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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遊戲機，創造教育的契機進入遊戲機，創造教育的契機進入遊戲機，創造教育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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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
�中�學實�成果冊

實�學校�臺�市⽴⼤學附設實驗國⺠⼩學

���師�張純�授���⽂主�

實�期間�111.03.07-111.03.25

實習輔導老師：

�����四⼄

⼆年�

游彩��師�邱���師�柯怡��師��佩怡�師

三年�

張���師���珉�師�����師�林���師�

�曉��師��怡璇�師

四年�

�依��師���怡�師��⼼怡�師

�昱嘉�⽅怡���暄惠�杜�彤�張百���喬��

郭�廷���怡�陳恩��宋謙���欣頻��泉豪�

陳�寧�楊智宇�錡⽻��林�賢�劉沛緁�⾟容��

��������曾彥��何���許祐禎�劉家瑄�

�序旻�柯⼈尹�����林�郡�温盈貞

全體實習老師（共29位)：



壹�玩家�南 -�⾔ - - - - - - - - - - - - - - -

貳��⼿訓練 -實��的準� - - - - - - -

     ⼀�玩家就緒 - - - - - - - - - - - - - - - - - - - -

          -實�場域�介 - - - - - - - - - - - - - -

          -各年�實��師�介 - - - - - - - -

          -實�幹部�介 - - - - - - - - - - - - - -

     ⼆�熟�關卡�境 - - - - - - - - - - - - - - - -

          -了�各�室�作 - - - - - - - - - - - -

          -附⼩�課⼀� - - - - - - - - - - - - - -

     三����師溝�經驗值 - - - - - - - - - -

          -線上家⻑⽇ - - - - - - - - - - - - - - - -

     四�玩家��站 - - - - - - - - - - - - - - - - - -

          -實�辦�室布置 - - - - - - - - - - - -

加油
��加�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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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累積經驗值 -實� I N G - - - - - - - - - - - -

     ⼀��學成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年��學成果 - - - - - - - - - - - - - -

          -每⽇���會記� - - - - - - - - - - - -

          -玩家動�牆（ I G實�帳�經� ) -

     ⼆�師⻑的關� - - - - - - - - - - - - - - - - - - - -

          -邱代理校⻑訪視紀� - - - - - - - - - -

          -��學��主�訪視 - - - - - - - - - -

     三�經驗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甲參訪 - - - - - - - - - - - - - - - - - - -

     四�師徒交� - - - - - - - - - - - - - - - - - - - - -

          -�恩�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肆���寶物 -實���⼤直擊 - - - - - -

     ⼀�各��中�學實�⼼得 - - - - - - - - -

     ⼆����中�學實��⼼得 - - - - - - -

��武器��-附�------------------

     ⼀�實�幹部成⻑-------------------

     ⼆�戰⾾⼒�享----------------------

           實�⼿冊�各項會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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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

玩家�南玩家�南玩家�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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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遊戲機，創造教育的契機
教師破關之旅

玩家�南玩家�南玩家�南

在了�故事�境��

即���⼀��的旅� . .

P.4

    三�實�對每位師�⽣來�都是在成為�師路上的重�關卡�實�的
��中���成不同的⽬���是完成�學��家⻑溝��和學⽣互動�

每個⽬�都�⼀��的挑戰�且在�學中�⼤量使⽤附⼩的科技互動�學

�⾊�因���四⼄的成果冊�擇�「�玩闖關」為理�來設計�

理�發想

    ⾸先我們�⽬��「���單」的⽅式來�現�各個章�的�題�
�⼀章「玩家�南」��⼆章「�⼿訓練」���都�主題�所扣合�

每⾴側��都設計了不同顏⾊的側��⽅便翻��

設計巧思

    另�因為每位實��師�在三�實����成⻑�每個⼈都�是⼀
個�玩⾓⾊�擁�⾃⼰獨�的技��⾯對各式難關�各���都�其�

�的�略�每完成⼀����就�同得到�量值�不斷升��克服在三

�實�所�的難關�期許每個⼈都���中的玩家不斷 L E V E L  U P !



玩家�南玩家�南玩家�南

詳�玩家�南��就可

���破關之旅啦 !

�⼿

訓練

累積

經驗值

��

寶物

��實�關卡���⼿實��師們為了未來

三�的順利�⾏�⽽�⼒準���不但到附

⼩�課了⼀�熟�現場�更參加了線上家⻑

⽇��共同佈置了溫暖的⼩�~

紀�實�三�之間⼤家的成⻑��重�活

動�師⻑們的關�是我們成⻑的���學弟

�的參訪是我們樹⽴榜樣的動⼒��會的師

⽣交�更是����動��~

直擊��各位實��師們三�累積

下來的經驗值�都��成成為�師

路上什�珍貴的寶物了�?

P.5





貳�貳�貳�

�⼿訓練�⼿訓練�⼿訓練
（（（實��的準�）實��的準�）實��的準�）

P.6



�⼿訓練村�⼿訓練村

R U READY?R U READY?R U READY?

歡迎各位來到三週實習訓練村！歡迎各位來到三週實習訓練村！歡迎各位來到三週實習訓練村！

在遊戲開始前，必須先獲取基本技能才能在遊戲開始前，必須先獲取基本技能才能在遊戲開始前，必須先獲取基本技能才能

正式開始，我們一起來看看有哪些技能吧！正式開始，我們一起來看看有哪些技能吧！正式開始，我們一起來看看有哪些技能吧！

玩家就緒玩家就緒玩家就緒

親師溝通的能力親師溝通的能力親師溝通的能力

熟悉關卡情境熟悉關卡情境熟悉關卡情境

玩家充電站玩家充電站玩家充電站

P.7



一、玩家就緒一、玩家就緒一、玩家就緒

實�場域�介

各年�實��師�介

實�幹部�介

P.8



實�場域�介實�場域�介實�場域�介

臺�市⽴⼤學附設實驗國⺠⼩學

P.9

     �市⼤附⼩擁�豐富的�
史傳��是⽇治�期「臺灣�

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學校」�

�是當�臺�城中唯⼀的⼀間

⼩學�專供在臺的⽇⼈⼦弟就

讀�因為�樣的�史傳��讓

�市⼤附⼩成為⼀間⼈⽂��

的�良學校�

科技互動教學

     �市⼤附⼩除了擁��史�久的⼈⽂�⾊��使⽤科技輔助�學�是
⼀⼤�點�在�學中融�IRS即�������⼦⽩��平��使⽤�讓
我們在三�實���⽤科技���佳的學�成效�利⽤AI�格拉��議課
����讓我們在�開課�更便於�議課之�作�提升專�成⻑效益�



實�場域�介實�場域�介實�場域�介

�下來就⼀�來看看

各年�的玩家吧 !

P.10

北市大附小

校園地圖

在�⾏校���初���玩

家們即���不同��闖關 !

臺�市⽴⼤學附設實驗國⺠⼩學

   �市⼤附⼩的⼩學部�共� 4 8個普���在����上�
⼆�三四年��各� 8個����我們的實����別為⼆年� 3
個��三年� 7個��四年� 3個���別��不同的年�實��

班級分布



⼆年�玩家⼆年�玩家⼆年�玩家

裝�-實���裝�-實���裝�-實���
⽣命⼒：⽣命⼒：⽣命⼒：
LEVEL：1LEVEL：1

戰⾾值：戰⾾值：戰⾾值：

P.11



三年�玩家三年�玩家三年�玩家
⽣命⼒：⽣命⼒：⽣命⼒：
LEVEL：1LEVEL：1

戰⾾值：戰⾾值：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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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命⼒：⽣命⼒：
LEVEL：1LEVEL：1

戰⾾值：戰⾾值：戰⾾值：
裝�-實���裝�-實���裝�-實���

P.13

三年�玩家三年�玩家三年�玩家



⽣命⼒：⽣命⼒：⽣命⼒：
LEVEL：1LEVEL：1

戰⾾值：戰⾾值：戰⾾值：
裝�-實���裝�-實���裝�-實���

P.14

四年�玩家四年�玩家四年�玩家



組別

班代

組長 組員 職責

莊雅婷 統籌監督

教務組

杜芸彤

陳恩潔

許祐禎

吳暄惠

蔡雅婷

劉家瑄

教學相關業務

行政組 劉沛緁
郭映廷

陳奕寧

招待

表單製作

夕會議記錄

集中實習手冊製作
文書組 潘靜怡 柯人尹

學藝組 黃昱嘉

教學觀摩排班表

觀摩回饋單

教學巡導輪值表

名牌、海報、邀請卡

温盈貞

林詩郡

教具組 鄭泉豪 楊智宇 負責教具催缺

總務組 何洲全 曾彥鈞
午餐訂購

雜支

攝影組 林禹賢 教學觀摩攝影

辦公室組 方怡琇

宋謙威

辛容榛

韓序旻

辦公室布置

打掃排班表

成果展組 張百蕙
錡羽尋
莊喬茹

成果展布置

活動組 李欣頻 程郁蘋 感恩茶會

實�幹部�介實�幹部�介實�幹部�介

實�事項的���⼯�

才��作的更�效率 !

P.15



二、熟悉關卡情境二、熟悉關卡情境二、熟悉關卡情境

P.16

了�各�室�作

附⼩�課�作



學⽣事��學⽣事��學⽣事��

��對學��的了��讓我們知�當學⽣

在課堂上發⽣臨�狀況��可�繫學��

的�師�⾏協助�負責學⽣輔�����

���������

學⽣事��學⽣事��學⽣事��

為了瞭�各�室的位置
�相關辦理��
�室參訪Let's go

���������

輔�室輔�室輔�室

研�發展�研�發展�研�發展�

���主�負責��������師�

學����置�讓我們了����師�

�假�代課的�求�可��繫����

在實�的��中��關於附⼩提供三�實

�的經費補助�報帳�������的協

助�讓我們在準��學�源上�更加順利!

由於實���中��融合⽣�在了�輔�室的

�作���讓我們知�⼀項協助學⽣在���

�����輔��事項的��!另��輔�室�
是我們的�源補給站�提供���學�源�

在實�的��中��何問題��求�

都是由研發�來協助����具��椅的借

⽤����學�單的���各種事項�因�

研發�是我們在實�三��息息相關的單位!

    為了我們的三�實����的參訪除了和

各�室的�師�明我們即�在附⼩�⾏實�

���為了熟�各�室的����到問題�可

向相關�室詢問�各個�室的�師都給予我們

很�的協助�在我們參訪��看到�師們即使

很���願意��間為我們�真的���讓我

們對於⾏政單位的⼯作�容更加的明瞭�每位

�師真的都很��溫暖�給予了我們許�的勉

����都讓我們對實��了更�的信⼼。

P.17



附小觀課一週

認識班導師

班級觀課目標

班級教育理念

課室班級經營

認識學生特質

作業方式

親師合作關係

�課�間 : 1 1 1 . 0 2 . 1 4 - 1 1 1 . 0 2 . 1 8

要破關，除了要自己努力之外...

勢必要熟悉遊戲規則、瞭解關卡呀！

和班導師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觀察班導師的習慣、個性、說話方式。

1.

2.

從師生互動、親師關係、教學風格上了

解教師對於「教育」之理念和期待。

1.

觀察與學習導師和班級在晨間、課堂

上、下課等時段建立默契和規準。

1.

透過觀課期間，觀察學生課前、課中、1.

    課後的參與程度、個人特質和關心議題。

課堂、課後出題方式、練習模式。

繳交作業、批改作業方式。

訂正作業之規定。

1.

2.

3.

了解導師和學生家長的聯絡方式，1.

    以及共同努力的目標。

P.18



     感謝北市大附小給予我們觀課的機會，透過這

一週學習與認識，並製作了班級經營企劃書，熟悉班

級的學習氣氛與環境；透過觀察、紀錄、詢問等方

式，了解導師帶班的風格、教學風格、教學順序以及

教學習慣。而學生端則是更加了解學生有興趣的事

物，以及先備經驗，讓我們能進一步調整教學內容、

調適自己的教學認知和模式。經過調整，讓我們能更

加快速進入狀況、融入班級。

P.19



三、增進親師溝通的能力三、增進親師溝通的能力三、增進親師溝通的能力

線上學校⽇

P.20



因應防疫措施，附小採取線上學校日的方式辦理!

各�實��師�事先已經���輔

��師討論�的⾃我介紹�規畫�

學�容���經�......��重�事
�向�會家⻑�明�練��學⽣家

⻑�話的⽅式���破⼼理障�!

��輔��師�何和�家⻑宣���重

�⽬����家⻑�合的事�...�
����主�線上學校⽇會議的⽅式!
中間��科��師��會議室講�課�

期許�和家⻑溝�注意事項!

實習教師自我介紹

班級重點事情「報你知」

    在參與線上家長日前，我們的心情非常忐忑不安，擔心我們的教育專業沒辦

法讓家長們放心。然而，輔導老師給予我們很溫暖的鼓勵:「我們已經非常努力!不

要擔心!」事實上，家長們也十分信任我們的到來。線上學校日雖然讓我們意識到

自己能做的有限，但也發現眾人一心，其力「斷金」，彼此配合與溝通，才有辦

法讓學校生活快樂順利，也創造出很多美好的回憶。

P.21



五、玩家充電站五、玩家充電站五、玩家充電站

實�辦�室布置

P.22



創造我們的充電站!
  實�辦�室是每位玩家回⾎升值的⼩⼩��站�
對玩家來��就���⼆個家⼀樣�所��讓我們

在������來��布置我們的「家」吧!

  貼上海報!

成功到達充電站!

大家分工合作將教室打掃得乾淨整潔!一起布置我們的充電站

P.23



充電站大解密

佈告欄

�到/��

�師實⼒�成計畫

  加油⼩棧

成員�介

  放置實習期間各項

工作守則、晨夕會與

巡導輪值紀錄表

   實習-是我們邁向教師之路中重要的

里程碑，因此我們將它取名:"老師養成

計畫"，期望經過三周紮實的訓練計畫，

能更接近我們的理想。設計小精靈(我

們)每經過一天，獲得充足實力繼續往下

一關邁進，經過15關，完成所有挑戰

後，我們將具備更多教師技能，擁有更

多教師專業實力，繼續在未來奮鬥!

  每一位玩家

的技能介紹，

大家各懷本領!

  記錄每一位玩家每

天上/下線時間

  在實習期間，玩家將過程中

的心得感觸分享在加油小站，

或是給予所有玩家打氣加油!

遇到卡關的玩家，可以在這裡

尋求心靈支持，回血升值!

透過教室小標語能

提振每一位玩家的

士氣!

P.24

  希望透過布置我們的實習辦公室，能在

實習期間帶給各位玩家-回到基地-安全的

感覺，營造充滿歡樂、溫馨的充電站!  





參�參�參�

累積經驗值累積經驗值累積經驗值

（（（實�ING）實�ING）實�ING）

P.25



累積經驗值累積經驗值

R U READY?R U READY?R U READY?

