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桃園市仁和國小　林裕峯、徐嘉玟老師

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提到「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

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畫下，至少公

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在實施公

開授課之前，行政組織或教師有必要先思考

它實施的意義與目的，讓它能成為教師互助

共學的專業成長機制，並聚焦在理解學生以

及如何促進學生學習。隨著時代的變遷與資

訊快速流通，教師若能透過公開授課，發展

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課程與教學，協助教師

教學精進與經驗傳承，它將成為促進教師專

業成長有效的途徑。

公開授課

公開授課可分為共同備課、公開觀課、

共同議課三個階段。共同備課是開啟教師學

習的金鑰，在此階段教師以共同解決問題，

發展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課程與教學為目標。

公開觀課則是在友善、互信的氛圍下，讓自

己看見多元可行的教學面向，以提升課程與

教學的視野。共同議課聚焦在學生學習脈絡

下，授課者與觀課夥伴共同分享、探討及解

決對教學設計或教學行為所遭遇的疑問與困

難，促進自我和教學夥伴的成長與卓越。透

過實踐公開授課，幫助教師們規畫、實踐與

反思最適合自己學校學生的課程，也促使教

師們成為真正的「教」與「學」的專家。

公開授課流程與實施原則

一、共同備課：
公開授課前，由授課者自主邀請 2～ 4

位教師擔任觀課夥伴，針對課程架構、教學

目標、教學策略、評量模式進行分析討論，

期能讓教學設計更具情境化、脈絡化。執行

共同備課的重點如下：

1. 教材分析：教學目標、教學策略、情境

連結、評量類型。

2. 教學對象分析：學生背景與特質、先備

知識、學習困難點、迷思概念等。

公開授課
2～4人一組

共同備課 研討教案、提出觀課重點、
選擇觀課工具。

使用觀察工具詳實記錄師
生行為。

回顧教學、分析觀課結果、
共同解決教學困境。

公開觀課

共同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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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方法、關鍵提問、教

學過程、教學資源、教學時間、教學評

量。

4. 授課重點說明：主要闡述授課者在課堂教

學中做什麼、怎麼做、為什麼這樣做。說

明的重點有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學生情

況與需求、教學方法、教學流程的安排、

評量的內容與方法、學習成效評估。

5. 觀課夥伴回饋與分享：針對授課重點分享

教學經驗或提供修正回饋。

6. 觀課前準備：

★ 提供調整後之教學方案、學習單及學

生座位表。

★ 分配觀課組別及討論觀課、議課時間。

★ 選擇合適的觀課紀錄表（教師專業發

本文作者：林裕峯老師

�任教於桃園市仁和國小，並擔任國家教育研究

院數學科研究教師

�致力於研發與推動國小高階思考數學課程

�曾帶領iMath團隊入選親子天下創新教育100、

數學亮點基地學校一等星等。

本文作者：徐嘉玟老師

�任教於桃園市仁和國小，為iMath團隊成員，

喜愛與學生一起探究數學的奧秘，發現數學的

樂趣，期盼學生們都能喜愛數學。

展實踐方案版本、全國教師會版本或

其他各校自訂版本……）。

★ 提出需要觀課夥伴協助的地方與聚焦

觀課的重點（如：語言流動、學生參

與的情形、小組討論時的表現、教材

教法等）。

★ 架設攝影機錄製學生學習情形，以便

議課時討論分析。

授課者若教學經驗較不足或初次擔任某

領域教學，可針對上述 1～ 3點與觀課夥伴

逐一討論，藉由公開授課的備課歷程，熟悉

授課前應注意的面向。對於教學經驗豐富者，

則可將討論重點放在 4～ 6點與觀課夥伴進

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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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開觀課：

