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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徽圖 

愛-LOVE 

責任-RESPONSIBILITY 

合作-COOPERATION 

→將愛、責任、合作結合為核心概念，
分別將三者英文取用字首字母L、R、
C設計發想。 

→左側紅色為L字母象徵「愛」，右
側藍色的C字母象徵「合作」，兩者
形狀似俯視雙手的輪廓，像是手中捧
著物體，也建構出R字母的外框，象
徵愛與合作皆承擔著責任並組合成一
體，密不可分的關係。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處徽圖設計者: 
陳思羽 小姐 
目前就讀於本校視覺設計學
系碩士班一年級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師就處 
目標 

 
1.培育國際
視野的未來
菁英師資 

 

2.落實 
教育實習輔
導工作 

 
3.愛與關懷 
出發進行偏   
 鄉教育服務 

 

4.就業職能
診斷及就業
輔導活動 

5.建置校友
交流平台，
辦理職涯 
楷模活動 

願景:培育最優質師資與社會多元人才 



組織圖 (106年8月起~)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丘愛鈴處長 

方金雅教授、吳明隆教授、蘇素美教授、梁煒成秘書 

課程組 
凃金堂組長 
助理員1名 
書記1名 

行政助理1名 

檢定與實習組 
 

杜明德組長 
行政助理1名 
行政助理1名 

地方教育 
輔導組 

李澎蓉組長
(代) 

行政助理1名 
行政助理1名 

就業輔導組 
吳建銘組長 
行政助理1名 
行政助理1名 

校友服務組 
廖坤鴻組長 
行政助理1名 
行政助理1名 



本處目前辦理17項計畫      總經費:1,797萬6459元 

組別 計畫名稱(期程) 金額 

課程
組 

1.精進師資生學習成效-臨床教學與實地見習- 
教 育 部 補 助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辦 理 精 進 師 資 
 (106.08.01~107.07.31) 

54萬5803 

資本門:84797 

2.辦理新課綱實務課程教授社群及師資生工作坊計畫   
(106.12.01~107.07.31) 29萬7400 

3.106 學 年 度 開 設 師 資 生 多 專 長 學 分 班 計 畫 
(106.12.01~107.07.31) 19萬9000 

4.高教深耕計畫-光祖榮譽學苑-實地見習協同教學 
 (107.01.01~107.12.31) 

50萬 
設備費80萬 

檢定
與 
實習
組 

5.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 (107.02.01~108.01.31) 347.2萬 
6.實事求是--強化師資生教育實習歷程與教學演示課 
程-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進師資素質及
特色發展計畫（高師大Go Stars2.0師資培育計畫  
(106.08.01~107.07.31) 

152萬 

7.子計畫 3-1 ：「架橋職場‧南向發光』計畫  
(106.03.01~107.03.01) 

95萬 

8 一 步 一 腳 印 — 師 資 生 印 尼 見 習 計 畫 
(106.12.01~107.11.30) 

42萬4551 

9.高教深耕計畫-國際視野的專業導向師資培育方案 
(107.01.01~107.12.31) 

80萬 



本處目前辦理17項計畫  總經費:1,797萬6459元 

組別 計畫名稱(期程) 金額 

地方
教育
輔導
組 

10.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實施計畫(106.08.01~107.09.30)   29萬2000 

11. 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107.06.01~107.09.30) 
   50萬3299 

12.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107.01.01~107.12.31) 
第一期經費 

(1-7月) 

21萬7609 

13. 高教深耕計畫-愛在偏鄉：師資生關懷偏鄉學童課業輔導  

       方案(107.01.01~107.12.31) 
         30萬 

就業
輔導   
組 

14.高教深耕計畫-學做聯盟 (107.01.01~107.12.31) 72萬 

15.高教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 

       效促進社會流動 (107.01.01~107.12.31) 
120萬 

校友
服務
組 

 
16.高教深耕計畫-畢業生流向調查 (107.01.01~107.12.31) 15萬 

師就
處 

17.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高師大    

Go Stars 3.0師資培育計畫  <107.08.01-108.07.31> 500萬 



公文量 
107年公文統計數量 

1070515製 

單位名稱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總計 

學生事務處 16 5 10 13 9 53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19 5 22 14 12 72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21 17 30 16 15 99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122 94 197 158 99 670 

學生事務處總計 178 121 259 201 135 894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26 11 25 18 29 109 

課程組 32 24 35 36 7 134 

檢定與實習組 22 26 29 24 15 116 

地方教育輔導組 14 12 19 17 9 71 

就業輔導組 18 11 31 28 22 110 

校友服務組 0 0 1 8 0 9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總計 112 84 140 131 82 549 

