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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二、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605 會議室 

三、主席：陳校長慶和                                     紀錄：林慧雅 

四、出席人員：學術、行政單位一級主管暨附小校長 

五、會議程序： 

(一)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主管出席會議，宣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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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5 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提案 案由 主席裁示/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有關「本校風險管理推

動作業要點草案」訂定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研發處 業於 111 年 2 月

11 日以公告信周

知校內師長。 
2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科技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兼任人員工作

酬金/研究津貼支給標

準表」一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研發處 刻正辦理公告信

(稿)及相關表件

簽核會辦校內相

關單位，奉核後

將公告周知。 
3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計畫專任人員工作

酬金暨博士後研究員

教學研究費用表」一

案，提請討論。 

修正通過。 研發處 刻正辦理公告信

(稿)及相關表件

簽核會辦校內相

關單位，奉核後

將公告周知。 
4 為修正本校國際交換

學生實施要點一案，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 研發處 業於 111 年 2 月

16日以公告信周

知校內師長。 
5 修訂本校「自然與生

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

中心設置章程」，提請

討論。 

一、第四點修正為「本中

心與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處合作，每二個

月……。」 
二、第五點「國民小學師

資培用聯盟計畫」字

句刪除，並建議修正

為「相關計畫」，文字

授權自然系修正。 
三、餘照案通過。 
(會後自然系表示，配合教

育部補助計畫名稱變更、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領域名稱調整，及

該中心運作現況，併修相

關條文內容，詳如附件。) 

自然系 依決議修訂本校

「自然與生活科

技學習領域教學

中心設置章程」。 

主席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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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工作要項 負責單位 實施說明

即日起~3月1日 二
111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區域基地

北區跨校教師社群徵件
研發處綜企組

即日起~3月11日 五
111年度本校辦理教育部學海計畫校內甄選

申請收件
研發處國際組

3月1日 二 資源教室學生ISP會議
學務處

資源教室

開學後個別陸續召開，

本學期預計辦理46場。

3月1日 二 110-2公務人員英語增能課程 師培處
時間：09:00-11:00
地點：A605

3月1日 一~二
110學年度第2學期碩士在職專班第三階段選

課作業暨受理校際選課申請截止。
進修教育中心

3月1日 二 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第一階段放榜 進修教育中心

3月1日~3月15日 二~二 受理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團保費繳費事宜 進修教育中心

3月1日~3月31日 二~四 受理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證蓋註冊章 進修教育中心

3月1日~4月29日 二~五 11103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期間 研發處綜企組

3月1日~5月20日 一~五 減重比賽 學務處衛保組

師生組隊報名，活動為

期10週，5月下旬後測

體位。

3月2日 三
110-2臺北市教育局委辦在職雙語增能學分

班暨代理專班雙語自然
師培處

時間：14:00-17:00
地點：B406

3月3日 四 110-2公務人員英語增能課程 師培處
時間：14:00-16:00
地點：A605

3月4日 五 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申請截止 學務處生輔組

3月4日 五
【課程開班】111D303 新制多益TOEIC 700
分衝刺班

推廣教育中心

3月5日 六 專題培訓課程-健身教練自媒體行銷
學務處體育室

及衛保組

學習製作運動教學影片

課程，共計6小時。

3月5日 六
【課程開班】

1.111D304 新制多益TOEIC 700分衝刺班
推廣教育中心

3月5日 六 碩士班考試入學第二段面試 心諮系 招生考試

3月5、12、19、26日 六
110黑馬計畫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輔導課程-教
育理念與實務

師培處 地點：線上課程

3月7日 一 教育部學產低收入戶助學金申請截止 學務處生輔組

3月8日 二 110-2公務人員英語增能課程 師培處
時間：09:00-11:00
地點：A605

3月9日 三
110-2臺北市教育局委辦在職雙語增能學分

班暨代理專班雙語自然
師培處

時間：14:00-17:00
地點：B406

3月10日 四 召開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40次進修事務會議 進修教育中心

3月10日 四 110-2公務人員英語增能課程 師培處
時間：14:00-16:00
地點：A605

3月10日 四 菲律賓雙語教學經驗分享與交流會 師培處
時間：14:00-15:30
地點：線上進行

3月11日 五 運動教學影片徵選競賽報名截止
學務處體育室

及衛保組

組隊報名，共同製作影

片及宣傳。

3月11日 五 2022夏令營開課計劃書徵件截止 推廣教育中心

3月12日 六
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幼教系第二階段、

澎湖班面試
進修教育中心

3月12日 日
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面試

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澎湖班
教經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11年3月份行事曆
(三)111年3月份重要行事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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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工作要項 負責單位 實施說明

3月12、26日 六 學生宿舍一二宿公共區域殺菌消毒作業 學務處生輔組

3月15日 二 全校導師會議 學務處生輔組

3月15日 二 110-2公務人員英語增能課程 師培處
時間：09:00-11:00
地點：A605

3月15日 二 身心障礙甄試考生服務隊培訓
學務處

資源教室

配合本校辦理111學年

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

專校院甄試，辦理考生

服務隊教育訓練。

3月16日 三
召開110學年度第2學期碩士在職專班班代表

聯席會議
進修教育中心

3月16日 三 【課程開班】111D306 韓文一-入門班 推廣教育中心

3月16日 三
110-2臺北市教育局委辦在職雙語增能學分

班暨代理專班雙語自然
師培處

時間：14:00-17:00
地點：B406

3月16日 三
演講：籃球名人專題演講

主講：東方介德博士東吳大學體育室主任
體育系 地點：北師美術館1F

3月18日 五
111學年度碩、博士班考試入學成績複查截

止日
教務處

3月18日 五 弱勢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截止 學務處生輔組

3月18、25日 五、

五
2022韓國姐妹校線上語言與文化研習活動 研發處國際組

3月19日 六
111學年度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術

科考試及面試
教務處

3月19日 六

【課程開班】

1.111D307 韓文一-入門班

2.111D202 兒童毛筆書法班

推廣教育中心

3月21日 一 開始招募111學年度學生宿舍宿服組志工 學務處生輔組

3月21日 一
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第二階段幼教系、

澎湖班放榜
進修教育中心

3月21日至4月1日
一~五 日間學制學士班畢業生輔系、雙主修學分審

核或放棄申請
教務處

3月22日 二 大學部第一次學生幹部座談會 學務處生輔組

3月22日 二 110-2公務人員英語增能課程 師培處
時間：09:00-11:00
地點：A605

3月23日 三
110-2臺北市教育局委辦在職雙語增能學分

班暨代理專班雙語自然
師培處

時間：14:00-17:00
地點：B406

3月24日 四 110-2公務人員英語增能課程 師培處
時間：14:00-16:00
地點：A605

3月25日至28日 五~一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教務處

3月28日 一
開始受理110學年度第2學期碩士在職專班學

分費繳費事宜
進修教育中心

3月28日至4月15日
一~五 日間學制學士班畢業初審、第二專長學分審

核
教務處

3月29日 二 110-2公務人員英語增能課程 師培處
時間：09:00-11:00
地點：A605

3月30日 三
110-2臺北市教育局委辦在職雙語增能學分

班暨代理專班雙語自然
師培處

時間：14:00-17:00
地點：B406

3月31日 四 110-2公務人員英語增能課程 師培處
時間：14:00-16:00
地點：A605

主席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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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告案 

報告案編號：1 
    校務研究議題分析與報告。(略)(報告單位：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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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報告案 

案由 「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受理校內申請作業至 111 年 3 月 31 日（星

期四）止一案，提請報告。 

摘記.d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修正公布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

業要點」及 111 年 1 月 2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12200453R 號來函辦

理。 
二、 本校 111 年度獲核定「玉山青年學者申請名額」1 名，須於 1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前函報教育部相關書面資料，獲教育部核定者，應

於 112 年 8 月 1 日前完成聘任程序。摘要說明如下： 
(一) 延攬人才依領域設置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理學、醫學、工學、

生命科學及農學等 6 個類科進行審查。 
(二) 非法定薪資每年至多 150 萬元，一次核定 5 年。 
(三) 提供每年至多 150 萬元之行政及業務費，一次核定 5 年；前述費

用得用於行政助理人事費（含薪資、勞健保及退休金或離職儲金）、

教學及研究之業務費等。 
三、 玉山青年學者資格條件(詳見作業要點第二點)摘要說明如下： 

(一) 取得最高學歷十年以內，或年齡 45 歲以下，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1. 曾服務於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或國際知名公司任職五年以

上，並具有發展潛力。 
2. 有執行重大研究計畫之經驗。 
3. 近五年之學術貢獻於所屬領域表現優異。 

(二) 不得為我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現職編制內專任人員(任職未逾

一年者不在此限)或退休人員；且不得再請領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

助之彈性薪資。 
三、為鼓勵延攬國際頂尖優秀人才，本計畫開放校內申請，並將召開專案

會議審查擇優報教育部申請。 
四、 有意申請之單位，請於 111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前填妥計畫中、

英文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如下）送至研究發展處彙辦，電子檔請

傳送至 yachen411@tea.ntue.edu.tw。 
(一)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二)個人履歷（格式自訂） 
(三)在職或服務證明 
(四)其他佐證資料（獲獎情形、重要學術研究成果…等） 
(五)聘任學者之願任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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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人全部學術著作清單（含藝術展演） 
(七)推薦信函 2 封 
(八)單位申請清冊（請完成核章流程） 

五、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教育部修正公布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

要點」。 
(二)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12200453R 號來函。 
(三)中、英文申請書各 1 份。 
(四)願任同意書。 
(五)單位申請清冊。 

主席 
裁示 

請系所主管轉知符合資格之教師提出申請。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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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
修正規定

一、為協助各大專校院（以下簡稱學校）延攬國際頂尖人才，規劃藉由

提供符合國際競爭之薪資待遇，以吸引國際人才來臺任教，讓國際

人才之學術能量在臺灣學術環境扎根，並提升我國高等教育之國際

影響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學校延攬之國際頂尖人才，分為玉山學者及玉山青年學

者；其資格如下：

（一）玉山學者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曾服務於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或國際知名公司任職十年以上，

具國際學術聲譽或具掌握達國際領先水準之核心技術，並有領

導學術或產業研究團隊之經驗。

2. 曾獲得諾貝爾獎、國家級研究院院士、國際重要學會會士或相

當等級之獎項。

3. 近五年之學術或產業貢獻於所屬領域表現卓越。

（二）玉山青年學者指取得最高學歷十年以內，或年齡四十五歲以

下，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曾服務於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或國際知名公司任職五年以上，

並具有發展潛力。

2. 有執行重大研究計畫之經驗。

3. 近五年之學術貢獻於所屬領域表現優異。

 前項玉山學者及玉山青年學者，不得為我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

現職編制內專任人員(任職未逾一年者不在此限)或退休人員；且不

得再請領經費來源為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補助經費之彈性薪資。

三、補助項目：

（一）玉山學者：

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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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法定薪資每年至多新臺幣(以下同)五百萬元，一次核定三年，

若屬短期交流人員，依實際服務時間依比例核給。

2. 提供每年至多一百五十萬元之行政及業務費，一次核定三年，

若屬短期交流人員，依實際服務時間比例核給；前述費用得用

於行政助理人事費（包括薪資、勞健保及退休金或離職儲金

等）、教學及研究之業務費等，並得支用玉山學者本人當年度

機票款（最高給付商務艙機票款，並核實報支）。

（二）玉山青年學者：

1.非法定薪資每年至多一百五十萬元，一次核定五年。

2.提供每年至多一百五十萬元之行政及業務費，一次核定五年；

前述費用得用於行政助理人事費（包括薪資、勞健保及退休金

或離職儲金）、教學及研究之業務費等，並得支用玉山青年學

者本人當年度機票款（最高給付商務艙機票款，並核實報支）。

（三）除獲核定前二款補助之學者以外，本部就學術表現傑出且學

校另以高教深耕計畫或其他自籌經費支給外加薪資待遇 （應

於申請計畫敘明）聘任之學者，另予補助行政及業務費；上

開費用得用於行政助理人事費（包括薪資、勞健保及退休金

或離職儲金）、教學及研究之業務費等，並得支用學者本人

當年度機票款。

 前項費用全數為經常門，其餘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補(捐)助及

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辦理。

四、學校應配合事項：

學者類型/

配合事項
玉山學者 玉山青年學者

聘任方式 應符合下列方式之一：

1. 編制內專任教師。但聘

任時年齡超過六十五歲

編制內專任教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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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以編制外專任教

師聘任。

2. 短期交流教研人員，聘

期應至少三年，每年至

少在學校服務三個月以

上。

團隊合作

應與校內教研人員共同組

成團隊，共同執行教學或

研究計畫，鏈結接軌國外

學術資源合作交流，並與

學校發展相結合；團隊成

員，應包括校內副教授職

級以下成員或博士後研究

人員，另學者應善用其國

際學術網絡資源，協助任

職學校國際化，推動國際

交流合作(包括國際師生交

換、跨國合作研究、雙聯

學制等)，並協助本計畫海

外廣宣活動，搭建延攬國

際學術人才之橋樑；所需

經費及資源，應由服務學

校給予支持。

無限制

法定薪資待

遇

提供不低於國立大學教師同職級之法定薪資待遇，包括

本俸、學術研究加給及主管加給。

支持性措施 提供教學或研究所需經費與設備、行政或教學研究助理

人事費、教師與其親屬機票、住宿與搬遷費、子女教育

協助事項等；前述措施所需經費，學校得自籌經費及運

用其他政府部門補助經費方式籌措；相關支用基準，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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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規定或政府部門補助經費之規定辦理。

聘任期限與

公告

學校應於次一學年度八月一日前完成聘任程序；超過期

限者，視為自動放棄。確定聘任之學者，本部將公告名

單於本計畫網頁。

五、符合第二點資格之學校，得向本部申請經費補助；其申請作業如下：

（一）名額分配方式：

1.獲得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落實教學創新、發展學校特

 色及提升高教公共性、推動大學社會實踐基地、公共性檢核）

 補助款達五千萬元以上之學校，依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研究中

 心之各領域及經費比重，按級距核給學校申請單位額度；其餘

 學校依本部政策需要每年專案核給學校申請單位額度。

2.前述單位額度計算方式，玉山學者為一個單位、玉山青年學者

  為三分之一個單位。

3.當年度未申請者，視同學校放棄申請名額；申請計畫經本部審

 查不通過者，其名額將不退還學校。一百零九年以前本部核予

  各校之預核名額，學校仍得持續使用至名額用罄為止。

4.玉山（青年）學者申請續期案之名額，不列入本部當年度核予

 之申請名額計算。

（二） 審查方式：

1.計畫採隨到隨審。

2.設置審查委員會，並依領域設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理學、醫

學、工學、生命科學及農學六類科，並置各類科召集人，由該

各類科召集人推薦學者專家匿名審查。

（三）審查重點：

1. 延攬人選過去經歷表現（學術之重要貢獻、曾獲得之學術獎勵

情形、重要之學術研究成果、個人履歷及著作清單等；玉山學

者請提供近十年著作清單、玉山青年學者請提供近五年著作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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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2. 延攬人選未來研究主題與校務發展（包括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之連結及預期效益：

（１）學者研究規劃及目標。

（２） 學者研究主題內容及其與學校校務發展（包括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關聯性。

（３）研究工作之具體作法。

（４） 預期成效(預計可達到量化或質化之具體成果)。

3. 學校提供配套措施及條件(例如研究經費與設備、研究助理人

事費、住宿與搬遷費、子女教育協助事項等；前開措施所需經

費，學校可自籌經費及運用政府部門補助經費方式籌措)。如

有與企業合作提供實驗設備、共組研發團隊或挹注經費等相關

配套措施，亦請特別敘明)。

4. 提供待遇之合理性(例如學校申請本部補助非法定薪資待遇額

度之評估方式、申請補助行政及業務費額度及用途；並請學校

一併說明提供法定薪資狀況)。

5. 團隊合作建立規劃情形(聘請對象若為玉山學者，應與校內教

研人員共同組成團隊，團隊成員應包括校內副教授職級以下成

員或博士後研究人員；若為玉山青年學者，無需填寫)。

（四）審查通過標準：玉山學者之學術能量應至少達到本部「學術

獎」學術標準、玉山青年學者應達到或具有獲科技部「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學術標準或潛力；玉山學者如為具產業研發

重要貢獻者，應至少達到本部「國家產學大師獎」之基準，

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其專業技術應具「國際競爭力」，或對國家產業發展具重要

影響力。

2.其專業技術可結合學校或地方既有特殊優勢，由學校提供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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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措施，並加入產(企)業團隊合作。

六、計畫執行考核：

（一）計畫期程：玉山學者以三年為一期、玉山青年學者以五年為

一期核定補助經費，執行期滿得申請續期補助（最多以一次

為限）；另予補助行政及業務費之學者期程比照玉山（青

年）學者，且執行期滿不得申請續期補助。

（二）獲本計畫補助之玉山（青年）學者，應依下列期程繳交報告

（另予補助行政及業務費之學者比照辦理）：

1.年度績效報告：每年繳交並登錄上傳至本計畫網站。

2.期中報告：玉山學者於執行第一年期滿時繳交，玉山青年學

 者於執行滿第二年時繳交；得併同該年度績效報告繳交。

3.期末報告：玉山（青年）學者於計畫期程屆滿六個月前得併

 同續期申請書繳交；不擬申請續期之玉山（青年）學者與

 另予補助行政及業務費之學者，於計畫期程屆滿時繳交。

（三）報告審查方式：

1.年度績效報告經行政審查後於本計畫網站公開。

2.期中報告設置審查委員會，並依領域設人文藝術、社會科學、

 理學、醫學、工學、生命科學及農學六類科，並置各類科

 召集人及委員審查。

3.期末報告併同續期申請書由本部送請各類科召集人及專家學

 者審查；不擬申請續期之玉山（青年）學者與另予補助行

 政及業務費之學者則比照年度績效報告辦理。

4.審查重點為學者之研究、教學與服務表現，以及學校申請計

 畫原定目標暨支持機制執行成效。

（四）報告審查結果：

1.期中報告：針對成效未達預期之玉山（青年）學者案件，附

 具審查意見請學校配合改善，改善情形將併入期末報告暨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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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申請書審查項目，並作為本部後續分配該校申請名額之參

 考。針對另予補助行政及業務費之學者，本部據以調整剩餘

 期程補助額度。

2.期末報告：針對玉山（青年）學者併同續期申請書案件，作

為本部下期經費核定之參考依據，本部於聘期屆滿三個月前

據以核定；針對未申請續期或另予補助行政及業務費之學者

案件，則作為本部後續分配該校申請名額之參考。

七、其他事項：

（一）學校依第五點規定應配合事項，得另訂校內規章。

（二）經費撥付、支用及結報，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及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辦理。

（三）獲本計畫補助之學者之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應依專科以上學

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四）獲本計畫補助之學者於審查通過後至聘任期間，涉性別平等

案件或其他違反法令行為者，本部得視其情事停止撥付補助

經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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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魏妤戎

電話：(02)7736-6713

電子信箱：bebetter@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27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五)字第1112200453R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111年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申請案，請依說明事項辦

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11年1月21日臺教高(五)字第1112200096號令修

正發布之「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實施作

業要點」辦理。

二、111年度貴校核定之申請名額共計1/3個單位。

三、本案計畫申請請依下列說明辦理：

(一)備文申請：請於111年4月15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函報本

部，並副知「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二)書面資料：申請清冊1份、書面計畫申請書(中文版)1式

10份、電子檔(中、英文版)光碟1份，請寄送上開基金會

(應於111年4月15日下午5時前送達，地址為：106臺北市

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9號7樓)。

四、計畫申請聯繫窗口：林庭伃小姐，電話: (02)7755-7286，

電子信箱： tingyu@heeact.edu.tw。

五、上開計畫申請所需資料，請至本計畫系統下載填寫並列印

檔　　號:
保存年限:

2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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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網址：https://yushan.moe.gov.tw/TopTalent/)，並至

網頁登錄職缺需求，後續經核定後，亦請不定期更新起聘

日期、經費額度，每年上傳年度績效報告，並依規定繳交

期中報告(玉山學者第1年執行期滿繳交、玉山青年學者執

行第2年執行期滿繳交)及期末績效報告等，相關表件亦請

逕至上開系統下載。

六、各校於提送計畫申請案時，除衡酌學者之學術專業、優先

選送年輕優秀學者外，亦請注意性別平等及女性學者之比

率。未來學者於審查通過後至聘任期間，如涉性別平等案

件或其他違反法令行為，本部得視其情事廢止其資格，並

停止撥付補助經費。

正本：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副本：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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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申請書 

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申請書 

（標題擇一） 

學者姓名： 

申請學校： 

學門領域：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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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申請書/ 

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申請書（擇一） 

學者姓名 

申請學校名稱 ○○學校

申請學門領域(限勾選 1項) 
□人文與藝術 □社會科學

□理學 □醫學

□工學 □生命科學及農學

申請補助金額 

教育部每年補助外加薪資  元 

教育部每年補助行政支援費  元 

補助總額  元（共 3 年/ 5 年） 
(短期交流者請依在校服務時間之比例填寫金額)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玉山（青年）學者 

聘任規劃 

服務單位： 

職    稱： 

起聘日期： 

計畫聯絡人 

單位： 

職稱及姓名： 

聯絡電話： 

傳    真： 

電子信箱： 

業
務
承
辦
人

簽
章

單

位

主

管

簽
章

校

長

簽

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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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壹、 擬聘學者資料

中文 

姓名 
出生年月

日（西

元） 

   年   月  日 

照片 

英文 

姓名 

性別 □男 □女 國籍 

聯絡 

方式 

電話：   傳真（可選填）： 

行動電話（可選填）：     電子信箱： 

現職服

務機構 

職

稱 

申請類

別及條

件 

□玉山學者

□編制內專任教師

□編制外專案教師

（年齡需滿 65 歲）

□短期交流

預計每年在校服務時間

個月（至少 3 個月） 

□ 曾於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任職 10

年以上，具國際學術聲譽或具掌握

達國際領先水準之核心技術，並有

領導學術研究團隊之經驗。

□ 曾獲諾貝爾獎、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或相當等級之獎

項。

□ 近 5 年之學術貢獻於所屬領域表現

卓越。

□ 曾於國際知名公司任職 10 年以上，

具國際學術聲譽或具掌握達國際領

先水準之核心技術，並有領導學術

或產業研究團隊之經驗。

□ 近 5 年之產業貢獻於所屬領域表現

卓越。

□玉山青年學者

□編制內專任教師

□年齡 45 歲以下

□最高學歷畢業 10 年內以計

畫申請截止日計算（取得最

高學歷日期： 年 月 日）

□曾於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任職 5

年以上，並具有發展潛力。

□ 曾於國際知名公司任職 5 年以上，並

具有發展潛力。

□ 有執行重大研究計畫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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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5 年之學術貢獻於所屬領域表現

優異。

如未獲通過，學校是否同意仍以自籌經費聘任： 

□是 (學校仍聘任並給予彈性薪資者，將另審查是否核予行政支援費)

□否

是否有

不符規

定情形 

1. 學校提供不低於國立大學教師同職級之法定薪資待遇（包含本俸、學

術研究加給、主管加給等）

□是 □否（未符規定）

2. 學校至遲於 112 年 8 月 1 日（含）前起聘

□是（預定於   年   月   日起聘） □否

3. □已於____年____月____日聘任

聘任方式：________________（例如：編制內專任教師）

學術 

專長 

學歷 

（至多

5 筆） 

校名/系科別 教育程度 畢業時間 

經歷 

（至多

10 筆，

含現

職） 

服務機關 職稱 任職年月 

（學經歷欄位可自行增列） 

貳、 審查項目

一、 延攬人選過去學經歷表現（學術重要貢獻、曾獲得之學術獎勵情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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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學術研究成果等）： 

（一）個人履歷/CV

（二）玉山學者請提供近 10 年著作清單、玉山青年學者請提供近 5 年著作

清單

（三）其他傑出表現（可選填）

二、 延攬人選未來研究主題與校務發展（如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連結及預

期效益 

（一）學者研究規劃及目標

（二）學者研究主題內容及其與學校校務發展關聯性，並詳述與其關聯性

□校務發展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名稱：   ）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名稱：  ） 

□產學合作計畫（計畫名稱：  ）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計畫名稱：  ） 

□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計畫名稱：  ） 

□其他：

（三）研究工作之具體做法

（四）預期成效（預計可達到量化或質化之具體成果）

1. 預計期中達成之成效/進度（玉山學者於執行第 1 年期滿繳交、

玉山青年學者於執行第 2 年期滿繳交）：

2. 預計期末（3 年/5 年）完成之成效：

三、 學校提供配套措施及條件（應提供完善之行政支持系統，例如研究經費

與設備、研究助理人事費、住宿與搬遷費、子女教育協助事項等；前開

措施所需經費，學校可自籌經費及運用政府部門補助經費方式籌措。如

有與企業合作提供實驗設備、共組研發團隊或挹注經費等相關配套措

施，亦請特別敘明）。 

四、 提供待遇之合理性（例如學校申請本部補助非法定薪資待遇額度之評估

方式、申請補助行政及業務費額度及用途；並請學校一併說明提供法定

薪資狀況） 

五、 團隊合作建立規劃情形（聘請對象若為玉山學者，應與校內教研人員共

同組成團隊，團隊成員應包括校內副教授職級以下成員或博士後研究人

員；應鏈結接軌國外學術資源合作交流，並與學校發展相結合，且善用

其國際學術網絡資源，協助任職學校國際化，推動國際交流合作，包括

國際師生交換、跨國合作研究、雙聯學制等，若為玉山青年學者，無需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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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經費規劃 

一、 教育部補助專任玉山（青年）學者經費（單位：元） 

年度 外加薪資/年 行政支援費/年 總計(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玉山青
年學者需填列） 

第五年（玉山青
年學者需填列） 

合計（元） 

備註： 
1. 此表請填列教育部補助款。
2. 玉山學者補助非法定薪資核給期間為 3 年，玉山青年學者補助非法定薪資核給期間為 5

年；請依學者之類型分別填寫經費規劃。

（與上表擇一填寫）教育部補助短期交流玉山學者經費（單位：元） 

年度 
預計在校

服務時間 
外加薪資 行政支援費 小計（元） 

第一年 例：3 個月 
例：4,000,000 

（1,000,000） 

例：1,500,000 

（375,000） 

例：5,500,000 

（1,375,000） 

第二年 

第三年 

合計（元） 

備註：請填寫年薪，並備註依比例計算後之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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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支持費用（單位：元） 

年度 學校提供法定薪資 
學校提供之其他支

持措施或經費 
小計（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玉山青
年學者需填列） 

第五年（玉山青
年學者需填列） 

合計（元） 

肆、 其他應檢附文件

一、 請檢附聘任學者申請須知（如附件）及願任同意書：同意書內容應包含

聘任學校、服務單位、職稱、起聘日期及同意學校申請玉山（青年）學

者經費補助等，並需請當事人親自簽名（請與計畫書裝訂成同一冊）。經

本部審核獲通過者，後續尚需再提供國外原就職單位/大學之同意書。 

二、 學術成果或業界貢獻（書面資料請與計畫書裝訂成同一冊）： 

(一) 玉山學者：請提供最近 5 年專門著作代表作全文 5 篇

(二) 玉山青年學者：請提供專門著作代表作全文至多 5 篇。

(三) 具產業重要貢獻之玉山學者：請提供專門著作代表作全文或業界重要

貢獻成果至多 5 篇。

三、 推薦信函：聘任學者若屬玉山青年學者，應檢附推薦信 2 封（請將推薦

信與計畫書裝訂成同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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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 
申請須知 

 

 

□本人同意______（聘任學校）_______代為申請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

一、 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規定執行計畫。 

二、 計畫經審核通過並撥付補助款後，核定名單將公告於本計畫網頁。 

三、 遵守本計畫考核機制，依上開要點規定繳交年度績效報告（將於網站公

開）、期中報告及期末報告。 

四、 若為玉山學者，應與校內教研人員共同組成研究團隊（團隊成員應包括校內

副教授職級以下成員或博士後研究人員），並鏈結國際學術網絡資源，協助

任職學校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等。 

特立此同意書，以茲聲明 

□本人明瞭玉山學者/玉山青年學者需經教育部審核程序通過後方能獲得補助。

申請人：  

中 華 民 國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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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Education 

Yushan Fellow Program Application 

Yushan Young Fellow Program 

Application  

(Please Select a Title for the Application) 

Candidate: 

The Host University: 

Academic Field: 

Dat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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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Education  

Yushan Fellow Program Application  

Yushan Young Fellow Program Application 

(Please choose one title) 

Name of the Yushan 

Fellow Candidate 

The Host University OO  University 

Academic Field  

(Please only choose one) 

□Humanities and Arts □Social Science

□Science □Medicine

□Engineering □Life Sciences and

Agriculture 

Estimated Funding from 

MOE:  

The annual supportive benefits: 

The annual administrative support grant: 

The total funding (for three years/ for five years):  

(Please fill in the sum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al service 

duration for short-term exchange scholars.) 

Funding Period From to 

(day/month/year)   (day/month/year) 

Yushan (Young) Fellow 

Appointment Plan 

Colleges & Departments: 

Position: 

Appointment Start Date: 

Project Contact Person 

Colleges & Departments: 
Name and Position: 

Phone: 

Fax: 

Email address: 

Signature/Seal imprint 

Person Handling 

Application 

Signature/Seal imprint 

Head of University Unit 

Signature/Seal imprint 
University President 

Dat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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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tails of Fellow the University Proposes to Appoint

Chinese 

Name 
Date of Birth (day/month/year) 

Photo 

Name as 

Shown on 

Passport 
Nationality 

Gender 
□ Male

□ Female

Contact 

Details 

Telephone:  Fax (optional): 

Mobile (optional): Email: 

Current 

Employment Position 

Proposed 

Appointment 

and 

Category 

□ Yushan Fellow 

□ Has worked at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 for at least ten years, and has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putation or cutting-edge

international expertise in core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leading an academic research team.

□ Has won a Nobel Prize, is a fellow of a national level

academy, is a fellow of a primary internationa l

association, or has received equivalent recognition.

□ Has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in their area of

academic expertise in the last five years.

□ A full-time member

of teaching staff

staffing;

□ A full-time member

of teaching staff,

additional to staffing

(must be at least 65

years old)

□ Short-term exchange

member of teaching

staff who is planning

to work for

months each year (at

least 3 months)

□ Has worked at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company for at least ten years and has an internationa l

academic reputation or cutting-edge internationa l

expertise in core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leading an

industrial research team.

