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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本土語文課程實施規劃之相關 QA                            111.10.17 

項次 分類 提問 說明 

1 師資 

相關 請問國中小教師已取得中高級語

言證書，但無教學支援人員資

格，可以聘用教高中嗎?  

已取得中高級語言證書的現職教師，只要具有中等教師證就可以至高中授課。 

承上，亦即國中現職教師已取得語言認證者可至高中任教；國小現職教師一般

為小學教師證，除法律另有規定(例如：偏遠地區學校發展條例)外，不得跨教

育階段別任教。 

2 

請問有哪些師資媒合管道？ 
建議各校可依下列方式洽覓本土語文師資: 

1.各校於課程時間排定後至鄰近國中小洽請本土語文的教學支援人員。 

2.線上師資洽詢管道： 

(1)「教學支援人員人才庫平臺」（網址：https://ssta.k12ea.gov.tw/）：由

學校刊登職缺資訊進行徵才。 

(2)「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教學人員媒合平臺」（網址：

https://ipse.ntcu.edu.tw）：進一步提供縣市及鄉鎮市區授課範圍的本

土語文師資資訊，學校登入使用可進行查詢。 

3 

因承辦人可能異動，可否使用校

名註冊「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

因該網站有資安規範，無法多人共用帳號（例如新、舊承辦人共用一組帳

號），請學校填寫承辦人姓名註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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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手語教學人員媒合平

臺」？ 

當承辦人員異動時，新承辦人於註冊帳號需勾選註冊使用原因及是否為業務交

接，系統確認開通新承辦人帳號後，將對舊承辦人的帳號進行停用處理。 

4 

請問目前已媒合到本土語文教學

支援人員，要參考那些聘任法

規? 

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可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 20條

「高級中等學校依據學生需求、學校發展願景及特色，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聘

任教學支援人員，擔任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或第二外國語文課程之教學。」規

定聘任之。 

本土語文師資資格相關辦法連結如下： 

1.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21&kw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86&kw 

3.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85 

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8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8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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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退休老師具有本土語認證可

以直接聘任教授本土語文嗎? 

可以，退休老師(具合格中等教師證者)符合各該語別的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款第 2目規定，爰可聘任教授本土語。 

提供以下法規連結供參: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86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85  

3.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20 

6 

請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設有年齡

限制嗎?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非屬編制內教職員，「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

法」未明定應聘人員年齡之限制。 

7 

請問本土語言授課教師若為國文

老師，上課一節也是抵基本鐘點

一節嗎？ 

有關教學節數請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 10條第 2項

規定辦理。另各地方政府轄屬學校，請依各該主管機關所定每週教學節數之規

定辦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8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8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8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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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問成大閩南語語言認證考試是

否已有公告簡章？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預計於 111年 12月 10日舉行，測驗報名期間

自 111年 10月 11日至 10月 21日止。相關資訊及考試簡章可參考下列全民台

語認證網站查詢（https://ctlt.twl.ncku.edu.tw/gtpt/index.html）。 

亦提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閩南語認證預計於 112年 3月 5日舉行，測驗報名期

間自 111年 10月 24日至 11月 25日止。相關資訊可參考如下：

https://blgjts.moe.edu.tw/tmt/index.php  

9 

請問如何申請本土語文能力認證

的報名費補助？需要具備什麼資

格與資料? 

有關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現職教師（含長期代理教師）參加客語及閩南語能力

認證中高級報名費補助，教師需確實到考並於完成測驗後，於准考證加蓋主辦

單位到考證明章（逾期概不受理）後妥存，申請方式會另以公文通知。 

10 

111學年度開始了，近期現職老

師本土語文還有哪些培訓場次

嗎? 

