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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教署閱讀師資培育－區域人才培育中心計畫(中區) 

「110年度國民中學自然領域素養導向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設計競賽」 

徵件辦法 

壹、競賽目的 

    閱讀是學習的基本技能，也是達成科學認知、探究能力及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的根基（請參見十二年國教自然領綱國中階段），更是成為能終身學習、具

備科學素養公民的關鍵。自然科學的文本有其特殊性及眾多專屬的詞彙，這些

特性反映了自然學科本質與內涵，也彰顯出自然領域教師的專業及所肩負的閱

讀教學責任。 

有鑒於此，為鼓勵自然領域教師重視閱讀教學，在學科探究與實作的過程

中，有系統性將閱讀理解策略融入自然學科教學。本計畫將透過競賽的方式，

公開選拔優質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設計，使學生在學習自然學科的知識的同

時，能閱讀相關的文本與資訊以進行解釋、討論、辯證、建構知識與解決問

題，最終學會自學的方法。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參、徵件對象 

  一、國民中學自然領域教師(含現職合格教師、實習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

若為跨領域教案設計則必須至少有一位作者為國民中學自然領域教師。 

  二、參加名額限制：每件參賽作品之作者至多3人(含3人)。 

肆、競賽內容 

  一、以現行國民中學自然領域課程內容為主軸發展之閱讀策略教學教案，教

案內容需符合新課綱精神，具體呈現新課綱學習目標。 

  二、分為初階組及進階組，並依主要選用教材學科(生物科、理化科、地球科

學科)分別評審及給獎。 

三、閱讀策略融入請參考表3國中自然領域閱讀教學策略與成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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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為初階組及進階組，需繳交資料與附件如下： 

繳交資料 

組別 
四格教案 閱讀教學策略教案 教學影片 

相關教學附件

(如 ppt等) 

初階組 必繳 選繳 選繳 必繳 

進階組 選繳 必繳 必繳 必繳 

    (一)四格教案：教案內容以附件四格教案格式(表1)書寫，須具體說明教

學章節、主要概念與學習目標、設備與材料、準備工作、融入閱讀

策略的原因、實際運用的策略與教學規劃、教學流程(分為四階段

A、B、C、D，且其中應至少有一階段包含閱讀策略教學)、時間規

劃與活動內容等。 

    (二)閱讀教學策略教案：教案內容以附件閱讀教學策略教案格式(表2)書

寫，須具體說明教學章節、教材來源與版本、教學時間、文本分

析、文本內容、閱讀流程、學生準備度分析、主要選用策略、教學

活動與內容、時間規劃等。 

    (三)教學影片：與教案內容相符之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課堂完整教學紀錄

影片(不經剪輯之一堂課35-45分鐘)，不得以相片或其剪輯檔替

代，且授課者應為主要教案設計作者。 

    (四)相關教學附件：教學操作時使用之相關教材，如教學簡報、自編講

義、學習單等評量素材或說明、實際教學紀錄、回饋與教學省思等。 

    (五)教案格式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H

I3ykQ0d3-4_NlJ7viINCfwjM3Sahtb?usp=sharing 

五、本計畫將於109學年度暑期辦理國中自然領域閱讀理解策略

教學設計工作坊，歡迎有意願投件或對閱讀理解教學有興趣

之各領域教師報名。 

工作坊報名資訊：https://forms.gle/WFNcwibG7EnULkDf7 

伍、辦理時間 

  一、報名及收件期間：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10年4月30日(星期五)止。 

  二、評審期間：110年5月。 

  三、得獎名單公布時間：110年6月下旬。 

  四、獎金領取：110年7月31日前。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HI3ykQ0d3-4_NlJ7viINCfwjM3Saht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HI3ykQ0d3-4_NlJ7viINCfwjM3Sahtb?usp=sharing
https://forms.gle/WFNcwibG7EnULkDf7


