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0-1 學校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臺南市立永康區西勢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111年 6月 14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頒「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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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頒「國

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貳、 目的 

一、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範，建構學校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之實踐

模式。 

二、 落實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學模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機會。 

三、 形塑校園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四、 激勵教學典範學習，落實專業對話，深化教師專業內涵，增進專業回饋知能。 

參、 公開授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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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授課實施方式 

一、 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

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建議各

校以 3人以上為一組進行規劃。） 

二、 授課人員應在服務學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 1次，並以校內教師觀課（以下簡稱

觀課教師）為原則。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 1節為原則，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

數。 

三、 公開授課得結合以下各項教學活動辦理： 

(一) 學校定期教學觀摩。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三) 課程與教學創新（英語融入、分組合作學習、學思達、學習共同體、資訊融入教學、

MAPS教學法…等)。 

(四) 國教輔導團分區輔導、到校輔導。 

(五) 議題融入領域教學或教育實驗與計畫等方案。 

(六)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認證相關事項。 

(七) 其它有關提升教師專業成長相關之教學活動。 

四、 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應共同規劃；其規劃事項，得包括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

察及專業回饋；觀課教師，以全程參與為原則。 

五、 共同備課： 

應於公開授課前，與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合併辦理；並得於專業學習社

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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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觀察前會談(說課)：為提升觀課與議課品質，建議可於授課前再次提醒觀課重點

(10-30分鐘即可)，如： 

1. 學習活動設計(情境與流程)：是否回應教學目標、學習目標 

2. 學生學習：需要特別觀察的學生、學生表現紀錄 

七、 授課及觀課： 

授課人員得提出教學活動設計或教學媒體，供觀課教師參考；學校應提供觀課教師

紀錄表件，以利專業回饋之進行。 

八、 專業回饋： 

應由授課人員及建議至少 2名以上之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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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撰寫記錄表件，留校備查。 

九、 公開授課擬定方式，經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討論通過後，由相關處室彙

整，學校據以擬訂各校公開授課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後，由校長核

定，於每年 3月 31日及 9月 30日前公告於學校網頁。 

十、 學校得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增進家長關心教師

教學、學校課程及教學實踐，建立親師生共學之學校文化。 

十一、 完成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

業回饋紀錄，由服務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 

伍、 公開授課實施流程（相關表件可參考附件 5-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附件 6-共同

備觀議課記錄） 

一、 共同備課：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與領域教學研究會或專業學習社群進行課程前

的討論與分享，落實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學法，需有備課紀錄或影像紀錄。  

二、 觀察前會談（說課）：說明課程設計原則、理念、教學流程、學生學習目標及觀察焦

點等，提供觀課教師掌握觀課重點。  

三、 公開授課：請授課教師提供簡要版課程與教學設計書面資料或教學媒體，供觀課教

師參考。學校得提供觀課教師紀錄表件，以利專業回饋之進行。 

四、 教學觀察：紀錄授課人員具體客觀之教學事實，不呈現個人主觀價值判斷，並得於

觀課前分配觀課教師觀察不同學生之學習。 

五、 觀察後回饋會談（議課）：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

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行專業回饋及研討。 

六、 相關表件於觀課後一週內交至教務處。 

陸、 預期效益 

一、 協助學校行政端掌握公開授課實施要領，順利銜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內

容。 

二、 支持教師熟稔公開授課之辦理方式，透過專業對話，營造校內正向教學氛圍。 

柒、 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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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共備 1 

臺南市西勢國小公開授課共同備課記錄表 

 

【共同備課記錄】         共同備課時間：     年     月     日        
 自己備課想法 共同備課調整 

教材 

 

例如： 

核心知識 

屬性細節 

  

教法 

 
例如： 

教學步驟 

教學資源 

  

評量 

 
例如： 

問答題目 

評量試題 

學習任務 

  

其他 

 
例如： 

教學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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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西勢國小公開授課共同備課記錄表 

共同備課紀錄表 

 

教材主題 適用年級、版本 

  

日期 

1.    年    月    日 (   :   ～   :   ) 

2.    年    月    日 (   :   ～   :   ) 

3.    年    月    日 (   :   ～   :   ) 

地點 

1.                    

