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 議題 議題說明 

教育 

找到為什

麼？-培養

思辨力 

思辨能力是指能夠以不同的角度理性的分析、判斷事情的能力，能夠幫助我們檢視自己與他人觀點的差異，透過

反思而形成學習，並尊重他人的意見。如果沒有思辨能力，人們將會輕易受收到的資訊誤導，也只會單方面接受

指令，無法想出更好的解決方法。生活中總是會遇到不同的困難與為什麼，讓思辨力帶你找到這些為什麼並填上

自己的答案，將事情做得更好。 

閱讀文章：大腦使用手冊：這世界批判太多，「批判性思考」卻太少 https://bit.ly/2CzmEtp 

閱讀文章：四個步驟，開啟批判性思考的大門 https://bit.ly/2Cn2Ed8 

閱讀文章：學批判思考有用嗎？  https://bit.ly/2ubg9YX 

書目：批判性思考：跳脫慣性的思考模式 https://bit.ly/2HDqgxA 

書目：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 https://bit.ly/2zN4dQA 

影片：What is Critical Thinking 什麼是批判性思考 https://bit.ly/2FiShcc 

影片：從思考的三個層面理解「獨立思考」 https://bit.ly/2TKOU6S 

影片：邏輯思維的訓練秘訣！ / 書來面對 EP4《我們如何思考》 / 說書【哲學】https://bit.ly/2FceJ5o 

創客教育－

想得出來 

就做得出來 

數世代透過創意思考與工藝科技的結合，讓腦袋中的想法有了實現的可能。創客教育鼓勵人們不斷想像，勇敢實

踐，因為想像是創意的來源，實踐是創新的可能。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從家中展開，每個人都能用雙手找答案，動

手自造。 

閱讀文章：禪者的初心：「創客」的定義來自最讓他們感興趣的問題 https://bit.ly/2HryCJo 

閱讀文章：課本上沒教的事，都在她的創客教室：顏椀君不教創客技能，而是讓師生一同冒險、闖出無限可能性 
https://bit.ly/2UHj1Z6 

書目：全世界在瘋什麼自造者運動？解放創新思維，動手打造未來新世界 https://bit.ly/2Ocb7Vb 

書目：自由自造：風靡世界 200 個城市，數百萬人投入，改寫全球製造版圖的創客運動，正在翻轉我們的教育

力、工作力以及思考力！ https://bit.ly/2HA8T0N 

影片：自造，創造新時代的革命 | 楊 育修 | TEDxNSYSU https://bit.ly/2TH5T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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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台灣自造者教育之路 Maker Education and ME https://bit.ly/2CqIhvB 

影片：【Maker Faire】自造者正夯！這 5 個 YouTube 頻道帶你跟著創客動手實作 https://bit.ly/2WcNnTZ 

戰爭 

/難民 

我的童年和

你不一樣 

–  

難民兒童想

些什麼? 

聯合國難民署統計，全球逾 2500 萬名難民，包括 740 萬的學齡兒童，被迫離開家園，難民兒童享受的兒童權利

遠遠不夠。他們不能像普通兒童一樣上學、看醫生和參與社會活動，往往住在擁擠的房屋裡，過著壓抑的生活。

有什麼活方式來讓這些孩子適應現在所處環境，還有內心創傷重建，重新找回家的歸屬。 

閱讀文章：「出生就只知道戰爭」敘利亞內戰 6 年 300 萬兒童心靈永久受創 https://bit.ly/2OcZz4i 

閱讀文章：敘利亞戰爭 7 週年 世界展望會發表難民兒童調查 逾半數孩子遭霸凌或家暴 https://bit.ly/2Fj1Ub5 

閱讀文章：敘利亞難民兒童何辜：「我沒有未來了，流亡扼殺了我們」https://bit.ly/2UI1Y9g 

閱讀文章：敘利亞難民悲歌「媽媽，我死了，妳就可以少養一個人」一整個世代的兒童不想活了 

     https://bit.ly/2HDKKq4 

閱讀文章：跨越難民與公民的隱形界線，共融計畫幫孩子找回「正常」人生 https://bit.ly/2Y8qu5y 

書目：伊拉克戰爭的兒童難民 https://bit.ly/2TMJ7gT 

書目：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 https://bit.ly/2UJZZRR 

影片：難民兒童日記 https://bit.ly/2XZmepb 

影片：透過「扎阿特里的夢」VR 影片貼近敘利亞難民的需要，幫助兒童獲得動盪之中的一絲盼望 

   https://bit.ly/2HtfkTR 

影片：敘利亞戰後 孩子失語、失禁淪為童工｜消失的國界｜ https://bit.ly/2Jjisn7 

影片：幫助敘利亞兒童]UNICEF 在約旦扎阿特里難民營的一天 https://bit.ly/2Y5f031 

重建家園 

–  

難民後續安

置 

當今複雜的難民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族群融合課題，難民湧入西亞國家，造成適應困難、後續安置等等問題，雙

