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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研究所之歷史沿革 

 

為因應社會變遷，配合世界教育發展潮流、國家教育政策趨勢，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於民國 82年 8月 1日正式設立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班，以應國內社會、

經濟之發展、推動終身學習之方向。為培養成人教育研究人才，深化本土理論

與實務之結合，於 88年 8月 1日成立博士班。同年 9月，在增進文教行政人員

進修管道、提升行政人員素養之理念下，成立「文教行政人員碩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鑑於社會領導人才培養之重任、間接改造社會之職志，90 年 9 月成

立「組織發展與領導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簡稱組發班）。配合當代社會

與經濟型態改變之需求、文教事業領域之快速變遷，將文教行政人員碩士學位

在職進修專班於 93年 9月轉型為「文教事業經營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簡

稱文經班）。後因教育政策總量管制及為配合學校整體發展，文經班業於 100

學年度轉型，納入事業經營系辦理。故本所目前辦理的班別包括：日間碩、博

士班與夜間組發班共三種。台灣在全球科技創新、經濟結構變遷、人口移動與

少子高齡化的趨勢下，突顯成人教育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本所面對此世界發展

趨勢，將積極擴展成人教育學術與實務的本土化，推動終身學習社會的具體實

現。 

 

所徽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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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專任教師 

 

編號 姓名 學    歷 身分 專長 

1 王 政 彥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哲學博

士  

教授兼 

副校長 

 人際關係與溝通  

 團體動力  

 決策分析  

 社區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行政與政策  

 隔空教育 

2 李 百 麟 德州理工大學教育心理博士 

教授兼 

成教所所

長、成教

中心主任 

 老人心理學 

 高齡者心理評量 

 老人認知健康促進 

 成人發展與老化專題研究 

 高齡教育研究 

3 余 嬪  

美國紐約大學遊憩與休閒研究

哲學博士 

 

教授 

 

 遊憩與休閒研究 

 成人教育方案設計與行銷 

 休閒教育、諮商與輔導 

 休閒與遊憩規劃與管理 

 成人玩興與創造力 

 銀髮休閒研究 

4 何 青 蓉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繼續與職業

教育哲學博士  
教授 

 成人識字/識讀教育 

 跨國婚姻移民教育研究 

 社區大學 

 成人教學研究 

 成人學習研究 

 非營利組織 

5 韓 必 霽 美國阿肯色大學教育博士 副教授 

 跨文化能力發展之研究 

 成人教育哲史研究 

 國際成人教育合作研究 

 成人教育組織與領導研究 

 人力資源發展研究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teacher.aspx?tno=3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teacher.aspx?tno=1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teacher.aspx?t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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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行政人員聯絡方式 

 

職別 姓名 服務要項 電話 備註 

或主授專長 Email 

教授兼所

長 

李百麟 老人心理學、成人發展與老

化專題研究、高齡教育研究 

公：2682 

（教育大樓 2樓 1220研究室）

pailinlee@nknu.edu.tw 

兼成人教育

中心主任 

教授 王政彥 社區成人教育、隔空教育、

成人教育行政 

公：1008/2062 

chengyen@nknu.edu.tw 

兼本校副校

長 

教授 余  嬪 婦女教育、休閒教育、方案

規劃與行銷 

公：1750/2693 

（行政大樓 8樓研究室） 

t1912@ nknu.edu.tw 

alrr2007@gmail.com 

 

教授 何青蓉 成人識字教育、成人學習、

成人教學與評量 

公：2061（行政大樓 8樓研究室） 

cjho@nknu.edu.tw 

 

副教授 韓必霽 人力資源發展、組織與領導

研究、跨文化能力發展 

公：3515（行政大樓 8樓研究室） 

t3843@nknu.edu.tw 

pichihan@gmail.com 

  

組員 陳俐靜 辦理所內各項行政工作 公：1751、1752 

tg@nknu.edu.tw 

1750@nknu.edu.tw 

成教所業務 

行政助理 李玉蘭 協助辦理成教中心內各項行

政工作 

公:1753 成教中心業

務 s2560@nknu.edu.tw 

 