2.                    

3.                    

參加 

人員 

簽名 

 

一、教材分析/教學目標： 

 

 

二、學生先備知識： 

 

 

三、本單元授課經驗分享： 

 

 

 

四、概述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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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西勢國小教學設計單___年級________科 

領域/科目 
 單元名稱  

教學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第   節 實施年級  

教學時間 本單元教學共需   節    分鐘 設 計 者  

教學節次 第     節 地   點  

學習目標  

學生經驗  

設 計 依 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核 

心 

素 

養 

總綱 

以 1~3個為原則 

 

學習 

內容 

 領綱 

以 1~3個為原則 

 

融入議題 

說明 

學習 

主題 

 

實質 

內涵 

 

與其他領域/ 

科目連結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 

/資源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時間 評量方式 

一、準備活動 

二、發展活動 

三、統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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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記錄表-1 

 

Date:    /  /    (西元)     Class:                Topic 主題:                

   

Observed(教學者):                            Observer(觀課記錄者):                

 

How did the teacher promote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this CLIL 

lesson? 

在這個 CLIL 課程中，老師是如何促進英語語言學習？ 

 
1. Teacher provides English INPUT 老師提供學習理解英語 

English text(text can be written [PP presentations, worksheets, flashcards, etc.] or non-written [videos, audios, etc.]) in this 

lesson:  

本課程中的英文（文字可以寫成 PPT，工作表，圖字卡等或非書面的視頻，音訊等）： 

 □big-screen display at front 大螢幕顯示 

  ○Using pictures to support the text.  用圖輔佐理解英文 

□The text was made comprehensible by …透過…..讓學生理解文本/課文內容 

○Visualizing the text using diagrams 以視覺輔助來解釋 

    □Translation of ‘difficult’ words. 演釋困難的單字 

 ○Using gesture or ‘acting out’ to support the text. 透過手勢或是表演詮釋 

□Pre-teaching key words (clothes, fan, straw)預先教些關鍵用詞 

    ○Repetition of key words 重複關鍵詞 

    ○Using real things to support the text. 實物教學 

□Using pictures to support the text.  用繪本或是圖等來說明 

□English teacher-talk was made comprehensible by …老師透過教學讓學生理解其話語/  

   口語 

○Body language 肢體語言 

○Giving descriptions of ‘difficult’ words.對於困難字的描述說明 

○Giving translations of ‘difficult’ words. 提供困難字詞的中文翻譯 

□Simple sentence structures 簡單語句或簡化句型 

 

2. Teacher facilitates English OUTPUT from students 老師為學生提供說英語 

□ The teacher engaged students in listen and repeat activities 

讓學生更投入，更願意聆聽並重複活動 

□ The teacher asked individual students questions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lesson 

eliciting 

老師提出問題讓學生回答 

 

□ he teacher encouraged other students to react to others’ English-language 

responses 

老師鼓勵學生對於同學的英語發言做出回應 

□ The teacher facilitated student talk in English or about the English in small groups 

or 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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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透過小組或夥伴方式促使學生使用英語對話 

 

3. eacher facilitates MEANING-focused processing 對於字義的教學 

□ The teacher set English-language tasks that helped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lesson. 

老師設計英語語言活動任務，讓學生更容易理解該課內容。 

□ The teacher set English-language tasks that helped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meaning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老師設計英語活動任務，讓學生更容易理解英語單字和片語。 

 

4. Teacher facilitates FORM-focused processing 對於英語結構的指導 

□ The teacher effectively corrected incorrect language production from the students 

有效糾正不正確的英語部分 

5. Percentage of the lesson delivered in English (text and teacher-talk) 

用英語授課的百分比（文字和對話） 

 

< 5% 5-20% 20-35%  35-5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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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西勢國小  觀課記錄-課堂記錄 
教學者：          觀課班級：        教學日期： 

教學科目:□      領域課程 

         □校訂課程(      統整/專題/主題課程) 

時間 教師教學行為 學生學習行為 觀課心得小記 

    

備註 
 

觀課及回饋者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