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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國民中學閩南語文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壹、 依據：本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貳、 目的： 

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規

定，自 111 學年度起，本土語文/臺灣手語為七、八年級部定課

程，高中教育階段為部定必修科目 2 學分，並逐年實施，以維

護臺灣各固有族群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的傳承、復振及發展。 

為配合教育部訂定閩南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之規定，有

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閩南語文課程教學人員資格為取得閩南語

文專長合格教師證、具其他領域專長合格教師證或取得閩南語

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且通過中高級以上閩南語語言能力認

證等規定，爰本計畫主要為協助具其他領域專長合格教師證且

通過中高級以上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之現職教師，於進行閩南

語文授課所需之閩南語文授課知能。 

參、 參與本計畫應具備資格 

(一) 各國民中學現職教師（含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之聘期 3個

月以上之代理或代課教師）（以下稱教師）。 

(二) 通過閩南語中高級(B2)以上能力認證。 

(三) 自 108 學年度起實際教授閩南語文課程(含彈性課程)至少 2

學期。 

(四) 符合前開各項資格，且取得閩南語專長合格教師證或刻正修

讀閩南語第二專長學分班者得優先錄取。 

肆、 課程內容：  

(一) 國民中學閩南語文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 

1、 課程方式:實體課程 3日，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 

2、 課程時間：112 年 3 月 29 日至 31 日。(課程表如附件 1) 

3、 課程內容： 

(1) 種子教師培訓課程指引：說明種子教師培訓課程內容及

進階課程指引。 

(2) 國民中學閩南語文種子教師增能輔導課程：閩南語文教

學專業增能與教學技巧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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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民中學閩南語文種子教師專業講座： 

1、 課程方式：線上課程，每場次半日。 

2、 課程時間：預計於 112 年 4 月至 5月，每月 1場次。(4

月 2場次) 

3、 課程內容： 

(1) 第 1 階段：邀請課文作者或教科書編者，分享課文創作

理念，協助教師熟悉並有效運用教材資源。 

(2) 第 2 階段：邀請學者專家或教學現場資深教師，針對實

施教學之課程內容、學習單及評量設計等，進行實務性

指導及進階講解。 

(3) 第 3 階段：邀請學者專家或教學現場資深教師，針對完

整參與前 2 階段課程之教師，其於教學現場實際授課之

問題或困難進行討論，並提供建議與回饋。 

(三) 國民中學閩南語文教案設計及公開授課： 

1、 課程方式：實體課程並得視訊連結併行。 

2、 課程時間：種子教師應於 112 年 9 月至 10月間至少完成

1次。 

3、 課程內容： 

(1) 由種子教師配合國中閩南語文課綱，設計學習單元之課

程，並進行公開授課公開授課及觀議課活動。 

(2) 經閩南語文教學專家進行評核，且遴選為優良者，依專

家評核意見修訂後，核予教案設計稿費，且該教案著作

權由國教署取得。 

(四) 國民中學閩南語文種子教師培訓回流工作坊： 

1、 課程方式：實體課程 1日，於北區辦理。 

2、 課程時間：預計於 112 年 12 月。 

3、 課程內容： 

(1) 閩南語文教學經驗與授課技巧交流與回饋。 

(2) 完成各項課程並通過檢核者，核發種子教師完訓證明。 

伍、 完訓後執行任務 

(一) 教案設計及公開授課：配合閩南語文課綱，每季設計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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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課程，並進行公開授課及觀議課活動，該活動經閩南語

文教學專家評核修訂後，核予教案設計稿費，以提供閩南語

文教學人員教學資源。 

(二) 組織並主持分區閩南語教師線上社群： 

1、 每位種子教師均需協助轄屬地方政府組織並主持(協助回

應)分區閩南語教師線上社群，每一社群成員至少 10

人。 

2、 規劃群組成員參與公開授課及觀議課活動、彙整及回應社

群成員問題或意見，協助並配合計畫進行閩南語文教學活

動。 

3、 協助區域內閩南語文教師進行備課、教材資源彙整及教學

新知分享等事宜。 

4、 相關社群補助經費，由轄屬地方政府依國教署相關教師社

群補助辦法提出申請。 

陸、 報名方式： 

一、 各地方政府薦派教師：依轄屬國民中學校數 50 校以下得薦
派 2 名、51 校以上至多 3 名，於 112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
前，由各地方政府以電子公文函送薦派名單至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彙整後納入研習名單，主辦單位將依任職學校所在縣市
規劃分區。 

