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台灣的「美」
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於 2014 年 5 月 27 至 30 日舉辦
台北學術交流團。是次交流團由曹虹院長帶領，張志宇教授 、吳
靜教授及鄭雪愛高級講師陪同。師生一行廿五人在四日三夜的行程
中，不但參觀了台灣著名學府──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和輔仁大
學傳播學院，還拜訪了當地的官方單位和新聞媒體，包括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東森電視台及聯合報。在行程最後一天，同學們更有幸
參與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第一屆畢業聯展「媒語祭」。

台灣的天氣雖時晴時
雨， 但 這 毫 不 影 響 師
生 們 參 訪 的 心 情， 因
為 ——「 台 灣 最 美 的
不是風景，而是人」。
在 台 灣， 新 傳 系 的 師
生受到各機構及院校
的 熱 情 款 待， 大 家 在
溫暖和輕鬆的氛圍中
認識台灣的傳媒文化，
與當地大學進行學術
交 流， 分 享 彼 此 對 兩
地新聞教育和社會議
題的看法。

■恒生管理學院師生一行廿五人前往台北交流

高銘村：台灣樂迎各地客
交流團到達台北，首先拜訪行政院大陸委 說話，有些更會亂丟垃圾。」
員會。在會面的一小時中，同學和教授們都把
就讀世新大學四年級的陳同學表示，不
握機會向官員發問。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港澳處 介意內地旅客來台消費。但當被問到假若市
處長高銘村就台灣太陽花學運、對大陸客態度 場因內地旅客而改變、店舖變得單一化時，
等問題一一作答，並表示台灣歡迎大陸客到台 陳同學回應：「市場一定會因時代變遷而改
觀光消費。
變，只要他們來台消費時不破壞環境，我認
高銘村處長不僅向師生們介紹了台灣對香 為可以接受。」
港政策，還認真回答同學提出的尖銳問題。當
從2011年開始，台灣向大陸開放自由
他被問及台灣人對內地旅客的態度時，高銘村 行，不少內地人開始到台灣消費，以致內地
說：「台灣人向來熱情，相信他們仍然會歡迎 旅客訪台數字持續上升。
內地旅客到訪。」

在香港，大陸旅客來港數字節節攀升，

在交流行程中，同學亦到訪台北的旅遊 去年在訪港遊客中有八成來自內地。由於香
區。西門町一著名化妝品店店員表示：「不論 港自由行旅客甚多，有人指本地居民生活因
是香港旅客或內地旅客，我們都歡迎他們來購 此受到影響，而店鋪經營也變得單一化，引
買護膚品和化妝品。」但該店員亦指出部份內 起部份本地居民不滿。
地旅客購物時欠缺禮貌，「他們總會十分大聲

記者: 劉沅欣

■老師、同學與陸委會官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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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新傳

多元發展 培養傳媒專才
5月28日，師生一行參訪了有近

號和印刷工序技巧有深入認識。

60年辦學歷史的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

參訪期間的廣播錄音室或電視錄

院。學校的硬件、軟件及教學方式，

影廠，總有學生在錄音、拍攝，或錄

都讓同學們大開眼界。

製節目。帶領參觀的溫偉群教授說：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著重學生

「我們的孩子（學生）製作的節目，

的專業培訓，開設了8個不同學系，

無論是構思、佈景、拍攝等，都是他

學生從低年級起便有實踐機會。世新

們一手包辦。」

傳播學院的硬件配套十分齊全，因應

有參與交流團的同學表示，恒管

不同科系的需求，配備有專作排版設

已有不少專業設備，如廣播錄音室和

計使用的電腦、海報印刷機、書本釘

電視錄影廠，希望會繼續開設更多樣

裝機等設備。而且，一些學系課程更

性的實踐專門課程供學生選修，培訓

要求學生不但懂得以電腦軟件設計繪

更多專業新聞傳播人。

畫海報，更需對印刷海報的顏色、編

記者: 潘耀昇 鍾宛婷
▓ 師生一行在世新大學電視錄影廠觀看學生錄製節目

畢業聯展 獻上 青 春 之作
畢業作品，是大學生涯的終點，亦是踏進社會大學的起點。世新大學新

聞傳播學院應屆畢業生，於5月30至6月2日在華山藝文特區聯手舉辦第一屆
聯合畢業展──「媒語祭」。「媒語祭」取自梅雨季的諧音──寓意由世新
大學傳播學院九個系凝結合作；一點一滴成就夢想。聯展集數百件作品，包
括電視電影、攝影系列、行銷活動、動漫遊戲等不同展品，濃縮學生四年來
所學成果。

雋永文字「我手寫我心」
口語傳播系以文字展板為主，同
學分享了他們對人際溝通、傳播媒體
等社會現況的看法。其中，有畢業生
以短文「低頭」反思低頭族的現象及
對人際溝通的影響。
交流團團長許振邦表示，他們的
文字、現場分享，正正體現了四年來
在口語傳播上的學習──探討人類社
會各種資訊交流與意義。

