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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傳播學院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 

院務發展委員會議  紀錄 
日期：10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10-13：40 時 

地點：文友樓 LF101 

出席：傳播學院吳院長宜蓁、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洪所長雅慧、新聞傳播學系張主任文

強、廣告傳播學系陳主任尚永、影像傳播學系陳主任春富、大眾傳播學士學位

學程林主任維國、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游主任易霖、廣告傳播學系蕭委員富峰、

新聞傳播學系陳委員順孝、影像傳播學系程委員予誠、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唐委員維敏、職員代表楊委員蕙如 

列席：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習賢德老師 

請假：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林委員靜伶 

主席：吳宜蓁院長                                           記錄：陳則瑋 

 

主席報告： 

一、 新校長上任後在預算分配上採取「各院需提供相對配合款」之措施，如何因應？

有賴各位委員討論。 

二、 傳播科技變化快速，傳院必須跳脫以往穩健但過保守的形象，展現更有前瞻性

的作法，以強化競爭力。 

三、 除系所各自的發展特色外，院的特色將由院發會負責規劃，積極進行跨系整合，

取代三系由下向上尋找交集的方式。 

四、 院發展工作強調執行與績效，院發會之決議內容希望涵蓋工作分配及成員負

責。 

100學年度第 1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執行狀況： 

案由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待辦事項執行狀況 

第一案 

案由：傳院「公共傳播」

如何具體落實發展特

色，請討論。 

決議：保留「公共傳

播 」。 修 正

100-102 院務

發展 計 畫 內

容如 前 次 會

議紀錄 

院辦公室 依據「輔仁大學傳播學院院務法

展委員會組織辦法」第四條辦

理。 

於 100 年 12 月 7 日院務會議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文友閱覽室（系圖）

空間規劃，請討論。 

決議：圖書期刊交由

圖書 館 （ 文

圖） 專 責 接

收，空間規劃

與需 求 提 交

院務 會 議 討

論。 

院辦公室 依據「輔仁大學傳播學院院務法

展委員會組織辦法」第四條辦

理。 

於 101 年 2 月 29 日院務會議

決議內容如下： 

論文移交文圖保管。 

咖啡機委請大傳所處理後續

放置位置活化使用。 

請媒體中心提圖書室改善特

別計畫，空間相關建議可隨時

提給媒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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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附件一資料已於會議中提供給委員，為節省紙張本次會議紀錄不提供。 

提案一：如何具體落實「公共傳播」的特色，請討論。 

說  明： 

一、 參照傳院 100-102 年院務發展計畫書之修訂目標與總體策略。(附件一) 

二、 參閱陳順孝老師所擬之「輔大傳院發展方向芻議」。(附件二) 

作 法： 

一、 傳院成立「數位敘事工作坊/研究中心/研發中心」。 

二、 傳院訂定院必修課「數位敘事」或其他必修課。 

決  議：於期末召開「傳院教師數位敘事工作坊」，討論數位敘事之論述與具體作法。 

 

