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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年度
一、教務業務
1.全方位課程規劃
配合我國社會之需要，吸收歐美日名校之教育理念，規劃充實符合時代潮流之相關課
程及全英語授課之課程。為提昇學生英文能力，符合國際化之需求，落實執行英文能
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並展望未來我國教育改革終生教育之趨勢，不僅以培養專
業人才為已足，更廣設各領域之通識課程。此外，考量學生升學就業之生涯規劃，訂
定資訊基本能力畢業資格及檢定，擬培養學生具國際觀、多樣化、全方位發展方向之
通才為目標。
2.教學服務優質化
辦理新進教師研習座談會、訂定傳習制度，加強新進教師教學、研究等方面整體之技
巧及知能，以增進其教育品質。又為肯定大學教師對社區服務及社會貢獻，增進教學
與心靈之成長，更持續舉辦教學成長研習等一連串系列活動，期將校內教學與社會服
務相結合。再者，訂定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講座教授設置辦法、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
勵辦法等措施，以鼓勵教學優良之教師，肯定其在教學上之努力與貢獻。並為配合教
育部落實教師評鑑工作，本校已陸續修訂教師評量辦法及其施行細則並開始實施。
3.修訂各項教務章則
（1）修訂各項招生辦法：配合教育部來函修訂相關招生考試辦法，預計有：碩博士班招
生辦法、轉學生招生辦法、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辦法、大學部二年制在職專班招生辦
法、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招生辦法、外國學生入學辦法。(招生組)
（2）修訂註冊、學籍與成績管理等教務章則：配合教育部來函修訂相關教務章則，計有
本校學則、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學生註冊要點、學生修讀輔系、
所、學位學程辦法、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學生轉系（組）所、學位學程辦法、學
期成績處理要點、學生申請提前畢業辦法、跨國雙學位制實施辦法等辦法。(註冊組)
（3）修訂課務教務章則：配合教育部來函修訂相關教務章則，計有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
定實施辦法、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學生選課要點、研究生學
位考試施行細則、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跨院系學程設置辦法、暑期開班授課辦法、
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教師請假代課辦法等辦法。(課務組)
（4）修訂教學服務教務章則：配合教育部來函修訂相關辦法，預計有教師評量辦法及其
施行細則、講座教授設置辦法、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
法、教學評鑑施行辦法等相關章則。(教學組)
4.招生業務制度化
辦理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大學甄選入
學招生考試、研究所碩（博）士班甄試、研究所碩（博）士班招生考試、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日間學制大學部轉學招生考試及二年制在職專班招生考試、產業
研發碩士專班招生考試、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越南國際高階經營管
理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澳門國際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上海國際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高階法律暨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等
各項招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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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方面
1.提供弱勢學生助學金、緊急紓困及低收入戶生免費住宿等三項共同助學措施，並且加強
學生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與各項急難救助及清寒獎助學金之宣導，以照顧經濟困難
弱勢學生，協助順利完成學業。
2.加強生命教育及自我探索成長團體輔導，舉辦交通安全、智慧財產權講座、性別教育及
健康生活等專題講座、CPR 初級急救員訓練，辦理「消除菸害、預防愛滋病、防治藥
物濫用」春暉宣導及捐血等相關活動。
3.舉辦壓力與生活調適專題講座及學生、家長座談會，提升新生在校生活適應力，瞭解學
生意見、增進學校與家長之溝通，結合家庭力量共同關懷及輔導學生成長。
4.提撥學雜費收入充實各項就學獎補助辦法，提供學生獎助學金及「生活學習」機會，積
極協助學生自食其力完成學業。
5. 推動校園學生自治風氣，輔導自治組織自我管理，鼓勵學生會積極辦理跨校性活動，
及配合高雄市政府相關活動。
6.加強輔導僑外生課業、生活與活動能力，建立居留期限管理系統，主動通知在台居留即
