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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編的話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讓身處網路世代的同
學將課中所學應用於生活，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事。

透過精心整理的上下學期 11 篇媒體識讀，
培養學生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

搭配 1上第一章	 P2

搭配 1上第二章	 P3

搭配 1上第三章	 P4

搭配 1上第四章	 P5

搭配 1上第五章	 P6

搭配 1上第六章	 P7

搭配 1下第一章	 P8

搭配 1下第二章	 P9

搭配 1下第三章	 P10

搭配 1下第四章	 P11

搭配 1下第五章	 P12

	 P13

水懂人話 ?

萬能的保養品 ?

酵素可以減肥 ?

喝酒遠離心血管疾病 ? 

打生長激素的六翅雞 ?

發燒太久大腦會燒壞 ?

不孕婦女的救星 ?

滴血認親可行嗎 ?

蝴蝶與魚的雜交生物現身 !

鳥類也跟人一樣孝順 ?

放生積功德又轉運？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第七篇

第八篇

第九篇

第十篇

第十一篇

解答

 目次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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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懂人話？
人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
水與感應訊息的關係──○○○博士的研究報告

3 參考文獻資料：經由《神奇力量

教育學會》網站中得知，人的意

念具有改變任何東西的力量。

5設計實驗：

 1��取兩個相同的容器，裝滿等量的

水，標示甲、乙。

 2 事先錄製好同一人說好話與說壞

話的錄音檔。

 3 甲組撥放說好話錄音檔，乙組撥

放說壞話錄音檔。

 4 放置24小時後，將甲與乙中的水，滴於培養皿後冷凍。（各重複20次）

 5 用顯微鏡觀察結晶，統計甲、乙結晶美麗與不美麗的次數。

6分析實驗結果： 7結論：

 1 水確實能感應到人給予正面

與負面訊息的影響。

 2 人體內有70%的水，若常常

聽到負面的話，會對體內的

水造成不好的影響，所以大

家記得要多說好話。

4 假說：水可以感受到人給予的訊

息，進而影響水結晶的形狀。

2 提出問題：是否因為水能感應到

觀察者的情緒訊息，進而影響水

結晶的形狀？

科 學 的 工 作 是 解 開 大 自 然 的 奧
秘，但在進行的過程中，是否有
可能會被混淆呢？

組別 美麗結晶 不美麗結晶
甲 7 3
乙 2 8

1 觀察：水在結凍時會產生結晶，

經顯微鏡觀察，發現有美麗和不

美麗的結晶。

好
美
!

你
好
棒
!

好
髒
!

你
好
醜
!

實驗組 對照組

* 有些培養皿沒有結晶，省略不計

注意1

 實驗設計是否合理

想要證實「水可以感受到人的

訊息」，對照組的設計是對的

嗎？

注意2

 測試項目數據化

如何判斷美麗與不美麗的結晶

呢？這之中充滿許多主觀的判

斷，可能影響實驗結果。

注意3

將實驗結果公諸於世，開放其他人檢視正確與否，是科學研究的重要
基礎。此篇報告還有許多瑕疵，你能再找到其他的嗎？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釐清報告中觀念。（勾勾看、填填看）

從「水是否為生物」可以先判斷此報告結果

是否符合常理。水　 　能　 　不能表現出生命

現象（            、生長與發育、感應與運動、 

            等），因此水            生物，推斷此篇

報告較不符合一般的常識，但仍需進行多次

實驗才能證實或推翻。

若想要證實「水可以感受到人的訊息」，

實驗設計應如何安排？請寫下你的設計。

（提示：對照組應為不給予訊息） 

實驗組： 

對照組：  

釐清1 釐清2報告的合理性？ 正確的科學方法

甲 乙

媒體識讀 （配合1上第一章）

 文獻取得來源

需思考參考文獻作者或組織是

否有公信力？其背後是否有商業

利益、宣揚理念⋯⋯等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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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識讀 （配合1上第二章）

