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拾壹、市立空大
!
˘ă͔ซϔมྤଯજಞા CPU ९!
(一)透過「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宿舍餐飲區、教學會議區及健身休閒區設施設備
興建營運移轉案(BOT)」
，引進民間資源推動市立空大附屬設施 BOT 案，使
本府市立空大學習空間具有「城市大學國際會館」的功能，提升校務治理
及社區營造的績效。業已完成都市計畫用地由文小用地變更為文專用地，
本府並於 99 年 12 月 16 日公告生效。
(二)本計畫最小投資規模為新台幣 1.32 億元。委外範圍為市立小港游泳池、市
立空大住宿大樓、玫瑰廳、教學大樓第五層樓及校內部分開放空間，由民
間自行規劃興（重）建健身休閒中心、住宿空間、會議餐飲之文化創意園
區。本案預定於 100 年 2 月辦理公告招商。
˟ă೩̿ݱξฟ̂ٸጯᅈିጯݡኳᄃڇચ!
(一)強化網路教學平台及優化教師自製數位課程軟體計畫
本府市立空大於 99 年 1 月規劃強化網路教學平台及優化教師自製數位課程
計畫，計畫預算計新台幣 280 萬元，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60 萬，99 年 12
月建置完成 iLMS 數位學習平台及購置完成 Course Master 及 StreamAuthor
自製教材軟體。預計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面施行。
(二)分齡縮減數位學習落差計畫
為協助中高齡在學學生解決數位平台及相關資訊應用之問題，於 99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5 日舉辦三梯次，共 15 場分齡縮減數位學習落差研習，約
70 人次參加。
(三)縮減數位學習落差－製作「數位學習課程使用教學影片」DVD 光碟
為使新生快速學習市立空大學習與知識管理系統（XMS）之實用技能，製作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數位學習課程使用教學影片」DVD 光碟影片 300 份，於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典禮時分送新生，依據影片中所教導之步驟，輕鬆
享受上網學習的樂趣。
ˬăԼචିጯݡኳ!
(ㄧ)開設課程（學程）多元化、實用化
1.開設課程多元化、實用化
為因應世界潮流之脈動，並配合國家及社會之需要及市立空大學生成人
教育之需求，課程開設配合趨勢需求之發展，輔以因時因地制宜，保持
多元與彈性，方能充分滿足學習需求。
2.規劃辦理認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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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多元學習之機會，市立空大規
劃「認證課程」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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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
2
3
4
5
6
7

學 系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文化藝術學系
法政學系
法政學系
工商管理學系
大眾傳播學系

