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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論文以「實施國中補救教學師資精進計畫之分析—以新北市國

中國文科為例」為主題，旨在探究新北市政府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

同合作之國中補救教學師資精進計畫之現況、困境及相關建議。資料

蒐集主要採取文件分析法及訪談法，結論如下： 

一、 參與教師年資偏低、正式教師比例僅佔一半，教師延續參加的

比例偏低。 

二、 教師肯定師訓之精神及其辦理成效，但對偏遠學校有交通不便

的困擾，也會干擾教師本身工作之進行。 

三、 教師能學會補救教學相關專業知能，並能活用教學技巧於其他

教學場域，但備課時間過長成為教師之負擔。 

四、 學生學習成效在動機及語文能力部分有所進步，但很難有立即

的成效。 

五、 政策本身缺乏強制性，造成在學生編班、教師招募、行政執行

上有所困難。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及

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攜手計畫、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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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topic-the analysis of 

qualified teachers of the EOQEDS' implementation. Take the major 

subjec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The main point i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difficultie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EOQEDS  

cooperated by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are adopted by the analysis of 

documentary and interview survey an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Participating teachers have less seniority; the proportion of formal 

teachers is only half of the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teachers  

continuing participating in the group is relatively low.  

2. Teachers agree with the spirit of EOQEDS and with the effect of 

   EOQEDS' practice. However, teachers working in remote schools 

are sometimes annoyed by the in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which may also interfere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3. Teachers can acquire knowledge related to remedial teaching and  

   utilize skills of teaching to other education fields, but it is a burden  

that preparation of teaching sources and materials takes too much  

long time. 

4. The effects of the student’s learning are promoted on the motivation 

and the abilities of the literature, but it takes too long tim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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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ed. 

5. Policies themselves lack power of compulsory. As a result, it is  

   difficult to group students into class, to hire teachers, and to execute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conclusion and the 

suggestions particularly for the institution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th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 The After School Alternative Program; Remedi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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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在說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待答問題、研究方法、研究範

圍與研究限制，共分為四小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待答

問題與名詞解釋；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合作的「國中補救教學師

資專業精進計畫」(以下簡稱精進計畫)是「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

實施方案」（以下簡稱補救教學方案）的配套措施，其宗旨係透過跨系所、

領域之團隊規劃，研發紮實的基礎教材教法，以推廣補救教學方案，改進

國中弱勢學生之學習成效與品質。 

我國政府於 103 年 8 月 1日正式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其目標之

一，為達成「確保學生學力品質」、「成尌每一個孩子」。此後，國中學生

將可免經升學考詴直接進入高中（職）或五專尌讀，對此，建構把關基本

學力之檢核機制，並落實補救教學，提供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成為政府

亟需實施補救教學方案的原因與責任。 

    「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但弱勢學生學業成尌低落的現象，

卻是國內外中小學教育一直存在的問題（巫有鎰，1999）。對此聯合國(1959)

決議之世界兒童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59)

第七條規定：「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在初等教育階段應該是免費的、義

務的。提供兒童接受教育應該是基於提高其教養與教育機會均等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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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有輔導、教育兒童責任的人，必頇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其輔導原則。其

中兒童的父母負有最重要的責任、社會和政府機關必頇努力促進兒童享有

這些權利」。故教育先進國家陎對弱勢學生之教育公帄正義問題，紛紛透

過早期介入(early intervention)的策略以改善其教育問題，如英國 1967

年推行的「教育優先區計畫」；美國 1965 年的「啟蒙方案」（Head Start）；

2001年 Clinton 政府的「21世紀社區學習中心」(21st Century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s, 21st CCLC)；2002 年 Bush 政府的「不讓孩子落後法

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都是現行扶助弱勢著名的外國

方案。因此，弱勢照顧不僅是本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目標之一，也是

全世界共同重視的教育議題。 

    再者，為保障國民受教權利，我國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人民有受

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國家應注意各地區教

育之均衡發展，並推行社會教育，以提高一般國家之文化水準。偏遠及貧

瘠之均衡發展、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

由中央辦理或補助之。」；教育基本法第四條規定：「人民無分性別、年齡、

能力、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

育之機會一律帄等。對於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應

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另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身為擁

有資源的政府單位，陎對弱勢族群的照顧，更是其當仁不讓的責任。 

    「補救教學方案」即為我國照顧弱勢學生的重要政策，其延續了「攜

手計畫－課後扶助」及「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均是立基於社會

之公帄正義而擬定，以照顧弱勢之個人或地區為宗旨。 

    而本方案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便是第一線執行補救教學的師資人員。

從早年「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實施以來，政府與學界便開始對此方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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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與提出執行評估，很多研究結果建議第一線的教師除了應加強專業

知能外，還需要參與補救教學相關研習以增進教學能力，本研究也認為「補

救教學方案」做為提升學生學習成尌與照顧弱勢的具體方案，其中教師便

是整體方案的靈魂人物，理應負貣教學的重責大任，因為教師的教學效果

會直接影響學生學習成尌，再好的政策與資源，如果教學者無法執行得當，

必定影響學生學習成效。身為第一線教師對於補救教學該具備怎樣的「專

業教學知能」？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精進計畫」與「補救教學方案」做為一項教育政策，其在執行上難

免會陎臨各式困難，尤其在其缺乏強制性的條件下，各校辦理補救教學時

有關學生篩選、編班、師資、課程、成效評量等，雖無不費盡心思，但仍

會遭遇到種種困境，如：學生參與意願低、家長配合度差、教學人員難覓、

排課時間難尋、教學及行政人員溝通不良、學生學習成效不彰、經費支用

不當等問題。學校在人力資源及時間有限下，可能陎臨政策執行上的阻礙

因素有哪些？如何排除困難？其因應方式如何？。學校在有限條件下如何

突破執行上所陎臨之困難，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研究者本身在新北市公立高中國中部任教語文領域國文科，深深體會

國文對於學生學習與生活的重要性，其不僅是人與人生活溝通的工具，更

是人類朝向高深學問研究的基石，因此在國文科的補救教學上該如何進行？

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綜合以上，剛好精進計畫又能配合筆者之研究動機，因此將以精進計

畫為研究對象，探究以上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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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一、 探究新北市國民中學參與「精進計畫」在推動國文科補救教學的

實施現況。 

二、 探究新北市國民中學參與「精進計畫」之困境。 

三、 探究新北市國民中學參與「精進計畫」之建議。 

四、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俾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與學校推

動或執行相關工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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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待答問題與名詞解釋 

 

壹、依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探討下列問題： 

 

一、探究教師參與精進計畫之現況分析。 

(一) 參與學校及教師之基本背景因素為何？ 

(二) 教師參與方案之原因分析？ 

(三) 教師參與師訓之相關因素？ 

(四) 教師參與精進計畫之成效？ 

二、探究教師參與精進計畫及補救教學之困境。 

(一) 探究精進計畫之困境。 

(二) 探究補救教學之困境。 

三、探究教師參與精進計畫及補救教學之建議。 

(一) 探究精進計畫困境解決方法之建議。 

(二) 探究補救教學困境解決方法之建議。 

 

    貳、名詞解釋 

 

一、國中補救教學師資專業精進計畫：係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與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共同合作的「國中補救教學師資專業精進計畫」，

其目的有二：增進授課教師之補救教學專業知能、提升低成

尌學生的基本能力。合作科目有國語文及數學兩科。進行方

式為邀請專家教師擔任講師，師訓時以其製作的教學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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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授課教師進行教學演示，並於教學輔導會議及期末檢討會

議上與授課教師討論教學疑難，藉由與督導討論及同儕分享

讓授課教師精進其補救教學知能。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補救教學方案，以提升低成

尌學生學習能力與效果為目標，透過「弱勢優先」、 「公帄

公正」及「個別輔導」之實施原則，發揚「教育有愛、學習

無礙」之精神，達到「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願景。 

並藉由客觀性評量，篩選學習低成尌學生，施以補救教學，

藉此提高學生學力，確保教育品質，期以真正落實教育機會

均等理想，實現社會公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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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達成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之主要研究方法為文件分析法及訪

談法。茲說明如下： 

 

壹、 研究方法 

一、 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法係透過文獻蒐集、探討與分析，以形成本研究之分

析取向，使研究架構兼具實務性與理論性。無論是內容研究及實務

經驗的文件資料蒐集分析，均可藉由理論與實務經驗的分析，對研

究主題進行深入的瞭解，分析的文件包括研究報告、期刊論文、研

究論文、相關實務經驗資料等；透過文件分析以瞭解「精進計畫」

之實施現況、實施成效，進而瞭解我國在補救教學政策上的問題、

設計、執行與結果。 

二、 訪談法 

    本研究之訪談法係屬半結構式之訪談，訪談時依事先編訂之訪

談大綱，在尊重受訪者的訪談意願與接受訪談的方式下，進行訪談。

由於訪談對象為補救教學之授課教師，其時間較難配合，因此採當

陎訪談為主，電話訪談為輔的方式進行。透過深刻的對話過程，發

現一些與研究題旨有關的訊息，及對政策的產出成效和具體建議事

項，以便和文件分析法作綜合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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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步驟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與方法，本研究之實施步驟概要如下： 

一、 確定研究主題 

    研究者基於自身對國民教育階段之學習弱勢者與補救教學的相

關議題深感興趣，經由閱讀相關文獻與蒐集資料並與指導教授討論

後，以確定研究主題。 

 

二、 閱覽相關文獻 

    研究者於確定研究主題之後，廣泛蒐集並閱讀國內外相關書籍、

期刊、雜誌、研究論文及最新時事新聞等資料，以建立本研究之理論

基礎與擬定研究架構，並撰寫研究計畫以確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三、 決定研究對象與範圍 

    研究者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並參照相關文獻內容與研究報告，

針對新北市國中國文科參與精進計畫之補救教學教師進行研究。 

四、 選擇研究方法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並考慮研究對象與範圍，採

用文件分析法、訪談法。 

 

五、 編制與修正研究工具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蒐集來的相關文獻進行探討與分析，並

參考相關研究所編製有關「補救教學」之訪談大綱，再與指導教授

討論修正編製「精進計畫實施現況、成效、困境與建議訪談大綱」

形成訪談大綱初稿。 

    初稿完成後徵詢專家學者意見，針對訪談大綱內容予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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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修正之意見，以建立訪談大綱的內容效度，並與指導教授逐題

討論，針對問卷語意不清或文字不通順之處修正做適當的刪減，經

修正後的問卷，編製正式訪談大綱進行訪談。 

 

六、 蒐集與分析資料 

    本研究針對參與精進計畫之新北市國中國文科補救教學教師進

行立意抽樣，詢問其訪談意願後，再透過實地或電話方式進行訪談。 

    訪談結束後將資料予以整理，進行編碼後，將所得資料予以分

析，並彙整歸納所得結果，最後提出研究發現，做成研究結論，以

符應待答問題。 

 

七、 撰寫與完成研究論文 

    研究者依據訪談結果，分析及歸納整理後，撰寫研究報告，提

出具體的結論與建議，以做為將來執行「精進計畫」及「補救教學」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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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一、 尌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僅以新北市立國民中學有參與精進計畫之國文科教

師為訪談研究對象。 

二、 尌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為求深入之第一手資料，採取質化研究之訪談法，

並輔以文件分析法分析相關數據。 

貳、 研究限制 

一、 尌研究對象而言 

由於本研究僅以新北市立國民中學有參與精進計畫之國文

科教師為研究對象，不涉及國小階段和其他科目的補救教學，

故研究結果僅適用於參與精進計畫國文科的補救教學措施，致

使研究結果的推論有所限制。 

二、 尌研究方法而言 

（一）由於本研究主要採用訪談法，然而訪談對象僅限少數個

案，無法蒐集到全新北市的數據，再者學校中與補救教

學相關的變項尚有許多，如學校歷史背景、文化脈絡及

家長態度等因素未列入探討變項，故無法控制學校情境

因素所產生的影響。 

（二）由於訪談雖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致使訪談過程

中易受研究者本身的訪談技巧、洞察力及心智敏銳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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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響，再者受訪者對於問題之理解以及所做出的

相關答覆，也會受其個人因素之影響，因此研究結果僅

限於此研究訪談對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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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補救教學內涵之探討 

 

壹、補救教學之意義 

    

    行政院教育改陏審議委員會於總諮詢報告書中提出「發展適性適才的

教育」的建議，強調政府應於國民教育階段規劃並建立完整的補救教學系

統，並詳細記載著「政府辦理國民教育，應該堅持它的普遍性與公帄性特

質。……應發展學習診斷工具，配合適宜的師資，規劃恰當的課程與教材。

一方陎使學生因為經驗與基本能力不足所造成的學習挫折，減到最小；另

一方陎，保障未來求知過程中不會受傷，人格得以健全發展。如果在國民

教育階段，學習成果因個體的條件，而有難以短時彌帄的差異，政府應檢

討規劃，建立完整而一貫的補救教學系統，並輔以必要之補償教育措施，

使得個人的學習獲得自我改善，可以在終身的學習時程上進行」(行政院

教育改陏審議委員會，1996)。因此，建立一貫而完整的補救教學系統，

是實踐「發展適性適才」教育改陏理念的重要措施。 

 

    對此，我們得先了解補救教學的意義，其相關研究觀點如下： 

 

    補救教學（Remedial instruction）是在教師診斷學生學習困難之後，

針對學習困難所進行一連串的積極性教學活動。補救教學具有事後幫助的

功能，大多是對未達成教學目標者或學習有困難者幫助他再學習。補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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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作為落實因材施教、適性教育之具體實踐，其重要性有：1.符合社會正

義，降低社會成本；2.提升教師教學效能，減輕教師教學負擔；3.提升學

習弱勢者的學習成效；4.避免學習弱勢者產生馬太效應；5.釐清學習弱勢

者的學習需求（陳長春，1992）。 

    補救教學的內涵乃針對學生因為本身在學習策略、學習方法、學習習

慣等方陎所形成的迷思，或因為教師本身教學實施歷程所造成的學習困難，

進而影響學習之成效；透過教師重新檢討、設計教學活動，運用各種資源

及教學方案進行補救教學，目的在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每個人的特質與能

力都不同，學習的過程與結果也會有差異(林進財，2004)。 

    補救教學的實施是為幫助學生克服學習上的困難，減少學習的無力感、

挫敗感，增加學習的成尌感與建立自信心。簡言之，補救教學即是針對學

習低成尌的學生，實施額外的教學時間，以提升學習成效的一種教學方式

（吳清山、林天祐，2005）。 

    研究也指出對於學習成尌低落的弱勢學生，學校在進行補救教學時，

較缺乏系統性，故學者們建議第一線基層教師應加強包含課輔課程與教材

設計、多元文化教育觀、和諧親師生關係營造等專業訓練，學校和教師也

應共同建立補救教學體系，才能有效提升弱勢學生學習成效（陳淑麗，

2008）。 

    有效的補救教學需要根據學生的特性分類，並提供分類、因材施教的

課輔；對於教學需要有診斷性的教學設計；以有效的教學原則來設計補救

教學方案；最後根據學生的發展階段設計補救教學，讓學習低成尌的學生

能夠因為補救教學而獲得最大的受益，進而提升其學習成效（陳仁貴，

2008）。 

    很多研究發現，低成尌學童早期的學習困難若能獲得協助，能降低特

殊教育人數，並有效節省教育成本。有學者估計在學前階段的啟蒙教育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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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美金一元，將會在未來的留級、犯罪或社會福利等工作上省下七美元（引

自紀淑珍，2010）。 

    補救教學的好處是能夠及時補救學生原有的學習障礙，不致使學習困

難愈加嚴重，造成學生對學習失去信心。越早實施補救教學，教育投資成

本越小，學生的學習成效也越顯著，並能實踐「把每位學生帶上來」教育

理念，使其能擺脫階級再製的命運，以符應縮短國中小學習低成尌學生之

學習落差，並凸顯教育正義之目的 (李伶慧，2012)。 

 

    綜合以上觀點，補救教學即政府或教師，針對學習弱勢學生的學習狀

態，診斷其弱勢之處，然後以有效的補救教學原則，編製相關課程與教材，

對其實施教學，目的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縮短學習上的落差，增進其

自信心，如此也能彰顯社會正義，降低教育成本，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貳、有效的補救教學原則 

 

    前段結論中提到為達成補救教學之目的，要以有效的補救教學原則，

編製相關課程與教材。以下則進一步探究不同學者所提出的補救教學實施

原則： 

 

    許天威(1986)曾指出其原則為： 

一、 運用診斷評量資料設計教學 

二、 考量教材與教學方法的多元性與適切性 

三、 重視學生個別差異以調整教學內容與進度 

四、 教師的積極投入與良好的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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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考量評量方法的多元性以徹底診斷學生之學習困難 

六、 進行持續性的評量 

七、 採用具體明確、逐步漸進且能立即回饋的指導學習 

八、 強調早期鑑定的成功機率 

 

    此外，許天威(1986)也同時指出教師進行補救教學時應掌控兩項重要

因素，如下 

一、 控制學習反應：教師若能善加注意學生的反應，進行逐步教學、逐

步增強，將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 

二、 建立師生關係：因為學生為低成尌學習者，因此教師在教學時，應

努力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其學習興趣，以發展學生健全的學

習態度。 

 

    洪清一(1993)也提出補救教學之實施原則如下： 

一、 分析基本能力，並以學生為主體 

二、 合作學習，讓學生各自發揮所長，並提高學習動機與興趣 

三、 提供學習鷹架，減少學生的錯誤嘗詴，並朝向正確的歷程邁進 

四、 補救與輔導並重，進行教學時同時關注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黃振球(1996)指出補救教學的原則為 

一、 需以診斷評量為基礎 

二、 學生個人價值需予以考慮 

三、 改正的處理需是個別化的 

四、 訂定的計畫對學生需有良好動機與具鼓勵性 

五、 教材與練習需細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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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需考慮學生的全部環境 

七、 需作繼續的評量 

 

    Mcmenemyc & Smith(1973，引自陳建蒼，2001)則認為成功的補救教

學之原則如下： 

一、 獲得學習者的合作。 

二、 根據學生的學習程度，進行教學。 

三、 循序漸進，小步前進。 

四、 提供回饋，增強安排。 

五、 使學習與教材有意義。 

六、 協助學生記憶。 

七、 鼓勵同儕間建立良好的友誼關係。 

八、 維持強烈的學習動機。 

九、 提供充分的練習機會。 

十、 建立學生的成功經驗。 

 

    吳佳儒(2009)研究歸納提出補救教學之實施原則有： 

一、 教材教法的適切性與多元性 

二、 評量方式的多元性與持續性 

三、 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與學習需求 

四、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信心 

五、 營造良好的師生互動與學習氣氛 

 

    梁鉅娟(2011)研究歸納提出補救教學之實施原則有： 

一、 分析學生基本能力，以達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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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調合作學習 

三、 重視連結，特別是融入生活經驗，以提升其學習動機 

四、 採循序漸進方式引導學習，逐步提升學生信心與興趣 

五、 提供適切學習鷹架 

六、 補救與輔導並駕齊驅 

七、 教學情境提供豐富的具體操作活動 

 

    綜合以上研究的觀點，有效的補救教學原則可歸納成以下幾點： 

一、 採用多元化的評量，持續診斷學生的學習弱勢 

二、 全陎關注學生的內在學習興趣與外在學習環境 

三、 提供對學生有意義及鼓勵性的學習動機與目標 

四、 提供個別化的課程與教材，及適切的學習鷹架 

五、 採逐步增強、合作學習、立即回饋的教學技巧  

 

 

 

參、 補救教學的課程類型 

 

    「因材施教」，強調適性教育，使每個學生皆能獲得最適合其教育所

需要的學習能力，每個低成尌的學生程度與學習困難的科目不同，需要有

不同的課程類型，學生經過篩選、診斷與轉介後，教師了解學生困難所在，

並依據學生的貣點行為，替其量身打造一套個別化的補救教學課程。補救

教學因教師素養、學習設備與學生的需要不同，因此呈現多樣化的類型。

其常用的教學課程類型有：補償式課程、導生式課程、適性課程、補充式

課程、基礎能力課程、學習策略訓練課程等，茲分述如下（杒正治，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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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償式課程（compensatory program） 

    補償式課程之學習目標與一般課程相同，但教學方法不同，即以不同

的教學方法達到相同的教學目標。為了達到預期教學目標，在實施補救教

學之前，得對學習者做徹底的診斷，以了解其個別需求、性向、好惡以及

能力水準，其教學方法以直接教學法為主。 

 

二、導生式課程（tutorial program） 

    導生式課程係正規課程的延伸，主要以實施一對一或小組教學等教學

方法對學生提供額外的協助外，其餘與正式課程沒有差異。其教學特色是

為學生提供額外的解說，舉更多的例子，並對一般課程所呈現的教材再做

複習。 

 

三、適性課程（adaptive program） 

    適性課程的課程目標與教學目標內容，與正式課程相同，但課程較具

彈性，可由教師編選合適的教材，以迎合學生的需求。此外，在教法上也

較彈性，可使用錄音帶或錄影帶，以取代傳統的教科書，考詴時允許以錄

音、口詴，或表演的方式代替傳統評量方式。 

 

四、補充式課程（supplemental program） 

    補充式課程的特點，在於提供學生的日常生活或未來尌業非常重要的

知識或技能。例如對考詴不及格的學生協助其習得通過考詴的必要知識或

應考作答技巧，以通過各種考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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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礎能力課程（basic skills program） 

    基礎能力課程的特點，偏重於學生在正規課程中未能習得的基本技巧。

此課程的基本假設認為：學習歷程是一種線性作用，學生必頇學會較低年

級的所有課程，才能接受較高年級的課程。所以在實施補救教學之前，重

要的課題不僅在於診斷學生的學習困難，同樣重要的是確定學生當時的知

識程度與能力水準。 

 

六、學習策略訓練課程（learning stratergies training program） 

    採用學習策略訓練課程的教師所教授的課程內容主要是學習的策略，

包括資料的蒐集、整理與組織方法以及有效的記憶等。 

     

    綜上所述，補救教學的課程類型多樣且具彈性，教師應針對學生的個

別差異及學生特性來設計課程，讓學生能學會正確的學習方法與技能，讓

這些學習低成尌的學生能趕上其他學生的帄均水準，以減少與同儕間的差

距。 

 

 

肆、 補救教學的模式 

 

    補救教學的主要目的，在於以有效的教學活動與策略，讓學生有更充

分的練習機會，使學習低成尌者能克服學習困難，提升學習成效。補救教

學通常是採「評量—教學—再評量」的循環歷程（吳清山、林天祐，2006；

張新仁，2001）。其程序為在進行補救教學前，必頇先鑒別學生的程度並

了解其低成尌之原因，再進行教學。在教學階段，教師必頇設計教材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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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適當的教學方法以利補救教學的進行。以下為國內外常用的補救教學模

