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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0屆畢業製作成果

• 2劇情片(1.謎路、2.帶塔先生 Mr.Q)

• 音樂片(鳴天過後)、插畫影像展(Life3)

• 全省巡迴7個播映場次，4家報社報導相關資訊，2名知名導演評論作品，由3
位老師和26位學生參與，共計約20,00位觀看人次。



2、中正E報
關心在地事‧善盡媒體責
對雲嘉地區，社會、校園、人文、運休的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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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樹木、百年樹人2/13

• 創辦於2003年的中正E報，至今已有12個年頭，是本系重點的學生實習媒體，
也是國內第一個以網路多媒體新聞平台型態運作的學生實習媒體。

• 在這十幾年來，歷屆同學們透過中正E報，將課堂上學到的理論予以實踐。
在實務過程中訓練對社會、環境、議題、人文、生活…的敏感度與分析力，
並熟悉數位媒體內容產製的實務流程，為未來進入職場培養製作整合數位內
容的實戰能力與經驗。

http://enews.ccu.edu.tw/


草根媒體在地發聲3/13

• 中正E報就是媒體，同學們是以經營媒體的態度及方式進行學習。我們關心
的是：

• 雲嘉地區產業、人口外移嚴重，資源較一般縣市貧乏，許多社會問題因此產
生…

• 弱勢：老人、外配、殘障、兒童、社會福利…

• 環境：農業、污染、社區營造…

• 教育：校園、教育資源匱乏、隔代教養…

• 文化：藝術、文創、文史、語言、慶典…

• 鄉土之美：運動、樂活、旅遊、美食…



分工概況4/13

•管理部：設總編輯、副總編輯、採訪主任、

文字編輯、美術編輯、工程、公關等職務。

•新聞部：共分校園、社會、人文、運休四組

•節目部：錄製每期ETV、電視節目製作



傳承5/13

• 十幾年來，同學們代代相傳，將組織與經驗不斷傳承，讓一屆比一屆的表現
更好。

• 今年，第105級的22位記者同學們，在上學期的發稿數量上共達195篇。

• 尚有節目、公關、活動、媒體露出、獲獎、對外合作等資料如後表

• 數字會說話，同學們的努力看得見



新聞發布統計6/13

文字新聞 86

影音新聞 87

影音專題 22

共計 195



影音節目及活動7/13

ETV新聞報導 14

影音節目 4

公關活動 2

共計 20



媒體露出統計8/13

Peopo公民新聞報 18

公視中晝新聞 10

公視暗時新聞 1

共計 29



獲獎9/13

『墾地裡的氟化物』
陳鴻鈞、陳忠業

榮獲Peopo
公民新聞獎



外部合作10/13

三民書局 教材製作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新傳獎

1111人力銀行 新傳獎

客家電視台 新傳獎



還有什麼？11/13

•新傳獎：

•每年四月份頒獎，目前已經進入第12屆。

•從本屆開始轉型為新聞專業競賽，並和卓越新聞獎基金
會合作，聯手打造學生界的卓新獎。

http://ccuxinzhuan.wix.com/xinzhuan


第11屆新傳獎活動12/13

• 103年舉辦第11屆
新傳獎，人潮坐滿
演藝廳。

• 共頒發12個獎項，
10間學校共同競爭，
其中有3個獎項是
傳播系同學獲得。



展望13/13

•持續且強化的在地連結。

•引領數位潮流的知識、觀念與設備。

•面對未來，媒體數位潮流已成不可抵擋之趨勢。身為國內校園網
路多媒體新聞平台濫觴的中正E報，在理論、觀念、器材、創新
各方面都必須投入更多的關注與資源，以期同學們在離開校園之
後，能為社會成就更多的貢獻。



3、電台執行成果1/2

•舉辦電台開台活動

•舉辦電台徵選活動
•首度對全校徵選助理，
並有勞工、企管、法律
系的同學報名並參與電
台運作。

•電台主持人囊括法律系、
歷史系的同學參與製作，
節目面向更為多元。



電台執行成果2/2

•電台畢業季活動
• 相關新聞露出10天內達點級
率1,200人次。

• Facebook粉絲頁自主觸及人
數達2,500人。

• 邀請黃子佼先生拍攝宣傳影
片

•首次與外文系課程合作節
目，並獲得外文系好評將
延續製作103學年度下學
期節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PAhFhOMlCE&feature=youtu.be


