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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討會摘要 

一、研討會名稱 

2014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二、研討會目的 

網際網路及社群網站等新媒體如何影響一個國家公共政策的發展與制訂一

直是資訊社會中重要的議題，從 2010 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和其它

地區的一些國家發生一系列以「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社會運動開始，到

2014 年台灣社會發生太陽花運動等，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這些運動多採取網

路串連的方式來推動其各項活動，其影響之深、範圍之廣，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

關注。因此，本年度年會的主題，便以新媒體與公民運動為中心，期望帶領各界

審視新媒體的力量，並進一步了解其對資訊社會中各公民運動及各層面的影響。

因此形成 2014 年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研討會的主題：「新媒體與公民運

動」。 

     另外，本次研討會除了將特別針對「資通訊科技應用與原住民文化傳播」

進行專題討論，我們也與元智大學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財團法人國家實

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合辦兩個個場次的專題討論，討論的主題分別

為「數位匯流法規政策與個資隱私」及「永續環境、科技發展策略與產業創新」。 

三、研討會時間、地點 

日期：民國 103 年 11 月 15 日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新竹，台灣 

四、研討會議題 

資訊社會：資訊社會網絡變遷、社群網站議題、虛擬權力、虛擬網絡 

資訊經濟：電子商務與網路經濟、孛經濟、數位科技與娛樂產業、網路消費行為、

網路行銷 

資訊政策與法律：通訊傳播產業政策、智慧財產權法、數位匯流政策、公帄法與

資通訊產業 

資訊傳播與應用：數位科技與另類媒體、網路學習、數位典藏、災難與風險管理、

數位策展 

專題討論一：Big Data 與資訊社會分析 

專題討論二：數位匯流法規政策與個資隱私 

專題討論三：資通訊科技應用與原住民文化傳播 

專題討論四：永續環境、科技發展策略與產業創新 

其他資訊社會相關議題 



貳、執行單位簡介 

（一）主辦單位： 

 

（1）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http://www.tais.org.tw/）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建立於西元 2002 年，希望結合相關領域的學者與學

生共同研究。本會每二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會員大會選舉理事 15 人和監事 5

人，理事會推舉產生常務理事和理事長，監事會推舉常務監事，任期皆為兩年。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歷任理事長分別有：第一屆理事長為清華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張維孜教授，第二屆理事長為南華大學社會所翟本瑞教授，第三屆及

第四屆理事長為元智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曾淑芬副教授，第五屆及現任第六

屆理事長由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郭良文教授擔任，本年度將選出第七屆理事

長。 

    資訊科技帶來社會極大之改變，無論是資訊本身 的傳播，或個人行為、心

理，乃至於整體社會結構、文化、經濟、政治、法律與教育，都受其影響，本會

之宗旨即在結合相關學者與學生之力研究此一現象。 

    為達成進行跨領域的多方交流與實現本學會之宗旨，本會每年均舉辦一次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以提供各界相關學者與學生能夠

透過此活動進行多元的學術交流，了解最新的議題及研究動態。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提供一個開放的空間讓各方學術研究者能夠於此進

行優質的學術討論。你的參與與支持也使本學會更為茁壯。 

                                                                   

立案證書字號：內政部台內設字第 0960156539號 

理事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郭良文教授 

秘書長：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  陳志成助理教授 

副秘書長：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林日璇助理教授 

學會秘書：吳瓊虹 

 

聯絡電話：03-4638800 #2769 或 #2763 

聯絡地址：320 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 135 號一館 1601 室 

 

（2）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http://dct.nctu.edu.tw/main.php）             

