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訂課程設計格式
一、 教學設計理念
當發下四年級｢疫苗接種通知及意願書｣時，一張 A4 紙滿滿兩面的文字，課堂上只能
簡單說明疫苗注射日期及時間並請學生務必請家長詳看，然後記得交回條。查看了網站上
的預防接種時間表，內容琳瑯滿目:有出生 24 小時內->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一劑，出生滿
24 小時後->卡介苗一劑，出生 3-5 天-> B 型肝炎第一劑，出生滿 1 個月-> B 型肝炎第二
劑，出生滿 2 個月->白喉、百日咳、破傷風混合第一劑….共有 21 次之多。這些疫苗接種
未按規定完成預防接種者，在六歲內應儘速接種。否則入學時，仍應依規定補種
如果能在課堂上讓學生對疫苗有初步的認識，對之後能自主決定是否注射疫苗時，不
會完全沒有概念。甚至可以為對疫苗沒有概念的人做簡單的初步說明。
因此，先從讀懂｢疫苗接種通知及意願書｣開始，再閱讀文本｢預防接種滅天花－金納
｣，介紹疫苗接種的使用成功地消滅了天花這種具有高度傳染力且極易致死的人類疾病。
因為我們身處同一個世界，｢蝴蝶效應｣讓我們和世界所有的人、事、物關係密切。
當我們在享受他人所提供的各項資源時，我們除了愛護自己之外，我們對所處的社會可
以有更多的關懷及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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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藉由閱讀科普文章，理解社會對自己的幫助，進而提升人文關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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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摘要大意。
(2)已學過由文本找支持理由及事實、推論、評論三層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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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閱讀故事及文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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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閱讀表單與疫苗有關的故事、新聞報導等文本覺察自己與所處社會的關
係，增進世界公民意識。。

本單元的核心素養展現茲分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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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實質內涵
議題
人權教育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融入 所融入之 能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重大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 能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
的連結
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覺察問題或獲得有助於探究的資訊。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1.文本來源:表單 ｢疫苗接種通知及意願書｣、科學少年月刊文章｢預防接種滅
天花－金納｣
2.學習單:新聞 ｢流感疫苗猜錯病毒株｣閱讀測驗、｢認識金恩先生｣學習單、
｢疫苗的故事｣學習單、｢六何法｣學習單。
3.教學設備:電腦、單槍/分組討論用白板筆、白板擦’情緒卡、性格卡。
學習目標
一、能讀懂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表單。
二、能用閱讀策略｢從文本找支持理由｣閱讀文本。
三、能用閱讀策略｢六何法｣讀懂故事內容。
四、能利用學習的知識幫助他人。
五、能主動蒐集資料，進行多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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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一：疫苗知多少?】(80 分)
一. 引起動機(3 分)
一、老師可將重要日期、字詞先寫在
(一) 紅樓爺爺告訴學生 SAPS 發生
黑板上引起學生注意。
大流行時的情形。
SARS 事件是指嚴重急性呼吸道
->SAPS 之所以引起恐慌，是因為當時
症候群於 2002 年在中國廣東順德首
並不知道傳染的是何種病毒株?
發，並擴散至東南亞乃至全球。
二、四上學生已完成流感疫苗注射。
二. 發展活動(72 分)
(一) 老師問學生還記得四上流感疫苗注
射時有拿到通知單嗎?
1.請學生小組討論:如果你們是負責寫
通知單的人，請寫下小組認為最重要
的一項提醒是什麼?並寫在小白板
上。
2.如果你是接種者，你最想要了解的事
情是什麼呢?寫在便利貼上並直接貼
在黑板上。

三、通知單內容已有小標題重點提
(二) 共同閱讀｢疫苗接種通知及意願書｣。
示，依序說明即可。如遇艱深字

｢疫苗接種通
知及意願書｣
台南市衛生局
網站
小白板、白板
筆、白板擦
便利貼

1.由老師和學生共同閱讀｢疫苗接種通
詞鼓勵學生由文推詞意。
知及意願書｣。
(三) ｢疫苗接種通知及意願書｣已經說明
了哪些事情呢? 請學生發表。
1.什麼是流感:
流感是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
病，常見的症狀包括發燒、頭痛…，
有時會引起併發症，甚至導致死亡。
最常見的併發症是肺炎，其他包括中
耳炎、腦炎、雷氏症候群和其他嚴重 四、雷氏症候群，是可致命疾病，會
的感染症等。
影響多個器官，尤其是腦部和肝臟。
2.流感的傳播方式:
該病與青少年或幼童使用阿司匹林
流感主要是藉由咳嗽、打噴嚏等飛沫 治療病毒感染疾病（如水痘）有關。
傳染，也可能是接觸到受汙染物的流 可導致脂肪肝及肝臟輕微發炎，同時
感病毒，再接觸自己的口、鼻而感染。 影響腦部。(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3.學生施打流感疫苗重要性:
根據研究發現，學生較容易被流感病
毒侵襲，往往是流行記實最早的發病
者、且傳染力高、傳播時間長。
4.本季流感疫苗成分:
疫苗包含 3 種不活化病毒成分。
5.接種劑量、間隔與收費方式:
針對學生於學校集體接種，全面提供 1
劑公費疫苗接種，且無須負擔任何費
用。
6.疫苗保護力:
(1)流感疫苗保護力因年齡或身體狀況
不同而異，平均可達 30%~80%。
(2)疫苗保護力會隨病毒型別差異加大
而降低。
7.接種禁忌:
(1)對｢蛋｣之蛋白質有嚴重過敏者，不
予接種。
(2)對疫苗成份有過敏者，不予接種。
(3)過去注射曾經發生嚴重不良反應
者，不予接種。
8.接種注意事項:
(1)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疾病者，宜
待病情穩定後再接種。
(2)出生未滿六個月，因無使用效益及

