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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婷君  

Jessie Chiu 

專長：中學英語教學、兒童英語教學、 

      文書處理、基礎影片剪輯及海報設計 

學歷：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碩士班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經歷：淡江中學 英文實習老師 

十信高中 英文兼課老師 

      達德商工 導師/英文兼課老師 

證照：GEPT中高級、多益 975分、英語導遊 

興趣：英語教學、烹飪、閱讀、義工服務、 

      心靈提升課程、親職教育 

給學生從頭到腳 

的關愛， 

讓每個學生都能獲得 

學習的自信 

從自己的緣起點上向上 

跨一步 

競賽：師培中心教學海報設計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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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精進英語文教學專業 
1.新興議題融入教學 

議題融入課程不僅強調知識的理解與應用，更重視信念建立及問題解決。搭配 108素養導向課

綱的執行，將海洋教育(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性別教育(The Piggybook)、環境保護(生態

橋)等議題融入於課程中，將學習和生活做連結，期望學生能意識到所處的環境中有諸多面向需要關

心，當下的學習是為了累積未來促進社會和諧、保護生態環境、解決環境危機的能力，讓未來的世

界變得更美好。(參照 18頁) 

2.漢堡架構提升閱讀理解力 
閱讀是學生與文章互動並建構意義的動態過程，以先備知識為基礎，透過策略來理解文章的發

展。進行課文教學時，嘗試以漢堡架構帶學生檢視文章的結構，分組討論各段落的主旨及細節，以

此引導學生了解整體課文脈絡，提升閱讀的效率，減低學生閱讀文章時的理解困難，之後再做細部

的句型及文法講解，加深學習效果。(參照 14頁) 

3.共同學習法營造溝通環境 

透過小組學習，課堂氣氛不僅較為活絡，學生也會更踴躍參與。進行課文教學時，以小組合作

學習法，引導學生進行討論，鼓勵學生在閱讀文本後，回答相關問題，並利用小白板及口頭方式勇

敢發表自己的想法。過程中也搭配學習單的撰寫，一步步由淺到深思考作答，讓學生能看得見自己

的成果，並有達成任務的成就感。此外，為了鼓勵學生用英語做發表，講錯時不立刻糾正，而是先

點出學生亮點，再以重述的方式，示範正確說法。(參照 23頁) 

4.課後個別學生英文學習指導 
滴水能穿石不是靠力量，而是透過晝夜不捨的努力。課後時間，為個別學生進行英語自然發音

指導，讓原本只能以注音標註才會念單字的學生，透過一個半月的持續努力，每天午休短短的 20 分

鐘練習，到最後她已能獨立唸完一整本基礎的英文繪本。這樣的成果，不僅學生有成就感，自己也

體認到適性教學的魅力；透過診斷找到學生的起步點，再透過鷹架輔助，陪伴學生克服困難並自我

超越。(參照 16頁) 

5.跨域協同彈性課程教學 

配合學校彈性探索課程的進行，我加入共備社群與國文科、數學科、自然科及歷史科共五位老

師合作，發展出豐富且饒富趣味的彈性課程及教案，並進行生態橋為主題的協同教學；過程中，每

個老師不僅發揮了自己的專業，也相互合作支援，讓學生能在輕鬆愉悅的氣氛下，進行小組學習，

做相關議題的探討及學習，最後產出理想中的生態橋模型。(參照 16頁) 
 

◆ 全心投入班級經營、學生關懷 
１.小論文課程規劃與指導 

在學校提供的資源有限情況下，和導師合作一起規劃小論文課程，協助指導學生。因雙語班課

程安排的關係，小論文課程資源嚴重不足，但為了讓學生能從撰寫過程中有所學習且能充實學習歷

程檔案，我跟導師一起蒐集資料，安排撰寫進度，也製作了各單元的學習單，幫助學生一點一滴累

積內容。雖然過程幾經波折，歷經學生無數次卡關，幾乎放棄，但在兩位老師一起鼓勵協助之下，

最後總算能在學期末讓所有學生完成前三章的雛形。(參照 40頁) 

2.爭取外部指導資源–以落實職涯輔導與小論文指導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了解自己實力之餘，若能更進一步得知如何有效達成目標，努力才能事

半功倍。由於班上有學生分別想要考警大及國防大學，期中考後特別為他們安排了一場「中央警察

大學暨國防大學線上座談會」，邀請兩位有相關背景的表弟，輪流說明警大及國防大學的的入學制

度、科系介紹、及畢業後的升遷福利，希望給有興趣的同學多點努力的動力。除此之外，還特別邀

請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任職的蕭教授，為大家指導小論文的撰寫技巧，希望學生能於時間及資源緊迫

的情況下，獲得最大的成效。(參照 40頁) 

教育實習楷模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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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韓國英語國際專題比賽指導 

英語專題製作是極其繁雜且考驗團隊默契的過程，除了要深入探討相關主題，組員間還需要相互

配合協調。導師班上學生組隊參加韓國英語專題製作比賽，以英文進行減塑主題的報告，由於開學後

一個月就要參加比賽，時間緊湊，加上到最後問卷製作的部分卡關，隊員間失和，差點放棄比賽，還

好導師跟跟我陪伴接續陪伴引導，給予隊長個別輔導之餘，我也善用教育科技研究所所學，給予包括

中英文問卷製作、深入討論主題內容、影片剪輯等指導，才帶大家順利完成報告。學生表現相當優

異，從全球三十個隊伍中脫穎而出成為冠軍。(參照 41頁) 

4.持續落實關愛教育 
秉持著關愛教育是—你必須從頭到腳都關愛他。因此，從早自修、午休、課堂，皆細心觀察學生

的狀況，也會事先透過輔導老師給予的學生資料，每天至少跟三位學生做互動關懷，針對他們的需求

提供相關協助。此外，更是積極投入個案個學生的輔導，後續不斷透過課餘間的談心或是文字訊息互

動來追蹤與關心，希望學生能持續感受到溫暖與支持。(參照 42 頁) 

◆ 積極參與校務行政活動 
1.參與新課綱核心小組會議並修訂相關文件 

學校課程地圖的完善與否，影響的是整體課務運行流暢度。為了迎接 111 學年度的到來，教務處

及各領域負責人密集投入修訂前三年的課程細節，以利新學年度的課程地圖規劃。我負責協助新課綱

核心小組會議紀錄，重點整理，方便後續主管做資料核對；此外，也參與課程地圖的修訂及開課科目

名稱、學分數核對，確保實際開課與課程地圖符合，避免延伸未來課程與學分數不符的困擾。(參照

46 頁) 

2.肺炎疫苗施打協助 
大型活動時，各部門間的橫向溝通，相互合作，對於事情的成敗有非常關鍵的作用。實習期間因

為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肆虐，學校配合政府政策進行兩次全校性疫苗施打。學校人數眾

多，活動要能順利進行全仰賴各部門間的合作與協調，突發事件也才得以順利解決，我負責的班級調

度也是要仰賴互動溝通，才能在不塞班的狀況下順利學生進入場內接種疫苗。(參照 46頁)  

3.招生博覽會宣導服務 
淡江高中招生期間，陪同教務主任及招生組長到各校的校長室及輔導室進行招生服務；過程中有

機會透過主管的視野了解學校辦學用心與優勢。後續於高中職多元入學博覽會中，為國中生面對面做

宣導時，才能侃侃而談，明確傳遞學校相關辦學理念與特色，為學生釋疑，提升他們對於淡江中學的

認識與興趣。(參照 45頁) 

◆ 全方位自我增能 
1.參與彈性課程共備社群 

為了幫助暑假後即將升高二的學生探索自己適合的文組或理組課程，學校教師分別組成不同主題

的彈性學習社群，研發各種豐富又有趣的探索課程。我和同在教務處的實習生芷妤一起加入了自然組

社群，與不同專業的老師們一起從橋的歷史出發，進而探討設計原理、工程結構等，並做相關課程規

劃，後續我及芷妤也共同研發了其中一個生態橋的單元，以動物保護為動機，發展能讓人類及生物共

處的和平橋。(參照 16頁) 

2.積極參與校內外研習及競賽 
實習期間，持續自我增能，前後參加了多場校內外研習及競賽；主要包括英語板書研習、英語多

元評量及素養命題工作坊、全英語授課教師專業發展研習、攀樹社群研習、安大略農場研習、導師知

能研習、資訊素養及腳本競賽等，並且獲得績優檔案競賽優等。(參照 47頁) 

3.獲得初階觀察人才證書 
透過此次研習，不僅將課程設計與發展的重點、教學流程、班級經營及回饋技巧重新認識一次，

提升自己公開授課及省思內容的品質，更是將所學落實於後續實習生的相互觀議課中，利用研習所提

供的專業觀察工具，給予授課教師重點式的回饋，提升授課老師教學自信，也建立同儕間良性互助氛

圍。(參照 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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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感謝淡江中學提供我寶貴的實習機會及各種豐富的學習資源，也感謝淡大師培課程的強力後

盾，讓我能在吸取重要理論後，進入教學現場實際應用所學，並在教學現場的互動中，透過一次次

的經驗修正，朝更加精進的路上邁進。我渴望和學生交流，在互動過程中，觀察適合每個孩子的學

習管道，並以此調整自己的教學模式。保持彈性，用心體會、隨時隨地學習，就是我要在實習過程

中，要把握的重要原則。 

 

二、教育實習理念： 
精進教學–傳遞語言學習的快樂 

希望在實習過程中能透過跟經驗豐富的師長學習，習得更佳的教學方法，並透過在課堂的實

踐，歷練出最適合自已及學生的教學模式，透過與生活各項議題的結合，期待能讓孩子感受到語言

學習的快樂。  

考驗初衷–始終如一的關愛學生 

我的老師曾說，教育是人類深沉的樞紐，老師是學生心靈的搖籃；身為一個老師就有責任在每

個學生的起始點上，鼓勵他們往前向上踏一步，過程中無論他們走的快或慢，都要給孩子從頭到腳

的關愛及等待，並永遠給予期待及希望。實習過程中，我將檢視自己，是否能堅持要當老師的初衷

–讓學生獲得學習語言的快樂，關愛每個學生，讓無論任何一個孩子到我面前，都能夠帶著自信繼

續向前走。 

換位思考–重新學習 

雖然以往只有擔任兼課老師的經驗,再次以實習老師的身分回到校園，除了要更加重視課堂教

學，更要以導師及行政的角度來檢視教師這份職業；透過換位思考重新學習，看清楚整體學校規劃

教學的藍圖，未來也才能讓自己的教學更加妥善。 

 

三、教育實習規劃： 
半年實習期間，在教學實習部分，透過觀摩老師的教學及課堂管理技巧，掌握相關重點與目

標；導師實習部分，則是透過觀察並參與班級管理、學生輔導來提升導師相關知能；行政實習部

分，預計透過協助各行政處室相關活動，更加了解校務運作情形。 

 

四、教育實習過程簡述： 
九月：跟學生一起開學，同時與教務處長官們及班級學生相見歡；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一邊努力

