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文課程第五冊 教學補充資源

第一課 言論自由的界線
1.

名稱

連結

言論自由正反立場意見

http://www.debate.org/opinions/should-there-be-restr
ictions-on-freedom-of-speech

2.

從學術角度探討網路霸凌與「匿名發言」制
的兩難：助長線上言語暴力 vs. 守護線上
民主價值

3.

『只是開玩笑有這麼嚴重嗎？歧視性言論』
- 木擊者(影片)

4.

如何揪出網上噴子？維基百科聯合谷歌開

https://goo.gl/MPkxm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8cz7GIPgV8

https://read01.com/AAjjyL.html#.WYly_YiGPIU

發機器學習算法 (用機器找出人身攻擊的
言論)
5.

這些在戒嚴時期都是「禁書」，至於原因…

6.

網傳「法官核准」罵人價目表 法界:正向態
度看待。

https://goo.gl/HgbVKg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
762346

7.

阻止別人發言也是言論自由嗎？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2752640

8.

言論自由的起源(正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80%E8%A
B%96%E8%87%

9.

言論自由的濫用(反面)

10. 當言論自由遇上言語霸凌(反面)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5937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1110/5944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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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關於基改食品，我有話要說
名稱
1.

請上網參考了解全球基改作物中的四大
天王 ─ 黃豆、玉米、棉花和油菜的用
途(課前活動)

2.

課文視頻參考：2013.06.09 文茜世界周報
／基改小麥污染美國農田(全球關注)

3.

基改新聞:德國拜耳收購美國孟山都(全
球最大基改種子公司)

4.

新書簡介：2016/10/26 出版《基改追追追:

連結
https://nogmolunch.wordpress.com/2015/08/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E1-41wZ_Q

http://epaper.epochtimes.com/Germany/20160921_778/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31149

揭露全球基改作物入侵生活的真相》
5.

參考書籍:《餐桌上的危機:基改食物大
解密，靠自己的力量吃出安全的三餐》

6.

基改食品究竟安全嗎？

http://pansci.asia/archives/61656

7.

基因改造食品是福還是禍？

http://www.taifer.com.tw/taifer/tf/051001/48.html

8.

人們難以察覺基因改造食品所帶來的影
響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90348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09/science/geneticallyedited-foods-crispr.html?rref=collection%2Ftimestopic%2
FGenetically%20Modified%20Food

9.

基因改造食品 GMO 真的不好嗎？(正
反面)

10. 基因改造食品的利與弊(正反面)
11. 基因改造食品的壞處(反面)

http://www.foodnext.net/science/scsource/paper/4098726
121
https://media.chef-clean.com/660/science-14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oujishiwu009/ji-yin-gai-zaoshi-wu-huai-chu

當代中文課程第五冊 教學補充資源

第三課 整型好不好
1.

名稱

連結

電影:醜女大翻身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6%9C%E5%A5%B3%E5%A4
%A7%E7%BF%BB%E8%BA%AB

2.

上研究所還是整型好？(劉黎兒)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449-1502-%E4%B
8%8A%E7%A0%94%E7%A9%B6%E6%89%80%E9%82%84%E6%
98%AF%E6%95%B4%E5%BD%A2%E5%A5%BD%EF%BC%9F

3.

關於人與美的討論:韓國微電影「人
形」

4.

整形分為美容以及重建手術

http://news.tvbs.com.tw/ttalk/blog_author_detail/3904

http://www.jimmyps.com/index.php/column/13-concept/20-2016-05-23
-15-27-53

5.

整形的正面影響(正面)

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161020
/HK-gfk1_er_r.htm

6.

整容弊多於利(反面)

https://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5533

7.

韓國恐怖整容漫畫

http://xile.gleenow.com/3/70556/%E9%9F%93%E5%9C%8B%E7%
8D%B5%E5%A5%87%E6%81%90%E6%80%96%E6%BC%AB%E7
%95%AB%E6%95%B4%E5%AE%B9%E6%B6%B2.html

8.

2017 年美國劇情電影《奇蹟男孩》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A5%87%E8%B9%9F%E7%94%
B7%E5%A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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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傳統與現代
名稱
1.
2.

平溪天燈放不放？傳統與環保的相互碰
撞
賽神豬究竟是文化還是另類的虐待？

連結
http://news.knowing.asia/news/922a9f38-60f8-44e9-98ff609e3f19a069
http//wuo-wuo.com/blog/50-comments/462-events-nest-se
ason-practices-pig-god-transformation.html

3.

中秋節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A7%8
B%E7%AF%80_(%E8%8F%AF%E4%BA%BA)

4.