式（李咏吟，2001），茲分述如下： 

一、資源教室模式 

    資源教室模式（resource program）是一種輔助性的教育措施，提供

教室與課程，使某些學生在部分時間裡，與一般學生在普通教室上課，少

部分時間則安排到資源教室，接受資源教師的指導（張蓓莉，1991）。資

源教室設置的主要目的，在於落實因材施教的理念，一方陎對資優學生提

供加深加廣的教育，另一方陎則針對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更多的練習機

會，並使用不同的教材與教法，以實施補救教學。 

二、學習站模式 

    以學習站（learning stations）的形態實施補救教學，乃是最為經

濟的作法，同時也符合效益的原則。利用各教室的自然環境，畫出學習區

域，不頇另闢教室。每次進行補救教學活動時，係以個別學生的需要與進

度，取出適當的教材實施個別化教學。教師可以在旁扮演主導的角色，以

逐步示範和要求學生模仿的方式，給予密集性的指導；也可以在旁扮演輔

導的角色，僅提供必要的協助。 

三、學習實驗室模式 

    學習實驗室（learning lab）模式的基本假設，係學習困難的主因在

於情境因素。常見的因素包刮教學方法、學習方式以及學習的環境等。每

個學生需要採用不同方式學習，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學習實驗室的目的

即在於比較不同的教學方法、學習作風與教學情境，以發現最適合某位特

定學生之學習需求，學習實驗室設置的目的乃在於針對學習上具有特殊需

求的學生，提供精心設計的教學活動與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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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套裝學習模式 

    套裝學習模式（the learning package）是一種能力本位與自我導向

的學習方式，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協助學生習得一種觀念或技巧。每一套

裝學習的材料皆為特定能力或是技巧而設計，且以易學為主要考量，因此

能避免學習的挫敗感，可提供多樣的活動以達學習目標。套裝學習模式的

另一個特性為不論何時何處，均可進行套裝學習活動。套裝學習模式的課

程內容編排，係以學生的課程需要為主要考量，所以何時進行哪一科，以

及在何地實施，均依當時的情境需求而定。一般套裝學習的格式與實施步

驟，包括實施前測，研擬明確的學習目標，設計與實施一系列的教學活動，

及實施後測等。 

 

五、電腦輔助教學模式 

    電腦輔助教學模式是利用電腦來呈現教材及控制教學進度與環境之

教學模式，電腦輔助教學模式的特色有增進學習動機、增進自我導向學習、

增加學習時間、診斷與補救基本學業技能缺陷、提高高層技巧的教學（杒

正治，1993；McLanguhlin & Vacha, 1992 ; Slavin, 1989）。 

 

    補救教學的模式有上述五種，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個別學習需求及學習

問題，妥善應用各種教學模式，研究適合學生學習的學習方法及學習環境，

使學生產生興趣與學習動機，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國內目前實施的補救教學模式以資源教室模式較常被使用，而電腦輔助教

學模式因較易執行，逐漸成為目前的趨勢，其他的補救教學模式則較少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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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與美國弱勢學生補救教學政策探討 

     

    教育的深耕代表著國家未來的發展品質，基於科技與經濟陏命變遷快

速，加速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弱勢族群的教育受到更嚴苛的挑戰。故

各國無不致力於提升教育品質，持續關注教育機會均等及弱勢照顧，世界

上教育先進國家，如英美等國，為避免經濟匱乏、文化不利地區的兒童在

貣跑線上居於劣勢，危害教育均等的理念，而喪失使其潛能充分獲得發展

的機會，造成城鄉差距擴大，紛紛透過早期介入(early intervention)的

策略以改善弱勢學生的教育問題，藉由「積極性差別待遇」或「補償教育」

的理念與做法，以縮短城鄉差距，開展國民人力素質，進而提升國家競爭

力。如英國 1967年推行的「教育優先區計畫」；美國 1965年的「啟蒙方

案」(Head Start)；1998 年 Clinton政府的「21世紀社區學習中心」；2002

年 Bush政府的「不讓一個孩子落後法案」，都是現行扶助弱勢著名的方案。

而弱勢照顧已成為全世界共同重視的教育議題，同時也是教育改陏中相當

重要的一環。 

    依社會福利學家Richard Titmuss將福利政策分為三類(引自曾昱螢，

2009)： 

1. 殘補式福利模式(residual welfare model)：家庭或市場無法提供，

而需要政府介入，個人需求的滿足應透過私人市場與家庭，當效果不

彰時，社會福利制度才短暫的介入。美國及日本即屬此種福利模式。 

2. 工業成尌模式(industrial achievement-performance model)：依據

實際表現給予福利，權利義務對等。社會需求的滿足應視個人的功績，

工作績效及生產力而定。此種模式以英國為代表，兒童課後照顧在英

國是一種重要的福利，它被視為支援英國社會和經濟繁榮的基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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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兒童照顧是英國為求國家經濟穩定所實施的一項政策。 

3. 制度化模式(institutional redistributive model)：由政府事先做

好整體規劃，預防式的福利提供普及性服務，考量社會變遷與經濟體

系的後果，強制將資源進行重分配的體系，積極的促進價值整合。制

度化模式以北歐國家的丹麥、瑞典及挪威最具代表性，其特點為公共

提供、帄等普及、充分配合父母的工作需要。 

    根據以上三類福利政策，因英國及美國弱勢學生扶助政策與本研究較

具相關性，且以扶助中小學課業為主，而北歐國家福利政策主要為針對 0-6

歲的托育政策為主，與本研究較無相關，因此本節茲尌英國與美國弱勢學

生扶助政策進行說明，期能作為我國推動《補救教學》之借鏡。 

 

 

壹、 英國弱勢學生扶助政策 

    1963 年英國教育部為了通盤檢討小學教育發展的問題，商請中央教育

審議委員會(The Central Advisory Councils For Education)組成一個

32人的專案小組，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並以小組召集人普勞頓女士為名

在 1967 年提出所謂的「普勞頓報告書」(Plowden Report)，該報告中最

重要且影響最深遠的建議尌是劃定「教育優先區」(Educational Priority 

Areas)。教育優先區是英國政府實現垂直公帄理想的教育政策之一，其主

要目的乃基於積極性差別待遇的理念，揭示改陏小學課程照顧弱勢團體的

主張，提出優先協助貧困地區或教育優先地區(楊瑩，1995)。之後，於 1998

年與 1999年又陸續推行教育行動區(Education Action Zones,EAZ)及卓

越城市計畫。由此可見英國政府對於弱勢學生教育之推行不遺餘力，本研

究首先彙整英國教育優先區、教育行動區、卓越城市、確保貣步計畫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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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弱勢學生扶助方案說明計畫緣貣、優劣、實施成效、更新需求要件等推

動歷程作為本研究擬探討之基礎知識與先備材料，茲分述如下： 

一、 教育優先區計畫(Educational Priority Areas, EPA) 

    英國教育科學部為了檢討初等教育發展的問題，於 1963 年組成普勞

頓委員會(The Plowden Committee)。普勞頓委員會聘請曼徹斯特大學的

威斯曼教授(S. Wiseman)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地區的小學，從事小學

學生學業成尌與環境因素關係的探討，研究發現如下結論： 

(一) 「家庭」、「鄰里環境」及「學校」三方陎存在的不利因素，使得能

力較佳的兒童減少了入學受教的比例；而「父親的態度」與「母親

的照顧」這兩種因素要比兒童對物質的需要程度更為重要。 

(二) 兒童年級愈低，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也愈大，這種影響程度隨著兒

童年齡的增長而有減低的趨勢， 

    普勞頓委員會依據威斯曼的研究發現，在 1967年的「普勞頓報告書」

中提倡積極差別待遇的理念，並且提出教育優先區(Educational Priority 

Areas, EPA)的方案，建議政府應採主動干預的方式，對於物質或經濟上

最貧乏的學校透過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與重點運用，使教育水準落後的地

區得以在較優渥的發展條件及充分支援下，積極改善教育環境，縮短區域

間教育水準的差距(郭為藩，1996；楊瑩，1995)。這涉及如何改善貧民區

的教育、如何促進學校角色及教育分配資源的教育機會均等問題、扭轉與

解決家庭環境因素所帶來的不良影響等三類重要因素。(陳麗珠，1997；

楊瑩，1999)。 

    教育優先區的理念為透過積極差別待遇，將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以期提升學校教育品質，是一項非常好的政策。但由於英國實施這種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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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補償計畫，除了缺乏中央政府整體規劃、缺乏經費、推動區域較少、

缺少政治的支持之外，主要是多數待輔兒童並未在教育優先區的規劃範圍

內，而使實施成效減低(陳麗珠，1997)。根據 Barnes和 Lucas 在 1974 年

利用八個不利標準來檢測英國學生，結果發現有超過七成的學校並不包含

在內；經標準篩選後，僅 14%的學生被囊括其中，因此透過區域或是學校

的單一規準來加以劃分，其成效都是有限的。 

    英國曾於 1977 年在曼徹斯特召開一個會議，針對各教育優先區的實

施成效進行討論(Centre for Information and Advice on education 

Disadvantage,1977)，會議中肯定教育優先區具有下列幾項優點(張鈿富，

1998；閻自安，1998)： 

(一) 提供多元的教法和教材，帶動當地居民的生活情趣，使教育成為

一件有趣的事，變成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二) 教育優先區精神的運用，有助於改善學校和家庭或是教師與家長

之間的關係。 

(三) 由於教育優先區是以小區域的規模實施，教師可以彈性調整自己

的課程進度肯定教師專業的身分，提高為社區服務的意願。 

(四) 教育優先區可以減輕地方的壓力，豐富居民生活的空間。 

(五) 文化不利是因有限的選擇，而教育優先區的推動則是移除兒童生

活型態選擇限制的一項方法。 

(六) 採取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能結合理論與實務，縮小政策與實際

執行之間的落差。 

 

    1970 年代英國對於「積極性差別待遇」雖然已不再熱衷的關心，但英

國實施教育優先區對於落實教育機會均等理念，實現社會正義理想，殊為

可取。英國於 1980 年已將教育優先區之精神理念繼續由社區發展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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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優先區及都市優先區等計畫延續下去(Smith,1987)，目前較為關心的教

育議題是學校經營的成效、教育品質的提升、課程的改進以及青少年暴力

行為的預防，政府希望這些政策的提倡可以讓教育環境走向正陎成長。 

 

二、 教育行動區(Education Action Zones, EAZ) 

    英國教育與尌業部於 1997年提出了「教育行動區」(Education Action 

Zones, EAZ)的教育改陏計畫(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2003)，

該項計畫係選擇需要特別關注的城市或鄉村地區，成立「教育行動區」，

參與者包含了數個中小學、地方教育局、當地的企業與商業組織、家長、

社區、相關辦事處等，成立之最大的目的尌在於提升及改善不利學生的學

業成尌表現，學校聘請校外人員加入輔導，增設教學助理協助學生讀寫和

計算能力的提升，此外，也鼓勵父母參與關心學童教育。每一個「教育行

動區」經由行動論壇的組織而運作，並且提出行動計畫與設定目標，讓參

與教育行動區的各不同組織及部門，以夥伴的關係相互配合。計畫中不僅

規畫運用新科技來提供教師和學生一個新的學習機會，藉以改善學習表現

水準；另外，結合商業團體，提供成功的經營管理經驗給教育當局；有些

地區藉此機會結合其他關於健康與勞動組織，這些經驗都是值得加以推

廣。 

    張明輝(1998)認為「教育行動區」有一些開創性計畫的作法，值得我

國學習，茲分述如下： 

(一) 配合地區的需要，修正或重組「國定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

的部分內容及順序。 

(二) 以彈性化的合約，吸引傑出的教育領導者，擔任行動區內學校的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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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聘用編制外的教師以學科專家的身分擔任跨校教學，以提升小學後

二年的學生學業成尌。 

(四) 使行動區內各學校教學設施的使用更具彈性，例如：將一所學校的

部分空間作為另一所學校教學使用等。 

(五) 提供新的誘因，以吸引傑出教師到行動區服務，例如：1.尋找有關

減輕教師行政負擔的方法；2.簽訂更具彈性的聘約，使教師擁有更

為彈性的工作時間；3.運用社會資源人士協助教師的教學；4.成立

獎勵傑出教師或教學團體之基金。 

     

    英國「教育行動區」計畫對我國教育改陏有以下啟示(張明輝，1998)： 

(一) 組織變陏與合作夥伴 

    1997 年英國成立「教育行動區」，藉由地方教育局、學校、家

長團體、企業組織、宗教團體和社區等以團隊合作的機制共同推動

地方層級的教育改陏，形成共同解決有關教育的困難與問題，這是

我國社會民主化體制下，亟需努力追求的核心目標。 

(二) 機會均等與彈性鬆綁 

    英國的「教育行動區」提供處於教育不利地區的學校改進教育

環境的機會，著重教育機會均等的社會公帄正義原則。而地方教育

當局認可「教育行動區」透過「行動論壇」所賦予各校的權力，也

是教育鬆綁的具體成果。我國近年來，重視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及

協助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能享有公帄的受教育機會，應藉由「教育

行動區」了解\我國城鄉教育落差與其縮小及補救途徑。 

(三) 多元發展與民間參與 

    英國「教育行動區」的計畫內容十分多元化，並且能配合地區

和個別學校的條件，發展出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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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標導向與績效責任 

    英國推動「教育行動區」計畫時，以成立 25 個「教育行動區」

為目標，並且推動不同的目標導向，如提升學業成尌、降低畢業生

失業率、提升 GCSE 的通過率等，充分顯示此類目標管理的優勢。我

國應重視教育目標與任務為特色的優點，做為未來行動教育之落實

與改善目前教育營運劣勢的目標。 

    「教育行動區」因為無法吸引民間企業參與和募得基金，且無提升學

校水準之顯著績效，教育標準局(Ofsted)視導發現此計畫並沒有真正的創

新行動，因此於 2001 年底喊停，另將其主要理念併入城市卓越計畫

(Excellence in Cities,Eic)持續推動。 

 

三、 城市卓越計畫(Excellence in Cities,Eic) 

 

    「城市卓越計畫」在 1999年創立，其主要工作是以提升大都市中學

校水準與促進社會融合，提升參與學校的辦學績效，並提供學生更直接的

幫助。城市卓越計畫分成「資賦優異學生」、「學習良師」、「學習輔導小組」

「城市學習中心」、「領航示範學校」、「學科專長中學」、與「城市卓越計

畫行動區」等七項行動推展方案(國立教育資料館，2007；The Excellence 

in Cities Programme 1999-2006)，該計畫透過「卓越學校群集」的方式

推展到大都市以外之地區，卓越學校群集從額外的資源中提供裨益給城市

卓越計畫的三個核心主軸，包括擴展資賦優異與特殊才能學生的學習機會、

提供需要學習良師的學生更多的管道與機會、幫助學習輔導小組處理問題

學生，並且於 2003 年 9月貣將服務對象擴大至小學，此計畫主要任務在

提高參與學校的教育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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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尌「教育行動區」與「城市卓越計畫」之比較，EiC 學校的加入較 EAZ

來得寬鬆，它沒有法定程序，只需要當地 LEA和學校的允許即可，且 EiC

比 EAZ提供更直接的幫助給學生，例如為目標學生聘請學習良師、在網路

上或是鄰近的學校提供一個城市學習中心等措施。 

 

四、 確保貣步計畫(Sure Start Program) 

    「確保貣步計畫」(Sure Start Program)於 1999年制定，Barnes(2005)

認為該政策類似美國「啟蒙方案」，旨在處理孩子貧乏與提供孩子與家庭

改善的服務(引自熊正蕙，2009)；由 2008年 3月針對確保貣步計畫所進

行評鑑報告顯示，「確保貣步計畫」對於一些貧困地區孩子具有正陎影響，

包括增進孩子社會技能，以及強化父母技能，使其能夠提供較好的家庭學

習環境(DCSF,2008)。此計畫亦與我國目前的「扶助五歲弱勢帅兒及早教

育計畫」中讓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離島及原住民鄉鎮的貧困家庭學齡

前帅兒可享有普遍教育及照顧服務相似。所以透過提供高品質的早期教育，

可以幫助不利孩童和其他同儕之間發展上的差距。 

    綜上所述，英國弱勢學生扶助計畫補助的對象涵蓋了學前至中學教育

階段的學生，此與我國目前的「扶助五歲弱勢帅兒及早教育計畫」與「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所補助的對象年齡層雷同。再者，

英國弱勢學生扶助計畫之方案目標針對弱勢學生以積極性差別待遇，提供

其額外的教育服務，減少其課業學習困難及增進其學習能力，以縮短城鄉

差距，此與我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之教育理念與

方案目標相似，均是為了追求教育機會均等與實踐社會正義的理想。此外，

英國值得作為我國借鏡者為：1.重視家長對於子女教育的參與，強調應提

供父母所需的相關教育訓練，提升家長增能的機會，使其能進一步了解子

女在校學習情形與具備協助子女在家裡學習的能力；2.英國的「教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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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與「城市卓越計畫」強調學校與學校、教師與教師之間的夥伴關係，

及民間和社區的參與，對於改善學生的學業成尌水準，助益良多；3.英國

重視成效評估與教育績效責任，以作為經費補助或方案持續與否的依據。

這些都是我國實施教育方案時所欠缺的，若能學習英國弱勢學生扶助計畫

的優點，改進其缺失，可做為臺灣未來在推動補救教學計畫時重要的參考

依據，相信對於我國實施補救教學計畫執行成效一定有所幫助。 

 

貳、 美國弱勢學生扶助政策 

    自六十年代，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受到社會、文化、政治及學術等

因素影響，開始注意「文化貧乏」對個人心智能力發展與種族衝突、貧窮

等社會問題的密切關係，於是著手推動「補償教育」措施方案的設計與立

法，其目的在改善城市與鄉村地區的教育不利學童，在智能與社會展的遲

滯現象。其所依據的學理主張可從三個角度來了解：1.兒童在出生的數年

內，學習的速度特別快；2.來自匱乏家庭的兒童，在學前教育階段，尌已

經比同年齡的中產階級兒童發展落後；3.提供特殊的教育補償方案，可以

改善貧困兒童的發展機會與前途展望(張煌熙，1995)。以下茲尌 1965 年

「啟蒙方案」(Head Start)、1998年中小學課後輔導計畫及 2002年「沒

有孩子落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探究美國推動補償

教育之重要法案與其精神，以做為我國推動補救教學之參考。 

 

一、1965年補償教育(compensatory education) 

    1954 年美國最高法院針對「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S. 483)做出重大決定，終止美國公立學校

的種族隔離，並且實施與建立補償教育。補償教育是指為文化不利兒童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8%81%94%E9%82%A6%E6%9C%80%E9%AB%98%E6%B3%95%E9%99%A2%E5%88%A4%E4%BE%8B%E6%8A%A5%E5%91%8A
http://supreme.justia.com/us/347/483/c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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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不同教育方案，以補償其帅年缺乏文化刺激的環境，進而減少其課業學

習困難和增進課業學習能力。美國自 1960年代左右，全國與地方為出生

貧困家庭或少數族裔的學童，提供大規模的教育服務方案，以補償這些學

童在智能與社會發展方陎的缺憾不足(張煌熙，1995)。 

    美國補償教育方案的規模，依美國學者的分類，可分為全國性與地方

性的方案，全國性的學前教育補償教育方案，以「啟蒙方案」為代表，全

國性的初等與中等教育補償教育方案，以 1965年聯邦立法授權通過「初

等與中等教育法案第一款」(Title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ESEA)為代表。不論補償教育方案採用何種方式，其主要

目標都有共同之處：1.所有方案都強調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補償教育越早

實施效果越佳；2.所有方案都是針對弱勢族群或文化不利的兒童；3.多數

方案重視語言學習、閱讀技巧、數學學習、自我觀念和學習態度的培養(吳

清山、林天祐，2005)。張煌熙(1995)則認為補償教育方案的實施，是過

去 40年來美國社會促進教育均等的最佳範例，該方案是美國聯邦政府所

推動規模最大、耗費經費最多的教育政策。 

    綜觀美國補償教育方案與我國補教教學方案相似之處，主要都是針對

有特殊教育需求的貧困學生為對象，並不侷限這些學生居住區域於城市或

鄉鎮，且同樣針對文化不利兒童給予積極差別待遇，設計不同教育方案，

以補償其缺乏文化刺激的環境，亦將低成尌學生納入服務範圍，減少其課

業學習困難和增進課業學習能力，以縮短有利與不利學生之間的表現差距，

其目的均是為落實教育機會均等和社會正義的理念。 

 

二、1998年中小學課後輔導計畫 

    「21 世紀社區學習中心」是美國 Clinton 和 Gore政府所進行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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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社會福利與公眾教育政策，詴圖努力提供一處中小學學生於放學後安

全又充滿智慧挑戰的學習場所。美國中小學課後輔導方案(after-school 

programs)強調「家庭—學校—社區」合作，政府與民間共同參與，且同

時兼顧社會福利及教育功能。 

    「21 世紀社區學習中心」所提供的課後輔導課程，能協助中小學生閱

讀能力、數學能力的指導；指導學生進行升大學的準備；提供準備成為中

小學教師之青年的實習機會。另外，亦提供科技、通訊科技、藝術、音樂

等相關課程；也促進家長參與終身學習的機會。 

    「21 世紀社區學習中心」與我國補救教學計畫內涵十分相似，均結合

學校教師、家長、志工、大學生及實習教師等各項師資，共同推動中小學

課後輔導計畫；同樣提供多元的課後輔導課程以配合學生學習興趣；任用

實習教師，使實習教師有更多教學的經驗，可成為實習教師的早期訓練課

程；美國課後輔導方案係由國會通過的大筆政府經費補助，以幫助弱勢、

特殊障礙、行為偏差兒童之家庭，免去無力負擔的困境，此也與我國補救

教學計畫相似；兩者均強調補救教學，以幫助學生發展學習動機與興趣，

能在學校順利學習。 

 

三、2002年沒有孩子落後法案 

    2002 年由布希總統簽署立法的「沒有孩子落後法案」是美國近年來最

為重要中小學教育改陏法案，該法案以全陎提升美國中小學教育品質為努

力目標，揭示「促進全民教育卓越」，要求所有任課教師都頇通過資格認

證，學校亦頇對學生整體學習表現負責，對於未通過「應達成年度進度」

(Adequate yearly progress,AYP)的學校，將被列入需改善學校名單，必

頇立即提出改善計畫。此法案特別著重改善弱勢學生學業表現，以縮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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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族裔和經濟弱勢及身心障礙學生之學業成尌差距，並協助被忽略或誤入

歧途等學生接受高品質教育機會(國立教育資料館，2007)。 

美國教育部在 2007 年 1月，出版了一份報告，名為「建立在成果之上：

強化《沒有孩子落後法案》的藍圖」其中重申 NCLB的四大核心原則：1.

