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拾、市立空大
一、空大校務發展理念
(一)「城市致富的數位教育新經濟體」、「滾動城市的網路大學」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其「使命和目標」應具城市大學的本質，發展成為網路
大學，而網路大學本身就是一個數位教育新經濟體。我們將致力於提升教
學品質和國際教學合作。這不僅會為都市創造就業機會，也會增加市府權
利金收入，更會提升推廣教育的產值和感動各界對學校的捐贈。「市立空
大」不僅會是一個最具競爭力的社教型大學，更是市府經營知識網絡社群
的好幫手，也更為未來大高雄發展創造無限可能。
(二)「市立空大」解決一般大學教育困境及都市經濟問題症候群
「市立空大」是很多學習者的唯一選擇，這不是學習能力的問題，而是新
社會變遷所產生強烈的學習新需求。終身學習時代的學習方式已經改變且
有多元化需求；數位學習的時代提供了最大彈性的學習管道，使大學教育
不再只在傳統的教室舉行；高齡化的社會，更創造了廣大成人學習及上大
學的強烈需求；城市競爭的時代需要在地特色的人力資本及城市風尚發
展；全球經濟不景氣刺激了「全職工作、在職進修、平價學費、數位學習、
延伸學習」的大學教育最佳選擇，擁有以最快速度為學生裝備「一專多能、
獨專創能」的藍海優勢。
(三)「市立空大」就是創造價值、產值及市府收入的新教育經濟體
「市立空大」校園就是城市學習的 Learning Mall，而網路大學的本質就
是數位課程產業、知識管理產業和人力發展認證產業等高價值和高產值的
「教育經濟體」。本質不僅是一個具學術及實用價值的大學，更是「數位
教育產業的新經濟體」
。未來就是一個城市教育學習產業的「有機小金蛋」
不僅解決城市學習的需求，也帶動城市數位創意產業，更累積了市府收
入，也為都市創造了一個學習園區。
(四)「市立空大」健全城市學習體系
本質將從「空中（Open）」（電視及廣播）轉化成為「網路（Cyber）」（數
位傳播）
。因此，我們必須用新賞識力去發展「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因為，
「市立空大」是城市大學的本質，具在地全球化的優勢，而且其發展更為
台灣各個縣市的城市學習創造新地標。高雄市的「城市學習體系」，隨著
成人教育的興起、市民公民教育的需求、社區大學的發展及城市新移民的
學習需求，「市立空大」將使「高雄市」成為全國最具完整城市學習體系
的都市，這是市民及城市新移民的幸福。
(五)「市立空大」為高雄市政府建構連結全球的媒體通路
網路大學的本質除具多功能的教育能量外，它更是一個具產值的新教育經
濟體，最重要乃因它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公益網路電視、公益網路廣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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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課程銀行、非主流數位影音及文化創意商務等功能的大平台。
(六)「市立空大」有效提供城市新移民的學習管道
城市新移民的來臨帶給我們豐富的多元文化元素，同時，每一個城市也必
須為她／他提供最有效的成人學習管道，使他／她們能在最快的時間內得
到「學歷」及提升「學力」
。
(七)「市立空大」成為高雄城市學研究智庫
「市立空大」具城市大學的學術屬性，將有助於「城市學及城市公共政策
研究」的能量建構，這將在無形之中為高雄市培育出一個城市智庫，也帶
動高雄學、城市學和台灣學的發展。
(八)「市立空大」就是小港工業社區學習資源中心
所有的教育資源將被轉換成為「社區學習資源」，有效協助工業區的社區
營造、工業區更新及附近社區居民的終身學習。「市立空大」的校園，也
將成為這個世界級工業區最精采的學園及高雄的公民會館。
(九)我們的決心
我們將透過「校園現代化的 ROT 案」及「網路大學的產學合作」快速的引
進民間資源投資，同時將有限的公務預算資源做「價值鏈管理」。這將使
「市立空大」不僅具存在的「價值」
，其校園教育資源也被完全「加值」
，
其教育經濟體的功能具高度「產值」
，其產生的效益也為大高雄及台灣「儲
值」更大的公民能量。

二、引進民間資源推動場域 ROT 案
(一)透過民間參與投資 ROT 方式(Rehabilitate Operation, and Transfer)，
改善本校住宿餐飲區、社教會議區與健身休閒區三區等老舊設施，並漸次
改善行政區軟硬體設備暨辦公室辦公環境以型塑本校為小港地區城市學
習新地標。
