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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為能夠充分瞭解大眾媒介的再現中所存在的種種刻板印象，對於來自背景與

社會脈絡互異的兒童所造成的影響，必須從大眾傳播研究以及兒童認知與學習研

究等兩個領域切入探討兒童與媒介之間的關係，對大眾媒體、媒介再現與其社會

化功能，和兒童三方都進行瞭解，才能完整描繪出兒童與媒介關係的知識地圖，

清楚認知兒童與媒介之間難分難捨、撲朔迷離的關係。此外，還需瞭解媒體素養

教育的內涵，以發展適合兒童的媒體素養教育教材。 

從傳播學的角度，Lasswell(1948)最早以口語形式提出傳播模式，含納訊息

傳播路徑中的各個元素：傳播者�訊息�媒介�頻道�接收者�效果，此模式常

因其過於簡單（例如單向、線性的傳播過程，與視閱聽人為被動接收訊息者等）

而受到爭議，但即是如此，至今對其仍有相當廣泛的應用，後世常以此模式用在

組織與建構傳播的相關討論與研究，或以此劃分傳播研究的領域（例如內容分

析、閱聽人研究等19），Braddock(1958)再加入了另外兩個可供探討的層面：傳播

情境、傳播目的，但仍缺乏傳播行為中受眾回饋的的影響。(McQuqil, Windahl, 

1993) 

傳播學隨著時代演進，幾經演變，從肯定傳播方強力而準確的效果（如宣傳

研究），至接收分析學派的開創者－Hall(1973)提出「製碼」與「解碼」模式後，

強調文本與閱聽人的互動性，視閱聽人為主動的訊息接收者，而訊息本身是開放

而多義的(polysemic)，訊息的詮釋依閱聽人的接收脈絡與文化背景有所差異；

Morley(1980)則完成接收分析的經典研究，同時研究傳播過程中的製碼與解碼兩

端，並將閱聽人分為「優勢」、「協商」與「對立」三種解讀型態（翁秀琪，1998；

McQuail，2001）。此學派重視媒介閱聽人在接收訊息時如何受到背後的社會結構

因素影響，如何將各自因背景而來的先備知識帶入媒介訊息接收與詮釋中。 

歸納上述傳播研究要素，可以發現不脫傳播者、訊息、受眾與效果等元素，

而本研究的主題為媒介再現中的刻板印象，因此將對大眾媒介再現內容（訊息本

身）、兒童收視者（受眾），以及兒童與訊息的互動影響等面向進行文獻探討。 

另外在兒童認知發展與社會化方面，GL, Berry & C, Mitchell-Kernan(1982)_

提出評估電視影響弱勢兒童認知與情意發展的概念架構，分為三個面向──電

                                                 
19

 以翁秀琪的《大眾傳播與實證》(1998)－為例，書中第八章「傳播者研究」含納守門人理論、新聞室的社會控制、新聞價值、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化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真實、媒介霸權論等多個傳播研究主題，而第九章「閱聽人研究」則介紹了文學批評、文化研究、使用與滿足研究與接收分析研究等不同學派的閱聽人研究。而由羅世宏譯著的《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一書中，也以此模式的價頭來闡述大眾傳播媒介研究的分類(1992, p.451-452)；McQuail 在其《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一書也以此六個元素作為「傳播理論與研究的主要問題」的分類（陳芸芸、劉慧雯譯，200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2

視、兒童與其他社會化機構，三個面向彼此之間互相影響，沒有一個面向是純然

主動或被動，電視影響兒童，兒童也影響電視經驗，同時兒童與電視之間的互動

又受到其他社會化機構的影響，其 Television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Minority 

Child 一書的敘述脈絡即包含了電視中關於美國境內各弱勢種族刻板印象的再

現、弱勢兒童看多少電視及看什麼電視節目，和兒童如何接收與詮釋訊息及其受

到兒童本身特性與背景的影響等。其關係如圖 2-1所示： 

 

 

 

 

 

 

 

 

 

 

 

 

 

 

 

 

 

承上，本研究亦將從社會化與兒童認知發展方面的相關理論與研究探討兒童

與電視的關係。若將其放在傳播學研究的脈絡中，首先對於電視等大眾媒體的媒

介再現為傳播訊息端，需探究媒介再現的意涵與對訊息接收者（一般閱聽大眾）

的影響，以及媒介再現與刻板印象的關係，並探討主要的文本檢視與分析方式，

及與媒體素養教育的關係。其次，從兩個面向切入探討兒童領域，一方面視兒童

為社會行動者，討論在社會中與環境互動之下，其刻板印象的學習過程，以及在

社會化過程中重要他人（包括家庭、學校教育、同儕等）的角色，及其與刻板印

象形成的關係；另一方面，視兒童為為閱聽人端，探討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訊息對

兒童的影響，並歸納出「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主要方式，及重要的核心概念。

第四則從學校教育的角度，分析作為關鍵社會化機構之一，媒體素養教育可以在

學校中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功能，對學童可有什麼影響，而教師又可如何運

用。最後，進一步探究媒體素養教育在本研究議題上可達成的目標，並發展本議

(GL, Berry & C, Mitchell-Kernan, 1982) 

圖 2- 1、電視、兒童與其他社會化機構的關係 

TV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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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教學可達成的教學目標。因此，本研究文獻探討架構如圖 2-2所示： 

 

 

 

 

 

 

 

 

 

 

 

 

 

 

 

圖 2- 2、文獻探討架構 

� 身為行動者 

� 身為閱聽人 

�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幾個主要議題 

�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主要方式與重要概念 

�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核心概念 

第一節、訊息： 

媒介再現 

� 媒介再現相關理論 

� 媒介文本研究案例與

研究方法 

� 媒介再現與媒體 

素養的關係 

第三節、教育者： 

媒體素養教育 

 

� 概念與教學法 

� 媒體素養教育目標 

� 發展適齡的教學目標 

�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

教學目標 

 

第二節、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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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媒介媒介媒介媒介再現再現再現再現 

當視媒介訊息為「再現」，即對應於媒介反映論，認定在媒介訊息世界之外，

仍有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真實，而媒介訊息以媒介符號作為中介物，經由對

符號的加工處理過程再度呈現媒介真實之外的真實世界。從「真實存在」的真實

到閱聽人眼前看到的媒介真實，通過了各種媒介符號（如語言、聲音、影像）的

中介，經過了媒介符號的選擇、組合過程，所以不可避免的會受到訊息產製者的

價值與意識型態左右；而為使媒介訊息得以指涉真實世界的參照物(referent)，並

發揮表意功能，因為與社會真實有對應關係，媒介符號看來「逼真」，也使藉由

其傳遞的訊息看來像是自然發生，使其中的意識型態隱而不顯，也使閱聽人無法

察覺，甚至是號稱公正客觀的新聞媒體，也會在其專業意理的作用下，實質上隱

含了宰制階級的意識型態，但卻披上客觀寫實的外衣。主流意識型態的危險在

於，其具有規範、約束作用且牽涉權力配置，以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來說是「掌握

生產工具的人，同時也掌握生產心智的工具」，在潛移默化之下引導人的意識，

且意識型態又帶有「扭曲」的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狀有「錯誤認知」，本研究

探討的「刻板印象」即為其中之一，在媒介訊息長期、重複對特定族群以偏蓋全

的描繪之下，模塑了大眾對該族群的認知，當然也影響相應的態度與行為，從而

再度強化、鞏固該刻板印象，也再度確立了社會結構。 

此外，媒介再現的概念也主張所有的語言表述（包括文字、影像及其他象徵

符號），都是媒介用來指陳意義的媒介物，但符號並非中立透明，為賦予事物意

義，為產出製碼者欲求的特定意義，無論文字或影像，皆被賦予特定的價值，符

號也依彼此之間的相對關係形成獨特的符號系統，製碼者在其所在的社會結構位

置上，以各種方式揀選、組合符號，以構連社會事實來陳述意義的同時，已然在

其所欲表達的事件之外，同時傳遞了弦外之音。這個過程可以稱為「指意」

(signification)，在媒介研究上，以符號學、內容分析與敘事研究等方法為主，以

使媒介訊息「去自然化」，這同時也是《媒體素養白皮書》所揭示的媒體素養核

心概念中「瞭解媒體訊息內容」與「思辨媒體再現」欲培養的基本能力（教育部，

2002），及 AMLA提出的媒體素養教育核心原則中的第一項原則：「媒體素養教

育要求對於我們接收與創造的訊息能夠積極質詢與批判思考的能力」所欲培養的

「分析媒體訊息時要問的問題」的能力。 

承上，本節將分述再現、意識型態的定義、概念，並檢視媒介再現意識型態

的實際案例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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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媒介再現相關理論媒介再現相關理論媒介再現相關理論媒介再現相關理論 

一、再現(representation)與真實 

1. 再現的概念 

再現，其英文原文 representation的字意為“showing, the way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hown”20
，或是“the act of portrayal, picturing, or other rendering in visible 

form”21
，或“The act of re-presenting, or the state of being presented again; a new 

presentation; as, re-presentation of facts previously stated.”22
。整體來說，就是對某事

物、觀點或事實，以視覺或其他實際方式的再度呈現或創作，換句話說，亦即「再

現」非「真實」，而是一種「建構」(construction)，「以其自身的正式規則來進行」

(Gill, 1996)。 

在傳播學研究中，「再現」一詞的使用也有與「呈現」做出區隔之意。通過

媒體，客觀世界的事物被「製碼」後在媒體上化為影像、聲音或文字，呈現在閱

聽人面前，是一個從概念到語言的過程，也是從現實世界到想像世界的過程，S. 

Hall提出「再現系統」(system of representation)之說，為表達抽象概念，必需透

過各種符號、論述形成的再現系統，來賦予世界意義，是「透過語言語言語言語言將心中所想

的概念賦予意義」的過程(Hall, 1997)，也可以說是語言創造了真實，藉由語言的

實踐、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發揮，產生了意義。在這樣的過程中，大眾媒體

並非如鏡子般如實的「反映」真實，而是以自身的一套符號系統對客觀現實進行

「再」度呈「現」。 

 Berger(1972)曾強調影像「被操作」的特質： 

所有影像都是人造的。 … …是「一種再造或複製的景象」。是一種「表

象」… …已經從他最初出現和存在的時空中抽離開來… …。 

Berger 指的是傳統藝術畫作與攝影作品，乃至平面廣告；即使是傳統的畫

作，畫家也會精心設計觀看者觀看的角度，整個繪畫世界都為了觀看者的視點而

安排，這也可以對照到傳播理論所說的訊息生產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關係：所有媒

介訊息都是為特殊目的而生產，而當「真實」一旦被生產者紀錄，即與其身處的

脈絡脫離，加上我們的觀看方式，於是這「被紀錄的真實」，「既無法反映現在，

同時也模糊了過去」(Berger, 1972)。 

                                                 20 Cambridge Learner's Dictionary 21 Dictionary.com Unabridged (v 1.1). Retrieved September 03, 2007, from Dictionary.com website: http://dictionary.reference.com/browse/representation 
22

 Webster's Revised Unabridged Dictionary. Retrieved September 03, 2007, from Dictionary.com website: http://dictionary.reference.com/browse/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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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 Berger的說法，Sandra E. Moriaty & Keith Kenny 也強調再現與真實的

差異，及再現的文化層面(1997)
23。Moriaty & Kenny以「再現」為題的相關文獻，

對「再現」進行概念性的探討，他認同 C.S. Pierce對於符號的分類（包括肖像

(iconic)、指標(indexical)、記號(symbolic)），與Wollheim、Goodman、Gombrich、

Wartofsky等人的觀點，認為隨著人的資訊處理過程中的視覺策略，從知覺圖像，

到辨識圖像，而至在認知處理過程中與象徵意義連結，再現對人產生的意義可分

為四個層次，並描繪出再現的地圖，如表 2-1所示： 

表 2- 1、再現的地圖 (Moriaty & Kenny, 1997) 

資訊處理類型 

Type of processing 
肖像 指標 記號 

知覺 

Perception 
X X  

反推 

Abduction 
X X X 

成規 

Convention 
 X X 

認知 

cognition 
X X X 

上圖的第一個層次「知覺」，指的是人在眼睛接觸圖像的時後，會知覺到、

辨認出看到的肖像或是指標圖像，例如男女廁所的高跟鞋及煙斗標誌，或看到感

冒的打噴嚏症狀。第二個層次則指看到圖像，反推成因，例如看到打噴嚏，反推

成因為感冒，或看到玫瑰，反推為愛情的象徵，而這麼階段也受到觀者基模的影

響，視覺影像的接觸經驗將成為觀者的視覺知識庫，並以此對再現作詮釋。第三

個層次為成規，也是文化面向，觀者的視覺慣例(visual praxis)將受到文化影響，

並以此決定所選擇的觀看角度，這時圖像將被文化賦予獨斷的象徵意義。而第四

個層次則是觀者可自由的穿梭在自然感知與文化成規的層次之間，觀者對圖像的

解讀與創作者的預設效果不見得完全吻合，創作者的意圖可能影導觀者的詮釋，

但觀者也會依其視覺經驗做出多義解讀。 

從上述視覺再現的創作者、視覺圖像與觀者之間的關係地圖，可以發現再現

的「從屬性」(ofness)──亦即每一個再現都必有一個對應的目標，可見再現與

真實的關係，即使有其「相似性」(resemblance)，也終究非真實，但無論如何都

與真實有對應關係，且在人的資訊處理過程中，訴諸於人的基模來對人產生意

義，而人的基模則來自於社會集體意識與個人經驗，在下文中將對此詳細介紹。 

                                                 
23

 出自 International Visual Literacy Association 第 28 屆年度會議出版刊物(Cheyenne, Wyoming, 

199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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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ni & Mane（1984，轉引自翁秀琪，1998）也針對媒介再現、創作者與觀

者之間的關係提出「客觀真實」、「符號真實」、「主觀真實」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

如圖 2-3： 

 

圖 2- 3、社會、媒體與閱聽人間的關係（翁秀琪，1998） 

客觀真實指的是客觀存在於社會、發生於社會的人、事、物，例如天地萬物、

一則社會事件、或社會文化現狀，符號真實指以象徵符號型態存在的真實，例如

書本、報章等以文字形式呈現的訊息，或在電視中以各式視覺、聽覺符號存在的

符號世界，在此，也意味著認為媒介世界亦即「符號世界」，充斥著各式各樣的

符號，無論是文字、影像或聲音，一個文字標題、一張新聞照片或一段戲劇影像、

一句話或一段音樂，都是訊息創作者藉由符號來表達想法的方式，所以稱為「符

號」真實；主觀真實則是社會中的個體對真實的主觀看法，由於個體所在的背景

與脈絡各有殊異，因此對於真實的解讀、詮釋也依觀點而有不同，因此稱為「主

觀」真實。 

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為：客觀真實經由媒介以各種符號再現，而閱聽人經由符

號真實來認識客觀真實，形成主觀認識的真實，並進一步對客觀真實做出回應，

成為生活於客觀真實的法則。舉例來說，原住民在台灣人數僅佔總人口數的 2%

左右（內政部，2007），其中花蓮、台東與屏東縣市為原住民佔總人口數最多的

縣市，因此其他縣市的閱聽人較少有親身接觸原住民族群的機會，此時只能經由

媒體來建立對原住民族群的認識與概念，從而形成日後對應原住民相關議題時的

行為與態度，而媒體再現也是根據其文本創作者對客觀真實的認知，從自己的體

會與觀點出發，透過媒介符號的使用來表達心目中的原住民世界，都是創作者藉

符號演繹創造的符號世界。以 2005年亞太固網震驚篇電視廣告為例（如圖 2-4），

廣告創作者便以原住民服裝及講話的腔調來讓觀眾能在短時間內辨識計程車司

機的原住民身份，達到廣告的溝通目的。而觀眾能快速的做出廣告預設的解讀（辨

認出計程車駕駛的原住民身份），表示創作者與觀者的主觀真實高度一致，因為

刻板印象同時影響了兩者對客觀真實的解讀與認定，從駕駛身上的所有符號依照

視覺基模建構與投射出一致的「客觀真實」的「主觀樣貌」。 

 

 

客觀真實 

符號真實 主觀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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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聞與真實 

另外以新聞為例，也難達到完全的客觀，甚至也參與了建構議題、建構真實

的工作。新聞的議題設定理論便主張，新聞媒體在產製新聞的過程中，發揮的守

門的功能，為大眾建構社會事實，而閱聽人則因為本身的興趣或為減低對環境的

不確定性，而接觸新聞，進而受到新聞媒體設定的議題重要性所引導，「告訴讀

者該想些什麼」及「該怎麼想」。新聞的守門過程，簡單來說，就是新聞組織依

照一套標準、規則來選取、過濾出擬進行瞭解、報導的新聞事件，包含以下過程： 

(1) 發掘議題：在這個階段，新聞組織將進行挖掘，特意凸顯、強調以引

起注意，並加以整理、貼標籤並與民眾的關心連結，最後引爆議題的

爭議性，亦即新聞組織建構議題的方法（翁秀琪，1998）。因此，新聞

具有「設定議題」的效應，定義議題，並替觀眾決定「什麼是重要的」。 

(2) 根據新聞價值選擇欲報導的事件：新聞價值包括影響性（影響範圍）、

及時性（新事件）、知名度（名人、重要人物）、接近性（地理與文化

接近性）、衝突性（對立、抗爭等具衝突性的議題）、反常性（不同於

一般日常生活經驗）、時宜性（此刻大眾關心的議題）等，越有新聞價

值的事件被報導的機會與頻率便越高（彭家發等，1997），新聞事件並

在此階段被過濾。 

(3) 新聞框架：「框架」指的是一套涉及選擇與排除策略的認知與詮釋模

式，亦即新聞記者將自己的「框架」帶入新聞事件現場，並依個人經

驗與認知決定新聞如何被呈現，例如採取或排除誰的觀點；然而，通

常這些框架會朝「同一種方向與利益」運作，而使新聞出現偏差，例

如新聞通常不解釋罷工發生的原因，或鮮少報導罷工者的聲音，而讓

人產生「罷工是麻煩製造者所幹出的隨機事件」的印象（Abercrombie, 

圖 2- 4、亞太固網電視廣告震驚篇，影片截圖 

資料來源：亞太固網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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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陳芸芸譯，2004）。 

(4) 處理新聞呈現時的各種技術：包含採訪、寫作與編輯手法。記者進行

採訪工作時也會運用策略來達到新聞客觀性的要求，避免表露意識型

態，或是個人偏見影響，例如在議題呈現上必需兩面或多邊意見並呈，

使用並點出可靠的消息來源，使用中性字眼避免加入記者個人價值判

斷（彭家發等，1997），及電視新聞的客觀鏡頭（如過肩鏡頭、側面鏡

頭）等，這些媒介符號選用只是為達客觀性的包裝，以現今的電視新

聞為例，甚至會使用配樂、音效與主播的肢體語言，和剪接特效來強

化新聞報導的氣氛與情緒。 

由此可見，新聞不可能有「絕對的真實」，從不同觀點出發、以不同符號呈

現，必定會對事件有不同的解讀，也可能影響報導事件的選擇，而參與新聞產製

的過程的媒體人，都是跟大眾在同一個社會接受社會化、型塑社會概念與態度，

因此難免受社會主流意識型態的影響，僅能盡力做到「相對的客觀」，然而對閱

聽眾而言，當事件或議題的地理與文化接近性越遠，越難有親身經驗的時後，就

越依賴媒體來獲得相關訊息與知識，弱勢族群的議題可見度低在議題設定上來

說，就表示該族群議題不重要，而媒體報導的框架一旦有刻板印象，也將影響閱

聽眾對該族群的看法。 

3. 小結 

媒介「再現」，只是「再度呈現」，而非像鏡子般如實映照出世界的原貌，媒

介真實透過象徵語言及其規則產生意義，接合(articulate)社會真實，換句話說，

就如 Hall所主張，大眾媒體將真實「自然化」，「使片段的畫面，形成有意義的

敘事系統，並產生『真實感』」（張錦華，1994），透過對訊息以自身的一套符號

系統進行特殊的設計（如鏡頭運動、版面編排等影像技巧，以及配音、配樂等聲

音技巧），對真實進行「製碼」，對各種符號、元素進行結構化的選取、組合，不

只傳遞既存意義，還使事物產生意義（Hall, 1982/黃麗玲譯，2003），就如同電視

新聞的產製過程以及隱藏其人為操控的府鑿痕跡的作法一樣。 

再現所依循的一套符號運用文法系統──Hall提出的「再現系統」，是由同

一個文化社群的人所共享，是一種社會成規，事物的意義是「被社會賦予的」，

而不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同時也會受歷史、社會變遷的影響而改變，如 Barthes

在神話學中所稱的「迷思」(Myth) 的社會性與歷史性，這也意味著再現與社會

意識型態的連動關係。此再現系統的意義建立在符號之間的關係之上，將在後段

符號學的章節中詳細說明。 

綜上所述，透過媒體所呈現的任何表意活動，都可以稱為「再現」，並涉及

一個重要的觀念：「建構」(construction)，即依照一定的規則將各種符號經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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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編輯、重組的過程，以具體地向閱聽人傳遞訊息，就是「再現」的過程。其

人為操作的特質也代表著，再現訊息並非客觀中立的存在，也不是真實世界的鏡

子，反之，它包含著「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並在有形與

無形之中引導閱聽人的思考，型塑閱聽人的意識。 

二、意識型態(ideology) 

1. 意識型態的概念 

美國幾個媒體素養的重要組織皆指出媒體訊息除了具有「再現」與「建構」

的特性之外，還無可避免的帶有意識型態，媒介訊息沒有所謂的「中立性」可言。

會員範圍廣及美國和加拿大的的媒體素養協會(AML, The Assos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所揭示的媒體素養核心概念中即明言：“The media contain ideological and 

value messages”，闡明每則媒介訊息的創作者必有其想法與信念、價值與偏見，

因此也影響了文本的呈現，而由於這些訊息通常為廣大的閱聽眾所接收，因此也

有龐大的社會與政治影響力24
。而美國媒體素養中心(CML,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提出的媒體素養的五個關鍵問題，及五個核心概念中，亦包括「訊息中

再現了誰的價值、生活形態與觀點」和「媒體內含價值與觀點」25
。 

意識型態即為社會中一股特定的想法一股特定的想法一股特定的想法一股特定的想法，也是一套產生訊息的語意規則系統一套產生訊息的語意規則系統一套產生訊息的語意規則系統一套產生訊息的語意規則系統，

而這套想法或語意系統影響社會的權力配置 (Branston & Stafford, 1996；黃

麗玲譯，2003)。馬克斯學派稱意識型態為「社會意識的特定形式」，曲解了事實，

且在人們不知不覺中，建構了人們的認知，「統治力量的階級，同時也是統治心

智力量的階級」，各種社會制度（包括政治、宗教、道德、文化的等等），與制度

產生的社會意識所構成的上層建築，控制了社會的物質與精神生產（楊竹山等，

2001），也就是認為社會中有一套由宰制階級形成的主導的想法與價值，透過社

會機構的各種論述與言論，型塑人民的思想以保護、鞏固既有的社會權力配置，

維持原有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是馬克斯從最初從經濟決定論的觀點提出的意

識型態說。 

同樣為馬克斯學派的阿圖塞(Althusser)則認為意識型態有以下兩個定義

（楊竹山等，2001）： 

(1) 意識型態是一種表徵體系，是經濟基礎的實踐—即將原始材料轉變成

特定產品的過程，以體現人與現實環境的「假想」關係。 

可見意識型態與「再現」的關係，透過象徵符號的運用，轉化個人主

觀認知的客觀真實，將事件作為「原材料」(raw material)加工之後，以

                                                 
24

 http://www.aml.ca/whatis/。 
25

 http://www.medialit.org/reading_room/article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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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符號的方式產出。換句話說，同樣以亞太固網的廣告為例，訊息產製