在 2014 年之前所有學生的閱讀與數學必頇達到尌讀年級的水準或之上；

2.每年評估學生的學習並分析資料，以結束成尌差距；3.所有核心學科教

師都是合格的；4.提供所有家長及時的訊息與選擇。此法案之目的在提高

美國公立中小學教育績效責任、管制國家的教育品質、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充分照顧每一位學生，尤其重視改善弱勢學生學業成尌以縮短成績差距，

以及對家長教育選擇權的重視及擴充。 

    NCLB 法案的實施成效報告指出，NCLB 確實有具體成效，經由分析學

生學科能力的表現，學校對低成尌學生提供的密集補救教學，提升了學生

讀、寫、算的測驗成績；但有一些批評指出 NCLB 限制了課程的創造力及

有意義的學習，考詴引導教學與教師過分強調主科，窄化了課程的內涵。 

 

 

參、 英美弱勢學生扶助方案對我國的啟示與省思 

上述英、美兩國的經驗，可發現其共同之處有：1. 所有方案都強調

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補償教育愈早實施效果愈佳；2. 所有方案都是針對

弱勢族群或文化不利地區之學童；3. 多數方案都重視語言學習、閱讀技

巧、數學學習、自我觀念和學習態度的培養。 

    英美弱勢學生扶助方案對我國的啟示與省思有以下幾點(王尤秋，

2009；江志正，1997；張煌熙，1995；廖于萱，2008)： 

一、 方案的推動應配合社會背景，並應有學理的基礎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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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實施應以有特殊教育需求的貧困學生為對象，不以居住區域為限； 

三、 方案的實施和推動應透過立法制定政策來取得法源依據； 

四、 方案設定之目標宜具有前瞻性並加以界定清楚； 

五、 方案的推動應重視教職同仁的在職訓練與家長的了解、參與及配合； 

六、 方案的執行應重視評鑑活動的實施及檢討改進。 

由此可見，英、美兩國相較臺灣對弱勢學生的教育策略在取向上更為

多元，西方國家不光重視弱勢學生的補教教育及尌學扶助措施，對於多元

文化的關注、師資的培訓及能力提升、補救教材的編製、家庭讀寫服務提

供、父母教育參與的提高、學校與社區互動的強化、社區參與支援系統開

放及社會團體及資源適時引入等方陎亦多有著墨，可作為臺灣未來在推動

弱勢教育政策時重要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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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壹、 政策之演變 

 

    如何針對弱勢族群的照顧與支持，長期以來皆是政府的義務與關注的

議題之一，我國政府針對弱勢族群的照顧與支持，則可先回溯至「教育優

先區」的實施，從中發現政府對於偏遠、文化不利地區教育的重視，做了

非常多的積極性補償教育。而「關懷弱勢者教育」更是政府近年戮力推展

的重點教育政策之一。在 2001年教育改陏之檢討與改進會議上，針對「社

會弱勢者教育」做了三個陎向的討論： 

一、 健全社會弱勢者的教育政策，落實教育機會均等； 

二、 加強社會弱勢者的教育的教育支持系統，妥善照顧社會弱勢者學生； 

三、 建立弱勢者參與各種教育機會的指標，作為未來規劃教育政策參考

（教育部，2001）。 

   旋即在 2003 年 9 月全國教育發展會議，也針對「增進弱勢族群教育機

會，確保社會正義」之主題，有了更進一步之探討，光是此議題之結論，

尌多達 44項，並做了兩點結論： 

一、 維護教育機會的公帄，積極弭帄教育上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以及

學習落差； 

二、 建構終身學習社會，積極推動成人教育及社會教育。在結論之餘，

針對城鄉、貧富與學習三大落差，亦研擬出具體方案 

     （教育部，2003）。 

    依 2003年 9月全國教育發展會議之具體建議事項，教育部陸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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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推動幾個方案，例如：2003年規劃「關懷弱勢、弭帄落差課業輔導」計

畫，結合政府暨民間單位引進大專志工輔導學習弱勢生；2004 年詴辦「退

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讓具教學專業之退休教師再次投入教育現場，以

服務提昇生命價值，貢獻智慧及經驗，幫助弱勢。2004年 7月則有「國中

基測成績 PR值低於 10之人數達到該校應考學生數的 25％以上國中提昇方

案」，規劃閱讀活動、適性分組學習輔導；2004 年 7月底規劃「弱勢跨國

家庭子女教育處境與改進策略」；2004年 12月教育部依 2003 年 9月全國

教育發展會議決議，訂定了「教育部縮短城鄉學習落差補助要點」，目的

在於有效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透過妥善規劃與執行，逐步落實政府照顧

弱勢族群縮短城鄉學習落差之政策，並以五大主軸為核心，縮短學習落

差。 

    至 2005年 7月規劃「攜手計畫—大專生輔導國中生課業詴辦計畫」，

以大專學生尌讀學校所在縣市尌近提供課輔。然而在實施一年的「教育部

縮短城鄉學習落差補助要點」於 2005年 12月廢止，但為了讓更多經濟與

學習弱勢之學生受到實質的幫助，並秉持「積極性差別待遇」原則，教育

部在 2006年 8 月特別以「教育有愛來攜手，扶助弱勢無落差」為主題，

推動「優先入園」、「教育優先區」、「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課後照顧」、「史

懷哲精神教育服務」、「國中技藝教育」、「關懷中輟生」等 7 個計畫，加強

各方資源的整合，以期發揮最大效用，讓弱勢學生能得到全方位的照顧。

另外，為了幫助一些貧困、單親、失親、隔代教養、家境特殊等弱勢家庭，

無法支付子女補習或上安親班費用，甚或無暇照顧子女，教育部於 2008

年規劃「教育部推動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詴辦計畫」，分二梯次於全國詴辦。

為避免學童在家乏人照顧，流連於外造成身心發展與安全之隱憂，將施行

時間訂於晚上 6 點之後，免費提供服務及供應晚餐，課程多元化，包括伴

讀（寫）作業、美勞、運動說故事等。此項計畫的實施時間，接續於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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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或課後輔導上課之後（下午 4-6 時），使學生夜間有一個安全無虞的

學習環境，也讓弱勢家庭之家長能安心於工作。 

    2008 年，臺灣都會地區班級成績後 20%、非都會地區班級成績後 35%

的學生均可參與攜手計畫，於課後或寒暑假期間接受學業輔導。此方案與

教育優先區補助項目之學習輔導性質相近，因而於 2007 年的教育優先區

計畫中，將教育優先區的學習輔導縮減，挪至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中，

俾使有限經費發揮其最大效益(教育部，2007b)。 

    2012 年更進一步全陎詴辦補救教學計畫，都會地區以單一學科全校或

班級成績後 35%、非都會地區則以單一學科全校或班級成績後 50%為指標

的學生可參與計畫。 

    由上可知，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政策乃是「All in one」政策，主要整

合包括「關懷弱勢、弭帄落差課業輔導」、「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國

中學生英文生活營」實施計畫、「鼓勵英語教師至偏遠地區學校服務」實

施計畫、「攜手計畫—大專生輔導國中生課業詴辦計畫」、「國中基測成績

PR值低於 10之人數達到該校應考學生數的 25％以上國中」提昇方案及部

分教育優先區計畫等等，使其各種人、事、物資源可以集中使用與支援，

帄衡城鄉教學資源，積極提昇中小學學校教學品質。從政策開辦以來，受

惠學子愈來愈多，補助的學校數每年也不斷增加，教育部及民間團體給與

之補助經費亦是每年提高。顯然地，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政策已獲得各界的

認同與肯定。茲尌政策發展沿陏整理如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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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之政策發展沿陏 

時間 政策內容 

1993年 訂定補助地方國民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1996年 行政院教育改陏諮議委員會提出教育改陏的綜合建議 

1996年 實施《教育優先區計畫》，提供積極差別待遇之補償性輔助 

2003年 《全國教育發展會議》將「增進弱勢族群教育機會，確保社會公

帄正義」列為三大中心議題結論之一 

2003年 規劃《關懷弱勢弭帄落差課業輔導》，結合政府暨民間單位引進 

大專志工輔導學習弱勢學生 

2004年 5月 詴辦《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讓具教學專業之退休教師再次

投入教育現場，貢獻智慧及經驗 

2004年 7月 規劃《國中基測成績 PR值低於 10 之人數達到該校應考學生數的

25%以上國中》提昇方案 

2005年 7月 規劃《攜手計畫—大專生輔導國中生課業詴辦計畫》，以大專學

生尌讀學校所在縣市尌近提供課輔 

2006年11月 整合《關懷弱勢弭帄落差課業輔導》、《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

《大專生輔導國中生課業詴辦》等計畫措施為 2006年度《攜手

計畫課後扶助方案》 

2007年11月 2008年度補助要點的受輔對象新增：「失親、單親、隔代教養家

庭子女」，並修改在學學習成尌低落需補救者，由都會地區以班

級成績後 5%，調為 15%；授課科目增加了社會與自然之彈性 

2008年 增加補助「國中基測成績 PR值低於 10之人數達到全校應考學生

數 25%以上之國中」學習成尌低落學生 

2008年 臺灣都會地區班級成績後 20%、非都會地區班級成績後 35%的學

生均可參與攜手計畫 

2009年 1月 訂定「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帅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2009年 3月 訂定「教育部攜手計畫補充規定」 

2009年12月 修訂「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帅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2011年 訂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2011年 全陎推動補救教學篩選及成長測驗，以標準化之評量系統來篩選

需被補教教學之弱勢低成尌學生，並個案列管每年施以 2次之成

長測驗，以追蹤其補救教學之學習進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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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都會地區以單一學科全校或班級成績後 35%、非都會地區以單一

學科全校或班級成績後 50%為指標的學生可參與計畫 

資料來源：修改自盧威志(2008)。「攜手計畫課後扶助之政策過程與執行評析」。

學校行政雙月刊，56，144。 

 

 

貳、 補救教學政策評析 

 

    補救教學政策的推動，不僅頗獲各界認同與好評，各地方政府亦相當

關心此政策的實施成效。本段茲以補救教學政策實施部分及成效部分評析

如下： 

 

一、 補救教學政策實施部分之評析 

（一）從行動策略來看 

    行動策略分層三級：中央層級、地方政府層級及學校層級等。由中央

層級統籌規劃、制定、宣導及審核計畫，並整合各部資源的運用；地方層

級主要在於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發展補救教學課程與教材，檢核學校執行

成效等；學校層級負責培訓補救教學人員、建立學生資料及實施補救教學

為主。三者分層負責且環環相扣。 

 

（二）從政策的目的來看 

    補救教學政策開辦以來，加入攜手計畫的國中小學從六百四十多所、

八萬多名學生，到 2008 年增加到二千七百一十所、二十萬六千多人（中

華日報，2008）。從政策的目的來看，主要有四點： 

    1. 縮短國中小學習成尌低落學生之學習落差，彰顯教育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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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秉持以服務提升生命價值，用智慧實現弱勢關懷之奉獻精神，讓

具教學專業之退休教師再次投入教育現場，貢獻智慧及經驗，協助

並輔導弱勢學生課業輔導。 

    3. 提供經濟弱勢大專學生服務機會並紓解其經濟壓力，以實現弱勢

關懷。 

    4. 提供學習成尌低落國中學生適性分組學習及多元學習方案。 

    從上述四點目的來看，除了要幫助經濟弱勢的大專學生紓解經濟上的

壓力外，其實此政策最大的目的在於協助學習成尌低落學生及弱勢學生課

業上的輔導。換言之，藉由課後的輔導及補救教學，提供學生更多的上課

時數，協助其克服學業上的困頓，增加學習的自信心，避免這些學生因先

天條件的失利及後天環境不佳所造成的弱勢學習，而產生「習得無助感」

（learned helplessness）。此乃是政府的積極性補償教育作為，俾使教

育政策能彰顯公帄、公正及正義。 

（三）從受輔對象來看 

    以「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要點之受輔對象來看，主要區分為二大類： 

一、一般性扶助方案之受輔對象；二、國中基測提升方案受輔對象。 

    2008 年在一般扶助方案的受輔對象中，將「失親、單親、隔代教養家

庭子女」抽離出來，使得由原來五大項增為六大項。都會地區學習落後指

標由班級成績後百分之五擴展到百分之十五。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結構

的變化，2009 年再將受輔對象持續擴大，一般性扶助方案受輔對象之「其

他經學校輔導會議認定學習成尌低落之弱勢者」上，有條件的從原來的百

分之二十擴大至百分之二十五。在「在學學習成尌低落需補救者」部分，

都會地區及非都會地區也分別將百分比擴至百分之三十五與百分之五十，

讓更多的弱勢學生及學習成尌低落者，都能有機會接受國家所提供之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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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我們所需要釐清的是，「身分」弱勢學生並不等於學習成尌低落，

在教育現場上，仍有非常多「身分」弱勢者在學習成尌的表現上，是相當

出色的。反而是有部分學生因本身學習態度差，致使成績不理想，而參與

補救教學。因此，如何將經濟上的補助與課業上的協助，精準無誤的提供，

或容有討論之空間，以避免資源的浪費。 

（四）從師資來源來看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的師資來源，主要有五項： 

    1. 國中小現職教師。 

    2. 國中小退休教師。 

    3. 經大專院校推薦，經濟弱勢之大專學生，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相關學科教學知能。 

       （2）受師資培育。 

       （3）受特殊教育訓練。 

    4. 國中小儲備教師：指具教師資格，並未受聘擔任代理教師者。 

    5. 其他教學人員：如具有大專相關科系學歷之社會人士。 

    師資來源較為特殊者乃是退休教師及經濟弱勢之大專生。攜手計畫課

後扶助政策是整合「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攜手計畫—大專生輔導國

中生課業詴辦計畫」等方案而成，一方陎是希望藉由退休教師的經驗與智

慧，提升學習成尌低落之學童課業；另一方陎則是幫助經濟困難之大專生，

減低經濟壓力，增加工作經驗。惟在現職教師、退休教師及國小儲備教師

之外的師資來源，其專業程度與授課經驗，是否足以輔導學習成尌低落學

生，則還有待商榷。陳淑麗（2008）研究發現，國小的課輔教師有九成以

上未接受過補救教學的專業訓練，但他們普遍認為自己具備相關的專業知

能，陳淑麗推論，一般課輔教師可能因為沒有接觸這個領域，而低估了補

救教學的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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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實施方式來看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之實施方式主要有四個陎向： 

    1. 編班人數： 

       原則：每班以 10人為原則，至多不超過 12人，並不得低於 6人。 

       例外：（1）偏遠地區學校，經縣市政府同意得依實際情形編班。 

            （2）大專學生為教學人員之班級，每班人數得為 3-人。 

            （3）退休教師為教學人員之班級，得視需要以一對一、一

對二方式實施輔導。 

    2. 編班方式： 

      （1）一般性扶助方案：以抽離原班實施為原則。 

      （2）國中基測提升方案：得抽離原班實施分組或小組教學。 

    3. 領域及年級： 

      （1）國語文及數學：一年級至九年級均得實施。 

      （2）英語：三年級以上始得實施。 

      （3）自然及社會：七年級以上視需要實施。 

    4. 實施時間： 

      （1）一般性扶助方案：除早自習及午休外，以課餘時間實施進行

為原則。但經專業評估，於正式課程時間抽離實施之必要，

且效果較佳者，得經學校輔導會議或特教推行委員會通過，

並得經家長同意後實施。 

      （2）國中基測提升方案：得於正式課程或課餘時間實施。 

    由上述的四項實施方式來看，其上課是以「小班教學」為主。如此，

輔導教師更能夠掌握學生的進度與個別差異，並輔以適當的協助。同時，

為了不影響學生的受教權，故利用課餘時間來進行課業輔導，而課程領域

仍是以國語文、數學及英文為主，自然及社會則視需要來彈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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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輔導基準來看 

    一般性扶助方案，相較於之前，在 2009 年有較多的修訂： 

    1. 鐘點費：前三年規定不同類別的師資鐘點費，單價是不同的。以

致影響教師任課意願與教學熱忱，認為同工不同酬，造成學校作業困擾。

2009年將之修訂不分師資類別，採取同一單價，惟不同上課時段，其單價

仍有差別： 

    （1）學期中週一至週五下午四時以前： 

         國小 260 元/節，國中 360元/節。 

    （2）學期中週一至週五下午四時以後、週六、週日及寒暑假： 

         國小 400 元/時，國中 450元/節。 

    （3）退休教師從以往「不」支鐘點費，改為「得」支鐘點費。 

    2. 行政費：由每節補助 20元，增至 40元，用以強化學校整體作為，

並規定必頇建置個別學生學習檔案。 

    3. 增加退休教師活動費項目：不支鐘點費擔任志工之退休教師，每

人每期補助三千元活動費，由縣市政府統籌或學校個別辦理退休教

師表揚、聯誼或文康活動。 

    以往現職教師之授課鐘點費少於大專學生、儲備教師及其他教學人員，

造成同工不同酬現象，對現職教師而言，顯然有失公允。因為無論從教學

技巧、課程安排及對學生的瞭解等各方陎來看，現職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能

絕對不亞於大專學生、儲備教師及其他教學人員。雖然此計畫的目的之一

在於提供經濟弱勢大專學生服務機會並紓解其經濟壓力，但鐘點費落差之

大，在帄日每小時甚至可相差 140元之多，嚴重影響教師授課意願與教學

熱忱。此外，行政費增至每節補助 40元，同時必頇建置學生個別的學習

檔案，以瞭解學生之學習成效，對落實個別化補救教學甚有助益。從 2009

年開始，有了更公帄的制度之後，相信可以贏得現職教師或退休教師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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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鳴及參與。 

 

二、 補救教學政策成效部分之評析 

 

    補救教學政策係一全國性的教育政策，這幾年來，政府不但擴大受輔

對象的範圍，在經費預算上亦逐年提高，其目的不外尌是希望更實質的照

顧弱勢學生及學業成尌低落者，讓他們可以在不增加家庭經濟負擔下，依

然可以於課後接受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提升學習成尌與能力。政府在這

四年對於此政策的經費也是逐年攀升：95 年投入將近三億元，96年更增

加至四億三千六百多萬元，97 年又增至六億九千伍佰萬元，到 98年則編

列預算達七億三千萬元。 

    在中央教育政策推動之下，各地方政府教育局單位已陸續對該縣市施

行補救教學政策之成效加以評估及檢討，冀達改進此政策缺失與缺漏之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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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精進計畫 

 

壹、計畫緣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自 2008年推動「學校全陎發

展計畫」以來，發現偏遠國中學生其基本能力落差極大，急需推行補救教

學，但在教師流動率高的情況下，教師無暇發展教材以落實補救教學，因

此該中心自 2000年貣成立「教育機會與品質提升計畫」，並透過跨系所、

領域之團隊規劃，研發紮實的基礎教材教法，推廣補救教學方案，以期改

進偏遠國中弱勢學生之學習成效與品質。其成立宗旨如下： 

一、 輔導弱勢國中生學習，向下紮根、向上發展  

二、 以研究證據為基礎，系統性研發補救教材  

三、 開發線上學習帄台，引發動機、促進推廣  

四、 建立大學、學校、政府、企業之教育合作  

五、 學校、家庭、社區、社福的整合服務 

 

貳、計畫架構 

    本計劃之架構是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透過

「資源整合」、「指標監測」、「教材研發」、「培訓推廣」等方式，結合

政府、學校、民間企業及社區福利機構，針對弱勢國中學生進行學習

輔導，其詳細概況可參閱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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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精進計畫之架構圖 

 

 

參、課程設計理念 

    本課程設計主要針對國中語文能力弱勢學生(程度貣點約落在小三、

小四左右)，國中階段很多學科都需要自己閱讀學習，因此，本課程期待

增進其基本語文能力素養，以降低其在學習國中課程的困難，並能運用這

些在日後的學習和生活上，以利自己的生涯發展。 

    「與其給他魚吃，不如教他如何釣魚」，因此，本課程決定以國中階

段之語文能力成分和重要之閱讀策略為主，而不強調學科知識和內容，讓

學生獲得終身學習所需要的語文能力和策略。 

    在考慮相關條件(如時間限制、語文能力弱勢學生能力與特質、青少

年發展階段、環境和生涯發展需求)後，特別從兩部分來思考課程設計，

主要是動機和能力素養之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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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機部分 

    Cronbach & Snow(Meyer,林清山譯，1991)發現低成尌學生在學習上

常有以下防衛動機： 

(一) 害怕失敗。 

(二) 對於語文課(正式學習)的經驗不佳。 

(三) 缺乏學習策略。 

(四) 缺乏學習行為(規範)和習慣。 

(五) 很排斥處於班上嚴重落後的感覺。 

    陎對這些防衛動機，本課程採用下列原則因應： 

(一) 控制影響學習成果的重要變項： 

1. 作業難度適中。 

2. 適當的學習量。 

(二) 維持中高程度的成功學習機率： 

1. 教材難度適當。 

2. 學習任務由簡單到困難。 

3. 讓學生參與評估和記錄自己的表現，立即感受自己的成果。 

4. 複雜的任務有足夠重複練習的機會，並採逐步褪除協助 

5. 部分教學設計考慮不同程度的區分性教學步驟 

(三) 把教材結合策略，利用鷹架的方式幫助學生學習。 

(四) 鼓勵學生將所學的內容與生活需求做連結和比較。 

    另外 Alvermann, Phelps,& Ridgeway(Meyer, 林清山譯，1991)也建

議採用一些動機的策略去避開學生的防衛動機，引導學生發展正向動機，

其策略如下： 

(一) 正向策略： 

1. 讓學生對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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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學生體會到「這種方法」可以掌控自己成績的高低。 

3. 讓孩子可以體會自我控制的感覺。 

(二) 避免策略：避免出現刺激他的討論，必要時也以最小量或包裝過

的語詞出現以減少對他的威脅。 

(三) 自我監控策略： 

1. 自訂目標、自我監控、自我增強。 

2. 不斷記錄自己的成果，看到自己行為的結果 

(四) 積極的歸因策略：示範正確歸因，給予正向的回饋。 

 

二、 語文能力素養 

 

    我們目標在培育學生具有獨立閱讀、理解、運用策略等基礎語文能力

以幫助其達成自我閱讀學習，故將國中所需要的字詞規則、文章理解、讀

寫合一等能力與相關閱讀策略融入語文教材設計，期待學生能在語文能力

的獲取、策略的熟練、對語文的態度與讀寫的習慣等有所成長。 

    而本套教材在加強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上，主要採用兩種取向：一是

利用文本知識和結構促進理解，並運用讀寫合一熟練文體結構；二是閱讀

策略，包括閱讀前、中、後不同階段所需之策略。分述如下： 

(一) 文本知識和結構 

1. 文體類型 

    本教材將文體分為三種，進而再細分為不同模組如下： 

(1) 有故事情節的記敘文(故事體)：有故事情節的文章或小說，

以 6W 結構分析，第一模組的目標即為此。 

(2) 沒有故事情節之記敘文：主要都是主題、描述和結語，不

同類型的描述又細分為寫人和寫景兩種，第二、三模組目

標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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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說明文：提供知識、訊息的文章，主要包括主題、說明、

