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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一、 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1. 一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南一 快樂家庭 討論家庭生活樣貌與清潔工作，

學習正確的清潔方法及分工合作

完成家事 

延伸 

家庭生活與家務分工的刻板

印象 

翰林 拜訪醫師及藥

劑師 

認識醫師、藥劑師能提供的協

助，以獲得正確的健康資訊。 
延伸 

醫師職業的刻板印象 

2. 二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翰林 

關愛家人 請學生帶家人的照片，介紹家

人，說明家人所處的人生階段，

並發表與家人相處的經驗。 

延伸 

‧ 媒體中對不同人生階段族

群的再現（兒童、青少年、老

人等） 

3. 三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南一 

飲食與環境 ‧如何選購衛生營養又安全的食物。 

‧介紹世界各國的美食與飲食習慣。 

‧討論外來飲食與食品廣告對飲食習

慣的影響。 

融入 

� 各文化、族群的美食與飲食

習慣在媒體中的再現 

� 認識在台灣的外籍文化與在

地化 

康軒 我們都是好

朋友 

了解身心障礙者的不方便，進而願

意體貼失能者，並能表達與實踐對

身心障礙者的關懷與協助。 

融入 

討論媒體中所出現的殘障人士

形象、成因與影響 

翰林 快樂銀髮族 理解老化現象，引導兒童體會老化感

覺，以健康態度面對並協助家中年長

者面對老化現象。 

融入 

媒體中對銀髮族群的再現 

4. 五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康軒 關懷老年人(三) 瞭解老年期的飲食保健與老化現象，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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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銀髮族 學習關懷與照顧家中的老年人 媒體中再現的老年形象 

飲食與生活、世

界飲食大不同 

 

瞭解飲食可以反應各地不同的風土民

情、代表節慶習俗及傳統文化、呈現

不同的價值觀等，並探討如何接納與

尊重不同的飲食文化。 

融入 

不同文化的媒體再現 

 

翰林 

檳榔防治總動

員 

蒐集檳榔相關報導，瞭解檳榔引發的

社會及環保問題，進行社區活動以改

善社區檳榔問題，分組設計拒食檳榔

的海報與標語並發表。 

融入 

媒體中對原住民的再現 

 

5. 六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南一 健康管理(二)爺

爺的健康管理 

知道老年人的生理特徵及需要

的照顧，並學習協助父母照顧

家中年邁的長輩。 

融入 

媒體中再現的老年形象 

 

二、 綜合活動領域綜合活動領域綜合活動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1. 一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南一 我們住的地方：

常去的地方 

觀察生活周遭環境，並發表看

法。 

融入 

觀察生活環境中各種族群的生

活，並用媒體記錄 

康軒 活動二、相聚時

光 

看場合穿衣服，瞭解各種場合

需注意的禮節。 

延伸 

多元文化刻板印象 

2. 三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翰林 � 社區好鄰居 

� 探訪社區機

構 

蒐集社區內社區機構的資料及可

能提供的協助，並透過實際參訪進

一步認識社區機構，參觀過程中可

請學生以各種媒體記錄，最後將紀

錄和心得跟同學分享。 

融入 

� 以媒介近用的概念實際幫助

弱勢族群 

� 了解媒介近用的概念，為自己

發聲 

3. 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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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社區播報員 蒐集社區鄰近機構的資

