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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時代的校長領導：以媒體素養為視角的初探研究 

摘要 

在新媒體技術蓬勃發展的二十一世紀中，媒體環境的改變不只已經成為我們

文化中的一部分，也進而對學校教育的環境產生衝擊與影響。校長是一所學校的

領導者，必須要在變化的環境中掌握脈絡並因應學校內外部參與者的需求，本研

究的目的便是探討在新媒體時代下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的關係，並理解校長領導

的情境脈絡下，需要什麼樣特定的媒體素養組合。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為取徑，訪談七位參與過「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

連署活動，具有媒體參與經驗之公立高中校長，並以所屬學校為個案範疇，探討

在學校環境與校長領導的脈絡下，校長對媒體素養的觀點。透過不同個案分析後，

本研究發現新媒體的發展，一方面為校長提供以新媒體技術為治校工具的關係，

另一方面新媒體環境也與學校生態互相影響，成為校長經營管理學校時不可忽視

的重要因素。奠基在這樣的基礎上，本研究整合並建構一個符合脈絡性的校長領

導－媒體素養組合，這個組合強調領導焦點（校務正常運作、課程教學品質、學

生學習中心）作為引導校長發展媒體素養知能的方向，並且將校長所需的媒體素

養分為校長個別層級知能（媒體轉化、後設媒體認知、媒體責任）與學校團隊共

享知能（媒體參與、媒體運用），整體而言，透過上述媒體素養組合，有助於校

長在新媒體時代檢視其領導脈絡與專業角色，並藉此發展對應的媒體素養知能。 

本研究提出的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透過與 Buckingham 媒體素養概念

模型與新媒體素養框架的比較與分析後，進行了精緻化的修正與討論，並就媒體

素養組合提供實務工作者應用上的建議與提醒，並對後續校長領導領域與媒體素

養領域有興趣的研究者，提出後續研究可能的方向。 

 

關鍵字：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校長領導、媒體素養、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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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Media Age: 

A Preliminary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Literacy 

Abstrac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has created a new 

culture of interaction and changed the way we communicate, and brought huge impact 

to school education. Principal as the main leader of a school, needs to respond to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and keep focus on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for school 

participants including students,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 leadership and media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and what kind of specific media literacy set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principal to lead the school. 

 Seven public high school principals who attended the petition of “Universities, 

let us teach the children well” were selected as the cases for this study to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of media literacy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of their media participation 

and school leadership. Through analyzing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in one way offered principals 

new tools for managing school, in another way impact the school culture which 

become a new factor that principals need to consider in. The Principal Leadership- 

Media Literacy Set (PL-ML Set) 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o show the specific media 

literacy that principals need in the context of leadership focus on school practice, 

classroom practice and student learning. The media literacy set is divided into 

individual literacy (media transformation, meta-media cognition, and media 

responsibility) and school team-shared literacy (media participation and media use). 

Overall, the PL-ML Set can help principals to examine their professional roles in new 

media age, and develop the corresponding media literacy with the context of their 

leadership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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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ly, the PL-ML Set is compared with Buckingham’s media literacy 

conceptual model and New Media Literacy Framework. The PL-ML Set is further 

discussed and refined though the comparison. The suggestions to the practitioners and 

the follow-up researchers are mentioned for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word: Principal Leadership- Media Literacy Set, Principal Leadership, 

Media Literacy,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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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可以將論文發展得更成熟更好，可是我真的是一個很閒不下心來的人，學成

於寂寞，但我總是耐不住寂寞。 

在這樣多方探索與嘗試的過程中，我要謝謝擔任我作品助理的耕佑、中杰、

韋恪對我的叮嚀、支持與協助；也要謝謝塗鴉種子計畫的每一位夥伴，尤其是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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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首先對本研究進行的研究背景進行介紹，依序分為兩節，分別是研究背

景與動機，以及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1980年代，索取一般日常生活中不常見的資料可能是非常費力與耗時的，

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幾乎所有的資訊都可以透過智慧型產品與網路進行搜尋。

本研究的背景，便是在媒體蓬勃發展與資訊爆炸性的成長之下，對於教育環境與

學校領導者所帶來的衝擊，因此，本章依序就媒體資訊環境的改變、校長領導的

新挑戰以及研究者對本研究的動機三部份進行說明。 

壹、 資訊超載時代：21 世紀媒體發展與教育 

在 21 世紀全球化的脈絡下，科技與媒體的發展使得資訊的傳播與影響大幅

擴張，並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至 2011 年為止，美國人每日需接收的資訊流

量為 1986 年的五倍之多，且這樣的增長幅度仍呈指數性上升（Levitin, 2015）；

IDC 數位世界資料（2014）統計，2013 年全球資料量大約為 4.4ZB（相當於一兆

TB），根據統計，全球資料量更將於 2020 年翻升十倍來到 44ZB。Levitin（2015）

將這樣的發展描述為資訊超載時代（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其中，乘載資

訊傳遞的主要媒介便是媒體（media），章明哲（2015）即指出，現在資訊已經透

過各種媒體融入生活；因此，必須要透過媒體教育，才有可能進而妥善的面對無

所不在的資訊，而此類面對媒體的能力，便是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媒體作為乘載資訊的媒介，大致被分為傳統的平面媒體（如：報紙、雜誌、

書籍等）、電子媒體（如：電視、電影等）以及新媒體（new media）（如：電腦、

網路等）三類，其中，根據 Nielsen Survey（2017）統計，自 2009 年至 2016 年

止，電視在臺灣地區媒體涵蓋率自 94.4%下降為 86.6%，雖然涵蓋率仍為最高，

但網路媒體自 49.2%提升至 85.3%幾乎成長兩倍，顯見網路媒體對臺灣使用者之

普及與影響已有大幅度的上升。從 2017 年臺灣無線網路使用調查報告（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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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17）可知，高達九成五的受測民眾均有使用無線上網的

經驗，且最主要使用無線網路的原因在於「可以即時查詢資訊（62.3%）」，值得

特別注意的是，在透過無線搜尋的資訊內容中，「社會現象」與「教育」均位列

前十名，可以知道當前多數人能夠且確實會透過媒體來獲取教育領域的相關資訊。

此外，臺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2017）臺灣媒體白皮書指出，臺灣已經進入

資訊社會，從 12歲至 59歲間的民眾最大多數使用之媒體已經是網路媒體與新(興)

媒體，而智慧型手機作為目前主要網路媒體與新(興)媒體的工具，臺灣的依賴度

已經高達 80.9%，冠居東亞之冠，全球第五（數位時代，2013），因此，媒體的

傳播與形塑，便會影響社會大眾對教育資訊的判讀與理解，這樣的影響對教育領

導者（校長）而言尤其重大，因為教育工作者必須同時作為媒體教育的教育者，

但也同時必須作為媒體資訊的參與者，本研究便希望透過釐清教育領導者在資訊

超載時代的脈絡與不同的身分下須具備特定的媒體素養能力為何，以建構對教育

領導者而言，具有理論與實踐價值的媒體素養框架。 

貳、 學校領導的新興議題：嘈雜數位時代的校長任務 

領導在 21 世紀引發新的關注焦點，並對在教育領域的研究與應用上日趨多

元（Sergiovanni, 2000），不同的教育領導新論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教育學者與

政策制定者均認為領導是推動學校變革的關鍵因素（Leithwood, Day, Sammons, 

Harris, & Hopkins, 2006；OECD，2010；Wang, Chen & Lin, 2016），自 21 世紀起，

國內外對教育領導之議題討論豐富，也有許多新型領導的概念被提出（Jameson, 

2006），反映教育領導的重要性與多元性，對此，蔡進雄（2017）便提出微領導

（micro-leadership）的概念，指出在全球化趨勢、網際網路世代和科技發達下，

學校的不同參與者能擁有更多的機會與管道去展現力量，換言之，微領導存在於

每個學校參與者，且其前提在於網際網路及資訊科技的發達以及校園民主化的進

程。由此可見，新媒體的蓬勃發展也對教育領導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衝擊與改變，

其去中心化、公私界線不明、快速流動、共同參與與虛擬真實等特性，亦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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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參與以及運作當中，專業知識進入網路世界後，形成想法、知識與權威混

雜難辨的環境，Weinberger（2011）便把這樣的環境形容回喧嘩嘈雜的市集一般，

訊息在其中的交流真偽難辨。而教育領導者如何能從這樣的環境中尋求發揮專業

的價值與力量，則成為新媒體時代下引領學校方向與作為的重要考驗。 

然而，吳翠珍與陳世敏（2007）提出現代社會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常常透過

媒體的再現而建構，「有什麼樣的媒體就有什麼樣的民主」，也就是說，媒體已經

直接參與民主的產生與生活，而在資訊與媒體爆炸的情形下，具備媒體素養是對

建立民主秩序的必要條件。因此，在進入微領導的前提校園民主化之前，更需要

的是學校參與者能有健全的媒體素養，才有可能建構一個民主校園，進而實踐學

校共同參與的領導模式。 

校長作為學校的靈魂人物，對一所學校的發展影響甚鉅。有效的校長領導作

為包括確保教育制度的方案內容、發展學校目標與方向、發展結構與環境支持學

生學習與教師教學，並要檢視學校校內外各項活動與行政的管理與人力資源的發

展等等，以凝聚一所有共識的學校（Leithwood & Riehl, 2005；Matthews & Crow, 

2010）。在 Shouse 與 Lin（2010）對臺灣學校校長領導的研究中指出，對臺灣校

長而言，最有挑戰性與關鍵的任務之一是「接觸學校外部群體」，包含家長、政

治人物、國家議題等。然而，媒體作為當前大眾接觸教育資訊最主要的管道，卻

未被認為是校長領導中關鍵任務的一環，作為學校發展的靈魂，若媒體素養在學

校領導中懸缺，則校園民主化與全校共同參與的領導模式都將面臨偌大的阻礙。

爰此，本研究即是希望透過釐清學校領導者與媒體素養的關聯之重要性，藉由實

徵研究建構能回應媒體與科技資訊發展之理論架構，並進而對校長領導中媒體素

養的面向提出學校發展與媒體素養教育兩個層面的討論與建議。 

參、 教育的軌跡：維繫社會的砥柱 

教育制度是維繫社會發展、進步、延續的重要系統，不同的教育價值與訴求

隨著不同的社會變遷與環境而出現，媒體從傳統邁向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促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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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實踐及參與的新取向（Lin, Li, Deng, & Lee, 2013），也引起了教育界的重視與

討論，教育部（2002）亦發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提出分析、思辨與近用

媒體之素養是國家人才發展的重要內涵，並提出融入媒體素養於九年一貫課程七

大領域與六大議題中。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社會的變遷，教育也非一成不變的，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媒體素養被列入與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

當中，所謂的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教育部，2014）；然而，媒體素養定位從原本的重大議題轉變

為核心素養，對學校現場而言，帶來的是什麼樣的改變仍有待確認。同樣的，隨

著媒體科技的迅速變化，媒體素養的內涵與實踐也非同日可語，因此，一個好的

媒體素養者應該要具備隨著媒體發展與環境變化而轉化素養內容的能力，以教育

領導者而言更是如此，學校作為實踐媒體素養教育的場域與主要管道，校長作為

領導者的媒體素養不只可能是樹立一所學校形象的能力，也會是學校參與者所閱

聽媒體素養應用的重要參考依據。 

研究者參與多次教育改革之社會運動，並在參與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諮詢委員

會時與諸多學校校長有所互動，其中不乏有很多校長在會議過程中，援引不同的

媒體資訊進行提議、討論或辯駁，亦不乏許多與會校長也常是不同媒體中常出現

的熟面孔，因此，研究者對學校領導者是否應該具備以及具備何種的媒體素養，

會對學校發展有何不同的影響，又在其領導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有所興趣，期待

能透過此研究進行一場內在對話，並對學校領導的理論與實踐有所貢獻。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奠基在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節臚列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如下： 

壹、 研究目的 

1. 分析媒體素養與學校領導的關聯。 

2. 探索學校領導者（校長）所需具備的媒體素養組合並建構學校領導的媒

體素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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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1. 媒體素養與學校領導的關係為何？ 

2. 學校領導者（校長）所需具備的特定媒體素養組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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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基於前述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研究以中等學校校長為研究對象，探討學校領

導者之媒體使用行為與媒體素養。爰此，本章依序分為三節，分別是媒體素養的

發展脈絡；媒體素養的理論架構；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 

第一節、 媒體素養的發展脈絡 

探討媒體素養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媒體素養概念的發展以及媒體素

養定義的發展，依序可分為 1933 年英國最早提出的媒體教育概念、1958 年

UNESCO 專家會議進而提出的素養定義，以及 1992 年美國媒體素養領袖會議將

素養的意涵放入媒體環境的脈絡中訂定媒體素養一詞。因此，本節依序就媒體素

養概念的發展、媒體素養定義的發展以及媒體素養的現況提出進行探討。 

壹、 媒體素養概念的發展 

媒體素養概念上的發展起於 1933 年，當時英國菁英文化的主張者對大眾媒

體的不信任，進而採取保護主義的教育立場。Leavis 與 Thompson 便在這樣的環

境氛圍下，在其著作《文化與環境：批判意識訓練》（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提出一套透過教育教導學生如何區分高等文化（high 

culture）與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教育計畫（Leavis & Thompson，1933），

這一個計畫便被視作是媒體素養概念的起源（林子斌，2006）。 

自 1933 年英國首度提出媒體教育概念後，媒體教育便在當地展開一系列的

發展，Buckingham（2003）將這個發展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保衛菁英

文化的分辨時期（discrimination and agents of elitism）、文化區別變動的大眾藝術

時期（popular arts from against discrimination）、批判銀幕教育的去迷思化時期

（screen education and demystification）以及媒體文本變遷的主體預備時期（media 

as agents of communication）。 

在 Leavis 與 Thompson 提出大眾媒體教育概念後，在 1930 至 1960 年之間，

因為電影是主流媒體呈現的普遍管道，相對英國傳統的文化，這類型的大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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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媒體為一種破壞社會與宣揚粗俗的力量（Cragges, 1992），因此當時的菁英階

級便提出教育大眾的主張，此一時期的媒體教育著重採取預防導向，主要是為抵

制媒體中危害傳統價值與道德的文化（林子斌，2006）。 

1950 年代末期，大眾藝術（popular arts）文化運動展開，這一階段許多成長

於電影時代的年輕學者開始將電影這類的媒體視為一種藝術，進而將重點轉化為

區辨媒體訊息，Hall 與 Whannel 的《大眾藝術》一書，即是將這種取向傳遞給學

校教師的主要文本（林子斌，2006）；然而，這樣的轉變並不代表文化區隔不再

存在，只能說是前一個階段的抵禦大眾文化概念逐漸的削弱，卻未消除。 

1970 年代電視普及於民眾家庭，Masterman（1985）對當時盛行的銀幕理論

（Screen Theory）所涵括的學術菁英主義抱持著強烈批判態度，然而，Buckingham

（2003）指出 Masterman 對語言、意識形態與再現所提出的問題，卻沿用了銀幕

理論的論點。在這階段，Buckingham（1990）說明教師具備教學的權威，帶領

學生抗衡意識形態工業所產製的價值體系，學習者則扮演運用系統性分析將自己

由媒體隱藏意識形態解放出來的角色。因此，這個階段被稱之為去迷思化時期。 

1980 年後，隨著傳播研究的發展與資訊科技轉變，傳統的保護主義逐漸被

超越，學術領域與公共輿論都對媒體教育中，究竟青少年是否僅是媒體環境中應

該被保護的受害者這樣的關係提出質疑，此外，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前期的管制

與保護漸趨不易（Buckingham, 1998）。因此媒體教育的討論開始聚焦於在這個

異質、多元的社會中，媒體所扮演對青少年發展的重要影響力。在這一個階段中，

傳統的閱聽人從被動的角色中逐漸創造為更加積極主動（agency）、具備批判

（criticality）與獨立位置的角色（Morley, 1992），這個階段將媒體視為一種預備

型態，教育者的角色也隨之轉變，強調的是如何發展學生對媒體的理解與學習如

何去參與媒體，使學生有發聲及參與民主社會的機會（Buckingham, 2003）。 

英國媒體素養概念的起源影響了不同國家開始關注媒體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與反應。澳洲在 1970 年代受到去神秘化與大眾藝術時期的英國影響，展開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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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媒體文化的教育應用，強調教育學生進行意識形態的分析與解放（Luke, 1999）；

1980 年代以後將對於意識形態的分析轉向為教育閱聽人成為有選擇性與批判能

力的媒體消費者，這個階段也如同英國的媒體教育發展，重視社會文化中閱聽人

積極主動的獨立批判能力（Buckingham, 1993; Luke, 1999），並且在這之後開始

著重媒體教育中賦予學習者透過媒體素養能力參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性（Luke, 

1997）。 

相較於英國媒體教育早在 1933 年就展開了大眾的討論，美國直到 1960 年代

末期才開始意識到媒體的影響不容忽視，在一開始，教育工作者採取保護主義的

策略來避免媒體文化對於學生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過濾「壞」媒體，並且建立

對於「好」媒體的觀念（Tyner, 1998）。 

然而，建立媒體的好壞標準並不容易，也難以成為教育工作者的教學方針，

因為媒體在學校以外透過各種形式呈現資訊給閱聽人，因此 1970至1980年代間，

美國教育工作者開始轉向培育學生積極面對媒體，對於媒體背後所隱含的意識形

態進行分析（Chen, 2007），然而，根據 Hobbs（1994）指出，對於這個階段的推

廣與學術界的關注，仍然有非常顯著的漏洞。 

同一個時段，英國則已經展開賦能學生成為一個批判自主的獨立思考者的教

育階段。1990 年代以後，美國學術界與教育工作者面對媒體的快速成長，由 Aspen

機構舉辦了首次全國性的國家媒體素養領袖會議（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對於媒體素養進行定義，並且為全國的媒體素養教育制定了

發展方針，這個會議是全球首次針對媒體素養進行專有名次的定義，並引發後續

專門針對媒體素養的關注與研究，將於下小節中進行討論。 

整體而言，媒體素養的概念起源於英國菁英文化對於大眾文化的抵制，經歷

了不同的階段，於 1980 年代起聚焦於如何賦能閱聽人成為一個積極主動的獨立

批判思考者，而英國對於媒體素養的互動影響了歐洲與澳洲等國家，使許多國家

及地區開始針對媒體對於社會文化的影響展開思考與教育端的因應。美國雖然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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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國關注媒體對於大眾的影響，但在 1992 年舉辦了首次針對媒體素養召開的

國家級會議，並且初次定義了媒體素養的概念與內涵，成為後續實務工作者與研

究者發展的墊腳石。關於臺灣媒體素養及媒體教育的發展，一方面在學校體制與

教育文化上受到美國教育制度及理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學界第一本討論媒體素養

及教育的著作是翻譯自英國學者 Buckingham（2003），因此兩方的脈絡對於臺灣

媒體素養的發展均有影響，關於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發展，將於後小節進行討

論。 

貳、 媒體素養定義的發展 

一、媒體與素養的概念結合 

素養（literacy）這個詞彙源自於「literate」，在 1958 年首次被聯合國教育、

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定義為「一個有素養的人（literate）是指能在日常生活中讀、寫簡易

語句並加以理解者。」（UNESCO, 2017）。隨著社會與環境的變遷，素養一詞的

概念則被不同學者與組織不斷修正與調整，UNESCO（2005）考量到原本的定義

無法涵蓋社會與環境現象的複雜性，經過數次的專家會議後，將素養的定義擴增

為「在不同情境脈絡下，透過各種印刷品與書寫材料識別（identify）、理解

（understanding）、詮釋（interpret）、創造（create）、交流（communicate）與計

算（compute）的能力，」且這樣的能力包含「使個體能夠達成其目標、發展其

知識與潛力，並充分參與社區與廣泛社會的連續性學習歷程。」 

素養一詞正式與媒體的概念相結合，則始於 1992 年美國媒體素養領袖會議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廣邀媒體與教育領域之

實務工作者與學者專家，共同討論媒體素養的意涵，並達成一致的共識，將媒體

與素養的概念整合定義為：閱聽人去近用（access）、分析（analyse）、評估（evaluate）

及產製（produce）各種媒體訊息，並達成有效溝通目的者（Silverblatt, 1995；

Aufderheide & Fireston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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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下頁) 

在媒體素養在 1992 年透過專家會議形成初步共識後，引起學術界與實務界

的注目與討論（Federov, 2001），對媒體素養一詞究竟如何定義、有何意涵產生

了諸多探討與對話，Federov（2003）邀請十個國家共二十六位媒體素養與媒體

教育領域的專家進行探討，並發表於 UNESCO 的媒體教育課程類別，指出獲得

專家多數認同的定義包含 Smelser 與 Baltes（2001）以及 Aufderheide 與 Firestone

（1993）針對媒體素養的定義。研究者整理上述專家學者會議的討論以及林子斌

（2006）、國家媒體素養教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NAMLE，2008）、Livingstone（2004）、Potter（2010）、Silverblatt（1995）

等人及國內學者吳翠珍、陳世敏（2007）之概念，彙整如下： 

表 2- 1 媒體素養意涵之定義 

作者（時間） 媒體素養意涵之定義 

Aufderheide 與

Firestone（1993） 

媒體素養擴大了素養的概念，包含主宰資接觸領域的印

刷媒體，幫助人們理解、產製與透過溝通在圖像、文字

與聲音組成文化中的意涵。一個具備媒體素養的人可以

解碼、評估、分析與產製印刷或電子的媒體，而且任何

一個人都應該有機會成為具備媒體素養的人。 

Buckingham（2003） 媒體素養可以視為一種批判性的素養，包含分析、評價

以及批判的反省。具備媒體素養可使人獲致一種「後設

語言（metalanguage）」，這種後設語言能描述不同傳播

形式之型態與結構。 

Livingstone（2004） 媒體素養包含近用（access）、分析（analysis）、評估

（evaluation）、內容創造（content creation）等四個部分，

這四個部分組成了一個動態、非線性而互相支持的系

統，使人可以具備面對網路等媒介的技能。 

NAMLE（2008） 媒體素養是由一套協商（negotiate）的技能所構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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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時間） 媒體素養意涵之定義 

人們在暴露於資訊不斷增多的場域中，能近用、分析、

評估與溝通各種訊息，並成為能批判與有創意的素養

者。 

Potter（2008） 媒體素養不是知識類型，而是一種知識的連續狀態。所

謂媒體素養應包含對各種媒體文本及其產製流程的知

識，並具備能力去處理各種型態的資訊。目的是使閱聽

眾更能掌握對媒體內容的闡釋。 

Silverblatt（1995） 媒體素養特別指稱媒體的消費者對其所消費媒體所呈

現之內容型態、產製與影響，並具備了解與選擇、懷疑

及評估、創造與回饋的能力。 

Smelser 與 Baltes

（2001） 

媒體素養的意涵是主動而非被動的使用者，具備媒體素

養即是能夠接受與創造媒體內容、理解社會政治脈絡，

並使用符號與象徵系統參與社會與更廣闊世界的人。 

吳 翠 珍 、 陳 世 敏

（2007） 

媒體素養是是當代公民必須具備的多元素養之一；強調

從論域的觀點關注媒體訊息的形式與內容，以及歷史與

情境因素的洞察；多重能力綜合的表現，無須再個人或

群體間相互比較高下，但有個體自我覺知的需求；以及

可以包括傳統的語文素養、工具素養與再現素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有關媒體素養的意涵探討，可以區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媒體素養

的內涵（也就是說，媒體素養包含什麼）、媒體素養的功能（也就是說，媒體素

養能做什麼）以及媒體素養的目的（也就是說，媒體素養為什麼而存在）。首先，

從媒體素養包含什麼而言，上述學者提及的媒體素養元素包含多種取向，包含理

解、產製（內容創造）、溝通、分析、評估、近用、回饋、批判反思等等，這些

 



13 
 

內容都強調了作為一個素養者（literate），對媒體資訊所應具備的接收與判斷、

回應及參與的知識技能。其中較未被他人提及的元素，則有傳播傳送資訊（羅曉

南、余陽洲，2015）的技能以及就資訊以外，進一步理解及使用文化符號與象徵

系統的知能（Aufderheide & Firestone, 1993；Smelser & Baltes, 2011）。其次，關

於媒體素養的功能，媒體素養普遍被視作一個工具性或功能性的裝備，裝備上媒

體素養的人，即能辨別訊息與資訊、面對各類型的媒介、在資訊爆炸的環境裡自

處與理解深層的文化結構及政治環境脈絡，並獲致媒體資訊背後的後設語言（林

子斌，2006）。如前所述，可以說媒體素養的主要功能，即在於賦予使用者對媒

體資訊，如何扮演好一個妥善在媒體環境與他人互動的接收者與創造者。最後，

多數學者關注媒體素養應達到的目的，則包含具備媒體素養應該成為一個人所具

備的權利（Aufderheide & Firestone, 1993）以及幫助個體成為具備批判價值的自

省者、社會與世界的公民參與者。換言之，在媒體素養被視作世界公民的基本素

養能力情況下，對每個人都應有具備媒體素養機會的主張，可以被視為主張媒體

素養其實便是世界公民的基本權利。 

二、媒體素養在臺灣的發展 

1990 年代開始，隨著媒體科技與資訊的發展，媒體素養與媒體素養教育在

東亞環境中逐漸引起關注。臺灣在 1987 年解嚴以後，媒體的擴張與累積對臺灣

的環境產生了大量的衝擊，也進而產生了媒體綜藝化與網路霸凌等亂象（郭玉慧、

葉興華，2014）。其中，臺灣推動媒體素養教育是由民間單位 1990 年左右開始，

進而將媒體素養觀念推動到社會大眾之間，於 2002 年公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

皮書，才被正式列為政策項目（許育典，2010）。 

其中，兩個主要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的民間單位是媒體識讀教育基金會與富邦

文教基金會。媒體識讀教育基金會成立於 1992 年，後續再 2000 年推動成立媒體

教育推廣中心推廣媒體素養教育工作與師資訓練活動；2002 年進一步成立媒體

識讀資訊中心，提供大眾對媒體素養有探索與查詢的管道及平台（張嘉倫，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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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文教基金會成立於 1990 年，主要目的在於針對青少年族群推行媒體素養概

念，並針對青少年使用媒體的行為進行定期的研究，以作為媒體素養教育的實施

參考（富邦文教基金會，2018）。 

2000 年後，媒體素養教育進行整合，教育部與富邦文教基金會偕同規劃媒

體素養活動，於 2002 年宣布委託富邦文教基金會與相關媒體單位、學者專家及

學校行政與教師共同研擬臺灣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在同年 10 月公告並使

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公布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的國家，並指出三個媒體素養教育的

願景：（一）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二）媒體素養的願景；（三）媒體素養的

教育政策。期望透過媒體素養教育與行政體系的推動，在九年一貫的國民教育課

程融入課程教材（教育部，2002）。2008 年時，教育部更進一步推動國民中小學

媒體素養教育推廣計畫，編製教材並提供教育訓練與師資培育，推動到校諮詢與

巡迴講座，並發展種子學校與活動推廣及資源平台建立等各向度（教育部，

2008）。 

綜上所述，我國媒體素養自從解嚴開始陸續透過民間機構及學者的共同推動，

並且在後續政府投入資源推廣媒體素養教育的環境下，獲得學界與實務界大量的

關注與投資。然而，在 2008 年推動國民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推廣計畫之後，教

育部除在歷次課綱提及媒體素養這一詞彙外，幾乎沒有對媒體素養的討論（林雍

智，2015）。整體而言，雖然媒體科技與資訊呈現指數性的快速發展，但對媒體

素養的重視，連教育界的關注都漸轉消極趨勢，這樣的現象為何發生，對本研究

而言是釐清教育工作與媒體素養互動關係的重要脈絡。此外，英美兩國媒體素養

及媒體教育的發展，對於臺灣媒體素養的討論有兩項重要的啟發：首先，英美兩

國都經歷了以保護主義觀點抵制大眾媒體氾濫的常識，但卻無法阻止媒體對於閱

聽人的影響；第二，由於臺灣在媒體素養與媒體教育的發展中，兼受英美兩國概

念的影響，因此，當兩國都經歷從保護主義取向轉變為積極賦能焦點時，必須要

關注臺灣脈絡下的學校領導者是否已經具備這樣的教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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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媒體素養的現況 

一、新媒體的出現 

如前所述，媒體素養的概念與意涵雖然經歷學界與實務界的諸多討論，但直

至目前仍未有定論，對不同的使用者與立場有著許多不同的意涵（Luke, 1989；

Potter, 2010）。然而，隨著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迅速轉變，新的素養概念又再次成為學術領域、政策領域以及公共領域

熱烈討論的議題。尤其在 1990 年代網際網路開始快速普及，加上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www）的問世，使得網際網路趨向整合（Castells, 2000），便

利於使用者的操作，進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溝通互動模式（Jordan, 1999），這樣的

互動模式將生活帶入了網絡社會（Networked Society），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個

新的溝通管道（Rainie & Wellman, 2012），其中，社群媒體網站是這類管道最為

典型，被設計為最新、最受歡迎的互動平台，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會大

量使用、傳播與創造資訊（Martin, 2011），若沒有具備良好的素養，便無法自處

於這樣的環境。科技變化開始以指數性的幅度快速加劇，這樣的現象引起實務工

作者與學者專家的關注，並提出了各式各樣有關科技變化與媒體素養之間的議題

與探索，例如 Snyder（1998）對電子時代（electronic era）的素養探究與 Gauntlett

（2011）對媒體研究的反思與探討等。2000 年以後，新媒體（new media）的出

現促使媒體應用與互動又進而呈現出新的形態，賦予了使用者共同參與資訊通訊

交流與互動的模式（Lin, Chen, & Chai, 2015），例如社群媒體、網路互動軟體與

部落客網站等等的普及，顛覆了傳統媒體與閱聽者的溝通方式，使閱聽者的角色

從原本的被動接受者，轉換為能夠具備主動積極的獨立參與者（Reich & Soloman, 

2008；Solis & Breakenridge, 2009）。 

根據 Lin、Chen 與 Chai（2015）的歸納，新媒體具有數位性、互動性、超

文本、分散性以及虛擬性等特徵，並產生對學習文化的影響，例如 Jenkins（2006）

即透過其所稱的「媒體匯流（Media Convergence）」描述了新媒體與傳統舊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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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碰撞。新媒體透過翻轉人們溝通互動的方式，進而對教育產生文化衝擊與影響，

