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 課表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09:10~10:00 數學（莊亞璇） 國文（陳慧娥） 英文（蔡涵禎） 

10:10~11:00 國文（陳慧娥） 數學（黃淑貞） 國文（張荃蓁） 

11:10~12:00 英文（張愷羚） 英文（蔡涵禎） 數學（陳彥伯） 

 

� 教學日誌 《第 62頁》 

� 討論紀錄單 《第 70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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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1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第一節：三年級） 

� 時間：第一節 

� 班級：三年級 

� 出席人數：3人 

� 地點：三年甲班教室 

� 科目：英文 

 

� 流程：探測學生英語學習因難之處→詞性介紹 

� 活動計畫： 

� 活動內容： 

Time The Teacher’s Activities Aids 

9:20~10:10 1．Introducing GEPT 

2．Getting to know the students’ difficulties in English 

learning 

3．Introducing SVO structure 

4．Introducing different parts of speech 

5．Asking the students to give one example word to 

each category 

6．Pointing out some grammatical points 

blackboard 

chalk 

candy 

� 說明： 

� 觀察紀錄： 

It’s really good to find out that students seemed to have some basic knowledge of grammar. 

� 心得： 

I’m surprised that one of the students passed GEPT. I’m sur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is not 

that low. They just have negative feelings of their English teacher, which is sometimes the 

main reason for low motivation to English learning. Teacher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They really should spend more time working on making students like them. 

（（（（二二二二））））98.11.01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第三節：一、二年級） 

� 時間：第三節 

� 班級：一、二年級 

� 出席人數：4人 

� 地點：二年甲班教室 

� 科目：英文 

 

� 流程：介紹母音→介紹子音 

� 活動計畫： 

� 活動內容： 

Time The Teacher’s Activities Aids 

11:10~12:10 1．Introducing vowels 

2．Making sure the students have clear articulation 

3．Introducing consonants 

4．Asking the students to classify all the sounds 

blackboard 

chalk 

candy 

�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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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錄： 

The students seemed to have learned the phonetic symbols. The lesson would be a review of 

what they have known about the sounds. Mak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phonics and 

phonetic symbols will be the main focus of the lesson. 

� 心得： 

It’s really amazing that she could classify the sounds into correct groups. Mak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phonics and phonetic symbols takes time. It’s hoped that the students 

could learn some strategies for memorizing the spelling of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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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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荃蓁張荃蓁張荃蓁張荃蓁 

（（（（一一一一））））98.11.01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10:00~11:00 

� 班級：三年級 

� 出席人數：3人 

� 地點：三民國中（安置於普門中學） 

� 科目：國文 

 

� 流程： 

統整國二第三冊古文部分的字音字形、形音義辨析，最後補充「…然」詞語意思和相

關歇後語。 

� 教學計畫：從較難理解的古文字詞開始複習，加強對古文的了解能力。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00~10:00 國二總複習   

� 說明：國三學生下禮拜有國二範圍的複習考。 

� 觀察紀錄： 

三民國中的學生都很活潑，上課的時候都很專心，不過有一位學生有時候會看窗外，

可能需要想個辦法引起他的學習動機。 

� 教學心得： 

這三位學生都是布農族的孩子，和他們上課覺得很快樂。最令我驚訝的是，當我說下

課時他們還希望能上更多，或許是因為國三了比較自動自發，總之真是值得嘉許。希

望我的教學能確實幫助到他們。 

� 總心得： 

在準備教材方面我需要更了解學生想學什麼，而且今天第一次上課，還不能掌握上課

氣氛，希望能慢慢改進。學生告訴我希望能學成語在作文的應用還有文言文翻譯，下

禮拜的課程可能會準備一篇文章，讓他們觀察作者如何巧妙運用成語，然後再實際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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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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系系系系    陳彥伯陳彥伯陳彥伯陳彥伯 

（（（（一一一一））））98.11.01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11:10~12:00 

� 班級：三年級 

� 出席人數：3人 

� 地點：教室 

� 科目：數學 

 

� 流程：先互相自我介紹，然後開始上課。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20分鐘 自我介紹，認識同學 粉筆、黑板  

10分鐘 了解學生程度 同上  

20分鐘 複習乘法公式 同上  

� 說明： 

� 觀察紀錄：學生還算用功，只是欠缺練習。 

� 教學心得：希望他們能有一點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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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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1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第一節：二年級／第二節：一年級） 

� 時間（時段）：09:00~11:10 

� 班級：一、二年級 

� 出席人數：國二 1人、國一 2人 

� 地點：三民國中（安置於普門中學） 

� 科目：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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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0:10 國二國文 學習單 翰林 

