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學須知

學生心得

入學管道

★來到金門在每個黃昏都可以看到很美的落日和雲
霞，這是金門帶給我最大的驚喜。一個人看夕陽西下
的時候，那種光在你眼前一點點消失的感覺，我可能
這輩子也忘不了。而且在這裡我也交到了能陪我一起
看日落無話不說的朋友，人生如此，夫複何求？新聞
系 阿奇（浙江寧波）

一、僑生招生
簡章請至海外聯招網下載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二、國際學生申請入學（網路報名）
http://apply.mcu.edu.tw/
學費
每一學期學雜費約新台幣50,000元（約合馬幣
5,000元）

住宿費
會館式宿舍(四人空調套間)，每學期費用約新臺
幣11,000元（約馬幣1,100元），內設有冷氣、電
話、網路、電視、冰箱、衛浴設備、書桌、椅子、
彈簧床墊及衣櫥等

獎助學金
1. 金門校區入學第一學期(一年分為上、下
2個學期)，頒予新臺幣25,000元（約馬幣
2,500元）入學獎學金。第二學期時，前
一學期平均成績達75分以上，且操行成績
達84分以上者，繼續獎助。
2. 於金門就讀期間，可申請金門縣政府補助
就學及交通圖書津貼，每年新臺幣14,000
元（約馬幣1,400元）。
3.每年全校有16種獎學金可供全校學生(含陸
生)申請，約有1,500個名額，總獎學金約
新臺幣1,000萬元約馬幣100萬元）。
設置家長專區
網址：http://parents.mcu.edu.tw
家長可隨時通過該網址瞭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學生輔導
進行課程、心理、感情、交友、健康保險等各項
輔導事宜；協助大陸學生及家屬辦理入台手續等生
活事宜。

保險
• 學生統一參加學生平安保險
• 亦有三商美邦人壽團體學生健康保險可共投保

交通便利
金門與廈門僅一水之隔，且是兩岸小三通樞紐，
往返兩岸交通四通八達。

1. 金門至臺灣本島，航行時間約55分鐘，往
返每天共46航班。
2. 從金門到大陸廈門五通碼頭，航行時間約
30分鐘，共18船班每天往返；
3. 泉州石井碼頭至金門，航行時間約60分
鐘，共4船班每天往返。

※學生到臺灣研習、旅遊不必另辦簽證。

★這邊的資源很多，但是，大學就是大學，知識和
能力不會自動地跑到你嘴邊。更多的是要靠自己去尋
找。在這所大學，這個地方，你可以過得休閒自在，
過得煩心鬱悶，過得忙碌充實都有可能。在這裡，你
要自己負責，你要自己去選擇一個度過大學的方式。
然而，這對你的人生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新聞系
張晨昱（福建廈門）
★金門是一座寧靜的小島，它擁有著好山好水，亦
保持著緩慢的生活步調。在金門的生活，悠閒中夾雜
著緊湊。休憩系 劉洪捷（福建廈門）
★金門四處飄灑著鄉土氣息，遠離城市的喧囂，感
受到了生活在別處的愜意。在金門待了四個多月，漸
漸能欣賞金門的好山好水好文化。休憩系程劉聰（浙
江寧波）
★我們更容易認識彼此，慢慢地適應這裡的生活，
同學們很熱情，相處得挺不錯。有一種家的感覺，雖
然兩年後，我們將回去各自的校區，但我會珍惜在這
裡的時刻。休憩系 余欣怡（馬來西亞）
★金門帶著一種家鄉的感覺。望眼綠油油，一座高
山與我家鄉沒兩樣。讓我意想不到是在金門遇到好朋
友、好老師。感恩一切所擁有的。新聞系 鐘桃甜（馬
來西亞）
★金門這個離島的小島，除了一派好山好水的自
然風光，更蘊藏著歷史悠久的人文情懷。風獅爺、廟
會等都是金門一年一度的盛會；在這座小島上，不僅
有歷史的痕跡，還有一股現代氣息，每年的馬拉松競
賽，自行車環島都會如期到來。金門的好山好水和樸
實的人民為我帶來了許多的親切感與家的溫暖，感
恩。休憩系 馮涵悅（廣東珠海）
★我是土生土長的金門人，高中三年去臺北讀書，
當時的我常常想著放假時就可以回金門。回到金門的
感覺就是人潮、車潮都少了一大半，因為臺北市區人
來人往，車子也是非常多。金門的空氣非常不錯，車
子少污染就少了許多。其實金門一點都不無聊，只是
沒有這麼繁華熱鬧而已，但金門卻是修身養性的好地
方，更適合學生靜心學習的好地方。休憩系 鄭威怡
（金門）
★在還沒來金門前，抱持著好奇，在選擇表格，把
銘傳大學金門分部填進了表格內。來到之後發現，是
值得的。因為對比北銘的校園來說，金銘的學習環境
更好，空氣好，學生之間的關係緊密，更多的是人情
味。新聞系 劉企聰(馬來西亞)
★在我暑假時，我有參加金門戰鬥營，所以我對金
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我看到學校有臺灣兩年，金
門兩年的專案，我就申請來金門就讀了。這幾個月的
心情:我覺得的，雖然，小班制人較少，但是我們很團
結，假日或是平日，我們會利用課餘的時間，大家揪
出去走走，例如:成功沙灘、建功嶼及金門戰地遺跡的
景點，或是休憩系跟著新聞系的同學一起去做採訪，
一起學習，一起遊玩，感覺真好。休憩系 簡懿臻(臺灣
基隆)
★來到金門的原因，是為了可以就近去大陸玩，曾
經在我最低潮的那段時間，是由網路上的一些大陸哥
哥姊姊陪我度過的，從那時候開始，我就非常嚮往去
大陸旅遊，我想更加瞭解大陸，不論是風俗、食物、
古跡、人情等，這就是我會來到金門的原因。休憩系
馮俊佑(臺灣桃園)
★金門很適合靜下心來讀書，雖然平時沒有過多
的娛樂活動，但我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活潑可愛的朋
友，一起學習和玩耍，幾個月以來在金門創造了很多
美好的回憶。新聞系 鄭欣瀅(浙江寧波)
★「各位乘客，我們即將抵達金門機場…」，一下
飛機、搭上學校派來的專車，看到那不同於臺北、桃
園等大都市的繁榮，處處都顯現出金門地區的悠閒；
看到那不同于雲林、嘉義等農村的鄉間小路，條條大
路都筆直寬闊；看到那不同於臺灣各地的路上景色，
時時能在路邊看到黃牛散步。從小到大，一直都生活
在步調飛快的都市，來到了金門這個生活步調緩慢的
「慢生活」地區，一開始較不適應，久而久之，漸漸
習慣的這裡的生活步調後，變得越來越喜歡這裡的生
活，也開始煩惱大三回到桃園後，要如何重新調適、
加快自己的生活步調！休憩系 蘇睦佩(臺灣桃園)

