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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計畫申請時間
申請時間?

2020.11.23(一)
09:00 
∣

2020.12.22(二)  
23:59

何時開放帳號申請?

2020.11.18(三)
09:00

*貼心提醒：各校收件結束時間不一，請教師依各學校公告時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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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系統位置及網址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計畫申請系統
https://tpr.moe.edu.tw/login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官網
https://tpr.moe.edu.tw/index

https://tpr.moe.edu.tw/login
https://tpr.moe.edu.tw/index


11/23徵件 核定結果公告審查作業 110/8/1計畫執行

計畫執行 結案&成果繳交

1. 系統設定校內系統徵件時間
2. 線上審核教師註冊帳號
3. 申請案件線上審核(申請資格、經費)
4. 撰寫學校意見
5. 系統送出申請案件、紙本公文報部

1. 新申請人帳號註冊、舊申請人換校申請
2. 線上申請110年計畫

1. (110年獲補助計畫)線上審核申請人經費修正、
倫審文件上傳完備，並紙本報部請款

2. (110年未通過計畫)申覆案件線上審核並送出，
紙本報部

1. (110年獲補助計畫)線上確認執行意願、修改
經費表、上傳倫審文件

2. (110年未通過計畫)可線上提申覆申請

線上系統操作期程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109 110

學校

教師

學校

教師

110計畫

109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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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覆/展延(半年)計畫執行 結案&成果繳交108計畫



11/23徵件 核定結果公告審查作業 110/8/1計畫執行

計畫執行 結案&成果繳交

線上系統操作期程

1. 系統送出109年教師計畫成果報告及
學校成果

2. 109年計畫經費核結紙本公文報部

1. 109年獲補助計畫線上繳交成果報告
2. 報名並出席成果交流會(含109計畫

及108年申覆通過及展延計畫)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109 110

學校

教師

110計畫

109計畫

2

申覆/展延(半年)計畫執行 結案&成果繳交108計畫

1. 系統送出108年教師申覆通過及展延
計畫成果報告

2. 108年申覆通過及展延計畫經費核結
紙本公文報部

108年申覆通過及展延計畫線上繳交成
果報告

學校

教師



學校承辦人

線上系統操作流程2

計畫主持人

完成計畫申請
資料填寫及上傳

1.申請案件線上審
核(申請資格、經費)
2.撰寫學校意見

11/23(一)~12/22(二)

專案辦公室系統
流程

應辦
事項

時間

送出 送出



教師端(申請人)
操作介面說明3



•登入：依註冊之帳號/密碼登入系統。
(忘記密碼請點選「忘記密碼」功能)

•註冊：先前未有帳號之申請人，請先
進行註冊帳號程序，等待學校審查帳
號通過。

•任職學校變更申請：申請人如於新學
校任職，請先進行變更學校申請程序，
且等待新任職學校審核帳號通過。

教師端(申請人) – 登入



教師端(申請人) – 登入後介面
徵件階段需使用
計畫申請管理

教師務必留意各
校收件結束時間



教師端(申請人) – 申請資料列表

7項皆需點選
「修改」進行填寫



教師端(申請人) – 計畫基本資料

今 年 新 增

請依據配合課程開設學院、
系所之專業領域、課程主題
與課程內涵，選擇相關學門
進行申請

通識(含體育)學門：除體育
課程外，非通識課程請投件
於其他領域學門

2021-08-01 2022-07-31



請選擇: 一年期 二年期

教師端(申請人) – 計畫基本資料(多年期)

今 年 新 增

欲申請USR專案多年期計畫
者，請選擇[專案]大學社會責
任(USR)後，選擇二年期



教師端(申請人) – 計畫基本資料

請善用「暫存」鍵，隨時
儲存，以免資料意外遺失

點選「暫存」鍵，系統會
將此項目認定為未完成

資料確認無誤後請點選
「檢核」完成計畫基本資料

2021-08-01 2022-07-31



計畫書上傳：
一年期計畫內容最多25頁

多年期計畫內容
最多40頁

今年
新增

教師端(申請人) – 研究計畫內容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內容除了原有之計畫書上傳之外，新增研究計畫簡要架構(於系統填寫)
1.課程模式(單選)

□課堂□課堂+場域□場域□線上平台課程(磨課師或開放式課程)
□AR/VR等學習科技融入課室建構教學場域□其他，_______________

2.研究問題(複選)
□大學生所需具備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專業知識與能力培養-基本專業知識與能力
□專業知識與能力培養-產業應用知識與能力(實務應用)
□課程發展-教學策略、評量工具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態度與動機
□學生特質(學生多元背景特質、學習風格等)
□學習情境重構(師生關係與課程教學模式翻轉)
□產業職能/創業能力
□行為改變(如運動習慣改變、環境行為改變等)
□教師專業成長
□其他，_______________