料，加以整理、介紹，並

規劃機構的訪問活動。 

融入 

� 了解媒介訊息產製過程 

� 了解媒介文本產生意義的方式 

� 了解新聞框架對訊息的影響 

� 以媒介近用的概念實際幫助弱勢族群 

� 了解媒介近用的概念，為自己發聲 

南一 

今日主角 認識不同家庭型態，及兩

性在不同家庭型態中的分

工，並學習尊重 

延伸 

各種媒體內容中出現的家庭型態刻板印象

（動漫畫、廣告、戲劇等） 

康軒 人物大發現 選定想要學習的人物後，

蒐集有關資料並報告。 

融入 

實地尋找、探訪各族群的成功模範，並與媒

介再現比對 

家庭的生活 分享家庭裡家事分工的情

形，並學習做家事。 

融入 

各種媒體內容中（廣告、動、漫畫、戲劇等）

對家庭、家務分工的刻板呈現 

翰林 

讓我們更靠

近 

觀察需要幫助的弱勢族

群，蒐集相關資料，並思

考可以何種方式進行協

助，訂關懷計畫，實際執

行，並記錄過程與成果。 

融入 

� 實際觀察弱勢族群後，檢視媒體再現的弱勢

族群與實際觀察是否有不同 

� 以媒體近用概念，並主動以媒體提供協助 

4. 五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兒童節追

追追 

蒐集世界各地不同國家、文化的

兒童節文化，並於上課時報告、

分享。 

融入 

透過多元管道蒐集不同文化的兒童

節、童年資訊，以認識、體驗、尊重不

同文化 

延伸 

引導觀察新聞媒體中對蒐集資料裡各

國兒童的再現形象，檢試是否有偏差 

康軒 

� 尋訪「老

朋友」 

� 老小喜

相逢 

� 老故事

心感受 

思考與老人相處的經驗，決定訪

談對象，學習訪談應注意事項與

準備工具，並進行訪談工作。最

後將訪談結果整理、分享經驗，

並將受訪老者的生命故事以各種

方式呈現出來。藉此過程建立對

老者的正確認識與態度，並能進

一步在老者需要幫助的時候提供

協助。 

融入 

� 實地採訪銀髮族群，了解並尊重銀髮

族群的生活、文化與觀點 

� 觀察媒體中的「老人」形象（新聞、

戲劇），並對照採訪結果 

� 了解銀髮族群對媒介再現的看法 

� 以媒體近用概念實際提供協助 

翰林 思想起 � 舉例說明台灣的文化活動並與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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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享自己參與的心得。 

� 覺察不同地方、族群的文化活動

有不同特色。 

透過多元管道蒐集資訊（電視新聞、報

紙、網路等），了解台灣各族群的民俗

活動、文化，包括外來移民 

延伸 

� 將親身體驗與蒐集到的資料或媒

體內容（例如新聞對媽祖繞境的報導）

相互比較，檢視媒體再現與真實狀況是

否有不同 

� 比較媒體內容中有關各族群、文化

的文化活動介紹的多寡，瞭解媒體（例

如電視新聞）對於各文化的報導有所偏

差，較報導主流文化（例如大量報導神

明繞境活動） 

文化報告 

 

 

 

 

蒐集自己家鄉的文化資產資料，

實地參訪並完成文化報告。 

 

 

 

