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師資生實地學習紀錄表 

學生姓名：林冠婷 學號：G05717009 科目：藝術與人文-表演藝術  

日期時間： 

第一次訪談-107年04月06日（星期四）08時25分至09時25分(如多段時間請皆敘明) 

觀課107年04月07日（星期五）08時00分至09時00分 

第二次訪談- 2017/04/11  早上11：00 ~ 12：00 

 

 

 

 

實地學習學校：台中市立東勢國中                                  

實地學習項目：■訪談中學教師  □訪談中學學生  ■課室觀察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其他：教育心理學-班級經營方面 

準備活動：■拜會機構相關人員  ■場地探查  ■訪談大綱準備  □教案/教材準備 

□其他： 

訪談時間: 第一次-2017/04/06  早上 8：00 ~ 09：00 

訪問問題： 

 Q1: 老師您準備要教什麼 (學習目標、單元目標、學習的內容) 

 A1: 此堂課是以現代舞的「Contraction」和「Release」為主要訓練重點，在現 

     代舞即為「腹部的收縮與脊椎延伸」之意。 

 Q2: 老師您準備計畫怎麼教 (要如何做課前準備) 

 A2: 準備好相關的歷史文獻，並指導其舞蹈動作。 

Q3: 老師您對這一堂(單元)教學(學生)的期待 

A3: 除了舞蹈動作外還會介紹現代舞歷史及其動作的由來，讓學生暸解舞蹈歷 

    史之起源與發展，並予以不同文化的認同、尊重與關懷。 

Q4.有關這堂舞蹈教學，您感到最困難的部份為何？ 

A4：課堂之外的練習很重要，若學生在課堂外沒有加以練習，很容易跟不上其 

   舞蹈動作。 

Q5.哪些動作或是環節是您覺得特別難教？為什麼？ 

A5:此堂課程多運用到身體深層肌肉，如平常肌力或身體知能弱者，較難達到其 

   動作之精隨。 



  

Q6.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果展現如何平衡？ 

A6:每次成果展現後，取其優點給予鼓勵，但缺失還是希望能在下次呈現時能有 

   改進。學生在上台表演後，對自我的認定以及自信會提升，並會自我督促與 

   期許未來有更好的表現。 

 

Q7.領域教學上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A7:因為城鄉差距的關係，資源較匱乏，學生往往只看其眼前的成果，不知自己 

能力並不足，而滿足於現況。在恩威並濟的領導式教學同時，也需要家長的認同與配合。 

 

Why? 為什麼要學本單元的舞蹈，有何重要性？ 

A:此動作派別為現代舞史上最早的創始人－瑪莎葛萊姆，今全國各大專院校舞蹈系多用此派別作為

現代舞基本動作訓練之課程。 

What?想要傳達的重要概念有哪些？  

A: 能清楚了解並完成腹部與脊椎動作組合【Contraction & Release】，且善用身體基本動能，熟練、

流暢掌握舞蹈技法。 

Whom? 學習對象為何？ 

 A:學習對象為本校舞蹈班同學， 

 Where? 地點 

 A:東勢國中舞蹈教室 

 How? 採用什麼教法及教具？ 教學順序與流程為何？ 

 A: 音響、CD、手鼓 。暖身→講解其舞蹈歷史→動作講解→學生分組練習→組  

    別成果展示→收操 

 Whether or not & How much? 如何評量學習者有沒有學到？學到多少？  

 A:以小組成果展示為主，一目了然。目前在學期末，在學校禮堂舉辦舞蹈成果   

   發表，讓全校師生共同來觀摩。 

 

第一次訪談心得: 

讓我更加了解，身為一個老師在備課當中要更清楚期教學目標與意義，並且老師沒課的時間就必須做

許多專業上的補充，並且多方的充實自己，好讓自己的知識能力能夠跟得上時代潮流且日新月異。學

習舞蹈強調身體的重要性，也在訪談過程中得知舞者必須讓自己的身體輕盈，平常的飲食都該控制，

養成每天量體重，斤斤計較自己的公斤數是身為一名舞者的重要自覺，深深覺得是一門不簡單的課程

呀!對於食物的慾望要克制再克制才行。老師本身好瘦，著實做到身體力行，老師說要同學注意身材，

老師本身就要做到，這是身為一名舞者應該要做的事，也是一個敬業的態度。後來得知，此校每年的

舞蹈發表會為一大盛事，舞蹈班的學生期待這場屬於他們的盛會，在這場發表會中建立學生的自信，

讓他們看見更多不一樣的自己，著實符合教學法中的「發表教學法」呢。 

 



