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1 7/28(一) 

12:00~15:00 

100年教學輔導特

優教師經驗分享 

報告、討

論 

陳智弘 馬可緹 

【103-1善意之眼──教學輔導教師成長團體社群第一次聚會】 

主  題：100年教學輔導特優教師經驗分享 

主持人：張嘉惠  

分享人：陳智弘 

記  錄：張嘉惠 

時  間：2014.7.28（一） 中午 12：00~15:00  

地  點：馬可提餐館  

出  席：陳智弘、黃琪、黃月銀、廖翠華、蔡瑋玲、張嘉惠 

分享內容： 
一、 與夥伴老師建立良好關係 

二、 年度報告內容含：會談記錄、觀察工具、反思、軼事記錄、教學示範、

輔導計畫、輔導報告。 

三、 建議觀察工具可每次不同 

四、 建議排定一共同時間方便交流分享經驗 

 

 
 

 



場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2 8/25、8/26 

12:10~14:10 

各小組相見歡 交流討論 張嘉惠、

邱薳令 

各組自訂 

【103-1善意之眼──教學輔導教師成長團體社群第二次聚會】 

主  題：翻轉教室      主持人：各小組 

分享人：各小組        記  錄：邱薳令 

時  間：2014.8.25~26中午 12：10~14:10  

地  點：各組自訂 

出  席：黃琪、黃月銀、廖翠華、徐熒蓮、蔡瑋玲、張嘉惠、陳瑞麟、

陳嬿卉、陳依婷、邱薳苓、賴昀仙、謝孟芳 

分享內容：相見歡、背景瞭解、凝聚共識。  

 

 
 

  

 

 

 

 



場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3 
8/29(五) 

13:30~15:30 

翻轉教室：台大葉丙

成教授 
研習 全體教師 

莊敬大樓會

議室 

【103-1善意之眼──教學輔導教師成長團體社群第三次聚會】 

主  題：翻轉教室 

主持人：張嘉惠  

分享人：台大葉丙成教授 

記  錄：張嘉惠 

時  間：2014.8.29（五） 中午 13：30~15:30  

地  點：莊敬大樓會議室 

出  席：黃琪、黃月銀、廖翠華、徐熒蓮、蔡瑋玲、張嘉惠、陳瑞麟、

陳嬿卉、陳依婷、邱薳苓、賴昀仙、謝孟芳 

分享內容：翻轉教室之理念與實行方式 

 

  

  

  



場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

註 

4 9/11(四) 

12:20~14:10 

學期輔導

計畫訂定 

交流討論 蔡瑋玲、謝孟

芳 

逸仙樓會

議室 

【103-1善意之眼──教學輔導教師成長團體社群第四次聚會】 

主  題：學期輔導計畫訂定 

主持人：蔡瑋玲 

分享人：全體老師 

記  錄：謝孟芳 

時  間：2014.9.11（四） 中午 12：20~14:10  

地  點：逸仙樓會議室 

出  席：黃琪、黃月銀、廖翠華、徐熒蓮、蔡瑋玲、張嘉惠、陳瑞麟、

陳嬿卉、陳依婷、邱薳苓、賴昀仙、謝孟芳 

分享內容：確認夥伴名單、學期輔導計畫訂定 

 

教學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黃琪 高三 陳瑞麟 高一 

廖翠華 高二 陳嬿卉 高一 

徐熒蓮 高二 陳依婷 高一 

張嘉惠 高二 邱薳苓 高一 

黃月銀 高一 賴昀仙 高三 

蔡瑋玲 高一 謝孟芳 高二 

  

 

 

 



場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5 9/11(四)~~ 

12/31(三) 

各小組教學觀察、晤

談 

交流討論 全體教師 各組自訂 

【103-1善意之眼──教學輔導教師成長團體社群第五次聚會】 

主  題：各小組教學觀察、晤談 

主持人：各組自訂 

分享人：各組成員 

記  錄：各組成員 

時  間：2014. 9/11(四)~~12/31(三) 中午 13：30~15:30 

地  點：各組自訂 

出  席：黃琪、黃月銀、廖翠華、徐熒蓮、蔡瑋玲、張嘉惠、陳瑞麟、

陳嬿卉、陳依婷、邱薳苓、賴昀仙、謝孟芳 

分享內容： 

各組觀察前會談、課堂觀察、觀察後會談 、班經經營會談等記錄。 
 

 

 

 

 

 

 



※小組分享※ 

【103.9.16 輔導方向溝通】 

教學輔導教師：徐熒蓮 

夥伴教師：陳依婷 

時間：103.9.16(二) 

地點：圖書館 

 

 



場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6 10/28(二) 

