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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12 月 27日（五）下午 2 時 

地 點：行政大樓 10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詳見簽到簿 

一、應出席代表人數共 110人（包括行政主管代表 39人；教師、助教、職員、工友、

學生等代表 71 人）。 

  已出席代表人數 75人、請假人數 35 人。 

二、應列席代表人數共 7人，已列席代表人數 4人、缺席人數 3人。 

主 席：吳校長連賞                        紀錄：陳麗惠 

壹、主席報告：(報告詳如簡報) 

各位主管、各位校務會議代表，大家午安： 

感謝大家撥冗出席期末的校務會議。感謝全體教職員工生的努力，使本學期教學、

研究、推廣校務推動順暢。我們將持續努力，續創高師大更美好的未來。 

 

以下就本學期校務發展狀況向代表們報告： 

本校目前學生人數，大學及碩博班學位生約 6700～7100 人、外籍生 740～750 人、

非學位生 2600 人，共計有 22 個學系 30 個碩士班及 12 個博士班。我們將以前瞻化、

跨域化、企業化、國際化、產學化與在地化的經營模式，持續落實校務經營目標。 

 

【第一部分】發揮教務專業、提升教學品保 

（一） 教務專業化-拓展生源，穩定就學，落實教學品保 

1. 連續兩年獲得招生專案補助。今年獲最高額 300 萬元補助辦理第二招生

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2. 落實優質教學品質保證機制，29個系所於 12月順利完成實地訪評。 

3. 感謝王副校長、廖副校長主持及各學院院長、教授同仁踴躍參與各區招

生說明會。 

（二） 推動教務卓越與創新 

感謝中教、小教、特教、教育學院及教育系協助，積極進行課程整併、樽

節開課成本，為增進學生跨域能力及創新教學，未來將持續進行通識中心

課程改革。 

（三） 招生精進-標竿學習、汲取新知 

1. 辦理大學專業化招生人員統計數據諮詢會議，各學系評量尺規設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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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等招生精進活動。 

2. 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前天獲得教育部 2000萬補助，圖儀設備（一

般設備 1500 萬）及原民班經費（500萬元）。 

3. 開辦原民專班，現有 6 班共 156 名原民專班生就讀。積極爭取外部資源

聘任一名專案教師。請三原民班主任費心適性輔導原民學生。 

（四） 強化招生，提高各學制註冊率 

感謝各單位的努力，持續努力維持各班招生率。108學年度本校註冊率學士

班 95.03％、碩士班 83.03％、博士班 98.65％、碩士在職專班 80.71％。 

 

【第二部分】精進師培特色、師資增能 

（一） 中等學校、特教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認定」：財團法人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 108年 10月 31日高評字第 1081001269號函回覆本校

「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班）」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認定」。 

（二）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實地訪評(10/28-10/29) 

（三） 海外教育及產業實習 

1. 辦理驊騮騏驥一日千里-國際史懷哲計畫，由丘愛鈴處長帶領 10 位優秀

師資生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台灣學校教育見習。 

2. 杜明德組長帶領 2位見習同學前往雅加達台灣學校華語教學見習。 

3.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雙核心菁英人才培育計畫，由科技學院鄭伯燻院長擔

任領隊教師實習學生共 6人參與教育見習。 

 

【第三部分】雙核心菁英人才培育 

（一） 建立指導關係、伙伴關係與輔導關係。強化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與擴展教

育視野。 

（二） 擴增海外教育見習、海外學校觀摩及辦理關懷偏鄉學童課輔營隊，進入現

場實務教學，強化課程設計與教材編輯能力，增進對教育職場之認知。 

（三） 強化產學鏈結與動能，開拓非師資生產業專業領域的實際接軌契機。 

 

【第四部分】產學特色發展方向 

（一） 產學特色發展方向四大領域：高齡服務與社區健康、美學與數位文創設

計、光電綠能與人工智慧、新農業與生化科技等四大領域。 

（二） 產學四大領域-計畫數目與金額：目前計畫數及金額仍有很大努力空間，

需持續擴增產學量能。 

（三） 策略聯盟一覽表(6-12月新增 10件) 

（四） 產學合作 6-12 月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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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產學合作商品開發(6-12月 6 件)：感謝生科系謝建元教授、王惠亮教授、

