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5 年度特色發展計畫

2016 第七屆數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騷動 20 創新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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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華傳播學會緣起
一、中華傳播學會：全球華文前端研究交流盛會
本會為內政部立案之人民團體（台內社字第8586712號）
，於民國八十五年六
月成立，為目前國內涵蓋華語文傳播學者及研究者人數最多的學會組織。會員約
有七百人，其中三分之二為各大學傳播系所擔任專任教職的教師，少數為法科、
教育、社會、語文學者；其他會員則為相關系所研究生、大學生及傳播產業工作
者。每年所舉辦之年會，更是以成為「全球華文前端研究交流盛會」為維宗旨，
舉辦國內傳播社群年度最盛大的專業學術研討會。
中華傳播學會自創會以來，每年均於夏季舉辦為期2～3天的大型論文研討會，
為國內外華人傳播學界之盛事，充分達到促進學術交流之目的。研討會是以公開
徵求論文的方式，歡迎國內外華人專家學者及研究生參與，在每年三月一日截止
收件，每篇論文均經兩位以上的學者專家評選，審查過程嚴謹；並設置優良論文
獎項，表彰傑出研究論文。同時，還廣邀學者專家組成專題座談會，並發表引言
報告。
二、
《中華傳播學刊》：已連續十年獲TSSCI肯定
本會於2002年創辦《中華傳播學刊》
，並設置「中華傳播學刊編輯委員會」，
每年定期出版兩期《中華傳播學刊》，以人文的、文化的、思辨的精神，鼓勵多
元視野的傳播學術研究。自2005年起，《中華傳播學刊》受評選通過成為TSSCI
期刊，另外於2004年、2012年和2016年分別榮獲「國科會優良期刊獎」、「科技部
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A等第期刊」和「台灣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傳播類
第二名之殊榮。
三、中華傳播學會理監事
本會理監事遍佈於各大學傳播系所，並且從理事中每兩年一任選任理事長。
歷任理事長均由國內傳播界資深學者擔任，包括：政治大學陳世敏教授、輔仁大
學林靜伶教授、世新大學郭良文教授、交通大學汪琪教授、台灣大學張錦華教授、
淡江大學趙雅麗教授、政治大學鍾蔚文教授、交通大學郭良文教授、輔仁大學吳
宜蓁教授。現任第十屆理事長為中正大學王嵩音教授。
貳、2016 研討會宗旨與目的
2016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騷動 20 創新啟航」
中華傳播學會成立於 1996 年，當時在華人傳播圈，是首見的創舉。十餘年
來，學會在各屆理事長帶動傳播學界共同參與之下，已然茁壯且持續發展，目前
更已成為兩岸三地傳播學術交流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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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華傳播年會，已是全球華語傳播學界最龐大、研究資源蘊含豐
沛的研討會議。根據年會統計，平均每年的中華傳播年會約有 300 名師生參與，
目前會員人數已達 700 人。我們期盼新進的年輕學者、研究生也能及時加入，一
同貢獻於華人的傳播研究。
2016 年是中華傳播學會成立 20 週年。值此 20 年之際，似乎也是回顧與前瞻
的時機。統整過去 20 年的年會主題，均企圖掌握當時的傳播脈動。特別是 21 世
紀的邁入新世紀的回顧與願景，以及關注傳播研究的定位、挑戰等；近幾年則是
不斷開拓文化視野如「跨文化的反思」
、
「從東看、往南走」到台灣南境的「從高
雄出發」等，均展現了傳播學術界對於時間、空間、領域的掌握與探索。
此刻反思傳播，更覺傳播研究正面臨前所未見的混沌交疊，非常期望各方學
者能一同對話，深化華人的傳播研究。在這二十週年的盛會中，我們首先提出五
個主題供學界一同思考。以下將分別就傳播理論與方法、新聞產業研究、影視產
業研究、廣告行銷研究、傳播教育等五大領域，一一進行檢視。
一、傳播理論與方法
在傳播研究方面，匯流文化、科技分流、多工化、跨媒介敘事、擴散閱聽人、
媒介化、自媒體、大眾自傳播、數位勞動、免費勞動、閱聽人商品論的重返……。
近年來理論化字眼增生，顯示傳播研究正面臨舊典範鬆動、新局仍未清朗的關鍵
十字路口。
當內容產製方式、文本類型與美學形式、業者屬性、產業競合關係、消費習
性，乃至「閱聽眾」現象等，皆因新型態的媒介傳播而產生了質變，哪些傳播理
論與研究方法該進廠維修？哪些該汰換重建？哪些又該重見天日？當社會實踐
與傳媒生產及消費過程間的重疊範圍日增，傳播研究的疆界該如何重劃？
此外，網絡化的傳媒科技連結下社會關係的樣態，對個人或社群是增權？還
是系統性排除？以及在台灣的華人傳播研究，當正視華人世界裡「大國現象」捲
起紛雜的政治與文化權力問題時，機會與限制在哪裡？什麼又是批判介入的節
點？
建議可討論的相關子題如下：
（一）理論與研究方法的檢視、再思、重構。
（二）受眾/參與者/使用者的辯證。
（三）媒介科技的去/烏托邦。
（四）華人傳播與華人社群。
二、新聞產業研究
新聞業近三十年來歷經數位化、網路化、全球化、財團化與去管制化等多方
面衝擊，無論內容格式、作業流程、組織型態或經營模式都出現劇烈變化。儘管
有人悲觀認為新聞業的前景仍待摸索，但也有人樂觀相信堂堂溪水過前村，新聞
業已從全然不確定的泥淖中走出。

