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惠台31項政策之影視篇
本刊記者 顏圓、陳智雍 採訪報導

這三項惠台影視政策中，其中一條「台灣

人參與大陸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

作可不受數量限制」。此外，第二條是：

「大陸電影發行機構、廣電、視聽網站和有

線電視網引進台灣電影、電視劇不做數量限

制。」

坐穩了！接下來競爭將會非常激烈

你曾想要到中國大陸參與影視拍攝嗎？ 2018年 2月 28日

中國國台辦發布《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亦稱「惠台 31項政策」，其中有三條（第 18、19、20

項）是有關影視類的開放政策，取消部分台灣人才到中國大

陸參與拍攝的限制，希望吸引人才到大陸發展。

儘管行政院堅稱這些作法是中國「對台」

政策，且這幾項看起來商機無限的政策的

確有其誘人之處，但真的如此甜美嗎？聯

合報資深記者蔣宗裕說道：「台灣與中國

同文同種，當然是中國招攬人才的首要選

擇之一，台灣政府也積極爭取外籍的人才，

但卻未提供相同的待遇條件跟配套措施，

中國開放的政策簡單來說創造了一個條件

好的環境，人才自然會選擇前往，這對台

灣政府來說，也是一個重新檢視自己的機

會」，這項政策的惠台之處，不只是台灣

得天獨厚，而是對全世界的開放。 台灣即

將遇上的是各方面製作都越來越競爭的全

球市場，劉政銓老師則表示：「放寬是好

的，這樣才有競爭力，讓所有人都有機會，

讓大家都有機會成長，中國面臨人太多人

才太少，所以要放寬」。隨著資訊取得愈

來愈便利，從早期必須準時守在電視前收

看節目，到現在可以半夜坐在馬桶上收看

最新影集，串流平台扭轉了觀看習慣以及

影片引進機制，競爭愈來愈強也表示了品

質必須不斷提升，如劉老師所說，這是一

個不斷成長的機會，穩固自己的實力才是

解法。

針對惠台 31 項政策，行政院也編列了一百

億的預算在文化內容應戰上，但「文化內容」

的定義模糊不清，且實際得到補助的成效也

難以預估，而讓人最在意的仍然是這些補助

真的能夠帶動起台灣的影視環境嗎？台灣在

政策下面臨著如何留住人才的困境，中國以

簽約等方式套牢台灣人才，台灣必須做足輔

助工作，滿足人才所需的就業環境，才能避

免人才被逐漸掏空，畢竟人才回台貢獻才是

真正的理想狀態。 黃順幸老師便曾說：「在

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兩岸的人才就有開始交

流，最早是從廣告公司，像是奧美，廣告公

司的主管先開始過去駐點。」兩岸人才交流

愈來愈頻繁，但也必須具備非常頂尖的能力

才有機會前往中國，人才自然會前往條件較

好的環境就業，如黃老師所說：「假如對岸

的條件比較好，花香蜜蜂自然來，做生意的

人會有商業上的思維判斷，也是每個人的想

法都不太一樣。」

還有一條 :「放寬兩岸合拍電影、電視劇在

主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方面

的限制；取消兩岸電影合拍立項申報費用；

縮短兩岸電視劇合拍立項階段故事梗概審批

時限。」



影視戰就是文化戰，精采動人的影視作

品具有鬆動觀眾思想的能力，也因此在歷

史上許多國家的政體都嚴格控管傳播系

統，儘管市場不斷的放寬，但在創作題材

上仍然緊緊地被束縛住。以往與中國合作

的影視作品都必須納入 "中國元素 "，確保

中國在作品中所佔的比例，成為宣傳中國

的利器，萬達集團自 2012年起不斷收購美

國影視企業，大量中資湧入好萊塢，面對

這樣的局面除了中國當局以外，皆會擔心

創作題材上的受限，惠台 31項政策將引入

中國的台灣作品取消了數量限制，也讓主

創比例鬆綁，這對許多創作者來說無疑是

開了更多機會，但這波巨浪是否會將作品

導向追求市場而犧牲多元性的結局，仍待

觀察，面對中國這塊大餅，在嚐到之前勢

必得做出必要的妥協，黃順幸老師表示：

「台灣早期也有電檢，大陸現在也是要送

