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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15日（五）下午 2時 

地 點：行政大樓 10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詳見簽到簿 

一、應出席代表人數共 110人（包括行政主管代表 40人；教師、助教、職員、工友、

學生等代表 70 人）。 

  已出席代表人數 97人、缺席人數 13 人。 

二、應列席代表人數共 8人，已列席代表人數 4人、缺席人數 4人。 

主 席：吳校長連賞                        紀錄：陳麗惠 

壹、主席報告：(報告詳如簡報) 

各位主管、各位校務會議代表，大家午安： 

感謝大家風雨中撥冗出席期末的校務會議。因本次會議有校長續任案，先簡短

進行前面的議程，之後由王政彥副校長續主持提案討論。感謝這三年來全體教職員

工生對我個人的支持，及校務推展的大力協助，使教學、推廣服務、研究等校務推

動順暢。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略如資料）：確認。 

肆、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內提供之詳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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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與決議一覽表 

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一、本校第八任校長續

任案，請討論。 

人事

室 

1. 依據大學法、教育部辦理國立大學

校長續任評鑑作業要點、本校組織

規程第 7 條-1、教育部 107年 4

月 2日臺教高(三)字第

1070049887號、107 年 6月 8 日臺

教高(三)字第 1070084524號函辦

理。 

2. 依上開規定辦理校長續任參據。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辦理續任投票

事宜。 

1. 照案通過，辦

理續任投票。 

2. 推選監票人

員：林宏霖代

表、余遠澤代

表。 

3. 請吳連賞校長

進行校務報

告。（報告內容

詳提案一附

件） 

4. 投票時間：

14：40 至 17：

30。投票時間

截止即進行開

票程序與結果

公告。 

5. 投票採無記名

方式。全校 110

名校務會議代

表，總計 102

位代表出席投

票，並獲 90票

同意續任，9

票不同意，無

效票 3票。出

席同意通過率

88.24％。 

二、106 年度校務基金

績效報告書，請討

主計

室 

1.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理

及監督辦法」第 26 條規定辦理。 

1. 標題貳「五、

研究創新



 3 

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論。 2. 案經本(107)年 5月 1日及 5月 18

日 2次校內行政單位主管討論撰

擬修正，5月 28 日校務基金管理

委員會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會

議審議修正通過在案。 

3. 審議通過後，依規定於 6月 30日

前函報教育部備查。 

與」，刪除贅字

「與」。 

2. 餘照案通過。 

三、108 年度概算案，

請討論。 

主計

室 

1. 本校 108 年度概算，係依各單位提

供概算所需數據，經主計室彙整如

附件 1、2。 

2. 案經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 106 學

年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 

3. 其中收支餘絀預計表之「學校教學

研究補助收入」，因 108年度教育

部基本需求補助及績效型補助尚

未核定，暫依 107年度預算案估列

6億 3,237萬 7 千元編列；關於固

定資產預算數，截至目前，已配合

教育部高教司審查意見，調減和平

校區研究大樓預算數 1,700萬元

於 109年度編列，原固定資產編列

預算數 1 億 7,384萬元，已修正為

1億 5,684萬元。 

4. 為爭取陳報時效，擬請同意依教育

部及轉陳行政院之審查結果，授權

主計室依核定數調整，陳請校長核

可後編列，以利如期陳報及編送預

算書，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照案通過。 

四、本校 108-109學年

度增設系所案，請

討論。 

研究

發展

處 

1. 依據 107 年 5月 5號第召開之第

3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內容

辦理。 

增設「華語文教學

博士學位學程」、

「藝術國際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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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2. 附本校 108-109 學年度增設系所

建議表如附件 

3. 本案校務會議通過後，「華語文教

學博士學位學程」配合教育部來文

由本處負責提報、「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藝術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已於

5月底配合教育部總量提報來文

的時間，由本校教務處提報至教育

部，本次提案乃配合教育部增設系

所流程要求，補追認校務會議審查

程序，「音樂碩士在職專班」未來

配合 109 學年度教育部總量提報

來文的時間，由本校教務處負責提

報至教育部。 

學位學程」、「音樂

碩士在職專班」均

獲得投票同意通

過。 

五、本校 108 學年度增

設「特殊教育師資

類科中等教育階

段資賦優異師資

組教育學程」案，

請討論。 

研究

發展

處 

1. 依據 107 年 5月 5號第召開之第

3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內容

辦理。 

2. 附本建議表如附件。 

3.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中等教育階

段資賦優異師資組教育學程」校務

會議通過後，由本校師資培育與就

業輔導處依教育部規定時間提報。 

1. 通過增設「特

殊教育師資類

科中等教育階

段資賦優異師

資組教育學

程」，學程招生

人數修訂為 15

名。 

2. 因校內總量管

控，本學程名

額移撥來源，

由校長另邀師

資培育與就業

輔導處及各師

培系所召開會

議討論決定。 

3. 請再逐一檢視

並確認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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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內所列師資現

