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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登入訊息 
網址：http://sign.tnit.edu.tw:8080/teachdb 
登入帳號：人事代碼 
登入密碼：身份證字號 
 
 

資料項目 

一、單位資料 
1. 單位基本資料 記錄單位之基本資料。 

二、教師之服務 
2. 參與委員會 記錄教師每學期於校內參與之委員會。 

三、教師之優良事蹟及獎勵 

3. 校內優良事蹟及
獎勵 

記錄教師在校內之優良事蹟及獎勵，包含

擔任學生社團活動指導老師、指導社團校

內評鑑為績優等項目(優良事蹟及獎勵之
項目將根據實際需求陸續增加)。 

四、教師之輔導工作 
4. 輔導工作 記錄教師輔導學生之工作。 
5. 專題指導 記錄教師指導學生之專題。 

五、教師參與之工作小組 
6. 課程與教學小組 記錄教師參與「課程與教學工作小組」。 

7. 學生輔導與師生
活動小組 

記錄教師參與「學生輔導與師生活動小

組」。 
8. 圖書儀器設備小
組 

記錄教師參與「圖書儀器設備小組」。 

9. 產學合作與教育
推廣小組 

記錄教師參與「產學合作與教育推廣小

組」。 
10.研究發展小組 記錄教師參與「研究發展小組」。 

六、資料審查 
11.資料審查 條列等待審查單位審查之資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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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流程 說明 

1.彙整相關佐
證文件 

行政人員輸入資料之前必須彙整相關佐證文

件，以便日後查核之用。 
2.輸入資料 行政人員依照佐證資料上網輸入資料。 
3.資料審查 單位主管必須檢核行政人員所輸入資料之正確

性，若發現錯誤得由行政人員上網更正。 

 

 

2.輸入資料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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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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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路

作

業 

1.彙整相關 
佐證文件 

3.資料檢核

行政人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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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資料表填寫說明 
1. 以下各頁將針對各項資料表之填寫一一說明。 
2. 在資料表中若於欄位名稱中標有星號”*”者為必填欄位。 
3. 行政人員填寫資料時，請依佐證資料內容填寫。 
4. 若資料欄位為日期屬性，請勿直接填寫日期，請按下圖
示 ，點選所要之日期。 

5. 若有填表上的問題，請洽電算中心系統組劉俊麟，分
機為 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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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位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說明 

1. 中文名稱 單位之中文名稱。 
2. 英文名稱 單位之英文名稱。 
3. 中文簡稱 單位之中文簡稱。 
4. 英文簡稱 單位之英文簡稱。 
5. 電話 單位之電話號碼。 
6. 分機 單位之分機號碼。 
7. 傳真號碼 單位之傳真號碼。 
8. 單位網址 單位之WWW網址。 
9. Logo 單位之圖示標章。 
※備註 本資料表填寫單位為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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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內委員會資料表 

 

 

欄位名稱 說明 

1. 項目 請選擇「校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經

費稽核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職工

評審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安全衛生環

保委員會」、「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

會」、「獎補助款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委員

會」、「教務會議」、「圖書館委員會」、「學校

衛生委員會」。 
2. 開始日期 校內委員會開始日期。 
3. 結束日期 校內委員會結束日期。 
4. 參與人員 校內委員會參與教師。 
※備註 本資料表填寫單位為秘書室。 

 



 7 

3. 課程與教學小組 

 

 

欄位名稱 說明 

1. 開始日期 課程與教學工作小組開始日期。 
2. 結束日期 課程與教學工作小組結束日期。 
3. 召集人 課程與教學工作小組召集人。 
4. 組員 課程與教學工作小組組員。 
※備註 本資料表填寫單位為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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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輔導與師生活動小組 

 

 

欄位名稱 說明 

1. 開始日期 學生輔導與師生活動工作小組開始日期。 
2. 結束日期 學生輔導與師生活動工作小組結束日期。 
3. 召集人 學生輔導與師生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 
4. 組員 學生輔導與師生活動工作小組組員。 
※備註 本資料表填寫單位為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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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書儀器設備小組 

 

 

欄位名稱 說明 

1. 開始日期 圖書儀器設備工作小組開始日期。 
2. 結束日期 圖書儀器設備工作小組結束日期。 
3. 召集人 圖書儀器設備工作小組召集人。 
4. 組員 圖書儀器設備工作小組組員。 
※備註 本資料表填寫單位為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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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產學合作與教育推廣小組 

 

 

欄位名稱 說明 

1. 開始日期 產學合作與教育推廣工作小組開始日期。 
2. 結束日期 產學合作與教育推廣工作小組結束日期。 
3. 召集人 產學合作與教育推廣工作小組召集人。 
4. 組員 產學合作與教育推廣工作小組組員。 
※備註 本資料表填寫單位為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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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發展小組 

 

 

欄位名稱 說明 

1. 開始日期 研究發展工作小組開始日期。 
2. 結束日期 研究發展工作小組結束日期。 
3. 召集人 研究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 
4. 組員 研究發展工作小組組員。 
※備註 本資料表填寫單位為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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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優良事蹟及獎勵資料表 

 

 

欄位名稱 說明 

1. 開始日期 優良事蹟及獎勵開始日期。 
2. 結束日期 優良事蹟及獎勵結束日期。 
3. 參與人員 優良事蹟及獎勵參與教師。 
4. 內容 優良事蹟及獎勵內容。 
※備註 本資料表填寫單位為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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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學生專題資料表 

 

 

欄位名稱 說明 

1. 系科 請填寫「系所」。 
2. 專題中文
名稱 

請填寫「專題中文名稱」。 

3. 專題英文
名稱 

請填寫「專題英文名稱」。 

4. 網址 請填寫「網址」。 
5. 開始日期 學生專題開始日期。 
6. 結束日期 學生專題結束日期。 
7. 指導老師 請填寫入「指導老師」。 
8. 參與學生 請填寫「參與學生」。 
9. 備註 請填寫「備註」。 
※備註 本資料表填寫單位為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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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生輔導資料表 

 

 

欄位名稱 說明 

1. 系所 請填寫「系所」。 
2. 輔導項目 請選擇「課業輔導、校外競賽輔導」（選擇

項目將依實際需要持續增加）。 
3. 開始日期 學生輔導開始日期。 
4. 結束日期 學生輔導結束日期。 
5. 指導老師 請填寫入「指導老師」。 
6. 參與學生 請填寫「參與學生」。 
7. 輔導紀錄 請填寫「輔導紀錄」。 
※備註 本資料表填寫單位為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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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料審查 

 
 

 

項目 說明 

1. 欲審查之資料
表 

顯示欲審查之資料表內容，行政人員無

法修改。 
2. 審查結果 審查單位依照規定審查教師之佐證

文件並對照教師上網所填寫之資料

核對是否有誤，其審查結果可分為以

下幾種「審查狀態」： 
 未通過：審查結果未通過 
 補件：需要補相關之佐證文件 
 通過：通過審查 

 
審查結果中若需要與教師說明之事

項可以在「說明」欄位中填寫。 

 

 

 

1. 欲審
查之資料
表(無法
修改) 

2. 審查
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