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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信三雄掀「499之亂」
老客戶不爽

公視全新台語節目
《頂真人物》母親節登場

閱讀不限於紙本
多元創新體驗

　財訊雙週刊5月3日推出改版新官網，供跨螢幕、跨

平台服務，串聯Facebook動態消息及Youtube影音新

聞，並支援多螢幕讓讀者閱讀。

　此次官網改版有三大點，提升報導的速度與深度、

給投資人全方位資訊及閱讀客製化。使用跨螢幕多頻

閱讀系統與螢幕縮放功能。首頁選單列分類劃分清

楚，如投資趨勢分為股市、理財、房地產、期貨、保

險等，讓讀者輕鬆找到文章。並管理閱讀的喜好、

收藏文章。同步串聯官網、臉書、Youtube及Line@社

群，方便隨時閱讀。

　財訊新媒體事業部編輯栗嘉敏表示，未來《財訊》

官網平日將會以財經、投資、政治的議題為主，假日

則會露出健康、休閒旅遊等軟性題材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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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成立　過程將透明化

記者楊皓翔／報導

記者范祐嘉／報導

記者沈信宗／報導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

觀）與優質新聞發展協會日前共

同成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胡元輝

表示，查核的準則一律透明化、

資料公開化、程序嚴謹化，不希

望政府提供經費，盼能群策群

力，建立基本公信力。

　胡元輝於4月28日下午在師範

大學進行「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的介紹。他表示，組織公信力是

事實查核的關鍵，因而成立諮議

委員會、顧問團與執行團隊。委

員會是由具傳播專業與社會聲望

的人士組成，目前有6位委員，

召集人為前教育部長鄭瑞城；此

外，將來若建構足夠的公民參與

網絡後，除了專業專家的查核，

也期望公民專家一同參與，讓查

核工作變得更堅實。

　然而，假新聞的查證難免會遭

質疑公信力是否足夠，胡元輝

說：「我們不怕被標籤，做任何

事情都會有人不滿意，只要事情

依照原則來進行，就讓社會做檢

驗。」查核作業的準則強調公開

透明，為免於被人誤解或有想像

的空間，因此不希望任何政府單

位的經費；中心也啟動了群眾募

資，目標是200萬元，盼民眾可

支持與幫忙。

　至於查核的對象為何？胡元輝

指出，這個對象是與重要公共事

務相關的假新聞，將來也會有更

細部的歸納。

　胡元輝表示，查核的來源則是

網路與社群平台最受關注與最多

檢舉的新聞或訊息、報社、電視

與網路等媒體的要聞；此外，

就算是新聞訊息沒有遭檢舉或是

僅少量檢舉，中心仍會依據其

主觀的專業性判斷新聞訊息的

重要性，加以查核。不過，他

也指出，並不會將不知道的當做

知道，如果中心的查核沒辦法斷

定，中心就不會報告。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於4月

19日舉辦成立記者會，網站也將

於7月正式上線。胡元輝說：「

台灣很美好，但也有一些醜陋的

面貌；您的小小出手就是台灣撥

雲見日的大推手。」期許民眾一

起努力面對假新聞問題，不讓現

況再惡化。

財訊官網改版 跨平台閱讀更便利

　民視與台灣寬頻通訊（TBC）因授權費引發爭

議，經11次調處後，至今尚未解決，5月4日「民視

新聞台」無預警遭TBC下架，影響逾70萬收視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表示，嚴厲譴責，認