11.為滿足更多高中職教師參加本土語言研習需求，以提高其本土語言認證通過率，

培育更多本土語言師資，111年度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以及預計辦理本土語言認證輔導班、加強班期程等相關資訊，將公告於高級中

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歡迎各高中職教師踴躍報名參加本土語言

認證研習；詳細報名資訊可至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https://cirn.moe.edu.tw/WebNews/index.aspx?sid=1195&mid=13150)查詢，

相關資訊請洽詢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助理蘇先生，連絡電話：

(06)2133111分機 5783，信箱：peishin@gm2.nutn.edu.tw。 

https://ctlt.twl.ncku.edu.tw/gtpt/index.html
https://blgjts.moe.edu.tw/tm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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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辦理期程:輔導班第 6梯次於 111年 10月 15、16、22、23、29日、第 7

梯次於 12月 10、11、17、18、24日辦理；加強班於 111年 9月 24、25日

(客語)、11月 12、13日、11月 19、20日(閩南語及族語)辦理。 
 

11 

雖然現職老師有取得閩南語/客

語中高級認證，但有沒有什麼研

習教學增能，增進教學的專業? 

1.為滿足更多高中職教師參加本土語文教學增能研習需求，以提高其教學專業

能力，強化本土語文現職老師教學能力，111年預計辦理本土語言教學增能

研習、教學增能回流研習之期程等相關資訊，將公告於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

文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歡迎各高中職教師踴躍報名參加本土語言認證研習；

詳細報名資訊可至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https://cirn.moe.edu.tw/WebNews/index.aspx?sid=1195&mid=13150)查

詢，相關資訊請洽詢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助理蘇先生，連絡

電話：(06)2133111分機 5783，信箱：peishin@gm2.nutn.edu.tw。 

2.預計辦理期程:「本土語文教師教學增能研習課程」預計於 112年寒假期間閩

南語及客語將再各辦理一場次。另，「本土語文教師教學增能回流研習課

程」亦將於 112年寒假期間閩南語及客語各辦理一場次。確切辦理時間將公

告於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1 教材 

相關 請問高級中等學校實施及補助本

土語文有什麼依據嗎? 

教育部國教署已於 111年 7月 28日訂定發布「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實施

及補助要點」，補助教育部主管及各地方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開設本土語文

課程、研編本土語文教材、教法、獎勵教師進修本土語文及辦理本土語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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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習費用；學校規劃本土語文課程，應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

點」及「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實施及補助要點」辦理。 

2 

請問學生選修本土語文，是否一

定要採購教科書？或是可以由老

師自行補充教材即可? 原住民語

文的教材是部編版嗎？ 

閩南語文教材是由民間業者出版，請依校內一般教科書方式進行採購。閩東語

文、客語文、原住民語文及臺灣手語教材均有數位化教材、部編教材，部編教

材依各學校於新生報到時選課意願調查，統計所需教材數量後，進行印製及配

送。 

原住民語文可參考政大電子書城： https://ebook.alcd.center/ 。 

閩東語文及客語文可參考：

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id=1195&mid=14615。 

3 

部編版教材學生需要付費採購

嗎？ 

少數語別(客語、閩東語、原住民語及臺灣手語）部編版是免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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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年度高中職本土語言教材是否

有審定版本？如閩南語文。 

閩南語教材審查通過的有真平版、奇異果、育達，相關訊息可以到國教院網站

查詢: 

https://textbooks.naer.edu.tw/BookSrhR.aspx?ASParam=S1VMdSUyMiUzYzcqa

SUwOWZPQ0NnRUtYNSUzYTdyJTFjcXAlMTk=  

 

目前本土語文僅有閩南語文教材是由民間業者出版，另閩東語文、客語文、原

住民語文及臺灣手語教材等均為部編版，依各學校於新生報到時選課意願調

查，統計所需教材數量，於開學前完成配送。 

5 

除客語文、閩東語文及原住民語

文免費以外，請問閩南語文也有

免費教材嗎? 請問為何閩南語文

教材沒有補助? 

閩南語文教材皆為出版社版本，並由民間印製，從國小到高中教育階段由學校

依循一般教科書採購程序購書。 

而閩東語文、客語文及原住民語文皆為部編版，由教育部國教署委託單位印製

及配送，因此無收取費用。 

6 

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材要去

哪裡訂購? 

目前只有閩南語文教材是由民間業者出版，另閩東語文、客語文、原住民語文

及臺灣手語教材等均為部編版，教育部國教署會依各學校於新生報到時選課意

願調查，統計所需教材數量，並配送至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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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問客語文、閩東語文及原住民

族語文教材如何發放呢? 

請各高級中等學校依教育部國教署函文填報教材需求表單，教育部國教署依各

校填報情形進行配送。 

8 

請問高中本土語文教材為何是選

第 7冊為優先? 

