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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藝術系專任教師李宜珊今年以短片《亮亮與噴子》入
圍第54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獎項，個性熱情又活潑的宜
珊老師在這次專訪下，跟我們分享了她在創作《亮亮與噴
子》這部短片時的過程，同時她也給予可能想以創作為目標
的同學們一些有幫助的建議。

《亮亮與噴子》的誕生

老師表示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很會想故事的人，因此是從生
活中去累積經驗。老師的媽媽是一位保母，所以在國中時
期，當別人都去上才藝課或英文課，宜珊老師卻要幫忙媽
媽帶小孩，這讓老師覺得自己的青春期並沒有像其他一般
人一樣美好，但是出自於責任感，她並沒有拋下這些她並
不喜歡的重擔。所以宜珊老師才會想寫一個關於質疑：為
什麼照顧小孩的責任被社會意識普遍認定為是該由女生來
負責的一個故事。

細心觀察生活中細節

老師表示當一個題材要發展成一個劇本的時候，就必須要
有一些具體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就會跟平常生活當中的累
積有關。老師透露自己都有時常在作觀察的習慣，她提到
自己曾經觀察一位早餐店老奶奶的事，她發現那位奶奶的
桌上有一碗粥卻不去吃，直到來了兩位阿姨，並告訴奶奶
她們把假牙帶來了。宜珊老師出於好奇而去和他們攀談，
才知道老奶奶原來是獨居老人，奶奶的兒子想把奶奶送去
老人院，但奶奶不肯，所以奶奶的生活休閒就是與那兩位
阿姨聊天，由於奶奶經常忘記帶假牙，阿姨們便決定幫奶
奶保管牙齒。宜珊老師表示，牙齒是大家都會認為很正常
、每個人都該有的事情，但老奶奶卻需要別人幫助才能進
食，她認為這種經驗是無法依靠只坐在書桌前就能得到的
一個細節。

為嬰兒演員創造不像片場的片場

老師表示在這個片子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尋找小嬰兒演員
，因為要讓女主角揹著到處跑，嬰兒不能太大，而且嬰兒
無法控制，也必須經過父母同意才能拍攝，而且由於片場
中有嬰兒的關係，所以無法像正常的情況下打燈，因此宜
珊老師最後決定整部片都不打燈，希望能給嬰兒一個最舒
服的環境，也因為嬰兒跟素人演員的關係，宜珊老師就需
要試圖去創造出一個不像片場的片場。

劇組職位設定 編導剪一手包

宜珊老師表示，劇本跟導演都是由自己擔任，所以原本希
望剪接是由剪接師來剪，但後來還是由宜珊老師自己來剪
，可是老師表示電影本身是一個講究分工的工作，但由於
老師的拍攝模式跟風格，因此才由自己來處理。

老師表示自己拿了文化部的短片輔導金以及高雄市政府的
拍片補助，所以算是比較有預算規模的片子，也因此較能
去尋找她想要的工作人員。宜珊老師說在劇組裡面她最在
意的人員只有攝影師跟製片，她希望她的攝影師不會在技
術上有自己的堅持，能保持彈性，而製片則是希望能找一
個很會為大家省錢的製片。

人生點滴終將匯聚成獨特的自己

宜珊老師認為在學習創作的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
是要充分了解自己。她認為每個人都有很多內在的寶藏，
當創作者足夠了解自己的時候，就會知道自己的劇本是在
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好、不好、不夠好或是還能再更好諸
如此類，最怕的就是不夠了解自己，所以自我感覺良好或
是妄自菲薄，這都是不夠誠懇的面對自己。老師認為：只
要能夠充分了解自己、做事情就是盡力、對自己負責，然
後要保持正面的心情，就會不停的進步。

宜珊老師也說，在人生當中，我們會遇到很多事情，這些
事情就像是一個一個點，這些點會匯集成一個面向，然後
來告訴你，你會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人。宜珊老師拿自己來
舉例，她沒想過自己的經歷會跟自己預想的不一樣，老師
小時候的夢想是當植物學者，後來卻成了放牛班學生，接
著學廣告設計，開始喜歡上攝影，於是轉而念傳播藝術系
，後來讀研究所時拍劇情片，畢業後開始做剪接，做了剪
接之後又成為一名老師，這些點聚集在一起變成一個面向
，這些面向告訴宜珊老師，她在做的事情就是表達。攝影
是一種表達、拍紀錄片是一種表達、電影是一種表達、當
老師也是一種表達，做創作的目的就是要讓一群不認識的
人能夠明白我們在想什麼，所以做創作本身就算是一種表
達。

