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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目標:
   幫助學生認識電視媒介在現代社會所佔有的角色，使學生有能力以批判的角度，去觀察與思考電視所產
生的問題，從而發展自己的研究興趣。
                                                   
二. 教學方式
   本課程分為兩大部份交互實施。第一部份著重在以批判的觀點，講述有關電視媒介的演進、功能、效果
及其所衍生的問題；第二部份要求學生配合課程進度，每週實際研讀並撰寫摘要報告，上課時並引導討論。

三. 課程大綱
（一） 電視與全球化
1.  Globalization unde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涂瑞華譯 (1996)， 傳播媒介與資訊社會， 第六章， 
     pp. 165-205， 台北： 亞太圖書。
   Schiller, Herbert (1994), “Technology and media in the 
     age of the global super-market,” 收錄於 第四屆電影電
     視錄影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pp.273-293。

2. Cultural Imperialism
   陳炳宏 (1997) ， “直播電視政治經濟學分析 -- 直播電視產 
    業趨勢與台灣發展直播電視問題” ，廣播與電視，3(2):29-51。
   Liebes, Tamar & Elihu Katz (1993), The export of meaning,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pp. xi-xii, 3-19.
 
3. Cultural Dependency
       唐維敏譯 (1994)， “不對稱相互依賴與文化接近性： 對國際
         間節目流路的批判性回顧” 傳播文化，3:163-191。
 

（二）電視媒介生態
1.  媒介政治經濟（Policy, power and control）
  莊麗莉譯 (1995)， “文化、傳播與政治經濟學”，（Peter Golding 
    & Graham Murdock原著）當代 ，114期，pp. 32-51。
              中華民國有線電視發展協會 (1997)， “有線電視政策大會談”
     廣電人，34:39-43。
   程宗明(2002)， “電視政策對制度型塑的回顧與前瞻”， 台灣
     電視四十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論文集 (pp.303-350)，國立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台灣電視四十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2.  轉變中的電視產業生態
   陳炳宏(2002)， “台灣電視產業與經營管理之變遷”， 台灣電
     視四十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論文集 (pp.351-378)，國立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台灣電視四十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盧永山 張時健 (2002)， “媒體改造運動與傳播學生鬥陣”， 
     台灣電視四十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論文集 (pp.17-30)，國立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台灣電視四十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三）電視與社會控制（功能論的觀點vs. 批判理論的看法）
1.  Culture & Sub-Culture
   蔡炎 (1994)， “電視單元劇與社會之關係” 新聞學研究，
     49:107-121。
   鄭明椿 (1992) ， “從品味文化到文化霸權: 電視批評的老問
     題與新方向” 第三屆電影電視錄影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pp.51-62。
 
2.  Conflict
   Olien, Clarice N., Phillip J. Tichenor, & George A. 
     Donohue (1989), “Media coverage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Charles T. Salmon (ed.), Information campaigns: 
     Balancing social values and social change. Newbury 
     Park, CA: Sage.pp.139-163.
 
3.  Violence
   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 (1998)， “這是我們看的電視嗎?” 
     家書，109:1-3。
   謝旭洲 (1997) ， “暴力卡通影片與國小學童侵略行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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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播與電視，3(1):71-94。
 
4.  Pornography
               林芳玫 徐郁喬 (1997) ， “色情媒介及其效果: 閱聽人研究的
     再省思” 廣播與電視，3(1):95-125。Check, James V. & Neil    
   M. Malamuth (1986), “Pornography and sexual aggressio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9:181-213.
 
5.  Materialism & Values
   張君玫 黃鵬仁譯 (1995) ， 消費，台北：巨流圖書，
     pp. 117-165。
   曹佳媚 (1997)， “都會女性看電視，戲?媕艇~兩個樣” 
     家書，104:1-3。
   Leach, William (1993), Land of desi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p. 3-12.
 
6.  Pseudo Events
   鍾蔚文 (1992)， 從媒介真實到主觀真實， 台北： 正中書局，
     pp. 1-26, 135-148。
   Tuchman, Gaye (1978), Making news, pp. 1-14, 182-197.
 
7.  Socialization
   陳良任 (1997)， “有樣學樣，電視教我犯罪” 家書，
     105:1-4。
   O’Keefe, Garrett J. & Kathaleen Reid-Nash (1987), 
     “Socializing functions,” In Charles R. Berger & 
     Steven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419-445, Newbury Park, CA: Sage.
 
（四）電視傳播效果解讀
1.  電視到底有沒有 “效果” ?
   Katz, Elihu, H. Hass, & M. Gurevitch (1997), “20 years
     of television in Israel: Are there long-run effects on 
     values,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7(2):3-20.
   Tuchman, Gaye (1994), “Realism and romance: The study of   
     media effects,” In Mark R. Levy & Michael Gurevitch  
     (eds.), Defining Media studies, pp.278-28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幾個電視效果理論
           （1）Cultivation Analysis
                 Gerbner, George, Larry Gross, Michael Morgan, & Nancy 
   Signorielli (1994), “Growing up with television: 
   The cultivation perspective,” In Jennings Bryant & 
   Dolf Zillmann (eds.), Media effects –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p. 17-41.
           （2）Agenda-Setting
 蔡美瑛 (1995)， “議題設定理論之發展 – 從領域遷徙、
   理論延展到理論整合” 新聞學研究，50:97-123。
           （3）Uses and Gratification
 Palmgreen, Philip (1984),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Yearbook, 8:20-55.
           （4）Social Learning Theory
 Bandura, Albert (1994),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Jennings Bryant & 
   Dolf Zillmann (eds.), Media effects –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p. 61-90.

四. 成績評定方式
 1.課堂參與 - 40%（包括上課出席、發問與領導討論及平時摘要報告） 
   2.學期報告 - 60%（必須與電視有關之任何主題，包括：科技面、政治經濟
     面、組織管理面、訊息內容面、效果面或其他你有興趣探討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