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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與就業輔導處工作報告         104.06.12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教育輔導工作】 

1、執行 103 年「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南區)： 
（1）國中教師知能巡迴輔導-到校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教學巡迴輔導人員 

1 
104.02.04(三) 

13:30-15:30 

屏東縣立 

明正國中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屏東縣大同國小 

王善美校長 

2 
104.03.25(三) 

14:00-16:30 

高雄市立 

那瑪夏國中 
閱讀教育 

高雄市茂林國中 

張雅玲老師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 

劉怡君老師 

3 
104.04.01(三) 

13:30-15:30 

屏東縣立 

萬新國中 
多元文化教育 

高雄市荖濃國小 

吳秀梅校長 

4 
104.06.25(四) 

13:30-15:30 

屏東縣立 

南州國中 
多元文化教育 

高雄市荖濃國小 

吳秀梅校長 

（2）高雄市茄萣國中自然領域(生物科)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駐點服務人員 

1 
104.04.09(四) 

09:30-11:30 

高雄市立 

茄萣國中 

生物教學示範- 

類鼻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陳亞雷教授 

2 
104.04.30(四) 

09:30-11:30 

生物教學示範- 

單細胞生長與生殖 

3 
104.05.07(四) 

09:30-11:30 

生物教學示範- 

使用顯微鏡看組織

切片 

4 
104.05.21(四) 

09:30-11:30 

生物教學示範- 

小鼠行為觀察 

（3）高雄市鳳翔國中社會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駐點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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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4.03.12 (四) 

14:00-16:00 

高雄市立 

鳳翔國中 

 

愛閱網的介紹與運

用 

高雄市瑞祥高中 

圖書館鄭潔慧主任 

2 
104.04.02(四) 

14:00-16:00 
悅讀文學圈 

高雄市壽山國中 

註冊組鄭汶瑜組長 

3 
104.04.16(四) 

14:00-16:00 
閱讀策略 

高雄市明義國中 

蔡佳媛老師 

4 
104.04.30(四) 

13:00-17:00 
筆記策略 

高雄市民族國中 

蔡宜岑老師 

5 
104.05.14(四) 

14:00-16:00 
PISA 閱讀素養 

高雄市五福國中 

劉怡君老師 

6 
104.05.28(四) 

13:00-17:00 
媒體識讀 

新竹市育賢國中 

郭宜婷老師 

7 
104.06.04(四) 

14:00-16:00 
歷史學思達 

高雄市五福國中 

蘇澤宸老師 

8 
104.06.18(四) 

14:00-16:00 
教學演示 

高雄市明義國中 

蔡佳媛老師 

（4）屏東特殊教育學校駐點服務： 

No. 服務時間 服務學校 主題 駐點服務人員 

1 
104.02.02 (一) 

09:00-11:00 
國立屏東特

殊教育學校 

 

職業教育課程規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林素貞教授 

2 

104.02.02 (一) 

11:00-12:00 

13:00-14:00 

職業教育教室硬體

設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朱耀明教授 

（5）「教育人教育情」地方教育論壇： 

No. 活動時間 承辦學校 主題 參加對象 

1 
104.04.11(四) 

07:30-17:30 

屏東縣 

長榮百合國

小 

生態、體驗與 

學習力 

高師大校友、師長

與現職、退休教育

人員 

2 
104.06.12(五) 

14:00-16:00 

屏東縣立 

瑪家國中 

如何提升學生的閱

讀能力 

屏北地區原住民

國中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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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五堂課深化-與高雄市前鎮高中合辦「12 年適性國教適性輔導

研習-中學教師輔導知能工作坊」。 

No. 活動時間 講師 主題 參加對象 

1 
104.04.27-28 

09:30-16:00 

黃士鈞老師、 

楊梅高中：林筱

姍主任 

生涯整合地圖在

生涯諮商中的運

用 

南區公私立高中

職、國民中學輔

導教師、認輔教

師或導師 

2 
104.06.17-18 

10:00-16:45 

臺北教育大學： 

趙文滔老師 

校 內 外 系 統 合

作—輔導教師與

導師、心理師、

社工師、醫師合

作協助學生 

南區公私立高中

職、國民中學輔

導教師 

2、執行 103 年「全國性平臺-大鵬網職涯發展平臺」計畫： 

（1）支援教師開設生涯職涯相關課程： 
No. 時間 學系年級 授課教師 支援講師 授課主題 

1 
104.04.07(二) 

