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L銘報即時新聞     FB搜尋：銘報mol即時新聞     IG搜尋：mol_mcu     Youtube搜尋：medianewsonline

銘報新聞銘報新聞
    主編／張宇皓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 星期五

新聞中的新聞 媒介中的媒介 

第2017號  總號第2217號  採訪中心、行政中心／28824564轉2413  1982年11月1日校內創刊  1989年11月1日登記出版

發行人／李銓         社長／陳柏宇          發行所／銘報新聞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創辦

截稿前的焦點新聞截稿前的焦點新聞

新片上架
掃描QRcode

 節目「新聲聊天室」 
  ---政大黑音趙翊帆

互動投票

6成大學生未看過VTuber
記者／李承庭

    銘報2216期投票活動「對VTuber的小小調

查」，調查結果顯示，雖然超過6成的大學

生從未看過VTuber，但仍感到興趣的佔6成

之多。

  本次投票活動針對大學生進行網路問卷調

查，共76人回覆。針對67.1％對VTuber感興

趣的大學生認為，VTuber的人物設定、聲音

優美與新奇的內容題材為他們關注VTuber的

關鍵。亦有大學生在問卷調查中的開放式回

答中分享，「被VTuber的聲音、內容吸引，

因為是跟家人在回家的路上一起追直播，感

覺像是podcast不一定要看畫面。」

另外，仍有32.9%的大學生對VTber感到毫

無興趣，回覆中大多數人認為，虛擬主播吸

引固定的客群、並非大眾化或是少了真人互

動的感覺，「喜歡看真實直播主，對虛擬的

人沒什麼感覺，虛擬人沒溫度很像機器人」

、「比較喜歡真實人類在畫面中出現」。
本次調查為鎖定大學生，總回應共76份，

女生佔73.7%，男生則占26.3%。調查日期從
2022年5月4日至5月11日中午12點截止。

記者/趙若評

鏡新聞在MOD508台開播，董事

長鄭優6日記者會中表示，預計在5

月底上架有線電視頻道，目前預計

定頻在84、86台。

鄭優說，目前已經跟系統商洽

談中，而預計上架的頻位仍有正

在播出的頻道，需要向NCC申請移

頻。

對於不在新聞台集中區，鄭優

表示，新型態新聞台集中到後段頻

位播出也許可以形成另一種競爭。

提到鏡電視在MOD上提前「試

播」風波，鏡新聞表示，會遵守

NCC規範，但官方跟民間還是有溝

通的空間，而目前為止沒有這種狀

況。

強調回歸新聞本質

開播典禮中，鏡電視新聞台主

播群合體亮相，包括當家主播廖芳

潔、晚間新聞主播王顯瑜、台語新

聞主播黃筱純等人與董事長，一同

進行剪綵儀式。

主播廖芳潔說：「鏡新聞將回歸

新聞本質製作深入報導，讓大家一

步一步看見鏡新聞。」

鄭優致詞時強調：「鏡電視新聞

台頻道内容的六大特色：多元、專

業、深度、國際、藝文、弱勢。這

是我們對大眾的承諾。」

承諾保持中立客觀
　　　　　　　　　　　　　　

鄭優說：「鏡電視新聞台將會是

一個中立、客觀、多元化的新聞頻

道，提供觀眾不同選擇。」

負責播報台語新聞主播黃筱純

說，為了用台語播報新聞，她下了

很多苦工，「鏡電視台語新閒團隊

實力相當堅強，為了讓更多人關心

自己的母語，招牌單元『台語聽有

無』，還邀請台中教育大學台語文

系副教授何信翰加入，就是希望能

建立本士語文新時代。」

曾在TVBS、三立電視任職的廖芳

潔，投身鏡電視她坦言薪資漲幅不

大，但因為認同鏡電視對新聞的堅

持理念才選擇加入。

廖芳潔提到，非常佩服鏡新聞的

勇氣，沒有一家電視台會用半個小

時播藝文節目、紀錄片，當然也有

人質疑會不會曲高和寡，但是這對

所有閱聽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好接

觸這些題材的管道。

鏡新聞 　　
快訊消息

臉書「周邊的朋友」將走入歷史

GoogleI/O大會
Android 13、Pixel 7驚喜亮相

鏡新聞董事長鄭優            (圖/謝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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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衛視台北站關站 

