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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創新： 
101 年國立高雄師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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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雅涵 

（一）101.07.17 星期二 

 時間（時段）：09:15~10:55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0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國文 

 
 流程： 1．介紹國文上課規則。 

2．國文前測。 
3．閱讀一篇文章並討論。 
4．進行文章活動「主人與小蝸牛」。 
5．趣味猜謎與語文程度試探。 
6．閱讀計畫。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9:15~10:00 國文前測   
10:10~10:15 文章閱讀與討論   
10:15~10:50 趣味猜謎   
10:50~10:55 閱讀計畫：兩本書   

 說明： 
1．國文前測：出題範圍為一年級國文第一、二冊，以了解學生程度。 
2．文章閱讀與討論：以一篇文章帶領學生思考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物，強調「觀

察」對生活與學習的重要性。 
3．趣味猜謎：進行猜謎遊戲，引起學生對國文的興趣，並從中穿插簡易生活國文

常識，以試探學生程度。 
4．閱讀計畫：與學生討論閱讀的書籍量，決定一個月閱讀兩本書以增進閱讀能力。 

 觀察紀錄： 
上課情況大致良好，學生對學習正規國文課程內容有些排斥，較喜歡遊戲性質的

上課方式。 
某些學生非常安靜，但經觀察後可能是不擅長表達自我想法；有一、兩位學生反

應較緩慢，但仍踴躍參與，其實學生比想像中吸收力更好，上課意願也頗高，提問與

回答都非常順利。 
 教學心得： 

這是第一次上台，非常緊張，幸好班級秩序大致良好，學生經過一年的國中生涯 
，都能配合，甚至主動協助我這位生手老師，也幸有班級導師配合，所以才能順利完

成今天的課程目標。 
第一節國文課主要是想引起他們的學習意願，希望他們能對國文產生興趣，不要

害怕國文，甚至喜歡上國文，因此未來可能會採用搭配活動的上課方式，來幫他們複

習一年級國文內容。 
 其他（或建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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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07.19 星期四 

 時間（時段）：09:15~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8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國文 

 
 流程： 1．對聯常識講解。    2．問答學習。     3．寫學習單。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9:15~09:20 對聯常識講解   
09:20~10:00 問答學習與填寫學習單 學習單  

 說明： 
1．對聯常識講解：解釋對聯規則，介紹對聯用途。 
2．問答學習與填寫學習單：以問答方式確認學生都了解對聯規則並填寫學習單。 

 觀察紀錄： 
上課情況良好，學生參與答題狀況也頗佳，經過提醒，學生在填寫學習單時變得較為

認真，也願意努力思考，但班上出現排擠同學狀況，經了解為該生個人人格特質問題 
，可能需要輔導，以便更容易融入班級學習。 

 教學心得： 
有些學生在上課時不太參與發言，原本以為是他們沒有興趣，詢問班級導師才知道是

因為這些學生本身就不太喜歡發言，但並非不認真聽講，所以學生學習狀況有些不是

只靠外表觀察可以得知，班級導師的配合非常重要，讓科任教師更容易了解班上狀況 
，才能妥善的處理。 

 其他（或建議事項）： 無 

（三）101.07.20 星期五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0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國文 

 
 流程：延續上一堂對聯的規則介紹，以進行對聯接龍的方式讓學生學習使用對聯規則。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15 複習對聯規則 學習單  
11:15~11:30 介紹較難的對聯規則 學習單  
11:30~11:50 對聯接龍 學習單  

 說明： 
1．複習對聯規則：複習上一堂課所教授的對聯規則。 
2．介紹較難的對聯規則：加入較難的對聯規則，使學生有更完整的認識。 
3．對聯接龍：以接龍回答方式讓學生完成學習單上的題目。 

 觀察紀錄： 
上課秩序有些混亂，學生非常活潑，上課進行問答時學生非常踴躍，甚至會互助合作

回答問題。少數的學生有受到排擠的現象，進行答題時會被其他同學嘲弄，經了解，

班級導師表示此為常態現象，問題出在該生本身，學校有長期對此進行輔導，因此可

不必過於在意，上課時維持正常秩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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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心得： 
要拿捏好對學生的態度，不宜過於嚴肅也不宜過於和善，過於嚴肅會使上課氣氛顯得

沉悶，過於和善就會使學生失去控制。提出的問題也要注意，若是討論到學生喜愛的

課題會使他們情緒高漲，反應熱烈，有利於上課氣氛，但有學生因此停不下來，會有

過於吵雜的風險。 
 其他（或建議事項）： 無 

（四）101.07.24 星期二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國文 

 
 流程：由上一堂課的對聯延伸介紹唐詩規則，並以遊戲賓果方式幫助學生回憶背過的

唐詩。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9:05 唐詩規則解說 學習單  
09:15~09:48 賓果學習單 學習單、投影片  
09:48~10:00 播放相關影片   

 說明： 
1．唐詩規則解說：解釋唐詩的由來，並介紹撰寫規則，注意事項。 
2．賓果學習單：以賓果方式讓學生回憶背過的唐詩，並善用第一節課學到的規則 

，由投影片上找出正確答案，藉此幫學生進行複習。 
3．播放相關影片：播放唐詩相關影片增加趣味性，增強學生對唐詩的喜愛。 

 觀察紀錄： 
學生學習狀況漸入佳境，上課有越來越多學生參與發言，學習較遲緩的學生也會試著

將答案唸出來，同班同學間有對某幾位同學冷嘲熱諷的傾向，但大致上都會互助合作 
，幫助答題。 

 教學心得： 
以賓果這種遊戲方式，學生間可以學會互助合作，雖然遊戲方式簡單但效果很不錯，

可以善用。學生對玩遊戲似乎百玩不膩，即使是相同的遊戲，只要能將課程內容融入

遊戲中，他們都能玩得很開心。這兩節課我備課有些不足，以學生的聰明才智，可以

教他們更多東西。 
 其他（或建議事項）： 無 

（五）101.07.27 星期五 

 時間（時段）：10:05~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6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國文 

 
 流程： 1．介紹新詩發展、新體詩與近體詩的不同之處，藉由朗讀不同的新詩了解其

形式。 
2．介紹論語的作者、發展過程、常見論語。 
3．以論語和新詩的介紹，與國一課程的課文作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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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05~10:55 新詩介紹 投影片  
11:05~11:30 論語介紹 投影片  
11:30~11:50 播放影片 影片  

 說明： 
1．新詩介紹：介紹新詩的規則、新詩的發展，向學生介紹幾首新詩，並展示新詩

的例子。 
2．論語介紹：介紹論語發展、作者、及常見的幾則論語內容，並作簡單的解釋。 
3．播放影片：藉由相聲、童謠等向學生展示詩的發展，並藉此引導學生學習語文

的重要，提升對國文的學習興趣。 
 觀察紀錄： 
學生大部分都有將注意力放在課堂上，少數幾人心不在焉，還有一位學生臉色很差（ 
據了解是因為生病感冒），全班學生一共 22 人，但出席人數非常不穩定，如此易造成

課程無法連貫，學習不夠完整。這堂課僅有 16 人出席，上課狀況也不太穩定，可能是

因為上課題材無法引起學生興趣。 
 教學心得： 

這堂課，上得有一點不高興，學生對正課興趣不大，一上到正課就會開始「低頭

沉思」， 甚至有幾位學生直接轉頭找人聊天，完全無視於教師的存在，有的更是一副

愛聽不聽的樣子；遇上喜歡的內容就興致勃勃、躍躍欲試、熱鬧非凡，但一遇上不喜

歡的、較枯燥乏味的課程內容，立刻興趣全失、精神萎靡。教新詩時學生反應極佳，

但第二節課教到論語的部分，一拿到學習單就趴下的趴下、聊天的聊天、縮在椅子上 
，一點認真上課的樣子都沒有。 

這兩節課，極大的反差實在讓人很不舒服，學生極低落的學習意願讓我感到灰心

喪志，唯有影片欣賞能燃起學生上課興致。甚至有學生主動要求不要上課，玩遊戲、

看影片就好，這實在不該是一個學生該有的學習態度。 
 其他（或建議事項）： 無 

（六）101.07.31 星期二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7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國文 

