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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研討會摘要 

一、研討會名稱 

2013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二、研討會目的 

    網路時代下，資通訊設備與網際網路已普遍應用於人類的日常生活之中，並

對人類的活動帶來其他的可能方式，大幅提升科技在人類社會中的應用層次，也

深深地影響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而人際互動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因此資通訊

科技不再僅是一項訊息聯繫的工具，更具備人際互動與社會交際的功能，尤其社

交網站的興起，讓我們對的其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諸如說服、廣告、人際互動及

社會認同等的，產生更高的興趣與好奇，因此形成 2013 年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

會年會暨研討會的主題：「社交媒體與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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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與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台灣創用 CC 計畫與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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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的專題討論，討論

的主題分別為「公眾領域」及「前瞻、創新與技術擴散」。 

 

三、研討會時間、地點 

日期：民國 102 年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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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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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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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領域 

專題討論二：前瞻、創新與技術擴散 

專題討論三：資通訊科技應用與原住民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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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張維安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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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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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00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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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益晨 

聯絡電話：03-4638800 #2769 或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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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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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學與研究平台，進行新世代的傳播科技訓練。在理論素養與實務技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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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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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http://www.infosoc.yzu.edu.tw/defaul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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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程以結合科技發展與人文社會面向的研究為主，以研究全球性的資訊科

技發展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為範疇，有別於過去社會學系所著重理論的探索，

本學程強調理論與實務的密切整合，積極配合政府政策推廣未來社會制度發展之

需要，培育資訊政策相關之規劃研究與分析之專才。 

本學程當前發展重點有二方向：(1)資訊經濟與管理；(2)資訊社會與政策。 

http://brc.nctu.edu.tw/
http://www.infosoc.yzu.edu.tw/default.php


一、資訊經濟與管理： 

    發展重點包括「全球化產業發展」、「科技產業管理」與「資訊經濟」。以管

制論、資訊產業與管制、網路經濟學、智慧財產權法為核心課程，以科技產業管

理、全球化與產業發展、電子商務專題研討、智慧財產權管理、策略資訊管理專

題、問題解決與決策等為進階課程。 

二、資訊社會與政策： 

    發展重點包括「電信網路政策」、「數位匯流法制」與「資訊社會變遷」。以

資訊社會理論、資訊政策分析、資訊倫理、電信政策與法律為核心課程，以數位

內容產業專題、通訊匯流政策與管制法、資訊法律專題、資訊傳播政策、數位治

理與民主、數位落差專題等為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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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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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創用 CC 計畫（http://creativecommons.tw/） 

    由於 Creative Commons 在 2002 年發佈的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

是依據美國的相關法律設計發展而來，因此，當 Creative Commons 所關切的數

位內容可以為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人使用，而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人們也都

可能為他們所創造出的數位內容選擇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時，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在不同司法管轄區域中因法律制度而生之差異，便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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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能使更多人得以享受藉由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所創造的素材、使更多

人可以投入分享創意的活動， Creative Commons 於 2003 年推出 iCommons 計

畫，將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翻譯為各種語言，同時考慮此種授權方式在

各種司法管轄領域（ jurisdiction ，包括國家／地區）內的適法性。 

                     

（3）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http://www.chss.nc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向以理、工、資訊及管理見長，為了建立科技與人文兼具的綜

合大學，於民國八十四年設立「人文社會學院」。在強調理工領域的校園裡，人

社院在其中可說是「萬綠叢中一點紅」，這朵別有風味的紅花，涵蓋音樂、藝術、

人文社會、教育、傳播等學科，有效地綜合了科技的陽剛味，讓科技與人文、藝

術做了良好的結合，兼顧全球化與本土化，紮根本土、面向世界，從事前瞻性研

究、培育具創造性、判性之人文社會領域人才，對社會進行多元與多層次的影響

與貢獻。 

    本學院設立目標在於：1. 培育深具專業能力、批判力與全球性宏觀視野之

優秀人才，以引領社會發展及配合社會需求，各系所在專業人才培育及招生上能

成為學生的第一選擇。2. 從事人文社會領域基礎性及應用性研究，並開拓前瞻

性及整合性之學術領域，期成為亞洲一流的人文社會學院，並強化亞太地區的相

關研究，以作為與歐美國家交流之利基，及與亞太地區之相關領域合作之平台。

3. 擴大與國內外相關領域之交流，以強化學生國際性經驗、拓展學術合作之廣

度與深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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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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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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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ss.nctu.edu.tw/
http://hakka.nct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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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與溝通平台，以促進台灣科技決策體系專業化與健全化之發展。    

