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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今日到勞動部抗議放寬7休

1允許記者出國連續工作12天。            　

　勞動部14日召開勞動基準諮詢會議，討

論媒體記者出國採訪工作等，是否能排除

「7休1」限制。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到場外抗議，反對勞動

部無條件放寬記者出國連續工作12天。台

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表示，政府

配合資方節省成本的考量，鬆綁勞工7休1

條例，也把媒體業勞方聲音拒於門外。

　鄭雅慧說：「政府與資方聯手欺壓我們

勞方是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要討論

是否放寬7休1例行的行業不止媒體，還有

屠宰業和船舶運送業，但現場只有媒體業

勞方表達訴求，其他的各行各業卻不見蹤

影，政府就是這樣鯨吞蠶食勞工權益。

　公共電視工會理事王燕杰表示，既然媒

體工會都已經站出來了，有雙方對等的勞

資團體，為什麼政府不促成勞資協商，以

「勞工的議價能力太弱」為借口打壓勞方

的聲音。王燕杰說：「今天我們提出要求

協商，你竟然可以用開一個會來決定所有

人的前途，這不是一個有良心的政府該做

的事情。」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薛翰駿指出，7

休1規定勞工連續工作至第6天可獲薪資補

償，第7天原則上是禁止工作，打破勞工7

休1後不但失去補償，直到第8至12天都跟

平常上班一樣，沒有任何補償。勞基法的

設計理念就是要給連續勞動補償，現在不

是說完全不能談鬆綁一事，而是要雙方把

薪資補償協議溝通好。

　據聯合報報導，勞動部條件及就業平等

司專委王雅芬表示，勞動諮詢會議結束後

將進行修例的預告，在預告期間所有社會

大眾都可再次表達意見，如果媒體業公布

納入7休1例外，企業實施條例前，也要經

過工會及勞資會議的同意，工會透過團體

協約去議定例假、工資等規定。王雅芬指

出，勞動諮詢會議並不是無限開放，會就

個別行業是否有需要打破7休1的必要性作

討論。

媒體工會反對鬆綁「7休1」痛批：漠視勞工權益

 （圖、文／蕭詠詩）

記者／蕭咏詩

　遠傳14日在國軍英雄館召

開股東常會，向投資者說明

營運表現與未來規劃，董事

長徐旭東帶領團隊出席，他

表示，看準AI人工智慧重要

性及未來發展，未來將整合

集團資源持續發展與AI人工

智慧應用於不同產業如工廠

製造、醫療、零售及智慧城

市等領域實際應用。

　為實現結合AI技術，遠傳

與微軟研發中心合作，唯一

受邀參加微軟『亞洲研究院

創新論壇』進行技術交流，

盼藉由微軟在AI人工智慧領

域的技術和突破性的科技研

究成果，提供各行業對於運

用AI能力的需求。

　4G網路也是電信業相當重

要的一環，為了提供更快速

的4G上網服務，自去年第四

季率先於全台20大商圈導入

LTE-Advanced技術，將網速

提升許多，今年將結合2100

兆赫，推出4CA-GigabitLTE

網路服務。

　除4G網路，5G的發展也日

趨重要，遠傳成立「5G實驗

室」，今年將深入實測5G網

路，預計年底整合測試實際

場域的無線接收以及核心網

路虛擬化產業應用。

　遠傳總經理李彬表示，未

來三年將以「5G永續力」為

發展主軸，主動關注環境、

社會、經濟等議題，面對跨

界、跨境、跨域的挑戰，遠

傳將積極轉型。

記者／金宸瑋

　遠傳董事長徐旭東於遠傳股東常會宣布營收表現及未來規
劃。  （圖／遠傳提供、文／金宸瑋）

2018廣告流行金句獎 創佳句恆久流傳

　由動腦雜誌主辦2018廣告

流行語金句獎頒獎典禮於20

日在台北威斯汀六福皇宮舉

行，其中十大金句最佳人氣

獎由敏哲公關公司的「沒有

同意，就是性侵」獲得。

　本屆複審及決選評審由動

腦雜誌社長王彩雲、台灣電

通創意總監鄭盛聰、雪芃廣

告創意總監林育立及台灣文

史作家曹銘宗組成。王彩雲

表示，金句恆久遠，佳句永

流傳，盼未來有更多好作品

產生；林育立認為，好的佳

句除永久流傳以外，也要順

應時代的變化，增添新世代

的語感。

　王聖聰說，好的句子，最

重要的是賦予其新的觀點及

意義，其次才考慮修辭、文

字的運用，第三才是好念、

好記；曹銘宗認為，身為一

名文字工作者，好的文案不

需提及產品本身，並能獨立

存在。

　敏哲公關公司也表示，現

代婦女基金會見證了許多創

傷後的故事，而廣告最重要

的是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及態

度，盼這句話可以變成一個

行動，更可以成為保障婦女

安全的可能。

　「廣告流行金句獎」已邁入第25

年，今年以「時代在變，照樣造金

句」為主題，激發參賽者的創意，

其中經典永恆金句得獎作品從缺。

學生組銀牌「女孩的青春有限，青

春的女孩無限」創作者佛光大學吳

欣儒表示，她是第一次參加金句獎

比賽，靈感都是忽然靈光一現，很

開心學校老師給她機會參加比賽。

　廣告流行金句獎頒獎典禮獲獎者合影，而最佳人氣獎由
敏哲公關「沒有同意，就是性侵」獲得。（圖、文／林俐）

記者／林俐

遠傳未來致力將AI結合產業發展

社會組

學生組

愛誰無坊，愛在禮坊。

夢想，其實可以飛更遠。

再見好好說，好好說再見。

你的雞婆，他的新生活。

女孩的青春有限，青春的女
孩無限。

桂格，總是給你愛的穀粒。

最佳人氣獎

沒有同意，就是性侵。

　2018廣告流行與金句獎社會組、
學生組前三名與最佳人氣獎名單。

（圖、文／吳瑞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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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南昇：閱讀一直在發生 只是方式隨時代改變薄霧書店
老    闆

　走進薄霧書店，眼前呈現的布置簡單低調，就如同

書店老闆蔡南昇一樣。「書店或圖書館對我來說都是

一個讓人容易辨認的標籤，但定義並沒有那麼嚴謹，

保有一些彈性。希望在這個場所內會發生各種圍繞著

閱讀的事件，這是我目前對這個空間的想法。」蔡南

昇這麼說道。

           