本校地址：高雄市苓雅區 802和平一路 116號 

本校總機：7172930                                                     

成教所辦公室位置：和平校區教育大樓一樓 

成教所辦公室聯絡電話：07-7172930 分機 1751～1753 

成教所辦公室傳真：7251151 

成教所辦公室公務 E-mail：tg@nknu.edu.tw 

                         1750@nknu.edu.tw 

本所網頁網址：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index.aspx 

mailto:tg@nknu.edu.tw
mailto:1750@nknu.edu.tw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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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本校之教育目標為以全人教育為基石，培養現代化國家所需之優質師資與

社會人才。期許學生於畢業時具備各項核心能力，透過全校營造建立之學習環

境及系所專業課程規劃以達成此項目標。 

全校核心能力有三： 

（一） 基本核心能力－中文能力、英文能力、資訊能力 

（二） 融合發展能力－創新思考能力、國際化能力、終身學習能力 

（三） 職涯融合能力－職場倫理能力、逆境克服能力、人際關係能力、團隊

合作能力 

 

進修學院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本校進修學院之教育目標為：藉由本校各系所學術專長與特色開辦符合社

會需求之在職碩士班，落實以成人學生為本位的進修教育與推廣教育，除強化

教師專業生涯發展各種課程暨研究，藉以持續增進其專業服務品質，並能因應

終身學習社會需要，提升一般社會人士職場能力，增家國民之總體競爭力。 

進修學院核心能力有四：（一）專業研究能力（二）人文與社會關懷能力

（三）職業生涯能力（四）終身學習能力。 

 

成人教育研究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一）博士班教育目標為培養成人教育學術研究、事業發展及科際整合人才。

核心能力有四：具備獨立研究能力、成教學術理論能力、成教事業發展

能力，及跨領域知能。 

（二）碩士班教育目標為培養成人教育教學、推廣、行政人才。核心能力有五：

具備成教基礎研究能力、熟悉成教相關理論、具備成教教學能力、成教

規劃推廣能力，及成教事業管理能力。 

（三）組發班教育目標為提供在職專業領域個人及組織人員成長機會，以增進

競爭力。核心能力有四：組織領導能力、組織經營能力、人力發展能力、

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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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與職涯進路 

 

為使學生瞭解所修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本所制訂各班別課程地圖並融合

發展宗旨與教育目標，列出職涯發展進路以供學生參考。 

（一）博士班 

依據本所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博士班學生的出路包括：人力資源主管、

非營利組織領導者、教育訓練經理人、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高階企劃師。 

（二）碩士班 

依據本所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碩士班學生的出路除繼續於成人教育與

人力資源發展領域系所進修外，就業上包括：人力資源專員、教育訓練專員、

社會工作者、社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教師、校長、職員）、補教工作者、

方案規劃師。 

（三）組發班 

依據本所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組發班學生未來出路包括：職業晉升、

職涯轉換及繼續進修等三個部分。學生並得進修國內外教育及商管相關博士

班。 

 

 

成教所學習模式： 

本所強調批判與創意思考，重視自我導向學習模式與體驗學習，鼓勵研究生發

展研究興趣與專長，並能藉由各種學習活動，培養性別平等觀念及增進多元文

化素養，以提升學術專業能力與生涯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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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宣導資料】 

※敬請尊重及保護智慧財產權※ 

摘自智慧財產法院網頁 http://ipc.judicial.gov.tw/ipr_internet/  智慧財產法令 

著作權法（重要法條摘錄） 

第四十四條   

中央或地方機關，因立法或行政目的所需，認有必要將他人著作列為內部參考資料時，在合

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之著作。但依該著作之種類、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方法，有害於

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五條   

專為司法程序使用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之著作。 

前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四十六條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

開發表之著作。 

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四十七條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或教育行政機關編製教科用書者，在合理

