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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6 月 29 日起受理應屆畢業師資生申辦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及專門課程審查認定申請。依據本校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作業要點，系所書面初審通過者提「專門科

目學分認定小組會議」，進行後續資格審查。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認定會議於 104 年 7 月 23 日召開，師

資培育學系師培生及師培中心學程生計 408 件審查通過。 

（二）10 月 2 日簽陳 103 學年度學士班畢業生名冊，計 103 學年度上、

下學期共計 812 名畢業生。 

（三）104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 

1、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總量核定招生名額 841 名，實際報到

792 名註冊率 93.22%；外加名額管道入學新生 73 名。合計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 863 名。 

2、大學考試入學考試於 8 月 6 日放榜；教務處統一寄發 104 學年

度各種管道新生入學通知，於 8 月 17 日完成線上登錄報到，10

月份完成新生學籍資料檔案彙整及建置。 

3、104 學年度海外聯招學士班提供 84 個名額，分發錄取 39 名，錄

取錄 46.42%；運動績優甄審分發錄取 10 名（含聽障 2 名）；身

心障礙甄試錄取 4 名（特教系 3 名，美術系 1 名）。 

4、104 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學士班學位生 5 名，全額錄取並於 9

月 30 日前完成相關行政機關（移民署、海基會、教育部）入學

及入臺申請作業。 

5、104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學籍資料表」及「轉學生名冊」已簽獲

入學核准文號。於 10 月 1 日起請各班班代統一領回高中畢業證

書（入學證明文件），轉交同學簽領。 

（四）104 年 9 月 7 日～104 年 9 月 18 日受理抵免及免修申請。 

（五）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集體註冊作業於 104 年 9 月 14 日至 9 月 18 日

辦理。 

（六）104 學年度新生數位學生證與一卡通公司協商，依學生資料繳交情

形，採分批送交製卡。學士班首批學生證 871 筆於開學第 1 週 9

月 16 日起發放，餘依申製批次，於一卡通公司交卡後通知學生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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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七）辦理師資生培育相關作業： 

1、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師資生共計淘汰 5 人，於 8 月 25 日完成行

政作業。據相關規定註銷繼續修習教育專業科目資格，另以書

面函知學生家長（掛號郵寄）及所屬學系，並請學系協助輔導

學生修習非師資培育課程，俾順利取得畢業資格。 

2、104 年 9 月 23 日公告 103 學年度入學並行學系遞補師資培育生

名單，計 13 人。 

3、104 學年度外加招生名額學生符合申請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資

格學生計 50 名，申請意願書於 12 月 2 日函送相關學系協助調

查辦理。 

（八）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在學公費生 14 名，其中 4 名符合畢業資格；

另 10 名在學學生（一至三年級）符合續領公費資格。 

（九）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在校生人數：以教育部統計基準日 104

年 10 月 15 日為準，一年級新生 882 名；一至四年級 3,471 名。 

（十）10 月 29 日公告本校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一至三年級各班學業成績

優良前三名學生獎學金 199 名辦理事宜，扣除 27 名因領取其他獎

學金（原優秀入學新生 5 名，每名續發 25000 元；卓師生 22 名，

每月核發 8000 元），實發 171 名，獎額合計 1,008,000 元整。  

（十一）10 月 29 日公告二至四年級續領績優入學新生奬學金 5 名（每學

期續為班級前三名），每名核發 25,000 元，獎額合計 125,000 元。 

（十二）辦理 104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資格第一次預審，於 11 月列印成績

表送各學系交由學生本人檢核確認畢業學分事宜。 

（十三）10 月 28 日前完成填教育部統計處 104 學年度大專校院定期公務

統計報表。 

（十四）10 月 31 日前完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04 年度教育部大學校院校

務資料庫報表。 

（十五）本學期期中考試成績登錄於 11 月 30 日截止，統計學士班教師期

中成績繳交率平均為 13.23%。 

（十六）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1、辦理 101～103 學年度卓獎生續領獎學金發放事宜（101：9 名；

102～29 名；103：17 名）。 

2、教育部於 104 年 9 月 25 日以臺教師（二）字第 1040125987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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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核定本校 104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新增名額為 60 名。 

3、104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原 105 人申請，104 年 10 月 14

日分別於和平、燕巢校區同時進行適性測驗及筆試，9 名撤銷

申請未到考，10 月 21 至 23 日各學系、中心擇日辦理面試，面

試缺考 1 名、到考 95 名。 

4、10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召開 104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

金甄選會議，受奬生名單提報教育部備查。 

5、104 年 12 月 9、16 日分別於和平、燕巢校區辦理「104 學年度卓

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生輔導會議」。 

6、為建立本校師資生於進行補救教學活動所需之基本學生學習輔

導概念、教材教法使用與教學策略應用等教學知能，於 104 年

12 月 20、26、27 日辦理「104 學年度補救教學非現職教師(師資

生)18 小時培訓研習課程」。  

（十七）105 學年度招生總量作業： 

1、教育部 104 年 8 月 19 日臺高教（四）字第 104 號函核定本校 105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招生名額日間學制學

士班 841 名、碩士班 521 名、博士班 81 名（較 104 學年度調減

8 名）；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 614 名，另申請回復 104 學年度

主動調減招生名額 28 名不予回復。以上合計核給全校招生總額

2057 名。 

2、依核定名額由各學制業務單位依相關規定協調各系、所調整各

招生管道招生名額表。經簽呈鈞長鑒核並依限於 8 月 31 日提報

教育部。 

（十八）教育部核定本校 105 學年度公費生 3 名（104 年 10 月 30 日）： 

1、金門縣政府指定培育國民中學語文學習領域，國文專長 1 名；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1 名/離島公費生管道，（採甲案：

甄選入學方式辦理），110 學年度分發。 

2、屏東縣政府指定培育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1 名，分發

恆春國中（一般生/偏遠地區，採乙案：學校內學生甄選），107

學年度分發。 

（十九）105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提交十二月份行政會議討論。 

（二十）辦理 105 學年度大學入學招生各管道作業： 

1、「105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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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10.12 教育部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32748E 號函核定本

校特殊選才計畫名額 1 名（工設系），特殊選才名額需由工設系

105 學年度總量學士班名額（34 名）內勻撥。 

3、「105 學年度海外僑生（含港澳生）學士班招生」：105 學年度海

外聯招本校提供 84 個招生名額。 

4、本校提供 10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名額

計有 17 學系 25 名（聽障 8 名、自閉症 3 名、學障 3 名、其他

障 11 名）。 

5、本校提供 105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含身心障礙運動績優

生）甄審升學輔導分發名額，計 11 系 66 個名額（含身心障礙

運動績優生 2 名）。 

（廿一）105 學年度個人甄選： 

1、105 學年度繁星推薦暨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已於 104 年 11 月

10 日於和平警衛室販售。 

2、10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暨個人申請入學招生考試:本次參與繁

星推薦計有 18 系、招生名額 127 人；參與個人申請計有 19 系、

招生名額 350 人。 

3、105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外加名額，本校體育學系獲核定澎湖縣

離島外加名額 1 名。 

（廿二）105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 

1、104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召開 105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委員

會第一次招生會議，議定招生簡章、招生作業辦法及經費支出

基準表等相關事宜。 

2、本校招生作業辦法業經教育部 104 年 11 月 5 日臺教高（四）字

第 1040151188 號函核定後實施。 

3、招生簡章於 104 年 11 月 16 日公告於本校招生首頁；報名日期

自 104 年 12 月 7 日至 104 年 12 月 11 日止。 

（廿三）承接委辦試務工作： 

1、本校承辦 105 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

一次於 10 月 24 日（六）舉行考試，計 72 個試場；第二次於 104

年 12 月 12 日（六）舉行考試，計 31 個試場。 

2、本校承辦 105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高雄一考區試務工作，試場

分別設置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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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高雄市立中正高中、國立鳳新高中等四個分區，考生 5384

名、計 129 個試場，身心障礙考生 34 名、設置 8 個試場，目前

正籌劃辦理中。 

（廿四）104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考試業於 7 月 12 日辦理完畢，並

於 7 月 29 日放榜並寄發成績單。 

（廿五）103 學年度下學期大學部開設五門暑修課程「代數學（一）」、「高

等微積分（上）」、「進階英文」、「音韻學導論」、「統計熱力學」，

以供學生選修需求。 

（廿六）104 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於 10 月 2 日上午 9 時 10 分於行政

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及致理大樓 202 會議室舉行。 

（廿七）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選課於 8 月 25 日至 9 月 3 日辦理。 

（廿八）8 月 24 日函送各系所、中心，請推薦教學優良教師代表，於 9

月 21 日前將接受推薦同意書暨教學檔案等相關資料擲送教務處課

務組。 

（廿九）8 月 24 日公告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定假日放假事宜，副

本送全校各教學相關單位。 

（三十）8 月 31 日函發各委員，104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評選委員會開會

通知，時間訂於 10 月 16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地點為行政大樓六樓

第四會議室。 

（卅一）9 月 8 日函送本學期教師授課時間表及學生成績暨出缺席記載表

（草卡），以供授課教師使用。 

（卅二）9 月 9 日函送請各授課教師 9 月 21 日上午 9 時 21 分（第二節課）

配合進行 104 年國家防災日實施 1 分鐘地震就地避難掩護演練。 

（卅三）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於 9 月 21 日至 23 日辦理完成網路加退選。 

（卅四）9 月 17 日函送各系所為簡化作業流程、提升資訊傳遞效率，本

學期起惠請定期至「系所端－學生及教師資訊系統」網址：

http://info.nknu.edu.tw/ThesisDPT 審核「教師調補課」資料審核「教

師調補課」資料。 

（卅五）9 月 24 日函送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課程加退選後辦理停開

課程事宜。各單位課程選課人數如未符規定，請簽請停開課或保

留續開。 

（卅六）10 月 8 日函送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表，

請各系所核對教師實授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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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七）10 月 8 日函送本學期「教師授課時間表」、「學生成績暨出缺席

記載表」、「學生選課名單異常回報表」，以供授課教師使用。 

（卅八）10 月 13 日公告本學期第 1 周至第 5 周缺課累計已達扣分扣考學

生名單，副本送生活輔導組、軍訓室及有關學系，加強輔導學生

修課情形。 

（卅九）10 月 15 日公告本校 48 週年校慶活動停課事宜。 

（四十）10 月 22 日函送通知 104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出席 48 週年校慶

大會領獎事宜。 

（四十一）10 月 22 日函送人事室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兼任教師授課

時數表，請其依規定核發教師鐘點費。 

（四十二）10 月 29 日函送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開會

通知，時間訂於 12 月 11 日上午 9 時 10 分於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

議室及致理大樓 202 會議室舉行。 

（四十三）10 月 29 日函請本校各系所、單位於 11 月 27 日前將 104 學年

度第 2 學期「開課表」及「請他系開課表」擲送本處辦理開課事

宜。 

（四十四）11 月 03 日公告本學期第 6 周至第 8 周缺課累計已達扣分扣考

學生名單，副本送生活輔導組、軍訓室及有關學系，加強輔導學

生修課情形。 

（四十五）11 月 24 日召開「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

畫」提案事宜第 1 次會議。 

（四十六）11 月 23 日公告本學期第 9 周至第 11 周缺課累計已達扣分扣

考學生名單，副本送生活輔導組、軍訓室及有關學系，加強輔導

學生修課情形。 

（四十七）11 月 24 日函知各任課教師，為提升資訊傳達效率，即日起本

校教師教務資訊平台開放登錄外校生缺曠課功能。 

（四十八）12 月 8 日函送各系所、單位及授課教師請積極安排及鼓勵學

生上網填答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教學評量，期間為 104 年 12

月 21 日至 105 年 1 月 10 日。 

（四十九）12 月 15 日公告本學期第 12 週至 14 週學生缺課累計以達扣分

扣考學生名單，並副知生活輔導組、各有關學系請加強輔導學生。 

（五十）12 月 17 日公告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選課時間及開課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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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12 月 28 日函送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班級授課時間表暨教師預

定授課時間表，請各開課單位轉知任課教師。 

（五十二）104 學年度碩士班核定招生名額 521 人，實際報到人數 471 人

（報到率 90.40%）；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 89 人，實際報到人數 79

人（報到率 88.76%）。 

（五十三）104 學年度入學之研究所境外生： 

1、申請入學之外籍生碩士班 4 名。 

2、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之港澳生及僑生碩士班 4 名、博士班

1 名。  

3、陸生聯招會分發之陸生碩士班 2 名。103 學年外加名額計碩士班

10 名、博士班 1 名。 

（五十四）104 學年第 1 學期國際交換生，研究所碩士班共計 12 人，已

完成報到並製發學生證。 

（五十五）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博士班畢業人數計 40 人、碩士班畢業人

數計 254 人，並將該等研究生論文計 294 冊函送國家圖書館存查。 

（五十六）104 學年第 1 學期碩博士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名單，由學生於

9 月 14 日至 10 月 8 日自行上網至「學生教務資訊平台」填報，各

系所彙整指導教授暨預定論文題目表，送交教務處憑核發論文指

導費。統計彙整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和平校區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

名單，並簽核發論文指導費，共計碩士班 169 篇、博士班 27 篇，

燕巢校區碩士班 94 篇、博士班 5 篇。 

（五十七）104 學年度碩、博士班以同等學力或非本科系領域入學研究生

應補修之基礎學科與學分調查表，已函請各系所於 9 月 30 日前回

報研教組彙辦。 

（五十八）清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尚未繳交學雜費者計有 72 人，

依本校學則第 14 條規定逾期未註冊予以勒令退學，並於 104 年 11

月 12 日正式行文通知學生辦理退學手續，大多因論文無法完成而

不繼續修讀。 

（五十九）105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計有 27 個碩士班、2

個博士班，報名時間自 104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8 日截止，符合

報考資格共計 600 人（104 學年報考人數 593 人，增加 1.18%），實

際錄取 213 人。相關辦理行政作業如下： 

1、105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宣傳海報（含碩博士班甄試及考試）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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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各大專院校及南部七縣市高中、國中、小學共計寄送 356 份，

並發文公告。 

2、各系所審查委員名單已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前密送研教組。 

3、放榜會議於 104 年 12 月 1 日下午 3 時召開，並於 104 年 12 月 4

日張貼榜單，同時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12 月 4 日已將考生成

績單及錄取通知單寄出，請錄取考生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21

日當日親自到校辦理報到。 

4、104 年 12 月 16 日於網頁公告備取生名單，備取截止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缺額併入 105 學年碩、博士班招生考試。 

（六十）105 學年度碩博士班研究生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於 10 月 19 日

召開，議定碩博士班招生簡章及收費方式調整。碩士班報名期間

自 105 年 1 月 11 日至 1 月 21 日，筆試時間訂於 105 年 3 月 13 日；

博士班招生考試報名期間自 105 年 3 月 21 日至 3 月 30 日，筆試時

間訂於 105 年 4 月 24 日。 

（六十一）105 學年度僑生招生作業：辦理「海外聯合招生（含港澳生）

碩、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查及校系簡章分則填報作業」，配合於 8 月

19 日前彙整上網完成。104 年 9 月 30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30610

號函，核定本校僑生招生名額碩士班 58 名、博士班 9 名。 

（六十二）105 學年度陸生申請入學相關作業：104 年 10 月 30 日函送各

系所 105 學年碩、博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學生意願調查表，11 月 9

日召開「105 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研究生系所順位排定會議」，依

會議決議提報申請招生系所順位。 

（六十三）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所課表於 104 年 12 月 28 日函送下學

期研究所班級授課時間表暨教師預定授課時間表。105 年 1 月 15

日公布班級課表，研究生網路選課時間為 1 月 25 日至 28 日，加退

選時間為 3 月 1 日至 3 日。 

（六十四）104 年 10 月 28 日前已完成填報教育部統計處 103 學年度大專

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 

（六十五）104 年 10 月 29 日前已完成填報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全國

大專校院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填報作業。 

（六十六）發行校訊第 242～245 期。 

（六十七）發行校刊第 89 期（事經系主編），校刊第 90 期輪由客家所主

編，編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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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輯印高雄師大學報第 39 期。 

（六十九）本學期學系主管與教授前往高中宣導： 

編號 日期 單位 人員 高中 

1 104 年 11 月 24 日 
體育系 

美術系 

蔡俊賢主任 

陳明輝主任 
台師大僑先部 

2 104 年 12 月 03 日 國文系 林晉士主任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

3 104 年 12 月 08 日 招生與出版組

呂韻秋組長 

戴琦琦同學 

梁真瑜同學 

台師大僑先部 

升學博覽會 

4 104 年 12 月 18 日 光通系 陳弘典主任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5 104 年 12 月 25 日 生科系 陳亞雷主任 國立竹北高中 

6 105 年 01 月 26 日 事經系 譚大純教授 台南市德光高中 

（七十）本校於 7 月 18～19 日前往臺大綜合體育館，參加由旺旺中時集

團主辦的「2015 大學校院博覽會」，主要招生宣導對象為指考生，

吸引不少大台北地區的學生與家長前來參觀。 

（七十一）本校於 8 月 12～19 日由燕巢教務組組長黃英修、招生與出版

組組長呂韻秋，參加由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主辦「2015

年馬來西亞台灣高等教育展」。該教育展分別於吉隆坡「太子世界

貿易中心」、及麻坡「皇城宴賓樓」舉行。此次參展計有國內 91

所公私立大學、技專院校、2 所高職參加，兩地的教育展皆非常熱

絡，包括 61 所華文獨中及 78 所國民型中學等校的學生與家長前來

參觀。此外，亦請當地的在校僑生協助解說，有特教系陳菱蔚、

軟工系陳曉慧、國文系辜瑋詩、事經系戴琦琦、美術系黃盈翠。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有關 105 年度教育部核定本校招生員額共計 841 名，其中繁星推薦

及個人申請各為 127 人及 350 人，分別占本校總招生員額之 15.1%

及 41.6%。然而，個人申請相較繁星推薦更能反映新生之個人興趣

及能力，也就是說個人申請是反應學校品牌價值的重要指標，而

從 104 學年度個人申請新生註冊率呈現衰退的情形來看，新生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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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意願可能有降低，本校品牌認同度恐不如從前，將連帶提高

往後招生的困難程度。 

另依據下表「歷年學業表現排名百分比」可知繁星推薦錄取生與

個人申請入學生在校成績相比較為優異，且繁星推薦註冊率亦呈

現穩定成長趨勢，未來本校提報教育部各學系招生管道比例分

配，似可調高繁星推薦入學比例，以爭取更多優秀學生。 

入學 

學年度 
入學管道 

招生 

名額 

新生註

冊人數
註冊率

歷年 

平均分數 

歷年學業表現

排名百分比 

103 
繁星推薦 100 88 88% 83.60 36.20% 

個人申請 273 205 75.1% 81.59 45.40% 

102 
繁星推薦 84 69 82.1% 83.34 38.70% 

個人申請 194 132 68% 78.84 50.30% 

101 
繁星推薦 83 71 85.5% 82.65 41.40% 

個人申請 168 145 86.3% 79.27 52.60% 

100 
繁星推薦 86 57 66.3% 82.98 42.00% 

個人申請 160 115 71.8% 80.41 51.50% 

（二）招生困難 

造成本校近年來招生困難的主因除少子化造成整體新生人數銳減

之外，約略可歸納出以下幾點原因： 

1、學校定位：本校過去雖貴為南部師範院校之首，但由於少子化

造成中小學對師資需求的大幅減少，再加上過去十年間各大學

廣開教育學程，造成流浪教師問題嚴重，使得師範體系畢業生

從早年的保證就業變成高度失業。 

2、本校位於南台灣競爭相對劣勢：長期以來國家發展重點與資源

分配有重北輕南的現象，同時燕巢校區地處偏遠，生活機能不

便，可能影響學生就學意願。因此，在招生競爭上，較北部大

學的誘因少。 

3、產學合作：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台灣的高等教育正逐漸分化

成研究導向及就業發展等兩大系統，而其中就業發展又更加強

調產學合作之重要性，然而本校由於過去以師資培育為主，因

此相關科系皆以基礎科學居多，能夠進行產學合作之機會相對

較少，加強產學合作，提高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機會，以吸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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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非師培學生就讀。 

4、景氣不佳：景氣不佳也影響考生報名意願。物價上漲、就業市

場不景氣，讀 2 年研究所要花費約 10 幾萬多，沒有獎學金或就

業保證，不少學生觀念改變，決定先當兵或就業，不急著就讀

研究所。 

5、師範體制的包袱：本校研究生來源約 4 成為原大學部就讀學生，

惟師培生於畢業後通常需辦理休學到校實習並考教師甄試、教

師甄選，且新考取正式教師職缺，也礙於全校在職進修人數上

限，無法辦理在職進修。常常學生辦了休學 2 年後即因工作因

素辦理退學。 

6、教育部補助：近年來教育部以專案補助的方式鼓勵各大學發展

自有特色，而許多學生及家長也都習慣將是否取得教育部補助

列為辦學品質的衡量標的。然而本校 104 年並未獲得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專案補助，這可能對招生宣傳產生不利之影響。 

（三）擴大招生政策： 

1、與南部高中結盟：與南部在地的高中結盟，並加強招生宣導，

就近掌握住在地的學生，增加就讀的意願。 

2、鼓勵辦理高中暑期營隊：透過鼓勵各系在暑期辦理具備特色之

營隊，吸引高中學生參加，讓未來的學生早一點了解高師大的

環境、學系特色、及學生的熱情，讓在學學生間接鼓勵學弟妹

來就讀本校。 

3、加強宣傳－人際宣傳：系所教師至大學進行專題演講、到校參

訪時，亦加入招生宣導廣為宣傳。由在校學生及畢業校友，協

助回原畢業母校宣傳招生資訊。 

4、加強宣傳～電子宣導：持續透過網路方式（系網頁、電子郵件、

臉書社群或是 Line）持續與系友保持密切聯繫，鼓勵畢業生返

校進修。 

5、加強實體宣傳：製作招生海報並寄送相關單位（如中南部高中、

國中小）廣為宣傳。對推甄未錄取的同學，也特別寄發考試資

訊和信函，歡迎考生再次報考。 

6、其他宣傳：辦理偏鄉國中小教學研習、相關系科畢業專題發表

會或競賽，提昇知名度。舉辦系所招生說明會、考情說明會，

讓學生了解未來發展及考試準備方向，鼓勵學生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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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增加就讀誘因：優秀新生給予獎學金、助學金等入學獎勵。改

善研究設備、加強研究能力，提升職場競爭力。積極拜訪產業

界人士，增進產學合作機會。 

8、續留大學部人才：提高學生在校學習滿意度，以吸引本系或本

校大學部學生報考本系碩士班。鼓勵大學部學生申請一貫修讀

學、碩士學位，留住優秀學生繼續就讀碩士班。 

9、海外招生：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大專院校至海外招生已成為不

可逆的趨勢，且本校未來的競爭對手將不再僅止於國內之其他

大專院校，亦包含了海外院校，而如何行銷本校、建立國際性

的教學環境以及提供符合國際學生需求的教育資源等都是未來

本校必須著墨的發展策略。 

三、發展方向： 
（一）建立學生學習輔導機制、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就業競爭力。 

（二）訂定學生核心能力指標、畢業門檻之檢核機制。 

（三）建立課程評估、檢討及改善機制，訂定教學、課程評鑑辦法並提

供激勵措施，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四）加強國際化課程及國際交流。 

（五）配合政策開設相關課程、教材及轉變教學型態，課程改革採多元

教學模式與翻轉教學課程分流多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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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104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 時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議。 

（二）104 年 10 月 22 日中午 12 時 10 分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

會。 

（三）104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於 104 年 9 月 7 日舉辦，因活動中心大禮

堂整修，改為兩校區同時辦理，和平校區於師大附中晨曦樓六樓

舉辦，燕巢校區於致理大樓 117 演講廳舉辦。感謝各單位主管及兩

校區師長的協助及參與。 

（四）學生宿舍及賃居服務： 

1、104 年 8 月 12 日由兩校區學生宿舍總宿舍長及副總宿舍長共同

協助完成 104 學年度新生及轉學生之床位核配作業。 

2、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暨轉學生住宿名單已於 8 月 25 日公告，

新生入住日期為 104 年 9 月 6 日（日）上午 8 時 30 分起。 

3、逸清樓東側浴廁整修，於今年暑假施工，目前皆已完工，不影

響學生住宿。 

4、宿舍投幣式自助洗衣機及烘乾機合約即於 104 年 10 月 31 日到

期，新合約訂定需全部使用 2015 年且未使用過之新機種，兩校

區宿舍合計共需 207 台。 

5、自 104 學年度起，兩校區宿舍將全面裝設冷氣，目前新裝冷氣

部分，已全面裝妥，配電部分於 104 年 9 月 9 日再行開標，訂

於 105 年 1 月 3 日啟用。 

6、逸清樓曬衣桿已全面換成不銹鋼材質的曬衣桿。 

7、兩校區同時檢修各棟宿舍硬體設施並請營繕組協助完成修繕工

作。 

8、持續辦理宿舍異動、催收暑宿費用及申請住宿、退宿等相關作

業。 

9、因暑假整修逸清樓東側致寢室門、窗都是灰塵，已請清潔人員

分樓層分批完成清潔打掃工作。 

10、為防治登革熱疫情，除每日注意宿舍區域清潔外，依每週實施

宿舍週邊水溝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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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宿舍環境與公物的使用，需靠全體住校生與學校配合，共同維

護。 

12、104 年 11 月 24 日中午於蘭苑地下室召開和平校區宿舍委員會

議，會中討論住宿生的意見及相關住宿規定之修改並依相關業

管權責賡續辦理。 

13、104 學年度寒假期間學生住宿應注意事項已公告在各棟宿舍及

學校網頁，自本學年度起學生住宿期程分別為第一學期、第二

學期及暑宿。 

14、寒假期間僅受理社團及營隊之短期住宿，及燕巢校區欲另外申

請住宿和平校區的同學，至 105 年 1 月 13 日截止申請，將視

兩校區空床位數量予以核配。 

15、兩校區學生宿舍冷氣寢配電改裝進度：芝心樓近完工，蘭苑近

完工，涵泳樓 12 月中旬完工，逸淸樓 12 月 31 日完工，研究

生宿舍剛開工。燕巢 2 棟已經完工，但需配合和平的軟體測

試，於 1 月 3 日完工同時啓用。 

16、函請各班級導師，軍訓教官及軍訓專員進行 104 學年度第一學

期校外賃居生訪視工作，並於 105 年 1 月 15 日前將訪問表擲

回生活輔導組。 

17、請各班導師或系輔導教官（專員）訪視賃居生時，若發現學生

賃居地址有異動，亦請於訪視表地址欄作修訂。 

（五）品德教育： 

1、本校申請辦理「104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

廣與深耕學校計畫」，經教育部審查通過，核定計畫金額為新臺

幣 11 萬 210 元，部分補助新臺幣 9 萬 9 千 189 元，本校配合款

1 萬 1 千 21 元。感謝成教所何青蓉教授協助指導本計畫。 

2、生輔組獲教育部補助 2 萬元「多元生命教育計畫－尊重生命愛

護地球」方案，已於 104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在燕巢校

區結合服務學習、通識教育課程，舉辦教職員工生植樹活動。

本次活動非常感謝通識中心的支持、總務處事務組的協助及教

職員工生們踴躍報名參加。 

3、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依教育部申請補助計畫案，感謝藝術學院、

理學院及科技學院提供週五院系週會時段辦理演講（分別為 12

月 4 日於藝術學院、12 月 11 日於科技學院及 12 月 25 日於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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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辦理），已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舉辦完畢。下學期請文學院及

教育學院亦能提供辦理講座時段。教職同仁報名參加者，皆可

給予公務人員研習時數。 

4、感謝教育學院教授們對生輔組所辦理的品德教育教師社群學習

的支持與參與，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將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

執行完畢。下學期仍會有五次學習課程，歡迎師長們踴躍參與，

報名網址請參閱張貼於生輔組佈告欄上的海報。亦可給予公務

人員研習時數。 

5、104 年 11 月 25 日於學校首頁公告本校「104 學年度品德教育推

廣與深耕計畫－通往幸福的學習旅程：茂林魯凱護蝶幽谷身心

靈之旅」戶外參訪活動，非常感謝本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報名。 

6、104 年 11 月 10 日於生輔組網頁公告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品德

教育」優良獎學金獲獎名單。 

（六）膳食督導： 

1、104 年 8 月 3 日完成和平及燕窩美食街新契約招商案。 

2、104 年 8 月 27 日完成燕窩歸燕食巢招商議約案。 

3、104 年 9 月 24 日召開燕巢校區餐廳座談會討論餐廳相關事宜。 

4、104 年 9 月 29 日與燕巢餐廳兩廠商召開餐飲改善座談會，匯整

學生問卷內容予餐廳廠商，請其改善，並告知廠商於 104 年 10

月 1 日起依契約規範執行。  

5、兩校區分別於 10 月 8 日及 10 月 14 日與各班一至三年級膳食委

員討論至各餐廳督導事宜並排定輪值表，生輔組承辦人亦同時

執行餐廳督導工作，在雙軌並進下期盼給全校師生有一個高品

質的用餐環境與正常供餐。  

6、配合大專校院衛生保健評鑑，已將懷源廳及校園餐廳全面粉刷

牆面，室內照明改善，整修空氣門及全面換新紗窗。 

7、住宿燕窩學生反映燕窩美食街雞排味問題，已請廠商加強改善

或建議移至歸燕食巢以不影響住宿生的情況繼續為學生們服

務。 

8、104 年 11 月 26 日舉行和平校區學生膳食督導委員會議，大致對

和平校區兩餐廳服務品質都很滿意，唯小部份需改善處，廠商

都願配合。 

9、104 年 12 月 8 日召開燕巢校區學生膳食督導委員會議，並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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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師列席。 

（七）校園安全： 

1、104 學年度學生團險得標廠商是遠雄人壽，每位學生每學期自行

繳費 141 元，政府補助每學期 50 元。 

2、交換生及陸生每月保費 500 元，一次須加保 4 個月，104 學年第

1 學期計從 104 年 9 月 21 日至 105 年 1 月 20 日止。 

3、休學生仍享有加保學生保險權益。休學生需於註册日起二週內

至出納組自行繳費。 

4、校園安全支援協定書苓雅與崗山兩分局均已函覆。 

5、本年度國家防災日演練需配合實施同學遇震災後之生活必需品

領用問題，本年度採靜態方式演練。 

6、暑期營隊活動多數在燕巢校區辦理，很多同學共乘機車均未戴

安全帽及三貼情形。請指導老師多給予關懷提醒。（和平校區科

系於燕巢辦活動亦出現相同情形） 

7、燕巢校區警衛室頻傳學生校內違反機車騎乘事件頻繁，生輔組

除請值勤人員協助加強宣導交通安全教育外，亦請燕巢校區各

單位能勸導違規學生。 

8、各院系教官（專員）利用院系週會加強宣導交通安全教育，亦

請舍務員廣播提醒同學依規定停放車格內或車棚，車管會將不

定期拖吊違停車輛。 

9、生輔組將配合事務組執行宣導「學生議會所提意見─將違停於

歸燕食巢前的機車上大鎖」，請同學或師長委員代表能回班宣

導，發揮公德心。 

10、104 年 10 月 21 至 10 月 23 日燕巢校區有同學因騎車車速過快，

造成自摔或撞倒人的交通事件。 

11、發現學生穿拖鞋於校園各處走動情況嚴重，除勸導外亦請同學

或師長委員代表能回班宣導，加強生活禮儀教育。 

12、入秋之際是蛇出沒覓食季節，請師長至燕巢校區授課進教室前

能注意地面狀況，儘量勿靠近草皮，特別是往燕窩、科技學院

方向的人行步道，以免踩到。 

13、高雄市交通警察大隊來函，依據內政部警政署減化警察協辦業

務政策，協助各級學校校慶安全秩序維護以不協助為原則，學

校應自行聘用保全、義交人員分別負責會場安全及交通秩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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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4、請各系主任召開系務會議時，可請班導師利用班會宣導，若發

生交通意外事故，汽機車強制險、第三責任險是可理賠對方醫

療、傷殘費用，若有加保駕駛人險，則駕駛人受傷亦可申請理

賠，請仔細瞭解個人投保可理賠項目，以保障個人投保權益。

還是請同學注意個人車速控制以維個人與他人生命安全。 

15、再次請各系主任於系務會議時，請導師利用班會宣導，凡棄選

前之選課若不到課仍要請假，一旦被記曠課，操行成績照扣

分，影響甚重。生輔組將另函各系所。 

16、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燕巢校區幹部座談會學生意見各單位執行

情形，已於 104 年 11 月 23 日生輔組網頁公告。104 學年第一

學期和平校區社團與班級幹部座談會議建議事項執行情形，已

於 104 年 11 月 19 日生輔組網頁公告。 

17、兩校區學生交通事故依然存在，特別是燕巢校區，主因還是在

於學生車速過快及對路況不明所致。請導師們利用班會宣導，

請學生注意車速控制。近日旗楠公路施工，請開車自往該校區

上課時注意安全。 

18、機車行駛人行道違規如經舉發，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四十五條第六款規定，處新台幣六百元到一千八百元罰款。請

提醒同學或同仁勿在人行道上騎機車。 

19、近日發現和平住宿生會想於凌晨三～四點外出去西子灣或壽山

等待看日出，基於學生安全考量，宿舍並未放行，家長皆肯定

本校作法。 

20、近期發現本校學生多起失竊案，常發生地點；體育館、活動中

心周邊與社辦、藝術學院琴房及運動場，請大家多加小心留意。 

21、有市民反映本校學生搭公車不懂讓座給老人，請系主任召開系

務會議時，請導師於班會課加強宣導：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請禮

讓老弱婦孺。 

22、防詐騙宣導資料由教育部校安中心提供。 

（八）僑生輔導： 

1、104 學年度新進僑生大學部有 38 位僑生（澳門 16、香港 6、馬

來西亞 12、印尼 3、日本 1），研究所僑生 5 位（澳門 2、馬來

西亞 2、香港 1），香港及澳門大學部新生訂在 8 月 31 日及 9 月



18 

 

1 日抵達高雄，感謝總務處事務組支援派車到機場接機，馬來

西亞及其他地區僑生因來的時間分散，均由僑聯會幹部前往接

回和平校區，並協調總務處事務組派車於 9 月 3 日下午 2 時 20

分將燕巢校區僑生送回燕巢校區宿舍，解決同學帶大批行李及

寢具搭車不便的困擾，特別感謝總務處事務組的全力支援。生

輔組承辦人紹華專員亦協助所有僑生申辦居留證及投保僑保事

宜。 

2、104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邀請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人員到校為僑外生辦理居留證收件，讓本

校新進僑生免掉舟車奔波辛勞。 

3、為讓新進僑生及早認識及適應環境，於 104 年 9 月 25 日（星期

五）17 時整至 18 時 10 分止，假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舉行

「104 年新進僑生輔導講習」，由學務長親自主持。 

4、於 104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18 時 30 分起至 20 時 30 分止，

在蘭苑一樓校園餐廳舉行「104 年僑生慶祝中秋節與師長聯歡餐

會」，恭請校長親自主持、也邀請二位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

學務、總務三長、五位院長、各系所主任蒞臨出席，與僑生歡

度、迎接中秋節的到來。 

5、本學期燕巢校區學生幹部座談會已於 10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

五）中午 12：20 時在致理 108 演講廳舉行，和平校區學生幹部

座談會則於 10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時在學生活

動中心 3 樓演講廳舉行完畢。 

6、104 學年度僑生迎新出遊活動已於 10 月 24～25 日前往南投清境

展開二天一夜－親親大自然之旅，此次僑生參加人數 38 人，報

名踴躍，活動圓滿順利，拉近新舊僑生間的距離。 

7、重申僑、外生（不含陸生）在校內、外工讀需申請工讀證之規

定。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57 條第 1 款規定：「雇

主不得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

同法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第 57 條第 1 款規定者，處新臺

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及本法第 43 條規定：「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

境內工作。」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第 43 條...規定者，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為避免違反規定，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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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聘用僑、外生工讀時，能確實要求同學需向勞動部職訓

局申請工作許可證〈每半年需申請一次〉。 

8、104 學年第一學期優秀僑生研究所獎學金評選作業，經向教育部

申，本校獲分配名額 3 名，並已於 104 年 11 月 05 日上午 9 時

整假行政大樓三樓開標室召開評審會議，王副校長親自主持會

議，評選出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馮可琪同學、謝詩萱同學及工業

設計學系研究所凌佳毅同學獲得獎學金，並將審查結果函文陳

報教育部辦理結報。 

9、104 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經向教育部申請，本校既有

16 位家境清寒僑生獲得，每月可獲得 3000 元補助，為期一年，

對解決清寒僑生安心就學，助益良多。 

10、104 年 11 月 30 日僑生聯誼會響應熱心公益活動，辦理旗津海

灘淨灘活動，當天共有 31 位僑生參加，前往旗津海灘撿拾垃

圾，對公共環境清潔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未來將持續鼓勵發

起此類似活動。 

11、僑委會「104 年度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本校計有視設系張絡

維同學、教育系陳琬珺同學及體育系彭曉東同學獲獎，每人獲

頒獎狀乙紙及獎學金 5,000 元，上述同學均已於僑生冬至湯餃

會中，由學務長頒發獎狀及獎金。 

12、為讓僑生過一個不一樣的冬至節慶，訂於 12 月 11 日（星期五）

下午 6 點至 7 點於逸清樓懷源餐廳舉辦 104 年僑生冬至湯餃

會，讓旅居外地的僑生體會中國人過冬至，吃湯圓、包水餃的

習俗，雖然氣溫下降，但讓僑生感受到高師大大家庭的溫暖。 

13、規劃 105 年春節僑生與師長聯誼餐會，延續往例餐會訂在本學

期 後一週星期五（104 年 1 月 15 日）晚上 6 點 15 分整於河

邊海產餐廳市中店舉行，特別邀請所有師長參加，給僑生更多

關懷與鼓勵。 

（九）導師制業務： 

1、103 學年度優良導師及實施導師制績優系所評選，經 104 年 10

月 22 日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獲獎名單如下： 

（1）實施導師制績效績優系所： 

特優：視覺設計學系、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優等：教育學系、生物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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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英語學系、特殊教育學系 

（2）優良導師： 

教育學院：鄭臻貞助理教授（特殊教育學系） 

朱嘉華教授（體育學系） 

文學院：葉詩綺助理教授（英語學系） 

柯亙重教授（地理學系） 

理學院：林盈甄副教授（數學系） 

陳榮輝教授（化學系） 

科技學院：黃嘉宏副教授（電子工程學系） 

陳立偉助理教授（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藝術學院：郭郁伶副教授（視覺設計學系） 

2、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校導師座談會，和平校區於 104 年 12 月

01 日（週二）12 時 10 分至 13 時 30 分在行政大樓 603 會議室舉

辦，燕巢校區於 104 年 12 月 04 日（週五）12:10～13：30 在致

理大樓 202 會議室舉辦，本學期座談會導師出席相當踴躍，會

中導師對校務行政踴躍發言，亦對學生在學校之學習、生活機

能上代為反映多項建議，供學校相關單位作為改善之參考依

據。另為利導師執行導師業務，由課外組編印導師手冊，提供

各位導師及各系所學務承辦人參考。 

3、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學院及各系「新生週」活動一覽表： 

學院/學系 日期/時間 主題名稱 
主講人/ 

服務單位 
地點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 

104/09/23 

10:10～12:00 

大學生學習與生涯

規劃 

黃秋蓉教師、張

淳棋教師 

桃 園 市 同 德 國

中教師、高雄市

英明國中教師 

教育大樓

三樓 1310

教育專題

研討室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104/11/13 

10:10～12:00 

用語言和世界做朋

友（學習輔導） 

鄭臻貞老師 

高 師 大 特 教 系

教授 

150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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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104/09/18 

10:10～12:00 

體育專業職涯規劃

分享 

詹恩華老師、黃

依婷組員 

高 雄 市 立 海 青

工商、高雄市體

育處 

4220 

階梯教室

文學院 

國文學系 

104/11/06 

10:10～12:00 

罕見疾病讓我遇見

X－MEN 

賴志銘先生 

罕 見 疾 病 基 金

會 

文學院 

小劇場 

文學院 

英語學系 

104/11/13 

10:10～12:00 

生命教育系列 

愛飛翔～生命典範 

孫小玉老師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外文系教授 

3501 教室

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院系週會」活動一覽表： 

學院/學系 日期/時間 主題名稱 
主講人/ 

服務單位 
地點 

教育學院教 

育學系 

104/10/16 

10:10～12:00

被浪費的食物，

被捨棄的人－往

下之網 

朱冠蓁小姐 

人生百味共同

創辦人 

文學院 

小劇場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104/09/18 

10:10～11:00

起步向前走過教

甄教檢之路 

劉學齊先生 

國立彰化特殊

教育學校職業

實習組長 

活動中心 

三樓演講廳

教育學院 

事業經營學系 

104/11/13 

10:00～12:00

生命教育電影欣

賞： 

深夜加油站遇見

蘇格拉底 

林文寶系主任 

綜合大樓 

4 樓 

4408 教室 

文學院 

國文學系 

104/12/11 

10:10～12:00

編劇寫作經驗之

分享 

（職/牙講座） 

張綺恩編劇 
文學院 

小劇場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104/11/13 

10:00～12:00
舞詠曙光 

林京美老師 

國立台北藝術

大學音樂學系

教授 

5123 

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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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104/09/14 

11:00～12:00

藝術人應該要知

道的法律常識 

陳竹上副教授

/ 高 師 大 教 學

發展中心組長 

5317 

（十）學生課外活動及班級輔導： 

1、將學務處、學輔中心、社團、學生會、性平、智慧財產權資訊，

結合行事曆、食住行等生活資訊，編印成校園生活筆記本，發

送予全校大學部、交換生人手一冊，協助提供生活資訊。 

2、104 年 9 月 6 日由課外組燕巢校區工作人員及 3 位學生至左營高

鐵站辦理新生報到專車接送服務，當天上午 10:00（2 部遊覽車）

及下午 3 點 20 分（2 部遊覽車），共 4 班次，提供往返燕巢校區

及左營高鐵站之接送服務。 

3、104 年 9 月 1 日至 3 日三天在澄清湖風景區舉辦「104 學年度學

生自治會社團幹部研習營」，計有 70 名社團幹部、14 名輔導員

及輔導老師、長官，總計參加人數約 90 人。本研習營活動課程

內容分為靜態及動態兩種類型，靜態課程主要訓練新任社團幹

部瞭解學校行政流程及學生事務規範，建立法治觀念，並藉由

課程指導、實務演練加強社團幹部領導才能，亦加強灌輸服務

的真諦，體悟犧牲奉獻的精神。動態課程則由輔導員精心規劃

設計，利用整個澄清湖風景區為場地，進行一系列大地任務及

態度、信任遊戲，期藉由活動過程培養所有社團幹部合作及革

命情誼，為接下來的整個學年社團活動奠定良好基礎。 

4、學生會於 104 年 9 月 21 日及 9 月 23 日晚上分別於和平校區活

動中心一、二樓及燕巢校區飛燕蘭亭前舉辦學生社團聯合迎新

活動（含特色小吃），活動目的是藉由靜態的各社團擺攤解說與

動態的社團表演，對新生展現校內各社團的特色及內容，吸引

學生參與社團並提升社團參與風氣。晚上 6:00 活動正式開始，

靜、動態表演同場較勁，無論是新鮮人或是學長姐走入會場，

猶如走進世界博覽會般熱鬧異常，各社團使出渾身解數安排闖

關活動、互動遊戲、角色扮演等來吸引新生的青睞，會場人聲

鼎沸熱鬧滾滾，尤其是燕巢校區學生，第一次不用舟車勞頓參

與此項活動皆倍感新鮮，給予正向回饋，期待今年活動模式能

一直延續下去。 

5、本校於 11 月 4 日上午 9 時於和平校區運動場舉行慶祝創校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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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校慶大會暨頒獎典禮，全校在「繼往開新，共創新猷」的

主題下展開一系列靜態及動態精彩活動，也有多位校長、校友

及嘉賓蒞臨祝賀。慶祝大會中由校長頒發「教學優良教師」、「學

術研究優良教師」、「優良導師」、「優良職工」、「傑出校友」獎

牌及「財團法人高師文教基金會」感謝狀。接著登場的是本校

校慶傳統特色之創意啦啦隊競賽，各系均發揮創意，卯足全力

表演，全校教職員工生共同歡度了一個快樂的校慶日子 

6、配合本校 48 週年校慶，學生會規劃泡泡足球及由校內學生社團

為單位組成之園遊會同樂。不同於以往校內園遊會皆由校外廠

商負責擺攤，今年學生會特地發揮社團委員會之影響力，號召

各系學會、社團自行設計攤位及準備販賣之物品，從單純之社

團形象宣傳到傳情活動皆一一展現在全校師生面前，溫馨的、

活潑的、熱鬧的攤位都有，更有學生發揮所學專長，親自動手

造窯，製作窯烤 PIZZA 販賣，令人耳目一新。本次活動除了增

加一次籌措社團經費的機會外，也大大展現各社團的創意，近

距離與全校師生及社區居民接觸互動。  

7、本校學生評議會自 104 學年度開始缺位 8 人，經學生會選舉委

員會公告受理報名，系所委員會開會行使同意權後，本學期共

產生 7 名評議委員，名單如下： 

學系 年級 姓名 性別 

電子工程學系 三年級 林俊廷 男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四年級 林維哲 男 

特殊教育學系 三年級 陳佳湄 女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四年級 張翔筑 男 

英語學系 四年級 張斐瑄 女 

生物科技系 四年級 黃億弘 男 

教育學系 四年級 黃寶億 男 

8、為促進學生與學校雙方之有效溝通，學生會於 10 月 12 日於燕

巢校區、10 月 15 日於和平校區辦理幹部座談會，邀請各社團幹

部及系學會會長先行代校內學生提出對學校之建言或反映事

項，由學生會彙整後轉交課外組分會各相關單位回應後公告。 

9、本學期結束後緊接著逢總統大選，學生會為鼓勵、協助學生把

握時間返鄉，特規劃高鐵返鄉專車，由學生先行於網路填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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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登記，學生會協助代為購票，並針對有繳交學生會費之學生，

能以比高鐵更優惠的價格順利買到車票返鄉。 

10、為強化系學會財務管理，於 104 年 10 月 27 日在活動中心 3F

會議室 A，辦理「財務管理課程」，計有 14 個系學會 20 位系

總幹、系總務參加，課程時間自 19:00 至 21:30，參與同學除全

程參加外，並針對各系學會運作困境提出討論、交流，有助於

系學會建立財務管理制度。 

11、為提升社團軟實力及國際觀，特於 104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30

在活動中心 3F 演講廳，由學務長邀請前駐法外交官－呂慶龍

大使蒞臨演講，主題為「我的競爭力及全民外交」，一場內容

風趣、實務、多元的精彩演講，深獲與會師生熱烈迴響。 

12、中國 SOZOTEAM 北京總部辦理「青年論壇」活動，邀請大陸

及台灣地區各大學組隊參加，本次論壇活動分為三輪，第一輪

初賽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大陸泉州辦理，第二輪複

賽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大陸上海辦理，第三輪決賽

於 105 年初在台灣台北辦理。參賽同學所有食宿交通均由主辦

單位免費提供及安排，本校由學生議會、學生會等 5 位同學組

隊參加，並於第一輪初賽獲第二名（第一名為台師大團隊），

將晉級參加上海複賽。 

13、日本知名藝術表演團體－舞太鼓飛鳥組，創立 25 週年世界巡

迴演出，由財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邀請來台表演，並擇定本

校為「行動音樂廳」學校公演，演出時間：104 年 12 月 21 日

下午 3:30～4:30，演出地點：和平校區體育館 2F，獲本校及附

中師生熱烈迴響，索票人數達 1 千多人。 

14、104 年社團評鑑、觀摩及評審會議時間如下，各社團均積極展

現社團活動成果及相資料 

（1）社團評鑑時間： 

和平校區：10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14:30～17:30 

10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08:30～17:30 

燕巢校區：103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09:00～12:30 

（2）社團觀摩時間： 

和平校區：10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09:00～17:00 

燕巢校區：10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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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審會議時間： 

第一次 10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12:10～13:30 

第二次 105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12:10～13:30 

15、為讓燕巢學生能有良好、便利及多元的課外休閒活動空間，課

外組於科技大樓 1 樓廣場裝置不鏽鋼鏡面，便利學生練舞活動

使用；另業已編列卡拉 OK 點唱機之汰換預算，於明年度做更

新；學生琴房之鋼琴調音、籃球機、健身腳踏車維護及歸燕食

巢海報牆油漆維護，希望帶給燕巢學生更多的社團活動便利

性。 

16、為讓燕巢學生能有良好及便利的課外休閒，充實課餘活動，課

外組近期陸續整理飛燕蘭亭卡啦 OK 室之點唱歌曲、學生琴房

之鋼琴調音、及更新歸燕食巢籃球機之籃球。 

17、為鼓勵學生參與課後社團活動，學生可於社課一週前提出免費

乘車票申請，申請張數為每人來回兩張車票。車票限活動當日

使用；已領車票，但未出席社課者，應於社課結束後繳回車票

於課外組。 

104 年學生社團免費乘車票申請如下表（104.1.1～104.11.30） 

申請車票 

使用日期 

申請 

張數 

使用 

張數 

使用 

比例 
備註 

01/06～01/09 276 132 47.83% 

未使用車票由

課外組登記後

送交總務處 

03/01～03/31 1,714 1,260 73.51% 

04/01～04/30 1,490 1,032 69.26% 

05/01～05/31 1,458 968 66.39% 

06/01～06/19 514 318 61.87% 

09/14～09/30 362 320 88.40% 

10/01～10/31 1,971 1,617 82.04% 

11/01～11/30 1,110 928 83.60% 

目前累計 8,895 6,575 73.92%  

18、輔導畢聯會運作： 

（1）105 級大學部學士服採用西式。參加畢典統一穿著西式學

士服出席，並由畢聯會負責租借提供同學使用。 

（2）畢聯會會員大會通過不發行紙本畢業紀念冊。與本校視設

係合作製作畢冊電子書，由同學自行閱覽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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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拍照及會費採包套方式收費。每位同學收費 750 元，提供

內容含括： 

①學士服個人照，藍、白底，兩吋各 16 張，共 32 張照片。 

②學士服戴帽個人照，兩吋 16 張。 

③個人證件照，兩吋 16 張。 

④每班團體照 8x12”2 張。 

⑤每班生活照拍攝（每班 2 節課時間拍照）。 

⑥個人學士服一套（含：袍、披肩、帽）。 

⑦電子書。 

⑧畢聯會會費。 

（4）活動內容： 

①11/4 配合校慶活動舉辦畢業旅展。 

②12/16 業歌手徵選初賽。12/30 畢業歌手徵選決選。 

19、學生課外活動辦理情形（104.8.1～104.11.30）： 

校內活動：183 場次 

校外活動： 59 場次 

合   計： 242 場次 

（十一）學生志工培訓及服務學習： 

1、 本校 104 年暑假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服務，共計有 4 個營隊，

另有特教系、志工團、羅浮群服務隊，總計 7 個營隊，服務時

間、服務學校如下： 

社團 營隊名稱 服務學校 服務時間 志工

宏遠社會服務社 

（一隊） 

Good Morning ～

裝上竹蜻蜓 Fly 

to the sky～Ouch!

