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資中心
111上學期自學計畫
總說明會

主辦單位：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 簡報人：楊宗憲
1



各計畫總表一覽(一)

項目 小藍菇 起飛
須有起飛生 織錦 百齡果

須有起飛生

報名日期 即日起 即日起 即日起 即日起

截止日期 9月23日(五) 9月23日(五) 初選10月28日(五)
決選11月25日(五) 9月23日(五)

成果報告繳交日期 11月16(三)
下午五時

11月16日(三)
下午五時

初選公布11月7日(一)
決選公布12月1日(四)

11月16日(三)
下午五時

最多可領取獎助金 $3,500 組長$6,700
組員$3,500

組長$3,000
組員$2,000

第一名乙組-$12,000+獎狀
第二名乙組-$8,000+獎狀
第三名乙組-$6,000+獎狀

組長$2,500
組員$1,500

第一名乙組-每組成員每位$1,000
第二名乙組-每組成員每位$800
第三名乙組-每組成員每位$500

未按時繳交相關資料一律視同放棄獎助資格，請同學確實遵守繳交時間 2



各計畫總表一覽(二)

項目 個人讀書
只限起飛生

讀書會 學習達人
只限起飛生

小樹

報名日期 即日起 即日起 即日起 10月24日(一)

截止日期 9月23日(五)
下午五時

9月30日(五)
下午五時

10月28日(五)
下午五時

11月21日(五)
下午五時

成果報告繳交日期 11月16日(三)
下午五時

11月16日(三)
下午五時 獲選通知11月16日(三) 112年2月10(五)

下午五時

最多可領取獎助金 $2,000 $2,200 $3,000 $2,000

未按時繳交相關資料一律視同放棄獎助資格，請同學確實遵守繳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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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講座

台北

 第一場：10月19日 (三) 不可能的任務化危機為契機

 第二場：11月 7日 (一) 從電視到生活！教你「說好話」

 第三場：11月15日 (二) 用外語跨出世界大門

桃園

 第一場：11月28日 (一) 不可逆的人生選擇

 第二場：12月 5日 (一) 那些我希望大學時代就知道的事

 第三場：12月14日 (三) 走過近40個國家的沙發衝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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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講座 EE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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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
與
三創思維

1. 111年10月14日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https://eform.mcu.edu.tw/node/3053

2. 111年度戶外教育與三創思維培育-導覽解說課程

https://eform.mcu.edu.tw/node/3008

3. 111年度創意工作坊-西洋占卜課程

https://eform.mcu.edu.tw/node/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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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生資格

A. 身心障礙學生 持有學生個人身心障礙手冊（須於有效期間內）

B.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父或母親身心障礙手冊（須於有效期間內）

C.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
符合社會救助法之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
(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證明文件者(證明需載名學
生姓名)

D. 原住民學生 符合原住民身分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名簿或其他
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民籍者

E.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具有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文件者(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需
載名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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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assroom   
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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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assroom
使用說明(一)

 一、請使用各組組長當初報名申請時使用的Gmail帳號，
盡量使用學校配發的Gmail帳號，這樣才有權限進入使用

 二、由組長統一繳交資料
勿各別零星繳交

 三、請將個人顯示名稱改為班級-學號-姓名

 四、繳交完畢後，請至Excel表打勾確認
未打勾視同未繳交，取消獎助金資格
請確實注意繳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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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assroom
使用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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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assroom
使用說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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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assroom
使用說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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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assroom
使用說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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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菇自學計畫

起飛學習輔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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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菇自學
計畫

起飛學習輔助
計畫

申請規定
 本校在學學生之各年級、系所、大學部及研究所皆可相互組成。

 大陸地區學生請註明，將視預算額度錄取

 外籍生請繳交居留證、學生證、護照資料

 每組(含組長)至少2位最多10位成員組成，每位同學最多參加1組，

並由其中一位成績品行優異同學擔任組長。

 參與組別之組長請使用學校配給同學之Google帳號登入並利用

Classroom繳交相關資料檔案(之後相關繳交檔案統一由組長繳交，

請組長將帳號名稱變更為名字以利搜尋)。

 起飛生學習輔助計畫-起飛生人數須占全組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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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菇自學
計畫

