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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06學年第 8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107.6.6 

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丘處長愛鈴： 

一、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丘處長愛鈴： 

（一）課程工作：  

1、教務行政工作  

(1)有關修正本校「師資培育課程隨班附讀作業要點」一案，已於 5 月 8日獲教育

部同意備查。 

(2)107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甄試報名日期已於 5月 17日截止，報名人數 260人，

其中審核通過 240人，審核未通過 20人，並於 5月 28日公告審核結果及公告

准考證。 

(3)刻正規劃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專業課程，並於 5 月 29 日召開本處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核兼任授課教師資格。 

2、學務行政工作 

(1)課程組於 5月 2日辦理新課綱多媒體設計與運用檢定，邀請林義雄老師與吳明

隆老師擔任評審，計有 51位學生合格、1位優良。 

(2)課程組於 5 月 9 日郭馥菁助理帶領 27 位師資生前往南投縣爽文國中實地學

習，觀摩王政忠老師的教學策略。 

(3)課程組在 5月 11日於行政大樓 0706教室，辦理巴楠花國小張新榮校長主講「實

驗教育中的多元文化教育」演講，共有 35位師資生參與。 

(4)課程組於 5月 17日辦理「新課綱實務課程教案比賽」，邀請獅甲教務主任彭薏

芬老師、民族教務主任蔡宜岑老師、台南大學林進材老師、正修科技大學黃絢

質老師擔任評審，共有 30組參賽。 

(5)課程組於 5月 18日邀請河濱國小李紅蓉主任主講「班級經營中的品德教育」。 

(6)課程組於 5月 19日辦理高師大 2018年「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深耕與教學

精進之實踐與議題學術研討會」與「106學年度第 2學期期中聯合導生座談會」。 

 

（二）檢定與實習工作： 

1、教育部己於 5 月 14 日核撥至本校「107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之

補助經費新台幣 347.2萬元。 

2、106 學年度「三週集中實地實習」已於 4 月 20 日結束，本組分 4 天前往各 17

所合作實習學校分送學校致贈之感謝狀，並詢問實習學生之實習概況，目前正

在彙整實習學生繳交各項資料及實習學校意見回饋等相關資料。 

3、彙整及印製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實習輔導教師聘書，共 66份。 

4、檢定與實習組於 4 月 27 日(五)辦理教育實習生返校座談，上午安排今年度通

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校友張馨方及石幸宜老師，進行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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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當天下午辦理教甄專題演講，邀請高雄市國教輔導團謝美瑜老師蒞校演

講，教授本校領有合格教師證書的學生應試的技巧與準備。 

5、檢定與實習組於 5 月 4 日辦理「實事求是-強化師資生教育實習歷程與教學演

示課程計畫」東區教育實習座談會。 

6、今年度本校參加教育部 107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經評選委員書面審查通過：

遴薦教育系丁毓珊及美術系蘇宜琳 2位實習學生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教育實

習學生楷模獎」複審遴薦，於 5月 10日函文檢送承辦單位-彰化師範大學。 

7、檢定與實習組已於 4 月 25 日函文至各師培學系推薦 107 學年度上學期實習學

生之實習指導教師。 

8、申請 107 年 8 月教育實習之學生共計 361 人，實習學校計 202 所，已於 5 月

15日函文檢送 107學年度上學期實習學生名冊至各實習學校。 

9、檢定與實習組針對今年度參與教育實習之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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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圓滿完成教育實習。辦理時間與地點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5月 30日 

（星期三） 
12：10-13：30 

和平校區 

文學院小型劇場 

6月 4日 

（星期一） 
12：10-13：30 

燕巢校區 

科技大樓 2樓演講廳 

6月 6日 

（星期三） 
18：00-19：30 

和平校區 

行政大樓 0702教室 

 

（三）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1、地方教育輔導 

(1)教育部於 5 月 10 日(四)召開「107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說明會議」，由本處王鏡瑄小姐與會。 

(2)「創新、精進、續航力-106 年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計畫」，5月份辦理活動如下： 

項目 時間 地點 講題 講師 

辦理國中教

師知能巡迴

輔導(到校

服務) 

5月 8日

(二) 

屏東縣 

南州國中 
性別教育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

葉玫君老師、 

孫毓璟老師 

5月 9日

(三) 

