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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與動機與動機與動機與動機 

一、現代兒童與媒體的關係 

根據美國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於 2005年三月發佈的研究，新的M世

代(generation M)—即 8-18歲的媒體世代，在媒體越來越飽和且多樣化發展的環

境中，也發展出了一套「多工」(multitasking)的媒體運用模式，新媒體不但沒有

排擠舊媒體，M世代的青少兒反而在除了上學與睡眠的時間以外，充分利用有

限的時間悠遊於各式各樣的媒體之間。這份報告針對全美國 3-12年級學生（即

8-18歲青少兒）所做的研究，由樣本數約 700人的青少兒填寫詳實的媒體使用日

記，加上問卷調查來進行，研究發現在所有 8-18歲的青少兒中，接觸時間最多

的媒體仍然是電視，（一天超過 3小時），若加上 DVD及 DVR
1等錄影設備預錄

的節目則一天將近 4小時，其中 8-10歲兒童的接觸量居冠（約 4小時 10分鐘）。

另外，許多青少兒會同時使用兩種以上的媒體，約 30%受訪者表示大多時候會邊

看電視邊做其他的事（如聽音樂、廣播、講電話、寫功課、吃飯、上網、使用即

時傳訊軟體），而最容易分心兼用其他媒體的活動就是聽音樂與用電腦。在平常

日子裡，他們最常接觸的媒體排名前三項為電視（81%）、收音機（74%）、CD

及錄音帶與MP3（68%）；在如此密集且多工進行的時間運用下，青少兒平均一

天接觸所有媒體（包括電視、收音機、MP3、錄影帶、電影、書籍、電玩、報章

雜誌等）的時間約 6.5小時（作業僅佔 50分鐘，而與家人相處時間僅佔 2小時

17分鐘），卻吸收了多達 8小時 33分鐘的媒體內容2。 

台灣近幾年來在兒童權利漸受關注的情況下，也有相關單位持續進行兒童接

觸媒體的調查，在研究項目上雖然不如前述研究的精細，但已能窺得台灣兒童媒

體使用行為的樣貌。2002年由國民健康局針對全台三千多名 3-12歲學童的調查

發現，非假日看電視的時間為 2.1小時，假日則增為 3.5小時，而所有從事靜態

活動（包含閱讀、打電腦、上網或打電動）的時間，非假日超過 3小時，假日則

增加到 5小時3。另外，兒童福利聯盟於 2003年所做的「兩岸三地兒童生活狀況」

調查報告，發現兩岸三地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除上課之外最常做的就是看電

視，而台北小孩一天最多看 1-2小時，最喜歡收看的則是卡通節目與綜藝節目，

                                                 
1約 1/3(34%)受訪者家裡有如 TiVo等 DVR(digital video recorder)設備。 
2
 Generation M: Media in the Lives of 8-18 Year-olds. Victoria Rideout, Donald F. Roberts, Ulla G. 

Foehr. March 2005. 
3
 中國時報，羅珮瑩報導，2002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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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間最常一起做的事也包含看電視4。而同樣由兒童福利聯盟在 2004年做的調

查則發現，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會的五、六年級學童中，親子最常共同做

的事有七成是看電視，約 1/5每天看電視超過三小時，最愛看的節目還是卡通與

綜藝節目，北部的學童則較南部的學童更常看外國電影5。到了 2005年，由金車

教育基金會針對全台共 20所學校的國小四到六年級、國中一到二年級的「青少

年暑期休閒生活」調查顯示，近八成學生在假期中每天看電視6，而最近於 2006

年由兒童福利聯盟做的調查則發現，國小 4-6年級的學童一年花了近 1000小時

在看電視，但同時也是「收視孤兒」， 42%的學童愛看偶像劇，超過 30%的學童

愛看綜藝節目，但專為兒童設計的兒童節目卻有四成的兒童根本不看；即使是最

愛看的卡通節目，有 90%購自國外，且不乏暴力格鬥型卡通，但有七成的兒童認

為只要是卡通都適合孩子收看，還會為自己喜歡的卡通辯護7。 

將上述幾項美國與台灣的研究調查相對照之下，可以發現一些重要的共同

點： 

1. 電視仍是兒童主要接觸的媒體。 

2. 接觸各式媒體的時間有增無減。即使新媒體如電腦與網際網路出現，上述提

及的台灣各項調查中多半發現兒童接觸這些新媒體的時間同樣為上升的趨

勢，但看電視的時間也同樣在增加。 

3. 兒童最愛收看的電視節目，除了卡通以外，就是以成人為主要目標觀眾的電

視劇，在美國是情境喜劇(sitcom)，以 8-10歲的兒童來說則約有半數喜歡兒

童教育節目，然而在兒童節目缺乏的台灣則是綜藝節目與偶像劇。 

4. 看電視並不排擠與家人相處的時間。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調查中指出

看越多電視的兒童同時也較其他兒童花較多時間與家人相處，但研究中特別

說明這無法看出親子共視時的互動程度與狀況。在台灣的調查中也可發現親

子最常一起做的事情是「看電視」，但同樣無法解釋共視時親子互動的情況。 

總體來說，新的媒體世代在生活中有將近一半的時間待在螢光幕前，而且接

觸的媒體類型與內容包羅萬象，稱之「螢幕世代」也不為過。然而，面對各式各

樣的螢幕，這些純真無邪的雙眼究竟看到了什麼，又會對他們造成什麼影響？尤

其當他們主要收看的節目已不限於專門為兒童設計的節目，那些事實上以成人為

主要目標族群而設計的新聞節目、綜藝節目與電視劇，其中顯而易見的故事敘

述，及潛藏的價值與深層意義，又會對兒童帶來什麼影響？國內外的許多媒體對

兒童的影響研究報告，相繼指出兒童電視觀看時間過長，將對健康有不良影響，

舉凡肥胖、二型糖尿病及其他心血管疾病，或是體能不佳、體適能差等，肇因於

                                                 
4
 工商時報，邱莉玲報導，2003年 4月 16日。 

5
 中時晚報，陳世財報導，2004年 4月 2日 

6
 星報，黃美真報導，2005年 1月 12日。 

7 聯合報，張幼芳報導，2006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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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動態活動的時間被看電視、打電動等靜態活動取代，以及食品飲料無所不用

