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與就業輔導處工作報告

102.12.24

一、本學期工作績效
【教育輔導工作】
（一）執行 102 年「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實施計畫」(南區)：
1、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工作坊
活動名稱
輔導知能研習

辦理日期
102.08.26

活動地點
屏東縣鶴聲國中

參加對象
國中教師(屏北)

人數
74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人數

屏東縣鶴聲國中

國中教師(屏北)

2、藝術人文領域-表演藝術工作坊
活動名稱
辦理日期
表演藝術類科知
102.08.27
能研習

73

3、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教育工作坊
活動名稱
辦理日期
健康教育知能研 102.08.28
習

活動地點
屏東縣鶴聲國中

參加對象
人數
國中教師(屏北) 36

4、國中教師知能巡迴輔導(一覽表)
No.
1

2

3

4

申請學校

申請主題

申請服務時間

教學巡迴輔導人員
樹德科大人類性學
高雄市青年 教 師 情 緒 102.08.27（二）
研究所郭洪國雄助
國中
管理
14:30 ~ 16:30
理教授
樹德科大人類性學
屏東縣崇文
102.08.28（三）
性別教育
研究所郭洪國雄助
國中
13:30~ 15:30
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屏東縣鶴聲 特 教 的 班 102.09.04(三)
特殊教育學系劉萌
國中
級經營
14:10-16:10
容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屏東縣里港
102.09.09(一)
閱讀教育
師培中心方金雅
國中
14:10-16:10
副教授

人數
100

40

65

30

1

5

屏東縣竹田
活化教學
國中

6

高雄市杉林 教 師 情 緒 102.09.26(四)
國中
管理
18:30-20:30

7

屏東縣萬巒
有效教學
國中

102.10.03(四)
14:00-16:00

8

屏東縣萬丹
性別教育
國中

102.10.09(三)
13:10-15:10

9
10
11
12

屏東縣恆春
國中
台南市延平
國中
台南市慈濟
高中
台南市慈濟
高中

102.09.25(三)
14:00-16:00

102.10.09(三)
13:30-15:30
102.10.16(三)
活化教學
13:30-15:30
創 新 教 學 102.10.17(四)
(社會科)
10:20-12:10
差 異 化 教 102.10.17(四)
學(自然科) 13:20-15:10
行為輔導

13

高雄市內門 班 級 經 營 102.10.18(五)
國中
與輔導
14:00-16:00

14

澎湖縣白沙
PBL 教學
國中

15
16

102.10.18(五)
13:30-15:30

台南市慈濟 閱 讀 教 育 102.10.22(二)
高中
(國文科)
13:20-15:10
台南市慈濟 差 異 化 教 102.10.24(四)

高市國教輔導團社
會領域輔導員高市
路竹高中師秀玲
(公民)老師
樹德科技大學諮商
與生涯發展中心
李廷鈞老師
高市國教輔導團國
中數學領域專任輔
導員高雄市立梓官
國民中學林雅雯
老師
大仁科技大學通識
中心教務處招生服
務中心黎晨濬講師
高市仁武高中輔導
室林美惠主任
台南市復興國中王
秀梗老師
台南市中山國中邱
宗志老師
台南市安順國中孫
培銘老師
高雄市大寮國中國
教輔導團的輔導員
鄒積貴老師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
國中數學領域專任
輔導員高雄市立梓
官國民中學林雅雯
老師
高雄市壽山國中鄭
汶瑜老師
台南市中山國中邱

13

14

42

74

20
19
20
20

17

8

20
20
2

高中

學(社會科) 10:20-12:10

17

台南市慈濟
活化教學
高中

102.11.05(二)
13:20-15:10

18

屏東縣公正
性別教育
國中

102.11.06(三)
13:30-15:30

19

台南市慈濟 運 用 數 位 102.11.14(四)
高中
科技教學
10:20-12:10

宗志老師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
培育心主任白雲霞 20
主任
樹德科技大學諮商
與 生 涯 發 展 中 心 56
李廷鈞老師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
20
學系陳碧祺副教授

