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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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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新仁 記錄：林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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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舊任主管交接儀式：致贈卸任主管感謝紀念牌 

頒發新任主管聘書 

(一)主席致詞 

會議開始。首先祝福大家新年諸事大吉，並感謝各位主管這一年的努力及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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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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提案 案   由 決   議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1 

修改本校「辦理各

項試務工作酬勞費

用支給要點」案。 

一、 照案通過。 

二、 關於試卷印製作業，各系所若因

學生人數較多，致印製量較大，

可請教務處協助處理。 

三、 有關參與試務工作人員，未支領

試務工作酬勞者，得選擇補休或

敘獎。 

教務處 遵照辦理。 

2 

修正「本校助教服

務及考評要點」第

四點部分條文案。 

照案通過。 人事室 
業於 108 年 1 月

11日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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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7日~2月18日 一~一
受理107學年度第1學期夜間暨週末假日班學

員辦理離校手續截止
進修教育中心

1月21日~2月1日 一~五 辦理「遠哲科學冬令營」 自然系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

1月21日~2月1日 一~五 2019冬令營營隊期間 推廣教育中心

1月23日~2月12日 三~二
107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人數未達下限保留課

程申請
教務處

1月30日~2月1日 三~五 全國術科大考 音樂學系 藝術館

2月1日 五
2019年外國學生申請入學開放線上申請(至

108年4月30日截止)
教務處註冊組

請各學系所、學位學程

承辦助教協助處理學生

上網填寫申請表、上傳

備審資料及繳交申請費

用等相關事宜

2月1日 五 12:00寒宿封舍 學務處生輔組

離宿前歸還寒宿感應

卡、原床位者請個人物

品擺放整齊、非原床位

者請桌床公櫃個人物品

帶走需清空、垃圾要帶

走、宿服組檢查後要上

公鎖。

2月11日 一 高壓電設備維護 總務處營繕組

為進行年度高壓電設備

維護，8時至18時全校

停電。

2月1日~2月13日 五~三 107學年度第2學期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繳費 進修教育中心

2月1日~2月28日 五~四
辦理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相關工作，1月7日開

始陸續受理報名至3月4日
進修教育中心

2月11日~2月15日 一~五 寒宿封舍公共區域清潔不含寢室 學務處生輔組 外包承作

2月13日 三 新春團拜 人事室 大禮堂

2月14日 四 學生第一二宿舍水池(塔)清洗 學務處生輔組 外包承作

2月14日 四
1. 湖州師範學院短期交換生抵台

2. 隨班附讀招生截止
推廣教育中心

2月15日~3月21日 五~四
107學年度第2梯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申請作

業

學務處資源教

室

輔導員初審申請資料後

，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

填報申請鑑定，並將清

冊送往分區學校

2月16日 六 學生第一二宿舍開舍 學務處生輔組
繳交住宿費收據、領取

感應卡、歸還公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08年2月份行事曆

(三)108年2月份重要行事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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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 六 兒童硬筆書法班結業 推廣教育中心

2月18日 一 107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正式上課 教務處

2月18日 一 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繳費截止日 教務處註冊組 請學生依限繳費

2月18日~2月27日 一~三 受理就學貸款申請 學務處生輔組

2月18日 一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姊妹校交換生迎新說明

會
研發處國際組

2月18日~3月1日 一~五
受理夜間暨週末假日碩士在職專班就學貸款

申請(彙整後送學務處統一辦理)
進修教育中心

2月18日~3月4日 一~一
辦理107學年度第2學期夜間暨週末假日班第

三階段選課作業暨受理校際選課申請
進修教育中心

2月18日~3月4日 一~一
107學年度第2學期碩專班學生校園停車證繳

費領取
進修教育中心

2月19日 二
107-2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開班、課前說

明會
推廣教育中心

2月21日 四 107-2學期隨班附讀書審文件送系所審核 推廣教育中心

2月22日 五 教師申請日間學制學生成績更改截止日 教務處註冊組
請師長向各開課單位申

請

2月22日 五 海聯會個人申請審查結果資料回傳 教務處註冊組 上網填報

2月22日~2月24日 五~日 辦理「2019 DTD spring game jam活動」 數位系 地點：創意館

2月25日 一 「減脂大作戰」比賽活動 學務處衛保組

舉辦為期10週減重比賽

，以2~5人為一組的團

隊方式進行，預計招收

60人。

2月26日~3月5日 二~二 108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報名期間 教務處註冊組 受理考生報名

2月27日 三 日間學制學生成績更改截止日 教務處註冊組
請將相關資料送註冊組

辦理

2月27日 三
108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錄取生放棄錄取資

格截止日
教務處註冊組 受理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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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報告案

案由
有關本校「107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認可結果，四大

項目全數通過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 1 月 3 日高評字第

1071001379號函辦理。 

二、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 1 月 3 日公佈教育部『107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結果，本校四個評鑑項目：「校

務治理與經營」、「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辦學成效」、「自我改善與永

續發展」，全數「通過」。 

三、檢附 107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認可結果一覽表(詳如

附件)。 

主席
裁示 

洽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四)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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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頁 1 / 1 

107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認可結果一覽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評鑑項目 認可結果 

項目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通過 

項目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通過 

項目三：辦學成效 通過 

項目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通過 

附件

-8-



報告案編號：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報告案 

案由 有關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使用與財產保管原則報告案。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7.12.20 高教深耕計畫經費運用與財產保管原則會議討

論通過。 

二、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為全校性之計畫，其採購之各項設備應提供全

校妥善使用，有關財產及非消耗品保管之原則如下： 

（一） 執行單位為行政單位或系所：應由單位主管或指定專人保管，存

置地點為該單位或建置之教室，不宜為教師研究室。 

（二） 執行者為未兼行政職教師：計畫結束後財產應由所屬系所主管

或指定專人保管，存置地點為系所或建置之教室，不宜為教師研

究室，計畫結束後設備由學校或系所統籌規畫使用。 

（三） 財產及非消耗品保管清冊請保管組研擬加入計畫代碼，以利查

詢。 

（四） 計畫採購之設備列入總務處保管組年度盤點，並由保管組會同

教發中心進行定期及不定期查核，日後校內其他大型計畫比照

辦理。 

三、 有關經費使用原則如下： 

（一） 各計畫經費表須詳實編列，設備費編列必須詳細寫明用途、預計

保管人、存置地點等，若需變更須簽奉鈞長核可後辦理。 

（二） 有關 5萬~10萬以下之請購，原由各層級主管代為決行，改由教

學發展中心主任代為決行。 

（三） 基於經費授權精神，一般核銷案不須會辦教發中心，務請按經費

表進行請購核銷程序。 

主席
裁示 

洽悉。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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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編號：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報告案 

案由 本校 107年雇主滿意度調查報告。 

說明 

一、 有關本校雇主滿意度問卷，已於 107年 7月 16日至 9月 28日進行

調查。 

二、 調查報告請參閱附件，重點摘要如下： 

1. 調查概況 

本次調查依學校端(高中職以下學校)及企業端(一般企業含非營利機

構等)發出 568份問卷，回收 319份有效問卷，整體有效回收率 56.2%。 

2. 雇主重視之職場能力 

前三項為專業知識與技能(23.6%)、解決問題能力(20.7%)及人際溝通

表達能力(18.0%)。 

3. 雇主認為校友各項職場能力表現 

滿意度前三名為專業倫理及道德(4.43)、專業知識與技能(4.38)及團隊

合作能力(4.36)。整體而言，雇主對校友各項職場能力平均滿意度達

4.35分。 

4. 學校雇主認為校友教學專業核心能力表現 

滿意度前三名為具備任教領域的專業知識(4.49)、營造良好的班級氣

氛與學習環境(4.46)及具備親師溝通能力(4.39)。整體而言，學校雇主

對校友各項教學專業核心能力平均滿意度達 4.34分。 

執行
情形 

輔導組已將調查報告置放於「系所就業資訊網」，供各系所參考。 

主席
裁示 

洽悉。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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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7 年度雇主滿意度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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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7 年度雇主滿意度調查 

 
 

壹、調查背景與方法 

一、調查對象 

本調查母群體為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畢業生資料庫中，校友回覆之就業
相關資料，紀錄較完整之 568 位雇主名單，調查期間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至
9 月 28 日止，有效填答問卷共 319 份（學校版問卷 233 份，企業版問卷 86 份），
有效調查率為 56.2%。 

二、調查方法 

本調查以問卷調查法進行，依本校自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畢業校友雇主滿
意度問卷」學校版及企業版問卷，學校版問卷以電子公文方式寄送至高中職以下
學校，企業版問卷以發送紙本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兩者皆輔以電話訪問調查。 

學校版問卷主要內容包括：（一）單位基本資料（2 題）；（二）校友表現（4
題）；以及（三）對本校之建議（1 題），共 7 題供學校主管填寫。企業版問卷主
要內容包括：（一）單位基本資料（3 題）；（二）校友表現（3 題）；（三）實習與
就業調查（3 題）；以及（四）對本校之建議（1 題），共 10 題供企業雇主填寫。 

三、抽樣方法 

針對畢業生資料庫中紀錄較完整之 568 位雇主進行調查。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中心透過電子公文及紙本寄送方式，邀請雇主填寫本校「畢業校友雇主滿意
度問卷」，依據調查工作進程，輔以傳真、電子郵件、電話訪問方式實施問卷催
收，以提高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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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結果分析 

一、 雇主背景分析 

本次調查依學校端(高中職以下學校)及企業端(一般企業含非營利機構等)發
出 568 份問卷，回收 319 份有效問卷，整體有效回收率為 56.2%。學校端發放
349 份問卷，回收 240 份，其中 233 份為有效問卷，7 份為無效問卷；企業端
發放 219 份，回收 99 份，其中有 86 份為有效問卷，13 份為無效問卷。 

 

 
圖 1 雇主滿意度調查有效問卷類別百分比圖 

 

二、 雇主所屬行業別分析 

調查雇主所屬行業別，其中以教育界 238 家最多(74.6%)，教育界中 233 家
為高中以下學校，5 家為一般企業（如：補教業）；其次為資訊軟體業 15 家，學
術界 11 家（如：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 

 

圖 2 雇主所屬行業別橫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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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友畢業學系別 

本次受訪的 319 家雇主，僱用本校校友畢業之學系，以教育系最多(13.2%)， 
其次為兒英系(8.9%)及特教系(7.1%)。  

  

圖 3 校友畢業學系別直方圖 
 

四、 雇主重視之職場能力 

雇主最重視的前三項職場能力為：專業知識與技能(242 家，23.6%)、解決
問題能力(212 家，20.7%)及人際溝通表達能力(184 家，18.0%)。 

   

圖 4 雇主重視之職場能力次數分布橫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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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校友各項職場能力表現 

對校友各項職場能力表現之滿意情形，根據雇主回塡數據，以五點量表計分，
「極佳」給予 5 分、「佳」給予 4 分、「尚可」給予 3 分、「不佳」給予 2 分、「極
差」給予 1 分。結果顯示，雇主對校友各項職場能力表現之滿意度前三名為：（1）
專業倫理及道德（平均分數 4.43）；（2）專業知識與技能（平均分數 4.38）；（3）
團隊合作能力（平均分數 4.36）。 

雇主對校友各項職場能力表現之滿意度後三名為：（1）外語能力（平均分數
3.86）；（2）國際觀（平均分數 3.95）；（3）創新能力（平均分數 4.13）。 

整體而言，雇主對於本校畢業生各職場能力整體平均滿意度 4.35 分。 

表 1 對校友各項職場能力表現之滿意情形 

職場能力 極佳 佳 尚可 不佳 極差 平均數 

專業倫理及道德 50.2% 42.9% 6.9% 0.0% 0.0% 4.43 

專業知識與技能 45.1% 48.0% 6.6% 0.3% 0.0% 4.38 

團隊合作能力 45.1% 46.7% 7.5% 0.3% 0.3% 4.36 

可塑性 38.9% 52.4% 8.2% 0.6% 0.0% 4.29 

人際溝通表達能力 42.0% 45.1% 12.5% 0.0% 0.3% 4.29 

抗壓性 37.0% 50.8% 11.3% 0.9% 0.0% 4.24 

解決問題能力 35.7% 51.7% 11.6% 0.6% 0.3% 4.22 

資訊及數位能力 30.1% 57.7% 11.9% 0.3% 0.0% 4.18 

創新能力 31.3% 51.7% 16.0% 0.9% 0.0% 4.13 

國際觀 21.9% 52.0% 25.1% 0.9% 0.0% 3.95 

外語能力 18.8% 50.2% 29.5% 1.6% 0.0% 3.86 

整體表現評價 40.4% 54.2% 5.0% 0.3% 0.0% 4.35 

（※以上資料以各指標平均數排序，紫色標記為各指表標滿意度前 3名；紅色表示後 3 名。） 

 
圖 5 對校友各項職場能力表現之滿意情形橫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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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高中職以下學校任教之校友各項教學專業核心能力表現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學校雇主對任教校友各項教學專業核心能力表現之滿意
情形，滿意度前三名為：（1）具備任教領域的專業知識（平均分數 4.49）；（2）
營造良好的班級氣氛與學習環境（平均分數 4.46）；（3）具備親師溝通能力（平
均分數 4.39）。滿意度後三名為：（1）發展多元評量（平均分數 4.23）；（2）參
與成長團體並自我省思與成長（平均分數 4.24）；（3）適當處理班級偶發事件及
特殊學生之問題（平均分數 4.25）。 

整體而言，本校畢業生各項教學專業核心能力表現整體平均分數為4.34分。  

表 2 對校友各項教學專業核心能力表現之滿意情形 

教學專業核心能力 極佳 佳 尚可 不佳 極差 平均數 

具備任教領域的專業知識 51.50% 46.35% 2.15% 0.00% 0.00% 4.49 

營造良好的班級氣氛與學習環境 52.79% 40.77% 6.44% 0.00% 0.00% 4.46 

具備親師溝通能力 48.93% 42.06% 8.58% 0.43% 0.00% 4.39 

設計及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 42.92% 52.79% 4.29% 0.00% 0.00% 4.39 

了解學生身心發展與輔導學生 41.63% 50.21% 8.15% 0.00% 0.00% 4.33 

具備教學創新能力 40.77% 49.36% 9.87% 0.00% 0.00% 4.31 

適當處理班級偶發事件及特殊學

生之問題 
36.91% 51.07% 12.02% 0.00% 0.00% 4.25 

參與成長團體並自我省思與成長 38.63% 46.78% 14.16% 0.43% 0.00% 4.24 

發展多元評量 34.33% 54.94% 10.30% 0.43% 0.00% 4.23 
（※以上資料以各指標平均數排序，藍色標記為各指表標滿意度前 3名；紅色表示後 3 名。） 
 

 

圖 6 對校友各項教學專業核心能力表現之滿意情形橫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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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雇主繼續聘任本校畢業生之意願 

針對雇主是否願意繼續聘任本校畢業生之調查，結果顯示，回答「是」的雇
主，佔 98.1%（313 筆）；回答「其他」的雇主，佔 1.9%（6 筆），表示視求職
者個人的態度及條件而定。整體而言，雇主對本校畢業生之印象，具有高度正面
的評價。 

 

圖 7 雇主繼續聘任本校畢業生之意願百分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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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綜合雇主對於本校畢業生之整體工作表現，約有八成七以上之雇主對於本校

畢業生之表現感到滿意；對於未來是否僱用本校畢業生，有將近九成八表示願意。 
根據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雇主最重視的前三項職場能力分別為「專業知識與

技能」、「解決問題能力」及「人際溝通表達能力」。而雇主對校友各項職場能力
表現之滿意度前三名為「專業倫理及道德」、「專業知識與技能」及「團隊合作能
力」，業界較重視的「解決問題能力」及「人際溝通表達能力」滿意度的平均數
也在 4.2 分以上(以五點量表計分)，大致符合雇主之期待。 

二、 建議 

(一)加強學生「外語能力」，開拓「國際視野」，提升跨國移動力 

相較於其他職場能力，雇主對於「外語能力」及「國際觀」方面滿意度相對
較低。在問卷開放性回饋與建議一題中，有企業雇主建議本校應加強國際觀及外
語能力的栽培；另也有學校雇主認為在培養國際觀方面上，仍有許多可努力的空
間，以銜接進入職場之多變環境。本校相關策略如下：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持續推動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積極與海外姊妹校
進行交換學生計畫，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另外補助系所邀請國際大師蒞校講學，
提升本校學生國際視野。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為培育師資生成為具國際視野的未來教師，爭取教
育部補助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赴奧地利、美國、印尼及
越南等國家體會當地教育和臺灣之異同，強化師資生國際素養，拓展學生未來實
務應用上之可能性。另配合「雙語國家」政策，預計 108 學年度開辦「小學全英
語教學教育學程」，培養全英語授課教師以英語教授數學、自然學科之能力，以
多語化學習方式迎向多元族群的臺灣社會。 

鼓勵學生走向國際之際，本校亦重視學生外語能力的提升。教學發展中心為
提昇本校學生各項外語能力，於 107 年 6 月 27 日第 152 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
「學生通過外語能力檢定獎勵要點」，學生參加外語檢定考試取得符合該要點獎
勵標準者，核發獎勵金以資鼓勵，期以提升本校外語軟實力。 

 (二)持續推動校外專業實習，鼓勵學生至業界實地學習  

本次調查有企業雇主建議多鼓勵學生參與實習，增進學校與產業互動交流機
會，以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人才。本校相關策略如下：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為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力、保障學生實習權益，推
動優質校外實習環境，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第 157 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國內
校外專業實習辦法」，分為包括專業見習、專業實習之課程型態實習及非課程型
態實習，鼓勵學生至職場觀察體驗或實地學習，提早接觸職場風格，縮短職涯探
索期，了解自身未來從事產業意願，畢業後順利與職場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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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學校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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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7 年度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學校版) 

【填卷說明】此問卷並非針對至貴校服務的特定某位校友，敬請依本校校友整體表現填寫。 

請問 貴校是否曾經雇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北教大)畢業生？ 
□ 是，請至第壹大題繼續填答。 
□ 否，請跳答第 1-1 題、第 2-1 題、第參大題。 

壹、 單位基本資料 

1-1 貴校名稱(請填全銜)：                                                

填表人姓名：                   ，部門：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1-2 貴校雇用北教大畢業生之畢業系所？(可複選) 

教育學院 
□ 教育學系 □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 特殊教育學系 □ 心理與諮商學系 

□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人文藝術學院 
□ 語文與創作學系 □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 音樂學系 □ 臺灣文化研究所 □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理學院 
□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 體育學系 

□ 資訊科學系 □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各位學界先進您好： 

感謝您百忙中撥冗填寫此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本項調查結果將提供本校瞭解畢業校友在 
貴校的工作表現情形，作為未來教學改進及就業輔導之參考。您的意見與看法對我們十分重要，
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作為校務研究使用及統計分析，並不會公開個別資料，敬請放心填答。 

☆本校為瞭解學校雇主對畢業校友工作表現之滿意度做調查，提供名單僅供參考，並非針對個人，
敬請依整體表現進行回覆。如沒有您的回卷，本調查將無法如期完成，在此謝謝您鼎力支持與協
助。(請協助於 8 月 31 日前投遞郵寄或傳真至 02-2733-6468 或將問卷 E-mail 回傳至本校師培
中心 prac@tea.ntue.edu.tw，您亦可上網填寫，請掃描 QR CODE)，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敬啟 
如有疑問，請電洽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輔導組林小姐 聯絡電話(02)2732-1104#82182  

 

-22-



貳、 校友表現 
2-1 依據下列十項職場能力，請勾選 貴校認為最重要的三項職場能力。 

□ 01 專業知識與技能 □ 05 創新能力 □ 09 團隊合作能力 

□ 02 資訊及數位能力 □ 06 人際溝通表達能力 □ 10 專業倫理及道德 

□ 03 可塑性 □ 07 國際觀 □ 11 抗壓性 

□ 04 解決問題能力 □ 08 外語能力 □ 12 其他，請說明       

2-2 您覺得北教大畢業生在下列各項能力的表現如何？ 

能力項目 極佳 5 佳 4 尚可 3 不佳 2 極差 1 

01. 專業知識與技能 □ □ □ □ □ 

02. 資訊及數位能力 □ □ □ □ □ 

03. 可塑性 □ □ □ □ □ 

04. 解決問題能力 □ □ □ □ □ 

05. 創新能力 □ □ □ □ □ 

06. 人際溝通表達能力 □ □ □ □ □ 

07. 國際觀 □ □ □ □ □ 

08. 外語能力 □ □ □ □ □ 

09. 團隊合作能力 □ □ □ □ □ 

10. 專業倫理及道德 □ □ □ □ □ 

11. 抗壓性 □ □ □ □ □ 

12. 整體表現評價 □ □ □ □ □ 

2-3 您覺得北教大畢業生在教學專業核心能力表現如何？ 
 能力項目 極佳 5 佳 4 尚可 3 不佳 2 極差 1 

01. 具備任教領域的專業知識 □ □ □ □ □ 

02. 設計及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 □ □ □ □ □ 

03. 發展多元評量 □ □ □ □ □ 

04. 具備教學創新能力 □ □ □ □ □ 

05. 營造良好的班級氣氛與學習環境 □ □ □ □ □ 

06. 具備親師溝通能力 □ □ □ □ □ 

07. 了解學生身心發展與輔導學生 □ □ □ □ □ 
08. 適當處理班級偶發事件及特殊學

生之問題 
□ □ □ □ □ 

09. 參與成長團體並自我省思與成長 □ □ □ □ □ 

2-4 未來若有職缺，是否願意再聘任北教大畢業生？ 
    □願意 

    □不願意，為何不願意再聘任北教大畢業生？ 
      □專業能力不足 □態度欠佳 □缺乏工作熱忱 □抗壓性太低 □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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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貴校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的建議與回饋 

 

 

 

 

 

 

 

 

問卷至此全部結束!感謝您撥冗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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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企業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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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7 年度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企業版)  

【填卷說明】此問卷並非針對至貴公司/機構服務的特定某位校友，敬請依本校校友整體表現填寫。 

請問貴公司/機構是否曾經雇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北教大)畢業生？ 
□ 是，請至第壹大題繼續填答。 
□ 否，請跳答第 1-1 至 1-2 題、第 2-1 題、第參大題、第肆大題。 

壹、 單位基本資料 
1-1 貴公司/機構名稱(請填全銜)：                             

1-2 請問貴公司/機構所屬行業類別？ 
□ 01. 政府部門（例如：軍、警、公務人員） 
□ 02. 學術界（例如：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 
□ 03. 教育界（例如：保育員、各級學校教師、補教業） 
□ 04. 非營利組織（例如：基金會） 
□ 05. 文化創意與傳播（例如：課程研發、教材編寫、圖書、翻譯、傳播藝術、設計） 
□ 06. 住宿餐飲及運動旅遊業（例如：飯店工作人員、導遊領隊） 
□ 07. 行政人資總務及服務業（例如：客服、業務、貿易、門市人員/法務人員） 
□ 08. 行銷企劃及專案管理業（例如：行銷人員、公關） 
□ 09. 資訊軟體業（例如：電機工程及網管人員） 
□ 10. 財會金融業（例如：金融交易員、稽核人員、保險業務人） 
□ 11. 操作技術與維修人員（例如：車輛、冷凍空調維修檢驗人員） 
□ 12. 研發相關工作（例如：食品、化工、光電、通訊研發人員） 
□ 13. 生技與醫療保健服務業（例如：藥品試驗、物理治療、醫事檢驗） 
□ 14. 生產製造與品管製造業（例如：生產製造、自動控制、品保、環安） 
□ 15. 物流與運輸業（例如：採購、倉管） 
□ 16. 其他（例如：農林漁牧礦、其他）                                       

各位企業主管您好： 

感謝您百忙中撥冗填寫此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本項調查結果將提供本校瞭解畢業校友在 
貴公司/機構的工作表現情形，作為未來教學改進及就業輔導之參考。您的意見與看法對我們十分
重要，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作為校務研究使用及統計分析，並不會公開個別資料，敬請放心填答。 

☆如沒有您的回卷，本調查將無法如期完成，在此謝謝您鼎力支持與協助。(請協助於 8 月 31 日
前投遞郵寄或傳真至 02-2733-6468，您亦可掃描 QR CODE 上網填寫)，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
支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敬啟 
如有疑問，請電洽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輔導組林小姐 聯絡電話(02)2732-1104#8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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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貴公司/機構雇用北教大畢業生之畢業系所？(可複選) 

教育學院  
□ 教育學系 □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 特殊教育學系 □ 心理與諮商學系 

□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人文藝術學院  

□ 語文與創作學系 □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 音樂學系 □ 臺灣文化研究所 □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理學院  
□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 體育學系 

□ 資訊科學系 □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貳、 校友表現 
2-1 依據下列十項職場能力，請勾選貴公司/機構認為最重要的三項職場能力。 

□ 01 專業知識與技能 □ 05 創新能力 □ 09 團隊合作能力 

□ 02 資訊及數位能力 □ 06 人際溝通表達能力 □ 10 專業倫理及道德 

□ 03 可塑性 □ 07 國際觀 □ 11 抗壓性 

□ 04 解決問題能力 □ 08 外語能力 □ 12 其他，請說明       

 

2-2 您覺得北教大畢業生在下列各項能力的表現如何？ 

能力項目 極佳 5 佳 4 尚可 3 不佳 2 極差 1 

01. 專業知識與技能 □ □ □ □ □ 

02. 資訊及數位能力 □ □ □ □ □ 

03. 可塑性 □ □ □ □ □ 

04. 解決問題能力 □ □ □ □ □ 

05. 創新能力 □ □ □ □ □ 

06. 人際溝通表達能力 □ □ □ □ □ 

07. 國際觀 □ □ □ □ □ 

08. 外語能力 □ □ □ □ □ 

09. 團隊合作能力 □ □ □ □ □ 

10. 專業倫理及道德 □ □ □ □ □ 

11. 抗壓性 □ □ □ □ □ 

12. 整體表現評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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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未來若有職缺，是否願意再聘任北教大畢業生？ 
    □願意   

    □不願意，為何不願意再聘任北教大畢業生？ 
      □專業能力不足 □態度欠佳 □缺乏工作熱忱 □抗壓性太低 □其他              

 □其他         
 

參、 實習與就業調查 

3-1 貴公司/機構是否有意願提供專業實習名額? 

□本公司/機構有意願提供       名學生實習名額。 

□否(敬請跳答第肆大題) 

3-2 實習業務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3-3 實習工作內容：□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 □研究或專案 □企劃 □其他                
 

肆、 貴公司/機構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的建議與回饋 

 

 

 

 

 

 

 

 

問卷至此全部結束!感謝您撥冗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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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願意提供校外專業實習之企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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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提供校外專業實習之企業名單 

編號 企業名稱 
提供

名額 
聯絡人                                                                                                                                                                                                                                                                                                                                                                                                                連絡方式 實習內容 

1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蔡欣哲 04-852-5151#302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 

2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2 吳柏嬅 0933-351-255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研究或專

案、企劃、環境教育 

3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1 陳乙禎 02-8677-2727  研究或專案、企劃 

4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2 古芝瑜 02-8677-2727#707 典藏管理及展覽 

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 楊雅淩 04-723-2105#1403 心理諮商與輔導 

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4 李書芬 02-22191131#5311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研究或專

案、諮商師實習 

7 喬富整合國際有限公司 1 羅芳妤 0939-832-888 企劃 

8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 余詠南 02-8665-1203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 

9 闇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劉庭安 02-8772-1362#204 企劃、實作技能 

10 壞主意有限公司 3 
陳台芸

(Ivy) 
02-2766-0600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研究或專

案、企劃 

11 移動怪獸股份有限公司 4 葉怡君 02-8227-3688#210 
1.遊戲企劃人員(對遊戲有熱情) 

2.遊戲行銷人員(對遊戲有熱情) 

3.遊戲程式設計師 ctt/php/unity 

12 圓準股份有限公司 2 吳瑞城 0935-733-540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 

13 沃沃美學股份有限公司 2 張琳英 0931-178-616 企劃、藝術行政相關 

14 臺中市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1 鄧宇璇 04-2253-6789#231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 

15 安邦資訊有限公司 2 張安邦 0975-273-573 研究或專案 

16 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不一定 莊慧美 04-2326-5200#359 企劃、軟體工程師 

17 滙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 張貞明 02-2362-8112#203 企劃 

18 聯合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 陳郁 02-8692-5588#5614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 

19 香客大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 朱泊華 0910-777-749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企劃、設計 

20 世界宗教博物館 不一定 張賽青 02-8231-6118#8812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研究或專

案、企劃 

21 旭榮製衣股份有限公司 2 詹若婷 02-2391-2288#663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業務助理 

22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不一定 黃秋萍 02-7720-1888#1070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研究或專

案、企劃、資訊相關佔多數 

23 生洋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1 林群森 0911-246-557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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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鈊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 陳佳永 02-2299-5048 研究或專案 

25 大腕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5 李家榆 02-2759-5115 影視特效 

26 財團法人信誼基金會 4 王冬玲 02-2396-5305#1182 

一般行政與文書事務、研究或專

案、企劃、幼兒園保育及教學、幼

兒或親子活動規畫帶領 

＊總計 26 家企業單位，願意提供約 47 個以上的名額(不含不限名額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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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報告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 次行政會議報告案 

案由 
109 學年度公私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

作業說明會重點報告。 

說明 

一、教育部為使各校總量提報作業相關承辦同仁了解總量修正內容、提

報作業規定及系統填報方式，於 108年 1月 15日召開旨揭說明會。 

二、節錄會議重點說明如附件。 

主席

裁示 洽悉。 

                      提案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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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9學年度公私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說明會重點 

20190115 

一、提報時程調整 

    特殊項目：原每年十一月調整於一月底前 

    一般項目：原每年五月調整於三月十五日前 

    申請增設調整案件須校務會議通過，並程序完備；停招、更名案件，必須事先與 

教師、學生進行溝通宣導會議(有確定辦理日期之會議或座談紀錄)。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說明可至教務處課務組網頁下載 

    https://academic.ntue.edu.tw/ezfiles/7/1007/img/74/819564508.pdf 

 

二、校務資料填報務必謹慎正確 

※學生數資料採用 10月期校庫-10月 15日具正式學籍學生 

(除全學年於國外之學生數採計 3月期校庫) 

※師資數採用 3月期校庫(3月 15日前已聘任) 

專案教學人員確為全部時間擔任學校教學職務且支給合格專任教師薪資之教學人員得

採計為專任教學人員(若授課節數為零，則不得列計專任師資) 
 

第一階段資料產出：特殊項目提報作業(博士班、涉師培系所) 

■校庫第 1次產出 107-1資料給總量： 

107.11.20(可修改校庫資料後，重新產出資料給總量) 

■校庫第 2次產出 107-1資料給總量： 

107.12.04(即使修改校庫資料，亦不再產出資料給總量) 
 

第二階段資料產出：一般項目提報作業(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位學程) 

■校庫第 1次產出 107-2資料給總量(學 2、教 1、校 1、校 4)： 

108.05.01(暫訂)(可修改校庫資料後，重新產出資料給總量) 

■校庫第 2次產出 107-2資料給總量(學 2、教 1、校 1、校 4)： 

108.05.16(暫訂) (即使修改校庫資料，亦不再產出資料給總量) 

     ※去年某校因校庫資料填報錯誤，生師比不符標準，致扣減招生名額 

(事後申請修正校庫資料亦無法重新滙進總量系統重新計算生師比) 

 

三、總量標準修正重要內容：  (總量標準修正法草案詳附件，預計 1月底發布) 

(一)107學年度起適用 

  1.招生違規扣減比率提高為 30%(原 5%，總量標準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2.9月 20日前完成校內程序及校務會議後仍可申請系所班別於 109學年度停招 

       (總量標準第八條第一項第八款) 

(須符合學士班最近一年註冊人數未達 10人；碩博班最近一年新生註冊人數未達該學年

度核定名額百分之三十始可申請) 

3.學、碩士班招生名額分配亦有保留比率 

   (舊法只有博士班有保留比率由校長分配，保留比率另由教育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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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碩士班增設調整案均須報部專審(舊法只有特殊項目-博士班及師培案須專審) 

5.增設系所需最近一次校務評鑑各項目為通過 

6.學術主管資格應符大學法要求 

第 13 條 

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置主任一人，單獨設立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系、

所務。大學並得置學位學程主任，辦理學程事務。 

院長、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等學術主管，採任期制，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院長，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二、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選出，報

請校長聘請兼任之。但藝術類與技術類之系、所及學位學程之主任、所長，得聘請副教授級以上之

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大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學院、系、所及學程，得置副主管，以輔佐

主管推動學務。 

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與副主管之任期、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於大

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二項之學術主管職務，得由外國籍教師兼任 
 

  7.增設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須有專任師資至少 2名(新申請學位學程要先填擬聘專任師資) 

  8.租用學生宿舍需符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消防法、建築管理相關法規 

  9.專科班及學士班每班招生名額不得低於 10人。 
 

(二)緩衝至 108學年度適用 

碩士班及碩專班連續 2個學年度註冊率未達 7成即扣減招生名額(總量標準第八條第一項

第三款) 
 

(三)緩衝至 109學年度適用 

  1.全學年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學生，納入計算生師比值。 

2.境外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人數 3%以上者，納入計算生師比值。(原為 10%)(總量標準

附表一) 

  3.系所整體生師比值降為 35(原基準為 40) ； 

    研究生生師比值降為 15(原基準為 20)  (總量標準附表五-三、四) 

  4.學位學程整體生師比值降為 35(原基準為 40) (總量標準附表五-五) 

  5.現有學位學程師資質量，專任師資數應實聘達 2人以上(不可用合聘代替)，實聘及系所 

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達 15人以上。 

(凡屬學位學程班別皆適用，只招外籍生之學位學程班別亦應符合) 

    屬藝展演類、設計類及運動競技類之學位學程，符合實聘專任師資至少 2人以上，得列

計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並得以四名兼任教師折算列計為一名專任教師，其折算數不超

過 3名，超過者不予列計。  (總量標準附表五-五) 

 

四、相關部會建議增設班別之領域：  

領域 建議單位 

5+2產業創新方案 行政院 

生命教育碩博士班(或分組)及相關學程 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 

智慧科技(AI)及資訊安全碩士人才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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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59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案由 修訂本校「課程大綱外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要點規定，本校各開課單位自 101學年度第 2學期起，以 4年

為一週期陸續完成課程大綱外審，並依據外審委員建議修改課程大

綱。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已開始新一週期之課程大綱外審，且依規

定應於「兩年內完成必修課程大綱外審」，爰至 107 學年度第 1 學

期，多數必修課程均已完成兩輪之外審。 

二、嗣後，擬刪除「兩年內完成必修課程大綱外審」之相關規定，只保

留「各送審單位每學期以新開課程及尚未送審課程優先送審」，以

使經費做最有效之利用。 

三、檢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大綱外審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附

件一）、修正草案（附件二）、原要點（附件三）。 

四、本案業經 108 年 1 月 7 日行政主管協調會及 1 月 14 日主管會報審

議通過。 

辦法 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教務處 

(五)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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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大綱外審作業要點 

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修正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三、各送審單位每學期以新開

課程及尚未送審課程優

先送審。 

三、必修課程以 4 年為一週

期，除近 2年內已完成外

審外，應自第 101學年度

第二學期起，兩年內完成

必修課程大綱外審。兩年

後，各送審單位每學期送

審選修或必修課程 3門為

原則，以新開課程及尚未

送審課程優先送審。 

本校各開課單位自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以

4 年為一週期陸續完成

課程大綱外審，至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多數

必修課程均已完成兩輪

之外審。爰刪除「兩年

內完成必修課程大綱外

審」之相關規定，改為

「新開課程及尚未送審

課程優先送審」，以使經

費做最有效之利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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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大綱外審作業要點 
 

101.12.26 第 89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07.27第13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01.23第159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提升課程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各系所、學位學程專門課程分別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提送外審；通識課程、

教育學程分別由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提送外審。 

三、各送審單位每學期以新開課程及尚未送審課程優先送審。 

四、提送外審資料至少須包含課程大綱，其他資料可由各送審單位視情況補充。 

五、各送審課程由送審單位聘任外審委員 1名進行審查，外審結果依第六點規定

辦理。 

六、審查結果須填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大綱回饋表」，經送審單位彙整後

轉送授課教師參酌。授課教師須依審查結果填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大

綱回饋意見追蹤表」，並於學生加退選結束前完成修改線上課程大綱。 

七、各送審單位須每學期彙整各課程回饋意見追蹤表，並提報送審課程數、需追

蹤課程數、已追蹤完成課程數等統計數據，於學期末送教務處備查。 

八、外審經費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支給，由教務處編列專款

專用，各送審單位自行核銷。 

九、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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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大綱外審作業要點（原要點） 
 

101.12.26 第 89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07.27第131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提升課程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各系所、學位學程專門課程分別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提送外審；通識課程、

教育學程分別由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提送外審。 

三、必修課程以 4年為一週期，除近 2年內已完成外審外，應自第 101學年度第

二學期起，兩年內完成必修課程大綱外審。兩年後，各送審單位每學期送審

選修或必修課程 3門為原則，以新開課程及尚未送審課程優先送審。 

四、提送外審資料至少須包含課程大綱，其他資料可由各送審單位視情況補充。 

五、各送審課程由送審單位聘任外審委員 1名進行審查，外審結果依第六點規定

辦理。 

六、審查結果須填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大綱回饋表」，經送審單位彙整後

轉送授課教師參酌。授課教師須依審查結果填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大

綱回饋意見追蹤表」，並於學生加退選結束前完成修改線上課程大綱。 

七、各送審單位須每學期彙整各課程回饋意見追蹤表，並提報送審課程數、需追

蹤課程數、已追蹤完成課程數等統計數據，於學期末送教務處備查。 

八、外審經費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支給，由教務處編列專款

專用，各送審單位自行核銷。 

九、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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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提案

案由 
有關本校碩博士論文比對結果，為提供指導教授與學生更有效參考內容，擬

改提供未篩選條件比對報告，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108 年 1 月 7 日行政主管協調會議及 1 月 14 日主管會報
討論通過。 

二、依據教務處研究生博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以及本校 106 年 2 月 22
日，第 138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碩博士論文比對作業及篩選條件項目。 

(一) 勾選「不含引用資料」。 
(二) 勾選「不含參考書目」。 
(三) 勾選「排除小的來源 5%以下」 (Exclude Small Matches)。 
(四) 勾選排除章節中「摘要」。 
(五) 勾選排除章節中「方式和內容」。 
(六) 勾選限制查詢至這些儲存庫中「crossref」、「網際網路」、「ProQuest」、

「出版物」。 
三、本校辦理碩博士論文比對作業，作業流程及篩選條件說明如下： 

(一) 由研究生至線上申請系統填寫相關資料及上傳比對檔案，並列印論文
比對系統申請單，系統點擊送出至助教審核。 

(二) 研究生及指導教授須於論文比對申請系統申請單簽名，送交系所助
教。系所助教收到申請單後，至系統確認研究生所填列相關資料，並
送出至研發處進行比對。 

(三) 研發處辦理比對作業，並勾選上述篩選條件項目。 
(四) 比對完成後會寄送完成比對通知信，校內指導教授及研究生可登入系

統下載比對報告，校外指導教授則以超連結方式下載檔案，不再印製
紙本報告。 

四、106 年 3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共比對碩博士論文 1,048 篇，
有 93.23%(977 篇)比對結果為 0%。為提供指導教授與學生更有效參考
內容，擬自 107學年第 2學期起，碩博士論文比對報告僅提供未篩選前
比對結果報告。 

五、檢附下列資料供參： 
(一) 附件一：論文比對結果樣本(篩選條件前)以及論文比對結果樣本(篩選

條件後)。 
(二) 附件二：本校碩博士論文比對作業流程圖。 

辦法 依本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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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硏究背景與動機

幼兒對同儕互動積極的開始是在兩歲半至三歲的時候(Shaffer,1995) 。最早被注

意與接觸的就是照顧幼兒的人，通常是父母親，關係他最為密切。閣著年齡增長，

除父母、手足的互動外，在進人幼兒圜後，開啟了重要的人際互動型態，展現在

幼兒面前是一個完整的社會結構，這也將奠定其一生與他人互動的基礎（鄭瑄月，

2006) 。同儕關係是個人發展與社會化的基木人際關係，漸漸地幼兒開始能區辨與

他們特別親近的同儕，將他們視為朋友，因此同儕關係對幼兒來說相當重要，然

而幫助幼兒社會化的主要方式就是透過同儕互動（許孟勤， 2010) 。

教育部(2017)幼兒國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的社會領域目標中包含「肯定自己

並照顧自己」和「樂於與他人相處並展現友愛情操 J 目標。幼兒能透過實際參與

人際互動脈絡，累積互動經驗，體驗有意義文化生活。 Mendez, Fantuzzo 和 Cicchetti

(2002)提出若幼兒時期無親近的朋友或建立正向的的同儕關係，將可能導致日後校

園生活的困難，通常能預測其在學校的適應會有相對的不良。鄭瑄月 (2006)也認為
圄
幼兒與同儕問若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就可能增進彼此的身心健康，相對的若是有

不好的互動關係則會為幼兒帶來生活適應問題。

有鑑於同儕互動與同儕關係對於學齡前幼兒的重要性，近年來有許多關於冏儕

互動、同儕膈係之貿徼硏究。例如實施共有生命教育課程、幼兒共同創作多媒體

故事書教學、自然步道生命教育教學、表達性藝術活動、音樂律動活動、運用繪

本教學、連動遊戲融人幼兒課程教學、提供美勞匾藝術媒材等（楊淑惠， 2009; 朱

廉雯、崔夢萍，2010; 李莉，2010; 黃琇瑩，2011 ; 陳韻如、吳麗緩，2011 : 王惹

芳，2012 ; 鄭雅莉， 2012 ; 楊慧芊，2014: 鄭俊傑、丁秋蘭，2016) 。這些研究皆

證實透過不同教學活動實施，支持增進同儕互動和改善同儕關係。然而上述研究

大多融人 「 角色扮演」的進行，因此 「 角色扮演」可能適合學齡前幼兒教學上的

運用，並有助於其同儕互動與同儕關係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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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是能在某個主題情境下或故事，經討論或由引導者針對角色之特性

賦予，以角色扮演方式、體驗不同角色和其行為，鈮了解他人的想法，在思考不

同的過程中體驗角色之心路歷程、發展同理心，藉此培養孩子取替他人覬點能力、

練習社交技巧和同儕問題的處理(Shaftel, I 982 ; 張曉華， 1999; 蕭美華，2010) 。

黃月霞(1993)認為角色扮演代表著一種人際互動與遭遇，提供個體能分析自己的行

為並知道某些動作能引發他人的各種反應·

教育部(2017)幼兒園課程大綱闡明國施通則必須根據課程目標編擬教學活動

課程計畫並依循門兒發展狀態與學習衙求，選擇適宜教材，規劃正向有意義的學

習情境無論學習環境是幼兒自由操作或由教師引導。羅家玲(2000)和王沂釧(2001)

指出教師能規制教學情境提供學生參與和角色扮演，除了能引起學生高度的參與

外並具備活動性、生動性、趣味性，造能滿足多項互動與多元學習。然而幼兒常

能自然的扮演不同角色，並藉由角色扮演的活動在與他人的社交關係中有更多的

了解（謝美慧譯， 2001) 。

硏究顯示，角色扮演教學對品格教育、社會互動、社會技巧方面皆有正向影響

與维持（曹瑄文， 2000; 劉佳綺，2011; 楊平如、朱思穎， 2013) 。國外學者則多探

討以 r 創造庄戲劇」的方式，經多元面貌呈現出不同的角色扮演活動，並在幼兒

圜大班與國小進行研究 (Wanennan , 20 l 0) 。相關實證研究也支持以創造性戲劇方

式呈現角色扮演，在以幼兒為探討時，發現同儕彼此能相互溝通交流，提升表達

能力、情緒緩和進而增進與他人互動，體會互助合作的重要性（李之光、潘宇傑，

2011 ; 劉若蓁、魏美惠，2013) ; 以國小學童為例時，能經團體活動參與、提升溝

通能力、增造同儕互動、培養團體合作，造而正向影聰同儕人際關係（李秀姿、陳

昭�, 2007; 羅綸新、簡良哲，2009; 曾佳雯、蔡麗芳， 2009) 。上述硏究，角色

扮演對個體學習與他人同儕互動和關係，顯得具影響力，無論是以角色扮演為教

學或創造住戲劌之呈現，皆還需透過教學者的引導、團體討論｀肢體展現、口述

故事或圖片引等、以及播放音樂、音效和使用相關道具等方式，進一步營造出教

學情境，輔以幫助學生融人角色，迤行角色扮演活動。

翟紅(2000)和邱柏翰(2004)指出以多媒體為媒介有助於學生有身歷其境之厰

受，縮知共心智表徵與實際現象間的差距·營造有利的特定學習情境，能有效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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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幼兒主動學習的雉識，產生意義（梁佳蓁， 2015) 。竜子繪本能點選某個盡面、選

單後呈現出情境畫面，透過視覺的圖片、動畫｀文字和聽覺設計中具有特色聲音

或特效，提供多重戚官刺激，營造出想傅達的意境（黃羨文， 1997; 曾敏玲，2002;

洪文瓊，2005) 。有鑒於此，若能運用罨子繪本，透過視覺與聽覺訊息接收，讓幼

兒有身歴於預定情境戚受，相信能提供幼兒對不同角色的具燜覺知，更為融人角

色中，進行角色扮演活動，而獲得有意義之學習。

區＇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洪文瓊(1999)指出竜腦多媒煆與網路技術數位技術的

成熟，帶動了電子繪本的出版熱潮與數位閱續的趨勢。行政院也建置 「 繪本花國」

與「主題閱讀」之網站，站內收錄許多國內外優質的電子繪本。教師罪始將電子

繪本作為教學資源或視為教學的媒介且運用竜子繪本在學齡前幼兒之不同主題中

的相關研究也逐漸增多，例如曾華薇(2013) 、鄭淑華(2014)以及陳姿佑(2014) 透過

電子繪本的運用，探討到幼兒在情緒、自然科學和數概念等領域相關的能力與現

況。除此之外，亦有探討電子繪本教學對幼兒語言理解能力、專注力、閱讀興趣

之影響，結果顎示皆能有助於語言的理解力和提升專注力與閱讀興趣（王柏臻，2015 ; 

段承河、歐陽誾， 2016) 。

綜合上述，幼兒園教師能以資訊科技為中介，在教學活動中規劃，提供整合

圖像、聲音與動声之學內容，能協助相關發展與學習(Nikolopoulou , 2007; 陳儒晰，

2012) 。然而先前研究運用籠子繪本探討相關同儕互動與關係之實徵研究，研究對

象多為國小學童在品格教育的實施（；共秀雲，2014; 葉書舟，2016)• 而學齡前階段，

尚無運用罨子繪本對幼兒同儕互動與關係的進行探討。同儕互動與同儕關係對學

齡前幼兒發展日後人際胭係是值1韞重視與兼具重要。目前國af用竜子繪本讓

幼兒融人預定情境進行角色扮演之探討同儕互動與關係研究仍不夕見，故本研究

擬以幼兒園幼兒中大混齡班為研究對象，探討幼兒運用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

學對同儕互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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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二節硏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硏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討竜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對幼兒同儕互動角色之影響。

二 、 探討竜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對幼兒同儕關係社會地位之影響。

三、探討教師與幼兒冇施對籠子總本為見人角色扮演教學之l或受。

貳、待答問題
＿｀運用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後，幼兒同儕互動型態之「角色J情形

如何？

二、運用罨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後，幼兒同儕關係之「社會地位」

分布情形？

三、教師對於運用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後，教學活動之戚受為何？

四、幼兒對於運用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後，教學活動之飯受為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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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匿

壹、電子繪本(Electiic Picture Books)

罨子繪本指將傳统繪本不以紙本呈現，結合文字、圖片影像、聲音與動畫

運用多媒體呈現（洪文瓊， 1999 ; Shamir & Korat, 2006) 。能在撥放時掌握每個頁面

具備文字與圖像和動畫效果，結合音效、配樂、旁白呈現之類型（林函諭， 2011 ; 

吳偵維，2012; 王柏臻， 2015), 以複合式數位化呈現繪本，達到另一種說故事的

形態。

本研究將挑選市面上紙本繪本以「同儕」為主要取向的繪本。電子繪本將有

四本，其內容主要以學習辨別正負面的社會行為、學習如何處理同儕之間的紛爭

與衝突、學習覺察自己與他人的情飯和如何與人相處、學習延立同儕接納的關係

和友誼為貫穿自編故事。再紙本繪本為文本自行編創繪本內容，以圖像為主、文

字為輔的基礎結合上述多媒體技術使用電腦軟體工具（例如： Photo ltnpact 影像處理、

Power Point 簡報製作、Articulate Storyline 數位教材製作），進行開發製作，製作成

複合式罨子繪木，以此呈現。

貳、角色扮演教學(Role Playing Instruction)

角色扮演扮演教學是運用角色扮演的技巧，藉由扮演問題惜境後討論方式的

一種探討人際關係的教學策略(Kelly, I 995) 。張曉華(1999)提出藉由討論或引導者對

角色的特性而賦予不同角色扮演，在某個王題下的故事或是情境，在過程中發展

同理心、體驗角色之心路歷程。

本研究所指角色扮演教學，系以自行開發之電子繪本中繪本角色（噸喈豬、努

力龜、跳跳兔、皮皮猴、乖乖熊、帥帥獅、貓頭鷹）為主，依據課程設計之教學目

標，針對研究對象與同儕平日互動所展現的問題行為，結合竜子繪本故事情節與

內容情境的不同， 進行角色扮演活動的任務遊戲，透過分組分式，讓幼兒為完成

任務進行角色扮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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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同儕互動(Peer Interactions) 

Azm itia(1998)懿為指年齡相近的個體，包括相差一、兩歲的友伴或者是同年

齡的人為「冏儕J。黃政傑(1997)認為由兩個人或者兩涸人以上經由彼此相處一段時

間後，經由語言· 手勢、符號或其他溝通方式，影響彼此而產生行為的改變即為

「互動」。亦能指在彼此一起做的任何交互行為像是學習或遊玩的幼兒們（方金鳳，
醢'

2004) 。 Fantt1zzo 等人進行相關硏究 (Fantt1zzo et al., 1998; Fantt1zzo et al., 1995)以
璽 圄
PIPPS (Penn Interactive Peer Play Scale) 位表中將所觀察歸納幼兒在遊戲中與同