□ Has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in their area of

industrial expertise in the las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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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shan Young Fellow

□ A full-time member

of teaching staff

staffing complement.

□ Less than 45 years old

□ The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within 10 years

of  the project

submission date (The

date of receiving the

highest education

degree:

day/month/year)

□ Has worked at a first-rat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and has development

potential.

□ Has worked at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company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and has development potential.

□ Has experience conducting key research projects.

□ Has made an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 in their area of

academic expertise in the last five years.

If the application is unsuccessful,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recruit this scholar with 

flexible wages and apply for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 Yes

□ No

Potential 

Ineligibility 

Conditions 

1. The university will provide salary and benefits of at least the statutory amount for

a position equivalent to those for a teacher at a national university (covering basic

salary, research allowance, and supervisory position allowance).

□ Yes □ No (If so, the scholar does not satisfy the criteria.)

2. The university will appoint the scholar no later than August 1st, 2023.

□ Yes (Planned start date: day/month/year ) □ No

3. □ The scholar has started the appointment on date: 

The appointment category:

(For example, a full-time member of teaching staff staffing)

Expertise in 

the 

Academic 

Field 

(Brief 

description) 

Education 
(List 5 at 

most) 

University & Department / Major Education Level 
Date of 

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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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Experience 

(List 10 at 

most, 

including 

current 

position) 

Employer Position 
Period   

(Give month & year) 

(When listing education and work experience, add additional rows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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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view Items

(1)  Past experience & achievements of the scholar the university proposes to appoint

(significant academic contribution(s), details of academic awards received, critical academic

research findings and so on): 

1. Personal resume/ curriculum vitae.

2. The Yushan Fellows please proved the list of the publications and academic works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Yushan Young Fellows, please offer the list of past 5-years publications

and academic outcomes.

3. Othe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ptional).

(2)  Relevance of the proposed appointee's future research topic(s) to the university's

development and anticipated benefits (for example,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1. The scholar's research plans and associated goal(s).

2. Details of the scholar's research topic(s) and how their research is related to the

university's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 with the following projects will be needed to

describe in detail.

□ Th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roject

□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including The Featured Areas Research Centre

Program, the title of the project: ) 

□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The title of the project: ) 

□ Industry-Academia Research Project (The title of the project:    ) 

□ The Program o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The title of the

project: ) 

□ MOST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jects (The title of the project: ) 

□ Others:

3. The scholars' specific approaches to their research work

4. Anticipated benefits (Expected tangible quantitative or qualitative results)

(1)The expected progress/outcome (The Yushan Fellow should hand in this report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 The Yushan Young Fellow should submit this report by the end of the

second year.):

(2)The expected outcome by the end of project completion (3/ 5 years): 

(3) Package of supportive measures and arrangements the university will provide  (The host

university should offer sophisticate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Such as research funding and

facilities, research assistant personnel expenses, accommodation & moving expenses, and

assistance with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may raise the funding required for its

package of supportive measures independently and/or use funding subsidies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Please specify if you cooperate with any enterprise, such as sharing experimenta l

equipment, forming joint R & D teams or injecting funds, etc.)

(4)  Reasonableness of providing the salary and benefits (For example, detail the method used

by the university to evaluate the amount of the subsidy it is applying to the MOE for to fund the

additional salary above the statutory salary and benefits; and the amount of the subsid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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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is applying for to fund administrative and operating expenses, and how the funds will 

be used. The university is requested to submit details of the statutory salary it will provide and 

the other information.)  

(5)  Planning to Collaboratively Establish a Team (If the proposal is to appoint a Yushan Fellow,

the appointee must form a team with the university's teaching and research staff members. The

team must include one or more university staff members at or below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or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 This research team should aim to cooperate and exchange foreign

academic resources, which should be linked to the university's development. It's suggested to

make good use of these global academic network resources to assis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cooperations, includ 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change activity between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dual degree programs and so on. This request does not need details to be given

if the proposal is to appoint a Yushan Young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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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unding Plan 

(1) The Estimated Funding from MOE for the Yushan (Young) Fellow (Unit： NTD) 

Year 

Annual Salary 

(additional to   

statutory salary) 

The annual support 

administrative 

expense 

Subtotal 

(Unit： NTD)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 for Yushan Young 

Fellow 
   

Year 5 

- for Yushan Young 

Fellow 
   

Total  

(Unit： NTD) 
   

Note: 

1. Please fill in the MOE subsidy. 

2. Yushan Fellows will receive an approved additional salary and the statutory salary for three years. Yushan 

Young Fellows will receive an agreed additional salary and the statutory salary for five years. Please fill in the 

funding plan above by the scholar's category. 

(Please choose this form or the above form to fill in) The Estimated Funding from MOE for the 

short-term exchange Yushan Fellow (Unit： NTD) 

Year 

Expected 

duration 

Salary 

(Additional to   

statutory salary) 

The administrative 

support expense 

Subtotal 

(Unit： 

NTD) 

Year 1  

For example: 

3 months For example: 

4,000,000 

(1,000,000) 

For example: 

1,500,000 

(375,000) 

For 

example: 

5,500,000 

(1,375,000) 

Year 2     

Year 3     

Total  

(Unit： NTD) 
   

Note: Please fill in the annual salary for the candidate, and note the amount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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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supportive expense from the university (Unit： NTD)

Year 

The statutory salary 

from the host 

university 

Other supportive 

measures or expenses 

from the host 

university 

Subtotal 

(Unit： NTD)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 for Yushan Young Fellows

Year 5 

- for Yushan Young Fellows

Total  

(Unit： NTD) 

4. Other Required Documents

(1) Please attach the application guidelines of scholars (see Appendix ) and the consent form from

the scholar express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be appointed: the consent form must include the

university offering the appointment, the university unit where the scholar will work, the

position, and the appointment start date, and give consent for the university to apply for Yushan

(Young) Fellow funding. The scholar involved must be asked to sign the letter of agreement

in person. (Consent form and application shall bind into one volume). In addition, applicants

who pass the examination of this department shall provide the consent form of the origina l

foreign employment unit/university.

(2) Academic outputs (Collection of papers and application bind in the same volume):

a. Yushan Fellows: please provide five academic papers (full text) by the scholars to be

appointed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within the last five years and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ir field or research.

b. Yushan Young Fellows: please provide 'no more' than five academic outputs (full text).

c. Yushan Fellows who hav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their area of industrial expertise,

please provide 'no more' than five academic outputs (full text) or statements of important

contribution/ achievement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

(3) Recommendation letters: Please attach two recommendation letters if the scholar is appointed

as a Yushan Young Fellow (In the same volume of appli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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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Yushan Fellow Program 

Application Guidelines  

□ I,_________________(name), hereby agree to ________________ ( the host university) apply

for the Yushan Fellow Program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my behalf: 

1. The project will be conduct and subsidiz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Yushan Fellow Program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 When the project has been approved and granted the subsidy, the applicant’s

appointment will be confirmed and the list will also be announced on the Yushan Fellow

Program website.

3. Applicant must comply with the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the project, and submit the

annual performance report (will be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also the mid-term report

and the final report will be followed the same.above-mentioned key points.

4. As a Yushan Fellow/ Yushan Young Fellow, the scholar must form a team with the

university's staff member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team must include one or more

staff members from university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r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

This research team should aim to cooperate and exchange foreign academic resources,

also assist the host university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This consent form is now declared that 

□ I understand that Yushan Fellow/Yushan Young Fellow need to be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fore receiving subsidies.

Applicant：  

 Date: (day/month/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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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申請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願任同意書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起聘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同意申請玉山青年

學者計畫 
□是

同意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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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andidate Agreement to Apply for Yushan Young 

Scholar Program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Name 

Position 

Funding Period From To 
(day/month/year) (day/month/year) 

Agree to apply for 
Yushan Young 
Scholar Program  

□Yes

Candidate Signatur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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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玉山青年學者」 申請清冊 

系所名稱（含學位學程）： 

編號 姓名 
最高學歷取得時

間(西元) 

學術領域 

(僅限勾選一項) 
學術專長 

現職單位

／職稱 

學術表現 

(著作、獎項、榮譽、貢獻或

研究成果…等) 

預計 

起聘日期 
學院推薦 

1 

  ________年 

  ________月 

  ________日 

□人文與藝術

□社會科學

□理學

□醫學

□工學

□生命科學及農學

□無

□有

推薦序：

2 

  ________年 

  ________月 

  ________日 

□人文與藝術

□社會科學

□理學

□醫學

□工學

□生命科學及農學

□無

□有

推薦序：

(若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核章 院長核章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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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編號：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報告案 

案由
為落實本校健康樂活永續校園之校務發展目標，研擬精進本校募款策略

一案，提會報告。

說明

一、查本校為鼓勵和感謝各界對本校熱心捐贈，挹注校務基金，以充實

教學與研究設備，提供更完善之教育環境，於 99 年 4 月 28 日經第

57 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本校酬謝捐贈辦法」(如附件 1)，並實施

迄今。其中為酬謝具捐贈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之熱心人士，得提供

教室、新建築物樓層、新建大樓(館)之「命名」以誌紀念。基此，上

開酬謝捐贈熱心人士之方式，主要係採捐贈者需先具捐款達一定金

額條件後，方能給予「命名」以誌紀念。

二、復查現行實務大額募款之方式，主要為先設定一特定目標及其所需

金額後，再向各界籌募捐款據以達標。且查大學法前於 94 年 12 月

28 日修正時，即將第 15 條原明定「校務會議為校務最高決策會議」

之規定刪除，改於第 8 條新增明定「校長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

表大學」之規定(如附件 2)。基此，校長為應校務發展順遂，就校外

募款策略採用方式允宜有較大彈性空間，俾能順利推展及落實其校

務發展目標之一：「健康樂活永續校園」。

三、另查被譽為 LED 界護國神山的億光電子公司，董事長葉寅夫先生是

本校傑出校友國內外知名聲樂家簡文秀教授的夫婿。葉寅夫董事長

與簡文秀教授鶼鰈情深，長年攜手同心獻身公益。葉董事長對於簡

教授感念母校栽培的回饋心意，更是全力支持，不僅支持簡教授長

期回饋母校各項資源與捐款，葉寅夫董事長本身也捐贈本校價值約

達 500 萬元的 LED 燈具、多面全彩 LED 顯示屏及 UV 空氣清淨機，

協助本校推動節能減碳，提升室內空氣品質，除了保障全體教職員

工生健康外，也促進本校永續發展指標永續環境之達成；對於本校

男子排球隊榮獲創校百年首冠，更再加碼每年贊助 60 萬元，鼓勵排

球隊再創佳績。葉董事長近期將再捐贈 2 面全彩 LED 顯示屏，設置

於本校體育館大門及桌球室門口。葉寅夫董事長重視環保永續，他

所經營的億光電子公司除以建置綠色供應鏈、製造高品質產品、提

供有效服務，滿足消費者需求外，也致力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期透

過企業公民擔當，提升國家經濟貢獻，改善員工、社區、社會之生

活品質，並擁有健康的身心。其中，對於提倡健康樂活，帶動運動

風氣，更是身體力行。位於大同科技園區的億光總部，每天早上都

由葉董事長帶領全體員工做晨操，有時他也帶著員工及朋友慢跑或

參加馬拉松競賽，希望藉由種種方式，鼓勵員工及朋友養成運動的

-40-



習慣。為了分享運動的好處，葉董事長更於公司建置設備完善的健

身房及多功能活動室，提供員工運動使用。

四、本校陳校長自 109 年 8 月 1 日上任後，為因應外在環境變遷，積極

進行創新轉型發展，並以學生未來發展為導向，希望培育具就業創

業能力並善盡公民社會責任的學生。各界企業賢達公益人士及校友，

在獲悉本校經費需求後，均熱烈響應，一年以來，經採多元募款方

式，雖已募得近 4 千萬元挹注本校校務基金，然而，本校各項改善

與精進計畫已全面啟動，相關執行工作均需龐大的經費及資源，在

高教資源有限的情形下，仍需各方持續資助，使我們創新改革的前

進動力源源不絕，不致後續無以為繼。是以，強化並精進本校募款

策略乃當務之急。

五、承上，陳校長為維護並促進本校教職員工生身心健康，積極致力於

提倡健康樂活，並將「健康樂活永續校園」列入本校辦學理念願景

之校務發展目標重點。又葉寅夫董事長提倡運動風氣、鼓勵員工及

朋友培養運動習慣，與本校理念相同，且葉董事長除捐贈本校總價

值超過 500 萬元之相關設備外，自 111 年起更贊助本校排球隊每年

60 萬元。爰經參酌前開相關規定，特規劃將桌球室及體育館分別另

外賦予「億光桌球室」及「億光健康樂活館」之對外銜稱，盼能帶

動更多社會賢達及公益人士共襄盛舉，挹注資金支持，更盼葉寅夫

董事長的仁風義舉持續澤被國北教大，支持本校創新永續發展。本

案並已於 111 年 2 月 17 日簽奉校長核定。 

主席

裁示

報告單位：秘書室

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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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941228修正公布)第 8條、第 15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941228修正公布條文 

(非現行規定) 

920206修正公布條文 

(非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第八條 (正副校長之設置

及職掌) 

  大學置校長一人，綜

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

對外代表大學；並得置副

校長，襄助校長推動校務，

由校長聘任之，其人數、聘

期及資格，由各大學組織

規程定之。 

  校長之資格，依有關

法律之規定，並得由外國

人擔任之，不受國籍法、私

立學校法及就業服務法有

關國籍及就業規定之限

制。 

第六條 (校長之設置與遴選) 

  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

務。 

  大學校長之產生，應由各校

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

國立者，由各大學報請教育部組

織遴選委員會擇聘之，其餘公立

者，由各該主管政府層報教育部

組織遴選委員會擇聘之；私立

者，由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

選，經董事會圈選，報請教育部

核准聘任之。 

  前項之大學遴選委員會成

員包括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

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

數二分之一。大學遴選委員會之

組織、運作之方式有關校長之任

期、去職方式均由各大學組織規

程訂定之，教育部遴選委員會之

組織及運作方式由教育部訂定

之。 

  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

規定。   

第七條 (校長之聘任) 

  新設立之大學校長，國立

者，由教育部組織遴選委員會直

接選聘；其餘公立者，由該主管

政府遴選二至三人層報教育部

組織遴選委員會擇聘之；私立

者，由董事會遴選報請教育部核

准聘任之。  

第九條 (副校長之設置與聘任) 

  大學得依其規模置副校長

一人或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

務，並推動學術研究，採任期制，

由校長循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

程序，遴選教授報請教育部備案

一、條次變更。 

二、將原條文第六條第一項與

第九條合併，增列「負校

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大

學」等文字，以釐明校長

在學校之權責與地位。而

副校長人數丶聘期與資

格，則賦予各大學自治。 

三、原條文第六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有關國立、公立及私

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方式，

另列第九條，以資區別。 

四、原條文第六條第四項，移

列本條第二項，並增列得

由外國人擔任之，不受國

籍法、私立學校法及就業

服務法有關國籍及就業規

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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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聘兼之。 

第十五條 (校務會議之設

置) 

  大學設校務會議，議

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

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與

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

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

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人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

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

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

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其餘出、列席人員之產生

方式及比例，由各大學組

織規程定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

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

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

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

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

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

項；其名稱、任務及組成方

式，由各大學組織規程定

之。  

第十三條 (校務會議之設置) 

  大學設校務會議，為校務最

高決策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

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

學術與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

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

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

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

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教師

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

分之二為原則，其餘出、列席人

員之產生方式及比例，由各大學

組織規程規定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

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

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

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

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

議交議事項；其名稱、任務及組

成方式，由各大學組織規程規定

之。 

一、原條文第十三條條次變更

為本條。 

二、第一項刪除校務會議「為

校務最高決策會議」等文

字，俾釐清校長與校務會

議之權責。  

三、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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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提案 

案由 為修正本校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鼓勵安排學生海外實地學習，增進學生國際移動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次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依據 110 年 12 月 14 日本校第 47 次校務會議決議，配合修正第

三點、第四點、第七點、第八點、及第九點有關「師資培育處」

單位名稱之條文內容。  
(二)配合學務處生輔組刪除第五點有關「補助本校弱勢學生課程獎勵

金」條文內容，俾符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學習獎勵之精神及經

費之調配。 
(三)依據 108 年 3 月 15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決議，本要點經費係覈實報銷，提經行政會議通過即可，免

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110 年 7 月 15 日教育部臺教高

(二)字第 1100081325 號函，有關要點通過後施行之條文內容，

應避免使用「經校長核定」等文字，爰修正第十一點條文內

容。 
三、本草案業經111年2月14日111年2月份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四、檢附相關資料供參： 

(一)附件 1：本校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二)附件 2：本校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 
(三)附件 3：本校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申請表 (修正草案)。 
(四)附件 4：本校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現行條文)。 
(五)附件 5：學務處生輔組簽文資料。 
(六)附件 6：本校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記錄(提案

4 照案通過)。 

辦法 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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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補助對象： 

(一)本校各系(所)、師資培

育處、學位學程開設之

專門課程，內含海外實

地學習計畫者（在職專

班除外）。 
(二)該課程之海外實地學習

期間依課程計畫辦理。 

三、補助對象： 
(一)本校各系(所)、師資培育

暨就業輔導中心、學位

學程開設之專門課程，

內含海外實地學習計畫

者（在職專班除外）。 
(二)該課程之海外實地學習

期間依課程計畫辦理。 

依據110年12月
14日本校第47次
校務會議決議，

配合修正單位名

稱。 

四、補助原則： 
(一)以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

助經費為原則，若已獲

校外單位全額或教育

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

者，不予補助。 
(二)每系（所）、師資培育

處、學位學程每學年經

系(所、學位學程)務會

議 、師資培育處會議

通過之單一課程或跨

課程以 1 案補助為限，

但同一學院內得經系

所相互同意調整及學

位學程由教務處協調

調整以一次為限。每案

補助學生至多 40 人且

補助金額以一百萬元

為上限。 
(三)海外實地學習課程：授

課教師應自行安排及

帶隊前往海外實地學

習場域，並與申請課程

所訂之學習目標相關。 
海外實習課程：需事先

排妥海外實習機構之

四、補助原則： 
(一)以先向校外單位申請

補助經費為原則，若

已獲校外單位全額或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

補助者，不予補助。 
(二)每系（所）、師資培育

暨就業輔導中心、學

位學程每學年經系

(所、學位學程)務會

議、中心會議通過之

單一課程或跨課程以

1 案補助為限，但同一

學院內得經系所相互

同意調整及學位學程

由教務處協調調整以

一次為限。每案補助

學生至多 40 人且補助

金額以一百萬元為上

限。 
(三)海外實地學習課程：授

課教師應自行安排及

帶隊前往海外實地學

習場域，並與申請課

程所訂之學習目標相

關。 

依據110年12月
14日本校第47次
校務會議決議，

配合修正單位名

稱。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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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業界實習輔導教師，並

與申請課程所訂之學

習目標相關。 
(四)授課老師前往亞洲地

區補助 2 萬元、前往

大洋洲地區補助 4
萬元，前往美洲、歐

洲、非洲地區補助 5
萬元。選課並實際出

國學生人數 15 人以

上者，得增加補助一

名教師，但教師最多

以補助二人為限。 
   核銷時，依國外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辦理，不得重複

支領。 

海外實習課程：需事

先排妥海外實習機構

之業界實習輔導教

師，並與申請課程所

訂之學習目標相關。 
(七)授課老師前往亞洲地

區補助 2 萬元、前往

大洋洲地區補助 4 萬

元，前往美洲、歐洲、

非洲地區補助 5 萬

元。選課並實際出國

學生人數 15 人以上

者，得增加補助一名

教師，但教師最多以

補助二人為限。 
 
核銷時，依國外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辦理，不得重複

支領。 
五、學生補助額度： 

          (一)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

助新臺幣 15,000 元。 
   (二)大洋洲地區-每人至多

補助新臺幣 22,500 元。 
         (三)美洲、歐洲、非洲地區-

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37,500 元。 
本校學生依社會救助法經

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為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家庭

成員者，補助額度為上開額

度 2 倍計算。 

五、學生補助額度： 
          (一)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

助新臺幣 15,000 元。 
          (二)大洋洲地區-每人至多

補助新臺幣 22,500
元。 

          (三)美洲、歐洲、非洲地區

-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37,500 元。 
本校學生依社會救助法經

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為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家庭

成員者，補助額度為上開

額度 2 倍計算。 
依本校弱勢學生學習及就

業輔導機制實施要點，經學

務處生輔組查核確認且活

配合學務處生輔

組刪除第五點有

關「補助本校弱

勢學生課程獎勵

金」條文內容，

俾符合教育部高

教深耕計畫學習

獎勵之精神及經

費之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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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動心得成果報告經帶隊老

師或業界實習輔導教師評

定優良者，比照補助額度核

給獎勵金，另家庭年收入所

得未達 70 萬元者，獎勵額

度為上開額度 1.5 倍計算。

本獎勵金與補助金額不得

重複支領，並由教育部高教

深耕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七、申請文件： 

     (一)補助申請表 
     (二)授課老師及參與學生名

單 
     (三)課程大綱 
     (四)系(所、學位學程)務會

議、師資培育處會議

紀錄 
     (五)海外實地學習計畫書(含 

海外實地學習單位或機 
構簡介及邀請函或同意 
函) 

     (六)海外實習課程另需提供 
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本校 
選送學生赴該實習機構 
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 
書影本。 

七、申請文件： 
     (一)補助申請表 
     (二)授課老師及參與學生

名單 
     (三)課程大綱 
     (四)系(所、學位學程)務會

議、中心會議紀錄 
      
     (五)海外實地學習計畫書(含

海外實地學習單位或機

構簡介及邀請函 
         或同意函) 

    (六)海外實習課程另需提 
供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本

校選送學生赴該實習機

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

約書影本。 

依據110年12月
14日本校第47次
校務會議決議，

配合修正單位名

稱。 

八、申請期程：請於課程計畫出

發前二個月前為原則，備齊

第七點所規定文件，向所屬

系（所）、師資培育處、學

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經

簽核後，送至研究發展處國

際事務組（以下簡稱「研發

處國際組」）辦理。 

八、申請期程：請於課程計畫出

發前二個月前為原則，備

齊第七點所規定文件，向

所屬系（所）、師培中心、

學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

請，經簽核後，送至研究發

展處國際事務組（以下簡

稱「研發處國際組」）辦理。 

依據110年12月
14日本校第47次
校務會議決議，

配合修正單位名

稱。 

九、受本要點補助之系（所）、

師資培育處、學位學程應於

九、受本要點補助之系（所）、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依據110年12月
14日本校第4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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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返國後一個月內，檢附活動

心得成果報告和活動相片

（電子檔）及相關單據，送

研發處國際組辦理經費核

銷。 

學位學程應於返國後一個

月內，檢附活動心得成果報

告和活動相片（電子檔）及

相關單據，送研發處國際組

辦理經費核銷。 

校務會議決議，

配合修正單位名

稱。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1. 依本校107學
年度第4次校

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決議

辦理。 
2. 依 110 年 7 月

15日教育部

臺教高(二)字
第

1100081325
號函，有關要

點通過後施

行之條文內

容，應避免使

用「經校長核

定」等文字，

以避免學校

主管不予核

定院系務會

議、教務會議

等依合議制

精神審議通

過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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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修正通過) 

103.1.22 經本校第 10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3.5.28 經本校第 10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1.28 經本校第 11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3.25 經本校第 11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4.29 經本校第 11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9.30 經本校第 12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5.12.28 經本校第 13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8.30 經本校第 14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10.25 經本校第 14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10.30 經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7.4.25 經本校第 150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7.6.27 經本校第 15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7.6.28 經本校 10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11.○.○經本校第○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安排學生海外實地學習，增進學

生國際移動力，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兩類課程如下:  

(一)海外實地學習課程包含學生赴海外學習、參訪或展演等內容。 
(二)海外實習課程，期程需達一個月以上者。 

三、補助對象： 
(一)本校各系(所)、師資培育處、學位學程開設之專門課程，內含海外實地

學習計畫者（在職專班除外）。 
(二)該課程之海外實地學習期間依課程計畫辦理。 

四、補助原則： 
(一)以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為原則，若已獲校外單位全額或教育部學

海築夢計畫補助者，不予補助。 
(二)每系（所）、師資培育處、學位學程每學年經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

師資培育處會議通過之單一課程或跨課程以 1 案補助為限，但同一學院

內得經系所相互同意調整及學位學程由教務處協調調整以一次為限。每

案補助學生至多 40 人且補助金額以一百萬元為上限。 
(三)海外實地學習課程：授課教師應自行安排及帶隊前往海外實地學習場域，

並與申請課程所訂之學習目標相關。 
海外實習課程：需事先排妥海外實習機構之業界實習輔導教師，並與申

請課程所訂之學習目標相關。 
(四)授課老師前往亞洲地區補助 2 萬元、前往大洋洲地區補助 4 萬元，前往

美洲、歐洲、非洲地區補助 5 萬元。選課並實際出國學生人數 15 人以

上者，得增加補助一名教師，但教師最多以補助二人為限。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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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時，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不得重複支領。 
五、學生補助額度： 

(一)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15,000 元。 
(二)大洋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22,500 元。 
(三)美洲、歐洲、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37,500 元。 
本校學生依社會救助法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為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者，補助額度為上開額度 2 倍計算。 
六、學生補助項目：以海外實地學習期間之生活費(支用標準參照附表)為優先，

以及簽證費、海外意外或醫療保險費、國內直接往返實地學習國家經濟艙機

票費用。 
七、申請文件： 

(一)補助申請表 
(二)授課老師及參與學生名單 
(三)課程大綱 
(四)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師資培育處會議紀錄 
(五)海外實地學習計畫書(含海外實地學習單位或機構簡介及邀請函或同意

函) 
(六)海外實習課程另需提供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本校選送學生赴該實習機構

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 
八、申請期程：請於課程計畫出發前二個月前為原則，備齊第七點所規定文件，

向所屬系（所）、師資培育處、學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經簽核後，送至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以下簡稱「研發處國際組」）辦理。 
九、受本要點補助之系（所）、師資培育處、學位學程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檢

附活動心得成果報告和活動相片（電子檔）及相關單據，送研發處國際組辦

理經費核銷。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本校校務基金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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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申請表(修正通過) 
【111.○.○版】 

編號（由研發處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課程名稱  
帶隊老師 
姓名  

系所/師培處/學
位學程 

 
 學院  

聯絡電話  E-mail  

海外學習方式 
(請勾選) 

類別(一) 海外實地學習課程:□海外學習□參訪□展演     
類別(二) 海外實習課程    :□海外實習課程 

海外學習 
計畫名稱  

海外學習 
課程名稱  

海外學習 
期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 至  月  日止 共   天 

海外學習 
地點及單位 

請勾選地點：□亞洲地區□大洋洲地區□美洲、歐洲及非洲地區 
國家：                城市：                   
單位名稱：  

出國學生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每案補助學生至多 40 人) 

申請本要點補

助額度及項目 

※本案是否包含具有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學生 □是(請檢附資料) □否 
※本案是否同時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 □是 □否 
※本案是否同時申請(獲得)校外單位補助 □是(請附經費表) □否 □申請中(請檢附資料) 
請勾選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生活費(支用標準請參照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 □簽證費 
□海外意外或醫療保險費(需依本校採購程序另簽辦理)  
□國內直接往返實地學習國家經濟艙機票費用(需依本校採購程序另簽辦理) 

申請附件 

□帶隊老師及參與學生名單(請檢附選課名單) □課程大綱  
□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師培處會議記錄 
□海外實地學習計畫書(含海外實地學習單位或機構簡介及邀請函或同意函) 
□海外實習課程-國外實習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 

系(所)/師培處/學
位學程 

帶隊教師(實習指導教師)核章 
 

承辦人核章 
 

學院審查意見 單位主管核章 學院院長核章 

以下由行政單位填寫 

研發處 總務處事務組 主計室(10 萬元以上)   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 
學生:   位 NTD$        元 

   
教師:   位 NTD$        元 

 

研發處收件日期：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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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實地學習課程獲補助教師及學生切結書 
申請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之師生，請確認下列補助規定，並簽名切結 
1. 教師需與學生在海外實地學習課程期間遵守一團一地、同進同出之規則。 
2. 教師與學生已完全了解經費使用情況以及部分補助之額度，如有超出學校補助額

度，出發前須先向學生收齊費用；學生如具有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請於申

請時即確認名單。 
3. 本補助要點主旨為鼓勵學生赴海外實地學習，學術論文發表非屬補助範圍。 
4. 海外實地學習結束後一個月內，需繳交成果報告及相關核銷資料予系(所)/師培處/學
位學程之助教辦理結案，文件不齊全或逾期者不予補助。 

5. 補助資源有限，已獲其他計畫補助金額高於本要點補助金額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補

助。 
 

姓名 簽名 

帶隊教師：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請依實際使用情況增減欄位 

 
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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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現行條文) 

 
103.1.22 經本校第 10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3.5.28 經本校第 10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1.28 經本校第 11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3.25 經本校第 11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4.29 經本校第 11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9.30 經本校第 12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5.12.28 經本校第 13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8.30 經本校第 14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10.25 經本校第 14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10.30 經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7.4.25 經本校第 150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7.6.27 經本校第 15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7.6.28 經本校 10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安排學生海外實地學習，增進學

生國際移動力，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補助兩類課程如下:  

(一)海外實地學習課程包含學生赴海外學習、參訪或展演等內容。 
(二)海外實習課程，期程需達一個月以上者。 

三、 補助對象： 
(一)本校各系(所)、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學位學程開設之專門課程，    

內含海外實地學習計畫者（在職專班除外）。 
(二)該課程之海外實地學習期間依課程計畫辦理。 

四、 補助原則： 
(一)以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為原則，若已獲校外單位全額或教育 

  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者，不予補助。 
(二)每系（所）、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學位學程每學年經系(所、學

位學程)務會議 、中心會議通過之單一課程或跨課程以 1 案補助為限，

但同一學院內得經系所相互同意調整及學位學程由教務處協調調整以

一次為限。每案補助學生至多 40 人且補助金額以一百萬元為上限。 
(三)海外實地學習課程：授課教師應自行安排及帶隊前往海外實地學習場

域，並與申請課程所訂之學習目標相關。 
海外實習課程：需事先排妥海外實習機構之業界實習輔導教師，並與

申請課程所訂之學習目標相關。 
(四)授課老師前往亞洲地區補助 2 萬元、前往大洋洲地區補助 4 萬元， 

  前往美洲、歐洲、非洲地區補助 5 萬元。選課並實際出國學生人數 
  15 人以上者，得增加補助一名教師，但教師最多以補助二人為限。 
  核銷時，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不得重複支領。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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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補助額度： 
          (一)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15,000 元。 
          (二)大洋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22,500 元。 
          (三)美洲、歐洲、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37,500 元。 