為民視與南桃園等5家有線電視公司未將視聽眾權

益納入優先考量，罔顧視聽眾權益，將依法開罰

TBC新台幣6萬元及警告民視，並要求TBC及民視立

即改善，假使沒有恢復播送，將依天數連續處罰，

直到改善為止。

　民視4日下午也發佈聲明稿指出，「民視新聞

台」4日遭到下架，是受到TBC及新加坡麥格理公司

指揮，台灣媒體已遭到實質干預。

　聲明稿表示，「台灣寬頻公司（TBC）自今年1月

1日起，突然拒絕支付民視公司授權費用，迄今4個

月其向用戶收取逾15億元的月費，民視區區數佰萬

元之授權金卻不肯支付，並在未遵守NCC法定程序

的狀況下遽然斷訊。

　對於民視新聞台遭下架一事，NCC副委員翁柏宗

震怒表示，民視與TBC雙方嚴重罔顧消費者收視習

慣及閱聽權益，已嚴正譴責；NCC並依法做成明確

行政處分，雙方卻不願遵行行政處分內容，將會釐

清責任並依《有線電視廣播電視法》，對頻道業者

開罰10萬元至100萬元不等；有線系統業者部分，

則依《衛星廣播電視法》開罰6萬到300萬元不等。

　關於NCC將對民視新聞台下架一事開罰，TBC則回

應，與民視的爭議依法已明定調處不成，得提起民

事訴訟，NCC不能違法要求TBC同意仲裁或採取其他

可以達成頻道授權的方式，並無任何法律賦予NCC

這種權限，因此NCC此項決定已逾越「有廣法」第

53條的授權，實屬違法並違憲的決定，將依法提起

行政救濟。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胡元輝4月28日在師大進
行「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介紹查核的準則透明化、
資料公開化、程序嚴謹化。　

民視遭TBC下架　NCC：罔顧視聽眾權益

　TBC經民視許可，自5月3日23時59分59秒起停播
民視新聞台。  （圖／擷自中央社、文／楊皓翔）

　電信三雄5月9日推出499吃到飽的

優惠活動，此次活動不僅讓老客戶感

到不受尊重，也讓新綁約的客戶感覺

受騙，5月10日的自由時報、中國時

報、蘋果日報、聯合報也用聳動新聞

標題替民眾發聲。

　蘋果日報以頭版帶出電信業者把客

戶當「北七」為標題，報導由電信三

雄帶起的這波價格戰，惹怒老客戶，

紛紛要求賠償，但遠傳與台哥大卻不

願回應。

　而自由、聯合、中時則報導電信業

低價吃到飽資費競爭越演越烈，各大

電信門市被排隊人潮擠的水洩不通，

甚至「癱瘓」中華電信全省門市，搶

辦新資費已成「全民運動」，還被老

客戶戲稱根本是「499之亂」。

　自由時報則提到電信三雄大打低價

格戰，破壞電信業平衡，一旦價格戰

開打，低資費喊停數天後，便會再掀

起一波更低資費，讓資費呈現「沒有

最低，只有更低」。

　據銘報記者採訪，中華電信業務部

何經理則表示，為解決這次搭配母親

節推出的499吃到飽方案，讓老客戶

損失的福利，未來檔期會推出只限老

客戶才可辦理的優惠方案，望老客戶

別著急，而現階段推出的優惠方案都

是限時的，呼籲民眾別錯失優惠。

 （相關報導見第二版）

搶辦電信業限時優惠　《蘋果》批老客戶被當「北七」

　蘋果用聳動標題，點出老客戶不滿。
   (圖／擷自蘋果日報、文／范祐嘉）

記者周芸／報導

　　財訊官網改版畫面。    
（圖／擷自財訊官網、文／陳名萱）

（圖、文／周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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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翻！合約正好走完，省了好多

氣炸！綁約中的老客戶情何以堪

我非電信三雄，隔岸觀火

617票

4931票

139票

投票統計到5/10晚上8點。
資料來源：UDN 聯合新聞網

電信三雄掀「499之亂」老客戶不爽

老客戶火大

正面

負面

電信三雄網路聲量情緒比例電信三雄網路聲量來源

中華電信中華電信 遠傳電信遠傳電信 台湾大哥大台湾大哥大

2300

879

325
199 241

109

（單位：則數）（單位：則數）

資料來源：在5月11日利用Opview統計5月9日當天的新聞、討論區(PTT)及社群網站(Facebook)聲量，
加以分析出情緒比。

對那些剛辦完的人真的不
公平，應該要幫忙支付違
約金。

只會吃老客戶的福利而已。

把老客戶當白痴！退給我
月租費的價差！

老客戶就是用越久越沒優
惠啊......。

手機遺失要辦停話半個客
服也打不進去，損失公司
要負責嗎？

電信公司回覆
中華電信業務部何經理：

老客戶們別著急！將會

推出只限老客戶的限時

優惠方案。

遠傳電信：

您撥的號碼目前忙線中。

台湾大哥大：
您撥的號碼目前忙線中。

討論區
新聞
社群網站

63.3%
(5345)

