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系規章151]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助教/教學約用幹事須知

97年3月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5月31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6月28日及7月25日學務小組修訂通過
101年6月25日學務小組修定
102年12月1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助教/教學約用幹事(以下簡稱幹事)應詳讀本須知、複習實驗技能示範影片與手冊，及瀏覽本系
相關教學網頁，作為必備知能。未克盡職責者，本系可不續聘。(請各幹事簽署最後1頁[簽署
書]，於報到日/續聘日交回化學系辦留存。)
※ 本系助教/教學約用幹事一學年一聘，4年為上限，每年如欲留任者需提報申請，由學務小組
審議是否續聘。
※ 各助教/幹事務必依人事規定簽到退(需申辦自然人憑證)。
※ 各助教/幹事務必確實配合完成任課教師、各組實驗負責教師及系上所指派之課務、監考與公
務，以及系上所執行之計畫與公務。
※ 各助教/幹事務必確實到勤並主動與相關實驗及課務等教師報到聯繫，確實了解各教師須配合
之事項，並請於每學期開學前(至遲於開學一週內)完成「教學約用幹事公務核備單」，正本送
存系辦，掃瞄本email自存)。
(各項表單請見本系網頁 http://www.ch.ntu.edu.tw/office/eform94/orglist.htm)
(請每日接收email。助教/幹事請申請台大『@ntu.edu.tw』之email以利使用台大各項系統。)
一、負責職務
通則：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約用人員管理要點』『國立臺灣大學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等校規章及本
須知之規定。工作分配，由所屬單位主管決定與分配之。
*系上助教/幹事各組課務通則(不含高等及選修)：
每人每學期實驗+課務之分組工作由各組規劃安排，系主任做最後核定。行政教學約用幹事
或其他特殊情形，經主任同意下可減少 1-3 班。
*助教/幹事應確實於上午 8:30~9:30 到班，下午 5:30~6:30 下班(但需配合課務與實驗之完成)，
並依人事規定簽到退、確實遵守相關規定，認真執行各項公務，相關紀錄將留存作為續聘與
否之參考。其餘如因故需配合實驗或課務調整上、下班時間，另案簽報校方。
(一)課務：
1.協助任課教師處理教學相關事宜，如架設上課器材、習題講解、監考、批改作業及考
卷、處理成績、課程大綱及教學網頁維護、教學諮詢時間等，另應熟讀負責課務之上
課使用課本(※須配合及遵從任課教師之指示)。(ps.100.8.16系會決議:TA負責之課務應
跟課)
2.應依本系選課規定及學校網路加退選系統，協助辦理學生實驗選課事宜。(學生實驗編
組確定後，提醒不在原班級上課的學生務必辦理加退選。)
3.須負責各課務科目之期中、期末考監考等事宜，事前主動與授課教師聯繫，並確實遵
守教師排定之監考日程，準時監考並配合相關事宜。(※未確實執行職務者，須檢附書
面說明，呈授課教師簽署後，呈系主任酌處。)
