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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奪即時新聞 深度報導2獎
記者／朱俞臻、林奕辰

第18屆卓越新聞獎

　     聯合報董事長王文杉(後排左一)與願景工程團隊開心合影。（圖、文／王可岑）

台視主播陳家頤(左)、周刊王攝影記者鄭清元獲卓越新聞獎肯定。　

                                        （圖／台視提供、翻攝自聯合報）

　「2019創客智造節─創客基地成

果展」11月23日於國立臺灣科學教

育館舉行，活動邀請15件優秀作品

的創客人進行展覽介紹，競賽部分

《人型機器人教育─教材設計》拿

下「我是創客─創意設計競賽」第

一名；「格鬥機器人擂台賽」選手

汪育緯則使用罕見的直驅型機器人

勇奪冠軍。

　此次活動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分署舉辦，核心精神為科技創

新、互動創意及數位創作，署長

黃秋桂表示，創新是現在創客的必

備能力，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藉由

這次一日活動達到體驗與實作的過

程，因為創作需要從小扎根，希望

透過創意競賽培育更多優秀的創作

青年，讓他們有更多的資源去創

業、發展。

　創意設計競賽由《人型機器人教

育─教材設計》奪冠，現年大三的

隊員蔡昇恩說，自己從高中開始研

究機器人，創作這項輕型機器人的

目的是為了讓國中小學生在操作與

學習上不會拿得這麼吃力，而設計

方面他選擇了3D列印技術，如此一

來，小朋友在改造上會更加方便。

　今年創客智造節活動以「格鬥機

器人擂台賽」尤其引人注目，決賽

中汪育緯操控的機器人靠著必殺技

「德式後橋背摔」，最終以5比3扳

倒對手，勇奪冠軍。

　汪育緯透露，機器人的必殺技其

實是看WWE(世界摔角娛樂)得來的靈

感，使用較靈活的直驅型機器人才

能做到這種動作，大部分的人為了

操控穩定及程式撰寫方便會使用連

桿型機器人，連桿型撰寫程式約半

小時即可，直驅型卻要花費長達半

年至一年。

實踐創客精神 機器人設計吸睛
記者／黃榜賦、游偉志

　第18屆卓越新聞獎於11月20日舉行頒獎

典禮，頒發2019社會公器獎及卓新獎4大類

共14個獎項，《報導者》今年一舉拿下即

時新聞及深度報導2獎項成為最大贏家。

　台視專題《航向天際 福衛七號發射全紀

錄》繼吳舜文新聞獎後，再獲此次電視及

網路(影音)類即時新聞獎，另外蘋果日報

《GPS臥底追蹤資源回收黑幕》及TVBS《派

遣工的正義─我不是你的免洗筷》也繼曾

虛白新聞獎後再下一城。

大選將近 媒體更應追求品質

　卓越新聞獎評審團主席張讚國說，2020

是總統大選，更能檢驗媒體所為，不可否

認一旦各司其主，並非所有媒體人都會給

卓新獎掌聲，他們不僅缺乏責任倫理，更

是自由民主的弔詭。千里始於足下，期待

明年有更多媒體繼續追求卓越品質。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蘇正平則提

到，在民主開放的社會，新聞媒體如何讓

閱聽人充分了解事件來龍去脈，是媒體應

盡且可盡到的工作。

福衛七號報導 讓世界看見台灣 

　台視主播陳家頤說，衛星發射的前一天

狂風暴雨，團隊十分擔心無法發射，節目

不只呈現當下發射的感動，也讓觀眾們看

見衛星發射前所面對的種種挑戰，同時節

目也製作成中英文版本，讓世界一同見證

臺灣的航太科技實力。

　

