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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電訊傳播專題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李寶慧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3 學期
Semester 2

課程大綱

93學年度第二學期  「電訊傳播專題」授課大綱
授課老師：李寶慧　    電話：2233-1668轉121   0935-271-054
E.mail：baolee@hohonet.com.tw  baolee168@yahoo.com.tw
上課時間：每週三  晚上6:40-7:25  7:30-8:20

一、 課程目標：
本課程是設計給已具備電子媒介概念基礎的大傳系同學，進而逐一檢視電訊傳播的整合及內涵探討，並了解
電訊傳播在經濟、社會、文化、政治、教育、法規等各個層面所引發的影響。
本課程結束後，學生應能對電訊傳播範圍內之研究、政策制定、實務規劃等方面提供理論基礎及分析架構、
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

二、 成績評定：
(1) 三篇讀書報告                                               30%
(2) 期中考                 　　　　   　　　　　               30%
(3) 期末考                                                     30%
(4) 課堂參予　　　　　　　　　　　　　　   　　　　　 　 　    10%
?? 讀書報告請打字，共三次，每次至少3頁。(不含封面、附件)
?? 讀書報告勿相互抄襲，抄襲者及被抄襲者均以0分計算。
?? 應按規定時間繳交報告，遲交者一天扣五分，超過兩週以0分計算。
?? 課堂參予包括出席及課堂討論。
?? 上課進教室，請關手機，請勿私下交談，以免打擾同學。

三、 參考資料：
(1) 2005年廣電人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之「有線暨衛星廣播電視產業營運議題研討會」論
文集，http://www.broadcasters.com.tw/highlight4.htm
(2) 劉幼琍主編，2004，電訊傳播。台北：雙葉書廊。
(3) 林石根，2004，電信管制與競爭。台北：五南書局。
(4)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5) 鄭明椿，2003，換個姿勢看電視。台北：揚智出版社。
(6) George Gilder (2000) Telecosm: How Infinite Bandwith Will Revolutionize 
Our World. 中譯本：賴柏洲、戚瑞國，2002，電訊狂潮－無限寬頻如何改變世界。台北：先覺出版社。
(7) 陳笠雲主編，2000，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台北：源流出版社。　
(8) 陳炳宏，1999，傳播產業研究。台北：五南圖書。
(9) 程予誠，1999，新媒介科技論。台北：五南圖書。
(10) 彭芸，1999，國際傳播新焦點。台北：風雲論壇。
(11) 程予誠，1998，傳播帝國-新媒介帝國主義。台北：亞太圖書。
(12) Robert S. Fortner (1993)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History, Conflict, 
and Control of the Global Metropolis.中譯本：龐文真，1996，國際傳播。台北：五南書局。
(13) Joseph Straubhaar & Robert LaRose (1996) Communications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中譯本：涂瑞華，1996，傳播媒介與資訊社會。台北：亞太圖書。
(14) Robert G. Picard (1989) Media Economics. 中譯本：馮建三，1994，媒介經濟學。台北
：源流出版社。
(15) 通訊雜誌，全文索引，http://www.grandsoft.com
(16) 公平交易委員會，http://www.ftc.gov.tw
(17) 交通部電信總局，http://www.dgt.gov.tw

四、 相關書籍：
(1) August E. Grant & Jennifer Harman Meadows (Ed.).(1998). Communication 
Techdnology Update. MA：Butterworth-Heinemann.
(2) 約翰‧奈思比著，尹萍譯，1999，高科技‧高思維。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3) 戴維絲著，李靚瑤譯，1999，億萬商戰－媒體的金權遊戲。台北：先覺出版公司。
(4) 唐‧泰普史考特著，卓秀娟、陳佳玲譯，1997，數位化經濟時代。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
(5) 凱文‧曼尼著，蘇采禾、李巧云譯，1996，大媒體潮。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6) Cary Lu著，周廣志編譯，2000，頻寬的競爭－全面解析資料的傳輸。台北：華彩軟體。
(7) 尼葛若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著，齊若蘭譯，1995，數位革命。台北：天下文化出版
公司。

五、 課程進度與內容：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 作業
01 2/23 介紹課程大綱 
02 3/02 電訊傳播概論
?? 電訊傳播定義
?? 電訊傳播科技發展
?? 電波概論：電波、頻譜、電波管制、無線電頻譜、頻譜稀有論、頻譜無限論
 
03 3/09 電訊傳播與政策制定及匯流趨勢
?? 電波頻率分配及管理
?? 電訊傳播政策制定



?? 電訊匯流趨勢 
04 3/16 電訊傳播與經濟議題
?? 經濟活動
?? 市場類型
?? 經濟規模 
05 3/23 電訊傳播與市場結構
?? 市場結構與行為
?? 市場競爭與管制 交讀書報告1
06 3/30 數位電視專題　(1)
?? HDTV
?? 數位電視 
07 4/06 春假 
08 4/13 數位電視專題　(2)
?? 無線數位電視
?? 有線數位電視
?? 衛星數位電視 
09 4/20 期中考試 
10 4/27 有線電視專題　(1)
?? 概論
?? 市場結構及SCP模式
?? 併購整合與市場集團化 
11 5/04 有線電視專題  (2)
?? 科技匯流下的法規規定
?? 廣電三法 
12 5/11 直播衛星專題　
?? 概論
?? 產業發展與市場主要競爭者
?? 產業影響及相關議題 交讀書報告2
13 5/18 固網專題
?? 產業結構
?? 法規制定
?? 市場議題 
14 5/25 寬頻數位通信相關議題
?? 寬頻網路
?? 寬頻上網
?? 無線寬頻 
15 6/01 行動通訊專題　(1)
?? 原理
?? 各國發展
?? 技術演進
?? 產業議題 交讀書報告3
16 6/08 行動通訊專題　(2)
?? 電信自由化
?? 併購與全球合作
?? 3G 
17 6/15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