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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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學期
Semester 1

課程大綱

                                             輔仁大學
                                           傳播理論〈上〉

學年度：99   學分數：2   班級：大傳學程二甲、二乙
學期：1    每週授課時數：2  教室：〈文友〉LF314
選別：必修      時間：週二，18:40 ~ 20:20〈乙〉
                                                                            
20:30 ~ 22:10〈甲〉
教師姓名：李宇昇           電子信箱：064910@mail.fju.edu.tw

教學目標：

修完本課程後，學生們將能夠：
─ 認識傳播過程中之基本要素
─ 學習如何應用上述要素於各種不同的社會處境中
─ 培養理論化、抽象思考的能力
─ 奠定下學期課程完善的理論與應用基礎

課程範圍：

傳播基本概念、傳播過程及策略、傳播傳統

課程進度及綱要：

第一週〈9月14日〉  上學期課程介紹。
第二週〈9月21日〉  何謂「傳播」
第三週〈9月28日〉  《教師節放假》
第四週〈10月5日〉  傳播的發展史
第五週〈10月12日〉  有關理論的思考
第六週〈10月19日〉  研究過程的理解
第七週〈10月26日〉  傳播理論的評估
第八週〈11月2日〉  《考前Q&A》
第九週〈11月9日〉  期中考試
第十週〈11月16日〉  社會心理學傳統
第十一週〈11月23日〉 模控學傳統
第十二週〈11月30日〉 修辭傳統
第十三週〈12月7日〉 符號學傳統
第十四週〈12月14日〉 社會文化傳統
第十五週〈12月21日〉 批判傳統
第十六週〈12月28日〉 現象學傳統
第十七週〈1月4日〉  《考前Q&A》
第十八週〈1月11日〉 學期考試
〈** 課程進度與內容會視實際情況而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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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方式：

以課堂投影片講解為主，必要時以教學影片為輔，並邀請同學參與議題討論。

評分方式：

平時〈e.g., 到課情況，課堂中表現〉30%，期中考試/作業30%，期末作業/考試40%

上課相關規定：

* 請避免在上課中有以下行為，否則酌情扣學期總成績：
1. 飲食、用餐 2. 聊天、高談闊論 3. 使用手機 4. 隨意進出教室 5. 使用非法影印之教科書籍 6. 
使用筆記型電腦進行無關課程內容的活動
* 上課十分鐘後才進入教室的同學，將以遲到視之。
* 遲到或早退次數每兩次作缺課一堂論。
* 曠課一堂以缺課三堂計〈曠課兩週即扣考〉。
* 缺課時數超過學期課程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的同學，將接受扣考處分。
* 請假同學，必須於缺席當天起兩週內主動向任課老師提出(1)假單(2)相關證明。

課堂投影片下載方式：

進入「網路硬碟系統」〈http://webhd.mcu.edu.tw/〉 → 於「網路硬碟社群分享」輸入框中輸
入CT991 → 按「進入社群」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