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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與就業輔導處工作報告         105.12.23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一）【教育輔導工作】 

1、 執行「105 年中小學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暨知能研習計畫-教師志

業導入研習」，於本校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課程內

容包含國家教育政策法令、美感素養/教育及教師專業發展等，

導引初任教師(105 年初次擔任公立學校正式教師之新進教師)積

極投入教育志業。各教育階段教師的研習時間如下： 
（1）105 年 8 月 8 日辦理國小組場次，共計 132 人。 

（2）105 年 8 月 9 日辦理幼教、國小與高中職組場次，共計 143 人。 

（3）105 年 8 月 18 日辦理補訓場次，共計 26 人。 

2、105 年 8 月 12-13 日於本校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與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合辦「105 年南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此次研討會

以「未來教育和「創新教學」為主軸，邀請國內 6 位專家學者，

以及 104 年度金質獎獲獎學校進行主題分享，並進行三場論文

發表。參與人數共計 158 人。 

3、 執行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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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9 月 30 日邀請高雄市瑞祥高中馬向忠老師至屏東縣琉

球國中進行到校服務，講題為「班級經營與輔導」。 

105 年 12 月 28 日邀請高雄市壽山國中吳峻毅校長至屏東縣滿

州國中進行到校服務，講題為「提升學習力」。 
（2）高雄市茄萣國中英文與公民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105 年 10 月 11 日邀請高雄市七賢國中蔡涵禎老師至高雄市茄

萣國中進行英文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講題為「上課教學

技巧」。 

105 年 10 月 20 日邀請高雄市英明國中郭進成老師至高雄市茄

萣國中進行公民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講題為「家庭親屬

關係」。 

105 年 12 月 01 日邀請高雄市英明國中郭進成老師至高雄市茄

萣國中進行公民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講題為「政治參與-

選舉與公投」。 

105 年 12 月 27 日邀請高雄市七賢國中蔡涵禎老師至高雄市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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萣國中進行英文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講題為「閱讀教學

技巧策略」。 
（3）屏東縣立瑪家國中數學與綜合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105 年 10 月 19 日邀請高雄市國教輔導團曾怡菁、黃怡嵐老師

至屏東縣瑪家國中進行綜合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105 年 11 月 16 日邀請高雄市國教輔導團鄒積貴、顏閔芝、林

耕宇老師至屏東縣瑪家國中進行數學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

務。 

105 年 12 月 14 日邀請高雄市國教輔導團曾怡菁、黃怡嵐老師

至屏東縣瑪家國中進行綜合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務。 

105 年 12 月 28 日邀請高雄市國教輔導團鄒積貴、顏閔芝、林

耕宇老師至屏東縣瑪家國中進行數學領域教師增能駐點服

務。 

3、105 年 10 月 14 日函知本校各學院、各所系、師培中心、特教中

心、學生輔導中心、通識教育中心提供 104 學年下學期

（105.02.01-105.07.31）「專任」教師擔任「校外」演講、評鑑、

座談(引言人、主持人、與談人)、指導(列席、出席)、委員等地

方教育輔導資料，並將彙整紀錄呈核校長。 

4、105 年 10 月 06 日完成 104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南區)收

支結算表與成果報告，報部結案。 

5、本處教育輔導組執行「十年永續、弦歌興旺：105 年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招募 14 名學生

擔任課輔教師於暑假期間前往內門國中進行四週課輔。 
（1）課輔對象：內門國中國一學生（72 名）。 

（2）課輔科目：國文、英文、數學、理化、生物、地理、公民、

歷史、體育、美術、音樂、閱讀、綜合活動、聯課活動、影

片欣賞、藝術與人文。 

（3）課輔期間：105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29 日（7/4~7/7、7/11~7/15、