提案二：傳院開設「微型創業工作坊/專題課程」(附件二)，以及參與管院社會企業研

究中心的可能性與作法，請討論。 

決  議：此兩方向符合本院公共傳播之發展特色，擇期召開主題工作坊進行細節討論。 

提案三：傳院未來招生多元化與國際化的管道，請討論。 

說  明： 

一、 目前的招生管道可再積極。 

二、 可參考管院 3＋1＋1 的作法，加入其招生宣傳的子計劃。（見附件三） 

三、 十月赴西安開媒介與環境研討會，洽談與陝西師範大學的合作及招生計劃。

（附件四） 

決  議：延議，至院務會議討論。 

提案四：101學年度重點儀器—特別計畫補助需提撥配合款經費支應，請討論。 

說 明： 

一、研發處於 101/05/03 來函說明重點儀器—特別計畫補助需提撥相對配合款

經費支應之公文，內文詳如附件。 

二、媒體中心為院級行政單位，目前並無任何配合款或基金可支應。請討論相

對配合款來源與金額。（附件五） 

決  議：詢問其他學院之作法，電台及媒體中心列出可能之相對配合款來源及金額。 

提案五：文友樓原圖書室空間規劃及預算問題，請討論。 

說 明： 

一、 媒體中心提 101 學年度系圖整修特別計畫總金額為 595,950(含隔間    

及冷氣設備)。 

二、 研發處於 101/04/11 來電通知因不符合教育部補助款補助範圍，不予    

通過。研發處建議，以傳播學院一般預算編列。傳院之修繕費已無增編之

可能性。 

三、 目前圖書室先做簡單的擺設，做為臨時開放空間區域開放同學或老師入    

內使用(看/或討論)。沒有學生值館，內規劃 A、B、C、D、E 討論區；使

用老師/同學使用前於入口處登記使用即可，並已於 101/03/27 發信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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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院教職員生告知本項訊息。圖書室現況如下圖： 

 

 
 

 
作 法： 

一、 維持現況不做更動。 

二、 專案募款。 

決  議：持續與會計室協調，請院秘書追蹤預算核定進度。 

提案六：建請同意修正「100-102學年度傳播學院院務發展計畫書」第 36頁，請討論。 

說  明：因 99 及 100學年度院內專任教師退休及升等，修正內容如下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說明 

傳播三系、一所目前計有專任教授

6名、副教授 11 名、助理教授 6

名、講師 4 名，專任教師合計 27

名。教授 1 名、副教授 2 名、助理

教授 6 名，講師 29 名，兼任教師

合計 38 名。 

傳播三系、一所目前計有專任教授 7

名、客座教授 1 名、副教授 10名、

助理教授 7名、講師 5名，專任教師

合計 30 名。副教授 3名、助理教授

7名，講師 29名，兼任教師合計 39

名。 

第 36頁 

修正內容資

料來源：人事

室。（公文及

101年 2月教

職員通訊錄） 

辦  法：依據「輔仁大學傳播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組織辦法」第四條辦理。（本委員會

之議決事項，需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並經二分之一(含)以上出

席委員同意，始得成立後並送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通過。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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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已寄發給各單位之傳播學院 100-102學年度院務發展計畫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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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傳播學院發展方向芻議 
公眾使用部落格、臉書等簡單而強大的網路工具，已經從被動閱聽人變成主動創用者

