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基隆市國中小教學補給站」實施計畫 

一、 目的: 

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以及充實教師教學方法，本府特辦旨揭計

畫。本案共分為兩項子計畫：「教室特色學習區計畫」以及「教

學資源補充計畫」。 

（一） 教室特色學習區計畫：增設本市國小一年級教室特色學習

區域（如：特色閱讀區、數學體驗區、益智遊戲區等），

以降低幼兒園與國小教室樣貌差異，銜接學生學習環境，

進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二） 教學資源補充計畫：為提升教師利用教材教學之能力，充

實教學方法、善用多樣化教材，以豐富學生學習樣貌，進

而加深教師教學廣度與增加學生學習動機。 

二、 補助方案： 

(一) 教學補給站－教室特色學習區計畫。 

1. 補助對象：國小一年級班級導師。 

2. 補助範圍：使用於國小一年級班級教室內特色學習區之

資源（如：書籍、兒童益智遊戲、軟墊、層架、兒童專

用桌椅等），單價限低於 1 萬元且不含資訊設備；計畫中

請以購置學生使用之「教材教具」為主，「設備器材類」

(如：書櫃、層架、桌椅等)請控制在申請計畫總金額之

20%以內(如：申請總金額為 2 萬元，設備器材類申請總

金額不得超過 4,000 元)。 

3. 補助額度：每位申請教師以補助新臺幣 2 萬元為上限。 

4. 補助條件：凡曾申請過此計畫之教師，需於報名表單中

簡介先前申請之計畫內容，並新申請之計畫內容須與先

前不同，如：杜老師於 109 學年度申請「特色閱讀區」，

110 學年度欲申請「自然學習區」；新申請教師則無。 

 

 



(二) 教學補給站－教學資源補充計畫。 

1. 補助對象：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九年級現職教師（含代理

教師、鐘點教師、教學支援人員、外籍教師等）。 

2. 補助範圍：使用於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九年級教師教學之

資源（如：教材與教具、書籍等），單價限低於一萬元且

不含資訊設備；計畫中請以購置教學使用之「教材教

具」為主，「設備器材類」(如：櫃子、音響、麥克風等)

請控制在申請計畫總金額之 20%以內(如：申請總金額為

1 萬元，設備器材類申請總金額不得超過 2,000 元)。 

3. 補助額度：每位申請教師以補助新臺幣 1 萬元為上限。 

三、 執行期程：中華民國 110 年 09 月 01 日至 111 年 07 月 31 日

止。 

四、 申請方式及說明： 

（一） 申請步驟: 

1. 有意申請之教師須上網填寫計畫申請表單，網址：

https://reurl.cc/Ok7xo9，並上傳計畫書與需求明細表 

(附件 1 或附件 2) word 檔，請將檔案命名為「教室特

色學習區計畫- OO 國小 - (申請教師姓名)」或「教學

資源補充計畫- OO 國中/小- (申請教師姓名)」。 

2. 待申請時間截止，舉辦第 1 次審查會，審查結果分為

「通過」與「待修正」；待重新修正之計畫上傳後，舉

辦第 2 次審查會議，審查結果則分為「通過」與「不

通過」。 

3. 請學校承辦人以校為單位，彙整校內通過申請教師之

全校教師需求彙整表（附件 3）及經費申請表(附件 4)

各一份，紙本送至本府申請經費。 

4. 待經費簽准後發核定函至各校，再請各校承辦人以自

行收納款統一收據及請撥單請款。 

 



（二） 申請並通過審核之各校教師，應於 111 年 6 月 30 日前

(110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結束前)，運用所添購之教學資

源，辦理一次公開觀課，完成公開觀課教學紀錄表(格式

不拘，參考格式如附件 5)，並留校存查。 

（三） 申請計畫範本、全校教師彙整表及經費申請表範本請參考

網址：https://reurl.cc/ZjaRbQ。 

五、 計畫預定時程： 

六、 預期效益： 

（一） 教室特色學習區計畫：藉由增設國小一年級教室學習特色

區域，銜接國小及幼兒園教室樣貌，優化教室學習環境，

降低學生學習不適應情況，以提升學習成效與動機。 

（二） 教學資源補充計畫：藉由改善教學現場資源，運用教師專

業知能，將教材教具等融入現場教學，激發學生思考學

習，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 透過辦理公開觀課，教師互相觀摩學習，增進專業知能。 

