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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科技傳播與社會」碩士班學分學程 

 

一、 學程名稱： 

中文：科技傳播與社會 

英文：Science,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二、設置宗旨： 

1. 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探討科學、技術、醫

療和社會的關係與互動，是跨越傳統領域的一門新學術領域，探討課題包

括科技的動力學、科技的倫理法律和社會衝擊、科技政策、科技的風險溝

通、科技傳播與溝通、科技的公眾理解與參與等等。 

2. 鑑於「科技與社會」在當代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新穎性，而台灣在此方面的

學術研究仍不充裕，又本校為一所學系相當完整的大學，有相當的師資，

因此有必要成立研究所的學分學程，以便培養能針對「科技的倫理和社會

衝擊」與「科技傳播與文化」兩大主題進行學術研究的人才。 

3. 建立跨院性的「科技傳播與社會」的學術網絡和社群。 

 

三、設置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屬跨院系碩士班學分學程，最低修習學分數 12學分。 

四、 規劃單位： 

本學程由文學院哲學所與社會科學院傳播與電訊傳播研究所規劃籌設，各課

程相關科系協辦。 

五、參與教學研究單位： 

文學院、哲學所、歷史研究所、社科院、傳播與電訊傳播研究所，並依課程

設計邀請相關專業人士共同參與課程規劃與授課。 

六、師資規劃： 

(一) 校內師資：文學院、哲學所、歷史研究所、社科院、傳播與電訊傳播

研究所等，各課程之任課教師。 

  (二) 校外師資：部分課程將邀請外校「科技與社會」師資擔任兼任教師。 

  (三) 師資規畫表： 

授課教師 所屬單位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陳瑞麟 哲學所 專任 臺灣大學哲學博

士 

科學哲學、自然哲學、西方科學

史、科技與社會、語言哲學、分

析哲學 

吳秀瑾 哲學所 專任 美國天普大學哲

學博士 

當代歐陸思想、女性主義、生命

倫理學、多元文化主義、社會哲

學、科學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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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漢 哲學所 專任 美國俄亥俄州立

大學哲學博士 

政治哲學、倫理學 

謝世民 哲學所 專任 美國 Columbia 

University 哲學

博士 

法律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

學、倫理學 

歐陽敏 哲學所 專任 比利時(荷語區)

魯汶大學哲學博

士 

科學哲學、Davidson’s anomalous 

monism 

生物哲學、分析形上學 

侯維之 哲學所 專任 澳洲雪梨大學

（University of 

Sydney）哲學博

士 

語言哲學、縮簡主義

（deflationism）、蒯因哲學、知

識論 

王一奇 哲學所 專任 美國德州大學奧

斯汀分校哲學博

士 

語言哲學、 形式語意學、知識

論、哲學邏輯、心靈哲學 

張忠宏 哲學所 專任 台灣大學哲學博

士 

先秦哲學、倫理學、宋明儒學、

Philosophy of language、Moral 

psychology 

黃俊儒 通識教育

中心 

專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科學教育所博

士 

科學教育、科學傳播、公眾科學

理解、科技社會研究 

簡妙如 傳播所 專任 國立政治大學新

聞學系 博士 

新媒體與文化研究、流行音樂、

閱聽人研究、科學傳播 

 

管中祥 傳播所 專任 世新大學傳播學

系博士 

傳播公民權、媒體改革運動、媒

體識讀教育、全球化、地方媒體 

戴皖文 傳播所 專任 美國科羅拉多大

學傳播博士 

整合行銷傳播、個人化社會學 

、遊戲動畫研究 

 

林怡玫 傳播所 專任 密蘇里大學資訊

科學與學習科技

博士 

電腦中介傳播、線上遊戲、科技

使用與滿足、行動學習、遠距學

習、虛擬社群、多媒體設計、資

訊融入教學 

胡元輝 傳播所 專任 國立政治大學政 傳播經營與管理、傳播科技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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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研究所碩士  律、數位匯流與實務 

羅世宏 傳播所 專任 倫敦政經學院媒

體與傳播博士 

全球化研究、傳播社會學、傳播

政治經濟學、通訊傳播政策、中

國傳媒研究 

唐士哲 傳播所 專任 愛荷華大學傳播

研究系博士 

傳播批判理論、媒介史、影像文

化、國際傳播 

蔡崇隆 傳播所 專任 英國東安格利亞

大學(UEA) 電影

研究(film study) 

紀錄片製作、深度報導 

 

郭秀鈴 歷史所 專任 英國愛丁堡大學

藝術、文化與環

境學院博士 

歐洲都市史、歐洲近世文化史、

19.20世紀歐洲藝術與建築史、

現代性理論與歷史、藝術評論 

楊維真 歷史所 專任 政治大學歷史學

博士 

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中國近現代

史、中國軍事史 

藍適齊 歷史所 專任 美國芝加哥大學

歷史學博士 

近現代東亞史、台灣史、知識論

述：戰爭記憶身分認同的建構、

國際關係 

 

