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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工作事項與 
平台操作說明 



管理平台 

• 教學助理管理平台：
http://ctldta.isu.edu.tw/main/index.aspx 

• 平台功能內包含TA推薦表、工讀暨學習紀錄
表(工讀輔導紀錄) 、排班表、成果報告書、
期末考評、討論室預約等。 

• 本學期相關文件作業將於管理平台完成。 
 

http://ctldta.isu.edu.tw/main/index.aspx


工讀規範(1) 

• 本學期TA工讀自105.03.28(一)起開始實施，
執行至105.06.24(五)止。 

• 每門課程配置TA時數依教師核可時數，每小
時120元， 由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付。 

• 課程核可時數請參閱教發中心網站最新公告，
或至教學助理管理平台最新消息查詢。 



工讀規範(2) 

• TA須與指導老師討論工讀時間，配合老師進
行教學輔助，並上網填寫輔導值班時段，提
供學生課後諮詢。 

• 為有效推動教學助理機制，請提醒指導老師
務必將所配置之教學助理時數中至少有1/2之
時段提供課程輔導資源予課堂學生，相關輔
導時段亦請指導老師多加協助宣導。 

• TA依輔導值班時間及其他排定工讀事項，按
時工讀。 

• 請務必定期與指導老師確實安排工讀時程，
以避免到學期末時數無法全數完成之情形。 
 

 



工讀規範(3) 

• 外籍學生請務必申請工作證，且工讀日期須
於工作證生效日之後，以俾利於核銷作業。  

• TA可協助教師推動教學活動，包含課後輔導、
資料蒐集、Moodle平台管理、教材製作等工
作項目但不可協助教師批改作業及考卷。 

• 勞僱型教學助理請務必依值班表值班，並依
規定辦理值班變更。 



變更值班表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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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日變更信件（於二個工作天（含）前以email向承辦人
提出值班時間變更申請） 

1. 收件人信箱： isuta@isu.edu.tw    (本信箱僅供請假使用) 
2. 副本信箱：指導教師信箱 
3. 信件主旨：TA－學號 姓名 
4. 信件內容： 

 課程名稱： 
 TA資料：姓名、學號、聯絡方式(手機) 
 原值班時間：月/日/星期；時/分~時/分 
 新值班時間：月/日/星期；時/分~時/分 

 

mailto:isuta@isu.edu.tw


工讀暨學習紀錄與輔導簽到表 

• TA每月工讀期程以當月1日至當月31日(月底)結算，
須於次月的第1天前，上網完成工讀暨學習紀錄
(工讀輔導紀錄)填寫，列印簽名後，與紙本學生
輔導簽到表一同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彙整。 

1. 工讀暨學習紀錄表(工讀輔導紀錄表)：請定時上
網填寫，並於次月1號當週(七天內)繳交至教學發
展中心，超過期限繳交視同遲交。 

2. 學生輔導簽到表：配合諮詢輔導使用，執行輔導
工讀時，請參與輔導學生簽名。 

 



教學助理培訓研習 

 工作說明會：105.03.23(三)上午10:30-11:30 
辦理，說明工讀規範及注意事項。 
– 地點：校本部國際學院6樓60405會議室、 

                  醫學院區A0101室(同步舉行) 
 

 培訓研習會：105.03.30(三)上午10:30-12:00  
辦理，邀請專家學者及優秀TA分享輔導技巧等議題。 
– 地點：校本部科技大樓4樓3401 E化教室 
                醫學院區A0102室(同步連線) 

 



無法參與校內TA之培訓活動，其補救方式
(二擇一)： 
參與外校所舉辦之教學助理講座，但需向該主
辦單位索取證明書，以俾利於事後查核。 
於活動後一個月內完成線上研習，並繳回補聽
心得。 

未完成上述之規定者，將取消其教學助理
資格，且不核銷工讀金。 
 

 

教學助理培訓研習 



期末考評與成果報告書(1) 

• TA須於學期末完成成果報告書及自評表，另由受輔導班級學生
及指導教師進行考評，考評成績達標準以上者，可參與優秀教學
助理遴選。 

• 學期末由教學發展中心統籌辦理優秀TA遴選，並依相關辦法獎
勵獲選TA。 

• 篩選機制為受輔導學生問卷評量(25%)、指導教師預期成效評量
(25%)、TA活動參與率(20%)、行政配合度(20%)及課輔學生人
次率(10%)。 

• 教學助理擔任課程輔導時數未達1/3者，不列入優秀教學助理遴
選。 

• 教學助理考核成績未達60分者，其指導教師於次一學期補助時數
酌量扣減；該名教學助理於次一學期不予聘用。 



期末考評與成果報告書(2) 

• 自評表：TA須於學期末於平台上撰寫當學期
執行概況，以進行相關自我檢視。  
(無需繳回至本中心) 

• 成果報告書：TA須於學期末繳交協助教學成
果報告書，針對學期執行概況、心得成果、
優缺點或建議事項撰寫內容，並須繳交至少
四張課業輔導過程照片。 

• TA請務必在學期執行期間拍攝輔導/工讀照
片，於期末成果報告時繳交。 
 



成果報告填報時程 

填寫時程：105.05.23(一) ～ 105.06.05(三) 
填寫完畢後，務必將成果報告書列印出來，
並進行簽核流程；簽核流程：填寫完畢→印
出→指導老師簽核→系主任簽核→院長簽核
→送交教學發展中心。 
自評表則僅需在平台上填寫完成送出即可。 