         以懷舊雜誌作為書店主題
 

　薄霧書店老闆蔡南昇是一名平面設計師，他表示，

這裡原本是自己的工作室，因為留有一定的空間，

同時覺得書店與自己的工作內容有契合，所以成立了

薄霧書店。不同於其他的書店，販售的是當月中文新

書，薄霧書店為了凸顯自己的特色，選擇以懷舊雜誌

作為書店主題，並以日本雜誌為主，收藏近這半世紀

以來在雜誌史上有留下重要地位的雜誌。

　蔡南昇說，自己喜愛書籍，也喜愛雜誌，但是這兩

者是不同的載體，雜誌會定期出刊，每次都會有不同

的主題，同時因為雜誌的週期較短，一旦錯過，之後

再想閱讀或是購買就會有一定難度，國外雜誌更是如

此。

　蔡南昇認為，與讀者的互動是最為珍貴，並不是所

有讀者都能瞭解雜誌的內涵，但是當有瞭解這些雜誌

的讀者與自己一起討論時，自己會感到非常開心，因

為對方明白自己並不是隨便挑選這些雜誌，同時讀者

也會感嘆為何薄霧書店的收藏會如此完整。

　除收藏雜誌外，蔡南昇因為自己的工作與平面印刷

設計有關，書店內的書籍也會涉及這一主題，因為自

己對博物學感興趣，所以也會看到與植物、圖鑒有關

的書籍。特別的是，現場還陳列印刷機器，來到薄霧

書店的讀者可以體驗。

　　　　　舉辦活動拓展自身眼界　

　除展示書籍，薄霧書店也會舉辦不同的活動，採訪

當日，恰逢舉辦紀錄片拍攝剪輯的課程，授課老師在

臺前講解技巧，學生在臺下認真聽講，而蔡南昇也站

在一旁同其他學生一樣認真地聽著。蔡南昇表示，舉

辦這些活動也拓展了自己的眼界，從中得到回饋，這

也是自己意外的收穫。在成立這間書店之前，自己是

一人安靜地在工作室工作，不喜歡與外界接觸，現在

因為書店的成立，需要與很多人進行交流，這也或多

或少地改變了自己的性格。

　目前薄霧書店不販賣書籍，但是蔡南昇表示，未來

可能會通過舉辦活動或是市集，讓讀者與書籍的關係

更為親密，以此進行銷售。

 蔡南昇認為，台灣雜誌目前的問題是受限於市場，

為了銷量，最直接的就是選擇一個大眾的題材，但是

時間長了就會缺乏新鮮感，大家都在面臨著改變，例

如以前的雜誌是大開本，但是現在的開本越來越小，

厚度也有相應的變化。蔡南昇說，閱讀一直都在發

生，只是通過何種方式，是他一直在探索的。

　　

銘傳傳院參訪台灣好App 深化雙邊合作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倪炎元13日帶領傳院老師拜訪「台

灣好App工作室」，未來傳院也將與台灣好App有更深的合

作。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實習電台銘傳之聲FM88.3日前與台灣好

App合作，成為首家台灣好App上架的學生實習電台，據資料

顯示，近期收聽率甚至贏過不少商業電台，拿下排行榜第七

的佳績。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倪炎元也與台灣好APP總經理古富翔

商談合作事宜，希望未來銘傳流行音樂專班的畢業展覽能與

台灣好App合作，進從線上直播。

　台灣好App總經理古富翔表示，與銘傳之聲FM88.3的成功

合作後，他們也與不少大專電台合作推廣，他們將繼持推廣

讓更多的學生作品能在台灣好App的平台被別人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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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13日舉辦下學期媒體總檢討，

