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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編／許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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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6月11日 星期五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1日公布「第二十屆卓

越新聞獎」獎勵辦法，今年增設「財經新聞

獎」及「藝術與文化新聞獎」，共頒發18個

獎項，包含「2021社會公器獎」。

主辦單位表示，台灣有相當數量的以財經

新聞為主的媒體，過去卓新獎評選未能充分

反映國內財經新聞的質量及佔比，參考國外

主要新聞獎作法後，決定增設財經新聞獎。

而藝術與文化新聞的增設則是因為近年越趨

弱勢，為鼓勵媒體重視藝文新聞因此設獎。

除增設兩獎外，也有相當幅度的調整，主

辦單位表示，為求獎項定義明確，平面及網

路(文字)類五大獎調整為四大獎，電視及網路

(影音)類五大獎調整為三大獎，及增設不分媒

體類別獎五大獎，原廣播及網路(音頻)類「國

際或全國新聞獎」調整為「全國新聞獎」。

卓新獎增財經新聞獎、藝術與文化新聞獎
記者／黃佩璇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新聞台收視率成長56%，而其

YouTube頻道觀看次數也大幅

上漲。不過9成以上出版社因

疫情暫停或減少新書出版，而

廣告公關則需面臨極大的危機

挑戰。

據AC尼爾森收視統計，有

線電視收看新聞頻道人數與時

間均明顯成長，整體收視率相

較5月初疫情升溫前成長56%

，收視人數也增加27%，從

疫情前平均每日的834萬增加

至1,037萬人。整體收視時間

也增加為1小時53分鐘，成長

24%，顯見民眾對於疫情新聞

資訊有迫切需求。

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

會(MAA)理事長李運華2日表

示，民眾為防疫，待在家不

出門，其使用OTT平台確實受

惠，電視收視率也呈上揚，尤

其是傳遞疫情新資訊的「新聞

媒體」，因此已成最佳廣告資

源投放平台。

新聞台YouTube頻道也因疫

情受惠，根據輿情分析平台

Qsearch的分析數據顯示，從5

月中疫情升溫後，中天電視台

兩大YT頻道，分居KOL第一

名與第二名，第一名的中天電

視訂閱戶相較疫情前成長率超

過30%，成長數超過15萬人，

總訂閱數達255萬。而中天新

聞YT頻道134萬訂閱戶，觀看

次數成長率達到243%。

國內圖書出版產業則遭受

嚴重衝擊，據中華民國出版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今

年5月下旬統計，與去年同期

相比，出版業上中下游營收下

滑達87％；縮短營業時間、歇

業或停業者達67％； 實施減

班、無薪假或計畫裁員者達56

％，暫停或調降新書出版量更

高達91％。

公關公司因疫情造成不少

挑戰，戰國策傳播集團表示，

表面上是實體活動受到限制，

但公關整體需求大增，因為這

次疫情取消很多活動，但也做

了很多公關的危機處理，戰國

策在這次的疫情中協助不少上

市櫃公司擬定因應疫情的公關

方案，考驗公關公司處理危機

能力。

隨著全國三級警戒，在非

必要應避免外出移動的狀況

下，品牌商原定的實體通路活

動及宣傳促銷行為立即取消，

消費者活動暫緩，人民消費緊

縮，已導致廣告量、宣傳投資

明顯下滑。廣告客戶的專案中

止、經費中斷或銳減或展延…

等狀況，勢必對本廣告產業的

影響甚鉅。

4任立渝榮退

三級警戒下

社交距離APP夯下載量達730萬

三立財經移48台32 「永遠的氣象先生」
 NCC:需增加人力

記者／林禺盈

台北市內湖區壹電視劉姓攝影師於7

日早晨被人發現猝死於公司廁所中。8

日晚間，確定PCR檢測陽性，9日壹電

視急設快篩站，166位相關接觸者員工

進行快篩，11位快篩陽性者經過PCR檢

測後轉陰，10日再篩檢200名員工，快

篩陰性，不料晚間突傳出2名攝影PCR

轉陽但壹電視約有500多位員工僅篩檢

366位，讓剩下100多名員工為此感到不

平，表示造冊名單順序不合理。

據知情人士透露，劉姓攝影師6日

晚間上班時，與其他同事群聚。由於

