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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前的焦點新聞
快訊消息

TikTok下載量超35億次
成APP冠軍
華視前董事長陳郁秀及華視前代理總經理陳雅琳赴理法院備詢。
(圖/取自風傳媒)
記者/郭姸妤、梁妤如
華視新聞因接連失誤，導致華視董事長陳郁秀、華
視代理總經理陳雅琳25日赴立法院備詢，陳郁秀確定辭
職，陳雅琳表示，請辭代理總經理，但會以台長一職繼
續任職。28日華視召開臨時董事會決議，由董事施振榮
提名鄭自隆擔任華視董事長，無異議通過。後公視董事
之一邱家宜提出，此流程不對，無法認同結果。
鄭自隆現年73歲，在政大傳播學院退休後，目前仍兼
任教授，曾任廣電基會董事、金鐘獎評審委員等熟稔電
視媒體生態，因此在臨時會議中，由鄭自隆任董事長一
職。對此，陳順孝、馮小非、羅慧雯、邱家宜等4位公視
董事表示，公視持華視股權85％，華視董事長應該由公
視董事會決定，對此事感到不妥，因此將在5月4日召開
臨時董事會討論人選，另外並再次呼籲公視董監事遲遲
未重選，應儘速召開公視臨時董事會，選出董監事。

台視60週年特展開展。
（圖/台視提供）
記者／趙若評
台視在1962年4月28日開台，今年為慶祝60周年特別
選在28日台北松山文創園區1號倉庫舉辦「陪伴您一甲
子的電視台-台視60周年特展」。為致謝全體員工的辛
勞，董事長黃崧也致信宣布替員工調薪，基層員工依不
同薪資等級調薪1000至2000元。
台視董事長黃崧透過致全體員工的信，宣布將從4月

華視推新任董事長鄭自隆。(圖/華視提供)
華視新聞的連番出錯，其懲處也已出爐，包含20日連
兩次發生跑馬燈誤播，與24日製圖誤植行政院長蘇貞昌
為「總統」，製播部經理兼任副台長蔡明達遭懲處記大
過兩支，此外，2名導播也被記2支大過、1支小過，製作
人大過1支、編輯小過1支，編輯中心和導播中心的主管
則各被申誡2次。
另外對於華視接連出包一事，NCC 27日在例行記者會
中強調，華視與先前中天換照事件絕對沒有雙標，每個
事情都有不同原因，8月華視也要評鑑，這些都將列入考
量因素。
而有關華視是否有人力不足的問題，NCC副主委暨發言
人翁柏宗表示，陳雅琳身兼數職的現象，這個角色有無
需要調整，正在了解中。目前華視的公評人已經對於此
次事件做了一些建議，至於華視有無落實公評人所提出
的意見，NCC也會持續追蹤。

起為全體員工加薪，期勉全體同仁團結齊心再接再厲，
一起迎向未來的艱鉅挑戰，為台視公司邁向下一個60年
全力以赴創造佳績。
而60周年特展在28日的開展記者會及舞台活動因疫
情升高取消，其他則照常舉辦，台視表示，28日原定10
點半會舉行開展記者會，但擔心太多人聚集在室內空間
有防疫疑慮，而舞台活動原定有白嘉莉、黃子佼、陳鎮
川、李四端、陳藹玲等人的7場名人座談會，為避免近
距離跟觀眾有接觸跟互動，4月29日至5月2日的一系列
座談會也通通取消，但特展仍開放觀眾進場參觀。
台視60周年特展現場一共規劃六大主題展區，以台
視各項開創紀錄的文物為起源，到見證台視新聞從黑白
到4K畫質的歷史、製播無數膾炙人口的綜藝節目、回憶
湧現的經典戲劇及歌仔戲、榮耀得獎者的典禮盛會，以
及每年除夕必看的《紅白》，各大展區內容囊括60年來
的豐碩成果。