2016 CCU TELECOM & CCS | CCS@

20: Voyage to Innovation 3

如今，新聞定義是否出現本質性改變的爭議或許仍待辯證，但新聞趨向匯流、
對話與業餘化、多元化的現象，則似乎是普遍接受的事實。展望未來，攸關新聞
業翻轉再造的關鍵課題至少包括：數位新聞的收費模式、新聞組織的結構轉型、
數位新聞的問責機制、新型態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權、公民參與新聞產製的普及與
多樣化等等。
建議可討論的相關子題如下：
（一）商業新聞媒體營運模式的探索。
（二）公共新聞業的數位挑戰與契機。
（三）獨立媒體與公民新聞的價值與影響。
（四）非營利新聞業的趨勢與未來。
三、影視產業研究
影視產業向來被視為常民生活的要角，以及文化國力的支柱。近年來，不只
西風東漸，韓風更繼日風之後，猛烈颳向全亞洲。加上數位時代全球影視生態的
劇變，以及國家實力的消長，華人文化圈的影視產業也起了大幅變化。中國大陸
的影視業雖仍存在諸多內部問題，但已明顯崛起，影響所及，台、港、澳乃至星、
馬等地，莫不望風搖曳。其中尤以台灣風勢最強、風面最廣。
台灣影視業雖高喊奮發圖強，亦發展出若干新興策略，但政府的傳播政策是
否給足力氣、用對方向？產業的思維模式與競爭策略是否正確？乃至台灣民眾的
閱聽文化是否已逸出舊輒、積重難返？在在受到關注。不同地區的華語影視產業
雖然生態各異，卻無不追尋自我影視文化的主體性。若然，如何甄別金玉其外的
假象與分娩前的苦痛？顯然值得深刻探討。
建議可討論的相關子題如下：
（一）傳播政策與影視產業關係的辯證。
（二）影視產業競爭策略的新發展與新形勢。
（三）大數據對節目製作的影響。
（四）兩岸影視產業的交流與互動。
（五）日、韓流吹襲下的亞洲影視生態。
（六）台、華流的想像與限制。
四、廣告行銷研究
至於廣告行銷方面，數位生活完全改變了既有的消費模式，消費者擁有多元
工具搜尋，評論，分享產品資訊，傳統廣告單向式宣傳已失去過去訊息宰制的能
力。谷歌和臉書不僅重新定義廣告行銷，更將其影響力延伸至全球。
走入個人化行銷的時代，消費者參與成為熱門的主題，廣告策略納入顧客體
驗，個人行動位置決定廣告投遞的內容，我們正逐漸遠離大眾傳播框架，尋索一
個未知的廣告行銷世界。數位行銷建立在消費者線上行為紀錄上，以數據分析取
代傳統抽樣調查，並依分析結果決定誰接收哪一則廣告，跳脫廣告內容根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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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變項設計的框架，縮短消費者腦袋到口袋的距離。
傳統廣告開始結合數位媒體，於是有了（我的孔雀餅乾）廣告，技巧地將品
牌轉換為消費者心聲，不再只是玩廣告創意，更是開發傳播管道整合的新創意。
建議可討論的相關子題如下：
（一）培育未來人才的廣告教育。
（二）數位時代整合行銷傳播研究。
（三）數位時代的消費者研究。
（四）大數據研究於行銷傳播之運用。
五、傳播教育
隨著數位匯流的趨勢發展，過去涇渭分明的傳統媒體之間的界線已模糊不清，
亦牽動著培養傳播專業教育體系的變革。舊有針對大眾媒體特性的傳播科系分類
面臨挑戰，而傳播教育也踏入新典範的時代。國內位居傳播學院龍頭的政治大學
已打破系所區分實施學程化制度，並重新調整傳播知識的範疇。世新大學傳播學
院則採取所謂「專業趨近」方式，強化不同系所之間的整合。兩種針對傳播環境
變遷的不同因應措施各有何優缺點？頗值得深入探討。
另外，從傳播教育的內涵同樣歷經改革。從強調傳播專業與技術的傳統導向，
轉而更重視培育人文與學術的涵養、批判思考以及社會參與的實踐，乃至於媒體
創新與創業能力的培養。傳播教育正面臨革新的考驗以及更多元的想像，有待集
思廣益的研討。
建議可討論的相關子題如下：
（一）傳播課程的變革。
（二）傳播的實習教育。
（三）教學方法的革新。
（四）傳播教育的轉型與創新。
2016 年年會非常歡迎所有華人世界的傳播學人們，能綜跨上述主題、子題
或其他傳播領域等相關論述踴躍投稿，共襄盛舉。尤其適逢年會二十歲，更願大
家都能一同參與這場學術盛宴，共創豐富的新傳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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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討會時間地點