(二)配合 ROT 可行性評估與先期作業目前委託鼎漢工程顧問公司進行可行性
評估與先期計畫書製作刻正進行，將逐步改善本校校園各項建築物之更
新，並爭取人力配置及加強提升處內組員專業素養等幾個方向規劃業務。
以達提供師生研究需求，提供優質、多元化之學習環境。
(三)透過 ROT 民間資源之參與，推動場域 ROT 案，快速提升校園和教學的設備；
發展「高雄國際會館」，提供國際青年背包客的會館服務，強化小港及臨
海工業區的會展及教育訓練服務，營造數位學習及青年文化創意產業的
Shopping Mall 意象，推動南台灣及小港地區公民社會發展。

三、發展城市網路大學
台灣之空中教育之施行約有 20 多年之歷史，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業已成立 10
年餘，在此 10 餘年間，歷經空中教育極盛時期每學期在學人數約有 2,500
多人，近年來因傳統大學錄取率提高及進修管道增多等影響，雖每學期在學
學生人數維持 2,300 人左右，但可預見不久的將來再加上少子化之衝擊，學
生數勢必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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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臨少子化、大學入學名額供需失調以及各大專院校遠距課程競爭下，空
中大學的優勢已經逐漸式微，在面臨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人們學習方式的
改變，空中大學未來亦需轉型以符應未來的潮流趨勢。有鑑於此，本校積極
推動建置城市網路大學，其營運構想模式，重點在於：「學校與民間企業共
同經營」，學校提供場地、辦公廳舍及水電等；民間企業提供資金、技術、
人力及設備等，共同經營城市網路大學，其內容包含:數位課程製作、教學
平台建置、電子商務營運、網路電台及網路電視台等。民間企業以投資或給
予權利金方式回饋學校，不僅幫助學校永續經營更可以協助學生終身學習。
依據此一方向與目的，市立空大辦理建置城市網路大學之情形概述如下：
(一)「網路大學」籌備會第 2 次小組會議決議
1.訂定網路大學作業時程規劃表。
2.規劃設計廠商所需資格。
3.規劃設計廠商需協助本校規劃項目。
(二)「網路大學」籌備會第 3 次小組會議決議
借重高雄市經濟發展委員張玉山教授長才，先與其聯繫視其是否有意願協
助規劃。
（張玉山教授推薦謝曜謙先生協助本校網路大學計畫）
(三)「網路大學」籌備會第 4 次小組會議決議
擬定「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建置數位課程銀行計畫書（草案）」並訂定基本
營運模式圖。
(四)辦理「建置數位課程銀行計畫說明座談會」決議
1.如何在此一模式中獲利？
2.經營權利金如何計算？
3.課程之著作財產權取得之問題。
4.每學期新製作之課程數太多，一家廠商無法在短期內製作完成高品質之
精緻課程。
(五)與法制局研議「產學合作辦法之可行性」決議法制局建議如下
1.如依據「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建置網路大學又涉及政府出資部
分，需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2.如依據「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建置網路大學，不涉及政府出資，
惟仍須依照政府採購法之精神經公開程序公告，並評選合作廠商。
3.本校辦理產學合作相關事宜，需另訂定學校層級之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函送市政會議同意後方可施行。
4.本校可否依據「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與廠商合作建置網路大學
於法律適用層面仍有待商榷（無適用條文）。
5.由於「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法規是否能成為本校建置網路大學
之依據仍有疑義，市府法制局建議：可另依據地方制度法，探討本案是
否屬地方自治事項？是否有法之正當性（實質正當性）？是否有自行訂
定自治法規之空間？建議邀集法制局相關人員（主任秘書、承辦科科
