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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系學生看郭彥均

記者/侯雨宸、何芸庭、邱俊維

日前在藝人郭彥均FB發文中提及「很多孩子走

了」，引發行政院長蘇貞昌要求查辦假訊息後，導

致網路聲量大增，議題焦點轉移至政府行為，更引

發後續的民進黨負面聲量飆升、觸法、網軍爭議、

言論自由議題。

蘇揆究責偵辦 羅友志：錯失先機

對於民進黨負面聲量的現象，羅友志認為，由於

蘇貞昌後續的公關危機處理不當，對於各個發言系

統一再的加強力道，錯失了先機，更影響到人民對

於政府的觀感。

從源大數據議題討論對象分布圖可以發現，在5

月27日前，孩子為網友關注的重點，占了聲量34.2

％，政府官員僅占21.7％，而到了5月29日，孩子

的討論度下滑至22.3％，政府官員卻上升至35.4％

，大眾討論的對象逐漸變成政府。

黃光芹：事關人命 反對聲浪高漲 

根據TPOC所發布的民進黨網路正負面聲量圖顯

示，蘇貞昌發言後，民進黨的負面聲量多達 20973 

則負面聲量。對此，資深媒體人羅友志認為，因蘇

貞昌提出法辦之事，不但勾起社會正義之人關注，

也讓在野黨可就此發言進行聲討。

資深媒體人黃光芹表示，民進黨的危機處理，像

是後續跟進查辦假訊息以及內容農場，雖不像之前

用重砲式的攻擊的態度，但由於此事涉及到人命、

孩子，使的整體輿論與反對聲音升高，成為在野黨

攻入很好的切點。

而對於未來民眾及公眾人物，是否會對公開發表

言論的畏懼，羅友志認為，這次事件也可以觀察到

寒蟬效應消失，以往政府政策似乎能左右議題的方

向，是因為老百姓懼怕寒蟬效應的能力。但在此事

件中，人民對於可能攸關到自身健康及蘇貞昌提到

法辦一詞，這兩個新聞接近性與鄰近性的因素，使

得民眾勇於發聲，藝人也可能不再懼怕發聲。

杜聖聰：是否觸法?可受公評

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杜聖聰認為，郭彥均事件

為「可受公評之事」。對於有人認為是否有網軍操

作，他說，需要有三個構面，人流、金流、資訊

流，才能證明。

而對於郭彥均貼文內容是否觸法，杜聖聰也表

示，內文需要有「惡、假、害」三個概念，才能移

送法辦。

郭彥均事件後續討論對象從孩子轉移至政府官員(圖/取自源大數據)

