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拾壹、市立空大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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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參與終身學習活動，於民國 86 年 8 月創設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為成
人提供豐富的生涯學習與發展管道。創校以來，歷經「抽籤入學」
、
「免試
入學」等新生登記方式之變革，即將進入第 20 個學年，目前設有法政、
工商、科管、大傳、文藝、外文等六個學系，累計歷年登記入學新生人數
已超過 3 萬人，為成人在職進修和回流教育提供多元管道、多樣化的教育
機會。
市立空大每學期在校學習人數，自 101 學年度 2,692 人成長至 104-1 學期
超過 2,800 人。以 104-1 學期學生年齡分佈為例，以 30-39 歲和 40-49 歲
最多，各占 26％、合計占 52％，其次為年輕學生 18-29 歲占 18％，50-59
歲占 17％，整體而言，50 歲以下的人數約占總數的 70％，50 歲以上人數
占總數的 30％，其中，60 歲以上人數佔 13％。依學生居住所在地分析，
住大高雄地區約佔 8 成；依學生職業別分析，軍、公、警政人員約占 2 成，
其次為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退休人員及未就業人員在 1 成以上。整體而
言，女性又多於男性。
其次，積極開發外縣市學生是本校現階段招生策略，除 99 年起開辦雲林
班外，102 年起開辦台東班，103-2 學期起開設南投、彰化班，104-1 學期
起更開設屏東及澎湖班。103 年度起，本校分別與陸軍第八軍團、海軍陸
戰隊簽訂合作策略聯盟，協助國防部配合募兵制力推的國軍在職進修，提
升學歷的政策，鼓勵南部國軍利用公餘時間取得大學學歷，俾利軍中袍澤
兼顧軍旅生涯與學識涵養之提升，並為未來就業做準備；另於 103 年 10
月，與原住民部落大學策略聯盟，合作共同開設進修課程，為原住民
族建立取得大學文憑的平台。
現面臨國內教育環境變化，大學擴增、高等教育普及，加上少子化影響，
各大學普遍面臨學生來源減少的情況下，市立空大學生人數仍能持續穩定
成長，殊為不易，亦顯見民眾對終身學習需求若渴，結合一般傳統課室教
學與數位化課程遠距教學方式，受到民眾喜愛與青睞。每學分 860 元的收
費，彈性自主的學習方式，實用多元課程，提升教學品質，應為主因。根
據學生選課分析，學生不再以取得大學學位為主，體現終身學習、學習第
二專長或興趣驅使而至本校就學者已有增多趨勢。所以，因應知識快速發
展與社會變遷，本校校務發展與課程內涵必須漸進轉型，不單只提供成人
完成大學學位，更是提供成人具備第二專長的學習機會，規劃提升其生活
素養與職場專業技能的實務取向課程，以縮短學用之間的落差。因此，積
極招生、拓展生源，仍是本校當前校務經營最重要工作之一。
瞻望未來，市立空大一定要在現有人力及可用的經費上，發揮最大效能，
提供最佳的學習機會，充實市民相關的素養與知能，實踐終身學習的目
標，並為城市發展培養人才，簡言之，五星城市，一定要有五星市立大學，
市立空大是上大學的捷徑，
「經濟實用 好大學」
、
「終身學習 最歡喜」則
是我們共同的承諾。