將屆滿的僑外生到僑外組辦理展延事宜，避免逾期居留情事發生。並設立外國學生獎
學金以吸引優秀外國學生就讀本校。
7.透過「校友資訊系統」及各系（所）畢業生就業輔導工作聯絡人窗口,以及配合教育部
「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整合計畫」實施各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流向問卷調查，協助系
所進行畢業生聯繫資訊與就業/升學流向調查資料與彙整，確切掌握畢業生就業與升學
狀況，藉以提昇其職涯輔導之服務品質與適切性。
8.結合校內、企業界與政府單位相關計畫資源舉辦職涯/就業輔導系列講座、企業說明會
與參訪，以及聯合他校辦理就業博覽會等活動，促進職前知能學習，貼近職場現況，
提昇學生就業力，擴大本校畢業生就業輔導功效。
9.利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協助學生瞭解職業興趣與自身職能程度，進而規劃
學習計畫，提升職場競爭能力，以縮短就業前之接軌與適應期。
10.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並結合社團及相關單位力量，舉辦一系列相關活動（如
健康萬步走、免費三高篩檢、健康宿舍..等），來促進全校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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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方面
1.人文社會科學院大樓新建工程：本工程係 97 年至 100 年連續性計畫工程，預計興建地
上三樓/地下一層之院本部建築，樓地板面積 9,070 平方公尺，以及 1,600 平方公尺之
附屬實驗室兼看台，合計總樓地板面積為 10,770 平方公尺。本大樓具備教學、研究實
驗、語言教室、會議及行政空間等機能，期能提供本校人文社會科學院現有 4 系 1 所
使用，培養理論基礎與實務併重之人才。本工程規劃設計報告書於 98 年 3 月奉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定，總工程經費(含內部設備費)為 2 億 7,000 萬元(本校需自籌 5,400
萬元)，97 年度由當年度資本門調整容納 956 千元辦理規劃設計建築師甄選，98 年度
由當年度資本門調整容納 1,150 千元辦理發包，99 年度編列 120,000 千元辦理工程施
工，以及 100 年編列 147,894 千元辦理驗收、結算及內部設備採購。預計 100 年 9 月
進駐啟用。
2.風雨球場新建工程：本工程係 98 年至 99 年連續性計畫工程，預計於校園西南側草地
上興建三座籃、排球綜合球場，並於球場周邊設置看台及舞台，除提供半室內球類比
賽用途外，亦可提供作為大型集會場所。本工程總工程經費為 4,450 萬元(全部由本校
自籌)，自 98 年度起分二年編列預算，第一年編列 3,450 萬元辦理工程發包、施工(本工
程於 97 年度由資本門暫支 200 萬元辦理先期規劃設計及地質鑽探作業)，99 年度編列
第二年經費 1,000 萬元，全部工程已於 99 年 10 月完工驗收、進駐啟用。
3.行政大樓新建工程：本工程係 99 年至 101 年連續性計畫工程，具行政、服務、會議空
間等機能，期能提供本校行政單位能有固定之辦公及服務場所(現暫用圖資大樓五、六
樓書庫空間)。教育部 99 年 3 月核定興建構想書及 99 年 7 月核定 30%規劃設計圖說，
預計興建樓地板面積為 10,412 平方公尺之地上六樓/地下一層建築，總工程經費(含內部
設備費)為 2 億 2,350 萬元(本校自籌 4,900 萬元)。99 年度資本門調整容納 176 萬元，辦
理規劃設計建築師甄選、規劃設計及發包，100 年預計編列 8,870 萬元(含補編 7,870 萬
元)辦理工程施工，101 年預計編列 1 億 3,304 萬元辦理驗收、結算及內部設備採購，預
計 101 年 12 月完工驗收。
4.學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本計畫原以 BOT 方式辦理公告無廠商申請後，本校循校內程
序決定以融資貸款方式興建，經委託顧問公司進行財務評估，考量目前銀行存、貸利
息及校務基金運作情形，擬採全數自籌建造。教育部 99 年 10 月核定本工程興建構想
書，預定興建樓地板面積為 9,720 平方公尺之地上五樓/地下一層建築，提供 560 床位，
經費 2 億 2,254 萬元，分三年辦理，預計 102 年完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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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廣教育方面
1.積極推動各院、系、所、中心開辦推廣教育學分班及非學分班： 積極協助各院、系、
所、中心開辦推廣教育終身學習課程，提供民眾多元進修管道以落實終身學習之信念，
本年度共開設 82 個推廣教育班次。
2.積極辦理企業及政府各類培訓課程：本校今年度與企業及政府合作之培訓課程分別為
「99 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有：整合領導價值訓練班第 1 期、職場英文班第一期、
工
商英文訓練班第一期、管理效能 A+班、有機農作物栽培班第一期、新興產業時
事英文班第一期、職場菁英英文班第一期、中英筆譯基礎班第 01 期、商務英文翻譯
與寫作班、醫療市場之創新行銷與策略班第一期、進階文創美工設計企劃班第一期、
綠建築節能設計規劃班第一期；「99 年度行政院科技人才培訓及運用方案新興重點發
展產業科技人才職業訓練」~半導體封裝人才培訓班及半導體學院計畫~IC 封裝人才培
