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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日誌頭條新聞 

教務日誌 103-2 大事紀 

01/01 教務處管理教學大樓 

01/07 三校聯盟簽約儀式 

01/10 校務會議報告創新教學 

01/15 教學傑出獎世界咖啡館 

01/16 校務諮詢會議 

01/19 資深教師研習營 

01/20 希望就學計畫 

01/26 頂大計畫諮議會 

02/11 碩招考試閱卷 

03/04 我的學思歷程：曾道雄 

03/14 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 

03/28 校園馬拉松 

03/30 頂大創新教學記者會 

林口長庚養生村 

臺灣師範大學文薈廳 

文學院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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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 

臺大體育館前 (三校聯盟揭牌) 



博雅教學館一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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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希望計畫 3 

鼓勵弱勢學生進入臺大就學，開啟人生新希望，並期能進

一步回饋社會。以個人申請進入本校後，規劃一系列希望

就學計畫、助學計畫、生活計畫、就業計畫等銜接未來。 

各階段計畫 年 級 簡 述 

希望入學計畫 入學前後 個別申請設希望組，入學後全程課業輔導 

希望助學計畫 大學各年 每年免繳學雜費，並發給希望助學金 

希望關懷計畫 大學各年 配住校內宿舍、免費供餐、生活輔導等 

希望就業計畫 高年級 高年級由學務處提供就業輔導，以銜接未來 

a) 弱勢條件：低收入戶、外籍配偶子女、單親或隔代教養、家族無人上大學等。 

b) 在一般個人申請流程下增設『希望組』10 名，收錄由高中所推薦之弱勢學生，經過各

學系招生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錄取，各種助學金、一般課業或生活輔導由學校負擔。 

c) 請各學系提供一個名額，由學生填志願申請，學系及學校將組成招生委員會審查。 

d) 本計畫配合教育部『起飛計畫』執行。 



例行業務報告 (1) 

 1. 醫工所申請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

/博士班) 申請 104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期中審查，業已於 

104/02/05 函送該會辦理 

 2.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工作人員研習計畫： 本處與人事室合辦評鑑

工作人員年度研習課程及說明會 (預定 104/04 中)。研習內容著

重於第二階段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審查之關鍵評核項目分析，例

如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畢業生就業進路分析與回饋教學研究，

以及評鑑後改善成效追蹤等 

 3. 推動提升教學品質計畫： 業於 103/12/25 提經教務諮詢委員會

完成審議 

 4. 各學院 104 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 業於 104/12/19 召開會議進

行計畫內容之初步審核，10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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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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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3-2 教學助理配置： 經初審核定教學助理人數如下 

例行業務報告 (2) 

教學助理 課程數 學士級 碩士級 博士級 人數合計 

基礎與專業課程 322  96 281 103 480 

通識課程 86 2 172 152 326 

合 計 408 98 453 255 806 
*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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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3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業經行政會議確認應選出教學傑出獎 

25 名，教學優良教師 215名，共計 240 名 (含共同及通識課程

專任教師)。自本學年度起，遴選過程分為三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學系/所/學位學程依規定推薦教師人選 

第二階段：學院初選教學優良獎 

第三階段：由校方就第二階段所提出之教學優良獎得獎名單，

決選教學傑出獎得獎人 (預計 06/12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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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業務報告 (3) 

 7. 103-1 課程評鑑概況：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填答率達 73.60%，平

均評鑑值 4.45 

 8. 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 03/14~15 於本校綜合體育館一三樓舉行 

 9. 基礎學科認證免修：104 基礎學科認證考試將於 08/23~24 辦理，

並開放本校及外校學生報名，包括大一英文、微積分、普通物

理學、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及經濟學原理與實習等六科 

10. 教學大樓第二期新建工程：完成校內、外開工前行政程序，包

含通過工程會預算審核、北市府環評及建照核發，並於 02/24 

開始拆除，預定 4 月動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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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招生概要 7 

項目 日程 招生名額 備註 

學士班 

(繁星) 
03/17 公告錄取名單 333 

第八類組醫學系另行於 

04/10~11 辦理口試  

04/27 公布錄取名單 

學士班 

(個人申
請) 

1. 第一階段 04/10~12 

第二階段 04/17~19 

2. 由各學系 (組) 擇一階段辨理 

3. 預訂於 04/27 放榜 

1,551 

碩士班 

考試招生 

1. 筆試：02/09~10  

2. 放榜： 03/11 (無口試)；03/27  (有
口試) 