哆 啦 A 夢幫 幫

忙！ 

雲林縣立 

東勢國中 

104.07.09～

104.07.12 
34 

宏遠社會服務社 

（二隊） 

ㄤㄤㄤ～打開任

意門開門關門～

咻蹦～我是孩子

王～嗚嗚小叮噹

幫幫忙！ 

雲林縣立 

飛沙國中 

104.07.04～

104.07.0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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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系學會 暑期育樂英語營 
苗栗縣三義鄉 

僑成國小 

104.07.28～

104.07.31 
25 

慈幼服務社 
怪獸電力公司冒

險育樂營 

屏東縣潮州鎮 

潮州國小 

104.07.02～

104.07.05 
47 

志工團 小甲蟲突擊營 

高雄市區弱勢家庭

之學童 

（六龜大津中心）

104.07.07～

104.07.09 
15 

特教系學會 

火車慶嗆遊台灣

－第”武”屆特

殊教育服務隊 

高雄市立仁武 

特殊教育學校 

104.07.02～

104.07.05 
63 

羅浮群、資深團 
「裂縫中的希望

種子」服務隊 

高雄市立 

福康國小 

樂群國小 

104.07.31～

104.08.02 
50 

2、 本校 104 年度學期中參與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

畫，計有 6 隊，執行情形： 

承辦社團 計畫名稱 
服務

人數
合作學校 

合作 

人數 

活動

次數

宏遠社會服務社 小宏帽大戰食人國 40 

高雄市 

苓雅區 

光華國小 

100 8 

教育系學會 

DRINK DRINK 

渴了就去四維 DRINK 

SOMETHING 

12 

高雄市 

苓雅區 

四維國小 

300 8 

國文系學會 
「國」士無雙－帶動

中小學認識國學常識 
18 

高雄市 

苓雅區 

福東國小 

25 8 

英語系學會 
大手攜小手英語教學

活動 
35 

高雄市 

苓雅區 

福東國小 

212 11 

地理學系系學會 
開啟你的任意門：探

索地理未知之謎 
10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國中 

240 8 

桌球社 桌住夢想，球出人生 12 高雄市 5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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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區 

岡山國小 

3、 本校於 104 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7 日辦理「2015 高師大緣緣泰北

～讓愛起飛，讓夢遨翔」國際志工服務，經遴選學生 15 人，由

鄒愛華組長、李澎蓉老師領隊，深入泰北清萊府服務，讓愛傳

出去。本校泰北志工服務隊已連續第八年到泰北地區深耕服

務，並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協助當地社區發展，落實服務學習

精神。。 

4、 103 學年度新生志工訓練受訓人數大一新生 895 人、大二以上

73 人，總計 968 人，完成基礎訓練人數計 800 人、完成特殊訓

練人數計 810 人，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計 789 人，教育訓

練證書及志願服務紀錄冊已全數完成製發，已將證書及紀錄冊

轉交給各班班代遞發給學生。 

5、 為推動社團服務學習，於 104 年 10 月 6 日在活動中心 2F 演講

廳，辦理「社團服務學習實務課程」，計有 27 個社團 45 位同學

參與，課程時間自 19:00 至 21:40，參與同學除全程參加外，並

進行熱烈討論、觀摩，本次寒假偏鄉服務營隊計有 6 隊提案申

請。 

6、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辦理「社會企業體驗學習暨真人圖書館計

畫」，函請各校組隊報名參加，本校由特教系、教育系 5 位同學

報名，由課外組林淑宜輔導老師，帶領參加成功大學真人圖書

館活動暨前往喜憨兒社會服務基金會附設喜憨兒天鵝堡參訪，

續進行小組反思撰寫成果及製作簡報，於 11 月 7 日在政大公企

中心參加青年署「青年服務學習成果競賽及分享」。 

7、 國際傑人會第 23 屆傑青獎選拔，本校由特教系學會代表參加傑

出社團獎，教育系學會系總幹黃寶億同學代表參加傑出領袖

獎，雙雙入圍，於 11 月 14 日參加決審。 

8、 高鐵公司提供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志工服務時數申請高鐵

免費乘車兌換券 6 張、77 折優惠乘車兌換券 150 張，經網路公

告後共計 11 人申請，依家庭收入類別及志願服務時數排序後，

前 6 名錄取者可領取免費乘車兌換券，其餘未錄取者可獲得高

鐵 77 折乘車優惠券一張，餘 145 張 77 折優惠兌換券提供予學

生會結合返鄉專案供學生索取，使本校多數學生能以 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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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返鄉。 

（十二）學生就學獎補助： 

1、 教育部於 104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辦理「104 年度公私立大學

學生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及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等綜合業務研

討會」，課外組由行政助理林佩瑤及陳惠榕小姐代表出席。 

2、104 年第 1 學期學生就學獎補助執行情形如下表（104.8.1～

104.12.21）： 

申請內容 金額 

學業優良獎學金 2,330,169

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312,000

優秀入學奬學金 2,100,071

優秀學生獎學金 150,075

通識教育獎學金 16,000

服務學習獎勵金 21,000

其他獎學金 52,110

學雜費減免 13,507,722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原「共同助學措施」） 1,337,250

軍公教遺族撫卹 153,828

急難學生助學金 150,000

學生生活學習助學金（原「清寒助學金」） 550,500

學生兼職工讀助學金 6,040,886

研究生獎學金 527,500

研究生助學金 5,369,519

保留款（2%） 333,935

2、104 年第 1 學期學生申請各項獎學金資料： 

獎助學金名稱 
獲獎 

總金額 

獲獎

人次

雲林縣中等以上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9,000 3 名 

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育基金會學生獎助學金 100,000 2 名 

屏東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 5,000 2 名 

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大專院校學生獎

學金 
50,000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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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文教基金會優秀清寒學生奬助學金 10,000 2 名 

新竹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8,000 2 名 

財團法人開元宗門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10,000 1 名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清寒學生助學金 30,000 2 名 

高雄市港都扶輪社獎學金 210,000 7 名 

桃園縣政府第一梯次原住民子女清寒、優秀獎

助學金 
8,000 1 名 

財團法人嘉新兆福文化基金會獎學金 40,000 2 名 

吳鴻麟先生紀念獎學金 20,000 1 名 

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15,000 1 名 

財團法人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警察子女獎助學金 10,000 1 名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100,000 20 名

行政院大專校院原住民獎助學金 112,000 6 名 

總計 737,000 57 名

（十三）學生就學貸款： 

1、 104 年 9 月 7 日新生始業輔導，發放就學貸款相關注意事項書面

資料讓新生知悉。 

2、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款項已由高雄銀行完成撥款，目前

已開始進行書籍費及校外住宿費退費。 

3、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高雄銀行已核撥貸款至本校帳戶。

本次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人數大學部 454 人、研究生 108 人，總

計 562 人，金額合計為新台幣 17,962,785 元整。申請就學貸款學

生人數占本校學生比例為 10.47%。 

4、本學期符合就學貸款人數，日間部計 562 人（含半額 7 人、全

額 13 人）統計表如下： 

區分 大學 研究所 總計 

辦理就學貸款人數 454 108 562 

學生總數 3471 1907 5378 

百分比 13.08% 5.6% 10.45% 

（十四）104 年活動中心場地經費收支報告表（104.01.01 至 104.12.31）： 

項目 金額（元） 比例％ 說明 

壹、收入 734,2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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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地費 309,320 42.13%

二、空調燈光費 213,450 29.07%

三、代收燈音工作費 211,500 28.80%

貳、支出 734,270 100% 

一、空調燈光費 213,450 
40.26%

全數繳交學校支

付水電費。 

二、提撥校務基金 82,161 

三、提撥主辦單位 0.00% 

四、代收燈音工作費 179,775 24.48%

1、假日值班工作費 43,860 

2、工讀生費 135,915 

五、場地維護更新 258,884 35.26%

1、維護費及業務費 258,884 

2、設備費 

（十五）衛保組執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經費補助案： 

1、104 年度之計畫補助案「鍾愛一身」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包含性

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體位（含代謝症侯群防治）、菸害

防制（含無菸校園），以及結合紫錐花運動，推行反毒運動之計

畫，成果報告已送部之指定單位。 

2、衛保組申請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學校健康促進

實施計畫」經費補助案。「GO！健康」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包含健康體位（含代謝症侯群防治）、健康飲食、性教育（含愛

滋病防治）、菸害防制及安全急救教育。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新

台幣 156,000 元，補助新台幣 130,000 元，學校自籌款 26,000 元。 

（十六）104 年 9 月 3 日（星期四）召開本校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衛

生委員會會議。會議中臨時提案建議，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

校衛生委員會組織要點第三條，修正後條文：本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校長兼任之。 

（十七）登革熱防疫事項 

1、 104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陳金德副市長暨市府單位至校訪視。 

2、104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苓雅區衛生所至校稽查。 

3、104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教育部專家至校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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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部邀請學者專家於 104 年 9 月 8 日下午兩時至本校進行實

地訪查，以了解南部台南巿、高雄巿、屏東縣三縣巿之各大專

校院對於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工作執行情形。 

5、104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環保署至校稽查。 

6、104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登

革熱防疫會議決議。為落實各單位對登革熱病蚊孳生源之自我

檢查，本校組成巡查小組定期進行校園環境衛生巡查並舉報。

校園環境衛生巡查機制含排班表已公告上網並轉知各單位。 

7、104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苓雅區衛生所至校稽查。 

8、104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管處至校稽查。 

9、教育部於 104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由督學帶隊前往貴校進行

實地訪查，由王政彥副校長主持相關單位共同參與，以了解本

校執行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工作落實情形。 

10、104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苓雅區衛生所進行宿舍、藝術大

樓消毒噴藥。 

11、104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苓雅區衛生所、環保局、苓雅區

公所稽查。 

12、104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在行政大樓三樓開

標室，召開 104 年第二次登革熱防治會議。 

13、教育部為協助本校改善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情形及孳生源清除等

防疫工作，於 104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聘請兩

位專家學者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張念台教授、大仁科技大學吳懷

慧副教授至本校進行實地輔導。 

14、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下載登革熱民眾即時通，已瞭解疫情等相

關資訊，使用者持智慧型手機逕至『play 商店以關鍵字：「登

革熱」搜尋後即可下載安裝，或以掃描 QR code 下載使用』。 

15、各單位、各系所樓層管理人至學校首頁登革熱防疫專區→病媒

蚊自我檢查表→下載【校園檢查】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

查表，檢查表左上方檢查學校欄位請填寫單位（系所）；例如：

檢查學校衛保組，敬請每週檢查、填表，並於每週五繳交至衛

保組。 

16、於兩校區校園張貼海報及 LED 跑馬文字等方式進行宣導。 

17、學校網頁設置「登革熱專區」，將本校相關登革熱資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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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透過學校網頁、電子郵件、健康簡訊電子報不定期宣導 新疫

情及訊息。 

（十八）本校由衛保組營養師承辦，每三個月進行和平及燕巢校區飲水

機採水檢驗。 

1、104 年 9 月 8 日及 9 月 2 日分別進行和平及燕巢校區飲水機採水

檢驗，結果合乎檢驗項目標準。 

2、104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及 12 月 9 日（星期三）分別進行和

平及燕巢校區飲水機採水檢驗。 

（十九）104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教育部函文請督導供售學校食品之

廠商，於 104 年 9 月應全面至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登載當日供餐資

訊，並將「登載詳實供餐資訊」及違約罰則納入學校與食品廠商

簽訂之契約。營養師將與課外活動指導、生活輔導組、總務處等

相關單位持續督導校園廠商每日上網登錄情形，以維師生校園餐

飲之安全。 

（二十）為增進與社區之資源共享及互動，衛保組於 9 月 5 日（星期六）

協助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所辦理「樂齡旋風祖孫鬥

陀螺大賽」之「我家不抽菸不喝酒簽署活動」，推廣健康家庭的概

念。 

（廿一）衛保組為配合教育部校園愛滋病防治工作及菸害防制之認識與

瞭解，於新生始業輔導燕巢校區：104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至 11 時，在燕巢校區致理大樓一樓 117 演講廳辦理；和平校

區：104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至 12 時，在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晨曦樓六樓禮堂辦理。邀請義大醫院家醫科

醫師擔任講師，進行「愛滋及菸害防制宣導」演講。 

（廿二）衛保組為增進本校大學部新生及轉學生急救常識及技能，遇緊

急傷害時可給予正確之急救，特辦理四小時急救訓練。104 學年度

辦理大學部及轉學生「新生急救訓練講習」，燕巢校區各學系於 104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至 12 時，在燕巢校區致理大樓一

樓 117 演講廳辦理；和平校區各學系於 104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

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晨

曦樓六樓禮堂辦理。 

（廿三）104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和平及燕巢校區大學部各學系（含轉

學生及復學生）於 104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至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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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含進修學院學生）於 104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至 12 時，在和平校區體育館 2 樓辦理。委辦特約醫療院所為佑

康診所，健康檢查費用新台幣 430 元整。 

（廿四）本學期提供門診服務，包括家醫科、內科、復健科、精神科及

牙科門診，特約醫療院所看診時間可至衛保組網頁參閱。門診時

間表參閱衛保組網頁。 

（廿五）衛生保健組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學部衛生股長會議暨志工

講習。 

1、 和平校區於 103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12 時在體育館一

樓視聽教室。 

2、燕巢校區大學部於 103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2 時在致

理大樓一樓 112 教室。 

（廿六）公費流感疫苗自 104 年 10 月 1 日起開打，網頁及 LED 跑馬燈校

園宣導。流感疫苗是全球公認 安全有效的流感預防方式，由於

疫苗接種後 2 週才能產生有效保護力，民眾應把握權利及早接種

公費流感疫苗，以及早獲得保護。 

（廿七）104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參加佑康診所體檢者，醫師理學檢查若

有心律不整或心雜音，可於本校免費複檢時間免費加作心電圖乙

次、甲狀腺功能檢查異常者，可免費加做甲狀腺功能 T4 檢查抽血

乙次、血液（除 B 型肝炎抗原及抗體外）及尿液檢驗異常者，可

免費複檢異常項目乙次。 

1、 10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燕巢校區 8 時 10 分至 9 時 30 分。 

2、 104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和平校區 8 時 10 分至 9 時 30 分。 

3、 104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18 時 20 分至 19 時 20 分，進行進

修學院學生複檢。 

（廿八）104 年度大學校院學校衛生輔導訪視工作 

1、 104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9:30～12:10 在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

心（B1）數位教室，辦理本校 104 年衛生輔導自評，由吳連賞

校長主持。 

2、10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召開衛生輔導校內總評會議在文化

創意設計產學中心數位教室進行，由王正彥副校長主持。 

3、104 年度 10 月 30 日（星期五）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

理 104 年度大學校院學校衛生輔導訪視工作，至本校進行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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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晤，由吳連賞校長主持。 

（廿九）104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48 週年校慶大會暨相關慶祝活動及

園遊會，衛生保健組協助醫護救援工作。 

（三十）104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20 分至 12 時，在燕巢校

區致理大樓一樓 117 演講廳，辦理「談代謝症候群與青春痘防治」

講座。邀請義大醫院家庭醫學科洪暐傑醫師蒞校演講，幽默詼諧

的演講方式，讓學生獲益良多。 

（卅一）10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校園結核病接觸者追蹤，由苓雅區

護理師辦理說明會，並於說明會後進行胸部 X 光檢查。於會中進

行接觸者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七分篩檢法，衛保組將配合衛生單

位協助接觸者後續追蹤事宜。 

（卅二）10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12 時 10 分在和平校區行政大樓六

樓第五會議室，召開 104 學年第 1 次校園結核病防治暨緊急應變小

組會議。 

（卅三）校園餐廳衛生由衛保組營養師督導： 

1、 開學前，監督兩校區進行餐廳大掃除之工作，以維護全校師生

餐廳飲食之衛生。 

2、校園餐廳每日供餐後清洗打掃，且每星期截油槽清洗。營養師

督導並陳報相關資料及相片。 

（卅四）學務系統開發及維護： 

1、學校登革熱防疫專區網站建置及維護。 

2、 「學生兼任工讀生資訊平台」建置啟用，並依個單位需求持續

更新及優化。 

3、學生就學貸款系統優化。 

4、學生健康追蹤管理系統更新。 

5、衛保組系統學生休復退學紀錄功能增加學生班級資訊。 

6、請假系統學生已請假的課程日期修正為不可重複勾選。 

7、學生輔導資料建置系統優化及修正系統錯誤。 

8、修正導師設定功能中管理介面事經系碩士班無法顯示班級的問

題。 

9、請假系統新增 48 週年校慶請假功能。 

10、48 週年校慶活動網站建置及維護。 

11、更新 104 學年度新生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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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配合電算中心資料整合政策，將學務處資料庫陸續移轉至電算

中心主機。 

13、協助處理各單位操作學習型學生兼任助理資訊平台時發生的問

題，如為系統錯誤則回報電算中心。 

14、學務系統程式及資料庫備份與維護。 

15、學務處各單位網站備份與維護。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社團（系學會）參與跨校區活動之交通車免費及車位不足問題，

如何因應處理，需相關處室協助評估規劃。 

（二）各系學會、社團辦理舞會等大型聯誼活動，往例均使用活動中心

禮堂，惟現已改建成「多功能演藝廳」，日後無法再辦理舞會等室

內大空間活動，造成學生活動場地受限。 

三、發展方向： 
（一）落實學生定向輔導機制，提升學生社會競爭力。 

（二）提升導師輔導知能，發揮導師制功能。 

（三）強化學生國際文化交流，擴增學生國際視野。 

（四）賡續推動學生品德教育，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五）持續改善學生住宿環境與生活休閒設施。 

（六）持續改善校園膳食品質與優質服務。 

（七）持續改善兩校區交通輸送與安全維護。 

（八）加強輔導學生自治會運作與社團經營。 

（九）持續推動志工研習與訓練，提升學生服務學習品質。 

（十）持續建置校園安全衛生環境，促進師生個人健康。 

（十一）持續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加強敦親睦鄰合作。 

（十二）持續推動行政業務管理電腦化，加強資料庫整合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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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本校公文線上簽核暨檔案管理系統上線實施以來，徹底改變以往

紙本簽核作業方式，確實提升行政效能及達成節能減紙目標，使

本校公文電子化邁向新的里程。101 年底及 102 年全年，本校公文

線上簽核節省紙張即達 16 萬餘張，換算後減少樹木砍伐量（保育

樹木數量）約 19.3 棵樹木，減碳量約 231.6 公斤；103 年度節省紙

張達 178,908 張，減少樹木砍伐量約 21.46 棵樹木，減碳量約 257.63

公斤；104 年度節省紙張 195,864 張，減少樹木砍伐量約 23.5 棵樹

木，減碳量約 282.06 公斤；其他效益則為減少碳粉使用量，節省

大量公帑，相對也減少印表機器耗損，延長使用年限。公文傳遞

方面則減少公文遺失率，有效提升公文流程管控效率。 

（二）本校公文線上簽核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止，經統計此段期

間收發文相關資訊如下：  

1、收文：總計 4365 件（電子來文 3798 件、紙本來文 567 件），其

中 4297 件以線上簽核、68 件以紙本簽核方式辦理，線上簽核率

為 98.4％（103 年為 97.4 ％）。 

2、發文：總計 2033 件，其中線上簽核 1639 件、紙本簽核 394 件，

線上簽核率為 80.6％（103 年為 82.4％）。 

3、創簽：共 1275 件簽，其中線上簽核 1109 件，紙本簽核 166 件，

線上簽核率為 87.0％（103 年為 86.4％）。。 

（三）為配合本校各單位業務進行，文書組承辦郵件寄發，今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止，本校郵資支出計 88,472 元；較 103 年度同期郵

資支出減少 7,622 元，這都是文書組負責郵資處理同仁控管得宜的

成果。 

（四）為使本校公文線上系統功能更臻完善、操作方式及介面更明確，

減少同仁因操作錯誤而導致之時效延誤，本處文書組於今（104）

年 10 月中旬進行公文系統意見調查，彙整同仁意見，並於 12 月

10 日與廠商進行協調改善。 

（五）為提升行政效率，本處文書組自 103 年 10 月起實施凡承辦天數逾

期 7 日以上即進行稽催作業。今年 8 月公文承辦天數平均為 1.9 日，

計有 2 個單位兩件公文逾期；9 月公文承辦天數平均為 1.88 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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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 個單位五件公文逾期；10 月公文承辦天數平均為 2.13 日，計

有 3 個單位四件公文逾期；11 月公文承辦天數平均為 1.91 日，計

有 4 個單位五件公文逾期。依文書組統計分析，承辦人未能掌握

公文流程為逾期主要原因，而會辦單位未能即時會簽為逾期次

因；承辦人如能隨時上線追蹤，電話提醒主管或會辦單位，將可

保持流程順暢，逾期案件也不可能發生。文書組在此籲請各單位，

為提升行政效率，承辦人及主管應對其本人及屬下所經手案件隨

時進行檢視掌握流程。 

（六）本處文書組自 104 年 9 月起，於該組網頁開設「影藏歲月」專欄，

將本校歷史做趣味性介紹，以建築物或人物之老照片，另搭配文

字來解說，使觀看者對本校過往滄桑歷史與前人之無私奉獻，能

有更深入之瞭解。並奉校長指示，於本校首頁加設「影藏歲月」

專欄及設置 facebook，以提供多樣管道便於讀者點選閱覽。該專欄

係於每週四刊出，目前已出刊至第 16 次，點閱人數已逾千人次。 

（七）為配合教育部更新公文電子交換系統，本處文書組指派同仁參加

教育訓練，期能瞭解新公文電子交換系統架構及交換流程之操

作。並由電算中心協助安裝所需軟體及環境設定，建立連結公文

管理系統新路徑，且與公文管理系統廠商進行初測。由於事先規

劃周詳，承辦同仁多方蒐集他校使用缺失，以避免本校陷入困境。

經連串修正測試後，新系統大致上使用順暢，發文速度較以往快

速，效率上大為提升。 

（八）本校 104 年 6 月 29 日（週一）新購置共同契約三菱 3000cc 中型巴

士一台，經王代理惠亮校長主持開車儀式後，隨即加入學校兩校

區交通，該車引擎數較低相對較省油符合政府四省規範。 

（九）本校 2007 年購置 TOYOTA（牌照號碼：608－WB）21 人座中型巴

士乙輛由｢台灣福祉科技有限公司｣改裝（費用 375,000 元）為身心

障礙配備輪椅升降區車輛，並業於 104 年 9 月 23 日下午完成交車。 

（十）省油節省達 14％本年度需達成。今年度因逢外籍生、陸生報到接

駁、校長遴選及相關作業，致使油料有所增加，預計僅能完成達

成率邊緣，本學年度起訂定相關節油措施，修正於本校｢公務車輛

調派使用及管理要點｣。 

（十一）燕巢校區建置機車專用道以限制行進校區區域，以區隔目前校

區亂停妨礙交通無法有效制止現象。104 學年度先行以下列方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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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 

由於燕巢校區機車違停情形嚴重，違規停放有妨礙交通 104 學年度

起，仍維持強力執行逕予拖吊處理（每週執行 1 至 3 次拖吊），並

將違停機車牌照號碼公告於本校總務處駐衛警隊網頁週知。科技大

樓與燕窩宿舍後側、致理大樓地下停車場等，違停情形嚴重，將列

入重點加強逕予拖吊處理，以維該處之車道淨空與公眾安全並加強

新生始業輔導對新生之宣導與說明。 

（十二）本校蘇迪勒颱風災損及斷樹枝幹、落葉滿校園，和平校園樹木

全倒約 6 棵、樹木半倒約 9 棵、校長職務宿舍全倒 1 棵、學人宿舍

全倒 1 棵、同慶路樹木全倒約 1 棵、凱旋路樹木全倒約 2 棵、燕巢

校園樹木全倒約 240 棵、樹木半倒約 60 棵、燕巢資源回收場壓克

力窗戶遭大風摧毀損壞，經兩校區外勤及燕巢委外聘僱人員，配

合委外｢中南園藝｣吊車及抓勾車作業清理，並業已於 104 年 8 月

28 日清理已完成回復景觀。 

（十三）本校技工友同仁全體出席 104 年 9 月 10 日（週四）下午 3 時正，

於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疫情防制宣導說明

會，會中由高雄市苓雅區衛生所翁秀琴所長以｢孳生源預防及環境

檢查與整理｣專題演講，校長、總務長均與會與同仁會談。 

（十四）104 年 9 月 21 日上午 8 時 30 分，校長於行政大樓主持本校技工

友同仁｢登革熱防治環境孳生源巡檢小組｣工作前講話，與感謝同

仁投入此一防疫工作，本校並以疾管署「校園登革熱病媒蚊孳生

源自我檢查表」，以及本處自訂｢登革熱防治環境孳生源熱點檢查

表｣於每週一、四進行校園環境巡檢與紀錄工作。 

（十五）104 年 10 月 2 日（週五）下午 1 時校長、總務長出席｢高雄市政

府交通局｣新闢 E09－鳳山→燕巢及 E10－小港→燕巢兩條城市快

線加入學園區公車營運服務，｢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假｢樹德科技大

學｣舉行通車典禮儀式，目前該兩線公車每日 4～8 班次，並業已另

行公告於學校首頁路線時刻表。另為服務師生往返義大醫院、紅

線衛武營站及橘線草衙站，自 104 年 9 月 1 日起提供免費 1 個月搭

乘，一併宣導鼓勵師生踴躍搭乘。 

（十六）本處業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週一）進行績優工友評選會議，評

定陳妙碧小姐、黃進成先生等 2 名，提報本校 48 周年校慶績優工

友表揚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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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處編輯本校｢採購注意事項一覽表｣，並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週

一）提供本處與主計室聯合業務宣導說明會作逐項說明，並供與

會同仁參考依循。 

（十八）本校委外之資訊維護、兩校區室內、外清潔、兩校區垃圾委外

清運、兩校區交通運輸、兩名大客車委外駕駛、租用宏碁電腦公

司與｢一卡通公司｣自動扣款作業系統、兩校區保全共約下單、學

生宿舍保全（舍務員）、學生宿舍清掃，均於 104 年 12 月 9 日已陸

續完成採購發包或議約及共約下單程序。 

（十九）104 年 11 月 17 日完成歸燕食巢前方增設黃色網線格，已提醒機

車切勿停放，以淨空餐廳前出入口。 

（二十）本處防疫工作巡檢小組，持續依工作區域人員分配表定期輪檢，

並於每週一、四由本處各組組長排定輪值表，進行校園環境複檢

工作，並加強溝渠巡檢孑孓及水溝蓋板紗網破損更換。104 年 12

月 02 日溝渠孑孓先行灌注｢利住旺｣10％殺蟲乳劑撲殺孑孓，並訂

定｢校園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改善措施｣，以改善目前之防疫死角。 

（廿一）104 年 11 月 25 日（週三）召開本校外勤班、辦公室技工友 105

年度工作配置座談會，本會議由總務長主持。 

（廿二）104 年 11 月 27 日以校函公告修正本校｢車輛行駛暨停放校區管

理辦法｣，予全校各單位週知。 

（廿三）104 年 11 月 27 日以校函公告本校訂定｢校園監視錄影系統管理

及影像調閱辦法｣，予全校各單位週知。 

（廿四）依教育部 104 年 12 月 7 日登革熱防治實地輔導委員建議事項，

有關本處處理情形如下： 

1、將所有水管導入溝渠之內，將投長效性｢駐樂寶生長調節劑｣，

列入長期性之防疫措施。 

2、另列入本校防疫計畫，將併入本校每年學生服務學習課程規劃，

加強學生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工作。 

3、成立稽核小組查核非自己管轄區，並由學生與學校多方複查。

另列入本校防疫計畫，本校已建置各單位填報樓層管理人，及

登革熱防治環境孳生源熱點巡檢小組。將另行組成學生巡檢小

組，並規劃教學與生活區巡檢區域位置。 

4、校內仍有部分植盆底盤未移除：列入本校各單位填報樓層管理

人全面檢查項目，及登革熱防治環境孳生源熱點檢查表，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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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週兩次重點清查、清除項目。 

5、車棚及溫室屋頂雨遮之排水管有淤塞情形：列為本校外勤班技

工友，每週檢視與清掃項目。 

6、水溝陰井舖紗網但管路非密閉：水溝陰井舖紗網但管路非密閉，

將所有水管導入溝渠之內。已列入本校外勤班技工友，每週兩

次檢視項目。 

7、紗網上落葉多易形成孳生源：紗網落葉列入外掃清潔每日清理

項目。 

8、校舍窗戶下有小陽台，排水不良易積水，應定期檢查：全面檢

修與改良類似之情形，並列入下雨後重點檢視項目。 

9、校區大樹與植物易形成為天然容器：全面檢視樹洞之類似之情

形，並列入每週兩次及下雨後重點檢視項目。 

10、頂棚排水溝阻塞為孳生源，花圃、研究大樓雨棚等處，建議每

週或者下雨後查看是否積水：本校外勤班技工友每週兩次，及

於下雨後經常檢視與清掃項目。 

11、各建築物頂樓（包括禮堂、宿舍、研究大樓等），注意漏水孔、

積水地面及植栽底盤：列入本校各單位填報樓層管理人全面檢

查項目，及登革熱防治環境孳生源熱點檢查表，並列為每週重

點清查、清理項目。 

（廿五）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自 104 年 12 月 10 日起預定至 12 月 31

日止，進行凱旋路人行步道地磚重新鋪設施工，本處已配合於學

校首頁網頁公告宣導。本案由本校配合同慶里里長及立法委員趙

天麟服務處共同協商辦理完成施工之進行，及本校藝術學院校友

協調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經費調度，提前於今年完成施工。 

（廿六）104 年 12 月 8 日本校由本處唐硯漁總務長會同高雄市政府交通

局李啟清科長會勘，討論事項和平一路高師大校門口路口北側中

央分隔島退縮，增設斜坡道、行人穿越道線與號誌，校門口劃設

機車停等區事宜，協同會勘單位為立法委員趙天麟服務處、高雄

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高雄市苓雅區公

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辦公處、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辦公處、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廿七）財產管理 

1、104 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完成「104 年度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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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盤作業，完成盤點送回本處保管組達成率為 92.13%，並於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進行複盤作業。 

2、104 年 6 月 10 日、7 月 3 日、7 月 21 日、7 月 29 日及 8 月 25 日

各辦理一批廢品變賣，變賣收入 39,731 元，全數繳交校庫，增

加本校收入。 

3、104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4 日進行財產的複盤作業，共計 19 個

單位。本次複盤基準日為 104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以後購置

之財產不列入複盤範圍）。 

4、104 年 8 月 31 日及 9 月 3 日各辦理一批廢品變賣，變賣收入 12,475

元，全數繳交校庫，增加本校收入。 

5、教育部於 104 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至本校訪查預算執行情形，及

接受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之經費運用情形，本處保管組會同

進行財產抽盤結果，通識教育中心無法提交 2 台筆電複盤，簽

請說明原因並請主計室回報教育部處理情形。 

6、104 年 10 月 1 日、10 月 15 日及 10 月 23 日各辦理一批廢品變賣，

變賣收入 612,810 元，全數繳交校庫，增加本校收入。 

7、教育部於 104 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至本校訪查預算執行情形，及

接受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之經費運用情形，本處保管組會同

進行財產抽盤。抽盤本校 9 個單位，其中 2 個單位財產未盤點

完成。盤點未完全的單位，其中英語系於 9 月 14 日及通識中心

於 10 月 15 日將物品交至保管組複盤完成。 

8、本校公務用二手影印機兩年租賃約期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屆滿，

經 104 年 6 月廠商滿意度調查結果整體滿意度為 46.83%（未達

50%），故擬重新招商，已於 11 月初完成招商，後續將公告目前

影印卡使用配套措施。 

9、104 年 11 月 20 日辦理一批廢品變賣，變賣收入 46,800 元，全數

繳交校庫，增加本校收入。 

10、本校公務用影印機自 105 年度起換新廠商提供服務，請持有舊

影印卡之個人或單位，於 105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起統一辦

理舊卡儲值點數轉換作業。並請各單位 11 月底前填製公務用

影印卡（I－PASS）統計表交由本處保管組彙整後統一辦理採

購事宜。 

11、104 年 11 月 24 日艾富公司派員討論 105 年度財產管理系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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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內容與新增功能。 

（廿八）宿舍管理 

1、104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實施 8 月份眷屬宿舍、單多房間職

務宿舍及學人宿舍每月定期巡檢。 

2、學人宿舍區於 7 月 9 日進行除草及整理，以維護環境整潔。 

3、諮復所夏○中老師於 104 年 6 月 16 日繳回單房間職務宿舍 105

室。 

4、客文所徐○村老師於 104 年 7 月 30 日繳回單房間職務宿舍 112

室。 

5、美國查理斯頓學院劉○誠老師於 104 年 6 月 30 日繳回和平一路

110 巷 3 號之多房間宿舍。 

6、四維二路 74 號眷舍原配借戶郭○昌老師於 104 年 5 月 14 日去

世，其家屬已完成宿舍歸還手續。本戶經簽准保留作活化規劃，

以增加學校收益及形成校園對外文創聚落。 

7、104 年 8 月 25 日本學期第一次宿舍管理委員會議決議：（1）新

疆師範大學蘇○及王○苗二位講師，獲配借國外學者專用之多

房間宿舍（和平一路 110 巷 3 號）。（2）以積分排序：王○巒技

士、林○森老師、吳○瑤老師獲配借「多房間職務宿舍」；賴○

豪老師、陳○慧老師、王○老師、蔡○樺老師獲配借「單房間

職務宿舍」。 

8、104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實施 9 月份眷屬宿舍、單多房間職

務宿舍及學人宿舍每月定期巡檢。 

9、學人宿舍區於 8 月 20～21 日進行除草及整理，以維護環境整潔。 

10、104 年 8 月 25 日召開宿舍管理委員會，獲配借職務宿舍之借用

人已依規定簽訂宿舍借用契約，並完成法院公證。 

11、國寶趙○鶴老師 105 歲高齡赴新竹清華大學進修博士學位先修

班，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好榜樣，清華大學提供吃、住、

學費全免之特別禮遇。 

12、經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同意福建

師範大學劉○岩副教授借用單身職務宿舍 218 室（借用期間：

104 年 10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12 日），已依規定與本校簽訂

宿舍借用契約，正辦理法院公證中。 

13、104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實施 10 月份首長宿舍、學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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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眷屬宿舍及單、多房間職務宿舍每月定期查訪。 

14、學人宿舍區於 11 月 5～6 日進行除草及整理，以維護環境整潔。 

15、經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同意新疆

師範大學蘇○、王○苗二位講師借用和平一路 110 巷 3 號（借

用期間：104 年 11 月 3 日至 105 年 1 月 31 日），已依規定與本

校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法院公證。 

16、10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實施 11 月份首長宿舍、學人宿舍

區、眷屬宿舍及單、多房間職務宿舍每月定期查訪。 

17、學人宿舍區進行除草及整理，以維護環境整潔。 

18、和平一路 110 巷 5－3 號眷舍原配借戶吳○春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30 日完成眷舍歸還手續。 

19、10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實施眷屬宿舍及職務宿舍居住事

實訪查。訪查結果：職務宿舍共有 19 戶配住，有 6 位老師在

宿舍接受訪查；眷屬宿舍共有 26 戶配住，有 20 位退休人員在

家接受訪查。保管組業於 104 年 11 月 16 日寄送訪查未遇通知

單予各訪視未遇之配借戶，由其自行填報居住現況並予簽章後

回覆本校。 

（廿九）場地委託經營 

1、104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2 日進行「104 年度兩校區委外廠商滿意

度網路問卷調查」，供全校教職員生填答，作為對廠商建議與改

進之參考。 

2、104 年 9 月 22 日公告蘭苑 1 樓原文創館公開標租案，有意者歡

迎投標。 

3、104 年 10 月 19～20 日與 12 月 7～8 日於燕巢校區舉辦「來去

GO STARS（高師大）踅夜市！」活動，師生反應熱烈。 

4、本校為活化凱旋二路 77 巷與 81 巷等 16 戶拆除建物之閒置空間，

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7 時假行政大樓 3 樓開標

室，邀請鄰近里民舉辦「和平校區凱旋路閒置空間說明會」，會

議紀錄陳請校長核示辦理。 

（三十）校園空間管理與活化 

1、本校校園空間管理系統新增各建物大樓平面圖查詢與各類別小

計功能，擬於 104 年 11 月起與教務處系統結合，另新增教室使

用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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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促進敦親睦鄰並創造盈收，積極活化黃興路停車場、凱旋路

空地、四維二路眷屬宿舍等閒置空間。 

3、校園空間管理系統已完成軟體修改，新增各建築物各樓層平面

圖、各類篩選系統，以及各類統計表。 

4、104 年 10 月 1 日函請各單位填報並校對「空間使用面積調查表」

與「空間平面圖」。 

5、104 年 11 月 1 日本校蘭苑一樓「文創館」與陳○茹小姐新簽訂

出租場地契約書，並函送稅捐機關核登稅務資料。本空間將以

木工、皮件手作體驗及有趣的復古雜貨，提供校園內不同風貌

的手作空間。 

（卅一）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配合學校辦理各項收入與支付業務。 

（卅二）依據所得稅法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扣繳所得稅賦，並逐筆登錄、

彙整、申報扣繳所得稅資料。（包含學生學雜費、學分費亦必須上

傳到國稅局，供個人申報所得稅用） 

（卅三）配合二代健保自 102 年 1 月 1 日實施，建立基本資料檔，管控獎

金超過投保金額四倍之扣繳業務，並配合主計室傳票明細辦理個

人自付額扣繳資料建檔彙整，按月提供資料檔交付人事室申請繳

交經費，並負責將個人扣繳明細檔傳送健保局。 

（卅四）辦理 10４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暑假住宿費、

教育學程及實習學分費等學雜費收據開立、發送及核銷報繳納庫

業務。 

（卅五）透過 ATM 轉帳收費辦理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報名費、碩士班及

博士班班招生入學考試報名費、運動績優單招報名費、學士班轉

學生招生報名費及特教中心出售特教叢書等報繳納庫業務。 

（卅六）依規定收繳款項時需開立收據，翌日繳納本校代理公庫台灣銀

行高雄分行，同時通報主計室入帳。 

（卅七）配合政府集中採購制度，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電子支付業務。 

（卅八）為提高本校行政效能，服務全校師生職員工、學生、校外人士

及廠商，有關出納組之支付款項明細，均可至本校出納組網頁之

「廠商查詢收入／個人查詢所得系統」，查詢『當年度』經由出納

組支付之「所有所得款項支付明細內容」完整記錄。本處出納組

自 105 年度起薪資作業系統由 foxpro 更新為 SQLserver 版，新版的

所得查詢系統，除了可以查詢經由「學校出納組支付給您所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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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外，將增加「年度計稅所得」查詢功能。 

（卅九）為提升行政效能服務，出納組自 101 年 5 月 1 日起「個人所得明

細」除可上網查詢外，於每次給付時亦提供 e－mail 入帳通知服務。

e－mail 通知服務僅適用在本校有員工編號之同仁，無員工編號之

受款人如需此項服務，歡迎電洽本處出納組辦理。 

（四十）本校代理公庫台灣銀行學雜費繳費系統，可至超商、全省各地

郵局及台灣銀行各地分行臨檯繳費、ATM 轉帳、或線上信用卡等

等，繳費多元簡便、迅速、方便及效率高。 

（四十一）按月製發全校同仁各項薪資所得、鐘點費給付、學生獎助學

金、工讀金、人事費、採購等等全校支付費用。 

（四十二）盱衡財務狀況簽辦長短期限不一的定期存款，以期增加學校

利息收入。 

（四十三）辦理完成和平校區教育及特教大樓設置電梯工程。 

（四十四）辦理完成和平校區圖書館 4、5 樓空調送風機更新工程。 

（四十五）辦理完成和平及燕巢校區學生宿舍增設冷氣電源工程。 

（四十六）辦理完成和平及燕巢校區學生宿舍增設分離式冷氣機工程。 

（四十七）辦理完成和平校區文學院國際化學生自學角落裝修工程。 

（四十八）辦理完成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5 樓中央空調主機更新工程。 

（四十九）辦理完成和平校區學生宿舍逸清樓東側浴廁整修工程。 

（五十）辦理完成燕巢校區圖資大樓屋頂隔熱改善工程。 

（五十一）辦理完成和平及燕巢校區行政及教學單位分離式冷氣機更新

工程。 

（五十二）辦理完成燕巢校區籃球場遮雨棚防鴿網工程。 

（五十三）辦理完成燕巢校區圖資大樓無障礙坡道設置工程。 

（五十四）辦理完成燕巢校區化學系實驗室抽氣管更新工程。 

（五十五）辦理完成和平校區藝術中心天花板改善工程。 

（五十六）辦理完成和平校區藝術中心空調更新工程。 

（五十七）辦理燕巢校區圖資大樓屋頂整修工程公告招標。 

（五十八）辦理和平校區凱旋路 81 巷 18,20 號 4 樓及屋頂整修工程公告

招標。 

（五十九）辦理和平校區特教大樓無障礙坡道新建工程公告招標及施工

督導。 

（六十）辦理和平校區活動中心二樓禮堂改建演藝廳工程，公告招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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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督導。 

