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100 年度施政提要
一、致力成為「滾動城市的開放大學」，轉化本校成為「城市開放大學」
，開發「城市見學」(City Learning Tour；CLT)課程及推動「城市學
研究」(Urbanology)。建構「城市學習領導品牌」
，幫助學生、市民
及城市拜訪者「享受城市學習」更進而「學習享受城市」，實踐「城
市是大學的校園，大學是城市的宇宙」。
二、培養學生「一專多能、獨專創能」，使學生不僅得到學歷，更有高度
終身學習能力。滾動城市學習新風潮，規畫創新招生策略、健全學生
學籍資料庫、研修教務及學生輔導規章。推動多元超值認證課程，發
展高產值的都會人力資源及知識管理，推動教學研究精進方案、課程
整合及輔導學生選課。
三、建構活力健康城市，推動美善幸福校園，創造滾動城市新動能，建立
志願服務工作網，培養學生志願參與服務，建構校友聯誼網路凝聚校
友力量協助推動校務發展。
四、透過「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宿舍餐飲區、教學會議區及健身休閒區設施
設備興建營運移轉案」
，引進民間資源推動本校附屬設施 BOT 案，使
本校學習空間具有「城市大學國際會館」的功能，提升校務治理及社
區營造的績效。
五、發展空大圖書館成為「社區學習資源中心」、發揮「城市新住民學習
資源中心」
、
「社區閱讀中心」及「大學書局」的整合性學習資源功能
。
六、發揮「城市智庫」功能：推動城市學、高雄學研究及出版，經營城市
智庫、城市資料庫及城市治理的知識管理，推動國際學術交流、產學
合作及連接城市新住民國際學習資源。
七、透過產官學合作方式，開發便捷學習資源場域，在捷運美麗島站設立
「城市學堂」
、
「人權學堂」及「美麗島會廊」
，並規劃「美麗島城市
新住民創能中心」
， 使學生、市民朋友及城市新住民能夠有方便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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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上網學習及取得城市中多元學習資訊。
本校 100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及詳細計畫內容分列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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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教育發展基金100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預算來源及金額
類

壹、收入部份

項

主 要 預 算
（單位：千元）

一、教學收入

63,045

二、財產收入

105

三、政府撥入

83,358

四、其他收入

3,100

一、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貳、支出

参、人事費及第一預備金

82,878

,

二、建教合作支出

1 622

三、推廣教育支出

2,401

四、其他教學及活動支出

2,948

五、一般建築及設備

18,190

六、行政管理

46,113

一、人事費
二、第一預備金

74,516
0
-4,544

肆、本期賸餘

18,816

伍、期初累積賸餘

14,272

陸、期末累積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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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考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100 年度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壹、教學研究及
訓輔支出
計畫
一、推動教務行
政
（一）教務行政 達成健全、便民 建構行政網路系統；以電腦 e 化作業簡化學生
網路化
、服務周到之教 註冊、選課程序，強化校務相關業務網路宣達
務行政作業
；學生學籍及校友資料管理電腦化；逐步建置
完成歷年學生學籍資料數位化儲存暨查核作
業系統。
（二）課程及教 規劃審議優質課 健全課程規劃制度，定期召開課程及教學策劃
學策劃委員會 程
委員會，訂（修）定、審議本校整體課程、檢
討改善既有課程之實施狀況，落實城市開放大
學的終身學習使命。
（三）設置認證 推廣認證課程
課程

設置超值認證課程，發展高產值的都會人力資
源及知識管理，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

（四）辦理教學 精進教學研究
研究精進工作
坊

推動教學研究精進方案，強化本校專兼任師資
、課程和其他學習資源的總體整合，拉近彼此
對教學、研究及校務發展之認知及做法，共同
激盪為校內可行研究方案與教學措施。

（五）實施期中 定期實施考試
、期末考試

審慎命題與製卷，嚴格實施期中、期末考試，
評量學生學習成果。

建立學習成效期 為及時察覺學生學習問題，予以適時協助及輔
中預警制度
導以提升學習成效，建立自主學習學風，對期
中評量成績不及格之學生提出預警，並聯繫學
系及授課老師加強關注輔導。
（六）出版刊物 編撰刊物，發行 定期發行高空大校訊與電子報，鼓勵師生投稿
及文宣品
各類文宣品，以 ，溝通意見、交流情感。鼓勵系學會與社團發
達訊息宣導與情 行文宣品，聯繫社員情誼、建全學生自治團體
感交流
發展。定期印製學生學習手冊與教務文宣品，
以利學生學習與掌握教務行政程序。
（七）招生宣導 加強宣導招生業 利用多元媒體策略宣傳，配合招生說明會、記
及行銷校譽
務積極行銷校譽 者會、活動，行銷本校，並收招生具體成效。
師生全體總動員，組織招生團隊，深入基層、
走訪公民營機構、高中職校、獄所、軍方等單
位，參與技職專校博覽會、就業媒合博覽會、
課程博覽會等各類活動傳遞本校優勢與利基
，積極拓展招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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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來源及金
備 註
額(單位：千元)
43,691