認識記住班上學生的名字及特色，一邊透過發放調代課單認識校園大環境，同時間也進入輔導老師

的任課班級中觀課。 

十月：協助新課綱核心小組會議紀錄，觀察學校如何調整既有課程來完善未來的 111課程地圖。教

學方面，在輔導老師協助下備課並上台試教，課餘時間也練習輔導導師班學生，給予傾聽及關懷。 

十一月：協助教務處實研組進行新課綱輔導訪視準備、高三學測模擬考準備及彈性課程教案撰寫與

試教。在實習輔導老師指導下，擔任部份導師工作，督導打掃及早自習秩序。教學部分，繼續觀摩

實習老師教學，也在老師指導下進行部分上台試教，一邊籌備期末教學演示相關教案。 

十二月：行政方面，協助招生文宣準備、疫苗施打工作及參與聖誕節小天使活動。導師方面，針對

焦點學生做深入互動及訪談，協助聖誕節布置及其他班務運作。教學方面，進行期末教學演示及後

續回饋省思整理。 

一月：行政方面，繼續列席新課綱核心小組會議擔任紀錄、參與招生拜訪工作、校園導覽工作。導

師方面，繼續關懷班級學生並互動，並協助班會運行等相關事宜。教學方面，完成並繳交歷程檔

案，並在輔導老師同意下，觀摩其他科任老師的教學活動。 

教育實習摘要 

換位思考精進教學 考驗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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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實習成果： 
在淡江中學實習短短的五個月中，我跟學校行政處室老師及輔導老師學習良多： 

教學實習成果 

在老師鼓勵下，為了讓學習深入，我嘗試了各種議題融入教學，並結合繪本、相關影片、架構

圖、學習單及網路科技的運用，讓學習方式多元。此外，更是鼓勵小組學習，透過同儕間的合作討

論來激發創意之餘，也相互貢獻提升學習效率。課堂之餘，利用午休輔導學生的自然發音，透過基

礎規則練習搭配繪本閱讀，讓該學生找回講英文的自信。 

導師實習成果 

在老師的指導下，參與了學生的日常作息、啦啦隊比賽、運動會練習，並著手規劃學生的小論

文課程及升學輔導相關活動。此外，進行學生個別輔導時，發現行為背後都帶有諸多不同的感受及

原因，需透過傾聽及理解才能直搗問題核心。在觀摩老師處理在偏差行為、霸凌及紛爭的過程中了

解到，學生於此學習階段的犯錯，都是跨越及成長的好契機，端看老師如何處理，危機就會成為最

佳的轉機。 

行政實習成果 

感恩教務處的主任及處室組長們給予大量學習機會，接觸到了 111學校課程地圖調整、課程輔

導訪視、學習歷程檔案催生、招生博覽會宣導及各校招生拜訪的有趣歷程。透過這些協助，才清楚

教務處的細部業務內容。期許自己未來再次進入校園接觸相關任務時，能盡快進入狀況給予協助。  

 

六、教育實習省思： 
一開始覺得相當漫長的半年，居然在充實的行政處室學習、熱鬧的導師班生活及戰戰兢兢的教

學演練中不知不覺地過完了，一幕幕如同縮時攝影般的在我腦袋中呈現，每個充滿挑戰的當下，回

想起來都充滿甘甜；原來我是可以做到的，原來透過實驗、修正再度嘗試，是可以逐漸朝著設定中

的教學圖像前進的。 

 

教學實習省思–教學相長持續精進 

議題融入教學的過程中，學生的課堂表現變得活潑起來，且願意參與討論發表意見，無論是小

組討論、學習單的撰寫、影片觀看回饋或是海報的製作，都讓他們的參與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

透過實際教學演練，也才發現原有的課程規劃有諸多需調整的地方，尤其是時間的掌握及班級氣氛

管理，相對不容易；講解的方式需視不同學生的反應，隨時做調整，才能確保學生有效吸收。此

外，透過課餘時間教導學生自然發音，也感受到個別輔導的魅力；當教學者能針對個別學生的需求

來規劃內容及進度時，其學習效率也會相對提升。 

 

導師實習省思–陪伴與引導即是最好的關愛 

雙語二的孩子各個聰明能獨立思考，帶領他們的老師，須具有相當的智慧及耐心；加上一個班

級是由來自不同家庭及成長背景的學生所組成，導師要讓班級氣氛融洽，需要費心引導，才能陪伴

學生面對各種挑戰並共同解決問題，進而引導學生從他律變成自律，這些都是我在觀察雙語二師生

互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收穫。再者，透過輔導個別學生也才發現，傾聽及對話需要長期進行，青春

期的煩惱無法在一時半刻內被消化掉，有時需透過再再的關懷與陪伴，才能讓學生平安度過內心風

暴。 

 

行政實習省思–換位思考相互學習 

以往站只在教學者角度，很難體會到行政端的用心，加上缺乏溝通，配合起來困難重重。透過

本次的行政實習，體認到學校的整體校務及課務營運要能成功，行政端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現場授

課教師。行政、教學兩者息息相關，皆是學校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持續溝通協調，建立互助管

道，不僅能創造和諧氛圍，更能有效支援彼此，最終也才能利益到學生的學習。 



 

10 

教育實習計畫 
 

 

  

月份 實習目標 主要活動 

9 ⚫ 增進教材處理能力 

1.熟練校內各項教學設備使用方法 

2.研擬所將任教科目之部分教學單元設計。 

3.協助雙語班小論文及國際專題製作 

10 

⚫ 認識班級教學的要領、方

法 

⚫ 提升教學知能 

⚫ 增進指導學生作業能力 

1.觀摩實習輔導老師的教學，包括教學技

能、教學方法、師生互動方式、班級經營

措施、作業設計和評量方式 

2.協助實習輔導老師批閱學生作業 

3.擔任實習輔導老師的教學助理 

4.在實習老師的指導下，擔任部份教學工

作，並蒐集老師及學生的觀課建議。 

11 
⚫ 增進教學的能力 

⚫ 提升專業知能 

⚫ 增進教學知能 

1.繼續觀摩實習輔導老師的教學 

2.觀摩實習輔導老師以外的教師教學 

3.準備上台試教教案 

4.實習輔導老師指導下，擔任部份教學工作 

5.製作至少一半的學習歷程檔案 

12 

⚫ 教師自省 

⚫ 增進教學的能力 

⚫ 提升專業知能 

⚫ 增進教學知能 

1.月中進行期末試教 

2.月底進行綜合評量 

3.完成實習歷程檔案 

4.進行期末試教 

1 
⚫ 增進教學能力 

⚫ 熟練學方法及技巧 

⚫ 教學反省 

1.在實習輔導老師指導下，擔任部份試教工

作 

2.繼續利用空餘時間，觀摩其他班級或其他

科教師的教學活動 

一、教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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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實習目標 主要活動 

9 
⚫ 增進導師輔導知能 

⚫ 認識班上每個同學及其英

文名字 

1.訪談導師有關班級輔導、教學與行政的

經驗與心得 

2.在實習老師的指導下，研擬本班學生的

校園生活輔導計畫 

3.認識班上同學及其特性，熟記學生姓

名。 

4. 觀摩實習輔導老師的班導師工作。包

括班、週會的主持與規劃，學生分組與座

位安排，學生綜合資料與晨間檢查資料的

填寫。 

10 

⚫ 協助導師班級工作 

⚫ 提高班級經營的知能 

⚫ 學習教師溝通技巧 

⚫ 安排校外講師入班協助 

1.學生自律組織的產生與訓練，導師溝通

方式，學雜費代收，以及偶發事件的處理

等 

2.見習實習輔導老師的學生訪談及親師互

動相關過程，並實際練習輔導 3位學生。 

3.協助安排校外小論文及升學輔導講師入

班進行指導 

4.協助啦啦隊的練習與指導 

11 
⚫ 提高輔導知能 

⚫ 協助班級運作業務 

1.繼續觀摩實習輔導老師的導師實務工作 

2.在實習輔導老師的同意下，部分導師工

作可交由實習生處理 

3.在實習輔導老師指導下，擔任部份導師

工作 

4.繼續協助班務運作，協助督導打掃、早

自習及午休秩序 

5.協助運動會的練習與指導 

12 ⚫ 增進師生溝通能力 

1.針對個案學生做深入互動及訪談 

2.繼續協助班務運作 

3.協助聖誕節布置活動 

1 ⚫ 增進行班務劃及執行能力 
1.在實習輔導老師現場指導下，繼續處理

班級事物，從事導師實務工作 

二、導師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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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實習目標 主要活動 

9 
⚫ 庶務協助 

⚫ 認識各處室業務、設備 

⚫ 熟悉學校平面圖 

1. 協助分發學生書籍 

2.分發調代課單，認識各處室行政人員

及老師。 

3.熟悉工作場域基本辦公設備。 

4.參加彈性課程開發會議 

5.擔任 108 課綱課發會會議記錄人員 

6. 協助二三年級模擬考行政事宜。 

10 

⚫ 增進對行政事務的了解 

⚫ 參與研習活動 

⚫ 協助月考及日誌抽查等

業務 

1.列席參加各行政會報及教學研究會 

2.參與彈性課程共備社群 

3.協助提交重補修進度表、第一次月

考、教室日誌抽查等業務 

4.繼續參與彈性課程開發及教學工作。 

11 
⚫ 見習及參與行政事務 

⚫ 進行行政作業省思 

1.列席參加教務處會議、校務會議 

2.擔任教學組的行政助理，協助辦理高

三學測及第三次模擬考業務 

3.繼續參與彈性課程開發及教學工作。 

4.協助設計彈性課程教案 

12 
⚫ 協助行政工作 

⚫ 進行行政作業省思 

1.參與學校聖誕節慶祝活動 

2.協助招生文宣準備 

3.協助流感疫苗施打工作 

4.參與校內外線上研習課程 

5.彈性課程協同教學 

1 ⚫ 協助行政工作 

1.繼續列席教務處課發會會議擔任記錄 

2.參與教學研究會、校內進修活動 

3.繼續參與彈性課程開發及教學工作。 

4.協助招生工作、校園導覽工作 

5.協助 BNT 疫苗施打工作 

三、行政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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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信念： 

英文是以促進世界族群間和諧為出發點，互動溝通、探索世界的、提升內在認知的重要

工具。如同學中文一般，英文的學習應該是在與他人的溝通互動中慢慢建構透；過對話、閱

讀、聽音樂、看新聞、做動作、寫日記等各種管道累積聽說讀寫的能力。藉由這項語言工

具，探索更多世界不同角落，認識異國的美食、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式各樣不同主題，提升

看事情的視野與高度。當溝通互動能力、文化素養提升同時，也能促進人際間的和諧。 

 

二、教學取向：我的教學取向包含溝通互動(communicative learning)、合作學習法

(cooperative learning)、文法教學(grammar teaching)。在教學過程中，會讓學生練習使

用學習到的概念或技巧，採取聽說讀寫不同的方式，鼓勵學生在課堂中將英語「用」出來。

而遇到需要特別解釋的文法時，我也會將這些概念以講述的方式呈現，然後再給學生充足時

間做練習，從練習中找到並解開自己的學習盲點。此外，合作學習也是常在我的課堂上出現

的學習模式，因為很多時候老師一個人很難同時跟班上每個同學互動，因此合作小組學習提

供學生很好的討論、口語練習及團隊合作練習機會。 

 

三、課程設計重點： 

1.大量提問：在教學期間，為了提升師生互動，同時給學生足夠吸收時間，會適度停下腳

步，以提問、反問、轉問的方式幫助學生消化所聽講的內容，並確認學生是否有正確接收到

資訊。 

2.繪本融入：在引起動機的部分，融入相關繪本，帶學生反思繪本中所要帶給讀者的啟示，

並加入綜合、分析與應用問題，增加繪本研讀的趣味性。 

3.科技融入：在課程複習階段，運用 kahoot 來加強學生的複習動機。kahoot 不僅有趣，圖文

音效並茂，也因為倒數很刺激，可以看到學生在答題過程中各種有趣的表情及反應，課堂氣

氛也因此活絡了起來。 

4.分組合作、畫海報、小白板運用：為了讓課堂學習從被動聽聞，轉成主動思考並產出，以

小組合作模式來促進學生間的討論、人際間互動，共同解決學習單上的問題，最終以小白板

呈現各組討論成果，展示於黑板上或海報上，以加深對於學習內容的印象。 

5.適度融入遊戲：透過競賽型遊戲並加分或換取免死金牌(不用留下來補考)，對於學生來說

很有吸引力，也會比較用心聽課，以獲取好成績。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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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結構課文教學

主題：B3 L3 Dying to be attractive  

課文教學流程： 

16：21分組 

16：24介紹本堂課大綱 

16：27複習作文課的內容，漢堡架構 

16：30分配每位組員的工作 

16：31利用問答遊戲複習每一段落的單字 

16：33引導閱讀第一段，並找出 main idea，寫在

小白板上並貼到黑板展示 

16：39檢討答案，並請學生抄下優良句型 

16：40重複第一段的步驟 

16：50聽 Colbie Callat “Try”做課程總結 

同儕觀課回饋： 

優點：1.學生討論過程中，,用輕音樂

做陪伴，讓討論的氣氛柔和又融洽 2.