起飛學習輔助
計畫

目標設定(一)
計畫須以「基礎學科能力」、「專業能力精進」、「創新與創意思考」、

「國際視野」、「跨領域學習」為主題(五面向擇一)，共同訂定每位成員

(含組長)皆需完成之可量化學習目標，目標規定如下：

 基礎學科能力：本學期《必修一個科目及選修一個科目或兩個必修科目或

兩個選修科目，不得為軍訓、體育及通識》，期中成績皆達75分以上。

 專業能力精進：考取一張專業技能證照《如：TQC進階級以上》。

 創新與創意思考：參與校內外創新/創意及其他相關競賽，一次紀錄《須出

示相關證明，如：計畫書、佐證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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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菇自學
計畫

起飛學習輔助
計畫

目標設定(二)
計畫須以「基礎學科能力」、「專業能力精進」、「創新與創意思考」、

「國際視野」、「跨領域學習」為主題(五面向擇一)，共同訂定每位成員(含組

長)皆需完成之可量化學習目標，目標規定如下：

 國際視野：通過各類語文能力檢定考試中級程度，其他語系也歡迎申請《相同

證照在校期間限申請一次》

 多益測驗－較學校規定門檻標準高50分，（英文系，較系上門檻標準高

50分）

 日文檢定－日本語能力測驗N2，（日文系，日本語能力測驗N1）

 跨領域學習：鼓勵共同選修跨領域課程《不得為通識課程，外系課請註明開課

單位》，期中成績達8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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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菇自學
計畫

起飛學習輔助
計畫

須實行及配合事項(一)
須採用學校相關學習資源(含本校教師、教學助理、學業輔導

員、圖書館、自學中心等學習資源)。

小組聚會討論次數一學期至少4次

每次聚會討論後須填寫聚會紀錄表並與期末成果報告書一起

繳交

期末成果報告書繳交時間：11月16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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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菇自學
計畫

起飛學習輔助
計畫

須實行及配合事項(二)
本學期須參加至少一場教資中心舉辦的學生學習演講等活動

學生學習講座台北3場，桃園3場。(最新資訊及報名請至教資中心網站)

如不方便參加當學期講座同學，可至Moodle觀看線上學生學習講座

觀看後皆須繳交學生學習講座心得300字並與期末成果報告書繳交

期末成果報告書繳交時間：11月16日 (三)

期末上網填寫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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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菇
自學計畫

須實行及配合事項(三)
 小藍菇自學計畫申請表，1份

 小藍菇計畫聚會進度表，4份

 小藍菇計畫學生學習講座心得報告300字，各1份(以下二擇一
 觀看Moodle自學計畫學生學習講座影片或參加當學期學生學習講座。

 小藍菇自學計畫成果報告書，1份
 (聚會進度表與心得報告一併與成果報告書一起繳交)

 小藍菇自學計畫意見調查表，各1次（Google線上問卷，網址及日期另通
知）

 小藍菇領據，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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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學習
輔助計畫

須實行及配合事項(四)
 起飛生學習輔助計畫申請表，1份

 起飛生學習輔助計畫聚會進度表，4份

 起飛生學習輔助計畫學習講座心得報告300字，各1份(以下二擇一)
 觀看Moodle自學計畫學生學習講座影片或參加當學期學生學習講座。

 起飛生學習輔助計畫成果報告書，各1份
 (聚會進度表與心得報告一併與成果報告書一起繳交)

 學業輔導員（組長）-工作紀錄表，1份

 學業輔導員（組長）-工作規範，1份

 學業輔導員（組長）-領據，1份

 組員-領據，各1份

 起飛學習輔助計畫意見調查表，各1次（Google線上問卷，網址及日期另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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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菇自學
計畫