『廿！青春』綻放光采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畢業展亦見證
著每一位畢業生的青春回憶。從劇情

▓ 傳管系學生以互動遊戲宣傳品牌

品表達他們對青春的理解。正如

外界企業認識及關注他們。展覽

畢業展主題曲「敬！純粹的自

以遊樂場做主題，用活潑的互動

己」的歌詞：「每當拿起麥克

遊戲及表演為品牌推銷，成為全

風，心情點播，感動就湧上心

場焦點。

頭。因為我知道，當初的夢，再
努力就能觸碰。」

踏出社會第一步

片、紀錄片至廣播劇，廣電系同學於

傳播管理學系的學生則表示，

四年的大學生涯結束之際，以影音作

畢業展是宣傳自己的舞台，並讓

對於九個學系首次聯手合作，
「媒語祭」籌辦人員稱，聯展除
了展示個人創作外，策劃展出過
程亦能累積實踐經驗。
記者: 江秀慧 吳曉彤

▓ 世新傳播管理學系學生熱情地推銷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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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北冰洋拍豎琴海豹
主播舒夢蘭分享製作心得
七天時間、三次出海機會、二人拍攝團隊，在

豎琴海豹脂肪的經濟價值相當高，故每年約有

加拿大聖勞倫斯海灣嚴寒的環境下，造就了一小時

三十萬豎琴海豹被當地獵人捕殺。獵殺豎琴海豹寶

的《聚焦北冰洋──拯救北極小白仔》新聞紀實節

寶的場面血腥殘忍，但為了讓觀眾了解豎琴海豹所

目。恒生管理學院交流團參訪東森電視台時，節目

面臨的危機，新聞記者不得不面對這鮮血染紅冰原

製作人及主持舒夢蘭與攝影師陳一松分享節目製作

的情況。

的過程與心得。該專輯所在的《聚焦全世界》系列

記者: 江秀慧

在2014年獲得電視金鐘獎的教育文化獎。

拍攝過程困難重重
舒夢蘭說，《聚焦北冰洋──拯救北極小白
仔》以豎琴海豹母子之情包裝整個故事，目的是將 ■主持舒夢蘭與攝影師陳一松分享在嚴寒天氣下拍攝的艱辛
豎琴海豹所面臨的絕種危機呈現於觀眾眼前。

時刻保持專業精神

整個拍攝團隊就只有舒夢蘭及陳一松兩個人，
拍攝過程非常艱辛。舒夢蘭介紹，他們需在冰天雪

談及錄製節目過程中最深刻的畫面，舒夢蘭

地中拍攝，且不能在冰面上停留太久，所以每次拍

稱，親眼看見豎琴海豹寶寶被獵殺的場面最令她難

攝機會都非常珍貴，不容有失。這對於她與攝影師

過。她指，那一刻雖然心痛不已，但基於新聞從業

來說，都造成巨大的壓力，但他們仍咬緊牙關撐下

員的專業，加上捕殺海豹是當地的合法行為，她不

去，她說：「為觀眾帶來最真實、豐富的鏡頭，是

能上前阻止，還須以持平中立的態度訪問當地的海

我們繼續堅持的原動力。」

豹獵人。

■圖為剛出生的小海豹 Balnchon（網絡圖片）

豎琴海豹每年從北極遷徙到聖勞倫斯灣生育
小海豹。臨近海灣的島嶼居民50年來在政府的
許可之下大規模獵殺海豹，而一年獵殺的配額
高達40萬，被獵殺的幾乎都是出生不到一個月
的小海豹。

習賢德 : 記者需具使命感 讓人敬畏非懼怕
交流團第三天，師生一行廿五人在細雨濛濛下到達天主教輔仁大
學。輔仁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習賢德教授向同學分享新聞行業的經
驗，更帶領同學參觀校舍。
道出事實真理是首要責任
習賢德從事新聞業多年，在分享中提及當記者的首要條件——使
命感。他認為：「當記者不是要讓人懼怕，而是要讓人敬畏。大聲不
等於有道理，道出事實與真理才是記者的首要責任。」他坦言，新聞
行業很現實，除文章內容以外，讀者對新聞從業員的文筆亦有較高要
求。社會汰弱留強，行業中能留下來的皆是人才。
堅守信念 始終如一
習賢德強調若要寫得一手好文筆，必須多閱讀，並無捷徑。他說：
「每人初入職時均不希望稿子被大幅改動，但年輕人被改稿是難以避
免的。然而，當你遞交的稿子已達到一字不改的階段時，你的責任反
而變得更加重大。」他指，這顯示了人們對於一名記者的高度信任，
並代表其在新聞行業的地位和成功。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張志宇教
授盛讚習副院長是一位優秀的新聞教育工作者。他指出，習副院長多
年來始終如一，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對理想從沒變改。
■習賢德副院長向同學介紹其恩師于衡教授的紀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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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誦賢