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準用之。但以由該

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

開發表之著作。 

前三項情形，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用報酬。使用報酬率，由主管

機關定之。 

 

歡迎至高雄市政府港都 E學苑  

http://elearning.kcg.gov.tw/home/home.htm 

選擇 「公務著作權 e 點通」 等著作權法相關課程，進一步瞭解著作權法

http://ipc.judicial.gov.tw/ipr_internet/
http://elearning.kcg.gov.tw/home/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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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級組織發展與領導碩士班新生名錄 

學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電子郵件信箱 

M10756701 王珮如 
高雄市鳳山區公所 

課員 
judy651215@yahoo.com.tw 

M10756702 何惠彬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 

技正兼任股長 
 huipin@kcg.gov.tw 

M10756703 吳玉珍 
吳玉珍婦產科 

負責人 
 janewu0801@gmail.com 

M10756704 沈建仁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隊長 
 sgza83@kmph.gov.tw 

M10756705 林于芯 
社團法人高雄市妙法慈音學會  

常務理事 
 3691688@gmail.com 

M10756706 林威豪 
高雄市老人研究發展中心 計畫

專員 
 frankhao1089@gmail.com 

M10756707 林榮珠 
高雄市前鎮區公所社會課  課

長 
 t2255586@kcg.gov.tw 

M10756708 邱柏維 
維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課

長 
 auther28@gmail.com 

M10756709 侯慶龍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arlonghou@gmail.com 

M10756710 胡秀萍 
浙江餘姚哈羅貝貝國際幼兒園  

副園長 
 1127695274@qq.com 

M10756711 涂嘉仁 
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  會計

審計員 
 anntu168168@gmail.com 

M10756712 張舉輝 
和春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

經理 
 cgh10050601@yahoo.com.tw 

M10756713 許鴻文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鹽埕分局 組

長 
 monko@kmph.gov.tw 

M10756715 陳永雄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yhc3987@gmail.com 

M10756716 陳志民 長春人造樹脂廠大發廠 技術員  antony7107jl@gmail.com 

M10756717 陳秀娟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第二服務

中心 管理師 
 c082280@yahoo.com.tw 

M10756718 陳秀娟 
創群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shou686256@gmail.com 

M10756719 陳品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affi020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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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 

M10756720 馮胤銓 
中國信託台灣人壽 

業務處經理 
 kahfnglot@gmail.com 

M10756721 黃奉彬 
仰德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lawiioyd@ms24.hinet.net 

M10756722 黃雨菁 

社團法人高雄市佛光腎臟關懷

協會 

就服員 

 hyuching1678@gmail.com 

M10756723 黃嫊惠 
MARS 睦工場風格餐廳 文創業

務總監 
 suhui153@gmail.com 

M10756724 葉孟至 
金聯成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abc0933317111@gmail.com 

M10756725 葉建德 高雄市議員簡煥宗服務處  秘書  newjasonyeh@yahoo.com.tw 

M10756726 廖光明 璞玉廣告商行 總經理  puyu387@yahoo.com.tw 

M10756727 蔡美琪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秘書  mickey.tasi@gmail.com 

M10756728 鄭凱倫 國泰人壽  營業經理  mackaren99@gmail.com 

M10756729 顏語瑄 前鎮區瑞竹里 里長  g0917240663@gmail.com 

M10756730 龔于珊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主任  sunnykung197607@yahoo.com 

M10756731 林秀英 
台名保險經紀人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leo820328@yahoo.com.tw 

※ 因所辦公室會隨時提供課務提醒及訊息聯繫 

敬請各位同學提供常用的 E-MAIL  如需要修改，敬請即時告知。 

※ 請提供手機及服務單位職稱等資料，上述資料僅做為所務行政連繫之用，不

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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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訊介紹 / 使用代號 / 環境介紹 

 

