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空中大學 97 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壹、教學研究及訓輔
一.改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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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應學生及時勢需求，開設課程相當多元化、豐富化、實用化，97
年度大、小面授課程共計開設 398 科目、477 個班級。
2.為提升改善教學環境與品質，本年度特添購部份教室單槍投影機及
螢幕等教學設備，俾以提供數位化教學。

二.健全教務行政

1.推廣全民終身學習，組織招生團隊，積極拓展招生業務
(1)走訪公民營機構、高中職校、獄所、軍方等單位，參與技職專校
博覽會、就業媒合、課程博覽會等各類活動，積極推廣終身學習
。
(2)97 年度新生登記入學總人數達 1,865 人，每學期在校學習人數
達 2400 人以上。累計歷年登記入學新生已達 18,962 人次。
2.簡化註冊、選課流程，學籍檔案電腦化管理
(1)撰寫輔助版校務系統程式，以利在校生查核各項學習成果與進度
。
(2)設計具人性化之網路選課系統，幫助學生從遠端電腦自由加、退
選課程，並立即顯示選課者該學期應繳費金額與上課課表暨行事
曆。
3.96 學年度計有 429 位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累計創校迄今，本校畢
業人數達 2,709 人。

三.鼓勵專任教師從
事研究

1.自 97 年 9 月成立研究處以來，計有高義展等 5 位教師分別向國科
會申請國家型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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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個計畫申請。
2.配合成立城市智庫舉辦每月至少 1 場城市學相關講座，成立至今共
舉辦 10 幾場相關之專題演講。
3.於 97 年 11 月間向行政院職訓局申請 TTQS 認證，榮獲銀牌獎。

四.刊物編撰

1.定期發行「高空大校訊」刊物，藉以連絡師生情誼，搭起溝通橋樑
(1)每學期出刊 3 期，刊登校長的話、本校大事紀、各學系及行政單
位訊息及師生創作，以加強校內師生聯繫溝通，成為校方與同學
交換意見的園地。
(2)建構一個讓學生暢所欲言的表達平台，給予同學適度的舒解及享
受。
2.電子校刊。同步於本校網站連結電子校刊，讓教職員工及學生上網
瀏覽，多一個了解學校政策、事務的管道，提供學生隔空服務。
3.印製新生註冊、學習學習指南。每學期印製乙次，內含本校教務處
有關規章及學習指引，並以問答方式，解答新生各種疑難，藉以協
助新生儘早了解本校、融入本校。

五.製作廣播教學節
目

97 年度包含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暨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廣播教學節目系
委託專業人員錄製，其概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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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學年度第 2 學期錄製 21 科目，共 975 講次。
2.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錄製 13 科目，共 648 講次。
3.廣播教學委託播放
(1)高雄廣播電台：AM1089 千赫、FM 94.3 兆赫每週共播出 43 節。
(2)教育電台高雄分台高屏地區：FM101.7 兆赫、嘉南地區：FM107.7
兆赫；每週播出 21 節。
六.錄製電視教學節
目

電視教學節目亦委由專業人員錄製，其錄製概況如下
1.96 學年度第 2 學期錄製 2 科目，共 90 講次。
2.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錄製 4 科目，共 162 講次。
3.電視教學節目委由
(1)高雄市有線電視公益頻道 03─慶聯、大信、港都、大高雄等四
家播出。
(2)高雄縣有線電視公益頻道 03-鳳信、南國共二家播出。
(3)屏東縣有線電視公益頻道 03-觀昇、屏南共二家播出。

七.自行錄製網路教
學

1.網路教學課程錄製情形
本校網路教學節目由學校提供錄製設備，教師自行錄製，97 年度錄
製情形如下
(1)96 學年度第 2 學期錄製 22 科目，共 1,062 講次。
(2)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錄製 30 科目，共 1,404 講次。
(3)為確保教師自製教學節目之製作品質，特訂有「高雄市立空中大
學網路課程錄製注意事項」，請教師依據注意事項所規範之錄製
方式錄製課程，以確保品質之一致性。
2.本校積極推動建置城市網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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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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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實施期中、期末
考試各兩次

