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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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27 
 
 



 
  教材設計：郭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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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 
                        宋晶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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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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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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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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大聲互相問好！ 

也振奮振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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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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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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 

          宋晶宜著 

       南一出版社 



《雅量》 

          宋晶宜著 

       南一出版社 



《雅量》 

          宋晶宜著 

       南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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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這詞的涵義 

3. 我曾經看過相似結構的文本 

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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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它 

看圖片・猜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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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圖片，猜猜課文的內容。 

【挑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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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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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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讀文本 

朗讀 默讀 輪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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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一邊聽，一邊記下聽到的
內容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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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下的重點是……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我可以一邊聽，一邊記下聽到的
內容與形式。 

我記下的重點是…… 

我可以在聽課文時，記下課文中
的例子，還有作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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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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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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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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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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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它 

讀圖文・解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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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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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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試老師教的方法，寫下語詞
的大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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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 陌生語詞 解決方法 語詞意思 

5 哄堂大笑     

7 質地     

8 何嘗     

8 白馬王子     

10 等量     

10 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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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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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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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落 

句  子 解決
方法 

說說
句意 

7 

如果經常逛布店的話，
便會發現很少有一匹布
沒有人選購過。換句話
說，任何質地或花色的
衣料，都有人欣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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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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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它 

讀圖文・理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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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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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重點、整理重點可以幫助 
讀者掌握內容。試著歸併段落

並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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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同一事件的段落劃分在一起。如果
從第5段劃分成兩部分後，想一想還能
再怎麼分呢？ 

Q1.找出重點、整理重點可以幫助 
讀者掌握內容。試著歸併段落

並命名。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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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找出重點、整理重點可以幫助 
讀者掌握內容。試著歸併段落

並命名。 

•將歸併的段落，予以命名。 

（人人欣賞的 
觀點不盡相同） 

（                                  ） （                                  ） 

1  2  3  4  5         6  7  8             9 



 

         

Q1 老師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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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找出重點、整理重點可以幫助讀者掌 

  握內容。試著歸併段落並命名。 

•將歸併的段落，予以命名。 

1  2  3  4  5            6  7  8              9 

（人人欣
賞的觀點
不盡相同） 

（應有尊
重對方的
雅量） 

（培養
雅量的
目的） 



  Q2小組討論單 



Q2. 想想，作者透過這篇文章想告 
訴我們什麼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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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作者透過這篇文章想告訴我    
      們什麼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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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想想，作者透過這篇文章想 

        告訴我們什麼道理？ 
 

議論文通常可以從首尾兩段知道主旨，請

問作者透過本文想傳達的道理是什麼？ 



想想，作者透過這篇文章想告訴我    
      們什麼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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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想想，作者透過這篇文章想 
告訴我們什麼道理？ 

 

1.為了減少摩擦，促進和諧，須努力培養雅量 

2.為了減少摩擦，只要獨善其身，不去管別人 

3.管他人閒事，易惹禍上身，須努力培養冷漠 

4.為了減少摩擦，彼此應相敬如彬，應有禮貌 
 

 
 

作者想透過這例子：「如果他能從這扇門望見日出的
美景，你又何必要求他走向那扇窗去聆聽鳥鳴呢？」
告訴我們什麼道理？  



 

 

         

Q2 老師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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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想想，作者透過這篇文章想告訴 

    我們什麼道理？ 

1. 為了減少摩擦，促進和諧， 

    須努力培養雅量 
 



紋 

Q3. 根據文章內容想一想，是什 
麼原因使得「人人欣賞的觀點

不盡相同」？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搶答】 



•試著從上下文進行推論是什麼原因造

成彼此觀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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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根據文章內容想一想，是什 
麼原因使得「人人欣賞的觀

點不盡相同」？ 

【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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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根據文章內容想一想，是什麼 
原因使得「人人欣賞的觀點不