網路資訊介紹 

路徑：本校網頁/學術單位/教育學院/成教所/課程資訊/組發班 

組發碩士班相關法規 

(1)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要點 

(2)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作業說明 

(3)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申請書 

(4)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作業說明 

(5)碩士在職專班辦理離校手續須知 

(6)進修學院畢業生離校手續單 

(7)成教所研究生至國外發表論文補助要點 
 

組發碩士班下載專區 

(1)組發班學習手冊 

(2)師生晤談表 

(3)組發班選修外所課程申請表 

(4)敦請指導教授志願調查表 

(5)同意指導確認單 

(6)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申請書 

(7)碩士班計畫發表作業流程（請同時下載 6+7） 

(8)進修學院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 

(9)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作業說明 

(10)組發班離校手續辦理流程 

(11)畢業生離校手續單（請同時下載 10+11 表單） 

(12)論文著作權歸屬確認書 

(13)研究生至國外發表論文補助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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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代號說明 
 

【學年度】 

學年度 1001之意義，代表是 100學年度上學期，如果是 1012則代表為 101學年度下學期。  

 

第 1節 第 2節 第 3節 第 4節 第 5節 第 6節 第 7節 

8：10－9：00  9：10－10：00  10：10－11：00  11：10－12：00  12：30－13：20  13：30－14：20  14：30－15：20 

第 8節 第 9節 第 T節 第 A節 第 B節 第 C節 第 D節 

15：30－16：20 16：30－17：20 17：30－18：20 18：20－19：10 19：15－20：05 20：10－21：00 21：05－21：55 

 

 

【上課節次、時間】 

課程中之『上課時間』所顯示之數字意義，第一個數字為星期，第二個數字為上課節次。 

例如 ： 【13，14】：星期一的第三節、第四節課  

        【56，57】：星期五的第六節、第七節課，餘類推  

日間課程下課時間為十分鐘。夜間課程下課時間為五分鐘。 

 

 

【教室編號】 

教室編號共有 4碼，第一個數字為大樓代號，第二個數字為樓層、第三及四個數字為該樓層

教室的編號。 

例如： 

【1508】教育大樓 5樓 08教室、【7401】電算中心 4樓 01教室 

 

      教室編號為 0-9開頭者，為和平校區教室： 

      0 行政大樓  1教育大樓  3文學大樓  4理學大樓  5 藝術大樓  6活動中心  

7 愛閱館（原電算中心） 8雋永樓  9研究大樓 

      教室編號為 A-Z開頭者，為燕巢校區教室：   

      CM寰宇大樓、TC科技大樓、MA致理大樓、PH高斯大樓、BT生科大樓、 

      LI圖書資訊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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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介紹 

 
 成教所辦公室及所長辦公室/教育大樓一樓西側 

 研究生自我導向學習室（1401教室）/教育大樓四樓東側 

 博士班專題研討室（1508A教室）/教育大樓五樓西側 

 成人學習多功能教室（1508B教室）/教育大樓五樓西側 

 

 

成教所空間規劃 

    為滿足在教學研究以及促進師生互動等需求，本所專屬有3間專業教室

（1401教室、1508A及1508B教室），並且使用本校教育大樓4、5樓之電化教室

及一般教室，內均設有固定式單槍投影機、電腦及完整視聽設備，其中兩間並

設置電子白板及網路攝影機。另外，本所設有研究生自我導向學習室（1401教

室），提供電腦資訊設備、印表機及研討會談討論區，以便利研究生隨時利用。

所辦公室備有手提式單槍投影機及多台筆記型電腦、攝影機、照相機等，以備

隨時支援教學研究使用（歡迎至所辦公室登記借用）。 

    為了鼓勵學生利用課餘的時間進行研究及討論，在1401教室（位於教育大樓

四樓）規劃有小型會議桌，8台個人電腦及網路印表機，並陳列本所及其他大學

重要之研究論文、期刊，歡迎多多參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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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 / 進修學院選課系統 

註冊暨選課注意事項、行事曆：請至本校進修學院網頁下載 

http://ccee.nknu.edu.tw/academic/Filerules/ 

 