融入 

� 透過多元管道蒐集資訊，或進行現場

訪查，並用多媒體製作家鄉文化資產

調查報告（配合教學指引中的「產業

和生活調查出發前準備」、「研究方法

簡介」） 

� 從自己的觀點（在地人、兒童）觀察

並製作報告 

文化小天

使 

思考可以何種具體方式維護、推

廣家鄉文化或產物 

融入 

以媒介近用概念，宣傳家鄉文化特色 

5. 六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南一 展現新活

力 

瞭解同儕團體的意義與作用，檢

視同儕團體對自己的影響，閱讀

相關新聞並發表看法。 

融入 

媒體中對青少年與兒童的同儕團體的

再現 

文化體驗 � 認識「文化」的意義，觀察文

化現象，知道文化與生活的關

係，並進行社區文化體驗計畫。 

� 認識不同地區或族群的文化，

建立正確面對的態度。 

融入 

� 「社區文化體驗活動」：觀察社區裡的

文化現象並記錄，特別觀察外籍配

偶、勞工，或原住民的文化 

� 檢視不同地區或族群文化的媒介再現 

康軒 

文化傳真 � 用各種管道蒐集文化資訊，並

進行在地文化傳播。 

� 藉由活動瞭解自己在社區文化

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融入 

將前單元活動記錄與蒐集的資料，以媒

介近用概念實際傳播，宣傳、推廣並回

應大眾媒體 



附表一 教科書分析結果  

 185 

我的角色 引導學生覺察在家庭扮演的角

色，以及角色行為與意義。 

融入 

檢視各種媒體內容中出現的兒童形象

（兒童動、漫畫、廣告、戲劇等），並

可與學童的實際狀況對照，也請不同族

群的兒童分享 

翰林 

角色加油

站 

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童瞭解在學

校、社區中的角色，並嘗試扮演

好自己的角色。 

融入 

� 參考「教學指引」中的「社區服務工

作範例」： 

� 透過資料蒐集、實地訪查的工作，找

出可以進行的社區服務事項，並擬訂

計畫 

� 以媒介近用概念實行社區服務 

三、 藝術與人文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 

1. 三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快樂時光 討論課本圖片，圖片中的活

動有何特色與差異，並分享

參與學校和社區活動的經驗 

融入 

各國文化在媒體中的再現，培養多元無偏見

的文化觀及看待不同文化的正確態度 

南一 

歡樂氣氛

哪裡來：

熱熱鬧鬧

的活動 

找出校園與社區活動的源由

與意涵，並配合學校形式，

以小組活動方式尋找展演主

題、規劃表演。 

融入 

透過多元管道蒐集校園與社區活動的資料

（包含外籍人士、原住民，或兒童與青少年

等特殊族群的文化活動），瞭解生活中的文

化活動意涵，利用實地訪談來與媒體內容對

照，發覺其中的差異與造成差異的原因 

延伸 

以媒介近用概念推廣、宣傳正確的文化活動

概念，增進彼此瞭解 

翰林 慶生會 了解不同文化的慶生方式、

選擇適合的背景音樂，了解

籌辦慶生會的流程與資源 

融入 

� 讓學生透過多元管道（電視、報紙、網

路、書籍等）蒐集不同地方、族群、文化

的慶生方式與兒童生活方式，培養多元觀

點並尊重多元文化 

� 可以學習活動企劃與籌備，或以戲劇表

演方式，展現不同文化的慶生會 

� 分享平時的慶生方式，並與媒介再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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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春神來了 因為媒體的發達能夠傳佈世

界各地的春天景觀，因此產

生觀念上的混淆，鼓勵曾住

在不同地區的學童與大家分

享當地的春天風情，藉由實

際例子讓學生認識各地春天

景象的差異。 

融入 

� 觀察媒體內容再現的各地風土人情，比較

不同資訊來源的內容有何不同 

� 請住在不同地區的同學分享各自的春天

經驗（如都市 vs.鄉村），並與兩地的媒介

再現比對 

 

� 熱鬧的

廟會 

� 歡喜逛

廟會 

� 討論廟會活動的意涵，及

其中的視覺元素與熱鬧特

質。 

� 蒐集不同文化形式的廟

會、慶典活動資料 

� 引導學生從歷史、習俗的

角度思考廟會的功能與意

義，並引導學生認識不同

文化型式的廟會活動 

融入 

� 新聞密集報導單一宗教活動對觀眾的影

響，以及報導形式對觀眾的影響 

� 蒐集不同文化宗教慶典活動的資料，並請

不同宗教信仰的學生分享看法與經驗，了

解多元資料來源的重要性，及單元化的資

訊對觀眾的影響 

� 培養尊重多元文化與宗教的態度，討論媒

體中對於少數宗教的呈現方式 

� 觀察在不同宗教慶典活動中使用的象徵

符號，以及媒介再現特定宗教的符號 

2. 四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生命的樂

章 

引導學生認識原住民音樂與

世界音樂的特色與不同感

受，欣賞、探索人類情緒表

情的基本型態及傳達的訊

息，讓學生藉由身體與聲音

的表現體會表演樂趣，並能

創作各式風格的喜怒哀樂表

演。 

融入 

觀察各種媒體內容中對於原住民音樂與舞

蹈的運用，代表什麼意義？  

延伸 

觀察媒體中是否有將原住民的音樂、肢體動

作較為刻板化的運用 

仁林 

用心耕耘

的人 

� 認識本土音樂家及其創

作。 

� 認識民歌，並探討、瞭解

社會上各類型態的人及其

他外在特徵，並藉由團體

活動，創作、表演各式風

格的角色人物，並討論職

融入 

� 各種職業在各類媒體形式、內容中的刻板

印象及再現方式 

� 當代流行音樂（或其他媒介內容）與古早

民歌對同一種職業的人的描繪與價值是否

有差異，瞭解媒介再現與時代脈絡密切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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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外在特徵與內在職業

