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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社群 實施要點 

民國 109 年 12 月 17 日 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 110 年 12 月 14 日 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通過 

一、教育部積極推動「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要希望透過個別型教學

實踐研究補助計畫，促使學校強化校務發展當中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面

向，鼓勵教師將個人研究與學生學習培育連結，落實大學教育的課程創新，

以達整體大學教學品質與學生競爭力的提升。 

二、申請對象：本校專任教師、專案教師 

三、教師社群組成方式： 

(一) 由 3-5 位教師組成，並自行推舉一位本校教師擔任召集人，統籌社群活

動推動、聯繫及相關成果彙整事宜。 

(二) 社群成員以團隊為單位，至少本校兩個(含)以上不同單位之教師共同組

成，或本校與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教師共同籌組，惟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教

師至多一名為限。 

四、執行期程：依當年度公告日起至 11 月為原則。 

五、公告時程：計畫申請、執行時程及結案報告時間，依公告時間為主。 

六、社群申請及運作方式： 

(一) 請填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社群」計畫申請書(附件一)，申請書以 3-

5 頁為限，並將電子檔及紙本送件至教務處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每位教師僅參加一個社群為限。 

(二) 活動內容應涵蓋教學研究學術論文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成效

評量與分析、教學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融入教學等五大主題，可採讀書

會、教學觀摩、實務研討、工作坊等方式進行，並至少規劃 4 次以上活

動項目。 

(三) 每次活動結束後二周內，須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社群」活動簽到

暨紀錄表紙本(附件二)，並檢附相關核銷單據送至本中心辦理經費核銷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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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助額度：每組社群最高補助業務費 4 萬元為限，但每年補助額度及組數，

視當年度預算而定。 

八、權利與義務 

(一) 獲補助之社群應參加本校辦理之教學工作坊、成果交流會等活動。 

(二) 社群應配合繳交活動簽到暨紀錄表、成果報告書(附件三)電子檔乙份至

本中心。 

(三) 獲補助之社群成員，需於當年度申提「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若獲得教育部多年期計畫補助之成員，則免申提當年度計畫。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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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社群 

計畫申請書 

社群召集人 

姓名  職級  學門領域  

連絡電話  任職系所  

電子郵件  

社群名稱  

社群類型 □跨領域社群  □同領域社群 

社群成員 

1 

姓名  職級  學門領域  

連絡電話  任職系所  

電子郵件  

2 

姓名  職級  學門領域  

連絡電話  任職系所  

電子郵件  

3 

姓名  職級  學門領域  

連絡電話  任職系所  

電子郵件  

4 

姓名  職級  學門領域  

連絡電話  任職系所  

電子郵件  

備註： 

1. 學門領域：通識(含體育)、教育、人文藝術及設計、商業及管理、社會(含法政)、工程、數理、醫護、生技農科、

民生、[專案]技術實作、[專案]大學社會責任(USR)。 

2. 每社群由三至五位教師組成，並自行推舉一位本校教師擔任召集人，統籌社群活動推動、聯繫及成果彙整事宜。 

3. 社群成員以團隊為單位，至少本校兩個(含)以上不同單位之教師共同組成，或本校與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教師共

同籌組，惟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教師至多一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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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說明 

內文字體 12pt、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左右對齊、第一行兩

字元，與前段距離 0.3pt、與後段距離 0.3pt、固定行高 22pt，至多 5 頁。 

報告內文 

一、申請緣由 

二、活動項目與內容規劃 

活動內容應涵蓋教學研究學術論文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成效評量與分析、教學

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融入教學等五大主題，可採讀書會、實務研討、工作坊等方式進行，並至

少規劃 4 次以上活動。 

三、預期成果及產出 

四、經費表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講座鐘點費    

校外人士:2,000元/小時 

校內人士:1,000元/小時 

(需編列 2.11%補充保費) 

諮詢費、輔導

費、指導費 
   

每人次 1,000~2,500元 

(需編列 2.11%補充保費) 

印刷費     

國內旅費、 

車資、運費 
    

膳宿費     

物品費     

雜支    每社群以 8,000 元為限 

總計  

備註：本表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召集人：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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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社群 

活動簽到暨紀錄表 

社群名稱  

出席

者簽

到欄 

召集人  

社群 

成員 

   

   

活動主題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活動地點 (開會地點) 

講師姓名 (若無講師，可省略) 

活動內容 

(如:活動流程、活動進行方式與簡要內容及其他) 

辦理成效 

(如:活動滿意度、與會人員意見與回饋、活動反思檢討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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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至少 4-6張)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可依據實際活動情形調整照片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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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社群 

成果報告書 

一、基本資料 

社群名稱  

社群類別 □跨領域社群  □同領域社群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社群召集人 

姓名  職級  學門領域  

連絡電話  任職系所  

電子郵件  

社群成員 

1 

姓名  職級  學門領域  

連絡電話  任職系所  

電子郵件  

2 

姓名  職級  學門領域  

連絡電話  任職系所  

電子郵件  

3 

姓名  職級  學門領域  

連絡電話  任職系所  

電子郵件  

4 

姓名  職級  學門領域  

連絡電話  任職系所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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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成果 

格式說明 

內文字體 12pt、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左右對齊、第一行兩

字元，與前段距離 0.3pt、與後段距離 0.3pt、固定行高 22pt，至多 10 頁。 

報告內文 

1.社群活動說明(請說明本年度社群活動內容) 

 

2.整體社群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內容應涵蓋教學研究學術論文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成效評量與分析、教學研

究方法及研究成果融入教學等五大主題為主要敘述內容，需具體說明改變內涵，如個人與團

體的學習收穫、成果表現等。 

3.社群成員意見與回饋(本年度整體活動受益程度、文字意見回饋等) 

 

4.檢討與建議(執行困難與問題) 

 

5.活動照片記錄(至少 6-8 張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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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可依據實際活動情形調整照片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