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S1096 媒體面面觀

課程編號：7S1096

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夏季學院通識教育課程
課程計畫書
學校名稱

南華大學

課程中文名稱

媒體面面觀

課程英文名稱

Media Literacy
蔡鴻濱

傳播學系(所)
單位/系所

授課教師姓名
郭曜棻

傳播學系(所)

7S1096 媒體面面觀

第一部份、課程規劃
開課學校

南華大學

中文課程名稱

媒體面面觀(Media Literacy)

全英語授課

□是

■ 否

□ C 類一般課
課程類別

■ A 類討論課
□ 翻轉教室

課程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法政社會類
(請依貴校通識課程領域分類方式，填寫本課程歸屬之領域別)

修課人數上限

特殊限制

60

是否開放準大學生 (高三升大一之新生) 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研究生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旁聽
□ 是
■ 否

學分數
上課起迄日

上課總週數

人

3
106

學分
年

(每學分上課時數 (含考試) 至少應滿 18 小時)
7 月

4

日至 8

月

10

日

上課共 六
週，是否連續每週排課？
■是，上課時間連續數週不中斷
□否，中間中斷
週
日期 7/4,7/11,7/18,7/25,8/1,8/8_週二 9：10～12：00 每次_3_節、共＿6 次；

上課時間

日期 7/5,7/12,7/19,7/26,8/2,8/9_週三 9：10～12：00 每次_3_節、共＿6 次；

及節數

日期 7/6,7/13,7/20,7/27,8/3,8/10_週四 9：10～12：00 每次_3_節、共＿6 次；
上課時數共計
54 節

上課地點
是否提供住宿

課程目標

■

南華

大學

校區

■ 是，住宿相關事宜請聯絡__南華大學總務處___，連絡電話_05-2721001*9__
媒體是稀有財。
不過，媒體數量雖然有限，但影響力卻異常龐大，因此媒體經常被視為是珍貴的社會公器，
不僅可作為人們相互聯繫、娛樂、溝通等等之利器，更肩負著監督政府、提供大眾生活訊息等
等重要職責，無怪乎有第四權之稱。不過，在當前台灣媒體環境日益惡化、商業利益誘惑等等
錯綜複雜因素交錯之下，台灣媒體長期怠忽職守，以腥羶色、刻板印象甚至是假新聞、置入性
行銷等不符新聞專業要求的內容，愚弄、欺騙社會大眾，不僅讓公器變相成為牟利的工具，操
弄輿論的幫兇，更是戕害世道人心的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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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立場極度偏頗的報導、造假的數字、不實的廣告、灌水的收視率、假戲真作的節目
置入，以及充滿偏見、誤導與情緒性的政論節目等等，透過滲透力無遠弗屆的媒體幾乎 24 小時
的播送，使得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中的人們，不論是蝸居在家中斗室，或是走入城市叢林之中，
幾乎無時無刻都難逃媒體各種光怪陸離、匪夷所思之訊息的荼毒。
處台灣這媒體數量愈來愈多，內容品質卻每下愈況的媒體環境，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而
消極以對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更積極的作法乃是讓不論升斗小民或是知識份子，都能具有
媒體的知能，並培養他們成具有反思、獨立思考、批判與行動力的公民，期待改變的力量聚沙
成塔，集腋成裘，使台灣的媒體環境，能脫胎換骨。
目前，已有許多資源投注於媒體教育與改革的行動之中，但是基於學界、官方較多的心力
投注於北部，以及媒體改革是一長期的努力工作，所以中、南部大學也不應置身於這波媒體淨
化與改革行動之外。
基此，媒體素養教育通常有三大目標，包括「教學目標貴於實踐」
、「教師角色貴在反思」，
「課程設計著重『做中學』」。依前述之精神，本課程再加入學生學習的次第，則本課程有三大
階段，分別是：第一階段「認識媒體」、第二階段「批判媒體」與第三階段「改革媒體」。每個
階段，都有其課程目標，分述如下：
首先，就第一階段「認識媒體」而言，課程目標是希望學生先認識媒體的特性、結構，及
其對閱聽大眾日常生活的廣泛影響力，此階段共規劃的課程，分別是媒體的異想世界、媒體工
作者、媒體產業結構、媒體操控、NCC 與公廣集團等，目的在於讓學生對於媒體存在的重要價值
有正確的認識(媒體的異想世界)，也對台灣媒體未來發展的遠景有所體會與認識(NCC 與公廣集
團等)。
其次，就第二階段「批判媒體」而言，著力於媒體文本內容的批判分析。批判的主題為大
眾傳播媒體及廣告中所呈現的流行文化、廣告、性別、階級、年齡、種族、國族、種族等議題，
目的在於透過對報紙、電視、廣播、雜誌與網路等主要媒體訊息內容的重新解析，培養學生對
媒介不當內容的反思與批判等能力。
最後，就第三階段「改革媒體」而言，主要的目標在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此因研究
者認為大學教育不僅要培養學生認識到問題，還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本課程設計了多種
媒體改革方案供學生選擇，期待讓學生了解如何對失職的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或不滿，並期透
過社會運動或是下鄉教育的力量，喚醒社會上更多人對媒體失責失職問題的關注。