群聚當下沒有戴口罩，恐釀成防疫破

口。壹電視於8日晚間發佈消息提及：

「在中庭設置快篩站，為全部同仁進

行快篩。」但北市衛生局長黃世傑表

示尚未接到申請。壹電視在9日上午已

順利地設置了快篩站，並於下午1點開

始快篩，一天至多200人，目前以有接

觸者、次接觸者，進行造冊順序篩檢。

8日傳出疫情消息時，臨時緊急宣布

9日全體員工快篩，卻被同業踢爆「北

市衛生局根本還沒答應」，雙方說法

不一，案發當天壹電視也僅對電視台

大樓1、2樓層及C棚進行消毒。8日晚

間得知劉姓攝影師為確診案例後，9日

凌晨及中午，才立即對整棟大樓緊急

清潔消毒。同天壹電視工會也聲明，

公司資訊必須公開透明，及時提供資

訊讓同仁即時反應。

在董事長於10日當晚發出聲明，有

兩位攝影同仁(攝影記者、SNG攝影)

，PCR陰轉陽，由於快篩陰性後，依然

持續上班，在公司緊急疫調相關接觸

者，實施居家隔離，對於後續處理，

內部員工表示，還沒接獲消息，壹電

視指出，目前還會在與衛生防疫單位

確認以及通知，會再有正式回應。

疫情失控 媒體各有消長 

壹電視攝影染疫身亡，媒體觀察基金會聯

同14個媒體組織9日發表聲明，已發函要求疫

情指揮中心，將第一線媒體工作者納入疫苗

公費施打對象。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則

是發函給文化部提出要求。

文化部表示，將與NCC分工，由文化部洽

請平面媒體（含報紙、雜誌）、網路媒體，

提出第一線的記者名單。NCC也在10日表示，

已行文疾管署爭取將第一線新聞人員納入第

三類施打對象。

媒觀表示，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為了採

訪報導的需要，時常接觸防疫人員、醫療院

所、專家甚至是染疫的對象，陸續傳出媒體

工作者確診的消息，工作的風險並不亞於已

列入疫苗公費施打對象的中央和地方的防疫

人員。

借鏡印度及美國的處理方式，都將媒體

工作者列入疫情工作的必要人員，優先施打

疫苗。媒觀與14個媒體工會和專業組織共同

請求指揮中心，將第一線媒體工作者，納入

COVID-19疫苗接種計劃中，第3類高接觸風險

工作者，優先公費施打對象。

記者／黃佩璇

                             

媒觀呼籲CDC 記者應先施打疫苗 

 

記者前往第一線採訪，媒觀發函要求疫情指揮中心讓一線記者優先施打疫苗 （圖／壹電視員工提供）

內湖壹電視攝影員工死後確診於9日設置快篩站。(圖／壹電視員工提供)

 壹電視1攝影感染病故 篩檢增2確診  

記者／蕭羽秀、陳瑀倫、梁芯卉、林奕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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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編／陳瑀倫、陳思妤中華民國110年6月11日 星期五

記者／陳玟諭

由衛福部推出、指揮中心不斷

呼籲民眾下載的APP，
主要透

過藍牙計算距離，紀錄14天
內

的接觸史，若有與確診者接觸

會第一時間通知各相關人員。

台灣社交距離APP

台灣社交距離APP

Google M
eet

Google M
eet

由Google推出的視訊軟體，能進

行會議，也能分享螢幕畫面，還

有同步轉換字幕的功能，疫情期

間解決遠距教學、會議的問題，

成為台灣主流的會議視訊軟體。

台北通TaipeiPASS台北通TaipeiPASS
由北市府推出的個人識別軟
體，能將個人證件資料綁定相
當方便，配合疫情實聯制，結
合台北通能夠快速掃描登記節
省時間也減少接觸。

文文 PNG文praying文文 <a href="https://zh.pngtree.com">Pngtree.com</a>

在遠距教學操作上面目前基本上沒在遠距教學操作上面目前基本上沒
有特別遇到什麼困難。但對我自己有特別遇到什麼困難。但對我自己
而言,我覺得這樣的上課方式很沒而言,我覺得這樣的上課方式很沒
有效率,我可能全程都有在聽課跟有效率,我可能全程都有在聽課跟
抄筆記,我理解的程度比去學校上抄筆記,我理解的程度比去學校上
課更低專注力也一直在下降。在考課更低專注力也一直在下降。在考
試的方式有的老師會用表單,有的試的方式有的老師會用表單,有的
老師會用網上的教材進行派卷,表老師會用網上的教材進行派卷,表
單的部分還滿常發生因為格式關係單的部分還滿常發生因為格式關係
導致的錯誤造成誤改。導致的錯誤造成誤改。