記者／王詠宜、郭俊偉、侯雨宸

台灣《蘋果新聞網》8日確定出售，外傳新老闆17Live

創辦人潘杰賢及香港商人黃浩。《蘋果》聲明並未說明新

東家為誰，僅表示將稍後公布。蘋果新聞網是否被中資收

購，有立委質疑恐淪為「假外資、真中資」。陸委會表

示，相關主管機關若收到，將對此事會嚴格審查，此收購

案有待查明。

同時《蘋果新聞網》對外界澄清聲明，外傳「交易金額

3億元」是錯誤訊息，交易金額遠高於外傳。

台灣《蘋果日報》工會8日也表示，已接獲資方通知公

司交易案成立，並將再啟動裁員計畫。稍早資方代表指

出，大部份同仁可以轉移到新東家及安然留用，並依相關

法規規定於60天前宣告。

17LIVE則表示，潘杰賢先生為17LIVE集團共同創辦人

和榮譽董事長，也是股東之一。報載內容因爲股東個人投

資，恕無法表示任何意見。

對於外界關注買方資金背景，時代力量立委陳椒華認

為，「為了賺錢的目的恐怕微乎其微，商人如果不是為了

賺錢，究竟是為了什麼？尤其是一位香港商人，對台灣並

無情感的連結，如果說他是為了服務台灣社會，恐怕略顯

牽強，難以服眾。」

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表示，蘋果新聞網是港資在台分公

司，經營權之變更須符合我國法規，對於相關疑慮，申請

方應有所說明，主管機關也會依照權責進行嚴格審查。

特稿/邱俊維

若郭彥均不是一名藝人，而是一名記

者的話，則犯下以下錯誤。第一，在新

聞處理上，應以政府主管機關發布之訊

息為準，消息來源也須經查證；第二，

數據不夠明確(用字不夠精確) ；第三，

在內容中帶有情緒；第四，引起社會恐

慌。 

如果郭彥均是一名記者，在貼文前應

確認醫護人員提及有關醫院狀況的訊息

是否為真，並且詢問醫療院所或負責防

治COVID-19相關組織，目前疫情的實際

狀況，做再三確認。而不該在貼文內容

中，談及資料來源未經過查證且數據不

精確「很多小孩都走了」此話。

此外，如果郭彥均是一名記者，則不

應於貼文中加入自己的意見，這是逾越

記者職責的。但對於郭彥均火速刪文，

並重發貼文道歉一事，在更正、說明及

道歉部分，是所有媒體人員值得學習的。

但話又說回來，主流媒體是否確實做

好以上身為媒體從業人員最基本的要求

嗎？有哪家媒體在第一時間轉發新聞資

訊時，做到查證的基本工作了？否則媒

體也間接成為散播假消息(引起社會恐

慌)的關鍵角色。

在網路資訊爆炸的現在，與過去媒體

生態大不相同，記者及編輯為了「快」

，忽略查證而失去了新聞正確性。銘報

長期觀注媒體，期盼主流媒體能有所改

變，大眾也對記者觀感改善。但試問有

哪一家主流媒體，在這商業為導向的媒

體環境中，願意改變呢？就算做到了…

又會有多少民眾埋單呢？閱聽大眾固然

應提升媒體素養；媒體方是否也該在新

聞把關上更加自律，雙方共同努力，不

然一定會還有下一個郭彥均事件。

 傳17LIVE潘杰賢買台蘋

蘋果新聞網收購案大事紀(製圖/侯雨宸)

很多孩子走了
郭彥均FB事件  疫情假新聞? 變公關危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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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宜嫺

主播劉涵竹近來選擇離開待了14年的新聞圈，她

說：「在新聞圈已累積足夠的經驗，現在想往電視圈

發展，可能是談話、時尚美容、益智節目，類型都不

設限。」選擇離開架輕就熟的主播行業，劉涵竹笑

說，她並沒有真正地離開螢光幕前，只是去挑戰與挖

掘新的事物，也能增進自己的不可取代性，目前則以

擔任節目來賓為主，期許未來能有機會嘗試不同類型

的節目主持工作。

現階段的她說，先以節目來賓來增加自己的曝光

量，她也談到在媒體產業裡，能夠掌控話語權是所有

人的終極目標，「可以當主持人就不當來賓，但是當

主持人的機會當然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在等到機會

來臨以前，先努力把自己做到被看見。

樂於挑戰新事物的她，過去除了擔任新聞台主播，

同時也有斜槓節目主持的工作，類型從流行時尚到房

地產等，她笑說，比起主播工作，主持節目更能擁有

自己的時間掌控權和話語的自主權，並且電視圈也是

感興趣的領域，轉做主持也能發揮在新聞圈訓練出的

口條與台風，以新聞業界來說，每年都會增加新任主

播，進入電視圈領域也是為了增加自己不可取代性。

劉涵竹以親切的嗓音為招牌，讓民眾一聽就能馬上

辨識，為了發揮聲音的專長，她過去也曾製作Podcast

節目，「只要有話題與靈感，一天甚至可以連續錄好

幾集。」

她說，廣播領域對她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挑戰與嘗

試，不同於主播的談話語速，需要學習把情緒放輕鬆

講話，試著讓對話留白，對聽眾來說才會是最舒適的

聽感，短暫接觸廣播半年的她，也學習到不同於緊湊

的新聞腔調，以慢步調嗓音來療癒人心。

劉涵竹說，一直以來秉持著做自己喜歡的事，不管

是財經主播、節目主持還是Podcast，「至少要做有

興趣的事情才能持之以恆」儘管離開待了14年的新聞

圈，同時也訓練了敏銳的觀察力與流利的口條，在過

去的主持經驗中也練就一身談話技巧，這也成為她進

入電視圈的一個踏板。

她表示，目前以擔任節目來賓為主，等到機會來臨

以前，先努力提高自己的曝光量，未來也希望能有機

會嘗試不同類型的節目主持工作。

　　　主編／何芸庭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 星期五

打破同溫層 打破同溫層 TFC強化TFC強化媒體素養媒體素養

劉涵竹：爭取更多話語自主權

NCC開罰TVBS80萬

劉涵竹近來離開待了14年的新聞圈，未來將往電視

節目圈發展。         (圖/擷自劉涵竹臉書)