2016 第七屆數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華傳播學會年會「騷動 20 創新啟
航」主視覺
會議時間：2016 年 6 月 17 日（五）至 6 月 19 日（日）
會議地點：國立中正大學大禮堂
肆、合作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中華傳播學會
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贊助單位： 大愛電視台
文化部
台灣民主基金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協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世界基金會
教育部
鼎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愛爾達電視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國立中正大學國際事務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伍、參加對象及參加人數
年會除邀集國內傳播相關學界之專家學者共襄盛舉外，亦邀請國外學者前來
參與專題座談以及大會專題演講，並開放給國外、大陸與港澳傳播學界學者、媒
體實務界人士、傳播系所研究生與學生參與，共四十八個場次（二十五個論文發
表場次、二十一場專題座談、兩場大會專題演講），促成學術界與產業實務之充
分交流。另外，為了鼓勵學生一同參與年會，經本屆學會理監事的提議，今年學
會祭出「學會 20 周年特惠方案」
，減少了學生會員所需繳交的年費與會費，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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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會者參與年會。今年年會實際出席人數 213 人，各地區出席狀況如下表。
來源國家／地區

參加人數

國內

185 人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

19 人

美國

3人

澳洲

2人

新加坡

2人

英國

1人

西班牙

1人

陸、計畫執行過程
一、年會論文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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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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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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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6

社會組
學生組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歷年投稿數量
今年共收到年會論文投稿 147 篇，其中國內論文投稿 126 篇（社會組 32 篇；
學生組 94 篇），海外 21 篇；每篇論文業經本會邀集學界兩位以上專精於該領域
之教授，進行全文雙向匿名雙審。本年度論文審查共計邀請 117 位傳播相關領域
學者參與，為以下領域進行審查工作：
（一） 傳播理論組 Communication theory：
大眾傳播、傳播史、傳播哲學、視覺傳播、傳播教育、研究方法、
（二）

媒體素養。
新聞研究組 Journalis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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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六）

（七）

新聞學理論、新聞自律、新聞倫理、新聞工作者（合攝影記者）研究、
新聞組織研究、新聞與科技、新聞工作策略與產製分析、資料新聞學。
口語傳播組 Oral communication：
語言與社會互動、語藝研究、人際溝通、組織溝通、小團體溝通、跨
文化傳播。
公關、廣告與行銷組 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廣告、公關、行銷傳播、健康傳播、政治傳播、風險傳播。
傳播產業與政策組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nd policy：
媒介管理、傳播生態與社會、全球化與社會變遷、傳播政治經濟學、
媒體產業、創意產業。
文化研究組 Cultural studies：
媒介批判、影像與視覺文化、電影研究、俗民/流行傳播、性別與傳播、
族群階級與傳播。
新媒體傳播組 Digital communication：

教育傳播、教育科技、傳播科技、電訊傳播、新興科技與社會、社群
媒體、行動傳播、數位落差、Web2.0/3.0。
（八） 其他組 Others：
新興傳播議題及跨領域、跨媒介議題。
所有投稿論文經審查工作後，總共入選 76 篇年會論文，錄取率為 52%。其
中，國內論文入選共 63 篇，社會組入選 25 篇；學生組入選 38 篇。海外論文入
選共 13 篇。入選論文並經年會論文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方於學會年會上宣讀
發表。
二、優良論文獎：
為鼓勵傳播研究之突破與創新，本會再經聘請四位優良論文審查委員參與複
審及審查委員會確認後，評選出本年度「優良論文獎」得獎名單，並於年會上頒
贈各得獎人獎狀乙紙，以茲賀忱。今年度榮獲優良論文獎之桂冠者計有三篇論文，
各篇論文得獎原因如下：
 《邁向厚數據：以「詮釋型資訊工具」進行意義分析的概念基礎》
作者：劉慧雯（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柯籙晏（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
獲獎原因：
本文試圖針對當今仰賴鉅量資料的社群媒體研究困境，從語用學角度提出從
大數據（big data）轉向厚數據（thick data）的關鍵主張。論文行文簡潔，字句鏗
鏘有力，內含厚實的學術基礎及專業反思，對當今重視大數據的研究中注入理論
與方法論的創新思維，也是難得的理論型論文佳作。
 《恐怖主義與媒體：檢視美國反恐戰爭、伊斯蘭與半島電視台》
作者：林照真（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獲獎原因：
本文以半島電視台為核心，討論恐怖主義與媒體相關議題。作者檢視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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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深度訪談半島記者，對於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恐慌、阿拉伯記者處境、媒體報
導的兩難和準則等議題，有深入、獨到的闡釋。全文觀點獨到、論述嚴謹、建言
可行。跨國訪問不易執行，此文難能可貴，值得讚揚。
 《新聞中的恐懼訴求與受眾核電態度與行為意圖之關聯性研究：以延伸平行
反應模式檢驗之》
作者：周敬恩（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生）、李秀珠（國立交通大學傳播
研究所教授）
獲獎原因：
本文主題探討感知威脅、感知效能對受眾核電態度與行為意圖之影響。以目
前台灣處於科技風險社會之際，探討訊息設計與公眾認知之間的關係，確實有其
研究價值與意義。作者執行內容分析與實驗設計，提供相當豐富的結果與討論，
另外，文獻回顧品質佳，撰寫也相當清楚易懂，值得肯定 。
三、學會二十周年回顧展覽：
為了慶祝學會二十周年，今年年會特別舉辦了二十週年學會回顧展覽，帶領
陪伴中華傳播學會二十年的朋友們，共同回顧中華傳播學會二十年來的豐碩成果。
學會於年會第二天安排紀念大會，在大會播放學會精心製作的紀念影片，也邀請
到創始及榮譽理事長陳世敏教授為典禮嘉賓。年會在會場也佈置了回顧展區，以
「客廳」的概念，引領參與者走進時光隧道，回顧台灣傳播界以及中華傳播學會
過往二十年發展歷程。
四、年會現場實況：
今年一共安排了 25 場論文發表、21 場專題座談和兩場大會專題演講（年會
議程請參考附件（一））
，前來參與年會的師長與學生們橫跨兩岸、新加坡、美國、
澳洲等地，共同參與這場全球華人學術交流的盛會。
（一）大會專題演講
此次年會特別邀請兩位國際知名學者發表專題演講，首先由以民主創新理論
聞名的澳洲雪梨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John Keane，帶來「沈默與傳播：
試論監督式民主」演講。他認為人們正處於大規模災難的紀元中，追查原因或提
供解方須大膽嶄新的思考，並將探討為何承襲早期現代傳播自由是項珍貴遺產，
及為何調查新聞報導、公民告密者與獨立監督組織在今日仍有其特殊角色定位。
「人們一旦不能上網會發生什麼事？」第一位領導國際傳播協會的亞洲學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汪炳華，則以「2015 年印度古
嘉瑞省發生政治暴動，印度當局暫停行動上網服務高達四天半」為例，探討網路
對民生的影響。透過調查 600 位當地居民及訪問 30 家大小企業，他發現小企業
尤以維信或臉書接訂單的公司更需要網路，而不同世代和性別也對無法上網的反
應大不相同。
（二）論文發表

