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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應趨勢，強化各學制招生 



105-107學年度報到及註冊率 

大
學
部 

105報到率 95.36% 

       註冊率92.87% 

106報到率95.96% 

       註冊率90.73% 

107報到率94.65% 

       註冊率90.25% 

碩
士
班 

105報到率84.64% 

       註冊率68.33% 

106報到率90.02% 

       註冊率72.36% 

107報到率85.03% 

       註冊率70.25% 

博
士
班 

105報到率96.30% 

       註冊率96.30% 

106報到率93.83% 

       註冊率87.65% 

107報到率95.71% 

       註冊率91.43% 

備註： 
1.表列實際註冊率計算方式：當年度新生報到人數扣除新生申請休學人數(休學人數計算至10月16日)等於註冊人數，與教育部
每年10月15日公告之註冊率計算方式不同。 
2.教育部公告之註冊率：以每年10月15日為基準，報到人數(包含休學人數)扣除新生退學人數=註冊人數。 



10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註冊率為80% 

學年度 
核定 
人數 

註冊 
人數 

註冊率 
(%) 

註冊成長率
(%) 

105 381 284 75% 100% 

106 420 349 83% 110.6% 

107 360 288 80%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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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在職專班成長圖 



大學招生策略 



碩博士班招生策略 



大學招生專業化辦理情形一覽表 

工作坊/諮詢座談會名稱 辦理日期 主講人 

校內專家指導-評量尺規設計與發展工作坊 107.11.12 校內專家-教育學系魏慧美教授 

教育部官員政策宣導 107.11.23 教育部高教司專員 

標竿學校招生經驗交流-邀請台師大 107.11.23 台師大教務處管理師 

高中端諮詢交流-高屏地區6位校長諮詢座談 107.11.30 雄女、鳳中、鳳新、復華、屏中 

校外專家諮詢-評量尺規概念與設計工作坊 107.12.20 校外專家-大考中心顧問 

強化高中交流-高屏地區高中教務主任、輔導
主任與學系交流座談 

107.12.25
107.12.27 

雄中、雄女、鳳中、鳳新、屏中、
屏女 

大學招生強化措施 



新增7班碩專班 

新增班別 辦理情形 

1. 音樂系碩士在職專班 已過校務會議 

2. 創新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國軍專班) 

已與砲兵部隊簽
定協議書 

3. 運動與健康碩士在職專班 
    (國軍專班) 

與海軍陸戰隊洽談中
及體育系規劃中 

4. 書法碩士在職專班 計畫申報中 

5. 環境與創新產業碩士在職專班 計畫申報中 

6. 醫療事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計畫申報中 

7. 流行時尚創新碩士在職專班 計畫申報中 

科技學院團隊至各大學
進行碩博班招生宣導 



境外專班 

境外學位班及教育學程學分班 
 
     1.高階教育經營與行政管理馬來西亞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2.馬來西亞吉隆坡境外教育學程學分班-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第1班 
 
     3.馬來西亞吉隆坡境外教育學程學分班-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第2班 
 
     4.馬來西亞檳城境外教育學程學分班-檳城鍾靈獨立中學第1班 
 
     5.馬來西亞怡保境外教育學程學分班-怡保深齋獨立中學第1班 
 



原住民專班3班 

竹編課程 

編織課程 

雕刻課程 

鼓動大地－山海躍舞 

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
原住民專班 

       藝術產業學士 
       原住民專班 語言與文化學士原

住民專班 

培育原住民族語教
學、文化行政及社區
營造規劃等專業人才 



2.策略聯盟，擴大產學研發能量 



策略聯盟 

107年本校策略聯盟一覽表 

編碼 單位 時間 策略聯盟名稱 

1 研發處 107.04.2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吳敏男文理短期補習班產業實習合作策略聯盟協議書 

2 研發處 107.05.0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領飛無限文創集團策略聯盟協議書 

3 研發處 107.05.31 
澎湖縣政府建構｢澎湖有機農業專區｣，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擬參與此專區產業創
新研發與人才培育，所提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劃，計畫名稱：｢建構澎
湖有機農業產業鏈暨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4 研發處 107.06.1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亞亮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
劃，計畫名稱：｢建構澎湖有機農業產業鏈暨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5 研發處 107.06.10 
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劃，計畫名稱：｢
建構澎湖有機農業產業鏈暨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6 圖資處 107.06.20 「Google For Education 產學合作合約書簽訂案」 