5、「教育人教育情」教育論壇：
（1）主題：12 年國教對國中小的影響與因應之道
（2）日期：102 年 11 月 27 日
（3）地點：屏東縣泰武國中
（二）101 學年度下學期（102.02.01-102.07.31）
「本校專任教師從事地方教育輔導
記錄」彙整統計（如附表一）。
（三）102.11.21 召開協商本校「教師地方教育輔導記錄系統」整合事宜會議。
（四）102.12.24 召開 103 年度南區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協調會議：
1、本校為 103 年度(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及澎湖縣)總召集學校，負責任
務為：召開區內地方教育輔導協調會議、彙整區內所有申請辦理學校之年
度計畫提報報部申請、召開年度結束檢討會議。
2、區域內設有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之師資培育大學有：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國立台南大學、國立成
功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等。
（五）本處教育輔導組執行「102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
服務計畫」
，招募本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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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三學生（3 名）。
2、課輔科目：國文、英文、數學、生物、理化、地理、歷史、公民、美術、
體育、綜合活動、表演藝術、童軍、資訊、職業探索、學習策略。
3、課輔期間：102 年 7 月 8 日至 11 日、7 月 15 日至 19 日、7 月 22 日至 26
日、7 月 29 日、8 月 2 日（每週一至週四 08:00~15:30、每週五 08:00~11:40，
僅 8 月 2 日週五調整為 08:00~15:30）
。四週共 16 天之服務時數總計 112 小
時又 20 分。
4、行前研習：102 年 6 月 27 日（週四）、28 日（週五）於本校行政大樓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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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會議室辦理。兩天研習時數共 18 小時又 30 分。
5、活動特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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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早自習、打掃、陪伴午餐午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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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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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嘗試教學不同科目，如
國文科教師兼任公民科、數學科教師兼任體育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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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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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處教育輔導組執行「教育部 101 年度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
課輔對象為高雄市兩所位於偏鄉的內門國中及荖濃國小學生，課輔模式為
一對一課輔。
1、本學期課輔執行情形：
（1）課輔期間、上課時間：
內門國中：102 年 10 月 3 日至 103 年 1 月 2 日。每週一及週四晚上
18:00~21:00。（每次課輔 3 小時）
荖濃國小：102 年 10 月 3 日至 12 月 23 日。每週一下午 16:30~18:00 及每
週四下午 14:00~15:30。（每次課輔 1.5 小時）
（2）課輔對象：共 45 名學生。
內門國中：國一學生 15 名、國二學生 20 名，共 35 名。
荖濃國小：小三學生 4 名、小四學生 6 名，共 10 名。
（3）課輔教師：共 50 名。
（4）科目：
國一、國二學生：英文、數學。
小三、小四學生：國語、數學。
（5）地點：本校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 電腦教室。
2、課輔培訓：
（1）102 年 9 月 26 日（週四）及 9 月 30 日（週一）18:10~20:20（課輔教師擇
一時段參加）
，於本校電算中心 7403 電腦教室辦理「102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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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日誌系統操作、教學平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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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年 10 月 12 日（週六）09:00~11:00，於本校行政大樓七樓 0706 教室
辦理「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網路課輔教師研習會」
，邀請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王玉珍老師演講「正向管教的班級經營」。
（3）102 年 11 月 9 日（週六）08:00~12:10，於本校行政大樓七樓 0706 教室及
六樓第四會議室辦理「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三次網路課輔教師研習
會」
，邀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師秀玲老師、鄒積貴老師、
黃韻如老師分別演講「有效教學之設計與實施」
、
「數學補救教學」
、
「國
中英文教學設計」。
3、工作會議：
（1）102 年 8 月 27 日（週二）14:00~15:00，南區輔導中心–正修科技大學召
開「南區第 3 期期初共識會議」
，由本處蔡天助組長及行政助理與會。
（2）102 年 10 月 22 日（週二）15:00~16:30，正修科技大學召開「南區數位學
伴工作會議」
，由本處蔡天助組長及行政助理與會，會中討論 103 年數
位學伴計畫申請事宜。
（3）102 年 11 月 4 日（週一），正修科技大學於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召開「南
區數位學伴工作會議」，由本處蔡天助組長與會，會中討論 103 年數位
學伴計畫書撰寫內容。
（4）102 年 12 月 26 日（週四）15:30~15:50、12 月 30 日（週一）16:30~16:50、
103 年 1 月 6 日（週一）18:00~19:00、1 月 9 日（週四）18:00~19:00，於
本校行政大樓六樓第四會議室召開「高師大網路課輔計畫 102-1 期末檢
討會議」，由本處蔡天助組長主持，安排課輔教師分批與會，會中對本
學期網路課輔情形進行意見交流。
4、相見歡活動：
（1）102 年 10 月 19 日（週六）下午 12:00~19:00，由本處蔡天助組長及行政
助理帶領 6 名課輔教師前往荖濃國小進行相見歡活動及參觀 102 年度荖
濃大武壟夜祭活動。
（2）102 年 12 月 8 日（週日）08:00~18:00，由本處蔡天助組長和行政助理帶
領 19 名課輔教師，以及內門國中師長帶領 26 名國中學童，於高雄市大
樹區舊鐵橋濕地教育園區進行相見歡活動，行程包含參觀傳統木炭窯、
姑山倉庫產業休閒園區、手工麻油製作、三和瓦窯及舊鐵橋溼地教育園
區導覽，並安排彩繪風箏及放風箏活動，課輔教師和學童對於該社區的
環保與社區營造意義均留下深刻的印象。
（3）102 年 12 月 27 日（週五）07:00~15:20，由本處行政助理帶領 6 名課輔教
師前往內門國中參觀其校慶運動會及進行相見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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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6