2016 CCU TELECOM & CCS | CCS@

20: Voyage to Innovation 9

今年論文發表的內容也相當多元，像是部落客臉書粉絲專頁貼文對粉絲的影
響，不同貼文對部落客可信度、產品態度、搜尋和購買意願的差異，或探討台灣
男同志在戀愛關係終止時運用臉書大方展現分手訊息、快速移除過去與展現未來
的特殊應對儀式。有的學者透過研究臉書展演目的與修圖行為間的關連，發現動
機越強的臉書使用者在發佈照片時越容易使用 APP 修圖等。
此外，有學者更發表以時事為例的傳播相關論文，除了分析台灣與中國主流
報紙關注基改食品的異同，及透過去年八仙塵爆探討災難新聞類型與戲劇化程度
對激起閱聽人的同理心有無差異等，也搭上今年總統大選前一天周子瑜事件，研
究民眾從網路接收訊息、情緒反應到傳播分享訊息的過程。而有學者則是發表新
聞記者工作倦怠型態的論文，經由全國大規模抽樣調查，瞭解台灣新聞工作者的
倦怠情形、類型，並比較不同倦怠程度類型的記者在工作滿意、專業承諾、離職
意向與未來計畫差異等。
（三）專題座談
除了例行性的年會論文發表之外，今年學會首次舉辦國內外期刊主編座談，
提供傳播學者與期刊之間的溝通與對話，增進學者期刊論文撰寫技巧，並掌握研
究論文發表於國內外期刊之策略。年會很榮幸邀請到四位國內期刊主編以及
四位國外期刊主編 從編輯角度分享審稿經驗，並針對論文撰寫及投稿等主
題進行對話、討論與意見交流。
本次年會安排了歷年來最多場次的專題座談，內容相當多元。年會第一天安
排由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教授主持的「網路媒體的社會支撐」專題座談，邀請到前
教育部長黃榮村教授等學者討論由社會賢達所發起之「媒體小農」計畫。還有由
羅世宏教授主持的「NCC 十年有成？無成？下一步？」座談，邀請新任 NCC 委
員洪貞玲教授等學者研討數位匯流通訊傳播科技、監理與政策相關議題。
其他的專題還包括「2016 研究倫理論壇」
；跨領域對話的「健康與傳播：跨
領域對話」以及「當傳播碰上科技是會：一個新興學門的經驗與觀察」等專題；
探討傳播研究新趨勢的「敘事傳播與遊戲：打破規則的心靈快感」
、
「尋找跨國閱
聽人」
、
「Friedrich Kittler 的媒介理論」等專題；探討傳播教育與素養的「口語傳
播在台灣的教學與實踐」
、
「在大學開中國大陸傳播課程」
、
「數位媒體時代的產製
與媒體素養」等專題。本次年會也舉辦每年定期發表的「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專題座談以及公共電視「收視率 vs. 大數據」專題座談。其他專題還包括「客家
傳播」、「新世紀災難傳播」、「尋找氣候變遷溝通研究與實踐的新方向」「紀錄的
運動、運動的紀錄—影像介入社會改革的策略與實踐」
、
「電視新聞工作的現狀與
改變」等。
五、交通食宿安排
今年年會為求方便與會者全程參與，因而提供免費的住宿房間，安排與會者
入住中正大學校內的致遠樓、活動中心和鄰近的嘉義富野度假酒店。從六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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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間開始至六月十八日共三天的期間內，一共提供了 168 個旅館房間（以一個
房間一個晚上為單位，隔日另計）。總體而言，發表人留下來聆聽其他發表場次
的意願較高。
在交通的部分，從外縣市前往嘉義中正大學參加年會的人多半是搭乘高鐵至
高鐵嘉義站，因此今年年會安排了從高鐵站途經嘉義火車站至中正大學之間的接
駁車。在年會三天一共安排了七個班次的接駁車，五趟往程、兩趟返程。往程與
返程皆有將近 100 人次搭乘，提供與會者便利的縣內交通。
在年會的第二天安排了兩套不同行程的在地旅遊，讓來自各地傳播院校的老
師與學生更加貼近雲嘉在地生活與文化。第一個在地旅遊的行程為「雲林古坑華
山咖啡文創園區」。與會者們於華山咖啡文創園區，品嘗咖啡和簡餐，眺望著台
灣南部縣市的美麗夜景。另一個在地旅遊的行程為「嘉義市文化小吃之旅」。由
中正大學傳播系所的師生帶領與會者們尋訪嘉義市的舊城區，進入嘉義著名的夜
市，品嘗嘉義在地生活的美食。今年共有六十多名與會者參與在地旅遊。
在餐點的部分，今年年會一如往常地舉辦了年會開幕餐會，和中正大學校內
的湖畔咖啡餐廳合作，提供與會者們有良好的交流氣氛。今年共有超過一百多人
一同參加這個傳播界一年一度的盛大餐會。除了晚宴之外，今年年會也準備了精
緻的午餐，供與會者們在年會忙碌之餘，能盡情的填飽肚子。
六、大眾傳播媒體及社會人士之反應或評價
今年年會受到許多媒體關注，一共有四家新聞媒體報導今年年會的活動消息。
報導今年年會的新聞媒體與新聞標題整理如下表：
媒體