萬能的保養品？ 市面上許多標榜可以用敷的「幹細胞保養
品」，宣稱可讓臉部疤痕癒合，甚至再生
器官等功效，你覺得是真的嗎？

 研究是否被誇大

幹細胞可以外敷嗎？而且還有直接

再生器官的神奇療效？那目前科學

遭遇的瓶頸是什麼呢？

 從對方弱點下手

說出他人可能會在意的地方而感到

不安，讓人覺得自己真的需要這個

產品。

 容易受騙的話術

「限時拍賣」強調機會少有，「特別

給你」托高對方的尊榮感，讓人覺得

開心，但也容易被乘虛而入。

你知道幹細胞嗎？

幹細胞真的很厲害，之前有人手指被切

斷，塗幹細胞後直接長出皮膚、肌肉等

器官，手指就再生了！像你臉上有疤

痕，敷幹細胞一定可以消除。

我手邊剛好有傳說的「塗必好」幹細胞

保養系列產品，這次廠商有限時拍賣，

促銷降價1萬元，你是我的好麻吉，再
降5000元，特別留給你的呢！要嗎? 

知道啊，是一種可以轉變成很

多不同形態和功能的細胞。

原來我的疤有那麼明顯喔？那個很貴吧⋯⋯

你人太好了！趕快幫我下訂！

12:00

注意1

注意2

注意3

限時下殺5萬元！

1塗必好

市面上藏著許多誇大不實的保養、保健食品，可先上食藥署查詢是否
為真，並小心是否受話術影響，而掉入詐騙陷阱。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解開迷思。（勾勾看、填填看）

器官是由不同組織共同形成，以行使特定的功

能。皮膚包含表皮組織、真皮組織與皮下組織，

以行使保護等功能，因此皮膚　 　是　 　不是器

官；肌肉則可表示細胞或組織，如手的肌肉細

胞，組成肌肉組織，再組成手掌，以行使抓握物

品的功能，因此肌肉　 　是　 　不是器官。

細胞對環境的要求非常嚴格，例如：細胞

需於生理食鹽水中，使進水量          出水量

（>、=、<），以維持細胞的形狀，並需持

續給予養分、供應合適氣體等多種複雜的條

件，標榜幹細胞能作用的保養品　 　可以　

　無法達成此條件。

釐清1 釐清2皮膚和肌肉是器官嗎？ 幹細胞可以外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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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與廠商的宣傳是否符合科學理論，與其是否具功效，根據所學推
理，並保持懷疑的態度，就可以避免落入「偽科學」的陷阱。

市面有好多種酵素產品宣稱能夠
分解身體脂肪，達到減肥功效，
你覺得可信嗎？

酵素可以減肥？

超神纖維酵素飲！
效果超乎想像！

廣告

網紅愛用激推
！

跟大家分享這
個超棒的產品

！

喝了這個纖維
酵素飲，每天

都能輕

鬆排便，馬上
去量體重，直

接少了

兩公斤！喝飲
料就能減肥，

瘦身就

是那麼簡單！

獨家特色，瘦身
不復胖！

經過科學驗證，
使用專業奈米級

水溶性技術，

將酵素以高濃縮
比例調配至飲料

中，讓您燃脂

增肌，迅速瘦身
！

酵素大使

 使用感覺很科學的詞

廠商常為特定技術命名，宣稱

符合科學精神，然而真的有這

種技術嗎？有待查證。

注意2

 找名人代言

讓人們認為有人用過確實有

效，可以安心購買，然而這個

人是誰？講話有根據嗎？

注意3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來釐清廣告中容易會誤導大眾的觀念。（勾勾看、寫寫看）

