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與就業輔導處 104 學年第 3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104.11.18
（一）教育輔導工作：
1、執行 104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南區) ：
（1）辦理國中教師知能巡迴輔導研習(一覽表)
No. 申請學校 申請主題
申請服務時間
教學巡迴輔導人員
1

屏東縣立
性別教育
萬新國中

104.10.20 (二) 高雄市立一甲國中
13:20-15:00
許元平老師

（2）辦理駐點服務(一覽表)
No. 申請學校 申請主題
申請服務時間
教學巡迴輔導人員
英文領域教師
增能駐點服
高 雄 市 立 務：如何透過 104.10.13 (四) 高雄市立福山國中
1
茄萣國中 差異化教學設 13:30-15:30
黃嘉敏老師
計達成有效教
學
2

高雄市立 自然領域教師 104.10.29(四)
興仁國中 增能駐點服務 09；00-11：0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周建和副教授

2、104 年 10 月 8 日發函請各系所(中心)於填報 103 學年下學期教師地方
教育輔導紀錄，並於 11 月 16 日前將紙本送交本組彙整。
3、於 104 年 10 月 12 日與 104 年 10 月 21 日中午 12:10，分別於燕巢與和
平校區與各系總幹事召開「職涯輔導與實習推動座談會」
，提供雙向意
見交流的機會。
4、完成 104 年初任教師導入輔導知能研習收支結算。
5、教育輔導組執行「教育部 104 年數位學伴計畫」
，10 月份參加會議及辦
理研習如下：
（1）10 月 5 日（一）14:30~16:00，與潮寮國中承辦老師視訊會議說明本
學期課輔模式及系統操作。
（2）10 月 7 日（三）10:00~11:00，派員參加「教育部 104 年數位學伴計
畫」入口網團隊召開之線上會議。
（3）10 月 14 日（三）13:30~16:30，派員至內門國中參加由教育局辦理
之「教育部 104 年數位學伴計畫」第二場座談會。
（4）10 月 24 日（週六）12:00~16:00 於本校和平校區行政大樓七樓 0702
教室辦理「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網路課輔教師研習會」。中午
12:10~13:10 邀請高雄市陽明國中孔祥泰實習教師分享「傑出大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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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享」，接著下午 13:30~16:00 邀請高雄市鹽埕國小王玉珍主任
演講「班級經營及激勵學習動機」。此次研習會參加學員為本校及正
修科技大學之課輔教師。
（二）教育實習工作：
1、104 年 9 月 30 日本處於教育學院辦理「職涯輔導與實習推動座談會」，
由教育學院方德隆院長擔任主持人，會中與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委員進
行意見交流。本組林玄良組長及李澎蓉助教代表教育實習組與會。
2、104 年 10 月 12 日本處於燕巢校區辦理「職涯輔導與實習推動座談會」，
會中與燕巢校區各系會總幹事面對面交流，蒐集學生意見作為本處業務
推動之參考。本處林玄良組長主持，李澎蓉助教列席與會。
3、104 年 10 月 21 日本處於和平校區辦理「職涯輔導與實習推動座談會」，
由本處蔡天助組長主持，會中與和平校區各系會總幹事面對面交流，蒐
集學生意見作為本處業務推動之參考。本組李澎蓉助教代表教育實習組
與會。
4、本處派員出席教育部於 104 年 10 月 6 日(二)下午 3:30 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舉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服務」收費標準訂
定諮詢會議。
5、本處派員出席教育部於 104 年 10 月 6 日(二)下午 1:30 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舉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服務系統」開放線上
查詢諮詢會議。
6、教育實習組提撥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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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人，已於 104 年
10 月 26 日函請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等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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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教育實習組為提升各系校友參與教甄應試能力，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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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的系有：工教系、教育系、特教系、音樂系、化學系、地理系、數
學系、體育系、物理系及美術系。分別於 9 月 25 日、10 月 30 日及 11
月 27 日。
8、教育實習組於 10 月 30 日實習生返校座談，邀請高雄市立文府國中林校
長季玲，主講題目: 轉動生命的希望，激發生命的潛能。蒞臨演講，實
習生受益良多。
9、教育實習組於 10 月 30 日實習生返校座談日下午辦理「強化教育實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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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學能力加強班，共四場，提供實習學生自行選擇參與。
