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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親近它、理解它、運用它的方法。�

全年的課程目標�

105  

打破時空的限制、運用科技的優勢，引領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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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

1. O.o�
2. 有一點累 �
3. 還可以啦─�
4. 精神百倍！�

此時此刻，你的活力有幾分呢？�

 



請選擇�

1. O.o�
2. 有一點累 �
3. 還可以啦─�
4. 精神百倍！�

此時此刻，你的活力有幾分呢？�

 



 
 

 



學習目標�

親近它－看全文・想經驗�
                看圖片・猜大意�
                聽內容・做筆記�
理解它－讀圖文，解疑惑�
                讀圖文・理文意�
                讀圖文・察特色�
運用它－讀故事・推好書 �
                理收穫・連生活�
�  

學 習 「 親 近 它 」 、 「 理 解 它」、
「運用它」的方法。�



親近它�

看全文・想經驗�

 











快速瀏覽全文，我會想到：�

【翻牌】�

1.   我曾經遇過類似的人、事�

2.   我知道機智的相關知識�

3.   我曾經看過相似情節的文本�

4.   其他�

 



快速瀏覽全文，我會想到：�

【翻牌】�

1.   我曾經遇過類似的人、事�

2.   我知道機智的相關知識�

3.   我曾經看過相似情節的文本�

4.   其他�

 



親近它�

看圖片・猜大意�

 



看看圖片，猜猜課文的內容。�

【挑組別】�

 

看過圖片後，我覺得這篇課文大概
在說……�



親近它�

聽內容・做筆記�

 



共讀文本�

朗讀�默讀� 輪讀�

其他……�

 



我可以一邊聽故事，一邊記下重點。�

 

我記下的重點是……�



 

我可以一邊聽故事，一邊記下重點。�

我記下的重點是……�

我可以在聽故事時，記下故事中的
角色、場景、關鍵情節。�



親近它－看全文・想經驗�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親近它－看全文・想經驗�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親近它－看圖片・猜大意�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親近它－看圖片・猜大意�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親近它－聽內容・做筆記�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親近它－聽內容・做筆記�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理解它�

讀圖文・解疑惑�

 



自己閱讀課文，並且根據感受做記號。�

 

        笑臉：我喜歡或覺得有趣的語詞、�
        句子或段落。�

？疑惑：我不太懂的字詞、句子或段落。�




 ：我喜歡或覺得有趣的語詞、句子 �
     或段落。�

 

我會和大家分享~�

【搶答】�



遇到不懂的語詞，我可以這麼做：�

【飛遞】�

 



我試試老師教的方法，寫下語詞的
大概意思。�

 

記得，要放回文章讀一讀，如果不通順，就換別的
方法試試看，再用不同顏色的筆寫下答案。�

段落 陌生語詞 解決方法 語詞意思

2  	 	
3  	 	
5  	 	
7  	 	
7  	 	

	 	
	 	 	 	



遇到不懂的句子，我可以這麼做：�

 



我試試老師教的方法，找出不懂的
句子，看看這些句子是什麼意思。�

 

	段落� 句子� 解決方法� 說說句意	
�

13�

南朝禮節，因人而施，於光
天化日之時，接待光明正大
之貴客；於燭滅星沉之夜，
會晤鬼鬼祟祟之惡客。�

	� 	�

	� 	� 	� 	�
	� 	� 	� 	�

【挑人】�



理解它－讀圖文・解疑惑�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理解它－讀圖文・解疑惑�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理解它�

讀圖文・理文意�

 



  Q1小組討論單�

寫下組別號碼�１

分享、討論彼此的想法，�
再將討論結果寫下來。�

２



 

Q1. 劃分意義段可以幫助讀者掌握�
        故事。試著歸併段落並命名。�



 

歸併段落的方法有：�
人物進出、時間轉變、空間轉換、�
事件發展……�

Q1. 劃分意義段可以幫助讀者掌握�
        故事。試著歸併段落並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Q1. 劃分意義段可以幫助讀者掌握�
        故事。試著歸併段落並命名。�

• 將歸併的段落命名�



�

        �

Q1 老師的答案�

 

Q1. 劃分意義段可以幫助讀者掌握�
        故事。試著歸併段落並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前言)� (用計騙人)�(送信挑
釁)�

(兩人
交手)�



Q2. 哪件事引發了這個故事？�

 

【搶答】�



                 	

Q2 老師的答案�

 

Q2. 哪件事引發了這個故事？�

金輪國師要霍都送戰書予黃蓉�



Q3. 主角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搶答】�



        黃蓉：要讓霍都知難而退�
        霍都：藉由送信羞辱黃蓉�

Q3 老師的答案�

 

Q3. 主角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



  Q4小組討論單�



Q4. 主角為了解決問題，依序採取�
哪些行動？請歸納並找出各次
行動的結果。�

 



• 主角送信、收信前後，分別有哪些對話
或行動呢？�

 

Q4.主角為了解決問題，依序採取�
哪些行動？請歸納並找出各次
行動的結果。�



 