7/18、7/20~7/22、7/25~7/29，共 18 天）。 

（4）課輔時數：每週一至週四 08:00 至 16:00、週五 08:00 至 12:00

（其中 7/18 調整為 08:00 至 13:30，7/26 調整為 08:00 至 22:30，

7/27 調整為 07:40 至 16:00，7/28 調整為 08:00 至 12:00）。四週

共 18 天之服務時數為 132 小時又 20 分。 

（5）行前研習：105 年 6 月 27 日（週一）、6 月 28 日（週二）於本

校行政大樓七樓 0702 教室辦理，課程包含志願服務的真義、

班級經營、國文科教學設計與實作、英語科教學設計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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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教學設計與實作、內門國中學生的學習現況、教學日

誌之填寫及分組研討等。兩天研習時數共 19 小時又 50 分。 

（6）活動特色： 

課輔貼近正式教學：每班安排 3 位課輔教師擔任導師共同管

理班級，包含早自習、打掃、陪伴學生午餐午休、處理學生

問題等，均如同一般學校老師。另外在班級中，進行班規建

立及融入班級經營，以建立良好課堂秩序。 

設計多樣化課程：廣納各系所學生擔任課輔教師，在課程安

排上可發揮各自學科專長。另外，課輔教師除本科之外，亦

可嘗試教學不同科目，如理化科教師兼任音樂科等。暑期課

輔皆由課輔教師自行排課及設計課程，過程中可視需要修正

教學方向及安排學生進行補救教學。 

暑期服務共四週，課輔教師每週五天住在學校宿舍，課輔期

間凝聚團隊向心力，發揮教學熱忱幫助學習弱勢的學生，從

中實際感受教學及帶班的過程，提前體驗教師的辛勞及責任。 

6、本處教育輔導組執行「教育部 105 年數位學伴計畫」，課輔對象

為高雄市內門國中及潮寮國中學生，課輔模式為一對一課輔。 
（1）本學期課輔執行情形： 

課輔期間：105 年 10 月 4 日至 12 月 28 日。 

上課時間： 

a 內門國中：每週二晚上 17:30~20:30、 

每週三晚上 17:30~20:30。（每次課輔 3 小時） 

b 潮寮國中：每週二下午 16:10~17:40、 

每週三下午 17:30~19:00。（每次課輔 1.5 小時） 

課輔對象：共 40 名學生。 

a 內門國中：國一學生 17 名、國二學生 9 名、國三學生 4

名，共 30 名。 

b 潮寮國中：國二學生 5 名、國三學生 5 名，共 10 名。 

課輔教師：共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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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9 月 29 日（週四）及 9 月 30 日（週五）17:50~20:20（課

輔教師擇一時段參加），於本校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7304

電腦教室辦理「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位學伴第一次教學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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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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1 月 26 日（週六）08:30~11:30，於本校和平校區行政

大樓七樓 0702 教室辦理「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位學伴第二

次教學研習會」，邀請高雄市彌陀國中楊茵綺老師演講「英語

科教學設計」，進行學科指導並安排實作，以提升本校學生擔

任課輔教師的教學知能。 
（3）工作會議： 

105 年 9 月 8 日（週四）10:00~15:30，本處派員至輔仁大學參

加「105-1 學期夥伴大學助理、帶班老師工作坊」。 

105 年 9 月 9 日（週五）10:00~16:00，本處蔡天助組長至輔仁

大學參加「105-1 學期全國工作會議暨傑出典範分享會」。 

105 年 11 月 4 日（週五）10:00~16:30，本處派員至中華大學參

加「程式設計教學導入數位學伴工作坊」。 
（4）獲獎事績： 

本校為 105 年數位學伴計畫之合作夥伴大學及公益夥伴大

學，105 年 9 月 9 日於輔仁大學「105-1 學期全國工作會議暨

傑出典範分享會」獲教育部頒發感謝狀兩幀，由蔡天助組長

代表領取。 

本校英語學系蔣念均同學（現為實習教師）獲選「教育部 105

年數位學伴計畫」傑出大學伴，本校地理學系四年級蘇亭宇

同學獲選「105 年營運中心-公益夥伴大學」傑出大學伴，105

年 9 月 9 日於輔仁大學「105-1 學期全國工作會議暨傑出典範

分享會」上頒獎表揚。 

 

