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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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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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28
2017.12.29

智揚老師、婉彰老師



教材設計：許智揚 李欣怡 李婉彰

文本出處：〈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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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興奮啊！

2.還ok囉

3.嘿！我需要一點鼓勵

4.我的幹勁就像童年，
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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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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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秒















快速瀏覽全文，我會想到：

【翻牌】

1. 我曾經有類似的生活經驗(親友送行)

2. 我也有個印象深刻的背影

3. 我有看過類似結構的文章

(倒敘法：現在→過去→現在)

4. 其他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快速瀏覽全文，我會想到：

【翻牌】*2

1. 我曾經有類似的生活經驗(親友送行、親

子隔閡……)

2. 我也有個印象深刻的背影

3. 我有看過類似結構的文章(倒敘法)

4. 其他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快速瀏覽全文，我會想到：

【翻牌】*2

1. 我曾經有類似的生活經驗(親友送行、親

子隔閡……)

2. 我也有個印象深刻的背影

3. 我有看過類似結構的文章(倒敘法)

4. 其他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快速瀏覽全文，我會想到：

【翻牌】*1

1. 我曾經有類似的生活經驗(親友送行、親

子隔閡……)

2. 我也有個印象深刻的背影

3. 我有看過類似結構的文章(倒敘法)

4. 其他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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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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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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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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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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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心情描述或關鍵情節。

怎麼聽……

快速記錄的方法有：
抓出關鍵字、善用符號、圖像、表格
釐清5W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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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事 時 地 物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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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使
2 禍不單行
3 光景
3 謀事
4 躊躇
5 「料理」自己

6 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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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事已如此，不必
難過，好在天無
絕人之路。

5

我心裡暗笑他的
迂，他們只認得
錢，託他們直是
白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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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分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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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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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時間分類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現在 過去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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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事件分類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點出題旨 故事緣起 父子隔閡 主角轉變 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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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點出題旨)

回憶往事

1         2 3 4 5 6 7                      

• 先用「時間轉變」分成三部分
• 再以「人物進出」細分第二部分

呼應首段

故事緣起 父子隔閡 主角轉變



Q2小組討論單

Q2.請從第四、第五段中整理出朱自清的父親為他做了哪些事情？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2.請從第四、第五段中整理出朱自清

的父親為他做了哪些事情？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2.請從第四、第五段中整理出朱自清

的父親為他做了哪些事情？

例：請茶房代為送行，而且再三吩咐，非常仔細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2.請從第四、第五段中整理出朱自清

的父親為他做了哪些事情？

1.請茶房代為送行，而且再三吩咐，非常仔細
2.雖然事忙，但還是堅持要自己送兒子去搭車四

3.幫兒子照看行李
4.幫兒子和腳夫講價錢
5.挑座位
6.為兒子做了一件紫毛大衣
7.叮嚀兒子路上小心，晚上注意保暖

五

教師參考答案



Q3小組討論單

Q3. 承上題，第四、第五段中作者看到父親的付出後，對父親的看法
是什麼？作者又怎麼看待自己呢？請你從文章中找出對應的文句。

對應的文句

作者認為父親是個

＿＿＿＿＿＿＿的人

作者認為自己是個

＿＿＿＿＿＿＿的人



Q3. 承上題，第四、第五段中作者看到父親的付
出後，對父親的看法是什麼？作者又怎麼看待自
己呢？請你從文章中找出對應的文句。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對應的文句

作者認為父親是個

＿＿＿＿＿＿＿的人

作者認為自己是個

＿＿＿＿＿＿＿的人



Q3. 承上題，第四、第五段中作者看到父親的付
出後，對父親的看法是什麼？作者又怎麼看待自
己呢？請你從文章中找出對應的文句。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對應的文句

作者認為父親是個

＿＿＿＿＿＿＿的人

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得他說
話不大漂亮。

作者認為自己是個

＿＿＿＿＿＿＿的人

難道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還不能料
理自己麼？



Q3. 承上題，第四、第五段中作者看到父親的付
出後，對父親的看法是什麼？作者又怎麼看待自
己呢？請你從文章中找出對應的文句。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對應的文句

作者認為父親是個

不擅言詞的人

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得他說
話不大漂亮。

作者認為自己是個

獨立成熟的人

難道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還不能料
理自己麼？

教師參考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4-1 本篇文章以哪個事件做為作者

對父親情感的轉折？

搶答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4-1 本篇文章以哪個事件做為作者

對父親情感的轉折？

第六段：
父親爬月台為他買
橘子

教師參考答案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4-2 在父親買完橘子前後，作者對

父親的態度是否有改變？請你做出比

較並找出對應的文句。

前

作者對父親的態度是：
對
應
文
句

後

作者對父親的態度是：
對
應
文
句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4-2 在父親買完橘子前後，作者對

