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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作業及日程說明壹

瀏覽器使用事項宣導
校務基本資料庫工作小組告知，自本期(110年10月)開始，校

基庫系統已不支援IE瀏覽器，請各校使用google chrome 
或微軟新版的Edge進行填表作業。

1 填表作業及日程說明-填表單位

填表期間：

09/01(三)上午9:00~09/30 (四)下午5:00

填表單位

9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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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表作業及日程說明-彙整單位檢核資料

資料檢核修正期間：

10/01(五) ~ 10/21 (四)下午5:00

彙整單位檢核資料

10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填表作業及日程說明-校發組總彙整

10/29(五)下午5:00關閉資料庫系統

資料複檢、修正期間：10/22(五) ~ 10/29(五)下午5:00
若有錯誤將送回彙整單位

校發組總彙整

10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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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期及歷史資料修正

校內申請【當期及歷史資料】修正時程：
11/01(一)~11/09(二)下午5:00

上系統修正：11/10(三)~11/18(四)下午5:00

11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表冊異動清單貳

 本期表冊異動清單敬請參閱手冊P.5

 表冊異動詳細內容敬請至校務研究發展組「下載專區」下載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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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度 10 月份 
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表單異動清單 

異動 
類別 

異動表冊 

定義修改及

欄位異動 

表 1-1 教師基本資料表 
表 1-17 教師已完成半年產業研習或研究資料表 
表 15-7 畢業生通過全校性英語能力檢定人數統計表 
表 15-8 未通過全校性英語能力檢定人數及全校性補救措施

資料表 
表 15-9 畢業生通過系所自訂英語能力檢定人數統計表 
表 15-10 未通過系所自訂英語能力檢定人數及系所補救措

施資料表 

定義修改 

表 1-15 公私立大專校院專任研究人員 
表 2-1-2 各種招生管道外加名額資料表 
表 2-1-3 各種招生管道內含名額資料表 
表 4-9-1 學校學生宿舍使用資料表 
表 4-9-2 學校學生住宿狀況資料表 

欄位異動 

表 1-8 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

資料表 
表 1-14 職技資料表 
表 7-12 學生懷孕(含育有子女者)輔導協助情形統計表 
表 13-1 學校基本資料表 

新增表單 報表 1-1-2 學校專任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資訊 

 共計異動 15 張表冊、新增 1 張表冊。 

 表冊異動詳細內容，敬請至校務研究發展組「下載專區」→「校務基本資

料庫 110 年 10 月填報說明會簡報、手冊及相關資料」→「表冊異動內容」

下載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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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宣導參

 3-1填報單位注意事項

 3-2填報建議與提醒

 3-3彙整單位注意事項

 3-4檢核修正建議與提醒

 3-5彙整單位提供填表單位資料與日期

 3-6彙整單位說明注意事項

 3-7雲科大校基庫密碼管理異動宣導

3-1 填報單位注意事項(1/7)

詳閱各表冊之填表說明

 填表若遇疑問可先閱讀表冊之填表說明

→或至校發組下載專區校務基本資料庫

校內填報Q&A查閱(請登入職編

@gap.wzu.edu.tw帳號使用)→校內提問。

 提問機制：請參閱 P.19「填報、彙整及審

核流程」

校發組信箱：

planning.development@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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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填報單位注意事項-行政單位(2/7)
填報完所匯出的Excel表冊
，皆須有填報單位承辦人
及主管核章。

行政單位填表繳交資料：(行政單位)表單目錄表、匯出之表冊、佐證資料。

 資料排列順序：(行政單位)表單目錄表 P.35→匯出之表冊(依表冊編號分別

裝訂，並由小到大排，每份表冊後附相關佐證資料)

 佐證資料務必依表冊資料順序排序，並標註識別號，以利彙整單位檢核資料。

 繳交流程：承辦人→一、二級主管→彙整單位。

 繳交資料時程：：9/30(四)下午5:00前，將經一級主管審閱過之表冊相關資料

送至彙整單位。

3-1 填報單位注意事項-學術單位(3/7)

填報完所匯出的Excel表冊
，皆須有填報單位承辦人及
主管核章。

 學術單位填表繳交資料：(院系所中心)表單目錄表、匯出之表冊、佐證資料

 資料排列順序：(院系所中心)表單目錄表 P.36→匯出之表冊(依表冊編號分

別裝訂，並由小到大排，每份表冊後附相關佐證資料)。

 佐證資料務必依表冊資料順序排序，並標註識別號，以利彙整單位檢核資料。

 繳交流程：系所中心承辦人→系所中心主任→院秘→院長→彙整單位。

 繳交資料時程：9/30(四)下午5:00前，將經院長

審閱過之表冊相關資料送至彙整單位。

請各系所中心助理將
「師資表冊」送彙整
單位前，請所屬教師
再行確認資料是否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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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填報單位注意事項(4/7)

 表冊匯出、列印：

 表冊匯出：

 表冊列印：篩選所屬單位資料→A4橫向完整列印(同一筆資料不得跨頁、可以A3排版再縮

印成A4)

 列印時，請設定舒適閱讀的字體大小，可善用「自動換列」功能。

 每頁需有「表單編號」及「標題列」(要設定「頁尾」，格式請設定「第?頁，共？頁」)

 左邊列印邊界請至少設定「1」，以利表冊裝訂及瀏覽。

3-1 填報單位注意事項(5/7)

 資料檢核期間修正資料

 填表承辦人E-mail至校務研究發展組信箱(planning.development@mail.wzu.edu.tw)，並副本

通知「單位主管」及「彙整單位承辦人及主管」，由校務研究發展組開放系統修正權限，填

表單位修正完畢後電話通知校務研究發展組關閉權限。

 E-mail 範本如右圖：

 主旨：(申請單位)申請表xx-xx資料修正

 內文請輸入以下資訊：申請人、申請修正表冊、

修正內容、修正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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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填報單位注意事項(6/7)

 為減少紙本作業，逐步推動佐證最小化，彙整單位如有提供資料清單，視需要提供佐證

即可。填報單位請自行將佐證留存以供備查。

• 若填報資料未於清單上，仍需提供佐證。

• 108年10月「表3-7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明細表」已不需提供佐證。

• 109年3月表1-8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合作案及技術服務案

請各學系自行至小樹系統(教師研究計畫維護申請)下載資料填報，下載資料即為佐證

(產學組仍會提供清單以利核對。)

3-1 填報單位注意事項(7/7)

 匯入問題

 匯入請下載最新的「匯入空白檔」及「代碼檔」。

 匯入失敗：

情況1.部分空白表格的右側含參考代碼→匯入前請「刪除」參考代碼。

情況2.「系所代碼錯誤」或「超出期間設定」→將請儲存格內「文字」轉為「數字」

情況3.表4-7-4統編第一碼為「0」，匯入後消失

→統一編號前，一律加「統」字，例如：「統760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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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1範例

原填「25805588」
↓

「統25805588」

情況3
範例

情況2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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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填報建議與提醒

 各填表相關規定與所需佐證一覽表請參見P.30~ P.34。

 填報前，請務必詳讀表冊定義說明，以降低錯誤，避免本校被扣點及
登上「修正排行榜」。

 表冊如當期無異動，可先行下載前次填報資料做為參考。

 佐證資料務必依匯出表冊(Excel報表)排序或編碼，以提升彙整單位檢

核效率。

 同仁間可互相交流填報經驗。

3-3 彙整單位注意事項(1/3)

檢核重點

適切性 正確性 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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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彙整單位注意事項(2/3)

• 彙整單位繳交資料：

• 紙本：彙整資料一覽表 P.37、全校彙整後匯出之表冊(後附填表單位繳交之

表冊、佐證資料及表單目錄表)

• 紙本資料排列順序：彙整資料一覽表 → 全校彙整後匯出之表冊(請依彙整

資料一覽表上之表冊編號順序排列，並分別裝訂，每份表冊後附填表單

位繳交之表冊及佐證資料 → 填表單位繳交之表單目錄表)

• 繳交資料時程：10/21(四)下午5:00前，將經一、二級主管審閱過之表冊相

關資料送至校務研究發展組。

3-3 彙整單位注意事項(3/3)

• 表冊匯出、列印：
• 表冊匯出：列印系統基本資料庫報表匯出Excel檔

(操作畫面)

• 表冊列印：A4橫向完整列印(同一筆資料不得跨頁、可以A3排版再縮印成A4)

• 每頁需有「表單編號」及「標題列」→可善用「重複標題列」功能

• 左邊列印邊界請至少設定「1」，以利表冊裝訂及瀏覽

• 「頁尾」格式請設定「第?頁，共？頁」

12



1.點選「列印系統」
或「歷年資料」進入

操作畫面(1/3)

2.點選進入

操作畫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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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擇列印的表單

4.選擇匯出注意：不選列印

操作畫面(3/3)

3-4 檢核修正建議與提醒

• 填報單位修正資料應先至校務基本資料庫系統修正後，再重新匯出Excel檔，

以免造成系統及表冊資料不一致。

• 善用剪下+貼上功能，則可以減少新匯出表冊需重新排序之問題。

• 填表單位修正資料後，應附上原始(修正前)表冊，並檢查佐證順序是否符合新

表冊資料順序。

• 修正後之資料表冊應標示不同底色及粗體凸顯其差異。

• 填表及彙整單位務必掌握填報及檢核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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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彙整單位提供填表單位資料與日期

表冊名稱 彙整單位 資料提供單位與內容

表1-2-1教師實務經驗資料表
研發處
產學組

人事室：提供新進教師實務經驗給產學組
產學組：表1-17教師已完成半年產業研習或研究資料清
單

表1-17教師已完成半年產業研習或研
究資料表

研發處
產學組

產學組：表1-17教師已完成半年產業研習或研究資料清
單

表3-7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明細表
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
綜合業務組：提供協同教學課程清單

表4-1-6畢業碩博士學位論文資料統計
表

教務處
課務組

圖書館讀者服務組：提供學位論文公開資料清單

表4-8-1學生參與競賽資料表
學務處
課指組

有學生參與競賽資料之單位，請將資料提供給學務處課
指組，由課指組統一寄送給學生所屬系所

請以上彙整單位於9/8(三)前提供予各填報單位。

※人事室於9/8(三)前完成表1-1教師基本資料表。

3-6 彙整單位注意事項

1 學務處

請參閱手冊P.38~ P.43

2 研發處

請參閱手冊P.44~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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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雲科大校基庫密碼管理異動說明

雲科大校基庫工作小組通知：
自109年10月開始，第二層密碼密碼欄位已不提供系統管理

者管理
填表者若登入，將會修改原有密碼
今後將檢查6個月需更改一次密碼

★ 密碼規則
1.最少八個字。
2.需含英文大小寫、數字、符號且不含空白。
3.特殊符號僅可填『@#$%^&+=-_』。

教育部重要事項宣導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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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期程壹 教育部重要事項宣導肆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嚴峻，以下事項
調整：

依教育部110年6月11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072591號函，有關碩、博士學生因受
疫情影響研究，且於110年10月31日前始
通過學位考試及取得學位者，則可列計為
109學年度(第2學期)畢業生。

作業期程壹 教育部重要事項宣導肆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原對於各類證照編有相
對應之代碼，該代碼為流水號，僅屬系統填
報資料功能性選單及學校內部填報使用，並
非「專業合格單位核發之證照代碼」，並自
105學年度起已停止前開編碼列表之使用，改
為六大類別之證照張數填報，請各校勿再聽
信坊間之不當宣傳，該編碼列表無法代表「
專業合格單位核發之證照代碼」。

