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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年度校務評鑑-工作事項與期程 



1-2：兩校區緊密互動，強化情感鏈結與凝聚力 

 走動式管理提升效率，校長每周一、四親赴燕巢校區，巡訪各學院系所即時解決各項問

題；每周二、三、五由廖副校長全權負責，即時處理燕巢校區所有公文。 

 平日交通車往返共28班次，並有燕巢學園快線、港都客運、義大客運、高雄客運等往來

燕巢校區與高雄市區。 

 106學年度開辦兩校區末班車次APP預約機制，以符教職員工生因應臨時課程與活動之

需；106年9月起提供交通局與臺灣大車隊簽約合作之高雄市計程車燕巢區校園共乘資訊

與路線，以促進燕巢校區師生對外生活環境之交通便利性。 

 提供往返交通車公務、選課及社團活動等免費車票，促進師生認同感與向心力。 

 主管會報會議輪流於兩校區召開，教務及總務會議則採視訊方式進行，以具體、直觀的

交流方式，落實兩校區經常性雙向溝通，俾利師生即時反應與學校即案解決之機制。 

 深耕經營燕巢校區學生生活環境，引進南部地區、燕巢週邊在地美食、餐飲及小吃，並

整修整燕巢餐廳空間、辦理多元化駐點餐廳廠商評選機制，有效解決燕巢校區教職員工

生用餐問題。 



1-3：積極爭取資源，合宜配置與投入 

 爭取各種補助計畫，挹注教學資源：104-

106年爭取各部會計畫及各種競爭型計畫

共472件，合計獲得2億7,700萬元補助。 

 提撥校務基金挹注專項設備費：104-106

年度提撥專項設備經費近1億5千萬元充實

各項軟硬體設備。 

 空間活化運用及管理：活化校舍空間運用，

採OT 營運創造營收，每年預期擴增營運

業績10％，同時增進與社區互動。 

 完成重大工程建設，改善空間環境品質：

新設電梯、增設宿舍冷氣機、活動中心禮

堂更新等工程。104年17項、105年23項、

106年計45項。 

 和平校區研究大樓改建工程：總經費約

1.8億元，預計108年7月完工。 

研究大樓改建圖 

106年12月20日動土典禮 



1-3：積極爭取資源，合宜配置與投入 

推行目標管理制度配合年度實施計畫適切投

入預算資源：經由計畫－執行－考核－修正

程序，達成組織目標管理。 

經常性編列校務實施計畫經費：104-106年

度編列及執行校務實施計畫相關經費計有

5,757萬2千元。 

校務基金特別挹注專項設備費：104-106年

度提撥專項設備經費1億4,868萬2千元充實各

項軟硬體設備，提升教學研究水準。  

積極爭取各種補助計畫：104-106年爭取各

部會相關計畫及各種競爭型計畫共472件，合

計獲得2億7,694萬1,137元補助。  

目標管理與計畫執行考核關係圖 



1-3：積極爭取資源，合宜配置與投入 

整併前 圖書館、電子計算中心 研究發展處國際合作組 教務處 

時間 105.8.1整併 105.8.1新成立 106.8.1組織調整 

整併後 圖書資訊處 國際事務處 教務處 

組織內
部單位 

資訊系統組、採購編目組 
知識服務組、創新學習組  
網路及資訊安全組 

• 國際合作組  
• 學生事務及國際開發組  

招生企劃組、教務創新組、和
平教務組、綜合業務組、燕巢
教務組  

整併前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就業輔導處 

時間 106.8.1.整併 

整併後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組織內
部單位 

地方教育輔導組、教師資格檢定組、校友服務組 
就業與實習輔導組、師資培育課程與實習組 

積極整併或調整單位，將人力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1-4：鏈結產學研服實，發揮創價能量 

近年來辦理多項大型發展性重要計畫共18項，配合國家教育政策，推動南部地區各類型

教育精進與發展。 

高屏澎東區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 

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化精進計畫 

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編印計畫 

106年度科技領域中央輔導團計畫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聽語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計畫 