勇奪金馬獎座的幕後故事
李宜珊老師專訪

                                  本刊記者蔣昱昌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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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陽傳播系擔任兼任教師已超過10年的紀文章老師，直
到今年才轉為專任教師。在兼任期間老師不只是教書，還一
邊拍片一邊往上攻讀博士學位，在老師眼中感受到的傳播
系學生，是在技術上有著超前其他校功力的一群同學。而課
堂上老師也會分享到社區培訓班教導長者拍攝紀錄片的成
品，老師說：「他們過去沒有太多的機會讀書，所以會格外
珍惜每個學習的機會，從作品中就可以感受到他們投入的
精神。」老師認為和擁有著不同熱情的創作者相互交流，都
是能多點練內功的機會。 
 
 拿起攝影機的契機 
 
家鄉在鹿港的紀老師，大學時期正逄台灣民主化、社區化興
起的時期，當時盛行便宜又輕便的攝影機，老師喜歡拿著攝
影機跟著同儕到處拍攝自己家鄉的歷史與人文，念研究所
後決定拿起攝影機用紀錄片的方式，來為自己的故鄉詮釋
文化資產、環境保育的問題，藉由紀錄片這個載具，能讓更
多人了解社會上發生的問題，”苦力藝術家”、"鹿港苦力"
、"遮蔽的天空"都是這個時期與文化資產和環境相關的作品
。 
 
媒體不為我們發聲 我們反轉改變媒體 
 
「像我們這種議題不夠大、人數不夠多、衝撞不夠激烈的議
題，根本很難獲得主流媒體的關注。」紀老師感嘆的說，這
是拍攝環境議題的創作者都會發生的問題，創作者都是想
要利用紀錄片這個載具，來替地方弱勢的農漁民們發聲、陳
述他們的狀況和理念，並且給予這些過去沒有辦法被報導
到、即將被破壞、甚至已經被破壞的事物發聲，但無奈媒體
的生態是，當閱聽人愛看羶色腥的報導時，媒體就會一直餵
我們吃，不斷的循環，使許多運動者的訴求無法被報導出來
。 
 
老師教課時也會時常提醒同學，媒體識讀很重要，看新聞時
要用存疑的心態去評斷這則新聞的真假，不能一昩的相信。
但現在我們也能發揮影響力去改變媒體，利用拍紀錄片、在
部落格發表文章或將影片丟至Youtube，一旦有了開頭引起
網友的討論，就會吸引主流媒體願意來報導，並且引用這些
影片裡的訴求畫面，慢慢的導向正向，由我們自身回過頭來
改變媒體。 
     
拍紀錄片是件快樂的事 
 
    大學時期的紀老師在一次和同學去集集旅行的過程中，
開啟了老師對紀錄片的熱情，從畢業製作決定選擇紀錄片，
一直到現在這條路走了10多年，其中老師很少有放棄的時
候，因為每次拍攝的議題都是有意義的。老師笑著說：「拍
紀錄片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每次都會從被攝者身上學到很
多，而拍攝完後關係是不會結束的，這些人都會成為我往後
的好朋友。」除了紀錄片外，老師也有著拍電影的夢想，因
為在拍紀錄片的過程中遇到各式各樣的人，每一次的接觸
都會為人生增加一點色彩，過後這些精彩的人生故事都可
能會成為劇本的一部分，為自己往後的路多增加人生經驗。

    讓情感跟著時間一起走 
 
現在的學生都想要求快，但拍紀錄片不求快，求你在拍攝
中得到了什麼，老師說：「在剛開始構想時都會先預設一
個主題，但在求快的過程中反而被那些所謂的主題框架綁
住，也許影片完美剪出來，但他最動人、最精彩的地方卻
是被遺棄的。」紀錄片是真實的事件、真實的人，事件和
人生有成功有失敗，從拍攝中多一點寬容去觀察事件跟人
的發展，有時候失敗才是好看的，跟著被攝者一起，拿著
鏡頭多陪著被攝者講話讓他習慣在那個環境下，這些長時
間堆積下來的情感，會為作品加分。 
 