教務處 7 2 1 2 0 12 

教務處和平教務組 9 10 17 13 8 57 

教務處招生企劃組 18 12 22 18 13 83 

教務處教務創新組 13 17 17 4 4 55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5 3 5 8 2 23 

教務處燕巢教務組 7 5 14 7 7 40 

教務處總計 59 49 76 52 34 270 



高師就好電子報 



「課程組」工作同仁 

凃組長金堂 方辦事員柔蘋 范助理師齊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課程組」重點工作成效(1) 

一、每學年度服務學生人數： 

144名(教育學程生) 
------------------------- 
二、106年7月前之工作業務概
述： 
(一)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 
(二)教育學分抵免審查 
(三)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  
    年報 
(四)教育學程師資生名額核定 
(五)教育學程招生甄選 
(六)實地學習 

一、每學年度服務學生人數： 

535名(全校師資生) 
---------------------------- 
二、106年8月後之工作業務概述： 
(一)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 
(二)教育學分抵免審查 
(三)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四)教育學程師資生名額核定 
(五)教育學程招生甄選 
(六)實地學習 

(七)並行學系師資生遴選作業 
(八)教育學程及師資培育學系師 
    資生名額核定 
(九)師資培育課程隨班附讀作業 
(十)中小學師資資料庫整合平臺 
(十一)生涯發展規劃、職業教育 
      與訓練之課程實施 
(十二)金門縣補救教學師資培訓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課程組」於107年完成之業務說明(2)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月份 完成業務 

 
1~5月 

1. 專門課程加科及加階段，已核發62份中等學校教   
   師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教育學程證明書。 
2. 協助85位申請者辦理專門課程審查認定。 

3月 
3. 辦理106年度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填報作業， 
   完成師資培育學系及教育學程師資生相關資料。 

 
4月 

4. 辦理107學年度師資培育學系及教育學程師資生名 
   額報部核定，且獲教育部全數核給496名。 
5. 辦理106學年度並行學系師資生遴選作業。 

5月 6. 辦理106學年度第2學期隨班附讀作業。 

6月 7. 辦理107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考試。 

7月 8. 辦理106學年度實地學習54小時合格作業。 



課程組辦理106學年度協同教學、 
實地學習(3) 

22場實地學習 

共有360名以上師資生 

實地觀摩共66小時以上 

31場協同教學 

共邀請31位學者專家至本校演講 

講授時數共計62小時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2017年8月-2018年7月辦理活動統計(4) 
•導生活動共辦理6場，參加計997人次。 

•演講活動共辦理14場，參加計743人次。 

•工作坊研習活動共辦理17場，參加計832人次。 

•競賽與檢定活動共辦理4場，參加計158人次。 

•學術研討會共辦理2場，參加計150人次。 

•專兼任教師座談會共辦理2場，參加計57人次。 

•招生活動共辦理2場，參加計400人次。 

•106學年度共辦理47場活動。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檢定與實習組」 工作同仁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杜組長明德 

陳助理佳琳 江助理孟蓉 



「檢定與實習組」重點工作成效(1)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一般業務 

師資生教學實習相關業務 

1.教學實習課程參訪活動 (全學年) 
2.三週集中實習之實習輔導 (4月) 
3.半年教育實習之實習輔導(全學年) 

教師資格檢定相關業務 

1.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合格人員預審 (9-11月) 
2.合格教師證申辦 (全學年) 
3.教師加科、加階段審查及登記 (全學年) 



創新業務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 有教無界 未來無限—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大學辦
理國外見習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計畫 

「檢定與實習組」重點工作成效(2) 

年 國家 計畫名稱 師資生數 

106 

新加坡 
運動無界體育無限~ 

師培種子日本見習計畫 
5 

日本 
未來教師、有教無界-新加坡中學 

英語教師培育課程見習計畫 
10 

107 印尼 一步一腳印---師資生印尼見習計畫 6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 新南向計畫-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以個
別學校辦理之計畫 

「檢定與實習組」重點工作成效(3) 
創新業務 

年 國家 計畫名稱 學生數 

106 越南 越南家具工業見習計畫 8 

107 

馬來 
西亞 

馬來西亞波德申中華中學 
教育見習計畫 

10 

印尼 好印象 
辦理中 

越南 越不同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 深耕計畫B-1-2 國際視野的專業導向師資培育方案 