愛英語，英語一直都是我的強項。在考完雅思後，想
說作為跳板，之後能交換或是出國深造，金門正好離
廈門不遠，而且銘傳大學會是一個好的平臺。新聞系
黃奕瀅(福建廈門)
★金門因四面環海，所以可以隨時隨地去看海，觀
賞美景，像是去慈湖，賞鳥看海看晚霞，除了可以陶
冶性情之外，也很能放鬆心情，我在這裡很喜歡到處
晃，很悠閒自在的看看金門景色，有時還會發現到意
想不到的樂趣。休憩系 李沛茹(臺灣桃園)
★對於金門，其實我從小就沒有想過會到這裡讀
書，起初還有點排斥，不過來到金門以後，徹底對這
裡改觀，認為這裡沒有想像中那麼落後、偏僻。相對
的在這裡我得到很多臺北校區得不到的資源、經歷，
所以很感謝金門，把這裡當成是自己很重要的墊腳
石，我想在金門的這兩年，一定能學到、體驗到非常
多東西，可能是一輩子最充實的時光吧。新聞系 古可
絜(臺灣新北)
★覺得非常開心，能來金門讀書，體驗生活感受生
活，會來金門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當初是錄取了
臺北校區的企管系，得知金門有新聞系，我們能無條
件轉入新聞系，我就過來金門就讀了，相信在金門我
能更加認真於學習，學習到專業的課程。新聞系 楊承
翰(臺灣彰化)
★在銘傳的班級很像小家庭,會互相幫忙，互相提
醒，團結會使班上更加融洽，我很喜歡這個班級這裡
的同學，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可以互相交流。休憩系
董韋志(金門)
★很幸運的，今年銘傳大學有一個制度是可以申請
來金門分部就讀，可以不用經過繁瑣的轉系程式，於
是本來也對傳播有興趣的我，聽從家人的建議選擇轉
系至金門就讀。新聞系 陳韻如(臺灣基隆)
★剛來到金門的時候感覺這個地方真的很田園風
光的。碰到了學校裡的老師同學，覺得他們真的好親
切、熱情。金門校區雖然不大、人不多，所以每個人
或多或少有見面之緣，學校裡的所有消息不出一個小
時都能在此傳得人盡皆知，哈哈！大學的生活就真的
可以說是非常的極端化，閑的時候可以睡得昏天黑
地，忙的時候同樣也能應接不暇，那時心裡面超級鄙
視高中老師說的大學的時候可以愛怎麼玩怎麼玩。不
過，我們的宿舍跟我的別的朋友比那可真是「賓館」
級別的，宿舍是四人間的，沒有上下床等。我想這兩
年應該是我以後十分懷念的美好時光。休憩系 章藝菲
(福建龍岩)
★第一次坐船來金門，發現金門是一個有鄉間田園
風光的地方，沒有高大的建築，沒有便捷的捷運，適
合騎著單車在島上環行，早晨從東美亭坐車出發到金
城，然後買一杯50嵐或者Coco，最後逛逛711，吃吃
關東煮，等著傍晚坐車回學校，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體
驗。新聞系 彭江湉(福建福州)
★經過這幾個月的適應後，漸進發現這裡有很多
景點可以玩賞、空氣新鮮，同學也因離家遙遠較少回
家，大家凝聚力比本島的學生來的強，雖然大家來自
不同地區，個性、習慣差異大，但24小時間的磨合，
遇到很多困境必須一起面對解決，就現在來說，還不
錯。新聞系 王奕心(臺灣彰化)
★金門這個地方，民風淳樸，地方雖然小，但是大
家都像是一家人一樣，互相照顧，打招呼，這是我之
前沒有看到的。而且這裡的人，都很有禮貌，會互相
幫助，在這裡讀書，不會有排擠感，慢慢的會喜歡上
金門這個地方。休憩系 張哲仡(福建廈門)
★金門符合我所有的想像，是那麼寧靜與純樸，空
氣中彌漫著草香還有著潔淨的味道，學校雖小但五臟
俱全，生活上挺便利的，如此慢節奏的生活形態，抒
解了高考曾帶給我的壓力。我重拾青春的意義讓自己
更積極些，我相信未來在金門會帶給我許多驚喜的。
休憩系 劉芯言(福建泉州)
★其實我以前就來過金門，一直都知道金門是個很
悠閒的地方、生活步調很慢的地方，能說剛好我也是
喜歡這種生活型態，在這可以靜下心來讀書，也可以
出去走走看自然景觀，和室友相處的也很好，很想四
年都待在這念書。休憩系 鄭閔謙(臺灣台中)