習慣。 

� 將自己實際的觀察與經驗與媒介再現相比

較 

延伸 

可用媒體紀錄特定職業的實際工作情形，以

小記者方式實地訪談職業工作者並發表 

有意含的

圖騰 

瞭解排灣族的圖騰意涵，並

從生活中發現有意涵的圖

樣。 

融入 

� 瞭解在排灣族中如何運用符號的象徵意

義，與漢人或其他文化有何差異 

延伸 

� 各種媒體中隱含的符號與其象徵意義，包

括性別、職業等，並發現其中的刻板印象 

� 瞭解象徵符號的運用與刻板印象的關係 

� 檢視生活中的其他符號與象徵意義，例如

名牌迷思，對於名牌的符號崇拜 

南一 愛要讓你

知道 

知道哪些人需要關懷又有哪

些方法可以表示關懷與心

意，並實際以行動傳達關

心。 

融入 

� 學習各種宣傳品製作，不同的宣傳品需要

不同技術 

� 透過多元管道找尋需要關懷者，並以媒介

近用觀念企畫製作媒體訊息，實際提供協

助 

延伸 

媒介真實與再現：綜合所有同學找到的需要

關懷者，檢視其在主流媒體上的呈現，是否

有偏差，並討論原因 

生活的環

境 

� 觀察並記錄社區裡令人印

象深刻的事物，藉此瞭解

人與環境的關係。 

� 介紹不同的宗教信仰，引

導學生觀察宗教建築物並

尊重不同宗教禮儀。 

融入 

� 用影像媒體記錄、觀察社區、實際查訪，

找出自己認為重要或需要大家關懷、注意

的人、事、物，以媒介近用概念，讓學習

成果能進一步喚醒地方人民的注意（如外

籍移民、外籍勞工、弱勢族群、需要維護

的文化、宗教遺產，需要尊重的不同文化、

宗教等，或是需要珍惜的地方特色或人際

情感等） 

� 發現當地的媒介再現與自己實地訪查的差

異 

翰林 

生活的記

憶 

瞭解民謠是歷史的一部份，

欣賞民謠並討論歌詞意義，

體會台灣古老農村生活情

融入 

� 蒐集有關客家族各種媒體文本，實際訪查

客家族群，瞭解客家歷史文化實際生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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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況，並請訪問對象續以民謠或其他客家民

俗媒介文本為例，介紹客家生活與文化。

讓學生理解媒體文本會依各族群的社會、

文化脈絡而異 

� 發現媒介再現刻板印象 

魔力設計

師 

尋找適合班級表演的童話故

事，引導學童瞭解童話故事

的意涵，進行劇本編寫、道

具服裝等幕後準備工作。 

融入 

� 發現童話故事組成元素與公式，及故事中

符號的象徵意義之後，搜尋其他族群與文

化的童話故事，與熟知的童話故事對照，

可發現文本元素、符號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並藉以瞭解、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

也平衡大眾媒體的訊息框架 

� 以戲劇方式，規劃展演不同族群的童話故

事 

3. 五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心靈的感

受 

探討藝術家創作的背景與

其創作的關連，並能用各

類藝術形式，表達自己的

感受。 

融入：以不同族群文化的藝術品進行討論 

� 瞭解各國的文化在自己國家及其他國家的文

本中呈現的差異 

� 老師可蒐集同主題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創

作，觀察其中的差異 

仁林 

海岸巡禮 � 運用環境及各類素材做

為創作媒介，並瞭解靠海

的達悟族人特殊的舞蹈

表現及代表意涵。 

� 瞭解並欣賞不同文化背

景的族群，所展現的不同

藝術創作，並能積極表達

內心感受，進行表演創

作。 

融入 

� 在媒體中各種不同內容尋找使用原住民圖騰

的實例，討論如何被運用、代表何種意義 

� 從自己的觀點運用各種圖騰與符號創作在各

地討生活的原住民圖像 

延伸 

瞭解原住民在藝術上的成就，思考各種媒體內

容中對原住民的再現 

南一 統整篇 認識各式各樣的民俗慶典

活動及民眾參與的意義，

尊重多元民俗文化，並以

「民俗文化」為主題創作。 

融入 

透過多元管道蒐集各種地區、社會、文化、族

群的民俗活動資料，認識並尊重不同族群與其

民俗文化，並以自己的觀察和認識進行創作 

延伸 

注意媒體如何呈現民俗慶典活動與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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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貌、呈現民俗文化的背景、脈絡與次數，

如何重視/忽略不同民俗文化，及其原因 

誰可以成

為藝術家 

認識「藝術家」與其表現

形式，破除對藝術家的刻

板印象，並能包容各種藝

術表現型態。 

 

融入 

討論對於藝術家的刻板印象，及對藝術家專長

與職業的價值 

延伸 

思考生活中其他的刻板印象，及自己所受的影

響 

讓自己有

自信的表

演 

瞭解何謂表演藝術家，討

論偶像演唱會的表演形

式，並進行職業模仿秀 

融入 

藉由職業模仿秀，思考對於各種職業的刻板印

象，及社會賦予各種職業的價值 

將心比

心，演一演 

透過訪問的方式來瞭解家

人，與同學分享家人辛苦

的一面，並進行角色扮演 

融入 

� 討論各種媒體內容對於不同家庭型態、家庭

生活的刻板印象，尤其單親、外籍移民等特

殊族群家庭，以及對家庭成員的刻板印象，

如兒童、父母、青少年 

� 比較實際狀況與媒體中呈現的差異，及媒介

再現賦予的價值 

� 討論媒體中用來象徵及刻板化呈現各種角色

的方式（象徵符號、出現場景、角色表演方

法等） 

翰林 留下永恆 瞭解相機的基本功能與拍

攝方法，正確的使用相機

與適當的取景，並利用照

片記錄生活。 

融入 

在學習拍照技術與攝影、鏡頭語言之後，以媒

介近用概念，從自己的角度為兒童或需要關懷

的族群發聲  

4. 六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城市在哪

裡 

從多方面欣賞城市之美，

並分工進行城市觀察、紀

錄與蒐集、彙整與發表活

動。 

融入 

� 多元視角：瞭解對同一事物以不同視角觀察與

記錄將有不同的成果。 

� 檢視各種媒體中對不同城市的再現，省思媒介

再現刻板印象的框架與原因，然後實地進行觀

察記錄，最後將成果可公開發表，喚醒公眾對

該議題的注意，並改善公眾的刻板印象 

仁林 

城市遊俠 能以藝術語彙及適切言語

表達自己的作品、詮釋意

融入 

� 檢視各種媒體中對城市與城市中各類人物、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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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並能觀察、表演城市