10、彙整本屆實習生參與 105 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人員提前送審資
料，預定於 11 月底前送至教育部。
11、彙整及印製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實習輔導教師聘書，共 816 份。
12、教育實習組於 10 月 26 日召開 104 學年度實習輔導委員會，由吳校長
連賞主持，會議針對教育實習相關法規進行修訂與研議。
13、教育實習組於 10 月 26 日辦理加科及加階段登記書面審查，俟委員核
定後，再行文送教育部核發合格教師證書。
14、本處於 11 月 17 日召開「104 學年度三週集中實地實習籌備會」
，由王
副校長政彥主持，邀請教務處廖教務長本煌、學務處李學務長金鴦、實
輔處陳處長俊智、教務處課務組孫組長祖玉、生活輔導組鄒組長愛華、
教育實習組林組長玄良共商。
（三）就業輔導工作：
1、就業輔導組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合辦駐校就業服務據點，
10 月份共有英語系和客研所三位同學預約參加職業性向測驗，職涯諮
商人員現場針對施測結果及同學科系為同學解說其適合的職業類別，這
項職業性向測驗一般在外面施測加上解說需要支付相當額度的費用，希
望能鼓勵各系所同學，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善加利用這資源，為個人職
涯探索和職涯選擇做準備，服務時間及相關訊息已公告於學校首頁及實
輔處網頁，歡迎同學提早預約。
2、就業輔導組針對大一新生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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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已完成事經、體育、電子、
音樂、工教、物理、生科、化學系、工設、特教、軟工、光通、數學、
國文、地理、美術計 16 系，其餘教育、英語、視設 3 系於 11/13 前全
數測驗完畢，相關報表數據可提供各系作為開課參考。
3、高等教育資料庫 10 月各表冊填報「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
表」、
「學 17－學生通過公職考試與證照統計表」、
「學 23－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之工作情形調查表」及「學 23-1－應屆博士畢業生之工作情形
調查表」皆已填報完成，感謝各系所協助配合。
（四）校友服務工作：
1、配合教育部進行 104 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調查，此次調查對象為
101 級(100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及 103 級(102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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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校友服務組採電話調查方式進行，並請各系系學會協助聯繫學長姐
們。截至 10 月 30 日止全校填答率分別為：103 級(102 學年度)畢業後
一年填答率為 68.23%，並依規定於 10 月 30 日上傳至教育部。101 級(100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截至 11 月 5 日止全校填答率為 62.32%。各學院填
答狀況如下：
學院
畢業年 103 級畢業一年
101 級畢業三年
度
(102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教育學院
73.49%
60.36%
文學院
52.80%
56.87%
理學院
64.06%
54.20%
科技學院
75.45%
91.54%
藝術學院
84.58%
66.67%
總填答率
68.23%
62.32%
2、配合本校校慶系列活動之第 9 屆(68 級)畢業生入學 40 週畢業校友聯合
同學會，於 11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於本校行政大樓 10 樓接待室
辦理，吳校長連賞與校友們分享母校之發展。當日下午校友們更前往燕
巢校區參觀，見到母校之發展與現況，校友們皆表示重返母校極為開心。
3、為獎勵本校歷屆校友，對母校、社會、國家有具體貢獻或特殊成就者，
於每逢以三可除盡的校慶週年之校慶日辦理傑出校友表揚，本(104)年
度傑出校友經遴選委員會決議，共計 7 位校友獲此殊榮，名單如下所
列，並將於校慶活動當日公開表揚，以茲鼓勵。
獲獎類別 姓名
本校畢業系級別
教學類
王友蘭校友 101 級成人教育研究所文教事業經營碩士班
謝國釧校友 82 級數學系
行政類
康木村校友 90 級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林香吟校友 91 級地理系碩士班
服務類
林勇成校友 102 級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林進榮校友 96 級成人教育研究所組織發展與領導碩士班
學術類
羅豪章校友 88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4、本校全國校友總會於 11 月 4 日上午 10 時整於本校行政大樓 10 樓接待
室召開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
議中針對母校 50 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相關議題進行討論，會議在熱絡討
論聲中劃下句點。
5、本校高雄市校友會於 11 月 21 日(星期六)辦理會員活動，校友們將至本
校燕巢校區及鄰近觀光景點進行一日參訪，歡迎有興趣校友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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