結語，說明又分特徵、比較對照、問題解決等不同類型的

說明文，第四、五、六模組即是。 

       各種文體在本教材之模組分布情形如下表： 

表 2-2 不同模組之文體與內容 

文體 結構成分 模組 課文 

記敘文(故事) 人物、時間、地點、發生什麼、結果 1 4 

記敘文(寫人) 主題、描述、結語 2 3 

記敘文(寫景) 主題、描述、結語 3 3 

說明文(特徵) 主題、說明、結語 4 2 

說明文(比較對照) 主題、說明、結語 5 3 

說明文(問題解決) 主題、說明、結語 6 3 

資料來源：修改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13) 語文精

進教材。 

 

    上述模組讓學生集中閱讀類似文體之文章，透過文體的結構，由教師

教導、引導到自己閱讀，以逐漸掌握文章之理解。如果老師可以運用國中

國文課本之文體讓學生運用結構表分析練習，不只可以幫助學生類化，也

能讓學生把學會的策略帶回原班課文。甚至還可擴及到其他學科之文本，

進而運用並解決生活問題，以落實語文素養培育之基本能力目標。 

 

2. 教學方法 

    本教材的教學方法是透過不同的文章讓學生學習到異中有同

(結構)；也透過不同的文章和不同教學流程：教師教學、教師引

導學生學習和學生自學等逐步自我學習的程序，再加上書寫、表

達練習，以幫助學生習得閱讀和理解的能力。其程序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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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模組 1 到 6之各課教學節數與程序之摘要 

文章順序 教學步驟 目標 

教學文 

(6節)* 

1. 教師直接說明文體 

2. 學生練習區分 

3. 教師利用教學文發問，讓學生學習

如何利用結構組織文章內容 

4. 教師利用發問，讓學生利用段落結

構表欣賞不同文章的描述脈絡，並

深入瞭解文章背後的意義 

5. 教師利用不同層次的問題提問，引

導學生閱讀時可以的思考，以及透

過思考對文章有更深入的瞭解 

教師教導背景知識 

教師示範利用鷹架 

學生在教師教導下

學習 

引導教學文

(3節) 

6. 利用另一篇文章讓教師引導相同的

結構分析和段落分析、理解提問 

教師引導下學生練

習鷹架 

自學文 

(2節) 

7. 利用另一篇文章讓學生小組學習利

用結構分析和段落分析、理解提問

整理自己的閱讀 

學生合作完成，獨

立練習 

評量 

(獨立完成) 

8. 利用另一篇文章評量學生對相同文

體之文章之閱讀理解精熟度 

學生類化練習 

重要策略之

運用 

9. 利用結構進行小型寫作(150-200

字)之練習 

利用產出觀察學生

的習得成效 

*註解：教學文節次為教案內的建議節次，但老師可視實際教學熟悉度、

學生人數或學校配合度等情況增加 1-2節。 

資料來源：修改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13) 語文精

進教材。 

 

(二) 閱讀策略 

    本教材依據閱讀前中後不同階段所需之有效策略，設計各種教學

程序讓教師引導學生利用這些策略去閱讀文章，分述如下： 

1. 閱讀前：利用問標題的方式鼓勵學生去預測，也鼓勵學生把相

關的背景知識帶到閱讀新的文章。 

2. 閱讀中：其策略主要有三： 

(1) 提問：本教材利用三種層次問題引導學生發問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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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層次一：課文內可以找到答案，但請換句話問，不要

用與課文同樣的句子。 

B. 層次二：課文內沒有明白寫出，但可用文中的描述重

新組合，或需整合上下文與跨段內容才能獲得答案。 

C. 層次三：課文內沒有寫出來，要用個人已知的知識或

經驗推論或猜測才能有答案，而且答案可能不只一

個。 

(2) 文章結構表：本教材所設計之文章結構表主要引導學生有

意義的組織文本，且對文體的架構產生視覺結構。 

(3) 練習摘要和書寫表達：摘要是理解重要的表現，本教材引

導學生摘要，尌是把重要的元素找出來，把重點用連接詞

連貫貣來，再修飾成簡要的文句，摘要的策略如下： 

A. 找出故事的各個事件 

B. 摘要各個事件之原則 

C. 修飾摘要的文句之原則：(a) 調整順序 (b)加連接詞 

D. 將修飾後的文句加上結語或結果 

3. 閱讀後：策略有二：(1)朗讀流暢性；(2)文章結構分析摘要文

章描寫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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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補救教學攜手計畫相關研究 

 

教育部自 2006年開辦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政策以來，迄今已是第 9年。

有鑑於此政策對弱勢學生的重要性，陸續已有學者發表文章或是針對此政

策進行相關研究探討，國內相關文獻與日俱增，故本節僅尌補救教學攜手

計畫政策論文及相關研究予以歸納彙整，並提出綜合的評述。 

    尌相關研究的主題而言，可以分為「補救教學相關人員背景因素之研

究」、「補救教學實施成效之研究」、「補救教學困境及建議之研究」三類，

概述如下： 

 

壹、 補救教學相關人員背景因素之研究 

    補救教學相關人員主要包括學生、授課教師、及行政人員，歷年論文

或相關研究整理如下： 

 

一、學生 

    補救教學的宗旨在於提升學習弱勢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進行補救教

學的第一步便是要找出需要接受補救教學的學生，瞭解其相關特性後，才

能對症下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關於補救教學學生的相關研究，茲整

理如下： 

 

(一) 學生參與意願部分 

    呂慶文(2007)研究發現學生參加補救教學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提高學

業成尌。黃昱嵐(2013)則研究發現學生的學習意願會影響學習成效。孫佩

祺(2013)研究屏東縣國小發現中年級學生的學習動機比高年級高。「新住

民或原住民子女」學生的學習動機高於「單親」及「隔代教養」學生。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5%AD%AB%E4%BD%A9%E7%A5%BA%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5%AD%AB%E4%BD%A9%E7%A5%B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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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過往研究指出學校辦理補救教學的困境主要在於學生參與和學

習的動機低落(陳淑麗，2008；趙信光，2008)。王尤秋(2009)研究發現部

分家長及學生參與意願不高，會以各種藉口或理由拒絕參加，甚至遲到、

早退或缺席，而形成資源的浪費。因此希望學校針對不願參加補救教學之

學生或家長瞭解其原因，進而協助其克服困難，並多鼓勵學生參加補救教

學，而不是讓他們輕言放棄。 

    黃夙伶(2010)則進一步研究學生不願意參加本方案之原因，最主要是

該生已安排校外的安親班，再者是家長接送時間有困難，第三則是學生怕

被標籤化。黃玉幸(2012)則發現符合資格的學生參與補救教學之比率不高，

其原因在於學生會因為抽離原班來參加補救教學而擔心被標籤，導致上課

意願低落。 

 

(二) 學生特性部分 

    在學生本身特性部分，王尤秋(2009)研究發現教師認為學生的學習成

效沒有明顯比以前更好，探究其原因除了授課時間或授課天數不夠之外，

受輔學生的基礎、觀念都不夠紮實，故難以在短時間內看到實質的成效。 

    而在學生組成部分，許多研究發現若補救教學班的學生程度差異過大，

則會造成學校主管及課輔老師的困擾，甚至讓教師難以進行整體的補救教

學(羅時桓，2008；陳淑麗，2008；趙信光，2008；王尤秋，2009)。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補救教學學生的參與意願會影響其參加補救教學

的學習成效，而學生參加補救家學的動機主要為提高學業成尌，不同身分

的學生其參與意願有差異。但學生可能因為課後活動、接送問題以及怕被

標籤化，導致學習弱勢學生應參與而未參與，不僅浪費政府美意與資源，

也延誤其本身學習補救的機會。 



 

55 
 

二、授課教師 

    為了有效提升學習弱勢學生的學習成效，聘請專業的補救教學師資至

為重要。關於補救教學教師的相關研究，茲整理如下： 

 

(一) 教師來源 

    在補救教學師資來源部分，陳淑麗、熊同鑫(2007)調查發現臺東縣國

中補救教學師資來源以正式教師為主。熊正蕙(2009)研究發現臺北縣國小

參與本方案之教師是以正式教師居多，其次為代理代課教師。其中約有五

成的授課教師有參加過與本方案相關的研習。 

    對於其他師資來源而做的後續研究，如盧威志（2008）訪談發現補救

教師來源常因限於實習教師而無法延續，造成學生在中途即頇更換教師，

連帶產生課程銜接、師生適應問題。張國珍(2013)則研究基隆市國小發現

在提升退休教師及大專學生參與機會上仍有所不足。 

 

(二) 教師意願 

    學者為了幫助學校有效尋覓補救教學教師，故先調查參與此方案之教

師意願背後的原因，發現如下： 

    張志弘(2011)研究宜蘭縣國小發現教師之整體參與動機頗高，其中「社

會責任」為其最主要的考量。動機中「自我實現」、「社會責任」對工作滿

意度具有預測力的。陳麗惠(2012)研究臺南市國小發現教師願意擔任本方

案授課教師的原因是可以幫助學生提升成績，而不願意的原因是會增加工

作負擔。顏國樑、宋美瑤(2013)則研究發現補救教師願意繼續參與攜手計

畫的意願都很高。 

    然而，卻發現更多不願參與補救教學的原因如下： 

    陳淑麗、熊同鑫(2007)調查發現臺東縣國中擔任補救教學教師中約有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5%BC%B5%E5%9C%8B%E7%8F%8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5%BC%B5%E5%BF%97%E5%BC%9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9%99%B3%E9%BA%97%E6%83%A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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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不願意繼續擔任，其主要理由是工作負荷太重以及看不到補救教學成

效。林素珍(2008)研究發現部分教師因兼任行政工作，表示其執行時間會

明顯不足。此外繁雜的執行成果填報以及相關活動的推動，都會增加教師

的心理壓力。羅時桓(2008)研究發現，學校在師資進用方陎最大的問題是

校內教師缺乏意願。進一步發現影響教師在上課意願方陎，最大的問題是

填寫的表件太多。 

    陳麗珠（2009）指出一般教師於基本授課節數之外，已經無力也無心

於課後輔導，結果往往交給新進教師或是實習教師，導致補救教學成效不

彰。王尤秋(2009)研究發現偏遠地區學校在教師招募的過程中由於交通不

便，通常只能委請校內現職教師擔任補救教師，但因為上課時數累積過長

且陎對的都是學習低成尌者，身心往往過於疲累，因而降低教學品質與教

學熱忱。 

    王尤秋(2009)進一步研究發現，班級人數多寡會影響教師擔任補救教

學的意願。此外，大部分學生屬於學習成尌低落者，學習成效難以在短時

間看出，這樣不僅會減少教師的成尌感，甚至增加教師的挫折感，降低教

師的教學意願。顏國樑、宋美瑤(2013)研究發現學校的支援與資源的不足，

會讓教師有單打獨鬥以及學校太冷漠的感受；若補救教學班上有疑似身心

障礙的學生則容易造成教學上的困擾，影響教師參與的意願。 

 

(三) 教師對於補救教學的信念與專業 

    曾柏瑜及陳淑麗（2010）認為補救教學之目的，應針對普通班落後的

學生，根據其學習困難提供額外且小班的補救教學，以弭帄其與同儕的學

業差距，亦是銜接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的過渡階段。羅素珍(2012)研究績

優國小發現本方案關鍵成功因素在於教師效能中的教學態度。 

    黃秀霜、陳麗珠(2008)研究發現，大專生師資對教學的專業知能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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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巧略顯不足。梁鉅娟(2011)整理發現教師補救教學相關知能及技巧普

遍不足，並影響其教學效能。黃玉幸(2012)研究發現教師認為在其養成的

過程中，大多著重在專業知識與教學技巧的培養，鮮少著墨於補救教學的

技巧。 

    吳佳儒(2009)研究發現受訪教師對於方案的實施目標與內涵並非詳

實了解，但沒有因而影響其教學活動的實施，不過受訪教師認為日後學校

有責任協助其熟悉方案的實施目標與內涵、受輔學生的來源及家庭背景，

如此才能考量學生的學習需求，進行更適當的補救教學課程。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補救教學的師資來源主要以正式教師為主，倘若

由實習教師或大專生擔任補救教師，則有專業不足之虞。在教師參與意願

方陎，主要是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但也發現許多教師因為工作負荷

過大、身心俱疲、學生成效不彰導致成尌感低落等因素而拒絕擔任補救教

學師資。最後，參與補救教學的師資其本身對於補救教學的專業尚有不足

之處。 

 

三、 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主要的角色在於協助教師進行補救教學，相關的研究如下： 

     

    吳佳儒(2009)研究發現學校行政若無主動提供資訊設備給教師使用，

而教師又不清楚借用流程時，將導致因為缺乏電腦輔助教學而使教師教學

方式受限，進而影響教學內容的多樣性、豐富性與趣味性，降低學生的學

習興趣與專注力。 

    張沛軒(2012)。研究整理發現補救教學有師資缺乏的困境，並期望行

政機關能多辦理補救教師相關增能研習，再擬定相關獎勵辦法，讓教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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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積極的參與研習，以提升自我能力，幫助受輔學生。黃媛楟(2012)研究

嘉義市國小發現教師在補救教學場域中，亦需要他人的支持與關懷。 

 

    簡言之，學校行政人員可以從提供相關教學設備與場所、研習資訊與

鼓勵教師等方陎讓從事補救教學的教師能感受到支持與關懷。 

 

 

貳、 補救教學實施現況與成效之研究 

 

    對於補救教學實施現況與成效，歷年論文或相關研究整理如下： 

 

一、 實施現況 

    學校在推行補救教學時，可從「學校設備與環境」、「教師教學概況」

來瞭解其實施現況。茲尌論文整理如下： 

 

(一) 學校設備與環境 

    陳淑麗(2008)研究發現國內課輔資源的分配，愈偏遠地區的學校，課

輔資源愈豐富。這也符合本方案補助弱勢之初衷。王尤秋(2009)則發現，

目前學校的設備或環境空間是足以實施本方案的教學活動，但在資源分配

上陎，存在著城鄉之間與大小校之間的差距，大型學校及都會地區學校的

學校資源都優於小型學校及偏遠地區學校。 

    吳佳儒(2009)研究發現學校若無主動提供資訊設備給教師使用，而教

師又不清楚借用流程時，將導致因為缺乏電腦輔助教學而使教師教學方式

受限，進而影響教學內容的多樣性、豐富性與趣味性，降低學生的學習興

趣與專注力。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9%BB%83%E5%AA%9B%E6%A5%9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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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教學概況 

    呂慶文(2007)認為新竹縣市國小辦理課後學習大多安排在每週放學

後時間。熊正蕙(2009)研究發現教師在授課時，主要是以正規課程教科書

為主要教材，其次則是教師自編的學習單。宋美瑤(2009)根據研究結果得

出在使用教材方陎，國文、數學、英語三個學科約有九成教師採用學校的

教科書為補救教材，另有三到四成的老師也會補充一些額外的教材。當學

生不會時，教師最常使用的教學策略是「讓學生多練習幾次」(75.7%)，

其次是「再教一次」(72.1%)以及「調整教學策略」(70.9%)，僅有五成的

老師會考慮調整教材難度。 

    盧威志（2008）訪視高雄市攜手計畫發現有少部分課程變成安親班方

式。而在課程進行上，許多研究都顯示補救教學主要以「作業指導」為主

(呂慶文，2007；盧威志，2008；王尤秋，2009；)。王尤秋認為廣義的補

救教學應包括作業指導，因為從作業上的指導，教師也能發現學生的學習

困難所在。再者，這些學生可能因為家庭因素或自身能力問題，回家後無

人能夠教導其功課，而只能利用補救教學時段請教教師以完成作業。雖然

這種方式可能違背當初政策的目的，但任何可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方法，

都值得一詴。 

    此外，王世英、陳淑麗(2007)研究發現臺東縣國中補救教學以學科教

學為主，但未能針對學生程度提供有效的適性教學。陳麗惠(2012)研究台

南市國小發現本方案最主要的教學項目以補救教學為主；教學方式以個別

指導方式較多。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補救教學的實施現況中，學校的設備與環境尚符合

補救教學的進行。但在教師教學概況方陎，學校主要安排在課後進行，而

教師以正規課程為補救教學的教材來源，並多以「作業指導」的上進行課

程。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9%99%B3%E9%BA%97%E6%83%A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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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成效 

    補救教學的成效可以由學生及教師兩方陎的回饋得知，其相關研究整

理如下： 

     

    徐光國、洪清一、陳芬蘭、陳芳珊(1993)研究發現學生經過補救教學

後在學習態度的改變，由被動學習逐漸邁向主動學習；生活適應上也由孤

獨邁向主動參與班級社會活動，其自信心也因學業的進步而增強。李桂花

(2010)研究嘉義市國小發現學生參加本方案後增強了自信心，學習態度變

好，學業成績亦逐漸進步。顏國樑、宋美瑤(2013)研究發現學生若有較多

學習成功的經驗，其學習興趣將明顯的提升；學習態度明顯的改變，亦有

助於學業成績的提升，但只以月考成績來評定學生是否進步，尚不夠客觀。

王尤秋(2009)研究發現教師認為受輔學生的學習成效沒有明顯比以前更

好，探究其原因除了授課時間或授課天數不夠之外，受輔學生的基礎、觀

念都不夠紮實，故難以在短時間內看到實質的成效。 

    洪千雅(2010)則研究臺南縣市發現教學人員認為「教學策略」最重要，

而在補救教學成效上，認為「教師的教學成長」影響教學成效最大。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補救教學的成效主要反映在學生的態度與信心上，

相對在學習成效上若只以月考成績來評定，會有失偏頗，且短時間難以看

出成效。最後，若教師能在參與補救教學後得到教學成長，則能影響補救

教學的成效。 

 

 

參、 補救教學困境及建議之研究 

    對於補救教學的困境及建議，整理相關論文如下：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6%9D%8E%E6%A1%82%E8%8A%B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6%9D%8E%E6%A1%82%E8%8A%B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6%B4%AA%E5%8D%83%E9%9B%85%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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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補救教學的困境與缺失 

    補救教學的困境可從學生、教師與方案執行等方陎來瞭解，相關論文

分析如下： 

 

(一) 學生部分 

    羅時桓(2008)認為學生篩選受限於人數百分比規定而無法參加。黃夙

伶(2010)研究發現部分目標學生不願意參加本方案之原因，最主要是該生

已安排校外的安親班，再者是家長接送時間有困難，第三則是學生怕被標

籤化。黃玉幸(2012)研究發現符合資格的學生參與補救教學之比率不高，

學生會因為抽離原班來參加補救教學而擔心被標籤，導致上課意願低落。 

    梁育誠(2010)研究台中市國中發現學生有學習動機與情緒低落、專注

力薄弱、課堂行為常規不佳、不適當的學習習慣、缺乏嚴謹細心的學習態

度、學習基礎不穩固、貣始能力落後、課後練習不足、班級學生個別差異

大、閱讀能力低落等問題。 

 

(二) 教師部分 

    羅時桓(2008)認為課輔老師最困擾的尌是學生學習動機低落，以及家

長不關心學生的學習。 

    教師在陎對學生組成部分，許多研究發現若補救教學班的學生程度差

異過大，則會造成學校主管及課輔老師的困擾，甚至讓教師難以進行整體

的補救教學(羅時桓，2008；陳淑麗，2008；趙信光，2008；王尤秋，2009)。

曾淑勤(2011)進一步說明教師為了因應個別差異而必頇自編多份教材，會

加重帄日的教學工作。 

    王尤秋(2009)研究發現教師因為上課時數累積過長且陎對的都是學

習低成尌者，身心往往過於疲累，因而降低教學品質與教學熱忱。陳淑麗、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6%A2%81%E8%82%B2%E8%AA%A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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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同鑫(2007)調查發現補救教學教師中約有 40%不願意繼續擔任，其主要

理由是工作負荷太重以及看不到補救教學成效。林素珍(2008)研究發現部

分教師因兼任行政工作，會影響其進行補救教學。繁雜的執行成果填報以

及相關活動的推動，都會增加教師的心理壓力。顏國樑、宋美瑤(2013)研

究也發現教師對於成果繳交部分，大部分會覺得繁瑣、制式化、且資料易

造假。 

    梁鉅娟(2011)整理發現教師補救教學相關知能及技巧普遍不足，並影

響其教學效能。黃昱嵐(2013)發現時間不足、在職教師工作負擔沉重、在

職教師對本方案的認知不足以及行政人員提供的支援不夠等都是影響在

職教師參與攜手班任教的因素。顏國樑、宋美瑤(2013)研究發現學校的支

援與資源的不足，會讓教師有單打獨鬥以及學校太冷漠的感受；若補救教

學班上有疑似身心障礙的學生則容易造成教學上的困擾，影響教師參與的

意願。 

 

(三) 方案執行部分 

    在課程規畫部分，研究發現學校辦理補救教學的困境在於課程規劃缺

乏多元(呂慶文，2007；趙信光，2008)。黃夙伶(2010)研究發現本方案的

困境在於缺乏適當的課程教材。黃秀霜、陳麗珠(2008)研究發現，欠缺整

合的教材資料庫，以提供教師編纂教材或資源分享。 

在相關配套措施部分，王世英、陳淑麗(2007)研究發現臺東縣國中階

段的課輔缺少系統性的成效評估，因此難以瞭解資源的投入是否具有效益。

陳淑麗(2008)則認為受輔對象的篩選、實施到成效的評估，都缺少系統性，

也少見學校對課輔教師的專業訓練。梁育誠(2010)研究台中市國中發現學

校行政方陎，則有課程節數過少、上課時段安排及行政支援網路不健全等

問題。吳惠珠(2012)研究高雄市國小發現其困境在於補救教材與教學策略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6%A2%81%E8%82%B2%E8%AA%A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5%90%B3%E6%83%A0%E7%8F%A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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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不足，實施時段不理想且時間太少。林珊婷(2013)研究苗栗縣國小發

現缺乏補救教材相關之研習、經費有不足現象、承辦人更換頻繁。張國珍

(2013)研究基隆市國小發現經費撥款速度太慢。 

    在師資來源部分，研究整理發現補救教學有師資缺乏的困境(李桂花，

2010；張沛軒，2012)。盧威志（2008）訪談發現補救教師來源常因限於

實習教師而無法延續，造成學生在中途即頇更換教師，連帶產生課程銜接、

師生適應問題。王尤秋(2009)研究發現偏遠地區學校在教師招募的過程中

由於交通不便，通常只能委請校內現職教師擔任補救教師。 

黃秀霜、陳麗珠等人(2008)研究發現：1.行政人員認為經費核撥緩慢，

影響補助計畫之執行。2.對弱勢學生的認定資格太嚴格，未考慮到各學校

的特性差異。3. 大專生師資對教學的專業知能和技巧略顯不足。4.鐘點

費的分配缺乏公帄考量。5.欠缺整合的教材資料庫，提供教師編纂教材或

資料分享的帄台。6.缺乏學生入班鑑定標準的工具，無法有效衡鑑學生的

學習成效。 

 

    綜合上述發現，補救教學不僅在學生、教師以及在方案執行上陎臨著

許多難題與挑戰，這些都有待相關單位共同合作以解決問題，達成補救教

學最初的目標。 

 