訓班。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補助之「99 年度第 1 期市民學苑」—英語會話基礎班及「99
年第 2 期市民學苑」─英語會話基礎班。高雄縣政府委託本校代辦之太陽能熱水系統
技術人員培訓班、精緻農業卓越人才培訓班、網頁美工設計及行銷培訓班、網路創意
企業人才培訓班、金融理財規劃專業人員培訓班。高雄市政府委託本校代辦之精緻農
業卓越人才培訓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委託本校代訓之
網路行銷實務班、電子商務創意行銷專業人員培訓班、綠能應用及太陽能熱水系統技
術人員培訓班、中小企業資訊人員實務班及教育部補助辦理之「人力加值方案課程」
計有數位人脈管理師暨網際網路證照輔導班等 23 個班次。
3. 推動推廣教育業務之交流及合作：本校正努力透過策略聯盟方式與企業界、產業界等共
同推動推廣教育在職進修，並藉由締結策略聯盟關係，共享教育、訓練、研究與社區
服務資源。
4.增進推廣教育品質
(1)辦理推廣教育課後閲卷調查填寫及統計分析作業，以了解學員需求及建議，藉以提升
推廣教育開課品質。
(2)於 99 年 11 月 26 日完成辦理高雄縣政府勞工局委訓課程之「100 年度身心障礙者失業
訓練計畫業務評鑑」作業事宜。
(3)辦理 99 年度教師評鑑作業，提供受評教師服務類之推廣教育相關資料，並將各受評
教師資料，以信封彌封逕送所屬系所辦，俾利受評教師進行自評進而落實教師評鑑作
業。
5.積極辦理講座以推動高雄大學與產官學研各界之交流：
(1)本校積極辦理「國立高雄大學卓越講座」，促進與業界密切之合作與互動，整合並分享
產官學研資源，追求大學卓越發展，提升知識競爭力。並藉此提升高雄大學之知名度，
增進校園創新學習之良好風氣。
(2)本年度「高大卓越講座」共辦理 20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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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發展方面
1.辦理各項學術獎助成果：
(1)「國立高雄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要點」，鼓勵專任教師在國內、外著名期刊或出
版單位發表其研究成果，符合獎勵標準之期刊論文 99 年補助 EI-9 篇、SCI-178 篇、
SSCI-22 篇、TSSCI-14 篇、AHCI-2 篇，共獎勵 400 萬元。
(2)「國立高雄大學補助教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辦法」鼓勵教師與研究人員出國參加
國際重要學術會議， 99 年核定補助教員出席國際會議人數共 25 人，補助金額合計
812,572 元。
(3)「國立高雄大學補助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及競賽活動辦法」鼓勵本校研究生出
國參加學術競賽或發表論文，99 年補助 17 人，補助金額合計 248,000 元。
(4)「國立高雄大學獎勵補助舉辦國內與兩岸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為提升學校知名度及
推動兩岸學術交流，鼓勵舉辦學術研討會，99 年 3 件申請，補助金額合計 218,000 元。
(5)「國立高雄大學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績優學術教學單位獎勵辦法」為促進學術研究與
產學合作，獎勵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成果績優教學單位，99 年獎勵工學院、化學與材
料工程學系、都建所、電機工程學系、應物系，獎勵金額合計 40 萬元。
(6) 辦理高雄大學傑出研究教授獎助，99 年計核定傑出研究教授 1 位，獎金每月 10,000
元，自 98 年 8 月起發放，計發放 50,000 元，加上 98 年核定 1 位，發放 1,200,000 元，
總計 1,700,000 元。
2. 研究中心與貴重儀器中心：98 年度與中國鋼鐵公司合設「國立高雄大學扣件與鋼鐵研
發中心」設置的目的在於拓展技術研究之前瞻性，提供扣件產業諮詢服務與發展協助，
整合南台灣扣件相關之產、官、學資源。貴重儀器中心改選第七屆「國立高雄大學貴
重儀器中心管理委員會」委員共 7 名，聘期自 99.6.30-100.06.30。99 年度圖書儀器設備
費補助購買儀器設備有(1) 生命科學系「多功能微量盤分析儀(含微量清洗機)」 (2) 應
用化學系「可移動式桌上型掃瞄式電子顯微鏡」(3)電機工程學系「ENA 網路分析儀頻
寬升級套件」(4)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微拉曼光普儀」
，新增 4 件貴儀設備，目前
貴重儀器中心共有 45 件貴重儀器納入管理。
3. 產學合作暨研發成果管理：本校今年度與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策略聯盟，各針對教學研究與產業需求、培育人才、
科技研究合作及專利價值創造逐步進行產學合作與交流。
「國立高雄大學研究發展成果
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99 年共有 13 件專利申請案正進行國內外專利申請，並委由合
作之智財權法律事務所負責申請各國專利認證。本校建教合作計畫成果，99 年國科會
計畫件數共 139 件，金額合計 103,517,540 元（含產學合作計畫之廠商配合款）；教育
部計畫件數共 30 件，金額合計 21,217,563 元；其他計畫件數共 69 件，金額合計 47,312,525
元，金額總計 68,530,088 元。