為維資料穩定性，自109年上半年起「當期及
歷史資料」申請之修正範圍，不得超過三年
；當學年度相關評鑑學校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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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聯絡資訊

校務研究發展組

品涵：3243
毓萱：3245

planning.development@mail.wzu.edu.tw

敬祝填報順利
研發處校務研究發展組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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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表單填報表單填報表單填報表單填報、、、、彙整及審核流程彙整及審核流程彙整及審核流程彙整及審核流程    

更新日期：105.08.18 

Q&A

Q&A

通知彙整單位

Email 

rd30@mail.wzu.edu.tw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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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月

表1-1教師基本資料表 學期 當期
3月份薪資印領清冊

(3/15為基準點)

10月份薪資印領清冊

(10/15為基準點)
人事室：李欣怡 人事室：黃俊翰

報表1-1-1技專校院兼任教師聘任情形統計表 學期 當期
3月份薪資印領清冊

(3/15為基準點)

10月份薪資印領清冊

(10/15為基準點)

報表1-1-2學校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資訊

(11010期新增)
學年度 當期 

10月份薪資印領清冊

(10/15為基準點)

表1-2-1教師實務經驗資料表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研發處產學組提供：

1.「新進教師實務經驗」資料(人事室先行提供給產學

組)

2.教師完成半年產業研習或研究資料清冊

研發處：胡齡勻、胡珊綾

表1-2-2教師相關證照資料表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人事室：李欣怡

表1-4教師進修資料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表1-5教師升等資料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表1-6教師校外專業服務資料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研發處：胡齡勻、胡珊綾

表1-7學術活動資料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學務處盧郁芷
教發中心：高聖洋、施吟

梅

表1-8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合作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研發處：胡齡勻、胡珊

綾、應國慶(科技部)

表1-9教師期刊論文資料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表1-10教師研討會論文資料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研發處產學組提供申請補助參加研討會核准清冊

表1-11教師發表專書（含篇章）及其他著作資料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表1-12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外診中心 研發處：胡齡勻

表1-13教師獲頒獎項與榮譽資料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全校承辦獎項單位提供獲獎清冊給填表單位並副知彙整

單位(如：學務處-優良導師清冊、研發處-績優教師清

冊)

人事室：李欣怡

表1-14職技資料表 學期 當期
3月份薪資印領清冊

(3/15為基準點)

10月份薪資印領清冊

(10/15為基準點)
人事室：蔡昀婷 人事室：陳淑慧

表1-15公私立大專校院專任研究人員 學期 當期 2/1～7/31 8/1～1/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人事室：陳淑慧

表1-16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研發處：胡齡勻

表1-17教師已完成半年產業研習或研究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8/1~1/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研發處產學組提供教師完成半年產業研習或研究資料清

冊

研發處：胡齡勻、胡珊綾

表1-18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進行中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8/1~1/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研發處：胡齡勻、胡珊綾

表1-19技專校院兼任教師不予再聘之理由統計表 學期 當期 3、4月份薪資印領清冊
10、11月份薪資印領清

冊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請填至人事室提供之Excel表)
人事室：李欣怡

表1-20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人事室：陳淑慧 人事室：陳淑慧

表1-21私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人事室：陳淑慧 人事室：陳淑慧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報酬標準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人事室：陳淑慧 人事室：陳淑慧

人事室：黃俊翰人事室：黃俊翰

本報表系統自動產生，請人事室於填表期間內完成確

認。

人事室：黃俊翰

人事室：黃俊翰

表冊名稱
填表

時程

資料

來源

填報時程

研發處：應國慶

填表單位承辦人 彙整單位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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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月
表冊名稱

填表

時程

資料

來源

填報時程
填表單位承辦人 彙整單位承辦人

表1-22-1編制外專任教師報酬標準之明細表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人事室：陳淑慧 人事室：黃俊翰

表1-23專任教師積欠薪資情形調查表

(10910期新增)
學年度 歷史  8/1~7/31 人事室：陳淑慧 人事室：黃俊翰

表2-1-2各種招生管道外加名額資料表(含春秋二季招生學生) 學期 當期 2/1～7/31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許家耀(一般入學管道)

進修部：劉怡君

國合處：黃昭寧(僑生、港澳生、陸生、外國生)

教務處：林洛安

進修部：陳妍妏

國合處：許彤瑀

表2-1-3各種招生管道內含名額資料表(含春秋二季招生學生) 學期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賈適存

進修部：劉怡君

教務處：林洛安

進修部：陳妍妏

報表2-1-3-1技專校院學系、所、學位學程核定招生名額總量內新生

註冊率統計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報表2-1-3-2技專校院各學制核定招生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

B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報表2-1-3-3技專校院招生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報表2-1-3-4技專校院學系、所、學位學程無分配名額具境外生新生

人數統計表(10910期新增)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表2-1-4碩士(含碩士在職)班、博士班總量內核定招生情形調查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丁鈴玲 教務處：林洛安

表2-2 新生身份資料表(含春秋二季招生學生) 學期 當期 2/1～7/31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李惠如

進修部：劉怡君

教務處：謝湘汝

進修部：陳妍妏

表2-4學校辦理轉學考試資料表 學期 當期 2/1~7/31 8/1~1/31
教務處：賈適存(3月填報)

　　　　許家耀(10月填報)
教務處：林洛安

表2-6大專校院入學新生來源統計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鍾蕙如

進修部：劉怡君

教務處：陳曉萍

進修部：陳妍妏

表2-7  新生內含名額保留學籍學生人數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陳曉萍

進修部：劉怡君

教務處：張中君

進修部：陳妍妏

表3-1新生入學的畢業學分結構統計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鄭淨江

進修部：蕭淳方

教務處：鍾蕙如

進修部：陳妍妏

表3-2-2課程發展相關組織資料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教務處：李麗君

表3-2-3辦理外語相關活動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8/1~7/31 全校各教學暨行政單位填報所屬辦理外語相關活動 教務處：李耀宗

表3-5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 學期 當期 2/1~7/31 8/1~1/31
教務處：黃斐莉

進修部：蕭淳方

教務處：李惠如

進修部：陳妍妏

表3-5-1校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資料表 學期 當期 2/1~7/31 8/1~1/31 人事室：黃俊翰 人事室：黃俊翰

表3-5-2 專任教師實際授課時數大於規定職級之基本授課時數調查表 學期 當期 2/1~7/31 8/1~1/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教務處：李惠如

表3-5-3 專任教師減授時數調查表

(11003期新增)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人事室：李欣怡 人事室：黃俊翰

表3-7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明細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提供協同教學課程清單
教務處：鄭任雅

表3-8東南亞語言及華文教學（含海外開班）科目明細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東南亞學系：張允愷(東南亞語言)

推廣部：陳美玲

華語中心：林賜霖

歐亞語文學院：張儷瓊

表4-1畢業授予學位名稱及人數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8/1～7/31
教務處：張中君

進修部：劉怡君

教務處：謝湘汝

進修部：陳妍妏

本報表系統自動產生，請教務處及進修部於填表期間內完成確認。

教務處：林洛安、謝湘汝

進修部：陳妍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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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月
表冊名稱

填表

時程

資料

來源

填報時程
填表單位承辦人 彙整單位承辦人

表4-1-2畢業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陸生資料統計表 學年度 歷史


三月維護前期資料)
8/1~7/31 國合處：黃彥筑 教務處：謝湘汝

表4-1-3畢業原住民學生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三月維護前期資料
8/1~7/31

教務處：張中君

進修部：鄭國翔

教務處：陳曉萍

進修部：陳妍妏

表4-1-4畢業學生取得輔系/雙主修資格資料統計表 學年度 歷史


三月維護前期資料
8/1~7/31

教務處：張中君

進修部：鄭國翔

教務處：陳曉萍

進修部：陳妍妏

報表4-1-5畢業境外專班學生資料統計表  10/15為基準點

表4-1-6畢業碩、博士學位論文資料統計表 學年度 歷史  8/1～7/31
各研究所助理

圖書館讀者服務組提供學位論文公開資料清單

教務處：鄭淨江

進修部：陳妍妏

表4-2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鄭淨江

進修部：陳姿廷

教務處：謝湘汝

進修部：陳妍妏

表4-2-1原住民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鍾蕙如

進修部：鄭國翔

教務處：張中君

進修部：陳妍妏

表4-2-3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陸生資料統計表 學  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國合處：黃昭寧 國合處：黃彥筑

表4-2-4轉學生及校內轉系科人數資料統計表 學  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陳曉萍

進修部：劉怡君

教務處：張中君

進修部：陳妍妏

表4-2-5繁星班、菁英班在學學生人數資料表 學  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張中君 教務處：陳曉萍

表4-2-7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在學學生人數資料表 學  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李惠如

進修部：鄭國翔

教務處：張中君

進修部：陳妍妏

表4-2-8延畢學生人數資料表 學  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張中君

進修部：陳姿廷

教務處：鍾蕙如

進修部：陳妍妏

表4-2-9校區跨縣市學生人數資料統計表 學  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李惠如

進修部：劉怡君

教務處：謝湘汝

進修部：陳妍妏

表4-2-10總量系所/學位學程類別代碼表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賈適存

進修部：陳姿廷

教務處：林洛安

進修部：陳妍妏

表4-2-11學生修讀程式設計課程情形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鄭淨江

進修部：蕭淳方

教務處：黃斐莉

進修部：陳妍妏

報表4-2-12境外專班學生資料統計表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表4-2-13全學年全部學生實習學生人數統計表

(11003期新增)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學務處：陳淑靖

表4-4-1休、退學人數暨原因資料表 學  期 歷史 8/1～1/31 2/1～7/31
教務處：李惠如

進修部：劉怡君

教務處：陳曉萍

進修部：陳妍妏

表4-4-2 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統計表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張中君

進修部：陳姿廷

教務處：黃斐莉

進修部：陳妍妏

表4-4-3 學校降低延修比率具體措施及說明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謝湘汝

進修部：陳妍妏

教務處：謝湘汝

進修部：陳妍妏

表4-6在學學生修輔系、雙主修、修學程及及修校際選課人次資料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教務處：陳曉萍

進修部：鄭國翔

教務處：鍾蕙如

進修部：陳妍妏

表4-7-2學生校外實習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月維護前期資料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學務處：陳淑靖

表4-7-3校外實習經費來源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月維護前期資料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學務處：陳淑靖

本報表系統自動產生，請教務處及國合處於填表期間內完成確認。

教務處：謝湘汝

國合處：黃昭寧

本報表系統自動產生，請教務處及國合處於填表期間內完成確認。

教務處：謝湘汝

國合處：黃彥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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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單位承辦人 彙整單位承辦人

表4-7-4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 學年度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月維護前期資料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學務處：陳淑靖

表4-8-1學生參與競賽資料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各學院秘書/系所中心助理

學務處：鍾佳宏

推廣部翻譯會展中心：許捷盈

外診中心：郭謙勳

有學生參與競賽資料之單位，請將資料提供給學務處課

指組，由課指組統一寄送給學生所屬系所

學務處：鍾佳宏

表4-8-2學生技術證照(不含語文類證照)人次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8/1~1/31

2/1~7/31

(填寫下學期資料；開

放維護上學期之資

料。)

