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助研究圖書

傳播與當代思潮
臧國仁、劉吉軒、鍾蔚文＊

一、 緣起 / 目的
源於傳播學門近年來
業已廣泛與其他社會科學
及 人 文 學 門 接 軌，「 傳 播
與當代思潮」研究圖書建
置計畫之旨除在增強政治
大學圖書館藏書深度以期
服務更多國內外使用者
外，也有意藉此具體反映
傳播學門如何因應學術領
域之精進而與當代新思潮
有所應合。
在提案過程中，本院
（政大傳播學院）先行邀請
十位教師組成「圖書典藏
規劃委員會」提供專長領
域較新且具前瞻性子題與
1

關鍵概念， 由此規劃出十二項符合「傳播學與學術新思潮」之購書主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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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社會網絡」、「文化多樣性」
、
「消費」
、
「內容經濟」
（content finance）
、
「戰
爭、犯罪與恐怖主義」
、
「文化、政治與視覺性」、「主體性、後殖民與電影」
、
「美學與批判」、
「倫理學」、
「族群與族群傳播」
（ethnicity communication）、
「互
動」
（interactivity）、「人權與傳播」
（human right and development）等。
上述子題多承接文化與社會研究傳統（如「文化多樣性」、「消費」），亦
有子題與人文學發展接軌，如「內容經濟」、「主體性、後殖民與電影」、「美
學」、「倫理學」等，足可反映傳播學門近年之多樣內容。而「美學與批判」與
「倫理學」原為人文哲學領域專長，傳播學門未來勢將引入發展進而成為重要
價值體系。
各子題觸及面向甚廣且相關書籍眾多。為使尋書聚焦，研究團隊分別於
七、八月各辦說明會解釋本研究主題與延伸子題意涵、購書理念與工作項
目，廣邀有興趣的碩、博士班研究生加入，並於八月完成工作團隊建置。後
續由助理成員認養子題，每位成員平均負責兩項。隨後每位成員分別根據子
題之關鍵字找到合適書籍，進而由兩位博士生擔任複查，俟相關書單匯集
後，成員參考尋書原則根據關聯性篩選，除依國科會規定將「複本率」維持在
15% 以下外，尚須兼顧選書之有效與品質。

二、 執行過程 / 情形
由於團隊成員間交流與互動頻繁，尋書過程中遇到之困難、想法與新發
現皆為本計畫之重要資產並應次第解決，因而利用 Google 之協作軟體打造有
效溝通、知識建構的管理平台，從而建構「傳播與當代思潮」知識地圖。
緊接而來的問題是如何找到值得圖書館典藏之相關書籍。關鍵字固能搜
得眾多書目，但多屬表面相關，只有熟悉各子題理論之內涵與未來傳播學門
之需要方能判斷、篩選並留下典藏書目。據此，研究團隊決定設定美國哈佛
大學（藏書量最大之大學圖書館）、伊利諾大學（傳播領域藏書最為豐富之大
學圖書館）為標竿圖書館與資料庫，按關鍵字地圖索驥，每週檢索近千本圖
書。
其次，研究團隊也委請兩位博士生助理建立書單複查的共通原則，凡技
術性書籍、過時研討會合集（逾五年者）、淘汰性高之書籍（如：如 Adobe 繪
圖工具 CS4 等手冊）、旅遊類書籍等均予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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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內容
為使選書過程更為精準，篩選原則概分三層：第一層以傳播為問題核心
者，凡涉及新聞、廣電、廣告、人際互動等各類傳播層次皆屬之。第二層則
是傳播與其他領域重疊的次領域，如互動、情境、語言、敘事、數位；若只
略為提到則屬第三層次。就此觀之，第一、二層次尋獲機會較高，其中如人
權、道德題材涵蓋面向過廣，但若是「資訊與數位人權」即涉及媒體科技與人
權間的關係，就考慮納入。
此外，「使用性」與「價值性」亦為篩選考量：前者指書籍主題涉及之較
新觀念與案例，若對研究社群討論與累積個案有實際幫助即屬具有「使用性」
潛能。此外，若對學術社群而言為經典書籍，則可視為「價值性」。
有鑑於國際交流頻繁，而此計畫雖以採購英、美語系書籍為大宗，但仍
考慮採購少量其他語言書籍，恰因部分團隊成員熟諳日文與馬來西亞語文，
故亦挑選部分此類書目。而中國學術出版甚豐，中文書系因此一併納入。
最後，研究團隊提供「以人追書」方式以判斷相關書籍之領域重要性。
舉例來說，某學者 A 原屬該領域重要人物，即可以其著作為搜尋標的。以日
文書單建構來說，成員先從日本大學院校教授名單開始，找到「東京大學情
報府」
（即新聞相關系所）教授名單，再使用 Amazon 日文版作者名字找書，
獲得近年來這些日本大學傳播相關科系大學教授們的著作。接續利用 Amazon
的推薦相關書籍找到更多聯繫，從中挑選與關鍵字相近書籍，十分便利。