者運用演員的服裝、講話腔調來轉化其所認知的原住民印象，再現了訊息

產製者對社會的刻板印象，及原住民族群與社會之間的想像關係—－原住

民相對於白領階級，是從事肢體勞務的勞工階級。 

(2) 意識型態是透過各種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SAs)的實踐，再生產出的物

質實踐。 

阿圖塞認為國家對於社會的掌控除了壓制型的國家機器(RSAs,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之外（如軍事武力和警力），還有掌控思想

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SAs,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指的是包括

學校、家庭、法律、傳播媒體等在內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翁秀琪，1998）。

ISAs 的運作主要是將種種想法、假設自然化為「常識」 (Branston & 

Stafford, 1996)，將個體塑造成可受召喚的「主體」，如同廣告以個性化

商品為訴求，召喚個體作個性化消費，以廣告專業術語來說，就是「目標

對象」(target group)，廣告主與廣告代理商將在從事縝密的市場調查之

後，以最貼近目標消費族群的方式擬定廣告與行銷策略，用目標對象最喜

愛的語言與模式來贏得他們的認同，進而購買（莊麗卿，2000）。 

由此可見，馬克斯主義學派主張，社會的結構可分為主導—上層階級，與

從屬—下層階級，而意識型態則是一種「假意識」，以「有助於維持階級宰制的

既存關係」方式來對真實的本質進行扭曲（T. Bennett，蔡崇隆譯，2003），而

當從屬階級以實質的媒介再現與意識型態作為認識世界的中介時，從屬階級只

能被動地學習、接受其薰陶並視其為自然，從中建立對社會與自我的認識，以

此來規約自己的行為，換句話說，如同葛蘭西(Gramsci)與傅科(Foucault)所主

張，「常識常識常識常識」與「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皆為意識型態透過再現的方式所構築而成的論述，藉由

這樣的運作方式使從屬階級默許、認同，並強化、鞏固社會的權力權力權力權力配置與社會

定位，較為不同的是，葛蘭西與傅科肯定反抗力量的存在，認為再現的場域也

是爭霸的場域，而知識也會隨歷史而有所變革。 

2. 意識型態與共識 

葛蘭西的霸權理論(hegemony)主張主控階級乃是經由意識型態的運作而形

成並得以穩固，然而這不是意味著用壓迫性的(coercive)手段強迫社會從屬階級

服從於主控意識型態，而是經過持續地與從屬階級的反抗力量協商之後，吸納、

收編其想法建構而成，是一種「移動中的平衡狀態」(Hall，引自簡妙如譯，1999)。

此外，更為關鍵的是，主控意識型態將有關社會區分(social division)的觀念

（例如性別、種族、階級的差異），透過市民社會的機構(the institutions of 

civil society)，如家庭、尤其是媒體等機構的實踐與形式而存在，並以此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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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與思想中，以「常識」、「共識」的方式存在（簡妙如譯，

1999、翁秀琪，1998），「在特定的時空中成為一種較為僵化的人民知識」（Gramsci, 

1971，轉引自 Hall, 1982/黃麗玲譯，2003）。這種共識不受質疑，且將與其對

立的力量定義為「異常」或「偏差」(deviant)，是一股隱而不顯，卻穩固一致

的社會整合力量（McQuail/陳芸芸譯，2001），而大眾媒體也參與了這份共識的

建構過程。 

媒介霸權論包含三個前提：新聞從業員的社會化與意識型態、新聞從業員與

其報導有維持現狀的趨勢、多以負面報導第三世界的新聞等等（Altheied，翁秀

琪，1998），顯見新聞在社會共識上，只有強化的作用；不僅新聞，主流的大眾

媒體同樣是被共識引導，再生產共識，例如電視劇中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呈現，或

英雄公式、浪漫愛情公式的呈現，或是各種階級的角色呈現與二元對立的迷思

等，因為作者的思考方式與創作來源來自於社會化與基模的累積，又為使社會大

眾能夠接受、理解，並在故事中找到認同，進而產生感動，作者也必須從社會的

共同記憶中取材，所以「電視劇敘事者如能講述一個『好故事』，會比其他非戲

劇性敘事更能強化社會集體記憶」（蔡琰，2000）。 

從上述可見，媒介訊息的創作者藉由符號的具體化再現來參與社會共識的建

構，然而意識型態運作過程的重點就在，他所負載的價值與迷思是文化成員所共

有的，符號、符號使用者、迷思與意識型態的關係如圖 2-5所示（Fiske, 1999/

張錦華譯，2003：225）： 

 

 

 

 

如圖示，迷思與隱含義藉由符號體現，而使用者與符號之間的共鳴即認

同、支持了迷思的存在，意識型態也得以延續，而符號與其指涉的意義也需

賴使用者重複使用才免去死亡的命運。換句話說，全賴所有共享此意識型態

的符號使用者（無論訊息創作者或接收者）與符號之間一搭一唱的互動來使

意識型態發揮作用，而這套得到了文化共享成員共識的符號系統（符號及重

複使用形成的慣例所夠成的一套意義系統），即為意識型態爭霸之下的勝

利。前述原住民形象再現的例子中，即可明顯的看到符號使用者與符號之間

的共鳴，而如此鮮明的形象再現，也不斷的在新聞、廣告與綜藝節目中反覆

呈現，關於族群再現的影響會在下文中詳細探討。 

符號 

使用者 

迷思與隱含義 

意識型態 

圖 2- 5、符號、符號使用者、迷思與隱含義與意識型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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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意識型態、語言與權力 

傅科(Foucault)主張，社會主導團體建立一整套以自己為中心的、隱含種族

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價值與意識型態的知識論述，透過各語言系統的再

現（媒介訊息、文化產品等），社會主導團體的權力實踐決定了知識的論述方式，

知識則決定了主體位置，因為人對自己的認識、看法都來自於知識，也以知識

來規範自己，最後主體位置進一步影響了權力配置，鞏固某些特定人士的權力

(Hall,1997)。傅科舉例，西方中世紀對精神疾病的定義與知識，給予醫生至高

無上的權力，來對病患施行各種醫學檢驗與治療，因為社會大眾也以同樣的知

識來看待精神疾病；換句話說，權力具有「生產功能」，權力生產知識，生產現

實，使意識型態被視為自然存在的真理（楊竹山等，2001）。 

可見意識型態是當權者「意義詮釋與建構的過程，而建構的結果維持並強化

既有的不平等權利關係」（林芳玫，1996），並以非強迫的方式─共識─維持特

定的社會秩序。以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為例，大眾媒介重複再現其形象為偷渡

者、非法勞工、性犯罪者等，並為低社經地位的族群，都將使原本在台灣社會

即居於弱勢的外籍配偶，持續承受外界的異樣眼光，其言行也被放大與扭曲詮

釋，也更易被社會排斥，如 2006 年一篇東森新聞標題為「外籍新娘子女缺乏家

庭教育 家境清寒也是問題之一」的報導26
，文中提及「無奈這樣的家庭背景是

瑜香無法選擇的宿命，有人稱瑜香像他們這樣的小孩為「新台灣之子」，不過

這些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未來又能給台灣多少希望呢」。 

在這個例子中，新聞語言為某特定族群貼上了「異常」、「偏差」的標籤－新

台灣之子，並將其與帶有負面價值的描述連結。從哲學大師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對於語言的哲學研究來看（尚志英譯，1995），學習語言時學

會每個意指對象的符號、標籤時，學會詞彙類分方式、詞彙間的相對關係時，

學到的是由社會文化賦予該被指稱物的意義，也是命名者、語言使用者從各自

的觀點出發而賦予的意義，語言作為一種再現形式，作為「使事物產生意義」

的「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Hall，黃麗玲譯，1982），說出來

的沒有真與假的問題，只不過反映傳遞個人看世界的方法罷了。於是，新聞語

言貼的標籤，與真假無關，但是在大眾接收時，已負載了命名者的評價，也替

大眾「定義真實」，這套劃分了「我群」與「偏差他者」的意識型態就藉由新

聞語言具體地傳達。 

同樣以語言和再現為研究主軸的巴特(Barthes)則在其著名的“Myth 

Today” (1972)一文中指出神話學所研究的是「形式中的意念」

(ideas-in-form)，亦即意識型態，主張在表意(signification)過程中，透過

                                                 26〈外籍新娘子女缺乏家庭教育 家境清寒也是問題之一〉，鍾昀燕、林澄洋報導，東森新聞，2006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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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能指與所指，到第二階段運用歷史與文化知識進行編碼，使得受到扭

曲的、抽離實際歷史脈絡的意義藏身於再現的形式之中，藉由再現的符號發揮

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藉助於符號的部分意義，指陳一個「概念」並召喚

使用者，而這個概念必需要放在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中來檢視才得見其意義。舉

例來說，當代大眾媒介與流行文化一再重複的，且跨媒體、跨文本的以女性（與

其身材不成比例的）豐滿上圍來象徵完美的女性，得見今日台灣對女性性感的

神話，扭曲女性胸部的原本功能與意義。然而他亦強調神話的歷史性：神話並

非亙久不變，是與時變遷的，因為神話是由社會而來，並非因事物的本質而來。 

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只能消極的接受社會主控階級的意識型態的大眾，

其主體性漸漸受到重視。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觀點呼應傅科與巴

特的主張，認為社會就是一個爭霸的行動場域，由社會定義、形成的知識會隨

著社會而變動，權威也會面臨反抗力量的挑戰。 

布迪厄提出「日常生活言行理論」來解釋社會行動者的日常生活主張在社會

是一個行動場域，每個行動者在生存心態(habitus)27的限制下，會依據各自的

資本在社會行動場域中競逐對自己最有利的位置，而生存心態即為「一套歷史

型塑的分類概念結構」，行動者內化並實踐，同時也加強、鞏固了社會結構及生

存心態（張錦華，2002），換句話說，意即「外在性的內化，及內在性的外在化」。 

布迪厄的主張包含以下幾項核心元素（如圖 2-6）：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行動者行動者行動者行動者    

社會結構： 

社會制約性條件 

外在性內化 

 

語言：象徵實踐 

社會場域 
 

內化的外在化 

心態結構： 

慣習，或稱生存心態

(habitus) 

 

圖 2- 6、Bourdieu 的文化社會學核心概念（本研究整理自：張錦華，

2002；高宣揚，1998；Bonnewitz, 1997/孫智綺譯，2002） 

 

簡單的說，他主張社會是由客觀存在的社會結構與行動者的心態結構所共同

構成，相互交錯又同時發展（高宣揚，1998），而社會環境中的所有文化、成規

等制約性條件，會在社會行動者（即社會成員個體）每日互動所接觸到以語言

形式展現的象徵性實踐中，內化為社會行動者的生存心態，從而於社會行動者

的行動中，再以象徵性實踐顯現其生存心態，結合在特定社會位置上而有的資

                                                 
27

 本研究沿用高宣揚於《當代社會理論》(1998)一書中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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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結構（包括經濟、文化、社會與象徵資本），於動態的社會場域中進行權力爭

霸、追求「秀異」(distinction)。換句話說，在結構中內化了社會制約條件的

社會行動者，透過象徵符號的再生產，同時也在進行結構化，因此生存心態是

「外在性內化的機制」，同時也「產生內化的外在化」（Bonnewitz, 1997/孫智

綺譯，2002：102、114）。 

布迪厄與傅科相同，認為社會的權力運作與語言交換活動緊密相繫，以各種

語言形式呈現的象徵符號，透過各種制度化的中介機構（包括經濟、文化與教

育機構），主流文化與宰制政權的語言得以取得優勢地位，運用象徵權力，使其

語言與意義合法化，並使行動者在不需強迫的狀態下接受這套象徵系統的合法

性，其中「建構與表現社會的字詞… …特別是政治鬥爭的焦點」（Bonnewitz, 

1997/孫智綺譯，2002：126-127）。 

然而，與馬克斯與阿圖塞不同的是，布迪厄主張社會成員的主體性，視其為

「社會行動者」（social agent，或譯為施為者）（高宣揚，1998；Bonnewitz, 1997/

孫智綺譯），雖然社會集體意識會被人們於社會化的過程中，內化為具有基模效

應的思考與行為模式的生存心態，同時也維持社會的一致性與穩定性，但擁有

主體性的社會行動者，可決定本身的施為，彈性的於社會場域中依照自己的需

求與處境運用其資本結構，調節自身與環境的關係，並力求凸顯自己，以獲得

秀異符號的認可來建立在社會場域中的優勢地位。 

可見，布迪厄認為憑藉行動者本身的主體性與動能，在語言未取得合法性的

狀況下，仍有進行象徵鬥爭的機會，為自己取得有利的位置。以弱勢族群的刻

板印象為例，掌握象徵權力的合法中介機構（例如大眾媒體）已用一套「官方

語言」來定義這些特定族群（例如廣告中呈現的形象、新聞選用的標題等），並

使主流的集體意識在不自覺中受到結構化的影響，而弱勢族群因所擁有的資本

結構相對來說較為弱勢的情況下，能夠以己之力爭取平反甚至秀異（如學業成

績等社會主流肯定的秀異符號）的機會與能力大幅受限。然而，若行動者能夠

察覺並反思結構與行動者的互動對於語言與知識的影響，同時也瞭解自己具備

使用象徵符號進行權力競爭的能力，主流意識型態就有得以翻轉的機會。 

4. 小結 

綜上所述，意識型態即為主導階級與族群的一套特定想法與價值，這些抽象

的概念與意義，以各種「語言」、「象徵符號」的形式具體呈現並透過各種制度化

機構傳遞給所有社會成員，且訴諸共識而存在，於社會成員不自覺的狀態下，型

塑其思考結構與策略，並因此引導、影響其行動，從而維持社會的穩定與一致性，

也影響了社會成員之間的權力關係；亦即社會成員視主導意識型態為理所當然，

內化這套價值分類系統，並以此作為行動依據來與人互動。其中大眾媒體也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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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大而關鍵的影響，使用媒介符號系統，憑藉其使用成規與符號的操作，賦予

客觀事物意義與標籤。然而，社會成員也非絕對被動、消極的存在，語言與符號

系統為達合法化必得經過一番鬥爭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成員可依其資本結

構進行象徵鬥爭，只因個人能掌握與動員的資源不同，本來就有結構上的不平

等，並且在社會結構中進行社會化的個人，其生存心態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行

為也再製、體現了社會文化，加上社會主導階級也會收編反對力量，最後底定的

仍是符合社會主流共識的，排除「異常者」的符號系統。然而，仍然不能忽略社

會「行動者」的主體性與動能展現並改變生存心態的機會，與文化變遷的可能性。

在此，也清晰可見意識型態與「語言」及「象徵符號」的關係，二者皆是人與人

互動的必要中介，而它們與其指涉事物之間的關係也是「社會的」──由社會賦

予的，所以也大大影響了再現的形式、意義及影響，也因此傳播研究多半會以符

號學來分析、揭示文本意義，並以之為瞭解社會文化的基礎。 

三、刻板印象與意識型態 

Richard Dyer指出刻板印象是個體是「整理資訊」(order)的過程，也是理

解他人與世界的策略，藉由歸納(generality)、尋找樣態(patterning)，最後類

型化(typification)來理解外來資訊並再製訊息，同時也是認知的捷徑，並作為

現實世界的參照，然而在這個過程中，類型化後的資訊（刻板印象）通常有嚴格

與僵化的定義與區分，同時也伴隨著價值判斷(2000)。如前文所述，個體是在龐

大的社會脈絡中與各種資訊互動，因此個人對資訊的理解與詮釋都會受到社會共

識與意識型態的影響，或是共同參與了社會共識的建構，這意味著「刻板印象」

的形成與作用也與社會密切相關，作為訊息的接收者可能在有意識型態偏差的媒

介訊息引導下，形成了偏向主流的刻板印象，也可能在進一步創作訊息時，不自

覺的展露出刻板印象，或刻意的以刻板印象來達到敘事效果（如前述亞太電信的

廣告）。 

大眾媒體有許多呈現刻板印象的方式。一是運用可迅速辨識出來的特質

(trait)來建立人物，而人物類型的建構即受到刻板印象的影響，通常分為兩種

類型：刻板印象類型是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的，而社會類型則是含納於社會之內

的，因此媒體文本中常見的「英雄」，及其形象－通常是白人、中產階級、男性

異性戀者－就是社會類型，而「反派」是刻板印象；或運用特定的圖像

(iconography)，包括各種影像與聲音符號來塑造刻板印象，例如以發亮的運動

上衣、瘦弱的男性、矯作的走路方式來塑造同性戀形象，而這些形象都是以偏蓋

全的，但是透過刻板印象類型/社會類型反差極大的建構與解讀，也等於硬生生

地劃出一道將社會分割的「正常性的柵欄」(pale of normalcy)，由取得正當性、

合法性的符號系統對應的價值系統建構而成，並影響社會成員間的互動，在柵欄

之內的是符合社會共識的「正常者」，柵欄外的即為「異常者」，這是社會成員間

的「爭霸」結果，也由此鞏固社會「霸權」。(Dyer,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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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Van Dijk(2006)，意識型態的學習主要來源便是說話與文本，並且是

是上－下同時雙向進行的，上到下指的是從正式機構與教育習得（如家長、學

校），下到上則是從個人心智模組（mental model，如前述刻板印象整理資訊的

過程，在接觸大量一致性的外來資訊後，歸納出樣態並類型化的過程）到形成社

會共享的共識並正常化其再現而獲得。因此，媒介再現刻板印象就如同布迪厄所

說的結構與再結構化，內化生存心態後，在進行重製，也就像傅科所說的，所有

論述與知識都隱含偏頗的意識型態，並影響權力分配，不斷再現刻板印象的同

時，也鞏固刻板印象族群與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隔與對立。 

綜論之，刻板印象是媒體再現世界的內容與形式，而觀察與探究刻板印象的

意義在於其背後隱藏的主流意識型態，帶有偏頗性質的意識型態將影響個體對世

界的感知，並影響權力的分配，而個體對於意識型態的學習與刻板印象的形成，

更將鞏固主流意識型態。本研究也將以此觀念為核心，從觀察媒介再現開始，察

覺並瞭解刻板印象的存在，進而破除其「迷思」，讓學童能對多元族群與文化展

現尊重，也讓背負刻板印象的學童能得到解放。 

貳貳貳貳、、、、媒介文本研究媒介文本研究媒介文本研究媒介文本研究案例案例案例案例與研究方法與研究方法與研究方法與研究方法    

有許多研究者對媒介再現背後隱藏的意識型態深感興趣，觀察的媒介文本也

相當多元。Nelson&Wilkins(2007)觀察動作冒險類的電影中再現的阿拉伯、穆斯

林與中東世界形象，首先觀察受訪者認為阿拉伯人與中東文化形象最鮮明的幾部

賣座的好萊塢電影，而這些電影中英雄多為白人，而反派也多為非白人。並將劇

中的角色依照種族、國籍、性別、職業與家庭關係進行編碼，再以這些類目設計

問卷，試圖探究受訪者對這些正、反派人物的描述，以瞭解媒介再現如何影響閱

聽人對特定族群與文化的看法。結果發現，多數受訪者能夠記住扮演英雄人物的

演員姓名，及其角色的職業，且很少提及英雄的國籍，除非由非白人飾演；相反

的，在描述反派時，多會提及國籍，甚至形容其為「瘋子」(crazy)。因此可見暢

銷的動作冒險類電影，多半由白人飾演英雄、非白人飾演反派，而當反派為阿拉

伯或中東人士時，其反派的形象對觀眾而言更為鮮明，也可見阿拉伯與中東文化

與負面刻板印象有很強的連結，顯示出白人的種族中心主義，並強化美國文化中

阿拉伯人與其文化的邊緣地位。 

Morris(2006)則於 2000到 2004年間，觀察全球 108個國家的暢銷雜誌，檢

視雜誌廣告的性別刻板印象，結果發現廣告中男性角色數量多於女性，女性也較

男性常出現在家庭情境中，而以職業及發言人身份出現的男性是女性的兩倍，男

性也更常從事休閒活動，女性則多為裝飾性角色。Hentges, Bartsch & Meier(2007)

則發現廣告中的性別再現，會隨目標觀眾的年齡而變化。他們於 2002年觀察共

33小時，共計 688則電視廣告，發現在角色與擔任旁白的數量上，絕大多數為

男性，除了以學齡前兒童為目標的產品之外，而以學齡期兒童為主要目標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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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性角色是女性的三倍之多，男性旁白竟是女性的 13倍。此外，產品使用

者則以女性為多，但提供產品專業知識者以男性角色為主，尤其是以學齡前和學

齡期兒童為主要對象的產品，而以生理吸引力為主要訴求的廣告，則以青少年為

主要目標對象的產品最為常見，且尤其強調「美貌」(beauty)的重要。在這兩個

研究中都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兩性刻板化呈現，可見男性被賦予較高的價值與地

位，即使在女性意識抬頭的現在，仍難翻轉這樣的意識型態。 

Thurlow & Gendelman(2007)則以旅遊、飛機上、新聞與生活雜誌中的旅遊廣

告為目標，在微觀層面檢視其視覺元素的建構方式（符號學）、運用的修辭策略，

以及在鉅觀層面探究文本論述與社會脈絡的關係，以發現旅遊廣告如何推銷一種

菁英式的生活方式與價值系統。研究發現旅遊廣告有幾個特點，一為藉由美術編

排，版面中大半為空曠的大自然空間，而旅客則可輕鬆、隨意的放置其中，將旅

遊地景描述為可被遊客馴服的、安全的大自然，並用大量的「水」來代表重生與

洗淨，吸引鎮日忙碌的都市菁英，然而弔詭的是，蠻荒、原始的大自然本質上就

與「安全」的概念相違背。二為將旅遊地視為異國「處女地」，廣告中充滿異國

風情，但卻不顯示任何當地居民，遊客似乎可以直接得到、接近這塊處女地，顯

示一種新的殖民主義。另外，廣告中若出現人物，多半為女性，將女性與自然一

樣呈現為被動的、性感與豐滿的，且待馴服的；或一對男女，且通常是白人異性

戀者攜手走在海岸邊，充滿異性戀的意識型態。最後，廣告通常展現對於「空無

一物的池子」的著迷，無論海邊或游泳池，都是空無一人的，即使是高爾夫球場，

不但強調自然的原始性，也讓觀者能夠投射自己的想像；或是利用視覺元素的編

排來極大化空間，例如用極少數的人來襯托出大空間，以呈現孤立與排他感。以

上種種旅遊廣告的視覺呈現，都呈現出一種新的殖民主義迷思，也再現出都市菁

英價值觀，並向菁英推廣消費當地的方式與慾望，藉由這個過程，又再度強化了

菁英與旅遊地的經濟結構。 

國內方面，吳宗衡（2006）觀察中華職棒開打十六年來，與原住民相關的體

育棒球新聞，發現新聞中的用字淺詞常強調棒球運動與原住民族群的連結與歷史

淵源，如「棒球尋根之旅」的用字，或在台灣棒球歷史發展中強調原住民的參與；

此外，也常在新聞中以爆發力、凶悍、好動活潑、體能天賦、天生愛運動等形容

詞來描述原住民的特質。然而這些新聞再現都忽略原住民參與棒球運動的結構面

因素（如原住民在漢人主導的教育體系中長受到挫折，或因為經濟因素，為了改

善生活而參與棒球運動），也將原住民描繪成「天生」愛運動並適合打棒球的族

群，限制了原住民族群的發展。進一步訪問原住民則發現，這些媒體再現也深深

的影響原住民的自我認同，也同樣的用愛玩、活潑、愛唱歌、體力好與愛喝酒來

形容自己族群的特質，並將螢幕上的原住民運動楷模作為認同模仿的對象，限制

了往其他領域發展的想像。以意識型態的觀念來看，主流媒體再現即畫出了一道

柵欄，讓原住民族群待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運動領域，而無法進入其他仍為漢人

所主宰的領域中公平競爭，持續地被他者化與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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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冠甄（2006）則檢視平面新聞媒體所再現的外籍配偶形象，首先觀察報導

