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不一定為憑
單元名稱
實施年級
領域/科目
設計依據

眼見不一定為憑
六年級
社會_資訊


學習
重點

議題
融入

總節數
設計者

3a-Ⅲ-1 透過對時事的理解
與 省思，提出感興趣或 令
人困惑的現象及社 會議題。
 3b-Ⅲ-2 透過適當的管道蒐
學習表現
集 社會議題的相關資 料，
並兼顧不同觀點 或意見。
摘取及整理社會議題 相關資
核心
料的重點，判 讀其正確性及
素養
價值， 並加以描述和解釋。
 Aa-Ⅲ-4
在民主社會個人須遵守 社會規
範，理性溝通、理 解包容與相互
學習內容
尊重。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能
明確地連結。

共四節，160 分鐘
彭惠鈺





科技資訊 與 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 技、資訊與
各 類媒體之能 力，培養
相關 倫理及媒體識 讀的
素養，俾 能分析、思
辨、 批判人與科 技、資
訊及媒 體之關係。
社-E-B2 認 識 與 運 用
科 技、資訊及媒體， 並
探究其與人類 社會價
值、信仰 及態度的關
聯。

資 E10 了解資訊科技 於日常生活之 重要性。
實質內涵 資 E11 建立康健的數 位使用習慣與 態度。
資 E12 了解並遵守資 訊倫理與使用 資訊科技的相 關規範。

所融入之  3a-Ⅲ-1、3b-Ⅲ-2、Aa-Ⅲ-4
學習重點
教材來源
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如附錄
教學設備/資源
PPT、學習單
學習目標
認知目標：
1.能舉出三則假新聞的特徵與例子。
2.能辨識 P 圖、假新聞、假訊息
3.認同打擊假訊息的重要性，能夠回憶三種打擊假訊息(或新聞)的方法。
技能目標：
1.能分辨假新聞或假訊息背後的特殊目的。
2.能自願與家人分享假訊息充斥在社群媒體，並提供證據給家人們知道。
3.為制止假訊息散播，能著手停止隨便分享與按讚。
情意目標：
1.能接受假訊息對社群公信力的影響力。
2.能區分真假訊息，並與家人分享所學。
3.能主動與認真完成學習單。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學生背景
班上有一半以上的學生，娛樂活動是上網打電動與使用
社群媒體，臉書占多數，其餘為 youtube、IG。對於假新聞
僅兩、三位同學有聽過，其他同學幾乎沒概念。

第一節 真的？假的？
引起動機(5)
1.教師展示 P 圖，讓學生猜是真的還是假的。
2.教師詢問學生，什麼是「假新聞」？
發展活動(30)
真的？假的？新聞辨識比賽
1.教師搭配簡報，將新聞以簡短清晰的方式，播報給學生
聽。
2.各組學生討論，組內同學輪流分享想法，討論時間結束
時，由組長呈現討論出來的答案(真或假)。
3.在大家同時公布答案後，請「真」的一方，發表想法；請
「假」的一方，說明為什麼覺得是假新聞？
4.重複步驟一到三，在判斷四則新聞後，統計分數。
綜合活動(5)
1.教師鼓勵優勝的小組分享如何辨識假新聞。
2.將上述三則「假新聞」的特徵，做簡短的歸納
(1)誇大的標題。
(2)引起過大的恐怖、驚訝、憤怒的情緒反應。
3.回家作業：
請學生跟家長一起找一則有「點進去看」的網路新聞，以
及想不想「分享」。

第二節 「假」怪獸的溫床
引起動機(5)
教師詢問學生下列幾個問題：
(1)假新聞是否包含假消息？
(2)假新聞的溫床在哪裡？怎麼製作？
(3)製作假新聞的背後目的有哪些？
發展活動(30)
1.請學生在組內分享上一節回家作業所蒐集到的一則網路新
聞。
2.教師呈現三個來自內容農場的網路新聞標題，讓學生猜測
新聞內容是什麼。
3.教師呈現網路新聞內容，讓學生發現是假新聞。並說明什
麼是「內容農場」，以及內容農場的標題產生器。
4.請各組討論，
(1)「內容農場」製作聳動的標題是為什麼？
學生可能的答案：
「騙我們點進去看」、「可以吸引我們買東西」、