生涯發展中心將表4-8-2技術證照之填表提醒事項與說明

郵寄提供給各系助理參閱及進行填報作業、提供佐證紙

本資料【含109-1(1080801-1100731期間取得)技術證照

與外語檢定彙整一覽表Excel電子檔】。

學務處：蔡志祥

表4-8-3學生外語證照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8/1~1/31

2/1~7/31

(填寫下學期資料；開

放維護上學期之資

料。)

生涯發展中心將表4-8-3外語檢定之填表提醒事項與說明

郵寄提供給各系助理參閱及進行填報作業、提供佐證紙

本資料【含109-1(1080801-1100731期間取得)技術證照

與外語檢定彙整一覽表Excel電子檔】。

學務處：蔡志祥

表4-8-4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等成效統計表 學年度 歷史  8/1-7/31

各學院秘書/系所中心助理

學務處：鍾佳宏

推廣部翻譯會展中心：許捷盈

外診中心：郭謙勳

學務處：鍾佳宏

表4-9-1學校學生宿舍使用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春秋兩季(3月維護) 8/1~7/31

表4-9-2學校學生住宿狀況資料表 學期 當期 2/1~7/31 8/1~1/31

表4-10畢業生出路調查表 學年度 歷史
8/1~7/31

(3月維護前期資料)
10/15為基準點 學務處：林明鋒 學務處：陳淑靖

表4-11外籍、跨國雙學位及交換學生資料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各系所中心助理(跨國雙學位)

進修部：劉怡君

國合處：王盛祖、邱芷瑩(交換生)、黃昭寧(外籍)

教務處：李惠如

進修部：陳妍妏

表4-12雙聯學制學生人數統計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各系所中心助理 教務處：李惠如

表4-13外國學生「非學位生」進修、交流人數統計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各系所中心助理(短期研習或遊學團)

國合處：邱芷瑩 (交換生、短期研習或遊學團)

國合處：邱芷瑩

華語中心：林賜霖(在校內

附設華語文中心就讀情形)

表4-14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統計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各系所中心助理(短期研習或遊學團)

國合處：王盛祖(交換生)
國合處：王盛祖

表4-15學齡別學生人數 學年度 當期 
8/1～7/31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鍾蕙如

進修部：陳姿廷

教務處：黃斐莉

進修部：陳妍妏

表4-17 安置學生目前就學情形調查表 學期 當期
為基準點

(新表回溯填報107-1資料)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鍾蕙如 教務處：李惠如

表4-17-1安置學生資料表 學期 當期 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鍾蕙如 教務處：李惠如

學務處：陳昶燁 學務處：陳昶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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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月
表冊名稱

填表

時程

資料

來源

填報時程
填表單位承辦人 彙整單位承辦人

表5-1學校各類圖書資料分布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圖書館服務]之[全年借

書人次]、[全年圖書借

閱冊數]、[線上及光碟

檢索人次]及[館際合作]

以上學年度8/1~7/31資

料統計。

新增、受贈、減損填報

統計變化值，以去年

10/16日至今年10/15日

為基準日；總冊數及圖

書閱覽座位數以今年

10/15的資料為準。

圖書館：楊融 圖書館：賈玉娟

表5-2圖書館經費資源表
年度/學

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圖書館：楊融 會計室：曾惠翎

表5-2-1圖書館人力資源表 學年度 歷史  8/1~7/31 圖書館：楊融 圖書館：賈玉娟

表5-3電子計算機中心經費資料表 年  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資教中心：李建志 會計室：曾惠翎

表6-1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服務資料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推廣部：陳美玲

華語中心：林賜霖
推廣部：陳美玲

表6-2非由教師承接之產學合作資料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研發處：胡齡勻 (企業委訓)、胡珊綾

推廣部(含翻譯會展服務中心)：許捷盈、陳美玲

教務處：李耀宗(教務處承接的計畫)

學務處(承接計畫)：陳慧君

國合處：黃麗蓉(學海飛颺)

研發處：胡齡勻

表6-3學校辦理國內及國際合作與交流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8/1~7/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國合處：邱芷瑩

表6-4教師交流人員名冊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國合處：黃麗蓉

表6-5學校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統計 學年度 歷史  8/1~7/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研發處：應國慶

表6-6學校與境外大學簽訂學術交流情形 學年度 當期 ─ 10/15為基準點 國合處：王盛祖 國合處：王盛祖

表7-2學校學生輔導資料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學務處諮輔：洪玉梅

生涯發展中心：陳淑靖(提供生涯發展中心人力時數表

紙本佐證給諮輔中心協助填報)

學務處諮輔：洪玉梅

表7-4學校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執行情況表 學期 歷史 8/1~1/31 2/1~7/31

全校各教學暨行政單位篩選全校所辦理各項活動計畫表

符合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活動後，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匯

入

學務處：賴姿潔

表7-5助學措施統計表 學年度 歷史  8/1~7/31
教務處：張中君(依研究生獎助學金辦理之成果)

學務處生輔組：方春惠
會計室：曾惠翎

表7-6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學務處：賴泊潔 學務處：張淑芬

表7-7學生兼任助理人數及經費統計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教務處：鍾蕙如

學務處生輔組：方春惠
人事室：陳佳慧

表7-8勞僱型兼任助理之雇主負擔經費來源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人事室：陳佳慧 會計室：曾惠翎

表7-9學校執行「工讀及生活」助學金情形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學務處生輔組：方春惠 會計室：曾惠翎

表7-10兼任助理平均每月支給金額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人事室：陳佳慧 人事室：陳淑慧

表7-11學校「每月」身心障礙進用員額暨繳交代金統計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人事室：陳佳慧 人事室：陳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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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月
表冊名稱

填表

時程

資料

來源

填報時程
填表單位承辦人 彙整單位承辦人

表7-12學生懷孕(含育有子女者)輔導協助情形調查表

(10910期新增)
學年度 歷史  8/1~7/31 學務處諮輔：李康如 學務處諮輔：洪玉梅

表8-1學校校舍建築統計表 ─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表8-2-1學校校地統計表 ─ 當期 ─
10/15為基準點

(10月維護表冊)

表8-3學校租用學生宿舍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表8-5校地校舍面積統計表 ─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10月維護表冊)

表8-6學校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容量表 學期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總務處：林燕興 總務處：倪子強

表9-2-7學院、系(科所)、學位學程及中心經費支出表
年度/學

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會計室：曾惠翎 會計室：曾惠翎

表10-1董事會暨財團法人現況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8/1~7/31

(3月填報表冊)

8/1~7/31

(10月維護表冊)

表10-2學校董事會暨財團法人現況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8/1~7/31

表10-3學校董事會成員三等親任職本校情形 學年度 歷史  8/1~7/31

表13-1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表13-2學校改名改制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表13-3學校校區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表13-4學校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人事室：黃俊翰 人事室：黃俊翰

表13-5學校學院/學群資料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陳姿品 教務處：林洛安

表13-6學校學系資料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系所中心助理
教務處：林洛安

進修部：陳妍妏

表13-7系所群組對應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陳姿品

進修部：陳姿廷

教務處：林洛安

進修部：陳妍妏

表13-8學校學制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系所中心助理
教務處：林洛安

進修部：陳妍妏

表13-9校長、一級行政主管、學術主管及各類中心主管明細資料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人事室：蔡昀婷 人事室：陳淑慧

表13-10學校各學制特色招生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陳姿品

進修部：劉怡君

教務處：林洛安

進修部：陳妍妏

表14-1學校承接產學計畫經費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會計室：林淑月(填報全校總金額)

研發處：胡齡勻(確認系統產生資料)

3月填報全校總經費欄位；其他資料系統自動產生

會計室：林淑月

表14-2 學校承接產學計畫案件數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免填，系統自動產生

表14-3學校產學合作單位數統計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研發處：胡齡勻、胡珊綾

表14-4專利、新品種、授權件數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免填，系統自動產生

表14-5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 年度 歷史 1/1～12/31  研發處：胡齡勻、應國慶(科技部)

表14-7擔任產學合作計畫/委訓計畫主持人數統計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學校免填，系統自動產出，由下列單位協助確認相關資

料

人事室：黃俊翰(借調專任教師數)

教務處：謝湘汝(學生總數)

研發處：胡珊綾

研發處：胡珊綾

表14-8 大學校院推動創新育成及技術移轉績效表(104.03首填) 年度 歷史 1/1～12/31  研發處：胡珊綾 研發處：胡珊綾

表14-9 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104.03首填) 年度 歷史 1/1～12/31  研發處：胡珊綾 研發處：胡珊綾

董事會：黃琇瑩 董事會：黃琇瑩

總務處：陳安鎮

秘書處：朱梅欣

總務處：黃文勝

秘書處：吳瓊薇

研發處：胡齡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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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0學校師生創新創業明細表(104.03首填) 年度 歷史 1/1～12/31  研發處：胡珊綾 研發處：胡珊綾

表14-10-1學校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明細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請填至產學組提供之excel表)
研發處：胡珊綾

表15-1 全英（外）語授課（含學位學程、專班、系所）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月維護前期資料
教務處：鍾蕙如

進修部：蕭淳方

教務處：黃斐莉

進修部：陳妍妏

表15-2雙語授課（含學位學程、專班、系所）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月維護前期資料
教務處：鍾蕙如

進修部：蕭淳方

教務處：李惠如

進修部：陳妍妏

表15-3境外生獎學金設立情形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國合處：黃彥筑 國合處：許彤瑀

表15-4國際學術交流現況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系所中心助理

學務處：林明鋒(畢業生出國留學)、陳淑靖(國外實習)

國合處：王盛祖(姊妹校)

國合處：王盛祖

表15-5外籍生/人士之短期技術訓練培訓班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各系所中心/各學院秘書

國合處：黃昭寧
國合處：黃彥筑

表15-6英語能力檢定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教務處：陳曉萍 教務處：鄭淨江

表15-7畢業生通過全校性英語能力檢定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教務處：陳曉萍 教務處：鄭淨江

表15-8 未通過全校性英語能力檢定人數及全校性補救措施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教務處：陳曉萍 教務處：鄭淨江

表15-9畢業生通過系所自訂英語能力檢定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系所中心助理 教務處：謝湘汝

表15-10未通過系所自訂英檢能力檢定人數及系所補救措施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系所中心助理 教務處：謝湘汝

表15-11學生通過英檢能力檢定統計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教務處：陳曉萍 教務處：鄭淨江

表15-12雙語環境項目完成情形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國合處：王盛祖

總務處：鄭曉如
國合處：黃麗蓉

表15-13英語補救教學相關課程情形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教務處：黃斐莉

英文系、英語教學中心
教務處：謝湘汝

表15-14英語補救教學相關活動（非正式課程）情形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教務處：鄭淨江

外診中心：郭謙勳
教務處：謝湘汝

表15-15全校專業英語課程(EGSP,ESP等) 教師人數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教務處：黃斐莉 教務處：鍾蕙如

表15-16全校非英語之外語教師人數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人事室：李欣怡

表15-17專業英語（EGSP,ESP等）課程辦理情形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教務處：黃斐莉 教務處：鍾蕙如

表15-18英（外）語研習營開設數暨參與人數表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全校各教學暨行政單位填報所屬辦理英(外)語研習活動

學務處：鍾佳宏

國合處：黃麗蓉

教務處：李耀宗

表15-19 EMI教師相關情形資料表 學年度 歷史  2/1~7/31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教發中心：吳姿嫻