認 證 課 程 名 稱
城市治理經理人
高雄學跨域學習
文化資產管理
高階行政幹部勞資談判
高階經理人企業法律
購物中心營運管理
三立公民紀錄片製作

學分數
20
18
18
18
15
15-18
17

3.認證課程自 98 學度期起已陸續開課，9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認證課程選課人
數計有 1,588 人次。
(二)獎勵教師加強學術研究工作
鼓勵專兼任教師爭取各項研究計畫經費：
1.本府行政委託通識教育中心許文英助理教授執行「弱勢族群人權宣導學
堂計畫」
。執行期間自 99 年 1 月 1 日至 99 年 12 月 31 日，實際執行經費
共計 1,817,614 元。
2.本府環境保護局委託吳銘圳助理教授執行「99 年度社區節能減碳執行與
行動計畫」。執行期間自 99 年 1 月 1 日至 99 年 12 月 31 日，經費共計
4,430,000 元。
3.本府行政委託通識教育中心許文英助理教授執行「2010 高雄市人權態度
調查研究計畫」。執行期間自 99 年 3 月 1 日至 99 年 7 月 31 日，經費共
計 369,445 元。
4.屏東縣政府勞務採購案「屏東縣政府組織發展總顧問 99 年度計劃」由市
立空大吳英明校長及法政學系蔡宗哲助理教授執行。執行期間自 99 年 6
月 28 日至 99 年 12 月 31 日，經費共計 550,000 元。
5.教育部補助法政系李福隆副教授辦理「新移民之原生社會文化公民與人
權醫療教學發展計劃」
。執行期間自 99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
經費共計 106,000 元。
6.教育部顧問室 99 學年度新住民與多元文化教學發展計畫補助法政學系李
福隆副教授辦理「法定夫妻財產制與婚姻移民財產權之保障」
。執行期間
自 99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經費共計 170,000 元。
7.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補助文藝系徐文琴教授辦理「十八世紀姑蘇版『西
廂記』之探討--雍正、乾隆時期『洋風版畫』專題研究」
。執行期間自 99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經費共計 434,000 元。
8.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採購案「99 年度高雄市縣市合併養護工程相關組
織及業務發展計畫」由法政系蔡宗哲助理教授得標執行。執行期間自 99
年 9 月 14 日至 99 年 12 月 31 日，經費共計 500,000 元。
(三)強化網路學習環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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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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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提升。
2.99 學年第 1 學期網路新開課部份共有 45 門課程(共 2,034 講次);該學期
之電視及廣播課程均轉檔為網路播放格式置於市立空大網站，學生可不
受時間、次數及地域限制上網收看（聽）
。
(四)發展國際學術交流
1.因公出國計畫及國際學術交流
(1)99 年 9 月 6 至 10 日「兩岸城市(高雄、上海、廈門)學術參訪團行程」
拜會上海台灣研究所、上海市政府台灣辦公室、上海廣播電視大學、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廈門廣播電視大學等學術單位共同推動國際
城市研究交流，建立兩岸城市論壇合作基礎。
(2)99 年 10 月 25 至 28 日赴越南河內市出席 2010 年第 24 屆亞洲開放大
學協會(AAOU)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提昇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國際知名
度。
(3)99 年 12 月 15 至 18 日菲律賓空中大學校長及校務經營團隊參訪市立
空大，為落實城市學習國際化、建構「高馬 Kaohsiung-Manila 學習
型大都會」，擬籌設「國際學習中心」（International Learning
Center-ILC）於市立空大運作。
2.產學合作計畫
(1)「城市學學刊出版產學合作計畫」
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許文英助理教授兼研發處處長與新裕豐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產學合作。執行期程自 98 年 10 月至 99
年 9 月止，計畫金額共計新台幣 45 萬元。
(2)「WOW886 網路電視台產學合作案」
市立空中大學大眾傳播學系陳欣欣助理教授兼系主任與城市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推動城市行銷、產學發展。執行期程自 99 年
9 月 11 日至 100 年 9 月 10 日，計畫金額共計新台幣 50 萬元。
(3)「美麗島會廊 MICE 科技化服務專案計畫」
市立空中大學科技管理學系吳欣穎助理教授與美麗島會廊公司產學
合作，將 MICE 服務科技化發展會展知識型服務。執行期程自 99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計畫金額共計新台幣 69 萬 2000 元。
(4)「社區物業管理人力資源發展─豪宅社區管家教育訓練委辦計畫」
市立空中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李文魁副教授與高雄市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商業同業公會產學合作，提升社區物業管理人才的管理品質。執
行期程自 99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1 月 30 日止，計畫金額共計新台
幣 36 萬元。
̣ăઉБ७ચҖ߆!
(ㄧ)市立空大現況
因應國人學習需求與日俱增，終身學習成為現階段教育主流，本府為鼓勵
市民參與學習活動，於民國 86 年 8 月創設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為成人提供
- 359 -

