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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新聞台對於NCC日前「不予換照」決議聲請

假處分，11月30日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希望

繼續在52台播出，捍衛新聞自由及員工工作權。NCC

委任律師認為，若中天仍暫時經營，將破壞法定許

可管制制度。北高行審判長許麗華、受命法官陳雪

玉、陪席法官孫萍萍組成合議庭審理，未做出裁

定，最終結果預計下周出爐。

　中天電視委任律師方伯勳等人認為，本案「公法

權利概然性高」，意即行政訴訟中天勝訴機率高，

因此要求北高行給予假處分，請求北高行裁定換發

暫時執照，讓中天新聞能夠在執照到期後以及訴訟

進行期間，繼續經營。且具有急迫性，要求裁定NCC

在行政訴訟終結前，不得許可有線電視業者申請52

台頻道變更。

　NCC委任律師方瑋晨反駁，「新聞自由是講憲法

上第四權，監督政府，如果像蔡衍明這種財團只要

買得起媒體，愛怎麼講就怎麼講，這種不是新聞自

由！」。

　NCC律師回應，中天新聞台103年換照成功，於109

年12月11日到期，執照有效期為期6年，沒有暫時保

護必要，如果NCC駁回換照申請，中天還可以暫時經

營，將破壞法定許可管制制度。再者52台是頻道業

者與系統台業者間商議結果，屬於私法關係，司法

不宜介入。

　中天電視委任律師表示，中天公司不是單純營

業，而是透過中天新聞台實現新聞自由利益，以及

人民可以視聽的權利，認為NCC違法侵害中天電視造

成營業收入減損以及員工工作權與中天新聞新聞人

員新聞自由基本權。

　NCC律師則強調，中天電視委任律師所稱「損害」

是2014年執照到期，而非原處分，中天仍然可持續用

YouTube平台經營24小時新聞播出，不造成損害。

　中天說明NCC行政處分有效，但並不等於合法，列出

NCC有原處分程序違法、聽證程序違法與委員會作成

駁回決議權之程序違法，侵害中天的權利。並表示，

行政機關裁量判斷，必須建立在「判斷的基礎事實正

確」、「審酌有利當事人事項」，NCC並未審酌當事人

有利事項，也聲稱中天新聞仍有改善NCC所稱違規之可

能，並提出改善方法。

　中天新聞部總監梁天俠也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旁

聽，並表示，中天新聞這個案子對台灣言論自由及新

聞自由傷害非常重大，希望司法成為捍衛言論自由和

新聞自由最後一道防線。政府應該把選擇看哪一一台

的權利以及遙控器還給人民。

記者／呂咏儒

52頻道誰入駐?公廣:華視夠格

司法應該捍衛言論和司法應該捍衛言論和
新聞自由。新聞自由。

這種不是新聞自由！這種不是新聞自由！

中天新聞台申請假處分，11月30日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中天新聞台申請假處分，11月30日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
與NCC進行攻防戰。  (與NCC進行攻防戰。  (圖／蕭羽秀) 圖／蕭羽秀) 