（八）提供弱勢 保障弱勢學生受 舉凡 65 歲以上長青族、原住民、低收入戶、
學 生 就 學 費 用 教權益
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子女、高雄市傑出市民等多
減免
類學生入學本校就讀，均享有不同程度之學分
費暨雜費減免優待。
二、提升獎勵研
究
（一）新住民學 提升新住民學習 1.辦理城市新住民學習資源埠、城市相關議題
習資源埠、城市 資源埠、城市相 業務、研討會、國際會議。
相關議題業務 關議題研究
2.籌設城市新住民學習資源埠、城市相關議題
資料庫。
（二）獎勵教師 獎勵專任教師學 為鼓勵專任教師於國內、外知名學術期刊發表
學術研究
術期刊論文投稿 研究成果或論著，藉以提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
發表
與競爭力，特訂定「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專任教
師學術研究獎勵要點」，獎勵專任教師於各領
域之國際性學術期刊引文索引資料庫（SSCI
、SCI、A&HCI 及 EI）所收錄之期刊及國內臺
灣社會科學期刊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所
收錄之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並予獎勵金獎勵。
（三）出版城市 提昇城市學研究 集結城市相關議題會議論文，出版成書以提供
學叢書
水準
各界城市學研究之參考。
三、製作遠距教
學媒體
（一）提升城市 強化城市開放大 建構親和易用的同步及非同步數位學習平台
開 放 大 學 數 位 學數位學習平台 ，提供教師多元上課模式（可採同步視訊教學
學習平台功能 功能
或非同步數位學習），使教師教學模式更為多
元，學生學習更為便利。
（二）製作廣播 提升廣播教學節 廣播委錄預計 1,350 講次，廣播課程自動播音
教學節目
目品質
系統預計拷錄 1,080 講次，廣播課程預計播放
1,725 講次。
（三）錄製電視 提升電視教學節 電視委錄預計 250 講次
教學節目
目品質
（四）教師自製 提升教師自製網 購置 Course Master 及 StreamAuthor 兩套數位
網路課程
路課程品質
教材自製軟體，並編列相關經費招標教材製作
人員協助教師製作數位教材，用以提升數位課
程品質。
四、落實學生輔 強化學生社團及 1.輔導、補助及擴充本校學生社團及各項自治
導
各項自治組織功 組織。
（一）輔導、補 能。
2.健全學生社團，舉辦各項研習活動，提高學
助及擴充本校
習效能與服務精神，提升學生規劃與領導能
學生社團及各
力，儲備第二專長。
項自治組織。
3.辦理開學迎新活動，展現學校師生熱情與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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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畢業典禮活動，提供學生圓夢計畫。
5.舉辦年度特色活動，激發學生熱情與創意，
提供學生自我展現空間舞台。
（二）闢設學生 解決學生學習、 1.闢設學生輔導、諮商服務，解決學生學習、
輔導、諮商服務 心理、情緒困擾 心理、情緒困擾，提昇獨立學習效果。
，提升獨立學習 2.提供諮商、升學、就業、生涯等多面向服務
效果。
，培養學生正向思考及解決問題並建立自我
導向學習能力。
3.舉辦團體輔導活動-以戲劇、音樂藝術等形式
進行並舉辦身心靈成長課程講座。
（三）提供各項 獎勵、輔助優異 1.獎勵、輔助優異及特殊教育學生並提供工讀
獎學金獎勵、輔 及特殊教育學生 計畫，辦理學生工讀助學金。
助 優 異 及 特 殊 及提供工讀機會 2.辦理傑出成就獎學金、考取研究所學生及研
教育學生及提
究學習意願學生獎學金，以鼓勵學生向學。
供工讀計畫
3.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特殊貢獻及特
殊事蹟獎學金，以及急難救助慰問金。
（四）推動志願 推動志願服務參 協助學校活動、參與城市服務，培養熱愛鄉土
服務工作，招募 與城市服務
情感及關愛社會的服務人生觀，並藉由參與服
志工人員，成立
務的過程獲得個人成長，發揚志願服務美德，
志工社團，舉辦
展現美善的力量。
訓練、認證課程
。
（五）建立校友 結合校友總會辦 1.舉辦校友座談會與研討會建立校友通訊網
通 訊 網 絡 辦 理 理相關活動，促 絡，結合校友總會辦理相關活動，促進雙方
相關活動。
進雙方聯誼與交 聯誼與交流。
流。
2.凝聚校友力量推動校務發展，提昇母校學術
聲望與服務社會、國家。
3.扮演公共關係協調角色,促進學生與校方間的
了解與信任，進雙向溝通,增進師生情誼,凝聚
學生與校友對本校向心力與認同感。
五、加強資訊安 資訊安全管理制 1.辦理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教育訓練。
全管理
度(ISMS)持續稽 2.委託檢驗(定)試驗認證 ISO 27001 資訊安全
核
管理系統驗證複評服務(含更換證書)。
六、改善圖書館 提昇圖書館軟硬 配合高雄市立圖書館新系統上線，整合系統功
軟 硬 體 設 備 及 體設備及服務品 能使圖書館之服務更全面性，訂閱期刊、雜誌
服務
質
及報紙等，提升流通櫃檯服務品質及閱覽室管
理。
七、建立本校常 建構持續改善與 因應教育部將於民國 100 年下旬至本校進行
態 性 自 我 評 鑑 品質保證機制
首次校務評鑑工作，本校已建置完成自我評鑑
機制
機制，以期透過各項自我評鑑制度，確保本校
校務經營之績效與教育之品質。本校自我評鑑
機制，包括校務自我評鑑、學系自我評鑑（教
學單位評鑑）
、教師暨教學評鑑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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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教合作支 促進教育、訓練 運用現有資源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
出計畫
、研究及服務 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辦理與學校教育、研
推動產學合作
究目標有關之事項，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
計畫
項。各類教育、訓練、培育、研習、研討、實
習或認證等人力資源發展相關合作事項。其他
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事項。

