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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6 學年網路填報作業期程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人) 工作起迄時間 106 年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指派督導員督導本案 教育局（處） 7/20 前       

2.指派承辦人、協辦人負責本案 教育局（處）督導員 7/20 前       

3.提供操作手冊寄送地址及收件人 教育局（處） 8/10 前       

4.參加教育部召開之公務報表填報講習會 教育局（處）承辦人 8/15       

5.確認轄區內應填報學校名單 教育局（處）承辦人 9/20 前       

6.召開轄區內國中小公務報表填報講習會 教育局（處） 10/5 前       

7.自行設定各表填報截止日期及縣市立學校教育

經費是否開放填報 

教育局（處） 9/30 前       

8.學校端系統開放線上填報 教育局（處）、國中小、

附設國中小、國中小補校

表四學生裸視力 10/2~11/15 

除表四外各表 10/2~10/31 

      

9.教育局(處)填報 1 表，並確認各校地區屬性（一

般、偏遠、特偏）、原住民重點學校及教育優

先區學校名單 

教育局（處） 10/2~10/31       

10.輔導國民中學填報 15 或 16 張表 

 輔導附設國中填報 10 張表 

教育局（處） 表四學生裸視力 10/2~11/15 
除表四外各表 10/2~10/31 

      

11.輔導國民小學填報 15 或 16 張表 

輔導附設國小填報 12 張表 

教育局（處） 表四學生裸視力 10/2~11/15 
除表四外各表 10/2~10/31 

      

12.輔導國中小補校填報 5 表 教育局（處） 10/2~10/31       

13.相關費用報支 教育局（處） 10/15~11/05       

14.查催各校填報資料 教育局（處） 10/15~10/31       

15.審查各校填報資料 教育局（處） 1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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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網址 

（一）教育局（處）端：https://jcstats.moe.gov.tw/bureaulogin.aspx   

鍵入教育局（處）代號 6 碼（000001~ 000021、臺北市 000030、高雄市 000050、金門 000071、連江 000072），並登打密碼即

可進入系統。 

（二）學校端：https://jcstats.moe.gov.tw/schoollogin.aspx 

鍵入學校代碼 6 碼（如 014501），並登打密碼即可進入系統。 

 

三、前置作業 
（一）指派督導員、承辦人：請各縣市教育局（處）於本（106）年 7 月 20 日前指派科（課）長以上 1 人擔任督導員，負責督導轄區內各

校網路填報事宜，教育部支給督導費 3,000 元；並指派承辦人，負責通知、查催及審查轄區學校填報作業，教

育部支給審查費以每校 20 元核給。 

（二）確認應填報學校名單：請各縣市教育局（處）承辦人於本（106）年 9 月 20 日前確認公務報表應填報學校名單（包含 106 學年停招

學校，因需填報上學年度畢業生資料），若有異動，請通知教育部統計處，並更新系統「行政配合事項」之「學

校異動表」資料。 

（三）召開講習會：請教育局（處）承辦人參加教育部召開之 106 學年國中小公務報表填報講習會，由教育部支給有需求之縣市交通費並

於 10 月 5 日前召開轄區內國中小公務報表填報講習會，由教育部支給講師費每場（2 小時）1,600 元、場地租金或餐

費每場 2,000 元（經費支領方式詳見 p.4 五、經費核銷作業），並提供系統縣（市）端操作手冊及學校端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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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四、報表填報作業 
（一）公務報表：本系統教育局(處)端應填公務報表 1 種，請指派相關人員於指定期限內詳實填報。 