工設系吳昌祚教授及工設系唐硯漁教授執行商品化產學計畫。 

（六） 學術研究計畫統計(106-109 年度)：計畫案總金額數預估 109 年度達 2 億

多元。 

（七） 產學合作計畫統計(106-109年度)：產學合作計畫預估 109年度達 4105萬

元。 

 

【第五部分】提升國際競爭力 

（一） 積極參與海外教育展：106～108 年度參加海外教育展，共計 20場次。 

（二） 107~108 學年僑生仍以澳門、馬來西亞及香港地區人數居多。外國學生則

以越南、韓國居多。為擴大招生宣導區域，本校於 108 年 5 月第二次前往

蒙古地區招生，已漸漸打開學校知名度，108 學年度已有蒙古學生選擇本

校就讀。 

（三） 國際招生：感謝很多老師至海外辦理高等教育展，協助國際招生。 

（四） 國際交流：108 年共計累積締結 132 所姊妹校。本校國際生 108 學年度上

學期近 800 名。 

 

【第六部分】智慧化校園與校舍整建 

（一） 智慧教學： 

1. 論文系統：資料一次填寫自動上傳。 

2. 多元空間優化。 

3. 智慧教室。 

（二） 智慧行政 

1. 建置新版單登：建置新版單登新頁面設計、個人客製化選單、資訊安全

性。 

2. 行政支援：多元繳費管道(apple pay、Line pay)、https 資安導入、內

部稽核、系所品保網站及招生、提聘系統優化。 

3. 數據分析及公開：應用於招生學習、教學研究、行政支援三面向，協助

校務推動及發展。 

（三） 智慧管理： 

1. 校園安全監控：人流計算、自動辨識、主動通知、即時回覆 

2. 流程管理：友善報修、手機掃 QRcode即時通報。 

3. 自行研發物聯網(IOT)裝置。 

（四） 智慧社群： 

1. 雲端校園：3D校園導覽，即時活動線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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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閱 Wiki：圖書閱讀線上分享 

3. 高師瓦力 1號：問問題，機器人 line回答。 

（五） 智慧綠能：智慧電控暨節能應用、UPS智慧不斷電系統。 

（六） 智慧保健：空氣品質指數（AQI）即時提供、空汙偵測設備。 

（七） 規劃改善運動設施： 

燕巢校區 

1. 歸燕食巢重訓室隔間裝修 

2. 規劃網球場鋪面改善工程 

3. 規劃排球場遮雨棚工程 

和平校區 

1. 游泳池過濾系統工程 

2. 游泳池未來整體營造改善計畫：規劃建置一座具有 SPA 水療的室內游泳

場館，內部將設有瑜伽、有氧、飛輪教室及重訓室，預計經費九千七百

萬元，將於明年初開始規劃，未來朝向以 BOT方式營運。 

3. 體育館綜合球場鋪面改善工程 

（八） 校舍改建工程-研究大樓 

研究大樓改建規劃與現況： 

1. 本大樓符合綠建築 6 項指標之銀級建築物。興建規模為地下一層、地上

七層量體，總樓地板面積 7,232 ㎡（約 2,188 坪）。地下一層為汽車停

車空間，1~3 樓為教室(共 17 間，15 間普通教室、2 間中型教室)及 4~7

樓為教師研究室使用(共 96間)。 

2. 工程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完工，109 年陸續將各空間相關設備購置及安

裝，期明年八九月時能搬遷完成。 

（九） 校舍改建工程-宏遠廳，整修經費約 450 萬元。 

（十） 科技大樓地下室積水處理：爭取教育部 1250 萬補助款，既有排水溝下游

端匯流至新設集水井，並進行沉砂，以利未來清淤維護之用，避免水流阻

塞。將地下室排水導引至向陽路及環手心月大道路口，再銜接至既有排水

系統。明年四月完工後應可徹底解決淹水問題。 

（十一） 燕巢校區邊坡崩塌處理方案：待改善邊坡屬較平緩且現況係屬邊坡表層

崩落，將採用打樁編柵+培地茅草帶工法改善崩塌狀況。 

（十二） 活化成果（和平校區）：規劃空間活化招商，提供師生更多服務，並開

啟高師大與社區更緊密的情感鏈結 

1. 風鈴．木鐸：帕莎蒂娜烘焙坊新文化店 108 年 10 月 24 日進駐芝心樓 1

樓黃金三角窗位置。 

2. 活動中心—Apple校園體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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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中心—「i 郵箱」：108 年 9 月 11 日正式啟用，提供 24 小時無人服