即使新媒體的出現提供閱聽者有參與的機會，然而，正如 Buckingham（2015）

指出，即使新媒體塑造參與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但大眾所需能夠接觸這

些機會的能力仍未被公平的分配，而在思考如何透過教育促成人們對新媒體的認

知，首先教育工作者與學者所需要問的，或許是目前對舊媒體的素養與教育是否

足夠做為新媒體教育或素養奠定基礎的？這樣的擔憂正如 Norris（2001）透過一

系列對科技變化下的現象探討與觀察，提出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問題。

所謂數位落差，指的是社會上不同的背景條件，例如種族、階級、性別與經濟等，

接觸與使用數位產品的機會及能力的差距，自這個階段開始，媒體科技的快速變

革已經不只是科學上的發展，而是已經形成了社會整體的議題（Norris, 2001），

這樣的轉變顯示媒體已經不僅只是形塑我們的文化，它本身就是我們的文化（吳

翠珍與陳世敏，2007；Ivanović, 2014）。 

然而，Buckingham（2015）與 Norris（2001）對數位落差的觀察與擔憂固然

重要，但考量到數位科技發展與革新速度的現實，研究者認為，媒體接觸機會的

均等與數位落差的彌平這樣的期待可能永遠無法達成。正如 UNESCO（2017）

對素養的回顧指出，素養必須要被放在更大的脈絡下進行探討，更巨觀的看待素

養，並且賦予每個人學習與表達的機會，才可能有助於促進世界永續的發展。此

外，正因為新媒體的出現對使用者產生大幅度的影響，媒體消費者與產製者之間

的界線漸趨模糊，這類被泛稱為媒體接觸者的存在也變得越來越廣泛和多樣化

（Koltay, 2011），在這樣的脈絡下，每個人需要與適合的媒體素養便必須依賴資

訊環境的變化而有所改變（Bawden, 2008），Federov（2003）便以媒體素養教學

為例，指出媒體素養的教育會因為不同的主題、課程目標、學生年齡或理論基礎

而有所不同。換言之，對不同的使用者，媒體素養可能有其不同的形態，尤其是

對同一個使用者的不同狀態、階段，媒體素養也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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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素養的新挑戰 

傳統上，媒體資訊的意義被視作是一種閱聽人與產製者之間的溝通建構，這

樣的建構不僅牽涉媒體的意識形態與價值目的（Hoffman & Novak, 1997），也對

資訊的傳遞產生了再包裝。然而，隨著科技發展的快速變革，新媒體已使閱聽人

與產製者的角色界線逐漸模糊，媒體透過各種方式滲入生活的媒體接觸，同時也

與文化脈絡、政治與社會制度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進而形成了非常多元的社會

角色（Livingstone, 2004）。而在媒體技術引發社會性的焦慮時，尤其會讓媒體素

養的議題被帶入教育領域進行探討（Lin, 2010）。Cope 與 Kalantzis（2000）即指

出，新媒體在人類社會中已經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個體需要具備相對應的新

素養，才能充分參與到新的媒體環境當中。 

這樣的擴張意識延伸到媒體素養研究的領域，Buckingham（2015）便將對

新媒體所做的研究稱為媒體研究 2.0（media study 2.0），指出相較於傳統的媒體，

新媒體更著重於產製、參與、大眾文化與多元性等特質，顯見媒體素養無論是對

學界或實務界的意義均隨著科技逐漸的在轉變。Cervi、Paredes 與 Tornero（2010）

對素養研究的系統性回顧便特別指稱素養的發展與探究已經從傳統素養、視聽素

養、數位素養演進到目前的新媒體素養，也就是面對網際網路與 Web 2.0 工具出

現所特別需要具備的素養。這樣的素養需求不只是學界與實務界需要重視的現象，

也是社會公民應該具備的，因為唯有具備媒體素養，閱聽人才有辦法有效的解讀、

評估、分析媒體呈現的資訊與產製內容，並且能夠在媒體氾濫的環境下，成為能

具備透過媒體傳遞資訊，並表達自我價值的媒體參與者。 

然而，即使媒體素養的重要性已經被充分的提出與討論，但很少有一個清楚

的理論架構能對了解何謂以及如何理解媒體素養（Lin et al., 2013），有鑑於此，

如何架構一個有意義的媒體素養框架來理解新媒體出現對媒體素養的影響，以及

對不同的媒體參與者需要的架構又是如何，便是如何透過研究與教育的歷程使用

或教導媒體素養的核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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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媒體素養的理論架構 

如前所述，媒體素養的重要性可見於學者、實務工作者以及政策制定者的論

述與探討之中，而且隨著新媒體的快速普及與擴張，與媒體的互動已經是現代生

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份。因此，這樣的改變使得個體必須要隨著科技與媒體型態

的改變不斷修正自己的媒體素養，才能夠有效的參與並回應社會中的大量媒體資

訊的瀑流。本節依序就 Buckingham（1990；2003；2007；2014；2015）所提出

的媒體素養結構與 Lin 等人（2013）所提出的新媒體素養架構進行討論與比較，

並探索當前媒體素養研究可能發展的未來方向。 

選用 Buckingham 的媒體素養結構，主要原因有三：首先，雖然在 Buckingham

之前有不同的學者對媒體環境的改變提出探討（例如：Masterman, 1985；Luke, 

1989 等），但 Buckingham（2003）首度將媒體素養整合於教育環境與脈絡之中，

並為媒體素養提出核心概念的分析，以有系統的方式界定媒體素養領域與內涵。

第二，本研究所探討的脈絡為臺灣的媒體素養文化脈絡，如前小節所述，媒體素

養在臺灣的發展早先是由非官方的民間組織開始推動，而學界第一本探討媒體素

養的書，便是由林子斌（2006）針對 Buckingham（2003）媒體素養進行翻譯而

出版，換言之，臺灣的媒體素養與媒體教育的學術及實務發展，受到了

Buckingham 相當的影響。除此之外，在媒體素養研究領域中，Buckingham 對媒

體素養的研究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也較同領域其他研究學者高出數倍，以

Google 學術搜尋為例，在媒體教育與媒體素養的領域別中， Buckingham 的學術

引用（24740 次）遠超過同領域研究者兩倍以上（同領域研究者在 Google 學術

引用次數，第二名至第十名約為 1000 至 10000 之間），因此，其對媒體素養所提

出個概念定義與架構，是在這個領域裡具備權威與代表性的。 

壹、 Buckingham 的媒體素養概念模型 

一、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與媒體教育（Media Education） 

媒體教育的倡導者常透過素養一詞來定義或證成他們的工作，英國一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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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媒體教育一詞來涵蓋媒體素養的概念，直到 1980 年代後期，媒體教育工作

者試圖將媒體的概念與英語教學相結合，媒體素養一詞才較為廣泛的應用於英國

學界與教育實務中（Buckingham, 2003）。成長於 21 世紀的孩童，即使不需要學

校或教育工作者來介入媒體的鼓勵、使用與教學，孩子們自身也會培養其媒體素

養，這樣的現象可能源自於兒童認知與情感的發展，以及社會整體水平的提升

（Buckingham et al., 2005）。現在的孩童可能比他們的父母擁有更高的媒體素養，

所謂的數位世代（digital generation）正在透過前人所沒有的技術主動在網路上進

行想法的交流與創造，即便媒體如此作為大眾文化的主要媒介，相較其他，他們

之中很少有人將之應用於學習或與學習相關的事情（Buckingham, 2007）。 

面對這樣的狀況，Buckingham（2007）認為學校有責任解決兒童在校外的

生活狀況，包括他們與大眾文化的接觸以及對技術的自由使用。因此，媒體素養

中的素養一詞，不僅僅是一種實用導向的素養，更是一種批判素養，涵蓋分析、

評估與批判性反思的面向，並且涉及對理解社會、經濟制度脈絡的更為廣泛的後

設語言（meta-language）。正因為媒體素養的概念將媒體置於更廣泛的脈絡之中，

學校許多傳統的預設與教學實踐因此面臨挑戰，學校需要使用一套對文化與溝通

更為包容與相關，並且更加嚴謹及連貫的方法，此外，傳統媒體教育中的素養概

念常常只注重批判性分析（也就是說，媒體的識讀）如何能夠揭露隱含的意識形

態，但卻沒有審慎面對學生學習媒體製作與創造的需求（Buckingham, 2003）。 

奠基在上述發展脈絡與探討，Buckingham 等人（2005）主張，如果想要使

用網路或遊戲或其他數位媒體來進行教學，首先應該要讓學生理解並能夠批判這

些媒體，不能僅僅將這些媒體技術作為提供資訊的媒介或僅僅視作一種工具儀器，

而是要透過一連串有系統的規劃，使學生能夠具備批判性的素養，能夠理解媒體

資訊的產生、傳播與消費，以及媒體資訊是如何被意義化的。 

二、Buckingham 的媒體素養概念模型 

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已是現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實，大眾無法輕易拋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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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科技回到更簡單自然的時代（Buckingham, 2007）。加上 Buckingham（2003）

主張學校扮演的重要教育責任，其對媒體素養的關注特別著重於兒童發展的教育

歷程，其中又有四個重要的關鍵概念（key concepts）：產製（production）、語言

（language）、再現（representation）與閱聽大眾（audiences），這些概念後來修

正為語言（language）、再現（representation）、機構（institution）與閱聽大眾（audience）

等四個關鍵概念（Buckingham, 2014），研究者比較其兩個版本後整理如下表： 

表 2- 2 Buckingham 媒體素養關鍵概念 

 2003 2014 

語

言 

媒體語言意味著對媒體使用語言形

式所呈現的「意義」、「慣例」、「符

碼」、「文類」、「選擇」、「組合」與

「科技」，對媒體語言的了解不僅透

過觀察與分析組成，也包含生產個

人媒體文本經驗與運用的規則。媒

體教育目的即是在於鼓勵學生反思

它們所做的選擇與後續發展。 

媒體的語言意味著使用各式各樣不

同的語言形式來「創造意義」；這些

媒體語言具備著不同的「語言元素」

如圖樣、聲音；不同的語言形式能

提供不同的「元素組合」；並且透過

不同的語言元素與組合方式，會形

成一套「符碼與慣例」。 

再

現 

再現是媒體教育的基礎原則，媒體

並非提供閱聽人一個透明的世界之

窗，而是經過媒介化之後的版本。

它們必然是具有偏見的而非客觀

的。對媒體再現的關注包含媒體文

本的「真實」、媒體是否「說實話」、

哪些人的「呈現與缺席」、「偏見與

客觀」、「刻板印象」以及其「詮釋」

與「影響」。因此，媒體再現必然會

引出與意識形態及價值判斷相關的

媒體再現意味著媒體透過「再現真

實」建構不同版本的真實；包含一

系列的篩選與組合來形成不同的

「類型與模式」；且再現的過程中不

可避免的含括了特定的「訊息與價

值」；並且會受到基於生活經驗與個

別信仰的「閱聽人詮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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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2014 

難題。 

產

製

 

機

構1
 

產製指的是媒體文本有意識地被生

產出來，關注媒體產製意味著其產

製時所涉及之「科技」、「專業實

踐」、「媒體工業」、「媒體間連結」、

「管制」、「發行與傳播」及「接近

使用與參與」，研究媒體產製最好是

經由以研究為基礎的作業，這樣的

分析亦能運用於學生自身的經驗並

對媒體產製提供系統性的反省。 

媒體機構意味著媒體是被特定的個

體、群體或更大的組織的「產製實

踐」；這些媒體產品的「歸屬與權力」

大多數被歸於製造它的組織而非實

際製作它的個體；且多數媒體公司

尋求「媒體經濟」，也就是如何從製

品中獲取利益；但這些媒體公司須

受到不同的法律或規範的「管制」。 

閱

聽

大

眾 

媒體教育對媒體閱聽人常有簡化的

假設。閱聽大眾常被視為是易受騙

且易受影響的對象，但閱聽人遠比

被認為的更複雜而多樣。關注媒體

的閱聽大眾意味著對媒體如何「鎖

定」、「傳播」、「流傳」以及大眾「使

用」、「意義生產」、「快感」與「社

會差異」的聚焦。 

所有的媒體產品都是為了「觸及閱

聽大眾」並被其消費所產生；媒體

可能夠過各式各樣的方式如年齡或

生活風格等等來分類與「定義閱聽

大眾」；這些「閱聽大眾的媒體使用」

包含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科技與

平台來接觸這些媒體；而且同樣的

媒體可能因每個人不同的差異有完

全不同的「閱聽大眾詮釋與快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對關鍵概念的說明，可以發現 Buckingham（2003；2014）對語言、

再現及閱聽大眾的界定大致相同，僅將原本相較比較零散的概念元素（例如閱聽

大眾的「鎖定（targeting）」、「傳播（address）」、「流傳（circulation）」、「使用（uses）」、

                                                      
1
 在 2003 年時 Buckingham 使用產製（production）一詞，在 2014 年則修正為機構（institute），

詳細的說明請見下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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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生產（making sense）」、「快感（pleasures）」與「社會差異（social difference）」

七個元素）彙整為統整概念結構（例如閱聽大眾的「觸及閱聽大眾（reaching 

audience）」、「定義閱聽大眾（defining audience）」、「閱聽大眾的媒體使用（audience 

uses of media）」與「閱聽大眾詮釋與快感（audience interpretations and pleasures」）。

其中，唯一改變的關鍵概念便是從原本的「產製」修正為「機構」，這樣的修正

可能來自學校對學生在學校外如何使用媒體進行活動所知有限，而政策制定者與

學界開始關注所謂的「非正式教育環境（informal educational settings）」與「資訊

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Bentley, 1998），而對這些學校外的媒體探究，很多

時候受限於不同探究取向、動機以及機構的環境而遇到困難（Buckingham et al., 

2005）。因此，相較於以「產製」行為來界定媒體素養的關鍵概念，「機構」的涵

蓋範圍更能夠在保留產製這一元素下觸及到更廣泛的面向，例如對媒體產製之歸

屬與權力的界定以及媒體經濟的概念提出。 

Buckingham 對媒體素養的關注相當聚焦在教育學生如何應對媒體，並對媒

體學習的批判論述的能力，使得他們能夠運用社會認可與合法的方式來談論媒體。

而這四個關鍵概念無論新舊的版本都可以提供理解媒體教育一個廣泛而有系統

的基礎，重要的是，它們彼此並非獨立的概念，而是相互依存，也會彼此援引、

互為起點。此外，學生對媒體素養學習的歷程應該是動態的，介於行動與反思、

實踐與理論以及熱情參與及超然分析之間的來回移動及對話，其目的在於使青年

變成主動的媒體使用者與生產者，但是也必須使他們透過參與及理解來覺察媒體

所在的更廣泛脈絡的影響（Buckingham, 2003）。由此觀之，我們可以理解

Buckingham 對媒體素養的概念模型，是一個以學生媒體學習為中心，四個概念

相互疊合的動態互動關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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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同的語言形式「創造意

義」；具備不同的「語言元

素」；提供不同的「元素組

合」；並透過元素與組合形成

一套「符碼與慣例」。 

媒體產品都是為了「觸及閱聽大眾」

並被其消費所產生；媒體可能夠過

各式各樣的方式「定義閱聽大眾」；

「閱聽大眾的媒體使用」包含透過

各式各樣的方法、科技與平台來接

觸這些媒體；且可能有不同的「閱

聽大眾詮釋與快感」。 

媒體透過「再現真實」建

構不同版本的真實；包含

不同的「類型與模式」與

特定「訊息與價值」且會

受到「閱聽人的詮釋」。 

媒體是被特定的個體、群

體或更大的組織的「產製

實踐」；其「歸屬與權力」

多數被歸於製造它的組

織而非個體；多數的媒體

公司尋求「媒體經濟」；

但受到不同的法律或規

範的「管制」。 

 

 

  

  

 

 

 

圖 2-1. Buckingham 媒體素養概念模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 新媒體素養框架（New Media Literacy Framework） 

一、從媒體素養到新媒體素養 

隨著 21 世紀新媒體技術如 Web2.0 與各式各樣社群媒體平台的出現，使得傳

統對素養的概念已經不足以讓個體適應這個文化。如前所述，閱聽者的角色已經

從原本的被動接受者，轉換為能夠具備主動積極的獨立參與者（Reich & Soloman, 

2008；Solis & Breakenridge, 2009），媒體素養需要因應社會文化脈絡的改變而調

整，以因應在媒體素養被視作公民素養能力下，對每個人都應有具備媒體素養機

會的主張，以使得媒體素養可以幫助個體獲致應對媒體資訊時代的相關知能，並

最終成為具備批判價值的自省者、社會與世界的公民參與者（吳翠珍與陳世敏，

語言 

機構 

閱聽大眾 

再現 媒體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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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因此，Chen，Wu 與 Wang（2011）便認為，個體需要成為新媒體素養者

（become a new media literate），才能夠負責任的參與數位世紀的社會。 

對媒體素養遇到新媒體的衝擊，研究者紛紛予以關注（如：Cope & Kalantzis, 

2000；Ito et al., 2008）。關於新媒體的定義，強調其相較於傳統媒體的互動性，

包含古典素養、視聽素養、數位素養與資訊素養等概念（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2007），對新媒體的探索，也區分成關注媒體科技發展與特色的取向

（Ito et al., 2008），以及強調使用者進行社會文化參與的取向（Jenkins, 2006）二

種。然而，從媒體素養的目的而言，作為一位媒體或新媒體素養者，包含具備媒

體素養應該成為一個人所具備的權利（Aufderheide & Firestone, 1993）以及幫助

個體成為具備批判價值的自省者、社會與世界的公民參與者。因此，無論是新媒

體的科技特色發展如互動性等特徵，或是閱聽人透過新科技轉化為社會文化參與

者的特色，都應是研究媒體與新媒體素養的研究者所應共同重視的面向。 

二、新媒體素養框架的提出與修正 

Chen 等人（2011）指出，新媒體素養雖獲取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的關注，

但相關定義常忽略新媒體在技術發展的特色與社會文化的特性這兩個元素是如

何共同形塑新媒體素養的概念與內涵。在其後來提出的新媒體素養框架中，新媒

體素養被解構為消費與產製兩個連續性歷程，並依據這樣的歷程區分為四個象限，

分別是功能性消費、功能性產製、批判性消費以及批判性產製（圖 2-2），並將消

費素養定義為近用媒體資訊的能力，而產製素養則是產出媒體內容的能力（Chen 

et al., 2011）。這個理論框架是首次針對新媒體素養提出一個結構性的彙整，並嘗

試整合新媒體素養者應具備的科技應用（如「能夠近用與理解文本層面媒體素內

容」、「能夠使用科技創造媒體內容」）以及社會參與的能力（如「能夠批判整合

媒體內容所涉及的社會意義、影響並建構個人的理解」、「能夠參與到媒體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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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判
性
↑
功
能
性 

能從脈絡或社會層次分析與評鑑，

以批判性的理解媒體內容。 

能評論與整合媒體內容，其所隱含

的社會意義與影響，並建構自己的

理解。 

能創造媒體內容並理解其社會影

響。 

能參與媒體環境（如 Second Life）。 

能接觸並理解媒體內容的文本層

次。 

能使用科技工具創造媒體內容 

（例如操作相機或撰寫電子郵件）。 

 消費→產製 

圖 2-2. Chen 等人的新媒體素養框架 

資料來源：翻譯自 Chen et al., 2011 

針對 Chen 等人（2011）的新媒體素框架，Lin 等人（2013）指出至少存在

兩點限制：（一）該框架對四種類型（也就是功能性消費、功能性產製、批判性

消費以及批判性產製等四個象限）的定義與說明不夠精緻，因此四者界線不夠明

確。（二）新媒體環境中，Web2.0 作為一個塑造媒體參與文化的科技媒介

（Buckingham, 2015；Jenkins, Purushotma, Clinton, Weigel, & Robison, 2006），在

這個框架中並沒有被明確的指稱所謂的「新媒體分界（new media divide）」具備

什麼樣的作用。 

基於上述兩個限制，Lin 等人（2013）提出一個更細緻的新媒體素養框架（圖

2-3），這個框架承認新媒體素養的兩種連續性（即功能-批判以及消費-產製），並

進一步依據不同研究者對媒體素養概念的探討，深入將四個象限的概念細分成十

個指標，並將 Web1.0 與 Web2.0 提出一個新分界（new divide），關於十個指標的

個別向度說明，詳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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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Lin 等人的新媒體素養框架 

資料來源：翻譯自 Lin et al., 2013 

Lin 等人（2013）將 Chen 等人（2011）四個象限概念，透過與其他文獻對

照與修正的方式，更清楚定義不同的指標與這些指標位於「功能-批判」與「消

費-產製」平面圖上的定位。在批判性的概念上，分析、綜合與評鑑三個指標被

分別呈現出來，加上消費技能與理解，這五個指標構成了消費取向的媒體素養，

而隨著閱聽人角色從消費者變化為消費者與產製者難以區辨的環境，產製技能、

分配與製造三個指標也被特別區辨出來，將功能性消費做出更為明確的界定與理

解，加上回應參與文化所提出的參與以及更高層次的創造（如 Jenkins et al., 2006），

這五個指標構成產製取向的媒體素養（Lin et al., 2013）。 

  

 



27 
 (續下頁) 

表 2- 3 新媒體素養架構指標內涵 

指標 定義 

消費技能 

(Consuming skill) 

指個體消費媒體內容時所需的一系列技能。例如，如何操作電腦，如何

搜索/定位資訊，如何使用資訊科技（如網際網路）等。 

理解 

(Understanding) 

指個體在文本層面上掌握媒體內容意義的能力。包括攫取他人在不同平

台（例如書籍，視頻，博客，Facebook 等）上發布觀點的能力，並解釋

網路語言或表情符號的意義。 

分析 

(Analysis) 

指個體解構媒體訊息的能力。與前述理解不同之處在於，這個指標是一

種符號的「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其側重於語言，流派和多種

形式的符碼（例如印刷的，數位的等）。 

綜合 

(Synthesis) 

指個體通過整合自己的觀點來重新混合媒體內容並重新建構媒體訊息

的能力。例如，個體被預期能比較不同來源的相同主題的新聞。如圖所

示，「整合」被分類於消費而不是產製，是因為其本身並不一定意味著

產製的論點。例如，可以比較來自不同媒體報導的反對人數並注意其差

異並不一定意味著個體知道哪個數字更接近「真相」或呈現了一個新的

項目（例如張貼自己的想法）。 

評鑑 

(Evaluation) 

指個體質疑、批評和挑戰媒體內容可信度的能力。相較於分析與整合，

這個指標代表了更高層次的批判性。個體需要通過考量身份，權力關係

和意識形態等問題來詮釋媒體內容。更重要的是，評鑑還涉及整合和分

析可能沒有明確強調的決策過程。例如，通過網際網路比較來自不同供

應商的價格是整合的行為，但決定購買哪個供應商則是評鑑的行為。 

產製技能 

(Prosuming skill) 

指個體製作或創造媒體內容所需的一套技能。例如，創建線上帳號的能

力（例如 MSN，Skype，部落格，Gmail 和 Facebook 等），使用軟體產

出各種數位作品（例如圖片，影片剪輯和 Flash）以及編寫程式（例如，

用於電腦或手機設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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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定義 

分配 

(Distribution) 

指個體傳播其手上所擁有訊息的能力。Lin 等人（2013）認為這一指標

主要基於 Buckingham（2009）所指「近年來最重要的發展是與分布科

技有關而非生產技術」。訊息的傳播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種（或者甚至更

有效的）產製媒體的方法。相較於產製技能，分配通常涉及分享的歷程，

包括在社交網絡使用內建功能來分享感受、媒體訊息以及對產品或服務

進行評分與投票的能力。 

製造 

(Production) 

指個體部分或完全複製，或是混和媒體內容的能力。製造行為包含將紙

本文件轉化（例如掃描或輸入）為數位格式、透過混合影音素材製作影

片剪輯，並通過部落格或 Facebook 在線塗鴉。 

參與 

(Participation) 

相較於前述的三個指標（產製技能、分配與製造），參與需要個體更多

的批判性。具體而言，它指的是交互和批判性地參與新媒體環境的能

力。互動，是特別強調個體或參與者之間的雙向互動，例如在某些平台

（例如部落格，聊天室，Skype，Facebook 等）一起積極建構和激盪彼

此的想法。從批判而言，則是指個體對媒體參與中隱含的社會文化價

值、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的理解，例如在單一社群或跨社群裡能有效處

理不同的想法。與前述八項指標相比，參與更明確側重於重視個體對社

會聯繫的貢獻。 

創造 

(Creation) 

指個體創造媒體內容的能力，特別是對隱含社會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問

題的批判性理解。與分配和製造相比，創造涉及個體更多的批判性。與

參與不同之處在於，創造通常需要個體的主動性而非雙向互動。例如，

首次提出一個批判性的概念是創造，而後續的反思將被視為參與。 

資料來源：整理自 Lin 等人（2013） 

除了提出上述的十個指標以更精確的方式定義新媒體素養的概念與元素之

外，Lin 等人（2013）也進一步的將 Web1.0 與 Web2.0 區分開來，正如前述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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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Web2.0 使得個人更容易和更方便製作而不僅是作為媒體內容的消費者，

進而促成 Jenkins 等人（2006）所稱之參與文化。在這個前提之下，網路社群降

低了閱聽人參與的門檻，並且模糊專家權威與一般大眾的界線，因為所有人都可

以在 Web2.0 的環境中自由表達想法。此外，由於 Web2.0 使得網路環境高度複

雜化，這個複雜的環境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價值觀、意識形態與更廣泛的文化脈絡

（Buckingham, 2003；吳翠珍與陳世敏，2007）。因此，Lin 等人（2013）在這種

環境轉變的脈絡下，或許是考量到如 Norris（2001）的數位落差現象以及

Buckingham（2015）所提出有關媒體素養基礎充足性的質疑，其在強調 Web2.0

與 Web1.0 的重點下，並沒有忽略 Web1.0 的基礎。 

因此，在圖 2-3 中所標示的縱向虛線即是 Web1.0 與 Web2.0 的新分界（New 

Divide），這個區別主要側重於 Web2.0 所帶來閱聽人參與產製機會的改變。產製

技能被標示在新界線之前，也就是 Web1.0 的部分；而製造與創造則在新分界的

界線上，因為個體在製造與創造的時候，並不一定指涉到 Web2.0 所形成的參與

文化與互動特性；而分配與參與的行為則可以在 Web2.0 的特性下獲得良好的支

持，因此被分配在新界線的右邊（Lin et al., 2013）。 

參、 David Buckingham 媒體素養概念模型與新媒體素養框架的比較 

一、論述的起點：保護賦能的媒體學習與積極主動的素養建構 

要比較 Buckingham 媒體素養結構與新媒體素養框架的異同，理解兩組學者

從什麼立場出發來發展媒體素養是相當重要的基礎，換言之，訂定這樣的媒體素

養結構與架構的學者，抱持著什麼樣的動機與目的來建構媒體素養，便會顯著影

響其媒體素養的型態與內隱的價值或意識形態。 

首先，Buckingham（2003）在其《媒體教育：素養、學習與現代文化》一

書的前言中，便可以看出其對關注媒體素養的出發點，始於在媒體進入私領域影

響現代兒童的背景之下，他對兒童成長的高度關注，更進而指出，尤其是「教育

政策缺乏進展」、「支持者輕率的包裝媒體教育」以及「媒體教育教師無法被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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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認與支持」而感到挫折。在中文版的序言中，他更進而指出，當代的媒體教育

問題不在於我們如何能保護青年免於媒體的傷害，而是如何可使他們了解與處理

媒體（林子斌，2006）。由此可知，Buckingham 對媒體素養的關注，始於孩童暴

露於複雜且多元的媒體環境中所受到的影響，並且其特別指出其對媒體素養的目

的不只在於「預防」孩童免於傷害，而在於「賦能」孩童能積極面對與處理媒體

相關的議題。 

需要特別敘明的是，雖然 Buckingham 對媒體素養的論述起源於其對兒童之

研究，但其也同意青少年與成人應該具備媒體素養；Livingstone（2014；2015）

對社群媒體的關注可以填補英國媒體素養研究者對青少年與社會大眾的另一塊

空白，相較於 Buckingham，Livingstone 更常以 9-16 歲的青少年或是更為廣泛、

多元化的大眾作為對象進行分析，兩人對媒體素養的研究與論述，雖然關注不同，

但都著重在媒體發展對社會文化的改變與影響。此外，Livingstone，Coucering

與 Thumim（2005）透過文獻統整分析指出一個媒體素養發展中待解的問題，也

就是媒體素養應該被視為個人能力或是社會實踐看待，因為當一個社會一定程度

的人無法具備媒體素養時，這個社會可能在新媒體的時代中可能會處於真假訊息

充斥的混亂環境之中。從這樣的觀點而言，對於本研究理解 Buckingham（2003；

2014）的媒體素養概念有一個重要的影響，便是即使同在英國文化脈絡下，

Buckingham 更側重於賦能下一個世代；而 Livingstone 則更重視建立一個媒體素

養的公民社會，但二者都不反對在新媒體時代的發展環境中，具備一個主動積極

的媒體素養能力是重要的。 

Lin 等人（2013）則指出，新媒體技術的出現使得媒體在人類史上比以往任

何時候更加重要且具有影響力，在這個情況底下，個體需要成為新媒體素養者才

有辦法在社會中充分的參與與互動。在其探討媒體素養相關研究時，提出目前的

媒體素養教育在「保護」與「賦能」之間達成了平衡（Cappello, Felini, & Hobbs, 

2011）。Chen 等人（2011）先前嘗試建立的新媒體素養理論，其基礎奠基在對新

 



