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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改版了！銘報包括Logo設計及

報紙皆更新。新版Logo仍為圓形，顏

色上採取金黃色及藍色為主軸。金黃

色線條代表三大元素，網路即時新

聞、數位內容產製、社群經營。同

時，匯整在平面呈現，新增QRcode

及相關影音新聞。平面新聞呈現內容

越來越豐富，給予讀者全新的閱讀體

驗；藍色則為大海，代表著所有內容

整合在一起，最終匯聚成全新的一個

平台。

　除Logo改變外，銘報也針對版面交

由學生進行全面更新。銘傳大學傳播

學院院長陳柏宇表示，跳脫原框架不

容易，看見銘報記者們在設計上的努

力，顏色較以往活潑，顏色對比也還

不錯，未來關鍵還是各位在銘報，及

各種新聞的產製上，要有更大膽、更

自我的突破。

　銘傳大學新聞系系主任孔令信表

示，銘報自2000年起，原有Logo使用

至今達20年之久，對讀者而言，這個

熟悉的Logo代表每一年的學生努力成

果，也象徵銘報不停轉動與求新的

心，但因歷史悠久使檔案畫質不佳加

上時代不停進步下，原有的Logo已不

符合時代潮流，因而選在這時進行改

版。

　對於銘報記者的期許上，陳柏宇表

示，現在網路媒體其實形成新聞與傳

統差異頗大，希望學生們能在多元

形式的新聞中學到更多，但在處理

記者/江衍融

訊息和製作相關內容產製時也要更用

功，以免造成錯誤。

　負責改版的銘報設計團隊表示，這

次改版在頭版設計上，新增了三組

QRcode讓讀者掃描，MOL網站、IG

及FB社群，讓讀者不止看平面報導

外，也可以透過手機掃描，觀看相

關影音資訊以及銘報的最新消息。

　另外，也調動原有的新聞提要欄並

重新設計，加入了投票活動以及快訊

消息，除了增加豐富度外，也希望能

增加與讀者的互動。對於銘報全新版

面，孔令信表示，希望新的版型，能

夠讓編輯方便操作，發揮出更多不同

的可能性，並能更新最即時的新聞，

在新的數位匯流下呈現出新的面貌。

　銘報新聞本期(2207期)正式

改版，除陪伴我們二十年的

LOGO改變外，因應數位新媒

體時代，銘報新增各社群平台

QRcode(見頭版右上角)、焦點

新聞、快訊消息等。將所有內

容短影音、影音新聞、粉絲專

頁統整匯流於平面呈現，讓學

生記者作品曝光度增加。同時

提升與讀者的互動性及閱讀體

驗。

　銘報改版版面最大亮點：新

增了「焦點新聞專區」，包括

快訊消息與投票活動。提供給

讀者最新的新聞資訊，同時藉

由投票互動，瞭解讀者們針對

某一新聞主題的看法。此外，

設有QRcode連結到銘報即時新

聞網與社群媒體（Instagram及

Youtube）。投票比率也將會

在銘報即時新聞的粉絲專頁呈

現。結合網路跳脫平面的傳統

框架，與讀者零距離。銘報改

版強調匯流及互動，銘報編輯

李承庭表示，匯

流數位，成改版

最大的創新。」

　除銘報改版外，此次也在網

路社群平台進行更新。負責經

營銘報Instagram粉絲專頁的駱

佳妘表示，作為目前銘報IG專

頁的經營者，真的很期待能被

更多人看見小編的貼文與銘報

作品。

　銘報社群平台上，也將在FB

及Youtube頻道定期更新短影音

節目，節目《藍領笑校生》的

主持人王柏森說：「雖然拍片

的程序複雜且費工，但看到大

家一起努力，真的蠻感動，團

隊合作的感覺真的很棒。」

　銘報除呈現平面報導外，更

新增影音新聞QRcode，讀者

在閱讀文字新聞稿時，同時可

以用聽的、用看的。拍攝影音

新聞的鄭宇彤表示，讓讀者有

多種的閱讀方式選擇，對學生

而言有更多曝光度是件好事。

掃起來！閱讀體驗UP
記者/邱俊維

老總編們建議：銘報應強化專題報導
　銘報10月27日舉辦「歷屆總

編輯對談」，由中央社兩岸記

者繆宗翰、上報政治線記者楊

毅以及Phd奇宏策略媒體企劃

經理丁滋婷三位校友進行對

談。針對銘報規劃改版部分，

他們皆建議，銘報應朝更具讀

者導向的新聞專題方向規劃。

　對於銘報改版，楊毅表示，

以過去蘋果日報為例，版面比

重大多以圖像為主，這樣的排

版做法衝擊到當時的傳統三大

報，後來的蘋果日報加入很多

的視覺美編，像是圖示、顏色

效果等等。

　繆宗翰表示，銘報呈現多以

新聞事件為主，但在出刊後，

對業界來說這些新聞已經變成

舊聞，建議銘報可以改做專

題，以運用長時間讓新聞有更

深入的解析。提到廣告媒體代

理商，丁滋婷說，現在7、8成

的產業都在網路上開設平台甚

至Google已經做到能運用廣告

來引導使用者開啟地圖、電話

等等，很少產業會使用戶外廣

告。談到職場的經驗，楊毅

說，一位優秀的記者必須要做

到以下兩點，第一是了解自己

單位的產業結構，第二是要懂

得如何和受訪者與消息來源做

互動。了解受訪者的資訊、行

程等，才能夠提出好的疑問。

　繆宗翰呼籲學生，「當你是

記者的時候，你跟受訪者的關

係是平行的」。只要對受訪者

的資訊有足夠的了解，就能讓

自己順利應對任何突發狀況。

丁滋婷也鼓勵，學生應該多運

用校內資源，將實習做為未來

連接業界的跳板，嘗試修外系

不同的課程，提升自我價值。

記者/林宜嫺

截稿前的焦點新聞

Disney+將登台！

270 元/月 可用 4 裝置
 

您會訂 Disney+嗎？
掃描QRcode告訴我們

銘報歷屆總編輯10月27日到課堂上與銘報記者們對談，給予
改版建議(圖左為中央社記者繆宗翰，右為上報記者楊毅)。

銘報新貌 我們改版了

銘報於2207期正式改版，揮別20年歷史LOGO，強
調匯流及與讀者互動為主要重點。(圖/邱俊維製) 投票活動

快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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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勢集團、格帝集團和全人類

