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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111年麥寶電波－廣播親近校園計畫 

壹、 緣起 

    傳播媒體提供了即時且豐富的資訊，除了能引導民眾對事務的觀

點，同時具有教育與文化傳承的功能，與民眾生活關係密切。「科技

資訊與媒體素養」自 108 年納入課綱，成為「核心素養」之一，媒體

素養及資訊倫理等被列為學習課程，而媒體素養教育不只是使用媒體

的教學，還要懂得善用媒體，並且自己產製媒體。媒體素養教育是一

種「優質公民」的教育，期許學生從小學習，培養媒體識讀的素養，

對於充斥在民主社會形形色色的資訊，打造具有主體意志、獨立思考

的公民，以達成「健康媒體社區」，提高社會文化品質與健全公民社

會的發展。 

    本臺身為國立文教專業廣播電臺，依組織法第二條所列掌理事項

之肩負「學校廣播教育之協助及推廣」之任務，並制定協助推動學校

廣播教育實施要點，並著手辦理「輔導學校廣播社團實施計畫」，配

合教育部媒體素養政策推動，將此次計畫實施對象延伸為國小至大專

院校對廣播教育/媒體素養教育有需求之學校及相關社團等，運用本

臺自身媒體社教資源，將媒體人員(主持人、主播及記者等)和專業課

程帶入校園，豐富校園教學資源，從中發現廣播閱聽的樂趣及媒體素

養的重要性，近而激發教師生對廣播和媒體素養的興趣。 

 

貳、 目的 

一、 推動學校廣播及媒體素養教育。 

二、 培養學生對於廣播及媒體素養內涵的認識。 

三、 促進學生運用媒體表達的能力。 

 

參、 計畫對象 

    國民小學、國中、高中及大專院校對廣播教育及媒體素養教育

有需求之學校及相關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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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施方式 

   一、活動時程：111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 

   二、活動場次：線上課程 20 場(國小 10 場及國中至大專院校 10

場)，實體課程 20 場(國小 10 場及國中至大專院校 10 場)，

共計 40 場次。若報名學校超過辦理場次，則採抽籤制，並

於 111 年 3 月 1 日前公布參與學校名單。 

   三、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29 日止 

   四、申請方式： 

       (一)請填妥報名表核章後 E-mail 至 jjtsai@ner.gov.tw，註明「麥

寶電波－廣播親近校園計畫」及「學校名稱」。 

       (二)視實際需求於上班時間隨時來電洽詢，電話：02-23880600

分機 158 蔡小姐。 

   五、活動方式：活動內容包含廣播課程及錄音體驗，說明如下 

(一) 廣播課程：(到校授課和線上課程請擇一進行) 

1.到校授課：本臺安排講師前往校園或至電臺進行課程，透

過廣播媒體第一線角色讓教師生瞭解媒體相關知識。每堂課

2 小時，每校最多申請 1 堂課。 

2.線上課程：使用 Goolge Meet 會議軟體進行，由本臺提供

會議代碼，欲申請之學校請先確認資訊教室鏡頭和麥克風等

設備。每堂課 2 小時，每校最多申請 1 堂課。線上課程以 40

人為上限。 

       (二)錄音體驗活動： 

1. 規劃將本臺錄音體驗裝置-麥寶電波帶入校園，透過新型

態錄音體驗方式，讓廣播體驗可隨時隨地進行(相關圖說

詳如附件)。 

2. 體驗活動適合國小至國中申請使用。 

3. 因經費有限，錄音體驗活動僅限基隆市、臺北市、新北

市及桃園市等學校，每年限 10 所學校申請。 

4. 錄音裝置為開放式體驗，並配有電台人員解說使用；體

驗活動以全天(10:00-15:00，每周二或四上整天課時間最

佳)為主，每班體驗時間約 20-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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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預先安排班級於活動當日進行體驗。 

    六、課程內容介紹： 

(一) 國小課程：(時間為 2 小時) 

