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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IVE金羽獎台灣拿下10獎
後疫情時代直播更具活力

陳淑芳拿下金馬雙獎

記者／楊子奇
第57屆金馬獎21日在國父紀
念館舉行頒獎典禮。國片《消
失的情人節》拿下5項獎項(含
最大獎最佳劇情長片)，為本
屆金馬最大贏家，高齡81歲演
員陳淑芳也破紀錄以《孤味》
與《親愛的房客》，分別拿下
最佳女主角及最佳女配角獎
項，為本屆矚目的兩大重點。
以《消失的情人節》獲得
最佳原著劇本獎及最佳導演獎
的陳玉勳，在頒發最佳劇本
獎時，他表示，這是他25年
來第二個劇本獎，寫劇本是
一件很艱苦的事情，會得到
第57屆金馬獎圓滿落幕得獎人一同合影留念
(圖片／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提供) 這 個 獎 項 出 乎 他 意 料 之 外 。
《消失的情人節》無論是
在拍攝手法或是故事劇情都深
受金馬評審的青睞，陳導演
記者／陳韻方

觀看達1千萬 收視居3年之冠
根據台視統計第57屆金馬
獎，今年收視是近三年之冠，
電視及網路加總，當晚共1094
萬3千餘人觀賞金馬盛會，其
中電視收視3.77，約有307萬8
千人收看，相較去年總收視人
口252萬人，增加55萬8千人。
不只紅毯造型引人注目，表
演節目更是精彩，身在高雄的
盧廣仲也特地「連線」與「家
漢」陳昊森合唱《刻在我心底
的名字》，用歌聲帶領大家一
同重溫電影中兩位男主角對於
青澀初戀的刻苦銘心之情；這
首也成功奪下本屆金馬「最佳
原創電影歌曲」，獲獎時的收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創辦

行政中心／28824564轉2413

吳舜文新聞獎抗疫不設限
媒體人做最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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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直衝典禮第二。
表演節目中，收視最高點的
艾怡良《似曾相識》組曲，收
視4.57(收視人口100萬1千人)
，包括《Rain and Tears》、
《California Dreamin’》、
《Why》等經典華語電影中的
英文歌曲，渾厚嗓音配上黑白
視覺風格，引領觀眾細細回味
大銀幕的歷史長河。
表演收視第三名的黃明志《
小鮮肉變男子漢》，誠意滿滿
的為金馬57創作全新歌曲，歌
詞貼切的道盡電影人的各種心
聲，其中酸爆大陸審查制度，
在網路掀起一波狂讚。

中天電視台大樓。
（圖／中天電視台提供）

也在後台媒體聯訪時表示，
很意外會得到這麼多獎項，
且最佳導演獎是想了25年最想
得到的獎，如今達成夢想，未
來將會更沒有包袱的拍電影。
陳淑芳為金馬有史以來年
紀最大的影后，也是首位
在同屆拿下影后與最佳女
配角獎的例子。她表示，等
了63年才等到這個獎，明年
找她拍戲，也不會漲價。
她強調:「因為我的一生，
我是演員，我不是明星，只
要記得還有陳淑芳，哪怕
一場戲、一句話，我都會
演，我不挑角色！」並打趣
說，金馬獎在欺負她，獎
盃那麼重，讓她一個老人家
拿著，但還是要抱得緊緊。

本屆金馬獎政治意味不如
以往濃厚，香港電影《夜更》
奪得最佳改編劇本獎時，製
片莊淑芬上台領獎時代替導演
郭臻以粵語表示，這個獎只
是暫時為香港人托管，未來黎
明來到，會交回給港人。願
大家好好療傷，好好休息，
好好去愛，然後擇善固執。
此外，金馬首次以隔空頒獎
方式呈現在典禮當中，由於《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獲得最佳
原創電影歌曲獎，讓身在高雄
LIVEWAREHOUSE開唱的盧廣仲
與片中男主角陳昊森以連線合
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領
獎，用歌聲帶領觀眾一同重溫
電影情節。（更多金馬相關資
訊請詳見二版。）

