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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暑期教學日誌（內門國中） 
教師：教育系 謝孟庭 

（一）100.07.11 星期一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認識彼此。 

2．進行成語比手畫腳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 分鐘 認識彼此   
25 分鐘 進行成語比手畫腳遊戲   

 說 明： 
 觀察紀錄：第一堂課先彼此摸索、認識一下，學生們不太有反應，參與情況不太好，

有位學生的狀況特別嚴重，脾氣比較硬，間接影響到其他同學。 
 教學心得：剛開始覺得大家都很乖，會按照老師指示做，隨著課堂進行覺得狀況開始

不太好，氣氛很不熱絡，就算進行遊戲也還是一樣，反應都很冷淡，整堂

課下來很有挫敗感。 
 其他（或建議事項）： 
 總 心 得：第一堂課還沒真正進行到課程內容，可是就感覺很有挑戰性了，要想辦法

多引起學生們的學習興趣。 

（二）100.07.12 星期二（第一節）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新詩改錯字。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45 分鐘 開始進入第一週的主題課程–新詩，先

用一首錯字連篇的新詩測試學生的程度

講義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對改錯字好像有點興趣，本來預計寫完後進行檢討，但學生們的反應

還是很冷淡，問問題時都沒有反應，所以就一個個抽籤回答，教學速度因

此進行得比較緩慢。 
 教學心得：雖然找錯字對學生們來說似乎是很有趣的活動，但詩的內容對國一學生而言

比較難以理解，因此對學生來說就只是單純在找錯字而已，無法藉由這活動

順利帶入對新詩的理解和教學，需要找比較平易近人又能激發腦力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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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或建議事項）： 

 總 心 得：整體來說班級的氣氛還是滿冷淡，不過可能是第二次上課，對老師也較熟

悉，互動氣氛和教學順暢度比起前一天有好一些。面對這種反應冷淡的班

級上課壓力真的很大，學生又比較容易失去注意力，比起一直用抽點的方

式半強迫他們回答來帶動氣氛，應該思考一些更好的方式。 

（三）100.07.12 星期二（第二節） 

 時間（時段）：09:15~10:0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延續上一堂課的新詩教學。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30 分鐘 以幾首描述身體器官的詩讓學生分辨詩

中在描寫哪個身體器官 
講義  

10 分鐘 講解新詩特色   
 5 分鐘 創作出一首描述器官的新詩   

 說 明： 
 觀察紀錄：反應又比上一堂好一點，學生開始會主動發問，過程中有稍微感覺到學生

們躍躍欲試。原本創作新詩是回家作業，但很多學生利用課堂上最後那短

短 5 分鐘就寫完了。而且出乎意料的是，原先我認為不太會配合乖乖交作

業的學生也很快完成，且內容上並沒有隨便敷衍，是有經過思考。 
 教學心得：學生對這種不只是單純聽課，而是可以動腦筋又不會太難，或感覺有點競

爭性的教學活動較容易有反應，可以多思考用這樣的教材教學。 
 其他（或建議事項）： 

 總 心 得：這堂課令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詩中有提到梁山伯和祝英台，在讀到時就有

學生提出疑問，我簡述了梁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發現當下全班學生露出

了少見的專注、感興趣的表情，不知道是不是學生其實滿喜歡聽故事，讓

我開始思考可以在課程中多穿插點故事或藉此編輯教材。 

（四）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09:15~10:0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新詩教學。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45 分鐘 新詩教學（圖像詩） 講義  
 說 明： 

 觀察紀錄：以為圖像詩應該滿有趣，可是反應不太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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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心得：結束了新詩課程。因為是暑期輔導，並沒有教得很深入，希望透過一些比

較有趣、特別的新詩來教學，但也因此課程較淺，要顧及有趣味性又要讓

他們有所收穫，拿捏其中分量不容易，經過這次的課程，下個課程要思考

如何更能掌握。 
 其他（或建議事項）： 
 總 心 得：一直在觀察，想弄清楚這一班較需要的到底是有趣輕鬆度多一些，還是以

充實且學習到新知的課程為主，即便那樣教材會較艱深枯燥。下個課程是

修辭，應該比較難，希望能盡快找到最適合這個班級的教學方式。 

（五）100.07.18 星期一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教完標點符號。        2．進入修辭課程–譬喻。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 分鐘 選國文小老師。   
13 分鐘 把標點符號講義講解完。   
30 分鐘 講解修辭講義，教譬喻。   

 說 明： 
 觀察紀錄：發現學生對看似較簡單的課程內容沒耐心、不想學，但其實不一定真的已

經學會。有學生上課沒聽懂也沒主動來問，還是我下課問起才說還不懂。 
 教學心得：一直很希望每個學生都有真的學到東西，可是要兼顧班上每個學生的需求

很難，而且學生抱怨課程很無聊時，自己都會很在意，一直想找到有趣又

能教會學生的上課方式，有時懷疑這兩者到底能不能並存？我想我該學習

的還很多。 
 其他（或建議事項）： 
 總 心 得：慢慢掌握教學步調，發現經驗真的非常可貴啊！尤其這種親臨現場的經驗 

，雖然每次在踏進教室前那刻都還是會很不安，教完後還是會有精力耗盡 
、鬆了一口氣的感覺，不過覺得有慢慢踏上軌道，感覺不錯！ 

（六）100.07.19 星期二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講解要考的字音字形。   2．教完譬喻講義。   3．進入修辭課程–雙關。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 分鐘 講解字音字形 講義  
25 分鐘 教譬喻講義   
45 分鐘 教雙關講義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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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上課過程中發現學生提不起勁，所以決定玩遊戲，不過玩遊戲時感覺還是

沒預期的好，很無力的結束了第一堂課。第二堂課學生都覺得雙關很簡單 
，但連上兩堂課已經快要沒有學習意願，不過很奇妙的是，在雙關最後的

歇後語部分，學生突然都超有反應，很認真的猜，反應很熱烈，我第一次

看到他們眼中那種光芒，很令人開心，是我有史以來上得最有成就感、最

愉快的一堂課！ 
 教學心得：第二堂課我必須承認自己亂了步調，在學生們怨聲四起表示不想再繼續上

修辭時，我很快速帶過了講義內容，並沒有再三確定學生了解內容，便草

草結束了課程，這部分需要檢討，可是也藉由這堂課讓我發現他們對歇後

語、猜謎語這種遊戲非常有興趣，這是很大的收穫。 
 其他（或建議事項）： 
 總 心 得：適合國文的遊戲真的不多，有想過猜謎這類的遊戲，可是覺得他們不會有

興趣就沒採用，沒想到學生不但有興趣，而且反應滿大，完全出乎我的意

料，以後課堂上可以多多利用。而上課的步調也要能再掌握得更確實，不

能被學生輕易牽著鼻子走。 

（七）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09:15~10:0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小考 講義  
15 分鐘 講解要考的字音字形 講義  

 說 明：今天記錯上課時間遲到了！超糗的！幾乎上課過了一半才到教室，真的覺

得很不好意思。 
 觀察紀錄：可能因為只上了一點課程吧！學生專注力都還可以。 
 教學心得：小考本想用聽寫方式進行，後來發現聽寫會發生很多麻煩問題，下次應該

直接寫在黑板上。在講解重要考試字詞時，學生常會找不到，也因為沒有

專心聽課，同樣的問題都要問他們很多遍。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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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暑期教學日誌（內門國中） 
教師：國文系 王婷鈺 

（一）100.07.1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自我介紹。 

2．進入今日主題「標點符號」。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05 自我介紹 自編講義  
15:05~15:10 簡述今日課程主題 自編講義  
15:10~15:45 小兵立大功–標點符號 自編講義  

 說明： 
1．教學目標：說明基本幾個常使用的標點符號其意義與使用方式，並能正確地實

際運用於寫作時。 
2．教材編輯：巫怡寬、王婷鈺。 

 觀察紀錄： 
對於標點符號的辨認與正確使用，基本的部分，如句號、逗號、冒號、問號、驚嘆號 
、引號大體上都沒有太大問題，然在分號、書名號與專名號，可能是第一次接觸或是

較少注意，因此較為陌生。 
 教學心得： 
學生的反應挺熱絡的，基本概念大致都沒問題，標點符號掌握上還算熟練。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2 
 成員：巫怡寬、王婷鈺 
 主題：標點符號 

 其他（或建議事項）： 
特殊生在學習程度上不一致，有些會跟著老師的指令走，有些會發呆或是打瞌睡，因

此這部分可能需要做抽離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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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暑期教學日誌（內門國中） 
教師：教育系 宋柔穎 

（一）100.07.1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了解學生所具備的先備知識→檢視學生學習狀況→複習學生所學（以書寫及遊

戲方式進行）。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10 以幾個簡單的問題，了解學生的先備知

識。 
空白紙、黑板 

 

15:10~15:20 複習英文字母 A~Z。 英文作業簿  
15:20~15:35 複習英文數字 1~16。 白紙  
15:35~15:45 口頭詢問學生過去所學，檢視學生學習

狀況。   

 說明： 
1．了解學生的先備知識：發下白紙，將問題寫在黑板上，之後收回以檢視學生的

先備知識。 
問題 1：26 個英文字母中，A~Z 你認識幾個？ 
問題 2：有沒有英文名字？ 

2．複習英文字母 A~Z：發下英文作業簿，複習寫字母 A~Z，不會寫的學生可參考

作業簿後面的範例。 
3．複習英文數字 1~16：以數字 Bingo 的方式進行。先讓學生在紙張上畫出 16 格 

，並任意填入數字。接著由教師抽籤，抽到的學生以英文說出一個數字。先連

成 4 條線的學生有獎勵。 
4．口頭詢問學生以前學過的東西，並檢視學生學習狀況：為了解學生的英文程度

以及國小的學習狀況，口頭詢問學生從前所學，例如：數字、月份、水果名稱 
、季節、動物、日常問候等。 

 觀察紀錄： 
1．學生對於發下的白紙及提出的問題感覺沒有很積極，大部分學生對字母還不是很

熟悉，所以感到有點緊張，偶爾會參考同學或者詢問別人，因此檢測出的結果可

能會與實際對英文字母的認識有落差。 
2．檢測結果：大部分學生對 26 個英文字母還不算太熟，少數幾個則是還可以，也有

些人不記得順序。 
3．玩遊戲時，學生會一直講話，秩序的掌控比較困難一點，部分學生對於數字的概

念沒有很了解，有時被抽到要思考很久，或者在發音上較不標準。玩了幾局之後

要結束，但是大家仍會吵吵鬧鬧的說要繼續玩。 
4．在檢視大家學習狀況的部分，學生們反應不一，有些人記得很清楚小學上過什麼

並清楚說出，但有些學生就一直不曉得大家在說什麼，差異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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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心得： 
由於是自己導師班，本以為上課應該會比起教別班輕鬆，殊不知 A 班的學生其實

還挺難掌控的，在秩序上，常常會有幾個男同學自顧自的聊了起來，有時為了吸引他

們的注意力，反而會不小心忽略了其他的學生。 
此外，班上學生的程度差異滿大的，有些學生記得 26 個英文字母，有些人順序不

清楚，也有些人寫不出幾個。在學習意願上，有些學生學習動機低落，上課時可能會

做自己的事情，或甚至影響其他人；有些學生則是消極的聽從指令，較少發表意見；

還有一些學生則是常常發言但是跟課程內容相關程度不大。有鑑於此，在教學內容與

教學方法上可能還要再做調整，使能夠兼顧到不同程度的學生學習。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二）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複習英文字母 A~Z→單字教學（簡單問候、名字介紹、季節、星期等）→複習

所學（以遊戲方式進行）。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15 複習英文字母 A~Z 英文作業簿  
11:15~11:40 單字教學   
11:40~11:50 複習所學、玩 tic-tac toe 白紙  

 說明： 
1．複習英文字母 A~Z：學生在英文作業簿上練習 A~Z，並且訂正教師修正的地方。

2．單字教學：教師講解，學生做筆記並跟著教師唸過。 
問候 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evening；Good night 

自我介紹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 
I am         .；She/ He is         .；You are         . 