其極的，為兒童量身打造的各種行銷手法（Kaiser Family Foundation，2004；New 

York Times，2004；聯合晚報，2005：6）。除了對外顯的、生理健康上的影響之

外，還有許多研究證實觀看電視對兒童確實會對其心裡與認知產生潛在的影響：

幼兒會模仿卡通中出現的語言與行為（陳淑芳、謝韻諭，2000），國小高年級學

童會認同與自己同樣性別的角色，並依此選擇卡通，並用簡單的二分法來區分角

色是「好人」或「壞人」，除此之外，對於角色的崇拜行為反映在生活中，會蒐

集貼紙或買玩具等（陳偉仁、張馨文、陳曉萍、許嘉萍，1998）。另外，還有可

能因為長期暴露於媒介內容中的暴力訊息，而促發侵略性行為，或造成對特定族

群的刻板印象、偏見，甚至歧視，例如林子斌（2001）在進行以日本偶像劇為素

材進行媒體素養教學的焦點團體訪談時意外發現，國小學童在提到愛滋病議題時

會聯想到同性戀、性行為、懷孕、援助交際、輸血傳染、東南亞（如泰國）等概

念，而「東南亞」的概念，經過深訪後發現，是受訪者受到媒體影響而做的概念

連結。 

依照社會學習理論，對兒童來說，媒介再現的訊息內容，是觀察學習的來源

之一，兒童在觀察媒介訊息內容後，對其中特定角色與行為產生認同，並進而模

仿，若感到模仿能帶來有利的酬賞，則日後在類似情境還會再度模仿，然後與媒

介再現不斷相互作用而強化成為長期行為。社會化理論則指出大眾媒體也是社會

化主要機構之一，從中傳遞了社會對各群體的規範、角色與制約，兒童也從媒體

的描述中形成對各群體的認識，知道日後對自己的角色期待，與對其他群體的角

色期待；而依照媒介依賴論，與個人直接距離越遠的事件，對媒介依賴的程度也

越高，則對兒童來說，年齡越低個人經驗越少，依賴媒體的程度也越大，則媒介

內容的影響也更大（卜衛，2001）。由此可見，對於尚在認知建構階段的兒童來

說，媒體的影響不僅在明顯可見的身體或行為上，還在於隱而不顯，且往往影響

更為長期、深遠的的心理發展與概念建構上，而這方面的影響包括從吸收媒介再

現的訊息內容所形成的社會認知與概念，例如社會價值（「好人」與「壞人」為

何，如何區分）、角色期待與行為模式（什麼樣的角色值得受崇拜），以及刻板印

象（對特定族群，包括種族、國家）等等，因此，媒介再現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

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重視媒介訊息對兒童的潛在而深遠的影響，許多媒介訊息

如卡通、漫畫等，即使兒童能夠瞭解其為虛擬世界，但其中傳遞的仍為實在而真

切的社會價值與意識型態，但也更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而毫無質疑的接收，也更

無法被成人察覺其影響性，進而教導兒童認識或平衡既存結構框架的偏差。有鑑

於媒介再現的潛在影響容易被隱藏或受到忽視，本研究決定對此議題作深入的探

討與關懷。 

二、媒體再現與刻板印象 

在談媒介再現刻板印象對一般閱聽人與兒童的影響之前，首先說明媒介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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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刻板印象的定義。 

1. 媒介再現 

John Berger(1972)
8認為觀看先於語言，不只發生在言語行動之前，也影

響了言語。 

「觀看可以先於言語。孩童先會觀看和辨識，接著才會說話。」 

「我們的知識和信仰會影響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 

然而，注視卻是「選擇性的」。當我們選擇了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也

決定了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與闡述看法的方式，於是在人與人之間，「觀

點」造成了「看法」的差異，而「觀點」何來？觀看的方式何來？  

電子媒介訊息的形式特質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對社會真實的「直接記

錄」，人們變得過度相信「視覺」，忘記視覺可能會出錯、受限，而不加思索

地接受視覺訊息，並忽略甚至無知於媒介訊息的「再現」與「建構」的本質

－將欲再現的元素從脈絡中抽離，並由特定人士、組織來進行選擇與組合的

工作，再將從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的符號元素，放進自己的框

架中呈現，而最後呈現在觀眾面前的影視產品已隱含產製者的觀點、價值

觀，並進而賦予或削弱了特定族群的權利－亦即從訊息產製端到閱聽人接收

端之間，存在層層把關、篩選、重組及加工的複雜過程。例如一則新聞的產

生，翻開修習新聞的大眾傳播學系學生的基礎教科書《新聞學》（彭家發、

馮建三、蘇蘅、金溥聰，民 86）可見如下文字： 

一則新聞報導，基本上是一個經過慎思安排過程後的產品，記者從

分派到去採訪一個事件後，就開始構思如何去報導事件。(p.513) 

即使是根據事實報導新聞，記者也不可能將所有的事實，透有些新

聞學者過新聞媒體，呈現在讀者或觀眾的面前。因為不論任何事件，從

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往往看到的事實就不儘全然相同。… …這也就是

為什麼，將新聞事實定義為「儘最大可能後所得到的事實面」(the most 

obtainable version of truth)。(p.509) 

可見一則新聞在記者接觸採訪之後，即受到其觀點的影響。除此之外，

在新聞稿回到報社後，仍會繼續受到組織的影響，如圖 1-1所示： 

                                                 
8
 此處引用的皆為 John Berger1972年的著作“Ways of Seeing”，並由吳莉君翻譯，麥田出版的《觀看的方式》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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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示，記者採訪的事件訊息在回到新聞組織後，會經過連串的篩

選與過濾，由主管審核與編修，決定新聞的觀點、等級與專欄位置等，還需

符合組織的編輯方針，再經過版面與美編的處理，到最後呈現在讀者與觀眾

眼前的僅餘兩則新聞，而且其觀點已受組織左右。 

因此媒介訊息並非真實的「呈現」社會真實，也不是中立的「反映」社

會事件，而是經過多手介入的「再度呈現」的、經過「媒介建構」的媒介真

實。即使因為科技進步，閱聽人可接觸的媒體可能多達四種以上（電視、書

籍、廣播、雜誌、網際網路等），媒介真實的「再現」與「建構」特性依然

存在。 

2.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指人們對社會某群體持的簡化的、概括的，與僵化的看法（卜

衛，2001），且通常隱含負面價值，忽視個別差異，誇大團體成員身份的凸

顯性（趙居蓮譯，1995），而大眾媒介作為一個社會化機構，自然是人們攝

新聞成品 

新聞事件     1,2 

可能         1,2,3  

新聞事件   

事件     1,2,3,4 

事件 1,2,3….. 