金馬獎第57屆得獎名單

製表人／陳瑀倫

中天綜合台有條件換照
記者／蕭豐蓁
NCC委員會議18日同時審查
中天新聞台與中天綜合台換
照案，中天新聞台換照案被
全票否決，中天綜合台則以
4項附款通過換照審查，但
NCC也強調，如未履行相關
負擔，將廢止該換照處分。
NCC說明，4項附款內容包
括：頻道應提升每年本國節
目比例至75％，頻道每年投
入本國綜藝及戲劇節目製
播經費不得低於1億5158萬
元，針對週間黃金時段晚
間8時至10時，1年至少排播
2檔本國戲劇節目，另外中
天公司應於年度結束後6個
月內將資料送與NCC審查。
NCC也說，中天綜合台在執
照效期間，偶有因節目與廣

告未明顯分開受警告裁處達2
次，顯示尚有持續強化及落實
節目編審機制之空間，綜合考
量中天綜合台營運情形，提
出6項行政指導包括：強化及
落實編審機制以減少申訴及避
免違規，持續提升本國節目
製播及遵守指定時段製播本
國節目比例規定，未來如欲
製播特定類型節目，應依法
另向NCC申請變更營運計畫。
確實落實綜合台屬性，與
新聞臺及娛樂臺內容規劃須
要有區隔，就人員專業訓練
部分，應與其他兩臺新聞台
及娛樂臺分開，以及提高戲
劇節目之新播及首播比率。
NCC說若中天未履行相關負
擔得依法廢止該換照處分。

兩岸電視主持大賽 台陸影棚連線競技
記者／林禺盈、陳瑀倫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電視主
持新人大賽」18日在中國時報
大樓舉行台灣賽區菁英賽，比
賽結果最終由張尚澤、阮珮慈
與杜晴雯三位選手代表台灣與
對岸二十個省份以上的參賽者
相互較勁。但今年的總決賽有
別於以往，受疫情影響，將首
度在台灣的電視攝影棚以「連
線」方式與中國大陸進行主持
大賽。
初選挑選出了20位菁英成功
突圍決賽。比賽兩階段首先為
「黃金90秒自我介紹」，考驗
參賽者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發

揮主持創意，融合自我特色與
表現，讓評審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階段為「即興主持挑戰」
，考核選手的主持反應力，場
控力及語言表現力。
三位代表台灣的選手，在即
興訪問部分台灣大學醫學系杜
晴雯，超群的表現博得評審肯
定，緊扣著受訪者本身問題追
問，做到了評審強調的切勿當
成聊天的形式與受訪者交談。
另一位來自醒吾表演藝術系
的張尚澤則是利用多角戲橋
段，以一人分飾霸凌者被霸凌
者和本身自己，三個角色穿插

演出，因此獲得評審青睞。
政大新聞系阮珮慈利用她熟
悉的領域，在表演內容中扮演
有著10萬訂閱數的YOUTUBER，
以主播開場形式當作主持的其
中技巧，再利用有趣的回答方
式來介紹自己。
今年台灣賽區邀請到的評
審，包括金鐘主持許效舜，藝
人詹子晴、時尚美學講師李
明川、時際創意傳媒總經理洪
肇君與中華藝創文旅協會理事
廖珮玲。評審團在三至五位參
賽者結束比賽表演後，立即講
評，讓選手當下學習及改正。

Mol銘報即時新聞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edianewsonline 網頁版：http://mol.mc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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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57新聞擴散分析前3新聞網站
編案:
銘報統計金馬獎53屆至57屆各國(含本國)入圍的數量統

221則

計，由表可以看出中國電影在55屆數量以62件最多，隔年
56屆則降為1件。起源於55屆得獎者傅榆致詞，導致中國隔
年退出金馬。56至57屆我國國片入圍數量大幅增加。

83則

75則

另據Quickseek輿情資料庫分析，針對金馬獎20日至24
日的聲量數據來看部分聲量支持沒有中國電影的金馬獎。

(根據Quickseek輿情資料庫分析)

金馬

1961

黃明志

5538

輸了沒關係，再接再厲。 在這裡也要感謝臺灣對藝術作品的包容度讓這部禁片重
見天日，臺灣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上映這部地方的地方。