季節 summer；spring；fall/ autumn；winter 
星期 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Sunday

3．複習所學：以玩 tic-tac toe 的方式進行，複習剛剛教過的單字。先畫出數格底線 
，由學生猜測有哪些字母，猜中的寫上去，直到學生可以猜到該字為止。 

 觀察紀錄： 
1．複習寫 A~Z 時，一開始大家似乎都意願不大，有些學生不太願意動筆，但其他人

還是會乖乖的寫。為了讓大家能夠熟悉 A~Z，教師強制要求大家要做練習。 
2．單字講解部分，有些學生對於我要教的單字還滿熟悉的，有的能夠拼出單字，有

的不會拼但會唸，可是也有學生對單字不熟悉。 
3．上課時，前幾排的學生舉手踴躍，後排的學生則是想到就插話一下，還有一些學

生比較安靜，乖乖的聽課、做筆記。 
4．遊戲的部分，參與度比較高的學生還是前排的，後排的男同學則是想到會參與一

下，部分學生仍舊是不為所動。 
 教學心得： 

由於擔心一下子教太難，學生可能會吸收不良，所以今天選擇從比較簡單的單字

開始複習。今天的上課情形比起昨天好很多，但覺得教的內容比較沒有系統性（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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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單字）， 雖然班上的吸收狀況看起來還可以，不過會擔心學生的吸收僅限於課

堂上，一下課就忘光。考慮到學生的英文程度及吸收程度，明天會將教材編得更難也

更有系統性一點。 
學生今天的反應不錯，雖然還是常常會分心，但比起昨天好很多！有些學生雖然

平常酷酷的不太理我，但是可以發現他們的程度跟班上其實沒有差太遠，有時能直接

回答到我要的答案，覺得他們很棒。有些答對了還會害羞一下，很可愛，多點鼓勵，

發言會變得踴躍，看到大家舉手，覺得他們都很可愛。 
有位學生對於發音不太熟悉，所以一直很大聲的開口問，稍微影響到其他人。因

為通常我教完單字會請大家唸一遍，他抄寫完之後大家已經唸完，但是他發現自己不會

唸，而我已經在教下一個單字，有點擔心會為了兼顧這位學生而影響到其他人的學習。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三）100.07.1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學習單遊戲→學習單講解→人體部位單字介紹。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20 學習單遊戲 學習單  
11:20~11:35 學習單講解 學習單  
11:35~11:50 人體部位單字介紹 黑板  

 說明： 
1．學習單遊戲：使用附件的學習單遊戲，讓學生去找出底下單字欄的單字。 
2．學習單講解：跟學生確認圈選的位置，並且講解單字的意思。 
3．人體部位單字介紹：預習下節課要講解的單字。 
4．《附件》 

 觀察紀錄： 
1．由於學生剛上完體育課，向我反映有點累，因此調整課程先讓學生寫學習單，以

認字的方式去找，再進行講解。基本上學生都有找到答案，雖然速度快慢不一，

不過總體來說花費的時間不算多。 
2．講解單字時，班上仍有少數學生會講話聊天，稍微制止後又繼續。不過大部分學

生有在聽課，也會做筆記，我覺得很棒。因為有些單字是第一次看到，我先讓學

生猜，猜到的話再繼續講解，學生也覺得很有趣。不過花了點時間管秩序，有點

浪費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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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於後來所剩時間不多，所以我偏向讓學生先猜我之後要教的單字，當作是預習 
。感覺學生覺得猜字有趣。 

 教學心得： 
先讓學生寫學習單，我發現可以讓他們稍微靜下心來，集中一點注意力，感覺效

果不錯。接下來進行講解時，由於班長的程度不錯，一直答對，於是我請班長先不要

回答，讓其他同學猜猜看，猜不到時再請班長回答。後來時間有點不夠，所以原本要

發下第二張學習單，改成先預告除了學習單上的單字，還有哪些是下禮拜會教的，讓

他們先知道學習內容。 
這堂課的狀況比之前好了一些，但是在秩序上，幾個男同學仍舊常分心聊天講話 

，有時候太花時間管秩序，反而讓其他學生乾等；或者有學生會一直發問，讓我猶豫

是該制止他、回答他還是忽略他。 
除了要注意控制好時間外，也要注意教材不要太困難。 

 其他（或建議事項）： 

（四）100.07.18 星期一 

 時間（時段）：09:15~10: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第一節：學生練習 A~Z→人體部位單字學習單#1→人體部位單字複習。 
2．第二節：人體部位學習單#2→學習單#2 校對與訂正→人體部位單字複習（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9:15~09:25 學生練習 A~Z 英文作業簿  
09:25~09:45 人體部位單字學習單#1 學習單  
09:45~10:00 人體部位單字複習   
10:10~10:30 人體部位學習單#2 學習單  
10:30~10:40 學習單#2 校對與訂正 學習單  
10:40~10:55 人體部位單字複習（遊戲） 學習單  

 說明： 
1．學生練習 A~Z：在英文作業簿上練習英文字母 A~Z，並訂正教師修正的地方。

2．人體部位單字學習單#1：印出附件一的學習單，教師依照順序介紹各部位名稱

（如：head、arm、ear(s)、eye(s)、finger(s)、hair、elbow、ankle、toe(s)、nose
等等），讓學生跟著在學習單上做標記，並在寫完後跟著老師唸出來。 

3．人體部位單字複習：抽點學生，讓學生練習唸出單字。 
4．人體部位學習單#2：為了讓學生複習人體部位單字，設計了一份學習單（如附

件）。學生需要根據圖片所標示的號碼，依序重組字母。例如編號 1 在圖上的標

示是頭髮的位置，則學生必須重組第一題“r / h / i / a＂成“hair＂；共計 18 題。

學生可以參考昨天的學習單。 
5．學習單#2 校對與訂正：教師帶著學生一起看學習單，一起訂正並講解答案，同

時複習各個部位的英文。 
6．與課程相關的單字賓果遊戲：學生從學習單 18 個單字中選出 16 個單字填進自

己畫的方格裡，由教師抽籤請學生說出一個單字，直到有人連到 4 條線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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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件一》         《附件二》 

 觀察紀錄： 
1．第一節教人體部位的單字，因為上週預習過，學生有稍微抄筆記，所以今天上起

課來進度挺快的，之後帶著學生複習，讓他們問問題，大家的反應都不錯。 
2．不過第二節上課時發現，如果要學生看到單字就唸出來，大多數不太清楚怎麼唸 

，或者如果我突然講出身體部位的單字，大家就會愣住，不知道我在說哪個。玩

遊戲時，要求大家寫出英文，不能填入編號當作代號，但大家好像還是不熟悉。 
3．秩序部分，大部分的學生很專心，跟我的互動也不錯，有問題也樂於發問，但有

少數學生上課時會分心、聊天。 
 教學心得： 

A 班的學生在字母部分，還沒有很熟練，少數幾個差不多都記住了，但也有些人

還是無法完全背出來。 
發現包括另一班 B 班在內，大家好像覺得身體部位的單字有點難記。班上的程度

不一，有些人覺得簡單，不管是拼字或發音都可以很順暢，但也有學生覺得很困難，

在發音或者認單字的部分都不是很熟悉。以後可能會試著將單字融入句子進行教學。 
部分學生對於這方面的內容較無興趣，要思考如何設計教材才能讓其產生興趣。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五）100.07.19 星期二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0 人（請假學生 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親屬稱謂的教學→句型教學→複習所學。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10 發回學習單以及作業   
15:10~15:25 親屬稱謂的教學 學習單  
15:25~15:40 句型教學   
15:40~15:45 複習 黑板、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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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 
1．親屬稱謂教學：配合學習單上的家族圖，依序介紹爺爺(grandfather)、奶奶

(grandmother)、爸爸(father)、媽媽(mother)、叔叔(uncle)、阿姨(aunt)、兄弟

(brother)、姊妹(sister)的英文。並要學生將單字寫在學習單上。 
2．句型教學： 
 
 
 
 
 
3．進行複習： 
（1）使用學習單上的人物，讓學生角色扮演，進行句型的練習。 
（2）寫下問題，請學生回答：如“Who is James?＂而 James 在學習單中，是主角

的爺爺，所以學生必須回答“He is my grandfather.＂。 

Question Answer 

Who is he/she? 
Who are you? 

I am ___________. 
She is __________. 
He is ___________. 
You are _________. 

 觀察紀錄： 
1．學生對於角色扮演的部分較不熟悉，例如請他們扮演 uncle 的角色，則他們無法說

出 grandfather 是 uncle 的 father，也就是被學習單上的稱謂侷限住，認為哪個人名

就該是什麼稱謂，忽略了角色轉換。 
2．學生對句型還不熟，無法用完整的句子回答我的問題。 

 教學心得： 
還需要透過更多學習單的練習來讓學生熟悉親屬的稱謂以及轉換的部分。可能是自己

在下達指令時沒有講清楚，所以學生不太了解我要他們做什麼，自己要再改進。 
 其他（或建議事項）： 

（六）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複習稱謂→預習顏色的單字→小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30 複習稱謂 學習單  
11:30~11:40 預習顏色單字   
11:40~11:50 進行跟顏色單字有關的遊戲   

 說明： 
1．複習稱謂：複習昨天教的親屬稱謂，即爺爺(grandfather)、奶奶(grandmother) 

、爸爸(father)、媽媽(mother)、叔叔(uncle)、阿姨(aunt)、兄弟(brother)及姊

妹(sister)等，並學習寫完整回答，如“She is my grandmother.＂ 
2．預習顏色單字：預習明天要教的顏色單字（red、black、white、pink、yellow、

green、brown、gray、blue、purple、orange 等）。 
3．進行跟顏色單字有關的遊戲：剛好班上學生今天穿的衣服顏色很多，所以先跟

大家複習一遍顏色的英文，然後玩類似十字軍東征的遊戲，只要是跟我點到的

學生坐在同一排的人就都要起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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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件》 