表15-20學校補助學生出國進修、交流情形表 學期 歷史  2/1~7/31 國合處：黃麗蓉 國合處：黃麗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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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國際文教暨涉外事務學院 楊偉琪 歐亞語文學院 張儷瓊 新媒體暨管理學院 李伊顓 吳甦樂人文學院 陳藑瑛

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黃紹涵

張家忻

朱謹

法國語文系
曾婉婷

黃苡淋
國際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林禹妡 通識教育中心 陳藑瑛

翻譯系(碩士班) 陳姿吟 德國語文系
顏鳳誼

林秀樺

應用華語文系

(華語文教育研究所)

賴虹廷

林昕怡
吳甦樂教育中心 謝佳卉

外語教學系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吳雨樺 西班牙語文系

王士瑜

宋溥嵐

傳播藝術系

創意藝術產業碩士在職專班

陳玉如

顏清宏
體育教學中心 魏文聰

國際事務系(碩士班) 呂配詩 日本語文系

鍾詠竹

劉淇沛

徐萱蓉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高語辰

英語教學中心 林美辰 東南亞學系(碩士班) 張允愷

師資培育中心 蕭夙珍 歐洲研究所/歐盟園區 黃佳音

各學院、系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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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19
日程 內容 負責單位 備註

08/26(四) ‧填報事項宣達說明會 研發處校發組 ‧宣達填報事宜，發送填報說明手冊

‧填表單位上網填報，並將表單目錄表、匯出之表冊及佐證

資料經主管審核後(第一級檢核)，送交彙整單位。

。各系教師確認「師資表冊」資料。

填表單位

‧請以最終不再異動之版本匯出各表冊excel檔後， 自行排版再行列印。

‧列印時採A4橫向完整列印(即所有文字皆須完整印出不得遺漏，且同一筆資料不得跨頁)，且每頁皆須有標題列，

如無法以A4列印者，請將版面設定為A3後再縮印為A4，並請承辦人及單位主管於最後一頁核章。

‧紙本資料裝訂順序：表單目錄表、匯出之表冊(請依表單目錄表之表冊順序排列，並分別裝訂，每份表冊後附相關

佐證資料)。
‧請各系所中心助理於「師資表冊」送彙整單位前，請系所中心教師再行確認資料是否完整。

‧09/30(17:00)系統管理者關閉輸入權限，僅供填表單位查詢

列印。
研發處校發組

‧彙整單位資料檢核(第二級檢核)。
‧通知填表單位修正錯誤。

‧表冊彙出前通知校發組關閉該表冊所有單位輸入權限。

‧將確認無誤之彙整資料一覽表、全校彙整後匯出之表冊、

填表單位繳交之表單目錄表、表冊、佐證資料逕送校發組。

彙整單位

‧請以最終不再異動之版本匯出各表冊excel檔後， 自行排版再行列印。

‧列印時採A4橫向完整列印(即所有文字皆須完整印出不得遺漏，且同一筆資料不得跨頁)，且每頁皆須有標題列，

如無法以A4列印者，請將版面設定為A3後再縮印為A4，並請承辦人及單位主管於最後一頁核章。

‧紙本資料裝訂順序：彙整資料一覽表、全校彙整後匯出之表冊(請依彙整資料一覽表上之表冊、填表單位順序排列

，並分別裝訂，每份表冊後附填表單位繳交之表冊及佐證資料)、填表單位繳交之表單目錄表。

‧填表單位提出錯誤修正申請，校發組開放輸入權限。

‧填表單位上網修正資料，並將修正後之表單目錄表、重新

匯出之表冊及佐證資料經主管審核後(第一級檢核)，送交彙

整單位。

‧通知校發組關閉輸入權限。

填表單位

‧系統管理者開放/關閉輸入權限。 研發處校發組
‧僅開放需修正之單位及表單

‧10/21(17：00)關閉所有輸入權限。

‧校發組資料抽檢，若有錯誤退回彙整單位確認。

‧系統管理者開放/關閉輸入權限。

‧系統管理者至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系統【資料檢核】

功能確認各表單【未填表冊名稱明細】、【表冊交叉檢核明

細表冊】、【其他檢核明細】資料是否正確

研發處校發組
‧僅開放需修正之單位及表單

‧10/29(17：00)關閉所有輸入權限。

‧同10/01(五)~10/21(四)作法。 彙整單位

‧同10/01(五)~10/21(四)作法。 填表單位

10/29(五) ‧雲科大關閉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系統。 雲科大 雲科大10/29(17：00) 關閉。

10/22(五)~
10/29(五)

文藻外語大學110年度10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

10/01(五)~
10/21(四)
下午17:00

09/01(三)~
09/30(四)

填報作業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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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19
日程 內容 負責單位 備註

文藻外語大學110年度10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
填報作業時程表

11/05(五)~
12/24(五)

‧至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系統【輸入表冊一覽表】功能

輸入及確認表單相關資料
研發處校發組

‧繳交當期輸入表冊須知事項：

1.備妥公文：正本-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校務基本資料庫（免副知教育部）

2.附件內容：※按下列順序排列

(1)校務基本資料庫報表封面（須加蓋關防）

(2)輸入表冊一覽表（須核章）

(3)光碟乙片：

 ①內容須含上述（1）、（2）各自存檔且皆核章後之掃描PDF檔。

 ②一般表冊：需包含輸入表冊之電子壓縮檔：依維運小組上傳至系統之壓縮檔為主（毋需解壓縮及作任何異動）。

3.函文及資料光碟須於期間內寄送(以郵戳為憑)；以利統一彙整報部存查。

11/30(二) ‧表冊資料暨相關佐證送還彙整單位。 研發處校發組

11/01(一)~
11/09(二)

‧校內【歷史資料】修正申請
填表單位

彙整單位

‧由全校各彙整單位及填表單位依實際需求提出修正申請。

‧填寫【附件五】【當期及歷史資料修正申請單】、【修正一覽表】及【修正前後對照表】，並備妥佐證資料後，

以紙本(“免＂電子傳簽)流程送會彙整單位進行審核→研發處校務發展組→陳核研發長。

‧彙整單位請詳細審核填表單位申請修正之資料，並請務必於11/09(二)中午12：00前，將確認無誤之紙本資料連同

佐證傳送至研發處校務研究發展組辦公室。

11/09(二)~
11/10(三)

‧至系統【資料修正申請】功能提出表單資料修正申請 研發處校發組
‧扣點以年度表單為單位，同一表單無論修多少筆資料皆僅扣一點，但同一表單修正3個學期輸入資料，則扣三點

11/10(三)~
11/18(四)

‧【歷史資料】修正
填表單位

彙整單位

研發處校發組

‧請依11/01(一)~11/09(二)  所提之申請內容進行修正。

‧列印修正後之表冊，送請彙整單位進行審核→研發處校務研究發展組。

12/24(五) ‧函文及寄送修正表冊光碟檔(郵戳為憑) 研發處校發組 ‧併同110年10月輸入表冊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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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名稱 欄位名稱 填報統一方式或注意事項 必需佐證 參考佐證 彙整單位承辦人

工作機構

1.老師於同一機構的不同時期職稱，請分筆填寫。

2.教師在進入本校任教前，補習班及各級學校從事教學工作之經驗不列計。(法規第4點)
3.教師深耕服務之機構為補習班或各級學校從事教學工作之經驗可列計。

工作終止日期
1.若工作仍持續進行，請填寫每年度3/15、10/15標準基準日。

2.若無法得知明確日期者(僅年/月)，則可填列 年/月/01。

其他注意事項

1.填報時應與前期資料比對。

2.人事室提供「新進教師實務經驗」資料。

3.各單位填報之資料應含教師歷年之實務經驗。

4.有填報表1-17的各系所中心皆需填報本表。

證照名稱 證照之「有效期限」若已到期，已無落於蒐集期間內，則無需填列。

證照字號 證照如無證照字號，請填入「無證照字號」

其他注意事項

1.填報時應與前期資料比對。

2.人事室將提供本學年度獲證照補助教師之名冊給各系所中心參考並列入。

3.各單位填報之資料應含教師歷年之證照。

服務單位/ 服務廠商

1.請填寫單位名稱全銜。

本校：校名+各單位全名

例：中山大學英國語文系

外校：依佐證填寫完整的名稱

2.若服務單位超過一個以上，請以頓號分隔各單位。

服務性質

1.如為活動之評審，請填「其他」。

2.如佐證中有服務名稱具「命題」字眼，請選填「擔任專業考試命題委員」。

3.擔任德國歌德學院德語檢定測驗中心委員，請選填「校外公民營機構顧問或委員」。

4.擔任其他學校之博碩士論文口試委員(有聘書或公文)，服務性質可選「擔任校外公民營機構顧

問或委員」，依定義可填入此表，再請附相關資料留存備查即可。

服務名稱
1.單一佐證具擔任2個以上服務名稱，請填列為一筆。

2.如跨填報區間，請依服務起始日落於期間內填報乙次。

簽約回饋金
"每件簽約回饋金"，係合約載明給予學校之回饋金，含納入學校帳戶之行政管理費用，但不含教

師之回饋金(如酬勞等)。

填表說明
填寫前，請先詳閱「校務基本資料庫_表1-7 教師學術/專業活動資料表填表說明」及「表1-7教師學術專

業活動資料表_填表須知_教師發展中心20210222」。

身分識別種類 不可空白。請填"身分證"、"居留證"。請再次確認所屬教師身分識別。

身分識別號 不可空白。請填"身分證字號"、"居留證字號"。

活動名稱(進修課程)
不可空白。若確認相同活動日期、活動名稱相似的為相同活動，請依佐證統一活動名稱。請刪除「參

加」、「發表」等動詞。如活動為性質為「會議」，請視佐證如與教學不相關則刪除，如導師會議等。

主辦單位(進修機構)
不可空白。本校：校名+學院全名+各單位全名。外校：依佐證資料填寫完整名稱。國立學校前面一定要加

「國立」，校名或機關名稱中台灣的「臺」，例：國立臺灣大學。人事室提供部份資料為地點，請參閱佐

證資料(議程等)改為主辦單位。

種類
不可空白。請填"研習"、"學術研討會"或"作品發表會（含展覽）"。作品發表會(含展覽)指教師本人有在現

場進行發表。

活動是否與所屬科系

或授課課程相關
當種類欄位是研習，請填"是"。當種類欄位是"學術研討會"或"作品發表會（含展覽）"，請空白。

型態
當種類欄位是學術研討會，請填"公開徵稿"或"其他型式"。當種類欄位是"研習"或"作品發表會（含展

覽）"，請空白。

地點 請依照下方頁籤＂國家名稱＂填寫完整國名，刪除代碼。

參與情形
請填"參加"或"主辦"。主辦單位辦的活動，除非另外指定，通常主辦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及教師社群召

