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第1學期 助教會議

1
111年9月14日(三) E1-101 11:50~
工程教育認證課程助教



一、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身分類別

分類 兼職類型 權責單位 依據

學習型

研究獎助生 研發處 國立中央大學研究獎助生學習方法施
行準則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學務處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辦
法

勞僱型

工讀生 研發處、
學務處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工讀助學辦法

臨時工 研發處 國立中央學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計畫
人員管理要點

兼任研究助理 研發處 國立中央學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計畫
人員管理要點

教學助理
(課程TA)

教務處 國立中央學教學助理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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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僱型聘用說明3

勞僱型「教學助理」(課程TA)

關係 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

給付 報酬

差勤 1.適用勞基法規定
2.依約定時數打卡

保費 繳納勞保費、勞退金、補充保費 (健保費)

身障進用 每月1日參加勞保者，納入身心障礙人員進用計算

優勢 可獲勞保年資及未來勞退金

限制 1.學生同一時段(日期)僅能於校內一個單位受僱
2.每月須線上簽到、退，以符合聘用時數

方式 依勞動契約訂定

雇主負擔 以一個月8,000元為例
聘期：9/11~9/29，日數：19天

勞保670+勞退513+補充保費153，小計：1449元
總計：9449元

學生自付 勞保：188 (以投保日數計算)
健保：325
合計：513

學生實領 7,487元 (實領扣除自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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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工作

• Portal「獎助學金暨工讀管理系統」申請

• 9/14(三)~9/19(一)

確認錄取

• Portal「人事系統」填寫基本資料

•繳交勞僱型態同意書、保密同意書

• 9/20~9/22 12:00前

工作內容

•學生學習成果收集

•課程問卷發放、回收

•課業輔導



三、申請流程-1

 Portal/學生服務/獎助學金暨工讀管理系統/招募資訊/申請。

 無在其他單位工讀請申請

 1. 通訊系1111學期(111年10~11月)課程TA   2.通訊系1111學期(111年12月)課程TA

 如有在其他單位工讀請分三個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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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並申請：
通訊系1111學期(111年10~11月)課程TA；
通訊系1111學期(111年12月)課程TA；

通訊系1111學期(111年10月)課程TA
通訊系1111學期(111年11月)課程TA
通訊系1111學期(111年12月)課程TA

如有校內其
他單位工讀，
請在9/16(五)
前來信告知！



三、申請流程-26



三、申請流程-3 (確認後列印申請表給指導教授簽名)7



四、填寫基本資料-1 (9/20~9/22(四) 12:00前)

 Portal/人事系統/兼任助理專區/基本資料填寫/填寫報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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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填寫基本資料-2

 填寫基本資料、上傳保密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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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



五、課程TA工作內容

課程核心能力宣導

課程資料(學生學習成果)收集

課程問卷發放、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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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核心能力宣導

 宣導時間：開學後第一週或第二週

 佐證資料：2張清晰照片 或 含課程核心能力說明之講義(.pdf.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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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核心能力宣導

 符合(O)

 含教師、學生、宣導資料之2張清楚照
片

 不符合(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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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能力佐證資料繳交

 繳交時間：111年9/26~9/28

 繳交方式：Email至elaineli@cc.ncu.edu.tw

 命名規則：

(1)課號_課名_授課教師_1111宣導照片 擇一

(2)課號_課名_授課教師_1111宣導講義

範例：CO1002_數位系統導論_黃志煒_1111宣導照片-1、
CO1002_數位系統導論_黃志煒_1111宣導照片-2，或C1002_數
位系統導論_黃志煒_1111宣導講義

無需繳交課程：CO3025_專題實作I、COA101_專題討論、
COA103_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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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資料收集14

收集資料 紙本 電子檔 排列順序

1.期末課程資料繳交清單   

2.成績報告單 -  

3.題目、解答 -  

4.繳交學生學習成果
(高、中、低分各2份)
小考、期中考、期末考、作業、實驗…等

-  

5.課後輔導紀錄表(非必繳)  

有安排課業輔導活
動需印出紙本填寫，
並請給老師簽名後
繳交！



 課程資料繳交清單15

注意：
1. 此處的記錄表為課後輔

導紀錄表；助教有課後
輔導(含習題講解、問
答等之課業輔導)，需
填寫及繳交



 成績報告單

注意：
1. 請以電腦輸入，勿手寫
2. 字型大小：12；字體：標

楷體，Times New Roman
3. 缺考、缺交者不計入成績

人數及平均分數
4. 低分不要挑選零分
5. 成績滿分非100分可於備註

欄說明
6. 選課人數少於(含)6人，請

繳全部資料

16



 題目+解答

注意：
1. 請將檔案掃瞄成A4大小
2. 誤用拍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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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報告、期中考、期末考、作業、實驗、