二、提升教學研究品質
（ㄧ）開設課程（學程）多元化、實用化

1.開設課程多元化、實用化
市立空大為一所致力於推廣終身學習的大學，鼓勵 18 歲以上民
眾踴躍登記入學，只要有學習意願、學歷不拘、免入學考試均可
入學，享受幸福學習的樂趣與自主學習的成就感。為因應世界潮
流之脈動，並配合國家及社會之需要及成人教育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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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分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為學生建構優質的終身學習環境。
2.改變通識教育修課規定，由原訂 4 科必修，改為由學生在人文、
社會、自然與城市學四領域中至少選修 2 科（合計 20 學分）
，以
符合多元、彈性之意涵，藉期避免學生因個別、特殊的個人因素，
無法完成原訂必修科目之學習。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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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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校認證課程陸續開課中，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認證課程選課人
數計有 549 人次，至今取得認證課程證明書學員共計 63 人次。
（二）獎勵教學術研究工作鼓勵專兼任教師爭取各項研究計畫經費
1.科技部補助市立空大大眾傳播學系張惠博教授執行「成人科學教
育的實踐：以「科技與創新」課程為例」專題計畫。執行期間自
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計畫經費共計 244 萬 3000
元整。
2.科技部補助市立空大大眾傳播學系張惠博教授執行「學習在雲端
-揭開科技與科學的神秘面紗」
。執行期間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7 月 31 日止，計畫經費共計 99 萬元整。
3.科技部補助市立空大大眾傳播學系張惠博教授與宗靜萍助理教
授執行「新媒體科普傳播：遇見無所不在的生活科學」專題計畫。
執行期間自 104 年 8 樂 1 日起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計畫經費
共計 111 萬元整。
4.教育部補助市立空大「樂齡大學計畫」
。執行期間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計畫經費共計 28 萬 8000 元整。
（三）強化網路及多元場域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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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習效率有效的提升。
2.104 學年第 1 學期網路課程(新錄及重播)共有 75 門課程（共
3,384 講次）;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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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市立空大之網路教學平台係使用 iLMS 整合式數位學習系統，於
去（104）年 10 月完成系統更新，使該系統之功能更加完整，以
符合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需求。
4.市立空大於去（104）年 9 月底完成更新行政大樓 5 樓教學用電
腦教室內個人電腦 36 部，以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5.為提升市立空大網路線傳輸速度及品質，於去（104）年 12 月中
旬前將市立空大行政大樓一樓各處室辦公室內網路線重新配置。
（四）發展國際學術交流
因公出國計畫及國際學術交流
1.本校張惠博校長於 104 年 7 月 4 日至 11 日赴西班牙出席第七屆
教育與新學習技術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以加速推動市立空
大與國際大學緊密聯結，促進城市外交及提升國際能見度。
2.本校研發處蔡宗哲處長於 104 年 8 月 5 日至 11 日赴日本考察行
動學習示範、應用及推動機制，進行學術交流，並加強與日本
九州地區大學交流，本次交流更可作為市立空大未來發展之參
考。
3.本校研發處蔡宗哲處長於 104 年 11 月 4 日至 11 月 8 日參加廣
東外語外貿大學舉行之第 14 屆亞洲大學校長論壇(AUPF)，與各
國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以促進校務發展與國際化。
4.本校張惠博校長與通識教育中心胡以祥主任於 104 年 11 月 4 日
至 8 日赴中國廣州考察中國城市型開放大學，藉由實地參訪中
國一線城市的廣播電視大學運作機制，作為本校教務治理與經
營的參考。
5.本校高義展教務長於 104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6 日考察英國空
中大學，藉由考察課程教學運作機制及實施現況，以達到增進
本校課程教學設計規劃之效益。
6.本校高義展教務長、課務組吳素瑤組員與註冊組薛惠文組員於
104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赴越南考察胡志明市空中大學及相
關台商聯合總會，了解當地台商學習需求及概況，以及討論籌
設越南台商學習指導中心之可行方案。
7.本校人事室江敏華主任與研發處洪燕玲組員於 1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參加馬來西亞開放大學所主辦之第 29 屆亞洲開
放大學協會(AAOU)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藉由參加 AAOU 年會暨研
討會，加速推動本校與國際接軌，瞭解目前成人教育與終身學
習發展趨勢，精進本校教師教學。
8.本校張惠博校長於 104 年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4 日，赴美國考
察美國夏威夷當地成人教育與終身學習相關大學及學術單位，
藉以了解當地線上學習系統、實務課程，以精進本校教學。

三、提升遠距教學品質與服務
（一）為確保媒體教學節目製作之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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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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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媒體製作播送情形
1.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媒體教學節目製作：本學期新製作視聽及網
路教學節目共計 68 個科目，3,150 講次。
（1）電視教學節目錄製計 1 科，54 講次。
（2）廣播教學節目錄製計 14 科，648 講次。
（3）網路教學節目錄製計 53 科，2,448 講次。
2.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媒體節目播放情形
（1）廣播教學委播情形：高雄廣播電台 FM94.3 兆赫、AM1089 千
赫，每週共播出 43 節。
（2）電視教學委託：本市有線電視台於公益頻道 3 播出，每週
播出 12 節。屏東縣有線電視各於公益頻道 3，每週播出 14
節。
3.有關大面授廣播及電視課程媒體教學：各送乙套放置市立空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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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強化網路及多元場域學習環境
104 學年第 1 學期網路新開課部份共有 53 門課程（共 2448 講次
次）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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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本校「學習機會均等」政策，本校於教學平台設置免費課
程專區，挑選部分免費課程，供校內外人士不須登入即可自由收
看或收聽。