況，「教師專

長」應與資優

教育師資培育

連結（如：洪

上翔老師專長

建議可寫「美

術教育」）。 

六、修訂「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及學術倫理案

件處理要點」乙

案，請討論。 

研究

發展

處 

1. 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 43 點內容，修改

本要點四。 

2. 經 107年 1月 3日本校 106學年度

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107年 4

月 11日 106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

議決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照案通過。 

七、修訂「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研究發展

處設置辨法」案，

請討論。  

研究

發展

處 

1. 依據 106年 10月 18號第 2次行政

會議決議內容辦理。 

2. 本處新增產學合作組，故需修改本

處之設置辦法內容。 

3. 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發展處

設置辨法」修正對照表。 

1. 本辦法第三條

學術研究組內

「專利之申

請」業務移至

產學合作組。 

2. 餘照案通過。 

八、修訂「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研究發展

成果及技術移轉

管理辦法」案，請

討論。 

研究

發展

處 

1. 第六條有關智慧財產權申請所有

相關費用，其發明人負擔額，可由

計畫經費或計畫結餘款支應。另政

府機構計畫，補助機構若有相關規

定，從其規定辦理。 

2. 本案經 107年 3 月 14日 106 學年

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續提

校務會議討埨。 

3. 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照案通過。 



 6 

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九、修訂「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產學合作

辦法」案，請討

論。 

研究

發展

處 

1. 依據本校「教師借調處理要點」及

「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之規定

修改辦法。 

2. 本案經本校 107 年 5 月 09日 106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3. 本案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照案通過。 

十、修訂「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導師制實

施辦法」案，請討

論。 

學生

事務

處 

1. 依本校行政組織調整，原「師資培

育中心」整併為「師資培育與就業

輔導處課程組」。 

2.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

現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導師制實

施辦法」(附件 2) 

3. 本案經 107年 5 月 28日 106 學年

度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及 107年 6

月 5日 106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

通過。 

照案通過。 

十一、修訂「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組織規

程」第四條文案，

請討論。 

人事

室 

1. 依據教育部 106 年 7 月 28日臺教

高（四)字第 1060105636號及 106

年 9月 29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1470788號號函辦理。 

2. 依上開規定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

程條文及相關文字用語。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報送教育部。 

照案通過。 

十二、修訂「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附屬高

人事

室 

1. 依據 107 年 4月 17 日本校附屬高

級中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第四次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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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級中學校長遴選

辦法」第三、十條

文案，請討論。 

議臨時動議辦理。 

2. 依上開規定配合修正本校附屬高

級中學校長遴選辦法條文及相關

文字用語。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十三、修訂「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校務會

議設置辦法」第 1

條第 3項規定，請

討論。 

人事

室 

1. 本辦法第1條第 3項有關校務會議

代表組成之規定，原學生代表組成

成員配合本校 1060801組織規程

修正，爰修正之。 

2.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照案通過。 

十四、修訂「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性騷擾

防治措施暨申訴

及懲戒要點」案，

請討論。 

人事

室 

1. 依據教育部 107 年 3 月 21日臺教

人(一)字第 1070037613書函及高

師大人字第 1070002557號簽奉核

准及106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通

過辦理。 

2. 依教育部來函說明二配合修正本

校性騷擾防治措施暨申訴及懲戒

要點。 

3.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4.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照案通過。 

 

提案一附件：【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發展簡報】 

感謝所有校務會議代表對於校務推動與建設提供很多建議，近三年來個人兢兢業業、全

力以赴，當然還有不周到的地方，也請繼續給予支持與指教。本次報告的重點在於校務治理

的成果、以及未來四年的規劃，並回應教育部校務評鑑所提出的四點具體建議。 

【第一部分】校務治理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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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學校轉型歷程與定位 

