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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表件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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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或攝影前需經教師、家長及學生同意。 

（七）授課教師自編教材未經同意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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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學生的學習表現。 

（三）分享自己從教學觀察中學到什麼。 

（四）遵守專業對話、權益保護原則，讓教師及學生都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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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公開授課表件說明與填寫注意事項 

 

一、公開授課表件說明： 

（一）本次公開授課表件修正說明如下，附錄一、二為公開授課倫

理與重點、公開授課表件說明與填寫注意事項，提供教師進

行公開授課前之指引。 

（二）公開授課表件(如：附表一至附表四)，提供表件填寫之說明

或參考範例，以 灰色斜體字 呈現，教師可自行刪除。 

（三）教學觀察紀錄表(如：附表三-1至附表三-5)，表件最後附

上溫馨小提醒，提供教師在使用此表件之適用教學情形，以 

網底正體字 呈現。 

二、公開授課表件填寫注意事項： 

表件名稱 填寫注意事項 

附表二 

共同備課紀錄表 

一、共備心態：為「價值分享」，教師先自備再共備，才能

產出更精緻的觀點，並在教學觀察前，對要看的這堂

課有概念。 

二、共備模式： 

(一)模式一：共同討論課程教學的策略，由授課人員擔

任執行者。 

(二)模式二：由授課教師提供教學設計，進行說明，觀

課者提供教學建議。 

三、備課要備什麼： 

(一) 備學生 

  1.班級概況：班上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氣氛、學習態

度、學習方法、學習表現落差…等。 

  2.學生先備知識或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

為、個別差異、學生特性/潛能…等。 

(二) 備教材 

  1.教學脈絡：(要學什麼？)學習單元/主題、學到什

麼？(學習目標)、如何進行？(學習活動設計)…

等。 

  2.學習評量：怎麼知道？(評量方式)、學習重點?（含

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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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名稱 填寫注意事項 

四、觀察焦點：  

(一)焦點選擇可包含哪些面向？從哪裡找觀察焦點？ 

1.從教師之前的教學經驗、師生互動、學生專注度等

來思考(教學困難點、學生迷失概念、用過的教學策

略等)。 

2.從學校、社群、教師個人實施課程與教學創新來思

考。 

3.從學生學習評量結果來思考，如：課堂中的問答、

作業/學習單、學習任務、小組討論及發表、以及紙

筆測驗等。 

4.可參考附表三-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紀錄表> 指標與

檢核重點來思考觀察焦點。 

(二)針對觀察焦點選擇適當的觀課紀錄表(請詳見後面

「教學觀察紀錄表溫馨小建議說明」)。 

附表三-1~三-5 

教學觀察紀錄表 

一、觀課面向(扣緊觀察焦點作紀錄)： 

(一)教師教學面向：教學內容、教學策略/技巧、評量方

式、班級管理等。 

(二)學生學習面向：學習動機、學習歷程、學習結果、

班級學習氣氛等。 

(三)師生/生生互動情形：包括教師提問內涵、學生發言

內容、發言次數、語言流動、肢體語言等(重點是在

於教師和學生間的互動關聯)。 

二、觀課注意事項： 

(一)觀察者須熟悉觀課紀錄表單，並了解檢核重點內

涵。 

(二)把握客觀和具體證據原則，記錄事實不下判斷。 

(三)利用關鍵字、圖像、符號等記錄相關資料。 

(四)觀課前請參閱附錄一<公開授課倫理與重點>。 

附表四 

專業回饋紀錄表 

一、專業回饋紀錄： 

  (一)聚焦於觀察焦點，根據觀察事實具體描述給予回

饋， 重點在引導授課教師省思。 

  (二)可分享自身在本次公開授課的收穫或心得。 

二、授課人員自我省思： 

(一)根據觀課教師提供的建議能與其相呼應，並提出改

善行動策略。 

(二)聚焦於本次公開授課的自我學習與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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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 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時間規劃表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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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節次 地點 日期 節次 地點 日期 節次 地點 