 觀察紀錄： 
有些學生對於稱謂以及回答問題的方式仍不熟悉，不過班上大部分學生都有了解。發

現學生對稱謂的轉換會被學習單侷限住，轉換不過來，我會再找時間加強。 
 教學心得： 
班上學生對英文的興趣沒有很高，但還是有不少學生學習得不錯。無論是學得好或學

不好的學生，可能都會覺得上課很無聊，有些人覺得太簡單，有些人覺得很難，這樣

一來讓我無法兼顧每位學生的吸收狀況。有時會不知道要繼續深入教學還是停留在簡

單的部分，不過我想之後的重點會改成以基本文法為主，畢竟文法如果不熟悉，其他

部分也不好教學。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七）100.07.21 星期四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小考 A~Z→學習單遊戲→教顏色的單字。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20 考 A~Z   
11:20~11:30 進行顏色學習單的遊戲 學習單  
11:30~11:50 進行跟顏色單字有關的遊戲 學習單  

 說明： 
1．考 A~Z：為了解學生是否熟記英文字母，進行考試。 
2．顏色學習單：使用附件的學習單，讓學生找出單字欄的單字，一方面加深印象 

，一方面具有趣味性。 
3．顏色的單字：找完單字後，開始逐一介紹各個單字是代表什麼顏色。有一題練

習題是要訪問其他同學最喜歡的顏色，因此讓學生進行小活動，再抽籤請學生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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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件》 

 觀察紀錄： 
1．因為有學生對英文字母不熟，所以花了不少時間，甚至有同學要偷看別人的答案 

，但被我制止。 
2．練習顏色的單字時，學生好像還滿喜歡找字的遊戲，找得很快，後來進行檢討時 

，學生的回答也非常踴躍，同時他們也會提出自己想知道的顏色來問我，我覺得

很棒。填寫練習題時，大家對單字的熟悉度還不高，我發現他們好像都要看我寫

在黑板上的單字，因為他們似乎沒有抄在講義上。之後抽點每位同學回答訪問其

他同學後的答案，花了不少時間，但是至少大家都有開口還不錯。 
 教學心得： 

因為今天有考試，所以搭配教一些輕鬆的內容，教導顏色的單字。感覺學生對於

單字的接受度比較高，但也有學生對於英文不太敏感，所以我也遲遲不敢進入基礎文

法的部分。 
今天的課程讓大家覺得比較開心輕鬆點，下週開始才會進入較嚴謹的基礎文法介

紹。 
 其他（或建議事項）： 

（八）100.07.25 星期一 

 時間（時段）：09:15~10: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第一節：發回考卷→教人稱代名詞（所有格）、be 動詞。 
2．第二節：教人稱代名詞（受格）→複習兩節課所學→交代明天要做的事。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9:15~09:25 發回 A~Z 的考卷   
09:25~09:45 教人稱代名詞（所有格） 學習單  
09:45~10:00 教 be 動詞及常見縮寫 學習單  
10:10~10:30 教人稱代名詞（受格） 學習單  
10:30~10:45 複習兩節所學 學習單  
10:45~10:55 學生發問、交代明天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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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 
1．教 be 動詞及所有格以及常見縮寫： 
（1）be 動詞的用法 
 
 
 
 
 
（2）所有格 
 
 
 
（3）縮寫 
 
 
2．教受格 
（1）受格 
 
 
 
3．複習人稱代名詞：利用自己設計的學習單（附件左頁），幫學生複習人稱所有格

。裡面包含例句，希望讓學生更了解。 
4．《附件》 

I am Gary. 
You are Mary. 
He 
She 
It 

is 
Ted. 

Annie. 
Kitty. 

主格 I you he she it 
所有格 my your his her its 

主格 I am you are he is she is it is 
所有格 I’m you’re he’s she’s it’s 

主格 I you he she it 
受格 me you him her its 

 觀察紀錄： 
1．學生對人稱代名詞的接受度還可以，發問很踴躍，提出很多問題問我，讓我覺得

還滿安心的。後來教到複數的 we、they 等，學生好像就覺得有點難，不過我還是

照樣把進度都教完。 
2．有些學生好像還是很不喜歡英文，拿到學習單馬上就說他不會、不想上課，不過

我還是要求他們要抄筆記。 
 教學心得： 

雖然今天有學生說英文太難了聽不懂，但其實後來看到他們在寫學習單，感覺他

們還滿得心應手的，我想雖然他們現在可能還無法馬上記得，但是先有印象，以後會

比較容易學起來。 
後來我在下課前留幾分鐘，讓學生稍微休息消化一下課程，也讓他們發問，或者

檢討考卷，感覺這樣的效果還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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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或建議事項）： 

（九）100.07.26 星期二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複習→考試→教基本書寫格式。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10 讓學生複習身體部位的單字   
15:10~15:30 考身體部位單字   
15:30~15:45 教基本書寫格式 學習單  

 說明： 
1．教基本書寫格式： 
（1）“ I ” 要永遠大寫。 
（2）句首要大寫。 
（3）人名要大寫。 
（4）問句後面要有問號。 
（5）逗點後要空一格。 
（6）直述句句尾要加句點。 
（7）字與字之間要有一個字母的距離。 
（8）句子和句子間要有一個字母的距離。 
2．教完之後讓學生做練習。 

 觀察紀錄： 
1．學生對身體部位單字的考試還滿擔心的，不過感覺他們也沒有花時間在背單字。

有些學生沒有把學習單帶回家背，到考試前才看。 
2．考試時有些學生感覺還滿熟練的，很快就寫了好幾題，但也有學生完全空白。 
3．在基本書寫格式的課程，有些學生覺得很無聊，但是因為很多學生仍不清楚，所

以這部分課程照上，讓他們多做練習。 
 教學心得： 

班上的上課狀況每況愈下，學生越來越懶散，也不太抄筆記。有些學生覺得沒有

遊戲的英文課很無聊，但我覺得還是要讓他們習慣比較好。學生覺得英文單字很難背 
，不過從他們跟我談論的言語中發現，好像是因為他們沒有事前先做好準備工作。 

至於在書寫格式部分，雖然有點無聊，但我覺得還是要先讓學生了解，以免日後

搞不清楚怎麼寫英文。班上氣氛低迷，我要再多想些辦法讓學生覺得上課有趣！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100.07.27 星期三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使用學習單複習身體部位單字→複習英文書寫格式並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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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25 複習身體部位英文單字 學習單  
11:25~11:30 複習英文書寫格式 學習單  
11:30~11:50 英文書寫格式練習 學習單  

 說明： 
1．複習身體部位：由於考試結果不盡理想，所以改以學習單（如附件）複習。 
2．複習基本書寫格式：簡要複習教過的基本書寫格式，使熟悉基本的書寫概念。 
3．書寫格式練習：讓學生練習後面的習題，練習完之後再講解、訂正。 
4．《附件》 

 觀察紀錄： 
1．複習身體部位單字時，學生都還滿投入的，也要求大家都要練習一遍，希望他們

能夠更熟練。 
2．複習昨天的基本書寫格式，讓大家再唸一遍規則，並且提醒幾個書寫重點。之後

做習題練習，希望學生能夠更熟練，感覺他們在寫習題時還滿順利，在檢討時也

踴躍發表，很不錯。學生現在遇到問題也比較會發問，我覺得很棒！ 
 教學心得： 
因為考試成績十分不理想，我怕學生看到成績後會覺得挫折而不喜歡英文，所以先不

發考卷，只發下學習單讓他們練習。書寫格式的部分，一開始唸重點規則時有些學生

顯得較無興趣，不過練習書寫時，感覺他們都很認真，看到這個反應我還滿開心的！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一）100.07.28 星期四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小考所有格、受格及 be 動詞→音樂欣賞→簡單說明下週考試內容。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30 小考所有格、受格及 be 動詞   
11:30~11:45 音樂欣賞 學習單  
11:45~11:50 簡單說明下週考試內容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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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 
1．小考所有格、受格及 be 動詞：測驗學生是否熟記所有格、受格及 be 動詞。 
2．音樂欣賞：為讓學生稍微放鬆，帶他們進行音樂欣賞。播放 Justin Bieber 的 Pray

（如附件），播放一遍後，說明選擇的原因及歌詞的內容等。 
3．簡單說明下週考試內容。 
4．《附件》 

 觀察紀錄： 
1．學生在考試時對測驗題目仍不熟悉，邊作答邊哀嚎。 
2．音樂欣賞部分，大家都覺得音樂節奏有點慢，可能因為還年輕，不能了解歌詞的

意境，所以覺得有點無聊。 
 教學心得： 
我覺得在教歌曲時，學生興趣缺缺，感覺沒有很熱絡，可能是因為選的歌曲沒有很貼

近他們的生活或者他們不熟悉吧！另外學生的考試成績不佳，需要再花時間教他們。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二）100.08.01 星期一 

 時間（時段）：09:15~10: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第一節：發回所有格考卷、身體部位考卷以及書寫格式講義→學生訂正。 
2．第二節：講解學習單及練習卷部分內容→寫練習卷→學生發問。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9:15~09:25 發回考卷 2 張及講義 1 張   
09:25~09:55 學生訂正並修改，由教師檢查 講義、考卷、作業簿  
09:55~10:00 學生問問題並說明週三考試內容   
10:10~10:30 講解學習單和練習卷的 be 動詞內容 練習卷、學習單  
10:30~10:50 學生寫練習卷 練習卷  
10:50~10:55 學生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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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 
1．學生訂正考卷與講義：發回學生之前的考卷與講義，讓學生訂正，將錯誤的部

分重新寫在作業簿上以加深印象。 
2．檢查作業：檢查全班的講義訂正作業以及訂正的考卷，並針對作業中常見的錯

誤加以解說。  
3．講解練習卷並讓學生練習（如附件）：先由我講解練習卷的 be 動詞部分，再讓

學生做其他部分的練習，學生可以隨時發問，藉由這樣的方式讓他們熟悉考試

的模式及知道自己哪部分不懂。另外一張學習單則是簡單複習書寫格式規則及

be 動詞。 
4．《附件》 

 觀察紀錄： 
1．最近進入瘋狂的複習階段，發現學生很多觀念都還不熟，所以要加強這方面的基

礎，並藉由與考題類似的題型，讓他們去熟悉可能的考試型式。 
2．學生在練習時會發問，我也會個別指導解答，我覺得這樣的效果還不錯，只是秩

序的掌控方面需要加強。 
3．學生在訂正作業時，仍會出現許多錯誤，我讓他們在課堂上完成訂正的作業，也

能從檢查的過程中知道他們哪邊還不熟練。 
 教學心得： 
都已經到了快要考試的時間，學生的緊張感還沒有很足，雖然有些人會擔心，不過準

備上仍不夠積極。有些學生會主動訂正並問我問題，我覺得很好。今天鼓勵一些之前

考的不甚理想的學生，感覺他們雖然還是覺得英文很難，但是在寫練習卷時比較甘願

了。希望他們考試都可以加油！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三）100.08.0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1 人（請假學生 1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複習考→學生訂正練習卷→發回考卷並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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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10 複習考試 複習卷  
15:10~15:30 學生訂正練習卷 學習單  
15:30~15:45 發回考卷並檢討 學習單  

 說明： 
1．複習考試：針對明天的考試內容進行複習考試（如附件）。 
2．學生訂正複習講義：發回昨天的練習卷，請學生訂正。我則利用時間改考卷。 
3．發回考卷並檢討：發回學生的考卷，將單字的正確答案抄在黑板上，檢討學生

