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報
閱讀理解學習單（ 精華試用版）

內容：
1. 三篇精采電子報版
（媒體素養、科學萬象、知識漫畫）

2 . 三篇閱讀理解學習單
3 . 三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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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你看你看！

訊息守門人是誰？
發生什麼事情 ?

文／張耀仁

媒體
素養

圖／矢口日元

你看，這個本來

小時不讀書，

是這樣！

長大當記者。
其實是
這樣！

這麼想，倒是錯了。其實應

本來以為是小孩被關

這個太可惡了！

些日子，網路瘋傳一組十二張「真實
」（ reality ） 與「 虛 假 」（ fake） 的

照片。這現象說明：「媒體篩選訊息這件事無
略某些內容，這也意味著，媒體是一個科層組
織（ bureaucracy），它不只有記者，還有編輯
，也就是所謂「守門人」（gatekeeper）。

記者採訪 報導

辨證實驗室

2

編輯審稿 下標

3

案例

編輯或記者上傳稿件 送件印刷
▲

所不在。」它們往往放大了某一些訊息，也忽

1

▲ ▲

前

看來鄉民說得沒錯……

起來！

那麼，為何有守門人的把關，新聞還是出現

該是……

網路上只要搜尋「吃糖會致癌」，
就會出現許多文章，甚至連使用通訊
軟體，都常看到長輩轉傳的訊息。身

這麼多錯誤呢？
首先，新聞組織會對個人產生影響。記者撰

為閱聽人，該怎麼看待這則訊息？

稿時，已經擔任起「守門人」的角色，他會清

辨證過程

揭開守門人的面紗

楚知道什麼適合寫、什麼不適合寫，倘若新聞

「守門人」一詞於五○年代由美國心理學家

組織有特定立場或風格，記者也很難擺脫這樣

「吃糖會致癌」是許多媒體愛用的

的影響。例如《中學生報》以教育為己任，因

標題，主因是文字簡單又具恐嚇性，

此羶色腥的新聞必然不適用於該報。

容易引發閱讀興趣。面對這個標題，

Lewin 所提出。
這原本是為了探究家庭主婦選購食品的行為

我們應具備的思考是：此「糖」指的

是從何而來。研究發現，訊息通常順著一些「

其次，採訪現場的不確定性。儘管媒體教育

有門的通道」而流通，例如購物指南、大特價

經常告訴記者必須查證，但幾年前大學學測放

是製作食品時所添加的糖，還是泛指人吃下去後

目錄等，而這些內容都是由「守門人」來決定

榜後，發生某明星高中刻意欺騙記者的案例，

會轉化成葡萄糖的食物呢？

什麼該買、什麼不該買，後來這一概念被傳播

也說明了查證並非萬能，尤其當校方指定學生

其次，科學研究難以就單一研究結論，就對事

學者懷特（White）加以運用。

受訪，基於信任原則，記者通常只針對特定日

實定調。吃糖究竟會不會讓身體發炎？確實，有

懷特以美國中西部某電訊編輯為研究對象，

期發生的事，或單一研究數據加以採訪，更遑

不少研究證明糖會引發身體發炎反應，但究竟要

發現這位編輯不刊登稿件的理由相當主觀，也

論部分廠商為了呈現最好的一面，刻意隱瞞某

吃多少糖才會產生發炎，以及發炎是以何種形態

就是說，當訊息流入媒體時，媒體並非放任它

些實情或安排員工作假。

呈現，迄今仍沒有確切的定論，也就是說，我們
只能確認兩者有關聯，但關聯的條件還不清楚。

們躍登版面，而是經由編輯擔任「守門人」的

再來就是，新聞人員的專業問題。絕大部分

角色，選擇哪些訊息該露出、哪些訊息需要被

的記者都受過相關媒體教育與訓練，然而目前

那麼，到底可不可以吃糖呢？許多記者懶得詢

刪除。

的媒體教育多數強調硬體操作，在媒體思維上

問專家，或懶得進一步查證，直接透過標題來恐

則有待強化，例如面對不熟悉的採訪議題，該

嚇閱聽人。但只要冷靜下來，參酌多方說法，就

了解新聞產製流程

如何應變？絕大部分出錯的新聞多半集中在學

會發現攝取糖分與維持健康的平衡點，在於血糖

當我們一味責罵記者「腦殘」、「小時候不

術、科學乃至食安方面，許多論者認為這是記

濃度的控制。

讀書」，顯然忽略在整個新聞產製過程中，編

者多為文組出身所致，但事實上關乎「邏輯思

輯也負有相關責任。

維」的養成，比方吃一片烤土司會致癌？那為

這個說法並不是要為記者的撰稿錯誤、荒謬
提問卸責，而是要讓大家理解到：「記者並不
是愛寫什麼就寫什麼，他還必須經過編輯的把
關。」
以目前的新聞產業來說，產製流程的基礎：

什麼以麵包為主食的歐美人士平均壽命仍高於
亞洲地區？

認清誑訊息
請針對兩篇同樣議題的新聞報導，試著比較：

下次罵記者前，想想守門人的責任，思考：

（1）它們的標題有何不同？編輯為何如此下標？

我們是否只會不假思索的責罵，成為「腦殘共

（2）標題與內文是否有關聯？

犯」呢？

（3）記者報導的思維邏輯是什麼？

第１頁

出刊日期 108.10.10

閱讀理解學習單（試題篇）
閱讀理解學習單（試題篇）
本週主題：
第 7 版第媒體素養〈訊息守門人是誰？〉
本週主題：
7 版 媒體素養〈訊息守門人是誰？〉
班級： 班級： 座號： 座號： 姓名： 姓名：