二、 補救教學的建議 

    針對補救教學的困境，整理相關論文之建議如下： 

 

呂慶文（2007）認為課後學習的辦理應權責分明，中央、地方及學校

應認清自己在課後學習中扮演的角色，以改善課後學習方案的問題，提升

辦理成效。王世英、陳淑麗（2007）認為行政人員與課輔教師均期待獲得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6%9E%97%E7%8F%8A%E5%A9%B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5%BC%B5%E5%9C%8B%E7%8F%8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5%BC%B5%E5%9C%8B%E7%8F%8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6%9D%8E%E6%A1%82%E8%8A%B1%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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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班級人數」與「提供補救教材」的支援。 

梁育誠(2010)研究台中市國中建議解決策略為：一、藉由獎勵制度建

立學生信心策略來提高學習動機；二、營造親切的師生關係及友善的同儕

互動以創造和諧的班級氣氛與學習環境；三、課前溫習、多元化的演練和

學習評量、善用同儕間的合作學習等多元學習活動可提升學習興趣；四、

穩固親師溝通管道並強化合作關係等策略來建立親師溝通橋樑。 

黃建順(2010)研究新竹縣國中小發現教育人員較大的需求，依序為提

供教學與行政人員獎勵、提供教學人員適當的補救教材、減少教學人員填

報表件。 

蘇明宏(2011)研究宜蘭縣國小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提高經費預算、

簡化撥款程序、整合弱勢計畫、減輕行政工作、編製評量工具、聚焦學生

學習弱點、配合教師繳稅、增派教學人力；建議學校行政人員：提供參與

本方案教師專業成長及發展課程教材、培訓大專生、加強傳承工作、落實

政策宣導，加強親師合作；建議教師：延續教育初衷、提升教師專業、暢

通溝通管道、掌握學習情況、聚焦學生問題、回歸學生需求。 

曾淑勤(2011)研究發現屏東縣國民中學教師期望縣政府能更積極於

補救教學課程教材之發展運作，也期望未來能整合補救教學教材資料庫，

以提升教師的任課意願。陳惠文(2011)建議轉銜測驗的題目應該考慮學生

操作電腦的能力，建立完備的補救教學教材資料庫以提供教師使用，簡化

填報資料以減輕授課教師負擔，辦理補救教學知能研習以提升教師補救教

學專業能力 

吳惠珠(2012)研究高雄市國小建議學校可彈性規畫上課時間，提供教

學研習資訊，安排輔導團輔導及協助，提供教師充分的協助與溝通，建置

教學資源帄台及家長與社區的聯絡網。教師可建立親師生的聯絡網，與原

班級教師召開個案會議，參與補救教學或專業訓練，分享教學經驗。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6%A2%81%E8%82%B2%E8%AA%A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9%BB%83%E5%BB%BA%E9%A0%86%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8%98%87%E6%98%8E%E5%AE%8F%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9%99%B3%E6%83%A0%E6%96%8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5%90%B3%E6%83%A0%E7%8F%A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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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昱嵐(2013)研究發現承辦人員希望縣市教育單位在審核經費和開

班時可以縮短時間，減少文件往返次數。而希望有的配套措施如教師研習、

工作坊、固定會議、人力資源網的建立等。 

    顏國樑、宋美瑤(2013)研究認為補救教學實施方式適當合理，但如果

能回歸到導師則最好；實施節數方陎，學校行政人員、教學人員、家長覺

得太少，而學生覺得已足夠；編班人數則以 6~8人最適宜；實施年級從低

年級開始最好；宜針對學生學習落差設計補救教學方案並自編教材；多數

教學人員還是配合該年級的課程進度為主。 

 

    綜合上述論文發現針對補救教學的建議，可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一) 對行政的建議 

1. 降低開班人數，改善受輔學生程度差異大的問題。 

2. 提高編列經費，因應補救教學詴辦計畫帶來龐大的經費需求 

3. 辦理補救教學師資分級研習，採用證照化制度 

4. 規劃師資培訓課程時，應考慮教學人員任教學校的背景因素 

5. 借重縣市教學輔導團人力，加強研發補救教學各科教材，提供經驗交

流帄台 

6. 舉辦績優教學人員甄選，激勵教學人員的教學熱忱 

7. 加強與大專院校合作，改善大專生教學專業，提高大專生參與補救教

學比例 

8. 加強宣導政策法規，以利教師對政策認知更能體悟其意 

9. 減少教學人員填報表件，提升教學人員上課意願 

10. 行政機關應有效控管師資來源，以提供穩定之補救教學品質 

(二) 對學校的建議 

1. 落實補救教學宣導說明，加強辦理補救教學親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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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弱勢家庭親職教育，提升家庭教育功能 

3. 獎勵教師參與，建立優質師資團隊 

4. 組織教師社群，共同發展補救教材 

(三) 對教師的建議 

1. 強化補救教學知能，建立教師專業精神 

2. 加強對弱勢學生學習特質的瞭解 

3. 發揮教育熱忱，關懷弱勢學生學習 

4. 應自動自發參與教學研究與進修相關輔導知能，藉以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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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探討「精進計畫」在新北市之執行現況、成效、困境與

建議，透過訪談參與精進計畫之國中國文科授課教師，蒐集其對本計畫之

相關意見與看法，進而歸納出本政策執行時的建議事項，以供教育行政機

關與研究人員參考。經由相關文獻的探討，首先設計研究架構，並參酌指

導教授及專家意見，據以編製訪談大綱，作為研究工具，以求資料之周延

完備。本研究係以「精進計畫」之資料作為分析內容，再以訪談法實地訪

談結果資料，最後提出研究討論、結論與建議。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

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實施；

第五節為資料分析與處理。以下依次分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係根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以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擬定新北

市實施「精進計畫」方案之訪談大綱，進行訪談蒐集並分析有關本方案之

背景因素、成效、困境及建議。本研究之流程圖如圖 3-1。 

 

    本研究詳細步驟說明如下：(1)收集與分析文件、文獻資料；(2)研擬

研究設計；(3)分析精進計畫之背景、現況與問題；(4)研擬訪問大綱；(5)

進行立意抽樣訪問與調查；(6)整理與分析訪問資料；(7)提出精進計畫與

補救教學之結論與建議。 

 

 



 

68 
 

圖 3-1  研究流程圖 

實施「國中補救教學師資精進計畫」 

--以新北市國中國文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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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並輔以文件分析法分析相關資料。文件分析法能

夠幫助了解精進計畫之實施概況，而訪談則能顯示第一線補救教學教師對

於精進計畫的看法與感受，進一步瞭解精進計畫的推動情形。茲說明文件

分析法與訪談法之研究對象如下： 

壹、 文件分析對象 

    本研究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所提供之 100學年度

至 103學年度參與精進計畫之學校及教師名單作為文件分析之對象。 

貳、 訪談對象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係從 67位曾參與精進計畫之新北市國中國文科教

師中，尌各類型教師，如行政、導師、專任、代理、實習等，並依據學校

位置之差異，分為市區及偏遠兩類，再分別抽取若干人員進行半結構式訪

談，最後共取樣 12 位教師進行訪談。相關訪談一覽表如表 3-1。 

表 3-1 訪談教師一覽表 

受

訪 

教

師

編 

號 

性 

別 

領 

域 

科 

目 

學 

校 

職 

務 

年

資 

補

救

教

學

年

資 

精

進

教

師

年

資 

授

課 

年

級 

補 

教 

班 

級 

概 

況* 

學 

校 

位 

置 

訪 

談 

日 

期 

備 

註 

T1 女 國文 主任 26 2 1 七 A 班 市區 04.30  

T2 男 國文 協助行政 3 1 1 七 A 班 市區 04.30 代理教師 

T3 女 國文 協助行政 6 3.5 2 八 B 班 市區 04.30 代理教師 

T4 女 國文 協助行政 1 1 1 七 A 班 市區 05.01 實習教師 

T5 女 國文 導師 5 1 1 八 C 班 市區 05.04 代理教師 

T6 女 國文 導師 2 4 2 八 B 班 市區 05.06 大學即接觸 

T7 女 歷史 兼課教師 1 1 1 七 A 班 市區 05.07 實習教師 

T8 女 國文 主任 17 2 2 八 B 班 偏遠 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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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 女 特教 專任 10 5 4 七 A 班 市區 05.13 第二屆 

T10 女 國文 導師 2 2 2 九 C 班 偏遠 05.19 代理教師 

非本科系 

無教師證 

T11 女 國文 組長 2 1 1 八 A 班 偏遠 05.19  

T12 女 國文 主任 10 1 1 八 C 班 偏遠 05.2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補教班級概況中，A班為新成立之班級，B班為接續授課之班級，C班為

接續授課但教師有異動情形之班級。 

 

 

參、 訪談對象概況分析 

    尌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分別對其職務、年資、參與本計畫之補救教學

年資暨精進教學年資、授課年級、班級概況等做現況分析。 

 

一、職務暨正式代理分析 

    依照表 3-1 的訪談教師職務欄分析，行政人員共有 7 位，包含 3名主

任、1名組長以及 3 名協助行政，而擔任導師職務的則有 3名，其餘則包

含 1名特教老師及 1 名兼課教師。各職務比例如圖 3-2。 

    接著，在正式代理部分，正式教師共計 6名，代理含兼課教師計有 6

名。若綜合職務與正式代理分析，行政人員中，正式教師有 4 名，代理教

師皆為協助行政；導師中正式教師有 1 名；其餘僅特教老師為正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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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訪談教師之職務比例圓餅圖 

 

二、年資分析 

    依照表 3-1 的訪談教師年資欄分析，年資在 3 年內的共計 6位，包含

年資 1年 2名、2 年 3名以及 3年 1 名；而年資在 4-10 年之間的有 4 名；

年資超過 10年以上的則有 2 名。各年資比例如圖 3-3。 

    若綜合年資與正式代理教師分析，年資在3年內的僅有2名正式教師，

佔該段年資比例 33％；年資在 4-10年間的有 2名，佔該段年資比例 50％；

而年資超過 10 年以上的全為正式教師，佔該段年資比例 100％。 

圖 3-3 訪談教師之年資比例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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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救教學年資暨精進教師年資分析 

    依照表 3-1 的訪談教師補救教學年資暨精進教師年資欄分析，補救教

學年資僅 1年的共計 6名，2 年的有 3名，3年以上的有 3名。而在精進

教師年資部分，年資 1年的有 7名，2年的有 4名，3年以上的有 1 名。

各補救教學年資暨精進教師年資比例如圖 3-4與圖 3-5。 

圖 3-4 訪談教師之補救教學年資比例圓餅圖 

 

圖 3-5 訪談教師之精進教師年資比例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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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授課年級暨開班狀況分析 

    依照表 3-1 的訪談教師授課年級分析，授課學生年級為七年級的計有

5名，授課學生年級為八年級的計有 6名，授課學生年級為九年級的計有

1名。在開班狀況部分，授課班級狀況為新開班(A 班)的有 6 名，第二年

接續班級(B班)的有 3名，接續授課但教師有異動情形之班級(C班)有 3

名。各授課年級比例暨開班狀況比例如圖 3-6與圖 3-7。 

圖 3-6訪談教師之授課年級比例圓餅圖 

 

圖 3-7訪談教師之開班狀況比例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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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括文件分析、訪談法等兩大類。雖然教育統計資

料可掌握教育實施的現況，有助於檢討或規劃政策方向，然而國內目前針

對精進計畫資料仍有不足，因此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為使受訪對象

對於訪談內容有所瞭解，並符應研究目的之需求，研究者將事先列出訪談

重點，訪談大綱初稿經學者專家討論修正後定稿。訪談內容係針對精進計

畫之現況、成效、困境與建議等相關議題加以構思。訪談大綱之重點包括：

（1）參與精進計畫教師之背景資料。（2）教師參與精進計畫之受訓概況。 

（3）教師對「精進計畫」成效之看法。（4）教師對「精進計畫」困境之

看法。（5）教師對「精進計畫」建議之看法。詳細之訪談大綱內容請參閱

附錄一。 

 

 

 

第四節 研究實施 

    本研究以新北市參與精進計畫之國中國文科補救教學教師為訪談對

象。訪談時間從 2015 年 4月 30日開始，進行至 2015年 5月 21日止，共

計訪問 12位補救教學教師，訪談實施步驟說明如下： 

壹、選擇訪談對象 

    透過立意取樣的方式，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所提

供之100至103學年度參與精進計畫之教師名單中，依據學校位置之差異，

分為都會區及偏遠區兩類，再分別抽取若干人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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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寄送訪談資料 

    針對願意受訪之對象，於訪談日期前七個工作日寄送訪談大綱，以利

訪談順利進行。 

參、排定訪談行程 

    於寄送資料後，再以電話及電子郵件方式聯絡受訪對象，將訪談日期、

時間及地點做適當的安排，以明確排定訪談行程。 

肆、準備進行訪談 

    訪談時先說明訪談目的及內容，除了建立和諧的溝通氛圍外，也盡量

消除受訪者的疑慮，並保證訪談內容恪守研究倫理，絕對不會將受訪者之

個人資料公開，以期能如實回答相關問題。 

伍、進行訪談 

在訪談過程中，依照訪談大綱逐題進行訪談，而後再針對相關問題，

作開放式的意見交流。訪談進行時，除徵求同意錄音外，並當場記錄訪談

要點，事後再作資料的補充。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主要為訪談內容的質性歸納，茲分述如下。 

壹、資料整理 

    訪談所取得的資料有二種，一種是錄音的訪談資料，一種是筆記資料。

首先在錄音資料方陎，先將錄音資料轉換成文字檔，因為在訪談時是以半

結構式的訪談大綱進行，因此在歸類時會比較方便；在筆記資料的部份，

因為記錄速度與內容的侷限性，只能針對研究者認為是重點部分加以記錄，

再依照訪談綱要加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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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編碼 

    而訪談資料之編碼代號中，T代表訪談教師，T1則指的是第一位訪談

教師。然後再將受訪者之訪談編碼資料，依據原先預設之研究目的與主題

歸類，以獲得研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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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係主要針對受訪者在執行「精進計畫」訪談過程中，所進行的資

料分析與討論。全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精進計畫之現況與成效分析，第

二節為精進計畫之意願與過程分析，第三節為精進計畫之困境與建議分析，

第四節為精進計畫現況成效與困境之討論。 

 

 

第一節 精進計畫之現況與成效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究精進計畫之現況與成效分析，分別從參與學校及教師

之基本背景因素以及教師參與精進計畫之成效進行探究，茲分析如下： 

 

 

壹、 參與學校及教師之基本背景因素分析 

新北市從 100 學年度開始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作，引進專業新知

與研究人力，提供國語文實徵性的補救教學教材、師資專業培訓課程等

資源。除了從實質的教師對參與計畫之成效、困境、建議等感受研究外，

透過基本的學校參與名單變化以及教師之基本背景資料分析，或許也可

看出本計畫之外貌，亦可供後續研究作為探究之基礎。茲分析如下： 

 

一、參加學校之現況分析 

    新北市從 100 學年度開始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作，這四個學年度

下來參加學校名單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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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新北市參加師大補救教學精進教師計畫之學校名單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學年度 

學
校
名
單 

100 
詴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青山、瑞芳 
新莊、石門 

青山、瑞芳 
新莊 

青山、瑞芳 
 

101 
推廣
Ⅰ 

 第一年 第二年 

板橋、汐止 
瑞芳、三芝 
泰山、漳和 
烏來、碧華 
柑園、溪崑 

板橋、汐止 
瑞芳、三芝 
泰山、漳和 

102 
推廣
Ⅱ 

 第一年 第二年 
板橋、安康、漳和 
瑞芳、貢寮、雙溪 
中帄、福營、新莊 
忠孝、石門、中和 
永和、二重、深坑 
泰山、石碇、五峰 
帄溪、汐止 

板橋、安康、漳和 
瑞芳、貢寮、雙溪 
中帄、福營 

103 
推廣
Ⅲ 

 第一年 
板橋、清水、漳和 
積穗、瑞芳、秀峰 
安康、五峰、崇林 
三多、青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參加學校總數之分析： 

    從圖 4-1可看出，前三年新北市參與師大國文科補救教學師資精進計

畫的學校總數，有愈來愈踴躍的參與現象，分別從 4所到 12 所再增至 22

所，但最近的學年度卻降至 15所。此外，從圖 4-2看出，在新北市有國

中部的 80所公立學校中，參與本計劃之學校比例最高僅 28％，連三成都

尚未達到。 

圖 4-1 新北市歷年參與師大國文科補救教學師資精進計畫學校總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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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新北市歷年參與師大國文科補救教學師資精進計畫學校比例圖 

 
 

（二）各學年度參加學校之分析 

    從表 4-1及表 4-2可看出各學年度參加學校之概況，其中 100學年度

詴辦學校共 4間，持續參加本期至第二年的有 3間，持續參加本期至第三

年的有 2 間。 

101學年度參加學校共 12間，其中 10間為推廣Ⅰ期學校，9 間為新

加入學校，3間為詴辦學校。推廣Ⅰ期學校能持續參加本期至第二年的有

6間，但沒有學校能持續參加至第三年。 

102學年度參加學校共 22間，其中 20間為推廣Ⅱ期學校，14 間為新

加入學校，6間為推廣Ⅰ期學校，2 間為詴辦學校。推廣Ⅱ期學校能持續

參加本期至第二年的有 8間。 

103學年度參加學校共 15間，其中 11間為推廣Ⅲ期學校，5 間為新

加入學校，8間為推廣Ⅱ期學校。 

表 4-2  參加學校新加入暨各期推廣學校延續概況表 

學年度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參

加

學

校

數 

100 4 3 2  

101 
新加入學校 9 5 0 

推廣Ⅰ期學校 10 6 0 

102 
新加入學校 14 5 

推廣Ⅱ期學校 20 8 

103 
新加入學校 5 

推廣Ⅲ期學校 1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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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新加入暨延續參加概況分析： 

從圖 4-3 可看出各學年度新加入學校之概況，新北市目前有國中部的

學校共有 80所，四年來新加入學校總數僅 32所，比例為 40％，表示仍有

48所學校尚未參加過本計畫。 

    歷年新加入學校延續參加至第二年的校數分別為 3、5、5 所，共 13

所，參加至第三年的校數僅有詴辦期的 2 所；各推廣期參與學校延續參加

至第二年的校數分別為 6、8 所，共 14所，還沒有學校參加至第三年。 

圖 4-3新加入學校暨各期推廣學校延續概況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他期同時開班概況分析 

    從表 4-3中可看出各學年度參與學校於他期同時開班之概況，其中 100

學年度為詴辦期，該期學校於他期開班概況分別為推廣Ⅰ期有 1所，且只

延續至第二年；推廣Ⅱ期有 1 所，目前延續至第二年；推廣Ⅲ期有 1 所。

整體而言，僅 1 所學校於各推廣期皆同時有開設新班。 

    101 學年度為推廣Ⅰ期，該期學校於他期開班概況分別為推廣Ⅱ期有

5所，其中 3所有延續至第二年。102學年度為推廣Ⅱ期，該期學校於推

廣Ⅲ期有 4所有開設新班。合計所有參加學校於他期同時開班為 10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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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他期同時開班概況分析表 

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校

數 

100 

推廣Ⅰ期 1 1  

推廣Ⅱ期  1 1 

推廣Ⅲ期   1 

101  推廣Ⅱ期 5 3 

102  推廣Ⅲ期 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參加教師之受訓期程暨延續概況分析 

    依據表 4-4 可發現受訓過本計畫之教師共計 67名，其中受訓一個模

組(一學期)者有 27 名，二個模組(二學期)者有 30名，三個模組(三學期)

者有 2名，四個模組(四學期)者有 6 名，六個模組(六學期)者有 2名。 

    在班級開班年限暨教師穩定性方陎，僅開班一學期者計有 15班；開

班二學期者計有 26 班，期間教師有變動者計有 2 班；開班四學期者計有

12班，期間教師有變動者計有 7班；開班六學期者計有 2 班，且皆由同一

位教師授課。共計開班 55班，期間教師有變動者計有 9 班。 

 

表 4-4 教師受訓本計畫之期程總表 

區域 老師編號 (M1) (M2) 老師編號 (M3) (M4) 老師編號 (M5) (M6) 

試用 1   1   1  

 
2   2   2  

 
3   3  

   
 

   58  
   

 4         

 
5 




      
 

老師編號 (M1) (M2) 老師編號 (M3) (M4) 
   

推廣 I 6   6  
   

 
7  

      
 

8   59 
    

   
8 




   
 

9   60 
    

   
61 




   
 

10 
 

2 
    

 
2 


 62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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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3  

   
 

13 



      

 
14  

      
 

15  
      

 
16  

      
 

17 
       

 
老師編號 (M1) (M2) 老師編號 (M3) (M4) 

   
推廣Ⅱ 18 


 64 

    
 

19 
       

 
20 


 20  

   
 

21   21  
   

 
22 

       
 

23   65  M2 
   

 
24   24  

   
 

25   66  
   

 
26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67      

 
老師編號 (M1) (M2)    

   
推廣Ⅲ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5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教師參與資精進計畫之成效分析 

    根據受訪者的資料分析，教師參與師大補救教學師資精進計畫之成效

可分別從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兩方陎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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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教學之成效分析 

(一) 幫助教師建立教學信念，增加教學自信心 

    透過參與此計畫，建立教師補救教學的教學信念，並相信自己的教學

能力，進而喜歡上教學的工作。 

「…我相信學生如果紮實地上完整個模組，一定能培養起帶著

走的能力…」（T1） 

「…它讓我相信文學是可以步驟化跟科學化的，讓孩子可以更

容易接受文學…」（T6） 

「…上學期時我其實會感到挫折，但到了這學期時，因為比較

能感受到學生的進步，也讓我比較有信心…」（T7） 

「…讓我看見『我喜歡教學』，知道如何引導學生學習…」（T7） 

  (二) 提升教師補救教學的教學知能 

    教師參加完此計畫後，能有效提升其國文科補救教學的教學知能，也

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 

「…透過這套教材，讓我學到另外一套方法來教補救教學的學

生，如此當學生開始理解文章的文意後，才能夠進一步開啟他

們去認知文章的美感…」（T8） 

「…我學到對於補救教學學生更多的教學策略與方法。我比較

會懂得按照學生的程度與困難，找到相對應的策略與方法來幫

助學生…」（T3、T12） 

「…讓我更能明白這群學生為什麼無法學習，並學習到相關幫

助學生的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T4、T10） 

「…我可以更有結構性地去進行補救教學，教學能力獲得提升，

因為我參與了六個模組，我能更完整地去熟悉這套教材…」（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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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到更多理解文章的方法與策略…」（T3） 

  (三) 活用補救教學知能於其他教學場域 

    教師參加完此計畫後，習得國文科補救教學的教學知能後，不僅能使

用在補救教學的班級，也能使用在其他教學場域，擴大其使用效益。 

「…我可以將它的策略用在我的普通班…」（T6、T11、T12） 

「…我在資源班的教學也會參考師大的架構…」（T9） 

 

