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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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1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請假學生 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說明上課的規範與注意事項。 

2．領讀〈一首因愛睏在輸入時按錯鍵的情詩〉。 
3．全班共同前測，共改新詩的錯字。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10 說明上課的規範與注意事項   
11:10~11:20 領讀陳黎的作品〈一首因愛睏在輸入時

按錯鍵的情詩〉 
自編講義  

11:20~11:45 全班共改錯字（前測） 自編講義  
11:45~11:50 初步認識學生   

 說 明： 1．教學目標：藉由陳黎的〈一首因愛睏在輸入時按錯鍵的情詩〉來檢測

學生的基本語文書寫能力。 
2．教材編輯：巫怡寬、王婷鈺。 
3．學生情況：班上有位特殊生一拿到講義會直接往抽屜裡塞，並無太大

意願上課，請他將講義拿出來也不甚願意配合，因此只好讓他做自己

的事情。但另一位特殊生則會默默地配合，無須老師特別的提醒。 
 觀察紀錄：藉由挑選錯字的過程，可以發現大部分學生都能挑出錯字，只是無法訂正

出正確的國字，這部分會藉由小考再進一步的作確認。 
 教學心得：大部分的學生會動筆訂正錯字，有些學生會互相討論正確字的寫法，因此 

，雖然程度上需要多加強，但是大半的學生或多或少都有學習的意願。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1 

 成員：巫怡寬、王婷鈺 
 主題：詩的國度–新詩 

 其他（或建議事項）： 班上兩位特殊生可能需要額外的指導或是作業。其中一位上課

意願低落，需要另外再找時間做溝通。另一位配合度很高，大致上無太大

問題，會另外找時間做個別指導 

（二）100.07.1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請假學生 2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發國語作業本。      2．進行問卷調查，進一步認識、了解學生。 

3．認識新詩：新詩的定義與形式、內容及其特色。 
4．新詩賞析：向陽〈阿爸的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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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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國語作業本，進行問卷調查，進一步

認識、了解學生。 
國語作業本  

11:25~11:45 認識新詩：新詩的定義與形式、內容及

其特色。 
自編講義  

11:45~11:50 新詩賞析：向陽〈阿爸的飯包〉。 自編講義  
 說 明： 1．教學目標：認識何謂新詩，並與古詩作區別。 

2．教材編輯：巫怡寬、王婷鈺。 
3．學生情況：班上一位特殊生依舊一拿到講義直接往抽屜裡塞，並無太

大意願上課，請他將講義拿出來也不甚願意配合，因此只好讓他做自

己的事情。另外一位特殊生則是默默地配合，無須老師特別的提醒。 
 觀察紀錄：對於新詩有些學生似乎特別陌生，有些學生較為熟悉，但大部分都會乖乖

的抄寫筆記，專心上課，有問題也都會隨時反映。 
 教學心得：程度上似乎參差不齊，學習意願也十分明顯地直接表現在課堂上，但大體

都還算是不錯。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1 

 成員：巫怡寬、王婷鈺 
 主題：詩的國度–新詩 

 其他（或建議事項）： 其中一位特殊生上課意願低落，需要另外再找時間做溝通。另

一位特殊生配合度很高，大致上無太大問題，會另外找時間做個別指導 

（三）100.07.15 星期五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請假學生 1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課堂小考：陳黎〈一首因愛睏在輸入時按錯鍵的情詩〉。 

2．預告國文課的安排及上課方式，複習與新進度並進。 
3．新詩–向陽〈阿爸的飯包〉，內容說解與賞析。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40 課堂小考：陳黎〈一首因愛睏在輸入時

按錯鍵的情詩〉。 
國語作業本  

08:40~08:45 預告國文課的安排及上課方式，複習與

新進度並進。 
自編講義  

08:45~09:05 新詩–向陽〈阿爸的飯包〉，內容說解與

賞析。 
自編講義  

 說 明： 1．教學目標： 
（1）藉由陳黎的作品〈一首因愛睏在輸入時按錯鍵的情詩〉，來檢測學

生的基本語文書寫能力。 
（2）藉由向陽〈阿爸的飯包〉，進一步地欣賞與認識新詩，並與古詩作

區別。 
2．教材編輯：巫怡寬、王婷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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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課堂小考是採聽寫的方式，抽詩中的詞語來檢測學生的書寫能力，雖然已

事先告知範圍與考試方式，但學生依舊寫得面有難色。 
 教學心得：有大半的時間耗費在控管秩序和班級瑣事，課程進度上並無太大的進展。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1 

 成員：巫怡寬、王婷鈺 
 主題：詩的國度–新詩 

 其他（或建議事項）： 

（四）100.07.18 星期一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請假學生 1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檢討課堂小考。 

2．複習上週課程，再次說解新詩定義及其內容形式。 
3．課堂小考（上次考試範圍）：陳黎〈一首因愛睏在輸入時按錯鍵的情詩〉。 
4．新詩，第三部分「猜猜我是誰」。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40 檢討課堂小考   
08:40~09:05 複習新詩定義及其內容 自編講義  
09:15~09:30 課堂小考上次範圍   
09:30~10:00 新詩第三部分「猜猜我是誰」 自編講義  

 說 明： 1．教學目標： 
（1）熟練基本的國字注音，並能正確無誤的書寫。 
（2）認識新詩，對於新詩有基本的了解。 

2．教材編輯：巫怡寬、王婷鈺。 
 觀察紀錄：字音字形的語文基礎能力方面，學生再進步的空間仍舊很大。 
 教學心得：第一次的國文小考，考試結果幾乎滿江紅，無一例外，因此利用連續兩堂

課的時間，第一堂在課堂上一個字一個字引領，第二堂驗收的成果雖然比

起第一次進步許多，然而最基本的概念依舊有學生未能釐清。 
 小組討論：  日期：100.07.11 

 成員：巫怡寬、王婷鈺 
 主題：詩的國度–新詩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五）100.07.19 星期二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請假學生 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修辭：譬喻。 

2．修辭：誇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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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30 修辭–譬喻 自編講義  
11:30~11:50 修辭–誇飾 自編講義  

 說 明： 1．教學目標：認識譬喻、誇飾的特色和用法，並能判斷何謂譬喻與誇飾

的修辭法。 
2．教材編輯：巫怡寬、王婷鈺。 
3．學生情況：程度參差不齊，學習意願也十分明顯地直接表現在課堂上 

，大部分的學生臉上明顯寫著「我很無聊」， 四分之一的學生半夢半

醒，只有少數學生認真聽課。 
 觀察紀錄：男生部分，戴宗文的程度似乎還算不錯，且學習意願也算不錯。 
 教學心得：課內的東西原本就較為乏味枯燥，卻又十分基本，且先前詢問上課的方式