（六十一）辦理和平校區舊有校舍改建規劃案（含研究大樓改建工程），

公告徵選規劃設計建築師，已完成構想書並獲得教育報審查通

過，報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 

（六十二）一般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為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之勞工安全衛生知能及預防災變能力，已於

104 年 3 月 4 日在和平校區－文學大樓小型劇場辦理完成，此次邀

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洪悅鏜科長擔任講師，教職員工

實到 112 人。 

（六十三）游離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本教育訓練為每年 3 小時，教育訓練延請高雄醫學大學張寶樹教授

擔任課程講座，已於 104 年 3 月 16 日在燕巢校區致理大樓 108 教

室辦理完成。教職員工實到 6 人，學生實到 34 人，全部到訓人數

40 人。 

（六十四）新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為提升新生對於實驗場所職業災害之認識，並取得基本的安全衛生

知能，以減少或避免意外災害發生。於 104 年 9 月 11 日在燕巢校

區辦理 2 場次（大學部、研究所）各 3 小時的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本次大學部場次延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陳怡佑檢查員

擔任講座，應到學生 351 人，實到 318 人。理學院學生出席率

92.63%，科技學院學生出席率 89.38%，藝術學院學生出席率 91.1%。

研究所場次則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謝連德教授擔任講座，學生

150 人，實到 43 人（需進入實驗場所之研究生方需受訓）。對於當

天參訓學生已由本處環安組發給研習證明。 

凡須進入實驗（實習）場所之新生，均應接受本訓練；本處環安組

已於 104 年 9 月 22 日和 23 日利用 2 天中午時間，舉辦 1 場視聽教

學（觀看教學影片）做為補救訓練，當天未參訓者接受本次補訓，

此次為本學期 後一次補訓。 

（六十五）生物安全教育訓練 

本校 104 年生物安全教育訓練於 104 年 11 月 3 日和 11 月 11 日利用

2 天中午時間，在燕巢校區 108 視聽教室辦理。本次訓練邀請生科

系陳主任亞雷擔任課程講座，從事生物性實驗之學生，均需參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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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教育訓練。 

（六十六）實驗室安全衛生查核與輔導 

為落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環安組自 104 年 8 月下旬起派員至

全校 62 間實驗場所實地查核，並針對查核情形給予輔導與追蹤。

查核表內容分：一般性、化學性、生物性、機械性、輻射性等 5 大

類，共 91 項。本案查核與輔導工作直到 104 年 12 月底方才能全部

完成。 

（六十七）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配合吳校長接任，本處環安組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辦理負責人變更

申請。本次變更之主要內容為：事業負責人資料。 

本申請案於 104 年 10 月 1 日獲高雄市環境保護局核定（高市環局

廢管字第 10439893200 號函）。  

（六十八）實驗室廢棄物清除處理 

1、104 年實驗場所產出之事業廢棄物，已依環保法規委外辦理清

除、處理工作。今年事業廢棄物之清除工作委由南科環境技術

股份有限公司（評選合格清除業者）辦理，處理工作委由成功

大學環境資源中心（教育單位廢棄物共同處理機構）辦理。本

處環安組將視實驗場所實際排出之廢棄物量與暫存場負荷情

形，分批清除處理廢棄物。 

2、今年共清除 2 批（6 月 12 日、9 月 2 日）廢棄物至成大環資中

心處理，累計清除廢棄物 4,135 公斤（固態 1,400 公斤、液態 2,735

公斤）；第一批實驗場所廢棄物清除於 104 年 06 月 12 日，固、

液態共清除 2.65 公噸，第二批實驗場所廢棄物清除於 104 年 09

月 02 日，固、液態共清除 1.485 公噸。 

（六十九）化學品管理： 

1、環保署列管毒化物：104 年 5 月份完成修正核可濃度申請案，104

年 10 月份完成負責人變更申請案。目前本校合法運作列管毒化

物部分（含第 1～第 4 類）合計 63 張共 76 種。已依學術機構毒

管法規定，於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中，完成 104 年第 1

至第 3 季申報相關運作紀錄。 

2、勞動部化學品管理：已依期限內完成勞動部指定優先管理化學

品報部資料。 

（七十）節約能源與四省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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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於 104 年 1 月及 6 月召開節約能源執行小組會議，並完成未

來相關四省專案的行動策略研議。 

2、協請各相關單位共同落實推動各項節能措施與改善建議評估。 

（七十一）菸害防制： 

修正本校菸害管理辦法，並業經本校環境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104 年第

3 次會議審議通過、103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簽奉校長

核定實施。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本校公文線上簽核 101 年 11 月 19 日上線實施以來，至今已三年，

同仁反應良好，線上簽核傳送較以往紙本簽核傳送更為便利安

全。唯紙本公文仍需依賴基層工作同仁遞送，為確實掌握傳送流

程與速度，本校公文線上簽核配有線上流程管制措施，希望各單

位同仁，對公文流程能多費心掌握，隨時追蹤以提升行政效能。 

（二）燕巢校區機車違停情形嚴重，違規停放有妨礙交通則逕予拖吊處

理，並於學校首頁及各宿舍經常性公告呼籲與提醒同學遵守，駐

衛警及保全人員值勤違規取締停放開單，亦要求依此規範執行開

違規告發單，並將違停機車牌照號碼公告於本校總務處駐衛警隊

網頁週知。目前科技大樓與燕窩宿舍後側違停嚴重，均有上開之

違停事實，學校將列入重點加強逕予拖吊處理，以維該處之車道

淨空與公眾安全，燕巢校區將規畫與設置機單車專用道。 

（三）基層工友已遇缺不補，致而工友年齡大都邁入 50 歲以上年齡層，

尤其是外勤班工友，需支應兩校區外部空間維護與相關事務支

援，且體力逐漸不勝負荷搬運笨重東西，目前各單位要求支援人

力案頻繁，建請各單位儘量委外或提倡自我服務與學生工讀方式

因應，預計本校外勤工有人力兩年內陸續有兩位屆齡退休。 

（四）總務事務工作繁雜亟須配合數位化與電子器材設施支應，對許多

維護性管理軟體及程式開發應用，請學校能適當重新檢討與配置

程式設計開發與維護，相關人力調配與支援。 

（五）為精簡車輛管理業務作業程序，規劃另開發車輛管理業務作業系

統，以減少人力與時間之投入，增進服務時間之彈性與機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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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促使師生同仁方便申辦停車證及繳交費用。 

（六）公共工程會再依採購案以採事後複審制審查，如不符合不能使用

採購環保標章採購項目之適當理由簽請校長核定後，該簽辦核可

之產品購置案將予以剃除，並列入未達成紀錄中，勢必將影響本

校須達成 90％之採購環保標章產品執行率，另並依規議處相關失

職人員，務請各單位必確實遵守辦理。 

（七）本處業於 104 年 3 月 3 日高師大總字第 1041000977 號函，請各教

學、行政單位，｢身心障礙採購網｣採購，因本校授權各單位自辦

採購金額可觀，所占比例亦較高（目前須達總採購案之 5％）。本

處亦隨時傳送資訊請各單位承辦人，籲請協助於自辦採購項目時

務必優先上網訂購相關系列品項（尤其便當、印刷類）。 

（八）因本校有兩校區，出納組位在和平校區，主計室位在燕巢校區，

導致出納組與主計室間付款憑證傳票與支票的遞送時間一往一返

相當耗時，撥款時效較為延緩，屢遭同仁或廠商抱怨及造成不便，

也讓付款急件數頻頻增加，相對地支票印鑑用印、公文憑證跑件

次數增加，同時往返郵局或與台灣銀行洽商緊急付款頻率大增。 

（九）每學期研究生及教育學程學生繳交學費或學分費速度相當緩慢，

經稽催多次仍有相當多學生於尚未繳交，甚至延遲到學期結束，

亟需教務處及師資培育中心依據相關學則或規定，貫徹逾期繳費

相關因應措施。 

三、發展方向： 
（一）本處文書組定期實施工作輪調，以加強成員工作認知、工作經驗

分享。並不定期實施參訪他校進行觀摩學習，以促進檔案管理經

驗交流。並接受安排他校參訪，進行工作經驗交流。並繼續實施

行政革新、進行觀念溝通、新知分享、促進團隊和諧合作、增進

工作績效，充實及改善辦公室自動化所需之軟硬體設備，鼓勵同

仁充實電腦新知與技能，培養正確公務與行政團隊觀念。 

（二）繼續編列預算，依各單位實際需要，試將表單納入線上簽核系統。 

（三）協請建置各學院、處管單位自辦採購作業能力，鼓勵各相關單位

能推選一至二位同仁，參加公共工程會採購人員初階訓練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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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資格俾利於相關自辦小額採購之自我作業能力。 

（四）規劃與開發車輛管理業務作業系統，以減少人力與時間之投入，

增進服務時間之彈性與機動性，可促使師生同仁方便申辦停車證。 

（五）因目前兩校區學生教學與活動頻繁，學生因故及自我方便而常臨

時搭車，造成原規劃之固定乘車班次與人數暴增，致使無法因應

搭車問題，常向本處與教育部申訴。本校未來可配合開發學生搭

車預登作業系統，以使學生來往兩校區學校可更能掌握確實之程

車班次與人數，以減少人工作業之遲緩與學生不便，且常發生登

記現況不符實際需求之情形。 

（六）依據行政院 104 年 4 月 13 日院授發資字第 1041500439 號函「電子

化會議作業規範」，本處規劃所管理之各會議室視訊設施，以達視

訊會議依政府要求學校要達到 50%以上，並業於 105 年度編列 100

萬元因應增置各會議室視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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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鼓勵學術研究，研修相關法規，提升研究風氣，強化學術資源管

理 

1、檢送本校視設系黃裕雯同學申請 104 年度「教育部鼓勵學生參

加藝術與設計類際競賽計畫」。 

2、線上傳送科技部有關本校吳昌祚、賴陳秀慧老師申請「補助國

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 

3、線上傳送本校林漢裕、游美惠、葉詩綺、謝明穆、杜威仕、陳

榮杰、余遠澤、楊宜霖、楊巧玲、魏廷冀、王仁俊、李文廷、

周建和、謝建元、謝卧龍、張玉珍、許馨仁、葉倚任、吳中杰、

王明堂、李冠明、蔡麗玲、曾秀松、陳政揚、廖明姿、陳麗珠、

游美惠、洪振方老師申請科技部「變更專題研究計畫」。 

4、函送本校黃英修老師申請科技部「105 年度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

合作研究計畫」。 

5、函送本校吳中杰老師申請科技部「105 年度族群研究與原住民部

落與社會發展研究」。 

6、函送本校吳美瑤、夏允中、卓紋君老師申請科技部「105 年度全

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與挑戰跨學門整合型計畫」。 

7、函送本校江文鉅、黃英修老師申請科技部「105 年度補助科學與

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作業」。 

8、函送本校邱鴻麟、劉嘉茹老師申請科技部「104 年度性別與科技

研究計畫」。 

9、線上傳送本校王冠智、曾世豐、楊欣旻研究生申請科技部「補

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10、函送本校「103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核銷案。 

11、召開本校「102 學年度推展學術活動績優單位獎勵第二次審查

會議」。會議決議優等單位（取 2 名）為：藝術學院、科學教

育中心；甲等單位（取 9 名）：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國文學系、

音樂學系、教育系、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

所、視覺設計系、性別教育研究所、特殊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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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4 年度研究優良獎勵審查會，獲獎老師如下表： 

類別 姓名 

1.獲獎狀乙紙、獎金 2 萬 4,000 元（共 6 位）
潘倩玉、杜威仕、劉嘉茹、陳榮杰、

王仁俊、蔡榮輝 

2.獲獎狀乙紙、獎金 2 萬 1,000 元（共 1 位） 陳亞雷 

3.獲獎狀乙紙、獎金 2 萬（共 1 位） 陳政揚 

4.獲獎狀乙紙、獎金 1 萬 6,000 元（共 9 位）

夏允中、陳榮輝、林英哲、吳憲忠、

李俊憲、田倩蓉、陳士賢、陳弘典、

吳建銘 

5.獲獎狀乙紙、獎金 1 萬 5,000 元（共 1 位） 吳建亨 

6.獲獎狀乙紙、獎金 1 萬 3,000 元（共 1 位） 王明堂 

7.獲獎狀乙紙、獎金 1 萬 2,000 元（共 1 位） 蔡明富 

8.獲獎狀乙紙、獎金 1 萬元（共 5 位） 
黃文三、許馨仁、王松木、李翠玉、

王萸芳 

9.獲獎狀乙紙、獎金 9,000 元（共 1 位） 吳和堂 

10.獲獎狀乙紙、獎金 8,000 元（共 19 位）

江淑玲、薛榮棠、譚大純、吳美瑤、

柯亙重、張玉珍、林相儒、陳秀慧、

彭金恢、賴欣豪、賴鵬仁、郭榮升、

利見興、任中元、梁世雄、黃富鑫、

郭家旭、羅有龍、王瑞祿 

11.獲獎狀乙紙、獎金 7,000 元（共 1 位） 曾進豐 

12.獲獎狀乙紙、獎金 5,000 元（共 10 位）

余嬪、涂金堂、陳小娟、丁原郁、

鄭婷尹、魏廷冀、楊乃女、洪振方、

孫培真、林淑鈴 

13.獲獎狀乙紙、獎金 4,000 元（共 1 位） 蘇素美 

14.獲獎狀乙紙、獎金 2,000 元（共 6 位）
利亮時、蔡根祥、楊護源、鄭琇仁、

陳竹上、朱雯娟 

15.獲獎狀乙紙（共 18 位） 

陳立、林振欽、郭隆興、林文寶、

林良陽、張淑美、張炳煌、鄭彩鳳、

羅意琪、吳明宜、金湘斌、王頌梅、

林晉士、劉淑惠、鄭卜五、王惠亮、

鄭伯壎、楊宜霖 

13、本校 2015 年度送成大倫審會審理案件明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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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02.03 性別教育研究所 謝臥龍 

高雄市氣爆災後個人、

家庭與社區之永續智慧

生活營造方略 

2 2015.02.03 性別教育研究所 謝臥龍 

由環境心理學角度探討

高雄市氣爆災區重建之

策略 

3 2015.04.21 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陳安琪 研

究生（指導

教授：謝臥

龍老師） 

女高中生涯發展決策之

研究 

4 2015.04.29 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莊瑞君  研

究生（指導

教授：謝臥

龍老師） 

以社會正義實踐之觀點

探討學校同志諮商輔導

之專業知能 

5 2015.5.1 體育學系 潘倩玉 
有氧運動對國高中學生

認知功能之影響 

6 2015.5.27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王萸芳 
中文口語及書面語條件

句研究 

7 2015.6.1 教育學系 陳麗珠 
我國各級學校學生收費

政策之研究 

8 2015.6.16 特殊教育學系 許馨仁 

中文一般兒童與特定型

語言障礙兒童之語法理

解能力與學習歷程 

9 2015.6.22 工業設計學系 黃英修 

互動虛擬塑形與衍生式

客製化產品之感性設計

研究 

10 2015.6.28 工業設計學系 林漢裕 
紅色對空間測驗表現的

影響 

11 2015.7.13 成人教育研究所 余嬪 

認知刺激活動改善情節

記憶及大腦執行功能之

探討 

12 2015.09.23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鄭伯壎 使用競爭型工具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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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之跨校型授課效度

研究 

14、函送本校許惇愇老師申請「中研院來院短期訪問」。 

15、本校 103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獲獎者為體系

育潘倩玉老師、指導學生馬薇雅。 

16、函送本校唐硯漁老師申請「科技部產學合作開發型計畫」。 

17、檢送本校金屬中心「104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結案報告，計畫主持人：吳昌祚老師。 

18、和平校區活動中心二樓召開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

益保障處理」說明會。 

19、檢送本校「105 年度圖書補助計畫」，計畫主持人：黃芳吟。 

20、本校函文科技部有關「101 年～103 年度專題計畫成果報告未

繳名冊及經費未核回覆」。 

21、召開本校「104 年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補助審查會

議」，受補助教師為：蔡佩桂、杜明德、陳立、陳立民、吳和

堂、楊護源、吳昌祚、吳建亨。 

22、電傳回覆本校彙整行政院經濟部技術處「學研機構專利運用調

查表」。 

（二）規劃發展綜合大學及燕巢校區未來發展之願景，辦理增設系所、

彙整並規劃本校轉型及中、長期發展方向 

1、【增設暨調整系所】 

（1）8 月 17 日本校增設調整作業流程圖修訂通知。 

（2）9 月 7 日發函調查本校 106 學年度總量增設與調整系所案。 

（3）9 月 10 日發函調查本校 107 學年度特殊項目增設與調整系

所案。 

（4）9 月 17 日發函調查有關 105 學年度不對外招生學院和只對

內招生學程增設調整案 。 

2、【空間規劃】 

（1）10 月 21 日完成本校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 

（2）10 月 30 日發函學術單位請其依修訂之空間規劃委員會設

要點設置空間規劃委員會。 

3、【中長程計劃】 

11 月 27 日中午 12 點假行政大樓 6 樓第 3 會議室召開中長程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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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會義。 

4、【高等教育資料庫】 

8 月 31 日－高等教育資料庫 10 月份填報開始動工通知。 

5、【其他】 

（1）8 月 7 日教育部函轉文化部 105 年「東南亞人士來臺文化交

流合作補助要點點」（翡翠計畫）展開徵件作業事宜公告。 

（2）8 月 7 日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徵件公

告。 

（3）8 月 17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提供 104～106 年「產業人力供需

資訊平台」網站下載路徑公告」。 

（4）8 月 24 日教育部辦理補助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徵件公告。 

（5）10 月 21 日發布 104 年度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申請作業公

告。 

（6）11 月 20 日公告生產力 4.0 推動作法與未來展望說明及簡介

影片資料。 

（7）11 月 20 日「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試辦計畫（TEEP）英

語教學實習領域說明會」。 

（三）積極擴展國外姊妹校，加強學術交流，規劃交換生赴國外研修，

培養並提升學生國際觀 

1、本（104）學年外國學位新生預計有 10 位有意願入學，其中學

士班 2 位、碩士班 8 位。 

2、本（104 第 1）學期計有大陸地區、日本、韓國及香港姊妹校 81

位學生至本校國文系等各系所交換研修 1 學期～1 學年。 

3、本（104 第 1）學期計有地理系周鈺晟、工設所廖俊傑 2 位同學

前往大陸姊妹校華東師範大學交換研修 1 學期。 

4、本（104 第 1）學期有來自姊妹校韓國東國大學中語中文系學生

李明昊以雙聯學制身分至本校國文系交換研修 2 學年。 

5、獲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獎助學生英語系學生胡曼

鈺、李依捷、邱鈞琳、黃婷萱、宋亞臻、蔡孟婷、國文系葉文

琳、蔡佩君、林伊瑩、物理系學生馬康耀、蕭振宏、事經系吳

岱容、生科系楊子瑩、數學系林上宇、電子系林昕嫻、工設系

黃思萍及音樂系胡芝筠等已申請交換並獲姊妹校入學許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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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 8、9 月前往德、美、日、韓姊妹校交換研修 1 學期～1 學

年。 

6、未獲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助學生工設所李昕蓓及文化創意設

計碩士學程陳玟君，已獲姊妹校入學許可，將於 9 月自費前往

日本岩手大學交換研修 1 學年。 

7、美術所高瑋璘獲選 umap 亞太大學交流會交換學生獎學金，將於

9 月前往韓國漢陽大學交換研修 1 學期。 

8、推薦本校國文系蔡孟愉參加姊妹校日本法政大學 2015 年夏季日

本語課程營隊（僅蔡生 1 人提出申請），本活動係自費參加，經

該校審查後蔡生獲得「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pan 

Stud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JASSO）獎學金 8 萬日幣。 

9、暑期期間大陸地區各姊妹校辦理夏令營活動，計有西南大學－

2015 巴渝文化之旅、東北師範大學－2015 海峽兩岸大學生夏令

營、華中師範大學－陽光支教攜愛同行、福建師範大學－海峽

兩岸暨港澳大學生中華文化研習營、東南大學－東南大學青年

領袖創新、創業研習營、中國人民大學－兩岸學子彩虹計畫及

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暑期班等分別有本校學生報名參加。 

10、5 月 29 日姊妹校華中師範大學體育學院郭敏副院長等 1 行 6 人、

6 月 4 日姊妹校福建師範大學體育系陳鐵成教授等 1 行 3 人預

計蒞校參訪，已商請本校體育系協助接待。 

11、6 月 6 日（周六）姊妹校浙江師範大學杜衛校長和港澳臺辦吳

曉維處長 1 行 2 人預計蒞校參訪。 

12、6 月 10 日姊妹校西南大學黃蓉生黨委書記等 1 行 5 人預計蒞校

參訪。 

13、推薦本校音樂系黃慕真同學申請教育部「104 學年赴韓國研習

韓語文交換獎學金」（僅黃生 1 人提出申請）。 

14、為歡迎本學期外籍新生、交換生，9 月 16 日於行政大樓 10 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104 學年度外籍新生、交換生座談會」，由王

政彥副校長主持，教務處、學務處及圖書館等相關單位與會，

解答學生學習與住宿等相關疑義。 

15、大陸地區華南理工大學於 9 月 17 日至 22 日辦理「兩岸四地大

學青年學生嶺南文化體驗營」，案經公告後，有英語系林芷璿、

地理碩班李圓欽 2 位同學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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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大陸地區武漢理工大學辦理「2015 年第 10 屆海峽兩岸體育文

化論壇暨大學生籃球賽」，由王惠亮副校長率體育系籃球隊參

賽。 

17、大陸地區姊妹校華東師範大學邀請本校校長參加 10 月 12 日辦

理「兩岸四地師範大學校長論壇」，由吳校長連賞與唐總務長

硯漁應邀與會。 

18、大陸地區姊妹校 2015 年秋季班交換生已陸續招生中，各校招

生及收件起迄時間不一，相關訊息已公告學校首頁，歡迎各系

所轉知學生踴躍報名。同時，本校亦對大陸地區姊妹校展開

2015 年秋季班交換生招生作業，將函文調查各系所可招收人

數。 

19、依據姊妹校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U.S.A. UWF）來信，兩校辦理續簽合作備忘錄事宜，該校是目

前少數願意以免費方式接受本校學生前往交換研修的美國姊

妹校。此次換約，該校仍繼續給予免學費優待。 

20、本處李翠玉處長於 9 月 10 日參加「台灣大學 2015 年亞太大學

交流會（UMAP）國際研討會」，研討會主題為：Student Mobility 

Scheme i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跨國高等教育中的學

生移動計畫）。 

21、推薦英語系學生梁雅媛參加亞太交流大學（簡稱 UMAP）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交換學生甄選（案經公告僅梁生 1 人申請）。 

22、本處李翠玉處長於 9 月 30 日參加高等教育國際基金會舉辦之

「2015 台灣－匈牙利圓桌會議」。本次會談主題包含：（1）臺

灣高等教育及國際化政策介紹（2）匈牙利高等教育及國際化

政策介紹（3）高等教育招生理念、策略與作法（4）提升雙方

大學實質合作：學生交換、共同研究、雙聯／雙學位等議題。 

23、為辦理 105 年度選送學生出國（教育部學海飛颺、惜珠計畫），

預定於 11 月 10 日及 11 日分別在和平、燕巢兩校區舉辦出國

研修說明會，並請返國學生與會經驗分享。 

24、104 年度學海築夢計畫，計畫主持人特教聽語所陳小娟老師、

學生 3 人等至美國實習返國，在完成返國報告後，全案已函報

台灣科技大學（教育部委辦單位）辦理核結。 

25、102 年度學海飛颺計畫，在 後一位學生交換研修返國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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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函報台灣科技大學（教育部委辦單位）辦理核結。 

26、姊妹校日本法政大學辦理 2016 年冬季日本語課程營隊，報名

參加學生人數踴躍，經評比日文能力後，由教育系郭弈廷、英

語系潘亭君 2 位同學代表參加，本活動係自費參加，惟法政大

學審查成績符合資格者將發給獎學金。 

27、10 月 23 日本處李翠玉處長參加台灣綠色大學聯盟 104 年度會

員大會暨第 2 次理監事會議。 

28、10 月 28 日本處李翠玉處長參加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舉辦

之「2015 台灣－紐西蘭大學校長論壇」，研討會邀請奧塔哥大

學（University of Otago）、梅西大學（Massey University）、奧克

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3 所著名的紐西蘭公立大學與

會，會議主題為：「臺紐學術合作之展望、機會與挑戰」。 

29、11 月 2 日大陸地區姊妹校暨南大學教務處副處長邵桂珍等一行

30 位理工科為主之教師來訪。 

30、本學期自費交換生學分費等收入約有 1,257,305 元，扣除補助

住宿 59,510 元，預估實收金額約有 1,197,795 元，待全數繳納

後將依接待交換生人數比例核算經費至各接待系所。 

31、為行銷本校，由本處企劃組組長李文廷老師指導學生設計中英

文簡報空白範本，經主管會報通過篩選出 3 款範本，將置放於

學校首頁及研發處網頁，提供本校教職員生下載使用。 

32、11 月 12 日日本岩手大學 Matsuo Uemura 副校長等一行 4 人蒞校

參訪。 

33、11 月 20 日日本熊本高等專門學校 Kumamoto N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光永武志教授 MITSUNAGA, Takeshi 一行 2 人蒞校

參訪。 

34、11 月 23 日姊妹校大陸地區暨南大學教務處張曉寧副處長率文

科組教師等一行 30 人蒞校參訪。 

35、11 月 25 日大陸地區雲南財經大學校務委員會郭五代主任等 1

行 6 人蒞校參訪、洽談簽署兩校合作事宜，兩校合作案已報教

育部並獲核准。 

36、11 月 26 日姊妹校大陸地區華中師範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王

琍主任一行 2 人蒞校參訪。 

37、12 月 8 日日本滋賀大學附屬中學平井肇 Hajime Hirai 校長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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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5 人預定蒞校參訪。 

38、12 月 9 日大陸地區姊妹校廣州大學鄒采榮校長等 1 行 8 人預定

蒞校參訪、洽談兩校合作及換約事宜。 

39、12 月 14 日大陸地區華南師範大學肖化副校長等 1 行 5 人預定

蒞校參訪、洽談簽署兩校合作事宜，兩校合作案已報教育部並

獲核准。 

40、姊妹校韓國大邱教育大學辦理 2016 年 1 月 24～31 日舉辦冬季

短期課程營隊，案經公告、薦送， 後由大邱教育大學選定美

術碩班高瑋璘、英語系廖彥凱 2 位同學參加。 

41、教育部函知各校辦理兩岸學術交流時，請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

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相關規定辦理，避免在臺逾期停留，如原

核准之入出境日期或在臺行程有變更，應於入境前或行程變更

前，至內政部移民署網站上傳變更後行程表，避免違規情事發

生，情節嚴重者將處以停權（6 個月內不得邀請大陸地區人士

來臺）處分。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無。 

三、發展方向：  
鼓勵學術研究，健全組織體制，擴大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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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輔導處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教育輔導工作】 

1、執行「104 級初任教師導入輔導知能研習計畫－教師志業導入研

習」，於本校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課程內容包含國

家教育政策、法令及教師專業發展等，導引初任教師（104 年初

次擔任公立學校正式教師之新進教師）積極投入教育志業。各

教育階段教師的研習時間如下： 

（1）104 年 8 月 05 日辦理國小組場次，共計 182 人。 

（2）104 年 8 月 06 日辦理幼教、國小、國中與高中職組場次，

共計 137 人。 

2、104 年 8 月 14～15 日於本校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與本校

教育學院、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永齡教育慈善基金會與高東屏

大學校院協助高中職優質精進計畫合辦「104 年南臺灣教育學術

研討會」。本校教育學院方德隆院長邀請翻轉教室的創始人

Johnathan Bergmann 擔任研討會的貴賓進行兩場專題演講，並接

續辦理各場次的專題與論文作品發表，參與人數共計 165 人。 

3、執行 104 年「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南區）： 

（1）國中教師知能巡迴輔導－到校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教學巡迴輔導人員

1 
104.8.27（四） 

13:30～15:30 

屏東縣立 

鶴聲國中 
創新教學 

高雄市立英明國中

郭進成老師 

2 
104.10.20（二） 

13:20～15:00 

屏東縣立 

萬新國中 
性別教育 許元平老師 

3 
104.11.18（三） 

13:30～15:30 

屏東縣立 

泰武國中 
分組合作學習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

朱美瑰老師 

4 
104.12.04（五） 

13:10～15:00 

屏東縣立 

琉球國中 
班級經營與輔導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

謝佩珊老師 

5 
104.12.16（三） 

13:00～15:00 

屏東縣立 

滿州國中 
教學媒體製作 

高雄市復華中學 

郭葵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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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5.01.13（三） 

13:30～15:30 

屏東縣立 

南州國中 
班級經營與輔導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

馬向忠老師 

（2）高雄市茄萣國中英文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駐點服務人員 

1 
104.10.13（二） 

14:00～16:00 

高雄市立 

茄萣國中 

如何透過差異

化教學設計達

成有效教學 
高雄市立福山國中

黃嘉敏老師 2 
104.11.10（二） 

14:00～16:00 

差異化教學課

程設計 

3 
104.12.08（二） 

14:00～16:00 

差異化教學之

實施與省思 

（3）屏東縣立瑪家國中北排灣族語教學增能駐點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駐點服務人員 

1 
104.11.25（三） 

14:00～16:00 屏東縣立 

瑪家國中 

北排灣族語語

音系統、書寫系

統及符號運用

與詞別 
高文生老師 

2 
104.12.16（三） 

14:00～16:00 

北排灣族語結

構與生活會話 

（4）屏東縣立瑪家國中英文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駐點服務人員 

1 
104.12.30（三） 

14:00～16:00 屏東縣立 

瑪家國中 

未定 
屏東縣立萬丹國中

李惠英老師 
2 

105.01.06（三） 

14:00～16:00 
未定 

（5）高雄市立興仁國中國文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駐點服務人員 

1 
104.11.30（一） 

14:00～16:00 高雄市立 

興仁國中 

一堂美麗的相遇
高雄市立梓官國中

石錦祥老師 
2 

104.12.21（一） 

14:00～16:00 
閱讀如何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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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雄市立興仁國中英文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駐點服務人員 

1 
104.12.22（二） 

14:00～16:00 高雄市立 

興仁國中 

未定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張玉玲教授 
2 

104.12.29（二） 

14:00～16:00 
未定 

（7）高雄市立興仁國中數學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駐點服務人員 

1 
104.11.23（一） 

10:30～12:00 

高雄市立 

興仁國中 
課程討論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

鄒積貴老師 

（8）高雄市立興仁國中自然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駐點服務人員 

1 
104.10.29（四） 

09:00～11:00 高雄市立 

興仁國中 

如何從活動單元

出發，設計 Hot

～5E 探究式教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周建和老師 

2 
104.12.31（四） 

09:00～11:00 
未定 

3、104 年 10 月 8 日函知本校各學院、各所系、師培中心、特教中

心、學生輔導中心、通識教育中心提供 103 學年下學期（104.02.01

～104.07.31）「專任」教師擔任「校外」演講、評鑑、座談（引

言人、主持人、與談人）、指導（列席、出席）、委員等地方

教育輔導資料。 

4、104 年 11 月 11 日派員至教育部參加「104 級初任教師導入輔導

知能研習計畫－教師志業導入研習檢討會議」。 

5、104 年 11 月 27 日完成 103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南區）

收支結算表與成果報告，報部結案。 

6、協助聯繫各系總幹事於 104 年 10 月 12 日與 104 年 10 月 21 日中

午，分別於燕巢與和平校區參加「職涯輔導與實習推動座談

會」，彙整會議紀錄。 

7、協助擬定「產業實習合作策略聯盟協議書」與「產業實習合作

實施細則」。 

8、教育輔導組執行「薪火相傳、弦歌不輟：104 年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招募本校 15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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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課輔教師於暑假期間前往內門國中進行四週課輔。 

（1）課輔對象：內門國中國一學生（57 名）。 

（2）課輔科目：國文、英文、數學、理化、生物、地理、公民

、歷史、體育、美術、音樂、資訊、閱讀、綜合活動、聯

課活動。 

（3）課輔期間：104 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7 月 20 日至 24 日、

7 月 27 日至 31 日、8 月 3 日至 7 日（每週一至週四 08:00

至 15:30、週五 08:00 至 12:00，其中 7 月 27 日至 29 日調整

為 08:00 至 16:10，8 月 7 日調整為 08:00 至 10:00）。四週共

20 天之服務時數為 136 小時。 

（4）行前研習：104 年 7 月 7 日（週二）、8 日（週三）於本校

行政大樓六樓第五會議室辦理。兩天研習時數共 19 小時

又 40 分。 

（5）活動特色： 

①課輔貼近正式教學：每班安排 3 位課輔教師擔任導師共同

管理班級，包含早自習、打掃、陪伴學生午餐午休、處理

學生問題等，均如同一般學校老師。另外在班級中，進行

班規建立及融入班級經營，以建立良好課堂秩序。 

②設計多樣化課程：廣納各系所學生擔任課輔教師，在課

程安排上可發揮各自學科專長。另外，課輔教師除本科

之外，亦可嘗試教學不同科目，如數學科教師兼任美術

科等。暑期課輔皆由課輔教師自行排課及設計課程，過

程中可視需要修正教學方向及安排學生進行補救教學。 

③暑期服務共四週，課輔教師每週五天住在學校宿舍，課

輔期間凝聚團隊向心力，發揮教學熱忱幫助學習弱勢的

學生，從中實際感受教學及帶班的過程，提前體驗教師

的辛勞及責任。 

9、教育輔導組執行「教育部 104 年數位學伴計畫」，課輔對象為高

雄市內門國中及潮寮國中學生，課輔模式為一對一課輔。 

（1）本學期課輔執行情形： 

①課輔期間：104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30 日。 

②上課時間： 

a.內門國中：每週二晚上 18:00～21:00 及每週三晚上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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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每次課輔 3 小時） 

b.潮寮國中：每週二下午 16:10～17:40 及每週三下午 17:45

～19:15。（每次課輔 1.5 小時） 

③課輔對象：共 36 名學生。 

a.內門國中：國一學生 11 名、國二學生 13 名、國三學生

6 名，共 30 名。 

b.潮寮國中：國一學生 4 名、國三學生 2 名，共 6 名。 

④課輔教師：共 41 名。 

⑤科目：英文、數學。 

⑥地點：本校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 電腦教室。 

（2）課輔培訓： 

①104 年 9 月 29 日（二）及 9 月 30 日（週三）18:10～20:20

（課輔教師擇一時段參加），於本校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 電腦教室辦理「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網路課輔

教師研習會」，課程包含計畫緣起、課輔介紹、課輔模式

說明、教學平台及數位學伴入口網操作說明。 

②104 年 10 月 24 日（六）12:00～16:00，於本校和平校區行

政大樓七樓 0702 教室辦理「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

網路課輔教師研習會」。中午 12:10～13:10 邀請高雄市陽

明國中孔祥泰實習教師分享「傑出大學伴教學分享」，接

著下午 13:30～16:00 邀請高雄市鹽埕國小王玉珍主任演

講「班級經營及激勵學習動機」。此次研習會參加學員為

本校及正修科技大學之課輔教師。 

③104 年 11 月 28 日（六）13:30～16:30，辦理「104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三次網路課輔教師研習會」，邀請獅甲國中李

素芬老師及瑞祥高中林銓柔老師分別於本校和平校區行

政大樓六樓第四會議室、第五會議室分組進行「遠距補

救教學教材設計與教學策略（英語科）」及「創新數學教

材教法」學科指導並安排實作，以提升本校學生擔任課

輔教師的教學知能。 

（3）工作會議： 

①104 年 8 月 25 日（二）14:00～15:20，及 9 月 9 日、10 月

7 日、11 月 11 日、12 月 9 日（三）10:00～11:00，本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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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參加入口網團隊召開之線上會議。 

②104 年 9 月 8 日（二）13:30～16:00，本處派員至正修科技

大學參加「數位學伴入口網教育訓練」。 

③104 年 10 月 5 日（一）14:30～16:00，與潮寮國中承辦老

師視訊會議說明本學期課輔模式及系統操作。 

④104 年 10 月 14 日（三）13:30～16:30，本處派員至內門國

中參加由教育局辦理之「教育部 104 年數位學伴計畫」第

二場座談會。 

（4）本校地理學系孔祥泰同學（現為實習教師）獲選為傑出大

學伴，於 9 月 18 日赴輔仁大學領獎並代表上台分享。本

校亦獲頒感謝狀一幀。 

（二）【教育實習工作】 

1、本（104）學年度本校參加教育實習師資類科／參與學生／實習

指導教師人數一覽表： 

項目 師資類科 實習學生數
實習指導 

教師數 
備註 

上學期 

中等學校 335 53 
教育實習指

導教師平均

一人指導 6.4

人。 

特殊教育 28 3 

國民小學 16 3 

合計 379 59  

2、本學年度辦理「實習生返校座談」相關事宜： 

（1）返校座談日期與地點： 

本處訂於每月第四週星期五舉辦「教育實習教師返校座

談」，屆時請各位指導教師出席並輔導教育實習學生；返

校座談時間分別為：9 月 25 日（五）、10 月 30 日（五）、

11 月 27 日（五）及 12 月 25 日（五），地點:本校文學院小

型劇場，屆時本校各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出席並輔導實習學

生。 

（2）專題講座： 

本處為提升本校教育實習學生教師專業素養，特於 10 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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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實習生返校座談日邀請高雄市立文府國民中學林季

玲校長蒞校演講，演講時間與講座分別為：104 年 10 月 30

日及 11 月 27 日上午 9:00～10:30。主講題目：轉動生命的

希望，激發生命的潛能。實習生受益良多。 

（3）各系「校友返校座談」： 

本處已函文請各系推薦並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五）前邀

請畢業校友以「教師甄試」為主題為該系實習生做專題演

講，提升同學教師甄試能力。提出申請之師培系為：工教

系、教育系、化學系、音樂系、體育系、物理系、數學系、

特教系及地理系共 9 系。 

3、本處於 104 年 9 月 18 日（五）中午 12:00～下午 1:30 假行政大

樓六樓第三會議室舉辦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指導教

師座談會」。 

4、104 年 9 月 30 日本處於教育學院辦理「職涯輔導與實習推動座

談會」，由教育學院院長擔任主持人，會中與教育學院課程委員

會委員進行意見交流。教育實習組組長林玄良老師及李澎蓉助

教代表教育實習組與會。 

5、104 年 10 月 12 日本處於燕巢校區辦理「職涯輔導與實習推動座

談會」，會中將與燕巢校區各系會總幹事面對面交流，蒐集學生

意見作為本處業務推動之參考。教育實習組組長林玄良老師主

持，李澎蓉助教列席與會。 

6、教育實習組於 104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10:00～11:30 假行政大樓 6

樓第 3 會議室辦理 104 學年度實習輔導委員會議。 

7、104 年 10 月 21 日本處於和平校區辦理「職涯輔導與實習推動座

談會」，由本處蔡天助組長主持，會中與和平校區各系會總幹事

面對面交流，蒐集學生意見作為本處業務推動之參考。本組李

澎蓉助教代表教育實習組與會。 

8、教育實習組派員出席教育部於 104 年 10 月 6 日（二）下午 3:30

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

書核發服務」收費標準訂定諮詢會議。 

9、教育實習組派員出席教育部於 104 年 10 月 6 日（二）下午 1:30

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

核發服務系統」開放線上查詢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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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育實習組已於 11 月 13 日簽辦教師檢定考試模擬考相關事

宜，本學年度特別規劃中等、特教及小教三階段的模擬考，並

已獲國文系、特教系及師培中心協助，推薦命題委員及審題工

作，訂於 12 月 25 日（五）實習生返校座談日當天分組辦理模

擬考。 

11、教育實習組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2:00～3:30 假

行政大樓六樓第五會議室「104 學年度三週集中實地實習籌備

會」會議。由王政彥副校長主持，本處處長、教務長、學務長、

生輔組組長、課務組組長及教育實習組組長與會研議本校辦理

三週集中實地實習推動之行政作業。 

12、教育實習組已於 11 月 18 日彙整本校教育實習生參與 104 年度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人員預審資料，送至教育部審查。 

13、教育實習組提撥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每位新制實習學生 1,000

元至該生實習機構實習輔導費事宜，已於 104 年 10 月 26 日函

請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等 203 所學校開立領款收據以及經費

核銷事宜。 

14、教育實習組將於 12 月初函文至各教育實習機構於 105 年 1 月

10 日前檢送教育實習學生實習成績評量表；並發文請本校擔

任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於 105 年 1 月 10 日前檢送教育實習學生

實習成績評量表。 

15、開設「強化教育實習學生教學能力加強班」： 

為增進本校新制實習學生「教師資格檢定」應試之實務能力，

本處循例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研習活動。由本處主辦，教育

學系、國文學系等單位協辦，利用本學期實習生返校座談日之

下午時段，配合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科目，規劃開設「教育原理

與制度」、「青少年發展與輔導」、「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國

語文能力（含作文）」等四科研習班別。每科每次上課內容相

同，實習生每次返校可選聽其中一門課程，費用全免。 

16、自 92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欲參加教育實習者全面為新制實

習，實習結束後，需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始能取得合格教

師證書。本校今年度報名參加 105 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本校

計有 452 人，於 4 月 15 日放榜。本校歷年來學生參與高級中

學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合格率一覽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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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全國 

及格率 

本校 

報考人數 及格 不及格 及格率 

94 年 91.4％ 3 3 0 100％ 

95 年 59.4％ 307 146 161 47.55％ 

96 年 67.9％ 412 262 150 63.59％ 

97 年 75.6％ 598 468 130 78.26％ 

98 年 63.7％ 617 437 180 70.82％ 

99 年 63.86％  598 462 136 77.25％ 

100 年 58.91％  586 443 143 75.60％ 

101 年 61.78％ 495 358 137 72.32％ 

102 年 59.78％ 518 396 122 76.45％ 

103 年 61.50％ 471 384 87 81.53％ 

104 年 52.99％ 452 325 127 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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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本校自 98 學年度開始辦理「三週集中實地實習」活動，係為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特色活動，辦理對象為應屆大四師培生。參

與本活動之同學於三週實習期間，配合實習學校作息，全時參

與實習生活，包括班級教學、帶班經驗、行政協調等活動等。

藉由此活動，可提早適應實習生活，在未來的大五實習中更得

心應手，如此便能有更充裕的時間準備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進

而輕鬆通過檢定，獲得教師證，順利考上教師甄試，成為正式

教師。103 學年度「三週集中實地實習」已於 104 年度 4 月 7

日至 4 月 24 日辦理完畢，感謝各合作實習學校協助與指導。

本學年度亦依循例辦理，屆時請合作實習學校繼續協助。 

本校歷年參與「三週集中實地實習」科系/參與人次/合作實習

學校一覽表如下： 

學年度 參與科系 參與人次 合作實習學校 

98 
1.教育系 

2.工教系 
51 人次 

瑞祥高中、鳳山高中、高師附中、

陽明國中、大仁國中，計 5 所 

99 

1.國文系 

2.教育系 

3.特教系 

4.化學系 

5.工教系 

148 人次 

瑞祥高中、鳳山高中、高師附中、

陽明國中、大仁國中、英明國中、

高雄高商，計 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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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國文系 

2.地理系 

3.教育系 

4.數學系 

5.物理系 

6.化學系 

7.美術系 

8.音樂系 

9.工教系 

206 人次 

鳳新高中、鳳山高中、前鎮高中、

高師附中、新興高中、陽明國中、

正興國中、瑞祥高中（國中部）、

英明國中、鼎金國中，計 10 所 

101 
全校 13 個師資

培育系參與 
217 人次 

鳳新高中、鳳山高中、前鎮高中、

高師附中、新興高中、中正高中、

楠梓高中、陽明國中、正興國中、

瑞祥高中、英明國中、鼎金國中、

民族國中、光華國中、大仁國中、

楠梓國中、大社國中、高雄高商，

計 18 所 

102 
全校 13 個師資

培育系參與 
289 人次 

鳳新高中、鳳山高中、前鎮高中、

高雄高商、高師附中、新興高中、

中正高中、楠梓高中、陽明國中、

正興國中、瑞祥高中、英明國中、

鼎金國中、民族國中、光華國中、

大仁國中、前金國中、楠梓國中、

大社國中、五甲國中、燕巢國中，

計 21 所 

103 

1.國文系 

2.體育系 

3.教育系 

4.數學系 

5.物理系 

6.化學系 

7.美術系 

8.生科系 

237 人次 

鳳新高中、鳳山高中、前鎮高中、

高雄高商、高師附中、新興高中、

中正高中、楠梓高中、陽明國中、

正興國中、瑞祥高中、英明國中、

鼎金國中、民族國中、光華國中、

大仁國中、前金國中、楠梓國中、

大社國中、燕巢國中，計 20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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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工教系 

18、教育實習組已於 11 月 13 日簽辦教師檢定考試模擬考相關事

宜，本學年度特別規劃中等、特教及小教三階段的模擬考，並

已獲國文系、特教系及師培中心協助，推薦命題委員及審題工

作，訂於 12 月 25 日（五）實習生返校座談日當天分組辦理模

擬考。 

19、教育實習組已於 11 月 18 日彙整本校教育實習生參與 104 年度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人員預審資料，送至教育部審查。 