 內容 主要內容 時間 建議人數 

1 聲音魔法師 

1. 認識自己的聲音 

2. 語言表達技巧 

3. 掌握說話的聲調、音量與速度 

4. 認識媒體素養 

2 小時 
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2 說話的藝術 

1. 說話的藝術介紹 

2. 說話邏輯技巧 

3. 增進人際關係 

4. 認識媒體素養 

2 小時 
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3 小小主播 

1. 廣播新聞播報技巧 

2. 主播儀態及口條 

3. 認識媒體素養 

*建議具有一定語文程度的學生學習 

2 小時 
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4 小小記者 

1. 廣播新聞介紹 

2. 廣播新聞採編技巧 

3. 認識媒體素養 

*建議具有一定語文程度的學生學習 

2 小時 
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5 
職業探索- 

廣播主持人 

1. 廣播主持人工作介紹 

2. 從事聲音工作的條件 

3. 如何製作一個優質節目 

4. 認識媒體素養 

2 小時 

1.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2.講座方式

(100 人以上) 

6 
職業探索- 

新聞工作者 

1. 新聞工作者工作介紹 

2. 從事新聞工作的條件 

3. 新聞工作環境介紹 

4. 認識媒體素養 

2 小時 

1.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2. 講 座 方 式

(1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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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中至大專院校課程： 

    國中至大專院校課程較偏向節目錄製相關專業知能輔

導，例如節目企劃與設計、主持技巧與聲音表情、新聞採

訪、新聞播報、廣播配音與製作、廣播職涯探索與廣播工程

技術等。 

 內容 主要內容 時間 建議人數 

1 節目企劃撰寫 

1. 廣播節目企劃構思 

2. 企劃設計與撰寫 

3. 認識媒體素養 

2 小時 
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2 廣播主持技巧 

1. 聲音表情之介紹 

2. 廣播主持技巧 

3. 認識媒體素養 

2 小時 
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3 配音與廣告 

1. 廣播配音技巧 

2. 廣告製作技巧 

3. 認識媒體素養 

2 小時 
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4 新聞播報技巧 

1. 新聞節目設計 

2. 新聞播報技巧 

3. 認識媒體素養 

2 小時 
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5 新聞採訪技巧 

1. 廣播新聞採訪技巧 

2. 廣播新聞撰稿 

3. 認識媒體素養 

2 小時 
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6 
職涯探索- 

廣播主持之路 

1. 從事廣播工作的初衷 

2. 從事聲音工作的條件 

3. 如何製作一個優質節目 

4. 想投入媒體產業建議 

5. 認識媒體素養 

2 小時 

1.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2. 講 座 方 式

(100 人以上) 

7 
職涯探索- 

新聞工作秘辛 

1.從事新聞工作的初衷 

2. 從事聲音工作的條件 

3. 新聞採編播介紹 

4. 想投入媒體產業建議 

2 小時 

1.1 個班級 

(40 人為上限) 

2. 講 座 方 式

(1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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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認識媒體素養 

 

伍、 計畫預期效果 

一、 學生能對於媒體工作有所認識：創造廣播實驗課程無限可能，嘗

試將十二年國教學習領域相關主題，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提供新

鮮、活潑及多元的學習經驗。 

二、 學生能建立面對媒體時應有的批判思考態度。 

三、 共創知識及行銷價值，透過廣播與學校之結合，精采實驗課程得

以體驗行動錄音並於網路分享，發揮知識傳播及行銷推廣功能。 

 

陸、 其它 

一、 滿意度調查：為確實了解講師上課內容是否符合學生所需知能，

本臺提供問卷電子檔，由學校協助學生線上填寫抑或印製並於每

場授課後寄回本臺(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5號 推廣組 蔡佳蓁

小姐收)或交由講師帶回本臺。 

二、 經費需求：學校免付費，由本臺相關經費支應。 

三、 防疫：配合防疫措施，若遇疫情嚴峻，課程一律採線上方式進行，

相關上課方式將與學校再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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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麥寶電波體驗圖說 

 

麥寶電波外觀 

 

麥寶電波體驗活動紀實 1 麥寶電波體驗活動紀實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