（二）其他：1.請於本（106）年 10 月 31 日前提供所轄之國中小各校地區屬性（一般、偏遠、特偏）、原住民重點學校及教育優先區資料，

國中小補校毋需填列。 

2.流程說明 

(1)請點選「檔案上傳」。 

(2)請點選「範例檔下載」，檢視範例檔所轄之國中小各校地區屬性、原住民重點學校及教育優先區資料正確性，確認無誤後存

檔（CSV 格式檔）。 

※範例檔係自動帶出填報系統中，「學校帳號管理」狀態為「正常」之所有學校現況資料，也包括 106 學年停招學校，請先刪

除 105 學年停招學校再檢視資料正確性。 

(3)檔案上傳請先點選「瀏覽」，選取該 CSV 檔所在位置，按下「送出」即完成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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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核銷作業 
（一）交通費、講師費、場地費或餐費（場地費及餐費僅能擇一報支）、督導費、審查費請於 106 年 11 月 5 日前報支。 

（二）請確實填寫金融機構代碼(7 碼)及帳號(8-14 碼)，以免耽誤撥款時效。 

（三）交通費：各縣市配額為 3 人，請檢附交通費收據，飛機或高鐵須另附登機證或車票正本。 

（四）講師費檢附文件： 

1.議程或流程表。 

2.簽到單。 

（五）場地費請檢附學校或單位領據（若學 

      校有既定格式請直接寄送，若無請使 

      用系統版本）。 

（六）餐費請檢附以下文件（只能入廠商 

      帳戶，不能入承辦人帳戶）： 

1.收據（蓋店章及負責人的章，抬頭 

請空白或填「教育部」，明細請填寫 

單價及數量）或發票。 

2.系統版本收據。 

3.廠商帳戶存簿封面影本。 

一、 交通費 

實報實銷。 

二、講師費： 

每場（2 小時）1,600 元， 

未滿 2 小時，每場 800 元。 

三、場地費及餐費（擇一報支）： 

 場地費： 

每場 2,000 元。 

 餐費： 

每人 40 元，每場上限 2,000 元。 

四、督導費： 

每人 3,000 元。 

五、審查費： 

每校 20 元。 

經費核銷流程 

交通費 

講師費 

場地或餐費 

督導費 

審查費 

（11 月 5 日前） 

進入「教育局(處)端」之 

「行政配合事項」 

填寫領據、收據或交通費收據 

相關資料後「送出」 

列印並核章 

郵寄至： 
【10051 臺北市中山南路 5 號 教育部統計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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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輔輔導導學學校校填填報報事事項項  
 

 

 

 



 

 

 

 



 

 

（一）學校端系統登入 
【操作說明】 

1.輸入網址 https://jcstats.moe.gov.tw/schoollogin.aspx 

2.輸入學校代號（6 碼） 

3.輸入密碼（若學校承辦人忘記密碼，教育局（處）承辦人可從教育局（處）端→「學校帳號管理」重設密碼） 

4.選取 106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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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填報表 

1.各級學校應填表單一覽表 

表名 表號 應填等級別 表期 統計標準日(時間) 填報期限 

表一、學校概況表 10420-05-04-01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附設國中部、國小補校、國中補校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二、畢業生數及在學學生年齡分組 10411-01-04-01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附設國中部、國小補校、國中補校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三、班級數 10430-03-04-01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附設國中部、國小補校、國中補校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四、學生裸視視力 10450-03-04-01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附設國中部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1 月 15 日 

表五、原住民學生統計 10411-01-04-02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附設國中部、國小補校、國中補校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五 A、原住民校長及教師資料 10420-01-04-01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六、僑生及港澳學生統計 10411-05-04-01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附設國中部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七、教師資料 10420-01-04-02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八、職員工友資料 10420-05-04-02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九、校地校舍概況 10430-02-04-01 國小、國中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十、圖書館統計 11014-02-04-01 國小、國中 學年報 全學年 每年 10 月底 

表十一、學校經費統計 10440-01-04-01 私立及國立國小、私立國中、(縣市立國小、國中由教育局(處)決定) (學)年報 每年(學年) 每年 10 月底 

表十二、新住民子女就學統計 10411-01-04-03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附設國中部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十二 A、大陸地區未成年人民在臺期

間申請就學統計 
10411-03-04-99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附設國中部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十三、認輔教師及受輔學生統計 10411-01-04-99 國小、附設國小部、國中、附設國中部 學年報 上學年資料 每年 10 月底 