20、教育實習組提撥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每位新制實習學生 1000

元至該生實習機構實習輔導費事宜，已於 104 年 10 月 26 日函

請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等 203 所學校開立領款收據以及經費

核銷事宜。 

21、教育實習組於 12 月初函文至各教育實習機構於 105 年 1 月 10

日前檢送教育實習學生實習成績評量表；並發文請本校擔任教

育實習指導教師於 105 年 1 月 10 日前檢送教育實習學生實習

成績評量表。 

（三）【就業輔導工作】 

1、就業輔導組於針對大一新生使用「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

斷平台」推行「UCAN 職業與興趣探索」團體施測，已於 11 月

13 日全數測驗完畢，施測率達 96%，並提供相關報表數據及結

果解讀給各系作為開課參考。 

2、本處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合辦駐校就業服務台，

於 10 月 6 日開始每週二（隔週）下午 2 點至 4 點，在行政大樓

七樓 0704 會議室提供職業性向測驗、職涯諮商輔導、 新的職

業訓練課程、工作機會、補助方案等相關服務與資訊，截至 12

月 15 日止，已有 15 位同學參加職業性向測驗及職涯諮商輔導。 

3、協助學校相關課程老師對「補助大專校院推動生涯輔導工作計

畫」的申請及後續事宜。 

4、就業輔導組於 9 月至 12 月協助公告徵才訊息及配合各單位來文

轉知就業相關訊息餘 70 則。 

5、就業輔導組於 10 月 8 日辦理職涯系列講座「何謂企劃？紙上奧

秘」邀請東海大學企管系吳祉芸助理教授主講，共 15 人參加。 

6、就業輔導組於 10 月 13 日上午 9:30～12:00 辦理職涯系列講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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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設計產業發展與職涯規劃經驗分享」邀請甘丹創新設計總監

許佰宗主講，共 37 人參加。 

7、就業輔導組於 10 月 20 日辦理職涯系列講座「交通工具產業發

展與職涯規劃經驗分享」邀請 KYMCO 光陽機車造型股陳榮忠

股長、劉政錡設計師主講，共 60 人參加。 

8、就業輔導組於 10 月 23 日辦理職涯系列講座「搖滾櫥窗商品展

示設計」，邀請張蕙心副教授主講，共 37 人參加。 

9、就業輔導組於 12 月 2 日晚間 7:00～8:30 辦理職涯系列講座「導

演 ING－資優黑手日本漂白」邀請劉志雄導演主講，共 105 人

參加。 

10、就業輔導組於 12 月 4 日辦理職涯系列講座「科技產業未來發

展與職涯規劃、態度」，邀請群創光電中央生產企劃處技術產

品規劃部鄭庠宏經理主講，共 38 人參加。 

11、就業輔導組於 12 月 4 日辦理職涯系列講座「彩繪人生談生涯

規劃」，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饒夢霞副教授主講，共

57 人參加。 

12、就業輔導組於 12 月 4 日辦理職涯系列講座「產業職涯專業輔

導」，邀請 KYMCO 光陽機車劉政錡、楊凱同、陳家晟設計師

主講，共 36 人參加。 

13、就業輔導組於 12 月 8 日下午 15:30～17:30 辦理職涯系列講座

「VOLVO 汽車的科技教育」，邀請 VOLVO 訓練經理劉振中主

講，共 17 人參加。 

14、就業輔導組於 12 月 9 日辦理 UCAN 職業興趣探索測驗結果解

釋（和平場次）邀請許菊芬心理諮商師為國文系、音樂系以及

體育系學生進行分析，共 152 人參加。 

15、就業輔導組於 12 月 10 日辦理 UCAN 職業興趣探索測驗結果解

釋（燕巢場次）邀請許菊芬心理諮商師為生科系及數學系學生

進行分析，共 76 人參加。 

16、本處於 12 月 30 日下午 14:00 在行政大樓 5 樓簡報室與高雄市

廣告創意協會、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高雄市補習教育事業協

會舉行策略聯盟簽約儀式程序。 

17、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產業實習課程辦法」，並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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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校外產業實習時數證明辦法」，

並於 104 年 12 月 24 日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9、本處就業輔導組蕭坤安組長於 9 月 25 日帶領 15 位學生參加在

趣活駁二 in STAGE 舉辦「2015 產業生生不息媒合座談會」，由

經濟部工業局主辦、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委辦、本校協辦，以產

業實務經驗與需求分享座談，讓大學院校豐沛的創意人才與企

業合作更為緊密。 

（四）【校友服務工作】 

1、本校 74 級教育系畢業校友於 8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於本校行政大樓 10 樓招待室辦理「畢業 30 年感恩憶舊同

學會」，吳校長連賞、教育學院方院長德隆、教育學系鄭主任彩

鳳，及實習與就業輔導處陳處長俊智與校友服務組廖組長坤鴻

皆與會，熱情地向校友們致歡迎之意，更分享母校之發展現況

與展望；昔日師長林生傳老師亦蒞臨會場，同學們萬分感動，

紛紛表示再次見到昔日之師長，心中百感交集，非常感恩母校、

師長所給予的豐富養分。校友們逐一分享生活近況及求學、任

教之心情點滴與趣事，有淚水有笑聲，氣氛溫馨感人，校友們

更相約每年都要舉辦同學會，見見老同學，永續同窗之誼。 

2、為了向校友們表達母校之關懷與問候，本處校友服務組特別寄

送中秋節及教師節電子賀卡給校友們。 

3、本校校慶系列活動之第 9 屆（68 級）畢業生入學 40 週畢業校友

聯合同學會，於 11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於本校行政大

樓 10 樓接待室辦理，吳校長連賞與校友們分享母校之發展。當

日下午校友們更前往燕巢校區參觀，見到母校之發展與現況，

校友們皆表示重返母校極為開心。 

4、為獎勵本校歷屆校友，對母校、社會、國家有具體貢獻或特殊

成就者，於每逢以三可除盡的校慶週年之校慶日辦理傑出校友

表揚，本（104）年度傑出校友經遴選委員會決議，共計 7 位校

友獲此殊榮，名單如下所列，並將於校慶活動當日公開表揚，

以茲鼓勵。 

獲獎類別 姓名 本校畢業系級別 

教學類 
王友蘭校友 101 級成人教育研究所文教事業經營碩士班 

謝國釧校友 82 級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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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類 
康木村校友 90 級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林香吟校友 91 級地理系碩士班 

服務類 
林勇成校友 102 級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林進榮校友 96 級成人教育研究所組織發展與領導碩士班 

學術類 羅豪章校友 88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5、本校全國校友總會於 11 月 4 日上午 10 時整於本校行政大樓 10

樓接待室召開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三屆第三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會議中針對母校 50 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相關議題進

行討論，會議在熱絡討論聲中劃下句點。 

6、配合教育部進行 104 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調查，調查對象

為 101 級（100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及 103 級（102 學年度）畢

業後一年畢業生。本處校友服務組請教務處與進修學院協助提

供學生基本資料，並於 8 月 12 日（星期三）將基本資料上傳至

教育部流向調查系統。採電話調查及 email 方式進行，並請各系

系學會協助聯繫學長姐們。截止時間分別於 10 月 29 日（畢業

後一年）與 11 月 20 日（畢業後三年）上傳完成。全校填答率

分別為：103 級（102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填答率為 68.23%，101

級（100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畢業生填答率為 62.54%。各學院

填答狀況如下： 

學院 

畢業年度 

103 級畢業一年 

（102 學年度） 

101 級畢業三年 

（100 學年度） 

教育學院 73.49% 60.36% 

文學院 52.80% 62.60% 

理學院 64.06% 61.74% 

科技學院 75.45% 64.79% 

藝術學院 84.58% 66.67% 

總填答率 68.23% 62.54% 

7、本校高雄市校友會於 11 月 21 日（星期六）辦理會員活動，吳

校長連賞及校友組廖組長坤鴻及同仁偕同校友們走訪燕巢校

區。吳校長為校友們介紹燕巢校區硬體設施及周邊景點；圖書

館余館長遠澤及蘇組長美如介紹燕巢圖書館設施；地理系羅柳

墀副教授更導覽本校燕巢校區生態與參觀泥火山、新養女湖等

周邊觀光景點。當日高雄市校友會多位會員攜家帶眷參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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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結束後對於燕巢校區位置與生態豐富表示不虛此行，並感

謝校方相關單位提供導覽及協助。 

8、本校高雄女師校友聯誼會於 12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於本校教育大樓 3 樓「教育專題研討室」召開第二屆第四次

幹部聯席會議。本校吳校長連賞、本處陳處長俊智及校友服務

組廖組長坤鴻暨同仁皆與會，向女師校友們表達歡迎之意，並

藉廖組長親自設計之聖誕節卡片傳達母校的歲末祝福。 

9、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於 104 年 12 月 17 日函知本校，同意何俊名

校友等 30 人籌組臺中市校友會，本處將全力協助臺中市校友會

成立相關事宜。 

10、本校臺南市校友會擬申請立案，函請本校協助證明 30 位發起

人為本校畢業或曾就讀之校友，俾利完成申請手續。 

11、為聯繫校友情感，本處校友服務組寄送聖誕節電子賀卡，向校

友們表達母校的關懷與問候。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本處教育輔導組執行網路課輔計畫，每學期至少辦理兩場研習會，

部分課輔教師因參加校內外活動或家中有事無法出席，雖有搭配

補看錄影檔之方式也未能完全配合，因此會再加強宣導及規範，

以提升研習會之出席率。 

（二）這學期本處就業輔導組首次使用「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

台」針對大一新生推行「UCAN 職業與興趣探索」團體施測，經調

查其他學校之經驗，此活動多舉辦於新生訓練各系時間的行程

裡，本次商討不及以致事倍功半，望下次能將此活動排進新生訓

練中。 

（三）配合教育部進行 104 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及三年流向調

查，本處先採行 email 方式多次通知校友們上網填答，然因填答成

效不彰，改請各系系學會系總幹事協助，利用晚間課餘，採電話

聯繫方式進行。透過學弟妹與學長姐的聯繫，拉近彼此的親切感，

有效提升畢業生填答意願，為使此項調查更具有效性，實有需各

系（所）協助聯繫作業，本處亦將提供調查結果，以利各系（所）

作為課程發展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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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實習組於每年 1 月及 6 月針對本校欲參與教育實習之大四師資

生辦理教育實習職前說明，然其就業意識仍有待加強，準實習生

對於自己即將面對的實習場域、實習法規等認識不足，建議各系

應利用師資培育系所之週會、教學實習課程或導師時間等機會多

管齊下，加強說明教育實習相關規定。 

（五）教育實習組辦理教師證書之業務，近期遭遇教育部針對專門科目

學科認證提出疑義，因此，為保障本校學生權益，故期盼本校各

師培學系審查專門科目學科認證，必須依據本校報部之科目進行

審核。 

三、發展方向： 
（一）本處教育輔導組執行多項課輔計畫（含到校課輔、網路課輔），因

所招募的課輔教師人數眾多，其中少部分為本校低年級學生，因

此將結合校內相同性質的課輔計畫，安排更多元化的研習，以提

升課輔教師教學品質及教學技能。另外，亦將結合網路教學平台

資源，規劃線上研習課程，讓課輔教師不受限時地而有更多研習

機會。 

（二）本處教育輔導組執行網路課輔計畫，在管理課輔教師及推動計畫

運作方面，正逐步制定相關規定使管理更制度化，並將提早規劃

下學期活動辦理時程，鼓勵課輔教師踴躍參加研習會及相關活動。 

（三）繼續執行就業輔導組各項既有任務項目，並配合學校、實就處、

各系所需求提供服務。 

（四）加強在各項就業及相關輔導資訊並整理職涯講座節錄，提供學生

及校友有效運用。 

（五）辦理就業、創業多元活動，引發學生興趣，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 

（六）辦理 UCAN 團測及結果解釋座談。 

（七）為增強校友凝聚力，強化校友之聯繫與連結，各縣市校友正積極

推動所屬縣市之校友會籌組事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於 104 年 12

月 17 日同意本校臺中市校友會籌組；另臺南市校友會亦積極籌

組，將於近期提出籌組申請，本處將全力協助各縣市推動校友會

之籌組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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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辦理夜間週末教學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共 28 班，研究生 847 人。

辦理暑期教學碩士班共 15 班，研究生 408 人。 

（二）104 學年度新生夜間班始業典禮於 9 月 14 日（星期一）晚上 8 時，

於文學院小型劇場舉行。 

（三）本（104）學年度第 1 學期夜間、週末班新生入學體檢參加人數共

105 人。夜間、週末班各班學生參加保險人數共 276 人。 

（四）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於 104 年 10 月 21 日召開第 1 次招生委員

會議，預計招收生命教育 25 人、事業經營 30 人、組織發展與領導

30 人、人力與知識管理 30 人、應用英語 25 人、經學 16 人、臺灣

研究 20 人、化學（週）20 人、物理（週）20 人、科技教育（週）

20 人、軟體工程與管理 20 人、視覺設計 25 人、體育（週）25 人、

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25 人、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25 人、

美術 25 人共 16 班 381 人，招生簡章已公告，網路暨通訊自 104 年

12 月 7 日起至 105 年 1 月 28 日、現場收件為 105 年 2 月 1～3 日，

訂於 105 年 3 月下旬由各系所擇日自辦考試。 

（五）105 學年度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於 104 年 10 月 21 日召

開第 1 次招生委員會議，預計招收國文（暑）25 人（夜）18 人、

中國文學（暑）25 人、地理（暑週）20 人、數學（暑）25 人、體

育（夜）25 人、學校行政領導（夜）25 人、課程與教學（夜）25

人、工業（生活）科技（暑）25 人、特教（暑週）20 人等共 10 班

233 人，網路暨通訊報名 104 年 12 月 7 日至 105 年 1 月 25 日止，

現場收件為 105 年 1 月 26～27，105 年 3 月 11～12 日期間，由系

所擇日自辦考試。 

（六）104 年 10 月 20 日辦理「班級幹部與導師座談會議」，邀請相關行

政單位及各系所主管列席指導。有關建議事項，會中均詳細向各

與會班級幹部說明，會議紀錄並上傳本學院網站供全體同學參閱。 

（七）本學院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減免學雜費，教學碩士班 5 人，減

免金額計 102,644 元。碩士專班 17 人，減免金額計 378,148 元。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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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金額共計 480,792 元。 

（八）辦理本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計 36 人，貸款總金額為

1,501,951 元。 

（九）本學院學期諮詢組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下列提供學員/生生涯

規劃與發展之學習諮詢相關服務，本學期更基於校內資源整合、

化整為零之趨勢，在人力有限及經費不足之面向下，期能更有效

利用校園資源，採與圖書館合作辦理 EndNote 說明會授課方式。舉

辦時間安排於 10 月 29 日（四）、11 月 19 日（四）及 12 月 24 日（四），

每場次活動時間皆為 18:30 至 20:30，計 2 小時。 

（十)本學院休復學申請行政作業，將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全面改為

線上申請作業，此功能整合進修學院網路服務平台、教務行政系

統、教師教務平台、電子公文系統及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等 5 個系

統，充分運用資訊流整合效益，節省紙本、傳遞簽核時間、簡化

流程關卡。 

（十一）本學院企劃推廣組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開設 18 個班隊，參加

人數為 1097 人次，詳如下表： 

類別 班別 上課日期 
上課

人數

教師 

在職 

進修 

學分 

班 

教育部 104 年度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

進修輔導活動第二專長學分班－第二階段 
104.10.17～104.12.26 40 

碩
士
學
分
班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管理研究碩士學分班（32） 104.09.15～104.12.1 28 

104-1「管理研究碩士學分班（33）： 

進階管理學專題研究」 
104.11.19～105.02.04 14 

104-1 管理研究碩士學分班（34）： 

「服務科學與服務創新」 
104.12.15～105.03.08 18 

非
學
分
班

104-1 道教法務班 104.09.25～105.01.29 63 

104-1「桌遊輔導系列課程－情緒調適班」 104.10.27～104.11.1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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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班別 上課日期 
上課

人數

104-1「戰鬥有氧班（IV）」 104.11.16～104.12.17 11 

104-1「桌遊輔導系列課程－學習策略班」 104.11.17～104.12.01 19 

104-1【正音ㄅㄆㄇ師資培訓班】 104.11.22～104.12.20 19 

委
託
案 

教育部 104 年度軍訓教官教育暨輔導知能學分班

第一期 
104.03.28～104.06.28 141

104 年度兒童課後照顧－A 班 104.06.01～104.09.01 30 

104 年度兒童課後照顧－B 班 104.06.06～104.09.05 30 

104 年度兒童課後照顧－C 班 104.06.06～104.09.05 30 

教育部 104 年度軍訓教官教育暨輔導知能學分班

第二期 
104.0721～104.08.20 148

教育部 104 年度軍訓教官教育暨輔導知能學分班

第三期 
104.10.03～105.01.31 98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推廣教育之辦理，除了運用本校師資培育特色外，為符合社會需求，

逐漸趨於辦理各種多元班隊，由於本校教室空間設備多為傳統一般教

室格局，較難符合一般社會人士對於多媒體視覺、及上課舒適需求；

此外，僅有一間 1107 專用教室，無法符應課程辦理需要，空間明顯

不足，因此，對招生成班或有所影響。 

三、發展方向： 
（一）持續透過本校師資之各項特色，配合教育部政策與議題，推動中

小學在職教師專業化，逐步規劃高中職教師進修活動，提供其成

長與發展機會；並積極拓展與開辦推廣教育各種班別，符合一般

社會大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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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課程報名困難度，提供多元報名及繳費管道： 

本院正積極建置線上報名及繳費系統，提供消費者更便利的方式報

名課程，希望藉以提高成班率。 

（三）架設本院行動 APP，即時通知本院各類資訊： 

本院已建置行動 APP，下載該行動 APP 者，可即時掌握本院各類

公告、線上瀏覽推廣教育開課訊息、學員修課資料等。 

（四）積極推動與學員深化互動 

自本學期開始，對於所成辦各班隊學員辦理與院長有約佸動，由院

長與學員面對面互動中，瞭解其對本學院其它需求與期許，借此以

增加其對學校認同感，期盼提升未來開辦班隊參加人數，或代為推

廣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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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本校 104 年度職員年終考績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依據教育部 104 年 12 月 3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165030A 號

函辦理。 

2、本校業於 104 年 12 月 28 日召開職員考績委員會併同本校駐衛

警、編制外人員審議完竣，後續將依限辦理報部核定相關事宜，

依照 104 年度年終考績相關規定初核本校職員考列甲等、乙等

人員，陳請鈞長覆核後報部核定。 

（二）有關本校差勤電子表單系統（WebITR）相關事宜說明如下： 

1、為提升行政效率及因應節能減碳，人事室業已建置差勤電子表

單系統並於 105 年 1 月 4 日正式啟用，個人差勤均採電子表單，

不再以紙本簽核。 

2、本校辦公時間為 8 時至 17 時 30 分，且上下班時間已無 10 分鐘

彈性刷卡機制，日後新制線上差勤系統將更覈實檢視差勤異常

功能，落實差勤管理。 

（三）本校 104 學年度寒假期間辦公時間及統一排休事宜說明如下： 

1、依據教育部 93 年 7 月 16 日臺人（二）字第 0930090106 號函辦

理。 

2、寒假期間（依本校行事曆 105 年 1 月 17 日寒假開始，2 月 20 日

結束），仍請同仁依差勤規定時間出勤。 

3、為節約能源，於寒假期間扣除 1 月 22 日及 2 月 19 日當週維持

全日上班外，其餘兩週之星期五實施統一排休，當天行政單位

（含二級單位）需至少一人到校值班，辦公室不開放冷氣。寒

假原加班補休 4 日扣除統一排休 2 日，同仁（含編制外人員）

可自行排休 2 日。 

4、如同仁欲在統一排休日安排休假使用國民旅遊卡，仍請於差勤

電子表單系統（WebITR)中假別點選「休假」並勾選「國民旅遊

卡休假」；於統一排休日值班、改請休假及公出差同仁，可於寒

假期間擇日排休。另自行排休同仁請於差勤電子表單系統

（WebITR）中假別點選「寒休」，避免出現差勤異常情況。 

（四）本校同仁及退休人員「105 年新春聯歡會」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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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慶祝新春佳節，鼓舞工作士氣，營造優質團隊文化，擬於 105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假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中晨曦樓 6 樓禮

堂辦理，並邀請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編制外人員及退休人員同

歡。 

2、為營造新春聯歡氣氛，援例辦理摸彩活動並函請本校各單位有

意演唱或表演者事先報名，再篩選表演節目與摸彩活動穿插進

行，另函請本校各單位主管及特約廠商踴躍提供摸彩品。 

3、活動預估經費為 17 萬 6,500 元，擬由本校體育活動費項下勻支。 

（五）本校行政助理薪資調整及塑身方案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本校於 104 年 12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行政助理員額及薪資調整實施要點」及併案修正「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 

2、本方案實施範圍及原則：以不增加學校人力員額及人事費用成

本為原則。 

配置 2 人以上（不含身心障礙人員、原住民人員）行政助理

之行政、教學單位及自給自足單位。 

因單位組織或系所整併需重新調整組織架構者。 

3、實施方式：出缺不補，漸進調整。 

（六）本校 104 學年度教師彈性薪資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有關本校遴薦 104 學年度教師彈性薪資獎勵人員獲頒每月彈性

薪資，業依規定溯自 104 年 1 月起追補，並已辦理核發作業事

宜。 

2、有關本校申請 102 年度獲補助「本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

薪資方案」人員，業經教育部審查同意核付 104 年經費新臺幣

230 萬元，並於 104 年 12 月 22 日掣據報部請撥在案。 

3、有關本校申請 103 年度獲補助「本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

薪資方案」人員，業經教育部審查同意核付 104 年經費新臺幣

170 萬元，並於 104 年 12 月 22 日掣據報部請撥在案。 

（七）辦理本校組織規程修正事宜說明如下： 

1、本校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高師大人字第 1041006579 號函「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意見表」請全校各單位，為辦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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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規程修正事宜，就權管事項檢視有無修正必要，俾本室彙辦。 

2、案經因應圖書館與電子計算機中心合併更名為圖書資訊處，並

將二單位原先組別加以整併，經本校 11 月及 12 月份行政會議

通過，提案校務會議審查該處組織規程修正事宜。 

3、配合增設國際事務處，經本校 12 月份行政會議通過，提案校務

會議審查該處組織規程修正事宜。 

4、有關本校附中校長遴選、進修學院及校務會議等相關條文修正，

均已併案分別經本校 11 月及 12 月份行政會議通過，提案校務

會議審查組織規程修正事宜。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評估本校行政助理薪資調整及塑身方案實際執行可能面臨，實際

執行時間恐無法預期或較長之問題，惟經估算本方案確實可以增

加行政助理陞遷機會及薪資調整之美意。 

（二）配合本校組織調整修正規程，並適時檢討組織人力配置情形、合

理配置員額，以及如何調整業務分配，以有效運用人力資源，有

賴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努力與配合。 

三、發展方向： 
（一）檢討本校各單位組織人力配置情形、合理配置員額以有效運用人

力資源。 

（二）建置電子化差勤系統、整合勞僱型兼任學生助理、兼任助理及臨

時工加保事宜，以電子化繼續推展業務資訊化提升服務品質，建

立全方位的人事服務。 

（三）加強本校各單位組織選、訓、儲、培人才，以提昇人員素質，增

進教學及行政效能。 

（四）檢討本校人事相關不合時宜法令規章並隨時更新網頁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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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於 104 年 12 月 14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一

學期第一次會議，會議決議通過本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優

良獎勵要點」修正案、「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修正草案、104

年度宿舍全面安裝冷氣及電力增設採購補辦預算案等重要提案。 

（二）本校 105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已編製完成，並陳送教育部

轉立法院審議中。 

（三）104 年 10 月 19 日與總務處辦理聯合業務說明會，有關主計室相關

資料已置於本室網頁業務講習，提供需求同仁自行下載參酌。 

（四）本校 105 年度預算經費分配案，截至 12 月 11 日止 MBO 商談會議

後，已奉核定學校專項經費修正為 1 億 9,196 萬 7 千元（不含編外

人員經費 3,196 萬 5 千元）、五學院經費修正為 3,967 萬 8 千元、單

位專項經費修正為 1,398 萬 5 千元、各行政單位及研究中心修正

1,603 萬 8 千元，共計 2 億 6,166 萬 8 千元，目前於會計管理系統建

置中，預計於 12 月底前完成。 

二、問題與檢討： 
（一）分批辦理採購。 

本校授權採購金額為 3 萬元（房屋、水電等修繕工程無論金額大

小，皆須由營繕組辦理），案件申請應先完成動支程序後再辦理採

購事宜，惟為符合本校授權採購之金額（或避開採購法之規定），

有分批採購之情形（即將以上之採購案件，切割為數筆 3 萬元以下

之請購）；又採購單位將同質性採購標的以二校區或各別需求或分

校區承辦人員不同或區分為學生宿舍使用為由，分成二案辦理，

如：校區往返交通車租用固定車次及單行車次、燕巢及和平校區委

外室內清潔、燕巢及和平校區委外室外道路清潔、燕巢及和平校區

委外廢棄物清運等，因採分案辦理，可能因規避政府採購法之適用

而觸法，或決標金額可能無法較預期降低而節省經費。 

（二）用人費（不含編外人員）比率過高。 

近 3 年本校 MBO 經費分配結果，使學校可統籌用經費越顯緊縮，

甚至有超分配情形，自五學院經費分配至 MBO 商談審議後再核

給，擴大分配結果，是否為其致因；另本校用人費佔支出比率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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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經統計與其他 5 所學校比較結果，明顯較其他 5 所學校為高，

係為可供學校省思之議題，其比較情形如下： 

本校近 3 年用人費與他校比較情形                  單位：千元/%

年度 103 102 101 

項目 

 

 

 

學校 

決 算 數

( 不 含 自

籌 收 入

支應) 

占政府補

助及學雜

費 收 入

( 不 含 自

籌 收 入 )

比率 

占總支

出比率 

決 算 數

( 不 含 自

籌收入支

應) 

占 政 府

補 助 及

學 雜 費

收 入 ( 不

含 自 籌

收 入 ) 比

率 

占總

支出

比率

決 算 數

( 不 含 自

籌收入支

應) 

占 政 府

補 助 及

學 雜 費

收入(不

含 自 籌

收入)比

率 

占總支

出比率

本校 684,615 63% 50% 686,236 63% 51% 693,200 63% 51% 

高雄 

大學 
482,804 55% 45% 468,258 54% 43% 462,654 55% 44% 

第一 

科大 
565,454 51% 42% 560,312 52% 42% 559,447 54% 43% 

高應大 786,912 53% 45% 793,043 54% 45% 818,005 53% 45% 

彰師大 787,118 60% 48% 773,402 60% 48% 772,682 59% 47% 

臺師大 1,870,279 58% 35% 1,862,802 59% 37% 1,939,147 60% 38% 

（三）編列本校因公派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之旅費配合辦理事項。 

1、現況： 

近來部分單位逕以單位所屬 MBO 經費報支出國或赴大陸地區

旅費，或以學校專項經費支應，由於該單位未於年度預算調查

時提送編列預算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旅費之需求，亦未經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致該類經費因不適用支應出國或赴大

陸地區旅費，而遭致主計室退件，徒增業務單位及主計室之困

擾。 

2、依據： 

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之

規定，各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應依行政院所定

年度預算籌編原則及編製概算應行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編製

年度出國計畫，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3、改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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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預算需求調查： 

請辦理派員出國（人事室）及赴大陸地區（研究發展處）

業務之承辦單位，於每年年初先行調查各單位次年度派員

出國及赴大陸地區之需求，由各需求單位擬具出國計畫及

旅費預算表。 

（2）彙整出國計畫提會： 

承辦單位將上述出國計畫及旅費預算表彙整後，提送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3）編列預算： 

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主計室據以編列年

度概算，陳送教育部審查通過後層轉行政院。 

（4）自籌經費支應： 

經行政院核定後，於年底分配次年度預算經費時，需求單

位得以 MBO 經費或其他自籌收入經費編列支應。 

三、發展方向： 
運用財務表報，分析執行差異原因提出各項改進方針，並落實預算控

管機制，辦理預算編製與執行，支援校內各行政與教學單位，充分運

用有限資源，以支持學校建設，提昇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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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圖書館專題講座 

1、辦理「台灣當代藝術資料庫」校園推廣講座 

時間：104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10 時 

地點：和平圖書館 1 樓演講廳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簡稱視

盟 AVAT）為推廣該團隊所籌畫建置的「

台 灣 當 代 藝 術 資 料 庫 」（ Taiwan 

Contemporary Art Archive），訂於 104 年 10

月 23 日（五）上午 10 時在和平圖書館 1

樓演講廳與本館合辦推廣講座。以學科服

務為出發點，主要以藝術相關系所師生為

對象，由陳伯義先生（台灣當代藝術資料

庫－攝影藝術協同主持人、攝影藝術家）

主講，簡要清晰地介紹資料庫的使用，希

望能協助大家實踐不同旨趣目的。 

若想要策展、書寫藝評、做研究卻找不到藝術家完整的創作脈

絡，或是身為藝術家的您也能觀察同一時代的創作語境與發展

等，讓「台灣當代藝術資料庫」成為您創作、策展、評論和研

究觀察的 佳工具。活動已圓滿完成。 

2、辦理「2015 打狗鳳邑文學獎」校園推廣講座暨主題書展 

時間：104 年 10 月 27 日 

地點：和平圖書館 1 樓演講廳 

講題：「高雄、花蓮到台北的書寫印象」

／言叔夏主講，分享寫作的技巧與密技。 

本 館 與 高 雄 市 文 化

局 和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合辦「2015 打狗鳳邑

文學獎」校園推廣講

座，為順勢推廣館內

文學相關藏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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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此講座時機，和平圖書館也於 10/19～10/31 期間在一樓櫃台

旁辦理「一起來寫作吧！！文學創作主題書展」，除展出歷年打

狗鳳邑文學獎的得獎作品集，並特別自館藏中挑選出「2011～

2014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者」之個人作品。讓大家跟著前輩的

腳步，激發文學創作能力，創作出豐沛的文學寫作環境。講座

當天師生參與踴躍，互動發問，活動順利圓滿。 

3、2014 年圖書館名人講座系列專題演講活動 

（1）時間：104 年 10 月 15 日 

地點：燕巢圖資大樓 1 樓演講廳 

講題：談《上一堂 好玩的日本

學：政大超人氣通識課「

從漫畫看日本」》／政治

大學蔡增家教授主講 

（2）時間：104 年 11 月 24 日 

地點：和平校區活動中心 3 樓演

講廳 

講題：《未曾選擇的那條路》／

荒野保護會協會理事長李偉文醫師主講 

（3）時間：104 年 11 月 24 日 

地點：和平校區活動中心 3 樓演講廳 

講題：《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有關財富的靈魂試煉」》

／大塊文化出版社董事長郝明義先生主講 

各場次活動皆於圖書館首頁開放線上報名，場場報名皆高

達百餘名師生參與，主講者精彩的演說及近距離的互動，

搭配簽書會，讓師生感到收穫良多。以上三場演講活動現

場實況影片皆已上線，在圖書館網站路徑如下：「首頁＞電

子資源＞影音專區＞活動影音」，歡迎師生隨時連線觀賞。 

（二）推廣活動暨展覽 

1、辦理【E 躍上雲端•在高師】開學好禮

獎不完！ 

時間：104 年 10 月 5 日至 8 日 

地點：和平圖書館 3 樓期刊區 

本活動獲逢甲大學「台灣電子供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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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補助新臺幣 1 萬元！！ 

圖書館為拓展電子書的使用群眾並提升其效益及使用率，兩校

區圖書館結合時下 夯之 Facebook（臉書）分享機制，在 10/5

～10/8 特舉辦「E 躍上雲端•在高師」活動，並配合本校和平圖

書館 3 樓期刊區所增設之「電子資源體驗區」，規劃休閒吧檯區

、舒適沙發區並附有 1 台 24 吋觸控螢幕電腦與 2 台 ipad 平板電

腦，供讀者隨時閱讀使用。為進一步推廣豐富的電子書、電子

雜誌館藏，提供電子閱讀器專區，結合推廣活動，以期能廣徵

電子書的愛閱者及活力十足的讀者共襄盛舉，進而成為校園閱

讀新風氣。 

活動內容包括「電子書 E 滑就上手」和「E-Book 分享趣」，並提

供西堤牛排餐劵、全家禮券 300 元、現金 200 元等多項大獎。

本活動計有 120 人參與，10/12（一）已公開抽出得獎名單，並

公告於圖書館網頁。 

2、辦理名人講座首場活動，同步搭配迎新生、歡樂洋溢啤酒 鬆餅

節活動 

時間：104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3:30 

為迎接大學新鮮人來到校園，圖書館於

10/15（四）13:30 燕巢圖資大樓一樓邀

請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日本政經制度的

專家蔡增家教授蒞臨本校談「上一堂

好玩的日本學：政大超人氣通識課，從

漫畫看日本」。蔡教授於政治大學開設

「從漫畫看日本」這堂課，每學期開課

都吸引近八百位學生選修，本次演講就

以歷年開設這門課程的經驗集結，介紹學生如何透過有趣的漫

畫來了解真正的日本文化這個距離台灣 近的工業大國。 

另，除了聽演講可嚐啤酒鬆餅外，專題演講活動當天圖書館也

搭配推出啤酒鬆餅節活動炒熱氣氛，師生只要成功設定本校電

算中心所推出 MAC 設定服務，使用者可於校園內 WiFi 場域內

暢行無阻，即可輕鬆兌換美味的啤酒鬆餅組合餐。本活動提供

啤酒鬆餅限量 200 組，現場師生參加踴躍，活動圓滿完成。 

3、圖書館特製 12 款精美限量典藏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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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本校圖書館與電算中心的服務內容，同時讓新生更瞭解

並善用這些便利服務，特別設計精美限量典藏書籤，一套 12 款

，已於 10 月中旬出版。除贈送各單位一、二級主管和秘書、本

校教職員，以及供其他單位索取進行校內外公關使用外，也搭

配各類推廣活動辦理贈送活動。推出後廣受歡迎，炙手可熱。 

 

 

 

 

 

 

 

 

 

4、歡樂耶誕。新年快樂圖書館限量典藏版書籤贈送活動 

因應 12 月圖書館週活動，本館於兩校區同步

辦理圖書館 FB 及相關課程演講之推廣活動。

特別針對本校學生辦理【按讚！許願！】拿圖

書館限量典藏版書籤！」，同學們只要動動手

指，在學校和圖書館 FB 粉絲專頁按讚，並在

圖書館 FB 粉絲頁留言許下心願，12 月底前就

可以在圖書館服務檯領取限量典藏版書籤一

套。另外，也同時舉辦【集點！參加活動！】

，凡參加一場課即可獲得一個點數，出示集滿

三個點數的集點卡，也可兌換典藏版書籤一套

。機會難得，歡迎同學們踴躍參加。 

5、辦理名人講座壓軸活動，郝明義專題演講暨簽書會活動 

圖書館於 12 月 10 日邀請大塊文化董事長

，也是前總統府國策顧問郝明義先生蒞臨

本校主講「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有關

財富的靈魂試煉」。郝名義先生近年來一

路參與許多公民行動，一路也思考起台灣

許多問題的癥結與可能的解方。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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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跟未來搶時間。」，未來二十年的時間，可以讓台灣在

政客虛無飄渺的口水戰中滅頂，也可以成就像日本明治維新運

動一樣的新生。「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我們就該勇往直前。

」。本活動共計 139 位師生線上報名參加，現場除了台上與台下

互動熱絡外，更提供有多種郝名義先生近期出版的作品，提供

讀者與作品近距離直接互動的溫馨簽書會，活動圓滿成功。 

6、12/7 及 12/15「Office 365 校園行動咖啡車」駛進高師 Caf’e 暢飲

小確幸 

時間：105 年 12 月 7 日 11:00～16:00（和平圖書館） 

105 年 12 月 15 日 11:00～16:00（燕巢圖書館） 

微軟「Office 365 校園行動咖啡車」分別於 12 月 7 日及 12 月 15

日 11:00～16:00 駛進和平校區圖書館川堂及燕巢校區圖資大樓

，Office365 Pro Plus 提供學生使用 Office 應用程式，還有無上限

的雲端儲存空間。學生們可以從電腦、平板、手機等裝置下載

存取，只要登錄或下載成功，立即提供一杯熱呼呼的咖啡。對

於視設系或相關科系的學生而言，多媒體及攝影等設計作業的

檔案通常很大，使用雲端儲存空間，讓大家可以利用雲端來繳

交作業或儲存檔案，走到哪帶到哪，相當方便。微軟咖啡車到

校園推廣，讓學生們能更了解雲端服務的應用。 

此次 Office 365 校園行動咖啡車到校園，介紹微軟雲

端服務，高師大師生即日起至本校圖書館首頁點選

Office 365 活動頁籤，依指示登錄帳密，除了活動當

日可以免費獲得香濃咖啡一杯，微軟將提供 1TB 的

雲端儲存空間及相關的各項功能。歡迎全校師生在

繁忙課業之餘，利用一杯咖啡的時間，認識無限寬

廣的雲端服務。 

另外，12/15 為歡慶本校燕巢校區【薪火相傳點燈活

動】，365 咖啡車同場加碼閃亮從下午 4:00 喝到晚上

7:00，陪大家一起歡渡耶誕點燈趣。 

7、辦理 2015 薪火相傳聖誕聯合點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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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佳節前夕，圖書館於燕巢校區圖資

大樓二樓中庭廣場辦理「2015 薪火相

傳點燈慶，街頭巷尾來相應」跨校際聯

合點燈，此為本校及樹德科技大學首度

攜手同慶的聖誕點燈活動。本活動結合

視訊同步技術，由兩校的校長親自主

持點燈儀式，藉由視訊畫面問好並互祝

校運昌隆。同時，由圖書館余館長親持

聖火，在壯闊的車隊護送下，將聖火傳

遞至樹德科大，意味傳承與交流，除了

期望深化校際交流、資源互惠外，同時也將年終聯合點燈溫馨

氛圍拓展至燕巢大學城地區，象徵啟動平安、喜樂、愛與分享

的聖誕佳節氛圍，為活動帶來另一個高潮。活動現場另安排有

精彩的熱音社樂團表演、自助吧輕食、咖啡車、煙火及仙女棒

等，節目熱情洋溢且豐富多元。活動當天也獲得微軟公司贊助

小禮物並於 16:00～19:00 期間在活動現場提供微軟行動咖啡車

服務，同學們只要在現場於微軟官網按讚，即可免費兌換 UCC

香濃咖啡，當天師生參與踴躍，活動順利圓滿。 

8、辦理「高師特教－特殊教育服務隊成果展」 

展覽期間：104 年 11 月 2 日（一）至 11 月 27 日（五） 

展覽地點：和平校區圖書館櫃台旁與一樓畫廊 

         「特殊教育服務隊」是每年高師大特教系的學

生們在暑假所籌辦的營隊，參與的對象皆為有

特殊教育服務需求之學生。在此營隊中，特教

系學生們設計了許多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內容

，也規劃了許多豐富的遊戲活動，讓所有參與

的學生可以擁有新的視野，體驗不一樣的新事

物。此營隊不僅增加學生們參與活動的經驗，

也給了所有參與的志工滿滿的收穫。展覽活動

圓滿成功。 

9、高師木鐸話劇社期末特展─你所不知道的話劇社 

展覽地點：和平圖書館一樓畫廊 

展覽時間：104/12/28～10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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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師話劇社」已走了 45 年的時光了，

經歷過輝煌與風霜，近年來文藝風興起，

無論是舞台劇、音樂劇，甚至是相聲劇場

，皆頗受好評。期望藉由這次的特展，包

含歷屆公演劇本、演出道具、服裝戲劇相

關書籍，以及演出照片、影片和海報。能

夠吸引到更多朋友和話劇社一睹戲劇及

劇場的魅力！了解話劇的運作內容和方

式，也突破大家對戲劇的刻板印象，戲劇

可以像莎翁一樣很深奧，但也可存在你我

之間的小小事件。 

（三）主題書展活動 

1、給未來的教育--「翻轉學習」主題書展 

展出時間：104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 

展出地點：和平、燕巢圖書館同步展出 

延續圖書館上學期舉辦廣受師生歡迎的翻轉教育專題演講，也

為迎接新鮮人進入校園，兩校區圖書館於 9 月 15 日～10 月 15

日期間同步推出：給未來的教育--「翻轉學習」主題書展，書展

中展出百餘種與翻轉教室、翻轉學習及教育相關的好書與報導

，提供全校師生閱覽利用。 

2、拼布手作藝術系列活動－教師作品展及主題書展 

圖書館延續以往精神，致力推廣閱讀和生活美學

結合，盼全校教職員生在忙碌工作和學業之際，

也能深刻體驗閱讀和生活的美好，特辦理拼布手

作藝術系列活動。活動內容主要包括兩部分： 

（1）陳雪妮老師作品展暨主題書展：展出時間

10/1～10/31，在和平圖書館內藝文走廊展

出老師個人的拼布作品，以及圖書館內所

典藏的手作相關圖書，提升主題圖書借閱

率。 

（2）拼布手作 DIY 體驗活動：10/13 和 10/20 分

別於和平及燕巢圖書館各辦一場，每場兩

小時，每場限額 20 名，由陳雪妮老師免費



95 

 

帶領互動體驗。 

（四）學科服務及研習課程 

1、辦理四場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說明會 

為尊重學術，保障智慧，圖書館於

104 年度購入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

比對系統；Turnitin 是一種防止學

術抄襲的系統工具，可幫助教學人

員評估學生作業及論文的原創性

。其做法是以提交的文件為依據，

透過與網路文獻資源及 Turnitin 本

身的比對資料庫進行檢查，可查找

出是否有抄襲或引用過當的情形

。想知道如何使用該資料庫嗎？圖

書館在 104-1 學期分別於 9/24、11/12、12/17、105/1/14 安排四場

公開報名說明會。另 10/6 亦加開一場教育系說明會。詳細時間

請至本館網頁查詢，歡迎各位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截至 104 年底，已辦理四場，計有 108 人次參加，滿意度達 89%。 

2、開設全校性公開報名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課程三場次 

自 102 學年度起，本館試辦各學

院配置一名學科館員融入系所「

研究方法」課程服務，利用系所

教師課堂時間擔任 EndNote 書目

管理軟體之講師，以深入推廣該

軟體之應用，經評估目前已完成

階段性目標。 

為善用校內有限資源，本館擬自

104 學年度起暫停各系所教師申

請學科館員於課堂時間擔任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課程講師之

授課服務，並依 104 年 8 月 19 日與進修學院合辦課程協調會議

決議，偕同進修學院自本學期於夜間開設全校性公開報名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課程三場次。辦理日期分別為 10/29、11/19

、12/24，每場次時間為 18:30～20:30，計 2 小時，地點和平校區

活動中心三樓演講廳。詳細報名時間請至本館網頁查詢，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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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師生踴躍報名參加。截至 12/22 止，已辦理二場，計有 129

人次參加。 

3、圖書館與 SAGE Publication 合辦 104 年論文研究方法專題研討會 

時間：104 年 11 月 7 日 

論文研究方法專題研討會向來是圖書館校園

學術推廣的特色亮點活動，圖書館持續推廣

多年，目的是為師生創造更多研究方法交流

互動的平台，分享繁複變化的研究方法相關

議題，也期待能激盪更多研究火花。11 月 7

日論文研討會議由圖書館主辦，SAGE 出版

社贊助，特地邀請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柯皓仁教授及本校華語所鍾

鎮城所長主講，兩位講者分別就研究方法甘苦談及對社會科學

領域研究方法的社群使用經驗，分享其寶貴經驗與看法。本活

動於活動中心三樓演講廳舉辦，共有百餘位師生熱情參與，我

們同時也準備了精美的 QA 禮物，台上下互動熱烈，活動圓滿

順利。 

（五）閱覽服務推動 

1、一站式貼心服務，11 月起辦理校友及臨時證保證金由圖書館代

收 

為便利師生辦理校友借書證及臨時借書證作業程序，縮減往返

作業次數與往返時間，即日起辦理上述借書證所需繳納之新臺

幣 2000 元保證金，無須親自洽出納組，圖書館啟動「保證金代

收代繳機制」，申辦時僅須至圖書館櫃台遞送申請單，經審核

通過即可直接於圖書館繳納保證金（本館將開立收取證明單，

正式收據將於三個工作天後與借書證一併領取）！ 

2、圖書館舊式影印卡退押卡費 

凡持有下列圖示之舊式影印卡者，即日起

至 104/12/31 止攜卡至圖書館櫃台辦理退

押卡費事宜，餘額恕不退還，逾期將不予

受理。本案已於 104/11/24 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 新消息。 

3、本校論文上傳系統轉換國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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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本校研究生更便利的論文上傳介面，本校圖書館擬於年

底前將原系統更換為國家圖書館論文上傳系統，11 月中旬起正

進行新系統館內使用者端測試，上線時間評估中，預計 1 月底

前可上線，屆時將另行公告於本館網頁 新消息。 

4、圖書館 105 年寒假開館時間暨寒假延長借書政策 

圖書館 105 年寒假開館時間已於 12 月底進行公告。配合本校為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考區，及為提供更優質的閱覽服務品質，援

例擬於 105/1/22～1/23、1/26～1/28 期間休館。休館期間全體人

員仍需正常上下班，相關行政業務皆正常運作，並動員全館人

力進行整架、調架和環境清潔、消毒工作。燕巢校區圖書館因

寒假期間師生多離校返鄉，圖書館使用率較低，為提升全校節

能省碳績效，燕巢館擬每週僅開放週二、三及四。 

另圖書館寒假延長借書時間將自 105/1/11～1/25 辦理，大學生於

該期間借書（含續借），到期日為 3/1，亦已於 12 月底公告。請

於圖書館網頁 新消息查閱相關訊息。 

（六）館藏統計（截至 104 年 1 月底止） 

語文 

類型 
中日文 西文 小計 

圖書（冊） 328,182 157,239 485,421 

期刊合訂本（冊） 48,691 33,653 82,344 

非書資料（件） 48,531 719,257 767,788 

電子書（冊） 76,907 473,045 549,952 

電子期刊 7,449 29,462 36,911 

備註：非書資料含微縮單片：752,314、微縮捲片：2,989，合計

755,143 件。 

（七）圖書及視聽資料採購 

1、104 年（1～11 月）書刊採購：順利完成各系推薦採購，詳如下

表（單位：冊/片） 

語文 

類型 
中文 西文 小計 

圖書 2,826 564 3,390 

視聽 149 0 149 

樂譜 0 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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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975 592 3,567 

