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 課表 

 一、二、三年級 

09:10~10:00 破冰遊戲–認識時間（課輔教師–蔡涵禎） 

10:10~11:00 音樂（課輔教師–鍾依寰） 

11:10~12:00 賓果大作戰（課輔教師–陳慧娥） 

 

� 教學日誌 《第 54頁》 

� 討論紀錄單 《第 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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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重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延長執行期限）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教學日誌教學日誌教學日誌教學日誌（（（（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英語英語英語英語系碩士班系碩士班系碩士班系碩士班    蔡涵禎蔡涵禎蔡涵禎蔡涵禎 

（（（（一一一一））））98.10.25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第一節 

� 班級：一、二、三年級 

� 地點：一年乙班教室 

� 科目：團康 

� 出席人數：6人（國一 4人、國二 1人、國三 1人） 

� 流程：自我介紹→認識彼此→了解學生預期的課程 

� 活動計畫： 

� 活動內容： 

Time Procedure Aids 

09:30~10:10 Teachers take turns introducing themselves. 

10:10~10:20 Students take turns introducing themselves. 

10:20~10:30 Students share their expectations for the lessons. 

blackboard 

chalk 

snacks 

� 說明： 

Teachers took turns going to the front to write down or show something about themselves. 

Students were asked to guess something about the teachers. They would get rewarded if 

they got it right. After that, students had a chance to ask anything about teachers. 

� 觀察紀錄： 

Most students were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activities. Two of the students, however, seemed 

to be quite shy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y left after the second period. Students may feel 

exhausted after a long week. 

� 心得： 

It’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kids are safe and sound. Since we’re here to help with their studies, 

it’s hoped that they can really be motivated to learn even if we’re with them. I’d like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all those who kindly devote themselves to this project. I’m sure the student 

teachers will learn and grow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and others. May the dreams of all the teachers-to-be come true. 

� 小組討論： 

� 日期：98.10.25 

� 成員：慧娥，涵禎，亞璇，依寰 

� 主題：98.11.01課程安排 

� 建議事項： 

在教學方面，可嘗試協同教學，英文課程可以不用分年級上課，只要異質分組採合作

學習法即可，必要時再進行個別加強或輔導，教學內容再由所有英文科老師共同討論

決定。除了加強學生課內的部分，希望在課程安排上能多增加他們生活經驗的部分，

盡量提供他們市區學生有的生活刺激。Let us be students’ window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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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重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延長執行期限）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教學日誌教學日誌教學日誌教學日誌（（（（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音樂音樂音樂音樂系系系系    鍾依寰鍾依寰鍾依寰鍾依寰 

（（（（一一一一））））98.10.25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10:10~11:00 

� 班級：一、二、三年級 

� 出席人數：6人 

� 地點：一年級教室 

� 科目：音樂 

 

� 流程： 

我先示範圖畫與聲音的關係，然後讓同學創作音樂圖畫；練習過後再播放音樂，讓同

學替音樂想畫面或故事情境。教學目的主要是讓學生體驗音樂中的線條關係，並發揮

想像力。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15 教師示範 A4白紙及 

彩色筆 

 

10:15~10:30 同學創作與發表 同上  

10:30~11:00 撥放音樂讓同學自 

由發揮 

同上 示範音樂： 

Rimsky-korsakov 

1．The Flight Of The Bumblebee 

2．Scheherazade: The story of the 

kalender prince 

� 說明：出席同學兩個人一組為單位來創作。 

� 觀察紀錄： 

大部分同學都滿有創意，還會替作品加台詞。但是有幾位同學感覺較被動，參與度較

低。應該考慮一人一張白紙取代分組較好。此外，同學都很在意別人看自己作品的眼

光（尤其是女生）， 並且較害羞發表意見，未來更加認識後，課程安排可以在表演藝

術多加著墨。還有一點是同學在對話框中的錯別字有點多，雖然跟我的科目沒什麼相

干，但是還是希望相關科目的教師多多關照！ 

� 教學心得： 

有同學在圖畫中描述人群在山中被暴雨包圍，試圖喊救命。我覺得看了有點心疼。不

過很高興他們願意在圖畫中發洩自己的心情，因為對我來說，音樂或許就是分享的過

程，本來就沒有對或錯，這才是藝術之所以不朽的原因。我會好好的把同學的作品保

留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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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重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延長執行期限）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教學日誌教學日誌教學日誌教學日誌（（（（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育系碩士班教育系碩士班教育系碩士班教育系碩士班    陳慧娥陳慧娥陳慧娥陳慧娥 