結束了新手村的養成訓練，結束了新手村的養成訓練，結束了新手村的養成訓練，

我們更加了解闖關的必備技能。我們更加了解闖關的必備技能。我們更加了解闖關的必備技能。

接下來，就要和大家展現，各位玩家接下來，就要和大家展現，各位玩家接下來，就要和大家展現，各位玩家

在教學現場中累積了哪些經驗值！在教學現場中累積了哪些經驗值！在教學現場中累積了哪些經驗值！

各班教學成果各班教學成果各班教學成果

師長的關愛師長的關愛師長的關愛

經驗的傳承經驗的傳承經驗的傳承

師徒交流師徒交流師徒交流

P.26



一、各班教學成果一、各班教學成果一、各班教學成果

P.27



�學���同��玩家�破關卡�累積經驗值�在�下�學���同��玩家�破關卡�累積經驗值�在�下�學���同��玩家�破關卡�累積經驗值�在�下

來的旅�中�你�會看⾒各�的��規則(��經�)�關來的旅�中�你�會看⾒各�的��規則(��經�)�關來的旅�中�你�會看⾒各�的��規則(��經�)�關

卡�容(�學�容)���在關卡中使⽤到的�學技��破卡�容(�學�容)���在關卡中使⽤到的�學技��破卡�容(�學�容)���在關卡中使⽤到的�學技��破

關密技!關密技!關密技!      跟�我們⼀��到⼆�三�四年�的關卡吧!跟�我們⼀��到⼆�三�四年�的關卡吧!跟�我們⼀��到⼆�三�四年�的關卡吧!      

各年級教學成果

P.28



⼆年�⼆年�   

P.29

班級 教師 實習教師

206

207

208

游彩雲老師

邱靜萍老師

柯怡如老師

黃昱嘉、方怡琇

吳暄惠、杜芸彤

張百蕙、莊喬茹



學生樣態

學習融入生活經驗，
       重視學生互助合作

師生關係和諧融洽，
       重視學生發言機會

�學�圍�貳��你真�（4−6課） 國語

第四課《爸爸》

學⽣�理�⽂本中�作者�繪爸爸�所使⽤的詞彙關�（��爸爸
�太陽��發�⼒和光�）並試�⼤意�在了�⽣字�詞����
⽤⽂本中句型「當......的��......」仿寫出⾃⼰眼中的家⼈。

第五課《我的家人》

��上⼀課�學⽣�理�⽂本中�何������（��/⼯作
�容/使⽤物品/⼯作場合）�並��⼩組�享家⼈�����⽤
⽂本�構�同學�享⾃⼰未來想從事⼯作的����。

加強生活、品德教育，
重視學生如何培養負責態度

關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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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感恩留言板》

國語

學⽣���⽂本�容了�寫紙�的格式�書寫�點�����享
⾃⼰�去受�⼈幫助和表��恩的相關經驗�並�完整�構書寫
紙��製做出屬於⾃⼰��的「�恩留⾔�」�

試說大意：逐段刪除多餘字詞，最終統合成文章大意

生難字詞：運用理解監控策略（前後文/拆字)推測意思

字音字形：透過部首、部件來聯想生字可能用法

內容深究：透過教師提問、觀察圖片，來理解課文趣味

句型練習：配合學生生活經驗建立鷹架，引導學生仿寫

短文仿寫：運用文本結構，引導學生深入反思自身感受

教學範圍：三、加加減減  
          四、平面圖型與立體形體 

數學

在確�學⽣熟�三位�基本���並�在計��正確對⿑位值
����應⽤題的�����先讓學⽣練��依照題意�式，
再�⽤直式�⾏��。

�由�線引��讓學⽣理�三位����的整百�字�再��學
�⽣活�境做�結�培�學⽣的��。

主���做中學來�識平⾯�形和⽴�形���:引�學⽣�由
附件實���並討論��由「In or Out」活動�識�形的�部�
�部��界���

3-1~3-4《三位數加減法計算與應用》

3-5《估算》

4-1~4-5《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

關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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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藝

教學範圍：減塑海報視藝

教學範圍：第三課 規工笑微微本土

主題探究

影分身之術

     �年��師��⼗��武���會本⼟語�會畫
畫�會唱歌�����〝��〞的⾓⾊�照�每位孩
⼦⽣理�⼼理上的�求�

健康 教學範圍：第二單元 流感小尖兵

�⽤實�影�結合課本�容�讓學⽣更具�了��冠
疫�的傳�⽅式�並繪製⼼智�來�思⽣活中的影響

�合⽣活課減�⼤作戰的單元�製作減�海報��語，
並�⽤各式�材裝�海報�讓學⽣了�減�的重�性�

��課⽂歌唱、詞語�學�訓練閩南語之��和表��
⼒�並�由附件字卡��詞語九宮格活動加�學���

教學範圍：母愛真偉大

在�識⺟��由來�相關⼩知識���由學⽣討論可�
怎�做來�����並製作卡��拍�短�來表���

教學範圍：第二單元 奇妙的種子

�合⽣活課奇�的種⼦單元�學�歌曲「種⼦找�
家」�讓學⽣��識的種⼦�型�歌詞做�結�

關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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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五課����句型仿寫學�單

數學

�四單元平⾯�形附件�具

健康

�冠疫�⼼智�學�單

�三單元加加減減應⽤題線段�

�三單元加加減減應⽤題「球」�卡 �四單元 ⽴��形實物�具

�五課  ⼞部�⼝部部⾸�學⽣字卡

P.33

視藝

⽤����回收再利⽤製作減�海報

教學配備



 �經使⽤的��和

放⼤�⼿��具�

引�學⽣注意

主題探究

教學配備

P.34

校��學-兒童��� �受春天�表��恩學�單

班級經營

�⾊⼩⼿�  協助�畫�學�容



 

 

⼆⼗顆星星或�果可�⼀個���章

⼆⼗個���章可�⼀張⼤星星卡

三張⼤星星卡可於期末��⼩禮物

 

讓206的學⽣們學��度更加積��願意主動�出

讓���圍更加友��願意主動幫助��的同學

加強�師⽣三者間良�互動�打��師⽣三�的

    ⾃⼰的想法

    學���

班級經營理念與目標

遊戲規則
206

理念
重視品德���培�學⽣�禮

�重學⽣個別�異�強��性發展

�⿎�代�責��提升學⽣⾃信⼼

    ����⼈的�度和⾏為�

目標

獎懲制度 實習期間延用原班獎懲制度

學⽣根�作�書寫�況�上課發表�

�表現良�可��得星星★或�果

�表現不佳者則扣��(上課秩序不佳
�未�守常規�作�繳交�況不佳�...)

P.32

班級經營



利⽤�具���學⽣對
⽴��形的�思���

⼩組討論找出⽂中的代
�詞��師給予引��

利⽤�學�報�步引�⽣字�詞��容��
�詞�句的����學⽣⽣活�結
⼩組討論激盪更�不同回�

教學策略與技能

國語

核心:
以學生經驗出發

�句的�句和學⽣⽣活
經驗相關�

學⽣�由上台�作�
具�更了�字的部⾸�

數學
出題�境⽣活���學⽣⽣活經驗���

利⽤實��具輔助�學�幫助學⽣理�抽�的����
  並�主⾓⽤學⽣�字��題⽬�讓學⽣眼神為之⼀�!

讓學⽣�許�上台練�的�會�並從中發現學⽣易出
錯的�⽅��⾏��澄�����

P.35

206



生活(音藝)   除了課��學�的歌曲�更加�學⽣活動�表演的歌曲 
  ��學⽣�經驗��提升學�興�

�合國語課的單元�跨�域結合��我眼中的春天

為主題�讓學⽣�由⾃�經驗�作

��歌曲�⾏�蹈�學 校��學��⾏歌曲�閃表演

生活(視藝)

�合���介紹3/8國�����各國⺟��
��學⽣�寫�恩⼩卡�學會表�⼼中���並於校��學

��給兒童���⼯作⼈員

學⽣贈��恩⼩卡給⼯作⼈員�師引�學⽣�寫�恩⼩卡�師介紹國����的由來

學⽣�⾏�關春天的�作�師�⾏繪畫技法的�學

主題探究

��抽點學⽣⼤�唱歌曲

學⽣�⾏�作-��初稿

P.36

206 教學策略與技能



破關密技

國語
Q1:�句:不�...都/當...的�
�。學⽣易使⽤於不�當的
�境。

數學
Q3:(�3-3)�到加減應⽤題
��學⽣對抽�的題⽬敘�不
了�。

A5:戴⼿錶注意�間��課�先
思考學⽣可�會�到的問題�
應對⽅式���到學⽣不會的
題⽬仍�放��度��楚�不
�為了趕�下課⽽沒���
楚�之�再�整課�彈性補回
來�

Q2:國字提���是容易寫錯。

Q4:(�3-5)學⽣不了�為什��
使⽤估��為何不直�計�?

卡關 破關

A1:�師���境，�學⽣�練
���使其了�使⽤���

A2:�⼀�學⽣上台�字寫在
⿊����當⼩偵��共同
找錯。

A4:�師����家⼈去買東
西的�境�讓學⽣了�估�可
����出來錢��不��

A3:⽤較具�的��法�學
⽣��題⽬�

共同課程
Q5:課堂�間掌握上�常常�到下
課�間或是�不完�

P.37

206
教學困難與解決策略



 ◎ ⼩組加�

    1.上課抽�回�問題正確� 

    2.收書包檢���� 

    3.被記 0 者�⼀位同學加⼀�� 

 ◎ ⼩組扣� 

    1.被記 x 者�⼀位同學扣⼀��

 ◎ 個⼈章(⼀個章加⼀點��點�於學期末��品): 

    1.�天 8:10 ���天 8:05 ��到�室的學⽣可�⾃主�⼀個章�    

    2.做家事� 3.作�完成狀況佳� 

    4.�讀單表現�良� 

 ◎ ⼩組章(⼀個章加五點��點�於學期末��品): 

   1.每個禮拜⼆結�⼩組加���⾼的�兩組可�章� 

   2.�⼀��兩個⼩組章��⼆��⼀個⼩組章

207207207
◎ 友�互助的學�環境──
  利⽤⼩組加��讓學⽣知��不只⾃⼰��同學����
◎ ⿎�學⽣專⼼��──
   在別⼈發⾔��專⼼���⼈所�的話�
◎ �當給予正增強──
   學⽣��的表現���師不吝惜給���
◎ �����學�──
   犯錯沒�關��但引�學⽣��⾃省�⼒�

教學理念

獎懲制度

P.38

遊戲規則

班級經營



�由⼩組討論促�對於課⽂的理��
�師�堂��是否�組別��協助�

國語

數學

利⽤字義來�識⽣字�

�由�出字的結構�協助學⽣寫出⼯整的字�

�容��結合學⽣⽣活經驗�幫助學⽣了�課⽂�

提問�元��讓學⽣��會發表想法的�會�

學⽣上台�享字的結構�
�字為獨�字�

�師發現�思������針對�思澄��
�由漸�式引��由淺⾄難�⾏�學�
�學結合學⽣⽣活經驗�增�學⽣學�動��

個⼈在⼩⽩�作���
�師關注較��學⽣�

�學⽣上台�享作法�
�師���⼀�檢視�

�師利⽤實��具�
幫助�識⽴��形�

P.39

207207207 教學策略與技能



�
蹈
表
演

卡
�
製
作

生活(健康)

主題探究

�⽤病�傳�的實�影�，讓學⽣�具�了��冠疫�

的發展�並��⼼智�的⽅式�思對⽣活�成的影響�

介紹各國⺟���異�並讓學⽣⼿作�乃�卡�寫下��的話�

融�歌唱��蹈�學�讓學⽣練�「���是我的��」�蹈�

並�製�喜影�給���製作屬於207�的⺟��⼩�喜�

繪製⼼智��思疫�的影響影���提問���討論影傳��徑���使⽤影�

生活(視藝) 結合⽣活課的減�主題�跨�域學�來繪製減�海報，

宣�減少��製品����回收垃�再利⽤�

學⽣減�海報繪製成果展��師����明繪製��學⽣索���當作��素材

P.40

207207207 教學策略與技能



卡關 破關

�師��或��度�的同學�

享�讓學⽣�基本���再各⾃

練�

1.

國語

數學

句型仿寫的部����學⽣會

不�楚句型結構���何仿寫

1.

2. �⽤部⾸�想（�拭或 
  包���⽤的布）來�結

2. 部�⽣字部⾸不易判
  別���「常」是⼱部

3. ��國字容易寫錯，
   ��⾓��

3. 拍�學⽣作����共
  同討論���哪裡��更正

��共同�題��題��中�出

關鍵字�並�步依�提議寫下�

式

1.加減的應⽤題會�題⽬判讀的困

難�不�楚該⽤加法�是減法

1.

2. �⽤實�物品讓學⽣�
  組����終��共同討
  論並�結出⽴��形�性

2. 對於⾯的組成會���
  ����2⾯正⽅形+4
  ⾯⻑⽅形所組成的�形
  是⻑⽅��是正⽅��

P.41

207207207 破關密技

教學困難與解決策略



 ◎ 作�繳交─�學⽣�⼯每�各派 1~2 位     

              代表收作�

 ◎ 值⽇⽣──主�協助�師整隊��⿊��檢

              ��室整�

 ◎ 學伴───利⽤學伴對��組討論�協助作

              �檢��相互學�

 ◎ ��制度──給予學⽣�元的加�⽅式

  （�「星星�✓�X�正字記��記不同��）

◎ 品格���⽴根基──�引積�向�

◎ ⾃�融�⽣活�境──���唱���學會閩南語

◎ ⿎�關懷培�⾃信──�定個別�異�誘發�在�量

◎ 互助合作融�⼈群──珍�⾃⼰��重�⼈

◎ ��溫�具���的學�環境──���傾��關懷學⽣

給⼀個掌�

�⽤彩虹�組�和�字卡抽�

�「��」⼿��中注意⼒

◎ ��⼩��

◎ �室�境布置

   張貼學⽣之作品�提供�書�

   �棋�跳棋�益智��

教學理念

班級秩序管理

208208208

班經理念

 ◎ ��耐⼼ �平對�

 ◎ 講求紀律 �格執⾏

 ◎ �組競賽激發��⼼

 ◎ �師⽣合作共�雙�

�經使⽤
的��和

放⼤�⼿
��具�

引�學⽣
注意�

P.42

遊戲規則

班級經營



國語

數學
結合⽣活經驗設計布題�

從��中學�學�加�學����

��具和動⼿做的活動�協助學⽣�抽����為具�

易理�的�容�

拿出⼀⽩��⻑⽅形

的�界圍�來�引�

學⽣了��界即�

⻑�

使⽤⻑⽅��具讓學

⽣�楚�識⽴��形

的⾯�頂點和�

��「In or Out」�
驗活動�讓學⽣理

��形的�部��

部和�界

��學附件作為輔

助�展�三位�加

減法的

直式計����

引�學⽣針對⽣字�⾏�詞�協助學⽣��辭彙�並補�形�字�

��⼩組討論的形式�讓學⽣相互討論學��容��加����

融�⽣活��讓學⽣�活⽤課⽂�句��應⽤在寫作之中�

引�學⽣�組討論�何

根����⾏�句

協助學⽣�識

�旁字形⾳義

�實��驗活動�學⽣完成���恩

留⾔��並��留⾔格式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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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動畫融�課⽂歌唱�學 �詞語九宮格活動��詞語