起飛學習輔助
計畫

獎助金發放
 一、完成相關規定與資料繳交確實之組別，該組內凡達成預定目標之成員，每人可獲頒獎助

金1,000元。

 二、跨領域學習：因跨領域學習頗具挑戰性及一定難易度，如達成目標將另頒發獎助金500元，

以茲表揚。

 三、校內外各式創新／創意競賽：為提升同學三創之各能力，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校內外各競

賽，如獲得前三名，將每位各發1,000元獎助金，佳作，將每位各發200元獎助金，以玆表揚。

 四、優良小組：計畫結束時，將依照聚會進度表之內容、討論次數、格式檔名是否正確、有

無按規定時間繳交或提供改善意見等評分後遴選優良小組，獲選為優良小組，將每位各發

1,000元獎助金及獎狀，以茲鼓勵。

 五、以上第二點至第四點之額外獎助金，須視當年度預算而定。

 六、起飛學習輔助計畫：學業輔導員（組長）：合計輔導時數須達25小時，工讀金為$4,200元，

實領金額金扣除勞健保後支付，不另再發放小組完成獎助金$1,000元，但第二至第四點如達成

仍可額外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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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進度表
資料繳交說明(一)

聚會進度表
 至少聚會四次
 每次聚會至少一個小時
 聚會間隔不限
 至少兩張照片
 可遠端視訊聚會
 (須提供相關證明，如：視訊截圖、往來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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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進度表
資料繳交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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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
資料繳交說明(一)

• 成果報告書
• 整組聚會紀錄表4份

• 個人學生學習講座心得報告書-每位組員

• 無論有無達成學習目標，每位組員都須參與成果報告書撰寫

• 照片4張

• 成果證明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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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
資料繳交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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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
資料繳交說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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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
資料繳交說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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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菇自學
計畫

起飛學習輔助
計畫

報名表及計畫說明

小藍菇自學計畫 起飛自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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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共學
自主學習競賽計畫

團隊須包含至少1位外籍生、國際學程生或非台灣本籍生(大陸地區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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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共學
自主學習
競賽計畫

活動說明
鼓勵學生與學校國際生或學程組隊並以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方式，發掘問題，透過問題或情境進行思考，並據此

實踐自主學習，促進團隊間溝通技巧、團隊合作、解決問題、自主學

習、運用學習資源的能力，發揮創意與同儕交流學習經驗，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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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共學
自主學習
競賽計畫

學習主題
學習主題不拘，請同學自行擬定學習目標，規劃達成目標的學習計畫。

 專業知識精進

(學科延伸學習、專業技能學習與應用、線上課程、職涯進路規劃與實踐)

 專題研究報告

(小論文、科技醫療、專題寫作)

 社會公益服務

(扶助弱勢、環境保護、生態保育、醫療保健、社區發展)

 多元文化浸濡

(在地特色文化研究或推廣、壯遊、海外體驗學習、國際交流活動)

 創意作品研發

(生活創意發明或改良、藝文創作、作品行銷、影片拍攝)

 活動企劃舉辦

(團隊領導、參與公共事務、微型創業)

 永續發展社群SDGs

(包含終結貧窮、消除飢餓、性別平權、淨水及衛生、減少不平等、永續城鄉、氣候行動、保育生態等，

以上1- 6項主題結合永續發展社群者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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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共學
自主學習
競賽計畫

參與條件
本校在學學生之各年級、系所、大學部及研究
所皆可相互組成。

團隊須包含至少1位外籍生、國際學程生或非

台灣本籍生(大陸地區除外)

團隊含組長至少5位，最多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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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共學
自主學習
競賽計畫