進修學院選課系統  

網頁路徑：進修學院網路服務平台/開課資料查詢－依系所～夜組發領導 

http://ccee.orz.hm/StudentInformation/schedule/scheduleDepartment.aspx 

 

※重要時間提醒※ 

 網路加退選暨日夜課程互選課程：107年9月19日(星期三)起至107年9月21

日(星期五)16：00止，自行上網辦理，逾期不得辦理。日夜互選採紙本作

業。 

 申辦學分抵免： 9 月 12 日（截止收件），請先備妥結業證書（影印本）及

成績單（正本）。 

 

學分抵免相關規定： 

請至進修學院/文件規章/ 編號 1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 

http://ccee.nknu.edu.tw/academic/Filerules/DownloadForms_1file1/9 

 

※ 摘錄部分條文內容 

十三、碩士班研究生入學前曾於本校修讀碩士學分班課程，其成績達研究所及格標準，

並經系（所）審核通過者，得酌予抵免，抵免學分至多以十二學分為限，但各系(所)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 

（以七年內所修學分為限）（本所抵免學分數最高以 8學分為限） 

※ 本所之抵免學分規定 

（三）研究生因研究之需要，得經所長同意後，至成教所碩士班或本校外系所在職進修碩士班選

修相關課程，最多不超過4學分；超過時，其超過的學分數不計入畢業學分數。（自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四）抵免學分 

曾在各大學碩士四十學分班就讀取得結業證書者可申請學分抵免。 

限近七年內所修學分，最多不超過八學分，並限為本班開設課程表內選修科目及學分。 

須於新生入學之當學期，依教學曆規定時間提出申請，且以辦理一次為原則。 

 

http://ccee.nknu.edu.tw/academic/Filerules/
http://ccee.orz.hm/StudentInformation/schedule/scheduleDepartment.aspx
http://ccee.nknu.edu.tw/academic/Filerules/DownloadForms_1fil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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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發碩士班修業進程 

 

 

 選課 

論文計畫發表 

（至遲須在學位論文

口試前三個月完成） 

繳納學分 

註冊 

修課 

選任指導教授 

學位論文口試 

完成離校手續 

畢業 

行事曆 

1.所內課程 

（必修 14 學分、選修

至少 26 學分） 

2.抵免（最多 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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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在職專班研究生修讀碩士學位流程圖（104.06.15） 

                               

 

 
新生座談 

說明學習要求 

修習一年級課程並於下學

期繳交論文計畫初稿及選

任指導教授 

二年級上學期向進修學院

提報論文指導教授 

修習二年級課程 

二年級上學期提交論文研

究計畫並公開發表 

二年級下學期修滿規定之學

分數，可提出論文口試申請 

參加論文口試 

通過口試者，依限辦理離校手

續未通過口試者，可於次學

期重考一次 

說明： 

一、如無法於規定學期內

提出論文口試申請者，可

在修業年限內順延提出申

請。 

 

二、論文指導教授以本專

班任課教授為主，其次以

本校具有相關學科專長之

教授次之。本校若無論文

專長學科之教授，得商請

本專班任課教授一名合作

指導。  

本所專任教師同一班最多指導 5

位研究生，本所退休教師且現擔

任本班兼任教師者，每班至多指

導 3 名研究生，於本所兼課之教

師最多以指導 2 位研究生為原

則。 

說明：  

一、每學年下學期五月底前一

下研究生可開始繳交論文計

畫，以供書面審查，填選指導

教授優先人選三名。 

二、 六月中旬完成審查並分

派指導教授，未審查通過者於

下學期開學後三週內再提論

文計畫書面審查。 

三、二上開始可進行論文計畫

口頭公開發表。每位研究生之

指導教授出席並另邀請一位

教師參予評論。 

四、若未能即時在二上發表論

文計畫者，請在參加論文口試

前完成發表。同一學期提論文

計畫發表及論文口試者，應遵

循學期初發表學期末口試之

原則。 

註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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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發碩士班修業要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104 年 06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一、修業年限： 

