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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日誌  大事紀 

 12/31  學科認證記者會 

 01/08  校務共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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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7  102-2 開學 

 03/01  碩士班招生考試兩天  

 03/03  碩士班招生閱卷一週 

 03/06  我的學思歷程鄭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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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7  邁頂計畫教育部實訪 

 02/17  102-2 開學 

 03/01  碩士班招生考試兩天  

 03/03  碩士班招生閱卷一週 

 03/06  我的學思歷程鄭愁予 

 03/10~學院實訪 (本學期) 

 03/20  評鑑工作人員培訓 

 03/22  全校運動會 

 06/06  新專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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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近期教務概況 (1) 2 

1. 申請 104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 計有音樂學研究所博士

班、臨床藥學研究所博士班、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博士
班等 3 個班別，教務處於 103/01/09 提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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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等 3 個班別，教務處於 103/01/09 提報教育部。 

2.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研習會： 103/03/20 及 103/04/10 兩日下午

教務處與人事室合辦評鑑工作人員年度研習會。研習對象除校
內受評單位相關人員外，另擴及北二區各夥伴學校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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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受評單位相關人員外，另擴及北二區各夥伴學校相關人員。 

3. IEET 認證： 工學院申請調整 IEET 認證辦理週期，以使各系

所認證週期一致，該學會業於 103/02/12 同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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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EET 認證： 工學院申請調整 IEET 認證辦理週期，以使各系

所認證週期一致，該學會業於 103/02/12 同意調整。 

4. 推動提升教學品質計畫： 業於 102/12/16 提經教務諮詢委員會
完成審議。 

5. 各學院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 103 學年邁頂計畫執行期程為 

103/01/01~12/31，本校於 102/12/12 召開會議進行計畫內容之
初步審核，103/01/23 通過諮議委員會審議，並另函請各學院
依經費核定結果持續推動該計畫執行。 



本校近期教務概況 (2) 3 

6. 102-2 教學助理配置：經初審核定教學助理人數如下： 

 

 

 

 

 初審核定獲配置教學助理之課程，將於加退選課後按實際修課人數調整教學助理人數 

教學助理 學士級 碩士級 博士級 合計 

基礎與專業課程  75 321 125 521 

通識課程 0 139 119 258 

合計 75 460 244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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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共同及通識課程專任教師) 共 22 名，教學優良教師人數 (含
共同及通識課程專任教師) 211 名，共計 233 名。自本學年度起
遴選程序分為三階段進行，預計 06/13 完成。 

教學助理 學士級 碩士級 博士級 合計 

基礎與專業課程  75 321 125 521 

通識課程 0 139 119 258 

合計 75 460 244 779 



本校近期教務概況 (2) 3 

6. 102-2 教學助理配置：經初審核定教學助理人數如下： 

 

 

 

 

 初審核定獲配置教學助理之課程，將於加退選課後按實際修課人數調整教學助理人數 

7. 102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經行政會議確認應選出教學傑出教師 

(含共同及通識課程專任教師) 共 22 名，教學優良教師人數 (含
共同及通識課程專任教師) 211 名，共計 233 名。自本學年度起
遴選程序分為三階段進行，預計 06/13 完成。 

8. 102-1 課程評鑑：教學意見填答率 71%，平均評鑑值達 4.44。 

教學助理 學士級 碩士級 博士級 合計 

基礎與專業課程  75 321 125 521 

通識課程 0 139 119 258 

合計 75 460 244 779 



本校近期教務概況 (2) 3 

6. 102-2 教學助理配置：經初審核定教學助理人數如下： 

 

 

 

 

 初審核定獲配置教學助理之課程，將於加退選課後按實際修課人數調整教學助理人數 

7. 102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經行政會議確認應選出教學傑出教師 

(含共同及通識課程專任教師) 共 22 名，教學優良教師人數 (含
共同及通識課程專任教師) 211 名，共計 233 名。自本學年度起
遴選程序分為三階段進行，預計 06/13 完成。 

8. 102-1 課程評鑑：教學意見填答率 71%，平均評鑑值達 4.44。 

9. 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03/15~16 於本校綜合體育館一、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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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招生情況 4 