中呈現的各方觀點的發言人與其論述，及外籍配偶從中顯現的的主體位置，再觀

察報導中所用的辭令，發現平面媒體報導中的外籍配偶多半被描繪呈社會問題的

製造者（如以「恐怖」來形容外籍配偶之子數量增加，再以「客觀」數據為佐證），

且外籍配偶多半處於被決定、被選擇的位置（如被仲介商與配偶選擇），另外也

強調台灣男性希望能取到「乖巧」的新娘，能夠「相夫教子」，並憂心外籍配偶

將影響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品質，但卻都未提及父親的責任等等。這些都使外籍配

偶被他者化、邊緣化，且避於不談造成問題的結構因素並規避我群的責任，更強

化閱聽人對外籍配偶的負面刻板印象。 

另外，陳泰華（2006）以男性雜誌MEN’S UNO中的廣告為對象，發現數量

上男性多於女性，年齡上兩性都集中在 20-30歲，但 41歲以上的女性從未出現，

但男性年齡可高達 51歲以上，即使數量極少。可見有刻意將女性年輕化的傾向，

且在視覺的主從位置上，男人都顯得較為高大，且位置上領先于女性，複製了男

強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別刻板印象。此外，男性髮型以短髮居多（佔七成以上），

女性則以長髮居多；服裝上，男性以冷色調居多（佔八成）有時並展現肌肉線條，

女性則多露出姣好身材；且廣告中男性鮮少表達出情緒等等，在在都顯示僵化的

兩性特質與互動的刻板印象，也都符合傳統對於男性角色的期待，受訪者也對廣

告呈現表示認同，表示意識型態已經以共識的方式深植於人心。惟廣告中明顯可

辨識的空間以公領域為多，而訪談結果顯示公私領域的性別特質已經瓦解，男性

願意下除，也願意讓女性開車，現見兩性刻板印象已開始鬆動。 

同樣是研究媒介再現性別刻板印象，陳雅如觀察電視新聞建構的女性形象

（2006），從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選用的符號，以及文本的歷時軸與系譜軸來

檢視符號的選取與排除、符號代表的意義，以及符號在整個文本脈絡中的功能。

結果以政治新聞為例，經常標示出立委、博士等「女性」身份，並以文字或鏡頭

來強調女性從政人士的剽悍形象，再以「如做針氈」等字詞呈現男性從政者對此

的態度；但在此同時也強調母職的形象，凸顯其愛家、好母親的特質。這樣的報

導中，不但強調了性別刻板印象，也凸顯了政治仍以男性主宰為常態的意識型態。 

從以上國內外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主流媒介確實再現多種刻板印象（種族、

族群、國家、性別等）並隱含以主導階層為中心的意識型態。此外，也可以發現

檢視媒介再現、挖掘背後意涵的方法大多藉由觀察媒介文本的符號（符號意義、

出現的頻率、如何呈現等），以及文本的敘事結構來進行，而這些方法就是：內

容分析、論述分析以及符號學。而通常一個研究會整合以上方法，例如用內容分

析檢視符號在文本中出現的頻率，再用符號學解釋符號頻繁而一致地出現有何意

義，佐以論述分析，解釋符號在文本脈絡與社會結構中的意義，以挖掘中文本中

的意識型態。以下便簡介這幾種研究方法的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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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分析法 

這是一種以測量媒介文本中的某些數量（如暴力、黑人、婦女、職業類別的

百分比等）為基礎的研究方法（Berger, 1991/黃新生譯，1994）。常用於描述訊息

的屬性，並應用文化與意識型態理論來解釋這些結果（Nachmias, 潘明宏、陳志

瑋譯，2001）。前述 Morris(2006)的全球雜誌中的性別刻板印象研究，以及 Hentges, 

Bartsch & Meier(2007)觀察廣告性別再現與其目標對象的關係，和陳泰華（2006）

針對男性雜誌進行的研究，都是運用內容分析方法，而陳泰華的研究還輔以符號

學方法進一步詮釋內容分析的結果。 

進行內容分析時，可依循幾個步驟(Hesmondhalgh, 2006)： 

1. 形成問題。 

2. 決定樣本範圍。 

3. 在樣本內計算並對資料進行編碼。 

4. 詮釋資料。 

其中必須注意的是，在進行編碼時，必須先建立類目，如陳泰華的研究中以

男性生理特質為類目（如年齡、髮型、服裝顏色等），再統計數量。而詮釋資料

時，則可用符號學、論述分析、與意識型態理論等來解釋統計結果。而內容分析

與符號學、論述分析的差異在於，內容分析以量化方法，在大量蒐集來的資料中

找出資料中的同質性、普遍趨勢為主要目的，只是在找出歸納出的量化結果需要

研究者自行詮釋，然而符號學與論述分析通常是對少量的個案作深入的探究，各

自有不同的優勢與限制。 

二、符號學研究法 

前文中提及大眾媒體具備將聽覺、視覺訊息經由特殊的安排、設計，使媒介

真實「自然化」，從而得以掌握象徵權力，並訴諸於共識，將主流意識型態隱含

其中傳遞給社會行動者，符號學即是將媒介訊息「去自然化」，透過解構符號，

挖掘、分析訊息背後隱含意義的研究方法，目的是讓社會成員察覺並反思媒體經

驗與自己的關係，從而於媒介訊息與假意識中得到解放。 

1. 符號學：符號的研究 

符號學的研究焦點在於媒介「文本」，並視閱聽人為具有主動解碼能力的主

體，符號的指涉也許是由傳播者選定，但在接收端的閱聽人會依各自的背景與脈

絡而有多義解讀的可能。符號學三個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Fiske, 1999/張錦華

譯，20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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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號本身。 

(2) 組成符號所依據的符碼與符碼系統。 

(3) 符號或符碼運作所依之文化。 

簡而言之就是認為符號的象徵意義，隨其運作所依的文化而變異，因為符號

義是由社會文化所賦予，而處在同一個文化脈絡下的媒介訊息產製者與閱聽人共

享符號系統及其慣例，如此訊息產製者與閱聽人在使用語言符號為中介進行互動

時，才能順利的溝通。承上，符號學旨在研究符號本身的象徵指涉意義，以及符

號系統的慣例與成規，還有符號系統所在的文化脈絡，藉以理解、耙梳出符號、

成規與社會共識/常識之間的關係。 

近代符號學研究，多探討社會差異的形式，包括階級、性別、種族與身體的

能動性等符號，符號學預設，社會差異的建構，可透過影像自身清楚表現出來。

因此，符號學關注影像本身，並將焦點放在符號上，關心符號的社會效果（Rose, 

王國強譯，2006） 

而什麼是符號？簡單的說，符號是由符號具、符號義（亦即符號指涉的意義

或概念）所組成，可對應於一指涉物，並為符號使用者所運用。 

索緒爾首稱語言符號的研究為「符號學」(semiology)，將語言符號的研究科

學化，其研究重心在於語言的法則，認為個體間的說話行為(parole)是受到背後一

套語言文法系統(langue)所控制，也因此使同一語言社群的成員能夠溝通(Hall, S., 

1997:33)。他將符號(sign)區分為符號具（signifier，又稱能指）與符號義（signified，

又稱所指），以視覺或聽覺形式呈現的感官訊息──符號具，承載一組概念──

符號義，而兩者之間的連結是武斷、任意(arbitrary)的，是由社會文化所賦予，以

社會集體行為與認同為基礎，因此也具有不變性(immutability)，此連結是歷史沈

澱的產物，所以是固定難以改變的，然而仍有變動性(mutability)，亦即能指與所

指的連結會隨時代變遷而滑動(Saussure, 1985)，例如美國 1960年代的黑人運動將

「黑」(black)此一能指與所指「美」(beautifual)連結，企圖扭轉西方傳統對黑人的

刻板印象(Hall, S., 1997:32)，也像 KUSO一字從日文「排泄物」、「扯淡、狗屁」

的原意，轉變為現代當紅的網路流行用語一般（林佳儀、羅紓筠，2005）。 

此外，符號之間依其相對關係，再依社會慣例而形成符號系統。符號依社會

慣例而分類，依序形成各個系譜軸(paradigms)──如同一個二元對立的光譜，符

號間具有同質性但依彼此的關係而定位，例如白天與黑夜、善良與邪惡；而每一

次的溝通便是從不同的系譜軸中選取符號，再組合成毗鄰軸(syntagm)，在流動影

像中構成故事的邏輯，也就是「編輯」的概念，也可從中觀察公式的存在（Hall, 

S., 1997；Fiske, 1999/張錦華譯，2003；Berger, 1991/黃新生譯，1994）。 

承襲索緒爾提出的「符號具」與「符號義」，巴特將符號學從語言學擴大到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2

整個文化層次，包含了所有可表意與再現之物（言說），並將索緒爾的研究作為

符號意義分析的第一層次，亦可稱為「形式面」(form或 denotation) 的描述性層

次，而符號與社會的關係－符號所依行的社會慣例分析則為第二層次，亦可稱

為「概念面」(concept或 connotaion)的符碼使用層次，涉及社會共識與意識型態。

進一步解釋，符號將會脫離其原本的意義，而成為概念面的符號具，負載其他

的象徵意義，也「說出迷思的動機」、「透過概念，將歷史植入迷思」，如此的運

行是依據社會慣例與共識來進行，因此對符號的象徵意義進行解析，即可發現

社會習而不察的價值與意識型態，亦即巴特提出的「迷思」或稱「現代神話」

(Myth Today)。 

因此我們可以將「螢幕上的畫面視為『符號具』(signifiers)，加上電視連續

劇類型的符碼使用，探究電視如何運用這些規則來表達意義（符號義，signified），

而觀眾也是在此特定的電視敘事框架內『讀取』與『詮釋」』（Hall, 1997：37）。

前文的媒介再現意識型態研究，研究者便是以符號學的概念為基礎來檢視文本並

挖掘背後的意涵，並輔以深入訪談，瞭解閱聽人對符號的詮釋，也避免研究者過

度詮釋的問題。而藉由研究也可發現符號通常在社會共識的基礎上發揮社會效

果，無論是有意識地位了傳播效果而選用，或無意識地受到社會脈絡左右，都傳

遞了主流意識型態，並引導、框限閱聽人的解讀，而閱聽人則內化或自然化這樣

的訊息，甚至進而以此方式再製訊息。 

2. 符號學研究方法 

以上述符號學理論為基礎，進行符號學分析的基本步驟為（Rose, 王國強

譯，2006；Berger, 1991/黃新生譯，1994）： 

(1) 辨認與分析文本中的重要符號，包括有哪些符號具－符號義、符號

所依的體系。 

(2) 文本的系譜軸結構，其二元對立結構為何？如果抽換符號會有什麼

改變？ 

(3) 文本的毗鄰軸結構，各種要素的順序安排如何影響意義、是否有公

式存在。 

(4) 探討符號與廣大意義系統間的連結，檢視符號的指涉、神話與意識

型態。 

(5) 不同媒介如何影響文本，如電子媒體如何運用鏡頭、攝影角度與剪

輯技術，以及燈光、顏色、音樂與音效等。 

三、論述分析法 

論述分析的研究焦點在於媒介語言，視論述為一種「社會行動與互動，人們

在真實社會情境中的互動」，並「建構社會真實，是一種知識的形式」，因此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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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便是將語言使用與社會權力實踐連結 (Hesmondhalgh, 2006)。 

Van Dijk(2006)主張意識型態是所有論述與社會實踐的基礎，而社會共享的知

識也是論述產製的基礎來源之一，然而知識通常被社會成員視為理所當然，忽略

或無法察覺傅科所強調的知識與權力的共生關係，並以此形成個人的認知結構，

因此論述的產製與理解也無可避免的有意識型態的偏差。他進一步指出，媒介語

言使用者的產製與理解方式是依策略逐步形成的，例如從修辭選擇開始（如正面

/負面詞彙、對立的詞彙、雙關語），到句法構成（如主動/被動、語調），或使用

誇飾、隱喻、謬論等策略，到敘事格式（如放在明顯/不明顯的位置），架構出一

套事物如何被思考的敘述；但無論如何，論述都在內團體(ingroup)－外團體

(outgroup)的兩極對立意識型態的基礎上。以前述吳宗衡（2006）研究原漢關係、

蘇冠甄（2006）研究外籍配偶的新聞再現，以及Thurlow & Gendelman(2007)研究

旅遊廣告如何再現菁英觀點下的旅遊經驗，都顯示出文本建構或邊緣化「他者」

的過程。 

由於傅科強調知識與權力彼此的交疊關係，所有知識都是論述，而權力則滲

透在所有論述之中，因此論述分析重視「互文性」，需連結有相關的文本，追溯

不同文本的關係，以辨認出觀者共享的意義。另外則注意論述的結構與當下的社

會脈絡，可依照以下步驟進行（Rose, 王國強譯，2006）： 

1. 蒐集並熟悉文獻 

2. 辨認出文獻中的關鍵詞，並進行編碼 

3. 找出關鍵詞之間的關係 

4. 最後分析與社會的關係，包括社會脈絡，及與觀者間的關係 

綜論之，論述分析是以論述的結構來逐步耙梳出文本中隱含的意識型態，而

在仔細的檢視過後，即可發現文本不只明顯的傳遞表面的意義，也迂迴的表達出

語言使用者的意識型態。 

參參參參、、、、媒介再現與媒體素養的關係媒介再現與媒體素養的關係媒介再現與媒體素養的關係媒介再現與媒體素養的關係    

由於媒體素養主要關注的是社會閱聽人與媒體之間的關係，視現代媒體為無

所不在、充斥生活的「環境」，對閱聽人有潛在而深遠的影響，因此主張在教育

中培養閱聽人面對媒體時應有的能力與態度，而此處的媒體指稱的就是「大眾媒

體」，遂其知識基礎也接枝於大眾傳播領域的學術論述，諸如媒介對閱聽人的影

響，或觀察媒介的方法，以及媒介訊息產生意義的方式等等。 

台灣媒體教育白皮書將媒體素養的學習歸納為五個面向，而媒介再現便為其

中之一，對應的能力為比較文本內涵與社會真實的關係、辨識媒介內容中的刻板

印象和權力階級的關係，以及解釋角色呈現的價值意涵與意識型態（吳翠珍、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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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敏，2007）。這個面向的概念，便是以上述媒介再現相關理論為基礎，而對應

的能力也是從檢視媒介文本的各種方法開始培養，由瞭解媒介文本的性質開始，

慢慢察覺媒介再現的建構性，發現媒介再現的指涉及其運作，到最後能夠挖掘出

隱含的意義及對自己和社會的影響，就如同論述是依照各種策略逐步形成一般。 

另外，媒體素養中的「媒介近用」面向，則可延伸、擴展符號學的影響範圍，

使閱聽人能夠運用符號學的知識，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從事創作，翻轉媒體組織與

閱聽眾之間資訊傳遞／接收的不對稱關係，不僅可達到穿透媒體迷障的「釋放」

(liberating)，還能夠「賦權」於公民(empowerment)，讓閱聽眾成為主動的「媒體

公民」，運用媒體參與公共事務、促進民主政治發展，並且共同創造社區品味、

提升生活品質（教育部，2002）；換句話說，媒介符號的掌控權不再專屬於媒介

組織，具有媒體素養的閱聽眾同樣能夠運用媒介符號、接近使用媒介工具，以主

導自己的生活與思考。 

準此，本研究也從此概念出發，從整理出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核心概念開

始，發展符合目前國小教材需求教學指引架構，以教師能夠應用在平時的教學

中，讓學生從觀察媒介文本，到最後發現隱藏意識型態，甚至能夠進一步以自身

的文化與社會資本進行創作，嘗試顛覆刻板印象為目標，提供所有在教學階段中

教師需要的資訊，則未來當有教材發展者願意投入教材的研發，本研究即可提供

相當大的幫助，從現職教師與學生需求來發展教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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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刻板印象與媒體刻板印象與媒體刻板印象與媒體刻板印象與媒體 

在談到兒童與刻板印象的關係時，「兒童」具有雙重身份，一為「社會行動

者」，受到身邊重要他人與社會環境等社會化因素的影響，學習社會的共識，產

生對刻板印象的定義；二為「閱聽人」，直接接觸媒體訊息、與之互動，並從中

學習刻板印象。這兩種身份在兒童的成長中，不停的交互作用，尤其在媒體已不

只是「物件」，而是「環境」的現代社會，媒體就交織在社會與生活中，兒童無

論何時皆脫離不了媒體的影響範圍。本節便從這兩個面向深入探討兒童與刻板印

象之間的關係，透過與媒體直接、間接的互動，對兒童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從而

瞭解「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議題的重要性。 

壹壹壹壹、、、、    身為社會行動者的身為社會行動者的身為社會行動者的身為社會行動者的「「「「兒童兒童兒童兒童」」」」－－－－與媒體的間接互動與媒體的間接互動與媒體的間接互動與媒體的間接互動 

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經由多種來源與各種方式獲得外界的訊息，認識自身

與他人以至環境的關係，並從中形成自我概念，與對不同社會角色的期待，進而

依此規範、約束自己，以符合社會期待，並養成與人互動的相應行為，以適應社

會生活。以下試圖從社會心理學、社會化理論來解釋兒童與刻板印象的關係。 

一、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兒童刻板印象學習過程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在社會思考的過程中，會先收集社會資料（包

含社會資訊、外表與非語言線索），對這些社會資訊進行選取、匯集之後，形成

類別印象，而後形成社會判斷－亦即做出對應的態度與行為；而作為「認知小氣

鬼」，人們會運用各種捷徑與訣竅以快速的形成推論，依賴基模、過往經驗對社

會資料進行篩選，刻板印象－一種類化與簡化的資訊，即為一種認知過程的內在

捷徑（另一種為「基模」）（Ann L. Weber著、趙居蓮譯，1995）。 

舉例來說，在一個關於人們從臉部線索啟動類化與刻板印象的社會認知研

究中(Mason, Cloutier, Macrae, 2006)，研究者首先要求受試者辨識姓名的性別取

向，在顯示姓名的卡片上，於四周放置不同性別的臉孔，有時該臉孔與姓名的性

別傾向一致，有時不然，受試者必須將這些姓名按典型的性別傾向分類。而後再

以同樣的方式要求受試者辨識臉孔與詞彙的性別傾向，則受試者必須依照傳統

上、典型的性別傾向將臉孔（辨認臉部特徵，包括頭髮長度、眉型等）與詞彙分

類（提取關於該性別的知識例如，芭蕾舞、花、運動、雪茄可對應於男性或女性）。 

研究發現，當作為干擾的臉孔與兩次測試中的姓名及詞彙的典型性別傾向

一致時，受試者的作答皆可縮短將近一半的時間，可見僅臉孔已足夠讓人們啟動

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資訊，這個例子正可充分說明，在進行社會認知時，人們先

收集包括名字與外表等社會資訊，並做出比對與分類，最後形成推論的過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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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進行社會認知時，類化資訊與啟動刻板印象的必然性與反應速度。 

此外，在研究中，受試者必須分類詞彙的典型性別傾向。詞彙為知識的一

種，其意義、概念與用法為學習而來，不單只是字的集合，還伴隨意義上的與使

用上的價值；然而詞彙之根源－知識－本身，透過各種論述、語言系統的再現而

呈現、傳遞，其中隱含流傳該知識的社會結構的主流價值與意識型態，如同「性」

有其自然、客觀的生理結構上的差異，然而「性別角色」與隨之而來的期待，及

有關性別角色的知識（例如帶有性別傾向的詞彙、服裝的顏色）則為社會建構而

來，人們在社會中透過親身經驗、觀察學習及語言建立了對社會的概念及接受社

會化，學習如何分類知識，也學習對知識進行偏好與優先的排序方式。 

刻板印象認知過程通常是自動引發的，在學習一套標準的刻板印象之後，

在面對某團體成員或相關議題時，便迅速啟動；然而當刻板印象啟動，也會同時

喚起心理的偏見—負面的態度。團體偏見具有「自我應驗的預言」效果，讓外團

體成員產生符合該族群刻板印象的行為，例如在上述吳宗衡的原漢關係研究中，

發現原住民族群也受到媒介再現影響認為自己具有運動、好動與愛唱歌的天賦，

並樂意加入棒球運動。此外，偏見也讓內團體將成功做內在歸因、失敗做外在歸

因，對外團體則相反，並使得外團體也歸咎於自己、影響自我認同。因此常見媒

體將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品質不佳歸因於外籍配偶的缺陷，然而卻忽略結構對這些

外團體成員的影響並持續讓外團體邊緣化。（Taylor, 1997/張滿玲譯，1999）。 

二、社會化過程對兒童刻板印象形成的影響 

刻板印象與偏見，皆由社會化與學習而來，是人們在社會中透過各種社會

化機構，及與他人相互接觸與溝通中學習主流社會的規範與價值，包含對自我、

角色的認知，及對正常與偏差的定義，以界定出與社會互動的適當方式，而學習

則包括透過親身經歷與自己在各種情境的觀察學習。 

社會化的關鍵概念如下： 

1. 定義與功能： 

社會化指的是一個人自出生後，為適應人類群體生活而透過各方面的學習以

成為「社會的我」的過程。心理學派的佛洛伊德(Freud)認為社會化即為一種社會

性與生物性衝突、折衷的過程，代表社會規範的「超我」是與「原我」相違背的，

社會化便是使人學習如何控制反社會的本能，並修改、折衷「超我」的理想化要

求；符號互動論學派的顧里(Cooley)和米德(Mead)則主張人會在成長過程的不同階

段，從與他人互動的經驗中，藉由模仿他人行為與揣摩他人想法來形成自我與他

人的概念，並開始以他人的想法來檢視自己的行為，學習如何適當的扮演好自己

的角色，而在整個過程中，都是由自己積極的對與他人互動的行為與情境做出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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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與定義，進而反應。皮亞傑(Piaget)則以認知發展的觀點出發，認為兒童的成長