（新進度、舊進度、新舊並行）， 過半數的學生選擇新舊並行，然而當進

行時卻又提不起精神，不過，或許是自己上課的方式過於沉悶而導致學生

昏昏欲睡。 
 其他（或建議事項）： 

（六）100.07.21 星期四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請假學生 1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修辭：誇飾。 

2．修辭：雙關。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35 修辭–誇飾 自編講義  
11:35~11:50 修辭–雙關 自編講義  

 說 明： 1．教學目標：認識誇飾、雙關的特色和用法，並能判斷何謂誇飾與雙關

的修辭法。 
2．教材編輯：巫怡寬、王婷鈺。 

 觀察紀錄：大多數學生沒精神地趴在桌上或做自己的事情，唯少數幾個會跟上進度。 
 教學心得：沒有學習意願的學生，既不想認真聽課，也不想上這堂課，坐在位置上也

只是發呆或是塗鴉，如此的強迫學習，絲毫沒有效果，也耗時耗力。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七）100.07.22 星期五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修辭：雙關。 

2．修辭：設問。 



-252-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40 修辭–雙關 自編講義  
08:40~09:05 修辭–設問 自編講義  

 說 明： 1．教學目標：認識雙關、設問的特色和用法，並能判斷何謂雙關與設問

的修辭法。 
2．教材編輯：巫怡寬、王婷鈺。 

 觀察紀錄：大多數學生沒精神地趴在桌上或做自己的事情，唯少數幾個會跟上進度。 
 教學心得：有大半的時間耗費在班級瑣事和控管秩序，課程進度上並無太大的進展。 
 其他（或建議事項）： 

（八）100.07.25 星期一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修辭：設問。 

2．修辭隨堂測驗。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9:05 修辭–設問 自編講義  
09:05~10:00 修辭隨堂測驗 自編試卷  

 說 明： 1．教學目標：認識設問的特色和用法。 
2．教材編輯：巫怡寬、王婷鈺。 

 觀察紀錄：低迷。 
 教學心得：低迷。 
 其他（或建議事項）： 

（九）100.07.26 星期二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請假學生 1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檢討考卷。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50 檢討考卷 自編試卷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對於國字注音很陌生，對於修辭很不熟練。 
 教學心得：考卷太難。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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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00.07.28 星期四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2 人（請假學生 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修辭：摹寫。 

2．摹寫修辭隨堂練習。 
3．複習國一上冊前半的字音字形。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25 修辭–摹寫 自編講義  
11:25~11:35 摹寫修辭隨堂練習 自編試卷  
11:35~11:50 複習字音字形 自編講義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對修辭不甚熟練，國字注音陌生。 
 教學心得：基礎的東西繼續加強。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一）100.07.29 星期五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請假學生 1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修辭隨堂測驗。 

2．檢討考卷。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50 修辭隨堂測驗 自編試卷  
08:50~09:05 課堂檢討考卷 自編試卷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的學習成效不高，意願亦不高。 
 教學心得：考卷中所挑選的修辭考題皆是一年級時所教過的內容，但學生仍大多感到

陌生。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二）100.08.01 星期一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字音字形複習。 

2．修辭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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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9:05 字音字形複習 自編講義  
09:15~10:00 修辭複習 自編講義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學習意願低落，只有少數幾個在上課。 
 教學心得：目前已進入複習的階段，但仍感受不到學生的學習意願，每一次的上課氣

氛總是低迷、渙散。 
 其他（或建議事項）： 

（十三）100.08.0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國文 

 
 流程： 1．課堂小考。 

2．檢討。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30 課堂小考   
11:30~11:50 檢討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對於國字注音與修辭仍舊不甚熟練。 
 教學心得：複習的內容，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題目，然而學生測驗的結果仍舊不盡理想 

，對於上課曾經學過的內容仍舊半生不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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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系 楊筱韻 

（一）100.07.11 星期一 

 時間（時段）：13:00~13: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說明課堂規則（上課準時，上課專心，舉手發言，不要放棄）。 

2．發下白紙讓學生回答問題（喜歡什麼？／有沒有學過 KK 音標？／在英文

課想學什麼？／害怕英文嗎？為什麼？）。 
3．發下國一英文考卷（25 題選擇題）測試學生的起點行為。 
4．學生交換改考卷，並收回考卷。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4 分鐘 說明課堂規則（上課準時，上課專心，

舉手發言，不要放棄）。 
  

10 分鐘 發下白紙讓學生回答問題： 
喜歡什麼？ 
有沒有學過 KK 音標？ 
在英文課想學什麼？ 
害怕英文嗎？為什麼？ 

  

28 分鐘 發下國一英文考卷（25 題選擇題）測試

學生的起點行為。 
  

 3 分鐘 學生交換改考卷，並收回考卷。   

 說 明：先測試學生的國一英文程度，並調查學生是否學過 KK 音標，以及對英文

科的學習意願。 
 觀察紀錄：有些學生考試會直接亂猜，有些則會認真作答。學生的英文普遍需要加強 

，因為測驗最高分是 48 分。 
 教學心得：看完學生回答的問題後，我希望從最基礎的 KK 音標開始教起，幫助學生

唸出單字，以及背誦單字。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二）100.07.12 星期二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發下講義及作業本，並講解作業本的使用方式。 

2．KK 音標母音 17 個的寫法、唸法與例字。 
3．預告下次考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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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5 分鐘 講解作業本的使用方式   
37 分鐘 KK 音標母音 17 個的寫法、唸法與例字   
 3 分鐘 說明下次考試的方式   

 說 明： 
 觀察紀錄：除了少數學生對作業本的使用方式有些不清楚外，多數學生配合度不錯。 
 教學心得：希望學生可以寫出、唸出 KK 音標母音 17 個，故安排考試要求學生。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三）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班級導師處理班級事務，以及換座位。 

2．發下考卷考 KK 音標母音 17 個。 
3．收作業。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 分鐘 班級導師處理班級事務，以及換座位。   
25 分鐘 考 KK 音標母音 17 個。   

 說 明：今天處理班級事務，延誤上課時間，因此教學進度延後，只安排考試。 
 觀察紀錄：學生寫考卷的態度不錯，沒有放棄，多數同學的考卷都沒有留白。 
 教學心得：學生考試成績普遍低落，可能是我教學速度太快，因此應該放慢教學速度 