【教育實習工作】
（一）本校已簽約之教育實習合作學校共有 1044 所（中等學校 867 所、國民小
學 177 所）， 今年有實習學生(教師)前往實習的學校 194 所，無實習教師
前往實習的學校 850 所。本學期共 373 人申請實習，其中 26 人撤銷實習，
目前 347 人參與實習。
（二）本處於 8 月 28 日發函實習簽約學校，請提供「103 年度可提供實習教師各
科缺額調查表」
，截至目前計有 556 所實習簽約學校送回調查表，103 年度
各實習學校提供實習缺額計 6641 個，俾便本校畢（結）業生前往實習。
（三）本處辦理畢業生顏維萱等 2 人申請教師資格初檢，經高雄市教育局核辦並
於 9 月 27 日(五) 返校座談會發予實習教師。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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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五）、10 月 25 日（五）、11 月 22 日（五）、12 月 27 日（五），
地點:本校活動中心大禮堂，屆時本校各實習指導老師會出席並輔導實習
生。
2、今年度辦理各系「校友返校座談」，本處已函文請各系推薦並於 10 月 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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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之師培系為：教育系、特教系、音樂系、化
學系、 體育系、英語系、地理系及師資培育中心。
3、第四次返校座談日(12 月 27 日)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模擬考。
（五）本處於 9 月 25 日（三）中午 12:00~下午 1:30 假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
舉辦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實習指導教授暨實習授課教師座談會」。
（六）輔導辦理實習教師（學生）於 9 月 30 日前繳交實習教師實習計畫書，以
確保實習教師在實習期間之各項權益，落實實習成效。
（七）自 92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欲參加教育實習者全面為新制(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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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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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全國
及格率

本校
報考人數

及格

不及格

及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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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校「103 年度實習教師（學生）自覓、分發實習學校說明會」分兩校區
辦理。時間/地點：第一場：102 年 9 月 24 日(二)中午 12:30~13:30 本校和
平校區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第二場：102 年 9 月 26 日(四)中午
12:30~13:30 本校燕巢區科技大樓二樓演講廳。
（九）本校參與 103 年度教育實習學生自 10 月 8 日起即可上網登錄實習同意書。
（十）本處教育實習組提撥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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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2 年 10 月 18 日函請高雄市立五福國
民中學等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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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處教育實習組為提升各系校友參與教甄應試能力，於 10 月 25 日(五)
實習生返校座談當天辦理各系系友返校座談，以「如何準備教師甄試」
為主題進行經驗分享，已辦理完畢，感謝以下各系的協助，分別為：教
育系、特教系、音樂系、化學系、英語系、地理系、數學系、體育系及
師培中心。
（十二）本月 22 日(五)實習生返校座談分組座談時間（10：30~12：00）辦理「教
師檢定考試模擬考」
。
（十三）本處教育實習組為提醒本校教育實習生報考 103 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訂於實習生返校座談日(12 月 27 日)宣導常見報考錯誤之注意事項。
（十四）本校自 98 學年度開始辦理「三週實習」活動，係為本校教學卓越計畫
特色活動，辦理對象為應屆大四師培生。參與本活動之同學於三週實習
期間，配合實習學校作息，全時參與實習生活，包括班級教學、帶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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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行政協調等活動等。藉由此活動，可提早適應實習生活，在未來的
大五實習中更得心應手，如此便能有更充裕的時間準備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進而輕鬆通過檢定，獲得教師證，順利考上教師甄試，成為正式教
師。102 學年度三週實習預定於 103 年度 4 月份辦理，感謝各合作實習
學校協助與指導。本校歷年參與三週實習科系/參與人次/合作實習學校
一覽表如下：
學年度

