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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4屆廣播金鐘獎於9月28日

在國父紀念館盛大舉行，當晚找

來李千娜與侯昌明搭檔主持，今

年主題為「我是，我相信。」 總

共頒發26個獎項，其中，央廣獲

得教育文化節目等4項大獎，成為

最大贏家。

  第一段表演為主持人李千那帶

來的開場歌舞「持續相信_空中的

魔力」，第二段為黃子佼率領外

國人團杜力、吳子龍、畢諾煦接

力演唱台語、客家、原住民語的

歌曲，表現聲音無國界的精神，

最後一段則邀請「歐開合唱團」

以及「藍色警報」，用阿卡貝拉

演繹出最單純的歌聲。 

   吳建恆連2年得獎

  典禮中最大亮點就是林宥嘉擔任

典禮壓軸頒獎嘉賓，頒發流行音樂

獎以及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

獎，而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獎也由

吳建恆奪下，中國廣播公司節目《

娛樂e世代》主持人吳建恆睽違17

年再度入圍廣播金鐘，連續兩年抱

得大獎，可說是給予了他廣播生涯

的一大肯定，吳建恆也在頒獎典禮

結束後也不忘在社群軟體上感謝

各位聽眾，將這座獎和所有聽眾分

享，以及宣傳他的新書「謝謝，讓

我遇見你」。

 黎慧芝首度入圍獲獎 

  各家電台紛紛傳出捷報，其中，

中央廣播電台獲得教育文化節目

獎、生活風格節目獎、類型音樂節

目獎以及類型音樂節目主持人獎4

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於金鐘26

個獎項中脫穎而出，成「54金鐘」

大贏家。

  由管仁健及黎慧芝主持的《那些

年我們一起唱的歌》獲得類型

音樂節目主持人獎及類型音樂節

目獎，每一個時代的歌曲都有每

個時代的意義及特色，時光推前

到禁歌與愛國歌曲的時代，搭配

互動默契良好，情義表達分寸掌

握得宜，也讓中年以上聽眾回憶

起當年的樂曲。黎慧芝表示，中

央廣播廣播電台自成立以來直肩

負著不同時代政府所給的任務，

而他們也都一一達成，這是他們

一直堅持做出優質節目的動力來

源，她非常開心因為第一次入圍

就得獎，而管仁健也表示，非常

感謝搭檔黎慧芝一路拉拔55歲才

主持廣播節目的他。

  漢聲勇奪主持人獎

  漢聲廣播電台的余秀芷以「45

度角的天空」奪下  獨立，想要

尋找屬於自己的出路。聲廣播電

台的余秀芷以「45度角的天空」

奪下第54界廣播金鐘「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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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陸委會兩岸短片競賽　
香港獲前三

全球華文永續報導
聯合報成最大贏家

記者／鄭宇辰

54屆廣播金鐘獎  央廣成大贏家  

  為幫助青年學子深入了解公關產業，VOCAL MIDDLE布爾喬亞公關

顧問公司舉辦第二季「公關策略開箱會」講座，24日的《新媒體

生態場》由公關顧問副理孫育芝主講及愛康生物科技品牌經理Jen 

Chen擔任客座講師。

  孫育芝開場拋出問題，「如果品牌給你1000萬做媒體公關，你要

做什麼？」道出公關人常面對的處境。她強調，因為公關公司掌握

更多市場及消費者資源，所以品牌必須透過他們做媒體宣傳，

  對公關而言，媒體扮演的角色包括中立傳遞資訊、提升曝光度及

面對議題的公開回應。孫育芝表示，公關存在的價值，是為了讓溝

通更有影響力。

  她也提到，新媒體時代崛起，近幾年來記者會不再只是邀請媒體

記者，包含網紅、Youtuber等都是可以考量的對象，請他們拍一支

影片或一則IG貼文，曝光程度可能就遠遠大於一篇新聞報導。 

  Jen Chen指出，現今新媒體變化快速，消費者的喜好和市場趨

勢更加捉摸不定，傳統紙媒已不再是品牌對外溝通的主要渠道。  

  Jen強調，自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看新聞，並在開會時讓員

工提出可以深入探討的議題。她常告訴員工，想了解市場就必須

不斷做新聞監測，公關人是一個過濾者，會決定公司團隊每天看

到的新聞長什麼樣子。

黑膠逆勢回溫

記者／周品蓁、鄭如晴、李程程    

                            

