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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正確性測試題-1 

 接種疫苗當天請停用
阿斯匹靈、保栓通、
抗血栓藥物和抗凝血
劑。 



訊息正確性測試題-2 

網路影片字幕指出：「澳洲的研究，香蕉的成分能
有效破壞新冠病毒的組織」。影片搭配一段文字：
怪不得台灣人染新冠病毒人很少，現在總算找到原
因了……香蕉！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4484


訊息正確性測試題-3 

 印度變種(Delta)新感染方式，
被感染的細胞可以直接跟
隔壁細胞結合，就能一直
感染下去，抗體看不見它？ 

 打過2劑AZ、莫德納、BNT，
仍會被感染，不會變重
症」？ 



訊息正確性測試題-4 

目前國際間常用的
COVID-19疫苗保
護力約六至九成。 

疫苗完整接種2周
後，開始產生保護
力。 



訊息正確性測試題-5 

網路貼文指出，「近日傳出，在施打這批輝瑞疫苗
的試測者中，有4名出現顏面神經麻痺的症狀！」並
搭配其中3人照片。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4841


 

假訊息從哪來？ 
 



誰在製造假訊息？ 

           
 境內 / 境外 

 無良事業 

 政治組織/政客 

 公關/行銷公司 

 媒體/內容農場 

 個人(牟利/意識形態/好玩) 



奧運假訊息 

 奧運金牌郭婞淳的手，繭是長這樣子的 



2020總統選舉假訊息 

 票是這樣唱2號 喊蔡英文得票(附上一支開票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3-q8kaPG8


俄羅斯資訊戰案例(德國Lisa case/2016.01.11) 



俄羅斯資訊戰案例(美國) 



台灣疫情假訊息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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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疫情假訊息類型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所查核的199則疫情假訊息作為分
析樣本(2020年1至2021年2月)。 

 政府作為與政治(55)、病毒來源與特性(33)、自我檢
測與預防(29)，以及社區傳播(25)是最多的假訊息類
型，占所有查核報告總數的71.4%。 

 政府作為與政治類疫情假訊息佔所有查核數的
27.6%，與全球比例相近，但台灣此類訊息在2020年
2至4月的高峰期中，有許多是來自於境外的資訊操
作。 



全球政府資訊操弄調查(V-Dem Institute) 

 瑞典哥德堡大學(Gothenburg University)政治系V-Dem 

Institute於2019年4月發表的調查顯示， 2018年，台灣
是受到境外網路假訊息宣傳攻勢最嚴重的國家。 

https://www.v-dem.net/media/filer_public/99/de/99dedd73-f8bc-484c-8b91-44ba601b6e6b/v-dem_democracy_report_2019.pdf


全球網軍調查(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根據牛津大學牛津網路中心2019年調查發現，70個國家
存在政府或政黨的社群媒體操縱式宣傳。 

 中國、印度、伊朗、巴基斯坦、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
與委內瑞拉等國運用運算宣傳進行國外影響行動。 

https://comprop.oii.ox.ac.uk/wp-content/uploads/sites/93/2019/09/CyberTroop-Report19.pdf


 

假訊息如何來？ 
 



假訊息傳播路徑 

           
 大眾傳播媒體 / 數位傳播網絡 

 節點： 

 內容農場、網紅、KOL 

 網路論壇、討論區 

 社團、群組 



關西機場事件 (觀察者網) 



關西機場事件 (PTT) 



2018年選舉 



內容農場作為假訊息集散地 

           

 研究對象：2018 九合一選舉 

 不同政治立場的社群平台、內容農場、臺灣和大陸媒
體在選舉期間交互形成規模不同的媒體聚合，更加擴
大假新聞的傳播現象。臺灣主流媒體忽略事實查證，
一樣傳播假新聞， 以致台灣的假新聞現象更加嚴重。 

  密訊、怒吼、讚新聞、台灣英文新聞等類新聞網站
(內容農場)大量使用與自己政治立場相同的網站，又
很快為國內主流媒體、社群平台使用，讓台灣的訊息
流通出現真假難辨的危機。                                                    

                                   

                                  －林照真/假新聞的媒體聚合：以 2018 年台灣選舉為例 



PTT作為假訊息集散地 

           
 研究對象：2021年1-5月PTT八卦板 

 16 個積極參與防疫輿論戰的活動集團 

 從152,012個使用者裡，辨識出最具協同性資訊操作特
徵與職業表徵的16個推文部隊(共267個帳號)。 

 119 個快速轉換境外IP的「時空旅行者」 

 在曾使用過境外IP發表COVID-19相關文章的686個作者
中，辨識出至少119個「時空旅行者」，他們疑似使用
VPN快速周旋於不同國家之間，而最常被用來跳轉的IP
所屬國家為台灣和美國。 

                                                    －國防安全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6bfR2YYGOw


 