日期

標題

大紀元

6 月 17 日

華語傳播界盛事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今登場

台灣好新聞

6 月 17 日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中國時報

6 月 18 日

傳播學會年會 學者解剖新聞

台灣立報

6 月 22 日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美、澳、星學者專題演講

6 月 17 中正大學登場

在今年年會結束後，與會者們也積極來信表達他們對於今年年會的安排甚感
滿意。與會者來信表達感謝的內容引述如下：
謝謝王老師跟戴老師辛苦一年的成果……中正的老師與同學們的熱誠，
各項工作準備周詳，會議進行無比順暢。如今我們已經先回到台北，懷
念在中正大學的一切，包括二十多年前以及這次住在致遠樓的經驗，往
事如煙啊。
──國內傳播學門資深教師
年会进行得顺利，我學習良多，非常强感谢您们的安排。請向王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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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谢谢。
──國內傳播學門退休教師
對於這次年會周全貼心的安排，本人再次衷心感謝。
──香港傳播院校教師
柒、綜合檢討和改進建議
今年年會租用中正大學大禮堂作為會場，會場空間寬廣，設備齊全。在硬體
設備的部分，各研討室內的電腦、投影機、網路連線和擴音設備皆運作良好，各
場次的發表人皆能流暢地發表論文。此外，會場空間除了能容納各研討室之外，
也有許多開放空間供學會使用，例如在報到處旁的書展攤位、20 周年回顧特展
展區以及可在會場內供午餐和與會者交流。
今年提供的免費住宿和接駁車等安排確實提高了與會者留在中正大學全程
參與的意願。和去年舉辦於義守大學的 2015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從高雄出發：
跨文化與新媒體想像」相比，去年總共提供了 92 個旅館房間（以一個房間一個
晚上為單位，隔日另計），而今年則一共有 168 個旅館房間（以一個房間一個晚
上為單位，隔日另計）的住宿量。換言之，無論是與會人數或與會者全程參與的
比例都有大幅的提升。
經本屆學會理監事的提議，今年學會祭出「學會 20 周年特惠方案」
，減少了
學生會員所需繳交的年費與會費，鼓勵學生與會者參與年會。依照中華傳播學會
章程第三十條規定，學生會員參與年會需繳交年費壹仟元，而新加入會員則另需
繳交伍佰元的會費。年費和會費加上交通與住宿等費用對學生會員而言是相對沉
重的負擔，因此今年學會提供「學會 20 周年特惠方案」同時配合免費住宿和交
通安排，讓今年學生組會員比之去年成長了百分之十。
今年籌辦年會時在經費預算編列的部分有遭遇到極大的困難。今年適逢中華
傳播學會 20 周年，因此擴編了 20 周年回顧特展以及提供免費住宿、禮品等相關
優惠的預算，讓今年度的預算相較去年多了百分之二十。然而，今年募款經費的
成長幅度未及預算擴編的幅度，而有經費不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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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6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議程
6 月 17 日（星期五）
時間／場地

中正大學大禮堂

10:00-10:30

開幕與嘉賓致詞（會議廳）

10:30-11:40
（70 分鐘）

大會專題演講（會議廳）
演講人：John Keane（澳洲雪梨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主持人：王國羽（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教授／社會科學院院長）

11:40-12:50

午餐

12:50-14:20
（90 分鐘）

14:20-14:30
14:30-16:00
（90 分鐘）

1-A
論文發表：傳播哲學
主持人：唐士哲
評論人：張維元
假體上帝──一個物質主
義的媒體考察

1-B
論文發表：新科技使用
主持人：李秀珠
評論人：李政忠
遠距離的參與－電視直播以及網
路直播的使用與滿足研究

1-C
論文發表：情緒研究
主持人：林怡玫
評論人：林淑芳
負面情緒對置入性行銷的影響：
檢視台灣戲劇節目的置入性行銷

1-D
論文發表：新聞工作者研究
（一）
主持人：胡元輝
評論人：張裕亮
記者求真路：論新聞查證

黃冠華

黃博億、柯婉婷、廖宜珈

呂佩錡、許庭瑜

江靜之

傳播即控制：傳播政治經濟
學的元理論解析
陳世華
論媒介與媒介化的互動機
制
戴海波、孫禕妮

以延伸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和數
位生活型態 探討 LINE TV 的使用
行為
翁晨語、黃惠萍
穿越螢幕的電玩快打：以預設用
途理論探討遊戲實況的互動觀看