廖鈞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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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系穩中求變 專業不變
典雅的大堂，莊嚴的會議廳，交流團在
旅程第三天踏進了發行《聯合報》和《經

在台港生看太陽花學運
台灣太陽花學運備受關注，作為世新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的學生，
部份畢業生表示有參與學運，認為政府黑箱作業的做法並不妥當。

濟日報》等多份報章的聯合報系總部。參

在台港生：到場聲援但未留守

訪中除可了解各部門的運作，師生更有機
會參觀網上新聞直播室，親身試嘗坐上主
播台的滋味。聯合報社長項國寧更特別安
排座談和交流時間，與師生一同討論報業
的發展和熱門議題。
討論話題主要圍繞傳媒界的新挑戰——
新媒體展開。聯合報為配合新時代的轉

一位世新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的在台香港留學生表示，由於被
捕的留學生均會被當局遣返回國，故未敢繼續留守，只能短暫到場
聲援，默默支持。
他憶述衝擊行政院當晚：「那時我和幾位同樣來自香港的留學
生整晚在房間中開著電視，關注事件情況。」他指出，身邊大部份
留學生均支持太陽花學運，反對台灣政府黑箱作業。
台社運召集力強、節奏快

變，邁向數位匯流發展，成立線上電子媒
體，包括聯合新聞網和UDNTV等，希望能為

他認為台灣社運相對香港社運有一定的優勢。他表示，台灣社
運的召集力較強，能在短時間內召集大量學生、市民，這可能歸因
▓ 項國寧社長指報業需堅守新聞專業操守 於台灣人關心政治的濃厚氛圍，市民非常關注社會議題。
這位留學生還提出，台灣與香港的社運均有組織，但太陽花學
大眾提供最快最新的新聞資訊。項
社長向學生強調：「雖然新媒體改變 運之所以能成功則取決於其明快的節奏，而香港往往花過多時間在
了新聞傳播的運作模式，社會對傳媒 商討之上，遲遲未有實行之日。
的專業仍然很有要求。」他勉勵各位
太陽花學運由台灣學生及公民發起，藉佔領立法院表達反對《兩
同學說:「新聞報導要夠專業！（你 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訴求。
們）要把專業做好！」
記者: 江秀慧
記者:
鍾宛婷
▓ 參訪同學踴躍與項國寧社長討論台灣報業操守
余可晴
走進東森新聞的直播室，主播為我們現身說法，講
解日常新聞報導的運作流程，同學們也有機會坐上
主播台讀稿，一嘗當主播的滋味，機會難得。

▓ 李欣宜同學在世新大學的講座中積極發問

廖鈞樂
旅程中，台灣人為做好每件事的執著態度給我留
下最深印象：參觀世新大學時，我看到新聞系同
學對待電台、電視台節目製作及報章出版的認真和
執著；與輔仁大學習賢德副主任的短聚中，他分
享了自己對社會事件的獨特看法，我被他對新聞
事業「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堅持深深打動。

▓ 潘耀昇同學在東森電視台直播室一嘗主播滋味

黃樂怡
這次的行程雖然緊迫，但收獲卻很豐富，同時
亦給予我反思的機會。旅程中我瞭解到傳播工
作者的工作情況，感受到傳播工作甚具挑戰性
及有意義，這使我更加嚮往從事相關工作。

參訪同學感言
陳潤新
這次交流團的行程安排十分豐富，涵蓋當地不同
領域的專業機構，包括陸委會、東森電視台、
聯合報業集團、世新大學、輔仁大學等。在不
同機構的每一場拜訪，都為我們提供了認識業
界最新資訊的機會，更讓我們關注到台灣乃至
全球新聞業所面對的問題與抉擇，例如台灣傳
統媒體在回應新媒體挑戰時的轉型和突破。
譚芷澄
台灣人的真誠友善，熱情好客，談吐溫文儒雅，讓
人舒暢、坦然。這四天三夜擔當攝影師，所到之
處，鏡頭所見，也盡顯台灣人的特質。

陳嘉敏
行程最後一天，我們參觀了世新大學傳播學院
的畢業展覽，台灣學生會主動向參觀者講解他
們的作品，他們比香港學生更主動，更願意接
觸陌生人，這一點值得我們向他們好好學習。

王誦賢
舒夢蘭的分享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由兩個人組成的
團隊，遠赴北冰洋，不斷拍攝不同的紀錄片，動力
就是對新聞行業的一種熱誠。她的分享，令我意識
到未來的工作雖然艱辛，但只要保持心中的一團
火，就能夠衝破所有困難。

王君彥
身為交流團的攝影師，我們站著、走著，尋找
不同的攝影角度。我認為這是讓我提升攝影技
巧的好機會，藉此增加經驗，裝備自己，讓我
學會在拍攝中捕捉每個「決定性的瞬間」。

陳思欣
習賢德副院長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新聞人，他在交流
中與我們分享作為記者應有的態度，讓我們獲益良 ▓ 譚芷澄同學和周凱琳同學全程投入拍攝工作
多，有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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