表十四、新住民就學統計 10411-01-04-98 國小補校、國中補校 學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十五、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統計 10490-06-04-99 公立國小、公立附設國小部 年報 每年 9 月 30 日 每年 10 月底 

表十六、學生獎懲人數 10460-03-04-99 國中、附設國中部 學期報 
上學年第 1 學期 

上學年第 2 學期 
每年 10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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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6 學年學校端報表填報增刪修事項 

表名 增刪修內容 

表一、學校概況表 國小、國中、國小補校、國中補校：新增「學校公務信箱」項目。

表九、校地校舍概況 國小、國中：新增「性別友善廁所」項目。 

表十、圖書館統計 國小、國中：刪除「捐贈列入編目之圖書冊數」之「金額」項目。

表十一、學校經費統計 國小、國中：新增「退休撫卹」項目。 

表十二 A、大陸地區未成年人民在臺期間申請就學統計 修改填報年度為當學年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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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報電子表單目錄 

（1）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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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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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附設國小部 

 

（4）附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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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小補校 

 

 

（6）國中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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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報注意事項 

1.綜合事項： 

(1)通知學校於 106 年 10 月 2 日開始上網填報，10 月 31 日以前填報完成，另表四、學生裸視視力至 11 月 15 日。 

※若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有另訂填報期限者，請依訂定之期限通知。 

(2)提醒已停招學校需填報「上學年度畢業生及修業生」資料，其相關表單國中小有表二、表五及表六，若無上學年度原住民、僑生及

港澳畢業生資料，仍請進入前述各表，填妥填表人姓名及聯絡電話後送出；國中小補校則有表二、表五、表十四。本學年度裁撤學

校之「上學年度畢業生及修業生」資料，請縣市教育局(處)代為填報。 

(3)解答學校於填報期間之各類疑問，或系統異常狀況聯繫教育部處理。  

(4)國中小學校代碼異動或填報需特別注意之學校： 

類別 縣市 學校代碼及情形 說明 

帳號啟用 

臺北市 333611 市立和平實驗國小 新設 

臺北市 411301 私立泰北高中附設國中部 新設 

桃園市 031326 私立大華高中附設國小部 新設 

新竹市 183631 市立華德福實驗國小 新設 

臺中市 063501 市立善水國中(小) 新設 

臺中市 063601 市立善水國(中)小 新設 

臺中市 191315 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附設國中部 新設 

臺中市 191315 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附設國小部 新設 

高雄市 551303 高雄市私立南海月光實驗教育學校附設國中部 新設 

高雄市 551303 高雄市私立南海月光實驗教育學校附設國小部 新設 

雲林縣 094657 縣立拯民國小 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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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縣市 學校代碼及情形 說明 

舊帳號停用 

新帳號啟用 

新北市 014568 市立樟樹國中→以 014468 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中附設國中部填報 改制 

桃園市 034535 市立新屋國中→以 034335 市立新屋高中附設國中部填報 改制 

臺中市 064550 市立龍津國中→以 064350 市立龍津高中附設國中部填報 改制 

僅需填表二、表

五、表六的上學

年畢業生數 

南投縣 084675 縣立和雅國小→縣立鹿谷國小和雅分校 併校 

雲林縣 094752 縣立和安國小→縣立水燦林國小和安分校 併校 

臺中市 191308 私立宜寧高中附設國中部 停招 

臺南市 111501 私立城光國中 停招 

基隆市 173624 市立太平國小 停辦 

須特別注意 

之學校 

南投縣 084668 縣立鹿谷國小→除表二、表五、表六的上學年畢業生數外，其他各表資料須包含和雅分校資料 併校 

雲林縣 094753 縣立水燦林國小→除表二、表五、表六的上學年畢業生數外，其他各表資料須包含和安分校資料 併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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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2. csv 轉檔：  

