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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課業學習輔導-讀書小組申請說明

編號 項目 說明

1 申請期間 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2 申請方式
線上申請：

以小組為單位由小組聯絡人/召集人至教發中心教學計畫申請系統提出申請。 

3 申請規定

1. 每組至少 2 人(設有召集人的讀書小組，成員應達 3 人以上)，小組聯絡人

應符合「國立中興大學提升高教公共性就學協助獎勵辦法」第二條規定之

資格，其他成員不限。

2. 擔任輔導小老師或召集人且符合前述辦法第二條資格之學生，完成課業協

助輔導規定，可提出課業學習輔導扶助獎勵金申請。

4 小組學習主題

1. 專業科目，例如線性代數、會計學……等。

2. 其他學習主題，例如英語證照準備、外語學習、專題報告主題、簡報技

巧.....等。 

5 
課業協助輔導

說明

申請教發中心讀書小組，擔任課業協助角色，以個人專業知能提供課業輔導

協助，引導同儕共同學習：

1. 擔任召集人

小組成員應達 3 人以上，依選定主題協助小組聯繫、規劃課輔進度、資料

統整共享等統籌工作，協助小組課業輔導，促進小組學習成效。

2. 擔任輔導小老師

提供專業知識教學輔導，協助小組課業輔導，促進受輔導同學學習成效。

6 
扶助獎勵申請

注意事項

1. 每組每月獎勵金申請以一名為限，且每月課輔時數不得低於 6 小時。

2. 每月 5 號前檢附上月學習輔導日誌及歷次課業輔導佐證資料表提出申請，

審核通過後發放。表單採線上填寫，請至教發中心教學計畫申請系統完成

繳件。

3. 相關課業輔導規定、扶助獎勵及申請程序請詳閱本校「提升高教公共性就

學協助獎勵辦法」。

7 輔導起迄日 核定執行日起至 110 年 1 月 31 日止。 

相關網頁：

教發中心教學計畫申請系統：https://cdtl.nchu.edu.tw/2019application/    
國立中興大學提升高教公共性就學協助獎勵辦法：https://www.osa.nchu.edu.tw/hesp/page1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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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學習輔導-讀書小組申請表

指導老師 Email: 

小組聯絡人/召集人 
Email: 
聯絡電話: 

讀書小組名稱

申請科目/主題 

讀書小組規劃說明

小組介紹：(小組學習目標、學習主題規劃說明等…。) 

讀書小組執行說明

執行方式說明：(小組每月預計課輔次數及時數規劃、課輔進行方式等…。) 

讀書小組成員 

姓名 學號 系級 備註
(如有擔任小老師或召集人請勾選)

□輔導小老師  □召集人

□輔導小老師  □召集人

□輔導小老師  □召集人

指導老師簽名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審核

收件日期 :     年    月    日 (由教發中心填寫) 

*本表格式僅供參考，有意申請之讀書小組，請小組聯絡人/召集人直接至教發中心教學計畫申請系統填寫線上表單
提出申請。

*相關課業輔導規定、扶助獎勵及申請程序請詳閱本校「提升高教公共性就學協助獎勵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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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1學期 

_____月讀書小組學習輔導日誌 

讀書小組名稱： 輔導科目/主題： 

日期/ 

起訖時間 

地點 

(校內) 
輔導內容(輔導進度重點摘錄) 出席人員簽名 

      

      

      

      

      

      

    

 

小組聯絡人/召集人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備註： 

1.申請本校「提升高教公共性就學協助獎勵辦法」補助，請於每月5號前上傳本表單完整內容(含簽名)至 

 教發中心教學計畫申請系統，作為出席證明。 

2.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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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課輔皆須填寫本表 

 
 課業輔導佐證資料表（輔導小老師/召集人） 

      基本資料 (□輔導小老師  □召集人)  

姓名  科目(主題)  

 課業輔導學習報告  

課業輔導期間        學年度第    學期__月 日期/起訖時間  

課業協助 
事項說明 

說明：(請描述當次協助課輔事項，例如課輔討論前規劃準備、執行期間、後續資料彙整分

享等。(至少50字)) 
 
 
 
 
 
 

課輔情形 
說明 

說明：(請描述當次具體課輔內容、受輔導同學或小組成員學習成果、個人課輔心得及回饋等

(至少150字)) 
 
 
 
 
 
 
 
 
 
 

請檢附相關資料 
(勾選) 

□學習內容 □學習筆記 □進度規劃 □學習評量* □課輔照片 
 
□其他(說明：＿＿＿＿＿＿＿＿__________) 

               

備註: 

1. 本表格式僅供參考，請於每月5號前至教發中心教學計畫申請系統完成上月歷次資料表填寫。 
2. 相關課業輔導規定、扶助獎勵及申請程序請詳閱本校「提升高教公共性就學協助獎勵辦法」。 
3. 學習評量說明：輔導小老師依據課輔內容出題檢核受輔導同學的課輔情形，可檢附評量試題、受輔導同

學作答資料、問題檢討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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