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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體首例

央廣獲國家永續發展獎
《光計畫》上映

李崗：了解過去 才能面對未來

疫情下復甦

2020國片票房高過去年1.3億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1日 星期五

雙主播線上與觀眾互動，左為張雅婷右為盧秀芳。  （圖／擷取自中天新聞youtube頻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7日以未對中天造

成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等四大理由駁

回中天申請的兩項假處分。中天除表

示憤怒與失望外將依法再次抗告。

　中天日前以「NCC暫時許可換發中天

新聞台的衛星廣播電視執照」、「假

處分確定前，NCC不得許可或同意其他

業者運用第52頻道」等兩項申請假處

分，北高行7日駁回，其一，中天並

未釋明訴訟勝訴之高度蓋然性，北高

認為，以中天所提NCC處分程序上有瑕

疵，據中天及NCC提供資料沒有辦法馬

上認定原處分事是違法，北高行須進

一步調查。

　北高認為，NCC處分並未對中天造成

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中天營業收入

減少或商譽損害，也可以金錢賠償或

其他適當方式回覆。

　另外，依利益衡量原則，北高行表

示，無假處分之必要，考量新聞媒體

是全體國民的公共資源，發展應該要

受到NCC監督，如此案件申請准許，會

造成中天藉假處分程序迴避國家對衛

星頻道事業的規範。

　中天提到「假處分確定前，NCC不得

許可或同意其他業者運用第52頻道」

，北高行說，NCC依規定核發之執照，

中天申請書及營運計畫書的許可處分

並不包含52頻道，因此衛星頻道事業

在有線電視系統上的頻道，由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及衛星頻道事業或頻道代

理商經商業機制形成，屬私法上的法

律關係，非公法上的，NCC無從介入。

　中天新聞對此7日也發表聲明，表達

憤怒與失望，除提起抗告外，強調北

高行對新聞自由此次換照案已遭急迫

的危險未置一詞，且無視NCC不予換

照處分適法性不足，聽證會有重大瑕

疵，及NCC遭政治介入疑慮，此裁定內

容顯不合理。

　同時，中天重申，這是中天新聞475

名員工最沉痛的一天。員工們會堅守

崗位到最後，為廣大觀眾守護新聞自

由，期盼司法還他們一個公道。

（製圖／古可絜）
記者／蕭羽秀

北高行7日列出四大理由駁回中天兩項假處分。北高行7日列出四大理由駁回中天兩項假處分。
                                                              （圖/擷取自中時新聞網）                                                              （圖/擷取自中時新聞網）

假處分遭駁回  中天再提抗告假處分遭駁回  中天再提抗告

中天新聞自救  廣推訂閱YT頻道
記者／李雅靜
　自NCC以不予換照後，中天便

展開自救方式，尤其在7日北高

行駁回中天申請的兩項假處分

後，更加強推廣大眾訂閱中天新

聞YouTube頻道，以200萬訂閱數

為目標，至11日下午四時截止，

目前已達178萬。

　為加強YouTube訂閱數，另

外，中天也設計新聞鏡面，右上

有以12日為期的倒數計時，左下

角則提供QRCode，讓民眾可以更

快速訂閱頻道。

　此外，中天電視台於7日下午

2點在YouTube頻道上新增新聞聊

天室，瞭解網友對於中天新聞關

台的看法，也在新聞鏡面上新增

「YT真心話」，分享網友的支持

與打氣的語句。

　目前，中天新聞台表示，雖然

將於12日正式關台，但會把新聞

頻道移至YouTube平台，繼續播

放新聞。

12/12關台倒數  42小時不斷電連播
記者／李雅靜

　中天新聞進入關台倒數階段，祭出「

倒數42小時不斷電」馬拉松式連續播送新

聞，一直到12日零時。

　最後一小時由陳文茜進行關台倒數，中

天新聞10日清晨6點展開報馬拉松式不收棚

播報，由主播劉盈秀開直播序幕，接來下

則盧秀芳、周玉琴、馬千惠、戴立綱主播

等接力播出。

　入夜後則由主播王乃伃、張若妤、林嘉

源、劉盈秀與觀眾徹夜暢聊，11日晚間6

點，為當家主播盧秀芳進行最後一次在52

頻道播到晚間新聞，細數中天26年的過往

經歷，直至時間跨至12日，中天結束有線

電視的播送。特別設計新聞鏡面，推廣訂閱。　(圖/擷取中天新聞youtube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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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全民大劇團」擔任團長與編導的謝念祖，從劇