12:20~14:10 

十月份觀察經

驗交流 

交流討論 廖翠華、

陳嬿卉 

國文專科

教室 

【103-1善意之眼──教學輔導教師成長團體社群第六次聚會】 

主  題：各小組教學觀察、晤談 

主持人：各組自訂 

分享人：各組成員 

記  錄：各組成員 

時  間：2014. 9/11(四)~~12/31(三) 中午 13：30~15:30 

地  點：各組自訂 

出  席：黃琪、黃月銀、廖翠華、徐熒蓮、蔡瑋玲、張嘉惠、陳瑞麟、

陳嬿卉、陳依婷、邱薳苓、賴昀仙、謝孟芳 

分享內容： 

一、黃琪老師分享陳智弘老師的觀察認證內容 

1. 所需資料：輔導計畫、觀察前會談記錄、教學觀察記錄、回饋會談記錄、輔

導報告。 

2. 輔導方式：原則上應有四次輔導紀錄，可以包含 

（1）教學觀察：入班教學觀察 2─4 次；各寫三份紀錄表(觀察前會談記錄、教

學觀察記錄、回饋會談記錄)。 

（2）班級經營：四次中至多納入 2 次班級經營，各需繳交二份紀錄(觀察前後的

會談紀錄)。 

 

二、觀察方式討論 

1. 建議有一次使用「軼事紀錄法」。 

2. 語言流動：與學生互動的問答狀況 

3. 在工作中：學生上課專注度觀察 

4. 翠華老師：必須根據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條件分析去擬定輔導計畫，記錄觀

察前、中、後的狀況。 

5. 黃琪老師：「佛蘭德互動分析」是分析老師提問的形式。是否有層次地提問？

問題屬於封閉性、開放性、還是創造性？語言使用上採鼓勵式或批評式？ 

 

三、輔導進度分享 

1. 月銀老師：目前已完成兩次入班觀察，使用「佛蘭德互動分析」及板書觀察。 

2. 熒蓮老師：已與依婷老師討論班級經營狀況的省思與問答。 

3. 翠華老師：學校日前與嬿卉老師討論學校日安排、班級狀況，資料分享。 



4. 嘉惠老師：開學初已入班觀察一次（〈論語選〉），先做「語言流動」觀察，

輔以「軼事紀錄」。 

 

四、總結：建議最後要加總評，可包括輔導內容、受輔導教師的成長與改變。 

 

 

 

 

103.10.28 善意之眼第六次會議──愉悅交流中 

103.10.28 善意之眼第六次會議──教學輔導教師成長團體 PLC 

 

 



場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7 11/6(四) 

10:20~12:10 

領先計畫訪視 交流討論 徐熒蓮、

陳依婷 

第一會議

室 

主  題：領先計畫訪視活動 

主持人：校長、主任 

分享人：中山女高特色課程、社群成員 

記  錄：中山女高特色課程、社群成員 

時  間：2014. 11/06(四) 10：20~12:10 

地  點：第一會議室  

出  席：中山女高特色課程、社群成員 

分享內容：各社群以及特色課程目前實施情形 

 

 

 

 
 



場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8 12/30(四) 

12:20~14:10 

十二月份觀察

經驗交流 

交流討論 黃月銀、

賴昀仙 

國文專科

教室 

 

主  題：十二月份觀察經驗交流 

分享人：黃月銀老師 

記  錄：賴昀仙老師 

時  間：103年 12月 30日 13：20～14：20 

地  點：國文科專科教室 

出  席：邱薳令老師、徐熒蓮老師、張嘉惠老師、陳依婷老師、陳嬿

卉老師、陳瑞麟老師、黃 琪老師、黃月銀老師、廖翠華老師、蔡孟

芳老師、蔡瑋玲老師、賴昀仙老師。（依姓名筆畫排列） 

一、 黃月銀老師分享內容： 

（一）9月、10 月觀課工作分享：採弗蘭德互動分析工具，觀察教師移動、

板書使用過程（正氣歌、勸和論）。 

（二）成功高中「以學習者為中心」創意教學研討會經驗：創意為主題、

學習者中心的教學經驗分享。 

（三）個人教學歷程分享： 

   1. 行政 vs.專任／在中山多年 vs.新到任者 身分的互動影響 

   2. 跨界與跨科的教學經驗分享 

二、張嘉惠老師分享內容： 

（一）工作分享： 

   1. 二次觀察： 

     論孟→語言流動／教師移動／軼事記錄 

     長干行→弗蘭德互動分析 

   2. 二次會談： 

     家長會→家長溝通及學生個案討論 

     自他評→學生互動分析 

（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觀展分享、討論 

三、蔡瑋玲老師分享內容： 

（一）工作分享：期初二次班級會談（學校日、認識學生）、期中密集觀

課（諫太宗十思疏：在工作中） 

（二）反思：觀課過程中，攝影機角度移動的更妥善安排。 



（三）意見提供： 

   1. 黃 琪老師：觀察者直接觀課記錄是最妥善的，但有時易干擾 

           學生學習狀態。 

   2. 廖翠華老師：觀察者直接在現場記錄最妥善。 

   3. 徐熒蓮老師：即便像學思達教學方法理想上可使學生專注在工 

           作中，但難免都會有同學不專注。 

四、徐熒蓮老師分享內容： 

（一）工作分享：採用在工作中／語言流動的觀課工具 

（二）國文課結合圖書館相關活動之建議與分享：書展、講座、鼓勵借書 

五、下學期計畫討論： 

（一）新進教師以碧雲老師的社群為主 

（二）本社群除社群作業討論外，支援新進教師教學精進與教師甄選 

六、照片： 





 