南區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及全國推廣中心 

推動創新自造教育-師資培育大學設置推展基地計畫 

高屏澎東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 

樂齡學習輔導團南區計畫 

十二年國教精進發展計畫 

高雄鑑輔分區推動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中小學自造教育輔導中心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普通型等高級中等學校評鑑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 

國民中小學識字能力評估計畫 



1-4：鏈結產學研服實，發揮創價能量 

 每年約有37-61件產學合作案，合作金額約

在2,100-4,700萬元之間。近4年產學合作總

件數191件，總金額1億3,921萬8千元。 

 已研發52件特色商品並上市販售，如「高思

綺肌」精華霜和面膜、特色高粱酒、高師佳

釀（東方美人茶酒）等。 

 104年迄今，技術移轉成果已超過1,200萬元，

專利申請則已累積通過15件。 

 近3年簽訂MOU廠商家數超過12家，提供

251個實習名額；與全國41所優質高中建立

策略聯盟，擴大與全國優質高中互動與教育

連結。 
與全國41所優質高 中簽訂策略聯盟協議書 

研發技轉商品化成果發表會 



1-4：鏈結產學研服實，發揮創價能量 

 推動產業實習與相關產業合作，104-106年簽訂相
關合作備忘錄達340件。 

 積極引入產業、校友、學校、相關公部門，透過職
涯導師與業師合作，積極營造跨界學習環境，縮短
學用落差。 

 建立專業發展學校合作模式，為學校教師、實習生
及中小學創立三贏互惠效益。 

 應屆畢業師資生至專業發展學校進行三週集中實習，
使師資生在半年教育實習前，先行認識中小學教育
環境、行政要求、導師及教學實習內涵。 

 定期舉辦創業實踐營
隊，鼓勵學生勇於提
出創業提案，予以適
切的輔導 

 協助以團隊方式進駐
育成創新基地再與相
關金融機構企業建立
合作平台，在條件成
熟後輔導學生創業。 

現況 未來 

透過內部資源整合，連結外部資源，追求「5+2創新產業政策跨域整合」、「落實教學

-實習-實作之學用合一」與「成立專業研究中心」之目標。 



1-5：結合國中小教育，推動翻轉教學 

 自造者基地：以恆星帶領行星基地及衛星

基地的理念，輔導中小學將及生活科技教

育融入自造者基地的運作思維，目前共有

306所中小學聯盟學校、16個行星及25

個衛星基地、辦理課程總數 203門、

1,447位中小學教師註冊會員。 

 自造者教育輔導中心：輔導22縣市共22

所示範中心建置，辦理12場相關會議及

大專志工培訓課程共辦理22場培訓課程，

教師增能課程310場，成果發表55場，學

生營隊 424場、特色活動 80 場次 , ，

29,551人次參與。 



1-5：結合國中小教育，推動翻轉教學 

 有效教學深耕推廣計畫：441位

來各自同縣市教師，就課綱及核

心素養產出教學教案，推動翻轉

教學，提升教學精進與成長。 

 12年國教精進發展計畫：增進在職教

師教學專業知能與生涯發展，使教學

方式與授課教材做多元之呈現與運用，

強化教學成效。 

PBL 專案式
教學工作坊 

東南亞教師 
進修課程工作坊 

有效教學得獎教案發表暨研習工作坊 



1-5：結合國中小教育，推動翻轉教學 

三位國文系傑出校友榮獲教育部師鐸獎 

楊傳峰（二水國中） 
全教總SUPER教師 
2013師鐸獎 

王政忠（爽文國中） 
Super 教師、Power 教師
2014師鐸獎 

楊志朗（鹿鳴國中） 
閱讀推手獎、Super教師獎、
Power教師獎、2014年師鐸獎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高師特映會 
楊傳峰 著 