1.教師備課觀課議課工作坊 

2.教師備課觀課議課實作 

3.觀摩海外見習/實習機構 

4.辦理師資生海外見習/實習 

「檢定與實習組」重點工作成效(4) 

創新業務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地方教育輔導組」工作同仁 

李組長澎蓉(代) 周助理君珍 王助理鏡瑄 



「地方教育輔導組」重點工作成效 (1) 
• 承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本處每學年度8月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教輔導團合辦。 

 

 

 台南市將軍國中、屏東縣車城國中、屏東縣南州國中、屏東縣 

 恆春國中 

 

    高雄市茄萣國中：國文領域(6場)、藝術與人文領域(4場)、 

    社會領域(2場) 

 屏東縣瑪家國中：綜合活動領域(2場)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南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 

辦理國中教師知能巡迴輔導(到校服務) 

辦理駐點服務 



「地方教育輔導組」重點工作成效 (2) 
• 本組承辦「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年 服務學校 課輔教師 課輔對象 課輔期間 服務時數 

106 

高雄市 
內門國中 

本校學生
14人 

國一學生
51人 

106.07.10~
08.04 

136小時 

高雄市 
龍肚國中 

本校學生
15人 

國一學生
37人、 
國二學生
32人， 
共69人 

106.07.17~
08.11 

136小時 

 
107 
 

高雄市 
內門國中 

本校學生 
32人 

國一學生 

107.07.16~
08.10 

 
136小時 
 

高雄市 
龍肚國中 

國一學生 
國二學生 

 
136小時 
 



「地方教育輔導組」重點工作成效 (3) 
• 本組承辦「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 

• 課輔模式為一對一線上陪伴與學習。106學年度第2學期執行情形： 

• 一對一線上陪伴與學習：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服務學校 課輔期間 上課時間 課輔對象 大學伴 科目 地點 

高雄市 
內門國中 

107. 
03.14~06.14 

週三18:00~19:30 
週四18:00~19:30 
（每次1.5小時） 

國一4名、國二
14名、國三2名， 
共20名 

本校學生
32人 

 
 
英文、
數學 

 
 
愛閱館 
7403電腦教室 高雄市 

潮寮國中 
107. 
03.13~06.13 

週二16:10~17:40 
週三16:10~17:40 
（每次1.5小時） 

國一2名、國二6
名、國三2名， 
共10名 

本校學生
18人 

實體學習活動(相見歡) 教育訓練 一對一線上陪伴 
    與學習 



「地方教育輔導組」重點工作成效 (4)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業務： 

 

 

 

 

 

•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輔導會議」本組成立社群，作
為訊息傳遞管道，以提昇本校受獎生對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法
規與相關義務之了解。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學年度 
卓獎生 
核定名額 

師獎生 
核定名額 

公費生 
核定名額 

102 35 4 

103 25 1 

104 60 1 

105 50 3 

106 50 2 



「地方教育輔導組」重點工作成效 (5) 

•「公費生」業務： 

本組成立社群，作為訊息傳遞管道。 

107學年度公費生甄選委員會決議： 

特殊教育學系– 

分發高雄市寶來國中正取1名。 

特殊教育學系– 

分發東海國中正取1名。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分發嘉義縣偏遠地區正取2名。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就業輔導組」工作同仁 

吳組長建銘 黃助理梓綾 陳助理佳專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職涯關鍵-職人面對面 

「就業輔導組」重點工作成效(1) 

• 106學年度就輔組辦理27場講座/工作
坊/企業徵才會 

• 共邀請25位專家/業師至本校演講 

• 參與學生共計988位 



職涯旅程嚮導-職場觀摩&證照獎勵(2)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 企業參訪-106學年度共辦理3場，參與
學生共168人。 

• 證照獎勵-鼓勵高師大學生考取國家級
專業證照，提供考取證照獎助金，106
學年度申請通過人數共22名。107年新
增補助弱勢生證照考取相關費用及取
得證照獎助。 

 

 



探索心自我-職涯適性測驗(3) 

愛Love • 責任Responsibility • 合作Cooperation 

• UCAN職涯興趣探索評量(對象:大一新生)：
106學年度共辦理23場，19個系所共828人參
加施測，普測率：91.3%。 

• O*PASS求職競爭力量表(對象:大二~大四生) 

   106學年度共辦理2場，共35人參加。 



職涯測驗-畢業校友雇主
滿意度調查(4) 