二、 專業推薦：由閩南語文學者專家或閩南語文資深教學人員推
薦，且受推薦教師取得任職學校同意並完成報名表任職單位
核章。 

三、 種子教師招收總人數 60 名為限，執行單位收取薦派資料依
序進行檢核，惟同一校至多 1名教師參與為限，視檢核結果
至額滿截止。 

柒、 注意事項： 

一、 錄取後相關資料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檢核確認後，以電子郵
件通知錄取人員及相關課程資訊。 

二、 薦派教師於參與培訓期間，由其任職學校核予公假，並協助
安排課務及行政職代所需人員；培訓結束後，由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彙整薦派人員出勤紀錄並函送其轄屬任職單位之教
育主管機關。薦派名單-空白表格如附件 2。 

三、 培訓期間教師應確實簽到與簽退，凡未簽到或簽退、請假、



臺教國署國字第 1120022689 號函 

4 
 

缺席、遲到超過 15 分鐘者，一律視為缺課。倘有缺課情事
之學員將無法參與示範教學評核及取得種子教師資格。如遇
特殊情況，培訓人員因故無法到課，應敘明缺課須請假原因，
得經執行單位核可准假，惟於各課程請假節數不得超過 1/4。 

四、 培訓人員需自備筆記型電腦，以利上課使用。實體課程午膳
由計畫團隊協助代訂，惟交通及住宿等事宜，非屬計畫辦理
事項，請參與培訓人員依轄屬教育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自行規
劃。 

五、 培訓計畫相關事宜，請逕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廖小姐、藍小姐詢問： 
電話：04-22183050 
電子信箱：taigi20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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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閩南語文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課程表 

日期 起訖時間 課程名稱 

3/29 

(三) 

08：30-09：00 參加人員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本課程注意事項宣導 

09：30-10：00 種子教師培訓課程指引 

10：00-12：00 教學人員實體/線上授課技巧 

12：00-13：00 用餐及休息時間 

13：00-17：00 新課綱-新方向 本土語文教學概論 

17：00 賦歸 

日期 起訖時間 課程名稱 

3/30 

(四) 

07：30-08：00 參加人員報到 

08：00-12：00 教材教法與實作-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12：00-13：00 用餐及休息時間 

13：00-17：00 教材教法與實作-素養導向教案 

17：00 賦歸 

日期 起訖時間 課程名稱 

3/31 

(五) 

07：30-08：00 參加人員報到 

08：00-12：00 本土語文教學多元評量 

12：00-13：00 用餐及休息時間 

13：00-16：30 
分組示範教學演示/報告 

(A、B、C 三間教室) 

16：30-17：30 綜合座談/閉幕式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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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 年國民中學閩南語文種子教師培訓計畫-薦派名單 

○○縣市政府  
承辦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序

號 
學校校名 

主要 

任教年級 

現職教師 

姓名 
身分證號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有效且常用) 

必備資格 優先推薦條件 

閩南語

中高級

(B2) 以
上證書 

108 學年度起

實際教授閩南

語文課程 (含
彈性課程 )至
少 2 學期 

國民中學現職教

師(含具中等學校

合格教師證之聘

期 3 個月以上之

代理或代課教師) 

具備閩南語專

長教師證或刻

正修讀閩南語

第二專長班學

分班 

           

           

           

承辦人 業務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 

1、 本薦派名單所列人員無須報名，完成核章後彩色掃描併同電子函文，於112年3月8日(星期三)前函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 本薦派名單所列人員於課程期間，由其任職學校核予公假，並協助安排課務及行政職代所需人員。 

3、 各地方政府將現職教師薦派名單，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檢核確認後，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人員及相關課程資訊。 

4、 請隨文檢附本表之 odt 格式及完成核章彩色掃描之 pdf 格式檔案，俾為佐證單位薦派及以利後續統一彙整報名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