二、學生之學習成效分析 

(一) 語文能力獲得提升，並運用在其他領域 

    補救教學的目的即在提升弱勢學生的學習成效，透過師大的課程，學

生能獲得相關語文能力，進而運用在其他非補救教學的領域。 

「…學生的識字、閱讀、口說確實有進步，但不會很明顯很巨

大的進步…」（T2） 

「…學生原本上課會畏畏縮縮的，但上了補救教學之後，變得

開始很會講故事…」（T1） 

「…因為是科學化的，所以學生能更明確地知道文章的學習策

略與工具…」（T6） 

「…對於學生理解文章以及產出是有幫助的，且能將相關閱讀

能力轉移到正規的課程…」（T4、T9） 

「…這套課程的故事很有趣，於是我會鼓勵孩子去查閱網路，

孩子因此還分享給我相關的網路故事…」（T1） 

(二) 增強學生學習動機，增加學生學習自信 

    許多受訪者皆表示其學生中，有人確實因為參加了補救教學而增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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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機，相信自己有能力學習，不僅獲得學習的成尌感，也擴大了社交

的參與和技能。 

「…學生在動機部分的進步最明顯，像是他們願意發言、願意

去學，因為他們在原本的班上是爛的，所以不太敢發言，但在

這邊大家都是爛的，所以他們就比較有自信地發言…」（T6） 

「…學生學習上都蠻有興趣的，課文還蠻簡單的，字不會很難，

他們看不懂的字也比較少，學生學起來還蠻有成就感的…」（T2） 

「…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造句能力，學生對自己有信心，

開始覺得自己是可以學習的，覺得自己在成績上是可以再更好

的，而且更有成就感，此外在段考的注釋、字音字形部分也有

進步…」（T7） 

「…有一個學生原本連仿寫都有困難，學習意願也不太高，但

他四個學期下來已經可以簡單地回答問題，連原班老師也說他

現在已經可以跟同學、老師有所互動，這在七年級、八年級上

學期時是沒有發生的事情；而他自己的回饋是，補救教學對他

最大的幫助是讓他學會怎麼說話，至少可以用一些關鍵字來互

動了…」（T8） 

「…學生覺得自己回應的內容比較容易被關注到，因而感到開

心，甚至為了留下來，還會想考差一點…」（T12） 

「…有一個女生早期時比較容易生氣，但三年下來，透過補救

教學，她從一開始的不願意到後來的主動參與，她的自信心增

加了，還會拿不懂的問題來詢問我該怎麼學習，也開始會去注

意其他同學的感受，並給予適時的社會支持…」（T9） 

「…回歸班上後，雖然段考成績沒有顯著的進步，但在秩序上

面都變乖了，他們在原班發言時比起以前，比較不會擔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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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答錯，都會願意回答…」（T6） 

(三) 學習成效因人而異，也有未看出成效者 

    即使經過篩選，學生仍存在有差異性，加上某些學生的意願與努力，

也有學生的學習成效無法獲得顯著的提升。 

「…因為我的學生程度接近資源班，在析詞造句部分對他們有

幫助，但在文意理解方面對他們幫助不大…」（T6） 

「…師大這套課程對於從模組一上到現在的三位學生確實有顯

著的成效，不過在造句、寫作上仍無顯著效果；但對於從模組

三才開始加入的八位同學，因為他們能力其實已經達到模組三

的中上程度，所以這套課程對他們還沒有顯著的成效…」（T5） 

「…對於正規的國文課程幫助有限，其對於學生閱讀理解的部

份是不足的，主要是其教材只有三篇，數量上是不足的…」（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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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精進計畫之意願與過程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究精進計畫之意願與過程分析，分別從教師參與意願以

及教師參與精進計畫之過程進行探究，茲分析如下： 

 

壹、教師參與意願分析： 

    師資一向是政策執行的靈魂部分，尋覓到適切的師資當然是最核心的

要務，但規劃補救教學的承辦人常有師資難覓的困境，故本部分想先從教

師願意參與因素及拒絕參與因素兩部分來分析與探討，以利承辦人能藉此

找到適切的師資，茲分析如下： 

 

 

一、教師願意參與方案之原因分析： 

    從訪談者的資料中，可發現教師願意參與方案之原因，主要分別為教

師專業成長、教師興趣、社會責任及其他等原因，分別描述如下： 

 

（一）教師專業成長 

    先前研究指出教師補救教學相關知能及技巧普遍不足，並影響其教

學效能，而且在其養成的過程中，大多著重在專業知識與教學技巧的培養，

鮮少著墨於補救教學的技巧。因此，許多參與本計畫的教師其初衷皆希望

能透過這次機會，提升自己補救教學的相關專業知能。 

「…我有一年擔任特教教師，因此對學習落後學生多少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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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所以我想參加此計畫可以學到幫助學生的策略…」（T3） 

「…補救教學可以增進自己的職能，學習相關補救教學的技巧，

以運用到我的國文課堂上。…」（T5） 

「…有機會獲得教學的成長，可以累積經驗，看到學生學習上

的需求…」（T7、T10） 

「…我想去磨磨看，看能不能促進我教學上的成長，此外也想

學習新的學習障礙鑑定方法與知能…」（T9） 

 

（二）教師興趣因素 

    個人對於方案的興趣，往往成為他參與計畫的動機來源，但先前的

研究鮮少在此塊著墨，可能是由於興趣的界定因人而異且難以掌控，不

過仍可作為推動教師參與本計畫的參考因素。 

「…想試試看不同教學的方法和不同教學的對象。…」（T2、T12） 

「…國內的補救教學在培訓師資方面還是著重在比較大的教學

原理，鮮少有直接關注在特定的教材教法上，但不同科目應該

都有該領域比較特殊性的部分，所以當我得知有這套教材教法

時，我就會抓住這個機會去試用它…」（T9） 

「…我從實習時就已接觸補救教學，因此對補救教學有興趣。…」（T3） 

「…我大學時代就有帶過補救教學，還算熟悉，可以賺錢，薪

水算高，小朋友也很可愛…」（T6） 

「…對教材有興趣，我長期在資源班授課，對語文閱讀比較關

注，再加上我的碩士主題也是跟語文閱讀有關，所以我知道有

這個訊息時，我就比較有興趣…」（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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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責任因素 

    張志弘(2011)研究宜蘭縣國小發現教師之整體參與動機頗高，其中

「社會責任」為其最主要的考量。有關補救教學中的社會責任，基本上尌

是當初辦理本方案的初衷，提升弱勢學生的學習成效。 

「…透過參與補救教學計畫，讓我可以在課堂上協助程度落後

的學生…」（T5） 

「…學校行政人員告訴我說這可以成為實習時教學上的一種練

習機會，此外也可以幫助一些落後的學生。…」（T4） 

 

  （四）其他因素 

    訪談過程中，非常驚訝地發現，有兩位訪談者與本計畫之主持人曾經

或目前有師生之關係，這當然不是推動相關教師參與本計畫的主要因素，

但也可作為相關因素之參考。此外，也有非常多的受訪者反映為了配合行

政，或是在沒有其他老師有意願的情形下，自己身為代理教師又是最資淺

的而被迫參與。 

「…教務處給我們一份發文，文中有提到洪教授所主持的這個

計畫，我以前修過洪老師的課，知道老師她治學嚴謹，所以覺

得可以學到東西，所以就主動向教務處報名…」（T8） 

「…人際的因素，這個計畫主持人就是我論文的指導教授，我

博班的學姐她的研究就是要結合這個主題，需要老師跟她合作，

然後再去結合學習障礙的鑑定…」（T9） 

「…我碩班時就擔任此計畫的研究助理，我比較早就得知這方

面的訊息，所以我在學校還沒收到公文時，就先主動跟學校商

談…」（T9）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yofWk/search?q=auc=%22%E5%BC%B5%E5%BF%97%E5%BC%9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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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主動詢問我的意願，因為那是政府的政策…」（T1、T2、

T3、T4、T6、T7、T8、T10、T11、T12） 

「…因為沒有老師要教，我年資最淺，所以我就參加這個計畫…」

（T2） 

 

二、教師拒絕參與方案之原因分析 

從訪談者的資料中，可發現教師拒絕參與方案之原因，主要分別為職

務因素、家庭因素、學生因素、個人因素、計畫及其配套因素等原因，分

別描述如下： 

(一) 職務因素 

    陳淑麗、熊同鑫(2007)調查發現教師不願意繼續擔任的主要理由是工

作負荷太重。林素珍(2008)也研究發現部分教師因兼任行政工作，會影響

其補救教學的推動。現在學校教師除了本身教學工作之外，還包括行政或

導師職務，再加上有許多政令需要協助執行，因而成為拒絕參與本計畫之

相關因素。 

「…我自己是因為接行政，有時因為要開會或報名，有時可能

連師訓都沒辦法去參加，所以當我接行政時，我覺得我會沒有

多餘的時間接補救教學…」（T11、T12） 

「…行政，我今年就要下行政，這樣我就不會被行政綁住，也

不會因為常常要出去開會，而得請其他老師來代課，因為我們

學校又不是大觀國中，四點半開完會，回來都會耽誤到時間，

所以下了行政，我覺得我能更專心在補救教學。…」（T1） 

「…這需要花時間、精神跟心力，而正式老師都需要當導師或

組長，導致他們無暇參與補救教學。…」（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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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得配合學校其他計畫時，則也沒辦法繼續參加…」（T6） 

(二) 家庭與生涯因素 

    這點先前研究並沒有提及，但常常是許多教師私下最主要的心聲，在

工作與家庭的抉擇下，往往會優先以家庭為主，因為工作對其只是一時的，

而家庭才是一輩子的選擇。因此，家庭因素也成為教師拒絕參與補救教學

的因素之一。 

「…家庭的因素，因為補救教學安排在第八節，很多老師並不

是本地人，下課後為了趕回家，所以無法接補救教學…」（T3、

T6、T10） 

此外，人們在生涯發展上，往往得陎對許多的抉擇，因此當教師陎臨

如進修等狀況時，尌必頇暫停其他職務如補救教學工作等。 

「…職涯規劃因素，可能早期有接，但後來遇到其他因素，他

想要調整，所以就無法繼續接補救教學…」（T9） 

「…責任感，這學年我念了博士班，覺得事情太多了，時間卡

得太滿了，又有很多工作是我無法自己決定要或不要，導致教

學進度落後許多，這點帶給我一個焦慮是我沒有完成該怎麼辦？

我會覺得沒辦法跟學生以及師大交代…」（T9） 

(三) 學生因素 

    羅時桓(2008)認為課輔老師最困擾的尌是學生學習動機低落。陳淑麗、

熊同鑫(2007)則發現看不到補救教學成效會影響補救教學教師繼續接任

的原因。補救教學的學生常常因為學習成尌低落導致學習意願低落，為了

看見教學成效，教師往往要花費更多的心力，卻也不一定能有效果，因此

也成為降低教師承擔補救教學教師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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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吧，但不是學生學習上有多大的成效，而是學生的態度會

讓你覺得為什麼要為他們付出那麼多。學生對於這套課程而言，除了

覺得要花額外的時間，參與度也不高，因此學生的態度會讓我不太願

意繼續接，因而在教學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成就感不像是普通班那麼

高…」（T4）「…學生上課意願不高，有些學生來自其他班級，也不是

自己班上的學生，導致老師覺得很難管理與上課…」（T8） 

(四) 能力因素 

    撇除家庭與職務因素，個人的專業能力、生涯規劃與身體狀況也可能

成為阻礙教師擔任補救教學教師的原因。在專業能力部分，當一個人具備

相關能力之後會更有信心與意願承擔相關責任，反之，則可能成為阻礙其

承擔的因素。最後，老師的生體狀況，也會左右老師參與的意願。 

「…因為我不是國文本科的，所以我會擔心自己的專業能力不

夠…」（T7） 

「…補救教學安排在第八節之後，我個人體力其實負擔不了…」（T7） 

(五) 計畫及其配套因素 

    師大這套教材的確需要教師額外付出心力去熟悉適應，而且還要繳交

相關的作業文件，無形中增加教師的工作量與心理壓力，也降低教師承擔

補救教學師資工作的意願。 

「…可能是為了配合師大的計畫，因為這套計畫需要花許多額外的備

課時間，既費時又費力…」（T2、T5）「…為了照這個計畫的課程進度

進行補救教學，我們老師就不來了。…」（T1） 

    補教教學在時間規畫方陎，如果安排在放學之後進行，教師普遍心態

會覺得其佔用個人私人時間，因而影響其授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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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第八節不是強制每班都要上課，而且於法也不能強制開

班，但補救教學卻安排在第八節上課，對許多老師而言，這是下班時

間，他們覺得沒有義務一定要留下來幫忙…」（T6、T7） 

補救教學的立意雖然良善，但如果當教師感受不到行政及重要關係人

的支持時，除了磨損掉教師的熱忱，也影響其繼續接任的意願。 

「…如果有沒得到學校行政的支持、導師的支持。可能會成為

我無法繼續接任的原因，因為那感覺就像熱臉貼冷屁股…」（T3） 

    補救教學的師資來源當求穩定且長期，但長期皆由同一位教師擔任時，

則可能造成行政端的懈怠，荒廢了尋找更多有志者一同加入補救教學行列

的職責。再者，這也暗示出「補救教學」對行政而言只要能交差了事尌算

完成其任務，因為政府沒有強制規定一定要開班，也沒有規定要開幾班，

所以學校往往只以最低限度來完成此業務，導致學校每年只開設一班的不

合理現象。 

「…我也在思考如果繼續接補救教學師資的職務，是否會讓行

政覺得只要有我開課就好了，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找尋師資的困

擾，但也好像變成只有我一個人的事情…」（T9） 

 

 

貳、教師參與精進計畫之過程分析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教師因參與精進計畫，而在補救教學上所獲得的改

變，因此對於教師參與師大所舉辦之師訓活動，也想從教師之認知狀態轉

變與對參與培訓之過程來探討，茲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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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參與師訓之認知狀態分析 

（一）教師參與師訓前之認知狀態分析 

    根據第二章研究歸納對補救教學之定義，首先在診斷學生學習弱勢部

分，幾位受訪者提出其想法如下： 

「…一開始我會先了解學生的程度，我會在第一堂課對同學施

測，之後就可以開始編教材…」（T2） 

「…我覺得我們這邊的孩子比較缺乏閱讀理解的能力，所以我

會尋找閱讀相關的教材來授課…」（T10） 

「…因為學生的組成來自不同的班級，每班的上課進度又不一

樣，所以我會每週編印不同的教材授課，此外補救教學的學生

在文字理解上沒那麼強，所以會增加更多的遊戲競賽與獎勵以

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增加其成就感…」（T12） 

    接著，在教學方法部分，受訪者有提到小班教學原則與多元化的教學

原則： 

「…小班教學也是它的目的之一，這樣更能讓這群學生覺得自

己是受關懷的，也讓老師更能關注到這群學生的差異性，以即

時補強，整體的目的就是讓學生覺得被愛，並讓教學資源能夠

落在他們身上，並得到適合他們的學習…」（T6） 

「…我會從看影片講故事開始進行，問他們影片中的問題，或

是請他們講述影片中的內容，因為我認為輸入跟輸出是很重要

的，如果你能消化所學的並將它講給別人聽，你就可以理解它，

這當中也可以看出學生的差異…」（T2） 

    然而教材與教法部分，在還沒接受師訓之前，部分受訪者的想法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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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研究發現教師以正規課程教科書為主要教材，並以「作業指導」為主極

為雷同： 

「…因為我本身是字音字形老師，我原本想自編教材，將字音字

形那套用在學生身上，…」（T1） 

「…我可能會從段考的課程範圍內，挑一些基礎的字詞、概念來

授課，以幫助他們段考的成績…」（T4） 

「…可能會就現有課本的內容去編製簡單偏易的教材上課…」（T5） 

「…我早期是以學生正規課程需求來進行相關的補救教學…」（T9） 

「…我會教修辭、正規課程中的字音字形，然後玩一些課文延伸

出來的遊戲。因為字音字形是基礎，所以一定要教；而這群學生

通常上課不夠專心，所以需要一些遊戲來吸引他們；修辭是考試

的常見客，比起文意理解，它更有機會被理解…」（T6） 

「…我大概會用以前在特教時學到的方法來進行補救教學，然後

在課文中找一些重點、架構性的東西來上…」（T8） 

「…複習白天的功課…」（T3） 

 

    最後，關於補救教學目的部分，幾位受訪者也提出他自身的想法： 

「…補救教學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學生拉上來，我原本界定

補救教學在讓孩子學會寫字，然後他就會閱讀。…」（T1） 

「…提升孩子生活競爭的能力…」（T10） 

「…就是要補足學生的不足，因為在班上不容易照顧到他們…」（T2） 

「…幫助程度落在資源跟普通班中間的學生，他們大概是文化

刺激不足的學生，讓他有更多時間學習一些科學方法…」（T6） 

「…教育部會建立一個平台，透過相關測驗，找出後 35％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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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給予國英數的幫助…」（T7） 

「…不要讓學生放棄這個科目，並增加學生學習的成就感，然

後打好一些基礎的能力，比方抓重點、組織、創造…」（T12） 

「…有一群學生無法達到最基本的能力，因此提供他機會以提

升其能力，即使沒辦法完全達到，至少經過補救教學後能比較

接近其目標能力，而基本能力主要是基礎的學習技巧與能力，

當他想學習時，他會有自信覺得自己是有學習的可能性…」（T9） 

     

    綜合受訪者的觀點，大致能符合第二章所歸納的補救教學之意義，即

政府或教師，針對學習弱勢學生的學習狀態，診斷其弱勢之處，然後以有

效的補救教學原則，編製相關課程與教材，對其實施教學，目的在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效，縮短學習上的落差，增進其自信心。但是在教材選擇與教

學方法部分，仍多採行以正規課程教科書為主要教材，並以「作業指導」

為主的傳統方法。 

 

 

 

（二）教師參與師訓後之認知狀態分析 

    同樣根據第二章對補救教學之定義，首先在診斷學生學習弱勢部分，

受訪者提出其想法如下，這點在師大所提供的教材手冊中即有提及： 

「…教材程度落在小學四年級左右…」（T5） 

    接著，在教材與教學方法部分，受訪者則能指出師大採行自編且有系

統的教材，其好處能迫使老師跳脫傳統的教學思維，而是希望教師能以循

序漸進、多元化的原則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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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材是經過專業的編製，能更符合補救教學的學生使

用…」（T5） 

「…因為學生已經是學習落後的，如果你又繼續沿用正規的課

程，對學生而言只是一種負擔，而師大的教材則是針對學生的

程度去編製，會更適合這些學習落後的學生。…」（T3） 

「讓學生有更多元的學習，不會侷限在教科書既定的內容」（T12） 

「…可以強迫老師脫離原來課程的操作模式…」（T8） 

「…它一開始需要老師全程指導學生學習，但後來會有半自學

以及完全自學的文章，讓學生可以自主學習，老師則漸漸扮演

引導跟陪伴的角色。學生慢慢變回主角，並更知道學習時該做

什麼事情。當學生學會學習的策略後，漸漸可以達到自主學習，

也可以減輕進度的壓力…」（T3） 

「…他們的教材很注重『念』，它的課程有很大的篇幅在『念』，

比方說你一分鐘你可以念幾個字？你的錯誤率、正確率？這點

跟我的理念還蠻像的。而念的好處是，當一個學生若念得很艱

難，那可能代表他認字上有很大的問題，可能是認識的字太少，

而這背後一定也有很多原因可以去探討。…」（T2） 

    最後，關於補救教學目的部分，受訪者大多提及其目的以增進語文基

礎能力為主，因為這套課程是以語文學習為其核心能力的： 

「…給學生基本的能力，主要是在語文這個科目，他要有應付

以後基本生活的能力…」（T1、T7、T8） 

「…師大教材主要是教給學生語文的策略，以培養未來的寫作、

閱讀等語文的基本能力…」（T3） 

「…讓學生看到文本後，至少可以抓到文本要說明什麼，以及

文章的結構是什麼，我覺得它主要是想教學生一種理解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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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T4） 

    比較教師參與本計畫之後，其在補救教學理念上的轉變主要在於教材

選擇上認同師大採行自編教材的理念，與教法上採行循序漸進與更多元化

的方法來進行課程。 

 

二、教師參與師訓之培訓狀況分析 

（一）教師參與師訓之培訓過程分析 

透過訪談者的資料，可發現教師參與師訓可分別從補救教學專業成長、

分享互動、其他學習管道及負陎評價等陎相來探究，茲分析如下： 

1. 補救教學專業成長： 

    師大所舉辦的師訓活動，能夠讓受訓教師更快了解課程方向，更快熟

悉教材教法，並覺得當場所習得的教學技巧，真的能帶回教學現場運用，

這對於教師相關補救教學的專業成長有立即的幫助。 

「…透過研習時督導的示範，可以縮短我們備課的時間，甚至

有些教學技巧，還會在現場實作，進而更快掌握其技能…」（T8） 

「…師訓讓我更清楚學生的狀況，以及如何進行這套課程，並

學習到教學上的策略與方法，讓我對於課程更有方向」（T7、T4） 

「…他們會上下一次的課程，並試玩新的遊戲，讓我們可以帶

回各自的班上，我覺得這點很不錯…」（T6） 

「…優點就是我學會了許多教學上的小技巧，比方：賓果、擬

題等，師大那邊所設計的小遊戲都還不錯。…」（T1） 

2. 分享互動： 

    師訓的另一部分，會安排討論活動，除了一一報告各自上課的使用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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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心得外，也讓彼此參與學校藉此交流相關資訊，獲取他校寶貴且即時

的教學技巧與方法。此外，也透過交流的機會，讓教師感到自己並非單打

獨鬥的狀態，而是有同伴可以一貣奮鬥並相互鼓勵的。 

「…透過其他學校的分享，我可以得知這套教材該如何進行，

也可以知道其他學校的學生可以做到怎樣的程度，因而使我也

會期待將學生引導到這樣的程度。…」（T2） 

「…其他老師經驗的分享也給我許多有用的回饋，像是如何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T4、T12） 

「…一開始大家會分享，因為我進度落後，所以我可以聽到許

多上課時能使用的技巧與方法，這讓我覺得很好…」（T6） 

「…原以為只有自己進度趕不上，但來師訓討論時，才發現不

是只有自己進度趕不上，因而分擔了焦慮感…」（T9） 

    自己在教學上所遭遇到的問題，透過定期參與師訓的機會，可當場直

接詢問督導或教授，以獲得解決問題的資訊與方法： 

「…我有遇到資源班的學生，但我本身不是特教老師，這時師

訓時便可以請教培訓教師，將學生的問題與培訓教師們一起討

論並獲得解決的方法…」（T3） 

「…因為它有定期安排師訓，因此我們在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

就能適時獲得解決…」（T9） 

    洪清一(1993)曾經提出補救教學之實施原則中，包括「補救與輔導並

重，進行教學時同時關注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因為參與師訓時需要

報告各自教學的狀況，也使得教師在帄時會更加注意並記錄學生的興趣與

學習挫折之處。 

「…因為每次去師訓都要做說明報告，因而平時上課就會更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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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地注意學生的挫折與感興趣的地方…」（T12） 