願景工程擬獎學金 供學生永續報導資源
記者／王詠宜
轉型成為基金會的願景工程為讓群眾更深刻了解永
續發展目標，培養新聞人才，正擬定「伴飛」獎助學
金提供學生資源進行採訪，目前尚未推出，仍在草擬
階段。
願景工程表示，提出「伴飛」獎助學金是希望由
大專院校以上學生們提出具規模採訪計畫，而願景則
提供贊助及需要經費補助，透過年輕族群親自參與計
畫，會加深對永續的認知。
內容中心總監梁玉芳表示，希望有多一點的年輕人
關注社會議題，也希望年輕人能關注到基金會。
過去，願景工程與政大合作，協助學生撰寫大學
報、參賽永續報導獎，奪得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的「
橋斷了，然後呢？ —— 剖析橋檢制度困境」、「噗
噗共乘來了：偏鄉Uber部落頭目當運將老少通載」都
MOL銘報即時新聞

是一同合作的作品。總監梁玉芳也說，在與學校合作
的過程中彼此貢獻所長，也鼓勵同事從經驗與採訪過
程當中與學子互相交流、一起學習。
梁玉芳表示，平常撰寫報導都是下意識遵循習慣做
的，透過與學校的合作教學上，也可以為記者自己使
用的方法再次梳理過一遍，讓自己更有意識的修整、
加強自己的方法。
她也分享，願景工程基金會與自媒體、大眾媒體具有
明顯的區別，自媒體通常製作有個人意識的資訊，基
金會與大眾媒體則是透過持續的監督影響做決策者，
這就是大眾媒體與自媒體的重大區別。目前願景工程
有「願景開講」、「專題經驗談」以及「小型座談
會」喚起社會發展永續議題。型式主要會讓同學知道
主講題目、產製題目、教學呈現方法。

FB搜尋：銘報mol即時新聞

IG搜尋：mol_mcu

《奇異博士2》預售票創新高
成為電影院票房救星

投票活動
掃描QRcode
VTuber將成為網路新趨勢，針對
VTuber的小小調查，等你來回答!

CNN+僅1個月停止營運
記者／郭姸妤
華納兄弟探索公司(Warner Bros. Discovery)在21日宣布串流平台CNN+將在4月30
日停止營運，CNN+是美國有線電視CNN在3月
29日上架的串流平台，至今上線僅一個月就
結束營運。
該公司表示，已訂閱的客戶將按比例收
到退還的訂閱費，而所有旗下的員工將在接
下來的 90 天內可以獲得應有報酬和福利，
藉此尋找在 CNN、CNN Digital 和華納兄弟
探索公司留下的機會。
根據CNBC上週報導，CNN+平台在推出後
的兩週內，每日瀏覽人數不到一萬人。而目
前極有可能將其中一部分節目將轉移到 HBO
Max，而系列節目可能會在 CNN.com 和免費
的 CNN 應用程式上播放。
CNN是在去年7月公布進軍串流影音服務
計畫，爲了這項重要轉型，CNN已經投入3億
美元，除了提供CNN每日新聞內容，也提供
了一系列像是讀書、育兒、名人訪談方面的
節目。
CNN+將於4月30日停止營運。(圖/CNN+網頁)

Youtube搜尋：medianews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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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楊晨、李承庭

