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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課程

課本單元 讀書會

課文 課文

繪
本

引入讀書會：建構獨立於教科書的文學單元

校本課程的規劃與實踐：加強文學元素

橋
樑
書

小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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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的規劃與實踐：品德情意

一年級：欣賞自己，與人分享

二年級：建立自信，關心他人

三年級：校園生活，關愛同學

四年級：體現親情，文化傳承

五年級：培養堅毅和勇氣，訂立目標

六年級：與人相處，珍惜身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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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閱讀的重要

‧讀者需要不斷與文本交流，而每次交流
都是獨特的

‧讀者可以有即時反應，也可以不斷反思，

建構更深刻的含義

‧重視讀者對文本的詮釋

讀書會有助學生發展深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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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材料類型：繪本、橋樑書、小說

⮚教材宜文字淺白、內容有深度，能引起共鳴
⮚故事內容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
⮚配合學生的心智發展，照顧成長需要
⮚人物角色形象鮮明
⮚富趣味性
⮚系列書

選材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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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兒童文學課程一覽表

年
級

品德情意 目標 類型 書籍舉隅

一 欣賞自己、
與人分享

配合幼小銜接及成長特徵，
令學生從個人走向群體生
活，欣賞自己及他人。

繪本 《我是獨特的》
《分享傘》
《動物奧運會》

二 建立自信、
關心他人

繪本 《小豬不會飛》
《爺爺一定有辦法》
《不可以笑我的朋友》

三 校園生活、
關愛同學

學生能於群體生活中，發
揮個人長處，並得到別人
欣賞及互相尊重和關愛他
人。

橋樑書 《三年級花樣多》
《偷養一隻貓》

四 體現親情、
文化傳承

繪本
橋樑書

《團圓》
《第一個蘋果》

五 培養堅毅和勇氣、
訂立目標

學生能善用自己的能力，
關心、關愛身邊的人，訂
立目標，並勇敢面對困難。

短篇小說
中篇小說
繪本

何紫短篇小說系列
《暗號》
《活了一百萬次的貓》

六 與人相處、
珍惜身邊人

繪本
中篇小說

《愛心樹》
《地圖女孩、鯨魚男孩》
《戰火下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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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讀書會

自主閱讀
(以書帶書)

自讀
導讀：教授第一及第二章節：
《紙箱裡的小貓》及《貓咪保衛戰》

學習重點：
1.透過提問、引領思維閱讀、推測、連結和
推論等閱讀策略理解故事的內容大意；

2.透過閱讀及討論，學習歸納人物性格特徵
的技巧；

3.透過讀書會、設計海報/小書，體現與人分
享閱讀的樂趣；

4.培養愛護動物的品德情意。

為甚麼選取《偷養一隻貓》?

《偷養一隻貓》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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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聊書、分享想法

比較閱讀、群文閱讀
(自主閱讀)

從多元觀點看養貓一事

封面觀察

多元化
的閱讀
任務

三年級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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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觀察

三年級讀書會

預測

1. 猜猜書名是甚麼?

《________養一隻__________》

2.為甚麼你會這樣猜？

3.猜猜故事的內容是甚麼？

作用：
-激活學生思路
-發展觀察能力
-激發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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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小貓的樣子 激活學生思路

故事內容：

「……趁着館長還沒到，娜娜小姐用最
快的速度，丟掉紙箱，將小貓藏進隨身
包包，快步躲進員工休息室。她犧牲最
喜歡的海芋花毛巾，擦乾小貓咪。又在
另一個紙箱裏鋪上一條乾毛巾，為小貓
咪做一個臨時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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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前：繪畫貓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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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後：繪畫貓的樣子

故事內容：

「她拖着沉重的步伐，慢慢走回櫃檯。小貓
咪已經醒了，坐在自己的後腿上，黑白條紋
的尾巴從身後繞到前面，正好圈住前腳。牠
睜着亮晶晶的眼睛，張開小小的嘴巴，對着
娜娜小姐細細的叫了一聲，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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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後：繪畫書中貓的樣子

學生讀出形容貓的句子，歸納出貓的外形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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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後：繪畫貓的畫像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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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觀點看養貓一事

封面觀察
多元化
的閱讀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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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娜娜小姐的心抽痛一下。……
趁着館長還沒到，娜娜小姐用最快的速度，丟掉紙箱，將
小貓藏進隨身的包包，快步躲進員工休息室。她犧牲最喜
歡的海芋毛巾，擦乾小貓咪。又在另一個紙箱裡鋪上一條
乾毛巾，為小貓咪做一個臨時的家。」

「娜娜小姐看着小貓咪，淚水在眼眶打轉。」

「……但心裏惦記着小貓咪，牠除了早上那一點牛奶，幾
乎沒再吃任何東西，也沒有上廁所。」

從多元觀點看養貓一事 (娜娜小姐)

從下面的文字，娜娜小姐怎樣看待貓呢？



從多元觀點看養貓一事

學生的筆記本：
- 繪畫兩幅房東畫像 (閱讀前後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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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觀點看養貓一事 (房東、娜娜小姐)

2.從文本的描述房東
的外形和行為，猜猜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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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房東的樣子畫
出來吧!



