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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成立于 1989 年，前身为 1935 年建立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是亚洲历史最久、最富

盛名之传播教育学府之一，培育了李金铨、汪琪、郭振宇、罗文辉、臧国仁、冯建三等华人传播学界的翘楚。21 世纪

以来，传播领域无论在实务、教学与研究各方面，受数位汇流趋势之冲击甚巨。为因应此变化，政治大学传播学院

积极推动组织重整与再造、发展大型研究计划，并进行课程改革，将传统以大众传播媒体为本的课程设计，转向传

播与资讯范畴，以期打造新一代的传播学院，培育具整合资讯能力之传播人才，建立多元、跨领域之教研团队。近

年来，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也将目光投向了海峡对岸，并将于 2014 年秋季起，开设“两岸传播”学程。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名誉教授、著名华人传播学者、两岸传播学程发起人之一的朱立教授针对“两岸传播”学程

及两岸交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朱立教授藉助鲁迅的话“说什么，就表示缺什么”作为开场，他认为两岸之间最缺

的就是“传播”，所以大陆才要设置“港澳台传媒研究”的课程和单位，而台湾才有需要设置“两岸传播”学程。
朱立教授认为，传播说来容易，做来可不容易。在过去，两岸之间只有“宣传”而无传播，宣传是上对下的信息

发放，而传播则是双向、平等的“交流”。要做到双向、平等的“交流”，双方都得抛弃成见，从头检视自己，从头认识

对方。然而“从头检视自己，从头认识对方”非但不是件简单的事，往往还是个“痛苦”的过程。过去犯的错愈多、愈
大、愈严重，这个自我从头检视自己与认识对方的过程就可能愈漫长、愈痛苦。

朱立教授也表示，政治大学是间“人文、社会”为主的大学，向来不缺与两岸有关的课程，相关研究中心与研究

所都以研究、认识大陆为重心。在传播学院，除了设有“大陆传媒”的课外，在不同的课目中也会讨论相关的议题。
在过去七年，每年暑假还有短期的夏令营，供大陆和台湾的传播学研究生一起学习、交流。这些都做得不错，政治

大学传播学院将在今年九月新的学年度起开设“两岸学程”，辅导、鼓励同学选修传播学院和友系开设的相关课

程，这更是两岸交流的新里程碑。
在朱立教授眼中，学术首要之务就是“既不唯上，也不唯下”，换言之，学术不应讨好某些权威的一家之言，也

不应迎合某些群体的好恶。学术应是“唯实”的，从事实出发，而又回到事实，有几分事实就说几分话。学者是人，不

可能“全知”，学者也是社会的动物，观察事物必有局限，但正因为如此，学者和学术更不可以“主题先行”，“唯上”
与“唯下”都是“先下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这种态度无助于从头检视自己或从头认识对方，对两岸交流也无益，

因此，无论是学术还是实务，我们必须“唯实”且“不唯上，也不唯下”，两岸才能真心交流。
回顾起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两岸交流史，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陈百龄教授表示，政治大学在两岸传播学者个人

交流方面，起步甚早，在 1990 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但机构之间的交流，则由于公立大学受到政府政策拘束较多，

故起步较迟，反倒是私立学校近年在机构化方面的努力，着力较深。
在陈百龄教授担任行政职务（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期间，他所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在经费有限的

情况之下同大陆高校展开结构性的交往，即确定一种机构之间交往的稳定性。在 2011 年，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邀请

了大陆五个传播学院院长，签订姐妹校合作协议。陈百龄教授认为，以台北为中心，飞行两个小时之内的学校在交

往上是十分便利的，一日来回，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希冀和这些学校先建立关系，而这一协议也为目前政治大学传

播学院的两岸交流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除了与姐妹学校传播院系的交换学生计划之外，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目前正在进行三个层面的两岸交流。第

一，研究生道南营，对象是姐妹学校的研究生，该活动希望两岸的研究生之间能够彼此交流，增加了解，相互学习。

“行远自迩 登高自卑”
———从“两岸传播”学程看“海峡传播”的在台实践

孙祎妮 （主持 / 整理）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 台湾 台北 1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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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青年学者访问会，两岸高校要建立互相的认识，应该从下往上，除了学生，还应该包括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

学者和教授，尽早与大陆青年学者建立起合作交流对两岸传播学术的交流有重要的前瞻性意义。第三，大陆学者

访学授课，陈百龄教授认为，要认识大陆的学术和课程，最好的办法之一正是邀请大陆学者来台访学授课。2014

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海龙教授就受邀为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硕博士生讲授了《大陆传播制度研究》的课程，受到

