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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課程教學革新社群 

活動主題 創新教學計畫進度說明與注意事項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志平樓 807 主辦人 郭家瑋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8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1  人         共計  18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4/30 12:20-13:20 

1. 本學期創新教學執行注意事項 

2. 上學期執行分享交流 

3. Q&A 

郭家瑋 

社群成員 
 

二、活動紀要(簡述)： 

第 1 部分-問題： 

 各種創新教學計畫是否開始執行？目前的進度？  

 執行上否有問題？是否能如期完成？  

 教具或教材的產生是否有問題？ 

 核銷上是否有清楚規定？是否有需要教資協助的地方？ 

第 2 部分-規定： 

 學期結束後二週內繳交成果報告(含電子檔)、課程教材及六週以上同步教學錄影光碟。 

 參加本中心舉辦之期末教學成果發表會與教師社群，預計學期末舉辦改進教學成果發表會。 

 成果報告與照片得授權本中心公開。 

 為配合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報告內容修正，會後寄給大家。 

第 3 部分-補充說明： 

 主任及助理協助說明其他注意事項。 

 補充說明創新教學問卷前後測事項。 

第 4 部分-決議： 

結束前建立社群通訊錄，決議往後的社群時間訂於每個月初的星期四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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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除上述討論與分享之外，也決議於會後提供前次創新教學之成果，做為各位老師的執行方向的參考，

以及申請教學實踐計畫的佐證依據。亦提供前次期末成果展演照片，讓第一次獲補助的老師，能更

瞭解所需呈現的課程改進內容與成效的執行重點。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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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課程教學革新社群 

活動主題 課程革新社群交流分享會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志平樓 807 主辦人 郭家瑋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5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1  人         共計  15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5/28 12:20-13:20 創新教學心得分享與交流 
郭家瑋 

社群成員 
 

二、活動紀要(簡述)： 

課程革新社群之成員，進行社群內簡單的心得分享與互相交流，討論創新教學於大學課程中的

應用與可能性。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參與各種的創新教學方法中，可以拓展老師的視野之外，也透過觀摩學習不同的創新教學法，借鏡

以作為社群成員的養分，讓教學改進的執行中有更多的可能性。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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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課程教學革新社群 

活動主題 創新教學計畫成果分享暨期末展籌備會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志平樓 806 主辦人 郭家瑋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2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1  人         共計  12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6/18 12:20-13:20 
1. 創新教學計畫期末結案完成提醒 

2. 成果分享暨期末展籌備會 

郭家瑋 

社群成員 
 

二、活動紀要(簡述)： 

1.討論舉辦期末成果展之時間地點、規格： 

 時間/地點：6 月 22 至 24 日於 807 教室。時間預計 6/22 日早上開始佈置中午前完成，請

各位老師 11 點左右可將作品帶至治平樓 807 教室。中午為簡單的開幕茶會，請各位老師

可以一起邀請學生過來參觀。 

 請各位老師繳交： 

(1) 海報： 

格式：100×70cm 橫向排版，300dpi 以上，JPG 或 PDF 檔皆可。請在 6/19 日前

繳交成果海報，一案至少一張，老師們可視需求 2 張也可以，再由教資中心送印。 

(2) 簡報： 

檔案內容需要放老師個人照與案名即可，老師們可以自行排版或美編，該檔案一頁

即可，要作為影片輪播之用。 

2.老師提出展示桌面與其他設備需求。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請曾經執行過教學改進成果展的老師於活動中分享成果展的經驗，做為此次各位老師的成果展之參

考，讓新加入的成員教師更瞭解所需呈現成果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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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照片（3） 活動照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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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課程教學革新社群 

活動主題 教學改進課程計畫期末成果展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志平 807 創新教學實驗室 主辦人 郭家瑋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3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1  人         共計  14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6/22 
10:00-12:00 貼海報、布展 課程教師 

12:30 開幕、分享交流 
郭家瑋 

6/22-6/24 10:00-15:00 開放師生參觀 

6/24 15:00-16:00 撤展 課程教師 
 

二、活動紀要(簡述)： 

經幾次的社群活動討論與準備，本次活動舉辦為期 3 天的 108-2 教學改進課程計畫師成果展，

並邀集執行其他創新教學課程(PBL、深碗、翻轉、融滲等)參觀交流。呈現內容有教師之成果海報、

數位教材與教具等以及學生作業與作品等產出等。 

1. 介紹教學改進課程之內涵與方法，提供與參與者溝通對話的機會。  

2. 瞭解各學習領域創新教學之作法，以提升教育工作者實踐教學創新之能力。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透過期末成果展增加老師們教學經驗的分享舞台，有助於提供課程教師在教學上改善教學方式、教

材教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分享相互激勵教師做為教學改進之心得與檢討精進。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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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