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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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論紀錄單 

（一）100.07.10 星期日 

 時間：100.07.10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楊筱韻、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

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第一天課程安排。 
2．訂購餐點負責人。 
3．導師工作事項。 
4．週五綜合活動課程安排。 

 詳細內容： 
1．第一天課程安排：第一、三節為導師時間，第二節為學校結業式。 
2．訂購餐點負責人：由李宜蓁負責。 
3．導師工作事項：選班級幹部（包含班長、副班長、衛生股長、學藝股長、風紀股

長、體育股長、各科小老師）、打掃工作安排、班級公約制定等。 
4．週五綜合活動課程安排：第一週為大地遊戲，第二週為影片欣賞，第三週為大隊

接力及趣味競賽，第四週為頒獎時間及團康活動。 
 省思、檢討：無。 

（二）100.07.11 星期一〈1〉 

 時間：100.07.11 
 主席：潘麗玉校長 

 地點：內門國中會議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呂偉銓教務主任、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楊筱韻、黃逸柔、陳慧殷、

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學生在校表現。 
2．學校規範。 

 詳細內容： 
1．學生在校表現：今日為上課第一天，學生大致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2．學校規範： 
（1）學生早上 8 點前到校（最遲在 8 點 20 分以前）。 
（2）每日早上，導師為前一天需改進的事項與學生作檢討，並為隔天需要準備的

事務向學生宣布。 
（3）中午午餐的添菜，可由學生自行打菜或指派幾名學生幫忙打菜，而抬飯菜的

學生可以固定 6~8 名，開學之後再予以敘獎。 
（4）垃圾之處理，每日中午派 2 名學生清倒一般垃圾，資源回收垃圾則是一星期

清倒一次。 
（5）若有升旗，則在升旗結束之後立即點名確認學生之出缺席。 
（6）學生請假務必填寫請假單（須請家長簽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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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點名表於每日結束放回學務處，隔天再從學務處拿回。 
（8）學生抽屜須淨空（安全考量：防止藏匿蛇類）。 
（9）對學生之管教，須同時給予規範或獎勵。 
(10) 學生上課時不可趴著，若有攜帶手機則先請學生關機或暫時沒收。 
(11) 午休時間須讓學生趴著。 

(12) 提醒學生攜帶抹布。 
 省思、檢討：無。 

（三）100.07.11 星期一〈2〉 

 時間：100.07.11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楊筱韻、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

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各班整潔及秩序比賽。 
2．特教學生或學習困難者。 
3．星期五綜合活動上課內容。 

 詳細內容： 
1．各班整潔及秩序比賽： 

（1）評分表已做出來。每日中午會派教師至各班打分數，最後一週會總結分數，

表現佳的班級會有禮物獎賞。 
（2）整潔包含走廊、黑板、教室座位、後面的垃圾桶、掃地用具區；秩序評分時

間則是早自修及午休。 
2．特教學生或學習困難者：各班導師彙整名單，須另外抽離的學生及科目於 7/17 回

報給隊長。 
3．星期五綜合活動上課內容：本週為大地遊戲，總共有四個關卡。每班分成 2 隊，

各由一位導師帶領，總共 8 小隊。 
 省思、檢討：無。 

（四）100.07.13 星期三〈1〉 

 時間：100.07.13 
 主席：潘麗玉校長 

 地點：內門國中會議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王伯華學務主任、鄭雅育教學組長、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楊筱韻、

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

黃敬庭 
 討論主題： 

1．打掃整潔工作。 
2．學生上課狀況。 
3．班上其他特殊狀況。 

 詳細內容： 
1．打掃整潔工作： 

（1）準備一乾一濕的拖把，方便拖地。 
（2）掃廁所工作務必確實。 

2．學生上課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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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若上課途中要上廁所或洗手並非絕對不允許，要視學生平時表現以及頻

率而定。 
（2）若學生上課精神亢奮，會影響到班級進度者，則請其至學務處。 
（3）若學生有不適當言行，可利用體育課時間和其對談。 
（4）上課中教師與學生勿針鋒相對，可以請學生去洗臉穩定彼此情緒。 
（5）上課的禮貌及規範須教導學生。 
（6）上課前若無法收心上課，可以請班長用導讀小短文的方式使學生收心。 
（7）適時給予讚美及及時糾正錯誤。 

3．班上其他特殊狀況： 
（1）排擠問題：教導學生以成熟心態面對，因沒有人有任何權力排擠任何人。 
（2）對學生從嚴開始，勿給予過度承諾或有所偏袒。 
（3）導師須全面關照學生。 

 省思、檢討：無。 

（五）100.07.13 星期三〈2〉 

 時間：100.07.13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楊筱韻、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

