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助理工作事項與平台操作說明

教學助理工作說明會

•教學發展中心 陳怡穆 主任
陳家敏 組員



勞僱型教學助理
LABOR-ORIENTED TEACHING ASSISTANT1

文件繳交說明
REQUIRED DOCUMENTS FOR TA2

工作執行說明
WORK PROJECT 3

介面操作說明
PLATFORM INTRODUCTION4

目錄
CONTENTS



勞僱型教學助理
• LABOR-ORIENTED TEACHING ASSISTANT

01

PART



2019 2月起

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

事實，且具從屬關係。

勞僱型教學助理以從事本校特定性或短期性

工作為限

• 訂定勞動契約

• 依相關規定辦理勞

工保險、全民健康

保險及提繳勞工退

休金

勞僱型教學助理概述
LEARNING-ORIENTED TEACHING ASSISTANT SUMMARY



文件繳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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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共17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

注意事項

本契約請務必用最新版本

明訂教學助理執行項目

校方、教學助理雙方各執一份。

確保內容為最後版本，填寫資料務必完整

每月1日、週休假期、國定假日請勿值班

勞動契約

Labor Contract for

Labor-oriented

Teaching Assistants

教學助理文件繳交
REQUIRED DOCUMENTS FOR TA



依核給時數排定值班表

工作內容

注意事項

值班以一小時為單位

依排定之值班表至工讀系統簽到、簽退，

以利承辦單位按日投保

不得獨任教學、進行評閱作業或考卷等學

生學習評量相關工作，亦不得擔任與教學

無關之教師私人助理或行政助理工作。

每日每四小時需休息一小時

一日校內所有單位不可超過六小時

一周校內所有單位不可超過40小時

每月1日、週休假期、國定假日請勿值班。

值班表

紙本/Excel

Shift Table for Labor-

oriented Teaching

Assistants

(Paper/Excel)

教學助理文件繳交
REQUIRED DOCUMENTS FOR TA



繳交紙本前務必提供

值班Excel檔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變更值班日

（請假或補時數）

Excel檔請傳送至Moodle”值班表上傳區(初次)”

計薪依據值班表所規劃之工讀時數計算，但如依當日於工

讀系統所記錄之值班簽到、退記錄合計之時數少於該日原

應值班時數，則須申請補足當日值班時數，以免影響計薪；

如多於該日原應值班時數，則不額外予以計薪。

應於三個工作天（含）前至Moodle提出值班時間

變更申請，並告知指導教師。

未能於規定時間內申請變更值班時間，視為曠職，除仍須

重新安排以補足值班時間外，若致使承辦單位未能即時通

知保險機構退保，該期間衍生之保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值班表

紙本/Excel
Shift Table for Labor-

oriented Teaching

Assistants

(Paper/Excel)

教學助理文件繳交
REQUIRED DOCUMENTS FOR TA



助理簽署值班切結 書

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指導老師簽署切結書

教學助理文件繳交
REQUIRED DOCUMENTS FOR TA

請教師與教學助理上TA平台簽署即可



依規定，勞保加保

日期不得回溯，故

須事先加保。

為減少勞資雙方負

擔，採按日加保方

式執行。

為確實保障教學助

理勞保勞退之權益，

務必要按值班表值

班且要按時於系統

打卡！

勞保級距
Labor insurance

日保
學校負擔
勞保費

學校負擔
勞退費

學校負擔
勞保勞退(總計)

學生自付勞保
(約略值)

一天一小時 29 9 38 9

一天二小時 29 20 49 9

一天三小時 36 27 63 10

一天四小時 50 39 89 14



薪資撥付
Payment

按值班表工讀時數，每月撥付工讀金

工讀金實際領取金額為：
時薪（150元）× 當月工讀時數－勞保自付額



工作執行說明
• WORK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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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定時數請登入教

學助理管理平台查詢

本學期TA工讀自繳交勞

動契約書隔日起，執行至

108.12.04(三) 止

外籍學生必須申請工作證，且工讀

日期須排定於工作證生效日之後，

以 俾 利 於 薪 資 核 銷 作 業

陸生不得擔任教學助理

每門課程配置時數依會議

核定時數為主，每小時

150元

工作執行說明
WORK PROJECT 

請務必依值班表值班，並依規定辦理值班變更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one 

photocopy of the work permit, the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and the passport,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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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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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執行說明
WORK PROJECT 