10:10~11:00 國一國文  康軒 

� 說明： 

1．國二部分，學校進度到「迢迢牽牛星」。 本節課分兩部分，其一為複習「迢迢

牽牛星」作者，並介紹朝代演進；其二由余光中「母難日」的課後練習延伸，

讓學生判讀商禽的五官素描。 

2．國一部分，學校進度為「論語選」。 由於學生無法指出孔子的朝代，遂大略介

紹中國朝代演變，輔以各朝代著名的神話故事、人物事蹟以加深學生印象。 

� 觀察紀錄： 

1．國二出席的同學是睿瑜，國一的雅芳留下來一起聽。睿瑜是國文小老師，國文程

度相當好；國一的雅芳雖然有很多東西還沒學過，但學習態度認真，會自己動手

抄筆記。在判讀商禽的五官素描上，兩人均能對自己的答案發表看法。 

2．國一出席的同學是照琴與雅芳。雅芳於前一節課已聽過朝代簡介，有些基本的概

念，能回答相關問題。照琴對於課程似乎較不感興趣，下課前 10分鐘已感受到她

的疲倦。 

� 教學心得： 

1．國二的睿瑜擁有較高的學習動機，上課很認真，希望課輔的內容可由課本延伸至

課外。還開玩笑的說這根本是一對一的家教，來就賺到了。 

2．這次課輔沒有特別準備國一的課程，在瞭解學校進度後，擬幫學生做一複習。由

於照琴和雅芳並未回答出「孔子是什麼時代的人」， 從而發現學生尚未學習到中

國朝代的演進，故介紹中國朝代的發展。 

� 小組討論： 

� 日期：98.11.01 

� 成員：慧娥、涵禎、亞璇、荃蓁、淑貞、彥伯、愷羚 

� 主題：下週課程規劃 

� 總心得： 

由於學生先備知識的差異，對於同樣的朝代介紹，三個學生的反應並不相同。有時單

純地使用講述法較不能引起學生興趣（即便是講故事）， 可設計互動的課程，讓學生

有參與的空間，並能發表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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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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系系系系    黃淑貞黃淑貞黃淑貞黃淑貞 

（（（（一一一一））））98.11.01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日日日日 

� 時間（時段）：10:10~11:00 

� 班級：二年級 

� 出席人數：1人 

� 地點：教室 

� 科目：數學 

 

� 流程：作業指導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1:00 自我介紹、作業指導   

� 說明：學生拿數學習作問問題，我負責教導學生解題的訣竅、運算過程。 

� 觀察紀錄： 

學生程度不錯且很有上進心，但是遇到題目時反應較慢（不知道該怎麼作答）、 答案

沒有化簡或是計算過程錯誤。 

� 教學心得： 

下次可以多找類似題型的題目，並將題目依照難度低到高編排，讓學生多練習寫數學

題目。 

� 其他（或建議事項）： 

希望國二學生可以踴躍來上課啊！ 

� 總心得： 

學生自己有感覺到升學壓力，很想提升自己學業上的實力，是一個很有上進心的學生 

。希望她也能幫忙多宣傳課輔的活動，讓更多同學陪她一起來上課，這樣她上課就比

較有伴。也期望自己能多花些時間整理一些數學題目，讓學生能夠有系統地寫某一單

元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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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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系系系系    莊亞璇莊亞璇莊亞璇莊亞璇 

（（（（一一一一））））98.11.01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第一節 

� 班級：一年級 

� 出席人數：1人 

� 地點：一年乙班教室 

� 科目：數學 

 

� 流程：了解學校進度→複習公因數與公倍數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 說明：今天等學生進到教室之後，第一節課已經快結束了，大概了解學校目前的進

度，幫學生複習公因數和公倍數的求法。 

� 觀察紀錄： 

出席學生：安照琴。照琴的數學程度不錯，適合準備一些進階題型和她討論。 

� 教學心得： 

這一次課輔和以往很不一樣，學生人數很少，本週就只來了一個孩子，另外有些學生

躲在宿舍不願意到教室上課，其實看在心裡，我真的很無奈。不過一對一的教學也很

不錯，可以針對孩子個人的問題切入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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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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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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1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11:10~12:00 

� 班級：一年級 

� 出席人數：1人 

� 地點：三民國中（安置於普門中學） 

� 科目：英文 

 

� 流程：複習課文內容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1:10~12:00 課輔英文   

� 說明： 

� 觀察紀錄： 

那位學生很喜歡迪士尼電影，決定下次讓他們看「歌舞青春」。 

� 教學心得： 

其實還不是很清楚他們的程度，先用英文單字測試一下。 

� 總心得： 

由於還不是很了解他們的程度，這次先帶了很多課文內容的單字測試看看他們吸收了

多少，果然有待加強，很多字他們只是有印象，卻不會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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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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1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日日日日 

� 時間：98.11.01 

� 主席：陳慧娥 

� 地點：遊覽車 

� 紀錄：陳慧娥 

� 出席人員：陳慧娥、蔡涵禎、莊亞璇、張荃蓁、張愷羚、陳彥伯、黃淑貞 

� 討論主題：下次課輔人員暨課程分配 

� 詳細內容： 

1．人員分配 

 國一 國二 國三 

國文 翔宇 慧娥 荃蓁 

英文 愷羚 涵禎 涵禎 

數學 亞璇 淑貞 彥伯 

2．課表： 

 國一 國二 國三 

09:10~10:00 國文（翔宇） 國文（慧娥） 數學（彥伯） 

10:10~11:00 數學（亞璇） 數學（淑貞） 國文（荃蓁） 

11:10~11:50 英文（電影） 

3．需要教具為：筆電、單槍、延長線、喇叭。 

� 省思、檢討： 

1．人員分配原則上會固定下來，若有特殊情形或新夥伴加入再另行調整。 

2．下週的課表會在回程的遊覽車上討論，若大家有任何想法均可提出來討論。 

3．數學部分，因學生人數較少，暫時不需支援。若學生人數眾多，則將時間錯開較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