(1)本系統提供「教師」及「學生」相關報表「轉檔」功能，包括「表二、畢業生數及在學學生年齡分組」、「表四、學生裸視視力」、「表

五、原住民學生統計」、「表五 A、原住民校長及教師資料」、「表七、教師資料（含校長、含專任輔導教師，不含幼兒園）」、「表十二、

新住民子女就學統計」等表，教育局(處)端運用校務行政系統中現有資料，藉此「轉檔」功能將資料上傳，同時匯入各校表單，可節

省登錄工作，但仍需請各校填表人進入各填報畫面，確認匯入資料無誤後，填妥「填表人」及「聯絡電話」按送出後，才算填報完成。 

(2)流程說明 

a.請點選「教育局整批轉檔作業」。 

b.自系統「範例檔下載」分別下載「學生 CSV 檔」、「老師 CSV 檔」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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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CSV 檔】 

 
 A B C D E F G H I J K 

1 學年度 學校代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學生等級別 學生身分別 年級別 右眼裸視視力 左眼裸視視力 新住民子女 家庭現況 

2 YEAR SCODE SEX BIRTH LEVEL SORTS YEARS RIGHT LEFT FOREIGN FAMILY 

3 106 011601 F 0990711 C 2E 1 0.8 1 7 2 

 
 
【老師 CSV 檔】 

 
 A B C D E F G H I 

1 學年度 學校代號 性別 出生年月 首次任教年月 主要任教領域 最高學歷 登記資格別 身分別 

2 YEAR SCODE SEX BIRTH FIRST CATEGORY BKGRND QUALIFY SORTS 

3 106 011601 M 6703 09208 15 3 1 2E 

 

c.教育局(處)將縣網現有資料，依上述欄位名稱順序及格式，轉存成 CSV 檔。上傳時請點選「瀏覽」，選取該 CSV 檔案所

在位置，按下「送出」鍵即完成轉檔。 

 

 

 

 

 

 

d.教育局（處）針對轄內學校進行整批轉檔成功後，請通知各校承辦人進入學校端各表，確認匯入資料無誤後，填妥填表

人姓名及聯絡電話，按「送出」完成填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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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檔欄位說明如下： 
學生檔： 

A：學年度（3 碼） 
B：學校代號（6 碼） 
C：性別（1 碼） M=男，F=女 
D：出生年月日（7 碼）YYYMMDD ，如 95 年 7 月 11 日為 0950711 
E：學生等級別（1 碼），C=國小，J=國中 
F：學生身分別（2 碼），10=一般生，21=阿美族，22=泰雅族，23=排灣族，24=布農族，25=卑南族，26=鄒族，27=魯凱族，         

28=賽夏族，29=雅美族(達悟族)，2A=邵族，2B=噶瑪蘭族，2C=太魯閣族，2D=撒奇萊雅族，2E=賽德克
族，2F=拉阿魯哇族，2G=卡那卡那富族，20=其他，30=僑生 

G：年級別（1 碼），國小/附設國小部：1=1 年級，2=2 年級，…，6=6 年級；國中/附設國中部：7=7 年級；8=8 年級；9=9 年級 
H：右眼祼視視力（整數 1 位，小數點後 1 位），如:0.8，1.0，1.2 等 
I：左眼祼視視力（整數 1 位，小數點後 1 位），如:0.8，1.0，1.2 等 
J：新住民子女（2 碼），1=中國大陸，2=越南，3=印尼，4=泰國，5=菲律賓，6=柬埔寨，7=日本，8=馬來西亞， 

                    9=美國，10=南韓，11=緬甸，12=新加坡，13=加拿大，14=其他，15=港、澳 
    K：家庭現況（1 碼），1=雙親，2=單親，3=寄親 

 
教師檔（不含校長，請於轉檔完成後，再於填報畫面輸入校長資料）： 

A：學年度（3 碼） 
B：學校代號（6 碼） 
C：性別（1 碼） M=男，F=女 
D：出生年月（4 碼）YYMM，如 67 年 3 月為 6703 
E：首次任教年月（5 碼）YYYMM，如 92 年 8 月為 09208、102 年 8 月為 10208 
F：主要任教領域（國小）（2 碼）， 

