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距智慧閱讀課

本次的課程目標

• 欣賞推薦，學習閱讀的方法。

全年的課程目標

104.10 ~ 105.06

打破時空的限制、運用科技的優勢，引領學
生親近閱讀，進而培養小孩理解文本、賞析
文本、表達想法、與人溝通的能力。

同時，透過網路直播、精彩重播，讓更多關
注教育的夥伴認識這個循序引領的閱讀課。



遠距智慧閱讀課

2016.03.11

陳欣希教授

教材編製：茅雅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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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大聲互道早安！

也振奮振奮精神！



學習目標

欣賞並學習同學的好書推薦。

好問題，有助我們發現原本
沒留意的訊息，讓人更能讀
出重點和趣味。

Part 1 好書推薦

Part 2  閱讀文本

Part  3  理解閱讀



Part 1
好書推薦



～熱烈歡迎～

三光國中第18組

推 薦

《乘光飛翔：愛因斯坦的故事》



這本書的主角在一歳、兩歲時都不會說話，但是

後來卻成了一位大家知道的大人物，我覺得他說

的「一個東西是怎麼消失在另一個東西裡呢？」

是一句很有趣的一句話，如果你想知道這句話的

含意就去看看這本書。

這本書的主角就是——愛因斯坦。

撰文：李帛育

文字推薦



圖畫推薦
繪圖：謝長霖、陳盈如、陳昱樺







給予推薦者回饋吧！



Part 2
閱讀文本





一百多年前，當星星在天空閃爍，當地球繞

著太陽公轉，當三月的微風吹過河邊的小鎮，一

個小男嬰誕生了。他的父母為他取名為阿爾伯特。



阿爾伯特一歲了。他一個字也不說。



阿爾伯特兩歲了。他還是一個字也不說。

阿爾伯特三歲了。他幾乎一個字都不說。



他只是用他那雙好奇的大眼睛環顧四周。

一邊看，一邊思考，一邊看，一邊思考⋯⋯

他的父母有點擔心，小阿爾伯特如此與眾不

同；是哪裡不太對勁嗎？但這是他們的寶貝，無

論如何，他們還是好愛他。



有一天，阿爾伯特生病臥床，他的父親送給

他一個指南針——一個小圓盒，中間有一根磁針。

不論阿爾伯特怎麼轉動指南針，指針總是指向北

方，彷彿被一隻隱形的手握著。阿爾伯特好驚訝，

驚訝到全身發抖。

突然間，他發現世界上有許多奧祕—— 靜

靜的隱藏著，還沒被人知道或看見。

他想要了解那些奧祕勝過一切。



阿爾伯特開始問問題。一直問，在家問，在

學校也問。他的問題好多，有些老師告訴阿爾伯

特，這樣會干擾其他同學。老師說，除非他和其

他同學一樣守規矩，否則永遠不會有出息。

但是，阿爾伯特不想和其他學生一樣。

他想探索這個世界隱藏的奧祕。



有一天，阿爾伯特騎著他的腳踏車在鄉間小

路兜風，他抬頭看了看太陽射向地面的陽光，想

著，如果能騎在光束上，那會是怎樣呢？此時此

刻，在阿爾伯特的腦海裡，他不再是騎著腳踏車，

也不再是騎在那鄉間小路上了……他正乘著光束

穿梭宇宙！這是他經歷過最偉大、最令人興奮的

想法，同時也讓他心中充滿了疑惑。



阿爾伯特開始閱讀和研究。

他研讀關於光和聲音的資料，研究熱能和磁

學，也研究萬有引力——那個將我們拉向地球的

無形力量，也讓月球不會飄到外太空。



他也研究數字。阿爾伯特熱愛數字。

數字就像一種用來推論事物的神祕語言。但

他讀過的書和知識都沒有解答他心中的問題。所

以他繼續閱讀，質疑所有事物，並且不斷學習。



阿爾伯特大學畢業後想教書，教他熱愛的這

些主題——這些年來他讀過的所有知識，可惜他

沒有順利找到老師的工作，所以他找了其他工作。

一份在政府部門裡簡單又安靜的工作。在那

兒，他負責參與別人的構想或發明。他總是將工

作做得又好又快，因此他多了許多時間可以思考

和研究。



阿爾伯特盯著一塊糖，看它溶解並消失在他

的熱茶裡。

「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看著從煙斗冒出的煙霧向上盤旋，然後消

失於空氣中。

「一個東西是怎麼消失在另一個東西裡呢？」



他開始想弄清楚這件事。他認為，世上所有

事物都是由非常非常微小的移動粒子構成，而且

是小到肉眼根本看不見的粒子，稱為「原子」。

有些人不相信原子存在，但阿爾伯特的推論促成

了一個理論：「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原子組成

的。」

即使是糖和茶、煙霧和空氣，甚至是阿爾伯

特和你都是……



然後阿爾伯特思考起移動這件事。

他意識到所有的事物都是處在移動的狀態。

在空間中移動，也在時間中移動。即使我們

呼呼大睡時，也隨著地球繞著太陽運轉而移動，

而我們的生命也同時朝著未來前進。阿爾伯特用

嶄新的觀點重新界定了時間與空間。



阿爾伯特把他的新觀點寫下來，放進信封，

並投稿到科學期刊。期刊編輯們將他寄來的資料

印出來，如他所期望的，科學家和教授們對他的

新概念大感驚奇！

