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絲帶

烘焙機

目錄
2022 [元宇宙媒體識讀]迷因梗圖徵選展開
2022 元宇宙兒少營會、社區親職講座六月開跑

2022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舉行
2022媒體天空領航員論壇大法官談假訊息

5/11 淡水區育英國小-教師研習
5/12 板橋中山國中-社區親職講座
5/13 三重區光榮國中
5/14 板城福音中心家長成長團體、新北市錦和高中
、內湖救世軍-青少兒成長團體
5/19 前往花蓮豐裡國小
5/20 基隆輔大聖心高中
5/21 內湖救世軍 青少兒成長團體
5/25 基隆經國管理學院 學生講座
5/27 前往台北市陽明高中
5/28 板城福音中心 家長成長團體
5/28 內湖救世軍 青少兒成長團體

「百萬好點子」繪本

疫情失業在家種大麻 靠網路「死轉手」販毒牟利
新冠染疫後無症狀、輕症，還需擔心後遺症嗎？
胸悶以為染新冠，昏迷竟是心肌梗塞！醫師教分辨二者
最大不同
長期性霸凌、性騷擾學生只停聘6月
兒童疫苗爆搶打潮 指揮中心曝分配公式

白絲帶

傳真情

白絲帶

布告欄

白絲帶

觀察站

白絲帶

萬花筒





2022 [元宇宙媒體識讀]迷因梗圖徵選展開

白絲帶烘焙機



2022 元宇宙兒少營會、社區親職講座六月開跑

白絲帶烘焙機



2022 元宇宙兒少營會、社區親職講座六月開跑

白絲帶烘焙機



2022 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舉行

白絲帶傳真情

虛擬vs虛幻？ 未來vs未知？
白絲帶數位創世紀研討會5/6展開

元宇宙由跨國社群媒體、遊戲業者提出，台灣媒

體產業準備好了嗎？多位學者專家今天2022數位創世

紀學術實務研討會表示，元宇宙對於虛實整合的可能

性提出各式遠景，目前遊戲運用的延伸較為普遍，但

內容產製面的運用仍待評估．

東森電視台數位媒體部潘婉琳經理指出，臉書去

年年底更名元宇宙metaverse，已經邀請東森參與其內

容規劃設計發展。歷經電視記者、節目製作人、新媒

體部行銷等歷練，潘經理說明，元宇宙發展牽涉身份、

沈浸感、低延遲、隨地、經濟系統、朋友、多元化、

文明等元素，臉書找國內電視頻道合作偏重朋友、多

元化、文明面向，如動畫、遊戲、模擬運用為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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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琳坦言，2016年起與臉書合作至今，入門元
宇宙看似有吸引力，元宇宙或許有機會應用於遊戲延
伸，卻也形成影音創作的挑戰。例如人的視角未必都
是360度，她選舉開票現場為例，未必每一個視角都是
閱聽人有興趣的。再以節慶為例，閱聽人可能對天燈
的內部或四周感到好奇，這些鏡頭規劃設計紀錄完成，
需要長時間的後製才有機會播出。這樣長時間的產製
流程，未必適合有時效性如新聞報導等內容。

台灣新聞所兼任助理教授陳彥豪博士，身兼銘傳
大學VR整合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以實驗VR經驗解釋，
元宇宙的內容產製有別於目前以導演為主的視角，而
是沒有導演的影像敘事。今後應用於遊戲使用不僅僅
是全方位視覺體驗，還有射擊或被攻擊、甚至玩賽車
被風追的刺痛感體感經驗，這些目前台灣都在努力開
發過程。

全國廣播電台林俊傑總經理表示，廣播產業15年
前面臨網路衝擊，7年前再逢直播興起，去年經歷
podcast播客元年，廣播產業不段從策略聯盟，廣播同
業從聲音出發結合影音、再進入VR，目前也發售N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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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協會理事長的林俊傑說，
廣播產業面臨外部環境的改變，如何加強從業人員具
備橫向操作的能力為不二法門。他以全國廣播為例，
說明廣播產業拓展結合網路電商平台，並派員前往與
日本、以色列參展觀察合作，也透過同仁實際交易數
位貨幣比特幣、狗狗幣等，獲取第一手經驗，目前也
發行NFT。