班 別 日 程 名 額 備 註 

學士班 

(繁星推薦) 
03/11 公告錄取名單    333 

第八類組醫學系另於 

03/29 辦理口試，
04/23 公布錄取名單 

學士班 

(個人申請) 

1. 第一階段 03/28~30；第二階段 04/11~13 

2. 各學系 (組) 擇一階段辨理 

3. 預訂於 04/23 放榜 

1,527 
每一階段有週五至週
日三天，擇一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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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訂於 04/23 放榜 

1,527 
每一階段有週五至週
日三天，擇一日進行 

碩士班 

(考試招生) 

1. 筆試：03/01~02  

2. 放榜：03/21 (無口試)；04/10 (有口試) 
1,878 

報名人數 13,927 

較上學年 (16,526)  

減少 2,599 (-15.7%) 

碩士班 

(在職專班) 

1. 報名：02/14~24 

2. 考試：03/03~23 由各系所辦理 

3. 放榜：04/1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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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1. 報名：04/08~15 

2. 考試：04/21~05/30 由各系所辦理 

3. 放榜：05/15 及 06/06 兩梯次 

1,008 

(a) 102-2 碩士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17 

(b) 103 碩、博士班甄試計有 144 名錄取生提前入學 (碩士生 123，博士生 21) 



教學發展中心：一般業務 (1) 5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教師成長社群 每月辦理 新進教師社群每月辦理聚會 

教學傑出教師意見交
流座談暨餐會 

103/01/17  

25 位校內教師參與，座談會採世界咖啡館模式，以
提升溝通交流成效，餐會活動溫馨且深具意義，廣
受傑出教師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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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也可以玩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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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傑出教師好評 

翻轉教室先導計畫 103/02  
目前 9 位本校教師參與，103/02 辦理首次聚會，並
以工作坊模式傳授拍攝及上傳技巧 

系所教學技巧精進班 
103/01/10,

17 
辦理生機系專班，持續與本校系所合作開設 

教學工作坊 102-2 辦理 6 場，以提升教師與 TA 教學知能 

未來教師 (Future 

Faculty) 培訓計畫 
103/05/26 

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農業與生物工程系主
任丁冠中教授主講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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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技巧是可以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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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協同學習 

與日本筑波大學洽談跨國讀書會之合作計畫，並於 

102-2 起試辦，本校學生自行招募 1 名以上國外大學
學生加入，即可申請補助 

線上題庫教學專案 
首波『微積 100』題庫拍攝中，預計於 103/03 完成 

10 部上線 



教學發展中心：開放課程 (2) 6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102-1 TA 資格審查 103/01/28 
評鑑值低於 3.5 分共 19  件，審查結果 17 位勉予保
留 TA 資格、2 位停止 TA 資格一學期，另有 1 件 TA

資格恢復案審查通過 

102-2  TA 研習會 103/02/14 下午假博雅及普通教學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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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TA 研習會 103/02/14 下午假博雅及普通教學館舉行 

擔任 TA 是一個學習與成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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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TA 研習會 103/02/14 下午假博雅及普通教學館舉行 

臺大YouTube EDU 103/01 完成臺大演講網 12 部宣傳影片，並上傳至 Focus  

臺大開放式課程 
102-1 共完成 38 門，影音上線 24 部，講義上線 24 

講，智財權審查 27 講 

102-2 拍攝一般課程 12 門、專錄課程 2 門 

臺大演講網 Podcast 新增 15 部，新年度起統一影片新版片頭 

MOOCs (Coursera) 

103/01  
結束課程 『紅樓夢』與『機器學習』選課人數超過 30,000 

102/12  
開課 『工程圖學』與『基礎光學』選課人數近 20,000 

103/03  
上線 『希臘哲學』與『史記』選課已突破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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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演講網 Podcast 新增 15 部，新年度起統一影片新版片頭 

MOOCs (Coursera) 

103/01  
結束課程 『紅樓夢』與『機器學習』選課人數超過 30,000 

102/12  
開課 『工程圖學』與『基礎光學』選課人數近 20,000 

103/03  
上線 『希臘哲學』與『史記』選課已突破 10,000 

把臺大的優秀課程推向全世界！ 



教學發展中心：開放課程 (2) 6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102-1 TA 資格審查 103/01/28 
評鑑值低於 3.5 分共 19  件，審查結果 17 位勉予保
留 TA 資格、2 位停止 TA 資格一學期，另有 1 件 TA