中天新聞部總監 梁天俠中天新聞部總監 梁天俠
圖 ／蕭羽秀圖 ／蕭羽秀

NCC委任律師 NCC委任律師 方瑋晨方瑋晨
圖／擷取自有澤法律事務所網頁圖／擷取自有澤法律事務所網頁

中天中天頻道是否保留頻道是否保留 下周出爐 下周出爐  　  　  
記者／蕭羽秀

中華傳播學會籲理性討論中天案
　因中天換照事件，不少傳播學者言

論遭到批評，中華傳播學會於日前聲

明，呼籲媒體停止人身攻擊。中華傳

播學會理事長郭力昕表示，應尊重傳

播學者的專業和尊嚴，不能因為政治

立場不同，有惡意攻擊的行為。

　日前有傳播相關畢業校友因政治立

場不同，批判學者言論。中華傳播學

會聲明，基於維護傳播學界擔負社會

責任之應有空間與尊嚴，籲媒體與社

會各界，尊重學術專業，理性討論。

　學會表示，媒體為社會公器，不應

以政治立場黨同伐異，報導涉己事務

尤需避免對持異見者進行輿論霸凌。

　關於中天事件，多數傳播業界人士

或學者不願意接受採訪，擔心言論遭

人誤解，針對學者擔心言論被扭曲的

部分，郭力昕認為，學者的擔憂可以

理解，媒體界現在風聲鶴唳，大家都

明哲保身不願受訪的狀況，實在非常

遺憾。

　對於傳播學者被惡意用言語攻擊一

事，郭力昕表示，中華傳播學會雖無

法提供實質的言論保障措施，但站在

學會立場，呼籲業界媒體及社會大眾

維護傳播學者的專業和尊嚴，理性討

論，避免惡意批評和人身攻擊。

記者／蕭豐蓁

　公廣集團1日召開記者會，由新聞頻

道籌備小組召集人華視總經理莊豐嘉

與公視代總經理徐秋華說明爭取52台

之決心。莊豐嘉表示，華視新聞資訊

台具相關資格，更有獲獎無數的深度

報導《華視新聞雜誌》增添新聞的厚

度與深度。至於人力資源，徐秋華強

調，有公視團隊幫助，雙方將合作。

　莊豐嘉更表示，公廣集團肩負社會

公器之責，爭取帶給台灣觀眾更優質

的新聞內容，可以說是責無旁貸、當

仁不讓。

　此外，對於華視新聞資訊台是否具

有相關的資格，莊豐嘉則強調，早在

101年便已將資訊台變更，申請為新聞

資訊頻道。

　有關公視收入都是由政府編列預算

支柱，成立新聞台將面臨「固定預

算」、「有否頻道」等問題。對此，

徐秋華：「華視新聞資訊台可以有廣

告收入，因此無需政府挹注。把華視

的機動性結合公視的深度專題，這是

資源的整合，公視的新聞節目將有更

多人可以看到」。

　莊豐嘉則表示，「華視相信兩台的

結合可以增加廣告收益，也可改善虧

損、創造更多利潤」。

　徐秋華說，公廣新聞台進入新聞區

塊現已是社會的期待，在董事會的支

持，及公華視新聞部同仁的持續溝通

下，雙方合作近日就會啟動。現已擬

定公視有四個新聞性節目包括「有

話好說」、「南部開講」、「我們的

島」、「獨立特派員」及紀錄片節

目。「紀錄觀點」將在華視新聞資訊

台播出，未來還會有更多的節目加入

播出的行列。

 被問到NCC點名進入52頻道，莊豐嘉

表示，不管誰推薦或誰呼籲，公廣集

團都只是爭取者之一，還有許多新聞

頻道業者爭取。

　莊豐嘉認為，華視新聞有許多好的

內容，得了許多新聞獎，應該給更多

觀眾看。同時也強調，電視台有公共

責任、系統業者也有公共責任，提供

民眾更多優質內容，是任何一個媒體

都要做的。如果別的媒體可以進去，

只有公廣集團不能進去，豈不是浪費

納稅人的錢。

中華傳播學會理事長郭力昕表示，應尊重傳播學者專業和尊嚴。    
                                                                                        (圖／擷取自中華傳播學會網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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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9年12月4日 星期五 　　　主編／鍾淳渝