 

 



場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9 1/15(四) 

12:20~14:10 

學期總檢討暨經費

使用結算 

交流討論 黃琪、陳

瑞麟 

簡報室 

主  題：學期總檢討暨經費使用結算 

主持人：黃琪 

分享人：全體  

記  錄：張嘉惠  

時  間：2014. 1/15(四)12:20~14:10 

地  點：簡報室 

出  席：黃琪、黃月銀、廖翠華、徐熒蓮、蔡瑋玲、張嘉惠、陳瑞麟、

陳嬿卉、陳依婷、邱薳苓、賴昀仙、謝孟芳 

分享內容： 

一、社群經費規畫： 

餐費：2800 

裝訂費：1800 

鐘點費：1200 

文具費：1500 

書籍費：6000 

二、分項說明： 

(一)餐費部分：已使用完畢 

(二)裝訂費：併入文具項目 

(三)鐘點費：陳智弘老師講座及夥伴分享講座 

(四)文具費： 
【善意之眼社群】文具費 1500： 

IMATION DVD-R 布

丁筒 50片 16x 4.7GB 

產品編號: 43335002  原廠編號: 

0204I-4-50 規格: 16x 4.7GB 

  328＊2=656 

雙鶖 PA-5124/CD-2124 

(24 片)粉彩拉鍊包 

產品編號: 47055124 原廠編號: 

5124/CD-2124 規格:  185 x 160 x 40 

mm 12 個/箱 

63*12=756 

合計 1412 

【善意之眼社群】1800 裝訂改文具 

HFPWP DF20 資料簿

20 頁 

產品編號: 10001222 原廠編號: 

DF20 

70＊24=1680 

LD-701 雙面五彩索引

標籤 

產品編號: 06000701 原廠編號: 

LD-701 26×34mm/30P 20 包/盒 

12*12=144 

合計 1824 



(五)書籍費：已購圖書如下表 

   

1.孟芳 1.不隨時光消逝的美—漢魏古詩選方瑜  225 元 

2.仿佛若有光：遇見古典詩與詩生活凌性傑  205 元 

3.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卡爾維諾 142 元 

572 元 

2.依婷 《我在 25 個城市遇見的 25 個人》商周 / 馬克．塞雷納 /277 元 

《感覺有點奢侈的事》九歌 / 黃麗群 / 221 元 

498 元 

3.月銀 

 

229 元，天下 561 期+生命教育 DVD 特刊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magazine/mag_retail.php?item=

R030056522 

277-350 元，青春：獻給他們的情書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56951 

506 元 

4.嬿卉 天地一沙鷗（全新結局完整版） 237 

旅行在希望與苦難之間 253 

490 

5.薳令 1.《文‧堺雅人》（堺雅人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53361 

2.《鴨川荷爾摩》（萬成目學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23316?loc=001_0_001 

237+198=435 

435 

6.小蓮 「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博客來 284 

大學甄選入學高手作者：陳美儒出版社：商周出版 198 元 

482 

7.瑞麟 經典躺著讀：從詩經到圍城作者：向陽出版社：遠足文化 

博客來優惠價：9 折 324 元 

大學甄選入學高手作者：陳美儒出版社：商周出版 

博客來優惠價：9 折 198 元 

522 元 

8.嘉惠 沒有女人的男人 作者：海明威原文作者：Ernest Miller Hemingway 

譯者：丁世佳出版社：新經典文化定價：300 元優惠價：79 折 237 

導演的人生筆記：光影背後的感動與追尋作者：蕭菊貞出版社：大

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4/06/25 優惠價：79 折 237 元 

474 

9.翠華 天地一沙鷗（全新結局完整版） 237 

沒有女人的男人作者：海明威原文出版社：新經典文化定價：300

元 237 元 

474 

10.黃

琪 

宛如走路的速度：我的日常、創作與世界歩くような速さで作者：

是枝裕和譯者：李文祺  出版社：無限出版  定價：350 元  優

惠價：79 折 277 元 

修復光影記憶的旅者：油畫修復師蔡舜任義大利旅居隨筆  作

者：蔡舜任  出版社：健行  出版日期：2013/12/01  定價：

360 元優惠價：9 折 324 元 

601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A6%AC%E5%85%8B%EF%BC%8E%E5%A1%9E%E9%9B%B7%E7%B4%8D&f=author


11.瑋

玲 

翻滾吧！阿信  定價：320 元網站特惠價：253 元 

拔一條河：甲仙的人情與美味余宜芳、楊力州， 79 折，237 元 

490 

12.昀

仙 

《窗，時間與街景的合奏》臉譜出版 79 折 394 元 394 

合計  593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