 
 流程：介紹國文常用的修辭，並引導學生針對句子進行分析，共計 15 種修辭。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9:05 修辭介紹 投影片  
09:15~09:45 修辭介紹 投影片  
09:45~10:00 影片欣賞   

 說明： 
1．修辭介紹：使用投影片介紹各種國文文學上常用到的修辭方式，並請學生針對

句子進行分析，學習如何判斷修辭。 
2．影片欣賞：針對下一堂課的上課內容先進行介紹，舉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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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錄： 
這堂課還算平穩，學生大致上都認真上課，少數幾位有些精神不濟，有一位學生奮勇

答題，平均而言，整體狀況良好。多多抽問學生，可以提升他們對課程的專注力，加

分可以提升某些學生的學習意願，女同學部分比較安靜，但仍有不少學生在抽到他們

時願意試著回答問題。 
 教學心得： 

這班兩週上課下來已經駕輕就熟，摸清楚他們的底，也比較知道如何去駕馭，其

實學生很單純，也很好拐，口頭上的讚美、加分、獎勵、及課堂後的一小段有趣的影

片就能讓他們投入學習，至少在上課時願意認真思考問題，他們要的獎品胃口也不算

大，糖果餅乾、文具用品，就能讓他們滿意。 
學生喜歡和教師「抬槓」， 但通常不是有意，只是想引起教師注意，或者只是因

為上課有些無聊想玩一下；愛聊天的，給他們幾分鐘，不用多，一、兩分鐘即可，當

我安靜下來，他們也會注意到教師，而不再聊天聊得這麼誇張，他們喜歡發表自己的

意見，喜歡針對自己有興趣的話題一直討論，適當的引導，可以讓他們充分發言，又

不影響上課秩序。 
 其他（或建議事項）： 無 

（七）101.08.06 星期一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國文 

 
 流程：檢查各週作業，說明繳交日期及加分規則，複習前幾堂國文課內容，做考前範

圍提醒，歇後語介紹，最後總體整理。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35 作業檢查、國文複習 講義  
10:35~10:55 歇後語介紹 投影片  
11:05~11:30 歇後語介紹 投影片、影片  
11:30~11:50 整理 影片  

 說明： 
1．作業檢查、國文複習：檢查學生各週作業完成狀況，並對各份作業再次說明講

解，制定明確的加分規則，鼓勵學生繳交作業。複習前幾週國文內容，做考前

範圍提醒。 
2．歇後語介紹：介紹常用歇後語，並帶出國文中的名著，如「三國演義」、「紅樓

夢」、「水滸傳」等，鼓勵同學閱讀，並認識常用歇後語。 
3．對整體學習做總整理，向學生確認每一堂課的上課內容是否有問題，並欣賞影

片。 
 觀察紀錄： 
學生繳交作業狀況很差，很多人不是忘記，就是當場告訴我他不會寫，明明一再提醒 
，有問題要發問，但學生總是要等到教師催繳作業才要告知教師他不會，這點有待改

進。上課時學生明顯心不在焉，常常被課堂外的事情拉走注意力，不然就是無視教師

趴著睡，上課秩序不佳，注意力也不佳，只選擇想上的部分聽課，沒興趣的就自己聊

自己的、睡覺或者是乾脆發呆，這些都有待教師幫忙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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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心得： 
這堂課上得很生氣，該繳交的作業都讓學生延期到這一週，卻還是收不齊，上課態度

散漫、心不在焉，也不在乎講台上的教師講的內容，還有學生一直吵著要玩遊戲，聽

說這班是由程度好壞不一的學生集合而成，但本質都還是學生，認真上課、專心聽講 
、跟從教師的上課進度，這不是學生該有的本分嗎？但明顯的，少部分學生並沒有這

項認知，一直干擾教師上課，讓我有種在國小上課的感覺。學生上課注意力不夠，教

師是該檢討是否教學不足、教學內容是不是讓學生聽不懂，然，當學生一直是一副不

愛上正課的樣子時，很難讓教師有動力將最好的教給學生，一堂課是由學生與教師構

成，必須相輔相成才能完成一堂完美的課，缺了哪一環都不行，這會是我未來改進的

方向。 
 其他（或建議事項）： 無 

（八）101.08.09 星期四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6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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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55 檢討考卷   
 說明：檢討考卷：檢討國文考卷，頒發禮物。 

 觀察紀錄： 
因為是最後一堂國文課，沒有什麼進度，學生較放鬆，整個班上的氣氛也較輕鬆愉快。

 教學心得： 
這是讓我很意外的一堂課，因為是最後一堂課，所以只是簡單的檢討考卷，並發送小

禮物、請學生寫回饋單。但上課秩序意外非常良好，回饋單也很認真地寫，以往以為

他們不認真、不喜歡的課，突然之間發現，其實他們很喜歡，表面上雖然冷漠，但其

實都有默默地在認真，考試成績不理想也會主動說要檢討，真的很令人意外和感動。 
 其他（或建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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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創新： 
101 年國立高雄師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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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系 洪鈺婷 

（一）101.07.17 星期二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0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英文 

 
 流程： 1．講解班規。    2．發下前測考卷。  3．發下英文小書給學生製作。 

4．講解前測單字題。 5．帶動單字拍擊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35 班規講示、進行前測 前測試題  
08:35~08:50 英文小書指導製作、單字解說 英文小書  
08:50~09:05 單字拍擊遊戲 黑板  

 說明：英文小書是為了增加課餘趣味而使用的教材，若有課餘時間再講解故事內容。

 觀察紀錄： 
班上學生大多對於 26 字母沒有很深的認識，多數的學生無法完成 26 字母的默寫。他

們喜歡遊戲勝於中規中矩的上課，上課還滿有反應的！班上的特教學生大部分沒有被

排擠的問題，除了一位女同學讓大多數同學反感，同學上課時會吐槽她，但聽說這種

情形跟以前比起來已經改善很多，相信未來有很多改善空間。 
 教學心得： 
一開始踏進這一班有恐懼感，因為學生很明顯的不喜歡上課只喜歡玩遊戲，但在帶動

遊戲過程中，其實也潛移默化的讓他們學習到英文單字，遊戲的進行如果設計的好，

可以激發他們很多學習動機。 
 其他（或建議事項）：希望下堂課想出多一點教學遊戲備案，以激勵學生自發的學習。

 總心得： 
對於智能及學習障礙學生我非常不熟悉，今天第一次接觸到他們讓我覺得很慌，看到

他們的前測成績也令我感到憂心，因為所有教材都要再編得更簡單才行，也要搭配更

多遊戲才能使他們願意多花心思學英文。對於關懷特教生的部分，我已經問過班上同

學有初步的了解，希望未來可以多多關照他們。 

（二）101.07.18 星期三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0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英文 

 
 流程： 1．發下講義後，教學生字母 A~J 的發音及單字。 

2．講解各字母的音標。 
3．進行單字圖片拍擊遊戲。 
4．配合學生的需要講解音標，並玩拍音標遊戲（複習與遊戲驗收成果交替進

行）。 
5．帶入賓果遊戲，請學生寫出各個單字，也複習數字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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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35 複習英文字母 A~J 單字 單字卡、字母講義  
08:35~08:40 複習英文字母 A~J 音標 單字卡  
08:40~08:50 講解 this is 句子及疑問句   
08:50~09:25 拍單字遊戲，拍音標遊戲，複習音標，

