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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前的焦點新聞
快訊消息

投票活動

Spotify無限期關閉在俄辦公室

蘋果發表會3/9登場！
4款超高CP新品有望亮相

烏俄戰爭態勢一覽圖

掃描QRcode
第57屆電視金鐘獎，將分為

「節目類」及「戲劇類」

二場次頒發行!
表示你的意見吧

記者／郭姸妤

　俄烏戰爭持續至今，已成為近期最重要國際新聞，我國

媒體也大篇幅報導相關新聞，在網路搜尋上，根據Google 

Trend每日搜尋趨勢顯示，台灣網友在第一天開戰時搜尋量

便達100萬筆以上，由於媒體大幅報導下，而後有關俄烏的

關鍵字搜尋量逐漸減少，關鍵字也朝向「經濟」和「國家」

方面的相關字詞搜尋。

 據Google Trend每日搜尋趨勢指出，進7天上榜中，搜尋

的關鍵字最多的是「烏克蘭」和「俄羅斯」，特別是戰爭首

日，「烏克蘭」位居第一有50萬搜尋量，而後關注度雖然下

降，但與其有關的關鍵字則朝向財經方面搜尋，像是貨幣跨

境交易系統「SWIFT」和「盧布」，以及對於其他國家像是

芬蘭、波蘭和瑞士也有2萬的搜尋量。另外則是有關於戰爭

的相關字詞如「真空彈」、「AN-255」等。

　總體來說，俄羅斯和烏克蘭關鍵字熱度的趨勢變化，在2

月24日都達到搜尋量最高峰，熱度則隨著時間遞減，國人對

於此事關注的方向也有所轉變。Google Trend近7日關鍵字排名搜尋趨勢圖。                           (表格/郭姸妤製作)

對國際局勢冷感？ 國人搜尋量日益遞減

記者／周心慧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2月26日宣布，開放前往戰區採訪

的媒體從業者申請國際記者證，並放寬申請門檻，也呼

籲媒體業主，提供戰場第一線記者訓練與支援，讓記者

能夠安全執行任務。

　因應烏俄戰事爆發，有媒體記者擬前往戰區採訪，為

保障媒體從業人員，記協幹部於2月21日與25日會議後

決議，暫時取消入會半年的申請門檻，開放2月26起至

半年內可提出緊急申請作業，向記協提出申請並加入會

員，國際記者證將經記協理監事審核通過後核發，而期

間內若戰事停止，則取消此緊急申請作業。

　對於目前國際記者證自開放以來的申請狀況，記協也

於3月2日表示，已申請且包含有意願但尚未辦理的會員

約有5位。申請程序與服務說明，可至記者協會粉絲專

頁詳閱。

記協開放申請國際記者證 赴戰地採訪

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於2月25日刊登於頭版的新聞版面與標題。                   (圖/應杰霖翻攝)

