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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華傳播學會

一年一度的中華傳播學會年會，也是全球華語

年會快訊

77 篇，錄取率為 52％。所有年會論文將在今年的

傳播學界最龐大、研究資源蘊含豐沛的研討會議， 25 個論文發表場次中發表。
即將於 6 月 17 日至 19 日於嘉義中正大學大禮堂舉
今年年會也是學會首次舉辦國內外期刊主編
辦。2016 年會適逢中華傳播學會二十週年，本次年 座談，提供傳播學者與期刊之間的溝通與對話，增
會除了為期三天預計將有三百餘人參與的中華傳 進學者期刊論文撰寫技巧，並掌握研究論文發表於
播年會外，亦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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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慶祝學會二十周年，年會於第二天安排紀
念大會，將在大會播放學會精心製作的紀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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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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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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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周年紀念影片 Trailer
今年年會國內外投稿論文篇數共計 147 篇，由
117 位審查委員歷經一個月的辛苦審查，最後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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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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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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會總共 46 個論文和專題發表場次以及
兩場大會專題演講，每場皆是精采可期。中華傳播
學會誠摯地邀請所有對傳播領域有興趣的人士一

「電視新聞工作的現狀與改變」等。

同共襄盛舉，參與這場全球華人學術交流的盛會。

年會發表場地
年會會場（大禮堂）共有（A）、（B）、（C）、（D）、（E）五間研討室，各個研討教室內皆有一組電
腦投影設備以及室內擴音設備。研討室內的佈置請參考下方照片。

年會線上報名
中華傳播學會 2016 年會「騷動 20 創新啟航」已於中華傳播學會網頁以及 2016 年會網頁上開放報
名，請欲參加年會者，進入年會線上報名系統填表報名！報名系統開放至 6/3 為止！
年會線上報名系統：http://ccs.nccu.edu.tw/conference/register.asp?C_ID=17

學會 20 周年特惠方案！
（一）學生會員不論新舊皆享有年費折扣！
（二）參與年會且繳交年費者可獲贈年會精美紀念品乙份！

理事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王嵩音教授
秘書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戴皖文副教授
電話：05-2720411 轉 22515、0975306802

主辦單位：

Email：ccs2016paper@gmail.com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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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專題演講一】講者介紹

John Keane
約翰·基恩（John Keane）現任澳洲雪梨大學和柏林科學中心（WZB）政治學教授。他聯合創辦了雪
梨民主網絡（Sydney Democracy Network）並出任總監。基恩教授畢業於阿德萊德大學與多倫多大學（師
承馬克弗森）和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其關於民主的創新理論聞名遐邇於世界。1989 年，他在倫敦創
辦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研究中心，曾被《泰晤士報》譽為“英國頂尖的政治思想家，著作具有世界性重
要影響的作家”。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描述其為“澳大利亞重大知識輸出者之一”。
其主要著作有：被譯成超過 25 種語言的《媒體與民主》
（1991）
，
《民主與公民社會》
（1988；1998），
《反思暴力》（1996），《公民社會：舊形象、新觀察》（1998），獲獎的傳記作品《湯姆·潘恩傳：一種政
治生活》（1995），研究二十世紀歐洲權力的《哈維爾：六幕政治悲劇》（1999）。其近年的作品有：《民
主與媒體衰落》（2013），與另外三人共同編著的《代議制民主的未來》（2010），《暴力與民主》（2004）
和《全球公民社會》（2003）。