台灣VTuber崛起贊助金額超過400萬
2021年台灣YouTube贊助金額TOP10
贊助金額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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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PLAYBOARD數據統計，全球在去年YouTube「
Super Chat 贊助金額榜單」( YouTube的實況贊
助機制 ) 中，金額贊助最高的前9名皆由VTuber
佔據。而在台灣的榜單顯示，金額贊助最高的前
10名中，也有4個VTuber進入榜單，顯示出
Vtuber在台灣的影響力受全球熱潮帶動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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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uber熱度飆升 粉絲黏著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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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晨、李承庭
KOL Radar在【2022 網紅行銷趨勢報告書】中，在
YouTube、Instagram與Facebook搜尋「VTuber」相關
關鍵字，包含VTuber、虛擬網紅、虛擬YouTube，在台
灣的社群貼文數於去年內成長138%，平均月累積3,472篇
貼文，顯示VTuber在台灣的討論度呈上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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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社群分析機構HypeAuditor分析，Vtuber在
社群平台貼文成效平均比真人網紅高出近3倍，其中，粉
絲數介於2萬至10萬之間的互動率更是拉開有9倍的差距
，顯示VTuber擁有黏著率較高的粉絲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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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BOARD、HypeAu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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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高燒 多數媒體分流上班
記者／黃百聖、曾昱婷、藍羽心、梁妤如
近日疫情不斷上升，各媒體因應疫 苗，也持續鼓勵繼續施打、追蹤接種
情自行評估實施防疫措施，目前報社 進度。
如中時、聯合報、電視台、網媒等皆
東森、年代、三立新聞則未採取
已採取分流辦公，其他媒體如年代、 分流，僅加強佩戴口罩、測量體溫及
東森自由時報、大部分電台則是加強 酒精消毒，有接觸個案的來賓需出示
門禁管理及內部人員進出，未採分流 快篩陰性證明，主持人與來賓皆須配
制度。
戴口罩與隔板以保持安全距離，由於
公司有確診個案，內部也加強消毒與
電視台加強清消、管制
提倡員工健康安全、提供快篩，目前
針對各大電視台，TVBS新聞、公 尚未實施分流與遠距辦公，一旦員工
視皆已實施分流辦公，除了嚴格進行 確診及被匡列就需在家進行隔離，記
人員管制，還加強環境清消，公司內 者外出採訪時，出入高風險區域會依
部辦公只能待在所屬樓層，不得擅自 狀況穿戴防護衣，其餘皆以自身安全
跨越樓層，辦公也以電話線上連線為 為主。
近日疫情不斷上升，各媒體因應疫情自行評估實
施防疫措施，中廣未採分流措施。
(圖/黃百聖)

主，其中公視要求新聞部人員都需施
打第三劑，其餘並無強制規定員工
接種疫苗，但普遍都已施打第二劑疫

報社、網媒採分流辦公
中央社、ETTODAY、風傳媒、中國時

報、聯合報皆已實行分流遠距辦公，
依照整體疫情發展，調整分流上班之
起訖日期。
自由時報、國語日報、信傳媒則表
示僅加強環境清消與員工管制，各媒
體未強制要求員工提供接種證明或快
篩證明，但鼓勵踴躍接種，若有相關
接觸或症狀，也建議採行PCR檢測較
為準確。

央廣、佳音電台分流
中央廣播電台、佳音電台目前改採
分流上班，中國廣播公司、好事聯播
網、BRAVO RADIO、全國廣播仍未採分
流上班，中廣因節目部、新聞部需要
錄製節目，節目受訪人以連線為主，
播音間兩人以上則需放隔板。

疫情攪局 台綜拍攝全面喊停
記者／黃百聖、曾昱婷、藍羽心、梁妤如
疫情高燒，各家電視台節目錄製紛紛延
宕拍攝排程，TVBS實境節目《來吧！營業
中》、中視《原子少年ATOM BOYZ》及民視
《綜藝大集合》等節目表示已全面暫停拍
攝，但仍有保留存檔，不影響節目播出。
TVBS目前已採居家辦公，其推出的餐
廳經營實境節目《來吧！營業中》日
前衝上Netflix台灣節目排行榜第一，
劇組因疫情已全面暫停拍攝，放送節
目仍有錄製存檔，不影響播出排程。

中視推出的選秀節目《原子少年ATOM
BOYZ》，目前停止所有錄影與外景行
程，預計下次進棚錄製時間將在5月中
旬左右，這段時間製作單位及選手也將
密切觀察，節目播出目前不受影響。
民視由胡瓜主持的外景節目《綜藝大集
合》參與嘉賓曾瑋中確診，製作單位民視
表示，將會暫停外景錄影，民視其他節目
要求錄影來賓出示小黃卡、快篩陰性證明
才能進棚工作。