包含四個認知發展階段，在四個不同階段中透過與周遭環境的互動而學習，從感

官期到最後的形式操作期，漸漸學會用抽象思考的方式來回應外在刺激（Smelser, 

1991/陳光中等譯，1995; 葉至誠，2001）。 

此外，社會化雖為持續且終生進行的過程，然而兒童與成人的社會化仍有差

異存在。從嬰兒對青少年之前的兒童階段，與成人社會化相較之下，較傾向於基

本價值的塑造，且只能概括吸收，並強調絕對服從，少有評價規範、進行折衷思

考的可能(Smelser, 1995)，這是因為兒童仍處於認知發展的階段，而依照皮亞傑的

認知發展理論，國小學童正屬於「具體操作期」(concrete operations stage)，已具

有分類與排序的能力，但仍須藉由具體幫助來進行抽象的邏輯思考（Smelser, 

1991/陳光中等譯，1995; 葉肅科、董旭英，2002），相較於基模累積豐富的成人，

對於外在環境的思考與回應能力自然較為脆弱。 

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人的行為具有可變性，並從與環境互動的經驗中，形成

自我的概念，學習社會規範，並平衡社會規範與本能慾望的衝突，以合宜地回應

環境、適當地扮演社會所賦予的角色；換句話說，「與人互動」、「社會規範」、

「角色扮演」即為社會化過程中最為關鍵的基本要素。 

在「與人互動」方面，因為社會化並非孤立的進行，所以主要的社會化機構

在家庭中對個人的影響既深且遠。這些機構包括： 

(1) 家庭：這個階段開始學習基本的行為、習慣與社交禮儀，性別角色的發

展與認同也就此展開，並因其社會階級、族群與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差

異都會對個人的認同、態度與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而在現代社會中，

家庭更是兒童接觸媒體的第一個場所，而家庭（如管教方式、父母偏好）

也常影響兒童對於媒介訊息的接收。 

(2) 學校：兒童在學校學習智識、技能及團體生活的禮儀與規範，並經由課

程與團體互動學得文化與價值。然而，看來客觀的知識領域與常識，也

可能隱藏了具有刻板印象的內容並影響權力配置，師、生、家長都可能

在不知不覺中傳遞並鞏固了刻板印象，若沒有讓學生有進行批判性思考

的機會，則刻板印象將成為並強化原有的基模，影響日後的社會推論，

而難有翻轉的可能。 

(3) 同儕團體：當兒童漸漸成長、進入學校就讀，與父母相處的時間減少之

後，將會越來越依賴身邊長時間相處的同儕團體。同儕之間共享生活經

驗與價值觀，互相依賴，還有可能因為互相模仿而形成次文化（葉肅科、

董旭英，2002）。而當媒體已經是「環境」的現代，兒童會經由同儕獲

得媒體傳遞的內容資訊與價值，即使自己未接觸該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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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眾媒體：大眾媒體的再現是兒童接觸世界的管道之一，對於無法親身

體驗的人、事、物，皆經由大眾媒體間接接觸、瞭解與學習，形成社會

概念。大眾傳播的功能包括守望(surveillance)、協調反應(correlation)、傳

遞文化(transmission)與娛樂(entertainment)（羅世宏，1992）。對兒童來說，

大眾媒體具有教育功能（如【芝麻街】等教育性節目），但同時也「教

育」社會價值，藉由螢幕再現，傳遞社會中不同角色的形象、規範與期

待，並定義理想的、成功的、應該追逐的目標。然而，螢幕傳遞的不只

正面訊息，有時含有暴力、性、仇恨等對於仍處於認知發展階段的兒童

是極為負面的訊息，導致兒童容易有暴力傾向，產生焦慮與恐懼等心理

問題；有時則隱含刻板印象，容易使兒童對性別角色及特定族群的認知

偏頗，限制自己的能力與發展，而承受偏見的兒童則自尊心低落，加上

社會資本與權力的配置，強化既有的社會結構。 

在「社會規範」方面，社會化傳遞的理想角色的詮釋與定義，使得對不同角

色有相異的態度與行為、義務與權利的要求，同時也規範個人表現，透過對個人

的賞與罰進行。刻板印象也可能成為一種社會規範的方式，藉由對理想與正常的

角色期待進行定義，對不符期待的偏差行為進行懲罰，以維持社會秩序，而這就

是社會對於合宜的「角色扮演」的要求，刻板印象便是其中一個衡量的標準。例

如口語上戲謔較具男性氣質的女性為「男人婆」，反之，則為「娘娘腔」。這些

角色特徵就是 Dyer 所說，我們用來識別、推斷他人的基礎，規則來自於從社會

化中獲得的角色期待，我們進行社會互動時，便以這些先備經驗與知識對於所有

遭遇到的人、事、物貼上標籤，並分門別類的歸檔，如同臉孔、性別與詞彙歸類

的實驗。 

然而所有正式（如法律）與非正式（如習俗）的社會規範，通常都會因社會、

文化與歷史而異，隱含每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與意識型態，是一個社會的「集體意

識」(collective conscience) 28，藉由社會成員對集體意識的尊重與受之管理的共識，

維護社會秩序，使社會整合。透過代代相傳的社會化歷程，一個價值或意識型態

可能愈行鞏固，但當另類觀點抬頭，或社會各個角落的人們接觸愈形頻繁、瞭解

日增之後，原本強勢的主流意識也有可能遭受翻轉。 

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化理論接強調兒童從與社會環境的互動之中，學習社會的

價值與意識型態。社會心理學雖強調刻板印象是一種認知策略，但鑲嵌在其中的

是社會知識，而大眾媒體就是主要的知識來源之一。社會化理論雖強調兒童身邊

重要他人的影響力，但在現代社會中，媒體也無時無刻的影響著整個環境，隨著

社會價值的傳遞，社會行動者－社會之間生存心態的一體性，早已將媒體包含在

                                                 
28

 指一組由社會所有成員共享的情操，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而這種意識是由儀式、信仰與法律產生。然而當社會變遷，集體意識不再具有約束力時，便可能出現「脫序」(anomie)的現象。（Smelser, 1991/陳光中等譯，1995; Light Jr. & Kelln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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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此，兒童身為社會行動者，即使未直接的接觸媒體訊息，也會間接的受

到影響。 

貳貳貳貳、、、、    身為身為身為身為閱聽人閱聽人閱聽人閱聽人的的的的「「「「兒童兒童兒童兒童」」」」－－－－與媒體的與媒體的與媒體的與媒體的直直直直接互動接互動接互動接互動 

兒童在每日的生活中有許多直接接觸媒體的機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96~1997年間的調查發現，全球 23個國家的兒童，93%兒童可接近一台電視

機（主要在家中）；接觸時間上，電視是最主要的休閒活動，其中過半數的兒童

每天看 1-2小時電視，將近 25%學童看 4-10小時電視，平均每天接觸 3小時（其

他媒體活動如閱讀佔 1小時、廣播 1小時、聽錄音帶或 CD1小時、電腦 0.5小

時）(Groebel, 1999)。在南韓首爾則是 100%的家庭家裡有電視，看電視最多的是

10-14歲兒童，每天平均 117分鐘，其次是 4-9歲兒童，每天 112分鐘(Cecilia von 

Feilitzen, 1999)。 

當兒童面對媒體訊息，將如何與其互動？又如何受影響？以下從社會學習理

論的角度探討兒童與媒體的互動關係，再從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相關研究，發現

對兒童的影響。 

一、社會學習理論－媒體內容中的行為楷模對兒童的影響 

由班都拉(Bandura)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強調兒童透過觀察、模仿他人的行

為，再內化成為自己的行為與思考模式，因此本理論亦強調兒童與行為「楷模」

的互動。 

在兒童進行觀察式學習時，有以下主要影響因素（Sternberg, Williams, 周甘

逢、劉冠麟譯，2002；Hergenhahn，王文科譯，1991）： 

1. 注意力 (attention)，指兒童必須「注意」到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學習

對象的行為，唯有觀察到的行為才能被學到，且先前的增強經驗會影響

未來的觀察，觀察因此是選擇性的。 

2. 保持 (retention)，指兒童必須記得觀察到的事物，才能以相同的方法產

生行為，因此記憶的保持相當重要。此外，一旦以認知方式儲存（一為

過去經驗的心智意象，另一為從知識得來的，關於行為/思考模式的語

文表徵），就能夠不斷的被檢索、覆誦與強化，班都拉認為這「是一種

符號化的高級能力，使人類經由觀察而學習到更多行為」。 

3. 兒童需要一段頻繁「覆誦」(rehearsal)的過程，過程中觀察自身的行為，

並予觀察對象的模型相較，逐步調整、修正模仿行為，並逐漸使個人的

行為與模仿對象的模式相仿。 

4. 動機 (motivation)，指兒童需要激發模仿觀察到的行為的原因，這些原因

稱為「增強」，有兩種主要功能：使觀察者產生期待，並使學習轉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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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直到有機會運用。包括學生經常在模仿時受到獎勵，或看到

其他人的模仿有正面的回應或相反的受到懲罰等，並知道自己的模仿行

為是否被期待。最後，增強再繼續對觀察者的「注意力」產生影響，決

定選擇性觀察的對象。 

可見社會學習理論關注的是觀察學習者－行為－環境之間的互動，

Bandura(2001)並指出，對應於觀察學習，媒體對於兒童（尤指電視）具有模塑的

作用(modeling influence)，能夠引導、提供動機、約束/不約束、激發情緒、型塑

對「真實」的價值與觀念，並以兩種方式影響觀察學習者：一為藉由告知、賦予

動機和引導參與者來直接推廣某種改變，另一為將參與者與社會網絡和社群情境

連結，透過社會來影響，媒體經由這兩種方式不斷的一方面成為個人的引導，另

一方面提供誘因以及社會支援，來產生其欲求的改變。與前文所述的社會心理

學、社會化理論相較，不僅承認社會環境的影響力，從社會學習理論也更能釐清

更媒體的重要性。 

二、與「媒介再現刻板印象」面對面 

由於大眾媒體也是兒童認知社會，以及形成刻板印象的途徑之一，以下便從

多位學者在不同國家的研究發現，來觀察兒童如何解讀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訊息，

又如何受到影響。 

1. 媒介再現國家的刻板印象 

英、德、匈、加等四國於 1977年共同對國內青少年電視觀眾印象中的外國

人形象進行研究，發現青少年除了親身接觸的經驗之外，對外國人的印象主要皆對外國人的印象主要皆對外國人的印象主要皆對外國人的印象主要皆

來自於電視來自於電視來自於電視來自於電視（尤其電視新聞與娛樂節目），且充滿了刻板印象，如表 2-2所示（卜

衛，2001）： 

表 2- 2、英、德、匈、加等四國青少年對外國人的刻板印象 

（本研究整理自：卜衛，〈媒介與兒童的性別角色社會化〉，2001）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所屬國家所屬國家所屬國家所屬國家 
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刻板印象 

加拿大 � 美國氣候溫暖、生活充滿樂趣 

� 蘇聯愛好戰爭 

� 德國人是納粹 

� 非洲人住在茅棚 

� 墨西哥人很懶惰 

英國 � 蘇聯政府只對武器有興趣、蘇聯人想進攻美國 

� 對蘇聯的認知僅限於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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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介再現種族的刻板印象 

Willson & Gutiérrez(1995)指出兒童面對媒介形象與再現時都較易受傷害，

尤其他他們從中學習有關自我和社會的概念時。他指出在 Atkin針對 4、6、8

年級學童的研究中，雖僅有 14%的學童指出會透過電視學習他人的行為、說話

與服裝和外表，但其中有 66%學童表示電視中的黑人和生活中的黑人說話方式

一樣。研究也發現兒童個人的詮釋會影響對媒介再現的認知，且選擇性的注意

導致選擇性的認知，並強化既有的種族態度，因為只注意、認知媒介再現與基

模相似的地方。而 1979 年也有研究發現長期接觸忽略或貶抑黑人的電視娛樂節

目，將使黑人兒童自尊心低落。 

根據 Children Now於 1998年針對全美 10-17歲兒童進行的研究(1999)，發

現有色人種多選擇非裔美人為認同對象，非裔只選擇非裔，白人則多選擇白人

（但仍為選擇非裔），其中籃球明星麥可喬登與電影明星威爾史密斯在所有種族

兒童的最愛名單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種族兒童的最愛名單中，都沒有

出現亞裔與拉丁裔的角色。而欣賞這些角色的主要原因，包括有趣、令人尊敬。

同時，所有種族的兒童都認為在電視上可以看到自己的種族對自己很重要所有種族的兒童都認為在電視上可以看到自己的種族對自己很重要所有種族的兒童都認為在電視上可以看到自己的種族對自己很重要所有種族的兒童都認為在電視上可以看到自己的種族對自己很重要（尤

其有色兒童，約佔 8成），且年紀越大的兒童越感重要，兒童認為重要主要的原

因是，「能夠告訴人們自己的種族重要」(84%)，及「感到這個種族是被社會接

納的」(81%)，並「提供角色模範」(78%)。兒童也傾向認同自己種族的角色兒童也傾向認同自己種族的角色兒童也傾向認同自己種族的角色兒童也傾向認同自己種族的角色，，，，

但也會認同具有溫暖的人格特質但也會認同具有溫暖的人格特質但也會認同具有溫暖的人格特質但也會認同具有溫暖的人格特質、、、、有高地位有高地位有高地位有高地位、、、、高權力的角色高權力的角色高權力的角色高權力的角色，，，，而這些通常是由而這些通常是由而這些通常是由而這些通常是由

白人飾演白人飾演白人飾演白人飾演。而重度收視者則認為種族隔離已不存在，種族融合相當成功，且看

多娛樂節目者會認為非裔美人經濟狀況不錯，但相反的看較多新聞者，會認為

非裔美人在經濟狀況很差，電視節目可說對閱聽人發揮了涵化的效果，因為在

娛樂性的節目中黑人多半為中產階級，而在新聞中卻多半與犯罪有關。 

另外，白人與非裔兒童認為可以常看到自己的種族在電視上，相反地，拉

丁裔，尤其亞裔認為最難看到。有拉丁裔兒童表示電視節目主要是白人家庭的

事，也有人注意到很少有白人與黑人一起出現的節目（意即缺乏種族互動的呈

現），所有種族兒童都認為電視節目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拉丁裔與亞裔角色所有種族兒童都認為電視節目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拉丁裔與亞裔角色所有種族兒童都認為電視節目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拉丁裔與亞裔角色所有種族兒童都認為電視節目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拉丁裔與亞裔角色。 

對於媒介再現的形象媒介再現的形象媒介再現的形象媒介再現的形象，兒童們兒童們兒童們兒童們（（（（尤其非裔與尤其非裔與尤其非裔與尤其非裔與拉丁裔拉丁裔拉丁裔拉丁裔））））認為白人角色總是正認為白人角色總是正認為白人角色總是正認為白人角色總是正

面的面的面的面的，並較常與多金、高教育程度、領導者、聰明等特質有關，且最常在電視

中扮演老闆、秘書、警察和醫生等角色，在新聞中則多半在做好事；而所有種

族兒童同感拉丁裔在娛樂節目中總是負面的拉丁裔在娛樂節目中總是負面的拉丁裔在娛樂節目中總是負面的拉丁裔在娛樂節目中總是負面的，並較常與犯法、財物困頓、懶惰

等特質有關，而非裔最常在電視中扮演罪犯、傭人等角色，在新聞中則多為負

面呈現。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到的各種電視節目中的角色，兒童們均認為拉拉拉拉

丁裔與亞裔皆極為罕見丁裔與亞裔皆極為罕見丁裔與亞裔皆極為罕見丁裔與亞裔皆極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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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兒童發現電視中的刻板印象，有位亞裔兒童指出「當人們看到實境

節目【COPS】中警察逮捕黑人，會以為黑人都是壞人，但這不是事實」，及「白

人不常打架，但黑人與拉丁人總是在打架跟吵架」等，有白人兒童表示「電視

讓白人看來更聰明，因為有很多錢，且私立學校中較多白人」，及「白人節目中

有時會呈現人們害怕黑人」，也有亞裔兒童說「亞裔就是看起來會唸書，戴著厚

重的眼鏡做筆記，或是功夫大師」。此外，當提供兒童不同種族的人物照片，要

求兒童選擇適合飾演各種角色的演員時，發現兒童會根據外表來評斷其應為「好

人」與「壞人」，有一位白人選擇非裔飾演罪犯，理由是「他看來像是會偷東西

的罪犯」，及「在新聞或其他地方裡的黑人會吸毒、射殺人、偷竊等」，而選擇

拉丁裔飾演罪犯的兒童說「他看來很壞，像會殺人」，也；有非裔選擇白人當警

察，原因為「看起來很聰明」，而一位白人女孩選擇非裔當警察，因為「黑人看

起來比較兇」。 

另外，對於新聞的表現，有拉丁裔的兒童表示在新聞中的拉丁族群總是與

幫派、意外、販毒、作案、謀殺有關，而非裔則是最常表示對新聞中的種族再

現感到失望，認為新聞總將犯罪歸咎於非裔，且年紀越長的非裔感覺越強烈；

而對於新聞中的青少年再現感覺也更強烈，兒童更常注意到白人與亞裔青少年白人與亞裔青少年白人與亞裔青少年白人與亞裔青少年

偏向正面呈現偏向正面呈現偏向正面呈現偏向正面呈現，，，，而非裔與拉丁裔偏向負面呈現而非裔與拉丁裔偏向負面呈現而非裔與拉丁裔偏向負面呈現而非裔與拉丁裔偏向負面呈現。 

有近 75%的兒童表示他們有不同種族的「最好的」朋友，因為經常可在學

校碰面，所以知道所有種族的人都能有相同的表現，因此兒童們認為媒體應該

藉由呈現種族互動來促進族群融合，就像他們在學校的經驗一樣。 

此報告反映出幾個重點，首先，兒童對於大眾媒體再現的偏頗不但有所知

覺，還能夠清楚地說出其偏頗之處；其次，他們也從大眾媒體認識其他種族，

而再現形象則確實對兒童與青少年做社會推論時有所影響。另外，他們也渴望

在螢幕上看到與自己同種族的人。可見就如同社會心理學、社會化與社會學習

理論所主張的，兒童與青少年會在大眾媒體中尋找認同與觀察學習的對象，而

再現過少或常與負面形象連結的種族兒童，也將有認知方面的問題。 

3. 媒介再現精神障礙人士的刻板印象 

Dietrich, Heider, Matschinger, Angermeyer(2006)的研究則發現，將暴力犯罪

與精神病患連結的新聞報導會顯著的影響兒童對精神病患的認知，在看過這樣

的報導後，較會用負面的詞彙來形容精神病患，且看越多電視的兒童，欲求的

社會距離也越高；然而，接觸報導精神疾病正確知識的新聞卻可有效改善刻板接觸報導精神疾病正確知識的新聞卻可有效改善刻板接觸報導精神疾病正確知識的新聞卻可有效改善刻板接觸報導精神疾病正確知識的新聞卻可有效改善刻板

印象印象印象印象，雖然期望的社會距離一樣沒有改變，但足以證明刻板印象有改善的機會。

因此，研究最後也建議可藉由減少負面刻板印象的新聞報導，和鼓勵學生討論

與反思媒體再現的內容，來改變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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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幾個幾個幾個幾個主要議題主要議題主要議題主要議題 

經過上述文獻探討，瞭解了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訊息如何影響兒童，接下來整

理較常受到討論的幾個重要議題： 

一、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J. Seggar & P. Weeler(1973) 研究美國電視劇中的職業刻板印象，發現無論角

色是黑人、英國人或美國白人，女性從事職業的比例與多樣性均遠不及男性，且

以黑人來說，女性前三名為護士、舞台/舞者、音樂家，男性則為外交官、音樂

家、警察；而美國白人女性前三名為秘書、護士與舞台/舞者，男性則為物理學

家、警察與音樂家。J. Dominick & G. Rauch(1972)分析廣告也發現女性職業多樣性

同樣遠不及男性，在廣告中過半數的女性為家庭主婦或母親，職業類別也較男性

少，且出現在家中的比率兩倍於戶外，相對於男性有 44%在戶外（轉引自張錦華，

1995）。 

另外，Sally Steenland(1995)檢視 1990春季的電視娛樂節目發現，節目中女性

不超過 40 歲，而男性則是 50 歲，在職業上，女性多半為辦事員，男性則為執法

人員，且男性出現在工作場合是女性的兩倍。此外，女性較裸露，也較多寬衣解

帶的機會。此外，有色女性多半出現在喜劇中(Linda Holtzman, 2000)。 

Signorielli N.(2001)整理電視中性別角色形象的相關研究也與 Sally的研究發

現一致。在年齡方面，Signorielli & Bacue(1999)研究橫跨三十年的電視節目，發現

1990年代電視中的女性普遍比男性年輕四歲，且多半為 20-30 歲之間，電視強調

年輕的價值與女性的青春，對於年老呈現負面的訊息，尤其是超過 65歲的女性

（與男人相較，年老且不再外出工作）。在身型上，Fouts & Burggraf(1990)發現女

性多半有過輕的、「完美的」身型，男性則越來越肌肉發達。另外，女性較男性

易被依照婚姻狀態分類，而有色女性較白人女性更難走入婚姻，但男性卻沒有類

似現象(Signorielli, 1982)。 

研究者於 2005年觀察電視播放的休旅車汽車廣告發現，即使社會變遷，女

性工作與擔任家計主要負擔者的比例呈上升趨勢，汽車廣告仍多半由男性是演負

責養家活口的角色，女性則為支援、照護的角色，且廣告呈現的幾乎為中產階級

核心家庭（家中主要成員為父母與子女）（林佳儀，2006）。 

二、 種族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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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因為其歷史、社會的發展過程，向來以「大熔爐」著稱，許多國家、種

族的人們因為各種原因相繼來到美國生活，有些種族是因為奴隸制度的關係來到

美國，有些則是因為自己的國家遭逢戰亂而到了美國成為難民；而在美國本土境

內還有真正的「原住民」，在美國的開國元老—歐洲白人來到美國之前即已在這

片土地上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境內的種族相當多元，因而也有嚴重的種

族問題。以下便一一介紹非裔、亞裔、阿拉伯（中東）裔、原住民等在媒介再現

中的刻板印象。 

少數種族在大眾媒介中的呈現，不是再現太少，就是具負面價值，例如與

白人相較，少有扮演主角或英雄的機會，而為支持者或被投以嘲諷的、可笑的

丑角，甚至淪為反派或非人化的打手機器，而黑人則在運動遊戲中被再現為擁

有不尋常能力的運動員。即使製作者嘗試刻意顛覆刻板印象，當觀看者將自己

所累積的社會知識帶入觀賞的文本中，也是透過既有的有色眼鏡來觀看、過濾

訊息，反而鞏固了原本的刻板印象。 

1. 在再現的頻率與數量上 

除了非裔在經由美國各種活動的推動下而大幅增加了再現機會外，少數種

族多半有再現太少的問題。在美國的電視節目中，直到 1960年以後才有有色種

族—即非裔黑人的出現，到了 1970-1980年左右，非裔黑人角色多集中在情境

喜劇中；直至今日，在美國六大全國電視連播網的黃金時段節目中，白人仍為

黃金時段主要的再現種族，佔了黃金時段節目全體角色的 75%，以及片頭演員

名單的八成左右，而少數種族的再現數量仍以黑人為主，拉丁裔演員有些微的

成長，亞裔、中東裔與原住民裔多年來仍為數量最少的（亞裔約 1-3%，中東僅

0.3%），其中原住民幾乎是隱形的（在 0-0.2%之間），這些少數種族不但再現數

量過少，也比白人與黑人更常擔任二等或三等的角色(Children Now, 2001; 

2003)。可見在美國的媒介再現中，仍為白人主導的世界，而少數種族再現過少

的現象，很有可能讓觀眾感知一種訊息：該種族對於社會並不重要，也沒有地

位，而對於少數種族的兒童與青少年收視者來說，非但很難在螢幕上看到可供

認同的角色模範，甚至可能引發認同上的混淆。 

2. 在再現的形象上 

少數種族少有機會擔綱演出主要的角色，即使有也多半在刻板化的窠臼中。 

1970-1980年左右，在情境喜劇中最常看見的黑人角色，其形象多半是滑稽

的(buffoonery)，即使有如影集【天才老爹】般的正面形象，仍非寫實的黑人生

活，而在兒童節目中甚至完全沒有黑人角色，卡通中也出現許多種族刻板印象

（如以黑人文化來命名丑角，卡通中的反派有厚嘴唇、黑皮膚，還有食人肉的

行為等等）(Harris, 1999)。發展至今，黑人已不同以往常扮演在雇主家中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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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人，取而代之的是以擁有專業能力的角色（例如醫生、律師、法官或記者等）