（二）【教育實習工作】 

1、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參與教育實習學生共為 376 人，本學期

教育實習指導教師計有 55 人，本校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平均一人

指導 6.8 人。 

2、本學年度辦理「實習生返校座談」相關事宜： 

（1）返校座談日期與地點： 
本處訂於每月第四週星期五舉辦「教育實習教師返校座談」，

屆時請各位指導教師出席並輔導教育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時

間分別為：9 月 23 日(五)、10 月 28 日(五)、11 月 25 日(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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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五) ，地點:本校活動中心演藝廳，屆時本校各教

育實習指導教師出席並輔導實習學生。 

（2）專題講座： 

本處為提升本校教育實習學生教師專業素養，特於 10 月及 11

月實習生返校座談日邀請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鄭潔慧主任

(105 年師鐸獎得主)及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謝美瑜主任蒞校

演講，演講時間與講座分別為：105 年 10 月 28 日及 11 月 25

日上午 9:00~10:30。主講題目: 我的師鐸之聲及從親師溝通談

班級經營。實習生受益良多。 

（3）各系「校友返校座談」： 
本處已函文請各系推薦並於 103 年 10 月 28（五）前邀請畢業

校友以「教師甄試」為主題為該系實習生做專題演講，提升

同學教師甄試能力。提出申請之師培系為：國文系、工教系、

教育系、化學系、音樂系、體育系、特教系及地理系。 

3、本處教育實習組於 9 月 19 日及 21 日分別於燕巢及和平校區召

開「大四師資生自覓實習學校說明會」。並自 10 月 1 日起接受

大四師資生申請參與 106 年度教育實習，相關資訊已公告於本

校最新公告及本組網頁。 

4、本處於 105 年 9 月 20 日（二）中午 12:00~下午 1:30 假行政大樓

六樓第三會議室舉辦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指導教師

座談會」。 

5、教育部辦理師資生海外見習及海外實習案，本年度本校申請案

共兩件，分別為英語系李翠玉副教授及體育系金湘斌助理教

授，本處教育實習組已於 105 年 9 月 30 日依教育部規定上傳計

畫書，目前教育部正在審查中。 

6、「三週集中實習」預定於 106 年 4 月 5 日至 106 年 4 月 21 日辦

理，本學年度有 17 所國高中學校參與，提供 230 位輔導教師。

本組已將各實習學校可提供實習名額彙整，並於 11 月 15 日函

送「三週集中實習」各科志願調查表至各師培系作為大四生選

擇。 

7、本處教育實習組提撥 105 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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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新制實習生計

363 人，已於 105 年 10 月 17 日函請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等 195

所學校開立領款收據以及經費核銷事宜。目前已陸續接獲各實

習機構申請補助款刻，本案特別感謝會計室與出納組協助。 

8、本處教育實習組杜明德組長出席教育部於 105 年 10 月 28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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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舉辦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105 年全國教