 

三、贊助單位： 

（1）聖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facebook.com/cacaFly） 

  聖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acaFly）為 Facebook 台灣廣告總代理。 

                    

（2）國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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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合作夥伴： 

（1）遠流智慧藏公司「TAO 台灣學術線上」（http://tao.wordpedia.com/）    

智慧藏學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遠流出版集團董事長王榮文先生於 2000 年成

立，以內容本質及學習科技為基礎，專精於百科全書、字詞典、學術文獻、知識

庫、紀錄片等數位出版品，具體實踐「One Source, Multi-Use」在數位內容領域

的價值。代表作品有：大英百科全書線上中文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網路版、台灣

大百科全書網路版（由文建會委託）、科學人雜誌知識庫、台灣古蹟學習知識庫、

https://www.facebook.com/cacaFly
http://www.hss.ntu.edu.tw/
http://tao.wordpedia.com/


台灣原住民學習知識庫、智慧藏多益英檢知識庫、台灣導演與國際生態環保之紀

錄片……等等。 

    為了讓書永不落架，「數位圖書館」也是智慧藏長期關心的發展方向。智慧

藏於2008年正式推出「台灣學術書知識庫」，持續收錄以台灣為核心的學術專書，

讓優秀的學術內容被更多人看見並使用；2011 年 11 月更擴大規模推出「台灣學

術線上（TAO, Taiwan Academic Online）」平台，提供更豐富、更多元的台灣學術

研究成果，並推廣至全球華文市場。 

    「TAO 台灣學術線上」為一提供整合性檢索與電子全文服務的台灣學術文獻

資料庫平台，以台灣學術文獻成果為內容核心，收錄期刊、學術專書、研討會論

文、學位論文及專題研究等各類台灣學術文獻，收錄範圍含括人文科學、社會科

學、科學、醫學電機農林漁牧礦等四大領域；可透過電子方式提供全球讀者公開

檢索、瀏覽、下載及列印電子全文等服務，不僅是台灣學術文獻的彙集之處，亦

可做為台灣學術成果之博覽窗口。 

    除彙集豐富的學術資源之外，「TAO 台灣學術線上」並推進二岸三地及全球

華文市場，提供優質的學術電子資源服務。並將於 2012 年底為各合作出版單位

提供數位出版服務，讓所有出版單位輕鬆與數位出版浪潮接軌，同時專注於發掘

優秀學術研究成果。 

    展望未來，智慧藏公司將持續實踐數位出版「One Source, Multi-Use」的理

想，以智慧財產權為經營核心，緊密連結創作、出版∕製作、流通∕平台、與閱聽

∕消費端，持續累積創作端的多樣性與豐富性、製作端的專業素養與敏銳度、通

路∕平台的純熟與靈活、以及閱聽∕消費端的忠誠度與擴展性，期能成為台灣最具

規模的數位參考工具書及學術文獻服務提供者，建構華文世界博學多智的百科知

識庫！ 

  



叁、工作執行與說明 

 

項目 時間 相關內容 

前置作業 

6/20（四） 架設研討會專屬網站 

6/20（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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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8/31 為論文投稿截稿日 

研討會 

美宣設計 

8/15（四）~ 

 9/2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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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日） 
評選論文發表之主題篇章 

審查結果 

通知 

9/15（日）、 

10/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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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1/06（三） 
以網路報名方式作業 

研討會海報送印 9/17（四） 研討會海報送印 

寄送研討會海報 10/11（五） 寄送研討會海報 

申請 

校內經費 
10/18（五） 

研討會需現金支付學者機票費、生活費、

論文發表費、交通費、便當茶點晚宴等費

用。 

議程確認 10/20（四） 完成研討會議程 

研討會 

嘉賓確認 
11/04（一） 寄發邀請卡 



論文截稿 
11/01(五)~ 

11/05（二） 
11/01 為論文全文截稿日 

工作人員 

名單確認 
11/07(四) 