豐富的生涯學習管道。市立空大創校以來，歷經「抽籤入學」
、
「免試入學」
等新生登記方式之變革，至今邁入第 14 個學年、第 27 個學期，累計歷年
登記入學新生已超過 2 萬人，刻正受理 99-2 學期新生報名作業，登記入學
者持續熱絡，為成人在職進修提供多管道及多樣化的教育機會。
市立空大現有在校學習人數由兩年前同前的 2,400 人成長至 99-1 學期的
2,738 人以上，學雜費收入亦由 2600 萬成長至現今 2800 萬元以上。在校學
習人數再次成長，數字顯示在學人數呈逐年穩定發展趨勢。
(二)提昇教學品質
落實終身學習理念，市立空大為成人提供生涯學習管道，推廣終身學習理
念，一直是其成立宗旨。為方便成人業餘進修，市立空大採多元教學方式：
收聽廣播、收看電視、電腦網路教學、大小面授等，彈性上課，充分滿足
不同學習者的需求，為成人學生建構優質的終身學習環境。
市立空大目前每學期在學學生 2,700 人，加上暑期修課人數，每學期在校
學習人數達 3 千人，年齡 40 歲以上學生則占四成八以上，故在課程的安排
上，特別重視中、高齡者的學習權，授課內容以實務為導向，鼓勵老、中、
青不同年代學生間合作學習、互助提攜，力求排除中高齡學生之學習障礙，
並給予 65 歲以上學生學分費全免優待，鼓勵市民終身學習，實現受教機會
均等理想。
(三)定期辦理招生
1.市立空大刻正積極受理 99-2 學期新生報名作業，為加強服務新生、簡化
新生報名手續，已建置完成網路報名機制，方便外縣市民眾先行上網報
名，再行網路選課作業。為行銷市立空大，宣揚開放、遠距教學對成人
學習的便利性與實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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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透過文宣品、廣告、新聞稿、夾報、網際網路、電台專訪、車廂廣告、
候車亭、捷運站多媒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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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市立空大，並收招生具體成效。有感於
近年來教育管道暢通、招生市場競爭十足，市立空大師生全體總動員，
組織招生團隊，深入基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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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媒合博覽會、課程博覽會等各類活動
傳遞市立空大優勢與利基，積極拓展招生業務。
(四)畢業申請部分
1.在校務 14 年來的順利推展下，已逐漸嶄露具體的辦學績效，除保持一定
人數的新生入學成果外，從 88 學年第 2 學期（民國 89 年 8 月）市立空
大誕生第一位畢業生以來，往後每學年，修業達教育部規定取得學士學
位 128 以上學分之畢業生人數，均呈逐年遞增的成長趨勢。
2.統計資料顯示，98 學年度計有 501 位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創市立空大
創校以來畢業生人數最多的紀錄。累計創校迄今，市立空大畢業人數達
3,708 人，歷屆畢業人數呈現逐年成長趨勢，證實與歷年入學新生人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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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呈正向相關性；亦即，因入學新生人數穩定成長，致使每年應屆畢
業生人數呈現穩定上升。
(五)學籍管理電腦化
1.現代化資訊系統使學生學籍資料管理更臻於完備，不僅提高工作效能、
縮短資料處理時程、減化學生各類申請案件程序，經電腦處理後產生的
數據，更為校務發展貢獻其價值，於數據佐證下，制定校務經營策略與
目標。
2.為使學生查詢修業期間各學科成績與畢業學分分配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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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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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以利學生掌握到校面授期程，如期
準時上課。
(六)充實圖書館各項軟硬體設備
市立空大圖書館改造計畫以發展成為「高雄市城市學習新地標」和「社區
學習資源中心」之功能為目標。改造案總經費新台幣 5000 萬元，於 99 年
11 月完工重新開館。
(七)進行教學媒體製作播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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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個科目，2,664 講次。
(1)電視教學節目錄製計 1 科，36 講次。
(2)廣播教學節目錄製計 12 科，558 講次。
(3)網路教學節目錄製計 47 科，2,070 講次。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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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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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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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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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師升等及教職員訓練進修
目前在職進修 2 人（博士 1 人、學士 1 人）及英檢通過人數計 11 人。
(九)健全機關組織功能合理管制員額，合理規劃運用人力情形
1.市立空大編制員額 55 人，99 年度現職人員 45 人，精簡 20%。
說明如附表︰
員額
教師
職員
合計
編制
26
29
55
99 預算
24
24
48
99 現職
21
24
45
2.市立空大刻朝網路大學發展，並開創產學合作，新創業務增廣，有力提
昇城市競爭力及市民進修管道方便性，為應多元校務所需人力與經費，
均由自籌基金進用教學及工作人員，執行相關業務。
(十)精進人事法制及行政效能
1.健全校務發展及評鑑機制
(1)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務發展顧問聘任辦法
（99 年8 月9 日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第 15 次行政會議通過）
(2)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99 年 11 月 24 日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第 22 次行政會議通過）
(3)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99 年 12 月 8 日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99 第 23 次行政會議通過）
2.健全教師教學研究獎勵發展機制
(1)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圖書出版補助要點
（99 年 7 月 7 日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第 12 次行政會議通過，99 年 8
月 28 日經高雄市政府同意備查）
(2)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獎勵教學優良教師實施要點
（99 年 12 月 14 日本府第 1430 次市政會議通過）
(3)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勵要點草案
（市政會議通過，陳報行政院申覆通過後實施）
(4)舉辦市立空大「教師研究交流分享會」
，以促進專、兼任教師之教學
研究經驗交流及能力提升改進。截至 99 年 12 月底共舉辦 7 次。
(十一)重視弱勢族群教育
為保障弱勢族群受教權益並配合本府照顧弱勢之政策，市立空大自創校以
來，依據教育部頒訂之「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低收入戶學生
就學費用減免辦法」之學雜費減免標準，訂定「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學生申
請減免學分費、學雜費及優待實習費作業要點」
，舉凡長青族、原住民、低
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子女等多類學生入學市立空大就讀，均享有不
同程度之學分費暨雜費減免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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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空大歷年各類學生申請學雜費減免人數暨經費統計表
減免
類別