★在來金門分部就讀前，我對金門就有個刻板印
象。我想那裡應該很無聊吧！感覺就沒有什麼好玩，
牛搞不好還比人多呢！原本我還想放棄來金門就讀的
機會。然而在我來金門短短的四個月，我愛上了這
裡，不管是這裡的風景還是這裡的人文。金門是個很
純樸的地方，這裡有許多值得人們去探索的小景點，
而我想能讓我愛上金門最大的原因大概就是金門校區
的所有夥伴了吧！從同學到學長姐，從老師、教官到
行政人員，甚至是廚房的大哥、大姐們，每個人都是
那麼的溫暖、親切。也是因為這裡人少的關係，大家
之間的情感又是更加的密切。如果你問我金門最美的
風景是什麼？我還真不知道要說哪個，因為我覺得每
個地方都很美，硬要說的話，那就是人吧！在這裡我
感受到了在北部感受不到的人情味。，甚至我還想著
要不要大二也留下來呢！休憩系 林妏貞(臺灣雲林)
★金門人少地小，沒有麥當勞、肯德基之類的速食
店，交通也十分不方便。但是四周環境卻令人舒心，
能讓我找到寫劇本的靈感。新聞系 湯道進(馬來西亞)
★在填志願前的時間，銘傳大學來大陸做宣傳，讓
我對這所學校有了一定瞭解，便報了這所學校。我熱

本校聯絡方式
TEL： +(886)-82-355233
本校網址：http://www.mcu.edu.tw 		
金門校區網址：http://kinmen.mcu.edu.tw
FAX：+ (886)-82-355663
E-mail：scwang@mail.mcu.edu.tw
金門校區地址：金門縣金沙鎮德明路105號
報名諮詢QQ：26129480；2095542425；2836349718 微信：iLoveMCU_tw 		
微信ID：13063055662、g0932214321、kmxm1218、k0932970071
QQ群：138488292

教育理念
銘傳大學自創校以來，以追求卓越為宗旨，強化
理論教育與實務訓練，培育具有責任感、高品德、
團隊精神、全球視野的專業人才，俾服務國家和國
際社會。本校全體同仁秉持兩位創辦人“人之兒
女，己之兒女”，以學生作為教育主體的理念，希
望達成“卓越化、專業化與國際化”的教育目標。
卓越化是要堅持嚴管勤教之教學輔導原則，培育具
責任感與團隊精神之人才，追求傑出之教學、研究
與服務目標。專業化是指強化產學交流，兼顧理論
與實務知能，重視專業與學術表現，提供多元教育
與終身學習機會。國際化則是要推動國際認證，接
軌全球教育，塑造國際化學習環境，拓展師生全球
視野。
大學的存在就是為了追求知識，知識要靠創新思
考，而創新的思考來自嚴格紀律的日常生活與團隊
合作。銘傳大學的教育正是以不斷地整合紀律與創
新，運用在教學及研究的提升發展。
在教育、研究及學術上的進步，是銘傳大學的努
力目標，也是促使銘傳扮演著在國內與國際化社群
的社會改變者的角色。立足臺灣，放眼全世界，我
們應用我們的知識為我們的校園及社區創造雙贏。
                                        校長长                           

銘傳簡史
銘傳大學自1957年建校以來，是一所擁有61年辦
學經驗的高等學府，前後共培育了超過十五萬名畢業
生。社會對銘傳校友肯定口碑，不僅樹立了學校的金
字招牌，也構成了對銘傳辦學理念的歷史見證。
銘傳占地近600畝，由臺北、基河、桃園、金門及
美國等五個校區組成。共有12個學院、36個系，30
個碩士班及2個博士班，在學學生超過2萬名，是全台
陸生與國際生最多的大學。臺北校區設有管理學院、
法律學院、傳播學院及共同教育學院；桃園校區設有
觀光學院、資訊、設計、教育暨應用語文、社會科
學、健康科技、金融科技及國際學院；。
金門校區設有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及觀光學院休閒遊
憩管理學系，招收陸生、僑生、外籍生及本地生。

辦學成績
＊亞洲第一所美國MSCHE認證大學
＊管理學院通過AACSB國際認證
＊英國泰晤士報亞太最佳大學第200+名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件數全台第4名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全台第6名(私校第1名)
＊全台辦學績效最佳大學第11名
＊畢業生畢業6個月後就業率為全台綜合大學第3名
＊ 外籍學位生、陸生、海青班人數全台第1名
＊ 連續11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

＊連續 5年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榮獲教育部2016年「友善校園卓越獎」
＊連續6年榮獲時報廣告金犢獎「最佳學校」
＊數位教學平臺規模位元列全世界第5名(全台第1名)
＊世界網路大學排名全球第686名(全台私大第3名)
＊學生數居全台第7名，新生報到率97.16%
＊勇奪IF設計及機器人大賽首獎

