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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表冊 問題 回覆

1 明志科技大學 其他

本校因IR（校務研究）實際需求，惠請提供

可以「一次下載」所有「歷年填報」之所有

「表冊」的功能。（指：一個壓縮檔含有全

部資料）

資料庫回覆：仍請學校逐表自行下載歷年資料；以維資料正

確性。

2 弘光科技大學 其他

學校今年辦理校內自評，是否於3/8~4/7可

開放本校下載「評鑑基本資料」及「評鑑統

計分析表」，謝謝！

資料庫回覆：僅配合教育部評鑑期程規劃之學校。

3 中州科技大學 其他 境外專班有哪些表單需要填報？

資料庫回覆：境外專班屬特殊專班；故請參考每張表冊最後

面之相關說明，例：特殊專班請併入填報、特殊專班請誤填

報。

4 中華科技大學 其他

分配給各校之帳號密碼，請給予更多筆數；

才可以分配給更多同仁填報以因應新增填報

資料。

資料庫回覆：目前每校仍以40組帳密為上限，待系統完成改

版後會盡力配合提高帳密組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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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表冊 問題 回覆

5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表1-1

想請教兼任教師本職的定義:

1.若兼任教師於某大學擔任兼任助理,學校

有為他投勞健保,並提撥勞退金,請問這樣是

否具有本職?

2.若只有勞健保,並無勞退金呢?

3.那在工會加保,但並無達最高投保級距,算

不算具有本職呢?

4.漁保身份算不算本職?

教育部人事處回覆：

1.有關兼任助理是否具本職一節，請依，如係具勞工保險身

分之下列全部時間工作者，則為具本職者：

1.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機關學校專任有給人員。

2.非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

(1)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全部時間受僱者。

(2)雇主或自營業主。

(3)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4)未具上開身分但符合勞工保險最高投保級距者。

2.若只有勞健保，並無勞退金一節，如具勞工保險身分者，

仍請依上開定義辦理。

3.如只在工會辦理加保，無達最高投保級距，非具本職者。

4.具漁保身分者，經洽勞保局表示，由該局辦理勞工保險相

關事宜，爰請依勞工保險身分之全部時間工作者之相關定義

辦理判別是否為具本職者。

6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醒吾科技大學

德霖技術學院

中國科技大學

表1-1

本具本職（五）已依相關退休（職、伍）法

規，支（兼）領退休（職、伍）給與人員。

與勞動部公告之「大專院校編制外未具本職

之兼任教師適用勞動基準法草案總說明」之

相關說明「支領"月”退休給與人員，略有

不同，是否依資料庫為主要填表參考依據？

另外是否需要另行準備認列之佐證依據資

料？（如勞保，除了在職證明之外是否一定

要有保險資料證明？）

教育部人事處回覆：

1.考量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定義，勞動部與本部刻正研商，請

依校庫定義填報。

2.兼任教師是否具本職，由兼任教師自負舉證責任及立具切

結書，請各校依實際需要請兼任教師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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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表1-1
新增欄位是否具本職兼任教師，有關兼任教

師有開個人工作室是否符合具有本職？

資料庫回覆：已開放學校自行認定，並請參考最新表冊定

義。

8 耕莘健康管理學校 表1-1

新增欄位是否具本職兼任教師，具有漁保身

份者，是否可增列認定為具本職之兼任教

師？謝謝。

教育部人事處回覆：

具漁保身分者，經洽勞保局表示，由該局辦理勞工保險相關

事宜，爰請依勞工保險身分之全部時間工作者之相關定義辦

理判別是否為具本職者。

8  嶺東科技大學 表1-1

新增欄位是否具本職兼任教師，請問在本校

專任教師退休後，只在本校兼課要勾選

「是」或「否」？

資料庫回覆：退休者，並支領退休（職、伍）給與人員請勾

「是」。

9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表1-1

新增欄位是否具本職兼任教師，兼任教師若

投保職業公會，是否要依據實際是否從事相

關工作來認定是否具有本職？

教育部人事處回覆：是

10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表1-6
教師校外專業服務建議收集以學年度，不要

分學期，統一教師相關資料收集時間。

台評會回覆：所提之教師校外專業服務建議收集以學年度或

學期，台評會將於相關表冊會議諮詢過委員意見後確認。

1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表1-6

因目前證照太過浮多，建議只收集政府機關

開放之 證照，如：專技高普考、乙級、丙

級。其他相關證照不要收集，資料太龐大。

資料庫回覆：目前仍有相關需求，且資料庫應收集資料最大

化。

12 慈濟科技大學 表1-12

若校方與其他學校或機構簽屬「聯盟智慧財

產權共有協議書」，屬意專利雙方共有，仍

可以填報在此表冊嗎？

台評會回覆：如2家以上學校多方確為專利共同擁有者，應

皆可分別填報該校的專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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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表1-17、1-