審，大陸電影導演的創作者，其實本身也

有一些題材的規範。」

在中國播映的影視作品皆需要經過廣

電總局審查，就像過海關一樣經過層層

檢驗，最後才能呈現在眾人眼前，意圖

顛覆政府或是歷史創傷者皆會被抹去，

最終在中國上映的作品可能與原始劇本

具有天壤之別。如２０１１年由台灣名

作家九把刀指導的電影－「那些年，我

們一起追的女孩」，就有因部分內容被

評為不宜播出，而在中國公開放映前刪

減掉一些畫面，觀看台灣版與中國版，

兩個版本在一些用語上，中國版就有再

請演員重新配過聲音改變台詞。劉政銓

老師也說：「很多意識形態的問題都拿

掉了，講都不能講、提都不能提，所以

創作上是台灣優於大陸。意識形態沒有

更開放，只是商業角度上更開放。」相

較於中國，台灣仍保有自由創作的風氣，

能在戲院上看見相當多元的題材，這是

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價值。

政策開放不代表題材開放

小蝦米真的對大鯨魚束手無策？

惠台 31項政策十足展現了中國以龐大資

源拉攏人才的野心，台灣在政策上限制了

中影的進口，中國卻將大門打得更開，而

台灣做得到同等的開放嗎？無論從政治的

角度出發或是市場方面的考量，毫無疑問

地都會造成非常大的衝擊。黃順幸老師便

表示：「可以開放，但應該做一個規範，

要考慮到人才或是各種方面，會產生的一

些問題，其實任何事情都有規範啦，這個

規範要去做一個調查。」可見在政策上仍

然需要審慎的考慮。台灣影視作品中說故

事的能力也不比對岸遜色，無論政策上如

何轉變，說個精彩的故事仍是基礎。 前面

所提到的政府投資文化內容一百億預算，

實際成效還難以預測，但台灣的影視產業

解方並不是不斷的補助就能望子成龍。 長

期遊走於兩岸的教育工作者陳茂祥老師說

道：「中國長期研究著台灣，對台灣的了

解可能比台灣人更多，但可能只是表面的

東西，真正生活在這的是我們，所以兩邊

各有不同的差距，現在這項惠台政策，希

望有這個條件吸引人才過去，甚至有些博

士畢業會去對岸找工作，這些條件的放寬，

只要他們訂出來，就我了解，他們就可以

做到。」

雖然政策是冰冷的，但台灣與中國的環

境只有身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才會了解，若

將來規畫前往中國發展的青年們，除了政

策的誘因之外，環境上的差異，也是需要

納入思考的方向之一；台灣年輕人觸碰到

高水準、高規格製作的機會，相較於擁有

豐沛資源的中國年輕人來說，少了許多，

而惠台 31項政策從教育、就業等各方面開

放許多機會，讓年輕人看見更多可能性，

也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大規模的製作；台灣

政府面臨的正是如何讓在台的學生也能得

到足以與之相競爭的人才培育，擁有良好

的體質才有本事做出亮眼成績， 資深記者

蔣宗裕談到政策開放時說道：「我本身是

支持開放的，因為有開放才有競爭，有競

爭才有進步，很多人都會擔心小蝦米對上

大鯨魚，如果台灣真的相信自己的實力夠、

人才夠，何須擔心對岸來搶台灣市場，台

灣走的是『質』並非『量』，若做得出成

績不怕任何人來搶。」台灣也有本事從本

土化走向國際化，對自身作品具有信心才

能跨足到其他國家，很明顯的，這就是統

戰的手段，但若故步自封是無法與越來越

高規格的製作水準相抗衡的。

認識惠台31項政策之影視篇



台灣雖與中國同文同種，惠台政策開放

之後讓兩岸關係更加緊密，隔著台灣海峽

的龐大市場正在千呼萬喚台灣的人才們，

但眼光不應該只放在中國上，中國早在十

幾年前就力邀 "全球 "的技術和人才進駐，

黃老師表示：「以廣告圈來說，很多歐

洲、日本、韓國的，其實都有各自不同的

領域，他們服務的客戶都在那邊。」 雖然

語言相通是一個重要選擇，但前往更大的

舞台發展不是只有中國可以選擇，就算政

策再怎麼利多，政治如何影響兩岸關係，

將未來的規劃放眼世界仍然相當重要，

小魚終究得面對大池

在台就學的學生無論未來選擇留台還

是西進，中國的影視和節目都在迅速崛