31 
 

媒體素養技術與社會價值的共同理解，然而，Lin 等人（2013）在修正該理論框

架時特別說明，他們所發展的新媒體素養框架，是進一步詳細闡述與完善原有的

框架，以更好的解釋新媒體的社會文化影響與日常生活的實踐。因此，該理論框

架的立場起始於 Chen 等人（2011）對媒體技術與社會文化特性的假設，但進一

步強調了新媒體的社會文化影響與對個體日常生活實踐的重要性。 

整體而言，Buckingham 與 Lin 等人提出媒體素養所強調的背景，都在於資

訊通訊技術發展下媒體成為更為複雜且更具備影響力的環境，但 Buckingham 的

論述起源於孩童成長與媒體學習的關注，雖然也認同媒體素養對所有人的重要性，

但更著重於學校應當扮演起賦能媒體素養的角色，以協助孩童具備這些後設語言

能力，進而理解複雜的社會脈絡與價值意識如何影響媒體與孩童之間的互動；相

較之下，Lin 等人則更為廣泛的將這樣的現象放置於所有個體的範疇，不只是孩

童，每一個身處於新媒體時代的所有個體都必須面對這個快速增長且影響遽增的

環境，此外，相較於 Buckingham 主張學校應該扮演起主要培育媒體素養的角色，

Lin 等人認為所有的個體都需要相對更為主動地提升自己的媒體素養能力，才有

可能實踐於日常生活，進而適應這個快速變遷的數位社會。 

二、取向的異同：反映社會文化下的片段截面與連續進程 

從 Buckingham 與 Lin 等人對媒體素養出發點的異同，其整合並提出媒體素

養架構與框架的取向也會有所差異。所謂取向（approach），是指處理事務或理

解事務或從事行為的方法，前述的動機與目的可以囊括成理解學者「為什麼」建

構媒體素養，本小節則是著重於理解學者「如何」建構媒體素養的框架與結構。 

Buckingham（2003）認為，以概念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s）來界定

媒體教育是一個優勢的取向，因為這個取向並沒有特定的標的；而且能夠使媒體

教育聚焦於學生的主體興趣與熱忱，此外，他沒有一個既定的知識體（body of 

knowledge），因此不會在媒體教育這種領域中快速的過時。Buckingham 指出，

他所使用來理解媒體素養的概念，是提供一個直接而綱要式的摘述，以呈現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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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媒體教育的情況（林子斌，2006）。也就是說，對媒體素養的取向，Buckingham

以關鍵概念的方式進行一個原則性的描述，而這個概念理解的取向，是對媒體概

念一種反映式（reflective）的描述，這個描述不是固定不變的現象，從這個角度

而言，可以理解這類反映式描述的特性，或許是 Buckingham（2003；2014）改

變其對媒體素養概念界定的原因。 

要理解 Lin 等人（2013）建構媒體素養的取徑，我們必須要先理解 Chen 等

人（2011）對媒體素養詮釋的取向。Chen 等人（2011）先透過對新媒體素養的

文獻回顧，指出既有研究者中，許多人無法擺脫傳統媒體的觀點來看待新媒體素

養，也就是說，新媒體素養會被解釋為一種資訊技術與溝通技巧的組合。兩者都

指出，看待新媒體素養應該整合過往發展起來所有的素養概念，包括典型媒體素

養、視聽素養、數位素養與資訊素養等，以這種連續性的觀點與發展為定位，囊

括新媒體反應的科技與社會文化特性，進行新媒體素養的解構（unpacking）並

建構出一個新的框架。Lin 等人（2013）透過指出前者框架的限制，加入 Web2.0

的特性，並細緻化各向度的指標具體項目內涵，但所依循的取向也是反映新媒體

科技的技術與社會特性，並整合傳統素養觀點，以過去文獻為基礎而建構其新媒

體素養的理論框架。 

綜合二者的取向，Buckingham 與 Lin 等人都著重於反映社會文化的特徵，

然而，前者對建構媒體素養的方法，是透過概念理解來描述整體媒體發展中的其

中一個片狀摘要，也就是某個脈絡下的截面；相形之下，後者則更強調如何在考

量過往素養概念的沿革下解構再建構的一種過程與產出。換言之，這二者取向的

差異，Buckingham 所採取的是疏離時空的片段資訊截取與詮釋，而 Lin 等人採

取的是連續時空的資訊重組與持續發展。 

三、架構的內涵：動態互動的關鍵概念與靜態細緻的素養指標 

奠基在前述對兩種媒體素養的緣由與取向，可以有脈絡的理解所建構出的成

果「為何」。如前所述，Buckingham（2003；2014）的媒體素養架構是由「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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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機構（在 2003 年的版本稱為產製）」與「閱聽大眾」四個關鍵概念所

建構起來的一個廣泛而有系統的取向，這四個概念彼此並非獨立的概念，而是相

互依存，也會彼此援引、互為起點。此外，由於 Buckingham（2003）的媒體素

養聚焦於反映當代媒體環境的狀態以及以學生為中心的媒體教育系統，其主張學

生對媒體素養學習的歷程應該是動態的，因此媒體素養的結構展現也應該存在於

行動與反思、實踐與理論的互動關係中；這樣的互動關係同時也含括素養者熱情

參與及後設分析間的來回移動與對話，其目的在使青年變成主動的媒體使用者與

生產者，但是也必須使他們透過參與及理解來覺察媒體所在更廣泛脈絡的影響。 

至於新媒體素養框架的內涵，則是更為清楚的圖像建構（如圖 2-3），這樣的

圖示定義了十個為列於「功能-批判」與「消費-產製」平面圖上的定位。在批判

性的概念上，分析、綜合、評鑑、消費技能與理解，這五個指標構成了消費取向

的媒體素養，而隨著閱聽人角色從消費者變化為消費者與產製者難以區辨的環境，

產製技能、分配、製造，加上回應參與文化所提出的參與以及更高層次的創造（如

Jenkins et al., 2006），這五個指標構成產製取向的媒體素養（Lin et al., 2013）。在

Web2.0 使得網路環境高度複雜化這種環境轉變的脈絡下，新媒體素養框架透過

縱向虛線標示 Web1.0 與 Web2.0 的新分界（New Divide），這個區別主要側重於

Web2.0 所帶來閱聽人參與產製機會的改變。製造與創造被劃分在新分界的界線

上，因為個體在製造與創造的時候，並不一定指涉到 Web2.0 所形成的參與文化

與互動特性；傳布與參與的行為則可以在 Web2.0 的特性下獲得良好的支持，因

此被分配在新界線的右邊（Lin et al., 2013）。 

因此，Buckingham的媒體素養概念模型內涵可以被統整為「以學生為核心」、

「互為主體的四個關鍵概念」、「強調動態互動的歷程」；新媒體素養框架則含括

「以使用者對媒體的社會反思與日常生活實踐為核心」、「消費-產製／功能-批判

的十項指標」、「著重 Web 2.0 所帶來的媒體素養新分界」。 

從兩個架構概念的核心與主體而言，Lin 等人（2013）之框架所囊括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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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比 Buckingham 所特定針對學生之媒體教育更為廣泛，且由於學生也是媒體

對社會文化影響的使用者，所以新媒體素養框架的指涉範圍其實也包含了這些數

位世代的青年學子。然而，在這個脈絡底下，Buckingham 的關鍵概念就更為聚

焦的指向了如何成為教育的媒材，在其對媒體素養的關鍵概念進行定義時，兩次

的定義後都陳述了這樣的概念如何成為學生學習的材料（2003；2014），換言之，

「語言」、「再現」、「機構」與「閱聽大眾」都可以被理解成學生的學習目標；相

較之下，新媒體素養框架的十個指標則是「素養者」所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並

沒有被特定形容為學習的目標，僅是客觀的程度指標（Lin et al., 2013）。 

值得注意的是兩者著重的特質凸顯了內涵的差異，Buckingham 的理論架構

強調四個核心概念之間的互動與動態特性，這個特性根植於其核心概念的互為主

體性以及以學生為中心的建構起點；而新媒體素養框架則區分了十個細緻的媒體

素養指標，且這些指標是奠基於 Chen 等人（2011）原本四個象限的分界下更為

細緻區隔開來的產物（Lin et al., 2013），這樣的指標與 Buckingham 的動態概念

形成明顯的對比，因為這十個指標雖然被詳細的描述與界定，但彼此之間的關聯

性卻相較之下更不明顯，雖然可以界定某一個指標位於哪個象限，但卻沒有描述

不同指標之間的關係，使新媒體素養架構呈現出了一個更為靜態的知識表述。 

四、媒體素養研究的可能方向 

本節針對 Buckingham 媒體素養架構與 Lin 等人新媒體素養框架進行討論與

比較，統整兩者建構媒體素養的緣由、取向與內涵，前者對媒體素養的起點來自

於對兒童媒體教育的關注，其目的在於若要理解如何教導數位時代的兒童，則必

須要對媒體先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在這樣的脈絡之下，Buckingham（2003；2014）

進而提出以概念分析為取向來進行媒體素養的建構，這樣的取向主要能夠保持該

概念的彈性並反映媒體領域的現況，並發展了四個互為主體且動態對話的核心概

念（語言、再現、機構與閱聽大眾）；後者則始於 Web 2.0 工具的出現，將個體

帶入嶄新的媒體資訊與環境，Lin 等人（2013）進而主張，個體必須要成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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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素養者，才能夠負責任的參與新世紀的社會，這樣的主張促使了新媒體素養

框架奠基在 Chen 等人（2011）保留媒體演進的連續性概念與發展，而非武斷的

切割某一個階段獨立定義，並進而試圖在兼重科技技術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的影響

兩面向下，建構一個符應個體所需的新媒體素養框架，進而產出十個分布於不同

軸線（消費-產製與新分界、功能-批判）的細緻指標。 

這兩個媒體素養架構與新媒體素養框架，提供兩個劃界範圍不同，且內涵也

不盡相同的理論基礎。對本研究而言，這樣的比較與討論主要提供了三個重要的

啟發：（一）媒體素養無論建構在某一個媒體科技與環境的發展階段截面或是連

續性建構，其討論與目的都不可避免的涉略到更為廣泛的社會文化脈絡；（二）

從二者不同的緣起與取向可知，媒體素養建構的過程可能會因為成為素養者的角

色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若要嚴謹的界定某人所應或所需具備的媒體素養，必須

理解該角色在社會脈絡中所處的位置與媒體素養對之的意義；（三）媒體素養並

非是一成不變的概念，無論以動態歷程或靜態表述來界定媒體素養的內涵，都無

法完全捕捉媒體素養的全貌。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以上述三個概念為基礎，對學校領導者的媒體素養進行

探究，並透過探究的歷程對既存的兩個媒體素養理論結構不斷進行對話，檢驗結

構能否對應於學校領導的實務工作之中，並嘗試對這二者進行修正，或是奠基在

研究過程中，對學校領導者所需具備的媒體素養提出一個嘗試性的理論概念。 

第三節、 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 

自 1994 年教育改革浪潮開始改變臺灣社會，教育轉型、民主化與多元化的

聲音逐漸增加，在媒體已扮演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時，教育工作者如何教

育媒體成為學界與實務界的熱門議題（羅曉南、余陽洲，2015；吳翠珍、陳世敏，

2007；Jenkins et al., 2006）。除媒體學習外，教育工作者應對媒體的能力也成為

了學校與內外部人員、公眾媒體有效溝通的基本條件。如前述回顧指出，媒體素

養是所有人都需要具備的，但當個體扮演不同角色或面對不同情境時，所需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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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的媒體素養也應有所不同，其中，校長的領導直接影響全校的教職員，對外

的公共關係以及如何與媒體互動也直接影響全體成員（蘇益利等人，2012），由

此可知，校長作為學校的領導者，尤其需要一套特定的媒體素養，以推動學校形

象與公共關係。本小節依序就校長與媒體以及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研究進行探

討。 

壹、 校長與媒體 

一、校長的多重角色 

校長是一所學校教育成敗的靈魂，在學校中除了具備領導者的身分外（Aiken 

& Keller，2007），必須扮演多重的角色，隨著社會環境與教育制度的改變，校長

所需要的能力與工具也隨之多樣與不同（Waters, Marzano, & McNulty, 2003），

Thomas（1993）彙整了一系列校長所需具備與校務經營及校長角色所需發揮的

職責及專業內涵，指出校長角色具有其專業性；而林文律（2012）則透過臺灣現

行校長體系指出，我國目前對於校長培育、遴選、任用與評鑑等建置與整合仍有

待加強，但校長在學校領導角色的專門知識、能力與態度倫理，都顯示校長這個

位置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專業角色，其專業的展現也會影響一所學校乃至於一個國

家的教育發展。林明地（2002）整合不同學者分類與其研究經驗指出，校長所扮

演的角色內容包含五種不同向度，分別是教育者、行政管理者、文化領導者、專

業社群的一份子以及個人自己，這五項內容的概念分別陳述如下：  

表 2- 4. 校長的五種主要角色與職責 

教育者 1. 持續學習、反思； 

2. 檢視並推廣研究與方案； 

3. 協助行動研究； 

4. 教師專業成長與發展； 

5. 助長同僚專業互動； 

6. 學習最新知識與技術； 

7. 探索學生學習需求； 

8. 關心學生進步情形。 

行政 

管理者 

1. 做好行政決定； 

2. 塑造安全有秩序的環境； 

3. 建立與運用多元溝通管道； 

6. 作好評鑑工作； 

7. 建立良好的學校與社區關係； 

8. 做好資源管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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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妥適的分工、協調與合作； 

5. 公平的衝突解決； 

9. 妥善處理法律、行政命令等議題。 

文化 

領導者 

1. 了解並發揚學校的歷史傳統； 

2. 服務； 

3. 塑造並尊榮學校英雄； 

4. 塑造並闡述共同願景； 

5. 注意日常應對進退； 

6. 授權予能與建立目的感； 

7. 塑造一個領導者的社區。 

專業社

群的一

份子 

1. 遵守專業倫理信條、規範； 

2. 相互支援； 

3. 觀察並分享專業實際； 

4. 參與校長領導領域的專業研究； 

5. 提攜後進。 

個人 

自己 

1. 校長的世界觀； 

2. 校長的動機； 

3. 校長的性別； 

4. 校長的基本能力 

5. 校長的壓力及其管理； 

6. 校長的專業生涯規畫。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明地（2002：119）。 

從林明地（2002）對校長角色的分類可以發現，除了回應眾多國內外學者對

學校領導者的定義（如：Goldring & Rallis，1993；Wiles & Crowson，1984；曾

俊凱，2000）外，也指出校長至少要在五種情境下展現多種的專業作為；然而，

證如同前述研究對於校長專業性的描述，校長的專業究竟包含了那些項目，尚沒

有一個妥適且完整的定義。研究者根據 Thomas（1993）、林明地（2002）、Waters

等人（2003）、林文律（2012）以及孫敏芝、吳宗立與林官蓓（2012）對於校長

專業能力所進行的討論，彙整出校長的專業至少具備下列四項共同職責：（一）

行政管理與經營；（二）公共關係與溝通；（三）課程教學的品質；（四）推動校

務永續發展。因此，校長確實具備其專業工作者的特性，其中，校長專業實踐中，

最常見的策略工具就是領導，校長被視為學校的領導者，領導本身就與學校校長

的專業無法切割，因此，對校長領導意涵的探討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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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的領導能力與媒體 

領導一詞的定義一直以來未有定論，隨著不同的研究目的、方法、取向、情

境與社會文化脈絡，對領導一詞的概念便有不同的詮釋。謝文全（2015）從學校

行政領導者的角度來定義領導，說明領導包含「引導」與「指引方向」的意涵，

即引導團體成員邁向共同目標的行政行為，這樣的歷程應包含「由至少兩方（領

導者與被領導者）以上互動構成」、「領導的目的在達成團體共同目標」、「領導非

單獨的力量，須發揮同心協力之動能」與「領導需有使別人服從的影響力」等四

大要項。國外學者如 Yukl（2002）也認為領導是一種引領他人，透過個人與團

體影響他人的能力。 

有關領導的理論研究發展良久，包括從 20 世紀初以來演變的特質論、行為

論、權變情境理論與現代新興領導理論等四個取向（黃宗顯，2008），綜合而言，

前三個取向的領導理論比較偏重探討成功領導者所需具備的特質、以及配合特定

情境運用有效的領導行為已發會對被領導者的影響能力；相較之下，新領導理論

在環境日趨複雜多元的情境下，塑造了對領導的不同詮釋、觀點與焦點，形成了

各式各樣的現代領導理論。其中，黃宗顯（2008）整理 16 種新興領導理論，強

調理論內容的特色包括八點特色，其中相較於傳統組織內部的領導外，新型領導

理論重視領導者與組織成員的互動以引領組織適應外部環境，並且重視領導者個

人的成長與應變外部文化脈絡與環境改變的能力。 

綜合上述提到校長專業性與領導，必須同時具備對於學校行政、課程教學、

公共關係與校務發展的關注，並且作為一個新型領導者應該重視組織成員的或動

並引領組織適應外部環境，本研究採取 Waters 與 Cameron（2007）針對學校領

導效能的後設分析研究，從超過 5000 份論文中篩選出 69 篇設計嚴謹、並且確實

能回應校長領導效能之研究，分析總計超過 14000 名教師對 2802 位不同的學校

校長及超過 140 萬學生成就資料後，指出 21 項對提升學生成就有顯著影響的領

導職責（leadership responsibility）以及 66 項完成這些職責的實踐作為（practic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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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並統整這些發現，提出均衡領導框架（Balanced Leadership Framework，

如圖 2-4）： 

 

圖 2-4. 均衡領導框架 

資料來源：Waters & Cameron, 2007 

選用均衡領導框架，是因為這個框架透過實證研究資料整合出一個概念，將

領導放置於「有目的性的社群（purposeful community）」以及「焦點（focus）、

變化幅度（magnitude of change）」之間，領導者對外需與外部社群、社區、群體

接觸互動，而這樣的互動界線是彈性且不固定的，因此領導與外部社群的關係是

以虛線表示；領導者對內則須針對特定的焦點進行領導的實踐與作為，並能夠在

兼顧內部焦點的同時，能因應內外部利害關係人，適時的對產生的改變歷程、方

法、程度進行掌握與實施（Waters & Cameron, 2007）。這樣的框架符合前述對於

校長專業性，其中，對於該框架所提出的焦點，指涉的是校長必須要在多變的環

境中對於其領導所欲達成的願景與目標有所堅持，能夠依據願景與目標回應外部

環境的改變與領導作為，但不違背學校領導的核心目標，這樣的描述不僅符合林

明地（2002）對校長角色的描述，也呼應黃宗顯（2008）統整新興領導者所需要

具備對外部環境改變而帶領組織因應的特性，這樣的特性也與 Galloway（2017）

統整成功組織中所提出的願景資本（visionary capital）互相呼應，也就是必須要

在累積及使用資本時，考慮是否符合組織願景，並依據組織願景來調整策略。 

有目的性的社群 

領導 

焦點       變化幅度 

學校實踐     創造需求 

教室實踐     落實執行 

學生中心     經營轉型 

         控制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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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媒體已經扮演了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並進而塑造我們的文化時

（吳翠珍、陳世敏，2007；Ivanović, 2014），也直接的對學校內外的環境產生了

衝擊與改變。根據孫敏芝等人（2012）研究校長專業能力指出，校長在公共關係

的經營與建立上，應對媒體與媒體資訊的能力也成為了學校與內外部關係人、社

會大眾及公共媒體有效溝通的基本條件，而這些基本條件也是當代教育領導者所

應具備的領導能力。正如在林明地（2002）的校長工作與角色分析（如表 4）以

及 Waters 等人（2003）的後設分析均顯示，校長處於不同的角色狀態時，其工

作所需具備的知能及工具也有所不同。而無論從新型教育領導理論的特色與校長

的專業角色來探討，校長具備媒體素養能力的需求與必要性可見一斑。 

此外，根據 Shouse 與 Lin（2010）對臺灣學校校長領導的研究指出，對臺灣

校長而言，最有挑戰性與關鍵的任務之一是「接觸學校外部群體」，包含家長、

政治人物、國家議題等。隨著媒體環境越來越蓬勃發展，外部群體對於學校的影

響力也大幅上升。正如該份研究指出，幾乎所有與學校教育有關的資訊都需要透

過媒體來傳播，而校長扮演著在這個環境脈絡下代表學校回應的各種形象發言人，

例如建中生跳樓身亡事件中校長如何回應事件（自由時報，2016）；花蓮中學校

園霸凌事件中，校長強調孩子只是玩過頭（聯合新聞網，2017）；蘭陽女中校長

呼應建國中學校長不再配合媒體報導召開記者會之發言（自由時報，2018；中央

通訊社，2018）等等。蘇益利等人（2012）便透過多重個案的分析指出，媒體生

態圈造成校園事件的傳播性大幅上升，並且學校越不想被傳遞的事情卻越容易被

重視；網際網路也已逐漸成為推波助瀾的情形，而且媒體發展已經對政府決策與

學校經營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學校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在當代環境中

尤其需要由學校領導者特別注意，校長必須與媒體保持適當的互動並且對媒體資

訊做出適當的應對。因此，本研究便是聚焦於校長的領導中所需的媒體能力，也

就是校長領導中的媒體素養組合（a set of media literacy for princip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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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之研究 

學校教育以教學與學習為重心，學校的領導者會影響學校內外部相關人士的

認知、行為與態度（吳明清，2006），如前所述，媒體已成為當代大眾接觸教育

與學校資訊的重要管道，媒體素養教育白皮書也明確的表示媒體素養是迫切需要

落實於學校現場的重要項目（教育部，2002），校長作為政策的落實者與學校的

領航者，在領導過程中所需的媒體素養面對的是多面向且動態的。然而，研究者

針對國內外資料庫進行搜索，幾乎沒有對媒體素養與校長領導進行直接有關的討

論，因此，對過往研究的探討，本研究先聚焦於「校長領導研究中的媒體素養」

與「媒體素養中的校長領導」來進行主要概念的回顧，再針對「不同專業角色的

媒體素養研究」進行分析，以進一步借鏡不同領域以媒體素養為視角的實證研究

如何建構與實施。 

一、校長領導研究中的媒體素養 

在國內外針對校長領導的研究中，與媒體素養之關聯相較稀少，大多數探討

到媒體的研究均以「媒體公關」的角度切入，例如李柏佳（2017）指出，媒體與

民粹塑造的負向輿論對學校教育干擾嚴重，提出校長應該在領導過程中著重媒體

公關的決策與反應；蘇益利等人（2012）等人探討校園經營實務之個案研究中也

指出媒體影響校園的嚴重性，但仍側重於學校如何透過建立媒體公共關係來進行

回應。然而，其實校長如何領導學校進而回應媒體公共關係，其根源的問題在於

校長對媒體資訊的消費與產製能否具備功能性與批判性的知能，因為學校與媒體

公共關係便是建構在學校資訊與媒體資訊的互動過程之中（洪啟昌，2001），因

此，校長的媒體素養程度，便會決定性地影響學校與媒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否有

助於學校教育的目標達成。 

少數關於校長經營個人品牌的研究中則探討到校長個人品牌有助於建立學

校整體的競爭力（蔡金田，2009）並提升組織內外部成員的認同（蔡進發、蕭至

惠、蕭元笙，2014），蔡進雄（2017）奠基在此基礎上，提出校長應建立社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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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為學校爭取資源，這樣的網絡涉及學校校友、學生家長、教育行政機關、上級

關心學校的民意代表與社區人士等。傳統上，社會網絡被定義為一組人事物的社

會關係，但在 21 世紀的資訊社會，社會網絡的建構已經逐漸「虛擬化」與「雲

端化」（翟本瑞，2011），網際空間也成為了當代社會網絡形成的主要平台之一。

因此，若學校領導的過程中涉及個人品牌的建立與行銷、建構以學校為中心的社

會網絡，這些媒介都不可避免的建構在以網路為媒介的前提，換言之，以媒體為

中介的基礎之上，由此推論，學校領導者的使用媒體與內外部成員互動的知識與

能力，是能否成功建構個人品牌以及學校社會網絡的關鍵因素之一。 

此外，如前所述，校長作為學校領導者，必須在不同的環境中扮演不同的角

色，甚至需要在同一個情境裡同時扮演多種角色。在林明地（2002）所歸納的五

種校長角色與工作取向中（如上表 3-1）或 Waters 與 Cameron（2007）所提出的

均衡領導框架中，研究者認為其中所涉及不同校長角色與身分職責，都需要不同

的媒體素養知能。例如表 3-1 中屬於教育者角色的「學習最新知識與技術」、行

政管理者角色中的「建立與運用多元溝通管道」、文化領導者角色中的「注意日

常應對進退」等，都涉及了外在環境中新媒體崛起所帶來資訊溝通方式上的改變；

這正因為媒體素養原本就是一種多向度的素養（Buckingham, 2003），且必須因

應外在環境變化展現不同的校長領導專業（Waters et al., 2003），總而言之，雖然

在校長領導研究中有關媒體素養的著墨不多也並未直接指名的媒體素養一詞，但

其研究發現及討論對研究者而言其實都在強調媒體素養作為校長領導能力的重

要性，因此，校長必須因應其不同的領導角色發揮不同的媒體素養能力，本研究

不僅是需要探究校長在不同的情境下所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並且要進一步深入

理解這樣的媒體素養對校長領導作為的不同面向與實務工作如何產生影響。 

國外一份研究學校校長如何使用社群媒體的策略與本研究領域的交集最為

明顯，該研究的目的在於描述、分析與詮釋校長透過不同的社群媒體工具與利害

關係人互動的經驗與歷程（Cox & McLeod, 2014），對社群媒體工具的使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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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程度的探究，但卻未回應到校長的媒體素養本身，但其研究一項主要發現提

及，社群媒體工具對校長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包含學區、同事與整個世界都能提

供更強大的連結，而且社群媒體的使用對校長個人與專業成長均有顯著的影響。

這樣的發現顯示了校長「使用」社群媒體的歷程與成果，但卻未對校長「如何」

使用進行檢視，而媒體素養正式「知道如何（know-how）」的養成，但該研究也

揭示了社群媒體可能是當前校長領導學校內部最容易接觸與使用的媒體平台。 

二、媒體素養研究中的校長領導 

在媒體素養研究中，不乏針對特定身分所需的媒體素養所進行的研究，例如

護理人員（高潔純、吳定興，2015）、各學習階段學生（郭宜婷，2012、林菁、

郭玫叔，2012）、警察（陳瑞南，2015）等，這些研究雖然針對不同研究對象進

行探討，但都獲致一項相似的結論，也就是無論是什麼職業與角色，面對這個媒

體資訊爆炸的環境，他們都需要一定程度適合這個角色的媒體素養，換言之，這

些研究都在在指出特定的身分與角色展現的或需要的是不同的媒體素養組合；相

較之下，校長作為學校的領導者，多數研究均指出校長有非常多種不同的領導模

式與角色，卻沒有一個以校長媒體素養為主題的探究、描述與理論建構，因此，

本研究可以說是為了填補媒體素養研究中對學校領域重要的一塊空缺。 

國內外媒體素養的研究中，若有提到校長角色或領導的，都是針對媒體素養

教育的探討，周韞維（2003）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媒體素養教育現況調查研究

認為，就政策面而言，若學校當中如果校長沒有注重媒體素養教育，勢必難以建

立推廣媒體素養教育的教學網絡平台；呂傑華、陳逸雯（2009）對國民小學教師

實施媒體素養教育的調查研究也指出，許多教育工作者，包含校長都未曾看過媒

體素養教育白皮書，這可能是導致學校校長不重視媒體素養教育的關鍵原因之一；

林雍智（2015）則透過對媒體素養政策的分析，提出學校中的媒體素養執行者認

為政策規劃缺乏可行性與明確性。根據 Lin（2010）指出，媒體素養教育是培養

媒體素養的教育歷程，由此可知，如果沒有對媒體素養及其重要性的基礎覺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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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便無法妥善的推動媒體素養白皮書的願景，其中，校長雖然不是扮演直接

進行媒體素養課程教學的角色，但對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的落實，卻是關鍵性的領

頭羊，其對媒體素養的態度、知能與支持，對一所學校能否實施良好的媒體素養

教育，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國外以五位不同學校校長觀點進行的媒體素養課程評估研究中，五位受訪者

均同意媒體素養教育的必要性，並且認為媒體是對當地事務與全球事務都非常有

影響力的工具，然而，即使不同的校長對如何在學校系統中實施媒體素養課程意

見未達一致，但都同意如果要推廣媒體素養教育，學校應該有更完善的準備，並

且盡可能提升與家長之間的合作關係（Elma et al., 2009）。這份研究進一步的強

調家庭對推廣媒體素養的重要性，尤其是學校與家長之間必須建立一個合作互動

的連結關係（Bekdemir & Tağrikulu, 2018），但為何校長之間對學校媒體素養教育

的實施採取了不同的觀點，則未被該研究與後續的研究深入探討。研究者對這個

現象，認為可能影響校長觀點差異的因素包含了各校文化的不同以及校長本身領

導實踐的特色（Waters & Cameron, 2007），而對媒體素養教育觀點的不同背後也

隱含了校長對媒體素養的認知並不相同。 

雖然在探討媒體素養研究提到校長與校長領導者多數聚焦在媒體素養教育

上，並未直接的回應到校長領導中的媒體素養，但卻顯示校長作為媒體素養政策

的推動者與領導者時不同的詮釋、作為與風格，而對同樣政策的不同理解，背後

也隱含了校長可能具備對媒體素養的特定觀點，並與其角色認知整合成媒體素養

的組合，本研究便是希望奠基在這樣的基礎上，深入理解這些現象背後的深層脈

絡，由下而上進行推理並建構校長領導所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組合。 

三、國內外媒體素養與特定專業的實證研究 

為了深入理解媒體素養如何與校長領導有更緊密的構合，在相關文獻數量有

限的限制下，研究者透過「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專業（profession / 

professional）」、「工作（work / job）」作為關鍵字，使用 EBSCOhost 資料庫、SC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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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與華藝線上圖書館三個資料庫進行國內外針對媒體素養與特定專業相關

研究的搜尋。由於臺灣推動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始於 2002 年，為了控制文

獻的時近性與一致性，中外文搜尋的時間範圍統一設定於 2002 年以後。 

透過三個資料庫的搜尋以及研究者針對標題及摘要的初步篩選，共有中文文

獻 46 篇與英文文獻 39 篇，由於研究者聚焦的是媒體素養與特定專業之間的對應

關係，因此進一步排除「非實證研究」與「非專業領域」之相關文獻，例如文獻

回顧、學生觀點、課程設計等。經過多層反覆的確認與篩選，共計有 10 篇文獻，

其中有 8 篇中文，2 篇英文，以下依序就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以及與本研究相

