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注意事項
一、活動計畫表/成效表
活動計畫表 成效表（
成效表（含請款核銷）
含請款核銷）
(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的活動請於 5 月 12 日(五)以前送呈計畫表；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的活動則於 9 月 29 日(五)以前送呈計畫表。
(二) 經費流用以同分項、同會計科目流用為原則。跨分項經費請勿自行流用（各單位實際
開始執行後，如須進行跨分項經費流用，敬請填寫會計系統－經費變更流用申請作業，
經審核通過後方得流用，並且請於送呈計畫表時亦檢附流用申請表作為佐證）
。
(三) 各執行單位規劃之指標性活動成效須符合本期卓越計畫各分項之相關成效指標，並請
於請款填寫成效表時檢附相關佐證(如：照片)。
(四) 單位於活動執行後一個月內填寫成效表（含規定檢送之附件）及請款核銷表，並送審
檢核。
(五) 執行項目如為以下經費項目，敬請單位填寫計畫表時，務必點選統籌單位
統籌單位，以加會該
統籌單位
單位審核。
統籌經費項目：
執行項目

統籌單位

（1-2-1）「校友業師」跨界攜手共學計畫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1-3-1）教學助理

教務處課務組

（1-3-1）補救教學

教務處課務組

（2-1-1）翻轉教學成長研習活動

英語暨國際學院

（3-1-1）數位先行之區域教科文化創意基地計畫
（4-1-1）專業倫理種子教師培成與課程建置計畫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全人教育學院

（4-1-2）專業服務學習種子教師培成與課程建置計畫

全人教育學院

（4-2-2）強化畢業生與雇主滿意度回饋機制

生涯發展中心

（5-1-1）辦理「跨海築夢」與「逆風翱翔」計畫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5-3-1）短期客座教授

歐亞語文學院

※ 如計畫項目之
計畫項目之經費編列於
統籌單位，則
統籌單位，則請
，則請選擇該單
位。

(六) 統籌預算之執行：
1. 由統籌單位召集相關執行單位，經由會議討論訂定辦法或分配機制後，據以執行。
2. 確認統籌經費分配後，填送流用單或檢附正式會議紀錄，並由會計室協助調整預算
至執行單位。
3. 執行單位須依規定流程定期進行活動計畫表、活動成效表、預支/請款/核銷、成果
系統之登錄/填報等作業。
4. 統籌單位協助彙整成果績效予管控中心。
5. 統籌經費超出預算需求時，得由執行單位或統籌單位以簽呈申請。
(七) 若各單位有執行資本門
執行資本門者請注意以下說明：
執行資本門
經與會計室確認，本年度卓越計畫資本門採購部份，請各單位於 4/14(五)前完成申購
簽核，不須檢附採購計畫表。
二、教卓彙整系統注意事項
(一) 本期卓越計畫執行成果-月報，預計 106 年 4 月中旬開放系統填報，管控中心將每月發
信通知各單位填報。
(二) 執行單位如有資本門經費，敬請每月將執行進度填報於「卓越月報」中。
(三) 「月報」
：請依各單位經費編列項目，每月於開放系統時間內填報執行內容與進度，內
容僅需回報教卓經費執行項目，其他經費不需填寫。
特殊情況參考如下：
1. 活動尚未執行：請填寫規劃中或現階段規劃之執行內容。
2. 活動已執行完畢：因應資料彙整以最新月份填寫之資料為主，因此已執行完畢之活
動，仍需每月填寫月報（至該年度 12 月止）
，並請於月報內容中註明已執行完畢。
(四) 填報月報時，請注意各分項活動相對應之表單，若有相關之數據，敬請點選【月報對
應的表單連結之快捷功能】填報資料。範例如下：