儕的互動行為大致分為三種類型，像是幼兒在遊戲中表現出積極主動、快樂的態

度，且善與人交際的正向互動行為；幼兒在遊戲中表現出攻擊忱，或是易受到挫

折的遊戲干擾行為：幼兒在遊戲中表現出消極態度，加人遊戲的過程遭遇困難，

且時常戚到絕望的遊戲分離行為。

而本研究所指的同儕互動糸以在研究計霨迆行前後，以 Fantuzzo(l 998)歸納同

儕互動行為類型為依據，觀察幼兒在幼兒園環境生活中與同儕互動的行為，並藉

由光譜計蕈－幼兒教育評噩手冊（梁霎霞譯，2001)之同儕互動檢核表，呈現出幼兒在

同儕互動中的角色型態。型態為五種：團隊中的角色、促進者角色、領専者角色、

獨行俠角色與轉變中的角色(Kercheusky, 1988) 。

肆·同儕關係(Peer Relationg)

同儕關係是指無論年齡上的差異，個體在團體互動時，受同儕歡迎或接納

程度(Shaffer,2009) 。本研究中，同儕關係指受試幼兒在進行教學實施前後在團體內

之社會地位。以班級為單位採用照片式社會計足法蒐集，將所得資料透過加人照

片式社會計品法（涂舂仁， 2009)分析，呈現出幼兒社會地位前後變化與關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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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四節 硏究限制

壹、硏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取樣目標為研究者目前所服務的新北市三重區附近公立

附設幼兒園水果班幼兒。因此研究結果的推論謹以此班級幼兒為限，不做大範圍

的類推到其它地區幼兒國或他班之情況。

貳、硏究時間

本研究將以 r 同儕互動」為主設計教學，進行共四週的前後資料收集與八

週的實驗教學活動共八次，每堂課約六十分鐘。本研究受限時間安排等因素，故

八次活動內共實施運用四本亀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活動。而研究僅觀察實驗

教學活動內個案班级幼兒表現對於是否因本教學活動在同儕互動與社會地位有所

影響而改變，對於實驗教學活動外之角落時間或其他時間之同儕互動情況，無法

完全掌握收果、長期的追蹤觀察其互動情況。僅能反映此研究期間的一些真實現

象，無法廣泛推論。

參｀硏究設計

本研究為運用電子繪本教學融人角色扮演教學為教學重點，主要研究個案

班级幼兒在籠子繪本教學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活動中，幼兒在此過程中同儕互動之

情形，故此硏究結果無法類推其他相關電子繪本融人不同課程之中，須請留意不

同的研究目的與教材之設計，不宜過度廞泛推論。

7

-52-



墨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同儕互動及同儕關係

壹、幼兒之同儕互動

一、幼兒同儕互動意義與類型

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相互溝通和交談即為「互動」，然而同

儕互動(peer interaction)指具年齡相近的人所組成的群燜，相處一段時間後，迤行的

互動行為，彼此經由語言、手勢、符號或其他溝通方式，能分享經驗、價值觀，

嘗試學習不同新角色｀觀念與行為（張春興，2007 ; Shaffer, 1995 ; 李佩元， 1996

黃政傑， 1997) 。幼兒皰著年齡的增長，在進人幼兒園後，問啟了重要的人際互動

型態（鄭瓊月，2006) 。

在學齡前期，幼兒的同儕互動發展已經開始，互動內容也具相當的複雜住（陳

忠傑，2000) 。幼兒在二到三歲能呈現出互動行為，像是適當以口語表達回應他人、

遊戲活動，阿始參與簡單的群髖活動；三到四歲能展現出分享、輪流的特質，能

表現出更有技巧地加人他人的遊戲；五到六歲能進行競爭性的複雜遊戲會開始選

擇朋友（江麗莉、蘇靖媛譯， 2003) 。 Hartup(1983) 也認為四至五歲的幼兒會想要得

到同儕的注意，傾向於同儕的依歸，其互動的本質也會改變。

Parten(l933)觀察學齡前幼兒在自由活動遊戲中的勺士會參與情形 j ' 觀察同

儕互動，從以下行為同儕互動中社交狀態的發展變化·

（一）無所車事的行為：沒有在遊戲或社會互動，隨意的覬望。

（二）旁觀的行為·觀看他人遊戲，偶有交談或提出建漵。

（三）單猯遊戲（二歲～二歲半）：自己玩自己的，無與任何人產生互動。

（四）平行遊戲（二歲半～三歲半）：會在鄰近幼兒旁玩相同的玩具，但彼此之間

沒有互動、分享與共同目標。

（五）聯合遊戲（三歲半～四歲半）．會和同伴一起玩和交談，但遊戲中目的不一

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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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同儕互動的重要性

班級中活幼兒與同儕互動良好，將有助於提升幼兒上學的意願，能在學校活

動中增加其對學習的樂趣和興趣，進而在學校生活中學習並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因此降低在學習上的挫敗飯，反之若是幼兒在班級中遭到同儕的排斥，則會有較

嚴重的適應和上學問題（謝美慧譯，2001) 。若幼兒時期在班上被同儕拒絕、無親近

的朋友、無建立正向的同儕關係之幼兒，將會有孤單、不悅等負面情緒， 並有強

烈的適應問題，更可能出現渴望逃學的情況，這將可能埠致其日後校園生活的困

難，並能預測在學校的適應力會有相對的不良(Buhs & Ladd, 200l;Mendez, Fantuz勾

囯
& Cicchetti , 2002) 。鄭瓊月 (2006)也認為幼兒與同儕間若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就可

囯
能增迤彼此的身心健康，相對的若是 有不好的互動關係則會為幼兒帶來苦惱。

然而幼兒能在同儕互動中學習社會能力，透過同儕互動能幫助幼兒社會化，

然而若想得知幼兒未來的適應力，則能從幼兒與同儕互動能力中呈現，追是奠定

其未來發展成功的基礎(Hartup, 1992; Corsaro,1997; 許盂勤， 2010) 。相關研究顯

示，幼兒在同儕中的社會地位影響其與他人互動的方式(Ladd, Price & Hart, 1990) 。

在幼兒成長過程中同儕的地位是受到肯定的，倘若缺乏良好的同儕互動對於幼兒

日後發展，較可能有情緒上以及社會適應的問題，同儕互動是否有問題則成為往

後成人社會適應上的指標(Paker & Asher, 1987 ; 蘇建文， 1988) 。

根據上述學者論點得知，同儕互動是幼兒將經歷社會化的過程， 「同儕」即

成為除了父母和手足外的對幼兒來說，成為相當重要的角色。在學齡前階段，幼

兒在學校內的學習的成就威與社會能力，不僅重要也助於與他人維繫同儕的互動，

亦影響於其在同儕關係的發展，並且成為日後自已適應社會的因素，由此得知，

小時候的同儕互動經驗與幼兒在團體中的同儕阅亻系，對於幼兒來說，應是相當的

重要也值得被重視。

10 

-55-



貳、 幼兒同儕發展

� 同儕關係始於嬰兒期，在幼兒的幼年期逐漸開複雜。兩歲閥始，逐漸可以

更了解其社會夥伴，也開始學習以他人的觀點和了解友誼的心理基礎，迤而改變

了與他人接觸的方式，並隨著自我中心意識的消失，對於同儕更加的重視。幼兒

可能用「朋友」來指任何樂於喜歡他們樂於一起玩耍的人，常常把最常和他們一

起玩的玩伴當成是朋友。並且與同伴建立強烈的特殊情緒連結，並能持纘保持，

若是失去這樣的關係，通常會使得幼兒可鉅展現出佔有的行為 、 覺得被朋友背叛

的毆覺或者引起幼兒戚到痛苦(Selman, l 981 ; 呂翠夏， 1988) 。

段：

Selrnru1(1979) 曾進行過研究，將兒童延立與維持同儕友誼的關係分成五個階

一 、 陀段一· 暫時的玩伴(momentary playmates比p)三～七歲
囯
依物質、彼此的住處遠近、身體的特徵衡品。

二 、 階段二· 單向幫助(one-way assistance)四～九歲

你希望他做事的人即為朋友。

三、階段三 雙向的公平合作(two-way fair-weather cooperation)六～十二歲

＇質用上零求互惠的原則。

四 、 階段四· 親密、互享的關係(intimate, mutually shared relation-ship)九～十五歲
囯

彼此可以分享祕密和承諾，但容易產生有獨佔及排他的情況。

五、階段五：自主的相互依賴

青少年到成人階段，在依賴和自主的需要能尊重朋友。

幼兒同儕間的喜好程度不僅是在朋友上，也在活動中發展合作的友誼(Oden,

1988) 。 Mendez, Fantuzzo 和 Cicchetti (2002)提出若幼兒時期無親近的朋友或建立正

向的的同儕關係，將可能導致日後校圜生活的困難，通常能預測其在學校的適應

會有相對的不良。相關研究結果頤示出，在團體中社會地位較受歡迎幼兒有正向

的心埋發展，例如：有好的社交能力、友巻、高參與度、合作 、 高自尊、較為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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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等；在團體中社會地位被拒絕幼兒則有負面的心理發展，例如：自我控制能力

不足、情緒困擾、有敵意、具攻擊性、低自尊、缺乏自信心、社會技巧差等(Bierman,

2004 ; 沈文鈺、王惠華、羅佩芸，2005; 莊淑婷、謝瑩慧， 2010) 。

綜合上述，根據相關研究與學者論點，足以見得同儕關係對於幼兒的社會化

的發展影響甚大。將影響幼兒日後與他人關係和曰後社會適應以及幼兒的身心健

康發展和各方面的學習，影響層面廣而長·由此能得知，應當從小就必須培養幼

兒在團燜生活中，與同儕互動過程裡能與他人發展良好的同儕關係，避免擁有不

好的同儕互動經驗和關係，以至於影響幼兒在日後成長過程各方面學習和法展亦

或成人時在社會上的適應與生活。

王怡云、林育緯(1997)研究發現，一位幼兒園中班幼兒與他人的同儕關係良好，

而常有愉悅的情緒與面帶愉快的神情，並且常有利社會行為的表現，由此可知，

擁有良好的同儕關係，是能促進幼兒身心健康亦也助於幼兒與同儕建立良好同儕

互動與關係。然而幼兒在團體中，與他人成員有良好的互動關係，是能發揮個人

及在團膿中最大的潛鉅，擁有良好的同儕關係，確實可以增淮個贖的社會適應能

力，＇建議教師善用同儕合作的方式，促使團體表現更為出色，進而建構良好的

同儕關係（陳雅文、李雅芬， 1995) 。如同Berk(2000)親密的支持友誼膈係，能促進

兒童與育少年發展，其中相關的助益包含如下．

一、可以發展自我的探索並且攙有深人了解他人的能力。

二、可以提供支持與處理解決生活颳力。

三、可以促使參與學習，迆而在自我與他人探索理解、提升主動性｀情緒得

以支持。

幼兒與同儕間的互動關係須以正面積極的社會化發展，對於幼兒在未來社會

中生存和適應有幫助（呂翠夏， 1994) 。鄭瓊月 (20CXS)提出幼兒的人際關係有幾項的

功能，這些功能對幼兒的發展具備重要的影響性，其中涵蓋有能促進身心健康、

改變自我中心的認雉、建立良好有誼關係和適應的能力、提高學習成效等。

12 

-57-



綜合上述，幼兒在團體中與他人互動 、 接觸後被同儕接納的程度成為幼兒在

團體中的社會地位，而在追歷程中，幼兒需要不斷的學習社會適應的技巧，獲得

的社會能力，以持續並維持同儕關係，由此可知，具備良好的社會能力與技巧對

於增進幼兒同儕關係是相當重要的。

參、 幼兒園同儕關係相關課程

�· . 
我圄對於學齡月IJ幼兒在參與人際脈絡中建構有意義的互動能力，相當重視。

在教育部(2017)1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之社會領域目標也訂定出「肯定自己並

照顧自己」和「樂於與他人相處並展現友愛情操 J 之目標。並且＇達成促使幼兒

積極參與人際互動的脈絡，該領域內包涵 「＇索與覺察J 、「 協商與調整」 富「 愛與

尊重」三項軍要之社會能力。幼兒能對自己 、 他人或週遭生活環境中事物感到好

奇，經由行動並發現其中的特質與內容為「探索與覺察」；幼兒能，人際互動的過

程中，學習聆聽和表達，並與他人溝通和商足，同理他人想法和戚受，能以顧及

他人和自己需求的方式，學習改變自己的行為和想法，與他人和諧的相處。並在

互動歷程中，幼兒能皚會社會文化的期待，例如；獨立自主、遵守禮節和規範，
圄

理解這些人際互動背後所蘊含的價值和規範為「協商與調整 J ; 幼兒願意調整自己
圄

的行動，嘗試以合宜的回應文化生命的態度，學習照顧自己，願意跟他人分享及

提供協助，發展和諧的人際關係與自然共處得情懷為「愛與尊重」O

現行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绱中之社會領域在課程目標下，皆有二到六歲

四個年齡層之幼兒學習指標，提供幼兒園教師可以檢視所設計的教學活動，是否

鈮提供幼兒能達到該學習能力指標的活動內容。倘若教師發現有較成熟或者較為

緩慢之幼兒，可以將學習能力指標＇考後一年齡層或者前一年齡層之學習能力指

標而設計活動。目前幼兒及照顧法規中定義幼兒園機構之幼兒為年齡滿二足歲至

人區小階段前幼兒，而本研究主要探討其中的四歲至六歲年齡層之幼兒，因此下
羣'

表將呈現出該年齡層在社會領域之幼兒學習指標，見表2-l-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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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幼兒園課程大網之四到六歲幼兒學習指標

ff_中-1-1'-l

社－ 中-1-1-2
社·中1-2-l

社·中-1-3-l
楫:-1-4-1

-1-5-1 

社·中-1-5-2

社－中-1-5-3

巴1-6-l

社·中1-6-2

社－中-2-1-l
园1-2

1-3

社－中-2-2-1
社L中-2-2-2

四～五歲學習指標 五歲～六歲學習指標

覺察自己的外型和性別 社－大-l-l-1 錛異認同自己與他人仕身監特徵與性別的

探索白己的興趣與長此 社－大國
-l-

曰
2

1-2
-1

探索自己的興趣與長處
覺需察求白己和他人有不同的想法 、 戚受 ｀ 社－大 伐受察

、
需白 求己和他人有不同的想法 、 戚

辨別生活環廆中能做正能做的事 ＇大1-3-1 鬢耍
察

生
自
活即銅和活動規則的理由

從察自己及與家人間的相互照顧關係 th人-1-4-1 己及與家人間的相互照顧關係

參與和探訪社

的

區人中編口次有事物
多元

t土大1-5-1 垕龔櫺的人面縴畸頤頃

覺角察色活不動
同性別 的職業及社

－
大-1-囯5-2

｀
覺角察色不活

動
同性別的人可以有

多元
的職業及

覺察自身的安全，避開危險的人 事物 社 －大-1-5-3

參與節援活動 社·大-l-6-1

莖道自己與他人相同或不同的生活方
kl-62

表達自己身體的狀況與
需

耍 -2-l-l 

調犛與建立合冝的自我照顧行為 社－大-2-l-2

調整苜己的想法去行動 社－大-2-1-3

表逹自己並願意聆聽他人想法 ＇社訌－大f-2
-
-
2
2

-
-2
1 

理懐解的行他人
動
的l成受和需要上展現同理或關

辨安識全生活環境中旳危險，維護自身的

參與節慶活動 ， 體會節製的意義

認識生活環境中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

表達自己的身悶狀況及共發生的原囚
調整與述立合宜的自我照顧行為
適

規
劃時的調整目標自己的想法與行動·甘試完成

聆聽他 人並正向回應
理

關
解懷他的行人

動
的戚受和嚮耍_展現同理或

社
中蘊

2-2
f
-4

皿6 動的頲與他人共同進行活動

宜
的

」
畠

社

I-大

:k

2
-2-3 慧黯麿化人而餛力和印屋－和他

社平

生
運理解活
用

禮
合

自己儀宜.. 和互動式對解象決的人闢際佤衝突 -2-2-4 
運用合

宜的方式解決人際衝突
社－屮-2-3-1 祠合 -2i

-

區
3-2

因應情境表現合宜的生活禮儀

社－ 中-2-3-2 理
旳

解行生動活規範訂定的理由 ， 並調整自己 社－大-2 理己解
的

行生動活規範訂定的理出 ， 並調整自

＇中3-1-1 自己能做的1'1'1自己做 l±-,2
3

-3 龘人共同訂霆動規則遵守共同

平3-1-2 欣賞自己的長處·喜歡自己完成的工作讎社f
－
大

-3-1-1 建立肯做事 、 負賚任的態度與行為
社－中-3-1-3 保設自己 -3畫

-1-
2
3

欣賁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喜歡自己
社－中翌l 主動關懷並祭於與他人分享 til*

社
－人·3 保護自己

社·平3-2-2蘑敬長Ill· 喜愛與磁謝家人

雀.
3

3

-

.

2

2·
•

• 
m , 3 

主動關懷並崇於與他人分享
社－ 中-3-2-3 尊的毘

人
與自己不同性別 ， 年齡 、 身心狀態社· －大 尊敬長Wi'喜愛與砥謝家人

社－中-3-3-1 樂於參輿多元文化的活動 社－大 尊態重
的

與
人
自己不同性別 、 年齡 、 身心狀

社－中-3-4-l 棨於親近自然 、 愛設生命、節約資源
＇－大-3-3-1 躊霨譬蕈群旳語言 、 生活習俗

社 －大-3-4-1 樂於親近自然、愛設住命、節约資源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7)。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網。臺北市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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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幼兒園課程大綱之下的幼兒園教師，到底該如何規制課程、教學設計？

這成為幼兒園教師首要面臨的問題，一般而言，通常習慣依循活動內容來區分，

將一些活動形式歸類。教保活動課程發展宜例(2015)提及教學現場中，容易以傳授

知識、告知事實、I接提醒的方式迤行教學活動，這樣的方式阻礙了能賈際操作

的能力。

金瑞芝(2015)同儕互動的重點應在於同埋的歷程，然而互動並不等於就是一

起活動、行式也不代表歷程，幼兒能在與同儕可以在討論中聆聽與表達，彼此間

表達飯受、給予正向回應有相互尊重的表現；與同儕一起活動過程中能同理彼此

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在過程中體會彼此相互陪伴與共同分享的經驗歷程；經由

合作時能考量他人與自己的興趣、能力和戚受一起為共同目標分工合作的歷程經

驗。因此在團體討論不只是僅只是會說話、 一起活動不僅只是共同活動、團體完

成作品也不僅代表合作，而是幼兒能與同儕同理與共享的歷程。教保活動課程發

展實例(2015)提到幼兒園的整日中，教師能運用學習指標提升其能力，教師在教學

時需不斷思考，以學習指標作為教學的指引，促使幼兒可以展現該學習指標的能

力，以協助教師深化教學。

綜合上述，幼兒在學齡前階段的人際關係是被重視的，在此階段幼兒圜教師

應在設計活動時能思考可能的活動，以達到社會領域目標，並且在幼兒園裡除了

非教學時盡可能的引導與教導幼兒適當的同儕互動增進同儕關係外，也應該運用

學習指標在教學活動設計成為參考，提供廣泛的機會與情境以促使幼兒積極參與

同儕互動培養幼兒的社會能力，讓幼兒能經由圖儕互動的過程中，能夠表達自己

並聆聽他人意見而溝通和商量，能同理他人和顧及自己與他需求進而與他人合作

並和諧地相處。

總結上述，經由教學課程、活動的設計或介人可以有效地增進同儕的互動

影響同儕關係，也更顯示出幼兒在團體中的同儕互動與關係的重要與兩者間密不

可分。該思考的是在幼兒園課程大綱之下的幼兒爾教師該如何在教學士進行設計

與規劃，而符合幼兒的學習，有效地規劃出良好的教學設計，進而影響幼兒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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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互動，培養幼兒與他人有正向的社會行為，逐漸與他人擁有良好的關係。

而深人探究文獻其中，掲示了無論何種教學活動皆有融人「角色扮演」的進行，

因此r角色扮演」可能有助於是適合學齡前幼兒教學上的運用，困此本硏究擬以

幼兒園幼兒中大混齡班為研究對象，探討以融人角色扮演教學進行對同儕互動之

影響。

肆｀ 同儕互動及同儕關係在教學上相關研究

對於幼兒而言，r 交朋友」是學齡前階段一件生活重要的大事，對幼兒來說

非常重要。 Burton(l 986)認為若是缺乏同儕的互動，將可能失去建立良好社交互的

自信心、道徳上發展、對攻擊行為的控制·有鑑於同儕互動與同儕園係對於學齡

前幼兒的珥要性，幼兒圜教師阿始思考著如何在幼兒在學校的時間，透過不同旳

方式引導幼兒自同儕互動與關係的培養與增進。在幼兒園中的作息時問通常較為

彈性、比較不固定而能調整，因此教師對於幼兒活動的安排有相當大的的決定權·

一、同儕互動相關實徼研究
近年來有許多關於同儕互動之實徼研究，以融人幼兒圓活動課程並藉由不同

的教學主題方式探討居多，而這些研究結果顗示，經由教學之方式融人在課程中，

促使幼兒在同儕間的互動有所影響，以下將分別針對同儕互動在不同幼兒園活動

課濬之實徵研究進行探討。

楊淑惠(2009)實施共有生命教育課程與幼兒同儕互動效應阱究，在以十八位中

大班幼兒為研究對象並進行八週的共有生命教育課程，其硏究結果呈現在主動認

識同儕、積極與同儕交往，且同儕問能擁有良好的基本禮貌、尊重和關懷同儕，

具有直郢之這 。

楊慧羊(2014)以音樂律動活動對特殊需求幼兒同儕互囯之成效，進行十四週的

研究，其中以三名有特殊需求幼兒研究對象，其結果顗示音樂律動活動課程特殊

需求幼兒在同儕肢體互動頻率和口語亦有增加，同儕互動具正面成效。

透過教學活動與課程的方式，能增加幼兒同儕問互動，亦呈
I

出具正向的影

響效應外，在相關研究中亦能豐富幼兒同儕互動行為與影響自己與囯人互動的態

度進而提升自我與他人相處的能力。陳韻如和吳麗緩 (2012) 以提供美勞區藝術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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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對幼兒同儕互動之研究，以大班幼兒之學習a時間在美勞區活動經歷六個月的

硏究，以五歲的幼兒為研究對象，發現若提供充足且多元的藝術媒材能誘發出不

同的a動行為亦能有更豐富的幼醞動過程之優點。

鄭雅莉(2012)運用繪本教學介人發展遲緩幼兒同儕互動之研究，研究對象以一

名大班發展遲緩幼兒，迤行六週之繪本教學後發現合作行為增加、能指揮及回應

同儕。

李莉(2010)以十六位混齡班幼兒為硏究對象，進行自然步道生命教育教學十週
國

的教學對幼兒同儕互動影響之研究，研究結果呈現經大班有能力之幼兒帶領中班

幼兒在尊重的態度及幼兒的表達能力具備正向的改變，亦即具有能提升自我、自

我控制能力與和他人相處的能力。

幼兒之間的同儕互動多是藉由在幼兒圜生活中持續不斷的迤行著，因此教師

通常需要做課程計畫，設計教學活動，提供讓每位幼兒有公平參與活動的機會，

而對幼兒在同儕互動間的不適應或負面的憤況之影響，進而提供幼兒能呈現出更

廣繭同儕互動。

朱廉 崔夢萍(20 lO)幼兒共同創作多媒體故事書對創造力與同儕互動之硏究，

進行六週｀＇造思考教學模式融人幼兒共同創f讎媒體故事書之教學並以十四位大

班幼兒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呈現幼兒在小組合作過程中之負向社會行為，例

如出現多次之干擾、搶奪或不友善的動作或言語等，最終呈現小組之間能逵成共

識，並能相互討論與合作行為表現，呈現出能改善負向社會行為之效果。

鄭俊傑和T秋蘭(2016)以運動遊戲融人幼兒課程教學與幼兒同儕互動之硏究，

以大班六位幼兒為研究對象並進行八堂的運動遊戲融人課程，其結果呈現有改善

幼兒同儕互動行為與提升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良好人際關係。

綜合上述結果得知，教師在幼兒園裡運用教學設計方式，以適合於幼兒的活

動設計於課程中，對幼兒同儕互動上，即能擁有豊富幼兒同儕互動行為、影響巨

己與他人互動的態度、提升自我與他人相處的能力，産生合作行為並改善負面的

社會行為之效果，而因此助於提升其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改善幼兒同儕互動行

為，促進良好人際關係，由此可知學齡前的幼兒能藉由參與教學活動的過程，而

達到增進同儕問的互動與社會行為有其正面效益。

二、同儕關係相關實徼研究

Harris(2001) 曾在（教養迷思）提及到幼兒在成長過程中，幼兒在家庭以外的

17 

-62-



同儕經驗比父母親的影響力較為大。王健権(2005)認為幼兒在接觸許多不同的同儕

後，同儕互動是能增進其人際關係能力的發展。進人幼兒圜後，幼兒也開啟不同

的同儕關係，目前多有研究經由教學之方式融人在課程中，促使幼兒擁有糜泛罔

儕互動進而對幼兒同儕關係有正面之成效，以下將分別針對同儕互動在不同幼兒

圜活動課程中之蜇徵研究迤行探討。

王慧芳(2油•)運用繪本學改善幼兒同儕關係之成效中採質性研究方式進行研

究，以1十八位滿四?之幼兒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發現繪本教學可以改善被拒絕

幼兒的同儕腸係並且能增冨有幼兒的利社會行為。

黃琇瑩(2011)以表達性藝術活動對學前融合班特殊幼兒同儕關係之影響，以三

名特殊需求幼兒為研究對象，採跨行為多探試設計進行15次表達性藝術活動，其

硏究結果呈現在「做朋友」、「 分工合作」和「互相尊重」立即提升且具有维持之

效果。

綜合上述經不同的教學實施或介人後對於學齡前幼兒同儕互動及同儕關係之

研究結果而言，透過適切的教學活動、課程具有相當的影愬效果，有增進同儕互

動的頻率與豐富其互動行為、能促使利社會行為的維持、促進良好的人際發展、

改善負向行為而帶來有正向的成效。然而在文獻上也同時掲示經不同的教學課程、

活動在不同的歲數學齡前幼兒、進行時間的相異下，亦及能有所影響與成效，由

此可知，以「教學」的形式造而影響學齡前幼兒的同儕互動是能有所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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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角色扮演教學

壹｀ 角色扮演教學的涵義與功能
一、角色扮演教學定義

「角色扮演」 一詞的出現，來自於心理學家Moreno(l 921)提出角色扮演教

學法，他提出了藉由扮演於不同自己的角色，能培養人們産生同理心與價值澄清。

然而角色扮演教學是由教師設計學習情境，透過直接的參與和角色扮演模凝思考

其角色的想法或態度，並且能從扮演的過程中，可澄清錯誤的價值覬並産生新的

觀念，進而獲得新知識與技能，得到他人或自己的認可，幫助人們更加印象深刻（朱

敬先，1998; 吳秀碧，1999)。然而這不僅是運用在教學上。在輔導應用上，團體

輔旳與諮詢也是新的突破強調，以自發性與創造胜的角色扮演，透過扮演的過程，

讓人了解生活中的真實，並能學習和解決問題（金樹人，1989: 黃光雄，1994)。

根據上述，「 角色扮演」在不同層面上的應用而有所不同的涵義，學齡前幼

兒階段的教學上，經由教師設計學習情境，透過直接的角色扮演進行活動，進而

獲待新知識與技能。

二、角色扮演教學之功能

角色扮演是能在某個主題情境下或故事，經討論或由引導者針對角色之特

性賦予，以角色扮演方式、體驗不同角色和其行為，能了解他人的想法，在思考

不同的過程中體驗角色之心路歷程、發展同埋心，藉此培養孩子取替他人觀點能

力、練習社交技巧和同儕問題的處理(Shaftel, 1982 ; 張曉華，1999; 蕭美華，2010)。

Shaflel(1982)認為人際關係適用於以角色扮演來進行，因為能提供增進同理

心、練習社交技巧和人際問題的處理。黃月霞(1993)認為角色扮演代表著一種人際

互動與遣遇提供個體能分析自己的行為並知道7 -心動作能引發他人的各種反應。

隨著時代的轉變、社會變遨、科技時代的進展｀，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趨於複

雜而多樣化。在教學上，教帥規劃教學情境提供學生參與和角色扮演 ，除了能引

起學生高度的參與外並具備活動性、生動性、趣味性，還能滿足多項互動與多元

學習（羅家玲，2000; 王沂釧，2001)。幼兒常能自然的扮演不同角色，並藉由角色

扮演的活動在與他人的社交關係中有更多的了解（謝美慧譯，2001)。

綜合上述，角色扮演能成為一種適用於在人際關係、同儕互動方面的 一種教

學方式，能提供教師運用在教學上利於學生學習的方式。

19 

-64-



相廁學者對於角色扮演教學在教學上的功能與用途也有諸多的論點，以下將

分別敘述說明：

Bennett(1963)對於角色扮演教學法在教育上的功能，提出下列觀點：

（一）在無拘束的環境下允許學生能盡情發揮自己真賈柢受，並且澄清價值。

（二）協助學生在不可預期的狀況發生時，而發展能有旳彈性。

（三）扮演不同於自己的角色時，協助學生能思考其社會的責任與瞭解人際之

間的問題，並且培養責任戚。

（四）雖然在情境下學生可能犯鍇或失敗，但對結果不會害怕，促使能嘗試亦

不會有所損傷。

（五）教師能從主導者轉變為協助者，並在適度的帶領討論中可激發學生學習

動機與學習興趣，亦能夠有相當的提昇學習效果。

謝明坤(l994)t盯據相關研究歸納在教學上的角色扮演之功能包括·

（一）能增進道徳判斷與發展。

（二）能協助學生改善自我觀念·

（三）能增迆解決問題能力。

（四）能促進班級氣氛與人際闢係之發展。

（五）能提高學業成就。

綜合上述的論點，運用角色扮演在教學上能藉由實際角色扮演情境下，發撣

自身真實戚受、啟發思考、激發學習興趣迆而有效提升在班級內之學習成效並i
有助於個人在社會與人格上的發展。若能依循教育部(2017)幼兒園課程大網闡明實

施通則，根據課程目標編擬教學活動課程計畫並依循幼兒發展狀態與學習需求，

經由教師規劃正向有意義的學習情境，將角色扮演教學融人課程中，無論學習環

境是幼兒自由操作或由教師引埠，推論皆能在幼兒與同儕互動方面呈現出上述的

功能影響。

貳、 角色扮演教學模式

一、角色扮演教學法

羅家玲(2000)認為學習解決閻題的方法是角色扮演教學的重要目的之一，

個人在這過程去實驗中學習並且被允許作出自己的決定，由教師設計教學情境，

提供學生去扮演有別於自已的角色教師非直接告誡或示範是非對錯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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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較屬於行為預演以及戲劇性扮演，運用來協助學生能獲場新技

鋸或是行為，藉由在班級團體中先預演，以提升在實際生活中運用的信心度。並

提供扮演非自己或平時未曾經驗之角色，促使能發展同理心、觀察敏覺、突破問

題 、 增進溝通、解決衝突、進行決策。

三 、

區色扮演與戲劇

角色扮演活動可促進兒童的認知、創造力、語言、社會、情緒等發展(Kaland,

1994)然而幼兒是最擅長 r 角色扮演J'他（她）們常玩扮家家酒， 「 假裝J想像的或

賈際的生活，扮演角色或說話。在角色扮演遊戲中，幼兒們共同構思與真實經驗

接近的扮演活動，由真實成人世界中或適當的訊息，再進一步將角色與故事內容

轉化成為幼兒們共有的剩情(Corsaro,1997) 。然而角色扮凍涵蓋在社會戲劇遊戲中，

「假裝」成為其中的一項要素，幼兒在其中將透過模仿他們曾經經歷的人與真貨

經驗，進行模仿、戲刷的幻想遊戲，（楊曉苓譯，2008)。

Smilansky和Shefatya(1990)認為幼兒戲劇遊戲的能力能總著經驗而增加，當幼

兒與不同的同儕進行時，遊戲因而產生了新的的想法和詮釋，也更多樣化。以下

將描述說明社會戲劇遊戲的型式：

（一）模仿性角色扮演· 由幼兒擔任某一個角色然後並表現出言語的模仿或者

模仿行動。

（二）關於玩物的扮演，以移動、口語表示或者由玩具、材料替代真時的物品。

（三）有關惰境和行動的口語扮演· 用口語的陳述或者表達替代情境與行動。

（四）持續性的角色扮演：幼兒能在遊戲主題或者某個角色裡，能持續 l
一分鐘以

上的一段時間。

（五）互動· 幼兒在至少兩個以上的遊戲段落情境中產生互動。

（六）口語溝通：在遊戲段落內造行相關的口語互動。

Wanerman(20 l 0)提及）國外學者則多探討以 r 創造性戲劇 j 的方式，透過多

元面貌進行在幼兒園大班與區小裡，呈現出不同的角色扮演活動。Wright和

Lunz(l974)在對匿小兒童的硏究中呈現出創造戲劇對於角色的能力有所增進效果。

創造戲劇遊戲提供了幼兒安全自在的環境、角色扮演與團體互動的機會，從扮演

不同的角色，幼兒能體驗他人的生活，在面臨他人問題時，找出解決方法（林玫君

2003)。
區

張曉華(2003)創作性戲劇是一種即興的，非展示的，以程序進行為中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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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戲劇形式，是門劇形式來從事教育的一種教學方法，其發展出＇，堂內的戲劇學

習活動和呈現給特定觀眾作教學觀摩的一種非正式演出的兩種教學形態，以下將

說明常見的創作性戲劇教學活動項目有·

（一）想像：藉由頭腦思考和身體動作'合作戲劇活動。

（二）肢體動作：透過音樂搭配舞蹈與美飯的肢體活動，有意義而明確表現出人

物的動作舉止。

富身心放鬆：以調節性動作做暖身，穩定情緒、加強知覺、消除緊張。

（四）戲劇性遊戲：經由引騌下，視情況、目的而共同完成遊戲項目。建立其自

我控制能力與互信。

（五）默劇：藉由身體的表情姿態而個逹出思想、情緒與故事·

（六）即興表演 依目標、情況、王題、人物等線索條件，呈現出一亻固故車，動

作與對話。

（七）角色扮演 在某主題之下，選派或賦予不同的角色，經歷不同的情境，闊

大毆知與認知。

（八）說故事：用以引起發展的開端I建議，構建新故事，激發想像而發揮組

織、想像、表達的能力。

( (九）偶劇與面具：經由操作製作好的或偶具或面具，享受製作過程中表達戲

剜的趣味。
囯-

（十）戲劇扮演·經創作角色扮演的架構，將想法融人其屮，進而發展進行組織

建構創作戲劇l生的扮演。

綜合上述，角色扮演能提供於教學上的一種專門之教學法，是為教師所能運

用的教學技巧，亦是能成為輔等教師在寶務層面上的團體輔導運用方式，更是學

齡前幼兒自然遊戲環境下，能真實經驗進行的戲劇遊戲，並且能透過創作性戲劇

區形式發展呈現出在融人課堂內之戲劇學習活動或呈現給特定觀眾的一f且非正式演

出的教學觀摩兩種教學形態。

然而幼兒常能在生活中，自然地去扮演不同角色或經由從中以觀察、模仿、

想像進行角色扮演的活動，並藉由過程中實際和角色或同儕互動後，體認了解他

人的l販覺、情緒、態度、想法，對於幼兒來說可能影響之層面相當糜泛，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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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同儕互動、問題解決、態度改變等皆可能造成影響，若教師能規割教學悄

境且融人於課程中，提供幼兒角色扮演機會，想必是能引起幼兒的積極參與並滿

足多元化互動學習亦兼備趣味生動之特性·

參、 角色扮演教學之相關硏究

Kaland(l 994)提出角色扮演活動能對於幼兒在認紐、語言、創造力、情緒、

社會能力的發展。相關研究顗示，以角色扮演教學作為教學方法對國小學童進行

探討外（曹珝文，2000; 劉佳綺， 2011; 楊平如、朱思穎， 2013) , 亦支持以創造性

戲劇方式呈現角色扮演對幼兒（李之光、潘宇傑， 2011 ; 劉若蔡、魏美惠， 2013)

及酮小學章進行探討（李秀姿、陳昭儀， 2007: 羅綸新、節良哲， 2009: 曾佳雯、
蔡闞芳， 2009) 。

一、a色扮演教學法之實徵研究

曹攻文(2011)以運用角色冨教學法提昇國小學生 「 關懷 J 與 「 誠實」品格之

行動究，在以國小二年級某個班級的學童為硏究對象，進行十週共户二十節課的

教學歷程後，其硏究顯示角色扮演教學法是能提昇品格教育方案之 效。

劉佳綺(2011)以角色扮演教學方案對亞斯伯格學生社會技巧之行動研究，將硏

究對象為一名安置於普通班同時接受資源班服務的四年級亞斯伯格症學生，對個

案進行一對一的布偶角色扮演教學，透過捏示卡、生活故事、及劇本的演出學習

社會技巧，與同儕一起角色扮演教學方案，透過和同儕修改劇本及進行各種角色

扮演後將普通班情境真實的演練出來，總共進行十三回的介人實施後，其研究成

果呈現出角色扮演教學能有效促使該名學生的社會技巧應用並能維持亦增進同儕

霏與互動關係 。

甯、朱思穎 (2013)角色扮演課程介人以增迤自閉症幼兒社會互動能力之

成效，研究對象為一名六歲中度自閉症幼童，其自
I

項為角色扮演介人課程，以

設計出一套可與同儕進行角色扮演之大富翁遊戲和八名幼］記，依變項為四向

度之社會互動能力共分為三階段，其研究結果為研究對象 互動能力中的眼

神注視、輪流等待、與人互動、簡單社會用語的使用等皆有所提升。

綜合上述，無論是以布偶角色扮演、同儕共同角色扮演方式呈現之角色扮演

教學方式，其結果對品格教育、社會互動關係、社會技巧方面皆有正向影響與維

持，由此可得雉角色扮演教學運用在教學上是有效應的，而本研究將探討角色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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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教學對於學齡前幼兒同儕互動影響，正與上述呈研究發現進行的方式有所相同，

因此倘若將角色扮演教學也用於幼兒同儕互動上，是有所助益的。

二、創造性戲劇中角色扮演之實徵研究

（一）創造胜戲劇中的幼兒

上述研究顯示出，角色扮演教學博以在社會技巧與社會能力方面有所

影響，而圜外學者則多探討以 「 創造性戲劇」的方式，經多元面貌呈現出不同的

角色
輩

舌動，並在幼兒園大班與睏小進行研究(Wanennan, 2010)。

之光、潘宇倢(201 ])在創造性戲劇對幼兒情緒調節之影響研究，將創造性

戲劇融人課程並以八位幼兒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發現羣��性戲劇教學可使幼

兒以』和的情緒表逹方式與其他幼兒互動。

劉若蓁、魏美惠(2013)教師世施創造性戲劇活動歷程之探究一以學前大班幼

兒為例，採個案實驗硏究方法，以滿五足歲至六足歲大班幼兒共二十四名為研究

對象，進行為期三涸月每週四次共計三十六次創造性戲劇活動，研究過程中發現

同儕彼此能相互溝通交流，提升表達能力。

上述研究呈現出若以創造性戲蘭方式呈現角
國

演，在以幼兒為探討時，發

現為了能讓孩子習得社會技巧之能力，而提供了 人子必須站在不同的角度來面對

問題，並應用分享、輪流、接納、溝通等社會技巧，進而呈現出能讓同儕彼此能

相互溝通交流，提升表蓬能力、情緒緩和進而增追與他人互動，體會互助合作的

重要性，而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學齡前幼兒，因此創造性戲劇之呈現方式也涵蓋

角色扮演，由此得雉倘若以角色扮演進行同儕互動與關係之探討，想必也有相當

成效之結果。

（二）創造戲劇中的學童
D 

李秀姿、陳昭儼(2007)以創造性戲劇教學對幗小資優生創造力與人際溝通影

響之研究，以三所國小料年級資優班學牛， 一校為實驗鉺，另兩校則為抨制鉺。

酗漬驗組學生為期十三週之 「 創造胞戲劌教學
，

課程，控制組則未接受 「創造

性戲劇教學」課程，其研究發現創造性戲劇教學
，

參與者在同儕間建立了友善而

親密的關係，亦並提供學生一

』壓力的出D與喘息的空間。

羅綸新、簡良哲(2009)。創作性戲劇活動提昇學童同儕人際關係研究，以研

究對象爲圄小四年级學童二十五人，王要在分析創作性戲劇活動實施的歷程與結

果，並歸納學童同儕人際關係上旳表現，其研究結果發現實施創作注戲劇活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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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提昇學童的人際u係，包括學童之r喜愛同學」 、「 社會地位」與「被同學喜

愛」皆有顯著影響麿E改善學竟人際溝通鈮力｀更鋸有自信的展現自我促使社交

互動
鼠

明頓改善 。

習佳雯、蔡麗芳2007)創造性戲劌輔蔚活動方案教學效果與教學困境之分析

研究，以國小五年級巴生為研究對象並採用準買驗研究前後測不等組設計，以每
羣週兩節課，對實驗頜進行紺十芒逮，每週八十分鐘的創造性戲劌班級輔導活動

方案。其研究伊果發現能改變圍小兒童班級人際關係結構，能有助於班級的團結
鹵和諧，並使得被磁B被忽視與受爭議兒童個人社會地位有所提升。

根據上述，創造性戲劇提供許多角扮演和團體互動的機會，硒究發現出若以

創造性戲劇方式呈現角色扮演，在以园小學童為探討時，能經團體活動參與、提

升溝湎能力、增造同儕互動、培養團醴合作，迤而正向影麐同儕人際關係。而本

硏究主要將探討幼兒同儕互動部分，創造性戲劇是能由角色扮演來呈現方式，讓

幼兒更了解設身處地去想像，進而同儕互動，對同儕關係有所影響。

總結上述無論對象是學齡前幼兒亦或是國小學童，藉由創造戲劇課程的實施，

在實施過程
'

以角色扮演對個體學習與他人同儕互動和關係確實顒待具影響力。

如何讓幼兒＇扮演不同角色的當下，重新體驗他人生活、面對問題，實際和同儕

互動後，經由角色扮演而對於他人的觀察、f解其飯覺、情緒或態度是否這成為

角色扮演是否具備影響的關鍵。到底教師能如何引埠、提供那些媒介，讓孩子可

以藉由角色扮演而産生成就戚和參與戚，不但有助於學習，還可以有更有效的學

習，教師則從旁加以引導和協助，產生學習的倍心。然而深人探究文獻其中，揭

示了教師需要引導、團體討論、肢體展現、口述故事或圖片引導、以及播放音樂、

音效和使用相關道具等方式，進一步營造出教學情境，輔以幫助學生融人角色，

迤行角色扮演活動。因此，本研究將以透過竜子繪本將角色扮演教學的如人的方

式進行對幼兒同儕互動與關係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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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子繪本

璽
冝 ｀ 電子繪本意義與特色

一、電子繪本意義

隨著時代轉變，資訊科技趨於發逹,,子繪本由源紙本形式的「繪本」'
m_ 也逐漸的紙本繪本逐漸轉型成為電子繪本，將傳统繪本不以紙本呈現，而是結合

文字、圖片影像、聲音與動盡等運用多媒燜呈現，其呈現的方式有返過多媒體呈

現或整頁式頁面，促使黽子繪本的出版熱潮與數位閱讀的趨勢，而成就於此的是

因為電緇多媒體和網路技術數位技術的成熟（黃羨文， 1997; 洪文瓊， 1999: 鄭麗

文 ， 1999 ; Shamir & Koral, 2006) 。

目前，不同的學者對於罨子繪本有不同的穀點，例如方顥璇(2010)提出電子繪

本英文為 e-picture book , 也被稱為動態圖畫書、數位繪本、繪本電子書但又學者認
囯－

為是電子書(e-book) , 可以用以敘述某種與伷统紙本童書有所匭別的新呈現書籍或

認為是互動式故事書(interactive storybook)或者是電子文本(electronic texts)

(Barker , 1992 ; Peannan & Chang,20 I 0)根據上述觀點，各學者對於「電子繪本」
匿

名稱有所不同，而本研究以「竜子繪本」 (Electric Picture Books)為稱之。

二、電子繪本的特色
竜子繪本除了具備I木大而精美的圖畫除能吸引讀者外，它能藉由點選某個

盡面、選岸後呈現出情境盡面，透過在撥放時掌握每侗頁面具備文字與圖像II力

正效果，結合音效、配樂、旁白，提供多重戚官刺激，營造出想傅逵的意境更能

幫助讀者了解故事內容，加強故事的啟動力，增加閱讀的趣味和增強記憶（黃羨文，

1997; 曹俊彥，1998; 曾敏玲，2002; 林函諭， 2011; 吳偵維，2012; 王柏臻，2015 ;

洪文瓊，2005)

竜子繪本還能藉由以多媒體為媒介能有助於學生有身歷其境之飯受，＇＼

其心智表徵與實際現象間的差距進而營造出有利的特定學習情境，鉅有效引發幼

兒王動學習的知識，產生意義（林玟紅， 2000; 邱柏翰， 2004; 梁佳蔡， 2015) 。

根據上述，將歸納出目前常見現有許多電子繪本的類型，其中包含有節報式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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昰本、動態式電子繪本、翻頁式電子繪本、複合式竜子繪本，以下將分別說明

王柏蓁(2015)

（一）簡報式罨子繪本

以PowerPoint軟體製成的簡報為基礎，其呈現的方式能藉由掃描

靜態圖片或纸本繪本，並加上繪本內容文字，強調教學者以滑鼠控制，能

一頁一頁精準地掌握讀速度且能有隨時直接跳至欲想要的頁面或段落。

（二）動態式罨子繪本

此種繪本的特性為動態的，可以像是動盡影片般的呈現，雖然人

物跟圖片未有動態效果，但透過其圖片能有淡亻七平移、縮放之動態轉場

效果，繪本中雖有暫停按鈕、播放或停止鍵的功能，但是卻無法能精準地

選擇欲停止之段落並且通常在此類型繪木中會加人音效、背景音樂或配音

搭配文字呈現。

（三）翻頁式電子繪本

其呈現方式主要如同書本般可以擁有翻頁旳設計特忱，鉅夠隨使

用者點選上一頁和下一頁，此種繪本亦能夠加人翻頁時的音效、說故事聲

音，還擁有放大及縮小頁面的效果。

（四）複合式電子繪本

此增本類則結合簡報式、動態式、翻頁式電以繪本的櫃念融合，

並且加人更多的功能，例如配上旁白、加人錄音等呈現方式。

綜合上述本硏究將運用巴子繪本，透過紙本繪本藉由竜子媒介的轉換，

以圖像為主、文字為輔，加人多種不同的多媒體技術融人像是自動朗讀文句、動

畫的配宜、音樂的呈現、提供讀者提供視覺與聽覺訊息接收，製作成複合式電

子繪本，以此呈現。作為研究探討的硏究工具。

貳、電子繪本在教學上的相關研究

圀內相關實徵硏究多以幼兒與囿小學童為研究對象，以下將分別探討。

一、罨子繪本在幼兒園教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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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圜裡的課程教學，多採適性學習，教師在學設計上較為彈性，期望

以孩子有興趣的主題統整不同領域的知識或技能的提供。而也因為學齡前幼兒的

專注力有時效性無法處在維持進行同一件事情上太久，因此幼兒園教師在教學上

常需要思考著如何能引起孩子的注意力、興趣。然而，透過繪本故事的引忠是在

幼兒園教學上常見的教學方式之一。而探査相關文獻也發現到將繪本變化成罨子

繪本來進行教學這對幼兒來說有相當成效的幫助以及有不同層面的效益。

段承沂、歐陽誾(2016)竜子繪本教學對幼兒專注力及閱諮興趣影響之行動研

究，採行動研究法，＇行八週的竜子繪本教學並以二十四位四至六歲幼兒為對象。

其研究發現利用電子繪本教學透過適當的教學設計，呈現電子繪本是能降低大部

分幼兒不專注的行為，亦即能有助於提升幼兒的專注力，達到相當之改善效果，

且有助其閱纘興趣的提升。

曾華薇(2013)以結合情意計算與動盡繪本教學應用於幼兒情緒教育之研究，其

研究是設計一套以情意計算與數位學習結合的系統，主要以表情專家系統與電子

繪本為主，其中在繪本的墣擇上以選擇適合幼兒生活背景的內容並設計動靈繪本

作為教學教材，並厝＇據 ASSURE 教學模式引發學幼兒習動機用於教學的過程與活

動設計上，來以罨子繪本運用來硏究幼兒情緒方面的探討。

鄭淑華(2014)以運用電子書發展幼兒園自然科學教學方案以． 「 到菜園走走 J

為例，採用協同行動研究法，以一幼兒園大班二十九位幼兒為對象，來研究探討

運用竜子書發展幼兒園自然科學主題之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了解幼兒在此歷程

中之反應，其研究發現竜子書吸引幼兒專注力與學習目光，使得幼兒吸收到不同

的經驗與訊息。

陳姿佑(2014)探討互動式數學電子繪本對於幼兒數概念的學習成效以及內在

動機之影響，將三十一名璽)I幼兒，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透過以iPad進行一對

－施測，其硏究結果發現子繪本對整體幼兒的數數學習成效有顯著幫助、在竜子

繪本的學習興趣士也有顯著差異，亦能提高整體數學學習態度。
FJ a 
王柏臻(2014)以簡報式竜子繪本教學對幼兒語言理解與表逹之研究，採不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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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設計，輔以參與觀察法，觀察並記錄幼兒語言理解與表達，以，本為製作簡