7 研發處 107.06.20 樹德科技大學三環區域產學技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聯盟合作意向書 



策略聯盟 

107年本校策略聯盟一覽表 

編碼 單位 時間 策略聯盟名稱 

8 研發處 107.07.1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國立臺灣學教育館策略聯盟協議書 

9 研發處 107.9.1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美國LCW科技策略聯盟 

10 研發處 107.9.2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策略聯盟 

11 科技學院 107.10.1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實務型課程產學合作策略聯盟 

12 研發處 107.11.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亞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機農業技 術與發展策略聯
盟意向書 

13 研發處 107.11.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機農業技 術與發展策略聯
盟意向書」簽訂案 



策略聯盟 

5/7 與領飛無限文創集團簽訂策略聯盟 9/26 與華泰電子簽訂策略聯盟 



產學研發 

107年各項產學研發產品一覽表 

１ 單位 產品名稱 

1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高師環保提袋 

2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高師運動襪子 

3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高師魔術頭巾 

4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高師運動水壺（黑、銀） 

5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高師運動毛巾 

6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       65週年紀念酒 

7 黃英修教授、黃裕峰教授       OLED衍生式燈具動態造型應用研究 

８ 光通系陳弘典教授       新穎智慧型手機天線設計 



產學研發 

由本校師生共同研發參與研發，藉由不斷的討論、腦力激盪，
激發創意找尋高師意象，創造出獨具高師特色的商品。 

高師運動襪子 高師魔術頭巾 高師環保提袋 

高師運動毛巾 高師運動水壺-黑 高師運動水壺-銀 

配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園創
新創業實施辦法」，於圖資大樓
愛閱館新成立「師生創業基地」 



產學研發 

生物技術創業社群 
 

由生科系謝建元老師召集（教師2人、
學生6人），希望藉由社群中之激盪，
促使學生對新產品開發之構想，並
於10月29日以「生技產品創新研發
經驗分享」為主題，由工業技術研
究院張景輝博士蒞校指導其研發過
程。 
並在社群結束前讓學生發表三項新
產品研發概念，分別為:「環保材料
界的新寵兒『綠色塑膠』聚乳酸」、
「茶葉包改善環境」、「零化學物-
天然溫和洗淨錠」。 

邁向圓滿」心靈桌遊籌備暨實踐社群 
 

由諮復所夏允中老師召集（教師3人、研究生9人），「邁向圓滿」桌遊是本社群
第一個計劃產品，希望將本土心理學理論發展成適合國人、易於國人了解的心理
學產品，讓心理諮商專業在台灣有更多更廣的服務空間。 

桌遊設計講座講師林佳瑩親切地學員互
動，引領學員創新思考 

11月18日以「心理學專業行銷」為主題，
由經營廣播節目及《過勞腦》、《安心正念
課》等書的作者趙安安博士主講《諮商心理
專業行銷及行銷經驗談》。 

心理專業行銷講座講師趙安安與參與同學合影 

10月22日以「桌遊設計」為主題，由創意教
學公司「學次方」創辦人、設計了多款桌遊
的林佳瑩女士主講《諮商心理應用於桌遊及
桌遊開發經驗談》 



產學研發 

以高雄女師舊校
門口及建築物、
第一屆畢業校友
之清新時代造型
為主題，背景搭
配煙火，象徵校
慶的歡樂感與時
代紀念意義。 



產學研發 



產學研發 

陳弘典老師 

新穎智慧型手機天線設計 



3.校舍改建、空間活化、增加創收 



和平校區校舍改建工程 

研究大樓改建新建體規劃： 

 地下一層、地上七層量體，總樓地板面積
7,232㎡（約2,188 坪）。 

 地下一層為防空避難室及機械設備空間。
(兼法定停車位：30輛汽車停車位)  