13：30-15：20 

化學系 

一年級 

吳真真 

老師 

彰師大華人生

涯研究中心兼

任諮商心理師： 

許菊芬老師 

職業興趣和生

涯開展風格 

2 
104.04.16(四) 

13：30-15：20 

軟工系 

一年級 

黃志呈 

老師 

彰師大華人生

涯研究中心兼

任諮商心理師： 

許菊芬老師 

職業興趣和生

涯開展風格 

3 
104.04.16(四) 

15：30-17：20 

物理系 

一年級 

黃志呈 

老師 

彰師大華人生

涯研究中心兼

任諮商心理師： 

許菊芬老師 

職業興趣和生

涯開展風格 

4 
104.05.14(四) 

15：30-17：20 

生物科技系 

一年級 

吳真真 

老師 

彰師大華人生

涯研究中心兼

任諮商心理師： 

許菊芬老師 

職業興趣和生

涯開展風格 

5 
104.05.18(一) 

13：30-15：20 

教育系 

四年級 

楊瑞珠 

老師 

鳳山就業中心

李名政老師 

所學非所用?談

職涯探索 

6 
104.05.20(三) 

08：10-10：00 

地理系 

一年級 

蔡天助 

老師 

正修科大 

辛宜津老師 

生涯築夢、踏實

追夢、人生圓夢 

7 
104.05.22(五) 

13：30-15：20 

通識課程 

(勞資關係) 

蔡天助 

老師 

正修科大 

辛宜津老師 

生涯築夢、踏實

追夢、人生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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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4.05.22(五) 

15：30-17：20 

特教系 

一年級 

蔡天助 

老師 

正修科大 

辛宜津老師 

生涯築夢、踏實

追夢、人生圓夢 

9 
104.06.02(二) 

13：30-15：20 
教育研究所 

楊瑞珠 

老師 

加讚企業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陳寶玉老師 

預見未來的自

己 

10 
104.06.04(四) 

13：30-16：20 

事業經營學

系一年級 

林玉娟 

老師 

正修科大 

辛宜津老師 

生涯築夢、踏實

追夢、人生圓夢 

（2）104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舉辦「掌握自己，創造生涯大未來」

推廣講座。講座：許菊芬心理師，對象：全校全體學生，地

點：高師大和平校區綜合大樓 4220 室。 

3、104 年 5 月 26 日召開 104 年南區地方教育輔導第一次協調會。

地點：高師大行政大樓 6 樓第五會議室。會議中宣達教育部對

於明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的期待，並預計於 104 年 6 月 30 日

前協助彙整區內學校之年度計畫提報教育部申請。  

4、執行 103 年「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新藍海Ⅱ-師資生選才育才，培

用合一計畫」，預計辦理兩場國際研討會： 

No. 活動時間 講師 主題 參加對象 

1 
104.06.27(六) 

09:00-16:10 
Dr.James Patton 差異化教學 

1.高師大師資生。 

2.南區國中小普通教

育教師、特殊教育

教師。 

2 
104.07.06(一) 

09:00-16:10 
Dr.James Patton 

高中職學生的

生涯轉銜規劃 

1.高師大師資生。 

2.南區國高中職普通

教育教師、輔導教

師與特殊教育教

師。 

5、教育輔導組執行「教育部 104 年數位學伴計畫」，課輔對象為高

雄市內門國中學生，課輔模式為一對一課輔。 

（1）本學期課輔執行情形： 

課輔期間、上課時間：104 年 3 月 17 日至 6 月 10 日。每週二

及週三晚上 18:00~21:00。（每次課輔 3

小時） 

課輔對象：共 36 名（國三學生 6 名、國二學生 13 名、國一學

生 1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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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教師：共 37 名。 