公開授課並不是一場表演，它是授課者

與觀課夥伴共備討論後，授課者以自己的教

學風格，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引發學生學

習發生，達成學習目標的教學歷程。因此，

進行觀課時，觀課夥伴將針對不同的學生或

小組進行觀察，記錄授課者引發「學生學

習」和「學習發生」的關鍵點。在議課階段，

觀課夥伴將針對觀察紀錄給予授課者專業回

饋，故掌握下列觀課重點，有助於議課時的

討論與省思。

1. 觀課時不對「教師教學作評價」，應聚
焦於「學生學習表現」，並記錄具體事

實（註明學生座號），不可以干涉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

2. 選用合適的教學觀察工具，例如：「軼
事記錄」、「語言流動」、「在工作中」、

「教師移動」、「佛蘭德斯互動分析」，以

及「教學錄影」等，詳實記錄下教學脈

絡。

●    依時間順序，簡要記錄發生的事件。
●    捕捉大量教與學現象，並依據觀察焦點

不同，記錄各種類型的課堂事實。

軼事記錄

●    適合分析說話發起者與對象的情形。
●       可了解教師語言的偏向及學生的參與程
度。

語言流動

●    適合分析學生是否專注於學習活動。
●      依不同時間段記錄，可蒐集不同學生在
不同時間段的專注情形。

在工作中

●    適合分析教師與學生在教室中的移動情

形。
●    可了解教師移動對班級控制、學生注意

力的影響，以及顯示教師的偏好。

教師移動

●      適合分析教師教學風格。
●    透過語言交互作用之分類，做時間線標

記及統計分析。

佛蘭德斯互動分析

●    適合記錄各種類型的課堂事實。
●    可重複播放，故能大量且細緻的記錄教

與學現象。

教學錄影

3. 學生學習表現：全班學習氣氛（安心學
習、熱衷學習）、學生投入課堂情形、小

組互動與聚焦討論狀況、學習迷思與困

難、引發學習的關鍵點、學生學習結果。

4. 教學觀察後，省思觀課後所學、整理教
學者優點、待釐清問題及觀課過程中的

收穫於議課時與夥伴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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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議課：

面對知識更新周期越來越短，教師單靠

傳授課本知識已不足以幫助學生面對未來的

挑戰。透過共同備課與議課，讓授課者與觀

課夥伴理性且具體的討論、釐清盲點，及解

決在教學設計或教學行為上所遭遇的疑問與

困難，並給予更多的專業回饋，提供授課者

日後教學之參考，並促使教師持續在教師專

業上成長，成為問題的診斷者、學生學習的

啟發者。進行共同議課時，由授課者主導會

議，並先回顧自己的教學理念與教學設計，

提出教學省思及收穫，接著再請觀課夥伴

分享各小組學生的學習表現，以及觀課中所

學。其共同議課分享重點如下：

1.授課者進行教學說明

★ 教學前的構想：教學活動設計與評量理

念、教學技術運用。

★  教學中的感受：學生學習狀況，提出學

生學習的困難點。

★  教學後的檢視或省思：教學目標達成情

形、回顧公開授課與日常教學的差異、

遭遇到的困境。

★ 參考觀課夥伴專業回饋，反思與調整教

學方案與策略。

2.觀課夥伴分享觀察記錄

★ 說明授課者優點、學生學習狀況、待釐

清問題及觀課過程中的收穫。

★ 針對課程設計、教學內容、關鍵提問、學

生互動、師生互動……等給予回饋。

★ 回應授課者所提之困境。

3.共同議課注意事項：

★ 不評價授課者，而是聚焦在課堂上的教

學行為、教學事件和現象。

★  以正向、鼓勵與肯定的方式給予授課者

回饋。

公開授課表格使用方式

在進行公開授課三部曲之前，我們必須

先將相關紀錄表單準備妥當，以利後續專業

回饋與省思使用。最常用到的表單有共同備

課、公開觀課和共同議課三種紀錄表單，以

下將逐一說明使用方法：

1. 使用共同備課紀錄表時，先請授課者口述

以下重點，以利後續教學研討。

★ 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

習內容。

★  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

為、學生特性等。

★  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 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 教學評量方式。

★  預期學習成果。

2.「共同備課紀錄表」填寫重點：

★  教學方案或教學策略調整建議。

★  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可能遇到的問題。

★ 觀課聚焦重點與使用之教學觀察工具。

（依觀察焦點選擇適切的觀察工具）

★ 觀課組別分配與觀課、議課時間。

★ 其他有助於教師授課或促進學生學習的

內容。

〇〇市〇〇國民小學〇〇學年度  共同備課紀錄表
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主持人 紀錄