 54屆廣播金鐘得獎名單  (表格／黃詩妤)    

　54屆廣播金鐘獎主持人李千那與侯昌明。    

                            (圖／截自YAHOO奇摩新聞)           

左為布爾喬亞公關顧問副理孫育芝，右為愛康品牌經理Jen。                                                                                 

                  (圖／鄭宇辰拍攝、翻攝自Jen Chen臉書)   

  節目主持人獎」，這也是漢聲

唯一抱得的獎項，身為一名身心

障礙者的她坐著輪椅從台下到台

上，談起過去到現在，很感謝漢

聲廣播電台的台長，爭取許多經

費將電台打造出很多無障礙空

間，讓她能夠自由自在地去做自

己想做事。

  意外總是突然，她變成一名癱

瘓者，經過十年漫長的復健與適

應，經過十年漫長的復健與適應

她開始獨立，想要尋找屬於自己

的出路。

「我是一個障礙者，我相信沒有

障礙的人，只有障礙的環境，我

相信我們台灣未來會一步步地走

向障礙平權，所有無障礙者也都

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哽咽的聲

音也代表著余秀芷將會為了障礙

平權持續發聲。

獎項名稱 得獎者 獎項名稱 得獎者
1.兒童節目獎

《酷客科學道館》（教育電臺）

14.創新研發應用獎 《發射機運轉之物聯網系統開發》鄭明祈、郭欽
元、陳俊諭（漁業廣播電臺）

2.兒童節目主持人
獎

《Woosa woosa小學堂》依娜（黃怡馨）、
Deborah（李諾亞）（警廣）

15.商品類廣告獎 《大昌樂器行－情緒篇》（王子音樂出版社）

3.少年節目獎 《青春好好Young》（富邦文教基金會） 16.非商品類廣告獎

《電台父親節形象廣告－蔡傑爸－全職爸爸篇》
（好家庭廣播）

4.少年節目主持人
獎

《Crazy實驗室》K博士（錢偉鈞）、小魚（邱
珮瑜）（教育電臺）

17.藝術文化節目獎 《建築新樂園》（勞工教育電臺）

5.教育文化節目獎 《詩情也綿綿》（央廣）
18.藝術文化節目主

持人獎
《建築新樂園》李清志（勞工教育電臺）

6.教育文化節目主持
人獎

《客家妹來打卡》陳明珠（講客電臺）
19.社會關懷節目獎 《閃亮新台客》（教育電臺）

7.社區節目獎
《熱情東海岸》（太魯閣之音）

20.社會關懷節目主
持人獎

《45度角的天空》余秀芷（漢聲電臺）

8.社區節目主持人
獎

《熱情東海岸》林清盛（太魯閣之音）
21.生活風格節目獎 《全世界最亮的光》（央廣）

9.企劃編撰獎
《告白》內客（吳宇軒）、Amy（丁宛臻）、
Xavier（馬鴻裕）、謙謙（徐瑋謙）（警廣）

22.生活風格節目主
持人獎 《蔣公廚房》蔣偉文（中廣）

10.音效獎
《臺北都會劇場－一夜新娘》陳文斌（臺北電臺） 23.類型音樂節目獎

《那些年我們一起唱的歌》（央廣）

11.廣播劇獎
《週日廣播劇》（復興電臺）

24.類型音樂節目主
持人獎

《那些年我們一起唱的歌》管仁健、黎慧芝（央
廣）

12.單元節目獎 《KISS旅行臺灣的一百種視角》（大眾廣播電
臺）

25.流行音樂節目獎 《寶島真無閒》（寶島新聲廣播電臺）

13.電臺品牌行銷創
新獎

《元宵在一起．台北101就在917》（台北流行廣
播電臺）

26.流行音樂節目主
持人獎

《娛樂E世代》吳建恆（中廣）

 公關高手暢談 創造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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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成最大贏家 勇奪兩首獎

