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學生學習社群計畫 

一、計畫目的：國立中興大學教發中心(下稱「本中心」)為提升高教公共性，發揮教育促進社會階

級流動正向功能，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理念，鼓勵學生組成學習社群，以跨領域學

習、多元探索、專業領域學習為主題，發展獨特、具創意的學習模式，並藉由同

儕小組互動討論，培養批判思考、團隊合作與跨領域解決問題能力，提升本校學

生學習視野與參與跨域自主學習風氣，訂定本計劃。 

二、實施對象：具本校學籍之在學生 

三、實施期間：核定後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四、實施方式： 

（一）學習社群每組成員至少五人，至多十人，其中需至少一名成員為符合「國立中興大學

提升高教公共性弱勢學生扶助獎勵辦法」之學生。每組應自行推舉一位召集人為聯繫

窗口，負責協助處理組務。 

（二）學習社群之主題：  

1. 自訂學習主題：自訂欲探討之主題，發展專業科目以外之多元、跨領域學習。 

2. 專業學科之進階學習：以提升專業科目之學習為主。 

（三）計畫優先補助含跨系成員或以跨領域學習為主題之社群，以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四）學習社群之聚會討論次數，每期不得少於 6次，每次時間至少 1小時。 

（五）凡計畫申請經審核通過，每組補助經費至多 5,000元： 

1. 材料費：影印、文具等費用，用途明細須與執行學習社群相關，憑據實報實銷。 

2. 餐費：每次 80元/人(當次討論時間須為午餐或晚餐時間)。 

（六）以下情形將終止(追回)學生學習社群補助： 

1. 實際聚會討論次數少於 6次者，終止補助。 

2. 未繳交成果分享影片者，或未出席本中心辦理之成果發表會者，追回補助。 

五、成果發表： 

（一）受補助之學習社群須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活動紀錄表、成果分享影片，並出席本中心辦

理之成果發表會成果發表會。成果分享影片片長不限，格式 1080P，上傳至本中心興

學堂影音網，內容應包含：(1)主題介紹 (2)歷程記錄 (3)所有成員心得與反思。 

（二）凡完整執行計畫之學習社群，每位成員皆可獲得證書一紙。 

（三）本中心得舉辦學習社群成果競賽，表現優秀者於成果發表會頒發獎狀或其他獎勵表揚。 

評鑑項目：(1)計畫申請書 20%  (2)討論紀錄表 40%  (3)成果分享影片 40%。 

 



 

六、注意事項： 

（一） 請勿使用學習社群成員當學期修課之作業或報告主題申請本學習社群。 

（二） 本計畫每學期補助額度及案數視各年度預算與申請狀況而定，當年度經費用罄時，不 

 再受理申請及補助。 

七、 申請表繳交方式：有意申請者，請以小組為單位提出申請，於 108年 9月 23日前將申請表寄

至 mchsieh@nchu.edu.tw。審查通過後公告於本中心網頁，並以 E-mail通知。 

聯絡人：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謝明均小姐（行政大樓二樓、04-22840218分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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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學生學習社群計畫申請表】

學習社群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習社群主題

□自訂學習主題

□專業學科之進階學習

是否接受其他單

位經費補助
□有：＿＿＿＿＿＿＿＿＿＿  　□無

一、學習社群成員

姓名 學號 系級 聯絡電話 E-mail

召集人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二、成員當學期修課清單

姓名 修課清單

召集人

組員

組員

組員

本資料為國立中興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不准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不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

使用。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NCHU and shall not be distributed, reproduced, or 
disclos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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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四、主題、計畫動機、目標與學習成效

(1) 主題介紹

(2) 申請學習社群動機(至少 150字)

(3) 學習社群目標與預期成效(至少 200字)

六、進行方式及預訂討論主題規劃

日期 時間 地點 討論主題與內容

本資料為國立中興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不准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不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

使用。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NCHU and shall not be distributed, reproduced, or 
disclos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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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關參考資料

八、經費預算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用途說明

總計申請經費

經費補助說明—每組補助經費至多 5,000元，可核銷經費如下：

1.材料費：影印、文具等費用，用途明細須與執行學習社群相關，憑據實報實銷

2.餐費：每次 80 元/人(當次討論時間須為午餐或晚餐時間)

九、社群召集人簽名：＿＿＿＿＿＿＿＿＿＿＿＿＿

註：1.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2. 申請表撰寫完成後，請於 108 年 9 月 23 日前將電子檔 E-mail 至
       mchsieh@nchu.edu.tw，信件主旨及檔名敘明「108-1 學生學習社群計畫

      申請表-召集人姓名」，另將召集人簽名後紙本送至教發中心謝明均小姐。

本資料為國立中興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不准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不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

使用。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NCHU and shall not be distributed, reproduced, or 
disclos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NCHU.

mailto:mchsieh@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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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大樓二樓、04-22840218 分機 14）。

    3. 相關表單下載請見教發中心網頁。 

    4. 申請結果將於本中心網頁公告並以 E-mail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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