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主任交接 ( 一 )

學校肯定賦予重任：鄭淑慧教授           本刊記者 林憶文 採訪報導

擔任傳播系系主任4年時間的安碧芸老

師，在2010年8月交接給鄭淑慧老師。在這變

動的時刻，兩位新任與卸任的主任，有著什麼

樣的職場或人生新規劃呢？大家一定都很好

奇。本刊特別專訪兩位新舊主任，其中，新上

任的鄭淑慧老師很感謝學校的肯定、賦予她重

要工作。她表示：會盡力扮演好系主任這個角

色，不會辜負大家期望。

談到初上任的感覺，鄭主任坦言，她是那種

有工作來就會去接受、然後做好的人，上任前後

唯一的差別是少了很多私人時間、多出許多會議

要開。鄭主任到朝陽教書已經快10年，雖然中間

有出國進修，但對學校的行政事務還算了解，因

此在上任後，無論是教課或行政作業仍可以兩者

兼顧，只是忽然覺得變得很忙，時間被分割得很

零散，沒有辦法靜下心來做研究、寫論文。她笑

笑的說，自己要克服這些問題，因為在社會上工

作就是要能快速地調適自己，不然就會變得手忙

腳亂無法負荷。

開學至今才短短幾個月，主任跟同學互動的

機會也變得比以前頻繁，其中讓她感到擔憂的是

傳播系同學的學習態度，因此決定要在未來積極

規劃以下系務工作：

強化學生基本核心能力與職業倫理觀念

所謂核心能力就是基本功，也就是在朝陽傳

播藝術系4年至少要具備的基本技能，讓同學畢

業後即可以順利在社會上就業。為了達成這樣的

目標，同學們在修課期間就要找到自己感興趣的

方向，並且針對那一方面加強能力，讓別人知道

你的專業。

除了基本技能，人際關係與職業倫理觀念

的培養也都相當重要。主任指出業界人士為什麼

會喜歡朝陽畢業的學生，主要是學生們在校即被

訓練成能吃苦耐勞的個性，且具備團隊合作的精

神。主任特別指出，職業倫理是做事的根本，有

基本的技能固然重要，但是良好的個人特質也很

重要。此外，台灣慢慢形成多元的文化，加上全

球化的影響，每個人都有機會跟不同文化的人接

觸，所以擁有國際觀是很重要的。在語言能力方

面，會說英文當然是比較好的，畢竟現在世界通

用的語言是英文；但主任也說，如果對英文有恐

懼，你可以找一項有興趣的語言去學習，讓自己

有多一種語言技能，能夠用這項技能為自己多開

一扇窗。

學歷經驗談

主任非常鼓勵同學們出國留學，但前提是家

裡支持並經濟許可。她說：以她念的美國研究所

為例，一學分費大概要3萬多台幣，加上雜費住

宿，總花費數目是很可觀的。同學們以後如果有

出國讀書的打算，建議可以先去做專職的工作，

在業界工作一兩年後，確定自己的方向，這樣一

方面可以存錢，再出國去進修所想學的。

現今社會注重高學歷，就業市場的業主們

都會先看求職者的學歷。對此，主任認為，是否

讀研究所這件事是要看個人想法；如果讀書是為

了以後增加個人能力，那就一定要去念，但如果

是為了不想就業，一直拿讀書這件事來逃避，這

樣是很不好的事情。主任認為，唸書是一種終生

學習的概念，念大學只是有了基本的學歷，之後

要繼續深造的話，是要自己自動自發有需要才去

念，不要白花錢浪費時間去讀書，所以主任鼓勵

大家畢業後先就業，這樣才會知道自己需要的是

什麼，而不會盲目地念下去。但是主任也強調，

隨時進修自己的專業，甚至是培養第二專長，是

在職場上致勝的不二法門。

給系上同學的話

最後主任也向同學們精神喊話。她指出：朝

陽傳播系就像一座寶山，期待所有同學在四年內

入寶山千萬不要空手而回，要盡量的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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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交接 ( 二 )