四、強化教務行政
（一）成立招生團隊，運用多元媒體輔以人際宣傳，積極拓展招生業務
1.建置完成網路報名與現場報名雙軌服務機制，並運用有限預算，
規劃每學期多元媒體招生策略，透過招生文宣品（簡章、海報、
傳單）、大眾傳播媒體、夾報、交通路口 LED 廣告、電台節目專
訪、車廂廣告、紅布條、新聞稿、網路等多元宣傳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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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每學期於招生期間除發行紙本招生簡章外，也同步於本校網站公
開閱覽。本校招生簡章、招生傳單等文宣品放置於南台灣縣市政
府一樓服務台、市立圖書館暨各分館、市區各公寓大廈管委會公
佈欄、高雄捷運各站服務台、南部各文化中心服務台暨圖書館等
處，供民眾自由免費索閱，達成本校招生訊息廣為周知的宣傳效
果。影音教學影片於本校網站首頁公開連結與播映，以利新生藉
由網路影音資訊，即能迅速了解本校，儘早融入本校，享受學習
樂趣。
3.積極參與警察、軍人及新移民等招生宣導，並參與高雄市政府各
局處舉辦之大型活動，或結合民間團體活動共同辦理招生宣導與
設攤，收行銷學校、宣導招生之效益。
4.亟力爭取免費之媒體宣傳，如行政院數位多媒體電子看板、經濟
發展局商圈 LED 電視牆招生、大學聯招資訊網、高雄市公車車體
後廣告看板、捷運站體外大型看板等免付費之招生行銷廣告露出
機會。
5.據本校「新生問卷」調查結果，本校新生來源 4 成以上係由親友

與在校生引薦介紹而來，為獎勵熱心同學、師長及校友以個人為
單位推薦親友至本校就讀，本校辦理「鑽石嘴」選拔計畫，推薦
新生（有選課繳費者）達一定人數以上者，介紹人頒予「10 克
拉鑽石嘴獎」
、「鑽石嘴獎」
、「金嘴獎」
、「銀嘴獎」、
「有口皆碑」
等獎項，推出以來，本校規劃之特色提袋與書包以及圖書禮券等
推薦獎，頗受學生歡迎。
（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健全教務行政
1.兼顧並落實形成性與總結性之學生學習評量方式
市立空中大學鼓勵教師採多元評量，包括紙筆測及學習報告、學
生作品實作評量、多媒體遠距教學評量等方式，檢核學生學習成
效。形成性評量是在學生學習過程透過多元評量手段，學期結束
前再施以總結性評量，不僅讓授課教師瞭解學生學習狀況，進而
促使學生檢視自我學習成果。此外，校方亦可藉以檢核授課教師
的教學成效，提供其調整教學內容和策略。
2.建立評核學生學習成效機制
採網路問卷施測，每學期期末定期施測教師教學評鑑問卷，藉以
瞭解學生對課程學習自我反思與成效檢核，以及對課程品質的滿
意程度，作為教師教學改進的重要參考。
3.建置期中預警機制，適時提供學習輔導
為及時察覺學生學習問題，予以適時協助輔導，提升學習成效，
建立自主學習學風，對期中評量成績不及格之學生提出預警，透
過本校「學生學習成效期中預警制度作業流程」聯繫各學系（含
中心）及授課老師加強關注輔導，並由各學系（含中心）針對學
習狀況不佳學生進行輔導措施。同時排定課程諮詢時段，供作學
生向老師諮詢課業問題之專屬時間。
4.實施畢業生學習成效問卷，檢驗畢業生在校學習成效
市立空中大學於學生申請畢業時施以問卷調查，問卷施測結果提
供各學系（含中心）參酌，以作為改進課程、提升授課教師教學
品質及檢核學生學習成果之參考依據，並據此總檢驗學生畢業時
達成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程度。包括第一、第二暨暑期，每學
年進行 3 次畢業生問卷施測，104 年施測填答率均達九成以上。
5.簡化教務行政作業，達成節能減碳與便民成效
全面換發「數位學生證」，鼓勵學生持「數位學生證」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享折扣優待；學生學籍資料完成全面電子化管理，同步
提供網路上傳、電子郵件與現場申辦多元管道，簡化學生各類申
請案件之程序。
6.建置網路校務系統，掌握學習進度，提升學習成效
為學生撰寫 WEB 版校務系統程式，以利在校生查核各項學習成績
與學習進度；另設計友善之網路選課系統，讓學生從遠端即可自
由加、改選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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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增設推廣教育課程
（一）與法務部合作開設監獄班課程，以關心男女監獄受刑人受教權
益，於高雄女子監獄及屏東監獄等招收受刑人學生，103 學年度
第 3 學期開設「中國大陸研究」、「人際關係與談判」2 門課程，
選課人次計 42 人次，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國際關係」
、
「資