学生的热烈欢迎，这也是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首次邀请大陆的学者讲授一门完整的课程。
上述所言之实践正是近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伴随着海峡两岸往来的日趋频繁，传播相关议题也逐

渐成为一个特定知识领域。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在此背景下推出了“两岸传播”学程，一方面是以华人传播研究为基

底，期能开拓政治大学传播研究新领域；另一方面则希望透过传播和其它知识的跨域整合，成为支援政治大学传

播学院或政治大学其它专业领域的知识资源。“两岸传播”学程的设置也期望能够培养有志从事台湾与大陆的华

人传播现象观察和理论探究的研究人才，以及未来因在工作或生活必须熟悉两岸传播现况的实务工作者。而基于

上述专业的设立目标，“两岸传播”学程的发展宗旨可分述如下：了解两岸传播议题和社会发展趋势，以两岸为跨

文化传播的场域，观察和探索各种传播现象，以及发展理论知识，学习应用相关理论知识，以解决两岸传播相关问

题，而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这一举动可谓是两岸在学术交流上的新创举。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主席（CCA）刘幼琍博士也介绍了两岸传播学程的相关课程规划，

目前两岸传播学程将设置两门核心课程与四门选修课程。刘幼琍教授将携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台湾通讯传

播委员会第三届主任委员苏蘅博士开设核心课程之一的《大陆传播生态与制度》，该课程讨论大陆传媒之结构，从

历史与发展的角度，探讨大陆之传播政策与传播法规，包括政府对传播内容与电信、网路之相关政策与实践，以及

改革开放潮流下之报业演进。刘幼琍教授表示，该课程会聚焦于大陆之传播市场，并结合她与苏蘅教授之研究专

长，介绍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广播、出版市场的现况，以及传播市场在现有制度下所面临之问题与挑战。除此之

外，刘幼琍教授也希望在该课中与同学一起讨论阅听人以及新传播科技展业发展之趋势。
两岸传播学程的另一门核心课程为《两岸策略沟通》，将由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的郭贞教授与张郁敏教

授共同开设，郭贞教授认为，“策略沟通”是大陆愈发重视的一块传播领域，复旦大学于 2005 年成立国际公共关系

研究中心，进行各种相关研究与国际合作，提供政府机构制订政策或研拟对策时的参考。对外方面，相关议题包括

如何藉由举办国际活动（例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界博览会）提升国家形象；对内方面，讨论重点则多在于城市软

实力的调查、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以及新闻发布之效果评估。郭贞教授表示，希望通过该课程，让修课同学了解，

在大陆现有的政经条件与媒体环境之下，政府与学者如何透过舆情监测、广告行销与公共关系来面对上述各项影

响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
除了两门核心课程之外，其他课程规划包括开设“两岸媒体实务”课程，期望透过至香港、澳门或大陆媒体单

位之交流访问，达成了解大陆传媒发展现况之目的；在“两岸传播大讲堂”课程中邀请熟悉大陆传播制度与生态的

媒体工作者与学者进行与谈；在“两岸电影戏剧赏析”课程中，将介绍两岸三地之影视产业与作品。
两岸传播学程中还特别设置了“移地研究”环节，两岸传播学程的负责人陈百龄教授认为，台湾与大陆在政治

制度、社会条件与文化背景等方面皆有所差异，移地研究可促使修课同学实地观察风土民情、了解传播发生的情

境。其次，跨区域研究贵在资料的可得性，大陆许多典籍、报章杂志在台湾不易取得，反之亦然，移地研究可让研究

者就地取材，接触更多有用之文献。
两岸未来的交流有很多面向将会涉及传播，陈百龄教授认为，在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研究部进行资源整合之

后，未来可能发展出更多与此相关的课程与研究，例如两岸的风险传播，或是在两岸关系的情境中，针对两岸在制

度、市场、政策上的异同，做一种比较研究。
各位老师也认为，这次以《东南传播》杂志的“海峡传播”专栏为平台，向所有心系两岸关系发展的朋友介绍政

治大学传播学院在两岸交流上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冯建三教授所言，“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有朋不克自远方来，我当趋近之。所幸，今有刊物，复得网路，无舟车之劳顿，可收交流的喜悦。得

有《海峡传播》专栏，两岸互通思维，切磋所见，去异存同，增添多样繁复又能知悉彼此，诚幸事也。”
对于两岸交流的未来，朱立教授认为这是个庞大的工程，过程必定漫长，但“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第一步走