院長倪炎元表示，將把此學期成果加入傳院宣傳

片，會後也透露，看到學生們的作品相當感動，往

後會替傳播學院爭取更多資源，並幽默說道：「這

一年很煎熬，好好交接給學弟妹們吧，我們已經做

好整下一屆的準備了！」

　此次檢討的成果展示，各組表現亮眼，整合行銷

傳播中心、影像專長及兩岸中心皆各有一項作品入

圍金犢獎，廣播專長一項作品入圍金聲獎，影像專

長兩支影片入圍Lexus新銳影展，MOL電子書得到第

8屆華文電子書大賽佳作，兩岸中心一項作品入圍

旺旺太陽星雙創計畫，數媒中心取得跨境電商證

照，並與Online Pen、Mata、澤蘭美髮、捷徑book

產學合作。

　數媒中心推出以啟發兒童學習性、興趣閱讀的電

子互動書籍，強調互動性閱讀，從閱讀中激發兒童

自主學習，其後會上傳到各大電子書本平台供大眾

閱讀。而MOL電子書暨出版組則出版關於街頭文化

的電子書，藉此以書中的15個故事改變大眾對街頭

文化刻板印像，並傳承這類次文化下去。

　此外，電子書暨出版組的組員嚴沛婕表示，在這

一年打下了扎實的根基，在Indesign和Photoshop

等編輯軟體已經能純熟運用，排版鍛練基本的設計

美感，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

才能在採訪中順利向受訪者訪問到獨特的問題。而

於虛擬影棚實習的組員蔡啟杰表示，學校僅提供一

套舊式繪圖軟體能做使用，製作作品的成效也會有

所打折。他希望透過這次的反應，可以給下一屆學

弟妹更好的學習環境。

　倪炎元也坦言，除傳院本身課程的實務需求，常

擔任接待外賓的工作。傳院所擁有的設備、軟體是

最好且最多的。學校方面也是盡力去提供較多的設

備資源給傳院的學生做使用，希望大家能在實習的

過程當中能多多善用，學校這邊也會一起努力。

　倪炎元院長與業界人士交換名片。（圖、文／龍德成）

柯華葳:信念改變最重要
記者／趙芸藖
　國語日報15日在台北市立國語實小圖書館舉行

「前瞻．共好」論壇，針對現今數位時代的來

臨，如何把數位工具轉為學習工具，進而鍛鍊數

位讀寫力，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柯華葳說，信念的改變是最重要的。

　論壇邀請國語日報副社長鄭淑華、中央大學學

習與教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柯華葳、台北市國語實

小校長林玫伶、高雄科技大學副教授張道行、台

北市國語實小教師李宗怡與台北市國語實小學生

魏筠恩、吳岱容，分享在這數位不可逆的時代裡

自身的想法與運用數位工具學習後的經驗。

　現代手機不離身已成為大眾普遍現象，如何將

手機轉為學習與教學工具，柯華葳說，第一是信

念的改變，也是最重要的環節，因為往年的知識

來源都只有紙本，現在網路卻成了眾多知識的資

料庫；第二是知識權威的轉移，在以前大家都聽

家長與老師的話，但有了網路後，學生將有更多

的選項可以尋找；第三就是要相信學生可以運用

數位工具並自主學習，不該一昧限制學生使用數

位工具，而是要提供孩子學習方法，教導孩子運

用網路來學習。

　鄭淑華表示，現在已經是數位不可擋的時代，

要去善用這些工具，並用到教學上，因為網路時

代的寬廣，運用數位工具來學習對小朋友的分

析、判斷與統整都是很有幫助的。

　林玫伶與張道行也說，師長的工作不該是限制

孩子使用數位工具，而是要去教導孩子善用這些

工具，強化判斷力，並用網路學習自己統整資

料。

　魏筠恩與吳岱容表示，在使用平板電腦找資料

時，最困難的地方就是要將廣大的資訊消化後並