在CDC指引下，三家公司目前皆表

示，以恢復實體活動，但仍維持

線下活動，並開始接待參訪更多

活動會根據疫情狀況考量，線上

與線下相結合。

 先勢集團日前受訪表示，目前

的活動規劃以實體為主，線上活

動則搭配網紅KOL的合作，做社

群的擴大傳散宣傳。針對未來活

動，先勢集團也表示，10到12月

的活動都已經恢復正常，之前幾

個月因疫情取消或延期的活動，

也都延至這段時間。

 格帝集團表示，公司培訓活動

以線上進行，其他活動像是公司

大會、股東大會、季度會議等將

在防疫措施範圍內以實體方式進

行。針對居家上班，格帝集團

說：「執行前，部門以完善規畫

並提供同仁居家上班SOP，針對

打卡、工作紀錄、會議、財務流

程、檔案分享等讓同仁知道該如

何應對，故無明顯問題產生。」

 全人類公司受訪表示，實體活

動一定會恢復，同時也增加線上

的活動，由其業務多與美食相

關，進行商品試吃並摘下口罩討

論，但為配合目前防疫規定，還

是採梅花間距，之後會以線上線

下同步。

 News98官方粉絲團1日中午，發布一則緊

急訊息，「在《小董真心話》直播時，我們

《九八新聞台》的YouTube頻道突然被停權

了，所以大家目前找不到我們的頻道，我們

已提出審查申請。」他們也表示，頻道恢復

前，會改在粉絲專頁直播。

 News98資深媒體人董智森的節目【小董

真心話】在Youtube直播，突然被中斷，畫

面黑幕，隨後其頻道遭無預警刪除，關鍵

字搜索也完全找不到。根據中時新聞網報

導，News98影音頻道突然不見的原因，推測

與大量檢舉有關。

 News98目前有不少節目在廣播和YT直播同

時進行，官方粉絲專頁表示，頻道恢復前會

改在粉絲專頁直播，相關節目也會上架於觀

點和豐富的YT頻道，造成大家的不便，請大

家見諒，並請大家繼續給予支持。

 第三十屆4A創意獎10月29日舉行頒獎典

禮，全場最大獎由電通mb－信任幸福In 

Love We trust奪下；評審團特別獎:最容

易半途而廢卻不死心的30歲創意人；年度廣

告客戶:全聯實業；年度廣告代理商:台灣奧

美。台灣奧美不僅連續三年蟬聯「年度最佳

代理商」，整場下來獲得4金10銀16銅15佳

作，拿上45個獎項。

 今年共675件報名作品，相較以往成長了

15%，4A創意獎籌備會主任委員暨米蘭營銷

策劃創辦人陳琦琦致詞表示，此次入圍率達

44%，就像評審老師胡湘雲在廣告影片中所

說：「從平凡的想法裡找出鑽石。然後，讓

它發出足以掩蓋瑕疵的光。」讓我們一起不

死心地為創意奮戰下去。

 今年獎項分類維持五大類：平面、影片、

綜合、數位、設計，4A理事長暨聯廣傳播集

團執行長程懷昌致詞表示，為與時俱進，

特別增設了5個獎項，其中「最佳公益廣告

獎」希望能用創意為善社會，並且增加與廣

告產業的切磋，追求卓越品質。

 對於４Ａ創意獎的得獎結果，台灣奧美執

行執行長李景宏表示，今年遭逢台灣疫情最

嚴重的挑戰，奧美能獲得如此優異成績要特

別感謝客戶的支持，讓我們在數位、社群、

影片、整合行銷等各種形式上，發揮更多創

意的展演，進而為客戶達成品牌傳播和商業