網路聲量
關鍵意見領袖

苗博雅

6374

2509

進場看臺灣電影，不必再用「支持國片」的心態去看，因為它是好電影。
就是這麼簡單，跟全世界的電影比較，台灣電影有足夠的競爭力。

前

2

名

蔡英文

52388

1502

一場疫情改變了世界，不變的是，電影工作者創作的熱情。 每
位電影人都說出了屬於我們的人生故事，也豐富了臺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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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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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舜文
新聞獎 抗疫不設限
記者／黃佩璇、張舒涵、葉芳吟、蕭羽秀、沈瑄
第34屆吳舜文新聞獎19日在新店裕隆城圓頂劇場舉
行頒獎典禮，評審召集人胡元輝表示，今年因疫情，
新聞工作者仍堅守崗位，將資訊傳達給民眾受到高度
肯定，並指出記者在「疫情當頭，使命永不退卻。」
吳舜文新聞獎董事長嚴陳莉蓮表示，今年參賽作品
件數增加，內容深刻多元，意味著在被疫情所隔離、
封鎖的社會裡，並沒有影響新聞工作者的行動力，並
感謝新聞工作者敬業精神，堅守公正、客觀與自由的
核心價值繼續為社會大眾披露真相與事實。
今年參賽作品共336件，文字類225件，影音類111
件，胡元輝表示，這次參賽作品特徵，針對疫情防治
深度探討或對後疫情時代前瞻與討論。以及對舊有議
題，仍繼續進行追蹤、深入探討並將最新狀態呈現給
民眾，並說到，不論入圍與得獎者，都覺得大家做了
最好的見證、表現當之無愧。

公視推保育TVBS戰在最前線
這次紀錄片競爭非常激烈，公共電視紀錄片「檜木
林」從眾多優秀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了紀錄片獎。
成員陳佳利表示，這條路很難行，但還是堅持的走下
去，希望能做出更好的報導。
得獎公視團隊的陳佳利代表領獎時特別感謝用生命
守護山林的前輩們，多次推動森林保育政策，以及台
灣的原住民族堅守山林土地，現在才能享受檜木林所
帶來的美好。
TVBS節目專題「身在美中貿易戰最前線 旅居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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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人做最好見證

台灣人生存術」獲影像類－兩岸新聞獎，得獎者莊志
偉、張志旻表示，有長達10年時間在北京、上海駐點
深入觀察對岸社會，此報導主要探討美中貿易戰對大
陸經濟與社會層面造成的影響，以及對台商甚至對台
灣青年的衝擊，希望透過報導讓台灣人了解對岸經環
境現狀。
做大陸新聞最困難的就是大陸很大，人很多，沒有
辦法三言兩語講完，所以莊志偉形容做大陸新聞像盲
人在摸象，這邊看到的面貌可能跟另一邊是完全不一
樣的東西，呈現內容在有限的時間內其實是很少的一
部分，絕對不是全貌，只是他遇到的這些狀況。

聯合獲雙獎天下課綱的108個煩惱
入圍五項作品的聯合報，共得兩大獎，影音類國際
新聞報導獎和文字類深度報導獎。「非煤家園之路—
德國、英國」獲得影音類國際新聞報導獎，游昌樺表
示，專題去年6月開始籌備，當初設定是想找華文媒體
未曝光過的新聞議題，希望台灣民眾能了解關於能源
的議題。而製作過程最大的困難點是約訪，因為德、
英兩國7、8月是休息時間，加上團隊出國時間非常短
暫，與受訪者約談困難，專題的題目也是受訪者需要
時間準備才能回應，因此游昌樺在台上發表得獎感言
時，也特別感謝每一位受訪者。
鐘聖雄的「隱形農業大軍」獲得文字類深度報導
獎，為聯合報系連續第三屆奪得的獎項。鐘聖雄製作
過程辛苦，一個人要到深山部落採訪，半小時就要回

報一次GPS定位；也期望大家能夠多多關注此議題。
天下雜誌共有三項作品入圍其中「課綱的108個煩
惱」獲得影音類「深度報導獎」。李洛梅、張涵青表
示，感謝天下雜誌給予記者充裕的時間做類調查報名
事宜，在前期約訪受訪者等準備工作就花了將近一個
月的時間，而最重要的是在願意出來講淺在利弊及自
己想法的部分更是額外困難。
影音總監李洛梅表示，在現代數位轉型的環境下，
大家都十分艱苦，任何工作都非常繁重。現在天下雜
誌在數位轉型之下也開始做Podcast，希望能夠用最大
的努力及各種方式與閱聽眾做持續的溝通。
評委總召集人胡元輝表示，這次新聞獎得獎三大特
徵為疫情、兩岸及舊有議題追蹤或新增議題的挖掘，
而這次多數作品是關於疫情，並特別致敬所有工作者
在這方面仍堅守崗位。
類型