碩士專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六年為限。 

二、學分制度及課程要求： 

  （一）最低畢業學分數 

        必修八學分、選修二十六學分，共計三十四學分（不含論文學分數：六學分）。 

        在修業期限內修畢規定之學分並完成論文成績及格者授予該專班碩士學位。 

  （二）每學期修課規定 

        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二學分，每學年修習學分不得超過二十學分（不含補修學

分）。但若已修畢規定之應修學科及修滿畢業學分者，可僅修習論文。 

（三）研究生因研究之需要，得經所長同意後，至成教所碩士班或本校外系所在職進修碩

士班選修相關課程，最多不超過 4學分；超過時，其超過的學分數不計入畢業學分

數。（自 10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四）抵免學分 

        曾在各大學碩士四十學分班就讀取得結業證書者可申請學分抵免。 

        限近七年內所修學分，最多不超過八學分，並限為本班開設課程表內選修科目及學

分。 

        須於新生入學之當學期，依教學曆規定時間提出申請，且以辦理一次為原則。 

三、論文指導教授： 

  （一）研究生得於一年級下學期期末，填交申請表及研究計畫，提出指導教授選任之申請。 

  （二）本所每位專任教師每班指導 4位研究生；每位兼任教師每班指導 2 位研究生為原則。 

四、論文計畫發表： 

  （一）申請資格：經指導教授審查核可後提出。 

  （二）評論委員：由指導教授邀請與研究生論文主題相關之學者一位擔任評論委員。其中

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 

五、學位考試： 

  （一）申請資格：完成畢業規定修習之學分（含補修學分）且完成論文計畫發表者。 

  （二）申請時間：依學校規定時間內提出。 

  （三）口試委員：校內外三至五位組成，其中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校外委員需三分

之一以上。兼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其校內口試委員限定為本所專任教師。 

  （四）學位論文口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

均定之；惟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評定為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學位論文考試成

績不及格而修業年限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新舉行，但以一次為限，成

績七十分以上者，一律以七十分計算；成績仍不及格者，予以退學。 

六、辦理離校手續： 

    通過論文考試者，應依論文考試委員意見修改論文，並經指導教授認可後，於校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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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離校手續單程序至各有關單位辦理離校手續。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本所所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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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研究所組織發展與領導碩士進修專班開設課程表 

經 107 年 04 月 18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經 107 年 06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必
修 

科目 
第一學期

學分 

第二學期

學分 
科目 

第一學期

學分 

第二學期

學分 

組織理論研究（蔡培村） 2  論文 3 3 

知識管理與終身學習研究 2     

領導理論與效能研究  2    

社會科學研究法  2    

選

修 

學習型組織研究 2  全球化與競爭策略研究 2  

財務管理研究 2  統計套裝軟體應用 2  

政策發展與領導研究   

人力資源管理個案研究 

（與社會創造力與創新研究輪開

（碩一二合開） 

2  

組織診斷與變革研究   

社會創造力與創新研究 

（與人力資源管理個案研究輪開）

（碩一二合開） 

2  

組織傳播研究   公民營組織領導專題研究 2  

多元文化與組織領導研究   公共關係研究   

組織經營個案研究   團體動力學研究  2 

創造力與管理研究   策略管理研究  2 

中國領導哲學研究   管理經濟研究  2 

社會變遷與組織發展研究  2 當代領袖人物研究  2 

組織心理學研究  2 民營化與組織再造研究   

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研究（與

雲端科技與大數據在組織之應用

研究隔年輪開） 

 2 組織干預技術研究   

雲端科技與大數據在組織之應用

研究（與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

研究隔年輪開） 

 2 當代政經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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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請指導教授原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公告 

公告日期：104年 6月 15 日 

主旨：本所各班研究生敦請指導教授原則。 

說明： 

一、經 104年 6月 11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通過。 

二、修訂後敦請指導教授原則自 104學年度起實施。 

三、各班研究生敦請指導教授原則如下： 

 

