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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語文素養
跨校聯盟教育團隊

同安國小 蔡信東、徐芳姿、黃雅雅、劉茹綿、羅文伶

高樹國小 季永明、余衣宸、梁淑屏、陳惠明、劉春纓

新南國小 郭慧玲 （依筆劃排列）

模組亮點

教學模組

團隊成員

課程執行過程

學生回饋

教師回饋

痛苦的第一課

上手的第二課

輕鬆的第三課

收獲及回饋

終於看見國語課本有縱向的內容了！因為是
高年級的試行課程，所以在上課前一直很擔
心課會上不完，學生會不知所措，進行了兵
荒馬亂的第一課後，學生在第二課顯得駕輕
就熟，學生自己覺得很有成就感，老師的成
就感也油然而生。倘若這套課程真能從一年
級開始就落實，相信孩子們的閱讀能力一定
能點滴成長。

同安國小 黃雅雅

滿布瘡痍，誠惶誠恐

滿心歡喜，漸入佳境

普天同慶，舉班歡騰 / 學生自由發揮，想法多元

從104學年度第一學期11月開始，兩校參與
計畫的老師每個月固定一次星期五下午與
欣希老師會談，會談中除了介紹低、中、
高年級國語文素養導向教學模組的新教材
外，欣希老師還示範教學流程與說明如何
引導學生學習。每次會談前夥伴們也必須
先上網觀課，並在會議中討論收穫與疑惑
。透過一次次觀課與討論分享，讓大家更
加熟悉這一套教學的方法與步驟。接著第
二學期3月就開始使用新教材來教學，一共
三課每節課都錄影，上完一課就將影片上
傳並填寫教學省思單。由於一開始還不熟
悉教學方法與步驟的使用，再加上每節課
要錄影，感覺很有壓力，慢慢的熟悉之後
，教學節奏就比較順暢，花費的節數就減
少了。新教材的設計採用漸進釋
放責任制，跟著習作上的步驟引導學生學
習，從師生(TS)→生生(SS)→生(S)，可以
發現學生在過程中是有進步的。

現在回歸到原本的課程教材，我還是將新
教材的方法導入課程中，因為學生經過新
教材的試驗後，已經很清楚學習的步驟了
，而且現行語文課本的文章很短，所以上
起來就很輕鬆，一課大約4節課就能結束，
也少了趕課的壓力了。很希望能將這些方
法推廣給其他老師，從一年級開始打好基
礎，慢慢循序漸進，我們是真的可以看到
學生能有所成長。

高樹國小 梁淑屏

學生學習成果

前後測成績

孩子們的改變

１做筆記的方法不再只是單一方法─寫文章，而是能運用多
元的方法。平時各項學習習或是校外教學也會做筆記。

２課文意義段，利用事件轉折更有方法。
３回答問題有依據，不再憑空想像。
４遷移到其他課程的學習，像是生活課、數學課和社會課。
５在上國語課時變得比以前更有興趣，更專注，覺得國語課
怎麼一下子就下課了！

6在閱讀時會使用在實驗課程中所學的策略，幫助自己理解。

前測 後測一 後測二 前測 後測一 後測二 前測 後測一 後測二

同安五甲 58.40% 63.90% 63.20% 46.70% 40% 3.30% 6.70% 3.30%

高樹五甲 51.30% 53.40% 58.90% 34.60% 32.10% 1.20% 7.40% 0%

高樹五乙 48.10% 50.10% 59.30% 42% 33% 1.20% 1.20% 0%

高樹五丙 46% 56.80% 62.30% 38.80% 43.30% 0% 0% 0%

新南六甲 55.20% 70% 67.60% 54.80% 54.80% 0% 4.80% 23.80%

標準化測驗通過率 讀寫測驗通過率 聽寫測驗通過率

在過程中，學生學習到方法，雖然一開始刺熟練但
經過三課的練習也慢慢熟悉。看到她們偶而會拿出
來使用並能解決問題感到高興。其中最常拿出來使
用的是解決語詞的方法。學生們覺得最困難的部份
是「理解它」，但回到原課程使用時，學生在分析
課文方面，似乎較熟練，在討論時，也能表達看法
。

新南國小 郭慧玲

到了第三課，老師們已熟悉教學的方法，上起課來順暢許多，可在五節課內完
成一課。孩子也學會了一系列閱讀、思考的技巧，能妥善運用多元的方法表達
想法。在小組討論的過程更有內容更能相互激盪。

老師們透過錄影讓團隊指導老師針對第一課的教學給予建議後修正，調整之後
進入第二課教學果然順暢許多。孩子在第二課的學習過程中較熟悉閱讀文章的
方法，以及討論的模式，師生狀況均漸入佳境！