2、104 年各單位 MBO 圖書經費收支概況（截至 12/16 止） 

學院 所系 提撥經費
購買圖書

（冊） 

樂譜 

（件） 

視聽 

（種） 

視聽 

（片） 

教
育
學
院 

性別所 33,359 11 0 0 0 

資教所 5,000 0 0 0 0 

成教所 91,000 44 0 0 0 

諮復所 150,000 82 0 0 0 

教育系 199,000 144 0 0 0 

特教系 300,000 99 0 0 0 

體育系 0 0 0 0 0 

人知所 26,000 3 0 0 0 

事經系 0 0 0 0 0 

小計 804,359 383 0 0 0 

文
學
院 

台研所 30,000 47 0 0 0 

經學所 0 0 0 0 0 

客文所 65,500 108 0 2 3 

華語所 0 0 0 0 0 

國文系 406,000 379 0 0 0 

英語系 108,000 44 0 0 0 

地理系 50,000 32 0 0 0 

小計 659,500 993 0 2 3 

理
學
院 

科環所 40,000 10 0 0 0 

生科系 0 0 0 0 0 

數學系 150,000 62 0 0 0 

物理系 0 0 0 0 0 

化學系 0 0 0 0 0 

小計 190,000 1,520 0 2 3 

科
技
學
院 

工教系 0 0 0 0 0 

工設系 40,000 36 0 0 0 

光通系 20,000 2 0 0 0 

電子系 20,000 3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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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所系 提撥經費
購買圖書

（冊） 

樂譜 

（件） 

視聽 

（種） 

視聽 

（片） 

軟工系 35,000 3 0 0 0 

小計 115,000 1,653 0 2 3 

藝
術
學
院 

視設系 30,000 19 0 0 0 

跨藝所 30,000 23 0 0 0 

美術系 50,000 40 0 0 0 

音樂系 160,000 457 28 55 55 

小計 270,000 2,263 28 57 58 

通識

中心 
 0 0 0 0 0 

師培

中心 
 35,000 72 0 0 0 

學輔

中心 
 0 0 0 0 0 

圖書

館 
 202,000 1,643 0 92 103 

合計  2,275,859 3,390 28 149 161 

3、進行 105 年各學術單位書刊費提撥調查彙整工作。 

（八）期刊業務 

1、完成 104 年度訂購期刊驗收、付款。 

2、 完成 105 年各單位紙本期刊及單訂電子期刊調查及訪價工作。 

3、 規劃並實施系所核心電子期刊推廣，定期發行到刊通知及介紹。 

4、 完成本館期刊目錄更新上傳至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含中、

西、日、陸期刊）。 

5、進行 103 年紙本期刊裝訂整理工作。 

（九）資料庫相關業 

1、完成 105 年電子資源訂購經費討論會，預計 105 年訂購 25 種電

子資源，所需經費共計 19,280 仟元，各由電子資源的專項設備

11,460 仟元，專項經常門 7,820 仟元支應。 

2、 完成 105 年電子資源共同供應契約下訂。 

3、完成 AIP、ACS／OSA／ACS、CNKI 中國期刊論文、中國博士

論文等電子資料庫招標公告、開標及決標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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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類編目 

1、104 年 1～11 月新編圖書大類統計（含熱門排行榜、讀者推薦書、

各所系推薦、電子書及贈書），詳如下表： 

語文 

大類 

中書 西書 小計 

種數 冊數 種數 冊數 種數 冊數 

總類 411 430 2 2 413 432 

哲學 115 126 4 4 119 130 

宗教 21 33 0 0 21 33 

自然科學 54 60 27 29 81 89 

應用科學 123 134 2 2 125 136 

社會科學 221 250 40 40 261 290 

史地 184 304 1 1 185 305 

語言文學 307 370 42 42 349 412 

藝術 129 604 13 65 142 669 

總計 1,565 2,311 131 185 1,696 2,496 

2、其它資料類型新編館藏統計（單位：冊） 

類別 
圖書 視聽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總類 795 15 5 0 

哲學 373 73 4 0 

宗教 140 8 2 0 

自然科學 180 91 30 0 

應用科學 461 90 30 18 

社會科學 1,354 235 122 3 

史地 837 9 29 0 

語言文學 1,478 99 72 6 

藝術 1,284 207 346 64 

總計 
6,902 827 640 91 

7,729 731 

3、持續改善館藏目錄查詢品質：修改歷年來因轉檔所產生之亂碼，

以提昇館藏查詢品質，目前已修正緒({̇″ѫ})、会({45435a})、

¥({212b55})、铁({234322})、窗({226a21})、渕({224962})、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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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e72})、歷({454349})…等亂碼。 

（十一）其他 

1、新書、新雜誌及核心電子期刊快訊發刊：每月至少 4～5 次利用

內電子郵件系統、本館網站 新消息發送新進熱門圖書、 具

話題性新雜誌及學術系核心電子期刊的 新訊息。 

2、 以公文索贈方式取得系所及讀者所推薦的政府出版品，以節省

相關購書經費。 

3、 完成本館智慧財產權保護自評表彙整。 

4、 完成 104 年 MBO 考核的自評表及成果資料撰寫、彙整工作。 

5、 完成高等教育統計之撰寫彙整及回覆。 

6、 完成科技部 105 年補助人文及社會圖書購置申請計畫書之聯

繫、書單彙整及核對之工作。 

7、 完成 104 學年圖書館委員調查及發聘作業。 

8、完成 105 年圖書館 MBO 年度計畫及採編、期刊組工作進度編纂

工作。 

（十二）志願服務學習課程 

1、兩校區志願服務學習課程 

本學期兩校區圖書館分別有物理系、數學系、地理系、事經系

、體育系、國文系及英文系等七個系所同學，合計 139 人，共

1,206 小時，以分組或個別方式，每位學生志願服務 8 小時前往

圖書館進行各項服務學習工作。圖書館希望能藉由志願服務學

習課程的機會，由館員擔任帶領老師角色，讓學生們能夠加深

對圖書館環境及各項服務功能的認識，也藉此培養同學們落實

服務中學習的精神。104-1 學期兩校區圖書館志願服務學習統計

表如下： 

表：104-1 學期兩校區圖書館志願服務學習統計表 

校區 科系 人數 時數 

燕巢圖書館 

物理系 40 320 

數學系 41 328 

小計 81 648 

和平圖書館 

地理系 41 432 

事經系 3 24 

體育系 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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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系 1 10 

英文系 5 40 

小計 58 558 

總計 139 1206 

（十三）圖書館工程事項 

1、燕巢校區圖資大樓西北側停車場，擴大開放機車停車區域 

圖書館於 10 月 28 日於車輛管理委員會議中提案，建議規劃圖

資大樓西北側停車場彈性調整汽機車停車區域，以更符合師生

實際使用效益。本提案獲得車管會同意通過，總務處事務組也

於 12 月 19 日（六）請車格標線廠商將原有燕巢圖資大樓停車

規劃 8 格機車停車位、23 格汽車停車位，進行重新標線工程：

本區新設車格調整為機車停車格 81 格、汽車停車位 7 格及 2 格

殘障停車格。大幅增加機車停車區域，歡迎同學們踴躍利用。 

2、燕巢校區圖資大樓「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整修工程」案，已於

12 月 10 日完成複驗程序 

本校通過教育部 104 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審查補

助案，圖書館無障礙空間改善案業已於 104 年 7 月 27 日決標作

業。本案工程施作項目依序為燕巢圖資大樓二樓入口景觀大廳

無障礙環境設施改善，解決入口坡度高低差之問題、二樓服務

樓層無障礙廁所通道改善工程以及改善和平校區圖書館一樓廁

所為性別友善廁所工程。由設計監造單位吳文獻建築師事務所

擔任本案監造者，本案工程於 8 月 10 日報請開工，工期 60 日

曆天，預定完工日期為 104 年 10 月 7 日。然依監造單位吳文獻

建築師事務所通知及工區施工狀況，現場施工進度一度嚴重落

後（估算落後進度超過 40%）。圖書館於此期間也與設計監造

單位、總務處營繕組及承攬廠商分別共召開七次施工協調會議

，營繕組也發函請復偉營造有限公司儘速全面趕工完成契約，

廠商於 11 月 12 日報請完工驗收。本案亦已於 12 月 18 日改善缺

失，驗收合格，完成啟用。 

3、和平圖書館謹訂 11 月進行空氣品質檢測和冷氣空調出回風口清

潔工作 

（1）11/23（一）～11/24（二）：於本館 2F 自修閱讀區架設【空

氣品質檢測儀檢測】（配合單位－環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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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4（二）～11/27（五）：分別逐一從 B1 至 3F 進行【冷

氣空調出回風口清潔工作】(配合單位-營繕組)。 

以上二案施作皆會影響到在館讀者瀏覽及閱讀，本館已於施作

前一周公告周知讀者知悉。 

4、8/7～10/2 辦理和平圖書館 4F／5F「空調送風機更新工程」 

和平圖書館 2F／3F 空調更新工程已於 103 年底順利完工，104

年 4F／5F 空調施工期程作業及相關配套說明如下： 

（1）8/10（星期一）～9/4（星期五）：進行 4 樓西文書庫區空調

送風機更新修繕工程，已於 9/4 竣工，並於 9/7（一）正式

啟用。 

（2）9/7（星期一）～10/2（星期五）：進行 5 樓中文書庫區空

調送風機更新修繕工程，已於 9/2（五）竣工，並於 10/3（

六）正式啟用。 

施工期間 4～5 樓書庫區採閉架式管理，如需借閱圖書，需至圖

書館首頁＞服務項目＞書刊調借＞圖書借調，填寫圖書借調申

請表。 

（十四）校首頁更新版本 

11/4 校慶當天校首頁更換全新，將以模版方式呈現，新版校首

頁風格主要以資訊呈現為主，特色如下： 

1、學校重大消息的內容，以 快且圖文並茂的方式進行呈現。 

2、 新消息部分，依資訊內容分類，分別呈現於不同的區塊。且

依訊息內容，提供「長主題」及「短主題」兩種訊息；短主題：

將於校首頁「資訊服務」簡單明瞭呈現；長主題：於公告本體

頁面呈現。 

3、手機版網頁瀏覽介面，透過手機或其他不同尺寸之平板，均可

自動排版，提供 適合的格式進行瀏覽。 

桌機版                    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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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校內資訊系統整合至「教職員生單一登入入口」 

校內資訊系統跨平台整合，提供個人化資訊系統登入功能；不

再需要由人去找系統，而是由系統依照登入者的身分，提供所

需之資訊服務。 

1、教師身分登入： 

教師登入時，以教學平台方式呈現，截至目前為止，連結至少 6

個系統，提供教學及研究所需；後續亦將持續與其他系統進行整

合，如：目前正在進行之教師研究資料只需輸入一次，輸入後由

系統自行遞送研究優良獎勵申請，並依教師個人意願，選擇是否

公佈於所建立之大師人才網。（當教師資料選擇公開時，系統亦

提供內容預覽功能，可由教師個人自行決定公開預覽之頁數）以

利後續產學推廣。其他目前已完成之畫面呈現包括： 

（1）教師基本資料：基本資料維護及記錄查詢。 

（2）學術成就：教師新增、修改及刪除個人學術資料功能已完

成；該功能與教師檔案系統介接，除可呈現教師個人著作

（含期刊、會議論文及研究計畫等相關資訊），近日內亦

將提供教師新增、修改及刪除個人學術資料，在新增資料

的同時，系統自動送件至研發處申請研究優良獎。 

（3）教師課前：包括：課程大網、教師平台，讓教師可以隨時

新增、修改個人的教學大網及教學所需投影片。 

（4）教師課中：包括：缺、曠課點名及調、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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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師課後：包括 期中、期末成績輸入。 

 

2、學生端身分登入 

學生登入後，將學生常用之資訊服務整併，提供學生更完整及

便利之資訊系統存取；未來更將與學生實習作品上傳介接，供

實習、業界等相關未來出入之查詢。其他目前已完成之畫面呈

現包括： 

（1）學生基本資料。 

（2）圖書專區：包括圖書及空間借用，冊數及欠款資料呈現。 

（3）學生課前：含註冊情形、選課與加退選、開課查詢。 

（4）學生課中：含課綱、點名、缺曠課、下載課程投影片、繳

交作業。 

（5）學生課後：含教師意見調查及成績查詢。 

（6）專區（校園授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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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人員登入： 

已與廠商洽談，針對人事室 WebITR 系統、文書組公文系統以

及主計、出納、薪資、財產保管系統進行資料庫統整，將積極

建構上述資訊系統整併入本教職員生單一登入平台中。 

（十六）數位教學平台、人事室 WebITR 系統、文書組公文系統以及主計、

出納、薪資、財產等 7 大系統單一化整合 

1、艾富資訊公司：主計、出納、薪資及財產管理： 

（1）由艾富公司開發的主計、出納、薪資及財產管理等系統，

每次簽定 2 年約，經本中心與該公司多次洽談，協助檢視

合約內容並將簽約時間改為 1 年 1 簽。 

（2）回收 4 大系統的管理者權限及 API 供本中心做校內各系統

跨平台整合，因系統穩定，艾富公司不需花大量人力維護

，朝維護費逐年減少努力。 

2、凱發資訊公司：人事室 Web ITR 系統 

（1）人事室 Web ITR 新系統預計 105 年 1 月正式上線，將與打卡

鐘介接，協助廠商安裝系統主機及卡鐘整合介接等事宜。 

（2）因應校門口打卡塞車問題，人事室將於停車場新增 1 台打

卡鐘，提供得來速服務車上刷卡。新增的打卡鐘由 105 電

算中心教學經常費支付，放置位置 B1 停車場。 

3、英福達公司：公文系統 

（1）與文書組公文系統開發商英福達公司洽談，協助檢視合約

內容，清楚註明英福達公司該執行的工作項目。 

（2）向英福達公司索取本校公文系統的管理者權限、帳密、API

及 schema，以便併入單一簽入及校內跨平台整合。 

4、旭聯科技公司 

數位教學平台部分已回收校內自行維護，並延伸開發整併進單

一登入平台架構，未來將不再繼續給付相關維護費用。 

（十七）「學生兼任助理管理資訊平台」發開、建置，正式上線提供使用 

1、因應工讀生需加入勞健保問題，開發此平台做為學生兼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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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及管理使用。 

2、10 月 29 日舉辦全校性的系統使用說明會，正式上線提供使用。 

（十八）「勞僱型工讀生系統」開發與建置 

1、「勞僱型工讀生系統」開發內容包括：（1）非本校師生帳號申請，

登入功能。（2）申請表單填寫報表匯出。（3）複合式搜尋。（4）

保費試算。（5）人事室需求功能。（6）專題研究計畫約用助理

人員建議表申請介面＆報表匯出。（7）計畫申請時間不可重疊

功能。（8）離職表單自動帶入＆報表匯出。 

2、目前開發已完成，寄 E-Mail 給相關人員進行測試，並做細部調

整。預計 1～2 周調整完成後，正式公告全校使用並開使用說明

會。 

3、整合公文系統簽核流程及方便於人事人員進行加退保險的提

醒、計算及上傳勞保局網站。 

（十九）進修學院休復學線上申請作業： 

 

 

 

 

 

 

 

 

 

此功能整合進修學院網路服務平台、教務行政系統、教師教務平

台、電子公文系統及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等 5 個系統，充分運用資

訊流整合效益，節省紙本、傳遞簽核時間、簡化流程關卡。 

（二十）教學評量作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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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教學發展中心匯入及整理課程資料，供全校學生於規定期

限內進行教學評量填答。 

2、提供學生於教職員生單一登入入口後，即可依學生為日間部及

進修學院身分直接進入填答畫面，無需再由學生挑選不同網站

進入填答評量，有效整合現有教學評量系統於整合單一登入系

統中。 

（廿一）進修學院網路報名系統作業： 

 

 

 

 

 

 

 

 

 

配合進修學院網路報名作業，協助修改系統功能，供線上報名

及繳費作業，及批次現場報名資料輸入作業。 

（廿二）校內有線、無線網路更新： 

1、106 年 1 月起將分別於燕巢及和平校區各加裝兩條中華電信光纖

網路，由之前單一通道架構，改為和平、燕巢各雙通道（TANET

學術網路、HINET 中華電信網路），兩校區共四通道網路架構，

以期達到兩校區網路流量分散，互相支援之功效，再也不會因

TANet 斷線讓學校陷於孤島的狀況產生。 

（http://140.127.40.122/nknucc/index.php/5-campus-net） 

目前校園之基礎網路架構       明年 1/1 日起之校園網路基礎架構 

 

 

 

 

 

 

2、調整校內無線網路的佈點，完成校園內 198 點 AP 佈點調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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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規畫以教學區、行政區及學生宿舍區 AP 佈點增加規劃（陸

續擴充 120 點），讓校內的網路環境更順暢快速。 

（http://140.127.40.122/nknucc/index.php/6-wlan-ap） 

3、WiFi 無線網路 MAC 註冊系統已完成，讓無線網路登入能無縫

於校內漫遊。並公告發送 E-Mail 通知全校師生，已有近千人上

網登錄使用。 

（http://140.127.40.122/nknucc/index.php/82-campuswlan） 

4、MRTG 網路流量圖（公開資訊）已完成。 

（http://mrtg.twaren.net/mrtg/data/member/nknu.html） 

（廿三）高雄師範大學 APP 上線了：提供 新消息、校車時刻、緊急通

報等資源歡迎使用！！ 

1、APP 第 1 版已於校網公告，手機請至 APP 商店下載使用

（APPLE-IOS 或 Android 系統皆可使用）。預計每 1～2 個月會

持續更新版本。提供學校教職員及學生線上即時使用學校資

源，學號或職號皆可登入。目前為一般版本，提供一般性資源，

未來將持續加入學校行政系統之各項功能。 

2、 新消息：學校行政新公告，推播通

知即時送， 新訊息不漏接，校園消

息一把抓。 

3、校車時刻：燕巢和平搭校車，打開

APP 看時刻，即時預約不怕等，逼卡

上車睡爽爽。 

4、緊急通報：學生安全很重要，事情發

生按通報，班級導師和教官，狀況瞭

解不亂掉。 

5、iVoting：今天吃飯還吃麵，APP 打開

來投票，ABCD 任你選，限時開票快

又飽。 

6、日間部行事曆：開學選課加退選，國

定假日放哪天，期中期末考試週，通

通過來看這邊。 

7、進修學院行事曆：上班下班上課去，認真學習增知識，了解開

班行事曆，安排活動超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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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校園直播：校長主管來開會，學生代表同參加，即時直播瞭資

訊，活動宣傳也可行。 

9、電子期刊：查詢資料靠這裡，一指按下關鍵字，取得資料快又

敏。 

（廿四）建立「工單」機制 

1、本單位「工單」系統，預計於 105 年 1 月份人事室 WebITR 上線

後與其介接。讓校內同仁可以直接在「工單」系統填報各單位

系統待維修及處理問題，並建立後續維修追踪。 

2、工單機制內容包括：（1）內部管理作業。（2）業管單位作業－

需新增確認。（3）需求「工單」追踪。由本中心以單一窗口方

式接收校內系統功能維護及修改需求，再分派工程師處理，以

公開、透明方式的流程於網頁呈現，讓需求單位隨時可做進度

查詢及追踪。 

（廿五）建立資訊外包系統審查作業機制 

1、經 104-2 行政會議提案通過，校內各單位資訊系統外包，得經由

電算中心評估規格、價錢、做為外包依據。 

2、評估內容包括：（1）整體性評做。（2）完成時間。（3）建議價

格。（4）整體建議。讓廠商可自由競爭，以節省公帑。 

（廿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作業要點」已於 11/18 行

政會議通過 

1、因應校內各單位資訊應用系統各自獨立，本中心目前正積極將

全校各資訊應用系統納入「單一簽入」功能，在系統的介接能

早日達成一站到位的無痕接軌，讓使用者一次登入後即可看到

符合身份的所有功能需求。 

2、為讓個資的蒐集、利用及處理能一致性，也避免各單位重覆的

建檔，特增訂「個人電子資料使用要點」，讓各單位資料流通更

便利，並在個資法保護，不侵害人格權的前提下，合理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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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個人資料」。 

3、簽請校長核可，公告請校內各單位於一個月內協助填寫相關「個

資作業要項」，交回電算中心彙整後於網頁公告，供校內各單位

參考，所需資料可以由何處找尋。 

4、本中心完成跨平台整合後，各單位可自行由網頁上下載所需格

式含個資統計報表，基於個資保護需求，報表下載（報表為壓

縮加密的檔案）後，會由系統自動發送三封 Mail 給報表需求單

位主管、報表提供單位主管及王惠亮副校長（為現任資訊執行

長），三位長官都同意使用送出訊息給系統，系統會自動發送含

有解密密碼給需求單位主管，再提供承辦人員解密使用。 

（廿七）微軟公司提供 Office 365 軟體 18,000 個 license 供學校師生使用 

1、Office 365 是一個嶄新的雲端服

務，擁有一個帳號能擁有所有服

務！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熟悉

的 Office 應用程式，無論是使用 

iOS 、 Android 、 Windows 、 Mac

等 系 統 都 能 有 一 樣 的 使 用 介

面，在手機上也能輕鬆修改文

件 ！ 如 何 申 請 Office 365 ：

（http://event.i-planet.com.tw/mscafe/nknu2015_r2_info.html）。 

2、建置全校 office 365 雲端管理系統管理，並將全校學生及教職員

帳號資料轉寄微軟設立。 

（ http://www.lib.nknu.edu.tw/nknu/portal_f8_cnt_page.php?button_nu

m=f8&folder_id=6&cnt_id=148&order_field=rank&order_type=desc&

search_field=&search_word=&search_field2=&search_word2=&search

_field3=&search_word3=&bool1=&bool2=&search_type=1&up_page=

1）。 

3、請圖書館協助推廣此訊息供校內師生安裝及使用，單日安裝人

數已超過 220 人。 

4、微軟公司在和平及燕巢校區各擇一日（12/7、12/15）推廣並贊

助全天侯的 Office 365 咖啡車，提供參與活動人員安裝 Office 365

以點卷換熱咖啡活動。 

5、搭配燕巢圖資大樓於 12/15 與樹德科技大學合辦「【薪火相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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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慶，街頭街尾來相應】聖誕歡樂點燈活動」提供全天侯的 Office 

365 咖啡車及 200 份的微軟小禮物。 

（廿八）Google 提供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免費服務供本校教師職員

使用 

1、Google Apps 提供之電子郵件系統 Gmail，使用空間無上限，並

提供多款有別於一般 Gmail 的 APP 供教育版使用，與本中心提

供之電子郵件系統是獨立運作的兩套系統，因此可同時使用本

中心與本服務提供之電子郵件系統。 

2、電算中心導入 Google App for Education 供本校教師職員使用，帳

號名稱與教職員信箱帳號相同，密碼預設為原帳號使用人之身

分證字號後四碼數字重覆二次 

◆範例：（假設該職員身分證字號 A123456789） 

◆原教職員信箱：aaa@nknucc.nknu.edu.tw 

◆Google APP 帳號：aaa@mail.nknu.edu.tw 

◆預設密碼：67896789 

◆備註：單位帳號則會以（代表）登記使用信箱人之身分證字號 

3、本服務的系統穩定性及資料保存，係由 Google 公司維運及免費

提供，本中心無法提供各應用之正確諮詢，使用者需自行參閱

Google 的使用說明，並遵守 Google 公司之「授權協議」及「服

務條款」等要求。 

（廿九）校務提升計畫已初步完成平台建置，正積極進行資料分析 

校務提升計畫係透過大數據平台，針對校內相關數據進行分析

，為執行此計畫，本中心正積極建構本校之大數據資料庫，並

透過資料庫相關之數據導入，進行有關學生學習及校務提升等

相關數據分析，目前已完成初步平台建置階段，正積極著手進

行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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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因應校內資訊環境改善、調整資訊系統使用流程與安全及跨平台

整合，問題說明如下： 

1、軟體資訊系統架構 

（1）校內各單位各自發展系統，除建置費用外，每年的維護費

也是一筆龐大的支出，對校內教職員生的使用更是極其不

便，因系統的不同，必須一再的登入及登出。 

（2）各系統雖使用校內教職員生的個人資料，卻常因單位的些

微修正造成資料的不一致，對資訊環境的改善及資料的交

換形成困難。 

（3）各自發展成的系統，撰寫的程式語言也各自不同，要做跨

平台的系統整合有一定的困難度。 

（4）校內各系統由中心不同工程師進行維護，彼此技術及困難

點無法交流、討論，無法將人力更彈性運用。 

2、硬體伺服器架構 

（1）機房主機伺服器設備老舊，為因應正在進行的跨平台整合

，亟需更新設備，以加速工作的進行  

（2）傳統系統伺服器架構中，無統一之內外網區分，以至設置

於外網的資訊系統無防火牆保護，而設置於內網的資訊系

統則與其他系統資料交換不易。 

（3）伺服器效能未經過有效分析及運用，導致多伺服器網路通

道佔住頻寬，而多伺服器閒置無用，耗損電力資源。 

3、有線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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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網路環境、整體網路架構亟待調整，由之前單一通道

架構，改為和平、燕巢各雙通道（TANET 學術網路、HINET

中華電信網路），兩校區共四通道網路架構，以期達到兩校

區網路流量分散，互相支援之功效。 

（2）多項網路中繼設備年久效能不足，須逐年替換更新，並透

過更新的過程，逐漸升速之 Giga 頻寬。 

4、無線網路架構 

無線分享器硬體數量不足，導致多處存有無線網路存取死角，

無法有較佳之 wifi 訊號，提供連線上網。 

（二）供全校師生使用之電腦教室設備五年汰換及校園師生使用之通用

性軟體，如：微軟 windows 及 office 等，都需學校在經費上大力的

支援，以提供更好的資訊使用環境。 

（三）經費規劃上，初期欲達到完整之建置基礎，須有較多之軟硬體經

費支援與支出，一經建置完整後，後續則規劃以五年攤提的方式，

替換舊有設備，以維護校園資訊環境之便利性。 

三、發展方向： 
（一）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單位整併成「圖書資訊處」 

1、因應國家財政減縮及師資培育的多元化，師範校院近年來正面

臨轉型及發展的危機。教育經費也面臨財政不足，校內單位整

併的推動，將可以發揮 大經濟效益，全面提升教育品質與競

爭力。 

2、科技的發展已改變了圖書館生態，圖書館服務也由靜態的圖書

借閱轉向主動提供服務，除空間改造、營造資訊環境及學科服

務外。也希望為全校師生提供更友善的學習空間。資源整併勢

在必行。 

3、電算中心和圖書館是全校服務師生 重要的二個單位，人員特

質截然不同，若能善加利用彼此的特質，使圖書館與電算中心

各有特色的文化能互相交流，進而互相影響，創造雙贏。 

4、運用現有圖書館與校內教職員生互動管道與模式，將資訊相關

系統開發延伸、推廣至校內教職員生。 

5、提升電算中心資訊系統開發能力，將系統開發的著重於適時、

適地與適性之資訊系統服務角度。 

（二）建立學校資訊使用環境短、中、長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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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程計畫：平台整合、安全架構、行動服務 

（1）平台整合：為強化校園網路使用環境及調整資訊系統使用

流程 

◆校內系統將進行跨平台資訊系統整合及單一通道登入。 

◆設計資料庫交換平台，並與各單位之現行系統進行資料

存取交換、整併。 

◆依使用者身分（老師、行政人員、學生）登入，代入相關

使用功能介面。 

◆持續進行系統效能分析與系統資源檢視、調整，將系統

之軟體效能調整至 佳化參數設定。 

◆透過資訊系統整合，簡化行政程序，進而減少行政資源

消耗。 

（2）安全架構：配合實體網路骨幹架構，建立資訊系統安全架

構機制。 

◆資料庫整合，並依安全性考量，藏入內網中。 

◆網路服務系統分內外網架構，並設立安全防火牆機制。 

（3）行動服務：透過 APP 設計，提供個人化行動服務運算技術。 

◆官方版本行動 APP 上網。 

◆官方版本 APP 含兩大手機作業系統（Android、iOS）。功

能規劃以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通用性功能。APP 第 1 版已於校網公告，手

機請至 APP 商店下載使用（APPLE-IOS 或 Android 系統

皆可使用），預計每 1～2 個月持續更新版本。 

第二階段：提供手機等行動裝置上依身份屬性登入，並

可查詢相關資訊。 

2、中程計畫：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技術導入，大數據（Big 

Data）平台分析 

（1）透過大數據（big data）分析，學習資料主動推播及產學專

才主動媒合。 

（2）透過物聯網（IoT）技術之整合，提供適時、適性及適地的

資訊服務與無處不在的隨處翻轉學習。 

（3）建立高師大教師研究能量與學生學習發展特質之客製化產

學、實習媒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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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高師大各專長領域教師及學生的能量特質進行客製化專

長表現與作品展示，於平台中展示發揮，並設定相關實習

、就業意願，提供廠商於其中探索合適需求之學生，並將

實習過後的經驗，提供分享平台。 

（5）收集學生歷年選課科目領域、導生晤談等紀錄進行大數據

（big data）資料分析，透過該分析結果，系統亦能主動推

薦適合的學生實習、就業的機會。 

（6）平台採主動通知模式，當廠商有興趣意願徵詢相關產學、

實習時，系統將主動通知相關師、生，以進一步提升產學

合作機會。 

（7）校內相關產學記錄系統進行巨量資料整合。 

（8）透過大數據分析，提供相關行政、教學上之特徵建議。 

3、長程計畫：智慧雲端校園、反轉樂活大學。 

（1）透過雲端資訊系統之建構與界接，將校園內的資訊服務朝智

慧化發展，除學習智慧化外，更延伸至環境建築智慧化、生

活便利智慧化、校園環境監控研究議題建議智慧化等。 

（2）跨校數位學習平台界接整合，並朝向國際化發展，將校內

相關數位教材朝國際化接軌。 

（3）主動式翻轉自學活絡，讓隨處不在的學習增能普及。 

（三）提升館員專業能力及服務品質 

1、鼓勵館員積極進修、參訪、參與相關講座，提升個人專業能力

並推動思考與創意的交流平台。 

2、透過各項校內外專家評估與舉行的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加強館

員服務品質，並落實使用者需求，積極掌握各項服務效率。 

（四）建立圖書館專業形象 

1、發展特色館藏、強化數位功能與效能，運用相關資訊技術提升

學術、教學、研究、推廣服務、成果典藏等五個方面。 

2、建置讀者導向的資訊服務架構，加強數位化及網路化的資訊服

務目標，提昇館藏資訊檢索系統的功能。 

3、強化讀者資源利用教育活動之設計，加強讀者對於圖書館、各

項資訊服務及資料檢索的使用度，提升自我學習能力。 

4、活絡館際合作管道，積極參與各項資源共享聯盟、合作館藏發

展等方式，提供讀者更豐富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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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有效的利用既有經費，採購符合師生需求且可提升館藏質量的

各類型資料。 

（六）改善、提升館藏書目品質，使館藏查詢結果更明確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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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教學方面： 

1、教育系《教育學刊》104 年榮獲國際資料庫 EBSCO 收錄並連續

第 11 年榮獲科技部 TSSCI 收錄期刊。 

2、教育系榮獲 103 學年度績優導師系所優等獎。 

3、教育系吳和堂副教授、陳碧祺副教授獲頒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 

4、教育系大四謝舜頤同學榮獲 104 年祖孫生命故事徵文活動大專

校院組佳作獎。 

5、教育系本學期招收大三轉學生 2 名，大二轉系生 1 名(由工業設

計學系轉入)。 

6、教育系於 8 月 17 日在 1310 教育專題研討室與教育研究學會合

辦日間碩博班迎新座談會。 

7、教育系於 9 月 6 日在 1310 教育專題研討室辦理大學部新生家長

懇親座談會。 

8、教育系於 9 月 14 日在 1310 教育專題研討室辦理夜間碩士班迎

新座談會。 

9、教育系於 9 月 23 日 10:00~12:00 在 1310 教育專題研討室辦理新

生週演講，講題：大學生學習與生涯規劃，講座名單：黃秋蓉

教師(本系 102 級系友、桃園市同德國中教師)、張淳棋教師(本

系 103 級系友、高雄市英明國中教師)。 

10、教育系於 10 月 30 日、31 日在本校行政大樓十樓國際會議廳，

六樓第三會議室、第四會議室及第五會議室辦理「「師資培育

新趨勢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協辦單位為本校教育學院

及本系教育研究學會(指導老師為楊瑞珠教授)。共計辦理四場

次專題演講，論文發表 7 場次，發表論文 33 篇。 

專題演講一 

演講人：楊思偉教授 

（台中教育大學榮譽教授、南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講  題：師資培育新趨勢與挑戰  

專題演講二 
演講人：Dr. Wes Wingett（美國賓州史賓斯堡大學教授） 

講  題：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An Adlerian Approach  

專題演講三 演講人：Dr. Inkeri Ruokonen 



119 

 

（芬蘭赫爾新基大學師資培育系副教授） 

主  題：芬蘭師資培育的課程與教學  

專題演講四 

演講人：Dr. Mark Blagen 

（美國伊利諾州立州長大學人類服務與健康學院成癮研究所教授）

講題：The Meaning of the Developing Brain: Celebrating and Working

with Youth Strengths to Prevent Tragic Consequences  

11、教育學院、教育系教育研究學會與教育系於 10 月 28 日在行政

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室合辦「兒童與青少年諮商：阿德勒在 21

世紀的影響力論壇」，講座為 Dr. Wes Wingett（美國賓州史賓

斯堡大學教授）及 Dr. Mark Blagen（美國伊利諾州立州長大學

人類服務與健康學院成癮研究所教授），教育系楊瑞珠教授擔

任同步口譯。 

12、教育系本學期共計大陸交換學生 9 名，交換期程自 2015 年 9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 月 30 日。 

13、教育系於 10 月 16 日在小型劇場辦理系週會，頒發各項獎學金

及優秀學生獎狀；另辦理一場專題演講，講題：被浪費的食物，

被捨棄的人－往下之網，主講人：朱冠蓁／人生百味共同創辦

人。 

14、教育系本學期「學校輔導工作」乙科，共計 21 位學生於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27 日至高雄市五福國中、高鎮高中、私立三信家

商、英明國中、光華國中、大仁國中參與學校輔導行政工作見

習。 

15、教育系大學部學會於 10 月 28 日及 11 月 5 日於活動中心二樓、

三樓演講廳辦理辯論賽。 

16、教育系大學部學會 10 月 30 日在和平水塔辦理系烤。 

17、教育系 104 學年度博士班學科考試訂於 11 月 18～19 日（星期

三～四）舉行，本次博士班研究生共計 10 人申請，選考科目

計 13 科。 

18、教育系本學期「學校諮商實習」乙科共計 26 位學生至高雄市

11 所實習合作學校（正興國中、鼎金國中、光華國中、獅甲

國中、前金國中、三民國中、七賢國中、前鎮國中、鹽埕國中、

新興高中國中部、瑞祥高中國中部）進行每週 4 小時的學校諮

商實習，並完成實習學生校外實習保險作業。 



120 

 

19、教育系本學期研究生論文暨論文計畫發表於 10 月 24 日（六）、

11 月 21 日（六）舉行。 

20、教育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報名人數為 53 名，初

審於 11 月 3 日～9 日審查完畢，依初審成績高低錄取 25 人參

加 11 月 20 日面試，並依簡章錄取正取 11 名，備取 9 名。 

21、教育系 10 月 30 日邀請系友張淳淇老師（英明國中輔導室教師）

返校，與大五教育實習生分享教師甄試經驗。 

22、教育系本學年一年級新生符合申請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資格計

13 人，共計 8 人申請，經本校 104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甄選委員會議決議，本系共計 6 位學生獲獎。 

23、教育系教育研究學會於 104 年 11 月 4 日發行《風鈴聲響－K12

學生發展與諮商輔導季刊通訊》創刊號，學會指導老師為楊瑞

珠老師。 

24、教育系於 11 月 4 日在本校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辦理本系

45 週年系慶活動，本系於 6 月 12 日、7 月 15 日、10 月 14 日

共召開三次系慶籌備會議。本次系慶活動主題:五代輪動、光

耀教育，由系慶籌備委員之一翁慶才校長設計教育樹張貼於會

場，報到時不同世代系友發放不同顏色葉子，寫下對教育系的

祝福及感念，貼置於教育樹上；報到處則設計教育樹簽到板，

教育樹簽到板以不同顏色代表五個世代，師長及系友直接簽名

於所屬年代的葉子上，共同創造本系 45 週年系慶「五代輪動、

光耀教育」教育樹的祝福與回憶。 

25、教育系於 12/19 與教育局、高雄市教育學會合辦「翻轉教育學

術研討會」，邀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范巽綠局長專題演講，唐

忠義校長（高雄市立竹滬國小）、吳佳慧教師（高雄市立內惟

國小）、劉怡君教師（高雄市立五福國中）進行高雄市翻轉學

習經驗分享。 

26、教育系自 10/6 至 12/29 止，共辦理 12 場專題演講。 

27、特教系持續改善教學研究環境，添購相關教學儀器與視聽設

備，支援本系教師教學與研究工作。 

28、特教系增購特教與聽語相關專業圖書、期刊、教學影片與測驗

項目。 

29、特教系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聘任蔡典謨教授、鈕文英教授、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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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崇教授、張如茵助理教授、余玻莉和廖靜怡專技級助理教授

兼任本系碩、博士班課程，林良惠助理教授、王琡棻助理教授

及廖榮啟助理教授兼任本系大學部課程及外系請本系支援的

特殊教育導論課程。 

30、特教系於 104.11.16.～18 日辦理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試。  

31、特教系在研究所部分，為提升研究生特殊教育與聽語專業知

能，增進研究能力，這學期共辦理十場學術專題演講與一場專

題研習，演講日期、主題、演講者如下表： 

日期 演講者 時間 演講題目 

104.10.3 許馨仁老師 9:00～12:00
從語言學機制出發探討兒童語言

障礙與治療 

104.10.3 吳純慧老師 13:30～16:00

中途視覺障礙者之心理與社會適

應－以日常生活特徵與重建訓練

效果之檢證為中心 

104.10.17 張茹茵老師 9:00～12:00 動作分析在特殊教育之應用 

104.10.17 賴盈州醫師 13:30～16:30
眼睛結構及常見影響視覺功能的

眼科疾病 

104.10.26 

王郁蓁 

曾思綸 

郭玳吟 

12:00～13:30

教育部獎助大專校院海外專業實

習--「學海築夢」心得發表 

聽語碩士班碩二王郁蓁、曾思綸、

郭玳吟 

104.11.20 趙文崇醫師 9:00～12:00 神經科學在語言治療上的應用 

104.12.4 張炳鑫語言治療師 9:00～12:00 簡明失語症測驗的施測與計分 

104.12.12 陳偉仁老師 9:00～12:00
資普共構課程創新：同儕教練鷹架

的取徑 

104.12.25 柯美如語言治療師 14:00～16:00 SOAP 的寫法與解讀 

105.1.8 張乃文博士 9:00～12:00 音樂治療應用於溝通表達 

32、特教系在大學部方面，為提升大學部學生對現場教學的知能，

增加學生職場競爭力。本學期共辦理十場學術專題演講，演講

日期、主題、演講者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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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演講者 時間 演講題目 

104.9.18 劉學齊老師 10:10～11:00 起步向前～走過教檢教甄之路

104.10.1 高芳伶社工師 14:00～16:00 聽障人士服務 

104.10.15 陳虹樺小姐 14:00～14:30 為母經驗談 

104.10.30 
林易老師 

林依儒老師 
9:00～10:30 大五返校座談演講 

104.11.5 李孟翰同學 14:00～14:30 聽覺障礙經驗談 

104.11.11 李孟翰同學 15:00～15:30 聽覺障礙經驗談 

104.11.13 鄭臻貞老師 10:10～12:00 用語言和世界做朋友 

104.11.13 林瑞貞老師 10:00～12:00 資源班數學教學實務 

104.12.4 林芸均老師 10:30～12:00 教檢教甄經驗分享 

104.12.11 許馨仁老師 10:10～12:00 
大學部系學會學術演講-淺談

語言治療 

33、體育系 105 學年度碩博士研究生甄試入學考試報名 28 人，正

取 6 名，備取 5 名。 

34、體育系 104. 9.06 辦理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家長懇親座談會。 

35、體育系 104.10.03 辦理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日間及進修學院碩士

班新生座談會。 

36、體育系 104.11.06 舉辦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師生座談會。 

37、體育系 104.12.11 舉辦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師生座談會。 

38、體育系系週會共辦理三場專題演講。 

名稱 日期 講者／職稱 題目 地點 

新生系週會專題

演講 
104.9.18 

高雄市體育處黃

依婷專員、高雄

市立海青工商詹

恩華老師 

體育專業職涯

規劃分享 

綜 合 大 樓 二

樓 4220 階梯

教室 

系週會專題演講 104.11.13 

威達運動有限公

司執行總監陳鴻

傑先生 

教育部體育署

104 年度產學

合作業師授課

－育成創新 

宏遠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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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週會專題演講 104.12.04 

蓮潭滑水主題樂

園滑水部總監／

總教練鄧珮珊 

認識纜繩滑水 宏遠廳 

39、104.10.30～11.01 與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共同辦理「104

年度體育課程規劃與教學研習會第一梯次」。 

40、104.12.25～27 與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共同辦理「104 年 C 級跳水

教練講習」。 

41、事經系於 5 月 27 日假宏遠廳舉辦「企業實習聯合說明會」，共

八家廠商參與。 

42、事經系於 6 月 1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10 教室召開 103 學年度第

二學期第三次系教評委員會。 

43、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6 月 1 日帶領大學部學生到秦華企業股

份公司（台中）進行企業參訪。 

44、事經系於 6 月 2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10 教室召開 103 學年度第

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45、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6 月 5 日帶領大學部學生拜訪震旦公司

（高雄）。 

46、事經系大學部於 6 月 5 日假綜合大樓 4 樓 4408 教室召開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員大會。 

47、事經系於 6 月 24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13 教室舉辦「2015 創意

與創新發表會」，指導老師：林良陽，評審：譚大純、林玉娟、

蔡敦浩。 

48、事經系於 6 月 24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11 教室舉辦「企業實習

說明會」演講，主持人：林文寶，講座：李昭蓉。 

49、事經系大學部同學：陳薇竹、吳昱賢、李心萍、葉妍文、黃暐

珈、黃彬等參加「2015 年全國大專院校創新與創業管理個案專

題競賽」於 6 月 26 日榮獲「佳作獎」，指導老師：林良陽。 

50、事經系於 7 月 8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11 教室舉辦「104 學年度

碩士班新生親師座談會」，主持人：林文寶，導師：陳隆輝。 

51、事經系於 8 月 25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10 教室召開 104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評委員會。 

52、事經系於 9 月 22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10 教室召開 104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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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事經系大學部系學會於 10 月 06 日假綜合大樓 4 樓 4412 教室舉

行「制服日」活動。 

54、事經系大學部於 11 月 06 日舉辦迎新宿營活動。 

55、事經系於 11 月 10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10 教室召開 104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56、事經系於 11 月 04 日 48 週年校慶創意啦啦隊競賽榮獲 佳創

意獎。 

57、事經系於 111 月 17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10 教室召開 104 學年

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58、事經系於 11 月 20 日舉行 105 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甄試入學複試，

共 21 名學生報名。 

59、事經系薛榮棠副教授於 11 月 11 日帶領大學部學生到夢時代童

心創意公司進行企業參訪。 

60、事經系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李瑾葳於 11 月 20 日榮獲 2015 中

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EMBA 論文獎佳作，指導教授：林玉娟，

論文題目：會計師創業、社會網絡與角色認同關聯性之研究。 

61、事經系碩士班畢業生黃品沂於 11 月 20 日榮獲 2015 中華民國

科技管理學會碩士論文獎佳作獎，指導教授：林良陽，論文題

目：電子商務服務創新、品牌權益與知覺價值對消費者購買意

願之研究。 

62、事經系大學部系學會於 11 月 26 日到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及紅頂

穀創舉辦企業參訪活動。 

63、事經系於 12 月 11 日假綜合大樓 4 樓 4311 教室舉行 103 學年度

暑假企業實習成果發表會，主持人：事經二蔡宛霖同學，指導

老師：李昭蓉老師。 

64、事經系大學部陳薇竹與世新許捷榕、政大林暐哲等同學，以「永

續東興深耕計畫」參加由政大、台科大、台師大所主辦的「青

年創意‧翻轉偏鄉實驗計畫」競賽，在 12 月 11 日榮獲「佳作

獎」（第三名），指導教授：林良陽老師。 

65、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與本校大學部畢業生林詩凡、劉靜穎以「美

麗的太陽系」參加由科技部與教育部指導，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主辦，國家圖書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協辦的故事繪本電

子書競賽，在 12 月 11 日榮獲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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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事經系於 12 月 19 日假綜合大樓 2 樓宏遠廳舉行 105 學年度碩

士在職專班招生說明會。 

67、事經系本學期舉辦下列演講活動： 

（1）第一場：6 月 10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08 教室舉辦「人力資

源訓練與發展專題－員工教育訓練與生涯發展規

劃」演講，主持人：鄂見智，講座老師：帕莎蒂

娜國際餐飲事業 袁徵霖經理。 

（2）第二場：10 月 6 日假綜合大樓 3 樓 4311 教室舉辦「職能創

新局打造美髮新勢力」演講，講座老師：時尚麗

的有限公司 劉鑾珠副總經理。 

（3）第三場：11 月 13 日假綜合大樓 4 樓 4408 教室舉行系週會

，主題「品德教育」，講座老師：林文寶 教授。 

（4）第四場：大學部系學會於 12 月 02 日假活動中心 3F 演講廳

舉行「導演 ING-資優黑手日本漂白」演講，講座

老師：劉志雄 導演。 

（5）第五場：12 月 08 日假綜合大樓 4 樓 4412 教室舉行演講，

主題「事業經營管理專題－百貨－風.蜂.豐.瘋」，

講座老師：大統集團顧客服務部經理 湯薇薇。 

（6）第六場：12 月 09 日假綜合大樓 4301 創意與創新教室舉行

演講，主題「知識管理專題－如何啟發偏鄉學童

的創造力」，講座老師：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謝

秉蓉教授，主持人：林良陽教授。 

（7）第七場：12 月 16 日假綜合大樓 4311 教室舉行演講，主題

「服務業行銷研究專題－服務創新與顧客溝通」

，講座老師：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暨 EMBA

中心執行長 楊書成 教授。 

（8）第八場：12 月 25 日假綜合大樓 4 樓 4408 教室舉行系週會

，主題「溝通與人際關係」，講座老師：中華國際

產業經營風險管理學會曹美玲 副院長。 

68、成教所於 104 年 11 月 14 日（六）辦理【精進成人與終身教育

專業人才論壇－教學創新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介紹國際數位

學習新趨勢、探討學習社群的經營以及未來學校、職場學習質

變等議題，並以本所研究生發表為主軸，邀請相關領域知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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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演講及與談，透過研究生在不同領域教學現場的實際運作，