記者採訪寫作 

編輯處理 

印製/製播 

摘自《新聞學》（彭家發等，民 86:545） 

圖 1- 1、媒介組織持續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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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資訊、觀察學習的重要來源，在人們缺乏對認知對象有親身接觸的機會

時，無可避免的在第一時間透過媒介再現的語言，及其中隱現的刻板印象為

主要參考，形成社會概念，做出偏誤的社會分類。而對社會中的弱勢族群而

言，大眾媒介重複又一致的再現刻板印象，將強化社會大眾的偏見及社會主

導團體的意識型態，「自然化」社會成規與默許的「常識」，這種以社會主流

聲音畫出的一道隱形的柵欄──「社會規範」，分隔出正常與偏差、可被社

會接受與被社會排斥的族群(Dyer,1977)，進而鞏固現行的社會秩序與社會結

構與權力配置。 

3. 媒體再現刻板印象的影響 

許多研究皆證實媒體再現的確與客觀真實有所出入，甚至隱含意識型態

與價值觀。國內多篇關於性別角色之媒體再現進行的研究論文皆顯示媒介訊

息含有特定意識型態與刻板印象，王宣燕(1991) 與劉宗輝(1998)均發現國內

電視廣告大多呈現出「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女主角多半以家庭角

色出現，所代言的也多為家庭用品，而若以職業角色身份出現，多為專門及

技術人員；而男主角在職業角色上的比例大於女性，且多為主管或監督人

員，所代言的多半為非家庭用品。吳婷惠(1995)分析雜誌廣告女性角色發

現，女性角色裸露比例遠高於男性，以性別刻板印象量表9測量，發現多數

在第二級的「刻板印象」程度，且女性工作者比例不超過 20%，但男性工作

者比例則超過 45%。李宗薇(2004)於民國 93年研究晚間 7-9點黃金時段播出

的電視廣告，發現廣告中呈現男性陽剛而女性柔順的刻板印象，男性通常是

負擔家計者，而女性即使是職業婦女也必須面對「一根蠟燭兩頭燒」的辛勞，

並強化了女性年輕貌美的重要，強調女性自信的來源是外貌；此外，跟前述

的研究相同，女性產品最常用的是家庭裡的場景，凡此種種媒介再現，皆強

化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鞏固男主外、女主內的意識型態，持續地限制女性

發展。 

其他研究也都證實媒體再現對兒童的影響。在 Signorielli(2001)整理相關

研究的報告中，Beuf(1974)的研究發現 3-6歲兒童看越多電視越有職業角色刻

板印象，Rothschild(1984)與 Freuh & McGhee(1975 ; 1980)發現從幼稚園到六年

級的學童，看越多電視越會有性別刻板化表現，越會顯出傳統性別刻板印象

的特質（如獨立、溫暖）及活動（如運動或烹飪），其中重度收視者對於男

性的刻板印象隨年齡而增長。 

在國內，邱屏瑤(2006)針對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的性別觀念研究發現，

                                                 
9
 由 S. Pingree et al 發展的量表，用來分析男女性別刻板印象，共分五個層級，其中第一級為貶低男性或女性，第二級為性別角色屬於刻板印象、第三級的性別角色多元化、第四級為男女角色平等，第五級則是無性別刻板印象。吳婷惠(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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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看電視時間在一個小時以上的學童，在人格特質、學習能力、休閒活動，

及職業志向上的性別刻板印象程度比不看電視的學童高。林秀芬(2000)發現

國小四、六年級學童多能接受廣告中的刻板印象，例如「男主外、女主內」

的觀念，以及適合女性的職業為護士與教師，或與外貿有關的服飾店小姐、

酒吧小姐等，而醫生、科學家等專業工作不適合女性，女性也比較重視外表，

認為愛美是女性的專利，且會嘲笑愛漂亮的男性為「娘娘腔」。另外，「一家

之主」應為男性，若為女性將會較無安全感，而且女性比較愛花錢，此外也

發現四年級兒童對於性別刻板印象較六年級兒童無招架之力。 

其他刻板印象還包括種族、族群、文化等，美國許多研究皆發現其國內

媒體對於少數族裔仍再現太少，或缺少多元族裔間正向交流、互動的情節，

或仍飾演刻板化的角色，如由黑人扮演丑角、或將原住民女性當作穿著性

感、裸露的性對象呈現，由拉丁裔扮演低技能需求的勞工角色等，而與白人

相較，少數族裔仍少有機會擔任主要角色（Children Now, 2001; 2000; 

2003）。而如此重複而一致的訊息則對兒童產生明顯的影響，研究發現兒童

對電視上的白人角色較能有正向的態度連結，但對非白人角色則否，甚至認

為在加拿大有 95%的原住民裔加入幫派，即使實際數據顯示僅有 3%(media 

awareness network, 2008)
 10。另外，一份針對美國地區性與全國性的電視新

聞研究則顯示，新聞報導中的青少年，多半為男性，出現的場景脈絡最多為

學校，其次就是犯罪，且最常被呈現為暴力事件的犯罪者或受害者，而有關

青少年個人傑出表現的新聞卻很少，有也集中在體育方面；而單就青少女而

言，新聞多集中在家庭與生活形態的議題上，單就種族而言，非白人的新聞

有半數(52%)為犯罪議題（白人為 35%）(Frameworks Institute, 2005)，由此

可見電視新聞再現的青少年形象非常單元，青少年不是在學校就是在犯罪，

且非白人更常犯罪，這些都將使未能與青少年有直接接觸的成人對其有負面

的刻板印象，並強化種族刻板印象；此外，青少女則多關注家庭與生活形態

方面的事情，完全與性別刻板印象符合。在加拿大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因為

媒體大幅報導有關高中校園射擊、盜竊、青少年幫派等事件，使得青少年面

對更重的刑責，甚至比犯下類似事件的成人還重，即使實際青少年犯罪的數

據正逐年下降(media awareness network, 2008)
11。 

從上述研究可見，媒介再現確實無法等同於社會真實，且媒介再現刻板印象

確實存在，也實際引發後續的連鎖效應，無論是在兒童對特定族群或自我的認

知，或是兒童與環境的互動等方面，這些偏頗、誇大不實的媒介訊息都對兒童的

生活甚至未來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尤其在族群益發多元的台灣社會中，對多元

                                                 
10

 