高中學生 陳真 高中學生 陳真 視訊軟體使用上比較麻煩的地方在於視訊軟體使用上比較麻煩的地方在於

不同載具使用時的操作與功能會有落不同載具使用時的操作與功能會有落

差，另外有的學生耳機無麥克風功能差，另外有的學生耳機無麥克風功能

時，只能以訊息向教師傳達訊息，發時，只能以訊息向教師傳達訊息，發

言時效性較差，課堂上進行對話時，言時效性較差，課堂上進行對話時，

速度跟不上其他同學。而當老師分享速度跟不上其他同學。而當老師分享

螢幕畫面授課時，學生也因為看不到螢幕畫面授課時，學生也因為看不到

老師的表情跟動作，課程生動度就會老師的表情跟動作，課程生動度就會

降低、學生的專注度也可能隨之降降低、學生的專注度也可能隨之降

低。低。

遺憾的是，並不是每個學生家中的環遺憾的是，並不是每個學生家中的環

境完全適合學習，換言之，單一教學境完全適合學習，換言之，單一教學

方式本來就難以符合所有人的需求。方式本來就難以符合所有人的需求。

高中老師 陳美妤高中老師 陳美妤

對低年級的家長線上教學是額外對低年級的家長線上教學是額外
的負擔，因為我們必須隨時注意的負擔，因為我們必須隨時注意
連線情況，確認連線穩定、鏡頭連線情況，確認連線穩定、鏡頭
正常，上體育課還要調整位子，正常，上體育課還要調整位子，
隨時注意小孩的集中狀況，另外隨時注意小孩的集中狀況，另外
功課還要協助拍照上傳、訂正後功課還要協助拍照上傳、訂正後
再上傳google classroom平台。再上傳google classroom平台。
疫情關係這是目前折衷的辦法，疫情關係這是目前折衷的辦法，
工作時間變長了，壓力變大了 所工作時間變長了，壓力變大了 所
有責任都壓在家長身上，還要擔有責任都壓在家長身上，還要擔
心工作，有些家長甚至有被解雇心工作，有些家長甚至有被解雇
的風險。的風險。

學生家長 黃新雅學生家長 黃新雅

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延長至6月28日，根據自由時報

報導顯示，在疫情爆發時，民眾搶下載的三類APP

分別為台灣社交距離APP、Google meet及台北通

Taipei Pass。

而視訊會議軟體，《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追蹤

全台視訊話題2021年4月28日至5月27日的網路聲量

表現，聲量最高的Google meet有3958則，麥克風

收音敏感，是企業愛用的視訊軟體。LINE的接受率

高，在使用上比較沒有困難。而第三名的Microsoft 

Teams則是大學授課的首選，用學生帳號即可登入

上課。

台灣社交距離APP負責人 詹仲昕台灣社交距離APP負責人 詹仲昕

目前台灣社交距離APP的下載量已達730萬，目前確診者目前台灣社交距離APP的下載量已達730萬，目前確診者
資料的上傳每日都很穩定，我們在大量上傳一週後，從資料的上傳每日都很穩定，我們在大量上傳一週後，從
原本的29人，到目前已超過600人。原本的29人，到目前已超過600人。

夯夯夯夯

3,958
3,299

1,957
1,318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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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氣象先生」任立渝榮退
記者／蕭羽秀

TVBS 76歲氣象主播任立渝，5月31日
在晚間新聞播報最後一次氣象後，正式
退休，總計53年的氣象預報生涯，長達
27年擔任氣象主播。

              堅守崗位27年

曾任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的任立
渝，1993年自氣象局退休時已有長達25
年預報經驗，之後隨即相繼在台視、中
視、華視等三家無限電視台播報氣象，
並於2010年加入TVBS新聞台。他說，在
TVBS是最愉快的工作經歷，在TVBS的這
11年是最快樂時光。