獎項

得獎作品
聯合報《隱形農業大軍》

深度報導獎
文字類

國際新聞報導獎

報導者《無聲的滅絕:新疆「再教育營」實錄》

兩岸新聞報導獎

獨立記者《無聲之戰系列報導》

攝影類

影音類

新聞攝影獎

報導者《香港反修例運動-烈火黑潮》

深度報導獎

天下雜誌《課綱的108個煩惱》

國際新聞報導獎

udn.com《非煤家園之路-德國、英國》

兩岸新聞報導獎

TVBS電視台《身在美中貿易戰最中線 旅居大
陸台灣人生存術》

紀錄片

紀錄片獎

公共電視《檜木林》

製表人／陳思妤

《無聲之戰》林怡廷為台發聲

第34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者合影。(攝影／黃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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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電 視
國際副組長

記者／林禺盈
11月6日，理應結束的美國總統大選
仍在膠著。因美選而連日忙碌，一日播
四節戰情新聞的壹電視國際副組長王孟
琦仍抽空接受訪問。在採訪的前一晚，
她傳來訊息依然壓抑不住對工作的熱
情，上面寫著，「目前還沒有被公司召
喚，明天見了！」

新風格新型態發揮
今年美選是王孟琦第一次從早戰情到
晚，又要口譯，播報形態也不同以前只
能講報票或最新情況，讓她有更多揮
灑空間。她興奮地說，像她認為John
McCain這位美國共和黨資深黨員很有可
能影響美選，因為他的太太公開支持拜
登，被外界認為是影響亞利桑那州選情
的重要推手，卻較少被台灣媒體注意
到。但編輯台卻讓她能夠發輝，實際參

記者／徐敬璇
獨立記者林怡廷個人憑著《無
聲之戰》系列報導為台灣發聲，
林怡廷也是首位獲得普立茲中心
支持贊助的台灣記者，她表示，
希望透過系列報導，讓國際社會
了解台灣的處境。
「作為記者，能夠在歷史時
刻，紀錄台灣的故事，是一件很
幸福的事。」林怡廷表示，雖然
是獨立報導，卻是過去三年內累
積下來的點滴。她特別提及，有
了過去在天下雜誌當時政記者
時，更進一步調查台灣政治與社
會的經歷，才有《無聲之戰》的
可能。除了向合作的同業夥伴道
謝，也感謝爸媽心靈上的支持。

《無聲之戰》系列報導，以國
際視野來解析中國對台灣運作模
式的影響，專訪了金門、馬祖、
台灣國民黨，以及香港與馬來西
亞，從這些地區挖掘中國對台灣
的影響。
林怡廷深入剖析，發現自中華民
國在台灣落地70年以來，台灣
位處於兩種意識型態交疊的斷層
帶，這種社會議題在國際上其實
有不少關聯性，在全球地位愈形
關鍵。
《無聲之戰》在台灣媒體網站
及普立茲網站上皆有刊登，林怡
廷透露，未來將會以書籍的方式
呈現。

王孟琦新挑戰 即時口譯報導大選
與新聞呈現方式與播報內容，對她而言
是很難忘的經驗。
王孟琦在踏入電視台之前，其實是位
隨行筆、口譯人員。雖然大學是就讀的
是政大新聞系、校內實習的單位是電
台，但對媒體行業並沒有特別有憧憬。
孝順的她，會想轉行做記者只是因為想
有份穩定的薪水給家人。
進入媒體業後，她在台視主跑社會
線，她說，社會線的記者很需要「接地
氣」，並善於與人交際、互動。王孟琦
清楚自己的優勢與目標，她認為她的個
性比較內向，加上一直以來都有個夢想
是去國外採訪，而正好壹電視國際組有
「外派」的機會，也想加強外語能力，
因此轉到了壹電視國際組當記者。國際
線記者會從其他國家媒體中得知第二手
資訊，但是能接觸的新聞種類包括了娛
樂、財經、黨政等等，比較多元。

轉入壹電視後，短短一年半，王孟琦
便升為國際組副組長。心態上該如何快
速的切換是她在這個位階所面臨到的重
要課題。王孟琦說：「我的個性容易不
好意思，所以要求記者做事情時，會很
怕這樣是不是麻煩到他們」因此也是調
適了好一陣子的心態，才漸漸習慣成為
「副組長」。

莫忘初衷做好本份
「只要有機會就願意去嘗試，不讓它
流失」，王孟琦在長官的詢問下，嘗試
兼職主播與全球順時鐘的製作和主持
人，並盡心竭力的去完成長官賦予她的
任務。想起第一次播報新聞的前一晚，
她笑著說自己緊張到失眠。雖然大學時
期有在活動或宴會場合上當主持，練習
台風和氣場，但謙虛的王孟琦表示：「

