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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精神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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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研究的雙螺旋

教學 研究 教學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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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的核心精神

「從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出發，所驅動的一連串系統性反省、
批判與建構的歷程，最後結果再回饋給教學現場。」

“改變教學現場”
“具證據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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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案最重要的兩件事

一、改變教學現場

• 明確的問題意識

• 與時俱進、創新的問題

解決方法

• 具體改變教學現場的策略

二、具證據的評估

• 具有系統的觀察與分析

• 避免焦點模糊的綜合印象

• 避免籠統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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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定位

研究教學 教學結合研究

科技部計畫教育部計畫

更重視真實場域的落實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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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是教育部首度補助個別教師的研究計畫補助案，不分科系領域。

• 每年定期開放徵件，全國各大專院校專任教師皆可申請。

• 計畫分為10學門2專案。10學門包含通識（含體育）、教育、人文藝術及設計、商業及

管理、社會（含法政）、工程、數理、醫護、生技農科及民生學門；2專案為大學社會

責任與技術實作。

• 本計畫重點在教學研究。因此，申請教師必須以課程(其授課)作為其研究主題與內容。

離職或調校都必須中止計畫。

• 教育部另提供獲補助計畫學校每計畫外加15%管理費，藉以鼓勵學校發展支持措施。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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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年度徵件及新增項目
• 一年期計畫
• 多年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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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
申請時間 • 109/11/23 – 109/12/22 (含學校作業期間)

申請方式 • 採線上申請

申請資格

•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下簡稱申請學校），包括空中大學及軍警學校，計畫
主持人為申請學校之現任專任人員、專案教學人員、附設醫院或評鑑為醫學
中心等級教學醫院之人員，且具教育部頒證書

• 獲學校聘任為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師

申請學門 • 10學門包含通識（含體育）、教育、人文藝術及設計、商業及管理、社會（含法
政）、工程、數理、醫護、生技農科及民生學門

• 2專案為大學社會責任與技術實作。

補助額度
與計畫期程

• 每案最高50萬元，執行期間為110/08/01-111/07/31

*非通識課程
請投其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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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增 USR專案多年期

項目 多年期計畫

申請期程 • 至多申請二年
執行期程為110/08/01-112/07/31

計畫書頁數 • 多年期至多40頁
• 一年期至多25頁

研究倫理審查申請 • 需以完整計畫內容送審，不可分年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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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準備資料

1. 計畫申請聲明書

2. 計畫基本資料

3. 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內容
• 計畫主持人部分請勿超過5頁

• 新增研究計畫簡要架構

5. 申請補助經費

6. 研究倫理審查

7. 共同主持人同意書
• 新增共同主持人是否為業師選項

8. 近三年執行之計畫

9. 授課計畫書

11

syc
螢光標示

syc
螢光標示



3.本計畫支持措施
• 教師回饋與學校訪談研究結果
• 教師支持網絡
• 成果交流會
•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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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回饋與學校訪談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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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整體挑戰 • 從107年度教師回饋問卷結果歸納顯示，提出有研究發
表平台需求的教師約占了22.96%，而教學實踐研究升
等標準更高達37.61%，若以研究發表與升等兩類型挑
戰合併計算，高達60%的老師希望對於如何將教學研
究成果透過論文發表與進一步應用到教學升等這部分
有極高的需求。

• 108年2-6月進行15所學校訪談(研究專案-學校訪談)，
歸納結果如下：

1. 約有四成學校提出希望能夠透過研究發表平台的提供，
進一步建構教學升等的制度，

2. 分享其教學實踐研究成果之平台需求需有除研討會外
的研究發表管道如期刊等

3. 超過半數的學校表達其校內教師在如何撰寫教學實踐
研究論文皆感到非常挑戰資料來源：107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回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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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支持網絡

1. 區域基地進行在地教師
支持網絡連結

2. 專案辦公室提供教師需
求研究結果與講師資源，
區域基地辦理

3. 區域基地與專案辦公室
各自與學校支持措施連
結形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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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交流會