居冠，然而與白人相較，黑人更常扮演執法人員，而從前以黑人為主的傭人、

低甚至無技能需求的勞工角色轉而由拉丁裔演員飾演(Children Now, 2001; 

2003)。 

其他種族如美國原住民（於 1999年僅佔美國全人口的 1%，且有 1/3在過著

貧窮的生活），在新聞與娛樂媒體中也存在嚴重的刻板印象，例如在早期的西部

片中為殘暴的野蠻殺手，或在新聞中經營賭場或涉入土地糾紛。此外雖然現仍存

有 55個不同的部落，但大眾媒體中至今仍多僅再現其中之一的「平原印地安人」

(Plain Indian)，其往昔的生活形態為住在圓錐形的帳棚內（如 1990年的電影【與

狼共舞】），但這些特徵於今日皆已不復見；也少有原住民女性角色出現，然而在

某些原住民部落中其實為母系社會，這些媒介再現皆會使觀眾對原住民有錯誤卻

僵化的刻板印象(Harris, 1999)。 

此外中東裔人士的再現通常為反派，例如巴勒斯坦的恐怖份子，或是販賣歐

美人口的性變態，或是富有但卻貪婪、奢華不道德的油商，而在黃金時段的節目

中就有 46%為犯人，與其他種族相較之下最常扮演犯人；難得見到的中東女性則

帶著頭蒙面紗的肚皮舞孃或回教家眷的刻板印象，而中東的伊斯蘭宗教與文化則

被呈現為殘酷與邪惡的。少有介中東文化與歷史的媒介再現內容，而如此的影響

便是讓觀眾對中東人士與其文化帶有負面的刻板印象，阻隔了進一步瞭解的動

機。(Harris, 1999; Children Now, 2003) 

而亞裔相較之下整體來說形象較為正面，在 2003年的黃金時段電視節目

中，最常扮演的角色為專業人士，且完全沒有亞裔扮演傭人等家庭工作的角色。

然而亞裔除了仍有再現過少、少有擔任主要角色的機會等問題外，也有既定的刻

板印象，例如戴著厚重眼鏡的「宅」學生、高深莫測的武術大師、移民、或穿著

性感誘人卻又待人冷漠的“dragon lady”30。(Children Now, 2001; 2003) 

另外，Children Now (2001)分析 2001年暢銷電玩遊戲內容的種族多元性發

現，玩家控制的男性角色中過半數為白人，亞裔僅 3%，而女性角色近八成為白

人，亞裔與原住民僅佔 7%與 1%。而人類角色過半數為白人，白人女性也比其

他種族女性多(61%)，而屈指可數的原住民皆為女性，其中兩個為支援者，一個

是打手；亞裔則將近八成為電腦控制角色，且多為支援者、旁觀者或反派。而特

別設計給小孩玩的電玩遊戲，在種族多元性上表現更糟，人類角色全為白人，剩

餘皆非人類。 

其次，在角色方面，幾乎所有的英雄是白人(87%)，而原住民則根本沒有人

                                                 
30

 例如電視影集【艾莉的異想世界】中由華裔演員劉玉玲所飾演的律師角色，或在電影【追殺比爾】或【霹靂嬌娃】中同樣由劉玉玲所飾演的殺手與私家偵探，前者即為穿著性感卻喜怒不形於色的律師，後者則是穿著性感又危險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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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雄，拉丁裔僅出現在運動遊戲，亞裔則多為打手，且多半是敵人。非裔女性

幾乎都是競爭者，其中有 83%出現在運動遊戲中，而女性則相反，多為非動作角

色，從無競爭者而多為支援者、旁觀者，並最常是暴力的受害者(86%)，是白人

女性的兩倍、亞裔的四倍。而非裔角色通常是非人化的，對於暴力最少有寫實反

應，而相反的，白人卻較為寫實，而亞裔與拉丁裔卻看來較為脆弱（61%非裔不

受暴力影響，相對於白人 43%、亞裔 66%，而僅 15%非裔會感到痛或身體受到

傷害，白人 23%、亞裔 7%，拉丁裔則是 83%會痛及身體受傷，但在運動中卻不

受影響）。 

暴力行為方面，白人最常使用武器，非裔黑人則最常有言語侵略行為，拉

丁裔則最常不用武器攻擊，亞裔則是最少以武器展現侵略行為(11%)。 

綜上所述，即使美國在實際的人口發展上，早已是多元種族的社會，然而可

以發現在美國大眾媒介的再現世界中，仍為白人所主導的世界：數量上佔絕對

優勢，也最有機會擔任固定演員，亦即電視節目的故事仍以白人的生活為主；

也最常扮演擁有高等地位的角色，或在電玩中若非英雄即為較人性化的「人」（亦

即可由玩家控制，投以認同，若不是英雄角色，也是對於傷害有合理的疼痛反

應的人類），換言之，螢幕中的故事白人擁有令人羨慕的生活，不但較為寫實，

也較為理想化。反觀其他有色種族不啻有嚴重地再現過少，也面臨相當負面而

僵化的刻板印象。在兒童的社會化過程中，大眾媒體在提供角色模範與角色認

同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讓兒童可以學習何為適當的角色表現，何種「真

實」是他們想要成為的樣子，在大眾媒體的再現中建立與家人、同儕與社會適

當的對等關係的知識(Buckingham, 2003)，然而在美國的大眾媒體中，除白人之

外的有色種族兒童與青少年在螢幕中找不到跟自己相像的人，更找不到在自己

的種族中可供認同的對象，除了將感到自己的種族不受社會所重視之外，甚而

可能將自己的種族視為敵人。以原住民裔兒童為例，因為螢幕中的原住民多半

是白人的敵人，因此研究發現原住民兒童在玩遊戲時竟認同影片中由白人所扮

演的牛仔角色，而將自己的種族—原住民當作敵人(Harris, 1999)，造成角色認同

的混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電視節目即使在選角上顧及種族多元性，但內容中種

族之間的互動機率仍低，也多半忽略或未提及種族差異引發的問題，使得收視

者（尤其是重度收視者）將以為各種族已成功的融合，而種族問題也已不再存

在(Harris, 1999; Children Now, 2000)。然而，事實上種族間的差異是不可抹滅的

事實，差異也必定會帶來衝撞與誤解（就像美國電視節目對中東人士偏頗的再

現），如何以進一步的、更為正確的認識來消除因為差異而衍發的誤解與問題才

是真正的當務之急。 

三、 青少年與兒童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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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bner 觀察 1994-1997年間共 440集的黃金時段電視節目，發現在總共 6882

的角色中，僅 14.6%少於 19歲，而以兒童為主要角色時，13-18歲佔 7.6%，12

歲以下兒童僅佔 2.6%，可見兒童的再現過少，尤其女孩與有色族群的兒童又更

少。將電視中再現兒童的數量與 1995年全美人口普查的數據對照，以 12歲以下

女孩為例，實際人口數佔 51%，但電視中僅有 36%的女孩，與男孩相比僅為男

孩的一半，白人男孩是無論 0-12歲或 13-18歲皆多於實際人口數。黑人兒童則

是 13-18歲男孩的電視再現高於實際人口數，0-12歲女孩卻過少，而西班牙裔與

亞裔兒童的電視再現都遠低於實際人口數。而當女性再現已過少的狀況下，即使

有角色也多以跟男性角色有浪漫互動者居多，因此跟男孩相較，女孩在電視上的

性互動較多。(Gerbner, 1999) 

Dale Kunkel & Stacy L. Smith(1999)分析 1993年 11月間堪稱美國八大主要新

聞來源（包括美國 Atlanta Constitution、Chicago Tribune、Houston Chronicle、Los 

Angeles Times、New York Times等五大城市報及三大電視網 ABC、CBS、NBC

的晚間新聞）中以兒童為焦點或與兒童相關的新聞內容，發現平面報紙再現兒童

機率大於電視，在每次新聞出版或播報中，報紙平均 4.6則、電視新聞 1.3則會

出現有兒童在內的新聞，且在報紙有 49%與兒童相關的新聞會放在頭版，以

Chicago Tribune為例，平均一天會有一則與兒童相關的頭版新聞。在內容部分，

對兒童新聞的處理通常較為簡潔，若花了較長的篇幅通常是用來報導異常新聞

（例如共享一顆心臟的連體嬰的醫療過程）。在主題方面，兒童最常出現在的「突

發」新聞(breaking)（在電視佔 48%，報紙佔 40%），其次為教育新聞，兩者共佔

所有新聞的 2/3，而犯罪與暴力突發新聞的部分包括了對該案件的犯罪行為、調

查或起訴，與性犯罪。此外，電視與報紙對兒童相關新聞皆相當倚賴專家知識（尤

其報紙為 87%，電視為 76%），僅約 1/4的機會採用家長與兒童說法。 

Children Now在 1999年的 The News Media’s Picture of Children的研究用與

Dale Kunkel & Stacy L. Smith相同的八大主要新聞來源來分析新聞媒體再現的兒

童形象，並與在 1994年進行的相同研究相對照觀察五年間的新聞表現，另外於

2000年再度以美國三大電視網 ABC、CBS、NBC在六個城市(Atlanta、Boston、Des 

Moines、Los Angeles、New York、Seattle)的地區電視台為研究對象，觀察地方新聞的

兒童再現(Children Now, 1999, 2001)。 

在 1999年的研究中發現，在 1994-1999年間，同樣是 11月的新聞，與兒童

有關的新聞數量上升了 37%，以報紙來說甚至增加了 50%，而在主題上，在電

視與報紙中暴力與犯罪類的兒童再現皆大幅下降，文化類（包括社毀田體、媒體

與宗教等）均增加近一倍，同樣健康類也大量增加，但經濟類與家庭類在兩種媒

體中卻仍然是數量最少的，持續被媒體忽略。在敘事上，在 1998年電視引用兒

童的說法是報紙的兩倍(38%：19%)，而在多元性上，有色兒童的再現過少，佔

全美青少年實際人口數的 35%，但在報紙中僅佔 10%，相對於每天平均有 6.3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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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兒童相關的新聞，有色人種不到一則，而在電視佔 11%，同樣是一天不到一則。

而一旦有再現的機會，焦點多在非裔美國人身上，亞裔與原住民裔幾乎沒有。而

有色種族兒童再現的主題與全美兒童相較，無論報紙或新聞，在教育類上的數目

遠較全美兒童突出。 

而在2000年的研究中發現，再現過少的問題仍然存在。在美國，18歲以下青

少年與兒童佔總人口的1/4，但在研究期間的地方電視新聞中僅佔1/10。在主題上

卻與1999年的研究有極大的差異，將近半數在犯罪新聞中（45%，每週平均六

則），其次為健康(24%)，教育則佔9%，而在犯罪新聞方面有84%是與暴力有關，

且多半是被害者角色(69%)，與1998年的研究對照反而開了倒車。在種族多元性

上，有色種族青年約佔1/3(36%)，與實際人口比例相當，其中又以非裔美國人為

多（將近一半），亞太裔與原民裔（分別為4%與1%）則幾乎不可見，而非裔美

國人又最常與犯罪新聞中的謀殺、攜帶武器與動武事件有關(65%)，比起白人男

孩也更常是侵略者的角色（27%，相較於白人的14%）。這份研究也發現根據美

國2000年的人口普查，全美僅30%的家庭有小孩，因此有許多美國人依賴親身經

驗以外的資源來瞭解兒童的狀況，而地方新聞是全美成人最主要的消息來源

(86%)，卻隱含如此扭曲的兒童形象，不是再現過少，就是與暴力和犯罪有關。

此外，有一半的時間是由成人來為兒童發聲(49%)，與Dale Kunkel & Stacy L. 

Smith的研究發現一樣，同樣相當倚賴專家說法，而報導中多半只報導事件，卻

少探討導致事件發生的結構因素（例如教育政策或貧窮率），可能造成將犯罪事

件歸因於個人的錯誤認知。 

綜上所述，兒童在新聞媒體中被描繪為「受到危險的」(imperiled)，是脆弱

而需要保護的，不是常暴露在暴力犯罪的危險中，就是在健康上受到威脅，並要

求成人與有關當局做好妥善的保護措施，以預防、管制可能發生的疾病、意外或

突發的犯罪事件。而在有種族議題的美國，黑人青年被媒體視為問題少年，白人

常為受害者，而黑人則具侵略性，成為加害者的可能性較高，亞太裔與原住民裔

則幾乎被排除在螢光幕外。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重點是，兒童發聲的機率少之又

少，大多數時間由成人為其發聲，且多為專家或有關當局，讓家人或該族群說話

的機率也不多。 

四、 老人的刻板印象 

Swan(1995)觀察星期六晨間卡通，發現無論在 1992年或 1994年，老年人都

只佔所有角色的 3%左右，而 1994年又較 1992年下降了一些；同時，男性多於

女性，且女性似乎有減少的趨勢，從 1992年佔 1.6%到 1994年的 1%。此外，多

把老年人呈現為無能力且邪惡的，最好能夠遠離老年人。 

Hatch(2005)整理關於男女兩性老年人的媒介再現研究，發現無論男性或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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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媒體（電影與電視節目）都有再現過少的問題，尤其女性又較男性更少，

且更為負面。在廣告中一樣再現過少，且年紀越大形象越負面，也有研究顯示從

1950-1990年代，電視與平面廣告中的老年人形象越來越正面，但仍在刻板印象

的框架內，尤其對女性而言（例如有創意的銀髮族，或完美的祖母）。Hatch並

發現當刻板印象與偏見已然成形，則目標團體將會內化該偏見，歸咎自己，例如

有研究發現 61-92歲的女性內化具有年齡偏見的審美標準，即使仍然承認健康的

重要性，但卻使用多種方法來掩飾歲月的痕跡，這可從兩性使用染髮劑（女性是

男性的將近六倍）與保養品（女性是男性的 24倍）的人數比例上窺見端倪。 

Robinson & Anderson(2006)的研究在觀察一個星期、五個電視連播網所播放

的兒童動畫節目後，發現老年角色在共計 45小時、41個不同的節目中，僅佔 8%，

其中男性佔了絕大多數（將近八成），且將近八成為白人(75%)，非裔僅佔 1%。

在角色上，平均分配在工人/老闆、教師、祖父母與反派人物，而在人格特質上，

多為聰明的(37%)、易怒的(28%)、開心的(27%)、老態龍鍾的/瘋狂的(22%)、友

善的(17%)與古怪的(16%)，最少的是幫助的(1%)。另外在身體特徵上，將近八成

有著灰頭髮，其次為禿頭、戴眼鏡與皺紋，然後是醜陋的、積極/健康的，及過

重的。而電視節目整體呈現的老年形象，過半數為正面的(62%)。在他們的研究

中可以發現，老年形象雖多屬正面，但卻相當刻板，無論是在性別、種族、扮演

的角色，或是人格特質與身體特徵上。而且，有嚴重的再現不足的問題。 

在國內，林進益(2007)的研究則發現，在《康健》以及《常春》這兩份目前

台灣最流行的健康雜誌，於近兩年的廣告中有老人再現的僅 85則，其中過半數

為男性，且有七成是在與家人在一起的情境中，並有將近七成出現在健康食品或

藥品類的產品廣告，其次是其他與健康有關的商品。此外，進一步以符號學分析

方法觀察，發現「三代同堂」、「孝順」、「天人合一」等概念普遍受到老人廣告的

支持與挪用，廣告意象（視覺元素與文案）並含有幾種迷思：一為跟家人和諧圓

滿地在一起、需要子女照顧的老人，二為看似反傳統、顛覆虛弱刻板印象的陽光

老人，只要消費產品則可在各個方面都恢復年輕，仍然強調主流的「年輕」價值

等。 

可見媒介中的老人刻板印象為，男性、渴望年輕、害怕老化帶來的醜陋與失

能，並從事刻板化的職業，以及同質性極高的人格特質與身體特徵。此外，在國

內則強調老人與健康議題的關係，以及與中國傳統家庭價值的連結。最後，無論

國內外，都嚴重地再現不足。然而，在這裡可窺見一個關鍵的議題，如果連專門

設計給兒童觀看的電視節目都傳遞老人的負面、又僵化的刻板印象，則兒童將如

何學習、內化這些價值？ 

此外，相較於美國的種族議題，台灣近年來則是開始廣泛的討論族群的議

題，一來有許多東南亞的外來工作者與移民在近幾年來大量的來到台灣，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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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版面上外籍工作者與移民的數量日增，但卻常與負面議題連結，因而引發

對於相關政策與現象的討論；二來，近年來鄉土文化日益受到重視，除了在教育

方面，國小兒童的課程中加入鄉土文化教育，教授台語、客語，有些學校還教授

原住民各部落的語言，在媒體方面，電視的黃金時段也多了很多以台語為主要語

言的節目，原住民電視台與客家電視台也相繼成立，可見政府為確保傳統文化得

以傳承的用心，也因此，在小小的台灣裡，族群間融合或衝突的議題也受到更多

的注意與討論。然而，大眾媒體仍不斷再現各族群刻板印象（如在新聞報導中，

強調原住民、移工與外籍配偶身份與犯罪的連結31），或因再現不足導致國人因

為不瞭解而心生畏懼，或無法尊重其母國文化32，對兒童來說一方面能夠直接接

觸不同族群的機會與經驗並不多，會更依賴媒介再現資訊以為參考，更容易受到

這些刻板印象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弱勢族群兒童在媒介中可能找不到可供認同

的角色模範，反之還可能有許多負面的描述，將如同在美國的少數族群兒童般，

造成認同發展障礙或低自尊等問題。 

台灣這方面相關的學術研究跟美國相較少了很多（可參照第一章對相關文獻

的統計結果），因此本研究可彌補現行研究的不足，並提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承上，本研究將以上述幾個經常出現的刻板印象議題，加上文獻相對來說較

少的身障人士、家庭型態（如單親家庭）還有關於各國不同文化的媒介再現刻板

印象為核心，觀察國小教科書可配合融入教學的課程單元。 

肆肆肆肆、、、、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主要方式與重要概念媒介再現刻板印象主要方式與重要概念媒介再現刻板印象主要方式與重要概念媒介再現刻板印象主要方式與重要概念 

綜合前文的討論，可以發現媒介再現刻板印象來自於主流階級以自我為中心

的、具有優越感的，以我群－他者為分割的意識型態，並在媒介中以刻板化再現

特定族群的方式呈現在閱聽人眼前。由於是來自於以社會主流共識為基礎的意識

型態，因此也無孔不入的滲透在所有媒介論述中，例如黑人或拉丁裔美國人無論

在電視節目、電影或電玩遊戲中都呈現相同的刻板印象，強而有力的媒介訊息使

閱聽人在被動吸收訊息的狀況下，形成對特定族群與其文化的認識與觀感，尤其

當閱聽人少有機會與其直接接觸時；身為社會行動者，則持續不斷地與他人、環

境互動的社會化過程中，透過結構化與再結構化的作用循環，以及觀察學習的過

程，習得適切的社會規範與角色期待，朝向受到鼓勵與肯定的方向發展，無論是

                                                 
31

 2006 年 8 月 28 日中國時報在以〈妒愛狂情 醉漢辣手摧花〉為標題的報導中，一再強調加害者與受害者之「原住民」背景（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或 2008 年 1 月 24日，以〈外籍、陸配人數 超過原住民〉為標題的報導中，指「外籍或大陸配偶部分從事不好行業如卡拉ＯＫ陪唱及陪酒，建議相關單位深入了解，將她們的生活導入正軌，從事健康活動。」的陳述，都在貶抑弱勢族群，塑造負面的刻板印象。 
32

 例如中國時報以〈雇主逼吃豬肉 回教徒印傭崩潰〉為題，報導回教徒外籍幫傭被雇主逼迫，吃下回教禁食的豬肉，而依回教習俗進行懺悔、跪拜儀式，則被視為怪異行為，終於導致罹患精神病。（陳怡妏報導，2007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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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團體的認同或是對外團體的排擠，媒介都滲透其中各個層級與環節，發揮了

強化共識的教化功能。 

然而，若能進一步解構、分析媒介再現刻板印象訊息，即可跳脫被動接收訊

息的框架，發現其中船的的迷思，使自己不再落入結構化－再結構化的窠臼，則

終有一日能夠改變媒介訊息的組構方式，許多人為建構的指涉與連結都有翻轉的

可能。 

根據第一節討論的媒介文本檢視方法，以及本節蒐集的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文

獻，可以發現一些共通點： 

一、 刻板印象常透過以下方式再現，並與特定價值連結 

1. 再現的頻率：例如美國原住民在主流媒介中幾乎隱形。在台灣，原住民

與外籍勞工和配偶的再現頻率也過低。 

2. 再現的觀點：是由誰的觀點出發來闡述訊息與事件，如美國新聞中常以

成人與專家觀點解讀與兒童有關的事件，而台灣主流媒體也常由政府相

關人士來替東南亞籍外籍配偶或勞工發聲。 

3. 角色的功能與價值：如拉丁裔美國人鮮少扮演主要角色、中東人士多為

反派角色、在電玩遊戲中英雄多為白人，而少數種族多為支援者或競爭

者，而黑人與肥胖者多為丑角等。此外，職業也是價值判斷的一環，如

拉丁裔多從事室內的服務性工作，台灣原住民多為藍領階級的勞工，或

是運動員。換言之，社會中的主宰階層總能扮演重要而正面角色，但外

團體族群則常扮演不重要而負面的角色，就算是兒童、青少年及老人，

在文本中也常是無足輕重的，或是被害者、弱者的角色。 

4. 角色的人格特質：如不輕易表露情緒的男性、易怒的老人、愛唱歌與好

動的台灣原住民等。 

5. 角色的外型特色：如中東女性以頭紗與中空裝的性感形象呈現、女性常

以年輕而性感的外貌呈現。 

6. 象徵符號的使用：如美國原住民－印地安人的帳棚、電影【英雄本色】

中的蘇格蘭裙33、中國人與紅色、女性與粉色，以及在聽覺上，各民族

特色音樂的呈現。 

7. 呈現的場景與情境：如新聞中出現的青少年常與犯罪事件有關，兒童亦

多為社會新聞受害者，其他時候可能是特別傑出的表現，或人文趣味。 

8. 代言商品的差異：如老年人多與健康商品連結，女性就算代言 3C 產品，

仍充滿女性特質，而青少年與兒童若不是出現在專為其設計的產品廣告

中，就是做為成人商品的說服工具。 

                                                 
33

 根據中國時報〈10大胡扯歷史片 你看了幾部〉（2008年 4月 10日）報導，電影再現歷史事件後三百年，蘇格蘭男人才開始穿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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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敘事策略：包括修辭、敘事格式，如使用正/負面詞彙、強調我群

