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 10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Q＆A
106.09.12
一、 基本資料類表冊
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基 6. 學校系、所、學位 有關基 6 屬性類別，本校為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
請依貴校學系授課屬性、人才培育方向，並參考學科
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 所及藝術教育教學研究所為 2 個獨立系所，跨管理、教育，其屬
標準勾選學系之屬性類別。
班等基本資料表
性是否可選藝術類？
二、 學生類表冊
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學 1. 正式學籍在學學 延修生之各系統計是否應依「基 6」之修業年限，如本校職碩美 是，若碩士在職專班一般修業年限設定為 3 年，第 4
生人數統計表

術學院各系，從第 4 年起為延修生。

年起列計為延修生。

相關說明有提到若學校承接科技部候鳥計畫，而安排海外台裔青
學 7. 外國(境外)學生來
年回台進行短期研究或實習，並與台灣產官學界交流之外國（境 若僑委會計畫案性質類似科技部侯鳥計畫，亦請勿填
校修讀「非學位生」進
外）人數，請勿填報本表。若學校承接僑委會計畫案，應如何填 報本表。
修、交流統計表
報？
1. 如何區別 105 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含副學士)畢業生與
105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含副學士)應屆畢業生？
學 27. 日間學士班(含
2. 獸醫系修業年限是 5 年，如果是應屆畢業生的話是以 101 學
副學士 )畢業生通過全
年度算，102 學年度就不算在裡面？
校性英語能力統計
3. 若全校性英文門檻無通過，參加校內替代課程，是填 Z？中
文名稱如何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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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 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含副學士)畢業生與
105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含副學士)應屆畢業生如
何區分：
(1) 105 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含副學士)畢業生
是指畢業於 105 學年度之日間學制學士班(含
副學士)學生人數，亦即畢業證書登載畢業學年
度為 105 學年度者。

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2) 105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含副學士)「應屆」畢
業生，則請學校依各系所、學制班別之規定修
業年限計算應畢業於 105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
(含副學士)之「應屆」畢業生，不包括前學年度
曾申請休學復學者或因修讀輔系、雙主修、教
育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者。
2. 例如：若 A 系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為 5 年，其學
生應於 101 學年度入學者，始能依規定修業年限
於 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若 B 系學士班規定
修業年限為 4 年制，其 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應
於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
3. 若學校全校性英文門檻，屬於學校自訂替代性方
案者，請直接勾選 22 項，並簡述敘明該替代性方
案之辦理方式。
若「全校性」英語能力門檻低於「系、所」英語能力

門檻者，若 A 學生為 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學生，茲
學 28. 日間學士班(含
因已達「全校性門檻」
，但未達「就讀學系門檻」時，
應屆畢業生，若沒有通過系的畢業門檻，但各系所訂立的分數比
副學士 )畢業生通過各
學校填報 A 生方式如下：
全校性的分數高的話，只要填學 28 系所英語能力門檻，不用填
系(學位學程)英語能力
1. 學校應填 A 生於「學 28」之「105 學年度日間學
報學 27 全校性英語能力門檻？
統計
士班(含副學士)應屆畢業生未通過系(學位學程)
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且未畢業人數」。
2. 毋須填報 A 生於「學 27」任何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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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職員類表冊
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填報主要授課語言別欄位，目的是為了瞭解教師是否具備以
主要授課語言別，如果該課程僅有專有名詞以英文講授，
「中文及英文」或「全英文」授課之外語能力；爰請與教師
是否填「中文及英語」？
確認是否能以「英語或中英文」交替講述課程內容。
教師授課的 5 門課中，僅有 1 門為英語教學，其他皆以中 關於教師主要授課語言別，為單一選項，故請務必與教師確
文教學，主要授課語言別可以複選還是只能填列一種？
認其授課語言別。
教師屬性部分，假設老師專長為藝術類別，但是授課課程 此欄位將作為總量計算系所生師比的項目之一，可參考教師
非此類別，該如何填報？該以教師專長或授課科目填報？ 學術專長領域進行勾選。
翻譯學系會有第 2 外語，這部分如何填列？可能同時具備
教 1. 專兼任教師明細
表

中文、英文與其他外語。

若教師除能以中文、英語授課外，亦能以其他外語授課者，
請學校直接勾選該名教師授課語言為【中文及英文】者；另
該教師之其他外語別，可於本表備註欄敘明即可。

依據 99 年 5 月 13 日台高字第 0990081723 號函（諒達），
學校教職人員，若已有一專任（職）職務時，不得同時具備
國立和私立學校合聘專任教師，專任教師有授課事實，這
其他專任（職）職務，爰此，若屬跨校合聘師資，請以該教
樣還是算學校專任教師嗎？
師薪資撥付之學校作為填報，或請校際間研商該教師之歸屬
學校，請勿將一教師填報為多校之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具本職者，其為五人以下雇主者，自己公司沒有
投保單位，也沒有去工會加保，這樣就會帶入國保。系統
有關兼任教師是否具本職之認定，請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
填報：有本職者，後面另一選填，沒有「國保」這個項目，
師聘任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
須請增加，不然無法如實填報。目前只有「勞保、軍保、
公保、農保、勞保、退休」，須增加「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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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

教 4. 兼任教師聘任情
形統計表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上學期兼任教師數(A)-本學期兼任聘任數(F)(內含再聘+新
聘)=不予再聘人數(G)，此計算方式不完全正確，因「新聘」
之人數係有教師離開方可新聘，故以目前算法，將被漏計。
另「新聘」人數可能大於「未續聘」人數，以目前算法，
亦無法呈現正確數字，亦將影響「教 5」之填報內容。

