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信大家都對這位老師感到些許陌
生，因為他正是今年傳播系上新的專
任教師。熱騰騰新上任，讓我們透過
系刊小組的訪問來了解一下這位從
「東方」來的陳老師。

教學經驗

　陳老師曾在東方技術學院擔任六年
專任講師，離開台灣到英國進修前，
老師曾跟公共電視合作公益短片，其
內容以南部與東部的九個題材為主，
老師說，有機會的話都會帶著已畢業
的學長姐或是就學中的學生一起拍
攝。

來朝陽的機緣

　在結束東方技術學院的教學工作
後，老師前往英國攻讀博士，結束英
國的學習回到台灣後，朝陽傳播系剛
好有專案教師的職缺，老師在通過面
試審核後正式成為朝陽的專案教師。

教學專長

　多數影視課程老師都曾經歷過，影

視製作、剪接學、電影概論、劇本導
讀、編劇與導演方法等相關課程都是
陳老師的教學專長，以前在東方技術
學院也曾教過紀錄片製作及紀實電影
研究，而現今在朝陽則教授影視攝影、
電影藝術、劇情片製作等課程。在影
像的製作實務方面都是陳老師的專長，
歡迎學生們來跟老師討論與交流。陳
老師說，朝陽在跟業界接軌的方面非
常強調，課程設計上也會比較朝這方
面思考，因此業界普遍認為朝陽學生
在基礎實務上面的能力很強。

對自己在朝陽的期許

　朝陽的學生很活潑，老師覺得學藝
術的學生都有相關的特質，性格活潑
以外也很有想法，跟學校其他科系的
學生相比之下更具有一點反叛的心，
這幾乎是每個傳播系學生都有的特質。
談到朝陽學生有沒有跟其他學校比較
不一樣的地方，老師說還沒有經驗到，
畢竟才剛過了半個學期，時間還不算
太長，雖然每個傳播系都有相同的潛
質，但每個學校有不同的文化，也會
有另外被帶出的特別的地方，這也是
老師自己給自己的小小功課。隨著時
間越來越久，是否能體驗或感受到朝
陽同學的特質，老師說這會是一件好
玩的事。

新「師」上任：陳斌全老師       

記者 王長玉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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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播藝術系師生們的共同努力下，103
學年度起，朝陽科技大學正式有了自己的校
園電視台：朝陽新聞台。成立電視台最主要
的目的為：加強系上三模組課程中的新聞紀
實類。藉由「新聞媒體實驗」課程來運作電
視台。初期以電視新聞型態為主，並報導校
內外與霧峰鄰近地區的新聞，希望提供學生
在習得理論後，也能直接在校園裡即有學以
致用、實務操作的實習機會。

系主任開講

　電視台新聞正式開播後，不少人都認為主
播表現相當亮眼。然而學校並沒有主播課程，
主播又必須接受專業訓練該怎麼辦？對此，
系主任說明：這部分課程可以透過朝陽電視
台與新聞領域的專家合作，結合為「工作
坊」。藉此方式，針對有意願成為主播的學
生，加強儀態、口條等多方面訓練。

　新聞節目需有大量內容產出，且報導範圍
並不侷限在朝陽，學生們因此有更多機會，
學習以不同角度，構思多元、深入且適合的
內容。例如：以學生角色探討學校事物，再
以學校角度關懷霧峰社區。同時也能充分訓
練學生，將話題轉換為影像及文字的技巧。
當然，校園電視台的運作，需要投入相當龐
大的人力、時間與金錢。因此，基於可行的
規模考量，新聞台不可能在初步階段就跑全
台新聞，而會先以本校及附近為主。

　全校師生也能透過朝陽電視台，與外界、
他校達成雙向溝通、互相切磋的效果。所以

             朝陽新聞台　邀您一起來       

記者 蔡佩君 採訪報導

學校對於電視台成立，基本上表示支持的
立場。系主任也特別強調：「希望學生無論
擔任校園記者、在地記者，都要發揮應有的
專業，注重基本禮貌，扮演好溝通管道的角
色」。

朝陽電視台指南

　目前，電視台的主要幹部為：台長─郭昭
蘭主任、實習台長─侯佩妏同學、實習副台
長─陳靖佳同學。
　新聞台分三個部門，分別是工程部、新聞
節目部、行銷公關部，並個別設有部長。各
部門又細分小組，由各組組長帶領組員進行
專業分工，促使新聞台運作動線更加清晰、
有條理。新聞台成員主要由傳播系師長與一
至四年級學生共同組成，初進的夥伴為見習
成員，若要成為正式成員，須通過一年的訓
練與考核。而其訓練、考核機制，是由三部
門開會時，與指導老師討論出來的。

