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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學 104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書(範本) 

 

 

一、 計畫申請書簡介 

教卓分項計畫(對應) 系所計畫-......元升等(教卓 D)   

計畫編號 免填 

計畫名稱 建立專........等 

申請單位 教學發展中心教XXXXXX組 

計畫主持人 XXX

協同主持人 視計畫需求 

計畫執行期程 104年 8月 1日 至 105年 6月 20日 

 

 

二、 本計畫以往具體成果 

 

本校於 102 年度獲得教育部................................

審查項目修正之意見。因此，本校已逐步建立教師專業成長

環境與支持資源體系，可提供下一階段教師專業分工與專業生涯發展之基礎。 

1. 設立專責單位負責推動多元升等業務 

    學校已正式成立「教師多元升等專案辦公室」，辦理新制升等制度的共識座談、升等審查人才

資料庫建置、教學專業研討、專............................

理一人，並置有專家諮詢委員會、

教學成果評估委員會、法制組、推廣組、和行政組等團隊，以利分工協作，共同推動業務（如圖 ）。

該辦公室亦設置專屬網站（http://opfp.hcu.edu.tw/front/bin/home.phtml 



 

4 
 

（3） 辦理校際觀摩交流會、研討會，以促進教師教學研究的概念與啟發：因高等教育教學實務

研究逐年受到重視，為瞭解他校規劃之重點與經驗，期能借重他山之石LLL

。 

6. 辦理教學觀摩 

辦理以實務導向的教學觀摩，提供教師學習不同的教學法、教學技巧、創新思維及教學熱

忱，藉由觀課，更

 

 

三、 計畫摘要 

(一) 計畫執行摘要: 

    教師是學校的動力與支柱，大學的校務發展與計畫推動多仰賴教師來實踐，然升等是教師學術生

涯必經的歷程，若升等制度與學校辦學定位、特色發展、獎勵誘因及教師專長相結合，那教師在配合

校務推動、教研任務、和產學合作的動力與意願就會相對提高。本計畫推動目的，即在提

。 

    本校自 102學年度起，即獲得教育部多元升等制度試辦學校的補助，故 

(二) 計畫理念與目標: 

本計畫以輔導教師專業分工多元升等為核心，其目的在依據教師優勢與專長，協助教師規劃合

宜之學術發展路徑，建置充分反應教師個人教學、研究、服務成果之評鑑機制，讓教師選擇有利之升

等取向，進而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層級。教師亦得以結合課程分流，針對學生特質，進行適性適所適才

的分級分班教學與輔導。 

(三)計畫內容(若有子計畫請分述之) 

1. 建立教師專業分工制度 

（1） 持續強化本校教師多元升等相關法規 

    102 學年度已訂定教師多元升等相關法規制度，惟實際推動過程中，學校仍保持

開放式及滾動式修正原則。

。 

（2） 建立教師專業分工機制 

    依據教師專長及學系定位，將教師分為「研究型教師」、「教學型教師」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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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籌備辦理教學實務研究期刊 

    國內現今尚未有以高等教育教學研究為主軸之學術期刊，然此類研究成果，為未

來教學實務研究升等之重要著作。 

4. 完備多元升等制度及其配套措施 

（1） 持續辦理校內宣導活動 

    繼續辦理升等制度說明、法規檢視、教師專業研習等宣導及研習活動，協助教師。 

（2） 提供教師專業分工之輔導與諮詢制度 

    由教學發展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與教師多元升等專案辦公室共同合作，協助教師現。 

（3） 提供教師各種協助與諮詢服務 

    建立專家諮詢制度，提供教師有關升等規定、升等補助與協助資源之諮詢，

。 

（4） 定期辦理升等意願及適性調查 

    透過問卷調查，協助教師瞭解其需求與現有狀況。學校於每學年調查教師專長與

升等規劃、。 

（5） 辦理升 

    以準備升等之教師為對象，透過相互

。 

（6） 提供升 

    依據本校「提升

。 

5. 落實教師評鑑結 

（1） 融入專家意見

    建立專家諮詢制度，建立校內對教師評鑑之共識，並落實執行教師獎優汰劣機

制。 

（2） 持續修訂教師評鑑制度與內涵 

    修訂教師評鑑內涵，包含修訂教學、研究、服務及學生輔導各面向指標，分為基

本類型與學術發展取......

