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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班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研究所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3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廣告理論與研究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選修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3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英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陳尚永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副教授

此課程是否
符合教師專
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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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直接相關]
  2.英文[無關聯性]
  3.資訊[無關聯性]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14.傳播與媒體[直接相關]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1.閱讀理解[直接相關]
  3.文字表達[直接相關]
  4.口語表達[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直接相關]
  11.人際覺察[間接相關]
  13.說服[直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直接相關]
  36.創意力[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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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
題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間接相關 環境保護     間接相關

品德教育 間接相關 環境安全 間接相關

生命教育 間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間接相關

人權教育 間接相關 法制教育 間接相關

服務學習 間接相關 生涯教育 直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間接相關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間接相關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1、幫助學生瞭解有關廣告之基本理論與研究。
2、培養學生以批判性之思維方式，解讀現今台灣與其他地區之廣告現象，進而
      思考廣告理論與研究之修正空間。
3、激發有志於從事廣告研究之學生，進一步自行蒐集與研讀文獻的興趣。
4、幫助學生發展並檢視自己的碩士論文大綱（proposal）。

先修課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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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
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2/23 課程簡介

2 03/02

廣告產業
　　Frith, Katherine 
Toland (2006). The rising 
dragon: Chinese 
consumerism. 《廣告學
研究》，25:1-25。
胡光夏（2000）：〈國際廣告的政
治經濟分析─台灣與韓國之「國內廣
告市
　　   場」過程及其對廣告產業
結構影響的研究〉。《廣告學
研究》，15:183-208。
　　陳文玲（2000）：〈多洛西亞
之旅：廣告人 vs. 創造力〉。《
廣告學研究》，
　　   15:139-160。
    黃振家（2010）〈台灣廣告
代理業組織變革之研究〉。發表於
：中華發展基金會兩岸青年學者
論壇。

3 03/09

廣告與社會
　　鄭自隆（1999）：〈廣告與台
灣社會：戰後50年的變遷〉。《廣
告學研究》，
　　   13：19-38。
郭良文、馮國蘭（2001）：〈台灣
廣告內涵特質的轉變〉。郭良文主
編《台灣的廣告發展》第
七章，209 ~ 238頁，台北：學富
文化。
Zhou, S., P. Zhou, & Fei 
Xue (2005). “Visual 
differences in U.S. and 
Chinese television 
commercial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4(1):111-
119.
Geoffrey P. 
Lantos(1987).“Advertising
: Looking glass or molder 
of the 
　　   masse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6:104-128.

4 03/16

廣告效果總論
戚栩僊（2003）：〈廣告效果展現
：資訊處理與意義解釋二模式之
初探〉。《廣
       告學研究》，20:77-
95。
    胡光夏（1999）：〈廣告文
化理論學派之探討─三種解讀廣告文
本的取徑分
　　   析〉。《廣告學
研究》，13:93-111。
　　Thomas E. Barry 
(1987).“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erarchy of 
effects: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urrent 
Issues &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10(1&2):251-295.
    吳岳剛（2008）：〈廣告
創意、處理經驗與溝通效果〉。《
廣告學研究》，30:63-84。

廣告的社會文化影響
Richard W. Polla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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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3/23

“The distorted mirror: 
Reflections o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dvertis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50(April):18-
36.
甘惟中、許詩韻（2005）：〈借錢
有理，消費無罪？解讀現金卡廣告
中的消費文化意涵〉。《廣告學
研究》，23:93-124。
陳春富（2011）：〈「家」的夢想
：解析房仲電視廣告中的家庭圖像
與性別關係〉。《廣告學
研究》，35:75-112。
孫秀蕙（2010）：〈被框架的女性
意象：上海月份牌廣告畫的圖像符
號分析〉。《廣告學
研究》，34:25-63。

6 03/30

廣告媒體對廣告效果之影響
Marvin E. Goldberg & 
Gerald J. 
Gom(1987).“Happy and Sad 
TV Programs: 
　　   How They Affect 
Reactions to 
Commercial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4:387-
403.
Patrick De Pelsmacker, 
Maggie Geuens, & Pascal 
Anckaert (2002). “Media 
context and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The role 
of context appreciation 
and 
context/ad similarity,”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1(2):49-61.

7 04/06

廣告訊息對廣告效果之影響
　　黃光玉（2006）：〈說故事打
造品牌：一個分析的架構〉。《廣
告學研究》，26:1-26。
吳岳剛、呂庭儀（2007）：〈譬喻
平面廣告中譬喻類型與表現型式的
轉變：1974 -2003〉。《廣告學
研究》，28:29-58。
賴建都（2008）：〈政府宣導廣告
之文案測試研究：以國民健康
局2004~2006
年「鼓勵生育」宣導廣告為例〉。
《廣告學研究》，29:1-28。
Esther Thorson 
(1989).“Television 
commercials as mass media 
messages”in 
　　   James J, 
Bradac(ed.) Message 
effect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Newbury 
       Park, CA:Sage. 
Pp.195-231.

8 04/13

廣告代言人
許碧芳、蘇鈺勳（2008）：〈廣告
代言人效果評選模式之發展與
應用〉。《廣告學研究》，29：29 
~ 46。
潘家鑫（2007）：〈多品牌代言人
效果 --- 雙重路徑處理觀點〉。
《中國廣告學刊》，12：58 ~ 
71。
蔡佳靜（2006）：〈廣告模特兒外
表吸引力的迷思？ --- 不同男性
產品之探討〉。《廣告學
研究》，25:107-129。
Neeley, Sabrina M. and 
David W. Schumann (2004). 