階段 工作要點 預定執行時間(年/月) 

規劃階段 

辦理徵件說明會 
110 年 9 月 22 日(三) 

上午 10 時 30 分，採線上會議 

欲申請教師提報實施計畫書 
110 年 10 月 13 日(三) 

下午 11 時 59 分以前上傳 

第一次審查結果公告及 

待修正計畫上傳 
110 年 11 月 

第二次審查結果公告及繳交紙本 

全校教師需求彙整表與經費申請表 
111 年 12 月 

經費核定及繳交請撥單與收據 111 年 1 月 

經費撥款 111 年 2 月 

執行階段 

資源採購與學習區域設置 111 年 6 月 30 日以前 

運用資源執行計畫與課程 111 年 6 月 30 日以前 

評核階段 辦理公開觀課並完成公開觀課紀錄表 111 年 6 月 30 日以前 

https://reurl.cc/ZjaRbQ


基隆市 OO國小「教學補給站－教室特色學習區計畫」申請書 

一、 申請教師資訊 
教師姓名  教師身分別  國小一年級班級導師 

過去是否曾申請過教學補給站計畫? 

□是，請簡述計畫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於 109學年度申請「特色閱讀區」，於 110學年度欲申請「自然學習區」。) 

□否 (*請注意，若勾選此選項，表示該申請人員同意以下說明：經查該申請人員若曾

有申請紀錄並計畫內容相似或重複，本府將取消該名申請人員資格，該計畫申請金額

則須全數繳回。) 

二、 計畫目標與策略 

說明：增設教室特色學習區域，降低國小與幼兒園學習環境落差，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之願景等。 

三、 教室學習環境的現況 

說明：檢視教室目前教學環境，過去開放學習空間使用情形，以及特色

教學教材需求。 

四、 教學環境改善計畫與特色學習區域規劃 

說明：簡述運用資源改善教學環境，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說明特色學習

區域之資源運用與規劃。 

教學環境改善計畫與特色學習區域規劃 

特色教學 

角落規劃 

(請簡述) 

 

資源運用改

善教學環境 

(請簡述) 

 

五、 資源於未來課程中應用之規劃(如何延伸至跨領域教學或教學主

題的加深加廣之具體規劃) 

說明：具體說明特色學習區域如何延伸輔助至跨領域教學，或運用於相

關教學主題之加深加廣，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及達成計畫目標。 

六、 計畫執行期程： 110 年 09 月 01 日至 111 年 07 月 31 日止。 

七、 公開觀課預定時程與觀課教師 

說明：說明公開觀課預定之日期、時間、地點與觀課教師，並請申請並

通過審核之教師於 110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結束(111 年 6 月 30 日)前

完成觀課紀錄。 

附件 1 



基隆市 OO 國小「教學補給站－教室特色學習區計畫」 

一年級班級導師需求明細表 

 

教師姓名 

擬購置之教學資源 

經費項目 
單價

(元) 
數量 小計 

 

    

    

    

    

    

    

    

    

    

    

總計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註：計畫中請以購置學生使用之「教材教具」為主，「設備器材類」(如：書

櫃、層架、桌椅等)請控制在申請計畫總金額之 20%以內(如：申請總金額為 2

萬元，設備器材類申請總金額不得超過 4,000 元)。 

附件 1 



基隆市 OO國中/小「教學補給站－教學資源補充計畫」申請書 

一、 申請資訊 

教師姓名  教學領域  

使用場域  授課年級  

二、 計畫目標與策略 

說明：教材與教具融入教學之願景、教學資源整合與教學實施方法等。 

三、 教材與教具融入教學的現況 

說明：檢視學校目前教學軟硬體充足程度、過去使用教材與教具輔助教

學之經驗，以及教材與教具之現況需求。 

四、 課程計畫與資源規劃 

說明：簡述課程與教學計畫，並說明將學習資源運用於課程教學之規畫。 

課程計畫與資源規劃 

教學領域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請簡述) 
 