報進行電子簡報式繪本之教學組進行五週的教學活動，並以研究對象為五戲兩班

幼兒共計三十名，其硏究結果呈現賈驗組之幼兒的在語言理解與表逵相較於控制

組幼兒有所提升，並且對於簡報式竜子繪本幼兒表現出喜愛並給予正面回饋。

綜合上述研究無論是探討幼兒在情緒、自然科學和數概念等領域相關的能力

與現況或幼兒語言理解能力、專注力、閱讀興趣之影響，文獻中皆揭示了連用電

子繪本能有善用罨子繪本的功效因勢利洱，研究結果也都有正向之效益，這顯示

竜子繪本是幼兒能所接受的教學運用亦即能幫助幼兒的學習。因此，若是幼兒園

教師能以資訊科技為中介，在教學活動中規阻，提供整合圖像｀聲音與動畫之學

內容，能協助相關發展與學習(Nikolopoulou , 2007 ; 隙僑晰，2012)。在幼兒同儕互

動與關係上的探討想必能有其效果與探討之價值。

二、應用罨子繪本在园小教學之硏究

查詢図內相關文獻，用以電子繪本在國小學童進行探討，多以在非正式

課程中進行，多半為推癥品德（格）教育的部分，然深人探究其中，會發現多以討論

與同儕問的互動關係，涵蓋態度情意方面之部分，藉以培養學童的品德（格）以下將

分別敘述探討。

洪秀雲(20[4)電子繪本融人國小二年級品格教育實施成效之行動硏究－以尊

重核心價值單元為例，是利用電干繪本實施品格透過行動硏究，造行教學模式，

其中以國小二年级學童為研究對象，在施流程為團體討論、角色扮演、典範學習、

體驗分享、解釋｝建立品格中心意涵等步驟下相交互使用。而其研究結果呈現出

電子繪本融人品格教育課程，對於學生的尊重態度有所提升，能使班級同儕間氣

氛更溫馨、可以有效提昇學生的品格行為能力。

葉書舟(2016)竜子繪本融人园小六年級r尊重」品德教育之教學研究，著重在

促使學生體悟 「 同理心 J 的道理，提升 r 尊重」道徳層次為目的，以運用電子繪

本融人教學之實施方式將六年級二十三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實施進行教學歷程十

四週，其研究結果呈現實施「尊重」品德教育教學，對學生身心成長能有正面的

30 

-75-



提升。

綜合上述文研究過程結果發現電子繪本融人品格教育中，能促使學童體悟

「同理心」的道理适而擁有尊重態度，對學生身心成畏、班級同儕間相處融洽之

結果，因此得知運用竜子繪本能促進品徳（格）教育之成效，亦即同儕互動與同儕關

係中也涵蓋了像是同理心、分享、尊重等概念，而這些概念對於然而學齡前階段

幼兒也頗具重要性，從小培養起，但目前尚無連用電子繪本對幼兒同儕互動與關

係的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透過璽子繪本在教學上的設計，在學齡前幼兒中將造

墨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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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 硏究設計

依據 Beste 和 Kahn(2006)界定，個案研究是為了決定導致個人、團體、或者機

構之狀態或行為的因素，或諸因素之間關係，進而對此研究對象，作深人研究。

� 而個案研究並不是一種收集資料的做法，也不僅是一種設計的特徵，而是一種周

延完整的研究策略(Yin, 2001) 。承卜述本研究基於以下考這，研究個案為團醴，以

班級為單位之個案研究，為五～六歲幼兒之水果班。

一、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r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對幼兒同儕互動之

影響，而非變相操作、實驗設計或控制。

二、本研究之所在環境為研究者與研究個案目前所在之自然環境（五～六歲幼

兒水果班），目的為研究於當前的現象以解決問題。

三、本研究之資料蒐集為真實教學活動過程與教學活動前後之幼兒同儕互動

角色情形、幼兒同儕關係之社會地位。對研究對象未加以控制，乃以幼

兒熟悉環境、最自然方式造行研究。

依循 Yin(2001)的看法，個案研究可以分為四個設計類型，利用 2 乘 2 的矩陣

模型假設單一和多重個案研究，如圖 3-1-1。

阜一個案設計 多重個案設計

整體性的 類型一 類型三

（單一分析單位）

嵌人式的
類型二 類型四

（多重分析單位）

圖 3-1-1 僭案研究設計類型

資料來源· 引自尚榮安（譯） (2001) 。僊案研究法（原作者 R.K.Yin)。台北市· 弘智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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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個案研究為單一特定族群（五～六歲幼兒水果班），因此為 Yin(2001)類

型一： r 單一分析單位的單一個案設計」。以新北市三重區附近公立附設幼兒園之

水果班（化名）全班幼兒為硏究個案（後以水果班稱之），研究時間總計十二週，其中

八週為實驗教學活動。

水果班特質多為活潑外向、給人有活力與朝忥戚受並且喜愛動態類型活動，

屬於偏較活耀風氣的班級。於學校生活間，水果班每日皆有因為起爭執、無法分

享、爭吵、告狀之情況出現，造成水果班之幼兒同儕間有哭鬧、情緒不好、大小

生、推擠、動手侷人、不想上學等情況 ， 也容易使硏究個案有小團體的產生，而

有獨自活動｀顯少與他人有互動，同儕互動方面有困難之幼兒。而這些情況，進

而影響班級教師教學、班級經營、研究個案間的囘儕互動、情緒等，也增加了家

長擔憂部分，教師也常為此與家長親職教育和溝通。

頁驗教學活動將配合幼兒園主題課程「台灣走透透」 ， 由硏究者自編教材、

設計活動，每週進行一次教學。實施教學活動前、後，以 Kercheush'Y(l998)提出

「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 J
、 McCandles 和 Marshall 在 1957 年提出的邙甩

片式社會計溢法(Picti.ire Sociometric Interview) 」蒐果前、後同儕互動之角色和社

會分布情況，並透過罨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後對教師與幼兒的訪談記錄、影

音錄影、研究日誌等資料，以此依據來源作為三角檢證，進一步了解幼兒的同儕

互動與關係。

在本研究設計中，除硏究者為教學者外，同時水果班中還有兩位的協同教師，

此兩位協同教師也為水果班之教師。 一名為目前同時兼任園主任，年齡四十多歲，

為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後學分班，具備幼兒園教師資格證，教學年資十二年，曾在

公私立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 一名為目前為教保員，年齡三十多歲，為大學畢

業，具備幼兒園教師資格證，教學年資五年 ， 曾在私立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

兩名協同教師皆擔任水果班教師半年而i協同教師在本硏究設計之角色為協助者。

於研究進行時，協助研究者教學時準備相關研究物品、環境設備、架設相關影音

紀錄器材，同時在教學活動中協助拍照與擷影，以及在研究結束後，接受訪談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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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提供意見與建議。

璽二節 硏究對象
硏究以立意取樣方式，研究場域為新北市三重區附近之公立附設幼兒園水果班

（化名）為硏究場所域，該班級幼兒為研究對象。以下將針對研究對象之班級幼兒基

本資料、同儕互動與關係、角色扮演經驗分別敘述。

壹、幼兒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為水果班幼兒共 28 名（含一名特教生）。水果班幼兒將以代號 C 與

座號表示，全班幼兒男生共計 15 名，女生共計 13 名。幼兒 Cl---Cl8 為大班，共計

18 名（男 10 人、女 8 人），平均年齡约 5.6 歲幼兒 Cl9---C28 為中班，共計 10 名'

5 人、女 5 人），平均年齡约 4.5 歲。水果班之幼兒多數為居住三重在地區，多屬於

雙親家庭，家長多具備高中（職）以上學歷，從事於公、工、商、服務等一般職業。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如表 3-2-1

表 3-2-1 硏究對象荃本資料

年齡別 幼兒代號 平均年齡 男女生分佈

大班 Cl-Cl& 5.6 歲 男生 LO 人、女生 8 人

中班 Cl9-C28 4.5 歲 男生 5 人、女生 5 人

貳、同儕互動與關係

同儕互動與關係意指研究對象之幼兒在幼兒園內任何時間，小組活動、團

體活動、自由活動的關係與互動。依據研究者與班級協同教師在實驗之前觀察，

敘述說明水果班在團體中同儕互動與同儕關係如下：

-'{區案在團體中的同儕互動

水果班在正負面之社會行為，像是分享、合作、溝通、輪流、爭執、
區

碰撞、搶奪·等其同儕互動頻繁之幼兒為 Cl 、C2 、C3、C4、 CS, C6 、 C8 、

Cl6、Cl7、C21 、C23 、 C24; 互動行為次數若有十次，出現頻率約為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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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互動適中之幼兒為 C7 、 Cll 、 Cl2 、 C13 、 ClO 、 Cl4、Cl5、Cl8; 互

動行為出現頻率低於五次，同儕互動較少，不太與同儕互動或他人主動親

近時，也不願意與他人互動、呈現出不雉如何反應、逃離之幼兒為 C9 丶

Cl9 丶 C20 、 C22 、 C25 、 C26 、 C27 、 C28°

二、個案在團體中的同儕關係

水果班在班級內常與他人有紛爭或衝突與他人關係較為不佳幼兒為 C4 、

Cl6 、 C8 、 C21; 在班級內與他人有特定王動维持彼此友好關係幼兒為 C2 、

C8 、 Cl2 、 Cl3 、 Cl4 、 Cl7 、 C24 彼此關係較為友好， C3 、 cs、 ClO 彼此

關係較為友好，Cl6 和 C7 彼此關係友好；其餘幼兒皆在班級內與他人無特定

關係。

肆、幼兒角色扮演經驗

角色扮演經驗意指個案研究幼兒曾經有透過以戲劇呈現方式、模擬惰境佈置

之角色扮演，發展擬情境能力之經驗。八名幼兒於在學兩年半期間，曾有過二次

於公開場合正式戲劇演出和三次模損悄境佈置之角色扮演經驗；九名幼兒於在學

一年半期間，曾有過一次於公開場合正式戲劌演出和二次模擬情境佈置之角色扮

演經驗，十名幼兒於在學半年期間只有一次模擬湄境佈置之角色扮演經驗。除上

述角色扮演經驗外，水果班皆有在教室學習區之扮演角進行過非正式教育之角色

扮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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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三節 硏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包含有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照片式社會計

量法(Picture Sociometric Techniques) 、電子繪本(Electric Picture Books) 、教師半結

構式訪談表、幼兒半結構式訪談表，以下將分別敘述之。

壹、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
本研究使用美國學者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進行硏究，適用於幼兒且

縂描述出幼兒在不同年齡的不同形態與互動，找出在社會領域中的優勢面向，以

提供分析同儕互動的工具。 Kc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內容共計 29 項（附錄一）。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同儕互動型態的界定：團體成員角色、促進者角色、

領埠者角色、獨行俠角色檢核項目題數皆為六韙，轉變中的角色檢核項目題數為
囯

五題。表 3-3-t 則說明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呈現的角色定義和行為表現。

表 3-3-1 Ke1-cheusky 同擠互動檢核表呈現的角色定義和行為

角色名稱 角色定義和行為

團體成員角色 幼兒願意和別人合作且參與社會性活動

促進者角色 幼兒會有效地和別的小朋友分享想法、訊息和技能

領埠者角色 幼兒經常扮演領導人物，想出辦法組織其他小朋友

獨行俠角色 幼兒通常比較專注於自己操作材料，而非同儕互動

轉變中的角色 幼兒通常正在努力塑造在教室中的角色

資料來源：光譜計畫－幼兒教育評噩手冊（梁雲霞譯，2001)。

依循上述，由研究者勾選出最適合每一位幼兒與他人互動的行為項目，以7

至9項行為項目即可清楚地描繪一位幼兒和同儕互動時的行為模式。例如： 「 獨行

俠角色J 特質屬於8·12• 17• 20• 24• 28等項。此外如果在使用此檢核表時，

想到有關幼兒與他人互動的一些事情可以把事情記錄在本表最後之特殊欄位內，

窯助研究者檢視與事後了解幼兒行為之參考。完成使用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

表，可以發現幼兒的問題如下，可以檢測表內的問題（梁雲霞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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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孩子的互動情況是否都正向9

追孩子是否成功地扮演他的角色？

其他孩子對於這個孩子付出的努力，有什麼匣應？

貳、電子繪本(Electric Picture Books)

本研究將挑選市面上紙本繪本W勛於 「 同儕 J 為主要取向的繪本。以紙本繪

本為文本，配合幼兒園主題課程台灣走透透自編創繪本內容，以圖像為主 、 文字

為輔的基礎結合上述多媒體技術使用竜腦軟體工具，進行問發製作，製作成複合

式動態聲音自製璽！子繪本。

電子繪本以紙本繪本為參考依據，由「惡霸遊戲」 、 「 珍妮小霸王」, r 我
园

高興 j
、 「 其實，我想和你玩 j

、 「 小水母交朋友 j
、 「 好朋友」 、 「 你是我的

區
朋友嗎乃 、 r 快樂彩虹魚 j 、 「 好朋友就是這樣 J

、 「 坐在隔壁的阿逹 j
、 「 豬

先生和他的小小好朋友」 、 「 愛在半夜唱歌的小烏鴉」等繪本內容為參考，自編

故事自 「 出好想好想出去玩J 、 r大家都是好用友」 、 「 好朋友一起遊」 、 r當

我們遊 J 在一起等四本電子繪本，其中繪本內容故事環繞與同儕之間的相處情況，

由劇情中呈現在不同情境下，相處時可能出現的正負面的社會行為以及同儕之問

的紛爭與衝突，藉由角色人物發現其情緒而了解如何與人相處·學習建立同儕接

納的關係和友誼。而自製的四個故事內容主要以喵哪豬 、 努力龜 、 跳跳兔、皮皮

猴 、 乖乖熊 、 帥帥獅、貓頭鷹等七種角色貫穿故事。

參、照片式社會計量法(Picture Sociometric Techniques) 

本研究以 Mccandles 和 Marshall 在 1957 年提出為學齡前及小學低年級兒

童設計，以照片對同儕逛行提名旳 「 照片式社會計蝨法(Picture Sociometric

Techniques) 。以班級為單位採用照片式社會計品法蒐集，依據 Coie 和 Dodge (]988)

社會計量分類法，將所得資料透過涂老師社交測量系統（涂春仁， 2009)分析，依測

得資料呈現出幼兒在同儕團體中的社會地位前後測變化 、 關係分布。

一、準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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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研究個案班級中之硏究對象28位幼兒進行拍照製作並製作喜好纪

錄表。拍照的背景須同色系並且人像大小相同、無特別動作與表悄自然，以

避免影響提名，再將照片洗出後，每張照片在背後標註代號再放置在可展示

每位幼兒頭像的掛報上。

二、實施程序

（一）提供幼兒與硏究者一個不受干擾的安靜環境。施測與紀錄相同一人。

（二）將照片放在桌上打散，隨機選取照片詢問受試者： 「 他是誰乃經確認

無誤，受試者能知道並認出照片中的幼兒，即可璽子正式之施測程序。

（三）正式施測，硏究者會詢問受試者： 「 請問你最喜歡哪三位小朋友一起

玩項差一亻冏喜歡誰？第二侗喜歡誰？第三個喜歡誰？」由研究者紀錄將受試

者指出的三位喜歡同儕記錄下來。

（四）將幼兒相片洗牌後，再重新再巴
l
問受試者： 「 請問你最不喜歡哪三位

小朋友一起玩，第一個不喜歡誰？第二個不喜歡誰？第三個不喜歡誰?J'由

研究者纪錄將受試者指出的三位不喜歡同儕記錄下來。

三、社會地位分類

本硏究之計分方式無關受試者被提問之「喜歡」與r不喜歡」之排序，

採紀錄單方式將每位受試者「喜歡」與「不喜歡」紀錄於表單。並透過涂老

師社交測量系统（涂春仁，2009)分析，輸人或匯人系统中，並依據Co,e和Dodge

(1988)社會計口分類法，將依測得資料统計將社會地位分為受歡迎、被拒絕 、

被忽視、受爭議及一般等，即獲得幼兒在同儕團體中的社會地位與關係分布。

肆、教師半結構式訪談表

為了解研究班級之幼兒對於運用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的厰受及協同

教師對實驗教學後的建議，本研究將對研究班級之幼兒與協同教師進行半結構式
囯

訪談。訪談大網如附錄二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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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硏究流程

壹｀硏究準備階段

在此階段，研究者透過反思其厰興趣研究領域，以及收集相關文獻內容，探

討思考研究主題走向，並與指導教授討論硏究走向，確立研究內容後。在正式實

施研究前，研究者先於前一學期(2017 年 8 月 30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於研究

侗案班級內覬察幼兒們彼此在學校內同儕互動的情況、同儕關係情形，發現到水

果班幼兒表現出一些負向行為（例如：推撈他人、用手敲打他人）：常會在教室中因

為使用物品、排隊與他人有所爭執情況；常因為其他幼兒不和自己玩、或者沒有

朋友而有心情難過、生氚、情緒低落，不願意來上學的情況。而上述這些情況，

在幼兒園生活中屬於學前幼兒常見的情形，也持續不斷發生。因此硏究者期望透

過更好的方式改善或降低上述情形。因此由研究者歸納水果班幼兒生活經驗，挑

選以同儕內涵繪本為參考，進行自縑創故事腳本、開發電子繪本，搭配幼兒圜主

題課程之台灣走透透並根據幼兒園教保活動社會領域之學習指標，以亀子繪本故

融人角色扮演造行規劃教學活動。

貳、正式硏究實驗步驟

一、實施 「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前測
D 

在實施實驗教學活動前。針對硏究水果班幼兒實施「 Kercheusky 同儕

互動檢核表」 ， 藉此了解竜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前，硏究水果班幼兒

同儕互動型態的角色情形。

二、實施 「 照片式社會計量法(Picture Sociometric Tecluliques) J前測

在實施實驗教學活動前後。針對水果班幼兒實施r照片式社會計噩法

(Picture Sociometric Techniques) 」 ， 藉此以了解罨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

前，硏究水果班同儕關係的社會地位分布情形。

三、進行實驗教學

本硏究共進行八堂實驗教學活動，每週教學一次，為期八週。每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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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 60 分鐘。前 15 分鐘使用自行開發之電子繪本進行故事引導及開放性

問題討論，中間 30 分鐘進行分組角色扮演活動的任務遊戲，後 15 分鐘將電子

繪本中的故事角色變成水果班幼兒頭像，並於故事情節中進行問踴討論及園體

互動式遊戲。

然而問題討論及團體互動式遊戲為教學活動最後的高峰活動，透過提問進

行例如： ox 選邊站遊戲、搶答遊戲、肢體扮演遊戲等遊戲，統整每次的教學活

動。每次角色扮演活動迤行學習任務時，將先隨機將幼兒分成四組，每組七名

幼兒，研究者可做適當的調配，每組成員皆有團體成員角色、促進者角色、領

導者角色｀獨行俠角色｀轉變中的角色。每次進行角色扮演教學活動進行學習

任務後，於下次角色扮演活動進行學習任務時 將更換組別與不同幼兒一起進

行。根據上述， r 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教學流程如圖3-4-1所示：

電子繪本故事引埠
(15 夕｝釒童）

小組角色扮演
（三十分鐘）

幼兒頭像融人電子繪本
問題討論、圓體互動式遊戲

（十五分鐘）

圖 3-4-1 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之教學流程

分四組，包含圓體
成員、促進者、領
埠者、獨行俠、
轉變中角色型態。
每次角色扮演，將
更換組別。

頁驗教學課程根據，兒圄教保活動課程大網規劃以其社會領域學習指標目標
羣'

為安排教學活動，教學課程皆透過自行開發之竜子繪本故事。實施教學流程回分

為三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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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陛段：辨別在團體中正負面之行為，引導如何避免、改進負面行
図

像是欺負人、踢人、捉弄人、不守規矩...等，引導幼兒學習正向的社會行為·

為，

第二階段·如何與他人建立友誼、正確交朋友的方式，像是王動有自信、分

享、學習溝通、體貼他人之行為引蜀幼兒學習建立良好同儕互動。

第三陛段：如何接納他人、建立良好同儕關係，像是學習謙虛、尊重他人、

解決衝突、表達毆受、嘗試同理他人、關懷的表現之行為，引導幼兒建立維持同

儕接納旳關係。

根據上述，「竜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教學計劃如表3-4-1所示

電子繪本 學習指檁 王題課程 教學目檁 角色扮演學習任務

好想好想
出去玩

第一～二週

社－中-1-3-1

辨別生活中可

以做或不能做

的事。

社中－大-2-3-2

理解生活規範

訂定的理由，並

調整自己的行

動。

台
灣
觀

光

景
貼

1知道台灣觀

光

景點。
2知道負面行為有哪些。
3知道如何避免負面行
為。

4知道正面的社會行為。

1. 選擇要扮演的角色。
2扮演肩境·

被欺負、不違守規矩
破壞公物、偷東西。

1透過道具練習扮演，
展現分享。

台

灣
旅
遊
地

方

1知道台灣旅遊地

方

。
2知道避免負面行為的
產生。
3學習正面的社會行為。

1選擇要的扮演角色。
2扮演情境：

被取笑、被強迫做不
對的事、被要求隱瞞

3. 透過道具練習扮演後
展現分享。

大家都是
好朋友

第三～四週

社－中-2-3-1

理解自己和互

動對象的關係，

表現合宜的生

活禮儀。

台

灣

有

名
特
產

1知道

台

灣的特產·
2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
想法。
3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
4知道交朋友的

方

法。

l. 選擇要的扮演角色。
2. 扮演情境

如何主動與人親近、
被拒絕了，怎麼辦？

爭吵，怎麼辦？
3. 透過道具練習扮演

後展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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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屮－大-2-2-4

適用合宜的方

式

解決人際衝突。

台

灣

小

吃

1知道台灣的小吃。
2知道如何表逵自己的
想法。
3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
4知道交朋友的方法。
5知道如何與他人分享。

L選擇要的扮演角色 0

2. 扮演情境：
意見不合怎麼辦？
被誤會了怎麼辦？
如何與他人分享？

3. 透過道具練習扮
演後展現分享。

好朋友
一起遊

fl 士－中-3-1-2

欣賞自己的長

處

喜歡自己。

社－中－大-2-2-2
國

第五～六週理解他人的戚

受和衙求展現

同理或關懷行

動。

住
在
台
灣
的
人

耐］道台灣不同的文化。
2知道自己的厲害的地

方。
3知道自己的缺點。
4學習表現謙虛的社會

行為。

1. 選擇要的扮演角色。
2. 扮演情境

被稱讚睛，怎麼辦？
被批評時，怎麼辦？

3. 透過道具練習扮演
後展現分享。

台
灣
新
住
民

1知道台灣的新住民。
2知道同理他人的數

受。
3學習幫助有衙要的

人。

I. 選擇要的扮演角色。
2. 扮演情境：

當因為不會做某件事
時而哭泣的怎麼辦？
當因為某件事情，難
過或苦惱時怎麼辦？

3. 透過道具練習扮演後
展現分享。

當我們
「遊 j

一起

第七～八週

社－中－大-3-3-1

王動關懷並樂

於與他人分享。

社－中－大-3-5-1

尊重他人所進

行的各種活動。

台
灣
特
有
動
物

我
愛
台
灣

1知道台灣特有動物。
2學習尊重他人的行為。
3學習與他人分享自己

的情戚。
4知道需要幫助的人。

1知道關於台灣的事情。
2知道如何讓人喜歡與

你交朋友的行為。
3.. 練習說出自己對好朋

友的定義。

1. 選擇要的扮演角色。
2. 扮演情境：

想要與他人分享時，
不被重視怎麼辦？
當有人需要幫助時，
你會？

3. 透過道具練習扮演
後展現分享。

L選擇要的扮演角色 0

2. 扮演情境：
我最想要和好朋友
做什麼事情呢'
我不想要跟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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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與他人一起合作 的人當好朋友呢？

完成任務。 3. 透過道具練習扮演後

展現分享。

表3-4-1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之教學活動計1!1

四、賈施「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後測
II 

在實施實驗教學活動前。針對研究水果班幼兒實施 「 Kercheusky 同儕

互動檢核表」，藉此了解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前，研究水果班幼兒

同儕互動型態的角色情形。

五｀實施「照片式社會計量法(P珥ure Sociometi·ic Teclm.iques) J後測

在實施實驗教學活動前後。針對水果班幼兒實施r照片式社會計足法

(Picture Sociometric Techniques) 」 ， 藉此以了解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

前，硏究水果班同儕關係的社會地位分布情形。

璽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壹、量化資料
本研究所蒐集之量化資料用以 「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J 配合「照片式

社會計量法」經透過涂老師社交測品系統（涂春仁， 2009)分析，輸人或匯人系統中，

獲取固定項目統計表並依據 Coie 和 Dodge (1988) 社會計蝨分類法，概略看出社

交能力與社交地位類型，並獲得全班吸斥狀況對照圖後，將以描述忱分析統計其

兩項資料之結果，探討儲案在罨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後，個案班級幼兒在同

儕互動與關係社會地位的影響。

璽、質性螂
一、資料編碼

本研究所蒐集之質性資料：觀察影音、研究日誌、訪談紀錄錄音檔等

資料，在資料蒐集後，「 日期－資料來源－資料類型」的順序編碼，以利於後纘分析。
囯 ·

資料分類編碼如下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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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資料來源編碼一覽表

資料類型項目 資料顗型代碼 內容 範例（日期－資料來源－資料類型）

觀察影音 V 20170329 _Sl_ V _竜

研究曰誌 D 
竜子繪本 20170412_AT_D一同

教師訪談纪錄錄音棉 R 角色扮演
20170509 _Tl_R_角

同儕互動

幼兒訪談紀錄錄音檔 R （關係） 20170627 _Cl2_R_角

代碼說明：硏究者=AT, 個案幼兒分縝=Sl-S4 , Tl=個案班級協同教師（埠師），

T2=個案班級協同教師（教保員）。

一、資料效度檢核

本硏質性資料之效度檢核，採 r 三角檢證」，硏究者將蒐集個案之班級資

料包含： 觀察影音、研究日誌、訪談纪錄等資料，以確立質性資料的效度。

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罨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對幼兒同儕互動之研究。透過

水果班在賈施「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前測、後測結果；賁施「照片式社

囯－
會計品法」前測、後測結果；觀察影音、研究紀錄與訪談紀錄追仃分析與討論。

全：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對幼兒同儕互動角色之影響，

D_ 
第一節為竜子繪木融人角色扮演對幼兒同儕社會地位之影響，第三節探討教師與

幼兒頁施罨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之訪談分析，第四節為研究結果之討論。

第一節 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對幼兒同儕互動角色之影響

木硏究對水果班幼兒買施 r Kercheusky 同儕互動檢核表」，在水果班參與電

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活動接受前測，在八週教學活動後接受後測，以了解水

果班在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活動其同儕互動角色之變化， 「 Kercheusky 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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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檢核表」前後測結果如表4-1-1。從表4-1-1可以得知，經過八週的教學活動

之後，水果班中C7由獨行俠角色在介人後改變成團體成員角色，Cl6由轉變中角

色在介人後改變成處迤者角色； Cl8由獨行俠角色在介人後改變成團體成員角色，

C21由猯行俠角色在介人後改變成團燜成員角色。

介人前水果班幼兒同儕互動角色型態，獨行俠角色型態佔8人、轉變中的角

色型態佔4人，介人後，獨行俠角色佔5人、轉變中的角色型態佔3人。獨行俠

角色與轉變中的角色型態皆減少，經由介人後增迤幼兒與他人的互動機會、促使

同儕互動型態改變。

表4-1-1教學介人前後之同儕互動型態

幼兒代嗎 介人前角色型態 介人後角色型態 介人前後角色型態改變者

Cl 領埠者角色 領埠者角色

C2 促進者角色 促進者角色

C3 領導者角色 領導者角色

C4 轉變中角色 轉變中角色

C5 領忠者角色 領明者角色

C6 轉變中角色 轉變中角色

C7 獨行俠角色 團體成員角色 ./ 

C8 領導者角色 領導者角色

C9 獨行俠角色 獨行俠角色

ClO 團體成員角色 團體成員角色

Cll 促進者角色 促進者角色

Cl2 促雄者角色 促淮者角色

Cl3 團體成員角色 團體成員角色

C14 促進者角色 促進者角色

ClS 促進者角色 促進者角色

Cl6 轉變中角色 促造者角色 ./ 

Cl7 領導者角色 領導者角色

C18 獨行俠角色 團體成員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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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 團體成員角色 團體成員角色

C20 獨行俠角色 獨行俠角色

C21 獨行俠角色 團體成員角色 ,/ 

C22 獨行俠角色 獨行俠角色

C23 團體成員角色 團體成員角色
C24 轉變中角色 轉變中角色
C25 駰體成員角色 關體成員角色

C26 獨行俠角色 獨行俠角色

C27 促進者角色 促逛者角色

C28 獨行俠角色 獨行俠角色

第二節 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對幼兒同儕社會地位之影響'

本研究以Mccandles和Marshall在1957年，以隰片對同儕進行提名的「照

片式社會計量法(Picture Sociometric Techniques) , 對水果班幼兒實施。將所得資料

透過涂老師社交測暈系统（涂春仁·20(f))分析，此系統以·依據Coic和Dodgc (]988) 
．囯． － 、社會計童分類法將水果班的社會計足地位分類為五組．受歡迎組、－被拒絕組、受

忽視組_受爭議組_普通組。以下將對水果班參與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活

動接受前測，在八週教學活動後接受後測，以了解水果班之社會計矗地位與同儕

關係做說明。

壹、幼兒同儕社會計猛地位情況

根據表4-2-1呈現出水果班在教學活動前後測之社會計量地位，表中以「十 J

表示前後測呈現正影響；以「－」表示前後測呈現負影響其中；以「今」表示前

後測呈現無影嚮。其中C6、C9、CIO、Cll、Cl6、Cl7、C2l、C22、C23、C26

共十名幼兒在團禮中之地位呈現正向影曌； C2、C4、Cl3、Cl9 丶 C20、C25、C27

共七名幼兒在團體中之地位呈現負向影響： C l、C3、cs、C7、C8、Cl2、CI4 丶

Cl5、Cl8、C24、C28共十一名在團體中之地位呈現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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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水果迸介人前後社會地位分類

幼兒代碼 介人前社會地位分類 介人後社會地位分類 介人前後影響情況

Cl 受歡迎 受歡迎 公

C2 普通 受爭瀬

CJ 受歡迎 受歡迎 � 

C4 普通 被拒絕

cs 受歡迎 受歡迎 6. 

C6 被拒絕 受爭議 十

C7 普通 普通 l::,. 

C8 普通 普通 公

C9 被忽視 普通 十

CIO 被忽視 受歡迎 十

Cll 普通 受歡迎 十

Cl2 普通 普通 6. 

Cl3 被拒絕 被忽視

Cl4 受歡迎 受歡迎 公

Cl5 受歡迎 受歡迎 公

Cl6 受爭議 普通 十

Cl7 受爭議 受歡迎 十

Cl8 受歡迎 受歡迎 ,6. 

C19 受歡迎 受爭議

C20 普通 被拒絕

C21 被拒絕 普通 十

C22 被忽視 普通 十

C23 被拒絕 普通 十

C24 普通 普通 公

C25 受歡迎 普通

C26 被忽視 普通 十

C27 普通 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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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8 被拒絕 被拒絕 ＾

經人數百分比统計，水果班同儕社會計量地位情況，根據圖4-2-1 , 前測部分

呈現出水果班同儕團體中的社會地位情況，受歡迎組28%、被拒絕組17%、受忽

視組14%、受爭議組7%、普通組32%; 後測部分呈現出水果班同儕團體中的社會

地位情況，受歡迎組32%、被拒絕緝LO%、受忽視繙7%、受爭議組10%、普通組

39%。水果班在受歡迎組、普通組、受爭議組之分布情況有所提升；在被拒絕組和

收忽視組之分布情況有所降低。

由此結果得知水果班在介人後產生互動進而影響同儕關係，改善被拒絕者與

被忽視幼兒之同儕關係，但也促使爭議者提高，由此可知能提升幼兒自我與他人

相處的能力。

32% 32% 

39% 

被拒絕者 被忽視者 受爭議者 受歡迎者 普通者

·介人前社會地位 介人後社會地位

圖4-2-1水果迸介人前後社會地位百分比

貳、幼兒同儕社會關係圖

根據圖4-2-2、4-2-3呈現出水果班教學活動前後測之同儕喜好程度的社會

關係圖，以呈現出水果班幼兒喜歡同儕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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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人前

lll 4-2-2水果班介人前同儕社會關亻系Ill

介人後

圖4-2-3水果班介人後同儕社會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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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說明：

仁］女生

0男生

單選（箭頭指向者為被選者）

互選（兩人相互選擇）

．．．｀＇ 

符號說明：

口女生

0男生

單選（箭頭指向者為被選者）

互選（兩人相互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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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4-2-2、4-2-3以水果班幼兒在團體中，個人同儕社會關係改的差異分

布以及次團體情況進行分析，如以下說明：

壹｀ 水果班介人前後個人同儕社會喜好關係改變

根據圄4-2-2 、 4-2-3可以發現C2由介人前旳4位幼兒選擇變成6位幼兒選

C3由介人前的6位幼兒選擇變成8位幼兒選擇；Cl8由介人前的4幼兒選擇變成6位

幼兒選擇； Cl2介人前的1位幼兒選擇變成3位幼兒避擇； C22原本沒有人選介人後

有C20選擇，C21原本沒有人選介人後有C22選擇並且與C8為互選。由上述而雉，

在介人前後崧好關係上有所影響。

貳、水果班介人前後次團體情況進行分析

根據圓4-2-2·4-2-3可以發現Cl原先互為選擇僅與c2, 而介人後增加與C4

互為選擇，C2介人前互為選擇僅與Cl, 而介人後增加與Cl4、Cl7互為選擇，CJ介

人前互為選擇僅與C5, 而介人後增加與C23互為選擇； C3介人前互為選擇僅與cs,

而介人後增加與C23、C27互為選擇； Cll原先無任何互選，而介人後增加與Cl2互

為選擇； Cl8原先無任何互選，而介人後增加與C7 、 ClO互為選擇； C27原先無任何

互選，而介人後增加與CJ為選擇； Cl5原先互為選擇為C28, 而介人後增加與C7、

C25互為選擇（

其中像是C2 、C3 、C7與他人互選，介人後相互喜歡的部分高達有三組，Cl 丶

cs、CLO與他人互選更有兩組，而介人前C4、Cll、C21、C23、C27是無他人有互為

選擇的情況但介人後是皆各有一組互為選者的·經由上述得知介人後影響同儕間的次

團鶻產生，影響同儕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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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與幼兒實施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之訪談分析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表水果班參與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活動接受

前測，在八週教學活動後訪談水果班協同教師與幼兒戚受與建議，並與硏究日誌、

影音整理如下．

壹、電子繪本具引起幼兒學習興趣與動機

在訪談水果班幼兒與協同教師對於用電子繪本方式迤行教學後，有70%的幼

兒喜歡用竜子繪本的方式來進行課程，像是C2 r我g歡用大的螢品看故事，人物

比較大，後面的人看得比較清楚·」 (20180626_C2_R_繪）、Cl7 「 我喜歡用大銀恙

看故寧上諜，因為比較大看得比較清楚，困為可以看清楚人。」(20180627_Cl 7 _R_ 

繪），認為喜歡的原因是因為呈現出霨面較大、比較清楚，而亦有幼兒認為罨子繪

本中能呈現的動畫、聲音效果是成為他們所喜歡的原因，像是C4 「 我塲歡用大的

螢篇看故事，人物比較大，而丑會動、有亮音，比較好玩。」(20180626_C4_R_繪）｀

Cl9 r我喜歡用大的螢紮看故事，會動來動去。」(20180627_Cl9_R_繪）。

除此之外亦有80%在訪談的過程表示喜愛故事中的角色人物印象深刻，像是

cs
「 我募歡用大螢褔看故事，因為墉邯豬、跳跳兔很可愛」(20180626_ C5 _R_繪）、

C7 「我比較客歡用大螢籬看故事，我最姜歎帥帥獅子，因為化很帥。」

(20180626_C7一凡繪）、Cl4 「 我塩歡用大螢看故事，皮皮猴他們很好笑 J

(20180626_C14_R_� 會）。

而協同教師n r幼兒會很期待每一次所要撥放的電子繪本故事，在既看繪本

的時候也很專注，也因為有犛音和動畫的加入引起孩子的興趣，看完後也能踴躍

進行囷體討論」(20180628_Tl_R_繪），這也祠定透過籠子繪本作為引起動機是能有

助於提升幼兒學習興趣，有助於幼兒主動學習，與硏究日誌r撥放電子繪本的過

程中，幼兒能專心看荼大螢徭，當角色人物出現時，幼兒反應熱烈也會對於繪本

中角色人物的移動戚到新奇 J (20180430_AT_D_繪），當中所觀察到的相同。此外

協同教師T2 r插放電子繪本說故事的時候，注意力比較不高的幼兒會因為電子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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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的人物出現而有所禁中注悉力，加上孩子會很專注月色人物是否出現自己的

影像，然後稜極的參與討掄 0 J (20180628_T2_R_繪），追與硏究日誌中 「 噹角色人

物出現時，幼兒會說出角色人物名稱還有人對於出現的角色人物大叫，當音效沒

有的時候，還有人問說怎麿沒聲音丶世至當角色人物變成自己時，有不紋聲信的

驚訝表情」 (20180525_AT_D_繪），這也表示電子繪本與引起幼兒興趣有很大的關

係，以至於有所影響幼兒的專注度，進而影響幼兒學習興趣以及動機。

貳、角色扮演活動具挑戰與趣味性且影響幼兒同儕互動

在訪談水果班幼兒與協同教師後，有將近 80%幼兒對角色扮演活動這樣的方

式是背定與喜愛的，像是 C2 「 我埕歎玩角色扮演，因為可以扮演故事十的角色，

很好玩。」 (20180627_ C2_R_角）、 Cl2 r我喜欸玩角色扮演，因為我受得我是故事

中的角色丶很有趣。 J (20180627_Cl2_R_角）、 C22 r我逞歡玩角色扮演，因為我
匿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角色來扮演，我很間心 。 」 (20180627_C22_R一角），這與研究

日誌中紀錄相符合r幾次下來，幼兒對於討論選擇角色扮演的速度加快，在扮演

的過程中各緬幼兒歡笑亞不斷，且在最後挑戰任務成功時，熊開心合暎後跟老師

分享，直說署好好玩J (20180529_AT_D_角）。亦有幼兒提到在扮演過程中，表達

出戚受，像是CJ 「 我喜歡玩角色扮演，但有晦候演不出來，有人都不討論。 J

(20I80628_C3_R一角）、 Cl9 「 我不和道怎麼演，我不塩歎。」 (20180628_CI9一民

角）、 C8 「 我有時候埕歡玩角色扮演，有時候不息歎，因為有時候我那一維的人都

不討論、都不會演，跟 Cl7 一維比較好玩。」 (20180628_C8_R_1勻）這與硒究曰誌

中 「有緝別因為幼兒的意見沒有共識，因此角色扮演過程十討論不來，有放紊、

争吵、 哭泣的狀況，也有維別領導者很努力引導如何角色扮演，但有幼兒呈現出

敖空、聊天丶碭閑情況 J (20180502_AT_D一角）、r有了幾次的角色粉演活動經因合後，

各徂可以梓互討論，當有念見不同的時候 ， 可以投票或溝通方式來解決， 又或者

可以為了趕快完成任務而選擇能馬上有共幟，若能比其他小緬快迏達成扮演任務，

就會特別高興，各緬完成任務速度越來越會」 (20180516一AT_D一角），所覬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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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相同，呈現出角色扮演活動是具有挑戰性的，並且影響著幼兒同儕互動。

協同教師 n
r 班上較有條導能力的幼兒在角色扮演的過程中，會因為不同的幼

兒給予幫助的性況有所不同。」(20180628_Tl_R一角），認為角色扮演活動使幼兒會

對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互動。而協同教師T2 「幼兒會因為在每次角色扮演不同維

別租里與不同的人進行任務，原本在班上與他人較沒有什麿互動的 ，因為幾次下來

的接觸，會發現這些互動較少的人幼兒在OO蔻中與化人的互動變多T。」

(20180628_T2_R」再），認為角色扮演活動是能增瘧幼兒與同儕的互動。

參、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活動具影響同儕互動改變同儕關係

在訪談水果班幼兒與協同教師後透過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後，C4 r我姜歡

和大家一起扮演電子繪本中的角色人物，而且每次都換緬 J(20180626_C4_R_同）、

Cl3 r大家一超討掄扮演，好好玩，我t-歡跟CB一維 J (20180626_Cl3_R一同）、

C20「我不堪歎跟C2一超玩，困為他每次都對我操兇，我喜歡和Cl?一超玩，化

都會好好眈。」(20I80627_C4_R一同）、C2I r我暮歙跟C25一超玩，因為踏他玩好

好玩，不埕歡踝C9玩，他都不說語。 J (20180627_C4_R」司），幼兒的同儕互動有

不同的戴受，這與研究曰誌「經過幾次的經驗，幼兒在分緝討論角色扮演的迷度

瑨加了，不過有緝別因為意見不同有辛。少的情況、 不討綸、婦鬧的情況」

(20I80525_AT_D一同）影響同儕互動相互佐證。

此外，協同教師Tl 「幼兒因為對罨子繪本中角色人物的埕愛， 而毛歡角色粉

演，並且經由每次的不同更換維別與不同幼兒有不同的互動，也會廷續到活動結

束後的闢亻系，像C24會開始主動與人互動想要與其化小朋友更親近。 J

(20180628_Tl一民同），並且協同教師T2 「幼兒囚為進行過這才知的活動後，發現會

有同亻弃間才II Ji. 分享角色扮演過程，小緝挑戦成功然後呈現出彼此友好閽亻系丶安慰、

化人的行為，像某次分徂時，C21要大家都聽C25就好了」20180628_T2_R一同），

�--也在研究日誌中發現 「Cl5此次隨意分緝剛好與C7一�· 在司論的過程中兩名幼

兒可以才0 Ji. 分享彼此茘忙，在緒束任務後還手牽手一起說好好玩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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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6_AT_D _同）這些都呈現出經由同儕互動改變了同儕的關係。

第四節胃果與討論

壹、電子繪本融入角色扮演對幼兒同儕互動角色之影響

本硏究經由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活動後，經由同儕互動檢核表，其中水果

班 28 名幼兒，C7 由獨行俠角色在介人後改變成團體成員角色； Cl6 由轉變中角色

在介人後改變成促進者角色， Cl8 由獨行俠角色在介人後改變成團燜成員角色，

C21 由獨行俠角色在介人後改變成團體成員角色，可得知有四名幼兒在團隊中的同

儕互動型態有所改變·本研究結果與楊淑惠(2009)研究結果能主動認識同儕、在同

儕間擁有良好的基本禮貌、積極與同儕交往、尊重和禰懷同儕互動部分有所相同，

水果班幼兒在研究過程中能經由小組間的同儕互動，展現出與同儕間良好旳的互

動方式，促使同儕互動角色型態的改變。

此外，在研究究程以小組方式進行，亦呈現出水果班幼兒 C7·Cl6·Cl8 、 C21

四名同儕角色型態改變，提供水果班幼兒同儕互動機會增多，促使幼兒能融人團

體的結果和李莉(2010) 研究結果呈現具有能提升自我、自我控制能力與和他人相

處的能力的結果相同，亦與盪昰工(2014)的研究結果能提供幼兒在同儕之口語、肢

體互動頻率亦有增加，使同儕互動具正固成效結果一致。

透過不同教學活動的介人對於幼兒同儕互動是能有所影響，在過程中水果班幼

兒能有主動認識同儕、積極與同儕互動，而影響水果班幼兒團體中的同儕角色型

態。而本研究結果，介人前水果班幼兒同儕互動角色型態，獨行俠角色型態佔8

人、轉變中的角色型態佔4人，介人後，獨行俠角色佔5人、轉變中的角色型態

佔 3 人。獨行俠角色與轉變中的角色型態皆減少。這與黃琇瑩(2011)和鄧篋�和工

pm 
嶧(2016)經由不同的教學活動介人，過枉中能有提升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改善

幼兒同儕互動行為，促使水果班幼兒同儕互動角色型態有所改變結果相符。

綜合上述，幼兒在團皚中同儕互動角色的影響與幼兒與他人經驗過不同的同儕

互動有所關係，而透過教學活動的介人亦能增加提供幼兒與同儕互動經驗，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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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共有生命教育課程（楊淑惠，2009)、以進行自然步道生命教育教學（李莉，2010)

以音樂律動活動僅遶日于2014) 運動遊戲融人幼兒課程教學遺囍迁卫、工祜図，2016)

等教學活動的介人對幼兒同儕互動皆有所影響，然而以罨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

學之研究幼兒同儕互動較為少見，因此本硏究結果可作為未來硏究參考之依據。

貳、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對幼兒同儕社會地位之影響

本研究經由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活動後，經由將所得資料透過涂老師社

交測量系统（涂春仁，2009)分析，呈現水果班在教學活動前後測之社會計量地位，

其在團體中呈現正影響共十名幼兒；在團皚中呈現負向影響共七名幼兒之地位

水果班在受歡迎組、普通組、受爭議組之分布情況有所提升；在被拒絕組和收忽

視組之分布情況有所降低。由此結果得知水果班在介人後産生互動進而影響同儕

關係，改善被拒絕者與被忽視幼兒之同儕關係，本研究結果與王慧芳(20 I 1)運用'

本教學改善幼兒同儕關係硏究結果發現繪本教學可以改善被拒絕幼兒的同儕關係、
圄
能增進所有幼兄的利社會行為之硏究結果有相符合的地方。

此外，水果班幼兒像是C2、C3、Cl8、Cl2、C2l、C22等幼兒比介人

前在同儕問的喜好關係上升；在介人前後喜好關係上有所影譽。並發現像是C2、

C3、C7與他人互選，介人後相互喜歡的部分高達有三組，Cl、cs
、 ClO與他人互

選更有兩組，而介人前C4、Cll、C2l、C23、C27是無他人有互為選擇的情況但

介人後是皆各有一組互為選者的。這樣的結果呈現出同儕間的次團體產生，影響

同儕間的關係這與鄭俊傑和丁秋蘭(2016)以運動遊戲融人幼兒課程教學能改善幼

兒同儕互動行為，促進良好人際關係相同。這和羅綸新、簡良哲(2009)創作性戲劇

活動提昇學童同儕人際關係研究結果能熲著提昇學童的人際關係包含勺士

會地位J 、 「 喜愛同學 J 與r被同學喜愛 j 均有顗著影響有所想同。

綜合上述，經由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的歷程，在同儕間的社會地位｀被
匾受喜好的程度有所不同，亦與曾佳雯、蔡麗芳(2007)創造住戲劌輔專活動m苕琫女

～
璽

．學效果之研究結果以確實月I::.改孟國小兒童班級人際關係結構，有助於班級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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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讓被拒絕、被忽視與受爭議兒童個人社會地位有所提升硏究結果相同。

因此以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之研究以了解學齡前幼兒在班級內的同

儕關係及改變結構署為少見，因此本硏究結果可作為未來研究參考之依據。

參、教師與幼兒實施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之訪談分析

根據對水果班教師與幼兒訪談皆背定竜子繪本是具引起幼兒學習興趣與動

機，由於電子繪本為研究者自製繪本與內容，水果班幼兒多數表達經由電子繪本

為媒介，可提供幼兒在觀看時因為呈現出比較大並且清楚，亦有幼兒認為電子繪

本中能呈現的動畫、聲音效果使得他們更喜歡罨子繪本，這與陳姿佑(2014)、王柏

臻(2014)、鄭淑華(2014)和段承沂、歐陽誾(2016)研究結果一致，以電子繪本為媒介

融人在教學活動中，發現是能吸引幼兒的學習目光及專注力，在學習興趣上也有

明顗呈現，並且也會對於竜子繪本表現出喜愛並給予正面回饋。這也與訪談協同

教師之結果相符，經由罨子繪本的呈現能讓表示竜子繪本與引起幼兒興趣有很大

的關係，以至於有所影響幼兒的專注度，進而影響幼兒學習興趣以及動機。

此外，在電子繪本之相關研究中結果較不相同的部分為多數幼兒對於故事中

的角色人物印象深刻並表示喜愛，且在當電子繪本中角色人物頭像轉換成幼兒的

部分是能引起幼兒的注意。這是以往研究較為少提及的地方，可見電子繪本中角

色人物可以使得水果班幼兒對於龜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的活動有所影嚮。

根據訪談幼兒與協同教師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對角色扮演活動這樣的方式是肯

定與喜愛的，能表達出在角色扮演的過程中，可以選擇喜愛的角色進行扮演，並

在在角色扮演的過程中角色扮演活動使幼兒會對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互動，提升

幼兒王動性、與他人合作、相互討論、完成任務，亦呈現出角色扮演活動是具有

挑戰性的，因為過程中幼兒能自我調整，學習如何與他人互動、解決問題，這與

並且影響著幼兒同儕互動，幼兒同儕關係也因為這樣而有所改變，對於他人的友

好關係也亦有改變甚至也呈現出不同的社會行為，例如：安慰他人、分享、互相

幫忙等，這與楊淑惠(2009)、朱廉雯和崔夢萍(2010)、李莉(2010)、鄯雅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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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昱芸(2011)、逗醞(2011)、盪史色2014)、齟鷗和工嶧(2016)之研究結果大

致相同，幼兒能在小組合作過程中，同儕間0語、肢體互動頻率亦有增加，而呈

現出的負向社會行為，像是不友善的動作或言語，可以經由討論、合作行為的表

現而有所改善，此外幼兒的表達能力、互相尊重的態度具備正向的改變，而能呈

現小組之間能達成共識，亦即具有能提升自我、自我控制能力與和他人相處的能

力，有提升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改善被拒絕幼兒的同儕關係並且能增進所有幼兒

的在同儕間擁有良好社會行為。

綜合上述逅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對於幼兒來說是足以影響同儕的互動、

改變同儕關係，但在相關研究中多以國小學童或特殊學童為研究對象，像是電子

繪本為主的葉書舟(2016)、洪秀雲(2014)之硏究或角色扮演教學曹瓊文(2011)、劉佳

綺(2011)之研究。根據兩項中任一種形式之研究結果是與同儕互動與關係有著大類

相同的部分。像是以竜子繪本融人品格教育課程，對學生身心成長、尊重態度能

有正面的提升，同儕間氣氛更溫馨、有效提昇其品格行為能力。亦或是以角色扮

演教學為主的方案，例如：曹瓊文(2011)、劉佳綺(20ll)、楊平如和朱思穎(2013)之

硏究，透過加人同儕角色扮演教學、提昇「關懷」與r誠實」品格教育，硏究結

果發現使得巴＼等待、與人互動、簡單社會用語的使用且社會技巧應用與能維持

社會技巧、增進同儕接納度及互動關係。

因此，本研究將電子繪本鄏人角色扮演教學之硏究，並將以幼兒為研究對象

來探討同儕互動較為少見，因此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研究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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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硏究以個案研究為探討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對幼兒同儕互動之影響，