幸好有副控、導播、編輯的協助，與從
前累積的經驗，最後才能順利下莊。」
談起過往經歷，王孟琦總用一種非常
不可思議，事情就這樣發生了的表情訴
說。不論是甚麼身分，即使身兼多職，
她仍盡全力做好每個角色。她想告訴想
進入新聞媒體產業的新鮮人說：「這個
行業的誘惑、挫折與成就感都是交織而
成，很容易迷惘，千千萬萬要記得踏入
的初衷。」

王孟琦勇於嘗試。(圖／王孟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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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IVE金羽獎
台灣拿下10獎

記者／陳詣涵
2020第四屆「直播金羽獎」22日
在台北東方文華酒店舉辦，台日
首次跨國連線進行。在後疫情時
代，直播平台展現更勝以往的活
躍力，今年採用最後競賽決定奪
冠者，並進行頒獎典禮，全球5萬
個17LIVERs總共有9902人入圍。
由小禎和KID精心打扮造型擔任
金羽獎主持人，許多直播主也盛裝
出席，本屆金曲獎最佳樂團獎的滅
火器樂團，也攜手其他知名歌手一
起為本屆金羽獎增添不少色彩。
今年金羽獎頒發四大類共16個獎
項，包含「直播風格類」「專業內
容類」「年度個人獎項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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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直播更具活力

獎項類」，而在得獎主播中也首次
出現「三冠王」的殊榮。最終台
灣拿下10項獎項、日本5項、香港
1項，九大地區54,000用戶在兩小
時內各自相挺，全場兩小時共送出
2.5億點寶寶幣，平均每分鐘給出創
下單場單場競賽活動紀錄。台灣人
氣直播主珈菲擊敗日本人氣直播主
ASSUN勇奪最大獎年度風雲人物。
本屆金羽獎表演嘉賓眾星雲集，除
金曲獎最佳樂團滅火器樂團外還有尬
電小王子高爾宣、Julia吳卓源以及
17節目常客搖滾天團八三夭樂團，
整場熱力四射、活潑嗨唱，讓第四
屆金羽獎在一片歡呼聲中圓滿落幕。
17LIVE 18日宣布，共同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黃立成辭去公司所有職務。
(圖片來源／17LIVE)

黃立成穩定台日市場 另闢新事業

金羽獎會場內17主播們用心和全球粉絲連線。（圖／17LIVE提供

二十二
周年慶

１１１１不只求才 還推產學平台

記者／劉曉鋒
1111人力銀行邁向22周年，11日於舉
辦「產學合作發表會」以及周年慶活
動，現場逾40所公私立大專校院、近70
家知名企業，超過250位產官學界代表
齊聚，一起見證「產學合作平台」的誕
生，為回饋新舊會員，人力銀行還會將
舉辦為期2周的周年慶活動，獎品十分
豐富。
產學合作平台集結產業界資源，提供
「技術合作」、「企業實習」、「企業
參訪」及「課程講座」服務，協助學子
及早接觸企業文化，儲備即戰力，為產
業超前部署培育人才。發布會現場包括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呂正華、科技部參事
陳銘煌、教育部技職司副司長謝淑貞、
私立大學協進會理事長吳永乾、私立科
大協進會理事長徐守德、以及產學合作
推動委員會主任委員蕭介夫等。
1111人力銀行總裁林文雄表示，秉持
著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發揮社會影響

力，也積極投入產學合作，力促匯集資
源交流。林文雄說，對國家社會有幫助
的，1111就義不容辭，不再只是求才及
找工作的網路平台而已。
另外根據1111人力銀行資料庫顯
示，10月份有效工作機會數來到49萬
筆，創下近13個月新高，顯示因為疫情
衝擊而遞延徵才的企業，目前有漸漸鬆
動釋出職缺的跡象。1111人力銀行媒體
中心發言人黃若薇指出，國內新冠疫情
於今年上半年來到高峰，並從3月起實
施邊境管制，導致國內經濟活動降溫，
然而隨著國內疫情趨於平穩，政府力推
振興方案，國人消費信心恢復，帶動就
業市場逐漸活絡。
最後林文龍還說到為了慶祝人力銀行
邁向22周年，將舉辦為期2周的周年慶
活動，至11月30日止無論是新舊會員，
只要在系統裡更新學歷、經歷，就有機
會獲得大獎。獎品包括iPhone12、圓山
飯店住宿、福容集團全省住宿券等。

