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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

承辦人：周明祥

電話：05-3620123#306

傳真：05-3620379

電子信箱：mingshiung@mail.cyhg.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6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10601163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施計畫(0116372A00_ATTCH1.doc)

主旨：檢送本縣「106學年度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國小補救教

學師資(儲備教師、大學生及社會人士)培訓研習實施計畫

」乙份，請鼓勵貴屬教學人員參加並惠予公假前往，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

及本縣106學年度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國小補救教學師

資(儲備教師、大學生及社會人士)培訓研習實施計畫辦理

。

二、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補救教學實施方案為其中重要配套方案之一，基於教師補

救教學專業知能為影響本方案成效的關鍵因素，爰請貴校

瞭解並掌握貴屬現職教師及非現職教師(非編制內)參與研

習之狀況，並鼓勵完訓之退休教師、儲備教師、大學生及

其他教學人員投入補救教學行列，俾嘉惠於低成就學生之

學習。

三、研習時間：本(106)年7月3日(星期一)至7月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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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2天半。

四、研習地點：

(一)106年7月3日至4日：本縣人力發展所2樓大禮堂。

(二)106年7月5日：本縣政府社會局大禮堂。

五、實施對象及內容：預計200名(額滿為止，不開放現場報名

)

(一)106年度實施國小補救教學課程與未來有意願投入本縣

補救教學之非現職教師(儲備教師、退休教師、大學生及

其他教學人員)，優先錄取。

(二)本縣各國小現職教師(含具有合格教師證之代理、代課

教師)尚未完成補救教學8小時研習時數者。(務必修習「

國小補救教學概論(理論與技術)」、「國小低成就學生

心理特質與輔導」、「分科補教教學教材教法」等課程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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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適逢颱風季節，若本縣達颱風停班停課標準〈依本府公告

〉，相關調整時程事宜，請隨時注意本縣教育資訊網-研

習進修公告(http://www.cyc.edu.tw/)

八、有關課程表、報名方式及相關注意事宜請詳見附件。

九、副本抄送旨案授課講師所屬學校(國立嘉義大學宣崇慧副

教授、國立嘉義大學張淑媚副教授、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洪雪華教師及雲林縣久安國小蔡佳蓁校長等4員

)，請貴校惠予公(差)假登記。

正本：嘉義縣各國民小學

副本：國立嘉義大學(含附件)、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含附件)、雲林縣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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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成長】 

子計畫 12  嘉義縣 106年度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國小補救教學師資

(儲備教師、大學生及社會人士)培訓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辦 

          理。 

（二） 嘉義縣 106 學年度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縣市整體行政 

         推動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增進補救教學師資了解本縣「補救教學實施方案」計畫執

行重點，並運用專業教學策略提升補救教學成效。 

（二）提供學習成就低落之弱勢國小學生補救教學及適性多元學

習機會。 

 (三) 提昇老師補救教學專業知能，進而提高學童學習效果和學

習自信心。 

     (四) 有效解決地區性教育問題，平衡城鄉教育差距，彰顯教育

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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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嘉義縣番路鄉內甕國民小學 

四、實施對象：預計 200名(額滿為止，不開放現場報名) 

(一) 106 年度實施國小補救教學課程與未來有意願投入本縣補

救教學之非現職教師(儲備教師、退休教師、大學生及其他

教學人員)，優先錄取。 

(二)本縣各國小現職教師(含具有合格教師證之代理、代課教師)

尚未完成補救教學 8 小時研習時數者。(務必修習「國小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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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教學概論(理論與技術)」、「國小低成就學生心理特質與輔

導」、「分科補教教學教材教法」等課程)。 

五、實施內容： 

(一)研習日期：106年 7月 3日(星期一)、7月 4日(星期二)及 7 

    月 5日(星期三)，共 2 天半，全程參與研習時數計 18 小時。 

  (二)研習地點： 

     1.7月 3日至 4日:嘉義縣人力發展所 2樓大禮堂。(嘉義 

       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8號)。 

     2.7月 5日:嘉義縣政府社會局一樓大禮堂。(嘉義 

        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1號) 