 一至三層供普通教室及共同空間(約17
間)。 

 四至七層供教師研究室(約96間)。 

 總經費為1.8億元，教育部補助9,000萬
元，另外9,000萬元由本校自籌經費因
應。 

 原工期600日曆天，因雨天、考試、變更
等展期，工期變改為656天。預計108年
11月上旬工程竣工。 

原始建物 

每週督導施工會議 
(開工起已開19次會
議) 

新
建
物
示
意
圖 



芝心樓1F空間活化 

芝心樓1F空間活化之改善工
程：107年11月下旬進行外
圍牆拆除作業，空間改造面
積280㎡。 

107年11月19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
分舉行【芝心樓圍牆拆除起磚儀式】 

該區域將進行空間活化招商
規劃，增進活絡文創角落，
提供師生更多服務，並開啟
高師大與社區更緊密的情感
鏈結!! 



 
燕巢校區綜合運動場館 

 
 目前規劃進度： 

 公開徵求廠商就本案量體、興建
配設、財務經費分析及未來管理
維護等進行可行方案評估作業，
108年1月將完成評估報告。 

 場館內規劃：綜合球場1座(籃、
排球場)，羽球場8座(男女浴廁)、
餐廳、體適能中心、游泳座1座、
辦公室、管理室、器材室及機房
與週邊環境改善(如景觀、停車空
間)。 

 評估可行時，續辦建築物構想書
作業，完成後於108年3月提送教
育部審查。 

 

預
定
位
置
圖 

 規劃構想動機： 
1.燕巢位處山區，常有地形雨。 
2.大型集會、社團及運動競賽。 
3.租借鄰近社區使用，增加財
源。 

先期評估概念圖 



 
美學角落活化 

 本校四維二路72~90號共10戶宿舍，均已完成招
商。 

 84~90號為尚品咖啡-9折。 

 76、78號為老宅小廚-9折。 

 72、74號為恩典小廚-85折。 

 82、84號為義利捷貿易有限公司(籌備中)。 

  員工證 
  學生證 
  退休證 



4.放眼國際，提升國際移動力 



海外教育展 
107年參加9場海外教育展 

教育展國家  105 106 107 小計 

馬來西亞 ○○ ○ ○ 4 

印尼 ○ ○ 2 

泰國 ○ 1 

蒙古 ○ 1 

韓國 ○ 1 

越南 ○北越 ○南越○北越 3 

印度 ○ 1 

澳門 ○ ○ ○ 3 

香港 ○ ○ ○ 3 

小計 4 6 9 19 

說明：105年參加馬來西亞教育展2場，1場為小型博覽會，1場為大型教育展 



國際招生 

積極吸引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境外生人數105學年度791人、106學年度

897人、107學年度上學期已達722人。 

  學位生 非學位生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華語研修生 小計 

105 188 196 0 2 405 791 

106 201 239 58 1 398 897 

107上 208  78 134  1  301  722 

近3年國際生及交換生統計表 



教育展招生 

僑生以馬來西亞、澳門及香港地區人數居多。外國學生則以韓國、越南

居多，越南學生有增加趨勢。107首次前往蒙古地區招生。 

參加教育展 
的國家  

106 107 

僑生分布 外國學生分布 僑生分布 外國學生分布 

馬來西亞 48 1 37 1 

印尼 7 1 11 

泰國 1 0 4 

蒙古 4人(春季班) 

韓國 1 9 1 8 

北、南越 1 5 2 11 

印度 6 2 

澳門 50 55 

香港 23 21 

合計 130 23 127 30 



國際招生 

展望未來 
 
將持續參加海外教育展，擴大招收外籍生。 
 
108年擬規劃參加下列教育展： 

針對外籍生擬參加越南、蒙古、印尼教育展。 

針對僑生，擬參加馬來西亞、澳門、香港教育展。 



國際交流 

107年共計累積締結121所姊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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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締結姊妹校數成長圖 

年 

107.11.15菲律賓東方大學與我校簽署姊妹校 

107.11.16韓國加圖立大學與我校簽署姊妹校 



國際交流 

2018年8月21日姊妹校德國帕德博恩
大學(Paderborn University)續約、
參訪合影 2018年9月19日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師範