記者／黃佩璇

　2020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得獎者王健壯上台致詞，他認

為媒體永遠是反對黨，他一直相信老派價值。

（圖／呂怡慧）

記者／葉芳吟、沈瑄、徐敬璇、張舒涵

　第19屆卓越新聞獎於11月24日

舉辦頒獎典禮，評審團主席丘岳

表示，今年卓新共頒發16個獎

項，參賽作品高達 697 件，都創

下歷年新高。但他期許，有更多

「建設性新聞」，讓新聞從「發

現問題」，提升為能夠「解決問

題」的角色。

丘岳：建設性新聞更重要

　丘岳說，今年對記者而言是極

具挑戰的一年，疫情肆虐下，衝

鋒陷陣為閱聽者做第一線報導，

難度更甚於過去。從今年評審反

應來看，今年優秀作品成果更不

輸往年。

　話峰一轉，丘岳也表示，參賽

作品雖然優，但當中刊播佔比仍

低，希望在產能提高，讓刊播比

率則有所提升，以符合現在的閱

聽大眾對於媒體的期待。

　此外，他也說，從參賽作品來

看，記者在發現問題與提出問題

的能力很高，但缺乏提出解決問

題方案，期許未來有更多建設性

新聞，啟發人心激發對策。

　另外，他表示，為反映當前潮

流，卓新今年新增兩獎項「新聞

敘事創新獎」、「Podcast新聞節

目獎」，報名踴躍，內容精采。

困難時刻 更要做好新聞

　卓越新聞獎董事長蘇正平表

示，過去一年是非常不平靜的一

年，對全世界和台灣形成非常大

的挑戰。在這個最困難的時刻，

也是對新聞工作者非常大的挑

戰。並表示，「在最困難的時

刻，就是要做最好的新聞」。

　評審召集人吳豐山上台說道，

「愛之深，責之切」，近年來他

常公開批評台灣新聞界整體表

現，認為當中有太多偏差，部分

媒體的腐敗令人憂心，但仍有一

部分媒體智慧和勤奮，正確使用

新聞自由，而有了期待，並向入

圍和得獎者給予恭喜。

 2020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由王健

壯獲獎。《上報》董事長王健壯

致詞時表示，過去20年來，雖然

參與過《明日報》、《風傳媒》

和《上報》的籌辦，但他始終是

一個老派記者，一個相信老派價

值的老派記者。

　他表示，經歷過戒嚴時期，言

論最受到限制的年代，到現今言

論開放，體會民主與新聞自由的

不易。而專業主義是專制主義的

天敵。王健壯相信，新聞自由是

民主政治的靈魂，而老派價值是

新聞自由的靈魂。

　今年卓新獎得獎作品大多探討社會議

題，像即時新聞獎的中央社、公視以及新

聞評論獎的天下雜誌皆以探討香港反送中

得獎。聯合報、民視、上下游新聞市集則

是以農業為主題獲評審重視。
 

反送中議題受青睞

　新聞評論獎由天下雜誌記者張潔平的專

欄《為時代記錄，香港的陷落》獲得。她

表示，感謝天下雜誌給予足夠的包容及信

任的空間，能夠讓它為香港做一點份內的

事情。

　「自由不是被給予的，所以也不能夠被

剝奪。還有，無私無畏是很難的、需要練

習的過程，而那些正是我們實現自由的過

程。」張潔平說，在這兩年香港感受最

深的就是自由要行使才是自由，而那正

是新聞人及寫作人的本份。

　中央社記者沈朋達以「『離開定係留

低』－香港反送中抗爭系列報導」，奪

下平面及網路文字類即時新聞獎。

　沈朋達坦言，面對歷史的變動，作為

一名記者，能做的事情有限，最多只

能扮演著記錄者的角色，寫出歷史的初

稿。他感謝受訪者，以及每位帶著他認

識香港的朋友，感謝他們的信任，並表

示「這份肯定屬於你們，屬於香港」。

揭發台灣農業困境

　聯合報記者鐘聖雄以「隱形農業大

軍」連續拿下卓越新聞獎以及吳舜文新

香港陷落+消失農地 深入社會議題
聞獎，探討台灣農村合法與非法移工的

困境，同樣的專題報導也入圍新聞攝影

獎，頗受評審青睞。

　鐘聖雄表示，做新聞就是他想跟社會

溝通的一種方式，因此才會製作出此專

題，也謝謝評審的肯定。

 另外，民視異言堂《消失的農地》以探

討台灣土地利用議題為主題，獲得電視

網路調查報導獎。發表得獎感言時，黃

建璋說：「農地不斷蓋起大樓，小時候