長、承辦人）及楊富強法官、陳樹村法官及楊惠欽法官進行諮詢會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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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釐清：
(1)是否適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2)是否適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3)是否可自行訂定相關之自治規則以符合本校建置網路大學運行模式
之需求？
(六)召開城市網路大學法律諮詢會議決議
1.本案擬行文函請教育部針對「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就產學合作
年限、第 7 條及第 9 條規定釋示。
2.「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草案）」委請陳樹村法官制訂。
3.俟「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草案）」訂定完成後，再次
召開諮詢會議針對訂定之草案進行討論

四、改善教學品質
(ㄧ)開設課程（學程）多元化、實用化
1.開設課程多元、化實用化
召開「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議」審議學期開設之課程，97-1 學期計
開設 218 門課程，以滿足學習者需求及符時勢所趨；97-1 學期學生計
有 2,416 人。
2.整合各教學單位課程
將本校各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各課程加以整合釐清，突顯各學系之專業
核心課程，以創造更高學習價值，以提升學校整體效益。
3.規劃辦理認證課程
(1)為有效運用教學資源、擴展學生學習領域，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鼓勵學生有系統的修習跨領域特定課程，特訂定「高雄市立空中大
學認證課程設置要點」
。
(2)審訂各教學單位認證課程及修習科目，提供學生最有吸引力、專業
化、實用性之認證課程。
(二)充實師資陣容，鼓勵學術研究
1.本校為增強師資陣容於 97 年 8 月 1 日增聘法政學系蔡宗哲、工商管理
學系薛昭義、通識教育中心許文英等 3 位老師，均具博士學位學有專精。
2.研究處自 97 年 9 月成立以來計有高義展等 4 位老師分別向國科會申請
國家型研究計劃、專題計畫及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領域人才培育改進計
畫（計有 5 個計畫申請）。
(三)強化網路學習環境
1.本校於 94 年 7 月自行建置校內寬頻網路教學平台，提供較大的空間及
提升服務的品質，供學生收看網路教學節目。
2.整合學生校務系統選課資料於網路教學平台，讓學生能快速點閱選課課
程節目。突破時間限制隨時收看自己所選修之教學課程，使學習效率有
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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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學年第 1 學期網路開課部份有 36 門課程(共 1,674 講次)；本市空大
該學期之電視及廣播課程均轉檔為網路播放格式置於本校網站，學生可
不受時間、次數及地域限制上網收看（聽）。
4.市立空中大學將轉型成為「網路城市大學」，並將透過產學合作方式，
推動「網路知識平台發展合作計劃」，一方面提升網路教學品質，一方
面育成知識管理產業。
(四)重視中高齡者的學習權
97-1 學期 55 歲以上國民全部學分、學雜費減免 50%，計 189 人。65 歲以
上國民減免全部學分、學雜費，計 106 人，總計減免學雜費逾 190 萬元。
(五)發展國際學術交流
為配合本校為來校務發展，朝網路城市大學及加強國際學術交流，97 年度
因公出國考察計 4 案：
1.圖書館吳雪虹館長赴日本考察，訪問早稻田大學，考察本校學生赴日本
大學短期研習之可能性。
2.大眾傳播學系陳欣欣赴韓國，考察韓國之性別主流化之發展，及各國之
間兩性政策與我國現行之兩性政策之差異，以及目前南韓網路大學教育
相關情況。
3.市立空大吳英明校長赴菲律賓馬尼拉市考察網路大學、智庫及 NGO 團體。
4.教學媒體處宗靜萍處長、吳翌菁編審及電子計算中心嚴正誼技士等 3 人
赴香港、澳門及深圳，考察香港及澳門公開大學目前網路大學辦理情形
及未來可能合作計畫。