適當使用譬喻，把主要段落形容成漢堡

的材料，更是把作者的 tone及

attitude 比喻成漢堡的醬料，要學生

學會判斷作者的態度及語氣。 3.適當

地把沒有教完的部分轉成功課，讓這堂

課有個好的結尾。 

 

缺點：1.事先要規劃好學生的黑板作答

區，可以省下後續整理答案的時間 

教學省思：這是第一次嘗試以漢堡文章結構來進行課文教學。以往都是逐字逐句解釋課文，這次

反其道而行，先做漢堡篇章結構的分享，請學生依據這個結構，找出每個段落的重點，後續的課

程才解釋細部文法及句型。學生反應都很好，覺得這樣的方式能幫助他們對於課文整體有較清晰

的概念，也幫助到他們未來撰寫相關文章時，知道如何做布局。但未來再次嘗試此教學法時，要

事先規劃好學生的作答流程及作答區，避免後續整理答案時的混亂。 

學生搶答漢堡結構相關問題 一起檢討小組回答作品

 

學生針對漢堡結構文章作答 漢堡結構小組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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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活動融入文法教學

主題：B1 L5 – 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 

文法教學流程： 

9:00引起動機，兩位女生的對話 

9:10介紹文法結構 S+make/let/have+O+原 V 

9:20介紹例句，並請同學畫重點 

9:25例句練習，請同學在黑板寫下答案，並加分

（重複 2輪） 

9:45講義補充被動式用法 

9:50句型重組練習 

將 becuase/because of 複習/句子重組練習 

老師/同儕觀課回饋： 

優點：整體來說不錯，文法解釋清楚，

以學習單整理重點，讓學生可以做延伸

練習。善用 QA、給予學生上台機會、

聲音有力清晰、經驗充足所以可以隨機

應變。利用重組遊戲，讓學生在趣味中

做學習 

 

缺點：發現學生睡著，可以利用活動或

笑話讓學生提神；例如，可以利用大/

小十字來讓學生清醒。 

教學省思：在這次的文法試教中，有嘗試減少單向的講解的部分；講解一小段後，就給學生有動

手練習的機會，無論是畫重點或是上台寫答案加分，最後甚至搭配句型重組的部分，讓學生做拼

貼比賽。比賽進行時，同學都顯得比較有精神，但只要進入講解的部分，學生都會昏昏欲睡；下

次再進行此類教學時，還是要調整講解的節奏及語調，偶而穿插點名學生起來回答，或是採用觀

課老師的建議，利用大十字來幫學生提神，否則一旦睡著，就會錯失講解的重點了。 

學生進行小組句型重組練習 1 學生舉手爭取上台作答機會 

學生上台回答問題 
文法教學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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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教學之旅 

從不同領域的教學中獲取養分  

彈性課程教學-生態廊道 

踏出舒適圈、重新學習 
由於淡江是綜合高中，學生升上二年級才會分

流至不同學程；因此，學校在一年級上下各開設了

相關的零學分彈性探索課程，以幫助學生釐清自己

適合的是自然組或社會組學程。英文科的我及國文

科芷妤很幸運地能加入彈性學習社群共備，與自然

組老師們進行跨領域教案設計及教材製作，後續也

因教案得到認可，獲得四節課的試教機會。都不是

自然組本科的我們，一開始備課時困難重重，但後

續為了打破侷限，也為了新課綱的課程趨勢做準

備，我們努力從網路找資相關資料來做研究，最後

從動物的觀點發想出“生態廊道”為主題的四節

課，引導學生觀察到，不僅人需要橋，動物更需要

與所處環境連結的橋。課程執行過程中，講師除了

運用 ppt講解外，並且引導學生討論並反思自身經

驗，回答相關問題，並做創意發想。執行了兩輪四

個班級下來，學生的反應熱烈，也發表了人類與大

自然間如何和諧共處的各種想法。雖然課程中並沒

有直接的英文教學機會，但未來規劃跨領域課程的

時候，會基於本次的經驗，做相關議題的融入教

學，讓學生可以在生態廊道的這個主題上，以英文

做更深入的探究。 

我的課餘英文輔導約會 
學習隨時都能發生、教室外的往往更動人 

淡江實習期間，有個從天而降、不知何時開始的英語輔

導課程在教務處的午餐時間，自然而然地進行，且效果讓我

跟學生都非常感動。小捷(化名)本來是來教務處愛校服務學

生，當主動關懷她後，發現已經三年級的她英文極需要加

強，因為她英文講義上的每個單字都是以注音標註才會念。

認為這樣不是長久之道，就主動拿女兒的自然發音書籍，利

用每天午休短短的 20 分鐘，陪她練習。一開始她還興趣缺

缺，但後續她只要有一點點進步，我就大大給予鼓勵，說她

很棒！後續她有了信心後，中午到教務處第一件事就是找我

複習上次進度，學習新進度的發音規則。我連便當都還來不

及打開，就陪著她開始學習。一個半月下來成效驚人，她已

經可以唸完一整本簡單的英文繪本。她的進步讓我為她感到

驕傲，也為了自己能幫助她，感到非常幸運。 



 

17 

   

一、影片融入教學：教材吸睛很重要，尤其在 3C當道的世代，更是要適時以相關影片融入教學，

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以引發共鳴促進討論。以龍騰版第一冊第五課「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而言，在進行閱讀理解的的課程時，首先拋出了相關海洋垃圾議題及影片「Ocean of our 

Future」引發學生討論，並接著練習以「We are asked to….」為開頭回答如何減少海洋垃圾的

問題。接著，透過一份課本提供的「Don’t Let These Facts Go to 

 Waste」數據，讓小組成員討論找出數據背後所傳遞的意義；後續 

也引導學生練習掃讀及略讀策略，幫助他們從文章中找關鍵數據。 

 

二、繪本融入教學：進行三民版第三冊第七課「Gynaikratia」課程時， 

我運用了「The Piggybook」繪本引導學生討論到一般家庭中的性別平 

等狀況，為了讓學生能更加的感同身受，反思該如何從自身出發，調整 

對家人的態度或家事分擔模式，才能真正落實家庭性別平等，讓家中每 

個成員都真的能感覺幸福及被愛。最後並以一份「housework coupon」 

引導學生做出為家人付出的承諾。 

 

三、搭建學生講英文的舞台：配合學校舉辦英詩背誦比賽，和昭蓉老師 

合作，一起在各班舉行班內英詩比賽初選，提供每個同學都有練習講英文 

的機會，也公開公正的比賽選出適合參賽的同學。一開始大家其實都很害 

羞，但後面就熱絡了起來，甚至有些同學還會用非常誇張搞笑的音調念誦 

英詩，讓整個比賽的過程充滿歡笑。 

 

四、漢堡架構融入課文教學：以往教授課文的時候，每段的重點都是輕描淡寫的帶過，也鮮少為

學生講解課文架構，常偏重的是單字及每一句的文法，但這樣的講解效果其實不顯著，學生對於

文章整體的脈絡並不清楚。為了改善這樣的情況，在課堂上我嘗試了教作文時的使用到的漢堡

架構圖，搭配圖文並茂的學習單，引導學生以小組討論的方式來分析文本中每個段落主旨及功

能，之後再講解每段重要單字及文法。透過這樣的方式，發現學生比較能做連結，提問時的回應

也比較多。 

 

五、圖文並茂學習單：大部分的學習單是黑白呈現，但為了搭配繪本教學，在學習單上添加了一

些相關彩色圖片，並以 A3放大呈現，以利小組討論時，學生可以更清楚閱讀並作答。發現學生

看到學習單的眼神都有驚豔的感覺，也因為圖文搭配的關係，問題討論時也較專注。 

 

六、網路、手機融入教學：進行複習活動時，尤其是單字部分，我非常喜歡利用 kahoot 來幫學

生複習。高中生人手一機，加上有吃到飽的網路，設備上面的準備相對容易。老師事先只要把題

目準備妥當，確定題目的顯示流程及速度，就能跟學生來一場有趣的複習活動。 

 

創新教學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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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議題融入教學： 

⚫ 性別議題 

教學演示的這一課是關於希臘的「Gynaikratia-The Day Women Rule」這個節日，為了能

加深學生對於性別平等這個議題的印象，特別引用了「The Piggybook」這本繪本，帶學生從

「家事分工」這個議題出發，來思考到如何在家中也真正落實性別平等。學生在過程中有反思

到，他們往往把家人，尤其是媽媽，在日常中的照顧視為理所當然，態度上也相對不那麼恭敬。

教學最後，希望所學能回到自身日常生活中，所以也帶著學生透過學習單上的 housework  

coupon 許下承諾，期許自己也能能為家人付出，即使是掃地倒垃圾這類簡單的事情，也能讓

家人感到溫暖的回饋。 

⚫ 動物復育議題 

本課討論到復育絕種動物的議題，課程設計除了讓學生在課堂上討論是否應該讓某些已絕

種的動物復活及其延伸的相關問題，也讓學生利用小海報設計自己心目中的基因改造動物，並

將海報張貼在教室外，以一週的時間，請該班的課程指導老師來投票，票數最高的一組可以獲

得下次換座位時，優先選擇座位的權力。 

⚫ 海洋保護議題 

一個小小看似不起眼的塑膠袋其實威力驚人，在陸地及海上漂流的過程中，甚至會造成生

態浩劫。為了能提升學習效果，特別帶入了「Ocean of The Future」影片來引起動機，並以

相關塑膠袋的數據，引導學生進行小組討論，綜合出塑膠袋相關驚人數據背後所要傳達的訊

息。後續為學長姊填寫國際專題比賽的減塑問卷時，學生也較能認真填寫，也感同身受。 

⚫ 動物保護議題 

進行彈性課程的教案發想時，為了能促發學生設計出具有特色及意義的橋，我跟芷妤學妹

在教案中加入了生態保護的概念；從本地的淡江大橋出發，帶學生討論此建案對於環境造成的

影響，延伸到因為人類過度開發造成動物棲息地破壞，一直到設計出能保護這些動物的方案。

以連貫性的思考問題，安排學生以小組互動討論，最後產出能保護瀕危動物的生態橋。 

 

