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公開授課計畫
105/10/25 初稿
106/06/29 修正
110.03.03 課發會審議通過，110.03.05 校長核定

壹、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臺北市 105 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三)臺北市精進教學推動觀課與教室走察計畫
(四)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5 日北市教國字第 1083066171 號函
貳、計畫緣起
「學生學習」是學校經營的核心，透過日常教學與學習過程的檢視，是反思學生學習效能最佳
的依據。當前學校教學的實施，多半由個別的教師獨立進行，進行過程中教學的呈現、師生的互
動、學生對學習的投入、教學環境的布置等，授課教師置身其中，只能以自己的觀點檢驗教學過
程，若能加入夥伴同儕間的觀察，在觀察後討論交流，對於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必
能有極大助益。
因此從轉化傳統教學思惟開始，分享觀念與彼此溝通建立共識，以開放、分享、合作的態度檢
視課堂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情況，盼望藉由觀課，形塑學校教師共同專業成長的文化，並奠定學校
發展「學習共同體」的基礎，亦朝學習型組織邁進。使每個學生都擁有最佳的學習環境與機會，皆
能不斷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學習成功經驗。
參、計畫目標
一、分享公開授課理念，營造專業成長文化。
二、省思教師教學歷程，改善課程實施品質。
三、了解學生學習情況，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肆、實施策略
一、理念傳遞分享，建立教師行政信賴關係。
二、定期回饋分享，引導自我省思交流對話。
三、進行成效探討，累積經驗參與行動研究。
伍、執行項目與內容
一、透過各項會議溝通分享理念
藉由教師晨會、課發會、學年會議、擴大行政會報進行公開授課的理念分享，教務處將實施的
動機、依據與作法清楚具體向全體教師說明，針對教師的反應、疑慮予以澄清溝通，以期全體教
師凝聚實施之共識。
二、確認觀課方式規準
由行政提出規劃，交由各學年討論其合理性與可行性後，修正確認觀課焦點，以達到發展觀課工
具之目的。
三、鼓勵教師參與公開授課相關知能分享與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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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以共讀相關書籍、社群(學年、領域)夥伴經驗分享、參與校內外相關研習的方式，了解與充
實觀課之專業知能。
四、安排公開授課對象及時間
(一)校長及適用 108 新課綱學年之任課教師(含資優班及分散式資源班)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 1 次。
(二)每學期開學後第四週結束前，該學期公開授課教師需在臺北市教師精進網完成開課。
(三)每學期開學後第五週起進行公開觀課。
(四)授課之內容由任教教師決定，邀請全校教師共同參與觀課，每師一學期參與觀課至少 1 次。
(五)依附件「入班觀課參考指標」、「觀課記錄表」、「教學省思紀錄表」等工具，進行課堂觀察。
(六)每年 1 月及 6 月整理相關資料，彙整成果及討論，並依討論決議進行滾動式修正計畫。
五、透過多元管道進行回饋反思
包括舉辦回饋座談、進行反思記錄、各項會議討論對話、學年、領域或個別互動分享等，激發教
師對於自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關注與改善。
六、累積實施過程之記錄與經驗評估成效
整學期結束應針對實施過程進行省思，了解執行的成效，適時加以檢討修正，同時進一步探討入
班觀課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鼓勵教師整理參與之經驗與心得，進行行動研究。

陸、預期成效
一、量的績效
(一)校長及適用 108 新課綱學年之任課教師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 1 次。
(二)全校每位老師每學年至少選擇 2 場參與觀課。
二、質的績效
(一)轉變教學氛圍─使教師嘗試打破教室藩籬，增進專業省思的機會，從不同觀點檢視教學，突破教
學的習慣與模式。
(二)聚焦學生學習─將關注「教師教學」的焦點，共同轉移至關注「學生學習」，了解學生學習的問
題所在，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型塑學習文化─以教師同儕充分合作、協同帶動教師專業成長，以教師專業成長帶動學生有效學
習，藉由學習領導使整個學校共同成長，奠定「學習共同體」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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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入班觀課參考指標
觀察向度