 3 

陸、繳交資料 

  一、徵件資料繳交形式(一律線上報名) 

      (一)請線上填妥報名表單(包含：基本資料、作品授權及自我審查)，並

將教學設計等電子檔上傳至表單中之上傳區(需使用 google 帳號登

入)。 

      (二)檔名請務必依序標明組別、第一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稱，若有多個檔

案請自行依序編號並註明為四格教案、學習單等。 

           (例：生物組_莊曉泉_閱讀好消化_01_四格教案.docx 

生物組_莊曉泉_閱讀好消化_02_學習單.docx 

生物組_莊曉泉_閱讀好消化_03_教學簡報.pptx)。 

      (三)電子檔請依檔案類型分別上傳： 

          1.上傳區1：教案及相關附件(可上傳文字檔、簡報檔等) ，每個檔

案大小限制為100MB，且檔案數量不得超過10個。 

          2.上傳區2：課堂教學影片(僅限上傳影片檔) ，每個檔案大小限制

為1GB，且影片檔數量不得超過10支。 

  二、徵件截止日期：110年4月30日(五)，以線上表單戳記時間為憑。 

      報名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Uhe4eGtRc3tBLopn8 

      聯絡人：莊惠銓助理(ireadtw@gmail.com)  

      聯絡專線：05-272-3609 

柒、徵件規格 

  一、教案以至少包含一個閱讀策略、一節課為原則。 

  二、教學設計資料格式 

     (一)一律採用表1及表2直式橫書 word檔，不接受手寫稿。 

     (二)篇幅請勿超過20,000字（以教學計畫書做 WORD 字數統計），總頁數

不超過25頁（含全部附件），稿件字體以正體中文標楷體12號字

體、標點符號以全形字、行距採單行間距、各邊界不小於1.2cm。 

     (四)教案格式、架構、篇幅或字體等若未符合規定，經審查不合格者，

恕不另行通知或退件。 

  三、教案相關資料檔案格式請以 windows 平臺普遍使用之檔案格式(如：

*.html, *.doc, *.docx, *.ppt, *.pptx,*.avi，mpg…等)為宜。 

https://forms.gle/Uhe4eGtRc3tBLop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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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評審方式 

一、審查流程： 

步驟 工作流程 作業內容 

1 報名暨送件 依據實施計畫所列日期。 

2 形式審查 
1.依據形式審查表所列項目，進行審查。 

2.形式審查通過者，進行下一階段審查。 

3 初審 

1.由各組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 

2.初審時參考評審規準進行審查。 

3.初審錄取比率由各組評審委員視作品品質

決定。 

4  決審 
各組召開評審委員會，就各科初審結果進行

審議，確定得獎名單。 

5 得獎名單公告 由本計畫臉書粉絲專頁公告。 

6 得獎作品公告 
公告於「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教學策略

資料庫」。 

二、評審標準： 

評審之項目包括： 

(一) 教學活動內容正確，符合自然領綱之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 20% 

    若能融入12年國教課綱議題或跨領域設計列入加分條件 

      (二)閱讀策略融入顯著，且教學步驟明確清晰                  25% 

      (三)教學流程、方法能充分提供學生參與、啟發思考與表達      20% 

      (四)具推廣價值及可行性(參考課堂教學影片內容)              20% 

      (五)教案設計符合學習者能力，或能將差異化教學理念清楚呈現  15% 

      (六)徵件資料內容或繳交資料不符規定者酌情扣總分5-10分。 

三、評審委員：評審委員將由科學教育、閱讀教學的專家學者與資深的自然

領域教師若干人共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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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獎勵辦法 

  一、獎勵名額： 

    依評審成績，各科錄取特優1名、優選2名、佳作3名，各組入選5-10

名，未達錄取標準者得從缺。獎勵方式如下： 

獎項 獎狀(每位作者一張) 獎勵金(稿費) 名額 

進階組 

特優 特優獎狀 10,000元 1 

優選 優選獎狀 8,000元 2 

佳作 佳作獎狀 5,000元 3 

入選 入選獎狀 3,000元 5-10 

初階組 入選 入選獎狀 2,000元 5-10 

   二、得獎名單：將於110年6月公告於本計畫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readingntnu/)，請隨時注意。 