四、 成果
第一年共請購 1,565 冊「傳播與當代思潮」用書並由政大圖書館代為採
購。該年度核定經費 $3,500,000，實際執行經費為 $3,364,623，實際執行進度
為 96%。第二年除持續請購第一年度訂購書籍外並再徵集新書，迄 2011 年
4 月 30 日研究計畫結束前共請購 1,567 冊本計畫研究用書，符合購書預算與
進度（新台幣 3,500,000 元整，進度為 100%）。
在書籍推廣部分，研究團隊曾以學校學生為對象製作《布克潮報》電子
報分就政治大學電子報與 Facebook 社群網站兩個平台進行網路推廣。《布克
潮報》之名來自「圖書」一詞之英譯（book）諧音「布克」，並將本計畫「傳播
與當代思潮」圖書計畫的「思潮」視為關鍵字，兩者合一成為《布克潮報》，意
指一份介紹當代思想潮流的報紙（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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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潮報》的選書流程嚴謹，團隊成員先行針對已經採購到館之圖書清
單選出十本，徵詢圖書委員意見，再由編輯團隊根據書單建構特色開會討
論、揀選當期推薦圖書三本；在電子報報頭並將圖書委員列為「友情指導」。
電子報每月發行兩次（15 日、30 日），遇寒暑假順延。發行平台分為校
內網路與校外網路兩部分：校內網路部分透過政治大學群組系統針對傳播學
院師生發送電子報，有利於校內研究群對本計畫的認識、討論與使用。校外
網路部分則利用 Facebook 社群網架設電子報發行平台，期能讓一般大眾透過
社群網路得知本計畫的採購主題，進一步聯繫到本校圖書資料庫搜尋購書清
單並加以利用。
另在專業性推廣策略上，可續分「參與研討會」及「學術刊物」兩部分。
前者旨在讓傳播社群認識本計畫採購之圖書項目，並於 2010 年 6 月 12 日參
加政大傳播學院舉辦之論壇「本院在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計畫中的角
色」。至於學術刊物發表則委由博士生助理鄧宗聖負責，旨在增加學術領域對
此一計畫圖書使用之機會，由其依個人研究領域興趣（如媒體素養、美學批
評與視覺文化等）撰寫書介，完成後投稿至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性刊物。該生
共曾發表相關書介六篇於《傳播研究簡訊》、《傳播與管理研究》、《教育資料
與圖書館學》等專業期刊，藉此不僅訓練博士生閱讀與撰述書籍評論能力，
更能納入「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搜尋引擎（http://readopac.ncl.edu.tw/
nclJournal/index.htm），增加本計畫書目的能見度。
社會性推廣活動部分，係以「品味當代潮流」為主題在 100 年 4 月 25 日
至 5 月 26 日間，規劃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書展及講座兩場：前者旨在展出採購
入館之實體書籍以讓校內外師生與社會大眾得以接觸，後者目的則是由本次
計畫推廣委員帶領導覽討論不同子題的書籍輪廓。
「書展」共規劃兩場，分別在政治大學總圖書館二樓之「經典書房」及政
治大學藝文中心之「博雅書房」設置展示實體空間，將十二子題拆為兩部分，
4 月 25 日至 5 月 12 日於「經典書房」展示「網路社會」、「消費」、「戰爭犯
罪」、「倫理道德」與「族群溝通與人權發展」子題；5 月 13 日至 5 月 26 日於
「博雅書房」展示「文化政治與視覺性」、「主體性後殖民與電影」、「美學批
評」、「文化差異」、「互動性」與「內容經濟」等子題。
首場講座則於 4 月 28 日舉行，主題為「後殖民理論與電影」，邀請本次
圖書委員陳儒修教授（政治大學廣電系）剖析後殖民現象、理論與當代傳播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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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間之關係。5 月 21 日舉辦第二場講座，由計畫主持人臧國仁教授以「互動
性」為主題，剖析當代傳播研究在話語互動上之重要議題。單場講座參與人
數約三十人，兩場講座提供約六十人次的深度互動。
書展文宣互動共製作「書籤」
、
「海報」
、
「標語」三種類型文宣。書籤與海
報以藍白色為基調，透過白色塊狀呈現資訊告知此次書展與講座的主題、時
間與地點，而透過娃娃般的臉孔與七色彩虹，醒目地告知並吸引大眾目光。
標語則透過 Facebook 設計的標語競賽，在書展開跑前邀請大眾上網至《布克
潮報》進行 30-50 字內的極短文比賽，素材須來自本計畫的十二項主題。
除了上述規劃外，團隊成員邀請政治大學咖啡社社員參與，於博雅書房
展出期間搭配「品味」當代傳播思潮研究圖書的概念，在書籍展示場外提供品
嘗咖啡的活動，在此過程中團隊成員則向往來的大眾介紹計畫目的與圖書，
增加往來群眾對圖書計畫的認識與參與。