 



 

19 

  

校園人際互動 

淡江聖誕節小天使活動 

關懷同事不落人後 
淡江的聖誕節有個非常溫馨的傳統–小天使活動；在

聖誕節前兩週，校牧室會協助有參與這項活動的教職

員工們抽小天使及小主人的名單，然後在接下來的兩

週，小天使們就會使出渾身解數關懷自己的小主人，

要幫對方好好的補充來年繼續努力的能量。我每天都

送小主人一份熱飲及一份點心，外加一張問候小卡，

希望小主人能平安健康，歡喜滿滿。我自己每天也都

很期待點心突然出現在辦公桌上的那一刻，真的會讓

我充滿感動及驚喜。但有時候也會收到很 kuso的禮

物，從臭豆腐、便當、芭樂到特別造型洗髮精都有。

最後校牧室公布名單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會發出驚嘆

聲，原來是她/他呀！尤其是在同一辦公室的小天使及

主人更是覺得有趣，不知道原來關懷自己的人就一直

在身邊呢！ 

我和實習好夥伴們 

一起走才走得遠 
我們這一屆淡江中學堅強六人女子組的夥伴

們，都非常和氣相處、互相幫助補位、加油打

氣。雖然分布在各處室，只要在群組上一喊

聲，馬上就會相互支援，從教務處的學生資料

處理、發新課本、追思禮拜工作、校內各場研

習、學務處的 BNT 施打、招生簡章文宣準備、

教學演示支援、平時互相觀課錄影及意見回饋

等，都是因為跟大家一起，才不覺得孤單或辛

苦。尤其是在教學演示前大家都自告奮勇幫

忙，從邀請卡設計、印刷、餐點準備、演示練

習，一直到課堂上的時間提醒、眼神提示加

油、拍照錄影，一群人從頭到尾一起完成，結

束後的火鍋慶功及老街拍美照散心，都讓我難

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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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昭蓉老師這段日子以來，允許我像是個跟屁蟲一樣，到每一班看她如何進行教學，學

到不少教學上的妙招。昭蓉老師善於運用 ipad 及多媒體教學，非常能吸引學生注意力，過程中

會帶著學生整理各種文法及句型重點，且課後可以直接以電子檔寄送給學生方便整理。教學風

格輕快，重點整理精闢，重視考試及補考制度，鼓勵學生只要肯比別人加倍努力，就能獲得好

成績。其他學習到的重點包括： 

⚫ 因應不同班級特性，調整教學方式：昭蓉老師每到不同班級，因應該班級風格，就會有不

同的教學方式及回應方式，像是到最後那一班餐二愛，就是輕鬆鬥嘴風格，孩子們非常吃這一

套，反應都很熱烈。 

⚫ 暖身活動不可少：老師會注重每一課的 warm-up activity，因為過程中可以利用腦力激盪

或是問答鼓勵同學多分享。老師教學很注重問答，希望同學不是被動接受，而是能多動腦，甚

至回想起過去教過的內容。 

⚫ 注重 context：老師在講解單字時，都會引導同學注意其 context，才能正確使用時態和搭

配的解釋。此外，有些情境如果搭配例子或經驗，甚至肢體動作講解，會加深學生印象。 

⚫ 即時練習以釐清錯誤觀念：上課一開始老師講解完一個文法觀念後，就讓同學做題目，同

時老師也一邊下去巡視，看作答狀況，看是否有需要及時的觀念釐清，後續統一講解的時候，

也比較能切中要害。 

⚫ 遊戲是學生的最愛：今天有機會看到老師在高一愛帶遊戲，兩隊人馬輪流派人上台寫單

字，先把單字拼對+詞性+中文翻譯，真的很有趣，孩子在玩的時候，全力以赴為了獲得免死金

牌一張，也很可愛。透過這遊戲學習到，原來不需要太複雜的規則跟配件，就能讓學生玩得開

心，又有所學習，才是遊戲最高境界，老師一邊玩遊戲還可以一邊指出學生常犯的詞性及拼字

錯誤，真的是好遊戲。 

⚫ 引導學生找資料延伸學習：Marine 老師常會神來一筆，讓學生透過回家找資料，統整分析

後跟同學分享，彼此學習。例如，老師就曾讓高一愛的學生們針對不同動物的睡覺習性蒐集資

料，明天做英文報告。這真的是很好的引起動機活動，大大提起學生對於這課課文的學習興

趣，很期待明天大家的表現。 

⚫ 先總體引導再細部講解：課文部分，老師會簡要地把所有課文內容跟學生討論過後，再把

每一段的文法仔細解釋。這是很好的教學策略，先讓大家對整體內容有概念，再來講文法，大

家反而會比較有概念。 

⚫ 提供學生新挑戰，會激起不同學習樂趣：老師常會提出一些學生容易模糊的概念，讓學生

提出疑問，並試著討論回答。例如，在雙語二的英文課，學生就很喜歡用力發問，求證答案，

偶而還會提出挑戰，這對教學者來說很刺激，但也是成長的好契機。 

向昭蓉老師學習的 

的那段黃金歲月… 

教學實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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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教學方式 過程描述 

Book1 

U3_Vocabuary 

板書講述+提問+爬格子

遊戲 

1.單字帶念 

2.請學生念例句 

3.板書單字重點講解 

4.生活經驗分享 

5.提問並請學生回答黑板上的重點 

6.玩爬格子遊戲並加分 

Book3 

U3_Vocabuary 

Review 

板書講述+小組回答問題

+提問+Kahoot 

1.單字帶念 

2.請學生分組念例句並翻譯 

3.提問黑板重點，並請學生分組回答 

4.生活經驗分享 

5.kahoot 複習教學 

Book3 

U3_Paragraph 

ppt 講述+小組學習+小白

板學習單 

1.以 ppt 講解漢堡篇章結構 

2.分組討論文本_Dying to be attractive 的各

段落重點 

3.以小白板分享討論結果 

4.老師講評 

Book1 

U5_Warm-up 

PPT 講述+影片融入+小組

討論分享 

1.影片分享 Ocean of our future 

2.分組討論+分享如何減少海洋垃圾 

3.分組研讀課本提供相關海洋垃圾數據 

4.小組分享個數據背後的意義 

Book1 

U5_Grammar 

PPT 講述+學習單+小組練

習 

1.ppt文法概念教學 

2.全班一起練習 ppt 上的練習範例 

3.個人練習學習單上題目 

4.分組競賽重組文法例句 

Book1 

U6_Paragraph 

PPT 講述+影片分享+表格

整理重點+提問 

1.PPT講述段落重點 

2.影片分享_The Statue of Liberty 

3.以表格整理段落重點 

3.段落重點提問 

Book3 

U7_Grammar 

PPT 講述+學習單+分組合

作練習 

1.PPT講述文法重點 

2.學習單個人演練 

3.兩兩一組互相出題目給對方練習 

4.分享練習結果 

Book3 

(教學演示) 

U7_Warm-up 

PPT 講述+繪本分享+小組

學習+學習單 

1.繪本介紹-Piggybook 

2.播放繪本 

3.繪本各面向介紹 

4.分組學習單討論 

5.小組分享討論成果 

彈性課程- 

生態橋 

1.影片分享 

2.分組提問 

3.PPT 生態橋介紹 

4.分組海報設計 

1.以動物棲地遭受破壞影片為引起動機 

2.分組討論並寫下可能遭受威脅的動物及原因 

3.分組回答討論結果 

4.生態橋相關介紹 

5.動手設計自己的生態橋 

教學演練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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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生老師：

1.用詼諧且貼近生活經驗的方式來講解英文。

2.板書善用顏色區分出重點。

3.善用圖表歸納重點（如：時間講法）。

4.多採用和學生「討論」的方式來釐清學生

不懂的地方，再給予糾正及概念加強。

心茹老師：

1.上課方式幽默輕鬆，透過生活化的譬喻講

解文法、課文，讓原本困難的內容學起來不

枯燥乏味

2.板書工整有系統又易懂，善用不同顏色區

分重點，把同一份黑板筆記發揮最大效用。

3.教學節奏適中，願意放慢速度等學生跟上。

蕙如老師：

1.文法講解條理清楚明白、方式親民，且會為

學生釐清易搞混單字。

2.善於安排同儕合作，互相協助，學習，糾正

錯誤。3.板書整齊，用顏色區分重點，以吸引

學生注意力；且反手寫板書很厲害，不會用屁

股面對學生。

4老師很注重課堂練習，手寫或口語的都有，以

便釐清學生理解的程度。

 
   

向師長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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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準備過程： 

演示前：演示前約莫試教前兩週，我就開始構思要進行的內容，天馬行空的發想，一有點子

就往 Marine 老師的辦公室衝，然後興致勃勃地敘述我的偉大計劃，老師每次聽過後都會微

笑加鼓勵地看著我說，就試試看吧！可惜的是，教案寫出來之後，才發現我又落入想教得太

多，時間不夠用的窘境，然後就又沮喪地跟老師回報需要重來。但老師仍然繼續鼓勵我，同

時建議我要「小題大作」；一節課的內容無需太多，但要夠深入，學生才能有所學習。一直到

試教前一週，我找到了跟課文(Gynaikratia-The Day Women Rule)高度相關的繪本，也構思出相

關的學習單，老師看了立刻說，就是這個了，就好好的教這本繪本(Piggy Book)吧！我才像是

吃了定心丸，認真投入準備 ppt 教材及學習單，也一邊將上課要跟同學互動的對話內容模擬

好，以順利進行全英文教學。試教前三天開始，老師也把雙語二班的課都給我上，希望我能

跟他們培養默契，也讓他們習慣我教學的節奏；甚至到了前一天，在老師協助下，把同學分

組名單準備好，分組座位準備好，教室打掃乾淨，慎重地迎接隔天我的教學演示活動。同學

們也都非常挺我，一直不斷為我打氣，說他們一定會熱情地回應我，不讓我唱獨腳戲的。 

 

演示當天：學生都非常準時進教室，也提早幫我把投影及錄影設備都架好、測試好，課程開

始後，各個都精神飽滿地看著我，專心聽我講解繪本重點，等著我提問，然後小組認真討論

過後，輪流回答我的問題。學習單上大都是開放性問題，原本有點擔心孩子們會不會答不出

來，結果出乎我意料，回答的不僅好，還非常非常有創意，讓我當場就有被感動到，忍不住

頻頻稱讚他們很厲害！整整一節課，跟雙語二學生們互動的過程中，我都非常開心投入，像

是跟學生合作完成一場有趣又有意義的學習活動，也因為無暇顧及教室後方將近十雙眼睛，

所以一點都不覺得緊張。雖然中間一度因為借用的擴音器沒電，繪本撥放沒聲音，但好險我

有努力冷靜想辦法，自己拿起麥克風，模仿主角們的聲音，把繪本演完，化險為夷，事後老

師還覺得這樣挺有趣的，稱讚我反應很快。一堂課咻的一下就過完了，課程結束前，問他們

學習到了什麼，有的回答尊重、包容，有的說要回去幫忙媽媽做家事，有的說態度很重要。

從孩子的回饋中，我可以很明顯地了解到，學生是真的有跟著課程內容的安排，努力思考，

並將這本繪本要傳遞的精神內化，這樣我努力緊張規劃了那麼久的一堂課就很值得了。最後

當大家一起起立，對著教室後方的老師們一鞠躬說謝謝時，是我最為孩子們感到驕傲的一刻，

因為真的表現得很好！ 

 