組發班 

1. 組發班研究生「敦請指導教授志願調查表」需完整填寫三名指導教授志願名單（不重複填

寫），依規定時限送成教所辦公室，並經本所所務會議決議指導教授定案。 

2. 本所退休教師且現擔任本班兼任教師者，每班至多指導 3 名研究生。 

3. 本所組發班兼任教師，每班至多指導 2 名研究生。 

4. 本所專任教師指導組發班研究生，每班指導 5 位研究生為原則，並可與日間碩士班指導人

數流用併計。 

 

敦請指導教授志願調查表 

下載路徑:  

本校網頁/學術單位/成教所/課程資訊/組發班/組發班下載專區/（4）敦請指導教授志願

調查表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敦請指導教授志願調

查表 1001115_1453903969.pdf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敦請指導教授志願調查表1001115_1453903969.pdf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敦請指導教授志願調查表1001115_145390396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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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計畫發表： 

下載路徑:  

本校網頁/學術單位/成教所/課程資訊/組發班/組發班相關法規/ (3)碩士班論文計畫發

表申請書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

申請書(103 版）_1406023646.doc 

 

論文計畫發表作業說明查詢及下載路徑 

本校網頁/學術單位/成教所/課程資訊/組發班/組發班相關法規/(2)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

作業說明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

作業說明(102 版)_1378217642.doc 

 

學位考試（口試）申請 

申請表下載路徑:（至進修學院網頁下載） 

本校網頁/行政部門/進修學院/教務組/表格下載/教務組/ 

編號 46 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 

http://ccee.nknu.edu.tw/academic/EduForms/DownloadForms_1file1/83 

※學位考試注意事項-應填具表格 

(一)歷年成績單(二)論文原創性比對一份(比對結果需少於 25%)(三)學位論文切結書

一份(四)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之規定(106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學位考試作業說明查詢或下載路徑:  

本校網頁/學術單位/成教所/課程資訊/組發班/組發班相關法規/ (4)碩博士學位論文考

試作業說明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作業說

明_1387365927.doc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申請書(103版）_1406023646.doc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申請書(103版）_1406023646.doc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作業說明(102版)_1378217642.doc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作業說明(102版)_1378217642.doc
http://ccee.nknu.edu.tw/academic/EduForms/DownloadForms_1file1/83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作業說明_1387365927.doc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作業說明_138736592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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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程序 

申請表下載路徑:（至進修學院網頁下載） 

本校網頁/行政部門/進修學院/表格下載/教務組/編號 4 畢業生離校手續單 

http://ccee.nknu.edu.tw/academic/EduForms/DownloadForms_1file1/84 

本校網頁/學術單位/成教所/課程資訊/組發班/組發班相關法規/ (5)碩士在職專班辦理

離校手續須知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高師大成教所離校辦理流程-

在職進修專班 103-6_1406023837.doc 

 

 

 

 

http://ccee.nknu.edu.tw/academic/EduForms/DownloadForms_1file1/84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高師大成教所離校辦理流程-在職進修專班103-6_1406023837.doc
http://teach.nknu.edu.tw/adultedu2/manage/upload/downfiles/高師大成教所離校辦理流程-在職進修專班103-6_1406023837.doc


21 

 

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及檢定實施與獎勵規定 

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及檢定實施與獎勵規定 

三、學生基本能力培力方式： 

（一）基礎知能：鼓勵學生參加各類英文及資訊檢定考試取得證照，通過中級者或比

照中級者獎勵金 2,000元；通過中高級者或比照中高級者獎勵金 3,000 元；通

過高級者或比照高級者獎勵金 4,000 元。未通過檢測者，應修習相關課程。 

（二）一般知能：透過各專業課程，及非正式課程或潛在課程之學習與評量機制，確

保學生具備各項素養與能力。 

（三）專業知能：透過完善規劃的專門課程之修習與評量，及學術活動的參與、期刊

論文的發表（刊登 TSSCI期刊者獎勵金 3,000元；刊登 SSCI期刊者獎勵金 5,000

元）、研究計畫口試、學位論文口試等修業規範，建立與檢核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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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所研究生至國外發表論文補助要點 