科目：英文、數學。 

地點：本校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 電腦教室。 

（2）課輔培訓： 

104 年 3 月 10 日（週二）及 3 月 11 日（週三）18:10~20:20（課

輔教師擇一時段參加），於本校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 電腦

教室辦理「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網路課輔教師研習會」，

課程包含計畫緣起、課輔介紹、課輔模式說明、教學平台及

數位學伴入口網操作說明。 

104 年 4 月 11 日（週六）13:30~16:00，於本校和平校區行政大

樓七樓 0702 教室辦理「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網路課輔

教師研習會」，邀請高雄市彌陀國中楊茵綺老師演講「英語科

教學設計」，以提升本校學生擔任課輔教師的教學知能。 

（3）工作會議、訪視活動： 

104 年 2 月 9 日（週一）及 2 月 10 日（週二），教育部於輔仁

大學召開「104 年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第 1 次工作會議」，由

本處行政助理參加 2 月 9 日 09:00~17:00 之「助理會議暨入口

網工作坊」，並由本處蔡天助組長出席 2 月 10 日 09:00~17:00

之「全國共識會議」。 

104 年 3 月 5 日（週四）14:00~15:20，正修科技大學召開「期

初共識會議」，由本處行政助理與會。 

104 年 3 月 19 日（週四）10:00~10:50，本處教育輔導組蔡天助

組長及行政助理前往內門國中實地拜訪，與學校師長見面並

針對雙方合作之課輔執行情形交換意見，期能提升課輔運作

之效能。 

104 年 4 月 30 日（週四）14:00~15:00，正修科技大學召開「夥

伴大學團隊第二次工作會議」，由本處行政助理與會。 

104 年 5 月 21 日（週四）13:30~17:10，教育部於崑山科技大學

召開「期中審查暨實地訪視」會議，由本處行政助理與會。 

⑥104 年 6 月 9 日（週二）、6 月 10 日（週三）17:40~18:00，由

本處蔡天助組長主持「103-2 期末檢討會議」，分批召集本校課

輔教師與會，會中對本學期網路課輔情形進行意見交流。 

（4）相見歡活動：104年 5月 16日（週六）08:30~17:30於本校和

平校區校園辦理「實體學習活動」，由本處蔡天

助組長和行政助理帶領 21名課輔教師，以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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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國中師長帶領26名國中學生進行相見歡活動

，上午安排體適能活動，下午安排美術活動。

課輔教師和學生均渡過充實愉快的一天，師生

情誼大為增進。 
6、教育輔導組申請辦理「104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

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已依計畫展開相關籌備工作，並規劃於 7

月初辦理行前研習，及 7 月 13 日至 8 月 7 日於高雄市內門國中

進行四週暑期課輔。 

 

（二）【教育實習工作】 

1、今(104)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已於 4 月 15 日放榜，全國及格率

52.99％，本校報考人數計 452 人，及格 325 人，不及格 127 人，

及格率為 71.9％，應屆畢業實習生及格率為 87.03%。目前本處

教育實習組正積極造具及格名冊函送至教育部核發考試及格者

之教師證書，並於 5 月 22 日收到教育部核發之合格教師證書共

325 份，並已轉寄或通知實習生領取。 

2、參加 103 年度新制教育實習者(103.2.1~103.7.31)計 11 人，並已於

1 月 15 日假本校行政大樓七樓 0702 教室，舉辦新制實習前說明

會。 

3、本校 103 學年度下學期參與教育實習學生共為 16 人，本學期教

育實習指導教師計有 10 人，前往之實習學校共 14 所。 

4、本學年度上學期辦理「實習生返校座談」相關事宜： 

（1）返校座談日期與地點：訂於每月第四週星期五舉辦「教育實

習教師返校座談」，時間分別為：3 月

27 日(五)、4 月 24 日(五)、5 月 22 日(五)

及 6 月 26 日(五)，地點：本校活動中

心二樓演講廳，屆時本校各實習指導

老師會出席並輔導實習生。 

（2）教育實習組於 4 月 24 日(五)辦理教育實習生返校座談，安排

今年度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校友-教育系甘明珠及蕭怡

濃兩位老師，進行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經驗分享。 

5、本處於 3 月 31 日（五）中午 12:00~下午 1:30 假行政大樓六樓第

五會議室舉辦 103 學年度「教育實習指導教師上學期期末暨下

學期期初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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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今年度本校參加教育部 104 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經評選委員

