，就開始與高中體育總會商討展覽的形式，

而其中VR展示區的部份，是在高雄複賽時用360

鏡頭拍攝，展覽內可以看到今年複賽時，球員

休息室、板凳區、加油區還有主播台的360實

景。 

　影片的蒐集與製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羅嵐

也提到，早期的影像素材有的早已遺失，但還

是拼拼湊湊把精彩的畫面呈現給大家，自己跟

內部剪接人員也是從去年開始找影片，一片一

片看，才有現在大家看到的經典賽事剪輯。

記者郭雅茵／報導

　公視3月1日播出紀錄片導演李惠仁與

呂培苓共同執導的《并：控制》，片名

中的「并」，其實就是倒過來寫的「

共」。紀錄片中講述香港銅鑼灣書店的

　出席特映會時，李惠仁提到製作這

部片的動機，是因為發覺「自我審

查」風氣漸長，有許多人為了在中國

發展，避而不談某些爭議事件，深怕

對自己造成不好的影響。對此，他

說：「人的心是最自由的地方，如果

心被控制的話，哪一天我們會連夢都

不敢自由地做，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

事。」

　他也表示，之所以會被控制是因為

恐懼，這部紀錄片將不斷的提醒許多

人，能夠戰勝恐懼的無非是希望和絕

望，希望讓觀眾好好地去思考。今年

台灣「二二八事件」滿七十一周年，

當初就設定要在這時候公開播送這部

影片，也在公視首播後開放所有版

權，且完全免費，盼能向觀眾傳遞民

主自由的價值。

五名股東莫名失蹤，以及周子瑜、戴立

忍、李明哲等人的事件，讓觀眾看到中

國對台灣、香港無所不在的控制，藉此

警惕公民社會。

記者徐藝芳／報導

　導演李惠仁（右）、呂培苓（
左）出席紀錄片《并：控制》特映
會，片中受訪人台灣非政府組織李
明哲的妻子李淨瑜（中）也到場觀
影。

（圖、文／郭雅茵）

牙根登玉山，籌措經費賣出淑麗公益桌

曆，再累再辛苦都值得。此舉獲得粉絲

們紛紛讚賞，如今再次獲獎實在實至名

歸。

　東森氣象主播王淑麗獲頒最佳氣
象主播獎。
　　　　　　（圖、文／徐藝芳）

東森新聞氣象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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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紙媒因為科技日新月異而淪為夕陽產業，許多人都紛紛預測傳統紙媒將會在數年後消失。
但觀察目前台灣傳統紙媒的各項指標與趨勢就可以發現，傳統紙媒產業除了將「書報電子化」之外，

同時也致力於創造新型態的新聞，試圖追上科技快速變遷的步伐。

報紙 雜誌 網路廣告量成長率 資料來源：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2017

閱聽眾性別比

報紙 雜誌

48.2%

51.8%

54.9%

45.1%

男 女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2017

直播、互動式新聞成趨勢 傳統紙媒
電子化

每百戶報紙 / 雜誌份數
33.7 份 15.15 份

14.7 份 7.0 份

2005年 2014年報紙

雜誌
資料來源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統計月報 2015 年 12 月號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統計月報自 2016 年 1 月號起停刊。

中時電子報總編輯楊維敏 
中時電子報進行網頁改版，結合大圖像的
視覺介面、多元載具使用、社群網站串聯
等特色，改善讀者的數位內容體驗。有照
片、影音的新聞型態已經不算新穎，直播
的發展才是現今趨勢，能直接和讀者互動
達到更多的迴響，未來會再加強直播頻率
以及選材過程。

自由時報副總編輯兼電子報執行長黃嘉瑞 
因應人手一機的時代，推出手機版網站及
行動裝置App，直播對新聞網站來說是非常
重要的工具，例如在太陽花學運時，傳統
的媒體難以在會場內進行即時報導，直播
反而更能呈現事件的即時性與真實性給閱
聽眾。

聯合報融媒體發展部 
聯合報融媒體發展部也致力開發「視覺化
互動說故事」，推出形式創新的「互動新
聞」，以文字、圖片和影音搭配互動式圖
表，透過互動的過程瞭解新聞事件。

採訪：記者 張家娸、陳柏璇、林翊涵

網路廣告加速成長，傳統媒體加速衰退。
這樣的現象表示了當今網路廣告成為最大廣告媒體，
宣告網路媒體成為現今最大宗、最多人使用的傳播管道，
各家媒體也因應這股數位浪潮，尋找出全新的可能性。