http://www.media-awareness.ca/english/issues/stereotyping/aboriginal_people/aboriginal_impact.cfm 
11

 

http://www.media-awareness.ca/english/special_initiatives/toolkit/stereotypes/youth_stereotypes_news.

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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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族群的尊重更為重要，近幾年來，各大媒體曾多次報導原住民、東南亞與

大陸籍的外籍配偶與移工、新台灣之子等族群的負面新聞，無論是成年人捲入犯

罪事件，或是因為對成年人的偏見，而引發對其文化或子女的疑慮，這些對將成

為與該族群互動的障礙，當然也更易因不瞭解而深化負面刻板印象。此亦引發進

行本研究的第二個動機，特別重視媒介再現刻板印象對兒童的影響，並希望能培

養兒童面對媒介訊息時的反思能力，也讓兒童能以多元觀點看待世界，瞭解進而

尊重自己與他人。  

三、媒體素養教育 

上述的種種媒介再現刻板印象對閱聽人的影響確實是可以被干擾、中和、平

衡，甚至破除的。若閱聽人就像學習識字一般，也同時接受媒體素養的訓練，「知

道得越多，就看得越多」(the more we know, the more we see)（Natharius, 2004），

閱聽人就能夠發揮其主體能動性，以積極的回應取代消極的接收，能夠具有接

近、分析、評估甚至產製媒體訊息的能力，則能夠看清媒體訊息的本質，也能夠

深入思辨訊息背後的含意與其身處的結構與脈絡，最後不但能免於媒介訊息的侵

擾，更能以一己之力平衡或改變媒介環境；於是，對於本研究的主軸－「刻板印

象」議題－也能夠有完全的思辨與反擊能力，不但能夠辨認出刻板印象的存在，

還能顛覆刻板印象，為擔負刻板印象烙印的族群發聲。在新世代的民主社會中，

如此獨立思考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致關懷全球化議題本是身為公民應該具備

的能力，因此跨媒介的媒體素養能力也應與傳統文字素養一樣受重視，而這種能

力也有賴媒體素養教育的實施。 

Masterman(1985)談及為何需要媒體教育時，提出了媒體素養必須馬上進行

的七個原因： 

1. 媒體在現代社會的高飽和與高消費。 

2. 媒體在意識型態上的重要性，與身為意識工業(consciousness industry)

的影響。 

3. 資訊產製與管理的成長與散佈正經由媒體進行。 

4. 媒介不斷滲透進入核心民主過程。 

5. 視覺溝通與資訊在各領域的重要性增加。 

6. 教育學生如何符合未來的需求。 

7. 來自全國、國際的私人化資訊快速增長的壓力。 

Masterman主張現代兒童花在看電視的時間已經等於或多於在學校上課的

時間，而人們的媒介使用經常與其他活動交織，即使不在進行一個主要的媒體活

動，也常將媒體活動作為第二或第三活動，甚至與他人對談時以媒體內容作為談

話主題，因此媒體活動已與其他活動、其他人混雜，形成一個媒體高度飽和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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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可見媒體不再只是一個「物件」，而是一個「環境」。另外，現代媒體不只

提供資訊和娛樂，還有重大的文化功能：社會知識的選擇性建構與供應，成為現

代人的知覺與想法的型塑者(shaper)，提供看世界與瞭解世界的方式，將事件的

「部分」投射成「全部」，形成一種「客觀性」的迷思，並製造出有特定意向與

偏好的觀眾（例如偏好特定品牌、支持特定政治候選人的政見），能夠掌握提供

人民訊息的工具（媒介），就掌握了政治力量，是一種「意識工業」，閱聽人則在

這樣的環境下進行參與民主、認識並與世界互動。最後，因為資訊的全球化與新

傳播科技的低門檻，現代公民必須經常在龐雜的資訊中遊走與行動，所以資訊處

理能力也是現代學生迫切需要的能力之一。這些都可見得個人對於媒介再現的省

思是身為現代公民的基本能力，無論是接觸哪一種媒介科技，或哪一個族群或國

家的內容，而個人運用媒體探究和參與民主的能力也同樣受到重視。 

美國媒體素養聯盟(AMLA, Alliance for a Media Literate America)綜合整理北

美主要媒體素養教育推動機構（包含 CML、Project Look Sharp、AML、Insighters 

Educational Consulting）對於媒體素養的定義、概念與前提之後，發現其中一個

共通的主要原則即為媒介訊息的「建構性」(constructedness)，各主要機構皆以「所

有媒介訊息皆為『建構』而成的」為前提，強調媒體訊息受到媒體形式、閱聽人、

內容與意圖方面的影響：在形式上有自己的語言系統、技術與特徵，在閱聽人方

面因個人背景不同有差異性的解讀，在內容方面無論媒體明示與暗示的訊息皆內

含觀點，且每則媒介訊息都有其製作目的；再由這些論據為出發點提出媒體素養

的意義與目的12。由此可見瞭解「媒介再現」的樣貌與其影響因素對媒體素養教

育的倡導與進行實為基礎且不可或缺的一環。 

另外，根據 Aspen Institute 的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 會議報告(1992)，一個具有媒體素養的人，應具有「解碼、分析、評估