曾看過的很多蝴蝶的稻田，那些會不會

不見？那我們將來看到的景象，又會是

什麼樣子？」。

蕭惟任則表示感謝民視新聞群在製作專

題的時候，給予很大的空間以及資源，

也常常提醒他們要注意，要做有社會影

響力的專題。　

《十點不一樣》求新求變三度獲獎
記者／蕭羽秀

　TVBS「十點不一樣」已三度摘下每日

新聞獎。評審認為，製作團隊在報導格

式加入更多說明整理，以兩三則新聞整

理成小單元的編輯取向，讓觀眾有系統

的掌握新聞重點，顯現出在一塵不變的

新聞環境中求新求變的努力。

 得獎人王結玲當日未出席頒獎典禮，由

TVBS記者廖雅玉代為領獎，廖雅玉說，

卓新獎是唯一看重編輯的獎項，結玲姐

希望透過每日新聞獎讓新聞編輯人員同

樣得到肯定，十點不一樣只會更好，更

求突破。

　廖雅玉脫稿演出表示，結玲姊在公司

綽號是北韓領導人，顧名思義冷酷又殘

暴，但她非常認真，對新聞相當熱忱，

是位非常願意給後輩機會的一個前輩，

在新聞結構脈絡、內容編輯與新聞採訪

製作上都非常有想法，最後廖雅玉期許

大家都能在新聞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

　《十點不一樣》是TVBS每日晚間的國

際新聞節目，經營十四年，貼近時事並

以觀眾為出發點，像是席捲球球的新冠

肺炎，關注各國疫情現況，並請記者解

說整理新聞內容增加新聞豐富度、資訊

性，讓觀眾在「即時新聞」爆炸環境

中，掌握重點。

　
中央社記者沈朋達上台致詞。（圖／徐敬璇）

王健壯：老派價值是新聞自由的靈魂

　警廣呂明宗製作的「要不要找麻煩」

系列報導拿下廣播類及網路（音頻）

類，由於大麻議題敏感，呂明宗說，希

望透過己身之力，提供充足訊息，讓

國人更清楚瞭解大麻態樣及作用，使後

續討論開放與否以及制訂管制措施能更

有效聚焦。但找尋三集故事主角並不容

易，他也很感謝受訪者的信任，使專題

報導能完整呈現。

　呂明宗表示，在今年5月看見衛福部開

放大麻藥劑專案進口的新聞，進一步查

詢才發現國外不少國家已經開放，這才

起心動念想一探究竟。

　「要不要找麻煩」系列報導以三集呈

現，深入監獄、戒治所訪問受刑人及成

癮者、訪問罕見疾病卓飛症病患家屬以

及醫學專家、政府官員和業者，探討大

麻是毒是藥，藉以釐清大麻合法化的爭

議及正負面效應。

　他表示，節目播出後收到不少正面迴

響，罕病家屬曾致電感謝讓更多人了解

他們遇到的難題，而對於今年新增的

Podcast獎，他分享，日後會將「要不要

找麻煩」系列報導上架至Podcast平台。

警廣找「麻」煩 獲正面迴響
記者／呂怡慧

平面及網路(文字)類 電視及網路(影音)類

即時新聞獎

中央社／「離開定係留

低－香港反送中抗爭系列

報導」

公視／「荒日下煙硝四

起」記香港理工大學抗爭

深度報導獎 聯合報／隱形農業大軍 公視／見不得光系列報導

國際新聞獎
鏡週刊／國家的囚徒：中

國709大抓捕案律師王全璋

三立電視台／史上最大．

漂日行動

調查報導獎

上下游新聞市集／光電侵

農大調查：直擊上百案

場，揭發四大亂象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消失的農地系列報導

新聞評論獎

天下雜誌專欄作家／張潔

平專欄《為時代記錄，香

港的陷落》

每日新聞節目獎
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十點不一樣

新聞攝影-單張新聞攝影獎 獨立記者／恐懼時刻(作品發表於澎湖時報)

新聞攝影-系列新聞攝影獎 報導者／香港反修例活動-烈火黑潮

廣播及網路(音頻)類-國際

或全國新聞獎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台／「要不要找麻煩」系列報

導

廣播及網路(音頻)類-地方

新聞獎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花蓮分台／水泥窯燒垃圾、花蓮的危

機或轉機

廣播及網路(音頻)