53.7%
(954)

36.6% 
(355)

8% 
(78)

55.3% 
(536)

21.2% 
(376)

25.2% 
(447)

17.9%
(1507)

18.8%
(1586)

殺紅眼！加碼再加碼

>>> 5/12前至長春門市辦
理就送普吉島來回機票一
張。

>>>攜碼到中華電信且
違約金超過1500元，簽
訂「購機合約」可折抵
1500元。

>>> 部分門市街頭攬客，
申辦就送平底鍋。

>>> 部分門市加碼送1500
折抵金。

>>> 5/11推出年資5年老
客戶享健檢尊榮價及精選
家電7折起優惠價。

>>> 部分門市加碼送1500
折抵金。

>>> 5/11宣布499吃到飽
綁約延長至30個月；新申
辦的寬頻用戶可免費體驗
凱擘大寬頻和台灣大寬頻
500M光纖高速上網一個
月。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中時電子報、UDN聯合新聞網報導

(黃小姐)

(李先生)

(黃小姐)

(蕭先生)

(莊小姐)

資料來源：街訪民眾及社群網站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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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視於5月8日舉行全新節目《頂真人物》媒體

記者會，節目全程以台語發聲，透過深度人物專

訪的方式，介紹各行各業裡默默為台灣本土奉獻

的人物故事，並邀請被國家指定為「重要傳統藝

術說唱」的楊秀卿、作家曹欽榮、台語歌曲創作

者呂佳靜等人出席，共同傳承台灣母語。

　立法院初審通過「國家語言法」，若未來三讀

通過後，有望能成立台語頻道。公視董事長陳郁

秀表示，未來公廣集團會計畫開設台語頻道，內

容包括新聞、戲劇等，內容非常多元，雖然頻道

尚未成立，但今年已經增加許多台語的節目，華

視、公視都已經去申請增案，希望未來在文化部

指導下能夠成立台語的頻道，擔起社會對母語傳

承的責任。

　公視新聞部副理蘇啟禎提到，在國家語言法通

過後，公廣集團在未來母語傳承的能任又更加重

大，公視之前就有做過台語的中午、晚間新聞，

也有推出過台語節目，《頂真人物》和之前又更

不一樣，陣仗又更大，一次推出50集，讓觀眾能

夠看到更多為台灣默默努力的人。

　台語念歌演出逾70年的人間國寶楊秀卿在記者

會上，已精采彈唱技巧呈現「勸世歌」，她說：

「台灣的文化要一代代傳下去，不然到我們這一

代，唸歌已經成絕藝，沒人學，沒人傳，這樣真

的不行」，《頂真人物》就是要帶觀眾來看，台

灣基層的生命力。

　未來《頂真人物》將於13日起，每周日下午五

點半播出，首集要帶觀眾來看台語金曲歌王謝銘

祐，聽他唱台語歌曲說內心話，也是獻給台灣母

語的一份母親節禮物。

公視全新台語節目《頂真人物》母親節登場
記者吳瑞銘／報導

　公視推出全新台語節目《頂真人物》，讓默默為台灣努力的
人物被看見，未來公視也會增加更多台語節目，讓台灣母語能
被傳承下去。

　「創辦球學是因為，我想創造更多的

升學機會」球學創辦人何凱成表示，他

從小就是孤兒，從一句英文都不會，到

美國生活五、六年後，努力學習融入人

群，也交到朋友，曾在哈佛美式足球隊

當明星跑鋒，美國的生活使他認為人的

價值不單只有考試成績的呈現，因此想