記者／邱俊維、張嘉萍、詹景涵、葉香伶

據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TFC)針對假訊息相關

議題調查，高達94.2％民眾認為，需透過教育或是宣

導加強大眾辨識能力。TFC說，目前極需克服的挑戰主

要是「如何以生活化的方式傳遞媒體素養的意義與價

值」，打破民眾同溫層。

TFC自去年9月開始積極推動「台灣媒體素養計畫」

，董事長胡元輝針已培訓共9138位師資與一般學員，

此外，在許多活動中加入「融入式教學」、成立相關

社團等…更進一步點出，推動媒體素養教育雖已在進

展中，仍有許多民眾不懂媒體素養為何與自身相關。

其中「融入式教學」是針對目前狀況最好的解方，

適用於任何年齡層，強調以民眾感興趣的領域作情境

代入(打破同溫層)，再逐步帶出核心主題。讓更多原

先對此不感興趣的民眾願意去接觸這類資訊。胡元輝

也表示，訊息的產製及策展能力，也是媒體素養教育

必須著重的面向。

去年下半年，TFC獲得「Google.org」3年100萬美金

（約兩千八百萬台幣）的支持，串聯社團法人社區大

學全國促進會、假新聞清潔劑、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

金會、優質新聞發展協會、MyGoPen、政大傳播學院媒

體素養研究室等單位，啟動「台灣媒體素養計畫」。

目前台大已有事實查核社，對於未來目標，他表

示，希望在3年之內，能在全台各10所的高中與大學，

成立事實查核社團。不僅將給予社團部分的經費支

持，也會提供相關的訓練協助。

目前政治大學媒體素養研究室已經初步發展出一套

評估學習媒體素養成效的機制，正在測試當中。胡元

輝相信，這套評估機制對台灣媒體素養計畫的推廣與

瞭解將帶來莫大幫助。

除民間社團推廣外，教育部也在大專院校推動媒體

素養課程，銘傳大學在2021開始辦理「高等教育媒體

素養課程發展計畫」，擔任北區資源中心的角色，去

年此計畫共展出13篇的課程計畫教案，今年與中區資

源中心靜宜大學、南區資源中心義守大學，三校以「

媒體素養」等主題，聯合舉辦「110學年度大專院校教

師媒體素養教案設計競賽」，已於5月25日公布獲選名

單，將會邀請獲獎教師參與教材教案編撰及教師培訓

工作坊，互相交流分享。

教育部一直持續推動媒體素養教育，並在2002年公

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但由於缺乏真正的

專業師資，因此成效有限。

如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被納為108課綱的九

大核心素養之一。長期研究媒體素養、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柯舜智表示，現在社會逐漸認識