他們邀請阿爾伯特與他們一起進行研究和教

學。

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有人對他說：「阿爾伯

特真是個天才！」

而阿爾伯特也終於可以整天做他喜愛的事

情——想像、質疑、找答案，還有思考。



阿爾伯特思考著非常非常「大」的事。

例如整個宇宙的大小和形狀。

阿爾伯特思考著非常非常「小」的事。

例如，組成世上所有事物的原子裡，什麼樣

的事情正在進行。

他思考著神祕的力量，例如磁力和萬有引力。

他發現了幫助他了解這一切如何運作的全新

方法。



阿爾伯特走到哪裡都不停的思考。他特別喜

歡在他的小帆船上思考。他喜歡讓他的心隨著吹

過水面的風翱翔。



有時候，當阿爾伯特被棘手的問題困擾時，

他會暫時拋開問題，去拉小提琴。

音樂使阿爾伯特開心，他說音樂幫助他思考

得更好。



阿爾伯特甚至會挑選想事情時要穿的衣服。

他最喜歡穿的是一件鬆垮垮的舊毛衣和長褲。

他不喜歡穿襪子。他說現在他已經長大了，

沒有人可以要求他穿上襪子。



在他居住的小鎮，大家都知道阿爾伯特常常

一邊閒晃一邊沉思。有時候會看見他手上拿著冰

淇淋甜筒，加上一頭亂糟糟的長髮——那時候他

的頭髮都已經變白了——大家一眼就認出他來。



不管阿爾伯特走到哪裡，他總是想要探索宇

宙的奧祕。而且他從沒忘記，很久以前，騎在光

束上的那個白日夢。

他想通了。沒有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在

太空中穿梭得比光更快。



他想，如果他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穿梭，一定

會發生很瘋狂的事！

當其他人經歷好幾年的歲月時，

對阿爾伯特來說，卻只過了幾分鐘而已！

這個想法十分驚人，一開始人們並不相信，

但是現在科學家們已經證明這是事實。



直到阿爾伯特生命的最後一天、最後一秒，

他都還在思考及探索。

他提出別人從未問過的問題。

他找到之前從未被發現的答案。

也幻想著從未被幻想過的想法。

阿爾伯特的論點幫助科學家們建造出太空船

和衛星，飛行到月球或宇宙其他地方。同時也讓

人們更加了解以前不知道的宇宙。

但是，阿爾伯特也留給我們許多大問題，直

到今日科學家們仍在努力尋找答案。



或許有一天，你能找到解答……

只要你永遠抱持著質疑、思考和想像力。



乘光飛翔 –愛因斯坦的故事
文／珍妮弗．伯恩圖／佛拉基米爾．瑞當斯基譯／邢小萍





Part 3
理解閱讀



Q1. 書名「乘光飛翔」和愛因斯坦的

哪一項思考相呼應？

【搶權】



Q2. 什麼東西引發愛因斯坦想了解

「隱藏在世界上的奧祕」？

1. 腳踏車

2. 指南針

3. 冰淇淋

4. 小提琴



Q3. 愛因斯坦不會做什麼事幫助自己

思考問題？

1. 坐小帆船

2. 抽抽煙斗

3. 拉小提琴

4. 挑選衣服



寫下組別號碼

小組討論
要選擇哪一題

１

２

Q4~Q6 小組選題討論



(1) Q4. 愛因斯坦為了達成他的志向，他做

了哪些事？請寫出兩項。

(2) Q5. 愛因斯坦有哪些地方與眾不同？請

寫出兩項。

(3) Q6. 愛因斯坦在科學上有哪些重要的發

現？請寫出兩項。

以IRS表示小組的選擇3



分享、討論彼此的想法，
再將討論結果寫下來。

４



【飛遞】

小組回傳＋口頭發表5

Q4. 愛因斯坦為了達成他的志向，他做

了哪些事？請寫出兩項。

Q5. 愛因斯坦有哪些地方與眾不同？請

寫出兩項。

Q6. 愛因斯坦在科學上有哪些重要的發

現？請寫出兩項。



Q4. 愛因斯坦為了達成他的志向，他做了

哪些事？

• 不斷閱讀、研究、學習、思考

• 寫下新觀點，投稿到科學期刊

• 對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提出質疑和思考

Q4 老師的答案



Q5. 愛因斯坦有哪些地方與眾不同？

• 1~3 歲幾乎不會說話

• 不想跟同學一樣守規矩，想要探索世界

• 想要騎在「光」上面

• 對任何事物抱著質疑的態度

• 在船上、路上思考，拉琴幫助思考，挑
選思考時穿的衣服

Q5 老師的答案



Q6. 愛因斯坦在科學上有哪些重要的發現？

• 萬物皆由原子所組成

• 所有事物處於移動的狀態

• 光速是最快的

Q6 老師的答案



Q7. 書中有一些以紅色並放大字體的

部分，作者這樣安排的用意是什麼？

【抽人】



Q8. 看完這本書的內容，你覺得可以

把它歸為哪一類的書籍？

1. 研究方法

2. 科學知識

3. 人物傳記

4. 旅遊札記



回顧統整

1 關於好書推薦～

2 關於閱讀文本～

3 關於理解閱讀～

欣賞並學習同學的好書推薦。

好問題，有助我們發現原本
沒留意的訊息，讓人更能讀
出重點和趣味。



分享今天的收穫、疑惑和需求

【挑人】2分鐘，完成請按1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下次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