學校特色
學習123 職場 so easy!
本校推出全新策略「學習123」，讓同學們在大
學四年的學業生活中，透過完成一個跨領域學分學
程、兩項職涯進路以及三張專業能力證照。
特開設『跨領域學位學程及學分學程』，培養跨
領域人才，透過學位學程或學分學程之雙主修、多
主修之核心課程來實施，用以開拓學習視野，及早
接觸職場。
學校提供516份以職涯為導向的課程地圖(http://
tmap.mcu.edu.tw/)，並依據每項職業所應具備的專業
能力，搭配對應的專業課程，同學們可以依循有興
趣的職業或職涯方向進行修課。課程地圖也特別與
UCAN職能檢測平臺做連結，同學們可以檢測，檢視
自己的能力還有哪些不足，又有什麼樣的校內外課
程或管道可以學習補強，使自己的學習更具成效、
更有目標。
此外，更提供了同學專業證照分級資訊，讓同
學們可以查詢相關領域有哪些證照可以考取。教學
卓越計畫本學期開設各類證照輔導課程，邀請校內
外專業講師教授考照秘笈，期同學積極考取專業證
照，加強自我就業競爭力。

四年必修英語文課程
本校規劃四年必修英語文課程。建置8間數位雙向
多媒體視聽教室，配備多套隨選視訊系統，以及自
學輔助軟體及平臺，以充實語言學習資源。若已通
過指定的英檢認證，可依成績申請免修特定級數之
校訂必修英語文課程。
必修學分課程之外，英語教學中心並規劃多項英
語文應用之相關競賽與活動，讓同學有機會活用。
同時並開設「進階應用英語學分學程」，供對英語
文學習有興趣、具潛力的同學選修，為個人的專業
技能加值。

七加一方案 實習就業一條龍
本校教學向來理論與實務並重，在實習課程方
面，除由專業教師及助教指導校內實習外，亦有
寒、暑假實習方案，並分別依各系專業與需求，為
學生安排實習及實務操作的機會，並推出七加一實
習方案，鼓勵學生透過整學期實習，以促進學用合
一，俟學生畢業後即可進入業界及職場，成為真正
的無縫接軌。例如傳播學院規定同學必須在寒暑假
期間，至各大眾傳播機構實習一個月，並將其實習
成績併入下學期的媒體實務計算；觀光學院則實施

統一實習400小時。

教學資源
建構數位教學系統處處可學習
為因應網路世代的來臨，本校特別設立網路大
學、規劃豐富的網路課程、建立Moodle教學平臺及
雲端學習環境，使得教學更精緻、學習更有效果。
透過學校網路大學，提供「同步」與「非同步」教
學課程，積極推動數位課程認證，並提供近百門數
位自學線上課程。
同時，雲端學習環境、全校無線網路校園、學
生e-portfolio系統、職涯學習地圖、Moodle教學平
臺、及308間E化教室的建置，達到校園內處處可上
網，處處可學習的目標，提升同學的學習環境。而
遠距教學系統，早已和台大、師大、清大等多所大
學合作，並和日本、美國多所知名學府連線教學，
學生選課更加多元。

圖書豐富 借閱便利
因應多校區的學習環境，本校在臺北及桃園兩校
區均設置完善的圖書館。現有藏書近84萬餘冊，期
刊3,391種，多媒體視聽資料65,136件，報紙18種；
電子資料庫226種，電子期刊59,419種，電子書
1,339,858種。
近年來，本校圖書館已積極將傳統圖書館功能轉
為數位化的服務，館藏資源亦從實體化延伸到虛擬
化。尤其是電子資料庫涵蓋內容完整且多樣，從人
文藝術到高科技均有其特色，諸如百科全書、歐美
報紙、國內外知名企業之財務報告、以及各學術領
域之電子期刊與國內外碩博士論文等。
藉由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讀者在校內外均可於
第一時間查詢到最新的資訊。此外，本校為使讀者
更方便使用現有館內外之資源，校園及兩校區圖書
館已建置完成行動化的環境，讀者只要攜帶個人電
腦及無線網卡，就可以在兩校區內之任一地點上網
查詢資料。

全球化接軌
設立美國分校 拓展國際視野
銘傳大學國際化發展，可以說是引領先鋒、獨步
全台。本校已積極展開美國分，藉以擴大校務發展
格局，讓銘傳大學優質教育的美名跨洋遠播，也跨
國樹立“銘不虛傳”的嶄新里程碑。
設立銘傳大學美國分校，一則讓美國認證效益產
生加乘效果，促進美籍學生赴台就學意願；二則增
進銘傳師生，在台美兩地學術交流、就學或實習的
機會，拓展師生國際視野；三則提升本校在美知名
度與曝光率，使國際化的深度與廣度再創新高。

開辦跨國雙學位 外籍生居全台第一名
銘傳大學積極拓展國際交流，已與全球162所知
名大學締結姐妹校，並於2000年成立臺灣第一所，
也是唯一一所全程以英語授課的國際學院，供國
內外青年學子就讀。2017學年度共計達800位外籍