觀察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1-1-1 學生能用心聽講

1-1 專注於教師的教 1-1-2 學生能適時作筆記
學活動

1-1-3 學生能依教師的指示進行
教學活動

1.學生工作
專注度

1-2-1 教師提問時能回答問題
1-2 良好的師生交流 1-2-2 學生會舉手發言
1-2-3 教師與學生互動融洽
1-3-1 學生能針對教學內容與同
1-3 友善的同儕互動
學習

儕討論
1-3-2 學生彼此相處融洽
1-3-3 學生會互相協助同學
2-1-1 正確清楚呈現教材

2-1 適切呈現教材內 2-1-2 完整呈現教學內容
容

2-1-3 由淺入深、具邏輯性呈現教
材
2-2-1 依學生學習表現適切調整

2.課程決定

2-2 善用教科用書

教學內容
2-2-2 依學生學習表現提供必要

點

的補充教材
2-3-1 符合課程單元既定的教學
目標(分段能力指標)
2-3 研擬適切的教學 2-3-2 符合學生學習發展與個別
計畫

差異
2-3-3 規劃適切的教學活動和進
度
3-1-1 教學進程允當適中
3-1-2 善用問答技巧

3.教學決定
點

3-1 運用有效的教學 3-1-3 依教材性質選擇適切的教
方法

學方法
3-1-4 依學生學習特性選擇適切
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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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3-2-1 教學活動能引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
3-2 掌握學習原則進
行教學

3-2-2 教學活動能結合學生的生
活經驗
3-2-3 提供學生適切的練習
3-2-4 依學生不同的需求實施補
救或充實教學
3-3-1 善用校內圖書館及軟硬體

3-3 善用教學資源輔
助教學

教學設備
3-3-2 善用各種網路及媒體教學
資源
3-3-3 善用家長及社區資源
4-1-1 充分利用教學空間，所有學
生作品均有展示機會

4-1 善用牆面展示學
4.牆面作品

生作品

多樣化

與班級佈
置

4-1-2 展示作品的目標明確、內容
4-2-1 配合教學，佈置有關的圖
片、圖表、標本、模型等

4-2 妥善佈置教學情
境

4-2-2 配合節慶活動，佈置相關圖
片及文字等
5-1-1 激發任教班級榮譽感與凝

5-1 營造良好互動的
班級氣氛

聚力
5-1-2 建立任教班級良好的溝通
方式
5-2-1 布置適當的學習環境

5.班級環境
的健康與

5-2 營造安全且有助
於學習的情境

安全事項

5-2-2 營造適當的學習情境
5-2-3 尊重學生感受與想法
5-2-4 依學生不同學習條件給予
學生期望
5-3-1 明訂合理的任教班級自治

5-3 建立有助於學生

公約，並公平執行

學 習 的 班 級 常 5-3-2 有效輔導學生偏差行為
規

5-3-3 適時養成學生基本禮貌與
生活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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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觀課記錄表
觀察者
觀課科目

授課老師

觀課班級

授課內容

觀課日期

觀課不是針對教師的上課方式評斷優劣，而是關注課堂中每個孩子的學習情形，特別是了解「孩子
在哪裡學習成立？」「孩子在哪裡出現瓶頸？」。
觀課是為了讓自己反思：「我從他人的課堂中學到了什麼」？進而應用在自己的教學上。
觀課者與任教者是夥伴學習關係，由衷感謝提供任教的老師，給予大家學習的機會。

在這堂課，我看到學生的學習情況為何？課桌椅排列？
學生座號：

學生座號：

學生座號：

學生座號：

我從老師的教學中學到：

我想給任教老師的回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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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教學者省思記錄表
任教老師
觀課日期

班級

授課科目內容

觀課不是針對教師的上課方式評斷優劣，而是關注課堂中每個孩子的學習情形，特別是了解「孩子
在哪裡學習成立？」「孩子在哪裡出現瓶頸？」。
觀課是為了讓自己反思：「我從他人的課堂中學到了什麼」？進而對映應用在自己的教學上。
觀課者與任教者是夥伴學習關係，由衷感謝提供任教的老師，給予大家學習的機會。

在這堂課學生的學習情況 這 堂 觀 課 經 驗 我 學 到 什 我從老師的回饋中得到什
如何？
麼?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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