五、 結論與心得
傳播與當代思潮圖書計畫兩年計畫總金額為 7,000,000 元整，透過政治
大學傳播學院圖書委員與執行成員的建構，已為臺灣相關研究社群增購共
3,132 冊相關教學與研究用書。輔以政治大學圖書館的典藏與搜尋系統，未來
將有利於教學或研究者輕易接近使用。
此計畫目標除採購圖書外，亦盼參與之碩、博士研究生能在建構專業書
單與推廣過程中獲得成長與學習。回顧整體計畫提供之人才養成，共計含下
列三種能力：
首先，此計畫大幅提昇參與成員的圖書搜尋技能與專業素養。由於要從
全球市場獲取與研究計畫相關之子題研究書籍，除精確關鍵字並有效率地使
用資料庫外，尚需培養專業素養以能區辨主題書籍的相關性與重要性，如以
下兩位成員之心得：
…撰寫當週主題簡介與三本書介進行推廣，在過程中我學會電子報
的製作流程、撰寫的格式等技巧。隨後進行第二次的書單建置，過
程中我學習到如何使用資料庫與搜尋引擎來進行有效率的搜尋，如
google、worldcat 等，過程中也增強了我的搜尋技能，進而使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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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字的豐富性增加，以及精確度、完整性都能同步提升，加上協作
工具的應用，例如 global books in print，使我們團隊計畫可以購置
最新即將上市的書籍。
（洪嘉蓮，新聞碩二）
…我們選購的書籍也慢慢進入圖書館，一方面協助圖書館整理新
書，一方面也開始進行推廣。依照十二個思潮子題，團隊決議向全
校發送電子報，我自己負責擔任其中兩次的主編，從跟老師溝通、
撰寫書摘、排版中學習，也訓練掌握文獻重點的能力。
（楊癸齡，新聞碩二）
其次，在搜尋書目過程中不僅增加技能也廣泛涉獵子題的書籍群，透過
電子報、書展等籌備過程讓成員得以創意的方式重新定義書展、執行推廣並
訓練團隊合作（見下列心得）。
…書，是定義經典的方式。在圖書計畫下我們這個蒐書小組的任務
就是廣納最新出版的傳播書籍，拓建臺灣傳播知識庫。……不同於
以往靜態形式的書籍展出，我們定義書展也要很傳播，因此除展出
書籍，我們也舉辦網路活動、大師講座、喝咖啡看好書，希望透過
這些動態活動增加和觀眾的互動，拉近書籍與觀眾的距離，讓經典
平易近人。在團隊成員的努力宣傳和用心維護下，書展系列活動廣
受參與者好評，而觀眾的反應就是最直接也最能鼓舞團隊士氣的正
向回饋。
（王麗晶，新聞碩三）
…我負責主辦的是兩場與選書子題相關的講座…。從敲定講座老
師、討論講題、製作宣傳單張、安排場地、訂茶點等工作，我都直
接負責聯絡，因此也在本次經驗中學習到如何「辦活動」，如何「與
夥伴、與各項資源協調」。
（楊癸齡，新聞碩二）
…在籌辦與討論過程中，每一個宣傳活動的提出方案，從活動的策
劃到具體的落實，都是我可以從這樣的經驗當中，學習如何進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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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策劃與實踐，同時也讓我學習如何與團隊進行合作，以及腦力
激盪…。
（鍾佩君，新聞碩三）
第三，計畫主持人在帶領團隊建構書單與執行的過程時，本身也扮演對
參與者潛移默化的角色，讓碩、博士生能夠學習應有的做事態度與領導方式。
…臧國仁老師的充滿活力的帶領與指導之下，替這個研究團隊的所
有 人 注 入 了 正 面 積 極 的 態 度， 也 帶 來 了 歡 樂 愉 快 的 討 論 氣 氛；
臧國仁老師不管是在帶領團隊還是在教學講解上，認真又有活力的
態度，讓我十分佩服與感動，這就是領導人應有的特質…。
（鍾佩君，新聞碩三）
此外，博士生則體悟到「建構書單、找書、評書與展書」乃具高度涉入
的教學形式，能夠藉此認識主題的領域輪廓，而找書是訓練搜尋技能與敏感
度，書介（評）能深入地去讀幾本有興趣的書，透過評論方式考驗對主題的認
識與表達。最後，書展則是向大眾分享與溝通的歷程。
…我在圖書計畫中學到很多，由於我涉入感很深，這種經驗對我來
說非常重要。高度涉入的兩年讓我有了「如果這是一種課程形式」
的念頭，那麼在建構書單、展書到講座的諸多互動，在「如果這是
一門課」的提問下，轉換為一種課程設計的理念，我也正想著如何
把這種經驗轉化為一種帶領—老師不再是知識傳授，而是透過活
動激發體悟經驗的設計師。
（鄧宗聖，新聞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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