4.應嚴格監考，監考時不得從事與監考無關之事宜。監考時，要求學生按號碼坐，多系
則隔行坐，選修學生坐前排，學生需簽名並查驗證件，防弊優於抓弊。可疑學生則調
換座位，抓作弊一定要保留證據。
5.如學校或系上另行指派監考任務時，亦請確實遵守並主動聯繫授課教師及配合監考事
宜。
6.結算學期成績時，若成績報告單之名單與實際上課或做實驗的名單有增減情形時，應
與其他助教/幹事或相關教師核對，千萬不可擅自處理、影響學生權益。成績報告單登
錄送授課教師簽章後，影印1份送教師存檔，正本送系辦課務同仁轉註冊組。各學期期
中期末考卷/學生成績留底需於學期末繳交予各課務教師，若任課教師不擬留存則應於
離職時移交予接任幹事存查。
(二)暑修：※幹事須負責協助本系之暑修課務及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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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暑修課務及實驗之分配原則：
(1)學年度第1次助教/幹事會議時依實驗組別，抽籤決定課務及實驗之公務順序，依
序分配各組暑修公務。除第二期因不續聘幹事無法執行得遞補外，餘均不得以任
何理由不履行公務。
(2)暑修開課調查時，自願擔任公務者及授課教師指定之助教/幹事仍優先分派，不足
名額乃依上述抽籤順序分配。
2.暑修課務工作：
(1)助教/幹事需於校定時程內，事先洽詢暑修授課教師排定該科目之暑修上課及考試
日程，並公告於網頁及系上暑修公佈欄。
(2)依照本系學期中課程及實驗要求，完成暑修公務並繳送成績。
(三)實驗：
1.參加各教學組助教/幹事會議：
討論實驗注意事項並檢討改進實驗教學，提出具體改進意見。
2.預做實驗：
確實預習實驗、詳查相關資料、準時至實驗室預做、計算實驗結果、提出改進意見。
3.實驗課：
(1)務必提早20分鐘到實驗室開門窗及排風扇，進行準備工作，不可遲到。並需確實
打卡簽到退。
(2)點名與講解不超過30分鐘。
(3)實驗課務必全程認真參與並巡視，不隨意中途離開或做其他與實驗無關之事，不
可在實驗時批改作業、考卷，不可閱讀與該次實驗無關之書籍。
(4)督導助理助教在實驗室應克盡職責並遵守相關規定，且予記錄。
※若助理助教有怠忽職守者，應儘早報告實驗負責教師督導該生改正，若態度至
期末仍未改善，助教/幹事應檢附書面說明，提報各組助教/幹事會議後送系上
相關會議決定是否註銷或酌減其教育部獎助學金。
※助理助教認真負責值得提報優良助理助教者，助教/幹事亦應檢附書面說明，提
報各組會議決議後送系上相關會議決定，予以獎勵與表揚。
(5)隨時注意學生實驗的安全並給予正確的技術指導。
(6)課後確實檢查水電、清點儀器、關好前後門；嚴格督導、檢查並記錄學生儀器清
洗情形，簽名。(※學生實驗室儀器之清洗，請各助教/幹事務必督導學生確實執
行，並做紀錄。)
(7)思亮館各實驗室對應之走廊清掃工作交由實驗值日生負責。
(8)要求學生在實驗時間內完成實驗（最多延長0.5-1時），做太晚代表預習不確實，
應扣分。但不可以要求學生儘快速做完實驗，作為加分依據。
(9)教學時，與學生互動應多鼓勵，避免侮辱輕蔑性之話語。
(10)實驗課程中若發生意外事故，應依「化學系學生實驗室意外事故處理要點」，冷
靜迅速處理，並填具「國立臺灣大學職業災害報告單」核備。
4.遵守實驗室安全規定：
(1)必戴護目鏡，必穿全棉質實驗衣。