▲中時電子報社群直播

▲自由時報 App 與手機版網頁差異 ▲聯合報的「互動新聞」

閱聽眾年齡比

12-14 歲 15-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65 歲

報紙 雜誌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2017

1%
6%

14%

24%
23%

32%

2%

11%

22%

31%

20%

14%

蘋果日報動新聞 
蘋果日報動新聞於2009年底開始推動，常
為其新聞製作動新聞影片，特色是內容涵
蓋照片、影片以及動畫，有別於其他台灣
電視臺或網路影音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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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總編何榮幸：致力做好深度調查報導
　辭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天下雜誌總編輯後的何榮

幸，在2015年創立網路媒體《報導者》後，連續兩年

獲得卓越新聞獎的殊榮。他以「廢墟開出一朵花，亂

世守護一畝田」期許自己，行事秉持著一貫堅持的態

度，致力給讀者更多深度調查報導，即使從事記者工

作已邁入第二十七個年頭，想要改變社會的初衷至今

都沒有消退，希望未來都能繼續做最愛的新聞工作，

一輩子做好這件事就足夠。

整合世代工作者突破困境　

　「Pro Publica」曾三度獲得普立茲獎的美國獨立

網路媒體，何榮幸以此為典範，創立《報導者》，有

別於現今多家媒體都著重在即時新聞，何榮幸盼能補

足媒體不做的這一塊拼圖，因此致力從事調查報導的

工作。他坦言，由於台灣媒體環境艱困，成立初期有

非常大的壓力，除要整合不同世代工作者一同協做多

媒體作品、磨合想法，還須面臨柴米油鹽醬醋茶等額

外經營成本的挑戰，但綜觀過去兩年，製作出多項優

異的數位作品，公司營運皆達到收支平衡，讓團隊有

更大的信心可以繼續帶給讀者優質的文章，也期許未

來將報導者奠定出品牌形象並持續創新。

用創新的手法說故事

　「急診人生」這項數位作品是《報導者》創立初期

最大的一項突破，比照真實事件研發的新聞遊戲，網

友可透過「玩新聞」的方式瞭解台灣急診室醫護過勞

問題，受到不少人迴響。何榮幸難掩興奮地說：「這

個遊戲給了團隊很大的信心。」新媒體不斷改變傳統

說故事的方式，讓更多年輕人關心公共議題，也讓《

報導者》被更多人看見。

　「要運用『創新』的手法改變傳統說故事的方式」

何榮幸說。同時也強調，不能過度注重技術而忽略內

容品質，又要能吸引讀者的眼球，兩邊的權衡正考驗

著團隊的功力。

用手中的筆改變社會

　談到目前台灣新聞媒體的現況，他認為，雖然即時

新聞是現在社會中很重要的一環，但必須檢討其中的

產製過程，不該讓事件被不斷切割成破碎化、片面化

的訊息。這麼多年來何榮幸不斷地用手中的筆來改變

社會，致力做好新聞工作者的本分，何榮幸說：「往

後的日子也會繼續做好最愛的新聞工作。」

　