交出亮麗的系務成績單：安碧芸教授                          本刊記者 鄭伊婷 採訪報導

第二版：系大事

傳播人聲

對安碧芸老師來說，四年系主任任

內，交出最好的一張成績單，便是系上的

評鑑依然是一等的。安老師認為，那是她

對系上一個好的交代，畢竟上屆郭昭蘭主

任交接給她時，評鑑已是一等。富有責任

感的她認為，在交接出去時評鑑依然要一

等，而安老師做到了！這也是這四年令她

感到印象深刻及榮耀的事！

對於交棒給鄭淑慧老師，安老師一點

都不擔心。她認為就資歷來說，鄭主任來

朝陽的時間比自己久，且鄭主任的EQ和

各方面能力都比自己強。「我覺得根本就

不用去建議什麼，每個人處理的手法都不

一樣。而我想鄭主任也會是一位非常盡責

的主任！」

談到對系上的貢獻，安老師謙虛的回

答，過去四年系上的發展及成就，並不是

她一個人的貢獻，而是她與系上老師一起

努力出來的成果。她也很感謝這四年來系

上老師們的全力配合，這應該是最重要的

事，她只是把該做的事情做好而已。

重視學生品格教育

雖然如釋重負的卸下了主任身份，但

學生的品格教育依然是她所擔心的問題。

「不可諱言的，學生在各種事情上面還是

顯得鬆散了些。若是學問技能方面，或許

未來到了職場還可以再訓練；但品格部

分，我覺得在學習過程中是很重要的。」

安老師認為應該要灌輸同學們正確的品德

觀念，並付諸於行為上，因為對於學傳

播的人來說，好的品德與價值觀是很重要

的一環。對此，安老師說：「老師們的身

教也很重要，這應該是我們要去努力的事

情。」

回顧當主任前與同學的相處，安老師

笑笑地說，「那時候的學生跟現在不太一

樣，那時候當導師和學生們玩得很開心，

會一起去看電影、採草莓或旅行。」然而

當主任後，安老師自覺與學生的親密度不

再像以前一樣。這或許是當上主任後系務

繁雜，再加上有一定頭銜，學生們聽到

「主任」二字都會比較卻步，「但當主任

的時候，學生依然會來找我啊！只是大部

分是為了學業上的事來而已。」她說。

比較之前與學生的相處模式，會覺得

以前比較像是朋友般的傾訴，那麼安老師

會不會期待，在不當主任後能與學生們回

復到像從前那樣的情誼？「我希望，但現

在的學生和以前的不太一樣了，而我也變

老了，以前和學生的年齡差距大概15歲，

現在慢慢越差越多，也不能玩在一起了。

我已經沒有力氣去露營，以前我還可以和

學生開車去墾丁，現在我也開不動啦！」

但卸下主任後，安老師還是希望能夠和學

生建立起除了課堂之外、不同於以往的關

係。

展開新的教學研究生活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卸下主

任後的安老師明顯開朗許多，這讓我們了

解到，身為主任的包袱和壓力是如此沉

重。「當主任就是責任比較多吧！然後很

多事情要想得比較全面，是以系上發展及

老師們的權益來看待事情。現在回復到一

般老師的身份，就只要表達自己的立場就

好，再配合系上的一些事情及工作，相對

比較單純。」卸任後開的會也比以前少，

以前當主任的時候，學校要開的會很多，

幾乎每個禮拜都有一到兩種會；而學生們

有任何問題，或系上有什麼事情，也都必

須立即處理。卸下主任後，安老師這學年

並未接導師，因此接觸學生進行輔導的工

作暫時較少去思考與碰觸。但千萬別認為

重拾老師身份的安老師就因此輕鬆許多，

她還是很忙，只是忙的地方比較不一樣

而已。「會做一些這四年間都沒有做過的

事，比方說多看一些書，或做研究報告。

只是不會像當主任時那麼心力交瘁，會為

自己想做的事情負責，也不會再受到那麼

多外在因素的影響。」她說：「卸任後很

多事情我也在調整，有比較多自己的時

間，不會有突發狀況，也比較常回台北看

爸媽，我們相處的時間變得比較多了。」

經過這次訪談，我們看到了一位不同

於以往的安碧芸老師。她其實沒有大家想

的那樣一絲不茍、開不起玩笑，她能接受

新異的想法，不排斥穿裙子、也燙過頭

髮。最令人感到特別的是，她心情不好時

就會去吃牛排，她認為紅肉對低落的情緒

來說很重要！

現在，她已卸下一板一眼的主任頭

銜，回復到專任老師的身份了。期待與祝

福安老師未來與學生們相處得更好！

0007期

第 14屆朝陽傳播藝術系

金傳獎得獎名單×

◆ 最佳影視劇情片獎： 

  《他他》賴余曜

◆ 最佳人氣獎： 

  《傲蕉少年痣》

◆ 最佳導演獎： 

  《他他》賴余曜

◆ 最佳動態影視劇本獎： 

  《他他》賴余曜

◆ 最佳攝影獎： 

  《他他》賴弘軒

◆ 最佳燈光獎： 

  《他他》陳建霖

◆ 最佳剪接獎： 

  《他他》賴余曜

◆ 最佳成音獎： 

  《傲蕉少年痣》林秉駿、蘇韻卿

◆ 最佳影視製片獎： 

  《傲蕉少年痣》許耀之、李庭瑩、任尹芃

◆ 最佳美術設計獎： 

  《他他》胡珊瑞、楊玲潔、莊鎮溢、郭韋君



系友專訪

《第 36 個故事》製片：蕭瑞嵐學姐                       本刊記者 曾郁婷、許凱亭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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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位台師大音樂所研究生