恐怖電影中「展現性」與「宿命
性」特質影響觀影情緒之效果研究
林籼君、陳延昇
災難新聞中戲劇化、類型與同理
心情緒之相關研究：以 2015 年八仙
樂園粉塵爆炸為例

實踐典範下的電視新聞「奇觀
社會」建構─以東森新聞遊民
議題為例
許志明
從素人到媒體- 後太陽花時
期投入新媒體者的倫理主體

蔡佶良

王劭文

廖家慧

休息與交流
2-A
2-B
2-C
專題座談：網路媒體 專題座談：收視率 vs.大 論文發表：產業研究
的社會支撐
數據：觀眾怎麼看節
主持人：劉駿州

2-D
論文發表：組織傳播
主持人：楊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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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黃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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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朱敬一

目？電視台又如何評估

評論人：劉駿州

與談人：朱敬一

節目表現？

以「競合」與「區位 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遍：檢 新聞中的恐懼訴求與受眾核

主持人：孫青
評論人：黃聿清
發表人：王如蘭
林瑞婉
程宗明

建構」的觀點重新檢視
區位理論的媒體資源
階層架構
李政忠
新媒體內容產製之
研究：以中國大陸視頻

視組織內重複上行訴求中的禮
貌策略
方維妮、賴俊偉、陳詩惠
從領導階層轉換觀點探討組
織認定與組織文化 : 以世新大
學為例

電態度與行為意圖之關聯性研
究：以延伸平行反應模式檢驗
之
周敬恩、李秀珠
感知娛樂性與感知競爭性對
健康傳播效果之研究：以健康

網站為例
張舒斐

張翼麟
從醫療申訴案件探討醫療溝
通與衝突－以四個急診案件為
例
洪以庭、葉蓉慧

資訊推播應用程式為例
林庭諭、林慧斐、孫杰
科學傳播有笑嗎？探討幽默
對公眾科學議題的理解及說服
效果
劉美佐

胡元輝
黃榮村
吳宜蓁

評論人：黃俊儒

休息與交流

16:00-16:10
3-A

16:10-17:40
（90 分鐘）

評論人：楊慕理

專題座談：
健康與傳播：跨領域對話
主持人：吳宜蓁
評論人：郭良文
發表人：吳宜蓁、郭亭亞
許安琪
廖熏香
盧鴻毅
賴盈如
陳慧玲

3-B
專題座談：NCC 十年
有成？無成？下一
步？
主持人：羅世宏
與談人：邱家宜
劉昌德
洪貞玲

3-C
論文發表：敘事研究
主持人：王嵩音
評論人：倪炎元
訪問與敘事：「日常對
話」與「機構性訪談」
之檢討

3-D
論文發表：媒介效果研究
主持人：林淑芳
評論人：林怡玫
偽科學新聞的第三人效果
研究-- 以醫學偏方新聞為
例

3-E
論文發表：媒體論述分析
主持人：張裕亮
評論人：管中祥
民意的再現：太陽花學運
期間台灣主流報紙讀者投
書研究

臧國仁、蔡琰
再論新聞敘事結構：理
論回顧與整理
蔡琰、臧國仁

陳慧純、朱柏蓉、楊佩珊
角色特質與文本敘事結局
對少年漫畫角色認同與移
情之效果研究

韓鑫、姚倩
媒體報道對國家形象的
構建 ——新華社和美聯社
北京奧運期間的中國報道

飲食心理戰：台灣中秋 林姿彣、陳延昇
2016 CCU TELECOM & CCS | 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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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論述與鄉愁製造

不討人厭的廣告？原生廣

謝璇、余玥

（1950-1970）

告與傳統廣告效果初探

新自由主義與中國因素

熊培伶

廖宜珈、楊政翰
你相信部落客嗎？以文章
性質和互動性高低探討部
落客和粉絲間關係和可信
度與廣告效果
許舒涵

下的文化爭霸──分析四
大報報導紫光收購爭議案
的政策論述與變遷
邱圓庭

17:40-18:00

休息與交流

18:00-20:00

開幕餐會
6 月 18 日（星期六）

9:00-10:15
（75 分鐘）

4-A
4-B
專題座談：敘事傳播與遊戲：打破規則的心 專題座談：尋找跨國閱聽人
靈快感
主持人：簡妙如

4-C
論文發表：性別研究
主持人：王嵩音

主持人：楊智傑

評論人：魏玓

評論人：孫嘉穗

評論人：楊智傑
發表人：臧國仁、蔡琰
賴玉釵
黃曉琪、陳瑜
黃心宇、蔣與弘
張煜麟

發表人：李筱雯
郭大為
謝豫琦
簡妙如

彩妝博客中的身體、話語與權力
管澤旭
三千煩惱絲：台灣女性雷射除毛與認同建構之
分析
黃鈺潔
從 2016 蔡英文競選總統之女性符號看女權發展
鄭婷宇

10:15-11:15

中華傳播學會 20 周年紀念大會暨會員大會、優良論文頒獎（會議廳）
主持人：王嵩音（現任中華傳播學會理事長）
特別來賓：陳世敏（中華傳播學會榮譽理事長）

11:15-11:20

休息與交流
2016 CCU TELECOM & CCS | 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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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專題演講（會議廳）