複習單字後玩賓果遊戲 
單字圖卡、作業本  

09:25~09:40 複習數字英文   
09:40~10:00 拍數字遊戲   

 說明：以小組競賽方式完成複習，較能幫助學生記憶。 
 觀察紀錄： 
班上幾位男同學英語能力較好，玩遊戲時幾乎都一馬當先，上課回答問題也多是前排

女同學和後面男同學；較可惜的是，其他學生比較沒有參與活動的傾向，也許是對自

己沒有自信。 
 教學心得： 
這兩次上課我都以帶動遊戲方式來激發學生學習，但我發現以速度取勝的遊戲很不利

於本來學習力就緩慢的學生，導致最後只有班上程度較好的學生在回答，其他人都只

坐在一旁觀看不願試試看。 
 其他（或建議事項）： 
希望下次上課可以進行每個人都能參與的遊戲，比如寫學習單、抽籤回答問題，來改

善班上學習力普遍薄弱的問題。 
 總心得： 
今天這堂課在進行賓果遊戲時，有兩位女同學不願意參與遊戲，他們嚷著不想再玩了 
，但是玩賓果遊戲其實是為了讓他們複習英文單字，他們也許不懂玩遊戲的目的。我希

望自己往後管理學生更有原則，也可以解說各個遊戲的教學意義，或是改變教學策略。 

（三）101.07.20 星期五 

 時間（時段）：10:10~10:55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1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英文 

 
 流程： 1．點名，說明回家作業，發下 K~T 字母講義，講解 K~O 字母音標及單字。 

2．玩吊死鬼遊戲，先說明遊戲規則，讓學生猜字母。 
3．講解 P~S 單字音標。 
4．玩拍單字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25 點名與說明回家作業   
10:25~10:35 講解 K~O 字母音標及單字 字母圖卡  
10:35~10:45 玩單字吊死鬼遊戲分組競賽 單字講義  
10:45~10:50 講解 P~S 字母音標及單字 字母圖卡  
10:50~10:55 玩拍單字遊戲分組競賽 字母圖卡  

 說明：將學生分兩大群寫不同的回家作業： 
一群是寫 A~Z 默寫，另一群是寫 A~T 單字+音標 5 遍。 



-232- 

 觀察紀錄： 
這次上課，女同學的參與度提高，也許是對遊戲更熟悉，兩個程度較好的男同學換位

子，故沒有造成都是他們在回答的狀況。各組的積分很平均。 
 教學心得： 
學生似乎很喜歡玩拍單字遊戲，原本我以為他們很快就會覺得厭煩，沒想到他們這次

主動要求玩拍單字遊戲。由於有換過位子，班上整體的表現活躍很多，遊戲有激發他

們快速又有效率學習的傾向。 
 其他（或建議事項）： 
希望我可以多關注一些上課不回答問題的學生，了解他們是否有不懂的地方給予協助。 

 總心得： 
二年級這班學生還滿可愛，雖然有時上課有點吵，需要兇一點他們才會停止，但看得

出來他們非常認真在玩遊戲，這也算達到學習的目的，因為玩遊戲過程中他們不知不

覺已經背下一些單字或是加深對那個字母的印象。 

（四）101.07.25 星期三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英文 

 
 流程： 1．發下 U~Z 單字音標講義及現在式講義，講解單字和音標，之後帶入畫圖接

龍遊戲及拍單字遊戲。 
2．講解第一、二、三人稱，並走到學生座位間抽問以檢驗是否學會。 
3．玩第一、二、三人稱的拍擊遊戲，進行時一邊複習剛才教的內容。 
4．用 ppt 講解第三人稱單數的動詞變化，接著講解現在式的用法及出現條件 

，帶學生寫學習單，並走到台下檢查他們是否確實完成及給予指導。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35 講解 U~Z 單字和音標 U~Z 單字音標講義  
08:35~08:45 畫圖接龍和拍單字遊戲 圖卡  
08:45~09:05 講解第一、二、三人稱 圖卡  
09:15~09:25 講解第三人稱單數的動詞變化 ppt  
09:25~09:30 走下講台抽問動詞如何變化   
09:30~09:50 現在式的講解 現在式講義  
09:50~10:00 走下講台抽問和檢查學習單 現在式講義  

 說明： 
畫圖接龍遊戲的玩法： 
請 5 位學生上台，5 位全都不能說話只能畫圖，我給第一位學生看單字圖卡然後畫

圖，第二位學生照著第一位學生的圖來畫，第三位也照著前一位學生的圖來畫，最

後一位學生不但要畫完而且要講出那張圖的英文單字。全程音樂計時，時間到音樂

停止時就不能有動作，在時間內完成者勝利。 
 觀察紀錄： 
班上的排擠情況很嚴重，今天玩遊戲時甚至有學生因為不喜歡組員乾脆棄權的情況發

生，影響到各組的積分競賽以及想參與的動機。可惜我不是班級導師沒有辦法更深入

的輔導，但是我會多加關注被排擠者的情形，有機會適時給予他們做人處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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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心得： 
二年級的學生表現情況算是正常，他們這週較進入狀況，知道應該寫什麼作業以及我

的上課形式。今天明顯看得出來他們對拍單字遊戲已經膩了，而新的畫圖接龍遊戲又

因為班上學生排擠情形導致參與感很不佳。但是排擠的情況是無法在短期內改善，現

在我只能想別的遊戲，讓他們以個人競賽完成，效果可能好一點。 
 其他（或建議事項）： 
希望下次上課我有新的方法可以管理這個班級的秩序，因為學生有時會在台下聊天，

制止後又再犯。 
 總心得： 
雖然二年級這班教起來比較辛苦，必須順應他們的個性調整教學方式，但我發現有很

值得我投入心思關懷與教導的一些學生（特教生與被排擠的學生其實挺用功，以及幾

個上課有反應的男同學）， 我內心很想找到適合的方法把這個班級帶起來，讓他們覺

得上課是有意義。對我來說，這一班是既有挑戰性又很值得教學的一個班級，甚至我

認為比起配合的一年級小天使班，我更想改變這個班級。 

（五）101.07.26 星期四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0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英文 

 
 流程： 1．發下 talking on the phone（助動詞講義）以及檢查回家功課。 

2．講解所有格的變化，接著抽點學生在黑板玩所有格連連看遊戲。 
3．分組競賽，各組代表要依主格寫出所有格，比賽速度快慢。 
4．講解所有格的習題答案，請學生上台寫出並給解答。 
5．用 ppt 上課，教師先唸過一遍與解釋單字片語，再帶學生唸一遍。 
6．觀看宋江陣的影片（因為教材有提到宋江陣的內容）。 
7．進行賓果問答遊戲，贏的一方可以先選飲料。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25 發下 talking on the phone（助動詞講義），檢查

回家功課 
助動詞講義  

08:25~08:35 講解所有格變化 所有格講義  
08:35~08:40 玩所有格連連看遊戲 單字圖卡  
08:40~08:50 進行遊戲，依主格寫出所有格比速度   
08:50~09:05 講解所有格的習題答案 所有格講義  
09:15~09:25 用 ppt 講解 talking on the phone 與單字片語 助動詞講義  
09:25~09:28 請學生跟著唸一遍   
09:28~09:40 看宋江陣影片（教師用相機拍攝的練習畫面） 助動詞講義  
09:40~10:00 進行賓果問答遊戲 ppt、黑板  

 說明： 
賓果問答遊戲：在黑板上畫兩個九宮格，九宮格裡各寫入 1~9 數字。ppt 上有事先準

備的 24 個英文題目，全班分成兩組，猜拳決定哪一組先選題回答，答對者可在九宮

格上選一數字圈起來，最後連出最多線的組別可以先選飲料。其餘就喝沒被選到的 
。（飲料是之前答應學生要請獲勝的組，我買了三大罐，用紙杯分裝給全班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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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錄： 
今天上課感覺班上學生比較活躍！可能是遊戲改變加上班上積極參與遊戲的學生帶動

