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108年06月26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10月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50111992號函「國

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貳、目的： 

一、教師發揮集體智慧，發覺學生學習困難，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二、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內涵，活化教師教學及提升教學成效與品質。 

三、藉由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厚植教師教材教法、多元評量及補救教學能

力。 

參、實施對象： 

一、校長、正式老師、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為公開授課人員（以下簡稱

授課人員）。 

二、兼任教師及聘期不足三個月之代理代課教師有意願公開授課者，視為授課人員。 

肆、實施方式： 

一、授課人員應在本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以校內教師觀課（以下簡稱觀課

人員）為原則。 

二、公開授課包括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觀課人員以全程參與為原則。 

三、公開授課實施方式： 

（一）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1節為原則。 

（二）觀課人員以至少1位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同學年或同領域得以分組方式進

行。 

（三）學校得定期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 

（四）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應事先向教務處報名並全程參與，且應遵守公開授

課倫理與重點，並於公開授課後1週內完成教學觀察紀錄表交予授課人員。 

（五）校內公開授課得結合以下方式辦理： 

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輔導團到校（分區）諮詢、教學支持團隊。 

3.議題融入領域教學。 

4.課程與教學創新相關計畫（例：分組合作學習、活化教學計畫、實驗教



育計畫等）。 

5.學校定期教學觀摩。 

伍、授課人員應擬訂公開授課時間規劃，並經由領域會議或學年會議等教學研究會討論確

認公開授課的班級、日期、時間、地點、教學單元及觀課人員並完成公開授課規劃表

，由研發組彙整核定後，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公告於學校網頁（參考附錄二）。 

陸、公開授課實施流程(詳如附錄一)： 

一、共同備課：授課人員應於公開授課前，與觀課人員於專業學習社群、領域會議、學

年會議時，針對學生先前的學習表現與教師教學觀察的內容進行專業對話，並由授

課人員完成共同備課紀錄表（附錄三），另觀課人員應參與共同備課，如未參與不

得進行教學觀察。 

二、教學觀察：教學觀察前，教務處及授課人員得提醒公開授課倫理與重點（附錄四）

，並提出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學習單、學生座位表等)供觀課人員參考；學校應提

供觀課人員教學觀察紀錄表（附錄五），以利教學觀察中進行活動記錄。 

三、專業回饋：由授課人員及觀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

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行研討，並由授課人員完成專業回饋紀錄表（附錄六）。 

四、觀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後1週內，應將教學觀察紀錄表交予授課人員；授課人員於公

開授課後2週內，應彙整自己的共同備課、專業回饋紀錄表與所有觀課人員的教學

觀察表，交予研發組。 

柒、完成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紀錄，由

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觀課人員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所提供之專業回

饋紀錄，由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研習時數每場次以3小時為原則。 

捌、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一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民小學公開授課操作流程 

一、教務處 

(一) 確認公開授課的相關表件  

1.公開授課的相關表件應包含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專業回饋等紀錄內容。 

2.各領域或社群討論公開授課的相關表件。 

3.課發會確認公開授課的相關表件。 

4.將公開授課的相關表件放置於scan供教師下載。 

(二) 規劃全校公開授課 

1.配合學年或領域或社群成員將教師分組。 

2.每位授課人員至少安排1位觀課人員。 

3.提供公開授課時間規劃表給授課人員(內容應包含授課時間、地點、單元、觀課人員)

。 

4.由各學年主任或領域召集人或社群召集人彙整教師公開授課規劃表交予教務處課程研

發組。 

5.研發組彙整全校教師之公開授課時間規劃表，每學期於開學一個月內公布於學校網站

。 

6.每學期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開課，可依領域或年段開課，研習時數每場次以3小時

為原則，於學期末由教務處統一核實登錄研習時數。 

(三) 公開授課期間 

1.拍照或攝影統一由學校行政人員行使，應以教育為目的，不得違法使用。 

2.為授課人員和觀課人員提供相關表件，包含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紀錄表等

。 

(四) 公開授課結束 

1.觀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後1週內，應將教學觀察紀錄表交予授課人員。 

2.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後2週內，應彙整自己的共同備課、專業回饋紀錄表與所有觀課

人員的教學觀察表，交予研發組。 

3.每學期結束前彙整所有授課人員表件，並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核發授課與觀課人員