學分費

65 歲以上

97-1
學期

97-2
學期

98-1
學期

98-2
學期

99-1
學期

99-2
學期

減免全部

106

102

118

113

125

受理中

55 -64 歲

減免 50%

189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原住民

減免 50%

25

27

32

34

27

減免全部

23

27

20

19

18

124

刪除

61

75

69

26

35

23

24

29

減免 70%

85

刪除

42

48

56

減免 50%

25

25

18

25

17

減免 50%

65

刪除

34

40

42

減免全部

40

44

39

37

38

708

260

387

415

421

身心障礙
本人(重)
身心障礙
子女(重)
身心障礙
本人(中)
身心障礙
子女(中)
身心障礙
本人(輕)
身心障礙
子女(輕)
低收入戶

減免全部
減免 70%

合計人數（人）
優待金額（元）

實習
費

優
待
50%

6,952,454 2,801,028 4,560,244 4,720,728 4,740,548

註：優待金額=選修學分總數×860 元(每學分)×減免學分標準+實習費+雜費

(十二)簡便學生繳費流程
為便利及簡化學生繳費作業，學生持繳費單至台灣銀行、統一超商、全家
便利超商、萊爾富超商繳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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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校務發展基金捐贈款計畫
為落實市立空大財政自主，創造城市大學新動能，發展願景與需求，建置
信用卡、匯款等多元捐贈方式鼓勵各界捐贈。
̱ăૻ̼ݱξംऱΑਕᄃݱξጯࡁտ!
(一)發行城市智庫電子報
每月發行兩次電子報，內容包含城市治理新知、城市治理新動態、國際城
市瞭望與城市論壇等主題，並開放各界投稿，本電子報發行截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共發行 59 期，訂閱人數約計 10,000 人。
(二)出版城市學專書及期刊
99 年 9 月出版《城市學學刊》第一卷第二期。收錄 4 篇通過雙向匿名審查
研究論文及 1 篇中、英文《城市評論》縣市首長專訪特稿。
(三)舉辦研討會
99 年 9 月 28 日於捷運美麗島站內美麗島會廊舉辦「第三屆城市學研究學術
研討會：Next Capital in Aisa─亞都？次都？另類都市？」，共計邀請 18
位學者發表 13 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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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時報論壇
與臺灣時報合作於每週二刊載「城市智庫論壇」報紙專欄文章，由市立空
大專兼任教師發表城市學治理與發展議題專論，共計發表 28 篇。
˛ăૻ̼ጯϠᅃጱ!
(一)健全社團組織發展
1.市立空大每年定期辦理社團幹部研習活動，藉由活動培訓幹部領導統
御、社團團隊合作精神，聽取社團幹部意見，凝聚學生與學校之向心力
和認同感。
2.六大學系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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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團：有志工社、新聞社、美術社．．等 18 個社團。
4.校友總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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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予
補助。
(二)辦理相關輔導服務
1.辦理「新住民伴讀座談會」：為輔導新住民學生學習，99 年 9 月 24 日辦
理「新住民伴讀座談會」
，邀請學校老師、熱心志工，透過焦點訪談及座
談會方式，讓學生充分說明自己的需求，輔導學生安心學習，並協助學
生擁有正向積極的人生觀，快樂開朗面對生活挑戰。
2.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利用學校幹部訓練營活動辦理「性別平等
教育」宣導，輔導學生認識性別平等並藉由活動宣導性別平等教育常識，
以落實推動校園性別平等環境。
(三)獎勵金及工讀
1.99 年度編列 258 萬 5000 元提供學生工讀助學及協助老師研究助理，共有
88 位學生參與。
2.為獎勵市立空大傑出成就或特殊學習學生，訂定學生獎學金設置要點，
99 年度計有：
(1)獎勵學生參加研究所考試，計有學生 9 人提出申請獎學金，每人核
發 1500 元。
(2)減輕身心障礙子女生活負擔，計有 2 人學生提出申請獎學金，每人
核發 3 至 4 仟元。
(3)凡那比颱風對學生家庭突遭嚴重財物損失及因病住院慰問，辦理急
難慰問計有 4 人提出申請，每人核發 3000 元。
(4)獎勵學生參加國家考試，計有學生 13 人參加領隊導遊人員考試及格
提出申請獎學金，每人核發 3000 元。
(四)推動志工服務計畫
招募志工、召開成立大會、協助學校活動服務，以及協助駐點城市學堂服
務。為提供市民、城市新住民和城市自由行學習旅遊者一個完整且多元的
學習服務站；並輔導志工在參與服務的過程中獲得個人成長，發揚志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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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美德，並展現出高雄友善幸福的城市，行銷高雄。
(五)辦理畢業生聯誼會及辦理畢業典禮
1.於 99 年 5 月起輔導六大學系聯合成立 98 學年度畢業聯誼會籌劃辦 理各
項畢業生服務及聯誼活動，包括畢業紀念冊編纂、畢業照、畢業服租借、