參加人員

項次 姓名 簽到處 項次 姓名 簽到處

1 ○○○ 
(授課教師)

3

2 4

備課會議討論內容

1. 教學方案設計討論、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可能遇到的問
題。

2. 教學者說明教學目標、評量策略、運用資源、預期的學
習重點和學習成果。

3.課堂觀察重點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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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開觀課紀錄表」填寫重點：
★ 觀課組別與繪製座位表（包含座號或
姓名）。

★  學習表現發生時間及事件內容。
★ 學生學習情形（如何學習、學習發生
與困難點）。

★  值得學習的地方、感想或建議。
〇〇市〇〇國民小學〇〇學年度  公開觀課紀錄表

授課教師 觀課伙伴 學校：         姓名：
教學科目 單元名稱

教學班級 觀課日期

第

組

座位分配表

例： 請繪製黑板位
置、小組座位分
布圖並標示學生
座位。

軼事紀錄表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或事件紀錄

學生學習情形

(孩子如何學習本單元：孩子在
哪裡發生學習、在哪裡出現瓶
頸⋯⋯)

觀察者的回饋

值得學習的地方 我的感想或建議

4.「共同議課紀錄表」填寫重點：
★  教學者回顧：如何達成教學目標、遭
遇到的困境、學生學習的困難點、自

我省思。

★ 觀課夥伴回饋：教學者優點、學生學
習狀況或待釐清問題、收穫、教學者

困境之回應。

★ 其他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或改良教學
方案的內容。

〇〇市〇〇國民小學〇〇學年度  共同議課紀錄表

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主持人 紀錄

參加人員

項次 姓名 簽到處 項次 姓名 簽到處

1 ○○○ 
(授課教師)

3

2 4

備課會議討論內容

1. 教學者分享報告(請依教學活動設計與評量理念、教學技
術運用、課程特色、教學省思、困難點、經驗、心得、
檢討改進。)

2. 同儕專業回饋與建議：教學者優點、學生學習狀況或待
釐清問題、收穫、教學者困境之回應。

公開授課實作案例

本節將以康軒數學一上第二單元「比長

短」為例，進行公開授課實例說明，透過故

事改編擷取課本中長頸鹿、牛、猴子、兔子、

鱷魚、毛毛蟲及大象的圖片，配合數學臆測

探究式教學策略 ( 註 1)，引導學生主動學習，
讓學生觀察並發現動物的特徵，接著提出排

列順序的猜想。最後，透過現實情境，請各

小組學生擇定一個比較項目，找到自己排列

順序的優勢。

NEWS
教學報馬仔

數學

28 29

好康報報-第16期-數學P24-33.indd   28 2019/10/8   上午 09:20:26



先由學童個別、小組

或教師造例，再彙

整、組織例子。

�造例、觀察�

組織1
從已知的例子尋找規

律，發現關係，進而

提出暫行性猜想。

發現關係並

提出猜想2
提出更多例子擴大驗

證先前提出的暫時性

猜想是否仍然有效。

驗證猜想3
從有限的例子，擴大

到所有的例子，使所

提出的猜想都成立。

因此有時需要排除存

疑或不確定的情況，

限制條件或範圍，使

猜想成為恆真的數學

命題。

猜想一般化4
將猜想一般化後，透

過各種證明的方法來

證實此一般化，以取

信他人，這個一般化

經證明後即成為公共

的數學性質。

證明一般化5
▼註 1：數學臆測任務設計流程

學校名稱 桃園市仁和國小 授課年級 一年級

單元名稱 親師說繪(誰先吃桃子) 備課成員 徐嘉玟、林裕峯、陳瑋欣

實施節數 共2節 教 學 者 徐嘉玟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n-1-7理解長度及其常用單位，並做實測、估測與計算。

學習內容
N-1-5長度(同S-1-1)：以操作活動為主。初步認識直接比
較、間接比較(含個別單位)。

核心素養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和數學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題的計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應用。

