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課程清單及簡介 

一、【看紀錄片學英語:GameShow夯科技】系列 

 課程清單 

 

 課程標題 課程網址 

1 科技養魚，鮮貨零距離 https://reurl.cc/eW2aKW 

2 無人機－農業的眼睛，輸出馬來西亞幫助當地農業 https://reurl.cc/de384M 

3 創新電池儲存科技，再生能源新突破 https://reurl.cc/eW2aYW 

4 廢棄玻璃面板新生命，打造安全建築新建材 https://reurl.cc/VRxedZ 

5 3 小時製造新式有機肥，擺脫臭氣熏天舊堆肥 https://reurl.cc/ym8X32 

6 醫療新希望—「脂肪幹細胞療法」有助治療腦中風 https://reurl.cc/gQAldQ 

7 
輸血效率再度突破—全球過濾速度最快的白血球減除

過濾器 
https://reurl.cc/zraXVa 

8 垃圾變黃金—永續發展讓世界看見台灣 https://reurl.cc/28931r 

9 綠能、你能、臺灣能 https://reurl.cc/eW2aRQ 

10 簡單的味道，不簡單的學問 https://reurl.cc/eW2aRK 

1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https://reurl.cc/58xa6v 

12 番茄乾與甜菜糖加工的秘密 https://reurl.cc/eW2ZER 

13 橡膠樹立大功 https://reurl.cc/MXQGkX 

14 動物毛髮妙用無窮 https://reurl.cc/06qy2M 

15 擋不住的磁場 https://reurl.cc/MXQG0X 

16 傳統工藝的驕傲 - 短皮褲與沙發製作過程全解析 https://reurl.cc/VRxq1Q 

17 麻雀變鳳凰–蘆葦與木材的變身 https://reurl.cc/lZWMe6 

18 舌尖上的記憶―蕎麥麵與蜜酒製程大公開 https://reurl.cc/gQAE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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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簡介 : 

 課程簡介 

1 

科技養魚，鮮貨零距離 

在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 紀錄片帶您了解科技水產養殖業相關技

術變革，找出台灣這些有溫度的真實故事。 

2 

無人機－農業的眼睛，輸出馬來西亞幫助當地農業 

在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 紀錄片帶您了解台灣與馬來西亞合作發

展農業無人機技術的真實故事。 

3 

創新電池儲存科技，再生能源新突破 

在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 紀錄片帶您了解近年再生能源發展困難

的主要原因，以及台灣如何達成重要的技術變革。 

4 

廢棄玻璃面板新生命，打造安全建築新建材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紀錄片帶您了解台灣如何使用廢棄液晶面

板製作新建材，為廢棄物處理、環境保育盡上一份心力。 

5 

3 小時製造新式有機肥，擺脫臭氣熏天舊堆肥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紀錄片帶您了解台灣發展科技製造有機肥

的主要原因以及重要技術變革。 

6 

醫療新希望—「脂肪幹細胞療法」有助治療腦中風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紀錄片帶您了解台灣幹細胞療法的發展，

以及其對腦中風患者的療效。 

7 

輸血效率再度突破—全球過濾速度最快的白血球減除過濾器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 紀錄片帶您了解台灣減白技術的研發，以

及其對醫療的貢獻。 

8 

垃圾變黃金—永續發展讓世界看見台灣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紀錄片帶您了解台灣如何將咖啡粉、廢水

等廢棄物重新研發成嶄新的產品。 

9 

綠能、你能、臺灣能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紀錄片帶您了解台灣綠色能源的開發。 

10 

簡單的味道，不簡單的學問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生活科技大解密》節目了解帕瑪火腿及

聖誕布丁的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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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生活科技大解密》節目了解棒球手套及

撐竿的製作過程。 

12 

番茄乾與甜菜糖加工的秘密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生活科技大解密》節目了解番茄乾及甜

