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傳播與社會》學分學程-103-106學年度開課課程 

103-1（103-1開設 4門課程，自 103-1起累計 4門課程） 

系所 教師 課名  備註 

歷史所 郭秀鈴 世界都會史與都市更新

理論 

選修 3學分  

傳播所 胡元輝 傳播經營與管理 選修 3學分  

傳播所 蔡崇隆 紀錄片歷史與美學 選修 3學分  

傳播所 簡妙如 閱聽人研究 選修 3學分  

 

103-2（103-2開設 6門課程/41人修課，自 103-1起累計 10門課程） 

系所 教師 課名  修課人數 

哲學所 吳秀瑾、陳瑞麟 科技、倫理與社會 必修 3學分 6 

歷史所 郭秀鈴 亞洲都會史與文化研究 選修 3學分 3 

傳播所 管中祥 傳播政治經濟學 選修 3學分 6 

傳播所 羅世宏 中國傳媒研究 選修 3學分 13 

傳播所 唐士哲 媒介全球化 選修 3學分 5 

傳播所 簡妙如 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 選修 3學分 8 

 

104-1（104-1開設 5門課程/72人修課，自 103-1起累計 15門課程） 

系所 教師 課名  修課人數 

傳播所 簡妙如、管中祥、

黃俊儒 

科技傳播與文化 必修 3學分 9 

傳播所 唐士哲 影像文化 選修 3學分 11 

傳播所 胡元輝 傳播經營與管理 選修 3學分 13 

傳播所 蔡崇隆 紀錄片歷史與美學 選修 3學分 30 

傳播所 簡妙如 閱聽人研究 選修 3學分 9 

 

104-2 （104-2開設 6門課程/39人修課，自 103-1起累計 21門課程） 

系所 教師 課名  修課人數 

哲學所 陳瑞麟 科學史與科學哲學 選修 3學分 6 

歷史所 楊維真 近代科技與中國軍事專

題研究 

選修 3學分 7 

傳播所 管中祥 傳播政治經濟學 選修 3學分 7 

傳播所 羅世宏 中國傳媒研究 選修 3學分 9 

傳播所 唐士哲 媒介全球化 選修 3學分 5 

傳播所 簡妙如 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 選修 3學分 5 

 

 



105-1（105-1開設 8門課程/56人修課，自 103-1起累計 29門課程） 

系所 教師 課名  修課人數 

傳播所 簡妙如、管中祥、

黃俊儒 

科技傳播與文化 必修 3學分 10 

哲學所 陳瑞麟 科技、倫理與社會 必修 3學分 4 

哲學所 嚴偉哲 科學實在論 選修 3學分 8，全英文 

課程 

歷史所 郭秀鈴 科技與現代都會發展史 選修 3學分 8 

傳播所 唐士哲 影像文化 選修 3學分 6 

傳播所 胡元輝 傳播經營與管理 選修 3學分 5 

傳播所 蔡崇隆 紀錄片歷史與美學 選修 3學分 10 

傳播所 簡妙如 閱聽人研究 選修 3學分 5 

 

105-2（105-2開設 7門課程/57人修課，自 103-1起累計 36門課程） 

系所 教師 課名  修課人數 

歷史所 郭秀鈴 亞洲都會史與文化研究 選修 3學分 3 

哲學所 嚴偉哲 科學實踐的哲學 選修 3學分 2，全英文 

課程 

哲學所 歐陽敏 生物哲學專題：天擇單

位 

選修 3學分 2 

傳播所 管中祥 傳播政治經濟學 選修 3學分 18 

傳播所 羅世宏 中國傳媒研究 選修 3學分 14 

傳播所 唐士哲 媒介全球化 選修 3學分 6 

傳播所 簡妙如 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 選修 3學分 12 

 

106-1（106-1開設 4門課程/38人修課，自 103-1起累計 40門課程） 

系所 教師 課名  修課人數 

傳播所 胡元輝、李政忠 傳播經營與管理 選修 3學分 14 

傳播所 蔡崇隆 紀錄片歷史與美學 選修 3學分 11 

哲學所 陳瑞麟 科學變遷 選修 3學分 5 

歷史所 郭秀鈴 工業革命與世界現代建

築史專題研究 

選修 3學分 8 

 

106-2 (新開課程) 

系所 教師 課名  備註 

傳播所 簡妙如、管中祥、

黃俊儒 

科技傳播與文化 必修 3學分  



哲學所 陳瑞麟、郭秀鈴 科技、倫理與社會 必修 3學分  

哲學所 嚴偉哲 科學史料編纂與科學哲

學 

選修 3學分 全英文 

課程 

傳播所 胡元輝 調查報導 選修 3學分  

傳播所 蔡崇隆 紀錄片與專題製作 選修 3學分  

傳播所 陳怡璇 

簡妙如 

閱聽人研究 選修 3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