今年
新增

教師端(申請人) – 研究計畫內容



3.研究法(單選)
□實驗研究法
□行動研究法
□質性研究法
□調查研究法
□其他，_______________

4.研究對象(複選)
□技職校院-四技二專學生
□技職校院-專業系所大學學生
□技職校院-研究所學生
□一般大學-專業系所大學學生
□一般大學-通識課程大學學生
□一般大學-研究所學生
□其他，_______________

教師端(申請人) – 研究計畫內容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內容除了原有之計畫書上傳之外，新增研究計畫簡要架構(於系統填寫)

今年
新增



開課時段 上學期 下學期 寒假 暑假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課教師 (若為多人合授課程請詳列教師姓名與單位，並於課程進度表註記各教師負責部分)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中文：
英文：

課程屬性

系所/學程/學院必修(請填寫系所/學程/學院名稱___________)
系所/學程/學院選修(請填寫系所/學程/學院名稱___________)
共同科目
通識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

學分數 ________學分
上課時數 總計________小時( ______小時/周) *實習時數不計入

授課對象
專科生(________年級，應為三年級以上)
大學部學生(________年級)
碩士生 博士生

過去開課經驗 曾開授本門課程 曾開授類似課程 第一次開授本門課程
預估修課人數
授課語言 中文 英文 其他(______文)
教學目標
教學方法

教師端(申請人) – 授課計畫書(1)

一年內若包含
「2門課」，則
請新增「2份」
授課計畫書



成績考核方式

課程進度

請簡述每周(或每次)課程主題與內容，自行依照所需增減表格
周次(堂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備註

1
2
3
...
...

16
17
18

學生學習成效

預期個人教學成果

學習成效評量工具(如前後測、
學生訪談、問卷調查等)

其他補充說明
(如課程參考網址)

教師端(申請人) – 授課計畫書(2)



教師端(申請人) – 授課計畫書(多年期)
多年期需上傳兩年授課計畫書
(兩年皆需有授課)

今年
新增



• 請填寫107-109年度各類研究計畫執行情形(若曾取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補助者，應明文列出)

• 不限執行教育部計畫(含校內計畫、科技部、經濟部、衛福部等)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執行情形 經費總額

(舉例)OO大學教學精
進計畫-如何
OOOOOOOO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2016/01/01-
2017/03/03 教育部 執行中

已完成 85000

今年
新增

教師端(申請人) – 近三年執行計畫

若有配合執行校內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教育部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請明文列出



• 補助經費-總表、細項

教師端(申請人) – 申請補助經費(一年期)

本計畫每案最高補助以
50萬元為上限

2021-08-01~2022-07-31



教師端(申請人) – 申請補助經費(多年期)

最後記得點選檢核，以完成經費填寫程序

今 年 新 增

多年期計畫經費填寫方式
與一年期相同，只是必須
填寫兩年的經費規劃

每年最高補助50萬元

2021-08-01~2022-07-31

2022-08-01~2023-07-31



教師端(申請人) – 送出申請計畫

7項資料全部完成後一定
要點選「確定送出」!
當您按下「確定送出」
後，便無法更改各項內
容!!!
送出後待學校審核、填
覆意見並送出後，方完
成申請計畫程序。



教師端(申請人) – 送出申請計畫

可檢視申請資料，狀態
顯示為「已送出」

確定送出後畫面如下



學校端(承辦人)
操作介面說明4



學校端(承辦人) - 登入

使用各校承辦人
的帳號密碼登入
登入身分選擇「學校承辦人」



學校端(承辦人) - 登入

徵件階段需使用

 教師帳號管理

 學校收件時間設定

 申請階段(送件、退件管理)



• 今年度註冊教師
• 任職學校變更教師

學校端(承辦人) - 教師帳號管理
教師帳號審核
針對申請者，學校需進行審核，確認申請者身分是否符合計畫規定



學校端(承辦人) - 教師帳號管理
教師帳號管理
管理所有申請者帳號



學校端(承辦人) – 學校收件時間設定
• 收件開始時間：11月23日(星期一)上午9:00
• 收件結束時間：12月13-22日 (依學校行政作業流程)
• 學校若有其他考量欲調整收件日期，請務必告知貴校教師，以維護教師申請計畫之權益。



學校端(承辦人) - 申請階段
申請送件管理
學校需檢視計畫內容，逐案確認申請人資格，並就學校定位面、
審核面、支持面三方向填寫意見

110

110

110



學校端(承辦人) - 申請階段

資格確認：
申請人任教系所(中心)

申請人之聘任身分

申請人具備之證書資格

申請人職級



學校端(承辦人) - 申請階段

學校意見：
學校定位面

學校審核面

教師支持面



學校端(承辦人) - 申請階段
申請退件管理
學校可檢視退件案件列表



送件

學校端(承辦人) – 注意事項
如何協助教師完成計畫申請?  
學校審核教師申請資格及教師送件計畫內容，並填寫學校意見後，
務必點選 ，方完成申請程序。

後，將無法更改及退件！ 務必確認各項內容無誤後再送出！送件

學校須在2020/12/22(二) 23:59 前 ，逾期不候。送件



常見問題5



常見問題

Q：我沒辦法設定密碼，或設定密碼時，輸入密碼，畫面都
沒有反應?