展現教學創新之實務成果。 

69、成教所本學期辦理專題演講及企業參訪活動： 

時間 講者 活動內容 地點 

104 年 10 年 13 日 

15:30～17:30 

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

張金玉主任 

機構參訪：第一社大 

演講：推動食農教育和城市

菜圃等教學與實踐

經驗 

（第一社大） 

高雄市岡山 

和平國小 

104 年 11 月 5 日 

18:30～21:30 
黃國良理事長 

機構參訪：社團法人高雄市

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演講：從非營利組織到社會

企業 

幸福分享中心－

｢實物銀行｣ 

（高雄市三民區

三民街 222 號 4

樓） 

104 年 12 月 15 日 

下午 4:30～6:00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 

林育志主治醫師 

心智圖軟體在教育與個人

學習上的應用 

教育大樓 

1508B 教室 

104 年 12 月 17 日 

下午 1:30～4:30 
高醫護理部 

機構參訪：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護理部 

瞭解糖尿病、高血壓等病症

營養照護需求與衛教活動 

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護理部 

104 年 12 月 31 日 

下午 1:30～4:30 

義大醫院 

林季緯醫師 
醫病溝通自己來 

教育大樓 

1508B 教室 

70、成教所辦理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本學期申請參加考試的

同學計有王程遠、張同廟、張春梅、鄭光原、蔡俊士及陳乃亭

等 6 位研究生。 

71、恭賀成教所所友各項優良事蹟（升遷、獲獎），如下表。 

姓名 班別/級別 優良事蹟 

葉秀芬 組發班/103 級 榮獲中華民國第二十三屆幼鐸獎優良教保員獎

王志熹 組發班/91 級 榮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長 

卓永嘉 組發班/100 級 當選高雄市 104 年度好人好事代表 

黃文哲 組發班/98 級 榮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保防科科長 

陳書田 組發班/98 級 榮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督察長 

許添富 組發班/98 級 榮升高雄市警察局公共關係室新聞股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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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勝堈 組發班/100 級 
榮獲高雄市 104 年度短期補習班暨兒童課後照

顧中心「師鐸獎」－「優良教師」獎 

潘鳳珠 組發班/100 級 
榮獲高雄市 104 年度短期補習班暨兒童課後照

顧中心「師鐸獎」－「優良教師」獎 

屠立華 組發班/97 級 
榮獲高雄市 104 年度短期補習班暨兒童課後照

顧中心「師鐸獎」－「優良創辦人」獎 

郭阿月 文經班/94 級 
榮獲高雄市 104 年度短期補習班暨兒童課後照

顧中心「師鐸獎」－「優良創辦人」獎 

周傳久 博士班/97 級 
入圍 卓新獎－國際新聞報導獎 獨立特派員

【新在地老化】 

趙勝堈 組發班/100 級 
榮獲中華民國補習教育全國總會『104 年度補

教師鐸獎』 

程云美 文經班/98 級 
榮獲中華民國補習教育全國總會『104 年度補

教師鐸獎』 

陳泓旗 碩士班/102 級 
考取 104 年高中教師甄試錄取國立佳冬高農餐

管科正式教師 

羅宏茂 碩士班/102 級 
榮獲天下雜誌主辦微笑台灣創意教學教案國小

組參獎 

郭彥廷 組發班/103 級 榮獲 2015 全國加盟連鎖協會優良店長 

林曉君 博士班/93 級 榮升慈濟大學副教授 

周傳久 博士班/97 級 榮獲吳舜文新聞獎 海外進修補助 

72、諮復所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所務會議等相關會議如下： 

（1）本所於 104 年 9 月 18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

討論本所 105 學年度碩博招生簡章、本所諮商心理博士班

學生之指導教授分配案及新生修課計畫輔導結果須下修或

補修科目等 9 個議案。 

（2）本所於 104 年 9 月 18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一次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討論本所徐西森教授申請 104 學年度第二學期休

假研究。 

（3）本所於 104 年 10 月 23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二次所務會議，

討論本所「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編輯委員及執行編

輯遴聘案及本所活動時數認定等 7 個議案。 

（4）本所於 104 年 11 月 27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三次所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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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本所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代理所長案及修改本所「教

師升等審查要點」等 5 個議案。 

（5）本所於 104 年 11 月 27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二次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討論本所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擬新聘兼任教師及

修改本所「教師升等審查要點」等 2 個議案。 

（6）預定於 105 年 1 月 8 日召開本所相關會議。 

73、諮復所 105 學年度碩博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諮復所預定

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舉行複試。本所博士班符合報名資格為 6

人，均參加複試，錄取 3 名學生，正取 3 名均報到；諮心組碩

士班符合報名資格為 94 人，依初審成績擇優錄取 24 名參加複

試，錄取 8 名學生，正取 8 名均報到。 

74、諮復所復健組於 104 年 6 月 27 日舉行第十二屆新生座談會，

所長及復健組老師均出席座談會，會中與新生進行修課計畫輔

導與意見交流。諮心組於 104 年 8 月 20 日舉辦第十七屆博士

班及第二十二屆碩士班新生座談會，由所長、博一導師卓紋君

教授及碩一導師丁原郁助理教授共同主持。座談會由所長開場

介紹本校院所之簡介、教育目標及修課規定等，再由兩位導師

分別與學生進行個別修課計畫輔導。 

75、諮復所與研究生學會於 104 年 9 月 30 日 19:00 至 22:00，假綜

合大樓 4103 教室舉辦「104 學年度期初迎新、會員大會暨導生

會議」，徐所長致詞歡迎碩博新生加入本所，並強調五多的態

度學習，多參與、多閱讀、多批判思考、多研究、多分享。邀

請卓紋君老師、甘桂安老師、吳明宜老師、賴陳秀慧、林真平

老師及蔡宜樺老師給予學生勉勵。會中備有餐點及學長姐費心

安排迎新活動，連繫師生情感，活動於歡樂中圓滿結束。 

76、諮復所於 104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1:00 舉辦博士班

及諮心組碩士班「實習機構及實習督導座談會」，邀請本所全

年實習及課程實習之實習機構主管及督導參與座談會，以增進

本所和實習機構主管及督導之專業交流，相互了解實習機制與

實習學生之實習情形，並作為本所後續實習課程改進之依據。 

77、諮復所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2:00 至下午 4:00 舉辦復健組碩

士班「實習機構及實習督導座談會」，邀請本所課程實習之實

習機構主管及督導參與座談會，增進本所與實習機構間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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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相互了解實習機制與實習生實習情形。 

78、諮復所與研究生學會擬於 105 年 1 月 6 日 19:00 至 22:00，假綜

合大樓 4103 教室舉辦「104 學年度期末會員大會暨導生會議」。 

79、美國伊利諾大學人體運動與社會健康學系擬於 105 年 1 月 10

日至 1 月 12 日來台與諮復所復健諮商組進行失能、健康和復

健海外學習課程，由吳明宜老師協助安排參訪高雄地區的健康

照護與復健服務單位，並與 Dr. Strauser 教授進行專業交流。 

80、新北市 104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放榜，諮復所李

勉禛所友錄取【專任輔導教師】第三名，分發至深坑國民小學

服務。 

81、高雄市及台南市 104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甄選放榜，諮復所黃

上芸所友錄取【一般教師】，分發至小港區二苓國小及永康區

西勢國小，選擇至小港區二苓國小服務。 

82、諮復所 104 年第 2 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諮商心理

師錄取 204 名，全國符合培育及報考之系所共計 35 所（組），

諮復所所友榮登金榜 9 名，錄取率佔全國 4.41%。本所金榜名

單：童芳愉、王綉慧、楊靖婷、余謝涵、侯乃瑜、邱冠婷、陳

凱仁、楊雅陵、秦子榆。截至 104 年 9 月止，11 年來 23 次考

試，本所師生考取諮商心理師人數共計 263 人。 

83、人知所辦理企業與社會專題演講系列： 

1.林威呈局長（南科管理局）：「談科學園區，講創新創業，聊明天」。 

2.陳保成董事長（康橋商旅）：「贏家的條件，康橋商旅董事長的人生經驗談」。

3.黃文宏總經理（美國，Office Master，Inc）：「Never Ever Say Never–From CEJ 

to CEO」。 

4.李叔霞處長（日月光高雄廠人力資源處）：「陽光姐姐說故事」。 

5.王冠懿董事長（中華大衛星計程車隊）：「創業經驗分享」。 

6. 蔡 凱 文 副 總 經 理 （ PChome ）：「 The Business Strategies of PChome 

E-Commerce」。 

7.侯佳玫小姐（原大立伊勢丹貿易課）：「我的日本生活」。 

8.王敏玲副執行長（地球公民基金會）：「Effect of Common Air Pollutants」。 

9.簡士評執行長（華雲股份有限公司）：「讓科技重新定義 HR」。 

84、人知所與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合辦 SRDA（學術調查

資料庫）研習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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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人知所辦理學生暑期實習成果發表會。 

86、人知所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管理研究碩士學分班（三十

二）：「組織行為與管理研究」及學分班（三十四）：「服務科學

與服務創新」。 

87、人知所與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合辦「HR 人員所需具備之能

力與發展」專題講座。 

88、人知所辦理日間碩士班與在職進修專班新生座談會與招生說明

會。 

89、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人知所辦理「職能管理師認

證班」教育訓練，執行期間：104/08/25～104/09/24。 

90、性別所繼續增購性別相關專業圖書、期刊、教學影片，供師生

教學及研究參閱 

91、性別所召開所務相關會議： 

（1）104 年 7 月 3 日召開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 

（2）104 年 9 月 23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 

（3）104 年 11 月 6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會

議。 

92、性別所 104 年 9 月 14 日中午 12 時，假教育大樓 1501 教室舉辦

104 學年度碩、博士班新生座談會，由游所長美惠主持，會中

除介紹所務，並與研究生座談、進行聯誼及經驗分享。 

93、性別所 105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已於 104 年 11 月 23 日完

成口試，錄取 8 名學生。 

94、性別所研究生陳振豪、鄭敏同學當選 104 學年度優秀學生。 

95、性別所畢業生韋彥如碩士論文榮獲「教育部 104 年度教育部性

別平等教育碩士論文獎助」。 

論文題目為：「愛情的教與學：一個小學情感教育的行動研

究」。（指導教授：游美惠教授）。 

96、性別所畢業生張皓筑高等二級考試「教育行政」考試合格。 

97、教育學院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教輔導團與聯手策劃「2015

南台灣教育學術研討會」，特別邀請了「翻轉學習運動」創始

人強納森·柏格曼（Jon Bergmann）來台，暢談翻轉學習的經驗。 

98、教育學院於 104 年 9 月 25 日辦理慶祝教師節活動專題演講「我

的同行～呂捷看孔子」，於院週會時間，特別邀請受到學生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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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超人氣講師--呂捷來和學生們分享孔子生平與教育理念，

活動吸引了近七百位校內外聽眾參加。 

99、教育學院與教育系合辦「兒童與青少年諮商：阿德勒在 21 世

紀的影響力」論壇：時間：2015 年 10 月 28 日，本次活動邀請

國內外對阿德勒學派理論、技術嫻熟之學者專家 Dr. Wes 

Wingett ＆ Dr. Mark Blagen 與國內實務工作者，解析並示範阿

德勒學派之概念與輔導策略。 

（二）研究方面： 

1、教育系教師榮獲 104 年科技部/教育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之名單： 

NO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補助 

單位 
委辦／補助

1 陳麗珠 我國各級學校學生收費政策之研究 科技部 補助 

2 陳麗珠 
10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雜費調整機制（1/1

～12/31） 
教育部 委辦 

3 陳麗珠 10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實習實驗費收費機

制案（3/1～12/31） 
教育部 委辦 

4 鄭彩鳳 

高級中學自我評鑑能力建立之指標建構、

模式驗證及實徵衡量研究－以評鑑能力建

立模式（Evaluation Capacity Building Model）

為基礎（2 年期第 1 年） 

科技部 補助 

5 鄭彩鳳 

10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工作－普通

型、綜合型、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1/1～

12/31） 

教育部 委辦 

6 鄭彩鳳 
10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工作－技術型

高級中等學校（1/1～12/31） 
教育部 委辦 

7 黃文三 
台灣國際人才培育運作模式的建構與分析

--從日本辦理模式出發 
科技部 補助 

8 丘愛鈴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 甄 選 暨 講 師 培 訓 課 程 計 畫 （ 103/11 ～

104/9） 

教育部 委辦 

9 張炳煌 德國二軌並進模式學校制度之研究 科技部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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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吳美瑤 

道德教育思想中對「它者」觀點的轉變：

以近代中國與台灣的分析為例（2 年期第 2

年） 

科技部 補助 

11 
吳美瑤 

（共同主持人） 

楊深坑－「德國」教育制度中實現社會正

義與適性發展與各國「技職教育」之比較

暨我國「技職教育」之檢討與改進（3年期

第1年） 

科技部 補助 

2、教育系黃文三教授、博班系友沈碩彬榮獲 2015 年「21 世紀價值

教育：審視與批判、解構與重構」學術研討會佳作。論文題目：

論國中小學教師倫理意識形態對壓力與適應的影響－理想主義

相對主義孰輕孰重。 

3、韓國釜山大學兒童家庭學科碩士生崔瑞玹、吳麗娜、尹慧林、

崔明愛等四名研究生在該校【2015 年夏季海外挑戰和體驗】活

動計畫補助下來台進行死亡教育參訪，七月一日至本系訪問張

淑美老師，由張老師為他們說明台灣死亡教育、生死教育與生

命教育的關係與發展，並致贈著作供其大學圖書館收藏。 

4、教育系黃文三教授規劃主編的「教育心理學」一書，刻正由群

英出版社付梓中，該書的作者有黃文三、謝琇玲、李新民、潘

世尊、何俊青、莊瓊惠、施俊名、陳玲婉、沈碩彬等諸位教育

界同道，內容以數位化時代下的教育心理學為取向，即將出版。 

5、特教系推動專案研究計劃，鼓勵本系教師與外系、校教師合作。

103-104 年度本系教師獲補助之研究計畫如下： 

教師姓名 計劃名稱 補助單位 

陳小娟 

104 年度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聽語障學生

學習輔具中心」計畫 
教育部 

以耳鳴相關量表測量助聽器對耳鳴治

療的成效 
科技部 

王瓊珠 
104 年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體系與

認證機制專案計畫 
教育部 

鄭靜宜 
運用非詞作業在語音異常兒童的評估

與介入 
科技部 

蔡明富 科普活動：處「爆」不驚 Fun 科學—國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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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輕度障礙學生「抱」「爆」營 

羅意琪 
台灣地區成人其標準及多頻率鼓室圖

常模之建立 
科技部 

許馨仁 
中文一般兒童與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

之語法理解能力與學習歷 
科技部 

吳佩芳 
發展障礙青年與成人性別教育課程－

邁向婚姻與生育之路 
科技部 

6、體育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校內學術發表共 3 場，共計

11 篇。 

（1）104.12.11 運動人文社會組發表 2 篇，運動自然科學組發表 2

篇，共計 4 篇。 

（2）104.12.25 運動人文社會組發表 4 篇，運動自然科學組發表 1

篇，共計 5 篇。 

（3）105.1.08 運動人文社會組發表 2 篇。 

7、體育學系 104 年度獲各單位委辦或補教計畫名單如下：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執行期間 

潘倩玉 
高功能自閉症及注意力不足缺陷過

動症學生健康促進之系列性研究 
科技部 

103/08/01～

105/07/31 

張智惠 以移動室典範探討姿勢控制與動暈 科技部 
102/08/01～

104/07/31 

8、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7 月 10 日出席在新竹工研院的產學研討

會議，包括工研院材料與化工所、旭榮公司、中原大學化學系

王教授等。 

9、成教所王政彥老師進行國科會「成人英語自我調控學習素養、

學習風格與適性教學策略之發展－兩岸四地都會區的比較研

究」計畫執行期間：104/08/01～106/07/31。 

10、成教所余嬪所長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分區樂齡學習輔導團南

區計畫」，由何青蓉教授擔任協同主持人，本計畫期程為 103

年 12 月至 104 年 12 月；包含高、屏、澎、東四縣市 54 所樂

齡學習中心及示範中心之輔導計畫，五個子計畫分別為「研擬

樂齡教育輔導計畫」、「輔導區域樂齡學習中心經營」、「培訓區

域樂齡教育團隊」、「辦理訪視輔導及評鑑計畫」及「編纂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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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源手冊」，經費總額：1,726,000 元。 

11、成教所余嬪所長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樂齡學習南區輔導團計

畫」，由何青蓉教授擔任協同主持人，本計畫期程為 104 年 12

月 15 日至 105 年 12 月；包含高、屏、澎、東四縣市樂齡學習

中心輔導計畫，六個子計畫分別為「研擬並執行南區（高、屏、

澎、東）之樂齡教育輔導計畫，召開區域之樂齡教育聯繫會

報」、「輔導區域內之樂齡學習中心組織經營與運作」、「培訓區

域樂齡教育團隊專業發展」、「辦理訪視輔導計畫」、「辦理原民

區樂齡學習輔導計畫」、拍攝高齡者學習宣導影片。經費總額：

1,926,000 元。 

12、諮復所本所教師 104 年度獲各單位委辦或補助計畫名單如下：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執行期間 

夏允中 

104 年度（第 53 屆）科技部

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

期研究 

行政院科技部 104 年度 

夏允中 

邁向圓滿－臺灣職場健康心

理學的實踐－（子計畫三）

邁 向 圓 滿 ： 曼 陀 羅 自 我 模

型、慈悲、職場心理健康與

工作績效 

行政院科技部 
104/01/01～

106/12/31 

夏允中 歐洲 Bial 基金會研究案 

Cryptochrome 

and Intention 

（歐洲 Bial 基

金會） 

104/07/01～

106/01/01 

吳明宜 
104 年度高屏澎東區身心障

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 

行政院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屬

高屏澎東分署 

104/01/01～

104/12/31 

吳明宜 
104 年度高屏澎東區職務再

設計專案單位 

行政院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屬

高屏澎東分署 

104/01/01～

104/12/31 

13、諮復所夏允中副教授、丁原郁助理教授及吳明宜助理教授等三

位老師榮獲本校 104 年度研究優良獎勵。 

14、諮復所博士班吳昭儀所友榮獲中國測驗學會 2015 年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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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獎，論文篇名為「國中教師心盛量表編製與應用之研究」，

指導教授為戴嘉南教授與吳裕益教授。 

15、人知所李俊賢老師執行科技部「小公司老闆的人力資源管理思

維、員工心理契約履行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研究計畫，執行

期間：104/08/01～105/07/31。 

16、性別所國內科技部計畫： 

（1）游美惠教授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性別主流化與友善醫療

環境：知識建構、醫院治理與政策制訂，核定金額：1,093,000

元，執行期限：（103/01～104/12）。 

（2）游美惠教授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有志「異」「同」搞浪漫

？－從婚禮新聞的再現分析到批判教學實踐之探究，核定

金額：1,567,000 元，執行期限：（102/08/01～105/04/30）。  

（3）蔡麗玲副教授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

研究」規劃推動計畫，核定金額：2,036,000 元，執行期限

：（103/11/01～104/10/31）。 

（4）謝臥龍副教授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高雄市氣爆災後個人

、家庭與社區之永續智慧生活營造方略，核定金額：

1,219,000 元，執行期限：（104/08/01～105/07/31）。 

（5）楊佳羚助理教授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托育政策催生聯盟

」托育論述之形構、轉譯與競逐，核定金額：1,400,000 元

，執行期限：（103/02/01～105/01/31）。 

（6）楊佳羚助理教授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想像改變：女性與

公民社會的創生－極圈，亞洲，拉丁美洲與歐洲個案研究

，核定經額：576,850，執行期限：（104/9～105/6）。 

17、性別所國內教育部計畫 

（1）游美惠教授執行教育部專題計畫：大專校院推動情感教育

課程教學及活動觀摩研習計畫，核定金額：350,000 元，執

行期限：（104/08/01～104/12/31）。 

（2）蔡麗玲副教授執行教育部專題計畫：彙編校園性霸凌防治文宣

計畫，核定金額：529,000 元，執行期限：（104/6～105/1）。 

18、性別所國外國科會計畫： 

（1）楊佳羚助理教授執行瑞典國科會計畫：Imagining Change：

Women and the making of civil socie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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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Latin America and Europe.核定金額：21,196,000 瑞典克

朗（約為新台幣 95,382,000 元），執行期限：100-104。 

（2）楊佳羚助理教授執行瑞典國科會計畫：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 to Sweden: The Labour Migration from India and China 

2008-2014.核定金額：2,628,000 瑞典克朗（約為新台幣

11,826,000 元）執行期限：102-105。 

（三）推廣服務方面 

1、教育部聘請教育系方德隆教授擔任 103 年度及 104 年度「國民

中學綜合學習領域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委員，聘期自 103 年 1

月 1 日至起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2、教育系方德隆教授獲聘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課綱召集人，聘期自 103 年 7

月 22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3、教育系鄭彩鳳教授獲聘教育部 104 下半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評鑑

委員及召集人、104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委員、教育部

104 年度高中職均優質化發展平台整合委員、屏東縣 104 學年度

高級中學校長遴選委員、高雄市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遴選委員、教育部 104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央宣導團

委員、104 年下半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輔導訪視

委員、教育部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審查委員。 

4、教育系黃文三教授獲聘為屏東縣 104 年國民中小學正常化訪視

委員、屏東縣 104 年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訪視委員、屏東縣 104

年國民中小學校務評鑑委員、高雄市 104 年國民中小學補救教

學訪視委員。 

5、教育系張淑美教授獲聘擔任高雄市教育局友善校園輔導工作團

－生命教育組委員、高雄市殯葬委員會委員、104 年度教育部「普

通高級中學課程生命教育學科中心」諮詢委員、教育部生命教

育中心推動委員會委員（104/07/17～104/12/31）、教育部「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高中生命教

育科委員。 

6、教育系丘愛鈴教授獲聘國家教育研究院擔任「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委員，聘期自 103 年 7

月 22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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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育系與進修學院合辦「103 年度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

師進修第二專長輔導活動學分班」，自 103 年 7 月開辦，預計 105

年 6 月結束，合計開辦 34 學分。 

8、教育系與進修學院合辦「104 年度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

師進修第二專長輔導活動學分班」，自 104 年 7 月至今，已開設

2 個科目，合計 12 學分。 

9、特教系進行南部縣市特殊教育之推廣及輔導，本系教師參與南

部特殊教育之推廣不遺餘力，不定期訪視南部縣市特殊學校

（班），並積極參與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合作推廣特殊教育。 

10、特教系積極支援高雄市、屏東縣市、台南市國民中小學特殊教

育評鑑工作。  

11、特教系鼓勵同學參與社會團體之公益活動，協助家長團體與民

間社會福利團體，從事特殊學生之服務工作，辦理特殊學校暑

期營隊。 

12、特教系支援校內各系所特殊教育三學分課程。 

13、特教系支援進修學院開設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 

14、特教系提供特殊學校學童聽力篩檢服務，並積極參與高雄市幼

稚園幼兒語言聯合構音評估計畫。 

15、體育系鄭漢吾老師於 104.5.30 擔任教育部委辦「103 學年度國

民小學健康與體育領域教案演示競賽活動」評選審查委員。 

16、體育系鄭漢吾老師於 104.6.06 擔任國立屏東大學「103 學年度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學中心第 4 次常務委員會議暨擔任創

新教學平台－翻轉健康與體育領域教與學思維研習活動諮詢

工作」。 

17、體育系蔡俊賢主任於 104.10.20（二）擔任 105 學年度大學入學

體育組術科考試委員，出席第一次委員會議。 

18、體育系蔡俊賢主任擔任 104 年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 

19、體育系潘倩玉老師於 104.10.2～6 日（五～二）擔任 104 年全國

運動會競技體操志工老師。 

20、體育系朱嘉華老師於 104.10.17～22 日（六～四）擔任 104 年全

國運動會水上運動志工老師。 

21、體育系金湘斌老師於 104.10.17～22 日（六～四）擔任 104 年全

國運動會田徑志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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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體育系鄭漢吾老師於 104.11.11（三）擔任國教輔導團健康與體

育領域國小輔導小組「有效教學之運動安全與體育教學風險管

理實務增能」研習計畫之講師。 

23、體育系鄭漢吾老師於 104.10.30（五）擔任「104 學年度國民小

學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學中心」常務委員，出席第 1 次常務

委員會議。 

24、體育系潘倩玉老師於 104.10.01～105.1.31 擔任教育部體育署「精

進我國推動適應體育政策公聽會計畫」計畫協同主持人。 

25、體育系蔡俊賢主任及鄭漢吾老師於 104.10.31～11.01（六～日）

擔任「104 年度課程規畫與教學研習第一梯次」主持人。 

26、體育系潘倩玉老師於 104.10.31～11.01（六～日）擔任「104 年

度課程規畫與教學研習第一梯次」適應體育專題主講人。 

27、體育系潘倩玉及陳貞秀老師 104.11.04（三）擔任本校「創校 48

周年校慶創意啦啦隊競賽」裁判。 

28、體育系蔡俊賢主任於 104.12.11（五）出席高雄市市議會舉辦「捍

衛海洋首都、運動城市－高雄市體育處升格運動發展局」公聽

會，擔任專家諮詢學者代表。 

29、體育系蔡俊賢主任於 104.12.16（三）出席國訓中心「單項運動

協（總）購買 105 年度役男選手專項比賽服裝及消耗性訓練器

材補助款審查會議」擔任委員。 

30、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6 月 2 日受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邀請

演講，講題「創新與商品化應用」。 

31、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6 月 9 日受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邀請

演講，講題「新事業發展之機會辨識與市場需求分析」。 

32、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參加由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舉辦「大學教師

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創意與創新管理」課程榮獲「優

等獎」並於 7 月 7 日前往受獎，上台分享教學歷程。 

33、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7 月 15 日拜訪橄欖／華宣出版集團（台

北），與金總編洽談學生作品有無可能出版之相關事宜。 

34、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7 月 24 日與本校科技學院林院長共同

出席在教育部舉辦的「推動創新自造教育－師資培育大學設置

推展基地計畫」會議。 

35、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8 月 29 日帶領事經系大學部陳薇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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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拜訪偏鄉小學協成國小（台中新社）。 

36、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9 月 4 日帶領事經系大學部陳薇竹同學

拜訪偏鄉小學東興國小（台中新社），討論未來協助該小學事

宜。 

37、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9 月 19 日到台北松山文創園區參與由

聯合報系所舉辦的一整天偏鄉教育行動論壇。 

38、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9 月 25 日帶領事經系大學部陳薇竹同

學到位於台中新社的東興國小，協助偏鄉教育。 

39、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10 月 2 日到台中新社的東興國小，協

助偏鄉教育，教六年級小朋友電腦課程。 

40、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10 月 8 日帶領事經系大學部陳薇竹同

學到台中新社的東興國小，參與協助偏鄉教育，進行幸福農場

的自然與生態教育。 

41、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10 月 13 日到台中參加由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所舉辦的「故事繪本電子書工作坊」。 

42、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10 月 17 日到台北參加由國立政治大學

所舉辦的「翻轉偏鄉創意實踐工作坊」。 

43、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 10 月 30 日到台中新社的東興國小：（1）)

規劃並舉辦「兒童身體健康檢查」，邀請芸通耳鼻喉科診所林

良隃醫師義診；（2）教該校六年級小朋友電腦課程，以服務偏

鄉教育。 

44、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11 月 6 日到台中新社的東興國小，教

該校六年級小朋友電腦課程，並指導五年級建置網頁，以服務

偏鄉教育。 

45、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11 月 20 日受邀擔任 2015 中華民國科

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評論人。 

46、事經系林良陽副教授於 11 月 27 日到台中新社的東興國小：（1）

對小朋友進行電腦與資訊加強教學；（2）教該校六年級小朋友

電腦課程，以服務偏鄉教育。 

47、事經系林文寶系主任於 12 月 2 日到 12 月 4 日前往澳門城市大

學參加學術活動。 

48、事經系李昭蓉副教師於 12 月 2 日參加義守大學校級課程委員

會，擔任校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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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事經系李昭蓉副教師於 12 月 3 日參加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計程

車評鑑期末報告審查會，擔任審查委員。 

50、事經系李昭蓉副教師於 12 月 4 日參加三信家商務實致用特色

課程專家諮詢會議，擔任諮詢委員。 

51、成教所協助成教中心所輔導成立之「高師大百老匯樂齡社」辦

理社團講座於 8 月 12 日食品專家林凱建博士主講「銀髮族營

養保健」、9 月 8 日高雄野鳥會總幹事林昆海老師主講「從賞

鳥到保育」。 

52、成教所協助成教中心輔導成立之「高師大玩創意樂齡社」辦理

社團講座，邀請衛福部屏東醫院家醫科許禮安醫師於 9 月 10

日及 10 月 8 日演講，講題分別為「生死學與生命關懷」及「安

寧田園～社區的夢想」。 

53、成教所協助成教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 104 年「南區樂齡學習輔

導團」計畫，其中樂齡學習系列教材單元內容以「生命教育」

為主題，與高雄醫學大學臨床教育訓練部合作，共同編纂製作

數位教材。  

54、成教所協助成教中心辦理 104 年第 2 期高雄市「市民學苑」課

程，於 9 月 14 日起陸續開課，包括：易經初階、家庭園藝、

也無風雨也無晴「東坡詞與人生」、音樂與生活、裝置藝術與

生活－雕塑、日常生活實用日語中級、陶瓷工藝及本中心自辦

日語進階等共 8 班，學員三百餘人。 

55、成教所協助成教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 104 學年度「樂齡大學」

計畫及自費進階班課程共 5 班，學員為 55 歲以上民眾共一百

餘人。 

56、諮復所徐西森所長榮獲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5 年傑出服務

獎及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 104 年度優秀教育人員服

務獎。 

57、諮復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學術相關活動如下： 

時間 主講 題目 地點 

10 月 16 日 

星期五 

9:00～16:00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吳明富副教授 

超語言的力量：表達性藝

術治療 

教育大樓

1305 教室

10 月 30 日 天主教聖功醫院身心科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 教育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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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講 題目 地點 

星期五 

9:00～11:30 

葉怡寧主任醫師 理論與實務－客體關係 1305 教室

11 月 6 日 

星期五 

9:00～11:30 

天主教聖功醫院身心科 

葉怡寧主任醫師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 

案例分享 

教育大樓

1305 教室

11 月 25 日 

星期三 

13:30～16:30 

新北市愛重服務中心 

王宜慧主任 

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之 

現狀與實務應用 

綜合大樓

4117 教室

12 月 11 日 

星期五 

8:30～17:30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何建興教授、中山大學

哲學研究所越建東副教

授、台灣大學心理系黃

光國特聘教授、玄奘大

學中文系張蘭石教授兼

系主任 

「佛法與諮商心理的相

遇：佛學如何變成本土社

會科學理論來引導人類

走向人生圓滿」研習營 

佛光山 

南屏別院

（高雄市

左營區忠

言路 28

號） 

58、人知所參與研討會：劉廷揚所長共 5 場，李俊賢所長共 1 場，

林裕森老師共 1 場。 

59、人知所社會服務： 

（1）專題演講：劉廷揚所長共 18 場，謝秉蓉老師共 1 場。 

（2）參與會議：劉廷揚所長共 10 場。 

（3）參與論文審查：劉廷揚所長共 13 場。 

（4）參與其他社會服務：劉廷揚所長共 6 場，劉維寧老師共 2

場，林裕森老師共 2 場。 

60、性別所教師擔任機關顧問／委員 

教師 機關 職稱 

蔡麗玲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性騷

擾申訴評議」 

教育部「103 年度獎助性別平等教育碩博士論文及期刊

論文計畫」申請案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兼任

性平業務小組」 

委員 

委員 

 

審查委員 

 

外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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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103 年度性別平等工作小

組」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性騷擾申訴評議委

員會」 

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03 年度「婦女館女性圖書史料室服

務」業務評鑑小組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課程委員會」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性別研究所 104 年度系所

暨通識教育自我評鑑 

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核心課程「性別與 STM」領域 

高雄醫學大學「優良性別課程及教材獎勵」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104、105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第二十三屆（立案十四屆） 

財團法人台灣女科技人學會第二屆 

委員 

 

外聘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內部評鑑委員 

 

諮議委員 

審查委員 

委員 

常務監事 

理事 

游美惠 

高雄市婦女權益權益促進委員會 

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性騷擾申訴評議會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性騷擾申訴評議會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4 年度家事調解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教育部第六屆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第三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高雄市第三屆家暴及性侵害防制會 

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照顧計畫輔導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委員 

委員 

委員 

評核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理事長 

副總編輯 

謝臥龍 

高師大院務會議 

高雄市市政府衛生局氣爆心理重建 

台灣社會改造協會（SEA） 

高雄市社會局家庭教育 

台灣教育研究協會 Tera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編輯委員會 

屏東縣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委員 

顧問 

監事 

委員 

理事 

審查委員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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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IJCI） 

女學學誌 

內政部「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中心」 

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駐聯合國代表 

台灣性學期刊 

台灣社會改造聯盟（SEA）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TERA） 

成大人類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 

屏東社會處性別平等委員會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性平會人身安全小組 

高雄市民政局社會參與小組 

高雄市政府心理健康促進會 

高雄市政府性別主流化工作小組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環太平洋國家公園（PRP）台灣計畫 

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行政院科技部人文司研究計畫 

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期刊 

高雄市衛生局石化氣爆災區心理衛生工作計畫 

103 學年度高雄市中途學校課程諮詢小組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會 

評審委員 

 

巡迴輔導委員 

首席代表 

評審委員 

監事 

理事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執行總監 

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編輯委員 

督導委員 

委員 

論文審查委員 

責任編輯 

楊佳羚 

女學會 

高教產業工會 

綠黨 

高雄鳳山社區自治幼兒園 

理事 

監事 

高支黨部評議委員 

社區自治委員會學

者代表 

61、性別所於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辦理 4 場次專題演講： 

場次 時間 演講者 演講主題 

1 

104.9.29（二）

9:10～12:00 

教育大樓四樓

蔡麗玲副教授（高師大性別所） 我這樣教「性別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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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 教室 

2 

104.10.27（二）

10:30～12:30 

教育大樓四樓

1407 教室 

葉德蘭教授（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 
性別主流化與 CEDAW 

3 

104.11.6（五）

19:00～21:00 

高師大圖書館

一樓視聽室 

路小美（跨性別者）、蔣琬斯（高

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指導

老師） 

是她？還是他？跨越性

別的掙扎與處境 

4 

104.11.19（四）

10:00～12:00 

教育大樓四樓

1407 教室 

成令方副教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

研究所） 

醫療化與減醫療化的性

別政治 

5 

104.11.26（四）

10:00～12:00 

教育大樓四樓

1407 教室 

胡郁盈副教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

研究所） 

疾病還是基因？同性

的醫療化與去醫療化 

6 

104.12.4（五）

18:30～21:00 

高師大圖書館

一樓視聽室 

游美惠教授主持（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結婚，不結婚」影片探

討（高雄市家庭教育中

心） 

7 

104.12.15（二）

10:30～12:30 

教育大樓四樓

1407 教室 

黃淑玲教授（國防醫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 

性 別 主 流 化 的 推 動 經

驗：跨國比較的觀點 

8 

104.12.22（二）

9:00～11:00 

教育大樓四樓

1407 教室 

楊幸真教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

究所） 

大學校園如何推動性別

主流化：高醫經驗 

62、教育學院邀請福建師範大學劉冬岩教授至本校進行研究計劃，

期間為 104 年 9 月 17 日至 12 月 17 日，為期三個月。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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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方面： 

1、教育學系本學年度開設「學校諮商實習」課程，修課學生每學

期須至中等學校進行每週 4 小時的實習，對於實習合作學校督

導教師之諮詢費及保險費，係由計畫經費結餘款支給，惟該經

費之補助並非常態，爰請學校予以協助相關經費。 

2、特教系與聽語碩班於 102 學年度合併，但兩單位之空間位於不

同大樓，造成教學與行政上諸多不便，懇請學校相關單位協助

規劃改善，以利本系未來發展。 

3、持續加強體育教學器材與儀器添購、致力於體育研究與體育教

學環境改善，並積極向教與爭取場館修繕經費補助。 

4、體育教師專任員額尚不足，限制教學開課空間以及學生選課彈

性，宜尋求系上教師共識增聘新聘專任教師。 

5、事經系目前正積極對外尋求資源以支援教學有關之軟硬體設備。 

6、諮復所自 101 年 8 月 1 日整併成立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目前教學研究空間仍分處兩處，不利兩組師生交流及行政運

作，懇請學校能儘快協助進行整體規劃，以達實質整併及所務

發展。 

7、一般生同學人數較少，課程開設的選擇較受限。 

8、學生來源較多元，新生背景知識落差較大。 

9、教師兼顧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工作負荷量過大，期盼學校能

建立制度，教師指導學生進行論文研究者，得減授學分。 

10、教育大樓數位講桌設備雖未達使用年限，但耗損率相當高，擬

逐步更新數位教學設備，以符合教學使用。 

（二）研究方面： 

1、教育學系主編之「教育學刊」已連續第十一年榮獲科技部 TSSCI

收錄期刊，敬請本校協助相關經費。 

2、體育系研究生論文發表能力有待提升，積極鼓勵投稿體育相關

學術期刊，以及參與國內外體育學術研討會。 

3、體育系研究生畢業門檻有待加強，透過相關會議修訂研究生畢

業要求。 

4、畢業生參與各項競賽（如管理碩士論文獎）的積極性有待提升。 

5、人力資源及知識管理兩個領域的整合性研究仍有提升空間。 

（三）推廣服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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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系與進修學院合辦「104 年度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

進修第二專長輔導活動學分班」，自 104 年 7 月開課，現已開設

6 個科目，合計 12 學分，敬請撥付經費挹助本系執行業務。 

2、仍在積極尋求為企業開設學分班或專班的可能。 

3、尋求境外專班（大陸、越南）開設的可能性。 

三、發展方向： 
（一）教學方面： 

1、成為教育學術研究重鎮。 

2、成為學校教師與教育文化相關人員之培育中心。 

3、成為學校教師與教育文化相關人員之進修中心。 

4、促進產學合作。 

5、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6、積極延攬多元化專長領域之專、兼任師資，以增進本院師資多

元化，增加學生之學習面向。 

7、因應語言治療師與聽力師證照考試，持續進行輔考活動，提供

畢業校友、在校校友及臨床專業人員加強各學科的應試準備。 

8、持續堅持體育專業教學品質，培養學生具未來體育專業人才需

求之競爭性。 

9、強化教師評鑑機制，維持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 

10、修正課程教材內容架構，符合校院系課程核心能力指標。 

11、積極落實體育專業實習管道與多元發展。 

12、事經系近程： 

（1）建立本系學習文化與優良學風。 

（2）充實本系設備與教學空間。 

（3）招募足夠之專、兼任師資，強化本系教學與研究能量。 

（4）積極辦理推廣教育，籌辦學分班、非學分班，提供社會教

育管道。 

（5）配合證照時代，辦理人力資源、管理顧問相關證照認證工

作。 

13、事經系中程： 

（1）透過產學合作、企業參訪以及至企業實習，提升本系與社

會產業界的能見度。 

（2）積極規劃產學合作以及畢業生聯絡平台，協助學生生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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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其畢業時皆累積未來後續發展之相當能量。 

14、事經系長程： 

（1）提升本系社會能見度與知名度。 

（2）提高本系與產業界之結合度。 

（3）提高本系畢業生就業能力。 

（4）強化師資，提升本系學術能量，規劃成立博士學位學程。 

15.本院將全面提升數位教室設備，協助系所推動多媒體數位教材製

作。 

（二）研究方面： 

1、鼓勵教師升等。 

2、鼓勵教師發展其他專精領域，以應開設課程之多樣需求。 

3、鼓勵教師出國進修、研究，以拓展國際化之視野。 

4、鼓勵教師申請國科會或其他機關之學術研究，以進一步濃化研

究風氣。 

5、鼓勵教師生參與系際、校際、國際之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

以促進學術交流。 

6、鼓勵本系教師參與國科會，教育部等專案研究，提昇專業研究

水準。  

7、規劃辦理學術演講活動及學術研討會，提升本系學術風氣，定

期邀請各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蒞校演講。 

8、加強碩博士班學生獨立研究之能力，規定研究生於畢業前要投

稿國內外期刊，積極參與各項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9、爭取舉辦體育學術相關研討會，增加師生論文發表空間。 

10、鼓勵同仁與研究生積極參與國內外體育學術發表。 

11、訂定各種鼓勵教師間跨領域研究合作的機制辦法。 

12、教師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與執行，將努力保持佳績，持續努力。 

13、積極鼓勵教師與研究生投稿學術論文期刊、參與學術研討會，

以促進學術研究表現。 

14、推動辦理跨校相關系所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會。 

（三）推廣服務方面： 

1、建置教育系與各類班隊網站，提供教師與學生完整及 新、

快之訊息。 

2、繼續展現教育系系教師之專長，充分發揮教育熱忱，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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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服務工作，如：應邀作教育學術演講、擔任專業評鑑、協

助推動高雄市教育學會會務等。 

3、教育系訪視本校輔導區學校之各項有關課程、教學、評鑑等，

配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輔導相關

學校，以提供專業知能，落實課程與教學革新。 

4、教育系結合社區發展，秉持終身教育之理念，配合地方教育之

需求，鼓勵師生參與社區之教育活動，以服務社會。 

5、教育系鼓勵教師深入學校、社區、教養機構等專題演講，提供

教師、學生、民眾等相關教育訊息。 

6、教育系健全系友會的組織及運作，以聯繫系（所）友彼此情感

及其與本系之間的密切關係，增進系（所）友對教育系和本校

的向心力。 

7、特教系繼續提供南部地區特殊教育輔導工作，配合南台灣特殊

學校（班）之需求，進行輔導、評鑑、訪視等活動。 

8、特教系鼓勵學生參與社區團體之公益及服務活動，協助家長團

體與民間社會福利機構推廣特殊教育。 

9、體育系鼓勵學生考取各項體育運動專業相關證照，從事多元體

育專業服務。 

10、體育系輔導在校學生及畢業生教檢通過率，以及教甄準備，增

加體育專業教育市場佔有率。 

11、體育系積極落實有關體育專業實習管道與多元發展策略。 

12、事經系擬透過”中華國際服務暨科技產業發展協會”，以及”

中華國際產業經營風險管理學會”運作之平台，擬承接各種產

業教育訓練課程，並進一步連結產業端的就業實習端，擴大本

系對外的連結的深度與廣度。 

13、性別所未來持續推動「性別週」。 

14、鼓勵性別所師生參與民間團體，協助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 

15、性別所持續積極承辦政府機關之委託案，以促進性別平等教育

之推動。 

16、教育學院積極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合作，強化學術與服務交

流，積極整合地方教育與教育政策的落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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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教學方面 

1、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院會議及活動執行： 

（1）104 學年第 1 學期院教評 

104.10.21 第 1 次院教評 

104.11.18 第 1 次第 2 階段院教評 

103.12.16 第 2 次院教評 

（2）104 學年第一學期院課委會 

104.09.23 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 

104.11.18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3）104 學年第一學期院務會議 

104.12.18，院長報告（含政令宣導）、各單位工作報告及提

案討論。 

（4）104.09.25，由本院主辦，於孔子雕像前及活動中心一樓「年

度敬師活動大會」。 

（5）104.10.12，完成院彈性薪資「研究類」教師遴選推薦。 

（6）104.10.02，執行本院各單位「職涯輔導與實習推動業務交流

座談」。 

（7）學年擬新設置學分學程 

104.10.23，召開文學院規劃「東南亞學、國際領袖」學程會

前會議及研擬「雙語領導管理研究學分或學位學程課程」、

「道家法務碩士在職專班」區分日間、夜間班。 

（8）104.12.11 晚間「自強活動」聯誼及腦力激盪，本院之「高

教發展藍圖」前置作業，期本院各單位之優勢實力與執行

力之展望。 

（9）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院週會、新生週週會暨「實就職涯講

座」： 

主講者：成功大學  饒夢霞副教授 

本次講者由學生系協會代表討論推薦第一順位人選。 

主題：「彩繪人生談生涯規劃」廣惠全體大學生，啟示良多。 

時間：104 年 12 月 04 日（週五）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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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租用）高師大附中晨曦大樓 6 樓禮堂 

頒獎，獎項：A.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文學院大學部各班前三

名；B.本校通識中心成績優良。 

（10）104.12.18 辦理 104 學年第一學期全院導師聯座談會 

*地點：3104 文學大樓一樓書法教室，邀請全院導師、行

政同仁及校內主管佳賓代表蒞臨指導，在提升教

學績效、導師巡迴輔導訪視、科技新知分享等提

供精進互動、學術交流的良機。 

（11）104.11.30 上午，協辦全校登革熱孳生源檢查工作。 

（12）104.11.30 下午，聯合「高雄市教育局高教科」陳科長及兩

位組長陪同蒞院學術交流，於五樓 3502 英語系研討室，

研商有關國際/文化/觀光／運動等賽事，結合英語系學會

學生代表（人力資源），由本院石素錦院長主持，英語系

忻愛莉主任及楊乃女教授偕同學生參與計畫。 

（13）104.12.03，規畫本校「校園英文男女主播」由石院長協同

優秀研究生，與圖書館聯合執行相關主管採訪及節目播放

與製作流程。及執行相關採訪事務及安排播放頻道。 

（14）104.12.01，Love Art 敦親睦鄰，石院長與研究生一行，拜

訪高雄市文化中心圖書館「愛在藝起」交流，完成 104.12.17

夏綠蒂幼兒園（講故事／參觀圖書館）等增能活動。 

（15）教學研究環境品質維護完成事項： 

104.08.19，按裝完成各樓層男女化妝室壓克力牌示。 

104.09.11，完成本大樓共用教室三樓、四樓、五樓連結課

桌椅汰舊換新作業。 

104.10.30，本院中區國際化學生「自學中心」院景花園美

化工程第 1/第 2 階段申購及完成驗收作業。 

104.12.18，本院院景「Rose Garden 花園工程」完成驗收及

剪綵儀式及<國際化自學中心>啟用典禮，本項

工程由石院長精心規畫及分階段院景建置，期

開闢更多學術想像的空間及創設集體美好的記

憶。後續並在本院左右兩側教學環境之第 3／第

4 配置及規劃，期與學校教學方針緊密結合。 

104.12.19，B1 小型劇場地坪完成修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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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協助校際學術活動（徵文）宣傳。 