   「傳播與科技學系」致力於培養新時代的媒體創新者與領導者，是交通大學

創校百年後開設的新興學系。資訊與傳播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不僅帶來數位匯流，

模糊了傳統媒體之間的分界；也穿透文化與地域的隔閡，連結在地與全球文化。

更重要的，由全新想法打造的新型態媒體湧現，影響深入個人與社會的各個層面。

因應這樣的挑戰，掌握跨領域知識、發展國際化能力、強調創造力展現，是驅動

世界、成為一流人才的關鍵，也是傳播與科技學系的教育目標。 

http://www.tais.org.tw/
http://dct.nctu.edu.tw/main.php


  作為全國唯一的傳播與科技學系，本系特色在於跨越傳統新聞、廣播、電視、

數位內容、廣告與公共關係等區分方式，強調以知識與能力為分維的學習架構。

放眼於媒體匯流的新興世代，以結合文字、聲音、影像紀錄、數位內容等「跨媒

體」為教學與研究帄台，進行新世代的傳播科技訓練。在理論素養與實務技能並

重的教學體系中，訓練學生掌握學術基礎概念與研究能力之餘，深化社會文化關

懷、反思傳播媒體現象，並發展整合數位媒體創意。 

 

（3）國立交通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http://brc.nctu.edu.tw/）     

    交大腦科學研究中心成立於 2003 年，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支援促成，為開

發四校在腦科學領域的原創性研究。本中心與 UCSD SCCN 雙邊合作長達七年以

上，兩校學者在認知科學、計算神經科學及人類神經工效系統上均有重大突破。 

       從近代科學文明的發展來看，「腦科學」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各領域的尖

端研究領域之一，隨著陽明交大合作計畫與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腦科學研究中心的

執行運作，交通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已整合電機院、資訊院與生科院的相關研究

資源，並致力朝向頂尖腦科學跨領域研究的方向邁進。 

       對於此跨領域、跨校國際性的議題，值得各領域研究團隊進行整合，並積

極投入進行研發。交通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結合微機電技術、資訊科技以及認知

科學等相關跨領域技術，從事基礎及應用的認知神經工程 (Cognitive 

Neuroengineering)研究。在基礎研究方面，交大腦中心以動態、視覺或聽覺的刺

激，配合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反應和決策，研究大腦認知狀態變化的神經生物機制。

在應用研究方面，交大腦中心一方面建立人腦與機器的介面，增強其資訊處理的

效能，提升人類在不同環境及壓力之下的認知能力；另一方面，本研究中心亦針

對老 年人發展可塑型優質高齡化生活空間，開發滿足對象老人需求之適應性輔

助科技，以降低老人因大腦認知能力退化所造成生活上之不便，並同時進行老人

相關之基礎腦科學研究。 

      另外，本中心也一直積極發表許多頂尖國際期刊論文，如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2008), NeuroImage (2010)等，而雙邊也成功推動至少六件跨國際合作研發

案。交大與 UCSD 每年至少四次互訪和進行多次視訊會議，最近獲得國科會龍

門計畫補助，今年九月將選送博士後研究員及博士生進駐 UCSD SCCN 進行研究

合作。 

         

（4）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http://www.mis.yzu.edu.tw/index.asp)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原名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因應科際整合及

時代趨勢， 於 99 學年度起更名為「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Graduate Program 

in Social Informatics）。本學程結合科技發展與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政策學、