訊法規」、「基礎日語（二）」3 門課程，選課人次計 85 人次。
（二）與雲林縣政府合辦雲林社區大學課程，利用市立空大網路課程支
援並豐富雲林社大課程，利用雲端數位科技縮短城鄉差距；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開設 6 門課有 119 人次選課。
（三）為推動終身學習的理念，於外縣市開辦更多學習據點班，讓跨縣市
的學生就近面授上課。於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台東班開設 24 門課
計 355 人次選課，彰化班計 13 門課程 214 人次選課，南投班計 9
門課程 149 人次選課，屏東班 10 門課程計 142 人次選課。
（四）104-1 學期推廣教育開設「轉任一般行政 20 學分班」及「轉任教
育行政 20 學分班」課程，共開設 10 門專業科門共 789 人次選課，
提供公務人力進修培養第二專長之職能。

六、落實學生輔導
（一）重視弱勢族群教育
1.重視中高年齡及弱勢族群就學權益，提供 65 歲以上國民、原住
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暨子女、特殊境遇家庭之
子女暨孫子女入學者等多類學生就學費用減免優待。
2.截至目前為止 104 年度就學費用減免優待金額 500 萬元以上。
3.感謝本府與議會支持，自 100 年度起每年補助 500 萬元，以保障
弱勢學生受教權。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各類學生就學費用減免金額暨人數統計表
學年

學期 學分費優待金額

實習費優待金額

雜費優待金額

合計優待金額

優待人數

96

1

5,516,986

65,000

88,280

5,670,266

607

96

2

6,041,844

49,550

92,820

6,184,214

633

97

1

6,789,614

58,300

104,140

6,952,054

708

97

2

2,775,478

25,550

0

2,801,028

260

98

1

4,490,834

39,950

29,260

4,560,044

387

98

2

4,641,248

45,400

33,880

4,720,528

415

99

1

4,670,146

34,750

33,940

4,738,836

421

99

2

4,492,440

42,000

33,060

4,567,500

434

100

1

5,102,464

35,500

36,580

5,174,544

496

100

2

5,068,014

40,750

35,340

5,144,104

495

101

1

4,601,788

34,600

39,220

4,675,608

502

101

2

4,807,174

22,900

36,560

4,866,634

500

102

1

5,298,276

32,100

42,760

5,373,136

558

102

2

5,116,054

29,350

38,160

5,183,564

557

103

1

5,070,862

35,150

36,500

5,142,512

551

103

2

4,670,084

37,750

32,460

4,740,294

526

104

1

4,904,236

30,300

34,940

4,969,476

569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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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仍持續受理 104-2 學期學雜費減免)
（二）針對成人學生需求與屬性，提供特定輔導服務
1.提供身心障礙成人學生個別化支持服務方案（ISP）
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業於 104 年 7 月 15 日行政會
議通過訂定「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
點」
，據此完成 104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籌組暨委員
遴聘，接續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高雄
市立空中大學教殊教育方案」
。自 104 年 12 月起，逐步建置全校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ISP）
，根據其個別狀況及需求，
提供課業輔導、心理諮商、校園生活適應等各項服務，以協助在
學適應及成長。
2.實施「幼兒伴讀」活動計畫
提供單親家庭、新住民、低收入戶等弱勢成人學生，於每月一次
大面授需帶子女返校上課者，由本校安排其子女在校免費參加由
「志工團」規劃的各項才藝活動，達成親子共學效益。統計 104-1
學期(8 次返校面授）服務成人學生計 31 人次，幼兒計 39 人次。
3.針對成人學生特殊需求，專設特殊空間提供服務
設置哺乳室供哺乳中的女性學員使用；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休息空
間與無障礙校園環境，確保其於校園裡安全學習；104 年協助本
校身心障礙學生向「輔具中心」借用學習輔具，以提升學習成效。
4.配合成人學生返校面授時間，調整服務時段
本校非全時在校學習的成人學習者，在校學習時間多為週休二日
或平日夜間時間，因此配合成人上課時間，教務與學務等單位均
配合出勤服務。
5.辦理心理諮商駐校服務
成人學生身兼多重角色，為紓緩學生內心多重角色衝突、時間管