與產製印刷與電子媒體訊息的能力」，其基本目的就是讓人對各種形式的媒體都

有反思的自主性 (critical autonomy)。報告中指陳媒體素養教育的幾項共通原則： 

� 媒體訊息是建構而來，且建構真實。 

� 媒體具有廣告的、政治的與意識型態的暗示。 

� 形式與內容在每個媒介訊息中都是相關的，因其皆含有特定的美學、文

化符碼與成規。 

� 接收者在接收時，會與媒介訊息協商意義。 

� 過程導向的：學習過程體現教育概念、重經驗與民主。 

� 強調批判思考，以探究為基礎(inquiry-based)。 

� 強調與生活經驗結合，是跨學門與跨課程的。 

                                                 
12

 Core Principles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Comparison Chart of 

Definitions & Concepts. At www.AMLAinf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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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媒體教育應包含幾項要素： 

1. 培養分析能力（analyze，消費媒介訊息的技巧） 

瞭解閱聽人接收媒介訊息時有與其協商意義的能力，而在協商的過程終

將受到閱聽人（基模、教育程度、性別、年齡、種族、使用方式等影響因素）、

文本（媒介載體、符碼與成規、敘事方式、使用科技、隱含的意識型態與價

值等）與文化（政治、經濟的氣氛、公眾氣氛等）等三方力量的交互作用影

響。 

2. 深入探討能力（augment，使用媒介訊息的技巧） 

使用器材（如電腦、錄影帶等）尋找額外資訊的能力。 

3. 影響能力（influence，產製媒介訊息的技巧）。 

能夠改變訊息的意義或影響力，例如當看到某則訊息後，能夠應用手邊

的軟、硬體資源製作自己的訊息傳散，以造成影響力。 

由此可見，透過媒體素養教育，可以養成學生批判反思的能力，對於鎮日在

螢幕間遊移的「螢幕世代」而言，媒體素養教育可使其具有分析、評估媒介訊息

的能力，也有運用媒介深入探討的能力，並能夠運用媒介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並在過程中學會尊重與溝通，體現民主價值。此亦為本研究動機之三，希望能藉

由媒體素養教育來使兒童察覺、辨識並進而影響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而如此的能

力與觀點養成，也將進一步使未來的訊息產製與傳遞能夠跳脫既有的結構框架，

而更趨於平衡，也使多元文化與與族群能夠和平共存，減少負面刻板印象影響個

人認知，甚至政策執行，而讓特定族群持續遭受不平等對待等事件發生的機會。

另外也可以發現，「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其實涵蓋了許多媒體素養關懷的面

向，能夠完整地學習到所有媒體素養要素及其所對應的能力。 

而在實踐方式上，我國教育部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民

91）中開宗明義揭示「媒體是第二個教育課程」，認為現代青少年與兒童接觸媒

體的時間僅次於學校，媒體可說是第二教育體制，青少年與兒童也在大量的媒介

化資訊(mediated information)中建立世界觀與價值觀。然而這些媒介化資訊，因

其所具備的特質－並非真實反應世界；皆經過篩選與包裝、選擇與組合；受到守

門人或政治、經濟影響；其科技特質影響表現形式與內容；閱聽人是媒體工業下

的商品－而對青少年與兒童的身心發展都有深遠而重大的影響，也在這個前提

下，提出現代公民應具有六種基本傳播權：知的權利、傳佈訊息的權利、討論時

政的權利、保護個人隱私的權利、個人近用媒體的權利。在國小階段的學校教育

政策上則主張「融合統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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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內容：將媒體素養教育納入九年一貫重大議題，融入各科教學與彈

性課程時間。 

2. 教材發展：發展和編撰九年一貫媒體素養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和重大議

題的教材、教學手冊、教具、學習手冊和評量。 

媒體素養教育在世界各國的發展，也以納入正規教育體系為主要趨勢。英國

最早將之納入正式課程，澳洲、加拿大也發展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課程，美國則

在近幾年將媒體素養融入義務教育現有課程內，美國全國傳播學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並發表了適合 K-12教育的媒體素養準則，另

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提出「媒體教育應盡可能的在各地成為國民教育課程的

一部份」（吳翠珍、陳世敏，2007）。 

由此可見媒體素養教育不僅受到各先進國家的關注，並認定媒體素養對於生

活在全球化與數位時代浪潮下的老師與學生而言，是一個必須與傳統文字素養般

受到重視的基本能力，而媒體素養融入式教學更已成為國際發展趨勢，將學校視

為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場域之一，並與其他學科知識息息相關。此亦為本研究動

機之四，認為在正規教育體系中發展與推動媒體素養教學著實大有可為，也讓學

校教育能夠跟上社會、時代的變化，培養學童在現代社會中迫切需要的資訊處理

能力。 

四、教學指引的重要性 

研究者因為長期參與媒體素養研究室的師資培育13與研究工作，接觸許多國

小現職教師，而由於研究領域與教育有密切的關係，也認識多位從教育領域跨界

來到政大傳播學院修課，並以「媒體素養教育」為主要研究興趣的學長姊。而在

明日談話中發現，國小教師似乎相當倚賴教科書出版商提供的「教學指引」（或

稱教學手冊），常會從中尋找相關的授課資訊、步驟與議題，再以此發展教學活

動。此亦為本研究動機之五，當媒體素養教育強調以融入式教學為主要方式時，

研究者相信「教學指引」是有效的著力點，在可進行融入教學的單元課程裡提供

教師實施媒體素養教學的議題、方式與相關的資源連結等建議。尤其目前由出版

商研發而成的教學指引，主要是從課程內容出發，作為原有內容的輔助，無法強

化課本內容資訊，當然更無法透過教學培養學生課本以外的能力與觀點，倘若從

媒體素養觀點切入進行教學指引的設計，便可從原有的課程內容出發，除了強化

原定課程目標的學習之外，還可提升學習內容與學生生活的連結，更可達到媒體

素養教學目標，除了培養學生有多元觀點、更能成為主動的閱聽人，做好成為一

個「批判公民」的準備。這是由教科書出版商提供的教學指引，所無法達成的。 

                                                 
13

 研究者現為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的研究助理，並參與多場由媒體素養研究室舉辦或協辦的種子教師研習營，包括 94年 5月「宜蘭媒體素養教師研習」、96年 1月「高中社團教師媒體素養教育研習營」、96年 7月「國中小暨高中教師媒體素養教育暑假研習營」、97年 1月「國中小暨高中教師媒體素養教育寒假研習營」等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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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是以教學指引的方式來呈現，與能力指標（如兩性教育能力指標）