（（（（一一一一））））98.10.25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日日日日 

� 時間（時段）：09:00~12:10 

� 班級：一、二、三年級 

� 出席人數：6人 

� 地點：三民國中（安置於普門中學） 

一年乙班教室 

� 科目： 

� 流程：詳見教學內容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9:40~10:10 破冰遊戲–認識時間（教師） 小點心 涵禎 

10:10~11:00 音樂 紙、色筆、音樂 依寰 

11:10~12:10 賓果大作戰（全體師生） 紙、筆 慧娥 

� 說明： 

1．破冰遊戲–認識時間：涵禎老師主持。介紹每位老師，讓學生猜與老師相關的

事情三件。 

2．音樂：依寰老師上課。學生兩兩一組，有「畫圖說出代表之聲音」及「聽音樂

畫圖」等活動，其餘老師協助鼓勵學生。 

3．賓果大作戰–認識學生：慧娥老師主持。由於有兩個學生趁休息時間離開，故

僅剩四名學生，請老師們一起參加。仿賓果遊戲，畫 3×3 格子，依據教師指示

填入個人資料，參與者輪流喊號碼，全體師生均須分享。先得到 5條線者優勝。 

� 觀察紀錄： 

1．兩位男生 Bukun 和 Yasn 比較活潑，在破冰遊戲中，Bukun 答對很多問題；在音樂

課中，也較勇於發表自己的看法，且較能代表小組發言。 

2．音樂課中，可發現坐在中間的雨潔及佳柔較為內向沉默，特別是雨潔，到了後來

的活動甚至前往書櫃取書，看起來似乎有些疲倦、無心於上課。兩人於第二節休

息時間離開。 

3．音樂課中，依寰播放大黃蜂的飛行，請同學畫出自己聽到音樂的感覺。秀華那組

畫的是山崩、大雨、閃電、一大群人、村莊、逃命。可見八八水災在孩子們的心

中還是留下很大的震撼。 

4．決定發表順序時，涵禎提供的骰子引起學生的高度興趣。 

� 教學心得： 

1．這次主要帶的活動是「賓果大作戰」， 原本打算在第三節的分組活動中，拿來進

一步認識自己小組的學生，並瞭解其學習狀況，需要協助的科目。然而學生人數

出席並不踴躍，故在第二節下課與夥伴們討論時，提出該活動，經夥伴們同意後

施行。因為人數太少，請其他夥伴一起參加。 

2．實施過程：師生均能踴躍分享、提問與交流。但秀華到最後似乎有些疲倦，後來

趴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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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於自己一時沒記起秀華及同組同學的名字，故在課堂實施中無法直接叫名字，

此為自己不足之處。 

� 小組討論：（詳細討論內容已另外填寫於討論紀錄單中） 

� 日期：98.10.23 

� 成員：慧娥、涵禎、亞璇 

� 主題：課程規劃 

� 其他（或建議事項）：略 

� 總心得： 

雖然本來就知道出席的學生人數不會太多，不過這次的人數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的少。一週上七天課，對學生而言的確是個很大的負擔，所以關於學生們出席情形的

不踴躍，我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之後的課程，很有可能變成極小班，甚至是一對一的

教學，夥伴們在準備課程上，方向也可能要據此微調。 

此外，很感謝夥伴們的配合，一同參與最後的賓果認識遊戲，也不吝與大家分享 

。對於這次沒有上課的翔宇、愷羚、亞璇感到抱歉，原本說好的分組時間，最後還是

拿來上大堂課，很謝謝大家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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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重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延長執行期限）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教學日誌教學日誌教學日誌教學日誌（（（（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英語英語英語英語系系系系    張愷羚張愷羚張愷羚張愷羚 

（（（（一一一一））））98.10.25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9:00~12:00 