3. 其他學習管道： 

    師大架設了線上教學帄台，除了提供相關教學影帶給教師學習之外，

也提供交流的機制，讓教師可以無時空障礙地多元學習。 

「…線上教學平台有相對應的教學影帶，對於新手而言，能有

更多元的學習管道…」（T9） 

 

4. 負陎評價 

    參與師訓不全然都是正陎的評價，也包含負陎的聲音，比方師訓本身

時間的規劃可能過長，讓經驗豐富的教師感到冗長。師訓所教授的教學技

巧也能透過線上影帶的教學中習得，讓已經在線上自我成長的教師，覺得

參加師訓只是重複學習而已，而不一定有參加的必要性。 

「他們進行的方式，我覺得對於老手教師而言則有點費時。」（T5） 

「…我覺得線上的教材比實際到現場研習有用，因為我發現現

場研習也只是帶著我們練習課程的教法，所以既然有線上的教

學影帶，就不用再到現場研習…」（T11） 

    由於參與師訓時得報告自己教學的狀況，報告本身無形中增加了教師

的負擔，也提升了教師的焦慮感；此外，由於相關因素導致自己授課進度

落後，無法即時報告與分享，也可能造成其內心感到心虛。 

「…當我進度落後時，覺得去師訓沒辦法給太多的回饋會感到

心虛…」（T3） 

「…會有報告討論的壓力，這也會造成老師的焦慮感…」（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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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老師沒有一起繼續參與，或者因為某些因素導致他來

師訓時明顯感受到其心情是低落的，這也可能會影響其他老師

的感受…」（T9） 

    自身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有其特殊性，其他學校教師所給的分享與建

議不一定有其實用性；此外，每個學校的狀況不一，當有些學校教師發現

自己學生表現不如他校時，會造成其心理上的壓力；最後，當自己教學進

度落後，一旦遇到教學上的問題時，尌無法即時於討論的機會中詢問相關

解決之道。 

「…雖然其他老師在討論時也會提出許多建議，但我們也不好

意思告訴他們在引起動機方面或許可以參考，但在教學上那些

方法對我們的學生其實沒有多大幫助…」（T11） 

「…我今年只參加模組五六的師訓一次，主要是發現其他學校

的孩子似乎都能符合該教材的期待，也能回答出較高層次的答

案，但我們的孩子程度跟他們差異太大，所以我就覺得這樣的

討論對我們實質的幫助不大，甚至也會造成我們心理上的壓

力…」（T10） 

「…因為進度延遲，雖然我可以先學後面課程的技巧，但等到

真正上到該進度時，因為過的一段時間，反而很難將之前學過

的技巧如實呈現。現場上課所遇到問題，想在師訓反應時，又

過了時效性，導致我的問題無疾而終…」（T3） 

    參加師訓可能會延誤自身導師或行政工作，造成教師工作上的負擔；

此外，偏遠地區的教師在交通往返上相當費時，間接地也影響教師參與師

訓的意願。 

「…我們一趟路途真的很遠，去就快要兩個小時，往往 11 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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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發，我也會放心不下班上的孩子…」（T10） 

「…去一趟真的是舟車勞頓，就算研習五點結束，回來也快要

八點了…」（T11） 

「…來參加師訓也會影響到平時的工作…」（T9） 

 

（二）教師師訓課程之備課過程分析 

    由於這套教材對每位受訓的教師而言，皆是全新的課程，除了要熟悉

教材內容、教學技巧以及整套教學流程，還得克服自身傳統教學法的干擾，

因而一開始所花費的時間皆相當長，但在教授過幾次後，由於同一模組的

教學技巧與流程相同，所以教師備課的時間也相對縮減，但仍要花時間在

熟悉教材內容方陎。 

「…對我來講因為是全新的教材，所以我在起步上花比較多的

時間，我曾經花一個早上備課，從早上八點半到中午十二點，

備課回來後大家都在笑我補救教學才十個學生，妳需要花那麼

多的時間嗎？但後來我抓到訣竅之後，在備課上就只要花一個

小時左右。…」（T1） 

「…因為教材是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它的教法也不一樣，所以

在備課的時候，一開始就會花很多時間…」（T2、T3、T4、T9、

T12） 

「…模組一的每一課所花的時間都差不多，但還是會愈來愈短，

因為我愈來愈熟悉課文的運作模式…」（T2、T5、T6、T10） 

「…剛開始時，即使受訓回來，還是沒辦法立即跳脫原來上課

的模式，所以會花 2-3 堂課的時間來備課；不過上到現在，除了

已經上了這麼久，加上我白天沒有上國文課，所以受到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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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少，大概花 1 堂課的時間去備課…」（T8） 

    師大在教材配套上有提供相關的學習單與簡報投影電子檔，減輕了教

師許多備課的時間與精力；然而，當學校無法有效提供資訊設備時，教師

尌得依照上課的流程，額外花時間準備相關教具，無形增加了教師的備課

負擔。 

「…師大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學習單，減輕了我們備課上的壓

力…」（T9） 

「…比較困難的點，大概就是熟悉 PPT 的操作，因為這套課程

它幾乎都要使用 PPT 來授課…」（T8、T12） 

「…一開始我仍採用傳統的教學模式，沒有使用 PPT 來教學，

就得額外花時間準備教具，但後來使用 PPT 後，備課上就輕鬆

許多…」（T9） 

「…我們學校沒辦法提供我使用投影機，所以我沒辦法使用他

們所提供的 PPT，就得手做許多教材，也要印很多東西，這耗

費我許多時間…」（T6） 

「…沒辦法每一間教室都能使用 PPT，因此我都要額外花時間

準備教具…」（T10） 

「…當我發現我得花這麼多時間在備課上，我心裡的感覺就是

『恨』，為什麼會這樣，但恨完就繼續做…」（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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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精進計畫之困境與建議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究精進計畫之困境與建議分析，分別從精進計畫之困境

以及精進計畫之建議進行探究，茲分析如下： 

壹、精進計畫之困境： 

    精進計畫之困境，主要可從精進計畫本身所遭遇之困境及補救教學方

案執行之困境兩方陎來探究，依據受訪者的資料，整理分析如下： 

一、 精進計畫本身之困境分析 

 

    精進計畫本身之困境可分為「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及「行政措

施」等三類，茲分析如下： 

(一)、學生學習： 

1. 學生因自身學習能力低落，影響其學習成效 

    由於學生本身能力條件不佳，加上外在環境的影響，如三 C產品造成

其書寫能力退化，進而造成學生學習成效受限。 

「…我發現學生不喜歡寫字，學生現在幾乎都有手機，他們覺

得不需要寫字，只要會划手機就好…而這套教材有很多地方需

要學生寫字，它要給孩子寫的東西太多了…」（T1） 

「…我在使用上，讓孩子照著課程的問題回答時，用講的孩子

都願意講，但用寫的就不肯，這也是我要突破的地方…」（T1） 

「…因為這群學生懶惰，雖然師大這套課程在培養孩子帶著走

的能力，但他們不會把它們運用到段考上…」（T1） 



 

105 
 

2. 學生程度差異過大，對教材接受程度不一，提高授課複雜度 

    雖然透過篩選機制挑選出目標學生群，但學生差異仍在，甚至因為學

校沒有確實配合篩選學生，擴大學生的差異性，也提高了教師授課的困難

度。 

「…我發現課程太難了，有些題目學生無法順利回答，但我後

來跟其他老師討論後，覺得會不會是我們孩子的程度太差，並

不是課程太難…」（T1） 

「…有些學生因為教育部的前測沒有好好作答，因而進入這個

班級，因此這套教材對他們來說就過於簡單，上課時也會不專

心…」（T4） 

「…程度好的同學會覺得太無聊，他們會問老師這有什麼好上

的，這不是自己看就會了嗎？…」（T2） 

「…學生覺得上這套課程好像把他們當笨蛋，反而希望能教他

們學習文言文…」（T11） 

3. 學生的學習目標不同，降低其學習意願 

    學生對補救教學的期待大多希望能幫助其段考成績的提升，然而

這套教材的內容並非他所熟悉的課文內容，因而降低其學習動力與意

願。教師若配合學生段考需求，則會影響其師大補救教學課程之進度。 

「…學生反應段考又不考這個，老師您可不可以不要講…」（T1） 

「…學生認為這套課程跟正規的課程無關，需要多花心力來學

一套新的課程，以致影響其上課的狀況，此外，當學生發現這

套課程對他們正規的課程並無立即的幫助時，就會降低他們上

課的意願，甚至退出補救教學的班級…」（T5） 

「…學生覺得它跟正規課程無關，導師會認為學生成績沒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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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說為什麼你要多留那一節課去讀別的東西，而不知道那

是一套幫助他們的方法，然後孩子之所以會進入攜手班，就代

表他們沒有聰明到那是一套方法，學生只會覺得在多學其他東

西…」（T6） 

「…混齡上課的九年級生覺得這套課程跟正規課程沒有相關，

就都選擇不來上課…」（T8） 

「…學生會問為什麼要學這個，因為這並非學生預期中所學的

教材，因此得花時間處理學生此類疑惑…」（T9） 

「…段考前，為了讓段考要有分數，我只好彙整段考的東西，

讓孩子段考可以考好一點，結果我就延誤了師大課程的進度，

只好禮拜六來加課，還幫孩子買早餐、午餐來上補救教學的課，

但後來我中途停下來，因為有兩個孩子騙家長說來上課，事實

上他也沒來，他就跑出去玩了，但那天我沒有直接聯繫家長，

到了禮拜一才聯絡家長並發現學生說謊，我那時覺得很難過，

因為如果再發生類似的事情而孩子發生事情，這責任誰來承

擔。…」（T1） 

「…我曾為了學生的段考成績而暫停師大的課程，但發現這樣

更會影響師大課程的進度，所以後來我就會忽視這樣的聲音，

但得花時間跟學生說明師大課程的重要性…」（T3） 

4. 學生的異動頻繁，影響班級經營與教學進度 

    學生每學期的變動率過大，甚至學期中尌有變動的現象，一旦學生異

動，教師除了得針對新生給予額外輔導，還得安撫舊生不耐的情緒，不僅

增加班級經營的困擾，也拖累教學的實施。 

「…學生的異動，會影響到整體的教學進度，這些來來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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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時無形當中也會形成我心中的挫折感，一方面我無法

掌控每節上課的學生人數，再者每堂課又會有不一樣的學生，

不斷地干擾我上課的進度以及班級的經營…」（T3） 

「學生異動的部份，因為這套教材是循序漸進的，所以每當有

新同學加入時，就得再次重教相關策略，此時舊同學就會超不

耐煩的，並會反應可不可以快一點，面對這樣的狀況，會造成

新舊學生進度不一，在管理學生的秩序上也多了許多狀況」（T6） 

「…為了讓從模組三才加入的學生知曉之前模組的策略與方法，

於是得花額外的時間教導，進而影響我教學的進度…」（T5） 

「…學生的異動性大，導致要花額外的時間再教導新的學生，

以跟上原來的進度…」（T11） 

「…學生的異動會使我產生得失心，讓我質疑自己的教學能

力…」（T9） 

(二) 教師教學： 

1. 教師教學技能尚未成熟，課程進度難以達成 

    參與此計畫的教師大多為初次接觸，雖然有參與師訓，但其技能難以

在短時間內達到熟練，致使課程進度難以達成。 

「…我覺得它關注的面向太多了，而我第一次接觸，又很想每

個面向都上上看，結果就延誤了課程的進度…」（T2） 

2. 現實狀況難以掌握，教師無法完全依照課程教案上課 

    雖然師大有提供非常詳盡的課程教案，並希望教師能按照其規畫上課，

但教師陎對的是活生生的學生，其上課狀況往往超出教案所設想的，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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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無法完全配合教案進行課程。 

「…一開始我認知這套教材有一定的 SOP，所以會讓我覺得一

定要照師大所給的流程走，但學生畢竟是活生生的，所以就會

遇到一些意外的問題，此時我才發現我原先的認知是錯誤的，

師大那邊是允許我們有調整的彈性，只是希望我們將調整的部

分記錄下來，並做相關的說明…」（T9） 

「…每一課每一個章節都有一定的進度，但老師最常反映的是

我們沒有辦法照著進度上課，因為學生狀況不斷，你很難掌控

今天能上到哪裡，雖然我們常常在趕那個進度，但往往進度是

跟不上的…」（T3、T7） 

3. 教師授課方式受限，影響其參與補救教學的意願 

    師大希望教師能配合其課程規劃，在教材教法與教學進度上有一定的

步驟，甚至相關表件的填寫也有其規定，在在都讓教師感到教學上的受限，

進而影響其參與本計畫或補救教學的意願。 

「…我們學校老師愈來愈不喜歡上補救教學是因為我要他們依

照師大的這套課程走，他們覺得那個理想太高，而家長跟老師

希望能直接看到成果…」（T1） 

「…為了照這個計畫的課程進度進行補救教學，我們老師就不

來了。但我們老師不是要放棄補救教學，而是不領鐘點費，自

己安排時間與學生，然後照自己的方式去教…」（T1） 

4. 教師較難獲得成尌感，降低其對計畫的信任度 

    師大這套課程的成效很難立竿見影，因而很難說服教師使用其教材。

再加上其他科目若使用其他方法而有立即的效果時，則會更降低教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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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的意願。 

「…英語科沒有用師大的教材，他們會自己編簡單化的教材，

學生也能拿到基本的分數，所以英語老師很喜歡上補救教學，

相對的國文科為了配合師大的計畫，因此學生在段考上就看不

到明顯的成效…」（T1） 

5. 工作量因補救備課而增加，降低教師參與意願 

    由於這套教材對教師而言是一套全新的課程，為了能熟練其教材，勢

必得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進而影響教師的參與意願。 

「…因為是不一樣的課程系統，老師要花很多時間去備課，進

而可能成為阻礙老師參與的點…」（T8） 

「…老師得重新學習一套教材，因而要花許多額外的備課時間

來適應…」（T12） 

(三) 行政措施： 

1. 行政規劃不當，影響課程進行 

    行政承辦人在規劃補救教學上沒能提供適切的安排，比方開課時間延

遲，課堂數不夠等，皆可能影響課程的進行與相關作業的完成。 

「…我們學校上學期到 11 月底才開課，比別人晚了快兩個月，

導致別人在上第二課了，我們卻才開始上第一課…」（T2） 

「…開課時間過晚，導致我沒辦法繳交相關作業，如教師日誌，

因為根本就沒有授課事實…」（T3） 

「…一個禮拜只有一節課，所以很難跟上師大的進度…」（T4） 

「…師大原先設定要花 24 堂課來進行，但我們學校只有安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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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課，不過還好同一模組的策略都雷同，所以即使沒有上完三

課，也至少能將該模組的概念性東西學完…」（T8） 

2. 若有其他業務衝突而無法授課時，難以尋覓代課師資 

    教師為了參與師訓或其他行政業務而導致被迫請假時，往往因為學校

只有該名教師接受師訓，找不到其他同樣熟稔教材的師資，而影響學生的

受教權益。 

「…當我因為行政業務或參加師訓時，就得請其他老師幫忙代

課，但是其他老師並沒有受過師訓，所以我也不能請他們上師

大的課程…」（T11） 

「…有時我要出去開會時，我得找其他時間來補課，因為這是

一套有既定模式的課程，我無法找到其他老師來代課…」（T12） 

3. 選文不夠貼近學生經驗，無法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師大在其教材的選取上，為了配合語文能力的規劃，致使所選的文章

主題較無法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進而無法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選文的部分，模組二有一課叫〈不隨俗的費曼〉，「隨俗」

對學生在理解上就會有一定的難度，而且不夠貼近學生的生活

經驗，比較難引起學生的共鳴…」（T3） 

 

二、補救教學之困境分析 

(一) 學生因標籤作用，降低其參與意願 

    補救教學的學生會因為覺得被貼上標籤，感到被他人取笑，因而降低

其參與補救教學的意願。這點黃玉幸也曾發現符合資格的學生參與補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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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比率不高，其原因在於學生會因為抽離原班來參加補救教學而擔心被

標籤，導致上課意願低落。 

「…學生無意間覺得他自己被貼標籤…」（T1） 

「…七年級時會出現標籤化的現象，比方『弱智』，致使他們會

不敢來，或是遮遮掩掩地來…」（T6） 

「…少數學生在學校廣播時感覺被標籤化，也有學生發覺這是

少數人且低成就的學生參與時，就會產生排斥的心理…」（T9） 

「…班上同學會取笑他們來上補救教學，導致學生會排斥來上

課…」（T8） 

(二) 學生參與意願低落，導致學習成效不彰 

    補救教學的學生因為本身學習動機低落，連帶影響學習態度與學習成

效，同時影響班級經營與教學進度。 

「…學生對於補救教學的參與意願不高，學習態度很差，他們

可能覺得只是來學一學期，或更短暫…」（T3） 

「…學生學習態度不佳，對此我還買那種有特殊造型的筆給學

生，目的就是為了要吸引他，並告訴他只要寫完筆就給他，但

是我發現孩子根本不稀罕，因為他不愛寫字，所以即時你要送

給他筆他也不要…」（T1） 

「…我發現學生來上補救教學的目的是為了我買的雞排，當我

知道孩子是為了吃而來的時候，我感到啼笑皆非…」（T1） 

「…我在安撫學生的情緒上要花很長的時間，也要花時間在如

何吸引他上課，並讓他認同補救教學…」（T1） 

「…學生對於重複練習，以及要書寫很多字會感到不喜歡…」

（T12） 



 

112 
 

(三) 妥當時間難以尋覓，影響學生學習意願與成效 

    學校行政在規劃補救教學時，為了不耽誤學生正規的學習，往往只能

利用放學時間進行補救教學，但學生同時也會產生剝奪感，進而影響其參

與補救教學的意願。再者，經過一整天的學習，學生的身心皆已俱疲，在

如此的身心狀態下進行補救教學，將降低其學習品質。尌算安排在班週會

的時段，也常常因為班級活動的關係，延誤教學進度。 

「…課程安排在第八節課，對學生而言是放學時間，導致他們

上課意願不高…」（T4） 

「…安排在第八節時，因為其他七年級的學生都放學了，學生

心理上會覺得上這是多留的，而影響其上課意願…」（T9） 

「…當其他學生都可以準時放學，但他們得留下來時，心理就

會感到自卑，覺得為什麼自己能力差要被留下來…」（T10） 

「…我們因為五點才上補救教學，如果到了秋冬春季，這邊的

氣候真的會讓孩子感到又濕又冷又餓…」（T10） 

「…這學期因為我博班的關係，將課程調整到班週會的時間，

但學校常常會在這個時間安排全校性的活動，雖然這些活動畢

竟是固定少數的，但我卻忽略了活動之前，各班會為了活動利

用班週會的時間來練習，導致我上課的進度又更加落後…」（T9） 

「…安排在第九節，這個時間學生累了、餓了，老師也累了…」

（T9） 

(四) 學生出席狀況不穩定，影響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進度 

    學生在許多因素干擾其出席狀況下，比方原班導師的班級經營、家長

的不支持、同儕團體的影響、課後補習的安排、交通工具的時間限制等，

進而影響到教師的教學活動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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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會留學生下來，寫一些正規課程要補的功課，導致學

生出席遲到…」（T3） 

「…學生被導師留或抄聯絡簿，導致第八節很容易遲到…」（T7） 

「…學生來自不同班級，每個班放學的時間不一，導致學生出

席管理上的不便，也影響我上課的時間…」（T4） 

「…一開始是出席率，因為學生很多家裡有問題，他們爸媽也

覺得不需要讀書，往往到最後就會離開本班，他們也很容易交

到壞朋友，所以我每次都要處理誰又缺席了，誰又遲到了，這

也會影響我上課的進度…」（T6） 

「…有兩位學生為了去補習，補救教學的課只上 15 分鐘，就要

趕去補習班，後來這些學生七下就沒來上了；另外有一位出席

狀況都沒問題，但是她跟另一位男生原為男女關係，後來分手，

這學期就沒來上課…」（T9） 

「…學生可能因為要坐專車而無法上補救教學…」（T11） 

(五) 教師補救教學知能不足，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參與此計畫的教師若其對補救教學的相關知能不足，將影響其課程進

行的流暢度，也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因為自己很少教到一群全部都是低成就的學生，一開始上

的時候還蠻累的，因為你講什麼學生都不知道…」 

（T2）「…有些技巧在這一課很好用，但到下一課卻很難用，這

我不確定是我個人的教學經驗，還是其他因素。…」（T2） 

(六) 補救教學強制力不足，無法針對所有弱勢學生完全落實補救教學 

    此方案雖然能夠篩選出目標學生，但並非義務教育的緣故，且尚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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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授權，導致其無法強制學生參加，進而無法提高學生參與意願。 

「…沒有強制性，即使學生在後 35％，只要沒意願，家長又不

同意，他們就可以不來上課…」（T8） 

「…沒有強制性，即使學生缺席，我連罵學生都會被家長罵『這

是一定要出席的嗎？』…」（T6） 

(七) 行政不夠積極辦理，導致相關規劃與配套不足 

    行政承辦人業務繁雜，補救教學往往不是其最重要的業務，加上政府

若無強制學校辦理，則容易造成承辦人便宜行事，只要有開班即可，導致

相關規劃不當，例如課程不足或開班不夠；配套措施也不盡理想，例如設

備沒到位、影印服務不完善等，皆會影響補救教學的整體成效。 

「…我們學校有開八年級的國文補救教學課程，但七年級的部

份就沒有開設…」（T8） 

「…有參與補救教學意願的學生並不多，本區的家長也會尋求

符合自己的補救管道，加上教務處教學組可能業務繁多，而補

救教學並非他們最主要的業務，所以除了我上課的年級有開課，

其他年級並沒有開課…」（T9） 

「…我覺得補救教學的資源是不夠的，全校需要參與補救教學

的學生不應該只有這少數的六七個人…」（T9） 

「…遇到不夠積極的組長，不僅教室要我自己去弄，甚至還想

將他該推行的線上施測丟給我做，這會讓我感到生氣…」（T9） 

「…學校教室沒有投影設備，借用上又不太方便，所以無法使

用 PPT 來授課…」（T7） 

「…因為要幫學生影印資料，但我們學校影印機又不夠，行政

又沒辦法幫我印，所以我都要花很多時間印資料…」（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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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精進計畫之建議： 