錯誤的部分，並請他們訂正。 
4．《附件》 

 觀察紀錄： 
1．A 班的學生碰到考試就很緊張，今天學生測驗的結果不甚理想，為此感到有點無

力。學生告訴我說他們還沒開始背，但是明明前一天我就告訴他們今天會有複習

考試。很多學生的一些書寫格式及 be 動詞觀念還是不熟，強調過很多次的重點好

像還是會一直錯，我還滿驚訝的。 
2．學生發問雖然越來越積極，不過有時候還是會在小地方出錯，利用最後一節課幫

他們訂正，並加強重點，希望能夠讓他們釐清這些基本觀念。 
 教學心得： 

其實課程到最後一節課了，複習考可能沒辦法達到完全幫學生重點整理的複習，

且發現很多小觀念他們仍不熟，為此多少會擔心學生是否對課程吸收不良。有些學生

完全還沒開始讀書，讓我意識到他們對讀書還是很被動，考慮到可能有家庭因素的影

響，我也在想以後遇到這樣的學生要怎麼幫助他們。 
無論如何，今天的複習考題目已經大致幫學生把重點整理好了，希望多少能夠幫

助到他們。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四）100.08.04 星期四 

 時間（時段）：09:15~10:0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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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程：發回考卷→對答案並檢討考卷→填寫回饋單→課程結束。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9:15~09:20 發回考卷   
09:20~09:40 對答案並檢討考卷   
09:40~09:50 填寫回饋單 回饋單  
09:50~10:00 簡單結束英文課程   

 說明： 
1．發回考卷：將前一天考試的考卷發還給學生。 
2．對答案並檢討考卷：跟學生確定答案，並檢討考卷內容及較多人答錯的部分。 
3．填寫回饋單：用自己製作的回饋單來了解學生對於整個英文課的感想及建議等 

，以做為自己的教學評鑑。 
 觀察紀錄： 
A 班的學生考試結果沒有很理想，不過我還是給予正面的鼓勵，只是感覺部分的學生

對於成績並不是十分關心。最後寫回饋單的部分，大家都滿用心寫的。 
 教學心得： 

課程終於畫下句點了。其實我覺得學生的成績不僅反映老師的教學是否有成效，

也能看出每位學生的學習態度。有些同學雖然考得不理想，但我叮嚀很多遍的重點，

他寫得很好，這樣我就很滿意了；反觀有些學生，再三強調的東西仍然錯了，還大言

不慚地說他沒有讀，這樣的學生我就會多少唸一下他們。 
回饋單的意見有好有壞，看的我心情也是有好有壞，只能說自己還需要再磨練！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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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暑期教學日誌（內門國中） 
教師：數學系 李宜蓁 

（一）100.07.1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講解上課規矩。        2．老師及學生自我介紹。 

3．數學相關小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講解上課規矩 黑板  
20 分鐘 老師及學生自我介紹   
15 分鐘 賓果大連線   

 說 明： 
 觀察紀錄：A 班的學生很活潑、熱情，參與度也很高，只是玩遊戲的時候有點失控。 
 教學心得：大部分的學生都不喜歡數學，覺得數學是個恐怖的科目，希望明天正式進

入課程的時候，大家的參與度能夠繼續維持。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1 

 成員：李宜蓁、陳慧殷 
 主題：數學科教材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總 心 得：今天是第一次對學生教學，覺得每個學生都很熱情，連小老師這種吃力不

討好的工作，也有學生搶著要做。 

（二）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繼續進行賓果遊戲。      2．教分數加減的運用。 

3．複習國小數學。        4．填寫數學問卷。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賓果遊戲 籤筒  
20 分鐘 複習國小數學 黑板  
10 分鐘 分數加減 黑板  
 5 分鐘 填問卷 問卷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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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學生程度參差不齊，有的程度很好，有的連基礎部分也覺得難，希望能激

起學生的學習意願。 
 教學心得：學生活潑熱情參與，讓我覺得上課很輕鬆開心，希望能多用數學小遊戲來

激起他們對數學的求知慾。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1 

 成員：李宜蓁、陳慧殷 
 主題：數學科教材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三）100.07.14 星期四 
 時間（時段）：08:20~10:1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檢討回家作業。        2．分數的乘法。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5 分鐘 檢討回家作業 黑板  
15 分鐘 分數乘法 黑板  
10 分鐘 隨堂小考   
25 分鐘 數學遊戲（數獨）   
20 分鐘 打躲避球 球 學生表現良好 

 說 明： 
 觀察紀錄：昨天的回家作業較難，所以花較長的時間來檢討，不過大部分的學生都有

用心寫作業，只是算不出來，所以花了很長的時間幫大家建立通分的觀念 
，並分列通分分母及通分分子的不同算法，加深小朋友對分數的觀念。 

 教學心得：大家今天很認真，很棒喔！再加油吧！！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2 

 成員：李宜蓁、陳慧殷 
 主題：數學科教材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四）100.07.18 星期一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檢討上週回家作業。  2．複習分數加減題目。  3．今日回家作業一題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 分鐘 檢討回家作業 黑板、學習單  
20 分鐘 抽籤讓學生輪流上台來解題目（分數加

減的運用） 
黑板、籤筒  

 5 分鐘 今日動動腦題目 黑板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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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上週回家作業學生都只做一題，經了解後才發現，學生都認為第二題太難 
，看來大部分的學生仍不懂大於三項的分數加減，需讓學生多做練習。 

 教學心得：今天的上課氣氛還不錯，學生大部分完成我上週交代的數獨作業，讓我很

開心。學生今天的回應也很踴躍，有漸入佳境的感覺。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五）100.07.19 星期二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檢討昨天動動腦的題目，再做相關的延伸題。 

2．教分數乘法概要。 
3．分數乘法例題。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動動腦一起做 黑板  
20 分鐘 分數乘法的分類 黑板  
15 分鐘 分數乘法例題 黑板  

 說 明： 
 觀察紀錄：分數的乘法對學生來說較容易，今天上課時，學生回答都很快，但相較於

昨天的動動腦（有關 X 變數的相關計算），他們臉上就顯出納悶、不確定

感，所以還是要讓他們多做有關符號的練習。 
 教學心得：今天 A 班導師換位子，班上上課氣氛不錯，大家也都比較專心，換位子換

對了！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8 

 成員：李宜蓁、陳慧殷 
 主題：數學科教材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六）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複習分數的乘法。 

2．分數乘法應用。 
3．小考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 分鐘 複習分數乘法 黑板  
15 分鐘 分數乘法應用 黑板  
10 分鐘 小考分數乘法 3 題 黑板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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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昨天收回的作業卷，發現學生的分數乘法都學得不錯，4 題練習題中，有八

成的學生全對，剩下兩成的學生，大概錯 1、2 題，但觀念都正確。感覺學

生在分數的乘法學得不錯。 
 教學心得：昨天打講義打到很晚，一直在思考要設計什麼樣的學習單才能讓學生對數

學課有共鳴，不過今天要複習，所以還沒用到學習單，看來明天進度要再

快一點。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9 

 成員：李宜蓁、陳慧殷 
 主題：數學科教材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七）100.07.21 星期四 

 時間（時段）：08:20~10: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發回昨天小考考卷及檢討考題。 

2．教分數乘法學習單。 
3．教分數應用練習題。 
4．腦力激盪：百格計算 pk 戰。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 分鐘 發考卷並檢討   
30 分鐘 分數除法學習單 學習單  
20 分鐘 分數應用題 學習單  
25 分鐘 腦力激盪時間 計算表  

 說 明：百格計算表–最近在日本很紅的一本書，書的每頁都有一百格的計算表，

表上分成五大欄，分別有：加、減、乘、除及 10 的補數每一項各 20 題，

來培養學生的速算能力。 
 觀察紀錄：昨天小考完，學生普遍覺得分數除法比較難，所以我今天就把教學的重點 

，著重在分數除法的基本運算，讓學生熟悉除法的步驟：分數除法＝乘以

倒數。一步驟一步驟的慢慢教，學生就能跟上進度。 
 教學心得：腦力激盪重點是在訓練學生的專注力、計算能力及反應能力。課堂上進行

時，有一半的學生覺得很有趣、很好玩、很有挑戰感，但也有一半的學生

覺得速度太快，來不及寫，所以我下次在玩腦力激盪時，會再拿捏速度。 
 其他（或建議事項）：希望教室有投影機的硬體設施。 

（八）100.07.25 星期一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檢討上週的作業卷。 

2．複習分數四則運算。 
3．小考分數加減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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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 分鐘 檢討上週的作業卷 黑板  
15 分鐘 複習分數四則運算   
10 分鐘 小考 3 題   

 說 明： 
 觀察紀錄：作業卷中大部分的加減乘除學生都會算，但是比大小的問題，學生還是不

太懂。 
 教學心得：星期一，學生的心大部分都還停留在週末，所以我今天就多複習分數四則

運算，把新教材放到明天再教。今天課堂小考，我粗心算錯答案，導致學

生怎麼算都是錯的，最後才發現是自己的錯，真是汗顏啊！下次訂正答案

之前要再多檢查幾次。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九）100.07.26 星期二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教對稱圖形定義並舉例。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45 分鐘 對稱圖形學習單 黑板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對這個單元較熟悉，因為生活中有很多元素，都是由對稱圖形組成的 
，較容易引起學生產生共鳴。尤其是我在舉世界各國國旗對稱例子時，學

生都很踴躍的猜，即使猜得亂七八糟的，他們還是覺得很新奇、很有趣。 
 教學心得：學生今天上課很浮躁，大概是因為接在體育課之後吧！一開始大家都心不

在焉，但是讓班上靜下心來 3 分鐘後，就比較上軌道了。這一章節對學生

來說，比較容易，希望能用這一章節來提升學生對數學的興趣。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25 

 成員：李宜蓁、陳慧殷 
 主題：數學科教材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十）100.07.27 星期三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發對稱圖形評量卷並訂正。 

2．教符號代表數學習單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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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發對稱圖形評量卷並訂正 黑板  
35 分鐘 教符號代表數學習單 p.1~2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對於對稱圖形這章節較喜歡，他們很喜歡我考他們世界各國國旗對稱

與否。回家作業中我發現學生對「八卦」這個圖形的對稱觀念有點混淆。 
 教學心得：今天學生的上課反應良好。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25 

 成員：李宜蓁、陳慧殷 
 主題：數學科教材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十一）100.07.28 星期四 

 時間（時段）：08:20~10:1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發回練習卷。 

2．檢討符號代表數學習單 p.1~2。 
3．教符號代表數學習單 p.3~4。 
4．符號代表數應用題。 
5．打躲避球。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5 分鐘 發昨天的練習卷 黑板  
10 分鐘 檢討符號代表數學習單 p.1~2 黑板  
55 分鐘 教符號代表數的學習單 p.3~4 黑板  
15 分鐘 打躲避球 球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今天聽到我說，表現好的話，第二節就可以打球 15 分鐘，所以大家今

天上課都很認真，回答也很快速，打躲避球是個很好的增強物。 
 教學心得：這週連續上課，讓我的喉嚨完全「燒聲」， 好險今天學生都很乖，讓我的

喉嚨還可以休息一下。這個章節對他們來說不算難，學生學得還算上手。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27 