大學Dr. Aleksey V.Lubkov校長率團來
訪，兩校締結姊妹校 



國際交流 

10月5日至10月18日共有36位泰北地區海外青年
來臺參加14天的臺灣文化之旅為將來來臺升學做

準備。署姊妹校 

107年9月與越南河內藝術

學院共同舉辦「藝術文化營」 
新南向計畫-2018原住民跨國

交流專題研習人才班(馬來西亞) 

新南向國家姊妹校交流活動 2018年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臺灣
學習體驗營第4梯次（泰北地區） 



國際交流 

與泰國向日葵國際
語言學校交流合作 

與日本山口大學國際綜合
科學部簽訂交流合作MOU 與日本(株)建設環

境研究所交流合作 

IEEE國際夏令營隊 

科技學院協同資訊教育中心舉辦國際電機電子工程
學會之運算智慧學會夏令營(2018 IEEE CIS 
Summer School)，主題為計算智慧之人機共學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Human-
machine Co-learning)。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擔任講
座。(107年8月21日至24日，參加對象為全國各級
學校學生，共100人) 



國際移動力 

共錄取25名同學，安排包含6場接待英文講

座和4場培訓禮儀課程，以及實際演練，提

升25位國際青年大使接待禮儀和應對能力。

同時提升成員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尊重，

促進本地學生與國際學生的交流學習，加

速其適應校園環境與認識台灣，並增加本

校學生與國際學生之互動，拓展國際視野

及國際觀。 

國際青年大使選拔 

辦理其他國際交流活動，培育具國際競爭力及全球移動力之未來世代 



國際移動力 

邀請印尼、越南、日本、韓國等外籍學生以主題式會話方式

與本地學生互動，除了提升語言能力亦是促進多元文化交流。 

多語沙龍 

辦理其他國際交流活動，培育具國際競爭力及全球移動力之未來世代 



5.校務基金收支情形 



107年度經常收支執行情形 截至107年11月30日止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 年度預算數 實際數 

業務收入(註1) 1,221,458,000 1,251,931,527 

業務外收入(註2) 77,704,000 80,674,228 

收入合計 1,299,162,000 1,332,605,755 

業務成本與費用 1,337,404,000 1,306,161,826 

業務外費用 65,586,000 61,316,443 

支出合計 1,402,990,000 1,367,478,269 

本期賸餘(短絀-) -103,828,000 -34,872,514 

折舊及攤銷數 156,435,000 151,927,359 

註1:業務收入實際數較預算數多，主要係建教合作收入較預算多。 
註2:業務外收入實際數較預算數多，主要係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較預算數
多。 



107年度資本支出執行情形 截至107年11月30日止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 

本年度可用預算數 
實際執行數 

B 
達成率% 
C=B/A 以前年度 

保留數 
本年度 

法定預算數 
合    計 

A 

土地改良物 1,050,000 11,240,000 12,290,000 1,047,509 8.52 

房屋及建築 7,843,409 ★ 91,824,000 99,667,409 34,194,073 34.31 

機械及設備 7,321,453 ★39,527,000 46,848,453 41,549,633 88.69 

交通及運輸設備 5,227,000 5,227,000 3,821,318 73.11 

什項設備 3,299,936 31,735,000 35,034,936 17,485,090 49.91 

合     計 19,514,798 179,553,000 199,067,798 98,097,623 49.28 

說明:房屋及建築:預算案99,000,000元，通刪7,716,000元，通刪後預算數91,824,000元。 
         機械及設備:預算案43,582,000元，通刪4,055,000元，通刪後預算數39,527,000元。 



6.努力邁向智慧化校園 



智慧化校園 

1.智慧學習：建構問題導向（PBL）
學習場域，融入愛閱館活動空間設計，
提供校內師生彈性運用空間。 

 

2.智慧行政：行動化資訊使用環境，
推展校園單一登入平台，讓資訊服務
使用適時、適性、適地及隨處無縫。 

– 校務提升之大數據分析(IR)，
數據公開 

– 行政流程引擎 

– 品保網站 



智慧化校園 

3.智慧社群：建構知識學習平台，校園訊息推播導
入 具人工智慧(AI)之LineBot之科技社群管理。 

 