一節
PPT

三則新聞分別是：
「地球不是圓的，而
是甜甜圈狀，NASA 也
證實」
「祖克伯解釋為何娶
醜老婆」
「馬雲說了一句話，
外國人都驚呆了！都
說要來中國看看」

一節
PPT

鼓勵學生在分享新聞
時，說明為什麼想點
進去看。
三則新聞：
1.「A 型肝炎禍首竟
然是青蔥？怪不得宜
蘭人 3 成以上有肝
病」
2. 「這個政黨還能
支持嗎？今天花三千
萬元邀請世界各國同
性戀者到台北遊行，
殘害我們的下一
代？」
3.「芒果長黑斑 若
已腐敗千萬別吃

「想要讓我們相信某些東西」、「控制我們」
(2)你曾經在哪裡看過這些網路新聞？有沒有分享過？
學生可能的答案：
「我有分享過，臉書常常看到。」
「我阿公常常滑手機看新聞，會傳一些新聞給我看」
教師引導「假怪獸的溫床」在社群媒體(臉書、推特、
line、youtube 等)，Google 的搜尋引擎也有排序問
題。
5.教師展示內容農場的網站列表，並說明之。
學生可能會嚇到怎麼那麼多，那所有新聞不就都不可以相
信了嗎？教師說明「內容農場」的新聞在於真假皆有，應
該說是「不在乎真假」只想要有流量，增加點閱率，可以
有很多利益。
綜合活動(5)
1.教師說明目前臉書正在著手禁止內容農場的假新聞轉傳，
以免造成社會秩序不安。
2.已有閱聽人發現 Google 搜尋引擎總是將壹讀與每日頭條
排在前面順位(因為流量較大)，應慎選資料。
回家作業：
請學生跟長輩聊假新聞議題，轉傳來的新聞或消息有很
多是假的、廣告或是騙取個資。尤其是保健類的新聞。

」
1.內容農場網站：
teepr、kknews(每日
頭條)、coco01、壹
讀等奇怪的網址及像
新聞卻未經查證即報
導。
2.輕易做出聳動標題

3.「遠離內容農場補
充：封鎖 content
farm blocker 來阻
擋內容農場文。

第三節 假怪獸最怕「疑」
引起活動(5)
1.假新聞最害怕什麼？持懷疑的態度。
2.假新聞如何以假亂真？用真的圖讓你眼見為憑。
教師用 PPT 呈現「印度老鼠真自在：住宮殿、喝牛奶，每天
萬人來膜拜」這則新聞
發展活動(30)
1.看完新聞後，詢問學生有沒有哪裡怪怪的？
學生可能的答案：
「那個圖是真的還是假的？」
「怎麼可能那些老鼠看到人不會跑走？」
「網址看起來跟平常瀏覽的不同」
「照片可以合成，很有可能是假的」
2.教師呈現一系列的修圖、美圖、P 圖，讓學生理解圖片非
常容易合成。
3.教師播放影片，「深假」技術。
教師說明看待新聞或訊息應該要持懷疑的態度，並非眼見
為憑
4.請各組討論，要如何打跑「假」怪獸？
各組可能答案：
「上網 google 查源頭，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
還是抄內容農場」
「看是誰寫的文章」
5.教師呈現一則假新聞，請班上一半的學生扮演假怪獸(為

一節
PPT

補充「美玉姨」(每
遇疑)可以加入 line
幫助過濾假新聞。

孩子跟老鼠一起喝牛
奶...
口頭詢問「你相信
嗎？」
「用手機也能 P 圖」
「假新聞已經過時
了？現在，我們有個
「深假」麻煩」
播放歐巴馬被深假的
影片
社群平台上：
「昨天蔡英文總統訪

假新聞說話)，另一半的學生持懷疑的態度。
扮演假怪獸的學生答案
「寫得很詳細，應該是真的」
「要選舉了，候選人都會去市場握手造勢，很合理」
「我隔壁家的阿伯說他昨天好像有看到~」
反駁一方的學生答案
「這對話也寫得太仔細了吧，感覺像劇本」
「我之前好像在哪裡也看過這對話，總統怎麼可能一天到
晚去拜票」
「我看完覺得有點好奇與生氣，怎麼可能？」
各組聽完答案可以去反駁對方的想法
綜合活動(5)
1.教師呈現目前有科技確實能查證圖片或影片是否合成。
2.一般民眾如何面對專業的訊息與哪裡有時間應用科技對
付假怪獸呢？
教師歸納最有效的方法是「疑」以及不要隨便分享與轉傳。
教師呈現台灣的事實查核網站列表。
回家作業：
請學生跟家長聊「深假」技術與影像合成議題，如何破
解假新聞。多看與支持事實查核網站(可以捐款喔)，
以及制止煽動民眾情緒的假新聞。
第四節