類-Podcast新聞獎
法克電台／法律白話文運動

新聞敘事創新獎
端傳媒／莫拉克十年專題頁面：雨停之後，台灣日漸改

變的臉

2020年新聞志業
特殊貢獻獎

王健壯

(製表人／鍾淳渝)第19屆卓越新聞獎得獎名單

第19屆卓新獎 頒特殊貢獻獎給老記者

獲獎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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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還有裝第四台，因為不會用手機看電視，電　家裡還有裝第四台，因為不會用手機看電視，電
視一打開就可以看了，看電視對我來說比較方便。視一打開就可以看了，看電視對我來說比較方便。

　已經沒有在看第四台了，因為光是看netflix串流影　已經沒有在看第四台了，因為光是看netflix串流影
音就看不完了，也就沒有時間再看有線電視了。音就看不完了，也就沒有時間再看有線電視了。

　大多是陪伴家中長者才會收看有線電視，平時是以網　大多是陪伴家中長者才會收看有線電視，平時是以網
路觀看居多，Youtube 、愛奇藝是最常收看的網路平路觀看居多，Youtube 、愛奇藝是最常收看的網路平
台。台。

21歲 學生21歲 學生

73歲 家庭主婦73歲 家庭主婦

35歲 上班族35歲 上班族

　據NCC公佈105年到109年前三大有線

電視和獨立系統訂戶數統計顯示，各有

線電視系統訂戶數，皆以緩慢速度逐年下

降，三大系統台中下滑最多為凱擎旗下12

家，共減10.2萬戶、其次為中嘉數位減3.9

萬戶，再來是台灣寬頻通訊共4家減3.4萬

戶。而獨立系統部分，一共減少了23.6萬

戶。目前以戶數市占率來看，市場不斷縮

小，導致各系統互相競爭市占比。

　左圖顯示自108年起各有線電視系統沒

有多大增長，趨勢下滑平緩。

105年-109年
各有線電視系統市占率一覽表

現在僅現在僅490萬490萬戶看第四台戶看第四台
比105年減了5.８2%比105年減了5.８2%

台灣有線電視普及率台灣有線電視普及率

製表人：吳姿瑩製表人：吳姿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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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FM舉辦「毛起來愛」愛心公益活

動，即日起至2021年1月10日邀請聽眾

募資協助社團法人台灣愛狗人協會以

及台灣諾亞方舟動物同樂會。活動不

僅有電台DJ們透過作畫、錄音關懷浪

浪，同時邀請男星許光漢南下至流浪

動物生命園區，探視身心受到創傷的

浪浪。
 演員許光漢也是名愛護動物人士，在
台北之音HitFM邀請下，日前特地南下
屏東，到社團法人台灣愛狗人協會流
浪動物生命園區關懷浪浪，同時也心
疼園長獨自扛起每月六十萬的開銷，
他疾呼：「希望有更多有力量的人，
一起來幫忙，讓生命園區的動物有更
好的照顧、直到等到有人愛他們的那
一天！」。

 看到被鐵鍊勾到脖子背部出血，甚至

勾到嘴巴裂開等身心受創的狗狗，許

光漢相當不忍，哽咽說：「狗是人類

最忠實的好朋友，不管你曾對他做了

什麼，他都一樣的熱情、溫暖。」
 毛起來愛活動頁面，在HitFM生命園區

內有電台DJ們為浪浪作畫，每張圖片
皆有聲音，聽眾可點選聆聽。同時也
歡迎聽眾共同作畫及留言，一起身體
力行，透過每個人的一己之力，喚起
社會的愛與關懷。
　「毛起來愛」愛心公益活動捐款分
為四種方案，有無償捐款、單次捐款
999元、單次捐款1999元、單次捐款
2699元以上。為感謝聽眾捐款，Hit 
FM也邀請兩位近百萬粉絲的人氣插畫
家「狗與鹿」及「辛卡米克」製作
「2021浪浪日曆手札」和「浪愛暖暖 
法蘭絨蓋毯」兩樣贈品。

