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科大校務資訊系統表 7-4 學校辦理各項社會關切 

教育之主題執行情況表填報注意事項 
(111.10 版) 

一、工作時程： 

時間 工作項目 相關人員 備註 

111.08.31(三)前 資料庫內容初步篩選 課外活動指導組鄭舒云  

111.09.01(四) 

~09.3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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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指導組鄭舒云 

請先檢視單位負責人員

是否已具系統修正權

限。如需新增填報人員

(單位全稱、姓名、職

編)，請 e-mail： 

100571@mail.wzu.edu.tw

，授權成功將回信通

知。 

111.10.01(六) 

~10.19(三) 

複核資料及修正 課外活動指導組鄭舒云 

須修正單位承辦人 

 

111.10.31(一)前 匯入雲科大並檢附佐

證資料 to 校務發展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鄭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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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密如單一簽入之設定 

 

 

 

 

 

 

 

http://web2.wzu.edu.tw/nsis/activities_1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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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查看

詳細內容。 



5. 修正資訊： 
(1) 參考課外活動指導組 EMAIL 寄出之「11110 初篩」資料總表：查詢「建議修改註記」，
並依提示修改於網頁端。  

 初篩「建議刪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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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改標題」項目：參見 A.【修改活動主題】、B. 【其他欄位】填寫注
意事項。 

 初篩「建議修改標題、增加副標或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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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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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增列」屬於哪種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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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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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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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參與 40 人，總計 80 人參加。各國…，並練習向外國

人介紹。 

無校外參與：校外參與 0 人，總計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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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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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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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舒云 1005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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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表 7-4表冊定義 

表 7-4 學校辦理各項社會關切教育之主題執行情況表 (公、私校 三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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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男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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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請學校自行認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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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提問經與評鑑專案確認，102 年 10 月增加說明] 

(若已填報過之活動，則請勿重覆填報，101 學年度下學期起統一依「活動結束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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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校參與人數 

 請填寫本校參與該活動之教師、學生及其他所有參與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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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填寫 102 學年度上學期，因應教育部需求依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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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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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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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