   課業外身體要顧好 
 
老師也說：「課業重要，但除了課業外，顧好身體才是最
重要的。」傳播系的學生很常因為要拍片、剪接，從早到
晚忙到天昏地暗，老師提醒說：「我自己也常常因為投入
拍攝的製作或剪片，就到凌晨3-4點。我們要對一件事情
投入ok的，但唯有休息才能有精力的做下一階段。」不
要從學生時代就自我剝削，到了業界也不要連續工作、過
度勞累，這樣對這個產業跟投入這個產業的人都很不健康
，在課業和身體健康上，應該要拿捏好，才不會本末倒置
。

保有一顆熱誠的心
不輕易放棄任何事 
- 專訪紀文章老師

                                   本刊記者胡筱雯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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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藝術系專任教師李宜珊今年以短片《亮亮與噴子》入
圍第54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獎項，個性熱情又活潑的宜
珊老師在這次專訪下，跟我們分享了她在創作《亮亮與噴
子》這部短片時的過程，同時她也給予可能想以創作為目標
的同學們一些有幫助的建議。

《亮亮與噴子》的誕生

老師表示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很會想故事的人，因此是從生
活中去累積經驗。老師的媽媽是一位保母，所以在國中時
期，當別人都去上才藝課或英文課，宜珊老師卻要幫忙媽
媽帶小孩，這讓老師覺得自己的青春期並沒有像其他一般
人一樣美好，但是出自於責任感，她並沒有拋下這些她並
不喜歡的重擔。所以宜珊老師才會想寫一個關於質疑：為
什麼照顧小孩的責任被社會意識普遍認定為是該由女生來
負責的一個故事。

細心觀察生活中細節

老師表示當一個題材要發展成一個劇本的時候，就必須要
有一些具體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就會跟平常生活當中的累
積有關。老師透露自己都有時常在作觀察的習慣，她提到
自己曾經觀察一位早餐店老奶奶的事，她發現那位奶奶的
桌上有一碗粥卻不去吃，直到來了兩位阿姨，並告訴奶奶
她們把假牙帶來了。宜珊老師出於好奇而去和他們攀談，
才知道老奶奶原來是獨居老人，奶奶的兒子想把奶奶送去
老人院，但奶奶不肯，所以奶奶的生活休閒就是與那兩位
阿姨聊天，由於奶奶經常忘記帶假牙，阿姨們便決定幫奶
奶保管牙齒。宜珊老師表示，牙齒是大家都會認為很正常
、每個人都該有的事情，但老奶奶卻需要別人幫助才能進
食，她認為這種經驗是無法依靠只坐在書桌前就能得到的
一個細節。

為嬰兒演員創造不像片場的片場

老師表示在這個片子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尋找小嬰兒演員
，因為要讓女主角揹著到處跑，嬰兒不能太大，而且嬰兒
無法控制，也必須經過父母同意才能拍攝，而且由於片場
中有嬰兒的關係，所以無法像正常的情況下打燈，因此宜
珊老師最後決定整部片都不打燈，希望能給嬰兒一個最舒
服的環境，也因為嬰兒跟素人演員的關係，宜珊老師就需
要試圖去創造出一個不像片場的片場。

劇組職位設定 編導剪一手包

宜珊老師表示，劇本跟導演都是由自己擔任，所以原本希
望剪接是由剪接師來剪，但後來還是由宜珊老師自己來剪
，可是老師表示電影本身是一個講究分工的工作，但由於
老師的拍攝模式跟風格，因此才由自己來處理。

老師表示自己拿了文化部的短片輔導金以及高雄市政府的
拍片補助，所以算是比較有預算規模的片子，也因此較能
去尋找她想要的工作人員。宜珊老師說在劇組裡面她最在
意的人員只有攝影師跟製片，她希望她的攝影師不會在技
術上有自己的堅持，能保持彈性，而製片則是希望能找一
個很會為大家省錢的製片。

人生點滴終將匯聚成獨特的自己

宜珊老師認為在學習創作的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
是要充分了解自己。她認為每個人都有很多內在的寶藏，
當創作者足夠了解自己的時候，就會知道自己的劇本是在
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好、不好、不夠好或是還能再更好諸
如此類，最怕的就是不夠了解自己，所以自我感覺良好或
是妄自菲薄，這都是不夠誠懇的面對自己。老師認為：只
要能夠充分了解自己、做事情就是盡力、對自己負責，然
後要保持正面的心情，就會不停的進步。