1,792 
報名人數 12,721 名 

較去年 (13,927) 減 1,206 名 

碩士 

在職專班 

1. 報名：02/25~03/09 

2. 考試：03/13~04/26 各系所辦理 

3. 放榜：05/14 
241 

博士班 
1. 報名：04/07~14 

2. 考試：04/20~05/29 各系所辦理 

3. 放榜：05/14 及 06/05 二梯次 
834 

a) 103-2 碩士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共 24 名 

b) 104 碩、博士班甄試計有 164 名錄取生提前入學 (碩士生 143 名、博士生 21 名) 



教學發展中心業務 (1) 教師成長 8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教學策略座談會 

暨傑出教師餐會 
104/01/15  

17 位傑出教師參與，座談會以 世界咖啡館 型態進
行，主題為創新教學、教學願景以及學習策略，並
以餐會形式感謝教師辛勞 

教師精進研習營 
104/01/19~ 

20  

於桃園縣 長庚養生文化村 辦理，28 位校內任職 3 

年以上教師參與。課程平均評鑑值 4.56，活動整體
評鑑值 4.97 

教師成長社群 新進教師社群 104 年度共核定 13 組 

教學相關演講工作坊 
104/03/24~ 

06/11 
103-2 辦理 4 場教學講座 (03/24, 05/15, 05/27, 06/11) 

翻轉教室 
104/04/07~ 

05/26 
103-2 針對校內教師辦理 e-Professor，共 8 週課程 

未來教師培訓計畫
(Future Faculty) 

104/01/29 
林夏如教授主講『尋找自己的小太陽：發掘自我，
站上國際舞台』參與人數 216 位，滿意度 4.57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103-1 TA 資格審查 104/02/12 評鑑值低於 3.5 分者共 9 件 

103-2 TA 研習會 104/03/01 
下午假博雅暨普通教學館舉行，共 200 位取得認證
，評鑑值 4.26 

傑出教學助理遴選 104/04/15 103-1 學期遴選會議於 4 月中旬召開 

教學助理多元進修 宣傳推廣成立成長社群，受理申請至 104/04/18  

學習諮詢 
『微積一百』於期末考前提供微甲考古題線上教學   

(1 月期末考週學習諮詢輔導 86 人次) 

教學改進研究計畫 103-2 共收 7 件申請案送審，通過 4 件 

大一新生問卷 103/03/04 
完成 102 問卷分析報告，103 問卷進行改版，預計 

3 月底正式施測 

校友雇主問卷調查 

104/01/31  校友問卷完成施測 

103/11/28~ 

104/01/31  
回收 14,500 份，填答率 10.63% 

雇主問卷預計於 3 月下旬完成施測 

教學發展中心業務 (2) 教學助理等 9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臺大 YouTube EDU 

頻道 
103/01 

OCW 經典課程宣傳片完成 14 部英文簡介、字幕的
發布；另持續於粉絲專頁發佈臺大之美微電影 

臺大開放式課程 
103-2 預計製作 13 門課程，教學科技組 9 門，科教
中心 2 門，新百家學堂 2 門 

臺大演講網 上線 80 系列 1,943 場影片，累積訪客 750,789 人 

優學空間 

預計與 C2 合作影片串播技術，至少 6 台顯示器能
播放不同內容並相互連動，主動推廣至校內各系所
面板進行播放 

FACULTY+ 104/03/18 舉辦首場 FACULTY+ 充電站 – DIY 家庭攝影棚 

MOOCs (Coursera) 

『機器學習 2』於 103/12 月底開課，影片點閱率超
過 18 萬次。『普通物理學』課程 2 月順利結束。
『紅樓夢』、『活用希臘哲學』重播課程於 2~3 月
上線，選課人數持續成長。新課程『東坡詞』、 
『社會福利』、『材料力學』進入前置作業，『食
品安全與毒理』進入修改教材階段 

教學發展中心業務 (3) 教學科技 10 



活動名稱 時 間 說 明 

第 3 期區域資源 

分享計畫 

辦理教學技巧工作坊帶領員培訓課程 (FDW)，培訓 

4 位師資，104/03/28 協助馬偕醫學院辦理微型教學
推廣工作坊 

教學知能學習網上傳 34 部影片，103-2 將納入多元
進修方案之一，開放 TA 線上取得進修時數 

104/03/02 
北二區教學助理培訓推薦講者至臺北醫學大學教學
助理培訓活動，分享 TA 教學經驗 

夏季學院通識課程 

全國性平台計畫 

104/01/23  103 共收 107 件課程申請，已送外審 

104/03/13  召開跨區域協商暨課程審查會議 

大學協助高中 

優質精進計畫 

103-1 辦理高中英聽競賽 2 次、全國生命教育教案
研發討論會 1 場、高中教師輔導工作坊 5 場、有效
教學工作坊 1 場，參與高中職 110 所、高中教師 