場跨足影視圈，一路帶領劇團創作至今共18部作品，

以及近500場演出，對於喜劇的執著可說是無人能及。

堅持喜劇 笑中帶淚面對人生

　他懷念地說：「小時候家裡住在偏僻的中和，一天

到晚就跑田裡或山上，騎著腳踏車到處玩，每天都很

開心。」父母支持他做任何事情，並從父母身上感受

到滿滿的愛，也造就他對喜劇堅持不懈，在笑鬧中看

盡人生百態。

　「我的工作就是讓無聊的東西變有趣」謝念祖堅定

地分享自身的信念。因為他討厭為賦新辭強說愁，希

望可以透過作品呈現自己最真實的感受。但直到13年

前父親過世，他的人生第一次面臨至親離開，才讓作

品開始探討生死離別和遺憾補償等議題，並用喜劇的

方式來包裝、呈現較為嚴肅的議題，時常逗得觀眾笑

中帶淚。

真誠做作品 與觀眾互動交流

　在劇團創作方面，謝念祖認為作品是拿來「分享」

的，如果有人願意觀賞演出，並從中得到一些啟示或

餘韻、感動，那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他說：「作品

騙不了人，核心是不會改變的，有沒有很真誠地對大

家說話，其實觀眾都感受得出來，對於我們而言，跟

觀眾之間有良好的互動交流是很重要的。」

 熱愛執導的他，對於每部作品都有特殊的情感，總

是拚了命在做，光是討論舞台該怎麼用，就足以讓人

睡不好覺。謝念祖說：「因為製作的成本實在是太高

了，失敗就得賠這麼多，只要沒有加演就是賠錢，想

要加演就得做出好的口碑。」

　但加演對謝念祖而言又是一門學問，加演太多次，

對於演員來說會疲乏，要如何喚回對作品及腳色的熱

情；另外每次加演在劇情上都必須依觀眾反應再做修

正調整，將時事放入作品當中，才能夠再度引起大家

的共鳴。

　有別其他劇團，全民大劇團持續在做以觀眾為取向

的作品，謝念祖更憑藉曾在影視圈習取到的經驗，在

創作過程中考量觀眾需求，使作品可以更貼近觀眾，

演出的方式也不侷限單一類型，希望能因此吸引更多

客群進來。

力求年輕化 期待更老少咸宜

　在新媒體經營上，謝念祖帶領團隊開創先鋒，效果

十分顯著，造成其他劇團也紛紛跟進。

　對謝念祖而言，一部成功作品就像是「幼稚園的成

果發表會」。台上演員絕對是全神貫注，但是完全不

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情，就像幼稚園孩子一樣可

能會大哭大笑，任何狀況都有可能發生；而台下的觀

眾則像是爸爸媽媽，也必定全神貫注看著台上。他認

為，共同投入、享受劇情的過程，就是舞台劇最完美

的演出。他說：「盡量設計老少咸宜的內容，就算某

個部分不太能理解，也能夠銜接大家對於整齣劇劇情

的認識。」

　謝念祖未來希望能夠多做一點像是《倒垃圾》的年

輕題材，找年輕的創作人或編導們合作，另外也持續

將現有的舞台劇轉化改編成影視作品，像是做成影集

或是連續劇、單元劇等等，觸及到更多的觀眾，持續

散播更多人生中的歡樂篇章。

　　　主編／汪睿琦中華民國109年12月11日 星期五

 李崗：了解過去 才能面對未來 

記者／蕭豐蓁

台北國際攝影節 13日論壇開講

　　台北攝影節在12月5日中正紀念

堂盛大開展。（圖／蕭豐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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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子奇