資格恢復案審查通過 

102-2  TA 研習會 103/02/14 下午假博雅及普通教學館舉行 

臺大YouTube EDU 103/01 完成臺大演講網 12 部宣傳影片，並上傳至 Focus  

臺大開放式課程 
102-1 共完成 38 門，影音上線 24 部，講義上線 24 

講，智財權審查 27 講 

102-2 拍攝一般課程 12 門、專錄課程 2 門 

臺大演講網 Podcast 新增 15 部，新年度起統一影片新版片頭 

MOOCs (Coursera) 

103/01  
結束課程 『紅樓夢』與『機器學習』選課人數超過 30,000 

102/12  
開課 『工程圖學』與『基礎光學』選課人數近 20,000 

103/03  
上線 『希臘哲學』與『史記』選課已突破 10,000 

高中先修課程專案 103/02/13  召開規劃會議，確定專案內容、模式及分工 

課程架構說帖 
函送各學系主任徵詢意見後，統整製為酷卡，向本
校教師進行說明 



教學發展中心：區域中心等 (3) 7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大一新生問卷調查 設計問卷題目，預計 103/03 月底上線 



教學發展中心：區域中心等 (3) 7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大一新生問卷調查 設計問卷題目，預計 103/03 月底上線 

北二區第 3 期區域資
源分享計畫指導會議 

3 月中旬 召開第 3 期區域資源分享計畫指導會議 

ISW 課程推廣 

103/01/13, 
14, 16  

參與教師來自本校、北醫、大同大學及國北教大共 5

位 (4 位獲得證書)；TA 來自本校、臺師大、東華大
學共 15 位 (14 位獲得證書) 

103/02/11
~13 於慈濟大學駐點開設 ISW 課程，以服務東部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區域中心等 (3) 7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大一新生問卷調查 設計問卷題目，預計 103/03 月底上線 

北二區第 3 期區域資
源分享計畫指導會議 

3 月中旬 召開第 3 期區域資源分享計畫指導會議 

ISW 課程推廣 

103/01/13, 
14, 16  

參與教師來自本校、北醫、大同大學及國北教大共 5

位 (4 位獲得證書)；TA 來自本校、臺師大、東華大
學共 15 位 (14 位獲得證書) 

103/02/11
~13 於慈濟大學駐點開設 ISW 課程，以服務東部大學 

多媒體教學平台 103/03/04 
辦理電子互動教學論壇-雲端互動教學一鍵搞定工作
坊，邀請 3 位本校教師分享使用心得與教學策略 

學生學習社群 

103/02/07
~03/07  受理社群申請 

103/03/10  進行申請審查 

103/03/14  公布通過名單 



教學發展中心：區域中心等 (3) 7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大一新生問卷調查 設計問卷題目，預計 103/03 月底上線 

北二區第 3 期區域資
源分享計畫指導會議 

3 月中旬 召開第 3 期區域資源分享計畫指導會議 

ISW 課程推廣 

103/01/13, 
14, 16  

參與教師來自本校、北醫、大同大學及國北教大共 5

位 (4 位獲得證書)；TA 來自本校、臺師大、東華大
學共 15 位 (14 位獲得證書) 

103/02/11
~13 於慈濟大學駐點開設 ISW 課程，以服務東部大學 

多媒體教學平台 103/03/04 
辦理電子互動教學論壇-雲端互動教學一鍵搞定工作
坊，邀請 3 位本校教師分享使用心得與教學策略 

學生學習社群 

103/02/07
~03/07  受理社群申請 

103/03/10  進行申請審查 

103/03/14  公布通過名單 

夏季學院通識課程全
國性平台計畫 

103/01/10 
通知全國校院夏季學院通識課程開始受理申請，
103/02/21 截止收件 

各區域代表擬訂合作協議及實施準則於 103/02/28 前
簽署校際選課合作協議，103/03/30 截止受理 



師資培育中心 (1) 8 

活動名稱 時間 說明 

102-1 教育實習 

103/01/21 辦理實習學生模擬教師甄試暨第 6 次返校座談 

103/02/07 
完成實習成績合計並發放『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證明書』，計有 55 名畢業生據以報名參加 