 成員：李宜蓁、陳慧殷 
 主題：數學科教材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十二）100.08.01 星期一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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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程： 1．檢討上週回家作業。 
2．教符號代小數 p.4。 
3．複習考試重點題目。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 分鐘 檢討上週回家作業 黑板  
20 分鐘 教符號代小數 p.4   
10 分鐘 複習考試重點題目   

 說 明： 
 觀察紀錄：上週的回家作業，學生幾乎沒做，而我寫在黑板上的題目（上週教過的） 

，大家還是忘記了，所以要趕快在考試前幫大家複習。 
 教學心得：今天是星期一，學生心情還留在週末，大部分學生對上週教的數學，幾乎

忘光了（哀~），我要趕快幫學生複習前三週所教的，並用明天的考前小考

，幫他們複習。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十三）100.08.0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數學小考（共 7 題）。 

2．檢討數學小考。 
3．複習星期三的數學考試範圍。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 分鐘 考數學小考 黑板  
15 分鐘 檢討數學小考考卷   
10 分鐘 複習考試重點題目   

 說 明： 
 觀察紀錄：今天的數學小考，有 2 個學生只錯一題，但也有 3 個學生全部都錯，其他

學生大多錯了 3~4 題，經過檢討再延伸後，希望明天的考試，學生能把這

四週所學，做個完整的評量。 
 教學心得：無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十四）100.08.0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 1．檢討昨天考卷。 

2．寫回饋單。 
3．變魔術。 
4．講解魔術的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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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 分鐘 檢討昨天考卷   
10 分鐘 寫回饋單   
 5 分鐘 變魔術   
10 分鐘 講解魔術原理   

 說 明：我表演的魔術是一般數學魔術，請一個小朋友當我的助手，到台前準備好

的紙上寫出 1~9 的數字，我自己也寫 1~9 的數字，然後將我寫好的紙條折

好，放在學生的右手，也把學生寫好的紙條折好，放在學生的左手，經過

一連串的九九乘法運算之後，得出的答案會是我們兩個人所共同寫出來的

數字。 
 觀察紀錄：今天是最後一次上課，教室充滿離情依依的氣氛，一上課就有學生拿小卡

片給我，謝謝學生這一個月的努力配合，一切都告一個段落了。 
 教學心得：今天發考卷，學生都很期待看到自己的成績，但總是幾家歡樂幾家愁，不

過大家都已經無心聽檢討，我猜學生想趕快結束掉這四週的課吧！所以我

最後就決定來教學生變一個簡單的數學魔術，大家都提起精神，很認真的

聽我講解，連下課打鐘了，大家還叫我繼續說，真的很不容易，以後要利

用數學魔術來當誘因，讓學生喜歡數學。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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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暑期教學日誌（內門國中） 
教師：化學系 黃敬庭 

（一）100.07.1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3:10~14: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1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自我介紹→課前測驗→介紹這四週要教學的內容大綱→下課時間→教自編講義

第 1 頁。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10~13:15 自我介紹   
13:15~13:30 課前測驗 測驗卷  
13:30~13:55 介紹這四週所要教學的內容大綱 圖畫紙  
13:55~14:05 下課時間   
14:05~14:50 教自編講義第 1 頁 講義  

 說明： 1．先自我介紹我的來歷和姓名，接著發課前測驗卷測試學生的程度，最後

講解往後四週的教學內容，並出作業，讓學生用圖畫紙創作出「生命」。 
2．第二節課進入課程，介紹「自然生活科技是什麼」。 

 觀察紀錄： 
一年 A 班的學生大部分相當的聰明且好動，整體程度不輸給都市的學生。 

 教學心得： 
今天所教授的班級，是我有史以來上得最開心且快樂的兩節課，他們不只天資聰敏，

也相當認真，但還是有些學生相當的害羞，我嘗試點他們來回答問題，以增進他們的

上課參與率，大致上今天教學沒什麼太大的問題。 
 其他（或建議事項）： 
稍微提高課程的難易度，但以不超過學生的課本範圍為依據。 

（二）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13:10~13: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複習上節課的內容→教自編講義第 1 頁。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10~13:15 複習上節課的內容   
13:15~13:55 教自編講義第 1 頁 講義 p.1  

 說明：先複習昨天的課程內容，之後直接進入課程，講解科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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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 
1．學生們可能因午休剛睡醒，看起來都很沒精神，對課程內容好像也不太懂。 
2．發現有位學生似乎喜歡挑戰老師的極限。 

 教學心得： 
一年 A 班的學生，今天和昨天給我的感覺和印象似乎不太一樣，讓我對他們的形象有

點大打折扣，或許少了一份陌生感，多了一點真情流入，所以班級氣氛比昨天還熱鬧

一點，但最主要的是有位學生會挑戰老師讓我有點茫然。  
 其他（或建議事項）： 
改天要找機會和那位學生聊聊，希望能好好的認識他，進而收服他。 

（三）100.07.19 星期二 

 時間（時段）：13:10~14: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0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教自編講義第 1~2 頁→下課時間→教自編講義第 3~5 頁。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10~13:55 教自編講義第 1~2 頁 自編講義  
13:55~14:05 下課時間   
14:05~14:50 教自編講義第 3~5 頁 自編講義  

 說明：複習上次教的科學方法，再把變因也加入其中一起介紹並統整。第二節課是

教實驗室內的注意事項和儀器的操作與認識。 
 觀察紀錄： 
一年 A 班的學生似乎耐性很低，常常上課中一直問說：「老師，可不可以休息一下？」

或是說：「老師你好殘忍喔！怎麼可以一直上課。」而今天或許是他們班導師換位置的

關係，秩序較往常安靜。 
 教學心得： 
上課上到一半就一直問下課了沒，這樣感覺沒有很專注的在上課，只在關注下課時間

而已。他們每個人看起來都好疲累，可能是下午上課的關係。 
 其他（或建議事項）： 
為了讓他們下午能振作精神，我會去找幾篇笑話，希望他們可以打起精神來。 

（四）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13:10~13: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學生上台報告上週分派的作業–「生命是什麼？」→講述孟德爾的故事。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10~13:40 學生上台報告上週分派的作業   
13:40~13:55 講述孟德爾的故事 講義（孟德爾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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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今天讓學生上台報告上週我所指派的作業，介紹「生命是什麼？」。之後介紹

孟德爾（因為今天是他的生日）的事跡。 
 觀察紀錄： 
一年 A 班的學生在今天的報告中，感覺他們的創意和之前的課前測驗所得知的狀況有

點不同，我覺得他們沒有很認真地在做作業，但還是有些學生有用心在創作，像是有

學生說：「生命的代表性可比喻成人像紙鶴，代表祝福和誕生。」還有人說不虐待小

動物就是愛惜生命的行為，但仍有不交作業的學生。 
 教學心得： 
學生呈現的作品沒有達到我要的標準，我出這項作業的目的是希望他們能發揮創意和

想像力，結果好像沒什麼成效。我認為「想像力」是學理科必備的能力，否則以後學

到更難或是更抽象的東西時，不會聯想的話，根本就很難學下去。而不寫作業的行為

是讓我最不能接受的事情，因為寫功課是學生應盡的本份，是沒有任何理由的。 
 其他（或建議事項）： 
不寫功課這種行為，一定要立即遏止，需要想一些方法來防止這行為再度發生，無論

如何，做學生的要做功課，這是最基本的。 

（五）100.07.26 星期二 

 時間（時段）：13:10~14: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教自編講義第 5~6 頁→下課時間→教自編講義第 7~8 頁。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10~13:55 教自編講義第 5~6 頁 自編講義  
13:55~14:05 下課時間   
14:05~14:50 教自編講義第 7~8 頁 自編講義  

 說明：今天兩節課用講義來上主要課程，是配合星期三「進入實驗室」的課程而準

備，事先帶學生認識實驗室的儀器和注意事項以防明天的課程發生意外事件 
，講解後約剩半節課的時間，我繼續往下教進度，也就是地球誕生的部分。 

 觀察紀錄： 
今天一年 A 班的學生比往常還要安靜，只是有些學生上課有時會分心，然後回過神後

一直問老師上到哪裡了，但今天他們的狀況還算不錯。 
 教學心得： 
國一的課程，我覺得我已經順利上手了，外加學生都非常的乖，所以整個流程相當流

暢順利。 
 其他（或建議事項）： 
我發現學生對宇宙這個課題真的有極大興趣，相對於之前科學方法的課程來比，真的

相差許多，因此我覺得下次在選擇課程時真的要多留意一下。 

（六）100.07.27 星期三 

 時間（時段）：13:10~13: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實驗室 
 科目：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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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程：交代事情→進實驗室。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10~13:15 交代事情   
13:15~13:55 進實驗室 自編講義 p.5~8  

 說明：先在班上說明進實驗室前的規矩，然後學生排隊前往實驗室，進實驗室後，

複習上一堂課所講解的實驗室規則和儀器，再補充說明一些額外的器材和裝

置。 
 觀察紀錄： 
一年 A 班的學生，雖然勇於發問，但也相當的吵，而且今天 A 班是被我罰寫人數最多

的班級，一下子玩弄儀器，一下子玩疊疊樂，十分危險，真的是頑皮的小孩。 
 教學心得： 
一年 A 班的狀況真的是千奇百怪，嚇死人了，帶他們進去實驗室真的要有顆強壯的心

臟，因為下一秒鐘隨時可能會發生恐怖的事情。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下次要帶 A 班的學生去實驗室真的要三思。 

（七）100.08.0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3:10~13: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0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教自編講義第 7~10 頁。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10~13:55 教自編講義第 7~10 頁 自編講義  
 說明：今天的課程進入地球「生命起源」，除了說明地球的誕生和生命現象，我還介

紹了宇宙的起源，比較好銜接課程。 
 觀察紀錄： 
一年 A 班的學生果然對宇宙這個課題很有興趣，一直不斷地在發問，問到我的課程都

快上不完了。 
 教學心得： 
今天一年 A 班的學生，問了許多雜七雜八的問題，像隕石撞地球、外星人、月球生存 
…等，非常踴躍，讓我上起課來相當勤奮，也很開心。 

 其他（或建議事項）： 

（八）100.08.0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一年 A 班、B 班、C 班 
 出席人數：全體一年級 

 地點：視聽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檢討昨天總測驗的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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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55 檢討昨天總測驗的考卷 考卷  

 說明：今天主要是發回昨天（100.08.03）所考的自然科總測驗考卷，進行檢討。 
 觀察紀錄： 
今天一年級三個班級，在視聽教室檢討考卷時非常地吵，事先已跟學生們講過，太吵

的話就全體到操場檢討考卷，所以最後在屢勸不聽的狀況下，全體一年級在操場上席

地而坐檢討考卷。 
 教學心得： 
今天是我最後一堂自然課，而學生考出來的分數，讓我相當窩心，一年級自然科總平

均是 70 分，雖然沒有人考 100，但 90 幾分的卻有六個人，最高為 98 分，所以還挺有

成就感的。 
 其他（或建議事項）： 
太多班級一起上課真的很難控制，以後要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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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暑期教學日誌（內門國中） 
教師：教育系 王嬿茹 

（一）100.07.11 星期一 

 時間（時段）：13:05~14: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 1．了解學生對「臺灣」的印象，並以此連結至臺灣的歷史與地理。 