5

國立高雄大學校務經營績效報告
中華民國 99 年度
4.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
(1)本校「國際交流合作積優教學單位獎勵辦法」，鼓勵本校各系所積極進行國際交流活
動，98 年院級評比第一名工學院，獎金 10 萬元，系所評比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及都
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名列系所評比第一名，各獲獎金 15 萬元，合計共 40 萬元
(2)有關與國外學校簽署學術交流合約，99 年度新增 10 案，包含松山大學 2 案、創價大學、
滋賀大學、國立橫濱大學、亞細亞大學、樂洪大學 2 案、昆士蘭大學
(3)與中國大陸地區學校簽署合作協議，99 年度新增 11 案，包含山東科技大學、廣東工業
大學、貴州大學、雲南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武漢大學、成都
大學、福州大學、中國政法大學、
(4)外賓來訪部份，99 年度校級來訪外賓有 18 案共 97 人次。
(5)大陸外賓參訪，99 年度共 7 案共 66 人。
(6)99 年度本校出訪國外及大陸部份共 4 案 13 人次，包含
a.99 年 3 月 27 日胡文聰研發長赴英國羅浮堡等大學
b.99 年 8 月 27 至 9 月 1 日黃英忠校長帶領主管等 9 人至四川參訪。
c. 99 年 10 月 28-31 日秘書室郭惠銘組長等 3 人至深圳參加”
2010 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
學。
d.99 年 12 月 17 至 22 日工學院葉文冠院長赴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參訪。
(7)薦送本校學生出國研修:99 年補助本校 25 名學生赴國外大學短期研修，共計核發 125
萬 65800 元。
(8)99 年度國外姐妹校學生共 8 人至本校短期研修:a.首爾大學 2 名 b.名古屋學院大學 1 名
c.全北大學 1 名 d.松山大學 1 名 e.洪堡大學 1 名 f.凱薩斯萊敦大學 2 名
(9)99 年度大陸地區山東大學等 9 校共 75 名學生至本校短期研修。
(10)99 年度本校學生赴大陸地區參加夏令營活動計有 8 人，補助金額共計 6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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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書資訊方面
1.持續加強與讀者溝通、圖書館使用、各項設備更新與跨館資源利用：
（1）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建置電子資源整合檢索系統，以改善因資訊素養落差造成的
資訊不完整問題，進而協助師生更快速便利的取得研究教學所需資料。
（2）持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系統改善及版本更新作業，以期提供界面更友善，使用更
便利及多元化的圖書館作業環境，進而提供全校更佳之服務。
（3）參與高雄學園及高高屏教學資源分享計畫之圖書代借代還計畫，為各聯盟會員學校
師生提供更便利之服務，目前計有 24 所學校加入。
（4）利用教育部補助經費進行公用目錄檢索區電腦更新、視聽欣賞區環境改善、書架期
刊等設備之增置，以達為讀者提供更良好的圖書館空間環境之目的。
2.積極擴充館藏：
（1）持續參加「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聯合採購西文學術電子書。99 年度聯盟合計採購
西文學術電子書 12,642 種。為方便校內師生使用，除可經聯盟的檢索平台查詢使用
外，相關書目及館藏亦已加入本館館藏目錄中，並可經由本館的電子書及館藏目錄
查詢、瀏覽及下載。