問題一：「守門人」一詞最初源起於何時﹖產生的背景為何﹖
問題一：「守門人」一詞最初源起於何時﹖產生的背景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二：文章提到新聞產製流程三步驟：1.記者採訪→報導。2.編輯審稿→下標。3.編輯或
問題二：文章提到新聞產製流程三步驟：1.記者採訪→報導。2.編輯審稿→下標。3.編輯或
記者上傳稿件→送件印刷。依本文所述，過程中守門人包含哪些人﹖為什麼﹖
記者上傳稿件→送件印刷。依本文所述，過程中守門人包含哪些人﹖為什麼﹖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問題三：為何有守門人的把關，新聞還是出現錯誤呢？
問題三：為何有守門人的把關，新聞還是出現錯誤呢？【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四：本文插圖漫畫中，學生最初接觸到的訊息與後來發現的完整資訊有落差，造成對事
問題四：本文插圖漫畫中，學生最初接觸到的訊息與後來發現的完整資訊有落差，造成對事
件的理解錯誤或對事情真相判斷失真。這種報導手法與理解偏差，可以用哪些成語或諺語形
件的理解錯誤或對事情真相判斷失真。這種報導手法與理解偏差，可以用哪些成語或諺語形
容﹖

容﹖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第２頁

問題五：依照本文「認清誑訊息」提示，試著比較兩篇同樣議題的新聞報導：
（1）它們的標題有何不同？編輯為何如此下標？
（2）標題與內文是否有關聯？
（3）記者報導的思維邏輯是什麼？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問題六：除了文中提到的記者和編輯，我們接觸到的訊息可能還會經過哪些干擾或篩選﹖和
同學合作找一則新聞議題，一起探討新聞呈現在大眾前，守門人篩選的過程。
【閱讀歷程：省思與評鑑】

第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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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回響

科學
萬象

冰島為冰川辦告別式

為冰河蓋上毯子
▲

隔熱反光阻消融

夏季被蓋上白
色毯子（箭頭

文．攝影／李曼韻（臺北市北政國中教師）

我

▲阿爾卑斯

山區的冰河在

處）。

是個冰河迷，特別喜歡在歐洲阿卑斯山

是會緩慢流動，肉眼不易察覺，每天流動的距離

退超過兩公里。其他地區的冰河退縮可能也與它

區健行，除了可以看到許多難得一見的

約數公分或數十公分，最快通常也只有數公尺。

有關。

高山植物之外，偶爾一小段冰上健行也是生長在

冰河是歷經幾千年才形成的厚大冰塊，我們要

熱帶、亞熱帶的我少有的體驗。但在近幾年的山

認識冰河，並非只是因為它提供人類觀光旅遊、

區健行，我卻親身體驗到冰河的快速衰退，所以

冰上活動和休憩的場所，而是它同時也是極地生

近十年，阿爾卑斯山區不少瑞士人會在夏季幫

聽聞冰島官方替冰川 Okjökull Glacier 主導了告別

物如北極熊、海豹、企鵝的棲息地。這幾年，大

冰河蓋上白色毯子。毯子裡填充特殊的羊毛材料

式，並設立紀念碑，碑文上還記錄了當時的二氧

家都聽聞了北極熊面臨的生存危機，原因正是北

，能隔熱、反射陽光、防止紫外線。蓋白色毯子

化碳含量 415ppm，我同感難過並哀悼。

極海的冰層面積縮小的緣故。

這件事費錢費力又不自然，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冰川 Okjökull Glacier 設立死亡紀念碑，目的

降低融化速度權宜之計

官方表示，這麼做能夠將冰河融化的速度降低

在喚醒人們不要再自私的濫取濫用地球的天然資

人類活動加速冰河衰退

50％到70％。如此一來，就能在11月初進入滑雪

源，要正視極端氣候下可能引發的浩劫。借由這

冰河消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是「全球暖

旺季，不必花錢使用人造雪。但這也只是權宜之

個事件，讓我們也來認識一下什麼是冰川？

化」，世界各地的平均氣溫上升，導致大塊冰層

計，並非是阻止冰河消融的解方。

在夏天融化數量大過於冬天所累積的。因此，它

雖然人類活動導致的全球暖化只是冰河消融的

臺灣地貌多唯獨缺冰河

以固態冰存在的形式減少，液態水形式增加。這

原因之一，卻值得地球公民共同重視。一起節能

冰川又稱冰河。臺灣幅員小卻有眾多地貌，包

些水大部分流向海洋，導致海平面上升。目前科

減碳、多種樹，從日常生活做起，方法上百種，

括高山、河流、火山、海洋、湖泊，但就是缺了

學家預測，到了2100 年，海平面可能會上升約一

無論是食衣住行，每一個面向都有許多可以從個

冰河。冰河是高緯度或高海拔的寒冷地區下雪後

公尺。人類活動是全球暖化的一大主因，當然會

人實踐的方法。千萬別讓節能減碳只是一個口號

，未融的雪經堆積、壓實再結晶，聚積而成的巨

加速全球冰河的衰退。

，我們為地球做的，也正是為自己做的。

大冰塊。冰河可簡單分類為大陸冰河和山岳冰河
，大陸冰河就像地表上一頂冰做的帽子，現今以

自然氣候也致冰河消融

南極和格陵蘭為大陸冰河的最大代表。

除此之外，科學家發現自然的氣候改變所產生

V 形谷與 U 形谷

在山谷中形成的冰河稱為山岳冰河，冰體沿山

的複雜因素，也是冰河消融的一大原因。科學家

冰川作用和河流作用一樣，都包括侵蝕、搬運

谷向下流動，狀如河流，長度可達數十公尺到數

認為，阿爾卑斯山冰河融解，有一半的原因是自

、堆積等，這些作用造成許多地形，使得經過冰

十公里，厚度數十到上千公尺。

然氣候。

川作用的地區形成多樣的地貌。

冰河雖然是固態，但由於重力與壓力因素，還

例如瑞士最長的阿雷奇冰河在二十世紀期間消

在冰川作用之前，高山山谷的特徵就是 V 形谷
（圖 1）。因為河流超出基準面很多，因此會產
生下切作用，也就是河流侵蝕的山谷是 V 形谷。
高山地區的山谷如果有冰川，山谷將會被重新塑
造。冰川會把山谷加寬、加深、變直，所以曾經
是 V 形谷的河谷，就會變成 U 字形的冰河槽，或
稱為 U 形谷（圖 2）。V 形谷與 U 形谷最大的差
別在於底部，至於開口寬度比例就不盡相同咯！

