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閱讀教育校訂課程設計
一、教學設計理念
本單元運用多元性的閱讀(小說、影片、文本)來探討有關霸凌的議題。
有鑑於高年級的學生在此階段身心靈的發展，較注重同儕，易受同儕的影響，形成小團
體，許多事的區別性也較高，有些較弱勢的學生(學業、特質)就會成為同儕攻擊的目標。故
本單元的設計以相關霸凌題材為主，引發學生思考事件中的所造成的影響及藉由事件中角色
的探討，引發學生的同理心。進而尊重、友愛他人，形成善的循環，讓社會更溫馨。
(一) 總體學習目標。
1.學生能運用閱讀策略理解文本，增進閱讀力。
2.學生能從多元的文本擷取訊息、連結訊息關係，。
3.學生能藉由閱讀理解文明社會基本價值、提升人文關懷、批判思考的能力。
(二) 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
教師進行閱讀教學前，需先檢視學生的先備學習經驗，再決定教學策略，逐次漸進的引
導學童統整文本訊息，以建構知識。期盼透過師生互動和同儕互動，討論交流彼此的觀點，
終能成為獨立探索的閱讀者。茲將學生已有之先備經驗說明如下：
1.已具備閱讀理解策略之能力
(1)已學過運用六何法進行自我提問。
(2)已學過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
2.已具備識字與詞彙策略之能力：能運用由文推詞義，理解詞意。
3.已具備之文本經驗：具備閱讀長篇文章的能力。
(三) 核心素養的展現
閱讀教學目標是讓學生喜愛閱讀，藉由閱讀學習新知識、新觀念、新技能。讀者必須在
已建立的背景知識為基礎去理解閱讀材料，擷取重點、歸納主旨、評論觀點，所以閱讀是高
層次思維能力綜合活動。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就是透過閱讀去學
習，以｢自發閱讀｣達成終身學習的願景，並以閱讀來認識他人、認識世界，做為彼此互動的
基礎，以至於學生能應用及實踐所學願意致力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
的互惠與共好。
本單元的核心素養茲分析如下表:
總綱核心素養面向
C 社會參與

總綱核心素養項目
C2 人際關係與團
隊合作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課程設計與教學特色

國-E-C2 具備友善的 1. 引導學生進行文本分
人際情懷及與他人
析探討，運用理解監
建立良好的互動關
控的能力，達到理解
係，並發展與人溝通
內容的目標。
協調、包容異己、社 2. 藉由時事，聯結學生
會參與及服務等團
的生活經驗並進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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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合作的素養。

討。
3. 藉由相關影片，探討
角色的心理及角色在
整件事件中的行為、
影響，引發學生的辨
別能力及同理心。

二、教學活動
■閱讀□思辯□情緒□探索□美感
吳貴美
設計者
□國際教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 6 節，240 分鐘
單元名稱 心之傷痕
實施方式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時間 □ 領域新增單元 □ 融入領域既有單元
設計依據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5-Ⅲ-6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
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
內容。
5-Ⅲ-7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
學 學習表 策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
現
或觀點。
習
核心
5-Ⅲ-8 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同
重
素養
的閱讀策略。
點
5-Ⅲ-10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
識文本中重大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學習內 少年小說、新聞報導、影片
容
人 E6 覺察個人的偏見，並避免歧視行為的產生。
人 E7 認識生活中 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和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知
實質內
道如何尋求救助的管道。
涵
品 E2 自尊尊人與自愛愛人。
議
品 E6 同理分享。
題
閱 E4 中高年級後需發展長篇文本的閱讀理解能力。
融
人權與生活實踐
入
所融入 人權違法與救濟
之學習 品德發展層面
重點 品德實踐能力與行動
閱讀的歷程
與其他領 綜合領域、健體領域
域/科目的
連結
教材來源
自編
教 學 設 備 / 電腦、單槍、PPT、班級共讀書(真相拼圖)、書籍(奇蹟男孩)、影片(奇蹟男
資源
孩)、youtube 連結、新聞報導。
學習目標
六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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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能運用閱讀策略理解文本，增進閱讀力。
2.學生能從多元的文本擷取訊息、連結訊息關係，。
3.學生能藉由閱讀理解文明社會基本價值、提升人文關懷、批判思考的能力。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流程