父親的態度是否有改變？請你做出比

較並找出對應的文句。

前

作者對父親的態度是：
對
應
文
句

我心裡暗笑他的迂，這些人
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

後

作者對父親的態度是：
對
應
文
句

1.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
的淚很快地流下來。

2.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4-2 在父親買完橘子前後，作者對

父親的態度是否有改變？請你做出比

較並找出對應的文句。

前

作者對父親的態度是：

迂腐、
不明白事理

對
應
文
句

我心裡暗笑他的迂，這些人
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

後

作者對父親的態度是：

感受到父愛、
主動付出

對
應
文
句

1.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
的淚很快地流下來。

2.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

教師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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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5.(1)請你判斷作者在第四、第五段中說自己

「真是聰明過分」、「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是不是在誇獎自己呢？

(2)請你根據文章的脈絡，說明你判斷的原因。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5.(1)請你判斷作者在第四、第五段中說自己

「真是聰明過分」、「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是不是在誇獎自己呢？

(2)請你根據文章的脈絡，說明你判斷的原因。

抽組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5.(1)請你判斷作者在第四、第五段中說自己

「真是聰明過分」、「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是不是在誇獎自己呢？

(2)請你根據文章的脈絡，說明你判斷的原因。

提示：

◎從Q1中，我們了解這篇文章是作者在事件後的兩

年才動筆寫下。(倒敘法)

◎從Q4中，我們注意到作者對父親的態度已經有所

轉變。

抽組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5.(1)請你判斷作者在第四、第五段中說自己

「真是聰明過分」、「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是不是在誇獎自己呢？

(2)請你根據文章的脈絡，說明你判斷的原因。

抽組，口說教師參考答案

(1)作者並非在誇獎自己。

(2)第六段中作者已經感受到父親的愛和付出，
並因此感動落淚。所以在兩年後回想這段往事
時，應該不會以「嘲笑父親」和「自我炫耀」
的角度下筆才對。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倒反修辭

一、定義：
表達的言語或文字與內心真正的想法相反。

二、有時需結合情境或聲音、表情來判斷。

三、大多表現在負面或批評的狀況。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倒反修辭－－即時測驗

請判斷下列何者不屬於「倒反修辭」？

1.你連國歌都唱不好，還想變成周杰倫，真的是目標遠大耶！

2.他是個靠爸族，做任何事都全力「倚父」。

3.新來的服務生笨手笨腳，打破好幾個盤子，真是幫了大忙。

4.我煮的菜美味可口，所以老公決定全家去吃麥當勞。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6.請問你覺得這篇文章為什麼會以「背影」來
命名？

搶答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6.請問你覺得這篇文章為什麼會以「背影」來
命名？

段落 具體或想像 文句

1 想像 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6 具體 他用兩手攀著上面……這時我看見他的
背影。

6 具體 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裡

7 想像 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
背影

搶答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Q6.請問你覺得這篇文章為什麼會以「背影」來
命名？

1.作者透過父親買橘子的背影體會到了父愛的辛勞
奉獻，並開始有了情感上的轉折。

2.全文並未用到任何「慈愛」、「溫暖」等字詞來
直接描述父愛，反倒是藉由肥胖笨拙的背影，來
呈現父愛質樸憨厚的特質。

教師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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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1.劃分意義段並命名。

2.請從第四、第五段中整理朱自清的父親為他做了哪些事情？

3.第四、第五段中作者對父親和自己的看法是什麼？

4.在父親買完橘子前後，作者對父親的態度是否有改變？

5.作者在四、五段說自己「聰明過分」，是否為真心話呢?

6.本文為什麼要以「背影」來命名?



運用它

讀文章・推好書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了解這篇課文後，我們可試著說給別

人聽！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我在敘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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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省思自己的親子關係和互動

2.  作者創作形式對自己寫作有幫助
例如：倒敘法的文章結構，倒反修辭的使用

3. 學到的方法可幫助其它學科學習
例如：學會拆詞及劃分段落的技巧

4. 想到還可以找其他相關資料來看
例如：參照民初的其他書籍，瞭解

用詞差異
版權：陳欣希教授研發團隊



運用它－讀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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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