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實施計畫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

二、目的

二、目的

(一)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培訓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

(二)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強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教學能力及精進新住

民語文教學策略。

三、補助對象：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直轄市)、縣（市）政府。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南投高商。

五、實施期間：每年1月1日起至每年12月 31日止。

六、補助班別

(一)教學支援人員資格培訓班

1.課程節數36節課課程(課程內容如表1)，培訓對象：

年滿二十歲且熟悉新住民語文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１) 有志於從事東南亞語文教學之新住民及其子女。

(２) 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之僑生、外籍學生及其他華裔學生。

(３) 有志於從事東南亞語文教學之東南亞語系（所）學生。

(４) 擁有教師證及新住民語文國內外官方認證之證書。

2.每班學員人數以四十人為原則，報名人數不足十五人者，不予補助。經本署

審查認定為師資不足地區之班別，專案核定。

3.每班核定經費以三十二萬元為原則。但學員語文國別不同時，得增加分組教

學組別，每一組別需為二人（含）以上，每增一組別得增加核定五萬元，至

多增加二十萬元。

 (二)教學支援人員進階班

1.課程節數36節(課程內容如表2)，培訓對象：已取得「教學支援人員」研習

證書者。

2.每班學員人數以三十人為原則，報名人數不足十五人者，不予補助。經本署

審查認定為師資不足地區之班別，專案核定。

3.每班核定經費以二十五萬元為原則。但學員語文國別不同時，得增加分組教

學組別，每一組別（語言別）需為二人（含）以上，每增一組別得增加核定

五萬元，至多增加二十萬元。

(三)教學支援人員辦理回流教育班

1.課程節數8節(課程主題如表3)，培訓對象：己取得「教學支援人員」研習

證書者，並有授課證明者；或己取得「教學支援人員」進階班研習證書者。

2.每班學員人數以四十人為原則，報名人數不足十五人者，不予補助。經本署

審查認定為師資不足地區之班別，專案核定。

3.每班核定經費以六萬元為上限，離島地區不在此限。

七、實施步驟

(一)各直轄市、縣（市）研訂開班計畫並於新住民語文教學資源中心網站公布(1)開

班資訊 (2)網路報名表，提供學員報名。



(二)各直轄市、縣（市）提報申請計畫

1.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實施計畫申請補助。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開班訊息並完成報名後，於2月10日及8月

10日前至新住民語文教學資源中心網站線上申請計畫。

3.計畫申請需填報(1)申請補助計畫書、(2)經費申請表、(3)開班計畫、 (4)

課程表、(5)授課講師講義PDF及授權同意書、(6)報名表、(7)報名名冊、

(8)學員回饋表、(9)承辦學校確認辦理事項書，填報資料如附件。

4.經費編列依教育部及國教署相關規定辦理，並得參照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金

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編列臨時托育費。

5.本補助依「中央對直轄巿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署獲配

年度預算額度，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

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二；第二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

分之八十四；第三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六；第四級者，最高補

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八；第五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九十。

6.本署得依預算編列情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財政狀況、及因應天然災

害或其他特殊需要，酌予調整本補助經費。

(三).計畫審查：由本署邀集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於2月28日及月8月30日前

審查完畢並核定補助金額，未經審查通過即自行開班則不予補助。

(四)經費核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審查結果函知後15日內備函請撥補助

款。

(五)計畫核結：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核定計畫及經費執行，並辦理計畫列

管考核，於計畫辦理完成後二個月內，上網填報培訓成果，並檢附補助核定文

件、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規定報本署辦理核結。

(六)成效考核：

1.受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活動結束後二個月內提報活動成果送本署

審查。

2.未依計畫內容辦理、未依計畫經費項目執行，或執行成效不彰者，並予以錄

案，對該單位次一申請案或次一年度申請案，得視情節輕重酌減其補助款或

不予補助。

八、注意事項：

 (一) 未申請本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仍須自行辦理教學支援人員培訓， 

以利新住民語文國小必修（國中選修）課程順利實施。

 (二)自 109年 8月起，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需聘任在地華語講師達 50%，並逐

年提升。

 (三)各縣(市)政府培訓之各科目華語講師至少二人以上。



表1：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資格班培訓課程表

項目 科目名稱 節數 授課講師 備註

1 臺灣國中小學教育現況與趨勢 2 華語講師

2 班級經營 4 華語講師

3 新住民語文教材教法與教學資源運用 4 華語講師

4 教具製作與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教學應

用

4 華語講師

5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文本教學 4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6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詞彙與拼讀習寫教

學

4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7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聽力與口說教學 4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8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語法教學 4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9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文化理解與實務 2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10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文化應用與教學方

