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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灰色網底為本期有異動或新增之表 冊 

表 冊 表 冊 名 稱 負 責 單 位 

【師 資 類】 
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人事室 

1-1-1 
技專校院兼任教師聘任情形統計表（學校免填，系統自動產生）(公、私

校 三、十月填報) 
人事室 

1-2-1 教師實務經驗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各系所 
各學院 
人事室 

1-2-2 教師相關證照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各系所 
各學院 
人事室 

1-4 教師進修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人事室 

1-5 教師升等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十月填報) 人事室 

1-6 教師專業服務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十月填報) 
各系所 
各學院 
研發處 

1-7 教師學術/專業活動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報) 
各系所 
各學院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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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校 
三月填報) 

國產處 
研發處(學術服務組) 

1-9 教師期刊論文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報) 
各系所 
各學院 
研發處 

1-10 教師研討會論文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報) 
各系所 
各學院 
研發處 

1-11 教師發表專書(含篇章)及其他著作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報) 
各系所 
各學院 
研發處 

1-12 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報) 國產處 

1-13 教師獲頒獎項與榮譽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報) 
各系所 
各學院 
研發處 

1-14 技職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人事室 

1-15 公私立大專校院專任研究人員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人事室 

1-16 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報) 國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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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冊 表 冊 名 稱 負 責 單 位 
1-17 教師已完成半年產業研習或研究資料表(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學發展中心 

1-18 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進行中資料表(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學發展中心 

1-19 技專校院兼任教師不予再聘之理由統計表(公、私校三、十月填寫) 人事室 

1-22 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報酬標準(公、私校 三月、十月填報) 人事室 
1-22-1     編制外專任教師報酬標準之明細表(公、私校十月填寫三月維護) 人事室 

【招生類】 

2-1-2 各種招生管道外加名額資料表(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2-2 新生身分資料表 (含春秋二季招生學生)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2-4 學校辦理轉學考試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課程教學類】 
3-2-2 課程發展相關組織資料表 (公、私校三、十月填寫)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3-5 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3-5-1 校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資料表(公、私校 三、十月填寫) 
教務處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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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校 
三、十月填寫)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3-7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明細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3-8 
東南亞語言及華文教學(含海外開班)科目明細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

報) 
語言教學中心 

【學生類】 

4-1 畢業人數資料表(公、私校十月填報、三月維護)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1-2 
畢業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陸生資料統計表(10803 期首填，10810
期更改表冊序號，公、私校十月填寫、三月維護)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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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冊 表 冊 名 稱 負 責 單 位 

4-1-3 
畢業原住民學生資料統計表(10810 期首填，公、私校十月填寫、三月維

護)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1-4 
畢業學生取得輔系/雙主修資格資料統計表(10810 期首填，公、私校十月

填寫、三月維護)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2 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2-1 原住民學生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2-2 身心障礙學生資料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10810 期刪表) 學務處(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 

4-2-3 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陸生資料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2-4 轉學生及校內轉系科人數資料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2-5 繁星班、菁英班在學學生人數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4-2-7 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在學學生人數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2-8 延畢學生人數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2-9 校本部以外縣市學生人數資料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4-2-10 總量系所/學位學程類別代碼表 （公、私校三、十月填寫） 教務處 

4-2-11 
學生修讀程式設計課程情形資料表 （10810 期首填，公、私校三、十月

填寫） 
教務處 

4-4-1 休、退學人數暨原因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4-2 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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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冊 表 冊 名 稱 負 責 單 位 
4-4-3 學校降低延修比率具體措施及說明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4-6 
在學學生修輔系、雙主修、修學程及修校際選課人次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7-2 學生校外實習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寫、十月維護) 
 

4-7-3 校外實習經費來源人數統計表(公、私校 三月填寫、十月維護) 
4-7-4 校外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公、私校 三月填寫、十月維護) 各系所 

各學院 
研發處(實習組) 