（17）107 年專項設備 

設備名稱 金額 單位/系所 優先順序 

無人機航拍系統 1,300 地理學系 1 

文學院院景美化工程

－第 3/第 4 階段 
520 文學院 2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教學方面： 

1、本院各系所共用教室使用空間不足，或調換教室於本院無空教

室可替用，或教室用椅不夠，此為本院部份系所教學配備困難

所在。 

2、本院部份系所教師行政、課程、輔導負擔太重，導致後續之研

究成果不足，將與學校研商，儘可能設法改善，本學期並進行

增聘專任教師作業，藉以減輕教師行政、課程、輔導負擔過重

問題存在。 

3、為因應時代與實際需求，本院除以培養優秀師資為目標外，調

整並擴充教學目標，朝傳播、公務人員、作家等方面進行多元

之發展。 

（二）研究方面： 

1、本院將持續爭取經費辦理綜合型學術研討會，以增進師生學術

研究興趣及提升院譽。 

2、繼續鼓勵師生積極研究，以涵養學術氛圍，進而達到教學與研

究之卓越成效。 

（三）推廣服務方面： 

1、建置本院中英文宣簡介、舉辦學術活動，以吸收優秀人材學生。 

2、學術活動與藝文活動結合社區與其它學校聯合舉辦。 

三、發展方向 
（一）文創產業之再造：以東南亞學，含括本院各系所之深厚專業的學

術背景，例如：國文、歷史、語言、地理及文化為基礎，文創產

業班之再造，首先以東南亞學、其次，以企業經營為理念，擬開

設本院相關之「組發碩士專班」，如雙語領袖班。 

（二）發展南部地區跨校之學術討論會，使本院成為南部學術的重鎮。 



152 

 

（三）資料中心之建立：根據本歷史、語言、及文化素材，並配合當代

地理的發展，區分階段建立成台灣歷史人文的研究資料中心。 

（四）研究人才之積極培育：積極培養本院相關經學國文、英文、華語

教學、台灣歷史與族群研究之人才，培養具有國際觀、跨領域知

識，及關懷台灣歷史與族群的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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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教學方面： 

1、本院系所為提升師生專業知能，增進學術交流動能，本年 8～12

月邀請專家學者蒞校，共舉辦專題演講 21 場、研討會 1 場。 

2、為因應教學需要，本學期聘任專任教師 2 名及兼任教師 25 名。 

3、本學期國際交換學生至本院系所研修共計 14 名，名單如下： 

校名 姓名 就讀系別 交換期程 

浙江師範大學 項思思 數學系 104/8/1～105/1/31

杭州師範大學 劉瑞穎 數學系 104/8/1～105/1/31

福建師範大學 徐若琳 數學系 104/8/1～105/1/31

福建師範大學 朱可欣 數學系 104/8/1～105/1/31

陝西師範大學 溫晨博 數學系 104/8/1～105/1/31

太原理工大學 寧凱欣 化學系 104/8/1～105/1/31

東北師範大學 孫  幔 化學系 104/8/1～105/1/31

浙江師範大學 滕佳言 化學系 104/8/1～105/1/31

華東師範大學 鮑宇丹 化學系 104/8/1～105/1/31

杭州師範大學 嚴佳瑤 物理學系 104/8/1～105/1/31

西南大學 鐘雨菲 生科系 104/8/1～105/1/31

浙江師範大學 王雨欣 生科系 104/8/1～105/1/31

福建師範大學 劉毓斌 生科系 104/8/1～105/1/31

山東師範大學 肖  玥 生科系 104/8/1～105/1/31

4、本年系所 2 名學生（物理系馬康耀、化學系碩班陳彥如）獲教

育部獎助至姐妹校交換研修。 

5、數學系陳仁純老師及科環所洪振方老師榮獲本校 104 年度教學

優良之殊榮。 

6、化學系楊慶成主任與陳秀慧老師領化四及碩士生於 11 月 27 日

下午參訪斌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萬國通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研究方面： 

1、中央研究院獎勵生科系許惇偉老師前往該院短期訪問（計畫名

稱：利用模式生物真核黏菌 Dictyostelium discoideum，分析其與

蘭花 PhaTF13/21 轉錄因子之直源基因 Orthologous Gene Dd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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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與表現），獎勵金每月 30,000 元、材料費 20,000 元。訪問

期間：105 年 1 月 16 日起至 2 月 21 日止、105 年 6 月 27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 

2、本學院 7 名教師榮獲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特殊優秀人

才之獎勵殊榮，名單如下： 

系所別 姓名 

數學系 吳憲忠教授 

化學系 張玉珍教授、李冠明教授、謝明穆教授 

生物科技系 陳亞雷教授 

科環所 劉嘉茹教授、洪振方教授 

3、生科系王惠亮教授及謝建元教授榮獲「第十二屆國家新創獎－

學研新創獎」 

4、本學院 22 名教師榮獲本校 104 年度研究優良教師之殊榮 

系所別 教師姓名 

數學系 
吳憲忠教授、林英哲教授、賴鵬仁教授、杜

威仕副教授、賴欣豪副教授、李俊憲副教授

化學系 
張玉珍教授、彭金恢教授、陳榮輝教授、林

相儒副教授、陳秀慧助理教授 

物理學系 何明宗教授、黃建文教授、李佳任助理教授

生物科技系 
王惠亮教授、梁世雄教授、陳亞雷教授、陳

士賢教授、田倩蓉教授 

科環所 劉嘉茹教授、洪振方教授、張欣怡副教授 

5、數學系杜威仕教授榮獲本校 104 年度彈性薪資研究類殊榮，生

科系田倩蓉榮獲本校 104 年度彈性薪資產學合作類殊榮。 

6、本院系所本學期共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案 27 件、非科技部計畫

9 件，產學合作 10 件。 

7、本院研提「尖端人才產學分流培育學程計畫」第 2 年獲教育部

補助 60 萬元。 

8、本院系所師生本學期參加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共計 13 場。 

（三）推廣服務方面： 

1、本院各系所教師參與 104 學年度台灣省高級中學數學、資訊及

自然學科能力競賽名單如下： 

系所別 教師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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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劉嘉茹院長擔任總召集人 

數學系 
陳振遠、左太政、林英哲、賴鵬仁、杜威仕、

李俊憲、林盈甄 

化學系 
楊慶成、張玉珍、彭金恢、李冠明、鄭寶樹、

謝明穆、陳榮輝、林相儒、陳秀慧 

物理學系 
何明宗、黃建文、李孟恩、周建和、柯景元、

利見興、李佳任、邱志偉 

生物科技系 
謝建元、廖麗貞、王惠亮、陳士賢、陳亞雷、

陳建成、田倩蓉、陳玉琪、卜樂妙、許惇偉

2、本院各系所教師參與 104 學年度高雄市高級中學數學、資訊及

自然學科能力競賽名單如下： 

系所別 教師姓名 

理學院 劉嘉茹院長擔任總召集人 

數學系 廖本煌、黃必祥、陳仁純、賴欣豪 

化學系 邱鴻麟、徐永源、彭金恢、俞仁渭、林相儒

物理學系 任中元、黃建文、李孟恩、李佳任、邱志偉

生物科技系 謝建元、廖麗貞、陳建成、陳玉琪、許惇偉

3、科環所蔡執仲老師辦理之「情驛舊鐵橋環保親子營」，榮獲 104

年環境教育基金補（捐）助成果發表會績優獎。 

4、化學系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

學校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化學科決賽，自 104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12 月 27 日計有 51 位高中學生至本校燕巢校區進行筆

試、實驗操作及口試等為期三天的競賽。 

5、數學系林盈甄老師及化學系陳榮輝老師榮獲本校 103 學年度優

良導師之殊榮；生科系榮獲 103 學年度實施導師制績優系所優

等獎之殊榮。 

6、生科系於 11 月 27 日辦理系友回娘家活動；物理系於 10 月 30

日辦理校友（福營國中李宥霖老師）返校座談。 

二、問題與檢討： 
（一）教學方面 

1、教師授課時數過多，並需擔任推廣服務、研究及行政工作，負

擔頗重。教學負擔希望能減輕，例如指導研究生酌量抵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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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雖有減授鐘點辦法，期再降低開課門檻，以利教師容易開課，

藉此提高老師們的共同時間，以便實施小型研討。 

2、部分系所目前有碩士班、大學部及教學碩士班等班隊，雖然順

利運作，但學生所使用之實驗藥品及器材，耗用甚鉅，且實驗

室教學儀器設備已使用多年，確有汰舊換新之需。建請能依實

際教學需要增編經費，使實驗教學能順利運作，增進教學成效

與品質。 

3、本學院所屬學系實驗課程多，在助教人力不足下，常請碩士生

協助之，惟每學年度所分配之獎助學金經費不足支付碩士生實

際協助之鐘點助學金費用，目前除以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教學助

理暫時解決此助學金不足之困境外，就長期經費不足之困境

下，實難解決，懇請學校以專款方式處理，核實發給碩士生助

學金。 

4、101 年度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委員指出化學系現行實驗教學以學生

2 人或 3 人一組，失去實驗操作一半的機會較不容易達成獨立

操作的能力培養。建議調整實驗空間或設備，期使學生修習「普

通化學實驗」與「有機化學實驗」能 1 人一組。但此建議囿於

經費與設備因素，目前暫時無法進行。化學系雖然教學實驗空

間可以因應此建議，但亟需學校予以經費補助始能滿足教學藥

品及器材等需求，達到學生獨力操作實驗的能力。 

（二）研究方面 

1、由於年度經費不足，請學校提高統籌分配款之補助比例，以購

置所需之研究設備，提昇研究水準，促進產學合作。 

2、應建立協助新進教師研究機能的措施或辦法，協助新進教師在

短期間內發揮研究量能。 

3、為鼓勵教師爭取各項專題研究計畫，建請合理化並提高系所研

究計畫分配行政管理費或工作績效酬勞費之核撥比例，以作為

補助研究畫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業務之相關費用。 

4、科環所教師在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上負擔甚為繁重，亟須「專

任技術人員」協助各項教學的儀器的維護、使用及管理。 

5、化學系 104 學年度增設「化學在職專班」（週末班），提供在職

人士（含現職教師）進修管道，預估研究生人數實有增加之情

事，故每位指導教授的研究設備實有擴增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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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方向： 

（一）教學方面 

1、數學系配合學校轉型，加強應用領域課程，目前大學部朝向兩

組發展－數學組及應用數學組，亦規劃將碩士班分成數學組及

應數組。 

2、重整各學系學程之課程架構與內容，除朝向原有的師資培育方

向外，積極研訂畢業生走向產業界發展的課程規劃，並與業界

設定教學合作方案，培育學生多元就業能力。 

3、積極推動理學院基礎必備課程與跨領域學程，強化學生在基礎

課程上跨領域的認知及學習，增強日後進入社會的就業競爭

力，並於高年級訂定跨領域院選修課程，融合學習內容與實務，

激發學生科學創造力，使學生得以學以致用。 

4、協助系所延聘學有專精之優秀人才，加強師資陣容，提昇教學

品質。鼓勵相關學系利用合聘方式，分享師資資源；另可聘客

座教授或兼任教師協助開課，減輕教師的教學負擔。  

5、協助系所爭取經費充實並更新軟硬體等教學設備，並據之改善

及充實實驗課程內容，提昇教學品質及研究水準；提升學生實

驗操作能力，加強學生對實驗室安全及衛生的認知。 

6、配合學校推動轉型發展及教學卓越等計畫與目標，爭取充足經

費，並擴大師資陣容，加強學生專業知能，以提高就業競爭力。 

7、推動大三學生開始參與專題研究計畫，鼓勵學生以讀書會方式

充分進行教學討論。另積極推動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措

施，以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 

8、配合勞委會、環保署及高雄市政府環保局之政策，妥善規畫及

處理化學物質之貯留與管制；並配合環安衛中心，加強師生對

實驗室安檢之重視。 

9、積極爭取建教合作之機會，以支援教學所需經費及替學生畢業

就業鋪路。 

（二）研究方面 

1、鼓勵教師爭取國科會、農委會、教育部、環保署、衛生署及各

公民營企業等單位專題研究計畫、積極尋求建教合作及與各研

究單位（如中央研究院、台灣經濟研究院等）簽訂學術合作之

機會，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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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結合研究興趣相近之校內外不同系所教

授，進行跨領域之主題研究，增進研究知能。同時設法提升人

力，爭取產學合作，爭取研究資源。 

3、積極鼓勵教師參加國內外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以增進專

業新知，促進學術交流。 

4、改善並充實研究環境與設備，濃化學術研究風氣。 

5、鼓勵學生進行學術交流，接受專業證照訓練，發表國外期刊論

文。 

6、協助系所積極爭取各項研究計畫之配合款經費及減授鐘點政策

之實施，以獎勵教師全力投入學術研究。 

7、編列預算，重點補助系所教師，充實教學研究設備，提昇研究

水準。積極爭取各項研究計畫之配合款經費及減授鐘點政策之

實施，以獎勵教師全力投入學術研究。 

（三）推廣服務方面 

1、協助系所推行各項活動，增進社區交流服務工作，以提昇南部

科學教育學術水準。 

2、強化本學院系所教師在職進修網站之執行及維護工作，結合遠

距教學資源，提供教師網路進修管道，發揮其極致功能。 

3、繼續提供專業服務（如化學系之檢測能力與技術），推廣專業知

能或辦理研討會，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與企業界之產學合作關

係，有效協助南部地區產業技術升級。 

4、配合進修學院辦理教學碩士班及進修班招生教學相關事宜。 

5、協助各學系辦理國際奧林匹亞競賽及教育部委辦之全國高級中

學數學及自然科能力競賽複賽及決賽活動。 

6、配合科學教育中心舉辦之各項科教活動，以推展南區科教輔導

網功能。 

7、鼓勵系所及教師辦理國際或國內數理相關競賽及擔任評審工作。 

8、鼓勵系所辦理師生座談會並加強對系友、各中等學校及社會之

輔導與服務。 

9、結合電腦科技，發展並充實中小學科學教具及教學媒體。 

10、配合教育部政策，輔導南部地區各級國、高中教師教學輔導活

動。 

11、加強對系友、各中等學校及社會之輔導與服務，繼續與公私部

門加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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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學院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教學方面： 

1、工教系蔡豊珍、陳志嘉老師指導學生曾楚涵、沈子皓、江俞學

參加「2015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mBot 摸黑大專院校組」

第二名。 

2、工教系學生洪乙任參加「2015 年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全國總決

賽暨 3D 創客教育成果競賽」榮獲大專組佳作。 

3、工教系蔡豊珍老師帶國家代表隊參加澳洲雪梨「2015FLL 機器

人亞太公開賽」，榮獲「機器人表現世界冠軍」，獲總統副總統

賀電及高雄市長接見表揚。 

4、工教系朱耀明教授指導蔡豊珍、鍾榮楷參加「2015 年全國自走

車競速大賽」機器人保齡球組榮獲第一名。 

5、工教系學生參加「2015 茂迪杯太陽能光電應用設計創意賽」榮

獲銅牌獎、佳作獎、模型製作第二名 。 

6、工教系今年配合科技學院，招生 1 名來自印度的國際學程學生，

並選修大學部技術課程，學生學習狀況良好。 

7、工教系二年級碩士研究生陳詩婷同學，參加課程分流計畫，前

往產業實習，並獲得業界輔導老師與本系林玄良老師的指導

下，在機械與控制上收穫良多。 

8、工教系為縮短產學落差，辦理產學參觀活動，分別由授課教師

帶領學生前往業界進行業界參訪，參訪活動共計四場次。參觀

時間與地點如下： 

日期 活動事項 

104.11.18 

（週二）) 

1:00～17:00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104 學年度教學參訪「綠色魔法學校」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東區小東路 25 號） 

104.11.26 

（週四） 

09:30～11:10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104 學年度教學參訪「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東台精機（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三路三號） 

104.11.26 

（週四）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104 學年度教學參訪「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中鋼公司（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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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104.12.23 

（週三） 

10:00～12:00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104 學年度教學參訪「西青埔沼氣發電廠」 

地點：高雄都會公園〈二期園區〉（高雄市楠梓區橋新一路） 

9、工教系為提升研究風氣，本系預定於 2016 年四月辦理 2016 第

12 屆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目前已經積極進行籌備

工作。相關籌備會議如下所示： 

104.10.26 

（週一） 

下午 19:00 

2016 第 12 屆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 

地點：高師大和平校區六樓第四會議室 

104.11.11 

（週三） 

下午 19:00 

2016 第 12 屆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 

地點：高師大和平校區三樓會議室 

10、工教系為配合產業發展與提升學生就業率，本系積極調整課程

結構以因應產業的需求。經課程委員會與系務會議通過，預計

105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調整為「科技教育與訓練組」與「能源與

冷凍空調組」。 

11、工教系為縮短產學落差，本系積極推動學生產業實習。本系本

年度暑期共有 15 位學生前往越南同奈與平陽兩地家具生產工

場進行六週的產業實習。並於 2015 年 12 月 2 日與 9 日於工業

科技教育學系進行實習心得發表會，啟發學系學弟妹的視野，

對學弟妹進行未來產業實習的準備助益甚大。後續將彙整學生

的產業實習報告，編印成冊供後續有意實習的學弟妹參考。 

12、工教系為提升研究生與產業的連結，特別辦理 9 場『研究生專

題講座』講座，相關資料如下： 

日期 專題講座 

104.05.30 

（週六）上午 

10:00～12:00 

演講題目：國內人力發展現況研究 

演 講 者：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施貞仰 副署長 

地    點：和平校區 圖書館一樓演講廳 

104.05.30 

（週六）下午 

13:30～15:30 

演講題目：Smart card 製程及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簡介 

演 講 者：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添輝處長 

地    點：和平校區 圖書館一樓演講廳 

11 月 10 日 講  題：從 APPLE 的專利佈局談企業智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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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下午 

13:00～15:00 

演講者：崑山科大助理教授 易湘雲 

地  點：高師大和平校區圖書館一樓演講廳 

11 月 17 日 

（週二）下午 

15:30～17:30 

講  題：博物館的科技教育－你的博物館經驗 

演講人：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技教育組副研究員 張美珍 

地  點：高師大和平校區圖書館一樓演講廳 

12 月 5 日 

（週六）上午 

9:00～10:30 

講  題：Maker 產業的創業故事 

演講人：慶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許益祥 

地  點：高師大和平校區圖書館 演講廳 

12 月 5 日 

（週六）上午 

10:30～12:00 

講  題：webduino 物聯網的開發與行銷 

演講人：慶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許益祥 

地  點：高師大和平校區圖書館 演講廳 

12 月 5 日 

（週六）下午 

13:00～16:00 

講  題：webduino 實際體驗活動 

演講人：慶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許益祥 

地  點：高師大和平校區圖書館 演講廳 

12 月 8 日 

（週二）下午 

13:00～15:00 

講  題：媒體經營管理 

演講人：華視總經理 王麟祥 

地  點：高師大和平校區圖書館一樓演講廳 

12 月 8 日 

（週二）下午 

15:30～17:30 

講  題：VOLVO 汽車的科技教育 

演講人：VOLVO 訓練經理 劉振中 

地  點：高師大和平校區圖書館一樓演講廳 

13、工教系舉辦 2 場『系週會專題講座』，提供本系大學部學生具

備生活法治素養與健康的身心。講座資料如下： 

日期 活動事項 

104.09.25 

（週五）上午 

10:10～12:00 

講  題：民主與法治教育－婚姻與家庭篇 

主講人：陳竹上/通識中心 

地  點：燕巢校區科技大樓 2 樓演講廳 

104.10.02 

（週五）上午 

10:10～12:00 

講  題：健康快樂的工教人 

主講人：吳松林/學輔中心 

地  點：燕巢科技大樓 3 樓演講廳 

14、光通系榮獲 103 學年度目標管理行政績效榮獲學術單位（複合

性質）績效類－第二名。 

15、光通系廣邀專業人士蒞校演講，增進學生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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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工設系於 11 月 24 日（星期二）～26 日（星期五）舉辦【設計

師週】邀請許多設計總監分享與師生分享設計師必需學習的

事，同時增加學生視野及能力培養。 

17、工設系辦理赴越南海外實習 56 天，本系此行計有 2 名學生參

與。除了學生獲得相當多的實習經驗外，並與台灣區家具同業

公會越南分會取得建立海外實習策略聯盟之共識。 

18、工設系配合執行－「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案」

制訂實務型課程開課系統、校內教師開設實務型課程、簽訂實

務型課程產學合作策略聯盟、校外教師開設實務型課程、增聘

產業實務教師。 

19、工設系配合執行－「推動創新自造教育－師資培育大學設置推

展基地計畫」－南臺灣自造者探究教學共備社群工作坊，時

間：104 年 12 月 5 日 13:30～17:00，地點：和平校區宏遠廳，

參與教師人數 56 人。 

20、工設系配合執行－「教學增能計畫」愛生活創意商品提案，名

稱：創意小點子－筷架，設計人：薛紫妤。 

時間 主講人  講題 地點 

09 月 25 日 呂美岱講師 新生週－說畫、聽畫 
5F 

電子資料室

10 月 23 日 逢甲大學－沈昭元教授 
具 減 少 接 地 面 效 應 的

WLAN 與 MIMO 天線設計 
TC280 

10 月 30 日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蔡麗玲教授 
這樣算性騷擾嗎？ TC280 

11 月 6 日 
諾士哈拿顧問有限公司－

謝玉娟執行長 
職場態度、表達自我 TC280 

12 月 4 日 
台南科技大學資工系－鄭

錦楸教授 
淺談駭客攻防 TC280 

12 月 11 日 
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

工程系－邵揮洲教授 
如何提升自我競爭力 TC280 

12 月 18 日 合勤科技－黃靖雯工程師 職場經驗分享 TC280 

12 月 25 日 
群創光電資深副理－陳建

誠博士 

Latest Development of TFT－

LCD Technology 
TC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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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電子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舉辦 8 場演講： 

演講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者 

104.09.24 

13:30～15:30 
非揮發性記憶體的前世今生 

高師範電子系 

楊宜霖老師 

104.10.01 

13:30～15:30 
氫氣偵測系統之開發 

朝陽科技大學 

林坤緯老師 

104.10.15 

13:30～15:30 
三個小故事 

高師範電子系 

蔡潤波兼任老師 

104.11.05 

13:30～15:30 
Wireless solution for IoT, wearable market 

飛思卡爾半導體公司 

江梓宏 

104.11.12 

13:30～15:30 
熱電陶瓷材料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系 

劉依政老師 

104.12.03 

13:30～15:30 
氧化鎳摻鋰透明導電薄膜之研究 

高苑科技大學 

吳家慶教授 

104.12.17 

13:30～15:30 
生醫感測器及奈米技術 

東海電機工程 

林士弘助理教授 

105.1.07 

13:30～15:30 
未定 鄭建民 

22、軟體系於 10/2、10/7、10/27、11/6、11/11、11/27、12/18 舉辦專

題演講。 

日期 主題/主講人 地點/時間 

104/10/2 聽話說話／呂美岱老師 MA308／10:10～12:00 

104/10/7 
How to awaken sleeping beauties academic 

publications?／黃天麟教授 

計算機中心 7301 教室／

10:10～12:00 

104/10/27 
The Central Role of ENGAGEMENT in 

Online Communities／Dr. Soumya Ray 

計算機中心 7301 教室／

10:10～12:00 

104/11/06 
就是要你與數位學習的趨勢發展／心

統科技公司陳慎謙總經理 
MA308／10:10～12:00 

104/11/11 
專利巨量資料分析與管理－以專利訴

訟機率預測為例／蘇信寧教授 

計算機中心 7301 教室／

10: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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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27 物聯網技術與應用／陳宗禧教授 MA108／10:10～12:00 

104/12/18 
神啊！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王

崇禮教授 
MA117／10:10～12:00 

23、軟體系於 104/12/31 辦理 105 級專題成果展 。 

24、軟體系於 104/12/10～12/18 舉辦雲端創意競賽。 

（二）研究方面： 

1、工教系教師受邀活動事項如下表： 

日期 本系教師受邀活動事項 

104.6.1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來函邀請本系江文鉅委員參與 104 年下半年度高

級中等學校評鑑「評鑑委員專業研習及諮詢會」暨「評鑑委員行前

研習、諮詢暨協調會」。 

時間：104 年 6 月 10 日（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蓮潭國際會館。 

104.6.1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暑來函邀請本系孫仲山教授參與「103 學年度

就業導向課程專班輔導訪視檢討會」。 

時間：104 年 6 月 16 日（二），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地點：國立台師大 科技學院 3 樓會議室。 

104.6.23 

教育部來函邀請本系朱耀明教授參與「高級中等學校評鑑申訴評議

會 104 年度第 2 次會議」。 

時間：104 年 6 月 23 日（二），下午 2 時 30 時。 

地點：本暑 4 樓第 1 會議室。 

104.6.29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來函邀請本系孫仲山委員參與「高雄市高級中等

學校 104 年度第二次建教合作審議會」。 

時間：104 年 6 月 29 日（一），上午 10 時。 

地點：三信家商創意教學中心。 

104.7.3 

104.7.13 

國立中央大學來函邀請本系朱耀明教授參與「2015 年能源科技教案

設計工作坊」。 

時間：7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 15 時 

7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至 15 時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進修推廣部推廣大樓階梯教室 202 

國立科學科藝博物館南館 S204 研習教室 

104.7.7 
國立中央大學來函邀請本系朱耀明教授參與「2015 年全國能源科技

教案設計競賽能源科技教案設計工作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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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4 年 7 月 7 日（二），上午 8 時至 5 時。 

地點：台東校區教學大樓 5 樓視聽教室 B。 

104.7.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暑來函邀請本系張勝茂副教授參與「104 學年

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審查評定會議」。 

時間：104 年 7 月 8 日（三），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高師大致理大樓 2 樓 202 會議室。 

104.7.14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來函邀請本系江文鉅教授擔任「103 學年

度第 2 學期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專業諮詢」活動專業諮詢委員。 

時間：7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地點：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力行大樓三樓會議室。 

104.7.1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暑來函邀請本系孫仲山及江文鉅教授參與

「104 年度建教合作考核委員考核工作檢討會議」。 

時間：7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暑 5 樓第四會議室。 

104.7.24 

教育部來函邀請本系謝明衞教授參與「教育部推動創新自造教育－

師資培育大學設置推展基地計畫研商會議」。 

時間：7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 樓第 20 會議室。 

104.7.2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來函邀請本系孫仲山及朱耀明及楊宏仁教授參與

「技術型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研訂計畫」－子計畫二：

「105 學年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一般科目內容規劃

（II）」：領域課程綱要第一次審查會議。 

時間：7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10 分。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二樓 210 展覽廳。 

104.7.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暑來函邀請本系孫仲山教授參與「104 學年度建教

合作審議小組第四次會議」。 

時間：7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學院 3 樓會議室。 

104.08.2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來函通知本系孫仲山、揚宏仁、朱耀明教授參加

「技術型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研訂計畫」－子計畫二：

「105 學年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一般科目內容規劃

（II）」：領域課程綱要第三次審查會議。 

時間：104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166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二樓 210 展覽廳。 

104.10.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來函敦聘本系孫仲山教授擔任「高雄市 103 學年

度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學校考核委員」。 

時間：104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地點：鳳山行政中心前棟 3 樓第一研討室。 

104.10.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暑敦聘本系孫仲山教授參加「103 學年度建教

合作考核成績申復會議」。 

時間：104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 

地點：本暑 4 樓第 1 會議室。 

104.10.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暑通知本系孫仲山教授參加「公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教育班三年免學費經費輔助注意事項修訂會

議」。 

時間：104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本暑 4 樓第 2 會議室。 

104.11.5 

104.11.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來函通知本系朱耀明教授參加教育部國中小行動

學習推動計畫之「104 年國中小行動學習期末成果發表會」。 

時間：104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104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104.11.7 

國立中央大學來函通知本系朱耀明教授參加教育部能源科技人才培

育計畫「能源科技教育模組觀摩發表會暨計畫成果展」。 

時間：104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104.11.24～ 

104.11.27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來函邀請本系江文鉅教授擔任「全國高

級中等學校 104 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命題暨評判委員。 

時間：104 年 11 月 24 日（二）至 11 月 27 日（五）。 

地點：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4.11.2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暑來函邀請本系江文鉅教授出席 105 學年度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

學作業要點」修訂會議。 

時間：104 年 11 月 25 日（三）上午 10 時。 

地點：國立嘉義家職懿德樓 5 樓第 2 會議室。 

104.12.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來函通知本系孫仲山及江文鉅教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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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聯合諮詢輔導訪視委員說明會」。 

時間：於 104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點：國立台中家商行政大樓 5 樓國際會議廳。 

104.12.8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來函通知本系孫仲山教授參加「104 年度技職教育

諮詢會議」。 

時間：於 104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6 樓北側 A 會議室。 

104.12.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來函通知本系楊宏仁教授參加「中小學師資資料

庫管理及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原則專家諮詢會議」。 

時間：104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會議室。 

2、光通系共有 3 位教師榮獲 103 年研究優良獎勵－陳弘典教授、

陳榮杰教授、黃富鑫教授。 

3、光通系鼓勵系上教師參與科技部及教育部各項專案計畫。 

NO 主持人 計畫名稱/編號 核定金額 

1 陳弘典 
利用匹配電路設計行動通訊裝置 LTE/WWAN 天線 

MOST 104－2221－E－017－001 
$ 658,000 

2 陳榮杰 
大規模無線通訊系統之研究 

MOST 103－2221－E－017－001 
$ 839,000 

3 曾秀松 

感知無線電為基礎的毛細管機器型態通訊網路之

無線電資源管理 

MOST 103－2221－E－017－004 

$ 585,000 

4、光通系鼓勵系上教師與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NO 主持人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1 陳弘典 圓極化高增益綠能天線之設計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5、光通系鼓勵老師及學生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NO 指導老師 參與學生 研討會/地點 研討會時間 

1 陳弘典 黃婷翊 
2015 全國電信演討會/ 

台灣元智大學 
2015/11/26～27

2 曾秀松 李哲瑋 GreenCom2015/澳洲雪梨 2015/1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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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電子系鼓勵系上教師參與科技部、教育部及產學合作各項專案

交流計畫。 

NO 教師姓名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1 黃智裕教授 

薄型介電－磁性基板微波複合材料的開發與應用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of thin magneto －

dielectrics substrate 

103－2221－E－017－012－MY3 

1,820,000

2 王瑞祿教授 
內建參考電極之離子感測場效電晶體及溫度不靈

敏並具計數輸出之脈波寬度調變讀取電路的研究 
658,000 

3 蔡榮輝教授 
新型磷銦鋁鎵／砷化銦鎵積體化異質結構場效電

晶體及邏輯與氣體感測器應用之研究（II） 
2,775,000

4 吳建銘副教授 採用射頻與光纖技術之電磁探頭 557,000 

5 吳建銘副教授 
使用注入鎖定四相位正交壓控振盪器之波束成形

專用的低相位誤差相移器 
610,000 

6 楊宜霖副教授 

非平面結構金氧半場效電晶體閘極絕緣層可靠度

之分析與探討 

Analysis and study on Gate Dielectric Reliabilities of 

Non－Planner MOSFETs 

103－2221－E－017－014－ 

545,000 

7 楊宜霖副教授 

具不同摻雜濃度之超薄絕緣層上矽晶及超薄底絕

緣層金氧半場效電晶體閘極絕緣層可靠度之分析

與探討 

559,000 

7、電子系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NO 教師姓名 計畫名稱 學生姓名 補助金額 

1 羅有龍副教授 
具製程電壓溫度變異補償應用於生醫

系統之低功耗鎖相迴路 
何瑋祥 48,000 

8、電子系榮獲本校「104 年度研究優良獎勵」共 5 位教師獲獎： 

（1）獲獎狀乙紙、獎金 2 萬 4,000 元者：蔡榮輝老師。 

（2）獲獎狀乙紙、獎金 1 萬 6,000 元者：吳建銘老師。 

（3）獲獎狀乙紙、獎金 8000 元者：王瑞祿老師、羅有龍老師。 

（4）獲獎狀乙紙者：楊宜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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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事務方面 

1、科技學院於 104/10/13 辦理新生週會，由科技學院林鴻銘院長主

講，講題是給大一新鮮人的話，並請暑假於業界實習的學生分

享心得並頒發獎學金。 

2、科技學院於 104/10/30 辦理院週會，由性別教育研究所蔡麗玲副

教授主講，講題是＂這樣算性騷擾嗎？＂。 

3、科技學院於 104/10/30 辦理印度普羅經濟之概況講座，由本校校

友華語教師陳姿靜主講。 

4、科技學院為執行「推動創新自造教育－師資培育大學設置推展

基地計畫」，於 104 年 12 月 05 日假本校宏遠廳，舉辦南臺灣自

造者探究教學共備社群工作坊，對象為高雄市中小學老師，計

有 61 位參加。 

5、光通系榮獲 103 學年度實施導師制績優單位「特優」獎勵。 

6、光通系陳弘典老師與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進行『圓極化高增

益綠能天線之設計』產學合作計畫，研究生－呂庭宇同學擔任

兼任研究助理，負責實驗量測工作。 

7、光通系曾秀松老師指導之碩士班研究生黃憶倫同學，自 104 年 7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至晶泰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為期半年之產業實習。 

8、光通系 104 年 12 月 17 日系學會辦理耶誕晚會活動。 

9、工設系執行－「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案」，參

與學生為凌佳毅同學，指導老師是林漢裕教授，實習公司為冠

勝鋁模股份有限公司，業界教師是邱志鴻總經理，實習期間是

從 2015 年 7 月 1 日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共計 6 個月。實務型

課程學生，在實習公司接受研發部門及設計部門相關工作的教

育訓練，也都以實際產品研發產出，為實習成果之目標，並完

成技術論文。學生完成之成果，也是各公司實際產品研發項目，

產業實際需求與學生訓練完全相銜接。 

10、電子系系學會於 10 月 3 日及 4 日舉辦電子系迎新宿營－美濃，首次

新生活動也讓各地而來的新生體驗高雄之美。 

11、電子系系學會於第五週舉辦電子系迎新球賽週，為期一週的球賽，

讓學長學弟間因運動更能增加互動。 

12、電子系系學會於 12 月 1 日舉辦電子系制服日，藉由來自各別不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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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生文化交流促進情誼。 

13、電子系系學會於 12 月 12 日舉辦電子系旗津淨灘活動，讓學生了解

環保議題的重要及主動付出的精神。 

14、電子系系學會於 12 月 23 日舉辦電子事經教育軟體四系聯合耶誕

晚會，在 12 月充滿聖誕氣息的日子，融合四個系的晚會，認識更

多的好友及系別文化。 

15、軟體系學生李睿恩、陳昱豪、何昱毅、仇保文參加 2015 年度

TWNIC 校園行動 APP Shoh 公益活動，「藍球行動紀錄台」榮

獲南區第六名。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工教系學校經費減少，學系設備逐漸老舊，更新困難。因此，學

系積極撰寫各種計畫，包括縮短產學落差的小教卓計畫、課程分

流計畫、教育部專案計畫等，以爭取經費以便改善設施。 

（二）工教系學生學習態度改變，晨間課程學生經常打瞌睡，影響教學

成效。建議教師需積極調整教學方法，另在排課上也進行調整，

以利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三）工教系面對學生升學與就業，課程需積極調整因應。因此，本系

積極調整課程，將原本非師培組的學生調整為「能源與冷凍空調

組」，並與業界進行合作，並初步獲得業界的首肯，願意捐助設備。

但相關專業教師不足，亟待補實。 

（四）工教系目前在科技學院帶領下，申請教育部 maker 計畫，提供在校

師培生與畢業中小學教師，進行 maker 的創作與教學。對此，學系

教師亦應配合調整與成長。 

（五）光通系 3 樓普通教室的中央空調常因不明原因無法正常運作，造

成學生及老師因教室空氣過於悶熱而無法上課。建議請學校評估

科技學院教室安裝分離式冷氣或中央空調的優劣。 

（六）光通系二樓中間廣場(含飲水機上)、教師研究室、實驗室及 3 樓普

通教室窗戶外常有鴿子糞便，已造成學生及老師之困擾；請學校

評估安裝防鴿網或是其他有效之解決方法。 

（七）因應軟體工程學系與資訊教育研究所整併之關係，原資教所４位

教師併入本系，目前本系實驗室空間不足擬請學校幫忙。 

三、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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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教系既有生活科技師培生課程調整為「科技教育與訓練組」 

1、工教系培養中學「生活科技科」師資與具產業工程素養之教育

與訓練專業人才本組主要除以培養「生活科技科」的課程師資

外，更配合 107 學年度開始實施的 12 年課程綱中，對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科」課程內涵以「工程教育」的需求，進行課程調

整。 

2、工教系強化本組「教育訓練」課程，讓不擔任「生活科技科」

教師的學生，可針對企業人力發揮教育訓練專長。因此，本組

的課程除師資專業課程外，同時也強調企業連結與產學合一的

學習模式。因工程的範圍甚廣，學系藉由「能源與冷凍空調組」

的設立，本組教育與訓練的範圍，將以「能源與冷凍空調」產

業為範例，分析該產業的人力與職能，發展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與教材，學生除了「生活科技科」教師專業職能外，亦能扮演

冷凍空調產業的人力訓練師；學生對產業有更深入的瞭解，若

擔任學校教師，亦能讓「生活科技」的教學更具體生動，拉近

產學之間的距離。 

（二）工教系培養冷凍空調產業專業人才與能源科技基礎人才 

1、工教系培養冷凍空調的專業人才。面對科技社會，生活環境中

不論是建築或生產加工保存運輸等，對冷凍空調的需求不斷增

加，尤其有效運用能源減少浪費更是現今科技社會所面對與處

理。本組主要培養冷凍空調專業技術人才，並提供台灣南部地

區技術高中「冷凍空調科」畢業生專業進修管道，亦滿足南部

地區冷凍空調人力的需求。初期課程以冷凍空調為主，並建立

以建築與空調為主軸的課程特色，融入節能與綠能的發展主題

的特色。以與臺北科技大學、勤益科技大學的能源與冷凍空調

系的發展有所區隔，並能一起為冷凍空調產業共同努力發展。 

2、工教系培養能源科技的基礎人才。能源是全球化必須共同面對

的議題，其相關產業包括綠能、儲能、能源轉換、節能等範圍

廣大。而冷凍空調是能源轉換過程的重要技術與實際生活運

用。因此，本組的能源科技是以基礎能源科技為主，並朝向建

築節能為主軸的相關能源科技人才。透過能源科技課程提供冷

凍空調組學生建立能源科技系統觀，對冷凍空調的學習與未來

技術提供完整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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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通系鼓勵教師與產業界各公司爭取產學合作計畫，並鼓勵學生

到產業界實習，以利學生提早與業界接軌並拓展學生畢業後至業

界發展的未來性。 

（四）光通系積極鼓勵師生參加國內外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增進

專業新知，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五）光通系鼓勵學生參加「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及「學海築夢」－

獎助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海外專業實習計畫；並積極鼓

勵學生至國外修讀碩、博士學位，以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六）工設系於 104 學年度開始，鼓勵並帶領學生參加校外設計競賽、參

觀工廠及觀摩學習。 

（七）工設系加強產學合作，並正式簽訂合作計劃，且鼓勵本系教師爭

取更多國科會計畫案。 

（八）工設系充實教學設備。 

（九）工設系提出專案補助申請，並向校外爭取經費。 

（十）工設系延聘專業優良教師。 

（十一）電子系鼓勵教師與業界接觸，爭取業界對本系教學的認同及相

關產學合作的機會，以拓展學生畢業後至業界發展的未來性。 

（十二）電子系參與教育部人才培育或教學改進計畫學程，透過課程規

劃與教材編撰的互動研討，建立符合產業界人才需求的教學環境

及學程。 

（十三）軟體系配合產業界之需求，以培養高級資訊軟體人才為目的。 

（十四）軟體系訓練學生具備紮實的軟體工程理論，並養成溝通與合作

的能力。 

（十五）軟體系擬進行數位學習、寬頻網路、數位內容等應用相關軟體

技術之研發，同時與本校其他相關系所老師的專業領域結合共同

研發特定之軟體應用系統。 

（十六）軟體系與台南科學園區、路竹科學區、高雄軟體科學園區、屏

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之廠商，進行產學合作，達到理論與實務相

結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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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教學方面： 

1、召開院內各項會議，辦理系所課程規劃發展，審議專兼任教師

之聘任、升等及評鑑等事項，研議院務發展等事務，以持續改

善課程內容，提昇教師素質，促進院務發展。 

（1）104/09/16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 

（2）104/09/25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教評委員會議。 

（3）104/10/07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評委員會議。 

（4）104/10/28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委員會議。 

（5）104/11/18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 

（6）104/11/18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主管會議。 

（7）104/12/09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務會議。 

（8）104/12/23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委員會議。 

2、辦理「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開班作業。 

（1）聘任校外專家學者擔任本學程兼任教師，豐富教學的多樣

化及廣度。 

（2）持續對本學程之師資、課程、教學方面進行適當調整，增

進研究生學習成效。 

（3）104/11/11 召開學程委員會議辦理課程規劃發展，審議專兼

任教師之聘任，修訂課程系統表及修業要點等事項。 

（4）本學期配合「燈光設計研究」課程，訂於 1 月 11 日舉辦「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281 展演場觀摩活動，使研究生實地

體驗舞台燈光及現場操作實習。 

（5）碩二研究生訂於 12 月 25 日舉辦論文計畫聯合提報。 

3、姊妹校新疆師範大學美術學院訪問團一行 7 人，由康書增院長

領隊，於 104 年 10 月 23 日蒞校參訪，與本院進行學術座談及

交流，並於會後參訪美學角落。 

4、本校入圍 104 年「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決選名單，教育部

於 104 年 11 月 4 日蒞校實地訪視。本院就訪視行程及 12 項訪

評重點，積極整理和布置環境，製作簡報、手冊及海報，整理

評鑑資料，期望能獲得佳績。 



174 

 

5、本院於 12 月 4 日舉辦院週會，邀請高雄醫學大學心理系鍾昆原

教授主講「幸福方程式－正向心理學與觀功念恩的相遇」。 

6、美術系教學方面如下： 

（1）104 年 9 月 6 日，辦理大一新生懇親會。 

（2）104 年 9 月 15 日，辦理碩一新生座談會。 

（3）104 年 9 月 25 日，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週及系週

會專題演講，主講者：林妙香，講題「放眼未來，人生大

不同」。 

（4）104 年 10 月 2 日至 10 月 14 日，於 116 藝術中心及美學角

落 82 號辦理碩士班評圖展，展覽名稱：「抽取式」。 

（5）104 年 10 月 16 日，於活動中心三樓演講廳辦理系週會演講

，邀請李思賢教授演講：「《古典嬗變，當代演繹－－－水

墨創作的美學繼承與視覺開創》」。 

（6）104 年 11 月 4 日創校 48 週年校慶，本系榮獲創意啦啦隊比

賽第一名。 

（7）104 年 11 月 7 日，邀請紐約皇后博物館館長演講「創造性

未來－以博物館為方法」。 

（8）104 年 10 月 10 日、11 月 1 日，本系大學部同學與台灣世界

青年志工協會合作為美化興龍社區環境，擔任彩繪壁畫志

工。 

（9）104 年 11 月 20 日，於活動中心三樓演講廳辦理系週會演講

，邀請蘇振明教授演講：「《藝文工作者性格分析與潛能發

展》」。 

（10）104 年 12 月 11 日，本系與視設系合辦 2015「視覺藝術與

設計的社會實踐」研討會。 

（11）104 年 12 月 11 日，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諮詢會

議。 

（12）104 年 12 月 18 日，於活動中心三樓演講廳辦理系週會演

講，邀請陳愷璜教授演講：「《當代藝術創作機制》」。 

（13）105 級畢業同學 104 年 12 月 19 日～25 日於啡拾光辦理畢

業成果展宣傳聖誕活動，「初芻－畫張速寫你」。 

（14）美術系康輝安老師於 104 年 9 月 5 日，應邀日青創藝西洋

美術史講堂講師，講題：「西方裸體藝術的濫觴－希臘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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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15）美術系康輝安老師於 104 年 9 月 12 日，應邀日青創藝西

洋美術史講堂講師，講題：「享樂與道德：從洛可可到新

古典主義」。 

（16）美術系康輝安老師於 104 年 10 月 25 日，應邀日青創藝西

洋美術史講堂講師，講題：「浪漫主義及其中世紀情懷」。 

（17）美術系詹獻坤老師擔任「104 高師大－小教卓：美術學系

：水墨師生專題教學增能研習主持人（2015 年 12 月 05 日

－2015 年 12 月 05 日）。 

（18）美術系詹獻坤老師擔任 103 學年度大慧佛學社指導老師（

2015 年 08 月 01 日～2016 年 07 月 31 日）。 

7、音樂系教學方面如下： 

音樂系葉明和主任於 9 月 6 日舉辦「新生懇親座談會」，新生及

家長出席踴躍，並獲得熱烈迴響。 

（1）學生參與 104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初賽）成績優異。各

得獎項目如下： 

①鋼琴獨奏 

康  峯 優等第一名 

李佳芸 優等第三名 

徐翊齡 優等第四名 

陳宜瑩 優等 

郭穎臻 優等 

魏淳瀅 甲等 

涂婉庭 甲等 

吳旻融 甲等 

②小提琴獨奏 

廖冠慈 優等第一名 

張子萱 優等第二名 

翁仁貴 優等 

陳麗宇 甲等 

③中提琴獨奏 

陳婷蓉 優等第一名 

陳欣蘭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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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蘊嫺 甲等 