起，台灣無法迴避也無法否定這個趨勢，

惠台 31項政策不會是中國對台的最後一

個攻心手段，無論政策如何變化，未來

面對的一定是個高競爭的環境，唯有充

實自己的能力才能力挽狂瀾，陳茂祥老

師說到：「只要是真才實學，只要夠有

深度、有特色，就會有人要，看看自己

本身有沒有條件而已。」在兩岸工作的

影視創作者們，無論是台灣人或中國人，

都秉持著初衷，那就是將手上的作品做

到完美，

因為台灣該擔心的不只是人才大舉西

進，而是環境不佳導致人才大舉「離

開台灣」，而這點也凸顯了全球化的

狀況下，語言能力的重要性。 對有意

前往中國就業的青年，陳茂祥老師也

說：「必須清楚的知道，是誰要，也

要清楚的知道保障和條件，一定要弄

清楚、講明白。」不斷地再次提醒初

次離開台灣發展的人才，必須從前人

經驗中學習， 避免在截然不同的環境

中犯了前人的錯誤，並且開放自身心

態去嘗試，儘管政治環境複雜，仍然

可以視自己為世界的自由人，哪裡有

值得學習的機會、考慮發展的空間才

是首要條件。

其中無法避免的各種政治因素和規範，

為未來人才就業的重要考量，雖然難以做

到兩全其美，但無論環境如何，只有不斷

提升自身的能力，人才到哪裡都還是人才，

任何政策都無法改變這一點。

邁向中國 ≠ 邁向國際

營造匯整影視資源的拍片環境

黃順幸老師說：「大陸拍的片子，不管是拍

攝的條件和規格，較有發揮的空間，技術面的

東西差不多，但假設他一個場景，或是給你的

預算，或是說規格上面，就會差蠻多的，當然

這跟市場有關係。」資本上的差異直接影響著

製作方式，但在中國製作除了高成本、高規格

之外，還有沒有任何其他的差異呢？黃老師提

到：「每個地方、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台

灣人就算比較少但可以做比較多的事，大陸人

分工就蠻細的，製片就製片；台灣人則會比較

樂意說多幫忙一下，應該就是環境的關係吧，

因為台灣早期拍片都會互相幫忙，習慣的問

題。」在工作方面，中國較偏專精於一項技術，

而台灣人的技術較偏綜合，兩岸在製作上的風

格也具有差距，在拍攝電影與廣告短片之間，

黃老師說：「台灣會去那邊拍，早期是因為取

景的因素，電影都會有當地的公司合作。以廣

告或是網路短片來說，台灣人到那邊拍都會找

當地的製片，有合作的基礎，本身在這個圈子

內，多多少少在過往的合作經驗中會知道哪個

製片不錯。」

而在中國也有許多專門拍劇的影視基

地，「大陸很多拍攝的基地，車墩、橫店

啊，就是有專門就像台灣以前的中影，他

們都會有這種地方；就說你要拍古裝劇、

時代劇，那裏就是專門拍片的，房子也有，

整條街，30年代的房子、車子都有，就為

了拍片去設計。」黃老師說中國是古裝劇

高產國家，影視基地彙整了這些資源給需

要的劇組使用。 而這些資源也帶動了觀光

的發展，從影視到旅遊都轉動著龐大的經

濟巨輪，成為了惠台政策之後台灣影視需

要競爭的關鍵之一，台灣政府如何彙整這

些拍攝的資源給在台劇組使用，也正考驗

著執政者的能力。

認識惠台31項政策之影視篇



台中影視基地知多少？
本刊記者 林桂月 採訪報導

位於台中霧峰的中台灣影視基地即將於 2018

下半年開幕了，身在朝陽的傳播系同學想必十

分關心基地的未來發展與學習及就業機會。因

此這次系友刊特別為大家作簡單的介紹！

影視基地設備介紹

為了實現當年台影文化城的榮景，再次

在霧峰建設規模盛大的影視基地。基地除

了為人所熟知、拍攝過《少年 PI的奇幻漂

流》的大造浪池，以及 7米深水池外，還

有三個挑高 16米的攝影棚，將為全台最大

的室內收音棚。 基地也將引進各式器材，

以水拍攝、特效拍攝、搭景拍攝為核心，

並將台中交通便利﹑豐富的文化與生活機

能完善等多元景色，

安碧芸老師的看法與期望

朝陽傳播系安碧芸老師認為：基地如果

運作順利，想必能為朝陽提供有利的學習

機會，不僅是在實習與參訪方面，更多期

待在產學合作上，能與本系的課程作結

合。包括到片廠實際操作，或請業界在場

教授和分享經驗，都能帶給學生更深刻的

體驗。

能力與態度決定就業條件