假訊息生態系統 
 



假新聞/假訊息的定義 

           
 Fake news / misinformation / disinformation 

 假新聞 / 假訊息 

 故意虛構或扭曲事實，意圖改變他人認知，
以期牟取經濟利益或達成特定目的，並可能
造成公共傷害之不實新聞或訊息。 



假訊息生態系統 

政治與商業力量 

專職網軍與產業 

網路與社群平台 

不求甚解的媒體 

生產性使用者們 



 

打假防身術 
 



假訊息特徵與辨識要領 

標題：聳動離奇 

來源：隱匿不明 

格式：錯漏怪異 

影像：移花接木 

時地：乾坤挪移 

證據：真假摻雜 



1. 標題：是否聳動離奇？ 



2. 來源：是否隱匿不明？ 

免責聲明：本網站是以實時上傳文章

的方式運作，･･･。一切文章內容只代

表發文者個人意見，並非本網站之立

場，用戶不應信賴內容，並應自行判

斷內容之真實性。 



3. 格式：是否錯漏怪異？ 



4. 影像：是否移花接木？ 



5. 時地：是否乾坤挪移？ 



6. 證據：是否合理真實？ 



假訊息辨識要領 (2) 

 Who：訊息來源是否可信？(包含發布的
單位與引述的來源) 

 What：訊息所顯示的證據是否充分？ 

 When：訊息所涉及的時間是否正確？ 

 Where：訊息所涉及的地點是否正確？ 

 Why：訊息發布的動機是否可疑？ 

 How：訊息傳播的路徑是否可疑？ 



 

防身術練習 
 



收到重要情報，趕快去搶購？！ 



收到重要情報，趕快去搶購？！ 



普丁女兒打疫苗後死亡？！ 

 俄羅斯總統普丁女
兒提霍諾娃(Katerina 

Tikhonova)注射疫苗
第二劑以後去世 

 附上消息來源「今
日多倫多」 (Toronto 

Today) ，或美國公
共電視網《PBS》報
導連結 



普丁女兒打疫苗後死亡？！ 



木瓜是百藥之王，癌症新療法 

 美國農業部公布，日
後腫瘤的新治療方法 

 附上一支影片，強調
是很棒的醫學常識 



木瓜是百藥之王，癌症新療法 



美國人在武漢軍運會車上傳播病毒影片 

 搭配一支影片，字
幕宣稱「軍運會期
間，美國人傳播病
毒，注意看，美國
真是太可惡了」 

 標註Bruxelles、
coronavirus、STIB

等Hashtag 



美國人在武漢軍運會車上傳播病毒影片 



 

批判性思考 
 



假訊息為何傳播快速？ 

假新聞被轉發的機率比真實訊息
高出7成，且傳播速度快上6倍。 

機器人(robots)對真實新聞與假新
聞的加速傳播作用相等，真正讓
假新聞傳播更快的因素是人，因
為人趨向分享新奇的訊息，而假
新聞比真實新聞更為新奇，且容
易激起人的恐懼、厭惡與驚奇的
情緒反應。(Vosoughi, Roy, & Aral, 2018) 



心理學/傳播學相關理論  

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選擇性暴露(selective exposure) 

框架理論（frame） 

演算法：同溫層、回音室效應 

圖片來源:Thought Monkey 



批判性思考的重要 

 許多研究發現，擁有愈強的批判思考能力，愈能
辨識所接收資訊的品質與假定。 

 媒體素養教育之目的在於批判性的理解媒體及其
產製的訊息，需以批判思考能力為基礎。 

 批判性思考可以增強人們面對假訊息的免疫力。 



批判性思考者的行為 

(M. Neil Browne & Stuart M. Keeley) 

吸收大量資料，藉以提供多元觀點
與全面性假設。 

以理由與證據作為決策依據。 

以開放心胸了解他人信念，並以質
疑態度驗證其是否合理可信。 

提醒對方應尋求並尊重多元觀點。 



現代公民必備的「打假」素養  

           批判性思考 

審慎面對訊息 

理性分析事理 

勇於追根究底 

敢於否定自我 

 

打假口訣 

五字訣 

忍、想、查、
問、戳 

辨識技巧 

標題、來源 

格式、影像 

時地、證據 

 



 

維生素大補帖 
 



華視 



MyGoPen &蘭姆酒吐司& Cofacts 

https://cofacts.g0v.tw/


美玉姨 & 防詐達人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聊天機器人:查小喵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查核工具箱 

https://tfc-taiwan.org.tw/topic/4112


破解假訊息的數位素養 



 

結語 
 



網路假訊息憂慮度 
(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中心2020全球調查) 



所以，每個人都應該是打假達人  

生命 

陽光 

空氣 

水 

資訊 



打假素養的基礎：分辨事實與意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BAtXta4vQ&feature=emb_logo


看見真實 

才能打造美好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