生，位居全台私立學校外籍生人數第一位，有來自
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多明尼加、澳
洲、紐西蘭、史瓦濟蘭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及印
尼等60多個國家、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共聚
一堂學習生活。
本校教學與生活環境國際化的斐然成效，亦受到
政府的肯定。2004年獲臺灣行政院頒發「優質英語
生活環境」特優獎，是全台公私立大學院校中，最
優質的雙語校園環境的大學。
2017年有125位外籍生至本校交換學習，同時訂
定“出國進修交換學生辦法”，2017年有131位學
生赴美國、加拿大、韓國、英國、法國、荷蘭、德
國、波蘭、瑞士、瑞典、比利時、奧地利、日本、
泰國等地姐妹校進行交換或攻讀雙學位。

申請美國分校就讀
銘傳大學於2013年已設立美國分校，畢業生可以
直接申請至美國分校就讀研究所。

國際交換學生計畫
韓國：東亞大學校、水原大學校 、培才大學校
、祥明大學、安養大學校、仁德大學、嘉
泉大學、慶南大學、明知大學、國立江陵
原州大學、韓世大學、中央大學
日本：武藏野大學、四國大學、富山大學、名古
屋外國語大學、金澤星陵大學、福井大
學、大阪商業大學
泰國：蘭實大學、東方大學、藝術大學
菲律賓：民答那峨大學
美國：安吉羅大學、北俄亥俄大學、聖道大學、
派克大學、溫索普大學、庫茨敦大學、賽
基諾大學
加拿大：麥迪森海特學院
波蘭：華沙經濟大學
法國：巴黎高等商業學校、斯特拉斯堡大學商學
院、歐洲高等商業研究學院、圖盧茲第三
大學、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里昂天主教
大學管理學院
德國：杜塞爾多夫應用科學大學、路德維希港應
用科技大學、班貝格大學、奧斯納布呂克
應用科學大學
比利時：湯瑪斯大學學院
瑞典：克利斯蒂安斯塔德大學
荷蘭：北方萊瓦頓應用科學大學、阿姆斯特丹應
用科學大學商學院
奧地利：庫夫斯坦應用科技大學
瑞士：當代藝術設計學院

學士3+1雙學位計畫
英國：諾桑比亞大學

銘傳大學招收陸生人數全
台第一

傳播學院
新聞學系(金門分部)
◎採取「2年金門、2年臺灣」兩地
教學模式
網址：http://web.jour.mcu.edu.tw/
前言

銘傳大學自李銓校長於1980年創辦大眾傳
播科以來，歷經大眾傳播學系至今日的傳播學
院，秉持“整合傳播”的理念，以培養理論與
實務並重，具備國際視野的傳播人才為宗旨。
傳播學院所秉持的教育目標有三：1.追求學術
卓越；2.培養專業人才；3.拓展國際視野。
現狀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成立於1999年，目前設有
傳播管理學系（含碩士班）、新聞學系、廣播
電視學系、廣告學系等四系，以及海外青年技
術訓練班大眾傳播科。另置有數位多媒體實驗
平臺，該平臺採用跨媒體、跨專長團隊運作，
進行數字彙流，已培養出許多理論與實務兼備
的新聞、廣播、電視、廣告、公關、行銷、網
路媒體、媒體管理及傳播研究的專業人才。
目前所有實習媒體已全面網路化，並結合所
有媒體資源，建立數位多媒體平臺，以因應數
位時代的新趨勢。為培養「整合傳播」多工專
才，各學系開設學分課程，學生可自由搭配專
業課程，發揮個人專長，以培養符合產、官、
學所需的專業人才，而傳播管理研究所培養媒
體管理的經理人，旨在從事理論與實務結合的
跨學科研究。
    而銘傳大學新聞學系成立於1999年，以追
求培養卓越新聞人才為宗旨，借理論與實務課
程結合的教育，培養具有責任感、新聞編采能
力及國際視野的專業新聞傳播人才。本系教育
目標在於培養傳播學術研究基礎人才、培訓新
聞傳播專業人才、並培養數位匯流企畫與具國
際視野的新聞人。

特色
一、充分運用本院所建構的數位多媒體平
臺，進行跨媒體整合的教學活動，以
培養具跨媒體運作的整合傳播人才，
以利學生就業。
二、目前所有實習媒體已完成數位化建
置，並透過網路電子化，結合所有媒
體的資源，建立跨媒體網路平臺，以
因應數位匯流的新趨勢。
三、本院研究生畢業前須參加國內外學術
研討會發表論文，大學部學生參與畢
業論文與製作競賽表現優良，符合追
求學術卓越教學目標的要求。
四、課程設計展現多元色彩(如英語授課)，
並鼓勵學生赴海外進行學術交流，以
及參與各項研討會與講座的學術活
動，積極設置境外各項學程，以拓展
國際視野。
五、本院致力於兩岸傳播產學交流，包括
舉辦各項兩岸傳播產、官、學活動，
如參訪團、研討會、座談會、講座
等。連續17年在承辦的“兩岸新聞報
導獎”獲得5屆「兩岸專業交流績優團
體獎」，推動兩岸交流成果，深獲各
界好評。
六、本院致力兩岸活動交流，熟悉大陸產
官學界人士，已承辦多次大陸傳播院
校來台參訪交流活動，並邀請許多大
陸產、官、學界人士來本校進行研討
會等相關事宜，更與對岸多校簽定姐
妹院、校之條約，人脈資源豐富。
新聞系特色
1. 因應媒體產業發展，采匯流與創新模式，
融合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進行數位整合的精
實教育與實務訓練。
2. 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師資團隊與教學內容，
培訓專業新聞人員，也培養學生研究能
力。
3. 嚴格傳播實務訓練，培養學生深入新聞專
業技能，養成新聞倫理與團隊合作精神，
增強學生就業競爭力。
4. 強化學生學術訓練，必修畢業論文寫作，
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力，增強學生學術基
礎能力，及專業規劃能力。
5. 推動數位匯流、媒體整合整教育，促進學
生傳播領域廣泛瞭解與企畫能力，加強學
生就業競爭力。
6. 積極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增加兩岸師生共

