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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研究及訓改善教學品質。開設課程多元化、實用化；充實師資陣容；建構優質學
習環境；全年度大、小面授共計開設 336 科目 479 個班
輔計畫
級，並再增購單槍、螢幕等教學設備，提供多媒體教室
，以提升教學環境品質。
重視中高年齡及弱勢族群，提供學雜費減免優惠，96 年
度二個學期特殊身分學生學費優待減免人數共計有 1,123
人，96 年度學雜費減免優惠金額達 1 千萬 36 萬多元。
健全教務行政。簡化註冊、選課流程，學籍管理及畢業生資料檔案管理
電腦化：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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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年度起，另設計更具人性
化之網路選課系統，讓學生從遠端即可自由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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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學年度計有 452 位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累計創校迄
今，本校畢業人數達 2,281 人。
提升專任教師研獎勵學術研究風氣、鼓勵教師參加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97 年度本校計有 4 位專任教師向國科會申請五件專題研究
究。
計畫，刻正審查中。另有 1 位專任教師以「數位教材研發
專案管理學程」為題，向教育部申請「96 年度補助重要特
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
定期出刊校刊。定期出開本校校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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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校
內師生之聯繫溝通。
提昇廣播教學節 96 年度包含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暨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廣
目品質。
播教學節目系委託專業人員錄製，其概況如下：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錄製 21 科目，共 1,008 講次。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錄製 20 科目，共 990 講次。
廣播教學委託播放：
高雄廣播電台：AM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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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101.7 兆赫、嘉南地
區：FM 107.7 兆赫；每週播出 21 節。
加強電視教學節電視教學節目亦委由專業人員錄製，其錄製概況如下：
目品質。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錄製 9 科目，共 432 講次。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錄製 5 科目，共 252 講次。
電視教學節目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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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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播出 36 節。
高雄縣有線電視公益頻道 03-鳳信、南國共二家播出，
每週各播出 14 節。
屏東縣有線電視公益頻道 03-觀昇、屏南共二家播出，
每週各播出 14 節。
強化作網路教學本校網路教學節目由學校提供錄製設備，教師自行錄製
，96 年度錄製情形如下：
品質。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錄製 9 科目，共 450 講次。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錄製 20 科目，共 972 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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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評量。

每學期各科採主講老師統一命題。期中、期末考試採集中
考試方式，嚴格實施監考。

健全學生社團，輔導學生透過課外活動，以提昇學習效能，培養休閒生活
舉辦各項研習活，激發服務精神，陶冶合群性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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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近 30 個社團及校友組織，每學期定期辦理社團幹部聯席
會議及研習營訓練基本團務行政能力及聽取社團幹部意見
，協助校務推動、凝聚學生與校友之向心力和認同感，每
學期辦理幹部研習營活動，藉由實作與活動以培訓社團幹
部方案企劃及執行能力、學習組織領導並加強師生間情感
交流與溝通；為活絡社團運作，並提供經費補助社團辦理
活動及社務運作。
鼓勵輔導學生參設置輔導信箱、輔導諮商室，由專人提供諮商、升學、就
加各項升學及就業、生涯等多面向服務，96 年度計有 21 名同學考上研究
業考試。
所。
輔導校友總會運積極參與校友總會活動及會議，並提供各項行政及資源協
作。
助，凝聚校友對母校之向心力，並辦理畢業典禮、開學典
禮、壘球示範賽、歲末聯歡活動、社團幹部聯席座談、社
團博覽會等各類活動，藉由學生共同參與執行學校活動，
來增進學生對學校之瞭解與認同感，並促進師生之情感交
流。
協助校務推廣。訂購中文期刊 113 份、西文期刊 1 份。訂購中文報紙 12 種
、西文報紙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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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廣教育

培養民眾寓教於建構優質終身學習環境，組織招生團隊，走訪公民營機
樂，讓良好的讀 構、高中職校、獄所、軍方等單位，參與技職專校博覽
書風氣蔚為時尚 會、就業媒合博覽會、課程博覽會等各類活動，積極拓
。
展招生業務。95 學年度第 2 學期（96 年 2 月）登記入學
新生 732 人，96 學年度第 1 學期（96 年 9 月）新生登記
入學人數達 1,069 人，96 年度新生登記入學總人數達
1,801 人。累計歷年入學新生已達 16,339 人次。多元化
教學，排除中高齡學生學習障礙；提供特殊生學雜費減
免優惠。
為並落實公務員終身學習，進而提升專業技職能，95 學
年度第 2 學期起，再與本府交通局合作開辦「交通行政
」學分班，開設交通法規、運輸學、運輸規劃學、運輸
經濟學、交通行政、交通政策、運輸管理學等 7 門課程
，計有學員 93 人次。