中各式各樣形形色色的人

或人物群像。 

群、生活的再現 

� 學習各種藝術表徵系統與意義，檢視各種媒體

中再現城市的意義，以及是否包含刻板印象、

他者化與隱藏的價值與意識型態等 

� 從自己的觀點演繹城市群像 

統整篇 

 

� 從不同的藝術品中認識

與理解社會上各行各業

及其做的辛勞與貢獻，並

心懷感恩。 

� 引導學生思考各種行業

並採訪、記錄各行業的工

作情形。 

融入 

課本內容已有讓學生利用訪問等方式記錄各種

行業的工作情形，已各種觀察、記錄的方法，深

入討論媒介再現各行業的刻板印象等，及不同時

代、國家的藝術品再現中，由社會、媒體賦予的

價值。 

值得感謝

的工作

者：謝謝

你，辛苦

了 

觀察各種行業、模仿，再

深入瞭解其工作內容與環

境。 

融入 

� 檢視媒介再現各種行業的刻板印象及再現方式 

� 從實際觀察、採訪與記錄中，發現媒體文本與

現實不盡相同，而閱聽人有協商空間 

� 引導學生思考媒體再現刻板印象的影響，討論

其中是否具有思考媒介再現與社會的關係，隱

藏價值與意識型態。 

我要說聲

謝謝你：

如果沒有

你 

利用戲劇演出的方式思考

各種行業對社會的影響，

並藉由戲劇體驗各行業。 

融入 

以前面的課程為基礎，讓學生以戲劇表演方式從

自己的觀點呈現對各行業的感想，也使公眾更瞭

解該行業。 

獨特的文

化采風 

從宗教、戲劇中探尋各地

的傳統文化。 

融入 

透過多種管道（電視、網路、報紙等）探尋台灣

本土的無形文化資產，破解一般對傳統文化的刻

板印象，並從媒介近用的概念，利用公眾媒體分

享觀察心得，並喚醒公眾對本土無形文化資產的

注意。 

南一 

有朋自遠

方來 

說明世界各國互異的表演

藝術因為文化交流之故而

互相融合，使目前兒童戲

劇的取材與內容有許多是

改編自其他文化的傳說故

事而來，而在其他的藝術

形式中也有許多中西文化

交流的痕跡。 

融入 

在各種藝術中尋找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跡，尋找該

文化的原始意義與面貌，比較原生含意與面貌在

文化交融之後產生的變化，以及原始故事或文化

在交融時被使用的脈絡與方式，並找出其中是否

具有刻板印象或隱含的意義。藉此更為正確、深

入的瞭解該文化。 

翰林 生活新 利用多面向及改變慣性觀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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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 察的方式來觀察生活中的

景物，瞭解由不同角度、

著重的主題都可發現景物

的多面向，體會美感上的

獨特性與差異性 

� 瞭解視角差異的影響，瞭解對於同一事物、媒

介文本可有多元的解讀角度與空間，尊重多元

品味與看法，藉以瞭解刻板印象的形成，並以

此觀念檢視媒介對同一事件、族群的再現 

 