A：密碼長度需為6~10碼，且必須包含英文大寫+英文小寫+數字。

Q：啟動信相關問題

A：
1. 讀信時請勿使用「純文字模式」閱覽信件，請務必將信件切換成
「HTML模式」，才能成功點擊「啟動連結」。
2. 確認信件是否被擋信至信箱垃圾郵件。



常見問題 – 教師端

Q：想改原來註冊信箱，可否？

A：
1. 因系統已綁定，恕不接受修改。

2. 如為資料錯誤/或信箱已停用等因素，欲修改上述註冊信箱，請教師先

與貴校承辦人聯繫，由學校承辦人統一來信至moetpr@narlabs.org.tw 

尋求變更協助。

3. 變更註冊需進行重新認證，非絕對必要，請勿輕易異動。



常見問題 – 教師端

Q：新申請人帳號註冊申請

A：
1. 請於系統登入頁面，點選左下角「註冊」按鍵。
2. 閱讀「個資同意函」及「計畫申請規定」，勾選「我已閱讀並了
解上述相關規定」。
3. 填寫註冊資料，並送出。(資料未來將綁定，請勿亂填)
4. 待學校審核帳號通過後，系統會寄發「教師註冊學校審核完成通
知【通過】」通知信件。
5. 請於註冊信箱內讀取通知信件，並點擊「啟動帳號連結」，即可
登入系統，進行計畫申請。



常見問題 – 教師端

Q：任職學校變更申請

A：
1. 請於系統登入頁面，先輸入您的帳號、密碼後，再點選右下角「任職
學校變更申請」按鍵。

2. 於「現職學校欄」下拉選擇您新任職之學校。
3. 請務必確認資料正確性。( 每個計畫申請年度，僅受理一次變更任職學

校申請。)
4. 填寫需要變更的資訊後，送出。
5. 待新任職學校審核帳號通過後，系統會寄發「教師變更學校審核完
成通知【通過】」通知信件。

6. 請於註冊信箱內讀取通知信件，並點擊「啟動帳號連結」，即可登入
系統，進行計畫申請。



常見問題 – 學校端

Q：教師尋求系統協助，而學校端無法解決怎麼辦

A：請學校協助教師障礙問題描述，統一由學校承辦人來信至專辦信箱
(moetpr@narlabs.org.tw)，並依下列格式敘明需協助事項。

標題：【計畫申請系統問題】OOO校OOO老師障礙協助
內文：
◎現職學校：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之註冊帳號：
◎遇到障礙原因：
◎請求協助之內容：

範
例
格
式

*專辦將統一轉請後台
工程師協助處理，至
少需3~5個工作天，作
業需時，恕難即時回
應。



常見問題 – 學校端

Q：為什麼學校系統裡，有些教師帳號後面會出現
「重發認證信」之橘色按鍵？有些卻沒有?

A：當教師收到啟動帳號通知信並點擊「啟用連結」後，
該功能按鍵即會消失。

Q：學校承辦人何時會收到審核教師帳號的提醒信?

A：徵件期間，系統於每日下午一點寄發尚未審核之帳號件
數通知信至學校承辦人信箱。



本計畫申請系統及官網下載
專區皆有操作手冊連結，
請依照您的需求下載(教師
版)或(學校版)

110年

110年

常見問題 - 操作手冊



• 學校端相關問題
Q1. 學校承辦人何時會收到審核教師帳號的提醒信?

Q2.為什麼有些老師帳號後面會出現「重發認證信」之橘
色按鍵？

• 教師個人帳號相關問題
Q1. 我沒辦法設定密碼，或設定密碼時，輸入密碼，畫
面都沒有反應?

Q2. 我的帳號已由學校審核通過，但我還沒收到啟動信。

Q3. 我已收到帳號啟動信，但是啟動連結無法點擊。

常見問題常見問題
各類常見問題請至專辦網站看解答！

常見問題位置及網址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常見問題
https://tpr.moe.edu.tw/faq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官網
https://tpr.moe.edu.tw/index

掃描QRcode

https://tpr.moe.edu.tw/faq
https://tpr.moe.edu.tw/index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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