2．帶學生歌唱背誦年代表。 
3．複習年代概念。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05~13:13 引起動機：史懷哲精神內容。   
13:13~13:43 學生輪流上台寫下對「臺灣」的印象，

教師總結並給予回饋。   

13:43~13:50 總結：以臺灣的歷史地理為教學主題。   
14:00~14:05 引起動機：了解歷史的必要性。   
14:05~14:40 發下年代表，以遊戲方式找學生上台唸

、唱年代表。 
年代表 

 

14:40~14:45 總結：複習年代表。   
 說明： 1．從學生對臺灣的了解引起興趣，進入社會科的教學內容。 

2．歷史部分，先教年代表，讓學生有年代的概念。 
3．使用哥哥爸爸真偉大的旋律，引導學生背誦年代表。 

 觀察紀錄： 
上課時學生表現認真，但是反應較少，對於社會的議題似乎興趣不高；請學生分

享「對臺灣的印象」時，全班興致很高，但結束這部分後又恢復安靜、較不願舉手發

言。 
第二節課教導年代表，採用遊戲的方式找同學上台唱，同學反應熱絡，但也因此

進度較少，需在引起學生興趣跟教學內容中找尋平衡點。 
 教學心得： 

學生的反應較少，讓我覺得較挫折，可能在班級氣氛的經營上可以多下點功夫，

帶起學生的熱絡氣氛，也讓學生對學習更有興趣。 
要把今天的挫折當成明天的力量，希望明天上課時可以帶起學生的反應，一起在

課堂中互動，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二）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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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程： 1．複習年代表。 
2．教導相對位置與絕對位置。 
3．複習相對位置與絕對位置。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30 複習年代表，將朝代順序排列清楚。 年代表  
08:30~08:45 教導相對位置，帶入英文代號，利用學

生座位進行舉例。   

08:45~09:00 教導絕對位置，使用座標圖舉例教學。   
09:00~09:05 複習相對位置、絕對位置。   

 說明：複習年代表，以臺灣與中國大陸的地理位置帶入相對、絕對位置概念，教學

完後即詢問學生，以確定學生是否了解。 
 觀察紀錄： 

第三天的一年 A 班，比第一天活潑許多，利用一點時間複習年代表，發現學生對

中國朝代仍沒有明確概念，於是再向學生作簡單說明。之後教導位置概念，以學生座

位來教導相對位置概念，學生較有興趣，能舉一反三；教導絕對位置時，則用座標進

行教學，有些學生表示在電玩時有許多操作座標的經驗，因此表現特別熟悉。 
學生彼此較熟悉後，上課時會講話，雖然一開始已規定上課要安靜，但以國中生

心態想，要安靜 45 分鐘的確有些難度，因此安排時間讓學生討論、發表意見，發現效

果尚可，再加上適時控管秩序，整體而言，學生上課秩序仍佳。 
 教學心得： 

相處三天後和學生逐漸熟悉，所以上課前自己的心態也較輕鬆，面對這群國中的

新生，仍在拿捏學生對社會科的認知多寡，因此課程進度並不快，但感覺上學生也較

輕鬆，不會討厭上課。 
班級經營的技巧仍需多磨練，雖然可以有效制止同學的不當行為，但效果普通，

問題會反覆出現，必須更有效的建立規則，讓學生確實明白，以營造良好的學習氣氛。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三）100.07.15 星期五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 1．複習相對位置、絕對位置。 

2．教導經線、緯線。 
3．教導時區。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30 複習相對位置、絕對位置   
08:30~08:45 教導經緯線概念 地球教具  
08:45~08:50 複習經緯線概念   
08:50~09:05 教導時區 地球教具  

 說明：從絕對位置概念連結至地球上的經緯線，教導學生經緯線概念以及南北、東

西半球；經複習確定學生了解概念後，接著教時區的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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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 
學生對經緯線概念仍常搞混，但大部分學生已了解此概念。 
今天教導時區概念，對學生而言是較抽象的知識，且學生對世界各洲、各國分布

的位置較無概念，故此部分教學較不順，學生似乎沒有順利理解。時區部分將於下週

上課時再重新複習。 
 教學心得： 

在教學中感受到學生的理解與困惑，對於教學進度的掌握很有幫助，也讓我發現

需適時了解學生的學習狀況，才不會讓學生越聽越不懂。 
對於自己教社會科一直存有些許的沒自信，但學生越來越多的反應，也讓我逐漸

累積上台教學的自信！第一週四節課的教學結束，從學生身上學到許多教學所需的技

巧與注意事項，希望未來的三週，自己能帶給學生越來越多的知識！ 
 其他（或建議事項）： 

（四）100.07.18 星期一 

 時間（時段）：13:05~14: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 1．教導地球的經緯線概念。 

2．教導時區概念。 
3．教導熱帶、溫帶與寒帶之分界。 
4．讓學生填寫臺灣的 5 個直轄市與 17 個縣市。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05~13:10 引起動機：複習相對位置與絕對位置。   
13:10~13:30 教導地球上的經緯線之概念與特質，並讓

學生練習。   

13:30~13:50 教導時區概念，並請學生上台計算答案。   
14:00~14:05 引起動機：複習時區概念。   
14:05~14:15 教導熱帶、溫帶與寒帶之分界。   
14:15~14:25 請學生上台寫出臺灣的縣市。   
14:25~14:35 教師教導臺灣的縣市，並由北到南排列。   
14:35~14:45 請學生於作業本上畫下臺灣的縣市地圖。   

 說明： 
因為有學生反應時區的概念不太清楚，所以從地球的經緯線複習起，再教導一

次時區的概念，並給學生較多的練習機會。 
接著利用地圖教導熱帶、溫帶與寒帶之分界，帶入北迴歸線與南迴歸線、北極

圈與南極圈的概念。 
最後將地理概念縮至臺灣，讓學生寫出臺灣的縣市，並畫下臺灣縣市圖。 

 觀察紀錄： 
經緯線以及時區概念重新教學，練習時學生的回應較大，抽點學生回答時也都能

答對，所以下次上課可做個小測驗看學生的概念是否清楚。 
而臺灣縣市部分，學生大多有概念，但對其分布位置較無概念，此可為下次教學

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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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心得： 
經緯線與時區的概念，學生的學習上感覺較為吃力，所以花了許多時間著墨於此 

，也漸漸發現較多學生有回應，讓我感覺到以學生的認知作為教學的基礎指標是重要

的，一味的照進度走對學生的學習並沒有幫助。 
班上有同學會在上課時聊天、惡作劇，經糾正後多數能改善，對於一再講話、不

想上課的學生，需想個好方法糾正。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五）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 1．臺灣原住民的來源及歷代分類名稱。 

2．臺灣原住民 14 族。 
3．原住民的家庭型態。 
4．原住民的生活禮俗。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30 臺灣原住民的由來（南島語族），以及清領、

日據和中華民國對原住民的分類與稱呼。   

08:30~08:37 臺灣原住民 14 族，複習原本的九族。 原住民分布圖  
08:37~08:45 原住民的家庭型態–父系社會、母系社會、

貴族社會。 
原住民分布圖 

 

08:45~09:05 原住民的經濟活動、宗教信仰以及生命禮俗 原住民分布圖  
 說明：介紹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包含家庭型態、經濟活動與主食，以及宗教信仰和

生命禮俗，泰雅族的紋面和卑南族的猴祭，皆為生命禮俗的一種。 
 觀察紀錄： 
學生對原住民的認識一知半解，基本知識懂，但並非全部族群皆認識，原住民的生活

型態大部分都了解。父系、母系和貴族社會對學生而言是新概念，在介紹文化時感覺

學生較有興趣，而尚未介紹完的祭典，會在本週五課程繼續介紹。 
 教學心得： 
將學生不完整的知識補齊，再添加新觀念，看到學生有所理解後，會有一股成就感！

雖然課程的進度掌握仍不佳，但適時放慢教學腳步，再搭配學生的進度繼續下去，是

我認為正確的方法。也要用更清楚的話語讓學生懂得更多的知識，這點還要學習。 
 其他（或建議事項）： 

（六）100.07.22 星期五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 1．介紹原住民各族的祭典特色。 

2．說明六大地形，並整理臺灣的五大地形所在。 
3．說明臺灣的海岸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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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30 說明原住民祭典的特色：豐年祭、矮靈

祭、飛魚祭、打耳祭。   

08:30~08:37 介紹六大地形：高原、高山、臺地、丘

陵、平原、盆地。   

08:37~08:50 介紹臺灣各地的地形。 學習單  
08:50~09:05 介紹臺灣的海岸特性：沙岸、珊瑚礁、

斷層、岬灣。 
學習單 

 

 說明：介紹原住民的祭典特色後，完成臺灣原住民這部分的教學內容。接著教臺灣

的地形，從六大地形帶入臺灣的五大地形，再說明臺灣各海岸的特色為何。 
 觀察紀錄： 
學生對臺灣地形頗為了解，較耳熟的地形都可說出，並舉例出臺灣何處有，故這部分

教師以補充為主，為學生複習舊知識，補充說明其他地形位於臺灣何處。介紹沿海時

學生較為陌生，但對於教師所說內容仍有反應，應該是有所理解。 
 教學心得： 
今天教學的內容學生吸收很快，先備知識讓他們學習很順利，所以老師也教得很順利 
，進度頗快；可惜在說明各地形與海岸時，沒有足夠的教具展現給學生看，以後上課

可嘗試找尋多一點的教具，便於學生了解各地形與海岸的特色景觀。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七）100.07.25 星期一 

 時間（時段）：13:05~14: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 1．複習臺灣地形，帶入臺灣氣候。 

2．教導臺灣史前歷史（舊石器、新石器、金屬器時代）。 
3．教導臺灣歷史（荷西時代、明鄭時代、清領時代、日治時代）。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05~13:20 複習臺灣地形，教導臺灣各地氣候的差異。   
13:20~13:35 教臺灣史前歷史–舊石器、新石器、金屬器

時代。   

13:35~13:50 教臺灣歷史–荷西時代、明鄭時代。   
14:00~14:20 教臺灣歷史–清領時代。   
14:20~14:35 教臺灣歷史–日治時代。   
14:35~14:45 複習各朝代歷史事件。   

 說明：總結臺灣地理，教導臺灣氣候與地理的關聯性；結束地理部分，帶入臺灣歷

史，從史前時代開始，一直教到日治時代，以半教導半複習的方式教學。 
 觀察紀錄： 
臺灣的歷史是學生較有記憶的部分，所以比起地形、氣候，在歷史部分的教學進度快

很多，學生對於許多歷史事件都有興趣，如世界大戰的年代、參與國家等，下次上課 
，教師可多補充其他的歷史事件，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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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心得： 
歷史課的教學，對自己而言並不陌生，但因時間沒有掌握好，所以後半部備課不夠完

整，教學時顯得有點沒自信，對學生的提問也沒回答得很詳細，這是這兩節課較糟糕

的部分，除了時間的掌握外，備課不足更是要自我檢討的地方。 
 其他（或建議事項）： 

（八）100.07.27 星期三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 1．檢討考卷。 2．複習臺灣史（史前時代、原住民）。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40 檢討社會考卷 考卷  
08:40~08:55 複習臺灣史–史前時代 講義  
08:55~09:05 複習臺灣史–原住民 講義  