   鳳凰衛視台北站將在14日關站，25名

員工全數資遣，結束在台營運21年。

鳳凰衛視台北站表示，目前仍維持正常

營運，有關於其他問題皆由總部作為回

應，也表示暫時無任何後續的規劃活

動。

   鳳凰衛視在2021年歷經股權轉換及人

事變動後，就被經濟部依據《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等相關法令認定轉變為中國

企業，而後未能與政府達成協議和符合

法律規定，只能關掉台北站。

   鳳凰衛視是以全球華人為主要受眾的

跨國傳媒機構，總部位於香港，2001年

開始在台灣駐點營運，但因部分新聞節

目內容被認定具有中國官方色彩，依據

台灣法規，一直未能同意其落地合法。

記者/郭姸妤

公視第7屆董事會改選名單出爐
記者/梁妤如

　延宕957天的「第7屆公視董、監事

審查會議」9日順利完成改選，通過12

名董事、4名監事。包括董事李志德、

朱國珍、黃兆徽、黃心健、郭力昕、王

俊博、施振榮、孫嘉穗、劉昌德、林寬

裕、洪馨蘭、林耀南12人，通過的監事

名單則包括馬秀如、王毓莉、高文宏及

劉啓群共4人。詳細名單如右圖：

姓名 職稱

李志德 鏡週刊文化組副總編輯

朱國珍 作家

黃兆徽 臺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教育總監

黃心健 台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教授

郭力昕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兼傳播學院院長

王俊博 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施振榮 科文双融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孫嘉穗 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教授

劉昌德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林寬裕 台灣師範大學樂活產業高階經理人EMBA兼任助理教授

洪馨蘭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林耀南 輔仁大學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教授兼主任

審查通過董事名單

審查通過監事名單

姓名 職稱

馬秀如 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名譽教授

王毓莉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高文宏 電影製片

劉啓群 台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鏡電視內部環境             （圖/余亞侖）

當家主播王顯瑜(左)、廖芳潔 （圖/余亞侖）

　製表人：詹景涵

月底月底
上架上架定頻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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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助理市場分析師江靖婷 IDC助理市場分析師陳旻暐
   針對台灣市場，整體上來看台灣與世界智能手機出貨量年對 年

增減趨勢近似，都因受到疫情影響減少或延遲購買，去年台灣5

月疫情爆發對第二季、第三季進貨量能產生影響，量能直至第三

季、第四季才得以緩解。因受到供應、船貨運、消費者需求影

響，台灣在今年後半年的出貨量變數很大後續仍待持續觀察。

台灣21年因疫情影響，三級警戒後大家被迫在家辦公學

習，導致平板電腦需求強勁，2022年增幅則不會與前兩年

一樣大。對於臺灣22年平板電腦的預測，他表示雖然世界

平板電腦增長率趨緩，但臺灣市場會相對持平，可能會有

整體小幅度增長。

　　 　　

 從手機品牌銷量來看，三星以24%市

占位列第一，這是自2018年第一季

以來的最大市佔。此外，蘋果占18%

退居第二，小米則以13%市占繼續穩

坐第三名，而大陸廠商小米、OPPO

和vivo分別以12.7%、8.7%和8.1%的

市佔排名其後。此外，平板電腦銷

量蘋果仍以23%穩居第一寶座，三星

平板以18%位居第二，亞馬遜以占

比13%位列第三，而大陸廠商聯想、

華爲分別以市占8%、9%緊跟其後。

2022Q1智能手機品牌佔市場份額（圖/程凌宇製） 2022Q1平板電腦品牌佔市場份額（圖/程凌宇製）

資料來源：國際數據公司IDC《全球行動電話季度追蹤報告》

                       及《全球個人運算裝置追蹤報告》

　據IDC提供2020年第4季到2022年第1季平板電腦及手機

相關數據顯示，因新冠疫情影響，2021年第一季出貨量及

年增率增長都大幅增加，甚至在2021年第二季年增率達到

55.2%創新高，但因2021年第三季疫情趨緩，其年增率及

出貨量皆為負增長，加上在俄烏戰爭、供應及物流等不確

定因素影響，至目前已連三季出貨量負增長。對此，IDC

表示，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出貨量已恢復至正常季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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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平板退燒 連3季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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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形式 展現雜誌多元
　《VERSE》雜誌7日、8日在台北士林表演藝術中心舉