演示後： 演示結束後緊接著就是跟師長一起進行議課。老師們給了我許多讚許與鼓勵，特

別是在講解的節奏、口語表達及與學生互動的部分。除此之外就是我的應變能力；沒有因為

影片出問題就跳過，反而是利用這樣的機會，把我多年來念繪本給孩子聽所累積唱作俱佳的

能力展現出來。在待改善的部分，老師則是提醒我還是要再多放鬆，臉部表情才不過那麼僵

硬。教材部分，針對雙語二這樣能力好的班級，可以再增加難度及差異性，這樣才不會讓學

生太快就討論出來，後續發呆沒事情做。而在學習單部分，第一大題的單字英翻中，建議改

成英文定義撰寫或是配合題，較符合這階段學生的學習需求。 

期末教學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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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師長回饋 
  

總評： 

黃維彥主任：上課具有熱忱、能引導學生學習並有效吸收、融入生活教育教會學生尊重及態

度很重要。 

徐莉雯老師：一節課的課程內容豐富、緊湊，學生樂在其中。 

李昭蓉老師：表現非常棒！ 

張雅芳教授：英語口語掌握力佳，並充滿情感，給予學生正面評語肯定學生努力。安排多種

活動，應用科技展現內容，並能掌握時間節奏及氣氛。課程內容連結學生的

生活並能適度總結今日課程所學。 

陳怡文組長：節奏明快、指令清晰、班級學習氣氛經營良好、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優點： 

1.上課活潑、互動佳。教學節奏快、流暢、活潑。 

2.教材內容非常熟悉、經常連結課文已學習的內容。 

3.能重點重述學生回答重點及精彩想法。 

4.流利使用 Classroom English，口語流利，語調生動。 

5.有自信且有教學熱忱。 

6.可看得出學生很享受課程及學習到的文本內容。 

7.講解流暢，善用提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能善用重述法，歸納學生回答內容之餘也同時

修正文法錯誤，而非直接點出學生的缺點，避免學生尷尬。 

8.唱作俱佳，臺風及口條皆能掌握得宜。 

9.講解清楚，重點單字也會透過語調強調，易於理解。 

10.學習單及回家作業都很生活化，有融入素養導向教學。 

待改善： 

1.放鬆一些，多笑一些就完美了。不需要緊張。 

2.增加題目差異性及難易度，較能滿足不同程度同學的學習需求。 

3.多媒體設備需要再事先安排確認妥當。 

4.建議給同學一人一張學習單，避免有同學沒事做打瞌睡 

5.第一大題的單字的英中翻譯，建議改成圖文連連看或是英文定義撰寫。 

試教後省思：把期末試教當成是實習的期末考來準備，考驗我自己是否能把這學期跟著輔導老師

所學的技巧融入在一堂課中，是否有改善我在教學及班經上的的缺點，也是否能幫助學生用比較

輕鬆有趣的方式學習英文。這堂課實施下來，大致上都有符合老師及我自己設定的期待，在教材

的準備上，有盡力把範圍縮小、主題凸顯，學生比較能做深入思考及討論，也透過一堂課的討論

後，總結出學習的重點。在協助學生討論的過程中，我有把握住鼓勵學生多表達的這個重點，不

批評錯誤，而是透過正確示範，讓學生從中學習並改善。此外，我也克服了設備出錯的困難，利

用自己原有的說故事能力，將劣勢轉為優勢。最重要的，在這節課，我繼續秉持我議題融入教學

的初衷，把原本學生不太有興趣的主題，透過繪本融入，引發他們的思考討論，進而把這堂課要

傳達的意義及精神內化，將所學帶回家中，提升自己與家人間的互動關係。雖然在教材的內容及

難易度設計上我還需要多多練習；但整體來說，我非常喜歡這次的教學演示經驗，期許自己能改

善缺失，並將優點發揮在未來的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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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教案 
教師：邱婷君 實習科目：高中英文 實習學校：淡江高中 

Textbook 三民版 Book III Class 雙語二 

Unit Lesson 7_Gynaikratia (4th session) No. of the Ss 28 

 

Lesson 

Objectives 

1. To make students reflect on the 

importance of Gynaikratia by 

reading the storybook- 

Piggybook 

2. To introduce new vocabulary in 

this storybook 

3.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ames of various house chores 

4. To make students analyze the 

plot of this story-Piggybook. 

5. To make students come up with a 

Gynaikratia Celebration Plan for 

the Piggott family   

Period 50 minutes 

Supervisor 李昭蓉 老師 

張雅芳 教授 

Teacher 邱婷君  

Teaching 

Aids 

1. ppt slides 

2. overhead 

projector 

3. worksheet 

學習重點 

1-V-6 能聽懂英文故事主要內容 

2-V-9 能依主題說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描述的個人經驗 

3-V-10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4-V-6 能依提示寫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描述的個人經驗 

5-V-10 能聽懂英文故事，並以簡短的句子述說或寫出主旨或大

意 

核心素養面向 

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使學生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

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

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

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

生命問題 

使學生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

文字等各種符號進行表達、溝

通及互動，並能了解與同理他

人，並將此能力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 

使學生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調、

包容異己及社會餐語的素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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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arts Teaching Activities Time 

Part I: 

Warm-up 

 

 

 

Part II:  

Main Activities 

 

 

 

 

 

 

 

 

 

 

 

 

 

 

 

 

 

 

 

 

 

A. To greet Ss warmly. 

B. To divide Ss into 7 groups 

C. To ask Ss if they still remember what Gynaikratia is. 

⚫ What is Gynaikratia?  

⚫ Where does it take place? 

⚫ When do people celebrate this festival? 

 

D. To introduce the storybook – Piggybook- a story about 

gender equality. 

 

A. To introduce new words in this story book, have a 

quick review game, and ask the Ss to finish Part I of the 

worksheet-vocabulary 

Mantelpiece/ pigsty/grumpy/root around/snuffle/garage/go off 

 

B. To play the film-Piggybook (4 minutes) 

 

C. To have the students finish Part II-Mrs. Piggott’s house 

chores 

 Washing all the breakfast things/making all the 

beds/vacuuming all the carpets/washing the dishes/washing 

the clothes/doing the ironing/cooking 

D. To introduce the content of the story and make 

students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Part III-Think More 

About It 

⚫ Q1&Q2 

Q1. What’s Mr. Piggott and the two kids’ attitude toward Mrs. 

Piggott?  

A1. They were (rud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 Why can’t we see Mrs. Piggott’s face? How did she feel? 

A2. She felt_(lonel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Q3 

Q3. Let’ search for pigs in the pictures. 

What does “You are pigs” mean? Can you say some more for 

her? 

A3:__(I hate you)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Q4&Q5 

Q4. What made Mr. Piggott and the kids change?  

3 minutes 

 

 

 

 

 

 

 

 

 

5 minutes 

 

 

 

 

4minutes 

 

4 minutes 

 

 

 

 

8 minutes 

 

 

 

 

 

 

 

6minutes 

 

 

 

8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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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They changed 

becau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5. Why made Mr. Piggott smile? 

A5. She smiled becau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To have the students plan a Gynaikratia Celebration for 

the Piggott Family and finish Part IV-Gynaikratia for the 

Piggott Family. 

Q1. On this special day, Mrs. Piggott is free from doing all the 

house chores. Instead, she is going 

to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 Additionally, on that day, Mr. Piggott and the two kids can 

als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or) 

Mrs. Piggott. 

 

 

10minutes 

Part III: 

Wrap-up  

Homework-Housework coupons for your family 

Come up with two (house) chores that you can do for your 

parents or your mom at school-Marine. Finish the house 

chores and ask your parents/Marine to sign on the coupons. 

2 minutes 

 

Assignment: Housework 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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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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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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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What does ”you are pigs mean”? 

Can you say some more for 

Mrs.Piggot? 

You guys are too lazy! You always 

leave many chores for me, and you 

never help me with housework. I felt 

so disappointed when you are 

unrespectful to me. 

Why can’t we see Mrs.Piggot’s 

face?How did Mrs. Piggot feel? 

She felt very lonely, tired, busy, 

pressured and sad. 

What made them(Mr.Piggot and 

Mrs. Piggot) change? 

They found out that they were too 

lazy and dirty. 

Let’s plan a Gynaikratia Celebration 

for the Piggott family. On that 

day, Mr. Piggott and the kids can 

also make dinner, give their mom a 

favor, and hug their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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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及教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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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整體回饋 
回饋項目 雙語二人數：28 人 

教學： 優 普通 待改進 

1.充分展示教學內容、並能使用適當的方式講解 26 2 0 

2.能引起學習動機、教學方法多樣化且順暢 28 0 0 

3.提供足夠的討論及練習機會、並鼓勵學生能積極參與 28 0 0 

教學滿意度： 98% 2% 0% 

班級經營： 優 普通 待改進 

4.給予學生合理回饋、並適時讚美學生 28 0 0 

5.有眼神接觸，能以適當的動作、眼神或聲音管理班級 28 0 0 

6.音量、速度適中、發音清楚易懂 28 0 0 

7.充滿自信、面帶笑容、精神飽滿、態度和藹可親 26 2 0 

班級經營滿意度： 98% 2% 0% 

平均滿意度： 98% 

 

其他回饋： 

1.老師上課很有趣又可愛。 

2.老師會帶入不同的活動來上課。 

3.老師會用學習單來上課，很新奇。 

4.老師的課程很有趣、很開心。 

5.很喜歡老師的教學方式，清晰又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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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愛的昭蓉(Marine)老師，是個對學生呵護備至的 

老師，個性直率不做作，罵人起來很帥氣，但呵護學 

生也是溫柔至極。學生超喜歡她，無論上下課都愛黏在她身邊。她

也是個很會帶心的老師，總是給予最大的鼓勵，各項班級事務，她

都盡量讓學生自由發揮也自主管理，學生碰壁的時候，她也是以媽

媽關愛孩子的態度，把議題拋出來一起商量解決。英語教學上，老

師也是個無論在系統性、邏輯性及專業性都非常讓我敬佩的老師，

這學期能有她帶領我，為我解答諸多疑惑，真的非常感謝老師。 

指導老師–李昭蓉 

我的寶貝導師班，雙語二班學生，常常讓我想起高中時期的

快樂生活。這個班的孩子有著正向、善良、活潑、熱情及貼

心等各項讓我著迷的特質。雖然每個學生都有著自己獨特的

個性，但聚在一起的時候，卻不違合，各司其職，互補互

助，在關鍵時刻發揮最大的潛力，總讓人眼睛為之一亮，且

嘆為觀止。從英語專題競賽、啦啦隊、運動會、教學演示、

聖誕節佈置，陪著他們參與其中的我總有驚喜連連的感覺。

謝謝他們實習半年以來的陪伴與照顧，能當他們的實習老師

真的很幸福！ 

導師班：雙語二 

導師實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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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理念介紹 

昭蓉老師信念： 

1.鼓勵學生參加各種不同活動，例如國際專題比賽、啦啦隊比賽，並全

力給予支援。2.堅持建立好的學習習慣才能走得長久。3.認為每個情境

都能學習，無論好壞都能從中獲得成長，所以不是犯錯，而是從中學到

什麼。4.給學生百分百的信任、包容、關懷及鼓勵。 

規範： 

1.共同合作參與班際、校際活動，要參加就要全力以赴。2.不罵髒話，

講話要有文化。3.班級如家庭，好事可以傳千里，但壞事就留在家裡。

4.彼此信任關懷不猜忌。 

獎懲制度： 

1.記黑點的同學，可以用愛班服務、值日生消黑點。 

2.在不違越校規的情況下，共同訂立班級自治條約，並努力遵守。 

婷君的信念： 

1.希望來到跟前的每個學生都能獲得學習的自信，從自己的緣起點上

向上跨一步。2.給學生從頭到腳的關愛，帶人先帶心。3.在相處期

間，為每個學生種下希望的種子，不求馬上發芽，只願未來都能有機

會成長茁壯。 

規範： 

尊重彼此不霸凌、不忽略任何一位同學，保持班級溝通，促進班上和

諧是每個人的責任。2.上課認真聽課，下課放鬆休息，珍惜能學習的

時光。 

獎懲制度： 

1.犯錯是自然，改正是權力，只要願意修正行為，就是有勇氣、值得

讚許的行為。有如弟子規云，過能改，歸於無，倘掩飾，增一辜。2.