，檢視學生是否有跟上進度。 
 其他（或建議事項）： 

（四）100.07.14 星期四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發回作業及考卷，勉勵學生下次要考更好。 

2．訂正考卷。 
3．KK 音標子音 10 個的寫法、唸法與例字。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3 分鐘 發回作業及考卷，勉勵學生下次要考更好。   
10 分鐘 訂正考卷。   
32 分鐘 KK 音標子音 10 個的寫法、唸法與例字。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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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今日的教學過程中發生一段插曲，有些學生幫忙總務處的先生拿梯子裝教

室的氣窗玻璃，導致很多學生注意力沒有集中在課程上。 
 教學心得：今天的教學，我要求每位學生務必開口唸出每個 KK 音標子音與例字。另

外，我必須學習處理像今天這樣的突發事件，讓學生上課不會分心。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五）100.07.18 星期一 

 時間（時段）：13:00~13: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發下考卷考 KK 音標子音 10 個。 
2．KK 音標子音 10 個的寫法、唸法與例字。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 分鐘 考 KK 音標子音 10 個   
30 分鐘 KK 音標子音 10 個的寫法、唸法與例字 學習單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精神不錯，會跟著抄寫筆記，但也會和同學交談。 
 教學心得：管理班級秩序有些困難，對想學習的學生感到抱歉。 
 其他（或建議事項）： 

（六）100.07.19 星期二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KK 音標子音 4 個的寫法、唸法與例字。 
2．國二上康軒版課文第一課 warm-up。 
3．國二上康軒版課文第一課 dialogue。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第一節 1．KK 音標子音 4 個的寫法、唸法與例字 

2．第一課 warm-up 描述圖片並寫下句子 
學習單 
課本 

 

第二節 第一課 dialogue，講解一部分的課文、單字 
，並補充單字與文法 

課本  

 說 明：今天上完 KK 音標子音 24 個的寫法、唸法與例字。明天要考全部子音。 
 觀察紀錄：學生上 dialogue 的意願及配合度比上 KK 音標還要好，精神不錯，有些學

生抄筆記很勤快，但也有些學生依然自我。 
 教學心得：管理班級秩序有些困難，應該向老師請教。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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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發下考卷考 KK 音標子音 24 個。 

2．國二上康軒版課文第一課 dialogue。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 分鐘 考 KK 音標子音 24 個   
25 分鐘 課文第一課 dialogue，講解一部分的課

文、單字，並補充單字與文法 
課本  

 說 明： 
 觀察紀錄：學生精神不錯，有些學生抄筆記很勤快，有些學生依然自我。 
 教學心得：我非常需要學習和學生打交道的能力，而非說一大堆學生並不想聽的道理。

 其他（或建議事項）： 

（八）100.07.21 星期四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 1．發回昨天的作業本、考卷，並說明罰寫方式。 

2．預告單字的考試範圍、考法。 
3．國二上康軒版課文第一課 dialogue。 
4．國二上康軒版課文第一課 grammar。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8 分鐘 發回昨天的作業本、考卷，並說明罰寫

方式；預告單字的考試範圍、考法 
  

20 分鐘 第一課 dialogue，講解一部分的課文、

單字，並補充單字與文法 
課本  

17 分鐘 第一課 grammar，講解文法句型的概念 課本  
 說 明： 

 觀察紀錄：今天上課很安靜，因為大多學生都很沒精神。 
 教學心得：除了課程內容之外，我也盡力補充相關的簡易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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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 宋柔穎 

（一）100.07.26 星期二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請假學生 1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第一節：講義課文後半部→句型教學。 

第二節：動詞與過去式動詞→學習單複習。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40 課文後半部   
08:40~09:05 句型教學   
09:15~09:35 動詞與過去式動詞   
09:35~10:00 學習單複習過去式動詞 學習單  

 說明： 
1．課文後半部：配合該班進度，將講義的課文中，剩餘的對話部分結束。 
2．句型教學： 

How was your summer vacation? 
你的暑假如何？ It was special / great / good / OK / soso.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你昨天做了什麼？ I ＋過去式動詞＋事情. 

3．動詞與過去式動詞：分四類型。 
（1）變母音 （2）變字尾、母音 （3）全變 （4）全不變 
動詞 過去式 動詞 過去式 動詞 過去式 動詞 過去式

come came have had eat ate put put 
sing sang make made go went cut cut 
ride rode take took   read read 
hold held do did     
meet met        

 觀察紀錄： 
由於是代課，對於該班並不是很熟悉，感覺學生對課程的進度不是很了解，上課意願

也不高，不過還是有幾個學生會跟我互動，對於我問的問題也有所回應。這班學生上

課還滿常講話的，但是如果我問問題或者請他們安靜，都還是會稍微安靜一下。進度

不多，因為學生對我講述的內容感覺很陌生。 
 教學心得： 
覺得自己不夠用心讓學生集中注意力，因為急著要有進度，所以就照著自己平常上課

的方式講課，比較沒有去留意學生到底聽懂多少。不過在寫學習單時，很多人就算不

會也還願意看黑板或者看講義寫，我覺得還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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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怡寬 

（一）100.07.27 星期三 

 時間（時段）：第一節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複習跟「時間」有關的英文單字→帶 bingo 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第一節 結合遊戲複習英文單字 無  

 說明：教學目標：讓學生複習並熟悉所學過的有關時間的英文單字。 
 觀察紀錄： 
早自習剛被訓完話，學生的情緒還未平復，無心上課。在我盡力引導學生後，他們雖

然不甘願，也動筆寫字，跟著一起複習，整堂課都很安靜。 
 教學心得： 
這些孩子其實都很聰明，只是缺乏關心和需要多多引導他們。孩子都喜歡被讚美，被

讚美後就會比較有信心，也才比較願意學習，甚至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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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伯 

（一）100.08.02 星期二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英文 

 
 流程：複習前三週教過的內容。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30 分鐘 動詞過去式變化   
30 分鐘 時間副詞   
30 分鐘 你我他的變化   

 說 明：因為是臨時狀況而代課，所以我針對學生之前學過的內容再複習一次。 
 觀察紀錄：或許是因為要考試了，學生今天上起課來比較認真，也有抄筆記，而且滿

多人有反應的。 
 教學心得：上課狀況不錯，可是沒反應到分數上，隔天考試的成績還是跟預期有落差 

，感覺學生有時會想要讀書，可是因基礎比較差，所以還是無能為力，之

後有機會遇到這一類的孩子時，要多花時間去陪伴他們，當他們想讀書的

時侯，要多點耐心，從基礎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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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盧藝文 