辦One Page Festival 2022 VERSE雜誌節，共有14場

論壇，邀請超過50位雜誌相關從業人員參與，主題圍

繞雜誌的商業模式、編輯設計技藝以及與網路社群的

關係等，透過對談讓讀者明白雜誌界的創新和挑戰。

《VERSE》總編輯張鐵志表示，以「文化節」的概念打

破傳統產業論壇形式，期望透過活動分享，讓讀者知

道雜誌可以有更多元的面向發展。

　同時他也宣布，《VERSE》在今年會辦兩本雜誌，一

本和北藝中心合作，另一本則是音樂雜誌，期望藉由

不同的窗口，不僅帶來商機，也讓讀者看到雜誌不斷

創新。

　雜誌節除論壇外，還有小規模的「限定編輯室」，

談論不同領域的專家如何去發揮所長製作雜誌。雜誌

劇場《一本雜誌的誕生》，則為台灣首部雜誌劇場，

以朗讀、podcast、舞蹈、音樂和演出的方式展現給觀

眾。除此之外，北藝中心二樓也舉辦文藝生活市集，

由草率季創辦人黃偉倫負責空間規劃與藝術書展。

　Condé Nast創意與商業顧問、前《GQ》總編輯杜祖

業出席其中一場論壇談及雜誌的魅力，他表示，對他

而言，雜誌不僅能讓人沉浸於閱讀的氛圍中，更多的

是資訊和情報的獲取。雜誌文字較多，不是一口氣能

夠閱讀完的內容，他認為，雜誌內容不一定要做的太

深入，可是當中卻擁有很多窗戶，能夠帶領給讀者通

往並認識另一個世界。

　杜祖業說，紙本雜誌的翻閱感覺比電子書刊更引人

入勝。儘管同時訂閱了紙本和電子書，他依舊選擇閱

讀紙本，紙本的「閱讀動線」是電子版無法呈現的。

　另一場則討論文字內容的多元媒介呈現，其中《報

導者》副總編輯劉致昕表示，藉由多元媒介的呈現，

可以放大深度新聞的價值。他舉例《報導者》記者前

往俄烏戰爭的採訪紀錄日後預計出書，這不僅是新的

嘗試，也讓讀者不再只能透過報導或影音看新聞，而

多元媒介的呈現，也回應了讀者對於新聞業的期待。

　Matters創辦人張潔平說，將瑣碎的資訊整合出深度

報導，讓讀者在廣闊的資訊流中，看到新聞的價值。

而對於跨媒介的嘗試，他表示，必須聆聽讀者的意

見，透過多種媒介跨越同溫層。資深媒體人范琪斐也

鼓勵「新的平台就是新的機會」，身在新媒體時代，

就是要不斷嘗試新的平台，累積客群逐漸建立社群。

　三頁文藝術總監顏伯駿與洋蔥設計創意總監黃家賢

出席最終場論壇，分享雜誌美學如何設計。顏伯駿表

示，他認為設計是要在既有的框架與素材中，創造並

編輯想像不到的事物。他說，雜誌需要系統性地將內

容去做延伸，除了傳遞觀點外，更要做到如何將想要

表達的觀點俐落地規畫出來。

　最後《VERSE》總編輯張鐵志也強調，《VERSE》的

創辦初衷就是希望能創造一個不一樣的視覺媒體，對

他來說，雜誌並不老派，而是這個世代必須存在的事

物，因為雜誌是一種特別的美學技藝。

《VERSE》雜誌7、8日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舉辦雜誌

節，《VERSE》總編輯張鐵志期望雜誌有更多元的面

向發展。                         （攝影／沈靖玟）

記者／沈靖玟、應杰霖、王柏森

杜祖業：提供認識世界的窗口

《報導者》分享多元媒介實例

顏伯駿：在系統中延伸觀點

TIDF年展188部影片搶攻眼球
記者／勞奕欣

　第13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6日開跑，文化

部政務次長李靜慧、國家影視聽中心執行長

王君琦、競賽評審和入圍導演共同欣賞開幕

片《金門留念》。影展統籌陳婉伶表示，今

年影展選了188部影片，是TIDF史上最多，藉

由選片強調「再見．真實」的核心精神。

　策展人林木材說，TIDF作為紀錄片推廣平

台，團隊十分完美主義，希望能將美好的結

果呈現給觀眾。

　TIDF也於上月28日公布會外賽「台灣影評

人協會推薦獎」，由許哲瑜執導的《事件現