的優點、他族的缺點/不強調我群缺點、他族優點，或以主要、顯著/次

要、不明顯位置呈現我群與他族等。 

二、 除此之外，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概念也強調幾個重點： 

1. 媒介真實與社會真實的差距。媒介訊息內容會因創作者有意或無意的以

上述方式，誇大、扭曲社會真實，無論是在無意中因為社會化過程而內

化了主流意識型態以特定觀點定義事件，或為了在時間限制內傳達廣告

意義而不得不以刻板印象來刻劃人物，皆無法完整呈現社會真實。 

2. 媒介再現建構性。就如同以上九點主要再現方式，都是藉由各種編排、

選取策略而形成，充滿人為斧鑿的痕跡，也更為確認媒介真實並非反

映，而是建構、再現了媒介真實。 

3. 意識型態的存在。無論媒介再現運用了何種策略，都呈現創作者的生存

心態，而其生存心態是來自於更大範圍的社會意識型態。 

4. 強調我群與他族的分隔。此亦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及其權力實踐的形式

之一，承載刻板印象的群體多半被視為邊緣人物，受到主流族群與文化

的排擠，因此可以經常在主流文本中發現，主角多由主流族群飾演，扮

演受到社會肯定的角色，然而少數族裔、族群僅有些微的露出機會，且

角色功能趨於一致，不是以反派角色與主角及社會對立、造成麻煩，或

僅能擔任輔助角色。 

5. 通常與負面價值連結。媒介再現中若出現特定族群的刻板印象，多半與

負面價值連結，尤其當強調我群與他族的分界時，常是依循二元對立的

結構與公式，例如正/邪、強/弱，展現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賦予正常與

偏差的定義，持續地以負面價值他者化邊緣族群。 

6. 僵化、一致且重複的再現方式。如同上列九點常見的再現方式，對於特

定族群的大眾媒體再現，多半僵化、有跨媒體一致性，且反覆播送的現

象，而其形象則強調、簡化該族群的同質性，以偏蓋全、以少數類推全

體的展現。然而如此僵化的形象，也可令閱聽人在短時間內辨識出文本

欲傳達的意義，對訊息產製者來說，較具有經濟效益，這種現象尤以廣

告為盛。 

7. 閱聽人對媒介訊息的接收，有主動協商的空間。即使媒介再現刻板印象

隨處可見，也似乎堅不可摧，但事實上仍有改善的機會。閱聽人可能被

動接收訊息，形成優勢解讀，但也可能察覺訊息意圖與自身經驗的差

距，而有協商解讀，更有可能否定、反對訊息欲傳遞的意義，達到對立

解讀，也因此，媒體素養教育有發揮的空間。 

8. 閱聽人有機會展現主動性。當閱聽人能夠察覺媒介再現的偏頗，並具有

批判反思能力時，即可把握機會主動回應大眾媒體，或不被社會結構所

框架，產製出「更為接近真實」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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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核心概念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核心概念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核心概念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核心概念 

彙整上述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主要概念與呈現方式，本研究歸納為「媒介再

現刻板印象核心概念」，如下所示： 

1. 媒介訊息的真實性（媒介真實與社會真實的差距、媒介再現的建構性） 

必需瞭解媒介再現與社會真實的差距，及媒介再現之建構性等概念，閱

聽人須先對媒介訊息的真實性有所瞭解，才能洞察媒介訊息深層的意涵。 

2. 價值意識型態的存在（強調我群與他族的分隔、通常與負面價值連結） 

當意識型態強調我群與他族的區隔，並經常與負面價值連結時，也將對

閱聽人的觀感有深刻的影響，正/負面刻板印象也在此時被強化、鞏固。在

此概念，便是讓閱聽人理解與承認意識型態的存在，繼之察覺對自己與他人

的影響，知道媒介再現意識型態型塑社會主流意識的功能。 

3. 僵化、一致、重複的再現 

觀察、瞭解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形式，從而更能體會媒介再現中隱藏的

意識型態、社會主流價值對媒介訊息的影響，也能以此為基礎，運用以下的

核心概念來轉化、顛覆刻板印象。 

4. 閱聽人有主動協商的空間 

知道因為各自的背景、親身經驗或媒體經驗的差異，將影響閱聽人對媒

介再現刻板印象的解讀；同時也瞭解媒介再現刻板印象並非理所當然的真

理，而多接觸不同的人、事、物，多吸收不同來源的媒介訊息，都將拓展自

己的世界觀，對世界建立更正確的認識，也更能培養對他人的尊重與寬闊的

包容心。 

5. 展現閱聽人的主動性 

在知道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運作方式，及對於媒介訊息可有差異性的解

讀可以之後，讓學生展現主動性，積極的近用媒體，運用各種媒材與形式來

創作媒介訊息，以表現自己的看法，甚至能夠將自己的想法擴散，試圖釐清、

轉化他人的刻板印象，或協助受到刻板印象影響的族群。積極、主動地參與

社會也是媒體素養教育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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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媒體素養教育媒體素養教育媒體素養教育媒體素養教育 

壹壹壹壹、、、、    媒體素養教育之媒體素養教育之媒體素養教育之媒體素養教育之概念與教學法概念與教學法概念與教學法概念與教學法 

本節首先探討與釐清媒體素養教育之定義、推行的原因與目的、內涵、師生

關係與教學法，以及目前的主要推動方式等媒體素養教育的基本概念與現況，以

作為本議題之教學目標與指引架構發展的基礎。 

一、 媒體素養教育之定義 

「媒體素養教育」也有人稱「媒體教育」，旨在將媒體視為一個新的教育領

域，認為面對現代媒體時除了傳統學校教育強調的文字素養之外，還需注重「媒

體」素養，意即「為了使用與詮釋媒體所需要的知識、技術與能力」；但並不僅

止於「使人們瞭解與運用媒體的認知工具箱」，而應是一種「批判」素養的形式，

包括分析、評價與反思，範圍廣及對媒介存在社會的制度與脈絡的思考，以及這

些要素如何影響人們的經驗與實踐等面向（Buckingham, 2003/林子斌譯，2006）。 

在此需先釐清「素養」(literacy)的意涵，以與「識讀」及其他名詞有所區分。

吳翠珍(2004)指出，「素養」，指的是一種「有知」的狀態，在教育過程中所習得

的文字符號的說、寫、聽、讀的能力；然晚進學者漸主張素養能力不能侷限在文

字的書寫或語言表達，還需因應科技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將其他能力含括在

內，以滿足媒體導向的資訊社會需求。由於傳播科技日新月異，「文字」媒體主

宰地位不再，尤其各種電子媒體的誕生與普及，媒體朝向多元化發展，使得當代

對於素養的定義也更為延展，泛指運用多元媒體形式，及多種元素（文字、聲音、

影像等）的組合，接近、分析、評估，與創製、傳播訊息的能力。 

加拿大奎北克(Quebec)的 LEARN(Leading English Education and Resource 

Network)同樣將媒體素養定義為接近、分析、評估與創造多種媒介形式（包括印

刷與非印刷媒介）的多元媒體能力，且包含了反映與創造媒體文本的能力。而該

組織更強調「多語態文本」(multimodal text)，係指混和五種意義產製模式而成

的文本，包括了語言、視覺、肢體、空間與聲音等，認為所有文本都是在這個前

提下進行創作與解讀，相較於傳統的文字印刷素養，媒體素養必須培養更為多元

的媒體能力，不只是單一語態的辨識與使用，還須能解讀、分析，進一步運用多

種語態之間的互動與組合來表達意義35。 

如上所述，這意味著媒體素養廣泛的含納各種媒體，超越了媒體特性的限制

（不侷限於「印刷」素養、「電腦」素養，不以單一媒體為分野），而是一種「經

                                                 
35

http://www.learnquebec.ca/en/content/professional_development/workshops/multimodal/what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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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詮釋／分析，與創作媒體產物的能力」(Chris Workshop, Maureen Baron, 轉

引自Media awareness network, 2008
36

)。 

其次，媒體素養更超越傳統「聽、說、讀、寫」等技術運用能力，強調批判

反思的能力，期使素養教育更符合、貼近現代社會的需求，也培養現代公民賴以

生存的必備能力。AML(The 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認為媒體素養是協助

學生發展對於媒體本質、使用的技術、影響等的智識及批判理解能力，讓學生擁

有關於媒體的優缺點、偏頗與特質、角色與影響，以及人為性與藝術性等知識，

這也是一種生活能力37。就如Considine(1995)所述，「媒體素養不只包含傳統的讀

（理解）、寫（創造、設計、產製）能力，而是進一步推展到更高層次的批判思

考能力，亦即探索、分析與評估資訊的能力，CML(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更

拓展了媒體素養的定義為「一種21世紀的教育途徑。… …以理解媒體在現代社

會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探究(inquiry)與自我表達的基本能力，這些都是身為民

主社會的公民必備之能力。38」。該機構主張媒體素養是透過教育達到賦權的一

種哲學(empowerment through education)，指出媒體素養是傳統素養的延伸，而其

核心便是更高層次的批判與創意思考能力(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這

是在全球化媒體世界中生活所必需的能力，並以對智識的探索來取代傳統對於媒

體的抵制、責怪與檢查（經由四個探索步驟－接近、分析、評估與表達資訊－來

獲得賦權）(CML, 2000、2003)。 

綜上所述，「媒體素養」指的就是擁有能夠辨識、理解，並能分析、評估與

探究多元媒體的本質、使用的技術、產生的影響等批判反思能力，最後創造、產

製媒介訊息以自我表達與溝通的媒體使用能力，並激發回應社會事務的動機，成

為現代民主社會的積極公民。而「媒體素養教育」即是培育學童擁有媒體素養的

教育途徑，本研究即希望當學童接受媒體素養教育之後，也能夠具備媒體技術能

力與批判的思考習慣，在生活中積極思考與回應媒介再現的刻板印象訊息。 

二、 推行「媒體素養教育」的原因與目的 

Silberblatt(2004)認為現代媒體透過符號與社會語言傳遞了更為多元的價

值，而傳統社會機構（如學校、家庭）的功能（包括界定團體成員的認同、提供

經驗分享的機會、建立秩序的感知能力、定義成功與失敗、定議價值與建立行為

準則、對方向與目標的感知、提供模範與教育功能、提供理念交換的場域、抑制

脫序行為等）也逐漸被媒體所取代；但媒體作為一種社會機制，仍有問題存在：

價值與目標不統一，導致社會成員對目標與價值的困惑與分裂，以及無法抑制社

會成員的逾矩行為等等，因此，更凸顯了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  

                                                 
36

 http://www.media-awareness.ca  
37

 http://www.aml.ca/whatis/  
38

 http://www.medialit.org/reading_room/rr2def.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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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n & Jolls(2004)也認為現代媒體不僅型塑文化，它們本身就是文化，

而「螢幕世代」跳躍於不同螢幕間，更代表某種特定媒介的文本不再具有絕對的

優勢，分析資訊的能力更顯重要。媒介素養的目標即為辨識、探索、批判地看待

媒介訊息的問題，是以質問為基礎、以過程為導向的教育學，好培養出批判、獨

立與富創造性的資訊使用方式；並強調教學的重點在於「教育教育教育教育」，而非媒介，亦

即與傳統的視聽教育或教育媒體不同，不只重視媒介的運用，還需關注媒介訊息

的本質。 

有鑑於此，AMLA(Alliance for a Media Literate America) 主張媒體素養教育

的目的，在於協助全民發展探究與表達的能力，使能夠批判地思考、有效地溝通

者，並成為積極的公民。這也是 Considine 指出推行媒體素養教育的目的之一：

準備(preparation)，藉由批判地分析與評估訊息，與進一步驗證資訊的過程（因

為可從不同資訊來源、不同觀點取得資訊，沒有單一文本有主宰能力），學生可

以學習民主的價值與參與過程；同時，媒體素養強調產製與溝通的能力，因此讓

學生有機會學習多元媒體的使用與表達技巧，而這些都將讓學生更為積極、更富

生產力。投入製作的過程則可提升學生和學習之間的連結，並可蓄積未來投入職

場所需的工作能力。 

其次，經過本章對於媒介內容的探討，可以發現在我們學習與認識種族、性

別以及其他族群的過程中，媒介訊息皆反映並加深了社會偏見，而 Holtzman(2004)

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提供學生「批判性的工具」，以發掘看不見的訊息

(mining the invisible)，將大眾媒體作為一個教學關鍵，帶領學生檢視媒體對於社

會與自我的影響。這也是 Considine認為應推行媒體素養教育的第二個目的：提

供「保護」(protection)(Considine, 1999)。「保護」，並非站在傳統媒介「子彈」理

論的立場，視閱聽人為完全被動的訊息接收者，來保護其免於媒介訊息的傷害，

而是讓學生有評估訊息的能力，並賦予改變環境的能力，以有趣的方式辨認並拒

絕媒介訊息的操弄，這目前也常被應用於菸、酒、毒品等成癮物質，以及性、暴

力、飲食失序等議題的討論與教學。 

而第三個目的是愉悅(pleasure)。「愉悅」的概念其實在教育中已有一席之地，

例如藝術課程中強調的美學鑑賞或自我表達，或是在語文課程中鼓勵學生閱讀並

透過文學或其他表現形式來達到自我成長與自我表達。在此，Considine強調媒

體素養跨領域的本質，他主張透過藝術學習，可提升學生在其他領域的表現，並

改善學習能力，因為媒體素養教育的學習過程需應用多元智能與學習形式。此

外，如今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的資訊是以視覺與聽覺形式共同呈現，對藝術的訓練

將可強化使用各種媒介形式來解碼/製碼的能力，而當電視已成為認識世界的主

要窗口，如此的能力則可提供一個減少刻板印象與提升對國際的理解，並拓展鑑

賞藝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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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chwoch, White, Reilly(1992)指出媒體素養的學習不但可培養學生批

判地分析、處理與運用資訊的能力，還是養成批判公民權關鍵的一環。他們主張

批判公民權能提供「賦權的語言」，讓學生能夠從不同聲音與多元觀點出發來挑

戰主流敘事，培養多元賦權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培養是目前教育的死角，因為

現今各學科都定義、建構出該領域的「客觀真實」（例如歷史與地理），並侷限學

生在學科範圍之內學習。所以幫助學生詮釋、理解視聽經驗、評估在媒體上遭遇

到的美學、道德、社會、文化、政治與意識型態和媒體工業等處境，並能有朝一

日與媒體對話為目標的批判教育(Berg, Wenner, Gronbeck, 2004)，正好可以彌補學

校教育之缺，具有「賦權」(empowering)與「釋放」(liberating)的積極目的（吳

翠珍、陳世敏，2007）。 

綜上所述，為因應現代社會中媒體角色的轉變、媒介科技的躍進，以及媒介

訊息呈現形式日趨多元，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更不容忽視，而推行媒體素養教

育的目的便是希望藉由媒體素養教育的過程，讓學生以多元的形式參與學習，不

但可提升知識與生活的連結度，還可學習參與民主的方式，更可獲得在資訊社會

中必備的資訊處理能力。此外，透過資訊的分析、評估與驗證，保護自己免於媒

介負面訊息的影響，提升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更能以多元、尊重與包容的態

度接近與理解國際資訊。最後，能更為積極主動地生產各種媒介訊息，以回應大

眾媒體，並參與社會事務。 

三、 媒體素養教育的內涵 

由於媒體素養教育超越媒體性質的限制，不以單一媒體做為知識探究的分

野，同時也主張探究(inquiry)的精神，挖掘「看不見的事物」(mining the invisible)，

鼓勵學生勇於發問、探索，穿透事物的表層，發掘深層意涵、結構與影響，因此

也強調「跨學科」的特質，適合所有學科與知識，所以，媒體素養教育學者與推

廣組織，多以「核心概念」與「基本原則」指出主要的學習內容，以下便分述「核

心概念」與「基本原則」的內涵： 

1. 媒體素養核心概念 

Thoman & Jolls(2004)提出五個探索媒介訊息的核心概念，分別涉及訊息產

製者、媒介文本形式、閱聽人、文本內容，與媒介組織等面向。 

(1) 誰創造這訊息？ 

(2) 運用了什麼技術來吸引閱聽人注意？ 

(3) 不同閱聽人解讀這則訊息時有何差異？ 

(4) 這則訊息中再現或忽略了哪些生活形態、價值與觀點？ 

(5) 為何傳遞這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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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ingham則是提出以下四個概念，在教學上，可以從其中一個概念開始，

但仍然需連結到其他概念，並應強調其可用於創造與分析活動：（Buckingham, 

2003/林子斌譯，2006） 

(1) 產製：指媒體文本是有意識地被生產出來，因此需關注科技、產製者、

媒體工業、媒體間的連結、管制、發行與傳播、接近使用與參與等重點。 

(2) 語言：指媒介用來傳遞意義的語言組合系統與規則，因此需注意意義、

慣例、符碼、文類、選擇、組合與科技等重點，是一種「解構」文本的

概念。 

(3) 再現：指媒體產製涉及篩選與組合，難以避免地讓閱聽人以特定方式看

世界，則關注的重點在於真實、說實話、呈現與缺席、偏見與客觀、刻

板印象、詮釋與影響等面向。 

(4) 閱聽大眾：指閱聽人被動接收媒體訊息，但也可主動回應媒體，媒體則

需要閱聽人以求生存。因此研究重點在於鎖定、傳播、流傳、使用、意

義生產、快感與社會差異等面向。 

CML則提出五個關鍵問題及對應的核心概念，如表 2-4所示： 

表 2- 3、CML 的媒體素養關鍵問題與核心概念 

（本研究整理自 Media Lit Kit，CML, 2003） 

關鍵問題關鍵問題關鍵問題關鍵問題 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核心概念 

誰創作這則訊息？ 
所有訊息都是「建構」而成 

用了什麼技術來吸引我的注意？ 媒介訊息係運用有其專屬規則

的媒介語言創作而成 

其他人有何差異解讀？ 不同閱聽人對同一則訊息有不

同解讀 

訊息中再現或忽略了什麼生活型

態、價值與觀點？ 
 媒體隱含價值與觀點 

傳送這則訊息的原因為何？ 大部分的媒介訊息是為了獲得

支持或權力而創作 

 

從上述學者與媒體素養推廣組織的主張，可以發現媒體素養核心概念的主要

構成要素為：媒介媒介媒介媒介文本文本文本文本（訊息產製運用的技術，如文類、符號的運用，以及媒介

本質的影響）、閱聽閱聽閱聽閱聽人人人人（如閱聽人的詮釋、與文本間的協商、媒介訊息產製者的

考量）、媒介媒介媒介媒介再現再現再現再現（真實性/建構性、價值與觀點、刻板印象、意識型態）、媒介媒介媒介媒介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對文本的影響，如媒體工業、產製鏈），及媒介近用媒介近用媒介近用媒介近用（強調閱聽人的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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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組織瞭解媒體組織的守門過程如何影響文本產製檢視媒體組織的所有權如何影響文本選擇與組合瞭解公共媒體與商業媒體的區別檢視資訊私有化的影響
閱聽人反思個人的媒體行為瞭解個人與文本的意義協商本質瞭解文本的商業意涵—「閱聽人」的概念認識廣告工業的主要概念：收聽/收視率、廣告的社會與文化意涵

媒介文本• 瞭解不同媒體的表徵系統（媒體語言與成規）•瞭解媒體類型與敘事如何產製意義• 瞭解並能應用媒體製作技巧與技術•瞭解科技與文本的聯動 媒介再現•比較文本內涵與實際生活中的情境、人物、事件等媒介與社會真實的關係•辨識媒介內容中年齡、性別、種族、職業等刻板印象和權力階級的關係•解釋角色所呈現的價值意涵與意識型態媒體近用瞭解公民傳播權的意義實踐媒體近用區辨被動媒體消費者與主動媒體閱聽人主張個人的肖像權、隱私權公共資訊開放

在地社會文化在地社會文化在地社會文化在地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脈絡政治經濟脈絡政治經濟脈絡政治經濟脈絡
性，將以上的分析性知識運用於創作活動），等五個主要面向，也正如吳翠珍所

歸納出的五個媒體素養核心概念面向與內涵，分別是媒介文本、媒介再現、閱聽

人、媒體組織，與媒體近用，如圖 2-7所示： 

 

從這些核心概念出發中，與本研究議題（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相關的除了「媒

介再現」核心概念之外，還包括對產製面的思考（包括創造主流訊息者，以及自

己投入訊息創作的可能與方式）、語言面的認識、及對身為閱聽人身份的反思等，

將全方位的認識與實踐媒體素養知識。 

同樣的，在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為推廣媒體素養教育而舉辦的教師研習活動

中，也常以各種議題為主題，包括新聞、廣告與流行文化，而這些議題仍然以媒

體素養核心概念為知識基礎，從這五個主要面向切入，探討與現代生活密切相關

的重大議題。由於吳翠珍所提出的五個媒體素養基本概念包含了主要的面向，同

時也是國內曾接觸媒體素養教育的國小教師們較為熟悉的，本研究便以之為主軸

來作為發展教材的基礎。 

2. 基本原則 

除了核心概念，各大媒體素養推廣組織也提出實施媒體素養教育的基本原

則，讓教師們在教學過程中無論是教學設計、教學方式或內容皆不會偏離媒體素

養關注的焦點，而能確實以媒體素養的核心概念與主要精神為依歸。 

圖 2- 7、媒體素養的面向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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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A 揭示媒體素養教育六大基本原則39，以及位於紐約的Project Look 

Sharp
41，皆提出 12個媒體素養融入教學的原則(2004)

42，並認為融入式教學

較特別設立媒體素養課程更為有效，較適合已承受正規課程龐大壓力的教

師。綜合分析這兩大媒體素養組織所提出的教學原則，可以看出共同的特點： 

(1) 都強調批判思考精神。教師必須創造一個鼓勵批判反思的學習環境

與歷程，而媒體也不僅是教學的輔助角色，有時還可能取代教科書

而成為主要的教學工具，或甚至質疑教科書的內容。 

(2) 都強調需含括多元的媒體形式，以因應現代新科技的發展趨勢，以

及學生在生活中接觸多元媒體的事實。 

(3) 強調對社會的參與，以體現民主精神與公民權。要學生對新聞事件

感興趣，進而以媒體表達意見，並積極地回應媒體訊息，與媒體產

業人員互動，共創健康社區。 

(4) 強調媒體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對個體與社會的影響。讓學生檢視

不同觀點的文本，並透過媒介文本的分析，發現媒體對閱聽人認知

的型塑效果，包括社會化影響，或導致對某議題的錯誤、偏頗認知。 

(5) 都認為媒體素養跟文字素養一樣，需不斷培養與累積。應在教學中

不斷尋找學習、練習的機會，循序漸進地養成。 

(6) 都提及媒體產製者對媒介文本的影響。使用的媒介科技和觀點皆會

影響文本內容，因此學生也必須檢視不同來源的媒介訊息；同時也

肯定、尊重學生的多元觀點，並鼓勵以不同方式創作媒介訊息。 

(7) 均認同媒介訊息存有錯誤、偏頗再現，或再現不足的問題，媒介真

實與社會真實之間有一定的距離，因此需讓學生於媒介文本分析的

過程中發現，並嘗試創作與主流媒介不同的訊息。 

以上幾個主要的共通點，係從媒體素養的核心概念而來，也是在推動媒體素

養教育時，教師們設計與引導教學活動需注意的重大原則。從中可發現媒體素養

其實可應用於各學科的教學，且可以成為一種標準教學與評量工具，只要掌握住

重點：鼓勵鼓勵鼓勵鼓勵「「「「探索探索探索探索」」」」的精神的精神的精神的精神、、、、民主的學習參與過程民主的學習參與過程民主的學習參與過程民主的學習參與過程、、、、廣泛且深度地探討媒體的影廣泛且深度地探討媒體的影廣泛且深度地探討媒體的影廣泛且深度地探討媒體的影

響響響響、、、、瞭解媒介文本的建構性及與社會真實的差距瞭解媒介文本的建構性及與社會真實的差距瞭解媒介文本的建構性及與社會真實的差距瞭解媒介文本的建構性及與社會真實的差距，，，，以及以及以及以及需囊括多種學生常用的媒需囊括多種學生常用的媒需囊括多種學生常用的媒需囊括多種學生常用的媒