問中和南山一菜市場
與豬肉攤主的對
話...」

事實查核中心、美玉
姨、mygopen、真的
假的等這些網站能幫
助我們查核誰是假消
息。

「疑」的武功心法

引起動機(20)
1.播放影片
「Online game helps people detect fake news」、
「fake news turns the tables on the audience」
2.教師帶全班一起玩 Bad News Game
3.教師說明假怪獸的三大絕招：
冒充：科技讓人輕易架設冒牌網站、改編消息、匿名。
情緒：選用讓人更為憤怒與恐懼的字詞與情節。
同溫層：藉由激起的情緒再做進一步分化閱聽人，運用心
理學現象-認知失調，即便是假的也相信。
發展活動(15)
教師呈現 4 個問題幫助學生思辨真假，檢核表：
(1)這則新聞(或訊息)真正說的或寫的人是誰？會獲得什
麼利益嗎？
(2)這是事實還是意見？
(3)新聞標題看起來像真的嗎？贊成的人會獲得什麼利
益？不贊成的人會是誰？
(4)讀完新聞之後，是否激起人們的恐懼、憤怒等情緒？
如果是的話，是否有什麼特定目的？(分化團體，建立
起同溫層)
教師提供一則訊息，讓各組學生去討論並使用檢核表來檢視
這則新聞的真實程度，以及背後真正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綜合活動(5)

一節
上網

Bad News Game 網址
https://getbadnews
.com/#intro

哈吉貝颱風日本核存
廢料污染？多吃高鉀
食物？當心

三部影片：
1.【博恩夜夜秀】

1.學習單上有三部影片，請學生跟家長一起觀賞。
2.教師說明人們很容易被情緒所引導，面對讓人引起憤怒
(意識形態類)與害怕(保健食品廣告類)情緒的新聞訊息，應
持懷疑態度，別被拉入同溫層而跳不出來(假的也相信)。
回家作業：
練習「疑」，學習單上除了影片外，還有一則新聞，請
用檢核表一一檢視出報導可能不實之處，並用彩虹筆標註出
你哪裡覺得怪怪的地方，並寫下為什麼。

欸！假訊息
2.日本 NHK 也在討論
台灣假新聞！？假新
聞嚴重失控了嗎？
3.「the fake news
award」
「60 隻純種狗即將安
樂死？」

附錄：
後面有四張學習單，一節用一張。
參考資料：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26810
https://www.ettoday.net/dalemon/post/20344
https://m.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845808
事實查核中心：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report
MyGoPen：https://www.mygopen.com/
https://kknews.cc/news/nxy4yy2.html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396940/article%E8%8A%92%E6%9E%9C%E9%95%B7%E9%BB%91%E6%96%91%E8%8B%A5%E5%B7%B2%E8%85%90%E6%95%97%E5%8D%83%E8%90%AC%E5%88%A5%E5%90%83/
https://htm0606.pixnet.net/blog/post/379259765%E9%81%A0%E9%9B%A2%E5%85%A7%E5%AE%B9%E8%BE%B2%E5%A0%B4%EF%BC%8C%E5%8B%BF%
E5%82%B3%E6%92%AD%E7%B6%B2%E8%B7%AF%E8%AC%A0%E8%A8%80
https://dacota.tw/blog/post/33543830
https://kknews.cc/travel/9ypgx4b.html
https://3c.ltn.com.tw/news/187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4&v=cQ54GDm1eL0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1173
https://globalnews.ca/video/5454133/online-game-helps-people-detect-fakenews
https://edition.cnn.com/videos/tech/2019/07/02/fake-news-game-2018-jonroozenbeek-cambridge-sot.cnn
https://www.mygopen.com/2019/10/Japan-Fukushima-typhoon.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TD_s7Nt1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mxqnus-c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LW3PHgxm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QMqNU9ShA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1012388

眼見不一定為憑

學習單(一)

各位同學好，上完今日的課程後，
知道了什麼是 P 圖，有時候作者做的 P
圖(或稱梗圖)，是為了博得閱聽人一
笑。請你針對左圖，寫下你的想法：
(1)哪裡怪怪的：

引自：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
1012388

(2)勾勾看，你覺得製作左圖的目的是
什麼？
□ 愚人節快樂，博得一笑
□ 政治利益，反諷川普
□ 廣告利益，多吃菜有益身心健康
□ 打高爾夫球可以遇到川普
□ 捕捉到野生川普

