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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訊社會理論

2. 資訊社會研究方法

6.網路性/別議題
7.線上媒體、出版
（愛情、性、認同、色情） （閱讀、書寫、書店）
11.法律
（隱私權、著作權）

12. 虛擬社群、組織
（人際關係）

1.資訊社會理論
資訊整合時代 （2） 翟本瑞
資訊社會的新思考~初論之一 （7） 蘇健華
社會學想像— 網路階級篇（7） 廖鐿鈤
從「駭客任務」看未來社會（8） 蘇健華
社會學想像— 網路階級篇（二）（8） 廖鐿鈤
資訊社會學需要您的支持 （10） 翟本瑞
接觸資訊社會學的新感受 （10） 蕭淑華
虛擬入侵? 以虛擬赫爾辛基為例 （10）翟本瑞
網路文化的未來 （12） 翟本瑞
純屬虛構之網路未來 （12） 廖鐿鈤
生命之光 （12） 袁薏晴
『網路文化的未來』資料統整 （12） 陳惠玲
虛擬小說: Coba （13） 蔡宜倩

3. 數位落差
（日常使用、社會資本）
8.網路心理學
（成癮、人格、角色扮演）

4.資訊教育
5. 數位經濟、電子商務
（素養、融入、遠距教學） （消費、產業、資本主義）
9.網路文化研究
10.政治、權力、認同
（網路世代、現象）

13.人機合體

14.

15. 其他

火星日誌 （13） 何明純
未來生活的想像 （13） 蘇健華
資訊社會學雜感 （13） 廖鐿鈤
MORtAL (虛擬未來小說) ﹝14﹞洪嘉培
網路時代社會學的理論重構 (17) 黃少華
網路待命與數位競爭 (18) 翟本瑞
資訊社會的挑戰 (20) 石淑慧
資訊社會學理論的社會學理論性格 (21) 翟本瑞
柯司特的《網絡社會之崛起》
(29) 劉燕青
媒介與訊息傳遞－－麥克魯漢理論介紹
(29) 陳應強、陳淑萍、蔡坤哲
網絡即訊息（選自 Manuel Castells 的 The Ineternet Galaxy 之前言）（30）翟本瑞謹識 黃雅慧整理
網際網路歷史的教訓（選自 Manue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第一章）（30）歐貞延、施榮龍、沈昱全、曾子豪
網際網路文化（選自 Manue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第二章）（30）曾子旂、葉允斌、劉燕青、余小玲
電子商務與新經濟（選自 Manue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第三章）（30）施榮龍、曾子旂、葉允斌、沈昱全、黃雅慧、劉燕青、
余小玲
虛擬社群或是網路社會?（選自 Manue 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第四章）（30）沈昱全、歐貞延、曾子豪
網路政治(一)：電腦網絡、公民社會及國家 (選自 Manue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第五章) （30）余小玲、曾子旂、葉允斌、施
榮龍
網路政治(二)：網路空間的隱私權和自由權 (選自 Manue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第六章) （30） 劉燕青、沈昱全
多媒體和網路之間： 超越集聚的超文本（選自 Manue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第七章） （31） 黃雅慧 、歐貞延、曾子豪
網際網路歷史的教訓（選自 Manue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第八章） （31）沈昱全、施榮龍、黃雅慧、曾子旂、葉允斌
在一個全球觀點中的數位落差（選自 Manue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第九章） （31）余小玲 、歐貞延、劉燕青
網絡社會的挑戰/質疑（選自 Manue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結論） （31） 曾子豪

Manuel Castells 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 各章問題意識與論述架構之探討 （31）黃雅慧、余小玲、施榮龍、歐貞延、葉允斌、曾子旂、
沈昱全、劉燕青
數位麥克魯漢導讀 （31） 沈昱全
《心靈機器時代》、 《科技未來與人類社會－從 cyborg 概念出發》導讀 （31）蘇建華
格網運算相關中文網頁介紹 (32) 沈昱全 葉允斌
讀《資訊革命了什麼？》 (32) 葉允斌
下一個社會來臨之際 (33) 劉燕青
「駭客」，該何去何從？ (33) 劉燕青
主體與客體的錯置－－對科技至上論的反思 (34) 葉允斌
媒介與訊息傳遞：M. McLuhan 理論介紹
(35) 陳信州 李冠儀 葉宗勳
科技未來 (36) 高士爵
閱讀的省思與科技未來中的學習 (36) 簡淑萍
麥克魯漢、網路社會之崛起 (46)章莊壽美、張心怡
《McLuhan 媒介與學習理論介紹》 （50）紀佩君 、李增倫
《以 Castells 觀點探討媒介科技革命下的真實/虛擬文化與認同》（51） 林培淵
《網路時代社會學的理論重建(序)》（52）翟本瑞
《未來網路社會的影響及改變》（52）李慧芳
《網路社會學：網路時代社會學的理論重建(後 記)》（52）黃少華
《博客傳播理論架構的初步研究》 （55） 方興東
《以高夫曼的觀點看網路語言的形式與社會意義》（59）紀佩君
（回前頭）

2.資訊社會學研究方法
網路文化研究方法反省（9）翟本瑞
是該將目光由後視鏡移向前方的時候了（9）蘇健華
資訊社會學研究方法及研究方法論的探討 （10） 陳薇后
電子郵寄問卷調查使用之限制（上） （13）翟本瑞
電子郵寄問卷調查使用之限制(下) ﹝14﹞ 翟本瑞
isurvey 網路調查資料統整 （16）廖鐿鈤
網路調查的價值與局限 (18) 黃少華
缺席的社會系 (18) 翟本瑞
網路社會學研究方法 (24)
陳俊升
台灣網路文化研究概況 (24)
陳俊升
科技社會中社會學研究者的責任 (25) 蘇健華
以人為對象--淺談線上研究倫理（上） (26) 歐貞延
如何研究網路文化?
(29) 翟本瑞
資訊社會學的方法論 (32) 曾子旂 歐貞延
網路社會的研究方法 (33) 歐貞延
線上社會科學研究實做 (35) 林季謙 整理
網路成癮相關研究方法
(35) 林季謙
（回前頭）

3.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 相關網頁介紹 ﹝15﹞ 石淑慧
從數位差距到數位複製（16） 黃瓊儀
資訊社會裡數位差距的教育社會學意義(提綱) (17) 石淑慧
教育、階級複製與數位差距 (18) 石淑慧
數位差距－現況與因應之道 (18) 石淑慧
資本主義式經濟與數位差距 (19) 石淑慧
知識宰制 (20) 袁薏晴
資訊社會裡的階級 資料整理： (20) 石淑慧
數位差距的未來 (20) 石淑慧
網路權力與數位落差 (22) 郭宣靆
電腦網路對教養方式及親子互動關係影響之探討 (22) 黃玟萃 、陳俞霖
課程轉化下教育公平性與文化再製理論的對話
(23) 袁薏晴
淺談家庭背景與教育取得 (23) 蘇健華
終結關於第一序數位落差的討論 (24)
翟本瑞
數位資本主義下的數位落差 (25) 劉燕青
全球數位落差研究 (26) 劉燕青
全球經濟的不平等發展導致社會的排除效應 (26) 劉燕青
全球數位落差的問題 (26) 劉燕青
數位落差 (27) 劉燕青
網路權力與數位落差 (31)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學生群
數位落差相關資料網頁連結 (33)
概述數位落差 (34) 古文秋、劉貞宛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東西部地區的數位鴻溝（38）黃少華、韓瑞霞