參與科系

參與人次

合作實習學校
瑞祥高中、鳳山高中、高師附中、陽
明國中、大仁國中

98

1.教育系、2.工教系 51 人次

99

1.國文系、2.教育
系、3.特教系、4.化 148 人次
學系、5.工教系

瑞祥高中、鳳山高中、高師附中、陽
明國中、大仁國中、英明國中、高雄
高商

100

1.國文系、2.地理
系、3.教育系、4.數
學系、5.物理系、6. 248 人次
化學系、7.美術系、
8.音樂系、9.工教系

鳳新高中、鳳山高中、前鎮高中、高
師附中、新興高中、陽明國中、正興
國中、瑞祥高中(國中部)、英明國
中、鼎金國中

101

全校 13 個師資培育 308 人次
系參與

102

全校 13 個師資培育 預計 358
系參與
人次

鳳新高中、鳳山高中、前鎮高中、高
師附中、新興高中、中正高中、楠梓
高中、陽明國中、正興國中、瑞祥高
中、英明國中、鼎金國中、民族國中、
光華國中、大仁國中、楠梓國中、大
社國中、高雄高商，計 18 所
鳳新高中、鳳山高中、前鎮高中、高
雄高商、高師附中、新興高中、中正
高中、楠梓高中、陽明國中、正興國
中、瑞祥高中、英明國中、鼎金國中、
民族國中、光華國中、大仁國中、前
金國中、楠梓國中、大社國中、五甲
國中、燕巢國中，計 21 所