理、學習障礙等壓力，本校聘請專業心理諮商師，於大面授日依
學生所需預約時段，提供個別化心理諮詢與晤談服務。統計
104-1 學期服務成人學生計 7 人次。
6.課業諮詢導師時間，俾利成人學生請益與課業討論
本校提供一對一的課業諮詢導師時間，學生亦可利用授課教師電
子郵件、校內分機，俾以方便學生請教老師課業問題，協助成人
學生面授時間以外之課業諮詢。本校遠距教學所運用 iLMS 整合
式數位學習平台亦提供師生間、同儕間課業討與資訊互動之學習
空間。
（三）辦理多元校園活動，豐富學生校園生活與體驗
1.辦理「自我實現 就是愛學習」103 學年度畢業典禮
8 月 16 日由吳副市長與校長率領第二屆傑出校友進場，由傑出
校友手持火炬，向畢業生代表傳承幸福學習之火，祝福與鼓勵畢
業生要不斷學習、勇往直前。典禮中，安排「奔向幸福．嘉勉儀
式」，邀請副市長與校長為畢業生代表戴上高空大「幸福學習桂
冠」。適逢高雄氣爆週年，去年因英勇救災，負傷不克出席畢業
典禮的余泰運終於得以傑出校友榮耀穿上學士服，親自上台領獎
並發表感言。現場約 300 名畢業生及畢業生親友與會超過 600
人次參與，深獲好評並有媒體報導。
2.辦理 104 學年度歲末聯歡校友回娘家活動
12 月 26 日下午於校園廣場舉辦「our ouk 幸福時代」歲末聯歡校友回娘家活動，邀請全體師生、社區民眾與校友返校同樂相
聚。獲 104 年「高雄市傑出市民」榮銜的傑出校友魏季宏也受邀
參加，並接受頒獎祝賀。
3.補助學生自治團體辦理多元活動
為提升本校與學生意見溝通與情感交流，進而激發服務精神，陶
冶合群性情，培養休閒生活，輔導學生成立各類學生自治團體，
每學期提供經費補助，104-1 學期補助 13 個場次學生自治團體
活動，共計補助 62,650 元，協助各類活動辦理及社務運作，以
凝聚學生與校友之向心力和認同感。
（四）設置獎助學金及工讀助學機會，提供實質經濟與工作機會協助
1.為獎勵市立空大傑出成就或特殊學習學生，協助學生在學習路上
增進榮譽感，輔導處提供「傑出成就獎學金」
、
「特殊貢獻及特殊
事蹟獎學金」
、
「身心障礙學生本人之身心障礙獎學金」
、
「身心障
礙子女入學者之身心障礙子女獎學金」及行政院原民會「原住民
獎學金」各類學生獎學金申請，經 104-1 學期(10 月）學生輔導
委員會審議，計有考取研究所、通過國考等 19 位學生獲得各類
獎學金肯定，總計發放 37,000 元獎學金；計有 1 位原住民學生
獲 22,000 原住民學生獎學金。
2.為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學習行政工作技巧及學術研究相關知
能，以增進學生就業力及服務學習精神，本校提供服務學習工讀
及研究學習工讀之機會，提升學生自我之能力，藉由近身機會向
師長習得做學問之方法與經驗。104-1 學期平均每月計有 40 位
學生獲得服務和研究的工讀助學機會。
（五）提供服務性組織網絡，扮演良師益友
1.鼓勵參與學習群組，課業提攜與資訊交流

網路社群工具已成為關注資訊、互通訊息的重要管道，鼓勵學生
參與支持性、學習型網路群組，相互協助學習成長與生活照應，
包括由師生發起的臉書、手機群組、iLMS 數位學習平台上，由
各科授課教師或學系幹部群擔任管理員，提供同學課程諮詢、讀
書方法及報告撰寫心得分享，不但有效協助同學解決課業問題，
亦促進學生積極自主學習風氣。
2.傳承社團服務精神
輔導學生成立各類社團，現校內計有 24 個社團、6 個系學會之
學生自治團體，除提供同學情誼交流、服務奉獻的平台，並於 9
月 13 日開學典禮辦理「社團博覽會」，提供社團招募新血契機，
確保社務永續發展，亦展現成人學生社團經營的活力與資源，有
效降低遠距教學所產生的疏離感及學習中輟比例。