畢業晚會暨其他聯誼服務活動之規劃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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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於 99 年 8 月 21 日下午在高雄捷運美麗島站辦理市立空大畢業典禮活動
及授證儀式，以「幸福的學習之途-平凡中最感動的力量」為主題設計，
呈現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多元學習之特徵及終身學習之精神，並象徴空大
學生滿載祝福與邁入人生另一階段，藉由辦理畢業典禮活動，為同學的
大學學習歷程劃下完美句點。
˝ăΐૻᒖဩ࡚̼̈́७۩มԼౄ!
(一)校園環境維護、清潔及安全維護
1.設置教室健康檢查表並規劃整齊劃一的課桌椅，每日派專人負責教室環
境維護，使得整個教學環境具有整體感、美化性。
2.加強環境更新之廢棄雜物清運暨校園清潔工作，另每年清潔維護廠商配
合定期修剪校園樹木，使得校內環境更加整齊美化。
3.就環境衛生方面：為防治登革熱及 H1N1 新流感，加強校園內外之消毒工
作。
(二)校園空間改善工程
1.99 年度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新台幣 300 萬元整辦理「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
人本環境改善計畫」
，養工處補助代辦費新台幣 300 萬元共計工程總經費
為新台幣 600 萬元，進行空大周邊環境綠美化工程，本案於圖書館北側
新設木平台及景觀水池，為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之理念，景觀高、短
燈採用 LED 燈具，並於宿舍大樓後方新設資訊看板一面，本案已於 11 月
竣工，完工後提供附近居民新的休憩空間。
2.99 年度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新台幣 150 萬元，進行外牆整建工程，已於 9
月竣工，教學大樓外牆運用耐候性塗料及馬賽克磚之搭配，完工後呈現
出一流城市開放大學新風貌。
3.行政大樓西曬嚴重，導致夏日室內溫度過高，為有效降度室內溫度，市
立空大向內政部申請經費新台幣 80 萬元整，新設造型遮陽板改善室內溫
度過高之問題，本案於 12 月竣工，完工後不但能降低夏日用電量亦能賦
予建築物新的表情。
4.市立空大將於大門新設「小港區旅遊諮詢服務中心」，目前完成工程發
包，預計 100 年 3 月底前可完工，總經費為新台幣 650 萬元，是一個提
供整合各項市政、旅遊、產業、社區等資訊，供民眾運用之優質場所。
5.「高雄公園周邊環境暨學習資源加值工程計畫工程」預計總經費為新台
幣 500 萬元，目前完成工程發包，預計 100 年 2 月前可以完工，本案將
新設造型雨遮及圖書館前方至行政大樓地坪整建，完工後將可使校園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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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環境煥然一新。
6.為迎接教育部 100 年全國大學校務發展評鑑，於本年度動支市立空大累積
剩餘 1000 萬元，辦理教室課桌椅汰換及教學行政空間美化更新計畫，各
計畫分項工作於下半年度陸續完成如下：
(1)教室課桌椅更新及環境美化裝修：市立空大教室內各項教學設施設
備及課桌椅為教師研習中心移交本校，多已老舊且不符市立空大成
人教育學習者之需求，購置現代化新式課桌椅、更新窗帘及門扇等
空間設施設備及環境美化。
(2)教室及行政樓辦公空間高效率節能照明更新：教室及辦公室內燈具
多為傳統燈具，為因應節能減碳政策，全面更新為高效率節能燈具。
(3)教學樓及行政樓社區舞台空間美化：學校行政樓後方原設置之司令
台已無相關功能，牆面重新美化裝飾為社區舞台，辦理各項學生活
動及市立空大與鄰近社區民眾互動之用，另針對教學樓公共空間牆
面美化裝飾。
(4)行政樓 1 至 2 樓電梯口入口意象設計裝修工程：市立空大行政樓各
樓層電梯口處，目前空間空洞單調且部分閒置，為加強市立空大行
政樓各樓層電梯口處空間利用及美觀造景，將加強入口意向概念，
營造市立空大城市開放大學遠距教學特色，創造師生學習交流環
境，可使師生樂於親近校園，享受城市學習。
(5)教室走廊、教學樓大廳上網區及行政樓廊道美化裝修工程：配合教
室課桌椅汰換及辦公空間美化，於教室走廊及 1 樓大廳上網區及行
政樓裝廊道置各項公共傢俱及佈置裝修，以創造學生於課餘及接洽
校務時之優質環境。
(6)行政樓大廳及外牆藝術燈光美化裝修：行政樓大廳及外觀空間燈光
老舊昏暗缺乏造景，難以營造成人教育學習交流氛圍，透過公共空
間燈光改善創造優質學習環境。
(7)行政樓公共空間藝術造型棚裝修：行政樓大廳等公共空間外觀老舊
單調，在現有建築結構上另設計裝置鋼雕藝術及造型棚，以營造成
人高等教育殿堂之意象。
(8)行政樓電算中心及會計室等辦公室裝修：市立空大前僅局部改善辦
公空間，惟目前於轉型為城市開放大學過程中，亟需電算中心及會
計室配合辦理相關轉型業務，爰因應改善現有老舊辦公室環境及辦
公設施設備。
7.運用第二預備金購置數位多功能講桌：為強化 E 化學習，及提升多媒體
教學品質，運用本府第二預備金購置 12 組數位多功能講桌，於一般教室
內使用提昇多媒體影音及數位教學品質。
ȈăޙϲᜈԼචᄃݡኳܲᙋ፟!ט
過去教育部辦理之各項評鑑工作，對象僅限於高教型大學和技職型大學，自
100 年度起首次將社教型空中大學列入評鑑對象。因應此一變革，市立空大自
我評鑑機制自 98 年底開始規劃，99 年元月正式啟動，並於 99 年度第 99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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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通過「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自我評鑑辦法」
，完備自我評鑑機制。
為執行自我評鑑工作，續成立「自我評鑑委員會」，負責推動、規劃和督導
各單位自我評鑑工作；受評單位包括所有教學研究及行政單位，自我評鑑工
作以每五年辦理一次為原則，訂於教育部評鑑前一年實施，必要時得配合時
程調整，自我評鑑業務召集單位為研發處，並得視情形不定期召開會議。
自我評鑑委員會