研究生申請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23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次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3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4月 3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31日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申請對象：成人教育研究所在學研究生（碩士班、博士班）。 

二、 申請補助期限：應於出國前三星期（21天）提出申請，方得受理。 

三、 申請補助條件：應符合下列各要件及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一) 須提出出席之國際會議正式邀請函影本或傳真資料。 

(二) 須於出席之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並提出擬發表論文之摘要。 

(三) 須填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生申請赴國外出席國際會 

議發表論文補助申請表」。 

四、 承辦單位：成人教育研究所所辦公室 

五、 符合補助條件者應先向政府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處依規定申請，未獲通過者始得提出。 

六、 每人每學年以申請一次為原則，每篇論文以補助一人為原則。 

七、 參加國際性組織於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其他亞洲地方之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者，以

補助 10000元為上限；參加國際性組織於歐洲、美洲、澳洲、非洲等地之國際會議並發

表論文者，以補助 20000 元為上限；參加國際性組織於台灣之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者，

以補助 7,000元為上限。以上補助以口頭發表發表為主，海報發表補助金額折半。但參

加非為國際性組織所主辦之會議者不予獎助。需檢據核銷(以註冊費、交通費為優先)。 

八、 依本要點申請補助金之研究生，於參加會議後，應於返國後十五日內向承辦單位提出參

加會議書面報告，並需於本所公開分享交流經驗心得。 

九、 本要點補助經費來源由「本所捐贈款 DONATE1753成教所學術發展經費」支應，年度補助

額度，視經費狀況核定之。 

十、 本要點經本所所務會議決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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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1學期 組織發展與領導碩士班課程表 

班 

級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本課程上課時間 

8：10-12：00 

組
發
一
年
級 

18:20 

～ 

19:10 

  

知識管理與終身
學習研究 

必 2/王政彥 

1406 教室 

社會創造力與創
新研究 

選 2/余嬪 

（組發一二合
開） 

1406 教室 

 

兩週上一次 
組織理論研究 
必 2/蔡培村 
1508B 教室 

19:15 

～ 

20:05 

  

知識管理與終身
學習研究 

必 2/王政彥 

1406 教室 

社會創造力與創
新研究 

選 2/余嬪 

（組發一二合
開） 

1406 教室 

 
組織理論研究 
必 2/蔡培村 
1508B 教室 

20:10 

～ 

21:00 

  

財務管理研究 

選 2/黃國良 

1406 教室 

學習型組織研究 

選 2/楊國德 

1406 教室 

 
組織理論研究 
必 2/蔡培村 
1508B 教室 

21:05 

～ 

21:55 

  

財務管理研究 

選 2/黃國良 

1406 教室 

學習型組織研究 

選 2/楊國德 

1406 教室 

 
組織理論研究 
必 2/蔡培村 
1508B 教室 

組
發
二
年
級 

18:20 

～ 

19:10 

全球化與競爭

策略研究 

選 2/蕭大正 

1508B 教室 

統計套裝軟體

應用 

選 2/吳明隆 

7401 教室 

 

社會創造力與創

新研究 

選 2/余嬪 

（組發一二合

開） 

1406 教室 

 

 

19:15 

～ 

20:05 

全球化與競爭

策略研究 

選 2/蕭大正 

1508B 教室 

統計套裝軟體

應用 

選 2/吳明隆 

7401 教室 

 

社會創造力與創

新研究 

選 2/余嬪 

（組發一二合

開） 

1406 教室 

 

 

20:10 

～ 

21:00 

公民營組織領

導專題研究 選

2/韓必霽 

1508B 教室 

    

 

21:05 

～ 

21:55 

公民營組織領

導專題研究 選

2/韓必霽 

1508B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