如果要能分解身體脂肪，應該要有一

種可以直接分解身體脂肪的脂酶，但

額外攝取的脂酶應在　 　胃　 　腸　中

就因          性環境而失去作用，而且分

解的是食物中的脂肪，而不是身體的

脂肪。

排便在生物名稱上稱為排遺，主要成分為未消化

完的食物殘渣，由於人類腸道中　 　有　 　沒有

分解纖維的酵素，未消化的纖維有助於增加糞便

體積，也可增加腸胃蠕動、協助排遺，然而增加

排遺量與減少體重之間有關係嗎？請寫下你的想

法：               。

釐清1 釐清2酵素能分解身體脂肪嗎？ 排便等於變瘦？

 標題傳達的情緒

使用煽動情緒的用詞，讓人們

產生購買的興趣。

注意1

市面上有好多種酵素產品宣稱能
夠 分 解 身 體 脂 肪 ， 達 到 減 肥 功
效，廣告用了什麼方式，讓人們
覺得產品很有效呢？

媒體識讀 （配合1上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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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明瞭的圖表讓人一看就能掌握數字變化，但需留意是否為片面的
資訊，避免導致錯誤的解讀。

媒體識讀 （配合1上第四章）

有人說，喝酒不會傷身體，反而可
以保護心臟與血管？這是真的嗎？

喝酒遠離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常因無明顯徵兆而被忽視，但其對身體的

傷害常會快速致人於死，因此長居全球十大死因的榜

首。您身邊的人是否有以下常見的疾病？

近期研究指出，有喝酒

的人，其罹患心血管疾

病的風險低於沒喝酒的

人，顯示喝酒對心血管

只有益處，沒有壞處！

另外，酒精在體外能夠有效殺死病原菌，因此喝酒還

能提升身體的免疫力，喝酒有如此多的好處，趕快分

享給親朋好友知道！

 舉常見例子增加可信度

以身邊常有且大家熟知的心血管

疾病作為實例，增加說服力。

 斷章取義的數據？

查詢資料來源，以下才是報告的

真實數據，廣告中只截取了一小

部分。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來釐清觀念。（填填看）

請重新檢視真實數據，你會如何解讀？

 每天喝　　　　克的酒，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最

低；每天喝　　　　克到　　　　克的酒，與沒喝酒

的人有相同的心血管疾病風險，若超過此量，罹患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便會增高而對身體有害。

（報告補充說明：雖然具有罹患心血管疾病風險較低的每日飲

酒量，卻可能會增加罹患癌症與發生事故的風險，而提升整體

死亡率）

人體有三道防線，依序為　　　　與

黏膜、發炎反應與專一性防禦，一般

來說，提升免疫力是指提升　　　　

球對抗與清除病原菌的能力，而酒精

沒有直接提升免疫力的作用。目前研

究顯示，攝取均衡營養與規律適度運

動，是提升免疫力的最佳方式。

釐清1 釐清2喝酒只有益處沒有壞處？ 提升人體的免疫力？

注意1

注意2

高血壓

中風
動脈硬化

心臟相關疾病

1.2

1.0

0.8

0.6
20 飲酒量（克／天）

心
血
管
疾
病
風
險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酒精濫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
Alcohol–Related�Morbidity�and�Mortality

 喝酒增強免疫力？

酒精在體外常被用作防疫的消毒

劑，但在人體也有一樣的效果嗎？

注意3

0

沒喝酒
有喝酒

飲酒量（克／天）

心
血
管
疾
病
風
險

1.2
1.0
0.8
0.6 20

72 89

1.4
1.6

25 50 75 100 125 150

沒喝酒
有喝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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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也可能造假，需要多加留意辨識。另外可以多加思考，什麼情形
下雞隻需要打針呢？ (提示：4 - 4 )

