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第 1、2 學期校訂課程設計

校訂課程設計
課程名稱

閱讀教學計畫

課程類別

□部定課程
□部定跨領域課程
■校訂課程

1.第一學期：能將閱讀材料與實際生活情境相聯結，透過生活化的語文，學習解決問題，將

課程說明

知識轉化為能力。
2.第二學期：配合各單元，引導學生從事多元的閱讀，並學習與人討論分享。

授課對象

二年級

任課教師

修課時數

開課年級

與十二年國
教課綱之對
應

二

學
習
重
點

每班修課人數
國 1-I-1 養成專心聆聽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性，培養國

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

語文的興趣，能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

言。

表現自我，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國 1-I-2 能學習聆聽不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

同的媒材，說出聆聽的

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

內容。

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

國 1-I-3 能理解話語、

生活問題。

詩歌、故事的訊息，有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生活經驗，學

適切的表情跟肢體語

習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題，並探

言。

索多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生

國 2-I-1 以正確發音流

活適應力。

利的說出語意完整的
話。

學習表現

每週 1 節，共 43 週

國 2-I-2 說出所聽聞的
內容。
國 2-I-3 與他人交談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常生活

核
中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
心
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素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對學
養
習的重要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

時，能適當的提問、合

疇，並培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

國 3-I-1 正確認念、拼

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

讀及書寫注音符號。

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國 3-I-2 運用注音符號

國-E-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是非

輔助識字，也能利用國

判斷的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社會的

字鞏固注音符號的學

關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懷自然

習。

生態與增進公民意識。

國 3-I-3 運用注音符號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

表達想法，記錄訊息。

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

國 3-I-4 利用注音讀

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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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學習閱讀，享受閱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讀樂趣。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培養理解與關

國 4-I-1 認識常用國字

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

至少 1,000 字，使用 700

自我文化，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

字。

文化。

國 4-I-2 利用部件、部
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

綜-E-B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學

助識字。

習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培養同理

國 4-I-3 學習查字典的

心，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方法。
國 4-1-4-3 能用硬筆寫
出合理的筆順、正確的
筆畫及形體結構的國
字。
國 4-I-5 認識基本筆
畫、筆順，掌握運筆原
則，寫出正確及工整的
國字。
國 5-I-2 認識常用標點
符號。
國 5-I-3 讀懂與學習階
段相符的文本。
國 5-I-4 了解文本中的
重要訊息與觀點。
國 5-I-5 認識簡易的記
敘、抒情及應用文本的
特徵。
國 5-I-6 利用圖像、故
事結構等策略，協助文
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國 5-I-7 運用簡單的預
測、推論等策略，找出
句子和段落明示的因果
關係，理解文本內容。
國 5-I-8 認識圖書館
(室)的功能。
國 5-I-9 喜愛閱讀，並
樂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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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6-I-1 根據表達需
要，使用常用標點符號。
國 6-I-2 透過閱讀及觀
察，積累寫作材料。
國 6-I-3 寫出語意完整
的句子、主題明確的段
落。
國 6-I-4 使用仿寫、接
寫等技巧寫作。

綜 2a-II-1 覺察自己
的人際溝通方式，展現
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態度
和技巧。
國 Aa-I-1 聲符、韻符、
介符的正確發音和寫
法。
國 Aa-I-5 標注注音符
號的各類文本。
國 Ab-I-1 1,000 個常用
字的形、音和義。
國 Ab-I-2 700 個常用字
的使用。
國 Ab-I-3 常用字筆畫
及部件的空間結構。
國 Ab-I-4 常用字部首

學習內容

的表義（分類）功能。
國 Ac-I-1 常用標點符
號。
國 Ac-I-2 簡單的基本
句型。
國 Ac-I-3 基本文句的
語氣與意義。
國 Ad-I-1 自然段。
國 Ad-I-2 篇章的大意。
國 Ad-I-3 故事、童詩
等。
國 Ba-I-1 順敘法。
國 Bb-I-2 人際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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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國 Bb-I-3 對物或自然
的感受。
國 Bb-I-4 直接抒情。
國 Be-I-1 在生活應用
方面，如自我介紹、日
記的格式與寫作法。
國 Be-I-2 在人際溝通
方面，以書信、卡片等
慣用語彙及寫格式為
主。
國 Ca-I-1 各類文本中
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化內
涵。
國 Cb-I-2 各類文本中
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
鄉里關係。
國◎Cb-I-1 各類文本
中的親屬關係、道德倫
理儀式風俗等化內涵。
國◎Cc-I-1 各類文本
中的藝術、信仰、思想
等化內涵。

綜 Ba-II-1 自我表達的
適切性。
綜 Ba-II-2 與家人、同
儕及師長的互動。
綜 Ba-II-3 人際溝通的
態度與技巧。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
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議題融入

