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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出现和普及以及传媒产业的勃兴，新闻传播作为一个热门学科的发展和教育

“更新”又再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作为新闻传播学界未来教师培养的博士生教育，也受到学界的重

视。如何在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培养出具备接受各种未知挑战的新闻传播教育者，这个问题，也许我们

换一个新鲜的角度来看，会获得更多的感悟。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用言必欧美，我们可就近了解

和对比一下海峡两岸的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现状，就能获得很多有趣的观察结果。
由于历史及社会条件等因素，两岸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一直有着同中有异的轨迹特点。同样以重视“宣传”

为起点 （这也是为何台湾最初及最好的新闻传播教育院校会出现在原型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的政治大学

的主要原因），到后来以经济动力为主导，再到现在的市场与媒体技术的双重引导时期。但是因为政治体制的

不同以及课程设置的差异等，两岸在新闻传播教育方面也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这些差异可从两岸学界对

“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关系的态度窥得一斑。
一、两岸如何看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也是以“新闻学”为主要冠名，如台湾最早也是至今最重要的一本

高等新闻传播学的学刊也是以《新闻学研究》为名。但是，实际情况是新闻与传播的分野在台湾一直不是那么

明确。从台湾的传播研究萌芽开始，不管是“实证研究”当红的时代还是以“批判”为主的理论思辩时代，台湾

似乎从未觉得有必要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两门学科进行区分，甚至对其学科独立性进行特别强调。二者更

多的时候是属于一种和平共处、水乳交融的状态。尤其是近年，新闻学更多的呈现一种被融合入传播学研究

的状态。
而大陆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大陆，对新闻学的研究要远远早于传播学的研究，且一方面，相对于传播

学，大陆的新闻学一直处于更为强势的一方；另一方面相对于完全是“舶来品”的传播学，大陆的新闻学更像

是土生土长的学科。这样的学科发展当然与大陆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分不开，大陆的新闻学直到今天仍然

不同学术脉络下生长的不同系统
———海峡两岸新闻传播学术研究风格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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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深入分析了海峡两岸在培养新闻传播博士生方面的各种差异，并
以台湾新闻传播研究及高等教育的代表院校政治大学为例，展示了台湾在培养新闻
传播博士研究生的基本机制方面与大陆的不同及其产生差异的原因。简而言之，台
湾的新闻传播研究及相关高等教育体制与大陆相关研究及教育机制相比是在不同
社会及学术脉络下生长出的不同系统。本文着重从学科基础、研究特征、博士生培养
机制及学术现状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两岸新闻传播学术研究
方面的异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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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喉舌论”的浓重色彩。新闻学方面的研究由于有着政府

部门的支持，其发展的蓬勃程度是传播学一直难以望其项背

的，也正是因此，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也一直受着新闻学的很

大影响。这一点也可从当今舆论研究的火热程度得到部分的

验证。
总而言之，台湾是“新闻”博士很不“新闻”，关心“新闻”