應疫情精英公關自選上班地點
記者／邱俊維
台灣疫情嚴峻，精英公關集團推動工作
新模式，從15日實施至29日，讓同仁自行
選擇工作地點，但若遇新人到職時，則先
以實體上班為主。
精英公關集團推動工作新模式，讓同仁
自行選擇工作地點，公司或是家裡二擇
一。精英公關集團表示，申請進公司的同
事，原則上不超過二分之一公司的總人
數；申請進公司者，至晚必須前一天提
出，以做總量管制。針對新工作模式，精
英公關集團同仁也充分理解及接受。
另外，精英公關集團也提到，若新人到
職時，會評估由組內同仁陪同到公司一起
上班，同時也會有主管輪流到公司，協助
新人上手。
去年5月中旬，台灣進入三級警戒，許多
公司採WFH的模式進行上班。精英公關集

團表示，到目前為止，尚無太難克服的問
題。但若真的有人員支應不來的情形時，
姐妹公司的人員可互相支援，分散風險。
另外，精英也表示，集團去年疫情升溫
前已提早開始WFH，去年回到辦公室上班
後，決議以14天一次(周五)進行WFH的機
制，不斷檢視並發布下三個月WFH的日期，
機動評估疫情變化及政府政策。
而針對目前疫情狀況之對策。精英公關
集團表示，按指揮中心的規範，同事們全
程戴口罩，上下午量體溫，進門前酒精消
毒。對於未來實體活動部分，精英公關集
團則表示，仍有其必要，但有些活動會是
實體及線上同時並進。
此模式是否持續實施，精英公關集團表
示，目前仍以員工健康無虞為主要前提，
將討論下一步。

毛孩當道 UDN推出寵物部落

風度之夜首場主題講座邀請斜槓電影人UG擔任講者，分享自身在角色轉換的
過程中所悟出的人生道理。
（圖/風度影業提供）

風度之夜分享電影行銷
記者／李承庭
風度影業20日在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舉辦主題講座《斜槓電影人的偶然與
想像》，由獨立片商東昊影業行銷企
劃UG以斜槓電影人的身份，分享不同
人生角色轉換過程中所悟出的經驗
心法。在講座問答環節，UG與學生分
享，進入電影產業需要具備「一顆熱
愛電影產業的心，以及勇敢擁抱各種
新事物的開放態度。
行銷策略方面，UG建議可以依照電
影類型精準鎖定目標客群。以日本導
演濱口龍介的電影作品為例，東昊影
業2021年發行了片長五小時的《歡樂
時光》與曾獲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銀
熊獎的《偶然與想像》，透過不同的
行銷操作，向喜愛此類型的觀眾傳散
口碑。榮獲2022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
的《在車上》，也成為年度賣座的作

品之一。UG表示，「從同位導演拍攝
的三部作品來看，行銷手法就需要衡
量類型差異，分別評估時間與宣傳力
道。
講者UG亦回顧，去年演員白靈出席
金馬典禮時身著寫有「做最精彩的你
自己」字樣的特製禮服，這句話成為
了他人生的座右銘，期勉自己在生活
中能持續實踐其意義。
另外，風度影業行銷總監邱堉勝亦
在講座中分享了「風度之夜」的活動
理念。「伴隨串流平台普及化與疫情
影響，大眾觀影習慣使用行動裝置，
然而像是場面調度細節、聲音環繞效
果與演員的表演情緒等環節，皆無法
比擬在電影院觀影的樂趣。透過大銀
幕觀影的感官震撼，讓學生體驗到在
電影院觀影的聲光享受與魅力。」