（一）100.07.11 星期一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自我介紹→點名→資料詢問→題目練習→分組。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5 分鐘 自我介紹與認識大家 無 選數學小老師 
20 分鐘 建立學生的個人資訊 數學作業本  
15 分鐘 題目練習 數學作業本  

 說明：建立個人資訊主要目的是了解學生對數學的學習意願以及拿手科目，此外了

解學生未來的志願。 
 觀察紀錄： 

1．女生都很乖也很聽話，男生有時候比較不瞭解我所下的指令的意思，常舉手發問 
，其中鈺榮跟俊閔較活潑，經常發表自己的意見。承暉除了有一兩個指令不太了

解以及想要自己一組以外，其他一切良好。華智則是很安靜與聽話。 
2．學生對於數學課以及自己的未來想做什麼都很有自己的想法跟方向，很棒！ 

 教學心得： 
第一節課學生很聽話也很踴躍的發表自己的意見，希望往後的課程也能順利進行。 

 其他（或建議事項）： 
因為華智很乖，所以分組時將他與順文分至同一組，經由與導師討論之下，可能會有

所調動。華智因為太安靜因此我沒有注意太多，這點在往後的課程中會多注意，以及

留意其他學生的狀況。 

 總心得： 
國二的學生正面臨青春期，雖然比較活潑以及有主見，但是好好的溝通，跟他們

講道理，他們可以接受的話也是會很開心並願意配合。 
另外，一開始就跟學生說明規則，避免將來他們對於獎懲有所異議，他們也會欣

然接受。 
目前以亦師亦友的方式跟他們相處，感覺還不錯。學生都是需要讚美的，雖然只

有一節課，但是發現多讚美他們，學生的學習意願與配合度會提高很多。 

（二）100.07.18 星期一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開場→檢討作業→教學→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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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5 分鐘 開場（與學生聊天）、收作業 無  
15 分鐘 檢討作業 粉筆、黑板  
15 分鐘 教學：複習二元一次方程式 粉筆、黑板  
10 分鐘 活動：數獨遊戲 粉筆、黑板  

 說明：數獨遊戲最快完成的兩位學生有獎品（飲料），作為獎勵。 
 觀察紀錄： 

1．宗文、鈺澍、葆群是上課很踴躍發言的學生。女生一樣很認真，憶筑跟祐惠今天

也很認真，除了弘翔以及祐惠有小打瞌睡，而俊閔今天活潑到過分之外，其他同

學表現平常。 
2．二元一次的部分，偶爾會出現不同項也合併的狀況，分數型態的題目依舊對學生

來說壓力較大，普遍一看到題目直接就喊不會做。而在基本的計算上仍有計算錯

誤跟需要人提點的狀況。 
3．數獨遊戲除了兩位學生不願意參加外，其他學生皆很認真地參與遊戲。 

 教學心得： 
學生開始上課時都會一副沒有精神的樣子，需要適時點幾位學生回答問題，且需要下

去巡視學生作答的狀況，他們需要稍微的緊迫盯人，才能完成進度，但大體上學生都

能跟上課程的進度。 
 其他（或建議事項）： 
板書的版面的配置再整齊一些會更好。 

 總心得： 
上課時學生在我帶領的狀況下都能回答問題，但他們記不起正確的計算步驟跟規則，

自己作答和寫作業時總會東漏西漏或計算錯誤，可能是缺乏練習所致。學生對於國一

以及國小時所學的概念很多部分都是不完整的狀態。 

（三）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說明作業→講解回家作業→教學→預告下次上課內容。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 分鐘 說明作業以及訂正   
65 分鐘 教學：複習函數   
10 分鐘 1 到 15 的平方背誦   

 說明： 
 觀察紀錄： 

1．這次的回家作業是分數的二元一次，似乎對學生來說有一點恐懼，但其實並不是

他們不會，只是看到題目那麼嚇人就退縮了。 
2．函數的部分，我用機器來形容，達到不錯的效果，但是學生對函數的部分真的如

同他們自己所言，較不熟悉以及毫無概念，對他們來說仍有一些抽象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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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心得： 
學生會有小聲交談的狀況，除了討論答案之外也有像是告訴同學答案，像嬉鬧又像討

教，讓我很難去拿捏秩序的情況，不希望數學課太過於安靜，那會讓人覺得無聊以及

想睡覺，況且數學如果能互相討論互相進步是很好的，這樣上課的速度也會增進，只

是目前的狀況需要再做調整。 
 其他（或建議事項）： 

 總心得： 
對於每週一次的數學遊戲競賽，感覺還不錯！但還是希望學生可以更感興趣一些！下

課時有學生說：「 如果可以更活潑些會更好！」但是活潑的話不小心就會淪為七嘴八

舌的吵鬧，數學本身內容較抽象、枯燥還要常練習，希望我可想出更能貼近生活的數

學教學方法。 

（四）100.07.21 星期四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收作業→教學→數學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 分鐘 收作業、交代回家作業   
20 分鐘 教學：指數律複習、平方公式前導   
10 分鐘 數學遊戲：百格速問速算   

 說明：今天有學生因為掃地工作晚進教室，所以浪費了不少上課時間。 
 觀察紀錄： 
今天學生的狀況都還不錯，不過在指數的部分，學生的概念非常薄弱。最後的數學遊

戲，很快放棄的群組一下子就出現，很可惜，而很認真的同學則是到最後一刻都不放

棄，呈現兩極化。 
 教學心得： 

1．原本要開始教平方公式，但是發現學生的指數概念非常薄弱，感覺時間有些不足 
，希望可以多些時間，或是需要趕些進度。 

2．學生交作業的狀況還是零零落落，交代的事情很常忘記。 
3．玩遊戲得獎品對學生感覺很具吸引力，也能使他們較主動接觸數學。 

 其他（或建議事項）： 
建議最好有連絡簿記錄作業或是數學課可以排得平均一些。 

 總心得： 
每次看見不想聽課的學生就會想要點他回答問題，提起他的專注力，但這樣總是會對

不起很認真回答問題的學生，這真是兩難啊！真希望大家都可以很認真的聽數學課，

而不是當我說快抄的時候大家才開始提起筆來。 

（五）100.07.25 星期一 

 時間（時段）：10:00~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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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程：收作業→教學→隨堂考→教學。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 分鐘 收作業、訂正   
55 分鐘 教學：函數   
10 分鐘 隨堂小考：1~15 的平方   
10 分鐘 教學：乘方公式之平方和   