展�素材提供學⽣��

本土語文

主題探究

生活(視藝) ��楚的��和���給予學⽣鷹��讓學⽣動⼿做海報提升��

�⼒���更加�楚減�的���

�⽤閩南語-中⽂��之��式�學�讓學⽣活⽤閩南語於
⽇常⽣活之中�並訓練其表�和���⼒�

���⼦書動畫��字詞意思

學⽣�⾏海報設計��⾊ 學⽣減�海報成品

引�學⽣�享讀完繪本
的想法

�⾏�驗��懷孕的活動

��實��驗�讓學⽣��書包��⺟�懷孕�的狀況�

�繪本融�家庭��議題�並讓學⽣⾃⾏規劃「��⼤⾏動」的計

畫�容���培�學⽣規劃�實踐之�⼒�

介紹各國的⺟��活動�
增�國��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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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關卡 關

不同�課的加�⽤不同顏⾊的��

��。

抽點學⽣��抽完⼀輪再重�抽，

或是座位直����輪�抽點��

�到�平性。

�⾏�會����⼝頭�明加�是

為了⿎�發⾔�互相學��表現

班 經

國 語

數 學

學⽣在⽣字的先�經驗不⾜�在⽣字�

詞�容易對未學�的形�字�����

�為故事的「故」和「固」定的固是同

⼀個字�

學⽣對於讀⾳或�詞��問��會�

知�正確��的同學���或由�師

�⾏�明�並且�讓學⽣�詞�共同

檢核學⽣的�思��並澄�。

1. 學⽣�法⽴即理�課本上的題意，
   �⾏三位�加減法的���

1. �⽤�單的⽣活經驗布題�先�學⽣
熟�的�字或套⽤�師的�字在題⽬

中��引學⽣的注意��學⽣了���

�再��課本�題�

2. 在�較�加減的�容中�學⽣在語句
轉�上����較�的�間去�收��

�紅球��球�代表�球�紅球少�

2. ��具�的�具�現�並輔��
   線�讓學⽣了����⽽�僅⽤
  ⼝頭敘�的⽅式�學⽣�較容易�收

學⽣�常在意抽�的�平性��果重�

點到�抽到同⼀⼈或是沒�抽到⼀男⼀

��⼜或是點到的同學已經�被加到太

�的���學⽣對於��點會���別

細��別敏��並�常在課堂上提出

來�影響課�的�⾏�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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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三年�   

P.46

班級 教師 實習教師

301

302

303

304

305

307

308

李佩怡老師

張雅甄老師

��珉�師

施秀美老師

林倩瑛老師

蔣曉萍老師

賴怡璇老師

郭映廷、潘靜怡

陳恩潔、宋謙威

李欣頻、鄭泉豪

陳奕寧、楊智宇

錡羽尋、林禹賢

劉沛緁、辛容榛、蔡雅婷

程郁蘋、曾彥鈞、何洲全



國語 �學 �合

��的寶物
�識�物�事

�識�升�毫升
�識�升毫升�培�量�

⾛�臺�城:
昔⽇�光

介紹臺�城的�去

國語 �學 �合

楊��字
�析⼈物�部件�字

�識�升�毫升
計�練�

⾛�臺�城:
�⽇樣貌

參訪了�現在的臺�城

國語 �學 �合

唱��
相�的���相�詞

圓
了�圓的�質

⾛�臺�城:
⼩書製作

�整�兩堂的�容

�⼀�

�⼆�

�三�

P.47

�學�容

關卡�容



課�預�單

P.48

�學��國語

�四課《楊��字》

�五課《唱��》

讀寫練功�
《��的寶物》

重點摘記單 字詞義練�

課⽂�構表 ⼈格�質表

互動測驗ppt
相�互評表



課堂紀�單

 
培�100mL量�-
����

 
預�測量⽔量的影�
⽅便��學⽣�楚�看

 
�學附件使⽤

 
�學⽤圓規

P.49

�學��

�學

�⼆單元<�升�毫升>

�四單元<圓>

(�作影�1) (�作影�2)

(附件�合課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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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主題��

<⾛�臺�城>昔⽇�光

<⾛�臺�城>⼩書製作

�畫元素

課堂紀�單 設計⼩書樣式

�昔對�學�單



⼼中�⼰

專⼼學�

⾃主學�

�師 眼�看 ⼿� 注意

學⽣ �師或發⾔者�� �⾯ 注意

301
⽬中�⼈

�重�⼈

��問題

��規則

理 � ��經�

��

課堂中���⽤�����使學⽣���回注意⼒�

(1)�室⾛廊��⾛

(2)團�活動��隊

(3)��別⼈�禮貌

(4)上課專⼼眼�看

(5)發⾔之�先�⼿

�規

P.51



�共�學堂�共4���⾯兩�從學⽣⽣活經驗引��發現⽣活中所⾒的圓�並了�

圓的����性�包括圓的圓⼼�直徑�半徑�圓�����三�四���學⽣�何

使⽤原規畫圓�了�圓規使⽤的⽅��⼩技巧�並⼤量練�畫圓�使學⽣可�熟練且

正確的畫出不同⼤⼩的圓�

�共�學堂�共5���⼀�相��賽影�讓學⽣�受相��並從中發現其�⾊��

味��⼆���⼩組討論找出相�五⼤結構在課⽂中的�圍；下⼀��師引�並⽤IRS

�⾏�容���抽點組別上台練�相�表演�訓練上台�於展演的⾃信��五�讓學

⽣正式登台演出�⼀�兩組上台�由台下同學使⽤IRS���異組別�並�明�

�學�略�技�301
�學技�

�學

�⼆單元 �升�毫升

�四單元 圓

�共�學堂�共6���⾯兩��⽤10/100/1000毫升量杯���各式�裝�品建⽴學⽣

容量量�；�3-4�先�⽤定位�學�������熟��即��IRS測驗學⽣理�⼒；

�5-6��學��單元三種計�題型���Hi-teach��拍照上傳功��展��檢討學⽣

於題⽬中易��的部��

�四課 揚��字

國語

�五課 唱��

�共�學堂�共5���⼀�����練��朗讀練��找出課⽂的�構並使⽤理��

�中不同�略了�課⽂中的詞語；�⼆��⾏�容��針對課⽂�容�段�⾏提問�

討論；�三�更��的�討課⽂�整性的問題�並了�本⽂的主�；�四��寫考

試；��⼀�檢討�作�並�字���來為課��結�

P.52



�學困難����略

破關密技301

�師提問:「嘿�真不錯 ! /放⾺�

來 !」�兩句話���什��異?

學⽣回�: 沒��或是�擇��

卡關

學⽣�應不�預期

課�詢問��建議�先側重

放⾺�來表��更�采�句

中相對語詞變�

在�字�活動��由於學⽣參�度

�常⾼�所�在秩序上���動�

��學⽣因為��失敗⽽�緒失

��課堂�圍較為浮��

可�改變���⾏⽅式�繞

學⽣更��思考字��再�

��學⽣�更專注在思考的

���

破關

上課秩序不佳 改變活動�⾏的⽅式

改變�法

�升毫升單元��作不易

各式各樣的量�量杯�讓學⽣受到

影響⽽�⼼��作難度��學�暢

度�間提升許��

下⼀活動�⾏��提出約束

1.�「我-訊息」⽅法良性��搗亂

的�果�並告知�重性�

2.不到下⼀�學活動�⾏�間不先

發下相對應的�材��免學⽣�⼼

P.53



301
�學互動

闖關��

⼩組討論��學⽣�出「表演經�」在⽂中的�圍

��圍錯��則�⾏��再討論�

�學⽣找出組�容量���1�升的⽔壺�
並實�量測�

製作⼩書�組間

�動互相欣賞作品

��學⽣�何使⽤圓規畫圓

�秩序⼀�棒的301
⼀同⾛�臺�城

學⽣��⽂字���的線索來�字��

P.54



302302
��經�理�

想做什�事�先做就對了�

團結⼒量⼤���⼀�的事��常重��

�學⽣為學�中⼼��⽣⽣⾃學�互學�共學⽅式��合師⻑�度的引��讓學�

成效�學⽣產⽣緊密�結�

�重學⽣個別�異�使學�可�順利轉�為�間的智��

1.

2.

3.

4.

��點�章

我們⼀�都是⻑

學⽣�序想���的3個��幹部�

寫上理由於記�紙上並�開政⾒發表�

��重��經由�����

��⾼者�則��該��幹部�

�師會在期初頒發�書�當�之幹部�����培�學⽣的責�⼼�

���規定或未盡幹部之責��下課�間�留在�上�並抄寫�書10��

1.

2.

3.

4.

5.

6.

想�什�禮物�除了�⾃⼰�你��團隊��1.

P.55

��經�

��規則



302302

    ⼤量使⽤實��作加�學����並利⽤�紙的⽅式讓學⽣�
�實物瞭�圓⼼�直徑�半徑�圓�；�明�練�使⽤圓規�並利

⽤畫圓練�讓學⽣熟�⼯具��圓規各部位�圓之間的關��

    想告�學⽣｢��楚｣的重�性��應該�明⽩詞彙使
⽤的�當性；��⽂本�析��問題對�熟�課⽂�容�

��讓⼩組利⽤五��明⾃⼰的寶物�並�⾏同儕互評�

    ��影��⼝頭介紹讓學⽣初步�識相�表演���到課⽂�容的部��包��
容��、句型練�、課⽂�構���則是讓學⽣實�上台表演�會相�表演的�味�

    �驗�單元對於⽣活的意義�融�⽇常經驗讓學⽣�
�學��⽤��⽤實��作培�學⽣量�並學��何報讀

容器容量；�⽤定位��較���容量���設計�異�

練�題引�學⽣�⾏容量的加減計��

    利⽤本課曹��楊�的字�故事���孩⼦發現語⽂
的基本單位—字詞的組成和獨����再��讓學⽣實�
設計字�的活動�引�學⽣對⽂字的興��想��培�學

⽣在⽇常⽣活中對字對�奇�專注���對於學�語⽂的

����建⽴��⼤語⽂基礎�

    利⽤����影�介紹臺�古城�的�⾊街����學�
單記��問題討論和實�⾛訪加������製作�⾴⼩書作

為學�成果的展現�

P.56

�學�略�技�

�學 單元⼆ �升�毫升

國語 �四課 楊��字

國語 讀寫練功� ��的寶物

�學 單元四 圓

國語 �五課 唱��

主題��

⾛�臺�城

����我



 卡關1

關卡�國語-��的寶物

破關密技

302302

 卡關2

 卡關3

破關密技

破關密技

�⼀�課讓學⽣朗讀課⽂卻發現

讀得不太�順�才想到是因為�

⼀�看��課⽂�

�⼀�國語課�⼀天讓學⽣��課

⽂當作回家作��

�字典�先�學⽣確�字典�本

���容是否�合我���

P.57

�學困難����略

破關密技

�學�容是｢�詢字典｣�發現學

⽣�的字典�本不同所��容�

不同。

利⽤問�讓學⽣熟�課⽂�容�

但是學⽣����太��泛不易

於做�整。

�果發現學⽣的回��容已��

�學⽬��直�停⽌作�並show
出��講�。

⼩組討論寶物��

依�⼩組設計的���測寶物

�學互動破關��



關卡��學-�升�毫升

使⽤�書書寫關鍵字����點�平常

上課較不�真�較少回�的同學上台練

��並�⽤原本準�的倒�計�器掌�

作��間�

302302
 卡關1

 卡關2

 卡關3

破關密技

破關密技

破關密技

��Hiteach故障�沒辦法使⽤畫
記���抽⼈�倒�計��功��

改作�發現�學⽣並不會�真看題

⽬��⾄讀不�題⽬的意思�因�

�常計�錯��
課堂�⾏應⽤題練��計���學⽣先�

�「關鍵字」�並�⽣活��試問學⽣，

確��每位學⽣都讀�題⽬再�⾏計��

�⼀�課是實作課��⽤量杯�容

器�測量容量�但因為沒�事先建

⽴規����學⽣��失����

課��度�

�⼆�課開�制定規��學⽣�不�守

則強���可��作的�利�只�坐在

原位看其�組�作�

P.58

�學困難����略

破關密技

�學互動破關��

實�測量⽔桶容量
�⽤定位�練�容量的計�



 卡關1

 卡關2

 卡關3

302302
關卡�國語-楊��字

破關密技

破關密技

破關密技

�學互動破關��

回家回��學影���每⼀組想法記�

下來����結出�較�合的主��在

下⼀�課告�學⽣�並�明�師切�的

�點�

詢問學⽣�「從��⽂推論�你覺得�

個『⼆』是代表真實的⼆句話��是只

是形容狀��」

學⽣上課容易�⼼�發��課堂沒�

動⼿做�記�隔天就�記了......

�三�課�⽤理����略�識「⼆

話不�」⼀詞�學⽣使⽤�字⽅法�

�為「兩句話都不�」�淺看學⽣都

�意思了�不�就�學⽣提出�「所

�曹��是��⼀句話��⼆句話才

不��」

�四�課�整「主�」��每⼀組的

��都是從不同⾓度去思考�所��

很�想法�⾄於⾃⼰難去�合學⽣的

想法�⾺上�結出⼀個�合的主��

學⽣的回��⼩組討論的結果可�使⽤

��的⼩⽩��國語�記本�⽅式記�

下來�或是出功課檢視學⽣的學�成

效�

P.59

�學困難����略

破關密技

⼩組�享理��詞之�略

�⽤IRS��抽⼈��
點�學⽣回�



302302
關卡�國語-唱��

 卡關1

 卡關2

破關密技

破關密技

關卡��學-圓

 卡關1 破關密技

�學互動破關��

畫⼼智���學⽣寫上不是重點的

�容�我只⽤了｢因為�是台詞｣讓

學⽣�掉�但�課是�本��容�

是台詞��種�法並沒�很�的澄

�為何不�寫上去。

利⽤表演者是否｢真實�做出動

作｣��學⽣�思��。

����學⽣開�很�意⾒�希�

可��擇對�們��利的��規

則�

直�告��們｢我就是��擇�樣

的⽅式｣�盡量�免�學⽣斡旋�

��圓規使⽤⽅式步�(1點�2
開�3對�4畫)。

P.60

�學困難����略

破關密技

圓規使⽤⽅式�步��容�明太

��學⽣不易記�來��容易搞�

步��

�識「�義詞」 學⽣上台練�「畫出直徑�半徑」



 卡關1

 卡關2

 卡關3

302302
關卡�主題��-⾛�臺�城

破關密技

破關密技

破關密技

�學互動破關��

��其�學⽣�完A4紙並�成8⾴⼩書��
�那位學⽣到�室�⽅��掉的紙張⽤�

�黏�來�並開�繪製⼩書�

介紹�⾊街����了太��間在⼝

頭講��學⽣發表的�間太少�不�

容易出現上課�神��的�形�

�⽤影�提�學⽣的學�動��並在影�

�放�問問題�或是利⽤�����之間

的�較�讓學⽣思考兩者之間的�異。

�隊校��學�為了⽅便講��所�

常讓��隊�停在⼗字路⼝�卻影響

到的其�⽤路⼈的�利。

⾃⾏����不只是熟�路線���思考

隊�應停在哪裡較為�合�

P.61

�學困難����略

破關密技

正��⽤�⼑製作⼩書��發現�位

學⽣直�把A4的⽩紙�成8格......