經濟學、法律學）之訓練，研究資訊科技發展對社會制度與生活之衝擊及影響。

配合現階段社會與政府政策發展之需要，本學程培育資訊議題及政策之規劃、執

行及分析之專才為發展方向，因應資訊發展趨勢，本學程於 103 學年度正式併入

http://brc.nctu.edu.tw/


資管學系。 

本系所結合本校現有管理研究所、資訊研究所等師資人力與設備資源，提供

教學與研究發展所需之環境。創新資訊科技與經營管理知識之研究發展。培養兼

具資訊技術能力與現代管理知識的高級人才且重視基礎理論方法訓練，強調研究

創新能力。透過學術及建教合作計劃執行，提昇學生學術研究及實務技術之能力。

與國外知名大學如澳洲西雪梨大學合作國際雙聯碩士學位學程，以拓展學生視野、

培養學生國際觀、增進國際學術合作交流。 

提供充沛之研究生個人研究設備與環境。除備有高額且多元的校內、外獎助

學金外，亦提供多種的研究 TA 及研究計畫 RA。致力於良好研究環境的建立。

鼓勵同學參與教師研究，發展各領域特色，並促使不同領域間之整合。 

發展領域包括： 

 資訊科技創新與創業管理 

 企業資源規劃與電子商務 

 醫療資訊管理 

 數位內容技術管理與應用 

從領域來看，本系所可以說掌握了未來社會主流的思想與技術。我們不僅強

調資訊技術的認識，並強調對企業經營理念的熟稔。我們的學生不僅擁有先進的

資訊技術，還有高度的企業管理的素養。 

 

（二）協辦單位： 

 

（1）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http://rchss.nctu.edu.tw/chinese/about/about01.aspx） 

    以理工專業聞名全球新科技產業界的台灣交通大學，近幾年積極求變，開始

關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因而「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成立，

便成為最具體的指標。「人社中心」（簡稱）的成立，更明確指出交大決心投入人

文社會研究，以激盪出更開闊的學術研究空間。 

  交通大學自（光緒廿二年）創校以來，著重應用科學學術研究及專業人才培

育，並以理工、資訊、管理見長，成為國家工業、交通建設主要動力。近年來陸

續擴增人文、族群、傳播、應用藝術、音樂、教育等系所，人文社會學院、客家

學院以及通識中心相繼成立。這些系所致力結合科技與人文，使交通大學能夠朝

向綜合完全大學邁進。 

  但單是這樣似乎還不夠，交大需要一個人文研究動力的整合單位。因而，交

大於九十六學年（97.4.23）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設立「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並將該中心的位階提高為校內一級研究機構。為使中心業務順利推展，人

社中心設置主任、執行秘書各一人；同時，為了擴大參與和進行科技與人文的學

術整合，「人社中心」更邀請交大五院院長成立「執行委員會」，做為中心業務的

主要監督與決策單位。而為更細部的業務推展，「執行委員會」更薦請學校聘任

專業學界人士成立「編輯審查委員會」，使得人社業務的推動能夠廣納各方意見。 

http://rchss.nctu.edu.tw/chinese/about/about01.aspx


人社中心成立後，於 2009 年獲教育部辦理的「補助大學校院設立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計畫」。 

 

( 2）元智大學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 (http://innobic.yzu.edu.tw/) 

元智大學數位匯流研究團隊除本校專任教師之外，也將延攬國內相關領域優

秀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希冀本中心可以持續累積研究能量，扮演數位匯流相關議

題的「智庫」角色，提供產官學研的溝通帄台，讓政策、法規與新創服務三者得

以互相激盪，相得益彰。另外，也將邀請長期與本校團隊有夥伴關係之國外知名

研究機構，包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電訊研究中心、日本早稻田大學全球資訊與

電信研究所暨亞太研究所、香港科大開放創新網路中心、國際電訊研究學會、以

及南半球通訊政策研究學會等機構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刻劃研究縱深，產出高

品質研究成果，建立台灣在相關領域研究的國際學術聲譽，以進入亞洲及國際一

流水準為目標。大數據相關的研究團隊，長期耕耘「智慧計算」領域，不論在大

型計畫的執行、高品質的期刊論文發表，皆有非常優秀的表現。 

團隊成員有三位國科會傑出獎得主（張百棧、林志民、蔡篤銘），將共同帶

領本計畫，確保計畫的執行成效。另外，也將延攬國內相關領域優秀專家學者，

以及工研院巨資中心、桃園縣政府（航空城公司）、PC Home、遠東集團、資策

會等公、民營機構共同參與。在國際接軌上，將邀請國外知名的研究團隊，包括：

美國的南加州大學、IBM Watson 研究中心；澳洲的墨爾本大學；英國的 Essex 大

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提升中心之研究成果。期待本中心可以持續推動

大數據在各領域的應用與核心技術的研究，成為台灣以及亞洲之大數據研究重

鎮。 

   本計畫擇定「大數據」 ( Big Data ) 與「數位匯流」 ( Digital Convergence ) 