場製造》奪得。評審團認為，電影從江南槍

手的訪談開場，到展開了電影史和技術史，

在極具創意的實驗技法下，指出歷史記憶如

何被反覆建構，同時辯證重現影像的虛實。

　《事件現場製造》運用3D建模、動畫、訪

談，還原1984年江南案事發片段，本片同時

亦入圍再見真實獎與台灣競賽。

　

　緯來體育台上月在官方粉絲團及Youtube頻

道發布《緯來鞋教頭》全新單元，將朝多元

化發展，帶給觀眾不一樣的感受。

　緯來以往是以傳統的電視媒體為主，比較

專注於運動賽事，緯來主播張安德表示，緯

來不斷地在嘗試去做新媒體的內容，希望能

到做數位轉型，除了能更符合現代人的收視

習慣外，也能更加貼近年輕族群。

　緯來主播張安德日前接受採訪時表示，當

提到運動潮流、運動時尚，大家的第一直覺

應該都是想到球鞋，所以才會想以這樣的方

式呈現，也找來球鞋界的權威勘履者合作，

讓喜歡球鞋的觀眾們能得到關於球鞋更專業

的知識或是購入自己喜愛的鞋款。

　關於目前的單元內容是否會在電視上播

出，張安德提到，仍會以官方粉絲團及You-

tube頻道為主，之後也會將跑鞋帶入，以及

一些球衣的穿搭或是運動單品的推薦，等到

有更多素材後，將這些內容統整做成適合在

電視上播出的狀態，才會在電視上播出。

　未來是否還會有更多不同內容的專題單

元，張安德說，緯來目前想朝著多元化的方

向前進，陸續規劃不同內容，希望能夠帶給

觀眾朋友不一樣的觀感，也對緯來這個招牌

有全新感受。

緯來體育台全新單元《緯來鞋教頭》

          (圖/擷取自緯來官方Youtube頻道)

傳播櫥窗

記者／劉致宇

TIDF開幕合影留念   （圖：取自TIDF官網）

《緯來鞋教頭》YT上架 發展新媒體

　愛奇藝在4月22日宣布，發布

全新LOGO，並推出12周年紀念數

字藏品。

　品牌LOGO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在

三方面。一是去除「iQIYI」外

面的圓框，寓意打破邊框，更加

自由；二是其底色，綠色變得更

明亮，意為愛奇藝對未來事業抱

有更大期待；三是字體變得更簡

潔舒適，化繁為簡，以期積極實

現科技與人性完美結合的主張。

　12周年數字藏品則是以愛奇藝

萌物獼猴桃kiki為主形象，打造

盲盒NFT。普通款由AI算法生成

不同的愛奇藝萌物形象藏品，隱

藏款則融合愛奇藝熱門劇集與綜

藝內容IP、公益、品牌聯名等元

素，共計發行12,000枚。

記者／王斯琪

愛奇藝12周年新LOGO 化繁為簡

愛奇藝新舊LOGO對比，左為舊，右為新。     （圖片來源：網路）

央廣紀錄片《呼喚自由之後》上架
記者／張嘉萍

　央廣與我們之間電影製作公

司，合作拍攝《呼喚自由之後》

中國民運人士訪談暨影像，還原

10位民運人士從參與、受迫害到

流亡的心路歷程。影片由知名導

演林正盛擔任監製，吾爾開希擔

任製作人，並由擅長人權紀錄片

拍攝的楊正欣執導，在疫情期間

克服拍攝作業的各種挑戰，遠赴

美國紐約、華盛頓、英國倫敦及

法國巴黎等地，紀錄中國民運人

士的生命故事。

　影片10位受訪者都曾參與不同

時期的中國民主運動，以致流亡

海外，包括「八九學運」學生領

袖之一的王丹、曾任北京之春的

主編胡平、支持天安門學生運動

的企業家萬潤南等。2日起每周

一及周四，10支系列影片會在央

廣官網陸續上架。

點點印IG BOOK將貼文印成書
記者／張宇皓

　
　台灣最大相片書品牌點點印上

月推出新品Instagram Book（

下簡稱IG BOOK），讓任何擁有 

Instagram社群帳號的人，都可

以透過點點印快速導入貼文印出

質感俱佳的IG BOOK，強大AI自

動排版技術讓排版新手也能一鍵

完成。

　點點印創辦人兼行銷總監陳

函薇說，點點印發展出社群書

(Fastbook、Instagram Book) 