18

倘學校前期尚未自訂完成專業科目及技術科

目之認定，應如何填報？

資料庫回覆：

本期請填報填寫為 105學年度上學期（法令公告後至106年1

月31日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進行中之資料），若貴校仍未完

成相關校內認列擬定請依實際情形填報即可。

14 長庚科技大學
表1-17、1-

18

 1.表1-17之104.11.20~105.7.31已完成之

產業研 習之教師人數系統是否自動倒入？

如何認定？

2.表1-17是否開放滿180天研習即可在系統

填寫？而不是設限僅能落於填表期間內填

報？                                3.

資料庫回覆：

1.系統無法相關數據，無法協助倒入資料。

2.是

3.目前暫不需要相關佐證，因係由各校自行認列。

15 嶺東科技大學 表1-18

1.若該名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期間為105

年10月1日至106年6月30日，則該筆資料填報的

基準是以〝開始執行日期〞或〝結束執行日期

〞？

2.承上題，是否應以起始日期為準，於3月份填

報於105學年度上學期?

3.再承第一點，因此例有跨學期之情形， 於10

月份是否需再次填報於105學年下學期?(PS:若

以開始執行日期為區間填報基準，則此筆資料

於10月份就無需填報了，對嗎?)

資料庫回覆：

已統一改為：

1.三月填寫為 105學年度上學期（法令公告後至106年1月31

日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進行中之資料）；

2.十月填寫為 105學年度下學期（法令公告後至106年7月31

日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進行中之資料）。

16 崑山科技大學 表1-18

請問教育部目前計畫類分別為補助案、招標

案、委辦案…等，如何明確判定那一種類型

屬「政府產學案」？例如：教育部資訊志工

計畫，是否符合專科以上產業合作實施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

資料庫回覆：類型可參考表冊說明附件一，如仍無法判定；

可提供計畫相關資料，由小組轉相關應用單位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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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表冊 問題 回覆

17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表4-7-1

建議系統設計新增功能，如當各校漏填實習

場所等欄位時，系統可自動跳出訊息或無法

存檔，提醒填報同仁補上，可提高填報效

率。

資料庫回覆：系統擬調整配合

18 未屬名之學校 表4-8-1

活動類別為「國際競賽」之佐證資料；如無

主辦單位是否可以使用新聞稿作為佐證？（

有經報章媒體報導）

台評會回覆：依據目前所提供資訊無法判斷回答，建請學校

提供進一步的競賽資料以供參考。

19  嶺東科技大學 表4-8-2

修正後之證照類別有部份是參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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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由承辦單位直接統籌將

其類別區分列入公告之證照列表清冊，而非

由各校分別勾選自行分類。

資料庫回覆：請學校參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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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證照實際類別逕行分類。

20  嶺東科技大學 表4-8-3
PVQC證照為專業領域用語證照，該列入表4-

8-2或表4-8-3？
資料庫回覆：請填報至表4-8-3。

21 屏東科技大學
表4-10、4-

10-1

建議目前表4-10之表單欄位「其他（含待

業）」比表4-10-1之「其他」、「待業」蒐

集，以利加強畢業生出路調查之資料接近實

際情形呈現。

資料庫回覆：擬納入下期異動之討論項目。

22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表4-13、4-

14

 表15系列與現行之表4-13.14是否有所重

複？
資料庫回覆：無重複，該二張表亦無法滿足相關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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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慈惠醫專 表5-1
校外連結線上資料庫是否列入統計？另外校

外人次是否認列？

統計處回覆：大專校院圖書館主要係以大專校院師生為主要

服務對象，支援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服務，並適度開放社

會大眾使用之圖書館。校外人士也可使用部分資源，線上資

料庫檢索人次需計入所有使用者的統計數，學校毋須分別計

列校外人士與校內師生、教職員。

24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表15-2

若學位學程之多數課程以華語為授課語言，

僅少部分（或1、2門課程以外語或雙語授

課），請問該學程是否列入表15-2之收集範

圍？

資料庫回覆：請以華語與英（外）語授課之學分數比例佔

50%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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