須實行及配合事項(一)
須採用學校相關學習資源(含本校教師、教學助理、學業輔導員、圖書館、

自學中心等學習資源) 。

 初選

 請依規定格式撰寫「報名表」及「計畫書」，僅需提供電子檔格式資料：

 電子檔（包含word、 pdf格式）採用電子郵件寄送方式寄送至

mcyt0317@mail.mcu.edu.tw信箱，宗憲老師收

 繳交期限：111年10月28日（星期五），下午5:00前

 審查時間：111年10月31日（星期一）至111年11月4日（星期五）

 公布時間：111年11月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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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共學
自主學習
競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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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共學
自主學習
競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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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共學
自主學習
競賽計畫

須實行及配合事項(二)
 決選

 請依規定格式撰寫「成果報告書」，並同時提交電子檔和紙本表件格式資料：

 電 子 檔 （ 包 含 word 、 pdf 格 式 ） 採 用 電 子 郵 件 寄 送 方 式 寄 送 至

mcyt0317@mail.mcu.edu.tw信箱，宗憲老師收

 紙本表件請寄送至桃園校區「教資中心」資訊網路大樓CC205室

 繳交期限：111年11月25日（星期五），下午5:00前

 審查時間：111年11月28日（星期一）至1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公布時間：111年12月1日（星期四）

期末上網填寫意見調查表，各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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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共學
自主學習
競賽計畫

獎助金發放

初選通過

組長-$3,000

組員-$2,000

決選評比

第一名乙組-$12,000+獎狀

第二名乙組-$8,000+獎狀

第三名乙組-$6,000+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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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共學
自主學習
競賽計畫

報名表及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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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果計畫
Bilingual Global
由外籍生、國際學程生、非台灣國籍生(大陸地區除外)或語言資優生擔任組長。

每組至少1位起飛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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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果計畫
Bilingual
Global

計畫目的
擬由外籍生或是語言精通之學生擔任組長，設計不

同對話主題，模擬情境等其他學習模式，幫助學生

從生活中學習外語，也增進與外籍學生、異國文化

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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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果計畫
Bilingual
Global

申請規定
參與對象及人數：

本校在學學生之各年級、系所、大學部及研究所皆可

相互組成。

每組3至4位成員組成(含組長最多5位)，每位同學最多

參加1組。

由外籍生、國際學程生、非台灣國籍生(大陸地區除外)

或語言資優生擔任組長。

每組至少1位起飛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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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果計畫
Bilingual
Global

學習模式種類選擇(一)
計畫執行全程皆須以世界上任何語言擇一為主

 (除中文、台語、客語及原住民語)。

模式類別「情境模擬」、「小短劇演出」、「配音」、

「歌曲演唱」為主題(可重複)，產生四部作品 (請後製附

上字幕及翻譯，可自行增加特效動畫)，並以影片或語音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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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果計畫
Bilingual
Global

學習模式種類選擇(二)
各模式類別詳細說明如下：

情境模擬：場景設定可自由設定如：機場、餐廳、郵局及機場等，

並自行撰寫台詞及角色扮演，錄製5至10分鐘影片。

小短劇演出：可自行創作戲劇、可參考各國戲劇或電影等進行角

色扮演，錄製5至10分鐘影片。範例1

配音：可參考各國廣告、各國動漫或各國戲劇等後，進行配音，

錄製最長10分鐘音檔。範例1 範例2

歌曲演唱：可參考各國歌曲等，錄製完整歌曲。範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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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果計畫
Bilingual
Global

須實行及配合事項
百齡果計畫申請表，1份
百齡果計畫領據， 1份
百齡果計畫聚會進度表， 4份
百齡果計畫作品， 4份
百齡果計畫成果報告書， 1份

 (聚會進度表及作品格式檔案皆在成果報書裡，請與成果報

告書一併繳交)

百齡果計畫意見調查表， 各1次（Google線上問卷，網址
及日期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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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果計畫
Bilingual
Global

須 實 行 及 配 合 事 項 ( 二 )
 有意參與計畫者請於111年(下同) 9月23日(五)，下午5點前提出申請，

並於11月16日(三)，下午5點前上傳成果報告書，申請及成果報告書皆

寄至mcyt0317@mail.mcu.edu.tw，宗憲老師收。

 教資中心根據申請書內容可行性、預期學習成效及當年度經費預算進

行評估後，通知今年度審核通過之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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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果計畫
Bilingual
Global