 說明： 
 觀察紀錄： 
學生對函數跟平方的概念稍嫌不足，看到函數的題目仍會不知所措。對於平方這個名

詞，他們不能很快連結到同樣的數乘兩次求出答案。 
 教學心得： 

1．今天上課稍嫌倦怠，沒有花太多心思準備有意思的內容使學生專注於我，所以感

覺學生們覺得今天課程內容稍嫌無聊。 
2．承暉跟冠宇今天都有交作業，很棒！希望可以抽出一些時間額外教他們。 

 其他（或建議事項）： 

（六）100.07.28 星期四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開場→教學。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 分鐘 開場、作業   
20 分鐘 教學：二元一次展開   
10 分鐘 教學：平方和公式練習   

 說明： 
 觀察紀錄： 
學生對平方和公式的應用學習得較快，今天也較專心學習，吸收速度很快。 

 教學心得： 
講課的速度拿捏不夠好，並且沒有將自我的情緒調整好，但學生認真上課讓人感到很

窩心。 
 其他（或建議事項）： 

 總心得： 
如果能多製造機會給學生在習題上或是回答上增加信心，會大大增加他們的學習意願 
，慢慢的增加與使用教學技巧，他們會慢慢的給予很多回饋。 

（七）100.08.01 星期一 

 時間（時段）：10:00~11: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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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程：考前複習→數學反應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45 分鐘 考前總複習   
45 分鐘 期末獎勵、百格數學遊戲   

 說明：第二節課，因公務而請陳彥伯教師代課。 
 觀察紀錄： 

1．第一節：大部分的學生能專心回答問題與上課，少數學生依舊對課程內容不太感

興趣，也不在乎成績。 
2．第二節：遊戲部分，學生都玩得很開心，但發現學生加減乘除的反應速度不夠熟

練。 
 教學心得： 

1．第一節：複習的部分，感覺大家依舊不夠熟練，但是慢慢的有認真在上課，他們

也會想替自己多爭取分數而努力。 
2．第二節：藉百格數學的遊戲發現，學生的加法、減法、乘法、除法運算，反應的

速度都不夠快，表示熟練度仍需加強，同學們的基礎不夠紮實。 
 其他（或建議事項）： 

（八）100.08.0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0:00~10: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數學 

 
 流程：檢討考卷→心得分享。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30 分鐘 檢討考卷   
15 分鐘 寫感謝小卡給導師   

 說明： 
 觀察紀錄： 

1．檢討考卷的部分，可以看得出學生對自己的分數很關心，大部分的人對自己的分

數還算滿意。 
2．寫小卡的部分，大家都很認真的寫，男生依舊不免有些草率，不過在過程中也發

現學生在國字認寫的能力有些弱，導師的名字不會寫也不知道是哪幾個字。 
 教學心得： 

從前半部分可以看出學生其實對自己的分數還是很在意，並不像考前所表現的那

樣，可以看出他們還是想學、想考好、想取得好成績，無奈進度落後實在太多，學習

對他們來說感覺是比較困難的東西。 
小卡的部分，是希望雖然大家的書讀得不是最好，但是要常懷感謝之心，因此我

希望他們能夠寫給最辛苦的導師們感謝的話語，給予導師回饋。而他們也很認真、很

用心的寫，讓我小小驚訝一下，他們其實真的是一群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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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 黃敬庭 

（一）100.07.1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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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15 自我介紹   
10:15~10:30 課前測驗 測驗卷  
10:30~10:55 介紹這四週所要教學的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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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協助教學：陳彥伯教師。 

 觀察紀錄： 
二年 B 班大部分的學生，對於課程較無熱忱，尤其是男生。而女生很乖巧，但課前測

驗的結果顯示女生的程度有待加強。 
 教學心得： 
今天第一次上二年 B 班的理化課，跟學生宣導了許多科學的精神和價值，但似乎感覺

不到學生們的上課熱忱，或許是第一次上課的關係，或者是我講話太無趣，故有些許

失落感。 
 其他（或建議事項）： 
盡量增加上課的趣味性，以提高學生們的上課專注力和興趣。 

（二）100.07.1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3:10~14: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視聽教室、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介紹理化實驗器材、教自編講義第 1 頁→教影印的講義第 4~9 頁→下課時間→

教自編講義第 2 頁。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10~13:30 理化實驗器材的介紹、教自編講義

第 1 頁 
筆記型電腦、理化

實驗器材 
 

13:30~13:57 教影印講義第 4~9 頁 自編和影印講義  
13:57~14:05 下課時間   
14:05~14:50 教自編講義第 2 頁 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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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 1．第一節課先到視聽教室，使用投影機播放實驗器材的圖片，並且事先去

理科教室借了實驗器材當教具使用。 
2．第二節課回教室上課，延續上一節沒上完的部分，繼續講解，以及介紹一

些基本的實驗注意事項和規則，最後利用一點時間進入基本測量的部分。 
 觀察紀錄： 
二年 B 班有部分學生似乎對我所給予的教具沒有極大的興趣和反應，尤其是女生。而

第二節課回到教室上課，以有空格的講義來教學，並用問答的方式來教授填寫，雖部

分學生有回答，但感覺是在亂回答且並無動筆書寫，儘管如此，還是有學生很認真的

在聽寫，如李宜臻同學，她遇到不懂的問題就會發問，雖然她的理解能力不是很好，

但她肯發問並聆聽。 
 教學心得： 
今天仍然不太能感受到學生的上課熱忱，但我會繼續嘗試各式各樣教學方法，直到他

們能認真的上課。其中我覺得李宜臻同學的上課態度相當不錯，不會就是要發問，沒

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 
 其他（或建議事項）： 
或許從課前測驗的問卷中無法完全認識學生們，所以下次我想從體育課中去試圖摸索

出他們喜歡的話題和東西，進而提升他們在理化方面的學習興趣和意願。 

（三）100.07.19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教自編講義。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55 教自編講義第 2~3 頁 自編講義 p.2~3  
 說明： 1．繼續介紹基本測量的部分，包含長度、體積、完整測量值的表示法。 