務，隨到隨寄隨取的郵遞業務。 

（十三） 活化成果（燕巢校區） 

1. 致理大樓～「i 郵箱」：提供 24 小時無人服務，隨時寄件取件之郵遞業

務。 

2. 致理大樓～全家便利超商：108 年 9 月 2 日進駐燕巢校區，提供多元服

務與完善生活機能。 

（十四） 兩校區空間活化成果，本校 108 年活化績效已超過教育部目標 662萬，

預計明年可達兩千萬收入，成效卓著。 

（十五） 節能成效：經濟部 104 年訂定【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

計畫期程自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總體節能目標：以 104

年為基期，於 108年提升用電效率 4%。用油較 104 年不成長為目標。節電

目標：104為基期年，以低於 104 年 EUI=70.8為節電目標。EUI=全年總用

電度數/總樓地板面積 m2。，108 年推行用電自主管理方式，較去年節省約

67 萬度，電費減少約 120 萬元。節電仍有努力的空間，期望目標能降到

65.8EUI。 

 

【第七部分】多元進修之開班創收 

（一） 創設新在職碩士專班班隊 

1. 書法碩士在職專班- 109學年度復招 

2. 中國文學碩士在職專班- 109學年度復招 

3. 音樂碩士在職專班- 109學年度新增 

4. 環境與創新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109 學年度新增 

5. 運動與健康碩士在職進修專班- 109 學年度新增（國軍專班） 

6. 創新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進修專班- 109 學年度新增（國軍專班） 

（二） 投標政府機關委外案：辦理實戰電子商務應用程式設計及系統建置人才養

成班、木製品設計與製造工藝人員訓練班、互動式網站設計與維運人員養

成班、行政助理與廣宣製作人員訓練班。 

（三） 自辦各種研習班、學分班及大陸來台研習班：辦理研習班、學分班 136 萬

7,900元、2019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來台訪問研習 177 萬 1,313 元、

2019南寧師範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師生來台訪問研習 110萬7,250元。 

（四） 拓展境外學分班(馬來西亞)：辦理馬來西亞董總教育文憑專班及高階教育

經營與行政管理境外在職專班，14名學生即將畢業 (2020 年擬再續招境外

碩專班)。 

（五） 教師增能、第二專長學分班：辦理 108年生活科技增能學分班(9)-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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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生活科技增能學分班(11)-高雄、108年資訊科技增能學分班(5)、108

年資訊科技第二專長學分班(4)、108 年中等學校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班。 

 

【第八部分】學生得獎榮譽榜 

（一） 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 

姓名 學系 競賽名稱 榮獲獎項 

張鐀方 工業設計系 2年級 2018 德國紅點設計概念大獎 紅點獎 

黃任蔚 視覺設計系 5年級 
2019 紐約藝術指導協會年

度獎 (ADC) 
優異奬 

黃任蔚 視覺設計系 5年級 
2018 莫斯科國際平面設計

雙年展金蜂獎 
入選 

林育靚 地理學系博士班 6年級 
2018 莫斯科國際平面設計

雙年展金蜂獎 
入選 

林育靚 地理學系博士班 6年級 
2018 莫斯科國際平面設計

雙年展金蜂獎 
入選 

 

（二） 其他全國性獎項 

姓名 學系 榮獲獎項 

邱士芬 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畢) 
現任台南市復興國小教師，榮獲「108

年度全國 SUPER 教師獎」 

王姿尹 事業經營學系(碩專畢)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2019年 EMBA

論文「優等獎」 

蘇志揚 教育學系(碩士畢) 
2019年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頒

發「課程與教學優良論文獎」 

方衍喬 視覺設計學系(學士生) 
2019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金犢

獎」及「平面類第一名」 

謝理安 視覺設計學系(學士生) 
2019第二十八屆時報金犢獎「平面類

優勝」 

張祖豪 視覺設計學系(學士生) 
2019第六屆生肖創意設計國際競賽

「金獎」 

曾品乾、 

謝佳哲、 

吳德瑋 

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碩士

生及 2位大學生) 

全國工業 4.0專題競賽「第二名」(獎

金 5 萬元) 

 

【第九部分】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一) 年度經常收支：截至 108年 11 月 30 日，帳面短絀金額為 4930萬 33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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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實質短絀。 