“Using animated spokes-
characters in advertising 
to young children --- 
Does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advertising 
necessarily lead to 
product preferenc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3(3):7-23.

9 04/20

涉入程度與自我
 Herbert E. Krugman 
(1965),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advertising: 
Learning without 
involvement,” Public 
OpinionQuarterly, 29:349-
356.
Judith L. 
Zaichkowsky(1994).“The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Reduction, 
revision, and application 
to advertising,”Journal 
of Advertising. 23(4):59-
69.
Charles S. Gulas & Kim M
張卿卿（2004）：〈廣告與自我一
致性效果〉。《管理評論》23(3)
：93 ~ 114。

10 04/27

Attention
 Dean M. Krugman, Glen, 
T. Cameron, & Candace 
McKearney White (1995).
“Visual attention to 
programming and 
commercials: The use of 
in-home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4(1):1-12.
唐大崙、莊賢智（2005）：〈由眼
球追蹤法探索電子報版面中圖片位
置對注意力分佈之影響〉。《廣告
學研究》，24:89-104。
曹文瑜、楊惠貞、曹文瓏（2006）
：〈彈跳式視窗對網路使用者注意
力影響之研究〉。《Journal of 
e-business》，8(3):373-
392。
賴建都、黎佩芬（2010）：〈戶外
廣告設立位置差異及影響可見度之
研究〉。《廣告學研究》，34:1-
24。

11 05/04

Affective Responses & 
Attitude Toward the ad 
(Aad)I
郭貞（2010）：〈海峽兩岸都會區
戶外廣告中價值觀與廣告訴求比較
研究〉。《廣告學
研究》，33:39-70。
 黃聖哲（2006）：〈比較式手法
引起的廣告態度之中介效果模式
探討〉。《廣告學
研究》，26:61-82。
張卿卿（2007）：〈How 
Context-Evoked Affect 
Influences Responses to 
Ads for High and Low 
Involving Products.〉。《
廣告學研究》，27:57-77。

12 05/11

Affective Responses & 
Attitude Toward the ad 
(Aad)II

 Scott B. MacKenzie, 
Richard J. Lutz, & George 
E. Belch (1986), “The 
role of attitude toward 
the ad as a mediator of 



the ad as a mediator of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A test of 
 competing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3(May):130-
143.

13 05/18

Memory（Recall & 
Recognition）I
Brian D. Till & Daniel W. 
Baack (2005). “Recall and 
persuasion: Does creative 
advertising matter?”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4(3):47-57.
Maher, Jill K., Michael 
Y. Hu, and Richard H. 
Kolbe (2006). “Children’s 
recall of television ad 
elements --- An 
examination of 
audiovisual effect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5(1):23-33.

14 05/25

新科技與廣告研究I
    耿慶瑞（民89）：〈ＷＷＷ
互動廣告的互動層次〉。《廣告學
研究》，15:161-181。
Burns, Kelli S. and 
Richard J. Lutz (2006). 
“The function of format -
-- Consumer responses to 
six on-line advertising 
format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5(1):53-63.
　　

15 06/01

新科技與廣告研究II
    

　　Yuhmiin Chang & Esther 
Thorson (2004).  
“Television and Web 
advertising 
synergie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3(2): 75-
84.
　　David W. Stewart 
(1992).“Speculations on 
the future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1(3):1-18.

16 06/08

置入性行銷
     黃國師（2005）：〈置入性
行銷是電視媒體的甜點還是
雞肋？〉。《中華傳播
學刊》，8:17-25。
羅文輝、劉惠苓（2006）：〈置入
性行銷對新聞記者的影響〉。《新
聞學研究》，89:81-124。
     徐振興、黃甄玉（2005）
：〈產品訊息疑似置入電視偶像劇
之研究〉。《中華傳播
學刊》，8:65-114。
     王泰俐、蘇蘅 （2009）
：〈電視新聞商業置入廠商身分
揭露、產品類型以及置入策略對新
聞可信度的影響〉。《廣告學
研究》，32:27-53。

17 06/15 同學期末報告與評論I

18 06/22 同學期末報告與評論I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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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20 影片欣賞 10 討論 3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4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0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由任課老師自行編篡

教科書

學術期刊
1. 廣告學研究
2. 新聞學研究
3. 中華傳播學刊
4. Journal of Advertising
5.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6. Journal of Marketing
7.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8.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9.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參考書目
Reference

網路
1、中文傳播資料庫 (http://commdb.nccu.edu.tw/)--國內最完整的廣告資料庫
2、Journal of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http://jiad.org)--9/15/2000創刊
3、廣告線上 (http://www.adol.com.tw)--提供每週廣告量 （10/24/2000創刊）
4、台灣CF歷史資料館 (http://cf.nctu.edu.tw/index.htm)國內已播過CF
5、易初九廣告公司 (http://www.adnet.com.tw)--付費提供七大媒體資料庫 (2001
      年2月上線)
6、潤利公司 (http://www.rainmark.com.tw)--國內收視率、廣告支出即時資訊。
7、廣告王（www.mycfbook.com）---國內廣告創意、廣告盛事
8、廣告檔案（http://www.archivechinese.com/product_magazine.html）--- 總
部設在澳洲的全球性廣告雜誌

教學平台網址 ICA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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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learn.fju.edu.tw


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
寫報告

0 個案分析報
告撰寫

0

專題發表 30 課堂上實作
演練

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0 期末考 0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50 課堂參與 2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口頭報告 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請假最多以3次為限，病假應在當週請假完畢，事假必須事先請准。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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