2．協助教學：陳彥伯教師。 
 觀察紀錄： 
二年 B 班有些學生仍然對我發下的空格講義，沒寫也沒在聽課，很令我擔心、頭痛，

還有他們一樣喜歡亂回應，因此我就故意試探，問他們一個錯誤的答案，結果他們都

回答我「沒錯」， 所以被我唸了一頓。還有位同學讓我有點擔心，因為他完全聽不懂

長度和容積之間的轉換，似乎對倍數這個概念不了解。 
 教學心得： 
果真我在上課時學生們都沒在聽，又愛裝出一副非常懂的樣子，這樣讓人真的很難捉

摸，他們之間的程度和理解力上似乎也有極大的差別。 
 其他（或建議事項）： 
我應該用考試的方式督促學生用功讀書，不會就罰寫，至於在編輯講義時也要思考一

下，因為學生程度有差別，需要稍微調動一下。 

（四）100.07.21 星期四 

 時間（時段）：13:10~14: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視聽教室、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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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程：教自編講義第 2~3 頁→下課時間→教自編講義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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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頁 自編講義  
13:55~14:05 下課時間   
14:05~14:50 教自編講義第 4~5 頁 自編講義  

 說明： 1．課程延續前天長度測量的講解，並增加質量測量的部分，包含科學符號

的書寫、平均值的概念、質量與重量的分別和簡單的單位轉換。 
2．協助教學：陳彥伯教師。 

 觀察紀錄： 
二年 B 班大部分學生，對我教授的內容沒有極大的興趣和反應，而我設計的空格講義 
，他們也幾乎沒有動筆書寫，又喜歡隨便回答問題。課後我請他們的數學老師去問他

們，其實他們都會，但我問他們時就裝作不懂或是亂回答。 
 教學心得： 
學生上課的熱忱一天一天削弱，而身為老師的我卻不知從何處下手。簡單來說，他們

就是不想讀書，愛吵鬧，像今天很多學生上課時趴著，叫又叫不動，很令人煩惱。 
 其他（或建議事項）： 
學生不想念書，因此我覺得有必要開會與其他課輔教師和學校老師來商討一下處理的

方法。 

（五）100.07.26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教自編講義。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55 教自編講義第 4~5 頁 自編講義 p.4~5  
 說明：今天介紹了質量測量，並教小數的乘法。 

 觀察紀錄： 
希望二年 B 班的學生能加油，還有上課能安靜和專心一點。 

 教學心得： 
希望自己能加油一點，學生也是，我只要求他們能安靜的在教室裡就好了。 

 其他（或建議事項）： 
我會不斷的去摸索，找到更好的方式去教他們。 

（六）100.07.28 星期四 

 時間（時段）：13:10~14:5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視聽教室、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教自編講義第 4~5 頁→下課時間→密度實驗的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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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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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頁 自編講義  
13:55~14:05 下課時間   
14:05~14:50 密度實驗的測量 影印的實驗講義、密度實驗

的儀器與材料（列於下表） 
 

 說明： 1．第一節課延續了前天質量測量的講解，接著講密度的的定義、單位及測

量方式，而第二節直接帶學生到實驗室進行物質密度的測量。 
2．密度實驗的儀器與材料：天平（包含砝碼）三組、量筒三個、燒杯三個 

、銅塊一個、鐵塊一個、鋁塊一個、細線一綑。 
 觀察紀錄： 
今天二年 B 班的學生比往常安靜許多，似乎有把學務主任對他們的諄諄教誨銘記在心

中。但第二節課進入實驗室進行密度的測量，卻變得相當吵鬧，還有人在實驗室玩鬧

而打破燒杯，事前已跟學生說過，進實驗室是相當嚴謹的一件事情，不准打鬧奔跑，

結果他們一個字都沒有聽進去。 
 教學心得： 
學生今天的行為真的很不可取，在實驗室裡也敢玩鬧，幸好今天沒有使用任何貴重的

儀器或是有危險性的藥品，否則非常容易發生意外。今天真的令我相當的生氣。 
 其他（或建議事項）： 
以後要先審慎評估一下學生的行為舉止，到底適合還是不適合進實驗室？以免再發生

類似今天荒唐的事件。 

（七）100.08.02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自然 

 
 流程：考試。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40 考試 自己出的考卷  
10:40~10:55 檢討考卷 自己出的考卷  

 說明：今天測驗這四週所學。 
 觀察紀錄： 
二年 B 班的學生，還沒記熟測量單位的英文縮寫和換算，考卷幾乎都空白。 

 教學心得： 
今天的小測驗考得唏哩嘩啦，我出的題目真的非常簡單，譬如公分與公尺之間的換算 
，但竟然沒幾個學生會寫，這根本就是考前沒有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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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系 楊筱韻 

（一）100.07.11 星期一 

 時間（時段）：14:00~14: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地理 

 
 流程： 1．自我介紹。         2．和學生說明「話我家鄉」的重要性。 

3．發下白紙請學生回答問題（我的家鄉在哪裡？我的家鄉有什麼特色？我的

家鄉有什麼古蹟？）。 
4．請每位學生上台介紹自己的家鄉。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 分鐘 自我介紹。   
 2 分鐘 和學生說明本節課上課內容為「話我家鄉」， 讓

學生了解「話我家鄉」的重要性。 
  

18 分鐘 發下白紙請學生寫下問題（我的家鄉在哪裡？我

的家鄉有什麼特色？我的家鄉有什麼古蹟？）。 
  

24 分鐘 每位學生輪流上台說明自己寫的內容，介紹自己

的家鄉。 
  

 說 明：地理的第一堂課是認識自己所住的地方，故安排此課程讓學生介紹自己的

家鄉，並藉由大家的分享進而對自己的家鄉有更多了解。也透過上台介紹

家鄉，訓練上台說話的能力。 
 觀察紀錄：有些學生上台可以侃侃而談，但大多都較內向害羞，需以提問方式來引導。 
 教學心得：學生的分享讓我更了解內門這個地方的特色，並藉著分享的過程中了解學

生的社區生活及興趣。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二）100.07.14 星期四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地理 

 
 流程： 1．講解位置的表示方法（相對位置、絕對位置）。 

2．講解經線和緯線的定義、特性、影響。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 分鐘 講解及舉例說明位置的表示方法（相對與絕對

位置），請學生在學習單上填上答案。 
學習單  

25 分鐘 講解經線和緯線的定義、特性、影響，並請學

生在學習單上填上答案。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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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先複習國一課程相對與絕對位置、經緯線的部分，之後再進入地圖比例尺

的部分。 
 觀察紀錄：由於我的講義設計大多用大表格呈現，學生在閱讀表格上有些不習慣，頻

頻舉手發問。因此，在解決學生閱讀表格的困難上，花了一些時間。 
 教學心得：講義設計以表格形式比較有統整性，但我在講解上的功力需要再加強；另

外，講解經線和緯線時，用地球儀可能會更清楚。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三）100.07.18 星期一 