研習時數。 

三、授課人員 

(一) 規劃公開授課 

1. 在領域、社群或學年會議中，確認公開授課的班級、日期、時間、地點、教學單元

及觀課人員。 

2. 在領域或社群成員尋找至少一位教師成為共備夥伴(建議 3-6人為 1組)，並互為觀

課人員。          

3. 開學 3週內，將公開授課計畫表交予各領域/社群召集人或各學年主任。 

4. 社群/領域召集人/學年主任彙整全學年/領域/社群教師公開授課計畫表，交予課程

研發組。 

(二) 共同備課 



1. 與領域或社群成員中的共備夥伴，針對預定進行的教學觀察單元，進行專業對話與

共同備課。 

2. 授課人員彙整共備夥伴的意見後，完成共同備課紀錄表。 

(三) 教學觀察 

1. 向授課班級學生事先說明教學觀察時間和觀課人員。 

2. 通知觀課人員觀察前會談的時間地點，以教學觀察前 1節為原則。 

3. 確認觀課人員均已有公開授課的相關表件(含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專業回饋紀錄

表及授課人員提供資料(如教案、學習單、學生座位表等)。 

4. 向觀課人員說明公開授課倫理與重點。 

5. 提醒觀課人員填寫教學觀察紀錄表。 

6. 請觀課人員提早幾分鐘進入教室坐定，減少對學生學習的干擾。 

7. 授課人員與學生們依平時上課方式進行，不需理會觀課人員。 

(四) 專業回饋 

1. 事先與觀課人員確認專業回饋時間和地點，以教學觀察後 1節為原則。 

2. 由授課人員分享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學生課堂表現的省思心得。 

3. 再由觀課人員分享觀課的重點與心得。 

4. 感謝觀課人員的參與和分享。 

5. 授課人員彙整觀課人員意見後，填寫專業回饋紀錄表。 

(五) 繳交紀錄 

1. 於公開授課後 1週內，向觀課人員收回教學觀察表件。 

2. 於公開授課後 2週內，應彙整共同備課紀錄表、專業回饋紀錄表及觀課人員之教學觀

察表，交予課程研發組。 

四、觀課人員 

(一) 共同備課 

1. 在領域或社群或學年中，至少成為 1位教師的共備夥伴，並互為觀課人員。         

2. 觀課人員應全程參與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如未參與共同備課不得進行教

學觀察，並由教務處進行通知。 

3. 協助授課教師針對預定進行的教學觀察單元，進行專業對話與共同備課。 

4. 協助授課人員完成共同備課紀錄表。 

(二) 教學觀察前 

1. 依授課人員的規劃時間地點進行觀察前會談。 

2. 確認收到公開授課的相關表件(含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專業回饋紀錄表)和授課人員

提供的資料(如教案、學習單、學生座位表等)。 

3. 對於授課人員的說明提供問題或建議。 

4. 為尊重教師與學生，請於教學觀察前提早幾分鐘進入教室。 



(三) 教學觀察 

1. 細心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況，記錄於教學觀察紀錄表。 

2. 維護教學互動之場域，不干涉學生學習。 

3. 觀課時，不進入學生與教師視線交流之區域。 

4. 不交談或使用手機，課程中如需交談，請主動移步至教室外討論。 

5. 授課教師教材未經同意不得使用。 

6. 學生表現僅供專業回饋時討論，不得任意轉述，以確保隱私權。 

(四) 專業回饋 

1. 依授課人員的規劃時間地點進行專業回饋。 

2. 先聆聽授課人員分享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學生課堂表現的省思心得。 

3. 依據學習目標，討論學生學習成功和困惑之處。 

4. 分析教學觀察時所蒐集的資料，討論學生學習表現。 

5. 分享從教學觀察中學到什麼。(而不是發現老師沒做到什麼)。 

6. 感謝授課人員提供學習的機會。 

7. 協助授課人員完成專業回饋紀錄表。 

(五) 繳交紀錄 

於公開授課後1週內，繳交教學觀察紀錄表予授課人員。 

五、家長 

(一) 專業增能 

應參與由各校或家長團體所舉辦的公開授課研習知能研習，使公開授課的對話更聚

焦及更有教育意涵。 

(二) 參與公開授課 

1. 由行政處室於全校教師公開授課時間規劃表中，得知可參加之公開授課場次。 

2. 應事先向教務處報名申請成為觀課人員。 

3. 以全程參與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專業回饋為原則。 

4. 應遵守公開授課倫理與重點。 

(三) 繳交紀錄 

應於公開授課後1週內完成教學觀察紀錄表交予授課人員。 

 