揚善隱惡；每週公開表揚同學的善行，若有犯錯，也共同商量合理的

處罰，並給予改過的機會。 



雙語二寶貝們介紹 
(保護學生個人資料，故刪除此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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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學生個人資料，故刪除此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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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實習省思

雙語二的所有寶貝學生們，感謝實習期間有你們相伴，讓我重拾對於導師這份工

作的信心與尊敬。曾經的我是個虎師，個性兇悍，對學生也太過嚴格，導致我明明是

想為了學生好，卻讓學生對我敬而遠之，視導師為洪水猛獸。讓我挫折非常久，也認

為自己不適合導師一職。一直到這次實習，有昭蓉老師帶，我才發現，原來是我自己

方法不對；動機好，但不善巧，就無法讓學生感受到我對他的用心。這段期間我學習

到： 

1.導師也不該是威權領導者而是陪伴者：陪伴學生在這三年的時間內能遇到到更好、

更善良的自己，獲得對自己的信心，也學到如何跟他人共存共榮，展現公民素養；而

這一些，我都透過觀察昭蓉老師與雙語二間的相處間體會到了不少。 

2.對事不對人：我的老師兇起來的時候非常嚴厲，尤其看到學生在班務上懶散的時

候，會不客氣砲轟，但都對事、對問題不對人，後續關懷學生的力道也非常夠，從不

讓孩子覺得自己面對這些問題是孤單的。 

3.真心鼓勵學生多元發展：老師會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尤其是參加團體競賽活動，並

賦予學生最高期望。老師總是說：「比賽的目標就是要拿第一，否則就無需參加了！」

說完，老師也真的都親自陪伴督導整個過程，確保學生有班上榮譽能全心投入。 

4.同學就是一家人：很多活動期間，孩子吵架了，導師會讓他們正式的在班上開協調

會，一起找到吵架的原因並找到解決的方法；無論如何，老師說，我們就是一個大家

庭，家人們間就是要互助合作，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老師口中的「我們」，總會讓學

生很感動，也是學生們總會用最高規格的努力回報老師的原因；因為學生都感受得

到，老師是真的把他們視為她在學校的小孩般的呵護與照顧，犯錯了會給予包容，但

也堅持地要他們改善，並從中學習。 

5.從他律成為自律：在很多事項上，老師一開始就都採用討論協調的方式進行；學生

習慣此模式後，即便老師不在，同學也能自主形成一個合作團隊，在領導者指揮下，

非常順暢地分配工作及事項執行。 

觀察雙語二師生間種種的互動，常都會讓我感觸良多，導師真的是一份用生命陪

伴、影響生命的過程；過程中會因為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個性，而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只要用欣賞的角度去看，都會覺得精彩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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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實習精采片段 

 
啦啦隊比賽得冠軍 

陪伴就是最好的鼓勵 
班上為了校慶啦啦隊比賽忙碌了好長一陣子，中間

經歷了辛苦的練習、不少的爭執磨合協調，雙語二終於

抱回啦啦隊冠軍。這段時間以來，導師跟我真的花了好

多時間陪伴學生一起討論新的舞步、隊形，把握每分每

秒練習，體育課、放學時間、甚至周六都不放過。過程

中有歡笑也有不少爭執；學生會因為對於練習頻率的不

同，各執己見不願讓步，老師還陪著他們開班會做協

調，有意見都可以表達，把話講開了，還是要繼續朝目

標前進。我很幸運地親眼目睹這些過程，每次的努力都

讓我非常感動，也收穫良多。 

偶而還可以扮演一下師生間的潤滑劑，在老師和同

學都因為疲憊無法正向思考起爭執時，學習當橋樑，幫

助兩邊快點和好。還記得在得冠軍當天，就因為拍團體

照的事情，擦出了火花，氣得老師直接走人。但這樣真

的不行，我努力跟學生溝通，提醒大家，這陣子導師為

了陪伴啦啦隊練習，常常帶著兒子陪大家留到很晚，運

動會有這樣的成績，她有很大的功勞，不能忘記。學生

們也很有善根，聽完我的分享後，就很可愛的一邊碎念

一邊集合前往司令台準備拍照。這過程就如同我師父說

的，會講話的兩頭瞞，不會講話的兩頭搬；謝謝雙語二

師生提供我一個學習當潤滑劑的絕佳練習機會。 

教師節的驚喜 

學生用滿滿的愛心幫我加油打氣！ 
或許是每天的噓寒問暖、出其不意的叫出

他們的名字、手工的特製點名板及小論文

的協助、英語課堂上的互動，點點滴滴，

學生有感受到我很努力要融入並幫助他

們，讓我來到淡江雙語二班短短不到一個

月的時間，就在教師節當天收到了滿滿的

驚喜，除了早上的咖啡蛋糕，還收到了班

上某位學生為我設計的Ｑ板大頭畫，並附

上了滿滿的祝福。讓我最感動的是，學生

私下告訴導師，她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

擁有三個導師的愛與關懷（導師、外師及

我）。收到他們的回饋，我更加的堅定，

要好好把握在這裡的每一天，傾盡我的全

力，為雙語二班及其它任課班級學生付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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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論文製作 

為學生搭鷹架，陪伴他們跨出一大步 
這學期陪伴學生的重點之一，就是要陪

他們撰寫出小論文的前三章；一開始我跟昭

蓉老師都覺得很困難，因為雙語班課程安排

的關係，專題製作課程資源相當不足，可是

為了讓學生充實學習歷程檔案，所以我跟導

師一起蒐集資料，擬定了作戰策略，並為學

生製作了不少學習單，幫助他們一點一滴累

積內容。我也努力帶入外部資源，把先生也

帶進來一起幫忙，他目前是大學端教授，但

以往在高職任教時，有豐富的小論文指導經

驗，每年都能產出不少優秀的作品。先生非

常挺我，幫學生整理了今年小論文的相關新

規定及格式，到校詳細地為學生講解。後續

因為疫情關係，改成透過線上 meeting，一組

一組指導學生，協助他們縮小範圍，最後找

到研究主要方向。 

警大暨國防大學進路分享 

認清目標才能築夢踏實 
因為知道班上有同學分別想要考警大及國防

大學，為了讓他們提早知道準備方向，特別為班

上學生安排了一場「中央警察大學暨國防大學座

談會」,邀請了我的兩位表弟來跟同學做經驗分

享。兩位講師輪流說明了警大及國防大學的的入

學制度、科系介紹、畢業後的升遷及福利，希望

給有興趣的同學努力的動力。另外，座談會後還

分享了寶貴的讀書方法，勤做每一科的筆記、睡

飽才能把短期記憶變成長期記憶、班上的氛圍會

影響老師的授課品質等，都是非常實用的技巧分

享，連導師都聽了很滿意。托這群孩子的福，我

也是第一次知道原來人民保母們的受訓過程是如

此的嚴苛，這也難怪他們有權利享受比其他公務

人員更好的薪資福利待遇。很感謝兩位講師非常

慷慨無私地分享，幾乎把看家本領都拿出來給同

學。隔天週六到學校的時候，馬上有同學跟我回

饋說，兩位講師講得超好，很感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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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陪伴是傾聽與理解 

傾聽理解+總結引導 
韓國專題製作比賽是這學期雙語二師生重

頭戲之一，導師及其他兩位老師從學期初開始

就要花很多時間陪著學生做相關準備，常常連

休息時間沒有。學生也非常努力，按照老師的

指導擬定內容。但到交件前一個月，學生們都

呈現有點卡關的狀態，一度有想放棄的念頭，

但在導師的強力鼓勵下，學生有撐住。我也在

老師請假帶小孩看牙醫時，指導學生做其中一

份英文問卷表單；一開始學生的想法很多，無

法聚焦，對於老師的建議也聽不太進去，後續

我索性認真聽她們分享感受，從中總結出重

點，然後回饋給他們，給他們一個方向。學生

們聽到我的總結眼睛為之一亮，開心找到下手

處，後續問卷很快就出爐了！原本以為這樣任

務就結束，結果放學前又多了個挑戰，陪伴專

題組長渡過情緒低潮難關，也是好好聆聽他的

委屈，陪他找到自己的亮點，陪伴他找到前進

的力量。最後從全球三十組選手中，脫穎而出

成為冠軍！他們真是太棒啦！大大以孩子們為

榮！

我的期末畢業典禮 

帶著大家的祝福 我會更加努力 
時光飛逝，很快的五個月的實習，就在忙碌的

行政實習、充實的導師實習及教學現場與孩子的互

動歡笑聲中，悄悄流逝。就在我私下召集班上學生

為班導師慶生的同時，孩子們也偷偷地規劃了一場

送給我的畢業典禮及慶生會。還記得慶生當天，導

師一臉嚴肅地請我到班上一起規劃後方的置物櫃，

但就在我進入教室，摸著下巴，認真地思考要購買

怎樣的置物箱及該如何擺放時，教室突然暗了下

來，然後學生們就抬了一個 16吋的大蛋糕及好幾

個禮物進來，著實地嚇了我一大跳，吹完蠟燭後，

還被拱上去講感言。感動到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

我，告訴大家，如果不是雙語二，我還沒辦法完成

這次的實習，過程中獲得很多支持與鼓勵，尤其在

期末試教時，師生更是力挺我度過各種難關，真的

很感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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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紀錄１ 
(保護學生個人資料，故刪除此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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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紀錄 2 
(保護學生個人資料，故刪除此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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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教務處的各位長官以及我最親愛的實習夥伴劉芷妤老師，讓我渡過了充實又愉