含協助教學活動、課後學習輔導(線上輔導或課後諮詢)；學習輔導類
TA每學期至少需有2/3時數用於輔導學生，並需提供輔導簽到表，期
末繳交附有照片佐證資料之成果報告書。

學習輔導類

教材協作類
含教學資源平台、教材輔具製作等相關工作；教材協作類為協助
課程各類型教材製作或是錄製教學影片等，期末繳交附有教材佐
證資料之成果。



send email for Change duty time

教學助理變更值班表時間

工作執行說明
WORK PROJECT 

值班日變更
（於三個工作天（含）前至Moodle提出值班時間變更申請

登入Moodle其他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助理課程值班異動

值班異動依每星期回覆
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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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修改請提供值班表excel檔並紅字註記修改處)



Learning 

Guidance

學習輔導類

工作執行說明
WORK PROJECT 

學生輔導簽到表：配合諮詢輔導使用，執行輔導工作時，請
受輔導學生簽名，連同每月工讀暨學習紀錄表繳至教發中心。

工讀暨學習紀錄表：承辦人審核完成工作日誌，TA至教學助
理平台完成工讀暨學習紀錄表填寫輔導名單後列印，繳交至
教學發展中心，超過期限繳交視同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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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打卡系統完成工作日誌，待承辦
人審核。此為每月核薪憑證，切勿漏填。



Teaching 

Material 

Preparation

教材協作類

工作執行說明
WORK PROJECT 

工讀暨學習紀錄表：承辦人審核完成工作日誌，TA至教學助
理平台完成工讀暨學習紀錄表填寫後列印，繳交至教學發展
中心，超過期限繳交視同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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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打卡系統完成工作日誌，待承辦
人審核。此為每月核薪憑證，切勿漏填。



Zuvio

工作執行說明
WORK PROJECT 

格式如下：
課程名稱：__________
TA資料：姓名、學號、聯絡方式(手機)
須補登資訊：___________。

TA若忘記打卡、打卡錯誤須補登等，請至
Zuvio私訊聯繫承辦人。



Announcement

各項活動

Tasks and Schedule for 

Teaching Assistants

教學助理重要日期

Required 

Documents for TA

TA各項紙本資料

Online study course

線上研習課程

Change working 

hours

值班異動

工作執行說明-Moodle
WORK PROJECT-M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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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e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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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 Report

TA須於學期末繳交成果報告書，

將再發信通知

工作執行說明
期末考評

Final Assessment



成果報告書及教學助理自評表填寫

Submission of the TA Achievement

Report and completion of the TA Self-

evaluation

November 25 ~ December 6

指導教師問卷及受輔導學生問卷填寫

Completion of a survey by 

supervisors and students being 

tutored by teaching assistants, 

respectively

November 25 ~ December 6

繳交紙本實施成果報告書

(指導老師及主管簽核完成)

Submission of the TA Achievement 

Report in print (being reviewed and 

signed by the supervisor and the 

head of the unit-in-charge) 

By Fri., December 6

工作執行說明
期末考評

Final Assessment



值班表(紙

本/Excel)

教學助理

值班切結

書(平台)

勞動契

約書(2份）

指導教師

切結書

(平台)

核銷帳

戶資料

成績單

證明

個資同意

書

(平台)

教師推薦

二年級以

下學生說

明表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one photocopy of the work permit, the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and the passport, 

respectively

所有文件繳齊才

可開始值班

Required Documents for 

Teaching Assistants

By Fri., September 20

文件繳交期限

108年9月20日以前

工作執行說明
WORK PROJECT



培訓研習會
TA Training

教學助理
培訓研習
工作坊

場次 主題 主講人 日期/時間 地點

I Moodle與Mevo教
學工作坊

通識教育中心
陳旻瑩組員
教學發展中心
李蕙均組員

108年10月2日
(星期三)

10:30-12:00

校本部第四電
腦教室

108年10月9日
(星期三)

10:30-12:00

醫學院區第二
電腦教室

II

網路雲端下創客
及教學碰撞的新
時代思維

大眾傳播學系
侯政男副教授

108年10月16日
(星期三)