從多元觀點看養貓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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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養寵物，就算是安安靜靜在魚缸裏游
泳的金魚都不准!」他的胖手指做了一個按
馬桶水箱的動作，「沒有第二個下場。」



學生作品 (一)

學生預測:房東是年青人閱讀後：房東是個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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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二)

學生預測房東的性格與閱讀後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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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聊書及分享想法

多元觀點看養貓一事

封面觀察

多元化
的閱讀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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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提供閱讀筆記，讓學生帶着問題閱讀。
2.鼓勵學生一邊閱讀故事，一邊思考，稍後與同學分享。
3.為讀書會的聊書活動做準備。

讀書會前：學生自讀《偷養一隻貓》第三至第十章

題目例子:

1.你會想方法令館長改變主意嗎？如果會，那是甚麼方法？
2.你認為在圖書館裏養動物是好事還是壞事？為甚麼？
3.如果你見到書中的其中一位人物，你可跟他說一句話，你會說
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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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聊書及分享想法

比較閱讀、群文閱讀
(自主閱讀)

多元觀點看養貓一事

封面觀察

多元化
的閱讀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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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獅子》



比較閱讀 自主閱讀

1. 學生讀完《偷養一隻貓》後，進行讀書會，以聊書的方式
分享閱讀心得和想法。

2. 比較閱讀：學生自讀《圖書館的獅子》，然後利用下表
(問題舉隅)比較兩本書的內容，深入了解。

思考/比較閱讀問題 《偷養一隻貓》 《圖書館獅子》

主角如何來到圖書館?

在圖書館最好的朋友

兩位館長對牠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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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閱讀 自主閱讀

主題閱讀：愛貓讀書會
(由文藝性閱讀進入資訊性閱讀)

1. 播放【寵物教學：做個稱職貓奴：新手養貓的準備】
，讓學生初步了解養貓前的準備。 (約7分鐘)

2. 鼓勵學生自行閱讀與貓/動物有關的主題圖書，類
型多元化，包括圖畫書、小說、資訊性文本，亦瀏
覽養貓的多媒體視頻和網頁。(書目及網頁資訊見下頁)

26



 提供愛護動物主題閱讀書目，為製作「我
的動物手冊」做準備。

讀書會後……延展活動
增
加
學
生
閱
讀
的
廣
度
和
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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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與貓相關的多媒體視頻及網頁，讓學生自行
瀏覽，深入認識養貓的知識。

提升閱讀的深度和廣度

(1) 寵物迷：領養貓之前，請先準備好這些東西……

(2) 養貓事前準備：貓奴自我檢核與建議事項
(3) 第一次養貓，需要準備些甚麼？手把手帶你入坑（每日頭條）
(4) 10項養貓必備的用品
(5) 新貓舍義工團
(6) 新手貓奴指南—「養貓前，我該準備甚麼？」
(7) 貓奴必看！秒懂貓皇帝的各種行為 / 科學大爆炸EP.63

(8) 新手貓奴經常誤會的事
(9) 【貓奴必看】貓咪的15種肢體語言，學會就不用找動物傳心師了
(10) 十個你不知道的關於貓咪的真相
(11) 世界上十大最危險的貓品種
(12) 忌廉哥和忌廉家族臉書
(13) 尖東忌廉哥(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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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閱讀 自主閱讀

愛貓讀書會

3. 小組討論：
(1)大家知道養寵物是一件幸福快樂的事，卻也要負

起很多責任。
想一想，如果要養一隻寵物，你的生活將有哪些改
變？又會多出哪些工作呢?

(2)只對寵物有愛心、有責任感並不足夠，你還需要飼
養寵物的專門知識，請與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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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30

為照顧學生的多樣性，讓學生以不同的方式呈現「我
的動物手冊」，如愛護動物海報、小書。

培養學生
飼養動物
的責任感



愛護動物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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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讀書會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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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女孩‧鯨魚男孩》

情意培育：與人相處，珍惜身邊人

(友情和親情)



讀書會讓學生通過聊書活動，
學習表達個人的觀點和感受，學

習互相尊重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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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讀書會時，要關注：

‧教師有沒有接受學
生的想法呢?

‧教師有沒有給學生
思考方向呢?

‧教師會幫助學生歸
納思考過程嗎?

‧教師提問有標準答
案嗎?

‧學生專心聆聽同學的
發言嗎？

‧學生尊重同學的分享
嗎？

‧學生有合作探索嗎?