成效。也要感謝奧美夥伴，在面對各種時間

和資源的限制上，能堅持展現不畏艱難，在

逆境中仍看見希望的決心，創造出具影響力

的好作品。

 曾虛白新聞獎今年增設台灣第一

個為媒體工作者設立的媒體素養

獎，由親子天下與台灣事實查核中

心一同榮獲。

 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

汪萬里率先致詞開場，為了讓大眾

瞭解媒體及內容，對媒體識讀付出

許多心意，新增設媒體素養獎。

 汪萬里說，今年參加報名競賽的

作品再創新高達到439件；其中台

達能源與氣候特別獎今年總計111

件，比起去年的94件也增加不少；

信義房屋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報導

獎今年51件作品參賽，與去年42件

相比也相對增加，而新增的媒體素

養獎更是達到34件參賽作品。

 本次公共報導獎分別由今周刊、

警察廣播電台、天下雜誌和TVBS獲

得，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報導獎

由公共電視獲得。氣候特別獎文

字類由上下游市集獲得，影音類由

公共電視獲得，音頻類由聯合報

獲得，最後數位創新類則是由鏡傳

媒獲得。(https://www.cna.com.

tw/project/thp_award/winners.

html)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已故院長倪炎

元遺作《凝視與再現，香港與大陸

影視中的臺灣人》10月27日獲得「

曾虛白新聞學術著作獎」。其女兒

倪瑞陽事後受訪表示，倪院長曾在

訪問說過，身邊與他有相同興趣，

研究同樣主題的人沒有那麼多，一

直認為做學術很寂寞，他熱愛當學

者，卻很孤獨，但得到獎後，相信

他將不再孤單，有更多人用一樣的

研究方法、觀點、學者角色，去分

析一個與大眾更親近的內容。

 對於得獎，她說，倪院長特別感

謝研究助理以及家人的協助及支

持，此書是她和父親之間最重要溝

通的遺作，希望大家可以去書店買

書觀看。

 倪瑞陽特別在頒獎時以此書書序

作為致詞，她說，倪炎元曾提到，

他不是電影的研究者，更不能當什

麼電影評論家，但卻很愛看電影，

一直想從電影中尋覓結合政治與文

化專業題材的方式。

 對她來說，透過這本書又重新認

識倪院長，原來倪院長喜歡什麼、

如何看待電影、思考與解讀，對於

家人們是很玩味的，從未認識到倪

院長的這個部分，以前認識的是身

為父親的他，而現在認識的是身為

學者的他。

 倪瑞陽認為，《凝視與再現》獲

虛白新聞獎後，將有助於更多人看到

這本書，讓更多人知道原來電影也可

以這樣看，透過文本分析，可以看出

一部電影在不同國家拍攝下，所理解

的台灣有那麼多不同的框架，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雖然沒有解決社會上的

議題，但是趣味性的思考跟敏捷，非

常值得被人知曉。

            

