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 3 我做得到！為婦女爭取選擇的以斯帖．墨里斯

作者：琳達．艾姆斯．懷特

繪圖：南西．卡本特

譯者：劉清彥

出版社：親子天下

內容：你想做什麼？長大後你想做什麼？以斯帖．墨里斯從小

就一個口頭禪：「我做得到！」她也真的做得到！小小的以斯

帖想泡茶、做衣服，爸爸要她勇敢；長大的她開帽子店、阻止

他人拆教堂等等，她也都一一做到了，甚至還完成生平最大的

夢想，為婦女爭取到選舉權。自己也成為美國第一位女法官和主掌政府機關的婦女。以

上這些夢想的達成是一句：「我做得到！」就可以了嗎？

適用年級：■中年級	 ■高年級

七大領域：■語文領域	 ■社會領域	 ■綜合領域

七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

文本分析、提問設計和選題組合

														（一）結構圖

             主旨：相信自己、主動學習、熱心參與，促成夢想的實現。

             封面：為婦女爭取選舉權

（二）寫作特色

1. 作者以第三人稱來敘述故事，運用對比方式，把多樣且具挑戰的事

件依序呈現。【P1～P2、P7、P10、P23】

2. 穿插對話，營造主角與相關角色之間的互動，有如臨現場的感覺。

3. 重覆語句的安排（她也真的做到了），與主題相互呼應，也增添了

故事的趣味。【P3、P5、P10、P17、P27、P30】

文本
分析

Q1

Q8

● 1820 年 6 歲，看媽媽泡茶，學

會。也真的做到了。看見窗前

過的人，問怎麼回事？

● 8歲，模仿媽媽縫東西，想試，

也做到了。

● 11 歲，母親過世，做到父親說的話。

● 19 歲，自己賺錢。開了帽子店。參加

解放奴隸會議，阻止拆教堂。

● 28 歲，嫁給史先生。生艾奇。

史喪生後，搬到伊利諾州。土

地繼承權遭否決。

● 46 歲，看約翰投票選總統。也想投。

她認為這也是我們的國家！

● 以兒子為榮。戰爭結束後，憲法修正

案賦予黑人公民權 /投票權。

● 聽演講後，期盼女人也能投票。

● 1869 年	55 歲時和 18 歲的雙胞胎兄

弟，搬到懷俄明區。幫忙做很多事。

● 看選舉佈告，再看年輕人，她挺身而

出。請候選人、有力人士等到家。使

同意提出法案。還寫信並親訪其他議

員，請務必支持。

● 1869 年 12 月 10 日簽署了法案！全國

婦女為懷俄明地區的婦女歡呼。

● 需新法官。她申請也就職，以斯帖．

墨里斯法官為全美國第一位主掌政府

機關的婦女。買帳冊，建立判決摘要。

● 1870 年 9 月 6 日，以斯帖．墨里斯法

官去投票。履行美國地方政府第一次

賦予的永久權利。

● 約翰還試著指導。她阻止並說：我做

得到！

以斯帖
大女孩才能泡茶。

只有男人可投票。

要勇敢彼此照顧。

政治是男人的事。

加入解放黑奴的北方軍。

很多人—太年輕，沒辦法開店。

擁奴者—停止聚會否則毀教堂。

		不能去！偏僻，危險。

我想試試看！

我一定會的！

我一定要去！

我可以試試看

我知道怎麼做

為什麼不行？

當選會提出准許婦女投票的法案

有些人─法案要經男人同意首長簽署

有些人反對。史提曼法官提辭呈

請母提申請並協助宣誓就職

史提曼法官拒交法庭判決摘要

談論女權

父

母

約翰

艾奇

艾奇

蘇珊女士

威廉上校、赫曼兩位議員

Q2

Q5

Q7

Q4

Q6

Q3

文本
內容

教案摘自

《有效提問：閱讀好故事、設計好問題，陪孩子一起探索自我》，
親子天下出版， 陳欣希、許育健、林意雪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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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設計

