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民小學國語文領域補救教學低中年級銜接教材研習課程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 08月 02日 臺教國署國

字第 1060072074 號函辦理。 

二、 課程目的：提升教師國語文領域教學能力及補救教學課程之教

學知能，期能強化學生學習國語文的興趣及能力。 

三、 實施方式：針對國民小學中年級國語文補救教學之基本學習內

容，進行教材示例及使用說明。 

四、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五、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六、 參加對象：國民小學現職教學人員(含代課或代理教師)及補救

教學教師。完成補救教學現職教師 8小時或非現職教師 18小時

研習者優先。 

七、各場次研習課程資訊如下： 

  



(一)花蓮場(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課程代碼：2628724 )： 

1. 日期：108年07月29日(星期一) 

2.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壽豐校區原住民學院國際會議室 

3. 人數：50人 

時間 課程 講座 備註 

09:00‐09:30 報 到  

09:30‐10:20 
補救教學國語文中年級教材

架構 
林明珠教授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字詞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林明珠教授

謝秀芬教師 
A、B組 

12:00‐13:00             午 餐  

13:00‐14:30 
句段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謝秀芬教師

余舒蓉校長 
A、B組 

14:30‐14:40             休 息  

14:40-16:10 
篇章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余舒蓉校長

謝秀芬教師 
A、B組 

16:10‐16:20             休 息  

  16:20‐17:10 綜合座談 林明珠教授  

 



(二)臺南場(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課程代碼：2628730 )： 

1. 日期：108年08月01日(星期四) 

2. 地點：國立臺南大學 誠正大樓三樓B308會議室 

3. 人數：50人 

時間 課程 講座 備註 

09:00‐09:30 報 到  

09:30‐10:20 
補救教學國語文中年級教材

架構 
林明珠教授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字詞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林明珠教授

賴玉連教師 
A、B組 

12:00‐13:00             午 餐  

13:00‐14:30 
句段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賴玉連教師

謝秀芬教師 
A、B組 

14:30‐14:40             休 息  

14:40-16:10 
篇章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謝秀芬教師

賴玉連教師 
A、B組 

16:10‐16:20             休 息  

  16:20‐17:10 綜合座談 林明珠教授  

 



 (三)臺中場(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課程代碼：2628736 )： 

1. 日期：108年08月06日(星期二) 

2. 地點：逢甲大學 丘逢甲紀念館二樓第一國際會議廳 

3. 人數：50人 

時間 課程 講座 備註 

09:00‐09:30 報 到  

09:30‐10:20 
補救教學國語文中年級教材

架構 
林明珠教授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字詞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林明珠教授

余舒蓉校長 
A、B組 

12:00‐13:00             午 餐  

13:00‐14:30 
句段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余舒蓉校長

賴玉連教師 
A、B組 

14:30‐14:40             休 息  

14:40-16:10 
篇章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賴玉連教師 

余舒蓉校長 
A、B組 

16:10‐16:20             休 息  

  16:20‐17:10 綜合座談 林明珠教授  

 



 (四)台北場(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課程代碼：2628739 )： 

1. 日期：108年08月09日(星期五) 

2.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勤七樓語文視聽室 

3. 人數：50人 

時間 課程 講座 備註 

09:00‐09:30 報 到  

09:30‐10:20 
補救教學國語文中年級教材

架構 
林明珠教授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字詞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林明珠教授

謝秀芬教師 
A、B組 

12:00‐13:00             午 餐  

13:00‐14:30 
句段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謝秀芬教師

賴玉連教師 
A、B組 

14:30‐14:40             休 息  

14:40-16:10 
篇章教學教材教法示例及實

作 

賴玉連教師 

謝秀芬教師 
A、B組 

16:10‐16:20             休 息  

16:20‐17:10 綜合座談 林明珠教授  

 



八、研習報名： 

(一)報名期間為108年06月17日(星期一)開始，至108年07月15日(星期一)截

止，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完成報名

(http://www1.inservice.edu.tw)。或掃描QR Code進入報名頁面。 

(二)報名課程： 

1.花蓮場：108年 07月 29日(一)─國立東華大學 原住民學院國際會議

廳，課程代碼 2628724 

2.臺南場：108年 08月 01日(四)─國立臺南大學 誠正大樓三樓 B308會

議室，課程代碼 2628730 

3.臺中場：108年 08月 06日(二)─逢甲大學 丘逢甲紀念館二樓第一國

際會議廳，課程代碼 2628736 

4.臺北場：108年 08月 09日(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勤大樓七樓語文

視聽室，課程代碼 2628739 

(三)已報名且正取之教師若因時間更改而無法參加，務請於108年07月22日 

(星期一)前來信(eduplusup@gmail.com)或來電(03-8905271江小姐)告知，

以免影響後續報名資格審核。 

九、注意事項： 

(一) 報名課程全程參與且完成該課程各節次研習課程者，核予研習時數8小

時。 

(二) 保留部分名額開放現場報名，領取號碼牌，09：25後依序叫號入場。 

(三) 請務必於09:20前完成報到手續，未完成者，名額將由現場報名者遞補。 

(四) 為響應環保，敬請自備環保杯、筷，現場不予提供。 

(五) 各場次場地，除東華大學外，其他校園內皆不提供停車位，敬請利用大

眾交通工具。  



附錄：各場次地理位置圖及平面配置圖 

花蓮場： 

108年 07月 29日(一)─國立東華大學 原住民學院國際會議廳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若自行開車，建議由學校前門進入，較為便利。大眾運輸工具：請搭乘至花蓮火

車站後，搭乘 301公車可進入校園。 

 前門路線，機車僅能停外環道停車場。 



臺南場： 

108年 08月 01日(四)─國立臺南大學 誠正大樓三樓 B308會議室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可由開山路或南門路接樹林街，即可到

達。 

 

 

二樓！ 



臺中場： 

108年 08月 06日(二)─逢甲大學 丘逢甲紀念館二樓第一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建議由文華路校門進入較好找到地點。 

 

 

 

 

 

 

 

 

 

 

 

 

 

 

 

 

 

 

 

 

 

 

 



臺北場： 

08年 08月 09日(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勤大樓七樓語文視聽室。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交通：淡水信義線、小南門新店線 『古亭站』5號出口往和平東路方向直行約 8

分鐘即可到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