實
性 E8 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質
●人權教育
內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涵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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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科技教育
科 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巧。
●家庭教育
家 E3 察覺家庭中不同角色，並反思個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家 E5 了解家庭中各種關係的互動(親子、手足、祖孫及其他親屬
等)。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6 了解並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文化經驗。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品 E2 自尊尊人與自愛愛人。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品 E6 同理分享。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
審美判斷，分辨事實和價值的不同。
●資訊教育
資 E4 認識常見的資訊科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
●生涯規畫教育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涯 E6 覺察個人的優勢能力。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9 認識不同類型工作/教育環境。
涯 E10 培養對不同工作/教育環境的態度。
涯 E11 培養規劃與運用時間的能力。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
感受的能力。
●閱讀素養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2 認識與領域相關的文本類型與寫作題材。
閱 E6 發展向文本提問的能力。
閱 E11 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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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分享自己閱讀的文本。

學 ●性平：尊重同儕解決問題的多元想法。
習 ●人權：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重 ●生涯：培養規劃與運用時間的能力；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點
一、能用心精讀，深究內容，歸納大意。
二、結合生活經驗，學習語文，應用語文，達到獲取資訊，傳達消息的能力。

學習目標
(預期成果)

三、學習從各種不同角度看世界，欣賞自然美景。
四、藉由閱讀文章，體會其中要表達的內涵，學習文章蘊含的道理。
五、藉由閱讀，了解當地具有特色的文化及傳說。
六、體驗民俗節日活動、民俗藝術，從而建立文化概念，接受文化薰陶，提升人文素養。
七、透過班級讀書會活動，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擴大閱讀領域。

與其他課程
內涵連結

由上學期的閱讀課程至下學期的閱讀課程，內容加深加廣，開拓學生的

縱向

學習視野，藉由練習閱讀文章及讀本，活用閱讀策略，打好扎實的文學
基礎，並為即將邁入中年級的課程預作準備，順利銜接三年級的課程。
生活：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的看法。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藝術與人文：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也規劃、有

橫向

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綜合活動：
參與各項活動，探索並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
探究自我學習的方法，並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健康與體育：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理性的情緒表達，並認識壓力。

學習評量

口頭發表、書面報告、作業單、作品檔案、實作表現、試題測驗、課堂測驗、課堂觀察、
同儕互評

教學週次

第一學期
第 1-5 週

單元主題

單元學習內容

單元一

1.分組進行閱讀、討論。

早起的一天

2.本書內容：爺爺生日那天，為了準備豐盛的晚餐，小珍珠起了個大早

文╱圖：賴馬

和奶奶一起外出。在本書作者的創作裡，每個輕鬆幽默的故事，其實

出版：和英出版

結構嚴謹；每幅以巧妙手法佈局的畫面細節，都值得學生細細品味。

社

3.教師針對本書的運用：引導學生觀察書中色彩，藉由沉靜清新、光芒

出版日期：西元

耀眼、活力和熱鬧的氣氛，帶著學生體驗早起的感覺，讓學生感受更

二○一二年十月

多與自然親近的樂趣，並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鼓勵學生自主閱讀。
4.口語評量、閱讀理解題目練習。

第一學期

單元二

1.分組進行閱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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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0 週

森林裡的信箱

2.本書內容：寒假時，真弓到外公外婆家住，她與森林中樹上信箱的主

文：原京子

人通信並且成為好友的故事。寒假結束，真弓要回家了，郵差不知道

圖：高橋和枝

森林裡的信箱在哪哩，不能繼續通信，還好有一隻小鳥答應幫他們送

譯：陳珊珊

信。

出版：臺灣東方

3.教師針對本書的運用：

出版社

(1)運用繪本的圖畫及文字進行閱讀策略的練習。

出版日期：西元

(2)再過不久，小朋友也會放寒假，寒假時不能和同學天天見面，因

二○一○年五月

此現在先學怎麼寫信，寒假時就可以寫信給同學了。
4. 口語評量、閱讀理解題目練習。

第一學期
第 11-15 週

單元三

1.分組進行閱讀、討論。

林良爺爺的700

2.本書內容：本書為資深作家林良為孩子編寫的七十個故事。故事的篇

字故事

幅為七百字上下，適合學生閱讀。內容含括傳說故事、動物故事、歷

文：林良

史故事、生活故事等，每篇都是勵志、正向思考且具啟發性。

圖：達姆
出版：國語日報
附設出版社
出版日期：西元

3.教師針對本書的運用：低年級兒童閱讀的故事，篇幅不宜太長，本書
的文字長度可以作為閱讀的基礎。除了學生自主閱讀之外，教師也可
以當作朗讀素材，讓學生輪流上臺朗讀。
4. 口語評量、閱讀理解題目練習。