，是希望在這個快速的世代，那

些曾經生活的點滴，不再只是一

筆停留在網路上的數位資料，而

是能轉變成有溫度、可以隨手翻

閱的回憶。

《VERSE》雜誌節

推14場論壇
創新與挑戰

　　　主編／詹景涵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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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商務展 迎接動態轉型

記者/李品葳

　台灣之星10日發生斷訊事件，造成民怨

四起。國家通訊委員會(NCC)11日召開的

記者會中說明，截至11日中午，收到民眾

申訴案件共有106件，而受到影響的消費

者可依照服務契約，主動與業者要求月租

費減收。

　NCC副主委兼發言人翁柏宗說明，造成

台灣之星斷訊的歸咎主因為區域停電，雖

然台灣之星於第一時間啟動自備發動機，

但由於供電不穩定，造成台灣之星配電室

銘大    線上營隊報名開跑

台灣之星斷訊 NCC：可要求賠償
的電盤燒毀。

　翁柏宗也進一步說明，受影響的民眾可

以依照與台灣之星簽訂的服務契約要求賠

償。

　翁柏宗最後說明，電信業者皆有自己的

監控中心，因此基地台跟用戶連線情況都

很清楚，業者都會比對，民眾不需要擔心

不清楚自己斷訊的時間長度，NCC也請業

者要善盡社會責任並照顧好消費者的所有

權益。

耿暄：想將文化帶向國際
1031

TaiwanPlus
內容總監

耿暄進入媒體行業第28年，將致力於把台灣

文化帶向國際。 （圖/TaiwanPlus提供。）

未來商務展今年已邁入第八屆。

                      （圖／《數位時代》提供。）

營隊邀請財經主播朱芳君。               

          （圖／朱芳君主播提供）

NCC召開記者會。   （圖／截自網路。）

影音新聞

記者／楊晨

　記者、行銷企劃、主編、製作

人，TaiwanPlus內容總監耿暄身上有

過許多的職業標籤，也見證了台灣媒

體產業不同的時代變化，今年是她來

到媒體行業的第28年，她說，將致力

於把台灣文化帶向國際。

國中立志成為記者

　耿暄從國中開始就立志成為記者的

她，雖然大學念的是台大社會系，但

她說，「社會學讓我學會了用不同的

觀點理解社會和人。」在經過大學的

訓練下，讓她在之後採訪的時候，更

會從組織和結構性層面思考問題。

領團隊拿數十獎項

　畢業後，耿暄順利進入平面媒體成

為記者，憑藉一支筆單打獨鬥多年，

但後來進入了Yahoo，帶領團隊發展

奇摩影音平台，結合全新的XR技術推

出數位內容，而後她和團隊的夥伴也

陸續為Yahoo tv拿下超過30座新科技

內容獎項。

將台灣文化國際化

　然而，她並沒有因此停留在舒適圈

內，而是想將內容創作從本土走向了

國際。她說道：「以往的工作，在內

容創作角度上都以本土化為主，而

TaiwanPlus的特別之處是國際化的發

展。」這也是耿暄會選擇加入Tai-

wanPlus的重要原因之一。

　「將台灣在地文化國際化。」

是耿暄對TaiwanPlus的定位。她

說，TaiwanPlus不僅在語言上和她過

去用國語去表達不同，內容上更是融

入了很多國際元素，像是節目主持人

也是以英語為母語的華人，包括邀請

的嘉賓也是在台灣生活很久的外國

人，雖然也是介紹台灣的在地美食，

但更多關注在外國人的評價。

　談到TaiwanPlus目前的內容規劃，

她滔滔不絕，看得出她對未來這個領

域的內容發展充滿期待。她直言，學

著做國際化內容，這是她從未有過的

挑戰。

內容製作持續創新

　耿暄這些年在內容製作領域成績斐

然，也幾乎接觸過媒體行業的各個面

向，表面上感覺她是從事不一樣的工

作，但她卻覺得這些工作內容都是相