0:50 / 2:50 HD

#現正直播 你不知道的可怕真相！

謠傳已久的六翅雞，現今仍有許多人
信以為真，真的有這種生物嗎？

打生長激素的六翅雞？

1000 人正在觀看

HOT
NEWS

啃啃
雞腿

新聞逐字稿：「某速食企業疑似利用打生長激素，讓雞隻生

長快速，同時能長出許多對翅膀，以供應龐大的市場消費，

但這樣的雞您敢吃嗎？而且很可能孩子就是吃了這種雞隻

的影響，讓身體變得肥胖，並且提早進入青春期，因此消費

時，必須買標榜沒有打生長激素的雞，以保護家人安全。」

我們的雞絕不施打生長激素！消費者的健康，

由我們把關！

HOT NEWS

雞
有
六
隻
翅
！
？

疑
生
長
激
素
打
太
多
！ 六翅炸雞，民眾心慌，吃多恐使性早熟

 新聞內容是否正確

生長激素對生物體的功用為何？性

早熟會是生長激素引起的嗎？

注意2

啃啃
雞腿

LKC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來釐清假新聞。（勾勾看、填填看）

正常情況下，生長激素的作用為　 　促進　 　抑制生物

個體的生長發育，讓雞隻長大，較不易出現讓該雞隻個

體多長翅膀的情形，但是生物系統複雜，且額外施打生

長激素並非自然情況，仍需查詢相關報告佐證。

（註：臺灣雞隻明文規定飼養期間不可使用生長激素）

激素的組成為蛋白質，因此若吃到會

先在人體的 　　　　中被分解。另

外，控制人類第二性徵出現的激素為

　　　　，應與生長激素較無關。

釐清1 釐清2生長激素的效用？ 吃生長激素導致性早熟？

 利用假議題廣告產品

藉著大眾還未對議題釐清的弱點，

再次操作假議題，凸顯自己的優

點，企圖誤導消費者認知。

注意3

 照片是否被移花接木

透過電腦修圖技術可製作許多幾可

亂真的照片，若不確定照片是否為

真，可利用網路搜尋關鍵字或以圖

搜圖功能，嘗試找到

源頭照片。

注意1

原圖照

▲

媒體識讀 （配合1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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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訊息前想一下，養成查核訊息的習慣，不讓錯誤訊息持續傳遞。

緊張家長 育兒知識
2010年6月30日

昨天孩子因得流感發燒一整天都只能在床

上，覺得好心疼，也很怕持續高溫會

把大腦燒壞，所以用冰枕趕快幫助

他降溫，不然損害到中樞神經

該如何是好。# 覺得害怕

…

發燒太久大腦會燒壞？

122 4則留言 41分享

鍵盤魔人

有誰說用冰枕降溫會比較好嗎？

小書蟲

這是祖先智慧，以前鄰居小孩發燒連續3天，
結果最後確診罹患腦炎，好可憐阿！

海賊王

原來發燒太久會得腦炎！

我來拯救世界

這一定要分享讓大家都知道！
4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來釐清謠言。（填填看、勾勾看）

發燒的原因很多，常見的原因是病原感染，當

人體被病原入侵產生發炎反應，會產生紅、 

　   　、腫、痛等現象，其中發燒便是伴隨的

現象之一，適度體溫上升（小於41℃）可增加

人體代謝作用與活化免疫系統，但仍需注意是

否有發燒以外的症狀，例如：咳嗽，則可能還

有呼吸道感染等疑慮，需儘早找出原因治療。

人是　 　內溫　 　外溫動物，　   　部有體

溫調節中樞，可調節體溫，當身體免疫系

統將病原消除後，便會回到正常的體溫，

因此應不會造成永久性傷害。謠傳說發燒

會將腦燒壞，其實是中樞神經已經被病源

入侵，例如：腦炎，而發燒只是因疾病產

生的一種症狀，並非是發燒引起病症。

釐清1 釐清2為什麼會發燒？ 發燒會造成永久性傷害嗎？

「燒太久會把腦子燒壞」，這則
不正確的訊息為什麼會廣為流傳
呢？

 應確認文章日期。

過於久遠的資訊，需要提高警

覺，確認這則資訊是否已過時。

注意1

 因果連結的謬誤。

海賊王將小書蟲說的案例，直

接聯想成造成腦炎的原因是發

燒。

注意2

 散播不正確資訊。

若沒有懷疑訊息真實性，且未

經網路查證，容易導致假訊息

傳播。

注意3

媒體識讀 （配合1上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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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會分享誇張、違背科學的文章，目的不是給閱聽人正確資訊，
而是博取媒體版面、增加點擊率或幫業者打廣告，需要特別留意。

