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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語文是什麼？語文課教什麼？ 

課本和一般文學作品的差異是什麼？它必須承載什麼使命與任務？ 

形塑~語文素養 

一、麗雲的教學心法：還給語文教學原本清麗的面貌 

1.從教課文到學語文  

2.專心做語文的事～讓語文課回到語文領域  

3.教學～教如何學~學到 （字→詞→句→段→篇） 
4.寫作為導向的閱讀課  

5.重視語用～運用、實踐  

     6.延伸閱讀～垂直深化（群文閱讀） ～（融入19項議題） 

  

二、 我的備課～ 

 

語你同行～玩出素養的語文課  陳麗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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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文本適合促進哪一項核心素養？ 

關鍵要素 核心素養面向 核心素養項目 國語文課綱核心素養 

 

 

終  

身  

學  

習  

者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 

自我精進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性，培養

國語的興趣，能運用國語文認識自

我、表現自我，奠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

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

探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

理日常生活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 

創新應變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生活經

驗，學習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

題，並探索多元知能，培養創新精 

神，以增進生活適應力。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國-E-B1  理解與運用本國語言、文

字、肢體等各種訊息，在日常生活中

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

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

對學習的重要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

的範疇，並培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 

的能力。  
B3 藝術涵養與 

美感素養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

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

藝文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C 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國-E-C1  透過文本的閱讀，培養是

非判斷的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社 

會的關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

懷自然生態與增進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

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

容不同意見，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 

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C3 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國-E-C3  藉由閱讀不同類型文本，

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

基本素養，以認同自我文化，並能包

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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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共備單 

年級/單元/子課 四年級/第四單元閱讀天地/兩兄弟 

總綱核心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領綱核心素養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

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國-E-B1 理解與運用本國語言、文字、肢體等各種訊息，在日常生活中學習

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1  透過文本的閱讀，培養是非判斷的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社會的

關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懷自然生態與增進公民意識。 

學習表現/學習

內容 

5-Ⅱ-7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

理由。  

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

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6-Ⅱ-6 運用改寫、縮寫、擴寫等技

巧寫作。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構 

學習目標 
1.理解文章細節，讀懂事情因果關係。  

2.能理解句子與段落間的先後順序或因果關係。  

3.學習運用連接詞（如果、但是、即使）。  

4.學習下判斷前要仔細思考並勇於負責。  

表現任務 

  

活動設計 檢核：  

情境脈絡化的學習；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學習方法及策略；活化實踐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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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課綱中，關於生命教育的議題 

 

 

 108 課綱中，關於人權教育的議題 

 

 

 

 

 

 

人權

教育 

 了解人權存在的事實，基本概念與價

值；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念。 

 增強對人權的感受與評價。 

 養成尊重人權的行為及參與實踐人權

的行動。 

 人權的基本概念 

 人權與責任 

 人權與民主法治 

 人權與生活實踐 

 人權違反與救濟 

 人權重要主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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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 

 定義：按照特定的要求，原意不變，但改變範文的人稱、體裁、結構……等， 再

創作的一種寫作方式。  

 改寫的分類～四種方式： 改變人稱 、改變體裁（如：詩歌變散文）、 

                       改變結構、改變敘述方式 

童話故事創作與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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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歌子～ 張志和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山中問答》 唐•李白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桃源行》 唐•王維 

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宋•蘇軾 

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 

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 

《浣溪沙·漁父》 宋•蘇軾 

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鷓鴣天》 宋•徐俯：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若覓元真子， 

晴在長江理釣絲。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浮雲萬里煙波客， 

   惟有滄浪孺子知。 

 

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authors/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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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過楓橋寺》 宋•孫覿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 

烏啼月落橋邊寺，倚枕猶聞半夜鐘。  

《宿楓橋》 宋•陸遊 

七年不到楓橋寺，客枕依然半夜鐘。 

風月未須輕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 

《泊楓橋》 明•高啟  

畫橋三百映江城，詩裡楓橋獨有名。 

幾度經過憶張繼，烏啼月落又鐘聲。 

《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 清•王士禎 

日暮東塘正落潮，孤篷泊處雨瀟瀟。疏鐘夜火寒山寺，記

記過楓橋第幾橋？ 

楓葉蕭條水驛空，離居千里悵難同。十年舊約江南夢，獨

獨聽寒山半夜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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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近體詩  三部式的詩歌結構～ 

過①故人②莊  唐 孟浩然（六下第 1 課） 

故人具雞黍③，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④，青山郭⑤外斜⑥。 

開筵⑦面場圃⑧，把酒話桑麻⑨。 

 