關之主要研究發現進行回顧： 

1. 研究對象 

在針對不同專業角色之媒體素養的實證研究中，以教育人員佔多數，共有 5

篇，包含教師（呂傑華、秦梅心，2008；林菁、陳尚蕙，2009；Hobbs & Tuzel, 2015）、

學校行政人員（洪秀熒，2005）與幼教人員（張奕華、徐新逸，2010）；其次則

是護理人員，共 2 篇（高潔純、吳定興，2015；陳麗梅、彭麗蓉、蔡育真、王玉

霞、吳玫錚，2011），其餘 3 篇則針對三個不同專業角色，分別是社會工作青年

群體（Johnston-Goodstar, Richards-Schuster, & Seith, 2014）、員警（林誠、林介銘，

2010）以及基督教教會人員（王文良、徐瑤芬，2011）。 

2. 研究方法 

在 10 篇國內外相關研究中，研究人員最主要的使用方法為量化問卷調查法

（8 篇），Johnston-Goodstar 等人（2014）則是透過蒐集網站、社群互動的質性文

本分析，王文良與徐瑤芬（2011）選擇使用模糊德爾菲法，包含了專家訪談的質

性取徑與問卷調查的量化取徑。 

3. 與本研究相關之主要研究發現 

本研究聚焦於釐清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之間的關聯以及其所需要的特定媒

體素養組合。首先，10 篇國內外文獻中，有 8 篇均指出，該特定專業角色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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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媒體素養程度，與其專業場域、實踐及任務中有正向的相關，包含教師的專

業認同與對數位媒體能力學習的動機（Hobbs & Tuzel, 2015）、批判性媒體實踐

對社會工作者職涯道路的重要性（Johnston-Goodstar et al., 2014）、學校教師認為

因為缺乏媒體素養進修或研習因此無法進行資訊及媒體素養的教育（呂傑華、秦

梅心，2008）、警察人員透過資訊及媒體素養可能提升值勤與辦案效率（林誠、

林介銘，2010）、醫院資訊發展程度與護理人員資訊素養能力（陳麗梅等人，2011）、

幼稚園教育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校能（張奕華、徐新逸，2010）、學校行政人員

資訊素養與學校校能（洪秀熒，2005），以及運用資訊科技能力對教會人員各種

宣教工具（王文良、徐瑤芬，2011）。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獻所提到的資訊素養，在其文獻的界定中，普遍包含

了媒體素養的概念，因此被列入本研究回顧的範圍之內，部分提及資訊素養之研

究文獻，由於其文章界定資訊素養的定義中，並未包含或是與媒體素養的概念無

關，因此被排除於探討範圍之外。 

根據上述針對 10 篇國內外探討媒體素養如何對應不同專業角色之相關文獻，

可以發現針對不同的專業角色，所具備的核心任務也不盡相同，與專業相關的影

響因素可能包含專業場域的特殊性、專業實踐的需求與專業角色的認同。然而，

即使是針對不同專業角色的研究，都顯現了素養能力與其專業實踐之間可能具備

一定程度的相關。而部分研究者針對不同專業所需的媒體素養也進行了一定程度

的轉化，例如王文良與徐瑤芬（2011）透過模糊德爾菲法將基督教教會人員所需

的媒體素養定義為「會操作多媒體播放輸出設備」、「會使用多媒體教學／聖經軟

體」等六個項目。 

根據上述關於不同專業角色與媒體素養的實證研究，顯示若要檢視校長所需

具備的媒體素養，必須對其核心任務先有了解，才有可能有效地探索那些特定的

媒體素養是有助於其專業實踐的。如前述對於校長專業性與領導的討論，校長透

過其領導作為來進行專業實踐，換言之，校長的領導與其專業關聯是非常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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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Waters 與 Cameron（2007）均衡領導框架中，對有效能的校長領導所

提出的領導焦點（leadership focus）作為校長核心任務的基礎，也就是學校實踐、

課室實踐與學生中心三個部份，根據本研究實際蒐集之資料進行對應並釐清在臺

灣教育脈絡中，校長所關注的核心任務是否符應均衡領導框架對有效能的校長領

導所進行的實證資料回顧，以進一步理解在臺灣校長所關注的核心任務下，其可

能需要具備有助於其領導實踐的特定媒體素養為何。 

本研究的目的並不在於產出一套校長領導的準則，而是探索學校領導者領導

作為與專業實踐的歷程中，可能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展現，然而，現行的媒體素

養研究並未針對校長領導這項專業進行直接的探討，而透過媒體素養與其他特定

專業工作者的回顧可以發現，媒體素養在進入不同的專業工作環境與實踐中，需

要因應不同的專業場域與實踐而有不同的展現，本研究便是希望透過對校長領導

的專業實踐進行深入的理解及分析，再嘗試將研究成果初步建構成一個概念模型。

需要強調的是，本研究所想要產出的概念模型，並非是為了產製一體適用的準則，

而是一個可以提供研究者或教育工作者對校長領導所需具備媒體素養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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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在數位時代媒體科技快速發展的環境下，大眾已經與媒體產生密不可分的關

係，且教育的場域中，媒體資訊已經大量影響如學生、家長以及教育工作者等關

係人對教育資訊的掌握與理解。校長是一所學校的領導者，扮演學校發展的核心，

必須要在不同的脈絡下扮演多種角色以因應學校內外部環境與成員的需求。而正

如前述討論，媒體素養無論是在公共關係建立、學校形象經營以及學校文化塑造

等工作取向均扮演關鍵影響因素。本研究便是探究校長在不同的情境下所需要的

特定媒體素養組合，並且要進一步深入理解這樣的媒體素養組合對校長領導作為

的不同面向與實務工作如何產生影響。 

本研究指稱的媒體素養組合（media literacy set），是指透過不同的媒體素養

內涵指標或項目，統整為一個符合校長領導脈絡並有助於其領導實踐的特定集體。

為了有系統的建構校長所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組合，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的取徑，

搭配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之資料蒐集進行探索，透過篩選特定具備代表性或特殊性

的個案校長進行深入討論與分析，並在研究過程中，著重研究倫理及維護本研究

之正當性。爰此，本章依序就研究設計、研究對象、資料蒐集、資料分析、研究

信實度，以及研究倫理與限制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設計 

壹、 研究取徑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Case Study）為取徑，在自然狀態下進行個案的資料蒐

集與研究，以還原個案在真實脈絡中的狀態（Yin, 2009）。採用個案研究法來探

討社會現象時，須注意不可將該現象從其所處之社會脈絡中抽離，因為一旦抽離，

現象本身的意義就可能改變甚至失去。本研究對選取之校長深入探討其對學校領

導中媒體素養的展現和觀點，並透過資料的分析進行意義的建構，這樣的分析置

於個案所處的時空環境下，不將其抽離脈絡，反而是置入在其社會脈絡(媒體影

響閱聽大眾、學校受到媒體資訊大幅影響)之下進行分析與討論。然而，重視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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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並不代表無限上綱，個案研究法中的個案仍然必須是個有界線的系統（scoped 

system），聚焦於界線內「如何改變」、「影響為何」的連續性過程（賴志峰，2012），

為了避免研究的範圍廣泛而不具焦，研究者對這個系統將界定於校長領導的範疇，

也就是以所屬學校為範疇，進行深入詳實的描述、詮釋與分析（潘慧玲，2004）。 

貳、 研究流程 

奠基於個案研究的研究取徑，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將是一個循環建構的歷程，

研究者將透過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就校長領導中的媒體素養進行檢視與分析，

並且隨著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反覆的驗證與補充。換言之，本研究的研究流

程至少包含三個階段： 

一、 準備階段 

在這個階段內確定研究主題與對象，以確認後續研究執行與實施的規劃。此

外，在準備階段內進行文獻的閱讀與對話，是發展適切的研究取徑與資料蒐集方

法的重要基礎，因此，在準備階段內，研究者先對媒體素養與校長領導進行一定

程度的探討與理解，以確保研究過程中能奠基在適當的基礎之上來檢視資料並分

析。 

二、 研究階段 

在這個階段內研究者須先徵求個案的事前同意以進行資料的蒐集，並透過滾

雪球的方式針對蒐集資料過程中衍生的相關線索進行跟進，然而，這樣的滾雪球

並非無窮盡的累積資料，而是聚焦於能直接回應本研究研究問題的相關線索。此

外，研究階段也涉及了同時性的資料整理與分析，在資料整理與分析的階段，研

究者也會保持與文獻對話。 

三、 完成階段 

在這個階段研究者已經完成多數研究資料的蒐集，將進行後續的研究分析與

討論，在這個階段內，研究者將適當的退出個案的脈絡中，但若研究資料分析的

過程有資訊的闕漏與不足，仍會邀請個案協助釐清與持續參與，以提升本研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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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與討論的準確性及價值。 

參、 研究者的角色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扮演的角色包含資料蒐集的工具、資料分析的探索者與

意義的建構者。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難以完全避免其主觀性，其研究者角色的

建立，也在研究過程中隨時調整。以本研究而言，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研究者

所扮演的是資料蒐集之工具；在資料整理與建構意義的過程中，研究者是一個資

料的探索者；在與既有文獻對話的過程中，研究者是一個不斷反思的對話者。上

述這些角色並非截然劃分，而是研究發展過程中依照研究問題與目的隨時調整的

身分，其中，研究者必須要注意的便是時刻檢視自己研究當下所處的脈絡與身分，

以避免落入偏見與獨斷的視角之中。 

第二節、 研究對象 

壹、 研究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為取徑，主要目的在於了解校長領導中所需要的特定媒體

素養組合，並且探究其如何對校長的領導作為與實務如何產生與產生何種影響。

因此，本研究的個案在選取的過程中，首重具備代表性與特殊性。在校長領導與

媒體素養的脈絡下，本研究以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校長為研究群體進行資料蒐集。 

選擇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校長為對象群體，是因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是針對校

長領導所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組合，其中，政府對媒體素養的教育政策，集中在

「國中小學推動媒體素養教育」、「高中職與大學開設媒體素養課程」以及「補助

鼓勵各級學校媒體素養推廣活動」三個方向（林雍智，2014），考慮到中學階段

才有設立專門媒體素養之課程，且近年來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教育面對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的課程與學制改革亦引起較大的關注，因此，本研究以高級中等學校階

段校長為主要之研究對象群體。 

鎖定研究對象的群體後，便是要聚焦於如何選取合適的個案進行資料蒐集。

如前所述，近年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對入學制度與課程綱要均帶來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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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程度的影響，江宜芷（2017）便針對十二年國教所牽連的大學數學改革方案進

行一系列的媒體再現分析，其中，於 2017 年 5 月，251 位高中校長、主任與督

學以及台大教授葉丙成連署上書聯合報民意論壇，以「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

子」為主題，罕見引起媒體與各界關注，該篇單次新聞佔考招制度改革中引發最

多關注的事件。 

本研究所採取的是立意抽樣的方式，便是參考「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

連署名單中的校長為指標進行篩選。連署透過聯合報民意論壇，顯示校長對教育

變革與相關社會議題的關注，並且會透過媒體訊息的關注與運用，作為領導者表

述學校立場，因此，參與該連署之校長較有可能具備對媒體素養的運用與理解。

透過連署名單的篩選，「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連署名單中共有 125 位高

中校長，本研究透過電子郵件與電話對北部地區學校之公立高中校長進行聯繫，

因為北部地區參與連署之公立高中校長人數是所有連署人數最多者。此外，由於

在臺灣後期中等教育階段，公立學校普遍被視為是較佳的升學選擇，且公立學校

的校長是由教育部校長遴選辦法，透過相同程序所進行遴選之職務，因此本研究

選擇以公立學校校長作為抽樣對象，是考慮到公立高中在臺灣脈絡的特殊性與適

當性。在經指導教授協助推薦具有參與教育改革及學校經營之豐富經驗的十一位

校長接洽安排訪談時間後，由研究者前往其中七位願意且有時間接受訪談之受訪

者學校進行深度訪談，訪談過程中聚焦於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以深入理解媒體

素養如何影響並展現於校長領導的實踐之中，若欲議題內容允許，需要增加訪談

時間者，經受訪者同意後進行追加訪談，受訪者資料如表 3-1。 

表 3-1 受訪者簡易資料表 

編碼 校長年資 校長年齡 累積擔任校長之

學校數 

訪談日期 訪談

次數 

訪談長

度 

P-01 8 51-60 國中（1）、綜中

（1） 

20181023 1 42’56” 

P-02 8 51-60 高中（2） 20181030 1 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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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校長年資 校長年齡 累積擔任校長之

學校數 

訪談日期 訪談

次數 

訪談長

度 

P-03 13 >61 高中（3） 20181106 1 33’17” 

P-04 8 41-50 高中（1） 20181107 1 45’19” 

P-05 12 41-50 國中（2）、完中

（1） 

20181112 1 47’56” 

P-06 3 41-50 初任校長（1） 20181113 1 42’19” 

P-07 4 41-50 初任校長（1） 20181119 1 73’03” 

貳、 研究場域 

關於校長領導中的所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最為直接的利害關係人當然是校

長，然而，其媒體素養的展現可能透過不同的平台、管道與機會，因此，為了能

在個案所處的自然脈絡下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本研究所設定的場域為個案校

長所處的學校，而資料蒐集的範圍經與受訪者訪談與討論後，雖訪談範圍拓及校

長領導展現媒體素養的相關平台（例如：社群媒體、傳統媒體、廣播、學校網站、

學校新聞等等）、利害關係人（例如：學校內外部涉及校長領導中媒體素養展現

的人士），但考量本研究聚焦於校長領導中的媒體素養觀點及經驗，因此以受訪

者的訪談資料為分析主體，訪談內容中所提及之相關內容，則為補充性資料，但

為了避免援引資料本文容易於媒體上查詢搜索，在本研究中，將統一避免直接引

用該文本資料。 

第三節、 資料蒐集 

壹、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訪談是具有特定目的與形式的對話過程，這樣的對話過程不同於日常的談話，

因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交談內容與方式並不是對等的，而是由研究者所設

計好的（Bernard，1988）。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訪談的目的在於深入

理解個案的想法，選擇半結構式的原因是為了保持訪談的彈性並同時具備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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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與焦點。 

本研究之訪談針對受訪之 7 位在校長領導中展現卓越媒體素養表現之校長

為研究對象，進行一次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為三十分鐘至一小

時，訪談之目的為基於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之概念進行深入的理解。之所以選擇

至少一次，是為了避免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發現與文獻對話需要深入理解，或是

與文件資料相互映證或矛盾之處。本研究原則上以一位受訪者訪談一次為主，若

可以於單次訪談內完成資料蒐集，則視情況延長訪談時間。 

訪談大綱是從文獻回顧與文件分析的結果進行編制（如附件一），並且經過

一次前導訪談後進行訪談大綱的修正，訪談過程經過受訪者簽署訪談同意書後以

錄音筆進行錄音，隨後繕打成逐字稿，並經受訪者確認後進行後續分析。訪談之

目的在於深入理解校長領導的不同角色所需要具備的特定媒體素養能力組合，並

且探索性地理解這樣的媒體素養可能如何展現在領導的作為與實務之中。 

貳、 文件分析 

本研究所進行之文件分析，由於本研究試圖探究校長領導所需的媒體素養框

架，與校長領導有關的媒體文本均屬於本研究的間接資料，這些資料包含學校內

外部與校長直接或間接相關並參與其中的新聞、文件資料、數據等，可以對校長

領導行為中所展示的媒體素養成果進行回顧。這些資料加以比較、歸納與分析後，

更有利於描繪出目前校長領導行為中，媒體素養展現的歷程與脈絡。 

第四節、 資料分析 

壹、 分析策略 

質性研究的資料分析與處理並非截然二分的兩個階段，而是同時發生的互動

過程，透過同時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有助於不斷凝聚問題的意識聚焦於研究

主軸上，並獲致更深入的洞見（insight）。考量本研究的取徑與特性，所採取的

資料蒐集與分析策略為 Miller 與 Crabtree（1999）所統整出的浸入/結晶分析方式

（Immersion/ Crystallization analysis style），根據張芬芬（2010）指出，該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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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性、直覺性與非標準化程度較高，研究者像是探索者或反思者，透過浸入文

件資料以求融會貫通並獲致領悟，找到資料內隱含的意義與關聯性，最後提出研

究報告。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增進對研究對象主體與媒體素養領域的理解與探索，並嘗

試建構一個屬於校長領導特有的媒體素養組合，根據文獻回顧，這樣的既有知識

相當有限，因此，本研究需要研究者一定程度對議題的建構與深入的思考；然而，

採取浸入/結晶分析方式並不表示完全以主觀的方式分析資料，為了避免在資料

分析的過程中落入研究者的偏見，本研究亦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反覆與文獻進行

對話，並在建構媒體素養架構的歷程中融入模板式分析方式（Template analysis 

style），所謂的模板，是指研究者在對蒐集來的資料進行編碼與統整的過程中，

參考一份已經預建的模型，這樣的模型可能是理論框架或分類系統，本研究便透

過深度的文獻回顧，以 Buckingham（2003; 2014）媒體素養概念模型與 Lin 等人

（2013）新媒體素養框架為模板，對校長領導的媒體素養提出一個基礎進行關聯

性與類型的驗證與修正，而非僅是毫無目的與方向性的探究。 

貳、 文件資料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包括與校長領導有關的媒體文本資料，包含連署相關活

學校相關之新聞、文件與各類數據及媒體紀錄等等。研究者依不同類別進行分類

與編號，以利資料的後續分析。文件資料的分析，將與訪談所蒐集之資料進行持

續的對話，透過研究者對文件的編碼與註記，對歸類文本的資料所呈現的主題概

念進行統整與比較，透過不斷反覆與不同資料來源之文本進行對話以釐清現象資

料背後的概念與深層的意涵。 

參、 訪談資料 

本研究的訪談資料涉及個案校長與其他利害關係人，且保留在蒐集資料的過

程中可能出現非正式訪談的資料來源，這些非正式訪談的資料來源是個案學校人

員與研究者非經事前約定所產生的對話，這些對話的內容可能涉及到校長領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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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素養的關聯，但由於過程中未使用錄音器材進行資料保存，考量到非正式訪

談資料未具嚴謹的證據性，在本研究中僅作為補充性的資料進行使用；若非正式

訪談資料的內容與本研究主題密切相關，則視研究參與者意願進行補訪談以填補

先前資料的不足。 

由於本研究所採取的分析策略主要是奠基在質性的探索與模板的對話，因此

訪談資料的分析將基於 Thomas（2000；2006）提出的歸納編碼（inductive coding）

五步驟調整後加以進行，歸納編碼強調透過對質性資料的深度閱讀與理解，研究

者可以在反覆建構意義的過程中發展新的意義並與各種不同的類別建立因果關

係或層次結構，這五步驟分別是： 

一、原始資料之準備： 

研究者將針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謄寫成完整的逐字稿，並統一不同訪談逐字

稿的格式以利分析與對話。 

二、詳實閱讀文本內容： 

資料意義的建構在於詳實的閱讀訪談資料的內容並且進行編碼，另外，研究

者將在閱讀的過程中撰寫閱讀筆記，以利記錄閱讀時所獲得的反思（如圖 3-1）。 

 

圖 3-1. 編碼示意圖 

三、建構分類： 

詳實閱讀文本內容後，不同的編碼應可獲致資料中的類別關係並整理成更具

結構性的分類，同時也可以檢視資料中呈現出來的意涵與斷層。在這一階段，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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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對回答研究問題產生顯著的斷層，便應透過閱讀筆記與第四階段分析確認資

料內容。 

四、檢閱與調整重複編碼之資料： 

初步分類形成後，不同的資料可能產生類別的重複或意義的重疊，這個階段

也必須交叉檢核目前既有的分析情形，以釐清不同類型與編碼的關係與類型。然

而，若在這個階段仍無法搭配閱讀筆記回應前一個階段中產生的資料斷層，研究

者會視填補斷層的可能性對研究參與者進行補訪談以填補資料的不足。 

五、持續不斷的進行修正與再精緻化分類。 

在這個階段中，研究者會針對前述四個階段所形成的結構進行持續不斷的精

緻與修正，在這個階段而言，分析的目的在於將文字與概念性的資料提升至抽象

層級並嘗試建構理論，以詮釋資料內部如何回應現象的深層結構與模式。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本研究採取三角檢證法（triangulation）來進行研究信實度的檢核，三角檢

證的意義在於透過多種來源以核對某一概念，若多種資料來源都反映同樣的概念，

則可以在質性資料上獲得一個確證（corroboration）。三角檢證主要有四種策略，

分別是採取不同資料蒐集方法以驗證研究分析與發現一致性的多元方法策略；在

同一方法中檢驗不同資料來源一致性的多元來源策略；使用多個分析者共同檢視

研究分析發現一致性的多元分析者策略以及透過不同理論觀點詮釋資料檢視一

致性的多元理論策略。 

本研究所採取的三角檢證方法主要有下列兩種策略： 

1. 資料方法的三角檢證：本研究針對同樣現象與發現，透過訪談方法的資

料、個案所處學校之文件以及文獻對話等三個不同的資料來源進行驗

證。 

2. 多分析者的三角檢證：本研究屬於採取以浸入/結晶分析方式為主的資料

分析策略，雖然採取模板分析方式為輔助，但這樣的策略可能落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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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偏見之中。為了避免這樣的現象，本研究邀請兩位媒體素養或校長

領導領域的研究者對資料的詮釋與分析進行驗證，以釐清資料呈現的一

致性。其中一位研究者為博士研究生，其碩士研究主題為臺灣教育政策

之媒體再現分析；另一位研究者為碩士研究生，其研究主題為教師領導，

並曾發表過與校長領導有關之研討會論文。經與二位分析者共同檢視本

研究所提出之研究發現，進行分析階段中第五階段之持續不斷的進行修

正與再精緻化。 

第六節、 研究倫理 

如前所述，研究者在進行訪談之前，均會在參與者「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Lichtman，2006)下進行研究。並使其具備充分彈性與自由空間進行回

答，避免受研究者干擾或引導而產生預期結果。經過訪談所蒐集之資料，訪談部

分將進行錄音與逐字稿謄寫，並與受訪者確認其意願後使用進行分析，所有蒐集

之資料將進行妥善保密與保管，未經參與者同意不做研究以外之用途。資料的分

析與研究過程中，應確認資料原始性，避免研究者過分主觀之介入解釋或干預。 

此外，研究者曾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所舉辦的「105 年研究倫理研討講座」

以及由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所舉辦的「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共計九小

時之研究倫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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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與分析 

研究者經過 7 次訪談後，將訪談資料繕打成逐字稿，並經過反覆的閱讀、編

碼、修改與確認，與以媒體素養或校長領導為研究主題之研究者進行討論後，將

分析結果整理於本章節。在研究分析的過程中，由於本研究考慮到研究個案的脈

絡對研究主題中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的關係有相當的影響，因此研究者針對個別

受訪者進行資料的閱讀與理解後，以個別為單位進行分析，並將七份逐字稿的分

析結果進行橫向的對話後，依照對話的結果反覆進行概念的修正與調整，最後再

進行集合性的討論與建構（Rose, 2016）。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本章依序就「媒

體環境對學校與校長的影響」、「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的關係」進行研究分析與發

現的說明。 

第一節、媒體環境對學校與校長的影響 

要探討校長領導所需具備的媒體素養，首先必須瞭解媒體環境改變對學校與

校長帶來哪些影響，本小節依序就「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連署」、「媒體環

境對學校的影響」以及「校長對新媒體的經驗與因應」進行討論。 

壹、 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連署 

本研究透過對參與「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連署立意抽樣七位參與連

署之公立高中校長進行訪談，正是因為該活動屬於一個透過新媒體管道展現參與

文化的行為，該行為不僅可以表現出校長對媒體管道的理解與參與，同時也表現

出在參與這樣的活動時，作為一個高中校長，其所扮演的角色與立場。對參與該

連署，受訪校長普遍表示是因為大學端考招制度無法回應高中端在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改革的現況，也聽不到高中端所表達的聲音。 

 

當時我們參加連署純粹只是要表達大學入學方式不管採計幾科怎樣怎樣，

對高中的教育是影響非常大。所以希望大學端這邊思考這些重要決策也能

夠聽聽高中端的想法，因為他不是只有入學篩選的人才機制而已，不是只

有一個目的，他也有帶動讓高中教學能夠正常化的一個機制。（P-01） 

 



60 
 

 

其實在很多會議中，高中端提出了很多想法可是都不被他們採納，他們還

是很片段的從大學端，如何要到自己的人為出發點，所以他的考試方式其

實沒有到高中端的教學，高中端教學的完整性…除此之外，能不能也聽聽

高中端在這波教改當中，大學可以聽到我們的聲音聽到我們的需求，能夠

回應我們的需求，所以我們才加入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的連署。（P-02） 

 

教育端應該是前後要連貫，大家要在一起，我們就發覺到說，大學可能為

了他自己選材或著是為了他招生的某些利益啊，可能犧牲掉很多我們教育

上理想的一些概念，所以說我們希望說全國的這樣一個連署能夠喚起大學

對高中端教育的一個重視啦，我們就發覺到甚至有很多大學的老師們對高

中目前的運作其實是不清楚，他們只在乎他們能不能招到他們想要的學生，

或著是說學生的能力希望高中幫他們培養好，讓他們可以來使用。（P-03） 

 

從校長參與連署的原因可以發現，校長在選擇參與該連署的主要考量，是外

部的政策資訊如何影響高中在教育制度中的定位與課程變革的可能性。對教育政

策回應的行為，也符應 Waters 與 Cameron（2007）在均衡領導框架中所指出有

效的學校領導應該「因應學校外部變動進行狀況的掌握與事實的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領導行為與外部資訊的對應情形是隨著環境脈絡而變動的，

因此，對外部系統變動的回應必須要聚焦於對學校內部的焦點，也就是「學校實

踐（校務經營）」、「教室實踐（課程教學）」與「學生中心（考慮對學生的影響）」

（Wasters & Cameron, 2007），這樣的現象呈現在校長參與該連署時，表達其對考

招制度可能如何影響高中端課程與教學、學生學習以及校長及教師溝通的考慮過

程當中，這樣的議題也包含高中教育的品質、教師如何進行教學改變等。 

 

雖然我不應該百分百為了招生制度，去從事我的教學規劃，可是一個很現

實的問題是：家長關心這個議題，高中老師也關心招生考試怎麼考。所以

我也覺得一直爭執不休，讓高中現場能夠先準備的時間過於緊湊。其實過

於緊湊的狀況，教育的品質一定不會好。所以這是當時我在看到這個連署

的時候，我就想說也應該適度的支持跟表達一下。（P-04） 

 

這其實就是針對整個新課綱跟孩子學習的這件事情。單純那時候簽其實是

希望，一個是好好來想想我們的孩子到底應該要怎麼學；第二，臺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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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文化很現實的狀況，我們知道是從考招去改變，才能夠真正改變高中的

家長跟老師的教學。這是我們中華文化背景裡、臺灣的文化裡面，雖然不

是一個很好的狀況，但它是一個很現實的狀況，那時候才會想讓大學去理

解高中也想要改變的決心。（P-06） 

 

大學有沒有看到高中教學現場的改變，因為如果高中在課程與教學的改變

需要被鼓勵被肯定的話，我們是真的在課程規劃上面有努力去做適性揚才

的話，那大學端是否應該要鬆綁他的考招，不要這麼過度，就是你的學習

歷程跟學科，可不可以有個均衡…大學端如果有看到孩子的這一個過程，

高中老師又願意引導他們去試探，去試做，然後去把這個歷程書面化或著

作品畫，能夠呈現或表達出來，那大學端是否該把它拿來採計。（P-07） 

 

至於參與連署的方式，不同於以往連署必須透過紙本，這一次「大學，請讓

我們好好教孩子」的連署活動便是透過社群媒體的快速轉發，才迅速的在短期內

讓許多教育工作者接觸到相關訊息，而且就該連署活動的「參與」行為也變得非

常容易。 

 

以前那種年代你要幹什麼事情，可能有些獨裁者會想要控制媒體管道嘛！

那這些新興媒體就是由下而上的嘛，因為這些都免費的啊，那你如果說在

這個議題持續關心，你一定會有一些基本的粉絲嘛！所以如果你想要倡議

一個行為，你就透過這種串聯，應該是可以會有一定的力量。（P-01） 

 

我覺得就是跟媒體有關，因為現在這個社群媒體，校長會有很多 LINE 的

群體，那就是有人在上面發起，然後我們就響應。（P-02） 

 

其實我們在工作職場上就有很多的群組啊，FB 啊或是 LINE 群組啊，大家

很快就可以透過[社群媒體]參與聯署，那當然這次裡面也包括 OOO 老師嘛！

他們也都是參與中間，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的互動機會啦，所以這個連署

很快就會成為一個很大的一個連線在運作。（P-03） 

 

這樣的連署活動反映新媒體對教育帶來的衝擊，閱聽人僅僅作為媒體的被動

接收者已經不足以有效地參與這個社會。這也顯示現在的教育工作者，必須要因

應媒體改變溝通方式，轉換為媒體環境的參與者，以及主動建構的產製者（Reich 

& Soloman, 2008; Solis & Breakenridg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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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的連署活動便是一個新媒體環境

下，高中校長展現對外部社群（大學端、社會大眾）領導行為的一種產物。由此

觀之，對新媒體時代的來臨，臺灣社會已經如吳翠珍與陳世敏（2007）所述，媒

體已經成為我們本身文化的一部分，而這樣的教育連署活動，正是新媒體改變傳

統溝通互動方式對教育領域帶來的影響之一，然而，本研究的焦點在於探討校長

領導與媒體素養的關係，因此，有必要更深入的針對媒體環境的改變對學校教育

的衝擊與影響。 

貳、 媒體環境對學校的影響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為取徑，試圖透過深度訪談以理解媒體素養與校長領導之