安全性等臨床資料，故不予接種。
(3)先前接種本疫苗六週內曾發生 GBS
症候群者，宜請醫生評估。
(4)其他經醫生評估不適合接種者，不
予接種。
9.青少年常見的暈針反映:
(1)接種前不可空腹。
(2)等待接種時間不宜過久。
(3)放鬆心情:聽音樂、聊天或欣賞影
片。

五、急性多發性神經炎，或稱格林巴利症候群(Guillain-Barre
syndrome)，是一種急性的周邊
神經病變，可能侵犯身體的運
動、感覺及自主神經系統。(資
料來源:亞東紀念醫院:神經內
科 黃俐文醫師)

(4)接種時採取坐姿。
10.安全性及副作用:
(1)流感疫苗是由死病毒製成的不活化
疫苗，因此可預防流感。但少數人會
有輕微的發燒、頭痛…，1~2 天內可
自然恢復。
(2)可能造成的副作用，嚴重者造成過
敏性休克..，於接種後幾分鐘至幾小
時內發生症狀。
(四)
1.請學生針對白板上各組所提出最重
要的一項提醒，是否有出現在通知單
上。
2.如果沒有在通知上的理由是什麼?請
同學發表。
閱讀測驗學習
3.請學生念出便利貼的內容，確認接種
單
者，想要了解的事情已經獲得解決了。 六、閱讀測驗的文本老師可從最近的
資料來源:2018
三. 綜合活動(15 分)
新聞中取材。
年 01 月 05 日
(一) 理解監控:閱讀測驗學習單
中時電子報報
1.老師發下｢流感疫苗猜錯病毒株｣學
導一則
習單。
2.請學生閱讀作答，填選答案時需將
文章中的支持理由畫下來並標註①
②③…。
3.請同學交換但不批改。
4.師生共同討論:手上的學習單如果沒
有把文章中的支持理由畫下來並標
註要協助完成。
(二) 老師收回學習單，確認是否百分之百
完成。
【活動二：預防接種滅天花】(80 分)

一. 引起動機(3 分)
金龜樹奶奶回憶小時候接種牛痘的情
形:如果接種過後皮膚沒有凸起一
粒，表示無預防效果要再打一次針。
二、發展活動(62 分)
(一) 閱讀｢預防接種滅天花－金納｣的文
本:
1.教師請學生唸出文本上的小標題，
共同標註意義段(10 個小標題)。
2.請學生再默讀一次，將文本中不懂
的詞、句標註?
3.學生說出?的詞、句，學生發表，如
仍有不懂的詞、句，老師引導由文
推詞意，共同學習。
4.在文本上將西元幾年的時間找出來
並畫線標註。
(二) 文本重點摘錄: 年代表拼圖活動
1.老師發下｢認識金納先生｣學習單和
12 張空白答案紙。
2.老師說明:
(1)找出金納先生人生重要事件
寫在答案紙上。先寫時間再寫事
件，一張答案紙寫一件事。
(2)將寫好的答案紙在年代表上排
一排，並在年代表上標註記號
。老師在黑板上展示年代表並示
範。
3.分組討論後共同完成學習單。
4.老師各組輪流依時間朗讀討論結
果，學生可舉手補充。
(三) 從文本找支持理由:
1.請學生將文本中最重要內容，用提問
的方式寫下來，然後放到前面的盒
子。
2.老師隨機抽題後公布題目，抽籤或請
學生舉手發表。
(1)金納先生為什麼想要發明天花疫
苗呢?
->小時候曾經被迫接種天花人痘，
過程痛苦。因此他希望能有更好
的方法來代替。
(2)金納先生發明疫苗時，遇到了哪些
困難？
->教會認為用畜牲的疾病來感染
人，是褻瀆上帝的行為，應該要禁

｢預防接種滅
天花－金納｣
的文本

老師用放大版
學生:｢認識金
七、年代表拼圖活動，老師可以做彈 納先生｣學習
性處理:可以分組做也可以全班 單(放大成 B4)
一起完成。
、60 張空白答
八、老師提醒學生:金納先生幾歲也 案紙
可換算成西元幾年。

九、課後將各組學習單黏上答案紙後
空白紙張、盒
展示在公告欄。
子
十、.三層次自我提問:
(1)事實:人、事、時、 地的問題。
例:(2)、(3)題
(2)推論:起因、經過、結果。
例:(1)、(4)題
(3)評論:對文本的觀點論述、個
人心得與迴響。
例:(5)、(6)題