作為研究中心之發展主軸，兩者互相關聯，並且具備下列特色： 

 承續前期頂尖大學計畫之成果，聚焦長期耕耘且能量已具規模之特色領

域； 

 強調跨領域研究與創新，不僅持續深耕基礎工業技術，更需要社會、經管、

政策、傳播與藝術設計相關領域的投入，提升學校整體研究能量； 

 充分結合豐厚外部資源之優勢，提升計畫執行效能； 

 配合國家重要產業政策與社會發展，對於提升國民生活品質、產業競爭力

與創新創業之加值效益，值得期待。 

                     

（3）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http://hakka.nctu.edu.tw/main.php）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促進族群和諧並保存及推動各族群文化的發展

是目前最重要課題之一。且多元族群文化的發展是檢視民主與開放社會的重要指

標之一，多元文化主義更是世界先進國家及地區近年來熱烈討論，積極追求的理

想。換言之，多元族群與文化的認識與推動，不但可以促進族群間之互動，也可

以促進族群間互相尊重與和諧。教育與學術資源的投入對於多元族群的瞭解與發

http://innobic.yzu.edu.tw/
http://hakka.nctu.edu.tw/main.php


展有紮根的作用，更是多元族群傳承的希望工程。近年來關心客家文化傳承發展

的有志人士，即有設置客家大學之芻議，以作為客家語文、學術研究與教育、社

會運動及客家社會文化政策的整合中心，並凝聚客家群族發展之共識。  

        國立交通大學位於桃竹苗台灣客家人聚集之中心地，西元 1958 年於新竹復

校後即與桃竹苗客家地區緊密結合，現今值中央政府有籌設客家大學院校的政策

目標，且台灣地區最高客家族群比列所在之新竹縣政府亦有所期盼。交通大學基

於中央政府、新竹縣政府及以學術發展的考量，於民國 91 年底向教育部提出「國

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之籌設，並期望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能成為國際級

之客家學術研究重鎮及政策研究中心。 

                

（4）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http://www.stpi.narl.org.tw/）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STPI) 於 2005 年 1 月 16 日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

術資料中心改制並改隸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並為因應政府推動整體

科技發展之需要，由原「科學技術資料中心」轉型為「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以期運用累積 30 年豐厚之資訊蒐集、處理、服務、加值與科技政策知識建構經

驗，肩負「國家級科技智庫」角色；同時配合政府決策體系需要，結合學者專家

整合建立科技政策研究體系，建構科技研究方法與知識庫，提供科技政策形成機

制與溝通帄台，以促進台灣科技決策體系專業化與健全化之發展。    

 

（5）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http://www.hss.ntu.edu.tw/）                

    行政院國科會為了統整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跨領域密切合作，以促進國內人文

及社會科學之卓越化，於民國 101 年 1 月設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本中心以促進學術研究之卓越化為主要任務，學術服務為輔。學

術研究以面向全國、培養新進研究人才、提高臺灣人文社會科學之全面水準為首

要目標；學術服務項目包括有大型儀器諮詢與服務、資料庫整合、學術期刊評鑑、

學術專書出版等，也與國內其他學術機構廣泛合作，為培養學術人才、提高臺灣

整體研究水準共同努力，並邀請國外優秀學者前來演講與進駐，強化臺灣與國際

學界的交流，促進本土人才成長。 

  本中心的創始前身為民國 88 年所成立的「人文學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兩中心)，分別在國立臺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設置，目的亦