　工作人員為朝陽電視台的新聞首播舉辦
了首播記者會，並安排新聞節目在學校電
視牆與廣告機上播放。同時朝陽新聞台在
YouTube 也有專屬頻道，未來希望在學校餐
廳也能播放，將與大屯或群健有線電視洽談
合作。不僅如此，朝陽電視台還有 Facebook
粉絲專頁，透過網路上的口耳相傳，讓大家
都知道傳播系有一個電視台組織。

活力全開　動起來

　電視台成立為校園增添許多精彩可期的新
聞節目與活動，對此大部分電視台幹部都認
為，最具挑戰的任務是在特定期限內舉辦完
善的活動，並製作出新聞節目，及時呈現專
業的演出。新聞節目部部長游婷雅就表示：
「當距離進棚錄製第一集新聞只剩兩週多時
間，但工作還沒完全就緒時，確實感到非常
緊張！」但正因為夥伴們擁有強大的積極、
正面力量，所以總能一一克服好多個首次經
歷的任務。公關組組長周雨桐策劃、主持的
主播徵選活動，也是從大家一起發想活動內
容，再經過一次次的推翻修改，到後來活動
順利進行。她深受那種大家一起努力、歷經
千錘百鍊、終至成功的感動。她說：「作為
一個交換生的我，印象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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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器材帶我們走向數位化       

記者 陳雅慈 採訪報導

　「隨著時代的進步，在影視界不管是電視
或電影攝影機都慢慢走向數位化。而數位化
的趨勢將越來越強，畫質也是越高畫質越好，
業界也常使用這台攝影機，合理價位又跟高
階拍攝流程類似，能幫助學生跟業界接軌。」
這是勇瑞老師建議購買新器材—Blackmagic 
Production Camera 4K 攝影機的動機。

Blackmagic Production Camera 介紹

　在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上購入新器
材「Blackmagic Production Camera 4K 攝
影機」。它是經過機密工業設計，成就高品
質和小尺寸的攝影機。使用電容式觸控螢
幕，存取功能表以改變，如：錄影格式、快
門角度等各種設定。雙點擊螢幕可以放大影
像，進行快速且精準的對焦。高解析度的 4K 
Super 35 感光元件可以拍攝讓人讚嘆的高解
析度 MV、電視劇、廣告、運動節目、紀錄片、
訪談、及電影。具有內建的無壓縮聲音錄製，
您可以將專業的聲音直接錄到 ProRes 檔，
在後製的過程中，可以完全避免影片與聲音
同步的問題。不像傳統的攝影機，錄製成特
殊檔案格式，在進行後製之前，需先花時間
進 行 轉 檔，Blackmagic Production Camera 
4K 直接錄製成與我們軟體相容的檔案格式。
它也是全世界機動性最高的 4K 數位攝影機。

ARRI SR2 ＆ 3 已走入歷史

　勇瑞老師也提到電影攝影機 ARRI SR2 ＆
3 已淘汰收進倉庫，老師和學長姊雖然不
捨，但底片終究還是底不過數位化的來臨。
Blackmagic Production Camera 並不是系上
唯一的數位電影攝影機，還有一台「RED 
ONE」，不過老師考量到 RED ONE 的價格
太 貴，Blackmagic Production Camera 曝 光
不足或過度都可後製調回來，也是目前最新
的數位電影攝影機所以就選擇了它。

　 在 Blackmagic Production Camera 試 拍
時，勇瑞老師邀請校友王昱祥學長回校來教
學弟妹如何操作，老師說「會想找昱祥學長
的原因是，他以前對攝影就有興趣，在學時
很認真，畢業進入業界也選擇攝影這條路，
在專業上，老師是相當認同，他也和戴立忍
導演合作過電影和廣告，電影還拿過金馬獎
得獎（不能沒有你）。也因為他對數位電影
熱衷、熟悉器材操作，可以透過上課讓同學
學習到業界攝影的做法和標準，也能透過觀
摩學習更多業界的方式。」