教學環境中數位落差之探討（39）溫嘉榮、張家銘
數位落差（39）沈昱全
縮短數位落差的無障礙網頁 （40）葉志青
以 2004 教育部縮減數位落差調查看偏遠地區的數位落差---以阿里山達邦社區為例（40）陳芳哲
《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44) 陳芳哲、李家伶、扶志凌、施俊良、紀佩君、張松露
偏遠地區的數位落差---以阿里山達邦社區為例(46) 陳芳哲
數位落差 (47) 洪宗慶、蕭嘉農
數位落差資料摘要
Is The Digital Divide Really Closing?
(34) 林季謙
An Expanding Digital Divide? (34) 林季謙
IT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Netherlands
(34) 王璿 南
Beyond Access:The Digital Divide And Internet Uses AndGratifications
(34)陳芳哲 林季謙
Gender and Educational Digital Chasms in Computer and Internet Access and Use Over Time:1983-2000
DigitalDivide Evidence in Four Rural Towns (34) 葉允斌
Measuring What Jefferson Knew And De Tocqueville Saw (34) 劉燕青
New Social Survey Perspectives On The Digital Divide (34) 沈昱全
Re-visualizing The Digital Divide As a Digital Spectrum (34) 沈昱全 黃雅慧
Apply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To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34) 黃雅慧
Gender and Educational Digital Gaps：1983-2000 (34) 古文秋
Gendering the Digital Divide (34) 古文秋 劉貞宛
Behavioral and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Digital Inequality (34) 余小玲
Internet Use in Low-Income Famil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Digital Divide (34)

(34) 劉貞宛

葉允斌
Overcoming Digital Deprivation (34) 歐貞延
Digital Living：The Impact (or Otherwise) of the Internet on Everyday British Life (34) 李瑞怡
The Changing Digital Divide in Germany (34) 王璿
網路上的日日夜夜 (35) 林季謙 整理
地球村民：比較網路使用者與全世界的使用 (35) 陳芳哲 整理
Syntopia：網絡中的近用、公眾參與與社會互動 (35) 沈昱全 整理
網路使用、人際關係和社交－時間日誌研究
(35) 古文秋整理
網路與其他活動的使用時間
(35) 劉貞宛整理
Email 重度和輕度使用者的日常傳播樣貌
(35) 古文秋 劉貞宛 整理
〈Blacksburg 中社區電腦網路對社會資本及社會參與的影響〉 (35) 劉燕青 整理
網路信件、性別和個人關係 (36) 陳芳哲整理
網際網路是否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南印 Kerala 的故事 (36) 李瑞怡 整理
日本母親們線上與離線的社會支持 (36) 李瑞怡 整理
導言：日常生活中的網際網路 (36) 李瑞怡 整理
略述網路的大眾使用 (36) 葉允斌
電子中介溝通與組織溝通滿意之相關研究 (37) 胡素華
談網路上的分享行為 （40）沈昱全
台聚集團對外營業行銷網站績效評估（41）周建宏
漫遊網路購物的天堂世界 (42) 李家伶等
淺談拍賣網站收費制度 (42) 黃淑芬
《音訊數位化對閱聽大眾使用習慣及認知之改變》（54）康仁俊
台灣數位落差之相關研究 (36) 洪希勇

數位落差的討論面向 (37) 劉燕青
山美國小縮減數位落差輔導感想 (49) 翟本瑞
《對抗一個變動性目標：德國數位落差的難題》 （51） 蕭惟友
《IT 傳播的典範在芬蘭》（51）郭晉瑋
《網際網路在中國小城市的使用》（51）郭隆毅
《數位落差介紹》（51）李春金、陳美真
《數位落差的問題》（51）郭隆毅、楊嘉芬
《數位落差心得整理》（55）劉得臣等人
《資訊社會與數位落差》（65）彭士哲
《縮減數位落差，阿里山 加油》（65）陳芳哲
《國立大學圖書館館員資訊素養與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67）王明文
《教育上數位落差之探討》（68）張嘉寧
《數位落差》（69）黃文彬
《原住民學生所需之科技素養探討》（70）李春炘
《中老年公職人員電腦使用行為與電腦態度》（74）莊詠華
《現代網頁變遷》（74）龔俊哲
空間地圖：從但丁的空間到網路的空間書評 （11）黃厚銘
《網路空間的人際交往》引言 (21) 黃少華
網路空間 (25) 張維安
論網路空間的社會特性 (29) 黃少華
「網路空間」之緣起
(29) 劉燕青
社會建構空間，空間詮釋社會 （31）劉燕青
網民結構及網路行為（41）陳芳哲 等

《網路自拍影像的身體政治論述》（54）陳俊宏
《連結 Web2.0 與社會學 (1)》 （58）胡嘉志
《從文本分析導入 PSP 之虛擬空間現象探討》 （58）蕭翔仁
《淺談 Web 2.0 的認識與應用》（59）張文賢
《連結 Web 2.0 與社會學 (2)》（59）胡嘉志
《網路語言之探究》（64）王文岑
《虛與實的世界地圖：網際網路線上與線下的探尋》（64）薄懷武
《解開網路符號的密碼- 以符號學觀點分析網路文化之表情符號》（65）何兆偉
《校園網路留言板分析與權力運作之研究》（76） 周鳳英、鄭承昌、連廷嘉、李承修
《高齡者適用之 E- mail 系統探究》（77） 張松露
（回前頭）

4.資訊教育
網路文化對教育領域之影響（4） 翟本瑞
虛擬圖書館 （7） 翟本瑞
遠距教學及學生在遠距教學中產生的學習無助感 （10） 蕭淑華
淺談網路教學之現況 （10） 陳惠玲
電腦輔助教學與學習成效資料整理 （11） 陳惠玲
腦輔助教學與學習成效資料整理 （12） 蘇健華
電腦網路對親子互動影響之初探 （13） 陳惠玲
網路教育與學習網頁介紹之一 （16）石淑慧

網路教育與學習網頁介紹之二 （16） 孫彬訓
網路教育相關網頁介紹之一 （16） 陳惠玲
網路教育相關網頁介紹之二 （16） 蘇健華
e 網、e 世代、e 學習 (17) 袁薏晴
國小高年級學童資訊素養教學之研究(提綱) (17) 蔡禹亮
E-Learning by Myself (18) 袁薏晴
資訊時代、線上學習 (19) 袁薏晴
資訊、知識＆線上學習 (19) 袁薏晴
遠距教學與學習成效 (28) 蔡長穎、沈昱全
透過網路進修消弭偏遠地區教師進修上的困境 (32) 陳惠珍
遠距教學、線上學習、學習成效與學習型社會 (32) 南華大學應社系學生群
教師資訊素養對學習成效之影響探討 (33) 黃雅慧
數位學習的發展 (33) 黃雅慧
社會學如何建構教師的地位與角色 (33) 黃雅惠
家庭因素、網路使用狀況對國中生網路素養之相關性研究
(33) 洪海雄
線上教學 (33) 王璿
虛擬空間班級經營之內涵 (34) 黃雅慧
班級經營運用電腦輔助溝通效果探討 (35) 黃雅慧
成人的遠距學習和他們的網際網路、家庭與工作的世界 (36) 黃雅慧 整理
博客（blog ）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應用研究 (36) 方興東、劉雙桂
從日本的小學資訊教育來看我國目前積極推動的「資訊融入教學」 (37) 唐介華
國民中學中輟生電腦態度分析（40）陳曉平 、馬福洋
網路資源應用於特殊教育教學現況分析（41）王崇懋

