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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修訂 

全國分區說明會計畫 

一、 緣起 

鑑於學生如能於各學習階段，確實完成國語文、數學及

英語科等基礎學科的早期學習概念，對後續的學習有顯著的

影響。因此，為確保學生的基本學力，補救教學以協助學生

完成基礎學科的奠基能力為優先。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係針對學

生於國語(文)、數學及英語等基礎學科，於各教育階段應完

成奠基之基本學力，提供教師能即時進行補救教學的課程內

容參考與教材取用方向，以協助提供現場教師教學與輔導參

考使用，以強化補救教學之教學與學習成效。 

現行公告於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資源平臺之補

救教學教材，即依據 100 年完成之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試

行版內容研發，提供教師依學生的能力現況選擇合宜的教材、

學習單或試題進行補救教學。為配合課程綱要及學生學力發

展現況，本署自 103 年起，啟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

學基本學習內容修訂計畫，修訂原試行版公告之教材資源，

並配合學生成長、課程發展及進行坊間教科書內容彙整分析

後，於本(105)年完成各教育階段別國語(文)、數學及英語科

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正式版(草案)。 

二、 目的 

補救教學係以評量─教學─再評量循環的模式，協助教

師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現況，並以合宜的教材、課程設計及教

學策略，即早且及時安排學生進行補救教學，縮減學生與班

上同儕的學力差異，讓學生回歸原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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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於正式版本修訂時，即同時調整

補救教學評量架構，並進行補救教學基本通過分數的標準設

定，研訂各年級、各科目基本通過分數，落實補救教學評量

為標準參照測驗，俾以確實反應學生學力現況。為彙集教育

現場對各基礎學科於補救教學之學習內容與評量設計的意見，

期將正式版本內容更形周延與妥適，並作為後續發展教材示

例與評量工具的參據，爰規劃辦理本次全國各分區說明會 

三、 實施方式： 

本計畫預計於全國北、中、南、東分區辦理，有關補救

教學基本通過分數之標準設定，以及國語(文)、數學及英語

科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修訂等說明，分別由國立政治大學

余教授民寧、國立東華大學林教授明珠、國立臺南大學謝堅

教授及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程教授玉秀主講，以協助教學人員

瞭解其研訂過程考量與修訂結果，並與與會人員進行討論。 

各分區說明會採同時間分科目方式辦理，囿於場地限制

各場次各科目以 50 人為原則，採線上報名方式，額滿截止。

歡迎國民中小學之教育人員、補救教學之教學人員、各師資

培育之大學人員及參與補救教學的相關人員報名參與，報名

網址：https://goo.gl/9ZYLCQ 

各分區辦理資訊如下： 

（一） 分區說明會基本學習內容全國各分區說明會時間、地點 
1. 105年4月17日(星期日)上午、北區、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2. 105年4月24日(星期日)下午、東區、國立東華大學。 

3. 105年4月30日(星期六)上午、南區、國立臺南大學。 

4. 105年5月01日(星期日)上午、中區、私立明道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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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區說明會流程 

上午場次 
北區、南區、中區 

內容 主講 
下午場次 

東區 

09:00─09:20 報到  13:30─13:50 

09:20─09:30 國教署致詞 國教署代表 13:50─14:00 

09:30─10:00 
補救教學各年級、各科

目通過標準設定說明 
余民寧教授 14:00─14:30 

10:10─11:00 
分科基本學習內容修

訂說明(分場地辦理) 

林明珠教授 

程玉秀教授 

謝  堅教授 

14:40─15:30 

11:10─11:40 綜合座談 

國教署代表 
余民寧教授 
林明珠教授 
程玉秀教授 
謝  堅教授 

15:40─16:10 

備註：1.  各場次不印發說明會相關資料，請自行上網下載或攜帶筆記型電腦與會。 
      2.  為響應環保，會場不提供（免洗）杯具，請出席人員自備。 

（三） 全國分區說明會報名連結及聯絡窗口 

1. 報名連結網址：https://goo.gl/9ZYLCQ 

2. 各科目及分區聯絡窗口： 

(1) 國語(文) 科：國立東華大學(中區及東區)江宇小姐 
電 話：（03）863-5681 或 8635693 
電子郵件：ss275@mail.ndhu.edu.tw 

(2) 數 學 科：國立臺南大學(南區)/蔡郁鈞小姐 
電 話：(06) 2133-111#654 
電子郵件：everone1985@gmail.com 

(3) 英 語 科：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北區)羅婉禎小姐 
電 話：（02）7734-1767  
電子郵件：ive683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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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分區說明會場地及交通資訊 