法

2 華語講師

11 教學演示與評量 2 華語講師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評量

總計 36

備註：

1.分組上課係指該班學員語文國別不同時，得增加分組教學組別，每一組別(語文)需

為3人(含)以上，針對開班地區不同特性，得降為2人。

2.教學演示與評量以每6學員為一組為原則，每人以10分鐘為原則；該組所有學員評

量結束後，講師需進行講評與指導。

3.擔任第 1門~第 10門授課師資以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講師人才庫為

限。

4.教學演示與評量教材限定為教育部編訂新住民語文教材第一冊1-2課。其評量講師

以具有中小學教育專長者及聘任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講師人才庫新

住民語文講師協同評量。

5. 教學支援人員資格班學員上課時數需達總上課節數六分之五(30節)以上，缺課部份

須觀看線上培訓教材補足36節。

6.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上課二節者為90分鐘。



表 2：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進階班課程表

課程項目 課程名稱 節數 授課講師 備註

1 電腦資訊與應用 7 華語講師

2 教案設計與撰寫 12 華語講師

本門課 5～8節由華

語及母語講師進

行協同教學

3 教具設計與應用 5 華語講師

4 教材教法與應用 9 母語講師 分組上課

5 教學演示與評量 3 華語講師 分組評量

合計 36 節

備註：

1.本進階課程上課內容應參照進階課程教學大綱，講師應提供課程講義或簡報。

2.分組上課係指該班學員語文國別不同時，得增加分組教學組別，每一組別(語文)需為

3 人(含)以上，針對開班地區不同特性，得降為 2 人。

3.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鐘，其連續上課二節者為 90 分鐘。

4.不增加開班經費下，得視需要依學員能力實施分組教學。

5.學員應全程參與並繳交作業(含教案設計及撰寫、教具設計與應用、電腦資訊應用) 

及教學演示評量皆需經授課講師評定合格始能取得證書。

6.擔任授課講師需為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講師人才庫為限。

7.教學演示與評量以每 5 學員為一組為原則，教學演示時間每一學員為 20 分鐘；該組

所有學員教學演示評量結束後，講師需進行講評與指導。

8.教學演示與評量教材限定為教育部編訂新住民語文教材第二冊 1-4 課。其評量講師以

具有中小學教育專長者及聘任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講師人才庫新住

民語文講師協同評量。



表 3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回流教育課程主題表

課程項目 課程主題 節數 備註

1 課程與教學 每門課程授課時數請依

實際需求調整，以不超

過 8 節為上限，至少需

選擇兩類主題以上。

2 班級經營

3 輔導知能

4 危機處理

合計 8 節

備註：

1. 1.各辦理單位依課程主題就下列課程內涵開設回流教育課程。

 (1)課程與教學

課綱理解

教材教法

有效教學

差異化教學

多元評量

教學創新

教學媒體與應用

教學資源運用

教學觀察與回饋

課程計畫

 (2)班級經營

班級經營實務

增強策略與班級經營

學生問題解決與輔導

師生衝突與處理

親師溝通技巧

 (3)輔導知能

教育心理學

情緒管理

人際溝通

正向管教

 (4)危機處理

校園危機處理

天然災害預防與因應

 (5)其他

新住民語文與校本特色課程設計

2.申請回流教育注意事項: 

 (1)各辦理單位依「課程主題」就「課程內涵」開設回流教育課程。課程內涵請依上

表規劃，以一日八節計算，非上述表列課程選擇其它者，請說明。

 (2)課程計畫說明規劃的內涵、課程間的彼此相關性，以及預計授課方式；同時能夠

符合新住民語文教育現場需求。

  (3)申請縣市需提供課程規劃表接受審核，包含完整課程表、講師經歷、教學大綱及

簡報 PDF檔。



 (4)回流教育培訓講師需具新住民語文領域相關教學實務者，如課綱委員、教材編寫

或是編審委員、新住民語文講師人才庫講師、或具教導新住民 5 年以上教學經驗

之講師等。

 3.108 年起可向新住民子女教育中心申請目前已經通過審核之回流教育一、回流教育

二、回流教育三等課程模組。課程模組如下：

 回流教育一

  閱讀理解融入新住民語文教學

  備課觀課議課與教學實務

  教育心理學初探

  正向輔導與危機處理

 回流教育二

  差異化教學實務

  教師手冊應用與教學流程檢核

  新住民語文成績評量實作

  我訊息建設性讚美等溝通藝術

 回流教育三

  課綱理解與轉化

  有效教學策略與實作

  多元評量實務

  教材檢核與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