▲冰河沿山谷向下流動，狀如河流。

▲阿雷奇冰河在二十世紀期間消退逾兩公里。

第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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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學習單（試題篇）
閱讀理解學習單（試題篇）
本週主題：第 5 版 科學萬象〈為冰河蓋上毯子 隔熱反光阻消融〉
本週主題：第 5 版 科學萬象〈為冰河蓋上毯子 隔熱反光阻消融〉
班級：
班級：

座號：
座號：

姓名：
姓名：

問題一：阿爾卑斯山區的冰河在夏季被蓋上白色毯子，請問目的為何？請盡可能完整書寫。
問題一：阿爾卑斯山區的冰河在夏季被蓋上白色毯子，請問目的為何？請盡可能完整書寫。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答：
答：

問題二：文中提到冰河消融有兩個主要的原因，請問分別為何？
問題二：文中提到冰河消融有兩個主要的原因，請問分別為何？
答：
答：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三：下列有關文中對冰河的敘述，何者正確？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三：下列有關文中對冰河的敘述，何者正確？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A.臺灣幅員小卻有眾多地貌，冰河地形便是其中之一
A.臺灣幅員小卻有眾多地貌，冰河地形便是其中之一
B.冰河可簡分為大陸冰河和山岳冰河，格陵蘭為山岳冰河代表
B.冰河可簡分為大陸冰河和山岳冰河，格陵蘭為山岳冰河代表
C.冰河雖然是固態，但由於重力與壓力因素，還是會緩慢流動
C.冰河雖然是固態，但由於重力與壓力因素，還是會緩慢流動
D.高山地區的山谷如果有冰川，山谷將會被重新塑造，會形成 V 形谷
D.高山地區的山谷如果有冰川，山谷將會被重新塑造，會形成 V 形谷
答：
答：

問題四：北歐冰島在今年 8 月 18 日舉行一場特別的告別式，告別對象是一條名為 Okjökull
問題四：北歐冰島在今年 8 月 18 日舉行一場特別的告別式，告別對象是一條名為 Okjökull
Glacier 的冰河，並為其設立紀念碑，請問此行為目的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Glacier 的冰河，並為其設立紀念碑，請問此行為目的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答：
答：

☆補充資訊：這條冰河是 2018 年一部名為《很不 OK》
（Not Ok）的紀錄片主角，由美國萊斯大學學
☆補充資訊：這條冰河是 2018 年一部名為《很不 OK》
（Not Ok）的紀錄片主角，由美國萊斯大學學
者共同製作，描述 Ok 冰河如何自 2014 年以來逐漸邁向「死亡」的融冰過程。Ok 冰河在一百年前的
者共同製作，描述 Ok 冰河如何自 2014 年以來逐漸邁向「死亡」的融冰過程。Ok 冰河在一百年前的
面積是 15 平方公里，厚度達 50 公尺，現已萎縮到僅剩不到 1 平方公里與 15 公尺厚，不再被視為冰
面積是 15 平方公里，厚度達 50 公尺，現已萎縮到僅剩不到 1 平方公里與 15 公尺厚，不再被視為冰
河。根據這部紀錄片的報導，科學家擔憂在 2200 年前，冰島有超過 400 條冰河都將「壽終正寢」。
河。根據這部紀錄片的報導，科學家擔憂在 2200 年前，冰島有超過 400 條冰河都將「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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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請問冰河大規模消融對人類的影響為何？請寫出三個具體影響。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答：

問題六：文中提到為冰河蓋上毯子只是權宜之計，並非是阻止冰河消融的解方，請從自身出
發，具體舉出兩點有效治本的解決方法。

【閱讀歷程：省思與評鑑】

答：

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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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喘息 治安變好
疫情的意外收穫

新冠肺炎疫情怎

全世界很多公司和工廠因為疫

麼還沒過去？我

情停工，加上大家不敢出門，

已經快悶壞了。

很多店家都撐不下去了。疫情
讓全球的經濟空前衰退。

文／沈志翰 編繪／柯智元
圖／美國太空總署、哥白尼大氣監測服務
觀光業、娛樂業、策展業、百貨

不過，全世界也出

零售業和餐飲服務業都受到很大

現許多「疫」想不

衝擊。澳洲智庫指出，有些航空

怎麼這麼嚴重！

世界各國因疫情而限制
像是什麼呢？

到的結果。

交通、觀光、集會等，
讓地球環境變好了。

公司可能在五月底前破產！

美國太空總署最近發布中國封城前後，二氧化

歐洲的大氣監測也發現，疫情嚴重的

二氧化氮主要來自車輛、發電廠與工廠，會造成酸

氮排放量的衛星圖。不只二氧化氮排放量顯著

義大利北部，今年三月封鎖後，大氣

雨和都市霧霾，且危害呼吸系統。工廠停工和停班

減少，上方的紅棕色有毒氣體雲也幾乎消失，

中的二氧化氮濃度也迅速下降。

停課後，交通量和廢氣排放量就大減了！

估計減少超過九成。
為什麼會這樣？

哇！少很多口也！

地球終於可以

此外，威尼斯封城後，不再擠滿觀

印度東部的海灘，因觀光人潮減少，一週

在產業方面，因防

喘息一下了！

光客，原本懸浮在河面上的泥沙沉

內湧入三十二萬隻瀕危欖蠵龜上岸產卵。

疫推行在家工作和
遠距教學，使視訊

澱到水底，使運河變清澈了！

軟體、遠距會議與
課程系統，迅速普
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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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視訊玩遊戲。
你有沒有認真
上遠距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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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患者來診所或醫院，增加醫護人