次別 上課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主題】課程簡介與分組

1

106/7/4(二)
【課程內容】課程概說、分組並說明課程進度、以及課程各項要求。
9:10-12:00 【指定讀物】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9)，CH1。自製講義(一)。

2

主題一：認識媒體
【課程主題】媒體的異想世界
106/7/5(三)
【課程內容】認識媒體存在對於人類社會文明、民主發展等之重要價
9:10-12:00
值、責任與使命等。
【指定讀物】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9)，CH2〜3。

教學內容
及進度

3

4

5

【課程主題】媒體工作者(一)
【課程內容】說明媒體工作者的工作內容、專業倫理與價值，以及其
106/7/6(四)
在媒介組織、社會中的地位、角色與功能等等。
9:10-12:00
【討 論 單】主題一：公視記錄片「有怪獸」與「化身採訪」
【指定讀物】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9)，CH9。林東泰(2008)，CH10。
【課程主題】媒體工作者(二)
【課程內容】延續前一週主題，邀請線上記者現身說法，講演新聞之
選取、採訪原則，以及相關專業倫理實務等經驗談。
106/7/11(二)
9:10-12:00 【專題演講】講題：「解讀地方新聞產製」。講師：聯合報嘉義市地方
中心唐秀麗特派員。演講時數 2 小時。其餘繼續上課。
【指定讀物】講者提供講義。

106/7/12(三) 【課程主題】解析台灣傳媒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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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2:00

【課程內容】認識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網路等媒體之發展歷史、
所有權與經營權結構之遞嬗與現況。
【指定讀物】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9)，CH4、6、8。林東泰(2008)，CH11〜12。
孫憶南譯(2006)。

6

【課程主題】媒體操控(一)
【課程內容】說明台灣媒體所有權集中對媒體訊息內容的守門與操控。
106/7/13(四)
暨案例分析(Ⅰ)
9:10-12:00 【討 論 單】主題二：李惠仁導演記錄片「蘋果的滋味」與媒體壟斷
【指定讀物】同上。

7

【課程主題】媒體操控(二)
106/7/18(二) 【課程內容】說明全球化下跨國媒體集團的兼併及其在台灣經營之現
況暨案例分析(Ⅱ)。
9:10-12:00
【指定讀物】同上。

8

【課程主題】媒體操控(三)
106/7/19(三) 【課程內容】說明其他類型之媒體操控方式，諸如公關、廣告、置入、
節目贊助、華人文化等等。
9:10-12:00
【指定讀物】同上。

9

【課程主題】NCC 與公廣集團
106/7/20(四) 【課程內容】NCC 角色的轉變、角色、定位與功能等，以及公廣集團
的願景探討。
9:10-12:00
【指定讀物】自製講義(二)。

10

主題二：批判媒體
【課程主題】電影就是好萊塢
【課程內容】分析全球影視工業現況、文化帝國主義等現象與觀點之
106/7/25(二)
外，並從西方好萊塢影片大量引進台灣角度，分析台灣
9:10-12:00
電影市場呈現哪些特殊現象、困境與影響。
【討 論 單】主題三：「迪士尼王國」之文化殖民與再生產
【指定讀物】同上；高宣揚（2002）。