記者／馬聖傑

2019《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在9月29日公布得獎名單，《聯合

報》奪下兩首獎，成為今年專業

組大贏家。

《聯合報》此次以「紙容器的

不歸路」系列調查報導、「誰殺

了石虎–路殺、官僚殺血跡斑斑

的保育悲歌」奪下平面類及融媒

體首獎。

融媒體首獎得獎者蔡佩蓉表

示，非常感謝聯合報給資源和發

揮空間，團隊不斷嘗試運用更創

新的工具和技術，找到最適合的

呈現形式說故事，讓讀者願意閱

讀嚴肅和沈重的議題，也希望透

過媒體的力量，讓社會大眾對石

虎存續有更多的關注、理解，才

能有正向改變的機會。

平面類首獎的「紙容器的不

歸路」系列調查報導，郭政芬表

示，大家都以為使用紙容器很環

保，實際回收減量都很難，希望

透過報導替台灣帶來改變。

 銘傳大學獲短片類優等

主辦單位也表示，這次學生組

投稿量創新高，尤其融媒體類成

長4倍！銘傳大學新聞系製作的《

站在消失邊緣的歌仔戲》，從作

品中脫穎而出，榮獲學生組短片

類優等，深受評審肯定。 

郭柔羽等人以傳統戲曲為主

題，製作的短片獲評審肯定，評

審認為短片中所呈現的扎實訪

談、多場景轉換與未來要如何注

入新元素等議題，在短片中大大

提升了作品的表現與吸引力。

郭柔羽也表示，自己沒想到

會獲獎，謝謝評審團隊頒給的獎

項，非常感謝秀琴劇團一邊趕戲

一邊接受採訪，也特別感謝劉光

桐老師，在專題做不下去的時

候，給予特別多的幫忙。

TVBS信望愛永續基金會執行長

阮淑祥提到：「希望透過眾多參

賽作品當中，透過我們不斷的努

力下，能夠為子孫留下一個永續

美好的地球。

   首次增設「特別獎」

今年《全球永續報導獎》首次

增加「特別獎」，由專業組影片

長片類「南橫的美麗與哀愁」奪

下。得獎者洪春景表示，記錄南

橫20年來，能站在這裡特別感謝

評審，已經感到很值得，希望大

家要有環保意識，透過環保愛地

球，都還來得及救地球。

聯合報「誰殺了石虎–路殺、官僚殺血跡斑斑的保育悲歌」

奪下平面類首獎。                      （圖／馬聖傑）                             

時報董事長趙政岷說:「不要怪讀者不看書，怪我

們沒做對讀者要看的書！」。            (圖/戴瑄)              

 