屏東縣 

恆春國中 

高層次的提問

與回應 

本校郭秀緞兼任助

理教授 

駐點服務 
5月 22日

(二) 

高雄市 

茄萣國中 

藝術與人文領

域教師增能駐

點服務 

本校麥惠珍兼任助

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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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點服務 

5月 23日

(三) 

屏東縣 

瑪家國中 

進行綜合活動

領域教師增能

駐點服務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

黃怡嵐老師、 

施惠馨老師 

5月 24日

(四) 

高雄市 

茄萣國中 

社會領域教師

增能駐點服務 

本校臺灣歷史文化

及語言研究所楊護

源副教授 

5月 28日

(一) 

高雄市 

茄萣國中 

國文領域教師

增能駐點服務 

高雄市旗山國中丁

美雪老師 

6月 25日

(一)  

高雄市 

茄萣國中 

國文領域教師

增能駐點服務 

高雄市梓官國中 

石錦祥老師 

(3)「102-105年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業務： 

5月 21日(一)中午於本校和平校區行政大樓七樓 0702教室、5月 23日(三)中

午於本校燕巢校區科技大樓二樓 205會議室召開「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

生輔導會議」（受獎生擇一場參加），以提昇本校受獎生對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法規與相關義務之了解。 

(4)公費生業務： 

107學年度公費生： 

4月 26日(四)召開 107學年度公費生甄選委員會，會議決議：特殊教育學系–

分發高雄市寶來國中正取 1名、備取 7名；特殊教育學系–分發東海國中正取

1 名、備取 4 名；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分發嘉義縣偏遠地區正取 2 名、備取 9

名。 

5月1日(二)公告上述公費生錄取名單，將函報教育部及台東、高雄、嘉義縣(市)

政府。 

108學年度公費生： 

5月 18日(五)函報教育部本校 108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培育計畫。 

2、課輔活動 

(1)「教育部 107年數位學伴計畫」，4、5月份辦理活動及研習如下： 

4月 28日(六)08:00~17:00與正修科技大學合辦相見歡活動，由本處李澎蓉代

理組長帶領本校 18名大學伴、內門國中師長帶領 13名國中學生、潮寮國中師

長帶領 8名國中學生進行相見歡活動，上午於正修科技大學進行實作課程，下

午參觀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大學伴和學生均度過充實愉快的一天，師生情誼

大為增進。 

5月 5日(六)09:00~12:00辦理「106學年度第 2學期數位學伴第三次教學研習

會」，邀請高雄市杉林國中鐘方伶老師及高雄市潮寮國中謝郁珊老師分別於本

校和平校區行政大樓七樓 0702 教室、0706 教室分組進行「英語科教學設計與

實作」及「數學科教學設計與實作」學科指導，以提升本校學生擔任大學伴的

教學知能。此次研習會參加學員為本校及正修科技大學之大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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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業輔導工作： 

