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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801000579 10808 教師發展中
心

1  1-2  1-2-3  製作遠距教
學課程教材
(磨課師)

2019/2/1 ~
2019/12/10

140636 否 邀請校內外教師協助製作合
計30門文藻磨課師線上課程
，每門6小時。 108年8月下
修為26門課。

1. 提供一般社會大眾作為終身學習及自主
學習之管道。 2. 提供高中職學生作為將
來選讀大學相關科系之預修課程，強化其
先備知識基礎。 3. 學生修讀課程完畢並
通過評量後即可申請電子檔修習證明。 4.
高中職學生可將此修習證明附於將來大學
推薦甄試書面審查資料中作為加分之用。

107年度已完成11門課，預計108年度完成
15門課。

新進度 1.原第三期課
程「翻轉教
室、炫德
文」因故停
止製作。 2.
課程進入後
製階段，預
計9月第一週
測試課程。
3.本月無使用
經費，將於9
月請款教師
鐘點費及錄
影費。

否 資料完整

7 10801000578 10808 教師發展中
心

1  1-2  1-2-3  教學工作坊
工讀生支援
教材製作

2019/5/1 ~
2019/12/10

108075 否 聘任工讀生，協助教學工作
坊教師與教學助理的設備操
作諮詢，與協助數位團隊製
作遠距課程教材，精進遠距
課程教材與提昇教師教學數
位化。

透過工讀費的運用，使遠距課程數位教材
製作更加完善，使用與諮詢教學工作坊的
教師提昇教學數位化。

聘任1～2位工讀生，協助數位團隊製作遠
距課程教材，精進遠距課程教材。提供教
學工作坊硬體設備使用與諮詢，以提升教
師教材數位化。

新進度 1.硬體設備使
用： (1)5
月：28人次
(2)6月：22人
次 (3)7月：
10人次 (4)8
月：4人次
(5)108年度合
計:64人次
(6)107學年度
合計：60人
次 (7)108學
年度合計：4
人次 2.諮
詢： (1)5
月：7人次
(2)6月：1人
次 (3)7月：0
人次 (4)8
月：1人次
(5)108年度合
計:9人次
(6)107學年度
合計：8人次
(7)108學年度
合計：1人次

否 資料完整

8 10801000534 10808 教師發展中
心

1  1-2  1-2-4  教師專業成
長社群

2019/3/4 ~
2019/11/29

23706 否 為提升本校通過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之教師辦理教
師專業社群。

透過社群教授及分享，協助教師調整課程
目標及內容設計，提升教學品質及支持教
師教學專業成長。

●社群須為明確之產出，以下為參考：共
同創新課程、共時授課的彈性課程、合作
產出新的研究發表、政府標案或產學合作
案、實質的具體產出。 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獲補助教師約3人以上參加(5場合計)，
整體滿意度至少達4以上。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9 10801000533 10808 教師發展中
心

1  1-2  1-2-3  改善教師教
法、開發創
新創意教
學、提昇教
師教學數位
化

2019/3/4 ~
2019/11/29

37380 否 1.舉辦改善教師教法、開發
創新創意教學為主題之研習
2.舉辦教學
&#63972;&#63809;、研究
法研習 3.舉辦提升教師教
學&#63849;位化/雲端教學
為主題之研習

1.協助教師&#64029;進教學設計與方法，
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協助教師提升
教學與研究專業知能，進而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 3.協助本校教職員&#63930;解吳
甦&#63764;文化，進而持續傳承、發揚與
引導本校學生實現吳甦&#63764;教育
&#64029;&#64025;。

1.協助教師&#64029;進教學設計與方法，
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協助教師提升
教學與研究專業知能，進而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 3.協助本校教職員&#63930;解吳
甦&#63764;文化，進而持續傳承、發揚與
引導本校學生實現吳甦&#63764;教育
&#64029;&#64025;。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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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801000526 10808 教師發展中
心

1  1-2  1-2-3  數位學習課
程認證

2019/2/1 ~
2019/7/31

5000 是 預計選送本校遠距課程提送
教育部&#63849;位學習課
程認證，108&#63886;第1
梯次&#63849;位學習課程
認證預計5門，申請時間為
108/2/1-3/4，
108&#63886;第2梯次
&#63849;位學習課程認證
預計5門，申請時間為
108/7/1-7/31。

預計本校開設之語文、管&#63972;、通
&#63996;課程將提送教育部&#63849;位
學習課程認證。

108&#63886;第1梯次&#63849;位學習課
程認證預計提送5門，108&#63886;第2梯
次&#63849;位學習課程認證預計提送5
門。

無進度 -- 是 流出至同分
項活動

1-2-3 聘請教
學實踐研究
計畫顧問

資料完整

12 10801000525 10808 教師發展中
心

1  1-2  1-2-3  製作遠距教
學課程教材

2019/1/1 ~
2019/12/31

76433 是 為精進遠距課程教材，擬聘
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協助錄製
課程部分內容，強化學習成
效。 預計將錄製50小時。

完成遠距課程教材之錄製。 完成遠距課程影音檔50小時之錄製。 無進度 -- 是 流出至同分
項活動

1-2-3 聘請教
學實踐研究
計畫顧問; 1-
2-3 教師專業
成長社群

資料完整

資料完整新進度 1.一般教學助
理培訓研習
(1)已與通識
教育中心蔡
介裕老師及
英國語文系
林大祐同學
確認於108年
9月21日擔任
108學年度第
1學期一般教
學助理培訓
研習主講
者。 (2)活動
計畫表詳見
相關檔案上
傳。 2.遠距
教學助理培
訓研習 (1)已
與應用華語
文系林翠雲
老師確認於
108年9月28
日擔任108學
年度第1學期
遠距教學助
理培訓研習
主講者。 (2)
活動計畫表
詳見相關檔

否2019/8/1 ~
2019/8/31

13174 否 1.舉辦一般教學助&#63972;
培訓研習 2.舉辦遠距教學
助&#63972;培訓研習

1.使學生&#63930;解擔任一般教學助
&#63972;的工作經驗與應具備的知能和態
&#64001;。 2.與會學生&#63930;解遠距
課程經營所扮演的角色及實作。

1.每學期舉辦1場一般教學助&#63972;培
訓研習，使學生&#63930;解具備成為本校
教學助&#63972;的特質與職責。 2.每學
期辦&#63972;1場遠距教學助&#63972;培
訓研習，使每位教學助&#63972;習得引導
遠距課程的核心&#64029;&#64025;為提
昇學生自主學習的態&#64001;與能
&#63882;，並實際在遠距課程協助經營。

10 10801000531 10808 教師發展中
心

1  1-2  1-2-3  辦理教學助
理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