  　《報導者》總編輯何榮幸秉持一貫堅持的態度，

致力做好深度調查報導。　　（圖、文／林翊涵）

記者林翊涵／報導

《週刊編集》募資　力創新世代報紙

　台灣康泰納仕集團在去年11月創刊《VOGUEme》，預

計將於今年4月發行《VOGUEme》第二本實體雜誌。

　千禧世代年輕族群喜愛在社群軟體上分享與討論，

因此《VOGUEme》鎖定較年輕的族群，打出「參與、分

享、樂趣」的標語，要讀者參與、認同文章，進而去

分享這樣的訊息，而且文章內容也必須要有趣味性。

特別的是，在雜誌的企劃上有別於傳統媒體，由專

業編輯的角度發想企劃，《VOGUEme》則是由社群角

度出發，觀察近期網路大眾喜歡的主題，再拋出議題

與讀者進行對話溝通，也藉由社群軟體Instagram的

hashtag蒐集具有風格的照片，來完成一本雜誌的內

容。

　《VOGUEme》企劃編輯陳宣儒指出，《VOGUEme》與

《VOGUE》的最大差別在於年齡。《VOGUEme》的出現

將原先《VOGUE》讀者群分眾化，抓住時下年輕人已經

不再只是單純接收訊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想要表達

並且與人討論，《VOGUEme》主編游愉君將《VOGUE》

與《VOGUEme》比喻成姊妹，《VOGUE》如姊姊，已經

在時尚圈有一定的影響力、有自己的品味，而妹妹

《VOGUEme》則是個很多自己想法的、有著古靈精怪個

性的妹妹。

　在《VOGUEme》2017年11月份的創刊號中可以發現採

訪對象包含KOL、插畫家以及新銳藝術家等，皆是在網

路社群上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反觀《VOGUE》在時尚界

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被譽為時尚聖經，在雜誌裡的

受訪者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會讓年輕人產生距離感。

在鎖定讀者部分，《VOGUE》主要讀者為女性居多，所

報導的涵蓋範圍廣從高端珠寶到平價生活都會提及，

而《VOGUEme》則不限於男女，其中更包含多元性別，

報導內容會以潮流、酷等年輕人喜歡的話題為主，游

愉君表示，《VOGUEme》在未來，也會持續往號召讀者

參與互動的方式之方向經營，希望在《VOGUEme》社群

裡的人是認同、喜歡並且願意一起創造及互動，並非

追求粉絲數量等數據。

　《VOGUEme》未來除了會以半年刊的方式發行實體雜

誌，也會嘗試透過不同管道走出網路世界，不定期舉

辦期間限定活動，並計畫走進校園與時下年輕人做交

流，值得讀者期待。

　  《VOGUEme》2017年11月創刊號以三種不同風格封面呈現。　　　　　（圖／《VOGUEme》提供、文／陳柏璇）

　

　

　

　

　台灣《大誌》雜誌於2010年4月發行至今已邁入第八

個年，而《大誌》創辦人李取中在去年籌辦了「編集

者新聞社」，並於同年6月首次發行《週刊編集》，目

前正透過嘖嘖zeczec線上集資平台，邀請讀者訂閱。

想要藉由「報紙」媒介，在資訊爆炸的世代下，帶給

現代人一份重新認識世界的閱讀刊物。

　在數位化時代下，現代人越來越少有閱讀報紙的習

慣，李取中提到，數位與紙本兩種不同的媒介形式有

各自與讀者溝通的方式與閱讀情境，過往的紙本媒介

只需做一個傳遞訊息的角色就夠了，現在的《週刊編

集》想做的是傳遞某些價值觀，同時也在為讀者蒐

集、整理、編輯感興趣的內容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週刊編集》於嘖嘖zeczec線上集資平台上依照不

同人數為一組，推出不一樣的訂閱優惠方案。李取中

指出，《週刊編集》是偏向新聞性質的媒體，藉由訂

閱的方式雖困難但對長期發展是有幫助的經營方式。

　現在《週刊編集》是以月刊式發行，與《大誌》相

同，除了在內容乘載量上是比《大誌》多出一倍之

外，內容較難區隔兩者的不同，但李取中表示，不同

的媒介形式會讓讀者有不一樣的閱讀體驗，《週刊編

集》所涵蓋的內容廣度與深度更大，未來若將《週刊

編集》變成雙週發行，對比會更明顯。

　李取中也提及，取材方向在嚴肅的新聞上會更加著

墨之外，同時加入許多軟性部分，包含食譜、外稿作

者、《衛報》、《紐約時報》等的文章，也會因為是

每兩週發行，需要與世界脈動更貼近一些、多一些時

事性的文章，比起月刊式發行有很大的不同。

記者／陳柏璇

　李取中認為台灣的媒體還有可以發展的空間，而

決定出刊《週刊編集》。　　（圖、文／陳柏璇）

校慶研討會

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
記者林文秀／報導

　為慶祝銘傳大學61周年校慶，由銘傳大學主辦的

「2018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學術研討會」，將於3

月16日在銘傳台北校區舉辨。會中將發表22篇論文，

內容包含廣告行銷、數位科技、媒體生態等主題。

　「2018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學術研討會」，探討

議題廣泛，涵蓋電視、廣播、AR、網際網路、整合行

銷等方面，共計有來自輔仁、世新、臺大、真理、台

藝大、新北市動畫故事館、大同、耕莘專校、銘傳等

42位發表人共同參與，深入探討現今數位科技之發

展，以及媒體新趨勢之現狀與未來。

　研討會的主持人與評論人，多為國內各大專院校傳

播相關系所之院長、系主任、教授，包括有研討會主

持人，文大新聞暨傳播學院院長葉明德、玄奘傳播學

院院長劉念夏、台藝大廣播電視學系專任教授賴祥

蔚、文大廣告學系主任鈕則勳、世新傳播管理學系助

理教授羅慧雯、臺師大圖文傳播學系主任劉立行、輔

仁傳播學院副院長兼影像傳播學系主任陳春富、銘大

傳播學院院長倪炎元等，發表者則為各校研究生。

　