（2）持續加入「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享有一員購置，全員受惠之優點。截至 99/12/31
止，聯盟共有 108 學術單位會員，共建置 130,297 種國外優良之學位論文。校內師
生皆可經由本館館藏目錄及整合查詢系統查詢、瀏覽及下載。
（3）加強資料庫建置：因應全校教師與學生之教學及研究需求，新訂及續訂多種線上資
料庫以提供即時之資料查詢服務，以助全校師生之教學及研究。除部分由國科會、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等相關單位所購置之全國大專院校使用版外，本校亦逐年編列專
款採購，以促進師生教學研究參考用之資料來源。
（4）申請校外計畫並積極爭取增加校內分配之經費，以採購各類型資料充實館藏。99 年
度除了學校的分配款外，尚有 99 學年教育部「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計
畫」補助款 500 萬元經費中的 387.6 萬元購置電子書、圖書及過刊等資料。
（5）積極向全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外各界募捐圖書，以充實館藏。99 年度合計募捐之贈書
為 5,399 冊 231 件書後附件、27 件視聽資料及期刊 2,630 冊。
3.積極推動館際合作，有效整合圖書資源共享：
（1）參加「高雄地區圖書館聯盟」、「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高雄學園」等圖書館
聯盟，透過代借代還，館際互借等方式，擴大服務範圍，有效發揮資源共享功能。
（2）加入「全國文獻傳遞系統(NDDS)」，99 年向外申請：複印 416 件，圖書 172 件，合
計 588 件；外來申請：複印 102 件，圖書 8 件，合計 110 件。
4.網路資訊設備的建置與維護：
（1）因應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對主機房備源電力之規範要求，降低因市電供應中斷致資訊
設備損壞、資訊服務中斷之情形，增設主機房緊急供電 100KW 柴油發電機。
（2）為使本校主機房電力供應不因外力中斷，使網路服務能正常運作，以符教學及行政
業務需求，委外維護不斷電設備，定期執行不斷電系統、電池檢測。
（3）為確保本校入侵偵測系統運作，及時偵測、阻絕校外異常網路行為，使網路服務正
常維運，委外維護入侵偵測系統，不定時更新系統並查核系統運行情形。
（4）委請廠商維護本校行政單位及圖書資訊館電腦設備，確保資訊設備之正常運作，以
維持高品質之教學研究環境及高效率之校務行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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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維護本校校園網路設備能夠正常運作及定期更新網路設備之作業系統，並配合本
校例假日緊急維修服務，以維持高穩定、高效率之網路環境，滿足校內教學、研究
及行政之需求，與廠商簽定維護合約維護校內各棟大樓之網路設備。
5.校務行政系統建置與維護：
（1）持續改善伺服主機、程式與日常作業中增加各項控管措施，以符合 ISMS 相關規定
與提高本校應用系統之資訊安全。
（2）法學院法 500 異地備援設備建置、調校與環境改善。
（3）增修校務行政系統，99 年度完成系統增修統計如下：
需求單位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其他
合計

新增全新系統

原系統新增功能

修改程式

--

計有「兼任教師核定
鐘點數控管」...等共 共計 69 件修改需求
10 個子功能

--

計有「審核全班請假
假 單 」 ... 等 21 共 共計 27 件修改需求
個子功能

計有「消耗品庫存明
計有「保管人線上財產
細查詢與列印」...等 共計 43 件修改需求
異動」共 1 個全新系統
共 10 個子功能
計有「二級主管查詢
出勤與請假統計」... 共計 15 件修改需求
-等共 8 個子功能
共計新增 49 個系統 共計 154 件修改需
共 1 個全新系統
子功能
求