或原則性的建議（如英國 BFI 組織發展的教師手冊）相較，對於教學內容會有更

為具體的建議與描述，希望對於台灣的現職教師來說有更實質的幫助，因為目前

媒體素養教育在台灣仍在起步階段，在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多場種子教師的研習

營中即可發現，許多國小教師對於媒體素養的概念還不熟悉，但仍表達高度的興

趣，也認同在國小階段實施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只是害怕無法將媒體素養知識

順利轉化、實踐於平常的教學上，或將造成平日教學的負擔。研究者認為，教師

們在幾天的研習課程中也許已瞭解媒體素養基本概念，但離開研習會場之後其他

資源仍然不多也獲取不易，無論是更為深入的知識、可用的教材資源，或對議題

的敏感度等等，當資源不足時，在轉化知識與設計融入教學上，自然有很大的障

礙，並造成教學的負擔。因此本研究希望發展出教學指引應具備的資訊架構，則

未來以教學指引的方式呈現，能提供教師們較為具體的教學建議，順利轉化媒體

素養知識，並能辨識出可連結的議題類型，然後可以輕鬆的進行融入式教學活動

設計，在不造成教師們額外的負擔的基礎上，讓媒體素養教育得以開展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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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架構與架構與架構與架構 

壹壹壹壹、、、、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誠如第一節所示，有鑑於媒介再現刻板印象對兒童的實質影響，本研究最終

目的在於希望在未來的教學指引中，能夠包含適宜的教學資訊，使兒童能夠覺

察、改善媒介中的刻板印象，並發聲以平衡刻板印象；亦即有覺知、反思、批判

媒介訊息的能力，並轉移、產製媒介訊息的能力，涵蓋了《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

皮書》所揭示的媒體素養核心概念大部分的面向，包括認識媒介文本產製訊息的

符號系統與論述方式（媒介訊息呈現刻板印象訊息的方式與特徵），以及身為閱

聽人反思自己與媒介文本的關係（不同背景可能引發的多義解讀），還有思辨媒

介再現隱含的價值與對自己的影響（刻板印象背後的意識型態），和進一步近用

媒介向世界發聲（產製訊息，為弱勢族群發聲，或平衡大眾媒體的觀點）等。藉

由本議題的學習，將全方面的培養媒體素養能力，因此首先將發展出對應於本議

題概念的「教學目標」，這些目標強調學生探究與反思的過程，以及與學生生活

的連結，重視其日常生活中的媒介經驗。再發展適合本議題之融入教學的「教學

指引架構」，亦即以「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為主題，發展「教師指引教學指引」

中應提供與呈現的資訊架構，例如於指引中註明可與課程內容連結的生活、議

題，及關於本議題的背景知識等，並希望能符合國小教師的需求。接著，發展可

於未來的教學指引中提供的「融入教學主題與課程架構」，引導各學習領域的教

師實施融入教學。 

本研究的定位並非去取代原有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指引，而是希望未來能有一

種另類的教育觀點供教師選擇，只需額外付出一點心力，既可豐富原有的課程內

容，還能使學童獲得更為實用而有意義的知識。因此本研究預計扮演國小現職教

師的輔助工具，希望未來以本議題為主軸發展的教學指引，只要參照本研究的設

計，就能達到讓教師在兼顧既有教學指引的課程教授之下，還能同時培養學生具

備批判反思的能力，並使學習過程變得更有趣，且能提升學校教育與社會的關

係，並達到《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主張的最高目的：共同建立「健康媒體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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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架構架構架構架構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 

承上，為達本研究目的，本研究擬進行以下工作，整體架構如圖 1-2所示： 

圖 1- 2、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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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架構與研究流程的說明與規劃如下： 

一、 文獻探討 

根據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文獻，瞭解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內容、形式、意涵

與影響，並歸納出主要的再現方式及牽涉的重要概念。其次，瞭解媒體素養教育

與教學法的核心概念與特色，以及國外主要的推行方式，並依據媒介再現刻板印

象的文獻探討成果，發展出「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核心概念」，及協助思考抽象概

念的「引導問題」。此外，本研究發展教學目標時，也可參考國外推行媒體素養

教育時對各年級的學習規劃，使教學目標適用於不同能力階段的學童。 

二、 教材發展：教學目標、教學指引架構、教學主題與課程架構。 

1. 分析現行國小教科書 

(1) 根據文獻探討的知識基礎，分析現行各版本、各主要領域的國小教

科書14，辨識出可進行融入教學的課程單元，以瞭解目前各學習領

域教科書內容的特性及實施本議題融入教學的需求與特色，並依此

設計各學習領域的主題與課程架構，如此便可引導各學習領域的教

師擬定課程計畫。 

(2) 教科書分析的工作將可發現不同年級的課程因學童的認知發展而

做的規劃，如此也有助於教學目標的發展，使教學目標符合能力分

層的概念，日後可於各年級推行。 

2. 分析現行之教學指引 

(1) 分析及比較由國內教科書出版商自行發展的教學指引，和國外媒體

素養推廣組織設計的教學指引，並發展「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教學

指引架構，以符合國內教師的需求。 

(2) 另外，由於媒體素養教育性質的特殊性，其教學指引的形式與內涵

可能與現行版本在設計理念上迥異，因此，亦將找出期間的差異所

在，並在教學指引中提供教師入門的認知地圖，協助教師理解媒體

素養教育的理念，並能在使用教學指引時，快速的上手。 

除了探討教學指引架構，發展出適合本議題教學的骨架之外，其他各項工作

的結果，皆將成為發展教學指引範本的基礎，使教學指引的評鑑工作得有具體的

示範內容可參考。 

三、 設計「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教學指引範本 

依據前述知識與文獻探討的結果設計一教學指引範本，以供專家進行評鑑工

                                                 
14

 教科書分析範圍界定，請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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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能有具體的參照，讓專家能清楚瞭解教學指引架構中各項資訊欲表達的內