PianZih

　　一直都很想要懷有自己的小孩，但因為沒有子宮，醫生都

說我不可能懷孕，沒想到XX不孕症診所竟然讓我夢想成真，讓
我可以懷孕而且孕期縮短一半，只要五個月寶寶就可以出生，

大幅縮短懷孕期的不便！另外，診所還偷偷告訴我，也有提供

無伴侶的女性無性生殖的服務！

真心感謝XX不孕症診所造福想要生寶寶的女性！
#有圖有真相
#歡迎小盒子私訊洽詢
#XX不孕症診所

…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來釐清謠言。（勾勾看、填填看）

懷孕是指胎兒在女性體內成長的過程。一般情

況下，從受精至嬰兒出生需　   　 　週，受精

卵會在　   　 　著床，之後經由臍帶與胎盤從

母體獲得養分與交換廢物，逐漸發育成長。目

前的科技並未發展出可取代子宮的方法，因

此，在自然狀況下，人類 　能 　不能在沒

有子宮的情況下懷孕。

人類的生殖需透過　   　 　分裂，產生精

細胞與卵細胞，再行 　無性 　有性生

殖，使精卵結合，才能產生新生命。常見

的無性生殖包含：分裂生殖、　   　 　、

出芽生殖、孢子繁殖與營養器官繁殖，人

類無法進行上述任何一項的生殖方式。

釐清 1 釐清 2沒有子宮能懷孕嗎？ 人有無性生殖嗎？

有 些 文 章 處 處 充 滿 了 可 疑 的 資
訊，是想達成什麼目的呢？

媒體識讀 （配合1下第一章）

 有圖有真相陷阱

影像與真相間沒有絕對關係，

僅能作為增加說服力的一種方

式，但無法證明此訊息為真。

注意 2

 私訊洽詢

未將資訊透明公開，而要人透

過「私訊」的方式獲得資料，

可能僅會獲得片面的不對等資

訊。

注意 3

 誇張的論述

「只要5個月寶寶就可以出生」、

「人類可以無性生殖」，這些敘

述是否符合當今科學的發展？

注意 1

不孕婦女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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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能分辨電視劇與真實世界的落差，但電視劇的資訊仍可能潛移
默化的影響我們的生活，因此不可不慎。

媒體識讀 （配合1下第二章）

滴血認親可行嗎？
電視劇中常出現的滴血認親是真的嗎？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解開迷思。（勾勾看、填填看）

請利用棋盤方格法，推測此句話是否為真。

結論： A型父與B型母 　可以 　不可以生

下O型小孩。

親子鑑定必須要分析親代與子代的 　基因　 

　血型，而「滴血認親」只是將血液滴入水

中，因此無法從遺傳物質推論親緣關係；且不

同的血型滴入水中都一定會混合在一起，因清

水對血球細胞而言是 　低張 　等張 　高張

溶液，血球會因滲透壓而爆破。

釐清1 釐清2A型父與B型母不會生下O型小孩？ 滴血認親可以做親子鑑定嗎？

夫妻感情不睦誕子 建議滴血認親求真相

一名王姓男子與妻子多年相處不睦，而近日妻子誕下一名O
型的嬰兒，王姓男子向法院提出離婚請求，說明「其本人為

A型，妻子為B型，因此不可能生下O型的小孩」。針對此
事，知名網紅xxx在他的頻道中建議，可用《後宮阿瑪傳》
中出現的「滴血認親」，先以簡單的方式證明看看小孩是不