性的议题并不太多，而更多的是围绕一些新兴的理论，探讨

传播问题。而大陆则恰好相反，传播学几乎在照着新闻学研

究的路子走，并出现了大多数的“传播学”研究充满了“新闻

学”的味道。
二、博士生的培养机制与研究：“融为一体”还是“壁垒分

明”？
2012 年，作为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引领者”的政治大学

将它原有的“新闻学”博士班划归传播学院名下管理，其目标

是为了整合全学院各系所的人力物力对博士生进行更具综

合性视野的培育，希望以兼重各个传播次领域中的研究内涵

培养出能够在日新月异的媒体发展时代拥有整合趋势、展望

未来的能力的博士生。因此，除传播理论、方法论及学术志业

导论三门必修课之外，政大传播学院涉及了各种进阶的研究

专题课程，如：新闻媒介与社会专题、传播与社会专题、传播

哲学专题、经典选读专题等。以政大传播学院为代表，在台湾

新闻传播的最高等教育中，新闻渐渐融合于大传播学科的倾

向十分明显。
而且，政大传播学院有非常严格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

制度，博士生入学之初并不能马上选择导师和确定论文题

目，这些都是要在其拿到博士候选人资格后（即通过资格考

和著作审查之后）才可以开始进行的事。由此可以发现，传播

学院的老师期待博士生们通过资格考的准备能尽量掌握传

播学知识的广度，而就过去三十年的博士生毕业情况统计来

看，博士生通过资格考后，一般还会再花三年左右的时间去

强化其特定研究领域的深度理解。这虽然能够使得培养出博

士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但是也会因为

博士修业年限过长而使博士生毕业后的就业受到一些不利

影响。也由于这些原因，政大在 2013 年新一届博士生入学

时，开始实行新的博士生修业制度，将资格考提前（必须在一

年半的时间内通过），也将论文导师的选择及博士论文的准

备提前，著作审查可与这两项动作同时进行，以期缩短博士

生的修业年限，提高其毕业后的竞争力。
而众所周知，大陆的博士生在准备入学考试的阶段已然

确定自己的指导老师是谁，所以考博士的一半几乎是在考导

师。所以大陆的新闻传播博士生在入学后，接收到的更多的

是类似于师徒制的培训，平时做研究的内容以及最后写论文

的选题都和导师的研究息息相关。这两种培养方式自然是各

有利弊，双方也不断的在吸取各方面的经验得失，使自己培

养出的博士能在以后的教育界或研究界更有竞争力。
接下来，再看一下博士生课程设置方面的差异。在 2013

年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博士生修业制度作出调整后，传

播学院研究部将对博士生培养结果的愿景列出了以下这个

表格：

其对博士生课程设置的安排主要以三种能力 （核心能

力、学术对话能力和整合展望的能力）的培养为主，分别开设

各种培养相关能力选修课：

博士生需具有的核心能力又包括：

1.创新，独立思辨与探析问题的能力；2.传播教学与研究

的能力；3.精研，判读与充分掌握传播专业知识的能力（括号

内数字为学分数）。
这部分旨在培养博士生的独立研究分析及教学能力，主

要开设了以下课程：方法论（3）；批判传播理论（3）；理论建构

（3）；传播政策专题（3）；传播专题研讨（3）；传播理论研究

（3）；传播理论专题（2）；内容分析（3）；批判传播理论（3）；传

播统计概论（3）。
博士生同时被要求具有参与学术社群与对话的能力，此

部分开设课程有：文化产业劳动（3）；政治传播（3）；传播研究

专题：欧洲中心主义与传播研究本土化（3）；新闻史专题（3）；

学术志业导论（3）。
除此之外，博士生也被寄望拥有整合趋势展望未来能

力：大众文化研究（3）；文化产业劳动（3）；媒介社会学（3）；传

播心理学（3）；传播政治经济学（3）；传播研究专题：欧洲中心

主义与传播研究本土化（3）；传播与法律（3）；当代大众传播

问题（3）；环境与健康风险传播（3）。
政大传院对博士生的修业规则也进行了调整和再设计，

原本要求的毕业学分 32 学分未发生变化，但其包含内容则

被划为必修、核心、主体、方法四大类别。学生除必修课之外

的每次选课，都需经过行政导师或学业导师及研究部主任同

意之后，才能列入毕业学分。且要求博士生在前两个学年的

每学期修习学分数不得少于 6 学分，以此敦促学生尽早毕

业。
政大传院还要求其博士生每一个学年的后半学期都必

须提出评鉴申请，以确保其在修课过程之余有积极参加相关

学术活动并进行学术创作。博士生毕业要求中还包括需参加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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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负责两项研究计划以及通过资格考试及著作审查。
三、对于“大小题目”的偏爱———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博士生的培养结果，很大一部分显示于其最后的一篇博

士论文，而这篇博士论文的选题以及切入角度，也在很大程

度可作为当时新闻传播研究的风向标来看。因为，一方面，博

士生的论文从选题到写作都离不开与其导师的探讨交流，消

化吸收导师所给予的意见和建议。这些不可避免会体现在其

论文当中的意见和建议也代表着当前传播学者的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作为正式迈入学界成为职业学者的敲门砖，博士