是在提升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學術水準與研究品質。兩中心在這 12 年當中經

歷了兩個階段(每階段六年)，已經初步完成多項階段性任務，包括國內人文及社

會科學之學術期刊資料庫雛型建置、學門前瞻研究學術報告、培育年輕學者研習、

推動專書補助等有助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長遠發展之規劃案。相信未來在本中

心的統整與跨領域合作之下，將更能發揮研究規劃、統整協調、與專業諮詢等學

術功能。 

 

http://www.stpi.narl.org.tw/
http://www.hss.ntu.edu.tw/


叁、工作執行與說明 

項目 時間 相關內容 

前置作業 

6/16（一） 架設研討會專屬網站 

6/20（五）~  

8/31（六） 

以E-mail方式宣傳及在各學術網站帳貼資

訊 

徵稿期間 
6/20（四）~  

8/31（日） 
8/31 為論文投稿截稿日 

研討會 

美宣設計 

8/15（五）~ 

 9/20（六） 

邀請卡、大會手冊、會場海報、名牌、桌

牌及會場佈置等相關設計 

審查會議 
9/1（日）~  

9/20（六） 
評選論文發表之主題篇章 

審查結果 

通知 

9/15（一）、 

10/20（一） 

9/15 教師與其他組結果通知、10/20 學生組

結果通知，Mail 通知及網站公告 

研討會報名 
9/15（一）~ 

11/06（四） 
以網路報名方式作業 

研討會海報送印 9/17（三） 研討會海報送印 

寄送研討會海報 10/13（一） 寄送研討會海報 

議程確認 10/20（一） 完成研討會議程 

研討會 

嘉賓確認 
11/04（二） 寄發邀請卡 

論文截稿 
11/01(六)~ 

11/05（三） 
11/01 為論文全文截稿日 

工作人員 

名單確認 
11/07(五) 

 



大會手冊及 

論文集送印 

11/10(一)~ 

11/13(四) 
手冊文案及光碟編排送印  

晚宴場地 

預訂 
11/04(二) 預計晚宴餐廳為風城之月 

晚宴餐廳 

人數確認 
11/06（四）   

與會名單 

確認 
11/07（五） 與會嘉賓及發表論文名單確認 

餐點及茶點 

規劃 
11/10（一） 研討會當天之餐點及茶點完成預定 

相關設計物 

印製完成 
11/13（四） 名牌、桌牌、會場海報等設計物印製 

會場佈置 11/14（五） 會場相關佈置作業完成 

研討會執行 11/15（六） 研討會當天作業事宜 

研討會成果 

報告書製作、 

經費結算核銷 

11/16（日）~ 

12/15（一） 

核銷各補助單位的經費、結案報告書寄發

給各單位 

 

肆、實施成果 

 

一、宣傳方式 

本次宣傳方式，分為海報宣傳、電子郵件宣傳、網路宣傳三部分，分項說明

如下： 

（一）海報宣傳 

  除張貼於校園醒目處之外，並寄送至臺灣各資訊、傳播、社會、法律等相關

系所。 

（二）電子郵件宣傳 

  將研討會訊息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給學會會員及臺灣各資訊、傳播、社會、

法律等相關系所。 



（三）網路宣傳 

  設立研討會專屬網站，並透過各種網路帄台將會議訊息廣為發布。 

    研討會專屬網站：http://app.asoce.com/tais/index.php 

網站擷圖： 

 

二、論文發表數量 

 

本次研討會論文來源有三：一是於 2014 年 6 月至 8 月間公開徵稿，收得教

師與其他身分組 20 篇論文，經審查後錄取 19 篇，於研討會上發表 19 篇。學生

組收的 43 篇論文，經審查錄取 19 篇，於研討會上發表 18 篇，共計 38 篇論文。

二是主動向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邀稿；三是邀請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擔任傳播系教授

Dr. Carolyn A. Lin 和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張讚國教授進行兩場專題演

講。 

 