止。
->在大城市受教育、自認血統純正的
醫師們並不認同。
(3)金納先生發明疫苗成功之後，改善
了哪些問題呢？
->死於天花的人數逐年降低，世界衛
生組織於 1980 年正式宣布天花自
地球絕跡。
->英法交戰時，法軍因為都有接種牛
痘，而對天花免疫，因此接受金納
要求釋放了英國戰俘。
(4)從文本中，你覺得在發明疫苗、人
體實驗、推廣..等的過程中最難克
服的困難是什麼?並說明理由。
->人體實驗:失敗了會損害人的健康
甚至是生命。
->推廣:被懷疑、得不到支持又被罵，
心裡難過。
->沒錢:沒辦法實現自己的理想，繼續
做實驗。
(5)如果是你遇到這些困難，你會怎麼
做呢?
->學生的回答只要合理老師都應給予
肯定。
三、綜合活動: (3 分)
請學生從性格卡中找出適合金納先生
的性格卡並說明理由。
->學生的回答只要合理老師都應給予
肯定。
(一) 查一查: ｢疫苗的故事｣學習單
1.除了流感疫苗和牛痘外，你還知道 十 一、搜尋資料不｢迷網｣:
哪些疫苗呢?
(1)掌握搜尋關鍵字
->請學生發表並將發表的疫苗名稱板
(2)善用專業網站:具備公信
書在黑板上。
力或專業網站…。
2.回家查一查，哪些疫苗的故事最精
(3)檢視內容是否符合
彩?最辛苦? …
(二) 資料查詢來源:
1.專業雜誌:未來少年、科學少年…。
2.書
籍:故事完整且具流暢性。
例:蚊子博士連日清
3.網 站:確認可信度較高的網站，
例:衛生福利部管制署，維
基百科。要排除譁眾取寵只
求點閱率資訊。
【活動三：明天會更好】(80 分)
一.引起動機(10 分)

性格卡

｢疫苗的故事｣
學習單

1.教師請同學在世界地圖上找到金納
先生的國家_英國。再請同學唸出自
己｢疫苗的故事｣裡發明者的國籍，
並上台找出該國家的位置。
2.｢蝴蝶效應｣讓我們和世界所有的
人、事、物關係密切。
一. 發展活動(60 分)
(一) 分組活動:
1.請各組組員分享自己學習單的疫苗
故事。
2.請各組投票表決，選出最想和同學
分享的疫苗故事。
(二) 閱讀故事:
1.六何法:請學生分組討論從｢疫苗
的故事｣ 找出人、事件、時
間、地點、原因、經過?並寫
在學習單上。
2.請各組輪流上台報告學習單的內
容，其他組別提出補充或提問。
3.讀了｢疫苗的故事｣之後，你還想知
道哪些事呢? 鼓勵學生寫在便利
貼上。
二. 綜合活動(10 分)
1.教師利用電腦呈現台灣疾病死亡排
名前三名的數據資料。
2.請學生說出數據中排名第一名的疾
病名稱?年度?死亡人數?
(一) 小小發明家:
老師提問問題請學生回答
1.你覺得世界上最需要發明哪一
種疫苗呢? 學生自由發表並說明理
由。
2.你最想發明哪一種疫苗呢?為什麼?
(1)學生將最想發明的疫苗名稱及
理由寫在空白紙條上並投入小
箱子裡。
(2)請學生抽出一張字條並唸出內
容。
(3)熱烈的掌聲謝謝學生的善念，再
公布學生的姓名。
(二) 明天會更好:
較於疾病本身帶來的風險，疫苗的風
險一般不高，但是打了疫苗之後，並非不
會感染疾病，目前沒有一種疫苗的保護力

電腦、單槍；
世界地圖

十二、老師將最想和同學分享的｢
疫苗的故事｣影印放大， 2
人一份。
六何法學習單
十 三、學生有不懂的字詞時，請指
導學生:由文推詞意(閱讀策
略)。
十 四、便利貼上學生想知道的事，
如果有時間可以討論是否是
已知知識。是未知的知識便
利貼可以貼在教室公告欄做
有獎徵答活動，鼓勵學生找
答。
2015 年 12 月 14 日 15:50
電腦、單槍
衛福部發表 2014 年統計台灣十大死
因，去年人數達 16 萬 2911 人，平均
每 3 分 13 秒就有 1 人死亡，較前年
增加 5.5%，癌症、心臟疾病、腦血
管疾病，為前 3 大首要死因。
（1）癌症
（2）心臟疾病
（3）腦血管疾病
空白紙條

學生的回答只要合理老師都應給予
肯定。

可以達到百分之百。疫苗接種對於傳染病
防治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根除傳染病。
在我國天花就是首例被根除的傳染性疾
病。目前新生兒已不再施打牛痘疫苗，至
於霍亂、傷寒也都已停止接種。

十 六、可配合日記或作文教學，引
導學生做更具體深入的思
考。

試教成果：閱讀文本的時間被壓縮了，所以做了以上的調整。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