111學年度入學之高一新生本土語文(客語文及閩東語文)教材選用，考量多數

學生於國中教育階段並未持續修習本土語文，為避免銜接落差，建議學校選用

第 7冊(7年級)作為高一本土語文課程之選習冊別。 

9 

本土語文教材收到後可否再更換

冊別? 

開學後，可依學校實際需求申請更換教材冊別，目前教材加退選已開放，請依

照下列步驟辦理： 

1. 教育部國教署委託國立臺南大學於 111年 9月 12日南大本土字第

1110016874號已函知各高級中等學校進行 111學年度高級中學之本土語文

(客語及閩東語)分級教材數量加退選需求調查，並檢附客語、閩東語學習用

書教材加退換書申請表，請各校填入需求資料。 

2. 申請表請掃描後傳至 https://forms.gle/bB2HcPMzL6wufZXB7。 

3. 若有收到回條即表示申請成功，若學校不確定或有問題需詢問請洽 06-

21331111轉 5782（國立臺南大學-陳小姐）。 

1 直播 

共學 如果上課連線遇到問題怎麼辦？ 
請先確認電源、網路正常，如果還是有問題，請加入各開課教師 LINE群組找工

程師說明問題，將聯絡工程師協助處理。 

https://forms.gle/bB2HcPMzL6wufZX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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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使用設備? 
請參考以下網址中的影片： 

設備介紹(學校篇)：https://reurl.cc/Zbb5va 

系統說明影片_如何調整鏡頭畫面：https://reurl.cc/YXXrbl 

系統說明影片_如何撥號與麥克風靜音：https://reurl.cc/V11vgZ 

系統說明影片_如何開機與關機：https://reurl.cc/qNNj2y 

3 

請問可以使用平板或手機上課

嗎？ 

因一般學校無線網路頻寬較不穩定以及聲音容易互相干擾，另協同人員亦不容

易看到學生畫面，原則大班型建議以現行設備上課(電視)，惟部份稀有語別選

習學生數只有 1-2位學生者，考量學生使用上之效率性及方便性，可依學校實

際狀況使用平板上課。因此除開班人數僅為 1或 2位學生者外，實際情況可依

各校各班與安裝廠商做仔細地討論後確認。 

4 

如果校內沒有懂該語言的協同人

員，仍需要批改作業嗎? 

請參閱【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及高級中等本土語文直播共學計畫】第拾貳點

第 5項有協同人員的義務，評量規劃朝多元評量方式，請協同人員協助印製課

堂講義、學習單及試卷等，並於期中、期末批改試卷等教學人員無法到場處理

之事宜。協同人員協助上開事項時，須與教學人員共同開闢網上或通訊軟體討

論區，並提供電子郵件帳號及其他聯絡管道，以達教學人員與協同人員間雙向

溝通。 

https://reurl.cc/Zbb5va
https://reurl.cc/YXXrbl
https://reurl.cc/V11vgZ
https://reurl.cc/qNNj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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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校有活動全班無法上課，或者

班上所有學生都請假怎麼辦?  

1. 如果學校有活動全班無法上課，或者班上所有學生都請假，以至於該日課程無

法進行，請協同教師填寫請假表單 https://forms.gle/Uzqyct5qjYR6Sx3o9。 

2. 如果班上部分同學請假，課程仍會進行，則不需要上網請假，老師上課時會自

行掌握學生的出缺席。例如：雅美語班上有 2位學生，2 位都請假，則協同教

師需上網請假。又如：賽夏語班上有 2位學生，1位請假，則協同教師不需上

網請假。 

3. 授課教師端請假有兩種狀況： 

(1)事先請假：教師在前 1天下午 4:00前請假，則開課公告中會註明教師請

假，請學校於上課時至本土語文直播共學官方網站觀看預錄影片，在首頁輸

入課程代碼就即可觀看。 

(2)臨時請假：教師在上課前臨時有事無法上課，營運中心會透過 Line群組通

知學校，若學校承辦老師或協同人員沒有加入群組，營運中心會以電話通

知。 

4. 學生或老師請假時，皆以觀看錄影檔案方式補課。 

6 

請問直播共學學生如何進行成績

評量? 