而創辦「球學平台」。

   成績不是絕對 個人價值才是重點

　球學創立的初衷，是希望能改變現在

家長對學生價值的觀念，幫助學生球員

做出屬於自己的訓練精華，讓這些學生

球員能被更多教練看到，而集結這群志

同道合的夥伴創辦「球學平台」，目前

球學也觀察到現在的學生球隊都是需要

被曝光的，所以球學開發出「數據資料

庫」與「球學play APP」，讓這些球隊

使用增加曝光度。

　尤其何凱成從美國回來後，體會到升

學不只有考試，還是其他方式，像他在

美國考大學時的成績並不好，但透過剪

輯自己平時運動和自我介紹的影片寄給

大學教練看，哈佛教練看了他的影片，

並給他機會，當時何凱成想到：「人的

價值如果不是看分數來衡量，而是可以

用其他方式呈現，這將是一件很強大的

事情。」

         循序漸進 堅持初衷

　何凱成談到，當初七人組成一個團隊

一開始什麼都不懂，想了很多需要解決

的問題，但都忘記最重要的是要「開始

做」，創業的人必須每天發現問題，再

循序漸進去解決，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也是使人成長最多的地方。

　在眾多籃球平台裡，球學卻能保持屹

立不搖，展現自己的特色何凱成說，「

球學一直都在走我們起初規劃的方向」

，球學不會看到一個類似的平台就想模

仿，但一定會去參考，遠景是讓運動變

成人生活的一環，相信球隊的成功會帶

動運動生態的改變。

　當年何凱成畢業後，有進入高薪產業

的工作機會，他選擇放棄創辦球學，是

因為他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尤其大四

那年加入NFL美式足球聯盟，在這個機

會下看到大陸用短片來推廣美式足球，

而這也是影響何凱成創辦球學的關鍵之

一。他說，從創球學前到現在，收穫從

心態上和收入都有，這些都是未來球學

進步的動力。

（圖、文／吳瑞銘）

　亞洲電台總經理郭懿堅於4日

受邀到銘傳大學，與廣電系學

生分享經驗談。他笑稱自己：

「我是詐騙集團首腦，因為聽

眾只要聽我們的聲音，就會乖

乖給錢」，但也強調，那是因

為內容夠好，才有人買單。

　亞洲電台的廣播地區為基隆

市、台北、桃園市、新竹及苗

栗縣，在今年第一季尼爾森收

聽率調查中，獲桃竹苗地區第

一名。亞洲電台之所以能夠深

入民心，原因是20年前登革熱

猖獗的時候，亞洲電台做了一

件事情。

　那時候，郭懿堅在街上買了

一個電子驅蚊器，發現它的原

理是用超聲波驅蚊，後來他就

拿著外國學者的研究報告，說

服市府集結市民在同一天同一

時間打開亞洲電台，一起進行

驅蚊行動，屆時亞洲電台發射

人類聽不到的高頻，以聲波滅

蚊。

　郭懿堅說：「蚊子有沒有死

我不知道，但那天大家都在播

亞洲電台。」這締造了亞洲電

台當天在台灣的歷史性收聽率

紀錄，也是留住了不少聽眾。

郭懿堅：自己像詐騙集團首腦　

曾跌落谷底 何凱成浴火重生創《球學》
記者范祐嘉／報導932

記者／蕭咏詩

　球學創辦人何凱成細心分享，自己人
生的轉捩點。

　亞洲電台總經理郭懿堅分享廣播工
作經驗及心得。

（圖、文／蕭咏詩）

（圖、文／范祐嘉）

范立達：杜絕盜版支持正版
　歐銻銻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范立達10日受

邀於銘傳大學演講，他以「從愛奇藝談台灣