此外，也對個案及協同教師對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之學習厰受與建議。以

下將綜合各章＇本硏究之研究成果提出結論與I議，提供未來從事相關硏究做為

參考。

第一節 結論

壹、 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具影響幼兒同儕互動

在經過八週的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的介人，在前後之水果班幼兒團

體中的問儕角色型態有所影響，獨行俠角色與轉變中的角色型態皆減少。

並且經由訪談協同教師、幼兒與研究日誌之質性資料，能觀察到幼兒經討

論進行角色扮演的過程中，能經由小組間的同儕互動，使幼兒會對不同的對象展

現出與同儕間不同的互動方式，是能增進幼兒與同儕的互動，進而促使同儕互動

角色型態的改變，例如水果班幼兒 C7、Cl6 、 Cl8 、 C2l 四名同儕角色型態改變在

介人前後是有所改變的。硏究結果也呈現獨行俠角色與轉變中的角色型態皆減少，

因此，此教學活動介人，過程璽能有提升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改善幼兒同儕互

動行為，促使水果班幼兒同儕互動角色型態有所改變。

貳、 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能改變同儕關係

水果班幼兒團體中在經歷八週的角色扮演，水果班在受歡迎組、普通紐、

受爭議組之分布情況有所提升；在被拒絕組和收忽視組之分布情況有所降低。

並且經由訪談協同教師幼兒與硏究日誌之質性資料，發現能呈現出經由同

儕互動改變了同儕的關係，藉由角色扮演活動的過程，表逹出飯受而改變同儕關

係。例如：水果班某部分幼兒在同儕見就人後的喜好關係上升或呈現出同儕間的

次郾體產生，這些皆呈現了籠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改變同儕群體間的藕係。

58 

-103-



參、 個案幼兒對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喜愛持正向態度

． 由訪談協同教師幼兒與研究日誌之質性資料，幼兒喜愛追樣的活動進行，

也熱衷於角色扮演的過程中，喜愛電子噲本的腳色人物，更是在任務逵成後呈現

出滿滿的成就戚，像是因為覺得竜子繪本中角色很可愛、對角色人物的認同戚，

以及對於竜子繪本的重視。協同教師的亦肯定這樣的設計活動能提供幼兒與他人

同儕互動機會以及影響同儕關係，期待能夠引導幼兒發展良好與他人的互動。

無論是幼兒或教師對於罨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皆呈現正向態度，認為此

教學活動是受到幼兒與協同教師所喜愛的。

第二節 建議

壹、對電子繪本之建議

此電子繪本為自編故事搭配的原本班級內的課程，除了可以融人原本的教

學課程外，亦可以自編人不一樣的故事，若是已有既有的繪本，可以由繪本上轉

製作成電子繪本，增加學齡前的對故事的熟悉度，利於更意會故事內容。

亦或是將竜子繪本結合與幼兒共同創作的歷程，提供幼兒能融人情境並且實

際套用在原本有幼兒頭像的人物，角色扮演，讓罨子繪本不只是引起幼兒的學習

興趣，提供更不一樣的挑戰，達到除了吸引力之外的成效。

貳、對角色扮演教學之建議

在角色扮演的過程裡，主要經由幼兒們討論如何進行角色的選擇與扮演，

造成了在活動進行上的時間的影響，也因為幼兒對於反面之角色多半皆不願意去

迤行扮演，建議這部分之後可以逃過不同的形式，例如· 手偶、棒偶或虛凝人物

的結合，讓幼兒可以進行角色扮演活動。

此外，對於角色扮演的部分能提供故事中既定的道具或佈置特定場景區域，

提供幼兒在角色扮演上更有臨場戚受的視覺、肢體戚受，想必能更讓角色扮演教

學活動更順利與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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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硏究對象為學齡前幼兒，熱衷也喜愛角色扮演，但對於扮演的規則

或者形式較無法快速進人，建議未來若是研究對象亦是以學齡前幼兒為主，建議

可以在執行前，訂定出一套角色扮演的步驟流程，提供幼兒擁有經驗，以利於角

色扮演的迪行，免去在因討論協調過久在時問上的冗長。若是硏究對象為國小學

童，則建議可以提供充足的時間進行討論與道具製作，進行角色扮演。

璽｀對未來硏究的建議
一、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以水果班幼兒之時空背景進行個案研究，若能增加硏究對象之班

級，形成對照組，將教學活動介人後所收集之資料更具代表性。

二、結合特定主悶課程

本研究主要以幼兒同儕互動為主要探討，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視教學現場或

不同學習領域，將其作結合設計出不同的教學活動，以增進幼兒在不同領域或主

題中的學習成效，發現不同與此硏究的結果。

三、運用不同的資訊科技或結合不同教學法

本硏究主要是竜子繪本結合角色扮演教學法進行探討，建議未來硏究者可以

以籠子繪本結合不同的教學方法，像是合作學習、探究式教學法等亦或是利用不

同的科技像是AR、VR技術、互動式電子白板結合角色扮演教學進行活動，以逵

到更好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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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Kcrchcusky同儕互動檢核表

觀察者

兒童姓名

如何使用這份檢核表

為你既上的每一個學生都填寫一份檢核表。首先請你先看完這份檢核表的所有項

日期－

年齡－

目，然後再勾選出最適合每一個學生與人互動的行為項目。一般的情況下，用七

至九個行為項目就能夠清楚地描繒出一個孩子和囘儕互動時的行為模式。璽有的孩

子都有可能在某獯情況下，表現出這個檢核表上的許多行為。你只要選出最能符合某
一儘孩子的項目就可以了。如果你在使用這個檢核表時，想到有關孩子和別人互動的

一些事情，請把那些事情寫在本表最後的說明欄中。

檢核表單·
國

L 利用邀請或詢問的方式去加人別的小朋友所進

行的活動（例如， r你在做什麼花戈在做…… J

「我們一起做，好嗎?J)

2. 在玩耍過程中起衝突時，會進行協調
國

3. 主動提出一個活動，別的小朋友會樂於一起參與

4. 千動提出一個活動，但常常沒有人要琉
國

5. 通常會呼應別人的提議，而不是主動提出想法

6. 常常在一旁看別的小孩玩

7. 衝突發生時，願意妥協或

＆ 開原來琉的地方比較專注於自已的活動

9. 常常邀請其他小朋友加人遊戲中

10. 喜歡指撣別的小朋友

11. 只要別的小朋友都還在一起玩，就會一直玩那項

12. 活動當別人的請求會干擾自己的活動時，通常會不理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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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_常會延伸或擴充別人的想法

14. 通常會分派角色給別的小朋友

15. 會想要控制人做的事

16. 跟隨其他小朋友移動到不同的遊戲區，很容易和別人互動

17. 很有毅力地完成自己的想法

18. '向別的小朋思出請求，並接受他人幫助

19. 通常接受別的小朋友的幫助

20. 玩耍的時候，專注於使用的材料上

21. 很關心別的小朋友是否接納他

22. 會和別的小朋友合作
a 23. 會對別人所做的事情給與回饋（例如，「不是這樣做啦！我

做給你看·」)

24. 常常獨自一個人玩

25. 會和別的小朋友分享訊息和技能（例如，告訴別人如何玩

某個遊戲）

26. 玩耍時，會和別人交談

27. 當別的小朋友需要幫忙或注意時，會提供善意和協助

28. 選擇自己厰興趣的活動，而非選擇朋友所參加的活動

29. 通常不願意按照別人的請求去做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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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 J 教師半結構式訪談表

「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 J 教師半結棡式訪談表

Ql請問經過罨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後，您覺得個案班級幼兒在同儕互動上，

有何改變？

Q2請問經過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後，您覺得個案班級幼兒在同儕關係上，

有何改變？

Q3請問在經過罨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活動安排後，您覺得（國案班級幼兒在

學習動機上，有何改變？

Q4請問經過電子繪本活動安排後，您有覺得活動內容或規制，有需要再改進或

修正的地方？為什麼？

Q5請問經過角色扮演教學活動安排後，您有覺得活動內容或規劃，有需要再改進

或修正的地方？為什麼？

Q6請問你會推繭（廣）竜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活動給其他教師作為課程設

計的參考嗎'l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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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電子繪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 J 幼兒半結構式訪談表

r電子鑰本融人角色扮演教學」幼兒半結禰式訪談表

Ql你覺得上完用大銀幕說故事（電子繪本）和玩角色扮演後，你覺得班上有哪些小

朋友，你最想跟他們一起玩？為什麼？

Q2你覺得上完用大銀幕說故事（電子繪本）和玩角色扮演後，你覺得班上有哪些

小朋友，你跟誰一起最不好玩？為什麼？

Q3你比較嘉歡老師用用大銀幕說故事（罨子繪本）遠是拿繪本直接說故事（紙本繪

本）U卽為什麼？

Q4你喜歡上用大銀幕說故事（竜子繪本），這樣的方式上課嗎？為什麼？

Q5你喜歡上玩角色扮演活動，這樣的方式上課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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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學活動設計教案

第一週 不對的事情我不做

一、準備活動

準備電子繪本【好想好想出去玩】｀角色扮演頭套｀ 一涸手偶

啊

教師先用手偶與幼兒對話，彼此分享有去過台灣哪裡的景點？

在那邊有遇到不遵守規則的人的經驗？說說甌覺怎麼樣？

二、發展和活動

1透過投影大銀幕撥放電子繪本【好想好想出去玩】之前半段。

2. 團體討論

(1)故事中，你聽到那些台灣觀光景點的名稱？
區'

(2)如果你是故事中的主角你會怎麼做？

(3)故事中，那些行為是好的？不好的？為什麼？ （引埠正負面行為的辨別）

3角色扮演任務

(1)教師說明規則並演示情境，引導如何進行小組角色扮演任務活動。

(2)各組抽取情境進行角色扮演任務。（扮演情境· 被欺負、不遵守規矩、破

壞公物、偷東西）

(3)小組完成角色扮演任務並呈現如何解決。

三、綜合活動

(1)口頭分享

各組分享所抽到角色扮演任務以及解決方式。

(2)團體討論與互動遊戲

播放具水果班幼兒頭像（隨機）之主角電子繪本【好想好想出去玩】之前半

段，隨著故事情節進行提問並進行 ox 選邊站遊戲。

(3)教師與幼兒共同討論預測故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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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惡霸不要來

一、準備活動

準備電子繪本【好想好想出去玩】、角色扮演頭套

回

教師提問罨子繪本【好想好想出去玩】中，台灣旅遊的地方避有哪些？

幼兒會推薦他們去哪裡呢？為什麼？引蔚幼兒延續聆聽上次選沒播完的故事。

二、發展和活動

1透過投影大銀幕撥放電子繪本【好想好想出去玩】之後半段。

2. 團體討論

(1)故事中，最後他們決定要去台灣的哪些地方玩呢？
囯

(2)如果你是故事中的主角你會怎麼做9

(3)生活中，當我們遇到跟故事中情況時，可以怎麼做，我

（引導避免負面行為的產生和能表現正面社會行為）

3角鉭分演任務

(1)教師說明規則並演示情境，引導如何進行小組角色扮演任務活動。

(2)各組抽取情境進行角色扮演任務。（扮演情境：被取笑、被強迫做不對

的事情、被要求隱瞞）

(3)小組完成角色扮演任務並呈現如何解決。

三、綜合活動

(1)口頭分享

各組分享所抽到角色扮演任務以及解決方式。

(2)團體討論與互動遊戲

播放具水果班幼兒頭像（隨機）之主角電子繪本【好想好想出去琉】之後

半段，隨著故事情節提問並進行搶答避戲。

(3)教師與幼兒共同討論出故事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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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交朋友

一、準備活動

準備電子繪本【大家都是好朋友】、角色扮演頭套、 一封信、不同的台灣名產

回

教師拿出信件與臺灣特產引起幼兒興趣，詢問幼兒是否知道並介紹有哪些台灣

名產。詢問幼兒有特產分享的經驗，分享給誰9

二、發展和活動

1透過投影大銀幕撥放電子繪本【大家都是好朋友】之前半段。

2. 團體討論

(1)故事中，你聽到哪些台灣的特產？

(2)如果你是主角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3)當我們遇到故車中情況時，可以怎麼做？（引等如何親近他人、被拒絕、

與人爭吵解決辦法）

3角色扮溟任務

(1)教師說明規則並演示情境，引導如何進行小組角色扮演任務活動。

(2)各組抽取悄境進行角色扮演任務。（扮演情境：何親近他人、被拒絕、與

人爭吵）

(3)小組完成角色扮演任務並呈現如何解決。

三、綜合活動

(1)口頭分享

各組分享所抽到角色扮演任務以及解決方式。

(2)團體討論與互動遊戲

播放具水果班幼兒頭像（隨機）之主角竜子繪本【大家都是好朋友】之後半

段， 陋著故事情節捏間並進行扮演遊戲·

(3)教師與幼兒共囘討論預測故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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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我愛你好朋友

一、準備活動

準備罨子繪本【大家都是好朋友】、角色扮演頭套、兩個手偶、多張台灣小吃

圖片

回

教師透過兩個手偶與多張台灣小吃鬪片演出正在爭吵要買哪種台灣小吃，然後

不當朋友了。引導幼兒延續電子繪本【大家都是好朋友】中，來聆聽上次還沒

播完的故事。

二、發展和活動

1透過投影大銀幕撥放電子繪本【大家都是好朋友】之後半段。

2. 團體討論

(1)惰『中，最後他們吃了那些台灣小吃呢？

(2) 如果你是主角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3) 當我們遇到跟故事中情況時，可以怎麼做？

（引導意見不合、被誤會解決和如何分享交朋友）

3角色扮演任務

(l)教師說明規則並演示情境，引埠如何進行小組角色扮演任務活動。

(2)各組抽取情境進行角色扮演任務。（扮演情境· 意見不合、被誤會、分享

行為）

(3)小組完成角色扮演任務並呈現如何解決。

三、綜合活動

(l)D頭分享

各組分享所抽到角色扮演任務以及解決方式。

(2)團體討論與互動遊戲

播放具水果班幼兒頭像（隨機）之主角電子繪本【大家都是好朋友】後半段，

隨著故事情節提問並迆行扮演遊戲。

(3)教師與幼兒共同討論出故事的結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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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我不喜歡這樣

一、準備活動

準備電子繪本【好朋友一起遊】、角色扮演頭套、麥克風、原住民圖片

回

教師用麥克風說原住民語、客家話、閩南語跟小朋友打招呼，並透過圖片介紹

原住民。詢問幼兒是否有人會說原住民語、客家話、閩南語並上台分享。

二、發展和活動

1透過投影大銀幕撥放電子繪本【好朋友一起游】之前半段。

2. 團體討論

(1)故事中，出現了那些人？他們一起玩什麼遊戲？（跳原物民舞、唱閩南語歌、

耐歌）
(2)如果你是主角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3)當我們遇到故事中情況時，可以怎麼做？

（引導被稱躓、批評時可以怎麼表現）

3角色扮演任務

(I)教師說明規則並演示情境，引導如何造行小組角色扮演任務活動。

(2)各組抽取情境進行角色扮演任務。

（扮演情境：稱讚、批評時可以怎麼表現）

(3)小組完成角色扮演任務並呈現如何解決。

三、綜合活動

(1)口頭分享

各組分享所抽到角色扮演任務以及解決方式。

(2)團體討論與互動遊戲

播放具水果班幼兒頭像（隨機）之主角罨子繪本【大家都是好朋友】之後半

段，隨著故事情節提問並進行 ox 選邊站遊戲。

(3)教師與幼兒共同討論預測故事發展。

14 

-119-



第六週 互相幫忙好快樂

一、準備活動

準備電子繪本【好朋友一起遊】 、角色扮演頭套

回

教師喚起舊經驗先前有閩南語、客家歌和原住民舞的事情，教唱一首英語節奏謠。

引筹幼兒延續竜子繪本【好朋友一起遊】中，來聆聽上次選沒播完的故事。

二、發展和活動

1透過投影大銀幕撥放電子繪本【好朋友一起遊】之後半段。

2. 團體討論

(1)故事中，主角們後來又知道了那些住在台灣的人？

(2)最後故事中，如果你是主角你會怎麼做9為什麼9

(3)當我們遇到跟故事中情況時，可以怎麼做？

（引導當好朋友因為某件事情不會做，哭泣、難過苦惱的時候可以有怎樣的行為表現）

3角鉭分演任務

(1)教師說明規則並演示情境，引導如何進行小組角色扮演任務活動。

(2)各組抽取情境進行角色扮演任務。（扮演情境好朋友因為某件事情不會做，哭泣、

難過苦惱）

(3)小組完成角色扮演任務並呈現如何解決。

三、綜合活動

(1)口頭分享

各組分享所抽到角色扮演任務以及解決方式。

(2)團體討論與互動遊戲

播放具水果班幼兒頭像（隨機）之主角電子繪本【好朋友一起遊】之後半段，

總著故事悄節提問並進行 ox 選邊站遊戲。

(3)教師與幼兒共同討論出故事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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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好朋友就是這樣

一、準備活動

準備電子繪本【當我們遊在一起］、角色扮演頭套、台灣特有動植物圖片、鈔票

回

教師拿出鈔票詢問是否知道上面是什麼動物，並介紹台灣特有動物圖片。

詢問幼兒是否有人會說原住民語、客家話、閩南語並上台分享。

二、發展和活動

1透過投影大銀幕撥放電子繪本【當我們遊在一起】之前半段。

2. 團體討論

(1)故事中，出現了那些人，他們一起玩什麼遊戲？

霜原物民舞、唱閩南語歌、客家歌）

(2)如果你是主角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3)當我們遇到故事中情況時，可以怎麼做？

（引導想要與他人分享卻不被重視、有人需要幫助時，可以怎麼表現）

3角色扮演任務

(1)教師說明規則並演示情境，引導如何進行小組角色扮演任務活動。

(2)各組抽取情境造行角色扮演任務。

（扮演情境：稱讚、批評時可以怎麼表現）

(3)小組完成角色扮演任務並呈現如何解決。

三、綜合活動

(1)口頭分享

各組分享所抽到角色扮演任務以及解決方式。

(2)團體討論與互動遊戲

播放具水果班幼兒頭像（隨機）之主角電子繪本【大家都是好朋友】之後半

段，隨著故事情節提問並進行 ox 選邊站邂戲。

(3)教師與幼兒共同討論預測故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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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友你真好

一、準備活動

準備電子繪本【當我們遊在一起】、角色扮演頭套

回

教師唱當我們囘在一起歌謠十動作引起幼兒興趣。

引叨幼兒延續竜子繪本【好朋友一起遊】中，來聆聽上次選沒播完的故事。

二、發展和活動

1透過投影大銀幕撥放電子繪本【好朋友一起遊】之後半段。

2. 團體討論

(1)故事中，主角日後來又知道了那些住在台灣的人？

(2)最後故事中，如果你是主角你會怎麼做？為什麼？

(3)當我們遇到跟故事中情況時，可以怎麼做？

（引埠當好朋友困為某件事情不會做，哭泣、難過苦惱的時候可以有怎樣的

行為表現）

3角色扮演任務

(1)教師說明規則並演示情境，引専如何進行小組角色扮演任務活動。

(2)各組抽取情境進行角色扮演任務。（扮演情境．好朋友因為某件事情不會
做，哭泣、難過苦惱）

(3)小組完成角色扮演任務並呈現如何解決。

三、綜合活動

(l)D頭分享

各組分享所抽到角色扮演任務以及解決方式。

(2)團體討論與互動遊戲

播放具水果班幼兒頭像（隨機）之主角電子繪本【好朋友一起遊】之後半段，

隨著故事情節提問並進行 ox 選邊站遊戲。

(3)教師與幼兒共同討論出故事的結局。

17 

-122-



原創性報告

17% 
相似度指數

主要來源

• ndltd.ncl.edu.tw
網際網路

421字一 2
°
/o

B www.airitilibrary.com 
網際網路

386字一 1
°
/o

• www.ece.moe.edu.tw
網際網路

220字一 1
°
/o

圖 w1 .dorise.info 
網際網路

200字一 1
°
/o

圖 www.nhu.edu.tw
網際網路

157字一 1
°/o

• www.taodocs.com
網際網路

134字一 1
°
/o

鬮 dspace2.lib.nccu.edu .tw 
網際網路

128字一< 1
°/o 

• fedetd.mis.nsysu.edu.tw
網際網路

109字一< 1
°
/o 

圖 www.tc.edu.tw
網際網路 102字一< 1 °/o 

圖 www.research gate .net 
網際網路

92字一< 1 °
/o 

II st.estmue.tp.edu.tw 
網際網路 91字一< 1 °

/o 
-123-



圖 group.cyhvs.cy.edu.tw
網際網路

• etds.stu .edu .tw
網際網路

II estm u e-ki nder .blogspot .com
網際網路

圖 amadis.lib.nttu.edu .tw 
網際網路

圖 tea.ntue.edu.tw 
網際網路

璽 syllabus.ece.moe.edu.tw 
網際網路

璽 cict.ntue.edu.tw 
網際網路

圖 ir.lib.pccu.edu .tw 
網際網路

國 nccur.lib.nccu.edu .tw 
網際網路

璽 dcde.nttu.edu .tw 
網際網路

璽 gebrc.nccu.edu .tw 
網際網路

璽 nutnr.lib.nutn.edu .tw 
網際網路

II ir.lib.ntut.edu.tw
網際網路

璽
網
pe

際
o
網

p
路
le.dyu .edu .tw 

91 字一< 1 °/o 

90 字一< 1 °/o 

85 字一< 1 °/o 

85 字一< 1 °/o 

82 字一< 1 °/o 

75 字一< 1 °/o 

68 字一< 1 °/o 

61 字一< 1 °/o 

60 字一< 1 °/o 

60 字一< 1 °/o 

55 字一< 1 °/o 

51 字一< 1 °/o 

50 字一< 1 °/o 

50 字一< 1 °/o 
-124-



璽 etds.ncl.edu.tw
網際網路

50 字一< 1 °/o 

fl www.easywin.com.tw
網際網路 49 字一< 1 °/o 

璽 www.sctcps.hc.edu .tw
網際網路 41 字一< 1 °/o 

璽 www.dse.nthu.edu.tw
網際網路 40 字一< 1 °/o 

圖 ir.lib.nchu.edu .tw
網際網路 39 字一< 1 °/o 

II www.hdfs.ntnu.edu.tw
網際網路 39 字一< 1 °/o 

璽 www.kidsemile.com.tw
網際網路 39 字一< 1 °/o 

璽 www.ece.nutn.edu.tw
網際網路

38 字一< 1 °/o 

璽 lms.ctl.cyut.edu .tw
網際網路 38 字一< 1 °/o 

璽 elib.lib.nttu.edu .tw
網際網路 35 字一< 1 °/o 

II etds.lib.stu .edu .tw
網際網路 35 字一< 1 °/o 

圖 mail.nhu.edu .tw
網際網路 32 字一< 1 °/o 

IJ extension.org.tw
網際網路 31 字一< 1 °/o 

IJ woa.mlc.edu.tw
網際網路 30 字一< 1 °/o 

-125-



圖 ethesys.lib.cyut.edu.tw 
網際網路

29字一< 1 °/o

圖 www.chd .ydu .edu .tw 
網際網路

28字一< 1 °/o

璽 ilms.ntunhs.edu .tw 
網際網路 27字一< 1 °/o

圖 etd.lib.nsysu.edu .tw 
網際網路

27字一< 1 °/o

• www.pegemindeks.net
網際網路

26字一< 1 °/o

璽 nccuir.lib.nccu.edu .tw 
網際網路

25字一< 1 °/o

璽 www.kwps.kh.edu.tw 
網際網路

24字一< 1 °/o

璽 www.dent.u oa .gr 
網際網路 24字一< 1 °/o

圖 ntuer.lib.ntue.edu.tw 
網際網路

24字一< 1 °/o

圖 Yun, Young-Bae Kim, Ji-Eun. "The effects of the Orff 23字一< 1 °/o
approach on self-expression,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kills of children in", Child Welfare, July-August 2013 Issue 
出版物

璽 web.lins.fju.edu .tw 
網際網路 22字一< 1 °/o

II 
網

et
際

d
網

.n
路

pue.edu.tw 21字一< 1 °/o

II repositorium.sdum.uminho.pt 
網際網路 20字一< 1 °/o

-126-



璽 ilms.csu.edu .tw
網際網路

20字一< 1 °/o 

II pulse.naer.edu.tw
網際網路

20字一< 1 °/o 

璽 www.ater.org.tw
網際網路

20字一< 1 °/o 

璽 ethesys.lib.mcu.edu .tw
網際網路

19字一< 1 °/o 

璽 nhcuer.lib.nhcue.edu.tw
網際網路

19字一< 1 °/o 

璽 www.ir.nctu.edu.tw
網際網路

19字一< 1 °/o 

璽 www.siepweb.it
網際網路

18字一< 1 °/o 

IJ academic.ntue.edu.tw
網際網路

17字一< 1 °/o 

圖 140.127.82.166
網際網路

17字一< 1 °/o 

璽 kinder.esut.tp.edu.tw
網際網路

17字一< 1 °/o 

璽 libserver2.nhu.edu .tw
網際網路

16字一< 1 °/o 

圖 lawdata.com.tw
網際網路

16字一< 1 °/o 

璽 docslide.us
網際網路

14字一< 1 °/o 

璽 el.mdu.edu .tw
網際網路

14字一< 1 °/o 

-127-



璽。ar.npust.edu.tw
網際網路

14字一< 1 °/o

圖 family.j rank.erg
網際網路 13字一< 1 °/o

璽 www.scri bd .com 
網際網路

13字一< 1 °/o

圖 kidedu.ntpc.edu .tw
網際網路 13字一< 1 °/o

II www.cse.ndhu.edu.tw
網際網路 13字一< 1 °/o

璽www.3people.com.tw 
網際網路 13字一< 1 °/o

璽
網
sb

際
.f
網
y
路
.edu .tw 13字一< 1 °/o

II etds.lib.ntnu .edu .tw
網際網路 12字一< 1 °/o

璽 Bulotsky-Shearer, Rebecca J., Lisa M. Lopez, and Julia12字一< 1 °/o
L. Mendez. "The validity of interactive peer play
competencies for Latino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low-income
household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16.
Crossref 

璽 hydra.hull.ac.uk
網際網路 11字一< 1 °/o

II www.ucpress.edu
網際網路 11字一< 1 °/o

璽 140.118.33.11
網際網路 11字一< 1 °/o

璽 www.tjjh.kh.edu.tw 
網際網路 11字一< 1 °/o

-128-



IJ leeao.com.cn
網際網路

10字一< 1 °/o 

圖 thesis.lib.stust.edu.tw
網際網路 10字一< 1 °/o 

璽 littlesun365.com
網際網路 10字一< 1 °/o 

璽 web.hk.edu.tw
網際網路 10字一< 1 °/o 

II 
網

hu
際

n
網

g
路

wc01.blogspot.com 
10字一< 1 °/o 

璽 koreascience.or.kr
網際網路 9 字一< 1 °/o 

II www.hsin-yi.org.tw
網際網路 9 字一< 1 °/o 

II ir.lib.ntnu.edu.tw
網際網路 9 字一< 1 °/o 

IJ www.story-care.com
網際網路 9 字一< 1 °/o 

IJ www.freescale.com
網際網路 9 字一< 1 °/o 

圖 nouweb.nou.edu .tw
網際網路 9 字一< 1 °/o 

圖 edu.ocac.gov .tw
網際網路 9 字一< 1 °/o 

璽 ethesys.lib.fcu.edu .tw
網際網路 9 字一< 1 °/o 

璽 etds.nkuht.edu.tw
網際網路 8 字一< 1 °/o 

-129-



璽 www.duolengduo.com 
網際網路

璽 w
網際

w
網

w
路
.jsvs.org

璽 whale.nutn.edu.tw 
網際網路

IJ ksped.nknu .edu .tw 
網際網路

璽 www.nd.nthu.edu.tw 
網際網路

璽 absurd-tw .blog spot.com 
網際網路

璽J gas.hk.edu .tw 
網際網路

璽I
網

bl
際

o
網

g
路

.xuite.net 

璽I ir.lib.au.edu.tw 
網際網路

璽I "Encyclopedia of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Springer Nature America, Inc, 2011 
Crossref 

8 字一< 1 °/o

8 字一< 1 °/o

8 字一< 1 °/o

8 字一< 1 °/o

8 字一< 1 °/o

8 字一< 1 °/o

8 字一< 1 °/o

8 字一< 1 °/o

8 字一< 1 °/o

7字一< 1 °/o

圖陳怡君、鍾志從；Vi-Chun Chen , Jyh-Tsorng Jong. "幼兒7字一< 1 Ofc。
園中受忽視與受爭議幼兒的社會能力探討",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 
出版物

料 關閉 堆除相符 關閉

-130-



不含參考書目 關閉

-131-



字數 26335 提交時間 11-12月-2018 01:10下午

文稿 ID 42703991

-132-



原創性報告

0% 
相似度指數

主要來源

不含引用亡料

不合參考書

開啟

開啟

除相符 <5%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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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碩博士論文比對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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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 次行政會議提案 

案由 
為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場地管理及使用要點」
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8 年 1 月 7 日行政主管協調會議及 1 月 14 日主管會
報討論通過。 

二、 為辦理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場地管理及使用作業，擬修正本要
點，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一) 第三條場地申請方式分為「辦公空間」及「創新創業空間」兩軌，
明列申請對象、使用期間及申請程序。 

(二) 刪除第四條「進駐與離駐」條文，並新增第五條「使用與歸還」
條文。 

(三) 第六條名稱修正為「使用者相關規範」，並於第四項新增「學位學
程」單位。 

三、 檢附相關附件如下： 

(一) 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場地管理及使用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一)。 

(二) 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場地管理及使用要點(修正草案)(附件
二)。 

(三) 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場地管理及使用要點相關申請表(附件
三)。 

(四) 本校 NO.90 創夢空間使用須知(附件四)。 

(五) 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場地管理及使用要點(原要點)(附件
五)。 

(六) 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三樓創新創業空間照片(附件六)。 

辦法 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 

一、 本要點名稱修正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NO.90 創業基地場地管理
及使用要點」；第二點修正為「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經營場地 NO.90 創業基地（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90 號，以下簡稱本場地）以提供本校院、系(所)、學位學程或教職
員生執行產學合作、創新創業育成相關計畫及活動使用為原則。」 

二、 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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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NO.90 創業基地場地管理及使用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通過）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NO.90 創業基地
場地管理及使用要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產學合作暨育成
中心場地管理及使用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經營場地 NO.90 創
業基地（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
一段 90 號，以下簡稱本場地）
以提供本校院、系(所)、學位學
程或教職員生執行產學合作、創
新創業育成相關計畫及活動使
用為原則。 

二、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經營場地（地址：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90 號 3、4

樓，以下簡稱本場地）以提供本
校院、系、所設置自籌營運中心
或教職員生執行產學合作、創業
育成相關計畫使用為原則。 

新增學位學
程；文字調整 

三、場地申請方式 

(一) 辦公空間 

1. 申請使用對象： 

(1) 與本校簽訂產學合作計畫
之廠商（計畫執行期間至少
需一年以上，且申請時須仍
在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期
間）。 

(2) 本校當年度創業競賽獲獎
團隊。 

(3) 獲政府機關獎補助之創新
創業計畫之本校專任教師。
(計畫執行期間至少需一年
以上，且申請時須仍在執行
計畫期間）。 

2. 申請使用以一年期為限。 

3. 申請程序： 

(1) 本校計畫主持人或合作單
位提出申請單並檢附產學
合作相關證明，廠商並依本
校招租方式投標、審核資
格、簽約及繳費。 

(2) 創業團隊申請進駐須提出
申請單，並依本校「校園創
業競賽實施辦法」辦理。 

(3) 獲政府機關獎補助之創新
創業計畫之本校專任教師
提出申請單並檢附計畫相
關證明，依本校招租方式審
核資格、簽約及繳費。 

(二) 創新創業空間：本場地使用以推

三、場地申請方式： 

(一) 申請：由進駐單位提出下列資料
後，由本校研發處就營運計畫書
之內容予以審查。 

1. 進駐申請書乙份。 

2. 計畫書二份並提供電子檔乙
份（含經費來源說明或證  

  明文件）。 

3. 支付相關進駐費用能力之證
明文件。 

(二) 審查：審查內容包含下列項目： 

1. 欲研發之技術與產品之創新
性與發展潛力。 

2. 進駐團隊之健全性與發展潛
力。 

3. 申請進駐目標之明確性。 

4. 具備足以支付相關進駐費用
能力之證明文件。 

5. 進駐單位之進駐人數、空間
面積、電力使用與工安衛生
等軟硬體需求均符合本場地
之承載量。 

場地申請方
式分為「辦公
空間」及「創
新創業空間」
兩軌，明列申
請對象、使用
期間及申請
程序。 

依 108年 1月
14 日主管會
議決議，辦公
空間申請使
用對象增列
新增「主持創
新創業計畫
之本校專任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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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創新創業活動為主。 

1. 申請使用對象： 

(1) 本校輔導之創業團隊。 

(2) 本校創業競賽獲獎團隊。 

(3) 辦理創新創業相關活動之
本校專任教師或單位。 

2. 申請使用以一週內為限。 

3. 申請程序：於活動辦理日期前
至少 2 週以上提出申請單，經
管理單位核准後使用，異動或
取消活動時，應於原申請活動
日前 3 天進行變更申請。 

 

 

 四、進駐與離駐： 

(一) 進駐：經審查通過單位應於接獲
本校通知後一個月內完成簽約
及進駐作業。逾期未進駐且未事
先獲准延期者，視同放棄進駐資
格，由候補單位依序遞補。 

(二) 離駐：進駐單位應於進駐期間結
束時撤離使用空間，並向場地管
理人員辦理離駐手續。逾期未撤
離者，沒收保證金並依實際遷離
日數計費。 

 

本條刪除，並
於第五條新
增「使用與歸
還」 

四、費用： 

租賃辦公空間之收費標準按當時本
校招標(若為創新創業計畫逕提校內
申請程序)所訂之價格，每月規定期
限內依約繳費；並應按時繳納設施設
備使用費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至本校
校務基金專戶。 

五、費用： 

(一) 本場地之水、電及各項設施以使
用者付費為原則，各空間之收費
標準詳見附表。 

(二) 進駐單位應按時繳納設施設備
使用費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至本
校校務基金專戶。 

文字調整 

五、使用與歸還 

(一) 使用 

1. 辦公空間 

(1) 產學合作廠商依規定完成簽
約作業後，於合約期間內進
行使用，並須依照合約內容
之使用規範。 

(2) 創業競賽獲獎團隊，須於競
賽決選日後三個月內向管理
單位提出申請，由管理單位
視當時空間使用狀況提供，
經核准後團隊須與本校簽訂
合約，未事先獲准延期者，視
同放棄資格，由候補團隊依
序遞補。 

(3) 獲政府機關獎補助之創新創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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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計畫之本校專任教師，依
規定完成簽約作業後，於合
約期間內進行使用，並須依
照合約內容之使用規範。 

2. 創新創業空間：應依本校產學
合 作 暨 育 成 中 心 所 訂 之
「No.90 創夢空間使用須知」
辦理。 

(二)歸還及復原 

1. 辦公空間：應於合約期間結束
前撤離使用空間，並將空間復
原、歸還提供之設備及鑰匙。
逾期未遷離者，依約沒收保證
金並依實際遷離日數計費。 

2. 創新創業空間：應依本校產學
合 作 暨 育 成 中 心 所 訂 之
「No.90 創夢空間使用須知」
辦理。 

六、 使用者相關規範 
(一) 使用者應自行維持使用空間之

環境整潔與財物保管之安全。 

(二) 如有違反申請使用目的、公共安
全及社會善良風俗者，本校有權
利終止使用者之使用權利。 

(三) 欲進行裝修營繕者，請先行向場
地管理單位進行申請，取得許可
後始動工。 

(四) 除本校之院、系(所)、學位學程
提出之合作計畫外，其餘使用者
均不得使用本校名義對外主張
任何權利。 

(五) 續約時須依照申請程序並經本
校審核通過後，方可續約。 

六、進駐單位相關規範 
(一) 進駐單位應自行維持使用空間

之環境整潔與財物保管之安全。 

(二) 如有違反申請使用目的、公共安
全及社會善良風俗者，本校有權
利終止進駐單位之使用權利。 

(三) 欲進行裝修營繕者，請先行向場
地管理單位進行申請，取得許可
後始動工。 

(四) 除本校之院、系所提出之合作計
畫外，其餘進駐單位均不得使用
本校名義對外主張任何權利。 

(五) 續約須經本校考核通過後，方可
續約。 

文字調整，並
於第四項新
增「學位學
程」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經校長
核定後施行。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經
校長核定後施行。 

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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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NO.90 創業基地場地管理及使用要點 

 

103.1 月第 10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 月第 159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產學合作之發展，提升場地之使

用效益及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經營場地 NO.90 創業基地（地

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90 號，以下簡稱本場地）以提供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或教職員生執行產學合作、創新創業育成相關計畫及活動使用為原

則。 

三、場地申請方式 

(一)辦公空間 

1. 申請使用對象： 

（1）與本校簽訂產學合作計畫之廠商（計畫執行期間至少需一年以上，且

申請時須仍在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期間）。 

（2）本校當年度創業競賽獲獎團隊。 

（3）獲政府機關獎補助之創新創業計畫之本校專任教師。(計畫執行期間

至少需一年以上，且申請時須仍在執行計畫期間）。 

2. 申請使用以一年期為限。 

3. 申請程序： 

（1）本校計畫主持人或合作單位提出申請單並檢附產學合作相關證明，

廠商並依本校招租方式投標、審核資格、簽約及繳費。 

（2）創業團隊申請進駐須提出申請單，並依本校「校園創業競賽實施辦法」

辦理。 

（3）獲政府機關獎補助之創新創業計畫之本校專任教師提出申請單並檢

附計畫相關證明，依本校招租方式審核資格、簽約及繳費。 

(二)創新創業空間：本場地使用以推動創新創業活動為主。 

1. 申請使用對象： 

（1）本校輔導之創業團隊。 

（2）本校創業競賽獲獎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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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創新創業相關活動之本校專任教師或單位。 

2. 申請使用以一週內為限。 

3. 申請程序：於活動辦理日期前至少 2 週以上提出申請單，經管理單位核

准後使用，異動或取消活動時，應於原申請活動日前 3 天進行變更申請。 

四、費用 

 租賃辦公空間之收費標準按當時本校招標所訂之價格(創新創業計畫比照

該金額)，每月規定期限內依約繳費；並應按時繳納設施設備使用費及水、

電等相關費用至本校校務基金專戶。 

五、使用與歸還 

(一) 使用 

1. 辦公空間 

（1）產學合作廠商依規定完成簽約作業後，於合約期間內進行使用，並須

依照合約內容之使用規範。 

（2）創業競賽獲獎團隊，須於競賽決選日後三個月內向管理單位提出申

請，由管理單位視當時空間使用狀況提供，經核准後團隊須與本校簽

訂合約，未事先獲准延期者，視同放棄資格，由候補團隊依序遞補。 

（3）獲政府機關獎補助之創新創業計畫之本校專任教師，依規定完成簽

約作業後，於合約期間內進行使用，並須依照合約內容之使用規範。 

2. 創新創業空間：應依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所訂之「No.90 創夢空間使

用須知」辦理。 

(二) 歸還及復原 

1. 辦公空間：應於合約期間結束前撤離使用空間，並將空間復原、歸還提

供之設備及鑰匙。逾期未遷離者，依約沒收保證金並依實際遷離日數計

費。 

2. 創新創業空間：應依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所訂之「No.90 創夢空間使

用須知」辦理。 

六、使用者相關規範 

(一) 使用者應自行維持使用空間之環境整潔與財物保管之安全。 

(二) 如有違反申請使用目的、公共安全及社會善良風俗者，本校有權利終止使

用者之使用權利。 

(三) 欲進行裝修營繕者，請先行向場地管理單位進行申請，取得許可後始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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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除本校之院、系（所）、學位學程提出之合作計畫外，其餘使用者均不得

使用本校名義對外主張任何權利。 

(五) 續約時須依照申請程序並經本校審核通過後，方可續約。 

七、本場地專責經營管理單位為本校研究發展處。 

八、本場地管理規則如有未盡事宜，依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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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公空間申請單 

【產學合作計畫之教師、單位使用】 

申請編號 

（管理單位填寫） 

 

產學合作計畫 

校內主持人/單位 

姓名／單位名稱： 

連絡電話： 

連絡 Email： 

廠商名稱 
 

廠商代表人員 

姓名：  

連絡電話（公）：               

連絡電話（私）： 

連絡 Email： 

產學合作計畫名稱 *檢附資料：□簽呈影本 1 份（由計畫主持人/單位提供） 

產學合作執行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申請時仍在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期間，並由本校計畫主持人或合作單位協助提出相

關證明，合作廠商依本校招租方式投標、審核資格、簽約及繳費。 

 如簽訂租賃合約後，合作廠商未依約繳交保證金、租金（含水電費）等費用或有其他

違約之情事發生，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單位須盡協調及連絡之責任，協助本校處

理廠商違約乙事。 

 已詳細閱讀以上注意事項，並須確實遵守規定。 

產學合作廠商：                     （簽章）  

計畫主持人/單位：           （簽章） 

以下由管理單位填寫 

管理單位審核 

（管理單位填寫） 

□申請通過   □申請未通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員：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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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公空間申請單 

【創業團隊使用】 

申請編號 

（管理單位填寫） 

 

申請團隊名稱 

 

獲獎年度及名次 

 

團隊代表人員 

姓名：                   （簽章） 

連絡電話（公）： 

連絡電話（私）： 

連絡 Email： 

申請進駐期間 

（一年為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以下由管理單位填寫 

管理單位審核 

（管理單位填寫） 

□申請通過，培育室為：      □申請未通過：____________     

□申請通過（候補序號：    ） 

承辦人員：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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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公空間申請單 

【獲政府機關獎補助之創新創業計畫之教師使用】 

申請編號 

（管理單位填寫） 

 

計畫主持人/單位 

姓名： 

單位名稱： 

連絡電話： 

連絡 Email： 

連絡人 

姓名：  

連絡電話（公）：               

連絡電話（私）： 

連絡 Email： 

創新創業計畫名稱 

 

 

*檢附資料：□計畫核定資料影本 1 份 

計畫執行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申請時仍在執行計畫合約期間，並由計畫主持人及合作廠商提出相關證明，依本校

招租方式審核資格、簽約及繳費。 

 如簽訂租賃合約後，未依約繳交保證金、租金（含水電費）等費用或有其他違約之

情事發生，依照合約內容進行相關的處理辦法。 

 已詳細閱讀以上注意事項，並須確實遵守規定。 

 計畫主持人/單位：           （簽章） 

以下由管理單位填寫 

管理單位審核 

（管理單位填寫） 

□申請通過   □申請未通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員：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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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創新創業空間申請單 

申請編號 

（管理單位填寫） 

 

活動名稱與內容 

 

使用空間 

□ 開放空間 

□ 討論室 

申請人 

姓名：                   （簽章） 

連絡電話（公）： 

連絡電話（私）： 

連絡 Email： 

單位主管簽章 

單位： 

主管簽章： 

使用時間 

（一週為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備註說明  

以下由管理單位填寫 

管理單位審核 

（管理單位填寫） 

□申請通過 □申請未通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員：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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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NO.90 創夢空間使用須知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形塑校園創業氛圍，培育未來產業人才，

鼓勵本校師生發揮創業構想，特規範本校 N0.90 創夢空間使用須知。 

二、「NO.90 創夢空間」為本校和平西路一段 90 號建物三樓空間。空間與使用須知

之管理單位為本校研發處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負責本須

知修訂及空間維護管理。 

三、本場地主要使用用途說明如下： 

1. 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辦理創新創業以及育成輔導相關業務。 

2. 創新創業團隊申請使用。 

3. 舉辦創新創業講座、工作坊等相關活動。 

四、開放使用時段： 

1. 週一至週五（非國定假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2.非上述時段內使用，須向本中心提出專案申請。 

五、本場地使用以本中心推動之創業育成輔導及創業活動為主，惟若與本中心推動

相關業務或活動有衝突時，以本中心規劃之活動為優先。 

六、本場地為開放之公共空間，使用規則如下： 

1. 個人物品、財物應自行保管，本中心不負保管之責。 

2. 不得進行與申請目的及內容無關之活動， 

3. 不得在場地大聲喧嘩或妨礙他人。 

4. 不得攜帶危險物品、違禁品、有侵權疑慮之物品及依法律管制物品之虞者。 

5. 若需佈置場地，須於申請時註明，並獲得管理單位同意後始得為之。 

6. 申請使用時須註明使用之空間及該空間使用之器材，且應對於場地之環境

及設備妥慎維護使用。使用結束後應隨即撤除所有非屬本空間之物品，並負

責清潔及恢復場地原狀。 

7. 空間及設備如因活動或佈置導致意外事故或損毀，申請者或單位須負損害

賠償責任。 

七、若有上述違規行為 3 次以上，將停止一學年使用之權利。 

八、因應相關無可抗力之因素，本中心可保有調整使用日期、使用設備設施及其他

事項更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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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場地管理及使用要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第 10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產學合作之發展，提升場地之使用效益

及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經營場地（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

段 90 號 3、4 樓，以下簡稱本場地）以提供本校院、系、所設置自籌營運中心或教

職員生執行產學合作、創業育成相關計畫使用為原則。 

三、場地申請方式： 

(一) 申請：由進駐單位提出下列資料後，由本校研發處就營運計畫書之內容予以審查。 

1. 進駐申請書乙份。 

2. 計畫書二份並提供電子檔乙份（含經費來源說明或證明文件）。 

3. 支付相關進駐費用能力之證明文件。 

（二）審查：審查內容包含下列項目： 

1. 欲研發之技術與產品之創新性與發展潛力。 

2. 進駐團隊之健全性與發展潛力。 

3. 申請進駐目標之明確性。 

4. 具備足以支付相關進駐費用能力之證明文件。 

5. 進駐單位之進駐人數、空間面積、電力使用與工安衛生等軟硬體需求均符

合本場地之承載量。 

四、進駐與離駐： 

（一）進駐：經審查通過單位應於接獲本校通知後一個月內完成簽約及進駐作業。逾

期未進駐且未事先獲准延期者，視同放棄進駐資格，由候補單位依序遞補。 

（二）離駐：進駐單位應於進駐期間結束時撤離使用空間，並向場地管理人員辦理離

駐手續。逾期未撤離者，沒收保證金並依實際遷離日數計費。 

五、費用： 

（一）本場地之水、電及各項設施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各空間之收費標準詳見附表。 

（二）進駐單位應按時繳納設施設備使用費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至本校校務基金專戶。 

六、進駐單位相關規範 

（一）進駐單位應自行維持使用空間之環境整潔與財物保管之安全。 

（二）如有違反申請使用目的、公共安全及社會善良風俗者，本校有權利終止進駐單

位之使用權利。 

（三）欲進行裝修營繕者，請先行向場地管理單位進行申請，取得許可後始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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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本校之院、系所提出之合作計畫外，其餘進駐單位均不得使用本校名義對外

主張任何權利。 

（五）續約須經本校考核通過後，方可續約。 

七、本場地專責經營管理單位為本校研究發展處。 

八、本場地管理規則如有未盡事宜，依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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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三樓創新創業空間照片 

  

R302 R305 

  

R301 R306 

 

R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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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 次行政會議提案 

案由 
修正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一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查教育部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以臺教高(五)字第 1070196432 號函

（如附件 1）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下

簡稱教育部指導原則；如附件 2），其修正重點主要為因應 108 年 2

月 1 日起推動大專校院聘用「教學助理」全面納保，爰修正前開原

則部分規定，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嗣後學校聘用學生擔任教

學助理所涉勞動權益事項，請各校確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

請配合修正相關規範，以期周妥。 

二、 復查本校前於 104 年 8 月 26 日第 120 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嗣後

於 106 年 7 月 26 日修正實施迄今。 

三、 茲配合上開教育部指導原則修正，擬具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

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及修正後條文（如

附件 4），並檢附原規定條文（如附件 5）供參。 

四、 本案業提本校 108 年 1 月 7 日 107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主管協調會

議、同年月 14 日 1 月份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辦法 通過後經校長核定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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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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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通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二、本要點所稱學生兼任助理，係

指本校在學學生研究獎助生、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以下簡稱

獎助生）、研究計畫臨時工、工

讀生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

兼任助理工作者。 

二、本要點所稱學生兼任助理，係

指本校在學學生研究獎助生、

教學獎助生、附服務負擔助學

生（以下簡稱獎助生）、研究計

畫臨時工、工讀生及其他不限

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 

查教育部107年11

月20日臺教高(五)

字第1070196432號

函修正「專科以上

學校獎助生權益保

障指導原則」(以下

簡稱教育部指導原

則)，因應108年2月

1日起推動大專校

院聘用「教學助理」

全面納保。爰配合

上開指導原則第1、

3點修正規定，刪除

「教學獎助生」等

文字。 

三、本要點所保障之學生兼任助

理，分為「獎助生」與「勞僱

型」兼任助理兩類如下： 

(一) 「獎助生」：係指本校學生

依處理原則第四點，參與

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

之研究活動，或領取學校

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

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者，

與本校或教師均無僱傭關

係，其活動亦無勞務與報

酬之對價關係。 

(二) 「勞僱型」兼任助理：係指

本校學生依處理原則第六

點，與本校存有提供勞務

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

具從屬關係，屬僱傭關係

者；其認定原則，依勞動部

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兼

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

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

三、本要點所保障之學生兼任助

理，分為「獎助生」與「勞僱

型」兼任助理兩類如下： 

(一) 「獎助生」：係指本校學生

依處理原則第四點，參與以

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

教學研究活動，或領取學校

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

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者，與

本校或教師均無僱傭關係，

其活動亦無勞務與報酬之

對價關係。 

(二) 「勞僱型」兼任助理：係指

本校學生依處理原則第六

點，與本校存有提供勞務獲

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

屬關係，屬僱傭關係者；其

認定原則，依勞動部訂頒之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

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以下簡稱指導原則)辦理。

配合教育部指導原

則第1、3點修正規

定，刪除「教學」等

文字。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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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辦理。如屬承攬或其他