排序 各項表現 平均數 

1 本校畢業生之專業表現 4.7 

2 本校畢業生之人際溝通 4.6 

3 本校畢業生之品德操守 4.7 

4 本校畢業生之情緒管理 4.6 

5 本校畢業生之團隊合作 4.7 

6 本校畢業生之職場倫理 4.7 

7 本校畢業生之學習能力 4.7 

8 本校畢業生之外語能力 3.9 

9 本校畢業生之儀表禮儀 4.7 

10 本校畢業生之法律常識 4.3 

11 本校畢業生之國際視野 4.2 

12 本校畢業生之解決問題能力 4.5 

13 本校畢業生之批判思考能力 4.3 

14 本校畢業生之探索創新能力 4.4 

15 本校畢業生之電腦應用能力 4.5 

16 整體滿意度 4.6 
整體而言，各項指標平均值都能達到「滿意」或
是「非常滿意」的程度 

104級畢業校友雇主滿意度調查(寄出93份問卷，回收40份) 



產業實習課程與參與產業實習人數(5) 

學年度 有辦理產業
實習系數 

開課數 修課人數 國內實習 國外實習 合計 

104 6 22 1,581 150 6 156 

105 11 25 1,479 204 21 225 

106-1 7 12 560 113 17 140 

小計 3,620 467 44 511 

本組積極推動產業實習，期能藉由「國內實習」
與「職場見習」的輪替學習，創造「學生就業
力、產業培訓力與學校專業力」提升的「三贏」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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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務組」工作同仁 

廖組長坤鴻 謝助理孟宓 陳助理盈潔 



畢業學年度 類別 總就業人數(%) 擔任教師人數(%) 
擔任專任教師人數

(%) 

103學年度 

(104級) 

全校  407/654(62.23%) 144/654(22.02%) 43/654(6.57%) 

大學部  268/363(73.83%) 124/363(34.16%) 33/363(9.09%) 

全校師資生  226/287(78.75%) 144/287(50.17%) 43/287(14.98%) 

大學部師資生  165/216(76.39%) 124/216(57.41%) 33/216(15.28%) 

104學年度 

(105級) 

全校  436/538(81.04%) 182/538(33.83%) 103/538(19.14%) 

大學部  190/310(61.29%) 78/310(25.16%) 28/310(9.03%) 

全校師資生  176/202(87.13%) 102/202(50.50%) 40/202(19.80%) 

大學部師資生  111/185(60.00%) 75/185(40.54%) 28/185(15.14%)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62.23% 73.83% 
78.75% 

76.39% 81.04% 

61.29% 

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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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3% 

25.16% 

50.50% 

40.54% 
6.57% 

9.09% 14.98% 15.28% 
19.14% 

9.03% 
19.80% 

15.14% 

總就業率 

擔任教師比率 

擔任專任教師比率 

「校友服務組」重點工作成效 
• 畢業生畢業一年後動態流向調查(不含僑生、在職專班及暑期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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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4學年度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動態流向調查表.pdf
103&104學年度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動態流向調查表.pdf
103&104學年度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動態流向調查表.pdf
103&104學年度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動態流向調查表.pdf
103&104學年度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動態流向調查表.pdf
103&104學年度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動態流向調查表.pdf
103&104學年度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動態流向調查表.pdf
103&104學年度畢業生畢業一年後之動態流向調查表.pdf


校友活動集錦(一) 
•本校高雄女師校友聯誼會106年聯誼大會 

  來自海內外的女師校友們，300餘人齊聚一堂。 

•入學40周年70級聯合同學會 

  與母校結緣40周年，再次重返母校，同遊和平、燕巢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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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動集錦(二) 

• 106年本校卓越貢獻校友 

   配合校慶50周年，特別獎勵70位表現傑出之卓越貢獻校
友。 

•慶祝50周年校慶 校友回娘家感恩餐會 

  校友熱情參與，席開320桌共同歡慶母校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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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動集錦(三)-校友職涯楷模系列 

•海峽兩岸青年學生攝影創作比賽」說明會與徵稿 

由本校優秀校友鄭凱名先生(97級教育系畢業)，代表「台灣麗文
文化事業機構」與大陸「海風出版社」負責主辦此項競賽。 

•邁向公費留學旅程 

  本處就業組與校友組特別邀請106級工業設計學系優秀校友林家齊 
  校友，與同學進行一場難得的公費留學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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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地校友會一覽表 
序號 縣市別 

海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國舊金山校友會 

海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澳門校友會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全國校友總會 

2 臺北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3 臺中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4 臺南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5 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6 屏東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7 臺東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8 澎湖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9 金門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10 南投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籌組中 新北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籌組中 花蓮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籌組中 彰化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友會 107.03.16南投縣校友會成立大會 

105.06.04臺南市校友會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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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