王政忠 著 



1-6：健全學習與輔導，引導快樂學習 

 新生定向共識營 

 適性輔導 

•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104學年度提供大二學生共384施測及班級座談。 

• 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105學年度提供大三學生302人施測及班級座談。 

• 生涯興趣量表：104-106學年度共計312人。 

• 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三年來的施測率維持在91%至95%之間。 

• 生涯主題個別諮詢104-105學年度共計398人次；心理個別諮商2,357人次。 

改變單向聽講模式，以闖關、

尋寶等活動方式，融入各項

定向輔導課程，培養團隊互

助互挺情感，活動整體滿意

度達97-99％。 



1-6：健全學習與輔導，引導快樂學習 

導師制的內涵─輔導資源統整網絡 

 建構全方位發展的導師新體制，

輔導機制完備。 

 加入聯盟共建共享採購模式，辦理研究資源利用

教育及推廣，強化師生學術研究資源之運用。 

 

館藏電子書
逐年成長 

積極辦理資源
利用推廣活動 



1-6：健全學習與輔導，引導快樂學習 

 建立結合性向群聚之質化與量化課程地圖：校院系所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課程地圖，提供學生將學習成

果呈現核心能力雷達圖中，並找出適合自己未來發展

進路。 

 學習歷程再精進：除了在學期間選課推薦外，課程地

圖更進一步結合學習歷程檔案系統（e.p＋c.p），進

行畢業生之職場就業狀況分析。 

 強化預警輔導：針對學習成效不佳學生，主動聯繫家

長通知學習與出缺席情形。師生親三方預警輔導，課

業預警、缺曠課預警，使學生及早察覺、因應。 

 



1-7：協助弱勢學生就學，促進社會流動 

 

 

 

 

 

 

 

 

 

 

 

 

