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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題
這次的研討會子題有，一、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之現狀及前景分析，
二、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之限制與發展，三、數位科技與媒體之新型態，
四、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之影響，五、數位科技與媒體之發展形勢，六、
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之實例及應用，七、數位科技與媒體新趨勢之相關議
題，八、其他與傳播數位科技和媒體新趨勢之相關議題。
(一) 主辦單位擁有刊載論文內容於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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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時將依學術論文慣例註明作者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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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基本格式
中文文字全部採用標楷體。英文及數位元元部分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內文標楷體 12 級字，行距 22 點，以排版美觀為宜。版面採
A4 直式，文稿採左至右橫向並於右下角註明頁碼。論文摘要內容需包含：
（1）
論文題目，（2）中英摘要，（3）關鍵詞
二、子目與段落
子目請依下列次序妥適編排 子目請依下列次序妥適編排 ：壹、一、
（ 一）、
1. 、（ 1）、 A. 、（ a）、 甲、 （甲）。

三、圖、表之處理
表的標題置於表的上方並置左，且表的序號與表名分行呈現;圖的標題置於圖
的上方並置左，圖表的編號採阿拉伯數字（如：圖 1、表 1…）。對圖、表內
容（如表中之符號）作簡要說明時，可以註呈現，表請置於表下方，圖請置
於圖後方，(字型：標楷體，20 級字，粗體)。

表 1 圖片標題
序

子題

子題一

數位 I 世代與媒體傳播理論與方法

子題二

數位 I 世代與媒體產業發展與應用

子題三

數位 I 世代與科技傳播的變革與創新

子題四

數位 I 世代與大眾媒體實務與應用

子題五

數位 I 世代與媒體文化素養

子題七

其他傳播研究相關子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参、 研究方法
引用他人於圖表下方完整註明出處（資料來源：..），並於參考文獻中詳
列書目。a.期刊引註方法：資料來源：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
期別（卷），頁別。b.書籍引註方法：資料來源：作者（年代）。文章名稱
（未出版之碩（博）士論文）（頁別），學校，地點。參考文獻：文獻部分
請將中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按姓氏筆畫或字母順序少者在前排列。同筆
文獻如有第二行時，起頭中文空二字，英文空四字。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資料分析
參考文獻：文獻部分請將中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按姓氏筆畫或字母
順序少者在前排列。同筆文獻如有第二行時，起頭中英文都需凸排二字元。
表2 樣本人口屬性資料樣本
屬性

類別

人

百分比

性別

女生

數
26

55.3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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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高中職以下

2

(含)
大專
研究所以上

教育程
度

屬性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28

59.6

21-25 歲

1

2.1

4.3

26-30 歲

1

2.1

38

80.9

31-35 歲

8

17.0

7

14.9

36-40 歲

5

10.6

41 歲(含)以上

4

8.5

年齡 20 歲(含)以下

(含)
職業

製造業

2

4.3

金融保險

1

2.1

百貨零售

2

4.3

醫療業

1

2.1

資訊電子

9

19.1

學生

28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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