記者／楊晨、應杰霖

 烏俄戰爭自2月24日爆發後至3月2

日為止，三大報皆大篇幅報導烏俄

戰爭，在銘報統計下，以自由報導

篇幅最多，共32.5個版面，其次為

中時22個，聯合報則16.5個。在內

容上，中時和聯合報內容著重在國

際形勢，自由則另外針對戰爭對台

影響進行報導。

  戰爭爆發後第一天，2月25日三家

報社皆以頭版頭報導烏俄戰爭，其

標題上，中時和聯合報所表現立場

中立，無明顯傾向。中時頭版標題

「俄軍攻進烏克蘭」、聯合頭版標

題「俄軍逼近基輔」，而自由「俄

入侵烏克蘭 美歐嚴厲制裁」，明顯

帶有反對俄羅斯出兵的態度。

  據銘報統計，從2月24日至3月2日

止，聯合報分別用了1.5、3、3、1

、2.5、3、2.5版，共計16.5個版面

報導。中國時報則是用了1.5、3、4

、3、4、4、3、3.5版，共計22個版

面報導。自由時報用了3、3、3.5

、4.5、3.5、7、8版，共計32.5個

版面報導。

 雖然自由時報用最多篇幅報導烏俄

戰爭，但在2月24日、26日及27日的

頭版頭條內容為國內新聞。而另外

兩報中時與聯合自2月24日到3月2日

以來皆以烏俄新聞做為頭版頭。

 在報導內容上，中時和聯合的報導

主要針對兩國戰況更新，以及各國

與國際組織的態度和對俄國的制裁

措施。隨著局勢不斷嚴峻，兩家報

導篇幅都增加至3版。中國時報則是

特別報導中方對此戰爭的態度。

 自由時報從報導角度、內容上呈現

出得傾向明顯，對俄國批判態度強

烈。從3月開始，自由時報用7至8個

版面大篇幅報導烏俄戰爭，主要從

對台灣影響的視角出發，批判在野

黨態度及延伸至台灣未來國際發展

和兩岸關係。

自由批俄挺烏　聯合、中時持中立
烏俄爆發戰爭 三大報擴大篇幅報導烏俄爆發戰爭 三大報擴大篇幅報導

關鍵字搜尋烏俄相關破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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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14.0% 13.1%
7.6% 7.4%

(不含基本免費服務)

( 資料來源:文策院 2020年台灣文化內容消費趨勢調查計畫 )

台灣民眾最常使用的付費OTT平台

NETFLIX 是付費首選

佔全體民眾14.9%
NETFLIX

台劇走上國際《華燈》登六國 T O P 1 0
N e t f l i x

根據Flix Patrol調查Netflix台灣地區單日排行(2021.12.03-2022.02.14)
、網路溫度計台劇網路聲量(2021.12.03-2022.03.03)

資料來源：Flix Patrol、網路溫度計

文策院2020年台灣文化內容消費趨勢調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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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金》

《華燈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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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預告

片尾曲MV
《好不容易》上線

第三部預告

收視率達1.75

最終回播出

《茶金》在Netflix台灣地區單日排行榜與
網路聲量大致上成正比，去年12/11、
12/18上映新集數，並於映後當日在臉書
進行直播，同時增加與網友的互動。

在《華燈初上》網路每日聲量高峰，多
出現下部預告片釋出，同時發現民眾受
熱潮話題帶動，繼而重溫第一部或第二
部劇情或吸引新的觀眾群。

開播兩天即登上Netflix台灣地區熱播冠軍

開播至完結每周皆登上Netflix台灣地區TOP10

《華燈》登六國 T O P 1 0 台劇走上國際

2021年《華燈初上》

曾登上 6 國Netflix

電視劇 TOP10 排行

（Flix Patrol 的積分(point)計算：
將該劇在Netflix正式服務的國家排名換算成積分。
例：第一名10分，第二名9分，第三名8分，以此類推。）

661points

568points

142points

17points

11points

7points

台灣

香港

新加坡

越南

馬來西亞

希臘

記者／李承庭、黃百聖

　文策院曾於去年4月發布2020年台灣文化內容消費趨勢
調查計畫，數據顯示，在需要付費訂閱的OTT平台中，台
灣閱聽人使用Netflix的比率近五成，占全體民眾比率為
14.9%，一舉拉開與其他付費串流平台的差距，成為民眾
使用付費串流平台的首選，同年在文策院舉辦的TCCF會
中，不少人認為Netflix是台劇躍上國際的重要平台。

   Netflix投資許多各國的影劇節目推上全球，例如韓劇魷
魚遊戲，根據Flix Patrol排行統計，登上2021年Netflix電
視劇全球熱播冠軍。

　因此，台劇在2021下半年，紛紛上架Netflix，其中
Netflix獨播台劇《華燈初上》於11月26日首播，即創下台
灣地區蟬聯三週熱播冠軍的亮眼成績，同時也在香港 、
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希臘六國中擠身TOP10名單
中，使本土的作品走向國際。

　另外，以改編台灣歷史事件為主軸的戲劇《斯卡羅》與
《茶金》，皆於開播隔週後奪下台灣地區熱播TOP10。

N e t f l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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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VR、NFT成新興商務趨勢
記者／侯雨宸