間的關係，正如對 Buckingham（2003；2014）與 Lin 等人（2013）之媒體素養

理論基礎的比較時所指出，要理解校長領導所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組合，必須將

系統放諸於更大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中，因此，考慮到本研究對將個案界線界定於

校長所屬學校的範圍，本研究將以新媒體環境對學校帶來的衝擊與影響進行脈絡

的梳理，並依不同的影響分項分析與討論之。 

一、 創造新的學校資訊交流平台 

媒體環境的改變最顯著的便是在於提供學校內外部參與者發布資訊與交流

的平台，並且不同的學校參與者可能會透過不同的平台來對學校發表資訊或進行

交流，例如校長可能會有校長的社群、行政會有行政的社群、導師也會有導師的

社群，學生也會透過新媒體的便利性表述其參與學校的意見及想法，例如黑特

XX、告白 OO 的社群媒體網頁，這些社群的出現影響了學校內部成員資訊交流

的方式，使得幾乎每一個人都能立即且快速的針對學校的特定議題進行意見的發

表或資料的蒐集。 

 

這個影響就是在於，學校很多的校園內的東西，像比如說靠北什麼，因為

學務處的人都會跟我講，他們學生都會搞這個我也搞不懂這些，那其實行

政夥伴有時候他們主任都會偷偷加進去，很多資訊他會從這裡得到然後跟

我講，說一些學生的反應是什麼。（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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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快速發展──拜 3C 科技的進步──它確實在傳播上、在聯絡上，

速度之快是我們前所未料的。那你要問我說這個速度快、好不好，我覺得

這沒有一定的答案，要看不同的事件，要看不同的性質。但是我覺得對學

校環境來說，它確實有很大的影響。（P-04） 

 

這顯示了新媒體快速且立即的特性，過往學生可能無法對學校議題進行意見

的發表，但透過社群媒體的出現，他們也成為媒體資訊的產製者，這便是 Koltay

（2011）所指出新媒體使得使用者在消費與產製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也正呼應

了 Shouse 與 Lin（2010）針對臺灣校長遇到面對外部群體的重大困境，這些外部

群體對學校的影響力逐漸擴大，而學校內部的不同參與者也正透過新媒體作為表

達意見的新管道。 

正如同受訪校長指出，不同的性質與事件可能帶來正向或負向的影響，部分

校長便認為就校務運作的層面考慮，社群資訊平台的流通可以迅速凝聚共識，便

於立刻就學校事件進行討論；也因為新媒體的普及性與渲染力，使得教育資訊可

以快速擴散。 

 

現在我們在因應新課綱的改變之下，要能夠很快速地獲得外面的訊息，其

實不容易。可是現在有網路媒體的擴散，尤其像我們這種年紀常用的 FB，

在那裡面我們常會很快得知一些訊息，或是從大家的分享中，你可以得到

一些好的發想或是好的做法。其實這都是最快速你不需要走出去就可以獲

得的部分…那現在在推課綱或親子天下，你會看到這一群教育的影響者，

如果沒有透過媒體，它散發的速度不會這麼快，形成是一個全台、大家一

群有共識的、老師們可以一起努力。（P-06） 

 

[學校如果有社群]都方便聯繫或著是資訊的流通或著是平台討論縮短大家

的落差，或著是很快的凝聚共識這樣子，那相對的一個好處是說很多的問

題可以即時的作一些回答，不會像過去可能要透過 EMAIL 透過討論啊，

那甚至像現在的媒體工具啊可以多方的視訊啊或是多方的討論，其實很快

就能有一些[初步]共識的存在。（P-03） 

 

由此可見，這類新媒體技術的工具性對學校環境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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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影響並非只有單一向度，當社群媒體將傳統的閱聽人改變成為轉換成為新

的資訊傳播及使用者（Martin, 2011），如何在數位時代能夠自處便成為教育工作

者尤其需要關注的議題。 

二、 校長對學生的關注，呈現如英美媒體教育發展中保護者的階段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環境的轉變對學校環境帶來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這樣的影響也呈現於學生獲取及使用資訊的管道，雖然學生並非一定要在學校裡

面才能夠參與新媒體的環境，但學生的學習與成長是校長領導的核心任務之一，

因此對學生暴露於新媒體環境的狀況，也成為校長共同擔憂的重點。 

 

不是說學生的思考、想法就一定是不成熟，我沒有這樣的意思，可是我們

不容否認的是，他在成長的過程當中，他涉獵的人事物畢竟有限，大部分、

高比例的學生他的思考邏輯、他的判斷能力是否足以去分析、過濾這些社

群網媒消息內容的正確性，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P-04） 

 

我意識到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不管是電影的播放他都有播放的分級制，書

本要上架也有一些審核，所以小孩較不會誤觸相關訊息，這會讓大人比較

放心。那雖然我們一直說要放手，但孩子是否有這樣的能力，讓我們去放

手，在他學習方面的範疇讓我們放心嗎？在這部分我們不能太掉以輕心，

因為我發現網路媒體跟社群的交友情況，大人常常不能理解孩子已經沈浸

在網路上面，他所搜尋的網路範圍跟對象、學習的對象是否讓我們放心。

那網路媒體是沒有分級的，他也沒有去分類，那孩子一上網就是無遠弗屆，

任意他遨遊去做相關的學習，所以他學習的相關領域範圍對象，其實是我

們不太了解的，所以孩子這方面的學習是我們必須去關注的。（P-05） 

 

學生在網路上的使用沒有辦法約束的時候，引發很多的爭議，包含在網路

的謾罵，人群的比如說網路霸凌，在我們校園內學生很不小心可能會觸法

他卻不知道，然後甚至還有一個他們現在手機上傳照片，可能裸露的照片，

疑似性騷擾的一個危險。（P-07） 

 

學生接觸到快速膨脹的媒體環境後，就如同進入到一個陌生的空間，並沒有

人能夠告訴他們哪些媒體具有什麼樣的特性，學生只能靠自己參與在網路上摸索。

這樣的現象勾勒出了學校現場在面對媒體環境大幅變遷的過程中，不僅只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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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校參與者的溝通方式與獲取資訊的管道，也使得校長、老師、學生都被迫進

入一個過往在學校教育中並不被特別重視的領域，也就是陌生而氾濫的媒體暴露

之中。這樣的現象顯示受訪校長呈現一種保護主義式的思維，也就是 1980 年代

以前英國媒體教育工作者將學生視為被保護者的觀點（Buckingham, 1990; 1998）。

這樣的發展趨勢更接近美國媒體素養概念發展中，從 1960 至 1990 三十年間，教

育工作者對於媒體的主要觀點仍然在於保護學生不要受到負面傷害的思維

（Tyner, 1998），即使對於改變保守思維，對學生積極賦能的學界聲音出現，整

個教育實務工作者的思維仍然與學界的提倡有相當的落差（Hobbs, 1994）。換言

之，即使臺灣政府提出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2002）並採取一系列

的相關措施（林雍智，2015），但對學生接觸媒體的觀點，仍然採取的是一種保

護主義式的預防態度。 

三、 不可逆的溝通表達方式改變 

然而，這樣的環境並不是曇花一現的時事議題，當資訊通訊科技快速發展導

致新興媒體的出現，進而改變了資訊流通與溝通表達的方式時，讓幾乎所有個體

都能夠透過不同的媒體工具來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也不得不暴露於大量這樣的

資訊流量之下，這樣的媒體環境已經成為了不可逆的趨勢。 

 

我是覺得這樣的環境是回不去的，你也不能用過去的思維來面對現在的環

境，所以我們應該要積極主動的去思考我要怎麼運用現在的媒體，在校務

經營或是校內關係的建立，能夠運用它達到之前沒辦法達到的效果。（P-02） 

 

媒體的快速的發展，它發佈的內容、它發佈的消息，不管是新聞、不管是

社群、或者是網媒都一樣…現在的環境沒有，每個人愛說什麼就愛說什麼。

那以前網媒社群不夠蓬勃的時候，傳播的速度不快，畢竟那個影響力影響

的範圍有限；現在不是，現在大家愛怎麼說就愛怎麼說。（P-04） 

 

我們現在就很陷入一個資訊媒體非常發達的一個環境裡面，當然我們也可

以不去發聲，但我們，就是說現在是我們一個資訊爆量的一個時代啦，就

是說我們不去碰它可是你資訊還是會進來。（P-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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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有的人都能在媒體環境中自由發聲的時候，學校環境也不得不進入

Weinberger（2011）所說想法、知識與權威並存，難分真偽的喧嘩市場。受訪校

長也指出，媒體環境轉變的最大壓力，就是這樣的環境改變是難以抗拒、無法不

接觸以及不可避免的，當這樣的改變衝擊到大多數人時，學校對這樣的衝擊會感

受到額外的壓力，因為學校教育作為培養學生的主體，扮演著教育學生社會化並

能夠適應這個時代的重要培育者。 

這樣的困擾也如 Buckingham（2003；2007）透過其探討媒體素養如何融入

學校教育指出，數位世代正在透過前人所沒有的技術在網路上進行想法的交流與

創造，即使不透過學校教育，孩子也會在資訊社會中探索如何使用媒體。然而，

正因為在學生在學校教育以外的環境會受到大量媒體的影響，對學校教育的實踐

中，如何處理媒體素養教育，也成為學校經營中校長認為的難解問題。 

 

你說學校要不要對這樣的媒體發展，訴諸我的孩子要有媒體素養？我們當

然希望，但是這樣的議題融入我們的教學，能夠真正產生的影響力，我相

信有；但是影響力會到多大、多高，我沒有把握。（P-04） 

 

當學校有一個業務的推動、校務的推動，或者是老師的教學管教，或者是

學生的同儕互動，每個人都非常容易的、很輕易的就可以有所謂的言論自

由，可是這樣的言論一出去的時候，內容資料真實性如何？它產生的渲染

力如何？當然對學校環境有很大的影響。（P-04） 

 

媒體管道就對他們影響非常大，包括他們的口語表達與意識型態的呈現，

其實都看到了社會教育在學生身上所產生的一個效益，因此我覺得學校教

育在這方面越來越有無力感，但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樣而不去做他，要更努

力去做學校教育這塊。（P-05） 

 

媒體素養的教育在現階段來講的話又變成學校很沉重的一個議題，也是家

庭教育他可能現在失功能的比例是偏高的，所以我們在看這個如果媒體不

管是社群網路對學校的影響來講，也是很多的挑戰啦。（P-07） 

 

關於學生受到新媒體環境改變的影響，也可能反過來衝擊到學校的運作，例

如在受訪的過程中，其中一位校長便以學生對學校校慶日期的討論舉例，提出學

 



67 
 

生在這樣新媒體的方便性之下，可能因為學生仍在學習的階段，未能完整掌握資

訊所帶來的片面消息而做出影響學校運作的反效果。 

 

校慶的日子其實大概是在一個既定的傳統，大概就在一個大概什麼時間點，

那我們校慶今年剛好是補課。校慶的時候我們會有園遊會，所以園遊會那

天補上班上課，校外的人幾乎就不能來了！那我們的同學就提出反映：校

慶園遊會能不能改期？那我們學校另外一個問題是，校慶隔天是我的晚會、

舞會。所以我園遊會要改，那我的晚會勢必就要改日子…那我必須承認，

我們學校在討論行事曆的時候，校務會議過的時候，雖然都有講那天要補

上班上課，可是可能一時之間大家都沒有想到，大家就說「好！就那天校

慶園遊會」。所以我在跟班級代表座談的時候，有想到這確實是個問題，

但我也分析剛剛講的那些原因，那我說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再討論，可是

有可能沒有辦法改。結果高中生，都有黑特，這就是一個所謂社群，Facebook。

我們的學生就在 Facebook 說，校長跟班聯會的主席講好了，就不改…我要

說明的是，我針對校慶日期的這個議題，我從頭到尾碰到學生代表，就只

有在座談上。我壓根兒就沒有時間去處理我的班聯會主席，我也沒有約他

們過來談，而且我在會議上，我有公開的說可以討論看看。當然前幾場我

沒有這麼肯定，到了第四場的時候我有跟班聯會的代表，我說你們想一下，

你們晚會如果可以解決，是不是我們就可以改期。我舉這個例子是第一個，

黑特的消息根本就不正確。對校長而言，我其實要概括承受，我也不會非

常的在意黑特上學生的發表，可是這個背後他們傷害到的是什麼？傷害到

的是班聯會的主席啊！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跟我談過一個字。（P-04） 

 

這樣的例子正好顯示了在社群媒體這類新媒體的便利性下，學生的言論表達

方式幾乎沒有任何限制，也可以在開放的空間（以這個例子而言，還具有匿名性）

暢所欲言。但正如受訪校長所提及的，一旦有非真實的訊息出現，萬一對學校造

成傷害，這些言論也是難以追回的。 

綜上所述，媒體演進對學校環境的主要影響，可以勾勒出一個脈絡，在這個

脈絡中，新媒體技術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學校運作新的溝通及資訊交流的平台，這

些平台使得學校的參與者可以更快速的獲得學校相關的資訊，也可以輕而易舉的

傳播或製作訊息給其他參與者。 

對這樣一類新的平台的轉變，校長尤其注意這些新興媒體對學生的影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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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是學校教育的主體，而學生對新媒體工具的理解與使用，是推動學校去關

注媒體改變的一個核心任務。這樣的影響，讓無論是校長、行政或教師，都需要

更謹慎地去面對新媒體時代的來臨，而且這樣的改變仍會持續，對學校的影響可

能還會日漸加大，總而言之，這些溝通表達方式與平台的改變，已經成為了不可

逆的趨勢，而校長便是在這一波改變的過程中，扮演如何理解這些現象與回應的

靈魂人物。 

參、 校長對新媒體的經驗與因應 

校長在學校扮演多重的角色，隨著不同的內外部事件、成員，必須做出許多

不同的因應策略（林明地，2002；林文律，2012；Waters et al., 2003），在探討在

媒體環境與校長專業之前，本小節先就校長在前述脈絡中，對媒體改變因應的情

形，換言之，校長接觸媒體環境的現狀為何，以作為後續討論校長與媒體的關係，

以及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關係的基礎。 

一、 新媒體提供立即且便利的內外部資訊溝通，但仍無法全面取代既有管道 

校長是一個學校代表性的人物，在與新媒體的環境最有關聯的就是社群媒體，

不管是校內外，個人或是工作場域，都會形成很多社群媒體的群組，這些群組主

要是提供資訊交流的便利性，從校長的觀點而言，正如前述媒體環境對學校的影

響，傳遞資訊的便利性能夠提升校務運作的效能，並減少不必要的實體會議，這

些訊息也能快速的發布給校外人士，掌握學校資訊的即時性。而且在需要進行事

項討論的時候，能快速立即的進行意見想法的交流。 

 

聯絡事情我覺得是最好的，今天要有一個點子要找大家談，那問大家的時

間，透過 LINE 是很好的，雖然有秘書在做這個事啦，但是以前傳統秘書

就很可憐，我當過祕書，以前這個都要一個一個打電話，後來是透過 Email，

那我覺得 LINE 是一個比較互動性的，你們做一個馬上大家填進去就很快

就知道答案了。（P-01） 

 

就是有一些事情就這樣搞定了，但是以前都會請秘書把主任邀請來我辦公

室談，那主任有時候他正在做一件事就被我打斷了，我自己當主任我也是

很討厭校長這樣子，可是有時候校長又很急著要聽主任的意見，那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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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 LINE 上面，大家就不用跑到一個地方開會，就在 LINE 上面你一言

我一言就一個想法那就不用開了，這確實是會有的。（P-01） 

 

基本上我們做這個官版的 LINE 像我們在學校網站或著是在相關的場合，

這個官版的 LINE 是授權給我們處室主任，他可以針對校內的重要訊息發

布給學生給家長給民眾，我們是開放大家加入的。（P-03） 

 

對這樣的媒體使用而言，促成校長最大的改變是提供了一種讓校內外甚至是

整個世界產生更強大的連結系統，在這個連結系統中，凸顯了校長使用媒體可以

產生的效果，然而，這樣的使用雖然對校長帶來了便利性（Cox & McLeod, 2014），

但校長也有提到，並非所有成員都願意透過社群媒體進行教育工作的討論與交流，

就目前的發展狀況而言，這樣的社群參與仍是自願性的，即使新媒體提供了快速

溝通的便利性，但仍無法取代既有的溝通管道。 

 

本來我是希望全校都加，但是有幾個老師用這一個法律沒有賦予這個權利，

所以我就變成沒有辦法每一個老師都加。我是覺得，用 LINE 是比較快速

的，而且他有沒有回應我都知道，那老師反對，說這個我沒有這個權力，

所以我只能用邀請的方式。（P-01） 

 

我們學校的教職員工也有自由意願參加這個群體，也高達可能有六成的老

師也參加這個 XX 愛校團體或 OO 教學分享的 LINE 群組，那我通常我也在

裡面，那我就會把我的想法也放上去，或著說我們校長常常會參訪一些學

校，那我就會立即把他放上平台，那老師可能不必要去回應，那老師也可

以去回應，大概就比較自由。（P-07） 

 

換言之，新媒體雖然進入了校園，對校長也很明顯成為了其教育工作項目的

其中一環，對內部雖然有部分的管理上較為方便，但即使媒體已經影響整個學校

環境，學校教職員仍非必要參與社群媒體的互動當中，這樣的現象也需要在新媒

體蓬勃發展的過程中予以關注。 

正因為學校內部教職員參與學校工作性質社群仍是以自願方式為主，校長並

沒有強制力去要求所有人都參加，因此就會造成部分的訊息可能有資訊接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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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這樣資訊落差不同於 Norris（2001）所提出因為背景條件不同而使得接觸

媒體工具機會及能力產生差距，在已經多數人都具備使用數位科技產品的臺灣社

會中，反而更強調了使用者沒有動機與意願使用與參與媒體平台的現象，使得雖

然新媒體工具有助於一定程度的資訊流通，但許多資訊的傳遞可能會有落差，而

重要的校務資訊仍須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才能傳達。 

 

公務信箱建置完畢以後，那我覺得本身就是一個社群的軟體，我舉一個公

務信箱的例子為例，那我們其實以後也搭配著環保少紙化，從這以後學校

很少有紙本的東西，我們所有的會議通知會議記錄會議資料，還有很多訊

息的轉知全部都透過公務信箱。所以換句話說公務信箱非常的便利，你只

要按一個鈕它就全部都出去了，但是接下來就會回應到是不是每個人都會

接收公務信箱，所以訊息的傳遞就會有落差，就會沒接到這個訊息。（P-02） 

 

校長透過公務信箱的例子指出，即使並非 LINE 或著其他的新興社群媒體，

也會產生資訊落差的情形，沒有辦法因為透過社群或信箱發布訊息，便要求所有

收件者必須要接受訊息，換言之，教職員參與學校校務運作的過程中，新媒體平

台即使改變了社會大眾的溝通方式，但仍未被視為一個學校教育工作中，正式的

溝通管道，校長便也進一步指出，即使學校必須要因應媒體環境的快速發展，對

推動學校成員接受並運用媒體來提升學校效能，也是仍待推展的目標。 

 

臺灣的多元社會，這個已經是沒有辦法回頭的路了。所以只能夠，那這個

事情後面怎麼解決、怎麼處理，怎麼讓這個事情能夠讓全校的老師同學了

解？就是要再花力氣、要再花時間公開。我必須要想辦法，看是在朝會的

時間，或者是在校內導師彙報的時間或者等等…問題是你覺得，這個在學

校的發展過程中，它本來就是一個延伸出來，不是很正確的問題，可是你

要解決，尾巴要處理、要收拾善後，你就會花掉一些力氣跟心力。（P-04） 

 

對這個群體裡面，某些人的需求度不一樣的時候，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困

擾，它是沒有辦法去很不容易說去滿足每一個人去關注每一個人，我覺得

這是現在 LINE 的很大的一個問題。（P-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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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接收資訊有落差，使得校長面對與使用媒體需要額外的謹慎，新興媒

體作為一個分享平台，雖然使得訊息傳遞的速度變快，資訊流通的便利性也大幅

提升，卻也使得新的學校運作問題產生：教育工作者究竟是否必須具備對新興媒

體工具的了解與使用？如果需要，又應該具備到什麼程度？ 

然而，研究者認為上述問題正如同媒體環境的發展，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校

長在這樣的變動之下，最核心的一項任務就是依照外部群體與環境的改變評估並

決策何種領導策略最有助於學校運作的正向發展（林明地，2002；謝文全，2015）。 

二、 媒體訊息傳遞速度快，且資訊量龐大，造成回應壓力 

針對現有媒體工具的接觸經驗而言，校長也普遍指出，在便利性之外，太多

的資訊流量需要處理與維繫，確實造成了校長自身的負荷，並且可能會因為不同

的媒體平台或群組，要額外花時間回應。 

 

我本身很困擾是，我的 LINE 群組應該有上百個吧，這在運用上其實還滿

辛苦的。有時候你可能因為某些任務差一點點、差一點點，那其實就在不

同的群組，這其實需要花一些力氣來經營或是去理解。（P-06） 

 

我的 LINE 的群組可能加加起來有一百多個，有的是為了訊息方便的傳遞

性，有的是為了社群跟社區跟家長的維繫，可能都會被邀請加入，可是這

包含自己的同溫層也好，或著校長群組也好，就是我們在這個，第一個我

們每天都要處接觸一些判斷一些或著處理一些這些訊息。（P-07） 

 

對使用新媒體技術及平台所帶來的議題，使得校長普遍意識到在資訊過量的

環境中，許多真假訊息充斥在媒體平台上，因此必須要對媒體資訊的理解、處理

與回應更加謹慎。 

前述案例中，學生因為片面的理解便透過社群網站攻擊學校校長與班聯會主

席，便是一個假消息對學校校務運作節外生枝的影響。這樣的現象也使校長特別

注意到現行媒體管道的流暢性，無論訊息的真假都可能對校務運作帶來相當大的

衝擊與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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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正確的去引導或導引，他也有可能會變成是一個負向的，當然像

現在目前一直在講的就是所謂的假議題啊假新聞啊可能都在中間流傳，所

以在使用這些資訊媒體工具啊可能都還是要做妥善的小心的處理。（P-03） 

 

我會提醒一些群組使用的人說，有些訊息你要不要再轉貼出去你要不要先

辨別一下是真還是假，再決定要不要播，而不是看一下你就直覺的說意識

形態跟你一樣所以你就很快速地去播，可是這也是一種，也是助長假消息

去散播的一個部分啦。（P-07） 

 

回應到校長必須因應外部環境及群體的變動來決定適當的學校經營策略，七

位受訪的校長全部指出，如果要推動學校主要的核心任務，也就是透過校務運作

保障學生學習的話，懂得如何面對與運用媒體，無論對校長還是全體教職、學生，

都是不可避免的議題，也因此，提升自己對媒體的理解，進而推廣學校教師理解

媒體，也成為校長在媒體發展的環境中，需要額外發揮影響力推動的任務。 

 

所以這樣就回到媒體素養的部分，我們現在在獲得訊息都非常的快速，但

不可否認的是在獲得訊息的過程當中，要在很短的時間內經由我們的經驗

和看法，自己趕快下判斷，而不是盲目的呼應或是響應。（P-02） 

 

[媒體環境改變]對校長的角色來講有什麼影響，是校長他必須是要多工的

多元的，而且是時時，坦白說，都要應戰的。因為你的老師、你的家長、

你的學生，你每天在學校的一個校務經營的過程，你不是只有在校園裡。

我們現在的工作的職場是校園內校園外，幾乎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部分，你都會被它給含括到…所以你說新聞、社群、網媒的發展本

來就有好有壞，但是我覺得，這個還是沒有是非、黑白的論斷，我個人真

的認為，素養態度價值才是最重要的關鍵。（P-04） 

 

我覺得也是校長在學校裡面講「媒體素養」的這件事情，很重要，得要思

考。其實我們現在也希望去教孩子、教老師，怎麼樣判斷你所看到的這個

東西，背後的意思是什麼，那這件事是真是假，這部分應該就是需要靠長

期的一些課程或什麼東西，這部分其實我還沒想得很清楚但這部分我覺得

其實素養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很容易大家看到某一些東西其實就沒

有辦法判斷，就會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衝突，那這對學校的領導其實是會有

一些負向的影響的。（P-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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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訪談資料可以發現，校長對這一系列因應媒體的技能，普遍認為對全

校的參與者而言都是重要的，並促成校長成為一個必須要隨時應戰的教育工作者。

而這樣的技能就被視為媒體素養，在這個階段，受訪校長尚未閱讀過本研究對媒

體素養的定義，但都表現出媒體素養包含了許多接收與製作媒體的能力，並且描

述對學校環境而言，具備媒體素養是推動教育工作的重要條件。 

整體而言，在校長使用或接觸到新媒體管道與平台的經驗中，七位受訪校長

均同意媒體環境發展使得校園資訊的傳播性大幅上升，這符合蘇益利等人（2012）

對學校個案的分析，但這些新媒體如社群媒體平台對學校的影響程度可能較

2012 年時更為明顯，相較於 Shouse 與 Lin（2010）對臺灣學校校長領導研究指

出校長對接觸學校外部群體的困難，在新媒體成為絕大多數學校內外部資訊傳遞

的管道時，更成為了在學校領導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 

肆、 小結 

綜合本節所述，首先透過「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連署活動，探討在

的媒體環境已經直接參與到現代文化當中，而高中校長們透過社群媒體表述高中

立場的這一連署事件，便是透過新媒體影響教育環境的實例。 

對媒體究竟對學校環境有何影響，校長指出，新興媒體的出現提供了快速資

訊交流以及傳遞訊息的分享平台，在這個平台之中，所有的參與者都有自由發言

的權利。然而，當訊息的傳遞毫無門檻時，大量不分真偽，難以辨別來源的資訊

便會透過新媒體管道充斥整個數位環境（Weiberger, 2011），而且在網際網路推波

助瀾，使得各種媒體平台相互連結的情況下（Jenkins, 2006），這樣的現象已經變

成無法避免且不可逆的趨勢。 

當媒體成為了絕大多數學校內外部資訊傳遞的管道時，學校參與者變成為校

長在對學校經營做考量時必須要考慮的一部份，在教師的層面而言，其對校長運

用新媒體工具進行校務溝通與資訊傳遞的態度及參與意願；在行政運作而言，透

過社群群組可以建立較為迅速的處理機制，但這樣的機制也會造成接收者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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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對學生則大幅改變了學生表述意見的方式，但正因為媒體管道的快速擴張，

其對學校資訊流通、參與者接收及表達資訊的方式有了大量的轉變，在這樣的轉

變過程中，校長指出媒體素養是在這一波環境變遷裡必須要具備的條件，才能夠

有效的運用新媒體工具，提升學校校務運作的效能，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並且最

終對學生在數位世代中能夠成為獨立批判思考的個體。 

第二節、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的關係 

如前所述，在初步建構了校長所處的新媒體環境脈絡下，勾勒出媒體發展對

學校環境及校長對媒體工具的接觸經驗與因應，這樣的脈絡是為了深入理解在社

會文化及時空環境的影響之下，校長作為一個特定的專業角色，其所處的定位。

在透過文獻回顧與前述分析之後，便要透過理解校長在媒體環境中需要扮演什麼

樣子的角色，而媒體及媒體素養又對其而言有什麼樣的意義。 

必須注意的是，正如同在比較 Buckingham（2003；2014）與 Lin 等人（2013）

之媒體素養理論架構發現，媒體素養並非一成不變的概念，無論是從單一取向或

多層次分析，都難以掌握其全貌，這也正是為什麼本研究必須要先架構出臺灣媒

體環境發展的主要脈絡（新媒體在臺灣的普及情形、媒體環境影響學校參與者資

訊傳遞與溝通方法），並進而了解從校長的觀點而言，媒體如何影響了學校環境

與參與者，如此才能夠在該個案系統的範圍內，建構一個具備連續性與界限的媒

體素養觀點。因此，本節依序就「校長角色與新媒體的關係」及「校長領導與媒

體素養的關係」兩點進行討論。 

壹、 校長角色與新媒體的關係 

在專業領域中，若其專業場域及任務受到媒體發展影響的程度越高，其所具

備的媒體素養程度越會正向影響其專業的實踐與表現（如：Hobbs & Tuzel, 2015；

呂傑華、秦梅心，2008）。林明地（2002）在描述校長角色與職責時，便提出其

多元多工的角色特性，且校長必須在變動的教育環境中學習最新的知識與技術、

建立與運用多元溝通管道（Thomas, 1993），這些行為在前述的訪談資料中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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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顯示新媒體的影響已經進入校園，而校長必須要在這個外部影響進入學校

內部時掌握情況並採取因應（Waters & Cameron, 2007）。因此，根據本研究訪談

資料的蒐集，校長角色與媒體的關係可以透過「校長在媒體環境的角色、媒體參

與、媒體運用」等三個面向進行建構，再依校長領導中媒體素養的團隊共享性進

行媒體素養對校長的意義之相關討論。 

一、 校長在媒體環境的角色 

媒體素養是一種多面向的素養，而校長領導專業也應該是隨著外在環境變化

而有所改變的實踐作為。奠基在對媒體環境轉變的觀察與實際接觸媒體的經驗，

校長與媒體之間的關係也有所轉變，但在這些轉變的過程中，校長必須要能夠確

保其領導專業性仍然是其校長領導作為最核心的任務。以校長領導的焦點（校務

運作、課程教學品質、學生本位）為核心去理解媒體的工具性，便能夠有目的性

的理解媒體的價值，並透過媒體發揮領導者的影響力（Waters et al., 2003）。 

 

新媒體就是沒有什麼成本，所以就可以，但是這個[影響力的]累積不是，

他只是一個平台而已，還是要靠這個人本身就是平常已經是在這個議題上

持續關心的。所以說，如果說對校長領導來講，要樹立你領導的專業性，

我覺得透過這些新媒體也是可以表達你對即時的一些重要的教育政策的

回應，也可以透過 LINE，不一定 LINE 啦，Facebook 也有人在做，讓很多

人一下子知道他的想法跟立場。（P-01） 

 