校務自評

學系自評

自我評鑑小組（幸福評鑑小組）

幸福評鑑小組

教師評鑑及教學評鑑

研發處

總督導

幸福評鑑小組執行委員

幸福評鑑小組專案秘書
圖 市立空大自我評鑑機制架構
綜觀市立空大之自我評鑑制度，包括校務自我評鑑、學系自我評鑑（教學單
位評鑑）
、教師暨教學評鑑三部分，現階段校務自我評鑑與學系自我評鑑係由
市立空大「自我評鑑委員會」主任委員（校長）親自遴聘若干人，採任務編
組方式組成市立空大「幸福評鑑小組」為執行單位，教師評鑑及教學評鑑則
由研發處主辦。因此，為確保市立空大辦學品質及善盡市立空大社會責任，
並達成市立空大自訂之重要校務績效指標，學校持續改善之品質保證機制具
體作法如下，以達成市立空大通過教育部「100 年度大學校務評鑑」之終極目
標。
(一)訂定「自我評鑑辦法」
，成立「自我評鑑委員會」
，建立改善品質保證機制。
(二)辦理品管圈活動，擴大參與層面，精進校務發展。
(三)活化整合校內、外與校務發展相關組織，鼓勵普及參與校務治理。暢通意見
回饋管道，溝通無往不利，確保持續改善與辦學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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