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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需 求

3

1. 基本配備

2. 相容性檢視設定

基本配備

 Google Chrome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

 螢幕解析度1440 × 900 

 Adobe Reader

 Microsoft Excel

4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頁



相容性檢視設定

5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頁

開啟IE瀏覽器並連結至填表系統，點選【工具】
－【相容性檢視設定】

相容性檢視設定

6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頁



相容性檢視設定

7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頁

相容性檢視設定

8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頁



9

系 統 介 紹
1. 系統登入

2. 操作介面

3. 主選單功能

4. 檢核提示功能

系統登入

10

選擇學校類型及名稱，並
輸入使用者帳號及密碼

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2頁

https://tvc-fund.yuntech.edu.tw/psg 帳號密碼請於簽到處領取



系統登入

11

點選【登入】即可進入系統

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2頁

https://tvc-fund.yuntech.edu.tw/psg 帳號密碼請於簽到處領取

操作介面

12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頁

頁面所在位置指引



操作介面

主選單

13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頁

操作介面

依使用者所選取之功能，顯示相對應之

系統操作畫面

14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頁



15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4頁

主選單功能
1. 流程圖

2. 注意事項

3. 系統管理

4. 填表列印

5. 佐證上傳

6. 資料檢核

7. 常見問題

8. 登出

主選單功能
流程圖

16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4頁

當前日期顯示



主選單功能

17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4頁

填報結束時間顯示

流程圖

主選單功能

18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4頁

各項填表時程

流程圖



主選單功能

19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4頁

各項填表時程說明

流程圖

主選單功能

20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4頁

顯示填表相關規定、獎勵補助工作小組聯繫方式及其
他注意事項參考資訊，請學校使用者詳細閱讀

注意事項



系統管理

主選單功能

如承辦人資訊尚未設
定，將以空白顯示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21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4~5頁

主選單功能

22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4~5頁

點選【編輯】按鈕進行填寫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23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5頁

填寫承辦人資料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若未填寫完成，將無法進行表冊填報

24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5頁

儲存資料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系統已將學校去年所建立之使用者帳號先
行匯入，請各承辦人再次檢查是否需修正

25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5頁

可新增、編輯及刪除各個使用者之帳號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26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5頁

輸入使用者帳號相關資料

儲存資料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僅學校承辦人可依各使用者
職責不同進行設定

27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7頁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28

選擇欲設定權限之使用者

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7頁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29

點選編輯

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7頁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30

勾選欲授權之表冊，使用者
即有權限使用該表冊

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7頁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31

如要授權或取消使用者所有權限時
，請點選【全選/取消全選】，點一
次為全選，反之為取消全選

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7頁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32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7頁

儲存使用者權限

系統管理
承辦人資料管理 使用者帳號管理 使用者權限管理



主選單功能

33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8頁

應檢視：資料來源為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
提供，學校不須填報表冊內容，但仍
請學校承辦人再次檢核內容是否正確

填表列印

主選單功能

34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8頁

應填報：由學校自行填報，請確實
填報各表冊內容

填表列印



主選單功能

35

可輸出PDF或EXCEL

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8頁

填表列印

主選單功能

36

可下載所有表冊PDF供報部使用
(限承辦人帳號)

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9頁

填表列印



主選單功能

所需上傳佐證之表冊清單

37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0頁

各表冊對應之PDF

佐證上傳

主選單功能

畫有螢光記號之處，請學校準備相關佐證

38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1頁

佐證上傳



主選單功能

點選表冊名稱進入上傳畫面

39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1頁

佐證資料上傳

佐證上傳

主選單功能

檢查承辦人資料是否填報完成

40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1頁

資料檢核



主選單功能

41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1頁

承辦人資料填報完成

資料檢核

主選單功能

檢查各表冊資料是否填報完成

42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2頁

資料檢核



主選單功能

43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2頁

表冊資料填報不完整，可能情況有：
1. 【資料填報不完整】
2. 【薪資帳冊未上傳】
3. 【相關辦法及文件未上傳】
4. 【本表冊填報至今學校仍未檢視／填報其內容】

資料檢核

主選單功能

44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2頁

表冊已通過檢核

資料檢核



主選單功能

45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2頁

表冊資料輸入完整但與歷史資料差異過大

資料檢核

主選單功能

46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2頁

若確認無誤，可點選右方之【確認填報正確】
按鈕，確認此表冊正確無誤

資料檢核



主選單功能

47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2頁

經承辦人確認填寫正確

資料檢核

主選單功能

48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2頁

確認報部區

資料檢核



主選單功能

49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2頁

資料檢核

資料填報尚未完成或尚未點選確認，
故確認報部功能鍵無法點選

主選單功能

50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2頁

資料檢核

點選「確認報部」按鈕



主選單功能

51

產生之PDF檔案右下角
呈現報部用字樣，且無
法再修改各項表冊資料

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2頁

請學校下載基本資料表
並報部

資料檢核

主選單功能

點選後連結至【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資訊網】之
【常見問題】畫面，提供資料填報疑義之相關解答