本校每學期各科目由主講老師統一命題，除小面授外，期中、期末採
集中考試方式辦理並嚴格實施監考，以確實評量測驗學生之學生結果
。

九.健全社團

輔導學生成立社團及校友總會如下
1.六大學系學會：(1)法律政治、(2)工商管理、(3)外國語文、(4)文
化藝術、(5)大眾傳播、(6)科技管理學系學會。
2.社團：有新聞社、養生社、美術社．．等 21 個社團。
3.校友總會。
4.各學會、社團、校友總會等自治團體，每學期舉辦各種活動由學校
卓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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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學生生涯規劃升學國家考試輔導，計辦理「求職寶典職涯輔導講
座」
、專案管理師認證輔導考試、英文能力檢定輔導班，提高學生錄
取率及辦理職涯規劃專題講座。

十一.獎勵金及工讀 獎學金、助學金及工讀生業務辦理情形如下
1.97 年度編列 210 萬元提供學生工讀助學，共有 53 位學生參與。
2.獎勵學生參加研究所考試提供獎學金，97 年共冇 20 位學生考取國
內公私研究所。
3.本校特殊教育學生人數約 70 人，獎學金金額約 250 萬元，因市府
預算無法編列補助，致獎學金部分無法支應。
十二.訂購期刊、雜
誌、報紙
貳、推廣教育

叁、購置資產計畫
一.資訊設備

本校圖書館 97 年度訂購 110 種中西文期刊（雜誌）
、報紙訂閱 13 份
，依需求尚足以滿足讀者之需求。
1.97 學年度計開高雄女子監獄、高雄監獄及屏東監獄等 3 所監獄共 7
個班 27 個學分，共計 202 人次受刑人報名上課。
2.有關與高高屏 7 所社區大學策略聯盟乙案，現正協議課程設計中。
3.已獲得職訓局 TTQS 認證通過並獲得銀牌獎，現向行政院職訓局南
區訓練中心辦理「98 年度產業人士投資計畫」申請，
『資訊概論』
學士學分班等班次，正由該中心審核中。

1.本校電腦機房通過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驗證並取得
證書。
2.建置校園無線網路(含圖書館玫瑰廳)。
3.建置電腦機房自動滅火系統。
4.新購網路教學伺服器主機，提供較佳的效能供學生上網收看網路教
學節目。

二.交通運輸設備

97 年 11 月採購廂式客貨公務車乙輛，為學校招生宣導及加強行銷本
校，於該車之車頭及車身施作彩繪。

三.中西文圖書

本校圖書館 97 年度中西文圖書資料採購預算經費 150 萬元，於 97 年
10 月完成發包，得標廠商於 97 年底完成交書，總計增加 2,642 冊。

肆、行政管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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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設置教室健康檢查表並規劃整齊劃一的課桌椅，使得整個教室環境
具有整體、美化性。
3.辦理本校校園場域 ROT 案-委託顧問公司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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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可行性評估報告，經審查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就報告內容進行
審查，審查結果報告修正後通過,後續進入提報期中計畫書階段。
4.97 年度基金來源決算數 124,566 千元、基金用途決算數 105,183
千元，本期短絀 19,383 千元。
5.提升人力資源管理
(1)新聘專任教師 3 人，聘任兼任教師 147 人次。職員他調 2 人及他
機關進用 2 人。
(2)辦理兼任教師升等 5 人；辦理職員記功 20 人次、嘉獎 100 人次
、記過 0 人次、申誡 0 人次。
(3)辦理員工性別主流化研習講座 1 場，參加人員 38 人次。
(4)辦理親子活動計 20 人次參加；有效的情緒管理研習計 22 人次參
加。辦理資訊安全管理研習計有 64 人次參加。薦送職員同仁 2
人參加員工心理健康保健研習。
(5)完成本校第 4 任校長遴選及相關遴選法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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