 

大會手冊及 

論文集送印 

11/8(五)~ 

11/14(四) 
手冊文案及光碟編排送印  

晚宴場地 

預訂 
11/04(一) 預計晚宴餐廳為風城之月 

晚宴餐廳 

人數確認 
11/06（三）   

與會名單 

確認 
11/08（五） 與會嘉賓及發表論文名單確認 

餐點及茶點 

規劃 
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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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二） 名牌、桌牌、會場海報等設計物印製 

會場佈置 11/15（五） 會場相關佈置作業完成 

研討會執行 1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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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日）~ 

1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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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各種網路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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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至 8 月間公開徵稿，收得教師與

其他身分組 26 篇論文，經審查後錄取 23 篇，於研討會上發表 19 篇。學生組收

的 37 篇論文，經審查錄取 18 篇，於研討會上發表 17 篇。二是主動向相關領域

學者專家邀稿；三是邀請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擔任傳播系教授 Dr. Joseph Walther

目進行一場專題演講。共計 42 篇論文。發表人與主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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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次 場次主題 作者 文章篇名 

A1 廣告效果 

李家興 
微電影與傳統廣告呈現方式對消費者廣告訊

息涉入度與廣告效果之影響 

朱文心 

湯夢涵 

唐心瑤 

從 ELM 觀點探討遊戲 App 行動廣告之廣告效

果 

曾由佳 

趙玉娟 

行動搜尋世代降臨：關鍵字廣告之行動廣告

效果 

許鴻昌 

吳函真 

紀舒涵 

你按讚，我送禮—臉書集讚行為對廣告效果

的影響 

        

A2 個人隱私 

許世龍 新型態監視社會：智慧型手機的規訓 

鍾孝宇 
社群網站使用者的隱私危機：以 Facebook 為

例 

何子凡 臉書使用者觀看與被觀看的社會意涵 

孫維三 
社交媒體的傳播活動特質：一個系統理論觀

點 

        

A3 

社群網站與

人際關係 

  

林群頤 
已讀未回？戀愛關係中的線上回覆延遲－以

智慧型手機即時通訊 APP 為例 

賴盈如 
臉書如何影響大一新生與室友的關係發展：

以美國大學生為例 

徐士婷 
分手後還能當「好友」嗎? ——Facebook 在已

分手情侶間所扮演的角色 

林博涵 初探 Facebook 上的自我呈現之分類研究 

        

B1 

專題討論

1： 

公眾領域 

毛慶禎 中文公版著作數量之研究 

余佳恩 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B2 

專題討論

2： 

ICT 與 

原住民文化

傳播 

黃毓超、李

佩容、湯愛

玉、傅可恩 

整合線上與現場之語言復振策略 

Online and Offlin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ichael 
Meadows 

Indigenous uses of ICT in Australia 

FolkerHan
usch 

Indigenous journalism and ICTs: The case of M
āori journalism 

Sun 
Chia-sui 

Indigenous Uses of ICT in Taiwan-- Indigenous 
Television News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Youth Audience 

        



B3 

專題討論

3： 

前瞻、創新

與技術擴散 

王宣智 

簡逸菁 

翁志弘 

運用情境預測法來看通訊產業發展趨勢 

陳怡如 

賴志遠 

詹德譯 

科研投入選題模式機制規劃 

陳怡如 

吳  悅 

黃屏綸 

羅良慧 

林海珍 

鄧敏政 

影響災害防救科研發展之前瞻趨勢分析研究 

        

B4 

專題討論

4： 

網路參與 

Fei Shen 
  

Campaigning on Weibo: Independent 
Candidates’ Use of Social Media in Local 

People’s Congress Elections in China 

JanServaes 
The many faces of (soft) power,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et 

        

C1 
社群媒體與

公共議題 

劉俊彥 
情感設計對網路社群平台上互動行為之影

響： 以公共議題臉書貼文內容設計為例 

黃凱毓 

曾由佳 

社群媒體上的議題溢散效果：以反核四議題

為例 

潘金谷 
社群巨量資料於群眾運動擴散影響之分析應

用─以凱道八月雪事件為例 

陳延昇 
娛樂媒介化的公眾環保議題與幽默訴求：有

笑也有效的說服效果？ 

        