書面審查通過：遴薦甘明珠(教育系)、蔡玟怡(美術系)、施旻綺(地

理系)及邱乃恩(生科系)四位實習學生代表本校參加「教育實習

學生楷模獎」複審遴薦。並函文檢送承辦單位-彰化師範大學。 

7、教育實習組針對今年度參與教育實習之 104 級應屆畢（結）業

師資生，辦理三場「教育實習行前說明會」，以提昇實習生對教

育實習法規與教育實習相關內涵之了解，以圓滿完成教育實

習。辦理時間與地點如下： 

日期 時間 學院 地點 

5 月 27 日 

（星期三） 
12：10-13：30 文學院 

和平校區 

活動中心 2 樓演講廳 

5 月 29 日 

（星期五） 
12：10-13：30 

教育學院 

藝術學院 

和平校區 

活動中心 3 樓演講廳 

6 月 11 日 

（星期四） 
12：10-13：30 

理學院 

科技學院 

燕巢校區 

科技大樓 2 樓演講廳 

8、教育實習組於 6 月 1 及 9 日假本校燕巢校區科技大樓二樓演講

廳及和平校區文學大樓小型劇場辦理 104 學年度應屆畢業師資

生自覓教育實習學校說明會。 

9、教育實習組提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每位新制實習學生 1000 元

至該生實習機構實習輔導費事宜，共計有 14 所教育實習機構檢

送請款憑證事宜。 

10、本校申請 104 年 2 月教育實習學生有 16 人；申請 104 年 8 月教

育實習學生有 405 人，合計 421 人。 

11、本處辦理大學教師中等學校臨床教學活動，參與之教師為：生

物系謝建元老師、陳亞雷老師、廖麗貞老師、陳玉琪老師、卜

樂妙老師；化學系陳秀慧老師；美術系洪上翔老師及特教系吳

佩芳老師。 

12、本處辦理 103 學年度「三週集中實地實習」，計 9 系，包括國

文系、教育系、體育系、美術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

生科系、工教系，共計 237 位同學參與，分別為鳳山高中、鳳

新高中、前鎮高中、高雄高商、高師附中、中正高中、新興高

中、瑞祥高中、陽明國中、正興國中、民族國中、光華國中、

英明國中、前金國中、大仁國中、鼎金國中、楠梓國中、楠梓

高中、大社國中、燕巢國中等 20 校進行為期三週集中實地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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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 4 月 7 日至 4 月 24 日。 

 

（三）【就業輔導工作】 

1、就業輔導組畢業校友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於 3/9 共寄出 267 份，

目前總計回收 85 份，其中有效問卷 80 份，調查反應將送交各

系所作課程討論改進。 

2、就業輔導組於 104 年 3 月 16 日(六)參與國立中山大學辦理「2015

年高屏地區就業博覽會」並在會場設置攤位，服務與提供相關

訊息給參與博覽會學生及校友。 

3、就業輔導組編製就業輔導組編製之「2015 畢業生就業指南」已

印製完成並於 5/18(一)開始發給各畢業班，作為畢業生的畢業禮

物。 

4、就業輔導組為即時提供更多就業資訊，本處就業輔導組新增「高

師大就業資訊月刊」，於每月月底發行，將檔案上傳到就業輔導

組網頁出版品下載區。 

5、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為確保職場新鮮人能及早瞭解勞動保障相關

資訊，以保障就業後職場權益並作為生涯規劃之參考，於 4/17(五)