關於元宵民俗慶典 你不可不知

https://udn.com/news/story/9/2276593

5.

台南鹽水蜂炮 (此網頁附圖文簡介，若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6668

學生想了解有關蜂炮，建議老師於課堂
中可以看此網頁簡單說明介紹)
澳媒列「全球 10 個最危險祭典」台南鹽
水蜂炮也入榜
文一口語表達-有關平溪天燈(正方支持
陳述參考)
6.

平溪天燈放不放？傳統與環保的相互碰
撞
文二口語表達 –有關中秋烤肉(反方反對
陳述參考)

7.

請支持連署 - 中秋不烤肉 減碳新生活
-反對中秋烤肉

8.

中秋烤肉，不需用放大鏡批判 (反駁參
考)

9.

環保天燈不是夢－放天燈的習俗仍可保
留(正面)

10. 中秋節烤肉－環境污染可避免(正面)
11. 台南鹽水蜂炮－全球十個危險祭典之一
(反面)
12. 鬥牛，是帥氣還是殘忍？(反面)
13. 台灣動物之聲
原住民狩獵與動物保護的平衡

http://news.knowing.asia/news/922a9f38-60f8-44e9-98ff609e3f19a069

https://goo.gl/E7rTtj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40903-o3JF

https://goo.gl/Nok6wk

http://e-info.org.tw/node/91431
http://a.udn.com/focus/2016/01/19/17034/index.html

http://www.lca.org.tw/column/node/195
http://www.lca.org.tw/avot/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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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代理孕母，帶來幸福？
※請老師使用時註明出處，教學時只播放授課需要片段，作為上課之輔助而非播
放全影片。全影片可讓學生在家先自行上網觀賞。）
播放時機
1 暖身

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Z0IQNi2bE
C 羅又當爸！ 遭踢爆"找代理孕母產龍鳳胎"
全球進行式 20170715
(影片共 10 分鐘，課堂中只須播放 0-3 分鐘)

建議
步驟
1.播放影片
2.教師提問影片內
容引起討論
3.進行引言

2.課前活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yX2bQoy48

4.討論 3 個提問

討論後
或 上完課
文一後

凍卵？! 留一線"生"機 Part 2 代孕市場需求大
(共 16:41 分)
2:55 分 代孕爭議

5.播放 2:55-11:36
6 教師提問

5:50 分 代孕費用
6:00-6:50 代孕合法國家
7:08-8:13 案例
9:20-9:40 泰國印度原開放，現在限制外國人前
往尋求代孕的原因
10:20-11:36 兒福社工與醫師正反不同觀點
口語表達
介紹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HVDVPd6-gw
代孕案例 (共 1:56 分)

課堂播放，課中討
論，作為課文一口語
表達練習範例 p127

口語表達一
作業報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7Qd6A5I6Oo
《冷暖人生》代孕记 2017-08-29 (共 27:12 分)
Ps. 口語表達單元可請學生自由選擇案例介紹
或指定全班回家看此視頻當作業，隔日共同討論

教師可讓全班同學
看此同一個案例
當作業讓學生在家
看，配合口頭表達敘述案例，作為第二
天口頭報告。

P101
口語表達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Tnoh5aHb2k
看視頻後
正義:一場思辯之旅《第二部份:出售母親權力_01》 討論孕母條件與限

+角色扮演

(共 13:23 分，課堂播放 0-2:10)

制

P118
辯論:男主
外女主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hrAZpLgnQ
老婆會賺! 近 6 成男願當家庭主夫(共 1:30 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e8SV_GarU
北京電視台

看視頻 引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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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6《谁在说》:男主内女主外 你能接受吗（上）
(共 26:08 分)課堂播放 0-3 分
其他視頻參
考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2.

v=EHv04LhDmCo
哈佛大學《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之代理孕母
(英語發音中文字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vSPpoVNfvTU
《代孕》 生孩子的伦理抉择

