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分項二：專業精進‧多元開創

104-2 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助理審查公告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4 日
業務承辦人:林以珊 分機:22530

一、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 TA 申請案，共計 236 案，業經「教學卓越計畫教學
助理審核小組」審查完畢，核定通過課程名單請參閱連結（請下載公告附件）。
二、本階段審查根據「104-2 補助大班之教學助理試行辦法」，依據各課程選課人數(更新
至 3 月 8 日)為配置標準，核給原則與順序如下：
大班 TA：(1)授課人數達 80 人上，核給教學助理一名。
(2)申請第二門課者將視整體申請情形及班級人數多寡進行核定。
(3)3 位教師以上合開課程者，不予補助。
(4)70 人以下申請之課程，視剩餘名額給予補助：
a.通識課程不予補助。
b.系所專業課程重複申請之授課教師核給一門課程一名教學助理。
實驗 TA：授課人數達 40 人以上，核給教學助理一名。
全英 TA：視申請情形，本次補助授課人數下修至 30 人以上核給教學助理一名。
三、依據本校「東海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辦理，敬請教師與學
生依其聘任目的與服務內容，共同確認教學助理學習與勞僱關係，說明如下：
（一）學習型 TA(以下統稱為教學助理)：
(1)謂擔任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教學助理，協助課程討論、教學輔導等活
動，並配合本校教務處教資中心修習「教與學實務實習」(0 學分)課程，以完成
教學助理考核項目。
(2)任期：105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 TA 一學期核撥 7,500 元助學金，分三個月撥付，每月 2,500 元。
（二）勞僱型 TA(以下統稱為行政助理)：
(1)上述以外，其協助無學習目的之課程事項，且協助事項有安全顧慮，以提供勞務
獲取報酬之兼任行政助理。
(2)任期：105 年 4 月~6 月，本校為其加勞工保險與勞工退休金 3 個月。
(3)TA 一學期核撥 7,500 元助學金，分三個月撥付，每月 2,500 元，每月工作時數勿
超過 20 小時。
※勞僱型 TA 務必留意：勞雇型教學助理每月須扣繳個人保費 222 元整，繳納至勞保
局辦理加保；若未按時繳交勞保加保申請表、出勤記錄表，延遲後續行政作業，將
延誤個人薪資核撥時間。
※自 104-2 起學生不論擔任學習型、勞雇型 TA，均以 1 門課為限，不可同時擔任
多門課程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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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 TA 共同確認

教學助理 (學習型)
1.任期：4 月至 6 月
2. 分三個月撥付，每月 2,500 元
之助學金。

行政助理(勞僱型)
1.任期：4 月至 6 月
2. 分三個月撥付，每月 2,500 元之
助學金。，每月工作時數勿超過 20
小時

3/21(一)下午 5:00 前
(1)確認 TA 填寫匯款資料
請點選連結：
http://form.service.thu.edu.tw/213831
(2) 繳交以下列表至教學資源中心

教學助理(學習型)
表一：學習計畫表(教師填寫簽名)

行政助理(勞僱型)
表三：工作規畫表(教師填寫簽

表二：修課與型態同意書(教師、
TA 簽名)

名)
表四：勞健保加保申請表(教師、
TA 簽名)+TA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期末前參與教學助理成長工作坊
(2 場)、線上完成工作報告、自
評問卷、學生受輔意見調查

105/5/1 繳交 4 月表五：出勤記錄表
105/6/1 繳交 5 月表五：出勤記錄表
105/7/1 繳交 6 月表五：出勤記錄表
(指導老師、系主任簽核)

※表單下載請點選連結：至 https://goo.gl/EHxUPr 下載。
四、填報匯款注意事項 :
1. TA 身份若為外籍生，請一併上傳護照影本及居留證影本。
勞僱型 TA 若為外籍生，請一併上傳工作證。
2.若匯款單位為銀行，請務必填寫匯款銀行及分行名稱(例如:兆豐商銀榮總簡易分
行 )；若匯款單位為郵局，僅需勾選郵局即可。
3.為確保 TA 的權益，請填寫教學助理本人之銀行帳戶，千萬勿使用或借用家長或朋友
的銀行帳戶，以免獎金無法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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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醒您-郵局匯款帳號為 14 碼，銀行建議為兆豐銀行帳戶，郵局與兆豐銀行可免收
手續費。(帳戶碼數：兆豐銀 11 碼、台灣銀行 12 碼、中國信託 12 碼、玉山銀 13 碼
等)
5.依據中華民國稅法要求: 外籍獲獎學生若居留未滿 183 天，獲獎金額不論大小，均
須預扣 20%稅率。
五、教師獲補助後之義務
1. 不得要求教學、行政助理代理上課。
2. 不得要求教學、行政助理從事與課程教學無關之事務。
3. 應於合理範圍內分配教學助理工作份量與時數。
4. 期末線上填寫教學助理教師評鑑表。
5. 獲補助之課程須使用本校數位教學平台。
六、本學期將舉辦教學助理初階課程、進階課程及成長工作坊，教學助理需依規定參加，其
出席情況將列入教學助理評鑑依據，若教學助理未完成初階及進階課程培訓，須先行補
足初階、進階課程時數，方能再擔任教資中心教學助理。上述事項將作為次學期聘任及
頒發教學助理證書之依據，請各位教師提醒教學助理參加課程。
【教學助理初階研習會】
105 年 3 月 18 日（五）中午 12:10-13:30
報名網址：教學、行政助理填寫匯款資料時一併報名（請點選連結
http://form.service.thu.edu.tw/213831）
*若教學助理不克前來，務必發信與業務承辦人林以珊請假(yslin@thu.edu.tw)，並另
約時間至教資中心報到。
【教學助理成長工作坊】
105 年 4 月 19 日(二) 12:10-13:30
如何帶領實驗實習與課堂討論
講者：畜產系 謝宜道同學
食科系 張庭瑜同學
地點：求真廳
報名網址：
http://form.service.thu.edu.tw/214113

105 年 5 月 7 日(六) 13:00-16:00
影片剪輯教學(上)
講者：嶺東科技大學視傳系講師 廖述文
地點：第二教學區 M024 電腦教室
報名網址：
http://form.service.thu.edu.tw/214704

105 年 5 月 14 日(六) 13:00-16:00

105 年 4 月底至 5 月中旬

影片剪輯教學(下)
講者：嶺東科技大學視傳系講師 廖述文
地點：第二教學區 M024 電腦教室
報名網址：
http://form.service.thu.edu.tw/215430

講者：待公告
地點：待公告
報名網址：待公告

【教學助理進階課程研習會】
時間、地點容後公告。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致電 教學資源中心林以珊(分機:22530)洽詢。
**東海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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