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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通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0 日 

發文字號：(106)台首教發字第 106022002 

聯 絡 人：何以尊 組員 

聯絡電話：(06)571-8888#383 

電子郵件：e5711669@tsu.edu.tw 

 

受文者：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全校專任教師 

主旨：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申請審核結果如附件一，請教師轉知課程教

學助理務必參加教學助理說明會，敬請 查照。 

說明： 

一、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申請審核結果(如附件一)，教學助理說明會

時間：3 月 2 日(四)10:00~12:00；地點：TA301 微觀教室，報名方式請洽

本校線上報名系統，全程參與者可獲得 2 點學習點數。 

二、 擔任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務必於說明會當天繳交:(1)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2)第一銀行存摺影本；(3)學習型服務學習生同意書(如附件二)。 

三、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培訓課程規劃表(如附件三)，擔任教學助理

之學生及有興趣參與教學助理工作者，應參與學校所舉辦的「教學助理培

訓課程」，至少參與必修一堂、選修兩堂，經過審查合格後，於學期末發

予教學助理證書，列冊為下學期儲備教學助理名單。 

四、 根據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辦法規定，依照課程需求不同，教學助理共為：教

學行政類、實作教學輔導類、補救教學類、電腦科技類等四類，請教師務

必嚴格遵守規定，勿讓 TA 從事與教學課程無關之工作，如查獲不法事實，

將嚴格取消該教師與學生之教學助理申請。 

五、 請教師務必轉知課程教學助理，務必參加教學助理說明會，因故無法到達

且未請假者，將嚴格取消該學生之教學助理資格。 

六、 如有其他相關問題，請與本中心聯絡，本單位將儘快提供協助，分機：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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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5(2)教師申請 TA通過名單 

 

序號 教師系所 教師 TA學生系所 TA學生班級 核准 TA 

1.  教研系 徐欽祥 幼教系 3A 黃琬茹 

2.  幼教系 李鴻章 幼教系 3A 趙家萱 

3.  幼教系 林美杏 幼教系 3A 王品娸 

4.  幼教系 連俊智 幼教系 3A 趙家萱 

5.  幼教系 黃月美 幼教系 3A 劉鈺君 

6.  幼教系 葉明芬 幼教系 3A 王品娸 

7.  幼教系 黃淑滿 幼教系 3A 張健恒 

8.  應外系 楊雅婷 幼教系 3A 張健恒 

9.  商設系 張怡棻 商設系 3A 徐崇嘉 

10.  商設系 蘇正瑜 商設系 3A 黃珮婷 

11.  休閒系 林志朋 休閒系 4A 王柏仁 

12.  休閒系 謝弘哲 休閒系 4A 王柏仁 

13.  休資系 邱怡仁 休資系 1B 陳乃溱 

14.  企管系 陳莞如 企管系 3A 呂奇峰 

15.  企管系 楊景如 企管系 3A 蘇伊靜 

16.  企管系 廖玩如 企管系 3A 蘇伊靜 

17.  觀光系 蔡維鈞 觀光系 2C 李彥慈 

18.  烘焙系 陳宏慧 烘焙系 3A 李彥蓉 

19.  烘焙系 王怡然 烘焙系 2B 陳冠蓉 

20.  烘焙系 龔靜宜 烘焙 2B 黃士毓 

21.  通識系 陳景峯 幼教系 3A 黃琬茹 

22.  餐旅系 蘇智鈴 餐旅系 1B 林鈺芳 

23.  餐旅系 周嵐瑩 餐旅系 4B 陳薇因 

24.  餐旅系 許煜忠 餐旅系 4D 葉平棟 

25.  健康系 周韋詩 休閒系 3B 蔡文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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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灣首府大學學習型服務學習生同意書 

一、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訂定本同

意書。 

二、目的：為培養弱勢學生獨立自主精神，並厚植其畢業後之就業或就學能力，學校得安排

領取生活助學金之學生參與生活服務學習。 

三、本校得依「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及「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

益保障處理原則」，規劃具公共性、公益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動。 

四、實施原則： 

(一)程序明確：學校依本計畫辦理生活服務學習時，應訂有相關學習準則或規範，並將

生活服務學習內容及相關遵行事項載明於申請表件中，並供學生以書面

具結；必要時學校得辦理說明會，以求明確。 

(二)內容多元：應強調「服務」與「學習」的相互結合，在服務的過程中獲得學習的效

果，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包括依志願服務法之適用

範圍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或經其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

務計畫，參與服務性社團或其他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三)時數合理：每週以 10小時為上限。服務學習時數與生活助學金金額無對價關係，爰

學校不得因服務學習時數差異，致核發助學金金額有別。 

(四)彈性制宜：學校得針對應屆畢業生、研究生、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臨時休退學或

因故無法完成服務學習學生擬定替代方案。 

五、考核機制：學校針對領取生活助學金之學生，應建立服務學習考核機制，並作為下次是

否核發生活助學金之參考。 

六、學生之權利義務，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已詳閱上述事項。本人同意擔任台灣首府大學兼任學習型服務學生。 

學生簽名：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承辦人：  

服務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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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TA 培訓課程規劃表 

 

編

號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課程時間 上課地點 講師 

1 *TA 協助教學自信與表達 3/10(五) 10:00-12:00 微觀教室 王育民 

老師 

2 
TA 實習課帶領與經營

&DIY 
3/16(四) 8:00-11:30 

TB107 

烘焙教室 

龔靜宜 

老師 

3 
電腦軟體應用- 

APP 製作 
3/22(三) 15:00-17:00 

TC316 

電腦教室 

孫家駿 

老師 

4 如何融入異國文化 3/29(三) 15:00-17:00 微觀教室 黃耀惠 

老師 

5 *PPT 進階 4/05(三) 15:00-17:00 
TA209 

電腦教室 

陳儒賢 

老師 

6 
*讓自己變成更棒的 TA:教

學輔導與多元學習 
5/23(二) 13:00-15:30 第三會議室 林芳俐 

老師 

*為必修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