網頁參考

1. 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sexwork/types/su
rrogate/surrogate-index.html
代孕相關文章、案例與新聞彙整參考
2. https://www.anntw.com/articles/20160107-71L1
反對代孕 義官員:跟性犯罪一樣糟
2016/01/07 16:07
3. http://m.chinese.christianpost.com/article/%E5%8
F%8D%E5%B0%8D%E4%BB%A3%E5%AD%9
5%E7%9A%8415%E5%80%8B%E7%90%86%E7
%94%B1-21749/
反對代孕的 15 個理由
4. http://www.chinadmd.com/search.do？
nkey=%E4%B8%8D%E9%BC%93%E5%8A%B1
%E7%94%B7%E4%B8%BB%E5%A4%96%E5%
A5%B3%E4%B8%BB%E5%86%85%E2%80%94
辯論練習:男主外女主內辯論搞
5. http://www.liberalstudies.hk/relationships/pdf/ls_r
elationships_43.pdf 教案: 男主外，女主內
6. https://www.npf.org.tw/1/17906 (擺盪在人權、倫
理與法律的代理孕母)
7. 正反
面:https://www.conceiveabilities.com/about/blog/t
he-pros-a
nd-cons-of-surrogacy-for-intended-parents (代理孕
母給人希望，也使人憂慮)
8. 正
面:http://superbaby52099.pixnet.net/blog/post/345
8534-%E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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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E5%AD%95%E6%9C%89%E4%BB%80%
E9%BA%BC%E7%9B%8A%E8%99%95%EF%B
C%9F (代理孕母的益處)
9. 反
面:https://buzzorange.com/2017/06/14/acting-moth
ers-issue/ (代理孕母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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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死刑的存廢
名稱
1.

王士齊: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取代
死刑

2.

如果真的要廢死，或許可以用這三步驟
「虐待」取代

3.

世界上最豪華的監獄:優雅和自然可以改
造罪犯？

4.

歐文‧詹姆斯:監獄作家的社會復歸之路
（下）

5.

隔離監禁:也許比死刑更殘酷

連結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2903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476

https://kknews.cc/zh-tw/news/5amr4z2.html

https://goo.gl/FXajT8

https://m.cn.nytimes.com/living/20150817/t17solitary/zhhant/

6.

殺人者人恆殺之?--從《越過死亡線》談
生命權(附學習單)

7.

與死刑主題相關電影
《非法制裁》（Death Sentence）
《私法爭鋒》（Prisoners）
《越過死亡線》（Dead Man Walking）
《女魔頭》（Monster）

http://hre.pro.edu.tw/zh.php?m=15&c=822

http://www.hypesphere.com/archives/52356

《最後的絞刑師》（The Last Hangman）
《刺客共犯》（The Conspirator）
《殺戮時刻》（A Time To Kill）
《鐵幕疑雲》（The Life of David Gale）
《豪情四兄弟》（Sleepers）
8.

影片國中_國文_課文動畫─替代死刑【翰
林出版_二下_第十二課 科幻極短篇選】

9.

廢除死刑的正反意見(正反面)

http://lms.learnmode.net/flip/video/48528

https://deathpenalty.procon.org/view.resource.php?resourc
e ID=002000

10. 廢除死刑，支持還是反對？(正反面)
11. 支持廢除死刑－轉念(正面)
12. 反面: (死刑是死刑，冤獄是冤獄)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8189
http://www.toments.com/297/
https://pnn.pts.org.tw/main/2016/05/17/%E5%8F%8D%E
5
%B0%8D%E5%BB%A2%E6%AD%BB%E7%9A%84%
E5%86%A4%E7%8D%84%E8%AB%96%E8%A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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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增富人稅=減窮人苦？
名稱

連結

1.

《你該殺死那個胖子嗎？：為了多數人
幸福而犧牲少數人權益是對的嗎？》原
文作者:David Edmonds；譯者:劉泗翰出
版社:漫遊者文化

2.

書寫與療癒:談烏蘇拉〃勒瑰恩的反烏托
邦小說

3.

道德思辨的頭腦體操 讀《正義:一場思辨
之旅》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43075

http://www.dengl.ndhu.edu.tw/ezfiles/43/1043/img/1490/
942757777.pdf
http://www.nacs.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62c9922
185566a5e3e7935f59e46a5dc.pdf

4.

正反面: (香港增稅幫助到社會基層)

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analyses/334

5.

正面(美國巴菲特提倡的富人稅)

https://fas.org/sgp/crs/misc/R42043.pdf

6.

反面: (公平正義的貧瘠

https://talkecon.com/dream_of_justice/

7.

反面: (法國取消 75%富人稅)

道德？人性？)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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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左右為難的難民問題
名稱
1.

歐洲難民潮:一張「震驚人心」的相片(以
下為引言參考)

2.

十點快速看懂歐洲難民事件

3.

恐攻頻傳撼動全球 歐洲近年事件回
顧！

4.

歐洲的兩難:該稱他們為「移民」還是「難
民」？(以下為課前活動參考)

5.

女難民參選索馬利亞總統(視頻)

6.