涵。 

四、 課程材料評鑑：專家評鑑 

將教學指引範本送交專家進行評鑑，評鑑目標在於教學目標與教學指引架構

的適切性與可行性。 

五、 課程改良：根據專家評鑑的結果修正教學目標與教學指引架構。 

承上，本研究流程如圖 1-3所示：

2.「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教學指引」 

分析 發展 

  (1) 教科書 � 教學目標 

  (2) 教學指引 � 設計理念 

� 指引架構 

� 教學主題與

課程架構 

圖 1- 3、研究流程 

1. 文獻探討 

5. 課程改良： 

改良「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教學指引」

教學目標與架構 

4. 課程材料評鑑：專家評鑑 

� 媒體素養專家 

� 國小現職教師 

3. 設計「媒介再現刻板印象」 

教學指引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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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研究者日前以「刻板印象」與「媒體素養」、「媒體識讀」為關鍵詞，在「國

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搜尋相關的博碩士論文與期刊資料16，發現近來國內以國

小為對象進行的「刻板印象」相關研究，共可分為四大類： 

1. 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教師本身對刻板印象教師本身對刻板印象教師本身對刻板印象教師本身對刻板印象的知能與態度的知能與態度的知能與態度的知能與態度，，，，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實施相關教學實施相關教學實施相關教學實施相關教學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如

《高雄縣國小教師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與性別平等教育教學實踐之

調查研究》（林佳慧，2006），或《國民小學教師對學生性別角色的刻板

印象與兩性平等教育實施態度之研究》（蔡端，2003），及《國小教師對

於傳遞兩性平等教育之研究：以訪談八位、觀察二位國小教師為例》（陸

穗璉，1997）等。 

2. 以某特定面向之刻板印象為主軸以某特定面向之刻板印象為主軸以某特定面向之刻板印象為主軸以某特定面向之刻板印象為主軸（（（（如性別或職業刻板印象如性別或職業刻板印象如性別或職業刻板印象如性別或職業刻板印象）））），，，，針對國小針對國小針對國小針對國小

教科書或其他與兒童教育相關教科書或其他與兒童教育相關教科書或其他與兒童教育相關教科書或其他與兒童教育相關的的的的文本文本文本文本（（（（包括兒童畫包括兒童畫包括兒童畫包括兒童畫、、、、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兒童文學兒童文學兒童文學兒童文學、、、、

校刊校刊校刊校刊等等等等））））內涵進行分析內涵進行分析內涵進行分析內涵進行分析。。。。如《1989-1999年台灣地區兒童圖畫書中兩性

角色之分析研究》（陳珮琦，2000），或《國小學童性別觀之分析－以高

市國小校刊學生作品為例》（黃菀貞，2005），或《國小教科書性別角色

內容分析－以語文領域為例》（粟慧文，2003）等。 

3. 國小學生對某特定面向的刻板印象國小學生對某特定面向的刻板印象國小學生對某特定面向的刻板印象國小學生對某特定面向的刻板印象，，，，其知覺與態度其知覺與態度其知覺與態度其知覺與態度、、、、知覺的來源與受到知覺的來源與受到知覺的來源與受到知覺的來源與受到

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如《彰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性別刻板印象與性態度調查研究》

（陳志盛，2004），或《家庭生活中父母影響兒童性別角色發展之探討

研究》（莊詩弦，2006），及《國小學童對電視廣告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解讀之研究》（陳式瑩，2004）等。 

4. 發展教學活動對某特定刻板印象進行輔導發展教學活動對某特定刻板印象進行輔導發展教學活動對某特定刻板印象進行輔導發展教學活動對某特定刻板印象進行輔導，，，，或探討相關教學的實施狀或探討相關教學的實施狀或探討相關教學的實施狀或探討相關教學的實施狀

況況況況。。。。如《利用繪本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研究－以台北市某國小一年

級學童為例》（王文玲，2006），或《生涯團體輔導方案對國小兒童生涯

成熟、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生涯覺察與職業自我概念輔導效果之研究》

（蘇鍛佩，2002），及《國小三年級性別平等教育融入閩南語課程教學

之研究》（黃麗淑，2003）等。 

其中文獻數量最多的為第四類，其次依序為第三類、第二類，第一類最少，

足見發展媒體素養教學活動，以及將媒體素養納入正式教育體系的重要性及受到

關注的程度。然而，仔細觀察其研究的議題可以發現，將近八成為「性別角色刻

板印象」，「職業刻板印象」僅為個位數，且多與「性別」議題連結，談及原住民、

                                                 
16

 分別在 2008年 3月 10日於博碩士論文資料庫，與 3月 13日於中國民國期刊篇目資料庫，進行以「刻板印象」和「媒體素養」、「媒體識讀」為關鍵字的資料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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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或勞工等刻板印象更少。再將之與教育部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

部，民 89）17對照發現了有趣的巧合，即在課綱於民國 87公布，並決議將包含

「兩性」等重大議題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之後，以「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為主題而

進行的教學研究論文便開始有明顯的增加，然而，雖然課綱中也同時提及「人權

教育」，但原住民、外籍配偶與勞工或其他族群議題卻仍被忽視，尤其雖然「人

權教育」中提及兒童的權利，但兒童的媒介再現的相關文獻卻極為罕見。然而，

本研究認為各種族群議題皆須受到同樣的重視與關懷，尤其當大眾媒體常強調原

住民、外籍配偶與勞工的刻板印象，而媒介中兒童與青少年的形象也有嚴重的偏

頗時。因此本研究擬聚焦於目前仍少有人深入探討的各種族群議題，希望能喚起

國小教師與其他研究者的注意。 

第二，雖然教科書作為傳遞知識的媒介，同樣也隱含主導階層的刻板印象與

意識型態，但本研究將不進行這方面的分析，而是希望能藉由讓學童反思日常的

媒體經驗，習得媒體素養能力，在這個狀態下，能夠漸漸轉化到生活其他面向，

包含教科書在內的所有各種媒介內容；而媒體素養融入式教學的設計，自然也可

在教學過程中彌補教科書較為單元的觀點，拓展學童的視野與思考方向。 

第三，「資訊教育」也僅著重在電腦與網路技術性的使用教學上，其他學生

亦經常接觸的媒介，尤其是電視、動漫畫等卻沒有討論，當然與媒體素養相去甚

遠，而如手機、MP3等新傳播科技，無論是技術使用或是使用規範與倫理也都

沒有涵蓋。 

其次，「媒體素養」、「媒體識讀」相關研究則可分為以下三大類： 

1. 媒體素養教育的媒體素養教育的媒體素養教育的媒體素養教育的實驗教學設計與評估實驗教學設計與評估實驗教學設計與評估實驗教學設計與評估，，，，及及及及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如《媒體近用之概