待到重陽日⑩，還來⑪就⑫菊花。  

【注釋】 

①過：拜訪。 

②故人：老朋友。 

③具雞黍：準備招待客人的飯菜。具，準備。黍，植物名，俗稱黃米，可以用來釀酒。雞黍，指招待

客人的豐盛飯菜。 

④合：圍起來。指茂密的綠樹圍繞著村子。 

⑤郭：外城。城牆外另築的一道城牆。 

⑥斜：動詞，指高高低低的青山橫列著。此處「斜」念ㄒㄧㄚˊ，是古詩的讀法。 

⑦筵：酒席。 

⑧面場圃：向著農家收放農作物和種蔬果的地方。面，動詞，指向著、對著。場，晒穀場。圃，菜園。 

⑨話桑麻：談論農事。話，動詞，指談論、敘說。桑麻，原指農家養蠶、紡織時所需的農作，此處泛

指農作物。 

⑩重陽日：農曆九月九日，也叫重九，現稱重陽節。古人在這一天佩帶茱萸、登高、飲菊花酒。茱萸，

喬木植物。相傳重陽節時在身上佩帶茱萸可以避邪。 

⑪還：再。 

⑫就：動詞，趨近、靠近，本課引申為「觀賞」的意思。 

 

 

 

 

 

 

 

 

 

麗雲的古詩詞教學設計 

1. 初讀 –讀得通順，粗知大意  

2. 再讀 –字詞理解，瞭解詞意（形成畫面）  

3. 三讀 –體會詞境，交流感受（豐富畫面） 

4. 四讀 –品味語言，熟讀成誦  

 

 

  用畫面去換文字  

 用情緒揣摩詩意  

 使學生意會而非解釋 

 

五年級上第十三課 

〈想念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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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雲老師小檔案 

聯絡方式：chchch12@gmail.com   su200.yun@msa.hinet.net   092227875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講師、新北市修德國小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教學碩士、東吳大學中文系、台東師專 78級語文組 

＊獲邀至二岸四地語文教學名師專家論壇（研討會）、名師主題工作坊演講與公開課逾七十場 

＊獲邀至新加坡擔任 2017、2018年西區華文與中華文化卓越中心名師學堂授課 

＊2018年開設「小學語文閱讀寫作實戰課」、「麗雲老師寫作魔法課」直播課講師（已開第三期） 

＊2015年獲頒國立台東大學傑出校友 

＊2015年新北市 SUPER教師 

＊大愛電視臺「真情映臺灣」專訪人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WL_3qfyub0 

＊SheAspire人物週刊 報導 

＊祈願偏鄉 夢想飛揚（夢一、夢二、夢的 N次方）語文科總召集人 

＊TFT（Teach For Taiwan 為臺灣而教）培訓講師與志工 Mentor 

＊新北市國小國語文教學進修學分班「作文教學研究」講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文學學會等作文師資培訓班講師；師範大學華人教師、漢光教育基金會全

國中小學作文巡迴講座講師；北區、中區語文教學讀書會帶領人。 

＊臺灣康軒、香港（澳門）培生朗文出版社中國語文編寫作家 

＊僑委會「僑教雙週刊」文字好好玩專欄作家；國語日報「打開議論新視窗」專欄作家、國語日報週

刊「語文百寶盒」、「作文暖身操」專欄作家；小作家月刊寫作專欄作家；臺北縣「擁夢飛翔」專書

作者；新北市「教育月報」編輯 

＊曾獲「城市之窗」文學獎散文首獎；「話我父親」、「詠贊母親」文學獎散文第一名；於北京大學、

澳門大學等發表多篇修辭教學與語文創意教學相關論文 

＊指導學生榮獲語文競賽作文組第一名；行政院 E樂園全國徵文特優；立言杯、蘆青杯辯論賽冠軍；

「城市之窗」童詩組首獎等等 

＊著有：麗雲老師的閱讀寫作直播課（一套 3本）、「語你同行」～「玩」出素養的語文課、

麗雲老師的故事專賣店（一套 6本）、寫作六級分、麗雲老師的閱讀小學堂四本

（一套 4本，繁簡體皆已出版）、寫作有妙招 閱讀一把罩（繁簡體皆已出版）、寫作好

好玩、閱讀有妙招 教學馬上好、不再寫錯字、我會寫日記、識字真有趣、目標寫作教學寶

典（一～四）、基測作文馬上好（一）（二）、語文教學新智慧、打開寫作新視窗、修辭遊戲

放大鏡、教學光碟（談辯論、作文魔法教室上、下輯）、修辭格創思教學研究、作文教學的

修辭藝術等等 

mailto:chchch12@gmail.com
mailto:su200.yun@msa.hinet.n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WL_3qfyub0
http://www.sheaspire.com.tw/index.php
http://www.sheaspire.co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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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題目： 

          從閱讀寫作教學形塑語文素養 

          寫作有妙招 閱讀一把罩（備課：從課堂進行閱讀寫作教學） 

          如何在語文課形塑語文素養 

          「玩」出素養的語文課 

          麗雲老師閱讀寫作直播課 20堂 

剛好遇見你～人物寫法 

     行走在山水景物間～景物寫法 

從童詩到古詩詞 

推與敲的修辭教學 

我是這樣教作文 

站在世界正中央（大手牽小手）～親子講座 

 

 

 

麗雲老師粉絲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