宜珊老師也說，在人生當中，我們會遇到很多事情，這些
事情就像是一個一個點，這些點會匯集成一個面向，然後
來告訴你，你會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人。宜珊老師拿自己來
舉例，她沒想過自己的經歷會跟自己預想的不一樣，老師
小時候的夢想是當植物學者，後來卻成了放牛班學生，接
著學廣告設計，開始喜歡上攝影，於是轉而念傳播藝術系
，後來讀研究所時拍劇情片，畢業後開始做剪接，做了剪
接之後又成為一名老師，這些點聚集在一起變成一個面向
，這些面向告訴宜珊老師，她在做的事情就是表達。攝影
是一種表達、拍紀錄片是一種表達、電影是一種表達、當
老師也是一種表達，做創作的目的就是要讓一群不認識的
人能夠明白我們在想什麼，所以做創作本身就算是一種表
達。

勇奪金馬獎座的幕後故事
李宜珊老師專訪

                                  本刊記者蔣昱昌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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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傳播系主任由安碧芸老師接任，和七年前擔任系主
任的自己相比，安老師說：「時代在改變，你的任務和挑戰
絕對是不一樣的」。這句話透露出近年來因少子化影響大
學招生，且時代變遷、網路資訊爆炸，現今學生的思想和態
度與七年前截然不同，面對這樣的挑戰，安老師不斷更新新
的資訊、流行用語以便和現今的學生互動外，更是讓自己減
少和學生之間的代溝。

導師VS系主任

當了系主任後，工作責任往往和導師不一樣，導師只要把自
己的班級和教課顧好，系主任卻要面對系上的任何事，別人
也會因為系主任這個職稱而對她有所畏懼，過去的同學會
因而不太敢找老師聊天、或是體諒安老師怕她忙而不來打
擾，「人會因為有了職稱而變比較陌生」，安老師其實對於
這種關係並不喜歡。

下班後的安老師

教書之後就很少回台北，安老師自嘲的說自己被放生，家人
更擔心當系主任之後的安老師更忙和身體變差。雖然忙碌，
但每天晚上安老師都會固定和家人通電話讓他們知道自己
很好。

平日繁忙的安老師，在下班之餘，運動是她最主要的休閒，
下班吃飽飯之後有時間就會到家中附近的公園走路，以前
做老師時就會因備課、做PPT熬夜的安老師，現在則因年紀
越來越大，督促自己在十一點半之前睡覺不熬夜。

面對困難時的態度

在過去擔任系主任期間，安老師遇到最嚴重的事，莫過於是
學生發生意外身亡，心中總有過不去的難過；而最困難的事
則是學生沒遵守規定、必須受到後果或懲罰時，對於安老師
來說是痛苦的。聖嚴法師曾說：「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
、放下它。」但安老師認為最難的是面對它，大家一般都很
喜歡逃避，安老師也不例外，可是當沒得逃避時，你必須提
起勇氣去面對它，試著將心比心，並用公正的態度去處理，
這是安老師遇到困難時處理事情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過去的學生相對來說比較主動積極，近年則因網路發展迅
速廣泛、資訊爆炸，學生自我意識和想法相較為強烈，往
往在追求創意的同時，遺忘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和尊重。
當我問起安老師，想要為系上做什麼改變？她說：「應該
是說如何延續原本很穩固的基礎，但去調整、配合或是順
應、應變大環境和學生的改變。如果真要說，應該是想為
傳播系做點什麼，希望學生能對公共事務更主動一點、溫
暖一點、不要那麼冷漠。」
現在是個動輒得咎的時代，大家對於出來做事的人都非常
的苛刻，往往在臉書、Dcard上都充滿著對系學會、對老
師、對同學的抱怨，但對自己卻沒達到要求別人那樣的高
標準。安老師認為大家為何無法容許別人犯一點點的小錯
誤？「不要那麼自私，例如不要一個人去霸佔了設備資源
、不要在專業教室內飲食，大家都會在網路上當正義魔人
去批評這樣的行為不對，那為何不會在現實中提出勇氣？
現今大家都把勇氣放在鍵盤上，「如果要去改變，我想改
變這件事情。請多多關心同學、多多鼓勵出來做事的人。
」這是安老師所希望的改變。

傳播系是大家的，不是系主任的，不是系上同學的，也不
是只有系上老師的，如果要這個系好，並希望畢業後「朝
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值得驕傲，需要大家互相幫
忙，一起努力。最後，安老師希望傳播系能成為大家畢業
時會依依不捨、覺得引以為傲的所在，希望大家在畢業後
會想要回來看看、分享離開學校後的成長。