4.智慧管理：建置先進圖書自動化系統，落實智慧
知識服務中心。 

– 24小時自助還書機、預約書自助提取櫃 

– iSeat、iLocker及iTaker之自行研發設計 

– 智慧媒體區 

– 智慧學習推播牆 

 

 



智慧化校園 

5.智慧綠能：運用智能管控科技，達成節能減碳目標全校
資訊機房整建，達節約能源。 

– 全校資訊機房重整，確保校園資訊服務用電安全。 

– 透過物聯網，結合智慧電控及門禁系統整合，全面
線上化管控 

6.智慧保健：對校園環境及教職員生健康進行智能健康把
關 

– 校園空污發布校首頁 

– 自行研發公共空間室內CO2監測盒 

– 榮獲空氣品質檢測優良獎(2018/7/16/17檢測日)。 



7. 師生互動、特色多元、健康校園 



學生生活輔導 
1. 交通安全宣導 

3. 雄師反毒教育活動 

2. 宿舍生活機能服務及安全 

4. 兩校區學生餐廰用餐情形及每日監
督，不定時抽查及加以改善。 

5. 品德教育：「薛光祖院長基金
會」靜觀減壓、打開焦慮的枷鎖 6. 學生請假系統 7. 學生獎懲系統 

https://www.nknu.edu.tw/~student/live/dorm/photo/images/0-4_JPG_jpg.jpg
https://www.nknu.edu.tw/~student/live/dorm/photo/images/0-5_JPG_jpg.jpg


課外活動 

1. 新生定向共識營 

3. 績優導師遴選、 
辦理導師座談會 

4.新生志工訓練 
 

 

 

 

5.原鄉部落參訪 

2.社團博覽會 



衛生保健 

1. 新生健康檢查 

 

2. 大學部新生急救訓練 3. 大學部性教育（含愛滋病防
治）宣導講座 

4. 健康促進
計畫：菸
害暨毒品
防治、健
康體位、
性教育防
治 

 
 
 
 
 

5.登革熱防治 
 
6.餐飲衛生管理 



多元．精彩 

壯哉唐詩徵文活動頒獎
典禮暨唐詩的魅力講座 

107/11/1實地學習 107/10/2板書工作坊 

師資培育579名 

   鶴山21世紀國際論壇 

107/7/6頒發服務證明 



榮譽事蹟 恭賀 107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表現優異 

●木琴獨奏 
    馬友容 特優第一名 
    曾意鈞 特優第二名 
    宋敬亭 優等 
●長笛獨奏 
    黃天藝 優等第一名 
    于璨菱 優等 
    林霈霓 甲等 
    楊雅雯 甲等 
●單簧管獨奏 
    吳胤辰 優等第一名 
    曾義勝 優等第二名 
    詹佳錡 優等 
    王弈晴 優等 

●雙簧管獨奏 
    鍾羽晴 優等第二名 
    黃鈴雅 優等 
    陳亭諪 優等 
    袁怡道 優等 
●樂歌曲創作 
    王麗瑋 甲等 
●薩克斯風獨奏 
    陳泓宇 優等第一名 
●低音管獨奏 
    廖孜芹 優等第一名 
●低音號獨奏 
    許裕浩 特優第一名 
    李帛容 特優* 
    許裕章 特優* 
    袁晨雲 優等 

●長號獨奏 
    張建昇 優等第一名 
●法國號獨奏 
    王寶萱 優等 



榮譽事蹟 
恭賀   前藝術學院院長盧明德教授 
獲高雄文藝獎 
得主盧明德奉獻
杏壇超過40年，
在藝術教育界貢
獻良多且具深遠
影響力，2006
年於高師大藝術
學院創立全台首
所跨領域藝術研
究所，為南台灣
藝術相關科系開
創新頁。 



榮譽事蹟 



藝術學院藝創基地啟用 

提供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專屬之教學空間 



和平校區愛閱館、師生創業基地，開幕儀式暨慶祝茶會 



校友活動集錦 

本校全國校友
總會第5屆理事
長由林進榮理
事長榮獲連任
(107.12.1) 本校臺東縣校友

會第3屆理事長
由陳劍賢校友榮
任(107.9.19) 

71級畢業生入學40周年聯合同學會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