序號 提問 參考答案 層次

1
以斯帖從小到大做到了很多事，她最大

的夢想是什麼？	

為婦女爭取選舉權
1

2

以斯帖最大的夢想與小時候哪一個經歷

有關連？又哪一件事情讓她對夢想有了

期盼？

1.	六歲時和家人坐在窗戶邊喝茶時，看

見男人去投票選下一任美國總統。

2.	聽見蘇珊．安東尼女士談論女權的演

講

1

3
以斯帖因為什麼原因，決定挺身而出為

夢想奮鬥？

有投票權的男性公民白天在礦坑工作，

晚上在酒館喝酒，打打鬧鬧。
2

4

以斯帖用了什麼方法，追求自己的夢想，

請寫出兩類？

1.	主動出擊：邀請競選議員的候選人來

他家對公民演講、發邀請函請當地最

有影響力的人和候選人談話、寫信並

親自拜訪議員，請他們務必支持法案

2.	運用語言的力量：這裡每個人都很重

要……不論是男人或女人、這裡的人

都不怕嘗試新事物、如果你們當選了，

是不是願意向議會提出准許婦女投票

的法案呢？

3

5

以斯帖的夢想和她阻止他人拆毀浸信會

教堂，這兩件事有何異同？
事件 同 異

以斯帖的夢想
追求

人人平等

性別

阻止他人拆毀

浸信會教堂
種族

3

6

以斯帖的夢想實現後，又碰到了兩個難

題，她解決這兩個難題的方法與結果各

是什麼？

難題 方法 結果

史提曼拒絕在婦

女有權參與制訂

法律的地方擔任

法官

主動提出

申請擔任

法官

成為美國

第一位主

掌政府機

關的婦女

史提曼拒絕把法

庭摘要移交給以

斯帖

請兒子幫

他買一本

分類帳冊

建立自己

的判決

2

7
以斯帖從「我想試試看」、「我一定……」

到「我知道該怎麼做」，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以斯帖相信自己、主動積極，喜歡

嘗試、愈來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3

8
作者在故事中不斷的重複：「她也真的

做到了」這句話的目的是什麼？

與主題相互呼應，增添故事的趣味。
4

選題
組合

教師可根據實際需求，選擇相關的提問進行教學，建議如下：

（一）若要了解故事概要，可選擇第1～4、6題。

（二）若要了解故事概要，進而詮釋整合故事內容，可選擇第 1～7 題。

（三）若要了解故事概要，詮釋整合故事內容，並進一步推估作者寫作

目的、寫作安排，可選擇第 1～8 題。

提問

需求
1 2 3 4 5 6 7 8

（一） ● ● ● ● ●

（二） ● ● ● ● ● ● ●

（三） ● ● ● ● ● ● ● ●

教學版

一、進行流程

二、教學設計		

（一）準備活動

個人思考  小朋友，從小到現在，你一定有許多想要做的事。對這些

想要做的事，你一開始抱著什麼樣的想法？後來又用什麼樣的行動完

成呢？請分享你的經驗。

小孩理解

小孩不理解

選擇下一個方案

準備活動 閱讀文本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提問討論、深入理解
（評估小孩能力、選擇適當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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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文本