歐洲移民危機。(維基百科)(以下為課文
參考)

連結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0
3_ana_eu_migrant_crisis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7275
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60719006249-260803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408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ssCnuUOf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
2%E7%A7%BB%E6%B0%91%E5%8D%B1%E6%A9%
9F

7.

為什麼拒絕難民？歐洲各國避之唯恐不
及的難民潮。

8.

人道主義 VS 社會安全:德國政府棘手的
「難民」問題

9.

十名難民將參加 2016 年里約奧運會比賽
- 聯合國難民署。

10. 2016 里約奧運》難民代表團 失去家園贏
得尊敬。
11. 恐怖主義與和平

https://sosreader.com/refugee_europe/

http://www.peoplenews.tw/news/4ceda14e-41ab-485a-bc
7d-3f38a78521d1
http//www.unhcr.org/hk/2932-these-10-refugees-will-com
pete-at-the-2016-olympics-in-rio-2.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807000301
-260102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on_cul
tures/war.shtml

12. 難民？移民？受政治及戰爭迫害？
13. 不是移民，而是難民

https://dq.yam.com/post.php?id=4565
http://www.aljazeera.com/blogs/editors-blog/2015/08/al-ja
zeera-mediterranean-migrants-150820082226309.html

14. 川普簽屬移民令

https://www.thebalance.com/donald-trump-immigration-i
mpact-on-economy-4151107

15. 西方各國對待難民的態度不一

http://finance.sina.com/bg/economy/sinacn/20150909/010
71330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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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有核到底可不可？
1.

名稱

連結

「教育大市集」網站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junior/life_tech/tc_jr/l
ife_tech03/304/304source16.htm

2.

新聞［科技大觀園］:近 5 年有 67 隻老鷹
魂斷風力發電機

3.

文茜世界財經周報:德國邁向零核電，綠
電優先、全民買單

4.

擁核與反核的雙方多對話，多辯論，真
相必然浮現。

5.

福島核電廠汙水頻出包 安倍申奧安全
保證破功

6.

核能流言終結者核電好危險？之二

7.

北大物理教授告訴你挺核反核該知道的
19 個問題

8.

核能爭論的批判觀察

9.

【核能發電．博評】從台灣停電到平衡
環保與發展

10. 合理、實際的做法—核能，不能輕言放
棄的選擇
11. 核能發電之必要性（譯自 The Need for
Nuclear Power）
12. 卅年前的懦弱 卅年後的苦果——1986
反核運動
13. 【我們的島】能源時代-德國廢核之路
14. 影片［TED 2010 辯論:這個世界需要核
能嗎？］
15. 影片［我們真的需要核能嗎？］
16. 核能武器的存與亡(正反面)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Hqvd.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xtDG4oILDw

http://blog.udn.com/vchen123/896801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65

http://nuclearmb.org/#/
http://news.sina.com.cn/pl/2016-08-09/doc-ifxutfpf16145
03.shtml
http://pansci.asia/archives/44170
https://goo.gl/pFpDSK

http://pansci.asia/archives/1807

http://www.npf.org.tw/2/542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6372

https://goo.gl/mNikg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22q4Kb_9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wFWgopJP5Q
https://greengarageblog.org/7-biggest-pros-and-cons-of-n
uclea r-weapons

17. 核能發電的全面性(正反面)

http://www.solar2money.com/index/solarpower_good_ba
d /nuclear_power.html

18. 核能帶來的新經濟(正面)
19. 核能應用的風險(反面)

http://www.gcaa.org.tw/post.php?aid=123
https://www.cet-taiwan.org/node/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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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同性婚姻合法化
1.

名稱

連結

維基百科:同性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6%80%A7
%E6%88%80

2.

維基百科:LGBT 主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Portal:LGBT

3.

蔡依林:不一樣又怎樣(M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7hHofDW2ts

4.

「不一樣又怎樣」紀錄片-曾愷芯篇
配綜合練習三)

5.

偽婚男女-預告片

6.

法國反同婚派:婚姻一字已失去意義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6-18/89642

7.

多元成家不等於同性婚姻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731950

8.

同性婚姻是否衍生出代理孕母問題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149-1.ht

(搭

(搭配綜合練習二-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WM5rdM7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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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9.

台灣以及多國已認可同性婚姻(正面)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0524/112470
9/

10. 同性婚姻不恰當之處(反面)

https://blog.scs.org.hk/2016/11/24/%E5%8F%8D%E5%B
0%
8D%E5%90%8C%E6%80%A7%E5%A9%9A%E5%A7
%BB%E7%9A%84%E5%85%AB%E5%80%8B%E8%A
B%96%E6%93%9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