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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

�球�的�⼀代「 Z 世代」(�1995到2010年�⽣�約10到25歲的�

興世代) �漸當�����司�其�產�各⼤品�����位平台上

的�路⾏��代�根�富�⼠2021年5⽉的����球16⾄24歲的年

輕⼈中�98% 擁�智�型⼿�——⽽其中�四個⼩�都在使⽤社群�

��該���不包�線上��⼦��的使⽤�間�相較於傳����

更�年輕⼀代�擇由社群�����訊�⽽社群��的⼤���作�

式�成為假��/�訊��和形成同溫層的溫床�

⼤量的���訊和具利益性質的�告已經在影響我們對�界世界的理

�⽅式�具�⽴場和�頗在��已經是實�⾯⽽�應�⾯�我們希�

在加強相關�家單位對於��的意識和點出現���問題之���提

出�讓�年具���/�訊的素��⼒的��⽅法�讓不再只是��

事實�核中⼼的責��⽽是�⺠應該具�的知識�除了對��/�訊

素�的倡議�該兒少報告��討兒少視��益�兒少使⽤���的�

私����作為 z 世代的�位原住⺠�我們希���年的⾓度出發�

提供作為「社群��常⽤者」�真實的建議�

動� & �論�報告
�構 &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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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構���⾯向

該兒少報告�「��」對兒少�⼼�⾏為之影響為主軸�輔�四⼤��⾯向

來�討不同層⾯的兒少���益��為�少年��識讀(�訊素�)���刻�

���歧視報�������容��少年之���益�兒少個⼈�私���: 

動� & �論�報告
�構 &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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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識讀/�⼦設��⽤�社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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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少佔�⾦字�

I.�⾔��年來台灣��並使⽤�⼦設�����⽤�的兒少⾼���250��上�⼈

⼝ (約佔���⼈⼝30‰)

II.⽬��明：「�上上敘�關於��識讀之�⼦

設�對於兒少的影響��下�明�『現�在台灣

兒少�利締約繫�國法��構中並沒�何相關具

約束�治各⽅���協助之法律效⼒的法規�不

⽅便�不利於未來兒少獨⽴⽣涯��涯發展��

�——�⼦設�對於兒少市場�擇太單⼀且並不

�元���識讀對於兒少��尚未改��合兒少

���⽤�之�利�⾏�』��書⾯和照��合

��敘��」

——來⾃我們��組發�⾃⼰�旁朋友的�受�

Q:本�對⾃��⼤��加重的�況的了��

A:傳���作為社會⽂�訊息的產製�構��成

為�形兒少�元⽂�意識�性別價值��在

Bandura 的社會學�理論�明��⼈�會經由各

種��的���學�並�仿��中�關社會⾓⾊

的⾏為�在兒少�未健��判�⼒����應當

維��元平�的兒少視��益�(參考���Key

word: AI, Technology, Media,.) 

��2. 兒少⼈⼝��趨線�

(�����國家發展�員會)

https://bit.ly/2ZVsUKJ


�少年��識讀/�⼦設��⽤�社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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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動��為幫助�⼤兒少對於�⼦設�之�⽤��更�實�尤是�⼦設�之���求

ㄧ現⾏市⾯上��不�⼀規格�之�⽤�且都是單⼀功�；惟覺不�﹐故提�計畫�

IV.⽬��增�企��盡社會責�回�效�﹐並�兒少互相交�使其實⾏兒少表意��

實⾏辦法���費者⽂�基⾦會���官�官⽅�⺠間組織 �⼒討論�並拜會⽴法�

員�具⼀定之�證之效⼒�辦⽅�

V.可�⾯臨挑戰��法�得⼤部��知���樣本不⾜�

VI.預��置���費�約��費者⽂�基⾦會﹐��兒少使⽤者�

(參考預�提��下�NT$20K., By企�⼈事, 設計費; NT$200K., By�告企�設計應⾛向使⽤者回�)