本校廣電系黃葳威教授提醒，元宇宙異象中，台
灣傳播人才可以扮演的要色令人關心，根據跨國科技
平台產業報告，每年有七億收益來自網路遊戲使用者，
台灣如何脫離終端使用者的位置，走出跨國產業發展
鏈中的消費端，兼顧內容產製或科技開拓研發的前端
角色，值得關切與努力。

2022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由本校數位傳播
文化行動實驗室主辦，週六下午邀請大法官蔡明誠博
士，主講數位智慧財產權、言論自由與侵權 ; 並針對元
宇宙媒體創新、元宇宙內容行銷、元宇宙平台監理、
元宇宙美感創生、元宇宙性別議題等進行研討，相關
訊息可查詢白絲帶關懷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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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資訊or假新聞？
大法官蔡明誠談言論自由與侵權界線

大法官蔡明誠教授七日在白絲帶「媒體天空領航
員」論壇表示，網路夾帶創新商機的蓬勃發展，網路
假資訊往往可能侵害商譽 ; 同時，他提醒涉及新聞言論
自由的假新聞，在一些國家常有公權力介入，面對假
新聞的治理不可不慎。

蔡明誠大法官說明憲法保障傳播自由基本權，包
括意見表達與事實陳述等散布自由、資訊自由與資訊
獲知請求權及近用媒體。他舉例說明過往參與遊戲軟
體分級辦法研擬時，特別邀請相關公民團體、業者代
表等相關利益團體代表，經過多次討論交流，才提出
遊戲軟體分級的方式。這些過程搜集民間各方利益團
體成員的經驗，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入法。

面對網路言論自由與自律規範的兩端，他引用憲
法第11條、第22條及第23條，說明檢查禁止，與限制
之恣意禁止、過度禁止(比例原則等)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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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誠大法官說，網路人格權保護包含姓名使用、

使用他人文章、更改他人文章等，除非為可受公評的

議題，網路發言宜慎重，避免侵害他人權益或商譽。

蔡明誠大法官表示，網路智慧(財產)權，可能涉

及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及營業秘密等。主因在於

網路社群平台與自媒體興起，部分網紅或直播主形同

個人品牌，代言等商業活動頻繁，目前侵權案例也對

這些網路名人形成衝擊。

大法官蔡明誠教授指出，台灣為開放民主社會，

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他引用憲法第11條有明

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維護，俾其實現自我、

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

能得以發揮。除非基於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保

護，法律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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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媒體天空領航員論壇以元宇宙為主題，由政
大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白絲帶關懷協會主辦，
週六下午邀請大法官蔡明誠博士，主講數位智慧財產
權、言論自由與侵權 ; 並舉行元宇宙媒體創新、元宇宙
內容行銷、元宇宙平台監理、元宇宙美感創生等論壇，
相關訊息可查詢白絲帶關懷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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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特玲娜．沙德 (Katerina Sad)

【繪者】卡特玲娜．沙德 (Katerina Sad)



百萬好點子：無價之寶
文／宋珮（圖像藝術研究者）

這本書講述了一個清新可喜的小故事，主角是一群
鴨子，一群住在農場裡被飼養的鴨子，農場的主人不
告而別，他們的生活頓失所依，該如何另尋生路呢？

烏克蘭畫家卡特玲娜．沙德擅長運用畫面配合簡短
的文字說故事；

隨著第一個畫面上離去的車子，她把讀者帶入了故
事中那個偏僻的、介於荒野與文明之間的農場，

而第二個畫面中被風吹彎的草叢、表情落寞的鴨子
和空中飄浮的羽毛，讓讀者體會出鴨子的心情，

到了第三個畫面，讀者彷彿身歷其境，也和鴨子一
起躺在草地上，數著秋天的浮雲，想著自己的未來。

畫家只用了三個跨頁，就把故事發生的時間、空間
和角色的處境清楚的勾畫出來。

繪本簡介



這故事既像古老的童話，又像是一則諷喻，具有啟
示意味。

往往故事的主題就藏在主角面臨的危機裡，顯然，
鴨子突然成了孤兒是一大危機，他們所能想到的唯一
方法，就是再找個主人，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舒舒服
服的被人照顧，不事勞力就得溫飽，卻不知道有了主
人，他們的命運大概就是成為餐桌上的食物！