方的衝突越來越令人憂心。難民在異地定居，要面對什麼困境？什麼是他們最需要的？ 

閱讀文章：敘利亞難民在約旦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503 

閱讀文章：流離之後 敘利亞難民在土耳其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29175 

閱讀文章：看見百萬難民就痛罵梅克爾，但他們替德國創造了「難民經濟」https://bit.ly/2FmNG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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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章：對少子化又缺工的德國，難民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https://bit.ly/2JldRAN 

閱讀文章：敘利亞手作，在異鄉的土地：社會創新如何做到戰後復原與婦女賦權？ https://bit.ly/2Jpu5ZQ 

閱讀文章：「總不能只靠媒體來認識他們吧？」四個大學生用烹飪撕掉媒體的標籤，翻轉人們對難民的成見  

     https://bit.ly/2ust1u0 

閱讀文章：從德國人的眼看見歐洲難民潮 Q&A  https://bit.ly/2JlIdmT 

書目：救援：難民與政治智慧的挑戰 https://bit.ly/2FmyIjs 

書目：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 https://bit.ly/2UJZZRR 

影片：21 世紀出埃及記：難民的歐洲遷徙路線圖 https://bit.ly/2FmBG7A 

影片：異鄉求生辛酸淚 難民營外的敘利亞故事 https://bit.ly/2UHW889 

影片：難民與政治智慧的挑戰 https://bit.ly/2ufYdfW 

影片：敘利亞難民紀實 https://bit.ly/2CBFY9p 

改革的 

力量 

代間關係問

題 

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時為「高齡化社會」，達到 14%為「高齡社會」，

若達 20%則稱為「超高齡社會」。而台灣在 2018 年已邁入「高齡社會」，預估 8 年內，台灣將成為「超高齡社會」。

高齡化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僅反應在社會福利、健康醫療及公共政策的層面，亦與每個家庭息息相關，如何拉近代

間關係，創造青銀交流、世代共融的社會，需要你的創意與實踐。 

閱讀文章：青銀共居跨代互助 差 30 歲也能當麻吉室友 https://bit.ly/2Fb7QRV 

閱讀文章：讓孩子與老人跨越世代：西雅圖「代間學習中心」把幼兒園搬進養老院 https://bit.ly/2ZrfZuV 

閱讀文章：把幼兒園開進養老院，這是老齡化的解決方案嗎？ https://bit.ly/2Dt8R82  

閱讀文章：解決高房租問題！荷蘭推「跨代屋」，讓學生用「陪伴老人」來付租金 https://bit.ly/2XD3afw 

閱讀文章：「失智不用靠藥醫」：這間老幼共托的照護中心，讓失智者也能正常過生活 https://bit.ly/2GDTk7r 

閱讀文章：高齡社會的臺灣，推動「代間方案」應有的省思與批判－《新加坡樂齡學習》https://bit.ly/2Dsbas3 

閱讀文章：「青銀交流 世代共融」翻轉長者新生活 https://bit.ly/2GwwgGc 

2017 行動方案：他們的故事，我的視 https://bit.ly/2UxIFyJ 

網站：三峽北大青銀共居計畫 https://bit.ly/2Vkk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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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跨世代心靈悸動：大同福樂學堂老少共學記述 https://bit.ly/2Uy2LJ5 

影片：跨世代共享經濟!雙北推青銀共居 https://bit.ly/2IPhFIH 

影片：青銀共融－在社區中實踐 https://bit.ly/2GzyhBs 

影片：青銀共創－開啟世代交流的咖啡廳 https://bit.ly/2IMjXIy  

斜槓青年 

許多年輕人在大學畢業後面臨就業的問題，更不用說買房、買車、存款等，在這樣的就業氛圍下，許多人面臨就

業的困難外，可能連現在任職的公司都不是自己所要的而辭職，在尋求其他的就業管道，或者近幾年來越來越多

的青年開始自食其力展開創業之路。持續有年輕人離開都市市場，開立自己的小店。這是逃避競爭壓力的小確

幸？或大環境經濟衰退造成的不得已？成為一位斜槓青年又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閱讀文章：「斜槓青年」與「兼差打工仔」的根本差異：你可以不只有一種人生 https://bit.ly/2L3LtDN 