在疫情重災區的義大利，就

「宅經濟和宅娛樂」也迅速發展。疫情期間民

宅男成為一

員感染病毒的機會，透過視訊看診、開藥

有使用機器人醫生和護士，

好聰明的

眾不敢出門，網路購物和叫外送的需求大增，

種新時尚！

的遠距醫療，也獲得發展。

協助照護新冠肺炎患者。

機器人！

讓物流、快遞、外送服務的業者業績飆升。

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因為網購訂單激增，急徵十萬

線上遊戲的會員數，以及

聽說許多公司也

對呀，像是法國精品龍頭 LVMH 集團

名員工，彷彿成為疫情期間的 「新紅十字會」，緊

數位影音平臺的訂閱數與

因應疫情改變生

就把香水與化妝品的生產線，改為生

急解決民生物資問題！

流量，也都大幅成長。

產策略。

產酒精消毒劑，協助法國抗疫。

果然是宅神！

線上遊戲

電競遊戲

數位影音平臺
蘋果則設計了一款可以快速組裝和調整尺寸的塑

在社會層面也有不少正面影響。例如：阿根

美國紐約有上千人響應為行

英國也有許多社區，透過各

膠醫用面罩。預計一週生產一百萬份面罩，優先

廷封城後，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盜竊案減

動不便者送藥和送食品。

種社交媒體設立互助社團，

提供給美國醫療人員使用。

少了快九成！

為弱勢族群提供幫助。

雖然疫情感覺很漫長，但只要

那我要來盡一分心力了

上次你說要請

啊！我突然想到要

大家遵守疫情指揮中心的建議

！叫個外賣來吃吧！

我們吃飯，我

去排隊買口罩了！

和規定，一定能安然度過。

要順時中啦！

溜得還真快！

要點那個……
哼！小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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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學習單（試題篇）
閱讀理解學習單（試題篇）
本週主題：第
本週主題：第8─9
8─9版
版知識漫畫
知識漫畫〈地球喘息
〈地球喘息治安變好——疫情的意外收穫〉
治安變好——疫情的意外收穫〉
班級：
班級：

座號：
座號：

姓名：
姓名：

問題一：根據文本，威尼斯運河河水最近變得比較清澈，主因可能為何？
問題一：根據文本，威尼斯運河河水最近變得比較清澈，主因可能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Ａ政府大力清淤，致力河川整頓，使河水乾淨
Ａ政府大力清淤，致力河川整頓，使河水乾淨
Ｂ遊客銳減，遊客製造甚至亂丟的垃圾隨之減少
Ｂ遊客銳減，遊客製造甚至亂丟的垃圾隨之減少
Ｃ遊客的渡船活動停駛，讓原本懸浮在河面上的泥沙沉澱到水底
Ｃ遊客的渡船活動停駛，讓原本懸浮在河面上的泥沙沉澱到水底
Ｄ人類排到運河裡的廢水，包括工業化學品或家中殺蟲劑、洗碗精大量減少
Ｄ人類排到運河裡的廢水，包括工業化學品或家中殺蟲劑、洗碗精大量減少
答：
答：

問題二：根據文本，標題「地球喘息」的意思應該是下列何者？
問題二：根據文本，標題「地球喘息」的意思應該是下列何者？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Ａ因為疫情升高而使地球上的人們呼吸急促甚至困難
Ａ因為疫情升高而使地球上的人們呼吸急促甚至困難
Ｂ讓地球的生態環境因人類活動暫停而獲得短暫的休息
Ｂ讓地球的生態環境因人類活動暫停而獲得短暫的休息
Ｃ因為病毒傳播快速，使地球疫情在短期之內急遽攀升
Ｃ因為病毒傳播快速，使地球疫情在短期之內急遽攀升
Ｄ讓地球的經濟活動因各國限制政令而有了嶄新的發展
Ｄ讓地球的經濟活動因各國限制政令而有了嶄新的發展
答：
答：

問題三：根據文本，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問題三：根據文本，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Ａ瀕危欖蠵龜因政府致力保育而得以在白天大量上岸產卵
Ａ瀕危欖蠵龜因政府致力保育而得以在白天大量上岸產卵
Ｂ全球經濟空前衰退的主因，是各國政府因政治因素互不往來
Ｂ全球經濟空前衰退的主因，是各國政府因政治因素互不往來
Ｃ遠距會議與課程迅速普及化，是因為資訊業者開發新軟體獲得大眾愛用
Ｃ遠距會議與課程迅速普及化，是因為資訊業者開發新軟體獲得大眾愛用
Ｄ義大利北部天空二氧化氮濃度降低，是因為停班停課使廢氣排放量減少
Ｄ義大利北部天空二氧化氮濃度降低，是因為停班停課使廢氣排放量減少
答：
答：

問題四：根據文本，請列舉三項在醫療方面因應疫情的新發展。
問題四：根據文本，請列舉三項在醫療方面因應疫情的新發展。
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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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五：根據文本，請列舉三項在疫情期間對社會層面的正面影響。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答：

問題六：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根據文本，就目前的疫情與世界各國情形或發
展，試加以詮釋。（100 字內）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答：

問題七：根據文本，以及生活見聞，面對當前疫情，你認為要有哪些心態與作為才能讓身心
更健康？請至少條列三項。

【閱讀歷程：省思與評鑑】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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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自由發揮。
請學生自由發揮。
請學生自由發揮。