是親生的，引發兩派網友討論，一派認為電視劇內容不會有

錯，一派認為滴血認親雖有古書記載，但應不符現代科學方

法。

今日頭條

什麼是滴血認親？

傳說中一種鑑定是否有血緣

關係的作法，將親代與子代

血液滴進清水中，若兩人的

血液能混合即是有親子關

係，反之則無法混合。

更多內容請見《xxx的新聞
評論站》一書

 媒體不當引用

媒體引用網友言論作為新聞資料來

源，而沒有查證相關領域的專家。

 電視劇資訊真實性

討論度、收視率很高的電視劇，所呈

現的內容都是正確的嗎？

 內容農場文

新聞主要的功用是提供大眾客觀的

時事內容，但有時可能背後有商業

利益的考量，提供了劣質文章。

注意1

注意2

注意3

IA i

IB

i

首頁　健康　娛樂　時尚　遊戲　3C　親子　文化　歷史　動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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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影片中的生物是實際存在的，但影片下方的敘述不一定為真，仍
需多方注意內容的正確性，以免接收到目的不明的假訊息！

市面有好多種酵素產品宣稱能夠
分解身體脂肪，達到減肥功效，
你覺得可信嗎？

  名稱的誤會

依據目前的生物分類，蝴蝶魚

指的是蝴蝶魚科的魚，而非

「蝴蝶與魚」的雜交生物。

注意2

 需要換氣才回到水裡?

魚用鰓呼吸，需要在水中或很

潮溼的環境交換氣體，因此並

非需要換氣才回到水裡，而是

本來就需要在水裡才能夠呼

吸。

注意3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來釐清廣告中容易會誤導大眾的觀念。（勾勾看、寫寫看）

飛行是指「在空中往來活動」，文章中提到的

「蝴蝶魚」其實是一種飛魚，其張開像翅膀

的構造是            ，除了有助於水中游動，

也可以使牠衝出水面，進行短暫滑翔。這

種行為 　可以 　不可以稱為飛行。

雜交種為兩種親緣相近的物種交配產生的後

代，而蝴蝶與魚，前者是            動物門的昆

蟲，後者是            動物門的魚類，兩者的親緣

關係差異非常大，因此 　有辦法 　沒辦法

形成雜交種。

釐清1 釐清2蝴蝶魚會飛嗎？ 蝴蝶與魚有辦法雜交嗎？

 此生物真的能飛嗎?

目前地球上的生物只有昆蟲、

鳥類與蝙蝠能夠真正飛行，其

他生物只能短暫在空中滑翔。

注意1

一直以來都有利用人為方式將兩
種差別很大的生物合成新生物的
傳言，這是真的嗎？

媒體識讀 （配合1下第三章）

HD

#現正直播 你不知道的可怕真相！

HOT
NEWS

美國中情局機密影片釋出：

中南美洲的原住民在亞馬遜流域上游拍下一段珍貴影

片，影片中成群飛在水面上的是一種被命名為蝴蝶魚的

生物，據稱是前蘇聯科學家利用蝴蝶與魚雜交而成的人

造生物，因為具有蝴蝶的翅膀，可以在空中飛翔，但由

於只能用鰓呼吸，所以不能離開水中太久，才會有又在

水上飛又需要到水裡換氣的有趣行為。

HOT NEWS

蝴蝶與魚的雜交生物現身！

1:25 / 2:50

中南美洲發現新物種！

驚奇 !!!蝴蝶與魚的雜交生物在中南美洲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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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不是人，對生物有人的特質想像，會忽略生物最原始的生存本
質，在探討生態時，我們應避免以人類本位角度思考。

