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階附件 B-1         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觀察前會談的日期與時間： 105 年 03 月 02  日  8：40  至  9：30     

預 定 教 學 日期與時間： 105 年 03 月 04 日  14：20   至  15：00     

教 學 者 代 號：   C     任教班級：  四年甲班       觀察者： 黃惠瑩    

預定回饋會談日期與時間：  105 年 03 月 7 日  10：30    至  11：10     

壹、教材單元及學生經驗： 

（一） 教材單元：繪本蘭畫 

（二） 學生經驗：使用蘭花草歌曲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經由簡報檔介紹蘭花圖片後；帶

領學生參觀本校所建置的蘭園，進行蘭詩的賞析及背誦同時能完成七巧板的拼圖。 

貳、教學目標與評量方式： 

（一）教學目標： 

       1透過唐詩朗讀與欣賞，提升語文能力 

       2能夠使用多元素材進行藝術創作 

       3能利用數學教具七巧板進行拚圖遊戲 

  4能夠專心聆聽同學的唐詩背誦及作品欣賞 

（二）評量方式：課堂討論、實作評量 

一、 教材內容與教學活動： 

活動ㄧ  蘭詩花海（2節） 

【準備活動】 

1. 各種蘭花照片影片檔 

2. 學校設置的蘭園-花千古 

【引起動機】 

1. 教師播放蘭花草音樂與學生一同欣賞，發問：這首歌裡出現了哪一種花？ 

2.學校有哪個地方生長蘭花？ 

3.帶領學生進行學校設置完成的蘭園參觀。 

【教學活動】 

1.老師揭示大文豪蘇東坡將蘭花比作美人的種蘭詩「春蘭如美人，不采羞自獻。時聞風露香，

蓬艾深不見」。 

2.老師示範導讀並解釋詩的意思 

3.帶領學生全班一起讀 

4.學生分組輪流讀 

5.學生個別讀 

【蘭】 

1.老師揭示清 鄭板橋「蘭花本是山中草，還向山中種此花。塵世紛紛植盆盎，不如留與伴煙

霞。」。 

2.老師示範導讀 

3.帶領學生全班一起讀 

4.學生分組讀 

5.學生個別讀 

活動二 拼圖拼畫拼蘭詩（2節） 

【準備活動】 

唐詩學習單和七巧板 

【引起動機】 

複習上次所教的唐詩 



【教學活動】 

1教師揭示古典唐詩與智慧七巧板結合的「拼圖拼畫拼蘭詩」學習單。 

2.教師示範如何使用七巧板進行拼圖 

3.學生使用七巧板拼出文心蘭圖形 

3.學生使用七巧板拼出文心蘭寶寶圖形 

4.學生使用色筆彩繪拼圖拼畫拼蘭詩」學習單上的文心蘭插畫 

【綜合活動】 

1.學生上台背誦唐詩 

2.作品展示。  

二、 觀察的工具、使用的評鑑指標、及觀察焦點： 

（一）觀察工具：教學觀察表、錄影機。 

（二）使用的評鑑指標：使用進階認證附件評鑑指標 A-3至 A-7，B-1、B-2、B-4-3 

（三）觀察焦點： 

1.教師教學技巧：教師覺得在活動的轉換銜接中覺容易出現學生秩序混亂情形，時間

也較難掌控。因此希望將觀察焦點聚焦在活動轉換的流暢度及實驗活動的時間掌控。 

2.學生學習投入程度：實驗課程多為小組合作學習方式，有時老師在組間巡視指導時

恐會忽略其他組學生是否投入學習行為，因此希望能關注學生學習投入情形。 

 

 

進階附件 B-2          教學觀察表 

觀察日期： 105 年 03 月 04 日   觀察時間： 14：20 至 15：00  

教學者代號：  C 教師           任教班級：   四年甲班     

任教科目及單元：繪本蘭畫     觀察者：    黃惠瑩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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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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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A-3-1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

容。 

A-3-2 有效連結學生的新舊知識或技

能。 

A-3-3 教學內容結合學生的生活經

驗。 

3-1 使用投影片與實驗進行教

學，掌握「水的移動」相關教學

重點。 

3-2 以提問方式喚醒學生新舊知

識連結。 

3-3 讓學生回憶生活中的水的移

動情形。  

■ □ □ 



學 A-4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A-4-1 說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A-4-2 有組織條理呈現教材內容。 

A-4-3 請楚講解重要概念、原則或技

能。 

A-4-4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練習。 

A-4-5 澄清迷思概念、易錯誤類型，

或引 

導價值觀。 

A-4-6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

學 

情境。 

A-4-7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4-1 教師於開始上課前口頭告知

學生本課單元名稱及學習重點。 

4-2 教師依照課程架構，利用投影

片清楚呈現課程教材內容。 

4-3 課程進行前能清楚說明實驗

步驟。  

4-4 以分組方式提供學習。 

4-5 學生回答錯誤時，教師會適時

澄清， 

 4-6 以提問方式引發思考並回答

問題，問答多以師生一問一答方

式進行，小組討論則在實驗操作

時學生自主進行，但沒有教師的

參與有些可惜。 

4-7 課程結束教師立即帶領學生

歸納結果，並總結整堂課學習重

點。 

■ □ □ 

A-5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A-5-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5-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

法。 

A-5-3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

指 

導。 

A-5-4 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

行。 

A-5-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

奏。 

A-5-6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A-5-7 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