叁、購置資產

資訊安全提升。購置防火牆記錄伺服器，以提升資訊安全。
購置垃圾郵件過濾閘道器，以減少垃圾郵件數量。
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包括：系統災難回復管
理軟體、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之教育訓練及監控管
理系統設備（含安裝）。
協助科技管理學系規劃建置電腦教室 1 間及現有電腦教
室之個人電腦汰換。
校舍修繕。

圖書館周圍水溝排水更新改善工程：徹底解決積水及惡
臭暨防止登革熱產生，其經費為新台幣 1,399,000 元整。
媒體教學大樓整修工程：增設第二錄音室及網路攝影棚
，以利教學之運用，其經費為新台幣 1,520,000 元整。
圖書館防漏及粉刷工程其經費為新台幣 98,000 元。

中西文圖書及圖增購中、西文圖書 3,811 冊及視聽資料 61 片。
書館軟硬體服務圖書、過期期刊借閱提高狀況：
設施改善。
 96 年圖書約借閱 99,445 冊，較 95 年提高借閱 4,643
冊。
過期期刊約借閱 17,547 份，較 95 年提高借閱 1,918
份。
館軟硬體服務設施改善執行成果：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為求改善服務品質並提昇行政效能
，將原有軟體維護增加硬體主機維護，以期增長使用
年限並減少故障率，以免造成借還書民眾之困擾。圖
書安全系統，實施定期檢測，對書籍流失減少助益頗
大。
為增進夜間使用本館自修室讀者人身安全，本館加裝
監視系統，對於夜間性騷擾人士干擾，且相當之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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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肆、行政管理

辦理採購、出納配合辦理採購合計辦理公開招標暨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
業務以達成支援 劃書計 24 案，利用共同供應契約共計 123 案。
教學與輔導工作為加強服務本校學生提升註冊收費效率，951 學期起委託
及加強財產及文 台灣銀行代收學費，繳費管道擴及 24 小時服務之便利超
書檔案管理。
商，並可透過網路或信用卡繳費。
落實財產管理，人員異動或離職時建立財產移交制度。
積極將超過使用年限且已經不能使用之財產及非消耗品
進行報廢工作。
文書處理部份：
每日公文隨到隨收，96 年度公文收發件數，收文計
3,878 件，發文計 601 件。
 96 年度公文平均處理日數均在 1.73 天內結案（收文
為 1.95 天，發文為 1.31 天）。
檔案管理部份：
 96 年度統計歸檔件數計 4,343 件。
加強文書檔案稽催，均依規定辦理事前稽催，每週製
作統計表陳核；公文處理時效明顯改善。
辦理本校已屆保存年限（1 年、3 年、5 年）檔案銷毀
作業，本年度總計應銷毀屆保存年限檔案計 1,493 件
，移轉文獻會保存計 10 件。
本(96)年度已完成改善本校檔案空間，購置移動式儲
櫃、監視錄影設備、不斷電系統、除濕機等，繼續加
強典藏處所之設備更新。

伍、人事行政

依相關人事規定辦理新聘專任教師 1 人，他調專任教師 1 人；聘任兼任
執行辦理員工考 教師 94 人次。職員他調 2 人及他機關進用 2 人。
績、獎懲、查核辦理兼任教師升等 4 人；辦理職員記功 16 人次、嘉獎 60
、任免、升遷、 人次、記過 0 人次、申誡 0 人次。
撫恤、退休、保辦理員工性別主流化研習講座 1 場，參加人員 18 人次。
險、福利等業務 公開宣導性騷擾防治措施及校園性別平等觀念，各分別
。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參加人員 38 人次。
辦理親子活動計 17 人次參加；溫情與法律研習計 16 人
次參加。辦理消費者保護研習計有 16 人次參加。薦送職
員同仁 2 人參加員工心理健康保健研習。

陸、會計業務

依照預算書執行96 年度基金來源決算數 103,132 千元、基金用途決算數
歲計會計及統計116,501 千元，本期短絀 13,369 千元。
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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