1、4月 19日(四)本處與事經系共同辦理 VR實務工作坊-1虛擬實境於教材實務開

發製作。邀請本校視覺設計學系林維俞教授進行實務教學，延續上一次（4/12）

課程所使用的 Kolor Panotour Pro 程式，講師詳細介紹與實際操作軟體介面

中所會使用到的功能，在講解完基本功能後，講者帶著同學進入較複雜的進階

功能操作。 

2、4 月 21 日(六)本處與物理系系學會共同辦理「物理人的未來」講座，邀請已

畢業之系友回校分享畢業後的求職經驗，希望系上同學對未來出路可以有更明

確的方向。從不同行業的出發點來闡述求職經驗談，鼓勵學弟妹充實自己、勇

於挑戰新環境、嘗試新事物，即使中途轉換跑道又何嘗不是一次經驗的累積。

唯有經驗值累積才能成就無法取代的自己。 

3、4月 23日(ㄧ)本處辦理康軒集團-康橋國際學校徵才說明會，此次活動是繼去

年雙方簽署「產學合作策略聯盟」，旗下康橋國際學校首次辦理高師大校園徵

才說明會，為高師大學生開創校外見學及實習機會，共同為國家與產業培育更

多具競爭力的優質人才。 

4、5 月 1 日(二)本處就業輔導組與校友組共同辦理邁向公費旅程-教育部藝術與

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由工設系 106級校友林家齊同學分享海外專業學習經

驗與心得。林同學除了帶回學習經驗分享於學弟妹也同時帶回了一些於設計上

會用到的素材及作品集。在談話中提及在海外中國及韓國學生在學習上相當的

認真努力，也期許前往海外留學的學弟妹們除了認真學習英語外，也能提昇自

我價值。 

5、公部門及民營機構分別提供暑期實習機會及錄取名單。 

(1)4月份公部門及民營機構分別提供暑期實習機會如下： 

公部門及民營機構 分別提供暑期實習機會 

政府部門 4月份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107)年暑假實習學生申請

事宜。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7年暑期實習生第二次申請公告。 

民營機構 4月份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2018年暑期實習暨說明會。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20-30人，有關組織、

教育、輔導之實習工作內容。 

(2)五月公部門 107年暑期實習生錄取名單如下： 

公部門 107年暑期實習生錄取名單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工教系徐守芹、溫韋尼和陳雅彤同學，

工設系孫郁雯同學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生物系溫晉德同學 

法務部推動各地法院檢察署 教育系黃恩妤同學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工教系楊立微同學 

(3)107年 MOU廠商高雄市青年創業協會提供 107年暑假實習機會如下: 

https://www.nts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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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機關 需求人數 預計學習地點 預計分配科室 

玩藝兄弟有限公司 2 高雄市 網路行銷 

尚品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2 高雄市 農產創意行銷 

創扶航空站 2 高雄市 大學創新創業團隊接

洽 

京城保全 2 高雄市 大樓事務管理課 

鉅鑫系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 高雄市 管理部 

莫斯科鐘錶精品 1 高雄市 店銷部 

橙邑精品衛浴 1 高雄市 網路行銷 

MARS睦工場 2 高雄市  

立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 高雄市 服務部 

業務部 

傑出文教集團 10 高雄市 行政部門 

藝術教育部門 

維肯活動工作坊 3 高雄市 活動企劃業務部 

 

（五）校友服務工作： 

1、106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調查全校及師資生結果分別如下: 
畢業學年度  

項目 
104 學年度(105 級) 

人數(全校) 人數(師資生) 

畢業總人數 1,147 439 

已填答人數 788  319  

總就業率 81.04 % 87.13% 

擔任教師比率 33.83% * 50.50%* 

擔任專任教師比率 19.14 % * 19.8% 

備註: 

ㄧ、計算方式： 

(一)總就業率計算方式：(公立學校專任教師+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代理教師+公職人員+其他教

職相關工作+非教職相關工作)/可就業率 

(二)可就業人數計算方式：總人數-服兵役-研究所進修-僑生-無法聯繫 

(三)擔任教師比率計算公式：(公立學校專任教師+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代理教師)/可就業人數

*100% 

(四)擔任專任教師比率計算公式：(公立學校專任教師+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可就業人數*100% 

2、向校友表達母校的關懷與問候，校友服務組廖坤鴻組長設計一款母親節電子賀

卡，於「高師範」臉書專頁向校友們表達母校深摯的祝福。 

3、106 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調查，調查對象為 101 級(100 學年度)畢業後五

年、103級(102學年度)畢業後三年及 105級(104學年度)畢業後一年畢業生。

校友服務組已統計分析完成，4 月 26 日調查報告內容已透過公文系統發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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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關教學與行政單位，並做為未來課程修訂、教學方法改進、學生就業輔導

以及行政效能之改善依據。 

4、本校高雄市校友會於 5月 11日(五)下午 6時於美濃客家菜餐廳(左營區華夏路

1062號)召開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中針對高師大高雄市校友會

年度工作計畫、會員資格與顧問資格審議、舉辦校友金門旅遊暨參訪及校友暨

慶祝 106學年畢業生壽山一日遊等進行討論。 

5、本校高雄女師第二屆普六班校友於 5 月 18 日(五)下午 3 時，於本校行政大樓

6樓第 4會議室辦理校友回娘家活動。本處丘愛鈴處長及校友服務組廖坤鴻組

長暨組內同仁皆與會，向校友們表達熱烈的歡迎之意。此次返校校友計有 20

餘人，大家不辭辛勞，遠道而來。校友們參觀了校史室，並進行校園巡禮，大

家紛紛表示很高興能再次回到母校，即使景物已不同往昔，但過去的點滴仍深

映腦海，永難忘懷，很感謝母校的熱情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