第一次接觸新教材，孩子們充滿期待，老師要教學前雖然已看過示範教學，
但自己實際上場時發現：天阿！！！！課上不完！課上不完！課上不完！

「語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而「閱讀」則可
以豐盈心靈，增廣見聞，但要如何讓兩者相輔
相成呢？以往傳統的教學，總是在字形、字義
、造句…等字詞的探討與練習，卻花較少的時
間在文本上的探究。縱使身為高年級老師的我
，花在字詞的時間不多，喜歡設計多元的課程
讓孩子思考與解決問題，但總覺得過於零碎與
片段，缺乏統整與系統的規劃。在參與此次的
實驗課程後，我深深的感受到原來閱讀理解其
實一點也不難，只要幫孩子架構好學習鷹架，
養成習慣，他們自然而然的就能跟上腳步，建
構一套自學模式，而且是帶著走的能力。

在上完貓頭鷹小學堂的課程後，我試著沿用
及調整這套教學方法至現有課文，主要進行親
近它與理解它的部分，或許因為課文內容較少
，多數孩子也能自動化的進行學習，所以上課
所需要的時間減少許多，而多餘的時間可以讓
我進行延伸活動，讓孩子可以學得更精彩，更
充實。除此之外，在課堂上發現，他們的口語
表達能力與小組討論內容都著實進步許多，如
：上到第八課動物的尾巴(雖然是說明文，文體
不同)，我要求他們自己將文本中的動物尾巴依
外型與功能統整並做出表格，低成就的學生，
我會提供表格的形式，讓他們從文本中做整理
，完成表格，他們全都做到了，真棒！中及高
成就的學生，則鼓勵他們試著自己發想可以讓
人一目了然的表格，果然創意無限，看到他們
的表現，真是令人感到欣慰，而這不就是大家
一起努力的成果，哪怕只是一點點的成長，但
卻是我繼續向前走的動力。

高樹國小 余衣宸

在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策略聯盟講師邀約的
偶然機會認識了欣希教授，因此展開了這一年
的實驗課程計畫。我是屏東團隊的「始作俑者
」，包了這樣一個「大工程」回來給老師們，
一直兢兢業業，深怕給老師們帶來多餘的繁瑣
事務的協助相關行政事宜。也親自「下海」教
授二年級課程，體會從痛苦的第一課轉變成輕
鬆的第三課的歷程。
過程中學習了一套精準、優良的教學方法；

透過錄影，察覺自己許多教學知能有待加強，
實在受益良多。對孩子們而言也在計畫中學習
到許多閱讀的方法和技巧，計畫暫告一個段落
，但我發現計畫所帶來的影響持續發酵中，孩
子們持續使用學到的方法來閱讀，老師們持續
在班級使用這一套素養課程的教學方法進行教
學。非常感謝屏東校團隊的夥伴們，每個月辛
苦的從各的集合一同精進教學能力，一起學習
、成長。

在這一年中，我們從對新教材的害怕、疑慮
，在欣希教授的帶領之下，透過討論、實踐、
反思，轉而以新教材為榮。

同安國小 徐芳姿

為了配合全學年的活動，我參加了此次閱讀前
導學校的實驗課程教學計畫。透過教學前欣希教
授的面對面指導，IES線上課程的學習與校內教
師群的研討分享，在教學過程中除了將閱讀理解
的方法教給學生，同時不斷的反思自己的漏失和
盲點。
從欣希教授的教學演示中，我看到老師優雅親

切的上課態度，讓學生愉悅的學習；老師用正確
的方法，讓學生有效率的學習；好的習慣與方法
要持續，讓學生能從被指導進步到同學共學甚至
自我學習。
這一段過程，我和學生都在慢慢的進步，因此

特別感謝積極主動的夥伴們，讓我們能搭上這班
精進閱讀列車。

高樹國小 陳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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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介紹

教學示範

教材提問

跨校共備

閱讀素養是一切學習的根本，本教學模組由國教院陳欣希教授帶領屏東縣南

州鄉及高樹鄉共計三所偏鄉小校教師，克服50多公里的距離障礙，共同進行語

文素養導向教學模組的增能以及實施。本模組亮點如下：

一、跨校共備：本課程模組參與之教師來自於三所偏鄉小學，克服萬難進行課程

共備。

二、多元交流：由於是跨校的教學模組實施，在過程中因不同校的文化而有更多

元的交流。

三、理論與實務兼顧：本教學模組有國教院陳欣希教授的團隊依據學生學習心理

以及閱讀策略編撰課程，透過試教，驗證所研發的模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