媒體素養的重要性，不但在教科書裡加入相應的課程

單元，政府與民間也持續開設和媒體素養有關的工作

坊、研討會及培力課程，這些都會慢慢帶動、提升第

一線教師們的媒體素養專業。 

柯舜智說，防制假訊息製造與傳播的源頭，和推動

社會大眾的媒體素養教育，兩者需雙管齊下。在假訊

息難以根除或無法根除的狀況下，就得倚靠對「接收

端」，也就是對民眾的教育，以及專業事實查證機構

的協助辨識。

記者／邱俊維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1日決議計2件予以核

處，其中TVBS歡樂台節目「11點熱吵店」，因具性

暗示之情節，且於節目中宣傳特定產品，裁罰80萬

元。另外，台灣藝術台節目「母娘慈悲」，則違反

置入性行銷規定，處20萬元罰鍰。

NCC表示，TVBS歡樂台於去年6月10日撥出之「11

點熱吵店」節目，因內容設計來賓抖動身體部位及

具性暗示之情節等…違反不得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

健康規定，且於節目中宣傳特定產品，依法予以核

處80萬元罰鍰，並且要求業者需對節目製播人員及

主持人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記者／邱俊維、梁妤如、侯雨宸

華視自4月20日的跑馬燈出錯

後，錯誤持續擴大，華視5月20日在

官網發布公評人報告，華視董事長

鄭自隆接受銘報採訪時表示，尊重

公評人報告，也會對他們提出的每

點盡可能做改善。NCC在1日會議表

示，從4月20日到5月底止，共高達

24件投訴華視，目前已提交廣播電

視節目內容審議委員會審議。

關於華視錯字問題一事，鄭自

隆認為並沒有太針對的問題，也不

能把這當藉口，錯就是錯，而人家

願意來對華視指正，代表他們還關

注、關心華視，都非常感謝。

對人員不足問題，鄭自隆說，

也沒辦法在一、兩天內馬上解決，

只能慢慢補足，而最近也迎來畢業

潮，也將會有新的一批員工。

鄭自隆在日前對員工的公開信

提到「新聞部同仁，請找回專業尊

嚴。」他說，會做新聞相關的人，

一定都是喜歡且對這份工作有一定

的專業度在，因此他希望同仁們能

夠尊敬自己的專業、共同打拚，讓

一切變得更好。

現今雖有許多風波，但鄭自隆

說，內部的氛圍並不會不好，大家

還是一樣很努力在工作，而他目

前在這個位子上最主要的目的，就

是重振華視士氣，帶領各位一同打

拚，倘若未來一切都變好了，且有

更好的董事長人選，也將離開這個

位子，回去專心的教書。

針對華視接連出包至今尚未做

出相關懲處，外界批NCC護華視一

事，NCC副主委翁柏宗於議會上表

示，外部審查其實在上上周已經結

束，後續皆按照流程及議程審議

(SOP)，目前已提交廣播電視節目內

容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另外，目前華視上架52台的進

度。翁柏宗說：「屬地方商業機

制，目前NCC已經請各縣市政府表示

意見並皆已回報，將依程序提至委

員會處理。」

不過華視人力是否能負荷24小時

輪播？翁柏宗表示，將對8月期中評

鑑及後續系統上架狀況一併檢視。

鄭自隆:盼華視同仁尊重專業 一同打拚

鄭自隆表示，現在內部

的氛圍並沒受外界太大

影響，大家還是一樣很

努力在工作。

(圖/梁妤如攝)

台灣媒體素養計畫推動狀況一覽表（圖/何芸庭製）

TFC台灣媒體素養計畫推動狀況

掃描QRcode
看影音新聞

三立主播銘傳大開講
三立主播與銘傳電視台主播交流，藉

此學習播報技巧。（圖／江昀攝）

媒體素養教育推入大專院校

TFC媒體素養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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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舒適圈 增加不可取代性

離開主播檯
轉節目主持

面對挑戰 有興趣才能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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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r
　網紅除了經營頻道做為收入來源外，也開始有部分網紅自創品牌，像是滴妹的手

搖品牌「再睡五分鐘」，銘報根據《2022百大影響力網紅排行榜》中調查100名中

網紅創立的品牌，共28位網紅有創立品牌，其中最大的比例是服飾44%，第二是寵物

19%，第三名則是食品14%(見圖)。

　此外，根據《DailyView網路溫度計》透過《KEYPO大數據關鍵引擎》調查，所做

的前10名聲量排行榜，僅僅4名上榜，分別是第一名館長、第三名千千、第五名嘎嫂

二伯和第七名魚乾，其他則沒有在榜上，推測其原因是把重心放在自創品牌上。

　對於數據銘傳大學廣告暨行銷學系教授王皖佳和千千品牌「水哦」行銷企劃

經理Anita皆表示，網紅本身自帶流量，但後期維持競爭力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品牌聲量 服飾     居冠 