介形式介形式介形式介形式，，，，還有需還有需還有需還有需反覆反覆反覆反覆、、、、不斷地練習不斷地練習不斷地練習不斷地練習，，，，亦即需在多個學科亦即需在多個學科亦即需在多個學科亦即需在多個學科、、、、學期中有多次融入教學學期中有多次融入教學學期中有多次融入教學學期中有多次融入教學

的課程的課程的課程的課程；此外，Project Look Sharp尤其注重學生多元的學習、練習機會、跨課程

的實踐性，以及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都可以也都應該提到媒體素養五個核心概念都可以也都應該提到媒體素養五個核心概念都可以也都應該提到媒體素養五個核心概念都可以也都應該提到媒體素養五個核心概念，，，，即使是從即使是從即使是從即使是從

特定概念為特定概念為特定概念為特定概念為出發出發出發出發點點點點，因此針對每個原則而提出的教學活動建議都有創作媒介訊息

的設計。 

                                                 
39

 www.AMLAinfo.org  
41以提倡媒體素養融入正規教育為職志，同時也是 AMLA及其他美國媒體素養組織的合作夥伴 
42

www.ithaca.edu/look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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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謹記這些原則、掌握住重點，加上教師們能夠找出可資結合的媒體議

題，即可輕鬆的將媒體素養融入平常的教學中。本研究即以媒體素養領域中，以

及學生生活中的重要議題之一－「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為例來發展教學目標及教

學指引架構，希望未來的教材發展者能注意，研發出一份完整的教學指引，能讓

教師們直接在教學中融入此議題，更可做為教師們辨別其他重要媒體議題的參

考。 

再之，從核心概念出發，並以這些原則進行教學，學生接受的便是「瞭解概

念性的學習」，在過程中學習「後設認知」（不僅是對概念指涉的物體，而是對思

考過程的領會），能夠有系統地概括化與反思，並藉由同儕與教師的幫助，除了

「自發理解」，還能「廣泛的、科學的」將概念系統化的表現出來（Buckingham, 

2003/林子斌譯，2006），再於其他情境與知識領域中將概念轉化。 

四、 媒體素養教育中的師生關係與教學法 

由於媒體素養教育獨特的學習方法與過程－強調概念性的學習、學習有系統

地思考、學習批判反思，並強調民主的學習過程，及尊重學生帶進教室的媒體經

驗、多元背景與觀點，其教學法自然與傳統威權式、以上對下的、單向傳授的教

育方式大有差別；而在推動上，也正因學習的是思考與探索的精神與方式，所以

也主張以「教學法」的方式融入正規教育體系。以下便探討媒體素養教育中的師

生關係與教學法。 

1. 平等的師生關係、合作的學習方式 

從以上的知識基礎出發，媒體素養教育強調尊重學生帶入教室的背景知識，

在學習過程中與教師地位平等，並以討論與對話的方式共同從「做中學」，主張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 

Buckingham（2003/林子斌譯，2006）指出媒體素養教育是一個動態教學的

過程，奠基於語言的學習與使用，讓學生在行動與反思間遊移，並可分為三個階

段：讓學生清楚瞭解自己的既存知識、讓學生能夠系統性地表達這些知識、鼓勵

學生質疑知識的基礎，每個階段都是需要合作達成。當然過程中教師必須適度地

介入，而在教與學之間的互動則包含四個要素：情境練習（在學習者社群中實際

演練）、公開指導（教師的資訊傳遞）、批判框架（使原本的熟悉的變得陌生，與

已學的知識保持距離，並能批判與擴展），與轉型實踐（能在新情境、新目的下

做新的實踐）。由此可見 Buckingham強調的是教師需為學生創造適合主動與實

際演練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夠「由做中學」，並不斷的在學習過程中與同儕和

老師對話，最後還能夠延伸所學的知識。並且，教師的角色不只是提供資訊的專

家，也是學生的支持者與合作伙伴，不以自身的權威壓抑學生的想法與意見，也

不提供絕對正確的答案與觀點，而學生也跳脫傳統教育中較為被動與受壓抑的角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2

色，有主動參與、實踐的權力。 

吳翠珍與陳世敏(2007)同樣指出，不同於傳統程序性知識與陳述性知識的傳

授者，教師在媒體素養教育中，扮演的是「蘇格拉底式教學」的提問者。透過反

覆的提問，誘導學生自行思索、釐清、歸納，並得出結論，藉由教師適時的協助，

學生自行建構知識，亦即，教師是學生「尋求真知過程中的同伴」。同時，在學

習的過程中，學生獲得「賦權」，因為反覆提問式的教學，有助於喚醒學生的覺

醒，開始反思自己與社會的關係，並與其他成員透過對話產生共識，再由自己提

出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2. 注重「對話」的互動方式 

吳翠珍與陳世敏並指出另外一個重點：「對話」。在集體對話的過程中，成員

有互相聆聽、回應彼此的機會，同時合作學習，目在於促進多元與複雜的理解、

創造共同的知識、發展團體行動策略，及辯證思考的邏輯(2007:222)。

Holtzman(2004)也主張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應該鼓勵、引導開放的討論，以表

達意見、挑戰別人，並以尊重他人為前提。過程中需有相互尊重的溝通，且仔細

聆聽，提供發問機會，並容許尷尬和犯錯的空間。當然，學生可能因此誤以為課

程沒有嚴謹的學術要求，因此也必需運用相關的媒體理論與工具來作為評量方

式，即可達到認知、情意、技能兼具的教學目標，例如（針對一個主題）提供學

生多種理論、觀點進行辯論與分析，或導引學生分析過去經由各種管道所得的知

識，其中隱含哪些觀點，又如何塑造他們的理念等等，既可深化、釐清課程內容

的知識，又可瞭解媒體素養概念，同時又有表達個人觀感、聆聽他人想法的機會。

除此之外，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共享權力，與鼓勵參與的「對話」過程，也體現

了民主價值。 

3. 媒體素養教育培養對媒體的批判思考，不僅是媒體技能訓練 

為避免媒體教育淪於單純技術操作的學習，Hobbs(2004)強調媒體產製活動

應該伴隨媒體批判思考能力一起發展；此外，面對大眾流行文化是否應帶入教室

的問題，Hobbs認為若要學生能在教室以外的世界也同樣能夠批判地分析媒體訊

息，就必須把學生的生活經驗裡當代媒體文化的例子帶進教室，只要老師具有選

擇合適文本的能力，也不用擔心文本的淺薄限制了用處，或沒有討論的價值。 

綜上所述，媒體素養教育的教學法有以下特點（Masterman, 1985；本研究整

理）： 

(1) 無階層教學(non-hierarchical teaching)，老師與學生的地位平等，教

師的責任是幫助學生，改變傳統教育中的師生關係。 

(2) 允許學生將經驗帶入教室，也允許學生對老師的衝撞，讓學生有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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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權威的機會，並發現權力與知識的關係。 

(3) 對話－反思－行動的過程。對話是一種權力分享，其目的在於增進

瞭解，包含「仔細聆聽」與「直接回應」，無論在哪一個階段，都

強調以互相尊重為基礎的溝通與合作。 

(4) 是一種參與式的學習，在利於合作與實際演練的情境當中，讓所有

學生都能投入學習的過程，並能夠「從做中學」，從瞭解知識，到

認識價值，並發展出相對應的技能。 

(5) 以課程為導向的融入教學模式，對教師來說能夠吸引學生注意力、

強化學生對課程知識的吸收、減輕自己的負擔，並大大提升學習的

效能。而對學生來說，可以將教室內的學習經驗與生活結合，增加

知識的實用性，並能培養批判思考，以及溝通和使用科技的技能。

此外，也增進與生活環境的連結，能夠使用學科知識與媒體知識，

更加瞭解生活環境並將所學貢獻於社區。 

(6) 課程為導向的融入教學，可應用在多種學科，但須注意每次接觸、

使用媒體時都應與批判思考結合，以避免落入「教育媒體」或成為

媒體技匠的陷阱。 

五、 融入式教學的推動 

有許多研究者主張將媒體素養教育納入正規教育體系中，並有不少學者主張

融入現有的課程。Scheibe(2004)與 Hobbs(2004)都強調主張「課程導向」(curriculum 

driven)與學校導向(school-based)的教學方法，認為媒體素養可以是在 K-12 階段

的有效教育方法，能提升教師與學生在批判性思考、溝通與科技技能方面的需

求，並能將教室內的學習經驗與生活結合，並透過媒體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只要

教師能夠掌握媒體素養核心內容，就能夠依照自己的目標與需要融入各自的級別

與課程領域中。Scheibe以 Project Look Sharp的實驗教學為例，發現媒體素養融

入教學的方法，可以提升教學與學習的效率，讓教師可輕鬆地傳遞原本難以清楚

教授的概念，加強與社會的連結43，還可增加兒童對特定主題的興趣、深化對資

訊本身的瞭解44。此外，進一步提出適合融入 K-12課程的原則： 

1. 指認媒體內容中受到熱烈討論的話題與錯誤的信念，尤其對於特別強調

「事實」的課程而言，例如自然科學、社會。 

2. 發展對於媒體理的偏差及可信度等議題的知覺，這可以應用在數學上，

讓學生檢視媒體報導的統計數字與圖表。 

3. 比較對於同一個主題不同媒體呈現的資訊，適合英文/語言課，比較、

                                                 
43

 在社會課，讓學生從多種媒介來源蒐集城市、市郊與鄉村的再現，使學生清楚的瞭解三個社區的異同，並發現刻板印象。 
44

 以電影【小蟻雄兵】為中心來輔助自然科學課的教學，討論電影再現的螞蟻與真實的差異，及如此呈現的原因，並發展關於昆蟲的測驗題，結果發現學生即使到了學期末都還能正確記得這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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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認同一事件、作品在不同媒介來源的呈現，並分析不同之處與原因。 

4. 用媒體作為評量的工具，例如用一段媒介訊息讓學生指認訊息的對或

錯，或以小組作業產製媒體訊息以展示對該主題的認識與意見。 

Bazeli(1997)也認為教室中運用媒體教育方法，讓學生負責計畫與執行，減

輕了教師的負擔，也是學習的過程轉變為合作式的學習，學生還可從中獲得批判

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技能，因為讓學生為了完成創作，有協力計畫與解決問題的機

會。他也提出教學上的建議，這些關鍵技術可應用在多個領域：攝影技巧（例如

在閱讀課，自行拍攝適合用來解釋或描述詞彙的照片）、用視覺組織所學（例如

各種圖、表）、學習製作電視節目（同時學習電視分析技巧與展現對該學科的瞭

解，如在健康課，嘗試為健康食品做廣告）、使用電腦（如學習以電腦製作圖表，

或用 word）編寫新聞報導，以及聲音/投影片創作，目標在於讓學生使用媒體來

學習與呈現。 

美國華盛頓州則於 1997年於基本學科教學目標(Washington State’s Essential 

Academic Learning Requirements)中，於各科的教師手冊裡，明訂與媒體素養相關

的教學內容，如表 2-5所示(Considine, 1999)： 

表 2- 4、美國華盛頓州教師手冊裡與媒體素養相關的教學內容 

(本研究摘要整理自 Considine, 1999:51)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與媒體素養相關的能力指標與媒體素養相關的能力指標與媒體素養相關的能力指標與媒體素養相關的能力指標 

歷史、社會、公民科 使用電子科技調查一主題，解釋透過電視、書籍與電影

所進行的文化傳播對社會凝聚/分裂的影響 

藝術科 瞭解多元的媒體表現形式，如動畫、攝影、錄像等 

身心健康科 能夠辨認安全，或不安全、可能有害的媒體訊息，及思

考可能造成的後果，如菸酒廣告，並拒絕任何有害的物

質濫用 

語言科 指出媒介訊息的正確性，及其觀點和假設 

威斯康辛州則是在認知到媒體素養教育與社會科課程主題的緊密連結之

後，將媒體素養納入社會科標準：「過去 40年來，人們獲取資訊憑藉管道之重大

變遷」，並將媒體素養作為主要的社會科學習方法。Considine同時也點出師資培

育的重要性，認為教師若想在該科別中實施媒體素養教育，就必需經過在職或職

前訓練，並與當地的媒體素養推廣組織及其他相關教育單位密切合作，以發展符

合當地課程綱要與指標規範的媒體素養教育(Considine, 2002)。 

英國 BFI(British Film Institute)從 1986年開始，以流動影像(moving image)

為主題，發表符合國家課程綱要的媒體素養課程說明，改變了政府對媒體素養的

態度，許多課程重整也隨之開展。在 BFI於 2003年出版的媒體素養教學指引 Look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5

Again! 中，指出媒體素養教育適合英國初等教育三個課程主題領域－創意

(creative)、調查(investigative)、道德與個人(moral and personal)，如表 2-6所示： 

表 2- 5、英國流動影像教育與初等教育課程領域的關係                    

(本研究整理自 Look Again!, BFI, 2003) 

主題領域主題領域主題領域主題領域 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 流動影像學習流動影像學習流動影像學習流動影像學習 

創意 

(creative) 

藝術、科技、

資訊傳播、音

樂、戲劇 

學習如何創作流動影像，以兒童最熟悉，教師也最易取得

的「動畫」為工具。動畫結合了藝術、科技、資訊傳播與

音樂來創造意義，也包含簡短的書面工作。類似於書寫或

繪畫，嘗試組合不同組成元素以產生意義，是相當能夠發

揮創意的過程，同時理解、思考這些成分可以如何被操作。

在資訊傳播課中，可以使用簡易的剪輯軟體 

調查

(investi- 

gateve) 

科學、歷史、

地理 

鼓勵學生辨別流動影像的不同形式（如紀錄片、新聞或廣

告），了解文本來源對影像真實性的影響，並讓學生創造說

服性或有立場的文本。鼓勵學生運用多種影像技術來「發

掘」與「回饋」，如製作紀錄片、訪談與改作文本。 

流動影像還可發展以下批判思考能力： 

1. 比較、對照資訊 

2. 資訊處理 

3. 推理 

4. 做結論 

5. 下判斷 

道德    

與個人 

(moral and 

personal) 

個人及群體教

育、公民、宗

教教育 

重點在於：探究真實世界與媒介再現的關係。 

用流動影像來討論觀點與真實，隨時重新檢視，並更為謹

慎的判斷與回應流動影像的內容。透過討論，從不同角色

的觀點來檢視文本，並讓學生分享自己的看法。在此主題

領域，流動影像有助學生思考與判斷媒介再現對自己的影

響。 

可見媒體素養教育適合於教育體系內推動，延展了傳統教學的範疇，也與時

俱進的採用更符合現代學生生活的教學方式。媒體素養教育在英、美國在其正規

教育體系中，已不只是「融入」，而是成為教育的一部分，承認多元媒體形式與

文本為教材與學習知識的一部分，更是強化學習的有效方法。 

本研究亦以課程導向的媒體素養教育方式為準則，希望能從國小教學中的關

鍵要素－教學目標－與教師經常使用的教學指引著手，為媒體素養教育的推動作

準備，並發展符合台灣在地環境的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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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媒體素養教育目標媒體素養教育目標媒體素養教育目標媒體素養教育目標 

以上述的基準出發（媒體素養核心概念、教學基本原則、教學法，並以融入

式教學為主），如表 2-6所示 BFI的 Look Again! 教學指引一般，還有許多國內

外媒體素養主要推行機構也詳細的列出具體的媒體素養教學目標。以下便就這些

教學目標進行檢視，進而發展出「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教學目標。 

吳翠珍、陳世敏整理 1978年美國西南教育發展實驗中心針對兒童所設計的

電視教育教材，其中兒童階段由教師與家長雙管齊下共同推行的媒體素養教育教

學目標包括 (2007:229) ： 

1. 了解並辨識廣告的心理影響 

2. 區辨事實與虛構 

3. 辨識與理解不同或相對觀點的呈現 

4. 理解電視節目的形態與內容，如戲劇、紀錄片、公共事務討論與新聞等 

5. 了解電視與印刷媒介之間的關係 

6. 區分節目的元素（如配樂、特效、化妝、佈景、道具等） 

7. 對自己的電視觀看行為有所了解並給予評估 

Summers(2005)則提出各學習階段包含媒體素養學習項目、可融入科目，以

及教學目標的教學活動範例，若將之對應媒體素養核心概念，其中國小階段如表

2-7所示： 

表 2- 6、Summers 提出的媒體素養學習項目、可融入科目、教學目標，           

再對應媒體素養核心概念，本研究整理自 Summers(2005) 

媒體素養媒體素養媒體素養媒體素養

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核心概念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可融入可融入可融入可融入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 媒介文本 書寫

風格 

語言 � 檢視、並學習判斷不同書寫風格，包括說服

性、反射性、敘事，與評論性等 

� 媒介文本 

� 閱聽人 

影像 藝術 � 了解印刷媒體拍攝、使用特定照片的原因，

及對閱聽人觀感的影響。 

� 媒介文本 文類 藝術、資

訊素養 

� 了解電視節目類型的分類概念、類型的定義 

� 媒介文本 

� 媒介組織 

可信

賴度 

資訊素

養 

� 學習辨認消息來源的可信度 

CML 也於 2005年出版 5 Key Questions that can change the world: Class 

Activities for Media Literacy，依照五個媒體素養關鍵問題（亦即表 2-4，五個關鍵

問題及對應的核心概念）、可融入的課程、可融入年級，提出教學活動建議。將

適於國小階段實施的部分摘要整理如表 2-8（原為 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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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CML 媒體素養課程規劃架構(本研究整理自 5 Key Questions that can 

change the world: Class Activities for Media Literacy ,CML, 2005) 

媒體素養媒體素養媒體素養媒體素養

關鍵問題關鍵問題關鍵問題關鍵問題 
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融入融入融入融入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融入融入融入融入學學學學

科科科科 

1. 瞭解單向、雙向傳播的特色與限制 

� 列出媒體多元形式 

� 辨別單向/雙向傳播的優缺點 

� 理解大眾傳播媒體的限制與優點 

3-6 
� 語言 

� 社會 

2. 透視廣告：對照訊息與媒體 

� 辨認不同媒體使用的技術與語言 

� 理解不同媒體如何改變訊息以符合自己需要 

� 操作訊息，以適用於不同媒體 

1-6 
� 語言 

� 健康 

3. 22分鐘裡的世界：建構電視新聞出場序 

� 體驗新聞編輯的角色 

� 定義出最後成為新聞報導的因素 

� 發掘新聞的建構本質，係以主觀決策來影響

新聞報導 

3-6 
� 語言 

� 社會 

4. 螢光幕後：電視製作人與他們的選擇 

� 增長對於媒體創作人士的知識 

� 理解製作電影的複雜性 

� 能夠分析由許多媒體製作相關人士所做的決

定的所造成影響 

1-6 
� 語言 

� 社會 

一
、

誰
創

作
這

則
訊

息
 

� 什麼是「文本」 

� 構成文本的原

素有哪些？ 

� 同樣文類的文

本有什麼同異

處？ 

� 作品中運用什

麼技術 

� 其他選擇與組

合方式會對結

果有什麼影

響？  

� 創作這則訊息

需要多少人？

負責哪些工

作？ 

5. 腦中的圖像：媒體建構真實 

� 評估不同地圖的限制與優點 

� 更能理解媒體的建構性，如地圖包含真相與

扭曲 

� 解釋地圖的設計如何影響我們的理解 

3-6 
� 語言 

� 社會 

1. 基本視覺語言 I 

� 辨認攝影師拍照時的選擇 

� 理解攝影的不同面向對意義的影響 

� 用三種基本的視覺技巧來拍照：角度、燈光

與構圖 

1-6 

2. 基本視覺語言 II 

� 辨認視覺傳播的技術 

� 比較、對照大眾媒體使用的視覺技術 

� 運用以上知識，用多種視覺素養技術拍照 

1-6 

二 

、 

用 

什 

麼 

技 

術 

吸 

引 

注 

意 

� 訊息如何被建

構：顏色、形狀、

尺寸、聲音、文

字、動作、服裝、

燈光等等 

� 攝影機在哪裡？

什麼是觀點？ 

� 故事如何用視覺

敘述？人們在作

什麼？ 

� 是否有符號存

3. 剪輯的威力 

� 體驗並反應鏡頭對吸引注意力，以及對視覺 3-6 

 

 

 

� 語言 

� 健康 

�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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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詮釋的影響 

� 透過「裁切雜誌圖片」來瞭解編輯的威力 

� 深化對視覺媒體文本建構所需要作的選擇的

理解 

4. 聲音的語言 

� 辨識電視中音樂與音效的影響 

� 分析音樂、音效與對話在建構電視與其他多

媒體文本時的角色 

� 應用對視覺與聲音之間關係的理解，將自己

的故事加上聲音 

1-6 

？ 

 

在？視覺隱喻？ 

� 引發什麼情緒？

有否使用說服技

巧？ 

� 是什麼使其看來

「真實」？ 

5. 10種販賣想法的方法 

� 辨認廣告中用以說服的多種技巧 

� 理解廣告如何運用說服技巧來達到欲求的目

標 

� 展示對於不同說服技巧的理解，創作海報以

說服消費者 

3-6 

1. 我看到的和你一樣嗎 

� 用不同方式來理解生活周遭的事件 

� 對不同觀點能有同理心 

� 瞭解個人經驗與偏見會如何影響傳播過程 

3-6 
� 語言 

� 社會 

2. 沈默的符號 

� 察覺生活周遭的視覺符號 

� 理解對視覺符號的解讀會因人而異 

� 使用符號來表達想法與興趣 

1-6 

� 語言 

� 社會 

� 藝術 

3. 瞭解觀眾研究 

� 瞭解「閱聽人」的同質性 

� 組織、進行調查，並用圖表作分析 

� 辨認自己身為閱聽人與媒體之間的相互關係 

3-6 
� 語言 

� 數學 

4. 瞭解目標行銷 

� 察覺廣告針對特定閱聽人量身打造 

� 分析廣告的目標閱聽人 

� 創造廣告，展示對以上知識的理解 

3-6 
� 語言 

� 健康 

三
、

其
他

人
有

何
差

異
解

讀
？

 

� 生活中是否有類

似經驗？ 

� 如此呈現與自己

的經驗有多相

似？ 

� 從媒體文本中學

到什麼？ 

� 從他人反應、他

人經驗中學到什

麼？ 

� 可能有多少其他

的詮釋？我們如

何知道其他詮

釋？ 

� 其他觀點是否和

我的一樣有價

值？ 

� 你如何解釋其他

不同的反應？ 

5. 換個角度看媒體暴力 

� 辨認並欣賞多元觀點與不同意見 

� 對其他觀點能有同理心和包容心 

� 察覺社會與文化議題的複雜性 

3-6 

� 語言 

� 社會 

� 健康 

四、訊息中

再現或忽

� 描述了什麼行

為、後果？ 

1. 剝洋蔥：挖掘價值與觀點 

� 理解主觀與客觀的差異 6 � 語言 

�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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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探索的能力，以分析訊息中的觀點 