我們在從事教育工作，我想像是說我們是在人才的培育上面，那在做人才

培育的工作，很重要的是說，第一個我們不得不與，在我們的教育現場中，

他是一直在改變的，那所以一直在改變的過程裡面，我們自己的專業判斷，

或著我們有沒有在整個不管治校的領導上面，或著我們期盼我們的老師在

課程與教學的過程裡面會不會跟現實脫節。（P-07） 

 

由此可知，在傳統的校長領導中，媒體素養可能被視為形象管理與危機處理

的相關能力（蘇益利等人，2012），但在新媒體環境的發展下，媒體素養對於校

長領導而言成為了必需品，而且校長必須要先有好的專業領導能力，與新媒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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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互動關係才能被審慎看待，換言之，就這個面向而言，新媒體平台與管道的

出現成為校長領導作為中不可或缺的一種新工具。正如受訪校長指出，每一種工

具都具備其正負面的影響，因此校長在運用新媒體的過程，必須以其對核心任務

（也就是說，校務正常運作、課程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本位）的理解為目的，才

有可能善用媒體與新媒體達成其教育目的。 

 

媒體這個部分也是我們處理這件事的重要環節，所以我並不會說我只針對

媒體其實沒有，很多事情是連動的所以我們也會很看重媒體這件事情…我

們不會不看重他，但是以現在媒體的改變，這塊對學校來講真的是特別特

別的重要，因為他會動搖校本。（P-02） 

 

受訪校長 P-02 進一步指出媒體的改變已經嚴重到可能會動搖學校本位，對

這樣的考量，P-01 校長也說明現在校長與媒體的關係是「互動性的，就是媒體

是校長治校的一個工具，但他反過來也是影響校長領導的一個衝擊」，在這樣子

的互動關係中，不同於傳統媒體與校長之間的關係，新媒體的特性改變了學校生

態的氛圍，進而對校務運作的機制產生了影響，而不能像過往一樣視為學校的外

部群體來看待，這也代表了若將校長領導分為對內領導與對外領導兩個層次，新

媒體的發展已經促使媒體從學校外部因素成為了學校內部運作的一環。 

 

學校有內在的變因還有外在的變因，這都會影響到整個事件的發展，所以

每個環節都很重要，這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個樣子，只不過在現在這個樣

子的社會，外在變因媒體這一塊其實是改變很多很多，因為他現在變成一

個大巨人，他可能就會吃掉我們在學校處理的過程方面全部的東西，甚至

完全被扭曲，所以我們一定要考慮這個變因。（P-02） 

 

過去可能大家可能比較不重視這些，那現在的一個學校經營可能各個向度

都要去關心到。所以基本上在這個媒體的一個認識喔，媒體的交流或著是

媒體的應對上基本上都要很能夠做一些比較妥適的處理，否則他可能會得

到很多的[媒體資訊]負面的不良的效果出現。（P-03） 

 

這樣的現象印證了媒體已經不僅是形塑我們文化的一個影響因子，而是直接

 



77 
 

涉入了我們文化當中（吳翠珍、陳世敏，2007；Ivanović, 2014），傳統媒體過往

可能只是對學校教育產生衝擊與影響，但現在的媒體發展，尤其是新媒體蓬勃出

現，已經成為了學校參與者生活中的一部分。當新媒體進入學校成為學校生態的

一部份甚至影響學校運作機制時，不同的學校參與者能夠擁有表達言論的眾多管

道與機會，這些管道幾乎沒有發言的門檻，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不是說你站在

一個校長的角色你才可以發言，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可以發言，但是你發言

能不能產生影響力還是背後你的專業性被看到了。（P-01）」，換言之，校長的專

業性再度被強調為校長與媒體之間的橋樑，對新媒體的關注與運用，仍須要建立

在校長專業性的基礎之上，才能夠發揮其對學校領導的目的性，不能把媒體視為

一個外部、個別的處理議題，而應該視為校長專業角色與任務中的其中一個面

向。 

 

其實他[媒體]對學校的影響力應該是多層次的啦，不管師生的啦，家長的

啦，校務的發展啦或著突發事件啦，每一個向度都要去關心，每一個向度

都要關照到。（P-03） 

 

當新媒體對學校的影響力逐漸增大，校長對新媒體與學校之間的關係也須進

行更為多層次與不同向度的考量。學校領導者因為扮演多工的角色，同時還要全

面性的考量每一種工作職務對學校運作整體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校長作

為學校領導者，對於新媒體的應用至少就可以分成對學校內部參與者進行經營管

理時的考量以及對外部群體進行溝通與公共關係的維繫時的考量這兩種層次，換

句話說，新媒體已經透過與學校生態的互相影響，進入校長核心任務中校務運作

的一部份，而正因為新媒體進入學校生態的一環，也形成了校長如何領導學校團

隊面對新媒體的影響並且善用這些新媒體，使學校經營與管理的效能能有所成

長。 

 

校長自己也要對媒體的發展操作你要熟悉，你才能夠運用你的領導智慧，

帶領你的團隊，怎麼去善用媒體，讓整個效率、效能能夠更有績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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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變好，做起事情來，運用媒體，那你能夠事半功倍。我覺得最主要的

是在[帶領團隊、善用媒體]這兩個部分。（P-04） 

 

整體而言，校長認為具備對媒體的熟悉度是相當重要的，訪談資料顯示，校

長與新媒體的關係建立在新媒體技術提供給校長治校的工具性（受訪校長 P-01、

P-02、P-03、P-06、P-07 也均有提及媒體的工具性），而新媒體同時也因為改變

了學校參與者言論表達方式影響了學校生態，成為校長領導學校團隊時必須納入

考慮的一部份，因此，學校內部參與者也不可避免的涉入了新媒體與校長之間的

關係，而且呈現一個具有互動性質的動態關係（受訪校長 P-02、P-04、P-05、P-06、

P-07 均有提及新媒體特性影響學校生態，進而也影響到校務運作）。在這樣的關

係中，新媒體既是校長專業實踐中的一項溝通工具，同時也是校長領導學校團隊

時必須考慮的影響因子，而且新媒體的出現已不僅僅是一個學校外部的變因，至

少在資訊交流的平台以及溝通表達方式的改變上，直接對於學校校務運作產生影

響，同時形成了學校內部參與者與外部群體的互動關係。換言之，新媒體本身已

經透過改變學校內部參與者的溝通方式與資訊交流而成為學校校務運作的一環，

總結這兩種關係，可將校長應用新媒體技術、新媒體技術與學校生態及校務運作

的影響，以及學校內部參與者與外部群體的動態關係，整理如圖 4-1。 

圖 4-1. 校長與新媒體之互動關係網絡 

上圖顯示校長與新媒體之間，包含了校長對於新媒體技術的直接應用，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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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新媒體對於學校外部群體產生影響；並且因為新媒體與學校生態的互相影響，

剪接對於校長經營管理學校內部參與者，也就是校務運作之間的間接影響。然而，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正如同林明地（2002）及林文律（2012）所提到的，無論是

對於學校外部群體的溝通關係或是內部校務運作的行政經營管理，都是校長專業

實踐的一環，並且這樣的核心任務也是其領導焦點（Waters & Cameron, 2007），

因此，圖 4-1 中所包含的不同元素，都應被視作校長領導的一部份來進行討論。 

二、 媒體參與 

新媒體環境的進步塑造了參與文化，使大多數人可以透過使用媒體工具參與

到這個集體的資訊交流平台當中，而且在臺灣，絕大多數的學校參與者均具備了

智慧型產品，擁有許多機會直接參與資訊爆量的媒體環境。 

基於前述校長對媒體的互動關係，首先校長當然具備閱聽人的角色，但相較

於傳統的媒體消費者，在新媒體環境中校長更展現出參與媒體的過程，這樣的過

程是指當外部媒體資訊產生或流動到學校環境時，校長所進行的關注與回應行

為。 

 

會啊因為像 108 課綱要運作，大考中心的新聞稿要發佈的訊息我就會特別

的注意，因為那會牽涉到我們學校課程的安排，然後第二個就是現在學生

校園一些安全的事項，像是有些是校園安全有漏洞我就會去特別注意。然

後第三個就是學生行為樣態的改變，我也會特別的注意，因為當別的學校

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我就會去注意說那我們的學校會不會也有這種狀況，

那有哪些訊息是我可以看到，哪些要先做防範，或是做一些處理，像是對

這些來講我就會特別的提高警覺。（P-02） 

 

對外部媒體所帶來的資訊流動，校長會就與教育議題或政策相關的訊息、教

育的時事與學生相關的事務進行主動的關注，而非一個被動的接收者。校長也針

對這樣的特性加以說明，指出校長的角色不同於學校其他參與者，更是以學校的

全面性在理解外部媒體資訊的影響，就不同角色在校務運作中的參與，進而決定

如何進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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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用全面性的想這件事，不會用單單一點去想現在我所看到的東西。可能，

講到國際交流（為例），可能我們想到的就是，他可能在我的學科學習上，

或者是學生交流上，或者是學校的一些其他的發展…其實就會整個一起想

進去，不會因為只看到單一的事件，就去想這件事情就去做回應。（P-06） 

 

如同校長指出，校長必須就學校的全面性考量，這也顯示了校長的多工性，

當透過這個關係來理解校長對媒體的參與時，校長的媒體參與主要展現在主動對

媒體資訊的覺察以及經過全面性的考慮後再對媒體資訊進行回應兩個階段。 

這樣的全面性不只是一個個體理解外部資訊時的多方資源，而是在校長專業

角色的前提下才會對媒體有的額外關注，但這樣的媒體參與仍然會回歸到個體對

媒體管道的理解與詮釋，而學校校務運作的全面考量便是校長專業實踐中引導媒

體參與的重要前提。 

 

除了有公務信箱還有很多 LINE 的群組，每天大家都會丟很多東西，而且

來自各個群組，而且裡面的內容五花八門什麼都有…我覺得身為一個校長，

其實你在一個媒體上面或是社群軟體上面，在回應上其實是很廣泛的，事

情的面向也很多，你光靠一個人的敘述一個人眼光的切入，你馬上就下評

論我覺得很多時候可能會有失偏頗，可是有時候其實真相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我只是訊息的接受者那就是我看過就是知道這件事情，但是如果

要我對這件事情做評論，做一些處理的時候，我一定還會再找其他管道的

資訊做一下總整，再判斷我要怎麼回應。（P-02） 

 

有的人會覺得學校有一些重要事件的一個時間由校長出面去做一些說明，

可能很快啦，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說，在第一個時間去做處理可能沒有設想

到那麼周延，也許可能也會是一個跟現實面有一些落差，所以有一些的學

校或著是機構他們也會想說，那學校設一個發言人，讓發言人先去對付這

個媒體，那如果說有不足就由校長再出面處理。有這兩種的方式啦，各自

解讀不同。（P-03） 

 

這樣的說法對應到校長必須要具備的其中一種媒體參與能力，便是對媒體資

訊的統整與辨別能力，這部分的分析將於下小節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此外，透

過上述的摘錄，也顯示校長在進行媒體參與時，必須要注意「回應的廣泛性」，

校長並不是以一個個體（也就是上面引述中的一個人眼光的切入）進行媒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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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學校的代言人進行發表，而且這樣的參與也顯示校長角色從傳統更著重媒

體的接收者，更進一步轉化為媒體的積極參與（也就是主動關注與回應）者。 

三、 媒體運用 

在新媒體成為大眾普遍接觸的媒體管道之前，校長在媒體運用上便已經有許

多的著墨，這樣的運用絕大多數都與學校的公共形象的建立及校園的危機處理有

關（例如蔡清田，2009；李柏佳，2017）。對這兩者主題的媒體運用，在新媒體

普及的環境中，也仍是校長運用媒體的關注重點。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你不用媒體、你不動行銷，其實對整個學校的經營來

講，你會覺得少了一個面向、少了一個角度。過去我們的媒體沒有這麼發

達的過程當中，多數都是靠紙本，我們平面媒體，這是最傳統的方式。那

現在校長領導的過程當中，你比較需要想辦法幫你的學校做行銷，讓家長

能夠了解你學校的辦學績效，我覺得這是第一個跟媒體有關的。（P-04） 

 

然而，在新媒體普及化的當代社會，許多受訪校長都指出，過往運用媒體僅

限於平面媒體或廣電媒體而言的時代已經不足以經營學校的公共形象，因此絕大

多數的校長也都開始透過新媒體平台來進行學校形象的行銷與推廣。 

 

會透過 FB 或是 IG，IG 是教育局希望我們去做相關的努力，我會運用我們

學校的得獎還有一些正向的活動，透過 FB 跟全校學生宣達還有家長，讓

他們知道學校有什麼樣的活動還有議題，現在在推動什麼樣的部分。（P-05） 

 

我們怎麼樣去善用現在的新社群媒體喔，如果我有時間啦，我覺得還是可

以去經營校長專業的粉絲啊，就把你經營學校的教育理念啊，點點滴滴都

可以在網頁上面去發揮你更大的影響力，因為，你比如說去演講就可以給

他 QR Code 啊，大家可以加入我的粉絲呀，我們可以在粉絲上面去做專業

的交流，這都發揮校長辦學的影響力，也是一個交流的平台…[其他]新媒

體的話。我們學校如果有好活動也會主動 PO 上去 Youtube 上去。（P-01） 

 

我們學校就有自己架一個官網的 FB，那用粉絲團的這個概念去經營，那把

學校的活動第一時間透過直播透過很快速地讓，因為我們學校比較偏鄉一

點，所以很多爸媽的孩子是住宿型的孩子，那所以透過 LINE 或是透過 FB，

家長可能會更放心，看到孩子在學習表現的立即回饋會讓家長得到比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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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啦。那我們大概透過這樣子跟家長，那當然也有一些校友或社區人士，

他看到學校這樣一個發展運動會或是課程啊，我們大概覺得有好的表現就

透過自己經營的媒體去發布。（P-07） 

 

如上所述，校長在運用新媒體上認為建立平台可以有效推廣學校的辦學績效

與校長對學校外部群體的影響力，這樣將媒體視為工具性的運用，有助於解決過

往傳統媒體環境下學校所面臨的困難（例如家長過往無法快速掌握學生在校的狀

況、校長沒有那麼容易與不同的關係人有一個迅速交流的平台等）。其中，受訪

校長 P-07 也特別說明：「現在媒體網路的發達就是說，我有時候也不一定要透過

記者來幫我們報導，而是說自己就可以經營自己的媒體。我就不需要透過…仰賴

記者去幫我們去報導一些什麼。」，也就是新媒體工具賦予了學校主動對外傳遞

訊息的機會與管道。 

然而，當新媒體大規模氾濫的時候，受訪校長也指出，必須要因應不同媒體

而有不同的運用，這也包含了維繫傳統媒體的關係以及發揮新媒體工具的效應，

以及依照事件的情況與目的來整合運用。 

 

你要知道說哪些媒體，哪些媒體你要表達訴求的是哪一種媒體類型效益大

一點嘛，就像廠商他要買廣告一定會要求提出分析給他知道，他買廣告在

這個頻道這個什麼效果才好。（P-01） 

 

不同媒體運用，當然有不同的關係。一個學校經營來講，我現在必須維持

住的還是平媒，所謂的平媒可能就是新聞，記者，這是我必須要維持關係

的一種媒體，那第二種你所謂的社群跟網媒，大概我們就要去了解臺灣的

社會裡面，大家慣用的社群跟網媒有哪些。不外乎臉書、IG 和 LINE…諸

如此類，所以我會藉由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性質，然後可以適時的，跟媒

體做聯繫的，我就會整合在一起，這個大概是我運用媒體的關係。（P-04） 

 

在討論到因應不同媒體要有不同的運用而言，校長 P-02、P-03 與 P-06 都指

出運用媒體的過程仍然要考慮媒體如何影響該媒體管道之閱聽人的特性，以及這

樣的媒體資訊傳遞過程最終又如何回應到學校本身，與學校內部參與者或外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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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群體的關係，才能發揮其最大化的效果。 

 

現在的資訊都是來自於網路，像是電子報什麼的，我覺得說就是還蠻方便

的，因為像是電子報的東西其實就是一些電子檔，其實你對電子報裡面的

這些東西，其實你都可以做適當的運用跟轉化，我會剪輯電子的東西像是

在朝會的時候轉為訊息的傳遞，給學生做一些時事的分析，或是訊息的傳

遞，然後進而可以去提點他們，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好用的。（P-02） 

 

基本上我們在想各方面都有一些影響，那當然我們都希望有一些正向的，

像我們有一些地方報他也是屬於媒體的一種。這些地方的報刊，發行的面

積發行的地方他就侷限在這個區域。其實，但是在這個區域裡面他的影響

是很大的…其實這些地方的報刊對地方的影響力其實滿大的，因為他的量

就侷限在這個區，那這個區的人就會認同這個資料。（P-03） 

 

考慮不同媒體管道特性與教育目的，即是謝文全（2015）特別指出領導行為

中引導學校方向的過程；並且在引導過程中，要有目的性的達成特定目標（Yukl, 

2002）。從這個角度而言，新媒體時代的來臨對校長領導並沒有產生本質上的改

變，但卻因為其立即性、便利性對大眾的言論表達及資訊交流影響，又因為學校

教育的社會功能，使得校長領導的複雜度提升許多。 

受訪校長 P-06 更具體地將這樣的媒體運用稱為其教育的應用性，透過將新

媒體回歸到校長領導學校的校務目標與教學目標上，分為教學的應用性以及校務

行政的應用性二種。校長透過其推動媒體融入教學的例子來說明所謂媒體的應用

性，並且指出未來若有機會，也希望可以將二者的應用性相互結合，也就是將教

學應用的媒體功能也一併整合進入校務應用之中。 

 

我也很希望說這個東西可以怎麼樣運用到校務上面來。所以現在也慢慢學

習理解這些東西。…我們後來也做了環景的這件事情，後來其實就是把它

運用在學校的介紹上面。這大概就是目前我會朝一個層次性，去理解未來

可能可以做的這些新興數位媒體科技的東西，怎麼樣來回到跟學校現有的

一些，比較像是行政校務作為的部分去做結合。我們以前可能都只能用一

些說明的簡報或是紙張，可是現在他可以戴著 VR 眼鏡。那包含像我們自

己本身體育課有飛輪，那我們就多加了 VR 的螢幕進去，那學生他們自己

就跟老師去拍攝場、設計題目，所以我們的來賓來的時候，其實是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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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去踩那個腳踏車，他其實是可以繞著學校的校園；繞到某一段的時候那

邊有一個景點，就必須要答對那個題目，才能再往上爬。（P-06） 

 

有系統性地去定位媒體並且將媒體運用視為教學與校務應用的觀點，也符合

均衡領導框架的觀點，其中，校長 P-06 的焦點放置於學校實踐（也就是上述例

子中的校務與學校介紹等行政項目）以及教室實踐與學生中心（也就是上述新興

媒體科技教學與學生自行設計虛擬實境之媒體管道運用），並在外部環境的變化

幅度中，掌控新的需求與執行，並協助整個新媒體融入學校的轉型歷程，唯一較

為缺乏的，便是仍在進行的歷程中，較難以判斷領導實踐中的控制與評估（Waters 

& Cameron, 2007）。 

正如同本小節提及校園危機管理的關注，校長也指出因為媒體所造成的連結

型社會，不同媒體管道之間的資訊轉換也非常快速，因此當學校面臨一些負面議

題或危機事件時，棘手的程度也比起過往僅有傳統媒體而複雜許多，如同前述校

慶事件的例子，受訪校長 P-07 也針對媒體管道影響學校危機事件的程度做了詳

細的說明： 

 

在媒體裡面我們，因為這網路裡面他都會連結在一起，所以當一個電視節

目播出來的時候，或著一個報紙新聞出來的時候，他同樣就會利用這個社

群網路就散播開來了…如果說我們今天是一個偶突發的狀況的話，例如說

一個老師去指控學校，他不透過正常的管道去申訴他的權益，而是透過媒

體來主張他的，例如說去踢爆專線還怎麼樣。這樣的一個部分包含也有可

能家長或著學生對學校的管教的不滿他們也有可能透過媒體，那通常這個

部份如果被陳情之後，我們的組織做為可能第一時間就通報教育局，那教

育局這邊也會給我們指導，然後第一個當然啟動調查，這個指控是真是假，

然後再用一個單一窗口的回應，我想說這個 SOP 我們大概都有，所以說對

一個媒體的關係我們當然是審慎小心。（P-07） 

 

對媒體管道的蓬勃發展使得學校危機擴散與面對偶突發狀況的頻率上升，校

長也指出，學校更需要有一個完整的因應措施或標準化流程，這樣的規劃也是將

媒體本身視作學校內部因素的考量，也就是說，就危機事件的影響性而言，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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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體運用是在媒體涉入學校文化的脈絡下所實踐的領導作為。 

值得注意的是，七位受訪校長均提及在媒體運用上仍無法針對學校參與者一

體適用，不同的學校參與者對校長媒體運用也會有態度或認知上的落差。對此，

受訪校長 P-06 便說明媒體雖然有其必要性，但仍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

而這樣的直接交流，在教育的工作中是不能夠完全被取代的。 

 

其實是很需要[媒體]的，可是又很擔心。就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講在溝

通上面好了，最成功的溝通其實有百分之七十其實是要靠肢體語言，也就

是面對面的溝通。剩餘的其實才會是文字或是聲音上的事情。所以其實很

重要的事情，我就不會不太用媒體或社群去處理，也就是前面提到可能是

說文字上你可能琢磨久留了一段文字，可是其實大家對文字的認知上可能

是不一樣的，那這其實不是一個很急時可以去溝通清楚的，所以像很重要

的事情的話我就不會去運用媒體的東西去完成，而是必須要去面對面，即

時地去做一些陳情。（P-06） 

 

整體而言，校長在運用媒體的這層關係上，仍需要以校長與其他學校內外部

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情形作為運用的基礎，回歸學校參與者互動的基礎時，也要顧

及人與人之間基礎的實體關係，不能一味依賴媒體工具的便利性，這樣也能減少

在重要資訊上不必要的認知誤差。 

四、 媒體素養在校長領導中的團隊共享性 

如前所述，媒體是承載資訊傳遞的管道，校長在運用新媒體的過程中，受訪

校長指出在新媒體環境中進行媒體參與及媒體運用，不能僅是校長一個人的媒體

素養，而是學校團隊整體所需共享的媒體素養。校長 P-05 指出，在學校領導者

思考媒體素養的時，必須要「讓大家共同來關注這部分，讓全部學校的師生有這

樣的能力去面對媒體時代的來臨」，這樣學校才有辦法有系統地具備在數位時代

下回應媒體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說法與 Smelser 與 Baltes（2001）對

媒體素養是在賦予使用者能在數位環境中自在參與社會與世界這樣的論述相近，

然而，不同之處在於，校長認為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之間，除了在校長個體層面

提升媒體素養外，透過學校內部參與者共同發揮的媒體素養也是領導的一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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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點而言，媒體素養放諸於校長領導的範疇之中，同時涉及了校長對個體

媒體素養能力的認知以及其對學校校務運作系統所需具備的一種集體性媒體素

養的基礎共識。 

 

現在是一個開放的環境，各個媒體直接進入到學校的各個角落，所以換句

話說，你真的擋也擋不住，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積極的提高老師跟學生的媒

體識讀能力，這是第一個，然後第二個是建立整體學校的共識。（P-02） 

 

當新媒體快速涉入學校的各個角落，校長除了提升自己個體所需的媒體素養，

也需要將媒體素養視為一種學校校務運作集體性的展現。校長除了掌握並提升新

媒體時代所需要的媒體素養能力，也需要考量如何將媒體素養形塑進入學校文化

的一環，讓學校團隊對媒體素養有共識與理解。 

綜上所述，Chen 等人（2011）與 Lin 等人（2013）指出媒體素養是一種連

續性的發展歷程，而 Potter（2008）也形容媒體素養是一種「知識與文化發展的

連續狀態」。在這個連續狀態中，校長領導所需要的媒體素養至少具備兩個層次，

其中是校長個體必須具備屬於學校領導者所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另外一種則是

校長必須要在學校校務參與者中推動的，一種屬於學校團隊共享的媒體素養

（shared media literacy），使學校能充分的參與這個媒體社會並進行互動，這些媒

體素養知能也就是前述所提及的媒體參與、媒體運用，這些共享的媒體素養並不

能夠單獨由校長個別進行發揮，必須要仰賴學校校務運作團隊有共同的集體共識，

才有可能發揮媒體素養的功能。 

綜合本小節所討論校長角色與媒體的關係，二者之間在新媒體環境的發展下，

呈現一個互動且彼此影響的動態關係，在這個關係中，校長理解媒體的方式主要

不僅是將新媒體技術視為工具性的發展，同時也必須將新媒體環境發展納入學校

運作的一環進行內部經營與管理的實踐（如圖 4-1）。需要注意的是，正由於校長

與新媒體之間的互動性是動態的，因此無論是運用新媒體技術進行領導或是回應

新媒體對學校生態的影響，校長都應該回歸其領導的專業性，以領導焦點中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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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正常運作、課程教學品質以及學生學習中心為主要關懷，而且至少在以校務運

作為核心的這層關係上，關於媒體參與及媒體運用的知能，必須是學校團隊具備

共識而共同發展的媒體素養知能。 

在描述與媒體關係的過程中，媒體參與（主動關注與回應）及媒體運用（校

務應用與教學應用）是校長主要闡述學校與新媒體環境兩者互動的主要類型。在

媒體參與中，學校團隊必須要從過往較為被動接收的閱聽人轉變為主動積極的參

與媒體管道與資訊的流動，尤其是校長必須就全面性的考量媒體資訊與學校不同

利害關係人的影響，這顯示了校長的多工性，並且強調了校長對媒體資訊統整與

辨別的能力。媒體運用則是在新媒體環境的影響下，學校可以成為主動經營媒體

的經營者，但這些運作也因應不同媒體而要有不同的運作，這也包含了維繫傳統

媒體的關係，以及考慮這些媒體管道運用如何回應到學校本身才能發揮媒體的最

大效益。其中，受訪校長 P-06 將媒體運用進一步分為校務應用性與教學應用性，

指出有系統性的考量媒體如何融入學校領導的焦點當中，是校長必須要審慎處理

的議題，因為這樣的議題也涉及到當媒體過度發達時，學校的危機或突發狀況也

會額外複雜化。 

貳、 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的關係 

在對校長角色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有了一個清楚的概念之後，研究者透過本研

究對媒體素養的描述（如附錄三），邀請受訪校長對校長領導所需具備特定的媒

體素養進行描述與解釋，本小節便聚焦於在這個訪談問題的回應中，探討校長認

為不同於前述需要透過團隊共享才能發揮的媒體實踐，什麼樣特定的媒體素養，

有助於校長角色的領導實踐。 

校長所需要的媒體素養，仍以校長領導之專業焦點為主要的核心關懷，因此，

本小節聚焦的是校長在其領導實踐中所需且與其他學校參與人有所區隔的三種

特定媒體素養，這些素養必須要被放置於前述媒體環境對學校的影響以及校長與

媒體的關係脈絡之下，分別是「願景資本的媒體轉化」、「綜覽層次的媒體後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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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及「公共效應的媒體責任」，這三者前半部均為該素養的前提脈絡（也就

是願景資本的、綜覽層次的、公共效應的），後半部則為該素養的具體內容（也

就是媒體轉化、媒體後設認知與媒體責任）。 

一、願景資本的媒體轉化 

正如前述校長訪談中，許多受訪者都再三反覆的強調，無論新媒體的環境如

何改變，校長在治校或與媒體互動時，都仍必須要以「校務正常運作」、「課程教

學品質」與「學生學習中心」為主要的焦點，這三者便是即使不同校長可能有對

於治校理念或領導背景的差異，但作為學校的領導者，校長都同意應該維繫關注

的核心願景。 

 

當然你辦學是有你的教育理念，你的理念應該要堅持，但態度應該要公正，

所謂態度公正就是說，要達成你這個理念的方式不是只有你自己想那一套，

就是聽聽老師聽聽學生聽聽家長，搞不好也有另外一套他一樣可以達成校

長你的理念，但你不見得一定要堅持你自己的作法，那這個是立場堅定但

態度要公正。（P-01） 

 

其實學校運作是如往常在運作，不會因為時空環境的改變，因為學校有校

務的推動，那當然這些媒體的處理不外乎還是行銷還是做主要的功能，那

危機處理或著是負向的消息這個都比較算是一個偶發的狀態啦，那基本上

我們是希望把它導正到一個比較正向的一個宣傳或著是說一個對教育理

念的宣揚，這才是我們希望透過媒體來展現的。（P-03） 

 

我們更期盼學校教育裡面應該是要超越現實，就是我們能夠看到十年後二

十年後的一個環境來教育現在的孩子，可能這是我們的一個壓力，就是說

誰有辦法去看到十年後二十年後的一個環境去引領我們的孩子去面對未

來，然後他能夠在未來投入他所處的一個環境（P-04） 

 

這樣的觀點符合 Waters 等人（2003）對於校長領導應該聚焦學校實踐、課

室實踐以及學生中心的主張，換句話說，組織在累積或運用其資源的過程中，必

須檢視是否有以組織的核心價值與願景來進行規劃，這便是 Galloway（2017）

統整成功的組織運作模式所指出的願景資本（visionary capital），以學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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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學校是否有奠基於學校的願景目標，來進行資源的累積與運用的。關於願景

資本，Galloway 透過危機事件舉例說明，當組織遇到危機事件時，可能有數種

方式可以解除面前的危機，但並非每一個解決危機的策略都有助於組織朝向願景

發展。 

Waters 與 Cameron（2007）提出均衡領導框架的焦點（focus），便符合將願

景資本的概念解釋於校長領導的脈絡之中。校長是一所學校的領導者，也是文化

的建立者，林明地（2002）便指出在文化的領導上，校長必須要能夠建立學校團

隊的目的感並塑造共同願景。換言之，在新媒體環境時代下的校長領導，首先要

先有願景資本的展現，才有可能發揮特定的媒體轉化。 

 

我覺得媒體有很多素材，我覺得校長就要很巧妙的扮演一個轉化的角色，

這種轉化的角色其實是代表…在媒體資料獲得的這個過程當中，即使是負

向的新聞，也能夠經由你的運用，或是經由你的轉述，或是經由你的一些

巧妙轉化，來變成正向的東西。我覺得目前的校長在這個新媒體時代這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換句話說，像是在媒體的製造也好傳播也好，訊息的