6.全校授權軟體：
（1）賽門鐵克防毒軟體續約一年。
（2）微軟 CA 全校授權續約一年。
（3）新購「非常好色 7」全校授權。
（4）新購「會聲會影 X3」全校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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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運動健康暨休閒方面
1.辦理 2010 年全校運動會(99 年 3 月 27 日)。
2.本學期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獲得之優異成績如下：
(1)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女生組羽球雙打第一名。
(2)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女生組羽球單打第二名。
(3)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女生組羽球單打第五名。
(4)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男生組木球個人賽第二名。
(5)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男生組木球個人賽第五名。
(6)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般男生組木球團體賽第二名。
(7)99 年度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大專女生組個人對抗賽第四名。
(8)99 學年度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其他器械女甲組第四名。
(9)99 學年度大專校院自由車錦標賽女子甲組團隊競速第一名。
(10)99 學年度大專校院自由車錦標賽女子甲組 500 公尺計時賽第一名。
(11)99 學年度大專校院自由車錦標賽女子甲組 200 公尺爭先第一名。
(12)99 學年度大專校院自由車錦標賽女子甲組 500 公尺計時賽第三名。
(13)99 學年度大專校院自由車錦標賽女子甲組 3 公里個人追逐賽第三名。
(14)99 學年度大專校院自由車錦標賽女子甲組 16 公里公路個人計時賽第四名。
3.辦理校內體育相關活動：
(1)主、協辦各社團運動賽事：系際盃籃球、排球、羽球、壘球錦標賽。
(2)辦理 2010 高大運動嘉年華：籃球、羽球、排球、桌球、壘球、10 人 11 腳錦標賽。
(3)運動名人講座-廣州亞帕運桌球國手李雅朱。
4.校外活動及計劃案部分計有：
(1)獲得教育部改善體育教學運動器材設備計劃補助。
(2)協辦 2010 高雄國際馬拉松。
(3)主辦第四屆高雄學園校際競賽。
(4)主辦 2010 國立高雄大學社區總體營造游泳友誼賽活動。
(5)承辦 99 年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
5.99 年游泳池營運成盈餘：99 年盈餘 615,400 元，99 年為提升游泳池品質，增加安全性，
支出較 98 年增加 197,635，18%，用於增僱救生員及場地、設備維護、修繕費用。年度
總收入 1,941,970 較去年 1,784,053 增加 157,9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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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方面
1.行政人員資訊素養的提昇：針對本校新進及現職人員擬定完整之在職進修計畫，以提昇
其資訊素養。完整的資訊教育訓練除對本校人員之資訊知識有所助益外，亦可配合行
政資訊化的推展以提高行政效率。
2.響應政府環保政策，持續推動垃圾分類，並落實永續校園發展：本校著重推動垃圾分類，
要求校內行政人員自行處理垃圾，不由清潔人員分類，培養行政人員正確垃圾分類概
念；積極推動會議無紙化、配合減少免洗餐具之使用，形塑綠化校園新概念
3.專案研究計畫:
(1)執行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第 3 年/第 3 年計畫」及「課程地圖深
化精進-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之深耕計畫」
，持續推廣與強化「全校
通識課程學習平台」使用，以及優化其架構進行教學 E 化。對教師方面，不僅聘請
通識專任教師，召開教學工作坊宣導通識教育教學理念，並持續針對兼任教師進行
評鑑以維護教學品質；對學生方面，持續辦理獎勵學生學習檔案 E 化補助事宜；對
課程方面，體育課程與英文課程均納入通識中心業務範疇，並進行相關法規修訂，
(2)執行教育部「人文數位典藏與創意設計人才培育學程計畫第 2 年/第 2 年」，為使學程
執行順利，邀集本校所有參與本學程之教師，共同召開學程會議，研商課程開設內
容、報告繳交之資料格式、經費分配等事宜；對學生方面，架設學程專屬網站持續
宣導學程修讀；對文化機構方面，與後勁文物館進行合作協議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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