與其他領域連結或議題融入 語文領域

教材來源 康軒數學1上
教學資源 觸控電視、小白板

學習目標
1.學生透過數學故事內容的引導，能清楚了解排列順序的方法。
2. 學生透過實際的操作，能將排列順序的方法應用於生活中，解決生
活上的問題。

設計理念

　　數學是學習自然科學的基礎，然而對於兒童而言，數學教材必須生活情境
化，數學教學活動遊戲化，這樣才能深深吸引兒童學習數學的興趣，提升數學
的能力。
　　本活動透過繪本的文圖布置情境脈絡傳達數學的概念知識，並透過臆測任
務學習與建立數學知識，讓學生可以發現排列順序時應該注意的重點，且依據
比較的項目將大小、高低、長短等排出正確順序。最後，讓學生進行數學建模
與學習遷移，思考如何把排列順序的知識，活用於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從數學課本上擷取動物圖片，將
動物圖片呈現在電視上，開始與學生說故
事和編故事，故事內容如下：
　　康軒數學森林裡的動物正快樂的
玩著，突然，從蘋果樹上掉下了一顆
又大又香的蘋果，長頸鹿、牛、猴
子、兔子、鱷魚都想要先吃到這顆蘋
果，可是搶來搶去誰也吃不到，動物
們終於想到好方法，來決定誰先吃蘋
果了(老師稍停頓，讓學生思考動物
們想到好方法為何？再請學生舉手發
表。)，動物們想到的好方法就是牠
們要用比較的方式排列順序，來決定
誰先吃到蘋果。

二、發展活動
 (一) 請各組思考不同動物會如何選擇比較

排序的方式(造例、彙整、組織)
　　每組分配飾演一種動物，討論以
下題目，分題寫在不同的白板上，再
上臺發表。各組討論的過程中，教師
引導，指派各組同學任務，例如：第
1題1號記錄，第2題2號記錄，第3題3
號記錄，第4題4號記錄，同組同學一
同上臺發表自己的紀錄。
1. 長頸鹿(犀牛、猴子、兔子、鱷魚)
會想按照什麼項目，以什麼方式來
排列順序才能先吃到蘋果呢？

2. 為什麼長頸鹿(犀牛、猴子、兔子、
鱷魚)會想用這個項目來進行比較？

3. 按照這個方式這五種動物(長頸鹿、
犀牛、猴子、兔子、鱷魚)排列出來
的順序是什麼？

10分

15分

態度評量(專心聆聽故事)

口頭評量(透過思考與討
論，能回答問題)
小組討論(能與同儕進行討
論，並發表自己的想法)
紙筆實作評量(能寫出排列
順序的方法，並將討論結
果記錄於小白板上)

4. 如果這時候有一隻毛毛蟲來了，牠
也想吃這顆蘋果，比較項目不變，
牠會把長頸鹿(犀牛、猴子、兔子、
鱷魚)的方式做怎麼樣的改變呢？
這六種動物排列的順序會變成什麼
呢？

(二) 透過各小組分享，發現比較排序的方
法(發現關係、提出猜想)
1. 小組分享：小組上臺分享自己的紀
錄。

2.他組回饋：說法是否合理。
3. 小組討論：從動物的排列順序中你
發現了什麼？(每位學生將自己的猜
想和同組同學的猜想記錄於白紙或
簿本上)

學生猜想：
1. 每一種動物都比較自己最厲害的地
方。

2. 要按照一定的順序排列，不能亂跳
來跳去。

3. 排列順序的方式有很多種，有大
小、高矮、長短、輕重都可以。

4. 可以顛倒方向排列，從大到小、小
到大，或高到矮、矮到高⋯⋯。

5. 排列項目或方式不同，順序就會不
一樣。

~第一節結束~
 (三)驗證猜想

1. 小組指定1人上臺分享，下一組只要
分享跟上一組不同的發現即可。

2. 有小組在分享時，臺下其他組別需針
對該小組發表的合理與否，表達意
見。

 (四)猜想的一般化
  教師另外布題，每位學生記錄於自己
的白板上，在組內輪流發表，同組學
生給予回饋後修正自己的答案，自由
請學生發表(請不同項目方式的同學發
表)
1. 這時，森林裡又來了一隻大象，牠也
想先吃蘋果，大象會想按照什麼項
目？以什麼方式來排列順序？