�⽤��和影�介紹�⾊街�
協助製作�⾴⼩書



四項超���

    ��師⽣共學的積����並�格�求學⽣的品格�四項學��度�守��負
責�專注和⾃律�����師���語放在�室�⽅�刻提�學⽣們�                      

P.62

��規則

��經�

    ��輔��師�常重視學��度�國⼩�段就是�定良�學��度的關鍵�期�不
必在課堂上�於�會學⽣所�的東西��⽽是利⽤��學�⽬��讓學⽣�成良�的

學��度和學��慣�當學⽣�良�的學��度��未來想�學�何東西�都�⾃⼰

找到辦法�⾃⼰訂定⽬�去學�����就�⼈⽣中各式各樣的�境或是挑戰�都�

��的�度和�慣去⾯對����得成⻑�

    ⽽學��度的培����輔��師�並�只是�上���⽽是��間和學⽣⼀�討
論什�是�的學��度�⽽��的學��度��的原因是什��具�的讓學⽣知�該

�何�成����在課堂上���輔��師就會問學⽣�「什�才叫做專⼼上課�」

明確的讓學⽣�出�「坐��坐��眼��看�師或是發表的同學����專⼼��

講話�⼀定�先�⼿��重發⾔的同學���」並且實��學⽣執⾏�當�⼈上課不

專⼼��就��學⽣再�重�檢視⾃⼰的⾏為是否�合上課專⼼��是累犯�那就會

再�學⽣回家完成⼀��省⼩記���的思考⾃⼰該�何�到良�的學��度�⽽在

作�的部��實�輔��師�不斷向學⽣強�「�做�做完�做�」�三者間的�

別�實�輔��師會�學⽣的作�拍下來�投影給⼤家看��⼤家⼀�斷定作�的完

成度�何�該�何做��注意哪�細�才�是做�����學⽣⼀�討論�並且�格

執⾏��訂定的�準��是學⽣的作��「做�」�實�輔��師�會給予雙倍的�

���激�學⽣�

學��度的重�性



�四課 楊��字

�五課 唱��

    唱��⼀課屬於相��本�在⽂�上屬於應⽤⽂�⽬的在於引�學⽣對於相�的

�識�培�學⽣對於中�⽂�的�識�

    在�學�容上�我們��學重點放在相�結構��⾳��義字�並撥放現實中的

相�競賽影�引�學⽣對於語⽂表演的興��在�學��中�學⽣都����出相�

表演相較歌���⾳���表演�不論是布景�是演員的服裝都較為單純�再�⼀步

切到主題�相�是強�⾯部表���⾳展現的表演�故希��眾專注再演員�上�

國語

讀寫練功�  ��的寶物

    ��的練功�屬於語⽂練功�的⽂本�主�的�學�容��寫��事���讀理

��略�⼀共�5�課的�間�

    在�學上�由於學⽣較�乏注意⼒�故往往不經思考就發⾔�⼜或是沒��楚就

�評�故在本單元��了��容寫重點�讓學⽣�練��的�⼒�培�耐⼼����

由於學⽣�乏對事物的��⼒�興��故我們���了2�課的�間�⾏�寫�學�

��附⼩的景物引�學⽣的興���把握�會幫學⽣���寫景物�使⽤的詞彙。

    楊��字是⼀�故事�在⽂�上屬於記敘⽂�⽬的在於�由�字�讓學⽣去發現

字是由部⾸�部件所組成�����故事讓學⽣去�思�⼈�事的�理。

    在�學中�我�重點�在�容�����⾓⾊對話找出線索�推測⾓⾊的個性，

再�由「雞�事件」的故事補��讓學⽣�測楊���被曹���的原因為何�⽽�

你�別為楊�和曹��應該怎�做會�較恰當�再��故事的借鏡���學⽣於去�

思⾃⼰在⽇常⽣活中��⼈相��的�度�⾏為是否得當。

利⽤HITEACH����IRS檢測
學⽣學�成效

各組所討論出的楊��因 ⼩組討論��師⾏間�視
給予協助和引�

P.63

�學�略�技�



    本單元共�4�課���實作活動「�學�責�交�於學⽣」��由提問讓學⽣主

動去發現���圓⼼�圓��直徑�半徑�別的定義和�點���圓規的使⽤⽅法�

在�樣的��中�我發現學�成效��由�師直�告��們����常��雖�在⼀

開�會�費較久的�間�但當到了�⾯的��題�����學⽣去證明正圓��學⽣

會想到之�動⼿做�的對折找圓⼼�或是去測量直徑是否⼀樣⻑�學⽣不再只是記住

��知識⽽已�⽽是成功��為⾃⼰的東西���⽤於⽣活中�

�⼆單元 �升�毫升

�四單元 圓

    本單元共�8�課��4�課��實作活動培�學⽣對於液�的量���4�則是練

�計��

    在�學上�實作活動��很�的秩序��技巧�因�除了制定規則�����給

予明確的��讓學⽣知�該�何做�由於本單元的�容較為�單�故在�4�的計�

可�補�更�的題型刺激學⽣思考�讓學⽣⼀回⽣�⼆回熟�三回��⽣�熟��

���可��⽤HITeach的繪��IRS的即�回����增加�學�略�引�學⽣的學�

動��

�學

P.64

�學�略�技�

�合

校訂課�  ⾛�台�城

    ⾛�台�城的課�是附⼩的校訂課��在�個部�我們⼀共設計了�堂課�

    �兩�課�由�昔對�的照���學⽣去發現台�城��昔的變����給予⼀

�相關���讓學⽣⼩組討論去推測是哪�原因�成�樣的改變��三到五�課�我

們��學⽣實�⾛�台�城���雙眼去��現狀�因為真實的經驗會��在�室�

看照���更��實��受更��刻的留在⼼裡�⽽在��兩�課�則��格⼩書的

形式��整所學�除了畫下台�城��昔的變���寫下�成變�的原因�較��學

�⼼裡的���



在�學課�授�升�毫升的�⼀

�課的實作活動中�學⽣⼀⾒到

⽔就很開⼼�即使�制定規��

是�成�室��許�濺出的⽔�

在國語課中�由於希�培�學⽣

��的素��因�三年��師共

同訂定本學期��容寫重點的課

��但當⼀�到��⾏��容寫

重點�⾺上群��彈�並��彼

��發出抱���

在�合課���學⽣出去校��

學真的是⼀⼤考驗�⾏��常�

⼼學⽣的�����學�成效�

事���師討論�下⼀�課先計

��學⽣會使⽤到的⽔量�學⽣

因為⽔量�限都會變得�常珍

惜��就不會�玩⽔的�形�

經�和�師討論��正��之�

在學⽣�彈當下�就⾺上就先利

⽤碼表讓學⽣先�⼼⼀�鐘�把

⼼�下來�告�學⽣�⾏�項課

�的⽬的��了良�的學���

��才開���容寫重點���

到原先的學�成效�

���師和我們兩⼈的�合�整

趟校��學�常順利�回校��

由問��⾏測驗�學⽣的學�成

效出乎意�的��讓我們�常�

動�

P.65

�學困難����略

破關密技

學⽣「⾛�台�城」⼩書作品

卡 關 破 關



利⽤⼤屏�學⽣即�互動

引�學⽣測量⽔量

使⽤HITEACH作�

��學⽣上台���講�

學⽣書寫卡�表���

P.66

�學互動

闖關��



304

⼩組合作

組⻑

收�組員作�

副組⻑

�回�改作�

器材⻑

拿�上課相關⽤具

⽀援⻑

IRS拿����

⾃由發表的�圍

�師常�提問的⽅式引發學⽣思考�

只�是�關課堂的問題都很��學⽣發表�

因�可�發現整個課堂的�圍是活潑�鬧!

�室��組的⽅式��座位�

在課堂中�許�的討論�

�組的⽅式可�讓師⽣互動更�彈性�

 

在上課����學⽣⾏為不佳�

�師會�出該學⽣哪項品格�度不佳�

並且提�該學⽣�⾏注意�

�學⽣經提���是不改⾏為�

�師會先於⿊�上畫X並記�座��

�被�師提�超�2��

則會於�絡�中寫上該品格的�稱並記�-1，

�提�家⻑關⼼學⽣在學校的�況�

1.準�

2.早�

3.�隊

4.午休

5.科�

6.專⼼

7.負責

8.�重

9.作�

10.�除

品格天�

P.67

��規則

��經�



�學 �⼆單元 �升�毫升

��經驗���學�

本單元�重在量�的培��

2年��對容量已�基本���

因��間�測量的活動

引出��確的測量容量���共同的單位�

�合 ⾛�台�城

先�照��⾏古��對�

再實�⾛訪�會更�刻�

�合課先利⽤兩�的�間�學⽣

�識台�城��⾊街��並介紹其�史；

中間兩�實��⾏⾛訪��會古�的改變；

並在��兩�課�⾏⼩書製作�記��受�

國語 �五課 唱��

�賞相關影��驗相�之��

�⽽��⾏表演�

相�相較於其�表演是學⽣較為陌⽣的�

因�先利⽤影�讓學⽣產⽣興��

��介紹相�表演�點��⽽讓學⽣練��

�終��同儕合⼒完成表演�

�學相關�材�

P.68

304 �學�略�技�

學⽣合作�間�測量⽅式測量⽔量

實�⾛訪台�城合影

學⽣�組上台相�展演



304

  ��講��學⽣易失去專注

畫圓�學⽣�作狀況不⼀

因發表�會⽽爭吵

 在�學較�單的部���結論
常會�慣�講����

但學⽣易失去專注�且不易記得�

學⽣相當注重發表的�會�

常常在課堂上會因為發表�會不�

⽽�成爭吵��終影響課堂的秩序�奏�

 �設計提問�引�學⽣發現結論�
或是⾃⾏得出原理原則會是更佳

且更會記得的⽅式�

  練�設計個�問題

�常變�發表⽅式

 學⽣在使⽤圓規的熟�度不⼀�
�����不易�合��狀況�

�師提�可��加�⽤IRS的�⼈���
�可��加思考抽⼈的規則�

���爭吵頻率�所���

��不同��

利⽤課本練�題�讓已經完成的學⽣�

����繼續�作不⾄於放��

P.69

�學困難����略

破關密技

卡 關 破 關



台�城⼩書製作

提�學⽣PPT照��課本��
都可�成為⼩書製作的參考�

�學  �升�毫升
學⽣上台�到困難�

引����其�同學的

作�可�哪裡�問題�

�學  圓規�作
台下�堂�確�學⽣圓規是否�

正確使⽤�並�⾏���整�

國語  �字�活動
學⽣上台�享⼩組合⼒所出

的題⽬�讓��⼀同�⾏�驗�

國語 唱��
學⽣上台�⾏表演��介紹上台

禮儀��台下�眾所�禮儀�

P.70

304
�學互動

闖關��



1.銀⾏存
�:

2.��:

3.��:

上課�亂秩序就�站���但�到下課都�沒�坐下�會���不�下課�利⽤同

儕�⼒讓學⽣不�再犯�

4.南�:

 得到南�則下課��⾏��活動��看書�寫作��

(1)加強師⽣互動���⽀�的環境���包容��的學����
(2)�⽤⼩組�個⼈���強�⼩組互助合作並⿎�學⽣�於表現⾃我�
(3)在課�中提出學⽣�完成但�難度的問題�讓學⽣專⼼��問題⽽��亂秩序�

��經�理�

上課加�轉�成銀⾏的錢�可��⼀定的⾦額來�除��較輕的�罰��可��錢

來完成願����培�學⽣理財的����⾃⼰衡量�何使⽤⾦錢�

��制度

⾃⼰上課不專⼼就�站����就是上課罰站�

P.71

��規則

��經�

 上課的加�可�銀⾏儲值卡來存�銀⾏中�
�店⽬�記載��除�罰所�的⾦額�

��學⽣會想出��的�除⽅法�和�師

討論�可放上�店⽬�����兩欄�



1.�利⽤⼩組討論:

討論��再點⼈回��會

讓沒⾃信�沒想法的學⽣

更�⼼�

2.⼩組�個⼈��:

強�⼩組互助合作並⿎�

學⽣�於表現⾃我�

3.��的拋出難題:

讓學⽣�專注度放在��

問題⽽��亂秩序�

4.給學⽣正向回�:

讓學⽣學�的��中�得到

正向增強�增加⾃信⼼�

P.72

�學�略�技�



卡 關 破 關

練��寫�具��⼦思考不易

 《楊��字》的�學重點在於練�
�「���明」來�寫⼈物�但在

實�書寫��儘���句����

是�部�學⽣想不出具�的�⼦來

證明所寫�質�

�看影���寫⾓⾊

��影�故事來�住⼈物的�質�

事蹟��樣會��讓學⽣憑�想�

來得更具�。

相����台�的��

學⽣在三上���學�另⼀��本

形式的應⽤⽂�但是相�作為中國

傳��曲�⾃�就�西式的�台�

��不⼀樣���學⽣���

使⽤視���讓學⽣從中經驗

經由�路上的經典相�段⼦���

�的�台�作為�⼦�讓學⽣利⽤

⼩組討論的⽅式發現�竟兩者�哪

�不⼀樣�並�⾏引��

活動規則��規��到

在活動開���應該��規則⽴��

並且考�到可�會�同學不⼩⼼措辭

傷�到⼈�

⽽事�發⽣的當下應當⽴即停⽌活

動�並且即��⾏�會���讓其�

同學知��話��三思�

在�⾏�⼈�事的形容詞⽤法

 在��的寶物中���的��⼀個
活動希�學⽣��利⽤學到的�寫

法���⼀個同學的���並讓其

�同學�測�但是卻忽略了��同

學會使⽤⼀��惡意的字眼�可�

會傷�到同學�

P.73

�學困難����略

國語

破關密技



活動�間掌握不佳

�學�常希�每位學⽣都完��

�了再繼續���在現場��到

是很困難的�可�會在�單的�

⽅�太��間�⽽會�掉⼤部�

學⽣學�的興��專注⼒。

不對每位學⽣都�同樣的�求

可�給學⽣�⼀點�會�現�段��

���沒關��或許�討論���其

�同學發表或是繼續��⾯的�容�

學⽣就����住重點�

沒�把握�作意義

<�升�毫升>的�作課�太希�
���的秩序�都�重點放在

規則建⽴上��⽽�了跟學⽣

強�學�量�的意義���於

學⽣在�作�其實不�楚實�

的意義�淪為倒⽔活動�

�學�⽣活的�結性

在⾃⼰的�中��先�課��⽣活

��結�⽤滴�滴1毫升不是為了滴
⽔�⽽是為了讓�字具���為學

⽣建⽴對於�字的具����

先�知識已超�課本

在�⾏<圓>的單元���估學⽣
⽬�的知識⽔準����⾯⼀

�課�度���

做�測評量學⽣�度

因為不確定學⽣⽬�的�度在哪

裡�可�先利⽤⼀�上課�間�⾏

�測�知�學⽣的�度��利�續

的課����

P.74

�學困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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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吵��秩序��不易

在實�⾛訪��騎�往往沒�很⼤

的�間讓⼤家都���所�必須真

的⽤吼的學⽣才��得⾒�師的

話��是�學上⼀⼤困��

事�約定��

事�約定���很重��因為⼀出

了�室�環境就會���各種刺激

物���住學⽣的專注度不容易�

所�我們在�上就約定�「注意」

的⼝��並���到的同學�提�

沒�到的⼈�

孩⼦對�技巧的掌握

原本�為圓規畫圓對孩⼦來�已經

很熟�了�沒想到�是�許�孩⼦

在�裡卡關�從�裡�可�看出評

估學⽣�技巧的掌握�⼒�太淺�

��⾯對�事物��留⼀��間給

學⽣練�。

兩�課製作圓形⼩書難度�⾼

原本預想是�⼀�課可�做完⼩書

的基���⼆�課�⾏�容的�寫

��其�的��⼯作�沒想到學⽣

的�度�設想的��很���到�

⼆�課的⼀半⼤家才做完卡�的基

��⽽�⾯卡�久的步�竟�是�

為不⽤�很��間的畫圓�

⽣活經驗不⾜�⽀��會古�

學⽣沒�⾜�的⽣活經驗�會��

交�的�覺��法�成讓學⽣⾃主

發現古�變��

�⽤視�����照�對�

利⽤視�����視��報���

路上的�照�⾏對��讓學⽣從⼩

組討論中得到現代�古早�期的建

����不⼀樣�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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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困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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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臺�城>
��難得的戶����會�

和學⽣介紹臺�城�的建��⾊� �學 <�升�毫升>
在各組�作�下去�堂�

和學⽣講�針�使⽤的細���注意刻度�

國語<唱��>
��學⽣討論相�的表演元素�

�學<圓>
協助學⽣�⾏⼿作陀螺的組裝�

P.76

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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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來�出書中的�容

307307
��經�理�

��座位�

1.使孩⼦們在團�中互助�互諒�並�在合作中學    
  �和成⻑� 
2.培�孩⼦們的⾃信⼼�同理⼼�
3.�⿎���讚�� 
4.加強品德����定孩⼦們良�的品格�
5.�重關懷��⼈�事�物�

講台

「��為出發點��家⼈��同學���師�」

��成員�

男⽣16位��⽣12位�共28⼈

��制度

��

��

家事章(�做家事)��寶寶章(當天表現良�)��絡本�章

⽺⽺�打�

⽺⽺��讀

留下來打�

罰寫都是100個字

⼩組加�

�:我不在⾛廊和�室奔跑�

會�章在�點卡

P.77

��規則

��經�



早⾃� 午休 放學

1.⼀到�室→交作�→抄
寫�絡本(�師⼀�會�
�們抄寫⼀個禮拜的�

量)。
2.�絡本抄寫完成���
⾏�間�讀�

1.����洗⼿才��裝
��

2.吃完��午休���先
去量�溫�

3.午休�間每天會��紀
們輪��理秩序�

放學會�路隊⻑上台整

隊���同學們⼀�去

校⾨⼝放學�

��規定

��秩序⼝�

⼩組加�規定

1.危險的事�都不�做�不可�欺負同學�不��成�⼈的困�� 
2.培�良�的⽣活�慣�並實踐於⽣活中��⾯整��椅⼦���⽔壺放椅⼦�下�
 

1.307注意�(學⽣�誦:注意) 
2.�你跟我�樣做!(學⽣�誦:我會跟你�樣做!)

1.課�準��下⼀堂課�使⽤的東西�
2.座位附�乾淨整�的組別�
3.⼀上課�先到⿑並��準�上課的組別�

��作息

��秩序�理

P.78

��規則

��經�
307307



設計許�⼩組活動�讓�們��預估�實�的測量�培�準確的量��並且��⼩組

���⾏�⼯�學�互助�合作來共同�成��!

�學 �⼆單元  �識�升�毫升

技�⼀ �⽤⼩組實��作�培�量��同�增加合作�⼒

技�⼆ �結�經驗��固�的知識

從⼀開��識毫升�銜��經驗:從容器到容量�
���升毫升的直式���銜��經驗:�⽄�克
的直式������樣��的�結可�讓學⽣對

於��更加�楚!
�學 �四單元  圓

國語 ��的寶物 

國語 �四課 楊��字 

國語 �五課 唱�� 

技�六 �⽤⼩組討論使⼤家互相學��激發出�的��!

在�容���課⽂�構�整理相�重點的�⽅都

�⽤了⼤量的提問�討論���討論激發學⽣的

思考����讓會的同學去��不會的同學��

到同儕互相⽀�的效果�

技�三 �⽤IRS����作⼤家�

因為三年�上學期並沒����界的��（�本�

��）�因���丟��的⽅式讓學⽣�驗�界的

�圍�但�個���⼈�限制�因��由載具�⾏

��投影�讓每個學⽣都�看�楚�界�

技�四 �國語課���課�結

三年�下學期學⽣正在學�⽤��打字��

寄��⼦�件����的寶物所�的�物�

事可�做相關課�的結合��加利⽤學⽣�

奇的��域和已知的課�結合�可�激發學

⽣學�的�度�

技�五 對於學⽣�意不侷限

�師在�授�⼀堂課���具�不只

��史故事的技����可���學

⽣⼀��會和�識楊�的�智�應是

�何�對我們來��確實是⼀場��

的�學��!

P.79

�學�略�技�307307



破關卡關
1.學⽣�作�因不�平⽽爭吵

�學課中�作的部�是採⽤⼩組的⽅式

�⾏�孩⼦會因為誰��作或是誰沒�

�作到⽽爭吵�

1.採⽤⼩組�����⼯作

利⽤⼩組���同⼀�課中盡量��不

同��的組員完成�����:拿⼯具的
是��1��作的是��2����記�
的是��3

2.學⽣�度��

因為部�的孩⼦�事先預�的�慣�

但是��孩⼦沒��所�已經�⼀�

孩⼦知��天�學的�容��果直�

�下去�那⼀�孩⼦不知��做什

��可�會開��天�

2.設計學�單或是採⽤⼩組討論

設計學�單�可�採⽤從�單到難�

�學��果都已經會的同學可��照

順序先寫下去��師利⽤�堂�間看

書寫的狀況�另�可���⼩組討

論�讓會的同學��不會的同學�

3.學⽣上課�⼼
 
 ��學⽣上課�會�注意⼒放在⾃⼰

�的玩具�或是和別⼈�天��⾄�

可�是拿出⼀張⽩紙開�繪畫�上課

的��學⽣的��不在上課�⽽是�

�在⾃⼰的⼩天��

3.�⽤⿎����抽點

�果孩⼦發現⾃⼰沒辦法在課堂當中�

所貢�或是成就�孩⼦就會開��⼼於

課堂活動�為了讓�⼼的孩⼦��繼續

專注於課堂�我們可���⿎�或是�

�孩⼦參�課堂的⽅式�重�引�孩⼦

學�的興��

4.學⽣覺得�作�負�

附⼩的學⽣不僅�回家作����才�

活動……很�事��������們去完
成�對於�們來��學校作����會

是⼀個傷��的東西���⽽讓�們不

想�或是�法準�繳交作��    

⾯對�樣的困境�我們�為�師⾸先��

堅定的⽴場告�學⽣完成學校作�是本

���就是�不��交作���果回家�

其�額�的才��完成�可�跟�師�量

規劃�間或是想想看可�跟同學⼀�寫作

�的��⽅式�或許會讓作�變���

4.千⾥之⾏��於⾜下

P.80

�學困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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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307
相⾒�!

是我們�學⽣開�書寫��的記憶的開�!

⾛�臺�城!
是我們�學⽣⼀�戶��學的���刻!

�賞掌中�!
我們�學⽣⼀��驗掌中��⼒的刺激�!

天 下 沒 � 不 � 的 � 席 !

P.81

�學互動

闖關��



2.��座位�置

3.��制度

308308308

P.82

��規則

��經�

1.每⼀�是獨⽴的�沒�和其��合併
2.因應疫���師雖�想��⼩組座位�但�是想�疫�趨緩了之�再���現
在的⽅式是四⼈⼀組(�上右�所��)��討論的���派⼩組其中⼀位學⽣�
其�學⽣��到該位學⽣座位討論�並且讓該位學⽣負責回��

3.��上�每��派不同學⽣回�的⽅式�讓學⽣回��加�的�況平�

除了讓�們�實�的東西可�當作增強����可��⽤拼湊組裝����⾏

建構��的�⽤�在學期中的��會�⾏結��

只���成⾃律或回�

問題  回給��當�� ��
國語課

服� ⾃律

�學課

�� ���師的規則會提����是沒�改��則沒收���

1.�學理�

(1)�師覺得學�是⾃⼰的事��所�沒�⼩組競賽加��就�⼩組討論�之�
�是個⼈的加��

(2)�師�為三年�了�很�事��學會⾃⼰�理�所�沒�加�家⻑Line群�
但是���幹部的群組可�交代事項�

(3)培�學⽣的基本�⼒����讀理���題�略�⾃我�理�重�的是希�
學⽣�對學��到�忱�

 



��⼩��

在課堂中��給學⽣⼩��做�

��寫⼩⽩��⼩組討論��之

就是��事做�

出錯裝�

�師故意��明顯出錯的�學�

容�同�給予提��測試學⽣是

否�發現�

科技�⽤

�⽤IRS科技了�學⽣作�狀
況�並依��況�擇是否�開

學⽣���來�成不⼀樣的�

學⽬的:私�下澄�或�開討
論�

308308308

P.83

�學�略�技�

重���

�求A學⽣重�剛才回�的B同學
的���測試是否��真���

回�不出來則�A同學��真�
��再敘�⼀�。



⼀ 關 闖 ⼀ 關

讀�卷書�⾏�⾥路

不積跬步���⾄千⾥�和�室中的⼀
同學��伴⼀��出步伐�為⾃⼰⼼中
的�惑�找�真實�具�服⼒的證��

挑戰⾃我�發掘可�

昔⽇�光����受

百�不�⼀⾒�真正的古蹟�⽣活
雙雙�結��了�⼈⽂之�其實就
在⽣活�����對�史�絡的�
��更理�⽂�向���的�貌�

⼈⽂���陶冶��

記��緒�⾃我覺�

�經驗�作具�的⽂字���思考⾃
⼰的�緒��受���更了�⾃⼰的
�在⾯向��即�記�下寶貴的經驗

308308308

P.84

�學互動

闖關��



308308308
卡關 破關

�學�容��⾊課�

個別學⽣��思����會思考

是不是��因為⼀個⼈讓��卡

在�裡��⼼會不會因�讓課堂

�法順利�⾏�因�常會失去很

���學⽣的絕佳�會�

儘�在課堂上已經使⽤了許��學技

巧�但��⼀點不可忽視�那便是中

年�學⽣的年���對學�的影響是

很⼤的��竟年初跟年尾的孩⼦�異

就直�是中⾼年�跟���年�的發

展�異狀況�

尚未成⻑的�懷

學⽣不是⽣來就會欣賞同學��

�「想被看⾒」的欲�會�駕在

欣賞的眼光之上�⽽沒辦法去⿎

���為其�同學投��

學⽣的年���⼒

�思考的��味留給學⽣

個別��思�讓��⼀�討論�個�

思�把問題拋給其�學⽣⼀�討論�

�學⽣來���或是在短暫的放出討

論��收回��作的細�度跟確實

度�會⼤⼤影響學�的�度�

�師的眼光�⼿法

�師提到�在�學�不�只�⼀種�

準�同���留意座位�讓發展較為

�的孩⼦��發展�較�⼀點的學

⽣�⼀同完成課堂�求�

EX:本�實�的唱��課�表演

⼼��正

�師在��何��的���重

點都不「只」是�何挑��⽽

是在�之中��之�都�不同

�理��授�

P.85

�學困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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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四年�   

P.86

班級 教師 實習教師

403

406

408

蔡依玲老師

鄭芳怡老師

黃心怡老師

許祐禎、劉家瑄、韓序旻

柯人尹、莊雅婷

林�郡�温盈貞



國語 �學 �合

403 �整活動-從⼼出發
406 �三課-往�想��
408 �四課-����

403 406 408
�三課-四�形

403 406 408
���書�讀

P.87

�學�容

�⼀�

�⼆�

國語 �學 �合

403 406 408
�四課-����

403 406 408
�三課-四�形

406 
�四課-�⻑�⾯積

403 406 408
���書�讀

國語 �學 �合

403 406 408
�五課-�⽅的來信

403 406 408
�四課-�⻑�⾯積

403 406 408
���書�讀

成果展現

403 
我思課�-⼩四的�惱

�三�



四年��學��
�學�三單元-四�形
畫出�直線學�單

�學�三單元-四�形
���形�具

 �學�四單元-�⻑�⾯積
實�測量學�單

P.88

�學��

四年�國語��

�學

國語

倒敘法學�單 國語�四課-����
學�單

國語�四�五課

課⽂學�單

國語�三課-往�想��
⼼智�格式



P.89

�合

《�在紅⾖裡的�》

學�單

《�在紅⾖裡的�》

��卡�

《世界中的孩⼦》

學�單

《我的同學是⼀隻�》

學�單

�學��



403403403
��規則__��經�理�

�「合作」為�略�「�效率」為⽬�

建⽴良��慣�品格

看⾒每個孩⼦的�點

    給予��展現⾃我的�會

 提供�元的學��容�⽅法
     ��友�的學�環境

��規則__��制度

物質���
     根�學⽣每⽇作�書寫�況給�「星星」��作為積點⽅式；
     期末��計各�本中所�得的星星�可⽤積點向�師��⼩禮物�

社會性���
     依�學⽣完成作�⽤⼼度給予「��」���⼀可��成積點�
     但�本上����的⼤⼩代表的是�師對�們的另⼀種�定�

�罰�
     �師對學⽣的�罰種��使⽤並不�⾒�僅在學⽣於�⽩課��
     午休�間因吵鬧被幹部登記��罰抄課⽂⼀段

ARE YOU READY FORARE YOU READY FORARE YOU READY FOR

P.90

��規則

��經�



學⽣們⽤⼼討論故事⾛向

403403403
國語課-�學�略

科技�學�課堂��IRS讓學⽣更�興��動⼒學�

課堂�容結合學⽣⽣活經驗�讓學⽣對課�更��受

結合課⽂�容�讓學⽣�作(故事敘寫+寫給⾃⼰的信)

P.91

�學�略�技�

�學課-�學�略

讓學⽣動⼿�作�實�去使⽤⼯具練�

課堂�容加�學⽣⽇常⽣活物品�引發學⽣學�興�

讓學⽣在課堂中討論�實�測量�讓�們�合作完成課堂��

學⽣做課堂的練�

提�繪本中�學⽣⽣活經驗較不熟�的�詞���⾏��討論�

�合課-�學�略

�討在世界中所����議題的⼈們真實的⽣活⾯貌�

了���議題在世界各��何被��

學⽣合作完成討論��



LEVEL UP__技�成⻑

LEVELLEVELLEVEL      UP! YOU DID A GREAT JOBUP! YOU DID A GREAT JOBUP! YOU DID A GREAT JOB

技��:科技融��學

技��:堅�的⼼�

技��:��經��⼒

實�期間�學會了�何掌握��的�圍��學⽣的秩序�我們�為�瞭

�學⽣�是對�理���很⼤的幫助的��是��座位或是使⽤學⽣們

各⾃喜�的正增強�都��效的�制住��的秩序�

從科技⼩⽩到沒�IRS很難受�我們常利⽤課��間練�
�何使⽤��墊⼦設���課�怎�融��

不論是�⼼�細⼼�信⼼��挫折容⼒都 UP UP UP。
�⼼讓我們對於學⽣的關⼼�耐⼼不會因�間⽽�所�減�

細⼼讓我們對學⽣的學�問題更加的敏��

信⼼讓我們對於⾃⼰的�學更�⾃信�臺��更加�健�

挫折容�⼒讓我們⾯對困難不會���積���；�到挫折��於⾯對�

P.92

�學�略�技�40340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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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3