網路倫理的教學（41） 林洸亨
中小學資訊教育實施現況與困難因應--以南投縣資訊種子學校為例(42) 施俊良
淺談影音壓縮及串流技術對網路教學應用(43) 邱錫塘
歷年資訊教育的推展成效(43) 施俊良
影響中小學資訊教育因素之中小學教師資訊素養(43) 施俊良
WHO 才是網路學習的真正主角？(43) 鄭意儒
資訊教育— 總整理 (44) 施俊良、扶志凌、張松露、李家伶、紀佩君
網路學習
(44) 施俊良、扶志凌、張松露、李家伶、紀佩君
學習風格對線上課程學習成效之影響(44) 楊偲敏
知識經濟時代的成人網路學習(44) 蔡佶縉
遠距教育在學習環境應用之現況與探討(45) 蔡佶縉
資訊科技應用於學習型組織的創新教學(47) 蔣秀清
淺談 VoIP 技術原理與發展應用(47) 潘佳昇
電玩對家庭教育功能之另類思考(47) 邱紹一
數位學習 (49)游曉薇、陳姿香、廖純怡
《善用網路學習資源讓你的 E- learning 更 Smart！》（50）陳一明
《電腦、網路與誘惑— 小學生如何健康玩網路》（50）陳苡宣
《資訊時代學習模式改變》（51）張寶純、高惠珠
《資訊教育》（51）李慧芳、簡志成
《教師網頁功能探究：習作網頁》（51）黃秀如
《台灣資訊教育的現況》（52）李春金
《國小實施網路電話「Skype」課程可行性之分析》（52）李政鴻
《開發 SCORM 2004 SN 規範的模板並應用於教學中之經驗分享》（52）許靜坤

《網路教學在國小資訊種子學校∼以高雄縣溪寮國小為例》（53）龔輝基
《淺談虛擬組織在教育上之應用與啟示》（54）劉清揚
《資訊教育之發展與省思》（54）李瑋宸
《影響網路學習成效因素之探討》（55）葉彥麟
《由後現代資訊化社會探究教育與人的主體性》（55） 莊淑婷
《教師嘗試使用資訊革新教學模式之建構》（56）周至宏
《線上學習導入課堂教學之學習成效》（56）陳惠文
《數位攝錄影機ＤＶ融入專題式教學歷程之研究》（56）黃秉紳
《淺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時代變革》（56）張文賢
《資訊教育政策之分析：從後殖民地觀點談起》（56）張文賢
《適性化數位教材發展之研究》（56）林瓊甄
《新式題型網路題庫測驗系統之建置- 以國小高年級數學科為例》（57）柯俊良 楊宏達
《線上多媒體輔助教學網頁教材之製作研究》（57）楊宏達、葉榮舉
《資訊科技適用性探討》（57）李依恬、蘇峰慶
《資訊融入教學- 以「電腦組裝」為例》（57）郭庭芳、黃秉紳
《數位學習－學習的新趨勢》（57）高瑜璟
《多媒體融入國小創意教學之研究~以數學科為例》（57）楊宜倫、黃秉紳
《圖書館員的資訊素養與創新行為》 （58）郭庭芳
《利用專題導向學習無線網路環境建置之研究》 （58）陳純青
《網路教學之探討》（58）陳志祥
《職業學校資訊教育內容之探討－計算機概論新舊課程比較》（58）陳志祥
《應用教學網站規劃設計主題探索課程－以致知網為例》（59）陳建彰
《網路教學軟體協助在家教育班個案學習之研究 –以電腦科為例》（61） 鍾一先、楊志偉、 楊培祺

《我國資訊教育之沿革》 （61）張琬翔
《ＤＶ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的教學應用》 （61）王月杏
《淺談 BLOG 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 （61）楊中任
〈CD tower 數位內容應用管理於資訊融入學習成效之研究〉（62）曹崇禮、黃秉紳
〈網路化專案學習融入 GPS 應用領域教學〉（62）李依恬
〈科技課程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研究∼以社會領域為例〉（62）王月杏 高雄縣烏林國小教師
《台灣國民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實施之困境與因應：以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觀點論述》（64）王盈鶯
《台灣地區國小教師網路素養現況之研究》（65）林玉樹
《資訊網路教育》（65）黃建?
《數位電腦繪圖學習評量系統》（65）陳美君、吳俊秀
《談幼教老師資訊融入教學》（66）蔡依倩
《個人學習風格與網路同儕互評系統應用於專題導向式學習之探討》（66）傅傳仁
《特殊兒童個別化教育計畫及其電腦化願景》（66） 賴淑豪
《資訊多媒體運用在教學上之研究－以高雄市國小教師為例》（68）王明文
《增進國小學童進行網路資訊搜尋之教學策略》（69）林青麗、鄭承昌、孫宜旺、黃郁涵
《探討影響國民小學學生網路素養因素及相關文獻》（69） 賴聖芬
《資訊教育＆數位學習》（69）陳奕帆
《 GSP 輔助教學對數學學習態度之研究-以合作學習為例》（70）蕭翠玲
《 Blog 在教育的應用》（71）黃淑惠
《政府網站教學設計與應用-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為例》（71）江豐光
《從數位學習發展談社會認知發展論對技職資訊教育之啟示》（71）孫賢霖
《部落格於教育上的運用》（72）鄭明長、陳慶寬、謝永坤
《交互白板環境下國小數學領域教學設計的互動研究》（72）錢正之、劉正山

《部落格現象與 Freire 解放教育理論之探討》（73）李宗薇 、陳瑞烜
《3G 行動手機與二維條碼在日本大學課堂之運用與反思》（71） 江豐光
《Google Earth 介紹與應用於國小社會領域教學之研究》（77） 陳芳慶、陳孟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開放式課程之設計與實作 （78）陳昊漢
《中小學資訊整合設備建置之發展與影響因素》（79）林世恆
《以層級分析法評估資訊種子學校之創新教學績效指標》（79）陳冠瑋
《班級部落格應用於親師生互動之科技接受度分析》（79）黃雅慧
《淺談成人網路學習》（79）呂侑芬
《電腦多媒體視覺閃示運用在國小身障資源班專注力訓練之研究》（80）黃兆霆、陳芳慶
《臺東縣國中生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霸凌現況之研究》（81）吳宏斌、蔡東鐘
《行動學習與無所不在學習之現況探討》（81）高心茹
《運用專案式學習促進國小電腦課程教學之行動研究》（81）林崇河
《教師電腦研習對科技融入教學之影響》（81）鄧浩偉
（回前頭）

5.數位經濟、電子商務
虛擬貨幣的真實化 （1） 黃厚銘
虛擬經濟與市場運作（8） 翟本瑞
網路經濟學報告大綱 （11） 何明純、蔡宜倩
數位資本主義 （11） 翟本瑞
「數位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相關網頁整理 ﹝15﹞ 陳薇后

《網路購物、數位資本主義與虛擬經濟》（56）余佩穎等人
資訊社會中市場關係變遷之研究 ﹝15﹞ 翟本瑞
數位經濟&電子商務介紹 及其相關網頁簡介 ﹝15﹞ 陳怡安
知識經濟與數位資本主義 （16）石宜昌、李祐蓉
知識經濟與數位資本主義相關網頁介紹整理 （16） 石宜昌、李祐蓉
代理人與資訊時代的生產模式 （16）翟本瑞
數位時代的市場運作 （16） 翟本瑞
知識經濟與數位資本主義 （16）石宜昌、李祐蓉
知識經濟與數位資本主義相關網頁介紹整理 （16） 石宜昌、李祐蓉
解讀 IT ? 業的市場權力? 我們進入資訊社會了嗎？ (17) 江典嘉
電子商務對經濟活動的影響 (17) 李祐蓉
後福特主義的彈性分殊化與消費同志 (17) 黃才容
資訊社會裡職場工作型態的變遷與特色 －Castells 的觀點 (19) 石淑慧
台灣入口網站之營運策略與產品差異化研究
(22) 王舜偉
A critical review of Logistics Partnership, Innovation, Green, Value-add, Electricity, and Integration in supply chain 一個評論性的探討之物流
夥伴關係，創新，綠色，增值，電子及整合在供應鍊 (23) Chen Der-FU
網路經濟報告摘要
(23) 劉燕青
資訊科技與全球資本主義 By Manuel Castells (23) 謝宗學
在資本主義之後 (24)
劉燕青
資訊經濟網頁資料 (24)
劉燕青
數位資本主義下的數位落差 (25) 劉燕青
數位資本主義與網路經濟 (26) 余小玲、林承賢
數位資本主義與網路經濟 (26) 余小玲、林承賢