（prosumer），打破菁英壟斷、公眾分散、難以互動的大眾傳播體系，開創眾人參與、跨地連

結、即時互動的公民傳播體系。 

公民傳播時代，傳播產業和傳播教育情境丕變。（一）傳播產業從垂直整合的大企業轉向水平

整合的產業鏈；（二）工作型態從大型組織雇員轉向 SOHO 或微型創業；（三）教育主軸從傳

授已知到探索未知；（四）教育潛能從批判研究到實驗研發；（五）營運模式從獨尊商業到多

元營收。 

國外傳播學院作法：（一）產學合作，如學界與報業共同發展出公共新聞學；（二）實作研發，

如密蘇里新聞學院實驗媒體 MediaStorm、Newsy 都商業化且賺錢；（三）社會企業，如哈佛

大學孕育 Global Voice 成為全球重要媒體；（四）理論實務融合，如美國大學設立華特克朗凱

學院、中國汕頭大學長江傳播學院引進實務師資和課程；（五）發展實踐導向的新媒體課程，

如紐約大學引導學生研發社群媒體輔助新聞報導。 

國內傳播學院作法：（一）從研究到研發：政大碩博士班新素養課程強調實作研發、世新博士

班將實踐研發列為一個領域；（二）世新大學自創《破報》、《四方報》；（三）中正大學特聘專

任技術教師，如胡元輝、蔡崇隆。 

輔大的優勢在於：理論見長和實務見長的老師兼備，既熟悉商業運作也有非營利傳播傳統（如

服務學習、《生命力新聞》），而且學院新設、老師年輕，較能接受新事物。 

傳播學院 100-102 院務發展計畫書中，基於宗旨和目標，將總體策略方向定為六點：(1)「公

共傳播」的社會關懷概念下，發展整合性的跨領域課程。(2)在本校「敬天愛人」的使命下，

開發關懷社會的課程理念與實習方向。(3)強調在地關懷與國際視野兼具的傳播教育。(4)鼓勵

傳播教學研究之前瞻性與實驗性。(5)因應數位與網路媒體新科技之發展，培養相關傳播產業

需要之人才。(6)積極進行國際學術交流與境外招生業務。 

這六點很能呼應當前傳播巨變。我認為將這六點與前述傳播巨變（水平產業鏈、微型創業、

探索未知、實作研發、多元營收）相結合，可以聚焦在四個面向上： 

一、研究研發並重 

繼續發展理論研究的同時，鼓勵研究生（特別是碩專生）進行理論實務兼具的實作研發，包

括個案研究、策略研究、行動研究、專案開發。例如：〈報社組織知識儲存與分享之研究〉、〈如

何把讀者變記者－網路媒體運用社會資本的探索與實踐〉、〈旅遊資訊於行動裝置平台之設計

分析〉；又如，將本院老師與台視合製節目寫成傳播內容產製的行動研究。 

如此，一來可建立本院特色；二來有助產學合作、學生就業，乃至招生；三來可讓老師發揮

專長（特別是有豐富實務經驗的老師），並可在研發過程中認識傳播新趨勢，進而提昇自己的

教學研究質量。 

二、數位敘事 

傳播三系都要說故事，新傳系說事實故事、影傳系創作故事、廣告系說產品故事；網路時代，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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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的方法翻新，這就是數位敘事。 

數位敘事不僅是三系專業的交集，也是各行各業需要的能力，既能幫助本院學生提昇專業，

也有助於他們將來跨入其他領域。 

本院「數位敘事研發小組」有廣告系卓峰志、影傳系葉春華、林應嘉、新傳系林鴻亦、許順

成和陳順孝參與，跨系研發，與政大只談影像創作有別，可以發展成我們的特色。 

未來，「數位敘事研發小組」可以共同開課或在各系分別開課，甚至將數位敘事發展成傳院特

色課程；三系的教學媒體（如《生命力新聞》）、實務課程（如影像創作、廣告實作）也可以

運用「數位敘事研發小組」的研發成果；此外，數位敘事也可以是我們發展產學合作的項目。 

三、微型創業 

垂直整合的大眾媒體和傳播組織，正逐步裂解成三葉型組織：由組織雇員、外部合作團隊、

外部特約人員共同組成。傳播學院畢業生不一定要加入大型組織，而可以選擇微型創業（個

人工作或 SOHO），再和大型組織合作；即使進大型組織工作的人，也可能因為失業或轉業，

在職業生涯中會經歷或長或短的 SOHO 期。讓傳院學生提早學習微型創業，既能幫助他們創

業，也能幫助他們度過危機。 

微型創業，如《重灌狂人》介紹電腦新知，一個人經營的部落格流量大於天下雜誌集團、TVBS
集團，足以靠廣告維生；又如朱淑娟以部落格「環境報導」深耕看似沒有賣點的環保新聞，