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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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鍵績效指標及檢核時間點(若有子計畫請分述之) 

1.量化 

行動方案一：建立教師專業分工制度 

預定達成目標(單位) 104.08-104.10 104.11-105.01 105.02-105.04 105.05-105.07 

訂定專業分工機.... ≧70% ≧80% ≧90% 100% 

修訂多元升.. ≧80% ≧90% ≧95% 100% 

 

 

行動方案二：建立多元學術發展路徑 

預定達成目標(單位) 104.08-104.10 104.11-105.01 105.02-105.04 105.05-105.07 

調查教師分流.... 100% 100% 100% 100% 

教師多元升.... 70% 70% 70% 70% 

 

行動方案三：擴充教學研究型教師成果發表平臺 

預定達成目標(單位) 104.08-104.10 104.11-105.01 105.02-105.04 105.05-105.07 

舉辦教學實務研究研討會(場次) 0 0 1 1 

舉辦教學..... 2 2 2 2 

 

行動方案四：完備多元升等制度及其配套措施 

預定達成目標(單位) 104.08-104.10 104.11-105.01 105.02-105.04 105.05-105.07 

輔導教...(件數) 10 10 10 10 

補助教師....(件數) 5 5 5 5 

 

行動方案五：落實教師評鑑結合多元升等制度 

預定達成目標(單位) 104.08-104.10 104.11-105.01 105.02-105.04 105.05-105.07 

多元升等....(指標

數) 
2 

 

2.質化 

（1） 輔導教師進行專業分工，建.。 

（2） 修正教師評鑑指標，協...願。 

（3） 完善教師教學支持系統的發展，協助教......學校，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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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動方案主要內容(若有子計畫請分述之) 

（一）工作進度 

行動方案一：建立教師專業分工制度 

 月份 
 

工作事項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訂定...機制 ★ ★ ★          

修訂.....制度 ★ ★ ★ ★ ★ ★ ★ ★ ★ ★ ★ ★ 

                                                                        (如不足請自行增列) 

 

行動方案二：建立多元學術發展路徑 

 月份 
 

工作事項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調查教.... ★ ★ ★          

輔導教師...通過 ★ ★ ★ ★ ★ ★ ★ ★ ★ ★ ★ ★ 

 

 

行動方案三：擴充教學研究型教師成果發表平臺 

 月份 
 

工作事項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舉辦教.....研討會        ★ ★ ★   

舉辦教學成果...  ★  ★  ★  ★  ★  ★ 

 

 

行動方案四：完備多元升等制度及其配套措施 

 月份 
 

工作事項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補助教師多元....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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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教.... ★ ★ ★ ★ ★ ★ ★ ★ ★ ★ ★ ★ 

 

 

行動方案五：落實教師評鑑結合多元升等制度 

 月份 
 

工作事項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多元升等.......鑑  ★ ★ ★          

 

 

（二）預期成效(若有子計畫請分述之) 

 

1. 行動方案一：建立教師專業分工制度 

(1) 訂定完...。 

(2) 持續修訂....度。 

2.行動方案二：建立多元學.... 

(1) 教師分流意...。 

(2) 輔導教師多元升等，通過率達.....。 

3.行動方案三：擴充教學研究型.....

(1) 舉辦一場教學實....成果發表平臺。 

(2) 舉辦十場以上教學成果發...。 

4.行動方案四：完備多...配套措施 

(1) 補助.....元升等預備。 

(2) 輔導 5....等。 

5.行動方案五：落實教師....度 

(1) 持續將多元升等指標納入....。 

 

 

五、 申請補助經費 

(一） 本計畫所需經費(若有子計畫請分述之) 

 

行動方案一： 

項目名稱 數量 
 

單價 總計 說明 備註 

專家諮詢費 4位 2000 8000 校外專家學者。  

印刷費 1案 5000 5000   

合計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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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二： 

項目名稱 說明 數量 
 

單價 總計 備註 

      

      

 

(二)經費執行率(若有子計畫請分述之) 

 

行動方案一： 

執行金額 104.08-104.10 104.11-105.01 105.02-105.04 105.05-105.07 

百分比(累計) 20 50 75 100 

預計 105年 2月經費執行率為 70%，105年 5月 31日結案。 

 

行動方案二： 

執行金額 104.08-104.10 104.11-105.01 105.02-105.04 105.05-105.07 

百分比(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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