四、 社會領域社會領域社會領域社會領域 

1. 三年級 

版

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仁

林 

觀察社區

的行業 

� 主動探索社區中的各行

各業 

� 覺察社區中是由不同行

業的人所組成 

� 調查社區中有哪些行業 

� 主動分享對各種行業的

看法 

� 了解訪問時後該注意的

事情 

融入 

� 檢視各種媒介再現各行業的刻板印象 

� 實地採訪生活周遭不同行業工作者，將訪問成果

與媒介文本的再現對照，並觀察被媒介刻板化呈

現的行業，其工作人員是否有權益受損的情形 

� 以媒介近用概念公開展示成果，讓社區居民透過

學生的學習成果認識各行業的真貌 

南

一 

家園生活

調查 

引導兒童進行「家園生活

報告」活動，了解不同的

家庭生活與環境的關係 

融入 

� 運用多媒體觀察與記錄家庭生活，並分享個人記

錄，觀察不同家庭的生活形態，發現其間異同，

以認識、尊重多元的家庭生活形態 

延伸 

� 觀察媒介文本中經常出現的家庭生活形態以及

呈現方式，並與學生記錄成果對照，思考媒介再

現原因 

� 觀察媒體對於不同家庭生活型態的再現，例如單

親家庭、外籍配偶家庭，並與學生親身經驗相對

照 

康

軒 

同學相處 觀察每個人不同的特

點，尊重、欣賞和自己不

一樣的朋友 

融入 

� 文化日活動：可請學生透過多元管道蒐集日常生

活中常接觸族群的文化特色事物，例如外籍配偶

或幫傭，客家族群、原住民等，認識多元文化，

並學習尊重多元。 

� 將上述觀察所得與接觸媒體的經驗相對照，檢視

媒體中再現的族群、文化是否過於單元，抑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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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刻板化呈現，或與實際情形差距很大 

2. 四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家鄉文化

網 

� 認識外國文化對家

鄉居民的影響 

� 認識家鄉過去與現

在傳承的人文建設

與團體 

� 培養參與家鄉文化

活動的興趣 

融入 

� 透過資料蒐集的過程瞭解該外來文化對該族群、該國

的意義為何？有何社會與歷史文化脈絡？與大眾媒

介中的再現對照則可理解「媒介再現」，觀察本地對

於外來文化的再現，是否有偏頗、扭曲、選擇性呈現 

� 分享接觸外籍文化、外籍配偶、勞工或幫傭的經驗，

觀察大眾媒介文本對於各國家的再現，以及對學生的

影響，思考自己是否對特定國家、族群有刻板印象。 

� 可實地採訪社區中的外籍人士（包括外籍配偶、幫傭

等），或尋找社區中是否有外籍人士組成的社團（例

如外籍新娘姊妹會），觀察、記錄其活動情形，或直

接參與活動，最後再將訪問結果與媒體再現對照，也

可將成果公開放映展示，增進大眾對於外籍人士的瞭

解、化解刻板印象。  

鄉親的參

與 

� 說出家鄉各個地方

性組織名稱及推動

的活動內容 

� 能說出家鄉整體營

造成功的例子 

� 知道家鄉的進步與

發展需要鄉親的共

同參與 

融入尤其針對特殊族群： 

� 以媒介近用概念，讓學生學習新聞編採作業，及新聞

產製過程，實地觀察、採訪家鄉的各個地方性組織，

並公開播映，增進社區居民對地方性組織與整體營造

的認識，並進一步激起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的興趣。 

� 過程中也可破除自己或外人對家鄉的刻板印象，檢視

刻板印象的媒介來源，並思考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原

因 

打響知名

度 

� 能知道邀請名人參

與家鄉活動可以增

加家鄉的知名度 

� 能說出家鄉不同地

區的產業的文化特

色 

� 能知道透過舉辦各

種文化節、藝術季

可以宣傳家鄉特色 

融入延續上個單元的精神與成果： 

能透過多元管道蒐集資料，找到家鄉或社區特色產

業，並在瞭解廣告與宣傳方式後，實際應用，為家鄉

或社區特色產業、事物規劃、籌備宣傳與公關活動 

仁林 

我是家鄉

小導遊 

� 說出為家鄉盡一份

心力具體作為 

融入延續上個單元的精神與成果： 

1. 能透過多元管道蒐集資料，並應用於設計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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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使用網際網路、

地圖、旅遊手冊等

資料蒐集家鄉的旅

遊資訊 

� 能將家鄉的各種旅

遊資訊整合成一日

遊導覽圖 

2. 可將活動結果以多媒體的方式呈現，或發表於媒體

告知大眾（網路、社區性廣播電台或報紙、地方台、

宣傳小冊等） 

南一 世界大不

同 

瞭解外來商品、資訊

與文化如何影響生活

習慣與文化，瞭解由

於交流頻繁，國外事

物已成為生活的一部

份，並培養對待外來

事物與本土事物應有

的態度。 

 