一、高師大歷經 24年的雙軌發展，已轉型為培育最優質師資與社會多元人才的雙核心精緻

大學。經過各系所的努力，未來學生人數還會持續增加。如藝術產業原住民專班、運

動競技產業專班、在馬來西亞所開的教專班及教育行政及高階經營管理碩士班等班

隊，讓高師大在少子化的大環境下仍能持續發展。 

1-2：校務經營策略與模式： 

一、校務經營策略：強化師生認同、形塑視覺美學、落實目標管理、順暢行政運作、健全

財務管理。 

二、以前瞻化、企業化、產學化、跨域化、國際化、在地化為校務經營之模式。 

1-3：校務發展四大構面 

從教師、學生、環境、制度面等四大構面發想，落實教學卓越精進、厚實教

研能量、活絡學習氛圍、提升行政效能。 

1-4：以校務專業管理為基礎的治理機制 

三、經由大數據資料庫分析，做為計畫擬定及校務議題之參考依據及策略性建議，據以促

進學生學習、教師專業、行政決策與發展，提升校務經營品質。 

四、將校務中長程計畫及高教深耕全面整合，運用大數據資料分析，如：將學生入學管道

分析後擬定創新招生策略；學習預警制度有效改善學生成績、缺曠課情形改善；分析

學生 EP、CP 作為職涯推薦、職涯輔導之參酌。 

1-5：校務發展之資源投入與配置 

一、爭取補助及委辦計畫：三年共 1,012 件，合計獲得 9 億 7,760 萬 4, 852 元補助。 

二、爭取競爭型計畫仍是高教發展的關鍵，近三年來帶領行政團隊無役不與，積極爭取各

項競爭型計畫，獎補助金額合計達 6 億 5 千萬。其中教學提升類計 13 項、輔導類計 8

項、中小學教育推廣類計 11 項、其他類型計畫共 5 項。 

1-6：發展產官學合作關係 

一、在產學部分仍須持續努力，全面連結產(學)、學(術)、研(究)、服(務)、實(習)，整合

內部及外部資源。例如：工教系成立冷凍空調組，107.04.18 冷凍空調甲級檢定場揭

牌，為南台灣唯一培養此技術的綜合大學，也是南部地區冷凍空調業界的最佳產學合

作夥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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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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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發特色商品上市販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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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技術移轉成果超過 1,200 萬元，專利申請累積通過 15 件。 

六、與全國 41 所優質高中簽訂策略聯盟協議書，其中有 22 所高中校長均為本校畢業校

友，足見校友表現十分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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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展現社會責任之作法 

一、開設教師第二專長、特定人士訓練課程及專班、國外地區學分班與學位班。 

二、永齡台灣希望小學-高雄師大分校，協助學童學習，弭平城鄉教育落差。 

三、近三年辦理 20 項大型發展性重要計畫，配合國家教育政策，推動南台灣各類型教育

精進與發展。如鄭彩鳳老師-全國高中評鑑，蔡明富老師-全國特教輔導，吳明宜老師-

身障者職業重建計畫、利亮時老師-星馬數位典藏計畫、、、等。 

四、FabLab-NKNU 自造者基地（林鴻銘院長主持計畫）：與 310 所中小學聯盟、協助成

立 16 個行星及 26 個衛星基地、辦理課程 230 門，1,660 位中小學教師註冊會員。 

五、中小學自造教育輔導中心（朱耀明主任主持計畫）：輔導 22 縣市成立 100 個示範中

心（每中心 500 萬經費）辦理教師增能課程、成果發表、學生營隊、特色活動等逾 600

場次。107 年起協助 22 縣市總體計畫建置 1,385 間生活科技教室（每間年補助 60-120

萬）。 

六、與高雄市、屏東縣首長及局處座談，兩縣市對本校在區域治理與教育提升具有殷切需

求。於本校召開「高雄的大學‧高雄的智庫」市長與大學校長聯誼會報，與高雄市長、

副市長及 20 所大專院校校長交流，解決高雄在地問題。 

 

【第二部分】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2-1：拓展財務並妥善規劃及運用 

一、積極開源：爭取各項補助及委辦計畫，以及競爭型計畫。成立校務推廣及募款委員會

及投資管理小組，提高資金運用效益。 

二、結合產官學界資源：三年來與業界及機構簽訂 MOU 達 386 件，積極引進資源，擴大

合作，推動農業永續發展與建構環境教育學分認證，嘉惠高、屏縣市人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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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增進與社區互動。 