论文选题分析从某种程度上也能看到该学界未来几年的发

展路数。概观海峡两岸的新闻传播博士论文，大多数人都会

得出这样的对比性结论：大陆热衷宏观研究，而台湾则偏爱

微观研究。
（一）大陆为何爱宏观？

大陆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宏观课题的热爱笔者认为大抵

脱离不了以下三个外在因素：经费的支持、政府的倡导以及

整体的学术风气。
首先，大陆的大学老师日常的研究经费大都来自于其向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即教育部申请的研究课题。而每年教育部

都会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的定出数个课题范畴提供给各

高校申请，这就不可避免的左右着这一阶段整个学界的重大

选题走向。大陆的教育及研究体制决定了整个学界仍处于由

上至下的引导关系中。
其次，就算撇开政治或体制性因素，就市场角度来看，政

府的需求乃至倡导是引导学科发展走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之一。文人自古以来最大的理想莫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若自己的研究能够为政府部门所重视，不论就自己的学

术生涯发展还是对社会的影响，都可成为一种双赢的局面，

学者自然乐见其成。尤其近年来，政府部门对网络媒体为代

表的各种新媒体的影响日渐重视，开始主动要求新闻传播学

界为其从事相关研究，如舆论学的再度兴起。当政府成为新

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听众”之一时，学科发展的走向自然会

随之发生改变。
最后，政府部门为主要引导所偏好的课题，自然是宏观处

着眼，以实用为主，注重及主张能为政府部门、社会形成一定

意义及影响（如为其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等）的研究。这样

一来，为何大陆普遍重视宏观课题的研究，自然可以理解了。
（二）台湾因何偏微观？

相对大陆来讲，台湾对微观研究的偏爱实在有一个不可

避免的现实性因素，那就是社会环境因素———地区范围的大

小、独特历史因素对当今的影响等。
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崇尚“以小见大”，这么说似

乎也有点不太确切，应该说，他们希望能从任何一个小问题

都能看出其背后隐藏的庞大且复杂的脉络———一切简单的

问题其实都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同样，其高等教育的培养，

尤其是对博士生的培养，分外强调应学着如何思考及问问

题，强调“魔鬼藏在细节里”，希望学术研究要由具体内容，要

能从一个具体的点看出其背后支撑的结构。同时，通过思考

穿透表象，并且贯穿成一个主轴，从而看到其本质，看到抽象

的理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台湾学界对微观的偏爱，是由

于他们重视理性思辨及深度批判的缘故。
且相对于大陆的科研课题申报制度，台湾学者的“课

题组”———即研究群———更像是一个读书会，每一个星期

或隔个星期，读一篇论文或某本书的其中某个章节，然后

由研究群的同学报告，由同学和老师一起延伸讨论。这也

是对学生研究习惯和研究视角的培养———从细节入手，找

出结构。
也有人说，台湾之所以喜欢微观研究，与日本的文化影

响不无关系。日本从殖民台湾的时期所进行的文化教育以及

其“后殖民”时期对台湾整体文化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影响

着台湾人的思考习惯和做事态度，这在学术方面的体现也很

是明显。但这种说法，延伸来说，也可以理解成为因台湾的地

理环境与日本多有相似，所以会造成两者之间类似的情结和

观念。
四、两岸传播界惯用研究方法的比较———学术本土化与

西化的纠缠

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面向英美的，不

论是日常研究和教学所阅读的文献还是其研究所主要秉持

的问题意识，基本上是承袭着英美新闻传播学界的传统和主

流。近年来，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界也越来越强调国际化，越来

越强调培养学生的英文发表能力。而大陆对英美新闻传播学

研究的了解多属于“间接”了解———即通过已翻译成中文的

英美学术书籍来了解其学术情况。但这一方面会造成了解时

间上的大段延滞；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理解上的二度曲解，毕

竟很多翻译学术专著的并非该专业出身，翻译本来就是一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经过非专业性的转译过程。
而具体就研究方法而言，台湾的量化研究（实证方法）已

经十分成熟，而大陆仍处在学习和规范化的阶段。这一点与

台湾早年大部分的新闻传播学者乃至当今学界中生代的学

者皆负笈美国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台湾新闻传播学研究

的重镇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教师的最高毕业院校总结就很

能说明问题。
以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老师取得最高学历的院校

统计为例，组成情况如下：全学院 44 位现任教师中，毕业自

美国高校的有 33 位，占整体的 75%（这其中尤以美国威斯

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德州大学的毕业人数为最，各占 6

名）；毕业自英国高校的为 6 位；而只有 5 位老师是台湾本土

院校培养出的博士，且这五位老师中除了一位政大传院元老

级人物之外，其他四位皆是在其他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若干年

后才被政大聘用的。这种美国新闻传播院校系统下培养出的

毕业生以压倒性的优势组成了当今台湾新闻传播研究及教

学领域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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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传播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起源于量化研究