【就業輔導工作】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辦理 102 學年度補助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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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申請，本處已以電子郵件方式將相關申請文件與表
格傳至本校各院及系所，本年度本校計有工業設計學系提出申請，本處彙
整相關資料，於截止時間前完成申請程序。
（一）本處就業輔導組於 9/9(一)於新生訓練宣導 RICH 職場體驗網，此平台協助
新鮮人了解正確職場觀念，並從工讀獲取經驗，活動順利圓滿成功。
（二）本處就業輔導組行政助理王雅馨於 9 月 26 日(四)、27(五)出席教育部為加
強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特舉辦「102 年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
人員專業知能培訓」研習。
（三）本處就業輔導組協助彙整及填報高等教育資料庫學 10、學 17、學 28，已
於 9 月 24 日(二)發電子檔請各系所協助填答並於 10 月 11 日(五)截止收件。
（四）青年職涯發展中心(YS) 於 10/24(四)辦理「102 年度學生代表聯繫會報」
，
本校學生會會長代表出席此會議，也請該單位於會議結束後提供會議紀
錄，以備存查。
（五）本處就業輔導組協助文教產業競力計畫 C-3 學生證照獎助金申請，感謝各
系所踴躍申請及協助，已於 10/31(四) 截止申請，申請件數達 108 份，並
於 11/13(三)召開「學生證照取得獎助申請審查會議」共計 88 份資料通過，
會後資料複核與經費送審資料的整理，通過審查後並頒發獎狀以茲鼓勵，
已於 12/4(三)送交主計室審計核備。
（六）本處就業輔導組行政助理王雅馨出席 11/15(五)高雄市勞工局訓練辦理就業
中心辦理結合大專校院就業服務檢討會議，及鼓勵大學夥伴欲申請 103 年
度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計畫補助，將於 12/10(二)截止，本組已於截止期
限提出申請。
（七）本處就業輔導組行政助理王雅馨於 11/20(三)出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
練局辦理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諮詢輔導服務會議，此會議內容
提及 102 年及 103 年度經費異動項目，本組將彙整法令調整及經費項目異
動，未來欲執行本計畫時，可參考本組彙整之資料。
（八）本處就業輔導組行政助理王雅馨於 11/25(一)出席成大光復校區學生活動中
心國際會議廳，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就業平台 UCAN 學習輔導交流研習。
（九）本處就業輔導組與本校通識中心、勞工保險局高雄辦事處已於 12/4(三)下
午 13:30 至 15:30 辦理就業輔導活動講座，講座主題為:勞動權益保障講座，
地點在行政大樓 0908 教室，講師內容豐富，學生踴躍發言，活動圓滿順
利。
（十）遠見雜誌 2014 年大學辦學特色調查，本處配合辦理，並調閱相關年度畢
業生畢業後一年動向調查資料，彙整後回復。
（十一）本處網頁目前建置中，並與承攬此包案之廠商簽訂合約及注意事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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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網頁已有初稿樣式，待本處開會及各組提供該組業務項目及特色，並盡
速完成
（十二）本處就業輔導組負責撰寫大鵬網計劃已於今年 9 月申請計劃書交由本校
高高屏統一窗口王韻筑小姐，大鵬網應以系統整合為優先，其次為職涯
課程發展以及種子教師培訓等相關聯廣活動」，方案ㄧ(1.協助各校展職
輔課程教材；2.種子師資培訓工作坊)；方案二(3.大鵬網推廣校園講座)。
因教育部 11 月底核定公文，執行時間是明年(103 年)10-後年(104 年)9 月。
【校友服務工作】
（一）加科加階段申請：本校 9-12 月份受理申請加科登記共 10 件、加階段登記
共 2 件。已於 10 月 29 日發文至教育部辦理核發教師證書，教育部於 11
月 19、22 日核發證書，由本處校友服務組轉寄給申請之教師。另本校 11、
12 月份受理申請加科登記共 4 件，本處於 12 月 18 日召開「中小學教師資
格審查委員會」，經審核通過，將由本處校友服務組彙整資料後，發文教
育部申請核發教師證書。
（二）畢業生流向網路問卷調查：本校 100 級師資畢業生及 101 級畢業生畢業後
動態調查已展開，採 e-mail 方式，通知畢業生們上網填寫，亦請各系所協
助聯絡畢業生上網填寫通知，預計 2 月 10 日截止填寫。
（三）本處林處長素貞、校友服務組林組長玉娟及行政助理謝孟宓於 9 月 3 日(星
期二)下午 14 時整，於高雄市立中崙國中拜訪全國校友總會陳秘書長金燈
及三位校友。林處長代表母校感謝陳秘書長金燈及校友們對全國校友會之
無私奉獻與付出，並針對全國校友總會之現況及未來校友活動之規劃、籌
辦等多項議題進行討論，預計將於 9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召開全國校友總
會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於當日下午召開入學 40 週年畢業校
友聯合同學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四）本校全國校友總會於 9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30 分於本校行政大樓 6
樓第 4 會議室召開全國校友總會第 2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 3 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陳理事長文瑞感謝理監事們及會員代表們不辭辛勞撥冗出
席。蔡校長培村、吳副校長連賞、本處林處長素貞、校友服務組林組長玉
娟以及校友組全體同仁亦與會，和校友們相談甚歡。蔡校長表示，希望透
過校友會凝聚高師大的向心力，讓身處各地的校友都能感受到高師大的熱
情與活力。會後於校園餐廳蘭苑進行餐敘，並邀請本校 66 級畢業校友代
表共進午餐，相互交流，在一陣熱鬧聲中為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五）本校全國校友總會幹部陳海麟校友(66 級工教系)為人處世熱心好善，為全