� 挖掘並指認媒體訊息中鑲嵌的價值與生活形

態 

� 藝術 

2. 新聞中隱藏的觀點 

� 辨認照片中的主觀價值 

� 比較、對比新聞照片的公正性與平衡性 

� 分析新聞中的價值、生活形態與觀點 

3-6 

� 語言 

� 社會 

� 藝術 

� 數學 

3. 媒體刻板印象 

� 理解類化與刻板印象的差異 

� 比較、對照性別再現 

� 批判分析媒體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6 

� 語言 

� 社會 

� 藝術 

4. 英雄與英雌 

� 指認英雄與英雌的特質 

� 將媒體英雄角色模範與社會真實人物做比較 

� 分析大眾媒體中推崇的價值與生活形態 

1-6 

� 語言 

� 社會 

� 藝術 

略了什麼

生活型

態、價值與

觀點？ 

� 文本是給哪一種

人看/聽的？ 

� 你看/聽的時候

想到什麼問題？ 

� 訊息中「販賣」

了什麼想法與價

值？ 

� 訊息中傳播了什

麼政治、經濟理

念？ 

� 對於我們平常如

何與人應對，有

哪些陳述與判

斷？ 

� 這則訊息的世界

觀為何？ 

� 忽略了哪些想法

與觀點？你如何

發現的？ 

5. 什麼不見了？給多元觀點一個空間 

� 指認文本中忽略的人物，尤其是校園文本 

� 提供文本中忽略的觀點，增長批判思考能力 

� 理解不同觀點、建立同理心 

3-6 
� 語言 

� 社會 

1. 為何溝通？ 

� 指認三個傳播主要理由：告知、說服與娛樂 

� 為不同目的創造媒體訊息 

� 瞭解訊息目的如何影響訊息呈現 

3-6 
� 語言 

� 社會 

2. 電視節目如何對準目標閱聽人 

� 追蹤看到的廣告 

� 分析電視廣告及其贊助的電視節目之間的關

係 

� 瞭解電視廣告的經濟結構 

3-6 
� 語言 

� 健康 

3. 隱藏的訊息：置入性行銷 

� 指認電視節目與電影中的置入性行銷 

� 察覺文化中廣告的滲透 

� 發展批判能力，以在媒體飽和的消費社會中

獨立思考 

3-6 

� 語言 

� 健康 

� 藝術 

五 

、 

傳 

送 

這 

則 

訊 

息 

的 

原 

因 

為 

何 

？ 

� 誰控制訊息的創

造與傳送？ 

� 為何傳送？你怎

麼知道？ 

� 傳送給誰？你怎

麼知道？ 

� 訊息販賣了什

麼？說了什麼？ 

� 誰因此訊息受

益，或受損？ 

� 訊息是為服務

誰，或為誰的利

益而做？公眾或

私人、個人或機

構？ 

� 什麼經濟決定可

能影響訊息的建

4. 有多少媒體是廣告 

� 察覺生活中廣告的滲透 

� 評測媒體中的廣告量 

� 分析廣告與社論內容的相關性 

3-6 

� 語言 

� 社會 

�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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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傳送？ 5. 權力、說服與宣傳：多元動機 

� 辨識非商業媒體的不同動機 

� 分析民主社會裡媒體的角色 

� 針對媒體與公眾利益的道德問題進行辯論 

6 

� 語言 

� 社會 

� 藝術 

從上述課程架構可以看見 CML針對媒體素養核心概念所做的詳細規劃，教

學目標則包括檢視不同文本類型（如廣告、新聞）的特色、創作者主觀對媒介訊

息的影響（訊息的建構性、）、媒介文本的創作手法（如視覺語言、剪輯方式、

聲音、符號等）、了解閱聽人的概念（如目標行銷、廣告訴求手法、差異性解讀）、

媒介再現價值與意識形態、消息來源對媒介訊息的影響等，與 Summers及西南

教育發展實驗中心的教學目標雷同。 

另外，教育部委由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進行的《媒體素養教育核心概念之建

立與實踐結案報告》 （鄭如雯，2004）中，對於英、美、加等國的媒體素養教

育發展狀況調查顯示，於國小階段的主要融入課程與教學目標（包括能力指標、

具體教學目標等）如表 2-8所示： 

表 2- 8 英、美、加等國之媒體素養教育主要融入課程與教學目標             

（本研究整理自鄭如雯，2004） 

 融入課程融入課程融入課程融入課程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語文、資訊傳播

科技、社會、歷

史 

� 了解媒介訊息的建構性與建構的方式 

� 辨識文本類型、創作元素、產製流程 

� 學習文本創作技巧 

� 覺察媒體對個人生活與社會的影響 

� 透過不同媒體形式認識社會、文化 

� 批判地省思、評估與創作文本 

� 瞭解個人面對媒體的權利與責任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語文、資訊傳播

科技 

� 媒介文本的創作手法（各種形式與編輯、剪輯方式，如標

題、字幕、音效等） 

� 辨識媒介文本的類型（如文學、小說） 

� 影響媒體成品的各項因素（如新聞事件的選擇性播報） 

� 運用資訊傳播科技展示、紀錄與探索，包括蒐集與儲存資

料、學習不同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方式，能討論之間的差

異及對誠品的影響，並呈現、檢視作品並評估須改進之處 

� 運用資訊傳播科技準備需要的資訊，並評估是否適宜 

� 了解並在創作訊息時應用閱聽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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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英文、社會研

究、藝術、健康

與體育 

� 認知、辨識對個人和公共領域中人們使用媒體的方式，與

媒體的角色，並能評估媒體表現是否符合公共、自由等價

值 

� 了解、檢視閱聽人和媒體訊息的關係（閱聽人的特質、詮

釋、媒體的社會化等） 

� 辨識、理解產製媒體內容的社會與文化情境（兩者之間的

關係、評估如何互相影響） 

� 理解商業媒體的本質（媒體組織的運作、分辨與比較和其

他文化組織的差異） 

� 使用媒體傳播給特定閱聽人的能力（為特定的目的選擇適

當的媒體、分析自己的媒體作品的優缺點、嘗試以多元取

徑與媒體形式表現想法、認知與理解作品的社會責任、思

考媒體製作團隊的角色與責任等） 

綜合上述所有教學目標，發現英、美、加等國在國小階段推動媒體素養教育

的主要目標其實不脫媒體素養核心概念的五個主軸：媒介文本、閱聽人、媒介組

織、媒介再現與媒介近用等，主要探討的議題也大同小異，皆包含了新聞、廣告

等不同媒體文本類型的產製流程、訴求對文本的影響、與閱聽人之間的關係，以

及訊息內容中的觀點、價值與意識形態與社會的關係，還有辨識文本創作的元

素，更重要的是，強調運用多元的資訊傳播科技來探索、分析與產製媒體訊息；

而本議題焦點－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學習，觸及所有媒體素養核心概念的面

向，因此亦將參考這些目標的內容來發展教學目標。 

參參參參、、、、    發展適齡的教學目標發展適齡的教學目標發展適齡的教學目標發展適齡的教學目標 

為使本議題的教學可於國小各年級推動，需擬定符合能力分層概念、適合不

同認知發展階段的教學目標。這個部份參酌張嘉倫發展的媒體素養能力指標

(2006)與 CML在其出版的教師手冊(2005)中提出之不同年齡適合發展的能力，如

表 2-9所示（包括張嘉倫發展之能力指標內容架構，但下表中略不呈現）： 

表 2- 9、CML 教學指引與張嘉倫媒體素養能力指標設計之能力分層概念表     

（本研究整理） 

提出者提出者提出者提出者 年齡階段年齡階段年齡階段年齡階段 教學策教學策教學策教學策略略略略 

CML 6-8歲：學習閱讀 � 媒體素養與閱讀能力的發展相輔相成：瞭解因果、敘

事方式、分析媒介化的故事（如改編自童書的電影） 

� 接觸多元解釋，激發多元思考，挖掘不同的解決方案

與文化差異 



第二章  文獻探討 

 82

9-11歲：邏輯思考但

無法抽象思考 

� 用媒體創作來進行具體操作的練習 

� 較不自我中心，可進行角色扮演、分享觀點的活動 

� 分類因素、調查、用視覺化圖表處理資訊 

� 透過引導問題學習概念 

� 對文字有更深的理解 

12歲以上：學習處

理複雜事務 

嘗試解決問題、歸納，及更深入的分析與文本創作 

� 覺知能力：發現外顯與隱含的訊息 

� 分析能力：檢視媒體對閱聽人的質化影響 

� 創作能力：運用多媒體執行多步驟的專案，包含企

劃、組織、執行，從他人回應中學習 

1-3年級 從生活中隨處可見之媒體事物，知曉媒體基本型態、理

解媒體訊息、區別媒體類型等基礎能力 

張嘉倫 

4-6年級 思辨、分析、運用、比較等抽象能力 

從表 2-9中可以看出，CML的課程規劃，在國小階段將能力階段分為兩種：

1-3年級、4-6年級，張嘉倫亦如是。因此本研究也將國小學童分為兩個能力階

段：1-3年級與 4-6年級，並參考張嘉倫建立的媒體素養能力指標及 CML的教學

策略，進一步發展出符合能力分層概念，適合各年級國小學童需求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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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媒介再現刻板印象媒介再現刻板印象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本研究以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為主要議題，在此仿照 CML提出對應於「媒介

再現刻板印象議題」與「媒體素養教育」的引導問題（如表 2-10所示），亦即，

呈現兩兩對應的「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核心概念」、「媒體素養核心概念」、「引導問

題」，如此的安排係因「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核心概念」是從媒體素養教育的核心

知識而來，可使對於媒體素養知識已有初步瞭解的教師們，在此對應之下，能更

快、更準確的理解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的知識；而「引導問題」的用意則在於，使

教師們能夠藉此思考較為抽象的刻板印象，及如何在課堂上以此來引導學生思考

本議題；其次，擬定適合推動於國小各年級的教學目標，如表中所示。在進行教

學設計時，可從各概念之引導問題中選擇對應的一個至數個教學目標，概念之間

或目標之間沒有順序的關係，只要符合教學需求，一個課程中也可包含數個概念

與數個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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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 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教學目標 

媒介再現刻媒介再現刻媒介再現刻媒介再現刻

板印象概念板印象概念板印象概念板印象概念 
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 符合能力分層的教學目標符合能力分層的教學目標符合能力分層的教學目標符合能力分層的教學目標 

媒介真實與社會真實的差距 

� 是否與你的經驗類似？ 

� 哪裡跟你的知識、經驗不同？ 

� 這則訊息說的是真的嗎？若不

是，你怎麼知道的？ 

1~3年級  

� 能觀察自己的生活並與媒體訊息對照 

� 知道媒體訊息呈現的與自己的生活樣貌不盡相同 

4~6年級  

� 能用多種方法蒐集特定議題的資訊，和相關的媒體訊息，並互相對照 

� 瞭解媒介訊息不能呈現社會的全貌 

� 養成懷疑媒體訊息真實性的態度 

媒介真實與

社會真實的

差距、 

媒介再現的

建構性 

媒介訊息建構過程影響媒介真實 

� 看起來像「真的」嗎？為什麼？用

了什麼方法讓他看起來像「真

的」？ 

� 什麼是「文本」？什麼是「再現」？ 

� 這則訊息來自哪裡？訊息組成與

傳送的過程，對訊息造成什麼影

響？ 

� 訊息如何組成、傳送？需要哪些

人？做哪些工作？經過哪些過

程？ 

1~3年級 

� 知道媒體訊息是由許多「人」共同「創作」而成，並受到這些人的主觀影響 

� 知道有很多種媒體傳播管道，例如動畫、電影、文章 

� 知道並能區別媒體訊息有多種類型，如新聞、廣告、綜藝節目 

� 知道有很多種說故事的方式，如新聞、童書、使用特效 

� 察覺不同媒介對於同一事件、故事呈現效果（真實性）不同 

� 描述對不同媒體傳播管道、不同訊息類型與說故事的方式，讓學生對真實感的感覺有何差

異 

4~6年級 

� 能分辨不同傳播管道的特性，及其真實感的差異 

� 能分析媒體訊息傳遞瞭解給閱聽人有哪些考量因素，會如何影響文本呈現 

� 知道媒體訊息產製過程需要哪些工作，工作內容為何，並分析對文本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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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實際操練、親自體驗媒體訊息產製過程 

� 能蒐集不同媒介對於同一事件、故事的呈現，並比較、分析其因為媒介特性而有的差異 

� 能知道不同類型文本的特色，及如何影響訊息的真實性 

� 能分析不同的論述方式（組織材料的形式）如何影響文本真實性 

� 能蒐集多則媒體訊息，並分析訊息的框架，發現經常聚焦或忽略哪些面向的資訊與議題，

瞭解媒介框架的存在，及對閱聽人的影響 

� 瞭解媒體訊息的傳遞經過複雜的建構過程，必然影響訊息的真實性 

價值與意識

型態的存在

（強調我群

與他族的分

隔、通常與

負面價值連

結） 

發現訊息中隱含/賦予價值與意識形

態 

� 你覺得這則訊息傳遞了什麼觀

點？你怎麼知道的？ 

� 訊息鼓勵/忽略了什麼價值、觀點

與生活形態？ 

我群與他族、正面與負面 

� 如此的訊息對誰有利/有害？ 

� 對於平常待人接物，這則訊息給你

什麼想法？尤其是對特定族群？ 

� 對自己的表現和期待，這則訊息給

你什麼想法？ 

� 對於特定族群，你對他們的感覺是

正面或負面？ 

1~3年級 

� 發現並分享自己對於特定族群抱有的特定看法 

� 發現媒體再現特定族群常有正/負面價值 

� 能分享自己透過（哪些）媒體內容認識哪些族群，並發現媒體訊息對自己的影響 

4~6年級 

� 能分析訊息中鼓勵/忽略哪些價值、觀點與生活型態 

� 瞭解訊息隱含的價值與意識型態將影響自己的態度與看法 

� 發現訊息影響自己的層面：對自己的認知、未來的發展、與他人的互動等 

� 承上，發現類似的訊息對誰有利/有害，誰是大眾注目並崇拜的焦點，誰是大眾責怪的焦點 

� 知道這些價值與意識型態皆係人為賦予 

� 知道並能辨識用來賦予這些價值與意識型態的方式 

� 養成獨立思辨媒體訊息的態度與習慣 

� 能蒐集不同國家與文化的訊息，並進行以上的探討，發現國家與文化的差異，並思考全球

化傳播的媒體文本對特定族群與事物之觀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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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來源的影響/價值與意識形態的

由來 

� 你從哪裡獲得跟這些族群有關的

資訊？ 

� 這些資訊裡，特定族群有什麼共同

的特色？他們的語言、文化、宗

教、生活型態等具有什麼價值？為

何你有這種感覺？ 

� 訊息由誰傳送？不同組織、個人傳

送的訊息，其價值是否也不同？哪

裡不同？ 

1~3年級 

� 能觀察不同媒體傳播管道對同一事件、族群的呈現 

� 能描述並分享觀察到的共同點/差異點 

� 知道媒體傳播管道對訊息有影響 

� 知道並養成接觸不同媒體傳播管道的習慣 

� 能進行角色扮演，從不同觀點（族群或組織）來詮釋事件，體會消息來源對訊息的影響 

4~6年級 

� 能詮釋媒體訊息內容，並判斷其意圖 

� 能蒐集、觀察、比對不同傳播管道對同一事件或族群的呈現，並分析其原因 

� 瞭解消息來源將使訊息帶有特定的價值與意識型態 

� 能夠從自己或是特定族群的觀點產製文本，體驗訊息來源與價值和意識形態的關係 

� 知道訊息必然隱含價值與意識形態 

價值與意識形態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雙向互動、與時變化 

� 不同時代對於同一個主題是否有

同樣的呈現？ 

� 不同時代、觀看不同媒體內容的人

們，對同一個主題看法是否與自己

不同？ 

� 除了媒介訊息，是否在其他地方聽

/看到對特定族群、主題的類似想

法？ 

1~3年級 

� 能訪問並描述身邊不同年紀/族群的人對同一主題、事件、族群的看法 

� 能表達自己對同一主題、事件、族群的看法 

� 能與受訪者互相分享各自的看法，發現不同之處，進而發現價值與意識形態的變動 

4~6年級 

� 能蒐集不同時代、不同文化關於同一事件、族群的媒體訊息 

� 能分析、發現不同社會、文化對同一事件賦予不同價值與意識型態 

� 能透過訪問，分析不同時代的人觀看的媒體訊息有差異 

� 除了媒體訊息，透過訪問來了解其他人對特定事件或族群的看法，並能區辨中的異同 

� 能針對一個主題，訪問不同時代的人關於該主題的「常識」，並與該時代的媒體訊息對照，

發現「常識」與媒體訊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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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媒介訊息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訊息傳遞主流觀點，也強化主流觀點 

� 能了解對特定事件或族群的看法，將隨時代與文化改變 

僵化、一致、重複的再現方式（單

一媒體或跨媒體） 

� 在同一種類型的文本中，針對同一

個族群，看到什麼共通處？ 

� 在其他類型的文本裡，是否有不

同？怎樣不同？ 

� 這些共通處是否常出現？是否常

在媒體中看見這些特定族群的

人？每次出現是否都有這些共通

點？ 

� 對於特定族群，你有什麼看法？他

們的形象為何？在哪些文本中看

到相同的形象？ 

� 是否有符號具有象徵意義？象徵

什麼意義？你怎麼知道？ 

� 這些符號的象徵意義怎麼來的？

不同時代與文化有什麼差異？ 

1~3年級 

� 能描述自己對特定族群形象特徵的看法 

� 能說出在哪些媒體訊息中看到這些特定族群，形象有何特徵，或將身邊的視覺影像例子與

大家分享（如照片、海報、網站、卡通影片片段、漫畫圖片片段） 

4~6年級 

� 能辨認出媒體訊息中特定族群的刻板印象 

� 能辨認出媒介再現特定族群固定使用的符號，或敘事策略（如標題呈現方式、篇幅），並

能運用所學（如對字彙的認識），解釋這些符號的意義及價值 

� 能夠蒐集不同時代或文化，再現特定族群的媒體文本，發現訊息中使用的符號與敘事策略

的改變 

� 能蒐集不同媒體文本類型，分析再現特定族群有何異同處（如電影、廣告、綜藝節目、戲

劇） 

� 能辨認出再現特定族群使用的象徵符號（如原住民－特殊的服裝），並能進一步蒐集資訊

了解這些象徵符號的意義 

� 瞭解特定族群的形象受到媒體再現方式影響 

� 瞭解符號的使用、符號的意義，都是人為的結果，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 

� 會使用符號與敘事策略，從自己的觀點產製文本，或改作文本 

僵化、一

致、重複的

再現 

刻板印象的形成受到媒介再現影響 

� 對哪些族群的認識是從媒體而

來，沒有親自接觸的經驗？ 

1~3年級 

� 能分享自己對特定族群的看法，尤其是不曾親自接觸的族群與文化 

� 能發現自己對特定族群的認識受到媒體訊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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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呈現這些族群的方式有哪

些？ 

� 瞭解刻板印象的意義，養成不依賴刻板印象的態度 

4~6年級 

� 能運用多種管道蒐集有關其他族群與文化的媒體訊息，尤其是不曾親自接觸的族群與文化 

� 能察覺、辨認出自己對特定族群的認知受到媒體訊息影響的地方 

� 瞭解刻板印象的意義，察覺媒體文本對刻板印象形成的影響，並養成多接觸不同資訊，不

依賴單一媒體，不受媒體刻板印象影響的習慣 

閱聽人有主

動協商的空

間 

閱聽人的背景造成詮釋差異、培養

多元觀點 

� 對於特定族群，有多少人跟你的看

法一樣？這些人是誰？ 

� 是否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你覺得

為什麼？這些人的看法為何？ 

� 對於這則訊息，你有什麼看法？ 

� 其他人有什麼看法，和你一樣嗎？ 

� 其他觀點是否和你的一樣有價

值？ 

1~3年級 

� 能觀察生活中各族群的生活樣貌，發現與媒介再現不同的地方，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 知道因為自己的背景與觀察，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也能理解其他人因此而有不同的解讀，

對特定族群也有不同的看法 

� 能尊重不同的看法與對媒體訊息的解讀 

4~6年級 

� 能透過實際訪查，發現各族群的生活樣貌與媒介再現不同之處，並將報告發表 

� 知道因為自己的背景、經驗與知識，對媒體訊息會有不同的解讀，同時也接受他人不同的

解讀與看法 

� 能分析他人做出不同詮釋的原因 

� 能嘗試從不同族群的觀點出發來解讀媒體訊息，藉由實際演練來體會閱聽人的主動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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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管道蒐集資訊、建立正確的

認識 

� 是否有其他不同的訊息？哪裡不

同？ 

� 怎麼找到跟這則媒體訊息不一樣

的其他訊息？有哪些管道可以利

用？ 

� 這些管道跟原本的媒體有什麼不

同？ 在這些另類管道中，還有哪

些種類的訊息？ 

� 找到更多關於這個族群的資料之

後，對於原本的媒體訊息有什麼想

法？ 

1~3年級 

� 能蒐集手邊的媒體訊息（家人的照片、童書、報刊、動漫畫），發現再現特定族群的異同 

� 知道能透過許多管道蒐集到不同的資訊，並有不同的發現 

� 能各自分享自己的蒐集所呈現的特定族群樣貌，並發現其中的差異 

� 能了解接觸越多資訊，對事物的認識也越豐富、越無刻板印象 

4~6年級 

� 能從不同消息來源蒐集媒體訊息，並發現其中再現方式，及價值的異同 

� 能試圖尋找不同於大眾媒體的另類媒體管道（大眾/小眾媒體、不同國家或文化的媒體文

本、由特定族群建立的管道） 

� 比較、了解不同資訊來源的特性及對各自的媒體文本的影響，並能善用各種資訊管道 

� 關於跨文化交流的文本，能透過資訊蒐集與調查的工作，對原生文化有更多的認識 

� 能了解跨文化交流之下，原生文化在文本中將遭受改變 

� 瞭解可以透過不同的資訊來建立對特定族群的認識，並養成經常接觸多元資訊的習慣 

� 知道自己對特定族群的認識存在刻板印象，但透過調查的過程可以得到正確的知識 

展現閱聽人

的主動性 

媒介近用概念 

� 除了檢視、分析文本之外，還能為

特定族群、或自己，做些什麼？ 

� 有哪些媒介工具可以運用？ 

� 不同媒介工具有什麼特性？如何

使用？其媒介文本創作的過程為

何？ 

1~3年級 

� 能在觀察特定族群的生活之後，若發現需要關懷的地方，思考可以提供協助的方式 

(知道需要關懷的地方包括了：受到誤解、需要外界提供支援等) 

� 可以用手邊的媒體器材，簡單的提供協助，如製作宣傳單（把觀察結果記錄下來，標出重

點，或共同想出標語或自己認為可以提供的協助，書寫並列印出來） 

� 知道關於社區事務，可以運用媒體表達看法或主動參與 

4~6年級 

� 能在調查（生活周遭環境、機構組織、其他資訊管道）後，評估可以提供協助的地方，並

思考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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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媒體近用的概念，知道媒體近用的各種方法，包括運用校刊、校園電台、社區電台與

刊物、自製傳單與手冊、公開展演調查成果等等。並能善加利用這些方法。 

媒介近用的企劃過程 

媒介訊息產製過程有哪些工作？需

要多少人進行？如何分工？ 

4~6年級 

� 能辨識出媒介訊息產製過程需要的各種工作，及工作內容 

� 能與同儕還做制定活動目的與流程，完成分工 

� 知道可在進行調查之前便做媒介近用企劃，計畫調查過程中需要取得的各種資料，例如照

片、影片等 

� 能夠使用各種圖表作為規劃的工具，也能使用各種媒體產業經常使用的簡單表格，如分鏡

表 

� 能做出完整的企劃，並能依照計畫完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