育實習輔導工作會議。 

9、本處教育實習組預定教師檢定考試模擬考相關事宜，本學年度

特別規劃中等、特教及小教三階段的模擬考，並訂於 12 月 23

日(五)實習生返校座談日當天分組辦理模擬考。 

10、本處教育實習組將於 12 月初函文至各教育實習機構於 105 年 1

月 10 日前檢送教育實習學生實習成績評量表；並發文請本校擔

任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於 105 年 1 月 10 日前檢送教育實習學生實

習成績評量表。 

11、本學年度辦理「大學教師至中等學校臨床教學」計劃，將函文

於各師資培育系邀請有興趣之師長參與。 

12、開設「強化教育實習學生教學能力加強班」： 

    為增進本校新制實習學生「教師資格檢定」應試之實務能力，

本處循例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研習活動。本次研習活動感謝

師培中心及教育系協助，課表如下 

日    期 
授課科目、授課講師 

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 活動中心三樓演講廳 

9/23（五） 

13：30-15：20 

教育哲學 

馬向青老師 

教育心理學 

郭秀緞老師 

9/23（五） 

15：30-17：20 

教育心理學 

郭秀緞老師 

教育哲學 

馬向青老師 

10/28（五） 

13：30-15：20 

課程發展與設計 

郭秀緞老師 

教學原理 

方金雅老師 

10/28（五） 

15：30-17：20 

教學原理 

方金雅老師 

課程發展與設計 

郭秀緞老師 

11/25（五） 

13：30-15：20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吳美瑤老師 

班級經營 

吳明隆老師 

11/25（五） 

15：30-17：20 

班級經營 

吳明隆老師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吳美瑤老師 

12/23（五） 

13：30-15：20 

教育社會學 

馬向青老師 

學習評量 

凃金堂老師 

12/23（五） 

15：30-17：20 

學習評量 

凃金堂老師 

教育社會學 

馬向青老師 

13、自 92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欲參加教育實習者全面為新制實

習，實習結束後，需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始能取得合格教



 7 

師證書。本校歷年來學生參與高級中學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合格率一覽表如下： 

年度 
全國 

及格率 

本校 

報考人數 及格 不及格 及格率 

94 年 91.4％ 3 3 0 100％ 

95 年 59.4％ 307 146 161 47.55％ 

96 年 67.9％ 412 262 150 63.59％ 

97 年 75.6％ 598 468 130 78.26％ 

98 年 63.7％ 617 437 180 70.82％ 

99 年 63.86％  598 462 136 77.25％ 

100 年 58.91％  586 443 143 75.60％ 

101 年 61.78％ 495 358 137 72.32％ 

102 年 59.78％ 518 396 122 76.45％ 

103 年 61.50％ 471 384 87 81.53％ 

104 年 52.99％ 452 325 127 71.90％ 

105 年 50.77％ 487 299 188 61.40％ 

 

（三）【就業輔導工作】 

1、依據教育部來函辦理大學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案。就實習課

程辦理情形，依所定評量項目進行績效自評。103 及 104 學年度

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於 9 月 14 日檢送教育部備查。 

2、就業輔導組於針對大一新生使用「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

斷平台」推行「UCAN 職業與興趣探索」團體施測，已於 11 月

25 日全數測驗完畢，接續將提供相關報表數據及結果解讀給各

系作為開課參考。 

3、就業輔導組於 9 月至 11 月協助公告徵才訊息及配合各單位來文

轉知就業相關訊息逾 30 則。 

4、11 月 2 日（三）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在高師大燕巢校區致理大

樓演講廳簽訂“青年就業促進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高市府由

局長鄭素玲代表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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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舉辦高師精彩職涯講座及工作坊活動，共 8 場。 