103/03/09 舉辦之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102-2 教育實習 103/01/17 
完成實習學生期末成績審核作業並辦理職前說
明暨第 1 次返校座談會，共有 14 位實習同學於 

103/02/05 起至各實習學校報到 

103-1 教育實習 102/09/16 
進行教育實習資格審核作業，共有 86 人申請實
習，預計於 103/08/01 開始半年之教育實習 

103 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計畫 

103/01/10 報教育部申請 103 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 



師資培育中心 (1) 8 

活動名稱 時間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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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2/07 
完成實習成績合計並發放『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證明書』，計有 55 名畢業生據以報名參加 

103/03/09 舉辦之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102-2 教育實習 103/01/17 
完成實習學生期末成績審核作業並辦理職前說
明暨第 1 次返校座談會，共有 14 位實習同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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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教育實習 102/09/16 
進行教育實習資格審核作業，共有 86 人申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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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0 報教育部申請 103 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 

辦理『翻轉教室工作坊』 103/01/25 
與本校教學發展中心、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及
誠致教育基金會共同合作舉辦，提供現職教師
進修管道，實際出席人數超過 180 位 

適性教育論壇 103/02/16 
協助辦理中華適性教育發展協會及開平文教基
金會主辦之『適性教育論壇』提供現職教師進
修管道 



師資培育中心 (2) 9 

活動名稱 時間 說明 

第 7 屆臺大 SUPER 教案獎 
本屆報名數創新高，總投稿件數超過 100 件，
較去年 70 件大幅增長，103/04/06 前完成評審 

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103/02/20 前函送期中成果報告，並於 103/03/11 

前函報教育部申請補助 103 年度計畫 

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
神教育服務計畫 

103/02/20 

前 
函報教育部申請計畫書 

籌備 103/04/25 舉辦之「第十屆教育理論與實務對話：『十二年國教中學課程發展與因
應』研討會」各項事宜 

積極籌備本中心 102 校內教學單位評鑑作業 

規劃辦理本校 103 教育學程公費生 (園藝科、農業機械科各 1 名) 甄選事宜 



3  教務長室重點報告 (a~c) 10 

(a) 教務處啟動學院實訪 

(1) 與各學院約定時間，由教務長與處內各級主管一起赴學院實訪 

(2) 主要報告最近本校教務相關之兩大方面工作，並鼓勵提案推動 

(3) 請學院院長、系所主任、相關行政同仁等，一起出席批評指教 

(4) 當場也歡迎各學院同仁提出其他教務相關之建議，並凝聚共識 



(a) 學院實訪：重點教務之整體架構 

教學單位評鑑 

學習成效導向 

總整課程 

核心課程 

基礎課程 

核 

心 

能 

力 

課 

程 

委 

會 

院課程委會 

系所運作 

(A1) 

(A2) 深碗課程 

(A3) 專題演講課程 

(A4) 縱貫課程 

(A5-1) 課程委員會 

  與課程地圖 

(A6) 基礎學科認證 

(A7) 推甄小論文 

(A8) 教學科技 

課程評鑑 

學程評鑑 

傑出教學獎 

教師歷程檔 

新師營後續 

招生與選才 
(B8-1) 火星人計畫 

(B8-2) 招生委員會 

(B1) 

(B3) 

(B4) 

(B5) 

(B6) 

(B7) 

(B8) 