 

　　　主編／蕭羽秀中華民國109年12月4日 星期五

 2020數位奇點獎 夢之怪物狂奪18獎

Hit FM毛起來愛 有聲圖喚社會關懷

記者／賴政維

許光漢南下屏東，探訪流浪動物園

區（圖／取自HitFm聯播網）

莊惠琪：當好的記者再成為主播

記者／石小凡

記者／蕭羽秀

                             
今年最大贏家，夢之怪物為金色三麥打造的多項作

品橫掃了四大類別大獎及諸多單一獎項，共拿下18

個獎。（圖／賴政維）

記者／古可絜

　新北市將在明年10月16日到21日舉辦

110年全國運動會，預計辦理35項競賽種

類，包含30項應辦競賽和5項自選競賽。

這次首將電子競技納入比賽項目，希望藉

比賽結合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訓，帶來一場

結合科技、時尚、年輕與在地化的賽事。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陳瑋鈞表示，「現在

電競的賽事很多，因應國際潮流和背後所

結合的產業，決定把電競納入明年的全運

會中，但更多詳細資訊包含比賽場地、比

賽規則和游戲項目都還需要進一步研議。

」現在的電競產業在世界掀起一股風潮，

台灣的產官學也努力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

年輕人，期望可以壯大台灣的電競品牌。

　電競在2018年亞運會首次被納入正式賽

事。對於這次在新北的全運會，新北市政

府也已經做好規劃，希望能將這次的全運

會導向年輕化及科技化，藉由全運會培養

年輕族群，落實人才培訓。

　今年5月新成立的新北電競基地有可能

作爲電競比賽的場地。根據民視新聞報

導，新北市市長侯友宜表示，「我們希望

所有的運動賽事，慢慢要得到產業界的支

持，尤其電競本來就是一種運動項目，也

藉著電競產業的引進，讓新北的賽事更多

元性，更帶動未來的經濟的蓬勃發展。」

　一則新聞，使得三立主播莊惠琪被冠上「美腿主

播」，但她不喜歡這個稱號，因為這個稱號抹煞她對

新聞的認真。但她也懊悔地說，確實沒有做好那個報

導，不管後續帶來的效益是什麼，在採訪上來看是不

精準的報導。

　回憶起，那則讓她出糗的新聞，她說，當時她剛從

無線台台視轉到有線台三立，在不適應無線台與有線

台播報差異下，為了凸顯新聞張力，導致她用腿量陽

台，一夕間網路爆紅，距那時已歷經三年，現在的她

已經不同以往。

　莊惠琪對採訪新聞的執著，從她放棄台視培育主播

的人選，轉到三立累積採訪經驗可以看出來。她說，

當時選擇離開台視，心裡面還蠻拉扯的，畢竟台視引

她入行，擔任專任主播也是她未來目標，但當時她問

自己，如果有一天成為政論節目主持人或者是有幸擔

任製作時，現在的經歷夠用嗎？於是她決定往三立再

歷練採訪經驗。

暑期實習定下未來出路

　立定當記者的志向，起源於大三升大四的暑期實

習，她說，壹電視長官對她影響很大，讓她了解電視

新聞產業如何運作，要做到哪些才能當電視台記者。

　莊惠琪甚至激動地說，這樣的經歷至今仍然讓她印

象深刻，未來要進入電視台工作，一定要去實習。提

到實習過程，她分享，當時遇到很好的長官，願意撥

空甚至加班教實習生，如何寫電視新聞、過音，也跟

著記者前輩跑新聞，學到很多東西。

　她感嘆，短短一個月無法成為合格的電視記者，但

能奠定基礎，促使她，想要挑戰快速產製一則新聞，

因此從那時決定她未來的出路，當「電視台記者」。

累積經驗後重返主播台

　而後她順利透過培育主播計畫進入台視，當時還沒

畢業的她，便去台視練習怎麼當一位電視台的記者，

畢業後到台視上班，處理駐地記者傳回來的帶子，11

月轉到黨政組，同時也開始試播。

　幸運的莊惠琪，當時剛好接近選舉，因此在畢業後

短短8個月，就第一節新聞。在台視主跑政治線不到