27年來，任立渝幾乎陪伴台灣觀眾
度過每一次颱風、寒流、梅雨季，帶給

觀眾的信任感無可取代，如今離開螢光
幕，專業形象依舊深刻留在所有觀眾的
記憶中。受到疫情影響禁止群聚，同時
配合任立渝行事低調的個性，TVBS內部
為他舉辦小型歡送會，並由詹怡宜送上
TVBS金色麥克風獎座。

主播方念華也感性地說，「在這個講
求血脈賁張的名嘴時代，您不疾不徐、
像春風一樣的風格，永遠讓我敬佩。」
，並在臉書上發文稱任立渝是「永遠的
氣象先生」。

31日當天在T台播報最後，任立祝福
觀眾「在疫情期間都健康平安，也希望
缺水能快快解除」、「謝謝大家這麼長
的時間的支持」，簡單幾句話，能感受
得到他對氣象的熱情，始終如一。

主播方念華與任立渝合照。                                (圖／TVBS提供)

李美萱告別壹電視 轉行當講師

記者／張媐涵

壹電視主播李美萱5月31日透過影片
宣布，6月5日告別主播台，離開待了12
年的電視台。她將這一次的分別比喻成
畢業典禮，儘管不捨，但是還是要朝著
人生的下個階段前進。她表示，未來將
朝授課教學方面經營。

作為壹電視創台第一位記者，李美萱
說。它見證了電視台從無到有的過程，
很感謝在壹電視學到的一切，同時也是
因為壹電視才讓她才有機會被觀眾看

見，因此做出離開的決定她心情也十分
複雜。

回想起這12年來令她難忘的採訪經
驗，常跑氣象線的她說，霸王級寒流時
到太平山上等雪，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
雪才會下下來，為了讓每一次的連線能
有不一樣的東西展現，她帶長達50公分
的長尺

她形容在電視台的播報生活規律又穩
定，「每天一睜開眼睛就知道今天要做
什麼了。」而讓她下定決心要跳脫這個
舒適圈的原因，除了長期播報晚間新聞
造成身體不小負擔外，也因為去年底步
入了婚姻，她認為現在的生活應該為了
家庭做些調整。

同時她發現自己在講課教學的興趣，
她表示，自己一路走遇到很多的貴人，
從她們身上得到不少幫助。在未來李美
萱也會經營她的Youtube頻道，影音不只
是我的興趣，也是我的專業。」她說以
後頻道當內容更加多元化，也將透過頻
道分享她的生活及經驗。

《科技島讀》停刊 讀者惋惜
記者／田兆崴

專分析國際事件，解讀科技、商業
與社會趨勢的網路媒體《科技島讀》，
日前於官網發出公告，6月後無限期停
刊。作者周欽華也在5月27日發布了《
科技島讀》的最後一篇電子報「小華不
平凡的科技旅程」，出刊後令讀者感到
相當惋惜。

周欽華在最後一篇文章中，以自己為
文章的主角，和讀者分享過去四年來所

學到的所有東西。在文章的最後，周欽
華表示，在他成功的搭上了科技的「火
箭」，嚐到功成名就、影響力無窮的滋
味後，卻也同時發現科技讓人與人的互
動逐漸表面。他不確定一直浸泡在科技
中，是否反而讓他忘了作為人的意義。

周欽華感謝讀者們這四年支持。許多
讀者也紛紛在臉書留言祝福周欽華，期
望停刊後，能繼許走出自己的旅程。

udn圖庫破1100萬張 強化原有資源
記者／葉芳吟

聯合知識庫新聞圖庫近日宣布，庫
藏圖片已突破1100萬張，是2004年資
料庫上線時的5倍多，現在仍不斷快數
擴增中。

「新聞圖庫」此次新增的照片，主
要來自1981-2003年，新收錄的318萬
多張底片，進一步強化原有的豐富資
源，使「新聞圖庫」在滿足廣告、公
關、傳播、出版、設計等從業人員引用
與設計需求的同時，也為臺灣保留跨時

代珍貴影像。
「新聞圖庫」的庫藏特點在於豐富

的未見報圖片，使用者可針對某特定新
聞事件，選擇不同角度的影像瀏覽、取
用。圖庫也提供關鍵字檢索，方便使用
者快速找圖。另外，圖庫資源也依性質
分類為「新聞照片」、「素材照片」、
「檔案照片」等。在瀏覽過程中，也可
建立個人化的追蹤清單，為自行選入的
圖片建立分類標籤。