七、加強城市智庫功能與城市學研究
（一）出版城市學專書及期刊
104 年 9 月出版「城市學學刊」第六卷第二期，收錄 3 篇通過
雙向匿名審查研究論文。
（二）辦理高雄學講座
市立空中大學每學期舉辦高雄學講座，讓本校學生及高雄市民了解
在地本土文化，追尋根源的鄉土情懷，逐步孕育出對家庭、社區、
城市、社會及國家的真摯情感。104 年 7 月至 12 月共舉辦 4 場次，
參加人數計 250 人。

八、加強環境美化
(一)為防治各項傳染病媒蚊，環境衛生方面除定期清理積水及水溝蓋
加網，另校園內外各項廢棄物清理及配合轄區內清潔隊妥善做好
各項清潔、消毒工作。
(二)積極進行社區睦鄰工作，社區周圍環境整理由職工帶領役男加強
整理外，另督促外包清潔人力對於校區內、外周圍 50 公尺之道路，
加強清掃及垃圾清運，維護整體校園內、外的環境清潔。
(三)定期檢視報廢物品並洽資源回收廠商處理年度報廢品，不囤積廢
棄物品，維持環境清潔，避免孳生蚊蠅及鼠患。
(四)提高同仁消防安全意識及危機處理應變的能力，定期舉辦消防演
習（每半年一次）
。
(五)維護校園建築物安全，洽請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針對建築物耐震度
詳評，結果落在安全範圍內，更加保障師生學習環境設施之安全。
(六)因應 105 年系務評鑑需求，改善各學系辦公室環境，提高工作效
率。對於行政大樓一至五樓進行節電工程，分別加裝分離式冷氣
機，除改善舊有中央空調冷度不足外，尚可依各處室個別實際業
務加班使用情形，自行管控使用，確實達到節能減碳之功效。

九、藉由民間資源推動「高雄國際會館」BOT 案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宿舍餐飲區及健身休閒區設施設備興建營運移轉
案（BOT）
」於 101 年 1 月 3 日完成議約，並於 101 年 3 月 1 日在市府
李副市長永得見證下由市立空大與營運廠商以台灣首府大學為授權代
表法人之企業聯盟「高雄國際休閒會館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簽約。關
於廠商興建期程展延爭議，經雙方協商依契約規定採協調委員會處理
爭議，由雙方多次協商共推委員組成協調委員會，目前已達成共識共
推 3 位人選，及雙方各推 2 位代表，共 7 人組成協調委員會。本案協

調委員會於 7 月 13 日及 8 月 10 日召開第三及四次會議決議，關於第
一期興建工程，共逾期 90 天罰款以每日新台幣 2 萬元計算之。另有關
第二期興建工程部分，就設定地上權融資及會館出入口議題之適法
性，應確實請示相關主管機關，經詢問法制局表示本案契約無設定地
上權問題。針對工期展延，不能僅憑一紙工程圖，即要求甲方准予設
定負擔之議題，再行另組協調會認定之。經本校 2 次催交罰鍰，會館
公司於 12 月 7 日表示關於爭議協調委員會決議辦理情形，要求第一期
罰鍰在出入口議題之處理達成共識後分十期給付。本校回復該公司主
張第一、二期協調委員會決議應分開處理，第一期爭議決議罰鍰應先
行執行，第二期爭議空大會另行洽市府秘書長召開會議，並請市府相
關機關出席協調溝通，以求圓滿解決。

十、建立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
市立空大為建立持續性品質改善之自我管制機制，自 98 年底開始規劃
自我評鑑機制，歷經 99 年、101 年、104 年持續修正法規，現有「高
雄市立空中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邀集內外聘專家學者成立「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
，負責推動、規劃和督導市立空大自我評鑑工作；各
學系均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以利持續自我評鑑及自我改善。綜
觀市立空大之自我評鑑辦理情形，現有校務自我評鑑、學系自我評鑑
（教學單位評鑑）
、教師評鑑及教學評鑑四部分。
（一）校務評鑑部分：市立空大 100 年接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金會之校務評鑑，依據評鑑結果，於 102 年 11 月 14 日完
成校務追蹤評鑑，評鑑結果於 103 年 6 月 20 日公布，二項受
評項目全數通過。
（二）教師評鑑部分：配合校務評鑑，於 102 年 8 月至 11 月進行專任
教師評鑑，全數教師皆通過評鑑。
（三）教學評鑑：於每學期期末施測，其評鑑結果將做為教師教學改
進之依據，目前 102 及 103 學期全校教師教學評鑑學生滿意度
平均值均達「滿意」以上。
（四）通識教育及學系評鑑：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之規劃，市立空大將於 105 年度進行「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
，目前已依規定，開始建立受評鑑資料，期能
於 105 年評鑑時獲得佳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