（1）與勞工局合辦 11 月 2 日青年三創講座，邀請數位宅妝 李鐘彬

總經理擔任講者，共 167 位同學參加。 

（2）11 月 4 日創意思考工作坊，邀請陳逸杰博士主講者，共 20 位

同學參加。 

（3）11 月 17 日校內辦理精彩職涯三創工作坊，邀請第一科技大學

陳建志老師擔任講者，共 32 位同學參加。 

（4）與事經系合辦 11 月 22 日數位內容人才培育工作坊-1(第 一梯

次)，邀請本校視覺設計系陳立民老師擔任講者，共 40 位同學

參加。 

（5)  11 月 24 日校內辦理精彩職涯增能工作坊，邀請大田精工沈易

霖設計師主講，共 31 位同學參加。 

（6）與視設系合辦 11 月 25 日 3D 就業實務工作坊，邀請太 極影音

丁富嵩經理擔任主講者，共 16 位同學參加。 

（7) 11 月 28 日校內辦理環境關懷跨領域設計工作坊，邀請第一科

技大學宋毅仁老師及遠東科技大學唐蔚老師擔任講者協助學

生作品，共有 30 名同學參加。 

（8）與事經系合辦 11 月 29 日數位內容人才培育工作坊-1(第二梯

次)，邀請台北海洋科技學院林學志教授擔任主講 者，名額 40

位。 

6、本處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合辦駐校就業服務台，

於 12 月 13 日及 12 月 27 日下午 2 點至 4 點，在行政大樓七樓

0704 會議室提供職業性向測驗、職涯諮商輔導、最新的職業訓

練課程、工作機會、補助方案等相關服務與資訊，已於學校首

頁、實就處網頁及高師範 FB 公告活動訊息。 

7、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料收集匯整填表。針對大學部學 10、學

17及博士班學 23及學 23-1進行調查並於 10月 31日前填表完成。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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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1 月共舉辦 6 場校園深耕勞動保障宣導會。 

9、為辦理 107 年「105 及 106 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將瞭解

各系所實習課程實施情形，預計每學期由各系所協助提供相關

資料，再進行後續課程滿意度問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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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友服務工作】 

1、日前被暴徒襲擊受重傷員警張家逢，為本校工教系畢業校友，

本處校友服務組廖坤鴻組長奉校長指示，前往探望張家逢校

友，因復原進展良好，現已返家，由家人照顧休養中。家逢校

友及其家長表示，感謝高師大吳連賞校長及師長們的關心，頻

頻讚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是一所充滿專業、關懷與愛心的高等

學府。家逢校友也非常感念高師大和高雄市，豐富了他在學期

間的學習歷程與生活經驗，他特別懷念這個大家庭。 

2、配合校慶 49 週年系列活動，本處於 11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整於和平校區活動中心 3樓演講廳辦理一場熱鬧又溫馨的「本

校 69 級畢業校友入學 40 週年聯合同學會」。吳連賞校長及校內

多位主管、系主任皆與會，和校友們分享母校發展近況，並熱

情邀請校友們明年校慶 50 週年再次返校共同參與慶祝活動。下

午更搭車前往燕巢校區，參觀燕巢圖資大樓、文萃樓及飛燕蘭

亭觀景台等，校友們皆表示，感謝母校舉辦如此深具意義的活

動，讓大家再次重溫同窗之情。 

3、本校高雄市校友會於 11 月 4 日下午 4 時於和平校區行政大樓七

樓 0702 教室召開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會議中針對

106 年度工作計畫、會員資格審議、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與派員參

加 11 月 13 日雄大會成立大會進行討論，會議在熱絡討論聲中

劃下句點。 

4、為回饋母校，共慶創校 49 週年校慶，展現向心力，本校成教所

組發班校友會，於 11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 19 時整於活動中心演

藝廳辦理民歌音樂會演唱會，本處校友服務組亦提供最大之行

政支援。活動中邀請多位民歌手演唱，並邀請蔡培村監察委員

同台高歌，為活動帶到最高潮，並劃下完美句點。 

5、為開啟大高雄未來學術與產業交流新遠景，聯合高雄市 12 所大

學校友會的臺灣高雄市大學校友會聯合會於 11 月 13 日於漢神

巨蛋 9 樓召開成立大會，本校吳連賞校長、王惠亮副校長、王

政彥副校長、廖本煌教務長、鄂見智執行長、圖資處余遠澤處

長、事經系李昭蓉主任、實就處校友組廖坤鴻組長等皆與會，

本校高雄市校友會張文強理事長亦帶領理監事、顧問群參與會

議。 

6、高雄女師校友聯誼會於 11 月 10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在教育大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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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教育專題研討室，召開第二屆第五次幹部聯席會議。陳密桃