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黃敬庭 
 討論主題： 

1．上課唸短文。 
2．星期日出發時間。 

 詳細內容： 
1．上課唸短文：因為校長有此提議，故提出討論。在分析優缺點之後，經所有教師

投票表決結果決定暫不採用此方案。 
2．星期日出發時間：經投票表決後決定，下午 4 點在高師大集合出發到內門國中。 

 省思、檢討：無。 

（六）100.07.14 星期四 

 時間：100.07.14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楊筱韻、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

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黃敬庭 
 討論主題： 
綜合活動雨天備案。 

 詳細內容： 
綜合活動雨天備案：活動照常舉行，只是場地有所變更，改在走廊上及學校中庭。 

 省思、檢討：無。 

（七）100.07.15 星期五 

 時間：100.07.15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楊筱韻、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

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黃敬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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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論主題： 
1．星期五搭車回家時間及星期日集合上車時間。 
2．班級其他事務。 

 詳細內容： 
1．星期五搭車回家時間及星期日集合上車時間：搭車回家時間為中午 12 點 10 分，

星期日集合上車時間經投票表決後決定為下午 4 點。 
2．班級其他事務： 
（1）每日最後一節課結束時，須提醒學生關閉電扇、電燈、門窗。 
（2）打掃時間為第六節下課，請學生須確實打掃。 

 省思、檢討：無。 

（八）100.07.18 星期一 

 時間：100.07.18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楊筱韻、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

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特殊學生的抽離課程。 
2．綜合活動上課內容。 

 詳細內容： 
1．特殊學生的抽離課程：上課教室在校長室隔壁的會議室，麻煩有上抽離課程的教

師注意自己的上課時間及科目。 
2．綜合活動上課內容：大隊接力一班 13 棒（8 男 5 女），一圈 4 棒。 

 省思、檢討：無。 

（九）100.07.19 星期二 

 時間：100.07.19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楊筱韻、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

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第一週課表。 
2．其他注意事項。 

 詳細內容： 
1．第一週課表：第一週實際上課的課表請確認，要依實際上課內容填寫教學日誌。 
2．其他注意事項：晚上 6 點之後不要到教室，因為教室有裝設保全系統。若需要拿

東西請於 6 點以前拿完離開。 
 省思、檢討：無。 

（十）100.07.20 星期三 

 時間：100.07.20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楊筱韻、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

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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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論主題： 
搭車回家時間。 

 詳細內容： 
搭車回家時間：經投票表決後決定仍然維持中午 12 點 10 分。 

 省思、檢討：無。 

（十一）100.07.25 星期一〈1〉 

 時間：100.07.25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

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特殊學生的抽離課程。 
2．行前研習的討論紀錄。 
3．影片欣賞之 ppt。 

 詳細內容： 
1．特殊學生的抽離課程：上課教室在校長室隔壁的會議室，麻煩有上抽離課程的教

師注意自己的上課時間及科目。 
2．行前研習的討論紀錄：尚未上傳紀錄的請盡快上傳。 
3．影片欣賞之 ppt：在觀賞完影片之後，藉由 ppt 引導讓學生思考或獲得些什麼。 

 省思、檢討：無。 

（十二）100.07.25 星期一〈2〉 

 時間：100.07.25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

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綜合活動上課內容。 

 詳細內容： 
綜合活動上課內容：因為星期五可能會下雨，所以原先規劃的大隊接力比賽需要順延

至下週。經投票表決，這週綜合活動改成歌唱比賽，原先安排的大隊接力比賽改至下

週一第七節的體育課實施。 
 省思、檢討：無。 

（十三）100.07.26 星期二〈1〉 

 時間：100.07.26 
 主席：潘麗玉校長 

 地點：內門國中會議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呂偉銓教務主任、王伯華學務主任、鄭雅育教學組長、陳彥伯、盧藝文、

李宜蓁、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宋柔穎、王嬿茹、

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期末評量。 
2．結業式。 
3．學生行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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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 
1．期末評量： 

（1）一年級取全校排名成績優異前 5 名，二年 B 班取成績優異者 2 名，有獎學金

獎勵。 
（2）特教學生可另外評量（以不同考卷內容）。 
（3）感謝史懷哲教師的付出及努力。 

2．結業式： 
（1）下週五 8/5 第三節舉辦結業式，地點在視聽教室。 
（2）結業式流程需再加以構思。 

3．學生行為問題： 
（1）有家長致電學校反映學生在校行為問題，希望教師能妥善予以處理。對不同

學生採取不同策略及標準。 
（2）「 教學是種藝術，隨時皆在改變。」故教師須有好的應變能力。 

 省思、檢討：無。 

（十四）100.07.26 星期二〈2〉 

 時間：100.07.26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

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期末評量之考試日期及時間。 
2．結業式。 
3．整潔及秩序比賽、歌唱比賽。 