閱讀理解學習單（解答篇）
閱讀理解學習單（解答篇）
閱讀理解學習單（解答篇）

本週主題：第 7 版 媒體素養〈訊息守門人是誰？〉
本週主題：第
本週主題：第
7 版 媒體素養〈訊息守門人是誰？〉
7 版 媒體素養〈訊息守門人是誰？〉
命題設計／簡單老師（中學生報生涯專欄特約撰稿、國語日報讀報教育講師）
命題設計／簡單老師（中學生報生涯專欄特約撰稿、國語日報讀報教育講師）
命題設計／簡單老師（中學生報生涯專欄特約撰稿、國語日報讀報教育講師）
問題一：「守門人」一詞最初源起於何時﹖產生的背景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參考答案：「守門人」一詞是於五○年代由美國心理學家Lewin所提出，原本是為了探究家
問題一：「守門人」一詞最初源起於何時﹖產生的背景為何﹖
問題一：「守門人」一詞最初源起於何時﹖產生的背景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庭主婦選購食品的行為是從何而來。研究發現，發現訊息通常順著一些「有門的通道」而流
參考答案：「守門人」一詞是於五○年代由美國心理學家Lewin所提出，原本是為了探究家
參考答案：「守門人」一詞是於五○年代由美國心理學家Lewin所提出，原本是為了探究家
通，例如購物指南、大特價目錄等，而這些內容都是由「守門人」來決定什麼該買、什麼不
庭主婦選購食品的行為是從何而來。研究發現，發現訊息通常順著一些「有門的通道」而流
庭主婦選購食品的行為是從何而來。研究發現，發現訊息通常順著一些「有門的通道」而流
該買，後來這一概念被傳播學者懷特（White）加以運用。
通，例如購物指南、大特價目錄等，而這些內容都是由「守門人」來決定什麼該買、什麼不
通，例如購物指南、大特價目錄等，而這些內容都是由「守門人」來決定什麼該買、什麼不
該買，後來這一概念被傳播學者懷特（White）加以運用。
該買，後來這一概念被傳播學者懷特（White）加以運用。
問題二：文章提到新聞產製流程三步驟：1.記者採訪→報導。2.編輯審稿→下標。3.編輯或
記者上傳稿件→送件印刷。依本文所述，過程中守門人包含哪些人﹖為什麼﹖
問題二：文章提到新聞產製流程三步驟：1.記者採訪→報導。2.編輯審稿→下標。3.編輯或
問題二：文章提到新聞產製流程三步驟：1.記者採訪→報導。2.編輯審稿→下標。3.編輯或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記者上傳稿件→送件印刷。依本文所述，過程中守門人包含哪些人﹖為什麼﹖
記者上傳稿件→送件印刷。依本文所述，過程中守門人包含哪些人﹖為什麼﹖
參考答案：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一、記者：記者採訪撰稿時，已經擔任起「守門人」的角色，篩選要傳達給讀者或觀眾的訊
參考答案：
參考答案：
息，若新聞組織有特定立場或風格，記者很難擺脫影響。
一、記者：記者採訪撰稿時，已經擔任起「守門人」的角色，篩選要傳達給讀者或觀眾的訊
一、記者：記者採訪撰稿時，已經擔任起「守門人」的角色，篩選要傳達給讀者或觀眾的訊
二、編輯：編輯審稿時會擔任「守門人」角色，選擇哪些訊息該露出，哪些訊息需要被刪
息，若新聞組織有特定立場或風格，記者很難擺脫影響。
息，若新聞組織有特定立場或風格，記者很難擺脫影響。
除。
二、編輯：編輯審稿時會擔任「守門人」角色，選擇哪些訊息該露出，哪些訊息需要被刪
二、編輯：編輯審稿時會擔任「守門人」角色，選擇哪些訊息該露出，哪些訊息需要被刪
除。

除。

問題三：為何有守門人的把關，新聞還是出現錯誤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參考答案：首先，新聞組織（報社、電視臺等媒體）會對記者或編輯產生影響。其次，採訪
問題三：為何有守門人的把關，新聞還是出現錯誤呢？
問題三：為何有守門人的把關，新聞還是出現錯誤呢？【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現場的不確定性，受訪者可能會提供錯誤資訊或隱埋某些實情。再來就是，新聞人員的專業
參考答案：首先，新聞組織（報社、電視臺等媒體）會對記者或編輯產生影響。其次，採訪
參考答案：首先，新聞組織（報社、電視臺等媒體）會對記者或編輯產生影響。其次，採訪
問題，絕大部分的記者都受過相關媒體教育與訓練，然而目前的媒體教育多數強調硬體操
現場的不確定性，受訪者可能會提供錯誤資訊或隱埋某些實情。再來就是，新聞人員的專業
現場的不確定性，受訪者可能會提供錯誤資訊或隱埋某些實情。再來就是，新聞人員的專業
作，在媒體思維上則有待強化，例如面對不熟悉的採訪議題，該如何應變等。
問題，絕大部分的記者都受過相關媒體教育與訓練，然而目前的媒體教育多數強調硬體操
問題，絕大部分的記者都受過相關媒體教育與訓練，然而目前的媒體教育多數強調硬體操
作，在媒體思維上則有待強化，例如面對不熟悉的採訪議題，該如何應變等。
作，在媒體思維上則有待強化，例如面對不熟悉的採訪議題，該如何應變等。
問題四：本文插圖漫畫中，學生最初接觸到的訊息與後來發現的完整資訊有落差，造成對事
件的理解錯誤或對事情真相判斷失真。這種報導手法與理解偏差，可以用哪些成語或諺語形
問題四：本文插圖漫畫中，學生最初接觸到的訊息與後來發現的完整資訊有落差，造成對事
問題四：本文插圖漫畫中，學生最初接觸到的訊息與後來發現的完整資訊有落差，造成對事
容﹖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件的理解錯誤或對事情真相判斷失真。這種報導手法與理解偏差，可以用哪些成語或諺語形
件的理解錯誤或對事情真相判斷失真。這種報導手法與理解偏差，可以用哪些成語或諺語形
容﹖

參考答案：
容﹖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報導手法──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模糊/轉移焦點、一手遮天。
參考答案：
參考答案：
理解偏差──瞎子摸象、坐井觀天、以管窺天、見樹不見林。
報導手法──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模糊/轉移焦點、一手遮天。
報導手法──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模糊/轉移焦點、一手遮天。
理解偏差──瞎子摸象、坐井觀天、以管窺天、見樹不見林。
理解偏差──瞎子摸象、坐井觀天、以管窺天、見樹不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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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依照本文「認清誑訊息」提示，試著比較兩篇同樣議題的新聞報導：
1.它們的標題有何不同？編輯為何如此下標？
2.標題與內文是否有關聯？
3.記者報導的思維邏輯是什麼？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參考答案：(略)。
可引導學生以最近持續進行的香港「反送中」事件新聞為例，找《中學生報》與坊間任一份
報紙，逐一比較問題中三點的差異。
以「香港十一示威」標題舉例：
1.《中學生報》――「香港示威者首遭實彈射傷」
2.《自由時報》――「港警近距離開槍 高中生中彈」
3.《聯合報》――「港警開槍 高中生中彈命危」