2. 排列出來的順序是什麼？
3. 如果按照這個項目，改成以毛毛蟲說
的方式來排列，排列的順序會變成什
麼呢？

三、總結活動
 (一) 教師布題，以生活中實際例子思考方

法(證明一般化)
1. 請學生先觀察思考，在自己的小組內
可以比較什麼項目，怎麼排列順序，
讓自己排第一個，並紀錄於白板上，
於小組內發表。

2. 各組選擇一個同學排列順序的方式上
臺發表，同組成員實際排序，老師與
他組同學一同檢核臺上排列順序的方
式是否合理。

~第二節結束~

15分

10分

15分

15分

實作評量(透過實際操作，
思考方法，解決問題)

小組討論(能與同儕進行討
論，並發表自己的想法)

實作評量(透過實際操作，
思考方法，解決問題)

實作評量(透過實際操作，
思考方法，解決問題)

參考資料
專書：師大書苑--數學臆測任務設計與實踐(林碧珍，2016)
繪本：聯經出版社數學繪本系列--誰先吃桃子(尹亞海，2011)

※如需進一步了解教學方案內容，請連結下載網址：https://reurl.cc/3dd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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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備課紀錄內容

本紀錄是由會議紙本草稿重新登打，彙整討論的重點與詳實的

記錄內容，便於授課者與觀課夥伴回顧與省思。

備課會議討論內容

一、教學分析(口述)

 (一)教學目標：略
 (二)教學與評量策略：略
 (三)運用資源：略
 (四)預期學習成果：略

二、教學方案設計討論

 (一)教學遇到的困境：欲在一年級實施分組討論
教師們在進行教學時，希望學生能進行分組討論與發表，但實施不易。夥伴分

享一年級的孩子都愛聽故事，若數學課程能和故事結合在一起，學生定能更有學習

的興趣，有興趣就能引發討論。

 (二)嘗試實施數學臆測─探究式教學歷程

在數學的教學過程中，要讓學生知道數學並不是只要知道答案就好，更重要

的是要能清楚解釋解答的過程，希望從一年級就能培養學生思考與探究的習慣，因

此，欲採用臆測任務於課程設計中。

三、 課堂觀察重點：請觀課夥伴能觀察該組同學在不同教學階段中，討論與發表的情形，
以及活動中的投入狀況。

二、公開觀課紀錄內容�

軼事記錄是公開觀課中，最普遍使用的觀察工具。由於觀課現場，學生學習行為複雜，僅能

進行簡略記錄，建議可事後重新登打詳實記錄，以便共同議課時，能深入分析學生學習行為。

第
1
組

座位分配表

例： 請繪製黑板位
置、小組座位分

布圖並標示學生

座號。

黑板

5
分心

不喜

思考

3
組長

喜愛

思考

20
分心

多話

19
被動

缺乏

自信

第4組 第5組

第2組

第6組

第3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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軼事紀錄表