台風尬韓流 展現平面記者價值 

　《周刊王》攝影記者鄭清元(原聯合報記

者)憑藉「台」風尬「韓」流照片，呈現

郭台銘、馬英九與韓國瑜三人間的微妙關

係，奪下單張新聞攝影獎。

　鄭清元表示，感謝評審讓大家知道平面

媒體也可以拍出不一樣的東西，同時也肯

定平面記者的價值。

記者／王可岑

願景工程捐「社會公器獎」20萬獎金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團隊榮獲2019社

會公器獎，願景工作室執行長羅國俊表

示，團隊創立8年以「形塑影響，策動轉

變」為宗旨，為臺灣社會議題不遺餘力地

付出，因此獲得的獎金20萬元，將全數贈

予孩子書屋與逆轉聯盟。

　羅國俊致詞時提到，聯合報董事長王文

杉曾說，要將願景工程列入報系中每一個

人的KPI，未來更要將這個KPI變成DNA，讓

願景工程的宗旨與目標深入報系中每個人

的生活。

　社會公器獎評審團召集人陳世敏說，網

路媒體普及，過去10年大眾對傳統媒體的

悲觀，讓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強調：「傳

統媒體並不會消失。」而願景工程提出8年

來的工作目標及團隊作品讓他眼睛為之一

亮，評審團一致認為，願景工程符合傳統

媒體的價值，滿足社會對他們的期待。

　羅國俊表示，過去參加卓越新聞獎聽到

評審或媒體圈友人對新聞媒體的求全責

備，讓他感到相當慚愧，於是更想致力做

好願景工程，讓媒體產生正面影響，也歡

迎其他媒體一同投身這個行列，為臺灣社

會盡一份心力。

（圖表／鄭如晴）

2019社會公器獎暨第18屆卓越新聞獎完整得獎名單（圖表／鄭宇辰）

GTA Robotics

團隊作品《人

型機器人教育

─教材設計》

拿下我是創客

─創意設計競

賽第一名。圖

為隊員蔡昇恩

與創作機器人

合影。（圖／

黃榜賦、文／

鄭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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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中華vs波多黎各

11月6日
中華vs委內瑞拉

明年的六搶一資格賽，雖然

競爭非常激烈，但場地依然

在台灣，以我們今年在國際

賽的氣勢，相信我們還是能

取得奧運門票。

中華隊球迷
學生

鄭宇辰

採訪後記：

本次製作圖像新聞其實並沒有什麼採訪，但因為主題是體

育類的世界棒球12強，在製作方向上，希望朝向海報一的
風格來製作。另外，標題也用了棒球的EMOJI，讓整體活潑
一點，可以說是蠻創新的一次排版。                      （陳子瓏）

另外，本次的主題顏色以藍色為主，是根據中華隊的球衣顏色做
搭配。設計受訪者內容方面也做了創新，利用受訪者拿著紙張的方式來
呈現，讓整個圖像新聞的設計風格偏向活潑可愛。此外，照片選用表
現亮眼的球員做為版面設計以呼應這次的收視高峰。        （鄭如晴）

根據MOD11月8日公布的資料，中日大戰時，中華隊
雖輸球，但收視率為本屆最高。GoogleTrend的部
分，「12強」熱搜度，則在中韓大戰時達到最高。
        資料來源：Gooogle Trend、MOD 文、表／陳子瓏、鄭如晴

11月7日
中華vs日本

11月12日
中華vs韓國

61

世界⚾12強
創收視高峰

100（最熱搜）
3.57（最高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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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廣播電台台長宣介慈表示，交通是大部分民