  (三)實施方式： 

      1.研習講師：從專家學者或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資源平台人才資料庫」中遴

聘。 

      2.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四)報名方式： 

      1.現職教師(含具有合格教師證之代理、代課教師)請於 106年 6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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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現職教師請以報名表(如附件二)於 106年 6月 28日（星期三）

前傳真(05-2590272)或 e-mail至內甕國小

(nwps@mail.cyc.edu.tw) ，可來電(05-2591434)確認。 

   (五)注意事項： 

      1.為避免資源浪費，凡報名參加研習應全程出席，如有特殊理 

        由無法出席，最遲應於活動辦理前三天通知承辦單位取消報 

        名。 

      2.利於辦理相關研習準備事宜，請於限期內完成報名事宜，不 

        接受現場報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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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加人員請奉派公假登記，全程參與研習課程人員，於研習

結束後核發 18小時結訓證書；未能全程參與者，依相關進

修規定核發研習時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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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響應紙杯減量，會場將不提供紙杯，惠請自備環保杯。 
    6. 適逢颱風季節，若本縣達颱風停班停課標準〈依本府公告〉， 

      相關調整時程問題，請隨時注意本縣教育資訊網-研習進修公 

      告(http://www.cyc.edu.tw/) 

  (六)附則：完訓人員並獲得結訓證書者，具有擔任補救教學實施方

案開班授課教師資格。 

六、成效檢核:請參考附件三。 

七、經費來源：由 106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經費項下 

    支應。 

八、預期效益: 

  （一）透過專業課程的對話與研習，儲備補救教學的師資，落實補

救教學的策略。 

   （二）提供更多元的合格師資投入補救教學的行列，擴大學生學習

的經驗，提高學童學習效果和學習自信心。     

九、承此活動相關業務有功人員，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校長教師職員獎 

    勵基準辦理敘獎。 

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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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嘉義縣 106年度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國小補救教學師資(儲備教

師、大學生及社會人士)培訓研習課程表 

研習地點：人力發展所二樓大禮堂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及主持人 

106

年 

7 

月 

3 

日

(一) 

8:30~8:50 報到 內甕國小團隊 

8:50~9:00 始業式 教育處王建龍處長 

9:00~10:30 
國小補救教學概論(含理

論與技術)〈2〉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系 

宣崇慧副教授 

10:40~12:10 
國小低成就學生心理特質

與輔導 (2) 

12:10~13:30 歡樂午餐 內甕國小團隊 

13:30~15:30 

國小低成就學生學習診斷

與評量(含科技化評量施

測報告解讀)〈2〉 

雲林縣久安國小 

蔡佳蓁校長 

15:30~ 賦歸 內甕國小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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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地點：人力發展所二樓大禮堂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及主持人 

106

年 

7 

月 

4 

日

(二) 

8:40~9:00 報到 內甕國小團隊 

9:00~10:30 數學科補救教學教材教法〈2〉 嘉義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 

洪雪華教師 10:40~12:10 數學科補救教學策略〈2〉 

12:10~13:30 歡樂午餐 內甕國小團隊 

13:30~15:00 補救教學實務案例研討(2) 
嘉義大學教育系 

張淑媚副教授 
15:10~16:40 國小補救教學班級經營〈2〉 

16:40~ 賦歸 內甕國小團隊 

研習地點：社會局一樓大禮堂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及主持人 

106

年 

7 

月 

5 

日 

(三) 

8:40~9:00 報到 內甕國小團隊 

9:00~10:30 
國語文補救教學教材教法

〈2〉 
雲林縣久安國小 

蔡佳蓁校長 

10:40~12:10 國語文補救教學策略〈2〉 

12:10~12:30 
綜合座談 

結業式 
教育處代表 

12:30~ 賦歸 內甕國小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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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嘉義縣 106年度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國小補救教學師資(儲備教師、

大學生及社會人士)培訓研習 

研習報名表 

服務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E-MAIL  

身份別請

勾選【Ｖ】 

□儲備教師 

□大學生 

□其他教學人員 

(含社會人士、未具

教師證之代理代課

教師等) 

