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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中國語文教學規畫的契機校本中國語文教學規畫的契機校本中國語文教學規畫的契機校本中國語文教學規畫的契機

• 閱讀教學上的顧此失彼

• 如何更有效規畫圖書課？

• 科務會議中的「不謀而合」

• 參加工作坊，認識了「圖畫書」





新學年重新規畫圖畫書教學的發展藍圖

校本圖畫書課程規畫的三個階段校本圖畫書課程規畫的三個階段校本圖畫書課程規畫的三個階段校本圖畫書課程規畫的三個階段

1 推廣階段 2011年7至10月

2 實踐階段 2011年11月

至

2012年6月

3 檢討階段 2012年7月



推廣階段推廣階段推廣階段推廣階段

• 在科務會議中與老師分享圖畫書

• 利用圖畫書進行「科本研習」

• 舉行校本圖畫書教學工作坊

�令人鼓舞的回應



實踐階段實踐階段實踐階段實踐階段

1. 利用圖書課進行單本教學

2. 配合單元教學作延伸閱讀

3. 規畫校本圖畫書學習單元



1.利用圖書課進行單本教學利用圖書課進行單本教學利用圖書課進行單本教學利用圖書課進行單本教學

《一個不能沒有禮物的日子》
文‧圖 / 陳致元，和英出版社

故事大綱：
小熊的爸爸找不到工作，但聖誕節快到了，在這個
「不能沒有禮物的日子」，小熊和家人又能否得到
聖誕祝福呢？

選教此書的原因：
應節、故事有意思、自己很喜歡、希望學生能多關
心身邊人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戲劇定格戲劇定格戲劇定格戲劇定格 + 思路追蹤思路追蹤思路追蹤思路追蹤

學生先觀察圖畫學生先觀察圖畫學生先觀察圖畫學生先觀察圖畫，，，，然後代入角色思考然後代入角色思考然後代入角色思考然後代入角色思考

分組演出分組演出分組演出分組演出，，，，師生交流討論師生交流討論師生交流討論師生交流討論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小組討論

學生透過圖畫書中的線索找出送禮物學生透過圖畫書中的線索找出送禮物學生透過圖畫書中的線索找出送禮物學生透過圖畫書中的線索找出送禮物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然後分組匯報討論結果然後分組匯報討論結果然後分組匯報討論結果然後分組匯報討論結果



閱讀有感閱讀有感閱讀有感閱讀有感：：：：設計簡單的問題讓學生設計簡單的問題讓學生設計簡單的問題讓學生設計簡單的問題讓學生

表達閱讀後的個人感受表達閱讀後的個人感受表達閱讀後的個人感受表達閱讀後的個人感受

• 看了這個故事後，你有什麼感受？

• 你最喜歡故事中哪一個畫面？

• 你認為作者是個怎樣的人？作者為

什麼要寫這個故事？



• 學生能寫出具體的閱讀感受

• 學生主動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

• 初步建立學生的「作者觀」



單元主題單元主題單元主題單元主題：：：：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

年年年年 級級級級：：：：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課課課課 文文文文：：：：《《《《做早操做早操做早操做早操》》》》、、、、《《《《青菜是個寶青菜是個寶青菜是個寶青菜是個寶》》》》

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胖國王胖國王胖國王胖國王》》》》

文‧圖 / 張蓬潔，信誼基金出版社

《《《《瘦皇后瘦皇后瘦皇后瘦皇后》》》》

文‧圖 / 張蓬潔，信誼基金出版社

2.配合單元教學的延伸閱讀配合單元教學的延伸閱讀配合單元教學的延伸閱讀配合單元教學的延伸閱讀



簡單的課業設計總結所學

圖畫書教學設計示例圖畫書教學設計示例圖畫書教學設計示例圖畫書教學設計示例

引發想像，猜想故事內容

配合故事發展的學習活動

推測後果 專家外衣



3. 規畫校本圖畫書學習單元



對象：小學一年級學生
主題：友情
教材：五本圖畫書
�《我們來做好朋友》
�《不不不！不是那樣！是這樣！》
�《我的朋友好好吃》
�《好想要一個娃娃》
�《隔壁的貍貓》