11

【課程主題】媒體與流行文化解讀(一)—綜藝節目、電視劇(偶像劇)
【課程內容】分析與探討台灣電視綜藝節目、連續劇，以及外來偶像
106/7/26(三)
劇(包括韓、日、美、陸等)內容中隱含的價值觀、(性別)
刻板印象、偏見、歧視、污名化、公式化等等問題。
9:10-12:00
【指定讀物】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9)，CH12-14。高宣揚（2002）。課程自製講
義(三)

12

【課程主題】媒體與流行文化解讀(二)—卡通與動漫篇
【課程內容】分析與探討台灣媒體中流行的卡通與動漫文本，(包括韓
106/7/27(四)
國、日本、美國、大陸等)內容中隱含的價值觀、(性別)
刻板印象、偏見、歧視、污名化、公式化等等問題。
9:10-12:00
【指定讀物】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9)，CH12-14。高宣揚（2002）。課程自製講
義(四)

13

14

【課程主題】媒體與流行文化解讀(三)—快時尚、音樂與文學
【課程內容】分析媒體推波助瀾下快時尚產業帶來的種種問題以及對
環境的衝擊，並探討媒體集中化、極大化下文化工業產
106/8/01(二)
製的音樂與文學文本的副作用。
「案例分析」包括如哈利
9:10-12:00
波特現象、村上現象、韓國流行音樂等等。
【討 論 單】主題四：廣告、流行文化與快時尚
【指定讀物】高宣揚（2002）。課程自製講義(五)
【課程主題】媒體、廣告與社會(一)
【課程內容】探討廣告節目的產製、銷售流程與商業邏輯。以及廣告
內容中隱含的(性別)刻板印象、偏見、歧視、污名化、
106/8/02(三)
公式化等等問題。
9:10-12:00
【討 論 單】主題五：媒體廣告與性別
【指定讀物】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9)，CH11。陳尚永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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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媒體、廣告與社會(二)

15

106/8/03(四) 【課程內容】同上。
9:10-12:00 【指定讀物】同上。

16

【課程主題】媒體與年齡、階級、種族、國族
【課程內容】從年齡、階級、種族與國族的立場，思考與分析媒體如
何再現不同年齡、社會地位人士，以及非我族類者的角
106/8/08(二)
色形象。
9:10-12:00
【討 論 單】主題六：媒體、歧視與偏見
【指定讀物】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9)，CH17〜18。

17

主題三：改革媒體
【課程主題】
「夏季學院『媒體面面觀』粉絲專頁」執行與檢討(一)
【課程內容】本課程的作業設計乃在於讓學生了解當年台灣的處境之
後，進而透過小組拍攝「反思媒體短片」
，經營粉絲專業
106/8/09(三)
的方式，促進學生參與媒體改革活動的熱情，進而創造
9:10-12:00
更好的媒體環境為主。因此，期末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
上台發表成果。
【指定讀物】同上。

18

106/8/10(四)
【課程內容】同第 17 週 ，末並針對本學期課程內容課程總檢討。
9:10-12:00 【指定讀物】同上。

【課程主題】
「夏季學院『媒體面面觀』粉絲專頁」執行與檢討(二)

請勾選教學助理類型，並預估需求人數：
■申請 A 類討論課教學助理，預估 TA

3

人

˙A 類討論課程之教學助理運用之規劃：
本課程設計之分組討論及教學助理之規劃，主要可以區分為四個部份，即：一、協助學生
拍攝小組「媒體反思短片」(30-60 秒)；二、帶領「夏季學院『媒體面面觀』粉絲專頁」執行與
檢討；三、協助課程中「討論單」之進行(約六次)，以及四、協助安排演講活動。
本課程若有 60 人，可分為 10 組，每一組 6 人上下，三位 TA 各自帶領 3-4 組(約 20 人)，
整學期將帶領多次小組討論，討論的地點為相鄰的教室，並紀錄討論內容，這些討論的內容都
會放到網路上供其他小組同學閱讀與討論，而網路也成為同學之間觀念溝通的平台。
說明如下：
一、協助學生拍攝小組「媒體反思短片」
：三位 TA 各自協助帶領的小組，學習操作各項機器設
備，並與學生蒐集相關媒體問題現象，撰寫成故事腳本之後，協助以適當的方式，合力製
作短片上傳到本課程「夏季學院『媒體面面觀』粉絲專頁」。