二○一○年三月

第一學期
第 16-22 週

單元四

1.分組進行閱讀、討論。

圓仔山

2.本書內容：本書介紹有一天，有一片五彩雲飛到了圓仔山的山頂上，

文╱圖：曹俊彥

接著就不見了。但是山腳下出現了一個賣圓仔湯的老人，一邊煮著香

出版：青林國際

噴噴的湯圓，還一邊吆喝：
「好吃的圓仔湯，一毛錢買一碗，兩毛錢，

出版社

隨意吃，隨意拿！」於是，村民們紛紛拿出家裡所有的容器來裝圓仔

出版日期：西元

湯。儘管家中都已經堆滿了圓仔，大家還是繼續拿。

二○一五年十月

有一個年輕人也來買圓仔湯，但是他每次只付一毛錢買一碗；吃完了
一碗覺得不夠，才又繼續付錢再買一碗。賣圓仔湯的老人非常開心，
因為他終於找到了心目中想要尋找的傳人。這個賣圓仔湯的老人，究
竟是誰呢？
3.教師針對本書的運用：這是一則跟湯圓有關的臺灣民間故事，教師可
以說給學生聽，讓他們對湯圓有更深一層的情感，也可以不將故事結
局說出來，讓學生發揮想像力述說故事的結局。
4. 口語評量、閱讀理解題目練習。

第二學期
第 1-5 週

單元五

1.分組進行閱讀、討論。

一粒種子的旅行

2.本書內容：作者安妮‧默勒在書中大量運用拼貼手法，介紹了植物的

文：安妮‧默勒

旅行方式，例如老鶴草的「小勺子」
、田薊的「小傘」
、草莓的「匍匐

出版：南海出版

睫」……種種奇妙的方法，讓人大開眼界。

公司
出版日期：二○
一○年十一月

3.教師針對本書的運用方式：
(1)引起閱讀動機：我們常常會在很多地方發現植物的影子，例如在石
牆的縫隙裡、高高的房頂上、廣場的角落裡……植物沒有腳，也
沒有交通工具，它們究竟是怎麼來到這些地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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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學生思考，引導學生想一想，如果自己是一顆種子，最想要當
哪一種植物的種子？為什麼？
4. 口語評量、閱讀理解題目練習。

第二學期
第 6-10 週

單元六

1.分組進行閱讀、討論。

培培點燈

2.本書內容：很久以前，義大利城裡的路燈都必須用手點燃。小男孩培

文：艾莉莎‧巴

培住在桑樹街的一間小公寓裡，家境十分貧困，所以培培仍然必須去

托尼

找份工作，但是爸爸卻不願意他的兒子去做像點燈這類的工作，培培

圖：泰德‧陸溫

努力想贏得爸爸對他的肯定。直到一個漆黑的夜晚，人們終於發現了

譯：劉清彥

點燈人的重要。

出版：三之三

3.教師針對本書的運用方式：教師可以提供學生課後閱讀的參考。
「培培

出版日期：西元

點燈」點的不只是有形的燈，更點燃了人們心裡的希望。我們的生命

二○○二年二月

是否也能如此：凡事由自己做起，付出關懷、愛與責任，為別人的生
命也點燃一盞盞的希望之光。
4. 口語評量、閱讀理解題目練習。

第二學期
第 11-15 週

第二學期
第 16-21 週

單元七

1.分組進行閱讀、討論。

無尾熊和小花

2.本書內容：這本書中有一隻對什麼事都充滿興趣的無尾熊小妹，因為

文╱圖：瑪莉‧

一朵小花，意外發現圖書館的神奇：能提供無數問題的答案！從本書

茉菲

的情節發展，能隨著文字，讓讀者自然而然發現圖書館的奇幻。

譯：許慧貞

3.教師針對本書的運用方式：教師可透過本書引導學生踏進圖書館，發

出版：小魯文化

現它、利用它，像書中的無尾熊小妹，充分利用圖書館，盡情享受閱

出版日期：西元

讀的樂趣。

二○○八年三月

4. 口語評量、閱讀理解題目練習。

單元八

1.分組進行閱讀、討論。

了不起的大腳丫

2.本書內容：在書中，由於個人的偏見和自以為是，讓「大腳丫」貝琳

文╱圖：艾美．

差點委屈的演出一場不快樂的戲碼，而從故事的發展中，也讓人了解

楊

不受限於己見、尊重別人的重要。

譯：方素珍

3.教師針對本書的運用方式：教師可以提供學生課後閱讀的參考。透過

出版：康軒文教

本書，教師可引導學生要開拓自己的視野，不要落入「聽我的總沒錯」

事業

的自以為是中，同時也要尊重他人的特點。人們常說：
「做自己最愛做

出版日期：西元

的事情，是最幸福的。」可是，到底有多少人能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

二○○九年七月

來做？讀完本書，可以發現許多孩子的潛能，常在成人「自以為是」
的認知中，硬生生的被抹煞掉！
4. 口語評量、閱讀理解題目練習。

環境與教學
設備需求

環境：教室
教學設備：電腦、閱讀書籍。
學生先備基礎：國語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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