圖畫書學習單元框架
圖畫書名稱

學習範疇/

教學策略

《我們來做好朋友》
《不不不！不是那

樣！是這樣！》
《我的朋友好好吃》《好想要一個娃娃》 《隔壁的貍貓》

聆聽 � 養成仔細聆聽，認真思考的良好態度

說話 � 透過討論和匯報培養口語表達能力

� 主動發言，積極參與討論

閱讀 � 閱讀及理解圖畫書的內容

� 體會圖畫書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 培養閱讀興趣，感受閱讀的趣味

寫作 �培養創作意識，

主動投入，體會

寫作樂趣

語文知識 �學習擬聲詞在不

同情境中的用法

文學 � 欣賞圖畫書的情味和意趣

品德情意 � 養成積極面對困難的態度

� 養成關懷別人、珍視友情的良好品德

思維 �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 培養創意思維

語文自學 � 培養經常閱讀、勤於思考的良好習慣

教學策略 � 引領思維閱讀

� 教師入戲

� 推測後果

� 引領思維閱讀

� 小組討論

� 看圖說故事

� 引領思維閱讀

� 教師入戲

� 定格扮演

� 牆上的角色

� 引領思維閱讀

� 角色扮演

� 小組討論

� 引領思維閱讀

� 推測後果

� 思路追蹤



展示封面：引起聯想，產生興趣

閱讀襯頁：先觀察，後想像，口語表達

進入故事：以不同角色的視點視點視點視點閱讀故事

全班全班全班全班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全班全班全班全班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全班全班全班全班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文本討論：由閱讀引發思考，說出個人看法
全班全班全班全班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小組討論：推想事件的起、承、轉、合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協作協作協作協作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說話說話說話說話

聆聽聆聽聆聽聆聽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說話說話說話說話

聆聽聆聽聆聽聆聽

聆聽聆聽聆聽聆聽

說話說話說話說話

以以以以《《《《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那樣不是那樣不是那樣不是那樣！！！！是這樣是這樣是這樣是這樣！！！！》》》》作示例作示例作示例作示例

看圖說故事：以接龍形式說出推想的事件

個人習作：繪畫事件的四格漫畫圖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習作習作習作習作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協作協作協作協作
說話說話說話說話

思維思維思維思維



分組活動：找出事情真相！

分組任務：

•每組派發事情發生經過的四格漫畫

•先把圖畫按順序排好

•每個組員負責介紹一幅圖畫

•每組以「接龍」的形式說出事情經過

活動時間：5分鐘



四格漫畫圖卡



小組討論：推想事件的起承轉合

學生們運用聆聽故事時取得的資訊，結合
想像，排列事件，整理故事的起承轉合。



看圖說故事：以接龍形式說出推想的事件

運用「接龍」的形式說故事可以讓學生分工合
作，人人都有說故事的機會，訓練口語表達的
能力。



個人習作：繪畫事件的四格漫畫

透過繪畫事件的四格漫畫，既可鞏固學生
對事件發生先後次序的掌握，也能初步認
識記事步驟(起承轉合)。



小課程小課程小課程小課程‧‧‧‧大發現大發現大發現大發現

• 「由零到整」的滿足感

• 「標準答案」的迷思

• 源於生活‧用於生活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 在科務會議中了解施行情況、成
效和困難

• 派發問卷，收集數據並進行分析

• 規畫新學年圖畫書教學的藍圖



問題：我曾在課堂引領學生閱讀圖畫書。

數據取自2011-2012年度中文科教師問卷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極少極少極少極少 很少很少很少很少 間中間中間中間中 時常時常時常時常 總是總是總是總是 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

老師人數老師人數老師人數老師人數

老師問卷數據分析 (2011-2012年度)



學生問卷數據分析 (2011-2012年度)