列出重點，找出自己需要的資料，統整出來放到

報告上，但在過程中學到組員的分工合作，自己

也能更熟悉運用網路來做功課。

　蔡南昇表

示，因書店

與自己的工

作內容有契

合，所以與

工作室結合

成立了薄霧

書店。

（圖、文／

陳園園）

國語日報「前瞻．共好」論壇

銘傳
傳院

　傳播學院院長倪炎元表示，未來會持續位同學爭

取各項資源。（圖、文／何省緯）

　國語日報副社長鄭淑華在論壇開場引言。
　(圖、文／趙芸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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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

抖音(Tik Tok)

稱霸短視頻App稱霸短視頻App稱霸短視頻App
解構新世代娛樂觀解構新世代娛樂觀解構新世代娛樂觀

>>在中國、日本、韓國、菲律賓、柬埔寨、泰
　國、新加坡、越南、埃及等19個國家進入
　全球榜Top10

在墨西哥、洪都拉
斯、尼加拉瓜等6
個國家進入全球榜
Top10 在中國、韓國、白俄

羅斯、烏克蘭4個國
家進入全球榜Top10

VUE

>>海外版Tik Tok為2018第一季iOS下載量
　最高App

資料來源：七麥數據統計短視頻類App至2018年5月25日、應用市場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第一季度報告。

抖音用戶怎麼說抖音用戶怎麼說抖音用戶怎麼說

專家怎麼看專家怎麼看專家怎麼看

抖音就是一場狂歡的團康活動，是
年輕人的扭秧歌。現在是去中心化
的時代，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的
媒體，這在傳播行為中削弱了監督
管理的力量。然而市場就是最大的
霸主，創造出人們喜歡的內容才是
正道，內容創作者也要引領潮流，
但是不能離人們的生活太遠， 否
則就會被時代拋棄。

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杜聖聰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
李文倩

銘傳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
張子怡

覺得很酷，大家都在模
仿，所以就也去模仿。短視頻很方
便，只要一打開它，花很少的時
間，就可以快速瀏覽到特別多有趣
的視頻，能夠打發時間。

高，只要多練習幾遍就能夠創造出
屬於自己的風格，也是與朋友拉近
距離的良好互動方式。

抖音上的手勢舞難度不

高大上

真實

接地氣

很酷很潮

年輕

有趣 43.6%

35.1%

28.2%

12.6%

5.9%

3.9%

有趣

年輕

接地氣

真實

抖音受歡迎的特點

短視頻App全球榜單表現

抖音代言人
首席營運官 吳亦凡

資料來源：企鵝調研平台，2018年4月出品《熱潮下的社交短視頻： 
　　　　　快手＆抖音用戶研究報告》。
代言人圖片來源：取自抖音App。

很酷很潮

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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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輪戲院因為經濟實惠，受到許多人喜

