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 課表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09:10~10:00 國文（蔡翔宇） 國文（陳慧娥） 英文（蔡涵禎） 

10:10~11:00 數學（陳彥伯） 

11:10~12:00 電影欣賞（蔡涵禎） 

備註：第一節國二、國三學生未到，故未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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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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8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觀察紀錄： 

There were only a few students that day. They seemed to be motivated to the activities in the 

math class. It’s hoped that they can also be motivated to deal with their difficulties in math. 

� 心得： 

I’m very happy to see two of the students I taught in 2007. They looked quite different and 

also acted differently. One of the students named 明祥 really surprised me due to the 

change in the way he talked. I could still remember he was the student that most teachers 

would consider naughty and ill-tempered. He used to say bad words to the people who made 

him angry. To my astonishment, he acted and talked in the way like the other kids. No 

vulgar language; no bad behaviors. He is still a kid who likes basketball but dislikes 

learning. The other kid is 政義. He is also a kid who doesn't like learning. He used to be 

illiterate when we first met him. Hopefully, he has learned something in the past two years. 

His classmates still like to make fun of his painful experience but he is somewhat opt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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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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8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9:10~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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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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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 針對錯誤題目做解答   

� 說明： 

� 觀察紀錄： 

學生對很多題目依然不知怎麼寫。 

� 教學心得： 

考試是他們對科目學習成就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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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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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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 科目：數學 

 

� 流程：先互相自我介紹，然後開始上課，玩一些數學遊戲和文字遊戲。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 分鐘 自我介紹，認識同學 粉筆、黑板  

10 分鐘 玩圈叉遊戲，並分類 同上  

20 分鐘 玩 11 個 1 相乘 同上  

10 分鐘 玩猜字遊戲 同上  

� 說明： 

� 觀察紀錄：學生缺乏學習興趣，必須用一些遊戲吸引他們。 

� 教學心得：希望能引起他們對各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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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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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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人 

� 地點：三民國中（安置於普門中學） 

� 科目：國文 

 

� 流程： 

今天學生都回山上去了，只有幾個學生留守，混合各年級上完有趣的「小彥數學」後 

，接著欣賞「歌舞青春 3」英文版。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 說明： 

� 觀察紀錄： 

學生這週似乎過得非常充實，以至於他們直喊累，聽說星期六還有建中的學生南下和

學生們辦活動，國三的學生也剛考完第二次模擬考，因此學生都回家休息了。希望下

禮拜學生都能回來上學！ 

� 教學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