  新世代的來臨，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模式，購買實

體書成為一種嗜好，面對如此的出版新世代，時報出

版董事長趙政岷用一句話來回答:「不要怪讀者不看

書，怪我們沒做對讀者要看的書！」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於9月25日邀請趙政

岷，以《出版業的奇幻漂流～困境突破與創新陷阱的

世紀》為題演講。根據國家圖書館統計，民國103年

的出版單位數量為5087家，到了107年則下降至4940

家，曾經盛世的千萬版稅不再。

面對出版業的現況，趙政岷做了許多嘗試，不僅創

辦商業雜誌，開獨立書店，更培植原創，每年都尋求

改變，但他也坦言，現在是一年比一年辛苦。

到底要多元經營還是專精？面對出版業時常提出的

問題，趙政岷認為，這樣的選擇是個天大的陷阱，自

己也還在找尋著答案，這幾年嘗試創造多元發展，但

發現大部分的收益來源卻還是以書為主，因此付出許

多學費，還是不斷努力的去嘗試。

該如何面對出版業的未來，趙政岷表示，應該要

回歸內容為主，勇於創新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可以思

考，是最重要的，大家可以思考，是不是有些市場還

沒被挖掘，像是能夠和作家互動或發展作家經濟，是

否可以從編輯作者的書到自行創造內容，還是能夠轉

型成生活型態的公司幫讀者做閱讀規劃。

對於出版業現況也不要那麼悲觀，趙政岷說：「別

為了明天會不會下雨，擔心今天要不要拿傘！」把今

天做好就好，如何去抓住出版夕陽的餘暉，還是找尋

另一個太陽，答案都在自己手裡，現在對於出版的挑

戰才剛開始。

突破出版困境

時報出版趙政岷:創新

導演高炳權 抓住柑仔店最後記憶
「用九柑仔店」導演高炳權受邀在講座上分享從

平面到影像的幕後點滴。高炳權說：「我覺得柑仔

店這件事情，它是一定會消失的，真的就是要趁現

在把它的這些故事講出來。」

文化部9月26日舉辦的講座「從紙本走向銀幕：

文學改編影視作品的幕後花絮」，邀請到導演、製

片、版權經紀人三種不同職位的代表人分享經驗。

正在熱播中的「用九柑仔店」導演高炳權，描述團

隊如何從選角、場刊、劇本編輯等，將這部漫畫搬

到電視上。

面對原著是漫畫的模式，高炳權和他的團隊對

劇本編輯下了一番心思。高炳權表示，用原本單純

都會男孩回柑仔店幫忙的劇情，改編成戲劇會太單

薄，後來從美劇中得到靈感，賦予其他角色屬於自

己的故事，再以柑仔店作為共通貫穿劇情，描述不

同世代的情感。

找尋拍攝用的柑仔店成為團隊不容易解決的難

題，尤其為了成本考量想直接在北部找場地，卻找

不到屬於南部的獨特氣味。所以製作團隊回到了原

著設定的雲林，實際探訪作者阮光民家鄉的柑仔店

和北天宮，但也不是高炳權心中良好的場所。他笑

著說：「對我們拍攝來講，那邊滿醜的」。所幸最

終在嘉義找到木製的中藥鋪，改造成現在戲劇所呈

現的用九商店。

　記者／戴瑄

記者／曾馨旻

2019年《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獲獎名單                    (表/戴瑄)

全球華文
永續報導
記者／馬聖傑

類別 獎項 作品名稱 機構名稱 作者

專業組平面類 首獎
「紙容器的不歸路」

系列調查報導
聯合報都會社
會新聞中心

張裕珍、郭政芬、洪欣慈
林敬家、張雅婷、陳斯穎
許政榆、賴香珊、魏翊庭
范榮達、喻文玟、鄭朝陽

專業組影片類

（短）
首獎

食安區塊鏈，產銷
溯源愛地球

TVBS 黃琲茹、林隆士

專業組影片類
（長）

首獎 核廢何從系列報導 公共電視 林珍汝、賴振元

特別獎 南橫的美麗與哀愁
欖仁居個人工

作室
洪春景、許瑞芬、姜建軍

專業組融媒體類 首獎
誰殺了石虎－路殺、
官僚殺血跡斑斑的

保育悲歌

聯合報新媒體
中心

張心慈、楊若榆、謝化挺
蔡佩蓉、鄭朝陽、洪敬浤
胡蓬生、范榮達、黃瑞典
賴香珊、黃仲裕

學生組平面類 首獎
劃破蘭陽田地線
千棟農舍陰影下的

農村生活
政治大學

劉信秀、涂葦慈、黃郁期
徐佳渝、蕭佳宜

學生組影片類
（短）

首獎
我的人生翻轉之路
微笑家園住民篇

玄奘大學
陳首男、高增竣、李倩銘
洪柔玄、葉孝榮

學生組影片類
（長）

首獎 掰！我的打卡人生 淡江大學

胡昀芸、唐宇芊、戴宇敏
鍾靜妮、陳昕怡、趙世勳
詹雅婷

學生組融媒體類 首獎
一杯鮮乳；六萬頭
乳牛的福利之路

台灣大學
施怡安、李柏毅、張智翔
鄭芷穎、徐培瑄

銘傳大學「站在消失邊緣的歌仔戲」榮獲短片類優等。                

                                     (圖/馬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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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膠發展史

1931
黑膠唱片出現

知道自己經營這間黑膠咖啡廳會有重重
困難，但因為自己喜愛黑膠，想將黑膠
分享給每個客人，讓音樂不單單的只是
按播放與暫停，而是與音樂產生連結。

（圖／馬聖傑、文／馬聖傑、陳維婷）

 三創黑膠店長／劉懿鋒

 小宋唱片店長／宋偉倫

 Vinyl Decision店長／Mark

構成一張最喜歡的專輯，並不是它
的音樂來源，因為全世界有太多音
樂，而是你用甚麼價值去看它。我
不在乎哪段回憶，而是在乎與某些
人的緣分，因為與某些人的連結就
是 因 為 這 張 專 輯 ， 我 認 為 專 輯 不
只 一 首 歌 時 ， 就 非 常 值 得 記 憶 。