閱讀文章：斜槓青年「多重職業」成為全球新趨勢 https://bit.ly/2vju7Zr 

閱讀文章：台灣斜槓世代的多職人生 https://bit.ly/2DJZqRQ 

閱讀文章：沒有「職稱」你還剩下什麼？斜槓青年５大生存法則 https://bit.ly/2VABdrb 

閱讀文章：斜槓人生真的適合你嗎？ https://bit.ly/2DGmn8m 

閱讀文章：當不當斜槓青年，你都該具備的「斜槓思維」 https://bit.ly/2GM2HAE 

閱讀文章：別鬧了，你才不是什麼斜槓青年！https://bit.ly/2ZLKhbQ 

 

書目：斜槓青年  https://bit.ly/2O7Zy0w 

書目：斜槓的 50 道難題：你最想知道的成為斜槓青年關鍵提問，關鍵思考與實踐方法 https://bit.ly/2VcxrVK 

影片：理想和現實，你可以都選！勇敢追夢《斜槓青年》| 囧說書 S2EP9 https://bit.ly/2XZvSqL 

影片：單一職業居然已經過時？最新的斜桿青年是什麼！憑什麼能從理想與夢想中選擇？ https://bit.ly/2GU469s 

媒體運用

Upgrade 

如何成為 

有續航力 

的網紅 

隨著科技的發展，網路工作成為現今世代的新選擇。「網紅」便是這幾年因網路而崛起並讓許多年輕人趨之若鶩

的新興行業。在螢幕前，網紅看似光鮮亮麗，為人不知的是，這個行業猶如站在競爭激烈的殘酷舞台！成為網紅

必須能放得開、要有梗、具備專業知識、理解消費者需求且有行銷概念與能力，其實並不容易。因此，有意以網

紅為業的人，對於這份工作必須務實看待並累積個人實力，才能決定在這個領域中是短暫快閃，還是細水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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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章：首份【網紅群像】揭密！月薪中位數僅約 3 萬 https://bit.ly/2WdoNCo 

閱讀文章：YouTuber 爆夯！國小生都想當 業內人揭「成名內幕」勸：想清楚 https://bit.ly/2CuRGlM 

閱讀文章：又要有哏梗、又要收入？YouTuber 的美麗與哀愁 https://bit.ly/2DhtDJr 

閱讀文章：另類網紅系列報導 負評不利網紅生存 正面創作關注高 https://bit.ly/2JsQDsK 

閱讀文章：想當人氣網紅吸金，先學會這７項本領！ https://bit.ly/2Jt1K4L 

閱讀文章：全職 YouTuber 的一天這樣過！https://bit.ly/2uiMm0m 

書目：我是 GaryVee 網路大神的極致社群操作聖經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99276 

書目：這些，憑什麼爆紅！https://bit.ly/2Wf324Z 

影片：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嗎? https://bit.ly/2U4feYI 

社群媒體 

可以這樣用 

社群媒體在這個世代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牽動我們的生活模式也影響商業行為，更為許多行業創造新的發展型

態與可能性；除此之外，社群媒體不僅為人際互動帶來便利性，也對全世界產生極大的影響力！透過社群媒體串

聯的力量，使得世界角落中的需要獲得直接且即時的幫助，也因此多了幾分真實的溫暖和感動。 

閱讀文章：臉書 x 募資平台 x 民眾愛心：溫暖社會的網路力量 https://bit.ly/2Fqa69f 

閱讀文章：走進台灣「零時政府」，他們改變了什麼？ https://bit.ly/2HzycRp 

閱讀文章：社群媒體是在增進人類福祉，還是在摧毀社會？ https://bit.ly/2Fg49uf 

閱讀文章：跟著《台客劇場》林冠廷 挖掘台灣的美麗與挑戰 https://bit.ly/2YcTXve 

閱讀文章：社群是推動樂活最好的方式 https://bit.ly/2HwRqag 

閱讀文章：關心公益避免按讚冷漠，你可以做得更多 https://bit.ly/2UL9jVD 

閱讀文章：冰桶挑戰發起人逝世：抗病 14 年，他喚起了世人對 ALS 的重視 https://bit.ly/2Y5aNfw 

閱讀文章：「想讓世界更好，從自己開始做起」社會議題 Youtuber 透過影片發聲 https://bit.ly/2FkAhNg 

書目：我們優先：如何利用社群媒體讓企業、消費者和全世界三贏 https://bit.ly/2HDXNsz 

書目：社群媒體批判理論 https://bit.ly/2OiQ5Ev 

影片：地球需要更多 high 咖 https://bit.ly/2ukSTIc 

影片：維基百科的現況 https://bit.ly/2Yb0O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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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資料、社群、大協作- 零時政府的數位革命 https://bit.ly/2TlU4RD 

環境的永

續發展 

能源危機 

VS. 