非屬僱傭關係者，則另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各單位、計畫主持人、教

師)進用學生兼任助理時，宜

以書面或電子文件確認雙方

關係(「獎助生」或「勞僱型」)，

並充分告知相關權利義務。 

如屬承攬或其他非屬僱傭

關係者，則另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本校(各單位、計畫主持人、教

師)進用學生兼任助理時，宜

以書面或電子文件確認雙方

關係(「獎助生」或「勞僱型」)，

並充分告知相關權利義務。 

五、「獎助生」所從事之學習活

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該學習活動之主要目的，應

與前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

關性，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

之指導下，經學生與指導教

師同意為之。 

(二) 應有明確對應之研究課程、

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

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

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

則、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

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三) 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

業知識之行為。 

(四) 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

間，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

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 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之權

益，本校應予規範保障。學

生如參與具危險性學習活

動時，教師應落實安全保

障。 

(六) 針對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

學習或服務等活動期間，除

原有學生團體保險外，應參

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

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

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並

由學校編列或教育部支應

所需經費。 

 

五、 「獎助生」所從事之學習活

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該學習活動之主要目的，應

與前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

關性，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

之指導下，經學生與指導教

師同意為之。 

(二) 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

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

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

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

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

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

以明定且公告之。 

(三) 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

業知識之行為。 

(四) 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

間，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

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 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之權

益，本校應予規範保障。學

生如參與具危險性學習活

動時，教師應落實安全保

障。 

(六) 針對各類獎助生從事相關

研究、教學或服務等活動期

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

外，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

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

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障

範圍，並由學校編列或教育

部支應所需經費。 

配合教育部指導原

則第 8 點修正規

定，就本點第 2、6

款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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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

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

屬，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依

下列原則為之。 
 

1.著作權歸屬： 

(1) 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

如指導之教師僅為觀念指

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

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

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

規定，學生為該報告或論文

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

時，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

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2) 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

如指導之教師不僅為觀念

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

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

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

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

學生及指導之教師為報告

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

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

（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

人格權）之行使，應經學生

及指導之教師共同同意後，

始得為之。 

2.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

第二項，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

契約另有約定外，學生自身為

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

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

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

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

利。但他人(如指導教師)如對

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

獻，該他人亦得列為共同發明

人。 

(七) 研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

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

果著作權之歸屬，除雙方另

有約定外，依下列原則為

之。 

1.著作權歸屬： 

(1) 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

如指導之教師僅為觀念指

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

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

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

規定，學生為該報告或論文

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

時，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

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2) 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

如指導之教師不僅為觀念

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

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

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

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

學生及指導之教師為報告

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

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

（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

人格權）之行使，應經學生

及指導之教師共同同意後，

始得為之。 

2.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

第二項，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

契約另有約定外，學生自身為

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

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

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

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

利。但他人(如指導教師)如對

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

貢獻，該他人亦得列為共同發

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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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修正規定) 

104年 8月 26日本校第 120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7月 26日本校第 14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1月 23日本校第 159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兼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任

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特依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以下簡稱教育部指導原則)及勞動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

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勞動部指導原則)，訂定「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學生兼任助理，係指本校在學學生研究獎助生、附服務負擔助學

生（以下簡稱獎助生）、研究計畫臨時工、工讀生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

助理工作者。 

三、本要點所保障之學生兼任助理，分為「獎助生」與「勞僱型」兼任助理兩類

如下： 

(一)「獎助生」：係指本校學生依教育部指導原則第四點，參與以學習為主要

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動，或領取學校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之附服務

負擔助學生者，與本校或教師均無僱傭關係，其活動亦無勞務與報酬之

對價關係。 

(二)「勞僱型」兼任助理：係指本校學生依教育部指導原則第十四點，與本

校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屬僱傭關係者；

其認定原則，依勞動部指導原則辦理。如屬承攬或其他非屬僱傭關係者，

則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各單位、計畫主持人、教師)進用學生兼任助理時，宜以書面或電子文

件確認雙方關係(「獎助生」或「勞僱型」)，並充分告知相關權利義務。 

四、「獎助生」所為課程學習或附服務負擔之範疇如下： 

(一)課程學習： 

1.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前目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授權

自主規範，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3.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

生、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4.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二)附服務負擔：指大專校院為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提撥經費獎助或補

助學生，並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無對價關係之服務活動。 

前項獎助生，不包括受學校僱用之學生，及受學校指揮監督，並以獲取報酬

為目的從事協助研究、教學或行政等工作，而應歸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

兼任助理。 

五、「獎助生」所從事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之主要目的，應與前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並於授課或

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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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有明確對應之研究課程、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

活動實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

明定且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

補助。 

(五)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之權益，本校應予規範保障。學生如參與具危險性

學習活動時，教師應落實安全保障。 

(六)針對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學習或服務等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

外，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

其保障範圍，並由學校編列或教育部支應所需經費。 

(七)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除雙方另有約定

外，依下列原則為之。 

1.著作權歸屬： 

(1)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如指導之教師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

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

定，學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享有著作權（包

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2)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如指導之教師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

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

利用者，為共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師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

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

行使，應經學生及指導之教師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2.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項，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約定外，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

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

但他人(如指導教師)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

得列為共同發明人。 

六、「獎助生」對於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活動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該措施或處置作成或發布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學生提出申訴前，應由所屬

系所(院)、計畫執行單位或其他學習主管單位先行協調處理，並提出書面說

明。 

前項學生申訴悉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申訴辦法」規定辦理。 

七、「勞僱型」兼任助理應於起聘日前完成校內聘僱及勞保加保程序始得進用，

不得追溯聘期，並至遲於到職日完成簽訂勞動契約事宜。 

八、「勞僱型」兼任助理契約內容應包含聘期、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

工作酬勞、權利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事項。 

九、「勞僱型」兼任助理工作酬勞由勞資雙方依相關規定辦理，惟不得低於中央

主管機關所核定之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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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勞僱型」兼任助理工作酬勞之給付，依勞資雙方約定時間核發，次月核發

上個月薪資。 但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等特殊原因者，從其約定。惟不得

預扣工作酬勞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十一、「勞僱型」兼任助理因業務需要，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指

定加班者，應事先申請，並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同意後，

始得加班。未依規定完成核定程序者，不得視為加班。前項加班得選擇補

休或支領加班費。 

十二、「勞僱型」兼任助理之給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勞工請假

規則、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人員如須請假或調移

工作時間者，應事先辦妥請假或調班手續。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先口

頭報告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經其同意， 或委請同事代辦或

補辦請假手續。 

十三、「勞僱型」兼任助理請假及差勤，由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依

本校及勞基法規定辦理，出勤紀錄應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 

十四、「勞僱型」兼任助理協助或參與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

成果，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學生為著作人，本校享有著作

財產權。 

(二)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本

校。 

十五、「勞僱型」兼任助理到職時，本校(計畫主持人、教師、各單位)應依「勞

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

規定，主動申辦加保(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其契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時，

亦應主動申辦退保(轉出)及停繳勞工退休金。 

前項人員應自行負擔之保費及自提之勞工退休金，除有特殊情形外，原則

由本校按月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其所衍生之費用或違反規定而受罰，應依序由當事

人、計畫主持人(結餘款)、教師(結餘款)或單位(單位經費)支付。 

十六、「勞僱型」兼任助理如擬於契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應於三十日前提出申請，

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核准後，應於離職生效日前辦妥離職

手續，並得申請核發離職證明書。未依規定提出辭呈逕行離職，致本校受

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償。 

十七、「勞僱型」兼任助理或本校之一方，於聘僱期間，如有勞基法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第十四條及本校相關規定所訂終止契約情事者，依勞基法相關

規定辦理。 

十八、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與「勞僱型」兼任助理於聘僱期間應遵

守下列事項： 

(一)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

得在其主管單位中任職。 

(二)兼任助理應依工作時間出勤，並親自簽到退，違者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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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四)兼任助理應接受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之指揮監督。 

(五)兼任助理於工作時間內，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六)本校因業務需要，在不違反勞動法令之規定下，得為工作之調整。 

(七)兼任助理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

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八)僱用兼任助理，應遵守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不得有就

業歧視。 

十九、本校與「勞僱型」兼任助理間之權利義務除依勞動部指導原則及本要點外，

應依勞基法及其相關勞動法令辦理。 

二十、為增進校內和諧及落實學生權益保障，本校另設置「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

勞動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以下簡稱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處理學生兼任

助理「獎助生」或「勞僱型」認定之爭議。 

對於前項申訴處理結果，雙方如有不服，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向主管機關

申請調解、仲裁或裁決。 

二十一、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之委員，由副校長、主任秘書、校內法律專長教師、

爭議所涉及之業務相關單位、學生所屬學院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

校內相關單位列席說明，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必要時，得視案情需

要，由召集人增聘委員，或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本校各計畫主持人、教

師、其他單位主管或學生兼任助理對於雙方關係之認定有爭議時，得於

爭議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十日內向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十二、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應於收到身分認定爭議之申訴案件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召開會議，除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之情形外，應於收到申訴案件之

次日起二個月內作成評議結果報告，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當事人。

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二十三、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方得評議。但評議結果應經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本校應於作成前項評議結果後十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及計畫主

持人 (教師、單位)。 

二十四、「勞僱型」兼任助理對於勞動權益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向本校各學生之權責單位提出申訴。 

對於前項申訴處理結果如有不服，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向主管機關申請

調解、仲裁或裁決。 

二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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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原規定) 

104年 8月 26日本校第 120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7月 26日本校第 14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兼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任

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特依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以下簡稱教育部指導原則)及勞動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

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勞動部指導原則)，訂定「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學生兼任助理，係指本校在學學生研究獎助生、教學獎助生、附

服務負擔助學生（以下簡稱獎助生）、研究計畫臨時工、工讀生及其他不限名

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 

三、本要點所保障之學生兼任助理，分為「獎助生」與「勞僱型」兼任助理兩類

如下： 

(一)「獎助生」：係指本校學生依教育部指導原則第四點，參與以學習為主要

目的及範疇之教學研究活動，或領取學校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之附

服務負擔助學生者，與本校或教師均無僱傭關係，其活動亦無勞務與報

酬之對價關係。 

(二)「勞僱型」兼任助理：係指本校學生依教育部指導原則第十四點，與本

校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屬僱傭關係者；

其認定原則，依勞動部指導原則辦理。如屬承攬或其他非屬僱傭關係者，

則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各單位、計畫主持人、教師)進用學生兼任助理時，宜以書面或電子文

件確認雙方關係(「獎助生」或「勞僱型」)，並充分告知相關權利義務。 

四、「獎助生」所為課程學習或附服務負擔之範疇如下： 

(一)課程學習： 

1.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前目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授權

自主規範，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3.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

生、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4.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二)附服務負擔：指大專校院為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提撥經費獎助或補

助學生，並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無對價關係之服務活動。 

前項獎助生，不包括受學校僱用之學生，及受學校指揮監督，並以獲取報酬

為目的從事協助研究、教學或行政等工作，而應歸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

兼任助理。 

五、「獎助生」所從事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之主要目的，應與前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並於授課或

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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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

活動實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

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

補助。 

(五)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之權益，本校應予規範保障。學生如參與具危險性

學習活動時，教師應落實安全保障。 

(六)針對各類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教學或服務等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

體保險外，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

式增加其保障範圍，並由學校編列或教育部支應所需經費。 

(七)研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除

雙方另有約定外，依下列原則為之。 

1.著作權歸屬： 

(1)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如指導之教師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

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

定，學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享有著作權（包

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2)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如指導之教師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

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

利用者，為共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師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

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

行使，應經學生及指導之教師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2.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項，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約定外，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

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

但他人(如指導教師)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

得列為共同發明人。 

六、「獎助生」對於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活動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該措施或處置作成或發布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學生提出申訴前，應由所屬

系所(院)、計畫執行單位或其他學習主管單位先行協調處理，並提出書面說

明。 

前項學生申訴悉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申訴辦法」規定辦理。 

七、「勞僱型」兼任助理應於起聘日前完成校內聘僱及勞保加保程序始得進用，

不得追溯聘期，並至遲於到職日完成簽訂勞動契約事宜。 

八、「勞僱型」兼任助理契約內容應包含聘期、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

工作酬勞、權利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事項。 

九、「勞僱型」兼任助理工作酬勞由勞資雙方依相關規定辦理，惟不得低於中央

主管機關所核定之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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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勞僱型」兼任助理工作酬勞之給付，依勞資雙方約定時間核發，次月核發

上個月薪資。 但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等特殊原因者，從其約定。惟不得

預扣工作酬勞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十一、「勞僱型」兼任助理因業務需要，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指

定加班者，應事先申請，並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同意後，

始得加班。未依規定完成核定程序者，不得視為加班。前項加班得選擇補

休或支領加班費。 

十二、「勞僱型」兼任助理之給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勞工請假

規則、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人員如須請假或調移

工作時間者，應事先辦妥請假或調班手續。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先口

頭報告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經其同意， 或委請同事代辦或

補辦請假手續。 

十三、「勞僱型」兼任助理請假及差勤，由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依

本校及勞基法規定辦理，出勤紀錄應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 

十四、「勞僱型」兼任助理協助或參與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

成果，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學生為著作人，本校享有著作

財產權。 

(二)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本

校。 

十五、「勞僱型」兼任助理到職時，本校(計畫主持人、教師、各單位)應依「勞

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

規定，主動申辦加保(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其契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時，

亦應主動申辦退保(轉出)及停繳勞工退休金。 

前項人員應自行負擔之保費及自提之勞工退休金，除有特殊情形外，原則

由本校按月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其所衍生之費用或違反規定而受罰，應依序由當事

人、計畫主持人(結餘款)、教師(結餘款)或單位(單位經費)支付。 

十六、「勞僱型」兼任助理如擬於契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應於三十日前提出申請，

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核准後，應於離職生效日前辦妥離職

手續，並得申請核發離職證明書。未依規定提出辭呈逕行離職，致本校受

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償。 

十七、「勞僱型」兼任助理或本校之一方，於聘僱期間，如有勞基法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第十四條及本校相關規定所訂終止契約情事者，依勞基法相關

規定辦理。 

十八、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與「勞僱型」兼任助理於聘僱期間應遵

守下列事項： 

(一)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

在其主管單位中任職。 

(二)兼任助理應依工作時間出勤，並親自簽到退，違者議處。 

-171-



(三)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四)兼任助理應接受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之指揮監督。 

(五)兼任助理於工作時間內，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六)本校因業務需要，在不違反勞動法令之規定下，得為工作之調整。 

(七)兼任助理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

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八)僱用兼任助理，應遵守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不得有就業

歧視。 

十九、本校與「勞僱型」兼任助理間之權利義務除依勞動部指導原則及本要點外，

應依勞基法及其相關勞動法令辦理。 

二十、為增進校內和諧及落實學生權益保障，本校另設置「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

勞動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以下簡稱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處理學生兼任

助理「獎助生」或「勞僱型」認定之爭議。 

對於前項申訴處理結果，雙方如有不服，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向主管機關

申請調解、仲裁或裁決。 

二十一、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之委員，由副校長、主任秘書、校內法律專長教師、

爭議所涉及之業務相關單位、學生所屬學院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

校內相關單位列席說明，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必要時，得視案情需

要，由召集人增聘委員，或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本校各計畫主持人、教

師、其他單位主管或學生兼任助理對於雙方關係之認定有爭議時，得於

爭議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十日內向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十二、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應於收到身分認定爭議之申訴案件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召開會議，除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之情形外，應於收到申訴案件之

次日起二個月內作成評議結果報告，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當事人。

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二十三、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方得評議。但評議結果應經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本校應於作成前項評議結果後十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及計畫主

持人 (教師、單位)。 

二十四、「勞僱型」兼任助理對於勞動權益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向本校各學生之權責單位提出申訴。 

對於前項申訴處理結果如有不服，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向主管機關申請

調解、仲裁或裁決。 

二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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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 次行政會議提案 

案由 
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 9 點規定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提 108 年 1 月 7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主管協調會

議討論決議：「1、優先考量採計曾於本校任職之年資，再另考慮曾

任他校或其他公務機關年資。2、年資採計提敘應訂上限。3、請蒐

集各校做法予以評估。」。案經修正提本校同年月 14 日 1 月份主管

會報討論通過。 

二、茲為廣納校外或曾於本校服務之優秀人才，提高渠等到本校任職之

誘因，就其職前曾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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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否採認一事，經再參酌國立臺灣大學等

學校規定，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

九點，增列下列採認原則規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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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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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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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檢附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 1）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2），並檢附原規定條文（含報酬標

準表，如附件 3）及國立臺灣大學等學校約用人員職前年資採計規

定概要表相關規定（如附件 4）供參。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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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通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參、酬金、升遷及福利 

九、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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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校務基金約用工作人員報酬標

準表」及該表備註欄之規定辦

理。新進約用工作人員，所訂應

按其所任職位(稱)最低薪級起

薪。約用工作人員之酬金，以月

計之。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

在職日數覈實計發；其每日計發

金額，以當月全月酬金除以該月

全月之日數計算。 

前項報酬標準表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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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酬金、升遷及福利 

九、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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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校務基金約用工作人員報酬標

準表」及該表備註欄之規定辦

理。新進約用工作人員，所訂應

按其所任職位(稱)最低薪級起

薪。約用工作人員之酬金，以月

計之。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

在職日數覈實計發；其每日計發

金額，以當月全月酬金除以該月

全月之日數計算。 

前項報酬標準表如附表。 

為廣納校外或

曾於本校服務

之優秀人才，

提高渠等到本

校 任 職 之 誘

因，就其職前

曾具有與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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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否 採

認，特增訂第3

項、第4項及第

5項規定。 

 

附件 1 

-174-



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後條文)  
 

90年 5月 9 日第 111次行政會議通過  
92年 4月 2日第 13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1月 2 日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2月 27日第 1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月 9日第 3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 日第 5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3月 27日第 9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2月 25日第 10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5月 28日第 10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2月 30日第 12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3月 30日第 127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4 月 2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8 年 1 月 23 日第 159 次行政會議通過 

壹、總則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展校務需要，並彈性運用行政人力，

依大學法第十四條、「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及「國立大學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單位因人員出缺、辦理專案計畫或業務擴增需要，擬申請新增約用工作人

員，應先就單位現有人力進行分析，並於擬進用前擬具申請書，經職員員額

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辦理甄選及進用。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

限。     

三、進用約用工作人員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支付，其總額佔該年

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之比例，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與相關規定辦理。 

貳、進用與終止契約 

四、各單位進用約用工作人員，應經簽准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外公開甄選約

用工作人員作業要點」規定程序辦理公開甄選；又因業務需要進用職位(稱)

行政專員職級以上人員時，須專案簽奉核准後始得進用。 

    約用工作人員之甄選進用過程應採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各級單位主

管對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不得在其主管單位中進用。但在該主

管接任以前進用者，再予續約時仍應受前述迴避任用之限制；進用後，有應迴

避情事而未迴避者，應終止契約。 

各單位因人員請假或臨時出缺需短期僱用 6個月內之職務代理人員時，得專案

簽准免經公開甄選。 

約用工作人員經簽准留職停薪者，所遺工作由現職人員代理為原則，如有必要

得申請職務代理人。 

五、各單位進用約用工作人員，應符合擬任職位(稱)資格條件，並注意其品德操

守。 

新進約用工作人員不得為在學學生。但利用夜間、週六、週日上課，或碩、博

士班學生已修畢課程，且能以全部時間投入工作，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六、本校新進約用工作人員，應先予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通過者， 依規定

僱至一年期滿；試用考核不通過者，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及勞工退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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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停止僱用，酬金發至停止試用日為止。 

七、約用工作人員之進用，應訂定契約，契約期限，以一年為原則，經考核合格者

得予續約。惟新進第1年經期滿考核通過者，始得正式僱用，並續約至年終。 

本校如因系所減班、組織整併、經費刪減、業務緊縮或其他重大事由，須裁

併多餘人力時，得提前終止契約。而裁併人力前，若校內單位有新的人力需

求時，須先對校內公告缺額，現職人員得申請調任，並優先考量表現優異人

員。 

第一項契約書另訂之。 

八、約用工作人員於在職期間，有終止契約情事者，依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

（以下簡稱工作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工作規則另訂之。 

參、酬金、升遷及福利 

九、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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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約用工作人員報酬

標準表」及該表備註欄之規定辦理。新進約用工作人員，所訂應按其所任職位

(稱)最低薪級起薪。約用工作人員之酬金，以月計之。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

際在職日數覈實計發；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酬金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

計算。 

前項報酬標準表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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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約用工作人員校內升遷辦理方式： 

(一)職務出缺：約用工作人員職務出缺時得由用人單位簽准辦理校內人員遷

調；辦理校內遷調時，除職位列等相同且職務相當，經校長同意核准調任

之人員外，依規定程序公告校內符合資格人員申請，並逐級擇優辦理升

遷；用人單位依升遷小組甄選結果簽陳校長核定。 

(二)原職調升：用人單位因調整業務或職務繁重需要，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表現

特殊優異並有重大具體事蹟，近三年內曾考核優等者，簽請升遷小組審議

通過原職調升職級。升遷名額由升遷小組視本校財務狀況決議之或依相關

會議決議辦理。 

    前項升遷小組由5至7名行政及學術主管組成，除副校長擔任會議主席，人

事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簽請校長指定委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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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約用工作人員須符合校內任同職級(職位)滿 3年以上，品行優良並表現優異

具擬升任職級資格條件者始得申請升遷，惟具有下列事項者，不得參加升級： 

（一）最近一年曾受申誡處分(含以上)者。 

（二）最近五年內曾考核考列丙等或最近二年內曾考核考列乙等者。       

      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表現特殊優異，並有重大具體事蹟，校內任同職級(職位)

連續 3年內年終考核曾獲 2年考列優等，經升遷小組專案審議通過者，得不

受前項擬升任職級之學歷條件限制。 

十二、申請升遷職級(職位)者須提出工作人員升遷申請表（如附表），經甄審程序陳

校長核定後始予通過，通過升級工作人員於核定之日起調整職級。 

十三、升任較高一職級(職位)者，改以新職位之最低薪級起薪，如原支薪級超過新

職位之最低薪級時，得以原薪級核算報酬，並依「本校約用工作人員考核作

業事項」規定，依當年度年終考核結果晉級晉薪。 

十四、約用工作人員在職期間死亡者，當月之酬金按全月發給。 

十五、約用工作人員於契約有效期間，得依本校相關規定享有下列福利： 

（一）服務證與校內車輛通行證之請領。 

（二）比照編制內職員給與文康活動補助。 

（三）衛生保健醫療服務。 

（四）參加校內社團活動。 

（五）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之規定

使用。 

（六）其他經人事單位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肆、差勤、考核、獎懲及進修 
十六、約用工作人員之工作時間、休息、請假及休假，由本校依勞基法及相關法規訂

於工作規則中。 

十七、有關約用工作人員之考核、獎懲及相關權益事項，由約用工作人員考核小組

評審。 

      前項約用工作人員考核小組設置要點及考核作業事項另訂之。 

十八、約用工作人員之獎勵及懲處標準，準用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規定。 

十九、約用工作人員於工作時間內不得兼職或兼課。如因相關業務需要經單位主

管同意簽陳校長核准後，得於校內兼任計畫研究工作，以一個兼職為限，

兼職酬勞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薪資總額之三分之一，兼任資格及限制並

應依各委託計畫機構之規定辦理。 

      如特殊需要，非辦公時間內之兼職或兼課，應循行政程序簽奉校長同意，

且以一個兼職為限。 

      前二項關於兼職及兼課之規定於本校有其他更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二十、約用工作人員應參加本校為加強其工作知能所開設之訓練課程。 

      約用工作人員經單位指派或自行申請單位核准參加與職務相關之訓練課程

者，依相關規定給假。 

二十一、約用工作人員經單位主管同意依行政程序簽奉校長同意得在職進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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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經費補助。如因特殊需要，須於辦公時間進修者，以每週4小時為限，

並應以特別休假或事假前往。 

      約用工作人員進修不得影響業務推動，各單位不得因其同仁進修，請求進用

其他人員代理或支援業務。       

伍、保險及離職 
二十二、約用工作人員於僱用期間，除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外，自97年

1月1日以後，得依勞基法及相關規定辦理退休、資遣及職業災害補償。約用

工作人員於本校連續服務年資均可併計辦理退休、資遣及職業災害補償，但

各項給與，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97年1月1日以前工作年資（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依各機關學校聘僱

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辦理結算。 

（二）97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工作年資，依勞基法及其施行細則、勞工退休金條

例等有關規定辦理。 

二十三、約用工作人員於契約屆滿前，如因特別事故須辭職時，應依勞基法及本校工

作規則規定之期限前提出申請，經單位主管及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於離職時

應將財物清點交接無誤，如有短少、毀損情形，應負相關法律賠償責任。中途

離職或僱用期滿時，應辦妥離職及移交手續，始發給離職證明書。 

陸、附則 
二十四、約用工作人員於在職期間之著作或工作成果，如係本校企劃下，或法定工作

期間完成者，其權益歸屬本校。因前開著作或工作成果所生智慧財產權，應依

相關規定。 

二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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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綦金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實紇要點（原規定）

90 年 5月9 日第111次行政會；義通過
92 年 4月2日第13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n月2 8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2月27 El第17次行政會蟻修正通過

97 年 1月9日第3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4月28日第5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3月27日第9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2月25日第l O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5月28日第10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2月30日第124次行政會蟻修正通過

105年3月30日第127次行政會：義通過
105 年 4月21日校務碁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壹丶總則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展校務需要，並彈性運用行政人力，

依大學法第十四條 、「 國立大專校皖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泥原則」 及 「 國立大
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泥原則」，訂定 「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 各單位因人員出缺、辦理專案計畫或業務擴增需要，擬申請新增約用工作人

員，應先就單位現有人力進行分析，並於擬進用前擬具申請書，經職員員額

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辦理甄選及進用。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三、進用約用工作人員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支付，其總額佔該年
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之比例，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與相關規定辦理。

貳丶進用與終止契約

四、各單位進用約用工作人員，應經簽准依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外公開甄選約

用工作人員作業要點」規定程序辦理公開甄選；又因業務需要進用職位（稱）

行政專員職級以上人員時，須專案簽奉核准後 始得進用。

約用工作人員之甄選進用過程應採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 。各級單位主

管對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 不得在其主管單位中進用。但在該

主管接任以前進用者，再予續約時仍應受前述迴避任用之限制；進用後 ，有

應迴避情事而未迴避者，應終止契約。

各單位因人員請假或臨時出缺需短期僱用6個月內之職務代理人員時，得專

案簽准免經公開甄選。

約用工作人員經簽准留職停薪者，所遺工作由現職人員代理為原則，如有必

要得申請職務代理人。

五、各單位進用約用工作人員，應符合擬任職位（稱）資格條件，並注意其品德操

守。

新進約用工作人員不得為在學學生。但利用夜間、週六丶週日上課，或碩 、

博士班學生已修畢課程，且能以全部時間投入工作，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六、本校新進約用工作人員，應先予試用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通過者， 依規定

僱至一年期滿；試用考核不通過者，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及勞工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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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停止僱用，酬金發至停止試用日為 止。

七 丶約用工作人員之進用，應訂定契約，契約期限，以一年為 原則，經考核合格

者得予續約。惟新進第1年經期滿 考核通過者，始得正式僱用，並續約至年終。

本校如因系所減班、維織整併、經費刪減、業務緊縮或其他重大事由，須裁

併多餘人力時，得提前終止契約。而裁併 人力前，若校內單位 有新的人力需

求時，須先對校內公告缺額，現職人員得申請調任，並優先考量表現優異人

員。

第一 項契約書另訂之。

八丶 約用工作人員於在職 期間，有終止契約情事者，依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

則 （ 以下簡稱工作規則） 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工作規則另訂之。

參丶酬金、升遷及福利

九、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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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約用工作人員報

酬標準表」及該表備註欄之規定辦理。新進 約用工作人員，所訂應按其所任

職位（稱）最低薪級起薪。約用工作人員之酬金，以月計之。服務未滿整月者，

按實際在職 日數覈實計發；其每日計發金額， 以當月全月酬金 除 以該月全月

之日數計算。

前項報酬標準表如附表。

十丶約用工作人員校內 升遷辦理方式：

（一）職務出缺：約用工作人員職務出缺時得由用人單位 簽准辦理校內人員遷

調；辦理校內遷調時，除職位列等相同且職務相噹， 經校長同意核准調任

之人員外，依規定程序公告校內符合資格人員申請 ，並逐級擇優辦理升

遷；用人單位 依升遷小維甄選結果簽陳校長核定。

（二）原職調 升：用人單位因調整業務或職務緊重需要，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表現

特殊優異並有重大具體事蹟，近三年內曾考核優等者，簽靖升遷小維審議

通過原職調 升職級。升遷名額由升遷小維視本校財務狀況決議之或依相關

會議決議辦理。

前項升遷小維由5至7名行政及學術主管維成，除副校長擔任會議主席，人

事主任為 噹然委員外， 其餘簽靖校長指定委員維成。

十一丶約用工作人員須符合 校內任同職級（職位）滿 3年以上 ，品行優良並表現優

異具擬升任職級資格條件者始得申靖升遷，惟具有下列 事項者，不得參加

升級：

（一）最近一年曾受申誡處分（含以上）者。

（二）最近五年內曾考核考列西等或最近二年內曾考核考列乙等者。

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表現特殊優異，並有重大具盤事蹟，校內任同職級（職

位）連續3年內年終考核曾獲2年考列便等，經升遷小維專案審議 通過者，

得不受前項擬升任職級之學歷條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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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丶申靖升遷職級（職位）者須提出工作人員升遷申請表 （如附表），經甄審程

序陳校長核定後始予通過，通過升級工作人員於核定之B超調整職級。

十三、升任較高 一 職級（職位）者，改以新職位之最低薪級超薪，如原支薪級超過

新職位之最低薪級時，得以原薪級核算報酬，並依 「 本校約用工作人員考

核作業事項」規定，依當年度年終考核結果晉級晉薪。

十四丶約用工作人員在職期間死亡者，當月之酬金按全月發給。

十五丶約用工作人員於契約有效期間，得依本校相關規定享有下列福利：

（ 一 ）服務證與校內車輛通行綠之請領。

（二）比照編制內職員給與文康活動補助。

（三）衛生保健醫療服務。

（四） 參加校內社困活動。

（五 ）圈書館丶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盤育場所等公共設泥，得依各單位之規

定使用。

（六） 其他經人事單位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肆丶差勤、考核丶獎懲及進修

十六丶約用工作人員之工作時間 、休息丶請假及休假，由本校依勞基法及相關法

規訂於工作規則中。

十七丶有關約用工作人員之考核丶獎懲及相關權益事項，由約用工作人員考核小

維評審。

前項約用工作人員考核小維設置要點及考核作業事項另訂之。

十八丶約用工作人員之獎勵及懲處標準，準用本校職員獎懲實苑要點規定。

十九、約用工作人員於工作時間內不得兼職或兼課。如因相關業務需要經單位主

管同意簽陳校長核准後，得於校內兼任計畫研究工作，以一 個兼職為限，

兼職酬勞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薪資總額之三分之一 ，兼任資格及限制

並應依各委託計畫機構之規定辦理。

如特殊需要，非辦公時間內之兼職或兼課，應循行政程序簽奉校長同意，
且以一 個兼職為限。

前二項關於兼職及兼課之規定於本校有其他更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二十丶約用工作人員應參加本校為加強其工作知能所開設之訓練課程。

約用工作人員經單位指派或自行申請單位核准參加與職務相關之訓練課程

者，依相關規定給假。

二十一丶約用工作人員經單位主管同意依行政程序簽奉校長同意得在職進修，但

不予經費補助。如因特殊需要，須於辦公時間進修者，以每週4小時為限，

並應以特別休假或事假前往。

約用工作人員進修不得影零業務推動，各單位不得因其同仁進修，請求進

用其他人員代理或支援業務。

伍、保險及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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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丶約用工作人員於僱用期間，除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外，自97

年1月l日以後，得依勞基法及相關規定辦理退休、資遣及職業災害補償。

約用工作人員於本校連續服務年資均可併計辦理退休丶資遣及職業災害補

償，但各項給與，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97年1月l日以前工作年資（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依各機關學校聘

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辦理結算。

（二） 97 年l月 l 日以後之工作年資，依勞基法及其泥行鈿則丶勞工退休金

條例等有關規定辦理。

二十三、約用工作人員於契約屆滿前，如因特別事故須辭職時，應依勞基法及本校

工作規則規定之期限前提出申請，經單位主管及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於離

職時應將財物清點交接無誤，如有短少丶毀損情形，應負棓關法律賠償責任。

中途離職或僱用期滿時，應辦妥離職及移交手續，始發給離職證明書。

陸丶附則

二十四丶約用工作人員於在職期間之著作或工作成果，如亻系本校企劃下，或法定工

作期間完成者，其權益歸屬本校。 因前開若作或工作成果所生智慧財產権，

應依相關規定。

二十五丶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碁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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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

行政書記
職（位）稱

資格條件
專科以上
畢業

釒級 17 級
470 58605 
460 57360 
450 56115 

440 54865 
430 53620 
422 52620 
414 51625 
407 50750 
400 49880 
393 49005 
386 48130 
378 47135 

371 46260 

364 45390 

358 44640 
353 44015 

348 43395 

343 42770 

338 42145 
333 41525 

328 40900 

323 40275 

318 39655 

313 39030 
".1011 �R405 
303 37780 

298 37160 

293 36535 
288 35910 

284 35415 

280 34915 
275 34290 十七
?.70 ��flfl!i +-:;; 

265 �3045 十千
?Rn :1?.4?.0 十四
91;A '.lHl?O + =

251 31300 士 －

?47 3_0800 十
242 :rn175 十
238 29675 -Jr. 

233 29055 J、

')')Q ')Qt;t;t; -1--

??.t ?7!l:ln ...... /,、',_,
220 27430 五
?.17 ?.7060 四
?14 ?1:1:lll; " 

211 26310 
207 25810 ---

薪點／薪給 薪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綦金約用工作人員赧酬標準表

－ 
－ －

行政幹事 行 政緝員
技術幹事 技術緝員

心理輔專員
大學以J:. 大學以J:.
畢業 畢業

18 級 21 級

.. 一
－．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回
-t ==

十二
十八 十一
十七 十
十六 九
十五 ＇、

十回 七
-t = 六
-t-.:::.. 五
+- 囚

十 ＝ 

Jr. 

,1\. 

七
＊ 
'Ii. 

回
＝ 

,. 

四

行 政專員
技術島員
心理鑄商師
碩士以上
畢業

23 級

.. - '  

- --·· 一,.-
---．．一

.::.-t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

+-

十一
十
九
'、

七
六
五
四
：：： 

.. 一

107 年 3 月 28 日行政令植及校務基金恰理委員會通過
五 備 詛；

專案經理
一 丶約用工作人員職級分第一職級至第五職總監

級， 以第五職級為最高，其職（位）稱、慮
碩士以上 具備資格條件及薪酬 依本表及備註欄規
畢業 定辦理。各單位進用約用工作人員，依其

13錶� 核准之職位（稱）最低薪級超薪，服務至每
十：：： 年 12 月 31 日 止滿 1 年 者，依年終考核結
+;::;.. 杲列甲等以上者，予以晉薪 l 級至該職位
十一 最高薪級止，服務未滿 l 年或年終考核列
十 乙等者，不予晉級。
九 二、本表實泥前已聘僱之現職約用工作人員，
，，、 依其綦本 學歷，採計於本校之服務年資
七 （滿 l 年提敘 l 級）按本表之報酬標準核

六 算 ，若原支領赧酬已超過核算結果者，則

五 暫支原報酬，直至與本表報酬標準大致棓

四 符時止；反之，原支領赧酬與依本表核算
結果相比較，如有不足者，則依本赧酬表． 
標準支給；又上述人員於 102 年 3 月 27

.. 
日本表修正實紇後，依原核定進用之學歴

.,., 
薪級選掙適噹職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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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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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低薪級是薪，
如原支薪級超過新職位（稱）之最低薪級
時，得 以原薪級核算赧酬，依進用及考核
棓閽規定核支至得晉薪晉級止 。

五、支頷月退休金 （俸） 之軍教職人員受僱為
約用工作人員，其薪資達公務人員委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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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表每點薪點折合率，比照行政院約聘僱
人員薪點折合率調埜幅度範団內訂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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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藪為5至9.9
者，一律取5整數。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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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計算機與綱路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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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北師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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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用項士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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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
效成果予以評估。

九、用人單位如需另訂職稱（位）者，經專案簽
准後辦理。

十、本表自核定日 超實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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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關大學約用人員職前年實採計規定概要表

其他（如國立臺灣

校名 本校
師範大學、國立高

（現行無， 以下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束華大學 雄師範大學、國立

類別 為擬訂草案） 嘉義大學、臺北市

立大學）

得採計機 公立機鬧（構）學校 公立機關（構）學校 公立機關（構）學校 公立機關（構）學校 校內

關（構）類 私立機閼（構）學校 私立機關（構）學校 （年終考核成績甲

型 等）

得採計年 滿1年- 公立機關（構）學校： 滿1年一 滿1年一 無

資比例 提敘1年 滿 l 年一 提敘 l 級 提敘 l 級

提敘 l 級

私立機關（構）學校：

滿2年一
無

提敘1級

得採計提 3級L 公立十私立 公立十私立 5級巳 2級匕

敘級數上 機關（構）學校： 機關（構）學校：

限 3級 3級

具校內工作年資：

5級

審議 由考核小維 由審核小維審議 由審查會 由考核委員會 專案簽准

機制 審議 審議 審議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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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9發布】

國立臺灣大學約用工作人員詧理要點

96.11.13本校第250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12.18本校第250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9.23本校第254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1.13本校第2558次行政會填修正通過

99.10.12本校第264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1.15本校第2746次行政會蟻討綸通過

102.10.29本校第278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9.16本校第2826次行政會填修正通過
104.5.12本校第285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12.22本校第2886次行政會議及
105.1.13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壹丶鏸則

一丶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大學法第十四條第

五項、國立大學校務綦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鹿原則，訂

定 「國立臺灣大學約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 本要點約用工作人員（以下簡稱約用人員）分行政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其所

需經費，在本校校務基金棓關經費內支應 ，但以自籌收入支應者仍受總額

百分之五十範圍之限制。

依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苑原則控留編制內職員員額經費進用之

人員得準用本要點辦理。但各學院控留編制內技正、 技士、技佐職缺進用

之研究技術人員，依 「國立臺灣大學各學F完進用技術人員作業準則」辦理。

各單位自行進用人員得準用本要點辦理 ，或自行訂定管理規定 ， 經校長或

校內相閽程序核定後，由各一級單位或經費權責單位監督控管。

前項各單位自行進用人員，其薪資標準如便於本要點所訂約用人員薪級表，

應由各單位逕提本校校務基金約用工作人員審核小紐（以下簡稱審核小維）

審議通過。

貳、進用職稱、升遷及實格條件

三、行政人員之職稱按職責程度及知能條件，依序分為：資深（專案）經理 、 經理丶

副理丶幹事、 佐理員 ， 並依 「國立臺灣大學約用人員職務序列表」（如附件

一）辦理。研究技術人員之職稱 、 資格條件及升遷，比照 「國立臺灣大學約

用研究技術人員進用要點」規定辦理。

外補以進用佐理員、幹事為原則，但各單位因業務特殊需要，得申請進用

副理以上人員 ，但 其資格條件以優於現職人員為原則並應訂定關鍵績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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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KPI)經審核小維審議通過。具特殊專業或不易覓得之人才得不受職務序

列表知能條件之限制。

內升以逐級辦理為原則。但工作表現特殊優異並有具髖事蹟，經單位簽請

審核小維審議通過者，得不受職務序列表知能條件及升遷序列之限制，但

最近考核仍應連續二年以上考列甲等。

副理以上職務經審核小維決定名額後，人選由各一級單位依其相關會議決

議，提出申請。

各單位因業務特殊需要，除第一項所定職稱外，得準用職務序列表之職責

程度另簽准適噹職稱。

四 丶各單位進用約用人員時，應注意其品德。

新進人員不得具學生身分。但已申請休學，或利用公餘時間上課，或碩、

博士班學生已修畢課程，且能以全部時間投入工作，經專案簽准者，不在

此限。

約用人員應確保公務機密，有保密期限者，從其規定。

五、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為約用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且未在國內設籍者。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

經有罪 判決維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四）犯前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喵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各單位進用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國內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

機密之職務，如符合就業服務法及國籍法者，得不受前項第 一 款及第二款

之限制。

約用人員有第 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除合於前項規定外，應予終止契約。

參、進用典終止契約

六 、各單位申請新增或遞補職缺時，須經校長同意，始得向外公開徵才。

惟前項職缺，除控留編制內員額進用學士級幹事以下者外，應先提送工作

職務說明書經審核小紐審議通過後，再送校長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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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F完如擬進用研究技術人員，應先提送工作職務說明書，經研發處研發

委員認定後，送審核小維審議通過。

進用人員時，應辦理公開甄選（公告至少三日），經審核小維審議通過後始得

進用，並於到職當日至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

審核小維由研發長、教務長、財務長丶 主任秘書、主計室主任及人事室主

任紐成之，由研發長召集會議並為主席。

約用人員應與本校訂定契約，新進人員議定應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

月為原則，試用期滿合格者正式進用。試用不合格者，依本校約用工作人

員工作規則（以下簡稱工作規則） 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及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十二條等相關規定停止僱用，酬金發至停止試用日為止。

七、各單位主管（含二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其主管單位

中任職。（如附件親等圖）

約用人員進用時應簽立非屬應迴避人員之切結書；進用後，有應迴避情事

而未迴避者，得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八丶約用人員在職期間，應遵守本校一切規定。

本校因經費刪減、業務裁縮或其他重大事由，得提前終止契約。

終止契約應經用人機關相關會議全盤委員總額過半數同意，並依相關規定

預告，檢附預告書，循行政程序辦理。

約用人員如於契約屆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提出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

得離職。

九、 約用人員經簽准留職停薪者，所遺工作由現職人員代理為原則，如有必要

得申請職務代理人。

十丶約用人員於在職期間，有終止契約情事者，依工作規則相闢規定辦理。

肆丶酬金

十一 、約用人員之酬金，以月計之。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

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酬金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約用人員之薪點範圍，行政人員依 「 國立臺灣大學約用人員薪級表」（如

附件二）規定辦理。研究技術人員比照 「 國立臺灣大學進用約用研究技術

人員薪級表」規定辦理。

副理以上職務得支給職務加給，其級數由該職稱最低級超支，任滿二年

以上，連續二年年終考核考列甲等，且工作表現亻憂異經單位主管簽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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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小紐審議通過者，得改支較高一級職務加給；金 額詳如 「 國立臺灣大

學約用人員職務序列表」 °

約用人員因業務特殊，經審核小紐審議及校長核定後，得另發玲特殊加

給。但研究技術人員申請特殊加玲，應依 「 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進用技

術人員作業準則」規定，經研發處研發委員認定，再送審核小維審議及

校長核定。

約用人員之酬金如用人單位與約用人員另有約定，從其約定，並明定於

契約。但不得高於 本要點所訂標準。

約用人員辦理本校自籌收入業務若有續效者，得酌給額外薪資，核發標

準在每月不得超過其薪資百分之三十限制內由各 一級 單位自行訂定並控

管。

約用人員如原係領有月退休金（俸）之退休（職）軍公教人員，應主動告知本

校，其停支月退休金（俸）規定，依各棓關法令辦理。

十二、各 單位進用約用人員，應按其業務職責程度，依職務所須具學歷 資格，

從最低薪點起薪。以高中（職）學歷進用之佐理員，利用公餘時間或專案簽

准進修，取得專科以上學歷，且最近二年年終考核考列甲等者，得依 「 國

立臺灣大學約用人員職務序列表」，申請改聘為專科級佐理員，並自核定

日生效。

新進約用人員如任職與擬在工作性質租關且職務等級或薪資相當、服務

成瘠優良之年資，於公立機腈（構）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民營機構每滿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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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校外公、民澇年資提敘經審核小維審議通過後，至多提敘三級，如

具本校校內相關工作年資（含附蒞支機構）者，得提敘狂一級，惟曾任年資併計

後至哆以提敘五級為限 。

未檢附足夠相關工作證明文件以致未採計提敘者，最遲於報到日超六個

月內提出，逾時不採計，並以一 次為限，審核小維通過後，自校長核定

之日生效，不得追溯。

十三丶約用人員在職期間死亡者，當月之酬金按全月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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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差勤、考核丶獎懲及訓銶進侈

十四丶約用人員之工作時間 、 休息 、 靖假及休假，由本校依勞基法 及相關法規

另訂之。

十五丶約用人員於本校 任職期間，有關兼職及兼課之規定，依本校約用工作 人

員工作規則第三十七條辦理。

十六 、 約用人員之考核 分為下列 二種：

（一）試用考核：試用人員試用期間由試用單位主管負責考核，期滿合格者，

始得正式進用。

（二）年終考核：任職至年終滿一年者，應辦理其當年一月至十二月連續任

職期間之年終考核；在職期間不滿一年者， 不辦理考核。

十七丶約用人員年終考核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 ，並按其成績優劣評列為甲、乙 、

雨 丶丁四等，各等分款如下：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

（二）乙等：七十分以上 ， 不滿八十分。

（三）西等：六十分以上 ，不滿七十分。

（四）丁等：不滿六十分。

十八 、 約用人員年終考核作為晉級 、 升遷、特殊加玲及職務加玲調整之準據，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甲等：得晉薪 一級。

（二）乙等：得晉薪 一級。連續二年列乙等啫，第三年不得晉級。

（三）西等：不晉級。連續二年列西等者，第三年超終止契約。

（四）丁等：終止契約 ，且符合法定終止契約事由。

在同一考核年度內， 已依法換敘較高薪級 至年終未滿一年者，次年不再

晉級。

年終考核 列乙等以上 ，已敘至最高薪級 者， 不再晉級。

前項考列甲等人數以不超過百分之 七十五為原則。

十九、約用人員年終考核應就考核表按項目評分，其考核擬列甲等者，應於考

核年度內，具有特殊條件各目之 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始

得評列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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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條件：

1 、依本要點規定，曾獲一次記一大功，或累積達記一大功以上之獎

勵者。

2 、研訂學校政策、計畫 、法規，經實施具有優異成效者。

3、執行學校政策、 計畫，具有優異成效者。

4、針對學校業務 提出興革意見，經採納犯行箸 有成效者。

5、對所交辦重要專案工作，經認定如期圄滿達成任務者。

6、對推動行政革新及辦公室自動化具有績效者。

7、對本職業務 或與本職有關學術，研究創新 ，其成果經 依規定受獎

有案，維有助於業務改進及 提昇行政效率者。

8、奉派代表國家參加與本職有關之國際性比賽，成續列前三名者。

9、代表機關參加國際性會議，表現卓箸，為國爭光者。

（二）一舟支1荼亻牛：

1、依本要點規定，曾獲一次記功二次以上，或累積達記功二次以上

之獎勵者。

2、在工作或行為上有良好表現，經本校、權貴機關或罄譽卓著圉髖，

公開表描者。

3、 對於艱鉅工作，能克服困難，達成任務 ，有具體事績，經本校獎

勵者。

4、對主辦業務，提出具體方案或改進辦 法，經採行認定喵有績效者。

5、負責盡職，承辦業務均能於限期內完成，續效 良好，有具蔻事蹟

者。

6、主辦專案工作，規劃周密，經考評有具膛續效者。

7、管理維護公物，克盡善良管理職責，減少損害，節省公帑，有具

髓重大事蹟 ，經本校獎勵者。

8、辦理業務，工作磧效及服務態度良好，有具獾事蹟者。

9、全年無遲到、早退或曠職紀錄，且事丶病假合計未超過五日者。

因特殊條件或一般條件各目所列優良事蹟，而獲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者。

該優良事蹟 ，與該次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於辦理年終考核，僅應擇一

採認。

約用人員在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考列甲等以上：

（一）曾受刑事處罰者。

（二）平時考核獎懲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以上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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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曠職紀錄者。

（四）事、病假合計超過五日者。

（五）辦理業務，態度惡劣，影岸本校磬譽，有具髖事實者。

第一項第二款第九目及第二項第因款有關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

靖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之日數。

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至第九目 丶第二款第二目至第八目所定條件評擬

甲等以上者，應將具體事蹟記載於考核表備註及重大優劣事實攔內，提

約用工作人員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考核委員會）從嚴審核。

二十丶 約用人員在受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 並有堢實證據者，應予考列

丁等：

（一）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

（二）不聽指揮或玻壞紀律，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

（三）怠忽職守丶稽延公務或績效不彰，造成重大不良後果。

（四）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約用工作人員築譽。

（五）處理公務，刁難或苛擾人民，致損害機關或工作人員罄譽。

（六）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或誣陷侮辱同事，致損害機關或工作人員罄譽。

（七）適用法令錯誤，致人民權利遭受重大損客。

（八）貽誤公務，導致不良後果。

依前項各款情事評擬丁等者，應將具骼事蹟記載於考核表備註及重大優

劣事實欄內，提考核委員會從嚴審核。

二十一 、 對於約用人員之年終考核，應由主管人員評擬，經考核委員會初核後，

送由校長核定。

考核委員會之維成及運作準用職員考績委員會規定辦理，但票選委員

部分限由約用人員擔任。

二十二丶約用人員平時獎懲，應為訓練、進修 、 續優人員選拔及年終考核評定

分數等之重要依據。

平時獎懲由單位主管擬 處交由考核委員會審議並經校長核定。

平時獎懲於年終考核時，併計成續增減總分，平時獎懲得互相抵銷。

二十三丶約用人員之獎勵及懲處標準，準用本校職員獎懲要點規定。

二十四 、 領有特殊加玲（含專案薪資）及副理以上職務每年應提出年度具競業務續

效赧告，作為晉薪 、 評估調整職務加給、特殊加給發玲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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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經費狀況丶工作內容調整或年度個人績效考核

後，經審核小維同意，簽奉校長核定，調降所核支之特殊加給（含專案

薪資）。

二十五丶約用人員應參加本校為加強其工作知能所開設之訓練課程。

約用人員經單位指派或自行申請單位核准參加與職務相關之訓練課程

者，依相關規定玲假。各單位選派參加與業務相關之訓練課程，得於

單位棓關經費項下酌予補助訓練課程費用。

二十六丶約用人員於在職期間參加各項進修，應利用公餘時間上課，經專案簽

准者，以每週最高八小時辦公時間為限，並應以休假或事假前往。

前項進修應以自費方式辦理。

約用人員進修不得影零業務推動，各單位不得因其同仁進修，請求進

用其他約用人員代理或支援業務。

二十七丶約用人員參與續優人員選拔規定，由本校另訂之。

陸丶保險及籬職

二十八丶約用人員應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二十九、約用人員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適用勞基法以後，得依勞基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退休、資遣及職業災害補償。