1. 全班快速瀏覽文本，初步了解故事內容。

2. 一人扮演以斯帖，其他人分成他人（媽媽、爸爸……）、旁白二

組，朗讀文本內容。

3. 請學生自己閱讀，並注意圖片訊息。

（三）發展活動

全班回答

1.  以斯帖做到了很多事，她最大的夢想是什麼？｛提取訊息｝

A. 原提問。

B. 請翻到封面和蝴蝶頁找一找。

C. 提供選項：

1  為媽媽和自己泡茶

2  替娃娃和爸爸縫衣

3  要勇敢照顧好自己

4  為婦女爭取選舉權

參考答案： 4

兩兩討論

2. 以斯帖最大的夢想與小時候哪一個經歷有關連？又哪一件事情讓她

對夢想有了期盼？｛提取訊息｝

A. 原提問。

B. 先找出所有小時候的經歷比較，再找找看哪裡出現「期盼」這二

個字。

C. 提供選項，連連看：

  ●	學習泡茶

          小時候經歷 ● ●	 媽媽過世了

  ●	繼承土地被否決

  ●	為娃娃和爸爸做衣服

  ●	聽到談論女權的演講

  ●	看見釘在牆上的投票公告

對夢想有了期盼 ● ●	和媽媽喝茶時，看見男人投票

  ●	艾奇加入主張解放黑奴的軍隊

參考答案：1. 小時候經歷：和媽媽喝茶時，看見男人投票

                        2. 對夢想有了期盼：聽到談論女權的演講

兩兩討論

3.  以斯帖因為什麼原因，決定挺身而出為夢想奮鬥？｛推論訊息｝

A. 原提問。

B. 找到以斯帖挺身而出的那一頁，重讀她挺身而出之前經歷的事。

C. 想一想以斯帖居住城市的年輕人都在做什麼？ 

參考答案：有投票權的男性公民白天在礦坑工作，晚上在酒館喝

酒，打打鬧鬧。

小組討論

 4. 以斯帖用什麼方法，追求自己的夢想，請寫出兩類？｛詮釋整合｝

A. 原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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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說明兩類的意思 

C. 以斯帖運用「主動出擊」、「語言的力量」兩種方法，追求自己的

夢想，請各舉一個例子說明。

參考答案：

1. 主動出擊：邀請競選議員的候選人來他家對公民演講、發邀請函

請當地最有影響力的人和候選人談話、寫信並親自拜訪議員，請

他們務必支持法案。

2. 運用語言的力量：這裡每個人都很重要……不論是男人或女人、

這裡的人都不怕嘗試新事物、如果你們當選了，是不是願意向議

會提出准許婦女投票的法案呢？         

小組討論

5. 以斯帖的夢想和阻止他人拆毀浸信會教堂，這兩件事有何異同？ 

｛詮釋整合｝

A. 原提問。

B. 給表格，先想一想以斯帖做這兩件事的目的，再想一想可以用哪

一個語詞包含這兩件事：

事件 同 異

以斯帖的夢想

阻止他人拆毀浸信會教堂

C.以斯帖的夢想和她阻止他人拆毀浸信會教堂，這兩件事相同的都

是為了「追求人人平等」，不同的是什麼？

事件 同 異

以斯帖的夢想 追求人人平
等阻止他人拆毀浸信會教堂

參考答案：

事件 同 異

以斯帖的夢想 追求
人人平等

性別

阻止他人拆毀浸信會教堂 種族

兩兩討論

6. 以斯帖的夢想實現後，又碰到了兩個難題，她解決這兩個難題的方

法與結果各是什麼？｛推論訊息｝

A. 原提問。

B.  提供表格：

難題 方法 結果

史提曼拒絕在婦女有權參與制訂法
律的地方擔任法官

史提曼拒絕把法庭摘要，移交給以
斯帖

C. 舉例說明：

難題 方法 結果

史提曼拒絕在婦女有權參與制訂法
律的地方擔任法官

主動提出申請擔任
法官

史提曼拒絕把法庭摘要，移交給以
斯帖

建立自己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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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難題 方法 結果

史提曼拒絕在婦女有權參與制訂法
律的地方擔任法官

主動提出申請擔任
法官

成為美國第一位主
掌政府機關的婦女

史提曼拒絕把法庭摘要，移交給以
斯帖

請兒子幫他買一本
分類帳冊

建立自己的判決

小組討論

7. 以斯帖從「我想試試看」、「我一定……」到「我知道該怎麼做」，

表示什麼意思？｛詮釋整合｝

A. 原提問。

B. 想一想以斯帖說這些話時的語氣是怎樣的？

C. 請觀察圖片中以斯帖說這些話的神情與動作。

參考答案：表示以斯帖相信自己、主動積極，喜歡嘗試、愈來愈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小組討論

8. 作者在故事中不斷的重複：「她也真的做到了」這句話的目的是什

麼？｛比較評估｝

A. 原提問。

B. 想一想這句話與書名的關連性

C. 提供選項

1  凸顯他人做不到

2  讓讀者身歷其境

3  強調主角很厲害

4  與主題相互呼應

參考答案：與主題相互呼應，增添故事的趣味。

（四）綜合活動

個人思考  以斯帖終於完成自己的夢想。她對夢想一開始抱著的想

法，完成夢想的方法或夢想結果的影響，與你有什麼異同呢？請比較

看看，並分享你的經驗。

太棒了！但，別忘了做附錄二的「自我評估」唷！

60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