因為看了電影《第36個故事》，非常喜歡

影片所傳達的「心理價值」概念，於是在

網路上發起「你告訴我夢想，我免費幫你

上一堂鋼琴體驗課」的活動，短短幾天即

引起諸多網友迴響。這部有韻味的影片，

幕後的製片人即是本系畢業校友蕭瑞嵐。

明確的志向，知道自己要走的路

《第36個故事》是積木影像製作有

限公司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決定要製作這

部電影時，學姐已經在積木影像工作五年

多了。學姐認為，除了拍攝製作之外，電

影行銷宣傳的經驗，是她在製作此片時最

大的收穫。「因為這部片子是台北市政府

觀光傳播局的徵案，所以一開始就被限制

在台北市拍攝。對於影片製作公司來說，

電影拍完之後，除了要交給台北市政府一

個拷貝，當作一個結案外，還要能夠上戲

院，也就是在行銷宣傳上也要自己完成。

所以在這個經驗上面，是除了製作之外，

還會多接觸到的面向。」

在《第36個故事》之前，學姐大部

分都是做廣告片，這類型的影片有很明確

的客戶與販賣的商品，所以除了和廣告公

司作行銷與策略分析之外，只要很單純

地製作影片即可。可是對影像製作公司而

言，電影拍完了並不是就此結束！在電影

裡頭，電影本身是商品，要怎麼樣讓它發

行，讓大家能看見，又是另外一種學習。

學姐提到另一項特別的經驗是，《第

36個故事》的監製是侯導（侯孝賢），而

這部片的導演蕭雅全曾經是侯導的副導。

擔任監製的侯導並沒有真正執行內容、參

與拍片，但他其實是很好的顧問，可以給

劇組一些意見，從看劇本、看腳本到拍片

意見等，他會給一些建議或做修改，所以

能向侯導學習到許多對電影的「看法」。

籌備電影跟廣告的不同處

學姐認為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時間，

因為廣告有產品、有業主，短時間內要替

產品的影片去行銷。而電影的商品就是自

己本身，所以它的壽命跟執行時間大於廣

告相當多。雖然都是拍片，可是拍完之後

要上片，上片之後各個媒體繼續播出，然

後到兩三年、三五年，甚至於未來的影

響，或是海外的詢問，片子的壽命都是長

於廣告片的。廣告片可能服務於某個商

品，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它的任務了。電

影本身是一個商品，這商品會三到五年、

甚至十年不斷地下去。

學姐說：「電影會有片商，也就是影

片的出資單位。《第36個故事》的片商就

是我們自己(積木影像)，所以除了政府的

錢外，是我們公司自己的錢進來(包括籌

措來的資金)，沒有其他金主。但廣告會

有一個商品出現，也就是客戶，客戶有新

的產品要發表，就會去找代理商，也就是

所謂的廣告公司，廣告公司會幫他們做企

劃及策略分析，擬訂出創意腳本，所以預

算就是他們出給我們的。我們是執行端的

製作公司，製作公司是拿到創意腳本後，

針對這個腳本找到適當的族群，導演、攝

影、美術，然後來把它完成。」

原始創作概念重於硬體技術能力

自學姐進入傳播業界至今，華文市場

不斷擴大，競爭對手增加，十幾年前家用

攝影機、數位相機還不普遍時，與現在攝

影機、數位相機大為普及，甚至手機都可

以拍攝的時代，學姐卻認為事實上影像創

作的核心與本質並沒有改變，只是在技術

上與器材硬體設備上有所不同而已。學姐

認為，在做影像工作或創作的時候，「原

始的點」在哪裡，比較重要。「學校跟業

界在執行上，不會因為學校在技術上較為

生疏或比較基礎，到了業界之後，器材水

準或規格較好而不同，我覺得重點在於最

原先你認為你的創作是什麼，你自己對它

有什麼看法，還有你既然在學校可以那樣

做，到了業界工作的時候，同樣還是可以

那樣做。」學姐認為，學校教授的技術和

理論，到了實際工作之後，它其實就是一

個基礎，你必須應用它，再自己延伸、進

修、閱讀、吸收。

學姐說，曾有人跟她講過一個故事：

有位學生剛要進入傳播業，一心想當攝影

師，有個人建議那位學生說：「你其實不

是想要成為一位攝影師，你應該是想要成

為一個熱愛攝影的人。」如果你熱愛攝

影，你就會不斷地創作，將來一定就會成

為攝影師，而不是我立志要成為一位攝影

師、或我立志要成為一位導演。

學習持續閱讀及與人溝通

學姐也勉勵大家，在學生時期要不停

地閱讀，即使到了畢業、工作的時候，仍

要學習不間斷地閱讀。學姐鼓勵學生持續

創作，並且學習與人溝通！但溝通當然不

只是說出來，而是如何正確地表達你的想

法、看法。

第三版：傑出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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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紀錄片獎： 