學期新氣象
傳播系主任―安碧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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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下學期的暑假實習課是每個傳播系的台灣本地生必修
課，在這門課還沒到之前，你會否抱有一份期待或好奇實習
的相關話題？

實習「態度」最重要

雖然大三下學期會有詳盡的課程講解實習需知，但負責實
習課的鄭淑慧老師特別提到「態度」特為重要，也是每個學
生實習前該做好的準備。過去同學可能會在課堂上因各種
私人的理由遲到早退,或在上課功課上稍欠認真，可是這種
態度不能延伸至實習單位，單位的主管不會像系上的老師
給予太多的包容，所以同學在實習前該做好相關的準備。
鄭老師說了句俗話「一顆老鼠屎會壞了一鍋粥」，這句話也
顯示了老師的無奈，過去曾發生了幾次因同學「態度」不佳
而使一些單位拒絕再提供實習機會，也使他們對本系學生
有了壞印象，當中不乏一些大機構，惟可惜往後的學弟妹少
了去該單位實習的機會。因此無論是為了自己和學弟妹，去
實習的同學都該持良好的態度去應對。

一起來尋求更多實習選擇

此外因每個實習單位的名額有限且有些個別單位會指定持
特定執照或能力的同學才可去他們單位實習，所以並不是
每個同學都能在老師提供的名單中，去自己心儀的單位實
習，若同學有其他心儀的機構，只要與傳播相關及合法經營
，同學也可自行去該單位請求給予實習的機會。至於成功的
關鍵，除了誠懇的態度，相關的履歷經驗是關鍵，所以想自
己找實習單位的同學可提早作準備，為自己的履歷表添加
更多經驗及能力。
  
為了讓同學能更多的了解實習，此次特別訪問了兩位剛完
成實習的大四生馬筠筑同學和李汶庭同學。

主動的人獲得更多

馬筠筑同學是在「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電視台節目
部實習，在系上有關於電視台節目製作並不甚詳盡，因此馬
同學剛進去該電視台實習時還是一知半解，而電視台的製
作人也曾與馬同學提及實習的同學們對電視製作知識略為
不足，希望在學弟妹在進電視台實習前還是得做好充足的
準備。
為了能讓同學更了解節目製作，製作人非常貼心地安排馬同
學參訪了導播現場工作及剪輯師與音效師的實際操作，還
有嘉賓的通告和人員安排和節目流程，讓馬同學增益了不
少。而她的工作就是在節目錄製時預備道具，此外還要負責
下次節目的企劃及腳本編寫，這讓她在企劃寫作課學到的
知識得以發揮。
馬同學想跟學弟妹說，在工作閑暇時也要主動發問和幫忙，
主動請求協助一定會比被動地接受任務，學得更多，別人也
會更樂意教你。此外也能藉此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你所愛，愛你所選」

在此特別一提，實習過後，學校都會舉辨「學生校外實習
特色案例選拔活動」比賽，同學可以將自己的實習案例以
簡報方式呈交，將自己的經驗分享出去。
此次106年度的選拔活動有本系4B班的李汶庭參加，她的
實習單位是山海屯青少年之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本系並
沒有與廣播直接相關的課程，因此這次的實習擴展了李汶
庭同學跟廣播媒體領域的相關的知識、經驗及興趣。
李同學在該單位的三個部門皆有體驗。在節目部中，她讓
在傳播藝術系所習得的創意發想、企畫編輯、聲音錄製、
新聞採訪和編輯及公關實務等專業能力有所發揮。在管理
部和行銷部上實際應用了廣告行銷相關範疇。
李同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她的實習過程中，難免會犯
一些錯誤，但是不要驚慌沮喪，重要的是在抱歉過作出反
思和改善，此外或許有些工作是枯燥繁瑣，但不要小看一
些小步驟，可能是你完成工作中重要的一環。李同學說了
一句「選你所愛，愛你所選」來形容她暑假實習的狀態，
無論你最後選了什麼樣的實習單位，都要以積極的態度來
迎接挑戰，敢問敢做就能有所得著。
  
最後給大家的小提醒是實習期間務必注意身體及安全，若
不小心需要長時間的休養，會影響實習的評分，祝大家有
個充實愉快的實習！

實習心得與你分享

                             本刊記者林桂月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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