(二) 年度固定資產擴充改良情形：截至 108年 11月 30日固定資產執行率為 89.82

％，達成率為 83.35％。我們努力爭取到的補助款如果執行率不佳，就可能

遭到扣減。籲請所有主管，各項經費要儘速執行，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略如資料）：確認。 

肆、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內提供之詳盡資料） 

 

伍、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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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與決議一覽表 

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議 

一、109 年度財務規

劃報告書，請討

論。  

主計室 1. 依據教育部 105年 5月 6日臺教高

(三)字第 1050060880 號函暨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 

2. 案經本(108)年 10月 31日及 11

月 21日二次校內行政單位主管討

論會撰擬修正完成，並經 12 月 10

日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在

案。 

3. 審議通過後，依規定於 108年 12

月底前陳報教育部。 

照案通過。 

二、國文學系 110 學

年擬停招「國文

教學碩士班（夜

間班）」，請討

論。 

研究發

展處 

1. 附「國文教學碩士班（夜間班）」

停招計畫書（如提案附件 1）。 

2. 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107 至 111 學年度招生週期表_

教師在職進修學位班（如提案附件

2）。 

3. 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107至 111 學年度招生週期表_

碩士在職專班（如提案附件 3）。 

4. 本案業經 108年 9月 27日國文系

系務會議和 108年 10月 23日文學

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5. 本案業經第 3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議通過，續送校務會議討論。 

照案通過。 

三、教育學院 110 學

年擬停招「特殊

研究發

展處 

1. 附「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停招計

畫書（如提案附件）。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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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議 

教育教學碩士

班」，請討論。 

2. 本案業經第 3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議臨時動議通過，續送校務會議討

論。 

四、科技學院 110 學

年擬停招「電機

科技碩士學位

學 程 」， 請 討

論。 

研究發

展處 

1. 附「電機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停招

計畫書（如提案附件）。 

2. 本案業經第 3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議臨時動議通過，續送校務會議討

論。 

照案通過。 

五、本校 110學年度

擬增設「特殊族

群運動與健康

促進博士學位

學 程 」， 請 討

論。 

研究發

展處 

1. 本案依照 108年 11 月 6日教育學

院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2. 檢附 110 學年度申請增設「特殊族

群運動與健康促進博士學位學程」

計畫書簡易版（如提案附件 1）。 

3. 附 105-109學年度以來增設和調

整系所核定結果一覽表（如提案附

件 2）。 

4. 本案業經第 3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5. 本案需和科技學院所提，通過 3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之「跨領域科

技博士學位學程」排列優先順序。 

1. 經與會校務委

員過半數同意

增設「特殊族群

運動與健康促

進博士學位學

程」。 

2. 新增博士班招

生名額由校內

自行調整。 

3. 向教育部提報

順序第一優先

為「跨領域科技

博士學位學

程」、第二優先

「特殊族群運

動與健康促進

博士學位學

程」。 

六、訂定「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特聘

教授聘任辦法」

研究發

展處 

1.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授致力於提升

學術水準、產學研發能量及行政服

務品質並爭取最高榮譽，特訂定本

1. 第三條第二項

刪兩字「行政

服務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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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議 

（草案），請討

論。 

辦法。 

2. 申請分為研究表現類、行政服務類

及一般類三大項，研究表現類向研

究發展處提出申請，行政服務類及

一般類向人事室提出申請，由研究

發展處召開評審會議審議。 

3. 檢附新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聘

教授聘任辦法（草案）」。 

4. 本案業經 108年 11 月 27日主管

會報及 108 年 12月 11日行政會

議決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符合下列各項

條件者，得參

與評選。」。 

2. 第九條修正為

「第九條 本

辦法經行政會

議、校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

同。」。 

3. 餘照案通過。 

七、訂定「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人工

智慧研發產學

中心設置辦法」

(草案 )，請討

論。 

圖書資

訊處 

1. 為整合校內人工智慧暨資通訊平

台研發能量，並與產業接軌，擬設

置校級人工智慧研發產學中心，爰

訂定本辦法。 

2. 內容重點如下： 

（一）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專任(案)教師兼

任之；並依任務編組設置技術研發

組、推廣合作組、行政協調組，每

組得置組長一人。 

（二）中心所需各項經費以接受政

府機關或公、民營機構之委託、補

助或贊助收入支應。各項經費依本

校產學合作辦法辦理。 

3. 檢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工智慧

研發產學中心設置辦法(草案)」乙

份（如提案附件）。 

4. 本案經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議

(108.12.16 已通過)，校務會議審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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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議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八、修正「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與境