  《少年囝仔》王詩雅

◆ 最佳靜態劇本寫作獎： 

  《開往巴別塔的車》朱盈

◆ 最佳女演員獎： 

  《傲蕉少年痣》張芸菁（阿痣）

◆ 最佳男演員獎： 

  《他他》游智翔（Hank）

◆ 最佳企劃整合行銷獎： 

  《國立臺中殊教育學校獨輪車社團年度活動》

  林佩穎、黃薇瑄



畢業於2006年的何佩珊學姐，回到

馬來西亞後，在機緣巧合之下成為馬來

西亞最大的媒體企業公司寰宇衛星電視

（Astro）旗下的<I Feel>雜誌時尚編輯，

負責編寫、編排與拍攝雜誌服裝的工作。

「機緣巧合之下獲得這份工作，從不

熟悉到現在漸漸上了軌道，很多事務都是

獨立完成，這是一份甚有挑戰的工作。正

確來說，一開始是它挑上了我，我只是剛

巧需要一份媒體工作，而且也想嘗試自己

不擅長的雜誌編寫。」她說。

具挑戰與成就感的時尚雜誌工作

成就感是讓學姐繼續留下從事這份工

作的理由之一。每一次雜誌出來後，獲得

大家的好評和鼓勵，讓學姐更有動力去完

成下一次的任務。

「由於我是一名時尚編輯，因此雜誌

內所有服裝的部分，都屬於我個人的創作

概念，定期拍攝不同的時尚內容，從模特

兒人選、服裝的搭襯、髮式、妝容等等，

都以我個人的概念為主；我的工作除了是

一名時尚編輯之外，亦是一名造型師，負

責模特兒身上所穿的、以及整體拍攝服飾

單元的創意概念。工作挺繁重的，相對

的，成就感也比一般人多。拍攝完所有東

西以後，我就要整理和寫稿，因為服裝部

分佔雜誌挺大部分的篇幅，所以我的工作

量真的會比一般人多，工作時間也會比較

長。我也常受邀參與很多品牌的發表會、

服裝秀等，所以也能常常在這些場合看到

我的出現。」

不論在哪個領域工作都會遇到很多問

題，學姐偶爾也會遇到一些突發的工作狀

況，例如拍攝時模特兒達不到學姐的要

求、或者燈光擺設不是學姐當初的概念，

就要心平氣和地和大家討論怎樣做到最完

美；又或者會發生學姐所借到的衣服或鞋

子不符合模特兒size的凸槌狀況，結果就

要當場想盡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不過學姐

通常都會借多一些衣服或鞋子，以防突發

狀況的發生。

交際是工作之一，每人都須學習

學姐也說，當遇到突發狀況時，一定

不能著急，冷靜下來把問題解決，沒有解

決不了的問題，所以一切都看自己如何看

待整件事情。不過，人際關係也是重要

的，因為偶爾還是需要同仁協助解決一些

困境。學姐說交際是工作範圍之一，這是

每個人都必須學習的。

基本上學姐每個月都會忙一樣的例行

事務，準備拍攝的衣物與安排拍攝工作，

只是學姐每個月都做不一樣的時尚概念，

所以工作不會沉悶，但很繁重。她說：

「希望自己可以在這個領域裡闖出一個未

來，讓更多人賞識我的造型功力與文筆。

我對自己的期許是，能做更多漂亮的時尚

造型、和讓更多人認同我的能力。」

在台灣的學習

能夠出國唸書是每一位學生的夢想，

但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實現。有幸到朝陽

唸書的學姐，除了透過申請獎學金以解決