  電通行銷傳播集團2月發布「2022年全球媒體趨

勢」，報告歸納出疫情後，品牌的機會、定位、

挑戰三個面向的趨勢。電通通建議品牌，在機會

上，疫情加速虛擬世界的發展浪潮，使得VR、NFT

成為品牌未來新興商務模式的機會點。另外，疫

後消費者更重視品牌對環境、永續議題的關注永

續行銷成為品牌的未來行銷的著重點。

  此外，電通報告中，也指出品牌的挑戰方面，隨

著人們對於個資、隱私權的重視，以及未來第三

方Cookie的停用，品牌需創造實名制帶動互信

便利的優質商業環境，進而達到「終結匿名」等

價互惠的平等狀況。

  電通智能中心智庫負責人楊少夫（Ethan Yang）

表示，2022年，品牌必需積極嘗試新的商務模

式、累積經驗，才能創造與其他競爭者拉開距離

的優勢；此時此刻對新興品牌而言，更是一舉顛

覆市場規則的絕佳時機。隨著消費者對個資的敏

感性愈來愈高，品牌對於資料價值的重視程度，

將同時影響其與消費者互動關係的緊密性，以及

品牌的長期競爭力。

 蔡阿嘎跌出網紅TOP10
記者／邱俊維

  先勢行銷傳播集團與意藍資訊OpView2月

24日發布第三類媒體年度報告，2021年在

疫情影響下，網紅排行榜Top10大洗牌，特

色網紅興起，與去年相比僅「這群人」留

在榜上，老牌網紅蔡阿嘎、鍾明軒及狠愛

演等皆跌岀10名外(見右表)。另外，Dcard

聲量大幅成長34.4%，為成長幅度最大的社

群平台。 

  第三類媒體年度報告首度揭曉2021網紅影

響力排行榜TOP10。意藍資訊分析師黃大豪

表示，此排行透過OpView統計以人物為主的

網紅頻道，計算其「發文數」、「觀看或按

讚數」、「留言數」以及「分享數」的均

值，並以最具直觀的「影響力公式」所得分

數作為篩選依據。

  由排行榜可看出影響力分數均高，同時每

一支影片觀看數均破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瀏覽

次數。特別的是，第四名的愛莉莎莎主要是

受爭議事件討論聲量衝高所影響整體分數。  

 

  此外，據《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調查

數據顯示，因疫情升級、居家防疫、疫苗討

論度高、中華隊選手在東奧的優異表現及網

紅爭議事件，2021年社群網站的網路聲量持

續成長，整年度社群網路聲量共成長15.7%

，其中Facebook累積了7億則的聲量，仍是

網友偏好討論話題的社群平台。

  但值得注意的是，聲量成長幅度最大的社

群平台為Dcard，共計約3,400萬則的聲量，

較去年飆升了34.4%。意藍資訊分析師黃大

豪表示，主要升高的原因在於疫情關係，讓

網友們在Dcard上不論是針對育兒教育、感

情問題等都會頻頻發問。此外，也有廠商運

用贊助合作及抽獎活動，引起許多網友的迴

響。

  另外，在第三類媒體的變遷影響下，也對

公關行銷產業帶來了深遠的影響，2021年疫

情衝擊下，公關行銷產業實體活動縮減，線

下線上O2O串聯比例持續提升。

李明哲：當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務實夢想家文策院
掌舵者

記者／謝志遠

  「院長總是很親民，沒有管理者既定印象中那樣的

有距離感、威嚴的樣子。」這是文策院同仁們對院長

李明哲的描述。上任7個月，李明哲說，當初選擇接

下這個位置，因為他想做「有趣」、「有意義」的事

情。他的人生向來秉持著這樣的信念與態度，或許是

這樣，無畏當初上任的風風雨雨，反而致力讓文策院

有了不一樣的風貌。

轉換身分 重新出發

  從KKBOX總裁轉戰文策院院長，不僅身分上做了轉

變，就連面臨的壓力也與以往大不相同，但在他眼

中，生活本來就有壓力，所有的事都有一些實質上的

挑戰要去克服。

  他指出，文策院是行政法人，因此必須熟悉如何與

行政部門溝通，和熟悉推動組織工作需要經過哪些層

層關卡。另外，過往都是從業界主觀角度去看整個產

業，現在則須從文策院較中立的角度去看產業，因此

必須去改變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與態度。

  李明哲希望文策院的同仁們在討論階段充分討論，

無論想法成不成熟、高不高明，只要充分表達就好。

為了原創 持續努力

   2021年底舉辦的TCCF創意內容大會，因為疫情影

響，加速了線上、線下的整合趨勢，完成了李明哲口

中「產業跨界合作」的願景，創下了非常亮眼的成

績。

  文策院努力的目標之一，是希望可以幫助賣家及買

家進行內容與市場的交易，但李明哲也提到在媒合的

過程中也有一些困難度，他說，一個產業會有很多的

創作者，但缺乏強而有力的經營者，所以從大面向來

看有很多結構性問題要去解決，且一個好的產業會有

許多資金、人力前仆後繼，文化內容產業不是多花點

錢、多支持作品就會解決，是要去考量許多面向。

  「當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務實夢想家。」是李明哲最

喜歡的一句話，他想用這句話鼓勵在文化內容產業努

力的從業人員，去實踐自己的夢想，並且一步一腳印

的去完成目標。

  

