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 課表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09:10~10:00 社會（鍾依寰） 英文（蔡涵禎） 數學（陳彥伯） 

10:10~11:00 數學（莊亞璇） 理化（黃智偉） 國文（蔡翔宇） 

11:10~12:00 國文（張荃蓁） 國文（陳慧娥） 英文（蔡涵禎） 

備註：國一學生只有 1位且晚到教室，故一年級課程改為打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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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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29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第一節：二年級） 

� 時間：第一節 

� 班級：二年級 

� 出席人數：5人 

� 地點：二年甲班教室 

� 科目：英文 

 

� 流程： 

介紹句型結構 SVO和簡介詞性→介紹動詞→複習月考範圍（動名詞和不定詞做主詞的

用法及虛主詞 it句型替換）→介紹時態→複習月考範圍（過去進行式） 

� 活動計畫： 

� 活動內容： 

Time The Teacher’s Activities Aids 

9:10~10:00 1．Introducing SVO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categories. 

2．Introducing verbs. 

3．Reviewing the grammar points in lesson four and five. 

4．Introducing tense. 

5．Reviewing the grammar points in lesson six. 

blackboard 

chalk 

� 說明： 

� 觀察紀錄： 

雅盛 and the girl probably were the only ones who were focused on the lessons. Maybe it’s 

due to their high motivation or proficiency. 

� 心得： 

It’s hoped that the students who spent their time attending our classes could really do well 

on the test, which would bring more students to our classes. 

（（（（二二二二））））98.11.29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第三節：三年級） 

� 時間：第三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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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時態→複習月考範圍（被動式、附加問句、so和 neither用法） 

� 活動計畫： 

� 活動內容： 

Time The Teacher’s Activities Aids 

11:20~12:00 1．Introducing tense. 

2．Introducing passive voice. 

3．Giving exampl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4．Introducing tag questions. 

5．Explaining the usage of “so” and “neither”. 

blackboard 

chalk 

�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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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錄： 

政義 still seems to have a low motivation to learning, which makes us really worried how 

he would make a living in the future. 

� 心得： 

青峰 is a very brilliant student. It’s hoped that he can get all the questions right in English 

on BPT. He pointed out that vocabulary size is he worries about the most during the test, 

which is what we have to work on so far.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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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電子電子電子系系系系    黃智偉黃智偉黃智偉黃智偉 

（（（（一一一一））））98.11.29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10:10~11:00 

� 班級：二年級 

� 出席人數：3人 

� 地點：二年甲班教室 

� 科目：理化 

 

� 流程： 

由於段考將近，所以先利用課本將同學上課不懂觀念釐清，再輔以考卷檢討來加強。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0:10~10:35 複習國二波動的部分 課本、黑板、粉筆 對於公式仍無法完全領略 

10:35~10:55 複習國二光的部分 同上 學生對於透鏡成像位置仍

有些疑惑 

10:55~11:05 段考範圍考卷檢討 考卷、黑板、粉筆 挑出對於課後觀念仍有些

疑惑的題目做加強 

� 說明： 

我這次課輔是盡量以自然現象去讓他們體會公式的由來，畢竟只有公式是難以讓他

們領略其中的道理；但是因為段考將近，必須先以考試會考的觀念做複習，無法慢

慢去講解，之後段考結束會做一些調整（例如先以時事影片或知識性影片來作為開

頭之類）。 

� 觀察紀錄： 

學生上課有很認真聆聽我所講的授課內容，但他們對於波動章節中的公式 f�T=1

仍不是很有感覺；而光的部分因為是大自然容易觀察的現象，他們很容易有感覺。而

上課的學生有很認真抄筆記，這是好的現象。 

今天在檢討考卷時有檢討到聲音共振的題目，就請同學討論有哪些樂器是透過共

振來運作的，同學就有提到吉他，接著討論木吉他和電吉他不同的發聲方式，讓學生

對於共振這一方面的知識能和現實生活方面連結。 

� 教學心得： 

這是第一次去課輔，所以難免有些緊張，但是來的學生也是很捧場，這次沒有準備道

具，有些難讓他們理解波的現象，之後會視課程需要帶道具過去。 

� 其他（或建議事項）： 

這一次在複習波動的共振時有提到吉它運作的原理，學生對於吉他很有興趣，下

一次將會帶吉他過去，若有時間會讓他們目擊及了解吉他發聲的原理。 

由於下一次課輔時間較為短暫，將不會繼續課程，會對於之後的課程先以時事影

片補充說明和生活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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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心得： 