1 ○○○ 701 
社會 

（地理科） 

單元4 
臺灣的工業
與國際貿易 

112.04.11 2 會議室 112.04.13 3 701教室 112.04.13 4 會議室 ○○○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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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高雄市○○國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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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程度及班級概況 

學生程度：指班級學生的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個別差

異及學習潛能等。 

班級概況：指班級學生的特性(含特殊生)、班級秩序、

學習氣氛及學習動機(參與程度)等。 

二、教學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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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 

（四）學習活動設計 

（五）學習評量 

三、觀察焦點 

從授課教師的學習活動設計及其關注的教學行為中，選

定幾個觀察焦點，如：教材內容、教學流程、教學策略

/方法、學習策略指導、學習動機、學習成果、提問技

巧、師生互動、班級秩序…等。 

共備歷程 

討論重點 

一、教學難點或學生迷失概念 

授課教師依據上述教學內容，提出在本節課教學上可能

遭遇的困難，或是學生在本單元可能產生的迷失概念或

經常錯誤的問題。 

二、針對教學難點提出建議或有助益的教學策略 

觀課教師依據教學者上述所提出的問題，由本身的教學

經驗提供合適的建議或有效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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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1 

高雄市○○國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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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聚焦於備課時討論的觀察焦點互相呼應。 
例如： 
老師利用分組合作學習方式，透過圖片和關鍵字的引導，融入
當地的特色和學生生活經驗，針對 SDGs的概念，學生大都能舉
一反三，沉浸其中，討論氣氛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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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記錄老師與學生的對話、學生的學習狀況。 
例如： 
小組成員於分類競賽時遇到阻礙，組員們會想方設法的尋求解
決方法（如詢問老師、左右張望、蒐集敵情等）為小組極力爭
取加分機會和榮譽。 

教學觀察 
收穫與省思 

從觀察的經驗中，我學到了可用在我自己教學上的是什麼？ 
授課教師的教學優勢、亮點。 
例如： 
老師教學流程非常有系統，很清晰地解說 SDGs的概念和生活
運用的層面。教學上大致依循全班觀念講解與任務說明→分組
合作精熟練習討論。當學生回答錯誤時，在老師一步步搭鷹架
的引導下，逐步修正自己的答案朝正確的方向，不會因為有挫
折感而不願意再發言。 

提問與思考 

觀完這堂課後觀課者想對授課老師提出的問題；並非記錄課堂 
中教師對學生的提問。 
例如： 
透過這一次的觀課，發現原來學生的學習和課程的設計是可以
如此多樣而豐富的；透過國際事件，轉換到在地人的視角和關
注議題上。但，若學生的生活經驗不足(先備知識)，在提問和
討論設計上，老師您會如何拿捏和調整呢？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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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小建議 
此份紀錄表適合用於下列情況： 
1.最大面相(廣角鏡)、有觀課經驗之教師。 
2.全課室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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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2 

高雄市○○國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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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觀察重點： 

面向 參考要項 教學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１ 

全
班
學
習
氣
氛 

1-1是否有安心學習的環境? 1-1 

教師講課生動活潑、幽默風趣，能讓學生暢所

欲言，發表自身想法和經驗，讓學生可以在安

心的環境下學習。 

1-2、1-3 

以撲克牌方式累積分數，鼓勵學生積極回答，

故多數學生是熱衷參與和專心聆聽。 

1-2是否有熱中學習的環境? 

1-3是否有聆聽學習的環境? 

1-4其它 

２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與

歷

程 

2-1教師是否關照每個學生的學習? 2-1、2-2 

教師透過和學生生活經驗息息相關的問題引導

學生進入課程的學習；也不斷透過結合生活時

事問題的提問思考，讓學生維持學習動機。 

2-4、2-5、2-6 

透過分組合作學習，讓學生可以相互討論、相

互支援、學習傾聽同學的想法；在教師的引導

之下，同學積極的參與課程，踴躍表達自己的

意見，即使說錯了，也不會因挫折而畏縮。 

2-7 

第 5組的 A生雖是資源班學生，但在此課堂上

表現相當突出，似乎是討論發言的啟動器，是

 

2-2是否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2-3學生學習動機是否持續? 

2-4學生是否相互關注與傾聽? 