OTT的發展」為題，闡述台灣OTT的現況及未

來發展。他表示，網路世界容許各種創新模

式的嘗試，但嘗試速度一定要快，簡單想，

簡單做，先開槍，後瞄準。

　范立達提到，數位匯流讓融媒體的實現成

為可能，傳統媒體紛紛融入新媒體，融媒體

時代三大現象為邊界消融、版圖重構、殊途

同歸。邊界消融是指，行業壁壘被打破、傳

播管道被分散和機器的侵入；版圖重構則是

一場關乎未來的博弈，媒體時代向移動化、

社交化、智能化邁進，而泛資訊平台要求「

萬物皆媒，場景有限」殊途同歸是最重要的

一點，它代表媒體專業性的塑造，即使處在

無邊界的時代，媒體從業者不能逾越事實與

意見的界限、內容與經營之間的高墻，在後

真相時代，繼續做真相的守望者。

　他還說，在融媒體時代，新的專業奠基於

多種力量的參與和協作，每一種力量都需要

承擔對未來的責任，專業媒體不僅需要更多

求新求變的勇氣，更需要堅守專業的角色。

　范立達表示，OTT平台是融媒體的實踐者，

是指以科技為基底的網路平台，它的特色是

不限時間、不限地點、不限載具。如今，行

動通訊與網際網路的發展，使收視習慣產生

了大革命，那麼該如何在融媒體時代脫穎而

出呢？答案是大數據的支持。擁有最懂用戶

的人才以及最懂用戶的機器，通過AI和大數

據了解用戶習慣，愛奇藝力求成為最懂國人

娛樂需求的平台。

　他強調，愛奇藝是科技娛樂公司，作為AI

引入娛樂產業的公司，人工智能貫穿愛奇藝

的創作、分發、變現、交互等多環節，不僅

能夠輔佐內容專家實現最精準的創作和採購

判斷，也使愛奇藝IP生態各業務線得以緊密

協作，高效運轉。

　范立達指出，OTT平台有5種模式，網路播

出、全網獨播、先台後網、先網後台及網台

連動，大多數人仍然喜歡使用盜版平台。盜

鏈業者不需購買版權影片、不需備有內容儲

存設備、不必負擔頻寬費用，他們透過輪播

廣告，收益源源不絕，同時還秘密收集用戶

個資，盜鏈業者與正版業者之間的競爭是不

公平的，希望大家支持正版，讓台灣業者有

茁壯成長的機會。

  歐銻銻

記者林文秀／報導

　歐銻銻娛樂董事長范立達談「從愛奇藝談
台灣OTT的發展」。 
                     （圖、文/林文秀）

　亞洲電台不用人聲播報天氣，而是

選擇播放與當天天氣吻合的歌曲，是

為了能讓聽眾更有感。郭懿堅表示，

亞洲電台善於貼近民眾，做有效的溝

通，種種創意行銷方案也為他們拿下

了六座金鐘獎。

　郭懿堅認為，在新媒體時代廣播可

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因為網路市場沒

有限制，受眾更多也有很多新奇的事

情在發生。亞洲電台現在已經開始嘗

試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希望可以在新

時代中創造出價值，也相信亞洲電台

可以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亞洲電台
董事長 總經理

主編／吳瑞銘中華民國107年5月1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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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份 「世界閱讀日在台灣」