知識經濟下的新型態組織管理 (27) 劉燕青
國家與資本主義市場 - 中國大陸信息基礎結構之政治經濟分析 (29) 余小玲
網路經濟與數位資本主義 (31)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 學生群
網路經濟與數位資本主義 (31)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學生群
六合彩與 Data Mining：網路消費的迷人之處 (32) 郭宣靆
網路購物的經驗與信任 (36) 王璿整理
博客（blog）平臺的特色和商業前景分析 (36) 方興東、劉雙桂
網路商店 (36) 彭秀玲
以電子市集的運作機制探討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合作網絡關係 (36) 劉信宏
成人的遠距學習和他們的網際網路、家庭與工作的世界 (36) 黃雅慧 整理
家裡就是辦公室：彈性工作的新型態 (36) 沈昱全 整理
知識經濟時代的明日資訊化校園（38）馬福洋
e 化的學習型家庭新趨勢（38）陳金鍠
數位資本主義與虛擬經濟（39）蘇清泉
知識經濟時代以教育興邦 （40）陳曉平
從 YAHOO 奇摩看網路世界（41） 洪欣辰
以日本 NTT DoCoMo 發展 3G 的經驗來看台灣 3G 發展(42) 柯瑩
即時通訊不同市場需求的功能差異與滿意度— 以 MSN Messenger 與 Yahoo 奇摩 Messenger 為例(45) 溫典寰
網路購物、數位資本主義與虛擬經濟(47) 張心怡
知識管理能力對經營績效影響初探 以數位內容產業為例 (48)洪昇永
數位資本主義及虛擬經濟 (49)出版所研究生
《虛擬社群討論區對消費者參與線上拍賣行為的影響：以台大批踢踢 e-shopping 版為例》（52）林怡君、李韶翎、吳密蜜
《台灣線上音樂之商業模式探討》（52）李昇穎、陳怡璇、陳郁佳、盧欣妤、羅淑汝

《線上音樂發展與未來－從美國 i-Tunes 到台灣 KKBOX》（52）劉穎貞
《以 MO 行銷策略探究 3G 行動內容加值服務之創新應用》（53）呂心茹、侯心雅、邱千瑜、張育如、陳家奇
《手機門號可攜服務開放對消費者轉換意願的影響》（55）邱耀盛
《隨身多媒體平台設備的大肚量— 數位記憶卡》 （61） 林小真
《電子商城網站的建置》 （61）曹崇禮、黃秉紳
《液晶顯示器發展的探究》（63）王美慧、楊光訓、唐毓敏
《以「網站忠誠度」及「網際網路自助服務技術」探討消費者線上購物行為之研究》（64）吳中信、楊育瑞、林建良、張震元
《科技創新服務— 以中華電信 e 化加值服務為例》（65）許麗玲 楊榮宗
《有線電視數位化— 從數位機上盒推廣開始 》（66）李紫茵
《網路購物與數位資本主義》（67）魏劭楷
《網路隨選印刷產品新趨勢－隨選印刷攝影集之市場初探》（70）王永深
《即時通訊科技問題探討》（71）方冠中
《從政治經濟學觀點看 Google AdSense》（73）何家祥
《光纖到校(FTTS)校園網路服務建置及學生對其滿意度之研究----以屏東縣林邊國中為例》（73）許烜睿、丁友駿
《影響壽險客戶網上投保意願之因素研究》（73）張奇正
《網路交易－以分析網路拍賣為主》（74）邱寶萱、賴佳玲
《知識經濟時代的興起-探討數位音樂產業服務創新的趨勢》（74）林佩儒、吳婉菱
《衛星定位技術於社會及人身安全運用之研究》（75）黃錦隆
《短評：線上遊戲新紀元--完全免費時代即將來臨》（77） 何秉一
眾人皆醉我獨醒，音樂下載對流行音樂產業的全球化影響－以台灣流行音樂商品市場為例 （78）黃逸庭
線上音樂之發展歷程與產業現況 （78）李忠諭
以網拍負評留言板為文本的消費者網購抱怨因素分析（78） 施智元、鄭承昌
《以網路自我效能及計畫性行為理論分析台灣消費者使用健康資訊網站》（80）翁紹庭

《拍賣網站之信任與溝通》（81）許晏瑜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碩士班
（回前頭）

6. 網路性/別議題
權力的傲慢與網路社會規範的形塑－－解讀台大椰林 BBS 站的管制網路色情措施（5） 黃厚銘
初探網際網路色情的發展 （6） 廖鐿鈤
女生向前走－談網路社會中另一種兩性互動文化,以 Shesay 網站為例 （10） 袁薏晴
從 Gender 到 Cybergender （11） 袁薏晴
千里姻緣一線牽 網路愛情我願先 （11）范傑臣
網路色情問題與管制報告大綱 （11）洪嘉培
www 色情聊天室使用心得及觀察 （13）袁心玫
談網際網路中的性別革命 （13） 袁薏晴
談虛擬空間的性解放運動 （13） 袁薏晴
『網路戀情』國外相關網頁資料簡介 ﹝14﹞
《 愛上電子情人》讀後感 ﹝15﹞ 林珮嬋
E 世代網路情愛 (21) 陳怡安
網路情愛之我見 (22) 陳俞霖
援交向「錢」行 (22) 陳怡安
網路色情與網路性愛 (22) 劉恆佳、劉燕青
網路與性別 (23) 張維安

網路遨遊
(24) 謝智琦
網戀 (24)
王怡琄
性別與網路行為 (26) 歐貞延
網路性別、行為、戀愛與虛擬性愛 (27)
歐貞延、劉燕青
老娘心臟很強 (27) 翟本瑞教授
網路性別、行為、戀愛與虛擬性愛 (27)
歐貞延、劉燕青
網路空間兩性溝通差異研究之初探 (28) 陳羿茨
女性對男性網路空間所建構的女性主体之解讀 (28) 陳羿茨
規範下公開與匿名的性表達
(28) 陳秀華
性別體現與表演：從變裝到網路的角色扮演 (28) 陳昱璇
網路與溝通 (28) 李吉原、蔡明凱、邱浩輝、莊雅婷
愛情的本質與網路上的愛情現象 (28)
歐貞延
網路愛情的社會意義 (28) 劉燕青
只存在於網路的愛情 (29) 歐貞延
網路外遇
(29) 歐貞延
網路一夜情與網路援交 (30) 歐貞延
網路色情隨想 (30) 南華大學應社系學生群
幻想和文字的魔力 (31) 歐貞延
網路同居 (32) 歐貞延
愛情的構成條件與元素 (33) 歐貞延
愛情觀念的發展 (33) 歐貞延
網路愛情夢 (33) 歐貞延
網路愛情的虛擬真實性 (34) 歐貞延

GO TO CYBERLOVE：從網路看親密關係的轉變(摘要) (35) 歐貞延
線上遊戲的「公婆」現象之簡略探討
(36) 施書凱
網路色情之初探討 (36) 陳嘉賓
網路上的性別、虛擬性愛、網路色情（39）黃世明、陳柏州
網上你心 戀住我情 南華大學教社所研究生 （40）歐貞延
網路視訊的即時互動式性愛(44) 羅錦全
虛擬同居人際互動之初探 -- 以愛情公寓為例 (48) 莊伯仲 林佳瑩
網路上的性別、虛擬性愛、網路色情 (49) 陳姿香、廖純怡、游曉薇
網路性癮引論 (49) 華平
《網路色情心得整理》（55）高振發等人
《網路性別、網路色情、虛擬性愛》（57）高振發等人
《網情深－網路愛情的發展性、主動性、優劣性之探討》（66） 劉雅倩 劉家媛 李育儒 連廷嘉
《資訊時代大學生對兩性理想體態的認知與審美價值觀》（67 江顯東
《網路色情、網路性教育》（68）吳文祥
《網路色情與虛擬性愛》（73）倪啟修、陳培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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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線上媒體、出版
線上遊戲之魅力---以重度使用玩家為例(提綱) (17)
戲遊遊戲 (18) 翟本瑞
線上遊戲的魅力 (18) 陳怡安