五、健全校務行政
(ㄧ)定期辦理招生
97 學年第二學期新生入學登記從 97 年 12 月 27 日起至 2 月 23 日止。為行
銷本校，宣揚開放、遠距教學對成人學習的便利性與實用性，本校招生活
動之前置作業、執行策略、成效評估等面向均做一整體規劃，以期整合全
校資源、發揮團隊力量，齊力開拓學生來源與招生成果。透過文宣品、廣
告、新聞稿、夾報、網際網路、電台專訪、車廂廣告等多元宣傳管道，配
合招生說明會、記者會、活動宣傳等主動積極策略，行銷本校，並收招生
具體成效。
(二)畢業申請
配合國際化趨勢，以及本校畢業生赴國外進修深造之需要，本校從 96 學
年度第 2 學期起之畢業證書，由原中文版改良為中、英文合製版，以滿足
畢業生再升學或求職之需要。統計資料顯示，94 學年度有 400 位畢業生取
得學士學位，95 學年度則有 452 位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96 學年度計有
429 位畢業生，目前刻正進行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畢業成績審核，計有預定
畢業生人近 200 人提出畢業申請。累計創校迄今，本校畢業人數達 2,7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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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教學媒體製作播送
1.97 學年度第 2 學期媒體教學節目製作：本學期製作視聽及網路教學節目
共計 47 個科目，2,214 講次。
(1)電視教學節目錄製計 4 科，162 講次。
(2)廣播教學節目錄製計 13 科，648 講次。
(3)網路教學節目錄製計 30 科，1404 講次。
2.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媒體節目播放情形：
(1)廣播、電視所有媒體課程均轉錄上網播送，可隨時點播收聽、看。
(2)廣播教學委播情形：高雄廣播電台 AM1089 千赫、FM 94.3 兆赫每週
共播出 43 節。教育電台高雄分台高屏地區：FM101.7 兆赫、嘉南地
區：FM107.7 兆。每週播出 21 節。
(3)電視教學委託：本市有線電視台於公益頻道 3 播出。高雄縣有線電
視各於公益頻道 3，每週播出 14 節。屏東縣有線電視各於公益頻道
3，每週播出 14 節。
3.有關大面授課程媒體教學：各送乙套放置圖書館供同學自學用。
(1)廣播節目製作 CD 教學光碟。
(2)電視節目製作 DVD 教學光碟。
4.為確保媒體教學節目製作之品質，特訂有「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媒體教學
節目帶審查要點」聘請專家學者定期審查學校教學節目帶，據以作為改
進依據。
5.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益、提高網路課程錄製品質，並有效掌握教師錄製課
程進度，亦定訂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網路課程錄製注意事項，以確保網路
教學課程品質。
(四)充實圖書館各項軟硬體設備
為因空大轉型為一流之網路城市大學，與本市立圖書館合作，除支援各學
系教學需要，更加強對小港區鄰近本校社區居民及工業區學習需求之服
務，並能於南部知名大學連線，已著手改善各項軟硬體設備規劃。
(五)教師升等及教職員訓練進修
1.鼓勵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加速升等兼任講師外審制度等情形：97 年 7 至 12
月辦理兼任教師外審案計 12 人。
2.目前在職進修 3 人（博士 1 人、碩士 2 人）及英檢通過人數計 11 人。
3.公開對外甄補教師：97 年 6 月 5 日起至 6 月 19 日止上網公告徵求專任
教師及專案教師若干名。計甄選法政學系、工商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專
任助理教授各 1 名。
4.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業經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會議通過實
施。
(六)人事相關法規修正及校長遴選