‧學生有反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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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地圖女孩‧鯨魚男孩》原因：

‧切合小六學生青春期的心理變化

‧具延續性：續集《地圖女孩‧鯨魚男孩：十年後》

‧有利進行讀書會：互動聊書，感性分享

‧培養品德情意，如：

• 幸運的絲帶 (培養關懷別人、將心比心之情)

• 被老師誤會 (勇敢面對失敗和挫折)

• 戴立言遇交通意外 (姐弟相親相愛之情)

六年級 讀書會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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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晴的觀點閱讀 從戴立德的觀點閱讀

1.地圖 1.藍鯨姊姊

2.穴居童年 2.遇見抹香鯨女孩

3.樹屋上 3.大殺手虎鯨

4.逐水草而居 4.別凍死一角鯨

5.堡之中 5.大翅鯨會陪着妳

6.流浪 6.結束:永遠「第一」

7.尾聲:還「第一」嗎? 7.旅遊明信片



張晴的觀點 戴立德的觀點

第4章「逐水草而居」：

勇敢面對失敗或挫折

張晴參加演講比賽「論孝道之
重要」，開始演講時不太清晰，
被訓導主任誤會了，被迫下台，
取消了比賽的資格。

第4章「別凍死一角鯨」：

姊弟相親相愛、互相尊重

戴立德的姐姐立言因為交通意
外，右小腿要截肢，整個家庭
的生活因此而改變了。媽媽每
天回家做飯，爸爸請來家教老
師教姐姐，還打算舉家移民美
國，為姐姐安排學校呢! 姐姐
鼓勵立德用功讀書，更請立德
給張晴畫一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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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膩刻劃友情和親情，培養包容、尊重和關愛之情。



張晴的觀點 戴立德的觀點
第5章「堡之中」

–戴立德送了自己畫的地圖給張
晴，這是他腦中幻想的鯨魚地
圖。張晴叮囑他將來無論去了
哪裏，都要給她寫信啊! 

–張晴的媽媽離家出走了，留下
張晴、爸爸和大姑，令張晴十
分害怕呢，成績也一落千丈!

她留在自己安全的城堡內，耐
心地等媽媽回來，她買下世界
各地的地圖，或許有天跟媽媽
在紐約相遇。

–戴立德亦隱瞞了他姐姐發生交
通意外的事。

第5章「大翅鯨會陪着妳」

- 戴立德已經辦好了舉家移民美
國的手續，他最捨不得的是張
晴，擔心張晴會忘記他!他準
備了送一張「鯨之歌」的CD

給張晴留念。
- 戴立德告訴張晴移民美國的事，

令張晴內心忐忑，感到無奈。
- 戴立德說：「到了美國，無論

甚麼時候，我永遠記得『第一』
個想起妳。

包容、接納、尊重

39



善用本書的特色：
⮚情節平衡發展，以多元觀點分析人物
•從戴立德（男生)、張晴（女生)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情

情書引入：
⮚引起閱讀動機

讀書會：深度閱讀
⮚師生共讀，促進彼此交流、分享
⮚引發學生自主閱讀 (王淑芬作品 / 小說)

六年級 讀書會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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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和鯨魚代表了甚麼? 地圖和鯨魚對兩
個人的意義是甚麼？

‧張晴的媽媽為甚麼要離家出走?

‧如果說張晴對媽媽的離開，心情很複雜矛
盾，何以見得?

‧為甚麼戴立德要送大翅鯨歌聲的CD給張晴?

反覆閱讀，深入理解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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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營造輕鬆的課堂氣氛
- 自由分組
- 離開課室，另選場地
- 自選人物分享(戴立德、張晴、戴的父母……）

• 鼓勵學生自主閱讀，但不一定要讀完整本小說
• 讓學生耐心聆聽，也是學習

2. 把閱讀焦點放在情意教育，如：
接納、關懷、包容、尊重等

3. 編排多元化的閱讀任務

進行讀書會時，教師要：

42



多元化的閱讀任務(1)繪製人物關係圖

⮚在閱讀小說前，讓學生初步認
識人物的關係、性格和行為

⮚邊閱讀邊修訂想法
⮚有助日後自行研讀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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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書中人許願
同理心

⮚ 引導學生探索自己與文本
的世界，培養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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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書中的文字，繪畫每人
心中的地圖，提升學生對文
本深入的理解

(3) 尋找失落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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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準備個人閱讀筆記

3.確定聊書的方向
⮚文本內容直接得着
⮚文本與我的關係
⮚文本與世界的關係

2.自由分組(氣氛輕鬆)

教師推行讀書會的策略和準備

4.多元化閱讀任務
⮚與書中人對話
⮚替書中人許願
⮚尋找失落的地圖
⮚繪畫人物關係圖

讀書會 = 愉快聊書

沒有標準答案! 46



教師要相信學生的能力，從做中學習

讀書會

樂於交流

主動分享

細心聆聽學生

深度閱讀 品德情意

47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