多元入學管道 

報名費優待 

助學措施 

師培獎學金 

• 積極於招生場域宣導弱
勢助學措施 

• 大學申請入學原住民外
加名額 

• 設立原住民學士專班 

大學入學管道報名優惠，
低收入戶佔全體考生 
104學年度佔1.07% 
105學年度佔1.19% 
106學年度佔1.56% 

• 每年提撥學雜費總收入3-5%，約3,200
萬元做為學生就學獎補助金。 

• 103-105學年度補助弱勢生經濟生活扶
助，共計956人次，核發經費共計882
萬4730元。 

優先遴選經濟弱勢、區域弱勢、其他弱
勢學生等給予師資培育獎學金。104-
105學年弱勢生受獎比率為100%。 



1-7：協助弱勢學生就學，促進社會流動 

 學習輔導及陪伴機制：特教及學輔中心提供

特殊學習狀況等各項協助與輔導，104-105

學年度共43位學生提供2,374小時服務；辦

理招募計畫提供工讀機會，或協助申請教育

部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金。 

 105學年成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及原住

民文化研究社團。 

 106學年開設藝術產業學士原民專班、新設

運動競技體育產業原民專班及東南亞暨南亞

研究中心，培育原住民族及東南亞暨南亞文

化及產業人才。 
105年11月3日原民中心揭牌 

 全校原募款有學生助學安定基金130萬元，各系弱勢獎學金30萬元，106 年校慶全國校友

總會理事長林進榮總裁捐贈弱勢生助學金200 萬元，合計360 萬元，可做為弱勢生扶助金。 



1-7：協助弱勢學生就學，促進社會流動 

 永齡台灣希望小學「高師大分校」：

結合在地資源，建構教學進場機制及

教學品管機制，100年度成立迄今共

計開班526班、服務3,662名學童、

949名課輔老師參與。 

 推動國際志工服務：連續10年到泰北

地區進行課程教學、校園美化、貧戶

訪問、民俗技藝等服務，藉由實際參

與服務，培養關懷弱勢及尊重生命情

誼。104至106年度服務隊派出51人

次服務600人次。 



1-8：形塑國際學園氛圍，積極南向耕耘 

 積極吸引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境外生人

數104學年度526人、105學年度789人、

106學年度上學期已達683人。 

 103學年開始於科技學院設有全英文工

程國際碩士學程，目前共計7位印度學

生就讀。 

 106年共計累積締結111所姊妹校。 

 104-106年分別赴馬來西、港澳、北越、

印尼及印度參加台灣高等教育展共計11

場次。 本校締結姊妹校數成長圖 



1-8：形塑國際學園氛圍，積極南向耕耘 

 響應新南向政策，前往東南亞設置獨立

中學師培教育學分專班（今年1班、明年

2班，共132人），開辦馬來西亞、越南

境外教學進修及業界進修碩士專班，馬

來西亞高階教育經營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吉隆坡）及藝術文創碩士班、數學教

學碩士班（新山），均已開班。 

海外
實習 

• 105年6人至越南工廠實習 
• 106年暑期共計21人海外實習 

策略
聯盟 

• 106年與東南亞國家大學簽署學術合
作書或合作備忘錄共計12所 

海外
就業 

• 104級校友2人，分赴韓國及泰國 
• 106級校友2人，分赴越南及印尼 

與印度校三所大學締結姊妹 與馬來西亞董總合作-高階教育碩士開課典禮 



1-9：打造智慧化校園，提升校園美感 

 學生學習成效資訊單一登

入系統：提供學習成績查

詢及檢視課程修習狀況，

並依學生特質推薦課程，

協助規劃學習進程。  

 教職員單一登入入口：將

數位教學平台、人事室

WebITR系統、文書組公

文以及主計出納薪資系統、

財產管理等七大系統單一

化整合。 

 成立校務研究辦公室蒐集、統整、倉儲、分享、分析校務資料及校外相關資料，

提供資訊與策略建議，以促進學生學習、教師專業成長、校務決策與校務發展，

提升校務經營品質。 

大數據資料庫運用三階段任務流程 



1-9：打造智慧化校園，提升校園美感 

推動節能減碳四省專案，近四年電費、用電度數、用油、用紙量明顯遞減 



1-9：打造智慧化校園，提升校園美感 

 人文藝術化健康校園：活化經

營116藝文中心、活動中心、

語教中心花園、iREAD愛閱館，

並透過產學合作方式，將宿舍

老屋變身為具有藝術人文氛圍

休閒咖啡店「美學角落」，成

為學生演奏、美術作品展覽之

校園美學空間。 

 綠色科技生態化校園：配合太

陽光電系統建置及貯水設施建

置校內中水循環使用；建置綠

電技術示範場所，提升學校綠

能建設，創收校務基金。 

 105年榮獲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是

唯一榮獲全國大專組績優學校，肯定除

培養學生與教師藝術專業，更積極推廣

藝術教育，提升社會大眾美感素養。 



1-10：辦理多元活動，連結社區情感 

 每月舉辦一至兩次農夫市集，由燕巢地區攤商

親自到校銷售自產農產品或食材，建立生產者

與消費者互動管道及互信關係。 

 每學期舉辦來去GO STAR，高師大踅夜市，結

合在地美食與大學學術氛圍，增進文創商品推

廣與創造學校營收。 

農來文創市集 

 申請政府i運動計畫，重訓室引進私

人教練，開辦瑜珈班、太極拳班、

活力有氧班等運動專班，鼓勵師生

及社區民眾參加，帶動愛運動風氣，

形塑活力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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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發展教師教學支持系統 