陳怡安

線上遊戲相關網頁介紹 (18) 蘇健華
線上遊戲的功能與作用 (18) 陳怡安
華山網上論劍 (19) 翟本瑞
連線暴力電動玩具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 (19) 陳怡安
天堂中的權力 (19) 劉燕青
線上遊戲相關議題討論與網頁整理 資料統整者： (20) 陳怡安
E 世代休閒新寵-線上遊戲 (20) 陳怡安
線上遊戲中的助人行為 (25) 陳怡安
線上遊戲最佳配角---網咖 (26) 陳怡安
從遊戲到 On-line－線上遊戲的發展介紹 (33) 張蜀永
線上遊戲性別刻板印象的面面觀 (34) 劉燕青
線上遊戲的「公婆」現象之簡略探討
(36) 施書凱
網路線上遊戲聊天室中的人際關係（40）溫典寰
線上遊戲、遊戲線上(42) 李家伶等
線上遊戲 (48)洪宗慶、蕭嘉農、廖純怡等
線上遊戲玩家參與動機與行為之研究 (48) 鄭惠真、張明裕
正宗益智遊戲軟體 — NDS《成人的腦力訓練》 (48) 黃秀如
台灣線上遊戲產業之安全與公平性分析 (49) 黃經州 張明裕 邱志明
玩•電玩遊戲之虛幻實踐 (49) 施仁鳳
遊戲 VS.文化:淺談 SONY PlayStation2 文化 (49) 何秉一
《線上遊戲的權力關係之初探》（51）林建利
《台灣行動遊戲現況、發展趨勢及願景》（52）林培淵、呂政霖、楊鎮吉、王蕙芳、夏正洵
《在效能受限平台上開發網路遊戲之效能探討》（53）陳光雄、賴志承

《當天堂二遇上魔獸世界-從遊戲設計觀點談兩款遊戲的消長》（54）林培淵
《連線電玩》（57）高振發等人
資訊社會學專題：電子出版 （12）劉智惠、吳適意
「電子出版」相關網站及網路新聞介紹整理 （12） 劉智惠、吳適意
出版新趨勢— 隨選列印 （13）吳適意
電子書、電子文本、電子出版、線上閱讀 (21) 張毓玲、黃婉玉、郭峻宏、謝杏芬
線上出版與線上閱讀 (23) 李瑞怡
從知識的生產與流通看出版的知識管理 (25) 郭宣靆
出版產業的未來：一個研究對象的分析 (28) 郭宣靆
電子文本、電子書、電子出版、線上閱讀 (28) 鄭迪元、王璿
網路編輯角色分析的幾個面向 (28) 吳嘉馨
出版與閱讀的未來 (29) 康代育、林小玲、蘇秋文
論出版核心功能與價值之變與不變 (30) 郭宣靆
立足台灣，把握時機，為華人開創第一個數位出版工業重鎮 (31) 郭宣靆
2002 年東京國際書展記實 (32) 李瑞怡
線上出版與線上閱讀 (32) 南華大學應社系學生群
論網路書寫行? 的後現代特性 (33) 黃少華
網路寫作 (33) 翟本瑞
口說傳統與書寫傳統：編輯與思維模式的變遷
(33) 劉品岑、黃世明、林倫全、王玉芬
博客（blog）與傳統媒體的競爭、共生、問題和對策：以博客（blog）? 代表的個人出版的傳播學意義初論 (36) 方興東、劉雙桂、
姜旭平
電子書、電子本文、電子出版、線上閱讀 (36) 許丞宏、蔡秉羲、陳柏州
出版與閱讀的未來(PDF) (37) 南華大學出版所學生群

博客（blog）作為媒體開放源代碼的理論研究— 博客（blog）與自由軟體發展機制的對比（39）方興東、姜旭平、關志成
網路、社會、與 code-switching— 注音文嵌入普通話文章之初探 （39）蕭景岳
淺談 Blog 與其社會實踐意義（40） 葉允斌
網路書寫 blog (42) 黃世明
網路文學與 BLOG (43) 紀佩君
Blog, Research, and Beyond (45) 鄭國威
網路寫作 (48) 梁瑞文、莊壽美、張心怡
《數位時代，科技與出版的完美互動》 （55）羅仕倫
《網路寫作與部落格》（56）尤珮君等人
《網路書店、線上出版、電子書》（57）尤珮君等人
網路時代的書評 （2） 吳燕惠
電子書與新的閱讀習慣 （6） 翟本瑞
電子書的軟體邏輯 （11） 黃厚銘
網路閱讀與行為模式改變的社會學考察(初探) ﹝14﹞ 翟本瑞
電子書、電子文本、電子出版、線上閱讀 (21) 張毓玲、黃婉玉、郭峻宏、謝杏芬
線上出版與線上閱讀 (23) 李瑞怡
電子文本、電子書、電子出版、線上閱讀 (28) 鄭迪元、王璿
國內電腦雜誌閱讀情形之探討
(29) 吳家楹
網路閱讀及其衍生問題
(29) 鄭茂禎
出版與閱讀的未來 (29) 康代育、林小玲、蘇秋文
幻想和文字的魔力 (31) 歐貞延
線上出版與線上閱讀 (32) 南華大學應社系學生群
出版與閱讀的未來(PDF) (37) 南華大學出版所學生群

語意網對於網路資源運用所帶來的效益之探討 （40）潘建瑜
線上出版、網路書店、電子書 (49) 洪宗慶、蕭嘉農
我看網路書店之崛起 （13）陳怡安
初探台灣網路書店中的虛擬社群 ﹝14﹞陳薇后
網路書店研究：亞馬遜網路書店經營模式及其影響分析 (20) 朱珊玉、郭宣靆、林薇瑄
面臨網際網路挑戰的圖書俱樂部 (28) 吳嘉馨
網路書店研究
(29) 楊潮坤、楊翔任、張弘毅、徐程遠
網路書店研究：亞馬遜網路書店經營模式及其影響分析 (36) 林倫全、黃世明、王玉芬、劉品岑
新媒體變革的經濟學與社會學— — 論博客與新媒體的邏輯 (36) 方興東 胡泳
《從組織變革觀點談數位圖書館經營困境之研究》（57）賴麗貞
《不可思議的酷盒子- 解構數位視訊接收解碼器(Set Top Box)》（59）張燕萍
《博客來網路書店，下一個 Amazon.com》 （61）許雅惠
《運用互動式網站推廣閱讀》（61） 白寶冠
《個人部落格內容出版之探討》（63）蔡孟珈
《數位印刷科技對台灣傳統圖文傳播的衝擊研究》（63）蔡延秀
《網頁美感相關因素之探討》（64）蔡秋華
《閱讀的新革命－談電子書時代的興起》（67）林旻柔
《淺談數位博物館》（68）彭士哲
《贏家通吃？利潤共享！：從網路與虛擬文化觀點談數位出版商機》（69）郭宣靆
《網路寫作、網路閱讀、網路學習》（69）楊雅雯
《國內外電子書市場概況與未來發展初探》（72）王孟祥
《隨選印刷攝影集市場現況之研究》（76） 王永深、李靜宜
台灣數位出版產業競爭力研究-以摩客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為例（78） 許書豪