� 班級：一、二、三年級 

� 出席人數：6人 

� 地點：三民國中（安置於普門中學） 

� 科目：課輔 

 

� 流程：破冰、聽音樂畫圖，玩遊戲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09:50~11:00 破冰、聽音樂畫圖   

11:10~12:00 利用玩賓果來更加了解學生   

� 說明： 

� 觀察紀錄： 

學生們對於八八水災還是心有餘悸。 

� 教學心得： 

今天來的學生真的有點少，讓有些人覺得空閒沒事做。 

� 其他（或建議事項）： 

希望以後學生人數可以多一點。 

� 總心得： 

破冰遊戲結束後，依寰讓大家進行了類似音樂治療的活動，就是聽一段音樂之後畫下

自己的感覺。有學生在聽完一段大黃蜂之後，畫了一張土石流的景象，可見那次水災

的陰影很大。不過因為學生前一天有其他團體來帶活動，今天就顯得興致缺缺，一副

愛睏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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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重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延長執行期限）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教學日誌教學日誌教學日誌教學日誌（（（（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國文系國文系國文系國文系    蔡翔宇蔡翔宇蔡翔宇蔡翔宇 

（（（（一一一一））））98.10.25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9:10~12:10 

� 班級：一、二、三年級 

� 出席人數：6人 

� 地點：三民國中（安置於普門中學） 

� 科目：國文 

 

� 流程：雙方認識與交流作業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3小時 團康和音樂教學啟發創作思維 音響、筆電  

� 說明： 

� 觀察紀錄： 

孩子們對音樂感覺深刻，具觀察體驗能力。 

� 教學心得： 

孩子們心裡難免還有災難陰影，是故需做進一步諮商和課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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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重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延長執行期限） 

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小組討論    紀錄單紀錄單紀錄單紀錄單（（（（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三民國中）））） 

（（（（一一一一））））98.10.23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 時間：98.10.23 

� 主席：陳慧娥 

� 出席人員：陳慧娥、蔡涵禎、莊亞璇 

� 地點：MSN 

� 紀錄：陳慧娥 

 

� 討論主題：98.10.25課程規劃 

� 詳細內容： 

1．亞璇提到國一學生曾告訴她，他們需要數學及英文的輔導。 

2．涵禎提出破冰的遊戲內容，請大家攜帶三樣與自己相關的物品，並準備三種小點

心。 

3．第二節決議委託依寰上音樂課，所需物品與支援由慧娥聯絡。 

4．課程暫定：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任課教師 

09:40~10:00 破冰遊戲–認識時間（教師） 三項跟自己相關的

物品，以及三種小

點心 

涵禎 

10:10~11:00 音樂 紙、色筆、音樂 依寰 

11:10~12:10 分組帶開，主要是瞭解學生們的學

習狀況與情形，亦可進行課程教學

（由夥伴們各自決定） 

 全體課輔

教師 

5．人員分配：因為目前尚不清楚各年級人數，這次課輔原則上安排如下： 

年級 科目及任課教師 

國一 數學�莊亞璇 英文�張愷羚 

國二 國文�陳慧娥 

國三 英文�蔡涵禎 國文�蔡翔宇 

全體 音樂�鍾依寰 

6．破冰活動的進行方式： 

在個別介紹完名字之後，請學生 tell something about us 

we have to bring something with us 

anything that can introduce ourselves 

for example 

I can bring a picture of Chihuahua 

and ask students to guess what it means to me 

the answer may be: my favorite dog is Chihuahua 

if anyone gets the right answer, we give him/her some treats~ 

since Halloween is coming, we can give them some snacks 

so each one of us can bring two to three things which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us 

students can choose anything to gu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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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慧娥通知夥伴討論結果，並請大家攜帶三樣與自己相關的東西與三種小點心；

並連絡依寰與君珍姊，確認所需教具。 

� 省思、檢討： 

1．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由於學生出席人數不確定，因此課程應保有機動性，可隨

時調整，亦應準備備案。 

2．亞璇反應，除了年級分組外，或許也可以採取科目分組，召集人同樣是我們三人 

，以便掌握各科的教學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