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獎勵項目及應檢附資料列表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及檢附資料
 定義：開發 GOSCE, OSCE, iOSCE, TRM 教案。
 獎勵新開發教案，依教案規模每門課程獎勵五萬元為限。
計算基準：每案例 5,000*授課時數(A)*修課人數(B)獎勵

醫學模擬教育課程
(GOSCE, OSCE, iOSCE,
TRM)

授課時數

倍數(A)

修課人數

倍數(B)

100 分鐘以下

1

40 人以下

1

101-150 分鐘

1.2

41-80 人

1.2

151 分鐘以上

1.4

81-120 人

1.4

121 人以上

1.6

 繳交：1.教學綱要 2.案例及教學指引。
1. 開設以案例為基礎之整合教學 C-BIT 或 PBL 課程
 獎勵新申請課程，每門課程獎勵五千元為原則。
 繳交：1.課程大綱；2.授課進度表
2. 開發以案例為基礎之整合教學 C-BIT 或 PBL 等教案
 獎勵新申請教案，每案獎勵二萬元為限
以案例為基礎之整合教學
C-BIT 或 PBL

計算基準：每案例 5,000*授課時數(A)*修課人數(B)獎勵
授課時數

倍數(A)

修課人數

倍數(B)

100 分鐘以下

1

40 人以下

1

101-150 分鐘

1.2

41 - 80 人

1.2

151 分鐘以上

1.4

81-120 人

1.4

121 人以上

1.6

 繳交：1.課程大綱；2.案例及教學指引
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

 定義：開發使學生能夠統整與深化大學所學，符合整合、收尾、
反思及過渡四項功能，讓學習穩固完成之總整課程教案。
 獎勵新開發教案，每門課程獎勵一萬元為限。
 繳交：1.課程大綱 2.教材/教案規劃書
 獎勵第一次開設且上架於公開平台之磨課師(MOOCs)課程
計算基準：授課時數(A)*修課人數(B)獎勵

磨課師課程(MOOCs)

授課時數

獎勵金額 (A)

修課人數

倍數 (B)

30 分以下

1,000

400 人- 800 人

2

31 分-60 分

2,000

801 人-1200 人

2.5

61 分-90 分

3,000

1201 人-1600 人

3

91 分-120 分

4,000

1601 人以上

3.5

121 分以上

5,000

範例：教師上課總時數為 15 分鐘，修課人數為 2000 人，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x 3.5 (倍) = 3,500 元

 已交上傳(由教資中心向資訊處確認)：1.課程大綱 2.授課進度表
3.每週教材 4.作業規範 5.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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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本校磨課師課程推動翻  開設課程每門課程獎勵五千元為原則。
轉教室達 6 週或開設為遠  繳交：1.採用磨課師課程名稱 2.翻轉教學作業指引或遠距課程授
課大綱。
距課程
 開設課程每門課程獎勵三千元為原則。
採他校磨課師課程推動翻
 繳交：1.採用磨課師課程名稱 2.翻轉教學作業指引或遠距課程授
轉教室達 6 週
課大綱。

產業見實習課程

 非必修專業見實習課程，且至非醫療院所之產業見實習達 40 小
時之課程。
 每門課程獎勵五千元為原則。
 繳交：1.見/實習綱要(含學生實習時數規劃)。

專題研究課程

 指導修讀專題研究課程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獲本校「鼓勵教師指導大專學生參與科技部計畫獎勵」者除外)
 每位學生申請一案，獎勵兩千元為原則。
 繳交：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資料。

學分學程、微學程

(1) 學分學程、微學程教師配合相關推廣活動
 每學程獎勵二千元為原則。
 繳交：推廣活動證明。
(2) 學分學程、微學程教師組織相關社群
 獎勵首次申請之學分學程、微學程
 視提交資料內容核定獎勵，每學程獎勵五千元為限。
 繳交：1.組織/經營社群證明 2.學生修習學分學程、微學程課
程狀況(微學程需學生 3 人以上且至少修習 2 門課)