366 人次 

基礎學科先修課程 104/01/30  
完成普通化學、普通物理學、普通生物學、經濟學
、微積分共 5 門課程之開課規劃統整工作 

教學發展中心業務 (4) 北二區 11 



教務長室重點報告 (1) a~c 12 

(c) 碩士班招生請酌量增加推甄比率 

(1) 鼓勵本校學生多多投考研究所 (目前教育部未開放碩士班直升) 

(2) 可提高甄試比率，但全校推甄比率總額，仍須經由教育部同意 

(3) 現正在規劃三校聯合招生，有興趣的系所請與本處研教組聯繫 

(a) 外籍教師請配予 mentor 引導適應 

(1) 請學院協助外籍教師適應本國制度，配予資深 mentor 各方協助 

(2) 對本國籍之年輕教師，亦鼓勵配對 mentor 給予教學研究之引導 

(b) 加強東南亞優秀高中、頂尖學生之招生 

(1) 已規劃獎學金以招攬東南亞優秀高中之頂尖學生前來本校就讀 

(2) 除了參加海外聯招會之招生活動外，亦將獨自前往各高中說明 

(3) 三校聯盟將在海外相互合作並聯合擴大宣傳，但各自招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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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室重點報告 (2) d~f 13 

(f) 教師歷程檔案 Teaching Portfolio (tPo) 

(1) tPo 乃一自動收錄個人教學數據之網路平台，協助教師整理資料 

(2) 本校教師只要以個人帳密登入，就可看到所有開課、評鑑記錄 

(3) tPo 可以很方便地產生個人 cv，提供給各種用途，請上網一試 

(d) 翻轉教學並非強制性 

(1) 建議每學期規劃三週作為翻轉教學，此舉並非強制請自行安排 

(2) 將開設 e-Professor 工作坊及種子教師推廣，並在椰林講堂分享 

(e) Design School (DS) & Computer Science (CS+) 

(1) 為加強學生之基本能力，目前由學術副校長規劃兩個虛擬學程 

(2) DS 加強學生的創新設計能力，下學年將有三級課程提供選修 

(3) CS+ 則與學系合作，開設增強該系同學電腦資訊能力相關課程 

(4) 此二虛擬學程由共同教育中心辦理教學行政，但由專業學院負
責課程規劃 (DS 工學院、CS+ 電資學院) 與相關系所共同開授  



e-Professor 工作坊 14 

時間：04/7~5/26，每週二晚上 17:30~19:30 (共 8 週 ) 

地點：博雅教學館 405-406 室 
週次 主 題 課程方向 

1 4/7 開幕：網路時代的教師 
課程前導 

學員實際演練 

2 4/14 為什麼我們需要翻轉教室 
課程前導 

主題案例探討 

3 4/21 
一拍即可： 

拋開你的偶像包袱 

主題案例介紹 

學員實際演練一 

學員實際演練二 

課後實戰演練 

4 4/28 教學設計：什麼碗糕？ 

課程前導 

學員實際演練一 

學員實際演練二 

課後實戰演練 

5 5/5 開發你的教學表演天賦 

學員實際演練 

期中學員反饋、討論 

課後實戰演練 

6 5/12 曬出你的教學設計藍圖 

學員實際演練一 

學員實際演練二 

主題案例示範解說 

課後實戰演練 

7 5/19 鄉民時代的討論課經營 

課程前導 

主題案例分享 

課後實戰演練 

8 5/26 翻轉你的翻轉教室 

學員成果展示 

學員心得回饋 

期勉與鼓勵 



Teaching Portfolio (tPo) 

基本資料 

教學反思 

歷年課程 

自訂履歷 學生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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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室重點報告 (3) 三校聯盟教務進度 16 

(3) 三校新進教師共同培訓 

(1) 臺大之溪頭新進教師研習營人數眾多，小木屋難以再容納友校 

(2) 新進教師研習營之各校行政、總務等節目，須由各校自行授課 

(3) 其他基本教學知能、教學科技、創新教學等，可另行聯合開課 

(4) 若友校教師仍有需要參加，則可加入北二區之新進教師研習營 

(1) 三校聯合線上選課 

(1) 自 103-2 全面採用網路選課，本校共提供 490 門課計 3,450 人次 

(2) 所有選課資料將併入課程所屬學校之選課系統，以利整體作業 

(2) 三校國內外聯合招生 

(1) 三校學士班之聯合轉學考預計 105 開動，並視三校各系考科之
共通性，決定是否納入聯招，或者仍保持原來之招生方式 

(2) 碩士班聯招亦擬自 105 開動，先整合考科性質相近者進行整併 

(3) 聯招試務以網路進行連結，提供考生志願選擇進行分發或替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