獎助金發放
完成相關規定與資料檔案繳交確實之組別

 組長-$2,500

 組員-$1,500

傑出小組-將從繳交完整組別，從中挑選傑出小組三名

 第一名乙組-每組成員每位$1,000

 第二名乙組-每組成員每位$800

 第三名乙組-每組成員每位$500，

 若未確實繳交資料、未完成計畫規定或未達成目標，則一律喪失獎勵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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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果計畫
Bilingual
Global

報名表及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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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讀書

只限起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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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讀書

只限起飛生

申請及參加辦法：
由同學個人提出申請，申請書內含本學期欲精進學業科目一科、讀書計

畫與規劃表，經過半學期自主學習，於期中考後繳交學習心得並達成目

標者(期中考成績 80分以上)，即獲頒獎勵金2,000元。

請於111年9月23日(五)，下午5點前，繳交111上個人讀書計畫申請表電子

檔，Mail至mcyt0317@mail.mcu.edu.tw。

• 欲精進之科目乙科 (科目不得為體育課、通識課、軍訓課及基礎英文)

• 期中考目標科目達80分以上，並繳交800字以上的學習心得報告

• 「個人讀書計畫」心得報告書(繳交電子檔)，繳交期限111年11月16日

(三)內繳交完畢！逾期將不再受理並取消獎勵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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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共讀
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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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共讀
讀書會

申請及參加辦法：
參與對象及人數：

• 本校在學學生之各年級、系所、大學部及研究所皆可

相互組成。

• 每組含組長至少2位最多5位成員組成，每位同學最多

參加1組。

書籍選擇：

• 任何出版及各語種之優良書籍讀物皆可

• 不可為周刊、雜誌及期刊或短期報導雜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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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共讀
讀書會

須實行及配合事項(一)
讀書會計畫申請表，1份

讀書會計畫領據，各1份

讀書會計畫聚會進度表，4份

讀書會計畫學生學習講座心得報告，各1份

讀書會計畫成果報告書，1份
 (聚會進度表請、學生學習講座心得請與成果報告書一併繳交)

讀書會計畫意見調查表，各1次（Google線上問卷，網址及日
期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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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實行及配合事項(二)
本學期須參加至少一場教資中心舉辦的學生學習演講等活動

學生學習講座台北3場，桃園3場。(最新資訊及報名請至教資中

心網站)

如不方便參加當學期講座同學，可至Moodle觀看線上學生學

習講座

觀看後皆須繳交學生學習講座心得300字並與期末成果報告書

繳交

期末成果報告書繳交時間：11月16日 (三)

同儕共讀
讀書會

54



同儕共讀
讀書會

獎助金發放

完成相關規定與資料檔案繳交確實之組別

 每位皆可獲得獎助金＄1,200

(不另再補助書籍費)

 優良小組：計畫結束時，將依照聚會進度表之內容、討論次
數、格式檔名是否正確、有無按規定時間繳交或提供改善意
見等評分後遴選優良小組，獲選為優良小組，將每位各發
1,000元獎助金及獎狀，以茲鼓勵。 (視當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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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及計畫說明同儕共讀
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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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樹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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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樹計畫

申請規定(一)

一、參與對象及人數

本校在學學生之大學部各年級、系所皆可相互組成。

每組2至3位成員組成(含組長最多4位)，組長最多可輔導2組。

各項需繳交表格請參與同學確實注意繳交期限，並由組長收齊後統一

寄至mcyt0317@mail.mcu.edu.tw信箱，宗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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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樹計畫

申請規定(二)
二、申請規則

組長須由本學期『期中考全部科目及格』學生擔任

組員則為本學期『期中考1科以上不及格』或『欲更精進之科目』

之學生。

組員目標設至少 1 科不及格科目，期末考目標成績達及格分數60

分即可獲頒獎助金。

組員目標設欲更精進之科目，期末考目標成績達80分即可獲頒獎

助金。

組長與組員討論後，共同規劃每週的學習進度表。

有意申請計畫之小組需填寫「小樹守護計畫申請表」，於時限內

向教資中心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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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樹計畫

