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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澎湖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親子)*

*6/26 澎湖CRC親師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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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葳威

【繪者】李傑



天菜

疫情變化莫測，校園百態叢生。

網路同學圈互相傳遞學校公告的防疫訊息，各自
報佳音或表達無奈。

身為資優班同學，阿旺暗自竊喜，可多一些時間
約網友打怪。

「這是我的天菜，偷偷分享給你」突然，阿旺收到
一幅私訊的裸男照。

阿旺不疑有他，瞬間將這幅照片轉貼上群組，告
訴大家這是一位網友的天菜。

網友們看熱鬧般，嘰嘰喳喳討論起心目中的女神
與男神。

阿旺趕完準備就寢前收到皮皮的私訊。
「你幹嘛沒事傳我的裸照?」皮皮質問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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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繪本教案】

胡心慈博士
(師大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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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葳威

現任∕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政大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執行長
政大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執行長

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衛生福利部兒少事故防制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委員
基隆市政府兒少福利暨家庭暴力性剝削防治委員
衛星電視公會、中視、壹電視新聞倫理委員會主委
TVBS、年代、東森財經臺、原住民電視台新聞倫理

自律委員
遠東廣播公司台北辦事處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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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廣播電視電影所博士暨博

士後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學組EMBA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所肄業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實習電台政大之聲台長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
美國德州大學傳播學院訪問學者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廈門大學/蘭州大學訪問學者
行政院跨部會WIN網路單e窗口/iWIN網路單e窗口辦

公室執行長
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
得藝國際多媒體公司公股董事
行政院衛星有線電視頻道審議委員會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廣播電視節目暨廣告審議委員

會委員
教育部媒體素養委員會委員兼社區傳播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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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點影業公司公股董事
新聞局廣播電視節目暨廣告審議委員會委員
聯合報系民生報編輯部記者
中華電視台視聽中心副管理師
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組顧問
民視電視台民視評論撰稿兼主持人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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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菜》
《禮物》
《旅程》
《躲貓貓》
《出線》
《那一年夏天》
《玲玲的哥哥》
《如果天空不下雨》（合著）

著作 /
《數位時代創新傳播》
《數位時代社會傳播》
《傳播理論》（合著）
《數位時代網路治理》
《數位時代資訊素養》
《數位傳播與資訊文化》
《閱聽人與媒體文化》
《閱聽人密碼》
《聲音的所在》
《文化傳播》
《走向電視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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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傑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畢業

政大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大學社會責任計
畫STEAM專員



●小暑悶熱進補更傷身！ 養生4禁忌一次看

https://reurl.cc/9GKj08

●教師持曲棍球棒「跳殺」學生！人本：不只體罰已

是暴力

https://reurl.cc/Gx39Q3

● 29歲男玩交友軟體騙女童拍裸照 稱玩「主僕遊戲」

連同學也不放過

https://reurl.cc/p1kz44

●英國青年靠打字機作畫 化字母與標點符號為藝術
https://reurl.cc/Wr25oZ

●別滑手機上癮 92歲手機之父 放下手機「為自己活」
https://reurl.cc/8ogK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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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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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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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 2022 Cyber Angel’s Pick,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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