大家一起積分競賽。黑板寫答案比速度的效果非常好，他們會為了得分而在台上背所

有格的單字。播放宋江陣影片引起他們滿好的反應，也許因為是這個地區的特色而班

上又有學生是練習宋江陣的團員，故能引起共鳴。最後的賓果問答遊戲設計有點問題 
，因為題目都很簡單沒有挑戰性，而且回答的人總是那幾個英文程度好的學生，導致

最後兩組賓果線數一樣。 
 教學心得： 
很開心這次費心想到的遊戲有點成效，至少看得出來班上有些學生願意背單字、按時

寫作業。不過今天遊戲過程中還是有些衝突發生，跟之前的問題一樣，班上有排擠同

學的風氣，以至於玩遊戲時會說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話，甚至影響遊戲進行。 
 其他（或建議事項）： 
希望可以改變學生繼續排擠同學的風氣，因為情況嚴重到幾乎一半的學生都會口出穢

言來羞辱被排擠的人。即使對方個性再怎麼樣不好，也不應該用排擠的手段來減低自

己的修養。但是聽班級導師說他們班也不是第一次這樣子，可能很難改變。 
 總心得： 
我雖然是科任教師，看到二年級這班學生這樣的表現，實在是為他們的未來感到擔憂 
。那兩位被排擠的學生不知為何很喜歡黏著教師，與他們聊天後發現他們本性也不差 
，只是沒有找到與人和諧相處的方法而已。其他學生品性也不差，很遺憾我沒有一堂

課可以教他們體諒與尊重。 

（六）101.08.01 星期三 

 時間（時段）：10:00~12: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英文 

 
 流程： 1．發下受格與序數講義，抽學生背誦 1~13 的英文。 

2．玩英文版心臟病遊戲（用英文說數字）。 
3．ppt 講解序數與回答問題。 
4．抽籤請學生回答序數的問題。 
5．播放一首英文歌 proud of you，並說明受格的用法。 
6．請學生玩拍單字遊戲，寫習題與宣布回家作業。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00~10:05 發下受格與序數講義 受格與序數講義  
10:05~10:15 抽背1~13的英文單字   
10:15~10:30 英文版心臟病遊戲（用英文說數字） 撲克牌  
10:30~10:45 ppt 講解序數與回答問題 序數講義  
10:45~10:55 抽學生回答問題   
11:05~11:10 英文歌 proud of you   
11:10~11:15 複習序數規則，最後一週抽獎活動說明   
11:15~11:35 受格講解 受格講義  
11:35~12:00 拍單字遊戲與抽問學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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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錄： 
數字心臟病遊戲還滿受到學生喜愛，他們一直還想再玩一次。上課時，許多學生分心

聊天，尤其是坐在第四排後面和第一排的學生。大致上學生都會主動寫課堂筆記。 
 教學心得： 
一開始學生玩英文心臟病遊戲的反應還滿熱烈，讓我很開心。但是在講解序數規則時 
，也許是課程本身比較悶，所以看到很多學生開始聊天，我必須一直警告他們或走下

講台巡視來維持班級秩序。 
 其他（或建議事項）： 
希望之後講課有趣點，聲音放大、放慢一點，讓每位學生都聽清楚我在說什麼。 

 總心得： 
到了第三週，我的感冒仍然沒有好轉，今天早上幾乎沒辦法大聲講話，一大聲講話馬

上就破音。而二年級的學生比較活潑愛講話，課程講解時，我的聲音沙啞又不夠宏亮 
，可能也沒有講得很清楚，導致有些學生說：「 有聽沒有懂。」我得多下功夫修正自

己的語速及解說方式。 

（七）101.08.07 星期二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0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英文 

 
 流程： 1．發下英文 543、月份、日期、 which 講義。 

2．先檢討助動詞講義的題目，再進行英文 543 講義的總複習。 
3．講解日期對話講義。 
4．帶學生唸兩遍月份英文，宣布回家作業，講完 which 的用法。 
（第二節課因為學校安排班級外出打掃，所以沒有進行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25 發下講義 英文 543、月份、日期、which 講義  
08:25~08:35 助動詞題目講解 助動詞講義  
08:35~08:45 英文 543 總複習 英文 543 總複習講義  
08:45~08:55 講解日期對話講義 日期對話講義  
08:55~09:00 唸兩遍月份英文 月份講義  
09:00~09:05 講解 which 的用法 which 講義  

 說明：「 英文 543 講義」是目前教過的文法總複習。 
 觀察紀錄： 
因為第一節課在趕課，講得很快，所以有些學生較分心，甚至我走下講台去問剛剛教

過的內容，有人答不出來。學生普遍漫不經心、興趣缺缺。 
 教學心得： 
今天我有準備英文遊戲來複習所學完的內容，可惜在第二節課，學校請這班學生外出

打掃，所以沒有玩到。 
 其他（或建議事項）：希望學生的後測考試順利。 
 總心得： 
雖然學生沒有玩到我精心準備的遊戲，但至少我把課程講完，總複習的講義也說明完 
，我盡力了。下次是最後一次上課，我決定帶給學生輕鬆的生活倫理課（海賊王教你

的事），也許會加上遊戲活動，也到了頒獎的時候，希望他們有個愉快的最後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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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1.08.09 星期四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1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英文 

 
 流程： 1．發下學習單「航海王教你的事」。 

2．講解「社交技巧 ppt」和「航海王教你的事 ppt」。 
3．玩品格大富翁遊戲，於遊戲結束後說明明天要頒獎的事情。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10 發下「航海王教你的事」 「航海王教你的事」學習單  
11:10~11:25 講解「社交技巧 ppt」和 

「航海王教你的事 ppt」 
「社交技巧 ppt」和 
「航海王教你的事 ppt」 

 

11:25~11:50 玩品格大富翁遊戲，講解頒

獎事宜 
品德大富翁 ppt  

 說明：品格大富翁遊戲，在教學資源網可以下載。 
 觀察紀錄： 
今天上課學生還是很吵雜，這週他們都心浮氣躁。玩遊戲時，感覺有比較靜下心來，

有些人似乎有體會到這堂課的意義，分享的很好。 
 教學心得： 
這堂課是昨天晚上臨時準備，因為知道他們的後測成績，就覺得我之前準備的遊戲題

目太難，倒不如換成一個與生活品格有關的課程。有些學生在品格相關問題回答地不

錯，若能影響一個人我覺得就有達到我的目的，因為他們班有排擠同學以及某些學生

說話較粗俗的問題，希望他們可以學習基本的社交技巧。 
 其他（或建議事項）： 
希望我有機會再教這樣的課時，舉例的部分不要太超過。我今天舉粗俗話的例子，隨

興講了幾句你很吵的台語，語氣不太好，怕學生反而學起來。 

 總心得： 
帶二年級這班的英文課，我每次上課都戰戰兢兢，總是希望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雖然事實證明–認真的學生會自動自發認真，不願意學習的學生還是停留在原

地。不過我已經盡力就好。 
這幾天收到班上幾位學生的小卡片，還有留在考試卷上感謝的話，我非常的感動 

！原來平時看起來安靜的某些學生，心中也是有自己的感謝想法。謝謝他們給我的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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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創新： 
101 年國立高雄師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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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殷 

（一）101.07.17 星期二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0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數學 

 
 流程： 
自我介紹→點名→利用題目複習國一上數學。（範圍：第一冊 1-1 正負數與絕對值、1-2
整數的加減、1-3 整數的乘除、1-4 指數律、1-5 科學記號，2-1 質因數分解、2-2 最大

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2-3 分數的加減、2-4 分數的乘除）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3 分鐘 自我介紹、點名 無  
42 分鐘 利用題目複習國一上數學 無  