學與交流經驗，促進學生對兩岸新聞傳播
的認識。
7. 增加英語授課內容，創造國際化學習環
境，增進學生國際觀，強化學生的國際競
爭能力。
8. 堅持新傳播科技的教學與應用，引進最新
傳播科技，強化學生應用與創造能力，以
符合業界需求與發展趨勢。

7月22日起，除提供原有的平面報外，也以全
彩的PDF檔版面供讀者下載。銘報新聞以“新
聞中的新聞，媒介中的媒介”自許，身負“監
督”媒體的角色，在各種重要的媒介新聞中，
以更深入的調查、比較、訪問、分析相關媒體
事件，讓讀者更深入瞭解目前媒體的發展與走
向，深受媒體機關、產、官、學界的好評與肯
定。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大陸姐妹院名單
中山大學、重慶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科技
大學、華東師範學院、廈門大學新聞與傳播學
院、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中國傳媒
大學廣告學院、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
院、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上海交通大
學媒體與設計學院、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
傳播學院、復旦大學、湖南大學新聞傳播與影
視藝術學院、河北大學新聞學院、廈門理工學
院數字創意學院等。
課程介紹 (金門+臺灣兩地教學模式)
採取「2年金門、2年臺灣」的兩地教學模
式，前二年金門地區主修為新聞領域之專業課
程，奠定紮實的專業基礎根基，並依學生個人
興趣，進行專業核心課程與實習等相關培訓，
精化專業知識技能、強化就業競爭力。
因應媒體產業發展與變化，本系採匯流與創
新模式，結合最新理論與實務，發展完整與業
界能夠接軌的新聞專業教育與實務訓練，融合
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進行數位整合的精實教育與
實務訓練。
本系最具特色的課程是大一必修的「新聞原
理與編輯」及「新聞採訪寫作」，均採小班教
學，由具新聞理論或實務專長之專任教師與資
深新聞工作者雙師共同授課。課程重視學理講
授，強調新聞實務操作，並結合數位匯流編採
訓練。定期繳交實務作業，師生充分檢討，即
時解決學習困難。
傳播實務是本系另一項具特色課程，大三同
學進入學生實習刊物「銘報新聞」、「銘報新
聞電子書」及「MOL銘報即時新聞」深度且即
時報導國內外媒體動態，已成為本系一項重大
特色。 MOL更成為本系發展數位匯流與其他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匯流的關鍵平臺，提供未來
媒體整合企劃人才。修習傳播實務同學分為採
訪、編輯、影音、網路、活動、發行與行銷等
組，讓同學依興趣才能發展新聞、聲音、企畫
等不同專長，以強化就業競爭力。
本系現有7名專任教師（5名專任副教授、
2名專任助理教授），均為傳播或相關科系博
士，多擁有媒體實務工作經驗。校外兼任教師
10人，均為新聞傳播產業具有豐富實務經驗教
師。本系重視學理的講授，強調實務操作，以
培養學生數位匯流媒體整合的基礎專業、深入
的新聞專業、廣博基礎知識、有效的表達、團
隊合作、實作、思考與解決問題、國際觀與外
語等核心能力。
專業設置
本院在金門地區設有新聞學系，師資、設備
資源完善。
學習環境
本院設有“數位多媒體教學平臺”包括銘報新
聞、網路電視臺、網路廣播電臺、整合行銷傳播中
心、銘傳電視臺、銘傳無線廣播電臺等。

畢業出路
一、 新聞領域：大眾傳播領域、社會科學
領域
二、 新聞專長：包括報社、廣播、電視、
雜誌、通訊社、網路媒體與新聞媒體
集團採訪記者、圖表記者、編輯、新
聞企畫師及編譯等。
三、 升學：配合本校「四+一」提供同學在
大三、大四即可選修研究所課程，提
前修習碩班學分，一旦考上本校的傳
播管理研究所，即可在一年後完成論
文或作品報告，通過口試即可獲得碩
士學位。
專業教室資源設備
一、數位元多媒體實驗平臺

