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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期
Semester 2

課程大綱

大眾傳播理論95學年第一學期
任課老師：張文強   (文開樓827)     分機：3382
開課班級：新聞傳播系   三年級
課程學分：4學分(上、下學期)
課程簡介：傳媒為當代社會帶來種種問題。不過對可能成為新聞工作者的我們來說，需要比一般人更多的相
關知識能力，才能稱職、深入地進行觀察與分析，否則寫新聞很容易成為只是在寫作文，或者，對於自己身
處的傳媒工作環境將缺乏深入的關照與了解。而，好的傳播理論其實也都源於對傳播現象的深刻觀察，而不
只是一堆需要背誦的文字。因此，傳播理論（這堂課）不只是要各位為應付考試而背誦文字，我更希望這些
理論具有實用性與實踐性，能幫助你們更為了解相關現象，進一步備有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本課程便依
照傳播過程模式，區分為媒體、內容製作者、內容、效果與閱聽人幾個單元，以問題導向，說明現有相關理
論知識。
成績計算：1.出席情形、平時作業與個人參與討論：30﹪
          2.期中考30﹪
          3.期末考40﹪
(上課請不要使用行動電話、遲到、任意走動，並請務必保持安靜；上課請不要遲到與曠課，此部份將嚴重影
響成績，甚至扣考，請務必留意)

9月20日  課程介紹
9月27日  「傳播」、「理論」、「傳播理論」的基本概念
Severin,W.J. & Tankard，J.W.(1988).Communication Theories. New York：
Longman.第一章(Introduction)第三章(Models in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有中譯本)
翁秀琪.(1992).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第一章(緒論).
林麗雲.(2004).傳播研究史:主要的途徑與圖像.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10月4日   傳播理論的基本論述：媒介做為一種社會公器
劉北城等譯(2002).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出版社.第六章.
羅世宏等譯(2005).問題媒體.台北.巨流.第一、四章.
10月11日  媒體與社會的關係
麥克魯漢(McLuhan,1999).預知傳播紀事. 台北：商務. 第五章（媒體與文化變）六章(瞭解媒體)(汪
益譯)
世新大學新聞系編著.(1999).傳播與社會.台北：揚智. 第九、十、十一章.
10月18日   科技匯流的新態勢
李明穎等譯(2004).大眾傳播史.台北：韋伯.第七、八章.
謝奇任等譯(1997).大匯流.台北：亞太.(概論)   
10月25日   公共產業、娛樂產業、內容產業與文化產業
汪睿祥譯(2000).娛樂經濟大未來.台北：中國生產力.第一、二、三章.
花建(2003).文化+創意=財富.台北：帝國文化.第一章.
11月1日  傳播工作者的能力與角色問題
李金銓(1983).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第二章(傳播媒介<一>：守門人的職業
角色與生涯)，第三章(傳播媒介<二>：守門人的專業意理).
鍾蔚文等(1996).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幾個極端的想法.新聞學研究53集.
舒嘉興（2001）. 新聞卸妝.台北：桂冠.第一篇之第一、二、三、五章
11月8日   來自媒體組織內的壓力與限制
翁秀琪.(1992).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第八章(傳播者研究).
李金銓(1983).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第四章(傳播媒介<三>：組織).
11月15日    期中考
11月22日    來自媒體產製環境的壓力與限制
McManus,J.(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5(4).
羅世宏等譯(2005).問題媒體.台北.巨流.第五章.
11月29日     媒體工作的實踐邏輯（演講）
劉旭峰（2006）收視率萬歲。台北：印刻。
12月6日     政治經濟學的論述觀點
馮建三等譯（1998）.傳播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 第二、三章.
莊莉麗譯(1995).文化、傳播與政治經濟學.當代114期.
12月13日    媒體內容產製的全球化特色
蘇蘅.(2004).傳播全球化研究在台灣.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Tomlinson, J (2002).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台北：韋伯.(鄭
棨元與陳慧慈譯) .第四章.
岩淵功一.(1998).日本文化在台灣.當代.125期
12月20日    新聞文類
van Dijk，T.A.(1988).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NJ：LEA.第二章
(Structure of news)
鍾蔚文、翁秀琪、紀慧君、簡妙如等(1999).新聞事實的邏輯. 國家科學委員會
研究彙刊：人文與社會科學. 九卷四期.
12月27日   娛樂文類
簡妙如等譯(2002).大眾傳播媒體新論.台北：韋伯文化. 第五、六、七章.
Kozloff,S.(1992).Narrative Theory and television. In Allen,R.C.(ed). 