約用人員於本校連續服務年資均可併計辦理退休、資遣及職業災害補

償，但各項給與，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九十七年一月一日以前工作年資（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依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辦理結算。

（二）九十七年一月一日以後之工作年資，依勞基法及其施行鈿則丶勞

工退休金條例等有關規定辦理。

三十、約用人員於在職期間之各項福利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柒丶附則

三十一 丶 約用人員於在職期間之著作或工作成果，如係本校企劃下，或法定工

作期間完成者，其権益歸屬本校。 因前開著作或工作成果所生智慧財

產權，應依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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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丶本校海研一號研究船人員依 「 海研一號研究船管理使用要點」及相閼

規定辨理。

三十三、應校務發展需要，派遺本校約用人員派駐境外或於境外過用噹地專業

人員，其管理規定另定之。

三十四 丶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

三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自發布日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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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約用人員職務序列表 附件
一

職務 名頷
職稱 職實趨度 知能條件 級藪

加給
（百分 說明

金頷
（元）

比）

應在一般監督 外補：高中（職）以上學歷。 1. 新進及升遷
佐理員 下，辦理一般性 均應經審核

行政工作。 小維審議。

在一般監督下， 1. 內升：佐理員需具大學學歷，任滿 2. 內升以逐級
運用較為專精之 二年以上，且最近二年考 辦理為原
學識獨立判斷， 核考列甲等。 則，但工作

幹事 辦理一般、專業 2. 外補：大學畢業以上學歷。 表現特殊優
或技術方面事項 異並有具盤
之規劃、設計、 事賾，經單

位簽靖審核
研究業務。 小維審議通
應在重點或一般 1. 內升：幹事任滿三年以上，且最近 至多20 過者，得不
監督下， 運用頗 三年考核考列甲等。 第一級 2,122 ％。 受本表所列
為專精之學識獨 2. 外補：需具大學學歷後六年以上之 知能條件及
立判斷，辨理一 相當工作資歷，或碩士學 升遷序列之

副理 般、專業或技術 歷後三年以上之相當工作 第二級 3,183 限制，但最
近

續
考核仍應

方面稍繫重事項 資歷， 有服務優良證明， 連 二年以
之規劃、設計、 或具博士學歷。 上考列甲
研究業務。 3. 具良好之溝通協調能力。 第三級 4,244 等。

4特殊條件由各用人單位自行訂定。
3. 升遷以 一 年應在重點監督 1. 內升：副理任滿三年以上，且最近 至多8

下，運用極為專 三年考核考列甲等。 第四級 5,305 ％且不 申請 一 次為

精之學識猗立判 2. 外補：需具大學學歷後九年以上之 超過編
原則。

斷，辦理一般、 棓當工作資歷，或碩士學 制內維 4. 副理以上職

經理
專業或技術方面 歷後六年以上之相當工作 第五級 6,366 長員 務名額計
綜合性甚縶重事 資歷，或具博士學歷後三 額。 算，依當年1

項之規劃、設 年以上之相當工作資歷， 月1日全校

計、研究業務。 有服務優良證明。 約用人員在
第六級 7,427 職人數為基

3. 具良好之規劃、溝通及協調能力。 準。
4. 特殊條件由各用人單位自行訂定。

應在政策或行政 1. 內升：經理任滿三年以上，且最近 至多20
指示下，運用頗 三年考核考列甲等。 第七級 8,488 名，並
為廣泛之學識暨 2. 外補：需具大學學歷後十二年以上 由審核
豐富之專業經驗 之相當工作資歷，或碩士學 小緝最
獨立判斷，辦理 歴後九年以上之相當工作 加管

資深（專
一般、專業或技 資歷，或具博士學歷後六年 控。
術方面較艱鉅之 以上之相當工作資歷，有服 第八級 9,549 

案）經理 創造性｀發明性 務優良證明。
規劃丶設計丶研 3. 具優良之領導、溝通丶協調及創新
究、專案業務。 能力。

4特殊條件由各用人單位自行訂定。
第九級 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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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約用人員薪級表 附件二

薪 點 月支數額 薪 級 備 註
621 65882 23 I. 薪 點 折 合 率每 點 以
609 64609 22 106.09元計算（折合率計
597 63336 21 
585 62063 20 算後無條件進位至整

573 60790 19 數），並得在行政院規定
561 59517 18 約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
549 58244 23 17 

範圍內，視本校經費調整537 56971 22 16 
525 55698 21 15 之。

513 54425 20 14 2. 外 補副理自第 9 級起
503 53364 21 19 13 薪，外補經理自第10級
493 52303 20 18 12 

支薪，外補資深（專案）經483 51242 19 17 11 
473 50181 18 16 10 理自第10級支薪。

463 49120 15 17 15 9 3. 除控留編制內員額進用
453 48059 14 16 14 8 學士級幹事以下者外，應
443 46998 13 15 13 7 

先提送工作職務說明433 45937 12 14 12 6 
423 44877 11 13 11 5 書，經審核小組審議通過
413 43816 10 12 10 4 後，再送校長簽核。
405 42967 9 11 9 3 4. 約用人員酬金，經審核小
397 42118 8 10 8 2 

組專案核定支領專案固389 41270 7 9 7 1 
381 40421 11 6 8 6 定薪 資人員，年終考核
373 39572 10 5 7 5 時，不再晉薪。 ＂

365 38723 9 4 6 4 5. 99年10月19日前進用
357 37875 8 3 5 3 

之碩士級幹事，薪級最高349 37026 7 2 4 2 
342 36283 6 1 3 I 至493薪點。
335 35541 5 2 6. 本薪級表自99年10月
328 34798 11 4 1 20日實施；薪點折合率
321 34055 10 3 
314 33313 9 2 每點以106.09 元計算自

307 32570 8 1 107年l月l日起生效。
300 31827 7 
293 31085 11 6 
286 30342 10 5 
281 29812 9 4 
276 29281 8 3 
271 28751 7 2 
266 28220 6 1 
261 27690 5 
256 27160 4 
251 26629 3 
246 26099 2 
241 25568 1 

學歷
高中（職）

專科以上 大學以上 碩士以上
以上

職稱 佐理員 幹事 副理 經理 資深（專

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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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職前年資採敘原則
97 年 10 月 l 日本校 9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101 年 n 月 14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7 年 7 月 25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主管會赧修正第八點

一、本校專案工作人員職前年資採計，以與擬任本校職務之工作性質相近丶程度

相當，且有證明文件者為限。

二、本原則所用名詞定義如下，由用人單位認定之：

（一）性質租近：指原任職務工作經驗縮為擬任本校職務工作所需者。

（二）程度相當：指原任職務應達擬任本校職務職責 程度最低薪點之薪資標準。

三、專案工作J、員職前噌任政府饑關（構）、公私立學校、民營機構、財困法人等

之愚任職務年資或公私立機關（構）及學校之計畫項下專任研究人員及助理年

資，得每滿一年採敘一級 ，至多以1提敘三級為限。

前項同－服務單位連續任職滿六個月以上之年資，始得併計；任職不滿六個

月之年資不予併計。

四、擬任職務之專門知能條件明定需具備基本工作年資者，該基本工作年資不得

重複作 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

留職停薪之年資應扣除不予採計。

五、到職時因故未能檢附相關工作證明文件，致未採計職前年資辦理提敘者，於

到職超薪日超一個月內補齊證明文件並循行政程序簽核後，得溯自到職超薪

日提敘生效；超過一個月者，自核定之日超生效。

六、應檢附之文件：

（一）學歷（如畢業證書）影本、經歷（如服務或職離證明書等）及薪資所

得證明文件。

（二）國外學、經歷證明文件，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或指定機構駮證，如該

項驗證有困難時，其由原任職機構（構）、學校負責人或部門主管簽

署之證明文件，亦得採認。上開證明文件應附中文譯本。

七、職前年資採計如有疑義，或職前年資非屬本原則第三點採敘範圍，其所具之

特殊才能或表現傑出之工作經臉统實為擬任工作所需者，得由用人單位簽請

維成專案工作人員進用審查會審議，並於簽核後方得採計。

前項審查會成員應含主任秘書丶教務長丶人事室主任及用人單位主管。

八、本原則奉校長核定後發佈實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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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赧酬標準表

95. 10 . 31 95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是金管理委員會
修正
97.05.06 96學年度第2學期第10次行政會蟻條
正備註六
97. 12. 16 97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行政會琭條正
備註六｀僙註七通過
98. 12. 29 98學年度第1學期第8次行政會蟻修正
100. 9. 2 100學年度第l學期第l次校務碁金笮
理委員會條正
104年10月6日104學年度第l學期第2'o欠行政
會議修正
105. 4. 19 I 04學年度第2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修
正，並經105年6月14日105學年度第3次校務
綦金嵒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107年4月10日107年度第2次校務屋金傍理委
員會修正

扛＿
40＿
39-
38一
37＿
注＿
35-
34＿
33一
32一
31＿
翌＿
29-
28-
27＿
26一
25一
24

至
22

云＿
20＿
19一
18＿
立
16-
15-
14＿
13一
12－
旦
10＿
9
g
；
：一
3＿
2

薪給 職稱 資格及俸階 備 言主

41665 

35650 

高
等
約
用
人
員(
具
碩
士
以
上
學
位
資
格
並
專
案
簽
奉
核
可
者)

34535 

1

24400 

23850 

三
等
約
用
人
員
(
具
而
中

畢
業
學
位
資
格
者)

【
職
】

－一
等
約
用
人
員(
具
專
科
以
上
學
位
及
舊
表
事
務
員
資
格
者)

一
等
約
用
人
員(
具
大
學
及
碩
士
以
上
息子
位
資
格
者)

一丶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依其職稱核算報酬，服務至每

年12月31日止，未滿一 年不予晉級，已滿一 年者，依

單位考核結果作為晉級參考。

..::.. • 本表修正前已聘係之工作人員，其薪給參照公務人員俸給

法之規定，按本表之赧酬標準換敘相當祈給。

三、 新進校務碁金進用工作人員薪資均自次月發給，離職生效

之日停支。

四丶 新進秘務差金進洱工作人員試用埤滿後曾4壬公務譏關之

工作年資，經校務綦痊進用工作人員年核委員會認定孫與

所海職務職責廂當性質相近，每滿一庠磊手提赦 一級�· 至多

提敘五級。

五丶 因業務特殊，需聘僱具備特殊專長之人員得依特殊情況酌

予加給，但須於徵才公告時特別敘明。各專業證照加給如

下：資訊人員得支領5,000元；外語人員得支領5,000元；

諮商心理師6,000元。

各單位特殊專長人員匡列情形如下：

（一） 資訊專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2 人（具程式撰寫丶

網路管理）。

外語專長：秘書室丶教務處丶進修推廢部丶英語

學系（英語自學中心）各 1 人、研究發展處 2 人 。

（三） 諮商心理師：學務處 2 人。

六丶 以諮商心理師進用者，自高等約用人員第十 一 級38,990。

學務處生活輔導維進用人員比照高等約用人員第一級自
33,420元超薪。

以教學助理員進用者，依本表所列學歷及俸階規定超薪，

並得另支領教學專業津貼5,000元。

七丶 本校新制助 教於100學年度(100年8月l日）轉為校務

綦金進用工作人員，其敘薪比照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14 條

有關離職後再任人員敘薪規定辦理，如原支薪級高於本表

最高薪給，逕敘最高薪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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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校務綦金工作人員僱用要點

91年 9月4日9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95年5月10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通過

95年5月24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行政會漵通過

96年4月25 8 95學年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10月17日96學年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97年4月16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97年12月10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通過

98年6月24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2月23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義通過

101年4月25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蟻通過

104年12月30 8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塡通過

106 年 l月 6 日105 學年度第 l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H月 29 日106 學年度第l學期第 2 次行政會：義通過並自107 年l月l日超生效

107年11月7日107學年度第l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並自108年l月l日超生效

一 、國立柬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健全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承辨行政業務工作人

員（以下簡稱工作人員）之管理，以提升其工作效率及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工作人員係指薪資全額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蕢支出之編制外人員。

工作人員之職稱依工作性質區分為：助理丶管理員丶校安人員丶技術師、 心理師丶

稚核人員。

依本校進用身心障礙助理配置原則進用之專案助理準用本要點。

三、本校各學F完進用工作人員，得列具碩士職级一人，並以具系、所服務經歷為優先考

量，餘以具學士職級資格為限，薪資依所具學歷職级薪點標準支給。其薪資標準如

附表一。

本校各系、所進用工作人員，以一名且具學士職級為原則，如所具學歷職级高於學

士者，其薪資仍依學士職級薪點標準支給；若喵燕適噹人還，始得僱用具專科職级

人員，薪資依專科職級薪點標準支給。

第一項碩士職級支薪員額外，各學院、系所助理合計員額數每滿十名，得增加碩士

職级支薪一名，由各學院調配之。計算標準如下：

各F完、系所助理合計員額數 碩士職級支薪員額總歎（含浣助理）

0-9 I 

I 0-19 2 

20-29 3 

30-39 4 

前項得增加具碩士職级支薪員額，各學院、系所所屬之學士職级助理於本校服務滿

三年，年終考核近三年均列甲等或最近五年內曾獲選本校犢擾職員者，得申請陞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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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相當等級碩士職级支薪，並經人事甄審暨考續委員會審議通過，陳靖校長核定後

陞任。

各學F完丶系丶所行政人力員額配置依本校學術單位行政人力配置原則辦理。

四丶本校各處、室、中心（含共同教育委員會及師資培育中心） 等一級單位，應依各職

務所需專門知能及職責程度，得列具碩士職级一人，並僱用各等級工作人員，薪資

依所需學歷職级薪點標準支給。宿舍管理員及大樓管理員以支給專科以下（含）職

级薪點為原則。圖書資訊處以資訊工程技術師員額數之三分之二得列具碩士職級支

薪，餘三分之 一得列具學士或專科職級支薪為原則。

前項一級單位碩士職级支薪員額外，各一級單位助理合計員額數每滿十名得增加碩

士職级支薪一名。計算標準如下：

一级單位助理合計員額歎 碩士職级支薪員額總數

0-9 I 

I 0-19 2 

20-29 3 

30-39 4 

前項得增列具碩士職级支薪員額，各單位所屬學士職級助理於本校服務滿三年，年

終考核近三年均列甲等或最近五年內曾痕選本校續優職員者，得申靖陞遷至相當等

級碩士職级支薪，並經人事甄審暨考續委員會審議通過，陳靖校長核定後陞任。

專任稽核人員丶圄書資訊處資訊工程技術師及心理諮甯輔導中心心理師，其專業技

術加給如附表二。

五、本校進用之工作人員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經公開甄審，於赧刊或網

路公告五日以上，並先予試用二個月，試用期滿，經考核合格，方正式僱用，試用

期間其薪資標準比照正式僱用人員支給。試用期滿，經考核不合格，依勞動基準法

規定予以解僱。

六 、本校各單位新進工作人員，應依各該單位工作所需學歷職级資格第一級標準支給，

如曾擔任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年資（年終考核成績甲等），經專案簽奉核准，得

於再任時併計提敘，惟最高以提敘二級為限。

七 、本校各單位如因工作性質特殊、人才不易羅致或須專業證照者，其工作人員薪資，

得專案簽准不依附表規定薪點標準支給。該等人員任職滿一學年，任職期間經考核

成績侵良，並繼續服務者，得比照附表一同一學歷職級工作人員晉敘薪點標準按年

調整薪資，至多十級。

本校工作人員於任職期間取得高一學歷（以學士為限），得依各職務所需專門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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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責縶重程度調整薪資，並以轉換學歷薪黠相當之高一薪級辦理。

八、本校工作人員原支薪資高於附表薪點標準者，仍按原支薪資標準支給。俟其服務年

資所達薪點標準或待過標準調整後，其薪點折合薪資已高於原支薪資時，始得按附

表薪點調整其薪資。

九、本校工作人員留職停薪期間所遺之業務，基於業務需要簽奉核准，並經公開甄審，

得依該職缺第一級敘薪僱用職務代理人。

十、本校工作人員之差勤管理依本校實紇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辦理，其請假及慰勞假

則比照行政皖及所屬各機閽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惟一 O六年以後進用之工作人

員其請假及特別休假則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現職於九十九年至-0五年進

用之工作人員，應具結選擇比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或依勞動基

準法租關規定擇一適用，一經選定，則不得更改。

本校工作人員具有慰勞假資格者，應休畢之慰勞假得酌予發玲國內旅遊補助費，具

慰勞假七日者應全部休畢，最高補助新台幣四，000元為限；具慰勞假十四日（含）

以上者至少應休假十四日，最高補助新台幣八，000元為限；應休而未休假者，不

得發給未休假加班費。-0六年超適用勞動基準法進用之工作人員，則不予發給國

內旅遊補助費。

前項慰勞假日數之核玲以在本校服務之專職年資為準。

十一、本校工作人員之僱用應訂定契約，其內容如下：

（一）僱用期間。

（二）工作內容。

（三）僱用報酬。

（四）受僱人應負之責任。

（五）勞工退休金。

（六）其他必要事項。

十二、前點第四款受僱人應負之責任如下：

（一）按日到勤，不得遲到丶早退或吸職。

（二）積極任事，不得怠惰或為其他不法行為。

（三）經本校同意後，得於校內外修讀學位或選修丶旁聽相間課程，惟不得報考

及修讀服務系、所之碩丶博士班；經同意進修碩博士學位者，選修服務系

所開設之相關課程，累計以六學分為限。上課時間得以 公假登記，惟每週

以四小時為限，超過者，應依規定請事、慰勞假。其餘進修相關事項，依

「本校職員國內進修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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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本校同意於校內外修讀學位，並利用部分辦公時間以公假進修者，於進

修結束後，應繒續在本校服務期間至少一年。

（五）於校內外兼職（含校內各項計畫兼任助理、臨時工及碩專班兼辦業務者）、

兼課應經本校同意，兼職利用公餘時間為之；兼課在辦公時間內，每週併

計不得超過四小時，並以事（休丶補）假辦理。

（六）離職申請，慮於一個月前提出，經本校同意後，辨妥離職手續。

十三、本校工作人員僱用至學年度終滿 一年者，應辦理年度考核，其等次、評分丶獎懲，

規定如下：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晉薪一級。

（二）乙等（七o�七十九分）：不予晉薪，惟連續二年考列者應予解僱。

（三）西等（六十九分以下）：解僱。

前項考核表另訂之。

各單位主伶對所屬工作人員如有考列西等者，於送人事室索辦前，應給予受考人

陳述忠見之機會。

專案助理及職務代理人不適用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其年度考核成續作為解僱與否

依據。

十四 丶年度內受考人具以下各款情形之一 者，不得考列甲等：

（一）有遲到、早退或吸職紀錄。

（二）請事、病假合計超過五日 。

（三）獎懲經相抵後，受申域以上懲處。

（四）未經本校同意，逕行於上班時間參加校內外 進修。

（五）延誤公文時效，情節重大，有具體事證。

（六）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有具體事證，經疏導無效。

（七）不聽指揮或玻壞紀律，有具體事證，經疏導無效。

（八）違反行政中立，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

（九）違反廉政倫理規範，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

（十）違反公序良俗，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

（十一）未經授權，擅自對外發表與本職業務有關言論，影攀學校罄譽，情節重

大，經查證屬實。

（十二）未善盡交待義務，造成機閶損失，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

（十三）違反品操紀律、言行失檢或不聽勸導，損客學校筌譽，有具體事證。

（十四）違反利益衝突迴避規定 ，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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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酒後閎車經警察人員取締。

（十六）未經許可，在校內外兼職、兼課。

十五、本校工作人員於學年度中，如工作不力，經勸導無效，或違反有關規定，經查證

屬噴者，得由其主伶簽陳校長核准後，逕予解僱之。情節重大之違規事項，必要

時得由人事室簽陳校長核准後，逕予解僱之。

十六丶年終獎金發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減發年終工作獎金；同時有二款以上之情

形者，僅依款次在前之規定辨理：

（一 ）年度考核列乙等者，發給二分之一 數額年終工作獎金。

（二）學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二次者，發給二分之一 款

額年終工作獎金。

（三）學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銪後累積達記過一次，或累積吸職達二日

者，發給三分之二數額年終工作獎金。

十七、本校工作人員依 「 勞工退休金條例」，自到職之日提繳勞工退休金至離職之日止。

任職至年滿六十五歲者，應即無條件辦理離職。

十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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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束華大學校務碁金工作人員薪資標準表

＼祈級

息子 歷 職 級 工 作 資 格

級別 高中 專科 學士 碩士
212 230 2 90 3 50 

(23, 150) (25,116) (31,668) (38,220)

--

21 4 237 29 8 3 60 
－一

(23,369) (25,880) (32,542) (39,312) 
21 6 2 4 4 30 6 370 

-·
--

(23,587) (26,64 5) (33,415) (40,404 )  
2 1 8  2 5 1  3 1 4  3 80 

(23,806) (27,409) (34,289) (4 1,496) 
22 2 25 8 3 22 3 90 

五
(24,24 2) (28, 17 4)  (35, 162) (42,588) 

2 2 6  2 6 5  3 30 400 
,、 (24,679) (28,938) (36, 036) (4 3,680) 

2 30 27 2 3 3 8  4 10 
七

(25,116) (29,702) (36,910) (4 4 ,772) 
23 4 27 9 3 4 6 4 20 

'、
(25,553) (30,467) (37,783) (4 5, 864) 

九
2 3 8  28 6 3 5 4  4 30 

(25,990) (31,231) (38, 657) (46,956) 

十
2 4 2 2 9 3  3 6 2  4 40 

(26,426) (31, 996) (39,530) (48,04 8) 
備註：

一 丶工作人員任職滿一學年，任職期間經考核成續優良，並繼續服務者，得按

年晉敘薪級。

二 丶 本表薪點折合薪資標準，每點按109. 2元折算；薪點折合率得視本校校務

碁金自尋經費狀況及軍公教人員調薪輻度，簽核後予以調整。

三丶各學歷職級之工作職責程度如下：

（一）高中職級：在直接監督下，辦理一般性事務工作。

（二）專科職级：在一般監督下，運用學識狷立判斷，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

面稍複雜工作。

（三）學士職級：在一般監督下，運用較為專精之學識獨立判斷，辦理技術

或各專業方面較複雜事項之規劃丶設計業務。

（四）碩士職級：在重點監督下，運用頗為專精之學識獨立判斷，辦理技術

或各專業方面較為縶重事項之規劃、設計、創新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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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報告 

各單位重點報告 

一、人事室請各系所主任協助轉知系所教師，擬聘用之臨時人員經常性薪資未

達新臺幣4萬元者，應依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規定，於辦理公開甄選時公

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以避免違反規定致受處罰。 

二、會計室報告教育部修正之「教育部（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主要修正內容中，有關該要點第八點計畫經費之變更，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涉及一級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及設備及投資)互相流用、指定經費

項目變更、補(捐)助比率變更、補(捐)助或委辦金額之變更，應報本

部同意後辦理。 

（二）因依法令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不敷使用之人事費流入，免受第一款

限制，得由執行單位循內部行政程序自行辦理。 

（三）人事費未依學經歷(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不得流用。 

 

主席裁示 

一、請副校長協同學務長及生輔組，就高教深耕計畫-經濟弱勢學生輔導機制進

行調整、簡化申請輔助之作業流程，使輔導機制更為彈性，避免學生因輔導

機制過於繁瑣致放棄申請。 

二、請人事室就聘用臨時人員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4萬元，應依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2項規定，於辦理公開甄選時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以及未符

規定之相關罰則等資訊，以重要通知之通函週知本校各系所教師，並請所

有教師閱畢簽回。另請人事室協同計網中心研議設計徵才公告線上申請系

統，俾規範並檢核應填列之項目，以周全徵才公告內容。 

三、請主計室、人事室及總務處就各項變動較大、應注意遵循之相關規範及總務

處保管組財產分類公告例示等事項，於下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進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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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教務處工作報告 
（108年 1月 23日） 

■註冊組 

一、108學年度研究所考試入學遴聘考試委員作業資料送各系所；網路取號繳費至 1月

15日止；網路報名至 1月 16日止；書審資料收件至 1 月 30日止；報名費退費截

止日期為 1月 30日。 

二、108 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預訂 1月 21日(星期一)公告招生簡章。 

三、已於 108 年 1月 2日(三)公告 108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定於 2月１

日至 4月 30日網路開放報名，於 5 月 1-15日進行書面資料審查，於 6 月 10 日前

放榜。 

四、刻正彙整 107 年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之個人申請入學管道招生作業辦理

規劃書所需系所評量尺規與評分表格，預計於 108 年 1月 11 日繳交函報教育部審

查。 

 

■課務組 

一、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課表已於 107 年 12月 26 日（星期三）公告，感謝各開課單位

之配合。 

二、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階段選課於 108 年 1 月 2日（星期三）開始至 1 月 7日（星

期一）結束，並已於 1月 10日（星期四）公告第一階段選課結果；第二階段選課

於 1月 14日(星期一）開始至 1 月 22日（星期二）結束，選課結果將於 2月 13 日

（星期三）公告。 

三、107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學制學生停修課程已於 107 年 12月 14日結束，師生可自

行於教務學務師培系統查詢停修結果，本學期停修課程共計 498 人提出停修申請，

共計申請停修 571 門課程（284 科）。停修情形如下： 

107-1各系所停修統計表 

  

所屬學生停修情形 所開課程停修情形 

大學部學生 碩博士班學生 大學部課程 碩博士班課程 

停修 

人數 

停修 

課程數 

停修 

人數 

停修 

課程數 

停修 

人數 

停修 

課程數 

停修 

人數 

停修 

課程數 

教育學系 31 36 1 1 16 17 1 1 

特殊教育學系 34 42 0 0 7 8 0 0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30 36 0 0 13 1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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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21 22 4 4 12 12 5 5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3 14 0 0 12 12 0 0 

心理與諮商學系 21 24 0 0 11 11 0 0 

語文與創作學系 59 70 1 1 33 35 1 1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49 54 1 1 33 33 1 1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

系 
28 34 1 1 19 19 1 1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11 14 1 1 10 10 1 1 

音樂學系 27 31 2 2 17 19 2 2 

臺灣文化研究所 - - 2 2 - - 1 1 

體育學系 35 41 5 5 14 15 3 3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12 12 0 0 8 8 0 0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43 47 1 1 25 25 0 0 

自然科學教育系 36 45 0 0 19 20 0 0 

資訊科學系 22 23 0 0 17 17 0 0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 
- - 3 3 - - 1 1 

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

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 

- - 4 4 - - 4 4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 
- - 0 0 - - 0 0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 
- - 0 0 - - 0 0 

校際選課(外校至本校) 0 0 0 0 0 0 0 0 

校際選課(本校至他校) 0 0 1 1 0 0 1 1 

校共同暨通識課程 - - - - 201 225 - - 

教育學程 - - - - 46 48 - - 

總計 472 545 26 26 - 549 - 22 

四、107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部學生因缺曠課達該科總授課時數二分之一致學期成績零

分之學生名單已於 108年 1月 7日彙整完畢（計 24人 28科：教育學院 6 人 6 科、

人文藝術學院 10人 14 科、理學院 8人 8 科），並以電郵、紙本發送學生及所屬系

所與相關師長；零分通知書於 1月 11日限時掛號郵寄副知學生家長。 

五、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學制第二階段選課已於 1 月 14 日（星期一）開始，惟日

間學制仍有 95 門課程大綱未上網（詳如下表，統計時間：108 年 1 月 9 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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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規定，兼任教師續聘時須檢核其課程大綱是否於第三階段

選課結束前上傳，專任教師之課程大綱上傳則作為升等及評鑑之參考；敬請各開

課單位提醒授課教師儘速至本校教務學務師培系統上傳課程大綱，供學生參考。

未上傳之課程名稱可於本校教務學務師培系統/公開資訊/訪客主選單/各種課表查

詢/進階查詢中選擇系所單位進行查詢，藍色字體為已上網課程，黑色字體為尚未

上傳教學大綱之課程。 

開課單位 課程大綱未上網數 備註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5  

特殊教育學系 3  

教育學系 10 7門課程教師待聘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

所 
6 1門課程教師待聘 

心理與諮商學系 4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  

臺灣文化研究所 1 1門課程教師待聘 

語文與創作學系 7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9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5  

音樂學系 2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14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 1門課程教師待聘 

體育學系 10  

通識教育中心 9 2門課程教師待聘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5 1門課程教師待聘 

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學程 3 3門課程教師待聘 

五、本校 108 學年度行事曆初稿已彙整完成，將送各資料提供單位確認，確認完成之

108學年度行事曆草案將依序提送相關會議討論。 

 

■出版組 

一、《教育實踐與研究》線上投稿 107 年計 84 篇。每篇悉依隨到隨審原則辦理格式審

查、預審、初（外）審及複（編委會）審等作業。 

二、《教育實踐與研究》第 31卷 2 期已出刊。 

三、遠見雜誌已於去（107）年採訪校長，預計於 2 月份出刊之<<大學入學指南>>專刊

中刊出。 

四、本組定期摘要各大專院校或學術單位之學術期刊及研討會徵稿來函，彙列於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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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並 e 送全校教師，以提供立即而扼要之學術交流或研究成果發表資訊，敬請多

加利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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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北教大校訊》第 194 期已出刊，刻正進行第 195期之編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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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之利用清單」可於

教務處出版組網頁下載）。  

八、全校各單位出版品可統一由出版組協助申請 GPN 以及 ISBN。 

 

■華語文中心 

開課資訊 

一、 華語冬季班於 107 年 12月 3日(一)開課，並於 11 月 26日(一)完成新生報到、註冊

及分班測驗，目前冬季班共有 215位學員，本季課程將於 108 年 2月 22日結束，

並進行季末測驗。 

二、108 年 1月 7日(一)至 21 日(一)辦理澳洲華語師資培訓團。 

三、108 年 1月 7日(一)起至 11月 29 日(五)承辦澳洲政府外交官華語培訓課程，未來

每位澳洲外交官將於本校教務處華語文中心學習華語文至少 44周。 

活動資訊 

一、 108年 1 月 11日(五)下午 5點至 8點假 Y601 會議廳辦理本中心外籍生演講比賽。 

二、108 年 1 月 15 日(二)上午 11:00 至下午 14:00 假 Y601 會議廳辦理校友回娘家-就學

及申請大學經驗分享。 

三、108 年 1月 30日(三)中午 12:10 至 13:20 假 Y801 教室辦理新年文化課程。 

四、108 年 2 月 1 日(五)辦理冬季班文化參訪，當天將造訪宜蘭橘之鄉蜜餞形象館、知

名宜蘭渡小月餐廳及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其他 

一、 108年 1 月 12日(六)協辦華語能力測驗-電腦化適性測驗(聽力測驗及閱讀測驗)。 

二、 108年 1 月 27日（星期日）舉行儲備華語教師試教及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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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一、辦理 107學年度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相關事務。 

二、辦理「精進 5：理解、體驗與教學實踐之新住民語文跨域整合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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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通識教育中心工作報告 

107年 12月 15日至 108年 1 月 11日 

一、 課務報告： 

(一) 完成 107-2通識課程各項設定檢查，並於 107-2 日間學制第一階段選課結束後，

進行系統篩選結果檢查。 

(二) 公告及寄送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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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剛，並再次提醒選課同學，臺灣大學課程節次與上課時間與本校

不同，請詳查對照表避免沖衝。 

(三) 簽請及借用 107-2 學期通識課程於圖書管 H102教室排課事宜。 

(四) 配合通識課程教學需要及相關規定辦理及發函至兼任教師任職機構，聘請老師

擔任本校通識中心兼任老師。 

(五) 回應臺大共同教育中心 107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意見，另有關課綱填寫方式是否

比照臺大規範，將於下學期通識委員會討論。  

二、 行政業務: 

(一) 配合教發中心要求及教育部來函的成果報告書格式，撰寫及彙整高教深耕 A-2

計畫-厚植學生語文基礎能力及成果報告詳版及簡版。 

(二) 通識教育中心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續聘兼任教師案，兼任教師改聘，兼任教

師新聘等案，依決議提請 108 年 12 月 28 日 107學年第 1 學期第 3次教務處教

評會審議通過。 

(三) 完成通識中心 107 年度經費核銷。 

(四) 數量統計及行政資料彙整： 

1. 彙整通識中心 1 月份行政會議工作報告及填列本校各單位業管涉及以校務基

金支應經費之要點列表予秘書室。 

2. 填報 107 年度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

議通識中心辦理情形報告表予主計室。 

3. 填報 107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評表予副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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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學生事務處工作報告 

108.1.23 

■生活輔導組 

一、班級幹部名單 

為利校務與班務之順利進行，已於 12月 18日函請各班於本學期期末召開之班會中遴選出

下學期之幹部，並將名單於 1月 18日前回傳生輔組。 

二、學生獎懲事宜 

本學期學生獎懲記小功或申誡以下獎懲建議案，建議期限至 1月 18日前完成上網登錄，1

月 19日網路作業系統將關閉，進行操行成績資料整理審核。 

三、導師制相關事宜 

為輔導學生按部就班學習，減少退學的狀況，並按時完成大學現階段課業，前(106-2)學期

三科以上不及格或第一次 1/2或 2/3之學生名單(如下表)，於學期初傳給導師和輔導教官，

回覆輔導狀況及輔導人次，如下表。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學習狀況如下: 

學年期 
第一次 

1/2 

第一次 

2/3 

第二次
1/2 

3科以上

不及格 
預警班數 回覆班次 輔導人次 

106-2 35 7 13 88 46 24 47 

四、新一代校務整合資訊系統建置事宜 

為讓本校師生及行政人員可以透過網站進行即時線上申辦、查詢，以迅速處理本校之教

務、學務與師培相關事務；再者可提高與本校校務研究分析系統之介接效能，計網中心於

本年度啟動新一代校務整合資訊系統建置專案，並透過加強資安與個資控管，本校於今年

啟動新一代校務整合資計系統的建置。目前生輔組相關業務同仁已接受 2次學務功能的需

求訪談。 

五、學生獎助學金 

(一)學生獎助學金: 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辦法與申請表，均公告於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獎

助學金專區。 

(二)獎助金核發狀況 107.12.01~107.12.31 

 1.107學年度第 1學期 11月份生活助學金：9名，共 51,000元。 

 2.基隆市政府清寒優秀獎學金：2名，10,000元。 

 3.台中市政府清寒優秀獎學金：1名，3,000元。 

 4.新竹市政府清寒優秀獎學金：1名，4,000元。 

六、學生工讀金 

(一)教學單位:核發 11月份工讀金計 31人，共 280,813元。 

(二)行政單位:核發 11月份工讀金計 15人，共 81,977元。 

(三)行政主管: 核發 10月份工讀金計 5人，共 4,850元。 

(四)研究生助學金計 58人，共 312,376元。 

七、高教深耕計畫~經濟弱勢學生輔導機制，107年度總計執行$3,163,509元，分為下列五大項: 

(一)圓夢起飛輔導助學金，共計 294人，核發$588,000元。 

(二)學習及就業輔導獎勵金，共計 83人，核發$487,319元。 

(三)精進學習助學金，共計 22人，核發$1,613,240元。 

(四)愛舍服務學習助學金，共計 47人，核發$392,450元 

(五)海外實地學習課程獎勵金，共計 5人，核發$8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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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僑陸生輔導 

本年度循例獲教育部及僑委會專案補助僑生春節聯歡餐會經費，於 1月 3日 18:30假鍋爸

涮涮鍋南京店舉辦僑陸生春節聯歡餐會，邀請校長、副校長、學務長蒞臨，並邀請教育部

及僑委會代表一同參加本次餐會。除頒發僑委會核發之學行優良橋生獎狀之外，並安排獎

項豐富的摸彩活動；僑陸生參與踴躍，在熱鬧而不失溫馨的氣氛中，師生一齊迎新春賀新

歲，本次參加學生共計 77人。 

九、學生宿舍生活輔導 

(一)為減少宿舍鼠類及蚊蟲孳生，提昇環境整潔，學生第一、二宿舍自 107 年 12 月起推行

「寢室垃圾不過夜，蚊蟲老鼠不留住」措施已近一個月，期間除配合總務處規劃垃圾丟

棄之時段外，增加平日每天晚間 21:00至 21:30時由專人至資源回收場推送垃圾子車至

宿舍前收集一般及資源回收類垃圾，迄今實施狀況良好；另宿舍門口資源回收桶自今年

1月 1日起亦不再設置。 

(二)為服務住宿學生於期末寄送個人物品，預劃聯繫成功郵局派員自 1 月 9 日至 1 月 11 日

在學餐前協助同學收件包裹。 

(三)學生宿舍預計 1月 13日辦理封宿作業，另寒假住宿時間自 1月 13日至 2月 1日止共計

三週，相關行政事項均已完成規劃。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校慶活動 

校慶園遊會已於 12月 1日圓滿完成，本次活動共有 83個攤位，內含國防部、調查局、國

稅局大安分局、台北市環保局大安分局、轄區派出所及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等六個外部

公益性質攤位。 

二、學生自治組織補選與運作輔導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補選已於 12月 6日完成開票，由藝設系四年級康廷宇、三年級張冠

云，以及幼教系三年級尚郁庭等三人當選為會長、副會長。刻正協助學生會辦理會費補收

手續。 

三、優秀青年遴選 

第十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優秀青年遴選，已於 12月 3日截止收件，後續將於 1月 10日召

開複審會議。待遴選結果產生後，將另行通知獲選同學填寫相關文件資料，以辦理後續參

加全國優秀青年表揚活動及獎學金匯款等相關事宜。 

四、社團活動舉辦情形 

截至 1月 8日中午止，本校社團 12月份於系統上之活動申請共計 21場次，審核通過者共

18場，待審核者 3場。 

■衛生保健組  

一、健康服務 

(一)107.12.13～10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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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86.0 % 12 3.8% 283 89.8% 

保健諮詢 28 8.9% 4 1.3% 32 10.2% 

營養諮詢 0 0.0% 0 0.0% 0 0.0% 

總計 299 94.9% 16 5.1% 315 100.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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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名依序為：校外、球場及體育館 3樓。 

2.校內受傷類別，前三名依序為：擦傷、切割傷及扭傷。 

二、健康教育 

(一)減重比賽：活動將於 2月 25日(一)開始報名，競賽為期 10週，以 2~5人為一組的團隊

方式進行，預計招收 60人。有意報名者請先找好隊友，並想好一個響亮的隊名，參加

條件為隊友中至少有 1 人身體質量指數(BMI)在 24 以上，其餘隊友 BMI 至少在 22 以

上或體脂率超過標準，歡迎有意願開啟健康新生活之師生組隊報名參加。 

(二) 愛滋病防治線上有獎徵答活動：為響應 12月 1為世界愛滋日，衛保組自 12月 4日(二)

起至 12月 13日(四)止舉辦「安全的性、健康的愛」線上有獎徵答活動。凡全數答對者

即可參加抽獎，師生反應熱烈，共計有 341人參加，並由電腦隨機抽出 40名得獎者，

獎品為電影票，已公告衛保組網頁。 

三、健康環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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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於 12月 5日抽檢學生餐廳及北師美術館咖啡廳製冰機冰塊，檢驗結果符合衛生標準。 

(三)水質檢驗：107年 12月份抽檢飲水機水質檢驗，結果皆符合衛生標準。 

(四)教室清潔檢查：為維護校內共用教室清潔，擬於寒假期間，委請總務處招標請清潔公司

清掃教室，使校內師生有良好的環境。 

(五)教室照度檢查：依據教育部規定，每學年須進行教室照度檢查，以便更新改善照明設備，

目前仍持續檢測中。 

(六)登革熱防治宣導：請各單位維護室內外環境清潔及清除積水容器，如盆栽底盤、魚缸等

積水容器。 

(七)肺結核防治：早期常見症狀為咳嗽、發燒、食慾不振、體重減輕、倦怠、夜間盜汗、胸

痛等症狀，如有上述症狀請儘速前往醫院胸腔科或感染科就診，以利診斷與治療。 

(八)流感防治宣導：防範流感病毒侵襲，除了每年要按時接種流感疫苗外，平常也應落實勤

洗手及注意咳嗽禮節等個人衛生防護措施，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

共場所。如有類流感症狀應配戴口罩儘速就醫，並落實生病在家休息；一旦出現呼吸

困難、急促、發紺、血痰或痰液變濃、胸痛、意識改變、低血壓等流感危險徵兆，應

儘速至大醫院接受治療。 

■心理輔導組 

一、心理諮商服務 

統計期間：107年 9月 6日～108年 1月 4日 

 項       目 人數 人次 使用率 

一 個別諮商 327 1150 93％ 

二 高風險與危機個案晤談與管理 52 362 100％ 

三 初步晤談評估 142 142 100％ 

                                                       （單位：小時） 

說明： 

學期末之際，同學面臨期末考試及報告之壓力遽增，陸續接受同學及師長主動前來預

約個別諮商及安排初步晤談；另持續接觸高風險與危機個案之晤談及電話追蹤關懷，包含

緊急協助就醫及家長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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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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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衛生推廣 

（一）於 12月 10日至 12 月 28日辦理「溫『心』傳情－祝福感恩樹」活動，歡迎教職員

生至至善樓心輔組外寫下祝福小語，共計 33參與人次。 

（二）於 12月 10日至 12月 30日辦理「HYGGE美好生活提案」21天生活小改變活動，

活動將透過心輔組粉絲專頁進行每日活動宣導，成果將於 12月底開始陸續展示於心

輔組公佈欄，粉絲專頁網路宣傳達點閱達 5683觸及人次。 

（三）將於 12月 18日（二）下午 15:30-17:30辦理電影《最美的安排》：接受生命的禮物電

影欣賞活動，將由蘇亭允實習心理師帶領大家分享與討論電影心得，藉以進行生命

教育心理衛生宣導，共計 5參與人次。 

三、爆米花義工團 

爆米花義工團培訓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教室 人次 

107.09.06（四） 09:00-10:00 新生始業式－臥龍心生活 體育館 3F 13 

107.09.06（四） 15:20-17:00 社團博覽會－招募新人 操場 8 

107.09.10（一） 09:00-17:00 爆米花義工團招生說明會 G202 11 

107.09.12-09.13 18:00-20:00 爆米花義工團徵選面試 G202 12 

107.09.15-09.16 09:30-16:30 「奔跑吧！米花花」－情緒與自我探索

工作坊 

G202 
41 

107.09.19（三） 18:30-20:30 爆米花義工團1－期初大會 G202 35 

107.09.26（三） 18:30-20:30 爆米花義工團2－情緒探索團體(1) M318 38 

107.10.03（三） 18:30-20:30 爆米花義工團3－情緒探索團體(2) M318 36 

107.10.17（三） 18:20-21:20 爆米花義工團4－身體壓力知多少？生

理回饋儀訓練 

G202 
30 

107.10.24（三） 18:30-20:30 爆米花義工團5－心衛週籌備會議(1) G202 29 

107.10.31（三） 18:30-20:30 爆米花義工團6－心衛週籌備會議(2) G202 29 

107.11.14（三） 18:30-20:30 爆米花義工團7－心衛週籌備會議(3) G202 28 

107.11.19～11.23 12:00-13:30 心理衛生宣導主題週－情緒在身體旅行 學生餐廳 633 

107.11.28（三） 18:30-20:30 爆米花義工團8－心衛週檢討會議 G202 31 

107.12.26（三） 18:30-20:30 爆米花義工團 9－期初大會 G202 29 

爆米花義工團幹部會議 

107.06.25（一） 12:30-13:30 6月爆米花幹部會議 G201 19 

107.07.23（一） 13:00-16:00 7月爆米花幹部會議 G201 11 

107.08.14（二） 10:30-16:30 8月爆米花幹部會議 G201 12 

107.09.27（四） 12:30-13:20 9月爆米花幹部會議 G201 11 

107.10.18（四） 12:30-13:20 10月爆米花幹部會議 G201 10 

107.11.13（二） 12:30-13:20 11月爆米花幹部會議 G201 9 

107.12.20（四） 12:30-13:20 12月爆米花幹部會議 G201 8 

爆米花義工團偕同領導者培訓 

107.09.19（三） 12:20-13:20 偕同領導者培訓 1 G1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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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26（三） 12:20-13:20 偕同領導者培訓 2 G101 8 

107.10.02（二） 12:20-13:20 偕同領導者培訓 3 G101 7 

107.11.27（二） 12:20-13:20 偕同領導者培訓 4 G101 4 

107.12.05（三） 12:20-13:20 偕同領導者培訓 5 G101 4 

107.12.12（三） 12:20-13:20 偕同領導者培訓 6 G101 4 

107.12.26（三） 12:20-13:20 偕同領導者培訓 7 G101 7 

（統計日期截至 108.1.8） 

■資源教室 

一、108年度經費核定：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 108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共計新臺幣

270萬 9,712元整(含輔導經費 258萬 9,712元、招收經費 12萬元)，將陸續規劃新年度身

心障礙學生之輔導工作與活動。 

二、勞僱型身心障礙兼任助理職前訓練：為因應勞僱型身心障礙兼任助理工作轉型，資源教室

於期末辦理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工作意願普查並統計及能力評估，續廣徵校內行政部門之部

份工時用人需求及類型，於彙整供需面需求後，規劃於寒假期間針對適任人力開辦職前訓

練課程，內容涵括就職前相關注意事項、提昇就業競爭力及增進未來職場人際溝通技巧等

課程。 

■體育室 

一、107學年度新生盃球類競賽已於 107年 12月 28日圓滿落幕，各項目總成績如下: 

          名次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混合籃球 數資一 文產一 教育一 資科一 

男子籃球 數位一    

混合排球 數資一 兒英一 藝一乙 資科一 

羽球個人賽 

男  子  組 

心諮一 

劉宗旻 

資科一 

羅睿騰 

語一甲 

張  明 
 

羽球個人賽 

女  子  組 

教經一 

楊宇晴 

數資一 

王岑娜 

兒英一 

陳亭云 
 

桌球個人賽 

男  子  組 

社發一 李
亞醍 

教經一 黃
禹泰 

資科一 邱
偉綸 

資科一  

石忠澄 

桌球個人賽 

女  子  組 

語一乙 王
憓筑 

藝一甲 孫
振綾 

教育一 郭
佳妍 

語一甲  

許景涵 

二、召開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報名作業說明會(1月 3日中午舉行) 

(一)108全大運舉辦學校:中正大學。舉行日期:108年 4月 27日至 5月 1日。 

(二)本校報名項目計 8項: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跆拳道、空手道及網球。 

(三)註冊及報名作業:即日起至 2月 18日截止。 

三、受理 108 年寒訓各運動代表隊及各系隊練習場地登記作業，謹訂 1 月 7 日(一)中午 12:10

於體育室辦理。 

四、舉行教職員工羽球賽 

已於 1月 8日(二)15:20 於本校體育館 3樓舉行完竣，本次競賽活動共報名 9隊；北教大

實小、秘書研發聯隊、理學院、人文學院、總務處 3隊及學務處 2隊。 

五、完成 107年度「大專校院校務發展體育運動資料庫檢核表」填報作業。 

六、完成「教育部體育署107年運動發展基金輔導大專校院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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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畫」結報作業。 

■校園安全組 

一、107年 12月份校安組執行業務統計如下： 

(一)及時處理並填報校安通報計 2件(其他意外傷害 1件、其他校園安全維護事件 1件)。 

(二)執行服務學習計 490人。 

(三)登載遺失物計 62件，拾獲物計 39件，已領回計 21件。 

(四)本校同學辦理兵役緩徵計 6件。    

二、學務處校安組 1月份持續由各系輔導員執行本校賃居校外學生之賃居訪視工作，並宣導學

生賃居安全及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等觀念。 

三、會同總務處於 1月 4日完成學務處校安組辦公室裝修工程驗收作業。 

■原資中心 

原資中心已於 108年 1月 7日完成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原住民族學生就讀大專院校獎助學金核

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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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總務處工作報告 (108年1月) 

 

 保管組 

一、 本校管有中正區南海段五小段 312地號及 312-1地號等 2筆土地，遭寧波西街 122

巷5號及泉州街8巷14號(1~3樓)之私有房屋占用，於103年間提起拆屋還地等訴

訟案，業經最高法院 107年台上字第 226號裁定確定（三審定讞），並獲法院核發

判決確定證明書。本校已向國稅局查調債務人財產、所得資料，並於107年5月29

日召開協調會議與占用人協商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事宜。本校為使本事件和平

落幕，期間善盡所有努力(包含召開協調會與當事人良性溝通並給予寬緩期回覆)，

占用人107年8月7日陳情本校同意減免不當得利後，願主動配合拆遷作業，因當

事人所提之條件顯不符比例原則，本校無法同意，本校將委任律師依法聲請法院強

制執行，預計108年聲請執行。 

二、 本校管有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593-1、593-2及593-3地號等3筆土地參與都市更新

案，事業計畫業經臺北市政府 106年 12月 7日核定實施。本案已進入擬訂權利變

換計畫階段，實施者已於 107年 4月 18日舉辦公聽會，申請分配期間自 107年 4

月19日起至107年5月28日止，本校委託拓築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就實施者

各項資料、更新後房地分配方案及共同負擔合理性等提供專業或技術性之協助。總

務處已於 107年 5月 11日先行與拓築顧問公司召開選配議題討論會議，該公司綜

合本校意見及考量「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等法令規定，依實施

者提供之更新後本校應分配權利價值新臺幣 648,620,391 元，提出選配建議報告。

本校已於 5月 28日前依規定提送「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及「更新後分配位置申

請書」。本案權利變換計畫自107年12月12日起，至108年1月10日止，公開展

覽30日，另臺北市政府已於107年12月26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三、 完成土銀自動櫃員機續租案，租期自108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四、 與主計單位核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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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陳報107年12月份月報暨國有財產(含珍貴不動產)公務預算及校務基金「增減結存

表」各2份暨「財產增減表」1份至教育部。 

六、 提供主計室男女生宿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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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辦理今年全校年度財物盤點相關作業。 