白心儀 赴湯蹈火為動物發聲

記者／張舒涵

白心儀現任東森《台灣1001個故事》

、《地球的孤兒》製作及主持人。

                 （圖／張舒涵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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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萱為人生不同階段作出調整

                 （圖／李美萱提

東森節目製作人白心儀說：「說真
的，想不到除了記者我還想做什麼。」
她從小就對記者這個行業懷抱著憧憬，
入行後也一直保持著熱情。後來更因為
在南非採訪時的一次「撞擊」，讓她決
定踏遍七大洲，決定為世界瀕危的動物
發聲。

現任《台灣1001個故事》、《地球
的孤兒》兩檔節目的製作及主持人，她
談起當初為什麼想進新聞圈，不禁笑了

起來，她說：「那時候滿懷浪漫理想，
覺得記者可以伸張正義、揭發弊案，年
輕時就是有一點小火花，希望能做一些
什麼事情。」動機很單純，卻也是支持
她一直走下去的信念。

            意外產生新想法

偶然的一次機會，東森想製作一個貼
近生活人文的節目《台灣1001個故事》
，便找來白心儀擔任製作人及主持人，
從此她的角色從記者變成製作人。她坦
言，剛開始挫折和困難很多，當記者時
把自己手上的採訪完成就好，但製作人
不一樣，需要負責的面相更廣，包括節
目的題目規劃、編排走向、預算跟收視
率等，要花很多的時間及心力。有今天
這樣的成績，她也表示，剛開始什麼都
不懂，但邊做邊學就好了。

原先她只是《台灣1001個故事》的製
作兼主持人，卻因為出差去南非，進行
犀牛孤兒院的採訪時，被一隻小犀牛撞
了一下，讓她產生了要製作第二個節目
的想法，於是《地球的孤兒》誕生了。

《地球的孤兒》剛開始製作時並不
被看好，連同事都開玩笑的說：「心儀

啊，拍動物被做成食物收視率比較好
啦！」她的另一檔節目《台灣1001個故
事》專拍人文與美食，收視率非常好。
就算「動物的收視會比食物低」，但她
心裡依舊清楚，做這些從來不是為了名
利，是真心的想為這些可愛的小動物們
做些什麼。

即便一路上遇到許多困難和質疑，她
也沒有放棄，她說：「遇到問題就一一
列出來慢慢解決，如果因為困難和別人
的嘲諷就放棄去解決問題，那永遠完成
不了任何事。」

      享受與動物相處

5年的時光，白心儀在世界各處奔
波。她到過高溫達到48度的巴西草原，
她形容「頭像放在微波爐裡加熱」、零
下30度的南極跟俄羅斯，除了「冷」再
沒有別的形容詞。如此極端的氣候，她
都願意赴湯蹈火，只因為拍到動物的那
一瞬間，一路上遇到的磨難早已被拋到
九霄雲外。

「我真的很享受和野生動物相處的
時光！」說這句話的同時，白心儀的臉
上露出了滿足的笑容。有次去草原拍獅

子，她就在旁邊和研究員一起看著獅子
睡覺，她說：「雄獅的毛就這樣隨風飄
呀飄，真的好像飛柔的廣告！我也這樣
目不轉睛的看了兩個小時！」

她笑說，她總是能在短時間內拍到科
學家拍不到的畫面，像是長頸鹿流淚、
美洲豹咬保特瓶等，讓她堅定了自己的
想法「她就是被動物選擇的人」。

      不放棄接受考驗

「皇天不負苦心人」，白心儀製作
的節目播出後收到了許多民眾的回饋，
在2019年一舉入圍三項金鐘獎。但好
景不常，因為惡意的舉報，讓《地球的
孤兒》在金鐘前夕遭到除名。雖已事隔
兩年，但說起這件「媒體生涯中最黑暗
的事」，仍有點難過，隨後她又堅定的
說：「或許這就是老天給我的考驗吧！
考驗我是不是真的想做這件事。」

白心儀多年的堅持，來自於爸爸病重
時給她的一句話，因為身體插管，所以
無法說話，便在紙上寫下「Never give 
up fighting」。短短一句話，卻是她多
年來的座右銘，也是支持著白心儀一路
走來的力量。