 

http://app.asoce.com/tais/index.php


發表人與主題如下： 

場次 場次主題 作者 文章篇名 

A1 
新媒體與 

公民參與 

翁秀琪 
媒介科技與人的交會：媒介科技使用與公民參與

的關連 

侯政男 

蔡宗哲 

網路公共參與及社會嚴格控制：中國後社會主義

下微博空間的權力與抵抗 

林書妤 
從社會認知理論看Facebook之線上公共議題參與 

─以太陽花學運事件為例─ 

孫禕妮 
從集體性行動到連結性行動：新媒體時代社會運

動動員結構的理論性初探 

    

A2 
新媒體 

與生活 

鄭佑漢 
線上遊戲玩家間人際互動與社會資本之研究： 

以即時戰略遊戲「英雄聯盟」為例 

鍾宜靜 

陳德慧 

「喜翻嗎？」 行動式交友軟體之使用與滿足與展

演策略之初探 －以手機軟體 Beetalk 為例 

林芷揚 線上出版相片書與美感生活 

    

A3 
資訊社會 

議題一 

宋韻雅 

The encyclopedic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bout 

microblogging in Chin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Wikipedia community 

王  笙 
從群眾募資網站探討網路資源分配現況與影響因

素 

林姿君 

陶振超 
以情緒共生檢視恐怖電影的享樂感 

 
  

  

B1 

專題討論 1： 

Big Data 與

資訊社會分

析 

陶振超 

趙玉娟 
網路口碑之情感分析 

潘金谷 
關鍵字擴充於社群資料過濾之處理：以兩次劣油

事件為例 

陳百齡 災難傳播中的轉述和訊息擴散，以澎湖空難為例 



B2 

專題討論 2： 

數位匯流法

規政策與個

資隱私 

劉宜君 大數據與醫療隱私之探討 

尤騰毅 
網路影音服務反制線上侵權之最新法制議題 

—以日、中、韓為中心 

丘昌泰 大數據個資與隱私權法制治理之研究 

葉志良 
社交網路業者對個人資料外洩之防範：法律與政

策之比較研究 

   
 

B3 

專題討論 3： 

資通訊科技

應用與原住

民文化傳播 

孫嘉穗 
原住民新聞與原住民文化傳播： 

資訊、文化轉譯與媒體中介 

朵悠‧馬紹 從原住民族文化自決淺論原住民族媒體近用權 

黃居正 新聞傳播與原住民族文化傳統之「本真性」敘述 

    

B4 

專題討論 4： 

永續環境、

科技發展策

略與產業創

新 

陳怡如 

林海珍 

王宣智 

悠活高齡 – 以未來健康促進與醫療服務之技術

趨勢出發 

黃郁棻 

林海珍 

羅良慧 

我國如何因應未來能源挑戰： 

從國際發展趨勢與研發投入觀點分析 

葉席吟 

林品華 
生技醫療領域知識產業擴散前瞻研究 

王宣智 

翁志弘 

張于紳 

反應在頇臾之間-以資通訊應用趨動的未來 

宋宜駿 

吳松澤 
氮化鎵與碳化矽電力電子元件國際發展概況 

 
    

C1 
新媒體與 

新聞傳播 

孔令信 
318 學運中夾腳拖與 iPad 直播模式帶動的新媒體

革命與公民運動反思 

郭小孜 
網路輿情聯想疊加的基本模式及反思 

—基於相關案例的綜合分析 

魏銓德 

胡學為 

網路媒體快又準－以使用與滿足探討網路在社會

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 

吳辛夛 
從議程設置看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的報導策略： 

基於中日釣魚島爭端報導 



C2 
新媒體與 

性別意識 

張榮富 

陳琮竣 

林玫伶 

林聖雲 

身高對擇偶機會的影響： 

以擇偶網站中男女身高偏好雙向互選的模擬研究 

葉家華 不要叫我迷妹！初探女性觀看運動賽事之意象 

林庭諭 
當正妹成為圍剿的對象： 

社群網站圖文創作中的性別再現 

    

