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第二單元/第五課〈打預防針〉
單元名稱

第二單元：校園寫真

教材來源

教育部國小補救教學教材

設計者

新竹縣上館國小/李佩臻
新竹市民富國小/黃志仰
一、

課名

打預防針

教學時間 3-4 節課

內容分析
（一） 本文為記敘文，全文圍繞著「打預防針」的主題敘寫，從一個月
前發下接種同意書開始，記錄到打預防針當天的過程、感受。
（二） 課文中用了形容緊張、害怕心情的用語，例如「跌落谷底」、「一
絲苦笑」等，而最後一句「我討厭打針！」 為整個打預防針的心情
轉變做最佳註解。

二、
文本分析

生字與詞彙
（一） 本課生字
生字

注音

部首

本課語詞

暗

ㄢˋ

日

暗自(叫苦)

針

ㄓㄣ

金

打針、預防針

宣

ㄒㄩㄢ

宀

宣判

判

ㄆㄢˋ

刀

宣判

武

ㄨˇ

止

武士

敢

ㄍㄢˇ

攴

勇敢

鼓

ㄍㄨˇ

鼓

打退堂鼓

（二）

說明

課本重要詞彙(學生可能不懂的)

詞彙

例句
課本句子

疫苗
接種

當我看到「疫苗接種」這四個字，心裡不禁暗自叫
苦。

例句示範

今天是流感疫苗接種的時間，可是我正在感冒吃
藥，護士阿姨要我下次再打針。

暗自

課本句子

當我看到「疫苗接種」這四個字，心裡不禁暗自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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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苦

怯懦
懦

苦。

遞給

例句示範

老師一宣布今天的作業要增加 2 樣，每個同學都在
心裡暗自叫苦。

課本句子

那天晚上，我怯懦懦的把通知單遞給爸爸。

例句示範

剛才不小心把阿達的便當打翻了，我怯懦懦的低頭
跟他說對不起。

課本句子

那天晚上，我怯懦懦的把通知單遞給爸爸。

例句示範

老師將聯絡簿遞給小組長，請他幫忙發給同學。

課本句子

爸爸仔細讀完通知單上的說明後，二話不說，立刻
在「同意」的欄位打勾。

二話
不說

例句示範

看到小華痛得在地上打滾，老師二話不說趕快打電
話叫救護車。

課本句子

頓時，我彷彿被法官宣判無期徒刑似的，心情跌落
谷底。

例句示範

他聽到爸爸發生車禍的消息，頓時昏倒。

課本句子

頓時，我彷彿被法官宣判無期徒刑似的，心情跌落
谷底。

例句示範

下星期一，這件殺人案件的結果即將宣判。

課本句子

頓時，我彷彿被法官宣判無期徒刑似的，心情跌落
谷底。

例句示範

被法官宣判無期徒刑，就等於永遠都要關在監獄
裡，不能出來。

課本句子

當護士阿姨拿起酒精棉在我手臂上消毒時，那股冰
涼感立刻讓我打退堂鼓。

例句示範

聽說這次當選班長的同學要負責很多的工作，大家
都打退堂鼓不想參選了。

頓時

宣判

無期
徒刑

打退
堂鼓

（三）

詞彙擴充教學
1. 描述心情的用語：心裡暗自叫苦、怯懦懦、心情跌落谷底、擠出
一絲苦笑、皺緊眉頭、討厭等
2. 「笑」的詞素教學：苦笑、微笑、大笑、偷笑、奸笑、傻笑、狂
笑、冷笑、皮笑肉不笑等
（四） 句型
1. 不(怕)…不(怕)…就(怕)…
2. 雖然…但…
三、

教學流程概覽
(一)課文理解-先圈出不會的詞彙，再利用策略猜出意思；透過問答進行課
文理解，並教導將 5 個段落依照意思分類(意義段)。
(二)生字與詞彙-複習詞彙意思，並練習造句；進行本課生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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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詞彙擴充-利用本課豐富的情緒和心情的用語，引導學生說出更多類似
或相反的詞句，並進行分類
(四)句型教學-利用語境、填空，練習本課 2 個重要句型
第一部分：課文教學
基本學習能力

教學目標

【句子】
一、能在提示下利用各種策略猜測出自己不
1.說話-以完整的句子，清楚說出生活經驗或
懂詞彙的意思。
閱讀內容。
二、能利用前後語句回答出推論型的問題。
2.朗讀與閱讀-根據句意與標點符號，讀出句 三、能將課文各段組合成有意義的主題，並
子的語氣。
說明主題為何。
3.朗讀與閱讀-讀出長句的主要意思。
四、能夠按照標點符號、句意，有感情地朗
4.朗讀與閱讀-利用上下文句理解句中的生
讀課文。
詞。
【篇章】
1.閱讀-理解段落間的關係。
2.閱讀-統整意義段的段落大意。
3.閱讀-理解文章的主要內容，並概括全文大
意。
教學活動