東森節目
製 作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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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財經移48台 NCC:需增加人力
 NCC在5月26日的委員會議通過中嘉集團與洄瀾等共16

系統移頻案，許可三立財經新聞台「三立iNEWS」從原

本的88、89台，移到48頻位。這一次的移頻讓新聞台區

塊，從原本的49到58台，擴大變成為48到58台。

NCC表示，經邀請三立電視代表到會接受面談，並依

法規綜合考量系統經營者基本頻道的規劃是否符合區塊

化、增進或維持整體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頻道內容

多樣性及其他公共利益等面向，並參酌案關地方政府意

見後予以許可。

根據NCC資料，包括中嘉集團所屬吉隆等12家系統業

者，以及洄瀾、東亞、東台及東台有線播送等4家系統

業者申請基本頻道變更。而核准後再加上原有的南國有

線電視，目前共17家系統業者48頻道為三立財經新聞

台，占有線電視總用戶數的25.7％。

 NCC說明，也會要求落實編輯室公約，納入基本勞動條

件與勞動契約，以保障新聞獨立。此外，三立財經新聞

台目前人力為120人左右，要求3年內人力要到155人以

上，並投入至少新台幣2億元在人力增補、內容與節目

製播。

 翁柏宗表示，NCC將以行政指導方式督促三立財經新聞

新聞台變更營運計畫並增加投資，作為今年底評鑑換照

重點審查項目。

 NCC通過頻道變更後，系統經營者應該頻道異動5日前

以書面通知訂戶或連續5天在頻道跑馬告知觀眾。

記者／蕭豐蓁

「萬華病毒」三立惹怒萬華民眾
三立新聞台政論節目「新台灣加油」在5月

23日使用「萬華病毒」做為標題內容引發爭

議，NCC也收到8件相關投訴。三立在5月25日

發聲明致歉用詞不當，NCC則在5月26日表示，

後續會依流程移請委員會審議。

 翁柏宗表示，從雙北上周防疫升至3級警戒至

今，已經收到26件有關電視台報報導疫情的檢

舉案。上週收到10件，近期又收到16件，其中

8件主要針對三立新聞台政論節目「新台灣加

油」中，標題使用「萬華病毒」一詞提出申

訴。另外18件則分別有民視、TVBS、台視、東

森等電視新聞或政論節目。

三立新聞台使用「萬華病毒」一詞，民眾申

訴內容包括抗議該用詞汙名化特地區域，深化

大眾對萬華居民的歧視，也有誤導觀眾的嫌疑

等，且與WHO強調「疾病名稱不宜使用地名」

相違背。

 三立電視台也在25日對此議論發佈了聲明致

歉，因標題用詞不善造成各界紛擾，將送請自

律委員會進行檢討，強調並無醜化或標籤化任

何地區之意，唯望全台做好防疫措施，攜手度

過此次新冠疫情危機，特就本次事件所生爭議

致上歉意。

翁柏宗也呼籲強調，疫情期間，廣電媒體於

報導或評論相關新聞時，除應落實新聞事實查

證工作，提供正確訊息外，相關用語或標題，

也應避免偏見或使用歧視性用語，以保障相關

人權。

記者／蕭豐蓁

三立新聞台遭民眾申訴用「萬華病毒」一詞。(圖／翻自臉書「小聖蚊的治國日記)

增6900萬預算延長徵用媒體防疫訊息

中視過關NCC:製播公約納勞動條件

記者／汪睿琦
 隨著新冠疫情持續延燒，NCC於

2日例行會議中審議通過補貼廣

電媒體協助政府政策播送防疫訊

息，延長適用期間至111年6月30

日。另外，NCC補充，針對後續

預算編列部分，預計將增加新台

幣6‚900萬元。

 NCC說明，因應立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公布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1條及第19條修正規定，NCC也