 國語日報知識庫10月初試營運尚

未正式上線，不過總經理張永瑋表

示，將會根據試營運情形作調整，

但目前已接受訂購。國語日報知

識庫是一個平台得以經由關鍵字、

主題，對國語日報過去的報導做搜

索。目前仍有使用介面上的挑戰，

一切都在調整中。

 國小教師時常使用國語日報做為

教學素材，教導學齡兒童讀報和認

字，許多教師們反映出需要大量的

讀報素材，他們看見此強烈的需

求，因而創建知識庫。 

 總經理張永瑋表示，國語日報創

立至今已73年，有許多珍貴的文

章，內容並不會隨著時間流逝，失

去價值，希望知識庫的建立可以將

他們再度利用。這些珍貴的文章，

可重複再利用，再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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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與市場行銷月刊》2021第三季台灣媒體流量

觀察日前公布數據，在疫情趨緩下，第三季各媒體總

流量較第二季下滑，新聞網站訪問量最高前三名，分

別為聯合新聞網、自由時報和ETToday新聞雲。

聯合新聞網第三季流量仍維持第一

公布的數據中，新聞網站前三名流量分別是第一名

的聯合新聞網有337.5M(百萬人次)、第二名自由時報

有240.1M(百萬人次)、第三名ETToday則209.38M(百

萬人次)，聯合新聞網仍大幅度領先其他媒體維持第

一，蘋果新聞網流量持續低檔，相較第二季已經跌破

每月40M(百萬人次)。

蘋果新聞網下跌幅度較其他網站來的要多，相較第

二季已經跌破每月40M(百萬)人次，有可能是因為蘋

果先前經過兩次裁員，人力不足以產製新聞所致。

蘋果新聞網第三季站訪問量跌破40M

根據廣告與市場營銷月刊第二季流量數據來看，蘋

果新聞網第二季的新聞網站訪問量為152.4M(百萬)，

第三季的訪問量則為87.5M(百萬)，兩季相差64.9M(

百萬)，第二季流量每月均超過40M(百萬)，到了第三

季平均每月訪問量為29.16M(百萬)。從數據看來，蘋

果新聞網流量到了7月瞬間跌至30M(百萬)左右，自從

蘋果日報5月18日停止紙本發行後，陸續裁員，5月達

300人，到了7月第二波裁員150人，網站流量下滑幅

度較其他新聞網站更多，推測與人力裁減有相當關

係。

蘋果日報自從2019年4月調整為付費會員制，蘋果

新聞網的每月網路流量從1億降至3000萬，去年2020

年的7月恢復為免付費後，流量又瞬間成長至4100

萬，目前亦有逐漸成長回升的趨勢，然而要回復過往

流量仍有一段距離。

電視台網站流量TVBS擊敗三立居第一

另外，根據第三季電視台流量數據顯示，電視台網

站訪問量最高前三名分別是TVBS、三立新聞網和東森

電視。其中TVBS在第三季流量中敗三立站上第一名。

根據第二季數據中，流量三立位居第一，總量

95.7M(百萬人次)，其次是TVBS則為85.8M，但在第三

季中，TVBS流量達91M(百萬人次)超越三立的85.8M(

百萬人次)競爭激烈，兩者差距逐漸縮小，第三名仍

為東森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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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季媒體整體流量下滑 