集人應為"主辦"，其他人為"參加"。

研習佐證

1. 研習證書。(若參與證明來自本校活動報名系統，則免附其

他第2~3項文件。)
2. 議程表：若研習證書未註明時數，需提供議程表。

3. 學校補助情形佐證：參加校外研習或學術研討會，如有接受

學校補助經費，請提供經費申請書或簽呈。

學術研討會佐證

1. 參與證明。(若參與證明來自本校活動管理系統，則免附其

他第2~5項文件。)
2. 公開徵稿：需檢附徵稿啟事以及議程表。

3. 其他形式：需檢附議程表。

4. 議程：如教師為發表人、與談人、講評人等…，請提供完整

的議程表，該議程明確顯示教師姓名。

5. 學校補助情形佐證：參加校外研習或學術研討會，如有接受

學校補助經費，請提供經費申請書或簽呈。

作品發表會(含展覽)佐證

1.宣傳文件。

表1-7學術活動資

料表

聘書or聘函or公文or邀請函或e-mail or感謝狀or各類服務

證明(書)or議程等

如有簽約回饋

金則需另行檢

附合約

研發處：胡齡勻、

胡珊綾

研發處：胡齡勻、

胡珊綾

教發中心：高聖

洋、施吟梅

雲科大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各系所中心填表相關規定及所需佐證一覽表

表1-2-1教師實務

經驗資料表

聘函or聘任契約or工作、服務證明or離職證明or勞保局保

險證明等

表1-2-2教師相關

證照資料表
證照or等同證照資格或等同具執業證明之結業證書

「專/兼職」、

「職稱」：名

片或請老師於

佐證簽名

表1-6教師專業服

務資料表

人事室：李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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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名稱 欄位名稱 填報統一方式或注意事項 必需佐證 參考佐證 彙整單位承辦人

雲科大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各系所中心填表相關規定及所需佐證一覽表

開始日期 請統一使用2020/12/13格式。開始日期可為2019年或2020年。

結束日期 請統一使用2020/12/13格式。結束日期一定是2020年。

時數
純數字，不可為0，刪除文字，例如小時。人事室提供的部份資料由於有跨日數，請參閱佐證資料填上正

確時數。

證書字號 若無資料，請填無。資料來源為"活動管理系統匯入TP"之證書字號欄位，請填無，不可填「有」。

研習證明 請填有或無，不可空白。

學校補助情形 若有補助，請填補助項目，例如交通費、報名費等等。若無補助，請填無，不可填「有」。

專案類型

1.各級學校、法人機構、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利機構、國外機構等，例如：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各級醫療院所、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托兒所、幼稚園、補習班…等等，

皆為「其他單位」。

2.如有申請營業事業登記證，請填於「企業」，如無，則填至「其他單位」。

3.如為學生實習計畫，請選「其他單位-其他案件」。

執行起始日期 執行起始時間以契約所定之執行起始日期，若無再以簽約日為基準。

工作類別
校內整合型研究計畫：計畫總主持人請選擇「計畫主持人」，子計畫主持人和共同主持人請選擇

「共同(協同)主持人」。

計畫總金額
校內整合型研究計畫：計畫總主持人請填該整合型計畫總金額，子計畫主持人和共同主持人請填

0，以免金額重複計算。

主要經費來源 請依「最高出資單位」選填主要經費來源。

主要經費來源單位

名稱
若填入金額為0，則主要經費來源名稱統一填入「合作單位名稱」。

金額相關欄位

與外國機構簽訂產學合作案，計畫金額若以美金計，請以合約簽定日之匯率換算為新台幣金額填

報；待經費實際入帳時，如有變動，則將金額變更為實際入帳之新台幣金額。(若已過填報期則

以歷史資料修正方式進行更新-註明非校方因素)

受惠機構 政府機關或依法登記領有營利事業證記證者，方可填列。

論文收錄分類 SCI, SSCI, TSSCI, EI, SCIE, A&HCI皆有其收錄名單，勾選前項收錄分類者，須提供佐證。

通訊作者
1.若為單一作者，通訊作者欄請填「否」。

2.若為多人共同發表，依其佐證認定通訊作者。若無指名通訊作者，則以第一作者為通訊作者。

審稿制度
「審稿制度」係指該期刊或學報出版刊登論文前，該出版單位有將論文進行專業送審並同意刊登

或出版。

跨國(地區)合作
該篇論文若有共同作者為國外學者，大陸港澳學者請選「是(大陸、港澳地區合作)」，其他國家

學者請選「是(與跨國合作)」。

所屬計畫案
如為研究計畫成果，請輸入研究計畫案號或案名，若非因執行研究案而產生之成果，此欄應填

「無」。

月份 確實無發表月份，建議暫以1月填報。

新增定義：同一篇論文，於多場會議發表，請擇一會議填報。

論文名稱
1.研討會發表論文如有集結成論文集，屬於期刊(ISSN碼)應同時填至1-9，屬於專書(ISBN碼)應同

時填至1-11。
公開徵稿，並具審

稿制度
同時具備公開徵稿及審稿制度者，方得填「是」，且須檢附佐證。

通訊作者
1.若為單一作者，通訊作者欄請填「否」。

2.若為多人共同發表，依其佐證認定通訊作者。若無指名通訊作者，則以第一作者為通訊作者。

所屬計畫案
如為研究計畫成果，請輸入研究計畫案號或案名，若非因執行研究案而產生之成果，此欄應填

「無」。

審稿制度證

明：如審查意

見、同意發表

之證明、或徵

稿啟事中有說

明該研討會具

有審查制度。

研發處：應國慶

表1-10教師研討

會論文資料表
徵稿啟事、研討會議程、論文被接受通知、論文摘要

研發處：胡齡勻、

胡珊綾、應國慶(科
技部)

表1-9教師期刊論

文資料表
期刊封面、目錄、版權頁、投稿須知、論文摘要

審稿制度證

明：如審查意

見、同意刊登/
出版之證明、

或期刊徵稿辦

法。

表1-8教師承接政

府部門計畫案、

產學合作案及技

術服務案資料表

請各系自行至小樹系統(教師研究計畫維護申請)下

載資料填報，下載資料即為佐證

(本期產學組仍會提供清單以利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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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名稱 欄位名稱 填報統一方式或注意事項 必需佐證 參考佐證 彙整單位承辦人

雲科大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各系所中心填表相關規定及所需佐證一覽表

是否為專書 專書者，請填「是」；專書篇章者，請填「否」。

篇章及/或專書名稱
專書篇章者，篇章及專書名稱請以「/」區隔。例：世界公民素養文化評論/文藻現代散文悅讀與

舒寫。

是否經外部審稿程

序或公開發行出版
符合「經外部審稿程序」或「公開發行出版」其中一項者即可填「是」。

跨國(地區)合作
該篇論文若有共同作者為國外學者，大陸港澳學者請選「是(大陸、港澳地區合作)」，其他國家

學者請選「是(與跨國合作)」。

通訊作者
1.若為單一作者，通訊作者欄請填「否」。

2.若為多人共同發表，依其佐證認定通訊作者。若無指名通訊作者，則以第一作者為通訊作者。

月份 確實無發表月份，建議暫以1月填報。

ISBN編碼
1.沒有ISBN編碼者，統一填「無」。

2.若為再版書籍，但不同的ISBN者，仍請勿填入。

所屬計畫案
如為研究計畫成果，請輸入研究計畫案號或案名，若非因執行研究案而產生之成果，此欄應填

「無」。
表1-12教師專利/
新品種資料表

專利類型 變更「新式樣專利」名稱為「設計專利」
如為「申請中」需檢附專利申請書或公文，如為「申請

通過」需檢附專利證書或公告
研發處：胡齡勻

獲獎或榮譽名稱

1.「文藻服務獎」請加註屆滿幾年，例：文藻服務獎(10年)。
2.樂銘文教基金會贊助本校頒發之「教學優良教師獎」前無需填寫頒獎單位。

例:樂銘文教基金會教學優良教師獎。

3.私立教育事業協會所提供之資深優良教師獎，因該單位有提供不同獎項，故填寫方式統一為:
「資深優良教師獎:至善獎」、「資深優良教師獎:大仁獎」、「資深優良教師獎：大智獎」、

「資深優良教師獎：大勇獎」

4.填寫教育部頒發之「教育部資深優良教師獎」應填全銜，並需加註屆滿幾年，如：教育部資深

優良教師獎(30年)。
5.老師如獲學校記功嘉獎，建議僅填報老師獲記小功以上資料。

「校內/校外」、

頒獎機構

「教學優良教師獎」為提供本校教師之獎項(目前獎金由樂銘文教基金會提供)，故請選「校內」

，頒獎機構請填「文藻外語大學」

所屬計畫案
如為研究計畫成果，請輸入研究計畫案號或案名，若非因執行研究案而產生之成果，此欄應填

「無」。

表1-16教師技術

移轉或授權資料

表

技術移轉或授權合約書

勾選「取得專

利」需檢附專

利證書或公告

研發處：胡齡勻

表1-17教師已完

成半年產業研習

或研究資料表

教師已向研發出提出「教師進行產業研習/研究」認列申請，並經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

委員會審查通過者，才需進行本項填報。

「教師進行產業研習/研究審查」核定表

(經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核定通過)
研發處：胡齡勻、

胡珊綾

表1-18教師產業

研習或研究進行

中資料表

1.教師已向研發處提出「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申請」(深度研習或深耕服務)，並經教師進

行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2.教師執行產學合作/研究案，金額達五萬元以上，期程達半年(180天)，並擬向研發出提出「教

師進行產業研習/研究」認列申請者。

1.「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申請」核定表

(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核定通過)
2.簽核通過之產學合作/研究案結案檢核表

研發處：胡齡勻、

胡珊綾

表1-19技專校院

兼任教師不予再

聘之理由統計表

填表說明
人事室提供各系助EXCEL表單填寫後，各系助以EMAIL方式回寄人事室即可。

(不需提供表單目錄表)
如有不續聘之教師須附書面通知電子檔orEMAIL信件通

知電子檔
人事室：李欣怡

主要任務及活動方

式

1.原系所課程規劃小組如一起召開，與研究所相關之提案或內容仍需系、所分開填列。

2.如有課程規劃小組辦法，填報區間雖未開會，仍需依課程規劃小組辦法填報。

3.填報之主要任務不偏離會議提案內容太遠

參與成員人數 列席請採計至「其他」，助理、記錄請勿採計。

研發處：應國慶

表3-2-2課程發展

相關組織資料表

人事室：李欣怡

表1-13教師獲頒

獎項與榮譽資料

表

獎狀or獎盃(照片)or獎牌(照片)or獲獎來文或公告等

課程發展相關組織設置要點或辦法or會議紀錄及簽到表

簽到表請勿設定助理或記錄簽到欄位

系所同開一會議，佐證應分開附上並各自mark相關訊息

教務處：李麗君
業界學者專家

履歷或名片

表1-11教師發表

專書（含篇章）

資料表

專書封面、目錄、版權頁、篇章摘要

審稿程序證

明：如審查意

見、與出版社

或主編溝通中

提及有經過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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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名稱 欄位名稱 填報統一方式或注意事項 必需佐證 參考佐證 彙整單位承辦人

雲科大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各系所中心填表相關規定及所需佐證一覽表

活動名稱 系列活動如含括多個主題活動，請依不同主題活動分筆填報，勿僅填報為同1筆。

經費來源、活動主

持人
若經費來源及主持人為二筆以上，請以“、”號區隔填報。

參與學生數 僅限於具學生身份，其他學歷等級並無特殊規定。

課程時數 請注意畢業班課程為18週，總時數為36或54小時。

金額 若金額為0則寫0，不要空白。

表4-7-2學生校外

實習資料表

表4-7-3校外實習

經費來源人數統

計表

表4-7-4實習機構

及實習條件表

活動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以簡章為主，若有一個以上，全部填寫，並以頓號「、」區隔。

活動名稱、競賽項

目
第一以獎狀資料為主/第二以簡章。

獲獎名次 名次一律以中文字為主。例：第一名。

活動起始日期

(現場競賽)：以獎狀上的日期為主

(繳件競賽---進決賽:以決賽日期為主或決賽繳件開始為主;若無確定開始日期,則以繳件截止日期為

主)