說明

一、準備活動
(一)默讀課文
1.請小朋友小聲地用自己的速度念課文。。
2.念完後，用鉛筆圈出自己沒聽過、不懂的詞語。
二、發展活動
(一)詞彙討論-同學發表剛才圈出的詞彙，大家都不太懂 ※有些學生不知道什麼是自
的，寫在黑板上。
1.「疫苗接種」
(1)找出課本該語詞的位置，並把句子念出來。
(2)生活經驗-請小朋友回憶在生活經驗中有沒有
聽過？
(3)前後句子猜一猜-在「疫苗接種」的句子後面，
說了些什麼事，可以幫助你猜猜看「疫苗接種」
的意思嗎？
(4)將猜出的意思放入句子中，檢視是否合理。

己不懂的詞彙，所以要適
時追問，若是圈出簡單的
詞彙，一問之下學生可以
說出意思，即要告訴他這
是他懂的；另外也提出一
些較難的詞彙，學生未圈
選，回答不出則需說這就
是不懂的詞彙。

(5)告訴學生「疫苗接種」的意思就像是打針，但
是是為了預防生病。
2.「暗自叫苦」
(1)找出課本該語詞的位置，並把句子念出來。
(2)拆字-讓學生試著猜：「暗」會想成「黑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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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暗看不到」、，「自」會想成「自己」，所以
四個字的意思很可能是「很暗自己叫苦」。讓
學生試著演演看，問學生為什麼會在黑暗的地
方自己叫苦？那可能是什麼樣的狀況？
(3)前後句子猜一猜-在「暗自叫苦」的句子前面，
說了些什麼事，可以幫助你猜猜看「暗自叫苦」
的意思嗎？
(4)將猜出的意思放入句子中，檢視是否合理。
(5)告訴學生「暗自叫苦」的意思就像是偷偷地
抱怨自己不開心的事，
3.口頭評量：其他的詞彙用生活經驗、拆字、前後
句子、放回句子裡或直接告知意思等方法綜合使
用。
(二)課文理解
1.老師提問：為什麼作者拿同意書給爸爸時是怯懦
懦的呢？（提示學生查看第一段作者拿到同意書
時的心情）
2.老師提問：「心情跌落谷底」代表心情怎麼樣呢？
3.老師提問：為什麼同學排隊到保健室的途中特別
安靜呢？（提示後面的句子說明）
4.老師提問：準備打針時，作者想像自己變成武士，
準備和敵人打仗，請問這個敵人是誰？（提示前
面兩段主要的討論事項）
5.老師提問：作者最後一句寫到「我討厭打針！」
為什麼作者會這樣子說？請從課本裡找出線索，
證明作者討厭打針。
(1)詢問學生「討厭打針」，代表對打針的感覺是
如何呢？（不舒服、害怕）
(2)同學一起逐段找出證明作者討厭打針的理
由，找出理由後，還必須說明為什麼這句話可
以代表作者討厭打針。(例：因為他拿到接種
同意書後就暗自叫苦，很不喜歡，代表他討厭
打針)
三、綜合活動
(一)口頭評量：朗讀課文：
1.請 2 位同學輪流朗讀本課課文，其他人仔細聆聽
並比較異同(或是老師示範其中一種唸法)。
2.共讀課文-提示剛才討論很多作者對打針的感
受，請用語氣協助表現出來。
(二)操作評量：我會這樣分(意義段)

※可選擇差異性較大的同學
來朗讀，同學才能感受其
中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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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師告知想將課文分成 2 部份，一個是打針前，
一個是打針當天的過程，請同學分組討論該如何
分並發表。
2.提供純文字課文，讓學生動手裁切，如果不用打
針前後來分，還可以怎麼分？(不限制分成幾份)
第二部分：生字、語詞教學
基本學習能力
【字詞】
1.認念-認念常用國字1600 字。

教學目標
一、能讀寫本課生字及重要語詞。
二、能從語境中，正確選擇本課的生字。

2.認念-認念常用語詞2400 個。
三、能從句子中找出及利用字典查出包含本
3.書寫-書寫常用國字1200 字。
課生字的語詞（造詞練習）。
4.書寫-書寫常用語詞1600 字。
四、能說出本課教學詞彙意思的並造出合理
5.應用-根據語境，選擇正確的常用國1,200
的句子。
字及常用語詞1,600 個。
6.應用-運用習得的1,600 個常用語詞句，並
說明句義。
7.使用工具書協助識字-運用部首查閱字辭
典。
教學活動