2-5學生是否互相協助與討論? 

2-6學生是否投入參與學習? 

2-7是否發現有特殊表現的學生? 

2-8其它 

３ 

學

生

學

習

結

果 

3-1學生學習是否成立?如何發生?何

時發生 
  

3-1 

學生的學習是成立的，因為學生學會了區分專

有名詞、普通名詞，並運用語文的推論策略，

將一些不懂的語詞或是名詞做一個釐清。 

3-2 

 B生在文本的擷取訊息、統整解釋方面均能

勝任，但在省思文本部分卡關了。 

3-2學生學習的困難之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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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挑戰伸展跳躍的學習是否產生?  

3-3 

 C生平時學習力低，不善也不敢開口，但老

師在文本省思：「生活經驗、換位思考｣時，經

由組內對話討論，C生竟能侃侃而談，提出自

己的看法。 

(ps.老師可於課後與正向表現的學生個人晤

談，做後設認知以蒐集伸展跳躍的證據) 

3-4 

教師透過六何法和表格，讓學生自己將文本及

圖表的資訊重新整理過 加深學習印象 幫助

 

3-4學生學習思考程度是否深化? 

3-5其它 

二、學生學習紀錄（請參考上表，視小組成員人數自行新增欄位） 
用於分組合作學習，學生個別編號以利個別記錄 

編號 1 

C生平時學習力低，不善也不敢開口，但

老師在文本省思：「生活經驗、換位思考

｣時，經由組內對話討論，C生竟能侃侃

而談，提出自己的看法。 

編號 3 

 

編號 2 

 B生在文本的擷取訊息、統整解釋方面

均能勝任，但在省思文本部分卡關了。 

編號 4 

【觀課學習】我從這堂課學到的理念及方法 

此部分可於議課時分享 

從此次觀課中學習到多元的教學策略之運用、代幣獎勵機制、跨領域教學示範等；也

看到學習力低的學生，在以往的課堂可能已累積相當的學習經驗，這些片斷經驗，透

過老師的引導提問或是小組的對話，居然被「串聯」起來，因此當學生學習經驗的不

斷累積，可能已為未來跳躍學習做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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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堂軼事紀錄 

時間 教師學習引導與學生學習行為 備註 

9:10 1.老師進教室後，先向學生說明今天採「分組合作｣、「撲

克牌積點｣方式進行。 

黑板上畫上組別(5

組)，以利立即加分。 

 

約有 9成 5的學生眼

看著老師聽講。 

備註：修改自潘慧玲等人（2014），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推動手冊1.1版之學習共同體
公開觀課紀錄表。 

※溫馨小建議 

1.適用於學習共同體能近距離觀察學生小組合作學習情形。 

2.此表包含三部分：觀察重點、學生學習紀錄、課堂軼事紀錄。 

(1)觀察重點：針對共備時的觀課焦點，選擇相關參考要項，進行教學表現事實摘

要敘述。 

(2)學生學習紀錄：於課堂中進行小組合作學習時，選擇某一小組進行觀察記錄。 

記錄原則：A.經授課教師允許，在不影響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情形下，近距離觀

察小組合作學習情形。B.選擇某一小組，在教師派發小組任務時，記錄組內學生

學習歷程(含參與情形、討論內容…等)。 

(3)課堂軼事紀錄：依時間順序，簡要地將教室中所發生的事件，客觀具體的記錄

下來。 

3.共備時，請與授課教師釐清各參考要項的內涵，例如：3-3 挑戰伸展跳躍的學習是

否產生? 3-4 學生學習思考程度是否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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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3 

高雄市○○國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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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學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A課