直播共學學業成績評量係由授課教師依前揭相關規定執行評量，惟因直播授課

教師未實際到學校，因此參與學校必須安排協同人員協助辦理於學校端實際之

相關行政作業，包含：協助印製課堂講義、學習單及試卷等，並於期中、期末

批改試卷等教學人員無法到場處理之事宜。有關批改試卷係指授課人員安排以

https://forms.gle/Uzqyct5qjYR6Sx3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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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測驗進行，並且考試方式為具有標準答案之題型，例如：是非題、選擇

題、配合題等有明確答案之題型，協同人員在批改時有清楚之判斷標準始為

之。若為較複雜類型的語文測驗，例如：申論題、作文等則仍由授課教師評

分，協同人員負責寄送試卷供授課人員評閱後，再由協同人員上網登錄成績。

另外，協同人員需與教學人員共同開闢網上或通訊軟體討論區，並提供電子郵

件帳號及其他聯絡管道，以達教學人員與協同人員間雙向溝通。 

7 

請問協同人員是否可由課照教

師、愛心志工擔任? 

依「高級中等學校跨校選修或預修課程數位遠距教學實施要點」、「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等規定，

協同人員需協助學生課程學習成果認證事項，因此需由學校教師擔任。 

8 

請問本土語直播共學學生如需要

重補修可以如何處理? 

請學校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11條之規定辦理各科別重補

修作業。 

1 經費 

補助 請問 111公私立補助項目有一

致? 

本土語文語新增鐘點費項目為公私立一致，其餘補助項目請參考「高級中等學

校本土語文教育實施及補助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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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鐘點費如果需要調整怎麼

辦? 

1. 臺南二中已於 111年 6月 10日以南二中總字第 1110400150 號函知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及各地方政府【調整期程請於 111年 9月份及隔年 3月份函報臺南二

中，詳情可詢問臺南二中(連絡電話:06-2514526#513)。 

2. 另可查看 111學年度預估新增鐘點費填報說明會簡報及說明會議影片(連

結:https://pse.is/46fb7j)】 

3 

預估新增鐘點填報時，少數腔調

的學生採直播共學，低於 9人，

是每一語別分列申請嗎？ 

低於 9人無論實體課程或直播共學，只要有新增之班級均可申請。 

4 

協同人員如果是校內教師，可以

算教師的基本鐘點嗎?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之鐘點費是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

課教師鐘點費及教學支援人員支給基準」規定支給，適用對象如下： 

(1)學校開設原本土語文課程以外節數，所新增之鐘點費。 

(2)參加教育部國教署辦理直播共學課程學校，協同人員由校內教師擔任時應先

行滿足其原任課科目基本節數，以超鐘點方式補助其鐘點費，惟部分學校因

地處偏遠或班級數少等因素無法達到基本鐘點時，例外納為基本鐘點，且不

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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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原住民語於預估時填了 5

族，而新生實際就讀並選課之族

語有 8族，請問於實際新增鐘點

費填報時可補足嗎?反之，若預

估時填了 8族，而實際就讀且選

讀之族語僅有 3族，預估值遠大

於實際值亦無妨嗎? 

本土語文補助依實際新增數予以補助，相關調整，請各校於 9月之後的實際填

報階段辦理。 

6 

本土語文課程經費如何申請？ 
學校於 6月先以新增鐘點費的方式至南二中新增鐘點費系統進行填報，後續將

依該填報資料核定補助本土語文開課經費，其他補助項目依《高級中等學校本

土語文教育實施及補助要點》辦理。 

各校於當年 9月、隔年 3月至新增鐘點費系統填報實際鐘點費及開課情形後，

再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所建置之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臺灣手語經費補助申請

系統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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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何本土語文經費申請要分開兩

個系統填報？ 

因考量各系統是否可收集所需個資及南二中新增鐘點費系統僅以填報新增鐘點

費資料為主，為掌握各校本土語文/臺灣手語實際開課狀況及授課師資等，需請

學校另至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臺灣手語經費補助申請系統，填報授課師資詳

細資料與學校欲申請之其他本土語文/臺灣手語費用(例如：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之勞健保費等)，以利掌握學校實際經費需求。 

各校填報前，教育部國教署將先匯入南二中已有取得之重複欄位相關資料，以

減輕學校填報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