活動結束日期
少數競賽活動於結束日期未能確認是否獲獎，則請依公布得獎日期或獎狀、獎杯日期為填寫基準

並請保留相關佐證備查。

備註

1.參加競賽活動只要入圍，全數需填表(有時雖資料都一樣;但參加隊伍不同,仍需填寫)
2.參加活動競賽隊數二隊以上，需各別填入相關資料

3.所有資料一定要與佐證資料一致(尤其獎項部份)
4.填報資料以獎狀/獎牌上的訊息為主，簡章/辦法/公告/報名表為次

身分類別

1.請依學生身分類別勾選『在學學生』、『當學年度畢業生』。

(1) 在學學生：就學期間之在學學生計算基準。

(2) 當學年度畢業生：當學年度畢業生取得學位後或畢業後之規定時程內為計算基準。

2.本表不包含選讀生、學分班、保留入學資格或無學籍之學生。

證照類別

1.請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之分類填報，請盡量找

到對應分類類別填報，切勿直接填報「其他證照」。

2.生涯發展中心將表4-8-2技術證照之填表提醒事項與說明郵寄提供給各系助理參閱及進行填報作

業、提供佐證紙本資料【含109-1(1090801-1100731期間取得)技術證照與外語檢定彙整一覽表

Excel電子檔】。

表4-8-2學生技術

證照(不含語文類

證照)人次資料表
學務處：蔡志祥

表3-2-3辦理外語

相關活動資料表
活動成效表or公文簽呈or完整之經費請款核銷流程表 教務處：李耀宗

表4-8-1學生參與

競賽資料表

表3-7業界專家協

同教學課程明細

表

業師履歷表(請註明當期課號&授課教師)and領據(不同課

程同一個業師，應盡量以「課程」分開簽領據報支，且

避免小章修改)等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提供以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之協同

教學課程清單。

新增：若業師經費來源為「提升教學成效暨創新課程」

或其他計畫有執行業師協同之課程均須列入表3-7計算，

並檢附「教務會議核定彙整總表」、「成效表（須明列

課程名稱）」及「業師領據」影本。

教務處：鄭任雅

活動成效表或公文 and 參賽單位資料 and 競賽辦法 and
參賽學生名單(請標示學生姓名、學號)
佐證上敬請mark相關填報資料，以便檢閱

如有獲獎需檢

附獎狀(或得獎

公告、來文)

生涯發展中心於會

後e-mail通知系助相

關事宜，敬請予以

協助提供相關佐證

資料。

生涯發展中心於會後e-mail通知系助相關事宜，敬請予以協助提供相關佐證資料。
生涯發展中心於會後e-mail通知系助相關事宜，敬請予以

協助提供相關佐證資料。
學務處：陳淑靖

學務處：鍾佳宏

證照or發照單位官方提供的正式成績文件or等同證照資格

或等同具執業證明之證書（請務必書寫標示學生姓名、

性別、學號、通過時的班級或學制【日五專與日二技菁

英班須標示出來，並與英文系分開輸入與統計】、是否

具原住民身分）

佐證效力：證書>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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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名稱 欄位名稱 填報統一方式或注意事項 必需佐證 參考佐證 彙整單位承辦人

雲科大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各系所中心填表相關規定及所需佐證一覽表

(證照採計─

證照生效/取得日期)

1.當學年度畢業生於畢業前參加考試，畢業後才核發證照，請依畢業生實際畢業學年度/學期填報

，而非生效日期之期間。

「證照生效/取得日期」順序原則：發照日期(生效日)>考試日期>函文(通知)日期。

2.證照採計的填報期間：採計以證照生效日期或核發日期為109.08.01~110.07.31期間取得。

身分類別

1.請依學生身分類別勾選『在學學生』、『當學年度畢業生』。

(1) 在學學生：就學期間之在學學生計算基準。

(2) 當學年度畢業生：當學年度畢業生取得學位後或畢業後之規定時程內為計算基準。

2.本表不包含選讀生、學分班、保留入學資格或無學籍之學生。

證照類別

生涯發展中心將表4-8-3外語檢定之填表提醒事項與說明郵寄提供給各系助理參閱及進行填報作

業、提供佐證紙本資料【含109-1(1090801-1100731期間取得)技術證照與外語檢定彙整一覽表

Excel電子檔】。另外，請外語能力診斷輔導中心為各系所中心協助CSEPT英檢系統填報與提供

電子檔(或紙本)佐證資料給各系所中心進行核對及修正數據或補填資料。。

(證照採計─

證照生效/取得日期)

1.當學年度畢業生於畢業前參加考試，畢業後才核發證照，請依畢業生實際畢業學年度/學期填報

，而非生效日期之期間。

「證照生效/取得日期」順序原則：發照日期(生效日)>考試日期>函文(通知)日期。

2.證照採計的填報期間：採計以證照生效日期或核發日期為109.08.01~110.07.31期間取得。

表4-10畢業生出

路調查表

1.請繳交表單目錄表

2.請將調查結果依學制填於「表 4-10 畢業生出路調查表」(檔案另以Email寄送)
1.搭配4-1的畢業生名單。

2.畢業生填寫線上問卷及各系助電訪代填之線上彙整結

果(將檔案列印出來當作紙本佐證資料或電子檔佐證資料)
學務處：陳淑靖

表4-13外國學生

「非學位生」進

修、交流人數統

計表

對方學校/機構

「中、英文名稱」

1.請盡可能依照實際情形翻譯填報；如仍無法確切翻譯則可二欄皆填英文名稱。

2.如對方學校/機構為非英語國家(如法國、德國)單位，請教「英文名稱」欄位可填列該國語言(如
法文或德文)名稱。

1.如為遊學團等短期交流研習或其他，請檢附公文or合約

or活動成效表

2.如為交換生需檢附入學許可書

若有修習華語

課程需檢附修

課證明或成績

單

國合處：邱芷瑩

華語中心：林賜霖

(在校內附設華語文

中心就讀情形)

表4-14本國以交

換學生、研習生

出國人數統計表

對方學校/機構

「中、英文名稱」

1.請盡可能依照實際情形翻譯填報；如仍無法確切翻譯則可二欄皆填英文名稱。

2.如對方學校/機構為非英語國家(如法國、德國)單位，請教「英文名稱」欄位可填列該國語言(如
法文或德文)名稱。

3.若為出國參與競賽、進行實習者或參訪，請勿填列本表。

1.遊學團、移地學習或其它短期交流研習，請檢附出團

公文或活動成效表。

2.校級、院級、系級交換生需檢附校內簽呈。

國合處：王盛祖

專案類型

1.各級學校、法人機構、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利機構、國外機構等，例如：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各級醫療院所、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托兒所、幼稚園、補習班…等等，

皆為「其他單位」。

2.如有申請營業事業登記證，請填於「企業」，如無，則填至「其他單位」。

3.如為學生實習計畫，請選「其他單位-其他案件」。

主要經費來源 請依「最高出資單位」選填主要經費來源。

主要經費來源單位

名稱
若填入金額為0，則主要經費來源名稱統一填入「合作單位名稱」。

受惠機構 政府機關或依法登記領有營利事業證記證者，方可填列。

合作機構所提供經

費

學校配合補助之金

額

表6-4教師交流人

員名冊
填表說明 僅針對教學單位之教師蒐集。非教學單位之資料，台評會無法採用 合約or公文簽呈or邀請函

活動成效表、

議程、簽到表
國合處：黃麗蓉

國合處：邱芷瑩

研發處：胡齡勻

學務處：蔡志祥

合約or核定公文及計畫書or核定清單

證照or發照單位官方提供的正式成績文件or等同證照資格

或等同具執業證明之證書（請務必書寫標示學生姓名、

性別、學號、通過時的班級或學制【日五專與日二技菁

英班須標示出來，並與英文系分開輸入與統計】、是否

具原住民身分）

佐證效力：證書>成績單

表6-3學校辦理國

內及國際合作與

交流資料表

本校學生出國交流經費，由教育部學海飛揚計畫支應部分計入「合作機構所提供經費」，學校補

助及學生自費(先繳入學校帳戶)部分則計入「學校配合補助之金額」。
合約or公文or活動成效表or協議書or協定書or合作同意書

論文、期刊、專

書、參加者名

單、相關校內簽

呈(不可單獨附

上)、預算表、計

畫表或報名資訊

等資料輔助。

表6-2非由教師承

接之產學合作資

料表

表4-8-3學生外語

證照資料表

(10603期新增表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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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編號表冊編號表冊編號表冊編號
有無資料有無資料有無資料有無資料

(Y/N)
資料筆數資料筆數資料筆數資料筆數 佐證資料數佐證資料數佐證資料數佐證資料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備註：此表請依表冊編號由小到大依序填列。

彙整承辦人簽章彙整承辦人簽章彙整承辦人簽章彙整承辦人簽章：：：： 彙整單位主管簽章彙整單位主管簽章彙整單位主管簽章彙整單位主管簽章：：：：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110年度年度年度年度10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

 (行政單位行政單位行政單位行政單位)表表表表 單單單單 目目目目 錄錄錄錄 表表表表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

填表承辦人簽章填表承辦人簽章填表承辦人簽章填表承辦人簽章：：：： 填表單位主管簽章填表單位主管簽章填表單位主管簽章填表單位主管簽章：：：：

填表日期填表日期填表日期填表日期：：：：110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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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編號表冊編號表冊編號表冊編號 有無資料有無資料有無資料有無資料
(Y/N)

資料筆數資料筆數資料筆數資料筆數 佐證資料數佐證資料數佐證資料數佐證資料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2-1

1-2-2

1-6

1-15

1-17

1-18

3-2-2

3-2-3

3-5-2

3-7

4-1-6

4-2-13

4-7-2

4-7-3

4-7-4

4-8-1

4-8-2

4-8-3

4-8-4

4-11

4-12

4-13

4-14

6-3

6-4

6-5

13-6

13-8

15-4

15-5

15-9

15-10

15-16

15-18

15-19學院承辦人簽章學院承辦人簽章學院承辦人簽章學院承辦人簽章：：：： 學院主管簽章學院主管簽章學院主管簽章學院主管簽章：：：：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110年度年度年度年度10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

  (院系所中心院系所中心院系所中心院系所中心)表表表表 單單單單 目目目目 錄錄錄錄 表表表表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填表承辦人簽章填表承辦人簽章填表承辦人簽章填表承辦人簽章：：：： 填表單位主管簽章填表單位主管簽章填表單位主管簽章填表單位主管簽章：：：：填報日期填報日期填報日期填報日期：：：：110年年年年__月月月月__日日日日

備註：此表之表冊編號請勿自行刪除，請確實填寫「有無資料」、「資料筆數」及「佐證資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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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編號表冊編號表冊編號表冊編號 填表單位填表單位填表單位填表單位 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填表人 有無資料有無資料有無資料有無資料
(Y/N)

資料筆數資料筆數資料筆數資料筆數 佐證佐證佐證佐證資料數資料數資料數資料數 審查後審查後審查後審查後錯誤筆數錯誤筆數錯誤筆數錯誤筆數 錯誤率錯誤率錯誤率錯誤率
(%)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2.請依表冊編號由小到大依序填列。

3.錯誤筆數採累計制，即同一筆資料錯誤兩次即記為2筆。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110年度年度年度年度10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