【�上�部��/法�/�證收��使⽤��合UNCRC�合國兒童�利�約�４點兒少被受傾��

表意��⾏報告發表之主��主軸�且不��國��⽤CC授��                                 】



培��年��識讀���素��

��核�之��⽅針

⾃從⼿�或��已成為現代⼈不可或�之⼯具�對兒少的影響���訊

息的�收�因�更加⽅便�再者��訊越來越普��假訊息之型��越

來越五��⾨�國�在2019年國發會曾對12歲�上的�路�群做�

��針對�法��之訊息會�何應對��⽽�44.9%不會�證��⾄

26.8%的⼈坦⾔會轉發�法斷定真假的訊息或����⻑期曝�在��

假訊息中�會產⽣焦��對社會的不信���使兒少�⼼健��來�重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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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利⽤政府⼒量去促�培�臺灣兒少之��識讀�⼒

(⼆) 政府強�臺灣��（�訊）素���

(三) 健�臺灣��結構��⼤�共��之規���⽽讓�質之��引�臺灣��⽣�

具��略

(⼀) 政府督促��平台（⾃��或主���）建⽴�眾申��理�制 

(⼆) 催⽣具�信⼒的事實�核組織（臺灣⽬��台灣事實�核中⼼）��本�設置事

實�核專責⼈員 (����國�共��BBC在�站設⽴專屬 ⾴⾯�刊登社群���傳

之假訊息�)

(三) 校�之師�培�的課�應加強����部�應積�組成��素���的輔�團�

讓�師在《108課綱》�⾏��素�課���提供�師專�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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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BBC在�站設⽴專屬 ⾴⾯�刊登社群���傳之假訊息



課綱對於��識讀���素�的�寫�

�少年��識讀�⼒

因應�代變������型��正��改變���素����識讀�⼒成為現代�⺠必須具

�之�⼒之⼀�根��合國�科⽂組織於2013年出�《�球����訊素�評估�構�國家

儲���⼒》（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country readiness

andcompetencies）�強�國家����框����利的環境�提⾼�⺠的�⼒�(本�註⼀)

中�⺠國(台灣)��部��相關��素����識讀之�⼒��放��綱(本�註⼆)�108課

綱�「核⼼素�」作為課�發展的主軸���實課綱的理��⽬��其中���素��識讀

�⼒則在三⾯九項核⼼素�的B2�核⼼素�項⽬則命�為「科技�訊���素�」�並於各

�域之�科書�容融���素�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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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問題:  根�研��出(本�註三)���素���於我國執⾏�常�到�下困難�

(⼀) �學�間不⾜

108課綱實���雖設�彈性課���社團活動�但經常被��作為正課之⽤�由

於��課�太緊湊�因�在�學�間不⾜的考量下�往往減��師的實�意願�於

108課綱���素�放�社會�域之�⺠科��仍因�幅較短�課�緊湊��室難

���之�間�

(⼆) 課���和�材�容 

��素����圍相當���因�課�⽬�的訂定難�明確規��加上��素�課

��乏整�性規劃�主�仰��師個⼈的實踐�相關研�仍�強�視�師實���

�⾏��素��學�

(三) 學校設�和政�規劃 

��素���之軟硬�設��器材涉���經費�學校設�是否⾜�的問題��間

�影響��素���的實�成效��學校�法重視相關�域之����必�法�成

�絡性之��識讀�學�

(四) 師�培� 

��素���是�年��的�興議題�⽬�國��乏⾜��授��素���的專�

�師�因�於實�現場仍難��專�之⾯相��學⽣�識���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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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辦法:  

(⼀) ���素�於�⺠課本之�章�展

(⼆) 於彈性課���元������素�之課��容

(三) ��定期之經費�設�器材補助�協助�師�得��之軟硬�設�

(四) 提供�師培訓�共同�課之�引�協助�師�得��素�之專�知識�技�

(五) ��定期之問卷����師於上��源之協助下�是否�順利����學⽣�

�素�之�⼒?�仍��加強之政�協助�

(六) ��定期之問卷���學⽣針對��素���之�受�評價��師之專�度�

本�註��

註⼀�

(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country readiness and

competencies,2013)

註⼆�

(⼗⼆年國⺠基本��課�綱� �綱,中�⺠國103年11⽉發布 中�⺠國110年2⽉�

正)

註三�

(參���素�研�之國⺠⼩學�師 實���素���之��研�,2009)