修訂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運作辦法及訂定本市大學校長遴選辦法，順利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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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本校第 4 任校長，於 97 年 8 月 1 日正式上任。
(七)重視弱勢族群教育
1.97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特殊身份學生學雜費優待減免人數計有 708 人，
較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優待減免人數 633 人，增加 75 人；本學期補助學
雜費金額近 700 萬元，也較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 618 萬多元，增加 75
萬多元。總計 97 年一整個年度，本校協助弱勢族群暨年長者減免學雜費
之校務基金預算已超過一千萬元以上。97-1 學期各類優待減免人數暨費
用統計如下：
(1)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全部學雜費，計 40 人、66 萬 0030 元。
(2)65 歲以上國民減免全部學雜費，計 106 人、105 萬 5250 元。
(3)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及子女減免全部學雜費、計 147 人、244 萬 2880
元。
(4)中度身心障礙學生及子女學雜費減免 70%，計 111 人、106 萬 3094
元。
(5)輕度身心障礙學生及子女學雜費減免 50%，計 90 人、70 萬 2100 元。
(6)55 歲以上國民學雜費減免 50%，計 189 人、85 萬 4170 元。
(7)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 50%，計 25 人、17 萬 4930 元。
2.市立空大自 98 年 1 月起（97-2 學期）實施新修正之「高雄市立空中大
學學生申請減免學分費、雜費及優待實習費作業要點」
，取消「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入學者」與「55 歲至 64 歲間學生」兩項減免優待，真正落實
照顧弱勢者初衷，以達社會公平正義，且為合理反應辦學成本。
(八)持續開設監獄課程
市立空大於 97-2 學期計開高雄女子監獄及屏東監獄等 2 所監獄，共 4 個班
12 學分，計 90 位受刑人報名上課。
(九)簡便學生繳費流程
1.學生持繳費單至台灣銀行、統一超商、全家便利超商繳費，繳費更加便
利，並可透過網路或信用卡繳費，大幅提升現金繳費及線上繳費之便利
性。
2.監所班由秘書處出納組人員逕至獄所收費，避免受刑人繳費不便。
(十)規劃校務發展基金募款計畫
為落實本校財政自主，創造城市大學新動能，發展願景與需求，鼓勵各界
捐贈，97 年度(12 月起)已募得新台幣 152 萬元作為本校教育發展基金。

六、成立研究處及城市智庫專案辦公室
(一)本校於 97 年 9 月 1 日成立研究處，負責教學改進、發展及評鑑等事項。
(二)設置城市智庫專案辦公室，辦理各項專題演講 Workshop 及國際論壇，每
月至少舉辦一場城市學相關講座，成立至今共舉辦 10 幾場相關之講座。

七、強化學生輔導
(一)輔導社團、系學會、校友會等學生自治團體辦理各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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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輔導學生透過課外活動，以提昇學習效能，培養休閒生活，激發服務
精神，陶冶合群性情，本校輔導處輔導學生組織各類社團及系學會成立，
鼓勵學生參加，共計核准設立 6 個系學會、近 20 個社團及校友組織，協
助校務推動、凝聚學生與校友之向心力和認同感。
(二)辦理新生始業輔導暨各類新生迎新活動
為促使新生儘早認識、認同本校，於今年 9 月 7 日開學日辦理新生始業輔
導，配合舉行各類迎新活動，包括社團博覽會迎新、輔導專題演講、校園
導覽巡禮、書展等活動，協助新生儘早融入校園生活、做好學程規劃，使
身心均衡發展，並輔導學生參與各種證照考試，學以致用。
(三)輔導應屆畢業生成立畢業生聯誼會及辦理畢業典禮：