媒體識讀 （配合1下第四章）

我們常以人類角度思考生物，這會
造成什麼問題？

鳥類也跟人一樣孝順？

 動物化人

指的是用人類觀點套用至生物行

為，例如：將人的「孝順」行為

投射至鳥類，以人為主體的想法

將所見合理化，在科學角度上不

客觀，也讓人無法了解真相。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來釐清觀念。（填填看）

杜鵑鳥泛指杜鵑科的鳥，其中有些鳥種，母

鳥會將卵產至其他鳥巢中，杜鵑雛鳥通常會

比巢中其他卵更早孵化，並本能的將其他卵

或幼鳥全部推下巢，並且依賴義親撫育至成

熟。以上述例子，中杜鵑與灰頭鷦鶯彼此的

互動關係應該為何？答：            。

1競爭2掠食3寄生4片利共生5互利共生

生物在生態裡都有各自的角色與功能，中杜鵑

主要以蛾、蝶類幼蟲為食，也會被肉食性鳥

掠食，以組成單向鏈狀的            。你認為因為

中杜鵑的繁殖習性會造成其他種鳥喪失後代，

就應該以「正義感」傷害牠嗎？會造成什麼問

題？請說明你的看法：                                      

        。

釐清1 釐清2照片中鳥的互動關係為何？ 自然生態裡的「邪惡」？

注意1

 網路情緒發言

由於網路世界具匿名性，常會淪

為流於情緒性發言的場所，須時

常注意自己與他人言論是否恰

當。

注意2

散甲郎
2021年3月15日

　　很幸運看到小鳥回巢反哺老鳥，老鳥顫抖著努力吞嚥小鳥

捕獵的昆蟲，心裡好感動⋯⋯我們要好好孝順父母！

532 888則留言 165分享

伊之助跑

X！杜鵑竟然如此邪惡！應該要全部殺掉！

你妻尚氣

我聽說杜鵑不築巢，會把卵產在其他鳥巢中，出

生後就把其他蛋推下巢，讓誤以為是自己後代的

鳥只餵食牠一隻。  訴諸「正義感」

動物行為有對錯之分嗎？能以人

類的道德標準去套用嗎？

注意3

三色豆子

兩隻鳥長得不一樣。左邊是中杜鵑幼鳥，右邊是

灰頭鷦鶯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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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達到美好人生，選擇直接面對逆境是較有效的途徑；想有效解決問
題，仍不可缺少正確的科學知識。