愛，但或許是因為民眾在二輪戲院觀影習

慣改變，近年來倒閉的戲院不勝其數，像

是新北市的三重幸福電影城就在6月3日結

束營業。

　目前大台北地區僅剩4間二輪戲院，分

別是民權西路的朝代大戲院、通化街的

湳山戲院、景美的佳佳戲院及板橋的林園

戲院。它們前身都是首輪戲院，由於都位

在捷運站附近，地理位置好，過去都是大

爆滿的景象，後來卻因設備不敵其他大型

戲院，為了生存，不和其他連鎖戲院硬碰

硬，接連轉型為二輪戲院。

　新北市三重區的幸福電影城5月初於臉

書粉絲專頁上宣布結束營業的消息，曾

經到過戲院的網友們至臉書粉絲專頁表達

不捨。許多網友到其粉絲專頁留言：「以

後三重沒有可以消磨時光的好地方了，很

可惜」、「從小到大陪伴三重人的幸福戲

院，希望有機會能再見一次面。」

　幸福電影城在民國59年開業，隱身在新

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的市場巷弄內，帶

動附近人潮，從經營到現有50年的歷史，

已成為許多老三重人的回憶。而到1月底

時，幸福電影城的粉絲專頁小編就發文表

示，由於影城長期營收無法打平支出，未

來要如果要持續經營勢必有困難，不料在

6月初就宣布歇業。

　在幸福影城附近經營服飾店的邱小姐表

示，希望影城可以經營下去，因為影城可

以帶動周邊人潮買氣的關係，還能讓全家

大小一起看電影。

　對於影城歇業的看法，網友感謝戲院帶

給他歡樂與悲傷，從幸福戲院的結束，可

以看到消費力的衰退與經營不易。而網路

可以輕易下載院線電影，就可以看到戲院

的經營一定會受到影響。

　板橋林園戲院10年前曾砸下重金翻修，

讓座位變得寬敞舒適，音效和畫質大升

級，打破二輪戲院的傳統印象，網路上甚

至評價它是「六星級的二輪電影院」，林

先生表示，戲院票價非常划算，會帶女友

來這看電影，內部環境乾淨舒服，會推薦

給身邊朋友。

　事實上，花大錢重新整修的不只林園戲

院，大同區的朝代戲院，為了因應數位化

趨勢，全面更新螢幕、放映系統及音響，

成為全台第一間數位3D二輪戲院，另外，

朝代戲院更是請了專人管理粉絲專頁，目

前已突破2萬人按讚。

　這4間戲院的客群也不盡相同，佳佳戲

院鄰近世新、政治大學，實際走訪客群大

部分為學生與年長者，隗先生表示，小時

候常去佳佳戲院，因價格便宜、CP值高，

很適合平時休閒娛樂。

　林園戲院則是許多老板橋人的回憶，環

境整修後，增加許多年輕客群，而朝代戲

院位於繁榮的台北市大同區，近年來更積

極跟上數位化潮流，是許多年輕人的第一

首選，湳山戲院旁就是通化夜市，假日來

客人潮眾多，如需看熱門電影還需要提早

排隊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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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電影城未靠捷運站 歇業關鍵
記者／黃美靜、魏雅芬

