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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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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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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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瀏覽全文，我會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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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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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做……

我可以在聽故事時，記下故事中的
角色、場景、關鍵情節。

怎麼聽……

快速記錄的方法有：
抓出關鍵字、善用符號、圖像、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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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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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米酒
2、8 VuVu

3 瘟疫
8 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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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如此，多次的遷移並未
改變外公和外婆對傳統文化
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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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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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的

感嘆

主角的

體會

根據「事件發展」劃分意義段

煙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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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小組討論單

分享、討論彼此的想法，
再將討論結果寫下來。



Q2. 依據外公的說法，部落遷移的

原因和結果為何？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部落經過兩次的遷移，各是什麼原因？

造成了什麼結果？

Q2. 依據外公的說法，部落遷移的

原因和結果為何？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2. 依據外公的說法，部落遷移的

原因和結果為何？

•請完成下列表格：

部落遷移原因 結果
第一次

第二次



Q2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2. 依據外公的說法，部落遷移的原因
和結果為何？

部落遷移原因 結果
第一
次

逃避瘟疫 1.族人越來越少
2.部落的文化和
組織流失
3.接受外來文化
4.祖先的故事和
制度被遺忘了

第二
次

南迴鐵路建造



Q3小組討論單

分享、討論彼此的想法，
再將討論結果寫下來。



Q3. 文中提到的「煙」有什麼功能？

請從文本中找出相關的證據。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文中提到「煙是我們和祖先共同的語言」，

而「語言」意指傳遞訊息，請從文本中找

出相關的證據。

Q3. 文中提到的「煙」有什麼功能？

請從文本中找出相關的證據。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3. 文中提到的「煙」有什麼功能？

請從文本中找出相關的證據。

•從文本中可以發現煙有兩種功能：

1.我們向祖先傳達訊息；

2.祖先向我們傳達訊息。

請從文本中找出相關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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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 文中提到的「煙」有什麼功能？

請從文本中找出相關的證據。
我們向祖先傳達訊息 祖先向我們傳達訊息

煮飯燒剩的火苗尚未熄滅，炊煙裊裊的升
起，這是要讓祖先看見我們，看我們過得
好不好。

煙散到我們身上，表示牠們
很想我們，讓生病和惡靈不
要靠近我們

用小刀切一塊肉丟到冒著煙的火堆裡，這
是為了通知祖靈，請祂們一起下來共享我
們的東西，幫助我們年年有收穫、不要生
病。

煙像百步蛇行走的樣子，那
就是牠們來了。

族人露宿野地時，會生火起煙告訴祖先，
以避免惡靈的侵擾。
在小孩的吊籃下，讓燒過的木材起煙，
告訴死去的親人，部落又多了一個小生命。



Q4小組討論單

分享、討論彼此的想法，
再將討論結果寫下來。



Q4. 本文從不同角度敘述煙的功能，

請找出相關敘述並分類。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文中有哪些角色提到了煙的功能？

請找出來，並根據角色分類。

Q4. 本文從不同角度敘述煙的功能，

請找出相關敘述並分類。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4. 本文從不同角度敘述煙的功能，

請找出相關敘述並分類。

•根據文中出現的角色，可分為
「外婆說的故事」、
「父親的分享」、
「作者自身的觀察」三個角度，

•請找出相關敘述。



家境清寒可能得放棄升學。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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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從不同角度敘述煙的功能，請找出相關

敘述並分類。

外婆說
的故事

煮飯燒剩的火苗尚未熄滅，炊煙裊裊的升起，這是要
讓祖先看見我們，看我們過得好不好。
用小刀切一塊肉丟到冒著煙的火堆裡，這是為了通知
祖靈，請祂們一起下來共享我們的東西，幫助我們年
年有收穫、不要生病
煙散到我們身上，表示牠們很想我們，讓生病和惡靈
不要靠近我們
煙像百步蛇行走的樣子，那就是牠們來了。

父親的
分享

族人露宿野地時，會生火起煙告訴祖先，以避免惡靈
的侵擾。

自身的
觀察

在小孩的吊籃下，讓燒過的木材起煙，告訴死去的親
人，部落又多了一個小生命。



Q5. 文中最後一段提到：「我也這

麼深信。」主角是想表達什麼

樣的想法？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本文描述許多有關「煙」的故事，
主角傳達了什麼想法？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5. 文中最後一段提到：「我也這

麼深信。」主角是想表達什麼

樣的想法？



本文描述許多有關「煙」的故事，主角
傳達了什麼想法？請選出適當的選項：

1. 對祖父母及父母親的想念
2. 對部落文化的評論及觀點
3. 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體會
4. 部落裡有許多好聽的故事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5. 文中最後一段提到：「我也這

麼深信。」主角是想表達什麼

樣的想法？



Q5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5. 文中最後一段提到：「我也這麼深

信。」主角是想表達什麼樣的想法？

3.表達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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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 作者運用兩種不同方式來呈現

外公說的故事，用意為何？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作者先用「對話」的方式，再用「直述

句」的方式來呈現故事，兩種方式帶給

讀者的感受有何不同?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6. 作者運用兩種不同方式來呈現

外公說的故事，用意為何？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6. 作者運用兩種不同方式來呈現

外公說的故事，用意為何？

作者先用「對話」的方式，再用「直述句」
的方式來呈現故事，兩種方式帶給讀者的
感受有何不同?

「對話」
能簡化故事的過程，
呈現出簡潔的故事。

「直述句」 能真實呈現說話內容，
讓讀者有臨場感。



Q6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6. 作者運用兩種不同方式來呈現外公
說的故事，用意為何？

「對話」

「直述句」

能簡化故事的過程，
呈現出簡潔的故事。

能真實呈現說話內容，
讓讀者有臨場感。



Q7. 作者運用第一人稱來敘寫這個故

事，但在第十一段時卻用了兩次

「你」，請問作者的用意為何?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如果你深夜害怕時，可以起火讓煙飄起，

讓祖靈來找你。」作者寫這句話的用意為何?
•

1.讓讀者看故事的角度有多層次變化

2.讓讀者隨著描述，連結想像與經驗

3.讓讀者更相信關於祖靈和煙的故事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7. 作者運用第一人稱來敘寫這個故

事，但在第十一段時卻用了兩次

「你」，請問作者的用意為何?



2.讓讀者隨著描述，連結想像與經驗

Q7 老師的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7. 作者運用第一人稱來敘寫這個故事，但在第

十一段時卻用了兩次「你」，請問作者的

用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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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外公的說法，部落遷移的原因和結果為何？

3. 文中提到的「煙」有什麼功能？

4. 本文從不同角度敘述煙的功能，請找出相關敘述並分類。

5. 文中最後一段提到：「我也這麼深信。」主角是想表達

什麼樣的想法？

6. 作者運用兩種不同方式來呈現外公說的故事，用意為何？

7. 作者運用第一人稱來敘寫這個故事，但在第十一段時卻

用了兩次「你」，請問作者的用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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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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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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自身的傳統文化

2. 作者創作形式對自己寫作有幫助
例如：對話與直述句的寫作方式

3. 學到的方法可幫助其它學科學習
例如：看文章時，會根據文本歸納重點

4. 想到還可以找其他相關資料來看
例如：可以找其他原住民故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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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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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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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今天的收穫、疑惑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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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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