什麼是假新聞？假新聞還包含了假訊息、不實報導、操弄事實、部分曝光、抹黑
等意思，可能會影響閱聽人的權益，甚至造成族群的分化，煽動情緒，造成混亂。
台灣民眾最常使用的三大社群媒體，分別有：臉書、YOUTUBE、LINE，紛紛針對假訊
息做出禁止轉傳、檢舉、下架等方式來杜絕假消息。針對此，臉書分享了不實報導
的十大訣竅，分別是：
□1.對標題持懷疑態度
□6.檢查日期
□2.仔細留意網址
□7.查核證據
□3.調查新聞來源
□8.參考其他報導
□4.注意不尋常的格式
□9.報導是否只為搏君一笑
□5.檢查圖片
□10.刻意捏造的報導內容
請同學試著用上面的十大技巧來檢核下面這則訊息，試試看你發現什麼？並寫下
來。

引自：https://www.mygopen.com/2019/10/Hong-Kong-Wong-Tai-Sin.html

(1)你用了上面哪些訣竅？請寫下代號：(
(2)請寫下為什麼你覺得這是一則假訊息：

)

眼見不一定為憑

學習單(二)

一、內容農場一覽表
從左邊網站，寫下一則新聞的標題：
□ kknews（每日頭條）
□ BuzzHand (台灣「內容農場」網站)
□ daliulian（大榴槤）
□ teepr（趣味新聞）
□ bomb01.com
□ cocomy
二、何謂內容農場？(引自：維基百科)
「內容農場（英語：content farm）是指圖謀網路廣告等商業利益，以取得網路
流量為主要目標，而以各種合法、非法手段大量、快速生產品質不穩定網路文
章的網站或企業。」
「內容農場通常不會主動管理產出的內容，對侵權或錯誤內容投訴的處理也很消
極，其產出內容有極高比例是盜用、盜譯自他人的原創圖文，或由非專業寫手
胡亂拼湊網路文章而來，因而多半缺乏可靠來源、品質低劣、不具參考價值，
也經常摻雜大量廣告或惡意程式。
內容農場靠大量的流量、點閱率來賺錢，並不在乎真假！
三、如何辨識內容農場？(引自維基百科)
以下是內容農場的常見特徵：
大量剽竊、二手轉載、垃圾內容(假開箱文)、劣質內容、免洗網站、社群導流(幫忙
在社群轉貼)、誇大標題、匿名作者、廣告行銷
四、網路詐騙：
網路詐騙興起，利用人們對於免費的
慾望，常有免費貼圖、免費獲得...之
類的訊息，務必小心，大部分都是詐
騙，騙取帳號。請寫下你曾經遇過的
網路詐騙經驗：

五、與家人一起檢視臉書裡的訊息是否充斥著假新聞、假消息，如果發現，可以
按下「檢舉」喔。你曾經檢舉過嗎？為什麼？

眼見不一定為憑

學習單(三)

引自：https://reurl.cc/RdLlMg (今周刊)

1.上文中提到「今年是假新聞攻擊民主的爆發年」是指西元幾年？這篇報導的日
期是？受害的國家有哪些？你覺得有道理嗎？請寫下為什麼：

2.與家人一起查看了哪一則事實查核中心的新聞，請寫下標題：

眼見不一定為憑

學習單(四)

一、這裡有三部影片網址：(請家人陪你一起看喔)
1.【博恩夜夜秀】欸！假訊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TD_s7Nt1g
2.日本 NHK 也在討論台灣假新聞！？假新聞嚴重失控了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mxqnus-cM
3.「the fake news awar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QMqNU9ShA
二、批判思考檢核表：
思辨真假檢核表：
□ 1.這則新聞(或訊息)真正說
的或寫的人是誰？會獲得
什麼利益嗎？
□ 2.這是事實還是意見？
□ 3.新聞標題看起來像真的
嗎？贊成的人會獲得什麼
利益？不贊成的人會是
誰？
□ 4.讀完新聞之後，是否激起
人們的恐懼、憤怒等情
緒？如果是的話，是否有
什麼特定目的？(分化團
體，建立起同溫層)
請找到這則訊息「怪怪」之處，
並用彩虹筆標註出來，並寫下為
什麼：

引自：https://www.mygopen.com/2015/11/60.html
結語：假新聞與假訊息充斥在社群媒體上，身為數位公民，應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
持懷疑態度與不轉傳未經證實的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