1,622

叁、推廣教育支
出計畫
一、籌辦各種職
業訓練專班

2,381

以課程實用、教
學市場導向、培
育應用行人才為
目標。

以「終身學習趨勢的多元成就能力認證需求」
的概念，透過辦理相關職業訓練，增強城市勞
動人才競爭力，共同營造政府、學校（或社區
）、勞工本身三贏的學習環境。

二、經營「城市 體現終身學習的 為擴張服務範圍，為市民、城市新住民、城市
學堂」
樂趣保障新住民 自由行學習者提供一個城市的、公益的、學習
的學習權
的資源服務中心。在此，一般民眾都可以獲得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的各種學習課程資訊；城市
新住民可以透過學堂內的網路知識平台，與母
國學習資源互通信息，滿足新住民的學習需求
；遊客與城市自由行者可以透過學堂規劃的「
學習地圖」按圖索驥，進行深度的城市之旅。
三、參與各項公
、民營機構之產
學合作與教育
訓練專案

提升本校學習資
源交流積極推廣
本校承辦專案之
能力

肆、其他教學及
活動支出
計畫
校 務 發 展 基 金 增進財政自主
捐贈計畫

以「成為小港區工業社區學習資源中心」的概
念，結合公、民營機構之產學合作開辦更多教
育訓練專案，提供學生、社區居民有更多元課
程之選擇，亦提升本校更多學習資源之交流。
1.積極尋求各公、民營機構之產學合作與教育
訓練專案。
2.承辦各種專案行銷：利用實際承辦專案之績
效吸引尚未委託單位之注意，並積極推廣本
校承辦專案之能力。

為落實本校財政自主，創造城市開放大學新動
能，發展願景與需求，鼓勵各界捐贈，協助本
校各項校務發展。

2,948

伍、一般建築及 改善資訊軟硬體 1.購置資訊設備：防火牆設備汰舊換新、網路
設備計畫
設備
選課系統伺服器主機汰舊換新、網路交換器
一、購置資訊軟
汰舊換新、個人電腦汰舊換新、筆記型電腦
硬體設備
汰舊換新、雷射印表機汰舊換新、外文系之
多媒體語言教室之個人電腦汰舊換新…等。
2.購置電腦軟體：新購圖表製作軟體、備份軟
體。
3.電子計算機軟體服務費：購置 WORD 版權、
Office 軟體、防毒軟體及備份軟體…等。
4.物品：購置 A3 彩色噴墨印表機、A4 黑白雷
射印表機（不含網路卡）。

18,190

二、購置圖書館 充實館藏支援教 依據年度計畫配合各學系教學研究需求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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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圖書

學研究

三、購置雜項設 購置冷氣機
備

者之需求，辦理購置中西文圖書以充實豐富館
藏。
電腦機房使用，新購一對一分離式省能隱藏式
冷氣機 1 台，汰舊窗型冷氣機 1 台。

陸、行政管理支 支援校務發展所 1.總務行政：加強校園環境衛生消毒、登革熱
出計畫
需之事務人事 及新流感之防治、廢棄雜物清運暨校園清潔
校務行政管理
會計管理
工作、節約能源之進行，辦理招標採購物品
、總機線路更新後持續保養、機器設備及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維護、引進民間資源推動附
屬設施 BOT 案提升校務治理及社區營造績
效。
2.人事行政：辦理任免遷調、甄選、訓練進修
、考績獎懲、退休與人事福利等。
3.會計：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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