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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傳播研究方法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陳春富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4 學期
Semester 1

                              傳播研究方法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

系（所）級：大眾傳播研究所一年級
課程性質：必修（3學分）
上課時間：週一 9:10~12:00 LF 308 
指導教授：陳春富（E-mail: maco2057@mails.fju.edu.tw）
晤談時間：每週一14:00~16:00（文開樓 815）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系統性地介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大眾傳播與媒體研究領域中之應用，以提供研一學生對於
理論建構與研究方法執行之認識。課程中透過對於傳播研究領域主要研究方法的比較與對照，輔以研究問題
的提出與思辯，厚實修課同學對於各類研究方法在概念與操作上的了解。

課程範圍：
1. 社會科學研究之本質、精神、目標、方法與程序總論。
2. 傳播與媒體研究領域各類量化與質化方法與方法論之介紹。
3. 傳播研究相關期刊論文之研究方法討論與反思。
4. 研究計畫書（research proposal）撰寫

授課方式：
Seminar形式：課堂講授；分組導讀；問題討論；期末報告（書面&口頭）

一、課堂導讀：
1. 修課同學除了必須確實依課程進度預習指定讀物之外，也將針對所分配之課程單元主題，以分組方式輪
流進行課堂導讀。
2. 導讀方式：（1）針對當週指定之readings內容進行介紹與解說。
             （2）自行選取1~2篇中/英文期刊論文進行分析與評論。
             （3）告訴大家：如果你/妳選擇該項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你/妳會選擇什麼題目，並簡
述你/妳的研
                  究設計。
             （4）主導課堂討論，擬出3~5個問題與其他同學進行討論，
                  並負責回答其他同學之提問。   
             （5）請預先將導讀內容製作成大綱發給老師與其他同學。

二、問題討論：
1. 本課程主要以seminar形式進行，請修課同學務必預習指定讀物，並積極參與課堂討論。沉默是毒不是 
         金。
2. 請依據課程主題，主動於上課時提出閱讀心得與問題，與其他同學進行對話交流與腦力激盪。

三、「研究計畫書」（research proposal）：
1. 請於期中指定日期繳交研究計畫書之題目與大綱。
2. 期末報告請於指定日期準時繳交。
3. 研究計畫書為individual project，包含書面報告與口頭提報。口頭提報將採正式研討會形式，以
分組
         panel方式進行發表。
4. 研究計劃書之內容、篇幅、格式等相關規定，將於學期第二週以書面形式告知。原則上希望同學們將其
         視為研究生小論文之前置作業。

評分方式： 
課堂表現 50%：包含上課出席、作業、導讀、發問、以及問題討論的參與
期末報告 50%：包含口頭提報與書面報告 

課程進度：
第一週 (9/19)：課程介紹 & 導論 
畢恆達（2005）。《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台北：學富。
Ragin (1994). Ch. 1 
第二週 (9/26)：社會科學研究之本質與目標
胡台麗。〈民族誌影片漫遊〉演講，9/28，文友樓118。
Ragin (1994). Ch. 2 & 3 
Babbie (2003). Ch. 1 & 2 
*每位同學請繳交1,000字左右閱讀心得並提出討論
第三週 (10/3)：研究問題之形成、設計與倫理
畢恆達（1998）。〈社會研究的研究者與倫理〉，《危險與秘密：研究倫理》，頁31-83。
Babbie (2003). Ch.4, 5, 6 & 7
*每位同學請繳交1,000字左右閱讀心得並提出討論（含胡台麗教授演講心得）
第四週 (10/10)：雙十國慶放假一天
第五週 (10/17)：研究方法之選擇與資料蒐集 