問題六：除了文中提到的記者和編輯，我們接觸到的訊息可能還會經過哪些干擾或篩選﹖和
同學合作找一則新聞議題，一起探討新聞呈現在大眾前，守門人篩選的過程。
【閱讀歷程：省思與評鑑】

參考答案：
1. 食品安全新聞，發生誠信爭議的食品企業若同時也是在報紙刊登廣告的大客戶，因擔心
廣告收入受影響，報社老闆會對編輯部施加壓力，報導可能因此避重就輕或淡化處理。
2. 國際運動比賽新聞，不管臺灣輸或贏，牽涉到自己國家榮譽，報導難免出現以國人立場
出發(訊息篩選)主觀而情緒化的字眼。例如：中韓大賽前，報導吃韓國泡菜畫面……。
3. 有的媒體是由特定宗教或政治支持者創辦或出資，遇到立場或利益衝突新聞時，難免篩
選對己方有利的訊息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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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自由發揮。
請學生自由發揮。
請學生自由發揮。

閱讀理解學習單（解答篇）
閱讀理解學習單（解答篇）
閱讀理解學習單（解答篇）

本週主題：第 5 版 科學萬象〈為冰河蓋上毯子 隔熱反光阻消融〉
本週主題：第 5 版 科學萬象〈為冰河蓋上毯子 隔熱反光阻消融〉
命題設計／侯如紋（嘉義縣嘉新國中教師）
本週主題：第 5 版
科學萬象〈為冰河蓋上毯子 隔熱反光阻消融〉

命題設計／侯如紋（嘉義縣嘉新國中教師）
命題設計／侯如紋（嘉義縣嘉新國中教師）
問題一：阿爾卑斯山區的冰河在夏季被蓋上白色毯子，請問目的為何？請盡可能完整書寫。
問題一：阿爾卑斯山區的冰河在夏季被蓋上白色毯子，請問目的為何？請盡可能完整書寫。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一：阿爾卑斯山區的冰河在夏季被蓋上白色毯子，請問目的為何？請盡可能完整書寫。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參考答案：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參考答案：
阿爾卑斯山區的冰河在夏季被蓋上白色毯子為的是嚴防夏季高溫將冰川融化。白色毯子裡填
參考答案：
阿爾卑斯山區的冰河在夏季被蓋上白色毯子為的是嚴防夏季高溫將冰川融化。白色毯子裡填
充特殊的羊毛材料，能隔熱、反射陽光、防止紫外線，可以將冰河融化的速度降低
50％到 70
阿爾卑斯山區的冰河在夏季被蓋上白色毯子為的是嚴防夏季高溫將冰川融化。白色毯子裡填
充特殊的羊毛材料，能隔熱、反射陽光、防止紫外線，可以將冰河融化的速度降低 50％到 70
％。此做法可在
11 月初進入滑雪旺季，不必花錢使用人造雪。
充特殊的羊毛材料，能隔熱、反射陽光、防止紫外線，可以將冰河融化的速度降低
50％到 70
％。此做法可在 11 月初進入滑雪旺季，不必花錢使用人造雪。
％。此做法可在 11 月初進入滑雪旺季，不必花錢使用人造雪。
問題二：文中提到冰河消融有兩個主要的原因，請問分別為何？
問題二：文中提到冰河消融有兩個主要的原因，請問分別為何？
參考答案：
問題二：文中提到冰河消融有兩個主要的原因，請問分別為何？
參考答案：
1.人類活動造成的全球暖化
參考答案：
1.人類活動造成的全球暖化
2.自然氣候改變
1.人類活動造成的全球暖化
2.自然氣候改變
2.自然氣候改變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三：下列有關文中對冰河的敘述，何者正確？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三：下列有關文中對冰河的敘述，何者正確？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A.
臺灣幅員小卻有眾多地貌，冰河地形便是其中之一（臺灣地貌多，唯獨缺冰河）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三：下列有關文中對冰河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臺灣幅員小卻有眾多地貌，冰河地形便是其中之一（臺灣地貌多，唯獨缺冰河）
B.冰河可簡分為大陸冰河和山岳冰河，格陵蘭為山岳冰河代表（格陵蘭為大陸冰河代表）
A. 臺灣幅員小卻有眾多地貌，冰河地形便是其中之一（臺灣地貌多，唯獨缺冰河）
B.冰河可簡分為大陸冰河和山岳冰河，格陵蘭為山岳冰河代表（格陵蘭為大陸冰河代表）
C.冰河雖然是固態，但由於重力與壓力因素，還是會緩慢流動
B.冰河可簡分為大陸冰河和山岳冰河，格陵蘭為山岳冰河代表（格陵蘭為大陸冰河代表）
C.冰河雖然是固態，但由於重力與壓力因素，還是會緩慢流動
D.高山地區的山谷如果有冰川，山谷將會被重新塑造，會形成
C.冰河雖然是固態，但由於重力與壓力因素，還是會緩慢流動 V 形谷（U 形谷）
D.高山地區的山谷如果有冰川，山谷將會被重新塑造，會形成 V 形谷（U 形谷）
答：
C 。
D.高山地區的山谷如果有冰川，山谷將會被重新塑造，會形成
V 形谷（U 形谷）
答： C 。
答： C 。
問題四：北歐冰島在今年 8 月 18 日舉行一場特別的告別式，告別對象是一條名為 Okjökull
問題四：北歐冰島在今年 8 月 18 日舉行一場特別的告別式，告別對象是一條名為 Okjökull
Glacier
的冰河，並為其設立紀念碑，請問此行為目的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四：北歐冰島在今年
8 月 18 日舉行一場特別的告別式，告別對象是一條名為
Okjökull
Glacier 的冰河，並為其設立紀念碑，請問此行為目的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參考答案：
Glacier 的冰河，並為其設立紀念碑，請問此行為目的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參考答案：
喚醒人們不要再自私的濫取濫用地球的天然資源，正視極端氣候下可能引發的浩劫。
參考答案：
喚醒人們不要再自私的濫取濫用地球的天然資源，正視極端氣候下可能引發的浩劫。
喚醒人們不要再自私的濫取濫用地球的天然資源，正視極端氣候下可能引發的浩劫。
☆補充資訊：這條冰河是 2018 年一部名為《很不 OK》
（Not Ok）的紀錄片主角，由美國萊斯大學學者
☆補充資訊：這條冰河是 2018 年一部名為《很不 OK》
（Not Ok）的紀錄片主角，由美國萊斯大學學者
共同製作，描述 Ok 冰河如何自 2014 年以來逐漸邁向「死亡」的融冰過程。Ok 冰河在一百年前的面積
☆補充資訊：這條冰河是 2018 年一部名為《很不 OK》
（Not Ok）的紀錄片主角，由美國萊斯大學學者
共同製作，描述 Ok 冰河如何自 2014 年以來逐漸邁向「死亡」的融冰過程。Ok 冰河在一百年前的面積
是 15 平方公里，厚度達 50 公尺，現已萎縮到僅剩不到 1 平方公里與 15 公尺厚，不再被視為冰河。
共同製作，描述 Ok 冰河如何自 2014 年以來逐漸邁向「死亡」的融冰過程。Ok 冰河在一百年前的面積
是 15 平方公里，厚度達 50 公尺，現已萎縮到僅剩不到 1 平方公里與 15 公尺厚，不再被視為冰河。
根據這部紀錄片的報導，科學家擔憂在 2200 年前，冰島有超過 400 條冰河都將「壽終正寢」
。
是 15 平方公里，厚度達 50 公尺，現已萎縮到僅剩不到 1 平方公里與 15 公尺厚，不再被視為冰河。
根據這部紀錄片的報導，科學家擔憂在 2200 年前，冰島有超過 400 條冰河都將「壽終正寢」
。
根據這部紀錄片的報導，科學家擔憂在 2200 年前，冰島有超過 400 條冰河都將「壽終正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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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請問冰河大規模消融對人類的影響為何？請寫出三個具體影響。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參考答案：
1. 影響生存空間：冰河大規模融化，將導致海平面上升。受到海平面升高的影響，許多島國
已經面臨陸地縮小、生存空間被壓縮的威脅。
2. 影響水源：以青藏高原上的冰河為例，青藏高原在冰雪期形成約 45000 條冰河，冰河春天
融冰為揚子江（長江）
、黃河、雅魯藏布江及湄公河等亞洲主要河川的水源，若冰河大規
模縮減，未來數十年，不論是濱海人士或是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約 20 億亞洲人將
面臨缺水的命運。
3. 影響生態平衡：冰河為極地生物如北極熊、海豹、企鵝的棲息地，若面臨大規模消融，動
物將面臨生存危機，影響生物多樣性。(因其中一種生物消失，將會使生態系統失去平衡，
例如當北極熊消失後，海豹、企鵝(北極熊的食物)變多了，而牠們太多了，多到把海中的
魚吃光光，人類便捕不到魚。)