研習日

期 

106年 7月 3日〈一〉～ 

7月 5日〈三〉，共 3天 

身份證字

號 
 午餐 

□ 葷 

□ 素 

住址 

□□□ （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 

 

 

＊報名時間及方式：       

1.現職教師請於 106 年 6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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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現職教師請以報名表(如附件二)於 106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前傳真或 e-mail至內甕國小。 

3.傳真電話：05-2590272; 公務信箱：nwps@mail.cyc.edu.tw。 

4.承辦人員:內甕國小教導主任  05-2591434*11。 

5.請於限期內完成報名事宜，額滿為止，不接受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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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嘉義縣 106年度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國小補救教學師資 

(儲備教師、大學生及社會人士)培訓研習回饋表 

校名：                  姓名： 

親愛的教師您好： 

  為讓您在日後研習上能獲得更精進，請您撥冗填寫本表，以期未

來我們辦理相關研習時，能做到盡善盡美，達到研習最大的成效，謝

謝各位。 

一、對課程教材內容方面(請圈選並加註意見) 

                    滿意…………不滿意 

1.對於課程安排我覺得 5  4  3  2  1。意見：________________    

2.對於教材內容我覺得 5  4  3  2  1。意見：_________________ 

3.對於上課時間我覺得 5  4  3  2  1。意見：_________________ 

4.對於研習地點我覺得 5  4  3  2  1。意見：_________________ 

5.對於授課講師我覺得 5  4  3  2  1。意見：__________________ 

6.對於授課方式我覺得 5  4  3  2  1。意見：_________________ 

7.對於課程進度我覺得 5  4  3  2  1。意見：_________________ 

8.對於上課教室我覺得 5  4  3  2  1。意見：_________________ 

二、對教師專業成長方面 

1.參與本研習課程後對於您在教學的專業上是否有助益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影響   意見：___________ 

2.本研習課程是否符合您的需求 

  □非常符合      □有符合    □不符合     意見：___________ 

3.參與本研習後能否幫助您激發自我教學歷程的反思，並作為教學改

進的依據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影響   意見：        

三、建議與改進 

對於本縣辦理之相關研習，請您建議較期待的課程面向或主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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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06年度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國小補救教學師資 

(儲備教師、大學生及社會人士) 

培訓研習工作職掌表 

職  稱 服務機關 姓  名 現  職 職    掌 

主任委員 嘉義縣政府 王建龍 教育處處長 督導全盤業務 

執行秘書 嘉義縣政府 葉信一 學管科科長 綜理全盤業務 

總幹事 嘉義縣政府 周明祥 學管科科員 
策劃執行 

副總幹事 內甕國小 林金枝 校    長 

行 
政 
組 

組長 內甕國小 陳弘輝 教導主任 
講師聯繫接送印領清冊製作 

教師進修網開設報名彙整 

研習時數登錄與核發 

研習手冊設計印製 

報名表資料彙整(大專生非現

職教師) 

參加學員名冊總彙整 

課程安排活動程序進行 

活動時間掌控、學員點名 

結訓證書印製 

拍照、敘獎、成果彙整 

組員 內甕國小 楊詔安 教務組長 

組員 內甕國小 李冠勳 訓育組長 

組員 內甕國小 謝佾錚 代理教師 

組員 內甕國小 林淨琦 護理師 

總 
務 
組 

組長 內甕國小 蘇淑慧 總務主任 研習物品採購、場地協商 

布條製作、會場布置 

桌椅安排引導 

音響掌控、講師茶水 

協助結訓證書核對與寄發 

便當茶水安排、經費核銷 

組員 內甕國小 陳素真 工友 

組員 內甕國小  蘇嘉修 替代役 

服 
務 
組 

組長 內甕國小 劉芳妙 幹事 報到服務簽到簽到事宜 

協助學員點名事宜 

問卷印製、發放與回收 

結訓證書核對與寄發 

組員 內甕國小 周思嫣 代理教師 

組員 中埔國小 陳慧如 行政助理 

組員 中埔國小 羅玉倫 行政助理 

※各組工作得視實際情況，跨組合作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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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