建立個人品牌，目前稿費、委製費、演講費…合計超過她在聯合報任職的收入；又如彭啟明

發展客製化氣象資訊，例如幫人挑拍婚紗的日子、舉辦公關活動的日子，二○○五年收四萬、

二○一○暴增到五千萬。 

本院可以考慮先舉辦微型創業工作坊，並且開設「傳播微型創業」之類的課程；同時鼓勵進

行微型創業、SOHO、創意工作經紀人相關研究；進而和傳播微型創業領域的部落客、獨立記

者、SOHO 族建立合作關係，例如和籌組中的「創作者工會」、「獨立媒體聯盟」交流、合作。 

四、社會企業 

近年來，商業媒體式微，許多媒體轉型成非營利方式經營，營收來源從廣告轉向基金會贊助

或公眾捐款。例如美國 Kickstarter 讓人們提出創作、報導、發明計畫，向公眾募資，有多個

提案募得超過百萬美金資金；Spot.us 有一萬三千多位公民定期捐款贊助報導，完成的報導有

一百一十家媒體刊播，先後贏得八座新聞獎；ProPublica 網站獲得基金會贊助，兩度贏得普立

茲獎。 

在國內，世新大學服務越南、泰國移民的《四方報》，以學校資金和利基廣告收入，可以轉虧

為盈；weReport 由公眾捐款，支持獨立記者進行調查報導，運作半年多，每個報導計畫都能

募到足夠資金。 

輔大以服務學習作為天主教使命發展特色，管理學院也有系統推動社會企業，傳播學院可以

和管院合作，共同發展傳播類的社會企業。 

 

以上四點，敬請院長參考。若要進一步討論或實際推動，可以依照「傳播學院 100-102 院務

發展計畫書」中所規劃的，藉由座談會尋求共識、進而以教育訓練（如工作坊）予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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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大學+輔仁大學+美國管理硕士班 
招生計畫 

壹、合作缘起 
为提供大陸學子快速取得美國碩士學位，透過與台灣輔仁大學合作，即可以 3+1+1 的方式 5

年即可獲得學士與碩士雙學位（大學 1 至 3 年在大陆学习，第 4 年至台湾辅仁大学作研

修，第 5 年在美國舊金山大學學習） 
貳、合作方式 

一、招收对象：大學三年级学生 
二、修业方式 

上

點 
大陆 3 年 
（XX 大學） 

台湾 1 年 
（輔仁大學） 

美国 1 年 
（舊金山大學） 

修

讀

項

 

大學科系課程 
 
碩士指定大學必修課程： 
Calculus and Analytical Geometry I 
Calculus and Analytical Geometry II 
Probability 
Statistics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Quantitative Economic Methods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Financial Markets & Institutions 
Financial Accounting 
Corporate Finance 

大學科系課程 
 
6 门碩士指定課程：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Money& Bank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th for Economists 
Econometrics 

13 门硕士指定课程： 
Equity Valuation 
Fixed Income 
Ethics and Finance 
Derivatives I 
Adv. Financial Statements 
Fixed Income II 
Behavioral Finance for Risk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Derivatives II 
Capital Markets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Financial Econometrics 
Portfolio Management 

參、学位 
一、大陆大學学位 
二、辅仁大学管理学院结业证书 
三、美國舊金山大學管理科學碩士 MS 學位 

肆、收费方式 
大陆：申请费 500 美金 
台湾：申请费 500 美金+课程费 10,000 美金 
美国：硕士班学费约 32,000 美金（此为 2011 年学费，确切费用请视每年学校公布为准） 
注 1：申请费皆不退费 
注 2：以上费用皆不含各地生活、交通、住宿、上课书籍等费用 

伍、預估生活費 
在台生活費約 40,000 人民幣（此費用約為在台 9 個月的食宿，不含暑假 3 個月） 
在美生活费約 18,000 美金（此費用約為在美 9 個月的食宿，不含暑假 3 個月） 
陸、学生申请方式 

一、报名：3 月~5 月受理申請 
二、報名須準備文件： 

申請表格、大學在讀证明、护照复印件、身分证复印件、彩色白底两吋照片 
三、審核：6 月 10 日前完成 
四、公佈名單：6 月 15 日前公佈 
五、入台签证辦理：6 月 25 日前，填妥入台申請表 
六、舊金山大學要求學生至美國上課前，必須出示下列文件 

1. 大學 4 年平均總成績 GPA3.5 以上 
2. TOEFL ibt 90 分 
3. GMAT 
4. 申請文件：入學申請表格、英文推荐信两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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