拾、成果發表 

一、凡特優、優選作品於110年活動期間公開頒獎表揚，並須以經驗分享形

式進行發表，相關日期、地點及方式，將另行通知。 

二、佳作以上作品(含佳作)之教學計畫資料與教學影片及入選作品之四格

教案設計，將放置於本計畫資源網站，供觀摩分享使用，以達教學資

源共享之目的。 

   三、後續將邀請特優作品得獎老師辦理公開授課。 

拾壹、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以未參加過全國相關教案甄選比賽或其它相關比賽獲獎，且尚

未在期刊發表或出版之著作為限，不得以相同作品同時重複參加其它公

開競賽，如有涉及著作權之侵害，經檢舉或由評審委員發現抄襲情形，

於評審委員完成作品比對、列舉抄襲之處後取消參賽資格；若前項情形

為得獎作品，追回已發獎金及獎狀，由主辦單位公布其姓名及撤銷事由

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於公部門相關文書紙本，且獎項不予遞補；如造成第

三者或主辦機關之權益損害，參賽者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參賽作品等資料請自留底稿或備分。 

https://www.facebook.com/readingnt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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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凡佳作以上作品（含佳作）之作者，應無條件同意所屬作品授權主辦機

關基於非營利之教育推廣與資源分享目的，進行重製、改作、發行、公

開發表、透過網路公開傳輸、轉授權予各學校師生使用等行為。 

  四、參賽人不得要求承辦單位提供得獎展示海報、照片或他人作品等事項。 

  五、本活動計畫若有未盡事宜或須延長作業時程，主辦單位將修改本活動計

畫，並隨時公布於本計畫臉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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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10年度國民中學自然領域素養導向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設計競賽－四格教案    設計者： 

 

 

 

 

 

 

 

 

 

 

 

 

【教學流程】 

＊ 教學注意事項或紀錄、省思 ＊ 教學注意事項或紀錄、省思 
 

＊ 教學注意事項或紀錄、省思 
 

＊ 教學注意事項或紀錄、省思 
 

【設備與材料】 

  

【請詳述下列 A-D 哪些流程中，融入閱讀策略的原

因、實際運用的策略與教學規劃】 

 

 

【準備工作】 
  

[作品名稱] 

教學章節 、教學時間 

 

 

 

 

 

 

 

 

【主要概念與學習目標】 

 

 D(OO 分鐘)  A(OO 分鐘)  C(OO 分鐘)  B(OO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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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10年度國民中學自然領域素養導向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設計競賽 

閱讀教學策略教案 

                         [作品名稱]      設計者： 

教學單元  節次  

教材來源與版本  教學時間  

學習目標  

文本分析  

文本內容  

閱讀流程 

 

學生準備度分析 

 

主要選用策略 

 

教學策略與活動 學習內容 
活動時間(分)

與注意事項 

 

   

   

   

   

   

   

   

※可依教學設計，自行添加說明欄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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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教育部國教署閱讀師資培育－區域人才培育中心計畫(中區) 

國中自然領域閱讀策略教學成分表         2020.03.29 

共同理解機制 閱讀理解策略 教學重點 

背 

景 

知 

識 

理 

解 

監 

控 

推 

論 

詞彙 

定義／舉例 

詞素覺知／析詞釋義／上下文 

科學符號與公式(定理) 

提問 

連結線索(指示代名詞、轉折詞、前置詞) 

分辨現象／資料與證據／科學推論 

自我提問與解釋 

圖表 

圖文連結 

圖表整理 

概念構圖 

摘要 

判別重要概念 

連結標題整理文本 

文章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