有關兼任教師員額管控，係屬學校自主事項，而新聘教師並
非原任教師離職後，學校才可再新聘。本表計算公式業從新
調整為【不予再聘(G)=上學期(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教
師數(A)-本學期(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再聘」兼任教師數
(D)】，請學校參考校庫說明會後版手冊第 98 至 99 頁。

本表原設計係由各校自行填報，考量簡化學校重複填報作
業，本年度先請校庫作業小組協助比對各校(105-2 及 1061)兼任教師名單匯入，惟考量學校教師聘任與不聘任之間，
多有異動數，爰仍請學校自行以前一期（106 年 3 月）所填
請校庫填報系統提供不予再聘之名單清冊，以利學校詢問
「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之兼任教師清冊比對本期（106
各系不予再聘理由。
年 10 月）所填「教 1」清單，以利同步核對本表數據，避
免系統比對造成誤差值。學校若需下載前一期學校上傳之教
師清單，請逕至校庫填表系統【10603 期教 1→表冊列印→
表冊一覽】下載。
建議教 5 兼任教師不予再聘理由新增「本職機關/學校不同

教 5.兼任教師不予再
聘理由統計表

意」，因現有許多公私立大學限縮該校專任教師或人員至
本期請先填列其他，並請敘明原因。
校外兼課，有部分兼任教師因此無法前來兼課，爰建議新
增上開理由。
106.03 期有蠻多兼任教師授課時數為 0，今年將整頓這些

校庫系統計算「不予再聘」兼任教師數係以各校【前一期及
本期】(亦即 105-2 及 106-1)聘任之兼任教師數進行比對，

授課為 0 之兼任教師，想確認不予再聘之計算是否可排除
故請學校確實依頒發聘教師聘書亦即學校完成聘任者皆進
授課為 0 之兼任教師？
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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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務類表冊
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校 11. 開設全外語授課
之院、系所、學位學程統 106 學年度起奉核停招，惟尚有學生修課，需填否？
計表
校 19.學生兼任助理人
數及經費統計表

具身心障礙學生數之身心障礙者是領有手冊者嗎？

該表冊為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故修課人數，請依實際狀
況填報，並建議於備註說明該系所自〇年起奉核停招。
原則上是，但仍請學校依據身心障礙保護法規定辦理。

兩表數據可能相同，亦可能不同，
「校 19」及「校 10-2」
工讀生/附服務負擔之人數，是需等於校 10-2 的工讀助學金 原則不會互相勾稽，因「校 19」係請學校以「人數」進
人數？
行統計，但「校 10-2」允許以「上、下學期」分別列計 1
人數，故為「人次」資料。
學校自籌經費：指勞僱型兼任助理之雇主負擔經費，包括
若尚有表定分類之經費來源以外的，如產學合作的計畫，經 勞保費（職災）、健保費、勞退費等，係由學校校友或企
業募款等方式自籌之經費支應。
校 20.勞僱型兼任助理 費來自企業，是否要先排除？還是納入學校自籌經費？
(請詳見表冊 P.183 勞僱型-雇主負擔經費來源補助單位)
之雇主負擔經費來源
勞僱型雇主負擔經費來源，如由校內部門預算支應(非自籌、
請以學校自籌項目填報。
捐贈)，該選哪一種？
本表生活助學金：請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及學校自訂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要點）等
校 21.學校執行「工讀及 生活助學金，是否指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內的「生活助學 規定辦理，並得由學校安排弱勢學生生活服務學習，並給
生活」助學金情形

金」？

予生活助學金（與「校 10-2.配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之其他助學措施統計表」之「生活助學金」定義相同）
。
(請詳見表冊 P.184-助學金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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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本表「生活助學金」，僅需填報【純助學型；附服務負擔
型】等類型(請詳見表冊 P.184 助學方式)。

生活助學金是否含勞僱型(105 上學期)？

工讀助學金是否會勾稽校 10-2 的工讀助學金人數？

「校 21」及「校 10-2」原則不會互相勾稽，兩表數據可
能相同，亦可能不同，因「校 21」係請學校以「人數」
進行統計，但「校 10-2」允許以「上、下學期」分別列計
1 人數，故為「人次」資料。

校 22. 兼任助理平均每
計算月支領金額的部分是指實領薪資還是應領薪資？
月支給金額人數統計表

請學校以「與學生簽訂之月支給金額」填報，不扣除任何
費用。

教職員工總人數是否包含「未具本職之兼任教師」？

基本上學校教職員工投保勞保或公保者，皆為計算範圍。

(詳見表冊 P.188-教職員工總人數)
1. 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人數亦以學校每個月 1 日人數計
1. 勞僱型人數為每月投保人數，但勞保計算未足額進用身
算。另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總人數，請以學校每個月
校 23. 學校「每月」身
心障礙者為每月 1 日投保及在保人數，如此一來計算人
1 日教職員工總人數（含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人數）
心障礙進用員額暨繳交
數標準不同，將影響身障代金計算，該如何處理？
參與勞保、公保人數計算【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者總
代金統計
2. 因代金學校並無法每月收到，想確認勞發署的網址是否
人數】
，其中公立學校應進用總員工人數 3％，私立學
為讓學校依填報人數試算用？
校應進用總員工數 1％，其計算後之小數，請無條件
3. 身心障礙者是否依勞動部規範領有手冊的還是依教育部
捨去。表冊說明將增加相關文字說明。
手邊有的人數資料？
2. 網址為身心障礙者依據及進用比率與計算方式。
3. 身心障礙者，請學校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 條
及符合勞動部相關認定規範者為填報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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