11:20-12:30
（70 分鐘）

演講人：Ang Peng Hwa（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

12:30-13:30

午餐

主持人：朱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名譽教授）
5-A
專題座談：國內期刊主編座談
主持人：張卿卿
與談人：馮建三

13:30-15:00
（90 分鐘）

翁秀琪
張玉佩
羅文輝

5-B
論文發表：閱聽人與迷群研究
主持人：劉平君
評論人：簡妙如

5-C
論文發表：社群媒體研究
主持人：梁朝雲
評論人：陶振超

閱聽人「跨媒介參與」及詮釋圖像敘事之歷程及美感反
應：以國際大獎繪本及改編得獎動畫之「互媒詮釋」為例
賴玉釵
以網路模因理論分析「泛舟哥」張吉吟爆紅事件中的圖
像與影像模因
黃意能、黃曉琪
陳佩琪臉書粉絲專頁與粉絲留言的互動關係初探

不只更美麗---臉書自拍照的修圖行為
與愉悅感關聯性研究
陳怡安、黃薇仰
網路使我們隨眾人起舞？以感知匿名
性探討社群媒體中的言論極化現象
李佳昇

高莘倫
●迷中之迷──「迷板主」的文化資本及其轉換
廖培伶
休息與交流

15:00-15:10

15:10-16:25
（75 分鐘）

6-A
專題座談：國外期刊主編座談
主持人：羅文輝

6-B
論文發表：數位科技與生活
主持人：臧國仁

6-D
專題座談：有線電視修法與公用頻道經營
主持人：胡幼偉

與談人：張卿卿
黃懿慧
陳光興
魏然

評論人：賴玉釵
引言人：陳炳宏
數位遊戲與老人健康促進：批判的觀點 與談人：丁祈方
羅彥傑
江雅綺
親密與逃避的雙重需求： 跨國母職的傳
何吉森
播科技選用
沈慧聲
2016 CCU TELECOM & CCS | 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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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庭瑜

柯舜智

媒介化傳播下的親密關係 ——以連接

陳憶寧

性共處為例
李雪晴

葉煥輝
休息與交流

16:25-16:35

16:35-17:50
（75 分鐘）

7-A
專題座談：2016 研究倫理論壇
主持人：孫嘉穗

7-B
7-C
專題座談：「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四 論文發表：傳播教育
次成果分享從選民特質探討政治傳播資訊 主持人：馮建三

與談人：戴華
童春發
陳張培倫

接收和政治參與行為
主持人：張卿卿
評論人：蘇蘅
發表人：王嵩音
林淑芳
俞蘋
張卿卿

評論人：郭良文
情緒和社交網聯經驗對知識建構的影響：
以健康體適能知識建構為例
翁秀琪、戚栩僊、韓義興、劉致廷
腦波分析以驗證圖像引動想像力
梁朝雲、賈千慶
大傳系學生對教師教學滿意度影響要素之