928



Mol銘報即時新聞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edianewsonline   網頁版：http://mol.mcu.edu.tw/

　

  

 

  

  

　　

Holyland電競節 柯文哲：政府須給年輕人機會
4中華民國107年3月9日 星期五 主編／徐藝芳

林瑋竣：先發制人，讓別人永遠記得你廣告MV
製片人

記者蘇玉芸／報導

　林瑋竣藉由多觀察多練習的方式，將作品做到最
好。　　　　 (圖／林瑋竣提供、文／蘇玉芸)

　「台灣Holyland電競節」公益宣言記

者會於2月26日舉行，台北市長柯文哲

出席指出，電競沒想像中那麼容易，政

府要做的是提供環境和機會給年輕人發

揮。

　據4Gamers報導，柯文哲在記者會提「

民間先行，政府支持」的理念，強調未

來的重點將是「環境」與「機會」兩大

方面。

　據自由時報報導，柯文哲舉例世大運

及燈節並表示，由於政府力量有限，因

此只要提供環境，年輕人「常常可以做

得很好」。柯文哲強調，下一步進階遊

戲內容的軟體面、產業面的組織比賽與

促銷，再來就是產業鏈的完整建立。

　據遊戲基地報導，未來電競選手將同

其他運動項目，享有國家隊選拔、培訓

等資源，電競產業也將擁有稅法優惠、

產業補助。

　本次電競賽由中華一番電競產業發展

協會聯合產官學界共同舉辦，活動提倡

「網路有禮，反霸凌、拒毒品」，透過

賽事相關活動和公益形象的建立，改變

對於電競產業及選手的刻板印象。

　據4Gamers報導，公開賽項目包含傳說

對決和英雄聯盟，線下賽將於3月9至11

日在台北和平籃球館舉行，玩家可免門

票入場觀賽。同時，柯文哲在記者會中

承諾，除本次賽事外，台北盃電競大賽

也將繼續舉辦下去。

選手榮耀背後的不易

　「Holyland電競節校際電競公開

賽」電競微電影首播會於3月3日舉行，

其中邀請ahq戰隊選手西門等部分主角

及角頭2部分演員來到現場對談，分享

電競行業背後的辛酸與不易。

　近年來，電競成為台灣最夯的新興運

動產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望可以成為

電競選手，但是當選手其實不易。快打

旋風選手小寶說，他常常一個人坐十幾

小時飛機去比賽，輸了就只能自己再坐

十幾小時飛機回來，什麼也都可能得不

到。小寶自嘲道：「這就是成也自己，

敗也自己。」

　《角頭2》主題曲主唱陳政文表示，

現在很多酸民會在選手出國打比賽時說

「就是去旅行一下就回來了」，選手們

不僅要背負榮耀更背負罵名，很多不小

心的錯誤都要被放大檢視。

　除了選手奔波勞累及輿論外，老一輩

對電競的誤解也給了選手很大的壓力。

　

期電競能成主流文化　

　電競目前還不是一個文化，極限電競

執行長周秉毅盼未來電競能從非主流轉

為主流文化。他表示，製作電競微電影

的核心就是希望能將台灣老中青三個世

代捆綁在一起，讓台灣的電競文化可以

輸出到其他國家，打一個世界仗。

　中華一番電子競技產業發展協會理事

長張惠美表示，本次微電影為電競微電

影系列中的1支，後續將有20支電競系

列微電影製作呈現。同時，本次的微電

影是第一次採用四網匯流上映，觀眾

們在校際電競賽結束後可在合作電視

臺、MOD、手機App及OTT平臺上觀看。

NCC主委詹怡婷參加西班牙MW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詹婷怡日前赴西班牙巴塞隆參加2018世界行動