本校學生依社會救助法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為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者，補助額度為上開額度 2 倍計算。 
依本校弱勢學生學習及就業輔導機制實施要點，經學務處生輔組查核確認

且活動心得成果報告經帶隊老師或業界實習輔導教師評定優良者，比照補

助額度核給獎勵金，另家庭年收入所得未達 70 萬元者，獎勵額度為上開

額度 1.5 倍計算。本獎勵金與補助金額不得重複支領，並由教育部高教深

耕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六、 學生補助項目：以海外實地學習期間之生活費(支用標準參照附表)為優先，

以及簽證費、海外意外或醫療保險費、國內直接往返實地學習國家經濟艙機

票費用。 
七、 申請文件： 
     (一)補助申請表 
     (二)授課老師及參與學生名單 
     (三)課程大綱 
     (四)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 、中心會議紀錄 
     (五)海外實地學習計畫書(含海外實地學習單位或機構簡介及邀請函或同意函) 
     (六)海外實習課程另需提供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本校選送學生赴該實習機構實  

           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 
八、 申請期程：請於課程計畫出發前二個月前為原則，備齊第七點所規定文件，

向所屬系（所）、師培中心、學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經簽核後，送至研

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以下簡稱「研發處國際組」）辦理。 
九、 受本要點補助之系（所）、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學位學程應於返國後

一個月內，檢附活動心得成果報告和活動相片（電子檔）及相關單據，送研

發處國際組辦理經費核銷。 
十、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本校校務基金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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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提案 

案由 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擬修正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二至六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至

十四條，修正內容摘要如下： 
(一) 第二條：擬比照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學術單位研提設置為原則；

原條文所列中心未負對外營運任務，不適用本辦法，不再列舉排

除。 
(二) 第三條：明列本辦法以學術單位研提設置為原則；中心負對外營

運任務，增加「收費標準表」。 
(三) 第四條：更新中心依其營運規模之設置及核定程序。 
(四) 第五條：依 111 年 2 月份主管會報決議修正文字，，鼓勵以試營

運中心模式試行運作，奠定營運基礎。 
(五) 第六條：說明中心經費使用及訂定績效獎勵辦法之法源依據。 
(六) 第十一條：增列中心報告績效及收支情形機制。 
(七) 第十三條：回應教經系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建議

事項，新增非對外營運中心之類推適用程序。 
(八) 第十四條：依 110 年 11 月份主管會報決議：修正法條文字為「本

辦法經校務會通過後實施。」 
二、 比照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學術單位研提設置為原則下，本校適用本

辦法之中心彙整如下： 

營運規模 中心名稱 

校級但不納入組織規程 
心理諮商暨健康促進研究中心 
兒童發展中心 

三、 檢附相關附件資料： 
(一) 附件一：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二) 附件二：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草案)。 
(三) 附件三：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現行要點)。 

辦法 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報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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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中心係指負有對

外營運任務之單位。中心依其

屬性區分為研究、服務及推廣，

由各中心自行研定上述職能所

佔的比例，並作為其營運成效

之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中心係指負有對

外營運任務之單位。中心依其

屬性區分為研究、服務及推廣，

由各中心自行研定上述職能所

佔的比例，並作為其營運成效

之依據。 
計算機暨網路中心、教學發展

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進修推

廣處進修教育中心、秘書室校

友中心不適用本辦法。 

擬比照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以學術單

位研提設置為原

則；原條文所列中

心未負對外營運任

務，不適用本辦法，

不再列舉排除。 

第三條 
中心之設立須由學術單位研提

設置規章 (草案 )及營運規劃

書，其內容應包括設置宗旨、

中心任務、組織編制與運作、

人員待遇、具體推動工作、收

費標準表、未來發展及自我評

鑑方式外，並須就設置之需求

與效益進行 SWOT 分析，依其

營運規模按本辦法第 4 條之相

關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後設立。 

第三條 
中心之設立須由相關單位研提

設置規章 (草案 )及營運規劃

書，其內容應包括設置宗旨、

中心任務、組織編制與運作、

人員待遇、具體推動工作、未

來發展及自我評鑑方式外，並

須就設置之需求與效益進行

SWOT 分析，依其營運規模按

本辦法第 4 條之相關審查會

議，審查通過後設立。 

一、明列本辦法以

「學術」單位

研提設置為原

則。 
二、中心負對外營

運任務，增加

「 收 費 標 準

表」。 

第四條 
中心依其營運規模分別隸屬於

校級、院級或系(所)級，其設置

及核定程序如下： 
一、如為校級，且納入組織規

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

規劃書，須提本校校務發

展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

務會議核定。 
二、如為校級，但不納入組織

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

第四條 
中心依其營運規模分別隸屬於

校級、院級或系(所)級，其設置

及核定程序如下： 
一、如為校級，且納入組織規

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

規劃書，須提本校校務研

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如為校級，但不納入組織

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

一、校級，且納入

組織規程者，

更正研提會議

流程，並增列

「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議」

審議流程。 
二、校級，不納入

組織規程者，

增列「行政會

議」、「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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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運規劃書，須提研究發展

會議、行政會議、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後送校務會議備查。 
三、如隸屬於院級或系(所)級

者，其設置章程或要點及

營運規劃書，須提院或系

(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

行政會議核定。 

運規劃書，須提研究發展

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

議備查。 
 
三、如隸屬於院級或系(所)級

者，其設置章程或要點及

營運規劃書，須提院或系

(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

行政會議核定。 

議」審議流程。 
 

第五條 
校、系(所)、學院得於申請設立

中心前，簽請校長核准以試營

運中心模式試行運作，先期擴

大營運基礎。中心試行運作以

1 年為原則。 

第五條 
校、系(所)、學院為試驗中心營

運模式，先期擴大營運基礎，

得於申請設立前，簽請校長核

准成立中心試行運作。中心試

行運作以 1 年為原則。 

依 111 年 2 月份主

管會報決議修正文

字，，鼓勵以試營

運中心模式試行運

作，奠定營運基礎。 

第六條 
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

則，並依本校產學合作及政府

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

管理要點、推廣教育收入收支

管理要點辦理。其盈餘得依本

校編制內教師法定以外之給

與、行政人員工作酬勞及編制

外人員人事費支給要點訂定中

心人員績效獎勵辦法。 

第六條  
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

則，惟若執行本校相關業務，

則由本校相關經費為之。中心

應依本校相關法規繳交管理費

用，並得以其年度收支盈餘訂

定中心人員績效獎勵辦法。 

一、中心經費使用

依照本校「產

學合作及政府

科研補助或委

託辦理收入收

支管理要點」

及「推廣教育

收入收支管理

要點」辦理。 
二、中心盈餘得依

本校「編制內

教師法定以外

之給與、行政

人員工作酬勞

及編制外人員

人事費支給要

點」訂定績效

獎勵辦法。 
第十一條 
中心應於每學年上學期校務會

議報告中心績效及收支情形，

第十一條 
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停辦： 
 

增列中心報告績效

及收支情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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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停辦： 
一、中心之隸屬單位申請停辦。 
二、營運結果不佳，經原審查

會議決議停辦，送校務會

議備查。 

 
一、中心之隸屬單位申請停辦。 
二、營運結果不佳，經原審查

會議決議停辦，送校務會

議備查。 
第十三條 
非對外營運之中心，可類推適

用本辦法第三條所列設置文

件，第四條設置及核定程序申

請設立。 

 回應教經系 110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建議事

項，新增非對外營

運中心之類推適用

程序。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依 110 年 11 月份

主管會報決議：第

十四條修正為「本

辦法經校務會通過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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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 
(修正通過) 

 
102.06.18 經第 30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06.08 經第 46 次校務會議通過 
000.00.00 經第 00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中心係指負有對外營運任務之單位。中心依其屬性區分為

研究、服務及推廣，由各中心自行研定上述職能所佔的比例，並作為其營

運成效之依據。 
第三條 中心之設立須由學術單位研提設置規章(草案)及營運規劃書，其內容應包

括設置宗旨、中心任務、組織編制與運作、人員待遇、具體推動工作、收

費標準表、未來發展及自我評鑑方式外，並須就設置之需求與效益進行

SWOT 分析，依其營運規模按本辦法第 4 條之相關審查會議，審查通過

後設立。 
第四條 中心依其營運規模分別隸屬於校級、院級或系(所)級，其設置及核定程序

如下： 
一、如為校級，且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規劃書，須提本校

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

定。 
二、如為校級，但不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規劃書，須提研

究發展會議、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

議備查。 
三、如隸屬於院級或系(所)級者，其設置章程或要點及營運規劃書，須提

院或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核定。 
第五條 校、系(所)、學院得於申請設立中心前，簽請校長核准以試營運中心模式

試行運作，先期擴大營運基礎。中心試行運作以 1 年為原則。 
第六條 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依本校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

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辦理。其盈餘

得依本校編制內教師法定以外之給與、行政人員工作酬勞及編制外人員

人事費支給要點訂定中心人員績效獎勵辦法。 
第七條 中心對研究、教學、行政人員之聘用(任)，聘任待遇免依本校相關法規辦

理，並以不佔用學校正式編制之員額為原則。 
第八條 院系級中心之空間由各院、系(所)自行負責。 
第九條 中心得視層級定位，設中心主任、主任、組長若干名，由隸屬單位推薦專

長相符之專任教師或專業經營管理人員，報請校長聘兼，聘期一年，得連

續兼任。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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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編制內中心主任職務，得依「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

時數及超支鐘點費計算要點」減授鐘點，並訂定於各中心設置要點內，其

超支鐘點費由中心支付。 
第十一條 中心應於每學年上學期校務會議報告中心績效及收支情形，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予停辦： 
一、中心之隸屬單位申請停辦。 
二、營運結果不佳，經原審查會議決議停辦，送校務會議備查。 

第十二條 中心停辦時，原由學校分配之中心專用空間，由學校收回，中心之隸屬

單位不得異議。 
第十三條 非對外營運之中心，可類推適用本辦法第三條所列設置文件，第四條

設置及核定程序申請設立。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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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原要點) 
 

102.06.18 經第 30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06.08 經第 46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中心係指負有對外營運任務之單位。中心依其屬性區分為

研究、服務及推廣，由各中心自行研定上述職能所佔的比例，並作為其營

運成效之依據。 
計算機暨網路中心、教學發展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

中心、秘書室校友中心不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中心之設立須由相關單位研提設置規章(草案)及營運規劃書，其內容應包

括設置宗旨、中心任務、組織編制與運作、人員待遇、具體推動工作、未

來發展及自我評鑑方式外，並須就設置之需求與效益進行 SWOT 分析，

依其營運規模按本辦法第 4 條之相關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後設立。 
第四條 中心依其營運規模分別隸屬於校級、院級或系(所)級，其設置及核定程序

如下： 
一、如為校級，且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規劃書，須提本校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如為校級，但不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規劃書，須提研

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備查。 
三、如隸屬於院級或系(所)級者，其設置章程或要點及營運規劃書，須提

院或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核定。 
第五條 校、系(所)、學院為試驗中心營運模式，先期擴大營運基礎，得於申請設

立前，簽請校長核准成立中心試行運作。中心試行運作以 1 年為原則。 
第六條 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惟若執行本校相關業務，則由本校相

關經費為之。中心應依本校相關法規繳交管理費用，並得以其年度收支

盈餘訂定中心人員績效獎勵辦法。 
第七條 中心對研究、教學、行政人員之聘用(任)，聘任待遇免依本校相關法規辦

理，並以不佔用學校正式編制之員額為原則。 
第八條 院系級中心之空間由各院、系(所)自行負責。 
第九條 中心得視層級定位，設中心主任、主任、組長若干名，由隸屬單位推薦專

長相符之專任教師或專業經營管理人員，報請校長聘兼，聘期一年，得連

續兼任。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編制內中心主任職務，得依「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

時數及超支鐘點費計算要點」減授鐘點，並訂定於各中心設置要點內，其

超支鐘點費由中心支付。 
第十一條 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停辦：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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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之隸屬單位申請停辦。 
二、營運結果不佳，經原審查會議決議停辦，送校務會議備查。 

第十二條 中心停辦時，原由學校分配之中心專用空間，由學校收回，中心之隸屬

單位不得異議。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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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有關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修正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現已更名為師資培育處，爰將案內教學

單位增列「處」，修正第 2、3、4、6、9、10、15、19 等點。 
二、 依實務作業需要，部分系所於聘兼任教師時，因特殊學門需要，僅

能聘到具碩士學位但無教師證書之兼任教師，為應課程特殊需要，

爰放寬教學單位，得聘任未具教師證書之碩士學位兼任講師，惟需

敘明理由，比照七十歲以上兼任教師，專案辦理聘任。修正第2點。 
三、 兼任教師聘任，本應於聘期開始前完成聘任作業，如有特殊情形，

應依行政程序簽准後，始得延至開學當月份完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程序。茲以開學日若為中旬以後，往往影響三級教評會作業

時間，致無法於開學當月份完成，爰刪除「當月份」，修正為開學後

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審議程序，以符實務運作需要。 
四、 依教育部111年1月26日臺教人(一)字第1114200083D號函，修正「專

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14條條文，新增兼任教師於受聘

期間，享有對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審查結果，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請求救濟，爰配合修正

第7點。 
五、 依教育部110年7月15日臺教高(二)字第1100081325號函，避免使用

「經校長核定」等文字，爰修正第22點。 
六、 本案業經111年2月份主管會報通過，檢附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修

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附件1)、修正條文草案(附件2)及現行條文(附件

3)各1份。 

辦法 通過後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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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兼任教師除按所聘職級需

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十八條（教授）、第十七

條（副教授）、第十六條

之一（助理教授）及第十

六條（講師）各款資格之

ㄧ外；其有教育部頒發之

教師證書者，得依教師證

書職級聘任。  
前項兼任教師，如以專業

技術人員聘任，以具有特

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

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為

限，並應符合大學聘任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之規定。  
新聘兼任教師以具有博士

學位為原則；如未具博士

學位，應聘任持有講師證

書之碩士學位兼任教師；

若因課程有特殊需要，除

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

處得聘任未持有講師證書

之碩士學位兼任教師外，

其他教學單位需敘明具體

理由，提各級教評會專案

辦理聘任。  

二、兼任教師除按所聘職級需

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十八條（教授）、第十七

條（副教授）、第十六條

之一（助理教授）及第十

六條（講師）各款資格之

ㄧ外；其有教育部頒發之

教師證書者，得依教師證

書職級聘任。  
前項兼任教師，如以專業

技術人員聘任，以具有特

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

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為

限，並應符合大學聘任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之規定。  
新聘兼任教師以具有博士

學位為原則，若因特殊需

要，得聘任持有講師證書

之碩士學位兼任教師。但

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

暨就業輔導中心，若因課

程有特殊需要，得聘任未

持有講師證書之碩士學位

兼任教師。  

一、依實務作業

需要，部分系

所於聘兼任

教師時，因特

殊學門需要，

僅能聘到具

碩士學位但

無教師證書

之兼任教師，

為應課程特

殊需要，爰放

寬教學單位，

得聘任未具

教師證書之

碩士學位兼

任講師，惟需

敘明理由，比

照七十歲以

上兼任教師，

專案辦理聘

任。 
二、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中

心現已更名

為師資培育

處。 

三、各系(所、處、中心、學位

學程)擬新聘兼任教師應

檢附新聘兼任教師提聘

表、學經歷證件影本及教

學大綱等資料(本校退休

教師新聘為兼任教師免附

學經歷證件影本及教學大

三、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擬新聘兼任教師應檢附新

聘兼任教師提聘表、學經

歷證件影本及教學大綱等

資料(本校退休教師新聘

為兼任教師免附學經歷證

件影本及教學大綱)，提經

一、配合師資培

育暨就業輔

導中心現已

更名為師資

培育處，爰

教學單位增

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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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綱)，提經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通過，並於聘期

開始前完成聘任作業；如

有特殊情形，應依行政程

序簽准後，始得延至開學

後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完成審議程序，惟其聘

期在未損及兼任教師權

益，得由各該系(所、處、

中心、學位學程)與兼任教

師約定聘期起日，至聘期

訖日仍應以學期制或學年

制為之，不受第四點第一

項之限制。 

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並於聘期開始前完

成聘任作業；如有特殊情

形，應依行政程序簽准後，

始得延至開學當月份完成

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程序，惟其聘期在未損及

兼任教師權益，得由各該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與
兼任教師約定聘期起日，

至聘期訖日仍應以學期制

或學年制為之，不受第四

點第一項之限制。  

二、兼任教師聘

任，本應於

聘期開始前

完成聘任作

業，如有特

殊情形，應

依行政程序

簽准後，始

得延至開學

當月份完成

三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

議程序。茲

以開學日若

為 中 旬 以

後，往往影

響三級教評

會 作 業 時

間，致無法

於開學當月

份完成，爰

刪除「當月

份」，修正為

開學後第一

次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

以符實務運

作需要。 
四、兼任教師之聘期，為一學

期或一學年，期滿重新提

出續聘申請。  
本校與兼任教師應以聘約

約定授課及相關權利義務

事項。但聘約所定聘期更

有利於兼任教師者，從其

約定。  
各系(所、處、中心、學位

四、兼任教師之聘期，為一學

期或一學年，期滿重新提

出續聘申請。  
本校與兼任教師應以聘約

約定授課及相關權利義務

事項。但聘約所定聘期更

有利於兼任教師者，從其

約定。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配合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中心現

已更名為師資培

育處，爰教學單

位增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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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學程)於兼任教師聘任後，

因本校學生選課人數未達

開課標準，致無聘任該兼

任教師之需求者，聘期屆

滿前得終止聘約，並應敘

明理由以書面為之。  
兼任教師於聘期中除前項

情形外，有請辭、退聘者，

應退還聘書。因故於聘約

存續期間辭職者，須先簽

經本校同意。  

於兼任教師聘任後，因本

校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

標準，致無聘任該兼任教

師之需求者，聘期屆滿前

得終止聘約，並應敘明理

由以書面為之。  
兼任教師於聘期中除前項

情形外，有請辭、退聘者，

應退還聘書。因故於聘約

存續期間辭職者，須先簽

經本校同意。 
六、各系(所、處、中心、學位

學程)擬申請續聘兼任教

師應檢附續聘名冊，經各

系(所、處、中心、學位學

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會教務處查無未

於第3階段選課結束前上

傳授課大綱及教學意見調

查結果不予續聘情形後，

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提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備查。  
教務處於每年二月或七月

中旬統計教學意見調查結

果，若兼任教師當學期有

兩科以上平均值於3.5 以
下或一科平均值於3 以
下，依規定自次學期起不

予續聘，系(所、處、中心、

學位學程)應即更換授課

教師，該課程之新(續)聘
兼任教師聘任案，提次學

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備查)。  

六、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擬申請續聘兼任教師應檢

附續聘名冊，經各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會教

務處查無未於第3階段選

課結束前上傳授課大綱及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不予續

聘情形後，經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  
教務處於每年二月或七月

中旬統計教學意見調查結

果，若兼任教師當學期有

兩科以上平均值於3.5 以
下或一科平均值於3 以
下，依規定自次學期起不

予續聘，系(所、中心、學

位學程)應即更換授課教

師，該課程之新(續)聘兼

任教師聘任案，提次學期

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備查)。  
 

配合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中心現

已更名為師資培

育處，爰教學單

位增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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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七、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

有下列權利：  
(一)對本校教學及行政事

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請假、保險

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

定之權益。  
(三)對教師資格審定之申

請、審查結果及本校

依本辦法有關其個人

終止聘約、停止聘約

之執行、待遇、請假與

退休金之措施，認為

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益者，得準用教師

法之申訴程序，請求

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

有教學自主。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

機關或本校所指派與

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

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

權利。  
八、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

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

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

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本校安

排之課程，實施教學

活動。  
(四)嚴守職分，本於良知，

發揚師道及專業精

七、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

有下列權利：  
(一)對本校教學及行政事

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請假、保險

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

定之權益。  
(三)對本校依本辦法有關

其個人終止聘約、停

止聘約之執行、待遇、

請假及退休金之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者，得

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

序，請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

有教學自主。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

機關或本校所指派與

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

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

權利。  
 

依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6 日臺教人

( 一 ) 字 第

1114200083D 號

函，修正「專科以

上學校兼任教師

聘任辦法」第 14
條條文，新增兼

任教師於受聘期

間，享有對教師

資 格 審 定 之 申

請、審查結果，認

為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益者，

得準用教師法之

申訴程序，請求

救濟，爰配合修

正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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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神。  

(五)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

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

資料。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

義務。  
 
九、各系(所、處、中心、學位

學程)必修課以專任教師

授課為原則，但下列事由

得由兼任教師授課，並須

加註事由：  
(一)專任教師教授休假、生

病請假、借調。  
(二)依本校規定有臨時調

整授課教師必要時。  

九、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必修課以專任教師授課為

原則，但下列事由得由兼

任教師授課，並須加註事

由：  
(一)專任教師教授休假、生

病請假、借調。  
(二)依本校規定有臨時調

整授課教師必要時。  
 

配合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中心現

已更名為師資培

育處，爰教學單

位增列「處」。 

十、兼任教師之年齡不得超過

七十歲，各系(所、處、中

心、學位學程)如有特殊需

要，得提院、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專案

辦理聘任，但不得超過七

十五歲。  
兼任教師於本校中斷任教

逾四年，系（所、中心）

應重新辦理新聘作業，經

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始得聘任。 

十、兼任教師之年齡不得超過

七十歲，各系(所、中心、

學位學程)如有特殊需要，

得提院、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專案辦理

聘任，但不得超過七十五

歲。  
兼任教師於本校中斷任教

逾四年，系（所、中心）

應重新辦理新聘作業，經

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始得聘任。  

配合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中心現

已更名為師資培

育處，爰教學單

位增列「處」。 

十五、兼任教師之請假，比照

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請假

日數核算，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生理假：每月得請

生理假一日，每次

以一曆日計給為

原則，不得分次申

十五、兼任教師之請假，比照

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請假

日數核算，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生理假：每月得請

生理假一日，每次

以一曆日計給為

原則，不得分次申

配合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中心現

已更名為師資培

育處，爰教學單

位增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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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請；全學年請假日

數未逾三曆日，不

併入病假計算，其

餘日數併入病假

計算；聘約未達全

學年者依比例計

算，未達一曆日以

一曆日計。  
(二)安胎休養：懷孕期

間經醫師診斷需

安胎休養者，按所

需期間依曆給假；

請假期間之應授

課時數併入病假

計算。  
(三)娩假、流產假：日

數比照專任教師

核給，依曆給假，

並應一次請畢。  
(四 )捐贈骨髓或器官

者，視實際需要給

假。  
(五 )具原住民族身分

之教師，依原住民

族委員會公告各

該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放假日計給。  
(六)婚假、產前假、陪

產假、事假及家庭

照顧假、病假、喪

假，依排定課表之

平均每週授課時

數，除以四十小

時，乘以應給予請

假日數並乘以八

小時，不足一小時

部分以一小時計；

請；全學年請假日

數未逾三曆日，不

併入病假計算，其

餘日數併入病假

計算；聘約未達全

學年者依比例計

算，未達一曆日以

一曆日計。  
(二)安胎休養：懷孕期

間經醫師診斷需

安胎休養者，按所

需期間依曆給假；

請假期間之應授

課時數併入病假

計算。  
(三)娩假、流產假：日

數比照專任教師

核給，依曆給假，

並應一次請畢。  
(四 )捐贈骨髓或器官

者，視實際需要給

假。  
(五 )具原住民族身分

之教師，依原住民

族委員會公告各

該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放假日計給。  
(六)婚假、產前假、陪

產假、事假及家庭

照顧假、病假、喪

假，依排定課表之

平均每週授課時

數，除以四十小

時，乘以應給予請

假日數並乘以八

小時，不足一小時

部分以一小時計；

-75-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申請得以時計。  

兼任教師於授課期間依前

項規定請假者，本校應發

給鐘點費，並支應補課、

代課鐘點費。但病假超過

前項規定時數者，以事假

抵銷，事假及家庭照顧假

合計超過前項規定時數

者，不發給鐘點費。  
第一項規定之假別外，其

餘假別(如公假等)及請假

相關規定，由各系(所、處、

中心、學位學程)覈實以個

案專簽校長核定後辦理。  

申請得以時計。  
兼任教師於授課期間依前

項規定請假者，本校應發

給鐘點費，並支應補課、

代課鐘點費。但病假超過

前項規定時數者，以事假

抵銷，事假及家庭照顧假

合計超過前項規定時數

者，不發給鐘點費。  
第一項規定之假別外，其

餘假別(如公假等)及請假

相關規定，由各系(所、中

心、學位學程)覈實以個案

專簽校長核定後辦理。  
 

十九、兼任教師應於各系(所、

處、中心、學位學程)擬辦

理新聘或續聘前依前二點

規定，以自行舉證或立具

切結書等適當方式，依所

具資格條件向本校申請投

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或提繳勞工

退休金。  
兼任教師如於前項所具資

格條件有異動時，應即時

向本校申請變更，逾時申

請所造成各項保險費用或

提繳退休金之自提費用部

分有所減損或需補繳相關

費用時，由兼任教師自行

負擔。  
兼任教師依第四點第三

項、第四項或其他因素之

提前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

執行，其有效聘期期間之

各項保險費用或提繳退休

十九、兼任教師應於各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擬辦理新

聘或續聘前依前二點規

定，以自行舉證或立具切

結書等適當方式，依所具

資格條件向本校申請投保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

民健康保險或提繳勞工退

休金。  
兼任教師如於前項所具資

格條件有異動時，應即時

向本校申請變更，逾時申

請所造成各項保險費用或

提繳退休金之自提費用部

分有所減損或需補繳相關

費用時，由兼任教師自行

負擔。  
兼任教師依第四點第三

項、第四項或其他因素之

提前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

執行，其有效聘期期間之

各項保險費用或提繳退休

配合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中心現

已更名為師資培

育處，爰教學單

位增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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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金之公、自提費用仍分別

由本校及兼任教師負擔。  
各系(所、處、中心、學位

學程)於知悉前項需提前

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

時，應即時以書面通知本

校總務處事務組、出納組

及人事室辦理退保及終止

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等相

關作業。 

金之公、自提費用仍分別

由本校及兼任教師負擔。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於知悉前項需提前終止聘

約或停止聘約執行時，應

即時以書面通知本校總務

處事務組、出納組及人事

室辦理退保及終止聘約或

停止聘約執行等相關作

業。 
二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二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依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5 日臺教高

( 二 ) 字 第

1100081325 號

函，避免使用「經

校長核定」等文

字，爰修正為通

過後，自發布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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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要點 
(修正通過) 

105年4月26日本校104學年度第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5年5月17日第3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四、五、六點)  
106年1月10日本校105學年度第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年9月28日本校106學年度第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年4月27日本校109學年度第5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年6月8日本校第4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O月O日本校第O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因專業特殊性、產業實務經驗或實際教學等需求，得聘任兼任教師，其

聘任除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外，悉依本

要點辦理。  
二、兼任教師除按所聘職級需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八條（教授）、第十七

條（副教授）、第十六條之一（助理教授）及第十六條（講師）各款資格之

ㄧ外；其有教育部頒發之教師證書者，得依教師證書職級聘任。  
前項兼任教師，如以專業技術人員聘任，以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

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為限，並應符合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之

規定。  
新聘兼任教師以具有博士學位為原則；如未具博士學位，應聘任持有講師證

書之碩士學位兼任教師；若因課程有特殊需要，除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

處，得聘任未持有講師證書之碩士學位兼任教師外，其他教學單位需敘明具

體理由，提各級教評會專案辦理聘任。  
三、各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擬新聘兼任教師應檢附新聘兼任教師提聘表、

學經歷證件影本及教學大綱等資料(本校退休教師新聘為兼任教師免附學經

歷證件影本及教學大綱)，提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並於聘期開始

前完成聘任作業；如有特殊情形，應依行政程序簽准後，始得延至開學後第

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審議程序，惟其聘期在未損及兼任教師權益，得

由各該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與兼任教師約定聘期起日，至聘期訖日

仍應以學期制或學年制為之，不受第四點第一項之限制。  
四、兼任教師之聘期，為一學期或一學年，期滿重新提出續聘申請。  

本校與兼任教師應以聘約約定授課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但聘約所定聘期更

有利於兼任教師者，從其約定。  
各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於兼任教師聘任後，因本校學生選課人數未

達開課標準，致無聘任該兼任教師之需求者，聘期屆滿前得終止聘約，並應

敘明理由以書面為之。  
兼任教師於聘期中除前項情形外，有請辭、退聘者，應退還聘書。因故於聘

約存續期間辭職者，須先簽經本校同意。  
五、兼任教師在聘約期間，如有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應予終止聘約或

停止聘約執行情事者，悉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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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應予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情事，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者，由系

(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並於審議通過後，簽陳校長同意，逕予

書面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  
    兼任教師如有違反學術倫理規範，經查證屬實者，由系(所)、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簽陳校長同意後，逕予書面終止聘約。 
六、各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擬申請續聘兼任教師應檢附續聘名冊，經各

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會教務處查無未

於第3階段選課結束前上傳授課大綱及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不予續聘情形後，

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  

教務處於每年二月或七月中旬統計教學意見調查結果，若兼任教師當學期有

兩科以上平均值於3.5 以下或一科平均值於3 以下，依規定自次學期起不予

續聘，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應即更換授課教師，該課程之新(續)聘兼

任教師聘任案，提次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備查)。  
七、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本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請假、保險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定之權益。  
(三)對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審查結果及本校依本辦法有關其個人終止聘約、

停止聘約之執行、待遇、請假與退休金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請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本校所指派與教學無

關之工作或活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  
八、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本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五)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  

九、各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必修課以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但下列事由

得由兼任教師授課，並須加註事由：  
(一)專任教師教授休假、生病請假、借調。  
(二)依本校規定有臨時調整授課教師必要時。  

十、兼任教師之年齡不得超過七十歲，各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如有特殊

需要，得提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專案辦理聘任，但不得超過

七十五歲。  
兼任教師於本校中斷任教逾四年，系（所、中心）應重新辦理新聘作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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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聘任。  
十一、兼任教師未領有講師證書且須於本校任教滿六學期，始得以學位(或相等文