閱讀新北 放大五感體會

記者／應杰霖
閱讀新北於22日在新北市政府1樓 閱讀的聲音體驗Podcast」，除了展
大廳登場，今年希望利用讀者的「五
書外也有影片、VR和Podcast提供讀
記者／王詠宜
寵物題材一直是廣受讀者喜愛，udn聯合線 感」放大感官，去聽、去聞、去感 者來體驗。
而今年的走讀活動以五條美學廊
上看好寵物帶來的商機，因此在上月29日推出 受，推出系列活動，用不同的方式來
走讀及六個文化深度走讀來呈現，五
udn寵物部落，營運至今已經近一個月，目前 探索新北市。
今年的主題以阿拉伯的《一千零一
條美學廊以兩場「紅色陶寶—三鶯文
網站營運狀況比預期中好，流量穩定成長中。
udn寵物部落主編張萱表示，寵物已是足夠 夜》為靈感，由多個神奇有趣的預言 化」、「黃金山城—礦業文化」、
熱門且龐大的商業市場，成為顯性趨勢，加上 故事所組成。而新北這塊土地上，則 「藍天海岸—古蹟文化」及「綠色
台灣寵物數量和嬰兒人數呈黃金交叉，而寵物 是有不同生活型態的人們，組成一個 山林-茶山文化」，以藝術人文館為
題材也有助於拓展和年輕化udn讀者，因此udn 一個真實的故事，蘊含了成千上萬多 據點向外拓展，深度閱讀勝去內的人
彩的故事。
文風景。
才趁勢推出。
今年規劃7個展區，分別為「聽見世
除了展覽之外期間也提供了在地慶
在udn寵物部落上線之前，ETtoday已開設
寵物雲，張萱表示，udn寵物部落與寵物雲的 界的聲音」、「眺望城市的天際線」 典活動表演，展現當代特色和傳統文
區別是寵物部落旨在不僅限萌寵，未來也將發 、「探索生活的紋理」、「尋覓巷弄 化相容的全新火花。結合時下創作樂
寵物部落裡也有迷因專區供讀者發表貼文以
的氣息」、「寫下我們的故事」、「 團在現場輪番獻唱，帶給民眾聽覺的
及欣賞迷因。(圖/截取自udn寵物部落官網) 展成更全方位的寵物網站，包括寵物的飼養知
閱讀角：閱讀元宇宙」及「閱讀角： 饗宴。
識、醫療保健等知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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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宏燦：快才能跟上全球5G腳步

記者／李佳蕙
中華電信執行副總經理馬宏燦28日出席在台北圓山花博
舉辦的未來商務趨勢論壇。馬宏燦說，台灣5G雖部署未滿
兩年，但已經是世界前幾名，同時強調，在5G議題上，必
須打「快」才能抓住趨勢，贏得機會。
馬宏燦也預估，相較於4G，5G用戶數成長速度高於4G，
預估2027年用戶數會達到44億，同時5G用戶數佔全球行動
用戶數百分比也會增長至49%。
他表示，目前5G已經應用於多個不同領域，包括
AR、VR、元宇宙等，且發展速度快潛力高，中華電信看好
5G發展並已展開超前部署。
在5G運用的領域，體現了5G的兩大特性，高速率和低
延遲。目前的5G應用主要分佈在4K影視、VR游戲、虛擬演
唱會、賽事轉播等領域。馬宏燦也在場分享了中華電信在

5G應用的案例，如中華職棒轉播使用了50部攝影機，滿足
用戶從多方位觀看比賽的需求，還可以慢速播放，即時回
看，發揮5G在4D全視角領域的應用。在AR和VR應用上，中
華電信推出了AI智能教練、AR沉浸閲讀和VR沉浸轉播的服
務。另外一種比較常見的應用是5G全息異地共演，KKBOX
音樂風雲榜就運用了該技術，實現第一現場Live合唱與第
二現場合奏共演。最近很夯的元宇宙也有5G的身影，5G提
供了更快更便捷的虛擬社交、生活、娛樂、學習服務。
未來5G也會持續發展，中華電信以長遠的目光展開了
超前部署。馬宏燦表示，中華電信將從應用服務、共用平
台、基礎Infra三個方面展開佈局。現有的超前部署有中 中華電信執行副總經理馬宏燦受邀參加未來商務
華電信創新應用大賽、台南新創中心、亞洲矽谷5G開放網 趨勢論壇。
路計劃等。
（圖／截自數位時代官方ＹｏｕＴｕｂｅ直播）