圖片來源：商品官網

穩定成長為考驗 網紅聲量成關鍵

　　　主編／郭姸妤、勞奕欣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 星期五



　4月網紅開團假鞋風波，多位網紅遭受牽連，消費

者也深受其害，之後一連串關於後續處理的方式，針

對網紅遇到無良賣家，威律事務所律師周逸濱表示，

可以透過合約本身自保，產品供貨的部分也必須寫清

楚，而網紅斯亞和金老佛爺也認同合約為保障權益最

後手段，可以避免後續其相關的問題。

　周逸濱強調，現在詐騙集團眾多，消費者可能遇到

求償無果的情形，建議在購買前，可以稍微對於購買

的商品有初步了解，也能透過過去一些相關資料，先

確認賣家信譽，保持一定的警覺心，不要因為價格便

宜就買。

　團購儼然成為時下網紅和KOL的部分收入來源，網紅

斯亞和金老佛爺身為長期的開團主，分別對開團、帶

貨等做出提醒，一致認為開團前所簽署的合約非常重

要，這會使雙方都有保障。

　斯亞也強調，心態也很重要，為了生活選擇了這份

工作沒錯，但要保有原則，對的起良心，切莫爲了賺

快錢，為了合作而合作。

顏廷棟：七天內可要求業者退換貨

　銘傳大學財經法律系教授顏廷棟表示，若網紅也被

廠商受騙，在刑事法律上可能就不涉及過失，且能透

過《民法》向廠商賠償損失，但即使開團主不知情，

還是需要為消費者負責。更強調，根據《消費者保護

法》，網路購物屬於通訊交易，因此，在非實體店面

購買，於七天鑑賞期內，不付理由，消費者有權要求

業者退貨或是退款，這是政府保障消費者的權利一種

方式。

　顏廷棟也提醒，現今，網路購買的問題眾多，通常

消費者會購買都是出自於信賴網紅，身為網紅或是團

購賣家有責任為消費者把關和審核，確認廠商提供的

產品是否正常。

　網紅團購如同網紅金老佛爺所說：「即使大家都做

也不一定要跟，要有自己判斷分析能力，也不要先入

為主的相信廠商。」保持一定的警惕心，可以大大降

低團購所帶來的風險，同時也是對消費者負責的一種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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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蜜半路出家 全力搞出版 

KOL團購風波 合約是自保要點
記者／郭姸妤、何芸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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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網紅開團假鞋風波，多位網紅遭受牽連。 