將配合修正補貼辦法第5條之補

貼適用期間。

NCC發言人翁柏宗表示，2日新修

訂的辦法是將補助期間延長到明

年，每月補助金額不變，符合補

貼資格衛星頻道有218家，廣播

電台由155家增為184家。

 最後，NCC表示，因應國際疫情

再起及國內疫情變化，徵用廣電

媒體配合政府發送防疫訊息，本

次延長適用期間1年，補貼民營

廣電事業因協助播送防疫訊息所

增加之人力成本。

 「早安，歡迎收聽今天的全球串連早安新

聞，我是小路」親切的問候，是來自中英

雙語主播兼主持人路怡珍與浩爾共同主持

的《全球串連早安新聞》，平日早上八點

在Clubhouse即時播出，分析國際時事，用

多重觀點激發聽眾討論與反思。

每早開房的國際新聞領航員

 路怡珍在《全球串連早安新聞》中扮演著

領航者角色，時常在串連中拋出問題給聽

眾思考。她表示，《全球串連早安新聞》

是眾人成就眾人，是每一位聽眾都貢獻一

點自己的時間而成的成果結晶。

 路怡珍會心一笑的說，會接觸Clubhouse

完全是個意外，第一次開房用輕鬆的態度

分享自己對新聞時事的觀點，就引來幾千

人收聽，這讓她感到非常驚喜，同時也發

現與浩爾共同主持的默契，分享結束後更

都有想繼續分享時事觀點的想法。此外，

路怡珍與夥伴浩爾更成立了臉書社團，社

團中除了議題討論之外，有些聽眾還會針

對當日新聞製作心智圖或是英文筆記與社

團成員分享，優質內容與多重觀點也讓節

目每次開播至少都會有4千以上的聽眾，這

無疑是內容成功的一項鐵證。

轉型新媒體學習敞開心房

2016年，路怡珍轉型到新媒體節目，一

切從零開始。那時候的她一天要做兩則直

播，從企劃到播出一手包辦，對自我要求

及轉型的不適應，導致她常哭、常失眠。

對那時候的她來說，要在新媒體上很真實

的跟大家互動是最難的。那時候的老闆就

提點她，平常怎麼跟好朋友說話，就怎麼

在直播跟觀眾說話，漸漸地敞開心房。

後來，在一次的節目前置作業中，路怡

珍看見當時的老闆，蹲在地上佈置硬體設

備，當時的景象給她帶來很大衝擊。她說:

「如果連老闆都可以放下包袱，這麼細節

的事情都親力親為，那我過去的事業累積

也不算什麼，因為網路是新的戰場，我要

重新開始。」

 回想這些日子，路怡珍說:「我必須將自

己重新歸零。」拋下過去電視媒體的播報

技巧，才能在新媒體不受框架與規則束縛

的領域中生存。

 路怡珍在網路這競爭激烈的戰場中，儘管

有無數挫折，也不曾停下腳步，才能在新

媒體的世代下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NCC於2日例會審議通過中視每3

年1次的評鑑案，NCC提出2項附帶

要求，審議期間歷經1年半，最後

評鑑結果為「合格」。NCC更強

調，中視應落實公約規定，不得

強迫新聞製播同仁從事違反新聞

專業倫理之新聞報導。

  NCC發言人翁柏宗表示，這是中

視自2016年換照以來的第一次評

鑑，審查期間曾多次請中視補資

料，這次做成合格決議後，也連

帶提出2項負擔。

首先，中視的新聞製播公約

應納入「本公約為本台新聞部基

本勞動條件之一，應視為勞動契

約的基本構成要件，本台不得因

新聞部同仁主張本公約的權利而

給予不利之處分」的規定，要

求在6個月內，將修正完成公約

簽署後，並且函送NCC備查。此

外，NCC要求，中視應於111年6月

30日，下次評鑑期間屆滿前函送

具體財務改善計畫至NCC備查，並

請中視於114年6月30日，電視執

照效期屆滿前將負債比降低至6成

以下，以改善財務虧損。

  最後，NCC強調，中視應落實新

聞製播公約規定，任何人包含大

股東在內，都不得強迫中視製播

新聞同仁，從事違反新聞專業倫

理之新聞報導，並請中視強化新

聞從業人員相關勞動權益保障。   

另為加強相關節目製播內控與自

律規範，亦要求中視訂定「新聞

談話性節目製播規範」，以強化

內部流程控管。

三立財經新聞移48台，涵蓋有線電視用戶116.9
萬戶。（圖／截自NCC yt直播）

記者／汪睿琦

記者／顏郁恩

主播路怡珍慢新聞談國際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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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怡珍每天在Clubhouse談國
際時事。(圖／路怡珍提供)

NCC疫情補助

玩新媒體 
Clubho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