程設

計與

教學 

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

能或生活經驗。引發與

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2-1 

以 ppt 呈現生活中常見的植物並以「小草｣說明老師自己的個性；教師

提問學生最喜愛的植物為何？並說明原因。 

A-2-2 

教師利用正反成語的比較（其中一個是學生熟悉的成語） 使學生明白

成語的意義。如：介紹「富麗堂皇」是「環堵蕭然」的相反詞。 

A-2-3 

教師會利用數學課本及習作的題目，請學生在小白板上練習畫出線段

圖，並將算式寫出來，再請學生上台發表，說出做法與每個數字代表

之意義，提供了學生適當的三位數減法練習。 

A-2-4  

每個教學活動後，透過歸納整理引導學生對環保議題的概念與省思。  

例如：  

(1)請學生在課文上寫上（一）、（二）並畫起來，以歸納課程重點。  

(2)教師詢問學生臺灣目前的交通網絡，指定學生一一回答，教師再做

歸納整理。  

(3)教師歸納並請學生寫下消波塊的優點及缺點。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

助學生習得重要概念、

原則或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

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

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

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

點。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

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A-3-1 

教師運用環保議題佈題、討論與發表；觀察課本中的老照片，對比今

昔差異；藉由張貼重點整理表格引導學生練習重點摘要策略等教學策

略，導引學生瞭解課程目標。 

A-3-2 

(1)教師複述閱讀及寫作的理解策略4W，並說明在編寫小亨利四格漫畫

時，要運用在文章中。 

(2)教師教導學生進行漫畫圖像觀察時，須觀察每張漫畫圖像裡，可能

要表達的重點。 

A-3-3 

理化老師在解釋摩擦生熱時，雙掌摩擦配合說明，並移動到學生座位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

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

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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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學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旁，讓學生感受教師手掌的溫度，幫助學生了解此種現象。 

A-4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

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4-1 

教師運用發表、提問及數學題目習寫等多元評量方式，來評估學生的

學習成效。 

A-4-2 

教師在學生上台發表四格漫畫故事後，會請台下聆聽的學生們說出該

生發表的優點為何。同時教師也會說出該生編唸的故事內容可以再改

進的部分，或值得大家學習的地方。 

A-4-3 

教師根據支撐點實作評量結果，調整秒數，以增加挑戰性或完成度。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

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

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

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

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

程。（選用） 

B班

級經

營與

輔導 

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

的課堂規範。 

B-1-1 

教師使用學生熟悉之小組競賽口令，引導學生迅速整隊完成，並專注

聆聽規則。 

B-1-2 

當學生遵守課堂發言規則積極參與回答問題時，教師會使用「非常好」

（good job）口頭讚美，回應學生遵守課堂規範的良好表現。 

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

的行為表現。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

與設施，促進師生互

動與學生學習。 

B-2-1 

將學生分六組進行小組討論及分組競賽，並將「四格漫畫」彩色影印

放大，張貼於黑板上。每組各有一面白板及白板筆，將討論後的答案

填寫在白板上，請各組張貼在黑板上，讓全班得以觀摩其他組討論後

的答案，促使學生積極學習。 

B-2-2 

小組制度規劃清晰，獎勵制度明確，獎懲皆能迅速完成，不致打斷教

學節奏，讓學生能專注於競賽活動的熱絡氣氛。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

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備註： 

1.資料修改自105年4月25日臺教師（三）字第1050040254號函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規準（105年版）之教學觀察紀錄表。 

2.舉例之教學表現事實摘要敘述，參考並修改自歷年台師大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內容。 

 

※溫馨小建議 
1.觀察指引較多，較符合課堂教學脈絡和班級真實現況。 
2.較偏向關注教師。 
3.請聚焦於備課時討論的觀察焦點，選擇數個指標與檢核重點具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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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4 

高雄市○○國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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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對象 學生行為表現紀錄 

（組 A 同學或人   ） 

 

學習過程： 

聆聽、回答、討論、操

作、書寫的表現 

 

學習表現： 

在學習內容上的學習

表現 

行為 1 

9:30 上課有抄寫筆記，寫學習單且大部分都對，有和同組一起回應教

師的提問 

行為 2 

9:40 A生熱烈參與小組討論..但..組員隨口譏笑 A生「你笨蛋喔!｣… 

行為 3 

9:50我看 A生討論時都在玩自己的筆..或在學習單上塗鴉… 

行為 4 

9:59直到下課前..A生都托腮聆聽…自顧自的翻閱課本… 

從學生多個行為推論

學生表現的原因 

A生於課堂開始時，仍有學習動機和興趣，但可能是受到同儕的言語侮辱，

故於課堂後半段學習表現欠佳。 

擬定教學策略 

1.建立友善、心理安全的討論環境，再指導學生討論。 

2.分組討論時，教師可組間巡視，及時處理像這樣的突發狀況。 

備註： 

1.參考劉世雄教授修備觀課紀錄表。 
2.舉例之學生行為表現紀錄，參考並修改自劉世雄教授研習內容。 

 