LINE進軍NFT 在台招募區塊鏈人才

記者／王斯琪
LINE近年積極投入NFT市場，去年12月成立 LINE NEXT後，規劃在今年
推出全新 NFT 平臺 「DOSI」，預計今年上線，為此LINE NEXT於22日
宣佈將首度在台灣招募區塊鏈技術團隊，積極招募優秀的前端工程師和
伺服器端工程師。同時LINE也發佈預告，第四屆「LINE Developers Recruitment Day 」招募活動將於今年5月27日舉行。
左起為台灣網路治理論壇理事長吳國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技正沈信雄、台灣網路資
LINE台灣技術長陳鴻嘉表示，台灣擁有LINE在海外人數最多、編制最
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律師曾更瑩，以及國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吳宗翰。（圖／陳怡璇攝）
大的研發工程團隊，並具備各技術領域人才，今年在台首度成立的LINE
NEXT台灣研發工程團隊，將招募優秀的前端工程師和伺服器端工程師，
協助全球 NFT 與代幣經濟生態圈的建置與經營。
此外，陳鴻嘉技術長亦指出：LINE廣大的用戶基礎能讓企業以最短的
記者／陳怡璇
時間和成本 ，快速嘗試各種業務模式，也能跟其他社群統整。因此LINE
台灣網路講堂於22日舉辦「烏俄衝突下的 到授權 ICANN 做必要相關工作的條文。
非常歡迎各品牌進駐DOSI平台，共同打造全客製化的NFT虛擬商店。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技正沈信雄則認
全球網路治理規則改變」講座，出席的與談
人皆認為，不應沒收俄羅斯國內的網域，否 同系統及機構的作法，認為停止網域將限制
俄國人民無法取得外界的正確資訊，僅能接
則將阻斷俄羅斯人民接收正確資訊的機會。
記者／程凌宇
在俄國入侵後，烏克蘭政府向負責網域 收國內政府單方傳遞的資訊。以政府的角
DIGITIMES與IC之音聯合製播科技產業Podcast頻道「嗨！科技咖」，
名稱系統的 ICANN 提出停止俄國頂級域名 度，台灣的.tw後實質還接了,China，就台灣 並集結科技類重磅節目，包括「科技行腳」、「科技聽IC」、「DIG.ru、.рф及.su解析，也要求歐洲IP位址 的國際立場，因為政治或其他因素而取消或 ITIMES每日新聞」等五大節目。「嗨！科技咖」18日開始在Apple
管理機構 RIPE NCC 取消其核發給俄國所有 沒收，對於台灣都極為不利。
Podcast、Spotify、Google podcast三大平台放送，週一至週五每天都
曾更瑩說：「應該要看此 principal 裡 更新20分鐘的節目。
IPv4與IPv6位址的使用權。
台灣網路治理論壇理事長吳國維認為，談 是否有辦法去增加讓 ICANN 辨識 existing
IC之音表示，盼望通過「嗨！科技咖」為觀眾帶來熱度最高的科技新
party的現狀，應該要尊重現 聞時事、全球最夯科技趨勢，及產業線上最受矚目的新創內容與亮點。
論此事前應先了解網域名稱的基本要件與參 interested
考指引RFC 1591，以及ICCAN與地方政府、發 狀。若要改變需充分考量原使用者的利益，
節目「科技行腳」於每週一上線，由DIGITIMES社長黃欽勇與現任財團
放機構三方所簽訂的Principles and guide- 但在裡面沒有那麼明顯指示。就 ICANN 的原 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執行長溫怡玲擔任主持人，以科技人的人文素
line for 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 則與邏輯，皆訴諸國內法，就台灣國際地位 養與國際視野，分享產業觀察、探索永續經營之道。
律師曾更瑩表示，country code top lev- 與對岸的局勢，都將是風險。」
DIGITIMES每日新聞」則於週一至五上線，提供每日科技產業的焦點
國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吳宗翰認為，烏克蘭 新聞，其中包括上游電子產業供應鏈、下游組裝與品牌動向，掌握全
el domain開頭就提及，相關的議題皆為當地
議題，有無爭議或疑問，應訴諸當地法律或 提出此要求並不預期成功，目的是可以讓國 球科技動態與台灣電子供應鏈的產業實力，眺望科技產業最前線。此
國內法，ICCAN無權決定國家內的發放機構。 際從另一角度對俄羅斯施壓，並尋求外援， 外，IC之音每日都會以圖片的形式於臉書粉絲團發佈DIGITIMES每日新
資料顯示，從RFC 1591到 country code 台灣能借鑒烏克蘭的地方，萬一如果未來面 聞摘要，讓觀眾對當日科技新聞有即時了解，想要更深入了解新聞的觀
top level domain 的文件說明裡，皆無法找 對侵略者時如何沿用多元管道去造成壓力。 眾也能夠在podcast頻道中更深入地了解相關訊息。