教學助理規劃

二、
「夏季學院『媒體面面觀』粉絲專頁」
除了課堂上的學習，本課程也藉用網路平台之便，架設本教學網頁，作為與學生課後互動、
討論的平台。至於網站討論區中小組使用的管理方式，乃皆由各小組所屬的(3 位)TA 負責管理，
換言之，每一位 TA 要負責與上網發表意見的小組學生討論、解惑等等，並過濾不當的言論。
此外，TA 也要求所屬的小組，每週更新議題，並經常上網與其他小組對話，此並作為一部
分的成績，以增加網站討論區的使用頻率，也讓全班學生對媒體現象有更多的理解與認識。
三、討論單之進行
本課程規畫多次的討論單練習，一方面讓課程變得活潑有趣，一方面也刺激學生反思思考，
以及上台討論以及分享的能力。目前規劃的討論主題有六，諸如：公視記錄片「有怪獸」與「化
身採訪」
；李惠仁導演之「蘋果的滋味」與媒體壟斷；
「迪士尼王國」之文化殖民與再生產；廣
告、流行文化與快時尚；媒體廣告與性別；媒體、歧視與偏見等，均值得學生齊聚討論與反思。
四、演講聯繫
本課程依規定規劃了一次演講，邀請嘉義縣市媒體從業人員就近前來授課。對於講師的邀
請由授課教師負責，不過時間的確定、交通往返、演講主題定案、演講宣傳與課群老師協調學
生來聆聽等，均委由 TA 全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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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書

參考書籍

作業設計

成績評定方式

特殊創意規劃

總而言之，由於本課程設計的活動眾多，加上學生人數可能眾多，因此三位 TA 的工作負擔
較重，且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媒體素養，才能夠帶領學生討論與執行諸多媒改企劃，因此在 TA 的
篩選上將更為嚴謹，才能為教師分憂解勞，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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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照真(2006)。《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
。台北：天下文化。
2. 王錦雀、吳盈萱、黃雅鈴、劉怡婷(2008)。《媒體識讀完全教學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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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的作業設計乃在於讓學生了解當年台灣的處境之後，進而透過小組拍攝「反思媒體
短片」
，經營粉絲專業的方式，促進學生參與媒體改革活動的熱情，進而創造更好的媒體環境為
主。因此，選修本課的學生，其成績除了來自課堂參與、討論之外，還包括：\
1. 小組「媒體反思短片」(30-60 秒)：此報告乃學生分組並從事媒體現象的反思與短片製作，
活動主題反思、尋找、拍攝過程與網路行銷人氣，撰寫成一份期末報告，並且需要在期末時
上台口頭報告與分享。
2. 共同經營「夏季學院『媒體面面觀』粉絲專頁」
：鼓勵學生關心時事，並從中找問題。在觀
察媒體過程中產生的任何疑惑、發現與心得，都可以放到此一平台上，供所有修課學生閱讀，
更可相互回應、激盪。
˙課堂出席、參與和討論(含六次「討論單」討論，學生出席並討論者，每次得 8 分，曠課、缺
課者酌予扣分)：40%
˙小組「媒體反思短片」三支：30%(每支佔總分 10 分)
˙「夏季學院『媒體面面觀』粉絲專業」讀書心得分享與討論(修課學生須將指定閱讀之讀後心
得三篇，放在平台共享與討論)：30%
本課程的設計的目標在於讓學生認識、批判媒體，進而改革媒體。由於媒體亂象不斷推陳
出新，因此讓學生了解最新的媒體議題或問題，便有其必要性。在粉絲專業網頁的規劃上，除
了教師拋出議題，TA 也會隨時更新最新的、值得探討與反思的媒體問題文章，供學生參考與思
考。其次，則是 PO 小組自製的「媒體反思短片」以及學生在觀察媒體過程中產生的任何疑惑、
發現與心得，TA 並鼓勵學生參與討論。
為了鼓勵學生共同經營「夏季學院『媒體面面觀』粉絲專業」
，乃設定其參與佔總分之 30%。
簡言之，本課程作業設計上搭配目前流行的網路短片設計以及臉書粉絲專業功能，以其進
一部發揮媒體素養教育推廣之課程目標，是為本課程之特殊創意規劃也。

課程網址

無

其他補充資料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