通訊論壇（MWC），她表示，目前台灣所面臨的數位挑戰都是跨領域、跨部會

的議題，各利益關係人應持續討論完善法規環境並建立治理機制，型塑新的監

理思維，同時更須同步重視各項社會議題及永續發展。

　今年MWC會議在2月26日到3月1日舉行，主題為創造更美好的未來，關注於數

位包容、跨境資料傳輸、效費者隱私保護、數位經濟等政策面監理與發展議題

為主。其中，行動通訊技術的日新月異，因此5G網路與物聯網的發展最備受矚

目。NCC表示，本次會議焦點為行動通訊整體生態系統的未來，議題延伸到大

數據、人工智慧、區塊鏈、數位醫療、行動支付等最新趨勢，牽涉到非常多元

面向與產業。而接下來的5G將會以更快速、更低延遲，除了以H2H（人對人）

為主的應用，也將物件連結納入，形成萬物聯網世界。

　NCC主委詹婷怡表示，「寬頻網路社會」不只有「e化」或「數位化」，而是

影響所及的政府所有施政作為、產業的生態系統及經營模式的新思維與重新

建構。NCC將會進行整體通傳產業環境優惠的工作，包括開放網路、基礎建設

等。

　今年MWC吸引全球各大ICT相關軟體業者共同參與，我國則由經濟部在工研院

協助下設置「台灣館」，帶領台灣資通訊及服務與內容應用等領域企業進軍，

以5G、人工智慧（AI）、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物聯網（IoT）

為展出主軸，集結電信商、設備製造商、軟體商等共 11家廠商參展。

記者楊皓翔／報導

記者彭彭昕洋／報導

　

　台灣知名女歌手田馥甄，從清純療癒女聲，轉至眼

界開闊、俯仰天地的女神，其中的轉捩點，就是來自

於這首「渺小」，將田馥甄的風格樹立的更為鮮明，

而這支MV的幕後推手之一，就是自由製片人林瑋竣。

　

　　積極進取　超額完成標準

　林瑋竣說，他對作品的要求就是，如果導演給一百

分的標準，就要做出三百分的價值，身為一個製片，

要處理劇組大大小小的事情，與導演一起解決所有問

題，如果能「先發制人」，給人一個好的印象，讓別

人永遠都記得。

　他提到，接過最印象深刻的案子是，香港歌手容祖

兒在2012年，來到台北的大直橋拍攝新歌MV「加大力

度」，當時導演給了身為新人的他，管理現場250位

臨演一職，也因為在學時期寶貴的社團經驗，使他能

有效率的分配資源人力，挑起管理的重擔，讓劇組對

他刮目相看，也慢慢做起自己的口碑，漸漸地有更多

的導演找他合作。

　從銘傳傳管系畢業的林瑋竣，是一個雄心勃勃、充

滿熱血的男兒，接受了朋友介紹的製片職缺，雖然製

片常常需要夜以繼日的工作，但更從中獲得了莫大的

成就感，也就此確立了他的拍片生涯，帶著對於影劇

的熱情和理想，踏入了製片這個行業。

　林瑋竣表示，拍片起初只是興趣，原本想朝廣告設

計發展的他，大學時尚未確定以後是否要走拍片路，

只能自己先開始摸索如何拍片、學著與客戶溝通，並

從實戰中汲取經驗，藉由多觀察多練習的方式，不論

什麼樣的案子盡可能去嘗試，然後把作品做到最好的

程度。

　他說，因為求學時期，曾參與社團並任職幹部，在

一次次學生活動中，學會有系統的管理整個社團，培

養了自己的人脈和與人溝通的技巧，也因此有了帶領

團隊的領導經驗，爾後讓他在工作上也成為了一個好

的領導者。

　

嚮往獨立　創立個人品牌

　談到尚未實現的夢想，林瑋竣笑著說，在未來想要

設立個人的品牌，創建一個自由度高的團隊。因為不

喜歡被公司綁住，所以才想成為自由接案者。然而現

在，他已經在慢慢培養合作的夥伴，與夥伴往共同目

標前進。

　林瑋竣以銘傳的畢業學長身份，給在學的學弟妹真

誠的建議：「負面情緒解決不了問題」，更呼籲學弟

妹們要好好把握實習的兩個月，透過實習可以拓展更

多人脈、發現自己興趣所長，甚至取得工作機會。

Holyland 電競
節倡導「網路有
禮，反霸凌、劇
毒品」等公益宣
言，並邀請電影
「角頭2」演員對
談幕後甘苦。
              
（圖/轉載遊戲基
地、文/彭昕洋)

5G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