四、太陽能發電站及屋頂出租：設立太陽能發電站自給自足供應用電。兩校區光電設施推

估回饋金三年 276 萬元。 

2-2：校園建築修繕，健全學校設備 

一、活化舊宿舍群的空間機能：將宿舍老屋改造成高師大美學角落。尚品咖啡進駐美學角

落，未來也將有一個腳踏車國際品牌進駐，持續活化空間，預估每年將有約兩百萬元

租金收入。 

二、和平校區研究大樓改建工程：總經費約 1.8 億元，106 年 12 月開工動土，108 年 7 月

完工。 

2-3：整併及調整單位發揮資源效益 

一、本圖書館、電子計算中心整併為圖書資訊處。 

二、新成立國際事務處。 

三、教務處組織調整分設招生企劃組、教務創新組、和平教務組、綜合業務組、燕巢教務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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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就業輔導處整併為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2-4：強化國際交流與招生 

一、近三年國際生及交換生人數成長至 740 人。 

二、積極拓展國際舞台，與世界各地 116 所學校建立姊妹校。 

2-5：發展教師支持系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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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評量平均分數介於 4.7-4.74 之間。 

二、積極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三、訂定各項獎勵措施，提升教師研究能量及參與產學計畫誘因。近四年各項教師彈性薪

資及獎勵約 2,158 萬元。 

2-6：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一、輔導機制完善：本校擁有諮復所九名專業教師、四名心理師以及學輔中心等充分的輔

導資源。另，雙導師、學長姐家族及一生五導輔導模式，以學校、行政單位、全體教

職育人員為基礎，結合家長、社區資源形成緊密輔導網絡。 

二、提供跨域學習發展多元專長：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科目 26 學分，人數約大學部 1/2，

三年共 1,076 人修畢；跨域學習、輔系與雙主修人數，103-106 上學期止，至外校選

課 698 人次，修習輔系 93 人、雙主修 77 人；目前開設之 7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共計

282 人取得證書。並開設新的四個跨領域創新學程，期持續擴充修習跨領域學生人

數，發展多元專長。 

三、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特教系學會榮獲「特優」(最高榮譽)、宏遠社會服務

社榮獲「甲等」的佳績，並獲得副總統親自頒獎。 

四、提供獎學金及助學金：卓獎生每月可獲 8 千元獎學金，並以經濟弱勢、區域弱勢學生

優先錄取。近三年獎學金 18,322,695 元，助學金 98,368,998 元。 

 

【第三部分】辦學成效 

3-1：學校辦學成效 

一、確保教學品質、培育雙軌人才：經由各項教師獎勵、增能輔導機制與學生核心能力檢

核，有效確保教學品質，提高競爭力。 

二、結合國中小教育、推動翻轉教學：三位國文系傑出校友致力推動翻轉教學榮獲教育部

師鐸獎（楊傳峰（二水國中）、王政忠（爽文國中）、楊志朗（鹿鳴國中））。 

三、提供社區及各級學校在地化服務：科教中心-舉辦中小學科學營 74 場次；街頭科普推

廣 100 場次；辦理數學、物理、化學、生物四科全國高中生能力競賽共 12 場。成教

中心-提供樂齡課程與社團；輔導高、屏、澎、臺東 93 間樂齡學習中心辦理增能培

訓。特教中心-辦理特教研習 48 場次、鑑定會議 25 場，諮詢服務 580 小時、35 所大

專院校訪視輔導。學輔中心-辦理南區輔導主管會議；教育部輔諮中心工作小組委員

會、增能研習等共 31 場次。南區美感教育基地種子培訓及校園美感再造計畫辦理各

類研習三年逾 170 場，培訓嘉、南、高、屏、澎湖及金門縣市上千名種子教師，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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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肯定積極推廣藝術教育，提升社會大眾美感素養。 

四、積極南向耕耘：設置馬來西亞獨中師培教育學分專班（106 年開設 3 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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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文創碩士班、數學教學碩士班（新山）（共 4 班）。 

五、學生海外實習與就業：近年越來越多學生赴海外就業，薪資看漲。 

六、適性發展、引導健康快樂學習：新生定向共識營獲得學生整體滿意度達 97-99％。 

七、辦學有口碑，吸引就讀意願：大學及博班註冊率高於全國平均。碩士在職專班＋教碩

班朝在職專班轉型，並設立國軍在營碩專班，合計共65班，總收入6,400萬元。爭取

多元推廣訓練方案，三年推廣教育共開設 106 班，總收入 4,120 萬元。 

3-2：教師教學與學術成效 

一、地方教育輔導：近三學年度共計 11,998 人次參與 12 年課綱推廣，校外演講、諮詢、

會議主持、座談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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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學生學習成效 