研究計畫成果

•獨立音樂的音樂勞動旅程：兩岸玩團世代的創意勞動、
文化中介者及都市企業主義比較研究(3/3)，計畫主持人：
簡妙如，共同主持人：蔡崇隆

•研究發表7次，演講4次，舉辦活動2次



計畫執行成果
a.研究發表

簡妙如（2014）。政府「造音」計畫中的音樂、市場與社會想像。2014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台北：世新大學。
(國科會計畫：NSC101-2410-H-194-050-MY3)

Jian, Miao-ju (2014b). The survival struggle and resistant politics of a DIY music career in Asia: Case studies from China 

and Taiwan. Paper presenting at “Keep it Simple Make it Fast: Underground music scenes and DIY cultures (KISMIF 

2014)”. July 9-11, 2014. Porto, Portugal: University of Porto. (國科會計畫：NSC101-2410-H-194-050-MY3)

Jian, Miao-ju (2014a). The ambivalence of being an international or local indie band: Case studies from China and 

Taiwan’s indie music scene. Paper presenting at “Inter-Asia Popular Music Studies Conference (IAPMS 2014)”. August 

8-9, 2014. Chiang Mai, Thailand: Chiang Mai University. (國科會計畫：NSC101-2410-H-194-050-MY3)

簡妙如（2014）。〈既熱又有鬼之島嶼精神劇場——評《黑狼不在家那卡西》〉，《共誌》，第八期，頁13-16。

簡妙如（2014年6月）。〈《我等就來唱山歌》15週年音樂會〉，Bitetone。上網日期：2014年6月17日。

簡妙如（2014年4月）。〈叮！蒼白之恐怖──記《白色恐怖白色驚懼白色驚悚小說》〉，《藝術觀點》，58期，
頁126-129。

簡妙如（2014年4月）。〈No Politics Today？翻轉「中國市場」、「自由貿易」潛規則〉，《反服貿共誌特刊---佔
領媒體》，頁1-3。

http://bitetone.com/2014/06/16/%E9%9F%B3%E6%A8%82%E6%9C%83%E5%A0%B1%E5%91%8A-%E3%80%8A%E6%88%91%E7%AD%89%E5%B0%B1%E4%BE%86%E5%94%B1%E5%B1%B1%E6%AD%8C%E3%80%8B15%E9%80%B1%E5%B9%B4%E9%9F%B3%E6%A8%82%E6%9C%83/


b.演講

2014.11.10 獨立文化與獨立雜誌/成功大學「新聞傳播與實務」講座

2014.11.05 一場遊戲，一場夢：歌唱選秀節目的甘願勞動/中正大學電傳所c-club

2014.04.18 從熱門、地下到獨立：試論台灣獨立音樂的生產政治/台灣大學音樂所

2014.03.18 音樂領航員：大學廣播電台vs.獨立音樂/中正大學廣播社

c.課堂活動

102-2 音影展活動

103-1 電子團購會



4、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1/4

•中正e報經費:

經費來源 額度 支用情形

年度預算 43,000 電訪、工讀

學校補助 200,000 交通、工讀、雜支

103-C02數媒服務費收入 20,982 活動

103DB31-2新傳獎募款 65,502 第11屆新傳獎活動支出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數位媒體研究中心 50,000 第11屆新傳獎活動支出

合計 379,484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2/4

•畢製經費:

經費來源 額度 支用情形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數位媒體研究中心 100,000 第10屆畢製活動支用

103DB31-1畢製募款收入 52,540 第10屆畢製活動支用

合計 152,540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3/4

•電台經費:

項目 資本類別 補助額 核銷額 使用項目

103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
正之聲荊聲荊事FM88.1電台教學
課程

資本門 150,000 150,000 改善電台播音間隔音

103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數
位媒體研究中心

經常門 50,000 49,946 電台活動宣傳、頻率使用費、音
樂版權費用、工讀金支出等。

總計 199,946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4/4

•103中心年度經費共計$731,970



5、近、中及長程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