教學訪談(二) 

受訪老師:郭靜老師 

         國中教學約 8 年時間，還有在私人舞蹈教室做教學，教學經驗豐富。 

訪問地點:台中市立某國民中學 

訪談時間:第二次-2017/04/11  早上 11：00 ~ 12：00 

訪問問題： 

Q1、到目前為止學生的表現是否達到老師的期待 (達到教學的目標)? 

A1:大致上有達到要求，但仍有同學們在動作技巧上仍需多加練習，還是有許多 

   動作技巧要更加熟練才行。 

Q2、老師您覺得您這一堂課教得如何?對於既定的教學計畫。在教學過程中是 

     否變更? 

A2:由於教舞蹈的資歷有一長段時間，除了學校任課之外，也有在外才藝班進 

   行教學，因此指導起來駕輕就熟，教學方法會在遇到不同的學生或當下的 

   氛圍進行增加或刪減內容，教學目標大方向不變，不過內容也會因當下互 

   動而產生變化，因此視同學的情況做些微的調整是必要的。 

Q3、 您覺得這一次(單元)教學上是否有需要修正的部分?   

A3:目前教學上沒有太大的問題，我覺得這堂課還駕輕就熟，但是我會自我進修 

   不斷地調整自己，希望給學生更多的啟發。 

Q4、 您覺得每次開放觀課，學生會因此而更認真上課嗎?  

A4:有的，每每開放觀課，學生會比平常更專心並力求表現，或許孩子希望被拍到的背影照自己的東

做也要是美美的吧!哈哈哈! 

Q5、貴校的舞蹈班如何招收這群學生?  

在每年的 3~4 月會獨立招生，招生對象是今年即將成為國一的新生，考試科目為基本學科國語、數學

以及體能測驗觀看柔軟度與身體協調性。 

Q6、請問許多學校的特色招生最後都會流於其實是變相的資優班，請問貴校是 

     否也有這樣的傾向? 

A6:的確有，因為舞蹈班的舞蹈學習課程多，相對的學科的課程結束就較一般生 

   少，因此在學科教學上會為舞蹈班安排教學較有經驗的老師，以利學生在短 

   時間內可以有效地學習。 

Q7、承上題，那會不會家長把學生送進來都是因為想要擁有好的師資，而醉翁 

     之意不在酒，並不是因為想要發展孩子的舞蹈能力這樣的情況呢? 

A7:這樣的情況是出現在這樣的班級的，因此老師在教學上得費更大的心力，若 

   學生只是為了學科進來這個班級而對五到一點興趣都沒有，我會先曉以大 

   義，券他們可以提早退出這個班級，因為練習舞蹈是一門很艱難的過程，若 

  是抱持著蒙混過關的態度，將會很痛苦也無法擁有好成果的。 

Q8、國中畢業後，這些舞蹈班的學生繼續往舞蹈發展的人數多嗎? 

A8:其實是不多的，以去年的畢業班來說，16 位同學最後升上高中以舞蹈科入學 



   的僅有兩位，許多礙於現實的學科本位因素，很少有學生與家長可以繼續堅 

   持在這條路上。 

 

 

第二次訪談心得: 

台灣普遍看來還是以升學為導向，真的要做到適性揚才，必須跟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去作抗衡，而父母

對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態度很重要，足以影響一個孩子對喜愛事物的堅持度。而我不禁開始思考，究竟

台灣有多少的特色班級，其實也是以變相的資優班進行著呢?若是比比皆是的話，我會覺得好惋惜，

我們到底該怎麼改變教育體制，讓孩子可以盡情地適性發展，不受到社會的價值觀影響，我想這是還

需要很大的努力與推動的。 

舞蹈這門科目，需要不斷的反覆練習以及團體的合作學習，我看見了它可以培養學生的耐力與堅持

力，挑戰身體的極限，不斷地擴張自己，發現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並且在同儕學習後，可以學習怎

麼跟人互相合作，並通力完成一齣舞碼，透過觀課後了解，透過跳舞，可以不斷地自我對話，並且也

學習與人對話，學習如何讓生命達到一個共好的模式，讓身體的流動融合在環境中，也是學習到與環

境互動，我很開心可以觀同領域不同科目的課程，讓我對於未知的課程有更多不同的想法，碰撞出更

多感知上不同的火花。舞蹈這門課，在認知、情意、技能上缺一不可呀!  