學 生 課 堂 作 業 導 入 e-  以主授教師提出申請，獎勵新申請課程，每門獎勵兩千元為原則。
portfolio 課程
 繳交：該課程所有學生於 MY2TMU 上傳課堂作業之佐證資料。
課 程 導 入 評 量 尺 規  以主授教師提出申請，獎勵新申請課程，每門獎勵兩千元為原則。
(Rubric)
 繳交：評量尺規上傳至 MY2TMU 平臺之佐證資料。

完全自主學習課程

 定義：依本校「完全自主學習方案實施細則」
，指導學生從事以個
人或小組自主規劃執行之學習方案。
 每位教師至多申請 2 案，每案獎勵兩千元為原則。
 繳交：學生申請完全自主學習課程之申請書等佐證資料。

倫理教育課程

 定義：教授倫理理論、針對倫理情境個案進行探討，抑或是專業
團體針對專業特性發展之道德價值觀與行為規範之課程，且與通
識倫理課程有所銜接者。
 每門課程獎勵五千元為原則。
 繳交：1.課程大綱 2.授課進度表。

教學創新課程

 每門課獎勵五千元為原則
 獎勵項目說明：
(1) 雙聯課程(依本校「半自主學習方案實施細則」，啟動課程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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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工作坊，以及能與啟動課程結合之主題觀察探索作業)
(2) 場域實作課程(課程為非專業見實習類課程且進入非醫療院所
場域進行問題觀察及解決之實作達 8 小時屬之)
(3) 專案導向學習課程(透過議題發想引導學生團隊分工進行專案
達 8 小時屬之)
(4) 跨領域學習課程(以二位不同學院教師共時教學課程屬之)
 繳交：1.課程大綱 2.授課進度表等佐證資料。

VR/AR 模擬教學課程

 定義：開發虛擬實境(VR)或擴增實境(AR)之教學教案。
 每案獎勵三萬元為原則。
 繳交：1.教學教案綱要 2.教案軟體操作說明等資料。

定義：導入 Zuvio 數位教學工具達 6 週以上之課程
每門課程獎勵兩千元為原則。
繳交：課程導入 Zuvio 數位教學工具之佐證資料。
每門課程獎勵一萬元為原則。
繳交：1.採用磨課師課程名稱 2.翻轉教學作業指引或遠距課程授
課大綱。
 以主授教師提出申請，獎勵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
課程，每門獎勵 2 萬元為原則，每門僅獎勵 1 次。
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
 認證資格等內容請參閱「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
程認證」課程

課程導入 Zuvio 數位教學

工具


與國外大學合開全英語遠

距課程

(https://ace.moe.edu.tw/cert_cour/index)

 繳交：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證明文件。
 定義：配合校部教學政策，擔任校級社群召集人，帶領教學相關
教師成長社群，每個社群至多申請 1 案。同一社群二位以上社群
召集人，獎勵金依比例計算。
獎勵基準：社群活動年度參與人次
校級社群召集人

全英語教學課程
(每學期申請獎勵)

年度參與人次

獎勵金額

60 人以下

5,000

61 - 120 人

10,000

121 人以上

15,000

 繳交：社群申請、成果報告書等證明文件。
 教師授課及研討皆採用英語方式、上課人數達三人(含)以上，且
教學評量成績達 4.0 以上之全英語課程。通識教育中心及各系所
學位學程開設之語言類課程與外籍教師授課課程不予適用。
 審查標準由提升課程品質發展小組審查委員訂定，經審查通過
後，碩士班暨博士班=每小時基本鐘點費*0.5 倍獎勵；學士班=每
小時基本鐘點費*1 倍獎勵。二位教師以上合授課程，依實際授課
時數比例計算。
 繳交：1.課程大綱 2.授課進度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