憑) 申請送審教師資格辦理教師證書，惟未滿三個月之課程或班次之兼任教

師不予辦理。申請時若涉及審查費用時，應由當事人自行負擔。兼任教師送

審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及標準，準用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六條第三

項之規定。  

十二、本校不辦理兼任教師升等事宜。  
十三、兼任教師在學期中取得較高等級教師資格或學歷，得於任教學期檢具證明

文件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追溯自通過之當學期起改聘為高一

等級教師。  
十四、兼任教師待遇以鐘點費支給，授課期間並應按月發給。  

兼任教師如因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或國定假日致無實際授課，本校仍應發

給鐘點費。  
第一項鐘點費為統攝性報酬，包括兼任教師從事課程設計規劃、教材準備、

授課、批閱學生作業及試卷、回答學生課程疑義等一貫體系之教學活動之報

酬。  
兼任教師之授課時數，依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計算要點

辦理；其授課鐘點費，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支給。  
十五、兼任教師之請假，比照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請假日數核算，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生理假：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每次以一曆日計給為原則，不得分次

申請；全學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曆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

病假計算；聘約未達全學年者依比例計算，未達一曆日以一曆日計。  
(二)安胎休養：懷孕期間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按所需期間依曆給假；

請假期間之應授課時數併入病假計算。  
(三)娩假、流產假：日數比照專任教師核給，依曆給假，並應一次請畢。  
(四)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五)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各該原住民族歲時祭

儀放假日計給。  
(六)婚假、產前假、陪產假、事假及家庭照顧假、病假、喪假，依排定課

表之平均每週授課時數，除以四十小時，乘以應給予請假日數並乘以

八小時，不足一小時部分以一小時計；申請得以時計。  
兼任教師於授課期間依前項規定請假者，本校應發給鐘點費，並支應補課、

代課鐘點費。但病假超過前項規定時數者，以事假抵銷，事假及家庭照顧假

合計超過前項規定時數者，不發給鐘點費。  
第一項規定之假別外，其餘假別(如公假等)及請假相關規定，由各系(所、處、

中心、學位學程)覈實以個案專簽校長核定後辦理。  
十六、兼任教師請假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依本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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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規定辦理，並應注意學生及兼任教師權益之維護。  
十七、兼任教師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或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 

本校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十八、兼任教師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資格者，本校於聘約有效期間，應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按月為未具本職兼任教師提繳退休金。  
前項所稱未具本職，指兼任教師未具下列身分之一：  

(一)軍人保險身分者。  
(二)公教人員保險身分者。  
(三)農民健康保險身分者。  
(四)勞工保險身分之下列全部時間工作者：  

1、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機關學校專任有給人員。  
2、非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  

(1)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全部時間受雇者。  
(2)雇主或自營業主。  
(3)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五)已依相關退休（職、伍）法規，支（兼）領退休（職、伍）給與者。  
未具本職兼任教師於寒暑假未支薪期間，由本校以「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分級表」之最低提繳級距辦理。  
十九、兼任教師應於各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擬辦理新聘或續聘前依前二

點規定，以自行舉證或立具切結書等適當方式，依所具資格條件向本校申請

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或提繳勞工退休金。  
兼任教師如於前項所具資格條件有異動時，應即時向本校申請變更，逾時申

請所造成各項保險費用或提繳退休金之自提費用部分有所減損或需補繳相

關費用時，由兼任教師自行負擔。  
兼任教師依第四點第三項、第四項或其他因素之提前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

行，其有效聘期期間之各項保險費用或提繳退休金之公、自提費用仍分別由

本校及兼任教師負擔。  
各系(所、處、中心、學位學程)於知悉前項需提前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

時，應即時以書面通知本校總務處事務組、出納組及人事室辦理退保及終止

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等相關作業。  
二十、兼任教師之聘期、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待遇、請假、退休金及其

他重要事項，應納入聘約。  
二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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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現行規定) 
105年4月26日本校104學年度第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5年5月17日第3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四、五、六點)  
106年1月10日本校105學年度第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年9月28日本校106學年度第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年4月27日本校109學年度第5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年6月8日本校第4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因專業特殊性、產業實務經驗或實際教學等需求，得聘任兼任教師，其

聘任除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外，悉依本

要點辦理。  
二、兼任教師除按所聘職級需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八條（教授）、第十七

條（副教授）、第十六條之一（助理教授）及第十六條（講師）各款資格之

ㄧ外；其有教育部頒發之教師證書者，得依教師證書職級聘任。  
前項兼任教師，如以專業技術人員聘任，以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

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為限，並應符合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之

規定。  
新聘兼任教師以具有博士學位為原則，若因特殊需要，得聘任持有講師證書

之碩士學位兼任教師。但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若因課

程有特殊需要，得聘任未持有講師證書之碩士學位兼任教師。  
三、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擬新聘兼任教師應檢附新聘兼任教師提聘表、學

經歷證件影本及教學大綱等資料(本校退休教師新聘為兼任教師免附學經歷

證件影本及教學大綱)，提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並於聘期開始前

完成聘任作業；如有特殊情形，應依行政程序簽准後，始得延至開學當月份

完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程序，惟其聘期在未損及兼任教師權益，得由

各該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與兼任教師約定聘期起日，至聘期訖日仍應以

學期制或學年制為之，不受第四點第一項之限制。  
四、兼任教師之聘期，為一學期或一學年，期滿重新提出續聘申請。  

本校與兼任教師應以聘約約定授課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但聘約所定聘期更

有利於兼任教師者，從其約定。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於兼任教師聘任後，因本校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

課標準，致無聘任該兼任教師之需求者，聘期屆滿前得終止聘約，並應敘明

理由以書面為之。  
兼任教師於聘期中除前項情形外，有請辭、退聘者，應退還聘書。因故於聘

約存續期間辭職者，須先簽經本校同意。  
五、兼任教師在聘約期間，如有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應予終止聘約或

停止聘約執行情事者，悉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應予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情事，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者，由系

(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並於審議通過後，簽陳校長同意，逕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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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  
    兼任教師如有違反學術倫理規範，經查證屬實者，由系(所)、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簽陳校長同意後，逕予書面終止聘約。 
六、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擬申請續聘兼任教師應檢附續聘名冊，經各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會教務處查無未於第3階段選

課結束前上傳授課大綱及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不予續聘情形後，經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  

教務處於每年二月或七月中旬統計教學意見調查結果，若兼任教師當學期有

兩科以上平均值於3.5 以下或一科平均值於3 以下，依規定自次學期起不予

續聘，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即更換授課教師，該課程之新(續)聘兼任教

師聘任案，提次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備查)。  
七、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本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請假、保險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定之權益。  
(三)對本校依本辦法有關其個人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待遇、請假及退

休金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

序，請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本校所指派與教學無

關之工作或活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  
八、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本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五)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  

九、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必修課以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但下列事由得由

兼任教師授課，並須加註事由：  
(一)專任教師教授休假、生病請假、借調。  
(二)依本校規定有臨時調整授課教師必要時。  

十、兼任教師之年齡不得超過七十歲，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如有特殊需要，

得提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專案辦理聘任，但不得超過七十五

歲。  
兼任教師於本校中斷任教逾四年，系（所、中心）應重新辦理新聘作業，經

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聘任。  
十一、兼任教師未領有講師證書且須於本校任教滿六學期，始得以學位(或相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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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 申請送審教師資格辦理教師證書，惟未滿三個月之課程或班次之兼任教

師不予辦理。申請時若涉及審查費用時，應由當事人自行負擔。兼任教師送

審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及標準，準用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六條第三

項之規定。  

十二、本校不辦理兼任教師升等事宜。  
十三、兼任教師在學期中取得較高等級教師資格或學歷，得於任教學期檢具證明

文件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追溯自通過之當學期起改聘為高一

等級教師。  
十四、兼任教師待遇以鐘點費支給，授課期間並應按月發給。  

兼任教師如因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或國定假日致無實際授課，本校仍應發

給鐘點費。  
第一項鐘點費為統攝性報酬，包括兼任教師從事課程設計規劃、教材準備、

授課、批閱學生作業及試卷、回答學生課程疑義等一貫體系之教學活動之報

酬。  
兼任教師之授課時數，依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計算要點

辦理；其授課鐘點費，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支給。  
十五、兼任教師之請假，比照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請假日數核算，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生理假：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每次以一曆日計給為原則，不得分次

申請；全學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曆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

病假計算；聘約未達全學年者依比例計算，未達一曆日以一曆日計。  
(二)安胎休養：懷孕期間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按所需期間依曆給假；

請假期間之應授課時數併入病假計算。  
(三)娩假、流產假：日數比照專任教師核給，依曆給假，並應一次請畢。  
(四)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五)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各該原住民族歲時祭

儀放假日計給。  
(六)婚假、產前假、陪產假、事假及家庭照顧假、病假、喪假，依排定課

表之平均每週授課時數，除以四十小時，乘以應給予請假日數並乘以

八小時，不足一小時部分以一小時計；申請得以時計。  
兼任教師於授課期間依前項規定請假者，本校應發給鐘點費，並支應補課、

代課鐘點費。但病假超過前項規定時數者，以事假抵銷，事假及家庭照顧假

合計超過前項規定時數者，不發給鐘點費。  
第一項規定之假別外，其餘假別(如公假等)及請假相關規定，由各系(所、中

心、學位學程)覈實以個案專簽校長核定後辦理。  
十六、兼任教師請假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依本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

課規定辦理，並應注意學生及兼任教師權益之維護。  
十七、兼任教師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或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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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十八、兼任教師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資格者，本校於聘約有效期間，應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按月為未具本職兼任教師提繳退休金。  
前項所稱未具本職，指兼任教師未具下列身分之一：  

(一)軍人保險身分者。  
(二)公教人員保險身分者。  
(三)農民健康保險身分者。  
(四)勞工保險身分之下列全部時間工作者：  

1、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機關學校專任有給人員。  
2、非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  

(1)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全部時間受雇者。  
(2)雇主或自營業主。  
(3)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五)已依相關退休（職、伍）法規，支（兼）領退休（職、伍）給與者。  
未具本職兼任教師於寒暑假未支薪期間，由本校以「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分級表」之最低提繳級距辦理。  
十九、兼任教師應於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擬辦理新聘或續聘前依前二點規

定，以自行舉證或立具切結書等適當方式，依所具資格條件向本校申請投保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或提繳勞工退休金。  
兼任教師如於前項所具資格條件有異動時，應即時向本校申請變更，逾時申

請所造成各項保險費用或提繳退休金之自提費用部分有所減損或需補繳相

關費用時，由兼任教師自行負擔。  
兼任教師依第四點第三項、第四項或其他因素之提前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

行，其有效聘期期間之各項保險費用或提繳退休金之公、自提費用仍分別由

本校及兼任教師負擔。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於知悉前項需提前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時，

應即時以書面通知本校總務處事務組、出納組及人事室辦理退保及終止聘約

或停止聘約執行等相關作業。  
二十、兼任教師之聘期、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待遇、請假、退休金及其

他重要事項，應納入聘約。  
二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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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呂尚娟

電話：02-7736-6197

傳真：02-2397-6946

受文者：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一)字第1114200083D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 (A09000000E_1114200083D_senddoc7_Attach1.

pdf、A09000000E_1114200083D_senddoc7_Attach2.pdf)

主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14條，業經本部於

中華民國111年1月26日以臺教人（一）字第1114200083A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

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edu.law.

moe.gov.tw）下載。

二、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部呂小姐（電話：

02-77366197）。

正本：司法院秘書處、行政院法規會、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法務部、內政部、國防

部、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本部各單位(人事處除外)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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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請假、保險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定之權益。 

三、對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審查結果及學校依本辦法有

關其個人終止聘約、停止聘約執行、待遇、請假與退

休金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

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請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

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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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有關修正本校兼任教師聘約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111年1月26日臺教人(一)字第1114200083D號函，修正「專

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14條條文，新增兼任教師於受聘

期間，享有對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審查結果，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請求救濟，爰修正聘約

第6點。 
二、 依教育部110年7月15日臺教高(二)字第1100081325號函，避免使用

「經校長核定」等文字，爰修正第13點。 
三、 本案業經111年2月份主管會報通過，檢附本校兼任教師聘約修正條

文對照表草案 (附件1)、修正條文草案(附件2)及現行條文(附件3)各
1份。 

辦法 通過後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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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六、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

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本校教學及行政事

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請假、保險

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

定之權益。 
(三)對教師資格審定之申

請、審查結果及依本

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

有關其個人終止聘

約、停止聘約之執行、

待遇、請假與退休金

之措施，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準用教師法之

申訴程序，請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

有教學自主。 
(五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得拒絕參與教育

行政機關或本校所指

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

或活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

權利。 

六、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

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本校教學及行政事

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請假、保險

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

定之權益。 
(三)對本校依本辦法有關

其個人終止聘約、停

止聘約之執行、待遇、

請假及退休金之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者，得

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

序，請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

有教學自主。 
(五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得拒絕參與教育

行政機關或本校所指

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

或活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

權利。 

依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6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14200083D 號函，修

正「專科以上學校兼

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14 條條文，新增兼任

教師於受聘期間，享

有對教師資格審定之

申請、審查結果，認為

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益者，得準用教師

法之申訴程序，請求

救濟，爰修正本點。 

十三、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自發布日施

行。 

十三、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

過，送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依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5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81325 號函，避

免使用「經校長核定」

等文字，爰修正為通

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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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約 
(修正通過)  

 
105.5.17 第 36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6.11.21 第 39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6.8 第 46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1.O.O 第 O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聘期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二、兼任教師聘任後，本校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致無聘任該兼任教師

之需求者，聘期屆滿前得終止聘約，並應敘明理由以書面為之。 
兼任教師於聘期中除前項情形外，有請辭、退聘者，應退還聘書。因故於聘

約存續期間辭職者，須先簽經本校同意。 
三、兼任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有關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之處理，依專科

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應予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情事，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者，由系

(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並於審議通過後，簽陳校長同意，逕予

書面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 
兼任教師如有違反學術倫理規範，經查證屬實者，由系(所)、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簽陳校長同意後，逕予書面終止聘約。 
四、兼任教師當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如有本校教學意見回饋與支持系統實施要

點規定不予續聘之情形，自次學期起不予續聘。 
五、兼任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時，在與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

育法、性騷擾防治法、本校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與處理要點等相關規

定之言行，亦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對於師生關係有違反前述專業

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六、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本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請假、保險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定之權益。 
(三)對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審查結果及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有關其個人

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待遇、請假與退休金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請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本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

之工作或活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 

七、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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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有關法令及本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五)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 

八、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待遇、請假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九、兼任教師請假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依本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

規定辦理，並應注意學生及兼任教師權益之維護。 
十、兼任教師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或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本

校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十一、未具本職之兼任教師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資格者，本校於聘約有效期

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按月提繳退休金。 
十二、本聘約如有未盡事宜，優先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本校兼任

教師聘任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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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約(現行規定) 
105.5.17 第 36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6.11.21 第 39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6.8 第 46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聘期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二、兼任教師聘任後，本校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致無聘任該兼任教

師之需求者，聘期屆滿前得終止聘約，並應敘明理由以書面為之。 
兼任教師於聘期中除前項情形外，有請辭、退聘者，應退還聘書。因故於

聘約存續期間辭職者，須先簽經本校同意。 
三、兼任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有關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之處理，依專

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應予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情事，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者，由

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並於審議通過後，簽陳校長同意，逕

予書面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 
兼任教師如有違反學術倫理規範，經查證屬實者，由系(所)、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簽陳校長同意後，逕予書面終止聘約。 
四、兼任教師當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如有本校教學意見回饋與支持系統實施

要點規定不予續聘之情形，自次學期起不予續聘。 
五、兼任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

會時，在與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

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本校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與處理要點等

相關規定之言行，亦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對於師生關係有違反

前述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六、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本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請假、保險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定之權益。 
(三)對本校依本辦法有關其個人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待遇、請假及退

休金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

序，請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本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

之工作或活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 

七、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本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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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 

八、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待遇、請假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等相關規定辦

理。 
九、兼任教師請假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依本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

課規定辦理，並應注意學生及兼任教師權益之維護。 
十、兼任教師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或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

本校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十一、未具本職之兼任教師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資格者，本校於聘約有效

期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按月提繳退休金。 
十二、本聘約如有未盡事宜，優先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本校兼

任教師聘任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93-



提案編號：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提案 

案由 修正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查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第 7 點規定：「本要點經校務會

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復查教育部 110 年

7 月 15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81325 號函示避免使用「經校長核

定」等文字，以避免學校主管不予核定院系務會議、教務會議等依

合議制精神審議通過之內容，爰刪除現行條文「並經校長核定」等

文字。 
二、茲檢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修正條文

對照表（如附件 1）、修正後全條文（如附件 2）及現行規定（如附

件 3）各 1 份。 

辦法 本案經審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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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通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施行。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 110 年 7 月 15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00081325 號函示避免使

用「經校長核定」等文字，

以避免學校主管不予核定

院系務會議、教務會議等

依合議制精神審議通過之

內容，爰刪除現行條文「並

經校長核定」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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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 

(修正通過) 
90.06.22. 89 學年度第 8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教育部 90.07.24.台(90)審字第 90103860 號函核定 
93.12.08. 93 學年度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4.03.30.第 5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2.27.改制大學後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6 第 3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考核標準表) 
年  月  日第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辦理教師之升等時，應考核送審

教師之教學及服務成績。辦理其他有關教師國內外進修或休假研究進修等事

項時，亦得考核教學及服務成績。 
三、申請教師準備教學服務成績考核時，應檢附相關資料並依據各系、所教師教

學服務成績考核標準表填寫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完成自評，交由系、

所教評會就各個項目予以初評給分，且以書面列出具體初審分數。 
四、院教評會就系、所提送之評分結果與書面資料進行複評，並將複評之評分結

果與相關資料送校教評會，以決定教學服務成績。 
五、本要點所訂評審評分項目，均以現任職級年資內之事實（蹟）為限。 
六、全校相關單位平時應對全體教師建立完整而確實之資料，在考核教學服務成

績時將檔案資料檢送系、所教評會、院教評會與校教評會參酌。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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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現行規定） 
90.06.22. 89 學年度第 8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教育部 90.07.24.台(90)審字第 90103860 號函核定 
93.12.08. 93 學年度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4.03.30.第 5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2.27.改制大學後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6 第 3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考核標準表)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辦理教師之升等時，應考核送審

教師之教學及服務成績。辦理其他有關教師國內外進修或休假研究進修等事

項時，亦得考核教學及服務成績。 
三、申請教師準備教學服務成績考核時，應檢附相關資料並依據各系、所教師教

學服務成績考核標準表填寫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完成自評，交由系、

所教評會就各個項目予以初評給分，且以書面列出具體初審分數。 
四、院教評會就系、所提送之評分結果與書面資料進行複評，並將複評之評分結

果與相關資料送校教評會，以決定教學服務成績。 
五、本要點所訂評審評分項目，均以現任職級年資內之事實（蹟）為限。 
六、全校相關單位平時應對全體教師建立完整而確實之資料，在考核教學服務成

績時將檔案資料檢送系、所教評會、院教評會與校教評會參酌。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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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有關本校約用人員(含約用工作人員、專案助理、職務代理人員、專案書記

等)薪資擬溯自 111年度 1月 1日起調增 4%，並修正「本校校務基金約用工

作人員報酬標準表」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育部111年2月9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12826號函辦理。 
二、查111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4%案，經行政院111年1月28日

院授人給字第11100000011號函核定，俟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奉總統公布後，溯自同年1月1日生效。又111年度各機關各機關聘

用、約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在每點新台幣129.7元範圍內，得自

行核定支給（詳如附件）。 
三、復查「本校校務基金約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備註第7點：「本

表每點薪點折合率，比照行政院約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調整幅度範

圍內訂定，隨其待遇調整而調整。其薪給尾數為0至4.9者，一律取0
整數；尾數為5至9.9者，一律取5整數」。爰研擬配合政府政策比照

編制內軍公教人員追溯自111年1月起調整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約用

工作人員薪資，按薪點調整每點由原訂124.7元調整為129.7元，並

據以修正「本校校務基金約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如附表，估算

總人事費調幅約4%，提請審議。 
四、又本校另有專案助理(自籌經費單位進用)、約用職務代理人員及約

用專案書記等類別人員，基於一體適用原則考量，其比照上開約用

工作人員給薪者擬隨同調整之。 
五、檢附修正前後「本校校務基金約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等如附

件。 

辦法 審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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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約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修正通過)         

111 年 2 月 23 日第 19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職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備             註 

職(位)稱 
行政書記 行政幹事 

技術幹事 
行政組員
技術組員
心理輔導員 

行政專員
技術專員
心理諮商師 

專案經理
總監 

一、約用工作人員職級分第一職級至第五職級，
以第五職級為最高，其職(位)稱、應具備資
格條件及薪酬依本表及備註欄規定辦理。各
單位進用約用工作人員，依其核准之職位
(稱)最低薪級起薪，服務至每年 12 月 31 日
止滿 1 年者，依年終考核結果列甲等以上
者，予以晉薪 1 級至該職位最高薪級止，服
務未滿 1 年或年終考核列乙等者，不予晉
級。 

二、本表實施前已聘僱之現職約用工作人員，依
其基本學歷，採計於本校之服務年資（滿 1
年提敘 1 級）按本表之報酬標準核算，若原
支領報酬已超過核算結果者，則暫支原報
酬，直至與本表報酬標準大致相符時止；反
之，原支領報酬與依本表核算結果相比較，
如有不足者，則依本報酬表標準支給；又上
述人員於 102年 3月 27日本表修正實施後，
依原核定進用之學歷薪級選擇適當職位
(稱)。 

三、新進約用工作人員薪資均自報到之日起支，
離職之日停支。 

四、本表 108年 3月 15日修正實施後新進約用工
作人員如任職與擬任工作性質相關且職務等
級或薪資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於公
立機關(構)學校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且每一
職務應逾六個月之年資，始得併計。但進用
知能條件包含相當工作資歷者，應扣除進用
所需工作資歷後，積餘年資再予辦理提敘，
不得重複採計年資。 
前項公立機關(構)學校年資應經用人單位檢
附足夠相關工作證明文件簽准，提經約用工
作人員考核小組審議通過後，至多提敘三
級，如具本校校內相關工作年資者，得提敘
五級，惟曾任年資併計後至多以提敘五級為
限。 
進用時未檢附足夠相關工作證明文件以致未
採計提敘者，最遲於報到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逾時不採計，並以一次為限)，約用工作人
員考核小組通過後，自校長核定之日生效，
不得追溯。 

五、約用工作人員經調整職位(稱)者於到任之日
起，改以新職位(稱)之最低薪級起薪，如原
支薪級超過新職位(稱)之最低薪級時，得以
原薪級核算報酬，依進用及考核相關規定核
支至得晉薪晉級止。 

六、支領月退休金（俸）之公教職人員受僱為約
用工作人員，其每月因職務所固定或經常領
取之薪資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及軍職
人員每月固定或經常領取之薪資總額超過公
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及專業加給
合計數額者，須停止其月退休金（俸）及優
惠存款。 

七、本表每點薪點折合率，比照行政院約聘僱人
員薪點折合率調整幅度範圍內訂定，隨其待
遇調整而調整。其薪給尾數為 0 至 4.9 者，
一律取 0整數；尾數為 5至 9.9者，一律取 5
整數。 

八、本校所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如因工作性質特
殊、人才羅致不易或須具專業證照者，其約
用工作人員薪給，除依本標準表支給外，得
專案簽准增給專業加給，至多不得逾 8000
元。其中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至多不得逾
3000 元；學務處心理師，至多不得逾 8000
元。惟支領專業加給者，如表現不佳或工作
不力，得專案簽准酌減其加給數額。 

九、北師美術館因業務性質需要以定期契約得置
總監或專案經理等職務，進用碩士級以上具
專業資格及工作資歷或經驗等專長能力條件
人員，僱用期滿續僱與否依據績效成果予以
評估。 

十、用人單位如需另訂職稱(位)者，經專案簽准
後辦理。 

十一、本表核定後溯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資格條件 專科以上
畢業 

大學以上
畢業 

大學以上
畢業 

碩士以上
畢業 

碩士以上
畢業 

薪級 17 級 18 級 21 級 23 級 13 級 
470 60955 

 
  

 
十三 

460 59660 十二 
450 58365 十一 
440 57065 二三 十 
430 55770   二二 九 
422 54730    二一 八 
414 53695    二十 七 
407 52785    十九 六 
400 51880    十八 五 
393 50970    十七 四 
386 50060    十六 三 
378 49025    十五 二 
371 48115    十四 一 
364 47210   二一 十三 

 

358 46430   二十 十二 
353 45780   十九 十一 
348 45135   十八 十 
343 44485   十七 九 
338 43835   十六 八 
333 43190   十五 七 
328 42540   十四 六 
323 41890   十三 五 
318 41240   十二 四 
313 40595  十八 十一 三 
308 39945  十七 十 二 
303 39295  十六 九 一 
298 38650  十五 八 

 

293 38000  十四 七 
288 37350  十三 六 
284 36830  十二 五 
280 36315  十一 四 
275 35665 十七 十 三 
270 35015 十六 九 二 
265 34370 十五 八 一 
260 33720 十四 七 

 

256 33200 十三 六 
251 32550 十二 五 
247 32035 十一 四 
242 31385 十 三 
238 30865 九 二 
233 30220 八 一 
229 29700 七 

 

224 29050 六 
220 28530 五 
217 28140 四 
214 27755 三 
211 27365 二 
207 26845 一 

薪點/薪給 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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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約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         

108 年 3 月 15 日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職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備             註 

職(位)稱 
行政書記 行政幹事 

技術幹事 
行政組員
技術組員
心理輔導員 

行政專員
技術專員
心理諮商師 

專案經理
總監 一、約用工作人員職級分第一職級至第五職級，

以第五職級為最高，其職(位)稱、應具備資格
條件及薪酬依本表及備註欄規定辦理。各單
位進用約用工作人員，依其核准之職位(稱)最
低薪級起薪，服務至每年 12月 31日止滿 1年
者，依年終考核結果列甲等以上者，予以晉
薪 1級至該職位最高薪級止，服務未滿 1年或
年終考核列乙等者，不予晉級。 

二、本表實施前已聘僱之現職約用工作人員，依
其基本學歷，採計於本校之服務年資（滿1年
提敘1級）按本表之報酬標準核算，若原支領
報酬已超過核算結果者，則暫支原報酬，直
至與本表報酬標準大致相符時止；反之，原
支領報酬與依本表核算結果相比較，如有不
足者，則依本報酬表標準支給；又上述人員
於 102 年 3 月 27 日本表修正實施後，依原核
定進用之學歷薪級選擇適當職位(稱)。 

三、新進約用工作人員薪資均自報到之日起支，
離職之日停支。 

四、本表 108 年 3 月 15 日修正實施後新進約用工
作人員如任職與擬任工作性質相關且職務等
級或薪資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於公
立機關(構)學校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且每一職
務應逾六個月之年資，始得併計。但進用知
能條件包含相當工作資歷者，應扣除進用所
需工作資歷後，積餘年資再予辦理提敘，不
得重複採計年資。 
前項公立機關(構)學校年資應經用人單位檢
附足夠相關工作證明文件簽准，提經約用工
作人員考核小組審議通過後，至多提敘三
級，如具本校校內相關工作年資者，得提敘
五級，惟曾任年資併計後至多以提敘五級為
限。 
進用時未檢附足夠相關工作證明文件以致未
採計提敘者，最遲於報到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逾時不採計，並以一次為限)，約用工作人員
考核小組通過後，自校長核定之日生效，不
得追溯。 

五、約用工作人員經調整職位(稱)者於到任之日
起，改以新職位(稱)之最低薪級起薪，如原支
薪級超過新職位(稱)之最低薪級時，得以原薪
級核算報酬，依進用及考核相關規定核支至
得晉薪晉級止。 

六、支領月退休金（俸）之公教職人員受僱為約
用工作人員，其每月因職務所固定或經常領
取之薪資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及軍職
人員每月固定或經常領取之薪資總額超過公
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及專業加給
合計數額者，須停止其月退休金（俸）及優
惠存款。 

七、本表每點薪點折合率，比照行政院約聘僱人
員薪點折合率調整幅度範圍內訂定，隨其待
遇調整而調整。其薪給尾數為 0 至 4.9 者，一
律取 0 整數；尾數為 5 至 9.9 者，一律取 5 整
數。 

八、本校所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如因工作性質特
殊、人才羅致不易或須具專業證照者，其約
用工作人員薪給，除依本標準表支給外，得
專案簽准增給專業加給，至多不得逾 8000
元。其中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至多不得逾
3000 元；學務處心理師，至多不得逾 8000
元。惟支領專業加給者，如表現不佳或工作
不力，得專案簽准酌減其加給數額。 

九、北師美術館因業務性質需要以定期契約得置
總監或專案經理等職務，進用碩士級以上具
專業資格及工作資歷或經驗等專長能力條件
人員，僱用期滿續僱與否依據績效成果予以
評估。 

十、用人單位如需另訂職稱(位)者，經專案簽准後
辦理。 

十一、本表自核定日起實施。 

資格條件 專科以上
畢業 

大學以上
畢業 

大學以上
畢業 

碩士以上
畢業 

碩士以上
畢業 

薪級 17 級 18 級 21 級 23 級 13 級 
470 58605 

 
  

 
十三 

460 57360 十二 
450 56115 十一 
440 54865 二三 十 
430 53620   二二 九 
422 52620    二一 八 
414 51625    二十 七 
407 50750    十九 六 
400 49880    十八 五 
393 49005    十七 四 
386 48130    十六 三 
378 47135    十五 二 
371 46260    十四 一 
364 45390   二一 十三 

 

358 44640   二十 十二 
353 44015   十九 十一 
348 43395   十八 十 
343 42770   十七 九 
338 42145   十六 八 
333 41525   十五 七 
328 40900   十四 六 
323 40275   十三 五 
318 39655   十二 四 
313 39030  十八 十一 三 
308 38405  十七 十 二 
303 37780  十六 九 一 
298 37160  十五 八 

 

293 36535  十四 七 
288 35910  十三 六 
284 35415  十二 五 
280 34915  十一 四 
275 34290 十七 十 三 
270 33665 十六 九 二 
265 33045 十五 八 一 
260 32420 十四 七 

 

256 31920 十三 六 
251 31300 十二 五 
247 30800 十一 四 
242 30175 十 三 
238 29675 九 二 
33 29055 八 一 

229 28555 七 

 

224 27930 六 
220 27430 五 
217 27060 四 
214 26685 三 
211 26310 二 
207 25810 一 
薪點/薪給 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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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提案 