國校友總會會務盡心盡責，付出諸多心力。於 101 年 10 月 06 日於高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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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全國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陳海麟校友自高雄返回苗栗住處時，因天
晚視線不佳，於途中發生嚴重車禍，傷及脊椎，致全身癱瘓，除意識及言
語尚屬正常外，行動及生活自理方面皆須旁人協助。吳副校長連賞、校友
服務組林組長玉娟，以及全國校友總會陳秘書長金燈特地赴苗栗陳海麟校
友住處探望與慰問，致贈慰問金並致上最高的關懷，希望他能早日康復，
再次回到全國校友總會，為全國校友總會一起奮鬥。
（六）校友電子報於每月 20 日發刊，採 E-mail 方式傳送給校友，電子報中刊載
校園最新動態、校友會活動及校園賀榜等訊息，亦歡迎本校師生訂閱。
（七）為強化校友聯繫，拓展校務發展財源，本處校友服務組已陸續寄出書面校
友募款信，及電子郵件予畢業校友，冀能有效挹注校務財源。
（八）本校澎湖縣校友會於 12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6 時 30 分於救國團澎湖青年
活動中心 2 樓，召開 102 年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敘活動。校友們出席者眾，
會議在熱烈的討論聲中順利進行，會後並進行聯誼餐敘，活動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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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會再加強宣導以提升研習會之出席率。
（二）雖然平日多有宣導，但實習生之職前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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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造成實習
期間的困擾，亦造成本校教師實習輔導的困難。未來可再利用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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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就業輔導組準備規劃提供學生就業輔導諮詢及會談機制，首先在空
間上就致理大樓二樓(本組辦公室附近)找不到空間可以應用，目前仍持續
往其他樓層尋找中。
（四）本處就業輔導組辦理就業輔導活動講座學生參予度不高的問題，未來辦
理講座擬與院、系週會合辦，以達活動效果。
（五）為掌握畢業生最新動態流向，校友服務組設計畢業生動態流向網路問卷
調查，本年度首次採線上網路問卷方式進行，並請電算中心協助轉發電
子郵件通知畢業生上網填答，然填答率不甚理想，有賴各系所協助聯絡
畢業生，鼓勵上網填答，以使此調查具有效性，未來亦將此調查結果提
供給各系所作為課程發展與之參考。
（六）本校各縣市校友組織逐漸成立，除可透過校友組織建置校友通訊資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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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須要透過各項管道廣為蒐集校友最新通訊資料，並鼓勵校友進入校友
資訊網更新資料，以利提供校友相關服務。此外請各系所協助從在校生
著手建立系所友資料庫，以培養在校生對系所的歸屬感，讓校友聯繫網
更加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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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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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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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盡全力協助各系畢業生實習及就業輔導。
（四）為協助實習教師在各實習學校能安心、順利地實習，本處將加強實習輔導
老師溝通，發行實習 Q and A 通訊，確保實習教師獲得良好照顧，增強他
們投入教學行列的意願。
（五）擴大與增強與實習機構關係，加強雙方合作；並擬增設就業資訊網頁。
（六）爭取專案經費，編印實習特殊個案分析手冊。
（七）擴充本處實習輔導網頁功能，提昇教學實習輔導效果。
（七）推動實習學生精進方案，確保本校實習生在就業市場之優勢。
（八）提供本校學生於就業各方面之諮詢及輔導協助，讓學生於在校期間便能了
解自己未來的職場發展方向，也能在畢業前具備完善的職場認知及應徵技
巧，增強自我就業競爭優勢，而在畢業時提供充分的就業資訊及管道，每
位畢業生都能進入優良的職場。
（九）設立專業的就業輔導環境及聘請就業輔導師，透過專業的輔導程序、就業
講座、就業工作坊…等輔導項目，提供學生在就業前就具有清晰的工作發
展規劃與準確的職場選擇，讓本校學生皆能找到好工作、創設好企業，在
職場上發揮其優秀的能力與專才，造福社會國家。
（十）結合校友力量，協助本校卓越發展：本校金門校友會已於 3 月份成立，目
前本校各地校友會共計 8 個，然校友是本校豐富的資源，為強化校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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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及各地校友之向心力，全國校友總會亦主動積極拜訪各縣市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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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掌握畢業生動態，強化校友服務功能：本組每年辦理畢業後一年動態流
向調查，感謝各系所協助調查，使本調查能更具全面性、更清楚掌握畢
業生動向。調查結果除了可作為本處掌握校友最新動態之依據，更可提
供各系所作為課程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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