七、學程必修科目學分、選修學分及應修學分總數規定： 

(一) 本學程應修 12學分。 

(二) 各系所修課學生所修本系所教師開設之學程課程，得納入本系所畢業 

學分內。依本校跨院系(所)學程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學生修習學程科

目學分，其中應有 9學分屬跨院或系所課程，且不得計入學生本系所、

雙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之畢業必修學分數。其修畢之總學分數，由學

程工作小組認定。 

(三) 課程規劃：必修科目 6學分，必修與選修科目如課程規畫表所示。 

(四) 課程規劃表： 

一、必修科目 (註：於每學年第二學期開設。) 

課碼 科目名稱 學分 任課教師 開課系所 

新開課程 科技、倫理與社會 3 陳瑞麟、吳秀瑾合開 哲學所 

新開課程 科技傳播與文化 3 簡妙如、管中祥和黃

俊儒合開 

傳播所 

二、選修科目 

課碼 科目名稱 學分 任課教師 開課系所 

新開課程 科技倫理 3 吳秀瑾 哲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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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課程 應用倫理學 3 許漢 哲學所 

新開課程 生命倫理學 3 謝世民 哲學所 

新開課程 傳播倫理 3 待聘 傳播所 

＆哲學所 

1257316 科學史與科學哲學 3 陳瑞麟 哲學所 

新開課程 生物學哲學 3 歐陽敏 哲學所 

新開課程 女性主義科學哲學 3 吳秀瑾 哲學所 

新開課程 演化倫理學 3 張忠宏 哲學所 

新開課程 生物科技與社會 3 陳瑞麟 哲學所 

新開課程 傳播科技與社會 3 戴皖文 傳播所 

新開課程 創意勞動 3 戴皖文 傳播所 

新開課程 行銷傳播策略 3 戴皖文 傳播所 

新開課程 語言溝通哲學 3 侯維之 哲學所 

新開課程 科技語用學 3 王一奇 哲學所 

新開課程 科技文本專題研究 3 黃俊儒 哲學所 

新開課程 科學普及研究 3 待聘 傳播所 

新開課程 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 3 簡妙如 傳播所 

新開課程 數位內容設計與評估 3 林怡玫 傳播所 

新開課程 傳播經營與管理 3 胡元輝 傳播所 

新開課程 科技與現代都會發展史 3 郭秀鈴 歷史所 

新開課程 現代性──史學、藝術與

文化批評理論 

3 郭秀鈴 歷史所 

新開課程 近代科技與中國軍事專

題研究 

3 楊維真 歷史所 

新開課程 台灣精密機械工業發展

史 

3 藍適齊 歷史所 

新開課程 中國傳媒研究 3 羅世宏 傳播所 

新開課程 傳播政治經濟學 3 管中祥 傳播所 

新開課程 影像文化 3 唐士哲 傳播所 

新開課程 紀錄片歷史與美學 3 蔡崇隆 傳播所 

新開課程 其他經跨院學程工作小

組審議並經系、院、校

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課

程。 

   

八、行政管理： 

(一) 設置跨院的學程工作小組，負責協調各系所教師參與開課、課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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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審議、申請書的研擬與修正、開課教師邀請或外聘、學生修畢後學

分數審核等事宜。 

(二) 哲學系與傳播系為主要申請報名單位，協助學生申請學程事宜。 

    (三) 所需之資源安排由參與之各系所支援，並由跨系所學程工作小組規劃 

 與邀請開課。 

九、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及核可程序 

(一) 本校碩博士班學生皆具申請修習本學程之資格，請申請者在每學期末 

 第一階段選課日的兩週內，於哲學系或傳播系官方網頁下載「科技傳   

 播與社會學分學程申請書」，填寫後繳交哲學系與傳播系辦公室，即 

 完成報名手續。學程工作小組將於次學期開學日之前完成審核並通知  

 結果。 

  (二) 經核淮修讀此學程的學生，於修畢規定之科目與學分後，得向哲學系 

 或傳播系申請核發學程學分證明；經審核無誤後，由教務處發給「學 

 程證明書」，證書背面加註學生修習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 

    (三) 任何欲修單門課程之研究生，均可依學校和各系所修課辦法修習。 

十、修業年限：依據「國立中正大學跨院系(所)學程設置要點」第七條規定， 

修業年限依本大學之學則規定辦理；不得以修習學程為由，申請延長修業

期限。 

十一、依據「國立中正大學跨院系(所)學程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學分學程原 

規劃課程因故停開時，應另行規劃替代課程並經三級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後實施之。未來如有新增之課程，亦比照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