※溫馨小建議 

1.狹角鏡：觀注於個別/小組學生學習表現。 

2.可更細緻發現學習的關鍵點、困難點或影響學習的原因。 

3.學生在不同時間點會有不同表現，應從學生多個行為推論學生表現的原因，並提出改

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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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5 

高雄市○○國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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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材適切精熟掌握 具體客觀描述 

1.教材內容符應課綱與

學生需求 

2.教材內容符合學科教

學之知識 

3.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

教材內容 

4.有效連結學生新舊知

識、技能 

■5.教學內容結合學生的

生活經驗 

一-5  

教師展示臺灣特有種動植物圖片和播放梅花鹿影片，請學

生分享所知道關於這些特有種的知識、經驗以及學生的感

受、想法。 

二、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具體客觀描述 

■1.說明學習目標或重點 

2.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

內容 

3.清楚講解概念、原則

或技能 

4.提供學生實作或練習 

5.澄清迷思概念、易錯

誤類型 

6.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二-1 

課文多屬說明文形式，教師利用單元的學習地圖(概念

圖)，以分析標題架構的方式，讓學生能初步掌握該單元的

整體學習內容。 

三、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具體客觀描述 

1.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

動機 

2.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

教學方法 

■3.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

策略指導 

4.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

教學節奏 

■5.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

三-3 

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透過示範及口說教導學生運用學習策

略： 

(1)畫重點：教師過程中不斷示範如何畫重點，也再次提醒

學生先前教導過的畫重點策略 

(2)文字聯想記憶：利用文字進行聯想來記憶，如苗栗三義

火炎山→火苗 

(3)記筆記：介紹國家公園時，請學生在國家公園地圖，每

個國家公園旁寫上該國家公園特殊處，如陽明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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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媒材 公園：地熱、臺灣水韭…… 

三-5 

教師運用教科書電子書及網路媒材，有圖有文，協助學生

學習。 

四、學生高參與且專注 具體客觀描述 

■1.適時檢視學生參與學

習情形 

■2.師生互動良好（老師

與個別學生、小組、

全班之線上口語、文

字及目光互動等） 

■3.同儕互動良好（同學

間之線上互動） 

4.學生主動發表或分享

作品 

5.提供未發言學生學習

參與機會 

■6.適時檢視學生自主學

習情形（檢核上課

前、上課中狀況） 

■7.適時檢視學生學習表

現情形（能理解、悅

納或運用所學之知

識、技能與態度） 

四-1 

教師上節課進行線上測驗，本節從線上學習平台發現有學

生未完成，立即詢問某生是否需要協助？某生表示家中網

路不穩，以致未完成。教師提醒待網路回穩，記得完成。 

四-2 

課堂進行約 20 分鐘，教師隨機發問問題(如:你覺得最近

最紅的 YT？)請學生在訊息欄回應(藉此再次點名並喚醒

專注度)。 

四-3 

教師提問某一個問題時，同時有 3~4人舉手加回應，教師

一時無法辨識，A生即挺身而出，指認那些同學是回應者，

教師給予 A生口頭讚美和加分。 

四-6 

利用抽點學生念課文或回答問題，檢視學生是否專注學

習。 

四-7 

(1)介紹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時，抽問學生先前學

過哪些臺灣動植物也出現在這地方？學生能回答先前

P86學過的野百合。 

(2)課程中以撰寫習作方式及口頭回答來檢視學習成效。 

五、善用線上教室教學 具體客觀描述 

1.適當使用線上學習教

室各項功能 

■2.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教

材或網站（課前、課

中或課後） 

■3.數位教學素材播放與

轉換流暢 

■4.口語清晰音量適中教

室無回音 

5.教學環境安靜無其他

干擾因素 

■6.教材字體及所有版面

呈現適切 

五-2 

開設 google classroom 放置自主學習素材、作業等，並

透過該平台與學生互動。 

五-3、6 

教師播放電子書順暢，也能善用小工具畫重點、補充內容、

放大縮小頁面、選號器及播放 Youtube 影片等。 

 