眾日常最容易接觸到的，藉由這次活動希望透

過歌聲及歌手的互動，讓民眾在無形中了解交

通議題，並更加重視交通安全。

輕鬆的方式 宣導教育
     

 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理事長許智樂說，今

年是第三次與警廣合作舉辦音樂會，而音樂會

是讓民眾齊聚的好方法，用輕鬆的方式宣導交

通，同時也呼籲民眾酒後不開車，並尊敬路

權、禮讓行人救護車等交通觀念。以營造開車

新文明，同時加強宣導，共同打擊犯罪維護社

會的治安問題。希望每個人都能快樂出門且平

安回家。

主編／陳樂珊中華民國108年12月6日 星期五

警廣辦音樂會 籲民眾注意交通安全

傳播櫥窗

  黑膠講唱會 歌手重現經典

　正聲廣播公司與新北市文化局11

月24日舉辦最後一場「黑膠講唱

會」，以「青山昂揚的黑膠時代」

為主題，邀請歌手青山到現場，重

現許多經典歌曲。

（文／鄭如晴）

第8屆扶輪盃 傳承母語文化

　寶島客家廣播電台與台北大安扶

輪社聯合舉辦「第八屆扶輪盃」在

11月23日舉行。寶島客家電台董事

長張錦輝表示，舉辦「扶輪盃」比

賽是傳承母語的最好管道。  

                    （文／鄭如晴）

動物星球頻道 發現巨陸龜

動物星球頻道《滅絕動物大追》

》，在費南迪納島尋找到百年來

未見過的雌性費南迪納巨陸龜，

也將改變整個陸龜進化史的發展。

                   （文／林欣穎）

紀錄片造就了我 學習是我一路的堅持
記者／沈怡貝

 拍攝紀錄片對導演劉嵩而言，他是那麼說的，「是

紀錄片造就了我」，一路走來，紀錄片讓他走進許多

不同人的故事、看到不同的世界。他說，每趟紀錄的

工作都在學習，都在長知識。

 走入紀錄片這條路和當時劉嵩在紐約兩年的工作有

很大的關係。回憶起過去，他說，當時公司是專門做

電影剪接後製，因常與「國家地理雜誌」合作，公司

有8間獨立製片工作室都在做不同的紀錄片，在那段

時間，他接觸到許多紀錄片的片型，也是那時候對紀

錄片有更多喜愛和認知。

遞給觀眾資訊 不以喜好為優先 

 劉嵩在這條路上走了長達30多年，曾獲得多次金鐘

獎的肯定，憑作品《城市的遠見》和《福爾摩沙的指

環》獲得第36、44屆電視金鐘獎，今年也憑藉《農村

的遠見》奪得第54屆電視金鐘獎非戲劇導演獎。劉嵩

表示，這些得獎作品類型都不相同，每支片主題選擇

上，從不以自己的喜好為第一優先，而是去思考需要

傳遞什麼樣的訊息給觀眾。

 他笑稱，自己是個「雜食主義者」，做過生態類型

《福爾摩沙的指環》，也做過藝術類型的《對焦國寶

故事」。每支紀錄片都是一場學習、反思的旅

程，因此即便他有可能可以成為大眾喜好的電影

導演，但他卻選擇當一位紀錄片導演，希望透過

紀錄片作品來體驗生活，了解這個世界在不同地

區、文化與宗教等各方面的知識。至於觀眾是否

買單，劉嵩則說：「我不在乎！」，因為，他已

經獲得最珍貴的部分。

 專訪完的當下，導演和記者說，他明日要繼續

背起行囊，帶著學習的心態，迎向另一個全新且

未知的旅程。從導演的語氣中，聽到的是他「無

限」的期待。

用心陪伴聽眾 透過節目傳遞能量

記者／鄭如晴

 聽到劉艾立（Erika）這個名字，第一個現

在你腦海中浮現的詞彙是什麼？也許是個歌

手；也許是個演員，但你知不知道，她也是

一位廣播人。「我覺得廣播讓我做自己，沒

有人能控制我」，ICRT DJ劉艾立笑著說。

分享故事 找出自我 

 由於有些節目必須跟著流程走，無法說自

己想說的，而她覺得透過廣播可以讓她做自

己。分享喜歡的音樂及理念，無需太多

顧慮。剛好廣播節目可以一個人製作並

控制所有流程，她無須向任何人排練稿

子，可以大膽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及心

情。所以劉艾立主持的《Cheers to the 

weekend》每周六下午以故事、藝人的

日常生活及音樂，陪伴著聽眾。

 節目從原本的預錄也改為live，「這

兩者的感覺很不一樣，而我比較喜歡現

場節目，因為比較好玩，也比較自然，

像跟朋友聊天，會讓聽眾有互動的感

覺。」她娓娓說道。

勇於做自己 不受批評影響

 「每個人都會被喜歡或被討厭，我無

法滿足所有人」，她說。至於負面的

留言，劉艾立會當作沒看到，不會放

在心上，因為不想讓那些留言影響自

己。其實劉艾立一開始是將唱歌當作興

趣，2010從美國隻身來台參加比賽成為

歌手，2019拿下了HITO流行音樂獎的潛

力女聲。但在製作了兩張專輯後，她

說：「我覺得現在更懂得欣賞音樂，未來

更會往製作方面發展。」聊到進入ICRT的

過程，她說：「工作人員覺得我很活潑也

很適合做廣播，加上剛好有缺職，所以我

就加入了。」

用聲音獲得成就 