案由 修正本校《教學實踐與創新》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教學實踐與創新》編輯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編輯委員會議決議辦理，該決議摘要如下：「經綜合考量編委

會現況及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實施方案，修訂《教學實踐與創新》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

編委會置委員 19 至 31 人，其中，校外委員不得少於半數」。 
二、 依據本校 110 年 10 月份主管會報宣導案，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5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81325 號函知，有關要點通過後施行之條

文內容，應避免使用「經校長核定」等文字，配合修正條文。 
三、 檢附修正對照表（附件 1）、修正草案（附件 2）及原辦法（附件

3）各 1 份供參。 

辦法 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103-



《教學實踐與創新》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三條 編委會置委員 19 至

31 人，其中，校外委

員不得少於半數，由

編委會就國內外具

副教授資格以上、學

術聲望卓著之學者，

推薦人選簽請校長

遴聘之。編委會置主

編 1 人，由委員互推

產生，任期 1 年，得

連任。 

第三條 編委會置委員 15 至

19 人，其中，校外委

員不得少於半數，由

編委會就國內外具

副教授資格以上、學

術聲望卓著之學者，

推薦人選簽請校長

遴聘之。編委會置主

編 1 人，由委員互推

產生，任期 1 年，得

連任。 

修正編委會委員

人數。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依據本校 110 年

10 月份主管會報

宣導，共通性修

正文字。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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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與創新》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通過) 

 
104.09.15 國民教育轉型小組擬定 
104.12.30 第 12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01.31 第 14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2.14 第 5 次編委會議修正通過 
109.02.25 第 7 次編委會議修正通過 

109.04.29 第 17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02.18 第 10 次編委會議修正通過 

111.02.23 第 19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為鼓勵教學實務研究，促進教學創新，提升《教學實踐

與創新》（以下簡稱本刊）論文之學術品質，特設「教學實踐與創新編輯

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委會）。 
第二條 本刊每年出版 1 卷（2 期），分別於 3、9 月出刊。 
第三條 編委會置委員 19 至 31 人，其中，校外委員不得少於半數，由編委會就

國內外具副教授資格以上、學術聲望卓著之學者，推薦人選簽請校長遴

聘之。編委會置主編 1 人，由委員互推產生，任期 1 年，得連任。 
第四條 編委會委員任期為 1 年，得連任。委員均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酌支

出席費及臺北市、新北市以外之差旅費。 
第五條 編委會負責掌理本刊徵稿、推薦審稿委員、文稿審查及編輯事宜，其分工

由主編協調。 
第六條 編委會於本刊每期出刊前，至少召開 1 次會議，決審該期論文並決定接

受稿件之篇數與順序。 
第七條 編委會之召開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 2 

-105-



《教學實踐與創新》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原辦法) 
 

104.09.15 國民教育轉型小組擬定 
104.12.30 第 12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01.31 第 14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2.14 第 5 次編委會議修正通過 
109.02.25 第 7 次編委會議修正通過 

109.04.29 第 17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為鼓勵教學實務研究，促進教學創新，提升《教學實踐

與創新》（以下簡稱本刊）論文之學術品質，特設「教學實踐與創新編輯

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委會）。 
第二條 本刊每年出版 1 卷（2 期），分別於 3、9 月出刊。 
第三條 編委會置委員 15 至 19 人，其中，校外委員不得少於半數，由編委會就

國內外具副教授資格以上、學術聲望卓著之學者，推薦人選簽請校長遴

聘之。編委會置主編 1 人，由委員互推產生，任期 1 年，得連任。 
第四條 編委會委員任期為 1 年，得連任。委員均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酌支

出席費及臺北市、新北市以外之差旅費。 
第五條 編委會負責掌理本刊徵稿、推薦審稿委員、文稿審查及編輯事宜，其分工

由主編協調。 
第六條 編委會於本刊每期出刊前，至少召開 1 次會議，決審該期論文並決定接

受稿件之篇數與順序。 
第七條 編委會之召開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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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一、請學務處評估調整導師輔導費及研究生生涯輔導社群指導費。 
二、有關「教師評鑑暨教學評量調整意向調查」將以紙本重新調查事宜，請各系

所主管協請所屬教師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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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教務處工作報告 
（111 年 2 月） 

 
■招生組 

一、111 學年度碩、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定於 111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至 2
月 21 日(星期一)辦理筆試、面試、術科考試，3 月 5 日(星期六)辦理第二階

段複試，預訂 3 月 15 日(星期二)公告錄取名單。 
二、本校 111 學年度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試，自 3 月 1 日（星期二）

起至 3 月 10 日（星期四）止受理通訊報名，核定招生名額為 19 名；並訂於

3 月 19 日（星期六）辦理術科考試及面試。 
三、本校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招生(青年儲蓄帳戶組)，招生學系為幼兒

與家庭教育學系、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核定招生名額為 3 名，已於 2 月

9 日公告甄審結果，並於 2 月 15 日公告統一分發結果，統一分發錄取生應於

2 月 18 日前辦理通訊報到。 
四、刻正辦理113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數學考科調查，請招生學系於2月底前

完成填報。 
五、111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個人申請」聯合招生，報名本校人數為：學士班

24 名、碩士班 85 名，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正進行書面審查，預訂於 3
月 3 日前完成審查結果回傳海聯會。 

六、2022 年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自 2 月 1 日起至 4 月 29 日受理考生網路

申請報名，預定於 5 月初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並於 6 月 8 日前放榜。 
七、111 學年度新住民學生入學招生自 2 月 1 日起至 4 月 29 日止受理通訊報名，

預定於 5 月初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並於 6 月 1 日前放榜。 
八、教育部委辦本校辦理 111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為北(四)

考區、音樂術科、美術術科試場，考試期間為 111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至 3
月 28 日(星期一)，應試考生共計 342 名(學科腦性麻痺大學組 34 人、腦性麻

痺四技二專組 7 人、自閉症四技二專組 177 人，共 218 人；音樂術科 8 人、

美術術科 124 人)；學科試場使用至善樓，術科試場使用藝術館。 
九、依教育部函示於 3 月 15 日前辦理 112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增

設調整案(一般項目)報部。本校 112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申請案」

共計 3 案：(一)裁撤「課程領導與管理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前案業經 110
年 6 月 8 日第 46 次校務會議通過；(二)裁撤「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學位在職

專班(暑期班)」及停招「博物館管理與科技應用碩士在職專班」，前述案件

業經 110 年 12 月 14 日第 47 次校務會議通過。 
 

■註冊與課務組 

一、110-1 學期教師成績繳交期限已於 1/21（星期五）截止，教師於系統繳交成

績後，學生即可上網查詢。截至 2/8 日（星期二）止，尚有 2 門課程教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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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缺繳且未申請緩繳，本組已於 1/25 分別以 email 和紙本通知單進行催繳。 
二、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階段選課結果已於 2 月 9 日(星期三)公告。開學後

之加退選課及受理校際選課申請期間為 2 月 14 日(星期一)開始至 2 月 25 日

(星期五)結束，相關作業時程表詳如附件 1。 
三、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修讀雙主修獲核定者計 12 名。 
四、為落實智慧財產權觀念，鼓勵教師自編教材，並可上傳至本校教學平台(智慧

大師、教學魔法師)提供學生下載。 
五、為加強學生性別平等觀念，請鼓勵老師可開設性別平等課程或是將性別平等

相關議題融入教學，並請老師授課時務必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

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教師

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

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 
六、對於校內課程，各開課單位應強化視導，倘發現教師授課有性別偏見、性別

歧視等情事，疑似有違反性平法，應即依性平法規定辦理。對於校外人員或

團體到校實施課程教學或活動，各開課單位應審查其教學計畫，如計畫內容

違反教育基本法及性平法者，應拒絕入校。如發現課程教學或活動疑似有違

反性平法，應即依性平法規定辦理。 
 

■出版與宣傳組 

一、已於 2 月 15 日出刊之 3 月號《空中英語雜誌》封面裡刊登本校全版形象廣

告。 
二、為執行數位傳播計畫，已彙整《教育實踐與研究》第 20 卷至第 34 卷內容（包

含卷期、屬性、篇名、第一作者、第一作者資料、第一作者 e-mail），以利

於統整期刊歷年主題並選擇製作數位傳播影片。 
三、為推廣期刊數位傳播，已以電子郵件寄送 TSSCI 期刊《教育實踐與研究》第

34 卷 3 期（2021 年 12 月出版）「災疫教育學」專刊刊登稿件資料至期刊歷

年外審、歷年投稿者及全國各教育系所聯絡人 E-mail 信箱。 
四、頃接獲科技部人社中心電子郵件通知，應於 3 月底前將申請 TSSCI 所有資料

上傳人社中心指定網站，已開始著手規劃處理相關事宜。 
五、《北教大校訊》自第 184 期起改為季刊，概分為「焦點新聞」、「學術頻道」、

「師生表現」、「活力校園」、「校友園地」等區塊（依各期來稿量彈性調

整版面）。第 207 期已出刊，刻正進行第 208 期之徵稿作業。 
六、敬請各系所單位於出版刊物時配合加強(1)出版品基本形制要求，(2)定價統

籌展售並提供寄存圖書館典藏，及(3)釐清著作權歸屬並爭取充分授權辦理電

子檔繳交作業；出刊後並請填寫檢核表擲送本組存查。 
七、為配合文化部推動政府出版品授權利用之政策，各系所單位如有以學校經費

出版之刊物及研討會論文集，請申請 GPN（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且於邀

稿時即取得作者授權其作品再利用之權利（相關表單「授權書」、「圖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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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清單」可於教務處出版與宣傳組網頁下載）。  
八、全校各單位出版品可統一由出版與宣傳組協助申請 GPN 以及 ISBN。 
 

■華語文中心 

一、111 年 2 月份華語文中心在籍學員共 56 人。 
二、2021華語冬季班自110年12月1日（星期三）開始上課，於111年2月22日（星

期二）結業。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一、執行 110 學年度地方輔導計畫，預計於 4 月中舉辦「新住民語言教學支援人

員教師增能研習」，課程於每週三下午辦理共 6 次。 
 
 
附件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學制選課作業時程表 

時   間 工  作  事  項 備   註 

2/9(三) 第二階段選課結果公

布 師、生可進入教務學務師培系統查詢選課結果 

2/14(一) 正式上課  

2/14(一)～2/25(五) 

加退選課、受理校際

選課申請 
(日間學制大學部、碩

博士班學生) 

選 課 系 統 開 放 時 間 ： 2/14( 一 )12:00 起 至

2/25(五)18:00 止 
1.日間學制學生(含碩博士班學生跨選進修學制課

程)應依前述規定時間上網加退選課，逾期不予補

辦。 
2.開學後選課人數恰達或低於開課人數下限之課

程，不再受理退選，惟經授課教師及全體修課同

學同意並理解該課程將因此停開者不在此限。 
3.校際選課應於雙方學校規定期間內辦理完成。 

2/16(三)～2/23(三) 特殊情形人工加簽申

請 

逕洽各欲加簽課程之開課單位填寫申請單，先經開

課單位依申請條件審核加簽資格通過，再經任課教

師及開課單位主管核章同意，於期限內繳回開課單

位，始完成申請。本學期教育學程課程特殊情形人

工加簽申請時間及申請方式等事宜依師資培育暨就

業輔導處公告辦理。 

3/7(一) 發送選課清單  

3/14(一) 選課清單簽名繳回截

止日 
各系所依班級學號排序後，於 3/14(一)下午 5：00 前

送回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逾時視同未完成註冊。 

3/15(二) 教師可自行列印正式

點名條（成績記載表） 
請進入教務學務師培系統中列印成績記載表之正式

點名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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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通識教育中心工作報告 
 

111 年 1 月 18 日至 111 年 2 月 17 日 
 

一、課務報告： 
(一) 完成 110-2 通識課程各項設定檢查，並於 110-2 日間學制第二階段選課

結束後，進行系統篩選結果檢查，並對修習異動課程同學進行通知。 
(二) 寄送開課通知予中心專兼任教師，並提醒教師準時上傳教學大綱及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之題目勾選。 
(三) 開學日即進行 110-2 臺大校際選課通識課程本校認抵領域及學分數一覽

表及選課流程、課程大綱。 
(四) 本校 110-2 通識課程特殊加簽，分二階段採線上加簽，第一階段開放時

間：111/2/16(三)9:00 至 2/18(五)16:00 止，對象：應屆畢業生及大四以

上延修生。第二階段開放時間：111/2/21(一)13:00 至 2/23(三)16:00 止，

對象:全校大學部學生及延修生。 
(五) 提供學生通識修課及微型學分學程問題諮詢。 

二、行政業務: 
(一) 辦理聘任助理員面試評選事宜。 
(二) 填報及執行高教深耕管考 12 月計畫進度及績效指標成果報告及經費核

銷。 
(三) 完成通識中心 110 年度業務費執行。 
(四) 協助中心教師申請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助理申請。 
(五) 辦理兼任教師教師證外審事宜。 
(六) 數量統計及行政資料彙整： 

1. 彙整通識中心 2 月份行政會議工作報告予秘書室。 
2. 定時填報北教大登革熱表單。 
3. 定時填報防疫應變會議工作報告。 
4. 定期彙整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助理工讀時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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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學生事務處工作報告 
111.2.23 

 
生活輔導組 
一、導師制相關事宜 

(一)學生上傳班級會議紀錄情形：依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規定，導師應安排

適當時間與學生舉行座談會、討論會以及其他有關團體生活之指導，並

於活動結束後，指導學生於校務系統登錄「班會活動紀錄」，查 110 學

年度第 1 學期統計上傳班級會議紀錄共 80 班，合計上傳 210 次。 
(二)導師輔導導生登錄學生輔導狀況：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輔導導生的

導師共有 36 位，輔導學生人數合計 375 名。感謝各位導師的用心與支

持。 
二、學生請假事宜 

正式課表產生前(3 月 14 日)，同學因故需請假時，應先向任課教師報告外，

於線上需點選◎集會請假方式請假或於生輔組網頁下載假單直接向任課教

師提出申請。 
三、僑生輔導 

(一)僑陸生入境情形彙整： 
1.已入境：3 人，現正檢疫中。 
2.預定入境：5 人 

日期 人數 類別 
2/21 1 陸生(專案申請中) 
2/25 1 陸生(專案申請中) 
3/2 1 陸生(專案申請中) 
3/4 1 僑生 
3/13 1 僑生 

(二)110-2 僑生健保費已開立繳費單，現正追蹤繳費狀況。 
(三)辦理 110-2 團體外籍生保險加保事宜。 
(四)辦理休學及畢業僑生學籍異動及通報。 

四、就學貸款：110-2 就學貸款現正受理申請，收件期限為 111 年 2 月 25 日。 
五、獎助學金暨高教深耕弱勢助學 

(一)111 年 1 月份學習及就業輔導獎勵金共計 3 人申請並審核通過，共核發

21,000 元。 
(二)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餐食助學代金第一階段已開放申請，收件至 111 年

2 月 25 日止。 
(三)校內外多項獎助學金，皆已放置本組最新消息及獎助學金總表專區，如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研究所獎學金、優秀僑生獎學金、清寒僑生

獎學金、學產低收入戶助學金、弱勢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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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宿舍 
(一)111 年 2 月 14 日至 18 日開放 110 學年第二學期宿舍遞補申請；同月 21

日至 24 日開放交換床位申請。 
(二)催繳 110 學年第 2 學期宿舍住宿費與寒假住宿費用，將於 2 月底進行相

關保證金退費作業及陸續退還離宿臥龍住宿生保證金及依比例計算之

未滿期住宿費。 
(三)111 年 2 月 11 日已完成宿舍清潔消毒工作，並於 2 月 12 日辦理宿舍開

宿，開放住宿生入住，相關事宜已公告於生輔組及宿舍網頁。 
(四)按本校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及輔導管理辦法，重新規劃宿舍資源寢室之分

配與申請。 
 
課外活動組 

111 年寒假服務梯隊受 COVID-19 疫情影響，經合作學校評估後取消辦理共

計 8 個梯隊，服務地點分別為：宜蘭縣蘇澳鎮南安國小、宜蘭縣蘇澳鎮蓬萊國小

附設幼兒園、苗栗縣南庄鄉南庄國小、嘉義縣布袋鎮布新國小、高雄市大寮區中

庄國小、屏東縣佳冬鄉佳冬國小、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小鵝鑾分校、金門縣金寧

鄉金鼎國小。後續經費核銷及成果繳交因應事宜已公告在課外活動組網站及粉專。 
 

衛生保健組 
一、健康服務 

(一)111.1.1～111.1.31 保健服務人數統計如下： 
科別 學生 教職員工 合計 

人次 % 人次 % 人次 % 
外傷處理 72 79.1 % 10 11.0 % 82 90.1 % 
保健諮詢 6 6.6 % 2 2.2 % 8 8.8 % 
營養諮詢 1 1.1 % 0 0.0 % 1 1.1 % 
總計 79 86.8 % 12 13.2 % 91 100.0 % 

(二)校內師生傷病統計，分析結果顯示：  
1.發生率較高之受傷地點為校外和球場。 
2.受傷類別以擦傷和挫傷為主。 

(三)針對境外生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持續追蹤給予健康關懷，並每

日上網填報防疫追蹤系統。 
二、健康教育 

(一) 本校 110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執行成果獲得教育部審查評列為「健康體位

議題執行成效卓越」，111 年獲教育部補助 18 萬元。 
(二)減重比賽：活動將於 3 月 1 日(二)開始報名，比賽為期 10 週，以 2~4 人

組成團隊方式進行，預計招收 50 人，歡迎有意願開啟健康新生活之師

生組隊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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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教學影片徵選競賽：衛保組與體育室共同舉辦，3 月 5 日(六)辦理

培訓課程，學習錄製運動教學影片技巧並組隊參加甄選比賽。 
三、健康環境 

(一)教育部於 2 月 21 日(一)委派專家學者蒞校進行餐飲衛生輔導訪視，學務

處及總務處相關工作同仁共同參與。 
(二)每週進行餐廳衛生檢查，未達衛生標準項目要求商家限期改善及複檢。 
(三)輔導店家及清潔人員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加強環境清潔及消毒。 
(四)登革熱環境檢查：各單位專責人員每週自主環境檢查並完成線上填報，

填報率為 91%。 
 

心理輔導組 
一、心理諮商服務 

統計期間：111 年 1 月 5 日～111 年 2 月 4 日        （單位：小時） 
項次 項       目 人數 人次 使用率 
一 個別諮商 86 149 95% 
二 高風險與危機個案晤談與管理 9 22 100% 
三 初步晤談評估 0 0 - 

說明： 
(一)寒假期間，持續提供高風險與危機個案之晤談及電話追蹤關懷，包含協

助自傷危機、就醫及家長諮詢、恐慌發作、憂鬱症、躁鬱症、疑似精神

疾病、自傷行動及高風險家庭會談之個案處理，為此期間花最多人力與

心力協助之類型。 
(二)本學期精神科醫師駐校諮詢於 3 月 18 日、4 月 22 日、5 月 20 日，歡迎

師長視學生需求予以轉介資源。 
二、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心理衛生推廣活動規劃內容 

(一)教職員工增能培訓講座：規劃全校導師研習一場。 
(二)輔導人員增能培訓計畫： 

擬辦理增進輔導人員生命教育危機處遇之專業知能，分別有沙遊個人

歷程體驗活動 60 場次、分析取向心理學讀書會 3 場、沙遊治療臨床指

導與督導團體 3 場、歷程性繪畫工作坊 4 月 11 日至 12 日、實習心理

師團體輔導之督導等五大類，持續辦理中。 
(三)校園生命守護園丁培育： 

1.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1)於 10 月 25 日辦理「不一樣會怎樣～認識與尊重多元性別」性平講

座，共計 28 人參與。 
(2)於 11 月 22 日辦理親密關係講座，共計 28 人參與。 

2.班級座談 
擬規劃心理健康主題班級座談共四主題，歡迎導師或班級進行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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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團體工作坊 
(1)擬於 4 月至 5 月 18:30-20:00 舉辦「親密關係探索」團體，共計 6 次。 
(2)擬於 4 月至 5 月 18:30-20:00 舉辦「生涯探索」團體，共計 6 次。 
(3)擬於 4 月辦理表達性藝術治療工作坊，協助學生自我探索、覺察並

紓解情緒，進而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 
4.爆米花志工團 

(1)於 2 月 22 日晚間辦理志工團體凝聚力活動－期初大會。 
(2)擬於 3 月 01 日晚間以多元性別為主題，辦理心理衛生宣導主題週專

業培訓課程，並於 3 月 08 日、3 月 15 日、3 月 22 日晚間辦理心理

衛生宣導主題週籌備會議暨訓練課程。 
三、其他 

(一)獲准「110 年度教育部補助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增購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

備實施計畫」乙案，總金額 291,205 元。 
(二)申請「111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總

金額共 1,036,509 元，送審中。 
(三)申請「111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送審

中。 
 

資源教室 
一、110 學年度第二梯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作業 

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第二梯次鑑定提報作於 111 年 2 月 14 日

展開，以學生本位為出發點，考量個別教育需求，提供適性安置與特殊教育

及服務。本梯次預計提報 7 名身心障礙學生，其中 2 名為新增個案（疑似

生），作業程序依規定需於 3 月 20 日提報完畢。 
二、身心障礙學生輔導：統計期間：111 年 1 月 1 日-1 月 31 日。 

說明：本月份輔導人次共計 57 人次，類別詳附表所示。寒假期間，資源教

室仍持續關懷身心障礙學生，除維持重要個案邀約晤談外，並以多元方式追

蹤聯繫，以「輔導不斷線，放假不放空」精神協助學生順利銜接新學期。 
輔導類別 111 年 1 月 
ISP 27 
鑑定 1 
學業問題 7 
健康狀況 2 
綜合討論 17 
危機問題 1 
其他 1 
月統計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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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一、1 月 17 日至 1 月 21 日(共計 1 週)體育場館支援進修推處辦理冬令營等相關

課程活動。 
二、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報名作業:本校擬報名項目計 8 項:田徑、游泳、競

技體操、桌球、羽球、跆拳道、空手道及網球。 
三、2 月 10 日體育場館支援辦理新春團拜及摸彩活動。 
校園安全組 
一、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2 月 10 日校園安全組執行業務統計如下： 

(一) 及時處理並填報校安通報計 7 件(安全維護事件 3 件、疾病事件 1 件、

其他事件 3 件)。 
(二) 登載遺失物計 46 件，拾獲物計 38 件，已領回計 31 件。 
(三) 本校同學辦理兵役緩徵計 15 件(含儘後召集)。 

二、本校 110 學年度第 6 次防疫應變小組會議紀錄，經奉核後已上傳本校防疫專

區，提供全體教職員工生參考。 
三、持續進行各系校外賃居生名單調查，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將由各系輔導員編

排進行校外賃居安全訪視。 
四、於 1 月 24 日至東側門張貼公告並發全校公告信提醒師生，於 111 年 1 月 24

日(一)至 2 月 5 日(六)本校東側門封閉，教職員工生請由「學校正門」入口量

測體溫及實名制入校。 
五、2 月 9 日下午 14 時辦理召開本校 110 學年度第 7 次防疫應變小組會議。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獎助學金申請：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

學生」獎助學金，本校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核發名額共 15 名，已於 1 月 18 日

核發款項。 
二、課業支持系統：原住民族學生學伴計畫提供每組 8,000 元獎勵津貼，分期中、

期末兩次發放，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名額上限 16 組，紙本收件至 3 月 11 日

截止，經審核通過後，預計於 3 月 21 日開始實施一對一課業協助。 
三、計畫執行情形 

(一) 原資中心 111 年度計畫書與 110 年計畫成果報告，於 1 月 11 日備文報

部審查。第一筆 40 萬元預撥款項已於 1 月 14 日匯入學校帳戶，俟計畫

核定後，教育部再撥付其餘經費。 
(二) 110 年度教育部補助計畫經費執行率為 99.94%，經費結報作業依限於 2

月 25 日前(計畫結束後 2 個月內)，備文檢送教育部經費收支結算表及賸

餘款支票辦理核結。 
四、活動規劃：規劃籌備 110 年學年度第 2 學期之原民文化講座及工作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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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總務處工作報告 
(111 年 2 月) 

11.2.10 彙整 

【保管組】 
一、重慶南路首長宿舍校地業於第 45 次校務會議通過參與鄰地都市更新單元劃

定，並獲臺北市政府 110 年 8 月 12 日核准劃定都更單元，111 年 1 月建築師

已完成規劃圖面，本校分配 1-5 樓，有獨立出入口，共 16 間教學空間(46 個

座位 8 間、48 個座位 8 間)，其餘為大廳、廁所及茶水間等，已與建築師確

認配置之教室桌椅尺寸及座位間之走道寬度係依本校教室為範本，且已依法

規檢討。動工前持續徵求短期利用活化構想書，目前尚無單位投件。另為活

化校產，亦持續依程序受理本校單位臨時或短期借用。 
二、本校經管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 593-1、593-2 及 593-3 地號等 3 筆土地

(TOYOTA 旁)參與都市更新案，臺北市政府 109 年 11 月 19 日核定公告實

施，實施者已於 110 年 12 月 6 日完成拆除作業並於 110 年 12 月 22 日舉行

興建工程開工典禮，刻正辦理後續規劃。 
三、與主計單位核對 111 年 1 月份財產增減帳務，並提列「財產折舊總表」及「成

本攤提總表」陳核。 
四、陳報本校國有財產 111 年 1 月份報表至教育部。 
五、提供主計室男女生宿舍 111 年 1 月份財產設備、監視系統、電話建置各項折

舊明細資料及編製分攤明細表。 
六、辦理 111 年 1 月份財物增加帳務建檔及各單位財物請購案，並分別列印增加

單及標籤分送各保管人確認。 
七、提供退休、離職、異動人員財物移交清冊，俾儘速辦理交接事宜。 
八、辦理 111 年 1 月份財產及非消耗品移動帳務業物，並列印新移動單及標籤分

送各單位保管人重貼。 
九、辦理堪用財物公告事宜。 
十、辦理 111 年 1 月財物報廢減損帳務處理。 
十一、依財物減損單辦理報廢財物確認、收取、聯繫等事宜。 
十二、整理消耗品櫃、盤點及採購、辦理各單位領用消耗品等事宜及表列 111 年

1 月份消耗品收發月報表。 
十三、提供各教學及行政單位辦理活動各項什物借用及歸還等事宜。 
 
【營繕組】 
一、規劃設計重要案件： 

(一) 歷史建築原第二師範學校警衛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已

於 109 年 7 月 7 日決標，主管機關已同意展延期程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已提送)。文化局 10 月 8 日來函通知該局審查通過，續送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審查。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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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暫緩送審。12 月 3 日重新提送審議並請求循老房子文化運動 2.0 政

策辦理招商修復經營事宜，12 月 7 日經文化局田副局長現地視察老房子

文化運動事宜。排定 111 年 1 月 18 日老房子文化運動招標文件審查，1
月 19 日文資審議會審查，111 年 1 月 19 日審議通過，俟審議紀錄送達

後辦理結案。 
(二) 藝術館音樂系教室整修案：規劃設計完成。 
(三) 教育推廣大樓新建工程委託可行性評估技術服務：111 年 1 月 26 日第 2

次招標，預計 2 月 16 日辦理評選。 
二、履約中案件 

(一) 泉州街舊眷舍 10 戶拆除工程：111 年 2 月 9 日第一次開標，預計 2 月

18 日決標。 
(二) 創意館雨賢廳舞台整修工程：110 年 11 月 17 日決標，於 12 月 13 日開

工，於 111 年 1 月 11 日竣工，1 月 17 日驗收通過。 
(三) 學生活動中心電梯更新：110 年 10 月 4 日決標，預計 111 年暑假安裝。 

三、111 年 1 月份完成如下項目： 
(一) 各棟建築物昇降機設備定期保養作業。 
(二) 全校區各棟舘舍臨時性及緊急性修繕持續進行。 
(三) 億光捐贈宿舍支架燈配合宿舍作息持續進行安裝。 

 
【事務組】 
一、 採購案件：本月執行採購案件共 39 件，其中會簽階段 4 件、招標公告階段

2 件、決標履約階段 24 件、驗收付款階段 9 件，相關內容如下： 

項
次 

需求 
單位 案名 

辦理情形 

採購 
金額 

規劃
階段 

會簽 
階段 

招標
公告
階段 

議價
評選
階段 

決標
履約
階段 

驗收
付款
階段 

其他(請敘明) 

1 計網中
心 

新一代校務整合資訊
系統建置案 17,270,000       V  準用最有利標 

第五期 

2 事務組 全校數位監視系統設
備更新建置專案 26,639,931     V  公開招標最有利

標 

3 
主計室 
出納組 
事務組 

109-111 年會計、出納
帳務系統及納保管理 2,060,000       限制性招標 /第

三期驗收 

4 生輔組 學生宿舍網路委外建
置維護案 8,100,000     V    準用最有利標 

5 數資系 111年身心障礙運動課
程影片拍攝製作 999,940     V  公開取得企劃書 

6 北美館 
《光-臺灣文化的啟蒙
與自覺》展覽運輸保險
案 

921,000     V  公開取得企劃書 

7 師培處 
110年師資生教學基本
能力線上報名及評審
系統功能維護及擴充 

193,000       V  限制性招標 

8 圖書館 
111 年 續 租 APA 
PsyARTICLES 心理學
全文資料庫 

347,000      V 公開取得書面報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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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需求 
單位 案名 

辦理情形 

採購 
金額 

規劃
階段 

會簽 
階段 

招標
公告
階段 

議價
評選
階段 

決標
履約
階段 

驗收
付款
階段 

其他(請敘明) 

9 音樂系 110-111 年 KAWAI 鋼
琴調律保養維護 475,200     V  公開取得企劃書 

10 事務組 
111 年度校區及學餐
廳空間廁所環境清潔
維護採購 

6,480,000     V  準用最利標 

11 音樂系 
110-111 年 Yamaha、
Steinway 鋼琴調律保
養維護 

273,600     V  公開取得企劃書 

12 圖書館 111年度中文圖書採購
案 1,300,000   V    公開招標 

13 總務處 「110 年 12 月及 111
年校區廢棄物清運」案 1,502,592     V  公開招標 

14 計網中
心 

Adobe 教育版授權軟
體(ETLA)租賃 6,480,000      V 限制性招標 

(第二期驗收) 

15 學務處 
生輔組 

109-110 學年度學生團
體保險 6,420,000      V 公開招標 

(第二期驗收) 

