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觀察前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吳家綺 

任教

年級 
二 

任教領

域∕科目 
數學 

觀課人員 陳慧芬 

備課社群（選填） 無 教學單元 第 10 單元 

觀察前會談日期 110 年 11 月 25 日 地點 二甲教室 

一、 課程脈絡: 

1. 學習目標： 

    透過感官，感覺物品的重量。 

    透過天平直接比較重量。 

    經驗重量的保留概念。 

2. 核心素養: 

數-E-B1 

數-E-C2 

3. 學習表現:  

    n-I-8 認識容量、重量、面積 

4. 學習內容:  

N-2-12 以操作活動為主。教學包含初步認識、直 

      接比較、間接比較（含個別單位）。 

（二）學生經驗： 

1. 學生先備知識:生活中透過感官經驗比較物 

             體的輕重 

2. 起點行為:  

3. 學生特性:班上有 13 位學生，7 男 8 女，採固定

座位個別，有兩位疑似特殊尚未鑑定完成。有部

分學生上課容易發呆，部分學生參與討論態度積

極，容易造成秩序混亂。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教學活動一: 生活中的重量 

  1.團體討論什麼時候需要測量重量。 

    師：生活中，有什麼時候需要測量重量？ 

    生：買肉、買菜 

二、 觀察焦點（由授課教師決

定，不同觀課人員可安排不

同觀察焦點或觀察任務）及

觀察工具（請依觀察焦點選

擇適切的觀察工具，可參考

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

的選擇」）： 

觀察焦點:希望透過在工作中紀錄

表，了解 

1. 學生操作工具參與投入程度 

2. 學生上課表達投入程度 

作為後續實驗課程調整之依據。 

觀察工具: 