融入 

� 觀察各種媒體內容中對外來事物與文化的再現，以及

外國文本中對於本國文化與事物的再現 

� 先瞭解原始的文化脈絡，再省思媒介再現是否有扭

曲、偏頗、誤導，或選擇性呈現的狀況，觀察媒介文

本中異國文化出現的脈絡，並討論呈現方式的原因 

� 討論媒介再現刻板印象引含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及

涉及的權力關係 

� 討論美國、好萊塢文化藉由強勢的媒體行銷與組織傳

遍全球造成的影響，媒體組織全球化行銷了多少西方

文化為主的意識型態 

� 知道如何多元化接收外來資訊並培養包多元觀點，知

道多元資訊管道，挖掘除了西方強勢媒體外，其他接

觸全球文化的資訊管道 

康軒 家鄉向前

走 

� 了解城鄉發展與城

鄉差距 

� 了解美好的家鄉應

靠大家共同建設 

融入 

� 檢視新聞中的再現的城、鄉刻板印象，及如何再現 

� 思考自己對城、鄉的刻板印象，察覺媒體的影響 

� 請有接觸鄉村經驗的同學分享，比較親身經驗與媒介

再現的異同 

行業與生

活 

� 了解生活中所需的

資源及個人所參與

的經濟活動及動機 

� 了解家鄉主要的行

業 

� 了解行業與環境 

融入 

� 討論兒童心目中的理想職業，並討論各種行業媒介再

現的形象，及對兒童認知的影響 

� 讓學生實地探訪不同行業的人，瞭解實際的工作情

形，並與媒介再現對照，思考媒介再現是否有偏頗、

扭曲、誤導、刻板化呈現的狀況，並思考其成因 

� 播放其他國家的相關媒體文本，了解不同文化對職業

的不同尊重與看法 

翰林 

生活大不

同 

� 了解都市與鄉村生

活方式的不同 

� 了解都市與鄉村生

活的優缺點 

延伸 

� 檢視新聞中的再現的城、鄉刻板印象，及如何再現 

� 思考自己對城、鄉的刻板印象，察覺媒體的影響 

� 請有接觸鄉村經驗的同學分享，比較親身經驗與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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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自己的選擇及

對都市與鄉村的感

受 

再現的異同 

生活中的

外來文化 

� 瞭解外國商品對家

庭生活的影響 

� 了解外國餐飲文化

對鄉親飲食經營與

用餐習慣的影響 

融入 

� 觀察各種媒體內容中對外來事物與文化的再現，以及

外國文本中對於本國文化與事物的再現 

� 先瞭解原始的文化脈絡，再省思媒介再現是否有扭

曲、偏頗、誤導，或選擇性呈現的狀況，觀察媒介文

本中異國文化出現的脈絡，並討論呈現方式的原因 

� 討論媒介再現刻板印象引含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及

涉及的權力關係 

� 討論美國、好萊塢文化藉由強勢的媒體行銷與組織傳

遍全球造成的影響，媒體組織全球化行銷了多少西方

文化為主的意識型態 

� 知道如何多元化接收外來資訊並培養包多元觀點，知

道多元資訊管道，挖掘除了西方強勢媒體外，其他接

觸全球文化的資訊管道 

家鄉的永

續發展 

� 說出家鄉現今面臨

的環境問題及其解

決方法 

� 舉例說出如何運用

資源，建立家鄉特

色 

� 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 說出家鄉未來的願

景 

融入 

� 小組作業，透過資料蒐集，找出家鄉的文化特色或生

態問題，或是其他社會問題，諸如問題家庭或需要關

懷的弱勢族群。 

� 以媒介近用概念，進行活動企畫，活動內容即為實地

探訪、瞭解問題、並擬出協助解決問題之道，最後公

開展示成果，可以行銷、宣傳家鄉的文化特色，也可

喚醒鄉民對於弱勢族群或生態問題等的關注。 

3. 五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仁林 
台灣的聚

落發展 

� 知道鄉村和都市的區別 

� 了解鄉村自然、人文環境上的

優缺點 

� 探討鄉村居民選擇居住地點

的原因 

� 了解鄉村地區景觀及及居住

型態的特色 

� 觀察鄉村景觀和功能的改變 

融入 

� 檢視新聞中的再現的城、鄉刻板印象，及

如何再現 

� 思考自己對城、鄉的刻板印象，察覺媒體

的影響 

� 請有接觸鄉村經驗的同學分享，比較親身

經驗與媒介再現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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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 工作與成