10=包班之級任老師，11=國語文，15=英語，40=數學，75=特殊教育，17=本土語言，20=健康與體育，30=社會，50=藝術與人文，
60=自然與生活科技，65=生活課程，70=綜合活動，80=其他科目，90=專任輔導教師，00=無 

主要任教領域（國中）（2 碼） 
11=國語文，15=英語， 40=數學，75=特殊教育，90=專任輔導教師，91=健康教育，92=體育，93=歷史，94=地理，95=公民，
96=美術，97=音樂，98=表演藝術，99=生物，9A=理化，9B=地科，9C=電腦，9D=生活科技，9E=家政，9F=童軍，9G=輔導，
80=其他科目，00=無 

G：最高學歷（1 碼），1=博士，2=碩士，3=教育大學及師範學院（學士），4=一般大學校院教育系，5=一般大學校院一般系， 
6=師範專科，7=其他專科，8=其他 

H：登記資格別（1 碼），1=專任合格教師，6=長期代理教師（代理教師係指代理 3 個月以上者），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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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身分別（2 碼），10=一般，21=阿美族，22=泰雅族，23=排灣族，24=布農族，25=卑南族，26=鄒族，27=魯凱族，28=賽夏族，
29=雅美族(達悟族)，2A=邵族，2B=噶瑪蘭族，2C=太魯閣族，2D=撒奇萊雅族，2E=賽德克族，2F=拉阿魯哇
族，2G=卡那卡那富族，20=其他 
 

（四）教育局（處）審查作業注意事項 
請承辦人與協辦人自系統網路下載，檢視各校填報情形，發現未填、漏填或錯誤情形，請通知學校補正；請教育局（處）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各表審查。 

11..檢檢視視方方式式：：資料下載 → 分區報表（一）學校明細 →（1-1）各校基本資料檔（CSV） 

(1)以篩選功能篩出資料為 0 之漏報學校。  
(2)以篩選功能篩出「生師比」過高或過低學校，檢視其是否正確。 
(3)自行運算檢視平均每班人數、平均每生校舍校地及教室面積、平均每生借閱人次及借閱冊次………檢視其合理性。 
(4)確認計量單位是否錯誤，如：教育經費單位「元」誤為「千元」、校地校舍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而非「坪」。 
(5)檢查相關報表的項目資料有無矛盾或不一致情形。 
  例如：表二的修業生人數=年齡別學生數 
        表五原住民學生數總計>表二學生總數 
(6)觀察資料時間數列變動趨勢是否異常或跳動過大，如有特殊情形，應通知學校填表人於「附註欄」以文字說明原因，俾利審核人員快速

檢核。 

22..學學校校資資料料修修正正：：審核學校填報資料→若發現疑似錯誤資料→請學校確認→ 

(1)若 106 學年資料確認無誤，直接於填報畫面附註欄加註原因說明；若已過填報期間，由教育局（處）彙整需開放之學校名單，洽教

育部統計處開放報表後，再加註原因說明。 

(2)若 106 學年資料確認無誤，但 105 學年資料有誤，請學校填寫「資料異動申請表」核章後連同手改修正之原填報畫面，傳真至教育

部統計處【Fax：（02）2397-6917】。 

(3)若 106 學年資料填報錯誤，直接於填報畫面修正；若已過填報期間，由教育局（處）彙整需開放之學校名單，洽教育部統計處開放

報表後，再修正填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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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填報資料確認修正流程】 

 

 

 
 

 
 

 

 

 

 

 

 

 

 

 

 