在工作中觀察紀錄表 



    師：菜市場裡量肉的工具是什麼呢？ 

    生：我看過…是磅秤 

    師：還有什麼時候？ 

    生：量體重幾公斤，還有做麵包的時候… 

教學活動二: 重量的直觀比較 

  1.生活布題 

    師：教室裡的電腦和削鉛筆機哪個比較重？ 

    生：電腦 

    師：為什麼你這麼快就知道？ 

    生：用眼睛看呀！一下子就知道了！ 

    師：還有哪兩個東西是可以用眼睛一下子就比較 

        出誰輕誰重的？ 

    開放學生舉例 

  2.定義名詞 

    師：這些方法叫「直觀比較」，想想為什麼叫直觀 

        比較呢？ 

    生：應該是觀察吧？直接觀察就看出來了 

教學活動三:重量的直接比較 

  1.生活布題 

    師：剪刀和雙面膠哪個重？ 

    生：猜…… 

    師：用手掂掂看，再猜猜看 

    生：剪刀比較重…雙面膠好像也有點重 

    師：有什麼方法，可以確定我們掂的答案正不正     

        確呢？ 

    生：用天平 

  2.定義名詞 

    師：這些方法叫「直接比較」，想想為什麼叫直接  

        比較呢？ 

    生：就直接拿在手上啊！ 

    師：非常好！ 

    師：為什麼放在天平上比也叫做「直接比較」   

        呢？ 

    生：因為直接就可以看出來啦！ 

    師：直觀比較和直接比較的差別在哪裡呢？ 

    生：一個有用東西來量，一個沒有用東西來量 

4. 直觀後透過感官比較兩物的重量 

    【做做看】配合課堂檢核單：老師以檢核單的圖 

     口述布題，讓學生進行觀察，學生把結果紀錄在 



     檢核單上。可讓學生用手實際掂量兩物的重量。 

  4.結論：教師說明物品的重量與大小無關。在比較  

          物體重量時，不能只用眼睛觀察，因為東 

          西看起來比較大，不一定就會比較重。 

教學活動四:利用天平直接比較兩物的重量 

  師：你們看過或用過什麼測重的工具嗎？  

  生：有，天平、電子秤…等等 

  老師用照片展示常見的工具並說明，最後引導學生 

  說出使用「天平」來比較。 

  教師請學生觀察和說明，要怎麼使用天平比較誰重 

  誰輕？ 

  老師可透過實做，讓全班學生觀察結果並發表。 

  換邊再比比看，你發現了什麼？ 

  學生操作後，發現較重的一邊會下垂，換邊再量， 

  仍然是較重的一方下垂。 

  讓學生觀察天平。 

教學活動五：重量的個別單位比較 

  1.生活布題 

    師：有兩樣物品，請用直觀比較和掂拈看的方 

        法，來測測看。 

    師：（將學生測量結果記錄在黑板）接著我們用天 

        平來量一量吧！ 

生：好像差不多耶…沒差很多… 

師：那改用「糖果」來比比看吧！ 

師：紅色物品和 5顆糖果一樣重，橘色物品和 

    10顆沙士糖一樣重。 

  2.定義名詞 

師：我們剛才怎麼比較的呢？ 

生：算出他們各自有幾顆沙士糖那麼重。 

師：猜猜看這種比較方法叫什麼？ 

生：各自比較、分開比較、個別比較 

師：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叫「個別單位比較」 

（四） 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 學生透過教師提問思考生活經驗，並能舉例說明 

2. 學生透過實作發現物品重量比較，並能進行個別

單位重量的比較。 

（五）教學評量方式： 

     1.能說出並寫出正確答案：在課堂中的進行能在   

      檢核單中正確填寫出正確答案。 

 

 

 



 

 

 

 
     2.學生能正確操作天平，比較 2 項及 3 項物品， 
      並能口頭說明。 
     3.透過小組討論、操作，合作完成指定任務。 
 

 



三、 觀課相關配合事宜： 

（一）觀課人員觀課位置及角色（經授課教師同意）： 

1. 觀課人員位在教室□前、□中、■後（請打勾）。 

2. 觀課人員是 ■完全觀課人員、□有部分的參與，參與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拍照或錄影：□皆無、□皆有、■只錄影、□只拍照（請打勾）。 

備註：拍照或錄影，如涉及揭露學生身分，請先徵求學生及其家長同意，

同意書請參考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 

（二）預定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日期與地點： 

1. 日期：110 年 11 月 29 日 9 時 30 分 

2. 地點：二甲教室 

（三）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 

（建議於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 日期：__110__年_12__月_01_日________時______分 

2. 地點：______二甲教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具 1、105 年版教師專業發展規準觀察紀錄表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吳家綺 

任教

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觀課人員 陳慧芬 

教學單元 第十單元重量 教學節次 
共 5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日期 
110 年 12 月 29 日 地點 二年甲班教室 

備註：本紀錄表由觀課人員依據客觀具體事實填寫。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

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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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利用日常生活經驗做連結理解 

      如何透過感官比較物的輕重? 

A-2-2教師利用間接及直接比較逐步引導 

     學生理解重量的意義。 

     師:生活中什麼時候要測量重量?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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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地方?生:量體重、做實驗。師:做買 

     賣時，買菜每籃都有固定的重 量。生: 

     重量都一樣嗎? 

A-2-3 教師透過目測的方式及生活經驗，請 

      學生發表何時、何地會用到重量。師；  

      重量何時會用到?有沒有和父母一起 

      做料理，要不要秤重?師:用什麼工 

      具?生:我看過是磅秤。師:所以買東 

      西時，需要用到磅秤。師:哪裡可以 

      看見秤重的工具?生:包子店、健康中 

      心、市場、秤黃金、遊樂器材。 

A-2-4 教師透過買東西時的生活經驗分享； 

      給予學生回饋並做總結。教師說明物 

      品大小與重量無關。在比較物體重量 

      時，不能只用眼睛觀察，因為東西看  

      起來比較大，不一定就會比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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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2教師透過提問引導做重量的 

     直觀比較「教室裡的電腦和削鉛筆機 

     哪個比較重?」生:電腦。師:削鉛筆機 

     和字典誰比較重?生:字典比較重。師: 