兩年的她，對比同業，她始終覺得經驗值不夠，無法

處理複雜的新聞，同業有的經歷，她卻沒有經歷過，

她才毅然放棄台視主播培訓機會，轉到有線台三立繼

續跑最複雜的政治線，多累積採訪的經驗值，準備好

後，再重回主播台。

　在三立新聞三年，她目前仍在跑線也兼任主播，慢

慢修改無線台與有線台播報上的差異，她原先播報方

式單調，後來才開始找到如何平易近人的方式。

　一直堅持跑線的她認為，成為主播必要條件是當一

位好的記者，有記者連線的經驗，才能快速的將剛剛

看過的東西講出重點，邊觀察現場狀況邊連線報導。

　目前有跑線五年的經驗的她，她希望能做一些議題

性的調查報導，雖然很難，但現階段的她已是有能力

去做專題新聞的工作者了。

　最後莊惠琪說，觀眾的回饋是最好的肯定，希望大

眾不要忽視每個光鮮亮麗的工作背後的努力與準備。

　第四屆數位奇點獎(Di g i t a l 

Singularity Award,DSA)頒獎典禮

11月25日在台北寒舍艾美酒店舉

行，共400位人士參與。今年最大贏

家，夢之怪物為金色三麥打造的多

項作品橫掃了四大類別大獎及諸多

單一獎項，共拿下18個獎。

　今年奇點獎主題為【數位生態新

智序】，獎項涵蓋影片創意類 、

品牌體驗與促動行銷類、行動行銷

類 、數據創新類 、電子商務行銷

類、娛樂行銷類、社群與影響者行

銷類、創新類、以及數位技術類等

九大類別。

主辦單位DMA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

行銷協會表示，今年共有99家公

司、887件作品報名，在353件入

圍作品中，最後頒出個6個類別大

獎、26個金獎、30個銀獎，以及62

個銅獎作品，總計得獎數118件。由

於金獎從缺甚多，主持人阿Ken也勉

勵大家明年繼續努力，拿下金獎。

　夢之怪物光類別大獎就拿下四

座，分別為：「SUNMAI小辦桌：全

台100攤鹽酥雞祝福菜單」拿下「

品牌體驗與促動類」、「行動行銷

類」兩項，另兩項作品「SUNMAI鐵

紛英雄」、「SUNMAI這一年，疫情

走了三個月的廣告英雄們」則分別

榮獲「影片創意類」與「社群與影

響者行銷類」大獎，傲視全場。

　夢之怪物創意總監李宗柱提到，

「夢之怪物這個名字的由來呢，原

意是：做夢夢很容易碎 但希望能像

怪物一樣不讓夢被敲碎。」他也表

示，「今年數位奇點獎不需要報名

費，所以我就把該報的全部報上去

了，沒有想到能得到評審青睞，非

常感謝評審的肯定。」主持人阿Ken

也開玩笑地說：「夢之怪物上台這

麼多次也是在考驗他們如何講出『

創新』的得獎感言！」

　DMA理事長暨電通行銷傳播集團數

位長邵懿文表示，「好的創意需要

堅持的，好的品牌也是，這是一段

很長且無法停歇的學習歷程。」

　她提到，「這需要客戶、廣告代

理商、媒體和技術應用者一同嘗試

努力、投資，進而發光發熱，數位

奇點獎將持續扮演推動產業發展的

角色，促進產業更多的交流與探

索。」最後Freda也強調，夢之怪物

今年設立了怪物障礙賽，希望大家

明年能突破重圍。

新北市推動電競產業，市長侯友宜（右）播報遊戲賽事。(圖新北市推動電競產業，市長侯友宜（右）播報遊戲賽事。(圖／／網路）網路）

2021新北全國運動會納入電競2021新北全國運動會納入電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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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惠琪致力於政治新聞。　  （圖／莊惠琪提供）

三立
主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