謝念祖：以喜劇訴說悲劇　笑鬧中看人生

記者／劉品萱

全  民全  民

描述過去70年來台灣與美中關係複雜歷史

　　《光》片監製李崗於首映會致

詞。（圖／楊子奇攝）

大劇團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經一

年半籌備的「2020台北國際攝

影節」4日在中正紀念堂開展，

至13日結束。總策劃及召集人

蔡文祥在5日開幕式表示，雖

然今年受到疫情影響，籌備成

員仍共同合作克服重重困難，

邀請到13個不同國籍藝術家參

與，包括56位藝術家、40位小

小攝影家以及百位攝影家訪談

紀錄等特色主題，近600件國內

外精彩攝影作品。

　「2020台北國際攝影節」此

次規劃10大主題，11個展區，

有邀請世界各地攝影家提供在

疫情下的創作，還有不少攝影

家提供早年台灣影像作品等。

其中因應疫情特別規劃的「存

在之間—疫情泡泡」單元，策

展人紀沛辰邀請受疫情嚴重影

響地區如義大利羅馬、美國紐

約、法國里昂、英國倫敦等地

的攝影師，呈現攝影師本身在

隔離受限的生活狀態下，如何

透過影像語言傳達對於疫情的

關注。

　蔡文祥表示，台北國際攝影

節希望透過鏡頭關心周遭生活

的人與事，展現人類生命存在

的價值、傾聽自己內心與他人

的聲音，呈現影像閱讀時代的

生活樣貌，藉由影像的力量激

盪出當代影像思潮及台灣在地

美學。

　「2020台北國際攝影節」也

將在12月13日早上9點30分舉辦

「2020亞太攝影論壇」，喜愛

攝影的民眾千萬別錯過。

　中國信託文教基金會與聯合報合辦「台灣2020

代表字大選」，8日公布「疫」為2020年度代表

字，共獲2萬8441票，將近總票數的三分之一。

「疫」字推薦人前副總統陳建仁：「『疫』代表

了我們2020的生活，還有所有2020年的挑戰。」

　年度代表字活動已邁入第13年，由民眾線上

投票決定，代表台灣一年來的社會面貌與變

遷。2020年度代表字從第一名到第十名，依序為

疫、蓄、悶、安、韌、惜、勇、偽、茫、封。

　聯合報總編輯范凌嘉說，聚餐是找死、出國是

捨命、口罩成為日常、消毒也成為必須，在這樣

的狀況下，今年選出「疫」這個字，完全在意料

之中。

　前副總統陳建仁表示，大家對於疫苗及防疫都

很用心，因此「疫」代表2020年的生活，也代表

2020年的挑戰。

　2020為庚子年，聯合報總編輯范凌嘉回顧過

往，表示庚子年好像都不太平靜，每隔60年都會

帶來浩劫與災難。

　他舉出過去庚子年發生的重大事件，包括伊朗

大不里士地震20萬人罹難(1780年)、鴉片戰爭

(1840年)、庚子之亂造成八國聯軍(1900年)、中

國大躍進造成飢荒(1960年)，到今年發生的疫

情，也表示十分悲痛。

　他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人與人、國

與國之間，互動的邏輯都需重新設定以及安排。

不過，他相信，2021年通過疫情的試煉後，社會

大眾對於生活、生存與生命都有更深層的體悟，

並期許大家能夠揮別陰霾，一起攜手迎向更好的

未來。

2020代表字 「疫」起走向未來
記者／葉芳吟

（圖／擷取自udn video）

　《光計畫》是一部描過70年來台灣與美

中關係複雜歷史的紀錄片，由監製李崗與

導演許明淳籌劃費時5年多才完成，11月

30日在國家電影中心舉辦首播試映會，李

崗在會中表示，台灣只有提升自己，從以

前的戰爭裡學到東西，才能讓世界看見台

灣。若不理解現在新的局面，也不理解現

在和過去，就很難面對未來。

　《光計畫》是由李崗擔任執行長的「財

團法人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出品，基金

會是以影像紀錄台灣為志業，由李崗親自

領軍。李崗在試映會上表示，說話要有知

識，說話要負責任的，在背後用政治力去

簡化，只能取得暫時的解釋權，會累積更

深層的仇恨，這就是台灣社會現在所面臨

的現象。

　《光計畫》電影內容講述以蔣介石於

1949年秘密組建的白團為起點，83位前日

本軍官分別以化名偷渡到臺灣。他們秘密

從事反攻大陸的作戰計劃，以及組訓臺灣

的軍隊。由於美國反對蔣介石出兵，在退

出聯合國與一次次斷交後來越少人提及反

攻大陸，自保成為臺灣急迫的問題。九二

香港會談打開了新戰場，此後隨著兩岸領

導人更迭，你來我往、宛如口號的政治語

言，不斷重新定義著兩岸關係。

　《光計畫》分別在國賓影城、三創生

活、光點台北舉行公益放映，監製李崗也

會在廣播《財經起床號》節目中，宣傳《

光計畫》，預計在11日、12日及26日在光

點台北舉辦免費講座，資深媒體人蔡詩

萍、洪仲清和《光計畫》導演許明淳擔任

該講座之講師。

（圖／全民大劇團提供）

            

《光計畫》
上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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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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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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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分局

五月天人生無限公司3D 

寒單

陽光普照

一吻定情

大三元

下半場

出發

老大人

孤味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馗降：粽邪2

女鬼橋

無聲

打噴嚏

怪胎

同學麥娜絲

親愛的房客

2019 & 20202019 & 2020
國片票房前10名國片票房前10名
（圖僅供參考，實際以數字為主）（圖僅供參考，實際以數字為主）

2020國片票房表現亮眼，因金馬獎
加持，帶動票房熱度，讓進電影院
看國片成了最近熱門話題，今年國
片並不像去年由《返校》以2.6億
一枝獨秀，而是平均起來都表現得
很不錯。（文／呂咏儒）

                銘報根據文化部資料統
計，2020年因疫情關係，台灣電影
總上映片數相較去年減少31部，國
片片數較去年減少6部，但國片占
比卻高出去年2.5%。
  國片數量雖減少但在總占比卻增
加，依目前前10大國片總票房已高
出去年1.3億，預計在年底前將更
加拉大差距。（文／呂咏儒）

（製圖／田兆崴）

（製圖／田兆崴）

20192019//總5.4億總5.4億 2020/總6.7億2020/總6.7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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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視新聞主播鄔凱雯5日至銘傳大學演講，分享自己主