 說明： 
因為學生已放假很多天，所以先以題目喚起學生對國一數學的概念，之後進行前測

評量，看學生對哪些部分較不懂，再進行教學。 
 觀察紀錄： 
許多學生上課都很踴躍發言，自行大聲告訴教師及全班同學該題的答案。學生對於上

台答題的要求也能做到，也都答對。上課氣氛很愉悅，學生都面帶微笑地回答問題。 
 教學心得： 
大部分的學生對於今天所複習內容之概念都很清楚，甚至還有學生面帶微笑地說題目

很簡單。但有些調皮的學生偶爾會故意答錯，回答非常離譜的答案，以吸引教師及同

儕的注意。（例如：已連續教了 3 個指數律的作法，22×22=24、23×24=27；(22)2=22×22=24 

，接著問(22)3=？）因為學生前三次都答對，而此問題是接續前面相同概念之題目，所

以合理推論學生可能故意開玩笑、故意答錯。倘若學生在之後進行前測評量時有答錯

的問題，那我就會再深入進行補救教學。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二）101.07.19 星期四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數學 

 
 流程： 
點名→以題目作答方式複習國一數學，先由教師講解，後由學生練習。（範圍：第一冊

第 3 章一元一次方程式：3-1 式子的運算、3-2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3-3 應用問題；第

二冊 1-1 二元一次方程式、1-2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1-3 應用問題，2-1 直角坐標平

面、2-2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3-1 比例式、3-2 連比例、3-3 正比與反比，4-1 變數

與函數、4-2 線型函數與函數圖形，第 5 章一元一次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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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90 分鐘 以題目作答方式複習國一數學 無  

 說明： 
因為學生已放假很多天，所以先以題目喚起學生對國一數學的概念，之後進行前測

評量，看學生對哪些部分較不懂，再進行教學。 
 觀察紀錄： 
學生依然能夠在上課時大聲地表達出自己解題的作法，雖然其中有一、兩題學生會亂

回答，但我猜測他們應該是不會解題，於是再對此題型進行講解。每種題型我都至少

出兩題，讓學生精熟學習到會解題、回答正確。 
 教學心得： 

由於其他科目都用遊戲的方式進行測驗，所以學生也要求在這堂課時進行遊戲。

但數學題目很難像其他科目一樣（將單字或地名等字卡放在黑板，作為教師提問的答

案，讓學生分組上台拍字卡回答）。 這節數學課上下來，雖然學生會一直要求玩遊戲

競爭，但是他們依然會乖乖聽我上課、大聲說出數學的解題方式及答案。 
有教師希望學生上課時都能很安靜地聽講，但我覺得這樣不太好。畢竟，複習的

用意是希望解題時學生能靠自己提取記憶，而非教師一再地反覆教學讓學生背誦記憶 
。此外，如果要求學生上課都很安靜聽講，這樣會造成他們上課無法自然地回答及表

現出自己能力好的一面，進而無法受到教師的肯定，也無法受到同儕的肯定，更無法

得到自我肯定。另一方面，也會讓我不清楚他們是否對這些上課內容還有印象、記得

要如何解題、解題技巧是否正確等。再者，學生可能會上課上到想睡覺。所以，我上

課時不會要求學生肅靜。 
另外，有 2 個較調皮的學生會在上課時，做些小把戲以譁眾取寵，雖然我有制止

過他們一次，但之後有學生反應他們這樣很吵。經過討論後，有教師願意在我上課時

出面制止他們，我之後也會再私下告訴他們適可而止。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三）101.07.20 星期五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1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數學 

 
 流程： 
點名→以題目作答方式複習國一數學，先由教師講解，後由學生練習（範圍：第二冊

第 5 章一元一次不等式）→對於所複習的國一數學內容有疑問者提問再講解一次→前

測考試（範圍：國一數學第一、二冊）→改考卷→訂正考卷。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5 分鐘 以題目作答方式複習國一數學   
15 分鐘 對於所複習的國一數學內容有疑問者提

問，教師再講解一次 
  

40 分鐘 前測考試   
30 分鐘 改考卷、訂正考卷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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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錄： 
我幫全班以題目作答方式複習完國一數學後，接著對學生說「如果對於所複習的國一

數學內容有疑問者可以提問，老師再講解一次，或者請隔壁會解題的同學教你。」幾

位學生自己看講義，幾位學生私下向我提問，另外有幾位學生在玩鬧，雖然我有制止

他們，並問說他們對於複習的內容有沒有疑問，但他們都說沒有，而且沒多久後又開

始聊天或玩起來。結果，考試下來全班都考很差，平均分數只有 34.4 分，考 50 分以上

只有 3 人，最高者 72 分。 
 教學心得： 

我覺得二年二班的學生今天上課時玩樂心很重，在上課時一直要求我要像其他科

目的教師一樣玩遊戲，但我沒有準備遊戲，所以在我複習完最後 2 題題目後，便讓他

們自習 15 分鐘，有問題者提問、我講解，接著進行前測評量。 
評量結果很差，我覺得大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出在自習的時候他們沒有認真自習，

因為之前上課時，學生都能夠大聲說出題目的解法、下一個步驟等。而由於自習時沒

有認真自習到精熟，以至於考試時看到滿滿兩面共 25 題選擇題的考卷，被嚇到腦筋

一片空白、無法流暢地運轉，導致越寫越沒自信、越沒耐心。我所推測的原因是如此 
，但無論如何，學生對於國一數學的習得與應用需要再加強的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因此接下來我會對全班進行國一數學的複習。而在控制學生秩序方面我自己需要再加

強，在利用遊戲吸引學生學習這方面我也會再思考。 
 其他（或建議事項）： 

（四）101.07.24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數學 

 
 流程：點名→訂正前測考卷。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90 分鐘 訂正前測考卷   
 說明： 

 觀察紀錄： 
今天學生都很開心地在訂正考卷，因為我利用了網路上的“Tetris Battle”遊戲作為

增強系統，讓學生依座位分成左右兩組對抗比賽。而他們對這遊戲很有興趣，且有競

爭關係，所以上課時明顯地提升了答題的踴躍程度。 
但在第二節的下半節課時，有少數幾位學生說因為不懂題目要怎麼作，所以不舉

手回答。於是我將遊戲規則由舉手搶答改為教師點名發表，說明這是因為教師想知道

每個學生的程度，所以被點名後回答正確的人就可以上台拼一塊積木。而我會依學生

的程度，給予不同程度的提示，協助他們完成作答。而學生由於自己能回答正確，還

能幫整組爭取榮譽，所以兩節課上下來，學生都是面帶笑容的。 
 教學心得： 

這次上課，我發現了增強系統的好處。雖然，它對於教學並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但卻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生的參與度。這個增強系統是我參考網路遊戲

自行製作，因此有些功能不同、有些地方不周詳，我會再改良。 
另外，我覺得利用這個遊戲當增強系統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訓練學生對空間

的智能，及訓練敏銳度，因為我只給拼拼圖的學生 5 秒的時間完成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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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是我首次使用這個增強系統，很明顯地感覺到學生參與課程的熱情。還有，

平時學業能力不好的學生，由於對這個遊戲很在行，所以可以很自豪的教導教師與其

他同學在玩這遊戲遇到問題時，可以如何轉動拼圖以填滿一行而得分。目前，我還有

想到其他的遊戲方式，將增加遊戲的困難度，以提升學生在遊戲中能獲得的成就感。

我計畫在接下來的課程中改變遊戲規則與玩法，製造新鮮感。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五）101.07.27 星期五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6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數學 

 
 流程：點名→複習 1-1 正負數與絕對值→以競賽方式分兩組，上台寫試題。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60 分鐘 複習 1-1 正負數與絕對值   
30 分鐘 以競賽方式分兩組，上台寫試題   