快的行政實習生活。因為疫情關係，我們是史上頭一屆在九月份才開始實習的老師們，

跟著學生一起開學，一起摸索，有時候也會一起摸不著頭緒，但還好在主任及組長地耐

心指導下，過程都很順利；重點是長官們都非常樂意讓我們這兩隻菜鳥參與各項行政事

物的進行，因此後續也收穫滿滿。 

1.發全校的調代課單，快速熟悉校園各角落及老師的位置：這個超棒任務，讓我在短時

間熟悉每個老師的辦公室位置。雖然一開始摸不著頭緒，花了很多時在迷路上。但上手

後才會發現，就是不熟悉才困難，上手了就一點都不難，還能多認識學校老師。 

2.協助核心小組及專門學程會議紀錄，了解全校課程架構：透過這個任務，我除了參與

了學校課程運作核心的討論過程，更是參與了 111課程地圖的誕生；透過逐步修正前三

年的課程地圖，把執行上有問題的計畫做修正，核對課程及學分數，以確保後續學分數

的計算不會再出現以往的錯誤。除此之外，108課綱訪視會議及資料準備，也讓我清楚

了未來幾年，新課綱的發展重點–學習歷程檔案、自主學習課程、本土語言。 

3.招生工作協助，從長官的角度看整體學校優勢：數也數不完的招生文宣，讓我體驗到

相關準備工作的辛苦之處，但能夠跟著長官拜訪各校校長及輔導主任，蒐集到了不少目

前國高中的升學、教學政策走向及面對少子化學校的應變措施，更重要的是，觀摩主任

與國中校長的溝通，可以站在長官的角度看整體學校優勢。經營學校真的要非常用心，

無論關懷學生、科系優勢、發展前景，各面向都要兼顧，才會成為家長們的選擇。 

每天在教務處其實都歡笑聲不斷，因為教務主任及組長們之間幽默風趣的對話總讓

人捧腹大笑，但從中我也學習到，淡江中學除了重視學業之外，對孩子的關懷非常到

位，對品格也非常要求，絕對不允許孩子有被霸凌的狀況，每個孩子的權益都是平等

了，不分貴賤，誰都不能霸凌其他人。總之，在教務處每天都有新鮮事，讓我每天充滿

期待的上班，精力充沛的處理各項事物，最後帶著滿足的感覺回家！很喜歡教務處的這

個大家庭，是個讓我每天學習收穫滿滿的地方。 

行政實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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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的精彩片段 
 

繁瑣的段考試卷準備 

我再也不敢小看每次的段考準備了！ 
part 1 貼試卷袋 

段考前一週又跟官老師學到了一個張貼文宣

資料的好招，那就是可以把多張資料翻到背面一

字排開後，上膠水，才不需要一張一張上膠，很

麻煩。 

part 2 在試卷袋上寫監考老師 

後續協助了國中部段考考卷整理+填寫監考

老師名字的工作，看似龐雜的事物，因為有事先

將流程安排好，所以工作起來很有效率，很快就

完成了！連官老師都稱讚喔！ 

 

以往在其他學校監考的時候，拿試卷輕輕鬆鬆，

考完交回去就好，完全不需要擔心費力。這次協

助教務處準備段考試卷才知道，這一切沒有那麼

簡單，因為光要把考程、監考老師、考場、科

目、時間全部排好沒有出錯就很不容易了，後續

還要點考卷數量、核對科目、放置答題卡，又是

浩大工程。自己經歷一次過後，才知到段考的準

備一點都不容易，非常非常感謝以往行政處室老

師們的協助，才能讓考試如此順利進行。 

招生工作協助 

少子化衝擊下也不屈不撓的精神 
身為教務處小幫手，期末最辛苦也是最有

趣的工作之一就是招生工作的協助，辛苦

的地方是要數疊起來比我還要高的文宣，

分袋裝好，然後送到各校；有趣也有意義

的地方，就是頭一次可以站在處室長官及

校長的視野，了解到目前少子化衝擊下，

淡江中學招生的策略、學校的辦學特色及

重點。後續投入招生博覽會時，因為熟知

淡江中學的各項優勢，為國中生們宣導

時，才能侃侃而談做相關介紹，也能順利

解答有關科系選擇的疑惑，提升他們對於

淡江中學的認識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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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核心小組會議紀錄及修正課程地圖 

禮敬新課綱改革的前鋒及勇者們 
本學期由我協助做新課綱小組會議的紀錄，並協

助全校課程地圖的修訂及開課科目名稱、學分數核

對。111學年的地圖修正是個非常浩大的工程，要重複

核對學校課程地圖與上報教育部的課程內容是否完全

符合；因為以往因為常有實際開課與課程地圖不符的

情況，這些錯誤若不能大刀闊斧好好改革，未來課程

實際進行時，將會衍生許多其他問題，尤其時課程與

學分數不符的狀況。108課綱已邁入三年，基於過去三

年的實施狀況，新學年的課綱需做大幅度修正，修正

目的是要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因應不同興趣學習進

行適性發展的同時，也加強其學科應考能力，提升學

習成效。透過這些任務協助，讓我深感學校行政重要

性，絕對不亞於現場授課的教師；如果沒有行政端的

老師們配合教育部政策，規劃全校課程，做相關資源

調度，整體課務就會停擺，即便有老師也無法順利授

課。期望未來自己在擔任教師之餘，能多站在學校行

政的立場著想，讓教學與行政能和諧共處。 

協助 Covid-19 疫苗施打 

健康才是繼續學習的的本錢 
本學期行政工作的重頭戲之一，就是協助兩次 BNT 疫苗

及一次流感疫苗施打。由於是國高中生一起施打，人數眾

多，各處室都需要做好橫向協調，流程才會順利。從前名單

確認、設備場地布置到人力協調，每個環節都很重要，一個

出錯就會出現流程延宕，大家就要延遲下班。我負責的是集

合學生的工作，因為過程緊湊，一開始讓我有點緊張，但後

續釐清重點後，調度班級就得心應手。有趣的是，這是第一

次學習使用對講機，有了它的幫忙才順利做班級調度，讓點

名區的功能可以發揮到極致。一整天下來雖然忙碌又疲憊，

只要想到自己可以對學生的健康有所貢獻，感到很欣慰，希

望大家在這波疫情下都可以平安，好好繼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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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場研習學習到，評量本身也是一種學

習；講師提到，若不是在大型考試，盡量出開放式

(open-ended)題目，讓學生可以有練習及獲得成就感

的機會。若有拼字錯誤，在閱讀測驗的情況下，盡

量不扣分。出題的原則是，不同難度的題型都要涵

蓋，才能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獲得提升。素養導

向的教學評量內容除了要評定學生的知識、技能

外，也要很注重態度的部分。在評量的時間點上，

不僅僅要做總結評量，形成性評有著同等的重要

性；因為在教學互動過程中，比起總結評量，更能

觀察到學生的學習態度。研習過後，我也將這樣評

量原則運用在課堂學習單的部分，盡量透過開放性

的問答，引起學生的思考與討論，後續再透過課堂

互動及引導，再次強調透過此學習單要讓學生明白

的重點。 

主題：110 學年度英語文多

元評量及素養命題出題實

作工作坊 

時間：110 年 9 月 28 日 

地點：googlemeet 線上工

作坊 

 

感謝教育學程特別為師資生所舉辦的英語版書研

習課程，透過竹圍國中葉書蘋老師的講解，才發現教

甄所採用的板書格式，跟一般教學完全不一樣；需要

在短時間內，小題大作，把一個小主題的精華，有條

有理，重點式的，有組織地放在有空間限制的一面黑

板上，再搭配上唱作俱佳的講解，讓評審委員感受到

內容的深廣度。如同回校研習時，英文系教授所提點

的，上台試教如一場輕薄短小的戲，搭配板書，要在

最短時間內，發揮演員的實力，讓觀眾可以眼睛為之

一亮，才是一場精彩的試教。後續我也將這樣的方式

運用在自己的課堂中，在”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這

堂課，我採用循環圖加上重點標註，清楚呈現塑膠袋

的一生，學生也覺得這樣一目了然，有趣又好記。 

英語板書研習 

  

主題：英語版書研習 

時間：110 年 12 月 03 日 

地點：淡江大學 

英語文多元評量及素養

命題出題實作工作坊 

知能研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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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次的研習，不僅將課程發展的目標、

教學流程及策略、評量工具等重點再次複習，提

升自身的教案撰寫能力及教學品質；也因為了解

公開授課的價值及如何善用觀察工具做專業回

饋，大大的提升了後續實習期間的觀議課收穫。

除此之外，也利用研習所學，在實習生相互觀課

期間，觀察課堂上師生互動情形、學生小組討論

狀況、特殊情形處理方式等，於課後給予授課教

師重點回饋，讓教師後續能聚焦及善用本身的優

勢及特色於教學當中；幫助對方提升教學信心之

餘，也有助於建立同儕間的互助氛圍。 

主題：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初階專業回饋人才研習  

時間： 110 年 7 月 9 日 

地點：googlemeet 會議室 

 

這個由英國文化協會主辦的研習，主要談到政府未來執行雙語課程的實施重點

及教師個人要準備的方向。在國家部分，除了要提供教師各項專業研習課程，還要

訂定相關明確的雙語課程規準，因為若沒有相關規準可以參考，老師們就只能自行

摸索，費時又費力。而教師個人的部分，要提升語言能力、英語教學能力及學科教

學能力；也因為要以英語進行教學，老師的口語溝通能力還是要有一定的水準，至

少要達到 B2 級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好的口語能力也要搭配各項教學技術提升，

才能在以英語為媒介的情況下把學科知識傳達給學生。透過本次研習，了解雙語教

師應具備的能力後，研究所畢業於教育科技研究所的我，未來將配合國家的雙語政

策發展，努力提升資訊科技專業並取得教學證照，以投入資訊科技雙語教學。 

高國中小英語教師及全英語

授課教師專業發展研習 

主題：台灣雙語國家政策研討會系列

4：高國中小英語教師及全英語授課

教師專業發展 

時間：2021 年 10 月 19 日 

地點：googlemeet 線上會議室 

 

‘ 

中小學教師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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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淡江中學教務處的生豐老師(童軍老師)於社群

研習中，教我們如何利用繩子來攀樹，讓我們不僅可以

有機會親近大自然，還能學習與童軍相關的知識，真的

是一舉兩得的研習。一開始的練習重點在於，把跟豆包

(12磅)連結的細繩順利丟過一根橫的樹枝，以便後續可

以利用這個細繩將攀樹繩固定於樹上。練習了兩週後，

我們才順利地進入爬樹的階段，在生豐老師細心教導

下，安全爬上樹頂。從一開始的準備到過程中每個環節

都不容易，且要很細心檢查，童軍繩結也需按照步驟綁

緊綁牢，才不會讓我們從半空中掉下來（尤其是布雷克

結）。在這個研習中，藉由爬樹技巧的練習，我突破原本

自己體能上的障礙，努力登頂之餘也習得相關童軍知

識；未來也將規劃相關的議題學習課程，帶著學生親近

樹林，體驗爬樹樂趣，也一邊快樂學習英文。 

攀樹社群研習 

感謝教學組長邀請我們參加 110 學年度資訊素養與倫理創意腳本競賽，獲獎的腳本會

被拍成動畫放在教育部網站上成為教材。雖然後續沒有得獎，但過程中學習到如何把想傳

遞給學生的網路素養概念融入在故事對話中，以符合學生認知程度的語言來傳達相關理

念。我的國文科夥伴，芷妤也幫忙示範了如何做場景描述，可以讓讀者有深入其境的感

受。我的作品是從命運好好玩這部電影做發想，把神奇遙控器改成網路電玩，主角在現實

生活中不得利，而在網路遊戲中找到理想生活，進而沉迷。透過這個主題，同時想提醒父

母們，要多跟小孩溝通，不要因為嚴厲的課業要求，與自己的孩子漸行漸遠。 

資訊素養與倫理 

腳本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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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主題：我在–淺談導師