說明

一、準備活動
(一)課文複習
1.齊唸或輪流接著唸完課文。
2.閱讀監控-由老師念課文，中間故意唸錯或替換其
他字詞，同學聽到後，說出老師唸錯的地方，並
修正。
二、發展活動
(一)語詞教學(文本分析中所呈現)
1.「疫苗接種」
(1)複習之前詞意推測的結果，說出大致意思。
(2)請學生找出該語詞在課文中出現的句子並唸
出。
(3)口頭評量：老師再提供 1-2 句例句示範後，請
學生練習造句子。
2.其他詞彙教學參考上述流程。
3.紙筆評量：請學生選擇 2 個語詞，各寫出一個造
句。
（二）生字教學
1.「暗」
(1)拆解部件，習寫生字
(2)找出課文中的「暗」，並說出出現的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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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照部首用字典找到「暗」字，及找出造詞。
2.其他生字的教學方式同上。
3.操作評量-部件組合：在黑板上呈現本課部件(字
卡)，例如”日、音、金、十、半、刂”等，請學
生選擇部件組合成字，並說出造詞。
三、綜合活動
(一)紙筆評量-生字學習單(如附件一)
第三部分：詞彙擴充
基本學習能力

教學目標

【字詞】
1.應用-根據語境，選擇正確的常用國1,200
字及常用語詞1,600 個。
2.應用利用常用國字1,200 字造詞，並說明
字義和詞義。

一、可以說出與 10 種以上與心情相關的詞句。
二、可以將討論出的心情詞句依據不同的主
題做分類
三、可以利用「笑」的詞素說出新詞和新詞
的意思。

教學活動

說明

一、準備活動
(一)找「心情」：說出課文中哪些詞句的描述，可以讓
你猜出他的心情？（心裡暗自叫苦、怯懦懦、心情
跌落谷底、擠出一絲苦笑、皺緊眉頭、討厭等）
二、發展活動
(一)心情用語
1.「怯懦懦」
(1)可能代表什麼心情？(擔心害怕、膽小)
(2)可以用什麼語詞來替換？放入句子唸一遍。
(例如：頭低低、心不甘情不願)
(3)用什麼語詞替換後，心情就會完全相反？放入
句子唸一遍。(例如？興奮、迫不及待)
2.其他提出的心情用語以上述方式進行。
3.將剛才討論出可以傳遞心情的用語進行分類。(例
如分成好心情和壞心情 2 種)
(二)「笑」的詞素應用
1.請學生說說「笑」的意思是什麼？(開心的表情或
聲音)
2.「笑」有很多種，這一課有「苦笑」
，上一課有「微

※鼓勵學生嘗試用不同的語
句，別只侷限「高興、傷
心、害怕」等 2 個字的常
用語。
※替換語詞不限於同義詞，
只要能傳達相同的情緒和
心情即可。

笑」，有什麼不一樣？
3.你還聽過哪一種「笑」？(一起討論大笑、偷笑、
奸笑、傻笑、狂笑、冷笑、皮笑肉不笑)
三、綜合活動
(一)活動評量-演技大考驗：將上述討論的心情用語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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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笑」製成籤，請一位同學上台抽籤及演出，讓
其他同學猜一猜，說出正確用語。
第四部分：句型教學
基本學習能力
【句子】
1.書寫-運用恰當的連接詞寫出前後連貫的
句子。
2.書寫-以2-3 個句子記錄生活經驗或閱讀

教學目標
一、可以說出包含「不(怕)…不(怕)…就
怕…」和「雖然…但…」的句子。
二、可以寫出包含「不(怕)…不(怕)…就
怕…」和「雖然…但…」的句子。

內容。
三、可以讀出句意錯誤的句子並修正。
3.書寫-辨識並修改有明顯錯誤的句子。
4.說話-以完整的句子，清楚說出生活經驗或
閱讀內容。
教學活動

說明

一、準備活動
(一)朗讀課文
(二)老師提問：作者怕什麼？不怕什麼？你們呢？
二、發展活動
(一)「不(怕)…不(怕)…就(怕)…」照樣造句
1.重建語境：
(1)找出課本中的句子並唸出。
(2)老師提問：作者說這句話重點是要傳達他不怕
的東西，還是他怕的東西？哪一個才是關鍵
呢？
(3)歸納意義-要強調最後一句的重點「就
(怕)…」，所以前頭要先說兩個「不(怕)…」
的東西，而且最好都是同一種類的東西。
2.提供語境填空
造句：弟弟不怕( )，不怕( )，就怕(小老鼠)
3.小組討論及發表「不怕…不怕…就怕…」
4.改換其他「不…不…就…」的造句。(例：不愛…
不愛…就愛…)
5.書寫練習。
(二)「雖然…但…」以上述方式進行。
三、綜合活動
(一)找碴時間-呈現句意錯誤的句子，讓學生討論、修
正。(例如：雖然他很聰明，但考試考 100 分。)
(二)句子發表-學生上台發表自己寫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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