（民意调查），因此其在量化研究方法这一部分早就已经形成

了一系列规范而成熟的模式。至今，美国的各大重点新闻传

播院校在博士生培养阶段仍将研究方法 （尤其是实证研究）

作为重点必修课，可以轻而易举的开出七八种研究方法课

程。那么，在美国接受系统高等教育的台湾学者们，当他们作

为最早的一批新闻传播学者回到台湾开始开创本土的研究

时，自然会向美国看齐，承袭一系列的研究传统和主流趋势。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台湾学者甚至是博士生开始反思台

湾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模式，基本就是欧美的概念，通过搜

集台湾的各种数据来加工出各种量化产品。感觉就是欧美理

论的台湾验证，但核心的概念和技术还是在欧美手中。
但即使是量化研究已臻成熟的台湾，传媒业界仍认为台

湾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脱离现实”，只是一味聚焦于寻找“研

究”的题目，更多的关怀“理论”的面向，而非新闻传播的实

务。简而言之，就是认为其研究与现实脱节。
这也一直是近年来台湾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

之一：学术的西化和本土化应如何调和？学术界言必欧美的

作风是否值得商榷？欧美所指定出的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

又是否适合台湾新闻传播的现实情况，是否真正能帮助研究

和解决其本土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如果答案并不是肯定

的，那么学术界又该如何应对？大力发展出源于本土、适于本

土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式？这是否可能？在本土制定“标准”
及当今学科的中坚力量都是脱胎于英美新闻传播教育体制，

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是否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可

能，又会对台湾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国际接轨的进程造成何

种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台湾学术界在近些年不断在讨论的问

题，至今也未有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答案为众人接受。
五、“新媒体”到底新在哪里？———两岸学界对新媒体的

研究面向比较

大陆和台湾在近年都开始重视起新媒体这一块内容，但

偏重则各有不同。大陆对其研究的更多的侧重研究网络舆

情，而台湾的新媒体研究范畴则更为多元丰富、更延展至数

位汇流方面的研究。这不仅反映在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

（如大量以 Facebook、line 等社交媒体为探讨核心的选题层

出不穷），也表现在学者们组建的研究群的研究主题选择上。
以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为例，政治大学的研究群（因其补

助资金来源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类型：顶尖大学计划

前瞻议题研究（简称顶大计划）、向传播学院本院研究暨发展

中心提交申请登记的研究群以及教师依个人研究兴趣自足

的研究群（经费可向学校申请）。粗略统计，政大传播学院的

研究群约有十五六个，而这其中与新媒体相关的研究群就有

以下 12 个之多。具体情况如表 2。
这些研究群，基本上都是由两到三个老师带队，人员主

力则大多数来自传播学院的硕士生及博士生。但是需要指出

的是，虽然这些研究群中有一些开始尝试着与资讯科技或资

讯工程系展开战略合作，共同开展课题研究，但是研究群本

身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却仍不是重点。就算有大量和文化创

意及文化产业相关的研究主题，但其立意还是在于对这些课

题所复函的深层含义及意义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并未和传媒

业界有太大的联系。

六、结语

不论是眼睛只望向欧美的台湾，还是本土化意味浓厚的

大陆，相同的一点是，二者对于对方的学术了解仍是十分欠

缺。虽然现在两岸很多学校之间不断建立起了姐妹院校的联

谊关系，互相派送学生进行交换学习，但仍是处于走马观花、
游山玩水意味更浓的活动，双方仍是缺乏相互的全面而深入

的理解。这无疑是个很大的遗憾。
两岸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从课程设置到课外的研究

能力培养机制其实都有着许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而学者

们的研究风格及研究理念若能更多的交流碰撞，也一定能激

起更明亮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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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特别策划—海峡传播—
本栏目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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