     妳們有用手碰嗎?生:沒有。師:所以你 

     們是用眼睛看。師:假設沒有秤重的工 

     具，如何比較重量?生:用手感覺。生: 

     自己做一個像蹺蹺板的東西。師:夠準 

     確嗎?生:用天平。引導學生思考、討 

     論。 

A-3-3 教師隨時走動巡視，口語提問及操作 

      觀察學童操作天平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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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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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運用實際操作檢視學童的學習 

     及適時的提問檢視學童的學習成效。 

A-4-2 學童透過天平的操作，請學生觀察說 

     明，要如何使用天平。師:秤重時桌面 

     要是平的。操作完一次後，第二次要 

     再將天平調整平衡再放上物品。 

     師:哪一邊比較重?你發現了什麼?」 

     生:一邊會下垂。師:為什麼?再換邊量 

     量看。生:應該是他比較重。教師提供 

     學童適切的回饋及指導。 

A-4-3 教師給予學生檢核單進行練習及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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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在進行重量的直接比較教學時 

      (天平操作)，對於回答正確的學童給 

     予口頭獎勵及給點獎勵，不成功的給 

     予正向鼓勵。師:「〇禎，你答對了! 

     非常好!第三組，如果不成功，可以用 

     糖果試試看!很棒做對了，糖果直接送 

     你們。」以正向鼓勵適時規範學童的 

     行為。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2 教師在進行操作活動時，能清楚的 

      規範學童的課堂秩序及常規。生:  

     「可以開始放東西了嗎?」師:「可以。 

      使用完畢，請將用具確實歸位排放，  

      也請依老師規定的順序排放。」適切 

      引導學生正確的行為及回應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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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運用天平讓學童利用天平直接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比較兩物的重量，透過實作，讓全班 

     學生觀察結果並發表，讓學童樂於學 

     習，並能從實作中去觀察體會，引導 

     學生思考，給予適時且正向的回饋。 

     促進師生之間的互動及良好的關係， 

     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B-2-2 教師引導學生透過操作活動與理解， 

     並藉由生活經驗中相關訊息思考與理 

     解何謂重量。適時在活動的過程中， 

     引導學生思考。經由不斷的調整，解 

     說、正向鼓勵，讓學生在溫暖的學習 

     氣氛中學習。 

 

  



表 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陳慧芬 

任教

年級 
六年級 

任教領

域/科目 
數學、國語 

授課教師 吳家綺 
任教

年級 
二年級 

任教領

域/科目 
數學、國語 

教學單元 
平行四邊形、三角

形和梯形面積 
教學節次 

共 5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 110 年 12 月 01 日 地點 集集國小六年甲班 

請依據教學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一、 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1. 教師針對學生的學習設計與生活經驗相連結的學習活動，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利用操作過程，引導學生思考，歸納總結。 

2. 教師隨時注意學生操作活動的正確性，及時修正學生的錯誤，運用正向鼓勵讓學

生能在溫暖的學習環境中學習，促進師生之間的互動及良好的關係，增加學生的

學習興趣。 

3. 教師隨時走動巡視學生學習狀況，透過提引導及提問的方式，隨時檢視學生的學

習成效，並及時修正教學方式。 

4. 操作時利用孩子有興趣的物品操作，並當成獎勵品，很棒的做法。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

同儕互動之情形）： 

1. 皆是固定的學童回答問題，實屬可惜。 

2. 用具發下時部分孩子會將注意力放在用具上，指令可以在更加清楚。 

3. 孩子會因為對吃的有興趣，稍微失去控制，建議可以於下課後再給予。 

三、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 教師在引起動機的部分，尋找學生較有興趣及與實際生活經驗較相關的活動， 

看得出教師的用心。 

2. 教師適時的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對於未能正確回答問題的學生，能耐心的引

導。 

3. 操作時利用孩子有興趣的物品操作，並當成獎勵品，很棒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