文策院院長李明哲，無畏當初上任的風風雨雨，只
為了做有趣、有意義的事。            （圖／陳怡璇攝）

東森電視獲社群影響力冠軍
記者／趙若評

  東森電視在2月21日發布「2021下半年媒體影響力調查報告」

中以平均影響力2215，及FB頻道追蹤數以727萬，獲得電視社群

影響力冠軍，緊追在後的分別為TVBS、三立，另外民視排名上

升最多，公視則在頻道數上榜最多。

  對此，東森電視表示，2022新一年度將更多元發展，在網路

頻道噪咖也將推出眾多網路節目IP。

  發布調查報告的利眾公關指出，東森電視分眾多種類型的粉

絲專頁，如東森新聞、東森娛樂、東森財經等等，發文數量最

多且質量具一定水準，以高追蹤數及高影響力持續蟬連冠軍。

  進一步分析最具影響力媒體區，發現公視共有多達六個頻道

上榜，為上榜頻道數最多的媒體。此外，利眾分析，上榜的電

視媒體多以新聞、娛樂類型為主，各家新聞媒體則因發文數多

獲網友關注，尤其東森新聞、三立新聞、TVBS新聞的發文數最

多，且新聞頻道多有影音內容、社會時事、影音創作者授權轉

發為主力內容，並於時事新聞創造大量留言，與網友互動。

東森大幅超出其他電視媒體蟬聯冠暈寶座。
                                                     （圖／利眾公關顧問集團提供）

風傳媒8周年 聚焦台灣與大國關聯
記者／詹景涵

  《風傳媒》2月23日在台北晶華酒店宴會廳舉

行「風起之勢：風傳媒8週年論壇＆啟程2022」

活動。《風傳媒》集團董事長張果軍表示，未來

團隊規劃及目標將聚焦台灣與大國的關聯，觀注

中美關係，並說仍會堅持「監督政府，實踐普世

價值」的初衷，與大眾一起面對未來挑戰。

  成立8年期間，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在重視安

全與繁榮的架構下，張果軍表示，未來《風傳

媒》努力的方向大約有三項重點：第一，是幫

助讀者理解地緣政治及大國博弈與台灣之間的關

聯；第二，希望能夠針對地緣政治及大國博弈為

台灣政府或企業的策略選項，提供更多客觀理性

的分析和討論；第三，身為媒體，要將政府很多

的政策作為放在大國博奕及中美對抗的格局下檢

視，看看這些政策是否真正符合人民與國家的長

遠核心利益。

  張果軍表示，當初抱著能讓這個土地變得更好

的初衷來成立《風傳媒》，他以為建立一個真正

的獨立媒體，對政府保持批判並與讀者建立信任

是很必要的。

  他還強調，《風傳媒》真的沒有顏色，誰是執

政黨他們就監督誰，執政黨的決策究竟符不符合

人民長遠的利益，自然是他們最關切的事情。

  此次《風傳媒》8週年論壇也於會上公布先前

針對讀者的趨勢民調結果，調查範圍包含能源轉

型、智慧城市、元宇宙等領域的想法及建議，提

供讀者與民眾思考的方向和解答。

2020年與2021年影響力網紅TOP1-10排行比較圖。（表格／曾昱婷製作）

排名 2020 2021

1 蔡阿嘎 這群人 TGOP

2 這群人 TGOP 許伯&簡芝—倉鼠人

3 鍾明軒 木曜4超玩

4 狠愛演 艾莉莎莎 Alisasa

5 蔡常勇 葉式特工

6 反正我很閒 千千進食中

7 欸你這週要幹嘛 烏鴉DoKa TV

8 小玉 勾起你心中的惡

9 溫舒森 酷的夢- Ku's dream

10 韓勾ㄟ金針菇 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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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新聞網路試播　
記者／劉致宇