播與記者生涯外，更與學生分享連線和主播播報技巧，

也提點學生在未來不管進入任何產業都要有謙虛的心。

　鄔凱雯大學時就讀世新廣播電視學系廣播組，原因是

小時候很想當電台DJ，在大學畢業後，母親告訴她台視

有百萬主播甄選的活動，要她去試試看。她說那時候

完全沒有新聞經驗，所幸當時台視希望能找沒有任何經

驗，盼能從0開始培養有自己特色的主播；最後她以前

三名之姿，進到台視新聞台工作。

　進新聞圈已有11年，她覺得當主播前，必須要先當好

記者，更認為「小時候不讀書，長大當記者」這句話是

錯的，因為記者需要很多的挑戰，比如要如何將手上的

素材整理成一分半的新聞、新聞敏感性要好或是要面對

即時新聞的壓力等。

進入新聞產業後的轉捩點

　鄔凱雯說，進到新聞圈後得了甲狀腺亢進，她不知道

為什麼把自己的身體搞得這麼差，更說那段時間壓力大

到自己睡覺都會做惡夢、睡眠品質很差，之後才意識到

要調整自己的心態。她藉由這個經驗告訴想進新聞圈的

同學：「自己的心要調適好」，因為大多數的人進到這

個圈子，覺得自己能多做就做，想努力表現給長官看，

目的就是想往上爬，但她覺得有時候反倒要適時的求

救，她說：「有時候你覺得你可以，但其實你的身體是

不行的，還是要自己去跟身體對話。」

　主播在播報新聞難免會吃螺絲，以前的她會因為一個

地方吃螺絲，接連影響後面的播報表現，但現在卻覺

得，吃螺絲就算了，要心想「下一條新聞又是新的開

始」。

　對於新媒體時代，鄔凱雯所在的台視是老電視台，這

讓她想起之前到其他學校演講時，有一位同學問「新聞

是否會變成夕陽產業？」她回答：「傳統電視台可能

會，但是新聞不會」，即使現在是新媒體時代，不看電

視新聞，網路也能看到所有新聞內容。

　鄔凱雯在最後告訴學生，進到任何產業都要抱持的謙

虛的心，也建議未來想當記者的學生，可以多觀摩覺得

好的記者的新聞內容及架構，累積相關的經驗。

　　　主編／梁芯卉中華民國109年12月11日 星期五

                             