1. 北區：105年4月17日(星期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 1段 162 號 

(2) 會場：校本部圖書館校區 201 演講廳 

(3) 交通： 

A. 捷運： 

古亭站：淡水線、中和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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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大樓站：新店線「台電大樓站」2 號出口往

師大路方向直行約 8 分鐘即可到達。 

B. 公車：可搭乘 15、18、235、237、278、295、662

、663、672、907、和平幹線至「師大站」 或 「師

大一站」 

C. 自行開車： 

中山高：圓山交流道下->建國南北快速道路->右

轉和平東路->臺灣師大校本部 

北二高：木柵交流道->辛亥路->右轉羅斯福路->

右轉和平東路->臺灣師大校本部 安坑交流道->

新店環河快速道路->水源快速道路->右轉師大路

->臺灣師大 校本部 

(4) 住宿參考 

A.  師大會館  

地址:台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 129 號  

網址: http://www.sce.ntnu.edu.tw/dorm.php 

電話:02-77345800 

B.  台北教師會館  

地址:台北市中正區南海路 15 號  

網址: http://www.tth.url.tw/ 

電話: (02)2341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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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區：105年4月24日(星期日)、國立東華大學  

(1) 地址：國立東華大學壽豐校區/花蓮縣壽豐鄉大學路二段 1號 

(2) 會場：國立東華大學 人文一館 第一講堂 

(3) 交通： 

A. 火車：花蓮火車站-志學火車站 

B. 公車： 

花蓮客運1128線至東華大學站，下車後往文學院

方向前進。 

太魯閣客運301次公車至東華大學站，下車後往文

學院方向前進。 

C. 自行開車： 

花蓮火車站前國聯一路(左轉)→中山路直行至中正

路(右轉)→中正路直行到至吉豐路一段(台9線)→

右轉沿台9線開至中正路左轉→開至東華志學門直

行至文學院。 

(4) 住宿參考 

A. 國立東華大學會館 

地址：花蓮縣壽豐鄉大學路二段一號 

網址：http://www.lio168.com/package_newyear_2015.html 

電話：(03)8630103 

B. 禾園悅色民宿 

地址: 花蓮縣壽豐鄉大學路二段63巷90號 

網址: http://www.slmm90.com.tw/ 

電話: 0921-45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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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區：105年4月30日(星期六)、國立臺南大學 

(1)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樹林街二段 33 號 

(2) 會場：國立臺南大學 啟明苑 

(3) 交通： 

A. 高鐵： 

由2號出口處，搭乘[31號公車]，往市政府高鐵接駁

快捷公車，20分鐘一班。欲到本校「府城校區」者

，請在「延平郡王祠站」下車，車程約25分鐘，再

沿樹林街二段步行進入本校北側校門。 

B. 火車： 

搭88號觀光巴士至延平郡王祠站下車，沿樹林街

二段步行進入本校北側校門。 

搭0右號市區巴士至體育公園站下車，沿健康路一

段170巷步行進入本校南側校門。 

步程約20分鐘，可循火車站（前站左轉）－北門

路（直行）－東門圓環（直行）－大同路一段－

樹林街二段（右轉）－南大附小－至本校。 

C. 自行開車： 

國道1由仁德交流道下高速公路（往臺南市區）－可

循東門路（直行）－東門城（直行）－東門圓環（

往左南行）－大同路－樹林街二段（右轉）－南大

附小－至本校。 

(4) 住宿參考 

A.  劍橋南商教師會館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南門路4號 

網址: http://www.cambridge-hotel.com.tw/ 

電話: (06)214-9966 

B.  嘉南水利會台南休假中心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慶中街13號 

網址: http://chianan-vc.webnode.tw/ 

電話: (06) 214-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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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區：105年05月01日(星期日)、臺中市私立明道高級中學 

(1) 地址：41401 台灣台中市烏日區中山路一段 497 號 

(2) 會場：明志廳 

(3) 交通： 

A. 公車： 

台中客運：101 (水湳←→彰化)、82 (高鐵台中

站←→台中水湳)、69 (烏日高鐵台中站←→台中

航空站)、54 (下港尾←→九張梨)、166 (沙鹿←

→台中)、33 (高鐵←→僑光科大)、133 (高鐵臺

中站←→ 朝陽科技大學 ) 

仁友客運：125 (僑光技術學院←→大肚)、105 (

北屯←→龍井) 

聯營客運：仁友、員林 (西螺←→員林←→台中)

，3 (東山高中←→高鐵臺中站) 

彰化客運：6933 (鹿港─台中 )、6935 (水尾─

台中) 

B. 自行開車： 

 

 

 

 

 

 

 

(4) 住宿參考： 

臺中高農實習旅館 

地址:臺中市東區台中路 287 號  

電話: 04-22807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