六、產學合作中心

三、銘傳電視臺
成立於1985年11月的銘傳電視臺是臺灣第一
座大專校園有線電視臺，也是最早轉型為網路
電視臺的校園電視臺之一。
銘傳電視臺致力於為傳播學院學生提供最先
進的教學環境，同時也邀請實務業界人士進入
校園傳授專業經驗，讓學生掌握完整的電視製
作流程，培養未來影視製作的專業人才。
2005年傳播學院將原有影棚升級為虛擬影棚
系統。經過升級後的虛擬影棚，打破空間環境
的限制，讓同學們更能天馬行空地發揮創意。
四、銘傳廣播電臺與網路電視臺
1993年銘傳廣播電臺成立至今，在大士林
地區都可以透過FM88.3聽到銘傳之聲的節目，
金門校區金銘之聲銘聲廣播電臺2017年3月開
台，而網路電視臺已在當天同時成立。
金門分部校園實習電臺「金銘之聲」銘聲廣
播電臺FM88.3，也於2017/3/18正式開播，並完
成線上收聽服務，收聽戶可使用手機或電腦上
網，連結網址:radio.km.mcu.edu.tw收聽。
「金銘之聲」除為金門校區提供廣播相關課
程教學與實習外，也擔負英文教學、協助政府
機關宣傳政令等公益化之使命。在節目類型方
面，引進優質英語廣播教學節目，讓弱勢家庭
孩子獲取最大的英文學習資源，進而達到公益
化之目標。另一重點節目即為學生發揮自身創
意與能力制播的各類型節目，節目內容涵蓋到
電影、音樂、生活趣事、人物介紹和生活百科
等方面，節目多元及展現教學成果。
電臺的組織是由助理組成的自治單位，依年
級學習不同的事務，在電臺中擔任不同的角
色。循序漸進的培訓方式，讓所有參與電臺的
助理，都可以受到完整的培訓。
助理經考核進入電臺後，需經過培訓並開始
製作單元，經考核後在大二時升級為二級助
理，可進入節目學習企制的工作。大三時經過
主持人考核後，方可成為主持人，進而在大四
時擔任編審。
銘傳廣播電臺目前是24小時播音，使用與
業界同步的電腦輔播系統，並且可以透過網
路廣播進行收聽。通過http://mol.cm.mcu.edu.
tw/~radio/ 隨時可以收聽到一群大學生熱情有活
力的節目。
五、整合行銷傳播中心

設置有“數位多媒體實驗平臺”，該平臺打
破以往以“媒體”為主的運作模式，改採用
“資訊類型”加以定位。本院學生的訓練著重
於各種資訊類型的整合，充分運用數位科技，
培養學生協同合作的能力，提升就業競爭力。
二、銘報新聞
銘報新聞(Media News)創刊於1982年11月1
日，1989年11月1日正式向新聞局登記出版，
是全台大學中第一份向新聞局登記出刊，並對
外發行的專業媒體刊物。隨著傳播科技的發
展、媒體的電子化，銘報新聞也於1995年9月
成立電子報，進展至網路時代，並於2002年

領域創作與執行水準，並透過與業界互動，增
進學生實作能力及產業體驗為期許。本中心成
立目的是使學生通過服務過程，了解廣告公關
行銷領域的實際操作，並透過與其他學生互動
與服務過程，增進人際溝通方法；而學生亦可
在與老師互動的過程中，確立未來專業規劃，
開發自我潛能，以達到自我成長、自我期許與
自我實現的目標。
為達成本中心推動整合行銷實務與學術發展
宗旨，本中心通過舉辦各種活動，例如，承辦
兩岸新聞報導獎、校慶研討會、大陸研究生來
台交流，擴大IMCC與產業界的互動，並經由
與實習媒體互動服務過程，以增進自我人際互
動。透過與師長及業界人士的互動，讓學生了
解廣告公關行銷領域，幫助學生了解自我專業
與未來規劃，以開發學生潛能。

整合行銷傳播中心(IMCC)成立宗旨為協助傳
播學院培育廣告公關行銷人才，提升本院相關

為促進本院與產業界的交流合作，本院于
2005年成立產學合作中心。其設立宗旨為積極
拓展業界關係，提供業界前瞻性技術、管理、
電子化及人才培訓等服務，以增進學生的實務
經驗、培育職場的正確態度及專業技能。
本中心著重與傳播產業界的互動關係，透過
各種層面的合作，讓學生能夠實際與產業界進
行交流互動，並深入了解業界動態。在產學合
作的推廣上，本中心於2004-2006學年度舉辦
“標竿大師職場體驗計畫”，選派優秀學生至
企業CEO辦公室進行貼身見習；並於北京奧運
期間與愛爾達公司合作，選派學生前往北京進
行奧運轉播工作，深受業界肯定。2011年與
元大文教基金會、Yam天空地瓜藤，2012年與
橙石公共關係顧問有限公司、京升國際商務旅
館、鈞揚國際行銷管理和動力整合行銷公司進
行產學合作。
七、兩岸傳播研究中心
為促進兩岸傳播學術研究與交流，本院于
1993年成立兩岸傳播研究中心。本中心旨在推
動本院與大陸學術研究與產學交流。
自1993年起，本中心舉辦相關活動近200
項，包括傳播產業研討會與兩岸交流活動，如
兩岸新聞報導獎、大陸研究生來台實習計畫
等。近期以促進兩岸交流為主，以期培養學生
統籌管理、活動規劃、應變能力、邏輯思考、
文字撰寫與版面配置的能力，並借兩岸學術交
流，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成效卓越。
八、資訊傳播研究中心
本中心成立於2002年，成立宗旨為支援本
院各單位的硬體設備暨網路的建置、維護與管
理。本中心成立以來，協助本院進行一系列
電子化工程。2003年7月正式納入媒體實務課
程，配合本院數位多媒體實驗平臺，支援本院
實習媒體及各中心的教學與實習。
本中心統籌本院資訊業務，電腦相關設備管
理與機房管理、為本院資訊架構與基礎建設樞
紐。
為開發資訊傳播科技的運用，並協助支援本
院實習媒體、四系一所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本
中心主要任務為推動與達成本院電子化的工
作；透過建構MOL(Medianews On Line)銘報新
聞網站，以滿足本院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所
需。
本中心除了協助院內重要活動網路直播外，
更與本院實作課程結合，嘗試進行新聞與各式
節目線上直播，為本院師生提供一個完善的網
路媒體實驗平臺。