破關密技

�學困難����略

學⽣��應不同�學�格

對學⽣們⽽⾔��室裡�了

三位實��師�是個挑戰�

學⽣對我們不熟��因�對

於實��師之間不同的�學

�格����⼀⻑段�間來

�應�

對��設�不熟�

雖�在實��已學會�何

�作�室裡的科技設��

�⽽設�仍��失�的狀

況�得設法�效�除�

不易掌��學�間

�學現場中�許�不可�

的變�會發⽣�因�許�

計畫會因為��變�⽽改

變��成�期�中的�學

⽬��所���

明確的�學��

在尚未�學⽣建⽴良�的關

������必須仰�明確

的�學���並且利⽤視覺

�提��才��效使學⽣了

��師所期�的學�表現是

什��

勤加練�使⽤設�

利⽤�堂�間加��索��

作�室裡的科技設�；課堂

中��到技�問題�先找�

其��代⽅�讓�學活動得

�繼續�⾏�

��做出彈性�整

評估當�課中欲�理的��

事���學�度之輕重緩�

�度�設⽴完成�間⽬�並

告知學⽣⼀同�合�交由學

⽣⼀同�負�掌��間的責

��

卡關 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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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406 ��規則

��經�

�重每個⼈�不�嘲�⼈

�錯沒關����去�試

除了��對�����楚

不只⾃⼰會���同學會

�規

�章

加�制度

協助��事�者可�在�絡本上�章�⼀天上限為兩個章�超�者可�加

�在加��上�

每⽇加��

�為⼩組�個⼈加��秩序⽅⾯�為⼩組加��發⾔或回�問題則是個⼈

加��

學期加��

每�結�⼀���加�球；學期末會依照球���品�



406406

P.95

�學�略�技�

�學設計巧思

‧引�學⽣的學�興�

國語

�⽤��中的科技�源

（���平��IRS��）

‧跨�域的課�設計
結合不同科⽬�⾏�學�

並��補�課�知識�

‧注重課�的銜���貫性
�是�尚未�明�楚的部��

應�續�⼀�的�學�容�

�學

‧�樣�的抽點⽅式
除了提升學⽣投�課堂的專注

度���免�平性的問題�

‧檢視學⽣的思考��
��題⽬的計��課堂提問�了�學

⽣的思考��並��其�思���

‧實��作並�結⽇常⽣活經驗
從動⼿�作中學��加上⽣活經驗

的結合�學⽣會更加���刻�

學⽣們正在�⼒激盪�

�作��

測量活動學�單�學⽣詳

細記�測量�形�結果�

���作的作品�

不只�⽂字��加上�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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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略�技�

�學設計巧思
   �合�域-  
跨��讀共讀書

���⼤成品

��

�容

學�單

�寫

議題

�討

成果

展出

學�單設計

  406 的�合課結合了�室�⾯的⼤布告欄�我們做了�景�再由⼩朋友們
�⼯合作�依�《我的同學是⼀隻�》的�容製作出�合⾓⾊�性的⼤紙��

上⽅是����合⼒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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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406 破關密技

�學困難����略

卡關 破關

國語

學⽣對於⽂中的抽���(����想
的��)�較難�理������間引
��

���裁的課⽂結構�意義段的段�

�段�⼤意較為開放�不太�合⽤平

�擷�⼤意的⽅式�⾏�學�

學⽣對於產出課堂作品的�度��為

完成度⼤於�容豐富度�會�交�了

事的�況發⽣�

卡關 破關

利⽤⼼智�的⽅式���學⽣找出作者的

�想�������到的阻���並�已

學�的課⽂為��學⽣會更�理��

���中的每個段�切成更⼩的部���

�拼湊每個������整�合併�課⽂

⼤意。

�求學⽣的完成品必須包�哪�元素�且

�圍不�太⼤(���句�9-10句)�⾏間
�視���⿎��激發孩⼦的�意。

�學

學⽣對於�何�三⾓�檢�直⾓�平⾏

的��不太�楚�常常是�⽬測的⽅式

確��

���形中兩個�形的對應��對應

⾓�部�學⽣會直�對應相對位置�應

該考量�形是否�經�翻轉�

在⻑⽅形�正⽅形⾯積的部��由於不

熟�平⽅�尺的���學⽣在�題的計

�上會�困難�����間建⽴其量

��

結合⽇常⽣活�境�設計檢�直⾓�平

⾏的⼝��讓學⽣更容易記住步���

檢�⼯具的�放位置�⽅向�

學⽣容易�⼼或是產⽣�思��的部

���師在上課��訂正作���提

��可�減少其出錯的�會。

讓孩⼦利⽤⼀平⽅�尺的測量⼯具�實

�測量�室��的物��建⽴平⽅�尺

的量��並��測量�了�⽣活中常⾒

物品的�略⾯積。



理�

找出孩⼦的專⻑��索可�讓孩⼦

��⾛的�⼒�

�成孩⼦的�讀�慣�發掘孩⼦�

合的學�⽅式�

培�同儕相��團隊合作的�⼒�

加強⽣活�品德���培��重�

包容�⾃律�負責的�神�

�略

讓��都����幹部�給學⽣都

�為�上服��學�的�會�

看⾒孩⼦的�點��⽤正向語⾔⿎

�孩⼦�

���放置�書供學⽣�讀�

408408

P.98

��規則

��經�

�師�間抄�絡���同�⼀天的作�照�疊在�⾯櫃⼦上�

�到��得�師同意才�來�

打鐘��從�⾨��室�

先準��下�課�⽤的東西才下課�

科�課�⻑整隊��往科��室��師���放學⼀樣會整隊��師

���

午休�給��看影���晚12:50會關��覺�同��會讓少�學⽣在

�⾯訂正�

⼀四下午�合課���

放學�會確�當⽇作��確�學⽣��作�放�書包中�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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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學⽣�興�的�境
������

之��哈利波���

⼩組合作完成⼼智�並
上臺�享�

結合�境�課⽂�容�
讓學⽣完成⼀

封信�

＊國語�域的�學巧思
�

408408 �學�略�技�

�讓學⽣上台�作��題

�⽤實�測量�圍物品
�受平⽅

�尺�平⽅��的�異

利⽤繪�理��⻑�⾯
積的��

＊�學�域的�學巧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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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408

⼩巧思�

�畫紙左�留的洞可在展

�完��串成⼀本書�

�學�略�技�

   �合�域-  
跨��讀共讀書

���⼤成品

繪本�

容��

學�單

�寫

��

��

議題

�討

�境假設�

現在每個⼈都��⼀隻

動物來�上當�同學�

會怎�介紹�同學�



破 關

2.�⻑�⾯積的��和�式
 容易搞�

40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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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關密技

�學困難����略

卡 關

1.�短語��句的�⼒較弱
 ���較��間�

1.�師提供�學⽣⽣活經驗
 �結的���

2.學⽣�較少⼩組合
 作�上臺發表的

 經驗�

2.在�⼀開�便講明發表的
 原則�注意事項�

�室沒�����IRS

1.學⽣作��⼒較弱

�曳⽩�使⽤�書�增

��書�⼒�利⽤抽�

點⼈的⽅式�

1.�師����讓學⽣�上
 臺�作的�會�並找出�

 位�別��加強的孩⼦�

 �⾃從旁協助�

2.利⽤學�單�⾃畫出來�
 更理�兩者的�異�

國語

各科

�學



每日晨會、夕會記錄

��每⽇的�會和�會記��可�幫助我們了�各組的��每⽇的�會和�會記��可�幫助我們了�各組的��每⽇的�會和�會記��可�幫助我們了�各組的

重�事項宣��了�每⽇��關卡�的叮嚀�並且�由重�事項宣��了�每⽇��關卡�的叮嚀�並且�由重�事項宣��了�每⽇��關卡�的叮嚀�並且�由

�學研討的����各年�玩家�享經驗值��學上的�學研討的����各年�玩家�享經驗值��學上的�學研討的����各年�玩家�享經驗值��學上的

破關技��彼�之間互相共同成⻑�加油打�!破關技��彼�之間互相共同成⻑�加油打�!破關技��彼�之間互相共同成⻑�加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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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各個組別都會對於�天的重�事項�⾏宣���是�會���代就會對
於�⽇重�活動�⾏提���會讓�⽇�開課者�受��的⿎����組�則是針對�

開課椅⼦的租借�⾏提��⽽�會��由各組⻑宣�重�事�的�����各組的報告

�提����受到⼤家�⼯合作的重�性。在�三��許�⼤⼤⼩⼩的事項�⼤�校⻑

訪視��恩�會�⼩�值⽇⽣�影��事項�其實都是⼤家共同合⼒完成的�在⼯作�

�的⽅⾯�⼤家�都�越來越順⼿���整�並在�會�告知⼤家�讓���動員��

⾏事項的�理�

    在��相當��各組的互相扶���在��⾯�宣�事項之��其實��都是�了很
��間�組員�⾏規劃�整理才�做到的�⾟�⼤家了������的合作��合�

      

實��代宣布開會

�代宣�重�事項

各組報告�

��組-學�組-⾏政組-學�組-

⽂書組-�具組-�影組-辦�室組

�學研討

臨�動議

張純�師叮嚀

會議流程

會議記�檔�

會議心得
     三�實�的每�會議都是我們互相�收經驗�⿎�彼��宣�重�事項��相當重�
的����下�針對三�實�中�各�會議�⾏⼀個整�的省思�⼼得整理�並�其�成

三⼤重點來�享�
      

第一部分：行政事項宣達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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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的活動�三⼤項�「�三甲�學訪視」�「臺�市⽴⼤學代
理校⻑訪視」�「�恩�會」�從��個活動下來�驗到��刻的就是團隊合作�

�負責的重�性�由各組負責完成事�預�⼯作������制定（⾏政組）��

�卡製作（學�組）�活動設計（活動組）�相關設�準�（�具組）��到活動

⼤��定完成�再利⽤�會的�間報告給��同學�讓⼤家⼀�合作�⾏預演�練

��細部的討論��利��的�⾏���的��中可�發現⼤家互相⿎��協助�

⾯對�����整的�⽅�都會發揮�意提出很棒的點⼦�讓���的活動⼗�圓

�的結束�留下��的回憶。

     在三�實���各年�各�的實��師每天都會�到許�未知的挑戰���
�個�學研討的�間�⼤家互相�享寶貴的經驗�包括��經�上�到的問題�

課�設計上的問題�學⽣的狀況���不�是⾃⼰�到的困難����師值得學

�的�學⽅法�儘�⾃⼰沒�經����可�共同去思考�何�理完��互相�

享想法�我們可�發現各�的⽣��學⽣的樣貌都是很不⼀樣的�����⼤家

不同的經驗��幫助我們下��到��狀況��更知�應該�何⾯對�讓⼤家從

�學百寶�中��更�的法寶可�使⽤�⽽在�個�間��是⼤家互相⿎��打

�的�間�⼤家互相為彼�加油����量繼續�⼒破關�

第二部分：活動籌備心得

第三部分：教學研討

老師在夕會的叮嚀 教學經驗分享 課程設計討論

班代主持會議 以圓桌形式開會凝聚團隊 宣達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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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動態牆

IG實�帳�

��

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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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事

IG實�⼩�

哈囉~
我們是EDU TV的�派員

!

想�問你�天
......

⽤影��⽂字寫下實�當天發⽣的點點滴滴是三位⼩�

每天的⼯作�除了是留下紀���讓社群��上的�朋

�友們��會⼀�實�的���辣��不少⼈都給予了

溫暖的加油�~

從實��參加的線上學校⽇、實��⼀天�⼀直到實�
的��⼀天�⼩�都��真的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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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三�實�的種種關卡中�絕對是⼀⼤�   
 王�為了讓⼤家提��神�⼩�不定期會在早上或者�
⼀天晚上發限�動��給⼤家加油打�!

不定期⼩Bonus

課���採訪

在課�的�間��派員會��採訪��的實��師們�

訪問�們�學⼀天的⼼得收����直��到⼤家的⼼

��常的真實�~是�常受��的單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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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長的關愛二、 師長的關愛二、 師長的關愛

邱代理校⻑訪視紀�

��學��主�訪視

P.108



 

為了讓一切流程更加完美，

需要不斷彩排演練！

透過流程的彩排，

不只是主持人，

也讓全體同學更清楚流程。

 

校長訪視事前準備

安排分工
主要事前工作有：

租借場地車位、場地佈置、

相關文書製作等。

除了班上同學，

本次還有幼教與特教系同時

在附小實習，大家一起共同

完成校長訪視的任務！

 

 

 

 

▲佈置會場的紙花束

▲張貼校長訪視歡迎海報

場地佈置

流程彩排

▲與活動主持人討論當日流程

本次代理校長訪視的地點

是我們的實習辦公室，

除了利用原有的辦公室佈置，

讓師長快速認識我們外，

也透過其他的佈置

表達我們的衷心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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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訪視事前準備

製作師長訪視海報及
贈送給師長的邀請卡，
邀請系上師長參與活動，
歡迎代理校長與師長的蒞臨!

WELCOME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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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實��代
⼼得�享
10：55~11：10

⼤合照
11：10~11：15

校長訪視當日流程

��校⻑�
�授來訪
10：10~10：35

來賓介紹
10：35~10：40

兩校校⻑�詞
10：40~10：50

頒�
10：50~10：55

邱�浩代理校⻑��
市⼤附⼩

校⻑們給予勉�

校⻑代理受�

實��代�享

⼤合照�間

▲邱世明校長

▲邱英浩代理校長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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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收穫與省思

教育學系系主任訪視

▲主任給予實習教師勉勵 ▲主任帶蛋糕給大家打氣

分工合作與溝通成長：除了班級各組別分配的

任務外，也要和幼教、特教系合作，溝通合作

能力尤其重要。

行前的規劃與彩排：在校長來訪前，花了不少

心力彩排與場佈，也訓練我們接待師長要注意

的流程與禮貌。

師長的關愛讓我們更有動力繼續前進！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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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驗傳承三、經驗傳承三、經驗傳承

�三甲參訪

P.113



1.規劃參訪路線
  我們會在�會�⼀�討論參訪
當天的引�動線�活動���希

��給學弟�完�的參訪�驗�

�做⼀個�榜樣�

2.課��容��
當天�開�課的⼈�提��製�

對應⼈�的�課記�表����

課⽂�容��課�可�會使⽤到

的�材�希��讓學弟�更了�

課��容�

3.硬�設�確�
除了事�的�校動線�課��材

準���我們�希��給學弟�

良�的�課環境�因���組事

先借�椅⼦��學者視�況準�

�夾�⽅便學弟��課�

參訪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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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弟�熟�校�環境���我們實

��的每⽇作息�⼯作�容��辦�

室環境⼩巧思�享給學弟��希��

讓學弟�對三�實��⼀�初步了

��明年�們實���更得⼼應⼿�

觀後議課時間

介紹校園環境

學弟�針對�課�所��到的或��

問的部��⾏提問�回��學⻑�於

台�����享三�授課經驗�

當天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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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致詞勉勵

活動心得省思

活動心得省思

這次教三甲的學弟妹來訪真的很開

心！回想起一年前的我們對於三週實

習懵懵懂懂，也是透過學長姐的引導

才更加熟悉！沒想到時光飛逝，一轉

眼我們也晉升成為學長姐，能將三週

實習的教學經驗、心得反思分享給學

弟妹，覺得是很棒的傳承！

也很感謝學弟妹以及師長老師們對於

我們教學的回饋與鼓勵，持續努力！

▲丁一航校長給予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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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徒交流四、師徒交流四、師徒交流

�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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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7

準��間
12：00~12：30

�場
12：40

校⻑�主��
�授�詞
12：40~12：45

�場
13：30

活動⾏�表

各�發表�
我的學�成⻑

12：45~13：05

表演活動
13：05~13：10

�性影��間
13：10~13：20

各��禮�合照
13：20~13：30

經�⼀整天的�學��雖�⼤家�⼼俱疲�但
��仍在�會��留下來⼀�練��恩�會的
表演�蹈�希��在�恩�會給實�輔��師
們⼀個�喜�讓�們看到不同於�學��我們
的另�⼀⾯�

 感恩茶會邀請卡
 �恩�會的��卡由各�

實��師們��⾃��實
�輔��師�來�臨�真
的�常���師們�願意
撥��來參��讓我們�
��表�我們對於實�輔
��師們的��之意�

 

活動前表演練習
 

活動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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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致詞
 

我的學�成⻑
 

世明校⻑
 在正式��實�輔��師之��由世明校⻑��⽂主��張純�授�

詞�對於我們�三�的表現給予我們⼀�勉��
師⻑們提到�經�了三�的實��不論⼤家未來是否真的�成為⼀
��師�都�����願意�開⾃⼰�室的�師們�讓我們��會
可�到實�現場中學��且�記住⾃⼰的理想�抱負��段期間中
的成就�挫折�記住�師們的提���恩。

�⽂主�
 

張純�授
 

�中實�就�同⼀場闖關���關關難�關關���三�實�輔
��師們的提�����就�是我們在闖關��中�得了�技�
⼀樣�不斷��⾃⼰的�學裝���因為�實�輔��師們的⿎
��我們�才�繼續不畏�⽅挑戰�繼續�往直��朝向�市⼤
附⼩每⼀位實�輔��師⼀樣��的⽬����

 

⼆年�
 

三年�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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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7

�

�性影�
 

�經三�的學��除了從實�
輔��師�上學到很��⼼裡
����的話想����師�
希���事先�製�的影��
卡���所�實�⽣們根��
師喜�挑�的⼩禮物���傳
�我們⼼中對於實�輔��師
的��之意�

完整��性影����
下⾯Qrcode�看喔�

�恩�會活動影����
下⾯Qrcode�看喔�

⼼得省思
 ���恩�會的活動我們準�了⽔果��⼼�咖��佐��懷�

�的發表�影����的表演���禮�但是仍�法完�表�我
們⼼中那⼀��的������師們願意給予我們��難得的學
��會�但願我們都���把��之�傳�到�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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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

��寶物��寶物��寶物

（（（實���⼤直擊）實���⼤直擊）實���⼤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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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物��寶物

R U READY?R U READY?R U READY?

進入了不同的關卡，從對關卡內容的仔細研進入了不同的關卡，從對關卡內容的仔細研進入了不同的關卡，從對關卡內容的仔細研

究到運用不同的技能進行破關，即使面對卡究到運用不同的技能進行破關，即使面對卡究到運用不同的技能進行破關，即使面對卡

關也能迎刃而解！相信一路破關的你，一定關也能迎刃而解！相信一路破關的你，一定關也能迎刃而解！相信一路破關的你，一定

累積了不少經驗值與戰鬥力。累積了不少經驗值與戰鬥力。累積了不少經驗值與戰鬥力。

恭喜你 LEVEL UP！可以解鎖箱子兌換以下恭喜你 LEVEL UP！可以解鎖箱子兌換以下恭喜你 LEVEL UP！可以解鎖箱子兌換以下

的兩個珍貴的寶物，一起來回顧這段闖關之的兩個珍貴的寶物，一起來回顧這段闖關之的兩個珍貴的寶物，一起來回顧這段闖關之

旅吧!旅吧!旅吧!

各班集中教學各班集中教學各班集中教學

實習心得實習心得實習心得

全班集中教學全班集中教學全班集中教學

實習總心得實習總心得實習總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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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班集中教學實習心得一、各班集中教學實習心得一、各班集中教學實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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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206206
1.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學⽣正�於�索學�的�段�對很�事物都很�
奇����孩⼦的眼光看世界�試�去了�學⽣為什�

會不���孩⼦的⽣活經驗���學�在�學上會很�

幫助�學⽣會更易理�課��容��會更覺得�共鳴。

2.隨時自我精進

3.好的班級經營是很大的助力

     �為⼀個�師�不是只��就��「學」同��很
重�����其��師的討論�課�事�議課���都

是很�的學��成⻑��何事�都是學���做�學�

����求⾃我���才�成為⼀���師�

     �的�經�使課�更順暢�����常規的建⽴�讓學
   ⽣上課秩序良��合�的��制度�可引�學⽣學�動
   ��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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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207207
1.互助、友善的學習氛圍

2.教學結合學生生活經驗

3.根據學生程度，逐步引導。

從�⼀��課��我們就�受到207是⼀個�常��的�
��在邱�師的��下�孩⼦們不只會想到⾃⼰��會

主動去協助同學�了�合作的重�。

不�是什�科⽬�課�結合學⽣經驗�便�讓孩⼦更容

易了��容且覺得課�������邱�師不只�學⽣

課本上的知識�更讓�們�正規投�⽅式�出��⽣�

⼆年�就讓�們�驗到⺠主��正�

�師��了�孩⼦的先�知識�先���經驗再⼀步步

引��協助孩⼦�縱貫性的知識�結�從作�或是⼩考

中發現�思��師�依照學⽣狀況�澄��思���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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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容設計結合⽣活經驗更�增加學⽣的學�動�，

並且引�學⽣的注意��專注⼒拉回到課堂上�並增�

�書�單�投影�作�⼒�在�三��我們�挑戰了�

⼀�的閩南語�學�提升我們在不同�域的�學�⼒�

208208208
1.隨機應變的能力

在�學��中�因為學⽣常會�各種問題�狀況�所�

�師������學⽣的招�並��的�⾏�會��。

2.班級經營的重要
���經��⼒���會影響�師的�學�柯�師�不

斷提�我們�何�到抽�的�平性�建⽴�孩⼦的信�

��讓每個孩⼦都�發⾔的�會�並�⽤扣�制度。

3.教學設計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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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301301
課程設計架構

科技融入教學

了解學生能力

�� : �代學⽣�⼿��的⽅式

抽⼈ : �代��和�的抽點����免不會的同學鴕⿃

⼼��

�擇題: �擇完����會�現每⼀�項�擇的⼈��

�師�可���抽點�擇個�項的同學詢問意⾒�

拍照上傳: �師登�HiTA��可�拿�⼿�⾏間�視��

值得討論的學⽣��拍下�同步上傳⾄�⼦⽩�中�

���討論�在課�開���我們會先���討論我們所

設計的課����會給予我們⼀�建議���建議可�幫

助我們了�我們所設計的難度是否合���學�度學⽣是

否���收�或是我們�在哪裡給予更�的引�幫助學⽣

學�����置作�都讓我們更了�學⽣的經驗��⼒�

課�中的互動�在實��學��我們��從學⽣的表��

���直�回�中得知學⽣的學�狀況���整我們的�

學��個��中我們可�更加了�學⽣們的�性��⼒�

1.增強課程設計的結構，使學生能夠有系統的學習

在實��⼀��課�����討論的��中�我們可�了�到

��平�上課設計的⽅式�整�⽽⾔是�常�����構的�

根�課��課�的討論�我們不斷的�整���盡量做到讓學

⽣的學�變得更完整�更����⽽不是��的知識補��

2.運用附小特有的IRS系統提高學生學習動

機，同時教師的教學成效、效率也大幅提升

3.更加了解三年級學生的先備經驗及

  能力，以給予其合適的鷹架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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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302302

2.班級經營技巧

3.散播歡樂散播愛

1.課程內容調整

�果學⽣回�⼤����學⽬��就應該⽴即暫停並利⽤��

講��澄��

學⽣的��很��我們應該做�整給學⽣⼀個學�重點�

因為沒�辦法每天�所�⼩朋友講到話�所�利⽤�課⽂的⽅

式�學⽣�⾏交��

每天放學�間的路隊陪同�都是�學⽣⼼��享的����

罵�是�罵�但事��找學⽣�來並且告���｢我是真的很在

乎你才會��⽣��｣

⼀�因��師喜��享的性格��享�⽇常⽣活���經��⾃�

經驗�每⽇⼩點⼼���學⽣�在�樣的環境中�得給予�付出。

⼆�｢團結⼒量⼤｣�重視��⼤於個⼈�使學⽣在負責��⽅⾯�

很�的培�����樣的�慣�讓學⽣⼤�擁��常關⼼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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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03303
1.學習責任的區分

3.學習態度的重要性

    �學設計的再豐富�再��學⽣沒�學會就不是
⼀個合格的�學�
    ⼀個��的學⽣中�⼀定�各式各樣�型的學
⽣���真專注於課堂中的����⼿發⾔的��
�坐��不搗亂的⼜或是��會�⽪搗蛋不專⼼的

學⽣�在課堂中�去掌握所�學⽣的學�狀況��
⼀堂課�下來或許�學��看�順利�但卻只�確
定那⼀半�參�在課堂中學⽣的學�成效⽽已�
    因�在課堂中可�利⽤各種⽅式����抽點�
⼩組討論��⾏���但�到�是由�師�定⼩組
中的其中⼀⼈回�問題��確�每⼀位學⽣的學�
成效�盡量��到��的學⽣�

    在��布置中�就可�看到四個⼤⼤的學��
度�語�守��負責�專注和⾃律�
    實�輔��師�常重視學��度�國⼩�段就
是�定良�學��度的關鍵�期�不必在課堂上�
於�會學⽣所�的東西��⽽是利⽤��學�⽬
��讓學⽣�成良�的學��度和學��慣�當學
⽣�良�的學��度��未來想�學�何東西�都
�⾃⼰找到辦法�⾃⼰訂定⽬�去學�����就
�⼈⽣中各式各樣的�境或是挑戰�都���的�
度和�慣去⾯對����得成⻑�

    �師的�學應該是利⽤問題引�學⽣不斷的
思考�⽽學⽣��刻刻都�學����做�因⽽
�切於參�在課堂中�
    ��來��課堂的�式應該是�師丟出問題
→學⽣⼩組討論�實作�試→發表想法→�師協
助���整�讓「學�的責�回�到學⽣�
上」�是學⽣�去思考��去學��⽽��師在
台上講得⼝沫�⾶�學⽣卻在台下�所事事。

2.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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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304304
1.引導式教學
課堂中��免只�單純的�師講��應該不�提問�讓學⽣��

不斷思考�⽽�由�師不斷�予�訊�但學⽣卻不�思考只是�

收�⽽現在的我們可�做的是不斷練��何設計提問�讓學⽣�

�會思考��問���⼀個師⽣可��⾏互動的課堂。

因為附⼩的��的更��在�三�我們可�盡�的使⽤科技輔助

�學�⽽��IRS科技輔助�可����得學⽣學�狀況��⾏課

�的����整�讓學⽣成為�室的主⾓��可���檢視⾃⼰

的�學成效�相信��是未來⼀個相當⼤的趨��

三�實���中���實������學⽣�了����作⼤

⼤⼩⼩的狀況�⽽�為實�⽣�可�在�師旁�了�在�理學

⽣事��該�的原則�⽅式����發狀況�的�理�應對，

�⽽思考未來��經�的⽅式�是個相當難得的�會�

2.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3.班級常規的建立及級務處理

進行教學檢討 科技輔助教學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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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後與實習輔導老師 
& 隔壁班老師共同備課

1. 你，站地鼠!

初�出現不良⾏為就必須�正制⽌�讓學⽣
明⽩�線�並��罰貫�到����依�同
儕的�⼒�會讓�罰更���⼒�對於��
堅�執⾏���經�就�收��成效。

2.我們要做最有效率的事!
�做的事很���間卻�限�當了��更是
���寧願事�規劃得仔細⼀點��不��
做�想�結果東�西���⽽更事倍功半�
思考⼀�永�的辦法�我們不�累�⾃⼰�

與實習輔導老師合照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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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愛為榜樣
從�室佈置中就可�看到��師在牆上放了很��關於�

的�句��正向的⽅式⿎�孩⼦學���⾃�為典��影

響孩⼦往�的⽅向��!

3.不只是教學，更多的是經驗的分享!
�師除了�學上會給出建議之����享很��去的經驗��

理的⽅式�包�:�師溝�的經驗����學⽣發⽣的狀況�
��知�⼀�應對⽅法�更重�的是做⼈的品格�⾯對事�的

�度。

2.和睦共處
��經�中重視孩⼦們的互相⽀��包容���欺負同學

的狀況發⽣�整個��的�圍是和���的�

從曉��師�上我們學�到很�:��為榜樣�使孩⼦往更�的
⽅向���不只�學科知識��看到孩⼦�的那⾯�激發�們⼼

裡�純淨的⼼��因為「��是⼀�⻑�的路」�雖�不�陪孩

⼦⾛完⼈⽣的�部�但我們可�成為陪伴孩⼦⾛得更�的動⼒�

4.系統性的資料處理
�師的��整理很�規劃�會事先整理�⼀整個禮拜的作��

讓學⽣可�提早���間��會先出�⼀個學期�量的學�

單��利�學�度的�⾏�使整個��的整理都很�楚�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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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節教學後的用心回饋

三週實習的這段期間，怡璇老師針對班級經營與教學
技巧，給予我們很多的建議，從中我們獲得了許多足
以提升教學與帶班能力的裝備。

每�課���師都會對於我們的�學做回��但是�師的作法會採�

讓我們先⾃評�找到�上�更�步的�⽅���思考�改�的�⽅，

�樣的作法讓我們對�師給的回�更�效果�

�師��⾃⼰的�學理��植於課��⾏的⽅式�傳授給我們�讓我

們了��在課堂中值得��的���我們可��⼀下��彈性的�整

課堂讓學⽣動�思考。

除�之���會讓�伴們給予�學者建議�回��四⼈⼀��享想法�討

論下�課堂�⾏⽅式�讓雖�個性完�不相同的我們����從互動討論

中�激盪出���的��。

2.視如己出的關心
怡璇�師對我們就�同⾃⼰的⼩孩⼀��給予我們許�⽤⼼的回��

建議�每⼀�和�師就�只是閒話家常��師����終圍繞�主

題�從⾃��⼦�經驗�告�我們可��何�⽤在未來的��課堂

中�每⼀句話語都是所�傳授給我們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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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元的教學方法
在�學上�不僅�傳�的�具�學�
��科技�學���IRS讓課堂更加活潑，
評量⽅法�元�展�學⽣更�的⾯向�不同的�⼒�

2.班級常規的經營
在常規的建⽴上�⾃⼰的獨�性��師��變
不�的�度�溫�且堅定的�理�上各種事��
在�到�何事����學⽣���鎮定�
才��理�各種事��

3.允文允武的斜槓人生
�師不是⼗項��的�但在�學的路上�
只�����奇⼼�學�⼒�開��元的興�，
學⽣必��跟���師的�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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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親愛的

芳怡老師!! 