105 學年資料修正 

（1）填寫「資料異動申請

表」並核章 

（2）列印原填報畫面後於

錯誤欄位手寫修正 

將（1）&（2）傳真（02-23976917）

至教育部統計處 

106 學年資料確認修正 

若資料填報錯誤，由教育局（處）

彙整後洽教育部統計處開放報

表，請學校修正錯誤；資料確認

無誤，請於附註欄加註文字說明

請各教育局（處）承辦人回復教育部所轄學校審核情形 

填報資料疑似錯誤 

若資料填報錯誤，直接進

入填報畫面選取表單修正

資料 

填報期間 
（10/2～10/31） 
（表四～11/15） 

非填報期間 
（1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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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部聯絡人 

業務範圍 單位 承辦人 電話 E-mail 

本項網路填報承辦科科長 統計處 陳淑華 （02）7736-5757 idchen@mail.moe.gov.tw 

國小（附設國小部）  劉嘉蕙 （02）7736-6380 silvia@mail.moe.gov.tw 

國中（附設國中部）  許雅玲 （02）7736-5746 ya_ling@mail.moe.gov.tw 

國中補校、國小補校  馮漢昌 （02）7736-6381 terry@mail.moe.gov.tw 

學校概況表之「專任運動教練」 體育署 羅允彤 （02）8771-1982 yuntung@mail.sa.gov.tw 

僑生及港澳學生統計 國際司 江奇晉 （02）7736-6712 trichi@mail.moe.gov.tw 

教師資料之「新進、退休、離職教師」 師資藝教司 王筱涵 （02）7736-6345 Angela67@mail.moe.gov.tw 

新住民子女之家庭現況 國教署「原民特教組」 陳儀珊 （04）3706-1228 e-1319@mail.k12ea.gov.tw 

大陸地區未成年人民在臺期間申請就學統計 國際司 盧修敏 （02）7736-5623 amy490605@mail.moe.gov.tw 

認輔教師及受輔學生統計 國教署「學務校安組」 陳曉蘋 （04）3706-1318 e-g409@mail.k12ea.gov.tw 

國小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統計 終身教育司 蘇玉玲 （02）7736-5699 dubussy@mail.moe.gov.tw 

國中學生獎懲人數 國教署「學務校安組」 陳曉蘋 （04）3706-1318 e-g409@mail.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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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教教育育局局（（處處））端端系系統統操操作作說說明明  
 

 

 

 

 

 



 

 



 

 

（一）系統登入 
【操作說明】 

1.輸入網址 https://jcstats.moe.gov.tw/bureaulogin.aspx 

2.輸入教育局（處）代號（6 碼） 

3.輸入密碼 

4.選取 106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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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配合事項 
1.學校異動表：國中小部分(含附設國小部及附設國中部)，請於本（106）年 7 月 20 日前填報完成，國中小補校則請於 8 月 31 日前填

報完成；9 月 20 日請再次確認學校異動資料是否正確，若有增修，請通知教育部統計處，並同步增修系統「學校異動表」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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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填報作業聯絡資料：「督導員、承辦人聯絡資料」，請於本（106）年 7 月 20 日前填報完成，「召開講習會事項」、「寄送操 

作手冊事項」請於 8 月 10 日前填報完成；日後若有異動，請通知教育部統計處，並更新系統「網路作業

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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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務報表負責單位及人員：請於本（106）年 7 月 20 日前填報，日後若有異動，請更新系統「公務報表負責單位及人員」資料。 

教育類公務報表負責單位及人員 
教育局(處)代號 

中華民國 106 學年度 
 
  

學校負責處室
教育局(處)負責單位及人員 

  負責科、室 承辦人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國中 

表一 學校概況表           
表二 畢業生數及在學學生年齡分組           
表三 班級數           
表四 學生裸視視力           
表五 原住民學生統計           
表五 A 原住民校長及教師資料           
表六 僑生及港澳學生統計           
表七 教師資料(含校長、專任輔導教師，不含幼兒園)           
表八 職員工友資料           
表九 校舍校地概況           
表十 圖書館統計           
表十一 學校經費統計           
表十二 新住民子女就學統計           
表十二 A 大陸地區未成年人民在臺期間申請就學統計           
表十三 認輔教師及受輔學生統計           
表十六 學生獎懲統計           