 

 

 

教師訪談與教室觀察反思心得： 

教學觀摩與反思： 

觀摩目的: 學習老師的備課邏輯與帶班方式。 

觀摩學校與班級: 東勢國中 1 年 13 班 (人數 15 人，皆為女同學) 

觀摩時間: 2017/04/07  早上 8：25 ~ 10：10 

觀摩科目: 表演藝術科-現代舞 

 

事件： 我的想法、理論的運用與反思： 

1. 上課場地是在學校的舞蹈教室內，觀課老師可

以在側邊鐵椅上坐著觀摩。老師一開始介紹觀摩

者的來意，並告知學生或做拍照的動作，要學生

好好認真。 

1.老師一開始介紹觀摩者的來意，由於或許常常被

觀摩，因此學生似乎沒有太大的騷動。也請老

師向學生詢問是否可以拍照，會以不拍到學生

的正面為原則，不過由於舞蹈教室有鏡子，因

此會盡量作出避免拍到正面臉部的情況。學生

大多更加認真，似乎符合霍桑效應呢。 

2. 舞蹈課程開始前，學生必須已著規定之舞蹈服

裝(緊身衣及九分褲)，女生將頭髮盤起綁包頭，

男生髮型則以乾淨整齊為原則。這堂課沒有人遲

到。 

2.綁包頭以及著規定舞蹈服裝的原因是以便老師能 

 清楚的看見學生肢體線條與肌肉使用方式，給予 

 糾正與指導。未依照規定穿著的同學會依照老師 

 所制定的規則，必須記錄缺點乙次，並且在平時 



也沒有人違規不著舞蹈服裝。  成績做扣分，以罰則來規範學生。 

3. 學生就上課位置，由負責的同學開始帶領同學

做暖身。而暖身的過程必須安靜專心並且動作確

實，避免造成運動傷害。接著老師指導肌力訓練。 

暖身操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以避免造成運動傷害。

動作放慢跟上口令，其實在我看來也有一種靜心的

功能。跟著口令似乎也讓原本混亂的心情慢慢歸於

平靜。 

肌力訓練其主要目的在提升學生身體的協調能力

與反應能力，加強身體肌肉能力與柔軟度，讓學生

能正確應用身體動能，熟練舞蹈技能。 

4. 老師講解現代舞的歷史起源與發展。學生安靜 

  聆聽，沒有吵鬧的狀況。 並且老師在講解完之 

  後採用問答的 方式再次幫助同學記憶，透過獎 

  勵制度(蓋獎章累積點數換取舞蹈書籍)因此學 

  生皆踴躍發言。上課氣氛歡愉融洽。 

這個班級是舞蹈班，成員都是經過篩選後，因此訪

談時有詢問老師學生上課的態度與意願普遍都是

充滿興趣的。 

 

5.老師動作示範，並請同學一排一排跟著音樂做練 

 習，某某同學的動作沒有到位，老師到身旁糾正 

 其動作。後排同學也可以觀看前排同學的動作是 

 否到位。 

練習教學法中的「教師示範」，親自教授分解動作，

並讓學生在課堂上做「反覆練習」，好讓老師能第

一時間糾正其錯誤。 

後排同學觀看時符合「欣賞教學法」，欣賞同學的

動作好讓對於動作的姿態更加有印象與熟稔。 

6.老師動作示範，動作示範完畢請同學 

進行分組，分組演練剛剛所教授的動作，並透過

同儕間互相指導練習。看見藉由同儕間的互助，

學生很快的學會老師剛剛所教的動作。 

 

教室能利用練習教學法中，由教師示範，讓學生清

楚觀摩與模仿。老師的動作分解是很重要的，一步

一步地作好每個動作，熟稔之後與之串連起來，讓

動作連貫性，同學也能藉由模仿並練習達到學習。

團體分組強調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透過分組同儕間

互相的觀摩以及指導，讓學習成效更好，符合教學

法中的「合作學習法」。 

7.課堂中發生突發狀況，學生因動作快速變化，練 

 習不足造成身體反應不夠，而不慎扭傷腳踝。 

老師處理方式冷靜淡定，先安撫同學情緒，同時請

同學到保健室拿冰敷袋，能以專業知識迅速判斷受

傷情況，並機會教育舞蹈運動傷害與防護之基本知

能與應用。 

8.下課前 10 分鐘，老師帶領收操，並且分派作業， 

 讓同學回家反覆練習，下次上課時要驗收成果。 

舞蹈課需要不斷地反覆練習，課後作業也需要確實

實施，不然下次上課很難銜接得上。因此，這堂課

豈不符合教學法中的「練習法」嗎? 