至本校舉辦校園深耕勞動保障宣導會。 

6、就業輔導組與佳麗寶化妝品公司於 4 月 23 日(四)晚上 18：00-21：

00 辦理「畢業生美容講座」，美容師現場說明臉部清潔與保養注

意事項，教授面試和職場彩妝技巧，讓同學打造個人特色、增

進魅力與自信。 

7、就業輔導組配合大專校院就業投保調查機制，執行未就業大專

以上畢業生接受就業服務意願調查資料建置後續追蹤作業，根

據比對結果電訪尚未投保勞保之畢業校友接受就業服務之意

願，並於 104 年 4 月 24 日上傳追蹤結果。 

8、就業輔導組受僑務委員會委託於 5 月 8 日(五)辦理 104 年度南區

「僑生畢業職涯規劃研習會」，共計有 11 所學校，85 位學生參

加，希望協助僑生進行個人職涯規劃，提升所需就業知能。 

9、就業輔導組辦理老手牽新手薪傳實務計畫，共有五個系所申請，

預計辦理 30 場，共計有 335 位學生參與。 

10、就業輔導組與特殊教育中心 5/23 辦理求職面試及履歷撰寫(燕

巢校區)、5/30 求職面試及履歷撰寫(和平校區)，邀請全校同學

參與，讓同學對於自傳和履歷表如何撰寫及瞭解求職面試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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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並能錄取所應徵的工作。 

11、就業輔導組於 6/5(五) 配合文創中心文創市集活動，舉辦文創

創業講座與諮詢，邀請 5 家從事設計行業的校友一同參與，提

升同學對於創業、就業的相關知識。 

 

（四）【校友服務工作】 

1、本校 64 級化學系校友於 2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整，於本

校行政大樓 6 樓第 4 會議室辦理畢業 40 週年同學會。王代理校

長惠亮亦與會，並請教務處協助提供出席校友們在學時的成績

單，送給校友們以為留念，另亦提供該屆畢業紀念冊讓校友們

再度回味往昔。活動中亦邀請趙慕鶴、洪木利老師一同出席，

並辦理師生書法聯展，校友們紛紛表示非常感念母校與師長們

當年的栽培，再度回到母校。 

2、本校高雄女師校友聯誼會於 3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時

於本校蘭苑餐廳，辦理第 2 屆第 3 次幹部聯席會議，吳副校長

連賞亦到會場與女師校友們寒喧，表示最熱烈的歡迎，本處校

友服務組林玉娟組長亦與會列席。會議中決議將於 5 月 13 日於

本校大禮堂召開會員大會，並討論多項相關議題，會議圓滿結

束。 

3、本校全國校友總會於 3 月 22 日(星期日)召開第 3 屆第 2 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本處王副校長惠亮、吳副校長連賞、本處林處長

素貞及校友服務組林組長玉娟皆與會列席。陳理事長首先感謝

各位理監事們辛苦遠到而來，會議中頒發本屆理監事及秘書長

聘書，並針對下年度會議日期及多項議案進行討論。 

4、本校屏東縣校友會於 4 月 11 日(星期六)辦理「2015 地方教育論

壇─生態、體驗與學習力」。會議於雲林縣漳湖國中小舉行，透

過實地的生態探訪，進行一場人文教育與自然生態論壇。本處

校友服務組林組長玉娟亦與會，表達母校對各縣市校友會之支

持與情感聯繫；與會校友表示這是場難得的生態體驗論壇，受

益匪淺。 

5、本校高雄女師校友聯誼會於 5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整於本

校和平校區活動中心 2 樓大禮堂，辦理 104 年會員大會，廣邀

昔日師長趙慕鶴、張瑞妍、及石德蓋與林以通老師等及歷屆高

雄女師校友，共計約 400 餘人一同與會。本校王代理校長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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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副校長連賞亦與會代表高師大對女師教育前輩表達歡迎與感