五-4 

教師上課口語表達清晰，語速放慢，收放音正常，聲音高

亢和學生間互動熱絡，充分展現教學的魅力。 

六、善於發問啟發思考 具體客觀描述 

1.設計由淺而深的問題 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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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思考 

2.提問開放、探究或正

向假設問題 

■3.發問後待答時間適切 

■4.發問後能針對回答繼

續延伸問題 

以倒數計時器，提醒學生隨堂測驗待答時間將至。 

六-4   

教師利用提問方式，協助引導學生摘要課文段落重點(如

臺灣的國家公園有哪些？各有哪些特色呢？為何它會被

列為國家公園？有哪些條件？主要目的為何？)。 

七、善用多元評量與回饋 具體客觀描述 

■1.依據學習需求選用適

切評量工具（如實體

工具、數位應用軟體

或平台等） 

■2.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

學生學習情形 

■3.根據評量結果提供及

時具體回饋 

■4.根據評量結果，適時

進行補救教學或加深

加廣 

七-1、2、3 

透過 google classroom放置自主學習素材、評量作業等，

並讚美多數同學課堂完畢後立即做作業(離截止日還有段

時間)不延遲且答對率高。 

七-4 
(1)課後作業，提供學生作業思考點及範例(如：永續發展

-建設與破壞、珍惜與浪費)。 

(2)有學生不懂老師的作業內容，課後留在會議室，教師再

解釋一次給他聽。 

八、班級經營建立關係 具體客觀描述 

■1.適時線上關懷學生學

習與生活 

■2.學生出缺席（上

線）、無故離線的及

時處理 

■3.維持良好的上課秩序

（如學生開鏡頭、關

麥克風、發言先舉

手、網路禮儀、勿截

圖錄音等） 

■4.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

表現 

■5.妥善處理學生不當行

為或偶發狀況 

■6.教師口語正向班級氣

氛佳 

■7.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八-1 

溫馨提醒若螢幕太小或不清楚，儘量看課本，保護好眼睛；

下課時閉眼休息，起來動一動及喝水等。     

八-2、八-3 
(1)上課 3分鐘後，教師進行線上點名(打開鏡頭或按舉手

符號)，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 

(2)教師利用簡報揭示課堂公約具體明確(如：發言之前先

報名字再說話、網路不穩暫時離開可體諒但遲遲未歸

劃記曠課，有特殊情況可說明)，以維持良好上課秩序。 

八-4、八-5 

適時回應學生的提問，並給予該生鼓勵：問題問得很好；

B 生多次出現不適宜的學習行為(如:拿課本遮住鏡頭、搖

晃身體等)。老師多次提醒和糾正；但不耽誤其他同學學習

時間，說明下課後會再跟 B生詳談並詢問該班導師。 

八-6、八-7 

對於課本某處某張圖片，學生提問：「那麼多都要背嗎？段

考會考嗎？｣教師無立即回應，而是要讓學生換位思考：

「如果你是老師？你覺得呢?｣接著，從習作題型或評量試

卷中引導學生觀察，此類型題目出現的頻率，也提供記憶

口訣等自主學習方式。 

 備註：此線上觀察表係由「教育部校長暨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平臺」團隊所發展編製。 

※溫馨小建議 
此份紀錄表適合用於下列情況： 
1.本觀察表主要是提供教師線上觀課之參考，教學者與觀察者可自行增刪觀察指標。 
2.教學觀察焦點可由教學者主導，或由教學者與觀察者共同討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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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高雄市○○國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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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可從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

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等方向描述）。 

二、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可從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

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等方向描述）。 

三、分享自己在本次公開授課的收穫或心得。 

 

授課人員 

自我省思 

根據上述所提供的回饋建議，提出與其相呼應的改進措施、行動策略或專

業成長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