優秀教學助理遴選 

• TA須於學期末完成成果報告書及自評表，另由受輔導班級學生
及指導教師進行考評，考評成績達標準以上者，可參與優秀教學
助理遴選。 

• 學期末由教學發展中心統籌辦理優秀TA遴選，並依相關辦法獎
勵獲選TA。 

• 篩選機制為受輔導學生問卷評量(25%)、指導教師預期成效評量
(25%)、TA活動參與率(20%)、行政配合度(20%)及課輔學生人
次率(10%)。 

• 教學助理擔任課程輔導時數未達1/3者，不列入優秀教學助理遴
選。 

• 教學助理考核成績未達60分者，其指導教師於次一學期補助時數
酌量扣減；該名教學助理於次一學期不予聘用。 



3/31（四）前務必繳交文件 

 
學習型教學助理 勞僱型教學助理 

義守大學教學助理關係型態確認同意書 

個資同意書 
成績證明 

學習計畫書 勞動契約書（二份） 

學期值班表 

值班切結書 

指導教師切結書 

工讀金領據（一張） 工讀金領據（三張） 

*外籍生需另附「工作證影本」及「護照影本」 





助學工讀及臨時工資管理系統網址: http://ap2.isu.edu.tw/pw/ 

輸入學校帳
號及密碼 注意： 

勞僱型工讀生須排班
完，且教發中心完成
勞工保險加保作業後，
才能開始打卡工讀。 



  

  
  

  
  

  
  

  
  

  

上下班打卡請點選「助學工讀簽到簽退」 

點選此方格進
行上下班打卡 



工讀生查詢上班簽到退紀錄 



工讀生可查詢薪資是否入帳 





壹、登入說明： 

第一步驟(可直接輸入網址：http://ctldta.isu.edu.tw/main/index.aspx 

或依照下列步驟進入此網站) ： 

由學校首頁進入教學發展中心網頁登入教學助理平台 

http://ctldta.isu.edu.tw/main/index.aspx


第二步驟：學生進入教學助理專區 

第三步驟：教學助理須先填寫個人資料維護 

重要！ 
務必完成 



教學助理專區工讀輔導記錄填寫工讀輔導紀錄表 



 *若要刪除已填寫上去的工讀紀錄，須由後台管理人員進行操作 

 

  查詢工讀輔導紀錄表 



 

列印工讀輔導紀錄表 





填寫工讀的時間若重疊，則無法填寫成功 



輔導排班表 

※此部分是針對若有固定每週的某一時段會執行教學助理之工讀，即

可在此處填寫，以提供課堂學生從教學助理管理平台中查詢。 



學習討論室預約 

本校圖資處於科技大樓總館3樓、國際學院分館3樓、醫學院分館2樓，
皆設有小組討論室，歡迎同學預約使用。 
http://www.isu.edu.tw/upload/319/44/index.html 
【學校首頁>>圖書與資訊處>>圖書服務>>討論室與個人研究小間>>如何
申請>>線上預約系統】登錄填寫，詳細細節部分請洽圖資處。(確認大
家確切借閱時間點) 

http://www.isu.edu.tw/interface/survey.php?id=2751
http://www.isu.edu.tw/interface/survey.php?id=2751


成果報告書 

 前面一至三題為必填問答題，每項項目至少需填答 100 字以上

，第四題則須放上輔導過程之照片(至少四張)，並且須填寫輔導日期

、地點及說明。 

 注意：若未上傳照片則無法送出填寫！ 



填寫完成並確認無誤後「確定送出」 

 成果列印出來後，須

將成果給予指導老師

、系主任及學院院長  

簽核後，再逕行繳交

至教發中心。 



 在教學助理專區，選取「自評表」項目 

自評表一至六題皆為問答必
填題，每項內容至少須填寫 
80 字以上 



 確認無誤後，請點選「確定送出」。 

 注意：一旦確定送出後，即無法再進行更改。 

教學助理若填寫完成，會在自評表中看到「此份問卷調查表，您已經填寫過了」 

列印成果報告書後，依序給予 
指導老師→系主任→學院院長
簽核後再送至教發中心！自評
表無須列印出來，但務必記得
要填寫。 



 指導老師及受輔導學生填寫教學助理評量表 

點選教學助理管理平台左側
【考核評量】 

依身份類別登入填寫評量表 

如有雙班學生，則另一班
級學生可填寫紙本問卷
(由教發中心提供) 



• 若有相關問題，可洽詢教學發展中心
(本部分機2153 吳子淇)或至教學發展
中心辦公室(國際學院6樓60632室)。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O2nwrOq-scCFUEolAod8qkCvg&url=http://www.business2community.com/human-resources/dos-and-donts-of-how-to-answer-the-question-about-salary-expectations-0540585&psig=AFQjCNEyEe61JcKU04RJVGUpCqbDqmmBmw&ust=1442450862119703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Pqqpfip-scCFQsXlAodhoMKTw&url=http://www.evangelismhelp.com/products-page/4x6-tracts/thanks-for-listening-4x6-tract/&psig=AFQjCNETPn11fWkrHlZP86ajYG8T80Ld9g&ust=1442450741326392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2cwJeq-scCFUYblAodtXkPFw&url=http://eda63.weebly.com/page.html&psig=AFQjCNETPn11fWkrHlZP86ajYG8T80Ld9g&ust=144245074132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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