臉書改名Meta 
記者/ 郭姸妤

臉書10月29日宣布將公司名稱改為「Meta」

﹐而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維持原名不會更

動，並把焦點放在創立元宇宙（metaverse）上，

元宇宙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新的網路世界，使用者

可以虛擬環境中互動、消費，甚至可能工作。

根據CNN報導，執行長祖克伯 (Mark Zucker-

berg)表示，這個名字的靈感來自希臘詞，代表

超越，也象徵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創造，現有的品

牌已經無法代表他們所做的一切，更不用說未來

了，因此需要做出改變。

先前臉書就將構建元宇宙作為首要任務之一，

自 7 月以來，臉書就不斷在談論元宇宙，他已在

虛擬實境(VR) 和擴增實境 (AR) 方面進行了大量

投資，包括收購多間技術公司，並打算通過多樣

化的設備和應用連接其中近 30 億用戶。

不過，有批評者指出，認為臉書發布該消息，

是為了轉移公眾對近期負面新聞的關注，因為就

在不久前，臉書的前員工出來揭露多起內幕，像

是放任假新聞流竄，更直指臉書早知其產品對青

少年身心健康有害，卻無視問題，把公司的商業

成長置於公眾安全之前。

：兩堅持 持續累積 等待奇蹟 
記者/顧西童

銘傳大學廣電系大傳講座26日邀請

YouTuber鍾佳播，同時為傳院校友的

他為廣電系學生分享「YouTube的經營

之道」。他表示，沒什麼秘訣，只有

兩件事，「做想做的事」、「持續做

下去」，久而久之可以找到自己的風

格，在這條路上也會逼你不斷創作，

有學習與改進，就會越來越靠近成功

的機會。

「啊我就怕被罵」，YouTube頻道

「反正我很閒」2020年初以【電影劇

組 爆笑雷包】的影片在網路上瘋傳，

一夕竄紅，如今頻道片中的台詞，「

人民的法槌」、「量子糾纏」等，也

成為流行用語。被問到團隊都如何想

劇本，鍾佳播表示，不喜歡跟人家一

樣，而且自己要覺得好笑，還有當哪

個角色備受觀眾喜愛的時候，就不會

想再用他，因為團隊的理念就是不斷

創新。

談到自己的狀態，鍾佳播坦言，當

初因為當兵太無聊就把自己的想法寫

出來，退伍後找朋友拍片，持續了一

年多，當時訂閱人只有800人左右，

而團隊所有人都在影視圈工作，後製

相關事情做得很累，所以一開始創頻

道、拍片只是一種發洩。

「我們就是想做爛爛的影片」，

頻道中的影片僅用手機拍攝，也刻意

以粗糙的剪接及畫質呈現，因為當初

設定的TA為影視圈的人，故意用破爛

的器材及手法拍攝拍攝影片，作為笑

點。他口中破爛的影片，起初也許不

被一般觀眾理解，但內容都是堅持做

自己想要的，而這也是他們團隊一直

以來做的，「不管如何漲粉絲，只做

自己想做的」。

鍾佳播鼓勵學生們，如果想經營頻

道可以儘早開始，現在越來越分眾，

抓住你的觀眾群，持續做下去，盡可

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鍾佳播以輕鬆、幽默的方式與同學分享

自己創頻道的經歷（圖/蕭郁均攝）

記者/王柏森、侯雨宸

IG平台已成為台灣網紅最常使用

及影響力最高的社群平台。

IG占社群平台影響力最高

根據數位廣告行銷公司AnyMind

日前發表2021亞洲網紅行銷報告及

KOL Radar與《數位時代》日前發

佈《2021 百大影響力網紅數據洞察

報告書》中指出，台灣網紅最常使

用四大社群平台依序分別為Insta-

gram(44.63%)、Facebook(39.29%)

、YouTube(14.32%)，Twitter僅

1.76%。其中IG佔61.06%，為網路

社群影響力最高的群體。報告書中

更指出，Facebook平均互動率僅有

0.68%，但Instagram整體平均互動

率卻高達3%，因此建議剛起步的網

紅選擇Instagram經營。而YouTube

整體平均觀看率高達24.67%，並且

還在持續向上成長，較適合想要長

期經營的網紅。

主題內容多為美食與遊戲

根據報告書顯示，每位網紅貼

文量最多的前五大內容主題以「美

食」類內容標籤佔最多，「美食」

、「遊戲」、「直播」、「工作」

更是近年熱門的關鍵字，尤其直播

更是現今火紅的一種內容模式。由

於受到疫情的影響，民眾在家的時

間大幅提升，也因此提升對「美食

料理」和「遊戲影片」的關注，也

間接帶動了「美食」與「遊戲」類

網紅的社群影響力。

最後，報告書建議，剛起步的網

紅應建構出個人特色與亮點，創造

具有特色的內容，持續的與自己的

粉絲做互動，以維持自己在社群上

的聲量及影響力。

(左)IG佔KOL整體人數61.06%(右)2021年個級距網紅平均互動率(圖/截自百大影響力網紅數據洞察報告書)