《作者權轉移:以 P2P 網路拓樸探測網路集體創作結構的權力移轉》（81）林欣怡
《以隨選概念探討台灣數位典藏市場之研究》（81）郭竣維
（回前頭）

8.網路心理學
網路上癮 （2）翟本瑞
資訊心理學網站簡介統整 （11） 陳惠玲 、陳怡安
從心理動力學論「線上自我」 (17) 陳怡安
樓上樓下,網上網下 (17) 翟本瑞
心理防衛機轉在網際空間線上遊戲之應用 (18) 陳怡安
《網路心理講義》書籍介紹 (18) 陳怡安、陳惠玲
課前心得— 網路心理與網路上癮 (22) 郭宣靆
從精神分析論看網路人格與現實人格 (24) 李宗翰
資訊心理學 (27) 蔡長穎 、沈昱全
不同背景中/小學生網路成癮之相關研究 (33) 林季謙
網路上癮 (33) 洪海雄
網路成癮 (34) 林季謙
成癮的社會與心理學解釋面向 (34) 林季謙
人際關係與網路成癮（一） (35) 林季謙
人格特質與網路成癮（一） (36) 林季謙
人格特質、人際關係、網路能力及其他背景變項對於網路成癮之預測作用 （40）林季謙

資訊素養與網路成癮的關係 （40）林季謙
青少年網路成癮問題探討（41）楊偲敏
以網路成癮者的觀點探討網路成癮(42) 溫芳瑜
網路成癮 (49)顏君蓉、王仟雅、楊忠憲
《你上癮了嗎？淺談網路成癮行為》（50）陳一明
《青少年網路使用與網路成癮現象之相關研究》（53）李曉君
《從網路成癮症談青少年網路人際關係》（53）鄭淳憶、沈怡慧
《網路成癮之相關研究》（54）李曉君
《網路成癮》（56）俞錚蓉等人
《網癮研究中的核心爭議》 （58）華平
變男變女、變變變- 虛擬社區中的角色扮演 （8） 袁薏晴
似真、非真、亦真，網路上的角色扮演（9） 廖鐿鈤
Sherry Turkle 及其作品 ﹝14﹞
自我的形貌 ﹝14﹞ 陳惠文
線上自我與角色扮演 (17) 陳怡安
角色扮演 (21) 劉燕青
臺前臺後，線上線下 (27)
歐貞延
虛擬社群版主人格特質探討(42) 李世清、何秉一
角色扮演、虛擬社區與網路文化(46) 王仟雅 楊忠憲 顏君蓉
以景觀/表演典範探討 MSN Messenger 使用者線上之自我呈現— 以暱稱、圖示、背景圖示為例
《從班雅明的城市漫遊者現象談起∼初探網路漫遊者現象》（57）趙釧玲
《自我中心的消費－論台灣網路數位自拍文化》 （60） 施仁鳳
《大專生之網路倫理相關行為之研究》（62）魏彗娟、鄭承昌、連廷嘉、廖本裕、林玟伶

(46)

溫典寰

《扮誰，像誰-線上遊戲之角色選擇動機、角色屬性與玩家行為研究》 （61）林培淵
《由家庭系統分化觀點探討青少年網路成癮行為》（64）蕭慧君
《虛擬幸福真實滿足：網路使用者行為及心理狀態之分析》（67）李聖傑
《網路遊戲》（68）陳麗麗
《電腦遊戲》（68） 陳光雄、賴志承
《以賽伯人觀點論自我意識與身體》（69）徐紹強
《資訊心理與網路成癮》（69） 蔡曉薇
《運用自我管理策略減少國中生使用電腦玩遊戲及聊天時間》（70）倪芳瑜、賴靜儀
《青少年網路成癮行為與心理社會發展之探討》（70）葉桂杏
《青少年網路偏差行為與預防之探討》（70）蔡博忠
《探討高中生網路自我效能因素及相關研究》（70）王日宏
《線上遊戲與網路成癮傾向因素關聯性初探- 以「魔獸世界」之上班族玩家為例》（70）魏汝真、魏映雪
《網路相簿對於青少年身體意象影響之探究》（72） 鄭詠文
《「我 MSN，故我存在！」-從 MSN 顯示狀態來談網路自我存在感》（72）史育寧
《媒體使用下所衍生出的情感探討--以手機為例— 》（72）鄭美萱
《在家也能諮商-淺談網路諮商與服務型態》（75）方璿雅
《由玩家觀點探討線上音樂遊戲對節奏感訓練的影響》（75）林佩儒、柯志欣
《網路虛擬頭銜初探－以奇摩知識+回答者心理現象為例》（76） 蔡錦豐
《日常生活展演戰術：以萬德男孩為例》（81）林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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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網路文化研究
NET-GENERATION 網路資源整理 (18) 蘇健華
網路同儕的型塑過程及對青少年次文化影響之探討 (18) 陳惠玲
N 世代網路社會化 (19) 陳惠玲
青少年與休閒活動、休閒無聊感之探討 (19) 陳惠玲
六年級與網路世代 (28)
陳雅君、黃雅慧
青少年網路世界中的生涯輔導的介入 （30）劉治忠
網路世代 (32) 南華大學應社系學生群
在網路議題下探討 E 世代父母對子女的親職教育（40）林奕汝
六年級與網路世代 南華大學教社所研究生（40）施俊良、郭家華、何筱玉、蘇清泉
Net-generation、網路世代 (49) 游曉薇、陳姿香、廖純怡
《荷蘭年輕人對資訊媒介的使用和心理的發展》（51）李增倫
《義大利青少年使用資訊科技和大眾傳播媒體》（51）李春金
《兒童，父母，電腦與網際網路》（51）陳美真
《Flash mob 與下一代社會革命》（51）黃顥川、羅錦全
《從媒體環境演繹－探討閱聽人收視行為》（53）陳佩玉
《網路社會下的新世代國家認同之探討》（59）羅錦全
談談網路文化（13） 袁薏晴
網路文化相關課程之網頁簡介 （13） 王舜偉
網路文化經典書籍之書評摘要 （15）孫彬訓
網路文化之經典書籍簡介統整《二》 （16） 陳惠玲
當西施遇到網路 (17) 翟本瑞

江西漢網上巧遇台灣郎 (18) 翟本瑞
合成 911 (18) 翟本瑞
概述網際網路中『網路語言』次文化 (18) 陳惠玲
上網行為調查研究相關網頁資料 (19) 陳惠玲
『網路文化特性』討論脈絡與內容摘要 (21) 陳怡安、陳俞霖
網路謠言之我見我思 (24)
張惟容
虛擬社區與虛擬文化 (26)
李靜宜、郭宣靆
虛擬文化開展之可能性及其「象徵性」： 兼反思出版的「文化再生產」 (28) 郭宣靆
快閃連結 (33) 翟本瑞
網路文化未來 (33) 林家興
Flash Mob 與下一代社會革命 (34) 歐貞延
駭客文化作為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 (35) 沈昱全
緬懷激情－－Hacker 的反動
(36) 葉允斌
網路文化與網路特性 (37) 南華大學出版所學生群
網路、社會、與 code-switching— 注音文嵌入普通話文章之初探 （39）蕭景岳
網路文化與網路特性— 網路文化淺談（39）黃世明、陳柏州
從傳統算命到網路算命（41）曾智彥
追問博客傳播的意義：互聯網第二次革命》（55）方興東
《博客傳播與大眾傳播的關係和案例研究》（55）方興東
《療治、昇華和衝突：博客傳播的社會影響研究》 （55）方興東
《資訊社會與網路文化整理---BBS.火星文..》（55）江鳳凰等人
《網路次文化＝庶民創意學，從城邦集團申請火星文遇阻— 思想起》（56）蔣仲子
《Blog 發展與網路文化大事紀? 台灣觀點》（57）郭宣靆