就 

� 瞭解工作的意義和種類 

� 了解工作的報酬 

� 了解正確的工作態度 

� 在工作中力求創新 

� 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融入 

� 討論兒童心目中的理想職業，並討論各種

行業媒介再現的形象，及對兒童認知的影

響 

� 讓學生實地探訪不同行業的人，瞭解實際

的工作情形，並與媒介再現對照，思考媒

介再現是否有偏頗、扭曲、誤導、刻板化

呈現的狀況，並思考其成因 

� 播放其他國家的相關媒體文本，了解不同

文化對職業的不同尊重與看法 

4. 六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與活動重

點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 

南一 愛與關懷

的世界 

認識基本人權的意

義和內容 

融入 

� 瞭解聯合國宣言，並進一步認識兒童傳播權。 

� 延伸課本設計思考社會中的兒童與婦女問題，思考兒童

與青少年在媒體中的再現，以及大眾媒體中的兒童觀

點。 

� 透過多元管道蒐集有關弱勢兒童、家庭與婦女的訊息，

以媒介近用概念，擬定活動計畫，實地訪查需要關懷的

兒童、婦女與家庭，並擬定協助計畫，將成果公開展示，

喚醒大眾的關注，並呈現學生觀點。 

 � 活力新

台灣 

� 世界一

家親 

� 了解參與國際事

務的重要性 

� 了解參與國際性

組織應有的準備 

� 瞭解世界公民應

有的態度與能力 

� 知道會議規範及

國際禮儀的重要

性 

融入 

� 瞭解兒童傳播權 

� 透過多元管道蒐集相關資訊，關懷國內與全球兒童的境

況，思考大眾媒體中對於國內與世界其他國家兒童的再

現，是否有刻板印象或偏差，原因為何。 

� 思考如何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兒童交流，可由老師選擇適

當的網站（或在台灣的外籍學校），擬定交流計畫，讓

學生以多媒體準備與外籍學生交流的工具（包含用媒體

呈現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特色），藉以觀察彼此對

對方文化的刻板印象，思考刻板印象的來源與影響。 

康軒 台灣與亞

洲 

台灣在亞洲的位

置、台灣與中國、東

北亞及東南亞的交

流 

融入 

� 討論哈韓、哈日現象(延伸課本提及的「韓流」)，思考

在風潮下對異國文化的刻板印象，他國再現我國文化是

否也有刻板印象，原因為何。 

� 了解外籍配偶如何被再現，檢視不同媒體內容（包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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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戲劇、電影、綜藝節目等） 

 多元文化

的地球村 

� 地球村的到來引

進多元的外來文

化 

� 不同的文化接觸

交流會產生創新

與衝擊 

� 接觸外來文化應

有的態度 

融入 

� 討論自己對不同文化的印象，及可能的影響因素 

� 不同媒體文本如何再現不同文化 

� 透過動畫【花木蘭】(課本例)，了解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以及文本如何因應市場需求及賣座考量，修改或呈現劇

情與人物 

� 觀察生活中常接觸的文本，有哪些文化交融的痕跡？找

出本地文本中呈現外來文化的部分，透過多元管道瞭解

有關該文化的資訊，並與媒介再現對照，檢視本地媒體

的呈現是否符合該文化原本的社會文化脈絡？是否隱

含價值與意識型態？並以同樣方式檢視外國文本中呈

現本地與其他外地文化的部分 

� 思考外來宗教與慶典活動在本地的意義，如聖誕節與情

人節 

� 檢視本地媒體如何呈現外來文化，是否隱含價值與意識

型態，對於歐美文化與東南亞文化的再現是否有差別？ 

� 美國、好萊塢文化藉由強勢的媒體行銷與組織傳遍全

球，以及媒體組織全球化的現象，例如 MTV、CNN，

瞭解現代傳播科技如何影響刻板印象的再現 

� 延伸至本地文化再現不同族群的層面，包括對於客家族

群與原住民的再現 

文化交流

看世界 

� 理解不同文化的

交流會產生不同

的交流模式 

� 認識文化交流產

生衝突、合作與創

新的例子 

� 關心文化交流所

產生的意義 

融入 

� 透過動畫【花木蘭】了解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文本

如何因應市場需求及賣座考量，修改或呈現劇情與人物 

� 請兒童討論自己對不同文化的印象，及可能的影響因素 

� 介紹不同媒體文本如何再現不同文化 

� 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交融產生了什麼影響，原本的外

來文化有何改變？找出本地文本中呈現外來文化的部

分，透過多元管道蒐集有關該文化的資訊，並與媒介再

現對照，找出相異之處，本地媒體的呈現是否符合該文

化原本的社會文化脈絡？是否隱含價值與意識型態？

並以同樣方式檢視外國文本中呈現本地文化和其他外

地文化的部分。 

� 美國、好萊塢文化藉由強勢的媒體行銷與組織傳遍全

球，以及媒體組織全球化的現象，例如 MTV、CNN，

瞭解現代傳播科技如何影響刻板印象再現與文化交流 

翰林 

漫遊國際 � 能認識現今世界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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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上重要的國際組

織。 

� 能說出重要的國

際組織的成立宗

旨與推動工作。 

� 能舉例說出國際

組織中的政府與

非政府組織。 

� 能體認每一個個

人都是世界公民

的意識。 

� 介紹兒童傳播權、兒童人權的觀念與內涵 

� 讓學生有實際近用媒體的機會，例如透過多元資訊管道

蒐集有關「兒童傳播權」的資料，並於課堂上以多媒體

呈現 

� 檢視不同媒介對於「兒童」形象的再現，發現刻板印象

的存在，瞭解原因為何，並知曉兒童近用媒體的重要性 

� 讓學生以兒童自己觀點製作媒介文本，以呈現真實的兒

童形象與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