問及有關學生到台中影視基地工作所

需具備的條件，安老師表示未來透過產

學合作後，能更清楚業界對專才與技術

的要求，有助本系調整課程規劃，培養

更多切合業界需求與期望的人才， 而目

前同學在校學習，除專業技能外，更不

可忽視語言能力。為此安老師提及在暑

假到訪泰國影視基地的經驗，她發現當

地業界具備優秀的語言能力，至少在英

文方面。因為會有國外劇組來基地拍攝，

而在兩者具有相當技術程度的人面前，

能決定誰更為優秀的就是他們的語言，

所以安老師鼓勵同學在校學習時，勿忘

積極提升自身的語言能力，在未來工作

上都能為自己帶來更好的工作機會。

至於有關基地未來發展與運作，安老師

認為目前台灣影視產業景況不佳，而台中

影視基地如果能運作順利，希望能為台灣

的影視產業帶來起色。談論到目前與基地

的合作計劃，由於基地尚未開始運作，安

老師表示有關細節和項目尚未有一個詳

細的討論。

安老師還提及泰國業者的工作態度也

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即使只是在檢查

設備或維修機器，他們所展示的敬業樂

業、小心謹慎的工作態度，顯示了他們

對自身工作的尊重。 希望同學在忙於精

進自己專業技術以外，勿忘了最重要的

一點，你的態度決定你的未來！

因為雙方必定各有不同的考量，但希望

能在將來透過彼此間的交流與協調，制定

一個彼此都能夠滿意的方案。而經營基地

的中影方針之一也包含產學合作，相信未

來與本系的合作也相當值得期待。

結合具備國際規格的影棚設備，希望

接軌台灣影視與國際技術，爭取國際影

視來台拍片。 營運商為台灣歷史最悠久

的中影八德公司，未來除與市府緊密合

作，強化影視產業發展外，更會全力和

好萊塢交流，並爭取片商來台拍片。

而業界的老師會更清楚他們所需求的

專才與技術，如果能在學生二、三年級

的時候就能發現他們所需求的人才，並

重點培訓，在學生畢業後就能直接就業，

這對彼此都各有好處。



有慶老師不斷強調這是一間貴族學校，

但也因為如此，學子多半是泰國社會的菁

英成員，而在他們最初向西方學習的過程

中也反映了這一現象，由上往下的階級教

育模式，在他們出社會工作中，所創作的

作品也多半是反映出這批階級的價值觀。

訪察泰國影視產業及教育模式
本刊記者 汪俊騰 採訪報導

傳播系師長們在本學期初的泰國考察中，見識到 Kantana Institute

對於搭棚的精湛工藝，藉由不同媒材來塑造出適合各種情境的建築及

美術道具。另外 The Studio Park 影視製作基地，除了擁有大型攝影

棚可供劇組拍攝使用外，更特別的是，這個影視基地甚至還擁有一整

間的攝影器材室，方便國際劇組無須運送昂貴設備到拍片現場，可以

直接在基地租借，甚至連專門的技師都在片場提供修繕與諮詢服務。

這些對於希望積極發展影視產業的台中市，都是相當值得參考的案例。

Kantana institute 菁英制貴族企業學校
作為泰國頗具歷史的影視公司，除了學

科外，在實作方面也有許多經驗及案例能

使學生對於影視製作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而在龐大的資金挹注下，校園裡處處可見

的是使用不同媒材所製作出的美術場景，

保麗龍製的皇宮長廊、精緻還原傳統泰國

房舍的村落，而這些場景幾乎可以從泰國

各個電影及廣告中發現。 訪視過程中，嚮

導一度請老師們仔細觀察樹林裡一顆不起

眼的樹木，而當老師們伸手觸碰，才驚覺

這是用水泥砌成的。精湛的美術水準一再

再令師長們留下深刻印象。

1951年成立的 Kantana Institute全心

專注於影視發展，作為泰國頗具歷史的

影視製作公司，為了能夠更順利延攬影

視人才，因而成立了影視學校。不同於

台灣絕大部分的教育模式，Kantana採

取菁英制度，全校師生加總起來僅 200

多人，且學生多半為社會中上階層，在

經濟上較無負擔，因此更能專注學習。

逼近朝陽三倍的註冊費也是 Kantana能夠

全力發展的主因之一，「因為它們是貴族學

校，要（跟朝陽）放在一個天秤上比顯然不