創新了推廣形式，台灣閱讀推進協會

串連數家圖書館，透過科技顛覆對傳

統閱讀的想像，並舉辦文學市集，用

各種街頭方式與民眾親近。

　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在期間舉辦了

「現形記」，以實境遊戲的方式讓參

加者化身為偵探，吸引大小朋友踴躍

報名。活動承辦人毛宣蓉表示，「兒

童及青少年閱讀力」是世界閱讀日主

軸，文化部提議讓圖書館展現趣味、

活潑的一面，顛覆一般人對圖書館的

想法。藉由遊戲為切入點使讀者從遊

戲中學習閱讀，螺旋創意工作室攜手

合作，讓原先是靜態的閱讀呈現動態

及多元的面貌。

　新北市立圖書館也推出VR虛擬實境

互動體驗，共有《辛巴達》、《西遊

記》等六款經典文學，讓小朋友透過

「VR遊戲」化身經典文學主角，探索

書中場景，以閱讀搭配「虛擬化」的

世界，也可以讓小朋友更有想象的空

間，和一般透過卡通、書本去了解某

一個經典文學不一樣，VR虛擬實境能

夠讓人直接投身於場景中，會更有臨

場感。

　除此之外，配合「世界閱讀日在台

灣」活動，台灣百家獨立書店自主串

連，舉辦了「閱讀book思議」系列活

動，將閱讀加入各種不同的元素，如

戲劇、音樂、朗讀會等，呈現方式由

各書店主人自由發想，響應熱烈。

　獨立書店串連發起人「瓦當人文書

屋」店長陳晏華表示，閱讀已經沒有

形式、空間的限制，不管是閱讀書本

或戲劇，都可以刺激人們的想像。談

到紙本書的未來，她認為，紙本書的

價值不是其他閱讀媒介可以代替的，

比如紙本書的味道及翻閱時所感受到

的歡樂，這些都是獨一無二的，加上

在書店翻閱紙本書時，書店營造出的

氛圍是附加的價值，這也是無法取代

的。

　坐落淡水河邊的「無論如河」，是

四位愛書的護理人員與駐西班牙藝術

家楊侖跨界跨海合作的獨立書店，這

次串連活動與十三月劇團合作，推出

了一人一故事的劇場，並在主持人的

引導下，立即表演將故事呈現出來，

在過程中互相勾動彼此的相似的經

驗，讓參與者能夠體驗生命故事交會

的感動。

閱讀不限於紙本 多元創新體驗
記者郭雅茵、陳宜秀、陳名萱、

林文秀／報導

　「無論如河」與十三月劇團合作

推出「愛自己系列」活動，劇場本

身沒有劇本，演出方式是由觀眾分

享心情或是故事等素材給台上的演

員，由演員即興發揮演出。　　　

　　　                                  

傳播櫥窗

　正聲廣播電台主辦「聽見夢想的聲音」系

列公益演唱會5月19日下午3點半將於大安森

林公園露天音樂台舉辦，本次活動不需先報

名，免費入場。此外，2018上半年度公益演

唱會「我為你歌唱-璀璨聲動」6月16日在國

父紀念館舉行，5月14日開放線上索票。

獨立書店「做自己」 打造專屬文化

正聲電台公益演唱會 歡迎民眾參加  

（黃美靜）

大千電台實習招募 報名5月10日截止
　寶島聯播網大千電台2018實習已經開放報

名，凡就讀大學以上的在學學生，即符合報

名資格，實習的時間為暑假2個月。 實習內

容有文案撰寫及活動規劃、行銷廣告企製流

程、客戶服務行政作業，報名者需要提供以

下的資訊：2018暑期實習的報名表、 106學

年第一學期總成績單、半年內的生活照，如

有缺件視同未完成報名，將不會列入評選階

段，資料寄出兩天後可電話再次確認。
（魏雅芬）

「我是海外特派員」 第二階段開跑
　中央社於去年12月開始舉辦「我是海外特

派員」校園巡迴講座，由社內多位資深媒體

記者分享海外特派經驗，北區位於板橋第一

階段培訓營在5月5日及5月6日圓滿落幕，而

第二階段位於台中的培訓營入選名單將在11

日公告於臉書粉絲專頁。 （趙芸藖藖藖藖藖）

記者郭雅茵、陳宜秀、吳瑞銘、范祐嘉／報導

　縱使閱讀風氣消退、購書的習慣改變，台灣仍有上

百家獨立書店不求利潤、堅持理念，希望建立書本與

人的親密關係，甚至帶動地方上的文化，漸漸地，走

出有別於一般大家熟知的連鎖書店，創造屬於獨立書

店自己的價值。

　文化部台灣出版產業調查報告中顯示，去年上半年

有近四成的民眾不曾去過實體書店，隨著閱讀方式改

變，逛書店的人越來越少，許多書店也紛紛轉型。

　對此，「瓦當人文書屋」店長陳晏華也提到，書店

必須創造閱讀之外的服務，比如結合戲劇表演、電影

欣賞或打造住宿空間，讓書店產生更多價值。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店長張正，曾擔任