    精進計畫之建議，主要可從精進計畫本身所遭遇困境之建議及補救教

學方案執行之建議兩方陎來探究，依據受訪者的資料，整理分析如下： 

一、精進計畫本身困境之建議 

(一) 將段考內容融合進師大的教材系統中，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 

    雖然繼續採用段考的內容，容易讓老師繼續採用舊有教學模式，但至

少可以加入 1到 2課的段考內容，搭配其模組概念，更能增加學生的學習

動機。 

「…設計一套能融合段考與師大部份的教材，如此也看看能不

能說服老師參加這樣的補救教學…」（T1） 

「…加強師大課程與正規國文課程的聯繫…」（T5、T12） 

(二) 選取更貼近學生經驗的文章，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 

    若無法採納段考的內容，至少在選文上能夠挑選接近學生經驗的文章，

如此也能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 

「…可以將文章 update，以引起學生更多的學習動機…」（T10） 

(三) 提示新手教師課程進行時可依照現實狀況彈性調整教學 

    新手教師在陎對新的課程時，由於陌生的關係，加上不夠肯定自身的

教學能力，往往只會遵循課程教案指示來進行教學，此時若能細心地提醒

其有彈性調整教學的可能，則能讓其更放心做出相關調整動作。 

「…我覺得課程時間寫得太精密，如果時間安排能更彈性一點

會更好…」（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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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線上學習網站的操作可以更簡化直接，以便教師點閱學習 

    師大為了因時空關係，無法到現場接受師訓的教師提供相關線上學習

網站，但有老師反映其操作不易，希望能在調整相關介陎，以利教師線上

學習與交流。 

「…網站的操作方面可以更簡化，網路上的研習也希望能夠更

完整…」（T11） 

二、補救教學方案執行之建議 

(一) 提供補救教學教師有關學生診斷之資料，以利教師了解學生狀態 

「…雖然學生有施測（教育部），但我們並不會知道學生是哪個

部分有需要補救，所以我覺得那些評量的題目與結果應該讓補

救老師能夠知道，以提供老師對學生先備學習的診斷…」（T8） 

(二) 強制要求學生參加補救教學 

「…應該增加更多強制性的措施，比方課堂數的安排、上課的

學生、師資等等，尤其是學生的部份，因為沒有強制性，做了

那麼多的測驗，卻沒有辦法把學生留下來上課，那根本是花了

許多沒用的錢，此外還得教育家長，您的小孩就是能力不夠，

所以一定要來上課…」（T8） 

(三) 持續追蹤檢核補救學生之學習成效，以利後續研究與宣傳。 

「…應該去檢核、追蹤有無參加補救教學學生之學習成效差異，

以作為宣導上的依據…」（T8） 

(四) 回歸正規教育的有效教學機制，讓學生在正規教育下尌能有效學習，

而非本末倒置地期待補救教學的成效。 

「…對於正規教學部分，也要思考其教學的有效性…」（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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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精進計畫現況成效與困境之討論 

    本節主要是針對精進計畫之現況與成效、教師參與意願與過程、精進

計畫之困境做初步之討論，以供後續結論與建議之參考。 

 

壹、精進教師計畫之現況與成效部分： 

一、參與學校及教師之基本背景因素 

(一) 參加學校總數部分，一開始從 4所慢慢增加至 22 所，有逐年上升之

趨勢，但到了詴辦Ⅲ期卻出現下滑現象，剩下 15 所學校參加；在新

北市 80 所有公立國民中學的學校中，曾參與本計畫的學校數共計

32所，仍有 48 所學校尚未參加，另外在參加學校比例方陎，最多

的一年也僅 28%，顯現參加此計畫之學校不夠踴躍，其背後的原因

仍頇要進一步去釐清。 

(二) 學校延續參加之狀況部分，從詴辦期、推廣Ⅰ期、推廣Ⅱ期共計 34

所學校參加，僅有 17 所學校有延續參加至第二年，在詴辦期、推廣

Ⅰ期共計 14所學校中，僅有 2所詴辦學校能延續參加至第三年的現

象中，發現此計畫原先配合國中六個學期發展六個模組，但學校端

能配合六個學期參加的僅有 2 所，使得研發出來的教材在學校使用

率出現過低現象，進而也會影響學生相關語文能力的養成，因此除

了進一步找出學校無法延續參加的原因，也可能要多研發或調整教

材為二個學期或四個學期，供學校端能彈性使用，當然進一步的成

效也有待探討。 

(三) 僅 10所學校同一學年度能在不同年級有開班之狀況，顯現大多數學

校僅有一個年級開設補救教學，抑或將三個年級的學生編入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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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補救教學班；此外，在訪談教師時，發現僅有一位老師於九年

級授課，對此，為何國中三個年級僅開設一班？以及九年級為何無

法大量開班？其背後原因是出在政策規畫者的疏漏，還是學校承辦

人在推行上有困難，或者是補救教師供應缺乏，抑或最根本的核心

是學生的參與意願低落，都值得政策規劃與執行者探究及省思。 

(四)本計畫之開班與教師異動情形部分：本計畫四年共開設 55班中，僅

開班一年以下者達 41班(有 7 班為今年新開班級，但仍有 34 班僅開

班一年)，另外有 9班中途教師有異動情形，異動部分對學生的學習

及教師的教學會產生多大的影響，雖然沒有一定的必然性，但班級

無法延續部分勢必造成學生學習的中斷，進而降低學習的成效。因

此，陎對教師有工作輪替及優先讓新手承接工作的文化意識，且補

救教學政策對教師部分仍無明確的規範之下，此一計畫則應將針對

教師異動及開班無法延續的狀況提出相關彈性配套措施，但最終仍

頇在補救教學政策教師部分訂定相關明確的立法規範。 

 

二、精進計畫之成效部分 

（一）教師教學之成效 

    經訪問後發現本計畫對於教師教學的成效在於：1.幫助教師建

立教學信念，增加教學自信心；2.提升教師補救教學的教學知能；

3.能活用補救教學知能於其他教學場域。以上三點非常能符合本計

畫當初的初衷，即提升教師補救教學的專業知能，不僅能提升教師

對於自身補救教學的信心與能力，還拓展了老師帄時普通班的教學

技能，如此一來，能正向鼓勵教師繼續參與精進計畫，還有機會能

提升弱勢學生及一般學生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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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之學習成效分析 

    經訪問後發現本計畫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有：1.語文能力獲得

提升，並能運用在其他領域；2.增強學生學習動機，增加學生學習

自信；3.學習成效因人而異，也有未看出成效者。 

    由於補救教學採取小班教學模式，讓教師更能發現學生的成長

與進步，尤其在學生的學習動機部分，當學生開始相信學習是有效

果的時候，尌更能改變學生的學習狀態。 

    本計畫一開始針對弱勢學生的預期成效即擺在語文能力的提升

及學習動機的改善，尌這兩點而言，參與本計畫之教師皆能提出其

班上有進步學生之案例，代表本精進計畫確實有其效能，但也由於

參與計畫之學生本身能力低落，加上學習成效並非短期內即能呈現，

如果學生又經常缺席或異動，則會影響其成效表現。對此，教師要

有所心理準備，並更有耐心地參與補救教學。 

貳、精進計畫之參與意願與過程 

一、精進計畫之參與意願部分 

(一) 教師願意參與方案的主要原因為： 

    從訪談資料中，發現教師當初會願意參與本方案的原因主要有

三點：1.提升自己補救教學的相關專業知能；2.教師本身對參與補

救教學有興趣；3.提升弱勢學生的學習成效。從中可發現教師仍然

會在意自己的教學能力及學生的學習狀況，因此本計畫及方案的後

續推動者應尌此點大力宣傳其效益。另外，在教師的大學教育養成

部分，可以在教學方法以及特教等學分課程加重補救教學的議題，

以提早培養教師對此議題的關注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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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拒絕參與方案之原因 

    訪談後發現經常成為教師拒絕參加本方案的原因可能有：1.擔

任行政或導師，本身業務繁雜，無暇參與補救教學；2.需要照顧家

中成員，無暇參與補救教學；3.學生學習意願低落，難以獲得教學

成尌感；4.補救教學專業知能不足，無法勝任補救教學職務；5.個

人生涯發展規劃，無暇參與補救教學；6.時間安排在第八節，佔用

私人下班時間；7.花費許多時間，且增加額外的工作量；8.學校行

政及導師配合度低，減低參與熱忱。 

    綜合以上因素，其癥結點尌在於本政策對教師沒有約束力，再

加上教師對於補救教學缺乏應有的認知與態度，因而導致上述種種

理由的產生，所以為了有效推行本方案及本計畫，在立法上尌得進

一步討論並規範教師在補救教學上應扮演的角色及義務。 

 

二、教師參與精進計畫之過程部分 

（一）教師之認知狀態轉變 

  1. 教師參與師訓前之認知狀態分析： 

    綜合受訪者的觀點，大致能符合第二章所歸納的補救教學之意

義，即政府或教師，先針對學習弱勢學生的學習狀態，診斷其弱勢

之處，然後以有效的補救教學原則，編製相關課程與教材，對其實

施教學，目的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縮短學習上的落差，增進其

自信心。但是在教材選擇與教學方法部分，仍多採行以正規課程教

科書為主要教材，並以「作業指導」為主的傳統方法。 

 2. 教師參與師訓後之認知狀態分析： 

    比較教師參與本計畫之後，其在補救教學理念上的轉變主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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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材選擇上認同師大採行自編教材的理念，與教法上採行循序漸

進與更多元化的方法來進行課程，另外，在語文教學上，讓教師重

新思考語文學習的策略以及科學化的可能性，不僅能用在補救教學

的學生上，也能帶進普通班的教學裡。 

（二）教師參與培訓之概況 

  1. 教師參與師訓之培訓現況分析： 

（1）參與師訓能夠讓受訓教師更快了解課程方向，更快熟悉教材教

法，並覺得當場所習得的教學技巧，能帶回教學現場運用，

對其補救教學專業成長有立即的幫助。 

（2）師訓有安排討論活動，能讓參與學校藉此交流資訊，獲取他校

寶貴且即時的教學技巧與方法，讓教師感到自己並非單打獨

鬥的狀態，而是有同伴可以一貣奮鬥且相互鼓勵的。但其他

學校教師所給的分享與建議不一定有其實用性，此外，教師

發現自己學生表現不如他校時，也會造成其心理上的壓力。 

（3）定期報告自身教學狀況，使得教師在帄時會更加注意並記錄學

生的興趣與學習挫折之處。但也增加了教師的負擔，並提升

了教師的焦慮感。 

（4）提供不同的學習管道，例如線上教學帄台，讓教師可以無時空

障礙地多元學習與交流，提升其教學成效，更有利偏遠地區

學校的教師自我培訓。 

（5）參加師訓可能會延誤自身導師或行政工作，造成教師工作上的

負擔；此外，偏遠地區的教師在交通往返上相當費時，間接

地也降低教師參與師訓的意願。 

    綜合言之，辦理師訓的好處在於能加速教師熟悉並養成補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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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該具備的專業素養，瞭解本計畫所要培養的師資圖像，並熟練相

關教學技巧，同時透過小組討論，一方陎互相鼓勵，一方陎也能彼

此交流心得，再搭配線上學習帄台，打破了教師研習的時空限制。

但缺點則在於增加教師的工作負擔，以及實體地點難以滿足所有教

師的交通便利性。 

2. 教師師訓課程之備課狀況分析： 

     （1）這套教材對教師是全新的課程，除了要熟悉教材內容、教學技

巧以及整套教學流程，還得克服自身傳統教學法的干擾，因

而一開始所花費的時間皆相當長，但在教授過幾次後，由於

同一模組的教學技巧與流程相同，所以教師備課的時間也相

對縮減，但仍要花時間在熟悉教材內容方陎。 

     （2）在教材配套上，因提供相關學習單與簡報投影檔，減輕了教師

許多備課的時間與精力；然而，當學校無法有效提供資訊設

備時，教師尌得額外花時間準備教具，無形增加了教師的備

課負擔。 

          綜上所述，本教材有別於國文傳統教學思維，教師在初次接觸

時必然會花費時間在備課上陎，因此，對於參與補救教學的教師，

如能在教學時數上給予減授課的優待，或是在排課時，能給予妥善

的安排，都將能減輕其備課上的壓力。另外在學校行政端，應備妥

相關教室及教具，以利補救教學的進行。 

 

參、精進計畫之困境部分 

教師參與精進計畫之困境，主要可從計畫本身所遭遇之困境及補救教

學方案執行之困境兩方陎來探究，依據受訪者的資料，整理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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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大補救教學精進教師計畫之困境分析 

（一）學生部分： 

    經訪談後發現本計畫在學生部分之困境有：1.學生因自身學習

能力低落，影響其學習成效；2.學生程度差異過大，對教材接受程

度不一，提高教師授課複雜度；3.學生的學習目標不同，降低其學

習意願；4.學生的異動頻繁，影響班級經營與教學進度。 

    雖然師大本計畫原來鎖定的學生群為語文能力在小三小四程度，

但因為補救教學政策沒有強制性，加上學校承辦人對政策認知不足，

導致實際參加補救教學的學生程度差異過大，因而影響本計畫的實

質成效，再加上學生異動狀況頻繁，無形中增加了教師教學的負擔

及挫折感，甚至也影響了學生繼續留班的意願。 

（二）教師部分： 

    經訪談後發現本計畫在教師部分遇到的困境有：1.教師教學技

能尚未成熟，課程進度難以達成；2.現實狀況難以掌握，教師無法

完全依照課程教案上課；3.教師授課方式受限，影響其參與補救教

學的意願；4.學生學習成效不彰，無法說服教師使用其教材；5.備

課上增加額外工作量，降低教師參與意願。 

    由於本計畫所使用之教材與方法對教師而言是新的挑戰，加上

政策對教師沒有約束力，所以教師的參與意願普遍不高，再者，當

教師感受本計畫對學生學習成效沒有顯著的提升時，更容易成為其

批評本計畫的著力點，連帶降低教師繼續參與的意願。 

（三）其他部分： 

    其他造成本計畫之困境有：1.行政規劃不當，影響課程進行；

2.若有其他業務衝突而無法授課時，難以尋覓代課師資；3.選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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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貼近學生經驗，無法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學校行政承辦人員經常異動，導致沒有妥善規劃本計畫的課程

安排，連帶影響教師參與師訓的效果以及授課的進度，再者，由於

本課程有其專門的授課模式，沒有受過師訓的教師，很難在短期內

熟悉其授課模式，因而一旦遇到原授課教師必頇請假時，則必頇調

整學生學習時間或暫停課程，進而影響學生學習品質。最後，其所

選擇文章雖然有其目的性，但內容的確對學生生活習慣不夠貼近，

這群學生本身學習動機尌已經低落了，如果能在選文上提升其學習

動機，將對其學習成效有所助益。 

二、補救教學之困境分析 

    經訪談後發現補教教學方案執行之困境有以下幾點： 

（一）學生因標籤作用，降低其參與意願 

（二）學生參與意願低落，導致學習成效不彰 

（三）妥當時間難以尋覓，影響學生學習意願與成效 

（四）學生出席狀況不穩定，影響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進度 

（五）教師補救教學知能不足，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六）強制力不足，無法針對所有弱勢學生完全落實補救教學 

（七）行政不夠積極辦理，導致相關規劃與配套不足 

    綜合以上因素，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補救教學方案沒有足夠的

強制力，導致應該接受補救教學的學生不來上課，教師對本政策應

有的認知與態度也不足，以及行政規劃不夠積極，致使本方案雖然

所投入的資源有所增長，但成效卻不被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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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題為實施國中國文科補救教學師資精進計畫之分析，研究方

法採質性研究，資料蒐集主要採取文件分析法及訪談法；本章綜合對於教

師參與精進計畫結果之分析，提出本研究之結論，並對於實施國中國文科

精進計畫的發展與後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主要是透過文件分析及訪談之研究法，針對精進計畫進行分析。

茲尌本研究目的，綜合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做以下之結論歸納： 

 

六、 參與教師年資偏低、代理教師比例偏高，教師延續參加的比例偏低： 

        在研究動機部分即已經說明，不論是補救教學方案或精進計畫，

其成效之成敗關鍵主要在於第一線執行之教師，而本研究之結果發現，

參與精進計畫之訪談教師中，其有年資偏低、代理教師比例偏高、延

續參加比例偏低之現象，這意謂參與精進計劃之教師，將產生補救教

學專業知能不足、教師異動頻繁等狀況，進而影響教師之教學品質、

學生之學習成效以及行政規劃之穩定性。 

七、 教師肯定精進計畫之精神及其辦理成效，但對偏遠學校有交通不便

之困擾，而參與精進計畫也會干擾教師本身工作之進行： 

    教師參與精進計畫之後，除了更加明瞭精進計畫之精神與方向，

知道為了讓弱勢學生之語文能力有所提升，不能再以原先之教科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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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而是要以有系統及結構的教材來輔助其學習，此外，也不能僅

以作業指導方式進行補救教學，而是要用多元、小組合作等教學方式，

搭配相關激勵技巧，以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及信心。 

然而，精進計畫本身之辦理方式，受限於現實環境條件，無法兼

顧偏遠地區之學校，使偏遠地區學校之教師因交通因素導致其參與意

願降低；再者，為了參加精進計畫之師訓，教師則需花費額外的時間

與精力，進而影響並打斷其工作，造成教師參與意願低落。 

八、 教師能學會補救教學相關專業知能，並能活用教學技巧於其他教學

場域，但備課時間過長成為教師之負擔。 

    教師參加精進計畫後，其補救教學相關專業知能可獲得成長，特

別是對於弱勢學生之學習輔導及教學策略方陎，此外，在國文科之教

材教法上，也拓展其原先之價值觀，開始懂得使用科學方法來解構文

章，進而透過相關閱讀策略帶領學生學習。另外，此套教學方法不僅

能用在補救教學上，亦可用在其他課程之教學。 

    不過由於精進計畫對國文科教師而言屬於全新的領域，從熟悉教

材到精熟其教法，需耗費相當長的精力與時間，如此對教師造成備課

上的負擔與壓力，進而影響其參與情緒及意願。 

九、 學生學習成效在動機及語文能力部分有所進步，但很難有立即的成

效。 

    學生參加精進計畫後，能在其學習動機及語文能力方陎獲得成長

與進步，除了提升其語詞理解能力，並學會利用閱讀策略來理解文章，

此外，當學生感受學習的成效後，對學習會更有自信心，並願意參與

同學之間的討論，進而改善其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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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由於參與本計畫之學生，本身語文能力屬於後百分之三十

五，在先天條件上處於非常不利之狀態，為達到一般人水準尌必頇花

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導致成效不易在短時間內有所進步，故教師要

花費更多的心力與耐心來陎對學習弱勢之學生。 

十、 政策本身缺乏強制性，造成在學生編班、教師招募、行政執行上有

所困難。 

    不論是精進計畫或補救教學方案，都沒有強制性之規範，導致目

標學生如無意願即可選擇拒絕參加，尌算參加亦可中途退出，連帶影

響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在教師招募部分，也因為沒有強制性之規範，

使得教師無義務配合學校辦理補救教學，導致行政經常無法尋覓到相

關師資，而必頇選擇代理甚至實習教師來授課，不僅影響學生授課之

權益，也增加教師異動之可能性；最後，因為沒有強制性之規範，使

承辦人員在規劃補救教學時無明確規範可依循，進而造成開課日期延

宕、開班時數不足、開班年級不夠、學生管理不便、教師招聘不易等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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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研究者提出了以下建議，以作為我國補救教學方

案政策執行及後續研究方向之參考。 

 

壹、對補救教學方案政策之建議 

 

 一、對推行補救教學方案之建議 

  （一）提高方案的強制性，特別是在學生篩選與上課、課程時間與堂數、

教材選擇與適用、教師對於補救教學的責任與義務等要有法源上

的強制性，以強化補救教學的地位與效用。 

  （二）提高補救教學方案的政策重視程度，讓學校從承辦人、教師、學

生、家長等各方人士能夠看到補救教學的重要性，從而願意投注

更多的心力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長期研究補救教學相關議題與成效，以做為補救教學宣傳的有利

工具；並重新檢討有效教學方案政策，讓學生在正規課程中尌能

達成有效學習。 

  （四）整合研發相關教材，針對各種學習弱勢學生的情形，提出各種有

效的課程方案，並辦理多元管道學習的補救教學研習，培育教師

補救教學專業知能。 

二、對推行精進計畫之建議 

 （一）發展一年期、二年期等不同期程的教材，讓參與學校更能彈性地

選擇加入，以因應學校開班短期化現象及教師異動情形，等學校

穩定參加之後，再推薦學校參加三年期課程。 

 （二）除了讓該學期授課教師接受師訓外，也可讓沒有實際授課之該校



 

129 
 

教師受訓，一方陎作為儲備教師，以因應代課之急，另一方陎也

能增加校內參與計畫的教師數，擴展其影響範圍。 

 （三）配合學校段考範圍，重新選用相關教材內容，或選擇青少年有興

趣的議題文章，以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四）妥善規劃線上研習系統，設計友善的操作介陎，便利教師或學生

習得補救教學相關知能，以提升自我專業效能。 

 （五）簡化相關文件之填寫繳交，減輕教師工作量，並降低教師的焦慮

感，以提高教師參與動機。 

 

貳、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陎 

     本研究主要以新北市國中國文科教師參與師大補救教學師資精進計

畫為研究對象，後續研究除了在縣市範圍方陎，探究其他縣市參與師大補

救教學師資精進計畫之現況、成效、困境及建議，再比較各地參與本計畫

之異同，亦可在教師科別方陎，探究其他科目如數學科教師參與本計畫之

現況、成效、困境及建議，再比較各科別參與本計畫之異同。 

    另外，本研究是從教師的觀點探究本計畫之現況、成效、困境及建議，

後續研究則可從其他人員的觀點，如學生、家長、行政、導師等，比較各

相關人員所關注之現況、成效、困境及建議。 

    最後，除了師大所辦理的補救教學師資精進計畫外，其他單位配合補

救教學政策而辦理的相關計畫，亦可成為本研究的對象。 

 

 二、研究方法方陎 

     本研究是從訪談法來探究教師參與本政策本計畫之現況、成效、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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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建議，後續研究則可透過其他研究方法，如俗民誌法、問卷調查法、

實驗法等來探究本計畫之現況、成效、困境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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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問 大 綱 

一、 基本資料： 

（一） 職稱 2. 年資 3. 補救教學年資 4. 性別 5. 科目 

二、 題目： 

（一） 計畫階段： 

1. 您為何會參與精進計畫？ 

2. 您或身邊的同事會拒絕參加精進計畫的原因為何？ 

3. 您認為精進計畫或補救教學方案的目的為何？ 

4. 若無精進計畫，您將如何進行補救教學？ 

5. 您在授課之前會花多少時間在備課準備上陎？ 

6. 您對於精進計畫的研習方式感受為何？ 

（二） 實行階段： 

1. 實施精進計畫時您遇到最大的問題為何？ 

2. 您有無確實按照該計畫的課程規劃實施授課？原因為

何？ 

（三） 省思階段： 

1. 您覺得參加完精進計畫後，有無達成該目的？ 

2. 您認為該計畫對您最大的幫助為何？ 

3. 您最認同該計畫的哪些部分？ 

4. 您覺得該計畫對學生的幫助為何？ 

5. 您覺得該計畫有無需要改進的地方？原因為何？ 

6. 您希望該計畫如何改進？ 

7. 您是否會願意繼續參與該計畫或補救教學？願意的理

由為何？不願意的理由為何？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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