問題六：文中提到為冰河蓋上毯子只是權宜之計，並非是阻止冰河消融的解方，請從自身出
發，具體舉出兩點有效治本的解決方法。
【閱讀歷程：省思與評鑑】

參考答案：請學生自由發揮。
其實，只要我們願意從食、衣、住、行等生活化的面向作改變，就能為減緩地球暖化盡一分
心力，減少冰河消融的速度。
1. 食：「一天不吃肉，可以減少排放 4 公斤的二氧化碳」，在提倡減碳的時代裡，素食主義
可有效改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飼養的牛隻為例，其會排放氮氧化物、甲烷等溫室氣體，
若多以肉食為主，則每人間接製造的溫室氣體量將大於茹素者。只吃在地生產食物，減少
運送食物所耗費之能源及運輸產生之溫室氣體。
2. 衣：新衣物的製成代表能源和資源的消耗，有些衣物的來源是合成材料，更是石油製品。
此外，棉花田雖占全球耕地的 3%，卻消耗了全球將近 25%的農藥。因此，舊衣回收機制的
推動，代表著支持調適暖化之行動。
3. 住：日常生活中使用電器用品，常會消耗能源並製造二氧化碳量。若使用具節能標章或環
保標章之產品、提高冷氣溫度設定、隨手關閉電燈、多利用天然採光及通風等，將能有效
改善個人碳排放量。
4. 行：騎乘自行車，不但能夠達到運動養生的目的，亦能夠達成節能減碳的效果。大眾運輸
系統的利用為具環保概念的選擇，每人碳排放量將遠低於個人駕駛小客車，而推動共乘也
是很好的減碳方法。
參考網站：ttps://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752&Itemid=106