烏俄衝突 學者認為不該沒收俄網域

「嗨！科技咖」 Podcast聽出最新科技資訊

1030
記者／鄭茗方

熱 門
插畫家

盜哥:連夢想都拋棄了還剩下什麼?

「大家好，我是裕泰也就是盜～哥」相信常收聽Podcast的人肯定對這句台詞感到熟悉，他就是「雞來
速」的主持人之一，同時也是「大陰盜百貨」的插畫
家。由盜哥、小雞、喜多三人組成的「雞來速」，以
新竹最接地氣的團體自居，原本只想聊些生活裡各種
的雞毛蒜皮，卻沒想著會逐漸有知名度，更是在2022
年空降KKBOX風雲榜第三名。

經歷感情失敗 靠繪圖療傷
在成為圖文作家以前的盜哥，也曾在百貨業工作
過，當時的他正經歷感情失敗的低潮期，於是決定靠
著畫畫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將工作中瑣碎的故事給畫
下來，一開始只是把插畫分享給朋友看，但隨著身邊
越來越多朋友的關注，他也決定成立臉書粉絲專頁，
「當初其實一直很掙扎，一直想著我憑什麼成立粉絲
團，會不會太有自信？」盜哥笑著說。也因為內容忠

實呈現服務業的荒謬逗趣，道出了許多服務業的心
聲，因此讓他的作品受到注意，成為了熱門插畫家。

從低潮爬起 再次成功翻身
回顧以往創作的過程，他說，不管是「雞來速」還
是「大陰盜百貨」都有面臨過瓶頸，起初剛離開百貨
業，轉為正職插畫家的他，就曾陷入低潮，「因為那
時都是在家工作，每天都覺得自己被囚禁到快有憂鬱
症」盜哥語重心長的說。所以在靈感枯竭、粉絲人數
滯留不前的壓力下，也曾讓他懷疑自己是否有這個能
力、真的適合畫畫嗎？
「但我的夢想就是畫畫，那我為什麽不試著跨過這
個困難呢？」「如果我連它都拋棄了，那我還剩什麼
呢？」盜哥在心裡不斷的問自己，最後他決定再次拾
起畫筆繼續創作。
盜哥也曾在自己的社群平台分享，自己的人生很

酷，經歷了大陰盜百貨的爆紅後跌落谷底，從谷底一
步步爬起來後，又出現了錄製雞來速的機會。他說，
除了珍惜與感謝也絕對不會放手，能跟小雞還有喜多
一起錄製雞來速，真的是人生最棒的事。

雞來速盜哥分享自己成為熱門插畫家的故事。
（圖／轉載自View 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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