Channel of Discourse，Reassembled. London：Routledge.(有中譯本)
1月3日    符號學的觀點
Fiske，J.(1990).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第三
章(Communication，meaning，and sign)第五章(Signification).(有中譯本)  
1月10日  媒體再現與社會差異
方孝謙(1999).什麼是再現？跨學門觀點初探. 新聞學研究60集
倪炎元(2001)再現的政治.台北：    第一、二章.
湯允一等譯(2001).媒體/社會.台北：學富.第六章.
1月17日? 期末考? 

大眾傳播理論95學年第二學期
2月28日    放假一天  
3月7日   上學期導讀
3月14日   媒體效果
McQuail，D.(1994).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Sage.          
pp. 327-338. (有中譯本)
3月21日  態度改變與健康傳播：二級傳播與人際互動
Severin，W.J. & Tankard，J.W.(1988).Communication Theories. New York：Longman. 
第十章( Groups and communication)第十一章(Cognitive consistency and mass 
communication)，第十二章(Beginning of attitude-change research )，第十三
章(Further development in attitude-change research) 第十四章(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有中譯本)
呂奕欣等譯(2005).廣告說服力.台北：韋伯.第五章.
徐美苓.(2004).健康傳播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從國外到台灣.在「台灣傳播學的想
像」.台北：巨流.
李秀珠.(2004).組織傳播:源起、發展、與在台灣之現況.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
台北：巨流.
陳彥豪譯(1999).非語文傳播.台北：五南.第一、二章
3月28日  傳播與社會差距：創新傳佈、知溝理論與bourdieu的觀察
翁秀琪.(1992).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第六章(創新傳佈).     Severin，W.J. & 
Tankard，J.W.(1988).Communication Theories. New York：
Longman.第十八章(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有中譯本)
孫智綺譯(2002).布赫迪厄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第三、四、五、六章.
4月4日  放假一天
4月11日  議題設定與議題建構
林東泰.(2002).大眾傳播理論.台北：師大書苑.第七章
蘇湘琦.(1997).媒介對不同政策性議題建構的理論初探.收錄於翁秀琪等著.新
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台北：三民  
4月18日  新聞語言的框架效果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台北：三民.第二章(框架理論)
鐘蔚文.(2004).想像語言:從Saussure到台灣經驗.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4月25日 期中考 
5月2日   媒介暴力研究：涵化研究與其它
林東泰.(2002).大眾傳播理論.台北：師大書苑.第六、九章
林芳玫(1997).色情媒介及其效果.廣播與電視.第三卷第一期.  
5月9日   選舉、民意、沉默螺旋
張卿卿(2004).台灣政治傳播研究之回顧. 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趙雅麗等譯(2000).民意.台北：五南.第十二章.
翁秀琪.(1992).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第十五章(民意與大眾傳播研
究的結合)
5月16日   意識型態宰制、逃逸、抗拒與其它
張錦華.(1994).傳播批判理論.台北：正中.第三、四、六章.
楊意菁等譯(2001).媒體原理與塑造.台北：韋伯.第七章.
5月23日   閱聽人概念
陳雪雲.(2004).媒介與我:閱聽人研究回顧與展望.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宋偉航譯(2000)數位麥克魯漢.台北：貓頭鷹.第三、四、九章
5月30日  媒介的使用與滿足：文化研究
林東泰.(2002).大眾傳播理論.台北：師大書苑.第八章
Turner, G.(1990).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The idea of culture studies) Chapter 2(The British tradition:A short 
history)(有中譯本)
6月6日  傳播與新聞的未來
黃彥憲譯(2001).付費體驗的時代.台北：遠流第二、八章.
謝光萍等譯(2005).電腦中介傳播.台北：韋伯.unit 1-1、1-2、1-3.
6月13日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