其實，鴨子遭逢的危機反倒是轉機，起先，為了登
廣告找主人，他們決定學習新的技能，就是寫字，然
而學寫字並不容易，這又遭逢另一個困境，沒想到，
即使不能立刻學會寫字，學習的過程卻讓他們找到了
自食其力的方法。

原來，他們只要運用本身既有的資源，就是形狀獨
特的腳掌，就可以印出美麗的花布，而花布幫他們換
來了過冬的食物。

繪本簡介



換句話說，他們終於成了自己的主人。

除了自食其力這個主題外，另一個主題也許是善用
自己的天賦，生發出創意吧！

大衛曾用詩歌對創造他的主說：「我要稱謝你，因
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
的。」

人和天地間所有的受造物一樣，都擁有獨特的天賦，
不同的性格、經歷、環境更加強了每個人獨一無二的
特質。

這個故事藉著擬人化的鴨子告訴讀者，每個人身上
都有造物主賜予的無價之寶，就看願不願意去挖掘出
來！

繪本簡介



畫家卡特玲娜．沙德擅於運用畫面中鮮明的色彩、

不透明顏料形成的肌理和簡約的形狀營造氛圍，她以

棕色、土黃色、茶綠色斑駁的肌理描繪秋天的大地，

以帶灰的淺藍和淡綠呈現天空，襯托出故事的主角，

一群橘嘴橘腳的白鴨，以及農場附近的動物、野花、

結果子的樹、房舍、桌子、蔬果⋯⋯。

每樣東西的造型都很簡約，鮮明的色彩和簡約的形

狀結合，形成一個個明顯的、錯落有致、充滿活力的

圖案，正如鴨子們用腳掌沾了藍莓汁印出的圖案，雖

然簡單，卻極具設計感，很能吸引人的眼光，也許這

就是卡特玲娜．沙德獨特的天賦吧！

繪本簡介



卡特玲娜．沙德 (Katerina Sad)

烏克蘭插畫家，畢業於歐德薩藝術學校及利維

夫國家藝術學院，曾參與波蘭文化部獎助計劃。

她從2016年開始和出版社合作創作童書，本書

是她第一本自寫自畫的作品，並在2018年榮獲烏克

蘭最佳兒少讀物插畫獎。

作者簡介



譯者簡介

宋珮

主修藝術史，碩士論文研究元代畫家王蒙手卷。

蒙恩信主後，轉而探究基督信仰與藝術的關係。

二十多年來，在大學兼課，兼做編輯、翻譯、藝

術評論，偶得機會研究圖畫書作家及作品，嘗試與

東西方圖像敘事傳統相互參照，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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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主的話