�怡�師的
�量補給站

課程教學
結合教室布置

�重每個⼈�不�嘲�⼈

�錯沒關����去�試

除了��對�����楚

不只⾃⼰會���同學會

班級經營
協助��事�者可�在

�絡本上�章�⼀天上

限為兩個章�超�者可

�加�在加��上�

每日加分板

學期加分板

�為⼩組�個⼈加��秩序⽅⾯�為⼩組

加��發⾔或回�問題則是個⼈加��

每�結�⼀���加�球；

學期末會依照球���品�

科技輔助教學

iPad

每位學生

都有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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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級經營
  做�何事之�都�考���

�給予孩⼦�⼒的⽀����出友

  �的學�環境�����和孩⼦建⽴友�的

  關��讓�們願意在�到困難�向你求助。

2.教學成長
  了�每⼀位孩⼦的�質�因

材���在�學����間��

上��彈性���孩⼦們對什�

�興���⽽去提��們的學�

興��引�動��

3.老師的叮嚀
  �師不�私��享�去經

驗�包��何和不同�質的孩⼦

相����怎�和家⻑應對�

����經驗�享都讓我們從中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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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班集中教學實習總心得二、全班集中教學實習總心得二、全班集中教學實習總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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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年���終⾼漲的疫�使得原來預計會�到國⼩�學的�材�法課�

都暫緩��學⻑�們相��我們少了很�實�的�練�會�事實上�我們到三

�實�之��只�在⼩學��完整的⼀堂課�對於�學⽅法並不那��熟�更

不⽤���經�的練�和⾯臨�發狀況�的即��應��樣裝�不完�其實都

讓我們在實�之��常緊張。

  �在�到了附⼩的�師們願意當我們的實�輔��師�讓我們在�三個星

期當中����強⽽�⼒的�⼭�包容我們的�學���我們的挫折�提供我

們更�建議��享�學上的技巧�⼜��給予我們⿎��

  ���學和試�是完�不同的兩回事�在學校練�試���我們會盡可�

設想到每⼀種可�的���思考學⽣可��的�點；但是����學��刻�

驗到�課堂中�更��間其實已經超越了問題���的�疇�摻��更���

裡的�發狀況���理���學⽣上課不專⼼（眼神��∕和隔壁同學�天∕

練�轉�）�課本放在家裡（該讓�跟旁�的⼈⼀�看嗎��⼀�們�天怎�

辦�）��⽪�不⾒了（�師我可�回剛剛的���室找�⽪�嗎�）�⼝罩

不戴�（�師剛剛��課很��）���盒裡沒��光�（�師我沒��光�

可�⽤��嗎�）......課堂上�是�太��學��直�關�的事��⼆�三

冒出�和⼀�在試�真的是�常不⼀樣��是我們在�三�學�到��的�

⽅。

  三��中實�是��學����必經的旅��考驗�我們�四年在⼤學

累積的��理論基礎和實�應⽤的�⼒�三個星期並未�⼀個學期的⼀半�

其實並不常久��⽽真正��⼩學�驗了三�的⼩學���師⽣活��我們

扎扎實實�覺到三個禮拜所�準�的課���理的��、�⾏的�學真的�

��；不�相對的�所�⾃由�⽤和發揮的�間����「�師」真是⼀個

�⽂�武�⾔��的��⾓⾊��

從試教到真正入班教學

全班集中教學實習總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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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附⼩的各個��之��所�的⼩朋友都已經�識彼��兩年�

�其實是我們⼼裡�形的�⼒�因為對�們來��我們是�來的陌⽣⼈�⽽學

⽣�竟會不會願意�理陌⽣⼈��⾄�陌⽣⼈的���我們都覺得��了不確

定。

  �⽽我們很幸�的�⽅是�附⼩的�師們原本就把每個����成友�的

���加上完�的�經�作�式�讓我們只��依照�師原來的⽅法�基本上

不��再�很⼤的⼒�和學⽣�合�

  實��⼀�和�三��⼤的�異�就在於和⼩朋友的相��式−−�們會

知�我們現在的眼神正在�「���」�我們�會知�哪⼀位⼩朋友在上哪⼀

個科⽬的課�會��參�度���是��建⽴的�⽽我們�很��原來相�三

��師⽣之間就可����⼩���難怪許�⼩朋友在升上⾼年���重��

��會很難��因為�和相�了整整兩年的�師�開�

從認識到熟悉，從熟悉到信任

  三�實���是師培⽣關鍵的轉�點之⼀�是�定未來是否從事��很

重�的因素。�師�個��是很�別的�可�⽤兩年的�間��影響三⼗個

⼩⼩⼼��幫助�們��會成為更��的樣⼦�「成為⼀位⼩學�師」因�

�是�為���的我們很嚮往的⽣活�期���真正經�⼀個屬於⾃⼰的�

��������⼩幼��

  �三個寶貴的星期�基於原來對�學的�忱和對⼩孩的喜��加上師⻑

們的��和陪伴���從學⽣的學�中所�給來的成就��都讓我們發現

「�師」��⼯作原來�更�更�的可�性��對成為⼀位�師抱��更⼤

的期�。

  我們期許⾃⼰���續在�學��路上�⾏�⽽在⾏⾛的����不�

⼀路上曾經給予我們⼤⼩幫助�⿎�的師⻑�同儕和學⽣們���你們讓我

們更加確信−−我�當�師�

從「我們想當老師」到「我們要當老師」

▲二年級老師 ▲三年級老師 ▲四年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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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武器��武器��

（附�）（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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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武器��

R U READY?R U READY?R U READY?

恭喜你完成了這趟教師闖關之旅!恭喜你完成了這趟教師闖關之旅!恭喜你完成了這趟教師闖關之旅!

相信優秀的你，帶著滿滿的經驗值與戰相信優秀的你，帶著滿滿的經驗值與戰相信優秀的你，帶著滿滿的經驗值與戰

鬥力，前往下一關時也能順利升等!鬥力，前往下一關時也能順利升等!鬥力，前往下一關時也能順利升等!

為了傳承一路走來的經驗給其他玩家，為了傳承一路走來的經驗給其他玩家，為了傳承一路走來的經驗給其他玩家，

邀請你和大家分享你的成長與戰鬥力!邀請你和大家分享你的成長與戰鬥力!邀請你和大家分享你的成長與戰鬥力!

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 戰鬥力分享戰鬥力分享戰鬥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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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

P.142



教務組教務組教務組

班代班代班代

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

各學年教學活動及共備規劃、教案整合、選出優良教案

綜理所有班級事務、擔任溝通橋樑

  三�實�包�了事�的準��實�中的各項活動���實��的其�事項�理�在��實

��代的期間�我的主�⾓⾊是��溝�橋�−−轉知附⼩的�訊給�上同學�協�各組織間

的⼯作���轉�同學們的�求給附⼩�。

  每天的7:45〜8:00我會主��會�各組�會宣�事項；16:30開�則是�會�間�每⼀組會輪

�報告事項�當天輪值同學�會針對所��到的�學狀況�⾏�享�

  �中實�的�⼆�是���的⼀個星期�校⻑訪視的�⼀天�是我在附⼩�到�晚的⼀

��我�記得那���常焦��不知�隔天應該�講�什���很�⼼是不是���哪個環

��我�記得那天下午⼤家⼀�訂���但是我錯�了填寫表單的�間�正覺得�失��同學

們就讓我��了�們的��⼀⼤⼝�是那天�開⼼的事��

  ⼤三學弟�們明年��踏上�中實�的旅��因�利⽤��的�會來參訪附⼩�並��我

們的課堂�為了��的參訪活動�我們做了很�事�⼯作�包�開放�課的⼈��計����

��⼈員的���設�和場�的借⽤���的規畫�。

  ��實��代讓我學�到很��理事�的���⽅法�我��常���師和同學們對我的

包容��願意�合�使我們的三�實�雖���了各種挑戰�仍�順利且劃下了��的句點�

恩� �� �彤 暄惠 家瑄 祐禎

     從寒假期間�組�開��⾏⼀�串的開會討論�從�學�度表的整合�學�活動設計的

規劃�⼀直到實�中�開�課的��和種種針對��的準����詳細����密�的討論�

規劃�為的是讓實��伴們在準���的��中��個明確的⽅向�期����繳交期限和⽬

��不會在�張和��中�理�何��⽅⾯的事物。

      除�之���協助��實��伴們對於��的�問�其中�到�⼤的困難是�共��每

�對於課�的���不同的想法�所�在⼀開�的���⼤家�點���不知�何開�設計�

��我們找到的��⽅法是�先明確��哪�是負責哪個單元�先⼩組討論課�完成初��

����組再⼀⼀看�別��於會議提出討論之���成共識��各���依照各��性做細

�的�整。

     在討論和準�的��中�組�建⽴信�和�����刻�惕⾃⼰�成為榜樣和����沒

�之間的信��很難�成共識��法�⾏�效的討論且會��到所�計畫的期������組

的組員們��不是⼤家的�諒�包容�很難在我們的�位上盡⼀�⼼����⼤家成為各年�

��上溝�的橋��因為�⼯和團結�讓我們�坦�⾯對種種挑戰和衝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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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

文書組文書組文書組

行政組行政組行政組

實習手冊統籌、夕會會議紀錄

     我們主�的��是實�準�期間的實�⼿冊製作����⼀開�毫�頭

緒�在參考了��屆學⻑�製作的檔��並�其�組別討論��⼀�構想�從

��的���⼯作���協��檔�製作����都很��同學的�合�幫

���你們才�實�⼿冊的�⽣�����師抽�協助校�檔��給予我們實

質建議�讓實�⼿冊更佳完��從中�我們不僅學�到團隊合作中的溝�技

巧��增�了⾃⼰規劃��整的�⼒。

     ⾏政組的���負責��會的紀��規劃校⻑訪視����三甲訪視�

��其中�重�的是�⾏活動的規劃�因為只�⼀個細�沒��理��很容易

讓活動�法順利�⾏�所�在�⾏活動規劃����各個層⾯來思考�盡可�

的注意到所�細�並���當的⼈⼒��不同的⼯作。

     �個��中��跟其�組別合作���不斷的�各組溝���整�我們才

��活動的細�規劃的更完����常����的�合�才�使����圓�

���

負責貴賓來訪之接待事宜

夕會議記錄表、請假單、人事缺曠表

沛緁 �廷 �寧

�怡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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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摩排班表、觀摩回饋單、教學巡導輪值表、

集中實習名牌、教學觀摩海報及邀請卡、

感恩茶會海報及邀請卡，其他機動海報及邀請卡製作

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

教具組教具組教具組

學藝組學藝組學藝組

     我們負責實�期間的各��宣設計���關於�學��的各項事���論是�

宣作品抑或⽂書表格�都��不斷討論��改�尤其是�學��的順序���從實

��到實�中都���各⽅協���是���開課的�段�科⽬����課順序�

����組員們的合作��⼒�同����常��所�同學的幫���合�學�組

才�完成���學�組的���元���實��個關卡�我們增�了⾃我的�⼯�

⼒��學��何�⼯合作�和�⼈溝�協��⼤⼤的升�level up!

昱嘉 �郡 盈貞

     我們主�負責實�期間的�具借⽤相關事項����會協助各活動所�的場�

���凳之借⽤事項�在⼯作�容上�具組所�做的相對單純�但依�����規

劃��具借⽤��輪⽤的規�����讓各�在實�中的�學��順利�⾏��別

����主��沈⼤哥的幫助�讓我們��順利在實��打理�所�的�具��在

實�的��中給予我們許�的協助�

教具、場地、板凳借用之事務

泉豪 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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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

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

攝影組攝影組攝影組

     ⾏政⼯作是學校�作中不可或�的⼀環�為了讓學⽣�更�的學�環境�

�會�展�⽽存在��抱��「不只是做�更�做�」的⼼�去完成�實�期

間�我們�主�的⼯作是�理各個������中實�所牽涉的各項�項�並

在各項辦�⾏政⼯作中協助出⼒���初步了�了許�學校的���細��實

是難�可貴。

�� 彥� 盈貞

     雖��影組的⼯作並不是那�的���但是�不��絲毫的�⼼⼤意�因

為每���⽤到器材�⾏�製的活動都是�常重��不可�的��是不⼩⼼�

記了�那事�可�就⼀發不可收拾了�在器材的順序��上���相當仔細的

���

攝影機、相機、攝影腳架及手機腳架的借用

�賢

 幕前的光彩; 幕後的精彩

負責集中實習午餐收支與其他購買事項

光鮮的背後就由我們來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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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組辦公室組辦公室組

成果展組成果展組成果展組

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

     在三�實�的��中�我們就�是��的⼩��幫⼤家�ig帳�紀�實�的�

��為⼤家加油打��⽽在實���從規劃成果展�成果冊的事項�到����的

⼯作��讓我們學�到規劃每個細�的重�性�包�成果展的場�測量�展場布

置�到�期的成果冊�容���彙整���團隊�⼯合作�都讓我們�益良��

規劃成果展、成果冊，以及負責召集各工作人員

負責規劃辦公室布置

製作每日打掃排班表，每人皆安排

     我們在實�期間��辦�室布置成屬於我們�四⼄的�樣�維�整��讓

⼤家回到辦�室��舒�的休息環境�從�到��⼩組⼀�合⼒完成�讓我們

的布置功⼒增加!�學�到�理⼀間�室�注意的�⽅��室��具�⽂書位置

���另��每天提�當⽇值⽇⽣(����的�合!每天����室整理乾淨�

維�整�)�在��的辦�室實��實在收�豐富!

怡� 容� 謙� 序旻

 有關「充電站」的事，就是我們的事!

百� �� 喬�

由我們為集中實習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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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實習幹部成長

活動組活動組活動組
準備拜師禮、規劃感恩茶會事宜及工作人員安排

     在實��的拜師禮�我們活動組為���⼀準�了�盒�再加上各�實�

�師所寫的卡��先⾏��實�輔��師願意給予我們�會�讓我們����

實���希�在實�的��中��是�我們��改�的�⽅�實�輔��師們

�不吝嗇的提出建議���表�出我們�四⼄對於�⼀��中實�的看重��

��切想�學�的⼼�

     �想從�課�到附⼩�⾏�課����師的�學⽅式���學⽣的學��

況�到真正開��中實���課�上台�學��理��事�和課�的�思�⼀

切��順利�⾏都是因為�實�輔��師們在��的⽀��⼤⼒協助�相對於

實�輔��師們�我們所�為�師們做的實在是�不⾜��但我們�四⼄��

仍想盡⼒向�師們傳�我們的��之��因�在�恩�會除了準��咖��提

拉��蛋��現切的⽔果之����別準�了�蹈表演�改�了健����附

⼩��的上課提�鐘�-洗⼿歌�希�讓實�輔��師們看看我們不同的⾯向。   

     ��的活動因為��四⼄⼤家不�你我�互相合作幫��團結⼀�的⼼�

才�順利圓�的結束�不但�得�師們的�容��為整個�中實�畫下完�的

句點�

欣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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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各項會議紀錄各項會議紀錄各項會議紀錄

二、二、二、

戰鬥力分享戰鬥力分享戰鬥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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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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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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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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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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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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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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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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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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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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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手冊實習手冊實習手冊

實習手冊下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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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課文宣公開課文宣公開課文宣

製作公開課海報及
邀請卡，邀請系上
師長與學弟妹
前來觀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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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P.161

掃描Qrcode看更多



P.162

教學巡導表教學巡導表教學巡導表

二、四年級 三年級

掃描Qrcode看更多







�往下⼀關�往下⼀關�往下⼀關再挑戰⼀�再挑戰⼀�再挑戰⼀�

�續向��

不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