教學說明及注意事項

教學設備/
資源

第一節【活動一:真相拼圖一書探討】(40 分)
1. 學生需事先閱讀完真相拼
一、引起動機
圖一書，請該班導師在上課 文本、電子
教師請學生發表，在還沒閱讀此書之
前能督促學生完成，課堂討 白板、PPT
前，光看書名，猜想書裡的內容是什麼?
論才能進行順利。
2. 教師留意學生回答問題是
二、發展活動
否完整，畢要時協助補充。
教師利用 PPT 提出書中問題，全班進行 3. 分組討論時留意每個人的
思考並舉手回答問題。
參與度，或是否需要協助。
問題分為三層次
4. 真相拼圖一書中有諸多不
1. 事實型提問:全班回答或學生舉手
雅的文
回答。
句，教師要向學生說明學生
2. 推論型提問:以小組討論的方式進
這些
行回答，增進學生對內容更深入的
語句是反映該角色的文化
了解及透過腦力激盪更集思廣益。 層次，
3. 評論型提問:學生先思考後舉手回
引導學生讀出此書的重
答。
點，勿在
此部分加以著墨或學習。
三、統整活動
教師總結:真相拼圖一書，最後的結
局引人唏噓，且影響深遠，所以不能
輕看自己每一個念頭或行為的偏頗。
1. 教師注意學生是否專心觀
看影
片。
2. 教師注意學生的回答是否
完整?
必要時加以協助。
3. 學生閱讀文本時要專心並
用心的標示重點。教師於課
堂巡視學生的學習情況。

第二節【活動二：校園霸凌新聞事件探討】
(40 分)
一、引起動機
老師播放一則有關校園霸凌的影片。
二、發展活動
(一)影片討論
1.學生舉手發表對影片的感想。
2.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影片中的是
非對錯。
(二)文本探討
1.教師發下一則校園霸凌事件的
的文本請學生閱讀。
2.引導學生在文本中標示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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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事件文
本、電腦、
電子白板、
youtube

(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的角色及事
情的關鍵、結果)
3.學生舉手發表感想。
三、發展活動
教師總結:霸凌事件在校園中層出不
窮，我們應予同學友善相處，同理心的
看待被霸凌者的立場。
第三節【活動三：真相拼圖 vs 新聞事件之連 1.學生須以尊重的態度發言，
結及省思】(40 分)
勿語帶戲謔或影射他人。

電子白板、
PPT、性格卡

一、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 PPT，將第一、二節談到的
真相拼圖及兩則新聞事件的的角色秀
出來，再秀出性格卡。
二、發展活動
(一)請學生思考各個角色他的性格是
如何?
(二)學生發表每個角色的性格(性格
可多個)
(三)討論發表哪些性格會造成自己或
他人的傷害。
(四)發表真相拼圖及兩則新聞事件中
的異同。
1.哪些角色的處境或立場是相似
的?
2.比較事情造成的傷害程度及影
響如何?
3.旁觀者的角色是哪些?他們在
事件中的舉足輕重是如何?
三、統整活動
教師總結:真相拼圖和兩則新聞事件雖
分別敘述不同的事情，但之中有許多相
似處，還有各個角色在事件中的意義及
造成的影響都值得我們深思。
1.鼓勵學生事先閱讀奇蹟男孩
一書。
2.學生能專心觀賞影片。
3.引導學生完整回答問題。

第四、五節【活動四：奇蹟男孩影片欣賞及
探討】(80 分)
一、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學生，為什麼書名(片名)叫
做奇蹟男孩?奇蹟兩字表示什麼?
二、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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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白板、
書籍、影
片、PPT

(一)觀賞奇蹟男孩影片(擷取重點片
段)
(二)請分組討論及回答問題:
影片中的主要角色的性格及做
了哪些事?
(三)教師提問哪些角色是霸凌者?哪
些角色是被霸凌者?哪些角色是
旁觀者?
三、統整活動
教師總結:在一個事件中，有許多不同
的角色，我們應有更多的同理心，才
不致造成他人的傷害。
1.學生能完整回答問題。
2.學生能專心觀賞影片。
3.注意到每個學生的回饋。

第六節【活動五：綜合討論】(40 分)
一、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學生在前五節的課程中，哪一
節課感觸最深?為什麼?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帶領學生思考何謂人性尊嚴?
人性尊嚴的重要性?一個人失去了
尊嚴會如何?
(二)教師帶領學生思考何謂尊重?人
不被尊重會有什感受?如何尊重
他人?
(三)教師提問:霸凌事件中，哪些是
冷漠者的角色?冷漠者的角色造
成什麼影響?又會造成什麼樣的
傷害?
三、統整活動
播放 youtube 影片”把愛傳出
去”( Life Vest Inside )
教師總結，人語人的相處要善的循
環，就像影片中每個人心存著愛，互
相幫助，把愛傳出去，社會就更加溫
馨。
教學評量：觀察與口語發表評量。
試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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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電子
白板、PPT、
影片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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