新進教師薪傳及輔導，使順利快速融

入整體環境：103-106學年度新進教

師共計35人，全數參與研習課程，新

進教師接受輔導比率100％。 
 

聘任教學助理提升教學成效：設有健全教

學助理（TA）、教學獎助生（106學年度

起實施）制度，特別就實驗、實作、工廠、

實習等性質以及具特殊需求課程，優先安

排教學獎助生入班協助。 

學年度 TA人數 配置TA課程數 

103 265 272 

104 107 121 

105 158 167 

106上 77 82 

歷年教學助理人數及配有教學助理之課程數 



2-1：發展教師教學支持系統 

學年度 
教師 

專業社群 
參與人數 

師生 
共學社群 

參與人數 

104 3 31 28 367 

105 6 66 19 175 

106上 5 68 17 193 

鼓勵成立教師專業社群與師生共學社群，充實

創新教學理念與實務、專業領域新知，以提升

教師專業領域教學效能。 

健康識讀社群 華語文教學社群 

 建構數位化輔助教學平台：提供教

師對作業、教材、教學活動、學習

者分組的管理權力；並設置「課程

討論版」強化課前預習、課後複習

與同儕互評之功能。 

 優良教材製作補助與獎勵要點，獎

勵為三年內編製之教材，如教科書、

自編教材、自製教具、數位化教材

等。103-106學年度獎勵之優良教

材補助共16件。 



2-1：發展教師教學支持系統 

 期中即時回饋系統及期末教學評量意見調查，

適時提供教師教學之成果資訊：近三年平均

分數介於4.7-4.74之間，各學期填答率介

於86.54-91.23％。三年計有5名兼任教師

依規定不予續聘，未達標準專任教師，接受

輔導並提出改善計畫。 

 數位教材上傳率逐年增長：教師上傳數位教材的比率逐年增加（80.21％→90.31％），

教師已習慣性的使用數位平台與學生互動，學生使用率高達90%。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自105學年度積極推動，除辦理四場研討會外，亦多次召開

教師推多元升等制度委員會議，預計於106學年度第2學期正式實施。新制升等制度，

除了學術研究型外，新增教學實務升等與應用技術升等。 



2-2：教師研究產出質量優異 

項目 件數/總金額 

研究計畫 
(委辦計畫) 

• 共347件 
• 總金額350,281千元 

教育部研究
計畫 

• 共317件 
• 總金額566,836千元 

產學合作 
• 共185件 
• 總金額139,220千元 

學術論文 • 共991篇 

展演與專書 • 共257場/本 

已獲證專利 
• 共20件 
• 總金額11,030千元 

技轉 
• 共9件 
• 總金額12,000千元 

 研究優良獎勵  學術研究成果 

獎勵要點 
103-106年 
獎勵人次 

獎勵金額 

研究優良獎
勵要點 

345人次 

103年：902,000元 
104年：653,000元 
105年：688,000元 
106年：577,000元 

教師參與國
際學術會議
補助要點 

10人次 
103年：90,000元 
104年：60,000元 
105年：40,000元 

教師從事學
術研究減少
授課時數獎
勵要點 

205人次 

減授時數折算獎勵金額 
103學年：117,792元 
104學年： 95,706元 
105學年：123,518元 
106學年： 56,442元 



2-3：教師專業成就普受肯定 

教育部委託教育系鄭彩鳳、張炳煌及工業教育系朱耀明教授規畫辦理高級中等學

校及技術型高中（職）評鑑，自98年受託辦理迄今已屆9年，由模式建構、穩定

發展至目前精進統整。 

教育專業教師持續擔任十二年國教課綱修訂之總召集與副總召集人（包括教育系

方德隆，工教系朱耀明-生活科技、地理系吳連賞-地理科、環教所洪振方教授-審

查委員）。 

通識中心郭隆興教授長期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及編印中

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所吳明宜教授接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辦理高屏澎東區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及提升職業重建服務品質。 



2-3：教師專業成就普受肯定 

跨藝所吳瑪俐
教授104年獲得
第19屆象徵國
內藝文界最高
榮譽的「國家
文藝獎」 

生科系王惠亮及謝建元教授104年
榮獲「第十二屆國家創新獎」 

教師彈性
薪資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近四年共計獎勵186人次，總獎勵金額

近1,800萬元。 

•對於教師卓越研究表現，依據本校各項

獎勵要點及辦法，近四年共獎勵560人

次，總獎勵金額340萬元。 

教師升等 
• 103-105學年度共計48人申請通過，整

體通過率88.9％。 

地方教育
輔導 

•專任教師近三年內參與校外演講、座談、

會議主持、諮詢委員等共計11,998次。 

學術論文
影響力 

•教育學系歷年論文被引用數及全文下載
數總成績均為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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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多元學習、培育就業力 