傳 播 櫥 窗
KKBOX會員免費體驗30天
為讓使用者有更高級的音質享受，KKBOX推出Hi-Fi無損音質服務，全面提升使
用者聆聽音樂層次感，11月17日至12月14日會員可以使用KK Points 2點免費體驗
30天。
文/陳思妤

飛碟空中義賣會空中傳愛

飛碟電台在11月23日至12月7日舉行「2020飛碟空中義賣會」義賣活動。台長陳
祥義表示，17年來飛碟空中義賣會幫助許多團體，使得這些困苦的弱勢家庭、兒
少獲得適當的就學、就養、就醫、就住等基本生活需求，扶助更多弱勢家庭渡過
難關，減少社會問題及預防不幸事件發生。
文/呂怡慧

遇見莫札特返國父紀念館
愛樂電台24日宣布重啟【音樂開門：遇見莫札特】兒童音樂會，時間地點在明
年1月24日國父紀念館舉辦，共有兩場表演，票價落在新台幣500元到2400元間。
文/歐雅如

記者／陳詣涵
17LIVE集團於18日宣布，共同創辦
人暨榮譽董事長黃立成配合公司回購
股份計畫，將全數股權售回予公司，
並辭去公司所有職務，專注於個人新
事業的發展。
17LIVE集團全球CEO小野裕史
（Hirofumi Ono）表示，很少人能像
黃立成在17LIVE一樣，投入大量心
血。非常感謝他建立17LIVE時的遠
見和堅韌，以及作為董事的專業貢
獻，17LIVE全體同仁祝他一切順利。
黃 立 成 則 表 示 ， 過 去 5 年
來，17LIVE一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但始終想為台灣創業圈做些什麼。隨

著17LIVE在台灣及日本市場逐漸穩
定，轉而專注新事業似乎是「正確時
機」。
黃立成還說，為17LIVE現今取得的
一切感到自豪，會繼續為17LIVE的未
來喝采，也謝謝所有曾在17LIVE與他
合作共事的投資夥伴及團隊，沒有他
們17LIVE不會有今天。
如今17LIVE在9個國家/地區開展
業務，已與近5萬多個內容創作者簽
約，每月創造超過73萬小時的串流影
音內容。而黃立成卸任後的董事職位
將考慮由其他主要投資人接任，帶領
公司邁向下一個階段性目標。

部落客大合照並展示作品。（攝影／劉曉鋒）

PIXNET走出螢幕 送暖偏鄉

記者／劉曉鋒
PIXNET18日與高林文創基金會合
作，舉辦「零廢棄圍裙設計」公益活
動。利用廢棄布料做成圍裙，並將成
品捐贈給「貨櫃希望教室」的孩子
們，傳遞愛心以及推廣零廢棄環保的
理念。
活動於新創品牌「REHOW如禾永續
文創」大直總部舉行，邀請到10位部
落客來參與公益活動。利用各式材質
的廢棄布料，例如廢棄鞋帶，廢棄拉
鍊，邊角料，廢棄口袋等，做出一件
五彩繽紛充滿愛心的工作圍裙。許多
部落客首次參加此活動。
認為過程充滿樂趣，也了解到家中空
閒置的舊衣褲，只需運用一點創意就
能重獲新生，還能減少資源浪費。
部落客喬伊覺得這次活動有特別的意
義，把一些不要的廢布料串連在一起
變成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圍裙把這

份愛心永續下去給有需要的孩子。另
外她還說與其去一些精品店買禮物給
孩子表達愛意，倒不如自己動手做一
個，這樣這份禮物就會變的更有意義。
PIXNET行銷經營部主任蔡佩庭表示痞
客邦。重視環保。
公司也關注相關的環保議題例如海洋
生態保護，另外公司同仁日常也會落
實資源分類回收，以及連續3年有參加
「地球關燈一小時」的活動，並邀請
到部落客拍攝宣傳影片。蔡佩庭還說
到未來還有相關公益活動，目前公司
還在規劃中，大家一起期待吧。
最後城邦文創基金會執行長陳嫦玫
還說到透過這次活動讓大眾知道零廢
棄，零放棄，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份
小小的禮物也會給孩子們帶來無比溫
暖，快樂。也希望在未來能有更多的
機會創辦這種類型的活動。把這份溫
暖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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