 說明： 
 觀察紀錄： 
學生上課的情況很不錯，有些學生會在我一邊教題目時，一邊大聲地說出答案或相對

的正確反應。之後，以競賽方式分成兩組上台寫試題的時候，由於我沒有將秩序掌控

好，導致兩組的人馬都圍在黑板寫題目，甚至有學生到隔壁組偷看答案。 
 教學心得： 
以競賽方式分成兩組上台寫試題的方式對學生來說很刺激，他們表現出的興趣及參與

度很足夠。但由於我沒有將秩序掌控好，現場非常混亂。因此，如果下次還要用此方

式競賽的話，必須更明確、詳細地告訴學生要依照座位順序一一接棒上台等規則。 
 其他（或建議事項）： 

（六）101.07.31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7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數學 

 
 流程：點名→複習整數的加減→複習整數的乘除。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50 分鐘 整數的加減   
40 分鐘 整數的乘除   

 說明： 
 觀察紀錄： 
今天上到整數的四則運算時，有一題題目為 7 (‐2)–(‐4)，12 號學生就問我「是不

是要先做(‐2)？」，我說先乘除後加減，他接著說「但不是要先做括號嗎？」，於是我

說「好！先做括號，那括號內為‐2，所以不用做了，接著先乘除後加減。」她帶著疑

問的眼神看著我，於是我再說「如果題目為 7 ［(‐2)–(‐4)］，那就必須先做［］內

的算式」， 我還沒說完學生就點頭以示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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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心得： 
今天教整數的加減及整數的乘除，學生大多沒有問題，只是在運算數字時會粗心。教

到整數的乘除的題目時，我點到 8 號學生回答問題「負負得？」，8 號學生能正確回答

「負負得正」讓我十分驚喜。因為他是特殊生，數學程度較一般生落後，他能學會讓

我十分欣慰。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七）101.08.07 星期二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0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數學 

 
 流程： 
點名→複習指數律、科學記號、質因數分解、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分數的加減 
、分數的乘除、解一元一次方程式、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直角坐標平面。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45 分鐘 指數律、科學記號、質因數分解、最大公因數與

最小公倍數、分數的加減、分數的乘除 
  

45 分鐘 解一元一次方程式、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直角

坐標平面 
  

 說明： 
利用翰林版國中數學第一、二冊課本，整理出各章節重點概念於課堂講解。在講解

每章節的重點概念時，給予學生與概念相對應的題目，使學生能將所學之重點概念

立即應用發揮。 
 觀察紀錄： 
今天第一節數學課上完時，由於學生向來表現良好，因此給予學生每人半條巧克力餅

乾棒。但第二節課時秩序卻非常亂，上課時我兩度停下來直接告訴學生要安靜上課，

有幾位學生有接收到我的要求，但還有少數的學生依舊嘻笑聊天，導致我必須提高音

量以壓制他們。於是，我收起笑容、換上嚴肅面孔，告訴學生題目在黑板，我要下去

看你們會不會寫。結果，有幾位學生根本不知道我在上哪裡，這讓我十分驚訝。後來 
，我站上講台說剛才這麼吵！我還以為你們這麼厲害，全都會了！結果，竟然還有人

連我在上哪裡都不知道！接下來的上課秩序都有被我壓制住，上課的進度也如預期地

順利。 
 教學心得： 

雖然，我比較喜歡學生上課活潑一點，但今天第二節課學生吵鬧的程度太超過，

使我無法負荷。或許是因為我第一節課發完小禮物後，沒有跟全班明確地表示獎勵理

由是因為他們上課表現良好，導致第二節課學生出現了脫軌的行為。又或者應該先將

醜話說在前頭，說明上課時是可以互相討論，但要克制一下自己的音量，不能太吵鬧 
、影響到上課，否則教師上課上不下去，那就只好考試，測驗學習成果了。 

中間換上嚴肅面孔演出後，雖然有效地控制了上課秩序，但學生上課時的應答互

動卻也連帶地被壓制下來，這樣的教學似乎僅止於教師的教授與學生的被動接受。如

何在一開始先擺好支點，使得接下來的教學能順利取得一個良好的平衡，這樣的技巧

對我來說難度甚高，需要向現場許多能夠得心應手的教師學習。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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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1.08.08 星期三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數學 

 
 流程： 
點名→複習國一第二冊數學（範圍：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比例式、連比例、正比與反

比、變數與函數、線性函數與函數圖形、解一元一次不等式、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應用）。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45 分鐘 複習國一第二冊數學   
 說明： 

 觀察紀錄： 
學生今天上課依然非常有精神，有幾位學生上課時聊天講話的聲音很大，但有鑑於昨

天我對班上此情況的處理方式讓他們有所反省，因此今天當我停頓下來時，有些學生

就有察覺異狀，出聲警告講話太大聲的同學。 
 教學心得： 
前一天收起笑臉、換上嚴肅表情演出後，有幾位學生私下向我表示說昨天我的舉止嚇

到他們。我則解釋是因為班上上課太吵，吵到老師要大聲吼叫才能壓過聲音繼續上課 
，因為喉嚨痛、傷心，因而生氣。那幾位學生也應和地說班上某幾位同學真的太吵。

私下跟我聊天的那幾位學生是上課非常乖的學生，他們可能認為我當時是在對全班包

含他們生氣而被我嚇到，因此以後要處理這種情況的話，應盡量避免用這樣的方式，

以免班上其他乖乖認真上課的學生也被修理到。 
 其他（或建議事項）： 

（九）101.08.10 星期五 
 時間（時段）：09:15~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0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數學 

 
 流程：發下後測考卷→檢討考卷。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45 分鐘 檢討考卷   
 說明： 

 觀察紀錄： 
今天檢討考卷時，有學生很可愛的說自己原本答案寫對，但因為上課時教師說答案是

「東 27」，所以最後寫答案時就改成「東 27」，但正確答案竟是她第一次自己算出來

的那個答案，所以她就很嘔氣，差點就可以得到 91 分。因此我就告訴她，數學很好玩 
，只要換一個數字就整個改變。要相信自己，像這次妳自己就有計算對，以後不管怎

樣要相信自己。 
 教學心得： 
教導學生正確的知識固然重要，但建立學生學習上的自信心也著實必要，否則學生學

會了正確的知識技能，但沒有信心發揮出來，學了也等於是無用武之地。因此，需要

給予學生更多的練習以鞏固學生的知識技能，並同時架構穩固的自信心。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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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創新： 
101 年國立高雄師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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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珈微 

（一）101.07.18 星期三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自然 

 
 流程： 1．教師自我介紹。 

2．生物–動植物細胞複習。 
3．生物總複習的賓果活動。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55 生物–動植物細胞複習，問答 自製複習講義  
11:05~11:50 生物總複習賓果活動 生物練習題講義  

 說明： 
幫學生複習一年級上學期的生物，加強學生記憶，第二節課藉由總複習的賓果活動 
，讓教師知道學生有哪些部分需要加強，以及哪些學生的學習程度比較跟不上。進

行賓果活動時，會請全班學生唸一次題目再作答，以增加學生對於題目的印象並且

較容易集中注意力。 
 觀察紀錄： 
我一進教室就有兩位學生主動過來跟我聊天、詢問我是否需要選小老師。上課過程中

反應非常熱絡，但還是會有學生習慣不舉手發言，對於不舉手的學生我會請他們舉手 
，若不遵守，我會採取漠視的方式，使學生知道若不舉手，教師是不會理會他的答案 
，之後的回答情況非常的良好。雖然在提問時有說明我會先選尚未舉過手或是較少舉