會長首先感謝大家熱烈出席會議，更感謝來自臺東及彰化的校

友不辭辛勞遠道與會，會議中針對明年即將辦理之高雄女師校

友聯誼會會員大會辦理日期及形式進行討論，更共同研議如何

廣邀女師校友返校參加母校 50 週年校慶慶祝活動。女師校友們

紛紛表示，高師大這片土地有著大家共同奮鬥努力的足跡，非

常感謝母校的栽培，希望能盡己之力為母校付出。 

7、配合教育部進行 105 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調查，此次調查

對象為 102 級(101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及 104 級(103 學年度)畢業

後一年畢業生。本處校友服務組採電話調查及 email 方式進行，

並請各系系學會協助聯繫學長姐們。於教育部規定截止時間 11

月 1 日止上傳完成。全校填答率分別為：104 級(103 學年度)畢

業後一年填答率為 72.72%，102 級(101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填答

率為 62.64%。各學院填答狀況如下： 

（1）104 級(103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教育學院→74.73%；文學院

→66.00%；理學院→70.57%；科技學院→71.94%；藝術學院→

88.64%。 

（2）102 級(101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教育學院→63.64%；文學院

→61.52%；理學院→60.63%；科技學院→65.83%；藝術學院→

74.85%。 

8、為聯繫校友情感，本處校友服務組寄送聖誕節電子賀卡，向校

友們表達母校的關懷與問候。 

9、為結合各地校友力量，本校全國校友總會於 12 月 6 日(星期二)

下午 3 時整於本校行政大樓 10 樓接待室召開第 4 屆會員大會。

吳連賞校長、鄂見智執行長及本處校友服務組廖坤鴻組長皆與

會向來自各地之校友們致歡迎之意。會議中針對 106 年度工作

計畫及經費預算進行審議，並進行新任理監事改選，由林進榮

榮任第 4 屆理事長。 

 

二、困難問題與檢討： 
（一）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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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會再加強宣導及規範，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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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研習會之出席率。 

（二）本處教育實習組於每年 1 月及 6 月針對本校欲參與教育實習之大

四師資生辦理教育實習職前說明，然其就業意識仍有待加強，準實

習生對於自己即將面對的實習場域、實習法規等認識不足，建議各

系應利用師資培育系所之週會、教學實習課程或導師時間等機會多

管齊下，加強說明教育實習相關規定。 

（三）與高雄市勞工局中區訓練就業中心合辦職業性向測驗採學生自由 

報名方式，也同時透過系所轉知此訊息但報名人數不如預期，為希

望透過測驗及職涯老師讓學生更了解未來就業的方向及發揮自我

的專長，明年度將首次與 UCAN 合併施測，對象為大學部一年級

新生。 

（四）為簡化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及畢業生雇主問卷調查流程，將與 

      圖資處討論由紙本問卷進化為網路填答系統。減少網路郵件及紙 

      本寄送所花費的時間。 

（五）配合教育部進行 105 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及三年流向

調查，本處先採行 email 方式多次通知校友們上網填答，並請各系

及系學會系總幹事協助，利用晚間課餘閒暇，採電話聯絡方式與學

長姐取得聯繫，藉此拉近彼此親切感，有效提升畢業生填答意願，

為使本調查更具有效性，實有賴各系(所)協助建置完善之校友通訊

資料並與校友保持良善之聯繫管道。 

 

三、發展方向： 
（一）本處教育輔導組執行多項課輔計畫（含到校課輔、網路課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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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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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逐步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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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就業、創業多元活動，並邀請產業端講師協助舉辦工作坊及講

座引發學生興趣，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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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辦理訓就中心職測及 UCAN 團測並舉辦結果解釋座談。 

（六）校友是本校豐富的資源，為強化校友組織及各地校友之向心力，全

國校友總會正主動積極拜訪並輔導各縣市成立校友會，希望能將高

師大的精神確實拓展至各地，然校友組織之建制需要長時間的累

積，及多面向的推展，相關活動之辦理與平時之聯繫作業，實須母

校師長及各系所的協助，主動關懷聯繫校友，俾利建立校友向心

力，健全校友組織之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