 彙彙彙彙 整整整整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一一一一 覽覽覽覽 表表表表

彙整單位名稱彙整單位名稱彙整單位名稱彙整單位名稱：：：：

承辦人員簽章承辦人員簽章承辦人員簽章承辦人員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單位主管簽章單位主管簽章單位主管簽章：：：：

備註：

1.此表由彙整單位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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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科大校務資訊系統表雲科大校務資訊系統表雲科大校務資訊系統表雲科大校務資訊系統表 7-4 學校辦理各項社會關切學校辦理各項社會關切學校辦理各項社會關切學校辦理各項社會關切 

教育之主題執行情況表教育之主題執行情況表教育之主題執行情況表教育之主題執行情況表填報填報填報填報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10.10 版) 

一、工作時程： 

時間 工作項目 相關人員 備註 

110.09.01(二)前 資料庫內容初步篩選 課外活動指導組賴姿潔  

110.09.01(三) 

~09.30(四) 

1. 寄發「資料檢核及

修正」清單給各單

位 

2. 系統權限授權 

3. 各單位修正 

全校相關單位承辦人全校相關單位承辦人全校相關單位承辦人全校相關單位承辦人 

課外活動指導組賴姿潔 

請先檢視單位負責人員請先檢視單位負責人員請先檢視單位負責人員請先檢視單位負責人員

是否已具系統修正權是否已具系統修正權是否已具系統修正權是否已具系統修正權

限限限限。。。。如需新增填報人員

(單位全稱、姓名、職

編)，請 e-mail： 

100074@mail.wzu.edu.tw

，授權成功將回信通

知。 

110.10.01(五) 

~10.21(四) 

複核資料及修正 課外活動指導組賴姿潔 

須修正單位承辦人 

 

110.10.31(日)前 匯入雲科大並檢附佐

證資料 to 校務發展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賴姿潔  

備註：各單位毋須填送任何紙本表單給課外活動指導組。 

 

二、填報網址：http://web2.wzu.edu.tw/nsis/activities_130520/ 

三、系統操作說明 

1. 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帳密如單一簽入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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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表單查詢 

    
3. 選擇所屬單位，點選查詢 

 

4.所屬單位應修正的項目清單 

 
 

點選此處點選此處點選此處點選此處，，，，即可查看即可查看即可查看即可查看

詳細內容詳細內容詳細內容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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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正資訊： 
(1)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課外活動指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 EMAIL寄出之寄出之寄出之寄出之「「「「11010初篩初篩初篩初篩」」」」資料總表資料總表資料總表資料總表：查詢「「「「建建建建議修改註記議修改註記議修改註記議修改註記」」」」，

並依提示修改修改修改修改於網頁端於網頁端於網頁端於網頁端。  

 初篩初篩初篩初篩「「「「建議刪除建議刪除建議刪除建議刪除」」」」項目項目項目項目：：：：請填表人再次協助判斷該活動內容是否符合「表 7-4 學校

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確認不符合者請在填報系統內具體成效部分改成

【刪除】二字。 

 初篩初篩初篩初篩「「「「建議修改標題建議修改標題建議修改標題建議修改標題」」」」項目項目項目項目：：：：參見 A.【修改活動主題】、B. 【其他欄位】填寫注

意事項。 

 初篩初篩初篩初篩「「「「建議修改標題建議修改標題建議修改標題建議修改標題、、、、增加副標或合併增加副標或合併增加副標或合併增加副標或合併」」」」項目項目項目項目：：：：參見 A.【修改活動主題】、B. 

【其他欄位】填寫注意事項、C. 多筆相同的【活動主題】 

   

建議修改註記建議修改註記建議修改註記建議修改註記詳解 

A.【修改

活動主

題】 

 

a)若活動主題含高教或學輔經費等專案計畫之編號，請刪除編號請刪除編號請刪除編號請刪除編號。。。。 

  例如：3-2-3-8(學輔) 109 年服務學習心得分享暨感恩會。 

b)每項活動主題前每項活動主題前每項活動主題前每項活動主題前，，，，請請請請「「「「增列增列增列增列」」」」屬於哪種性質屬於哪種性質屬於哪種性質屬於哪種性質，，，，性質可自行認定無限制性質可自行認定無限制性質可自行認定無限制性質可自行認定無限制。。。。 

例如：【生命教育】103B 校園感恩祭、【生命與禮儀教育】103B 復活節三

日慶節、【環境適應】境外新生說明暨歡迎會、【社區服務】教育部

資訊志工服務隊、【文化交流】下學期境外生歡送會。 

例如：（請在活動主題前增列活動性質，如紅字） 活動主題 活動類別 活動方式 

活動日期
(起) 

活動日期
(迄) 

(107年高教深耕)2-1-2 【專業成長】專業服務教師培訓、新開課程外審及教師精進社群系列活動-AAAA 

其他 其他 2018/03/15 2018/07/02 

(107年高教深耕)2-1-2 【專業成長】專業服務教師培訓、新開課程外審及教師精進社群系列活動-BBBB 

其他 其他 2018/05/01 2018/05/31 

3-2-2-8(學輔)【服務學習】志工特殊訓練系列課程-XXXX 

生活教育 專題演講 2018/04/14 2018/04/15 

3-2-2-8(學輔) 【服務學習】志工特殊訓練系列課程-YYYY 

生活教育 專題演講 2018/05/26 2018/05/26  
B. 【其他

欄位】填

寫注意事

項 

 

    a)【參與人數】由系統撈取產出；若參與人數均為若參與人數均為若參與人數均為若參與人數均為 0者者者者，，，，煩請修正煩請修正煩請修正煩請修正【參與人

數均為 0 匯入雲科大系統時會產生錯誤。】。 

    b)【具體成效字數】 

(1)請修改具體成效自數低於低於低於低於 100字字字字(由系統計算由系統計算由系統計算由系統計算)。【字數超過無法匯入雲

科大系統】 

(2)該項活動非表 7-4 所需時，請將具體成效改為【(刪除)】二字。 

    c)【有校外參與人員】：具體成效的內文中，務必包含校外參與人數。 

例如： 

有校外參與有校外參與有校外參與有校外參與：：：：校外參與校外參與校外參與校外參與 40人人人人，，，，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80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各國…，並練習向外國

人介紹。 

無校外參與無校外參與無校外參與無校外參與：：：：校外參與校外參與校外參與校外參與 0人人人人，，，，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80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練習向國人介紹。 

C. 多筆相

同的【活動

主題】： 

 

a) 如為同一場次，請將兩項或兩項以上之成效併於其中一項，並將其他項次

的【具體成效】改為【(刪除)】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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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活動主題相同時但活動不同時，請以不同的副標缺分開來，並分項填列

（參見範例）。如高雄市社福機構志工服務隊－靖娟兒童文教基金

會…。 

解釋解釋解釋解釋：：：：活動主題相同於匯入雲科大系統時，將可能會被系統檢核為相同資

料，忽略第二筆資料匯入。 

例如：(活動主題相同時請以不同的副標缺分開來，如紅字所示) 活動主題 活動類別 活動方式 

活動日期
(起) 

活動日期
(迄) 

(107年高教深耕)2-1-2 【專業成長】專業服務教師培訓、新開課程外審及教師精進社群系列活動-AAAA 

其他 其他 2018/03/15 2018/07/02 

(107年高教深耕)2-1-2 【專業成長】專業服務教師培訓、新開課程外審及教師精進社群系列活動-BBBB 

其他 其他 2018/05/01 2018/05/31 

3-2-2-8(學輔)【服務學習】志工特殊訓練系列課程-XXXX 

生活教育 專題演講 2018/04/14 2018/04/15 

3-2-2-8(學輔) 【服務學習】志工特殊訓練系列課程-YYYY 

生活教育 專題演講 2018/05/26 2018/05/26  
 

6. e-mail 通知彙整人 (賴姿潔 100074@mail.wzu.edu.tw) 所屬單位已完成。 

7.彙整人複核 

(1) 內容符合相關規範：彙整人回信告知。 

(2) 內容仍須修正：彙整人回信告知需修改處，系統僅顯示需修改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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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 7-4 表冊定義 

表表表表 7-4 學校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執行情況表學校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執行情況表學校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執行情況表學校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執行情況表 (公公公公、、、、私校私校私校私校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十月填寫十月填寫十月填寫十月填寫)   

學年度/學期 活動主題 活動類別 

活動日期 

活動方式 

本校參與人數 

具體成效 備註 
起 迄 

教師 學生 其他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填表說明 (表 7-4) 

1. 學年度/學期 

歷史資料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填寫期間。 

♦ 三月填寫為 103 學年度上學期，即 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1 月 31 日資料； 

♦ 十月填寫為 103 學年度下學期，即 104 年 2 月 1 日至 104 年 7 月 31 日資料。 

2. 活動主題 

♦ 「「「「活動主題活動主題活動主題活動主題」」」」之內容請學校自行認定之內容請學校自行認定之內容請學校自行認定之內容請學校自行認定，，，，並依實際狀況填寫並依實際狀況填寫並依實際狀況填寫並依實際狀況填寫。 

  例如：人權教育、勞動法制、反毒教育、消費者教育、防治電腦犯罪…等。 

  例如：創造思考、照顧服務、婦女教育、防制檳榔、性別教育、藝行教育、媒體素養、禮儀教育、生命教 

育、反詐騙校園宣導工作…等。 

  例如：反盜版、反盜錄之宣導、購置合法資訊軟體、專業採認…等。 

3.活動類別 

♦ 請依下拉選單，選擇適合的活動類別項目：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能源教育、藝術教育、民主法治

教育、智慧財產權保護理念、性別平等教育、菸害防治理念、提升學生游泳能力、其他。 【註： 100年 3月因應「教育部技職司」需求新增「提升學生游泳能力」項目。】 

♦ 「活動類別」請學校依活動主題及活動內容自行認定適合的類別。 【註： 98年 10月因應「技專校院評鑑工作小組」需求新增此欄位。】 

4. 活動日期(起) ♦ 請填寫該活動的舉辦日期起始日。(yyyy/mm/dd，例如：2006/10/10) 

5. 活動日期(迄) 

♦ 請填寫該活動的舉辦日期結束日。(yyyy/mm/dd，例如：2006/10/15) 

♦ 請依活動結束日期落於填報區間內為填報基準請依活動結束日期落於填報區間內為填報基準請依活動結束日期落於填報區間內為填報基準請依活動結束日期落於填報區間內為填報基準。。。。[學校提問經與評鑑專案確認學校提問經與評鑑專案確認學校提問經與評鑑專案確認學校提問經與評鑑專案確認，，，，102年年年年 10月增加說明月增加說明月增加說明月增加說明] 

(若已填報過之活動若已填報過之活動若已填報過之活動若已填報過之活動，，，，則請勿重覆填報則請勿重覆填報則請勿重覆填報則請勿重覆填報，，，，101學年度下學期起統一依學年度下學期起統一依學年度下學期起統一依學年度下學期起統一依「「「「活動結束日期活動結束日期活動結束日期活動結束日期」」」」落於填報區間內為填報基準落於填報區間內為填報基準落於填報區間內為填報基準落於填報區間內為填報基準) 

6. 活動方式 ♦ 請簡述說明。例如：課程、演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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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校參與人數 