 時間（時段）：14:00~14: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地理 

 
 流程： 1．複習經線與緯線的概念。   2．說明中央經線的概念。 

3．講解中央經線與時區劃分的關係。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8 分鐘 複習經線與緯線的概念。 地球儀、學習單  
 5 分鐘 說明中央經線的概念。 地球儀、學習單  
32 分鐘 講解中央經線與時區劃分的關係：

時區是中央經線左右各 7.5 度的範

圍，請學生畫出全球時區。 

學習單  

 說 明： 
 觀察紀錄：有些學生沒帶講義，所以課堂一開始在處理這件事；另外，學生交頭接耳

的現象頻繁，課堂上一直在維持班級秩序。 
 教學心得：從最基礎的概念開始複習，希望學生可以理解基本的經緯度與時區概念。 

（四）100.07.21 星期四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地理 

 
 流程： 1．講述以中央經線為基準來換算兩地時間的方法，講解兩題示範題，練習兩

題習題。 
2．講解比例尺的概念，換算比例尺，練習兩題練題。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5 分鐘 講述以中央經線為基準來換算兩地時間的方法，講

解兩題示範題，練習兩題習題。 
  

20 分鐘 講解比例尺的概念，換算比例尺，練習兩題習題。   
 說 明： 

 觀察紀錄：今天學生換位置，因此上課較安靜。 
 教學心得：認識兩地時間、比例尺的換算方法，在未來的生活中可以自由應用，希望

學生能夠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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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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13:05~14: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7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歷史 

 
 流程：針對國一下學期歷史部分做講解與重點整理。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05~13:50 說明日治時期臺灣面臨的挑戰與結果 無  
14:00~14:45 說明日治時期臺灣的反抗事蹟與日本統

治手段 
無  

 說 明：主要是進行補救教學，使學生在過去沒有精熟的部分加強印象。 
 觀察紀錄：國二的孩子顯得比較成熟，且願意學習，所以在教學上比較順利，不太需

要花時間管理秩序。 
 教學心得：這班的水準也不差，只要多加努力，沒有辦不到的事。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二）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13:05~14: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歷史 

 
 流程：針對國一下學期歷史部分做講解與重點整理。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05~14:45 說明日治時期日本在臺灣的經濟發展與

建設 
無  

 說 明：此部分延續上週日治時期的衝突，之後講解有關於日本在臺灣的發展。 
 觀察紀錄：今天國二的孩子比較活潑，秩序控管上有點吃力，再加上是下午第一節課 

，所以學生的精神比較渙散。 
 教學心得：學生都很聰明，只是學習上不知道方法，又較懶惰，所以成績表現上較不

好。 
 其他（或建議事項）：無 

（三）100.07.27 星期三 

 時間（時段）：13:05~14: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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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程：檢討考卷。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3:05~13:50 檢討第一大題部分題目 無  
14:00~14:45 檢討第二大題部分題目 無  

 說 明：針對學生錯誤的部分再次補強，加深印象並多做練習。 
 觀察紀錄：今天國二的學生早上受到學務主任的訓斥，所以比較乖。大部分學生的歷

史程度都還不錯！ 
 教學心得：學生們都很乖、很踴躍回答題目，所以帶他們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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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 王嬿茹 

（一）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7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綜合輔導 

 
 流程： 1．以詢問學生「性別與兩性的差異」作為開頭。 

2．請學生上台寫出他覺得男生／女生的特質為何，教師總結。 
3．利用學習單讓學生猜測各職業的性別，強調潛藏的性別刻板印象應被打破。

4．請學生寫下自己心中認同的奇人異士，不分性別。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05 詢問學生「性別與兩性的差異」，給學生

正確的第三性概念。   

15:05~15:20 請學生上台寫出他覺得男生／女生的特

質為何，教師針對學生所書寫內容做總

結，並帶出性別刻板印象。 
  

15:20~15:30 學生填寫學習單，教師強調各行各業中

都擁有優秀的男／女生代表，以打破學

生的性別刻板印象。 

學習單 
 

15:30~15:40 學生填寫學習單，藉由對奇人異士的介

紹，讓學生知道不論性別為何，都有閃

耀的人。 

學習單 
 

 說明：性別刻板印象普遍存在人們心中，即使口頭上說性別平等，潛意識中仍存有

既定的性別概念，故使用學習單，讓學生了解各領域中的優秀人士，並非只

限定於男生或女生，因此不應侷限自己的視野與未來。 
 觀察紀錄： 
二年 B 班的學生很活潑，我想跟彼此之間互相認識有關，雖然是和學生們初次見面，

但學生的秩序並無想像中的難以控制。上課時，有學生踴躍發言，也有學生一言不發 
。在進行學習單的部分時，有學生熱絡討論，並認真書寫，讓我感受到已引起他們的

興趣，所以不斷關心他們填寫的進度；但也有同學拒絕書寫，因尚未了解學生的學習

背景，所以並未強制之。整體而言，這是一班好帶動氣氛的班級！ 
 教學心得： 
因為課程議題是性別教育，學生顯得害羞卻又躁動，感覺得到青春期孩子的活力，是

之後可再深入的議題。另外，在這次教學中也發現可以教導學生自我肯定的概念，與

二年 A 班的學生相鄰，讓人感覺到彼此間的差異，但 B 班有部分學生讓我感覺到他們

對於學習的熱忱，面對不會寫的字，學生會勇於舉手發問，而不是默默跳過或是填寫

注音，為此，我認為協助學生建立自信，讓他們對學習有更多的熱忱是重要的。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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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8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綜合輔導 

 
 流程： 1．依喜歡當男生或女生將學生分成兩組。 

2．請各組派一名代表說明喜歡該性別的原因，並嘗試說服對方。 
3．請學生回座位，再依喜歡當男生或女生或是兩性皆喜歡做為分類。 
4．邀請更改立場或兩性都喜歡的同學做分享。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05 教師帶領學生回顧上週教學內容，複習

男女生的生理與心理特質差異。   

15:05~15:30 學生依喜歡當男生或女生分組，兩組各

派一名代表說明喜歡該性別的原因，並

嘗試說服對方。 
  

15:30~15:40 再次分組，依喜歡當男生或女生或是兩

性皆喜歡分組，請更改立場或兩性都喜

歡的同學分享。 
  

15:40~15:45 教師歸納學生分享的內容，說明身為男

性與女性各有其優缺點。   

 說明：以分享的方式，讓學生說出喜歡的性別之優點，及不喜歡另一性別的原因，

使其他學生了解每個人眼中的男／女生皆有不同特點；分享後再次分組，請

改變立場的學生分享其想法，以期能讓學生理解男／女生各自擁有的優缺點。 
 觀察紀錄： 
帶活動時，學生容易分心，和旁邊的同學打鬧，所以後來讓他們坐在座位上進行分享 
，多數學生很踴躍，感覺帶活動是他們喜歡的上課方式，但在帶活動之餘，也要讓學