16 
進修推
廣推廣
教育中
心 

110年進修推廣處推廣
教育中心課程報名系
統維護及功能調整案 

337,000     V  限制性招標 

17 北美館 
《光-臺灣文化的啟蒙
與自覺》展場空間設計
與施作勞務採購 

2,400,000        V 準用最有利標
(第 1 期驗收) 

18 總務處 電信系統設備升級案 3,060,000     V  限制性招標 

19 課傳所 
活化教學~分組合作
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方
案教學影帶拍攝製作
採購案 

770,000     V  公開取得企劃書 

20 計網中
心 

110 年資訊機房設備、
校園網路暨教學行政
電腦設備維護案 

3,792,000     V  準用最有利標 

21 學務處 
衛保組 

110 學年度新生健康
檢查 984,000        V  公開取得企劃書 

22 進修推
廣處 

招生考試管理系統/碩
士在職專安入口網站
功能擴充 

500,000  V     限制性招標 

23 文書組 
110 年線上簽核暨公
文系統擴充變更瀏覽
器環境及公文製作系
統改版服務規劃案 

1,442,000     V  限制性招標 (第
二期) 

24 圖書館 111年度中文視聽資料
採購案 1,000,000   V    公開招標 

25 北師美
術館 

111 年大都會藝術博
物館石膏模製品倉儲
保存空間租賃 

256,400       V  公開取得書面報
價 

26 音樂系 110年度音樂學系雙層
鍵盤大鍵琴 1,500,000     V  適用最有利標 

27 課傳所 中小學師資生美感素
養線上課程影片拍攝 670,000     V  公開取得企劃書 

28 資科系 行動載具管理使用授
權暨計畫管考系統 27,600,000      V 適用最有利標 

(第一期驗收) 

29 課傳所 計畫專案辦公場地租
賃案 528,000      V 限制性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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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需求 
單位 案名 

辦理情形 

採購 
金額 

規劃
階段 

會簽 
階段 

招標
公告
階段 

議價
評選
階段 

決標
履約
階段 

驗收
付款
階段 

其他(請敘明) 

30 總務處
事務組 

111年篤行樓機械停車
設備維護案 252,000     V  限制性招標 

31 文書組 
「111年年線上簽核暨
公文整合建置與導入
專案維護」案 

420,000     V  限制性招標 

32 北師美
術館 

「陳植棋、洪瑞麟油畫
作品修復」勞務採購案 305,000      V 限制性招標 

33 北師美
術館 

「陳進膠彩作品修復」
勞務採購案 248,500     V  限制性招標 

34 圖書館 111年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軟硬體維護案 880,000     V  限制性招標 

35 北師美
術館 

文協主題戲劇演出委
託製作採購案 2,500,000      V 限制性招標 (第

一期驗收) 

36 師培處 
「公務人員英語增能」
課程與建置國際雙語
資源共享平台 

395,000     V  公開取得企劃書 

37 通識中
心 

雷射固化 3D 印表機一
套 250,000   V     公開取得書面報

價 

38 教務處 數位學生證製作及個
人化印製一批 525,000   V     限制性招標 

39 研發處 
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
第 5 卷校編、排版、印
製寄送及行銷採購 

243,690   V     限制性招標 

 
二、 有關本校學生餐廳 1 樓、2 樓櫃位目前各櫃位營運狀況詳如后： 
項
次 案名 

辦理情形 
規劃 
階段 

會簽 
階段 

招租 
階段 

履約 
階段 履約期限 其他(請敘明) 

1 圖書文具部    V 111.6.30 得標廠商「麋研筆墨有限公司」，目前正常
履約中。 

2 學生餐廳便利商店    V 111.6.30 得標廠商「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目前
正常履約中。 

3 學生餐廳自助餐櫃
位   V   本櫃位辦理第 6 次招租流標，刻正簽請第 7

次公開招標。 

4 學生餐廳 A1 櫃位   V   本櫃位辦理第 6 次招租流標，刻正簽請第 7
次公開招標。 

5 學生餐廳 A2 櫃位    V 111.6.30 得標廠商「饌商行」，目前正常履約中。 

6 學生餐廳 A3 櫃位    V 112.6.30 得標廠商「呆熊早餐店」，目前正常履約
中。 

7 學生餐廳 A5+A6 櫃
位    V 111.6.30 得標廠商「雲南小廚」，目前正常履約中。 

8 休閒品飲區   V   本櫃位辦理第 6 次招租流標，刻正簽請第 7
次公開招標。 

 
三、 事務業務： 

(一) 場地管理：館舍場地租借(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 月 31 日止，租金收

入為$505,629 元)。 
(二) 本校停車場臨時停車收入自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為$289,1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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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園環境及植栽： 
1. 委請廠商進行校園全面綠美化維養，施行校園內灌木及 3.5 公尺以下

喬木疏枝修整、雜樹、雜草、藤蔓拔除及植栽補植作業。本月份修剪

科學館及視聽館中庭區域矮灌木及移除雜樹、小幅修剪校門、行政大

樓、圖書館周圍區域矮灌木並於部分區域進行病蟲害防治，校園綠美

化整治仍持續分區進行中。 
2. 由勤務班同仁持續進行全校例行性草皮修整維護、小幅修整灌木保持

樹型及花圃堆積落葉清理等校園綠美化及園藝維護工作。 
(四) 勞、健保及勞退業務： 

1.勞工退休準備金/勞工退休金： 
(1) 簽辦繳交2月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技工工友部分) 13,795元。 
(2) 簽辦繳交12月新制勞工退休金(包括教育部、經濟部、科技部等計

畫助理、兼任教師及臨時人員等) 730,241元(學校提繳623,961元、

個人提繳106,280元)。 
(3) 簽辦繳交雇主提繳勞工退休金－兼任人員（兼任助理、工讀生等）

12月預開219,239元。 
2.辦理新進、離職兼任教師、研究助理及臨時人員等加(退)勞、健保案： 

(4) 12月學校負擔勞保費913,268(其中工資墊償基金提繳1,733元、職業

災害保險費11,734元，及普通事故保險/就業保險899,801元)；自負

勞保費249,261元。 
(5) (兼任人員)學校負擔勞保費預開12月733,037元(其中工資墊償基金

提繳1,563元、職業災害保險費6,221元及普通事故保險/就業保險

641,123元；自負勞保預開12月140,186元。 
(6) 12月學校負擔健保費565,904元；自負健保費247,412元。 

3.本組辦理全校專職人員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相關承保業務，自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勞保加/退及薪資調整共計 239 人次，勞工退休金加/
退及薪資調整共計 2 人次，健保加/退及薪資調整共計 60 人次。 

4.配合辦理兼任助理、工讀生等納入勞保投保適用對象乙事，近一個月

內(111 年 01 月 03 日至 111 年 02 月 02 日止)承辦該類人員加/退保及

薪資調整人次共計 547 人次，不含多勞僱人員在內。 
5.配合人事室辦理本校兼任教師加保作業，110 學年度下學期共計有 170
人加保(截至 2 月 1 日之統計)。 

6.辦理教學助理納保作業，目前皆會在 111 年 01 月 14 日退保，之後會

在供相關勞健保等數據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因配合老師開課狀況，

已和教發中心協定新學期從 03 月 02 日開始起聘至 06 月結束。 
(五) 工友(含臨時暨事務人員)業務： 

1.工友編制：截至 110 年底工友為 4 人、技工(含駕駛)4 人；111 年 1 月

16 日一工友馮金龍先生屆齡退休，亦於 1 月 6 日及 2 月 10 日辦理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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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核算該員退休金，目前刻正辦理相關退

休事宜，現有人員為工友 3 人、技工(含駕駛)4 人。 
2.持續一例一休制度上路，陸續與基層同仁召開相關會議進行制度說明

與協助因應措施。 
3.為落實人員精簡，工友同仁退休後不再移撥遞補，本組仍持續宣導周

知「中央各機關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若同仁有移撥需求，

可隨時洽本組協助辦理。 
4.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國民旅遊卡大幅放寬使用限制，強制休假日數由

原 14日調整為 10日，且放寬使用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不限於休假日，

但仍應注意遵守辦公紀律，不得於執行職務期間刷卡消費，按其所具

休假日數，以每日 1,600 元計算發給休假補助費，補助總額在 8,000 元

以內屬自行運用額度，其餘則屬觀光旅遊額度，本組後續將辦理工友

會議宣導周知。 
(六) 其他及交辦事項： 

1.學生餐廳工作：抄電表並核算各攤商分攤之電費中。 
2.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 

(1) 配合校門門禁管制措施並調配支援保全人力二名，執行實名制登記

及協助紅外線體溫觀測暨體溫量測。 
(2) 定期補充防疫相關物質及各樓層酒精。 

 
【環安組】 
一、本校委託健檢醫院完成員工健康檢查報告，並上傳 WE CARE 系統至勞動部

網站。 
二、本校體育館 ESCO(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第 7 期量測驗證已於 1 月 20 日辦理完

成。 
三、簽核辦理太陽能光電設備廠商 110 年下半年度租金結算共 50440 元。 
四、配合校務基金審查小組查核，準備 ESCO 相關文件等資料。 
五、填報經濟部能源局非生產性質能源用電大戶年度用電資料，並上傳用印文件。 
六、通知實驗室勞動檢查機構春安稽查注意事項，以有列管氫氟酸者之學校為主。 
七、本校 111 年環境教育計畫，獲得教育部補助業務費新臺幣 6 萬元。簽核寄發

修正計畫書予教育部承辦人。 
八、繕抄 1 月份各棟建物電表並計算各棟用電量。 
九、配合學務處填報「登革熱環境檢查系統」，並針對全校公共區域積水容器，

進行查核登革熱。 
十、巡視本校校園設施安全及改善複查。 

 
【出納組】 
一、因應軍公教人員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回溯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認列為「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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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政策，已請廠商修改薪資系統程式，歸正 110 年度個人應稅、免稅

所得之核計金額，並已依限完成申報。 
二、小台自動繳費機升級案，已於 1 月上旬完成與悠遊卡及 LINE PAY 平台兩家

支付業者簽約手續。另介接行動支付平台之使用帳號亦申請完成，刻正安排

與銀行及支付業者三方共同測試並排除相關問題。 
本年度相關進度如下： 
(一)111/01/04 LINE PAY 完成簽約並開通平台使用帳號。 
(二)111/01/04 轉知繳費機配合廠商(優聯公司)安排測試作業。 
(三)111.1.14-111.1.20 進行行動支付測試扣款及刷卡事宜。 
(四)111.01.20 優聯工程師測通 LINE PAY 後,本組加測使用 linepay money 扣

linepay point 成功。 
(五)111.01.24 通知優聯公司修改軟體手冊及驗收報等二項資料（含二項程式

修改：結帳明細及後台程式）。 
(六)111.01.26 優聯公司通知修改完成，並申請驗收作業。 
(七)111.02.17 預計辦理驗收作業。 

三、零用金(1 萬元以下)支付作業，截至 1 月底總計支付 159 筆，金額共計 361,288
元整。 

四、開立自行收納統一收據(收費及請款)，截至 1 月底總計開立收據計 382 張，

協助各單位辦理學雜(分)費、住宿費、捐款、各項保證金及停車費等相關業

務。 
五、本期(111 年 2 月 9 日)與上期(111 年 1 月 9 日)本校校務基金現金結存額增減

情形： 
類   別 本期 (1110209) 上期 (1110109) 增(減)額度 
現金結額     130,720,595 元 244,833,365 元 -114,112,770 元 
定存結額 1,612,200,000 元 1,612,200,000 元 0 元 

六、匯款支付作業 111 年 1 月支付 4,032 筆，金額共 174,333,204 元整。 
七、退匯處理 111 年 1 月計 21 筆，如下表所示： 

單位 筆數 單位 筆數 
體育室 3 師培處 1 
語創系 2 特教系 1 
出版組 1 教學發展中心 1 
北美館 1 進修推廣處 1 
生輔組 1 當代藝術學程 1 
自然系 1 資源教室 1 
事務組 1 圖書館 1 
保管組 1 數位系 1 
研發處 1 課傳所 1 

日後若退匯衍生重匯手續費時，需由匯款之經辦單位負擔，請申請匯款之經

辦人員，務必確實核對受款人的姓名、銀行別、分行別及帳號等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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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子支付作業 111 年 1 月共支付 17 筆，金額共 3,873,362 元整。 
九、辦理教育部、其他單位/科技部專任助理、研究獎助生及主持人薪資發放 111

年 1 月共 333 人次，金額共 6,402,214 元整。 
十、1 月份自提保費總金額 14,181 元，12 月公提保費總金額 391,348 元。 
十一、本校目前透過中國信託銀行代收項目共計 10 項： 

(一) 110學年度寒假住宿費，繳費期限：110年12月17日至111年1月7日(各
通路延長至111年3月31日)。 

(二) 110學年度第2學期住宿費，繳費期限：111年1月4日至111年1月18日
(各通路延長至111年3月31日)。 

(三) 110學年度第2學期僑生健保費，繳費期限：111年1月28日至111年3月
1日(各通路延長至111年3月31日)。 

(四) 110學年度第2學期教育實習輔導費(含保險費)，繳費期限：111年1月
24日至111年2月18日(各通路延長至111年3月4日)。 

(五) 110學年度第2學期日間學制學雜費，繳費期限：111年1月25日至111年
2月14日(各通路延長至111年5月17日)。 

(六) 110學年度第2學期進修學雜費，繳費期限：111年1月24日至111年2月
14日(各通路延長至111年3月4日)。 

(七) 110學年度第2學期碩專班學生團保費，繳費期限：111年2月15日至111
年3月15日。 

(八) 110學年度第2學期幼教專班學分費，繳費期限：111年1月24日至111年
2月6日(各通路延長至111年2月10日)。 

(九) 111學年度新住民申請入學報名費，繳費期限：111年2月1日(二)9:00至
111年4月28日(四)15:30止。 

(十) 111 學年度日間學制碩博士班考試入學第 2 階段報名費，繳費期限：

111 年 2 月 8 日(二)8:00 至 111 年 2 月 20 日(日)18:00 止。 
十二、1 月份原封保管品結存(數量:4 筆)總金額 364,167 元，露封保管品結存(數

量:343 筆)總金額 1,618,934,336 元。 
十三、辦理 110 年度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學費扣除額作業，111 年 1 月 3 日至 1 月

7 日各業務單位提供相關學費資料；1 月 10 日至 1 月 14 日本組彙整全部

學費資料；1 月 17 日至 1 月 21 日計網中心資料轉檔；1 月 21 日由本組上

傳至國稅局扣除額電子資料交換系統，業於截止日前完成申報作業。 
十四、辦理本國人所得稅繳納作 1 月共 13 件，稅額合計 3,268,679 元及外國人所

得稅繳納及申報作業共 34 件，稅額合計 9,897 元。 
十五、1 月份寄送新增受款人存摺附件/銀行帳戶異動申請表單 Email，經由本組

複查，總件數約 170 件。 
十六、有關新系統 iNTUE，本組負責 A06 學雜費學分費管理系統及 A08 線上繳

費功能，配合進行相關公測作業。 
十七、本校 2 月份計有 1 張 1 年期郵局定存單到期，孳息款約為 3 萬 9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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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組】 
一、辦理全校用印業務：截至 111 年 1 月 31 日止，全年 1,913 件(1 月份 1,913

件)。。 
二、辦理全校公文書及郵務業務：1 月份 

(一) 收文：電子收文計 923 件，紙本收文計 110 件，共計 1,033 件。 
(二) 發文：電子發文計 147 件，紙本發文計 117 件，計 264 件。 
(三) 收發室處理郵件：快捷 208 件、包裹 162 件、掛號 2,028 件。 

三、公文稽催：截至 111 年 1 月 31 日止，逾期未歸結案件共計 74 件。請各單位

收到稽催單時須於【逾期未辦結原因】欄說明案件辦況，並請承辦人及單位

主管用印後，送回文書組。 
四、全校公文系統維護：理公文系統資訊安全 111 年 1 月份之異地備份資料統整

送交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協助檢視。 
五、辦理全校檔案管理業務： 

(一) 歸檔公文作業：持續進行公文歸檔後之檔案編目、掃描、入卷、上架作

業；紙本公文歸檔後進行逐頁影像掃描，提供業務單位線上查詢服務。 
統計日 形式 歸檔件數 歸檔頁數 

1 月 25 日 
電子 718 6,572 
紙本 137 1,699 
小計 855 8,271 

(二) 檔案庫房管理：進行消防機櫃維護保養、門禁監視系統檢核、冷氣空調

檢測、溫濕度登錄作業。 
(三) 檔案鑑定作業：本校 61 至 68 年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鑑定作業

進行複審完畢，函報教育部轉陳檔案管理局審核中。 
(四) 會計憑證存調作業：協助主計室存置 97 至 109 年度會計憑證及配合協

助調閱，憑證專用庫房已達樓層乘載安全極限，配合主計室時程協助辦

理憑證屆期銷毀作業。 
(五) 檔案電子目錄彙送：完成 110 年 7 至 12 月檔案目錄彙送至檔案管理局，

刻正準備 111 年 1-6 月彙送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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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繳納日期 逾期罰款

北師美術館咖啡廳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20-1111119        78,600 每月10日 1月10日 0 北師美術館

泳健館 恆動力有限公司 1100308-1150307     1,570,000 每年1月31日前繳納 1月27日 0 體育室

育成中心四樓401  原合約已於109/4/30終止

，目前招租中
1070801-1090430         2,310 隔月10日前(新約) 調整用途中 /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四樓403  翁慶才秘書 1090805-1100731         3,311 隔月5日前(設期) 12/27 0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四樓404  戴淑芬副署長 1090801-1100731         2,541 隔月5日前(設期) 12月30日 0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四樓405  109.08後招租中 1090801~         2,618 隔月5日前(設期) 招租中 /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四樓407  109.08後招租中 1090801~         3,388 隔月10日前(新約)(設期) 招租中 /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四樓408  廖興國委員 1090801-1100731         3,542 隔月5日前(新約)(設期) 12月29日 0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201+202室  臺灣閱讀寫作暨學生能力

評量交流協會
1060701-1100630        17,330 通知日期10日繳納(設期) 12月27日 0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二樓203室  限定產學合作廠商申請租

用，待租
/  / / 招租中 /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205室
 原創業團隊進駐使用，合

約已於109/8/16提前終止，

目前招租中

/  / / 招租中 /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206室  限定產學合作廠商申請租

用，待租
/  / / 招租中 /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207室  限定產學合作廠商申請租

用，待租
/  / / 招租中 /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1樓+B101  社團法人臺灣童心創意行

動協會
1100101-1101231        39,031

每月5日前/逾期含15日以

上加增滯納金
1月5日 0 育成中心

篤行樓1樓自動提款機 臺灣土地銀行 1110101-1121231           2,074 年繳-每年3月15日前

尚未繳納-年繳期限

為3月15日
0 總務處保管組

活動中心1樓證件快照機 富多美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1-1121231         1,200 年繳-每年1月31日前 2022/1/4已年繳 0 總務處保管組

gogoro電池交換站
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心動力股

份有限公司
1080901-1111231         9,000 年繳-每年1月10日前 2022/1/10已年繳 0 總務處保管組

 中正區南海段五小段313地

號土地 富山事業有限公司 1100301-1130228        78,112
年初一次開立12張租金支

票
2021/1/4已繳庫 0 總務處保管組

 微笑單車租賃站 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1110101-1121231         3,732 年繳-每年1月20日前

2022/2/7已年繳(111

年重新續約，繳納期

限為2/15)

0 總務處保管組

 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623地

號土地(停車場)共10個停車

位

 第一銀行和平分行 1101001-1110331         5,400 每月月底前/半年繳
110.9.29一次繳半年

至111.3.31止
0 總務處事務組

 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623地

號土地(停車場)共10個停車

位

 稚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1-1110630         5,400 每月月底前/半年繳
111.1.7一次繳半年

至111.6.30止
0 總務處事務組

 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623地

號土地(停車場)共10個停車

位

 稚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1-1110630         5,400 每月月底前/半年繳
111.1.7一次繳半年

至111.6.30止
0 總務處事務組

 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623地

號土地(停車場)共10個停車

位

 巨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1-1110131         5,400 每月月底前/半年繳 1月4日 0 總務處事務組

 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623地

號土地(停車場)共10個停車

位

 巨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101-1110131         5,400 每月月底前/半年繳 1月4日 0 總務處事務組

 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623地

號土地(停車場)共10個停車

位

 黃瑞濱 1110101-1111231         5,400 每月月底前/半年繳
111.1.5一次繳全年

至111.12.31
0 總務處事務組

 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623地

號土地(停車場)共10個停車

位

 張志湧 1110101-1110630         5,400 每月月底前/半年繳
111.1.5一次繳半年

至111.6.30
0 總務處事務組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111年1月份場地委外經營或提供租借收益所得繳庫明細表

權責單位：北師美術館、體育室、育成中心、保管組、事務組

場地名稱 承租人 租約期限  每期(月)租金 合約租金繳納日期
111年1月

111年2月10日總務處彙整

權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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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繳納日期 逾期罰款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111年1月份場地委外經營或提供租借收益所得繳庫明細表

權責單位：北師美術館、體育室、育成中心、保管組、事務組

場地名稱 承租人 租約期限  每期(月)租金 合約租金繳納日期
111年1月

111年2月10日總務處彙整

權責單位

 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623地

號土地(停車場)共10個停車

位

 傅明叡 1101001-1110331         5,400 每月月底前/半年繳
110.9.28一次繳半年

至111.3.31止
0 總務處事務組

 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623地

號土地(停車場)共10個停車

位

 連庭凱(1091030) 1101101-1110430         5,400 每月月底前/半年繳
110.11.4一次繳半年

至111.4.30止
0 總務處事務組

 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623地

號土地(停車場)共10個停車

位

 羅月君 1110101-1110131         5,400 每月月底前/半年繳 1月3日 0 總務處事務組

 學生餐廳1樓自助餐櫃位  110.07後招租中 招租中 招租中 每月10日前 招租中 \ 總務處事務組

 學生餐廳1樓A1櫃位  110.07後招租中 招租中 招租中 每月10日前 招租中 \ 總務處事務組

 學生餐廳1樓A2櫃位  饌商行 1100701-1110630        23,500 每月10日前 1月10日 0 總務處事務組

 學生餐廳1樓A3櫃位  郭玉女（呆熊早餐店） 1100701-1110630        26,000 每月10日前 1月10日 0 總務處事務組

 學生餐廳1樓A5+A6櫃位  雲南小廚 1100701-1110630        31,888 每月10日前 1月7日 0 總務處事務組

 學生餐廳1樓休閒品飲櫃位  110.07後招租中 招租中 招租中 每月10日前 招租中 \ 總務處事務組

 學生餐廳1樓便利商店櫃位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1100701-1110630       112,000 每月10日前 1月3日 0 總務處事務組

 學生餐廳2樓圖書文具櫃位  麋研筆墨有限公司 1100701-1110630        42,000 每月10日前 1月10日 0 總務處事務組

 校園空間出租設置自動販

賣機
 松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00101-1111231        17,790 隔月10日前 1月28日 0 總務處事務組

 學生宿舍設置投幣式洗衣

機及烘衣機
 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01-1111231       150,000

年繳-每年1月底前一次繳

清
1月11日 0 總務處事務組

權責單位聯絡人：北師美術館-徐珮琳、體育室、育成中心-林盈然、保管組-邱紀寧、事務組-羅友君

備註：依據108年5月29日第163次行政會議主計室報告案9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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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研究發展處工作報告 
 
綜合企劃組 
一、教育部及其他單位計畫 

(一)撰寫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北區基地計畫結案報告。 
(二)辦理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北區基地計畫人員徵才作業。 

二、科技部相關業務 
(一)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各項補助案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相關作業申請變更及通知事宜。 
(二)本校 110 年度共計獲得科技部通過 67 件計畫，其中含 109(含)年以前多

年期 15 件、110 年新通過計畫 51 件(含 2 件愛因斯坦、2 件專書寫作、

2 件科普、1 件優秀青年學者計畫、3 件新進人員隨到隨審計畫、2 件性

別與科技研究計畫、1 件產學合作研究計畫、1 件計畫移轉)。 
(三)辦理 111 年度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作業。 
(四)辦理科技部 110 年度延攬科技人才共 1 件結案作業。 
(五)辦理新進教師科技部 110 年計畫共 1 件移轉作業。 
(六)辦理科技部各項申請計畫來函公告及申請作業。 

三、校務研究中心業務 
(一)協助總務處準備 111 年 2 月 23 日行政會議 IR 分析議題簡報。 
(二)111 年 2 月 11 日參加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第四屆第一次國際研討會。 
(三)111 年 2 月 14 日提交 QS STARS 國際大學評比資料，進行兩階段審查作

業。 
四、綜合業務 

(一)辦理校內計畫類研究獎助生納保及計畫主持人津貼造冊事宜。 
(二)審查《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稿件共計 22 篇。 
(三)辦理《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第 5 卷招標作業。 
(四)彙整《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本年度應提出之 TSSCI 申請資料。 
(五)訂於 111 年 2 月 18 日召開《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第 12 次編輯委員會。 
(六)辦理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修正作業。 
(七)辦理 110 年度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年度管考事宜。 
(八)辦理校園簡介影片更新及上架作業。 
(九)持續辦理多元升等審查人才資料庫建置作業。 
(十)持續辦理教師評鑑系統優化作業，並協助校內各業務單位匯入 110 年度

第 1 學期教師評鑑資料。 
(十一)持續辦理 110 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升等著作比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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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組 
一、國際交流 

(一)辦理與日本國立大學法人鹿兒島大學教育學院、加拿大魁北克大學三河

分校「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及「學生交換合作備忘錄」續約事宜。 
(二)辦理與日本弘前大學、澳洲天主教大學洽談「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及

「學生交換合作備忘錄」簽約事宜。 
(三)辦理與奧地利姊妹校維也納教育大學「Erasmus 獎學金教職員互訪」計

畫事宜。 
二、行政業務 

(一)辦理 109 學年度本校學生(藝設系)參加姊妹校日本兵庫教育大學碩士雙

聯學位計畫事宜。 
(二)辦理本校 111 學年度姊妹校大學交換學生甄選結果公告事宜。 
(三)辦理 110 學年度赴海外姊妹校大學交換學生薦送及出國輔導事宜。 
(四)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外交部臺歐連結獎學金受獎生(法國、德國、

瑞士)至本校交換結業返國輔導事宜。 
(五)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姐妹校大學生(瑞士、德國、奧地利)至本校交

換入學輔導事宜。 
(六)辦理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 109 年度核銷結報及 109-110 年度核撥作業。 
(七)辦理 111 年度教育部學海計畫(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新南向

學海築夢)申請案收件事宜(截止日期：111 年 3 月 11 日)。 
(八)辦理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外籍學生入境防疫作業。 
(九)辦理 110 學年度外籍學生生活輔導相關作業(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校外

國籍學位生在籍人數共計 88 人)。 
(十)辦理外交部 111 年度「臺歐連結獎學金：歐洲十四國專案」計畫申請事

宜。 
(十一)籌辦「2022 韓國姐妹校線上語言與文化研習活動」(3 月 18、25 日、

4 月 1 日)事宜。 
(十二)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伴配對事宜。 
(十三)辦理本組網站及社群媒體更新事宜。 
(十四)辦理高教深耕計畫(主軸六)管考事宜。 

 
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組 
一、 行政業務 

(一)協助辦理資訊科學系老師「用以促進一資料流從一發送端透過多路徑傳

輸至一接收端的方法、網路控制器以及電腦程式產品」臺灣專利申請案

領證事宜。 
(二)協助辦理資訊科學系老師「刷牙姿勢矯正裝置及其方法」（發明）及「刷

牙姿勢矯正裝置」（新型）臺灣專利申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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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辦理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老師「教學魔法師教學平台」臺灣

專利申請事宜。 
(四)協助辦理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老師「教學魔法師教學平台」技術

移轉及授權事宜。 
(五)辦理育成中心後方停車空地 Gogoro 電動車充電站設置簽約相關事宜。 
(六)辦理本校 110 學年度專利申請案收件相關事宜（受理截止日：111 年 3

月 11 日）。 
(七)協助填列天下雜誌 2022 年 USR 大學公民調查。 

二、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業務 
(一)辦理本中心虛擬進駐試行計畫輔導事宜。 
(二)辦理 111 年度經濟部工業局「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校內推薦作

業（截止日：111 年 4 月 15 日）。 
(三)辦理教育部 U-Start 計畫校內申請推薦作業（受理期間：111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13 日）。 
(四)於 111 年 1 月 18 日召開就業輔導暨產業實習委員會議。 
(五)辦理本校系所申請 110 學年度下學期企業參訪、職涯輔導講座活動事宜

（受理期間：111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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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進修推廣處工作報告 
 
進修教育中心 
一、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刻正進行開放准考證列印、筆試製卷、2 月

11 日考場佈置等事宜，於 111 年 2 月 12 日進行校內班筆試及面試，考試當

日配合政府政策及防疫措施，考生須配戴口罩及測量額溫，考場進行消毒。

筆試人數共計 104 人，面試人數 843 人，感謝衛保組及警衛室相關防疫協助。 
二、2 月 7 日起至 3 月 1 日受理 110 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就學貸款申

請。 
三、2 月 14 日起至 3 月 4 日受理 110 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汽車停

車證發證事宜。 
四、1 月 24 日至 2 月 14 日辦理碩士在職專班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繳費作

業(信用卡繳費同步處理)。 
五、2 月 14 日至 3 月 1 日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在職專班第三階段選課

作業暨受理校際選課申請。 
六、受理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在職專班延修生辦理離校手續，最終受理截止

日至 2 月 14 日止。 
七、2 月 15 日至 3 月 15 日辦理 110 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學生團體

保險」繳費申請。 
 
推廣教育中心 
一、2 月份推廣教育班辦理情形： 

類別 子類別 . 開班中 結訓 

(一)本校自行規劃推

廣教育班別 

學期間 24 10 0 
隨班附讀/學分班 89 0 0 

冬、夏令營 / / / 
(二)公私立機關(構)

委託辦理班別 
公立機關(構)委辦 0 1 0 
私立機關(構)委辦 / / / 

(三)其他經核准辦理

班別 境外單位委辦案 / / / 

 
二、推廣教育班-學期間： 

1.招生中：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時間 總 

時數 
報名 
截止日 狀態 備註 

活力養生 

111D311 肌力燃脂有氧-週四 2022-02-17 - 
2022-05-05 四 17:45-18:45 12 2022-05-05 招生中 開放

插班 

111D312 
墊上核心與曲線雕塑-週
四 

2022-02-17 - 
2022-05-05 四 19:00-20:00 12 2022-05-05 招生中 開放

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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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D313 修復瑜珈-週二 2022-03-29 - 
2022-06-21 二 17:45~18:45 12 2022-06-21 招生中 開放