　四間二輪戲院都位在距離捷運站走路10分鐘以內的路程，因此到現在還

生存，沒有歇業困擾。                           （圖、文／范祐嘉）

戲院翻修求生存　勝大環境轉變

行銷職涯前哨站　助學生找職能
　動腦雜誌15日舉辦「行銷職涯前哨站說明會」，

邀請到戰國策總經理唐淑珍分享公關必備職能。　

　「不知道今天會遇到誰，所以要把自己打理到最

佳狀態」唐淑珍說，身為一個公關，必須具備企

劃、寫作、觀察與研究、解決問題及團隊合作的能

力，對事情需有合理的好奇、主動性及對時事流行

的敏感度，並要時常汲取新知識。

　她勉勵學生，找到自己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現

在有確定自己的志向，一定要下決心執行目標。

　　　　　　　　　　　　　　　　　   （林俐）

村上春樹聊天室 開直播聊電影
　「村上春樹無所不聊聊天室」，直播方式介紹電

影，14日邀請到華聯國際的發行總監艾爾談論韓國電影

《燃燒烈愛》。

　直播分兩階段，先以三個關鍵字來形容這部電影，後

為《燃燒烈愛》喇賽時間，談論電影《燒掉柴房》的背

後故事。《燃燒烈愛》喇賽時間中，談到《燃燒烈愛》

是導演李滄東首部以驚悚懸疑的方式探討年輕故事，艾

爾表示，電影中呈現青春並不是那麼美好，更多描述迷

惘，點出現代年輕人的心態。　   　　　 

  　　　　　　　　　　　　　　　　　　（陳柏璇）

傳播櫥窗

　「一位藝人一天的薪水可能是一位記者一個

月的薪水，但記者所看過的新聞現場，可能是

許多人一輩子都看不到的。」在媒體工作14年

的壹電視主播張心宇認為，這是新聞記者的價

值，每位記者所到的新聞現場，都在參與歷史

的一部分。

　張心宇在媒體工作中，到過許多一輩子都忘

不了的新聞現場。他提到，印象最深之一是前

總統陳水扁被槍擊的新聞，當時正值總統大選

前，那時自己在值班，對政治不熟的他孤立無

援，但又必須找出最新的報導畫面，所以整晚

跑了民進黨黨部、國民黨黨部，就是為了提供

畫面，到後續大選結束，封條、驗票及彈道的

新聞都是自己報導。

　他說：「雖然當時真的很無助，但覺得有參

與這些事件，覺得自己在見證歷史。」後來，

許多政治有關的新聞他幾乎都參與，包括大陸

官員首次訪台30幾輛採訪車飛車追逐、中正紀

念堂更名自由廣場小客車衝撞媒體意外及紅杉

軍抗議等，大大小小的場合都不曾缺席。

　張心宇大學時期，經歷網路泡沫化、台灣第

一次政黨輪替，當時這兩件新聞成媒體報導焦

點，而他對財金與政治議題相當關注，想要有

表達意見的平台，所以開始對記者工作產生興

趣，在畢業前就決定未來要成為新聞記者。

　回想起最辛苦的工作經驗，張心宇提到，剛

進入中天新聞台時，同時擔任主播與記者，早

上負責播報6點的晨間新聞，凌晨4點半就必須

進公司準備，播報完後就開始準備採訪工作，

早晚要各出2則新聞，有時候還要值小夜班，

體力是極大的考驗，但這段時間也讓他累積大

量採訪和播報的經驗。

　除了播報和採訪外，張心宇也主持過談話性

節目。他提到，節目每天討論的議題都不同，

主持人必須每天做好功課，了解不同議題，因

為這個的契機，接觸到一些政治議題，開始對

政治產生興趣，剛好台北當時發生許多抗議活

動，每場抗議他幾乎都有到現場報導，讓他培

養出對政治獨特的新聞觀。

　經過這些磨練後，2012年到了壹電視轉為專

職主播。他提到，現在不一定要當過記者才能

成為主播，但是沒有當過記者，永遠只能透

過螢幕去看事件，唯有實際到過現場，才能了

解現場的狀況和細節，也會有更多不一樣的感

受，才能把最真實正確的訊息帶給觀眾，這些

都是一個主播該有的基本功。

　談起能在工作上保持熱情的原因，張心宇

說：「就是能在第一線接觸新聞現場的成就

感，在報導新聞時，不失新聞客觀中立性表達

自己的看法。」這就是讓他能一直堅持下去的

原因。

記者／吳瑞銘

張心宇：記者所到之處都在參與歷史

Uplive上市兩周年 儲值金破紀錄
　直播平台Uplive慶祝在台上市兩週年，超過300位

主播與用戶共襄盛舉，DJ丹尼斯、賴薇如、舞陽等藝

人也到場支持，三小時用戶幣儲值金額即破1千萬台

幣。

　執行長葉冠義表示，Uplive、GIFTO的打賞系統，

望全球40億網路用戶串連起來，造全球打賞時代。根

據資料中心顯示，台灣主播已超過3100人，去年台

灣營收超過21億台幣，要價台幣25萬(50萬U鑽)的禮

物「寶藏星球」至今送出超過240個，用戶人數突破

6000萬人次。                     　 （郭又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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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現場培養主播基本功

　壹電視主播張心宇。

（圖／張心宇提供、

文／吳瑞銘）

二輪戲院挫敗　不敵大環境

壹電視
主　播

板橋區

二輪 
戲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