獎金發放
完成相關規定、確實繳交資料，組長成功協助組員達成目標、而且

組員順利通過目標，每人皆可分別獲頒獎助金 1,000 元。惟若違反

以下規定，即喪失獎勵資格。

• 組員未達成學習目標，該名組員皆屬喪失獎勵資格。

• 未確實繳交資料，或未依規定執行計畫，無論是否達成目標，皆

屬喪失獎勵資格。

• 優良小組：計畫結束時，將依照聚會進度表之內容、討論次數、

格式檔名是否正確、有無按規定時間繳交或提供改善意見等評分

後遴選優良小組，獲選為優良小組，將每位各發1,000元獎助金及

獎狀，以茲鼓勵。 (視當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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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達人

只限起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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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達人

只限起飛生

申請及參加辦法：
可以自選學習主題，撰寫2,000字以上文稿，分享自身學習相關經驗、學習

秘訣、學習建議及考證證照等一切有關學習的方法。經審核獲獎，每篇文稿可獲

頒獎助金3,000元。

每人至多可投稿2篇文稿，凡審核獲獎者，視同授權公開稿件，將張貼於教

資中心網頁公開瀏覽分享。

主題：1.讀書學習策略2.時間管理3.語言學習技巧4.筆記簡報秘笈5.情緒管理6.人

際關係促進7.證照考取，等一切與學習的主題皆可

評分依據：文章主題內容50%、文字流暢度10 %、主題符合度20 %、文章實用性

20%

有意申請的同學請於111年10月28日（星期五）下午五時前，備妥以下檔案和

文件，電子檔送交教資中心宗憲老師，Mail：mcyt0317@mail.mcu.edu.tw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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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基本郵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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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基本郵件禮儀

領據
1.每項計畫需繳交一份，並填寫標有黃色部分欄位。

2.務必填寫地址中的鄰里，需與身分證上相同。

3.若有塗改處請務必簽名或蓋章。

4.簽名處請親簽，勿影印。

5.可繳交電子檔，簽名處一樣須親簽(可影印下來親簽後拍
照掃描或下載檔案於螢幕上親簽)

6.外籍生-除繳交正本領據外，尚須繳交居留證、護照及學
生證資料

本籍生
只要給身分證字
號即可
(會在發信另向達
成目標同學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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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基本郵件禮儀

1.依規定格式繳交資料
2.每封信請寫上主旨及內容
3.附檔也須依照規定格式修改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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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基本郵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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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基本郵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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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基本郵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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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基本郵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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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基本郵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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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基本郵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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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

基本郵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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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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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說明

1.請同學牢記繳交日期。

2.依規定使用GoogleClassroom繳交相關
資料

3.報告格式如有多人或少人請自行刪減表格，
並統一格式。

4.如有成員未達成目標，一樣要寫期末成果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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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說明

5.通過計畫之同學，學校一定會核發獎助金，但獎
助金核發時間依程序具有不確定性，如另有考量，
請斟酌申請參加計畫。

6.計畫核發之獎助金皆由本校及教育部撥款，經費
得來不易，皆以公平原則讓全校同學參與，目的未
能讓同學建立自主學習精神，學會了就是同學自己
的。因此，希望同學尊重各案獎助金之安排。

7.學生學習講座心得如各項計畫有要求，只需撰寫
一份即可；但成果報告部分請補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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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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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承辦老師：教資中心楊宗憲老師
辦公室：
桃園校區 資訊網路大樓 CC205
台北校區 逸仙堂 I205
(如有洽公需求建議先行預約)
電話：03-350-7001#5316
E-mail：mcyt0317@mail.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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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中心
111上學期自學計畫
總說明會

Q&A
主辦單位：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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