��刻����歧視的報��

�之於兒少⾏為�⼼理影響

傳���作為社會⽂�訊息的產製�構��成為�形兒少�元⽂�

意識�性別價值��在Bandura 的社會學�理論�明��⼈�會經

由各種��的���學�並�仿��中�關社會⾓⾊的⾏為�在兒

少�未健��判�⼒����應當維��元平�的兒少視��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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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性別平��性別刻

����兒少性別意識

I ��的物�和刻���: 

�證1 線上����物��性�男性之⾏�⼿法來引

誘�費者購買�品��玩《�⼦》的�告詞是�「讓

《�》」掌握你的男⼈��」⽽�玩《�⾊幻想》�

在�告尾�打出「�當我的主⼈」�

�證2 �告強�家庭⾓⾊��性別⾓⾊刻���

�證3 �絡��引讀者點�「不為⼈知的��」的�

動�題��報��⺠惡意評論為出發點〈【明星�會

�】沙��材都假的�川普�兒伊凡卡「泳裝私照」

曝��友�形�毀�〉夾�對�眾⼈物或是事件主⾓

不實報��建⽴�頗價值��

�證4 報�性��性�����原因�推為「⾊�品

浮�」使了�少年被激�之性����發洩���會

�仿⾊��之動作���⽽�性��或性��之��

⾏為� �「常識」為論點�其「��」效果�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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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星�會�】沙��材都假的�

川普�兒伊凡卡「泳裝私照」曝��友�

形�毀�

��2【���】兒看到��跟阿�做�

慘被���⼈�⼝

�� 3  17歲少�賣�百⼈斬 同學
男友�介67�「佣⾦��賺」



��上的性別平��性別刻

����兒少性別意識

II 報�中的性暴⼒淪為性���從加�⼈的視⾓�費受�者來���路點�率

�證1〈【���】兒看到��跟阿�做� 慘被���⼈�⼝〉

�證2 〈17歲少�賣�百⼈斬 同學男友�介67�「佣⾦��賺」〉

法����:

國家�訊傳��員會（NCC）����製�涉�性別相關�容��原則

⼆� �免不宜之�現⽅式

三� �免�成�⾒�歧視�物��刻���或��性別��

在報紙��視���的��中�性出現的��佔24%�其中科學�健���主題中�

�性出現的��佔35%�政治�政府��中��性的出現��為16%。

���路���推���中��性為26% 的出現���在亞��������性�常

出現的��主題則為犯��暴⼒�約為40%。

�賓根⼤學�授�⽤動�的期�價值理論和性別刻���傷�⽅法�針對335 位德國

五年�學⽣來研���對兒少�⼼影響 : 兒少對於刻���產⽣⾼度�同��但是男

性產⽣較�的社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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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元種��國��

⽂�刻����汙��

針對��⺠�原住⺠�⽂�少��群的�

��題汙��-> ⽤命�的⽅式不經意��

出⾃⼰對群�的刻���或價值��讓讀

者對群�產⽣不同的看法�

�證1 〈⾼雄��暴動 ��砸⾞鬧⼀整

夜〉〈原⺠�蟲夜�雙B⾞〉

�證2 〈15K�男想玩�套 �提�⼿慘被

罵「拜⾦台�」〉〈想找烏克��⽣�留

學台男直⾔「不��」 曝把�經驗�跟

台�相�〉�汙��和���作為���

題�惡�視��眾對於跨國關�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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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雄��暴動 ��砸⾞鬧⼀整夜

��2  想找烏克��⽣�留學台男直⾔

「不��」 曝把�經驗�跟台�相�

��上的弱��群�

少��群之汙��
(⼀) 未經�證�確�病史�針對�障⼈

⼠��神�病患者汙��

(⼆)  針對LGBTQ 團�的刻���和汙

����



�證1 〈�神異常男⼦�街�狂傷⼈∕四路⼈

受傷⼀⼈命危〉

�證2  〈�陳�中+呼籲勿約砲 確診健��

練�「�⼈�結」喊�不丟�〉

法����:

⼼障�者�益�障法��⼗四��「傳���

報��⼼障�者或���⼼障�者�不得使⽤

歧視性之稱呼或���並不得��事實不�或

����⼈對�⼼障�者產⽣歧視或�⾒之報

�」�「�⼼障�者涉�相關法律事件�未經

法院判�確定其發⽣原因可��於當事⼈之�

病或其�⼼障�狀況�傳���不得�事件發

⽣原因��於當事⼈之�病或其�⼼障�狀

況�」

�神衛⽣法�⼆⼗三�亦規定�「傳���之

報��不得使⽤��神�病�關之歧視性稱呼

或���並不得��事實不�或����者對

病⼈產⽣歧視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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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異常男⼦�街�狂傷⼈∕

四路⼈受傷⼀⼈命危

��2  �陳�中+呼籲勿約砲 確診健

��練�「�⼈�結」喊�不丟�



�����容��少年之���益對

兒少�成的影響�證

Elsagate:

Elsagate �的是在YouTube和YouTube Kids上

上傳的⾃稱對兒童友�的影��⼤部���影

�包�的主題並不�合兒童����現暴⼒�

性�、戀物癖��使�看兒童�⾄是陪伴家⻑

都��不�的影⾳�容���影�⼤��為現

場�製或�製��的��動畫�但亦�頻�採

⽤�黏⼟動畫�更加��的技��儘�

YouTube�年�限制政��但��影��常可

規��建的演�法��⾄可��YouTube

Kids。YouTube平台的�⼤更使��問題難�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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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lsagate 卡�之�證

(���⾃於�路)

��2 DONA 도나 (Elsagate+吃�)

為了����結果⾴並引�使⽤者的注意���影�的�題和��中常包���動畫

⾓⾊�字�「冰�奇緣的主⾓��」�「���影蜘蛛俠」���「��」�「學�

⾊彩」�「童�」�關鍵詞或是hashtags來誘使兒童�看影��點��結�不只��

�容�會�鮮豔的�⾊來�引�未具�判斷�⼒的兒童�⾏�看��⽽其中影��會

包括各式的�路�告�使頻��理者和YouTube本��從中���告收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YouTu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YouTube_Kid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YouTube_Kid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E7%9A%84%E6%8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80%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B0%E5%9C%BA%E5%BD%95%E5%88%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8%84%91%E5%8A%A8%E7%94%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F%E5%9C%9F%E5%8A%A8%E7%94%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YouTube_Kid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0%9C%E7%B4%A2%E7%BB%93%E6%9E%9C%E9%A1%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9%A2%98%E5%85%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3%E9%94%AE%E8%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8%B7%AF%E5%BB%A3%E5%91%8A


�����容��少年之���益對

兒少�成的影響�證

儘�影��⼈��和困惑�但依���引到�⾼�看量�雖���影�的⾏為效果

⽬��沒��⾏科學研��但許�家⻑已在各⼤社群�站上發布關於的Elsagate報

��討論兒童在�看�Elsagate相關頻�的影��的不正常⾏為���《�約�

報》援引兒科�授�可·⾥奇的評論�

�可�授證實��影�對於兒童來�可�是��的�當�們發現⾃⼰了�和信�的

⾓⾊表現出不正當或者暴⼒⾏為的���⾄會變得更加沮喪���⽽�京��學院

宣武�院⼼理�研員鍾珩�師表����影���⾊��容�會給孩⼦對性的健�

理��兩性關�的健�發展��來⼀定影響�⽽⼀�涉�暴⼒的影��會給孩⼦⼀

個壞的��和誘��可���孩⼦��在��問題的���會⽤不友�的⽅式去�

��

�Elsagate相�之�:

(⼀)  影��題和影��半段�容看�����合孩童�看�

(⼆) 點����⾼�即使是�上傳的影��可�擁�異常⾼的點����

(三) 上傳 ElsaGate 的頻�����頻�不斷出現�

(四) 不同頻�之間�常出現�容�相���⾄⼀樣的影��容�

(五) 影�下⽅留⾔�常常是�法理�的字句或亂碼�

(六) 動畫的重�性暗�動畫出⾃於同⼀製作團��

(�)  �為⾊彩鮮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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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6%95%99%E8%82%B2%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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