 說明：因為社會考卷平均分數不高，所以逐題檢討，確定學生釐清所有問題；接下

來用老師整理的講義，帶學生一起複習臺灣史。 
 觀察紀錄： 
昨天對 A 班學生進行小考，發現全班平均分數不高，所以將考卷上所有題目檢討過，

一併複習之前所教的地理概念。多數學生都會回答問題，但仍不確定學生是否了解所

有概念，因此明天早上會再考試，以了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教學心得： 

因為對學生考試的成績有些震驚，所以將調整上課內容，把接下來的社會課重點

放在複習上，預計在這個暑假的課輔讓學生弄懂基本的地理概念以及臺灣史，讓學生

能學到確實的知識，而非下課即忘的短暫記憶。 
考試後才發現，學生的學習並不會如同老師所安排的教學進度一樣順利，學生或

許會上課恍神、不專心等，所以情況也非老師所想的順心；責怪自己太晚評量學生的

學習情況，所以接下來的複習，會特別注意考試成績較不佳的學生之狀況。 
 其他（或建議事項）： 

（九）100.07.29 星期五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1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 1．檢討考卷。 2．複習臺灣史（荷西時代、鄭氏時代）。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30 檢討考卷   
08:30~08:45 複習臺灣史–荷西時代   
08:45~09:00 複習臺灣史–鄭氏時代   
09:00~09:05 交代考卷的訂正   

 說明：檢討星期四的考卷，檢討完後繼續未完的臺灣史複習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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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 
複習臺灣史時，先前有做筆記的學生大多會回答，老師會藉由要求學生覆誦來確定學

生是否知道答案，並確定學生都有填寫答案。 
 教學心得： 
複習時，會抽點學生以確定都有跟上進度，並下台巡視學生的講義是否都有完成，希

望能讓學生在填寫答案之餘，也有認真記下臺灣的許多歷史事件。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100.08.01 星期一 

 時間（時段）：13:05~14: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 1．檢討考卷。 

2．複習臺灣史（清朝、日治、中華民國）。 
3．介紹臺灣各縣市特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05~13:15 檢討考卷   
13:15~13:35 複習臺灣史–清朝 講義  
13:35~13:50 複習臺灣史–日治 講義  
14:00~14:25 複習臺灣史–中華民國 講義  
14:25~14:45 介紹臺灣各縣市特色 講義  

 說明：利用教師自編講義，帶同學複習完臺灣史後，介紹臺灣各縣市的特色和特產 
，讓學生對臺灣有更多的了解。 

 觀察紀錄： 
複習臺灣史的部分，進度上越來越順利，許多先前上課有做筆記的學生都會回答 

，並教導旁邊的同學答案為何，加上臺灣史有許多故事可以描述，所以學生大多專心

上課。 
介紹臺灣各地特色時，學生很有興趣，會認真猜測該特色屬於哪縣市所有，並在

介紹特產時更是大聲嚷嚷著肚子餓，很可愛。 
 教學心得： 

複習了快一週的臺灣史，終於在今天做了結束，雖然不知道學生到底記得多少，

但希望自己編輯的講義有助於學生學習。 
教導臺灣各地的特色和特產，感覺到學生都較為輕鬆和興奮，可惜是這部分教學

無法配合圖片或實務，讓學生有更深一層的認識，這是以後教學時可以改進的地方。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一）100.08.03 星期三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1．教臺灣各地特色與特產。 

2．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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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40 教導臺灣各地特色與特產 講義  
08:40~09:05 複習 講義  

 說明：將星期一未完成的臺灣特色介紹完，接著進行複習。 
 觀察紀錄： 
學生對臺灣各地特色興趣仍高，進行複習時，多數學生也能回答出來。 

 教學心得： 
考試前的最後一節社會課，學生面對考試會緊張，身為老師的自己也很緊張，很擔心

還有概念沒有清楚教導給學生，所以在最後又複習一些基本概念，希望自己這一個月

的教學，對學生是有幫助的！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二）100.08.0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3:05~13: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社會 

 
 流程： 1．檢討考卷。 

2．課程結束。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05~13:35 檢討考卷   
13:35~13:50 課程結束   

 說明：檢討星期三考試的考卷，檢討完後為課程做結束。 
 觀察紀錄： 
檢討考卷時，學生顯得有點漫不經心，或許對他們而言，考完試就等於結束了，但本

於學習的精神，答錯後的訂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和學生一題一題檢討考卷，希望對

他們有所幫助。 
 教學心得： 
考卷的成績，充其量只能表現學生是否唸書罷了，和之前的成績對比，有學生進步許

多，也有學生不進反退；許多一講再講的觀念，學生仍不易記牢，可見老師的教學方

式需再作改進，如何幫助學生有效的學習，自己需多嘗試檢討。 
 其他（或建議事項）： 



-130- 

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暑期教學日誌（內門國中） 
教師：教育系 王嬿茹 

（一）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14:00~14: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綜合輔導 

 
 流程： 1．說明輔導課的教學內容。 

2．說明多元智能的種類，並讓學生討論，舉例分享。 
3．帶領學生做各種智能的測驗。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4:00~14:10 說明輔導課的教學內容。   
14:10~14:25 說明多元智能的種類，讓學生討論有哪

些例子，並與全班分享。 
學習單 

 

14:25~14:43 帶領學生做各種智能的測驗，請同學分

享答案並鼓勵之。 
學習單 

 

14:43~14:45 總結：稱讚在各智能中表現優異的同學

，並以多元智能鼓勵學生肯定自我。   

 說明：利用多元智能的觀念，讓學生了解到自我價值與自我肯定，並透過測驗的帶

領，讓學生對多元智能有更深一層的認識。 
 觀察紀錄： 

測驗時，有學生顯得高度興趣，也有學生依舊漠然；但透過他們對學習單的填寫 
，也較了解學生的程度，看他們湊在一起討論測驗的題目，或埋頭提筆疾書，讓我明

白使用學習單帶活動是個好方法！ 
輔導課沒有學習壓力，課程內容也較彈性，感覺學生較有反應；但秩序也較難以

控管，在開放討論與維持秩序之間，仍需繼續找尋平衡點。 
 教學心得： 
雖然課程沒有原先預想的有熱度，因為我的上課方式，包括語氣、肢體動作可能都不

夠吸引學生，但學生的反應熱度頗高，使我覺得這類肯定自我的課程仍有延續下去的

必要，在國一新生，被課業壓力打得節節敗退前，期望能先建立其正確的觀念，使學

生不會侷限自己的未來。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二）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14:00~14: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綜合輔導 

 
 流程： 1．總結多元智慧單元。 

2．讓學生填寫「能力挖挖挖」學習單。 
3．進行找朋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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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4:00~14:10 解說邏輯題目，為多元智慧做總結。   
14:10~14:25 學生填寫「能力挖挖挖」學習單。 學習單  
14:25~14:35 填寫「尋找好朋友」學習單。 學習單  
14:35~14:45 完成「尋找好朋友」學習單。 學習單  

 說明：結束多元智慧單元後，用「尋找好朋友」的學習單帶活動，引入人際關係的

議題。 
 觀察紀錄： 
運用「尋找好朋友」的學習單進行活動，在進行時學生顯得很熱絡，但是時間稍嫌不

足，所以有些學生沒有完成，但仍看得出學生較喜歡以活動方式上課。 
 教學心得： 
時間沒有估算好，導致學習單內容並未讓學生完成，也沒有時間做總結，所以人際關

係的議題並未正式切入。上課時間的拿捏很重要，有些活動若因來不及完成而拆開進

行的效果未能如預期顯著，對於時間的掌握要再拿捏得更好。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三）100.07.27 星期三 

 時間（時段）：14:00~14: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綜合輔導 

 
 流程： 1．完成學習單，並請學生上台分享。 

2．講解家庭星座圖的概念後請學生實作繪製。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4:00~14:05 讓學生完成學習單 學習單  
14:05~14:15 學生上台分享學習單內容 學習單  
14:15~14:30 講解家庭星座圖的概念及繪製方式   
14:30~14:45 讓學生繪製家庭星座圖   

 說明：上週「尋找好朋友」的學習單，部分學生尚未完成，所以於課堂開始時讓學

生完成，再請學生上台分享自己的學習單內容，並將人際關係單元做總結。

之後將議題帶至家庭，教學生繪製家庭星座圖，並讓學生於課堂中完成此項

作業。 
 觀察紀錄： 

分享學習單時，學生顯得很有興趣也很興奮，原本預計只找五位學生分享，學生

卻一直起鬨要全班都分享。這部分的學習單，成功吸引學生的注意力和興趣，讓後面

的分享活動進行順利。 
家庭星座圖的繪製，學生有許多的疑問，或許此部分對國一新生而言，概念較難

理解。有學生不斷反應自己和家庭成員處得不愉快，但也有學生開心地完成家庭星座

圖，要使學生了解此部分傳達的概念或許有些難度，但可透過此項活動了解學生的家

庭結構，希望能增加親師生三者之間的了解與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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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心得： 
學生對於和同學人際互動的內容興趣都較高，所獲得的回應也較熱烈，結束此部

分的教學內容後，將人際關係從同學帶至家庭，讓學生嘗試繪製家庭星座圖，思考自

己與家人的關係，並寫下關係良好或不好的原因。 
家庭星座圖對學生而言是新的概念，在繪製的過程中許多學生都有問題，此活動

背後的省思，不知道是否有完整地傳達讓學生了解，但看著學生認真的畫關係線並寫

下原因，希望他們同時有重新觀察與家人之間的關係。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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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暑期教學日誌（內門國中） 
教師：國文系 蔡翔宇 

（一）100.07.11 星期一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操場 
 科目：體育 

 
 流程：首先相互認識一下，之後帶到操場做操、跑步後開始打躲避球。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45 做操跑步後開始進行躲避球 無  
 說 明：打躲避球讓學生都有運動到。 

 觀察紀錄：學生們上體育課時都很熱情。 
 教學心得：今天第一次上課，剛好也是最後一節，所以學生會比較興奮，也比較好動。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二）100.07.1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1 人 

 地點：操場 
 科目：體育 

 
 流程：跑操場一圈後，教師說明籃球規則與打法，並分隊開始比賽。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55 做操跑步後，進行全場籃球比賽。 無  
 說 明：打籃球讓學生都有運動到。 

 觀察紀錄：學生們上體育課時都很熱情。 
 教學心得：今天出太陽所以比較熱，在打球過程中汗流很多。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三）100.07.18 星期一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視聽教室 
 科目：體育 

 
 流程：看電影。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45 觀賞影片 無  
 說 明：因下雨場地濕滑，故帶領全班觀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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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學生們不是很愛看影片。 
 教學心得：觀賞影片，並無特別心得。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四）100.07.21 星期四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視聽教室 
 科目：體育 

 
 流程：看電影。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55 觀賞影片 無  
 說 明：因下雨場地濕滑，故帶領全班觀賞影片。 

 觀察紀錄：學生們今天比較有看電影的興致。 
 教學心得：觀賞影片，並無特別心得。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五）100.07.25 星期一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視聽教室 
 科目：體育 