C3 
資訊社會 

議題二 

王牧寰 日本電信資費價格調整上限制之研究 

羅婉婷 

陶振超 

輸球也快樂？以情緒評估理論探討運動賽事享樂

感 

商孟潔 

王  萱 

社交網站使用者隱私顧慮對其使用行為之影響 

——以新浪微博為例 

 
  

  

D1 
新媒體與 

公民新聞 

林孙玲 第五權：公民參與線上新聞實踐 

李明穎 
從使用者生產內容概念看公眾參與新聞產製的轉

變 

區國強 

陳百齡 

潘金谷 

另一種「新聞攝影」？  — 以「洪仲丘事件」

Facebook 粉絲頁為例，初探社群帄台上的影像傳

播活動 

    

D2 
新媒體與 

廣告行銷 

黃夙蓮 

陶振超 
突現廣告的注意力攫取效果 

林書妤 
信任為王？ 從口碑訊息順序與資訊豐富度探討 

Facebook 品牌貼文之口碑傳播意圖 

萬芝孜 

林書妤 

有好康就打卡？Facebook 打卡送優惠行銷之行為

意圖研究 

    

D3 
資訊社會 

議題三 

張萱聆 

李柏勁 

支持服貿 vs.反服貿 

—服貿資訊的第三人效果研究 

曹晏維 大學生對於反核的行為要素之研究 

許涵琇 

陶振超 
立體深度的注意力攫取效果 



三、研討會現況 

    研討會當天來自各校資訊社會相關系所、及資訊社會教學領域之學者、專家、

教師等，與會來賓人數眾多，近 200 人次，當日議程及出席貴賓名單詳如附件一、

附件二。 

      

四、學術及實務經驗交流 

（一）論文發表 

    研討會共一天，兩場專題演講及十三個場論文發表，並於各場次論文發表之

後進行提問及學術交流。當天實況請參閱附件三活動照片。 

 

（二）討論交流 

    會場當天各界的與會人士均在討論時間及中場休息時間與論文發表者進行

熱烈的討論及經驗分享交流，當天實況請參閱附件三活動照片。 

  



附錄一 

2014 年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11 月 15 日 (星期六) 

8:30~9:00 報到 

9:00~9:10 

開幕典禮 

主辦單位及來賓致詞 

學生論文競賽頒獎典禮：最佳學生論文得獎者頒獎 

頒發感謝狀：郭良文 理事長 

主席：郭良文 

地點：4F 國際會議廳 

9:10~10:20 

(70 分鐘) 

專題演講 

講題一：Social Movements in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Age:  

Have Facebook, Will Tweet 

主講人：Professor Carolyn A. Lin(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主持人：郭良文 

地點：4F 國際會議廳 

10:20~10:50 早茶時間(30 分鐘) 

10:50~12:00 

(70 分鐘) 

地點：104 地點：105 地點：106 

場次 A1 

新媒體與公民參與 

主持人：張讚國 

評論人：賴盈如、王嵩音 

場次 A2 

新媒體與生活 

主持人：陶振超 

評論人：蔡佩穎 

場次 A3 

資訊社會議題一 

主持人：吳齊殷 

評論人：王宣智 

12:00~13:00 
午餐時間、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開票 

(地點：B08) 



13:00~13:50 

(50 分鐘) 

專題演講 

講題二：分裂的社會或分裂的話語： 

香港佔中運動、商業媒體與公民新聞 

主講人：張讚國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 

主持人：劉帅琍 

地點：4F 國際會議廳 

13:50~14:10 換場 

14:10~15:10 

(60 分鐘) 

地點： 104 地點：105 地點：106 地點：122 

場次 B1 

Big Data 與 

資訊社會分析 

主持人：潘金谷 

場次 B2 

數位匯流法規政策 

與個資隱私 

主持人：丘昌泰 

場次 B3 

資通訊科技應用與

原住民文化傳播 

主持人：孫嘉穗 

場次 B4 

永續環境、科技發展策

略與產業創新 

主持人：陳怡如 

15:10~15:30 午茶時間(20 分鐘) 