這次是第一次去課輔，剛好遇上學生即將段考，所以教起課來壓力比較重，比較無法

循序漸進帶領他們了解課程，之後等段考結束會帶他們瞭解自然和外面的生活甚至是

世界趨勢去做連結，讓他們對理化這一科重拾興趣，而非只有死板板的公式。學生也

很認真學習，甚至有抄筆記，讓我想要教導更多東西，但這一週受限於要段考所以還

是先以考試為主，待下一週就會教導比較不同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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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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29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11:10~12:00 

� 班級：二年級 

� 出席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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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2:00 國二國文，複習 課本 翰林 

� 說明：因下週即將考試，故本次課輔以複習段考範圍為主。 

� 觀察紀錄： 

國二出席的同學是雅盛和珮柔，兩人上課都很認真，均願意嘗試回答問題。由珮柔的

課本可發現她上課很認真做筆記，也願意提出自己不懂的地方，兩人的學習態度均十

分良好。 

� 教學心得： 

一開始上課先問他們關於段考的範圍是否有不懂的地方，兩人指出「語文常識二 

–語法（下）句子」的部分不是很理解，因此特別再將這個部分講一次，並帶著他們

看應用練習，詳細分析每個句子的成分。關於我的提問，兩位同學都會去思考並回答 

，雖然不一定能完全答對，但是他們願意去想、嘗試開口，這部分讓我很感動。 

看完語文常識的部分還有一些時間，所以便對範圍內的其他課程重點式的提示與

複習。由於我是用珮柔的課本來跟他們講解，所以發現珮柔的課堂筆記很詳盡，然而

自己並沒有去看雅盛的課本，因此對他在原本課堂的學習情形較不瞭解。這部分是自

己還要再改進的。 

� 總心得： 

學生願意主動提出自己不會的地方，願意告訴你「他想要學什麼」， 這件事一直

讓我覺得很感動。記得之前實習時，曾聽老師跟學生說：「 不怕你來問，就怕你不問 

！」對於這句話，一直有很深的感觸。願意提問的孩子，代表他願意學習、也努力過 

，所以知道自己什麼地方不懂、什麼地方還要加強。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願意開口

求助，「 開口」是需要勇氣的，很高興孩子們願意主動這麼做，而不會陷在「問問題

很丟臉」的迷思中。關於課輔，我一直擔心的是：我們給的，到底是不是他們需要的 

。所以當孩子主動告訴我們「他們需要什麼」時，我們能給予的協助會比較明確。 

這幾週下來，國二留下來課輔的同學幾乎都不一樣，在準備新教材的同時，我還

是會將之前準備的講義帶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事實證明，同一份「商禽–五官素

描」的講義也的確使用好幾次，從孩子們的作答情形可發現，他們的程度雖然不盡相

同，但是只要給他們機會並適時的引導，他們很願意去思考、學習的！ 

剩下的幾次課輔，決定要繼續發展與課文相關，但較為有趣的教材，希望能藉此

讓孩子們接觸到語文趣味的一面，遠離「聞國文色變」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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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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29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 時間（時段）：9:10~10:00 

� 班級：三年級 

� 出席人數：2人 

� 地點：三民國中（安置於普門中學） 

� 科目：國文 

 

� 流程：段考前試卷錯誤分析 

� 教學計畫： 

�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備註 

1 小時  檢討考卷 黑板  

� 說明：檢討錯誤修正。 

� 觀察紀錄： 

學習效率較差。 

� 教學心得： 

似乎對老師比較有興趣大於課業上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