恩之意。高師大全國校友總會林香吟秘書長亦與會並頒發名譽

理長給女師校友前高雄市市議員顏寶琴、前國大代表蔡淑媛校

長及陳密桃教授等三位女師代表，以傳達女師校友為高師榮譽

校友之意涵。高雄女師校友聯誼會陳會長密桃表示，走在這既

熟悉又帶點陌生的校園裡，心中只能用興奮與百感交集形容，

此活動更代表女師與高師代代傳承的深遠意義，大會在餐會及

大合照後圓滿結束。 

6、本處校友服務組執行精緻師培計畫之「老手牽新手實務薪傳計

畫」，截至 5 月中旬已完成初任教師媒合配對共計 2 組，本校師

資生媒合配對共計 32 組，各組皆已展開諮詢輔導作業，本計畫

將於 6 月底執行結束。感謝熱情的校友共同參與，一起協助剛

畢業校友順利通過教甄及新手教師順利適應職場。 

7、配合教育部進行 101 學年度(102 級) 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

查，本校日間部及進修學院畢業生總人數為 1,656 人，填答者計

有 932 位，總填答率為 56%。本處校友服務組已完成統計分析

作業，正式報告將行文給各系(院)，以供各系做為未來課程修

訂、教學方法改進、學生就業輔導之改善依據。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教育輔導組執行網路課輔計畫，每學期至少辦理兩場研習會，部分

課輔教師因參加校內外活動或家中有事無法出席，雖有搭配補看錄

影檔之方式也未能完全配合，因此會再加強宣導以提升研習會之出

席率。 

（二）雖然平日多有宣導，但教育實習學生之職前訓練、就業意識仍有待

加強，準實習學生對於自己即將面對的教育實習場域、教育實習法

規等認識不足，常造成實習期間的困擾，亦造成本校教師實習輔導

的困難。應利用師資培育系所之週會、教學實習課程或系務會議等

機會多管齊下，加強說明實習相關規定。 

（三）對於就業輔導組進行畢業校友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回收樣本不足，

系所不均的問題，雖已商情各系協助提供名單及相關資料，依舊數

量有限。未來除原本的方式外，也將利用本處對外之活動中進行調

查，以提高回收機會，增加調查結果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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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業輔導組編製之「2015 畢業生就業指南」及「高師大就業資訊

月刊」內容皆有助提升學生對於未來生涯規劃及就業上的認知，但

因宣傳管道不足，有些學生並不知道有這項服務，希望能商請各系

所單位協助推廣。 

（五）配合教育部進行 101 學年度(102 級)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本校日

間大學部畢業生共有 760 位，填答者計有 478 位，填答率約為 63%；

日間碩士班畢業生共有 340 位，填答者計有 200 位，填答率約為

59%；博士班畢業生共有 49 位，填答率約為 66%；碩士在職專班(含

暑期班)畢業生共有 482 位，填答者計有 205 位，填答率約為 43%，

合計全校畢業生共有 1,656 位，填答者計有 932 位，總填答率為

56%。本校總填答率偏低，未來請各系所協助聯繫畢業生，冀能提

高總填答率。另有關調查結果之後續追蹤，目前大部份系所未予提

供相關之會議紀錄或報告，亦請各系所協助後續相關作業。 

 

三、發展方向： 

（一）教育輔導組執行多項課輔計畫（含到校課輔、網路課輔），所招募

的課輔教師人數眾多，其中少部分為本校低年級學生，因此將結合

校內相同性質的課輔計畫，安排更多元化的研習，以提升課輔教師

教學品質及教學技能。另外，亦將結合網路教學平台資源，規劃線

上研習課程，讓課輔教師不受限時地而有更多研習機會。 

（二）教育輔導組執行網路課輔計畫，在管理課輔教師及推動計畫運作方

面，正逐步制訂相關規定使管理更制度化，並將提早規劃下學期活

動辦理時程，鼓勵課輔教師踴躍參加研習會及相關活動。 

（三）自「師資培育法」相關施行細則公佈實施後，本處針對「師資培育

法」相關施行細則，制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

法」調整因應，盡全力協助各系畢業生實習及就業輔導。 

（四）為協助實習學生在各實習學校能安心、順利地實習，本處將加強實

習指導老師溝通，在相關會議邀請實習指導教師經驗分享，提升指

導教育實習學生之相關知能。 

（五）本處將主動協助本校各系所擴大與增強與實習機構關係，加強雙方

合作。 

（六）擴充本處實習輔導網頁功能，提昇教學實習輔導效果。 

（七）繼續執行就業輔導組各項既有任務項目，並配合學校、本處、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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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求提供服務。 

（八）加強在｢高師大就業資訊月刊｣、｢畢業生就業指南｣各項就業及相關

輔導資訊，提供學生及校友有效運用。 

（九）辦理就業、創業多元活動，引發學生興趣，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