手的學生回答，但回答的學生還是固定那幾位。整體而言，並未有太過活潑的情況，

秩序方面有點吵雜但都還在可以接受、控制的範圍內，學生不喜歡教師上正課，會詢

問教師是否要玩遊戲。 
 教學心得： 
在上這一班的課之前，有事先打聽過學生的學習情況，所以針對學生學習意願低落，

但是喜歡玩遊戲的部分修改過教材，將考試卷改為賓果遊戲題目，因為考試和帶遊戲

一樣可以達到我要的效果，兩種方式都可以讓我知道學生需要加強的部分，在不影響

效果下改成學生較喜歡的方式能增加他們在課堂上的專注力。對於帶遊戲的結果，讓

我知道學生對於學過的內容明顯不熟悉，所以下一堂課會將考卷再重新講解一次。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二）101.07.23 星期一 
 時間（時段）：09:15~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1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自然 

 
 流程： 1．講解前測複習卷。 

2．細胞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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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9:15~09:40 講解前測複習卷 前測複習卷  
09:40~10:00 細胞講義–擴散作用 細胞講義  

 說明： 
由於上次玩前測卷的賓果遊戲有許多學生不會回答、或是無法理解題目，所以這次

課程主要講解前測複習卷並補充許多相關的複習資料，也告知學生這些講過的內容

在第四週都會考試。 
 觀察紀錄： 

講解考卷時，班上有三種學生：第一種是很認真上課並抄筆記、第二種是不抄筆

記、第三種是趴下睡覺。因此我發現單純講解及補充是無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已

學會的學生會安靜的聽講、認真的會抄筆記、不會也聽不懂的有少數會選擇睡覺，這

堂課我故意當作沒看到，等我講完考卷我就說這些是之後都會考，要學生都要學會，

也希望他們可以認真上課。 
發現課堂上有三位學生睡覺時，學生不會跟我報告，可是當只有一位特定的學生

睡覺時，會有學生跟我報告，並要求我要叫醒那位同學。 
 教學心得： 
今天的教學方式偏向比較正式的上課方式，我發現學生的注意力非常難集中，問答式

的教學方式會使學生的專注力比較好。 
 其他（或建議事項）： 

（三）101.07.26 星期四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自然 

 
 流程： 1．植物的運輸構造。 

2．細胞、植物運輸構造，複習卷的大富翁遊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55 植物的運輸構造 植物的運輸構造講義  
11:05~11:50 大富翁遊戲 機會和命運字卡、題目單、骰子  

 說明： 
複習植物的運輸構造，重點整理外加補充筆記。大富翁遊戲設計了 3 種題型：問答

題、填充題、是非題，藉由遊戲複習教過的內容，加深學生的記憶。 
 觀察紀錄： 

第一節課上課情況正常，但中間下課而我在準備下一節課要使用的教具時，有學

生圍著我並借走教具去玩，有一位學生未經我同意就將我貼在黑板上的磁鐵小人物給

拿走並藏起來，我一上課就要求他放回去，結果他竟然放回一個又拿另一個要收進自

己口袋，我只好嚴厲的要求他放回去並且回座位坐好。 
大富翁遊戲在分組時，有學生因為組別裡有某位同學就一直說不要跟他一組或是

發出哀怨的聲音。玩遊戲時也很明顯的發現，某些學生回答不出來時會有同學熱心幫

忙，但是當 A 生回答不出來時，全班安靜，A 生向旁邊同學 B 生問答案，B 生也故意

說他不會（B 生上課很認真，講義也很認真寫，而答案就在講義上），當下 A 生答不出

來一副快要哭出來的表情，我只好請他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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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過程中，因為 A 生不小心抽到退回起點，他們那一組的學生就跟我說：「老

師，我不要跟 A 生一組啦，他不是我們這組的。」、「帶賽」等字眼，這些情緒性的字

眼在課堂上顯得非常突兀，也令人不舒服。而他隔壁的 B 生也因為擲骰子時，走到暫

停一回合的地方，也被同組同學抱怨。整個遊戲過程中，只要剛好是 A 生或 B 生回答

，班上都會異常的安靜，而其他時候則是非常嘈雜。 
 教學心得： 

我非常認真的設計這個遊戲及題目，還製作教具–大骰子、機會和命運卡，但是

今天玩下來的情況讓我非常生氣，因為我都說可以看講義，之前也有說筆記、講義的

東西很重要我會考試，但還是很多人答不出來，因為上課沒寫講義，這真的很令人生

氣。要下課時，我發了一張作業是關於剛剛上課玩的大富翁遊戲的題目，可是竟然有

學生放在抽屜不帶回家，是根本不打算帶回家寫嗎？ 
我下週會讓學生知道什麼叫作業，我會一次讓學生寫個夠本。反正玩遊戲也玩成

這樣，該有的尊重也沒有，那就以後都正常上課，不上課就來多抄幾次講義，剛好可

以幫助記憶。這是我來到這裡後，第一堂讓我上到很生氣的班級。 
 其他（或建議事項）： 

（四）101.07.30 星期一 
 時間（時段）：09:15~10:55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7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自然 

 
 流程： 1．大富翁學習單訂正、罰寫。 

2．無性生殖講義。 
3．總複習學習單問答。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9:15~10:00 大富翁學習單訂正、罰寫 大富翁學習單、白紙  
10:10~10:30 無性生殖講義 無性生殖講義  
10:30~10:55 總複習學習單問答 總複習學習單  

 說明： 
1．早自習收作業時，只有一位學生認真寫完作業，收上來也只有 3 張，所以第一

節課要學生罰寫，目的在告知學生寫作業的重要性。（作業是為了讓教師知道學

生的學習情況，如果不寫，教師就當作全部不會，所以我們來抄寫到記住。） 
2．講解無性生殖的講義，並發下一張總複習學習單，抽學生回答問答題，剩下的

當作回家作業。 
 觀察紀錄： 

抄寫作業時，大多數的學生很配合也很認真，少數的學生在發呆、跟我說手痠、

或是寫一寫抬頭瞪我一下（或許他不是故意的，可是每次都覺得那位學生在瞪我），

大致上學生都很安靜的在罰寫（沒有交作業的把整張作業抄 3 次）。 
抄完作業後進行課程教學，很多學生目光無神的發呆，也不抄講義，所以我只好

威脅一下，告訴他們如果不寫講義筆記，就來抄寫整張講義，學生馬上就回神來補抄

筆記。 
因為第一節課大多數的學生都很認真抄筆記，所以我就不隨機考試，改成講解並

抽學生回答，很多題目都是重複的，大部分學生都有回答出來。 
 教學心得： 

已進入第三週，竟然讓我收作業收到要花一節課給學生罰寫，真的很誇張！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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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客氣，非常嚴厲的要學生抄寫，抄到都背下來。我認為他們已經是國中二年級

的學生，學生基本應盡的義務之一就是完成教師交代的作業，結果只有一位學生完成

作業。我當然不需要客氣，收起笑臉換上一副嚴肅冷酷的表情，狠狠處罰，教師不兇 
、不處罰就可以當作沒事，我無法接受。 

我之前為了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非常努力的設計遊戲、題目，換來的是全班幾乎

不交作業，所以我就把遊戲取消用來罰寫作業，以最原始且有效的方式讓他們學習，

目的都是一樣，但是學生讓我選擇了他們最不喜歡的方式來上課，希望這樣可以給學

生一點警惕，學生該做的事希望他們都有學到。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五）101.08.06 星期一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1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自然 

 
 流程： 1．自然複習卷考試。 

2．檢討考卷。 
3．趣味問答。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8:50 自然複習卷考試 複習卷考卷  
08:50~09:05 交換改考卷 複習卷考卷  
09:15~09:30 檢討考卷 複習卷考卷  
09:30~10:00 趣味問答 趣味問答題目  