④大提琴獨奏 

劉宛瑜 優等第二名 

黃詩雅 甲等 

⑤低音提琴獨奏 

高建廷 優等第一名 

謝宜彤 優等 

林慧玟 甲等 

⑥女高音獨唱 

林芋孜 優等第一名 

王芸榕 優等第二名 

陳宣菱 甲等 

蘇筱茜 甲等 

⑦男高音獨唱 

喬邦愷 甲等 

⑧男中低音獨唱 

李兆鈞 優等第一名 

（2）本學期舉辦學術講座與大師班如下：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104.09.21 14:30 
「小提琴大師班」 

邀請 Anne Shih 演奏家蒞臨指導 
5123 教室

104.09.29 10:10 

「雙簧管大師班」 

邀請德國呂北克音樂學院 

Diethelm Jonas 教授指導 

5123 教室

104.10.05 10:00 

「敲擊樂大師班」 

邀請木琴演奏家 

Nanae Mimura 三村奈奈惠專家指導 

5126 教室

104.10.14 13:30 

「小提琴大師班」 

邀請加拿大溫哥華 UBC 大學音樂系 

David Gillham 教授指導 

5123 教室

104.10.30 10:30 

「校友返校座談會－教師甄試經驗分

享：高中音樂科教甄筆試與複試準備技

巧」座談 

5339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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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王家靖教

師演講 

104.11.02 13:30 

「漫步巴洛克－維奧爾琴（古提琴）示

範演出講座 Lecture Demonstrationon 

viola da gamba」 

邀請米蓮．莉妞兒 

Myriam RIGNOL 專家指導 

5123 教室

104.11.06 10:10 

「小提琴大師班」 

邀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城分校 

Benny Kim 教授指導 

5123 教室

104.11.10 17:00 

「三重奏音樂會及大師班」 

邀請陳威稜教授（豎笛）、林士凱博士

（小提琴）、洪珮綺教授（鋼琴）演出

與指導 

5123 教室

104.11.13 08:10 

「鋼琴大師班」 

邀請現任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音樂學

院終身教授麥可.撒爾卡 Michael Tsalka

指導 

5123 教室

104.11.13 10:10 

「生命教育－舞詠曙光」 

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 

林京美助理教授演講 

5123 教室

104.11.19 19:30 

「美國琵琶第音樂院校友音樂會」 

邀請嘉義大學丁心茹主任及美國琵琶

第音樂院校友演出與指導 

5123 教室

104.12.04 19:30 

「作品交流發表會」 

邀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作曲組暨教授

蒞臨指導 

5123 教室

104.12.11 10:10 
「公職介紹、展望未來」 

邀請戴爾美語教師指導 
5123 教室

104.12.18 10:10 

「鋼琴大師班」 

鋼琴演奏家 

吳紀楨老師指導 

5123 教室

105.1.7 12:30 「室內樂大師班」 5123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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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暨南大學藝術學院 

客座小提琴教授金忠先教授指導 

105.1.13 12:00 

「中提琴大師班」 

邀請中提琴演奏家 

Nobuko Imai（今井信子）指導 

5123 教室

（3）本學期音樂會活動如下：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104.11.20 18:00 
「oboeman of oboe team」 

洪小琴老師雙簧管班級聯合音樂會 
5123 教室

104.11.28 14:30 何雅如、施馨雅聯合音樂會 5123 教室

104.11.29 15:30 張子萱、鄧宗諺聯合音樂會 5123 教室

104.12.10 19:30 
「oboeman of oboe team」 

洪小琴老師雙簧管班級聯合音樂會 
5123 教室

104.12.11 19:30 

「致青春聯合音樂發表會」 

張欣伃、蔡佳諺、林祐儀、 

林家瑄、曾欣雅聯合音樂會 

5123 教室

104.12.19 19:30 陳麗宇、趙于涵、蔡佳恩聯合音樂會 5123 教室

104.12.20 14:30 陳宥安、柯佳瑜聯合音樂會 5123 教室

104.12.25 19:30 林芋孜、何丞茵聯合音樂會 5123 教室

104.12.26 20:00 陳宣菱＆張芮瑄聯合音樂會 5123 教室

105.01.04 18:30 潘絃融、林璟蓉音樂會 5123 教室

105.01.07 19:30 蔡緗瑋敲擊樂學位考 5123 教室

105.01.09 14:30 王芸榕聲樂獨唱會 5123 教室

105.01.11 19:30 郭姿吟鋼琴學位音樂會 5123 教室

105.01.24 14:00 杜婕廷鋼琴學位音樂會 5123 教室

105.01.24 16:30 朱子柔鋼琴學位音樂會 5123 教室

8、視設系教學方面如下： 

（1）系務會議運作正常，繼續推動教學、研究、服務等各方面

業務。 

（2）榮獲 103 學年度實施導師制績優系所特優。 

（3）榮獲 103 學年度推廣學術活動成果績優單位甲等。 

（4）與美術系於 104 年 12 月 11 日共同舉辦「2015 視覺藝術與

設計的社會實踐」研討會，上午邀請輔仁大學馮冠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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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台灣藝術大學廖新田院長舉辦專題演講；下午進行投稿

者論文發表，共計 150 人參與。 

（5）承辦「教學增能計畫 2－4 文化創意設計教學與實務創新：

寶山社區設計實務應用」舉辦系列活動。 

①於 104 年 12 月 12 日舉辦「設計工作坊」，主題為「踏入

社區認識我家」，上午邀請吳界老師進行專題演講，下午

由參治創意陳立恩、余宥叡、易子齊三位設計師帶領同

學創意發想進行實作，共計 50 人參與。 

②將於 104 年 12 月 19 日～12 月 21 日至新竹市進行校外田野

參訪教學活動，參訪地點寶山鄉、內灣區、九讚頭社區。 

（6）舉辦設計創作展： 

（7）舉辦「設計文化講座」系列專題演講： 

場次 時間 展覽者 展覽主題 地點 

1 
104.11.23 

至 104.11.27 
碩士班二年級 和音 美學角落 76 號

2 
104.12.26 

至 104.12.31 
本系師生 師生聯展－方圓缺 藝術中心 116 

場次 時間 演講者 演講主題 地點 

1 

104.10.2 

（五） 

10:00～12:00 

于長葳/西川系統總監 介面設計 
藝術大樓

5305 教室

2 

104.10.16 

（五） 

10:00～12:00 

李維 

如何考取多益高

分證照培養英文

實力 

藝術大樓

5305 教室

3 

104.10.23 

（五） 

10:00～12:00 

張蕙心/台中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副教授 

搖滾櫥窗商品展

示設計 

藝術大樓

5305 教室

4 

104.10.30 

（五） 

10:00～12:00 

田蓉菁/高師大視設系

研究生 

新竹寶山社區總

體營造大專回游

計畫 

藝術大樓

5305 教室

5 
104.11.27 

（五） 

張繼文/屏東大學視覺

藝術學系主任 

海洋文化的藝術

表現與設計思維 

藝術大樓

5305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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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舉辦『系週會專題講座』，邀請本校譚

大純教授蒞臨演講，演講題目為「從商管與智慧財產觀點

看設計」。 

（9）學生林士揚、林京鈺、顏若筑團隊及黃裕雯榮獲教育部「

104 年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計畫」，

獎金 2 萬 5000 元。 

9、跨藝所教學方面如下： 

（1）吳瑪悧副教授： 

①參與中山大學社會系「邊緣社區認同再造」計劃，獲得

其提供教學助理一名，及課程活動經費補助。 

②獲得師生共學計劃補助，帶領「參與式與合作性實踐」

課程同學進行旗津田野調查。 

③「環境藝術」課程到林邊參訪「濕地就是美術館」公共

藝術。 

（2）盧明德教授： 

①2015.09.16「複合媒體藝術」課程至高美館進行教學。 

②2015.10.21「跨領域展演方法專題」課程至駁二參訪。 

③2015.11.18 課程於總圖參與研討會。 

④2015.12.02「複合媒體藝術」課程至駁二進行教學。 

⑤2015.12.09「跨領域展演方法專題」課程至美濃田野調查。 

⑥2015.12.21 研究生蘇莞筑論文學位口考。 

⑦2015.12.24 研究生吳姿樺論文綱要審查。 

⑧2015.12.28 研究生郭秀丹論文學位口考。 

（3）黃孫權助理教授： 

①2015.12.21 研究生蘇莞筑論文學位口考。 

②2015.01.07 研究生官祺詠論文學位口考。 

③2016.01.13 研究生陳羿樺論文綱要審查。 

④2016.01.13 研究生李宇哲論文學位口考。 

⑤2016.01.13 美研所研究生周佩汶論文綱要審查。 

10:00～12:00 

6 

104.12.18 

（五） 

10:00～12:00 

陳永輝/游藝仕設計公

司負責人 

為你的創意說故

事，行銷你的設

計價值 

藝術大樓

5305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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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佩桂助理教授： 

①2015.12.24 研究生吳姿樺論文綱要審查。 

②2015.12.28 研究生郭秀丹論文學位口考。 

③2015.12.29 研究生曾靖雯論文綱要審查。 

④2016.01.13 研究生陳羿樺論文綱要審查。 

⑤2016.01.13 研究生李宇哲論文學位口考。 

⑥2016.01.13 美研所研究生周佩汶論文綱要審查。 

⑦2016.01.14 研究生吳修銘論文學位口考。 

⑧2016.01.15 研究生歐雅雯論文綱要審查。 

⑨2016.01.18 南藝造型所研究生王宥婷論文學位口考。 

（二）研究方面： 

1、持續進行教育部委託本院辦理「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

計畫：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校計畫」，全案計畫期程自 102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總核定經費為 1,350 萬元

（經常門 1,314 萬元、資本門 36 萬元）。 

（1）6 月 24 日辦理 103 學年度種子教師實驗課程審議工作坊南

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審查會議。 

（2）104/07/07～08 假中央聯合大樓 18 樓會議室，辦理「104 學

年度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 

（3）104/08/10～18 假北師美術館進行「103 學年度實驗課程總成

果展覽」布展事宜。 

（4）104/08/21 假北師美術館舉行「103 學年度實驗課程總成果展

覽」開幕茶會，下午南區種子教師進行經典案例分享交流

會。 

（5）104/08/22 假北師美術館辦理「出國考察分享會」。 

（6）104/09/10 假台南市虎山國小辦理「美感生活種子學校宣導

講座－台南場第一梯次」。 

（7）104/09/11 假台南市虎山國小辦理「美感生活種子學校宣導

講座－台南場第二梯次」。 

（8）104/09/16 假嘉義縣義竹國中種子教師蔡善閔教師實驗班級

進行課程紀錄。 

（9）104/09/18 假北師美術館辦理「總成果跨區交流分享會美感

現身－種子教師高雄市海青工商施美莉教師分享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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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09/18～19 辦理「104 學年度南區共學社群活動－台灣

地方文化美感巡禮暨成果展南北區跨區交流活動」。 

（11）104/09/24 假台南市成功大學辦理「104 學年度南區中等學

校一般教師美感教育講習」。 

（12）104/09/25 假嘉義縣人力發展所辦理「美感生活種子學校宣

導講座」上下午各一梯次。 

（13）104/10/05 假高雄市正興國中種子教師陳怡君教師實驗班級

進行課程紀錄。 

（14）104/10/07 假高雄市文山高中種子教師吳雨潔教師實驗班級

進行課程紀錄。 

（15）104/10/12～18 期間假臺中文創園區協助中區辦理「103 學

年度全國四區實驗課程總成果示範展」佈展相關工作。 

（16）104/10/14 假澎湖縣縣國教輔導團辦理「美感生活種子學校

宣導講座─澎湖場」。 

（17）104/10/15 假嘉義市北興國中辦理「美感生活種子學校宣導

講座」。 

（18）104/10/16 假本校活動中心 2 樓辦理「104 學年度南區共學

社群活動－種子教師實驗課教案及出國考察分享暨師培

生美感研習」。 

（19）104/10/17～21 假台中文創園區協助「全國四區實驗課程總

成果示範展」佈展。 

（20）104/10/22 假台中文創園區辦理「全國四區實驗課程總成果

示範展」開幕茶會。 

（21）104/10/29 假嘉義市玉山國中辦理「104 學年度南區中等學

校一般教師美感教育講習－－－嘉義場」。 

（22）104/11/03 假岡山農工及岡山高中進班訪視種子教師實驗課

程。 

（23）104/11/05 假高師大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辦理「104 學年度

南區中等學校一般教師美感教育講習－－－高雄場」上、

下午兩梯次。 

（24）104/11/08～09 假台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及成大藝術中

心辦理「東南跨區共學社群交流」。 

（25）104/11/09～10 假台中文創園區協助「全國四區實驗課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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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示範展」卸展。 

（26）104/11/11 假高雄市港埔國中辦理「美感生活種子學校宣導

講座」。 

（27）104/11/13 假金門縣金鼎國小辦理「美感生活種子學校宣導

講座」。 

（28）104/11/17 假屏東縣鶴聲國小辦理「美感生活種子學校宣導

講座」。 

（29）104/11/18 假高雄市新上國小辦理「美感生活種子學校宣導

講座」。 

（30）104/11/20 假高師大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辦理「104 學

年度南區種子教師共學社群活動－『老屋顏』歷史建築裝

飾談色彩與構成」。 

（31）104/11/25 假屏東縣東興國小辦理「美感生活種子學校宣導

講座」。 

（32）104/11/26 假屏東縣佳佐國校協助辦理「屏縣教育處『105

年度發展特色學校、偏鄉特色遊學及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

畫』」。 

（33）104/12/12 提出「精進師資素質計畫」「105 學年度師培生美

感素養培育計畫書」。 

2、持續進行教育部委託本院辦理「補助中小學辦理校園美感環境

再造計畫發展特色學校」，全案計畫期程自 102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止，總核定經費為每年 2,200 萬元。 

（1）104/06/17～08/14 辦理 104 年度受補助學校現場訪視，計畫

團隊至 31 所學校，實地進行校園訪視。 

（2）104/08/18 審閱「103 年度執行校園環境美感再造成果績優學

校－績優獎勵再造計畫書會議」。 

（3）104/08/18 召開「104 年度校園環境美感再造計畫計劃書修正

會議」。 

（4）追縱與控管 104 年度受補助學校工程進度及審閱補交之設

計圖說。 

（5）訂於 104/10/13 至 10/14 辦理 104 年度受補助學校現場訪視

，實地校園訪視澎湖海事、馬公高中。 

（6）研擬辦理「103 年度成果發表與觀摩」與「校園植栽景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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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習」擬定實施計畫。 

（7）製作「103 年度成果發表冊」，彙整 28 所受補助學校之執行

成果。 

（8）104/11/13 假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辦理「校園植栽景觀美化研

習」。 

（9）製作「103 年度成果發表冊」，彙整 28 所受補助學校之執行

成果。 

（10）104/12/01～12/08 辦理「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施工訪視

」，擇選 8 所學校，實地進行施工現場校園訪視。 

（11）104/12/11 辦理「103 年度執行成果發表與觀摩實施計畫」

，地點為國立新營高中。製作「103 年度成果發表冊」，彙

整 28 所受補助學校之執行成果、輸出 28 校大型海報展示

架等相關職習成果美編。 

（12）擬訂於 104/12/22 召開「104 年度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檢討會。 

3、執行教育部國民教育署委託本院辦理「藝術才能班優質發展中

程計畫」，計畫期程 104～108 年。第 1 年計畫期程 104 年 4～12

月。 

（1）104/07/01 出席藝術才能班優質發展中程計畫第一次聯席會

議，報告南區資源中心實施計畫與進程。 

（2）104/08/19 出席中央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第一次及第二次

聯席會議，報告計畫實施進程及南區中心計畫實施情形與

相關問題。 

（3）104/09/11 擬召開藝術才能班種子教師專題研討與專家諮詢

第一次會議。 

（4）調整區域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實施計畫之內容與經費事

宜。 

（5）聯繫並邀請南區學校之教師及專家學者擔任本計畫之種子

教師群與專家諮詢委員。 

（6）建立地區性藝才班資料庫，進行資料收集、整理與分析。 

（7）規劃藝術才能班課程模組與教學方案研發相關之專題工作

坊場次。 

（8）規劃藝術才能班課程模組與教學方案研發相關之專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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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場次。 

（9）進行與教育部國教署計畫簽約事宜。 

（10）104/10/12 出席中央及區域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聯席會議

，報告計畫實施進程。 

（11）104/10/16 召開藝術才能班種子教師專題研討第二次會議，

討論各領域課程模組、教案的執行方向及工作坊之內容討

論與規劃。。 

（12）辦理線上開設課程事宜，並擬規劃辦理下列活動： 

①104/10/23 於藝術學院 5111 教室舉辦美術感光樹脂版畫工

作坊。 

②104/10/30 與屏東大學聯合辦理舞蹈工作坊。 

③104/11/11 於藝術學院 5123 教室舉辦音樂類教師增能研習。 

（13）規劃藝術才能班課程模組與教學方案研發相關之專題工作

坊場次。 

（14）辦理南區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經費核銷。 

（15）104/10/23 假本院版畫中心舉辦藝術才能班美術類教師增能

－感光樹脂版畫工作坊。 

（16）104/10/30 與屏東大學合辦藝術才能班舞蹈類教師增能工作

坊。 

（17）104/11/11 擬於本院演藝廳舉辦音樂類教師增能工作坊。 

（18）104/11/11～30 擬於美學角落 88 號啡拾光舉辦美術工作坊

之感光樹脂版畫作品成果展。 

（19）完成藝術才能班音樂、美術、舞蹈三領域課程模組與教學

方案成果。 

（20）辦理南區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經費核銷。 

（21）104/11/11～12/10 於美學角落 88 號 KafeTime 啡拾光咖啡舉辦

展覽，展出 10 月 30 日美術工作坊之感光樹脂版畫作品。 

（22）出刊版畫聯展摺頁畫冊。 

（23）完成南區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 104 年度成果報告書。 

（24）擬於 104/12/18 辦理第 2 期「美術工作坊之感光樹脂版畫」。 

4、美術系研究方面如下： 

（1）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10 月 20 日，擔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視覺藝術學系 2015 視覺藝術「藝術中的視覺性」研討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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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持人及評論人。 

（2）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參加 2015 視覺藝術「藝

術中的視覺性」研討會。 

（3）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18 日，由帝門藝術教育基

金會主辦，受邀參加兩岸公共藝術研討會並擔任主持人。 

（4）李錦明老師於 104 年 6 月 13 日至 104 年 8 月 23 日，於高雄

市立美術館舉辦異聲共振－高雄市現代畫學會研究展。 

（5）李錦明老師於 104 年 9 月 15 日至 104 年 9 月 14 日，擔任成

功大學《藝術論衡》第七期審查委員成功大學委員。 

（6）詹獻坤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28 日至 105 年 3 月 15 日，參展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愛」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 

（7）詹獻坤老師舉辦「黑之白」阿卜極當代書墨個展，天津大

港濱海美術館，天津。 

（8）詹獻坤老師於 104 年 9 月 22 日～11 月 15 日，參展世界宗

教博物館「愛與和平」書藝創作特展。 

5、音樂系研究方面如下： 

（1）戴俐文副教授獲對位室內樂團邀請，分別於 8 月 2、8、14

日在蘇州文化藝術中心、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廣東中山

文化藝術中心大劇場，參與「登陸夢幻島－魔法童話音樂

會」演出。 

（2）桑磊栢副教授之「Étude for Piano」鋼琴作品，分別於 9 月 8

、12、17 日在義大利羅馬市、佩魯加市及英國倫敦市演出。 

（3）葉明和主任獲台北單簧管樂集邀請，於 10 月 5 日在高雄至

善廳演出「台北單簧管樂集～金曲之夜－高雄首演」音樂

會。 

（4）葉明和主任獲台北單簧管樂集邀請，於 10 月 8 日在臺北中

山堂中正廳演出「台北單簧管樂集慈善音樂會」。 

（5）桑磊栢副教授之「Reverberation」、「Hexachordal Blues」作品

，於 10 月 17 日在美國紐約市演出。 

（6）戴俐文副教授獲台南市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邀請，於 10

月 18 日在台南市文化中心演藝廳，參與「馬雅各紀念教會

宣教 150 周年－韓德爾＜彌賽亞＞神劇音樂會」演出。 

（7）桑磊栢副教授之「Prelude Impressions」鋼琴作品，於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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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在大陸瀋陽音樂學院演出。 

（8）湯慧茹副教授於 11 月 1 日參與「104 年日月潭國際花火節

－百老匯之夜」音樂會演出活動。 

（9）湯慧茹副教授於 11 月 8 日參與「104 年鹿港小鎮藝術節－

在地．觀光．人文」音樂會演出活動。 

（10）音樂系桑磊栢副教授之「Time Preludes: V」、「Capricious 

Fantasy」、「Prelude Impressions: III」鋼琴作品，於 11 月 8

日在國立中山大學演奏廳演出。 

（11）桑磊栢副教授之「To a Future…」給 fortepiano 與 harpshichord 

與弦樂團的協奏曲作品，於 11 月 12 日在國立中山大學逸

仙館演出。 

（12）陳昭吟教授分別於 11 月 14、22 日在台中教育大學音樂樓

音樂廳及高雄市音樂館演出「情深布拉姆斯」。 

（13）戴俐文副教授獲對位室內樂團邀請，於 11 月 18 日在衛武

營藝術文化中心，參與「衛武營玩藝節音樂會」演出。 

（14）戴俐文副教授獲對位室內樂團邀請，分別於 11 月 20 日及

12 月 25 日在高雄市音樂館、松菸誠品表演廳，參與「錯

過茱麗葉音樂會」演出。 

（15）葉明和主任獲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邀請，於 12 月 4、6 日參

與「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團慶音樂會」演出。 

（16）戴俐文副教授獲極地之光管弦樂團邀請，於 12 月 20 日在

高雄市音樂館，參與「冬季音樂會」協奏曲演出。 

（17）戴俐文副教授獲台南府城扶輪社邀請，於 12 月 30 日在台

南市文化中心演藝廳，參與「台南府城扶輪社慈善音樂會

」演出。 

6、視設系研究方面如下： 

（1）蔡頌德老師及郭郁伶老師於 104 年 9 月 26 日〜10 月 2 日參

展「亞洲聯盟超越設計展—天地風物」日本展，東京工藝

大學。 

（2）蔡頌德老師及郭郁伶老師於 104 年 10 月 16 日～21 日參展

「亞洲聯盟超越設計展—天地風物」首爾展，夢幻森林藝

術中心。 

（3）蔡頌德老師及郭郁伶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5 日～17 日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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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聯盟超越設計展—天地風物」高雄展，新光三越百貨

三多店文化會館。 

（4）蔡頌德老師及郭郁伶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14 日～21 日參展

「亞洲聯盟超越設計展—天地風物」成都展，四川大學美

術館。 

（5）蔡頌德老師及郭郁伶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3 日

，受邀參展「台灣海報設計協會「DESIGN X TAIPEI 國際

海報邀請展」」，臺灣師大美術系德群藝廊展出。 

（6）郭郁伶老師於 104 年 08 月 12～13 日，參加 ACA 證照研習

，並取得 Illustrator 及 Photoshop 證照。 

7、跨藝所研究方面如下： 

（1）吳瑪悧副教授： 

①參與由南藝大孫松榮教授策劃的「啟視錄」展，於台北

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展出。 

②「與社會交往的藝術」展覽畫冊出版。 

③以「舌尖上的旗津」向文化部申請藝術浸潤空間計劃補助。 

④獲第九屆「國家文藝獎」。 

（2）盧明德教授： 

①2015.04.11《媒體是一切：盧明德創作研究展》，高美館。 

②2015.10.02「啟視錄」展，台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3）黃孫權助理教授： 

①〈以身作則〉《今藝術》第 275 號，八月。 

②〈未來的想像決定了當今的實踐〉（Imagination of the Future 

Decides What is Realized Today），2015 年國際華人紀錄片

影展特刊《忐忑流年》，台北：蔣見美教授文教基金會。 

③〈財產，抗爭與共同使用〉《今藝術》，十月號 P.52 聯合

知識庫。 

④2015〈向歹拖邦之路〉《新美術》V.35.頁 14－42。杭州：

中國美術學院（中文核心期刊美術類排名首位，中文社

會學 CSSCI 期刊）。 

⑤2015.10〈祖國 父國 母國〉，收錄於《人間思想 02》十月

，台北／杭州／人間出版社。 

（4）蔡佩桂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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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5.12.11 獲高師大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補助。 

②2015.12－2016.04 高雄獎研究，受高美館委託、補助。 

③2015.11.19～20 獲補助，104 年度師生共學社群，成果將

於 2016.01.09 於小島藝廊展出。 

④2015.10.30 林邊光采濕地公園公共藝術作品＜汲水光＞。 

⑤2015.07.28～09.27 參展，帶領策展團隊以作品「究問：氣

爆，與我何干？」參與高雄市立美術館「走過 愛 堅強 高

雄石化氣爆周年展演：凝視‧八一視覺藝術展」。 

⑥2015.06 文章＜讓符號一直說情：寫在盧明德的回顧性研

究展之前＞，《媒體是一切：盧明德創作研究展》，高雄

：高雄市立美術館。 

⑦2015.08 文章「究問：氣爆，與我何干？藝術，與我何干

？」《鳳山多寶粥》聚落雙月報。 

http://issuu.com/kelioarts/docs/fongshan201508。 

（三）服務方面： 

1、承辦「105 學年度大學美術術科考試」總考區試務工作。 

（1）104/08/10 主試姚村雄院長出席在台師大召開的「105 學年度

大學術科考試聯合會第一次委員會議」，會中商定考試工作

日程及修訂招生簡章。 

（2）104/09/21 召開第 2 次籌備工作會議，修訂總考區試務工作

計畫書。 

（3）104/09/22～10/31 辦理試務工作人員簽署切結書作業及發送

聘書和總考區試務工作計畫書。 

（4）104/10/02 辦理分區試務資料準備場、製卷場、闈場及閱卷

場等場地借用事宜。 

（5）完成校外考試委員、分區主試及組長簽署切結書作業。 

（6）辦理考試委員、分區主試及組長和總考區工作人員發聘作

業。 

（7）完成總考區試務工作計畫書修訂、印製和發送。 

（8）完成試務用具清點，辦理考試用紙及各項試務文具用品採

購和影印機租賃作業。 

（9）密函採計術科成績之大學推薦命題委員及閱卷委員。 

（10）修訂分區試務工作計畫書及監試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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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辦理命題及閱卷委員聘任作業。 

（12）完成製卷組考試用紙及闈場組影印機招標作業。 

（13）確定報名人數及分區試場地點。 

（14）校訂准考證、答案卡及考生成績通知單。 

2、辦理藝術中心場地之使用管理及積極提升其地位與效益。 

（1）9～12 月展覽活動 

場次 時間 活動名稱 

1 10/01～10/14 美術系評圖展 

2 10/15～11/24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十年所慶 

3 12/10～12/25 美術系系展 

4 12/26～12/31 視設系系展 

（2）105/01/06 召開審查委員會議，審查及排定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檔期。 

3、進行院內環境維護及修繕工程 

（1）汰換藝術學院大門為緞造大門，美化校園環境。 

（2）進行藝術中心空調改善工程，改成吊隱式冷氣機。 

（3）環境堆積物清運、排水系統整修及監視系統整修。 

（4）大門週遭路燈修繕及汰換。 

（5）攝影棚及中庭舞台燈光修繕及汰換。 

4、美術系服務方面如下： 

（1）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8 月 7 日，擔任「金門建縣百

年－金磚文創發展計畫」勞務採購案公開評選會議委員。 

（2）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8 月 11 日，擔任「璞玉發光－

104 年藝術行銷活動」決選作品評選會議之評審委員。 

（3）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8 月 18 日，參加 104 年度教育

部民國及學前教育署推動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園美感環境

再造－103 年度績優獎勵再造計畫書審查會議。 

（4）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8 月 31 日，擔任「104 年度高

雄市橋頭區花田喜事人文生態景觀系列活動規畫執行委託

專業服務」勞務採購案之評選委員。 

（5）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9 月 3 日，參加「從半島連結

南島：枋寮藝術村國際交流計畫 III」期初工作規畫書審查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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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9 月 7 日，擔任「2015 萬金聖

誕季新置與既有燈景裝置暨聖誕主題區設置行」採購案評

選委員會會議之評選委員。 

（7）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9 月 17 日，參加「104 年度校

園美感再造計畫案」會議。 

（8）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10 月 14 日，擔任長榮大學教

師林慶祥送審教授資格之創作報告實質審查委員。 

（9）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10 月 26 日，擔任「2015 萬金

聖誕季新置與既有燈景裝置暨聖誕主題區設置」評選委員

會會議之評選委員。 

（10）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10 月 27 日，擔任「愛*屏東水

資源保育宣導冊編印計畫」勞務採購評選委員會之冊列人

員。 

（11）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參加「客家美展

」企劃執行勞務採購案評選委員會議。 

（12）美術系陳明輝主任於 104 年 11 月 10 日，參加「客家美展

」企劃執行勞務採購案第二次評選委員會議。 

（13）美術系楊明迭老師於 104 年 8 月，參加國立台灣美術館中

華民國第 17 屆國際版畫雙年展諮詢會議。 

（14）美術系楊明迭老師於 104 年 8 月，擔任國立台灣美術館 104

年度紙質作品維修復案第二期驗收作業審查委員。 

（15）美術系楊明迭老師於 104 年 8 月，擔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間接、對畫」創作論壇主持人。 

（16）美術系楊明迭老師於 104 年 9 月，擔任高雄市 104 年學生

美術比賽版畫類評審委員。 

（17）美術系楊明迭老師於 104 年 11 月，擔任高雄市美術館 2016

高雄獎素描/版畫類初審評審委員。 

（18）美術系李錦明老師於 104 年 12 月 8 日，擔任 2016 高雄獎

評審。 

（19）美術系康輝安老師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應邀台南科技大

學美術研究所，擔任碩士學位論文計畫審查委員（共五場

）。 

（20）美術系詹獻坤老師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擔任高雄市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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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館 104 年度審查會議委員。 

（21）美術系詹獻坤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擔任高雄市立美

術館 104 年度第 3 次典藏審查會議委員。 

（22）美術系詹獻坤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擔任崑山科技大

學視傳研究所宋洽棕碩士論文考試委員。 

（23）美術系詹獻坤老師於 104 年 12 月 16 日，擔任屏東縣立大

同高中「大學校系介紹」生涯講座講師。 

（24）美術系詹獻坤老師於《佛寺季刊》104 年 10 月 89 期佛教

藝術「在途中的進行式－中生代書畫家詹獻坤」撰文：郭

麗娟。 

5、音樂系服務方面如下： 

（1）音樂系葉明和主任獲聘擔任「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高雄市音

樂比賽」評審委員。 

（2）音樂系葉明和主任獲聘擔任「高雄新莊高中音樂班協奏曲

比賽」評審委員。 

（3）音樂系陳昭吟教授獲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聘請，擔任「藝術

學報」論文審查委員。 

（4）音樂系陳昭吟教授獲聘擔任「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區、新竹市」評審委員。 

（5）音樂系陳昭吟教授獲財團法人東和學術研究獎助基金會聘

請，擔任「第 39 屆河合之友鋼琴比賽北區」評審委員。 

（6）音樂系戴俐文副教授獲台南財團法人奇美文化基金會聘請

，擔任「財團法人奇美文化基金會第二十八屆奇美藝術獎

」評審委員。 

（7）音樂系湯慧茹副教授獲聘擔任「2016 年中山堂場地審查」

評審委員。 

（8）音樂系湯慧茹副教授獲聘擔任「國立中山大學 104 學年度

協奏曲比賽」評審委員。 

（9）音樂系王惠民助理教授獲聘擔任「新北市新北高中音樂學

科中心諮詢會議」委員。 

（10）音樂系葉明和主任分別於 9 月 11 日及 10 月 16 日，獲聘擔

任「國教署中小學藝術才能班優質發展中長程計畫－104

年南區資源中心專家第一、二次諮詢會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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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音樂系葉明和主任獲高雄新莊高中音樂班邀請，於 10 月

23 日擔任該校舉辦之「豎笛大師班」指導教授。 

（12）音樂系葉明和主任獲邀擔任 11 月 11 日「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104 年度藝術才能班優質發展中程計畫－南區藝

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音樂類教師增能研習會」主持人。 

（13）音樂系王惠民助理教授獲聘擔任 11 月 21 日於國立中山大

學舉辦之「台灣音樂學論壇」會議主持人。 

（14）音樂系王惠民助理教授獲聘擔任 11 月 27 日於臺南藝術大學

舉辦之「兩岸四校音樂學研究與教育論壇」會議主持人。 

（15）音樂系湯慧茹副教授獲屏東女中邀請，於 12 月 7 日擔任

該校舉辦之「音樂班聲樂大師班」指導委員。 

（16）音樂系陳昭吟教授獲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邀請，於 12 月 24

日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系創意館雨賢廳擔任 104 年協

奏曲比賽鋼琴評審。 

6、視設系服務方面如下： 

（1）視設系陳立民主任於 104 年 10 月 20 日，擔任屏東大學視

覺藝術學系 2015 視覺藝術「藝術中的視覺性」研討會評論

人。 

（2）視設系李億勳老師於 104 年 8 月 28 日駁二義大倉庫 C19 演

講「城市美學－區域性公共藝術」。 

（3）視設系李億勳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16 日，擔任樹德科技大

學視覺傳達設計系課程諮詢委員會課程委員。 

（4）視設系李億勳老師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擔任高雄市立三

民家商視設科特色課程專家研習會諮詢委員。 

（5）視設系姚村雄老師於 104 年 9 月 2 日環球科大演講。 

（6）視設系姚村雄老師於 104 年 9 月 10 日台南虎山國小演講。 

（7）視設系姚村雄老師於 104 年 9 月 23 日台東新生國中演講。 

（8）視設系姚村雄老師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嘉義市北興國中演

講。 

（9）視設系姚村雄老師於 104 年 10 月 22 日 出席樹德科大設計

學院教師教學評鑑會議。 

（10）視設系蔡頌德老師於 104 年 9 月 24 日駁二義大倉庫 C19

演講「文創商品的生成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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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視設系蔡頌德老師於 104 年 10 月 26 日，擔任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品德核心、影入你心～品德微電影

創作」評審。 

（12）視設系廖坤鴻老師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擔任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104 年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評審委員。 

（13）視設系廖坤鴻老師於 104 年 12 月 3 日，擔任屏東縣政府

「104 學年交通安全安全開畫拉」四格漫畫評審。 

（14）視設系郭郁伶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28 日，擔任朝陽科技大

學「104 年度教師學術性專書暨創作獎勵案」書面審查委

員。 

（15）視設系郭郁伶老師於 104 年 11 月 5 日，屏東縣人聲樂團

數位化音樂光碟錄製及出版審查案評審委員。 

（16）視設系郭郁伶老師於 104 年 12 月 9 日，擔任高雄市社工

局主辦之青少年社區預防海報徵件比賽「捍衛青春，我來

發聲」評審委員。 

（17）視設系林維俞老師於 104 年 10 月 24 日，擔任岡山壽天宮

媽祖文化節評審委員 。 

7、跨藝所服務方面如下： 

（1）吳瑪悧副教授： 

①籌辦跨藝十年活動： 

ⅰ.爭取與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高市文化局、高市總圖

合辦「兩岸三地公共藝術研討會」。 

ⅱ.策劃「創造性未來－以藝術進駐為方法」工作坊，與

竹圍工作室合辦。 

ⅲ.策劃「創造性未來－以博物館為方法」邀請紐約皇后

美術館演講，與高美館、高師大美術系共同合辦。 

ⅳ.協助跨藝十年「革面」展覽，以及「再談藝術的公共

性－朝向人人都是藝術家之後」研討會舉行。 

②擔任北美館台北獎評審委員。 

③擔任蕭壠國際藝術村策展顧問。 

④擔任高美館創作論壇評審委員。 

（2）盧明德教授： 

①2015.03.19 擔任台灣國展初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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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15.04.26《媒體是一切：盧明德創作研究展》個展演講

，於高美館。 

③2015.04.28 中鋼教育基金會會議。 

④2015.06.03 擔任台灣國展決審委員。 

⑤2015.06.06《媒體是一切：盧明德創作研究展》個展演講

，於美濃客家文物館。 

⑥2015.07.08 擔任高醫牙醫系入學考試評審。 

⑦2015.10.15 擔任國家文藝獎評審，台北國藝會。 

⑧2015.12.10 擔任高雄獎評審，高美館。 

（3）黃孫權助理教授： 

①2015.07.22 高雄加工出口區「幸福城市」計畫審查。 

②2015.11 2016 年駁二藝術家進駐申請案評審。 

③2015.07.04《社會性藝術與其構成》座談，台北當代藝術

館。 

④2015.09.02～09.20 Made in Public Taipei Forum on Property, 

Protest, Commons and the Alternative Economies of Art 公／

共製造台北論壇：財產、抗爭、公／共以及藝術的另類

經濟，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⑤2015.09.27「評論展－謝英俊及其團隊實踐」，中國重慶

LP 藝術空間。 

⑥2015.10.17 長日將盡－侯淑姿 個展（Remains of the Day － 

Lulu Shur－tzy Hou Solo Exhibition）／藝術家報告－鳳山

黃埔新村之女性影像敘事，台北，VT Artsalon 非常廟藝

文空間與談人。 

⑦2015.10.25～26《自觉与重建－从延安木刻到无名者的实

践》展覽，研讨会“有机知识分子与社会公共性问题”

，中國西安美術館。 

（4）蔡佩桂助理教授： 

①2015.05.20 演講＜藝術的個人性與公共性＞，於國立清華

大學物理系。 

②2015.05.30 專家導覽，《媒體是一切：盧明德創作研究展

》，於高雄市立美術館。 

③2015.06.11 主持，呂佩怡主編「策展時代：台灣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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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二十年」講座。 

④2015.06.15～16 跨領域藝術研究方法學生論文發表會。

2015.08.26 高雄獎籌備會議委員。 

⑤2014.12.04「2015 高雄獎初審」，高雄市立美術館，評審。 

⑥2015.09.18 與談，「漾講堂」，2015 高雄漾藝術博覽會，駁

二藝術特區 B4 倉庫，講題：當代藝術是否由市場決定？ 

⑦2015.09.26 專家導覽，「走過 愛 堅強 高雄石化氣爆周年

展演：凝視‧八一視覺藝術展」，高雄市立美術館。 

⑧2015.10.02 演講，講題「策展的溝通與行動」，實踐大學

高雄城區中心。 

⑨2015.10.17 演講「究問：氣爆，與我何干？藝術，與我何

干？」，藝術史講堂－從藝術史認識藝術之美，鳳山日青

創藝工作室主辦，文化部文創聚落補助。 

⑩2015.11.07 與談，「丁柏晏│莊克柔 2015 創作聯展，DRAW

－PAINT」，三餘書店。 

⑪2015.11.11 演講，四小時藝術美學課程，於台南佳佳旅住

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15 小型人力企業提升計畫補助。 

⑫2015.11.19～20 承辦研討會：「再談藝術的公共性：朝向『

人都是藝術家』之後」。 

⑬2015.12.02 演講，高雄大學演講「策展做為一種表達與行

動」。 

⑭2015.12.13 與談，高雄藝術博覽會－藝術論壇（六）藝術

市場的學術參與。 

⑮2015.12.16 ～2016.01.10 北美館《現代美術學報》審稿。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藝術學院 

1、本院各系所空間不足且分散，不易整合運用，現又增設 1 個學

位學程班，和承接 3 個美感教育專案計畫，其中南區美感教育

基地計畫，將陸續擴大計畫辦理規模，總計有 3 位專任助理和

3 位替代役工作人員，需有一間可獨立作業的辦公室，以利推

動計畫，希望學校能整合教職員宿舍，並能將鄰近本院之和平

路教職員宿舍空間，提供本院及各系所使用。 

2、藝術學院獲准成立「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於 103 學年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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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年招收 25 名在職生，等同於新增一個系所，將面臨人力及

空間不足之問題。 

（1）人力問題：現有編制秘書 1 人負責院務工作，因藝術中心

成立及承辦「大學美術術科考試」，業務量大增，實已無法

再負荷開班業務，而現有專案助理因個人因素及能力不足

等因素，人事異動頻繁，且專案事務繁忙，也無法協助開

班業務，希望學校能同意增聘行政助理承辦學程業務，以

建全學程事務及提供師生優質的服務。 

（2）空間問題：藝術學院現有空間僅院辦公室及會議室各 1 間

，會議室雖能改成多功能空間使用，但礙於空間小（僅能

容納 15 人），無法提供 25 人的在職班上課使用，目前規劃

暫時借用其他系所教室上課，未來希望學校能提供已完成

整修而暫未使用之四維路宿舍供本學位學程班教學使用。 

3、藝術學院中庭花園因學校未能定期派員維護管理，造成學院必

須另自籌經費請臨時人員定時更換盆栽及除草施肥，才能維護

整潔舒適的景觀環境。希望學校事務組在安排校工維護校園環

境的同時，不要獨遺漏了藝術學院。 

4、藝術學院中庭舞台是師生活動的重要場所，但因非使用耐用材

質，加上常期的風吹日曬雨淋，已陸續出現腐蝕及坑洞，一年

的維護費約 6 萬元，並出現持續惡化、變形和難以修復的現象，

急需另籌約 150 萬的經費改建，以維護師生活動安全。 

5、藝術學院年度經費僅有全院系所的 6％，而院內公共區域之各

項設施維護及修繕皆需由學院經費支應，因常擔心經費不足，

並以支應主要院務工作，只能延宕或不處理不重要及不需即使

處理的維護及修繕工作。希望學校統籌的修繕維護費能擴及學

院的公共設施，以能隨時提供師生完善的公共設施。 

（二）美術系 

專任教師目前為 8 名，擬依教育部之規定，繼續增聘專任教師補足

員額。 

（三）音樂系 

1、為強化師生教學研究及學習用途，本系圖書、樂譜、視聽資料、

電腦軟體等仍待加強。 

2、敲擊樂室之上下樓層隔音效果不佳，持續的鼓聲，影響 2、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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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效率及事務進行，急待補強。 

（四）視覺設計系 

1、教學方面： 

師資仍有不足現象，需再延攬跨領域教師。 

2、研究方面： 

本系積極申請各種專題研究及獎助計劃，與參加各式校內外之

專題設計展覽活動及研討會各項活動，甚至與海外學校合辦展

覽。 

3、推廣服務方面： 

配合各機關單位加強並推動視覺藝術與設計教育相關研究，尋

覓相關學校或本校其他系所協力合辦活動。 

（五）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1、教師缺乏研究與教學空間： 

由於教室為兩位老師共用，且教師研究室也在同一空間中，不

利於教師課後的指導。 

2、學生缺乏研究與討論空間： 

之前學生的研究室設在綜合大樓，因與藝術學院距離遠，造成

學生使用上的不便，使用率低，也被上次評鑑視為不恰當，希

望能速謀改善。 

三、發展方向： 
（一）藝術學院 

1、成立一級行政單位之藝術中心，提供藝術學院各系所活動展覽

空間，同時鼓勵藝術創作者發表其作品與創作理念，提升藝術

創作風氣與水準，並藉由多元化的展覽，培養民眾美感經驗，

促進藝術文化之發展。 

2、加強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之招生入學宣傳，以招收各場域之表

演藝術從業人員就讀，帶動表演藝術產業之發展，並能配合時

代潮流趨勢，隨時檢討課程與教學實施成效，適時調整課程名

稱、內容與結構，以符合本學程發展及需求。 

3、整合藝術學院各系所舉辦之動靜態展演活動成為有特色的藝術

季或藝術週活動。 

4、爭取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案，以挹注經費改善藝術學院教學及

研究環境與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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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逐年改善藝術學院教學及研究環境與設施。 

（二）美術學系 

1、課程規劃強調與時俱進的、統整的、開放的、現代的和多元的

教育理念。 

2、開創活潑環境，充實優良設備和徵聘優秀教師，提供良好的學

習環境。 

3、因應資訊媒體時代思潮，善用尖端科技媒體，開發新藝術走向，

培育具前衛精神之藝術創作人才。 

（三）音樂學系 

1、積極爭取軟硬體設備提升，使學生有完整之學習與演出場所。 

2、繼續充實圖書館之音樂方面書籍及有聲資料，以利教學。 

3、鼓勵同仁參與校內外各單位之邀約演講或評審。 

4、鼓勵畢業生贊助本系教學演出用經費。 

（四）視覺設計學系 

1、教學方面： 

（1）系所以培養高深學術素養研究人員及傑出的視覺藝術創造

人才。 

（2）落實且積極進行教師、學生教學評量，並分析學生對於課

程及教師需求進行調整。 

（3）積極規劃成立博士班，期使本系達到各階段設計教育之完

整化。 

（4）規劃每年畢業生，皆赴國外辦理「畢業專題展」，擴展國際

視野。 

2、研究方面： 

期許將繼續進行結合全國視覺設計相關學校或民間社團，共

同舉辦大型學術研習營或作品展覽會。 

3、推廣服務方面： 

（1）積極舉辦學術性研討會及參與研究計劃。 

（2）積極參與社區藝術活動及配合公共藝術政策之規劃。 

（3）近幾年暑假設立視覺設計體驗營，獲熱烈迴響，將於今年

暑假再設立視覺設計體驗營，藉以招收高中職學員以設計

生活化、趣味化的上課內容及優良的師資，強化高師大的

專業形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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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領域藝術研究所 

1、發展所內的跨領域特色，並引領國內「跨領域藝術」的發展，

與國際對話。 

2、重點發展，連結南部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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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本期會議針對經費稽核委員會之運作進行討論。 

1、「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104 年 2 月 4 日 修正：學校

應定明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設置、任務、國立大學校院稽核

人員稽核單位之設置及稽核事項，以取代原有之經費稽核委員

會功能，促進內部控制機制之健全化（修正條文第五條至第八

條）。 

2、因應上述條例之修正，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經會議決議終止運作，未來相關稽核業務將聘請稽核人員負

責。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無。 

三、發展方向：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