C2 新媒體本質 

江亦瑄 

康力平 
社交媒介投入感與虛擬社群意識分析 

何寶籃 
從行動裝置的技術特性探觀視模式的轉

變： 以智慧型手機與即時通訊軟體為例 

周慶祥  
互補或替代?多媒體環境下移動媒體與大眾

媒體的利基分析 

        

C3 
數位內容與

品牌經營 

趙萌萌 
The Effect of Electronic Word-of-Mouth 
Platforms on Perceived Credibility, Brand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施伯燁 
什麼是「法拉尼」？社群媒體─使用者的概

念、方法與理論初探 

郭鎮武 數位內容服務品質對使用者滿意度影響之研



究-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內容服務系統為例 

        

D1 
新媒體與新

聞傳播 

吳嘉希 

中國大陸新浪微博的新聞性使用對線上公民

參與之影響--以寧波反對「PX」項目事件、《南

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為例 

諸葛俊 
媒體亂源？新聞資訊與社會不信任之系統結

構分析 

李明穎 
網路公民記者參與科技議題的新聞產製之初

探：以國光石化廠設置案為例 

朱旭中 

陳香伶 

粉絲團守門人的分享世界：Facebook 新聞粉

絲團「廣大興 28 號槍擊事件」新聞議題框架

與評論傾向分析 

        

D2 
資訊社會議

題 1 

劉鎧蒂 
虛擬社群中迷群互動行為研究： 以

「W-LOVE.BBS」網站為例 

侯政男 

蔡宗哲 

大學生網路使用與戀愛關係發展之關聯研究:

以臉書為例 

張雅喬 

黃向群 

素人節目好吸睛？：探討真人實境節目對閱

聽人的愉悅效果 以台灣素人歌唱選秀節目─

「華人星光大道」為例 

        

D3 
資訊社會議

題 2 

王牧寰 
網路遠距電視服務在著作權法上的爭議—以

美、日、歐盟為中心 

尤天鳴 
民族發展與數位典藏之研究—以台灣原住民

族為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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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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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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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11 月 16 日 (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10:10 

(70 分鐘) 

地點： HK104 地點：HK105 地點：HK106 

場次 A1 

廣告效果 

主持人：王維菁 

評論人：林慧斐 

場次 A2 

個人隱私 

主持人：曾淑芬 

評論人：黃昭謀 

場次 A3 

社群媒體與人際關係 

主持人：黃淑鈴 

評論人：江亦瑄 

10:10~ 10:30 早茶時間 

10:30~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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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廠商及廠商致詞 

資訊社會研究期刊交接及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張維安院長致詞 

主席：郭良文 

地點：4F 國際會議廳 

10:50 ~ 12:00 

(70 分鐘) 

專題演講  

講題：Interpersonal Online Interaction: Attribution, Affection, and Illusion 

主講人：：Joseph Walther 教授 

引言人：吳齊殷 

地點：4F 國際會議廳 

12:00 ~13:00 午餐時間、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 地點：B08 

13:00 ~14:10 

(70 分鐘) 

地點： HK104 地點：HK105 地點：HK106 地點：HK122 

場次 B1 

公眾領域 

主持人：莊庭瑞 

場次 B2 

ICT 與原住民文化傳

播 

主持人：孫嘉穗 

場次 B3 

前瞻、創新與技術擴

散 

主持人：詹德譯 

場次 B4 

網路參與 

主持人：李美華 

14:20 ~14:30 休息時間 

14:30 ~15:40 

(70 分鐘) 

地點： HK104 地點：HK105 地點：HK106 

場次 C1 

社群媒體與公共議題 

主持人：石計生 

評論人：邱琪瑄 

場次 C2 

新媒體本質 

主持人：張玉佩 

評論人：陳春富 

場次 C3 

數位內容與品牌經營 

主持人：陶振超 

評論人：李怡慧 

15:40 ~ 16:00 午茶時間 

16:00 ~ 17:10 

(70 分鐘) 