(2)嚴格要求學生穿實驗衣及戴護目鏡，不可戴隱形眼鏡，以免受有機溶劑侵蝕而損
傷眼睛；未穿戴者，請其離開實驗室不准進行實驗，該堂課以曠課論。
(3)助教/幹事因未盡職守，致使實驗室發生事故，應負相關責任。
5.預習報告及實驗結果報告：
所有報告均應一人書寫一份，助教/幹事應確實批改，不可交由助理助教代為評分。
6.修訂相關實驗及實驗課本：
(1)助教/幹事應遵從小組負責教師指示修訂相關實驗及實驗課本等。
(2)主動提供實驗課本或講義應修訂項目資料予實驗負責教師，以改進實驗課程。
(四)會議及訓練：
1.須參加助教/幹事訓練及系上與校方要求之安全相關訓練或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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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須參加各組助教/幹事會議。
3.須參加全系助教/幹事會議。
(五)系務：
確實協助系上辦理學生選課、教學參觀、研習會、演講、研討會、招生、監考、清點財
產、文書處理、計畫執行、整理系友資料、修訂系所簡介、其他專案及系上交辦事項。
(六)行政幹事：
各組行政幹事除上述工作外，另須處理：
1.各組工作規劃、聯繫、協調、分配及各項文書等事宜。
2.整組課程及實驗之彙整公布及網頁維護（檔案副本需給系辦課務同仁及該組召集教
師）。
3.聯繫與進度跟催各組幹事作個人所分配之教師課務網頁維護。
4.每年原則上 6 月底提報各組期末報告(至遲 7 月 15 日前)，呈召集人簽名後送系辦，提
交主任閱後系辦存檔。
5.各組實驗負責教師所指派之教學小組工作。
二、獎勵
助教/教學約用幹事工作態度主動積極，有特殊事蹟或具有開創性，獲選為特優教學助教/
約用幹事者，將公開頒發獎金獎狀，公告並留存本系榮譽榜網頁及系上資料檔以茲獎勵。
(詳「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特優助教/幹事遴選與獎勵辦法」。)
三、出勤、請假、出國、進修
(一)出勤與工作紀錄：
1.助教/幹事應於每日上午 8:30~9:30 到班，下午 5:30~6:30 下班(需配合課務與實驗)。寒
暑假期間亦同，需遵照系上及校方要求。
2.如有實驗、課程或系務待辦工作，則應配合完成後再下班。
3.若有未盡職責或經常無法聯繫上之情形，則除增加分配系務工作外，並將留存紀錄以
備供日後查詢用。
4.應老師要求，須於週末補課，可核給加班時數。
5.協助累計考監考、杜鵑花節等系務工作者，可核給加班時數。
(二)請假及出國(平日及寒暑假)：
1.各助教/幹事所負責的監考或實驗課程，非不得已絕不可隨意請假。
2.若因事必需請假，應事先向相關教師報告並安排其他助教/幹事代理；切勿私下商請研
究生或助理代課，以免萬一有意外事故發生，產生責任歸屬問題。
3.如請假事由為出國觀光旅遊或遊學、探親，亦須填送假單。(※學期中出國，除特殊原
因事先經書面簽准者外，其餘一律不准)。
4.請假：均需至台大 info 網頁填具申請表單*，3 日(含)以下(無實驗課時)請假，請逕上
info 申請(免填本單)；請假 3 日以上者，請務必先填具「(F137)臺大化學系助教/幹事
請假單」，送系辦後，再上網申請。
請假日數
陳核同意(※代理項目多人時，需附工作事項及各代理人簽名之附件)
(不含例假日)