 發表形式：全口頭發表。

 評審委員：每場次皆有2位專家委員進行評審與討論。

 發表時間：口頭報告10分鐘，並有5分鐘的問題討論與交流時間。

 報告者：以計畫主持人為主。

※ 若計畫主持人因事無法出席，可由協同主持人代為出席；

若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皆無法出席，原則上出席下一年度成交會。

期望透過教師計畫分享，提供大專校院教師更多不同的思考模式及更多元的教學案例，
以進一步提升教學能量，回應教師於大學課堂上所面臨的各種議題。

15



挑選績優計畫

成果交流會
進行評選初審

• 委員
書面審查

• 專辦
行政審查

複審
召開

召集人會議
進行決審

決審

希望透過研究計畫的執行，能更聚焦在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核心
進行課程發展與實施，且透過嚴謹的研究歷程，使教師與學生
了解教學與學習歷程中的挑戰，並透過績優計畫機制，評選優
秀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例，達到更進一步的成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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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期刊

1.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最後一哩路
藉由最後發表管道的建立，一方面深化及精鍊計畫成果的內涵，二方面可以作為大專
校院推動教學升等的參照基準，是教學實踐研究的最後一哩路。

2.精進大學教學之學術交流平台
透過本期刊的設置可以促進大學各領域教師共同探討實務現場的重要議題，並進行學
術研究層級的交流及分享。

3.回應國際教學學術研究趨勢
從1990年迄今，教學學術研究(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oTL)的理念
在西方大學蔚為風潮，強調將大學中有關知識的教授及轉譯也視為一項專業的學術研
究工作，鼓勵大學教師研討應該要用什麼教學方式來傳達知識，以引領學生進入學術
殿堂並投入在有意義的學習。
教學實踐計畫與此理念一致，本期刊也正回應這一波高教革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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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宗旨

「教學實踐研究」期刊為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辦公室發行之學術性
期刊，主旨在透過高等教育各類教學實務議題的研究分享，進一步促進並提
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且透過研究交流提升各領域大學教師在課程設
計、教材教法、研究方法、成效評量、學生特質等方面的專業素養，以促進
教學實務現場的改變。

期刊徵稿範疇以在大學校院教學實務現場衍生之相關議題為主，場域可涵蓋
大學傳統課室、各類實習場域、大學課程實施之社區、學校或戶外場域等。

徵稿論文以實證性論文為主，歡迎量化、質性與混合式研究論文投稿，尤其
歡迎探討各類質量化學習成效評量主題文章投稿。每年發行四期，分別於三
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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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類型 內容取向

一般論文
以實務研究論文為主，有關高等教育領域之教學與學習相關議題
之原創性論文為主要徵求對象，特別著重在改變教學現場的創新
策略及以證據為基礎的成效評估。

議題性評論
以針對高等教育之教學實踐的議題評論為主要徵求對象，特別著
重在時事議題觀察、高等教育理念評析等對於教學改進有所助益
的論述，例如教學觀念探討、教材引介、書評、時事議題評析等。

教學實務紀要
以創新性的教學實踐策略為主要徵求對象，特別著重在開創意義
及實務應用的價值，例如創新的課程設計、課綱安排、單元內容
規劃、教具開發、互動模式設計、作業規劃、班級經營策略等。

期刊徵稿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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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全線上審查，出版文章連結至教學實踐研
究期刊文章資料庫

線上投審稿系統

官網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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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官網(tpr.moe.edu.tw)
 學門成果交流會
 FB粉絲團
 YouTube頻道
 《教學實踐研究》期刊

其他支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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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aJl6mnGDE&feature=youtu.be&fbclid=IwAR2VJQksETQXYRfze4w6vOe4Yi6wrnj3PuctCeqifkd6ZyYV7wEcxS21ve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aJl6mnGDE&feature=youtu.be&fbclid=IwAR2VJQksETQXYRfze4w6vOe4Yi6wrnj3PuctCeqifkd6ZyYV7wEcxS21vec
https://sites.google.com/view/moetpr-108annualmeeting/%E5%90%84%E5%A0%B4%E6%AC%A1%E8%B3%87%E8%A8%8A/0824-%E7%A4%BE%E6%9C%83%E6%95%B8%E7%90%86%E5%B7%A5%E7%A8%8B-%E4%BA%A4%E9%80%9A%E5%A4%A7%E5%AD%B8?authuser=0
https://www.facebook.com/moetpr.t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9bTTdzg7bdfCLy2KeTOpQ/featured
https://jsotl.stpi.narl.org.tw/