教學流程／教學活動或事件紀錄 學生學習情形

10:20 教師說故事引起動機。 1. 該組學生在聆聽故事時，眼神專注，透出期待
故事發展的神情。

10:30  教師請各組接續教師未完成的故事，
思考四點問題，分配不同的學生記錄

不同的問題於自己的白板上。

2. 該組學生在此問題的討論活動中，擔任組長的
同學很負責的請每位同學說出自己的想法，同學

也都很配合發表，若真的不知道答案也能對別

人的答案表示贊同。

3. 學生的瓶頸出現在將答案記錄於白板的速度過
慢，以及不是每位記錄的學生都有辦法邊討論

邊記錄，或統整同組學生的答案。討論過後，尚

需3號學生重新講述答案後指導該組同學記錄，
或老師行間巡視時指導，因為記錄等待時間過

久，5號同學分心玩起鉛筆盒，跳離討論情境。

10:45  教師請各組上臺發表想法，以及給予
他組回饋。

4. 該組每位同學皆能依照自己書寫的答案大聲發
表。只是其他組別在發表時，該組4人皆會分心
聊天，未專心聆聽他組發表。給予他組回饋時

僅3號和19號回答。

10:53  請學生根據各組的發表，進行猜想，
思考從不同的動物排列順序中，想到

了什麼？

5. 該組學生表達不清楚教師提問的意思，教師在
行間巡視的同時，發現此組同學的困擾，引導該

組學生發現共同特點，後續討論中3號先發表幾
點看法，其他3位同學也從中發現相同點發表。

11:10  請每組推派一位同學上臺發表，下一
組只需補充上一組未說到的想法即

可，臺下的同學須表達發表內容是否

合理。

6. 該組推派3號上臺發表，3號清楚的表達想法，
臺下各組也給予贊同，該組學生在此時臉上露

出的神情非常的歡愉。

11:20  教師提問：如果大象也來了，大象會想
用什麼項目和方式排列順序，才能吃到

蘋果？這六種動物的排列順序如何？

讓學生去驗證之前的猜想是否正確。

7. 該組學生對動物很感興趣，開始討論大象有何
特點是贏別的動物，四位小朋友皆能說出自己的

想法，後來用投票(不能投自己)來決定要發表哪

一位同學的想法。

11:35  教師以生活情境問題，讓學生進行思
考發表。

8. 該組學生皆能思考到要發現自己比別人厲害的
項目，去跟他人做比較。5號想不出來時，其他
3位同學也會給予建議，後來用猜拳的方式決定
發表哪位同學的想法。

觀察者的回饋

值得學習的地方 我的感想或建議

1. 教師很有耐心的行間巡視與引導學生進行
討論，在走動時會與學生產生眼神的交流，

亦會用摸頭、手勢和口頭讚美來鼓勵學生

的表現，在課堂中與學生有良好的互動。

1. 建議規定各組發表完後先不急著把白板上的答
案擦掉，專心聽他組發表，教師在後續的討論

就可以直接將不同組別的答案展示於黑板，讓

學生進行彙整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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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議課紀錄內容
共同議課時，藉由觀察教學者與學生的互動，關注教學上忽略的重點，找出學生學習上的問

題，討論策略提出因應之道，故不可忽略共同議課的重要性。

議課會議討論內容

一、教學回顧與省思

(一) 透過此次的教學讓我知道只要教師有方法，有步驟，問的問題符合學生程度，即使是
一年級的學生還是可以進行分組討論以及探究式教學。從一年級就開始培養學生思

考、探究的能力，讓學生體會到尋找答案的過程是相當可貴和美妙的，而非只是一味

想要標準答案，而是要學習去解釋自己的答案。

(二) 一年級學生討論記錄的時間比其他年段需要得多，因此，往後在設計學生分組討論
時，會留多一點時間給學生討論發表與記錄，亦可用圖片來代替書寫(例如：此次的動

物可先發圖卡給學生)，節省學生書寫的時間。

(三) 因為一年級學生動作較慢，老師在白板的書寫上要有規畫，往後在課堂中會避免學生
報告完就顧著擦自己組別的白板，而忽略了聽他組的報告的情況。

二、學生學習困難點

(一) 要讓一年級學生，在小組討論時，或他人報告時，專心聆聽並給予同學或他組回饋，
一班的學生僅三分之一能做到。

(二) 一年級學生剛學寫字，書寫的速度真的很慢，因此在分組討論並記錄時，常無法在教
師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影響教師的上課進度。

三、教學優點：詳如公開觀課紀錄表─值得學習的地方。

四、學生學習狀況

(一) 學生在聆聽故事時，眼神專注，透出期待故事發展的神情，教師成功引起學生的學習
興趣。

(二) 學生在討論活動中，擔任組長的同學很負責的請每位同學說出自己的想法，同學也都
很配合發表，若真的不知道答案也能對別人的答案表示贊同。

(三) 學生的瓶頸出現在將答案記錄於白板的速度過慢，以及不是每位記錄的學生都有辦法
邊討論邊記錄，或統整同組學生的答案。討論過後，尚需要該組程度較好的學生重新

講述答案並指導該組同學記錄，或老師行間巡視時指導，因為記錄等待時間過久，有

些同學就容易分心，跳離討論情境。

2. 教師能善用小白板分配題目讓學生寫在自
己的白板上，小組再一起出來發表，讓每

位學生都有事情做，更投入討論情境中。

3. 教師採取有系統的臆測活動作為教學法，
學生針對此單元能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彙