放生積功德又轉運？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來釐清謠言。（勾勾看、寫寫看）

保育是指對生物及其 　棲地 　經濟利益所

做的保護、復育或管理等措施。國內訂定的野

生動物保育法中，考量到維護生物多樣性與生

態平衡，因此禁止買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保育

類野生動物。而國際間有關野生動、植物買賣

的公約為              公約，期望達成野生動、植

物的永續利用。

生物多樣性的五個面臨危機為何？

答：                           、                            、

                                、                                、

                                   。

若引入的外來種無天敵、繁殖快而成為

　外來入侵種　 　外來優勢種，會侵害原

生物種與原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

釐清1 釐清2被保育的生物可以買賣、捕捉嗎？ 引入外來種可以增加生物多樣性？

媒體識讀 （配合1下第五章）

好人放生 轉運人生
效果超乎想像！

廣告

您是否常覺得自己
運氣不好、

時常遭遇不幸？您
可以透過放

生消災解厄、趨吉
避凶！只要

抱著慈悲為懷的心
，買下遭囚

禁的生物至隨意的
新環境讓其

自由，被拯救的生
物會在您即

將面臨厄運時為您
擋煞、消除

災害，放生愈多生
物，得到福

報愈多！

　　若是面臨的災
害是難以醫治的不

治之症，建議放生

牛、羊等較大型的
動物，或是珍稀的

保育類動物，效果
會

更加顯著。

　　放生不僅能利
己，甚至能改善環

境。若

放生非當地生物，
更能增加當地生物

多樣性，

豐富環境中的生命
，有益於維護生態

健康！

藍天大師

將遭受危險、禁錮的生物放生，
能 讓 人 獲 得 好 運 ， 兼 解 救 生 命
嗎？

 利用人性弱點

人每天面對的事物，不見得都

能稱心如意，有心人有時會利用

這種弱點，讓人用別種方式（放

生）避開逆境，但兩者是否能達

成因果關係有待商榷。

注意1

 放生還是放死？

若對生物沒有足夠的知識，將

其任意放於不適合牠的生長環

境，是以愛護生物之名，行殺

害之實。

注意2

 濫用科學名詞

論述的內容是否符合科學名詞

定義？還是只是招搖撞騙？

注意3

放生百利而無一害
，立即加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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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第一篇　水懂人話 ? ( 搭配 1上第一章 )

1☑ 不能、代謝、生殖、不是
2 實驗組：撥放說好話或說壞話的錄音檔。
　 對照組：不撥放任何訊息。

第二篇　萬能的保養品 ? ( 搭配 1上第二章 )

1☑ 是、☑ 不是
2 ＝、☑ 無法

第三篇　酵素可以減肥 ? ( 搭配 1上第三章 )

1☑ 胃、酸
2☑ 沒有、無關，排遺只是將未消化的食物排
　 出體外，並非減少身體脂肪。

第四篇　喝酒遠離心血管疾病 ? ( 搭配 1上第四章 )

1 20、72、89
2 皮膚、白血

第五篇　打生長激素的六翅雞 ? ( 搭配 1上第五章 )

1☑ 促進
2 胃、性腺。

第六篇　發燒太久大腦會燒壞 ? ( 搭配 1上第六章 )

1 熱
2☑ 內溫、腦

第七篇　不孕婦女的救星 ? ( 搭配 1下第一章 )

138 ～ 40、子宮壁、☑ 不能
2 減數、☑ 有性、斷裂生殖

第八篇　滴血認親可行嗎 ? ( 搭配 1下第二章 )

1☑ 可以
2☑ 基因、☑ 低張

第九篇　蝴蝶與魚的雜交生物現身 ! ( 搭配 1下第三章 )

1 魚鰭、☑ 不可以
2 節肢、脊索、☑ 沒辦法

第十篇　鳥類也跟人一樣孝順 ? ( 搭配 1下第四章 )

1 ③
2 食物鏈、人類介入會破壞食物鏈與食物網，　　
　 會造成生態不平衡的問題

第十一篇　放生積功德又轉運？ ( 搭配 1下第五章 )

1☑ 棲地、華盛頓
2 棲地的破壞、外來種的引入、人口問題、環境汙
　 染、資源過度使用、☑ 外來入侵種

IA i
IB IAIB IBi
i IA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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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編的話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讓身處網路世代的同
學將課中所學應用於生活，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事。

透過精心整理的上下學期 11 篇媒體識讀，
培養學生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

搭配 1上第一章	 P2

搭配 1上第二章	 P3

搭配 1上第三章	 P4

搭配 1上第四章	 P5

搭配 1上第五章	 P6

搭配 1上第六章	 P7

搭配 1下第一章	 P8

搭配 1下第二章	 P9

搭配 1下第三章	 P10

搭配 1下第四章	 P11

搭配 1下第五章	 P12

	 P13

水懂人話 ?

萬能的保養品 ?

酵素可以減肥 ?

喝酒遠離心血管疾病 ? 

打生長激素的六翅雞 ?

發燒太久大腦會燒壞 ?

不孕婦女的救星 ?

滴血認親可行嗎 ?

蝴蝶與魚的雜交生物現身 !

鳥類也跟人一樣孝順 ?

放生積功德又轉運？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第七篇

第八篇

第九篇

第十篇

第十一篇

解答

 目次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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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24

10
25

-3
0

快 搜

或從本書掃 code 下載

    期 刊 大 師

收錄於備課用書

「彈性學習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