一、職場實習：國內實習 458 人、國外實習 44 人、教育實習 1,139 人，實習總人數 

1,641 人。 

二、跨域專長：教育學分學程：1,076 人、跨域學分學程：136 人、雙主修：32 人、輔

系：42 人，近三年修畢人數合計 1286 人。 

三、師生共同研發設計高師大特色 LOGO、商品、視覺意象、包裝等特色商品計 52 件。 

四、工設系畢業生林珈玟成立拍拍文創公司，全省共 14 個販售通路，曾獲日本樂天單日

銷售冠軍。 

五、國文系吳怡萱歌詞創作獲文化部收錄為專輯，並榮獲華研唱片「好音孵」大賽最佳作

品獎；事經系邵雅曼擔任晶英國際行館執行長；人知所黃凡甄擔任威捷生物醫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 

六、展現就業力：大學部畢業生總就業率 56.3-87.4%。畢業生近三年應聘私人企業體達

749 人。近三年考取專任教師 198 人，代理代課教師 246 人，合計 444 人。 

3-4：展現校務治理與經營成效 

一、媒體報導：自 104 年 6 月至 107 年 6 月間共計 173 則，電子與平面報導已逾 2,781

次。 

二、106 年適逢 50 周年校慶，廣邀各界蒞臨校友回娘家感恩餐會，席開 321 桌計有 3,200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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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兩校區校務推動緊密鍊結：校長每周一、四赴燕巢校區巡訪，即時解決各項問題；其

餘時間由廖副負責所有公文。 

四、提高燕巢校區食宿滿意度。 

五、促進健康校園：申請體育署 i 運動計畫，辦理「巡迴愛運動指導團」及「女力崛起」

大型運動。體育館重訓室引進私人教練，開辦瑜珈、太極拳、活力有氧等運動專班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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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 700 場次。 

六、實踐綠色環保：廢水以蓄水水塔儲水回收，用於燕巢校區校園植栽綠化澆灌之用。逐

步建立數位電錶並連網監控，使建築電能管理朝向智慧電網之積極作為。結合教室使

用課表，將電燈與冷氣使用與門禁系統連結，有效管理電力消耗，走向智慧化校園。 

 

【第四部分】104-106 重要校務發展指標成長情形 

一、財務狀況：年度校務基金總收入成長達8%，業務總支出增加僅5%，財務管控良好。 

二、推動活化不動產創造營收：收入擴增到 17,134（千）元。 

三、各種場地收入：收入擴增到 70,444（千）元。 

四、教師接受各項委辦計畫：積極爭取各項計畫補助，三年來計畫件數與金額均逐年遞

增。 

五、各學制註冊率：近三年各學制註冊率在全校各系所全力招生下，三個學制註冊率均遠

高於全國平均數，顯示辦學有口碑，吸引就讀意願。 

六、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本校師資生培育規劃完整課程外，並輔以多項增能活動全力輔

導通過教檢，如辦理加強課程，積極強化其應試能力，三年來通過率均高於全國

25%-34%以上，成績斐然。 

七、推動四省結果：為推動永續校園四省，除設置能源推動小組，定期召開月、季、年檢

討會議，除 105 年因所有學生宿舍全面安裝冷氣，致電費增加外，近三年四省節約推

動計畫，成果顯著。 

 

【第五部分】未來四年治校規劃 

5-1：活絡化國內及境外招生機制期能永續經營 

一、廣開班隊：繼續維持大學、碩、博及進修碩專班各學制註冊率。繼續增開新南向（包

含馬、越、泰、印尼等國）各國境外碩士專班，擴增財源。繼續增開國軍及海軍陸戰

隊在職碩士專班，拓展生源。 

二、建構親善國際學園、校園環境雙語化、提升行政人員外語及跨文化溝通及事務處理能

力，以建立無界域障礙之親善學習環境。 

三、透過進修、合作研究、雙聯學位、學分扺免、交換學習、語文沉浸、移地教學、見習

體驗、境外企業實習等各種國際化方案，提高師生跨國移動及整備度。 

5-2 落實教學創新，提升教學品質，培育學生跨域能力 

一、成立校級「跨領域學程總中心」，增設四個創新跨領域學分學程。 

二、推動以問題導向學習（PBL）為核心的跨領域學習方案。 

三、推動新制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5-3 強化四大特色產業發展，擴大產學合作，厚植研發能量 