《充滿無限可能的網路新勢力-部落格 Blog》 （58）邱錫塘
《自我中心的消費－論台灣網路數位自拍文化》 （60）施仁鳳
〈台灣地區部落格發展與使用之探討〉（62）劉崇武
《大學生即時通訊使用情形之調查研究》（63）陳思帆、張蕙瀅、李昕翰
《網路視訊部落格製作與應用》（64）陳偉、林憲良、王曉慧
《虛擬社區、網路文化 Flash mob 與下一代社會革命》（66）陳秀卿
《台灣時下自拍現況研究分析》 （76）吳信緯、鄭承昌
《網路的語言符號溝通》（77） 紀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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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政治、權力、認同
網路空間中的權力運作（8） 翟本瑞
資訊社會對權力結構的影響（8） 黃瓊儀
網路中的權力交換關係 （10） 黃瓊儀
網路中的虛擬菁英與真實世界中的權力菁英之探討 （11） 黃瓊儀
網路中有無國界？ （12）翟本瑞
政治與資訊 （13）龔鵬程
從網路民主到文化霸權 （13） 黃瓊儀
cyberhegemony 相關網頁整理 （16） 石淑慧
資訊戰對於美國的衝擊與因應戰略探討
(17) 李文夆
「資訊時代公民社會的實踐－哈伯瑪斯的公民社會」 (17) 李漢育

『網際權力』報告大綱 (18) 石淑慧
網咖管理條例的爭議 (18) 翟本瑞
網路權力與數位落差 (22) 郭宣靆
數位時代中的語言霸權 (26) 劉燕青
網路權力與網路民主 (27)
余小玲 林承賢
「英語」霸權 (27) 劉燕青
由 Google 事件看網路文化霸權 (27) 劉燕青
以傳播角度看網路媒體霸權 (27)
劉燕青
談網路控制 (28) 劉燕青
資訊時代的權力轉換 (28)
劉尚沛、王健榕
網際權力 (29) 劉燕青
國家控制力量的式微 (30) 劉燕青
網路的去中心性 (30) 劉燕青
網路權力與數位落差 (31)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學生群
網路世界的秩序與規範 (32) 南華大學應社系學生群
圓形監獄概念簡述、監視呈現一種社會關係、資訊科技與監視宇宙 (33) 葉允斌
Brave new world？－－新世界是一個獨裁的世界 (34) 葉允斌
身體與死亡的曝曬- 從傅柯觀點看待「網路死亡照片」所呈現的權力樣態
(37) 郭宏昇
網路權力與網路民主（39）王玉芬、黃怡茵、劉品岑
網際權力 Cyber power(47) 王仟雅 顏君蓉 楊忠憲
《電腦資訊產品在平面報紙的知識權力建構— 以 2004 年 12 月民生報台北資訊展報導為例》（50）黃飛霖
電子民主社會之願景與因應之道 （11） 孫國祥
虛擬國家 （13）翟本瑞

從網路民主到文化霸權 （13） 黃瓊儀
新網絡關係的形成：端對端交換對網際網路的影響 ﹝14﹞ 翟本瑞
網際網路能否成為公共領域？ (26)
翟本瑞
網路權力與網路民主 (27)
余小玲、林承賢
歐洲聯盟的資訊社會政策— eEurope 2002、2005 行動計畫發展簡述 (32) 施榮龍
從網路的商業化探討網路公共領域 (33) 葉允斌
網路解放的可能－－P2P (34) 葉允斌
快閃政治 (35) 葉允斌
網路權力與網路民主（39）王玉芬、黃怡茵、劉品岑
電子民主與資訊監控(42) 許家銓
電子化政府評比解析(43) 張松露
大學學生校務意見表達 BBS 使用與溝通滿意關係之研究 (47) 鄭佩宜
《網路社會下的國家認同之探討》（63）羅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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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律
網路法律相關問題 （10）袁心玫
網路時代的著作權爭議：以 Napster 現象為例 （11）翟本瑞
開放原始碼書評 （11）黃厚銘
數位時代著作權的新發展 （13） 劉智惠
淺談網路上的資訊盜用 ﹝14﹞ 范傑臣

法律與社會間的平衡 ﹝15﹞ 翟本瑞
使用者付費應用在網路資源之研究 (17) 李祐蓉
數位時代之網路隱私權 (17) 石宜昌
網路犯罪、著作權、隱私與監控 (23) 陳俊升、歐貞延
網路社會規範與秩序模式初探 (24)
陳俞霖、陳怡安
資訊化服務與管制 (26) 翟本瑞
網路著作權與隱私權 (27)
陳雅君、黃雅慧
從網路社會的特質看智慧財產權的定位 (33) 沈昱全
自由軟體理念對創作與版權的審思 (35) 沈昱全
智慧財產權在資訊科技產業競爭中的定位 (36) 沈昱全
檔案傳輸與著作權(43) 紀佩君
網路上的著作權與檔案傳遞 (49) 梁瑞文、張心怡、章莊壽美
《影響青少年使用數位音樂合法付費下載之相關因素探討》（53）劉穎貞
《網路著作權心得整理》（55）江鳳凰等人
《淺談檔案加密原理與實務應用》（57）郭育郎
《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類型之研究— 著作權》（59）許美玲
《數位內容產業與著作權侵害之研究》（69） 楊忠凱
《網路著作權與檔案傳遞》（69）陳炫婷
《創用 CC 授權初探》（76） 徐培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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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虛擬社群、組織
虛擬社區的凝聚力（cohesion）（10）廖鐿鈤
虛擬社區介紹 （12） 李佳純、鄭君良
本篇內容摘要出處為黃厚銘老師論文 ﹝14﹞
自我的形貌 ﹝14﹞ 陳惠文
虛擬社群 (21) 陳怡安
虛擬組織暨虛擬社區相關連結資源網頁 (25) 郭宣靆
虛擬社區與虛擬文化 (26)
李靜宜、郭宣靆
虛擬社區、虛擬社會、全球腦的形成 (32) 黃雅慧
虛擬社群 (33) 王璿
The Network Community: An Introduction (34) 王璿
網路衝浪並非獨自一人：虛擬社區是社區 (34) 古文秋
〈Netville 不是如此全球化的村落〉 (35) 黃雅慧 整理
虛擬社群的概念與內涵
(35) 王璿
虛擬社群的研究
(35) 王璿
網路社群 (36) 王志銘
虛擬社區、角色扮演、Yahoo 入口網站(43) 張松露
虛擬社區與現實社區的交集 — — 論公共領域在新媒體新社區中的發生(45) 沈彬
《將網路建立成「另類媒體」:檢視同志虛擬社區在台灣政治參與中之角色扮演》 （50）侯政男
電腦媒介溝通對傳統人際關係影響 （10）翟本瑞
空間地圖：從但丁的空間到網路的空間書評 （11）黃厚銘
在天堂建立人間社會 （12）翟本瑞

從網路遊戲談人際互動與社群形成 （12）蔡超塵
網際網路利社會行為之可能性探討 （13）鄭君良
初始的面具邂逅 （13） 蕭淑華
本篇內容摘要出處為黃厚銘老師論文 ﹝14﹞
Sherry Turkle 及其作品 ﹝14﹞
網路同儕的型塑過程及對青少年次文化影響之探討(提綱) (17) 陳惠玲
網際網路對青少年異性交往的影響之探討 (18) 陳惠玲
GOFFMAN 理論相關網頁整理： (20) 陳惠玲
網路世界中的舞台架構（上） (20) 陳惠玲
《網路空間的人際交往》引言 (21) 黃少華
虛擬社群 (21) 陳怡安
網路人際互動主要特色：網路化名（匿名） (21) 陳俞霖
利益社會— 遊戲中的陰影 (23) 陳怡安
網路認同的追尋與型塑 (24)
陳俞霖
網路與溝通 (25) 張維安
網路同儕在教育中的意義 (26) 陳俞霖
網路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維持 (28) 歐貞延
網路交友網站
(29) 歐貞延
網路上的人際吸引 （31） 歐貞延
線上溝通的親密感 （31） 歐貞延
Net-Surfers don’t ride alone：Virtual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 (34) 古文秋
網路溝通的特性造成簡化的刻板印象存在 (34) 劉燕青
〈Netville 不是如此全球化的村落〉 (35) 黃雅慧 整理