外大學跨校雙

聯學制實施辦

法」，請討論。 

教務處 1. 案經 108.10.2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暨 108.11.13 

108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

過。 

2. 擬修正第 1條、第 2 條。 

照案通過。 

九、修正「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學生

獎懲規則」第 4

點，請討論。 

學生事

務處 

1. 本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獎懲

規則」分於 108年 5月 20日之 107

學年度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及 108

年 6月 14日之 107 學年度第 2次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後，於 108年 8

月 29日高師大學生字第

1081007182 號函報教育部修正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獎懲規

則」核備。 

2. 108年 9月 3日教育部函覆本校修

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獎懲規

則」案，旨揭修正內容原則同意，

惟現行第 4點規定尚有疑義待釐

明，說明如下： 

(一)查懲罰種類規定之「定期停

學」，與貴校學則第 57條規定之

「勒令休學」不一致。 

(二)第 2 款第 12目、第 16目與第

3款第 7 目、第 12目似有重複，

建請審酌整併。 

(三)第 2 款第 22目規定之「情節

嚴重」，非「性別平等教育法」相

關用字，又與第 3款第 15目規定

1. 四、（二）小過

懲處之 21、修

正為「21、以

違反他人意願

之不受歡迎方

法，有性侵

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之行

為，情節未達

重大者。」。 

2. 四、（三）大過

懲處之 15、修

正為「15、以

違反他人意願

之不受歡迎方

法，有性侵

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之行

為，情節重大

者。」。 

3. 四、（四）定期

察看之 4.為補

充說明而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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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議 

之「情節重大」如何區別？ 

(四)第 3 款第 16目違反學術倫理

之規定，因學術倫理案件情節存在

輕微至嚴重(撤銷學位)，宜參照貴

校「碩博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要點」考量比例原則訂定

懲罰。 

(五)第 4 款定期察看之規定，第 3

目「違反校規屢戒不改」與第 4

目「偶犯校規情節嚴重但深知悔改

者」，仍應有程度上之區別。 

(六)第 7款大過 3次立即退學之規

定，建議併入第 6款退學規定。 

(七)有關「影響校譽」之規定恐有

爭議，建請明定何種行為態樣觸犯

何種規範，以使學生預見其法律效

果，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八)第 8 款開除學籍之規定應依

學則第 63條規定再酌。 

3. 依教育部意見及詳參本校「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學則」、「碩博士學位論

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平等教

育實施辦法」、「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要點」修正辦理(如修正對照表)。 

4. 本案經 108 年 10 月 15 日 108 

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

過。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並報 教育部備查，自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實施。 

5.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國立高雄

分事由，移除

4.，但內容保

留。 

4. 四、（五）勒令

休學之 2.修正

為「2.其他經

法定會議議決

應予勒令休學

者。」。 

5. 四、（六）退學

之 7.修正為

「7.觸犯刑

法，經法院判

刑確定且未獲

緩刑或易科罰

金者。」。 

6. 四、（八）為補

充說明而非懲

罰項目，故刪

除（八），但內

容保留。 

7.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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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議 

師範大學學生獎懲規則」修正條文

草案，如附。 

十、有關本校 109 年

度至 110年度校

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委員遴聘

案，請討論。 

人事室 1. 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

要點(以下簡稱設置要點)及人事

室 108年 10月 18日簽准案辦理。 

2. 上開設置要點第二點規定略以，本

會置委員 7至 15人，由校長任召

集人，其餘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

議同意後聘任之。前項委員中未兼

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

士擔任，委員任期二年，採曆年

制。 

3. 本屆委員會委員任期自 109年 1

月 1日起至 110 年 12月 31日止。

經校長遴聘委員名單為吳主席連

賞、王委員政彥、廖委員本煌、黃

委員有志、唐委員硯漁、楊委員秀

菊、蔡委員俊賢、吳委員和堂、林

委員玄良、譚委員大純、湯委員慧

茹、楊委員護源及黃委員國良 (校

外金融財務專長)等 13位。 

照案通過。 

十一、修正「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專

任教師兼職處

理原則」，請討

論。 

人事室 1. 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2月 4日臺教

人(二)字第 1070206949A 號函略

以，各校應規定教師(含兼任行政

職務者)對領有兼職費個數或兼任

獨立董事等重要職務兼職數目部

分，應明確規範；及教育部 108

年 8月 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 第八點修正為

「八、未兼

任…，兼職數

目合計以四個

為限；惟特殊

情形經簽奉校

長核准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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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議 