《四方報》總編輯的他認為，台灣社會缺乏對東南亞

文化的了解，所以想要以東南亞文化為題材來開設書

店，「做壞了也應該，做好了就特別」，這是他開書

店的初衷。

　張正說，紙本書擁有長久以來人們所賦予的知識光

環。另外，閱讀紙本書有「你必須專心」的門檻，是

門檻也是好處，而書店是實體空間，讓人有面對面的

意義，這是實體書店和網路書店最大的不同點。

　那麼獨立書店在理念和營收間該如何取得平衡？陳

晏華認為，兩者並沒有一個平衡點，理念的自我實現

往往大於營銷的收益，不虧損已經是很好的狀態。

　張正則有自己獨特的經營模式，店裡面的書只借不

賣，且借無期限，歸還後押金全數退還，讓前後讀者

透過書籍交流，感受彼此溫度，最重要的是讓台灣社

會更了解東南亞文化，重視台灣移工的問題。

　「燦爛時

光：東南亞主

題書店」店長

張正表示，開

書店是想要去

做自己有興趣

的事情。               

（圖／張正提

供、文／吳瑞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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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公益、閱讀  用二手書傳遞溫暖

　　

　「每個過程都是個挑戰，對於沒嘗試過的事情都會

很期待。」這是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蔡維元的處世

態度，面對變化皆坦然接受並盡力做到最好。

　　核心精神「環保、公益、閱讀」

　七年級生的他畢業於資訊工程系，現實因素讓他放

棄成為工程師的夢想，轉而進入茉莉書店學習並幫忙

家業，從資訊總監做起擔任門市與工程部之間溝通的

橋樑，爾後成為執行總監除了管理門市營運外，更需

有遠見帶領公司的未來發展方向與存在價值。

　他表示，從小看著創辦人母親戴莉珍自光華商場搬

遷至台大店起對於書店裝潢的堅持，以打造「回到自

己家的書房」為目標，企圖營造舒適的氛圍讓讀者安

心，直至今日已擁有五家分店，更在台中分店增設以

輕食、果汁為主的健康廚房，提供讀者於輕鬆的氛圍

裡恣意閱讀。

　蔡維元說，「環保、公益、閱讀」是茉莉書店的核

心精神，長久來向讀者募集用不到的紙袋做為其他讀

者購書時的提袋，於無形之中提倡環保精神。若每天

進出茉莉的上千人裡，能有十個人體悟環保、公益與

友善土地的重要性，透過這十個人去影響更多人，那

麼這件事總有一天會在社會被更多人重視。

  獨立書店是社會上最好的一面風景

　曾有「一對相當愛惜書本的夫婦，在與欲捐贈的書

本道別時，妻子忍不住落淚，而那位先生對著一疊疊

的書說，你們到了茉莉會遇到更需要你們的人。」蔡

維元透露，每當在工作上遇到挑戰，想起這對素昧平

生的夫婦對於茉莉的信任，這份被賦予的使命感永遠

比賺錢更重要。

　有人問蔡維元獨立書店在社會上扮演著什麼樣的角

色？他認為，獨立書店是社會上最好的一面風景，每

間書店都有自己的個性，在擁有自己的想法後去吸引

認同的人，這是與網路平台有所區隔的。

　「二手書的溫度與價值在於把每一個人覺得很好的

書，藉由書店分享出去。」蔡維元說，即便科技進步

讓人們缺少彼此交流的溫度和想法，茉莉書店也能保

有溫度與思考層面的東西的感染給更多人。

　此外，茉莉二手書店還與家扶基金會合作「閱讀書

屋」，透過閱讀去引起貧困小孩的興趣，在這裡發生

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為小朋友奮發向上的契機。

　談到閱讀市場型態的改變，他直言，現今實體書店

因科技發展蓬勃，已不像從前專門扮演提供知識的角

色，那麼五官的感受便成為書店的優勢，擁有觸摸書

本的觸覺、看見並感受到每間書店不同的氛圍，最重

要的是帶給客戶將心比心的互動與溫度，是再厲害的

電子商務平台也辦不到的。

茉 莉 二 手 書 店
執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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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名萱／報導

　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蔡維元認為，書店的

優勢在與客戶將心比心的互動與溫度。  

                      （圖、文／陳名萱）

世界閱讀日在台灣；顛覆閱讀想像

蔡維元：

世界閱讀日在台灣：顛覆閱讀想像

（圖、文／陳宜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