♦ 請填寫本校參與該活動之教師請填寫本校參與該活動之教師請填寫本校參與該活動之教師請填寫本校參與該活動之教師、、、、學生及其他所有參與人數學生及其他所有參與人數學生及其他所有參與人數學生及其他所有參與人數。。。。(請勿重覆填寫請勿重覆填寫請勿重覆填寫請勿重覆填寫) 

♦ 「專任教師」欄位更名為「教師」。 【註：100年 3月因應「評鑑專案」需求更改欄位名稱】 

♦ 特殊專班人數請勿計入，但可於「具體成效」欄位以文字簡述說明。 【註：100年 3月因應學校填表問題，「評鑑專案」新增填表說明】 

【【【【103年年年年 3月填寫月填寫月填寫月填寫 102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因應教育部需求依男因應教育部需求依男因應教育部需求依男因應教育部需求依男/女分別蒐集女分別蒐集女分別蒐集女分別蒐集。】。】。】。】 

8. 具體成效 

♦ 請以文字簡述說明參與該活動之實際人數（包含校外人士）及活動概況，以 100 字為限。 【註：100年 3月因應「評鑑專案」需求修改欄位定義】 

♦ 若「本校參與人數」欄位已填報本校參與人數，本欄位仍需填寫實際參與人數。 【註：100年 3月因應「評鑑專案」需求修改欄位定義】 

備註 

♦ 「活動日期」欄位填寫方式，改為以區間日期填寫。【註：97年 10月因應「技專校院評鑑工作小組」增修】 

♦ 本表以本表以本表以本表以「「「「活動主題活動主題活動主題活動主題」」」」為填寫主體為填寫主體為填寫主體為填寫主體，，，，以活動主題符合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活動為填寫基準以活動主題符合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活動為填寫基準以活動主題符合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活動為填寫基準以活動主題符合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活動為填寫基準，若有 4 個活動之主題

符合填寫基準，即可填寫 4 筆。【註：100年 3月因應學校填表問題，「評鑑專案」新增填表說明】 

♦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提供予「評鑑專案」，該小組將依資料做後續的認定或加值應用。 

♦ 96 年 10 月新增匯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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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組校基庫填報表單定義補充說明

一、表1-6教師校外專業服務資料表

二、表1-8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資料表

三、表1-12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四、表6-2非由教師承接之產學合作資料表

五、表1-2-1(有填表1-17時就要填本表，其餘由人事室提供)

六、表1-17(完成認列需填報)今年新增1欄位為採計啟始年月日，104年11

月20日前進入學校的老師請填寫上述日期，之後進入學校的老師請填寫起

聘日期，專案老師請統一填寫108年2月1日或起聘日期，及表1-18(進行中

可填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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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補充說明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服務廠商服務廠商服務廠商服務廠商
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的單位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的單位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的單位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的單位，，，，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二技聯合招生委員會二技聯合招生委員會二技聯合招生委員會二技聯合招生委員會。。。。(不得空白不得空白不得空白不得空白) 

教師至業界服務廠商名稱教師至業界服務廠商名稱教師至業界服務廠商名稱教師至業界服務廠商名稱。。。。 (不得空白不得空白不得空白不得空白)

本表請填寫教師本表請填寫教師本表請填寫教師本表請填寫教師校外校外校外校外專業服務為主專業服務為主專業服務為主專業服務為主。。。。

◎◎◎◎服務性質服務性質服務性質服務性質
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的工作性質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的工作性質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的工作性質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的工作性質，，，，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擔任專業考試命題擔任專業考試命題擔任專業考試命題擔任專業考試命題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擔任學會擔任學會擔任學會擔任學會
行政職務行政職務行政職務行政職務』、『』、『』、『』、『擔任國內專業擔任國內專業擔任國內專業擔任國內專業期刊期刊期刊期刊編審及評審編審及評審編審及評審編審及評審』、『』、『』、『』、『擔任國外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擔任國外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擔任國外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擔任國外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
』、『』、『』、『』、『擔任校外公民營機構顧問或擔任校外公民營機構顧問或擔任校外公民營機構顧問或擔任校外公民營機構顧問或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擔任政府機構專業擔任政府機構專業擔任政府機構專業擔任政府機構專業
委員會委員委員會委員委員會委員委員會委員』、『』、『』、『』、『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自行填寫服務名稱自行填寫服務名稱自行填寫服務名稱自行填寫服務名稱) 』。』。』。』。
◎◎◎◎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
經研發處處內會議決定經研發處處內會議決定經研發處處內會議決定經研發處處內會議決定，，，，產學案應填寫於表產學案應填寫於表產學案應填寫於表產學案應填寫於表1-8，，，，故本表不再重複填寫故本表不再重複填寫故本表不再重複填寫故本表不再重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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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舉列說明

正確案列

錯誤案列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廠商廠商廠商廠商

是否具是否具是否具是否具

簽約文簽約文簽約文簽約文
件件件件 服務性質服務性質服務性質服務性質 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簽約服務簽約服務簽約服務簽約服務
起始日起始日起始日起始日

簽約服簽約服簽約服簽約服

務結束務結束務結束務結束
日日日日

每件簽每件簽每件簽每件簽

約回饋約回饋約回饋約回饋
金金金金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玄奘大學玄奘大學玄奘大學玄奘大學 否 其他
「英語教學與研
究社群」講師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 否
擔任校外公民營
機構顧問或委員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
學位口試委員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廠服務廠服務廠服務廠
商商商商

是否具是否具是否具是否具

簽約文簽約文簽約文簽約文
件件件件 服務性質服務性質服務性質服務性質 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簽約服務簽約服務簽約服務簽約服務
起始日起始日起始日起始日

簽約服簽約服簽約服簽約服

務結束務結束務結束務結束
日日日日

每件簽每件簽每件簽每件簽

約回饋約回饋約回饋約回饋
金金金金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台灣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大學 否 其他 論文發表人
錯誤說明：發表人非服務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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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補充說明
◎專案的編號。若為科技部請填入科技部所給之案號，否則請學
校編列案號(如產學契約編號) 同一專案請採用一致編號填寫一次
為原則，請勿重覆填寫。

◎計畫案若為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請填列表1-8，舉例說明如產
學案、科技部計畫案、校內研究計畫、USR計畫等；
非由教師承接之專案者請填列於表6-2。二表請勿重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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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號年度系所代碼 主聘系所 教師姓名專兼任狀態 專案案號 專案案名 專案類型 計畫性質
是否為補助在籍學生之人才培育相關課程
(計畫)或就業學程 執行起始日期執行結束日期 工作類別 經費狀態

計畫總金額
(元)

政府出資金額企業出資金額
其他單位出資金額 學校出資金額主要經費來源單位名稱 次要經費來源 受惠機構名稱國內委託單位 國外委託單位 國內合作單位國外合作單位

他校轉入的專案
專案已轉至他校他校轉入的政府出資金額 他校轉入的企業出資金額

他校轉入的其他單位出資金額 已轉至他校的政府出資金額 已轉至他校的企業出資金額
已轉至他校的其他單位出資金額

51669

0

1

0

5

1

5

1

6

日本語文系 久保田佐和子專任續聘 JPRS

1040

05

台灣日語學習者的第二外語不安消除的可能性 校內補助案
符合專科以上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三條第
1項 否 20

16

/1/

1

20

16

/1

2/

31

主持人 原核定 27

42

8

0 0 0

27

42

8

學校 文藻外語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否 否 -- -- -- --

A1 專題研究
51664

5

1

0

5

1

5

1

6

日本語文系 倉本知明專任續聘 日產學字第
1050

4006

9號 民國
105年《高雄款》第四期 企業產學計畫

(含公營及私人企業)

符合專科以上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三條第
1項 否 20

16

/4/

20

20

16

/5/

20

主持人 原核定 28

20
0

28

20
0 0

企業
(公營及私人企業)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否 否 -- -- -- --

A4 技術服務

表1-8舉列

LifeLifeLifeLif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 ．．．．LoveLoveLoveLoveLifeLifeLifeLif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 ．．．．LoveLoveLoveLove 6

表1-12 補充說明
三月填寫為109 年，即109年1 月1日至109年12 月31日資料。
以教師申請為主，只要於106年內申請教師專利/新品種，申請中
或已核准皆可填寫。
若『進度狀況』欄位為『申請中』者必填，請填寫專利申請日期
。(不得空白)

若『進度狀況』欄位為『已核准』者必填，請填寫專利公告日期(

生效日期)。(不得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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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LifeLifeLif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 ．．．．LoveLoveLoveLoveLifeLifeLifeLif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 ．．．．LoveLoveLoveLove 7

識別號 年度

系
所
代
碼
主聘系
所

教師
姓名

專
兼
任
狀
態

所
屬
計
畫
案
專利名
稱

國
別

專
利
類
型

作
者
順
序

進
度
狀
況

申請日
期/生
效日期

終
止
日
期
發照機
關

證書字
號

技術
報告
代碼

技術報
告審核
完成日
期

申請人/權
利人

申請人/權利人
類型

129113 105 1659
應用華
語文系

卓福
安

專
任
續
聘

遊戲牌
組

國
內

設
計
專
利

第
一
作
者

已
核
准

2016/9/

11

202

8/3/

1

經濟部
智慧財
產局

設計第
D178199

號

卓福安
陳麒夷
黃沛嘉
楊雅筑

一般個人
一般個人
一般個人
一般個人

129093 105 1660
通識教
育中心

謝東
利

兼
任
新
任

齒振動
式聲音
傳導裝
置

國
內

新
型
專
利

第
一
作
者

已
核
准

2016/10

/1

202

6/6/

23

經濟部
智慧財
產局

M529995

樹人醫護
管理專科
學校

其他學校或機
構

表1-12舉列

LifeLifeLifeLif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 ．．．．LoveLoveLoveLoveLifeLifeLifeLif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 ．．．．LoveLoveLoveLove 8

表6-2補充說明

• 非由教師承接之專案者請填列於表6-2，如教務處教學卓越計畫
、學務處學海築夢計畫或是國際處學海飛颺等。

• 同一專案請採用一致編號填寫一次為原則，請勿重覆填寫，請
依計畫主持人性質選擇「行政人員」、「研究人員」、「學校
」若該計畫無特定計畫主持人，是以學校名義承接執行計畫者
，則請勾選「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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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LifeLifeLif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 ．．．．LoveLoveLoveLoveLifeLifeLifeLif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anguage．．．．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Leadership ．．．．LoveLoveLoveLove 9

識別號 年度 案號 案名 類型 計畫性質 計畫主持人類型 執行起始日期執行結束日期經費狀態 計畫總金額
( 元 )

政府出資金額
(元) 

企業出資金額
(元) 

其他單位出資金額
(元) 

學校出資金額
(元) 

主要經費來源單位名稱 次要經費來源受惠機構名稱 委託單位 合作單位 他校轉入的專案 已轉至他校的專案(103年度起新增)

(101年度起新增)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100

8
105

教務處
01

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教育部計畫型獎助案 學校 2016/1

/1

2016/1

2/31
原核定 48000

000

40000

000
0 0

80000

00
教育部教育部文藻外語大學教育部教育部 -- -- -- 否 否

262

5
105

臺教文
(三)字第
10500

74371號
教育部鼓勵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席補助要點-學海飛颺獎學金

政府其他案件A9, B6
行政人員 2016/5

/31

2017/1

0/31
原核定 12600

00

10500

00
0 0

21000

0
教育部教育部文藻外語大學教育部教育部 -- -- -- 否 否

表6-2舉列

敬祝
　安康 喜樂 圓滿！

研發處校務研究發展組
110年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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