生能遵守秩序，這是自己需再多加強的地方！ 
 教學心得： 
雖然一開始帶活動，學生容易分心，使我有點沮喪，不過要求學生回座位分享後，學

生的反應很踴躍，讓我覺得很開心！只是自己在活動後所做的歸納和結語，感覺尚不

足，可能不易讓學生了解教師想傳達的意思，關於這部分的不足，自己還要再加強。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三）100.07.27 星期三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4 人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 
 科目：綜合輔導 

 
 流程： 1．進行事件 Q&A。  2．說明正向思考的概念。 3．練習正向思考。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5:00~15:20 與學生進行事件 Q&A。   
15:20~15:35 從事件延續到正向思考，說明正向思考的概念。   
15:35~15:45 教師舉例，讓學生練習正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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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針對學生集體反應的事件，以 Q&A 的方式，讓學生寫下其感受；之後教導正

向思考的概念，並讓學生練習，讓學生嘗試能轉個角度看事件。 
 觀察紀錄： 

學生對於事件 Q&A 有很大的情緒反應，當老師說出學生可以把情緒發洩在紙上

時，不少同學都把紙揉成一團，甚至踩踏、槌打之，明知自己做為輔導老師，除了讓

學生的情緒有所出口外，也應加強後續的輔導，但不夠成熟的自己，在後續輔導部分

並無法真正發揮作用，使我對自己感到有些挫折。 
因為事件 Q&A 的進行，之後在教導學生正向思考時，恰可以此事件做為延伸，雖

然不敢貿然以學生集體反應的這件事做為例子，而是舉一些生活中的例子讓學生討論

並回答，但仍期望學生能學會轉個角度看事情。 
 教學心得： 
在這次教學，深刻體認到自己的不足，面對學生的情緒無法做適當的輔導，除了提供

學生發洩的管道外，自己也難以再多幫助學生些什麼，以一位輔導老師而言，這是很

大的挫敗。挫折之後，也該找尋自己再學習的方向與方式，讓自己再更充實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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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伯 

（一）100.07.13 星期三 

 時間（時段）：09:15~10:0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籃球場 
 科目：體育 

 
 流程：先跑操場，再打躲避球。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跑操場兩圈   
35 分鐘 打躲避球   

 說 明： 1．學生有點懶得跑操場，所以我跟他們一起跑。最後我示範躲避球給學

生看。 
2．協助教師：黃敬庭教師。 

 觀察紀錄：學生跑操場兩圈幾乎都跑不完，到最後就都用走的。躲避球玩得還不錯，

可是有些女生到最後就不玩了。 
 教學心得：下次改成跑操場一圈看看，跑最後的再另做處分吧！大部分學生玩躲避球

都玩得很開心，可是有少部分學生會在旁邊休息，希望可以找到方法讓他

們一起來玩。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二）100.07.14 星期四 

 時間（時段）：09:15~10:0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6 人 

 地點：籃球場 
 科目：體育 

 
 流程：先跑操場，再打躲避球。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跑操場一圈   
35 分鐘 打躲避球   

 說 明：今天改成跑一圈而已，躲避球分兩隊打了兩場。 
 觀察紀錄：今天大部分學生都有跑完操場一圈，對那些用走的同學，我叫他們多跑一

趟來回，比較有達到跑操場的用意。躲避球部分，還是有些學生不喜歡打

球，得找個辦法讓大家都有運動。 
 教學心得：感覺越帶越順手了，希望可以讓學生們都有運動。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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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0.07.19 星期二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操場 
 科目：體育 

 
 流程：先跑操場一圈，再測一百公尺短跑。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跑操場一圈   
25 分鐘 測一百公尺   
10 分鐘 回教室休息   

 說 明：先跑操場，再測學生跑一百公尺速度，最後因為下雨，提早回教室休息。 

 觀察紀錄：學生似乎不是很喜歡跑步，連跟他們說有大隊接力比賽，還是提不起他們

的興趣。不過仍有少數學生會認真跑，希望能藉由他們來影響其他同學。 

 教學心得：這堂課因為是學生很不喜歡的跑步，所以變得不好控制，上課秩序有點亂 
，管控能力要再加強。希望未來有機會可以讓學生對跑大隊接力有興趣。 

 其他（或建議事項）： 

（四）100.07.20 星期三 

 時間（時段）：09:15~10:00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15 人 

 地點：視聽教室 
 科目：體育 

 
 流程：帶隊到視聽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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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名及移動到視聽教室   
35 分鐘 看影片 筆電、投影機  

 說明：看影片《心中的小星星》。 

 觀察紀錄：一開始問學生想看什麼影片，結果都是回答《變形金剛 3》， 不是很想看 
《心中的小星星》。 可是影片播放後，他們看得還挺認真的，沒有人在睡

覺，而且偶爾還會有討論的聲音，感覺這類影片學生還是能接受的。 

 教學心得：感覺學生還滿喜歡看這類影片，下課還不讓我按暫停，之後有機會的話，

可以多放一些教育類影片讓他們觀賞。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五）100.07.25 星期一 

 時間（時段）：15:00~15:45 
 班級：二年 B 班 
 出席人數： 

 地點：二年 B 班教室、視聽教室 
 科目：體育 

 
 流程：先確認大隊接力的棒次順序，再帶到視聽教室觀賞影片《心中的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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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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大隊接力棒次   
30 分鐘 看影片《心中的小星星》   

 說 明：原本打算讓大家練習大隊接力，可是下雨了，所以提醒一下大隊接力的棒

次以及需要注意的重點後，就帶大家到視聽教室觀看影片。 
 觀察紀錄：這班學生很活潑，下雨天還是想去操場玩。到視聽教室後，一開始還不太

能安靜下來，不過影片撥放後，他們很快就安靜下來。 
 教學心得：大隊接力要排棒次時，我給學生很大的空間可以自己選擇棒次，希望可以

讓他們更積極投入班上大隊接力的比賽。至於看影片，之後如果時間足夠

的話，我希望可以讓學生互相分享心得，思考影片想傳達的意義。 
 其他（或建議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