3日內
3-5日
5-10日
10日以上

系辦尤靜嫺小姐→所帶之課務及實驗老師→小組實驗負責教師(學
期中)學務組召集教師→系辦簡佳慧小姐
系辦尤靜嫺小姐→所帶之課務及實驗老師→小組實驗負責教師(學
期中)學務組召集教師→系辦簡佳慧小姐
系辦尤靜嫺小姐→所帶之課務及實驗老師→小組實驗負責教師(學
期中)學務組召集教師→系辦簡佳慧小姐→主任
系辦尤靜嫺小姐→所帶之課務及實驗老師→小組實驗負責教師(學
期中)學務組召集教師→系辦簡佳慧小姐主任系務會議(請
婚假或休假者免經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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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勤/差假申請核簽系統(從台大校info-教職員-到勤/差假申請核簽系統或MyNTU進入)
*102學年度「學務組召集教師」為楊吉水老師。
5.休假規定：
(1)助教/幹事在本校繼續服務滿1學年者，第2學年起，每年有休假7日；服務滿3學年
者，第4學年起，每年有休假10日。
(2)休假除緊急事故外，須於3天前提出，並錯開課務及實驗時間。
6.幹事寒暑休：依本校人事規定及本系學務組決議辦理。
寒暑休係本校於寒暑假期間另行給予之休假天數(寒休最高 4 天，暑休最高 12 天，依每
年人事室來文決定寒暑休實際天數)
[本系學務組決議]:
(1)同意寒暑休依校規定天數，核給幹事寒暑休，但需事先請假核准。
(2)為配合課務及實驗等教學預作，助教寒暑休須於開學前一週休畢，未於規定期限
內休畢者視為放棄。
(3)因寒暑休乃因平日上班中午輪值而產生，故幹事每日中午需依規定安排輪值工
作，對外開放。於助教室內輪值。
(三)助教/幹事進修及兼職兼課(平日及寒暑假)：
1.助教/幹事進修須利用下班時間且在不影響實驗、課務及上班時間及品質之情形下，提
出書面申請並經各組召集教師及系主任同意。
2.助教/幹事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四、聘任 (聘案係以本校正式核可為準，校方未核准，則不生效。)
(一)幹事聘任資格：
本校自99年12月起助教職遇缺不補，改專案簽報進用約用幹事，原則上應具備下列資
格：
1.大學畢業且其畢業總成績平均達 75 分以上；或具碩士以上學位或碩士同等學歷證書
者。(本系規定：凡應徵本系助教/幹事者，須曾修過普化、有機與分析化學 3 科方予
考慮。總成績標準(最高學歷成績)：化學、應化、化工、農化、生化 5 系所畢業者應
達 75 分，非此五系所畢業者應達 80 分。)
2.具本國國籍。
3.現為研究生者不得聘任為幹事。但已修畢課程且能以全時間投入並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
限。(『國立臺灣大學約用人員管理要點』第 4 條。)
(二)幹事提聘：
約用幹事經系主任同意後辦理提聘事宜，正式聘用則需俟校方正式核可為準。提聘時應
檢具如下資料，交系主任室簡佳慧小姐(3366-1148)辦理提聘(預計學校處理提聘作業需23週時間，故請提早備妥資料辦理系上提聘作業，以期能於到職日前學校核可聘案)，並
應自8月1日起開始上班：
1.中文詳歷一份(A4 紙 1-2 頁，本系表格)及約用人員履歷表1 份(本校人事室表格)
2.最高學歷(大學或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3.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4.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5.教師推薦信二封(本系表格)
6.男生：退伍令或研究生在學証明或免役証明一份
(三)幹事之聘期及敘薪：
1.幹事之聘期：幹事聘期為一年(學年制)。
2.幹事續聘，由本系學務小組及系主任依其實際工作績效考核後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3.本系規定幹事任期為『有關本系助教/幹事之聘期：原則上以 2 年為原則，4 年為上
限；如有表現優異之助教/幹事屆滿仍欲留任時，則提特別個案交系教評會表決，每次
聘期 2 年，至多再延 2 次；即總年資以 8 年為最後上限。』（86.8.8 系會、96.7.13 系
會、100.4.12 系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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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現特優幹事，於任期滿 3 年後，由學務小組推薦申請繼續留任，經提送本系教師評鑑
委員會通過，並經系教評會確認後續聘之；評鑑通過者每 3 年內實施再評鑑，不受前項
條款之限制。
5.停聘、解聘、不續聘應經本系學務小組同意，並循行政程序辦理。(辭職者非屬不續聘
之適用情況。)
6.幹事之敘薪標準，依公立學校教師暨幹事職務等級表規定辦理，自實際到職日起薪，
實際離職日停薪。
五、報到及應聘
(一)全體助教/幹事應於8/1起聘日上午9:00前至系辦簽到(請申辦自然人憑證簽到退)，隨後至
指定辦公室就職，並依人事規定每日線上簽到退。