菜糖的製作過程。 

13 

橡膠樹立大功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生活科技大解密》節目了解橡膠的製作

過程，以及其是如何被應用於氣球及輪胎的製作。 

14 

動物毛髮妙用無窮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生活科技大解密》節目了解動物的皮毛

是如何被應用於床被及撢子的製作。 

15 

擋不住的磁場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生活科技大解密》節目了解風力發電車

及電動賽車在技術上的發展與改變。 

16 

傳統工藝的驕傲 - 短皮褲與沙發製作過程全解析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生活科技大解密》節目了解德國皮短褲

及手工沙發的製作過程。 

17 

麻雀變鳳凰–蘆葦與木材的變身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生活科技大解密》節目了解蘆葦及木材

如何被應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18 

舌尖上的記憶―蕎麥麵與蜜酒製程大公開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Discovery《生活科技大解密》節目了解蕎麥麵及蜜

酒的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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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紀錄片學英語:尋寶福爾摩沙】系列 

 課程清單 

套裝課程網址 : https://reurl.cc/pZN8Ol 

 

 

 

 

 課程標題 課程網址 

1 有夢最美 https://reurl.cc/vmz8oo 

2 驚險出航：驚濤駭浪中夜釣白帶魚 https://reurl.cc/gQAExX 

3 桌上的鰻魚原來從這裡來的！深夜來去海邊捕鰻苗 https://reurl.cc/NGMEDp 

4 
深入走訪鰻魚養殖場，到底需要養多少隻鰻魚才能賺

大錢呢？ 
https://reurl.cc/91kQyx 

5 世界級珊瑚礁在綠島 ! https://reurl.cc/de3v86 

6 用飛魚抓黃鰭鮪魚，Leo 又大有斬獲啦！ https://reurl.cc/ROVQQ9 

7 綠島的秘密 ! https://reurl.cc/ym8ll8 

8 澎湖的二手漁船居然要價 400 萬？！ https://reurl.cc/GX6lLA 

9 東港鮪魚大豐收 ! https://reurl.cc/VRxqQb 

10 黑鮪魚身價的秘密 ! https://reurl.cc/vmz8A1 

11 快樂漁夫 夢想實現 ! https://reurl.cc/4XzGnY 

12 快樂漁夫首次航海：欣賞台灣海峽煙火綻放 ! https://reurl.cc/QWqO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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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簡介 

 課程簡介 

1 

有夢最美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參觀台灣北部各式各樣

的漁港，以及在八斗子享受台灣漁港採購了風情。 

2 

驚險出航：驚濤駭浪中夜釣白帶魚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在夜間捕撈白帶魚，體

驗漁民的辛勞。 

3 

桌上的鰻魚原來從這裡來的！深夜來去海邊捕鰻苗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一起認識台灣的鰻魚產

業。 

4 

深入走訪鰻魚養殖場，到底需要養多少隻鰻魚才能賺大錢呢？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出海捕撈鰻魚，並且享

受美味的鰻魚料理。 

5 

世界級珊瑚礁在綠島 !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認識綠島的美麗之處。 

6 

用飛魚抓黃鰭鮪魚，Leo 又大有斬獲啦！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成功捕捉黃鰭鮪魚，感

受漁民收獲時的愉悅心情。 

7 

綠島的秘密 !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認識綠島的溫泉樣貌以

及捕魚文化。 

8 

澎湖的二手漁船居然要價 400 萬？！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和家人來到澎湖購買漁

船，順道體驗當地元宵節的慶祝活動。 

9 

東港鮪魚大豐收 !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來到東港，認識台灣最

大的黑鮪魚產地。 

10 

黑鮪魚身價的秘密 !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參觀東港的鮪魚拍賣

會，並且學習如何辨認鮪魚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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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快樂漁夫 夢想實現 !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跟著 Leo 一起體驗漁船的下水典

禮，再傳統文化中歡慶出航。 

12 

快樂漁夫首次航海：欣賞台灣海峽煙火綻放 ! 

學習英文的同時，透過 Happy Fisherman節目讓 Leo 透過他第一次的漁船航

行，帶著各位一起去觀賞澎湖的花火節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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