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申請碁本實料表

計畫名稱

申請類別

網路資通科技變遷下的媒體知能、民主素養與公民意識 從資訊跨域人才

培育到實
■A類 前瞻人才跨領域課群發展計畫
口B類．前瞻人才跨領域學習環境與課程發展計畫

申請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

送審議題

（至少擇一
項）

用

計畫主持人

口 「人口結構變遷」
■ I]科技埠迂七 與社會之交互影響『

r

口「環薳能資變遷」與」均 祀 科技之交互影可
口「經濟型態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齧
口其他科技前瞻議題

，所鏖本兼職一、二級單位及職稱 經濟系教授兼系姓名林明仁

共同主持人

電話 

 姓名謝吉隆

竜子信箱： 

所屬本兼職一、二級單位及職稱 新聞所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電話 

 姓名謝舒凱

電子信箱:  

所屬本兼職一、二級單位及職稱 語言所所長

電話 I電子信箱:  

計畫聯絡人

計畫期程

計畫經費

計畫聯絡人

姓名·張如嫻

電話:  

單位及職稱：行為與資料科學中心助理 

I電子信箱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1總經費 (=A+B+C) : 元
2. 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 (A) :  元
3. 學校配合款 (B) : 元
註其他經費來源(C) : (來源／金額）元

（請簽章）如如計刀 I 承辦單位 I(請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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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情形，也更容易將前贍議
題放入學習過程。

鼓勵學生透過資料實踐社會 8則 引導學生透過行動來實踐公民
參與（監測週赧或時評） 參與、社會參與

學習成效評 新聞監測與分析棓關專題 4份 透過前贍議題在專題實作與報
估方法（前 導的敦量與比例，可以知道是
贍議題佔專 虛假訊息對社會的影辯專題 2份 否喚超學生對該前贍議題的注
題實作教 社群輿論與選舉預測專題 2份 音,..,, o 

量）
選舉 、咭果資料分析報導 4份

業界合作 業界參訪次殺與總人救 2 I 120 

業界見習總人次與總時敦 15/720 
｀矗 一""""

教師社群 诵晚及跨漳i域教學所流一團隊 廿慍； 社t 會網絡丶u趼究生共讀、政治
� 傳播丶NLP on disinformation 

參與前贍及跨領域教學珊究 14 
圉隊教師總人數

跨校教學坍究困隊教 3 龍捲風、QSearch、微軟

參與跨校教學畊究困隊教師 8 常態性業界教師，以第零期為
總人藪 參考

教師社群成果及影響力 20 科技部計畫、趼究論文、新聞
監測週報、資料禁、教案

交流畊習 辦理教師妍習會／工作坊總場 10 / 6 珊習會在此拉教學共學、工作
次敦 坊包含國際教學與前贍議題交

流或前贍議題討論會

參與教師妍習會／工作坊總人 24 60 畊習會主要為圉對成員丶工作
教及比例 坊人敦為預估的國內造訪學者

交流趼贊成果及彩靠力 推展教材、教學模維，和校內
跨頷域合作教學經檢

國際教學合 國際教學經檢交流工作坊 1次 與國際學者、教師進行教學與
作 政治傳播議題的交流

國際講者邀請人數． 5人 不僅與歐美接軌，也與鄰近國
家如港大、南京大學、或束北
大學等學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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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runcated-1•4
Step 3用字串處理函式strlng::str_subQ取出性別
Step 4 用 tldyr::separateQ切割字串（未婚、結婚、離婚、喪偶）
Step 5. 用RE偵測年齡群組的邊界

5-1 Trump's tweets字串操作與視覺化
5-1-1載入資料與套件
4-1-2字串抽取與正規表示式
4-1-3用dplyr來改寫
4-1-4 用dplyr+ magrittr的pipeline風格來改寫

5-2視覺化
4-2-1視覺化：比較發文時間分佈
4-2-2視覺化：比較有無插圖

5.3文字探勘
4-3-1用字比較
4-3-2熱門用字的視覺化
4-3-3不同載具的用字差異

之國外湮者興禱t蓉

124 
124 
125 
125 

127 
127 
127 
129 
129 

130 
130 
132 

134 
134 
134 
135 

• Marco Bastos,�epartment>-of1Sociology,..London C(切O.ni_versity
• 學術專長：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digital media, interest in the cross-effects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social networks
• 曾授課程： communic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Cornelius Puschmann, Senior Researcher Computational Social沁ence, Hans-Bredow-Institut
• 學術專長··social media, text mining/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 societal

impacts of data and algorithms, science communication
• 曾授課程： 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 and Text Min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at

the University of Lucerne'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Switzerland.

• Becca Lewis, PhD student in Communication, Data & Society
• 學術專長·• online political subcultures and grassroots media movements, with a

focus on influence-building, media manipul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efforts

among these groups

• Molly Robert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C San Diego
• 學術專長：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methods of 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politics of censorship in China
• 曾授課程：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Advanced Statistical Applications

• Samuel C. Woolley, Director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Lab

40 

• 學術專長.h• ow automated onlme tools including bots and algorithms are used

to enable both democracy and control, how propaganda, the manipulation of

public opinion using social media, is used in attempts to affect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during major political ev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