國小 

表一 學校概況表      
表二 畢業生數及在學學生年齡分組      
表三 班級數      
表四 學生裸視視力      
表五 原住民學生統計      
表五 A 原住民校長及教師資料      
表六 僑生及港澳學生統計      
表七 教師資料(含校長、專任輔導教師，不含幼兒園)      
表八 職員工友資料      
表九 校舍校地概況      
表十 圖書館統計      
表十一 學校經費統計      
表十二 新住民子女就學統計      
表十二 A 大陸地區未成年人民在臺期間申請就學統計      
表十三 認輔教師及受輔學生統計      
表十五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統計      

國中補校 

表一 學校概況表      
表二 畢業生數及在學學生年齡分組           
表三 班級數           
表五 原住民學生統計           
表十四 新住民就學統計           

國小補校 

表一 學校概況表      
表二 畢業生數及在學學生年齡分組      
表三 班級數      
表五 原住民學生統計      
表十四 新住民就學統計      

督  導  員 姓 名： 現任職務： 聯絡電話： E-mail： 填表人：   
主要承辦人姓名： 現任職務：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電話：   

(系統自行登錄) 上次填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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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領據：請於本（106）年 11 月 5 日前辦理場地費報支。【場地費及餐費僅能擇一報支】 

      ※金融單位代碼（7 碼），帳號（8~14 碼）<郵局之金融代碼為 7000021>。 

 

 

領        據 

中華民國 106 年    月    日 

事          由 
備     

註 

106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定期公務報表網路填報作業 場地費  

金額（大寫）： 新臺幣                                       元整 

戶名：  

金融單位：  分行/郵局：  

金融代碼（7 碼）：  帳號（8-14 碼數字）：  

承 

辦 

人 

 
主辦 

出納 
  

主辦 

會計 
 

機關 

長官 
 

說明： 

1.若學校或單位無制式領據，請填具本領據並加蓋學校印信。 

2.學校等單位所開具之領據不能以「補助」為事由。 

3.請於備註欄填寫講習會召開日期及場次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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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據：請於本（106）年 11 月 5 日前辦理講師費、餐費【場地費及餐費僅能擇一報支】、督導費、審查費報支。 

※金融單位代碼（7 碼），帳號（8~14 碼）<郵局之金融代碼為 7000021>。 

 

 

收        據 

中華民國 106 年    月    日 

茲收到 

教育部發給 106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定期公務報表網路填報作業 

            費  計新臺幣              元整（大寫） 

縣市：               服務單位：                領款人（簽章）：                  

戶籍地址：                                        

身分證字號：                     

金融單位、分行：                  戶名：                      

金融單位代碼（7 碼）：             帳號（8-14 碼數字）：             （撥款用請務必填寫）

 

講習會開會日期：   月   日   場，   月   日   場，   月   日   場，   月   日   場 

 

26



 

 

6.交通費收據：有需求之縣市請於本（106）年 11 月 5 日前辦理交通費報支。 

       ※金融單位代碼（7 碼），帳號（8~14 碼）<郵局之金融代碼為 7000021>。 

 

 

交 通 費 收 據 

中華民國 106 年    月    日 

茲收到 

教育部發給 106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定期公務報表網路填報作業講習會 

交通費  計新臺幣              元整（大寫）       

起訖地點  自            至             （火車，無搭乘則免填） 

起訖地點  自            至             （飛機或高鐵，請附單據，無搭乘則免填） 

縣市：               服務單位：                領款人（簽章）：                  

戶籍地址：                                        

身分證字號：                     

金融單位、分行：             戶名：                      

金融單位代碼（7 碼）：        帳號（8-14 碼數字）：             （撥款用請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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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輸入資料：輸入學校代號及學年度，可查看學校填報資料、填報狀態等。或點選「查看」，可查看該校最新學

年之填報資料、填報狀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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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帳號管理 