(B2) 共同教育中心比照學院 

(A5-2) 院核心課程 

教學發展中心 

11 

A 
B 



A B C 

三箭齊發 12 



3  教務長室重點報告 (a~c) 10 

(a) 教務處啟動學院實訪 

(1) 與各學院約定時間，由教務長與處內各級主管一起赴學院實訪 

(2) 主要報告最近本校教務相關之兩大方面工作，並鼓勵提案推動 

(3) 請學院院長、系所主任、相關行政同仁等，一起出席批評指教 

(4) 當場也歡迎各學院同仁提出其他教務相關之建議，並凝聚共識 

(b) 請強化課程委員會 

(1) 課委會擬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地圖、整體課程架構 

(2) 有健全課委會，才能導入上述各項工作之反思，不斷修正進步 

(3) 院系所課委會除了教師之外，也可納入學生、校友、業界代表 



3  教務長室重點報告 (a~c) 10 

(a) 教務處啟動學院實訪 

(1) 與各學院約定時間，由教務長與處內各級主管一起赴學院實訪 

(2) 主要報告最近本校教務相關之兩大方面工作，並鼓勵提案推動 

(3) 請學院院長、系所主任、相關行政同仁等，一起出席批評指教 

(4) 當場也歡迎各學院同仁提出其他教務相關之建議，並凝聚共識 

(b) 請強化課程委員會 

(1) 課委會擬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地圖、整體課程架構 

(2) 有健全課委會，才能導入上述各項工作之反思，不斷修正進步 

(3) 院系所課委會除了教師之外，也可納入學生、校友、業界代表 

請各院系所努力經營課程委員會！ 



3  教務長室重點報告 (a~c) 10 

(c) 請多利用教學科技 

(1) 教學科技非常強大，請多利用其軟硬體優勢，但無法取代教室 

(2) 課堂表決器可即時統計學生之學習成效與意見，大班也可互動 

(3) 翻轉教室讓學生在網路預習，然後在課堂討論，落實自我學習 

(a) 教務處啟動學院實訪 

(1) 與各學院約定時間，由教務長與處內各級主管一起赴學院實訪 

(2) 主要報告最近本校教務相關之兩大方面工作，並鼓勵提案推動 

(3) 請學院院長、系所主任、相關行政同仁等，一起出席批評指教 

(4) 當場也歡迎各學院同仁提出其他教務相關之建議，並凝聚共識 

(b) 請強化課程委員會 

(1) 課委會擬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地圖、整體課程架構 

(2) 有健全課委會，才能導入上述各項工作之反思，不斷修正進步 

(3) 院系所課委會除了教師之外，也可納入學生、校友、業界代表 



教務長室重點報告 (d) 13 

(d) 開放博雅大樓夜間自主學習 

(1) 預定開放博雅大樓夜間 (18:00~21:20) 為同學自習與討論之空間 

(2) 除第二學習開放空間外，還有一樓大廳自習空間、四樓小教室 

(3) 小教室將採使用者付費方式，群體學習或小組討論可上網登記 



教務長室重點報告 (d) 13 

(d) 開放博雅大樓夜間自主學習 

(1) 預定開放博雅大樓夜間 (18:00~21:20) 為同學自習與討論之空間 

(2) 除第二學習開放空間外，還有一樓大廳自習空間、四樓小教室 

(3) 小教室將採使用者付費方式，群體學習或小組討論可上網登記 

學習開放空間 
(LC2) 討論小教室 自習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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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開放博雅大樓夜間自主學習 

(1) 預定開放博雅大樓夜間 (18:00~21:20) 為同學自習與討論之空間 

(2) 除第二學習開放空間外，還有一樓大廳自習空間、四樓小教室 

(3) 小教室將採使用者付費方式，群體學習或小組討論可上網登記 

小組討論、讀書計畫、課後自習、同儕學習 

學習開放空間 
(LC2) 討論小教室 自習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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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開放空間 
(LC2) 討論小教室 自習大廳 

 Active Learning  



教務長室重點報告 (e) 14 

(e) 『挑戰與突破』演講系列 

(1) 共教中心將開設『我的學思歷程』於產業創新的平行演講系列 

(2) 每學期開講三場，預定邀請講者如郭台銘、張忠謀、林百里等 

(3) 演講錄影內容經同意後將公開於『臺大演講網』及  NTU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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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學期開講三場，預定邀請講者如郭台銘、張忠謀、林百里等 

(3) 演講錄影內容經同意後將公開於『臺大演講網』及  NTU Tube  

(三張照片均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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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挑戰與突破』演講系列 

(1) 共教中心將開設『我的學思歷程』於產業創新的平行演講系列 

(2) 每學期開講三場，預定邀請講者如郭台銘、張忠謀、林百里等 

(3) 演講錄影內容經同意後將公開於『臺大演講網』及  NTU Tube  

勇於挑戰與突破 

引領產業大創新 
(三張照片均取自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