一、爭取加入科技部南台灣國際產學盟，聚集數位文化創意產業、AI 人工智慧及新農業生

化科技等三大產業主軸，擴增境內外實習與產學合作件數。 

二、整合四大產業相關研究能量，並結合 7+4 創新學程之開授，關懷中小企業( SB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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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D )，爭取標案，擴大產學合作。 

5-4 培養雲端數位能力菁英教師（兼具教育愛、專業力與執行力) 

5-5 擴充兩校區校園硬體設施 

一、燕巢校區綜合型室內運動場館：規劃於校區教學及宿舍區之共同核心位置，興建綜合

型室內運動場館（含游泳池、 羽、籃 、排球等球場，並結合生活機能及餐飲等商

店）。 

二、和平校區多功能國際暨學生宿舍：規劃整修鄰近四維路之老舊單身宿舍，興建為 12

層樓多功能國際暨學生宿舍。 

 

5-6 展現社會責任，提升高教公共性，強化全校弱勢生照顧扶助 

教育部 107年補助「扶助弱勢生計畫 850 萬元」，校友總會林理事長捐贈 200萬元

弱勢生獎助學金。繼續擴大招收各類別弱勢生，促進社會流動。 

5-7 建構智慧化、綠色化永續校園與美學校園 

一、提供適時、適性與適地之資訊推播。 

二、實體異地備援、強化與全面資訊安全防禦、伺服器主機虛擬化，落實節能省碳與成本

控管。 

三、結合開放資料(open data)、物聯網串接(IOT))、APP 行動化、校務資料全面公開化並

結合 IR(校務專業管理)成果，做為校務決策的重要參據。 

5-8 活化不動產創造營收，臨街校地有效活化經營，創造更大效益 

一、積極活化老舊宿舍。 

二、活化不動產，創造盈收。 

三、於校園周邊陸續引進廠商進駐校園創造盈收。 

 

【第六部分】回應續任評鑑報告書四項建議 

一、從資源端、策略端、評量端，建構本校發展特色： 

（一）擴大內外部資源投入及爭取競爭型計畫，一直是校務經營的重點，並繼續努力。 

（二）除六化經營策略外，IR與大數據並結合 IOT、APP ，已成為校務決策重要參據。 

（三）所有重大校務建設均經校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妥為評

估審議。 

二、強化教師整體學術成果與四大特色產業之相關性，進而全力擴增產學合作案件，結合 

7 + 4 創新學程，爭取關懷中小企業( SBIR、CITD )方案，提高產學合作量能量。 

三、菁英教師培育與創新課程：包括跨領域教學能力、強化運算與程式設計能力、師資生

第二專長培養、生活與資訊科技雙專長培訓、第二外語能力及PBL教學模式、拓展海

外見習與海外實習，師資生美感教育與自造教育能力養成、推動國際師培(IB)認證

等。 

四、發揮各學院，特別是結合教育學院各系所、理學院、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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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學院優質的教學口碑，強化教學實踐研究，也擴增相關研究案，使教學績優及教

學研究表現優良者之升等人數，逐年增加。 

 

【結語】 

我們以豐富的經驗、精心的規劃、持續不斷的精進，以邁向更精緻的未來。我

們擁有六大學院、堅強的教師陣容為後盾，在教學品保、全人發展、國際視野、跨

域人才、卓越師培各方面，繼往開新，再創顛峰。 

 

陸、臨時提案 

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議 

一、修訂本校「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公費

生輔導要點」，請

討論。 

師 資

培 育

與 就

業 輔

導處 

1. 依據教育部 107年 5月 3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70055960B號令修正

發布「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

服務辦法」辦理。 

2. 檢附本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

生輔導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一）乙份。 

3. 本案已於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續送校務

會議審議。 

照案通過。 

 

捌、主席提示： 

一、資本門執行率偏低，將造成未來績效型補助經費減少。請主計室提供資本門尚

未執行清冊，要求各單位儘速執行。將資本門執行率，列入校內內控機制，請

副校長協助督導把關。 

 

玖、散會（十六時四十五分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