資源運用 

(請簡述) 
 

五、 資源於未來課程中應用之規劃(如何延伸資源至跨領域教學或教

學主題的加深加廣之具體規劃) 

說明：具體說明教材與教具如何延伸輔助至跨領域教學，或運用於相關

教學主題之加深加廣，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及達成計畫目標。 

六、 計畫執行期程： 110 年 09 月 01 日至 111 年 07 月 31 日止。 

七、 公開觀課預定時程與觀課教師 

說明：說明公開觀課預定之日期、時間、地點與觀課教師，並請申請並

通過審核之教師於 110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結束(111 年 6 月 30 日)前

完成觀課紀錄。 

 

 

附件 2 



基隆市 OO 國中/小「教學補給站－教學資源補充計畫」 

國中小現職教師需求明細表 

 

教師

姓名 
教學領域 

擬購置之教學資源 

經費項目 
單價

(元) 
數量 小計 

 

     

     

     

     

     

     

     

     

     

     

總計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註：計畫中請以購置學生使用之「教材教具」為主，「設備器材類」(如：書

櫃、層架、桌椅等)請控制在申請計畫總金額之 20%以內(如：申請總金額為 1

萬元，設備器材類申請總金額不得超過 2,000 元)。 

附件 2 



110 學年度「基隆市國中小教學補給站」計畫 

全校教師需求彙整表 

一、 學校名稱： 

二、 申請內容： 

序號 
教師 

姓名 
教學領域 

擬購置之教學資源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小計 各教師合計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計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註：計畫中請以購置學生使用之「教材教具」為主，「設備器材類」(如：書

櫃、層架、桌椅等)請控制在申請計畫總金額之 20%以內(如：申請總金額為 1

萬元，設備器材類申請總金額不得超過 2,000 元)。 

附件 3 



  

基隆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教學補給站 

計畫期程：111 年 09 月 01 日 至 111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及金額)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XXXXXXXXXXXX：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

(元) 
說明 

教學補給站 

教室特色學習區計畫 
 1 式  

購置明細

詳如全校

教師需求

彙整表 

  

教學補給站 

教學資源補充計畫 
 1 式  

購置明細

詳如全校

教師需求

彙整表 

  

合計     0     
本處核定補助為 

            元 

承辦 

單位 

  會計 

單位 

  機關長官 

或負責人 

  教育處 

承辦人 

 教育處 

     單位主管 

 

 

 

 

  

 

 

 

 

 

   

附件 4 



    

基隆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教學補給站 

計畫期程：110 年 09 月 01 日 至 111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0 元。 

備註： 

1、依行政院 91 年 5 月 29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1003820 號函頒對

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

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

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情況經本府同意外，以不補助人事費為原

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項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

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5 %】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附件 4 



110 學年度「基隆市國中小教學補給站」實施計畫 

觀課紀錄表(僅供參考) 

學校名稱  觀課時間     年   月   日 

授課教師  觀課人員  

教學年級  教學領域  

教師教材使用紀錄 

教學表現： 

在授課過程中，

教材在教學上的

使用表現 

 

學生行為表現記錄 

學習過程： 

聆聽、回答、討

論、操作、書寫的

表現 

 

學習表現： 

在學習內容上的

學習表現 

 

課程脈絡（請簡要說明） 

學習目標： 

核心素養、學習

表現與學習內容  

 

教學表現： 

教師教學預定流

程與策略教學評

量方式） 

 

觀課人員回饋 

 

附件 5 



110 學年度「基隆市國中小教學補給站」實施計畫 

觀課紀錄表(僅供參考) 

學校名稱： 

      觀課相關配合事宜： 

（一）觀課人員觀課位置及角色（經授課教師同意）： 

1. 觀課人員位在教室□前、□中、□後(請打勾)。 

2. 觀課人員是 □完全觀課人員、□有部分的參與，參與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拍照或錄影：□皆無、□皆有、□只錄影、□只拍照(請打勾)。 

備註：拍照或錄影前請先徵求學生及其家長同意。 

（二）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公開授課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 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__時______分 

2.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