推選畢聯會會長及各組幹部，協助辦理畢業典禮與謝師宴等活動，為畢業
同學封存美好的求學回憶，維繫畢業生與全校師生情誼。
(四)整合六大學系成立系聯合辦公室，主動提供服務
落實擴大服務本校同學理念，輔導 6 大學系整合服務資源，於本校教學樓
1 樓成立系聯合辦公室，除提供代訂書籍、影印卡與資訊傳遞功能，亦提
供學生一處優質的互動聯誼場所，活絡各系同學之間的情感與良好互動關
係。
(五)輔導各學系與社團等學生自治團體設立網站
連結校內各社團與 6 大學系網頁，扮演校方與師生之意見與情感的溝通橋
樑；提供最新消息提供、意見交流園地、各式表格下載等服務，讓學生於
網路世界共享資源。
(六)提供學生工讀獎助學金及各類獎學金
為鼓勵學生努力向學，減輕家裡負擔，編列工讀金，獎助學生工讀，課餘
時間安排於本校各處室工讀，以幫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本校同時提供包
括「高雄市政府客家委員會」
、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等各類獎學金申請，
並規劃辦理考取研究所榜生獎助學金申請作業，激勵學生努力向學。
(七)發揮輔導、諮商功能
設置校務信箱、輔導信箱、輔導諮商室，由專人提供諮商、升學、就業、
生涯等多面向服務，協助學生解決學習問題與心理、情緒、生活困擾，建
立自我導向學習能力，以完成成人進修及繼續教育。
(八)安排傑出校友返校協談，培養學生自信心
市立空大今年輔導應屆畢業生暨校友考取國內公、私立大學研究所計 20
人（92-96 年共計 128 人）
，為鼓勵同學繼續進修向學，特安排考取研究所
與各類專業證照應屆畢業生與校友，返校舉辦專題講座與座談會，傳授在
校生考試經驗與讀書方式，提供學生更上一層的進修管道、培植第二專
長，爭取更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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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配合 2009 世運宣導活動
(一)辦理「2009 世運英語志工」培訓與運動項目宣導活動，推廣 2009 世運在
高雄，運用本校外國語文學系師資，有效培訓世運志工，為本市舉辦各項
國際賽會與 2009 世運會提供服務。
(二)97 年 8 月結合本校畢業典禮以及 97 年 9 月新生始業典禮迎新活動，辦理
「2009 世運會壘球及短柄牆球」推廣活動，以宣導本校認養世運會運動
項目，凝聚市民與全校師生對「世運在高雄」的意識。
(三)97 年 12 月結合本校歲末聯歡活動，利用活動宣傳車沿路掃街播放「2009
世運主題歌曲」推廣世運活動，並於本校歲末聯歡活動中，宣導本校認養
世運會運動項目的壘球與短柄牆球，凝聚市民與全校師生對「2009 世運
在高雄」的意識與熱情。

九、加強環境美化及校園空間改造
(一)辦理行政大樓一樓整修工程及部分空間逐步改善
97 年度已順利完成行政大樓一樓整修工程，將平日學生接洽事務較多之單
位，調整至一樓辦公，並重新作部份辦公室之配置及整修，使之煥然一新，
減少電梯之使用量，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另外於行政大樓一樓製作新公
佈欄，達成整體美觀及資訊集中與公開之目的。將現狀改成：為文書組，
註冊組，課務組，輔導處，出納組，事務組。相同組室須有相通。以上區
域之公共空間可另作規劃，含茶水間。視需求配置須含網路線、電話線及
電源線之考量。
(二)行政大樓二、六樓及教學大樓一樓整修工程
1.行政大樓二樓係將現狀改成
校友會及基金管理辦公室，校長室、小型會議室，秘書室、接待室，準
備室，半圓型露天陽台。
2.行政大樓六樓係將現狀改成
研究處及學習指導中心辦公室，研討室，一間研討室及 11 間研究室，
研究室，茶水間。
3.教學大樓一樓係將現狀改成教學樓大廳區域學生活動中心，教師休息
室。以上區域之公共空間可另作規劃，含茶水間。視需求配置須含網路
線、電話線及電源線之考量。

十、未來工作重點
(一)透過產學合作發展「網路城市大學」
。
(二)推動城市學研究發揮「城市智庫」功能。
(三)育成「台灣新移民學苑」彰顯人權都市的學習權。
(四)發展「一專多能、多元成就和多元創業的數位教育產業」。
(五)成為小港工業社區學習資源中心，並推動小港工業區的社區營造，使小港
臨海工業區廠商成為最為有感動力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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