許 多 黑 膠 店 面 都 透 過 其 他 複 合 式
經 營 維 持 黑 膠 生 態 ， 店 面 難 以 生
存，無以為繼，將來都會持續面對
這些問題。台灣黑膠店陸續倒閉，
且台灣保守估計只有 5萬人聽黑膠
音 樂 ， 未 來 情 況 也 不 見 得 好 轉 。

屬於我的黑膠回憶

台灣黑膠市場面臨經營困境

讓音樂不只是音樂

千禧世代黑膠唱片的復甦

圖為美國近年黑膠唱片的銷
售量。歐美國家興起的黑
膠復古風潮，席捲於全世
界，許多歌手紛紛推出個人
黑膠。在台灣，2015年到
2017年黑膠市場成長速度飛
快，2018年後，銷售卻漸漸
減少。 （表／陳維婷、文／陳維婷）

（表／馬聖傑、文／馬聖傑）

現今串流音樂崛起，逐漸改變音樂收入市場
的狀態。過去串流音樂一直小於實體與數
位下載收入。2016年首度超越數位下載收
入並逐漸上升，唱片總收入也跟著上揚。

（文／陳維婷）

黑膠逆勢回溫 

（表／陳維婷、文／陳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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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兩岸短片競賽　香港獲前三
主編／蘇頌婷中華民國107年10月4日 星期五

記者／方執善

　陸委會主辦的第二屆「eye

台灣win兩岸」短片徵選競賽

9月24日舉行頒獎典禮，前三

名皆由以香港人為主的作品奪

得。其中，第二名的作品《我

所知道台灣的二三事》更以「

反送中」為短片背景，首映即

引起觀眾共鳴。　　

　《我所知道台灣的二三事》

由鄭淇丰、顧存安、梁琪梅、

涂公益四人團隊製作，講述鄭

淇丰來台接觸各種為民主、平

權抗爭的運動，一撇「佔中」

事件後對政治的絕望，重新燃

起對社會以及生活的希望。　

　　　　

鄭淇丰受訪時表示，身邊有很

多人其實對「反送中」沒有很

完整的理解，但他仍感謝台灣

人給予的物資援助。

而就在典禮結束的兩天後，

鄭淇丰也將回到香港，學習政

治哲學的他也坦言，自己除了

會上街參加遊行，也將會以影

片、音樂等形式記錄香港的現

況，希望引起更多國際輿論。

　得獎短片前三名分別是，首

獎的《南橫公路上的香港腳》

、二獎《我所知道台灣的二三

事》及三獎《借給台灣的香港

爸爸》。

針對前三名皆為與香港有關

的作品是否有特別意涵，陸委

會主委陳明通表示，他尊重評

審的判斷，也指出港人來台確

實為台灣社會做出貢獻。陳明

通致辭時也說，今年參賽的隊

伍比往年增加了四成，而為鼓

勵更多隊伍參賽，明年也將提

升獎金數額。

短片競賽的評審團主席、

世新大學副校長陳清河，好作

品要求的是「平穩、成熟、積

極、活潑、完整以及深入」，

也強調，除了拍攝技術，打動

人心更是好作品的關鍵。

 

童儀展﹕發揮Content Power能決定未來

　食力foodNEXT創辦人童儀展受邀至銘傳大學演講

 （圖、文／戴瑄）

　 