 媒體首例 央廣獲國家永續發展獎

陳宗岳 : 堅持傳承好的聲音與態度

記者／歐雅如

記者／丁玟華

　在配音界長達四十年的陳宗岳，配音

經驗豐富，電視、電影或是動畫你能

想到的角色，「他」，或許都配過；

更甚者，都曾聽著他的聲音長大，《海

賊王》的哥爾‧D‧羅傑；《名偵探柯

南》的阿笠博士；《玩具總動員》的抱

抱龍，這些膾炙人口的角色，皆是出自

於他低沉的嗓音。

開啟菜鳥配音員生活

　回憶起過去踏入配音界的契機，陳宗

岳說，那時正值青春年華，剛結婚，養

有一女，房子是租的，肩上的壓力並非

太輕，在廣播電台上班的薪水幾乎一半

都給房租了，所幸遇到貴人在他處於艱

困環境下拉一把，當時的前輩問：「我

覺得你的聲音挺適合的，有沒有興趣想

來配配看這個角色？」他心一橫請老婆

在家帶小孩，自己則在廣播電台下班之

餘，開啟配音演員的道路，直到現在。

　剛踏入配音界的陳宗岳，生活很辛

苦，每天早出晚歸，一直不斷地去試各

種角色，歷經了許多掙扎的過程，才找

到自己的定位。他說：「當一直有配音

機會找上門來，會鼓勵到自己，發現其

實自己是可以做這一行。」，他還分享

當時配音員最辛苦的事，他表示，當時

的配音設備不如現在發達，曾經一小段

影片他就錄了四十遍，只因為角色動作

轉換太快，對不上嘴型的時間。在不斷

的失敗重來後，對於自己的配音技巧也

有了新的體悟與感受。

　在配音界四十年的陳宗岳也感嘆的

說，現在的配音界與以前相比改變很

大，第一是錄音設備，第二是配音員的

態度。

堅持配音工作的態度

　他進一步地說明，以前的他們是當成

「工作」，現在的新生代則是「職業」

。他說：「今天我接了這個工作，就設

法想要把它做好；職業的話，在我的看

法，像是把它過關就行。」一句話點出

新生代配音員欠缺的態度，也凸顯陳宗

岳對配音工作的執著。

　陳宗岳配音的講究與細膩，他打了個

比方，如果要配一個距離你很遠的角

色，他會比照真實情況配音，讓聲音有

層次的變化，帶給觀眾最佳的臨場感。

　說到這裡陳宗岳舉例，他說曾一起共

事的年輕配音員問他在配哭戲時是否真

哭。那時他略為驚訝回答：「這是一定

要的。」他認為，假哭對於觀眾來會沒

有感覺。

保持熱忱 累積經驗

　陳宗岳希望好的配音態度能夠傳承給

下一代配音員。因此，他有一次領著一

群年輕配音員錄《一公升的眼淚》，其

中他小女兒配女主角，進錄音室前，便

嚴格要求他女兒要真實呈現女主角講話

的樣子，將聲音原汁原味的表現出來。

　最後，陳宗岳鼓勵現在年輕人，若是

對配音員有興趣的話，可以先把國語及

方言說標準，還要有一顆愛演的心。

　他說，要有心理準備剛開始的一兩年

是沒什麼薪水，他建議可以趁著大學時

的就去跟班或是上配音訓練班，經驗從

大學累積到畢業時，有一定的配音作品

後，自然就會有工作找上門來，也希望

台灣的配音環境能越來越好；好的聲音

一代傳承一代。

　央廣11月25日獲109年度國家永

續發展獎-「民間團體永續發展獎

入選獎」，是國內第一家獲獎的媒

體單位。央廣表示，盼藉由這次得

獎，讓台灣能夠獲得國際聲量。

　央廣公關企劃組組長袁淑玲12月

1日受訪時表示，央廣在實踐臺灣