 說明： 
第一節課進行考試，考卷內所有考題皆是上課講過或是玩遊戲時的題目。檢討考卷

時，我只挑了幾題容易混淆、有陷阱的題目來講解，另外再請學生提問。因為我上

課的節數不多，因此另外找了一些趣味問答來給學生加分。 
 觀察紀錄： 

考試情況大致良好，改考卷時，有位女同學跟我說班上有兩位特殊學生不會改考

卷，我覺得這不可以直接說出來，所以請周圍同學輔助。我有發現被特殊學生改到考

卷的學生，拿到自己考卷時，沒說什麼只是跟隔壁同學借考卷來對一次答案，這樣的

情況很好，不會說因為同學不會改考卷就抱怨到底是誰改的等等。 
檢討考卷很順利，學生都在等我出趣味問答。玩趣味問答時，有一位學生幾乎都

聽過也知道答案，所以他答了六、七題後，我請他先不要回答也不要說出答案，讓沒

聽過的學生先思考，那位學生很聽話，真的不說出答案，其他同學問他也不說，配合

度相當好，所以當大家都答不出來時，我便請他回答。一路玩到下課，下課時還剩幾

題，但有些學生希望將題目猜完，所以變成要繼續猜的人留下、要下課的人先下課，

幾乎全班都留下直到猜完題目，這班學生真的很喜歡玩遊戲。 
 教學心得： 
這是我最後一堂二年二班的自然課，看了一下考試的成績並沒有很好，雖然這也在我

預期之內，因為一個沒有讀書意願、不願意念書、整天只希望教師玩遊戲的班級，我

並不相信會有多好的成績，就連上課認真的學生也沒有考得很好，這讓我有點小失望 
。對這個班級有很多的感慨、失望以及無奈，連基本的自主學習意願都沒有，教師給

的再多、課程整理的再詳細也無法加強學生的能力。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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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創新： 
101 年國立高雄師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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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逸柔 

（一）101.07.16 星期一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社會 

 
 流程：講解自製講義內容（認識台灣的地理環境）。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55 認識台灣的地理位置與範圍、地形特徵   
11:05~11:40 台灣的海岸與島嶼、天氣及氣候與水文特徵   
11:40~11:50 介紹台灣八座國家公園   

 說明： 
 觀察紀錄： 
學生普遍不太喜歡寫字，對於複習以前所學內容有些不耐煩，但是大部分概念卻都已

經忘記。由上課的反應可以發現，他們較喜歡新鮮一些的內容及上課方式，對於圖像

較容易理解消化。 
 教學心得： 
和學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上起課來較不陌生，而學生也都會踴躍發言。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二）101.07.19 星期四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社會 

 
 流程：複習台灣的地理環境及各縣市特色。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9:05 複習台灣的地理環境及位置、各縣市特色 字卡  
 說明：以分組競賽的遊戲方式讓學生搶答教師所提出的問題答案。 

 觀察紀錄： 
用遊戲的方式來複習學過的內容，學生顯得較有興趣，課堂參與度較高。 

 教學心得： 
今天上課利用分組競賽的方式複習所學內容，也帶學生了解台灣各地的名勝景點及名

產，學生顯得十分投入。但是上課秩序似乎因此失控，下一次若要使用相同方式進行

要注意到學生的上課秩序。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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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1.07.23 星期一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1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社會 

 
 流程：講解自製講義內容（台灣的歷史<1>‐史前時代 ~ 清領時期）→複習台灣歷史（ 

分組競賽方式）。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55 講解台灣史前時代 ~ 清領時期歷史重要

事件及文化特色 
  

11:05~11:15 講解台灣史前時代 ~ 清領時期歷史重要

事件及文化特色 
  

11:15~11:50 分組競賽複習台灣歷史 字卡  
 說明：講解完課程內容後，以分組競賽搶答方式複習方才上課所學的內容。 

 觀察紀錄： 
學生普遍不太喜歡寫字，上講義的內容時，學生較不耐煩會一直催促教師上課的速度 
，因為他們想要快點進入遊戲競賽的部分，造成教師上課有些小壓力。 

 教學心得： 
學生比較喜歡非正式的上課方式，但是，從遊戲競賽中發現學生對許多概念仍不太熟

悉，即使是上一節課才教過的內容，在下一節課複習時也不太能回答出正確答案，大

部分都是經由台下同學的提醒後，台上同學才選出正確的答案。之後兩週，將持續用

這種方式多次複習相同的題目，希望能藉此加深學生的基礎概念。 
 其他（或建議事項）： 

（四）101.07.30 星期一 
 時間（時段）：11:05~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7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社會 

 
 流程：講解自製講義內容（認識台灣<2>‐人口、產業、各區域特色、聚落與交通）。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05~11:10 台灣人口分布、組成、特色   
11:10~11:20 第一級產業   
11:20~11:30 第二、三級產業   
11:30~11:50 聚落與交通、台灣北中南東各區域特色   

 說明： 
 觀察紀錄： 
學生上課反應熱絡，對於一些專有名詞（如都市化、高齡化社會、集約農業等）有基

本的概念。 
 教學心得： 
學生已經習慣這樣的上課方式，所以上起課來較為順利，無太大問題。只是對台灣各

縣市的特色或文化了解不夠，容易混亂（如回答西螺大橋在南投，但事實上在雲林） 
，未來上課會加強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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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五）101.08.10 星期五 

 時間（時段）：08:20~09:05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20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社會 

 
 流程：檢討後測試卷。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9:05 檢討後測試卷   
 說明： 

 觀察紀錄： 
上課秩序很 high，學生期待放假的心情使得檢討內容時有些不專心。 

 教學心得： 
這是最後一堂社會課，雖然有部分學生的考試成績不理想，但他們對社會課的參與度

已經算是十分不錯，考試成績其實並不能代表一切學習的表現，如果他們有在課程中

學到任何一點東西、聽進去教師說的任何一句話，對我來說已經足夠。常常給他們鼓

勵，希望學生能夠提升對自我的信心與價值感、提升學習的動機，這或許比考試成績

重要許多。 
 其他（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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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創新： 
101 年國立高雄師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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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子真 

（一）101.07.25 星期三 

 時間（時段）：10:10~11:5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9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綜合活動 

 
 流程： 

1．挑選心目中的夢中情人。 
2．描繪夢中情人的特質。 
3．寫出理想情人的條件。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55 夢中情人我來了 學習單  
10:55~11:05 下課休息   
11:05~11:40 理想情人換換愛 A4 白紙  
11:40~11:50 課程總結   

 說明： 
1．挑選兩個夢中情人，找出兩個夢中情人共同具備的特質。 
2．理想情人換換愛，讓學生了解理想情人具備的條件換了，不見得會影響對一個

人的愛意，或許也因此看到另一半自己過去沒有發現的特質。 
 觀察紀錄： 
學生容易聚在一起自顧自的討論感興趣的議題，而無法立即抓回注意力。 

 教學心得： 
結構化且封閉式教學的綜合活動課，是這個班十分重要且需要優先處理的課題。 

 其他（或建議事項）： 

（二）101.08.01 星期三 

 時間（時段）：08:20~10:00 
 班級：二年二班 
 出席人數：18 人 

 地點：二年二班教室 
 科目：綜合活動 

 
 流程： 
 教學計畫：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8:20~09:05 情人我願意 A4 白紙、ppt、投影設備  
09:05~09:15 下課休息   
09:15~09:50 愛與隸屬   
09:50~10:00 課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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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情人我願意：先讓學生欣賞影片，透過教師講解面對愛情可能會有的情緒心境。 
2．愛與隸屬：連結上一節課主題和上週課程，思考自己怎麼會願意想要進一步和

人成為伴侶交往，自己可以從這段關係中獲得什麼。 
 觀察紀錄： 
今天課堂採直接教學，並減少學生互動時間，因此課堂進度和秩序都還可以。但仍有

少數的學生抗拒完成作業，經過補救勸說，最後只有一個學生願意配合。 
 教學心得： 
上次的心得經驗，經過這週的施行十分有效。只剩最後一週就要總結，有點不知道從

何下手來完結課程，覺得時間長一點，我應該可以帶起這個班。 
 其他（或建議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