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為暫訂異動內容， 

請以 106年 8月 14日說明會宣導之內容為主要參考依據。 

10610預計異動內容 

項次 異動期數 表冊 項目 內容 需求單位 

1 10610 表 1-1教師基本資料表 新增欄位 
請於護理臨床指導教師項下新增「具護理
學士學位及護理師執照」與「具助產學士
學位及助產師執照」之項目 

教育部技職司 

2 10610 表 1-1教師基本資料表 增加檢核功能 

專任教師是否為原住民籍、是否第一次擔
任專任助理教授、是否為編制外未具本職
之兼任教師，上述欄位請系統增設檢核機
制，建立下拉式選單讓學校填報「是」或
「否」，不得空白或出現其他字元。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3 10610 表 1-13教師獲頒獎項與榮譽資料表 定義維護 

備註： 

 教師於國內、外所獲之獎項或榮譽，

凡國內、外之學術機構、政府機構、

教學機構、或是經由政府認定之財團

法人機構、私人機構…等皆可列入計

算。惟獲獎項目不包含支領彈性薪

資、教師指導學生獲獎等項目。 

 教師獲獎，填寫時一定要有依據，例

如：獎狀、獎盃、獎牌、公文、相關

佐證資料...等。教師指導學生獲獎，

並獲得主辦相關單位頒發之獎狀(指導

證明)，可列入填寫。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4 10610 表 2-1-3各種招生管道內含名額資料表 新增欄位 
新增「教育部核准增額錄取之公文日期與

文號」 
教育部技職司 

5 10610 -- 新增表冊 
新增「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產學訓練合作訓練計畫畢業生出路
調查表」，完整表冊請參考附件 

教育部技職司 

6 10610 表 3-8東南亞語言及華語文教學明細表 增加欄位 新增「授課總時數」、「上課人數」欄位 台灣評鑑協會 

7 10610 
表 4-2 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表 4-15 年齡別學生人數 

增加檢核功能 
請系統增設檢核機制，表 4-2 各年級實際
在學學生人數與表 4-15 年齡別學生人數之
總人數一致。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8 10610 表 4-2 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新增欄位 
新增「是否為農林漁牧及工業領域類科
系」欄位 

獎勵補助工作小組 

9 10610 表 4-4-1 休、退學人數暨原因資料表 增加欄位 新增休退學之「轉學」因素 台灣評鑑協會 

10 10610 表 4-4-2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統計表 增加檢核功能 
延長修業學期數 : 此欄位煩請系統增設檢

核機制，學期數不得為0。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11 10610 表 4-7 實習學生人數資料表 新增欄位 
新增「國家別」、「全學期全部學分實習」
欄位 

教育部技職司 

12 10610 表 4-9-1 學校學生宿舍使用資料表 增加檢核功能 如附件 教育部統計處 

13 10610 表 4-13 外國學生進修、交流統計表 定義維護 

備註： 

如僅在華語文中心就讀者，請勿填入本
表。若學校承接科技部候鳥計畫，而安排
海外台裔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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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亦請
勿填入本表。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14 10610 表 5-1 學校各類圖書資料分布資料表 刪除欄位 刪除「上項捐贈之估計金額」欄位 教育部統計處 

15 10610 
表 14-1學校承接產學計畫經費與全校總
經費資料表 

增加檢核功能 
請系統設檢核條件為必填，且不得為「0或

-」。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16 10610 表 14-10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 增加檢核功能 

請系統增設檢核機制統一日期格式 

如西元年/月/日(就統一填寫全部為西元

年，填寫民國年則無法存入)。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17 10610 -- 新增表冊 
新增「開設全外語授課之院、系所、學位

學程統計表」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18 10610 -- 新增表冊 
新增「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等成效統
計表」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19 10610 -- 新增表冊 新增兼任教師聘任情形調查表 教育部技職司 

10510、10603預告異動內容 

項次 異動期數 表冊 項目 內容 需求單位 

1 10610 
表4-8 刪除表冊 

  

2 10610 -- 新增表冊 表15-1~14 國際化表冊 教育部技職司 

3 10610 

表3-5 新增欄位 • 新增「是否符合專業英語課程」欄位。 
• 請依照授課過程中「是」、「否」著重
於英語教學之教材教法，教學目標為強化
英語之溝通能力，並以專業主題導入教學

內容。 
• 專業內容之教授以強化語言能力為主要
目標。 
• 非指全英語授課之專業系所課程。 
如授課過程符合上述之目標，即可勾選
「是」；非屬上述目標者，請填「否」。 

獎勵補助工作小組 

4 10610 

表5-1 修正定義 ¨         原「上學年借書」（含視聽資
料及其他館藏）人次更改為 
「上學年借閱人次」（含圖書、電子及非

書資料） 
¨         原「上學年圖書」（含視聽資
料及其他館藏）借閱冊次更改為 
 「上學年借閱冊次」（含圖書、電子及非
書資料） 

教育部統計處 

5 10610 
--- 新增表冊 【新表】表9-3 國立大專校院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資料表 
教育部統計處 



 

6 10610 --- 新增表冊 【新表】表7-6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資料表 教育部統計處 

7 10610 --- 新增表冊 【新表】表7-7~7-11 共計5張表 教育部技職司 

8 10610 
表13-4 修正定義 ¨    請填報單位公務電子郵件。；請填入

1筆資料即可，如確認無資料請填寫
「無」。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9 

10610 表13-5 新增欄位 新增「學院/學群下是否有學系所資料」 
¨定義：學院/學群下是否有學系所資料：
請學校系選「是」、「否」。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10 

10610 表13-6 新增欄位 

修正定義 

新增「學院/學群名稱」 

定義：由下拉式選單所隸屬學院/學群名
稱，本選單資料取自表13-5設定資料，學
校免填。 
系所名稱：請填報教育部核定通過之系所
名稱，並依學校組織規程規定填報。，若
教育部已核示 
裁撤之系所或僅對內招生之學位學程，則
無需填報。 
電子郵件：請填報系所公務電子郵件。；

請填入1筆資料即可，如確認無資料請填寫
「無」。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11 
10610 表13-8 修正定義 系所名稱：由下拉式選單填選系所隸屬學

院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學校科系所設定
資料表13-6設定資料，學校免填。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12 10610 

表13-9 修正定義 單位名稱：請下拉式選單填選主管隸屬單
位名稱，選單資料取自學校填填。；此點
煩請系統人員 

務必確認取自學校填報之資料。 
公務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報主管之電子信
箱。；請填入1筆資料即可，如確認無資料
請填寫「無」。 

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