系上同學使用心得

　 楊 萬 業 同 學 說：「Blackmagic Production 
Camera 基本上除了不能拍慢格之外，畫面質
感、輕便性、簡單操作性都還算是滿符合我
們現階段學生去掌握電影的質感。對我來說
幫助很也大，畢竟整天練習舊器材，dvcam、
batacam 之類的東西，雖然是影視基礎，但
是根本無法讓同學自我延伸去學習現在影視
界最新的事物，簡單來說如果現在一直在教
卡帶，我敢打賭一堆人不知道 SSD 卡這種東
西的存在。」蔡心萍同學的使用心得是，
「Black Magic 主要就是每一項操作都簡單
好懂，而且是觸控式螢幕，主要就是它還滿
容易機體會熱，但沒什麼問題，跟其他相比
應該是少了觀景窗，有的會認為這樣攝影師
會少了對於濃淡度的直覺，不過它也是可以
調成黑白來看。iso 範圍較小，機身輕，還不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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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系友陳亮材，擔任過許多大片如「少
年 PI」以及「賽德克巴萊」的製片。但在這
豐富精彩的人生中，亮材學長也有一段不為
人知的過去…。

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系

　大多數人總會想，能夠擔任大片的製片，
想必是從小就有興趣，或是認識很多相關人
士。其實不然，高中時候的他，沒什麼夢想
或是專長，選填志願時，隨便填了個五專，
當時他選擇了光武工專的機械科就讀，很難
想像，機械科和影視傳播媒體差這麼遠，怎
麼會想轉呢？況且一般人都想鄰近就讀台北
的學校，又怎麼會想往台中讀書呢？那時候
的他，在補習班得知了這門系所，便想來就
讀，因為當時媒體相關學校並沒有太多間，
只有少數幾間可以選擇，因此他來到了朝陽
科技大學就讀二技。

　二技與四技是截然不同的，把四年要學的
東西濃縮成兩年，不僅壓縮的課程，有些東
西也沒辦法學到，在他們的課程中，第一年
就是學理論，第二年就是實務拍片外加畢業
製作，當時系上也是分為電影組以及電視組，
但是談起以前以及現在系上的教學以及分組
方式，完全都不一樣，分組人數不會像現在
這麼多，而且每次拍片都擔任過不同腳色，
不管是成音、攝影、導演等等都擔任過，也
不會繳這麼多的畢業製作費用。

學長看大家在意的金傳

    專訪少年 PI 製片－陳亮材學長       
記者 郭孝箐 採訪報導

　拍完畢製後，大家最期待的應該就是金傳
獎，在那時候，也是有金傳獎的，而他表示
自己是沒得獎的，但是不管有沒有得獎，這
跟未來是毫無關係的，就算這次得了金傳獎，
也不代表未來一帆風順，這次沒得獎，也不
代表未來就是失敗的，也要看你未來出社會
後的態度。

　畢業之後，他先從在家接案子，跟一般人
一樣，都是先從製片助理開始做起，腳踏實
地的做，在這過程中，有辛苦也有快樂，也
得到了許多經驗，直到了現在，在台北開了
製片公司，漸漸接起了大案子。

　說起在這行身體與心理的調適，大學生是
正處創意的時期，不應該會想到身體方面的
不適，除非是出社會較久的老前輩，才比較
會想到，但還是要看個人狀況，有些人會想
要做一些抒發，而有些人則不會。

熱情是成功首要條件

　近年來，亮材學長因為忙碌，較少回學校，
也不了解現在的狀況，以前他總覺得系上應
該再加開許多的專業課程，現在的他會覺得
最重要的反而不是專業，而是對這行的熱情，
專業的話，出社會學習還來得及，但如果沒
有了熱情，你有再多的專業也沒用，在這行，
有許多的畢業生，剛畢業拍片時，信誓旦旦
的說喜歡拍片，但拍不到一兩部，便轉行了。

　現在的人與以前的人大不相同，以前的人
創意比不過現在的人，但是耐力卻較現在的
人高了許多，因此他們會一步一腳印的慢慢
做，儘管在拍片過程中，遇到許多的困難，
他們也會苦中作樂，要找到自己在這行的核
心價值，持之以恆的去做。

　『如果你覺得一天拍片十幾個小時很累，
那你可以轉行了！』這句話是亮材學長要告
訴各位的話。這條路在別人眼中很光鮮亮麗，
但是過程是辛苦的，保持你的熱情，努力做
下去，你可以找出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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