通的。她說：「內容和行銷本身是同

一條線。當在做內容的時候，必須思

考內容的通路，也跟行銷很接近。」

　如今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她希望

未來能和夥伴創造出更多創新、大眾

喜愛的優質內容。

記者／王柏森、游鈺婷、侯雨宸、周心慧

　2022未來商務展4月28日至30日在圓山爭豔館舉辦，

今年的展會以「BEYOND INFINITY跨界擴張，決勝動態

轉型時代」為主題，並由國內外將近100位地產業領袖

與領域專家，進行超過25場演講。

　因應近期Web3.0技術逐漸成熟、元宇宙趨勢爆發，

演講也特別著重在區塊鏈、NFT、虛擬科技、企業虛實

整合的實例進行探討，希望能幫助企業們掌握未來商

機、市場脈動以及產業技術。

　

　區塊鏈公司XREX創辦人黃耀文在「Web3.0的發展」

演講中表示，區塊鏈的工具成熟後促使Web3.0的發

展，創造出讓創作者保有內容所有權的平台，以對平

台貢獻程度的多寡，獲取相對應的分紅。

區塊鏈加速Web3.0發展

　Web1.0為內容平台的數位化、線上化，但缺乏與用

戶的互動性；Web2.0為自媒體時代，代表平台為臉

書、Twitter，創造出許多網紅、意見領袖等創作者，

但創作者受限於平台規範；Web3.0時代具有去中心

化特性，創作者可以不再像過去Web2.0一樣受平台限

制。

　在未來的時代將以創作者為中心，並透過區塊鏈工

具，如加密貨幣、NFT來計算組織人員對平台的貢獻程

度來分紅，將內容權力還給創作者。

節目IP發行NFT創造商機

　NFT是各大企業積極發展的重要領域，不少娛樂節

目、戲劇也紛紛發行NFT，好看娛樂副總經理王貞妮在

其中一場講演中表示，全民星運動會先前研發出動態

NFT，記錄節目精采的運動會片段，運用跨領域行銷，

打造沉浸式的互動體驗，不只能將節目檔次提升，也

提供觀眾良好的體驗。

　王貞妮表示，對於觀眾來說，在未來NFT是一張會員

卡，也可能是一張門票，或是一個特殊的福利。對於

觀眾的體驗來說，得到NFT等於得到一個無比的殊榮。

未來他們也會持續發放一些回饋給這些NFT的持有者，

會永續的經營下去。這樣虛實整合的成功案例也提供

各領域業者借鏡。

虛實行銷活動為未來趨勢

　現今不僅有許多企業規劃將自家商品的行銷模式進

行虛實整合，線上、線下同步舉辦活動的模式也越來

越興盛。

　EventX執行長黃卓琛表示，虛實融合活動已漸趨主

流，線上及線下的整合將會提高觀眾量，依據團隊調

查，71%的受訪者認為，即使實體活動回歸，仍會以向

上作為主要選擇；67%的受訪者則相信，虛實融合活動

將會成為未來主流。

　黃卓琛指出，虛實活動的搜索次數在過去5年以上漲

逾162%，而在疫情以後，舉辦虛擬活動將成為趨勢。

記者／林佳慧

　銘傳大學新聞系與財金系首度跨系

舉辦財經&新聞線上營隊-「全銘新線

上見面會」，10日開放報名歡迎對新

聞或財金有興趣的高中生踴躍報名。

　此次鑑於疫情嚴重，課程、活動採

線上直播形式，但講師陣容強大，由

非凡財經主播朱芳君為學生授課，學

員們可透過營隊了解新聞主播的工作

內容和媒體運作，另外也擬邀理財

YouTuber與學生分享理財資訊。

　總召駱佳妘表示，雖然遇到疫情打

攪，仍希望帶給學員們充實的體驗，

學員們可以累積財經與新聞相關實

力，讓學員在家也能享受財金、新聞

內容的課程饗宴。

　營隊報名費用為一人350元，持清寒

證名費用為100元，報名資訊請追蹤全

銘新線上見面會粉絲專頁。

財金
新聞

台灣之星發生斷訊事件。（圖／截自網路。）

　　　主編／葉香伶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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