轉化也好，很重要的就是不論是正向或是負向的東西都能夠轉化為正能量

來激勵老師來帶領學校。（P-02） 

 

所謂的媒體轉化，是指校長在接收一個媒體管道資訊後如何透過相同或不同

的媒體管道再發揮其影響力。校長指出，過往的媒體環境中，校長運用媒體管道，

更像是學校環境中的把關者，可以一定程度控制媒體管道。但現在校長無法阻止

資訊透過各種新媒體管道進出學校範疇，因此必須更著重於如何將可能影響學校

參與者的媒體資訊，透過校長對學校願景目標的掌握，將媒體資訊有教育目的性

的參與或運用。 

 

我覺得，校長領導很重要也是最終、最難的，是學校文化的改變。所謂的

學校文化，應該就是經過一個很長期的溝通共識之後，大家很清楚知道我

們學校的目標，還有我們可以為這個目標去做什麼事情，而且我都願意做，

去影響整個學校氛圍的改變…我們在討論這東西要有重新打破、再造的歷

程出來，那如果可以把一個學校文化穩定，應該是任何一個學校領導者對

學校最大的貢獻。（P-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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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對學校進行教育目的性的轉化，最終的目的仍在於回應學校願景

與文化。對學校願景的描述，受訪校長 P-05 便以其學校其中一項願景世界接軌

指出「我們也知道孩子怎麼去運用這些網路，視訊、Line 或 email、FB、IG，…

學習是不可能停止，所以要透過媒體、網路視訊、問答、教學，可以開啟世界教

室的可能性。」這樣的願景描述呈現出了在校長領導的過程中，如果有更為清楚

明確的焦點（以校長 P-05 的學校舉例，便是在前述的學生學習中心之上，更具

體的描述了世界接軌的願景目標），則能更有方向性的將媒體功能轉化為有助於

學校朝目標前進的效果。 

二、綜覽層次的後設媒體認知 

在校務運作正常化的發展歷程中，校長為綜覽全體校務以及學校最高的領導

者，因此有相較於其他學校參與者更為全面完整理解學校整體的特性。而校長這

樣綜覽層次的視野，是基於其角色的全面性與實踐的經驗累積，受訪校長指出，

作為綜覽校務的學校領導者，其治校的經驗與對領導實踐歷程的反思能形成一種

對媒體資訊的獨特觀點，這樣的觀點是作為其他學校參與者，在缺乏擔任學校領

導者的經驗下無法理解與具備的後設認知。 

 

因為同樣在媒體拿到一個資訊，校長的觀點可能跟主任跟老師可能是不一

樣的感受。第一個因為你綜覽校務，所以對一件事情你的高度是比一般的

老師組長或主任你面向更廣一點這是一個。第二個，因為你實踐過，你會

有實踐的反思跟後設認知，也就是說校長在接收媒體很多的觀點事實上是

你的後設認知，你沒有這個經營過學校的就講不出來，或著是書上看到的

那就不深刻，因為這就是你的後設認知。（P-01） 

 

關於校長基於其經驗與實踐歷程反思所形成的綜覽層次的觀點，符合 Küpers

（2007）針對校長領導在學校內外部統合的觀點指出，透過理解學校不同參與者

的角色與觀點，校長能透過其整合性或全面性的的視野，推升學校整體的效能。

在臺灣，由於擔任公立學校校長必須要具備教師證並有教育行政相關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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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一定年限後才有資格進行校長資格遴選，因此，在這樣特定的脈絡下，擔任

校長者至少具備學校團隊不同參與者之觀點，能夠透過綜覽性的視角，並整合其

領導學校的實踐反思，對於新媒體環境所帶來的媒體材料與媒體訊息，有更為後

設與深入的批判性理解與思考。 

 

校長在這[媒體]方面要靠自己的經驗跟自己的智慧運用學校的優點跟優勢，

把這些轉化成正向的東西，可以讓大家一起往前…所以我們要有比較高的

高度來看這些，在比較糾結的事情當中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切進去，能夠

讓這個糾結的關係改善，但這糾結的關係其實在學校的面向有太多了，所

以時時刻刻要提醒自己要把自己拉高不要陷進去。（P-02） 

 

那如果說能夠應用比較正確的一個媒材的使用，或著是能夠透過媒材能夠

去自省啊或著是去發揮它的功能，其實我們是覺得說在媒體的素養的功能

上它才是真正能夠有所提升的，也才是正確的觀念。（P-03） 

 

綜合受訪校長的經驗，後設媒體認知指的是校長對媒體管道與資訊認知歷程

的認知歷程，也就是說，校長會透過其領導實踐的經驗與反思，發展其全面性、

綜覽性的領導觀點，而這樣的觀點會在與媒體資訊或媒體實踐時發揮作用，促成

校長對認知媒體的歷程進行反思。這樣的後設媒體認知能夠幫助校長不僅就媒體

的層面進行思考，而能將其領導的經驗、知識與觀點納入接收、參與或運用媒體

的歷程。 

 

自己要具備價值判斷的能力，不能夠人言亦言、人云亦云，我覺得這是一

個校長的基本盤…也就是不能脫離這些媒體，不能讓自己置身在這些媒體

之外，要隨時能夠接受媒體資訊然後判斷，要能夠去運作、操作它的知識

技能，我個人認為這是校長應該要有的媒體素養才對。（P-04） 

 

值得注意的是，具備後設媒體認知的校長能對於所接觸到的媒體資訊進行綜

覽性與全面性的判斷，而且這樣的判斷通常是學校不同參與者難以取代的能力，

例如 P-01 校長指出「當然對校長會更關心整個學校，整個政策會不會影響學校

一個好的文化的建立，我們對一些政策法規我們都會很在意，一般老師可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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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顯示校長在綜覽媒體資訊時，其所需思考涉及的面相比其他學校參與者觸及更

廣泛。這樣的知能再次強調了媒體素養作為一項知識的連續歷程（Chen et al., 

2011; Potter, 2008），而且不僅限於媒體知識的歷程，而是整合了媒體知識與校長

領導知能的整合性批判素養（Lin et al., 2013）。此外，綜覽層次的後設媒體認知，

凸顯了校長所描述與媒體之間的動態互動關係，也就是在校長運用新媒體技術作

為工具性的應用時，新媒體本身也與學校生態互相影響，所以校長的後設媒體認

知，也應包含對學校參與者受新媒體融入學校生態的特性來進行後設的反思。 

三、公共效應的媒體責任 

校長不同於學校內部其他成員，通常無論對學校內外部社群而言，校長是學

校的代表者或象徵者，而正因為校長代表了學校整體，其言行舉止、表述回應都

具有公共效應，這樣的公共效應包含了校內的參與者以及校外的社會大眾，接收

到與校長有關資訊的閱聽人產生不只對校長個人觀點與印象的影響，同時也對學

校整體印象或觀點產生了連帶的改變。 

 

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因為學校的事情其實非常的多， 而且很多會到校長這

邊來的都是負向情緒，或是他們解決不了的，或是是需要你去協調解決

的…然後有人會覺得說校長怎麼會一直這麼正向，但這是不可能的，但或

許是因為有很多年的校長經驗，但如果你先洩氣或是覺得沒救了那下面的

人要怎麼辦？（P-02） 

 

其實不管怎麼樣我們對待不同的媒體或是對待不同的社群，它的立場應該

都是要一貫的，如果說你對 A 講 A 的事情，對 B 又講 B 的事情，其實大

家這樣子將來把這些資料統整對應以後你會發覺到，你們的資料都是不正

確的，或著是你對 A 講 A 對 B 講 B，其實那是不好的。今天不管是平面媒

體群組媒體什麼媒體，我們的發言我們的處理態度應該是一致的。（P-03） 

 

正是因為校長這樣的公共效應，使得校長對內必須要成為媒體轉化者，對外

要成為具有媒體道德的學校代表。因為學校是臺灣教育的主體，教育是學校的主

要功能與目的，而校長又代表了學校的形象，因此校長的表現極有可能影響閱聽

人對學校與教育的理解及印象，考慮到這樣的公共影響，校長 P-03 便指出在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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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參與的過程中，校長代表學校立場必須要是一致的。 

關於公共效應的考量，P-04 與 P-07 校長都特別提到，在現代媒體蓬勃發展

的數位社會中，負責任的參與這個數位社會是目前整個社會的重大議題，教育作

為人才培育的主要媒介，背負了培養未來人才的重責大任，而校長作為學校的領

導者與學校公共形象的代表，其能否以身作則的展現負責任參與媒體對學校師生

與校外群體都有重要的影響。 

 

我覺得校長的角色，畢竟是在培養臺灣的下一代，這要分成兩個人來看：

一個人檯面上的人，這個人是公眾的，他是大我的，他不應該對任何特定

媒體，有任何特定思考或作為，他應該要是公開、公平、公正的。但是校

長也是人，你真的要要求一個人不能有任何的自我價值嗎？我覺得太難為

了！所以另一個人是檯面下的、不是公眾的、是小小的、小我的，你可以

有自己的價值思考判斷。但是，你要在什麼時間價值、場合？你是公眾、

不是公眾？我覺得這個拿捏，對一個校長來說非常的重要。（P-04） 

 

他要肯負責任的參與，他要能夠對世界有一些熱情有一些溫度，等於說對

自己的人生有一個終身學習，就是說我也能夠發揮我的能力去影響別人的

正向的一個部分。（P-07） 

 

兩位校長都再三強調，校長的身分不同於社會大眾，也與學校內外部參與者

有所不同，其媒體素養的展現必須要依照其學校領導者的公共身分而做轉換，這

樣的轉換著重的是媒體責任。所謂的媒體責任，是指在參與或運用媒體時，是指

能否掌握任何媒體管道中，其無論作為參與者或運用者時，這些行為可能會對利

害關係人產生何種影響，並能夠承擔這些媒體行為產生的可能後果。 

參、 小結 

整體而言，本節首先針對校長角色與媒體的關係進行討論，界定了在新媒體

蓬勃發展的環境中，對校長而言，新媒體技術同時具有治校的工具性，但新媒體

環境的改變也進入學校生態成為與學校文化互相影響的因素，這樣的互動關係可

能同時存在，而且校長與新媒體技術與環境之間，並非固定的疆界，而是一個連

續性的發展歷程。然而，在這樣的動態關係中，校長認為其領導的專業性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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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其與媒體互動的主要依據，在討論到與媒體互動的類型時，受訪校長指出在

新媒體環境中，校長除了自身之外，必須同時與學校團隊建立一個有共識，才能

妥善的讓學校團隊與新媒體的互動，這樣的互動包含媒體參與（主動關注與回應）

以及媒體運用（包含行政性應用與教學性應用），這顯示了學校團隊在新媒體環

境中必須要有對於學校願景的共識，不能僅由校長個別進行發揮，而是須要仰賴

學校團隊具備共享的媒體素養，才有可能發揮以學校為單位的有校媒體實踐。 

除了學校所需要形成共識與共享的媒體素養知能外，透過訪談問題的凝聚與

對媒體素養的描述，校長進一步指出，領導的專業性是指引校長所需特定媒體素

養的前提，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有三種特定的媒體素養知能有助於其領導的專業

實踐，分別是「願景資本的媒體轉化」、「綜覽層次的後設媒體認知」，以及「公

共效應的媒體責任」，這三者均必須在校長角色與其領導專業的脈絡下才會成立，

而非學校其他成員所能取代或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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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討論 

本研究透過實證資料的分析與統整，發現新媒體環境確實透過改變學校參與

者言論表達的方式與資訊交流的平台，影響學校生態與校長治校，進而使得校長

對新媒體必須採取回應，並且發現校長確實需要因為新媒體技術的來臨，一方面

藉由新媒體技術的運用來影響校內外社群，二方面必須考慮新媒體對學校生態的

影響，在經營管理學校團隊與校務運作時，形塑學校共識並且推動學校團隊共享

的媒體知能以進行有效的媒體實踐。此外，校長不同於其他學校參與者，基於校

長領導的專業角色，研究者透過資料的反覆檢視與釐清，發現三項特定的媒體素

養知能，被認為有助於校長領導實踐。爰此，本章首先統整第四章發現之媒體素

養知能為「校長領導中的媒體素養組合」進行討論，再依該組合的發展脈絡與

Buckingham（2003；2014）及 Lin 等人（2013）新媒體素養框架進行「不同媒體

素養理論觀點的比較」相關討論。 

第一節、校長領導中的媒體素養組合 

在分析媒體環境對學校與校長的影響並針對校長與媒體的關係及討論後，本

研究對校長領導中所需的媒體素養組合做出一個初探性的概念建構，這樣的建構

將依循文獻中對 Buckingham（2003；2014）媒體素養理論模型以及 Lin 等人（2013）

新媒體素養框架比較分析時所提出的順序，先就校長領導所需的媒體素養組合進

行建構，再將建構出來的初步概念與既有的兩個模型進行比較，並在可能的情況

下依照比較分析的結果進行修正。爰此，本節依序就「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的論

述起點」、「探索者的建構與模板式的分析取向」、「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的架

構內涵」進行探討。 

壹、 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的論述起點 

要建構一個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必須要先清楚這樣的組合是以什麼樣

的脈絡來理解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並且研究者採取什麼樣的立場來展開對與這

個組合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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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研究所探討的校長領導與媒體素養，起因為媒體環境的轉變，尤其

是新媒體工具的蓬勃發展，不僅影響了臺灣社會人民的生活，也對與學校環境產

生影響。根據前述的研究資料發現，媒體對學校而言，至少有三個顯著的影響：

創造新的資訊交流平台、不可逆的改變學校參與者言論表達方式與管道，以及教

育工作者對學生學習保護觀點的隱憂，這些衝擊與過去研究者的發現相似（例如：

Buckingham, 2007；吳翠珍、陳世敏，2007），但本研究更進一步的聚焦於以學

校為範疇的影響。而校長在學校扮演主要領導者，對學校文化的塑造與學校教育

的實踐有重大的影響，而且不同與其他學校內外部參與者，其領導專業的獨特性

是不可被取代的（林明地，2002；黃宗顯；2008）。 

本研究對媒體素養組合的出發點，便是在與媒體環境蓬勃發展，乃至於對與

學校環境產生上述衝擊時，校長作為一個獨特的專業角色，其領導實踐中需要具

備什麼樣特定的媒體素養，才有助於其校長領導的焦點，也就是學校實踐、課室

實踐以及學生中心的核心任務（Waters & Cameron, 2007），而這樣的核心任務，

透過本次研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可以更具體的界定為「學校校務的正常運作」、

「課程教學的品質提升」、「學生學習為中心思考」三個面向。 

整體而言，這樣的背景與 Buckingham（2003；2014）以及 Chen 等人（2011）

與 Lin 等人（2013）所關注資訊通訊技術帶來的環境改變相似，上述研究都聚焦

與在複雜化與影響力劇增的媒體環境中，如何才能更妥適的參與這個社會。但本

研究的焦點則聚焦放置與在以學校領導為脈絡及範疇，校長的專業角色所需具備

的特定媒體素養，以幫助其校長領導的實踐。 

在與 Buckingham（2003；2014）的概念模型進行比較時，首先會發現本研

究所提出媒體素養組合的環境與其相近，並且肯定當代的學校教育工作者必須要

主動積極的討論如何將媒體數位技術融入與學習相關的事務當中（Buckingham，

2007），本研究相較對學校整體的關注，更具焦於校長作為學校領導者，其所具

備的媒體素養的重要性，這樣的重要性與 Buckingham（2014）指出以學生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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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學習為核心的媒體素養脈絡，其實並無衝突，只是在本研究的脈絡下，將校長

領導焦點的三個項目（校務正常運作、課程教學品質、學生學習中心）放置在指

引校長媒體素養組合的關鍵位置。 

從提出理論架構的背景來進行比較時，Chen 等人（2011）與 Lin 等人（2013）

都認同，如果個體要負責任地參與這個數位世紀的社會，必須要成為一個新媒體

素養者。這樣的背景可以被視為一個廣大的針對個體的脈絡，而本研究在這個脈

絡之下，更深入的聚焦到校長如果要能夠有效的領導在新媒體時代下的學校，也

需要成為一個具備特定媒體素養的專業角色，而且這樣的媒體素養正如同 Lin 等

人（2013）指出，必須要著重媒體科技的發展與改變，以及媒體發展如何融入社

會文化的共同面向。本研究透過一連串訪談所界定校長與媒體的雙重關係，正好

與這個共同關注互相對應。當校長視媒體為工具性進行操作與散發影響時，這層

關係更貼近於新媒體科技帶來的工具效果，而媒體融入學校文化的關係，則更貼

近上述關於社會文化及其參與者的影響。 

關於校長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對研究者理解校長所需具備的媒體素養也有重

大的影響。根據研究資料分析發現，新媒體環境的發展，使得校長與新媒體之間

至少存在兩層關係，首先是新媒體技術可以作為校長治校的新工具，另外一個層

次則是新媒體因為改變大眾言論表達與資訊交流的立即性成為影響學校生態的

因素，這兩個層次可能同時存在於校長領導學校與經營團隊的過程中，而且是動

態互動的歷程，當新媒體對於學校生態產生影響時，校長建構學校團隊共識，並

進而形塑共享的媒體素養知能對校務運作的重要性更為顯著。 

貳、 探索者的建構與模板式的分析取向 

在理解本研究組合的論述起源後，可以囊括成理解為什麼需要建構這個媒體

素養組合，至於取向，則是本研究如何分析並建構這樣特定的媒體素養組合。本

研究在上述脈絡下選取特定具有代表性的受訪校長擔任個案，透過半結構式訪談，

深入理解個案所處的學校脈絡，以理解其校長領導的實踐經驗以及對媒體素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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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透過浸入/結晶式的分析策略（Miller & Crabtree, 1999），研究者先針對每

一個受訪者的訪談資料進行脈絡的建構與概念的編碼，在每一個受訪者的初步編

碼完成後，再將不同個案的編碼資料集合，進行橫向的整合與比較，透過將相似

脈絡下的不同編碼進行歸納與分類後，與既有媒體素養及校長領導的研究發現相

互對應以獲得特定的概念與意義，最後再與目前既有的媒體素養理論框架進行模

板式的對照，以完整的結構理解目前建構的組合。 

由於本研究建構媒體素養組合的過程，乃是採取先個別分析，再集合討論的

策略，並且將媒體素養理解為一個連續的歷程，因此本研究所產出的校長領導－

媒體素養組合會有其脈絡性，而這樣的脈絡性本身便是這份組合的其中一環，若

去除分析中所提出媒體素養所需的校長領導脈絡，則該特定的媒體素養可能無法

獲致相同的效果，這樣的特性也符合在文獻中所指出，媒體素養並非是一程不變

的概念，所以無論界定也無法捕捉全貌，因此，對與素養者角色所應該具備的媒

體素養，了解脈絡性的影響與角色定位，是本研究架構媒體素養組合中最重要的

原則。此外，根據上述本研究的分析發現，奠基與校長與媒體的兩種關係，要妥

善理解媒體素養對與校長領導的特定意義，研究資料普遍指向應將校長領導的原

則放置與媒體素養之上，換言之，該角色的特定專業實踐（也就是校長的校長領

導實踐）應該指引該角色所需媒體素養的方向。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Buckingham（2003）指出其對媒體素養建構的方式乃

是概念分析的理解，這樣的理解沒有既定的知識體，因此會依照進行分析的情況

而有一個反映式的描述。然而，本研究所界定的媒體素養組合，是以校長領導為

知識的前提，並且將這個脈絡下的媒體素養視為連續性的知識與文化歷程，因此

兩者採取的建構取向有所差異，因此，雖然脈絡並不互相矛盾，但取向的差異需

要在比較兩者內涵時額外注意。 

而在發展理論結構的取向過程中，無論是Chen等人（2011）或Lin等人（2013）

都共同指出，媒體素養的演進是一個連續的歷程，新的媒體素養發展應該整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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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往的素養概念。新媒體素養框架便是在這樣的觀點下，透過對過往文獻的解

構，並由 Lin 等人（2013）透過加入 Web 2.0 的分界與更為精緻的指標，建構而

成的新媒體素養。這樣的取向是針對現有的媒體素養概念進行一個結構性的彙整，

而本研究所提出的媒體素養組合，則是透過個案研究的訪談資料蒐集，先進行個

別的脈絡與資料分析，再集合討論與建構的歷程。兩者的建構歷程雖然在策略上

不盡相同，但是都著重於建構時工具性與文化性的影響，以及將媒體素養視為一

個連續性的發展歷程，因此在比較的時候，較可以相互進行對應與討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採取的取向，是透過在特定脈絡（也就是前述背景、校

長與媒體的兩重關係，以及校長領導指引媒體素養）之中，特定能夠幫助校長領

導專業實踐焦點的媒體素養組合，這樣的媒體素養組合在這個脈絡裡是具備連續

性的動態關係，而非固定不動的靜態指標。 

參、 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的架構內涵 

透過理解本研究中媒體素養組合的論述起點與建構取向後，可以有脈絡的理

解本研究所建構出的特定媒體素養組合為何。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小節所建構

的媒體素養組合架構，其內涵乃是在根據不同個案分析後集合討論並對應媒體素

養既有文獻的初步彙整，在形成一個初探性的組合架構後，研究者則將於第二節

進行不同理論觀點之間的橫向比較與討論。 

本研究所提出的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Principal Leadership- Media 

Literacy Set），並非是一個固定不動的概念，這個概念會隨著校長領導焦點細節

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當校長領導學校塑造不同的願景、學校參與者與團隊的組成

或文化改變，以及校長的公共影響力產生變化時，校長都需要依照這些脈絡的調

整而修正自己的媒體素養實踐，進而透過個體的媒體素養知能推動集體媒體素養

的成長與效能。但這樣的動態歷程不能失去以校長領導焦點引導的根本，也就是

校務正常運作、課程教學品質，以及學生學習中心。這樣的組合概念，可以參考

下圖 5-1。 

 

 



100 
 

圖 5-1. 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 

 

在圖 5-1 中，領導焦點被放置在上位的概念，表示本研究所提出的媒體素養

組合，必須依循校長領導的脈絡，其所需的特定媒體素養知能才有可能成立並有

助於校長領導的實踐。整體而言，本研究所提出的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具

備下列三項特性：（一）在這個媒體素養組合中，校長領導被置於媒體素養的上

位，也就是說，校長領導焦點會指引校長專業實踐中所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根

據本研究的資料指出，校長領導的焦點包含校務正常運作、課程教學品質，以及

學生學習中心；（二）校長所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是具備脈絡性的媒體素養，

此處的脈絡性所指的是校長領導焦點中，指引媒體素養的特定領導脈絡，也就是

校長個別層級所對應的願景資本、綜覽層次與公共效應，以及校務團體共享的學

校團隊願景共識；（三）根據校長個別與校務團體共享的差異，媒體素養組合亦

分為校長個別層級（也就是媒體轉化、後設媒體認知、媒體責任）與校務團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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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媒體素養知能（也就是媒體參與、媒體運用），這樣的對應來自校長與媒體

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強調了新媒體時代下校長一方面有其特殊所需具備的特定媒

體素養知能，也須因應新媒體環境與學校生態相互影響之下，學校團隊所應共同

凝聚的願景共識與共享的媒體素養知能。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上述的媒體素養組合更側重與新媒體環境對校長與學校

生態帶來的影響，這樣的側重並非指稱傳統媒體或廣電媒體沒有其重要性，而是

過往的研究中，關於新媒體與校長領導關聯的探討中，存在這樣的空隙需要填補，

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媒體素養組合，是在新媒體時代的脈絡下所提出，但組合

中所提到個別與團隊共享的媒體素養知能，也包含與傳統媒體或廣電媒體的互動

關係，這一層關係也符合 Chen 等人（2011）與 Lin 等人（2013）對媒體素養連

續性發展的觀點。整體而言，在媒體環境快速的發展與變化中，校長扮演了在新

媒體時代推動學校運作的核心領導角色，且校長與媒體間的互動仍是不斷依照情

境而改變的，因此，無論是個別媒體素養知能或與學校運作團隊需要建立的共享

媒體素養知能，都有助於校長在新媒體時代發展其領導作為與專業實踐。 

第二節、不同媒體素養理論觀點的比較 

本研究透過實證資料的蒐集、累積，進行個別分析與集合分類後，整合出一

個強調領導焦點並重視領導脈絡的媒體素養組合。透過對新媒體環境在臺灣脈絡

的發展與對學校生態及校長領導的影響，建構了校長與新媒體之間的互動關係，

並進一步的提出在新媒體時代下校長所需具備的個別與校務團體共享的媒體素

養知能。在初步整合校長所需的媒體素養組合後，本研究採取模板式的分析方式

（Miller & Crabtree, 1999），以 Buckingham（2003；2014）媒體素養概念模型與

新媒體素養框架（Lin et al., 2013）進行不同理論觀點之間的討論，以精緻化本研

究所整合的媒體素養組合。 

壹、 與 Buckingham 媒體素養概念模型的討論 

如同前章節建構媒體素養組合分析取向所述，本研究在整合媒體素養組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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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取的策略與 Buckingham（2003）透過概念理解來分析媒體素養的方式有所

不同。考慮到 Buckingham（2003；2014）的媒體素養概念模型，是一個以學生

媒體學習為中心的四個互動性關鍵概念，包含「媒體語言」、「媒體再現」、「媒體

機構」與「閱聽大眾」。這四個關鍵概念被 Buckingham 視為達成學生媒體學習

的四個核心策略，當我們將這四個關鍵概念來與媒體素養組合進行比較時，首先

要注意其四個概念的界定，乃是以一個現象的方式來說明，例如媒體語言指的是

一連串透過語言元素及其組合而形成符碼與慣例，進而創造出意義的過程，這樣

的歷程並不包含特定的知識體，而是不作預設的反映媒體素養關鍵概念的面貌

（Buckingham, 2003）。本研究所提出的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各個知能（媒

體參與、媒體運用、媒體轉化、後設媒體認知、媒體責任）的描述則是以特定行

為或動作來呈現，這樣的呈現以校長領導焦點為導向，並且以校長專業角色的特

定脈絡作為探討媒體素養知能的預設，因此，對於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與

Buckingham 媒體素養概念模型之間的討論，無法簡單的以兩者的內涵進行互相

比較。 

Buckingham 所提出的媒體素養關鍵概念原本就是以分析為取向的模型。雖

然其關鍵概念與媒體素養組合的知能難以互相比較，但研究者發現若將

Buckingham（2014）對媒體機構的描述運用在前述研究分析的學校團隊共享媒

體素養知能時，有助於以學校作為一個媒體組織的觀點，來進一步理解學校團隊

有共享媒體素養知能的需求。從這個觀點而言，研究者也發現 Buckingham（2014）

的媒體機構概念較其 2003 年版媒體產製概念更適合用於理解這樣的集合性，所

謂媒體機構，更強調全體或組織的產製實踐，並且著重於其歸屬與權力、追求媒

體經濟以及規範管制（Buckingham, 2014）。這樣的界定促成了校長領導中，建

立學校運作團隊共享的媒體素養知能有其合理性，因為無論是媒體參與或媒體運

用，都更強調於學校群體或整體的共同產製實踐，而且這樣的實踐成果往往並非

歸屬於產製的個體，而是學校整體。值得注意的是，Buckingham（2014）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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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媒體機構一詞時也特別說明，媒體機構的其中一項重要元素，在於這些媒體產

製實踐的組織必須要受到不同的法律或規範所管制。然而，對於學校產製的媒體

是否存在特定的法律或規範的管制？關於這個問題，在以學校為單位的校務運作

中，必然受到了教育法規的相關規範，然而，現階段新媒體環境的發展，對學校

參與者而言仍是自願性的環境，且教育部等官方組織對於學校作為一個媒體組織，

並沒有明確的界定與規範，因此，與其說在學校運作團隊所共享的媒體實踐受到

法律規範的影響，學校內外部參與者所形塑的學校生態與文化氛圍對學校媒體實

踐造成「價值限制」，可能比法律與規範的「法規管制」更為具體。 

整體而言，Buckingham（2014）的概念模型中，媒體機構的概念內涵可以

與共享的媒體素養知能相互對應。至於個別層級的媒體素養知能，則因為兩個架

構的知識基礎預設不同，因此難以相互比較。 

貳、 與新媒體素養框架的討論 

無論是從理論觀點提出的背景，或是對於新媒體素養的重視與關注，乃至於

透過資料分析進行媒體素養內涵的建構取向，新媒體素養框架與本研究所整合之

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的整體觀點較為一致，有助於二者之間進行比較與討

論。 

首先，新媒體素養框架將媒體素養分為四個象限，以功能-批判軸線與消費-

產製軸線進行描述，在這四個象限中，分別有詳細的十個指標分布於四個類別，

分別是第一象限的批判性產製素養（創造、參與）；第二象限的批判性消費素養

（評鑑、綜合、分析）；第三象限的功能性消費素養（理解、消費技能）以及第

四象限的功能性產製素養（製造、分配、產製技能）。並且在產製軸線上劃分了

一條 Web 2.0 的網路化新分界，將參與及分配在新媒體工具的蓬勃發展下，所形

成的訊息傳播現象與參與文化強調出來（Lin et al., 2013）。然而，當新媒體素養

框架被提出時，其最終所要達成的目的是如何讓所有的個體都能具有更佳的媒體

素養能力，才能實踐於數位社會的日常生活，因此，在進行兩者之間的比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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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其探討範圍的錯置，將把比較的範疇界定在新媒體素養框架與本研究中

提及的校長個別的媒體素養知能。 

本研究所界定的校長個體層級媒體素養知能（如圖 5-1 左下角），包含媒體

轉化、後設媒體認知以及媒體責任，其中，根據前述的界定與訪談資料的分析，

媒體轉化的過程涉及到將接收到的媒體資訊有意識地依照其特性與對資訊的可

能影響者進行考慮，再將之重新編製轉換到相同或不同的媒體管道傳遞出去。這

樣的歷程可以對應新媒體素養框架中的批判性消費素養邁向批判性產製素養之

間的箭號，顯示媒體轉化可能是理解在「來自特定媒體管道之特定資訊，從批判

性消費邁向批判性產製」的歷程（參考圖 5-2 紅色箭頭處，左方的媒體轉化知能

涉及新媒體消費到新媒體產製的過程）。這個歷程的重要性在於素養者將一個特

定媒體內容自消費到產製的連續性轉變過程，而非僅就其媒體消費或媒體產製個

別進行討論（Lin et al., 2013)。 

 