整、猜想、驗證想法，得到更完整的觀念。

4. 老師能思考到一年級學生注意力的時間較
短，10∼15分鐘就會轉換不同的活動。

5. 教師能了解到一年級學生的特性，小組人
數的安排以3∼4人為主，避免同組人數過
多，討論的時間過長，分心的機會就愈大。

2. 教師用動物當故事題材很能夠引起學生的共鳴
和迴響，建議教師能給各組各個動物的圖片，

讓各組在進行比較排序時，能利用圖片直接進

行排序即可，免去文字的書寫。

3. 一年級學生討論記錄的時間比其他年段多很
多，很難在老師規定的有限時間內完成討論與

記錄，建議教師在課程設計時預留較多的討論

時間，讓學生討論能更充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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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在發表時因為是依照自己書寫的答案發表，每位同學皆能大聲發表。只是其他組
別在發表時，臺下的學生很容易分心相互說話，未專心聽他組發表及回饋。

(五) 讓學生進行統整猜想活動時，大部分的學生露出茫然的臉，第一輪發表時很多學生都
說不知道，教師在行間巡視的同時，發現學生有此困擾，適切的引導學生發現共同特

點，後續討論中程度較好的學生先發表幾點看法，其他同組的學生也漸能從中發現相

同點發表。

(六) 當學生上臺發表，臺下同學給予肯定的同時，不只鼓勵到發表的人，連同組學生的臉
上也充滿著笑容，更有自信，同組間也發展出更密切的關係，更能相互扶助與合作。

五、教學者困境之回應

分組討論，學生間的合作學習，雖然會花費許多時間，尤其在一年級實施，教師需

要更多的耐心與時間去引導，但是透過分組可訓練學生以下能力：

(一) 表達溝通能力(能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給同學聽，不知道也能勇敢說不知道)
(二) 聆聽他人說話(能注意聽別人說話，能從別人的話語中獲取想要的答案，而非只是沉浸
在自己的世界)

(三) 檢核對錯的能力(能去思考對錯，發現錯誤而去糾正)
(四) 指導同學的能力(能去扶助他人，指導程度較弱的學生)
　　以上四點能力並非一蹴可幾，所以教師教學時，要有堅持下去的信念，相信學生是

可以慢慢達成以上能力的。

結語

看完以上公開授課實施重點及實例說明，期盼能降低教師夥伴面對公開授課的焦慮與恐懼。

但教師夥伴不要將每年進行一次的公開授課僅當成例行性任務，這對於改良教材教法、提升學生

學習及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效果有限，且容易造成形式化的結果。然而，過於頻繁的公開授課，

亦花費授課者與觀課夥伴過多的時間與心力，也會排擠其他會議或社群活動的時間。

我們建議除了表訂的公開授課日程外，應由授課教師主導，尋找互信的教育夥伴，依照自我

專業成長需求，討論對應的資料蒐集方法或工具，進行焦點式的觀課活動 ( 非全程參與，而僅聚

焦於焦點問題的時段 )，除可協助教師熟悉公開授課流程與觀察工具的使用，亦可減輕授課及觀

課教師的負擔。藉此，教師更能關注學生學習品質，審視自己教學過程之盲點，激發教師自我反

思而精進教學的效能。期望本文能對即將實施公開授課的現場教師有所助益。

※參考資料：
1.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臺北市：教育部。

2. 教育部(2016)。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臺北市：教育部。

3. 張德銳、丁一顧、李俊達(2011)。另一雙善意的眼睛--教學觀察與會談手冊。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4. 張民杰、賴光真(2019)。從教室內把大門打開：授課教師主導的教學觀察(TDO)。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8(7)，102-106

5.【另一雙善意的眼睛】教學觀察技術－教學帶 https://youtu.be/sDq6FQ9Nz-I (2019.8.1)

6.林碧珍(2016)。數學臆測任務設計與實踐。臺北市：師大書苑。

7. 尹亞海(2011)。誰先吃桃子。臺灣：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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