材。 

A-5-8 根據學生個別差異實施教學活

動。 

5-1 運用影片、實物圖片穿插在教

學活動中，維持學生習興趣。 

5-2 當器材短少時，老師立刻找到

替代解決辦法，進行課程。 

5-3 由於是實作課程，較少學習策

略指導。 

5-4 活動的轉換，牽涉到器材的領

取，教學節奏容易因此被打亂。 

5-5 教師注意教學時間掌控，能順

利在時間內完成教學活動。 

5-6 每一個教學重點，教師多能以

提問方式，引導學生思考並回答

問題。 

5-7 適時使用投影片、影片引發學

生學習興趣。 

5-8 教師未呈現個別差異教學活

動。 

□ ■ □ 



A-6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A-6-1 板書正確、工整有條理。 

A-6-2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A-6-3 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A-6-4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

生。 

6-1 主要以投影片教學為主。 

6-2 教師上課口齒清晰、音量及說

話速度適中，學生可以跟上教師

教學節奏。 

6-3 使用肢體語言輔助說明唐詩

內容，幫助學生迅速理解。 

6-4 提問時，教師能讓學生有均等

的發言機會，並邀請個性內向學

生發言；七巧板操作時，教師會

到各組進行小組指導，確實了解

每一位學生學習狀況。 

■ □ □ 

A-7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 

A-7-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

習情形。 

A-7-3 根據學生評量結果適時進行補

救教學。 

A-7-4 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

標。 

7-1 在七巧板操作過程中，老師進

行組間巡視，隨時發現學生的程

序是否正確，並予以指正。 

7-3 口語評量及實作評量若有錯

誤，教師會立即指正。 

7-4 學生能夠了解七巧板操作，透

過拼圖，學生能確實了解七巧板

操作的原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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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 

B-1-3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B-1-4 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B-1-5 妥善處理學生的不當行為或偶

發狀況。 

1-3 領取七巧板及工作分配時學

生會守常規。 

1-4 學生答對時，教師有時會給予

讚美。 

1-5 學生在老師講解時，能專注地

看著老師。 

■ □ □ 

B-2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B-2-1 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B-2-2 布置或安排有助於學生學習的

環境。 

B-2-3 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B-2-4 教師公平對待學生。 

2-1 學生有時注意力分散，教師較

沒有觀察到並未給予提醒。 

2-2 有一學生趴在桌上，教師講課

時會給予制止。 

2-3 教師上課一直面帶微笑，展現

個人親和力，對學生的問題都能

耐心回覆，展現其教學熱忱。 

2-4 教師提問能讓每個學生盡量

有發言機會，對於個性內向學

生，主動邀請發言，但不勉強。 

□ ■ □ 

B-4 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B-4-3 敏察標籤化所產生的負向行

為，採 

取預防措施與輔導。 

4-3 學生表現良好，整堂課沒有學

生產生負向行為，因此教師未呈

現此一預防輔導措施。 
□ ■ □ 

註：本表之指標以在教學觀察能夠呈現者。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第二次） 

回饋會談日期與時間： 105 年 3 月 7 日  13：30  至  14：20  

教學者代號：  C 教師      任教班級：  四年甲班        

任教科目及單元：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四下 第二單元 活動一 水的移動 觀察者： 黃惠瑩  

一、教學者教學優點與特色： 

(一) 組織課程架構，條理呈現教材內容，學生易於學習。 

(二) 引導學生自生活經驗中連結上課內容，使學生容易進入學習狀況。 

(三) 實驗步驟說明清楚，並以 PPT 畫面停留方式供學生在實驗過程中可以隨時檢視自己的實

驗程序是否正確。 

(四) 教師親自說明，在確認學生完全明白程序後，才讓學生進行操作。 

(五) 運用影片、與課程相關實物照片教學，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維持學習興趣。 

(六) 一直保持微笑，展現教師親和力，耐心回答學生問題，澄清錯誤迷思概念展現教學熱忱。 

(七) 教師善於變化教學活動，當器材短少時，老師立刻找到替代解決辦法。 

(八) 教師口齒清晰、音量及說話速度適中，且使用肢體語言輔助說明，學生容易專注學習。 

(九) 教師公平對待學生，提問時，教師能讓學生有均等的發言機會，並邀請個性內向學生發

言。 

(十) 用學習單綜合歸納上課重點，並立刻檢討，加深學習印象。 

(十一) 每一個活動結束後進行重點歸納，幫助學生了解學習內容。 

一、 教學者教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一） 實驗操作時學生自主進行小組討論，但沒有教師的參與有些可惜。 

（二）教師上課焦點在於課程進行是否順利，有時難以掌握學生個別分心狀態，因此沒有給

予指正。 

二、 對教學者之具體成長建議： 

（一） 實驗器材的發放，如衛生紙、報紙、塑膠片、塑膠尺的發放可以讓學生一次領回，

再逐一解說其材質差異，可使上課節奏更緊湊。 

（二）教師以問答方式進行教學評量，通常都是會回答的學生才會舉手，容易讓一些學習成

就較的學生隱身其中，無法了解其學習情形，可以在最後用簡單的紙筆測驗，了解學

生學習情形，做為差異化教學及補救教學依據。 

（三）教師在掌握教學進的及監控教學內容品質的同時，要時時提醒自己學生的學習才是教

學重點，因此需要將部份焦點關注在個別學生學習情形。如學生有分心情形要能適時

喚回學生注意力。 

（四）教師可引進「學思達」及合作教學法，改變提問方式，讓小組進行討論，再由小組中

指定成員回答，可以確保每一位小朋友在提問過程中都能進行思考與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