52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3頁

常見問題



主選單功能

 完成階段性工作或暫時離開電腦時，請點選【登出】按鈕
 如超過20分鐘未進行操作將自動登出，若需繼續使用請重新登入

53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3頁

登出

54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4頁

檢核提示功能
1. 資料異常檢核

2. 資料輸入提示

3. 資料刪除確認



檢核提示功能

使用者輸入資料時，若輸入
資料不符，將顯示檢核文字
，提醒使用者更正或檢查

55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3頁

資料異常檢核

檢核提示功能

56

若資料異常，將以醒目底色提醒使用者再次確認

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4頁

資料異常檢核



檢核提示功能

使用者輸入資料時可參酌欄位右方提示功能

57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4頁

資料輸入提示

檢核提示功能

58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4頁

資料編輯模式時，若使用者
點選【儲存】或【取消】以
外之按鈕，或點選關閉瀏覽
器之按鈕，系統會提醒使用
者目前資料尚未儲存

資料輸入提示



檢核提示功能

為避免使用者誤刪資料，
點選各表冊刪除功能，會
出現確認刪除對話視窗

59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4頁

資料刪除確認

60

填 表 說 明
1. 功能概述

2. 表冊說明



功能概述

輸入搜尋條件，可篩選出所需資料

61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5頁

功能概述

顯示目前資料總筆數，若使用搜
尋功能則顯示搜尋結果筆數

62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5頁



功能概述

若差異比率過大，請承辦人檢核資料填報正確性

63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5頁

計算公式：（本年度填報資料－去年度填報資料）
去年度填報資料

功能概述

欄位區：點選標題可依不同欄位進行排序

64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5頁



功能概述

65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5頁

資料顯示區：依目前搜尋及排序條件
顯示表冊資料內容

功能概述

分頁區：在資料筆數較多時，
可點選不同分頁查看資料內容

66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5頁



功能概述

67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5頁

新增、編輯及刪除功能

表冊說明-流程圖

68

108/10/17：計畫申請說明會



表冊說明-流程圖

69

108/10/21~108/11/01：第一次系統開放

表冊說明-流程圖

70

108/11/11~108/11/15：篩選匯入校庫資料



表冊說明-流程圖

71

108/11/18~108/11/22：第二次系統開放

1. 第一次系統開放之表冊，請學校謹慎填報
2. 第二次系統開放時第一次開放之表冊僅提供檢

視功能，若需修正請與獎勵補助工作小組聯繫

表冊說明-流程圖

72

108/11/25~ 108/11/29 ：備齊佐證並上傳
108/12/02 ：報部



表冊說明-流程圖

73

108/12/23~109/01/17：確認資料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專任師資學術研究加給及基本授課時數統計表

整體教學資源投入統計表

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明細表

國際化成效明細表

專任師資增聘名冊

74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專任師資學術研究加給及基本授課時數統計表(1/6)

75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6頁

請學校上傳：
1. 教師敘薪辦法及學術研究加給標準表
2. 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標準

請學校上傳：
1. 教師敘薪辦法及學術研究加給標準表
2. 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標準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76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6頁

點選【編輯】按鈕進行填寫

專任師資學術研究加給及基本授課時數統計表(2/6)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77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6頁

填寫編制內/外各職級教師學術研究加給

填寫編制內/外各職級教師基本授課時數

專任師資學術研究加給及基本授課時數統計表(3/6)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78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6頁

系統判斷編制內/外學術研究加給是否相同

專任師資學術研究加給及基本授課時數統計表(4/6)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79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6頁

系統判斷學術研究加給是否比照公立學校

專任師資學術研究加給及基本授課時數統計表(5/6)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80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6頁

系統判斷編制內外基本授課時數是否相同

專任師資學術研究加給及基本授課時數統計表(6/6)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81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8頁

填報項目請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中，會計科目編號之支出與收入填報金
額，並依107學年度決算數為準(不須扣除教育部補助款)

若報部前仍須修正請 來信 檢附佐證
若報部後仍須修正請 來文 檢附佐證

整體教學資源投入統計表(1/2)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82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18頁

由系統自動計算整體教學資源投入比
整體教學資源投入比 ≧ 80%始合格

整體教學資源投入統計表(2/2)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可【新增】、【編輯】及【刪除】資料

83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26頁

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明細表(1/2)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84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26頁

請依各欄位說明文字輸入資料

儲存資料

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明細表(2/2)

請學校逐筆填報，勿將所有宿舍合併為1筆資料填報。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85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1~32頁

點選【新增】鈕，新增國際化成效明細資料

國際化成效明細表(1/7)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86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1~32頁

請依各欄位說明文字輸入計畫經費資料

國際化成效明細表(2/7)

國際化成效僅列計全額自籌計畫金額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87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1~32頁

填寫人數明細資料

國際化成效明細表(3/7)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88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1~32頁

姓名

國際化成效明細表(4/7)

校內請填系所(校外無須填寫)

外國師生姓名可填英文姓名

原學校所屬國家與移動國家須不同方能填報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89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1~32頁

儲存人數明細資料

國際化成效明細表(5/7)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90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1~32頁

儲存資料

顯示人數明細資料顯示人數

國際化成效明細表(6/7)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91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1~32頁

可【編輯】及【刪除】資料

國際化成效明細表(7/7)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92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6~37頁

請先依13-1、判斷是否
符合獎勵條件，若符合
即進行填報13-2、專任
師資增聘名冊

優化專任師資增聘成效(1/3)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93參考系統操作手冊第36~37頁

判斷補足離職及退休之員額後，可認列之各職級教師數

增聘教師不包括：本部介派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助教、補足離職及退休之員額
所新聘之教師、校長

優化專任師資增聘成效(2/3)

僅採計以學校自籌、獎勵補助經費及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聘任之符合基本授課時數及有教學事
實且未兼任行政職之專任教師，不包括以本部
其他計畫經費聘任之專任教師

表冊說明-範例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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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資料

優化專任師資增聘成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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