 詳細內容： 
1．考試日期及時間： 

（1）最後一週的星期三考試，星期四檢討考卷。 
（2）下週一晚上各科考卷須交出來，各科教師自行協調，不同班級教同科的教師

自行協調出題範圍。 
2．結業式： 
（1）司儀經投票表決由陳彥伯擔任。 
（2）教師代表致詞者經投票表決由王婷鈺擔任。 

3．整潔及秩序比賽、歌唱比賽： 
（1）整潔及秩序比賽只取第一名，頒發飲料及餅乾。 
（2）歌唱比賽的獎品為文具組合。 

 省思、檢討：無。 

（十五）100.07.29 星期五 

 時間：100.07.29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

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每天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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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 
每天的晚餐：因為上週訂便當人數金額不足，以至於無法外送，所以討論這週晚餐是

否統一訂購。經投票表決後決定，星期一、二、四皆須一起訂購便當。 
 省思、檢討：無。 

（十六）100.07.31 星期日 

 時間：100.07.31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

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星期一大隊接力。 
2．考卷出題。 
3．歌唱比賽。 
4．結業式。 
5．其他事項。 

 詳細內容： 
1．星期一大隊接力：決定四個接力區的棒次分配及負責的工作人員。導師前 15 分鐘

帶領同學熱身，下午 3 點 15 分至 3 點 20 分須集合整隊至司令台，之後便開始比

賽。 
2．考卷出題：決定二年級的各科考卷出題人員。各科考卷統一在下週一晚上彙整後

交出。 
3．歌唱比賽：歌唱比賽晉級決賽的學生須在星期二之前交出決賽的歌曲曲目。 
4．結業式：當天司儀經投票表決後選出的人員是李宜蓁。 
5．其他事項： 
（1）教學日誌寫好之後請上傳 FTP。 
（2）學生觀察紀錄表須填寫，但是不需要上傳 FTP。 
（3）若有拍照者請記得將照片上傳。 
（4）有使用學校筆電者，請將桌面檔案清理乾淨再還給學校。 
（5）宿舍及教師工作室須在星期四清理完畢。 
（6）星期五返家時間仍然維持中午 12 點 10 分。 
（7）之後每天晚上 5 點 30 分為晚餐時間，6 點則為開會時間，大家都必須要到。

 省思、檢討：無。 

（十七）100.08.01 星期一 

 時間：100.08.01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

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大隊接力。 
2．宣導交通安全、霸凌等議題時間。 
3．學生名單提出。 
4．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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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 
1．大隊接力：因為今日下雨以至於大隊接力比賽須中斷。經投票表決後決定大隊接

力改期舉行，改成星期二下午第六節（各班課程將因此有所調動）。 
2．宣導交通安全、霸凌等議題時間：校方有意借用一些時間宣導相關議題，詢問各

班導師之後，依各班可挪出的時間借用約 5 分鐘來宣導讓學生明白。 
3．學生名單提出：各班有特殊表現的學生（表現好與較差者）， 由各班導師提出名

單，於星期四交出。 
4．考卷：各科最慢於星期二早上提出紙本。 

 省思、檢討：無。 

（十八）100.08.02 星期二 

 時間：100.08.02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

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考試。 
2．班級門窗。 

 詳細內容： 
1．考試：一年級取全校成績前五名，各班尚有 2 名表現優良的名額，學校有獎品可

提供。各科成績整合後交給各班導師。 
2．班級門窗：下課放學後，教室門窗須提醒學生要確實關上。 

 省思、檢討：無。 

（十九）100.08.04 星期四 

 時間：100.08.04 
 主席：陳彥伯 

 地點：內門國中二樓音樂教室 
 紀錄：黃逸柔 

 出席人員：陳彥伯、盧藝文、李宜蓁、黃逸柔、陳慧殷、蔡翔宇、巫怡寬、王婷鈺、

宋柔穎、王嬿茹、謝孟庭、黃敬庭 
 討論主題： 

1．星期五結業式流程及注意事項。 
2．星期五搭車回高師大時間。 
3．打掃宿舍及辦公室。 

 詳細內容： 
1．星期五流程及注意事項： 
（1）第一節下課後導師集合學生帶往視聽教室。進去視聽教室後，導師發下最佳

人氣王的選票讓學生票選，之後再收上來。 
（2）結業式之詳細流程：校長致詞→頒獎時間→教師代表致感謝詞→頒發史懷哲

教師感謝狀→回顧影片→禮成。 
2．搭車回高師大時間：經投票表決後維持中午 12 點 10 分。 
3．打掃宿舍及辦公室：由隊長隨機分配人員分別打掃辦公室及宿舍，在今日晚上須

完成清潔工作。 
 省思、檢討：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