 
 



 

附錄二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小108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時間規劃表 
□級任教師  年級：     年級 

□科任教師  領域： 
 

備註：1.同一學年或同領域得以分組進行，每學期至少進行一組教師之公開授課。 

2.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編

號 

組別 
授課人員 

授課 

班級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共同備課 教學觀察 專業回饋 
觀課人員 

(A.B) 日期 節次 地點 日期 節次 地點 日期 節次 地點 

1 範例 游凌雀 604 社會 國際組織 108.12.10 2 5-4教室 108.12.10 3 5-4教室 108.12.10 4 圖書館 黃梅瑩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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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共同備課紀錄表 
 

 共同備課時間 ：    年    月     日第     節     授課人員：             

 共同備課人員：                                  

項次 內容紀錄 

共備內容 

紀要 

一、 學生先前的學習表現 

二、 教學觀察的內容（得參考以下內容或附教案） 

(一) 單元名稱 

(二) 學習目標 

(三) 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 

(四) 學習活動設計 

三、觀察重點 

共備歷程 

討論重點 

三、 教學難點或學生迷思概念 

四、 針對教學難點提出的建議 

五、 有助益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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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公開授課倫理與重點 

一、公開授課倫理： 

請遵守進入學生學習殿堂之禮儀，觀課時專心觀察、聆聽與記錄學生的學習表 

現，基於維護並尊重學生學習環境之自主性，參與觀課時不發言、不干涉、不交談，

共同遵守以下事項： 

（一）為尊重教師、學生、不干擾上課，請提早幾分鐘進入教室。  

（二）細心觀察並記錄學生的學習狀況。  

（三）維護教學互動之場域，不干涉學生學習歷程。  

（四）觀課時，不進入學生與教師視線交流之區域。  

（五）觀課時不得交談及使用手機，課程中如需交談，請主動移步至教室外討論。  

（六）觀課時不得拍照或攝影。 

（七）授課教師自編教材需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觀課人員如要使用請

徵求當事人同意。 

（八）學生表現僅供專業回饋時討論，不得任意轉述，以確保隱私權。 

二、教學觀察重點，應聚焦於「學生的學習表現」，如： 

 （一）學生的發言是否與教師提供之教材聯結。 

  （二）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頻率、次數與氛圍。 

 （三）學生實際的學習表現與投入程度。  

三、專業回饋重點： 

 （一）依據學習目標，討論學生學習成功和困惑之處。  

  （二）分析教學觀察時所蒐集的資料，討論學生學習表現 

   （三）分享自己從教學觀察中學到什麼。（而不是發現老師沒做到什麼或老師教

得有多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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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紀錄表 

授課班級：                    觀課日期：    年    月     日第     節 

授課人員：                    觀課人員：                 

授課科目：                    教學單元：                 

 
 

授課內容 

教學觀察重點 

一、 全班學習氣氛 

二、 學生學習動機與歷程 

三、 學生學習結果 

課堂軼事紀錄 

一、 學生的特殊發言  

二、 學生的經驗分享與回饋 

學生課室參與 

指  標 觀察結果 

優良 佳 普通 待加強 不適用 

1.樂於回答問題      

2.專注聆聽教師指導      

3.有問題或困難時，能即時提問求助      

4.確實參與小組討論、聆聽、發表、實作練習      

5.遵守課堂學習規範，維持良好的學習秩序      

學生學習成效 

指  標 觀察結果 

優良 佳 普通 待加強 不適用 

1.能針對教師提問，回答問題      

2.能在老師指導下完成課堂中的學習任務      

3.能確實練習並完成學習單或習作等課堂作業      

4.能理解並運用課堂所學      

附註:修改自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7年度性別融入教學觀課活動之觀課紀錄表及本校英語實驗計畫觀課紀

錄表，並經108.06.26課發會研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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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專業回饋紀錄表 

授課班級：                    觀課日期：    年    月     日第     節 

授課人員：                    觀課人員：                 

  授課科目：                    教學單元：                    

 

項次 內容紀錄 

專業回饋 

紀錄 

 

授課人員 

自我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