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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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當期 
10月份薪資印領清冊

(10/15為基準點)

表1-1-3教師學歷資料表

(11110期新增)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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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中心助理/各學院秘書 人事室：李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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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組協助寄發人事室業管新進教師實務經驗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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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組協助寄發產學案、國科會、校內研究計畫案清

單、綜合業務組業管計畫執行清冊

※若各系(所)、中心有其他符合表1-8定義之計畫案，亦

請協助填報。

研發處：胡齡勻、胡珊

綾、應國慶(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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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詠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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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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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產學組寄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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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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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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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單位承辦人 彙整單位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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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黃俊翰



3月 10月
填表單位承辦人 彙整單位承辦人表冊名稱

填表

時程

資料

來源

填報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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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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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 歷史 2/1～7/31 8/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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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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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劭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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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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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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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多元專長培力(進修學士班)課程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進修部：劉怡君 進修部：陳妍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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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本國學生招生缺額招收境外學生資料表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教務處：林洛安

國合處：馬紹瑄

教務處：林洛安

國合處：馬紹瑄

表3-1新生入學的畢業學分結構統計 學年度 當期 3月維護前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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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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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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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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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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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雅婷

歐亞語文學院：張儷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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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0月
填表單位承辦人 彙整單位承辦人表冊名稱

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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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時程

表4-1畢業授予學位名稱及人數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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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怡君

教務處：謝湘汝

進修部：陳妍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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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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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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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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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劭瑄 國合處：賴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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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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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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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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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當期 3/15為基準點 10/15為基準點 學務處：陳淑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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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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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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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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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翌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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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劭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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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5實習人數統計表

(11103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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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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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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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00801-1110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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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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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00801-1110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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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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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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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翌婷(交換生)、馬劭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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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翌婷 (交換生)

國合處：黃翌婷

華語中心：蔡雅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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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淳方

教務處：黃斐莉

進修部：陳妍妏

表4-17-2安置學生目前就讀情形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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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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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宋明宏學務處：宋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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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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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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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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所)、中心承接補助計畫

推廣部(含翻譯會展服務中心)：許捷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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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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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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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產學組(國科會)：應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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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12學生懷孕(含育有子女者)輔導協助情形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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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系所設置獎學金調查表

(11110期新增)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系所中心助理 學務處：吳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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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黃文勝 總務處：陳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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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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表10-3學校董事會成員三等親任職本校情形 學年度 當期 
10/15為基準點

111年10月期追朔填報

1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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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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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詠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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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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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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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4-11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 年度 歷史 1/1～12/31  研發處：胡珊綾 研發處：胡珊綾

表1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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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資料， 僅填寫並繳

交(院系所中心)表單目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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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知言 國合處：賴知言

秘書處：吳瓊薇

研發處：胡齡勻

董事會：黃琇瑩 董事會：黃琇瑩

秘書處：葉宗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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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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劭瑄
國合處：馬劭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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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5-21國際化交流明細表

(11110期新增)
學年度 歷史  學年度：8/1~7/31 國合處：邱芷瑩 國合處：邱芷瑩



單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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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學院暨營運中心 陳蓁琳

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黃紹涵

吳珮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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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華語文系華語文教學

碩士班

賴虹廷

林昕怡

翻譯系(碩士班) 邱靜芳 德國語文系
林秀樺

魏可軒

傳播藝術系

創意藝術產業碩士在職專班

張貴萍

嚴清宏
吳甦樂教育中心 謝佳卉 華語中心 蔡雅婷

外語教學系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許敏泫 西班牙語文系

王士瑜

宋溥嵐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高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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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姿潔

劉淇沛

英語教學中心
林美辰

廖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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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