4-8-1 學生參與競賽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4-8-2 學生技術證照人次資料表(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4-8-3 學生外語證照資料表(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4-8-4 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等成效統計表（公、私校 十月填報） 

4-9-1 學校學生宿舍使用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4-9-2 學校學生住宿狀況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4-10 畢業生出路調查表 (公、私校 十月填報，三月維護) 
各系所 
各學院 
職涯發展中心 

4-10-1 
學校「博士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表(應屆及畢業滿一年) (公、私校 十
月填報，三月維護) 

各系所 
各學院 
職涯發展中心 

4-11 外國學生、跨國雙學位及交換學生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國際處 

4-12 雙聯學制學生人數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4-13 外國學生「非學位生」進修、交流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國際處 

4-14 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國際處 

4-15 年齡別學生人數 (公、私校 十月填報) 
教務處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4-17 安置學生目前就學情形調查表(公、私校 三、十月填寫) 教務處 

4-17-1 安置學生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寫) 教務處 

【圖書館類】 
5-2 圖書館經費資源表 (公校 三月填寫、私校 十月填寫) 圖書館 

5-3 電子計算機中心經費資料表 (公校 三月填寫、私校 十月填寫) 電算中心 

【推廣服務類】 

6-1 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服務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寫) 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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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冊 表 冊 名 稱 負 責 單 位 

6-2 非由教師承接之產學合作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寫) 國產處 
研發處(學術服務組) 

6-4 教師交流人員名冊 (公、私校三、十月填報)                      
各系所 
各學院 
國際處 

【學生事務與輔導類】 

7-2 學校學生輔導資料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報) 學務處(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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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填寫) 
各單位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彙

整） 

【校地建築類】 
8-1 學校校舍建築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寫) 總務處 

8-6 學校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容量表 （公、私校三、十月填寫） 總務處 

【財務類】 

9-2-7 
學院、系(科所)、學位學程及中心經費支出表 (公校 三月填寫、私校 十
月填寫) 

主計室 

【會計例行報表類】 
12-2 國立技專校院校務基金「接受捐贈」決算情形表 (公校 三月填寫) 主計室 

【產學合作績效類】 

14-1 
學校承接產學計畫經費與全校總經費資料表 
(三月填報全校總經費欄位；其他資料系統自動產生) 

國產處 
研發處(學術服務組) 

14-2 學校承接產學計畫案件數表(三月填報，學校免填，系統自動產生) 國產處 
研發處(學術服務組) 

14-3 學校產學合作單位數統計表(三月填報，學校自行填報) 國產處 
研發處(學術服務組) 

14-4 專利、新品種、授權件數表(三月填報，學校免填，系統自動產生) 國產處 

14-5 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表(公、私校 三月填寫)  國產處 

14-7 
擔任產學合作計畫/委訓計畫主持人數統計表(三月填報，學校免填，系統

自動產生) 
國產處 
研發處(學術服務組) 

14-8 大學校院推動創新育成及技術移轉績效表(公、私校 三月填寫) 國產處 

14-9 學校師生創新創業明細表(公、私校 三月填寫) 國產處 

14-10 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公、私校 三月填寫) 國產處 

14-10-1 學校合作企業新事業部門明細表(公、私校 三月填寫) 國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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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冊 表 冊 名 稱 負 責 單 位 

【國際化表冊】 

15-1 
全英（外）語授課（含學位學程、專班、系所）資料表（公、私校三月

填寫、十月維護）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15-2 
雙語授課（含學位學程、專班、系所）資料表（公、私校三月填寫、十

月維護）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15-19 EMI 教師相關情形資料表 （公、私校三月填寫、十月維護） 教學發展中心 

15-20 學校補助學生出國進修、交流情形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寫) 國際事務處 
 

備註： 

1. 如係學校免填，系統自動產生之表冊，請各表冊負責單位仍將表冊印出並

協助檢視其正確性。 

2. 如本期填報表冊無資料，請仍然印出表冊註明本期無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