陶振超

分類研究：Tetraclasse 模式之應用
余國強
在地旅遊

17:50-20:00

6 月 19 日（星期日）

9:30-11:00
（90 分鐘）

8-A
專題座談：Friedrich

8-B
8-C
8-D
專題座談：科技匯流下， 論文發表：公眾傳播與危 論文發表：紀錄片研究

8-E
論文發表：同志族群研究

Kittler 的媒介理論
主持人：翁秀琪
評論人：唐士哲
發表人：蔡博方
江淑琳

電視新聞工作的現狀與
改變：一次實務與學術場
域的對話企圖
主持人：張文強
評論人：陳依玫

主持人：王孝勇
評論人：王孝勇
男同志面對戀愛關係終止
之社群網絡使用行為初探：
以臉書運用為例

機溝通
主持人：陳炳宏
評論人：黃惠萍
自嘲、敘事與危機傳播
姚惠忠、汪睿祥、付航、

主持人：戴皖文
評論人：蔡崇隆
立案合拍紀錄片的移民
敘事
徐亞萍

2016 CCU TELECOM & CCS | CCS@

20: Voyage to Innovation 17

賴裕濱

「穹頂之下」之敘事結構 侯政男

劉蕙苓

由社會行銷觀點檢視

初探

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身心

張文強

政府節能減碳措施
柯舜智
食品安全的組織危機
溝通與危機回應策略之
研究－以礦泉水事件為
例

金亞珺、鄭宜玟
為何紀錄?如何批判? —
試論台灣記錄片的「政治
性」
區國強

障礙與同志族群比較研究
王維菁、鄭婷文
現身後還是隱形人—台灣
同志的家庭出櫃紮根理論
張竹芩

黃順星

發表人：陳秀鳳

蕭旭智

蔡宜庭、林家年
休息與交流

11:00-11:10
9-A
專題座談：在大學開
「中國大陸傳媒」課
主持人：朱立
與談人：林麗雲

11:10-12:40
（90 分鐘）

12:40-13:40

張錦華
黃成炬
羅世宏
蘇蘅

9-B
專題座談：當傳播碰上
科技社會：一個新興學
門的經驗與觀察
主持人：黃俊儒

9-C
論文發表：新聞工作者研究
（二）
主持人：張文強
評論人：王毓莉

9-D
論文發表：科學傳播（二）
主持人：徐美苓
評論人：盧鴻毅
兩岸科普網站特色與傳

9-E
論文發表：電視研究
主持人：陳清河
評論人：黃靜蓉
多元文化與族群媒體： 台

評論人：黃俊儒
發表人：陳憶寧
陳瑞麟
施琮仁
邱玉蟬

我倦了？不如歸去！？新
聞記者的工作倦怠型態、專
業承諾與離職意向
劉蕙苓
中國大陸報刊調查記者的
馴服與反抗
果蕾

播效果初探— 以《果殼
網》和《泛科學網》為例
黃惠萍、劉臻、智飛
轉基因議題在網絡空間
的公共討論：基於大數據
的研究
黃彪文

灣客家電視台的媒介多元
化分析
李美華
從使用與滿足理論觀點探
究社交電視對於電視品牌
化的影響
林芝璇、陳冠儒

媒介融合時代下新聞從業
者的社交媒體運用及其角
色認知
李思思

2015 年兩岸報紙對基因
改造食品的報導框架
孟星彤、任露曦

多平台時代下台灣電視頻
道業者的競爭優勢與策
略：以資源基礎觀點分析
陳弘軒

午餐
2016 CCU TELECOM & CCS | 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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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

13:40-15:10
（90 分鐘）

10-B

10-C

10-D

10-E

專題座談：口語傳播在台 專題座談：紀錄的運動． 論文發表：大數據分析

論文發表：國際傳播

論文發表：傳播理論研究

灣的教學與實踐
主持人：馬成龍
評論人：馬成龍
發表人：李佩霖
葉蓉慧
秦琍琍

主持人：陳憶寧
評論人：郭文平
2016 總統大選的社群
媒體、政治討論與情緒傳
播： 以周子瑜事件的大
數據分析為例

主持人：張錦華
評論人：李美華
恐怖主義與媒體：檢視
美國反恐戰爭、伊斯蘭與
半島電視台
林照真

主持人：胡元輝
評論人：羅世宏
超越傳播：媒介學
陳雪慧
地方主義再生？新媒體
時代的地方精英

蘇蘅、郭台達、潘金谷、
曹嬿恆、陳棅易
邁向厚數據：以「詮釋
型資訊工具」進行意義分
析的概念基礎
劉慧雯、柯籙晏
眾裡尋他千百度：新聞

威權政體中的媒體監
督——以「總稽查司報
告」報導爲例
李毓珊
框架與認同：陸台兩地
媒體 如何再現中國恐怖
主義事件？

趙爽英
「媒介是人的延伸」再
思考：技術現象學的視角
于成
新物質論：媒體考古學
對當代媒介研究的意涵
張惠嵐

文本中的關鍵詞篩選與
類目建構

王彥

李佩雯
胡全威

運動的紀錄－影像介入
社會改革的策略與實踐
主持人：蔡崇隆
與談人：蔡崇隆
林泰州
黃淑梅
林大涵

朱蘊兒、陳百齡
休息與交流

15:10-15:20

15:20-16:50
（90 分鐘）

11-A
11-B
專題座談：新世紀災難 專題座談：尋找氣候變
傳播研究/實踐的可能性 遷溝通研究與實踐的新

11-C
專題座談：客家傳播專
題討論

11-D
專題座談：數位媒體時
代的產製與媒體素養

11-E
論文發表：語藝與符號學分析
主持人：秦琍琍

主持人：孫曼蘋
評論人：林照真
發表人：許瓊文
蔡鶯鶯

方向
主持人：黃俊儒
評論人：黃俊儒
發表人：徐美苓

主持人：黃靜蓉
評論人：黃靜蓉
發表人：孫榮光
張陳基

主持人：施伯燁
評論人：李律鋒
發表人：劉忠博
張時健

評論人：胡全威
數位語藝批評方法結合電腦
文本探勘工具初探─以反核臉
書粉絲團形塑幻想主題為例

王紹蓉

楊意菁

吳翠松

蔡欣怡
2016 CCU TELECOM & CCS | 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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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宗聖

初探數位語藝—理論與方法

盧鴻毅

施琮仁

張玉佩

孫曼蘋

郭文平

魏玓

的檢視與重構

殷美香

李美華

蔡鴻濱
新聞訪問情境的符號觀點：
以政治談話節目《重磅新聞》
和《新台灣加油》為例
莊崇暉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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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6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活動照片

年會報到處

報到處旁的書展攤位

大會專題演講人 John Keane 教授

與會者和大會專題演講人互動

2016 CCU TELECOM & CCS | 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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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理事長授感謝狀予大會專題演講人汪炳華教授

榮譽理事長陳世敏頒發優良論文獎

中華傳播學會 20 周年紀念影片

榮譽理事長陳世敏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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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專題座談：網路媒體與社會支撐，發表人朱敬一院士

6-D 專題座談：有線電視修法與公用頻道經營

7-A 專題座談：2016 研究倫理論壇

7-B 專題座談：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四次成果分享從
選民特質探討政治傳播資訊接收和政治參與行為
2016 CCU TELECOM & CCS | 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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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 論文發表：大數據分析，蘇蘅教授

10-D 論文發表：國際傳播，林照真教授

中華傳播學會 20 周年回顧特展展區：客廳

臧國仁教授在客廳中回顧中華傳播學會 20 年來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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