第 14 頁

閱讀理解學習單（解答篇）
閱讀理解學習單（解答篇）
閱讀理解學習單（解答篇）

本週主題：第 8─9 版 知識漫畫 〈地球喘息 治安變好——疫情的意外收穫〉
本週主題：第
本週主題：第
8─9 版
8─9
知識漫畫
版
知識漫畫
〈地球喘息
〈地球喘息
治安變好——疫情的意外收穫〉
治安變好——疫情的意外收穫〉
命題設計／簡怡美（臺北市信義國中教師）
命題設計／簡怡美（臺北市信義國中教師）
命題設計／簡怡美（臺北市信義國中教師）
問題一：根據文本，威尼斯運河河水最近變得比較清澈，主因可能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問題一：根據文本，威尼斯運河河水最近變得比較清澈，主因可能為何？
問題一：根據文本，威尼斯運河河水最近變得比較清澈，主因可能為何？
Ａ政府大力清淤，致力河川整頓，使河水乾淨（文中並未提及，目前也無此新聞）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Ｂ遊客銳減，遊客製造甚至亂丟的垃圾隨之減少（人為垃圾不是造成河水骯髒的主因）
Ａ政府大力清淤，致力河川整頓，使河水乾淨（文中並未提及，目前也無此新聞）
Ａ政府大力清淤，致力河川整頓，使河水乾淨（文中並未提及，目前也無此新聞）
Ｃ遊客的渡船活動停駛，讓原本懸浮在河面上的泥沙沉澱到水底
Ｂ遊客銳減，遊客製造甚至亂丟的垃圾隨之減少（人為垃圾不是造成河水骯髒的主因）
Ｂ遊客銳減，遊客製造甚至亂丟的垃圾隨之減少（人為垃圾不是造成河水骯髒的主因）
Ｄ人類排到運河裡的廢水，包括工業化學品或家中殺蟲劑、洗碗精大量減少（這是運河變髒
Ｃ遊客的渡船活動停駛，讓原本懸浮在河面上的泥沙沉澱到水底
Ｃ遊客的渡船活動停駛，讓原本懸浮在河面上的泥沙沉澱到水底
的重要原因，但威尼斯的居民並沒有銳減，與近期河水變清澈較無關）
Ｄ人類排到運河裡的廢水，包括工業化學品或家中殺蟲劑、洗碗精大量減少（這是運河變髒
Ｄ人類排到運河裡的廢水，包括工業化學品或家中殺蟲劑、洗碗精大量減少（這是運河變髒
答：Ｃ
的重要原因，但威尼斯的居民並沒有銳減，與近期河水變清澈較無關）
的重要原因，但威尼斯的居民並沒有銳減，與近期河水變清澈較無關）
答：Ｃ答：Ｃ
問題二：根據文本，標題「地球喘息」的意思應該是下列何者？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Ａ因為疫情升高而使地球上的人們呼吸急促甚至困難
問題二：根據文本，標題「地球喘息」的意思應該是下列何者？
問題二：根據文本，標題「地球喘息」的意思應該是下列何者？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Ｂ讓地球的生態環境因人類活動暫停而獲得短暫的休息（世界各國因疫情而限制交通、觀光
Ａ因為疫情升高而使地球上的人們呼吸急促甚至困難
Ａ因為疫情升高而使地球上的人們呼吸急促甚至困難
、集會等，讓地球環境變好了）
Ｂ讓地球的生態環境因人類活動暫停而獲得短暫的休息（世界各國因疫情而限制交通、觀光
Ｂ讓地球的生態環境因人類活動暫停而獲得短暫的休息（世界各國因疫情而限制交通、觀光
Ｃ因為病毒傳播快速，使地球疫情在短期之內急遽攀升
、集會等，讓地球環境變好了）
、集會等，讓地球環境變好了）
Ｄ讓地球的經濟活動因各國限制政令而有了嶄新的發展
Ｃ因為病毒傳播快速，使地球疫情在短期之內急遽攀升
Ｃ因為病毒傳播快速，使地球疫情在短期之內急遽攀升
答：Ｂ
Ｄ讓地球的經濟活動因各國限制政令而有了嶄新的發展
Ｄ讓地球的經濟活動因各國限制政令而有了嶄新的發展
答：Ｂ答：Ｂ
問題三：根據文本，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Ａ瀕危欖蠵龜因政府致力保育而得以在白天大量上岸產卵（人類被禁止在沙灘活動，讓欖蠵
問題三：根據文本，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問題三：根據文本，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龜能恢復習性在白天產卵）
Ａ瀕危欖蠵龜因政府致力保育而得以在白天大量上岸產卵（人類被禁止在沙灘活動，讓欖蠵
Ａ瀕危欖蠵龜因政府致力保育而得以在白天大量上岸產卵（人類被禁止在沙灘活動，讓欖蠵
Ｂ全球經濟空前衰退的主因，是各國政府因政治因素互不往來（因很多公司和工廠停工，人
龜能恢復習性在白天產卵）
龜能恢復習性在白天產卵）
們少出門消費）
Ｂ全球經濟空前衰退的主因，是各國政府因政治因素互不往來（因很多公司和工廠停工，人
Ｂ全球經濟空前衰退的主因，是各國政府因政治因素互不往來（因很多公司和工廠停工，人
Ｃ遠距會議與課程迅速普及化，是因為資訊業者開發新軟體獲得大眾愛用（因應停班停課，
們少出門消費）
們少出門消費）
大眾有需要工作、學習，或降低近距離接觸風險）
Ｃ遠距會議與課程迅速普及化，是因為資訊業者開發新軟體獲得大眾愛用（因應停班停課，
Ｃ遠距會議與課程迅速普及化，是因為資訊業者開發新軟體獲得大眾愛用（因應停班停課，
Ｄ義大利北部天空二氧化氮濃度降低，是因為停班停課使廢氣排放量減少
大眾有需要工作、學習，或降低近距離接觸風險）
大眾有需要工作、學習，或降低近距離接觸風險）
答：Ｄ
Ｄ義大利北部天空二氧化氮濃度降低，是因為停班停課使廢氣排放量減少
Ｄ義大利北部天空二氧化氮濃度降低，是因為停班停課使廢氣排放量減少
答：Ｄ答：Ｄ

第 15 頁

問題四：根據文本，請列舉三項在醫療方面因應疫情的新發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答：
1.透過視訊看診、開藥的遠距醫療。
2.使用機器人醫生和護士，協助照護新冠肺炎患者。
3.蘋果公司設計一款可以快速組裝和調整尺寸的塑膠醫用面罩。

問題五：根據文本，請列舉三項在疫情期間對社會層面的正面影響。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答：
1.阿根廷封城後，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盜竊案減少了快九成。
2.美國紐約有上千人響應為行動不便者送藥和送食品。
3.英國有許多社區透過各種社交媒體設立互助社團，為弱勢族群提供幫助。

問題六：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根據文本，就目前的疫情與世界各國情形或發
展，試加以詮釋。（100 字內）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參考答案：（請學生自由發揮）
雖然疫情對人類生命安全與經濟生活造成嚴重危害，但也因為人類減少活動讓地球生態環境
得以喘息；人類創建新的生活型態帶動新的產業發展，更重要的是，從彼此互助中發揮人性
美善光明面。

問題七：根據文本，以及生活見聞，面對當前疫情，你認為要有哪些心態與作為才能讓身心
更健康？請至少條列三項。

【閱讀歷程：省思與評鑑】

參考答案：（請學生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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