八、 辦理107年12月份財物增加帳務建檔及各單位財物請購案件，其中財產增加計1759

筆(含圖書 1,506 筆)及非消耗品計 401 筆，並分別列印增加單及標籤分送各保管人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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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印製各單位異動主管之移交清冊，請各單位確實辦理財產移交手續。 

十、 提供尚未辦理移交人員之移交清冊，以俾儘速辦理移交。 

十一、 辦理 12 月份財產及非消耗品移動帳務，本月帳務移動財產 19 筆、非消耗品 40

筆並列印新移動單及標籤分送各單位保管人重貼。 

十二、 辦理堪用財物流通身分確認暨協助公告等事宜。 

十三、 107年12月財物減損案件，其中財產減損計63筆及非消耗品減損案件計284筆，

解除帳務及經管責任。 

十四、 更新線上財物查詢系統資料庫，以提供保管人即時掌握所經管財物明細資料。 

十五、 依財物減損單辦理報廢財物確認、收取、聯繫等事宜。 

十六、 辦理報廢財物回收變賣等事宜，計為校務基金增加8,280元收入。 

十七、 整理消耗品櫃、盤點、採購、辦理各單位領用消耗品及製作 12 月份消耗品收發

月報表等事宜。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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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側眷舍拆除工程(垃圾場整建) 目前主管機關申報開工、水、電、瓦斯申請拆表

拆管及施工前準備。 

二、 科學館107教師研究室整修工程目前廠商材料及設備資料備審及施工前準備。 

三、 行政大樓圖書館電梯汰換財物採購已於107年12月21日決標，目前進行料及設備

資料備審中，預訂於108年7月1日至8月31日進行現場施工。 

四、 藝術館電梯梯汰換財物採購已於107年12月20日決標，目前進行料及設備資料備

審中，預訂於108年7月1日至7月31日進行現場施工。 

五、 107年12月份完成如下項目： 

(一) 高壓電設備保養、發電機例行維護保養。 

(二) 各棟建築物昇降機設備定期保養作業。 

(三) 全校抽水馬達巡檢。 

六、全校區各棟舘舍臨時性及緊急性修繕持續進行。 

 

 出納組 

一、 本期(108年 1月 11日)與上期(107年 12月 11日)本校校務基金現金結存額增減情形

如下： 

類   別 本期 (1080111) 上期 (1071211) 增(減)額度 

現金結額 73,434,212元 32,741,770元 +40,692,442元 

定存結額 1,512,300,000元 1,531,900,000元 -19,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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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匯款支付作業107年12月支付4204筆，金額共161,063,124元整。 

三、 退匯處理107年12月11筆。 

四、本校目前委託中國信託銀行代收項目共計6項： 

(一) 107學年度第2學期住宿費，繳費期限：108年1月10日至108年2月28日。(延長

ATM、中信銀及郵局櫃檯繳費至108年3月5日止)。 

(二) 107學年度第2學期僑生健保費，繳費期限：108年1月28日至108年2月28日。 

(三) 107學年度幼教專班學分費，繳費期限：108年1月14日至108年2月13日。 

(四) 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會會費，繳費期限：108年1月14日至108年2月15日。 

(五) 107學年度第2學期日間學雜費，繳費期限：108年1月23日至108年2月18日。(延

長ATM、中信銀及郵局櫃檯繳費至108年4月18日止)。 

(六) 107學年度第2學期進修學雜費，繳費期限：108年1月22日至108年2月18日。(延

長ATM、中信銀及郵局櫃檯繳費至108年3月22日止)。 

五、本校目前委託中國信託銀行已完成代收項目共計1項： 

(一) 107學年度寒假住宿費，繳費期限：107年11月26日至107年12月20日。本案銀行

代收共178人，金額共364,000元。 

六、郵局劃撥已完成代收項目共計1項： 

(一) 108學年度四技二專入學報名費，繳費期限：107年12月25日至12月27日。本案銀

行代收共4人，金額共1,976元含手續費24元。 

七、 電子支付作業107年12月共支付35筆，金額共1,914,420元整。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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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

月共416人次，金額共6,909,788元整。 

九、 零用金(1萬元以下)支付作業，截至12月底總計支付7,619筆，金額共計18,468,523元

整。 

十、 開立自行收納統一收據(收費及請款)，截至12月底總計開立收據計6,161張，協助各

單位辦理學雜費、學分費、住宿費及停車費等相關業務。 

十一、 辦理本國人所得稅繳納作業12月共5件，稅額合計620,100及外國人所得稅繳納及

申報作業共15件，稅額21,867整。 

十二、 12月份支付新制實習、導師費等鐘點費造冊共731筆，總金額5,708,983元。 

十三、 12月份新增受款人，經由本組複查表單，建檔總筆數共495，年度累計4,588筆。 

十四、 12月份原封保管品結存(數量:5筆)總金額3,396,271元，露封保管品結存 

(數量:290筆)總金額1,515,804,000元。 

十五、 1月份到期定存單共30張孳息計約1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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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安組 

一、 安全衛生業務： 

(一) 新增學校安全衛生管理電子報專題案例於本組網頁，本期專題為校園發生災

害，責任歸屬問題分析實例。 

(二) 彙整安全衛生線上學習課程，整理後置放本組網頁，提供師生同仁線上學習。 

(三) 完成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臨場健康服務合約用印。 

(四) 登革熱防治執行巡檢校園環境及填報。 

二、 能源管理業務： 

(一) 簽請計算機中心更新本校首頁108年1月用電資料，並計入餐廳結算用電量。 

(二) 完成本校體育館屋頂裝設太陽能板電力併聯，後續進行顯示看板安裝以利能源

教育宣導。 

(三) 進行第4年ESCO節能績效保證專案量測驗證。 

(四) T8燈具汰換LED燈補助案，申請文件簽請用印。 

三、 環境教育宣導業務： 

(一) 公告環保署108年上半年大專環保先鋒隊計畫徵求最高45萬。 

(二) 配合經濟部水利署前瞻建設計畫，先行視察本校設置雨水回收可行性。 

四、 污染防治宣導業務： 

公布環保署定1/28至2/3為國家清潔週，配合打掃清理環境。 

五、 綜合業務 

配合節約能源推動小組建議，將產基會107年度第4季加氣站供油電混合車使用公

布周知。 

六、 實驗室實習工場管理業務： 

(一) 監督指導學生操作機器。 

(二) 維修更換木工教室帶鋸機鋸條。 

(三) 各實習工場教室大掃除。 

 

 

 文書組 

一、 辦理全校用印業務： 

辦理全校各項證明書、聘書、契約書、獎狀、單據及畢業證書等用印業務，107年

年度累計22,012件，108年1月份計1,036件。 

二、 辦理全校公文書收件、分文、繕校、發文、寄送等業務： 

(一) 108 年1 月份收文：電子收文計229 件，紙本收文計17 件，共計246 件。 

(二) 108 年1 月份發文：電子發文計27 件，紙本發文計5 件，共計32 件。 

(三) 本校108 年1 月公文線上簽核比率78.15％(依研考會公文電子化績效指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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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三、 辦理全校檔案管理業務： 

(一) 108 年1 月份歸檔掃瞄編目公文共計401 件，年度累計共401 件。 

(二) 執行107年12月份以前全校逾期未歸檔130件公文稽催作業，年度累計902

件。 

(三) 辦理第1期39至45年國家級檔案移轉檔管局工作。 

(四) 初步規劃108年度檔案展相關事宜。 

(五) 辦理107年1-6月檔案目錄彙送檔案管理局工作，預計於108年1月下旬完成。 

四、 107年公文交換系統收發文作業整合介接API案、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改版擴充及移

機服務案廠商如期完成履約，已辦理核銷事宜。 

五、 配合新年度「線上簽核暨公文管理系統」調整108年度「年度分類號、創號等」系

統維謢作業。 

六、 配合全校「公文製作講習」作業，蒐集各單位公文範例。 

七、 赴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進行檔案管理工作標竿學習。 

 

 

 事務組 

一、 採購案件： 

(一) 招標案:本月執行採購案件共 43件，其中規劃階段 0件、會簽階段 04件、招標

公告階段 05件、議價/評選階段 03件、決標履約階段 27件、驗收付款階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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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資系 數位課程影片拍攝製作 955,500      V 
公開取得企劃
書 

(第一期驗收) 

2 數資系 數位課程平臺功能擴充 800,000      V 
限制性招標 

(第三期驗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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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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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網中心 
103年教平台升及採購

維護案 122,000 
    V  限制性招標 

5 圖書館 
107年西文期刊一 
批 

3,974,000     V  公開招標 

6 
計網中

心 

「107年教務學務師培
系統維護專案」 

869,000     V  限制性招標 

7 
教務處 

註冊組 
招生系統功能擴充 550,000  V     限制性招標 

8 課傳所 

107 年國民中小學課程

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網

站後續功能擴充建置案 

4,063,500      V 
限制性招標 

(第二期驗收) 

9 
主計室

總務處 

107-109年會計、出納帳
務系統及納保管理 

2,060,000     V  限制性招標 

10 
師培中 

心 

辦理「拼薪袋月-108

年企業實習暨徵才
說明會」委託專業服
務 

353,000     V  
公開取得企劃
書 

 

11 教務處 

「108年度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 

師資格考試線上報名 

系統/後臺管理系統 

建置案」 

 

1,339,836 
    V  

準用最有利標 

 

12 研發處 

本校外籍學生(含僑
生)申請入學系統新
增刷卡繳費功能案 

160,000     V  限制性招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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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生輔組 
「106-107 學年度學
生團體保險」 

 
4,460,000 

    V  公開招標 

15 
北師美術

館 

107 大都會藝術博 

物館石膏模製品 

保存倉儲租賃案 

275,000     V  
公開取得書面

報價 

16 
教務處 

教檢 

「108 年度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教師資格考 

試入闈租賃設備」 

案 

960,000     V  
公開取得企劃
書 

 

17 圖書館 
108 年西文期刊一
批 

3,530,000     V  公開招標 

18 
教務處教
檢 

「報名及閱卷作業
之電腦、影印機相關
設備一批租賃案」 

186,000     V  
公開取得書面

報價 

19 圖書館 

「圖書館 3-4 樓空間
及設備更新整合建
置」案 

13,985,000     V  
公開招標適用
最有利標 

 

20 資科系 

107年度行動學習優良學
校 選拔活動暨動態成果
展委託 專業服務 

1,990,000      V 準用最有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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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藝設系 

藝術館 106、403 

、501、507 教室 

整修及設備更新 

3,050,000   V    公開招標 

22 音樂系 
108-109 年 KAWAI 

鋼琴調律保養維護 
574,000    V   

公開取得企劃
書 

23 音樂系 

108-109 年 Yamaha 

、Steinway 鋼琴 

調律保養維護 

327,700    V   
公開取得企劃
書 

24 課傳所 

107年度行動學習優良學

校選拔活動暨動態成果

展委託人力服務 

270,000   V    
公開取得企劃
書 

25 課傳所 

分組合作學習績 

優深耕學校赴美 

國參訪 

2,300,000   V    
公開取得企劃
書 

26 體育系 

108 級體育表演會 

燈光、特效設計製 

作 

324,000     V  限制性招標 

27 
華語文中
心 

「2019 年澳洲華語

教師培訓班計畫」住

宿採購案 

416,920     V  
公開取得書面
報價 

28 研發處 

「學校簡介光碟製作 

-107年度影片相容更新

案」 

370,000     V  限制性招標 

29 總務處 期末校務交流餐會 252,000     V  限制性招標 

30 文書組 

「108 年線上簽核暨公

文整合建置與導入專案

維護」 

452,000        V  限制性招標 

31 
教務處教
檢 

108年度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 

資格考試電腦閱卷、 

製卷及成績處理案 

2,389,260    V   

準用最有利標 

評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召開
中 

32 出版組 

108 年〈北教大校訊〉

及〈教育實踐與研究〉

印製案 

225,000     V  限制性招標 

33 總務處 
「108 年校區廢棄物清

運勞務採購案」 
1,503,029     V  公開招標 

34 總務處 

「108 年校區廁所盥洗

室清潔維護暨學生活動

中心 1-2 樓餐廳空間及

廁所清潔」案 

5,886,600     V  公開招標 

35 課傳所 
師資生教學演示系統建
置案 

900,000  V     限制性招標 

36 教經系 

A505B、A503A教室建
置86吋觸控式顯示器及
其相關教學設備整合一
批 

261,400   V    
公開取得書面
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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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教務處教
檢 

「108年度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

格考試試務用紙 

一批」 

212,625   V    
公開取得書面
報價 

38 師培中心 

師資生教學基本 

能力線上報名與 

評審系統維護與 

功能新增案 

1,172,500  V     限制性招標 

39 計網中心 

「資訊機房設備、 

校園網路暨教學 

行政電腦設備短 

期維護」案 

925,000     V  限制性招標 

40 
教務處教
檢 

108 年度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教師資格考試 

入闈期間膳食勞 

務採購案 

632,360     V  限制性招標 

41 圖書館 

「108 年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軟硬體 

維護」 

930,000     V  限制性招標 

42 事務組 

「108 年篤行樓地下
室機械停車設備維
護」 

240,240     V  限制性招標 

43 課傳所 
師資生教學演示 

系統建置案 
900,000  V     限制性招標 

 

(二) 其他： 

1. 各行政及教學單位以共同供應採購契約採購案。 

2. 其他1萬元以上設備及5萬元以上經常門採購案件。 

3. 機關綠色採購、小額採購、優先採購(身障團體)申報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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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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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2 樓日常生活
用品區 

V     
經提107/12/25協商會議決
議，依決議事項預計於本
週辦理公告招商事宜。 

2 總務處 圖書文具部    V 109.6.30. 
得標廠商「麋研筆墨有限
公司」目前正常履約中。 

3 總務處 
學生餐廳便利
商店 

   V 109.6.30. 
得標廠商「統一超商股份
有限公司」，目前正常履
約中。 

4 總務處 
學生餐廳自助
餐櫃位 

   V 109.6.30. 
得標廠商「味豐企業社」，
目前正常履約中。 

5 總務處 
學生餐廳 A1

櫃位 
   V 109.6.30 

得標廠商「阿義商行」，
目前正常履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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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務處 
學生餐廳 A2

櫃位 
   V 109.6.30 

得標廠商「饌商行」，目
前目前正常履約中。 

7 總務處 
學生餐廳 A3

櫃位 
   V 108.6.30 

廠商「郭玉女（呆熊早餐
店）」目前正常履約中。 

8 總務處 
學生餐廳 A4

櫃位 
   V 107.11.30 

經提107/12/25協商會議決
議，依決議事項預計於本
週辦理公告招商事宜。 

9 總務處 
學生餐廳
A5+A6櫃位 

   V 109.6.30 
得標廠商「雲南小廚」，目
前正常履約中。 

10 總務處 休閒品飲區    V 109.6.30. 
得標廠商「林建乙（自然
人）」，目前正常履約中。 

 

三、 事務業務： 

(一) 場地管理： 

1. 館舍場地租借(自 108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01 月 31 日止，租金收入概估為

$665,403元。 

2. 本校停車場臨時停車收入$314,840元(自107年10月11日至107年11月10

日間)。 

(二) 校園環境及植栽： 

1. 配合學校垃圾場及學生機車停車棚規劃整理，移植舊眷舍內桂花樹至圖書館

前右側花圃栽種。 

2. 持續請勤務班同仁進行全校例行性分區草皮修整維護、小幅修整灌木保持樹

型，雜樹、雜草、藤蔓拔除及花圃堆積落葉清理等校園綠美化及園藝維護

工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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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技工工友部分) 58,736元。 

(2) 簽辦繳交107年11月新制勞工退休金 (包括教育部、經濟部、國科會

等計畫助理、兼任教師及臨時人員等)692,763 元(雇主提繳 618,398

元、個人提繳74,365元)。 

(3) 簽辦繳交107年12月新制勞工退休金 (包括教育部、經濟部、國科會

等計畫助理、兼任教師及臨時人員等)700,506 元(雇主提繳 624,795

元、個人提繳76,108元)。 

(4) 簽辦繳交107年11月雇主提繳勞工退休金－兼任人員（兼任助理、工

讀生等）184,202元。 

(5) 簽辦繳交107年12月雇主提繳勞工退休金－兼任人員（兼任助理、工

讀生等）167,1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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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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7年 11月學校負擔勞保費 861,803元(其中工資墊償基金提繳 2,210

元、職業災害保險費 11,636 元，及普通事故保險/就業保險 847,957

元)；自負勞保費234,424元。 

(2) 107 年 12 月學校負擔勞保費 855,003 元(其中工資墊償基金提繳 2,233

元、職業災害保險費 11,739 元，及普通事故保險/就業保險 841,031

元)；自負勞保費236,594元。 

(3) 107年 11月(兼任人員)學校負擔勞保費 380,446元(其中工資墊償基金

提繳 1,279元、職業災害保險費 5,088元，及普通事故保險/就業保險

374,079元)；自負勞保103,192元。 

(4) 107年 12月(兼任人員)學校負擔勞保費 338,407元(其中工資墊償基金

提繳 1,137元、職業災害保險費 4,521元，及普通事故保險/就業保險

332,749元)；自負勞保91,839元。 

(5) 107年11月學校負擔健保費497,880元；自負健保費214,681元。 

(6) 107年12月學校負擔健保費497,880元；自負健保費212,563元。 

3. 本組自 104年 9月 14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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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月12日至108年1月11日止)承辦該

類人員加/退保及薪資調整人次共計552人次。 

4. 自 106年 8月 1日起，本組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12條規

定，配合人事室辦理本校兼任教師加保作業，107學年度上學期共計有151

人加保。 

5. 預計108年2月1日起，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教

學助理納保作業。 

(四) 工友(含臨時暨事務人員)業務： 

1. 工友編制：原編制工友15人、技工(含駕駛)4人；現有人員為工友9人、技

工(含駕駛)4人。 

2. 配合一例一休制度上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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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其他及交辦事項： 

1. 學生餐廳工作說明：  

(1)  抄電表並核算各攤商107年12月分攤之電費中。 

(2) 學生餐廳1、2樓：自助餐、A1、A2、A3、A5+A6櫃位、便利商店、

休閒品飲區及2樓圖書文具部等9個櫃位，目前正常履約中。 

1樓A4櫃位及 2樓「與師生日常生活相關區」櫃位，後續營運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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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經 107/12/25 提請相關會議協商，依會議決議招商方式於本週

內辦理招商公告事宜。 

2. 完成交辦事項： 

(1) 108/01/08辦理108年度上半年度退休及慶生茶會，餐會場地佈置、中

餐茶會餐點與蛋糕訂購及擺放，餐畢餐會用具撤場整理及場地清潔復

歸。 

(2) 108/01/17辦理107年度期末交流餐會，與廠商確認桌餐葷食及素食菜

單、議約等各項事宜，協助餐會會場場地佈置、飲品準備、擺放及餐

畢撤場場地清潔復歸工作。 

(六) 辦理每月全校消防安全設備檢查及改善事宜。 

(七) 各單位專線、分機移機、新增專線、分機申請受理，並進行全校分機資料異動

管理及專線分機報修處理。 

(八) 全校各項水、電、瓦斯、電話費用核銷。 

(九) 多媒體資料刊登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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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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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教育部「我國高等教育校務研究跨域整合資料庫之建置、分析應用與綜效管理」計畫

之資料填報： 

 107年 12月 1日(六)至 12月 29日(六)：資料上傳作業期間。 

 108年 1月 2日(三)至 1月 8日(二)：資料修正申請期間。 

 108年 1月 9日(三)至 1月 15日(二)：資料修正期間。 

二、科技部相關業務 

(一) 辦理 106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多年期請款作業。 

(二) 辦理 108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共計 88件(去年申請共計 80件)。 

1. 一般大批專題共 67件。 

2. 新進研究人員共 9件。 

3. 產學合作計畫(開發型)共 1件。 

4. 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共 2件。 

5. 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共 5件。 

6. 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共 3件。 

7. 人文社會經典譯注計畫共 1件。 

(三) 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變更之線上申請與校內流程作業。 

(四) 公告科技部各項申請計畫來函及申請作業。 

(五) 辦理 108年 1月份研究獎助生團體保險納保作業。 

三、校務研究中心業務 

(一) 辦理台評會「大一新生學習適應問卷調查」事宜。 

(二) 準備 108年 1月 23日行政會議 IR分析議題簡報。 

四、 綜合業務 

(一) 處理校內計畫類研究獎助生及計畫主持人津貼造冊事宜。 

(二) 辦理校外各單位申請學術研究計畫來函公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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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校內各類計畫案經費審核相關事宜。 

(四) 辦理 108年度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核定相關作業。 

(五) 辦理 108年度學術期刊出版補助申請作業。 

(六) 學術平台暨評鑑線上系統持續調整修正。 

(七) 辦理本校研究生論文及教師升等著作比對作業。 

(八) 審查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稿件共計 3篇。 

(九) 辦理學校簡介影片更新，委外廠商業已於 107年 12月 28日提供第一次剪輯檔，經各需

求單位檢視後，業提供修正意見供廠商進行第二次剪輯。 

(十)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年 1月 3日公佈教育部『107年度上半年大學校

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結果，本校四個評鑑項目：「校務治理與經營」、「校務資源與支

持系統」、「辦學成效」、「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全數「通過」。 

國際事務組 

一、國際交流 

(一) 完成英國 Leeds大學「學術交流備忘錄」續約事宜。 

(二) 辦理日本關西 KGU大學「學術交流備忘錄」續約及「交換學生協議」新簽約事宜。 

(三) 完成韓國釜慶大學「學術交流備忘錄」續約及「交換學生協議」新簽約事宜。 

(四) 接待韓國釜慶大學、維也納教育大學貴賓來訪。 

(五) 辦理 107-108年度歐美姊妹校語言與文化研習活動作業。 

(六) 籌備 108年度韓國姊妹校語言與文化研習團活動作業。 

二、行政業務 

(一) 辦理外籍學生健保加退保相關事宜。 

(二) 辦理外國學生申請工作許可證相關事宜。 

(三) 辦理外籍學生領取臺灣獎學金請款暨撥款作業。 

(四) 辦理教師 107年度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補助申請案。 

(五) 辦理系所舉辦學術研討會及教師外文論文潤飾補助申請案。 

(六) 辦理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案。 

(七) 辦理系所申請 107學年度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案。 

(八) 辦理推動國際化發展補助申請案收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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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辦理 107年度學海築夢計畫行前上網填報及經費授權作業。 

(十) 辦理 107年度第 2次學海築夢(新南向)計畫行前上網填報及經費授權作業。 

(十一) 辦理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海外姐妹校大學赴本校交換學生入學申請相關事宜。 

(十二) 辦理 108學年度赴海外姊妹校大學出國交換學生甄選作業。 

(十三) 辦理外籍生申請入學網站新增刷卡繳費功能案。 

(十四) 辦理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境外學生學伴輔導事宜。 

(十五) 補助本校國際學生文化交流社團舉辦國際學生活動事宜。 

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 

一、 行政業務 

(一) 辦理育成中心空間進退駐事宜。 

(二) 辦理育成中心電費、水費、網路費計算。 

(三) 處理育成中心老鼠防治問題。 

(四) 處理育成中心飲水機及水質定期檢測事宜。 

(五) 辦理育成中心 301、302、304室及廁所之窗廉安裝事宜。 

(六) 處理育成中心水塔清洗及水塔蓋更換事宜。 

(七) 辦理育成中心全棟公用空間清潔更換事宜。 

(八) 辦理育成中心網路設定問題。 

(九) 辦理育成中心門禁系統問題。 

(十) 辦理育成中心火災、地震保險問題。 

(十一) 辦理自然系盧玉玲老師「數位學習評量系統及數位學習評量方法」中華民國專利申請

費用分攤及轉讓事宜。 

二、 創業輔導 

協助創業團隊「四毛先生與可菲兒有限公司」進行教育部 106年度 U-start計畫績優團隊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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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59次行政會議教學發展中心工作報告 

綜合業務： 

一、 本校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獲教育部補助 5,202萬元，已於 4月 27日及 5月

29 日分別收到教育部函復 107 年度「高等深耕計畫」主冊第一期款 1,808

萬 5,120元，以及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

社會流動」計畫經費 680萬 7,200元之撥款公文。 

二、 本校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已於 11月 5日達到教育部規定申請第三期款的門

檻，並於 11月 21日撥款入帳。 

 

教學發展中心各組業務： 

一、 107-1學期「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配合課程大綱上網期程於 6月 20日

截止勾選題目。開放未勾選題目之教師進行勾選至 12月 12日截止。 

二、 107-1學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補助 10組，執行期程至 12月 26日止，

並已於 11月 29日至 12月 1日完成年度成果發表。 

三、 107-1 學期「公開授課」共辦理四場，已邀請教經系魏郁禎老師於 9 月 11

日分享組織行為學、教育系黃永和老師於 10月 5日分享教學原理、藝設系

倪明萃老師於 11 月 28 日分享西方藝術史(上)，以及數資系楊凱翔老師於

12月 13日分享計算機概論。 

四、 107-1已於 10月 9日、23日辦理兩場 86吋大型觸控電視教育訓練；於 10

月 30日、11月 6日辦理兩場未來教室教育訓練，提供本校師生了解今年度

購置最新設備之操作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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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159次行政會議圖書館工作報告  

      (107年 12月 22日至 108年 1月 22日 ) 

 

各組重要工作事項： 

採編組 

一、年度圖書資料費執行： 

(一)統計 107 年度各類型、語文別圖書資料訂購情形，公告於圖書館網頁。 

資料類型   
語文

 

西文 中文 日、韓文 大陸 合計 

元 冊 元 冊 元 冊 元 冊 元 冊 

圖書 1,679,563 1,052 1,918,525 7,574 41,740  42 230,000 752 3,869,828 9,420 

視聽資料 108,736 24 892,598 401 0 0 0 0 1,001,334 425 

樂譜 19,200 2 0 0 0 0 0 0 19,200 2 

電子書 5,220,288 16,859 295,831 1,802 0 0 0 0 5,516,119 18,661 

合計 7,027,787 17,937 3,106,954 9,777 41,740 42 230,000 752 10,406,481 28,508 

(二)結算 107 年度圖書資料經費執行情形，更新「歷年圖書費一覽表」。 

(三)完成「107 年度各系所圖書費執行分析」統計，各單位執行率均達 80%，108 年圖書費將

循往例依公式計算分配各單位額度。 

(四)依本校圖書館「圖書採購原則及程序辦法」，圖書經費之使用劃分 2 期，第 1 期(1-6 月)

推薦經費需達單位全年圖書費的 60%，至 9 月 30 日止，完成其餘經費之訂購，2 期所分

配經費額度，各單位可提前使用，每期經費如有餘額，由圖書館收回統籌運用。即日起

請提送擬購書單，以充實各單位教學、研究、學習所需資料；圖書館將定期寄送「各系

所圖書費執行分析表」，供各系所查閱，以掌控經費運用情形。 

(五)辦理 108 年度圖書徵集前置作業：蒐集圖書出版資訊，提供系所單位選書參考、整理系

所與網頁師生推薦清單，進行複本查核並補正書目資料、提請書商報價、建立訂購中檔

案，避免重複訂購。 

二、執行 108 年度中文圖書公開招標案(折扣標)： 

    (一)已完成 107 年度標案所有中文書採購作業。 

    (二)刻正進行 108 年度中文圖書公開招標案請購作業。 

三、辦理「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電子書聯合採購相關業務： 

(一)107 年度本校參加聯盟，採取 Collection 合集、Pick&Choose 書單及 PDA 三種聯合徵集模

式，新增電子書中文 1,802 冊、西文 10,856 冊，歡迎透過「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電子書

整合查詢」系統或本館「館藏查詢」網頁查閱利用。 

(二)108 年度本校持續加入聯盟，透過整體採購議價以爭取電子資源價格優惠，合作建置書刊

資源。 

四、中小學教科書蒐集： 

107 年度累計已採購國內康軒版、南一版及翰林版國小教科書 1,392 冊，國外教科書共 123

冊：美國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版小學教科書 29 冊、越南小學教科書 70 冊以及美國

Pearson Scott Foresman 版小學教科書 24 冊，歡迎至圖書館參閱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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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續參加臺灣地區「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徵集博碩士論文: 

(一) 107 年度已完成 2018 年美加博碩士需求論文 222 筆採購及驗收作業，開放本校師生

利用。同時，亦正於本校圖書館館藏目錄中回溯建置歷年聯盟採購資料，方便本校師

生隨時查檢利用聯盟共建共享之 239,619 筆美加博碩士論文資料。 

(二) 108 年度擬彙整各系所需求新購約 200 篇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 

典閱組 

一、新天鵝堡企業有限公司贈送該公司產品共 230 套桌遊給本館，並於 107 年 12hsi 月 20 日

舉行受贈儀式。(12/20)  

二、107 年度第 4 次圖書報廢事宜已核准，計購書 5584 冊，贈書 4068 冊，總計 9,652 冊。(元

/7)  

三、107 年 11 月曾以圖書館翻新計畫第三期 5-7 樓空間改造之計畫網要｢打造智慧節能的現代

藏書樓、完成北教大整體《圖書館翻新樂章》」，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已於 12/22 獲教

育部來文核撥補助 1800 萬經常門，經 12/24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決議，自籌

款(資本門)2,548,700 元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並進一步撰寫較詳細之計畫內容及教育部補

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12/28) 

期刊組 

一、108 年中文訂購期刊，計 143 種、金額新臺幣 280,850 元；西文訂購期刊 159 種，金額

3,530,000 元；電子期刊及資料庫續訂 28 種，預計執行金額 5,249,050 元。 

二、辦理「圖書館聖誕祈福.許願+過期期刊贈送」活動（107.12.01-12.28）。 

三、配合三、四樓空間調整，進行期刊合訂本架位重整。 

四、新訂「科學人雜誌中文版知識庫」一年，供本校師生查找資料、閱覽使用。 

五、製作期刊現刊架壓克力標示牌及更換過期報紙區木門，以便利用。 

推廣組 

一、圖書館正進行 3-4 樓空間改造，預訂 108 年 3 月 31 日完工，施工期間產生噪音及諸多不

便，敬請見諒。 

二、圖書館推廣活動 

(一)圖書館講習：107 年 12 月辦理「本校學位論文提交與電子檔上傳」講習 2 場，計有

75 人參加；12 月 20 日為教經系辦理 1 場「如何利用法源法律網蒐集法學相關資訊」

講習，計有 24 人參加。 

(二)圖書館導覽：1 月 7 日澳洲華語教師 14 人，由華語中心同仁陪同參觀圖書館、戴筱蓁

與吳信宏導覽 1-2 樓與創意未來學習中心。 

(三)彙整 107 學年第 1 學期參加講習、演講的公務員資料，轉請人事室登錄終身學習時數。 

三、教師指定參考書服務 

本校任課教師於開課期間可指定與課程相關且希望學生必讀之圖書為指定參考書，歡迎於

2 月 12 日前踴躍提交書單，本館處理完成後將陳列於教師指定參考書區(施工期間暫置 1

樓)，並提供查詢系統供學生查詢利用。 

資訊資源組 

一、維護圖書館資訊系統： 

(一)處理讀者有違規資料或有效日期失效者無法連線使用電子資源。(11/19) 

(二)與自動化系統廠商人員討論 AutoRPA 模組相關功能及 Ezproxy憑證安裝事宜。（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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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理 ARC 系統無法正常運作事宜，並進行系統重啟及測試相關作業。(12/3) 

(四)處理推廣組反映線上報名系統異常(使用者報名未成功也會出現資料、報名人次已超過

上限還可繼續報名)問題。(12/17) 

(五)將本館一樓 H104、H105、H106 討論小間於場地預約系統開放預借。(12/20)更新、維

護圖書館 web 網站資訊（12/07~） 

二、創意未來學習中心排課時間外借用 

(一)通識中心 蔡聘婷 82319 寫作教學(12/07) 

(二)圖書館志工甄選 劉幸玲 82126。(12/11) 

(三)推廣組借用辦理學位論文題交與電子檔上傳講習。(12/18)(12/21) 

(四)華語文中心借用澳洲外交官華語文訓練。(01/07) 

三、行政業務及其他： 

(一)協助採編組 3 臺主機，移除 jre88_u77，重新安裝 64 位元 jre88_u77。(12/07) 

(二)辦理 107 年度自動化系統第三季維護合約案核銷相關作業。(11/5、11/9、11/16) 

(三)辦理 Ezproxy憑證請購事宜。(11/28) 

(四)辦理自動化系統維護續約事宜。(12/3~) 

(五)107 年系統維護費預算結餘採購螢幕 5 台。(12/17) 

(六)參考廠商估價提供總務處底價分析及預計金額，俾利總務處辦理 108 年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軟硬體維護合約簽訂事宜。(12/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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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行政會議 教育學院工作報告 
 

2019.1.23 
【調查時間】2018.12.21-2019.1.20 

 
 
 

院  務  工  作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院教評 
會議 

1.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修訂「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案。 

2.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修訂「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案。 

3. 教育學系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 2 位專任教師案。 

4.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擬新聘專任副教授案。 

5. 教育學院四系所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兼任教師案。 

6. 教育學院各系所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 

7. 教育學院三系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實習協同教學教師續

聘案。 

8.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師申請著作升等案。 

9.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師申請教師終身免受評鑑案。 

108.1.3 

1. 教育學院 107 學年度教務處教師評審委員推選案。 

2.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擬新聘專任副教授續案。 
108.1.10 

院務 
會議 

1. 教育學院教師評鑑準則修正案。 

2. 修訂「校務基金進用約聘教師教育學院評鑑準則」案。 

3. 討論教育學院教師申請科技部彈性薪資院級初審標準案。 

4. 討論教育學院「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案。 

5.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修訂「轉系實施要點」案。 

6.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修訂「社會創新學分學程設置要點」、「專業

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案。 

7. 討論教育學院各系所設備費分配原則案。 

107.12.26 

學術 
活動 

專題演講：分享式學習法 (主講人：東京電機大學小島勇教授) 107.12.24 

 
 
 

學  術  活  動 

主題 主持/主講/參與人 日期 

教育學系（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生命教育碩士班） 

學習策略成果發表會 林偉文/王嬿茵/教育一甲 107.12.22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如何準備教學檢測 廖蘭君老師 107.12.25 
準備教師檢定考試經驗分享 曾沛萱老師 10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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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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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產官學系列講座- 

主題「千榕舞蹈團的教學、經營與管理之

實務經驗分享」  

千榕舞蹈團何碧芳團長 107.12.25 

107-1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主題「紮根理

論論文敘寫」  
臺北市新生國小陳智蕾校長 108.01.03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8.01.08-
09 

個人申請招生入學講座-主題「大學升學

制度的變革，以及高中端對於這些挑戰的

因應與期待」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賴春錦校長 108.01.08 

文教法律碩士班「大眾傳播法」課程至台

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參訪。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呂理翔老師 

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錢大衛先生 

108.01.09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2019 UCLA 

Summer Program」招生說明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洪福財老師 

國家教育研究院 

張珍瑋副研究員 

108.01.10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詮釋現象學方法在諮商研究的應用 鄧文章助理教授 107.12.22 

關鍵事件分析法在諮商歷程研究的應用 吳秀碧教授 107.12.24 

企業 EAP 執行現況與外部顧問合作系統

模式 
曾淑玲諮商心理師 107.12.25 

樂高認真玩:創意與心智 項維欣助理教授 107.12.28 

學  生  活  動 

內容 日期 

教育學系（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生命教育碩士班） 

系學會聖誕晚會/教我 72變 107.12.21 

系學會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大會 108.1.2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2018 特教週─痴吃的愛 
107.12.24-
28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2018 兒童戲劇年度公演《紙飛機》 107.12.27 

耶誕傳情：可不可以棉著你 
107.12.19-
108.1.7 

期末系全員大會 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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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經系學會期末系員大會 108.01.07 

學士班赴高雄市鹽埕區光榮國小辦理寒假服務梯隊－「漫威英雄多元教育生活

營」。 

108.01.1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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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三年級學生赴南投縣竹山鎮明善寺辦理寒假服務梯隊－「熊熊遇見你寒

假多元教育體驗營」 

108.01.19-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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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級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資訊實作展 108.01.02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高中諮詢委員會 108.1.10 

碩士新生座談會 108.1.16 

 
 
 

  教  師  動  態（學術活動、研究發表、社群服務） 

教師姓名 內容 日期 

教育學系（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生命教育碩士班） 

田耐青 

吳麗君 
率領十位師資生赴緬甸進行海外實地學習 (課程發展實習) 

108.01.12-

26 

鐘偉倫 
台北市 107 學年度素養導向評量產出型研習工作坊暨協助台北市

國語輔導團團員設計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範例   

107.12.22-

23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陳佩玉 基隆市特教輔導團 107年度團務工作檢討會議 107.12.22 

鄒小蘭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綱要實施手冊

編撰計畫第六次協調會議 
107.12.24 

鄒小蘭 
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配套計畫推動小組

第 2次會議議程 
107.12.25 

鄒小蘭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前導學校第二

次階段第 2次入校諮詢輔導 
107.12.26 

陳佩玉 
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小情障鑑定進階教師研習─情障亞型深究與

個案研討實作(三) 
108.01.04 

柯秋雪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學前融合教育期末檢討會暨 107學年度第 2學

期行前規劃會議 
108.01.07 

林秀錦 

柯秋雪 
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研商會議 108.01.08 

鄒小蘭 

陳介宇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前導學校第二

次階段第 2次入校諮詢輔導 
108.01.09 

呂金燮 
桃園市青溪國小執行前導學校教師專業社群「精進資優特殊需求課

程素養導向教學及評量之設計與實施」 
108.01.11 

陳介宇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前導學校第二

次階段第 2次入校諮詢輔導 
108.01.14 

鄒小蘭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前導學校諮詢 108.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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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介宇 輔導總計畫」三區諮輔團隊第 3次聯席會議 

吳純慧 
「臺北市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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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晤談教師資料初審會議 
108.01.17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吉沅洪 
立命館大學應用人間科學研究科吉沅洪教授來台至本系進行短期
學術交流活動。 

108.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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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 

人文藝術學院工作報告 
108.1.11 

       

      院務 

一、 召開相關會議： 

(一)1月3日召開107學年度第3次院教評會議。 

二、 執行中計畫： 

(一)「教育部補助電梯修繕案」已於12/20決標，目前廠商材料及設備資料備審中，預訂

於108年7月1日至108年07月31日施作。 

三、人文藝術學院學分學程： 

(一) 專業內容策展學分學程：107學年度第 2學期持續宣傳並申請中。 

(二) 創客特色人才學分學程：107學年度第 2學期持續宣傳並申請中。 

 

 國際交流合作 

單位 名稱/內容 地點 日期 

文創系 山東曲阜師範大學交流團來訪 本校 9/9-12/31 

文創系 
英國伯明罕大學鐵橋谷研究中心主任Mike 

Robinson教授來訪 
本校 1/19 

 

學術、活動 

單位 主題 日期 地點 備註 

藝設系 

系列專題講座邀請劉呈顥 (撰思文創

事業有限公司總監)講題：《客人殺

價，就是你該漲價的時候》 

1/4 M405國際會議廳  

台文所 第十五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1/12 篤行樓國際會議廳  

語創系 臺灣一九七０世代詩學研討會 1/16 篤行樓 Y601教室  

文創系 
Developing Cultrual Rotues for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19 篤行樓 Y705教室 
 

人文藝
術學
院、語
文與創
作學系 

第 30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麋研齋全

國硬筆書法教師研習 
1/23 科學館 101會議室  

語創系 
「素養導向的語文有效教學」 教師

研習 
1/24 科學館 B101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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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獲獎 

單位 名稱/內容 日期 備註 

文創系 臥龍股抽獎活動 party 1/8  

藝設系 
大三藝術組大型展演「是誰偷走我的鞋子」於揚曦

藝文空間、URS玩藝工場 
1/3～1/9  

藝設系 
大三設計組大型展演「設世未深」於剝皮寮歷史街

區 
1/4～1/10  

藝設系 藝四乙 李郁欣、曾鈺婷、鄭巧琪榮獲 2018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第一名，

獎金 30萬元 
 

藝設系 藝四乙 陳韻如、王敏安、鄭佩毓榮獲 2018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優等  

藝設系 藝二乙邱士軒榮獲 107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美術系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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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8.1.10 

 院務 

1.召開 107學年度院級相關會議： 

108.01.02召開第 4次院教評會。 

2.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1）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升等申請案（含著作外審）」相關業務。 

（2）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評鑑申請案（含當次免評鑑）」相關業

務。 

（3）辦理資策會「DIGI+Talent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認列學分簽辦事宜。 

（4）配合教務處通知，彙整本院各學系全校性重要行事於 108學年度行事曆中。 

（5）本院「107 學年度理學院五系系學會聯合活動」，依順位主辦單位輪由「體育系系學

會」主辦，辦理時間規劃中，屆時歡迎蒞臨指導。 

3.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107.12.15協助回覆總務處有關舊眷舍桂花樹移種與藝術館旁植物修剪諮詢。 

 

 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本院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108.01.15 體育館 205視

廳教室 

基礎桌球教學分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陳益祥主任 

 

 系所其他活動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於 108年 1月 12日（六）下午 13:30-17:30於科學館 B406辦理「Micro:bit程式互動

設計創客課程研習」。 

（2）於 108年 1月 22日（二）上午 8:20-下午 17:00於科學館 B206，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及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共同辦理「建模教學工作坊」。 

2.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訂於 108年 3月 9日（六）辦理 107學年度「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考試，自 107

年 11月 26日至 108年 1月 21日止辦理報名活動。 

3.本院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於 107年 12月 28日（五）至 108年 1月 4日（五）假篤行樓 1樓舉辦「電腦繪圖」、

「素描」課程期末成果展。 

（2）訂於 108年 1月 29日（二）假科學館 B501舉辦 2019數位科技設計創意體驗營。 

（3）訂於 108年 2月 22日（五）至 24日（日）舉辦 2019 DTD spring game jam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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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活動 

1.本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本系系學會於 108年 1月 8日(二)舉行自然系系員大會。 

（2）本系學生於寒假期間協助辦理「遠哲科學冬令營」，期間為 108年 1月 21日至 2月

1日為期 2週，共有 42位同學參與。 

2.本院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本系系學會於 108年 1月 8日(二)假視聽館 F406辦理期末系員大會活動。 

 

 榮譽榜 

本院學生參賽獲獎名單 

【學系】 

競賽名稱 

獲得獎項、名次 

指導教師 

學生姓名、團隊名稱 

作品名稱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經濟部工業局辦理「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

升計畫 DIGI+數位新星大賞」競賽榮獲 

第三名 

周洺翰同學榮獲第三名(個人) 

專題名稱：XR-防盲小尖兵 

研習單位：資訊工業策進會 

【資訊科學系、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經濟部工業局辦理「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

升計畫 DIGI+數位新星大賞」競賽榮獲 

特選 

黃玠喬、李昆霖同學榮獲 特選(團體) 

專題名稱：TW-BIM虛擬元件國際供應鏈平臺 

研習單位：臺灣建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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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進修推廣處工作報告(1月份) 

進修教育中心 

一、108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業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及 107 年 12 月 19 日審議簡

章，本次招生簡章將依會議決議，依程序公告並辦理後續招生工作。 

二、簽聘 108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命題、審題、術科考試、口試及資料審查評審委員，並將

相關資料送各招生系所辦理後續遴聘事宜。 

三、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夜間暨週末假日班第一階段選課自 1 月 2 日至 1 月 7 日，第二階段

選課自 1月 14日至 1月 22日止。 

四、辦理碩士在職專班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雜費開單作業，繳費期間自 108年 2月 1日至

108年 2月 13日(信用卡繳費同步處理)。 

五、受理夜間暨週末假日班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汽車停車證線上申請：1月 14至 1月 25

日截止，並於 1月 30日公告結果。 

六、辦理夜間暨週末假日班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成績彙整作業。 

七、辦理夜間暨週末假日班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學位考試成績登錄作業。 

八、製作畢業證書，並受理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畢業離校。 

九、為配合政府「綜所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優化作業」，彙整提供 107年度學生繳費資料。 

十、辦理幼教專班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分費開單作業，繳費期間自 108年 1月 14日至 108

年 2月 13日。 

 

推廣教育中心 

一、 1 月份推廣教育班辦理情形： 

類別 招生中 開班中 結訓 

政府委辦案 1 1 0 

常態班 2 3 0 

冬令營 61 0 0 

1-6 月推廣教育班 70 0 0 

境外單位委辦案 2 0 1 

隨班附讀 95 0 2 

二、 政府委辦案-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招生中 1、開班中 1) 

1. 107-1 107D800： 

(1) 課程庶務處理。 

(2) 安排 3 次新任計時助教實習訓練：11/13、12/4、1/12。 

(3) 將於 1/26 結業，結業作業進行中。 

(4) 課程帳務核銷。 

2. 107-2 108D300： 

-243-



(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辦行政契約完成簽訂。 

(2) 報名期間：107/11/29~108/1/2， 

(3) 公告正備取：108/1/24 

(4) 課前說明會：108/2/19 

(5) 課程起訖：108/02/19-108/07/20 

(6) 已完成報名資料初審，共 105 完成報名，檢送資料至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複

審中。 

(7) 其餘課程前置作業進行中。 

三、 常態班：(招生中 2、開班中 3) 

1. 兒童硬筆書法班： 

(1)108D201：上課中，可插班至 108/3/22，預計 108/4/27 結業。 

(2)課程庶務處理與帳務核銷。 

2. 兒童毛筆書法班： 

(1)107D704：預計於 108/1/26 結業。 

(2)108D202：預計 108/2/16 開班，可持續插班至 108/4/26，108/5/25 結業。 

(3)課程庶務處理與帳務核銷。 

3. 瑜珈班： 

(1)107D807：持續開放插班至 108/1/19，預計於 108/3/9 結業。 

(2)108D371：預計 108/3/16 開班，可持續插班至 108/5/24，108/6/22 結業。 

(3)課程庶務處理與帳務核銷。 

四、 教育部委辦本校辦理「第 19 屆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校長及家長會長聯席會議」，

結案資料準備中。 

五、 2019冬令營：(招生中 61) 

1. 重要期程 

項目 排定日期 備註 

報名及截止日 11/5(一)始 
1. 至第一梯次截止報名(1/14)，共約 10週。 

2. 報名截止日：每梯次開始前 7日 

活動日期 1/21(一)~2/1(五) 5日營共兩週。 

工讀徵聘 11/14(三)~12/4(二)  

師資行前說明會 1/9(三)  

2. 行銷管道：已完成、上線：關鍵字廣告、公文(各高、國中小、幼兒園、私人企業)、

社群平台行銷(如 FB、部落格等)、會員群組信、DM 及海報派送、校內公告信…

等。  

3. 優惠設定： 

(1)身分優惠折扣：如舊生 9 折、附小生 8 折、員工眷屬 8 折、團報(9~85 折)等。 

(2)複選優惠：早鳥優惠 95 折(12/10 截止)、好事成雙 95 折(108/1/21 截止)、FB

粉絲專業活動折價券等。 

(3)其他特殊優惠：本校員工眷屬學費優惠 6 折。目前校內員工報名人數 16 人，

報名課程 3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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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特殊議題： 

(1)提升課後照顧服務品質及價格，確保家長下班前，本校提供安心、安全、有學習

性質的學員安置環境。 

(2)重視「學員日記」，針對未發放教材或成品之學員，需額外設計學習單，以利家

長了解學員之學習動態。 

(3)辦理同時段短期講座、工作坊或親子班(如下表)，並開放予一般社會人士或學生參

加，以提供陪同家長自我充實之服務。 

 

 

 

 

 

(招生中 20) 

2019冬令營成人系列課程 

冬令營 1st 1月 21日 1月 22日 1月 23日 1月 24日 1月 25日 

上午 

9:30 

│ 

11:30 

(108D305)親子瑜珈班(上午班) 

(108D301)冬令營成人講座系列(1/21-1/25 上午) 

(108D306)動物造

型漢堡夾（黏土） 

(108D308)長夾拼

貼 

(108D310)生活花

藝美化居家 

(108D312)捏捏陶-

日常食器 

(108D314)輕鬆入門

的 E化雲端企業管

理系統 odoo 

下午 

14:00 

│ 

16:00 

(108D104)手作美學藝術家(下午班) 

(108D302)冬令營成人講座系列(1/21-1/25 下午) 

(108D307)實用面

紙袋套裝飾 

(108D309)歐式花

藝小品 

(108311)實用麻布

提袋裝飾 

(108D313)基礎彩妝

保養-化出最適合的

妝 

(108D315)基礎彩妝

保養-化出最適合的

妝 

冬令營 2nd 1月 28日 1月 29日 1月 30日 1月 31日 2月 1日 

上午 

9:30 

│ 

11:30 

(108D303)冬令營成人講座系列(1/28-2/1上午) 

(108D316)豬事順

利許夢網 

(108D318)營養師

萊恩：狗狗鮮食小

學堂 

(108D320)親職講

座-啟發創造力 

(108D322)健康保健

動ㄗ動(滾筒筋膜放

鬆) 

(180D324)健康活力

講座(認識核心肌群

與鍛鍊方式) 

下午 

14:00 

│ 

16:00 

(108D304)冬令營成人講座系列(1/28-2/1下午) 

(108D317)淺談股

市基礎投資 

(108D319)幸福學-

識得幸福、擁有幸

福！ 

(108D321)親職講

座-快速有效的教

育方式 

(108D323)健康活力

動ㄗ動(流動瑜珈) 

(108D325)健康活力

動ㄗ動(活力拳擊) 

六、 108年 1-6月其他推廣教育學分/非學分班(不含兒童冬夏令營)： 

1. 生活花藝：(招生中 12) 

(1) 非學分班，黃俊隆老師開課。 

(2) 招生中，開放每堂課單獨報名。 

(3) 研習時段：2019-03-08 ~ 2019-05-31，每周五晚間 18:30 ~ 20:30，共 12堂。 

2. 園藝治療：(招生中 11) 

(1) 非學分班，黃俊隆老師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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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生中，開放每堂課單獨報名。 

(3) 研習時段：2019-03-09 - 2019-05-25，每周六上午 09:30 - 11:30，共 11堂。 

3. 達克文創藝術幼兒師資培訓班：(招生中 1) 