     1.查詢學校資料： 

       輸入學校代碼可查詢轄內學校之各項資料，包括學校名稱、地址、電話、密碼、地區屬性（一般、偏遠、特偏）、狀態（停用、正常、

籌備）。若點選「修改」圖示 ，可查詢如學校類別：是否為「原住民重點學校」或「教育優先區學校」等資料。 

 

      2.協助學校重設密碼： 

         若學校承辦人忘記密碼，可由「學校帳號管理」功能項下之「重設密碼」按鈕，協助學校重設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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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情形查詢：可就「學校類別」、「報表名稱」、「填報情形」查詢學校填報情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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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表填報：106 學年教育局(處)端填報報表計 1 表，請指派相關人員於指定期限內詳實填報。 

※表四請於本（106）年 10 月 31 日以前填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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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處）：表四、直轄市立/縣立/市立國中小班級核定數 

教育局（處）代號 
中華民國 106 學年度 單位：班 

年級 

班別 

國小 國中 

總計 1 年級 2 年級 3 年級 4 年級 5 年級 6 年級 總計 7 年級 8 年級 9 年級 

集中式 

總計            

普通班            

藝術才能班           

體育班         

身障特殊教育班            

中途/慈暉班            

其他班            

分散式 

特殊教育資源班 
資優     

身障   

特殊教育巡迴班 
資優   

身障   

中途/慈暉班   

其他班   

附註： 填表人：  

聯絡電話：  

（系統自行登錄）上次填表時間：  
填表說明： 
1.本表為轄內直轄市立及縣市立國中小班級核定數，不含幼兒園及學前班。 
2.普通班係指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第 2 條規定所成立之班級。 
3.藝術才能班係指依藝術教育法成立者。體育班係指依國民體育法第 13 條成立者。 
4.集中式班級係指學生進入該班後一切的課程均在班級內進行者；資源班（分散式）係指來自各班級的學生，部分時間集中在一班上課；巡迴班係指由巡迴教師在

有特教學生的學校巡迴，對特教學生教學或對教師、家長提供諮詢等間接服務。 
5.身障特殊教育班係指依特殊教育法成立者。 
6.集中式身障特殊教育班、中途/慈暉班、其他班若各年級集合於同一班上課，其班級數計列在「學生人數最多」的那個年級；分散式資源班、巡迴班、中途/慈暉

班、其他班不分年級，請分別填列總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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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料下載：提供各表各校別填報資料及彙總表，俾利縣市教育（局）處參用。 

 

 
 

 

學校端彙總表 

例.點選「（一）學校明細」→按「確定」→畫面顯示可供下載之學校端校別明細報表→點選下載「 (1-1)、各校基本資料檔（csv）」

學校端校別明細資料 

教育局（處）端填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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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局（處）整批轉檔作業：教育局(處)端藉此「轉檔」功能，可將縣網現有資料上傳，同時匯入各校表單，節省

學校登錄工作。（相關操作說明詳 p.14-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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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檔案上傳：請於本（106）年 10 月 31 日前將所轄之國中小各校地區屬性（一般、偏遠、特偏）、原住民重點學校

及教育優先區資料上傳。（相關操作說明詳 p.3） 

 

 

（十）更改密碼：請於密碼欄位輸入教育局(處)的新密碼後再按下「修改」，密碼即可更改完成。 
                ※新密碼設定須包含英文字母大小寫、數字及特殊符號混合，並至少 8 碼以上，最多 20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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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表截止日期設定：請於本（106）年 9 月 30 日前自行設定所轄之國中小學校之各表填報截止日期以及是否開

放表十一縣市立學校經費報表供學校填報。 
※各表預設之填報截止日期除表四為 11 月 15 日外，其餘各表為 10 月 31 日，自行設定之截止日期，除

表四可介於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5 日之間，其餘表單僅允許在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31 日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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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疑似有誤清單：可下載各縣市疑似錯誤清單，並請教育局(處)上傳回覆修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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