念在國小高年級視覺藝術教學之應用：以台北縣石碇鄉蚯蚓坑為例》（張

淑華，2006），或《利用媒體實施國小學童美感教育的教學研究》（廖玫

雅，2004），及《媒體素養教育融入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第四階段

能力指標與課程發展雛議》（白佳麒，2005）。 

2. 國小教師對媒體素養的知覺國小教師對媒體素養的知覺國小教師對媒體素養的知覺國小教師對媒體素養的知覺、、、、知能與態度知能與態度知能與態度知能與態度。。。。如《台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

對媒體素養教育知覺之研究》（郭佳穎，2006），或《國小教師電視素養

知能之研究》（馬瑜婷，2007）。 

3. 國小學生的媒體素養程度國小學生的媒體素養程度國小學生的媒體素養程度國小學生的媒體素養程度。。。。如《國小高年級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以彰

化縣為例》（黃孝明，2005）。 

其中第一類的文獻數量最多，其次為第二類，第三類最少。然而必須注意的

是，有些文獻限定了「媒體素養」範圍－電視素養，或資訊素養，對國小學生媒

體素養的調查，也以網路或電視為主，這表示電視與網路為較受到國內研究者關

                                                 
17

 資料來源：http://teach.eje.edu.tw/9CC/temporary/temporary-a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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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媒體素養面向，國內部分研究也習慣將媒體素養以媒體的頻道或平台特色作

區隔。本研究主旨「媒體素養」係為一套任何媒介平台都適用的能力，即使在新

的數位時代中，某些新傳播媒體可能較受閱聽人歡迎，或較常使用，但在研究背

景中已有許多數據證明，新的「螢幕世代」眼前所看到、耳邊所聽到的，是所有

觸手可及的媒介，媒介已是一種「環境」，無法用特定類別來區分。 

此外，本研究同時以「媒體素養」與「媒體識讀」為關鍵詞搜尋，係因目前

媒體素養此一學術領域仍未有正式而統一的名稱，因此教育部出版的《媒體素養

教育政策白皮書》，強調媒體素養的「能力」狀態，而以「素養」名之，然國內

仍有許多學術組織稱之為「識讀」，其主張與「素養」在立論與教育觀點上有些

微的差異，然其關注的焦點仍是殊途同歸。本研究則以「素養」為主，廣泛的涉

及對於媒體的聽、說、讀、寫能力，亦即兼顧閱讀、理解、分析與產製任一面向，

且將應對媒體現象的能力視為公民整體教育的一環，於正規教育中培養學生面對

民主社會的基本能力。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強調除了「性別」之外的多種刻板印象面向，包括種族、

族群、國家與文化，及兒童再現等，以補目前國內研究之缺，並著重在「媒體素

養」教育與教學活動的發展，關注的是融入在現行課程中的教學，並培養學生對

多元文化的尊重。而如此的關懷，在現行正規教育體系中，除「性別」教育為「六

大議題」之一，其他則是在「多元文化教育」中提及「刻板印象」與「多元文化」

的尊重18；可見目前的國小教育已注意到這個面向，只是缺少了對於「媒體」層

面的討論，而本研究正可補國小教育之缺，使學習更為完整。 

 

 

 

 

 

                                                 
18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即為讓學生「從認識自己的文化開始」，從而「理解並尊重其他文化」，並促成「文化多元觀」，同時彌補傳統教育的缺憾（黃政傑，民 87）；而本研究主張的「刻板印象議題」媒體素養融入教學，則是希望能夠培養學童面對媒體內容時的獨立思考能力，避免受到主流文化的影響而對特定族群的人、事、物有偏見甚至歧視，或影響自我認同與人際關係，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和目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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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綜合以上研究動機、目的與架構的闡述，在此對關鍵名詞先做簡要的說明： 

一、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 

媒介再現，係指媒介訊息並非像鏡子一般，投射、映照出社會的真實面貌；

相反地，媒介訊息由人創作而成，並在個人主觀，或組織的特殊訴求與考量之下，

經過層層的過濾與篩選，最後的產出已非社會真實的原貌，更隱含了價值與意識

形態。 

刻板印象，則指人們處理資訊時的認知捷徑，在面對大量的外來訊息時，能

快速的將資訊分類處理，分類的依據則來自社會學習過程中所學得的社會價值與

共識。媒介訊息的創作者從其主觀與經驗出發，在市場需求的考量之下進行創

作，無法避免地受到自身刻板印象的影響，更常為了加速閱聽人的理解、強化其

情感的投入，採用一般大眾認知的刻板印象（無論是符號使用或敘事策略）。因

此，媒介再現經常隱含刻板印象，而本研究則以國家、族群、兒童與青少年、老

人等議題為重心。 

二、 媒體素養教育 

媒體素養教育，強調應對媒體訊息的能力養成，主張培養現代兒童探索、分

析媒體訊息，進而善用媒體表達自己、影響社會的能力，使兒童能夠獨立思考，

未來能成為批判公民。依據國外經驗，融入正規教育體系為最佳的推行方式，在

學校中與一般的教學結合，連結學科知識與學童經驗，或是用媒體來深化學科能

力的學習，並在學習過程中體現民主價值。本研究便希望以媒體素養教育來培養

學童面對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能力，藉由融入教學的規劃，轉化學童的刻板印

象，因此以「教學目標」與「教學指引架構」與「教學主題與課程架構」的發展

為研究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