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距智慧語文課

本次課程目標

學習親近它、理解它、運用它的方法。

全年的課程目標

105學年度

打破時空的限制、運用科技的優勢，引領學生

學會聽說讀寫的方法並將所學運用到生活中。

完整課程透過網路直播、精彩重播，讓更多關

注教育的夥伴認識這個素養導向的語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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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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大聲互相問好！

也振奮振奮精神！



學習目標

親近它－看全文・想經驗

理解它－讀圖文・理文意

讀圖文・察特色

運用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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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看過各種不一樣的房子

2. 我知道房子的相關知識

3. 我曾經看過相似文本

4. 其他



共讀文本

朗讀默讀 輪讀

其他……









理解它

讀圖文・理文意



Q1. 如果想快速知道這篇文章介紹

了哪些重點，應該看哪部分？

【搶答】



這篇文章有不同的顏色的字，哪

些可以讓我們知道段落的重點？

【搶答】

Q1. 如果想快速知道這篇文章介紹

了哪些重點，應該看哪部分？



1. 文章篇名

2. 段落標題

3. 段落文字

4. 文字框

Q1. 如果想快速知道這篇文章介紹

了哪些重點，應該看哪部分？

【搶答】



段落標題

Q1 老師的答案

Q1. 如果想快速知道這篇文章介紹

了哪些重點，應該看哪部分？



Q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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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請用簡單的圖示表示本課篇名

和標題之間的關係？



•請思考篇名和標題之間，是否有順序、並列等

關係？

Q2. 請用簡單的圖示表示本課篇名

和標題之間的關係？



Q2. 請用簡單的圖示表示本課篇名

和標題之間的關係？

1 2 3 4



Q2 老師的答案

Q2. 請用簡單的圖示表示本課篇名

和標題之間的關係？
不
一
樣
的
房
子

黃土高原的窯洞

沙漠草原的蒙古包

北極冰原的冰屋

熱帶叢林的高腳屋

克服積雪的合掌造



Q3小組討論單



Q3. 本課從哪些方面來介紹各種不

同類型的房子？



•仔細閱讀每一段的內容，將類似的敘述

做記號，再歸納這些敘述的共同點。

Q3. 本課從哪些方面來介紹各種不

同類型的房子？



4. 房子特色

5. 布置方法

6. 蓋屋訣竅

Q3. 本課從哪些方面來介紹各種不

同類型的房子？

1. 環境特徵

2. 喜愛與否

3. 居住方式



環境特徵

居住方式

房子特色

Q3 老師的答案

Q3. 本課從哪些方面來介紹各種不

同類型的房子？



Q4小組討論單



Q4.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



•這篇文本的篇名是「不一樣的房子」，

請根據作者從哪些方面介紹房子，思考

文章的主旨？

Q4.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



1. 人類利用不同的材料，來裝飾不一樣的房子。

2. 人類為了適應氣候環境，蓋出不一樣的房子。

3. 人們為了求生存，犧牲環境來蓋不同的房子。

4. 台灣有各種類型的房子，都有不一樣的特色。

Q4.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



了解人類為了適應不同地方的氣候和環

境，蓋出不一樣的房子。

Q4 老師的答案

Q4.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



理解它

讀圖文・察特色



Q5. 本課用了不同的寫作方式來介

紹不一樣的房子，這些方式對

你了解這種房子的特色分別有

何幫助？

【挑人】



•仔細觀察，除了「文字」之外，課本中還出現

了「文字框」、「圖片」和「照片」，這些方

式對你了解這種房子的特色分別有何幫助？

Q5. 本課用了不同的寫作方式來介

紹不一樣的房子，這些方式對

你了解這種房子的特色分別有

何幫助？

【挑人】



1. 標題—快速知道整篇文章的重點。

2. 文字框—將文字做具體說明，可以更了解文章內容。

3. 圖片&照片—看到房子，更清楚房子的形狀及特色。

Q5. 本課用了不同的寫作方式來介紹不

一樣的房子，這些方式對你了解這

種房子的特色分別有何幫助？

哪種方式和你的狀況一樣呢？



請選擇

想想，哪一個問題最有助自己的理解？

1. 如果想快速知道這篇文章介紹了哪些重點，應該
看哪部分？

2. 請用簡單的圖示表示本課篇名和標題之間的關係？

3. 本課從哪些方面來介紹各種不同類型的房子？

4.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

5. 本課用了不同的寫作方式來介紹不一樣的房子，
這些方式對你了解這種房子的特色分別有何幫助？



想想，這組問題讓我們留意到什麼訊息？

1. 如果想快速知道這篇文章介紹了哪些重點，應該
看哪部分？

2. 請用簡單的圖示表示本課篇名和標題之間的關係？
3. 本課從哪些方面來介紹各種不同類型的房子？
4.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
5. 本課用了不同的寫作方式來介紹不一樣的房子，

這些方式對你了解這種房子的特色分別有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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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內容對自己的幫助

例如：知道各種房子的特色

2. 作者創作對自己的幫助

例如：學到說明文特別的寫作方式



請寫下你的靈感吧！

1. 主題內容對自己的幫助

例如：知道各種房子的特色

2. 作者創作對自己的幫助

例如：學到說明文特別的寫作方式



回顧統整

親近它－看全文・想經驗

理解它－讀圖文・理文意

讀圖文・察特色

運用它－理收穫・連生活

學習「親近它」、「理解它」、

「運用它」的方法。



今天，哪個步驟對自己最有幫助呢？

1. 親近它－看篇名・想經驗

2. 理解它－讀圖文・理文意

3. 理解它－讀圖文・察特色

4. 運用它－理收穫・連生活



親近它－看篇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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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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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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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它－理收穫・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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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今天的收穫、疑惑和需求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下次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