(二)收到人事室聘任通知及契約書後，即依所述報到程序完成報到手續並辦理健康檢查。體
檢醫院至衛生保健中心網站查詢：
1.聘書及人事室紙本聘任通知函俟系辦通知後領取(請以系辦簡佳慧之 email 或電話通知
為準)。
2.系辦：攜帶幹事證至系辦辦理門禁設定。(幹事證核發前如需臨時門禁卡，另洽系辦門
禁負責同仁辦理。)
3.訓練：參加助教/幹事職前講習、保健中心急救訓練、環安衛中心之一般安全衛生講習
(3 小時)及危害物與有害物質通識教育訓練(3 小時)。
4.宿舍：可申請 BOT 太子學舍教職員宿舍(總務處經營管理組)，網址為
http://ntudorm.prince.com.tw/Institute_List.aspx
六、離職
(一)助教/幹事為一年一聘，依聘期應工作至該學年度7月31日止，不得提前離職或擅自曠
職。除非經申請，有特殊理由以正式書面簽呈（須附佐證資料），送交實驗召集教師同
意，提交系務會議討論通過，簽報學校核可後始可提前離職。
(二)離職前應先經所負責課務之任課教師、實驗召集教師確認所負責之各項工作均已完成或
完成交接並同意後，始得辦理離校手續。(至人事室第三組領取離職手續單及本系辦公室
領取系離職程序單後，依序辦理離職手續)
(三)離校手續單：(校方人事室及化學系2種格式)
1.學校離校手續單：攜帶學校所發之同意離職函至行政大樓人事室第三或四組領取。
2.化學系之離校手續單：至系辦簡佳慧領取。
(四)離校手續應於離職生效日前後一週之期間辦理(本系之手續須親自辦理，不得委託他人代
辦，系內核章項目如附表)。
(五)若所負責之工作未完成或未完成交接或未完成離校手續即私自逕行離校，本系將保留此
不良紀錄並將此情形函告留學校系或日後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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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助教/幹事離職系核章手續項目
(如有疑義，請洽系辦 3 號櫃臺尤靜嫺 33661139 或簡佳慧 33661148)：
1. 所帶課務之[授課教師]簽章
2. 所帶實驗及課務組別之[行政幹事]及[小組負責教師]簽章
(*各組行政幹事本人離職時需繳交該組行政光碟予負責教師、接任助教/幹事以及佘老師
與系辦)
3. 系計畫核章：[尤靜嫺]及[佘瑞琳講師]
4. 系辦[課務同仁]簽章：[尤靜嫺]
5. 系上[財產管理人]簽章(洽總務組朱曉茹。校格式及系格式均請核章。)
6. NMR、系圖或原分所[磁卡管理人](如有，則請歸還)
7. 上述各項核章完成後請至系主任室[簡佳慧]蓋系所主管章(正本留存系辦，掃瞄本 email 送存)
*行政助教/幹事離職光碟內容要包括：
1.各組期末工作報告（7/15 前繳交，如無去年資料，可洽系辦課務同仁索取）
2.實驗課本及教材之電子檔（中英文版）
3.教師手冊電子檔
4.教學簡報電子檔
5.各學年排課，課程及實驗大綱，會議紀錄之檔案
6.行政事務處理備忘錄
7.其他各組重要資料檔
※附表 2：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特優助教/教學約用幹事遴選與獎勵辦法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特優助教/教學約用幹事(以下簡稱幹事)，
肯定其對本系的努力與貢獻，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在本系任教之專任助教/幹事(含行政類)均得為候選人。
第三條 得獎者，將於系務會議、顏氏論文獎或院長獎頒獎典禮等公開場合，表揚其具體優良
事蹟，並頒予獎狀及獎金。
第四條 「特優助教/幹事」名額以全系助教/幹事人數十分之一為原則，若無優良事蹟者可從
缺。
第五條 遴選過程分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由各教學組負責教師、系主任或相關職務之負責教師參考其
(一)前學期末學校所進行之教學意見調查表，
(二)公務及教學的出勤狀況，
(三)對系務及課務主動負責程度，
(四)實驗教學之預做實驗態度、助教/幹事會議參與程度、實驗教學相關資料準備、指導學生
態度、改進實驗教學等方面之貢獻，提供具體優良事蹟，向本系學務組推薦為第一階段
遴選候選人。
第二階段：由系主任及學務組委員開會討論評選特優助教/幹事。
遴選結果由系主任在系務會議中報告。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ps.依據 96.6.26 學務會決議：『特優助教』應有特殊事蹟或具有開創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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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常用網頁及網址
網頁
網址
臺灣大學首頁
http://www.ntu.edu.tw/chinese2006/
臺
臺大資訊網
http://info.ntu.edu.tw/
大
臺大課程網
https://nol.ntu.edu.tw/nol/guest/index.php
網
臺大學生事務處 http://osa.ntu.edu.tw/main.php
頁