 
 流程：看電影。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45 觀賞影片 無  
 說 明：因下雨場地濕滑，故帶領全班觀賞影片。 

 觀察紀錄：學生們看電影就比較認真。 
 教學心得：觀賞影片，並無特別心得。 
 其他（或建議事項）： 

（六）100.08.01 星期一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視聽教室 
 科目：體育 

 
 流程：看電影。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45 觀賞影片 無  
 說 明：因下雨場地濕滑，故帶領全班觀賞影片。 

 觀察紀錄：學生們看電影就比較認真。 
 教學心得：觀賞影片，並無特別心得。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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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暑期教學日誌（內門國中） 
教師：數學系 盧藝文 

（一）100.07.1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一年 A 班、B 班 
 出席人數：44 人 

 地點：綜合球場 
 科目：體育 

 
 流程：暖身（做操、跑步）→兩班躲避球對抗→收操。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 分鐘 移動到場地、做操 無  
40 分鐘 躲避球比賽 躲避球  
10 分鐘 收操 無  

 說明：因球數有限，故選擇躲避球，剛好學生也很喜愛玩躲避球。 

 觀察紀錄： 
1．男生對躲避球比較熱衷，女生少數偏向完全不參與，很少動。 
2． B 班的冠宇跟何滿一開始原本要擅自行動，後來我請他們在旁邊幫忙加油，他們

很認真的幫大家加油，很棒！之後也都乖乖的看大家比賽並幫大家加油。 
3．有位學生有點小破皮，下課前就已止血，但下課後我還是立即請他去趟保健室。 
4．還有位學生因為被球擊中而哭了，但一出外場又馬上被逗笑了，結果就一邊哭一

邊笑，我問他你是在哭還是在笑？他說都有，感覺很有意思。 

 教學心得： 
對躲避球的規則定義還不夠清楚，且不夠清楚這個年紀的學生打球是否需要另外加訂

規則。（例：男生必須雙手丟球） 

 其他（或建議事項）： 

 總心得： 
玩躲避球無法避免會有一些外場同學玩不到的困擾，況且光是男生就有力氣跟身

高的差異，所以規矩跟標準很難拿捏。在室外的困擾是擔心學生受傷以及人數無法隨

時確實掌控。 
今天聽學生說不喜歡體育課，因為老師很嚴肅。下堂課對學生的態度會再改進，

用更活潑的方式帶領學生。 

（二）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3 人 

 地點：視聽教室 
 科目：體育 

 
 流程：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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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點名、收拾書包 無  
35 分鐘 影片欣賞《崖上的波妞》   

 說明：因下雨，所以原定的躲避球活動更改為影片欣賞。 
 觀察紀錄： 
學生一開始有些浮躁，但是慢慢的被劇情吸引，就算沒字幕也看得很專注。 

 教學心得： 
最近午後都會下傾盆大雨，體育課受到不少影響，計畫若是之後下雨可能考慮改成室

內的乒乓球課程。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三）100.07.19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一年 A 班、B 班 
 出席人數：42 人 

 地點：視聽教室 
 科目：體育 

 
 流程：帶至視聽教室→交代事項→看影片。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5 分鐘 下堂課預告 無  
 5 分鐘 說明看影片原因 無  
35 分鐘 看影片《心中的小星星》 影片  

 說明： 1．預告下星期將要安排大隊接力棒次以及下節課要上桌球。 
2．因連日大雨場地濕滑，而桌球室無法容納 42 人，因此改成影片欣賞。 

 觀察紀錄： 
學生一開始對看影片已有倦怠感，但說明原因並承諾下次一定會進行體育活動後都能

接受。學生對影片內容皆聚精會神的欣賞，劇情非常吸引他們。 
 教學心得： 
雖然不能進行體育課非常可惜，但這部影片具有非常強的教育意義，希望可以帶給學

生不一樣的想法以及體悟。之後若有機會與時間欣賞完影片，希望可以帶心得討論活

動。 
 其他（或建議事項）： 
 總心得： 
一年級的新生剛升上國一，因此我希望一開始就能好好教導他們一些常規，我對學生

行進間不可以嬉鬧這個部分要求較嚴，尤其在上課期間的移動更是要求，希望他們一

開始就能養成良好的習慣。 

（四）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地下桌球室 
 科目：體育 

 
 流程：暖身→教學→練習→自由活動。 



-137-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暖身、分組   
25 分鐘 教學、練習：正手拍、交叉對打 桌球球桌、球拍、球  
10 分鐘 自由活動 桌球球桌、球拍、球  

 說明： 
 觀察紀錄： 

1． A 班的學生很多在國小時學過桌球，所以對桌球比較熟悉，但是仍有一、兩個學

生不會桌球。 
2．球技比較強的學生會有不想跟其他同學對打的狀況。 
3．自由活動時間出現較多站著不知所措的學生，其他時間同學間交談嘻笑的狀況較

少。 
 教學心得： 
由於我不擅長桌球，故在教學上有較大的壓力，但是利用自由活動的時間增進同學間

相互的感情，以及增進我與學生間的熟悉度，是很不錯的時間。 
 其他（或建議事項）： 
對比較內向害羞的學生，可以利用自由活動時間拉他們加入活動，使他們融入班上。 

 總心得： 
上體育課太嚴肅怕學生在上課時會有太大壓力，但太和善又怕同學會覺得太好講話而

有太多意見。 

（五）100.07.26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00~10:50 
 班級：一年 A 班、B 班 
 出席人數：44 人 

 地點：操場、綜合球場 
 科目：體育 

 
 流程：暖身→跑步→馬克操→躲避球比賽。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5 分鐘 暖身   
10 分鐘 跑步：操場兩圈（慢跑、衝刺、走路）   
15 分鐘 馬克操：側併步、四肢協調、跳跑衝刺   
15 分鐘 躲避球比賽   

 說明： 
 觀察紀錄： 

馬克操對學生的四肢協調性有增強的作用，學生也對此感到新奇，而我鼓勵、稱

讚學生，增加了他們對自己的信心。 
躲避球比賽前有先跑操場，所以學生稍嫌不夠專注。一開始兩班之間有些火藥味 

，一位女同學被球打中頭，但安撫後有回到球場，狀況沒問題，最後以平手收場。 
 教學心得： 

馬克操感覺很少帶入國中體育，我覺得馬克操有助於學生增加四肢的協調性，之

後有機會可以再帶入一些難度不高的馬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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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打躲避球時，學生有些不專心，因此一度暫停比賽，告誡學生不專心會導致

受傷，之後狀況便好很多。 
 其他（或建議事項）： 

（六）100.08.0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00~10:50 
 班級：一年 A 班、B 班 
 出席人數：44 人 

 地點：操場 
 科目：體育 

 
 流程：暖身→接棒教學練習→大隊接力練習。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暖身   
25 分鐘 傳接棒練習   
10 分鐘 大隊試跑   

 說明： 
 觀察紀錄： 
雖然學生說會接棒，但練習後才發現大家默契不是很好，動作也不是很標準，因此我

讓全班圍成一圈來練習，讓沒有下場比賽的同學也能練習。 
 教學心得： 
兩個班一起帶，在秩序上跟動作指導上稍嫌時間不足，動作教學還是利用各班教學時

會比較適合，但是練跑階段，兩個班競賽會比較適合與有趣。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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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暑期教學日誌（內門國中） 
教師：數學系 李宜蓁 

數學系 陳彥伯 

（一）100.07.1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3:05~14: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司令台 
 科目：彈性課程 
 日誌填寫：李宜蓁 

 流程： 1．老師及學生自我介紹。 
2．認識彼此的團康小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35 分鐘 自我介紹   
20 分鐘 小遊戲：深水炸彈  戶外（司令台）

20 分鐘 小遊戲：大風吹  戶外（司令台）

20 分鐘 小遊戲：蘿蔔蹲  戶外（司令台）

 說明：自我介紹時請學生到台前說自己的姓名、綽號、喜歡的科目及老師、興趣、

星座…等，讓班上的同學更加了解彼此，並在過程中跟學生培養感情。 

 觀察紀錄： 
班上學生好害羞，都不願意到台上來自我介紹，但是玩遊戲的時候大家好投入，甚至

有一點小失控。 

 教學心得： 
A 班學生不喜歡自我介紹，他們覺得自我介紹很無聊，所以我們決定下次要上閱讀的

課程，激發學生對生命價值的正視。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1 
 成員：李宜蓁、陳彥伯 
 主題：彈性課程教材 

 其他（或建議事項）： 
希望教室有投影機的硬體設施。 

（二）100.07.21 星期四 

 時間（時段）：13:05~14:45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22 人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彈性課程 
 日誌填寫：陳彥伯 

 流程： 1．變魔術。 
2．做手工書。 
3．玩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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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 分鐘 變魔術   
45 分鐘 手工書 圖畫紙、剪刀  
10 分鐘 圈叉   
15 分鐘 乘法小技巧   
15 分鐘 數學小遊戲   

 說明：宜蓁老師先變魔術，然後兩位老師一起教學生做手工書，讓他們發揮創意創

作。之後跟學生玩益智遊戲圈叉，教他們特殊的乘法，最後玩有趣的數學遊

戲 6174。 
 觀察紀錄： 

1．變魔術在這班反映還不錯，都覺得很不可思議，還讓我們變了兩次給他們看。 
2．做手工書部分，大部分學生都認真在做，也發揮了創意在創作。 
3．玩圈叉時，這班不像 B 班那麼有興趣，所以比較快玩完。學生有把乘法小技巧學

起來，也會問出一些變化的題型，感覺他們對數學還蠻有興趣。玩數學遊戲 6174
也是，他們會問為什麼，想要發掘到數學的神奇，也藉這個機會讓他們練習數字

的排列，還有四位數的加減，看得出他們充滿懷疑，想了解這到底是為什麼。 
 教學心得： 
這堂課從魔術開始，讓學生把心思放進課堂活動，然後順利切入到手工書的製作。手

工書內頁，學生也寫了一些給老師的話語，也間接的拉近了師生間的距離。後面的活

動也加強了學生對數學的興趣，感覺今日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希望之後會越來越

順利。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1 
 成員：李宜蓁、陳彥伯 
 主題：彈性課程教材 

 其他（或建議事項）： 
希望教室有投影機的硬體設施。 

（三）100.07.28 星期二 

 時間（時段）：13:10~14:50 
 班級：一年 A 班 
 出席人數： 

 地點：一年 A 班教室 
 科目：彈性課程 
 日誌填寫：陳彥伯 

 流程：把《三個傻瓜》的影片看完，之後分享影片心得，再寫學習單。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5 分鐘 說明今天的上課流程   
50 分鐘 看完影片   
20 分鐘 分享心得   
25 分鐘 寫學習單   

 說明：接續看完上次沒看完的影片，之後分享影片心得，告訴學生這部影片想表達

什麼，最後講解學習單上的問題，試著了解學生在這部影片中獲得些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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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 
學生對這類影片還蠻有興趣，都非常認真觀看，也都有著自己的想法。學生勉強能說

出自己的想法，但是要他們寫下來還有一些難度。 
 教學心得： 
其實我本身也很喜歡看這一類的影片，可以提供很多不同的想法，未來有機會的話，

我還會繼續撥放這類型影片給學生們觀看。 
 其他（或建議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