關懷白絲帶。心懷e世代
CAP , CYBER ANGEL’S PICK

建立數位安全與

性別教育教學平台

製作「衝破迷惘」劇情片（2002）「糖玻璃」劇情片（2004）、「鞋子不見

了」（2006）、「看不見的時候」（2007）、「薔薇騎士」 （2008）、「星

空獵人」（2009）、「如果天空不下兩」（2009）、「小米的部落格」

（2011）、「藍球隊長」(2012)、「戰文」（2013）、「室友」（2014）、

「青春網事」 （2014）、「琪琪出任務」 （2015）、「六吋全世界」

（2015）、「一年之後」（2016）、「看不見的城市」（2017）、「直播不

NG」（2017）、「虛擬/實境」（2018）、「網美照過來」（2018）、「內

幕」（2019）、「迷因x網紅」（2020）。此外，白絲帶關懷協會也推出學

齡前教案，包含「如果天空不下雨」 （2014）、「玲玲的哥哥」 （2015）、

「那一年夏天」 （2016）、「出線」（2017）、「躲貓貓」（2018）、

「旅程」（2019），「中庭」 （2020），透過手繪本，教導兒童懂得保護自

身安全。

正如「白絲帶關懷協會」的英文名稱：Cyber Angel’s Pick, 我們期許協助社區家庭與青少兒，對

於唾手可得的資訊、另類的人際交往、以及五光十色、生動逼真的娛樂功效，做那最好的選擇！

白絲帶關懷協會集合了各界具相同使命的專業人士，結合政府及國內外第三部門，深入社區、

學校，與家長、老師一起來關懷e世代青少兒的數位文化知能及身心發展。

面對資訊高速公路上
琳瑯滿目的入口站，e世代如何選擇？

督促關懷e世代身
心健康立法與
企業倫理

每年結合產官學代表定期舉行

「網絡一夜情。誰讓我通行」立

法公聽會（2004年）、「繫上

白絲帶、關懷e世代」記者會

（2005年）「向網絡成癮說

No！」（2006年）、「網絡

陷阱多，預防要趁早」記者會

（2007年）、「數位要安全，

國家總動員」 （2008年）、

「我要網絡，不要霸凌」記者會

（2008年）、「 313華人網安

行動：看中網安、全球平安」兩

岸三地記者會（2010年）、

「結合兒少婦女團體推動網路分

級制度立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修法、督促網站業者建

立自律公約，與雅虎奇摩及漢聲

電台合作推動青少兒網路安全校

園宣導等」 。

形成社區
親職溝通管道

2002年起舉辦青少年與兩性圓桌座談「要 fun 不要黃」第一屆校園宣導大

使研習營，2000年定期巡迴全台社區及校園舉辦多場「網路安全教育」種

子師資工作坊。2003年開始定期舉行「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2011

年起每年4月下旬定期舉辦「網路贏家高峰會」，每年5月及10月定期巡迴

北中南東舉行「媒體天空領航員種子師資」培訓課程。2015年起深入國中

小學校園宣導「校園網安小尖兵」服務課程。2017年起動「白絲帶家庭網

安熱線 02-8931-1785 (幫救成癮。e起幫我).

我們的努力



2012年3月發表「2012台灣青少兒網路使用與自我形象調查報告」，2011年3月發表「台灣社區家庭親子網路社群調

查報告」，2010年3月發表「台灣青少兒網路使用調查報告」，2009年3月發表「兒童網路安全趨勢報告」，2008年

8月間先後發表台灣青少兒數位安全白皮書、台灣青少兒上網行為與價値觀變遷報告,2007年8月舉辦「網路陷阱多,預

防要趁早」記者會,發表台灣青少兒網路使用調查報告,2006年結合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舉辦「網路安全婦幼 e起 go」記

者會,發表全台家庭上網安全調查報告；2005年6月起每年暑假結合立法委員定期公布全國青少兒網路安全調查報告。

報主的話

關懷白絲帶。心懷e世代
CAP , CYBER ANGEL’S PICK

獎勵數位
內容創作

定期發表全國青少兒
數位安全調查報告

2003年起定期舉辦大專校園「青春記事」劇本甄選，鼓勵青少年創作發聲。

至今2020年已邁入第十六屆。每年並將獲選之故事，改編成劇本並拍攝影

片，作為網路安全教材，提供各校及家長等非營利組織使用。

如果您也願意支持關心青少兒數位學習、
網路兩性教育的工作，歡迎加入白絲帶家
族；或贊助我們的服務。華南銀行（銀行
代號008）/和平分行
帳號：121100100524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任何問題請聯絡 02-8931-1785.

祝福每一個家庭親情升級，讓愛飛揚。
希望您選擇那上好的祝福。

白絲帶關懷協會執行長 黃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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