課程大綱

劉仲冬（1996）。〈量與質社會研究的爭議及社會研究未來的走向和出路〉，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
研究》，頁121-139。
Ragin (1994). Ch. 4 & 6
*導讀同學請自行選擇相關中英文期刊論文各一篇
第六週 (10/24)：調查法 & 縱貫研究            
Babbie (2003). Ch. 9
Wimmer & Dominick (2003). Ch. 7 & 9
*導讀同學請自行選擇相關中英文期刊論文各一篇
第七週 (10/31)：實驗法
Babbie (2003). Ch. 8
Wimmer & Dominick (2003). Ch. 9
*導讀同學請自行選擇相關中英文期刊論文各一篇
第八週 (11/7)：內容分析法
Babbie (2003). Ch. 11
Wimmer & Dominick (2003). Ch. 6
*導讀同學請自行選擇相關中英文期刊論文各一篇
**繳交「研究計畫書」題目與大綱
第九週 (11/14)：網際網路研究法
傅仰止（2001）。〈網路人口的樣本特性：比較網頁調查追蹤方法與個人網絡抽樣方法〉，《調查
研究》，9：35-72。
Jones, S. (1999). “Studying the Net: Intricacies and issues”. pp. 1-27.
Kozinet, R. (1998). “On netnography: Initial reflections on consumer 
investigations of cyberculture.”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25, 366-371. 
*導讀同學請自行選擇相關中英文期刊論文各一篇  
第十週 (11/21)：田野調查與民族誌學
劉仲冬（1996）。〈民族誌研究方法與實例〉，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173-194。
嚴祥鸞（1996）。〈參與觀察法〉，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頁195-222。
Morley, D., & Silverstone, R.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media audience,” in K. Jensen & N.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49-162.   
*導讀同學請自行選擇相關中英文期刊論文各一篇 
第十一週 (11/28)：訪談法（焦點團體 & 深度訪談法） 
胡幼慧（1996）。〈焦點團體法〉，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頁223-238。
Lindlof et al. (2002). Qualit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 Ch 6, 
“Eliciting experience: Interviews”pp.163-196.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 evaluation methods. Ch. 7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pp. 339-384.
*導讀同學請自行選擇相關中英文期刊論文各一篇
第十二週 (12/5)：言說與文本分析
周雅容（1996）。〈象徵互動論與語言的社會意涵〉，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
  究》，頁75-98。
Larsen, P. (1991). “Textual analysis of fictional media content”, in K. 
Jensen & N.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21-134.  
Van Dijk, T. A. (1991).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news as discourse”, 
in K. Jensen & N.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08-120.   
*導讀同學請自行選擇相關中英文期刊論文各一篇
第十三週 (12/12)：校慶補假一天
第十四週 (12/19)：歷史與個案研究
江文瑜（1996）。〈口述史法〉，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頁249-270。
王芝芝譯（1997）。《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
Schudson, M. (1991).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K. 
Jensen & N.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75-189.   
*導讀同學請自行選擇相關中英文期刊論文各一篇
第十五週 (12/26)：紮根理論 
徐宗國（1996）。〈紮根理論研究法〉，《質性研究》，頁47-74。
Newcomb, H. M. (1996). “The creation of television drama”, in K. Jensen & N.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93-107.   
Strauss & Corbin (1990). Ch. 1
*導讀同學請自行選擇相關中英文期刊論文各一篇
第十六週 (1/2)：研究資料分析與撰寫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分析與寫成〉，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頁159-170。
Babbie (2003). Ch. 13, 14 & 17
Corbett, M. (1998). Writing the Research Report, in R. Stark & L. Roberts 
(Eds.)   
Contemporary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pp. 263-276. WA: MicroCase Co. 
第十七週 (1/9)：「研究計畫書」口頭報告 & 討論（I）
第十八週 (1/16)：「研究計畫書」口頭報告 & 討論（II）
*繳交「研究計畫書」期末報告            

課程主要參考書目：
胡幼慧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案例》。台北：巨流。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Babbie, E. (2003).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0th Ed.). Boston, M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李美華等譯（2005）。《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時英。
Jensen, K. B., & Jankowski, N. W. (Eds.) (1991).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唐維敏譯（1996）。《大眾傳播研究方法：質化取向》。台北：五南。
Jones, S. (Ed.) (1999).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London: Sage.
Lindlof, T. R., Taylor, B., & Taylor, B. C. (2002). Qualit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London: Sage.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 evaluation methods (3rd Ed.). 
London: Sage.
Ragin, C. C. (1994). 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London: Sage. 徐宗國譯（1997）。《質性研究概論》
。台北：巨流。
Wimmer, R. D., & Dominick, J. R. (2003). Mass media research (7th Ed.). 
Boston, M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