盡相同」？ 

           1. 和身份地位與生活環境有關 

   2. 和個人性格與財富多寡有關 

   3. 和身份地位與財富多寡有關 

   4. 和個人性格與生活環境有關 
 【搶答】 



請勾選出正確答案： 
 
☐人人的專業背景不同 
☐人人的財富多寡不同 
☐人人欣賞的觀點不同 
☐人人愛唱反調是天性 

Q3 老師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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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根據文章內容想一想，是什麼原因使得 

      「人人欣賞的觀點不盡相同」？ 

4.和個人性格與生活環境有關 
 

 



Q4. 本文舉了哪些例子來說明 
「因人人觀點的不同，而該

有尊重對方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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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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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舉了第1-4段綠底白格的布料來說
明「因人人觀點的不同，而該有尊重對
方的雅量」，此外還有哪些例子呢？ 

Q4. 本文舉了哪些例子來說明 
「因人人觀點的不同，而該

有尊重對方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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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本文舉了哪些例子來說明 

  「因人人觀點的不同，而該  

有尊重對方的雅量」？ 

 
      

 

 

將正確選項填入空格中 

 綠底帶白格布料 

 逛布店選購布料 

 櫥窗裡的一雙鞋 

 天仙、白馬王子 

正確答案：（                                  ） 

 眼前日出的美景  

 窗前聆聽鳥鳴聲 

 被人取笑大食客 

 減少摩擦促和諧 



正確答案：（       ） 

Q4 老師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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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本文舉了哪些例子來說明「因人人觀點 

       的不同，而該有尊重對方的雅量」？ 

 

 

 

綠底帶白格布料 

逛布店選購布料 

櫥窗裡的一雙鞋 

天仙、白馬王子 

眼前日出的美景  

窗前聆聽鳥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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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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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它 

讀圖文・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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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小組討論單 



Q5.作者運用哪些寫作方式，讓 
讀者接受他的看法？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作者運用「夾議夾敘」寫作方式：實例和道

理交替出現，好讓讀者接受他的看法。這樣

的方式有何好處？請說說你的看法。 

Q5.作者運用哪些寫作方式，讓 

讀者接受他的看法？ 



複選： 

1.易於瞭解又可強化論點，增加說服力。 

2.邊舉例、邊說理，可避免太枯燥說教。 

3.可使抽象的道理逐漸具體明確易瞭解。 

4.透過夾議夾敘，更容易掌握全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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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運用「夾議夾敘」寫作方式：實例和道
理交替出現，好讓讀者接受他的看法。這樣

的方式有何好處？請說說你的看法。 

Q5.作者運用哪些寫作方式，讓 

讀者接受他的看法？ 



 
 
 
 
 
 

Q5 老師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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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作者運用哪些寫作方式，讓 
讀者接受他的看法？ 

1.易於瞭解又可強化論點，增加說服力。 

2.邊舉例、邊說理，可避免太枯燥說教。 

3.可使抽象的道理逐漸具體明確易瞭解。 

4.透過夾議夾敘，更容易掌握全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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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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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 

想想，哪一個問題最有助自己的理解？ 

1.找出重點、整理重點可以幫助讀者掌握內容。 

    試著歸併段落並命名。 

2.想想，作者透過這篇文章想告訴我們什麼道理？ 

3.根據文章內容想一想，是什麼原因使得「人人 

    欣賞的觀點不盡相同」？ 

4.本文舉了哪些例子來說明「因人人觀點的不同， 

    而該有尊重對方的雅量」？ 

5.作者運用哪些寫作特色，讓讀者接受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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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它 

讀故事・推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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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內容後，我們可試著說內容

給別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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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內容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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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可以再把內容說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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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家我可以再把內容說給（          ）聽 

（       ）給我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 



運用它 

理收穫・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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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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要試圖說服他人時，可以先舉例子。 

2. 作者創作形式對自己寫作有幫助 
例如：夾議夾敘的寫作手法可讓抽象的道理逐漸具 
            體明確。 

3. 學到的方法可幫助其它學科學習 
例如：看文章時，可以先整併意義段 

4. 想到還可以找其他相關資料來看 
例如：可以翻閱報章雜誌，閱讀一些 
評論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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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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