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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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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冊課文

＊此資料著作權均屬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所有，您可以自由
下載，作為教學參與使用，但禁止翻印、轉賣等商業行為。



請選擇

1. O.o

2. 有一點累⋯

3. 還不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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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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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看過這篇文章，我會想到：

【翻牌】

1. 我曾看過飛魚

2. 我知道有關飛魚的知識

3. 我曾經讀過相似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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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單

分享、討論彼此的想法，
再將討論結果寫下來。

寫下組別號碼１

２



Q1. 請將這篇文章分成五個部分，

並為每個部分下一個標題。

分 段 標 題

第 段～第 段

第 段～第 段

第 段～第 段

第 段～第 段

第 段～第 段



Q1. 請將這篇文章分成五個部分，

並為每個部分下一個標題。

分 段 標 題

第1段 破題描寫飛魚

第 段～第 段

第 段～第 段

第 段～第 段

第 段～第 段

•注意描述對象與時間的變化



Q1. 請將這篇文章分成五個部分，

並為每個部分下一個標題。

分 段 標 題

第1段 破題描寫飛魚

第 段～第 段 飛魚季節與阿美族的關係

第 段～第 段

第 段～第 段 白日的飛魚

第 段～第 段

•注意描述對象與時間的變化



Q1. 請將這篇文章分成五個部分，

並為每個部分下一個標題。

Q1 老師的答案

分 段 標 題

第1段 破題描寫飛魚

第2段～第3段 飛魚季節與阿美族的關係

第4段～第8段 夜中捕飛魚

第9段～第10段 白日的飛魚

第11段～第15段 飛魚相伴尋鯨



Q2小組討論單



Q2. 本文對飛魚有許多描繪，請找

出文中相關訊息，並整理飛魚

在不同情境下的樣貌。



Q2. 本文對飛魚有許多描繪，請找

出文中相關訊息，並整理飛魚

在不同情境下的樣貌。

• 注意文中的飛魚在夜晚、白天的樣貌



Q2. 本文對飛魚有許多描繪，請找

出文中相關訊息，並整理飛魚

在不同情境下的樣貌。

• 注意文中的飛魚在夜晚、白天的外觀、

動作



Q2. 本文對飛魚有許多描繪，請根據

文中訊息整理飛魚在不同情境下

的樣貌。

Q2 老師的答案

• 夜晚燈光中：飛魚對燈光的動態反應
圍住水下燈、吮吸燈光的能量、靜止燈泡邊、吸飽燈
光後衝撞起來……

• 白日海面上：飛魚滑翔水面的動作與外型
從船頭四散驚起、快捷點撥水面、如彩蝶樣的美麗翅
翼、蜜蜂大小的小飛魚……



理解它

讀圖文・察特色



Q3. 作者用了大量譬喻來形容飛魚，

請找出有哪些？

【挑人】



Q3. 作者用了大量譬喻來形容飛魚，

請找出有哪些？

【挑人】

•注意出現「如」、「像」的句子



Q3. 作者用了大量譬喻來形容飛魚，

請找出有哪些？

【挑人】

•注意出現「如」或「像」的句子

•例如第1段「飛魚群抖波顫起海面......如

黃昏時刻原野上漫飛的小昆蟲。」



Q3. 作者用了大量譬喻來形容飛魚，

請找出有哪些？

Q3 老師的答案

• 第1段：飛魚群抖波顫起海面......如黃昏時刻原野上漫飛的
小昆蟲。

• 第6段：從船上看下去牠們不像是魚，倒是像一群被燈光懾
怔住的大型蜻蜓。

• 第9段：飛魚從船頭四散驚起，如田地犁頭邊驚飛的蚱蜢。
• 第10段：突出的下尾鰭像一根電動搖槳
• 第12段：一種俗稱「深水烏」的飛魚......有著黃色黑邊如彩

蝶樣的美麗翅翼；也飛起一群蜜蜂大小的小飛魚，像一群
飛灰蚊蚋飄在海面。



Q4. 文中，作者也生動地描寫了海上

的種種景象，請舉出令你印象

深刻的敘述，並說說作者是怎

麼寫的？

【挑人】



Q5. 作者在第12、13段提出一連串

的問題，你覺得這些提問用意

為何？



•注意這些問題是否有答案？

Q5. 作者在第12、13段提出一連串

的問題，你覺得這些提問用意

為何？



•注意這些問題是否有答案？

•這些問題透露了人類面對大自然抱持什

麼樣的心情？

Q5. 作者在第12、13段提出一連串

的問題，你覺得這些提問用意

為何？



Q5 老師的答案

一開始是對於飛魚的疑問，而後轉為對人

們為何航海的提問。這些提問顯露了大自

然的奧妙，以及人類不斷想探索的心情。

Q5. 作者在第12、13段提出一連串

的問題，你覺得這些提問用意

為何？



請選擇

想想，哪一個問題最有助自己的理解？

1. 請將這篇文章分成五個部分，並為每個部分下一個標
題。

2. 本文對飛魚有許多描繪，請找出文中相關訊息，並整
理飛魚在不同情境下的樣貌。

3. 作者用了大量譬喻來形容飛魚，請找出有哪些？

4. 文中，作者也生動地描寫了海上的種種景象，請舉出
令你印象深刻的描寫，並說說作者是怎麼寫的？

5. 作者在第12、13段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你覺得這些提
問用意為何？



想想，這組問題讓我們留意到什麼訊息？

1. 請將這篇文章分成五個部分，並為每個部分下一
個標題。

2. 本文對飛魚有許多描繪，請找出文中相關訊息，
並整理飛魚在不同情境下的樣貌。

3. 作者用了大量譬喻來形容飛魚，請找出有哪些？

4. 文中，作者也生動地描寫了海上的種種景象，請
舉出令你印象深刻的描寫，並說說作者是怎麼寫
的？

5. 作者在第12、13段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你覺得這
些提問用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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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飛魚的相關知識」

2. 作者創作對自己的幫助

例如：寫出觀察記錄的方法



請寫下你的靈感吧！

1. 主題內容對自己的幫助

例如：了解「飛魚的相關知識」

2. 作者創作對自己的幫助

例如：寫出觀察記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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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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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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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