(1) 非學分班，由本校范睿榛老師推薦，清大、東華大學兼任謝鳴鴻副教授授課。 

(2) 招生中，可接受前三堂課插班，報名截止日至 3/18。 

(3) 研習時段：2019-03-05 - 2019-06-18，每周二晚上 18:30~21:00。 

(4) 另討論開設「樂齡師資培訓課程」之可能性。 

4. 達克樂齡學習規劃師培訓計畫課程初階： 

(1) 非學分班，謝鴻鳴教授開課。 

(2) 待上架，預計 108/9/17 開班。 

5. 3D列印工作坊：黃勝祥老師，擅長思考將 3D列印模具，融入生活中的可能性。 

(1) 兒童冬令營班：3D 列印下午茶之培根豬棒棒糖。 

(2) 過好年~吃貨煮婦(夫)工作坊之麵龜敲甜糕：未開班 

(3) 3D 列印教材設計與校園特色課程規劃 (初階)：待上架。 

A. 非學分班，待上架。 

B. 預計研習時段：108/03/09~/05/18 每周六，週六下午 13:30~14:30。 

6. 手作美學藝術家-酒瓶燈： (招生中 1) 

(1) 非學分班，邱惠卿老師授課。 

(2) 招生中(108D335)，報名截止日 108/4/15。 

(3) 研習時段：108/4/19， 19:00 ~ 21:00。 

7. 兒童活力籃球營：(招生中 1) 

(1) 非學分班，本校體育系四年級邱柏軒(由本校體育系主任指導)授課。 

(2) 招生中(108D205)，報名截止日 108/3/4。 

(3) 研習時段：108/3/9~108/5/18，每週六 14:00-17:00，共 10 堂課(30 小時)。 

8. 兒童扯鈴育樂營：(招生中 1) 

(4) 非學分班，本校體育系碩士生李宗翰(由本校體育室主任指導)授課。 

(5) 招生中(108D206)，報名截止日 108/4/23。 

(6) 研習時段：108/3/5~108/5/14，每週二 19:00-20:00，共 10 堂課(10 小時)。 

9. 親子瑜珈班：(招生中 2) 

(1) 非學分班，陳美智老師授課。 

(2) 冬令營平日班招生中 (108D305)：研習時段 108/1/21~108/1/25，週一至五

9:30-11:30，共 10小時。報名截止日 108/1/14。 

(3) 周六班招生中(108D337)：研習時段 108/3/9~108/5/18，週六 10:00-12:00，共 20小

時。報名截止日 108/3/3。 

10. 輕鬆入門的 E化雲端企業管理系統 Odoo：(招生中 1) 

(1) 非學分班，元植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授課。 

(2) 招生中(108D326)，報名截止日 108/1/22。 

(3) 研習時段：108/1/26，9:30-11:30，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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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研習後試招生與學員反應狀況，再行討論是否開設帶狀研習班。 

11. 股市基礎投資實務班：(招生中 2) 

(1) 非學分班，劉孟岳老師授課。 

(2) 招生中，分為周五班(108D329)與周六班(108D330)，報名截止日 108/3/4。 

(3) 研習時段：周五班 108/3/8~108/5/10，19:00-21:00；周六班 108/3/9~108/5/18，

15:00-17:00，各共 16小時。 

12. 正念減壓工作坊：(招生中 1) 

(1) 非學分班，教育系黃鳳英老師授課。 

(2) (108D327)研習時段：108/3/12~108/5/7，每周二晚間 18:30-21:00，共 20 小時，

報名截止日 108/3/3。 

(3) 結訓核發研修證明書。 

(4) 將視招生情況與學員課程反映，長遠規劃「兒童正念與專注力課程」、「正念教

育師資班」。 

13. 籃球教練培訓班(含考取國際體育運動訓練發展協會-C 級教練證)：(招生中 2) 

(1) 非學分班，國際體育運動訓練發展協會派師授課。 

(2) 108 年度開班計畫：第四期 3/16-3/17(108D331 招生中，報名截止日 108/2/25)、

第五期 5/11-5/12(108D336 招生中，報名截止日 108/5/6)、第六期 6/29-6/30(計

畫中)，各共 16 小時。 

14. 兒童瑜珈師資培訓班(含考取國際體育運動訓練發展協會瑜珈師資證照)：(招生中 1) 

(1) 非學分班，國際體育運動訓練發展協會派師授課。 

(2) (108D338)研習時段：108/3/10~108/5/5，每周日 9:00-17:00，共 60 小時，報名截

止日 108/2/25。 

(3) 結訓核發研修證明書。 

 

15. 形塑快樂家庭的好方法系列講座：(招生中 3) 

(1) 非學分班，臨床心理師陳昱齊老師授課。 

(2) 講座時段：108/4/13 找到孩子的學習特質(108D365)、108/4/27 親子間的情緒

溝通(108D366)、108/5/11 聽到伴侶的呢喃(108D367)，每周六 13:30-16:00，

共 3 場講座(各 2.5 小時)。 

16. 台語認證輔導班：(招生中 3) 

(1) 非學分班，李勤岸老師授課。 

(2) (108D368)台語 C 級認證輔導班(周末密集班)：研習時段 108/4/13~108/5/5，每

周六、日 9:00-17:00，共 42 小時，報名截止日 108/4/8。 

(3) (108D803)台語 B 級認證輔導班(平日密集班)：研習時段 108/8/5~108/8/14，周

一至五 9:00-17:00，共 42 小時，報名截止日 108/10/14。 

(4) (108D804)台語 B 級認證輔導班(周末密集班)：研習時段 108/9/7~108/10/19，

每周六、日 9:00-17:00，共 42 小時，報名截止日 108/9/2。 

17. 要成功出國留學不可不知的準備關鍵：(招生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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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學分班，本校陳思維老師授課。 

(2) (108D369)研習時段：108/3/15，周五 18:30-21:30，共 3 小時，報名截止日

108/3/11。 

(3) (108D370)研習時段：108/3/16，周六 13:30-16:30，共 3 小時，報名截止日

108/3/11。 

18. 體能系列課程：(招生中 6) 

課程代

碼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星

期 
時間 

總

時

數 

報名 

截止日 
教師 

108D37

2 
Boot Camp 體適能 108/3/5~108/5/14 二 18:00-19:00 10 108/4/23 

(體育室合

作)康昭

翔、陳孟

鼎 

108D37

3 
流動瑜珈 108/3/21~108/6/13 四 18:00-19:00 12 108/5/30 謝明志 

108D37

4 
墊上核心與肌力雕塑 108/3/21~108/6/13 四 19:00-20:00 12 108/5/30 許雯如 

108D37

5 

銀髮族熟齡樂活體適

能 
108/3/17~108/6/16 日 9:00-10:00 12 108/5/26 許雯如 

108D37

6 

女子完美體態肌力雕

塑 
108/3/17~108/6/16 日 10:00-11:00 12 108/5/26 許雯如 

108D37

7 
活力拳擊 108/3/17~108/6/16 日 11:00-12:00 12 108/5/26 王智信 

七、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隨班附讀：(結訓 2) 

1. 108/1/25 教師成績登打截止日。 

2. 108/1/30 成績單、研修證明書製作完成，並通知學員領取。 

3. 課程帳務核銷。 

八、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隨班附讀：(招生中 95) 

學期周次/日期 工作事項 說明 

107-1 

第 18周 

108/01/10 

(四) 
開始招生 

開 放 學 員 於 「 推 廣 教 育 網 」 線 上 報 名 。

http://cce.ntue.edu.tw/ 

107-2 

開學前 1

周 

108/02/14 

(四) 
招生截止 

完成「報名費」繳納，並將隨班附讀學員申請單等紙本

文件掛號郵寄至本中心，收件截止日以郵戳為憑。 

107-2 

第 1 周 

108/02/21 

(四) 
送件予系所審核 

推廣中心收齊、確認申請者申請書基本資料填寫無誤

後，送請系所審核。 

107-2 

第 2周 

108/02/27 

(三) 
系所回覆錄取狀況 

確認學生身分資格符合、班級人數許可，教師及系所主

管核定後，送回推廣中心以公告錄取名單。 

未錄取者請於申請表上敘明理由，教師及系所主管核定

後，一併送回推廣中心留存。 

107-2 

第 1-2 周 

108/02/18 

│ 

108/03/01 

學期開始-部分課程

須先到課旁聽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碩士)」、「自然科學教育

學系(學士/碩士)」上述系所/學位學程因課程進度考量，

指定學員於「公告錄取前」開學第一堂課到課，敬請留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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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系所錄取公告後一日，108/03/05(二)正式上課。 

107-2 

第 3周 

108/03/05 

(二) 

錄取公告 

學員正式上課 

於校首頁與推廣中心報名頁面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

email 通知(不另電話通知)。 

107-2 

第 3周 

108/03/07 

(四) 
繳費截止 學員確認錄取後再進行繳納「行政業務費」、「學分費」。 

學期 開放系所 學/碩士 開放課程數 

107-2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碩 1 

107-2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學 4 

107-2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碩 5 

107-2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學 8 

107-2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碩 10 

107-2 臺灣文化研究所 碩 16 

107-2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學 32 

107-2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碩 14 

107-2 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碩 5 

九、 大陸案-107學年度曲阜師範大學交流案(107D808)：(結訓 1) 

1. 學生背景：山東曲阜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文化創意和博物館學本科生(學士生)。 

2. 人數：10名(1男、9女)。 

3. 交流期間：107學年度第 1學期 107/9/8-108/1/11。 

4. 交流形式：入文化創意產業學系，交流形式確認為隨同我校大學部學生共同修課(隨班

附讀)，無專班需求。 

5. 行政作業進度： 

(1)1/8 學生例行至推廣中心簽「在校狀況聯繫表」，關心學生在台狀況。 

(2)1/8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主辦歡送午宴。 

(3)1/3-1/10 離校手續單辦理中、學生期末反饋問卷。 

(4)1/11 學生離台，本中心將派員至桃園國際機場送機。 

十、 大陸案-107學年度湖州師範學院交流案(108D364)：(招生中 1) 

1. 學生背景：湖州師範學院国民教育系、儿童英语教育学系(二年級學士生)。 

2. 人數：3名(1男、2女)。 

3. 交流期間：107學年度第 2學期 108/2/14-108/6/22。 

4. 交流形式：入教育學系，交流形式確認為隨同我校大學部學生共同修課(隨班附讀)，無

專班需求。 

5. 行政作業進度： 

(1)合作協議書已郵寄至姊妹校。 

(2)相關文件(如入台許可證)已辦理完成、待確認湖州師範學生通行證申請。 

十一、 2019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夏令營：(招生中 1) 

1. 時程：2019/6/15~2019/6/29 

2. 人數：學員約 32 人，教師 3 人。 

3. 委辦/合辦單位：金洋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4. 行政作業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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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項目 內容 備註 完成 

11/15(四) 1st 工作會議 討論初步架構，並供港師確認同意 金洋、國北 V 

12/4(二) 1st 中師會議 確認中師續教意願，討論呈現模式 國北 V 

12/14(五) 行程表 
將細項行程、餐點安排填寫完畢，俾利中

師參考後設定個單元內容 
金洋 V 

12/21(五) 初步報價 提供報價，請港師協助於 1/11(五)前確認 國北、金洋 V 

1/18(五) 教案 
提供出版教案，內容包含個單元主題、課

程內容簡述、活動方式 
中師  

2/1(五) 教案初審、選定文章 
請港師協助初審、給予意見，並請中師於

2/21(五)前修正完畢 
港師、中師  

春節期

間 

~4 月 

招生 港校開始招生 港師  

3 月初 確認其餘師資 確認 A、D班教師 國北  

3/8(五) 選定教材文章 
確認各單元使用文章(請勿選太長、太

難)，供港師參閱 
中師  

3/21(四) 完成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教材完整呈現 中師  

4/12(五) 合約簽訂 簽訂合約，啟動專案簽，並確認課程教室 金洋、國北  

4/10(三) 教材初審 
第一單元教材審核，並於 4/10(三)前修正

完畢 
港師、中師  

4/19(五) 

(待確認) 
確定學員 確認、提供學員名單與分班 港師  

4/23(二) 提供寄宿名單 
提供龍門國中、實小相關資訊，俾利安排

課程、學伴等細節。 

國北 

另需洽其他

支出如何處

理 

 

4/30(二) 預付款入賬 金洋及國北經費入帳 金洋、國北  

5/17(五) 其餘單元完成 完成各單元，並於 6/4 前定稿、6/5 送印 中師、國北  

6/10(一) 尾款入賬 金洋及國北經費入帳 金洋、國北  

6/28(五) 結業會場布置 同左 國北  

 

十二、 2019年航空廣播種子教師精進訓練(108D363)：(結訓 1) 

1. 時程：2019/1/3，共 6 小時。 

2. 人數：資深空服員 17 人。 

3. 委辦/協辦單位：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領袖國際有限公司。 

4. 行政作業進度：課程順利結束，款項核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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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人事室工作報告 

一、 108 年 1月 8日上午，在本校北師美術館 1樓辦理 108年度退休同仁茶會

暨慶生會，上半年退休同仁有：教經系鄭崇趁教授、幼教系黃瑞琴教授、

數位系洪茂盛副教授、特教系李淑玲副教授、語創系江淑惠副教授、圖書

館典閱組吳麗麗組長、教務處課務組呂錦玲組長及圖書館典閱組劉幸鈴組

員等 8人。 

二、 本校部分單位簽陳辦理約用工作人員(教務處林冠妤及趙沛滋 2 名、總務

處陳素宜及葉雅慧 2名、進修推廣處廖尚儀、人文藝術學院黃怡晶及語創

系吳亭慧)原職調升案，經 1月 4日召開約用工作人員升遷小組決議略以：

「為激勵工作表現優異行政人員，衡酌本次提案 7 位申請人員之工作年

資、年終考核、工作表現等情形，其中教務處林冠妤乙員到校服務達 8年

以上，連續 3年年終考核優等，工作繁重且績效優異，優先推薦原職調升

為行政專員。」;案經校長核定自 108年 1月 7日起調升並已公告人事動態

在案。 

三、 本校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助教服務及考評要點」第四點規定，有關「助

教人員」乙詞修正為「助教」，並修正第三項後段規定為「助教均為票選

委員候選人，票選方式採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並自

108年 1月 11日起施行。 

四、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落實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2項保障求職

者權益之意旨，各機關臨時人員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 4萬元者，應於

辦理公開甄選時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俾符規範。 

五、 有關教育部函「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解釋令

以，夫妻同時育有 2名以上 3足歲以下子女，與養育雙（多）胞胎子女所

負履行照顧之責任及需求，宜有衡平考量之必要，爰參照教育人員留職停

薪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但書規定：「養育 3 足歲以下雙（多）胞胎子

女者，不以一方申請為限」，教育人員同時養育 2 名以上 3 足歲以下子女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得不受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之限制，且服務學

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得予以拒絕。 

六、 轉知支(兼)領月退休金教職員於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於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 1 年內死亡者，其遺族如屬「未再婚配偶未滿 55 歲」

或「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之已成年子女」等情形得否擇領遺屬年金，依

上開退撫條例規定，仍應依原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251-



七、 轉知行政院訂定「一百零七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並自 107年 12月 25日生效一案，相關作業業已辦理完竣，並依規定於 108

年 1月 25日核撥入帳。 

八、 茲依「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規定：各級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

學校「在職專任合格教師」，至每年七月三十一止「連續實際」從事教學

工作屆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成績優良」者，於每年教師

節分別「致贈慰問金」。業轉知本校各系所所屬教師（不含新制助教）核

對服務年資，俾利辦理請頒 108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事宜。 

九、 轉知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率，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重行釐定並自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起，依精算結果調整如下：(一)不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

人調整為 8.28%。(二)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調整為 12.53%。(三)以上

費率之調整自 108年 1月 1日起實施。 

十、 本校預訂於 108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於大禮堂舉辦 108 年

度新春團拜活動，亦邀請退休人員及附小同仁屆時參與，當日活動循例安

排附小學童表演，接續舉辦摸彩活動。為使活動氣氛熱絡，敬請各級主管

踴躍捐贈禮品。復依 103 年 2 月 26 日本校福利委員會會議決議，參加禮

為商品禮劵 200元，並於活動後發放，當日未獲獎同仁則於活動散場時，

請其以「摸彩劵存根聯」至簽到櫃台換取 200元參加禮。  

-25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 次行政會議主計室工作報告 

一、 教育部業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修正「教育部（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其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一) 各類表單修正。 

(二) 其要點二：依政府採購法辦理者，其經費之核撥結報應依契約約定辦理。 

(三) 其要點四： 

 委辦案件經費申請表，執行單位免與核章。 

申請補(捐)助計畫，增加加班費不予補(捐)助：如有延長工作時間者，得

由執行單位年度經費核實支付加班費。 

(四) 其要點八：計畫經費之變更，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 涉及一級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及設備及投資)互相流用、指定經費

項目變更、補(捐)助比率變更、補(捐)助或委辦金額之變更，應報本

部同意後辦理。 

2. 因依法令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不敷使用之人事費流入，免受第一款限

制，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理。 

3. 人事費未依學經歷(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不得流用。 

二、 108 年度預算分配案業於 108 年 1 月 8 日簽奉校長核可，並分送「部門經資

門分配表」於各單位系所據以執行。另「108 年預算分配支用原則及執行注

意事項」公告於本室網頁，其增修條文簡列如下: 

(一) 第一點通則第六款，各系所經管電腦教室更新應專簽辦理及其項目經費支

應規範。 

(二) 第貳點經常門分配原則第一款第六目，用於全校排課教室刪除數位講桌

（含其內之電腦、控制主機）之汰換。 

(三) 第參點資本門分配原則第四款第五目，增列不得購置數位講桌。 

(四) 第伍點管理考核，為鼓勵各單位撙節開支，增列獎勵措施。 

三、 105 年度中央政府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業奉總統以 107 年 12 月 12 日華

總一經字第 10700132361 號令公告。 

四、 為辦理教育部專案計畫所需，107 年度先行辦理並補辦 109 年度一般建築及

設備計畫預算 800 萬元一案，業奉行政院 107 年 12 月 19 日院授教字第

1070217088 號函同意辦理。 

五、 本校 107 年度現金增撥基金數業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北教大主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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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00043 號函報教育部轉行政院，行政院目前尚未核定。 

六、 本校 106 及 107 年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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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度 3.28% 5.40% 7.81% 10.77% 13.82% 17.15% 19.72% 23.41% 26.28% 28.95% 33.13% 39.35% 

107 年度 3.08% 5.07% 8.11% 11.08% 14.42% 17.90% 20.53% 23.34% 25.63% 29.47% 32.28%  

七、 建教合作收入及補助收入 107 年 12 月 13 日~107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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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計畫。 

2. 教育部及其他機關入帳計畫：14 個計畫。 

(二) 補助收入部分： 

1. 教育部及其他計畫補助收入：17 個計畫。（明細詳如表 2） 

八、 校務基金經常門、資本門各單位執行結果。（明細詳如表 3） 

九、 107 年 12 月主要財務報告。（明細詳如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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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底執行率 99.22%。 

十、 106、107 年校務基金主要收入同期（12 月）比較表。（如附圖 6） 

十一、 106、107 年校務基金主要支出同期（12 月）比較表。（如附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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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001 教務長保留款 12.50% 100.00% T009 教育學院（院長室） 98.06% 100.00%

T002 學務長保留款 99.96% 100.00% T014 教育學院（院長室保留款） 91.92% 100.00%

T003 總務長保留款 100.00% 100.00% 3100 教育學系 99.76% 100.00%

T006 研發長保留款 70.29% 100.00% 5800   生命教育與健康促進研究所

1000 秘書室(含校友中心) 97.15% 100.00% 3300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96.06% 100.00%

1010 副校長室 69.46% 100.00% 3700 特殊教育學系 65.84% 100.00%

1110 教務長室 58.51% 7200 　特殊教育中心

1120 　註冊組 70.87% 100.00% 3900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00.00% 100.00%

1190 　課務組 62.98% 100.00% 4000 心理與諮商學系 93.27% 100.00%

1140 　出版組 91.19% 4400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99.79% 100.00%

1170   華語文中心 5900   文教法律研究所
7930 　通識教育中心 99.99% 100.00% 5200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95.45% 100.00%

1210 學務長室 92.96% 5400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

1220 　生輔組 98.47% 100.00% T010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室） 99.99% 100.00%

1230 　課指組 99.61% 100.00% T015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室保留款） 100.00% 100.00%

1240 　衛保組 99.77% 100.00% 3200 語文與創作學系 93.24% 100.00%

1250 　心輔組 100.00% 100.00% 3600 音樂學系 99.85% 100.00%

2000   校園安全組 97.51% 100.00% 3800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97.88% 100.00%

1900 　體育室 99.44% 100.00% 7600 　視覺藝術教育中心-南海藝廊

1301 總務長室 78.32% 100.00% 4200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89.48% 100.00%

1310 　事務組 90.11% 86.52% 450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99.36% 100.00%

1320 　文書組 97.74% 5500 臺灣文化研究所 100.00% 100.00%

1330 　營繕組 92.62% 100.00% T011 理學院（院長室） 94.73%

1340 　出納組 99.94% 100.00% T016 理學院（院長室保留款） 91.46% 100.00%

1350 　保管組 80.92% 100.00% 3400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95.89%

1360 　環安組 93.58% 100.00% 3500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95.57% 100.00%

1500 主計室 90.23% 100.00% 4100 體育學系 99.78% 100.00%

1600 人事室 97.75% 100.00% 4600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

設計碩士班
95.68% 100.00%

1700 圖書館 99.99% 100.00% 5700 資訊科學系 93.65% 100.00%

7400 計網中心 90.79% 100.00% T013 進修推廣處處長室 100.00%

1130 教學發展中心 80.17% 1800 　進修教育中心 88.94% 100.00%

7950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

心
1810   推廣教育中心

1410 　師培中心-實習輔導 80.66% 100.00% T018 研究發展處處長室 100.00%

1420 　師培中心-地方教育輔導 99.10%   國際事務組 66.76%

T019 北師美術館 99.97% 100.00% 　補助系所辦理學術研討會 80.99%

1160 　推動科技 69.36%

1180   綜合企劃組 73.86%

7960   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

6010
  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

碩士學位學程
100.00%

6020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95.66%

6030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99.00%

  博物館管理與科技應用碩士在職

學位學程
99.78%

全校 88.91% 92.75%

經常門

動支率

資本門

動支率

1150

107年度部門預算執行情形表__107.1.1-107.12.31止

資本門

動支率
代碼 單         位

經常門

動支率
代碼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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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 金    額 ％

業務收入 1,058,851,000 134,912,501.00 88,023,000 46,889,501.00 53.27% 1,110,637,353.00 1,058,851,000 51,786,353.00 4.89%

　教學收入 481,915,000 63,210,908.00 40,177,000 23,033,908.00 57.33% 483,432,667.00 481,915,000 1,517,667.00 0.31%

　　學雜費收入 286,279,000 40,743,751.00 23,863,000 16,880,751.00 70.74% 289,879,997.00 286,279,000 3,600,997.00 1.26%

　　學雜費減免 -12,565,000 -7,316,451.00 -1,037,000 -6,279,451.00 605.54% -13,395,273.00 -12,565,000 -830,273.00 6.61%

　　建教合作收入 174,841,000 25,111,765.00 14,571,000 10,540,765.00 72.34% 178,114,678.00 174,841,000 3,273,678.00 1.87%

　　推廣教育收入 33,360,000 4,671,843.00 2,780,000 1,891,843.00 68.05% 28,833,265.00 33,360,000 -4,526,735.00 -13.57%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0 -18,256.00 0 -18,256.00 0.00 0 0.00

　　權利金收入 0 -18,256.00 0 -18,256.00 0.00 0 0.00

　其他業務收入 576,936,000 71,719,849.00 47,846,000 23,873,849.00 49.90% 627,204,686.00 576,936,000 50,268,686.00 8.71%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509,813,000 42,246,000.00 42,246,000 0.00 509,813,000.00 509,813,000 0.00

　　其他補助收入 60,642,000 27,354,712.00 5,059,000 22,295,712.00 440.71% 111,085,407.00 60,642,000 50,443,407.00 83.18%

　　雜項業務收入 6,481,000 2,119,137.00 541,000 1,578,137.00 291.71% 6,306,279.00 6,481,000 -174,721.00 -2.70%

業務成本與費用 1,100,737,000 148,451,344.00 89,062,000 59,389,344.00 66.68% 1,151,355,124.00 1,100,737,000 50,618,124.00 4.60%

　教學成本 891,653,000 118,705,056.00 72,526,000 46,179,056.00 63.67% 960,782,139.00 891,653,000 69,129,139.00 7.75%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705,321,000 93,455,261.00 56,605,000 36,850,261.00 65.10% 764,879,438.00 705,321,000 59,558,438.00 8.44%

　　建教合作成本 161,265,000 22,552,144.00 13,678,000 8,874,144.00 64.88% 174,399,029.00 161,265,000 13,134,029.00 8.14%

　　推廣教育成本 25,067,000 2,697,651.00 2,243,000 454,651.00 20.27% 21,503,672.00 25,067,000 -3,563,328.00 -14.22%

　其他業務成本 51,000,000 12,237,785.00 4,261,000 7,976,785.00 187.20% 53,542,886.00 51,000,000 2,542,886.00 4.99%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51,000,000 12,237,785.00 4,261,000 7,976,785.00 187.20% 53,542,886.00 51,000,000 2,542,886.00 4.99%

　管理及總務費用 152,228,000 17,307,549.00 11,678,000 5,629,549.00 48.21% 132,649,053.00 152,228,000 -19,578,947.00 -12.86%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52,228,000 17,307,549.00 11,678,000 5,629,549.00 48.21% 132,649,053.00 152,228,000 -19,578,947.00 -12.86%

　其他業務費用 5,856,000 200,954.00 597,000 -396,046.00 -66.34% 4,381,046.00 5,856,000 -1,474,954.00 -25.19%

　　雜項業務費用 5,856,000 200,954.00 597,000 -396,046.00 -66.34% 4,381,046.00 5,856,000 -1,474,954.00 -25.19%

業務賸餘（短絀） -41,886,000 -13,538,843.00 -1,039,000 -12,499,843.00 1,203.06% -40,717,771.00 -41,886,000 1,168,229.00 -2.79%

業務外收入 67,465,000 9,487,930.00 5,634,000 3,853,930.00 68.40% 88,511,811.00 67,465,000 21,046,811.00 31.20%

　財務收入 9,315,000 1,456,548.00 779,000 677,548.00 86.98% 16,769,679.00 9,315,000 7,454,679.00 80.03%

　　利息收入 9,315,000 1,456,548.00 779,000 677,548.00 86.98% 16,769,679.00 9,315,000 7,454,679.00 80.03%

　其他業務外收入 58,150,000 8,031,382.00 4,855,000 3,176,382.00 65.42% 71,742,132.00 58,150,000 13,592,132.00 23.37%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48,000,000 5,264,511.00 4,000,000 1,264,511.00 31.61% 55,829,246.00 48,000,000 7,829,246.00 16.31%

　　違規罰款收入 650,000 284,977.00 56,000 228,977.00 408.89% 1,382,769.00 650,000 732,769.00 112.73%

　　受贈收入 5,000,000 2,583,627.00 424,000 2,159,627.00 509.35% 6,667,343.00 5,000,000 1,667,343.00 33.35%

　　賠（補）償收入 0 -71,239.00 0 -71,239.00 20,620.00 0 20,620.00

　　雜項收入 4,500,000 -30,494.00 375,000 -405,494.00 -108.13% 7,842,154.00 4,500,000 3,342,154.00 74.27%

業務外費用 24,655,000 3,993,332.00 2,185,000 1,808,332.00 82.76% 33,127,305.00 24,655,000 8,472,305.00 34.36%

　其他業務外費用 24,655,000 3,993,332.00 2,185,000 1,808,332.00 82.76% 33,127,305.00 24,655,000 8,472,305.00 34.36%

　　雜項費用 24,655,000 3,993,332.00 2,185,000 1,808,332.00 82.76% 33,127,305.00 24,655,000 8,472,305.00 34.36%

業務外賸餘（短絀） 42,810,000 5,494,598.00 3,449,000 2,045,598.00 59.31% 55,384,506.00 42,810,000 12,574,506.00 29.37%

本期賸餘（短絀） 924,000 -8,044,245.00 2,410,000 -10,454,245.00 -433.79% 14,666,735.00 924,000 13,742,735.00 1,487.31%

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

實 際 數
比    較    增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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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2 月份

比    較    增    減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法定預算數 預 算 數
科        目

本                月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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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86,000 10,330,635 0 68,016,635 68,016,635 67,489,374 0 67,489,374 99.22 -527,261 -0.78

土地改良物 0 0 0 1,624,163 1,624,163 1,624,163 1,624,163 0 1,624,163 100.00 0 0.00 為配合學校實際運作需要，流

入1,624,163元。

　土地改良物 0 0 0 1,624,163 1,624,163 1,624,163 1,624,163 0 1,624,163 100.00 0 0.00

機械及設備 0 35,095,000 9,619,000 -8,474,469 36,239,531 36,239,531 36,220,755 0 36,220,755 99.95 -18,776 -0.05 1.奉行政院107年12月17日院

授教字第1070217088號函同意

先行辦理並補辦109年度一般

建築及設備預算800萬元。 

2.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161

萬9,000元係依本校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通則第4點規定辦

理。 

3.為配合學校實際運作需要,

流出8,474,469元。

　機械及設備 0 35,095,000 9,619,000 -8,474,469 36,239,531 36,239,531 36,220,755 0 36,220,755 99.95 -18,776 -0.05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5,722,000 17,000 -4,147,704 1,591,296 1,591,296 1,212,473 0 1,212,473 76.19 -378,823 -23.81 1.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1萬

7,000元係依本校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通則第4點規定辦理。 

2.為配合學校實際運作需要，

流出4,147,704元。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5,722,000 17,000 -4,147,704 1,591,296 1,591,296 1,212,473 0 1,212,473 76.19 -378,823 -23.81

什項設備 0 16,869,000 694,635 10,998,010 28,561,645 28,561,645 28,431,983 0 28,431,983 99.55 -129,662 -0.45 1.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69萬

4,635元係依本校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通則第4點規定辦理。 

2.為配合學校實際運作需要，

流入10,998,010元。

　什項設備 0 16,869,000 694,635 10,998,010 28,561,645 28,561,645 28,431,983 0 28,431,983 99.55 -129,662 -0.45

總    計 0 57,686,000 10,330,635 0 68,016,635 68,016,635 67,489,374 0 67,489,374 99.22 -527,261 -0.78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0 57,686,000 10,330,635 0 68,016,635 68,016,635 67,489,374 0 67,489,374 99.22 -527,261 -0.78

土地改良物 0 0 0 1,624,163 1,624,163 1,624,163 1,624,163 0 1,624,163 100.00 0 0.00

機械及設備 0 35,095,000 9,619,000 -8,474,469 36,239,531 36,239,531 36,220,755 0 36,220,755 99.95 -18,776 -0.05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5,722,000 17,000 -4,147,704 1,591,296 1,591,296 1,212,473 0 1,212,473 76.19 -378,823 -23.81

什項設備 0 16,869,000 694,635 10,998,010 28,561,645 28,561,645 28,431,983 0 28,431,983 99.55 -129,662 -0.45

總    計 0 57,686,000 10,330,635 0 68,016,635 68,016,635 67,489,374 0 67,489,374 99.22 -527,261 -0.78

差異或

落後原因
以前年度

保 留 數
調整數 合計(1)

 計  畫  名  稱
實際執行數 比較增減 改進措

施

本  年  度  可  用  預  算  數

本年度

法    定

預算數

本 年 度

奉准先行

辦 理 數

累計預算分

配數(2)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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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2 月份

表5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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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97 

159,800 

62,283 

203,247 

39,832 

494,952 

105,585 

6,847 

50,541 
54,102 

161,243 

61,140 

178,114 

28,833 

509,813 

111,086 

6,306 

55,829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千元)

106．107校務基金主要收入同期(12月)比較圖

106年 107年

圖6

宿舍、停車
場、其他場
館收入增加
所致

調薪3%所

致

產學合作
及委辦計
畫收入減
少及帳務
處理所致

大陸委辦案
因政策因素
及本校體育
館整修案致
推廣收入減
少所致

日間部因公費生及外加管道招
生名額較去年增加，致大學部
學費及研究所學雜費基數均增
加
在職專班因新生註冊率下降，
致學雜費基數較去年同期減
少。

教育部補

助計畫增

加所致
報名
人數
減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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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98 

181,027 

22,108 
47,931 

135,469 

4,579 41,928 

764,879 

174,399 

21,504 
53,543 

132,649 

4,381 33,127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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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

800,000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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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年校務基金主要支出同期(12月)比較圖

106年 107年

圖7

係因調薪3%及補助

計畫增加所致

撙節開支所致

依據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
須進用具有就
業能力之身心
障礙者，經費
用於學生身
上，致資源教
室工讀人力增
加,另海外實地
學習補助增多,
及教學助理人
數增加,育才基
金助學增加

館舍等雜項

支出減少所

致

科技部及其
他政府機關
委辦計畫減
少所致

招生報名
收入減少
相對支出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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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工作報告 
（108年 1月） 

課務組 

一、 製作教育學程學分表及修畢師資職前證明書。 

二、 辦理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課程相關事務： 

(一)校務系統-開排課管理：課程相關資訊校對完成。 

(二)通知授課教師上傳教學大綱，並填報新課程基準平台。 

(三)通知授課教師務請於教務處期限內繳交成績。 

三、 107 學年度師資生教學演示能力與教學觀察培訓工作坊（六場次）於 107 年 12 月辦竣，

針對教學演示檢測流程及注意事項說明會將於 108年 1月 8日完成，預計於 108年 3-5月

期間施測，受測人數約 252名。 

四、 訂於 108年 2月辦理校級乙案公費生甄選委員會，審議師培中心於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所

辦之甄選結果。 

五、 108 年 1 月份公費生寒假實地學習人數計 26名，均已發文各實地學習學校及完成學生平

安保險投保事宜。 

實習組 

一、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地方教育輔導共辦理 12場在職教師研習，計 295名在職教師參與，

感謝系所師長支援，落實輔導區內巡迴服務、推廣國教政策與教育趨勢，嘉惠國教同仁

與偏鄉學校。 

二、 107學年度寒假一週見習申請作業：即日起至 108年 2月 22日止，申請流程及相關表件

請至本中心首頁→實習組查詢。 

三、 寄發 107年 8月制 296位實習學生成績評量表，登錄、彙整實習學生實習成績，實習成績

合格者製發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四、  整理各班 107 學年度下學期「返校座談時間表」與「教學觀摩」時間訂定表，並寄發返

校座談公假公文。 

五、 辦理 107 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學實務能力-教學演示能力檢測說明會，師資生場次

為 108年 1月 8日下午 3時 30分、國小教務主任場次為 1月 10日上午 10時。 

六、 規劃於 108 年 4 月中至 5 月中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教師資格考試考題趨勢分析與重點整理

（考前猜題 5場次），並同步規劃自習教室（6週）及邀請應屆考上正式教師之學長姐擔

任解題輔導教師，即時提供專業解答。 

七、 修訂本校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評選要點，獲補助計畫之學校自

籌款（不含學生自籌款）比照「學海築夢」由學校統籌配合款予以實際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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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含永齡） 

一、 UCAN職業興趣探索：本學期共規劃 20場解測活動，由職涯導師入班為大一解測，目前

已辦理完成 19場，655人次參加、滿意度 4.29分（5點量表）；1月尚有 1場待辦理。 

二、 拼薪袋月-108年企業實習暨徵才說明會：預計於 108年 3月 5日至 3月 26日辦理 10場

說明會，現已收件 11 家企業報名表，包括朱宗慶打擊樂團、佳音英語、台灣微軟、人幼

國際、太毅國際、亞太電信、鈊象電子、雄獅旅行社、菁英國際教育、綠色和平基金

會、網銀國際。各場次之出席企業正進行安排中。 

三、 非課程型校外實習：本學期已協助轉知7個政府單位與民間企業之實習訊息，共227個實

習職缺（統計至 108年 1月 3日）。 

四、 職涯百工圖 3.0-菁英版：已於 107年 12月 19日通知 18個系所推薦菁英人選，預計 108

年 1月 4日完成推薦名單收件、於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拍攝各系職涯百工圖 3.0。 

五、 就業輔導暨產業實習委員會：原訂於 108年 1月 8日辦理本學期委員會議，因此次會議無

提案，故取消會議。 

六、 職涯輔導系列講座：截至 12月 25日止，本學期已補助系所辦理 14場，453人次參加，

整體滿意度 4.51（5點量表）；尚有 1場待辦理。 

七、 企業參訪：截至 12月 25日止，本學期已補助系所辦理 7場，175人次參加，整體滿意度

4.68（5點量表）；尚有 1場待辦理。 

八、 專業證照與公職考試增能講座：本學期已辦理完成 2場公職講座、2場專業證照講座，共

169人次參加、滿意度 4.56分（5點量表），學生參與踴躍且回饋：「對於國考考情更充

分了解，讀書計畫和準備要領已有初步的想法，也進一步認識相關工作內容。」「簡報對

未來職場十分重要，但要如何快速且有效率地完成有難度，今天的演講很好！」 

九、 雇主滿意度調查：107年度調查期程自 107年 7月 16日至 9月 28日止。本次調查依學校

端及企業端發放 568份問卷，有效回收 319份，整體回收率 56.2%，雇主對本校畢業生各

項職場能力平均滿意度達 4.35分。 

十、 畢業生流向調查：107 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不含僑生、陸生、外籍生），統計截至 11

月 30日。 

調查對象 學生人數 實際填答人數 有效調查率 就業率 

101學年度畢業滿五年 1,376 875 63.6% 99.0% 

103學年度畢業滿三年 1,340 1,022 76.3% 98.5% 

105學年度畢業滿一年 1,258 1,048 83.3% 96.2% 

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 

一、 配合教育部預定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設置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於11月26日向教育部提

出整體設置計畫與經費表申請補助，並擬成立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以啟動本校「小學全英

語教學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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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運作委員會」已於 12月 1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於會議後已依決議

修改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要點草案，待教育部審核通過計畫經費後，將召開第二次

會議研商修正後之要點及後續相關事務。 

三、 國民小學教學教育學程中另外開設之全英語教學科目課綱填報工作，已依決議請各負責

單位於 108年 1月 10日前回覆予本中心彙整，待 1月份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管理平台開放

填報後，會與課務組同仁共同填報。開課、師資生名額與學生甄選做法將於 1 月中旬與

課務組開會協調。未來教學實習之場域與做法規劃，亦將於 1 月中旬與實習組討論初步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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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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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21  4.9% ↓Down 

    封      
  垃圾信 拒絕信  本月 上月 

  67,741 119,080  186,821 196,383 

 

二、本中心維修全校個人電腦統計資料如下： 

 

正常信, 304,909 , 

62%
垃圾信, 67,741 , 14%

病毒信, 5 , 0%

拒絕信件, 119,075 , 

24%

107年12月份電子郵件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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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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統計 

 

教職員電子郵件帳號 

編號 單位 申請人 管理動作 備註 

1 總務處保管組 蔡宗欣 新增  

2 研發處產合組 王璽臺 新增  

3 總務處註冊組 曾靖雯 新增  

網路設定暨固定 IP 申請 

1 課傳所 葉怡芯 新增  

2 計網中心 陳慧姿 新增  

3 教育系 張郁雯 新增  

無線網路臨時帳號申請 

1 東協中心 范嘉月 新增 湖北省交流團用 

2 教經系 吳明蒨 新增 校長學術研討會用 

3 語創系 吳亭慧 新增 交流學者用 

4 研發處國際組 宋佳芸 新增 文化研習團用 

5 計網中心 郭千慧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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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重要工作記錄 

1. 舉辦智慧財產權執行小組委員會議。 

2. 汰換行政大樓、篤行樓、體育館、活動中心、文薈樓老舊無線網路基地台共 90 顆。 

3. 協助人事室辦理「教育部 107 年度教師聘任、資格審查暨行政救濟業務實務研討會」

活動，負責會前後場地有線及無線網路測試與設定。 

4. 辦理本中心 107 年度資安健檢作業，由漢昕科技公司協助進行各項設備、伺服器及防

火牆測試，測試結果順利通過。 

5. 辦理語創系提出篤行樓機房加裝鉛板一案，已與總務處營繕組分次會同廠商、建築師

場堪，討論相關注意事項，擇定進行方式之公文目前呈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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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 

一、本中心所執行教學魔法師系統功能擴充案，已如期於 12 月份完成系統驗收，本次新增功

能包含教材可直接引用 google 雲端硬碟檔案、線上測驗功能、APP 擴充教師功能權限等，

後續將於 1 月份辦理本學期第三場教育訓練活動並力邀新進教師共同參與。 

二、有關高教深耕之新一代校務整合資訊系統建置作業，目前進度如下： 

1、有關系統負載平衡與 SSL 網站加密設定已陸續完成，逐步進行網站設定校正。 

2、於 107/12/13 完成「新一代校務資訊整合系統建置」專案案議價簽約。 

3、啟動專案需求訪談，排定各單為訪談時間，訪談對象包含學務處生輔組、教務處註冊

組、課務組、教發中心、計網中心等單位，並由計中共同參與，確認訪談內容。 

4、本組與廠商進行目前教務學務師培系統之資料庫欄位、報表規格與參數內容的討論作

業，並提供現有資料庫備份供廠商整理。 

5、取得廠商之保密切結資料。 

6、於每周主管會報提供此專案之進度報告。 

7、於 1071228 召開專案啟動會議，由 8 個一級單位及廠商共同與會討論，確認整體專案

期程與相關重點事項。 

8、進行本專案系統虛擬主機建置作業，提供初始作業環境並設定主機網路環境，讓廠商

可以遠端連線，開始系統與資料庫建置。 

三、配合本校各單位之校務系統需求，本組提供相關資訊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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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人事室進行第二階段人事系統驗收，協助確認人事系統人員資料之正確性與協助

確認整體系統功能，系統已於 12 月份進行驗收，整體功能大致完整但仍有些許功能需

要進行微調，後續仍會協助人事室進行後續追蹤。 

2、協助校務研究中心驗收今年度 IR 系統擴充，協助確認相關驗收文件與系統資安相關設

定，並協助確認本次擴充案之系統功能與資料之正確性。 

3、配合總務處文書組之公文系統改版與電子交換功能建置需求，本月協助最後階段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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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與資安確認，並確認系統壓力測試與弱點掃描成功通過檢測，以協助驗收順利完

成。 

4、配合教檢系統重啟建置專案，本中心配合確認系統弱點掃描與持續連線之壓測確認，

並持續提供系統技術協助，以確保系統上線後報名順利執行。 

5、配合研發處之學術平台使用需求，本月協助其介接教務系統之欄位擴充，以提供帳密

登入介面使用。 

四、有關教務學務師培系統相關事宜如下： 

1、完成 107 年 6、7 月之驗收核銷作業(106 年第 5 期)。 

2、完成 107 年 9~11 月之驗收核銷作業(107 年第 1 期)。 

3、針對網站增加 HTTPS 連線頁面，進行使用測試與試運行，並於 1/3 進行網址切換。 

五、本月完成 Acronis 備份軟體採購核銷作業、調整教務學務師培系統與新版公文系統之備份

方案，經還原演練後確認備份程序順利進行。 

六、配合教育部「我國高等教育校務研究跨領域整合之料庫之建置、分析應用與綜效管理計劃」，

本組協助撈取本校相關之校務資料予本校校務研究中心，以便填報彙整。 

七、協助教務處公告 2019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簡章與申請入學相關申請文件中英文版本，及 108

年度僑生申請入學榜單。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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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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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數位教學平台統計報告(以下數字統計至 108 年 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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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65 81.25% 522 366 38 2064984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32 23 71.88% 367 340 21 3839204 

教育學系 54 49 90.74% 529 957 57 5415316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43 39 90.70% 260 422 98 385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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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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學系 45 40 88.89% 222 1161 82 6393288 

心理與諮商學系 40 40 100.00% 341 613 123 4516860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55 49 89.09% 380 521 35 6087716 

        

語文與創作學系 73 72 98.63% 405 921 137 7559040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43 36 83.72% 297 405 65 1447308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92 35 38.04% 107 74 3 596284 

音樂學系 219 16 7.31% 25 87 5 186444 

國際學位學程 15 5 33.33% 19 29 1 36212 

臺灣文化研究所 18 18 100.00% 274 341 14 3141044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57 48 84.21% 274 136 11 5896920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49 44 89.80% 283 235 64 10433300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57 44 77.19% 182 186 13 2377316 

體育學系 63 36 57.14% 148 66 13 405188 

資訊科學系 39 27 69.23% 176 10 34 1317572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46 27 58.70% 50 37 25 6707568 

通識課程 158 100 63.29% 1444 650 151 21904796 

通識課程(服務學習) 31 7 22.58% 1 0 0 1168 

通識課程(體育) 61 41 67.21% 9 16 4 74156 

師培中心 95 92 96.84% 511 859 125 10699988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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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 TOEIC、台中教育大學租借本中心電腦教室舉辦英語檢定考試與電腦適性化測驗，

所有考試順利圓滿結束，借用單位對本校教室環境、人員服務態度、軟硬體設施皆十分滿

意。 

三、已完成之 107-2 學期計中電腦教室排課，目前正在進行電腦教室軟體蒐集，與老師確認安

裝內容等作業，預計寒假安裝軟體與派送。 

四、原廠針對本中心電腦教室 SWM 還原系統與 VDI 虛擬桌面系統，進行效能調校與故障排

除作業，SWM 還原系統派送問題已經排除，派送速度恢復正常水準，VDI 虛擬桌面經廠

商調整，待觀察一段時間。 

五、為便利全校學生能夠快速下載、安裝及授權使用微軟 Office 2016 軟體，本中心錄製一系

列電腦操作影片教學，特別對於不擅長電腦之學生，也能夠輕鬆的安裝及使用微軟 Office 

2016 軟體。 

六、為因應行政院「資通安全管理法」及相關子法之規定，本中心完成撰寫本校"資訊安全維

護計畫”及"學校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管理程序"，預定 108 年 1 月中旬函送教育部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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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秘書室工作報告 

 

秘書室 

一、1 月 7 日召開行政主管協調會議。 

二、1 月 11 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三、1 月 14 日召開主管會報。 

四、1 月 17 日召開內部控制小組會議。 

五、1 月 23 日召開行政會議。 

校友中心 

一、協助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及教務處華語文中心於 107年 12月 27日、108

年 1月 7日分別接待韓國釜慶大學、澳洲華語文教師共計約 30名外賓參觀校

史館並進行導覽工作。 

二、辦理拍攝並寄送「北師校友育才基金捐款芳名牆」照片予芳名牆上之捐款

者，並整理併寄紀念品予未出席本校 123週年校慶暨捐款芳名牆落成揭幕儀

式之貴賓等事宜。 

三、協助校友總會第七屆第九次理事會暨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寄發工作

及籌備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相關事宜。 

四、辦理畢業生離校手續及提供校友證申請,截至 108年 1月 11日止，校友證製

發已達 5,62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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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美術館行政會議重要工作報告 (108年 1月-108年 2月) 

 

一、展務活動辦理 

規劃辦理年度展覽 

 

《京都好博學！》UNIVERSITAS 

京都‧大學博物館聯盟特展 

2018.12.15-2019.02.24 

ふりつもれ 積累吧！  

かきまわせ 攪動吧！  

大學的寶箱！ 

大學博物館藏品一直是教學研究領域的要角。 

它們原先可能是田野調查的物證或課堂中的教具、作業，在輔助師生達成研究目標後，這些物

件成為博物館收藏，藉由展覽企劃重新發展文化研究、創意激盪、館員培育等豐富的機能。於

是，「曾經協助建構知識的歷史」與「學習探索的進行式」，在大學博物館裡繁衍積累、翻攪

互動，匯聚成生機蓬勃、無限可能的寶箱。 

本次北師美術館將展出由「京都‧大學博物聯盟」所精選之兩百餘件京都府內十四所大學博物

館收藏，類型多元，年代橫跨西元前三世紀至二十一世紀！ 

展覽將分為「大學講堂」、「京都生活」、「異地探索」等三大主題，呈現千年古都的底蘊，

與多樣化的高等教育發展面貌。同時，為期二個月的「MoNTUE EXCHANGE 同學計畫」亦會

有數場內容豐富的對話活動、文化講座、藝術工作坊陪伴各位品味京都，享受學習！ 

 

 

 

二、教育部委辦「105至 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校計畫」 

1. 辦理 107年美感教育種子教師共學社群。 

2. 辦理中等學校美感教育到校講習。 

3. 辦理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交流分享會(1/15-16) 

4. 辦理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計畫說明會及徵件。 

5. 核結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成果。 

 

三、未來工作 

籌辦參與國際博物館年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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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附小工作報告 1080123 

一、108年 2月份重要行事 

（一）1月 18日（五）休業式 

（二）1月 21日（一）寒假開始；2月 11日（一）開學日 

（二）16日(六)親師懇談暨親職講座 

（三）2/18-2/22大二一週見習 

二、校務工作報告 

（一）辦理多元學生學習活動 

1. 1/8社團成果展，共辦理兩場，下午提供全校同學欣賞，晚上場提供家長觀賞。兩場共

計約 600人次。 

2.1/4(五)進行全校柳丁蘋果義賣，本次義賣活動共義賣 16萬餘元，全數捐贈家扶基金會。

本活動已進行十餘年，迄今已義賣超過 200萬元，為學生與社會結合，落實品德教育的

一環。 

3. 1/11(五)辦理全校跳蚤市場，寓教娛樂，落實理財教育，培養學生表達溝通及解決問題

的生活素養。 

4. 1/11(五）辦理國中博覽會，共有龍門國中、康橋高國中等 13所公私立學校參與。 

（二）辦理參訪及教學演示活動 

1.1/16（三）結合國北教大語創系辦理語文創作研討會，邀請大陸特級教師教學演示，並

進行相關討論。 

2. 1/24（四）南京大學附小來訪，進行香草植物及創客相關課程。 

（三）本校工程相關事項 

1.一到六年級班級教室完成冷氣裝設，並訂定冷氣使用及管理實施要點。 

2.重要工程進度報告 

（1）107年登月樓攔截網安裝工程——業已決標，預計竣工日期為 108年 3月 5日。 

（2）107年廁所改建（自強樓廁所）──業已決標，預計竣工日期為 108年 3月 31日。

將規劃開學後自強樓師生使用廁所之因應計畫。 

（四）幼兒園事務 

辦理 108年寒假留園照顧服務，自 108.01.21(一)-至 108.01.25(五)，全日班 08:00-16:00

及課後留園 16:00-18:30。共計 27人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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