永續發展目標、具備充足之支持性

措施及成果深具典範意義三項評選

規則中獲得評審肯定。

　比起往年，獲得國家永續發展獎

的多為企業或是基金會，央廣以媒

體單位脫穎而出，袁淑玲說，央廣

在永續議題非常重視，像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央廣便第一時間就製作

11種語言的新冠肺炎網頁專頁，幫

助閱聽眾掌握最新最正確的疫情資

訊；以及在兩年前，央廣辦理90周

年臺慶時，便舉辦「地球倒數‧媒

體發聲」國際論壇；央廣也一直持

續與英國國際廣播協會(AIB)合作

辦理亞太永續報導獎。

　另外，她也說，央廣也建構友善

職場、獲綠建築標章及種種環保節

能措施，因此來到央廣複查的評審

們訝異地說，一個媒體可以為了國

家永續做這麼多事情。未來央廣也

將持續朝媒體永續發展，代表台灣

向全世界傳播，善盡國家媒體責任

讓，台灣獲得國際聲量。

資深配音員陳宗岳分享自身經驗。 

(圖／丁玟華）

央廣榮獲109年度國家永續發展獎入選獎公關企

劃組組長袁淑玲出面受訪。   (圖／歐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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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聯播網聖誕好事集音樂會

銘傳新聞系畢製 穀保青棒募資

中廣盛事「擁抱希望傳出愛」

MTV最強演唱會 聖誕節回歸

　

　好事989電台11月30日公布，將在12月19

日下午4點開始到晚上8點，與小胖威利病友

關懷協會在台北信義威秀影城中庭廣場，聯

合舉辦「2020聖誕好事集音樂會」。　　                                        

　　　　　　　　　　　 　　（文／呂怡慧）

　

 

銘傳新聞學系畢製團隊【穀舞．我們青春】拍

攝以穀保家商為主題的紀錄片，呈現頂尖青棒

隊的精神與故事，預計將在明年8月完成，由

於學生團隊經費有限，目前正透過群眾募資平

台集資，盼認同的民眾能踴躍支持。

　

　中國廣播公司年度盛事「擁抱希望傳出愛」

今年邁入第12屆了，每年中廣在歲末年終的季

節會舉辦送暖資助計畫，並選定弱勢或慈善團

體，透過慶祝佳節氣氛，聯合公益一起推廣活

動。      　              （文／呂怡慧）

　

　MTV台將在25日晚上8點在台北大直ATT 

SHOWBOX舉辦2020MTＶ最強音演唱會，此次為

疫情後首次回歸以往開放觀眾參與的音樂演

唱會。　                   　（文／黃詩惟）

（文／鄭宇辰）

台視新聞主播鄔凱雯到銘傳大學演講。 (圖／歐雅如)

記者／歐雅如

台 視
主 播鄔凱雯:保持謙虛 學習與壓力共處

資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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