                   （圖／擷取自Dcard網路購物版／擷取自Dcard網路購物版）

　網紅團購已成為巨大的商機，雖說看似門檻不高，

擁有上千粉絲即可入門，但除了會面臨被詐騙風險

外，開團本身也存在風險，像是如何篩選產品和廠

商，對此，網紅斯亞表示，為產品把關就是在建立自

己和粉絲之間的信任跟默契。

　在篩選商品的部分，斯亞強調，若只是為了一時賺

快錢而答應了自己不喜歡的商品，粉絲買了後發現根

本不好用，這等於是把累積已久的信任度毀滅，非常

不值得。因此，合作前一定會要求試用期。

　金老佛爺則會分析出產品優缺點，以確保產品品質

並符合自身品牌定位。也表示，好東西要讓更多人擁

有，並且以量制價，創造多贏。

　由此可見許多消費者會因為出自對網紅本身的信

賴，而購買商品。所以，網紅對於產品本身或是廠家

的篩選就顯得尤為重要，這些都將直接或間接影響粉

絲對其好感度。

　在看似風光且容易賺錢的團購中，實則充滿風險，

斯亞就說，有些看似會熱賣的商品，很可能銷量並不

如預期，相反地，有些看似冷門的商品可能就賣火

了，充滿著許多不確定性。

　網紅除了要培養粉絲的信賴，對於產品品質與廠商

信譽更不能忽視，藉此才能打造三方雙贏的局面，避

免發生類似假鞋風波事件，造成雙方損失及不可逆的

形象。

記者／郭姸妤、何芸庭

記者／王柏森

閱讀次數達千萬KadoKado
角角者
記者／應杰霖

　台灣角川去年10月推出

「KadoKado 角角者」小

說創作連載平台。半年

後，累積了高達1000萬次

閱讀量的亮眼成績。4月

開放UGC功能後，流量更

見快速成長，用戶黏著度

高，每月平均閱讀超過20

章節，平均停留11分鐘。

且開放創作者自由上傳作

品，協助創作者透過作品

出版與 IP延伸商業化。

　台灣角川數位事業群營

運長陳佳聰表示，未來更

計畫推出 App 版本及更

多元的創作形式，進一步

降低創作門檻，增加內容

的娛樂性和互動性。

台北書展吸引25萬人 業績高5成

　Yahoo奇摩20日發布「

元宇宙世代白皮書」，35

歲以下的「元宇宙世代」

消費者，逾7成期待元宇

宙到來，期望在元宇宙世

界中體驗虛擬分身。其

中，近5成元宇宙世代體

驗過NFT，而視覺產品則

是目前最多消費者瀏覽或

購買過的NFT項目。

　元宇宙世代的界定以

1987年為分水嶺，Yahoo

國際消費者洞察暨數據分

析總監蘇建勳說：「35歲

以下消費者為『創作者』

，認為元宇宙是現實世界

的延伸。」

資料顯示，元宇宙世代消

費者對於擁有「藝術創

作」、「投資潛力」及「

高知名度」的NFT商品最

感興趣，例如知名IP、創

作者、品牌聯名等擁有較

高的購買興趣。同時認為

選擇NFT交易平台時最重

要的是值得信任的平台。

　此外，當品牌在行銷

廣告活動上開始運用元

宇宙、數位分身或是NFT

時，會促使消費者更想

了解品牌（65%）、對品

牌印象更深更好（62%）

，由此可見如何強化元宇

宙相關應用及體驗，將成

為品牌未來營運決策的重

點。

記者／侯雨宸

　「我以前是個三分鐘熱度的人，開始做出版後，我

才知道必須發揮全部能力在這件事上，它是讓我認

清自己的關鍵。」獨立出版社「留守番」總編黃思蜜

這樣定義自己和出版的關係。多年來，她出版及創作

LGBT及性別友善議題的相關書籍，如今「留守番工作

室」更透過充滿設計、高質感的出版品，在圈子裡收

穫了不少忠實粉絲。

 原是玩票性質 卻擦亮招牌

　工作室運作初期，黃思蜜和其友人各自都有正職工

作，大家比較像是玩票性質。直到2015年，留守番加

入獨立出版聯盟，黃思蜜包辦了各種業務。她說，那

時她只要一騎上摩托車就開始哭，「必須對商業設計

案的業主負責，也必須對工作室負責，壓力很大，內

心也有些生病。」最終，她決定辭掉正職的設計師工

作，專心把留守番工作室發展起來。

　「半路出家」的黃思蜜，藉由實務經驗邊做邊學，

逐漸摸索出一套自己做書的規則。雖然方式有些笨

拙，不過她仍咬牙堅持了下來，一步步緩慢而踏實地

擦亮留守番工作室的招牌，打開品牌的知名度。

書籍特別設計 消除對BL的排斥

　「我們的書，是捧在手上會有『特殊觸感』的書。

」黃思蜜認為，書籍設計也是跟讀者互動的一環，於

是將自己的美術與設計專業徹底發揮在出版品上。她

替每個文本由裡而外量身打造專屬的細節。她甚至細

緻到連書衣、書腰和扉頁等各部分的紙材全都特地挑

選過。

　她說，她期望透過別出心裁的設計，利用視覺效果

先消除一些人對BL的排斥，再進一步嘗試去接觸題

材。讀者們可以大方將書拿出來和其他人分享，讓大

家驚豔「原來這是BL小說」！

　「我就是抱持著如果哪天戶頭空了就不做了的心

態。」黃思蜜這麼說道，有些傻氣的熱忱不禁令人佩

服。針對出版願景，她表示，希望有更多人透過故事

理解，愛有不同，但一樣璀璨。」

黃思蜜與友人一同成立留守番工作室，出版題材大黃思蜜與友人一同成立留守番工作室，出版題材大

多與LGBT及性別友善相關。   （圖／黃思蜜提供）多與LGBT及性別友善相關。   （圖／黃思蜜提供）

台灣是全球第四個成功辦理國際書

展的國家。  （圖/由文化部提供）

元宇宙
世  代近五成 體驗過NFT

網紅斯亞：產品及廠商是關鍵

記者／詹景涵

　台北書展7日閉展，端午假期吸

引25萬人次進場觀展，將文化部發

行的2千萬購書抵用券全數用光，

業績也比預期高了5成以上。文化

部次長李靜慧宣布，明年主題國為

波蘭，下屆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

由天下雜誌總編輯吳韻儀擔任。

　因疫情影響，導致今年出版社相

比往年減少3成。但實際上從端午

節當天開始人潮就慢慢湧入。

　台北國際書展聲援烏克蘭成為

今年最大特色，文化部特別邀請

YAKABOO圖書銷售平台國際主任

Valentina Butenko親自在書展現場

舉行座談會，希望透過積極主動推

廣烏克蘭的著作支持自己國家。

　副總統賴清德也表示，書展如期

舉辦，要讓國際社會知道，在民眾

防疫下，台灣有能力成為全球第四

個舉辦的國際書展。

留守番
總編輯

　　　主編／邱俊維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