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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傳播理論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李宇昇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4 學期
Semester 2

課程大綱

輔仁大學
傳播理論
〈開課代碼 C-0902-02373〉

學年度：94   學分數：2   班級：大傳二
學期：上、下   每週授課時數：2  教室：文友樓(LF)314
選別：必修      時間：週三18:40 ~ 20:20

教師姓名：李宇昇  E-mail：ysli@so-net.net.tw

教學目標：

〈上學期〉本課程旨在協助同學認識傳播過程之基本要素，並學習如何應用這些要素於各種不同的社會處
境中。進而培養同學理論化、抽象思考的能力，為下學期之傳播相關理論與其應用研究範圍奠定完善的
基礎。

〈下學期〉修完本課程後，學生們將能夠：
─ 熟悉傳播學科中最常接觸到的理論準則與中心思想
─ 瞭解理論概念及在日常生活中的理論應用
─ 獲得有系統的、周密的、及批判性的思考方式
─ 獲得傳播領域的全面性觀點及其相關歷史
─ 瞭解理論的研究過程

授課方式：

除了課堂教學外，並會提供特殊個案或播放相關影片讓學生進行討論。

課程進度及綱要：

〈上學期〉
第一週〈19/09-24/09〉 課程介紹。傳播概念。
第二週〈26/09-01/10〉 口語傳播〈Communication Mosaics - 第四章〉
第三週〈03/10-08/10〉 非口語傳播〈第五章〉
第四週〈10/10-15/10〉 跨文化傳播〈第七章〉
第五週〈17/10-22/10〉 《思考與討論》
第六週〈24/10-29/10〉 個人傳播〈第八章〉
第七週〈31/10-05/11〉 人際傳播〈第九章〉
第八週〈07/11-12/11〉 《思考與討論》
第九週〈14/11-19/11〉  期中考
第十週〈21/11-26/11〉 《思考與討論》
第十一週〈28/11-03/12〉 群體傳播〈第十章〉
第十二週〈05/12-10/12〉 組織傳播〈第十一章〉
第十三週〈12/12-17/12〉 公眾傳播〈第十二章〉
第十四週〈19/12-24/12〉 《思考與討論》
第十五週〈26/12-31/12〉 大眾傳播〈第十三章〉
第十六週〈02/01-07/01〉 科技傳播〈第十四章〉
第十七週〈09/01-14/01〉 《思考與討論》
第十八週〈16/01-21/01〉  期末考
〈** 課程進度與內容會視實際情況而做調整〉

〈下學期〉
第一週〈2月22日〉  自我與訊息I：符號互動理論
第二週〈3月01日〉  自我與訊息II：認知失調理論
第三週〈3月08日〉  人際關係發展I：降低不確定理論
第四週〈3月15日〉  人際關係發展II：社會滲透理論
第五週〈3月22日〉  群體與組織I：調適性結構化理論
第六週〈3月29日〉  群體與組織II：組織文化理論
第七週〈4月5日〉  《清明節放假》
第八週〈4月12日〉  公眾I：修辭學
第九週〈4月19日〉    期中考
第十週〈4月26日〉  公眾II：文化研究
第十一週〈5月03日〉 文化與多樣性I：面子協調理論
第十二週〈5月10日〉 文化與多樣性II：立足點理論
第十三週〈5月17日〉 媒介影響力I：涵化分析
第十四週〈5月24日〉 媒介影響力II：沉默螺旋理論



第十五週〈5月31日〉 《端午節放假》
第十六週〈6月07日〉 媒介功能：使用與滿足理論
第十七週〈6月14日〉 媒介與文化I：符號學〈或舉行期末考〉
第十八週〈6月21日〉 媒介與文化II：媒介理論
〈** 課程進度與內容會視實際情況而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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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 ─ 起源、方法與應用。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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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方式：

平時表現〈e.g., 出席狀況，課堂秩序〉30%，期中考30%，期末作業〈或期末考〉40%

上課相關規定：

請避免在上課中有以下行為，否則酌情扣學期末總成績：
1. 用餐
2. 高談闊論
3. 進出教室
4. 使用手機
若無正當理由，上課十分鐘後才進入教室的同學，將以點名未到視之。
曠課一堂，平時總成績扣50%；曠課兩堂，平時總成績以零分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