轉機 

石油、電力與其他自然資源的短缺，導致現今能源價格上漲，而影響到全球經濟，隨著時間的推移，替代能源的

構成及有關能源使用的諸多議題都發生爭議，所以如何兼顧在地化的能源安全、環境永續及綠色經濟下，建構安

全、效率及潔淨能源供需體系是現代人類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 

閱讀文章：人類面臨的最大能源挑戰是什麼？ https://www.bbc.com/ukchina/trad/39494661 

閱讀文章：先別急著丟廚餘，你知道法國正流行用垃圾發電嗎？ https://bit.ly/2vx3aS7 

閱讀文章：德國版「台電」的非核家園，真的只能靠燃煤、和法國買核電？https://bit.ly/2PFxFyB 

閱讀文章：傳統風力發電落伍了？法國要讓風機「浮」在水中 https://bit.ly/2IWB0sC 

閱讀文章：打造非核家園可以怎麼做？看看國際如何發展綠色能源科技，開創永續未來 https://bit.ly/2GOxCMO 

閱讀文章：「核能 vs. 綠能」世紀辯論 ，四個角度分析最新的數據與趨勢 https://bit.ly/2JDb1WS 

閱讀文章：黑潮發電、生質柴油，用公民創意取代深澳電廠的 N 種可能 https://bit.ly/2JadyqM 

閱讀文章：黑潮發電實測成功！平均功率獨步全球，讓非核家園不再是夢想 https://bit.ly/2PJetzV 

書目：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全球暖化、能源耗竭、人口爆炸危機下的新經濟革命 https://bit.ly/2VD0DUZ 

書目：沒有石油的明天：能源枯竭的全球化衝擊 https://bit.ly/2GYzbcq 

影片：能源、資源危機動畫紀錄片：世界末日 https://bit.ly/2ZRaHcf 

影片：能源台灣－啟動轉型之路 https://bit.ly/2WkIqsq https://bit.ly/2M84qpv  

海洋別

「塑」 

近年來透過網路的分享及新聞的報導，無論是誤食垃圾袋的鯨豚，或是鼻孔插著吸管的海龜，這樣的畫面不斷的

出現在我們眼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研究報告指出，每年仍有八百萬噸塑膠垃圾流入海洋，相當於「每分鐘

把一輛垃圾車的塑膠倒進海裡」，到二○五○年時，全球海洋中的塑膠垃圾，將比魚類還要多。這樣的問題已受

到各大企業、組織，甚至是一些國家的高度重視，但如何有效的改善海洋環境，仍是目前待解的難題。 

閱讀文章：海洋垃圾 正包圍台灣 https://bit.ly/2GY7q3D 

閱讀文章：那一碗令人驚駭的塑膠濃湯 海洋正熬給我們喝 https://bit.ly/2Y5noi9 

閱讀文章：減塑風潮席捲全球！一次看懂各國、各大企業的減塑政策 https://bit.ly/2Hg5HrN 

https://bit.ly/2TlU4RD
https://www.bbc.com/ukchina/trad/39494661
https://bit.ly/2vx3aS7
https://bit.ly/2PFxFyB
https://bit.ly/2IWB0sC
https://bit.ly/2GOxCMO
https://bit.ly/2JDb1WS
https://bit.ly/2JadyqM
https://bit.ly/2PJetzV
https://bit.ly/2VD0DUZ
https://bit.ly/2GYzbcq
https://bit.ly/2ZRaHcf
https://bit.ly/2WkIqsq
https://bit.ly/2M84qpv
https://bit.ly/2GY7q3D
https://bit.ly/2Y5noi9
https://bit.ly/2Hg5HrN


閱讀文章：告別微塑時代 https://bit.ly/2DF1zOn 

閱讀文章：我的非塑人生 https://bit.ly/2Y0a3rg 

書目：要塑膠，還是要地球？https://bit.ly/2Y5nuq1 

影片：揭海底塑膠消失之謎 https://bit.ly/2Y3hLRh 

影片：塑膠廢棄物流入海洋 食物鏈反撲 https://bit.ly/2VInSNx 

影片：A Plastic Ocean 塑膠海洋 https://bit.ly/2WgWqmV 

影片：塑膠微機 https://bit.ly/2UQvX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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