學費問題外，當初也是希望能透過出國讀

書多看看其他國家的教育文化。

唸書時的學姐認為，在大學就應該享

受大學生活，珍惜在國外學習的機會，多

參與課外活動，因為很難得有這機會能與

其他國家的人互相交流學習。當年學姐也

是宿舍的活躍份子，還成為宿舍的樓長。

因為學姐認為身為外籍學生，總會有一些

生活上、文化上或語言上的差異，這是一

種優勢也是一種缺點，學姐覺得外籍生應

該和台灣的老師與同學們一起學習及分

享，這就是一種國際交流，也讓外籍生能

夠學習得更多。

學姐還說：「台灣值得學習的地方有

很多。像我之前說的，我們馬來西亞的傳

播界仍然在發展中，很多技術上都必須像

台灣和其他國家學習。當然，台灣的傳播

雖然蓬勃，但也產生一種氾濫的狀況了。

新聞制度太過自由，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本身的優劣勢，好的東

西就應該學習。」

馬國傳播界面對的問題
曾經在台灣實習過的學姐認為，在台

灣傳播界，每個人都有固定的位置，做屬

於自己的工作；但在馬來西亞，身為傳播

份子，你一定要身兼多職，在人手、資源

不足下，你一定要包攬所有的職務，才能

達到最快的工作效率。

「馬來西亞傳播業和台灣大大不同，

這裡的傳播工作很難找，許多人都徘徊在

門外，一點也找不到門路踏入這個行業，

所以我能找到一份這樣的工作，是許多人

非常羨慕的。我很感恩，所以我也很珍惜

這份工作機會。隨著科技的進步，馬來西

亞的媒體也逐漸發達，我想未來會有更大

的發展空間。」

在馬來西亞修讀媒體傳播系的學生，

能夠在畢業後依然堅持從事傳播行業的人

不多。因為傳播業在馬來西亞的發展並不

是很理想，加上種族、政府與宗教問題，

使傳播業的發展存在很多限制，尤其是中

文媒體。

「中文傳播界發展很弱，但近幾年也

算逐漸成長，畢竟我們這裡是三大民族並

存的地方，中文仍不是主要媒介，還需要

繼續努力。我認為最大的阻礙是比較沒有

新聞自由，在政府種種壓迫和控制下，新

聞自由度非常弱，這是必須突破和加強的

地方。」

「傳」馬心聲

馬國時尚雜誌《I Feel》編輯：何佩珊學姐                   本刊記者 李美善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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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人聲》第八期（網路版）預告：

本系於2011年3月舉辦一場國際電影

實務論壇，邀請三位韓國學者與多位

系友與會。會中針對「韓國電影現

狀」、「我國電影制度與電影工作實

務」、及「我國電影教育制度與人才

培育」等議題，有精彩對談。下一期

《傳播人聲》（網路版）將介紹相關內

容。詳情請見本系系網「系友專區」 

http://www.cyut.edu.tw/~ft/studen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