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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oc Journal 與資訊社會學相關議題索引 

 
翟本瑞整理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成立剛滿兩年，自創所以來，即編輯《網路社會學

通訊》電子期刊(E-Soc Journal,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home.htm);
該刊以電子版形式每月出版一期，每學期出版四期，第二年改版後，無論

在篇幅與內容上都有所增加，除供本所師生發表外，亦接受外稿，發行以

來深受各界好評，目前已經出至第 16 期。E-Soc Journal(ISSN 1609-2503)園
地公開，著作權為作者所有，得另行再刊於其他刊物，本刊亦接受轉刊文

章，希望能讓 E-Soc 成為彙集與網路文化研究與資訊社會學的討論場域。

與資訊社會學相關的文章資料依主題分列於下，以利有興趣的朋友查詢參

考，亦請各界先進、同好賜稿並給我們評批、指正。 

 
網路經濟學(數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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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資本主義  (11) 翟本瑞  
網路經濟學報告大綱 (11) 何明純、蔡宜倩  
由傳統到虛擬—談組織變革之影響 (13)何明純 
資訊社會中市場關係變遷之研究  (15) 翟本瑞 
「數位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相關網頁整理 (15)  陳薇后 

Digital Divide相關網頁介紹   (15) 石淑慧 
數位經濟&電子商務介紹 及其相關網頁簡介  (15) 陳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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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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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性別、文化、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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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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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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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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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談網路文化(13) 袁薏晴   
從網路民主到文化霸權 (13)  黃瓊儀   
網路文化相關課程之網頁簡介 (13)   
網路文化經典書籍之書評摘要  (15) 
從數位差距到數位複製   (16) 黃瓊儀  
cyberhegemony 相關網頁整理   (16)  石淑慧  

  
科技未來與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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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borg、Cyborg Society＆Global Brain (10) 蘇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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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麥克魯漢書評   (11) 黃厚銘   
網路文化的未來   (12) 翟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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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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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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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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宗教之初探   (16)  廖鐿鈤  

  
網路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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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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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出版、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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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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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世代的金庸：金庸小說在網路和電子遊戲上的表現 (13) 龔鵬程  
數位時代著作權的新發展  (13) 劉智惠  
出版新趨勢—隨選列印 (13)吳適意  
我看網路書店之崛起  (13)陳怡安  
網路閱讀與行為模式改變的社會學考察(初探) (14) 翟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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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台灣網路書店中的虛擬社群 (14) 陳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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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民主、隱私權、法律、著作權  

網路法律相關問題  (10)袁心玫   
電子民主社會之願景與因應之道  (11) 孫國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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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國家 (13)翟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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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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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醫療   
World Health in the 21  Century—Global or Transformed?  st  (11) 曾淑芬  

  
虛擬社區、角色扮演、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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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社區的凝聚力(cohesion)(10) 廖鐿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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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里姻緣一線牽  網路愛情我願先   (11)范傑臣  
虛擬社區介紹  (12) 李佳純、鄭君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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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路遊戲談人際互動與社群形成  (12) 蔡超塵  
在天堂建立人間社會  (12) 翟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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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戀情』國外相關網頁資料簡介 (14) 
自我的形貌  (14) 陳惠文  
《 愛上電子情人》讀後感   (15)  林珮嬋  

  
虛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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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文化之經典書籍簡介統整《二》  (16)  陳惠玲  

  
資訊心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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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