1080103219 號函，就月支兼職費

有超過薪給總額之教師，各校應於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束前，於校

內規章中明定更嚴謹明確之評估

機制，爰配合修訂本處理原則規

定。 

2.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各

一份，本案如經審議通過續提校務

會議審議，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施行。 

在此限。兼任

行政職務…，

兼職數目合計

以二個為限。

（僅支領出席

費、、、）。」。 

2. 餘照案通過。 

十二、修正「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組

織規程」第六、

三十條條文，請

討論。 

人事室 1. 本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研究

中心」經本校 108年 6月 14日 108

學年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暨教

育部 108年 11月 19日臺教高(一)

字第 1080167063 號函辦理。 

2. 第六條增列校務研究中心、第三十

條第一項第二款行政會議增列：…

另涉及與學生有關事務，得由提案

單位邀請學生代表列席會議。 

3.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陳報教育部核

備。 

1. 第三十條第一

項第二款增

列：…另涉及

與學生有關事

務，應由提案

單位邀請學生

代表出席會

議。 

2. 餘照案通過。 

十三、訂定「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延

攬客座人員聘

任 辦 法 ( 草

案)」，請討論。 

人事室 1. 依本校 108年 5月 1日 107學年度

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辦

理。 

2. 為因應本校教學單位聘任短期客

座人員，特訂定本法。 

3. 各教學單位聘任客座人員，應檢附

著作目錄、學經歷證件、教學、研

究或服務計畫等相關資料，依行政

1. 本辦法名稱為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聘任客

座人員辦

法」。 

2.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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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議 

程序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聘

任之。 

4. 聘任客座人員所需經費，應由聘任

單位向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機關

申請資助支應。 

5. 檢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延攬客座

人員聘任辦法(草案)」暨相關附

表，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十四、修正「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教

育實習輔導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請討論。 

師資培

育與就

業輔導

處 

1. 本次修正主要配合單位組織名稱

更名，修正條文內容如修正對照

表。 

2. 檢附現行條文和修正條文對照表

（如附件）。 

3. 本辦法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施行。 

照案通過。 

十五、修正「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師

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辦法」，

請討論。 

師資培

育與就

業輔導

處 

1. 依照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於 108年 6月 28日高評自

第 1081000757 號函需於 108 年 7

月 31日前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自我

評鑑實施計畫書，彙整後函送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再做審查。 

2. 本校依行政程序業於 108年 7 月

22日簽請校長核准將於 108學年

第一學期臨時校務會議追認修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辦法」。 

3. 檢附現行條文和修正條文對照表

（如附件）。 

4. 本辦法如經校務會議追認，陳請校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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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單

位 
說 明 決議 

長核定後實施。 

十六、修正「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申

復辦法」，請討

論。 

師資培

育與就

業輔導

處 

1. 依照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於 108年 6月 28日高評自

第 1081000757 號函需於 108 年 7

月 31日前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自我

評鑑實施計畫書，彙整後函送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再做審查。 

2. 本校依行政程序業於 108年 7 月

22日簽請校長核准將於 108學年

第一學期臨時校務會議追認修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辦法」及依據該辦法第

九條規定，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復辦法」。 

3. 檢附現行條文和修正條文對照表

（如附件）。 

4. 本辦法如經校務會議追認，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照案通過。 

陸、臨時提案：無 

柒、主席提示 

一、 請各院及各系所積極申請勞動部 109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每一計畫最高額可獲得 80 萬元補助，帶領學生與業界連結，對非師培生就業有

很大助益。 

二、 為達成教育部四省專案目標，在全校節能省碳會議委員建議減少飲水機數量，目

標減 30 台（實際減 24台），請大家持續努力節能減碳達成四省目標。 

三、 各單位應在年初即開始規劃執行，分月、分季妥善運用經費，勿待年底匆促執行，

造成各單位及主計室核銷經費壓力。 

四、 請總務處評估智慧型停車管制系統建置效益，瞭解經費投入、人力樽節及管理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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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學院教室冷氣開關系統問題，請總務處會後進一步瞭解協助處理。 

 

  最後，再次感謝各代表出席今日會議，祝福大家新年快樂！闔家平安！ 

 

捌、散會（十六時零六分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