觀課照片 

學生做暖身動作 1 學生做暖身動作 2 

  
老師教導分解動作 1 老師教導分解動作 2 

  
老師親自糾正錯誤動作 與老師合影 

  
 



教師訪談與教室觀察反思總心得 

    舞蹈課程開始前，學生必須已著規定之舞蹈服裝(緊身衣及九分褲)，女生將頭髮盤起綁包包 (以

便老師能清楚的看見學生肢體線條與肌肉使用方式，給予糾正與指導)。從這裡我看見紀律的重要性，

也就是說這些學生必須利用下課十分鐘換好衣服，並且來到指定的舞蹈教室就定位。 

    學生就上課位置，由負責的同學開始帶領同學做暖身。而暖身的過程必須安靜專心並且動作確

實，避免造成運動傷害。接著由老師指導肌力訓練，其主要目的在提升學生身體的協調能力與反應能

力，加強身體肌肉能力與柔軟度，讓學生能正確應用身體動能，熟練舞蹈技能。馬一個步驟就如同武

術中的紮馬步一般，看似無趣卻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一個不確實練習，就很有可能造成身體受傷的

情況。 

    而此堂課是以現代舞的「Contraction」和「Release」為主要訓練重點，在現代舞即為「腹部的收

縮與脊椎延伸」之意。老師同時會介紹現代舞歷史及其動作的由來，讓學生暸解舞蹈歷史之起源與發

展，並予以不同文化的認同、尊重與關懷。課堂中老師也會以分組練習方式，相互觀摩呈現，並給予

同學回饋。藉由此學習方式希望學生能積極參與分組練習與演示，清晰表達自我見解，並能接受他人

建議，學生們都能明確掌握舞蹈動作之律動感與特色，並具表現力。老師偶爾也會用競賽方式以激勵

學生，了解團體合作之重要性，相互督促動作之完整度，善用身體基本動能，熟練、流暢掌握舞蹈技

法。如遇舞蹈動作較不熟練流暢之情況，老師會以個別方式指導，或請動作較標準的同學說明其動作

的要領，使其有一參考之對象與目標。 

    上課前依規定穿著服裝的情形良好，原因是老師使用獎懲制度，違規者記錄缺點乙次，會影響學

期之成績並加以處罰。(例如：加強自我管理能力或勞動服務)，但對於表現優異或進步者，也會給予

鼓勵與嘉獎。（例如：以獎勵印章換取獎學金或舞蹈相關書籍），獎懲制度的應用在班級經營中似乎也

是很重要的一環。 

    課堂中也發生突發狀況，學生因動作快速變化，練習不足造成身體反應不夠，而不慎扭傷腳踝，

老師處理方式冷靜淡定，先安撫同學情緒，同時請同學到保健室拿冰敷袋，能以專業知識迅速判斷受

傷情況，並機會教育舞蹈運動傷害與防護之基本知能與應用。因此老師的先備知識除了自身的專業

外，相關的受傷處理、運動保健也必須熟稔，以便可以在傷害來臨時做最快有效地處理。 

    下課前，老師會分派作業希望同學能先預習，也會安排當次課程中的舞蹈動作，作為下次測驗項

目，且提醒同學們舞蹈是需要不斷熟悉與練習的。據同學表示雖然有些動作困難且不易達成目標，但

每每課堂中總是能充滿歡樂的笑聲與汗水，充實愉快的度過每次舞蹈課程。 

 

 

 



實地學習項目 時數 總時數 通過與否 

訪談中學教師 2 時  

    

 

    5 

 
 
□ 通過 

□ 不通過 

 

訪談中學生 0 時 

課室觀察 1 時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0 時 

其他/找資料與寫觀課紀錄 2 時 

 

日期：106 年  06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