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 108學年度辦理學習扶助實施方案 

國中師資培訓非現職教師十八小時研習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學習扶助作業要點。 

(二) 108 學年度嘉義縣辦理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二、 目的 

(一) 增進大學生認識本縣「學習扶助實施方案」計畫執行重點。 

(二) 擴大號召大學生加入「學習扶助實施方案」教學活動。 

(三) 增進本縣學習扶助課程授課教師專業知能，提升本縣學習扶

助課程之授課品質。 

(四) 提供學習成就低落學生適性及多元學習，縮短學習成就低落

學生之學習落差，彰顯教育正義。 

(五) 培育及建置本縣辦理學習扶助師資之人才資料庫。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三) 協辦單位 : 嘉義市政府 

(四) 承辦單位：嘉義縣立過溝國民中學 

四、 工作項目與內容： 

(一) 國中學習扶助師資培訓: 

1. 研習講師：從專家學者或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屬

建置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習扶助資源平台人才資料庫」

中遴聘。 

2. 研習時間：108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7 月 4 日〈星期四〉

及 7 月 5 日〈星期五〉，共 3 天，研習時數計 18 小時。 

3. 研習地點：嘉義縣人力發展所(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

段 8 號)(7 月 3 日上午：一樓餐廳；7 月 3 日下午、7 月 4

日：二樓 202 教室、二樓 203 室、二樓 204 室；7 月 5 日：

一樓餐廳；以上皆為暫定)。 



4. 參加對象：有意願參與嘉義縣及嘉義市學校之國中學習扶

助非現職教師、代課教師、大學生及社會人士(預計 150

名)。 

5. 課程內容：如附件 1。 

6. 報名方式： 

(1) 現職教師(含具教師證之長期代理教師)請於 108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前在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

網 http://www4.inservice.edu.tw/網路報名。 

(2) 非現職教師請於 108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前將報名

表(附件 2)E- mail 至過溝國中公務信箱

(kkjh@mail.cyc.edu.tw )，並請來電(05-3451005 轉 216)

確認。 

五、預期效益: 

(一) 增進本縣學習扶助課程授課教師專業知能，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二) 落實學習扶助精神，有效解決地區性教育問題，平衡城鄉教

育差距。 

六、附則： 

(一) 參加人員請奉派公假登記，全程參與者核發 18小時結訓證

書；未全程參與者依實際出席時數核發研習時數。 

(二) 本研習為認證課程，故研習時將於每節課上課前施行簽到手

續，請學員勿遲到、早退。 

(三) 為響應紙杯減量，會場將不提供紙杯，惠請自備環保杯。 

(四) 完訓人員並獲得結訓證書者，具有擔任學習扶助班授課教師

之資格。 

http://www4.inservice.edu.tw/
mailto:kkjh@mail.cyc.edu.tw


 

附件 1 

嘉義縣 108 學年度「學習扶助」國中師資培訓研習實施計畫─國中學

習扶助師資培訓課程表 

 

 

第一天(108 年 7 月 3 日) 

地點：本縣人力發展所(上午：一樓餐廳:下午:依所屬分科教室研習)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講座及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一樓餐廳 過溝國中 

09:00-09:10 始業式 教育處長官 

09:10-10:40 科技化系統測驗結果之教學應用(2 小時) 

苗栗縣公館國中 

呂佳玲教師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2:30 國中低成就學生心理特質與輔導實務案例研討

(2 小時) 

12:30-13:30 午餐 過溝國中 

13:30-15:00 分科:國中學生國語文學習發展與實務(2 小時) 

二樓 202 教室 

國語文：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張蔚雯 教師 

分科:國中學生英文學習發展與實務(2 小時) 

二樓 203 教室 

英文： 

苗栗縣公館國中 

呂佳玲 教師 

分科:國中學生數學學習發展與實務(2 小時) 

二樓 204 教室 

數學： 

台南市立新興國中 

蘇恭弘 校長 

 

 

 

 



 

第二天(108 年 7 月 4 日) 

地點：本縣人力發展所(依所屬分科教室研習)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講座及主持人 

8:30-9:00 報到 過溝國中 

9:00-12:30 

分科補教教學策略 (4 小時) (含中場休息) 

二樓202教室：國語文   

二樓203教室：數學   

二樓204教室：英文 

國語文：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張蔚雯 教師 

英文： 

嘉義縣立水上國中 

馮秀瑛 教師 

數學： 

(上午)台南市立新興國

中 蘇恭弘 校長 

(下午)臺南市立建興國

中 陳俐利 老師  

12:30-13:30 午餐 

13:30-17:00 

分科補教教學教材教法(4 小時) (含中場休息) 

二樓202教室：國語文   

二樓203教室：數學   

二樓204教室：英文 

 

 

第三天(108 年 7 月 5 日) 

地點：本縣人力發展所一樓餐廳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講座及主持人 

8:30-9:00 報到 過溝國中 

9:00-10:30 
國中學生學習動機提升與學習扶助經營案例

研討(2 小時) 

雲林縣雲林國中 

譚為任 教師 
10:30-10:40 中場休息 

10:40-12:10 
國中低成就學生心理特質與輔導實務案例研

討(2 小時) 

12:10-12:30 綜合座談 教育處長官 

12:30 午餐/賦歸  

 



 

附件 2 

嘉義縣 108 學年度「學習扶助」國中師資培訓研習實施計畫─國中學

習扶助師資培訓研習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所屬單位名稱 

或大學及科系

名稱 

 

師資身分別 

1. 大學生 

(大二(含升大二者) 大三 大四 研究所) 

2. 儲備教師 

3. 退休教師 

4. 其他教學人員 

是否曾任教 

國中學習扶助

課程 

是，____年度於________國中任教________科 

(請依個人經歷增列) 

否，請選擇下列本次報名參加研習的科目 

(僅能選一科) 

 國文  英文  數學 

中午用餐 葷 素 

聯 絡 電

話 /手機

/e-mail 

 

 

證書寄送地址  

備註：請於 108 年 6 月 26 日前將報名表(附件 2)E-mail 至過溝國中公

務信箱(kkjh@mail.cyc.edu.tw )，並請來電(05-3451005 轉 216)確認。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mailto:kkjh@mail.cy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