太合適。他們可以不用打工，也根本不必

要，不像我們的同學可能要打工，甚至工作

影響課業。」



訪察泰國影視產業及教育模式

The Studio Park 只要人到隨時開拍

The Studio Park影視製作公司，最

令人為之驚豔的是除了擁有龐大的攝

影棚之外，一般影視基地多半只有提

供攝影棚，但 The Studio Park還擁

有一整間的設備器材室。也就是說，

一支劇組團隊如果要去拍攝，完全不

需要考量設備運輸的問題，只要工作

人員到現場就可以租借使用，更甚

者，他們還有一組專業的技師人員可

以提供器材維護的服務。

曾在上海、北京、廣州拍攝影片的順幸

老師便說：這樣非常完整的影視公司是非

常罕見的。而台灣的中台灣影視基地是委

託中影公司經營的，目前中影計畫打算先

在中台灣影視基地拍出一支電影，希望拋

磚引玉，告訴四方劇組，中部具有這樣的

潛力，而將來如何將廠棚發揮到最大的效

益。

訪視時，嚮導不是一般的公關人員，

而是該公司的總裁，這點令師長們十分

讚賞，不僅態度親切還一起共進午餐。

原以為總裁也是劇組出身，沒想到有慶

老師隨口一問才得知，原來總裁只是一

般的經商人，因為出於對電影的興趣才

投資這間公司，這樣的熱情完全表現在

該公司對於提供各國劇組人員友善的拍

攝環境上。

順幸老師認為，台中擁有宜人的氣候，又

位在台灣中心樞紐，一旁更有兩間傳播科系

的大學，這是中台灣影視基地的優勢。但順

幸老師也認為，中台灣影視基地不該將視野

侷限在台灣，而應放眼到如何在整個東南亞

做推廣，如此才能對台灣整體的影視產業帶

來最好的效果。



孵一個影視美術蛋
- 專訪陳美合老師

本刊記者 吳家淇 採訪報導

現今影視美術人才在台灣的拍片環境中是有所缺乏的，全台各大

專院校影視相關科系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同質性很高，卻沒發展出

特色，在美術方面沒有專精的技術課程。傳播系陳美合老師說：「一

部片重要的除了攝影燈光的技術外，影視美術也是極為重要的部份，

一部片的成敗就看在影視美術是否能讓觀眾入戲。」由於系上同學

畢業後所從事的職業別，統計出最多人從事美術創作，美術是劇組

中最好入門的一個組，進而帶出一個發展影視美術的構想計畫―「孵

一個影視美術蛋」，希望透過這個計畫發展出朝陽傳播系的特色外，

更能加深系上同學的美術專業技能。

替影視美術蛋築一個巢

開始孵一顆影視美術蛋

「研究室是我們孵蛋的第一步。」美合老

師將自己的研究室從新改造，從粉刷、擺飾

樣樣都自己來，打造成一間小型的美術討論

室，有大的開會桌椅和空間。 當天造訪美合

老師研究室時，二年級的學妹正在和業師—

金玉釵老師學習如何化老妝的技術，看著桌

上專業的化妝品、藝術媒彩，這裡不再只是

一個老師研究室，而是和業師交流學習的互

動空間。

在影視美術上，質感是很重要的一件

事，可以透露出時間感、空間感，更能

帶出一部影片的層次，學習質感成為了

課程中重要的一環，編課都是根據學生

技能培養的需要，老師納入了翻模、物

品做舊的實作課程，為的就是能讓學生

更貼近了解美術中的材質轉換。 而今年

老師調整了課程，讓學生學習去研究，

希望學生透過研究學習別人美術上的優

點，化作未來自己的 Idea。108學年度

中，系上和中影合作簽約跟系上建教合

作，未來能夠讓學生在實作課做中學，

透過實作提升自己的技能外，更能增加

自己視野的寬度，打破台中沒有首要都

市台北的資源限制，創造更優良的教學

環境。美術包含許多層次，有妝髮、服裝、場

景、道具……「發展美術特色並不容易，因

為技術門檻比較高。」雖然這句話透露出

這計畫的困難度，但美合老師孵蛋的第一

步找來了合作的業師廠商，像是尚品資產

管理顧問、創意商業空間視覺設計等，希

望透過和業界的合作，讓學生有更多元的

學習，提升他們的視野和技能。



沒有專業空間是目前遇到的難題，美合

老師去泰國訪視時，看見泰國影視學校擁

有自己的拍片場景、專業化妝室和更衣

間，這些正是我們要的，老師希望能有空

間創造出屬於系上的專屬演員更衣間和化

妝室，不僅能夠零距離的實際教導學生，