【大會專題演講一】演講主題

沈默與傳播：試論監督式民主
我們常忘了，所有與他者透過中介的傳播都立基於沈默。沈默不盡然發生在傳播之後；使用文字、
搭配符號的傳播，其意義盡顯於未說出口、不可言傳的轉瞬間。公眾的沈默型塑也掩蔽了權力，或者正
如這場演講欲透過範例的主張，特定的沈默可追究自一個大規模「後設計劃」（meta-projects）的世界。
在充斥著各式媒介，看似無事不公、無密不宣的社會裡，指陳這種公眾的沈默狀似悖論，實則我們的社
會依舊存在著既廣且險的沈默圍境，以及無從監督的權力。透過公共關係與廉價新聞的層層保護，這些
沈默在在威脅著監督式民主。它們同時也有可能產生體制及政策的崩解，甚或如福島核災般的大規模災
難。這場演講的主張是：我們正身處於一個大規模災難的紀元中，追查其因或提供解方皆須要大膽且嶄
新的思考，為何承襲自早期現代的傳播自由是一項珍貴的遺產──以及為何調查新聞報導、公民告密者
以及獨立運作的監督組織在 21 世紀初的今天，有其特殊的角色尚待扮演。

中華傳播學會電子報
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Newsletter

3

2016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五

夏季刊

【大會專題演講二】講者介紹
Ang Peng Hwa
汪炳華（Ang Peng Hwa）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
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兼新加坡互聯網研究中心主任。
汪教授於 2014 年獲推選為國際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會長，任期四年（2015~2019），
成為首位領導此一國際組織的亞洲學者。汪教授為執業律
師，並獲得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傳播博士學位，研究領域
為網路的監管課題以及媒體法律與政策。汪教授出版專書
Ordering Chaos: Regulating the Internet（2005）
，探討網路規
範議題。他也出版其他四本專書，24 篇專書章節以及發表
超過百篇論文。
汪教授曾為哈佛大學富爾布萊訪問學者以及牛津大學
比較法律訪問學者。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曾聘任汪教授為
聯合國網路治理工作小組成員，並撰寫 2005 年聯合國世界
資訊社會高峰會議報告書。2008 年汪教授任滿黃金輝傳播
與信息學院院長職務後，擔任印度慕德拉傳播學院院長，
並協助成立印度第一個傳播研究中心。汪教授也是新加坡消費者協會副會長以及廣告標準局法律顧問，
並擔任新加坡、泰國和不丹等國政府之媒體法規與政策諮詢顧問。

【大會專題演講二】演講主題
無法行動上網會發生什麼事？
人們一旦不能上網會發生什麼事？以目前網路普及的情況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如果能有機會讓人們
在一段時間不能上網，便可以觀察網路對於吾人生活究竟有多大的影響。正好在 2015 年 8 月份印度古
嘉瑞省發生政治暴動。印度當局為了切斷社運團體成員之間的聯繫，暫停行動上網服務高達四天半。這
個事件提供了一個實地實驗的絕佳機會，得以探討網路在民眾生活中的意義。
透過調查 600 位當地居民以及訪問 30 家企業，發現大企業沒有遺失商業資料但是生意變差，而小
企業靠市話生意不致受到影響但卻遺失商業資料。大企業似乎較小企業更需要網路，但小企業整體受到
25%到 30%的生意損失，尤其是像 Uber 等依賴維信或臉書接訂單的企業。至於一般民眾在生活中所受
到的影響如何？年輕世代回應在無法上網的那段時間與家人爭吵變多了。男人覺得談正事的時候無法聊
私事，而女人則覺得聊私事的時候無法談正事。更多有趣的發現以及網路相關法規與政策議題都將一併
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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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交通資訊
嘉義－中正大學
一、年會專車
路線

高鐵嘉義站

日期

09:10
6/17（五）

↓

11:50

嘉義火車站後站
↓

發車時間

08:20
6/18（六）

09:15

中正大學
6/19（日）

08:20

【車程時間】
高鐵嘉義站→約 25 分鐘車程→台鐵嘉義站→
→約 25 分鐘車程→中正大學
【等車指引】
高鐵：會有專人一樓大廳進行指引，欲搭乘專車
者可先在大廳進行等候。
台鐵：欲在火車站搭乘專車者，請在「後火車站」
的大廳等待專車抵達後，會有專人至大廳指引去
搭專車。

二、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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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校園地圖

—步行
—開車

中正大學－富野度假酒店

富野度假酒店
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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