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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青少年暑期閱讀活動： 

國高中暨大學生的「資訊素養」書單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系 林菁教授 

 

 

 你們是否曾經懷疑：「學習有甚麼用處？」或覺得讀書既麻煩又困難？其實

這是因為你們尚未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歡迎趁著漫長的暑假，來閱讀我為你們

挑選的 20本書籍，保證你們會找到有效的學習方法，並瞭解學習的目的何在。 

 

 《看漫畫輕鬆學：快樂學習的方法》一書解釋學習就像打電玩，學得越多，

等級就越高，建立好學習基地和學習習慣後，之後你們就可一路過關斬將，享受

學習。學習習慣中最重要的就是遇到不懂的事物要主動提問，《看穿假象、理智

發聲，從問對問題開始》指出養成批判思考習慣的重要性，多提出「為什麼」的

質疑，才能淘選出資訊中的黃金而非沙礫。獲得了五花八門的黃金資訊後，要如

何整理才能變成自己的知識，用來解決問題呢？《給中學生的筆記整理術》教你

們如何打擊筆記整理的八大痛處，例如字跡潦草、老師上課講太快、閱讀課本時

怎麼整理筆記等。《找查王：看漫畫書寫出好報告》及《給中學生的專題寫作術》

二本書則以圖文書的方式教你們蒐集資訊和整理筆記後，撰寫出精彩專題報告的

重要訣竅；就是問自己這些問題：「我發現了甚麼？瞭解了甚麼？我從哪裡得到

這些發現？我自己對這些發現有甚麼看法？我還希望未來能對哪些方面做進一

步的研究？」等。 

 

不知道從上述幾本書的分享，你們有沒有發現「閱讀」是學習新知過程中一

項重要的能力？你們有閱讀障礙嗎？或閱讀完一本書卻說不出書中的重點？那

麼，歡迎來閱讀《中學生晨讀 10分鐘：論情說理說明文選》和《中學生晨讀 10

分鐘：科學和你想的不一樣》兩本書。它們各挑選了 20篇選文，前者主要教導

說明文閱讀可使用的三回合閱讀法，首先瀏覽文章的長相，再進一步找出關鍵詞

和作者的觀點，最後自我詰問作者「為何」及「如何」寫出這篇文章。後者則是

藉由有趣的科學選文激發你的好奇心，讓你想要瞭解理性客觀和尊重證據的原因

及重要性。經過這麼多篇文章的閱讀練習，相信你們都能成為跨領域的閱讀達人，

不會輕易被新聞媒體裡的偽科學欺騙(你們不會真的相信 FBI備忘錄說外星人訪

問地球吧！)。 

 

也許你們會說我早就不閱讀紙本書籍了，電腦網路上的資訊才是我的菜單。

那麼請讀一讀《回家吧！迷失在數位閱讀裡的你》和《關掉螢幕，拯救青春期大

腦》二本書。相信你們會恍然大悟，之前好不容易養成的「閱讀腦」和「深度閱

讀力」(專注力、批判思考、反省、同理心等能力)，為何會在自己埋首於各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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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經驗中(從社群媒體到虛擬遊戲)，逐漸離你而去。事實上，紙本和數位閱讀兩

者各有千秋，在未來均有被使用的時機和需要，聰明的你千萬不要放棄任何一方

喔！當然更不要讓自己網路成癮，傷害了自己的腦神經。選擇健康的數位蔬菜（數

位學習、用網路做研究等）一定比貪吃數位糖果（電玩、網路色情影片等）更有

益身心健康。 

 

既然網路是現今學習的重要管道，那就讓我們一起研究善用網路的策略。《看

漫畫輕鬆學：網路使用的規則》、《為什麼我要注意網路健康？》、《為什麼我要重

視網路安全？》、《為什麼我要認識網路人權？》及《為什麼我要善用社群媒體？》

是五本淺顯易懂的圖文書，教導你們在浩瀚的網路世界裡，成為一位聰明的數位

公民的有效方法：首先保持身心健康，之後尊重彼此的言論自由和智慧財產權，

並有禮貌的參與社群媒體，結交好友。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有圖有真相的時代已不復見。《後真相時代：當

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蒐集了許多真實的故

事與案例，說明其實我們常透過不同的透鏡來觀看世界。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的造

假和偏頗，都會讓事實和真相更難尋獲。因此，如何閱讀和聆聽資訊在現今變得

益形重要。除了我國，德國和法國也很重視這個議題，所以它們為青少年出版了

向下扎根叢書，來推動公民思辨運動，包括《過濾氣泡、假新聞與說謊媒體：我

們如何避免被操弄：有自覺使用媒體的第一步》、《甚麼是難民、民族融合、庇護

政策或仇外心理？看見他人困境的理解能力》，及《甚麼是種族歧視？在日常生

活中又如何被複製？追根究柢各種沒來由的成見與誤解》等書。薄薄的小書卻精

闢的闡述了現今世界遭遇的難題和陷入的迷失，閱讀完它們，會讓我們恍然大悟，

這就是閱讀的力量。記得來閱讀它們喔！ 

 