學生也能沉浸於專業環境中提升學習影視

美術的興趣，讓學生能夠實地的去學習如

何梳妝，和服裝專業的收納。

孵一個影視美術蛋
- 專訪陳美合老師

孵蛋中遇到的瓶頸

影視美術蛋孵化之後

「這個計畫一定要有空間，預想打造成有

影視美術的專業教室，因為做美術需要空間

讓作品乾燥、擺放，並能有個櫥窗放置展示

作品和藝術材料，供學生參考並運用，如果

要發展成特色，就得要有專屬美術空間。」

未來如有這些影視美術專業教室，

上課時老師、業師能夠直接的示範教

導，對於學生而言，未來拍片演員來

就好了，就能更有專業的、系統的梳

化妝，並運用專業教室替演員定裝，

提升學生們的拍片品質。

系上總是努力替學生培養自身技能、

開創未來的就業機會，但最主要的還

是學生肯學的態度，態度很重要，不

是每個人一出社會就能當上美術指導，

這些都是靠日積月累的經驗，美合老師

也點出現今學生有很多想當導演，但如

果你不了解美術領域，怎麼去要求工作

人員或是和美術溝通自己要的想法，所

以不管是不是對美術有興趣的人，對於

不同領域的學習都要抱持著好奇心態去

學習，像海綿一樣努力吸取這些知識，

就像當導演也是要了解各行各業，別人

才不會覺得你不專業。 台灣目前影視產

業發展黯淡，從事影視美術相關的人才

極為缺乏，平時如能好好累積自己的實

力，奠定好基礎，同學有技能未來就能

先進入劇組，從美術方面切入是最容易

進入的，

當台灣自己有了人才，就不用依

靠外國團隊，而讓產業慢慢的復甦。

尚品資產管理顧問金玉釵老師表

示：時代一直在蛻變，需要自我要

求，以達到業主的要求，而這得不

斷更新自己，讓自己眼界更開闊，

去了解現今的大環境。

除此之外，系上預計打造出專業

的電影美術設計中心，讓師生能和

業界發表接案，不只跟中影合作、

業師配合外，希望打造出屬於傳播

系學生未來的就業競爭力。



朝陽傳播系在中部尤其是業界其實是

有蠻多力量的，包含過去的校友及系

友，在產業界的表現其實都很不錯，學

弟妹的部分在職場上也時常遇到，他們

的表現也都十分優秀。所以會長認為系

上的師資跟教學品質確實是還不錯，只

是她覺得，在校的學弟妹可以更積極主

動的跟學校或認識的學長姐尋求資源與

協助，不管是學習的機會，或是請教一

些職場及經驗分享，都是值得嘗試的，

同時她也認為其實越早讓學生去實習，

會對未來有所幫助，雖然因為實習時間

不長，比較不會把較重要的任務交付給

實習生，但是光是做人處事以及職場工

作上的經驗就已經值得了，而對於從朝

陽出來的學弟妹們，怡珍會長給予高度

肯定，在能力部份或態度方面上都讓怡

珍會長相當的讚賞

怡珍會長說，她們自己畢竟也是當過學

生，所以像現在到了職場以後，她發覺其

實在學校上課所學到的內容是真的很珍

貴的，讓她感慨當學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情，也因此相當肯定朝陽傳播系的課程規

劃與品質，所以怡珍會長鼓勵大家在大學

四年好好把握學習的機會以及時間

本刊記者 蔣昱昌 採訪報導

怡珍學姐會接任系友會的原因，是受到

前任系友會會長的託付，在這之前，怡珍

學姊是學校校友會的公關，因緣際會接觸

到前任系友會會長，因此才接下這職位。

提攜

傳播藝術系系友江怡珍學姊接任系友會會長職位，親切又

溫柔的會長在這次專訪下，跟我們分享了她接任系友會會長

的理由，與當時的過程，同時她也給予即將踏入社會的大四

畢業生們一些有幫助的建議。

系友會新會長上任
- 專訪全國廣播江怡珍學姐

接棒

而在接任後，如果系上需要系友會的協

助，都可以直接提出來，因為她們這些已

經身在業界的系友們，都能為系上提供一

些徵才訊息、以及實務方面上的講師分

享，或是資源上的協助部分也可以請她們

動員相關力量或尋求協助，況且系友會成

員基本上都是傳播系的成員，因此系上如

果需要動員的話，在號召的這個部分應該

不會有問題，只是目前系友會與系上的連

結似乎還沒有非常緊密，希望在未來能夠

加強這個區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