的存在 

時間：110 年 12 月 30 日 

地點：淡江中學馬偕廳 

主題：蚯蚓水示範農場參

訪 

時間：110 年 10 月 26 日 

地點：桃園安大略農場 

 

  

感謝淡江中學教學組彼得老師特地幫我們實習

生邀請了校內資深導師–楊蕙如老師，分享導師經

驗及應有態度。這堂課內容非常撼動我心，蕙如老

師的經驗所呈現的就是一個用生命陪伴生命的珍貴

歷程。在接近 30 年的導師歷程中，她以陪伴取代

領導、以包容欣賞替代批評責罵、以橋樑疏通隔

閡、以保護弱勢預防霸凌、讓紀律成為日常、在勝

利時收割興奮的果實也在失落時撒下堅強的種子，

種種的言行都未為了要讓孩子在潛移默化的過程

中，變成更好的自己。期許未來的自己也能如同講

師所說，成為一把好的弓箭，孩子是從你身上射出

的生命之箭，弓箭手看見無窮路徑上的箭靶，於是

他大力拉彎這把弓，希望她的箭能射得又快又遠。 

導師知能研習 

托魚菜共生社團及教務處的福，六位實

習老師和學生們一起到桃園參訪安大略農

場。這是一個小而美且相當有學問的蚯蚓水

示範農場。農場主人悉心多年研究的結果發

現，利用木箱中堆置民生廚餘或枯枝爛葉，

並在其中養殖蚯蚓，蚯蚓不但會分解這些廚

餘，過程中所產生的蚯蚓水還含有高達九種

的益菌。這些益菌中的其中一種還跟百憂解

(憂鬱症藥物)成分一模一樣，另外一種甚至

還能分解塑膠；當這些好菌會釋放到空氣中

時，會給環境帶來相當多益處。主人特別提

到，人類的廚餘往往送到焚化爐燃燒，產生

對環境不利的二氧化碳，但若能善用，不但

減少廚餘，還可以提升周遭環境、空氣及土

壤的品質。透過這次的研習，深深體會到大

自然處處是珍寶；只要學會善加利用，不僅

能減少地球的負擔，人類也能獲得更多永續

生活的重要資源。 

安大略農場參訪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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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成為陪著學生一同前行的好老師 
我的導師曾說，他始終感覺得到，在我們的行業中，教師始終是一項最好的職業；

雖然從表面上看來，現在的老師有點苦，常會被學生家長埋怨，夾在中間很無奈；但從

本質上看來，教育是人類升沉的樞紐，是一份能長遠影響他人的工作，如果老師們能抱

持著「老師的使命，是把小孩教成聖賢」，一步一腳印的走下去，終究會開花結果。雖然

本身比較晚起步，但按照著這個有老師教導所刻劃出的圖像，我一定可以踏踏實實地前

進，並在路上隨份隨力的以正能量影響學生。 

 

在未來教師生涯發展的路途上，為了面對社會、經濟及科技的不斷變革，我將不斷

地充實自己以勝任教學現場上的各種挑戰。如同藍偉瑩教授所提出的，老師應該要以終

身學習為目標，讓自己具備能讓學生感到溫暖的「關懷力」、持續幫助自己成長的「專業

力」及能因應時代挑戰的「未來力」。 

⚫ 「關懷力」—散播光芒、熱忱、傳遞希望 

如實傳遞教育愛給學生，教師要能以熱忱與關懷來給予學生適時的陪伴與引導，隨

份隨力地在互動中展現溫暖，營造出積極正向學習氛圍，以傳遞希望。 

⚫ 「專業力」—與時俱進、提升教學品質、充滿活力 

透過專業力的加強，與時俱進以符應新課綱所提出的各學習需求。除了持續精進教

學知能及提升教育專業，同時也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與合作能力，與教育工作夥伴做好

橫向溝通，一同營造出活力學習環境。 

⚫ 「未來力」—創新思維、擴大學習領域、實際投入行動 

教師要能積極投入教學創新，運用多元教學方法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也培

養自己與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以回應未來社會的動盪不安及各種挑戰。 

 

期許自己能在未來的教師發展生涯中，融合關懷力、專業力及未來力於教學當中，

如同好的園丁般，照顧陪伴各具特色的小苗芽般學生們學習成長；在照顧過程中，給予

個別所需的陽光、空氣及水分，並給予呵護及鼓勵，讓他們能在愛裡滋長，並接納如其

所是的自己。因為與這些學生的相遇、相知及相惜，不斷磨練、吸取經驗教訓、修正自

己，直到成為我的導師及自己期待的好老師。 

 

未來力
foresight and 

activenss

專業力

professional 
ism and 

dynamism

關懷力

love, care 
and passion

教育生涯的期許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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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 9 月份實習心得報告表 

第五週(9/27~9/29) 

教師姓名 邱婷君 實習學期年度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教學實習+導師實習 行政實習 

實習科目 高中英文科 實習班級 
實習單位 教務處 

輔導教師 李昭蓉老師 雙語二 

實習概況(實習重點、自我評量、困難與建議) 

教學實習 

實

習

項

目 

1.教學觀摩+備課：三民版第三冊第三課、龍騰版第一冊第三課文法、課文 

2.和輔導老師討論下次試教時間 

3.和輔導老師討論如何輔導低學習動機學生 

4.參加英文科共備 

實

習

心 

得 

舉例要貼近學生生活、講解要注重結構性 

這週跟老師學到很重要的文法教學技巧，就是要多藉由學生生活經驗來解釋，學生比較

容易了解。像是今天課堂上講到現在完成進行式時，就談到蘇子佑已經持續學騎馬學八

年了，真不容易。課文部分，老師會簡要地把所有課文內容跟學生討論過後，再把每一

段的文法仔細解釋。這是很好的教學策略，先讓大家對整體內容有概念，再來講文法，

大家反而會比較有概念。 

進入段考備戰週(倒數兩週)： 

因為快要接近段考週了，課堂進入如火如荼的複習與加強階段。對於學習落後的班級，

感覺得出來老師很擔心也很焦慮，甚至面對學生不交複習作業的狀況時，老師還會發火

修理人。但學生都看得出來，這是愛之深責之切的表現，所以一個個都乖乖被修理，不

敢吭聲，被修理完後就乖乖補作業，真是不容易呀！如果不是長久下來有建立良好師生

默契，哪能有今天這樣的互動呢！課後跟老師稍微討論了一下，針對慢熟又懶散成性的

學生，還是要按表操課的執行教學，雖然最後成效不如預期，但總比完全沒有成效好。

另外，對於這類的學生，學習策略很重要。例如：若上課想講話或睡覺，不如認真寫筆

記，手在動，就不容易分心。 

英文科共備：英詩比賽討論 

英文共備：老師們以非常有效率的速度把段考及英詩比賽的內容討論出來，完全不拖泥

帶水，讓所有老師都可以儘速回到各自崗位繼續奮鬥。英詩比賽部分，我也提供了以往

在課堂上學到印象深刻的一首詩–The Road Not Taken by Robert Frost。老師說這一首的

難度剛好，意境上學生也較能體會。能幫得上忙真是太好啦！ 

實習省思札記(含批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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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導師實習 

實

習

項

目 

1.啦啦隊練習陪伴 

2.重點學生輔導 

3.看學生早自習、打掃、午休 

4.慶祝教師節 

實

習

心 

得 

再次展現高品質公民素養的雙語二 

啦啦隊的練習進度嚴重落後，班上有些男孩子看不下去，跟老師討論過後，利用課堂

十分鐘的時間，站上台為女孩子們跟大家溝通。協調代表 Louis 就跟大家說，大家真的

要將心比心，不能老是這麼被動，女孩子很認真的編舞及教學，為的也是全班的榮

譽；接下來還有接力賽，換男生們會很在意比賽成績，希望女生可以好好跑步、好好

配合，若是這樣，現階段就要先付出努力，未來孩子們也才願意為了接力賽好好配

合。我看了很感動喔！因為能這麼有風度與的大家一起協商，展現超高 EQ，比很多大

人都還厲害了。 

溫馨的教師節 

今天收到好多好多孩子的祝福，好開心。導師把他們教的好貼心，連實習老師我都受

惠。感謝大家，希望孩子跟導師都可以繼續相處學習愉快！在這個充滿感謝的節日，

為了答謝教務處照顧我們的老師們，我跟芷妤一起準備了禮物給大家。很少看到一個

學校行政與教學者間，處在這麼和諧的狀態，一般來說不是行政勢力大於教學，就是

反過來。但是在淡江，兩者間相互尊重，彼此合作，一片和樂融融，真是不簡單。 

自然組？社會組？ 

這週又遇到了有升學困擾的孩子。透過導師了解，這學生本來應該在二上轉入自然組

班級「義班」，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轉班成功，結果這個熱愛自然組相關科目的孩子，

在這個學期呈現枯萎狀態，沒有得到想要的養分及家人的支持，提不起精神努力。在

特定課程上，甚至都非常反常地睡了起來。跟學生懇談了快半個鐘頭，過程中除了聽

他敘述了目前的擔憂：大學想要轉考第三類組(醫科)，但現階段社會組功課繁忙，完全

無暇準備，卡在中間好為難，爸媽又不支持他想要降轉的想法，真的快要讓他瘋掉

了。看他這樣我也很難受，但就只能先當好的傾聽者，先讓他訴苦，然後分享目前可

行的一些做法，例如，跟特定科目老師商量，課業達最低標準過關就好，其他的時間

及體力，就能利用來念自然組的考試科目。希望讓學生感覺到，還是有人支持他，不

要輕易放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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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實習 

實

習

項

目 

1.協助衛生組做學生 BNT 疫苗施打前行工作 

2.協助教務處準備多元課程、重補修課程點名冊 

3.協助分發調代課單 

4.第一次參與實體晨會 

5.馬偕第三代–偕瑪烈女士追思禮拜 

6.參加 110 學年度素養導向出題研習 

實

習

心 

得 

莊嚴又有意義的追思禮拜 

今天協助馬偕第三代孫女–偕瑪烈女士–的追思禮拜，非常特別的活動，是我第一次

參加基督教的禮拜，過程由諸位牧師帶領，先是回顧亡者的種種善行，接著一起唱聖

歌祝福，最後再勉勵在場各位要努力延續馬偕精神，以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感恩心繼

續努力。這樣的追思活動不僅溫馨且很正向。 

全校學生施打 BNT 疫苗 

為了確保學生疫苗施打的安全及健康這幾天全校老師們也都進入備戰狀態，不僅學務

處健康中心規劃了詳細的施打流程及工作人員安排，教務處在課程上也做了最大幅度

的調整，讓學生施打後第二天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上線上課程就好。雖然我在施打當

天無法參與工作，前一天也到了健康中心幫護理師整理施打名單，印出相關名冊，確

保施打當天的相關體溫及施打紀錄都能順利進行。 

素養導向出題研習 

下午參加素養導向出題研習，才發現在 108 課綱下，出題也是個大學問，以往考試是

為了評鑑學習成果，現在要讓考試本身就是學習，這不僅考驗著一個老師本身的專

業，還要有著跟完全不同的心態及視野。我一定要再好好努力，很高興有這樣一次的

學習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