插班 
師資培訓 

111D314 
【認證輔導】兒少漫畫

師資認證輔導班 
2022-03-05 - 
2022-04-23 六 09:00 - 16:00 42 2022-02-28 招生中 / 

111D302 
第九期兒童財商初階講

師培訓-111 年 5 月 
2022-05-21 - 
2022-05-28 六 09:00 - 17:00 14 2022-05-28 招生中 / 

111D301 
第六期籃球教練培訓班

_111 年 6 月 
2022-06-25 - 
2022-06-26 六 08:00 - 17:00 16 2022-06-19 招生中 / 

111D803 

第三期達克羅士【創意

教學與課程設計】班初

階-週三晚上(實體/遠距

併行) 

2022-09-14 - 
2022-12-21 三 18:30 - 21:00 37.5 2022-10-11 招生中 開放

插班 

111D802 
第一期兒童財商中階講

師培訓-111 年 10 月 
2022-10-15 - 
2022-10-22 六 09:00 - 17:00 14 2022-10-09 招生中 / 

111D801 
第七期籃球教練培訓班

_111 年 10 月 
2022-10-22 - 
2022-10-23 六 08:00 - 17:00 16 2022-10-16 招生中 / 

兒童課程 

111D200 
【雙語實體班】設計思

考-小小企業家(春季班) 
2022-03-05 - 
2022-03-26 六 09:00-12:00 12 2022-02-28 招生中 / 

111D202 兒童毛筆書法班 2022-03-19 - 
2022-06-18 六 13:30 - 15:30 24 2022-05-13 招生中 開放

插班 
語言系列 

111D303 
新制多益 TOEIC 700 分

衝刺班-週五晚上 
2022-03-04 – 
2022-05-27 五 18:30 - 21:30 36 2022-03-02 招生中 / 

111D304 
新制多益 TOEIC 700 分

衝刺班-週六上午 
2022-03-05 – 
2022-05-28 六 09:30 - 12:30 36 2022-03-02 招生中 / 

111D305 基礎實用日語(四) 2022-03-07 - 
2022-05-16 一 18:30 - 21:30 30 2022-03-10 

招生中 開放

插班 

111D306 
韓文(一)-入門班(周三晚

上) 
2022-03-16 - 
2022-06-08 三 18:30 - 21:30 36 待確認 招生中 開放

插班 

111D307 
韓文(一)-入門班(周六上

午) 
2022-03-19 - 
2022-06-11 六 09:30 - 12:30 36 待確認 招生中 開放

插班 

111D804 
新制多益 TOEIC 700 分

衝刺班-週五晚上 
2022-07-08 - 
2022-09-30 五 18:30 - 21:30 36 2022-07-05 招生中 / 

111D805 
新制多益 TOEIC 700 分

衝刺班-週六上午 
2022-07-09 - 
2022-10-01 六 09:30 - 12:30 36 2022-07-05 招生中 / 

111D806 
新制多益 TOEIC 700 分

衝刺班-週五晚上 
2022-10-14 - 
2022-12-30 五 18:30 - 21:30 36 2022-10-11 招生中 / 

111D807 
新制多益 TOEIC 700 分

衝刺班-週六上午 
2022-10-15 - 
2022-12-31 六 09:30 - 12:30 36 2022-10-11 招生中 / 

財經企管 

111D315 【國際認證輔導班】
2022-03-19 - 
2022-03-20 

六日 9:00 - 
17:00 14 2022-03-13 招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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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B 創新創業與商業素

養 

111D316 
【國際認證輔導班】

PMR 國際專案管理入門 
2022-04-09 - 
2022-04-10 

六日 9:00 - 
17:00 14 2022-04-05 招生中 / 

111D317 
【國際認證輔導班】

CSB 商業溝通關鍵職場

力 

2022-05-28 - 
2022-05-29 

六日 9:00 - 
17:00 14 2022-05-

023 招生中 / 

111D319 
【線上班】法人操盤與

研究-週一班 
2022-03-07 - 
2022-04-18 一 19:00 - 21:00 12 2022-03-06 招生中 / 

 
2.開班中、當月結訓：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時間 總 

時數 
報名 
截止日 狀態 備註 

活力養生 

110D821 修復瑜珈-週二 2021-12-21 - 
2022-03-22 二 17:45~18:45 12 2022-03-22 開班中 開放

插班 

110D806 舒緩瑜伽-週六 2021-12-04 - 
2022-03-19 六 10:00~11:15 15 2021-12-18 開班中 開放

插班 

111D308 瑜珈提斯-週一 2022-02-14 - 
2022-05-16 一 17:45~18:45 12 2022-05-16 開班中 開放

插班 

111D309 輕舞健走有氧-週一 2022-02-14 - 
2022-05-16 一 19:00~20:00 12 2022-05-16 開班中 開放

插班 

111D310 
合氣道(以柔克剛防身

術)-週三班 
2022-02-16 - 
2022-05-04 三 17:45 - 18:45 12 2022-05-04 開班中 開放

插班 
師資培訓 

111D307 

第四期達克文創藝術

【幼兒師資】培訓班(初
階)-周三晚上(實體/遠距

併行) 

2022-02-16 - 
2022-06-01 三 18:30 - 21:00 37.5 2022-03-22 開班中 開放

插班 

學分班 

111D424  
110-2 心諮所-諮商專業

實習(二) 3 學分班 
2022-01-28 - 
2022-06-24 五 13:30 - 16:30 54 2022-01-14 開班中 / 

兒童課程 

110D204 兒童毛筆書法班 2021-11-20 - 
2022-03-12 六 13:30 - 15:30 24 2022-01-08 開班中 開放

插班 

111D201 兒童硬筆書法班-上午 2022-02-12 - 
2022-05-14 六 09:00 - 11:00 24 2022-04-15 開班中 開放

插班 

111D203 兒童硬筆書法班-下午 2022-02-12 - 
2022-05-14 六 16:30 - 18:30 24 2022-04-15 開班中 開放

插班 
 
三、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隨班附讀(共計 89 門課)： 

1.開放系所：課傳所(碩)、社發系(學、碩)、台文所(碩)、自然系(學、碩)、東

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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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於 111 年 1 月 4 日公告簡章開始招生。 
3.各系所開放課程統計： 

學期 開放系所 學/碩士 開放課程數 
110-2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碩 14 
110-2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學 9 
110-2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碩 9 
110-2 臺灣文化研究所 碩 17 
110-2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學 23 
110-2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碩 12 
110-2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 5 

合計 89 
 
四、推廣教育班-2022 冬令營： 

1.營期結束，收入總額為 NT$1,886,741，刻正辦理經費核銷。 
2.招生/開班梯次數： 

(1) 實體班：共招 31 梯次、確定開班 28 梯(含額滿 1 梯)，報名共 384 人

次。(營隊期間 111/1/24-1/28) 
(2) 線上班：共招 8 梯次、確定開班 1 梯，報名共 5 人次。(營隊期間

111/1/24-2/10) 
五、公私立機關(構)委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開班中 1) 

1.110-1 110D801： 
(1) 課程起訖：110/08/31 – 111/01/22。 
(2) 課中庶務、結業相關業務處理。 
(3) 相關經費核銷。 

2.110-2 111D300： 
(1) 課程起訖：111/02/15 – 111/07 
(2) 前置作業準備、課中庶務處理。 
(3) 相關經費核銷。 

六、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課程報名系統招標作業案，分為四期驗收，已於

110 年 12 月 1 日完成第一階段驗收及付款，第二階段將於 2/15 完成第二

階段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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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師資培育處工作報告 
（111 年 2 月） 

 
課務組 
一、辦理 110 學年度各類科教育學程應屆畢業生檢核紀錄本初審。 
二、辦理公費生義務條件資格審查。 
三、配合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小教程師培生各校三週實習時程，預計於實習前

寄送各系教學演示檢測時間表給各國小教務主任，協助安排教學演示檢測委

員名單；另國小師資類科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將於 2月 9日至 2月 15日開放報

名。 
四、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中心專任教師申請教學助理。 
五、辦理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生學習歷程檔案、自我審查表及各項

檢核資料之初審作業。 
六、本校 110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下學期經費請款、上學期經費撥結作業及成

果報告報教育部備查。 
七、賡續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小、特教及幼教學程排課相關事務： 

（一）通知授課教師務請於教務處訂定之時間內上傳課程大綱。 
（二）第 2 階段選課結束，簽請保留課程。 
（三）寄送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予本中心兼任教師。 

八、公告110學年度第2學期各機構單位補救教學需求予師資生(含獎學金受獎生

及公費生)知悉。 
九、111 年 2 月 14 日為 111 學年度幼教系碩士班提早入學師資生辦理幼教學程修

課說明會。 
 

實習組 
一、刻正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四各班三週集中教學相關事宜，訂於 111 年

2 月 17 日召開授課教師座談會，採線上方式辦理。 
二、核銷 110 年 8 月制 350 位實習學生(每位 8,000 元)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經

費。 
三、賡續辦理 110 學年度地方輔導巡迴講座，2 月份計有 1 場研習講座。 
四、賡續 辦理 110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經費核銷

與執行進度管控，以及資本門設備(筆記型電腦)採購作業。 
五、辦理 110 年度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社會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計畫」結

案成果報部作業。 
 

雙語教學研究中心 
一、臺北市教育局委託本校雙語教學研究中心辦理雙語教學現職增能專班計

劃，六學分 120 小時課程，第一階段共 57 小時課程，由 10 位講師授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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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 16 位訪視委員協助入校觀議課共 22 堂，本學期課程業於 1 月 26 日結

束。第二階段課程將於 2 月 16 日開始。 
二、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雙語教學(自然、視覺藝術、綜合)在職教師學分班以線

上模式於 1 月 25 日、26 日、27 日完成第三階段課程，陸續寄送學員學分證

明，並通知加註雙語次專長相關事宜。 
三、2 月 14 日將辦理「全英語及雙語授課獎勵審核會議」，邀集副校長、教務

長、師資培育處處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教育學院院長、人文藝術學院

院長、理學院院長共同審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之申請，並討論相關獎勵事

項。 
四、2 月 15 日起辦理「110 學年度公務人員英語增能課程」，共計 40 名教職員

參與課程，二月份辦理日程為 2 月 15 日、2 月 22 日、2 月 24 日，每堂課共

計 2 時，至 6 月底共計 32 堂課。 
五、撰寫 110 年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設置

雙語教學研究中心成果報告。 
六、持續編輯與印製雙語自然教學資源：五下自然科學筆記本，共 4 單元。 
七、協助雙語專班學生 TOEIC 寫作修改以及雙語自然教案編寫校正。 
八、協助雙語專班學生課程加退選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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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96 次行政會議教學發展中心工作報告 
 
高教深耕計畫： 
一、高教深耕計畫附錄 1 111 年計畫書已於 1 月 3 日提報教育部審查。 
二、高教深耕計畫主冊 110 年成果報告暨 111 年計畫書已於 1 月 10 日提報教育

部審查。 
三、高教深耕計畫附錄 2 110 年成果報告暨 111 年計畫書已於 1 月 11 日提報教育

部審查。 

 
教學發展中心各組業務： 
一、111 年度持續提供學生通過外語能力檢定獎勵之補助，請同學依規定時間提

出申請。 
二、111 年度持續提供教師校外研習或證照補助，請教師依規定時間提出申請。 
三、110-2 教學助理已於 1 月 3 日寄送申請通知信予各系所及教學單位，於 2 月

18 日截止，各系所與教學單位已陸續完成聘僱程序。 
四、110-2「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補助 8 案，執行期程為 2 月至 7 月。 
五、110-2 學期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配合課程大綱上網期程已於 110 年 12 月

29 日截止勾選題目。持續開放尚未完成者至 111 年 5 月 11 日。 
六、110-2「學生學習社群」已於 2 月 14 日寄發公告信予各系所學生知悉，收件

至 3 月 4 日止。 
七、110-2「課業精進夥伴」已於 2 月 14 日寄發公告信予各系所學生知悉，收件

至 3 月 4 日止。 
八、110-2 補助各系所/學位學程專題演講申請已於 111 年 2 月 7 日公告，收件至

2 月 2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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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196次行政會議圖書館工作報告 
 (111年2月) 

 
典閱組 
一、 圖書館借還書服務業於 111 年 1 月 14 日移至 1 樓，並與入口管制櫃台合併，

俟後辦理借還書、拿取預約書及離校(職)程序等，請至 1 樓櫃台辦理。 
二、 有關館內新購圖書，調整至 1 樓入口處展示，原二樓新書展示區，搭配二樓

館藏內容，改為主題童書展形式。首先推出「宮西達也繪本展」，宮西達也

為日本當代繪本產量極為豐富的作家，畫風簡單卻別具特色，內容天馬行空、

幽默有趣，自 1 月 17 日開始展出，讀者借閱踴躍，本館已多次增補圖書，

可見得該作者之作品歷久彌新，亦深受大小讀者喜愛。 
三、 調查 110-2 學期兼任老師續聘作業，共 22 個系所單位已全數完成，另 111 學

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錄取學生申請提前入學人數共 49 位已完成建檔作業。 
四、 師大一卡通圖書借閱服務，截至 111 年 1 月底止，本校申請人數共計 860 人；

另，111 年 1 月份圖書借閱(含續借)6,018 冊數、借閱服務 1,624 人次，進館

12,285 人次。 
 
推廣組 
一、推廣活動規劃 

(一) 圖書館為兼顧教職員生之防疫及長假閱讀需求，並推廣電子資源，規劃

電子書線上展：（1）Hyread 電子書平臺：圖書館邀大師陪您過寒假~《大

師輕鬆讀》讓您邁向商管達人、（2）UDN 電子書平臺：圖書館邀您～

「跟著電子書去旅行」，1 人即可成行！（3）iRead 電子書平臺：健康

均衡飲食過好年。 
(二) 世界書香日活動規劃：目前暫以「國北教大精選」及「課堂外的學習」

二大主軸規劃系列活動，並首次與本校語創系陳玉金老師之「圖畫書製

作」課程合作，透過實體、線上創作展暨分享會，將學生的學習成果以

隆重簡約的方式推薦給全體師生，從學生令人驚豔的創作與想法，充分

展現本校優質教育的效能，同時響應世界閱讀日並與聯合國永續目標串

聯，相關活動規劃將另簽陳核。 
(三) 圖書館利用講習規劃：圖書館每學期均會與開設「研究方法」及「閱讀

寫作」課程老師合作，於課堂上介紹學校訂閱之電子資源。為避免因疫

情影響課程進行，110 年度第 2 學期已先 mail 調查老師意願、希望上課

方式（實體或線上）及所需電子資源，以便精準行銷，目前計有 4 位老

師回覆，已進行後續安排。 
二、學位論文 

本校「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之全文授權率：109 學年度為 97.64% 
(已授權全文 578 筆/書目 592 筆)、110 學年度為 46.43 % (已授權全文 2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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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56 筆) ，最後更新時間：2022 年 2 月 9 日。 
三、教師指參服務 

圖書館分別於 111/1/10及 1/24以 mail發送 110(2)教師指定參考書徵集調查，

至 2/7 截止日止，計 18 個課程提出申請，圖書 40 冊、視聽資料 1 種。 
四、推廣服務統計（111/1） 

服務項目 單位 1 月 
1. 參考諮詢 
（1）臨櫃 人次 93 
（2）電話 人次 41 
（3）Ask us via FB 人次 6 
說明：參考諮詢問題中，指引型 61 人次、利用指導 21 人次、學科服務

（論文諮詢、館際合作）52 人次 
2. 學位論文服務 
（1）紙本學位論文（收/檢查） 件 25 
（2）授權書（收/檢查） 件 25 

3. NDDS 館際合作 
（1）向外申請—複印 件 6 
（2）向外申請—借書 件 3 
（3）被申請—複印 件 6 
（4）被申請—借書 件 1 

4. 視聽資料借閱 人次/件 81/150 
5. 服務空間利用（4F)   
（1）資訊檢索區 人次 150 
（2）團體欣賞室 次/人 7/44 
（3）討論室 次/人 24/143 
（4）單人視聽座 次 12 
（5）雙人視聽座 次/人 12/24 
（6）多人視聽座 次/人 3/10 

 
採編組 
一、 採編組撰寫申請教育部「110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

畫」補助款計新臺幣 610 萬元，並同步執行其中資本門採購新臺幣 200 萬元，

執行期程為 110 年 12 月 15 日~111 年 12 月 14 日。 
二、 執行 110 年度圖書及視聽資料採購作業： 

(一)中小學教科書蒐集： 
110 年度累計採購國內小學教科書 1,398 冊，國外小學教科書 264 冊歡

迎至圖書館參閱利用。 
(二)中文圖書： 

110 年度累計採購國內中文圖書(含電子書)6,582 冊。 
(三)視聽資料： 

110 年度累計採購國內中外文視聽資料 30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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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陸圖書： 
110 年度累計採購大陸圖書 438 筆。 

(五)西文圖書： 
110 年度累計採購西文圖書(含電子書)13,765 冊。 
 

期刊組 
一、徵集期刊、資料庫，提供師生參閱檢索 

(一) 完成 111 年中外文期刊訂購：1.中文期刊（含大陸）：計採購 122 種，

新臺幣 208,850 元；2.日文期刊：10 種，新臺幣 39,832 元；3. 西文期刊

170 種，新臺幣 3,611,765 元（電子版 97 種、紙本 58 種、電子版+紙本

15 種） 
(二) 執行教育部「110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分

配經常門 510 萬元(教補款 360 萬、自籌款校經費 150 萬)、資本門 21 萬

元，訂購中外文資料庫。 
(三) 完成資料庫開通連線檢測及驗收，歡迎師生善加利用不受時空限制之資

料庫： 
1.111 年續訂資料庫：EBSCOhost–APA PsycARTICLES &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 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JSTOR_Arts & Sciences、
Naxos Music Library、OECD iLibrary- Education、Oxford Music Online、
ProQuest–Education Database、ScienceDirect、Taylor and Francis SSH 資

料庫+ Base31 種電子期刊、CEPS 中文電子期刊、CETD 中文碩博士

論文、中國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CNKI)、中國期刊全文(CNKI)、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華文 14 種)、月旦知識庫、聯合知識庫–全
文報紙、科學人雜誌知識庫、高等教育知識庫、法源法律網-法學等資

料庫 (含套裝電子期刊)。 
2.試用資料庫：FUNDAY 線上語言教育平台(1/27-5/15)；中國法律知識

資源總庫、中國引文數據庫、中文精品學術期刊雙語資料庫(CNKI 
Journal Translation Project) (5/31 止)。 

二、期刊、資料庫管理： 
(一) 持續進行中外文期刊點收、加工、上架作業，並定時辦理催缺，以掌握

期刊進館進度。 
(二) 持續進行電子期刊 SFX 資源設定、檢視電子資源網址連結之有效性，以

提供期刊電子全文取得服務； 
(三) 進行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ERMG 訂購與試用資料庫維護管理，以掌握電

子資源的變動與更新，確保資源的可得性。 
 

資訊資源組 
一、維護圖書館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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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合本館電子資源服務強化，調整遠端電子資源校外連線 EZproxy 連線

設定。 
1. 新增本館新購之 Duncker & Humblot eLibrary 電子書相關設定。  
2. 因應 Oxford 出版社通知啟用新管理系統，調整相關設定。 

(二) 配合本館借還書櫃臺移至 1 樓，進行相關電腦設備移機及設定，以及修

改本館官網、讀者館藏借閱系統與校外連線系統等網站相關說明文字。 
(三) 1 樓櫃臺還書窗口螢幕故障，已即更換同款良品持續提供服務。 
(四) 4 樓推廣組服務櫃臺電腦偶有網路不穩定現象，經初步檢查可能為所經

網路線路問題，已填報計中報修系統，後續將持續追蹤。 
(五) 有一已屆汰換年限機房主機之硬碟已亮黃燈，隨即進行主機內系統資料

備份及虛擬化移機作業。 
(六) 讀者通知信發信系統主機疑因 Windows Update 影響發信程序。經人工

確認 Windows 完成更新及重開機後，發信程序已恢復正常，並已將未寄

出之信件陸續寄出。 
(七) 協助推廣組將導覽服務之各式圖檔依需求進行 pptx 檔、AI 檔、pdf 檔及

jpg 檔間互相轉換。 
二、更新、維護圖書館 web 網站資訊： 

(一) 協助期刊組更新年度期刊清單資料。 
(二) 協助推廣組更新 111 年版館藏目錄查詢線上課程影片。 
(三) 協助典閱組移除舊有 110 閉館日分頁資料。 
(四) 更新資訊資源組組織職掌內容。 

三、行政業務及其他： 
(一) 於春節期間，配合監控 7 樓屋頂防漏工程施作狀況，館員多日排班到館

加班。 
(二) 配合保管組進行 110 年度部門經資門預算採購相關資料稽核作業。 
(三) 配合保管組彙整各單位「資訊設備購置(汰換)申請表」作業，清查並與

各組協作確認本館已屆年限並擬提報汰換之設備。 
(四) 因近日疫情升高，創意未來學習中心原定本(111)年 1 月 26 日租借國立

東華大學許湘翎老師，辦理「親師生線上教學與學習模式推廣與運用計

畫」活動，經主辦單位通知暫緩辦理。 
(五) 協助採編組檢修確認及更換工讀生公用電腦滑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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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行政會議教育學院工作報告 
111.2.23 

【調查時間】1.21-2.20  
 

學  術  活  動 
主題 主持/主講/參與人 日期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含課程與教學碩士班、教學傳播與科技碩士班、博士班） 
專題演講：「堂堂溪水出前村-台北市教甄筆試與複

試經驗分享」 
演講者：楊芊穎老師 (臺北

市公館國民小學) 1.23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含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文教法律碩士班、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寒假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25-26 
111 學年度進修在職碩班招生面試日 
¡校務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原住民文教法律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2.12 

111 學年度日間碩博士班招生考試暨面試日 
¡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 
¡文教法律碩士班 
¡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2.20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110-2 基宜鑑輔分區大專校院特殊需求學生鑑定說

明會 詹元碩 2.10 

 
  教  師  動  態（學術活動、研究發表、社群服務） 

教師姓名 內容 日期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吳純慧 臺北市 111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高級中等學校-視覺

障礙組安置作業籌備會議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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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人文藝術學院工作報告 
111.2.15 

 
院務 
一、召開相關會議： 

(一)2月16日召開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教評會議 
二、人文藝術學院學分學程： 

(一)專業內容策展學分學程：執行中。 
(二)創客特色人才學分學程：執行中。 
 

學術、活動 
單位 主題 日期 地點 備註 

兒英系 
新北市國小綜合活動領域 CLIL 雙語教

師進修學分班-(第 4 階段：雙語教學成

效評估及回流) 

2/12 線上授課 授課老師：

施子美老師 

音樂系 碩士班入學考 2/18-21 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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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11.2.10 

 院務 
1.重要工作項目： 
(1)辦理本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教師升等申請案(含著作外審)」相關

業務。 
(2)辦理本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教師評鑑申請案(含當次免評鑑)」相

關業務。 
(3)辦理本院 111 年度第 1 次「專任教授休假進修研究申請案」相關業務。 
(4)配合研發處通知，辦理 111 年度「推動國際化發展補助」經費調整事宜。 
(5)配合主計室通知，彙整本院系所 112 年度「固定資產」需求調查事宜。 
2.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1)持續提供本校各處植栽養護修剪諮詢。 
(2)協助提供總務處有關保護樹樹木修剪專業諮詢。 
 

 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1.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11.3.16(三)08:00-12:00 北師美術館 1 樓 籃球名人專題講座 東方介德博士(東吳大學體育室主任)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人工智慧與資訊教育碩士班) 
(1)訂於 111 年 2 月 12 日(六)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 
(2)訂於 111 年 2 月 20 日(日)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 
2.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訂於 111 年 2 月 10 日(四)辦理碩士班一年級師資生甄選。 
(2)訂於 111 年 2 月 12 日(六)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 
(3)訂於 111 年 2 月 20 日(日)辦理 111 學年度博、碩士班入學考試。 
3.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111 年 2 月 12 日(六)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 
(2)訂於 111 年 2 月 20 日(日)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 
4.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訂於 111 年 2 月 12 日(六)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 
(2)訂於 111 年 2 月 20 日(日)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 
(3)訂於 111 年 3 月 5 日(六)辦理 110 學年度「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考

試，自 110 年 11 月 22 日至 111 年 1 月 21 日辦理報名活動。 
5.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訂於 111 年 2 月 12 日(六)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 
(2)訂於 111 年 2 月 20 日(日)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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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人事室工作報告 
 

一、 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增列陪伴其配偶妊娠陪產檢及陪產假 7 日，自

111 年 1 月 18 日施行，適用對象包括教育人員、公務人員及勞基法人員。 
二、 111 年新春團拜及摸彩活動 111 年 2 月 10 日於本校體育館 3 樓辦理，本校教

職員工及退休人員約有 340 人共襄盛舉，活動圓滿完成。 
三、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請於 111 年 3 月 1 日前送人事室

辦理。 
四、 符合退休申請規定，擬申請於 111 年 8 月 1 日自願退休及屆齡退休者，請於

111 年 4 月 30 日前，填具自願退休申請表，屆齡退休者免填該表，檢同任職

有關證明文件，送人事室辦理。 
五、 本校 111 年度專任教授休假進修研究申請案，自即日起開始受理，請於請於

111 年 4 月 30 日前，將申請表件資料送人事室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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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主計室工作報告 
 

一、109 及 110 年度 12 月人事支出占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入比率： 
年度/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09 年度 3.82% 5.75% 8.52% 11.92% 14.62% 17.74% 21.07% 23.56% 26.05% 28.93% 33.95% 37.88% 
110 年度 3.63% 6.04% 9.43% 13.43% 16.88% 20.00% 22.52% 25.23% 27.79% 31.29% 35.31% 41.15% 
 
二、建教合作收入及補助收入 111 年 1 月 1 日~111 年 2 月 11 日入帳之計畫： 

(一) 建教合作部分（明細如詳表 1）： 
1. 科技部入帳計畫：7 個計畫。 
2. 教育部及其他機關入帳計畫：2 個計畫。 

(二) 補助收入部分： 
教育部及其他計畫補助收入：5 個計畫。（明細詳如表 2）  

三、111 年 1 月主要財務報告。（明細詳如表 3~4） 
(一) 收支餘絀表。 
(二) 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設備費截至 1 月底執行率 72.24%。 

四、110、111 年校務基金主要收入同期（1 月）比較表。（如附圖 5） 
五、110、111 年校務基金主要支出同期（1 月）比較表。（如附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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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執行單位

委託

單位
執行期限 核定金額

核定

管理費

 1/1-2/11

核撥數
已撥款金額

110B602 劉怡華副教授申請補助延攬科技

人才蘇玲慧君參與「測網、冊

網、策網：專業實 

踐取向的網絡介入之多年期研

究」研究計畫案

劉怡華 教育經營與管

理學系

科技部 110.08.01-

111.07.31

847,065 0 508,965 847,065

111B004 原住民貧窮與發展-原住民保留地

之實證研究(1/2)

鄭川如 教育經營與管

理學系

科技部 111.01.01-

111.12.31

902,000 93,700 451,000 451,000

111B001 原住民科學文化融入新課綱之

STEM教材發展與學生探究能力培

育-以數位遊戲與電子書結合原住

民文化融入國小自然科實作教材

課程與推廣(1/2)

盧玉玲 自然科學教育

學系

科技部 111.01.01-

111.12.31

843,000 99,700 421,500 421,500

111B002 以新興科技提升原住民族兒童科

學素養之研究：CPS融入STEM跨域

教學-原住民國小數學領域教學設

計—以機器人提升想像力(1/3)

趙貞怡 課程與教學傳

播科技所

科技部 111.01.01-

111.12.31

628,000 58,000 314,000 314,000

111B006 台灣新文化意象的多維分析-新住

民學生文化認同、適性發展與族

群(際)關係變遷-台灣新文化意象

的分殊與趨同－新住民複合性文

化認同、主觀幸福感與能力發展

之研究(1/2)

王俊斌 課程與教學傳

播科技所

科技部 111.01.01-

111.12.31

616,000 56,300 308,000 308,000

111B005 原住民貧窮與發展-原住民教育內

容、職涯選擇與部落發展之研究

(1/2)

朱子君 教育經營與管

理學系

科技部 111.01.01-

111.12.31

548,000 48,000 274,000 274,000

111B003 以提升原住民族兒童科學素養之

研究：CPS融入STEM跨域教學-原

住民國小資訊領域教學設計-以

AIOT提升推理能力(1/3)

劉遠楨 資訊科學系 科技部 111.01.01-

111.12.31

495,000 54,000 247,500 247,500

合  計: 共7個計畫 4,879,065 409,700 2,524,965 2,863,065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執行單位 委託單位 執行期限 核定金額 核定管理費

 1/1-2/11

核撥數
已撥款金額

107A115-4 國教院/IEA國際閱讀素養調查-

PIRLS 2021(第4年)

張郁雯 教育學系 教育部-委託 110.04.01-

111.03.31

5,108,828 266,882 3,065,297 5,108,828

110C104 國立台灣文學館/後疫情時代.臺

灣文學再部屬:第18屆全國臺灣文

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謝欣芩 台灣文化研究

所

其他政府機

關

110.01.01-

111.01.31

580,000 58,000 174,000 580,000

合  計: 共2個計畫 5,688,828 324,882 3,239,297 5,688,828

教育部及其他機關委辦計畫、產學合作計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1年度1月1日至2月11日計畫執行明細表

科技部計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1年度1月1日至2月11日計畫執行明細表

表1

表1表1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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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執行單位 委託單位 執行期限 核定金額
核定管

理費

 1/1-2/11

核撥數
已撥款金額

備註

111A601 國際兩岸司\111年度僑生春節

聯歡(祭祖)活動-加菜金及摸彩

生活輔導組 生活輔導組 教育部-補助 111.01.01-

111.01.31

12,500 0 12,500 12,500

111A602 高教深耕\附錄2\提升高教公共

性:透過原住民資源中心輔導原

住民學生成效

原資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 教育部-補助 111.01.01-

111.12.31

800,000 0 400,000 400,000

111A608 學務及特教司\111年教育優先

區中小學生寒假營隊活動(部分

補助)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 教育部-補助 111.01.01-

111.02.28

140,000 0 140,000 140,000

111C201-04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補助111寒假梯隊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 非政府機關 111.01.01-