台網紅最愛在IG發美食貼文

(由左至右、由上至下)2021第二、三季新聞網站訪問

量、2020第二、三季電視台網站訪問量（圖／取自廣

告與市場營銷月刊臉書）

疫情
趨緩

經驗
分享YouTuber鍾佳播

主編／何芸庭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 星期五

記者／陳玟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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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11登場 4大電商優惠競出
記者/藍羽心、劉致宇

　誠品首家社區創新店在2 7日在內

湖首日試營運，吸引不少民眾前來

一窺社區店的樣貌，誠品生活董事

長吳旻潔也出席了社區店開幕式並

表 示 ， 除 了 內 湖 店 外 ， 在 大 台 北

地 區 還 會 再 有 一 間 社 區 創 新 店 。

　其中特別的是店內設有一臺大型電

視觸控螢幕，作為虛擬貨架，供消費

者在店內選購「誠品線上」的百萬件

商品。進入商品頁面後，利用手機掃

描商品QRCode，就能連結線上平臺，

完成下單。且最快隔日就可到店取

貨，給予顧客虛實整合的購物體驗。

　記者實地進行訪問，民眾表示社區店

餐點的部分種類選擇蠻多元，商品價格

也是還可以接受的。未來或許會考慮

到社區店吃個三明治再去上班。並且

對每週的讀書會和花藝活動相當感興

趣，而誠品也已推出11月的活動時間。

　社區創新店的開幕對民眾而言還是較

為新奇的，讓民眾紛紛期待未來誠品

社區店後續的分店據點與發展狀況。

記者/王柏森

線上結合線下 誠品推出虛擬貨架 

NCC廣場

　立法院10月28日審查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NCC)單位預算，民

進黨立委邱臣遠提出質疑，NCC

去年砸進700萬元的花費委外經

營臉書，平居每篇貼文卻只有

0.8個讚，貼文的宣傳成效也不

彰，直言「根本是幽靈臉書」

。NCC則澄清表示，立委所質疑

的委外經營臉書並不包含在花費

內，而是廠商提供的額外服務。

　NCC澄清，主要內容為分享電磁

波安全知識的文章、報導及相關

活動資訊。雖然臉書並非該會採

購項目，但觸及率低為事實，會

再加強宣導，以增進推廣效果。

　109年的電磁波安全宣導計畫

經費，主要用途是為地方的電磁

波安全進行宣導，其內容如下：

辦理公務機關電磁波知識宣導與

專題座談會12場、地方電磁波知

識宣導座談會25場、廣播劇化插

播（含現場專訪）、LINE動態貼

圖贈送、網紅宣導、創意動畫

短片競賽、印製宣導手冊等。

記者/李品葳

緯來換照 兩年內投入自製節目

　NCC於10月27日召開第987次

委員會議，有條件通過「緯來

戲劇」以及「緯來育樂」的換

照案，針對違反黨政軍條款的

部 分 ， 給 出 三 年 期 限 改 善 違

反 情 形 ， 並 行 政 指 導 該 公 司

提 升 兩 頻 道 之 節 目 的 製 播 比

率，緯來也承諾將自製戲劇。

　緯來表示，預計在明年將完成1

部自製戲劇，第二年起則以每年2

部自製戲劇為目標，並預估未來

兩年將投入新台幣600萬至1200

萬元於產製自製節目上，提升緯

來戲劇台節目自製及新播率。

　針對緯來育樂台重播率較高部

分，緯來承諾自明年起會將節目

重播率降至8成以下，同時提升

自製節目比率，每年投入新台幣

500萬元於自製節目，未來2年自

製節目比率自11％提升為15%，

加強體育賽事及合製本國節目

等，以保障消費者收視權益。

臉書被指像「幽靈」 NCC澄清

記者/李品葳

　　