10:20-12:10

綜合教學大樓
5樓50516教
室

III 粉絲經營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吳文彥助理教授

108年10月30日
(星期三)

10:20-12:10

綜合教學大樓
5樓50516教
室

IV
溝通與表達-《做
上下溝通的橋樑》

高雄醫學大學正向心
理學中心教學組
林佳瑾講師

108年11月20日
(星期三)

10:20-12:10

醫學院區
A0413教室

本校學生參加培訓系列活動可認列通識博雅知行學院微學分!
一般學生參加培訓系列活動兩場以上列入教學助理儲備人員
參加培訓系列活動之教學助理將於期末考核加分



介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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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輸入網址：http://ctldta.isu.edu.tw/或依照下列步驟進入此網站：
由學校首頁進入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網頁登入教學助理平台





第二步驟：學生進入教學助理專區



郵局帳號一定要本人的帳號且不
接受銀行帳號喔

重要！
務必於今天前

完成

第三步驟：個人資料維護/值班切結書/個資同意書





助學工讀管理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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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需填寫完
值班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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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工作日誌



工讀生可查詢薪資是否入帳



注意

• 請務必完成助學工讀系統之工作日誌待承辦人審核

• 承辦人會於Moodle公告修正後工作日誌

• 請各TA依循修正後工作日誌至教學助理平台輸入工讀暨學
習紀錄表後列印請指導教授簽名後繳交至教發中心(學習
輔導類TA需檢附簽到表)

• 每月繳交時程會透過e-mail/Moodle通告/Zuvio公告

★此為薪資核銷重要單據，請勿遲交



第四步驟：填寫工讀暨學習紀錄表



查詢工讀暨輔導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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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工讀輔導紀錄表



教學助理-Moodle



我的遠端課程其他



值班表Excel(上傳至Moodle)

值班以一小時為單位
每日每四小時需休息一小時
一日校內所有單位不可超過6小時
一周校內所有單位不可超過40小時
每月1日不可排班

教學助理
學號
Student No.

教學助理
姓名
Name

教學助理電子
信箱
e-mail

教學助理聯
絡電話
Mobile

課程代號
Course Cod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核定時數
Total Work  
Hours

工作內容
Job 
Content

工作屬性
Classification 
of Work

值班日期
Shift Date

上班時間
(24小時制)
Shift Time 

(log in)

下班時間
(24小時制)

(log out)

上班時數
(小計)
(Hours)

(範
例)1060500
1A

陳家敏
chaumin1115@i
su.edu.tw

0912-345-678 A0512345 普通物理 37
(請與教師
討論)

學習輔導類
Learning 
Guidance

2019/3/6 9:00 12:00 3:00

(範
例)1060500
1A

陳家敏
chaumin1115@i
su.edu.tw

0912-345-678 A0512345 普通物理 37
(請與教師
討論)

教材協作類
Teaching 
Material 
Preparation

2019/3/7 9:00 11:00 2:00



成果報告書
(將於期中公告學習輔導類與教材協作類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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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報告書列印出來後，

須給予指導老師、系主任

及學院院長簽核後，再繳

交至教發中心。

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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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評表無須列印出來，但務必記得要
填寫，此將列入期末考核審查。

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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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將發信通知老師及課堂學生協助線
上填寫，亦請TA也務必提醒)

依身份類別登入填寫評量表

如需另請學生填寫紙本評量問卷，
則請逕行自<文件下載>區下載紙
本問卷。

期末



重點整理

•教學助理需參加工作說明會、完成資料繳交及加保作業後(約承辦人
收到值班表後兩天)才能開始執行

•例假日、國定假日(例如國慶連假)與每月1日不可排班

•值班表上傳與異動Moodle

•打卡錯誤修改、補登Zuvio

•每月1日前完成助學工讀系統上個月工作日誌

•待承辦人修改工作日誌後再登錄TA平台工讀暨學習紀錄表並列印簽名

•工作執行至2019.12.04(三)，請在此日期前完成核定時數

• TA表現將影響指導教師下學期申請配置時數



若有相關問題，可洽詢教學發展中心(本
部分機2145 陳家敏)或至教學發展中心
辦公室(行政大樓3樓1303室)。

請填寫本次活動滿意度調查



THANK YOU
感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