 鏡新聞今年1月19日通過NCC許可申請新聞台，並於

2月9日在YouTube頻道進行試播，首次開播最多線上

觀看人數為180人，近期同時觀看人數大約在100人上

下，至今訂閱戶則約1.67萬人，目前仍未上架有線電

視，備受考驗。

 根據廣告與市場行銷月刊2月17日發布的統計報告，

鏡新聞首播當天直播人數相較同時段新聞台人數上，

人數差距甚大，當天東森新聞有2萬3千多人，而最低

人數的民視也有約640人，人數與其他直播新聞台相比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鏡電視2020年成立，去年7月成立官方新聞網

站，YouTube頻道截至3月2日頻道訂閱人數已達1萬6千

多人，其中黃子佼主持的Morning Show單元在頻道內

有7183瀏覽數，為鏡新聞YT頻道中近期最高觀看數。

 目前鏡新聞試播內容，除本國新聞外，國際新聞數

量上相較其他台偏多，每日有2小時台語新聞、1小時

手語新聞、5節氣象播報、每周2小時兒少新聞及一定

比例的深度調查報導。目前在YouTube頻道上，除直播

新聞外，及其他日常新聞外，設有許多單元，如晨間

時段播報的「早安進行式」，國際新聞則有「全球聊

天室」、「鏡轉全球」，專題新聞節目上則有「少年

新聞週記」、「文藝賦格」、「另一種注目」及「鏡

新聞調查報告」。

  此外，為播報更精準的氣象新聞，鏡電視也在一年

前籌備，找上天氣風險管理公司、氣象達人彭啟明指

導氣象，提供圖資和氣象上專業的指導。

今年金鐘 戲劇獎、節目獎分開頒
記者／謝志遠

　文化部在2月24日召開「111年度電視金鐘獎改革說

明記者會」，今年第57屆的金鐘獎將從獎項、頒獎典

禮等不同面向革新，期中往年最為詬病的典禮過度冗

長一事，今年將分為「節目類」及「戲劇類」二場次

頒發，並各自頒發相關技術類獎項。二場頒獎典禮將

在10月下旬分兩天連續舉行。

  文化部次長李靜慧表示，期許臺灣電視金鐘獎成為亞

洲電視內容指標性獎項，也期盼越來越多的臺灣電視

作品，在國際發光發熱。

  此外將獎項部分亦有新增，「連續劇及迷你劇集」

獎項新增「造型設計獎」、「視覺特效獎」、「戲劇

配樂獎」及「主題歌曲獎」四個獎項 。而「兒童少年

節目獎」則細分為「兒童節目獎」及「少年節目獎」

二個獎項。另外，新增「非正式競賽獎項」獎項，藉

由觀眾票選機制，選出「戲劇節目人氣獎」、「綜藝

節目人氣獎」兩個獎項。

  比照其他各獎項，今年起「特別獎」得主將頒予獎

金十萬元，鼓勵業界多推薦人選報名，對我國推動電

視事業及產業發展有傑出成就之個人或團體給予肯

定，建立產業界楷模。

　　鏡新聞目前正在YT試播，線上直播觀看人數約一百人上

下，備受考驗。                     (圖／截取網路直播畫面)                                   

記者／陳玟諭

廖志成:跑新聞不是靠運氣
　「對每一個新聞永不放棄、挑戰權威。」這是鏡週刊總

編輯廖志成秉持的信念，也是他對新聞業的期許。廖志成

說，鏡週刊不是外界所說的八卦媒體，而是有很多專業的

採訪報導，得獎功勞歸功於各個記者跟副總編輯的努力。

　鏡週刊在2016年成立，近年除了有勁爆獨家外，還有許

多具公共利益的調查報導，去年的卓越新聞報導獎上，鏡

週刊表現優異。廖志成說，鏡週刊不是外界所說的八卦媒

體，而是有很多專業的採訪報導，得獎功勞歸功於各個記

者跟副總編輯的努力。

  