111.02.28

40,500 0 40,500 40,500

111C201-05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補助111寒假梯隊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 非政府機關 111.01.01-

111.02.28

40,500 0 40,500 40,500

合  計: 共5個計畫 1,033,500 0 633,500 633,500

111年度1月1日至2月11日計畫執行明細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部及其他專案計畫補助案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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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代 碼  單   位
經常門

動支率

資本門

動支率
代 碼   單   位

經常門

動支率

資本門

動支率

行  政  單   位 中心及美術館

1010 副校長室 24.84% 1130 教學發展中心 9.98% 26.68%

1000 秘書室(校友中心) 4.35% 27.09% 1410 師資培育中心 16.11% 0.00%

1500 主計室 5.70% 0.00% 1420 師資培育中心－地方輔導 2.35%

1600 人事室 14.01% 0.00% 7400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42.44% 95.79%

1700 圖書館 92.10% 86.65% 7930 通識教育中心 4.81%

教務處 T019 北師美術館 8.91%

T001 教務長保留款 0.00% 0.00% 學 術 單 位

1110 教務長室 24.78% 教育學院

1120 招生組 0.22% 97.50% T014 教育學院院長保留款 1.38% 0.00%

1140 出版與宣傳組 22.26% 99.21% T009 教育學院院長室 7.02% 0.00%

1190 註冊與課務組 3.51% 19.45% 3100 教育學系、所 4.29% 0.00%

1170 華語文中心 3300 社發系、所 4.97% 0.00%

學務處 3700 特教系、所 5.11% 99.67%

T002 學務長保留款 0.00% 0.00% 3900 幼教系、所 6.03% 39.74%

1210 學務長室 5.49% 4000 心諮系、所 4.29% 0.00%

1220 生活輔導組 3.16% 4400 教經系、所(含博碩) 9.23% 0.00%

1230 課外活動組 24.78% 5200 課程與教學傳播研究所(含博碩) 8.78% 0.00%

1240 衛生保健組 7.64% 57.14% 人文藝術學院

1250 心理輔導組 10.69% 0.00% T015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保留款 19.57% 0.00%

1900 體育室 2.12% 96.70% T010 人文學院院長室 17.54% 0.00%

2000 校園安全組 8.91% 0.00% 3200 語創系、所 6.49% 54.43%

總務處 3600 音樂系、所 56.22% 0.00%

T003 總務長保留款 0.00% 0.00% 3800 藝術與造設系、所 1.63% 0.00%

1301 總務長室 0.00% 0.00% 4200 兒英系、所 4.06% 32.84%

1310 事務組 11.03% 0.00% 4500 文創系 2.77% 0.00%

1320 文書組 49.49% 0.00% 5500 台文所 3.95% 0.00%

1330 營繕組 27.22% 0.00% 理學院

1340 出納組 0.06% 94.70% T016 理學院院長保留款 0.00% 5.53%

1350 保管組 31.24% T011 理學院院長室 8.47%

1360 環安組 3.44% 0.00% 3400 數資系、所 4.36% 7.24%

研發處 3500 自然系(含博碩) 3.62% 19.27%

T006 研發長保留款 0.00% 0.00% 4100 體育學系、所 1.75% 30.13%

T018 研發長室 0.00% 4600 數位學系暨玩遊所 5.48% 30.13%

1150 國際組 0.08% 0.00% 5700 資科系、所 4.41% 99.95%

1160   推動科技經費 4.36% 學 位 學 程

1180 綜合企劃組 1.02% 78.63% 6010 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0.27%

1190 產學組 1.01% 6020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2.23% 0.00%

進 修 推 廣 處 6030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2.50%

T013 進修推廣處處長室 5.72%

1800 進修教育中心 7.19%

1810 推廣教育中心 全校 17.72% 34.83%

111年度部門預算動支情形表__111.1.1-111.2.11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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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 金    額 ％

業務收入 1,128,272,000 139,475,488.00 144,517,000 -5,041,512.00 -3.49% 139,475,488.00 144,517,000 -5,041,512.00 -3.49%

　教學收入 466,685,000 39,979,173.00 38,889,000 1,090,173.00 2.80% 39,979,173.00 38,889,000 1,090,173.00 2.80%

　　學雜費收入 299,827,000 32,375,545.00 24,985,000 7,390,545.00 29.58% 32,375,545.00 24,985,000 7,390,545.00 29.58%

　　學雜費減免 -14,986,000 0.00 -1,249,000 1,249,000.00 -100.00% 0.00 -1,249,000 1,249,000.00 -100.00%

　　建教合作收入 160,600,000 5,646,898.00 13,383,000 -7,736,102.00 -57.81% 5,646,898.00 13,383,000 -7,736,102.00 -57.81%

　　推廣教育收入 21,244,000 1,956,730.00 1,770,000 186,730.00 10.55% 1,956,730.00 1,770,000 186,730.00 10.55%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252,000 711.00 21,000 -20,289.00 -96.61% 711.00 21,000 -20,289.00 -96.61%

　　權利金收入 252,000 711.00 21,000 -20,289.00 -96.61% 711.00 21,000 -20,289.00 -96.61%

　其他業務收入 661,335,000 99,495,604.00 105,607,000 -6,111,396.00 -5.79% 99,495,604.00 105,607,000 -6,111,396.00 -5.79%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531,801,000 94,813,000.00 94,813,000 0.00 94,813,000.00 94,813,000 0.00

　　其他補助收入 122,934,000 4,620,598.00 10,244,000 -5,623,402.00 -54.89% 4,620,598.00 10,244,000 -5,623,402.00 -54.89%

　　雜項業務收入 6,600,000 62,006.00 550,000 -487,994.00 -88.73% 62,006.00 550,000 -487,994.00 -88.73%

業務成本與費用 1,172,764,000 127,680,860.00 142,423,000 -14,742,140.00 -10.35% 127,680,860.00 142,423,000 -14,742,140.00 -10.35%

　教學成本 972,077,000 104,138,678.00 118,399,000 -14,260,322.00 -12.04% 104,138,678.00 118,399,000 -14,260,322.00 -12.04%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802,226,000 97,814,497.00 104,283,000 -6,468,503.00 -6.20% 97,814,497.00 104,283,000 -6,468,503.00 -6.20%

　　建教合作成本 150,746,000 5,616,239.00 12,539,000 -6,922,761.00 -55.21% 5,616,239.00 12,539,000 -6,922,761.00 -55.21%

　　推廣教育成本 19,105,000 707,942.00 1,577,000 -869,058.00 -55.11% 707,942.00 1,577,000 -869,058.00 -55.11%

　其他業務成本 42,000,000 648,850.00 3,499,000 -2,850,150.00 -81.46% 648,850.00 3,499,000 -2,850,150.00 -81.46%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42,000,000 648,850.00 3,499,000 -2,850,150.00 -81.46% 648,850.00 3,499,000 -2,850,150.00 -81.46%

　管理及總務費用 152,675,000 22,834,869.00 20,030,000 2,804,869.00 14.00% 22,834,869.00 20,030,000 2,804,869.00 14.00%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52,675,000 22,834,869.00 20,030,000 2,804,869.00 14.00% 22,834,869.00 20,030,000 2,804,869.00 14.00%

　其他業務費用 6,012,000 58,463.00 495,000 -436,537.00 -88.19% 58,463.00 495,000 -436,537.00 -88.19%

　　雜項業務費用 6,012,000 58,463.00 495,000 -436,537.00 -88.19% 58,463.00 495,000 -436,537.00 -88.19%

業務賸餘（短絀） -44,492,000 11,794,628.00 2,094,000 9,700,628.00 463.26% 11,794,628.00 2,094,000 9,700,628.00 463.26%

業務外收入 74,711,000 8,165,209.00 6,224,000 1,941,209.00 31.19% 8,165,209.00 6,224,000 1,941,209.00 31.19%

　財務收入 13,370,000 1,131,326.00 1,114,000 17,326.00 1.56% 1,131,326.00 1,114,000 17,326.00 1.56%

　　利息收入 13,370,000 1,131,326.00 1,114,000 17,326.00 1.56% 1,131,326.00 1,114,000 17,326.00 1.56%

　其他業務外收入 61,341,000 7,033,883.00 5,110,000 1,923,883.00 37.65% 7,033,883.00 5,110,000 1,923,883.00 37.65%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48,897,000 5,434,339.00 4,074,000 1,360,339.00 33.39% 5,434,339.00 4,074,000 1,360,339.00 33.39%

　　違規罰款收入 650,000 33,372.00 54,000 -20,628.00 -38.20% 33,372.00 54,000 -20,628.00 -38.20%

　　受贈收入 6,600,000 238,512.00 550,000 -311,488.00 -56.63% 238,512.00 550,000 -311,488.00 -56.63%

　　雜項收入 5,194,000 1,327,660.00 432,000 895,660.00 207.33% 1,327,660.00 432,000 895,660.00 207.33%

業務外費用 30,080,000 1,517,317.00 2,387,000 -869,683.00 -36.43% 1,517,317.00 2,387,000 -869,683.00 -36.43%

　其他業務外費用 30,080,000 1,517,317.00 2,387,000 -869,683.00 -36.43% 1,517,317.00 2,387,000 -869,683.00 -36.43%

　　雜項費用 30,080,000 1,517,317.00 2,387,000 -869,683.00 -36.43% 1,517,317.00 2,387,000 -869,683.00 -36.43%

業務外賸餘（短絀） 44,631,000 6,647,892.00 3,837,000 2,810,892.00 73.26% 6,647,892.00 3,837,000 2,810,892.00 73.26%

本期賸餘（短絀） 139,000 18,442,520.00 5,931,000 12,511,520.00 210.95% 18,442,520.00 5,931,000 12,511,520.00 210.95%

預 算 數

本                月                份

比    較    增    減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法定預算數 實 際 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大學)

收支餘絀表

中華民國111 年 01 月份

科        目 比    較    增    減

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

實 際 數

表4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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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支數
應付未

付數
合計(3)

%

(3)/(2)

金額
(4)=(3)-(2)

%

(4)/(2)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

畫

0 62,661,000 0 0 62,661,000 1,720,000 1,242,466 0 1,242,466 72.24 -477,534 -27.76

機械及設備 0 35,628,000 0 0 35,628,000 978,000 441,776 0 441,776 45.17 -536,224 -54.83 部分採購案尚未執行

完成。

擬請承辦單位積極

辦理。

　機械及設備 0 35,628,000 0 0 35,628,000 978,000 441,776 0 441,776 45.17 -536,224 -54.83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934,000 0 0 934,000 26,000 98,290 0 98,290 378.04 72,290 278.04 因實際需求，故執行

進度超前。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934,000 0 0 934,000 26,000 98,290 0 98,290 378.04 72,290 278.04

什項設備 0 26,099,000 0 0 26,099,000 716,000 702,400 0 702,400 98.10 -13,600 -1.90

　什項設備 0 26,099,000 0 0 26,099,000 716,000 702,400 0 702,400 98.10 -13,600 -1.90

總    計 0 62,661,000 0 0 62,661,000 1,720,000 1,242,466 0 1,242,466 72.24 -477,534 -27.76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0 62,661,000 0 0 62,661,000 1,720,000 1,242,466 0 1,242,466 72.24 -477,534 -27.76

機械及設備 0 35,628,000 0 0 35,628,000 978,000 441,776 0 441,776 45.17 -536,224 -54.83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934,000 0 0 934,000 26,000 98,290 0 98,290 378.04 72,290 278.04

什項設備 0 26,099,000 0 0 26,099,000 716,000 702,400 0 702,400 98.10 -13,600 -1.90

總    計 0 62,661,000 0 0 62,661,000 1,720,000 1,242,466 0 1,242,466 72.24 -477,534 -27.76

本  年  度  可  用  預  算  數

累計預算分

配數(2)
 計  畫  名  稱 本 年 度

奉准先行

辦 理 數
合計(1)

本年度

法    定

預算數

調整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大學)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執行情形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 年 01 月份

累計執行數 比較增減

執行情形

差異或

落後原因
改進措施以前年度

保 留 數

表5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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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3 

17,257 

7,708 

5,802 1,071 

36,153 

3,074 
147 

5,463 
7,194 

17,287 

7,894 5,647 
1,957 

94,813 

4,621 

62 
5,434 

0

50,000

100,000
(千元)

110．111校務基金主要收入同期(1月)比較圖

110年 111年

圖6

研究所因延長修業及選課人數均較去
年同期增加致學雜費收入增加

大學部學雜費收入較去年同期相當

在職專班因復學人數均較去年同期增

加致學雜費收入增加

係科技部

及其他機

關或機構

委辦案牛

之件數及

金額較去

年同期減

少

係因華

語文報

名收入

較去年

同期增

加

招生報名

收入較去

年同期減

少,係報名

人數減少

所致

場租收入較

去年同期稍

減少

主係年終獎金之分配月份提前至1月份,致
111年度教學研究補助收入較去年同期大幅
減少

110年

度計畫

尚未撥

款較

111年

度同期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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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19 

5,778 502 714 

19,524 

147 
1,633 

97,815 

5,616 

708 649 

22,835 

58 
1,517 

0

50,000

100,000

150,000

(千元)

110．111年校務基金主要支出同期(1月)比較圖

110年 111年

圖7

主係鐘點費.水電費及折
舊較去年同期增加,另教
育部補助計畫收入增加致
成本增加

係科技

部及其

他機關

或機構

委辦案

件之執

行進度

較去年

減少

推廣收

入增加,

成本亦

同步增

加所致

主係考績
獎金於1
月發放,致
111年較
去年同期
增加

招生

報名

收入

減少,

相關

費用

亦減

少

非政府機
關補助減
少費用,係
寒假梯隊
出梯支出
較去年減
少.另學生
宿舍維護
較去年同
期減少所
致

主係身

心障礙

學生工

讀金延

至2月報

支,及師

培獎學

金逐年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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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工作報告 
 

設備暨網路組 
一、教職員電子郵件系統統計資料： 

 
 
 
           
  本月無效信件數量  與上月無效信件比較 
  54,870  29.0% ↓Down 
    封      
  垃圾信 拒絕信  本月 上月 
  35,135 19,735  54,870 77,264 
 
 
 
二、本中心維修全校個人電腦統計資料如下： 

 
  

正常信, 222,112 , 
80%

垃圾信, 35,135 , 13%

病毒信, - , 0%

拒絕信件, 19,735 , 
7%

111年01月份電子郵件統計資料

0
2
4
6
8

10
12
14

無法

開機

無法

列印

無法

掃瞄

無法

上網

郵件

問題

螢幕 電腦

變慢

當機 新增

軟體

移機 中毒 系統

安裝

軟體

問題

週邊

問題

鍵盤

滑鼠

新增

硬體

無線

網路

螢螢

異常

其他

111年01月報修統計

共48次
本月

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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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外網路流量分析 

 
 
四、資訊安全事件報告 

編號 發生日期 發生地點 資安事件說明 影響等級 事件分類 破壞程度 
無       

 
五、教職員電子郵件申請、網路設定暨固定 IP 資料、無線網路臨時帳號申請統計 

 
六、其他重要工作記錄 

1.協助總務處事務組進行電話系統網路電話功能之相關網路設定。 
2.參加本校舉辦全國身心障礙考試協調會議，協助提供電腦、網路及印表機相

關設備設定。 
 

教職員電子郵件帳號 
編號 單位 申請人 管理動作 備註 
1 教務處出版宣傳組 郭盈萱 新增  
2 人事室 周怡君 新增  
3 總務處環安組 魏志彬 新增  
4 自然系 鄭秉漢 新增  
5 語創系 楊宗翰 新增  
6 總務處事務組 保全 新增  
7 體育系 王瑋婷 新增  
8 自然系 張家豪 新增  
9 心健中心 徐藝溶 新增  
10 兒英系 蔡佩淇 新增  
11 課傳所 李思涵 新增  
網路設定暨固定 IP 申請 
1 華語文中心 邵學禹 新增  
2 學務處生輔組 郭敏輝 新增  
無線網路臨時帳號申請 
1 課程所 鄭百亨 新增  
2 雙語中心 吳嬡瑩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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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 
一、有關新一代校務整合資訊系統建置作業，目前進度如下： 

1. 為減少 iNTUE 校務整合資訊系統切換上線時對師生所產生的衝擊，本中

心積極進行系統公測規劃與各項前期準備，1 月 19 日召開 111 年第一場

由副校長主持之進度會議，此次會議進行新選課建置與測試進度確認、第

一階段公測(12/27~1/14)進度檢討與改善、第二階段公測規劃與目前整體進

度呈現，計中已完成會議記錄，後續將依會議決議辦理規畫事宜並持續追

蹤線上提問處理進度，以落實後續之進度控管工作。 
2. 完成三階段選課功能建置、進行教務處、進修推廣處與師培中心相關同仁

線上教學並開放測試，日間與進修學制皆已完成三階段選課初測與提問，

後續將由廠商進行修正與提問者複測，預計將新選課功能一併加入第二階

段公測。 
3. 完成 iNTUE 校務系統與成績單投幣機之報表介接測試，經由教務處與進

修推廣處確認各自對應表單驗測，各式成績單皆有正確呈現，。 
4. 持續每周進行內部進度確認會議，確認專案進度、追蹤各功能測試狀況、

待辦事項完成情形與近期需協調項目，以掌握專案進度。 
二、配合本校各單位之校務系統需求，提供相關資訊協助，包含系統架構評估、

需求說明文件討論與相關資訊諮詢等，本月進行系統協助之項目如下： 
1. 協助教務處公告境外學生入學專區僑生獨招錄取榜單之最新消息，協助更

新外國學生招生網站聯絡資訊與招生簡章。 
2. 配合文書組於本年度公文製作系統網站改版與跨瀏覽器專案，本中心已協

助完成單一簽入平台與公文簽合系統(含公文製作)改版作業，並於 1 月 3
日完成系統第一階功能段驗收，本中心將持續協助後續相關問題之反映與

修正。 
3. 協助教撿系統網站流量規劃，進行網站硬體分流設定，以擴充連線上限。 
4. 配合教育部教檢系統業務持續營運之資訊安全演練計畫，本中心參與 1 月

18 日實兵演練作業，順利完成本次演練流程並於會後協助教檢系統填寫

相關表單。 
5. 配合 111 年大學甄選新制實施，教育部另有委託暨大開發學習歷程評分輔

助系統，本中心派員與教務處招生組一同參與 111 年暨南大學舉辦之評分

輔助系統說明會，後續將持續提供招生組相關資訊方面技術協助。 
6. 配合營繕組提供之相關資料，本中心不定期更新校首頁之用電資訊。 
7. 協助教務處與進修推廣處更新學雜費相關事項。 
8. 因應 111 年工讀時薪調整，本月配合調整工讀生打卡系統之 111 年初始時

薪為 168 元/小時。 
三、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於 109 年 9 月 21 日起實施實名制措施，目前門禁採

學生使用數位學生證教職員使用職員證，學生持非數位學生證可至教務處換

發，另外其它如長期洽公或是沒有學生證可至本中心申請，目前申請人數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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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另配合學校防疫政策，研議新增東側門門禁刷卡出入口，已配合場勘並

提供廠商報價資料給校安組彙整。 
四、有關本校各單位網站整合至共同框架管理事宜，本中心已完成採購並通知各

單位可開始使用，另安排於 2 月 10 日及 2 月 24 日辦理兩場教育訓練，協助

各單位熟悉新網站平台操作。 
五、本校數位教學平台教學魔法師與智慧大師已於 1 月底匯入 110 學年第二學期

課程資訊，提供老師提前備課，學生選課資訊將配合學校選課流程進行第二

階段與第三階段選課資訊及時同步，此外為提升本校數位教學平台教學魔法

師的主機資料儲存空間之配置，教學魔法師教學平台目前已新增硬碟空間，

預計將於 2 月完成新舊年度的教材資料進行儲存空間配置調整。 
六、有關校首頁網站相關事宜： 

1. 因應招生組需求，更新校首頁招生資訊之日間部學制招生連結。 
2. 因應師培處需求，刪除校首頁行政單位輔導組及更新雙語中心聯絡電話。 
3. 因應保管組需求，修改校首頁交通指引資訊內容。 
4. 配合心健中心需求，新增校首頁行政單位頁面電話分機及辦公室位置。 

七、有關教務學務師培系統相關事宜： 
1. 配合第二階段選課前準備作業，協助進行系統主機校時並隨時監控選課期

間網站正常服務。 
2. 網站分流增設虛擬化主機乙台，由原本 2 台實體主機再增加 1 台虛擬主

機，以擴充網站最大連線數。 
八、因應新一年國稅局綜所稅需提供學生學雜費繳費資料，本中心協助出納組進

行 110 年之學生學雜住宿費繳費轉檔作業。 
九、為保障線上資料之完整性，計網中心定期備份重要系統之資料庫，以預防資

料遺失並確保資料之完整性，並定期填寫「管制區域檢查表」與例行性伺服

器維護檢測作業，確保伺服器之正常運作與服務。 
十、系統主機虛擬化節省能源比例 90%：虛擬主機 116 台，實體主機 12 台，平

均每台實體機器服務 9.6 台虛擬機器，節省能源比例 89.6%。 
十一、本校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數位教學平台統計報告(以下數字統計至 111 年

02 月 07 日)： 

課程單位 課程總數 使用系統 
課程數 

使用系統 
課程比例 

教材 
總數 

討論文章 
總數 

作業測驗 
總數 

已使用空

間(KB)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85 74 87.06% 313 434 14 1386756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 27 11 40.74% 35 128 19 3257012 

教育學系 58 53 91.38% 306 1036 55 4179404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45 39 86.67% 203 393 194 11940536 
特殊教育學系 44 43 97.73% 395 1140 99 8909820 
心理與諮商學系 38 38 100.00% 206 741 182 4047216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52 46 88.46% 355 421 50 1488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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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與創作學系 69 69 100.00% 312 754 129 9615080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49 46 93.88% 166 72 66 858248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86 53 61.63% 78 96 3 2144648 
音樂學系 213 4 1.88% 1 8 3 137848 
國際學位學程 25 10 40.00% 23 78 4 886428 
臺灣文化研究所 17 17 100.00% 63 216 12 105860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

系 72 65 90.28% 323 246 5 3578664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48 40 83.33% 152 68 11 4897768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56 49 87.50% 179 130 13 1030732 
體育學系 63 54 85.71% 162 307 37 3514608 
資訊科學系 47 42 89.36% 329 89 119 9228252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43 31 72.09% 144 58 11 20435096 
通識課程 169 86 50.89% 598 337 237 16213132 
通識課程(服務學習) 13 3 23.08% 0 2 0 496 
通識課程(體育) 61 55 90.16% 87 163 37 8949296 
師培中心 116 106 91.38% 288 655 124 9532552 
 
教育訓練組 
一、確保電腦教室之電腦設備正常運作，中心定期檢查電腦教室之故障電腦並立

即維修，以維護全校師生權益。 

二、 111年 1月電腦教室開放外單位借用，校外借用電腦教室單位為華測會與忠

欣公司，舉辦華語文檢定與 TOEIC英文證照檢定考試，當天考試測驗皆順利

圓滿結束，借用單位對本校教室環境、軟硬體設施皆十分滿意。 

三、 寒假期間依據 110第 2學期本中心電腦教室課表，進行新學期所需的教學軟

體安裝與 5間電腦教室電腦磁區派送，開學即可上課使用。 
四、111 年 2 月 8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7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會議，進行各組工

作會報及相關議案討論。 

五、111 年 2 月 11 日辦理新進同仁「Word 軟體文書排版實作測驗」及 ODF 開放

文件格式推動作業事項，提升同仁電腦資訊技能。 

六、配合保管組 112 年度「電腦經費預算表」報部及「資訊設備預算分配」初審，

進行資訊設備汰換調查申請。 
七、配合主計室編列 112 年度校務基金概算，編制填列本中心 112 年度收入支出

預算資料。 
八、進行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志工教育訓練及服務時數安排，俾服務使用本中心

電腦教室及設備之師生。 
九、協助研發處填報 QS STARS 國際大學評比認證工作小組事項，填報 107-109

學年度數據及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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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秘書室工作報告 
 

一、 辦理各項會議： 
(一) 111 年 2 月 9 日(三)召開校務基金稽核小組第 3 次會議。 
(二) 111 年 2 月 14 日(一)主管會報。 
(三) 111 年 2 月 18 日(五)、21 日(一)召開性平案調查會議。 
(四) 111 年 2 月 23 日(三)行政會議。 

二、 本校募款自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2 月 15 日共計新臺幣 40,603,382 元，

歡迎各學系師長鼓勵系所畢業校友捐款育才基金，期能獲得更多校友熱情及

行動力響應。相關網址: https://alumnus.ntue.edu.tw/about/detail/2/35。。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創新永續基金 31,260,000 1. 林茂榮董事長捐贈 10 萬元（指定給排球隊）。 
2. 莊子華董事長捐贈 800 萬元（分 110 年 200 萬元、111
年 200 萬元、112 年 400 萬元，贊助師生、系所及學

校整體發展）。 
3. 林慧瑜教授捐贈 100 萬元成立林傳盛紀念獎助學金

（含贊助教育系助學金及急難救助 20 萬元、台文所

母語研究創作 20 萬元、全校助學金 60 萬元）。 
4. 台北市龍山獅子會於 110 年 11 月 6 日捐贈 100 萬元。 
5. 簡文秀教授將於 110 年 11 月 22 日捐款 2,000 萬元（將

成立「若竹菁英學苑」，培育優異具潛能的菁英學生，

12 月 20 日實際入帳）。 
6.億光電子葉寅夫董事長 111 年 1 月 26 日捐贈 60 萬元

(冠名贊助排球隊)。 
7.其他：56 萬元。 

王天生獎學金 1,000,000 為 72 級校友感懷王老師恩澤而成立之獎學金，獎勵對

象為「弱勢優秀」、「服務績優」 
學生，每年獎勵金 10 萬元，分 10 年頒發。 

校友育才基金 2,750,515 獎勵本校各系所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以及弱勢學生助

學金 
310,000(111 年 1/1-2/15) 

台北市南德扶輪社

捐贈中華扶輪獎學

金 
780,000 

獎助教經系、課傳所、藝設系各 1 名博士班學生，每

名 18 萬元；獎助自然系及體育系各 1 名碩士班學生，

每名 12 萬元。 
常依福智獎學金 400,000  
葉霞翟校長獎學金  60,000  

校務基金 503,163  
校長盃籃球賽 20,000  
其他捐款 3,829,704  
合   計 40,603,382  

三、 業於 2 月 15 日(二)委請古物修復師林清福先生協助修復本校「日據時期北二

師劉漢雲先生畢業紀念冊」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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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畢業生離校手續及提供校友證申請，截至 111 年 2 月 15 日(二)止，校友

證製發已達 7,023 張。 
五、 校友會相關活動： 

(一) 校友合唱團將於 111 年 2 月 16 日(三)下午 7 時假本校藝術館 M112 教室

開始練唱。合唱團預計 111 年 5 月 25 日(三)晚上假本校雨賢廳舉行成果

發表會。 
(二) 校友總會健康促進委員會第三期槌球培訓班業於 111 年 2 月 14 日(六)早

上 11 時在民權公園舉行結業式。 
(三) 宜蘭縣校友會業於 111 年 2 月 12 日(六)中午召開第十二屆會員大會，參

與校友約六十人。母校由蔡學務長葉榮、校友中心李主任佳玲及校友總

會蔡理事長松棋、台北市校友會連理事長寬寬、藝文委員會召集人陳志

芬蒞臨指導。本次會議改選理事長及理監事，由施智文校長接任宜蘭縣

校友會理事長。 
(四) 校友總會訂於 111 年 2 月 19 日(六)假本校大禮堂召開第八屆第六次理監

事會議及第九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邀請國北教大的師長和校友總

會理監事蒞臨指導。 
(五) 80 級校友會因疫情暫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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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北師美術館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111 年 1 月-111 年 2 月) 

 
一、展務活動辦理 

《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展覽於 12月 18日開幕，累計目前參觀 25610
人次，預約團體導覽 110 場次，定時導覽 47 場次，本月辦理教育推廣講座

活動列表如下： 
日期 講座名稱 講師 
01.22(六) 
15:00-17:00 

台灣美術運動史的研究與策展 蔣伯欣（藝術史研究者） 

02.12(六) 
15:00-17:00 

現代戲劇運動，第一波！──「文協演劇十年」

再發現 
石婉舜（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

學所副教授） 

2.13(日) 
10:00-16:00 

日光の寫真工作坊 簡永彬（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

創辦人） 
 
二、教育部委辦「108-110 年美感設計與創新課程計畫─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

校計畫」 
1.110 學年度種子教師共學社群 
2.辦理安妮新聞美感智能閱讀計畫招募 
3.中等學校到校講習服務。 

三、研究出版 
1.出版 OPM 計畫專書編輯校對工作 
2.出版《天火》展覽圖錄編輯工作 
3.《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展覽專書出版工作 

四、展覽周邊開發及銷售 
12 月 18 日至 1 月 16 日期間，總營業額為 557,2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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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6 次行政會議附小工作報告 
1110223 

 
一、111 年 3 月份重要行事 

（一）3/04(五)家長代表大會 
（二）3/07~3/25 大四集中實習 
（三）3/07-3/11 臺北市小學運動會田徑、游泳比賽 
（四）3/11-3/25 臺北市教育盃籃球、足球、桌球、羽球賽-  
（五）3/22 (二)智多星小學堂精英賽 
（六）3/25~4/07 三~五年級甲乙丙學生美展 
（七）3/28(一)兒童節慶祝大會 

二、校務工作報告 
（一）校園防疫工作 

1. 加強宣導洗手及戴口罩。 
2. 例行性全校、各班環境消毒，防疫物資準備。 
3. 訪客及家長原則上不進校。進校之家長、志工及師培生需完成施打疫

苗 2 劑 14 日或 3 日內 PCR、快篩陰性證明。 
4. 落實上下學分流，上學開放兩個校門，放學開放三個校門。 

（二）推動教務發展活動 
1. 推動寧靜閱讀與好書分享。 
2. 推動教師專業社群 
3. 推動小田園暨綠屋頂計畫 
4. 落實教師公開觀課暨教學觀摩 
5. 強化師生輔導知能，推動北小電視台-哈哈熊時間 

（三）本校工程相關事項 
1. 111 年創意遊戲場改善工程。 
2. 111 年南廣場改善工程 

三、榮譽榜 
參加 110 學年度教育盃射箭錦標賽榮獲國小男子乙組第一名；女子乙組第二

名；國小女子乙組團體賽第二名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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