小考等課程資料請依高中低順序排列
清楚

2. 請將檔案掃描成A4大小
3. 勿用拍照的方式

 答案卷18



期末課程資料繳清單

作業成績報告單

題目+(解答)

高中低各2份取樣

期中考成績報告單

題目+解答

高中低(答案卷)各2份取

樣

報告成績報告單

題目

高中低各2份取樣

1

2

2 2

 彙整資料19



 彙整電子檔資料-1

注意：
1. 掃描檔請存成.pdf
2. 同次作業請合併檔案
3. 高中低分取樣：中分請取及格；

低分請勿取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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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報告：直接繳交學生給老師打分數的書面報告(掃描電子檔)

 口頭(上台)報告，連同書面報告一併繳交

附上6張口頭報告的照片

 上機考

擷取畫面或拍照(上機考題目、程式碼及執行出來的畫面)

 小組討論：一組附上2張照片

 實體作品

一作品一簡述(半頁word為限)，並附上2張照片

 彙整電子檔資料-221



 課程資料繳交

繳交時間

課程資料：111年12/26~12/30

繳交方式：紙本及電子檔同時繳交至系辦

紙本：期末課程資料繳交清單

電子檔：所有資料 期末課程資料：112/1/3~1/6
1.CO3025專題實作l-提供修課專題生繳交
給老師的電子檔即可(書面報告同海報、影
音資料一併提供)
2.COA101、COA103專題討論-自行挑選
高中低各2份的修課學生期末報告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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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問卷收集

 領取：111年12/12~12/16

 發放：課程教學結束前一至三週

 建議在第15週、16週發放給學生填寫(12/19~12/30)

課程提前結束，請先告知，預先準備問卷早發放

若在期末考時發問卷，以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為原則

 繳交：111年12/26~12/30

 回收率：需達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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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助教工作注意事項

1. 請用1111學期之表格內容。

2. 請依規定填寫清楚期末課程資料繳交清單、成績報告單及課後輔導紀錄表等文件，
請見p15-18。

3. 請留意電子檔命名、排序方式，請見p20。

4. 掃瞄檔請轉成原稿方向存為pdf。

5. 實驗產出報告或作業，請在成績報告單備註欄說明。

6. 提供每門課程的教師預定作業/考試/報告…等次數，避免與期末繳交次數差異過大。

7. 上課前借用設備配件包，下課歸還；歸還前請用酒精擦拭相關配件。

8. 晚上碩專班課程、會議室借用請在16:30~17:00至系辦借用配件包、鑰匙，使用完
畢請關閉教室內電源並將配件包投入通訊系大門右側(鐵)報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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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注意事項-1

 每月依約訂時數到人事系統打卡(簽、到退)，無打卡的助教系辦不受理

 次月20日核發當月薪資(10月薪資於11月20日核發，依此類推…)

 如有在校內其他單位工讀、擔任計畫工讀的助教，請於9/16(五)前來信告知

 CO3025_專題實作I待人工加退選(9月26日)後再確認助教名單，聘期為11月

 表單下載：請至系網頁下載最新版本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系網頁/表格專區/TA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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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注意事項-2

【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助教：111T3130 【碩專班】課程助教：11193130

獎助學金暨工讀系統申請 

人事系統填寫資料、上傳保密同意書 人事系統填寫資料、上傳保密同意書

10~11月、12月一筆工讀申請，列印申請表給指
導老師簽名
或
10、11、12月三筆工讀申請，列印申請表給指導
老師簽名

工讀申請表
提供姓名、學號

10~12月繳交一份學習與勞僱型態同意書 11~111/1月繳交一份學習與勞僱型態同意書

一份保密同意書 一份保密同意書

依每月約訂時數到人事系統打卡(簽到、簽退)，每
日工時不超過8小時

依每月約訂時數到人事系統打卡(簽到、簽退)，每
日工時不超過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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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注意事項-327
所有欄位都
需要填寫

助教本人簽名及寫日期

指導教授簽章及寫日期

通訊系

教學助理



謝謝！
問與答？

有問題請email、或電話、或到系辦詢問

elaineli@cc.ncu.edu.tw、 分機35504 、李晏榕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