1

2

3
(五) 「表單」填寫範圍包含使用教卓經費及其他經費之執行活動
使用教卓經費及其他經費之執行活動，敬請協助回報各單位所
使用教卓經費及其他經費之執行活動
有活動，以提升本校整體執行績效。
(六) 表單填報資料量如超過 50 筆則開放使用 excel 表單匯入系統，目前僅以下表單開放匯
入功能，其他表單請進入系統單筆填報。(若有需求請向管控中心索取相關表格)
1. 專業技能檢定(證照)
2. 語言能力檢定(證照)
3. 學生競賽(團體)
4. 學生競賽(個人)
5. 菁英、補充(補救)、考照輔導
(七) 學院統籌經費之填報方式：
執行項目如為學院統籌經費，敬請填報人更改為「學院填表身分」(操作如下圖所示)。

※ 如執行項目為學院
如執行項目為學院統籌經費
學院統籌經費，
統籌經費，請更換學院
請更換學院
填表身分。
填表身分。
(八) 填報教學：
請參閱教卓彙整系統-操作教學

三、各單位教卓網頁架構
為利於教育部及校內外人士進一步瞭解各單位執行計畫之內容與成果，本期計畫仍需請各
單位配合建置網頁，並請務必逐月更新執行成效。
各單位所屬教卓網頁需包含 4 個項目：
1.執行項目：(範例如下)
分項計畫一：外語多元特色跨域人才培育計畫
子計畫
1-1 完備外
語多元特色

細部計畫
執行活動
1-1-2 推動「跨 1-1-2 全英授
系、跨校、跨 課

發展課程規 國、跨領域」
劃（雙外語+ 彈性課程與學
職能專業） 制

預期成效
1.提升非外語系學生修習專業課程以全
英語授課之學習意願。
2.強化非外語系學生之英語能力。
3.落實本校培育具國際觀及語文能力之
專業人才之宗旨。

2.執行進度：(範例如下)

3.執行成果：月報／表單(內容由卓越成果登錄系統下載)
4.活動花絮：活動成效表(扣除經費欄位)
四、執行辦法
各計畫執行相關參考辦法已彙整如下方連結，僅提供各單位執行參考：
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各計畫執行原則：https://goo.gl/v2N87i
五、卓越計畫執行管控會議
本期卓越計畫預計分別於 7 月上旬及 10 月中旬召開執行管控會議，以進行卓越計畫執行摘
要報告與各單位經費執行進度追蹤。
六、管控中心各分項負責同仁
分項計畫

子計畫

管控中心負責同仁

1-1 完備外語多元特色發展課程規劃（雙外語
1. 外 語 多 元 特 色 跨
域人才培育計畫

＋職能專業）
1-2 落實跨領域職能專業課程與教學

宋溥嵐（#2142）

1-3 完善系統化、精緻化教學機制與資源
2. 創新翻轉跨域雲 2-1 建構創新翻轉多元學習經驗
端人才陶塑計畫

2-2 培植跨域雲端自主學習能力

陳彥妤（#2144）

分項計畫

子計畫

管控中心負責同仁

2-3 精進國際專業博雅人才基礎核心能力
3. 翻 轉 教 師 實 務 創
意共學共享計畫
4. 國 際 專 業 甦 樂 博
雅人才品保計畫

3-1 落實教師實務增能計畫
3-2 精進教師創意教學思維與行動

邱靖祐（#2148）

3-3 傳承文藻人師典範
4-1 落實吳甦樂博雅人才培育機制
4-2 提升生職涯輔導與實習成效

邱靖祐（#2148）

4-3 落實學習成效品保與校務專業研究
5-1 提升學生國際臨在與移動力

5. 國 際 移 動 學 涯 接 5-2 精進國際學生輔導機制
軌人才養成計畫

5-3 深化教師國際合作經驗

鄭任雅（#2145）

5-4 活化新南向學涯轉銜之機制與行動
6. 外 語 標 竿 實 作 領
航共融共享計畫

6-1 傳承外語教學典範轉移共學計畫
6-2 建置網路大學跨域分享優質課程
6-3 整合跨校特色共享教學人力資源

李耀宗（#2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