謝謝聆聽!
cjhuang@ccu.edu.tw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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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評鑑制度學校比例約為84.21%，規劃納
入評鑑制度學校比例約為7.37%，未考量納入
評鑑制度學校比例為8.42%。而其中納入評鑑
制度學校中，有高達76.25%已納入升等制度，
有20%學校正在規劃納入升等制度，僅約
3.75%未考量納入升等制度；而規劃納入評鑑
制度學校當中，有14.29%已納入升等制度，
57.14%正規劃納入升等制度，可觀察出本計
畫之推動逐漸影響各校在多元升等與教學實
務升等部分進行校內制度變革

• 學校訪談資料顯示，多數在評鑑制度內進行
調整的學校多以教學特殊榮譽/獎項、研究計
畫積分等進行調整

76.25%

14.29%

37.50%

68.42%

20%

57.14%

21.05%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納入評鑑制度 規劃納入評鑑制度 未考量納入評鑑制度 總計

各校納入評鑑/升等制度交叉分析表

納入升等制度 規劃納入升等制度 未考量納入升等制度

資料來源：107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學校自評表

107年學校自評表-納入評鑑與升等制度研究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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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納入升等制度學校，其升等制度多為該學校原本即積
極推動多元升等制度之學校，包含教學實務升等及技術應用升等制度中，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則被列為申請教學實務升等之門檻條件，如中臺科技大學之教師
多元升等最低標準，明列送審人獲得教育部及公部門認證之教學型計畫補助者
可獲積分。

• 未考量納入多元升等制度之學校，約佔5%，大多分為兩大類型，第一類為學校
定位屬於研究型大學，因研究計畫並未列入升等指標，也因此未考量納入升等
制度；第二類型則是計畫案較少，因此並未考量納入評鑑或升等指標。但目前
納入升等制度的學校約占68.42%，規劃納入升等制度的約為21.05%。

• 目前同時納入評鑑與升等制度之學校約25校，以科技大學與醫學型大學為主要
類型

107年學校自評表-納入評鑑與升等制度研究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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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學校皆設有傳統研究升等、教學實務升
等與技術應用升等，而科技大學比較特殊的部
分在於其對於技術應用與技術型教師的需求，
因此部分學校特別設置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軌道，
於起聘時即進行分流，評鑑與升等制度亦是不
同於傳統升等軌道，各項評估指標皆由另外評
鑑法規規範，如屏東科技大學、高雄科技大學
與景文科技大學等校。

• 成就升等部分納入評鑑升等制度之學校以科技
大學較多。

• 部分大學表達對於推動多元升等的疑慮，並提
出應同時發展教師聘任分流制度。

資料來源：107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學校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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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於升等與評鑑制度之升等類型

分析

科技大學 一般型大學 全部學校

107年學校自評表-同時納入評鑑與升等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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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教師聘任分流制度建構方
面，未規劃分流制度學校約61%，
已有分流制度之學校約佔29%，
正規劃分流制度學校約佔10%；
大多已有分流制度之學校以私立
大學與科技大學為主，以中原大
學為例，教師正式任職時，可選
擇教學軌或是研究軌，從學校訪
談資料顯示，許多大學呈現出教
學升等次於研究升等之現象，在
中原大學較不明顯，因此可見在
進入學校即進行聘任分流制度之
重要性。

教師聘任未規

劃分流制度

61%

教師聘任設有

分流制度

29%

教師聘任正規

畫分流制度

10%

教師聘任分流制度

資料來源：107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學校自評表

107年學校自評表-是否建置教師聘任分流制度

29



學門成果交流會

 建置教師跨校交流平臺。
 5所區域基地大學協辦成果發表交
流會，暨4場研究計畫撰寫與論文
撰寫專題座談。

 1,109位計畫主持人出席並進行口
頭成果發表

 8月13日至8月27日間，分別於國
立宜蘭大學、靜宜大學、國立中
山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辦理5場次學門專案成
果交流會，計2,064位教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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