讀完以上的書籍，我想你們已經發現學習的主要目的其實不在考試考滿分，

而是在建立一個屬於我們的公民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沒有人與人間的歧視，也

沒有用仇恨言論相互辱罵，大家會互相包容並彼此尊重。《街道是大家的》和《天

堂島》就是這個理想的實踐。它們是兩本繪本，描述一群孩子利用之前學習的知

識，再集合眾人的力量，爭取參與社區改變的機會。他們與大人相互協商，不但

解決了社區開發與保留的兩難問題，也創造了雙贏的結果。至此，我們不得不讚

嘆：「學習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啊！」 

 

 從學會問問題、閱讀多元資訊、整理清楚的筆記，並善用媒體和網路資源，

到會分辨假新聞，努力成為公民社會的一員。若你能完成以上六項任務，表示你

已融會貫通這 20本書，成為一位資訊素養小達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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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單： 

序號 書名 作者 年代 出版社 索書號 

1.  看漫畫輕鬆學:快樂學習

的方法:生活習慣好.長

大不煩惱! 

金子大輔 監修；

簑毛滿里香 繪；

原木櫻 譯 

2020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 

521.1 

8145 

109 

2.  看穿假象,理智發聲,從

問對問題開始:全球長銷

40年美國大學邏輯思辨

聖經 

Browne,M.Neil,Kee

ley、Stuart M. 

著；羅耀宗、蔡宏

明、黃賓星 譯  

2019 商業周刊

出版 

159.4 

4037 

108 

3.  給中學生的筆記整理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資料統

整力,現在開始學習! 

游嘉惠 著；梓琿 

漫畫；水腦 插畫 

2015 親子天下

出版 

524.7 

3845-2 

104 

4.  找查王:看漫畫寫出好報

告 

Upson, Matt、Hall, 

C. Michael 著；

Cannon, Kevin 

繪；方祖芳 譯 

2017 遠流 028 

7184 

106 

5.  給中學生的專題寫作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關鍵寫

作力,現在開始學習! 

謝其濬 著；漢寶

包 漫畫；陳安

儀、安儀多元寫作

班 協力指導 

2013 天下雜誌

出版 

524.313 

0443 

102 

6.  中學生晨讀 10分鐘:論

情說理說明文選 

蔣勳等 著  2012 天下雜誌

出版 

524.313 

4424 

101 

7.  中學生晨讀 10分鐘:科

學和你想的不一樣 

李鐘旻等 作；

PanSci泛科學 選

編 

2019 親子天下

出版 

307.9 

4086 

v.1 

8.  回家吧!迷失在數位閱讀

裡的你:認知神經學家寫

給螢幕時代讀者的九封

信 

Wolf, Maryanne 

著； 洪世民 譯 

2019 商周出版 019.1 

3215 

108 

9.  關掉螢幕,拯救青春期大

腦:頂尖成癮專家揭發數

位科技破壞大腦功能的

恐怖真相 

 

Kardaras, Nicholas 

著；吳芠 譯 

2019 木馬文化

出版 

312.014 

213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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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看漫畫輕鬆學:網路使用

的規則:生活習慣好.長

大不煩惱! 

遠藤美季 監修；

大野直人 繪；原

木櫻 譯 

2020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 

198.312 

3482 

109 

11.  數位世界的孩子 1:為什

麼我要認識網路人權? 

Hubbard, Ben 

文；Vaisberg, Diego 

圖；洪翠薇 譯 

2019 親子天下 521.536 

4622 

v.1 

12.  數位世界的孩子 2:為什

麼我要重視網路安全? 

Hubbard, Ben 

文；Vaisberg, Diego 

圖；洪翠薇 譯 

2019 親子天下 521.536 

4622 

v.2 

13.  數位世界的孩子 3:為什

麼我要注意網路健康? 

Hubbard, Ben 

文；Vaisberg, Diego 

圖；洪翠薇 譯 

2019 親子天下 521.536 

4622 

v.3 

14.  數位世界的孩子 4:為什

麼我要善用社群媒體? 

Hubbard, Ben 

文；Vaisberg, Diego 

圖；洪翠薇 譯 

2019 親子天下 521.536 

4622 

v.4 

15.  後真相時代:當真相被操

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

如何聽?如何思考? 

Macdonald, Hector 

著； 林麗雪、葉織

茵 譯 

2018 三采文化 161 

4002 

107 

16.  過濾氣泡、假新聞與說

謊媒體我們如何避免被

操弄?:有自覺使用媒體

的第一步 

Theisen, Manfred 

文；Ballhaus, 

Verena 圖；王榮輝 

譯 

2019 麥田出版 541.83 

5040 

108 

17.  什麼是種族歧視?在日

常生活中又如何被複

製?:追根究柢各種沒來

由的成見與誤解. 

Ben Jelloun, Tahar

著；黃聖閎 譯 

2019 麥田出版 546.54 

5042 

108 

18.  什麼是難民、族群融

合、庇護政策或仇外心

理?:看見他人困境的理

解能力 

Schulz-Reiss, 

Christine；Ballhaus, 

Verena 圖；陳致宏

等 譯 

2017 麥田出版 528.36 

8444 

107 

19.  街道是大家的 庫路撒 文；多朋

墨尼卡 圖；楊清

芬 譯 

2002 遠流 547.4 

0236 

v.5 

20.  天堂島 Keeping, Charles 

文、圖； 王淑宜 譯 

2002 遠流 547.4 

0236 

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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