地點： HK104 地點：HK105 地點：HK106 

場次 D1 

新媒體與新聞傳播 

場次 D2 

資訊社會議題 1 

場次 D3 

資訊社會議題 2 

http://app.asoce.com/tais/index.php/2013-05-03-08-47-45
http://app.asoce.com/tais/index.php/2013-05-03-08-47-45


主持人：李政忠 

評論人：許文宜 

主持人：黃靜蓉 

評論人：賴盈如 

主持人：江耀國 

評論人：葉志良 

會議結束 

 

 

 

 

 

 

 

 

 

 

 

 

 

 

 

 

 

 

 

 

 

 

 

 

 

 

 

 

 

 

 

 

 

 

 



附錄二 與會人員 

 

貴賓名單 

郭良文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院長 學會理事長 

Joseph Walthe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Keynote Speaker 

朱士杰 聖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廠商代表 

 

 

場次主持人與評論人 

莊庭瑞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場次主持人 

孫嘉穗 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詹德譯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   

副研究員 場次主持人 

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系 教授 場次主持人 

邱琪瑄 銘傳大學廣告學系 助理教授兼

系主任 

論文評論人 

張玉佩 交通大學傳科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李政忠 中正大學傳播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曾淑芬 元智大學資社學程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王維菁 台師大大傳所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李美華 交通大學傳科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陶振超 交通大學傳科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黃淑鈴 交通大學傳科系 助理教授 場次主持人 

黃靜蓉 交通大學傳科系 副教授 場次主持人 

賴盈如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論文

評論人 

葉志良 元智大學資社學程 助理教授 論文評論人 

許文宜 臺灣藝術大學廣電系 助理教授 論文評論人 

李怡慧 元智大學資管系 助理教授 論文評論人 

林慧斐 交通大學傳科系 助理教授 論文評論人 

黃昭謀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論文評論人 

江亦瑄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論文

評論人 

 

論文發表人 

何子凡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李家興 元智大學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劉俊彥 元智大學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毛慶禎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副教授 論文發表人 

林博涵 世新大學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康力平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張雅喬 交通大學 同學 論文發表人 

黃凱毓 交通大學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曾由佳 交通大學 同學 論文發表人 

許世龍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許鴻昌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陳香伶 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朱旭中 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鍾孝宇 政治大學法律系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劉鎧蒂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郭鎮武 故宮博物院 助理研究員 論文發表人 

王宣智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副研究員 論文發表人 

趙萌萌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潘金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先生 論文發表人 

孫維三 慈濟大學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林群頤 輔仁大學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徐士婷 輔仁大學 同學 論文發表人 

吳嘉希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同學 論文發表人 

李明穎 靜宜大學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朱文心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所  論文發表人 

湯夢涵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所  論文發表人 

唐心瑤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所  論文發表人 

趙玉娟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所  論文發表人 

余佳恩 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  論文發表人 

黃毓超

(Huang 

Yu-Chao)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

系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陳延昇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何寶籃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周慶祥 文化大學/新聞系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施伯燁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諸葛俊 玄奘大學/新聞系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侯政男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 論文發表人 

蔡宗哲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學系 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人 



黃向群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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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天鳴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論文發表人 

Fei She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論文發表人 

Folker 

Hanusch  

University of the Sunshine Coast  Professor 論文發表人 

Jan 

Serva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論文發表人 

Michael 

Meadow

s 

Humanities Griffith University Professor 論文發表人 

 

 

 

 

 

 

 

 

 

 

 

 

 

 

 

 

 

 

 

 

 

 

 

 

 

 

 



附錄三 活動照片 

 

【開幕式-最佳論文頒獎】 

 

【開幕式-期刊交接】 

 

【開幕式-感謝聖洋科技贊助】 

 

【專題演講- Joseph Walther 教授】 

 

【專題演講實況】 

 

【專題演講實況】 



 

【專題演講實況】 

 

【論文發表實況】 

 

【論文發表實況】 

 

【論文發表實況】 

 

【論文發表實況】 

 

【論文發表實況】 



 

【場外花絮-報到處】 

 

【場外花絮-中場休息時間】 

 

【場外花絮-中場休息時間】 

 

【場外花絮-中場休息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