不同意 一般同意 很同意 沒意見

我喜歡閱讀圖畫書我喜歡閱讀圖畫書我喜歡閱讀圖畫書我喜歡閱讀圖畫書。。。。

一年級 6 18 92 4

二年級 4 25 85 6

三年級 2 12 96 10

四年級 3 29 111 3

五年級 18 95 42 14

六年級 4 71 53 34





孩子看得懂這樣的書嗎孩子看得懂這樣的書嗎孩子看得懂這樣的書嗎孩子看得懂這樣的書嗎？？？？

《小藍和小黃》
文‧圖 / 李歐‧李奧尼

• 沒有具體形象
• 整本書都是一個個五顏六色的色塊滾來滾去
• 抽象又晦澀



孩子強於理解抽象概念孩子強於理解抽象概念孩子強於理解抽象概念孩子強於理解抽象概念

• 《小藍和小黃》是李歐‧李奧尼第一本圖畫
書。這故事原本是他和孫子乘火車時消磨時
間講的。

• 「習慣於形象思維的孩子輕易地就接受了這
個故事――他們不但讀出了故事，讀出了小
藍和小黃的喜怒哀樂，還在小藍和小黃身上
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許正是因為抽象正是因為抽象正是因為抽象正是因為抽象，才
讓他們更容易產生一種產生一種產生一種產生一種『『『『自我同一化自我同一化自我同一化自我同一化』』』』的感的感的感的感
覺覺覺覺吧？」(《遇見圖畫書百年經典》，彭懿著，

2006)



孩子喜歡推測故事情節發展孩子喜歡推測故事情節發展孩子喜歡推測故事情節發展孩子喜歡推測故事情節發展

圖畫書課堂中最常出現的問題：

「接下來會及生什麼事接下來會及生什麼事接下來會及生什麼事接下來會及生什麼事？？？？」(而且一定有學生回答)

結論：學生喜歡「胡思亂想」、更喜歡和別人
分享自己的想法！(那管是很傻的念頭)

行動：利用學生這個特點，多給予發揮機會



能引發學生創作的作品舉隅能引發學生創作的作品舉隅能引發學生創作的作品舉隅能引發學生創作的作品舉隅

《隔壁的貍貓》

瀨名惠子文‧圖

周佩穎譯

• 讓學生閱讀故事其中一個片段，然後着學生
創作故事結局

• 把學生的創作結集成本



學生習慣在閱讀的過程中投射學生習慣在閱讀的過程中投射學生習慣在閱讀的過程中投射學生習慣在閱讀的過程中投射

個人情感和生活經驗個人情感和生活經驗個人情感和生活經驗個人情感和生活經驗

例如：朱自清《背影》





1.圖畫書令中文課變得更有趣圖畫書令中文課變得更有趣圖畫書令中文課變得更有趣圖畫書令中文課變得更有趣

分享示例：寫作課

年 級：一年級

學習目標：要求學生改寫《公雞和狼》

的故事，創作續篇《當公雞
再遇見狼》。

續篇創作方向：當公雞再次遇見狼，你

認為公雞會怎樣做？狼
又會不會再上當？



2.圖畫書帶給學生豐富的創作靈感圖畫書帶給學生豐富的創作靈感圖畫書帶給學生豐富的創作靈感圖畫書帶給學生豐富的創作靈感

例子：《1隻小豬與100匹狼》

《亞歷山大和發條老鼠》



3. 圖畫書拉近了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距離圖畫書拉近了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距離圖畫書拉近了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距離圖畫書拉近了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距離

• 主動關心身邊人
• 學生的身體語言流露了個人的情感



4.圖畫書拉近了老師與學生的距離圖畫書拉近了老師與學生的距離圖畫書拉近了老師與學生的距離圖畫書拉近了老師與學生的距離



合上一本圖畫書合上一本圖畫書合上一本圖畫書合上一本圖畫書

合上一本圖畫書――

也許看到一雙雙閃閃發光的眼睛

也許聽見似有若無的歎息

那是孩子們最真實的反應

也是推動我翻開下一本圖畫書的最大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