司法影展  6部佳作探討罪與罰

　「金馬X司法影展」10月26日舉

行開幕記者會，這是司法影展與金

馬三度合作，司法院長許宗力表

示，期盼法律透過影像、电影來

和社會對話，讓民眾能藉此思考

法律價值和同理心。六部影片將

於金馬影展「罪與罰」單元首映。

 此次記者也邀請《該死的阿修羅》

導演樓一安，金馬影帝莫子儀，演

員張詩盈、王渝萱一同出席，本次

「金馬X司法影展」精選6部國內外

的電影佳作，包括日本名導堤幸彥

的新作《初戀：殺人告白》，印度

電影《失嬰謎蹤》，勇奪柏林影展

新世代14plus評審團大獎的《女孩

有問題》，紀錄轟動全球「卡巴

特醫師案」的《驚生精事》，以

真實事件出發的《判決之前》。

記者/勞奕欣

　　
社區店設置虛擬貨架連結誠品的線上商品，打造虛實整合的購物體驗。(圖/誠品提
供)

　雙11即將到來，各大電商祭出優惠好

禮，蝦皮購物邀天后張惠妹擔任活動大

使，並有千萬豪宅1元競標活動．PChome

購物看準換季商機，推出超值商品獨家48

折優惠．東森購物則照往年慣例推出「超

狂開倉∙剁手天天刷」，主持人前往東

森倉庫，隨拿即賣，望創造佳績。MOMO

購物推出「八大品類日」好康優惠，也

有機會獲得PS、iphone13等多項好禮。

蝦皮下單抽千萬房屋

　蝦皮購物繼去年推出的新屋競標活動，

獲得廣大迴響，此次雙11也比照去年，推

出3間千萬新家1元起標活動，10月26日至

11月11日不限金額下單即可參加．蝦皮

購物資深總監梁日威表示：「為了感謝大

家的支持並回覆各界的期待，今年與海

悅國際合作，推出３間千萬新家１元競

標活動，活動總金額高達3,588萬元，總

價值超過去年的6倍，期待能創造超越去

年的亮眼表現」。此外，蝦皮購物邀請

到華語樂壇天后張惠妹擔任「11.11最強

購物節」活動大使，將經典神曲《三天

三夜》改編成蝦皮購物版無敵洗腦歌。

PChome保暖家電熱

　PChome表示，近一週不僅保暖家電搜尋

量較上週翻倍成長，清淨除濕機、專櫃

保養品也上熱搜排行，瞄準換季商機，

將推出換季超值商品獨家下殺48折，時

代生活劇《茶金》即將開播，PChome也

將於11月1日上午10點開賣聯名口罩。

東森180秒剁手會

　東森購物表示，因雙11購物節曾舉辦

過「180秒剁手亂賣會」，2小時賣出

30樣商品，創意行銷在網路上也引起

熱烈討論，今年推出「123min亂賣會」

於雙11當晚10點，加碼舉辦亂賣會。

東森購物將於11月1日至11月12日推出

「超狂開倉∙剁手天天刷」，每晚8

點，購物專家將走出攝影棚直擊東森

購物各家廠商倉庫，在直播節目中，現

場看到什麼賣什麼、數量現場直接喊。

MOMO流量預估漲4成

　MOMO推出的《雙11超狂購物節》活

動，除了有各項回饋金以及999momo幣

免費搶以外，還有「最狂豪禮」於11月

11日當天不限金額下單，免登記就抽

111.1萬元紅利金，一人獨得的活動。

momo富邦媒總經理谷元宏表示，去年

雙11單日業績最高就有30億，今年受

到疫情影響、線上購物的習慣以及雙

11的人流，預估今年雙11網站流量人數

應該會比去年成長3至4成，也早就已經

在物流和IT上做好準備。他表示，過去

一年momo富邦媒增加蠻多倉庫，除了目

前現有的主倉14個、衛星倉25個，這次

為了雙11還臨時租用10幾個短期倉庫。

大型電商紛紛推出優惠迎戰雙11（圖／侯雨宸）

2021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秀會開跑
　至今邁入第13年，甄選電視主持人

才的｢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秀會」已

開始報名開始，即日起至23日截止。

　｢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秀會」由大陸

海峽衛視主辦，台北市影音節目製作

商業公會承辦、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協

辦，13年來兩岸各地的選手們相互切

磋，一直甄選出不少給予能言善道、懷

抱主持夢的人才。主辦單位表示，今年

期待兩岸在主持方式及思想上的交流，

擦出有趣的火花。更多的甄選資訊詳見

粉專「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秀會」。

記者/林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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