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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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化研究與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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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強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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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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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聯性]
  3.文字表達[無關聯性]
  4.口語表達[無關聯性]
  7.批判思考[直接相關]
  11.人際覺察[無關聯性]
  13.說服[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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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關聯性 環境保護     無關聯性

品德教育 無關聯性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無關聯性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無關聯性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無關聯性 生涯教育 無關聯性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無關聯性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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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的訓練，是種問題解決能力的訓練（包含日常生活問題與學術問題），不太適合被化
約成單純的技術學習。相對地，方法論也不適合完全被想像成深奧理論，單純背誦哲學性質濃厚的
理論，似乎不太能幫助我們增加研究能力。
   因此，就這學期課程來說，我們需要學會的是如何在不同研究情境，活用相關知識，用更有
創意、感動的方式發現問題，用細緻、邏輯的方式處理研究。基於這種假設，這堂課將以對話與思
考為基礎，配合上實作，一同發現在問題解決過程中可能遭遇哪些問題與限制，這些問題與限制又
會如何相互影響產生錯誤，而相對應的解決策略又有哪些。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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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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 補假

2 03/06 課程說明
基本概念

研究、對話與思考

3 03/13 基本概念
研究問題的產生

質化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如何產生：觀察、感動與
思考
的交會

4 03/20 研究問題的產生
研究的邏輯

研究問題如何產生：觀察、感動與
思考
的交會「好」問題的產生：觀察、
感動與思考的交會
研究的邏輯：思考、文獻理論與觀
察證據間的精緻化過程

5 03/27 研究問題的產生 練習實作與討論

6 04/03 放假

7 04/10 文獻理論的功能 文獻理論的功能

8 04/17 品質與效度 品質與效度的考量I

9 04/24 品質與效度 品質與效度的考量II

10 05/01 抽樣、推論 抽樣、推論

11 05/08 證據資料蒐集策略 觀察 

12 05/15 證據資料蒐集策略 訪談 

13 05/22 證據資料蒐集策略 文本分析

14 05/29 詮釋、書寫與瞭解 詮釋、書寫與瞭解 

15 06/05 反思 研究者的位置

16 06/12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17 06/19 　 放假一天

18 06/26 個別討論 個別討論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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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影片欣賞 0 討論 3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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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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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教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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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良恭（1992）。公共行政理論與實際的關係：實證論、詮釋學與批判理論的比較。國立政治大
學學報64期。
李政賢等譯（2007）。質性研究導論。台北：五南。第一、二章。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Ch 
2 & 3.
村上春樹（2006）。終於悲哀的外國語。台北：時報。（大學村清高主義的興亡）
張君玫、劉衿佑譯（1995）。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第一、二、三章。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台北：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一章。
徐宗國譯（1998）。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第一、二、三、四章。
Slife, B. D. & Williams, R. N.(1995).What’s behind th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Sage. Ch.3.
陳瑞麟（2010）。科學哲學，台北：群學。第四章。
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質性研究方法的實踐。台北：韋伯文化。第二十四章。
高承恕（1999）。頭家娘，台北：聯經。
鍾蔚文（2002）。誰怕眾聲喧嘩：兼論訓練無能症，中華傳播學刊：創刊號。
Kvale, S.(1995).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idity. Qualitative 
Inquiry, 1(1).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Ch 
4, 5, 6.
Diesing, P. (1991) How does social science work?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Ch.7,9.
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質性研究方法的實踐。台北：韋伯文化。第二十六章。
李政賢等譯（2007）。質性研究導論。台北：五南。第七章。    
郭姿吟與呂錦媛譯(2009)。這才是做研究的王道。台北：群學。第三章。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Ch 
7,8.
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質性研究方法的實踐。台北：韋伯文化。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
九章。
李政賢等譯（2007）。質性研究導論。台北：五南。第六、十二、十四章。
劉仲冬（1996）。民族誌研究法與實例。在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台北：巨流。
嚴祥鸞（1996）。參與觀察法。在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台北：巨流。
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質性研究方法的實踐。台北：韋伯文化。第六、十四章。
李政賢等譯（2007）。質性研究導論。台北：五南。第八、九章。
Kvale, S.(1996).InterViews. Thousand Oaks: Sage. Ch.5,8,9
羅世宏、蔡欣怡、薛丹琦譯（2008）。質性資料分析：文本、影像與聲音。台北：五南。第八、
十、十一、十
      三、十四章。
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質性研究方法的實踐。台北：韋伯文化。第十一、
      十二、十三章。
李政賢等譯(2007)。質性研究導論。台北：五南。第十七、十八、十九章。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Ch 
11.
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質性研究方法的實踐。台北：韋伯文化。第十九、三十六章。
單德興（2003）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序言、第三章（知識份子的流亡）.
張君玫、劉衿佑譯（1995）。〈論學術藝師精神〉，《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質性研究方法的實踐。台北：韋伯文化。第十五、十六、十七、三
十四、三十五
      章。

教科書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李政賢等譯（2007）。質性研究導論。台北：五南。
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質性研究方法的實踐。台北：韋伯文化。

蕭寶森譯（1995）。蘇菲的世界（上），台北：智庫文化。（伊甸園、魔術師的禮貌、神話）。
Smith, M. J. (1998). 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Chapter 
1 (Social 
      science as a situated practice).
施盈廷等譯（2011）。反身性方法論：質性研究的新視野。台北：韋伯。第一章。
孫智綺譯（2002）。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第一、二章。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台北：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一章。
施盈廷等譯（2011）。反身性方法論：質性研究的新視野。台北：韋伯。第二章。
朱元鴻（2000）。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第一章。
Kordig, C.R.(1980). The 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 In Klemke, 
E.D., 
      Hollinger, R.& Kline, A.D. (eds.),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ffalo, NY：Prometheus Books.
陳向明（2004）。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章。
Douglas, J. D. (1970).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In J. D. Douglas 
(Eds.),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For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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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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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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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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報告包含:
1.導讀報告(書面與口頭報告)與課後心得(書面)(40%) 
  導讀報告包含分組型式
2.期末報告(40%)
第一週上課將詳細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一、課堂是一個集體活動的地點，所以還是需要有若干規則，以維護課堂順暢運作，以及公平性
問題。因此，
   請同學配合以下幾件事：
   1.上課前請閱讀完指定讀物。
   2.請勿遲到、未到。請勿使用行動電話、上網，以及遵守各項教室規則。
   3.所有報告與作業均請準時繳交，遲繳將嚴重影響分數。    

二、研究所課程，除需要認真閱讀完指定讀物外，課堂與課後的對話，是很重要的，所以請大家試
著放棄心中 
   的害羞與緊張，共同參與討論。這種討論很重要，一開始可能感到不習慣，但可以勇敢些。積
極參與對話
   會有更好的學習效果，更重要地，透過對話，我們才能精緻與深化自己的思考，也更能活用知
識解決問
   題。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1. 每週閱讀讀物進度，請見第一週上課所發之教學大綱。
2. 每週單元與讀物將有調整，請見第一週上課所發之教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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