化
學
系
網
頁

臺大法規彙編

http://host.cc.ntu.edu.tw/sec/p6-law.asp

臺大常用表格

http://doc.ntu.edu.tw/tables/

研發處
教職員差假系統

http://ord.ntu.edu.tw/
https://web2.cc.ntu.edu.tw/p/s/login2/p1.php

臺大會計室
臺大化學系首頁

http://homepage.ntu.edu.tw/~ntuacc3/
http://www.ch.ntu.edu.tw/chinese.html

化學系辦公文公 http://www.ch.ntu.edu.tw/announcement/
告網頁
化學系各項規章 http://www.ch.ntu.edu.tw/office/eform.htm
與表單
化學系大學部課 http://www.ch.ntu.edu.tw/big5/undergraduate_4.htm
程網頁

補充
info
(可自 info 消息公告常用表單連結)
學生事務(可自臺大行政組織連結學
務處)
查詢下載臺大各類法規
(可自臺大行政組織秘書室網頁連結)
查詢下載臺大各類表單
(可自 info 消息公告常用表單連結)
亦可自臺大-行政組織-研發會連結
自 info-教職員連結
亦可自臺大-行政組織-會計室連結

查詢下載化學系最新消息公告(可自
化學系網頁之快速連結)

查詢化學系大學部課程及規定

※附表4：環安衛中心職災網址
化學系職業災害報告單網址：http://www.ch.ntu.edu.tw/safety/safetyhygiene_02.doc
環安衛中心：（http://esh.ntu.edu.tw/epc/home.php）#職業安全及職業衛生組）
職業安全及職業衛生組
實驗室緊急事故聯絡表
排氣櫃等設施單元定期自動檢查表
排氣櫃設置與使用原則
局部排氣裝置排氣道設計與排氣櫃性能
局部排氣改善指引
台大環保暨安衛緊急應變計劃
職業災害通報及聯絡圖
醫學校區緊急災害聯絡圖
職業災害報告單
環安衛委員會提案單
國立臺灣大學實驗室與實習場所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檢查表
夜間從事危險實驗報備單
實驗場所公共空間檢查表
自動檢查之年度計畫表、檢查表、檢查週期、檢查項目
用電安全自動檢查改善說明回報表
奈米技術實驗室奈米物質暴露控制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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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報告單格式如下，請自網頁下載最新版]

國立台灣大學職業災害報告單
發 時間
生 受傷人員
情
簡述經過：
形

年 月 日
姓名：
受傷部位：

姓名：
處 處理人員
簡述經過與結果：
理

午 時
性別：

分 地點
出生日期：
公假日期：

職稱：

系所

室
職稱：
至

電話：

情
形

事 □未知其危險性
故 □無工作前計劃
原 □疲勞、注意力不集中
因
□粗心大意

□未知安全工作方法
□未使用個人防護具
□不當操作
□其他：

□工作技能不夠
□使用不正確物質
□情緒

□安裝防護設備
檢 □再教導傷者
討 □提醒並教導其他人員 □加強平時檢查
改 □傷者暫調其他工作
□修理工具機械建物等
進
□需要個人防護具
□檢查其他類似情形
□清除危險情況
□其他：
填報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場所負責人

系所環安衛委員

單位主管

□擬定工作前計劃
□修訂安全守則
□加強環境整潔
□實施工作前安全教導
日期：

院安衛小組

填表須知：
1.本單一式四聯，請按聯分送系所單位、院方、環安衛中心及自存。
2.事故發生後三個工作天內填報。
3.填報人為場所負責人並必須具實填寫。
4.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校環安衛中心（336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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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化學系助教/教學約用幹事簽署書
(101.6.22修訂版)
(請各幹事簽署本簽署書，並於報到日/續聘日交回化學系辦留存)

本人已詳讀化學系助教/教學約用幹事須知，同意遵守須知內「負責職務」「出
勤、請假、出國、進修」、「報到應聘」、「離職」等 化學系及校方相關規
定，並複習實驗技能示範影片與手冊，及瀏覽本系相關教學網頁，作為擔任化
學系助教/幹事之必備知能。並在學生實驗時，確實嚴格遵守並執行環安衛相關
規定。
本人會克盡職責，認真且準時完成各項分配及交辦之工作。
本人瞭解並同意配合化學系規定之助教/幹事任期為『原則上以2年為原則，4年
為上限；如表現優異屆滿仍欲留任時，則提特別個案交系務會議表決，每次聘
期2年，至多再延2次；即總年資以8年為最後上限。』，以及每年如欲留任需提
報申請，由學務小組審議是否續聘。

特此簽署
簽署幹事:
簽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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