圖 5-2. 媒體轉化與新媒體素養框架的對應示意圖 

 

需要加以說明的是，本研究所整合的媒體轉化必須要放置在願景資本的領導

脈絡下進行理解，即使涉及相關指標，仍不能單獨以新媒體素養中的批判性消費

素養指標（也就是評鑑、綜合、分析）以及批判性產製指標（創造、參與）來解

釋之。關於這兩者之間的相互對照，研究者認為，新媒體素養框架中的批判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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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素養與批判性產製素養等五個指標，有助於理解在媒體素養組合中媒體轉化的

不同階段，但並非每一個階段都可能被經歷，對轉化過程中可能經歷哪些指標，

則需要更進一步的探討。 

在媒體素養組合中的後設媒體認知，並非是指單純的後設認知（也就是說，

媒體的後設認知是在認知對媒體認知的歷程），而是在媒體歷程中，前置脈絡介

入下了後設認知（也就是說，後設的媒體認知是以校長領導實踐的經驗與反思來

認知媒體）。這樣的概念在新媒體素養框架的對應中，可以被視為校長領導所形

成的一種批判性觀點，而在本研究中所提及的校長領導脈絡，便是全面綜覽校務

的經驗與反思，換言之，校長對媒體是以其特定視角觀點來認知，這樣的特性符

合新媒體素養框架中對批判性的界定（也就是說，能從脈絡或社會層次理解媒體

內容或了解其社會影響），並且更進一步的指出校長領導中綜覽校務的經驗與針

對學校內外部參與者全面性的考慮，是校長在進行批判性媒體實踐時，不能被取

代的重要脈絡（參考圖 5-3 綠色圓圈處，左方媒體素養組合綜覽層次的校長領導

脈絡，形成了批判性的後設媒體認知）。 

 

圖 5-3. 後設媒體認知與新媒體素養框架的對應示意圖 

 

媒體責任的意涵，其前提是校長對公共效應的覺察，符合新媒體素養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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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媒體產製對創造媒體內容並理解社會影響的描述（Chen et al., 2011; Lin et 

al., 2013），不同的是，所謂的媒體責任不只是理解其社會影響，也包含校長是否

能依照其媒體實踐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來修正自身的媒體實踐，並且是否能夠承

擔所產製出的媒體資訊所帶來的影響與責任，換言之，媒體責任的意涵不僅限於

批判性的媒體產製，而是將對運用媒體的道德意識融入了媒體素養的討論之中，

這樣的討論並沒有在新媒體素養框架中被體現出來，這也可能顯示了當媒體素養

的理論框架進入教育的場域時，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更多的價值、道德與倫理議題，

因此，若要以媒體責任來與新媒體素養框架進行比較時，研究者只能透過其涉及

了批判性媒體產製的特性，以及這樣的可能同時存在於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環境

當中，將道德責任這樣的項目暫時放置於新媒體素養框架中（參考圖 5-4 紫色虛

線對應處，左方校長個別層級公共效應的媒體責任，可能對應到新媒體素養框架

批判性產製素養仍未探討到的區域）。 

 

圖 5-4. 媒體責任與新媒體素養框架的對應示意圖 

 

整體而言，新媒體素養框架與本研究所提出的媒體素養知能之間，主要的對

應範疇位於校長個別的知能，其中，媒體轉化有助於補充批判性消費素養進入批

判性產製素養的歷程，而批判性素養的五項指標也有助於理解媒體轉化所涉及的

步驟。後設媒體認知的概念從批判性素養的內涵中獲得的合理性，其綜覽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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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脈絡進一步描述的校長所需的批判性思考的來源，這是原本新媒體素養框架

的範疇所未討論的。至於媒體責任，則是在框架中批判性產製素養的基礎上加以

探討當媒體素養進入教育範疇與校長領導的場域時，可能隱含且需被納入考慮的

道德層次議題，這樣的道德責任，可能是在新媒體素養框架中，屬於批判性產製

素養而尚未被探討的媒體素養概念。 

參、 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的精緻化 

整理與上述兩個模板的對應情形後，與 Buckingham（2003；2014）媒體素

養概念模型以及 Lin 等人（2013）新媒體素養框架進行比對，研究者主要對現有

的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有下列兩點的補充：（一）媒體素養組合中校務團隊

共享知能可以透過 Buckingham（2014）所提出的媒體機構概念進行理解，並且

透過融入校長領導的脈絡，將法律與規範的管制調整為學校內部文化與外部社群

氛圍的價值限制；此外，由於建構取向的差異，媒體素養概念模型無法完全對應

本研究的媒體素養組合；（二）新媒體素養框架提出的脈絡與媒體素養組合更為

接近，但由於其強調個體的素養，因此在比對時側重校長個別層級知能，並發現

媒體轉化與批判性消費及產製之間的轉換歷程可以相互對照與補充；而綜覽層次

的後設媒體認知則可以對應新媒體素養框架中批判性媒體素養的描述，並且進而

增進其批判性認知的來源便是校長領導脈絡中綜覽層次的經驗與對學校參與者

全面性的考量；最後，媒體責任則是過往新媒體素養框架中沒有探討到的一環，

這可能顯示媒體責任是當媒體素養理論進入教育場域時，其道德責任的特性是需

要額外考慮的因素（參考圖 5-2、5-3、5-4）。 

透過上述不同媒體素養理論觀點的相互討論，研究者將校長領導－媒體素養

組合各個項目編號如圖 5-5 以便說明組合內不同項目之間的關係。 

 



108 
 

 

圖 5-5. 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編號圖 

 

圖 5-5 中，上半部分屬於校長領導的範疇（編號 01 至 06），其中領導焦點指

稱的是校長領導所應達成的領導目標，包含校務正常運作、課程教學品質，以及

學生學習中心等三部分。校長領導脈絡（編號 02）所指的是本研究所提出校長

所需的媒體素養知能必須考慮的脈絡性原則（編號 03 至 06）。圖的下半部分（編

號 07 至 14）則為本研究所提出校長所需發展的媒體素養組合，這樣的組合包含

了校長個別所需的媒體素養知能（編號 12，包含編號 07 至 09）以及校務團對共

享的媒體素養知能（編號 13，包含編號 10 與 11）。關於各細項（編號 3 至 11）

的定義與說明，請參考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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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項目說明 

編號 項目 定義 文獻參考 

03 願景資本 

奠基於組織的願景目標，來進行資源的累積

與運用。換句話說，組織在累積或運用其資

源的過程中，是否有以組織的核心價值與願

景來進行規劃。 

Galloway（2017）提

出願景資本概念。 

04 綜覽層次 

針對學校內外部統合的觀點指出，透過理解

學校不同參與者的角色與觀點，校長能透過

其整合性或全面性的的視野，推升學校整體

的效能。 

Küpers（2007）提出

校長專業綜整性。 

05 公共效應 

校長不同於學校內部其他成員，無論對學校

內外部社群而言，校長是學校的代表者，而

正因為校長代表了學校整體，其言行舉止、

表述回應都具有公共效應，這樣的公共效應

包含了校內參與者及校外社會大眾，接收到

與校長有關資訊的閱聽人產生不只對校長

個人觀點與印象的影響，同時也對學校整體

印象或觀點產生連帶的改變。 

林明地（2002）提出

校長經營學校對外

的形象與關係。 

06 
學校團隊

願景共識 

媒體素養放諸於校長領導的範疇之中，同時

涉及了校長對個體媒體素養能力的認知以

及其對學校校務運作系統所需具備的一種

集體性媒體素養的基礎共識。校長除了掌握

並提升新媒體時代所需要的媒體素養能

力，也需要考量如何將媒體素養形塑進入學

校文化的一環，讓學校團隊對媒體素養有共

識與理解。 

- 

07 媒體轉化 

媒體轉化是指校長在接收一個媒體管道資

訊後如何透過相同或不同的媒體管道再發

揮其影響力。其重點在於在資訊流通的環境

中，校長必須更著重於如何將可能影響學校

參與者的媒體資訊，透過校長對學校願景目

標的掌握，將同樣的資訊有教育目的性的參

與或運用。 

Lin 等人（2013）新

媒體素養框架所提

出的批判性媒體素

養指標，包含批判性

消費（評鑑、綜合、

分析）與批判性產製

（創造、參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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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定義 文獻參考 

08 
後設媒體

認知 

後設媒體認知指對媒體管道與資訊認知歷

程的認知，也就是說，校長會透過其領導實

踐的經驗與反思，發展其全面性、綜覽性的

領導觀點，而這樣的觀點會在與媒體管道及

資訊產生互動時發揮作用，促成校長對認知

媒體的歷程進行反思。這樣的後設媒體認知

能夠幫助校長不僅就媒體的層面進行思

考，而能將其領導的經驗、知識與觀點納入

接收、參與或運用媒體的歷程。 

Potter（2008）描述

媒體素養是一種知

識與文化的連續歷

程，所以會透過相關

的經驗與認知改變

對媒體素養的經驗

及理解。 

09 媒體責任 

校長的身分不同於社會大眾，也與學校內外

部參與者有所不同，其媒體素養的展現必須

要依照其學校領導者的公共身分而做轉

換，這樣的轉換著重的是媒體責任。所謂媒

體責任，是指在參與或運用媒體時，能否掌

握任何媒體管道中，其無論作為參與者或運

用者時，這些行為可能會產生何種影響，並

能夠承擔這些媒體行為產生的可能後果。 

Lin 等人（2013）批

判性媒體產製對於

媒體影響的延伸。 

10 媒體參與 

對外部媒體所帶來的資訊流動，校長會就與

教育議題或政策相關的訊息、教育的時事與

學生相關的事務進行主動的關注，而非一個

被動的接收者。校長也針對這樣的特性加以

說明，指出校長的角色不同於學校其他參與

者，更是以學校的全面性在理解外部媒體資

訊的影響，就不同角色在校務運作中的參

與，進而決定如何進行回應。 

Jenkins（2006）所描

述新媒體發展造成

大眾言論表達不同

形式所產生的參與

文化。 

11 媒體運用 

媒體運用則是校長從傳統與廣電媒體時便

會予以關注的互動，在新媒體環境的影響

下，學校可以成為主動經營媒體的經營者，

但這些運作也因應不同媒體而要有不同的

運作，這也包含了維繫傳統媒體的關係，以

及考慮這些媒體管道運用如何回應到學校

本身才能發揮媒體的最大效益。 

Waters 與 Cameron

（2007）提出必須要

掌握外部環境變化

的幅度並應用到與

學校有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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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三者的模板比較中，研究者已經在第二章探討過 Buckingham

（2003；2014）媒體素養概念模型與新媒體素養框架（Lin et al., 2013）的異同，

在本處將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納入比較時，發現校務團對共享知能可以透過

媒體機構的概念加以理解，而校長個別層級媒體知能則能與新媒體素養框架進行

比較。然而，在進行比較的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透過本次與校長進行訪談所建

構的媒體素養組合，在對應現有的架構時，均只能就媒體素養組合的部分來進行

討論，在對應到 Buckingham（2003；2014）的概念模型時，較難以對應到媒體

語言、再現與閱聽人的關鍵概念，主要的原因在於建構概念的脈絡及取向不同；

而在對應 Lin 等人（2013）的框架時，對功能性消費素養的對應也較少，可能的

原因是新媒體時代來臨的情況下，大多數校長都已經具備智慧型產品並且擁有基

礎的功能性操作能力，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媒體素養組合，更側重於批判性素養

的內涵。然而，雖然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對功能性素養的對應情形不明確，

但本研究所提出的組合乃是放置於校長領導的脈絡之中，因此，在媒體環境快速

且仍然持續的變化中，校長作為學校的領導者，掌握外部變化的幅度與內容，仍

是其領導中的一環，因此，在新媒體素養框架中所提出的功能性媒體素養，也同

樣是校長所必須具備的媒體素養。 

整體而言，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指出了在新媒體時代的校長領導所需具

備的特定媒體素養，在這個素養組合中，凸顯了校長領導焦點的重要性與脈絡性，

透過兩個模板的對照與修正，除了提供個別層級與學校團隊共享知能的合理性，

也加入了對媒體轉化的項目指標與將學校視為媒體機構時的價值限制。關於這個

初探性的媒體素養組合，仍有幾個需要加以釐清之處，包含在媒體轉化的歷程與

新媒體素養框架中批判性素養指標的對應情形、內部學校文化與外部社群氛圍如

何且形成了什麼樣的價值限制，以及在個別層次中媒體轉化內的「參與」指標以

及團隊共享層次中的媒體「參與」具體如何區分，此外，由於本研究所提出的媒

體素養組合收到校長領導的脈絡影響非常大，因此在運用這個媒體素養組合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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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必須有意識的先就該校長的特定角色與領導焦點進行理解，才可能應用於

理解並有助於發展媒體素養組合中所整合的相關知能。 

  

 



113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參與過「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連署活動的高中校長為個案，

進行半結構式訪談，針對其校長領導的經驗與對媒體素養的觀點，依個案所處的

學校脈絡為背景進行個別分析後再綜合比較。透過一連串編碼、修正、精緻化、

再修正以及再精緻化的過程，提出校長與媒體的動態互動關係，並奠基於這層關

係，提出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並將這個組合與 Buckingham（2003；2014）

媒體素養概念模型以及 Lin 等人（2013）新媒體素養框架進行理論架構的比較與

修正。本章依序說明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與結論；再針對實務應用與未來研究提出

相關建議；最後再說明研究者進行本研究的省思。 

第一節、結論 

壹、 校長角色與媒體的動態互動關係 

一、校長扮演新媒體時代領導學校的重要角色 

媒體科技快速且蓬勃的發展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而且這樣的趨勢已經改變

的傳統閱聽人被動的角色，並賦予了閱聽人主動進行言論表達的機會。這樣的影

響也進入了學校場域當中，改變了學校參與者溝通互動與言論表達的模式，進而

衝擊了傳統的學校文化。這樣的改變對學校而言，一方面因為科技的便利性使得

資訊交流與分享可以更為迅速流暢，但另一方面也讓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擔憂學校

的主體，也就是學生在這樣的新媒體環境中如何自處與成長。當媒體成為了絕大

多數學校內外部資訊傳遞的管道時，學校參與者變成為校長在對學校經營做考量

時必須要考慮的部份，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媒體素養是在這一波環境變遷裡必

須要具備的條件，才能夠有效的運用新媒體技術，提升學校校務運作的效能，提

升教師教學品質，並且最終幫助學生在數位世代中成為獨立批判思考的個體。 

二、新媒體成為校長治校新工具，同時成為影響學校生態的因素 

校長角色與媒體的關係呈現一個互動且彼此影響的動態關係，在這個關係中，

校長理解媒體的方式可以分為兩部分說明，其中一部分是將媒體視為工具性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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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另一方面媒體發展影響學校生態也使得校長必須將媒體納入校務運作或學校

文化的一環來考慮（如圖 4-1）。需要注意的是，這兩種理解媒體定位的方式也有

可能同時存在，無論媒體在動態關係中的哪個位置，校長都應該回歸其領導的專

業性，以領導焦點中對學校校務運作、課程與教學以及學生學習品質為主要關懷，

而在以校務運作為核心時，校長除了自身所需具備的媒體素養外，也有一些媒體

素養知能需要推廣並形成學校團隊共同具備的知能，才能有效的協助學校團隊經

營校務並與校內外參與者互動。 

貳、 校長領導焦點指引特定媒體素養方向 

在新媒體環境中，新媒體對校長而言同時是一種工具性的產物，媒體也進入

學校環境成為學校文化的一環，這兩種關係可能同時存在，而且校長與媒體之間

仍然維持動態的互動，並非固定的疆界，而是一個連續性的發展歷程。然而，在

這樣的動態關係中，校長認為其領導的專業性仍然是指引其與媒體互動的主要依

據，而與媒體互動的類型，則以媒體參與（主動關注與回應）以及媒體運用（包

含校務應用與教學應用）兩種行為為主。 

將校長領導的專業性作為指引校長所需的特定媒體素養時，經過訪談資料的

整理與編碼分類後，獲得了具脈絡性質的三種特定媒體素養，分別是「願景資本

的媒體轉化」、「綜覽層次的後設媒體認知」，以及「公共效應的媒體責任」，這三

者均必須在校長角色與其領導專業的脈絡下才會成立，且這樣的角色特殊性是學

校其他參與者所無法取代的。 

參、 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 

一、依領導焦點與校長領導脈絡發展的媒體素養知能 

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並非是一個固定不動的概念，這個概念會隨著校

長領導焦點細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當校長領導學校塑造了不同願景、學校參與

者與團隊的組成或文化改變，以及校長的公共影響力產生變化時，校長都需要依

照這些脈絡的調整而修正自己的媒體素養實踐，進而透過個體的媒體素養知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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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集體媒體素養的成長與效能。但這樣的動態歷程不能失去以校長領導焦點引導

的根本，也就是校務正常運作、課程教學品質，以及學生學習中心。在這個組合

中，校長領導焦點指引其媒體素養的方向，也就是為其媒體素養提供目的性，透

過三種不同脈絡的指引，促使校長具備個別層次媒體素養知能。 

本研究所提出的媒體素養組合（圖 5-1），包含校長所需要的特定媒體素養，

是具備脈絡性的媒體素養，此處的脈絡性所指的是校長領導焦點中，指引媒體素

養的特定領導脈絡，也就是校長個別層級所對應的願景資本、綜覽層次與公共效

應，以及校務團體共享的學校團隊願景共識，並根據校長個別與校務團體共享的

差異，媒體素養組合亦分為校長個別層級（也就是媒體轉化、後設媒體認知、媒

體責任）與校務團隊共享的媒體素養知能（也就是媒體參與、媒體運用），這樣

的對應來自校長與媒體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強調了新媒體時代下校長一方面有其

特殊所需具備的特定媒體素養知能，也須因應新媒體環境與學校生態相互影響之

下，學校團隊所應共同凝聚的願景共識與共享的媒體素養知能。 

二、媒體素養組合與媒體素養理論觀點的討論與修正 

本研究將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納入比較時，發現組合內的團隊共享知能

更貼近 Buckingham（2014）的媒體機構概念，而個別層次知能則更貼近新媒體

素養框架（Lin et al., 2013）。然而，在進行比較的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透過本

次與校長進行訪談所建構的媒體素養組合，在對應現有的架構時，均只能就媒體

素養組合的部分來進行討論，在對應到 Buckingham（2003；2014）的概念模型

時，較難對應到語言、再現與閱聽人的關鍵概念，主要的原因在於建構概念的取

向不同；而在對應 Lin 等人（2013）的框架時，對功能性消費素養的對應也較少，

可能的原因是新媒體時代來臨的情況下，大多數校長都已經具備智慧型產品並且

擁有基礎的功能性操作能力，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媒體素養組合，更側重於批判

性素養的內涵。 

在經過比較與討論後，研究者發現媒體素養組合中校務團隊共享知能可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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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Buckingham（2014）所提出的媒體機構概念進行理解，並且透過融入校長領

導的脈絡，將法律與規範的管制調整為學校內部文化與外部社群氛圍的價值限制；

此外，由於建構取向的差異，媒體素養概念模型無法完全對應本研究的媒體素養

組合；在與新媒體素養框架的比較與討論中，發現媒體轉化與批判性消費及產製

之間的轉換歷程可以相互對照與補充（圖 5-2）；而綜覽層次的後設媒體認知則可

以對應新媒體素養框架中批判性媒體素養的描述，並且進而增進其批判性認知的

來源便是校長領導脈絡中綜覽層次的經驗與對學校參與者全面性的考量（圖 5-3）；

最後，媒體責任則是過往新媒體素養框架中沒有探討到的一環，這可能顯示媒體

責任是當媒體素養理論進入教育場域時，其道德責任的特性是需要額外考慮的因

素（圖 5-4）（修正後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中各項目的說明與概念，可以參考

圖 5-5 與表 5-1）。 

第二節、 建議 

壹、 對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一、校長作為學校領導者，應主動積極理解新媒體環境並發展以領導脈絡為基礎

的媒體素養知能。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發現，媒體環境影響學校文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的反應，

學校的領導者若能夠正視新媒體科技的發展，主動且積極的理解新媒體環境，並

且融入於學校文化，將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推升。然而，推動新媒體應用的過程當

中，校長須能時時檢視在與媒體互動或展開媒體實踐的過程當中，是否有透過其

校長領導的焦點進行檢視，也就是說，是否有以校務正常運作、課程教學品質與

學生學習中心為導向，來發揮新媒體的功能。 

在培養特定所需的媒體素養上，校長必須重視領導的脈絡，以發展校長個別

層級以及學校團隊共享層級的媒體素養知能，並可以透過本研究所提出的校長領

導－媒體素養組合來檢視其領導過程中媒體素養的發展情形。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本研究中所提到的學校團隊共享知能，必須以學校文化與共同願景為前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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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強迫性的推動媒體科技給學校團隊使用，而是透過漸進式的融入，並且在校

長領導的影響力下，讓學校集體展開組織學習的進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所提出的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乃是一個隨

校長領導焦點細節不同而會有不同運用的框架，而且在這個組合內，媒體素養被

視作一個連續不斷積累的歷程，因此，校長在發展其媒體實踐的過程中，若能夠

以形成性的方式反覆檢視自己的領導實踐與媒體素養發展，將有助於媒體素養組

合更符應運用者所處的脈絡當中。 

貳、 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一、增加實證資料的蒐集與整理，進一步對於校長領導實踐的不同面向，進行更

深入的媒體素養知能的探索與驗證。 

本研究根據對 7 位具有參與新媒體環境與豐富學校領導經驗的校長所進行

的訪談與相關資料的分析與整合，初探性的提出一個重視校長領導脈絡的媒體素

養組合，並且將這個組合與既有較為完整的理論架構進行對應與精緻化。然而，

本研究所整合的各項目媒體素養知能，是否可以如同借用新媒體素養框架來檢視

媒體轉化這個項目一樣進行更細緻的分析，仍有待後續研究者透過更多的實證資

料進行驗證，包含針對更多來自不同區域、階段的校長，或以幾所學校為個案進

行更為深入而連續的資料蒐集與分析。 

二、探索不同教育領導理論觀點，是否會對於校長所需要具備的媒體素養知能有

不同的影響。 

關於本研究所採取的校長領導觀點，主要是奠基於一連串實證資料的後設分

析所獲得的結果，也就是 Waters 與 Cameron（2007）所提出的均衡領導框架，

這樣的框架對校長領導焦點在扮演媒體素養組合指引的理解上有顯著的貢獻，然

而，目前的校長領導理論日漸多元，在不同的領導理論基礎上檢視校長領導－媒

體素養組合，是否可能獲致不同的結果，例如在現行研究中盛行的分布式領導中，

校長的媒體素養實踐是否會有所不同，這樣的立論差異也有待後續研究者更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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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探究。 

三、對學校不同參與者進行實證資料的蒐集，並且針對校長的培育、訓練與候用

校長發展其媒體素養提出更多實務性建議。 

本研究透過實證資料發現學校參與者中，校長作為特定的領導者角色有其所

需特定的媒體素養，而在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中，也包含了個別層級與學校

團隊共享的知能，這樣的知能對於候用校長發展媒體素養或是校長的培育過程有

何啟發，或是是否可以從學校不同參與者來進行理解校長所需具備與推廣的媒體

素養知能，而學校不同參與者是否因為其所扮演的角色或專業不同而需要其特定

的媒體素養，經過本研究的初探性探索，發現這樣的研究方向是可行的，後續的

研究者若能透過對校長領導所需的新媒體素養知能研究，進而提出更多實務上的

建議與方案，將有助於校長因應新媒體時代並提升學校校能。 

第三節、 研究者省思 

壹、 研究限制：質性研究的優勢與缺失 

本研究採取的是質性取向的個案研究，研究的優勢在於能夠深入且完整的依

照個別個案的脈絡進行梳理與分析，再將不同個案的特性、編碼與資料集合檢視，

透過先分析再集合的方式，減少質性資料可能因為「去脈絡化」而導致的誤差。

然而，質性研究的限制往往在於其難以推論至更為廣泛的場域或是不同的學校背

景中，本研究透過 7 位校長對領導經驗與媒體素養的觀點以及其所屬學校的脈絡，

建構出了校長領導－媒體素養組合，然而，這樣的組合並無法跨脈絡性的比較，

換言之，無法提供兩所學校不同校長的媒體素養知能優劣與差異。但本研究的焦

點也不在於提供一個比較的基礎，而是建立一個理解校長領導脈絡下媒體素養的

觀點，透過這個媒體素養組合，能提供校長檢視學校脈絡中，其領導焦點、領導

脈絡、個體與集體層級的媒體素養如何形成一個歷程，並透過這樣的組合，發展

更適合其所屬的特定脈絡下，所應具備的校長領導－媒體素養實踐。因此，雖然

本研究所提出的組合無法提供跨脈絡的比較，但能對校長發展屬於其特定脈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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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體素養知能有所貢獻。 

貳、 研究反思：脈絡與非標準化的重要 

本研究從文獻探討、研究設計乃至於研究發現分析，並提出校長領導－媒體

素養組合的過程中，脈絡的重要性均反覆的被提及。研究者認為，在教育場域的

研究過程乃至於教育實踐中，脈絡的重要性常常被過度低估，大至教育政策的借

用，小至教學方法的複製，都忽視了脈絡的重要性。重視脈絡，也就是重視特定

情境對現象的影響，換言之，任何在教育場域中所發生的現象，都不單只是某個

操作變因的影響，而是所謂的操作變因與環境因子交互作用之後的成果。 

脈絡的重要性也帶來了研究者對標準化的省思，標準化盛行的結果，便是忽

視個體差異與脈絡差異，只依循特定程序來採取行動。但若在教育場域中不斷借

用的概念、政策、理論與教學方法均採取一體適用的思維，如何能夠達成十二年

國教中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的美好願景呢？本研究在透過對校長專業角色

的探究過程中，深深感觸校長領導是多向度的概念與實踐歷程，無法透過去脈絡

化的視角來理解，在不同的向度中，校長領導可能展現出非常多元且不同的領導

實踐，因此想要提出一個無所不包的觀點來理解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當我們可以

透過理解不同的特定脈絡（若在什麼情境下），再深入探究這個脈絡下的現象或

行動（則產生什麼效果、行為、現象），雖然這樣的脈絡性原則使得建構一個理

論或視角更為侷限，但對能理解或甚至對脈絡有影響的人而言（例如校長對學校

文化的影響也是一種脈絡的影響），也許可以提供更高的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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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1. 請簡單介紹一下您擔任的經歷、背景與擔任校長的年資？ 

2. 能否請您分享一下您參與「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連署的原因與想法？ 

3. 請問您認為媒體（新聞、社群、網路媒體）的發展： 

3-1、 對學校環境是否有什麼影響？ 

3-2、 對校長的領導角色是否有什麼特定的影響？ 

3-3、 能否舉個例子？ 

4. 能否從您的角度，描述您認為校長與媒體的關係為何？ 

4-1、 您認為校長領導的哪些面向與媒體有關呢？能否舉個例子？ 

4-2、 您認為校長領導與不同的媒體是否有不同的關係呢？ 

4-3、 能否舉個例子？ 

5. 請參考我在本研究中對媒體素養的定義（附錄三）： 

5-1. 您認為校長領導的實踐中，需要什麼樣子特定的媒體素養？為什麼？ 

（換言之，具備什麼樣特定的媒體素養更可能有助於校長領導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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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與文獻對應關係表 

文獻

題號 

對應概念與文獻資料 

1. 校長背景與基本資料 

2. 透過事件理解校長對一個具體媒體事件的經驗與觀點。 

（新聞事件名單與其代表性，參考自江宜芷，2017）。 

3-1. 

3-2. 

理解校長對媒體環境改變的觀點以及對學校環境及校長角色的影響。 

 

（新媒體發展影響參考自 Lin、Chen 與 Chai，2015 及 Buckingham，2015） 

4-1. 建構受訪者對校長角色及各種媒體的關係為何。 

（這樣的關係建構於文獻回顧中所提及，各類研究媒體素養與特定專業

角色的對應情形，如文獻探討第三節第貳點之三。） 

4-2. 建構受訪者對不同的校長角色是否需因應不同的媒體環境改變。 

（媒體素養原本就是一種多向度的素養，且必須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展現

不同的校長領導專業（Buckingham, 2003；Waters et al., 2007）） 

5-1. 參考本研究對媒體素養的定義，藉由受訪者對哪些媒體素養對校長領導

專業有貢獻的回應，建構本研究的理論框架。 

（媒體素養之定義參考自文獻回顧第一節對個學者專家定義的統整（表

2-1.），問卷的概念回應研究問題，並建構於文獻回顧中對 Buckingham

與 Lin 等人比較後所指出的媒體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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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媒體素養定義整合表 

項目 定義 

媒體素養的內涵 媒體素養包含理解、產製（內容創造）、溝通、分析、評估、近

用、回饋、批判反思等等，這些內容都強調了作為一個素養者

（literate），對媒體資訊所應具備的接收與判斷、回應及參與的

知識技能。 

媒體素養的功能 媒體素養普遍被視作一個工具性或功能性的裝備，裝備上媒體

素養的人，即能辨別訊息與資訊、面對各類型的媒介、在資訊

爆炸的環境裡自處與理解深層的文化結構及政治環境脈絡，並

獲致媒體資訊背後的後設語言（林子斌，2006）。可以說媒體素

養的主要功能，即在於賦予使用者對媒體資訊，如何扮演好一

個妥善在媒體環境與他人互動的接收者與創造者。 

媒體素養的目的 媒體素養應達到的目的則包含具備媒體素養應該成為一個人所

具備的權利（Aufderheide & Firestone, 1993）以及幫助個體成為

具備批判價值的自省者、社會與世界的公民參與者。換言之，

在媒體素養被視作世界公民的基本素養能力情況下，對每個人

都應有具備媒體素養機會的主張，可以被視為主張媒體素養其

實便是世界公民的基本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