15:30~16:40 

(70 分鐘) 

地點： 104 地點：105 地點：106 

場次 C1 

新媒體與新聞傳播 

主持人：翁秀琪 

評論人：李明穎、許文宜 

場次 C2 

新媒體與性別意識 

主持人：侯政男 

評論人：許孜琪 

場次 C3 

資訊社會議題二 

主持人：唐大崙 

評論人：葉志良 

16:40~16:50 休息時間(10 分鐘) 

16:50~18:00 

(70 分鐘) 

地點： 104 地點：105 地點：106 

場次 D1 

新媒體與公民新聞 

主持人：李明哲 

評論人：洪貞玲 

場次 D2 

新媒體與廣告行銷 

主持人：朱旭中 

評論人：邱琪瑄 

場次 D3 

資訊社會議題三 

主持人：諸葛俊 

評論人：戴瑜慧 

會議結束 

 



附錄二 與會人員 

貴賓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主講人 / 主持人 

郭良文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院長 
學會理事長 

專題演講主持人 

Carolyn A. Li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Professor Keynote Speaker 

張讚國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 Professor 
Keynote Speaker 

場次主持人 

宋韻雅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  發表人 

劉帅琍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Professor 專題演講主持人 

 

場次主持人與評論人 

姓名 單位 職稱 主持人 / 評論人 

陶振超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吳齊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 場次主持人 

翁秀琪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教授 
場次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侯政男 義孚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唐大崙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李明哲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朱旭中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助理教授 場次主持人 

諸葛俊 玄奘大學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 助理教授 場次主持人 

潘金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研究員 
場次主持人 

論文評論人 

丘昌泰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教授 
場次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孫嘉穗 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陳怡如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研究員 

場次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賴盈如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場次評論人 

王嵩音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教授 場次評論人 

蔡佩穎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場次評論人 

王宣智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副研究員 

場次評論人 

論文評論人 

李明穎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 
場次評論人 

論文發表人 



許文宜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助理教授 場次評論人 

許孜琪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副教授 場次評論人 

葉志良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與 

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  
助理教授 

場次評論人 

論文發表人 

洪貞玲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副教授 場次評論人 

邱琪瑄 銘傳大學廣告學系 助理教授 場次評論人 

戴瑜慧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助理教授 場次評論人 

 

論文發表人 

姓名 單位 職稱 發表人 

林書妤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孫禕妮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班 同學 論文發表人 

鄭佑漢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鍾宜靜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林芷揚 世界民航雜誌 小姐 論文發表人 

宋韻雅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 教授 論文發表人 

王  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林姿君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孔令信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 副教授 論文發表人 

郭小孜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 論文發表人 

魏銓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吳辛夛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張榮富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副教授 論文發表人 

葉家華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林庭諭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王牧寰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研究員 論文發表人 

羅婉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商孟潔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林孙玲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教授 論文發表人 

區國強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同學 論文發表人 

黃夙蓮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林書妤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萬芝孜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張萱聆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曹晏維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許涵琇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陳百齡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 教授 論文發表人 

劉宜君 
元智大學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

心&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教授 論文發表人 

尤騰毅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研究員 論文發表人 

朵悠‧馬紹 原住民族電視台 
新聞部

經理 
論文發表人 

黃居正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硏究所 副教授 論文發表人 

黃郁棻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研究員 論文發表人 

葉席吟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研究員 論文發表人 

宋宜駿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研究員 論文發表人 

 

附錄三 活動照片 

【活動前場地佈置】 【活動前場地佈置】 

 

【開幕式-理事長致辭】 

 

【Keynote Speaker I-Carolyn A.Lin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aker II-張讚國教授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會後大合照】 

 

【專題演講會後大合照】 

 

【A1 場次論文發表會後合照】 

 

【A2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A2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A2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A3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A3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A3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B1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B3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B2 發表人】  

【B4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C1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C3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D1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D3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D2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C2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C2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C2 論文發表人領取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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