103-106學年度 

輔    系 • 93人申請，42人完成修業 

雙主修 • 77人申請，32人取得證書 

學分學程 • 248人申請，累計282人完成修業 

跨校選課 • 719人次 

實習課程 • 開設207門，3,547人次修習 

教育實習 • 國內實習共458人；國外實習共44人 
• 教育實習共1,139人；實習總人數1,641人 

• 成立跨領域學程總中心統籌各層級跨領域學分課程，、

雙主修輔系與各式課程方案與運作機制等。 

• 透過教務會議修法，增加各系承認外系修課畢業學分數；

放寬學分學程，輔系及雙主修規定；規劃具有前瞻性、

整合性或結合產學與實作的學程以強化學生修習意願。 

未
來
規
劃 



3-2：志同道合、激發自主學習力 

鼓勵學生成立自主學習社群，透過同儕

互動討論，進行團體交流、分享與學習，

促進學習成效。近三年共計63組，755

人次參與。 

汙水重生社群 環境永續與綠色能源
偏鄉教育服務社群 

財經實務專題社群 健康識讀共學社群 



3-3：服務與奉獻、發揮志願服務力 

 

 

 

 

新生志工教育訓練 

3,336人完成基礎訓練 

3,228人完成特殊訓練 

3,130人核發志工服務紀錄冊 

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
學社團發展計畫 

22個服務社團 

參與志工學生538名 

服務2,467名學童 

教育優先區寒暑假
偏鄉服務隊 

31個社團 

學生志工871人 

服務2,244名學童 

 

 

史懷哲精神教
育服務計畫 

 

 

數位學伴計畫 

58名課輔教師 

服務249名國中生 

106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
特殊教育系學會榮獲「特優」(最
高榮譽 )、宏遠社會服務社榮獲
「甲等」 

269名學生擔任學伴 

服務224名國中生 



3-4：學用合一、帶動創意力 

 建置文創人才網，整

合全校之文創特色人

才，提供學生展示作

品與表現專長的空間 

 師生共同研發設計高

師大師之特色LOGO、

商品、視覺意象、包

裝等特色商品計52件。 

 工設系畢業生林珈玟

成立拍拍文創公司，

全省共14個寄售通路，

並曾獲日本樂天單日

銷售冠軍。 

拍拍文創日本樂天單日銷售冠軍慶賀網頁 

高師特色LOGO商品 



3-5：自我挑戰、打造實戰力 

87.03% 
75.87% 

84.46% 

52.99% 50.77% 54.59% 

104年 105年 106年 

應屆畢業生通過率（%） 全國通過率（%） 

 連續三年教師檢定考試，應屆畢業生通過率均高於全國25-34％以上。 

 專業證照，如人知所全方位基礎人力資源管理師、事經系ERP規劃師、體育系

各類教練證、裁判證等共計261張證照。 

 學生參與科技部計畫共計34件，總補助金額1,632千元。 

年度 104 105 106 合計 

教師資格
檢定 

452 487 487 1,426 

專業證照 66 155 40 261 

語言檢定 17 633 573 1,223 

競賽獲獎 176 294 159 526 教師檢定通過率比較圖 



3-6：畢業即就業、展現競爭力 

  102（103級） 103（104級） 104（105級） 

畢業總人數 1,240 1,188 1,147 

總就業率 87.40% 56.27% 81.04% 

擔任教師比率 29.08% 16.67% 33.83% 

擔任專任教師比率 8.40% 6.57% 19.14% 

任職私人企業 27.34％ 19.28％ 15.78％ 

雇主滿意度-師資生 

除「外語能力」平均值未達4.0分外，

滿意度平均值皆達到4.0分以上，整

體滿意度平均值為4.4分。 

雇主滿意度-非師資生 

除「外語能力」、「法律常識」、

「國際視野」平均值未達3.5分外，

滿意度平均值皆達到3.5分以上。 





繼往開新，再創輝煌 

106年適逢50周年校慶，

除編輯50周年專刊，遴選

表揚70位貢獻卓越校友，

也規劃多項活動如藝氣風

發藝術大師精品展、劉姥

姥豫劇、高師大校園路跑、

樂頌風華等，更廣邀各界

蒞臨校友回娘家感恩餐會，

計席開321桌計有3,200位

校友與各界賢達共襄盛舉，

募款逾一千萬元，展現全

體校友強烈凝聚力與認同

感。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