網路使用、人際關係和社交－時間日誌研究
(35) 古文秋整理
人際關係與網路成癮（一）
(35) 林季謙
網路信件、性別和個人關係 (36) 陳芳哲整理
在地理、種族與網路空間的歸屬感討論 (36) 葉允斌 整理
網路交友 (36) 方志豪
BBS、E- mail、網路人際關係
(42) 翟本瑞教授等
即時通訊— — 不只是好玩而已 (42) 張松露等
網際網路對人際傳播影響之探討 (42) 林國楷
網路人際關係與依附行為模式之探討 (45) 王亞民
BBS, E-Mail, MSN, IM, ICQ, Skype 網路人際關係 (46) 洪宗慶、蕭嘉農
《網路影音即時通訊工具對家庭網絡之影響》（50） 張松露
《網路人際關係認同之探究》（50）陳宥達
《影音即時通訊工具對家庭敘事之影響》（53）張松露
《網路聊天室之人際交往經驗初探－以一個大學生為例》（56）卓翠玲
由傳統到虛擬— 談組織變革之影響 （13）何明純
淺談虛擬組織 (23) 劉恆佳
電子商務與虛擬組織 (24) 郭宣靆
虛擬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初探 (25) 郭宣靆
虛擬組織與「信任」議題探索 (25) 郭宣靆
虛擬組織暨虛擬社區相關連結資源網頁 (25) 郭宣靆
虛擬組織與企業、管理、工作變革 (26)
郭宣靆
虛擬組織與「後設管理」初探 (27)
郭宣靆
變革與想像：虛擬組織的現在與未來 (28) 郭宣靆

虛擬組織、關係網絡與出版
(29) 郭宣靆
聰明行動族(43) 方美蓉
班級網站--教室的革新(47) 潘佳昇
學校組織的新里程-從虛擬組織談起 (48) 劉宣良
《虛擬組織（Virtual Organizations）心得整理》（55）俞錚蓉等人
網路信任機制的機會與風險 (23) 陳俞霖
網路的結構性風險初探 (22) 翟本瑞
機會！風險乎？風險！機會乎？ ------網路的機會與風險 (24) 邱振中、 郭宣靆
網路謠言(43) 何映潔
在網路教學平台中建構網路入侵偵測反應系統(45) 林煜達
人間佛教網站的利他美學_討論版
(19) 連俊達
網路佛教的虛擬神聖性 (25) 連俊達
網路宗教之初探 （16） 廖鐿鈤
佛教網路的未來趨勢 (20) 連俊達
《社會運動的動員力量》（63）陳芳哲
《老人網路社群現況與展望》（67）張松露
《虛擬組織》 （68）簡意惠
《從 E 世紀領導新思維探討學校行政的願景領導》（68）賴聖芬
《虛擬社區、網路文化 Flash mob 與下一代社會革命》虛擬社群整理（69） 陳秀卿
《BBS,E-Mail,MSN,IM,ICQ,Skype 網路人際關係》（69）李日新
《土生土長的台灣部落格 - 無名小站》（70）林慧珊
《網路社會的新寵兒-網路小說及其社群內作者與讀者間互動之探討》（70）劉韋孝
《人際關係及個人特質與台灣都會區國中生網路使用行為之關聯性研究》（77） 李芝熒 、董旭英

人際網絡與網際網路知識分享行為—信任關係的轉型 （78）葉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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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機合體
Cyborg、Cyborg Society＆Global Brain （10）蘇健華
人工智慧、全球腦對人類與社會的衝擊﹝初論﹞ ﹝15﹞ 蘇健華
後現代與 cyberorg 主題介紹 （16） 蘇健華、袁薏晴
後現代與 cyberorg 網頁介紹 （16） 蘇健華、袁薏晴
Cyborg 與全球腦對人類與社會的衝擊 (17) 蘇健華
CYBERORG 與網路未來 (18) 蘇健華
掌控數十萬年，人類依舊能掌控未來？！ (18) 蘇健華
電腦、人腦與俺腦 (19) 翟本瑞
科技倫理的思考 (20) 蘇健華
若干年之後~想像一則 (20) 蘇健華
奴隸的印記？-談人體與晶片的結合 (20) 蘇健華
人機關係— 重要「它」人 (21) 蘇健華
假如人類不再是萬物之靈 (23)
翟本瑞
人際交往的虛擬信任機制 (23) 翟本瑞
增強實境與人機界面 (23) 翟本瑞
Cyborg 三部曲 (28) 郭宣靆
Cyborg 與資訊社會的未來 (49)顏君蓉、王仟雅、楊忠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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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
開放原始碼書評 （11）黃厚銘
空間地圖：從但丁的空間到網路的空間書評 （11）黃厚銘
數位麥克魯漢書評 （11） 黃厚銘
網路文化經典書籍之書評摘要 （15） 孫彬訓
網路文化之經典書籍簡介統整《二》 （16） 陳惠玲
網路宗教之初探 （16） 廖鐿鈤
《網路心理講義》書籍介紹 (18) 陳怡安、陳惠玲
寫給遠古時代人們的一封信！ (20) 陳惠玲
佛教網路的未來趨勢 (20) 連俊達
前未來 (36) 段賀齡
科技的美麗與哀愁 (36) 劉義夫
知識的戰爭(書介) (36) 陳巧伶
《書評－網路會顛覆民主嗎？》（52）林培淵
World Health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or Transformed? （11） 曾淑芬
今晚我是你的 DJ— 從無線廣播到網路廣播 (23) 孫彬訓
世界級的電子化政府 (25) 翟本瑞
BBS 站長在系統維護外所易面臨之站務管理問題 (26) 吳嘉馨
微軟官司後有感 (26) 蘇健華
台灣網路市場調查公司的終結 (27) 翟本瑞

Internet 的迷網？ (28) 劉燕青
資訊科技對人文、社會的影響與衝擊 (28) 黃柏森
網路社會學的哈利波特
(29) 林惟楷
網路像什麼? （30） 南華大學應社系學生群
網路為什麼吸引人 （30） 南華大學應社系學生群
連線與離線世界的關係 （30） 南華大學應社系學生群
不同文化下的資訊社會型態 （30） 劉燕青
《哈利波特》倫理與出版主義精神：對科技與文化的社會省思 （30）郭宣靆
網路多媒體系統的使用
（30） 歐貞延
核心版權與 artkey 藝術授權中心之 SWOT 分析：朝向禮品市場開發 （31 郭宣靆
網路發展的不必然性
（31） 劉燕青
浪費生命 (34) 翟本瑞
文字表達與審查制度﹕精神分析式閱讀 (35) 陳柏州 蔡秉羲 許承宏
迷「網」！迷惘？--網路世界中的意義追尋！？ (37) 郭宣靆
網際網路發展史與資訊社會形成 (37) 南華大學社會所、教社所、出版所學生群
網路使用者資訊搜尋行為探討 ( 42 ) 林國楷
我支持分級，我反對假分級 (43) 星子
面對數位科技壹傳媒 (48) 張天雄
《網際網路對日常生活的影響》（71）黃鴻聖等
《網際網路對人際關係的影響》（71）黃鴻聖等
《科技與網際網路的發展已經全面改變人類的生活，請分析並預測資訊社會未來的生活方式》（72）陳慧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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