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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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社群 

活動主題 推動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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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 主辦人 張忠明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7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1 人         共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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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7 12:10~13:40 
1.成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社群 

2.結案填報項目做預先規劃 
張忠明 

 

二、活動紀要(簡述)： 

為協助正在執行計畫與預計申請 111 年度計畫的老師做規劃，教資中心成立本社群，並頒發獲

得計畫獎狀，也 3 位執行計畫主持人邀請志同道合的老師參加社群，如有其他經費需求請隨時

向學校承辦人聯繫，盡量以高教深耕計畫支援。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相關行政單位與執行計畫教師溝通交流，也協請相關單位盡量協助讓計畫順利進行，而高教深

耕計畫有提供教材教具補助申請，三位計畫主持人如有需求請踴躍申請。也請系主任幫忙回系

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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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經費執行情形(併隨經費核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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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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社群 

活動主題 111 年度計畫申請校內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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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 主辦人 張忠明、鄭珮蓉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38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1  人         共計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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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12:20~12:30 報到簽到 鄭珮蓉助理 

12:30~12:50 計畫徵件申請說明 張忠明主任 

12:50~13:10 計畫主持人分享 張美春、徐文慧、蘇家嫻 

13:10~13:20 QA 及校長結語 李清吟校長 
 

二、活動紀要(簡述)： 

經 10/15 教育部線上說明會後，教資中心整理重點訊息並訂定校內作業流程，舉辦校內說明

會，透過說明會及 QA 協助老師們更加瞭解計畫申請流程及內容。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校長強調計畫申請重點，鼓勵在座老師提出申請，以教學熱誠投入改善教學現場，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並請正在執行 110 年度計畫的 3 位老師分享撰寫重點及目前執行情形。學校承辦人補

充說明申請資格，已有老師有意願申請 111 年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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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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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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社群 

活動主題 以 Moodle 教學設計進行評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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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 主辦人 張忠明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4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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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 
13:30~14:50 

如何以Moodle教學

設計進行評量應用 
圖資處/謝瑞宏組長 

14:50~15:00 QA 全體研習教師 
 

二、活動紀要(簡述)： 

經 3 位執行計畫老師參加區域基地工作坊後，提出對本校 Moodle 系統更新後的功能研習需

求，由教資中心邀請圖資處謝組長進行應用說明，協助老師們更加瞭解再教學設計上能以

moodle 進行問卷設計與擷取評量資料。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正在執行 110 年度計畫的 3 位老師分享參與區域基地的研習經驗，提出學校既有系統的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歷程，應用在教學設計上未來研究分析教學成果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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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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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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社群 

活動主題 111 年度計畫申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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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CIP、LINE 主辦人 張忠明、鄭珮蓉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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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12/20 隨時 

協助解決系統操作 

申請資格 

申請經驗諮詢 

鄭珮蓉助理 

張忠明主任 

張美春、徐文慧、蘇家嫻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校教資中心整理重點訊息並訂定校內作業流程，於 10/20 舉辦校內說明會，此次申請帳號及

計畫申請，部分老師為新申請帳號，操作系統並不熟悉，由本社群的召集人、計畫承辦員及三

位已執行老師，以母雞帶小雞方式協助新申請帳號老師完成計畫申請送出。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透過社群的力量，鼓勵並協助已有意願申請 111 年度計畫的老師，完成帳號申請及計畫內容與

經費鯿列符合規定，提高本校申請件數與通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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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