跨國多校區校園
進入銘傳置身國際

觀光學院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金門分部)
◎採取「2年金門、2年臺灣」兩地
教學模式
網址：http://lra.mcu.edu.tw/
前言
銘傳大學為亞洲第一所通過美國高等教育認
證的大學，致力於培養實力足以和世界競爭的
國際化人才。
一、宗旨及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一）宗旨（Ｍission）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的宗旨在於培育優質
專業、卓越，與國際化休憩管理人才，
以服務國家、社會，與人民。
（二）目標（Goals）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的設立目標在於強調
學生畢業後在工作職場中具有公設休閒
遊憩管理專業、責任感、重視團隊精
神、職業倫理及國際觀。
G1. 追求休憩專業知識卓越水準
G2. 強化休憩理論與實務教育訓練
G3. 培養學生責任團隊與職業倫理
G4. 拓展國際視野
（三）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 Ｍission）
A.企劃與規劃之能力
B.運用科技之能力
C.簡報與表達之能力
D.溝通與統禦之能力
E.執行能力與職業道德
F.自我學習之能力

課程介紹(金門+臺灣兩地教學模式)
本系課程設計，參考歐美知名大學相關資
訊，課程內容理論與實務兼具。大學部畢業需
128個學分，通過本校所定的“服務學習”、
“英語能力”、“資訊能力”、“中文能力”
及“運動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標準，及系上所
定“基本能力”的檢定標準，方可畢業。
一、基礎課程:休憩學概論、觀光學概論、
餐旅管理導論、日文一、休憩資源管
理、休閒運動、休憩資源調查、休憩
行銷管理、戶外休憩實務、兒童遊
戲、露營地管理、社區休閒理論與實
務、觀光日文、休企管理英文、環境
導覽與解說、渡假村管理、休閒社
會學、環境保育與教育、休憩設施管
理、森林遊樂學。
二、進階課程:休憩資源開發、游遊程規
劃、研究方法、統計方法與資料分
析、休憩活動設計、商業遊憩、休憩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綠色管
理、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休憩資源
規劃、休憩實務運作訓練、節慶活動
規劃與管理、安全與風險管理、休憩
服務品質管制、博弈活動管理、志工
服務管理、水域遊憩、遊艇業管理、
運動休閒俱樂部管理、休憩產業經
營、休憩領導、環境影響評估、休憩
不動產開發、企業進階實習、職場實
務專題。
未來就業與職涯發展
一、休憩活動項目企劃人才
訓練學生能將遊遊憩活動等軟體服務
導入於休閒空間或場域以活化休閒情
境，提升參與者的休閒體驗，未來之
工作場域如主題樂園、策展會展公
司、公關廣告公司等。
二、休憩空間與資源規劃人才
訓練學生具備休閒空間如主題樂園、
購物中心、休閒農場、民宿等規劃與
設計之專業能力，未來之工作場域如
休閒空間規劃公司、政府公部門、土
地開發公司。
三、休憩經營管理人才
主要著重於休閒產業行銷管理、休閒
產業人力資源管理、休閒體驗管理、
休閒活動規劃管理、休閒服務品質管
理、休閒設施管理、休閒產業風險管
理、休閒產業財務管理等專業之培
養。

四、休閒運動管理人才
休閒運動健康產業，系結合休閒、運
動、健康、調養、互動等功能之經營
型態，未來職涯發展如運動健身房、
高爾夫球俱樂部、戶外遊憩冒險體驗
公司、休閒俱樂部(遊艇、馬術訓練、
網球等)。
五、休憩環境導覽與解說人才
未來可以在觀光休憩場所中擔任導覽
及解說或接待貴賓公關接待貴賓公關
之工作，例如觀光工廠導覧及活動領
導人、博物館解說員、國家公園環境
解說員、遊艇上之導覧服務人員、休
閒農場環境解說和活動經理人，亦可
報考觀光休憩及博物館研究所，以及
相關公務穖關之職缺。

多元教學課程
一、產業實習
(一) 國內：超過50家以上著名企業專業實
習，達到理論與實務結合之目的
(二) 海外：連續3年榮獲教育部學海築夢計
  畫，補助學生前往美國、日本
  進行產業實習
二、著名企業參訪
搭配課程需要，安排前往國內知名休閒遊憩企業
進行參訪，以瞭解企業實務運作情況，例如主題樂
園、遊艇產業、觀光工廠、休閒農場等。

三、國際交流活動
著名大學訪問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海
外移地教學等國際交流活動機會。
四、專業情境教室
一、空間規劃教室：主要為培養休憩空間
與資源規劃人才，備有休憩規劃桌
椅、規劃軟體教學電腦、大圖輸出機
等設施。

二、戶外運動練習場：主要為培養休閒運
動管理人才，備有高爾夫球、漆彈、
射箭等練習場設施。

三、博弈專業教室：為博弈娛樂學門區
域，備有21點、百家樂、輪盤及電動
角子機台等設施。

四、V R休閒旅遊實驗室：為了多元休閒
活動的推廣和導覽解說的訓練，裝
備有三套進階V R設備及四套簡易V R
cardboard體驗設備，並且教授學生如
何製作各類型休閒活動的V R體驗產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