    　保持好奇心 才有更多新穎作品保持好奇心 才有更多新穎作品

　他也說：「以前我們只專注在報導上沒有專注在報獎，

而這次在卓越新聞獎上獲得兩項大獎，除了是業界上的肯

定之外，也是跟社會溝通的一種途徑。」

 隨著時代的不一樣，身為總編輯他有時跟不上潮流，廖志

成自嘲說，常常同事在報題目時，他們常提到他不認識的

人做新聞主角時，網路流量就會很高。但這也促使他不斷

提醒自己要保持好奇心，並重視年輕人的意見，才會有更

多新穎的新聞作品產出。

　鏡週刊獨家報導每每一出，都造成新聞轟動，像是近期

的高嘉瑜事件，身為總編輯的廖志成要頂著不小的壓力，

及再三查證。他說，雖然這是鏡週刊的獨家新聞，但在新

聞調查、採訪以及說服當事人的過程都是很漫長的，而記

者也是一次、兩次的去查證，說服當事人接受，才終於讓

高嘉瑜說出自己是受害者這件事情。

　所以除了事件當事人承受的壓力外，他也強調，鏡週刊

的記者都是在符合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去追查線索並考慮

法令的限制。

　新聞業競爭激烈，每個記者都想搶獨家新聞，但是獨家

新聞勢必會花上一定的人力、物力以及時間。廖志成提到

早期鏡週刊的獨家新聞，他記憶猶新地說道，像是前總統

馬英九的三中案，不但是鏡週刊的獨家，也是影響台灣社

會的重大事件；而遠東航空的弊案，更是在事件真正爆發

前半年就已經寫完稿了。

    　一個新聞人 永遠都要懷抱熱情

　他說，跑新聞絕對不是靠運氣，而是在記者和編輯的蒐

集查證下，才能將完整的新聞事件呈現給大眾。

　消費者對於紙媒的需求下降，紙媒勢必數位轉型，廖志

成在從事記者到編輯的這段過程中，最大的體悟是「與時

俱進」。他認為，媒體就是要不斷地與時俱進並跟上這個

時代。

　「做為一個新聞人，永遠都要懷抱著熱情跟想法，製作

有價值的新聞報導給民眾」廖志成投入了人生大半的時間

在新聞產業，而他相信媒體的發展，只要對新聞懷抱著熱

情，那永不放棄、與時俱進就是他前進的目標和動力。

記者／沈靖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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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志成表示，

鏡週刊不是外

界所說的八卦

媒體，而是有

很多專業的採

訪報導。                       

        

 (圖／沈靖玟

攝)                                   

鏡週刊
總編輯

　　圖為鏡新聞YT的直播2月9日至13日的觀看人數，大約落

在人數一百上下。                (圖／廣告與市場營銷月刊)

　　文化部實施金鐘獎五大改革，將從獎項、頒獎典禮等不同

面向革新。                                   （圖／文化部提供）

　　 傳播櫥窗

政大、東森合製《部落抓風味》

記者／李品葳

  自從NCC撤銷中天新聞台執照導致52頻道

空頻下，目前由華視已入主25家系統經營者

第52頻道，如今華視想再增加入主世新、國

聲及天外天數位共3家系統經營者。針對此

案，NCC2日召開第1004次委員會議，議邀請

當事者華視以及利害關係人世新、國聲及天

外天數位共 3 家系統經營者及到會陳述意

見，並與委員討論包括新聞事實查核、人力

配置等部分，NCC表示，在正式開播前本案將

持續續行審議。

  NCC發言人兼副主委翁柏宗表示，華視在人

力的配置上已再循序漸進的遞補，NCC希望以

中央社的文字加上華視的影音輔佐，兩方合

作製作出更加豐富的內容。

記者／藍羽心
  國立政治大學與東森集團共同製播的原住

民文化紀錄節目《部落抓風味》。

 《部落抓風味》由金鐘獎「人文紀實節目

獎」得獎導演陳惠武製作拍攝，第一季共八

集，走訪了台灣壢坵、寶山、佳暮、英士、

吉貝耍、大社、達魯瑪克等8個部落。透過鏡

頭帶領觀眾走進大山裡的原住民部落，希望

藉由部落的飲食文化的推展，帶動部落的觀

光與經濟發展。

  東森集團副總裁廖尚文表示，希望透過節

目傳達部落的文化與美食，也同時促進部落

的經濟發展，能將珍貴的原住民文化透過影

音保留給後世，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他也表示，原民文化的傳承還有許多事要

推動，東森將會持續協助部落，同時也邀請

大家一起為台灣寶貴的部落文化盡一份心。

52頻道華視人力逐步補強

百人收視
備受考驗持續加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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