对了，两岸交流不会断，也不会慢。

作者简介：

孙祎妮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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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孙祎妮（主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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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朱立教授 

小档案 

学历： 

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新闻学院博士 

专长领域： 

比较传播制度、国际形象与国际 

传播、中国大陆传媒制度、社会 

真实与传媒真实 

经历： 

1 年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学士 

毕业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 

系任教 

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系主任 

199(年澳洲昆士兰大学新闻系教授 

1995�2002年香港浸会大学传理 

学院院长 

2002年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 

座教授兼院长 

2006年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与国 

际传播英语>5页士学程“专任教授” 

2012年荣获第四届星云真善美新 

闻传播奖，台湾地区“新闻教育 

贡献奖” 

2013年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名 

誉教授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成立于 

1989年，前身为1935年建立的中央政治 

学校新闻系，是亚洲历史最久、最富盛 

名之传播教育学府之一，培育了李金 

铨、汪琪、郭振宇、罗文辉、臧国仁、 

冯建三等华人传播学界的翘楚。21世纪 

以来，传播领域无论在实务、教学与研 

究各方面，受数位汇流趋势之冲击甚 

巨。为因应此变化，政治大学传播学院 

积极推动组织重整与再造、发展大型研 

究计划，并进行课程改革，将传统以大 

众传播媒体为本的课程设计，转向传播 

与资讯范畴，以期打造新一代的传播学 

院，培育具整合资讯能力之传播人才， 

建立多元、跨领域之教研团队。近年 

来，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也将目光投向了 

海峡对岸，并将于2014年秋季起，幵设 

“两岸传播"学程。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名誉教授、著名 

华人传播学者、两岸传播学程发起人之 

一的朱立教授针对“两岸传播”学程及 

两岸交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朱立教授 

藉助鲁迅的话“说什么，就表示缺什 

么”作为幵场，他认为两岸之间最缺的 

就是“传播”，所以大陆才要设置“港 

澳台传媒研究”的课程和单位，而台湾 

才有需要设置“两岸传播”学程。 

朱立教授认为，传播说来容易，做 

来可不容易。在过去，两岸之间只有 

“宣传”而无传播，宣传是上对下的信 

肩、发放，而传播则是双向、平等的“交 

流”。要做到双向、平等的“交流”， 

双方都得抛弃成见，从头检视自己，从 

头认识对方。然而“从头检视自己，从 

头认识对方”非但不是件简单的事，往 

往还是个“痛苦”的过程。过去犯的错 

愈多、愈大、愈严重，这个自我从头检 

视自己与认识对方的过程就可能愈漫 

长、愈痛苦。 

朱立教授也表示，政治大学是间 

“人文、社会”为主的大学，向来不缺 

与两岸有关的课程，相关研究中心与研 

究所都以研究、认识大陆为重心。在传 

播学院，除了设有“大陆传媒”的课 

夕卜，在不同的课目中也会讨论相关的议 

题。在过去七年，每年暑假还有短期的 

夏令营，供大陆和合湾的传播学研究生 

一起学习、交流。这ft都做得不错，政 

治大学传播学院将在今年九月新的学年 

度起幵设“两岸学程”，辅导、鼓励同 

学选修传播学院和友系幵设的相关课 

程，这更是两岸交流的新里程碑。 

在朱立教授眼中，学术首要之务就 

是“既不唯上，也不唯下”，换言之， 

学术不应讨好某些权威的一家之言，也 

不应迎合某些群体的好恶。学术应是 

“唯实”的，从事实出发，而又回到事 

实，有几分事实就说几分话。学者是 

人，不可能“全知”，学者也是社会的 

动物，观察事物必有局限，但正因为如 

此，学者和学术更不可以“主题先 

行”，“唯上”与“唯下”都是“先下 

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这种态度无 

助于从头检视自己或从头认识对方，对 

两岸交流也无益，因此，无论是学术还 

是实务，我们必须“唯实”且“不唯 

上，也不唯下”，两岸才能真心交流。 

回顾起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两岸交 

流史，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陈百龄教授表 

示，政治大学在两岸传播学者个人交流 

方面，起步甚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 

经开始，但机构之间的交流，则由于公 