由旺旺中時集團和海峽衛視主辦的第十一

屆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人大賽開始報名，前

3名優勝者可獲得新台幣1萬元，對主持方面

感興趣的同學都可以勇敢挑戰。

主辦單位9月2日在銘傳大學舉辦說明會，

活動負責人莊淯詠提到，參賽者除了能參加

專業的主持培訓課程，有名師教授主持技

巧，更是一個很好累積人脈的機會，一旦進

入決賽就可以跟主持明星同台互動，還有機

會被演藝前輩發掘。另外，能從海選當中脫

穎而出的同學都具有一定的主持實力，同學

可以互相交流吸取經驗，和對岸的同學切磋

比試，增加自身的主持功力。

莊淯詠也表示，前3名優勝者可獲得新台

幣1萬元，獎狀1張及台北至福州機票2張。

參加比賽的同學都可以獲得證書，增加自己

學習履歷，不僅對日後主持發展有幫助，也

有助於投身媒體相關行業她鼓勵大家踴躍報

名參與。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人大賽由即

日起至10月23日截止報名，凡18至30歲以下

的青年人都可參加。在11月上旬台灣區的決

賽中，將從20位參賽者選出3位代表台灣，

前往福州與對岸的參賽者比賽。

記者／李詠欣

海 峽

衛 視 主

辦 的 第

十 一 屆

海 峽 兩

岸 電 視

主 持 新

人 大 賽

開 始 報

名。

（圖、

文/李詠

欣）                                

記者／戴瑄

第二屆「eye台灣win兩岸」短片徵選競賽舉行頒獎典禮，第二名

作品《我所知道台灣的二三事》以「反送中」為短片背景，首映

即引起觀眾共鳴。                        (圖、文／方執善)                                      

傳播櫥窗

     MUST交流音樂新作品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於9月23日至10月1日舉辦

「2019 MÜST 國際音樂創作營」，眾多華語樂壇及來自歐美、日

韓、東南亞等國的詞曲作者及創作歌手熱情參與報名，希望藉由此

次互動交流的機會。                                （朱俞臻）

　  公視影片比賽徵件開跑
　由公共電視青少年新聞議題節目《青春發言人》特別企劃，舉

辦的「2020我們的青春練習曲」影片徵件活動已開跑。影片徵件

活動將會把參賽者的心聲和故事，創作成一首歌或拍攝成影片。                                                                                                                                               
                                                  （陳樂珊）

影像說故事發掘好作品 
　報導者9月28日舉行「攝影工作坊實踐之路分享會」，邀請參加

過報導者「在地影像扎根計劃」課程的學員分享他們的成果發表。

報導者希望建立一攝影個平台，培養更多攝影人，發掘更多好的作

品，讓媒體環境變得更好。                         （蘇頌婷）

         多樣漫畫藝術跨域合作
 

　展現台灣原創漫畫能量，文化部舉辦「2019台灣漫畫藝術節– 

跨域漫遊」，展出多樣漫畫跨域的合作成果。當中作品《冥戰錄》

更結合VR裝置，讓民眾化身女主角林默娘，同時還設有AR、浮空投

影技術，成為展場中的亮點。                           （曾馨旻）
　 

　網路時代的來臨讓時間縮短、器材輕量，

大家正在迎接新媒體品種「輕媒體」。這樣

的世代，食力foodNEXT創辦人暨總編輯童儀

展說：「誰能將Content Power發揮極致，

誰就有決定未來的能力！」

　童儀展受邀至銘傳大學新聞系之邀，以《

專題企畫與報導的新趨勢–議題選擇、呈現

方式、宣傳行銷》為題演講。他點出內容的

經營策略包括「質精」強化報導內容深度，

增加讀者黏性，加上「量多」向外擴大連

結，善用外部資源吸引更多讀者，就能夠「

影響力提升」讓議題發燒延續，將品牌知名

度擴大。

　他在演講中更以食品Q&A，點出大眾對於

食品的迷思。像是大家都有聽過的「泡麵有

很多防腐劑，吃太多會變成木乃伊！」但事

實是泡麵在製程中從未添加防腐劑，而是利

用降低麵體的水分來延長保存期限的，在台

灣的法令也禁止泡麵添加防腐劑。童儀展提

到，這些日常中可能有的食品安全方面迷

思，都是需要透過媒體的求證及專業報導來

澄清。

   情感的聯繫才是真正焦點

　在新媒體的環境下，大眾的迷思也包括對

媒體的認知，難道新媒體就要等於多媒體

嗎？童儀展表示，多媒體雖然能夠幫助多元

溝通，但情感及可信任的聯繫才是真正的焦

點，如何用最有效的媒介去表達才是最重要

的。

　童儀展說，新媒體工作者應該要想清楚自

己的最終目的，希望貢獻社會就要穩紮穩打

的進行，希望成就自我就要敢衝敢要。他強

調：「這年頭，只要敢，就會紅！問題是，

你想紅15分鐘？還是15年？」　

食  力
創辦人

圓主持夢 兩岸大賽邀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