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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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智慧語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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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設計：花梅真

製作團隊：林玉玫 花梅真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文本出處：〈一萬五千元的學生證〉
翰林出版社

＊感謝翰林出版社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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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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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讓我們大聲互相問好！

也振奮振奮精神！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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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學習「親近它」、「理解它」、

「運用它」的方法。



親近它

看全文・想經驗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課文待補





快速瀏覽全文，我會想到：

【翻牌】

1. 我曾經遇過類似的人、事

2. 我對文中的內容已有知識

3. 我曾經看過相似情節的文本

4. 其他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親近它

看圖片・猜大意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看看圖片，猜猜課文的內容。

【挑組別】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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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共讀文本

朗讀默讀 輪讀

其他……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我可以一邊聽故事，一邊記下重點。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我記下的重點是……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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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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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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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理解它

讀圖文・解疑惑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自己閱讀課文，並且根據感受做記號。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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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我會和大家分享~

【搶答】



遇到不懂的語詞，我可以這麼做：

【飛遞】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我試試老師教的方法，寫下語詞的

大概意思。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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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光
1 家境清寒
2 當鋪
2 平白無故
2 抵押品



遇到不懂的句子，我可以這麼做：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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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段落 句子 解決方法 說說句
意

5

對她而言，我是她的貴人，
但是她何嘗不是我的貴人呢？
我想，世人多專注於錢財的
追逐，但堆積起來的金錢並
不是富有，有施有捨的才是
真正的財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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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理解它

讀圖文・理文意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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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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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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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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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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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背景

我

感想

根據「人物進出場」或「事件發展」
劃分意義段

1        2    3 4          5                      

我＋女孩

借還錢經過



Q2. 哪件事引發了這個故事？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搶答】



Q2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2. 哪件事引發了這個故事？

作者看到女高中生可能得放棄升學的
新聞。



Q3. 主角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搶答】



家境清寒可能得放棄升學。

Q3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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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主角一開始到當舖想做什麼？
後來呢？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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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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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一共去了當鋪三次，這三次分別
做了什麼？結果呢？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Q4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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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當舖當隨身物品，失敗。
2.向當鋪老闆借錢，借到錢註冊。
3.拿學生證到當鋪向老闆證明已經註冊。
4.尋求親友協助並兼家教賺錢，還清註冊費。



Q5. 這個故事最後的結果如何？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搶答】



女高中生成功註冊並還清註冊費。

Q5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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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請從角色說的話、做的事找出兩個證據。

•我覺得主角是個______的人，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6. 主角具備什麼個性特質？請從

課文中找出兩個證據。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6. 主角具備什麼個性特質？請從

課文中找出兩個證據。

到當舖當隨身物品，失敗。

向當鋪老闆借錢，借到錢註冊。

拿學生證到當鋪向老闆證明已經註冊。

尋求親友協助並兼家教賺錢，還清註冊費。

請根據Q4的討論結果，寫出主角的個性特質



Q6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6. 主角具備什麼個性特質？請從

課文中找出兩個證據。學生答案合理即可。

鍥
而
不
捨

到當舖當隨身物品，失敗。

向當鋪老闆借錢，借到錢註冊。

拿學生證到當鋪向老闆證明已經註冊。

尋求親友協助並兼家教賺錢，還清註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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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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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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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 多方爭取資源，可有效
解決問題。

• 熱心助人就能得到精神
上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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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舖老闆

女高中生



Q7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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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舖老闆

女高中生

• 多方爭取資源，可有效
解決問題。

• 熱心助人就能得到精神
上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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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理解它

讀圖文・察特色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8. 本文以對話的方式呈現作者和

高中女生的的互動，這樣的寫作

方式有和目的？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讓讀者更能感受文中的情境。

Q8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8. 本文以對話的方式呈現作者和

高中女生的的互動，這樣的寫作

方式有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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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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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對話的方式呈現作者和高中女生的的互動，這樣的

寫作方式有和目的？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運用它

讀故事・推好書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了解這個故事後，我們可試著說故事

給別人聽！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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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我推薦 / 不推薦這篇課文，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可以再把故事說一遍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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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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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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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可用的資源化解問題

2. 作者創作形式對自己寫作有幫助
例如：利用對話表達文章情境

3. 學到的方法可幫助其它學科學習
例如：看文章時，注意角色的問題及其行動

4. 想到還可以找其他相關資料來看
例如：找其他有關「典當」的資料來看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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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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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分享今天的收穫、疑惑和需求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下次見！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