Q4. 主角為了解決問題，依序採取�
哪些行動？請歸納並找出各次
行動的結果。�

	 霍都 黃蓉 結果
言語
交鋒

南朝禮節是暗
中接見賓客嗎？

南朝禮節，因人而
施……		

（                              ）

（                    ）（                        ） 霍都一言不發，遞出
書信

	
（      ）

	 黃蓉將棒端在信上
一搭，乘他後躍之
時，已使黏勁將信
黏了過來

（                                 ）

（                              ）（                                  ）

（      ）好厲害的棒法，
好膿包的徒弟！

(																																	)
 

(																																					)



Q4 老師的答案�

 

Q4. 主角為了解決問題，依序採取哪些行動？�

          請歸納並找出各次行動的結果。�
	 霍都 黃蓉 結果

言語交鋒 南朝禮節是暗中
接見賓客嗎？

南朝禮節，因人而施……		 （霍都語塞）

(君子不處危地，
須防暗箭傷
人。)

（世間豈有君子而以小人之心度人？） 霍都一言不發，
遞出書信

	
(直接交手)

	 黃蓉將棒端在信上一搭，乘他後躍之時，
已使黏勁將信黏了過來

（霍都大為氣餒）

（一壺新泡的熱茶自壺嘴中如一條線般
射了出去。
施展打狗棒法的「絆」字訣，騰的一下，
將他絆了一跤）

（霍都摔倒）

(用計騙人) 好厲害的棒法，
好膿包的徒弟！

(說霍都身上中毒水
給他一顆九花玉露丸)
 

(霍都氣燄全消，
出城)



Q5. 這個故事最後的結果如何？�

 

【搶答】�



霍都氣燄全消，緩緩倒退，翻牆而出，�

急速出城�

Q5 老師的答案�

 

Q5. 這個故事最後的結果如何？�



  Q6小組討論單�



Q6. 主角具備什麼個性特質？請從�
課文中找出兩個證據。�

 



• 請從角色說的話、做的事找出兩個證據。�

• 我覺得 黃蓉 / 霍都 是個______的人，�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6. 主角具備什麼個性特質？請從�
課文中找出兩個證據。�



 

Q6. 主角具備什麼個性特質？請從�
課文中找出兩個證據。�

1. 南朝禮節，因人而施�
2. 世間豈有君子而以小人之心度人？�
3. 每次言語挑釁都被對方佔了上風�
4. 用茶水當暗器，讓對方以為自己中毒，再假�
    裝給解藥。�
5. 被對方所騙，以為自己中毒�



Q6 老師的答案�

 

Q6. 主角具備什麼個性特質？請從�
課文中找出兩個證據。�

※ 黃蓉：機智過人�
     ＊言語�

  1.南朝禮節，因人而施�
         2.世間豈有君子而以小人之心度人？�
     ＊環境優勢�
         3.用茶水當暗器，讓對方以為自己中毒，再假裝給解藥。�
�
※ 霍都：自以為是�
         1.難道南朝禮節是暗中接見賓客嗎？倘若有何見不得人之�
             事，小可少待再來如何？�
         2.君子不處危地，須防暗箭傷人。�



  Q7小組討論單�



Q7. 我們可以根據不同角色的立場，�
想想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的道
理。�

 



• 請根據角色的行動與目的，想想這個故
事要告訴我們的道理。�

 

Q7. 我們可以根據不同角色的立場，�
想想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的道
理。�



 

Q7. 我們可以根據不同角色的立場，�
想想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的道
理。�

黃蓉 ●�

�
霍都 ●�

● 自以為是，輕忽對手，反而落於下風�

● 團結合作，互相支援，就能擊退敵人�

● 機智過人，善用情境，就能扭轉情勢�

�



Q7 老師的答案�

 

Q7. 我們可以根據不同角色的立場，�
想想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的道理。�

黃蓉：機智過人，善用情境，就能扭轉情勢。�
�
霍都：自以為是，輕忽對手，反而落於下風。�



理解它－讀圖文・理文意�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理解它－讀圖文・理文意�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理解它�

讀圖文・察特色�

 



Q8. 本文對角色內在反應與外在行�
動的描寫十分細膩，請找出相
關的敘述。�

 
【工作區】�



• 內在反應：�
   霍都臉上一熱，心想這黃幫主口齒好生厲害……雙目凝視房�
   門，雙手遞出書信。[06]�
• 外在行動：�
   黃蓉揮出竹棒……那通書信不知去向。[07]�
�
• 請找出其他相關的敘述。�

 

Q8. 本文對角色內在反應與外在行�
動的描寫十分細膩，請找出相
關的敘述。�



1. 霍都臉上一熱，心想這黃幫主口齒好生厲害……雙目凝視房門，雙�
    手遞出書信。[06]�
2. 黃蓉揮出竹棒……那通書信不知去向。[07]�
3. 黃蓉心想：「這襄陽城由得你直進直出，豈非輕視我城中無人？」    �
    [07]�
4. 順手拿起桌上茶壺……如一條線般射了出去。[07]�
5. 霍都縱身上躍……一跤摔倒，爬起來又一跤摔倒。[08]�
6. 霍都的鐵骨摺扇忽的伸出……雙手一拱……[10]�
7. 霍都素知丐幫黃幫主武功既強、智謀計策更是人所難測……還是低�
    頭求她賜予解藥。[12]�

 

Q8. 本文對角色內在反應與外在行�
動的描寫十分細膩，請找出相
關的敘述。�



Q8 老師的答案�

 

Q8. 本文對角色內在反應與外在行動的�
       描寫十分細膩，請找出相關的敘述。�

※內在反應�
   1. 霍都臉上一熱，心想這黃幫主口齒好生厲害……雙目凝視房門，雙�
       手遞出書信。[06]�
   3. 黃蓉心想：「這襄陽城由得你直進直出，豈非輕視我城中無人？」[07]�
   7. 霍都素知丐幫黃幫主武功既強、智謀計策更是人所難測……還是低�
       頭求她賜予解藥。[12]�
※外在行動�
   2. 黃蓉揮出竹棒……那通書信不知去向。[07]�
   4. 順手拿起桌上茶壺……如一條線般射了出去。[07]�
   5. 霍都縱身上躍……一跤摔倒，爬起來又一跤摔倒。[08]�
   6. 霍都的鐵骨摺扇忽的伸出……雙手一拱……[10]�



Q9. 課文中有一些圖片還附上文�
字說明，請問它們的作用是
什麼？�

 

【搶答】�



                 	

Q9 老師的答案�

 

Q9. 課文中有一些圖片還附上文字說明，�
        請問它們的作用是什麼？�

P60、P61：讓我們在開始閱讀前，對故事中的�
  人物有初步的了解。��

P65、P67：讓我們知道什麼是「打狗棒法」、�
「九花玉露丸」，具有補充說明的�
  作用。�



理解它－讀圖文・察特色�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理解它－讀圖文・察特色�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請選擇�

想想，哪一個問題最有助自己的理解？�

1.   劃分意義段可以幫助讀者掌握故事。試著歸併段落並命名。�
2.   哪件事引發了這個故事？�
3.   主角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4.   主角為了解決問題，依序採取哪些行動？請歸納並找出各

次行動的結果。�
5.   這個故事最後的結果如何？�
6.   主角具備什麼個性特質？請課文中找出兩個證據。�
7.   我們可以根據不同角色的立場，想想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

的道理。�
8.   本文對角色內在反應與外在行動的描寫十分細膩，請找出

相關的敘述。�
9.   課文中有一些圖片還附上文字說明，請問它們的作用是什

麼？�
 



請選擇�

想想，哪一個問題最有助自己的理解？�

1.   劃分意義段可以幫助讀者掌握故事。試著歸併段落並命名。�
2.   哪件事引發了這個故事？�
3.   主角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4.   主角為了解決問題，依序採取哪些行動？請歸納並找出各

次行動的結果。�
5.   這個故事最後的結果如何？�
6.   主角具備什麼個性特質？請課文中找出兩個證據。�
7.   我們可以根據不同角色的立場，想想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

的道理。�
8.   本文對角色內在反應與外在行動的描寫十分細膩，請找出

相關的敘述。�
9.   課文中有一些圖片還附上文字說明，請問它們的作用是什

麼？�
 



運用它�

讀故事・推好書�

 



了解這個故事後，我們可試著說故事
給別人聽！�

 

我說故事時，請大家幫忙評分。�

態度大方� 語音清楚� 重點完整� 簽名欄�
¶¶¶¶¶ ¶¶¶¶¶ ¶¶¶¶¶  



讀完這一課之後，你喜歡這篇課文嗎？
請寫下 推薦/不推薦 的理由：�

 

我 推薦 / 不推薦 這篇課文，�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可以再把故事說一遍�

 

今天回家我可以再把故事說給（          ）聽�

（       ）給我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



運用它�

理收穫・連生活�

 



閱讀，能讓我們有所得，這次的閱讀，
讓你有哪方面的收穫呢？�

【翻牌】�
 

1.主題內容可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2.作者創作形式對自己寫作有幫助�

3.學到的方法可幫助其它學科學習�

4.想到還可以找其他相關資料來看�



閱讀，能讓我們有所得，這次的閱讀，
讓你有哪方面的收穫呢？�

【翻牌】�
 

1.主題內容可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2.作者創作形式對自己寫作有幫助�

3.學到的方法可幫助其它學科學習�

4.想到還可以找其他相關資料來看�



請寫下你的靈感吧！�

1. 主題內容可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例如：運用機智化解生活上的危機�

2. 作者創作形式對自己寫作有幫助�
例如：對角色的內在反應與外在行動的描寫�

3. 學到的方法可幫助其它學科學習�
例如：看文章時，注意圖片訊息的幫助�

4. 想到還可以找其他相關資料來看�
例如：可以找其他武俠小說來看�

 



運用它－讀故事・推好書�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1.   需要老師帶著練習（TS）�

2.   需找同學一起練習（SS）�

3.   以後自己練習即可（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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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它－理收穫・連生活�

檢視　閱讀方法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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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今天的收穫、疑惑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