立大学受到政府政策拘束较多，故起步 

较迟，反倒是私立学校近年在机构化方 

面的努力，着力较深。 

在陈百龄教授担任行政职务（政治 



o陈百龄教授 

小档案 

学历： 

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工学博士 

专长领域： 

认知在传播上的应用、视觉传播、 

电脑辅助采访报导、传播科技 

经历： 

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 

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研究部主任 

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在职专 

班执行长 

o刘幼琍教授 

小档案 

学历：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电讯传播博士 

专长领域： 

电子媒介法规与政策、新传播科 

技、卫星与有线电视、媒介经营 

管理、数位媒体与宽频网路、数 

位汇流、电讯传播 

经历：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传播英语 

硕士学程主任 

现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主席 

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期间，他所 

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在经费有 

限的情况之下同大陆高校展开结构 

性的交往，即确定一种机构之间交 

往的稳定性。在2011年，政治大学 

传播学院邀请了大陆五个传播学院 

院长，签订姐妹校合作协议。陈百 

龄教授认为，以台北为中心，飞行 

两个小时之内的学校在交往上是十 

分便利的，一日来回，政治大学传 

播学院希冀和这些学校先建立关 

系，而这一协议也为目前政治大学 

传播学院的两岸交流工作奠定了重 

要的基础。 

除了与姐妹学校传播院系的交 

换学生计划之外，政治大学传播学 

院目前正在进行三个层面的两岸交 

流。第一，研究生道南营，对象是 

姐妹学校的研究生，该活动希望两 

岸的研究生之间能够彼此交流，增 

加了解，相互学习。第二，青年学 

者访问会，两岸高校要建立互相的 

认识，应该从下往上，除了学生， 

还应该包括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学 

者和教授，尽早与大陆青年学者建 

立起合作交流对两岸传播学术的交 

流有重要的前瞻性意义。第三，大 

陆学者访学授课，陈百龄教授认 

为，要认识大陆的学术和课程，最 

好的办法之一正是邀请大陆学者来 

台访学授课。2014^,中国人民大 

学的刘海龙教授就受邀为政治大学 

传播学院的硕博士生讲授了《大陆 

传播制度研究》的课程，受到学生 

的热烈欢迎，这也是政治大学传播 

学院首次邀请大陆的学者讲授一门 

完整的课程。 

上述所言之实践正是近年来两 

岸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伴随着海 

峡两岸往来的日趋频繁，传播相关 

议题也逐渐成为一个特定知识领 

域。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在此背景下 

推出了 “两岸传播”学程，一方面 

是以华人传播研究为基底，期能开 

拓政治大学传播研究新领域；另一 

方面则希望透过传播和其它知识的 

跨域整合，成为支援政治大学传播 

学院或政治大学其它专业领域的知 

识资源。“两岸传播”学程的设置 

也期望能够培养有志从事台湾与大 

陆的华人传播现象观察和理论探究 

的研究人才，以及未来因在工作或 

生活必须熟悉两岸传播现况的实务 

工作者。而基于上述专业的设立目 

标，“两岸传播”学程的发展宗旨 

可分述如下：了解两岸传播议题和 

社会发展趋势，以两岸为跨文化传 

播的场域，观察和探索各种传播现 

象，以及发展理论知识，学习应用 

相关理论知识，以解决两岸传播相 

关问题，而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这 

一举动可谓是两岸在学术交流上的 

新创举。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国际 

中华传播学会主席（CCA)刘幼琍 

博士也介绍了两岸传播学程的相关 

课程规划，百前两岸传播学程将设 

置两门核心课程与四门选修课程。 

刘幼琍教授将携手政治大学传播学 

院教授、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第三 

屆主任委员苏蘅博士幵设核心课程 

之一的《大陆传播生态与制度》， 

该课程讨论大陆传媒之结构，从历 

史与发展的角度，探讨大陆之传播 

政策与传播法规，包括政府对传播 

内容与电信、网路之相关政策与实 

践，以及改革开放潮流下之报业演 

进。刘幼琍教授表示，该课程会聚 

焦于大陆之传播市场，并结合她与 

苏蘅教授之研究专长，介绍无线电 

视、有线电视、广播、出版市场的 

现况，以及传播市场在现有制度下 

所面临之问题与挑战。除此之外， 

刘幼琍教授也希望在该课中与同学 

一起讨论阅听人以及新传播科技展 

业发展之趋势。 

两岸传播学程的另一门核心课 

程为《两岸策略沟通》，将由政治 

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的郭贞教授与 

张郁敏教授共同幵设，郭贞教授认 

为，“策略沟通”是大陆愈发重视 

的一块传播领域，复旦大学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