 在廣播工作兩年，她漸漸得心應手，但

偶爾也會遇到突發狀況。她分享道，有一

次主持時犯了一個廣播界的禁忌，離開廣

播間前不小心按了停止繼續播歌的按鈕便

使節目冷場（dead air）了2分鐘，在同

事們的通知下才繼續播音樂。她摸著胸口

說：「那時候感覺我的心掉下去了」。所

以現在的她每次離開廣播間前都會檢查以

免再犯錯。

 「我希望可以跟較資深的DJ學習如何更

流利及順暢的把事情交代清楚。」這是她

對自己的期望。聲音對她而言是樂器，是

表達情緒、傳遞訊息的工具。她用聲音獲

得成就；她用聲音傳遞能量陪伴聽眾，她

就是ICRT 的DJ 劉艾立。

ICRT DJ 劉艾立（Erika）。（圖／鄭如晴）　

《農村的遠見》導演劉嵩。              （圖／劉嵩提供）　

記者／李程程

　近期外送員車禍等交通事故頻傳，警

察廣播電台特別拍攝短片加強機車安全

宣導，也與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共同舉

辦《讓安全上路－開車新文明 美聲展風

情》音樂會，邀請許多歌手演唱，並呼籲

民眾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透過音樂會 吸引民眾參與
      

 警察廣播電台與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

11月29日晚間在國父紀念館舉辦《讓安

全上路－開車新文明 美聲展風情》音樂

會，並邀請歌手簡文秀、施文彬、康康、

許富凱、許芷芸等出席演出，吸引2000多

位聽眾一同參與。
警察廣播電台台長宣介慈（左）與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理事長許智樂（右）

（圖、文／李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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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城市類型的《城市的遠見》。

 他認為，在有限的資源中，內容永遠是第一順位，

只要內容夠專業，沒有什麼是不能拍的。

融入當地家庭 發現生命力

 對劉嵩來說，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也是反思自審

的時候他舉例，像2008年的《黃羊川》，整部片以農

村生活片段所組成的，沒有主要人物、旁白、敘事結

構，單純只有農民的生活細節。劉嵩表示，記得有一

次，在地陪的陪伴下，來到了一個家庭，他看到那些

農民明知道沒有客人會來，仍然將生活環境打理的整

整齊齊，即使生活貧窮困苦，他們仍保有對生活的尊

嚴，溫韌的生命力令他訝異，於是便也思考起要如何

與他們匹配。

 同樣和農村議題相似的作品，包括了《農村的遠》

》和《黃羊川》卻是截然不同的理念，這也帶給他完

全不同的感受，一個是細探農民的生活、農村貧困的

問題，另一個則是以「遠見」和「永續」作為核心價

值，透過訪問其他國家，了解他們如何看待環境，學

習別人的心態，再回來審視自己。

   劉嵩說：「採訪使我快樂，因為可以閱覽不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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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和農村議題相似的作品，包括了《農村的遠見

動物星球頻道《滅絕動物大追蹤

 警察廣播電台台長宣介慈表示，交通是大部分

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理事長許智樂說，

   拍攝紀錄片對導演劉嵩而言，他是那麼說的，「是

他笑稱，自己是個「雜食主義者」，做過生態類型

  劉嵩在這條路上走了長達30多年，曾獲得多次金鐘

他認為，在有限的資源當中，內容永遠是第一順位

對劉嵩來說，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也是反思自審

   同樣和農村議題相似的作品，包括了《農村的遠見

 劉嵩說：「採訪使我快樂，因為可以閱覽不同人的

  專訪完的當下，導演和記者說，他明日要繼續

聽到劉艾立（Erika）這個名字，第一個浮

由於有些節目必須跟著流程走，無法說自

節目從原本的預錄也改為live，「這
在廣播工作兩年，她漸漸得心應手，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