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第 3 次執行委員會-會議議程
開會日期：99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7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楊副校長慶煜
出(列)席學校(人員)：如簽到簿

記

錄：龔琳晏

壹、主席致詞
各位夥伴午安，歡迎大家撥空前來參與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3 次執行委員會，
首先介紹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王嘉南主任，請各位夥伴多多指教；現在進行會議議程，
針對第 2 次執行委員會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先請王主任報告。
貳、第 2 次執行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況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經驗傳承攜手精進組（主軸計畫七）
提案一：有關99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七-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輔導
機制(初擬)，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一、於 99.06.14（星期一）辦理 15 所執行「提升教學品質計畫」之夥伴學校及執
行「國際設計大師資源交流分享計畫」之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99.01~99.05 執行
成果簡報，並由 10 所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提出相關建議。
二、於 99.06.18（星期五）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一次指導暨諮議聯席會決議通
過教學卓越計畫學校 99.10 至 15 所執行「提升教學品質計畫」之夥伴學校及
執行「國際設計大師資源交流分享計畫」之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進行期中訪視規
劃（如附件 1）
，並將 99.06.14（星期一）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委員針對 99.01~99.05
執行成果簡報之建議，彙整後提供至 16 所進行簡報之夥伴學校，以作為後續
執行計畫之參考。
三、預訂於 100.03 舉辦計畫執行成果聯合發表會，設置 15 所執行「提升教學品質
改善計畫」之夥伴學校及執行「國際設計大師資源交流分享計畫」之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計畫執行成果專區，向教育部及社會大眾展現計畫執行成果，以利下
一期程(100.07.01~101.12.31)持續性辦理計畫時的經費爭取。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行政支援組（總計畫）
提案二：有關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管考經費執行率落後相關機制規劃，
是否妥適，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各主軸計畫均照經費管控機制執行，目前尚未申請第二期款項之學校已於此
次工作報告經費管考執行部分第（4）點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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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產學推展與技能成長組（主軸計畫三）
提案三：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產學推展與技能成長組99年度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攜手精進共創加值」計畫書擬修改，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提至99.06.18（星期五）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1次指導暨諮議委
員聯席會審議。
執行情形：經 99.06.18（星期五）
「99 學年度第 1 次指導委員暨諮議委員聯席會議」審議
通過將主軸計畫 3-1 教師實務能力發展計畫，99 年度預期成效量化部分第〔2〕
項修正為『開設 1 個學程（3~4 門課）將研發成果融入教學，預計完成 1 個
學程，至少 3 門課，3 分教材、多方面推廣「創新蜂巢」資訊交流平台，登
錄訊息及實作成果』。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經驗傳承攜手精進組（分項計畫 7-2 提升教學品質
改善計畫）
提案四：擬修改99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七「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高
苑科技大學夥伴學校「推動區域產業特色跨領域學程」重點計畫二子計畫2.3之
「電動車維修學程」學程名稱及資本門項目，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提至99.06.18（星期五）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1次指導暨諮議委
員聯席會審議。
執行情形：經 99.06.18（星期五）
「99 學年度第 1 次指導委員暨諮議委員聯席會議」審議
通過，將主軸計畫七「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夥伴學校－高苑科技大學之
重點計畫二「推動區域產業特色跨領域學程」的子計畫 2.3 之「電動車維修
學程」變更為「車輛機電系統設計學程」
，資本門項目由「電能轉換裝置實習
設備」改為「汽車電控網路實習模組」，資本門經費維持不變。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課程發展規劃組（主軸計畫一）
提案五：有關主軸計畫一「人本敬業通識與專業學程跨校合作計畫」分項計畫 1-4 名稱
變更事宜，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提至99.06.18（星期五）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1次指導暨諮議委
員聯席會審議。
執行情形：經 99.06.18（星期五）
「99 學年度第 1 次指導委員暨諮議委員聯席會議」審議
通過將主軸計畫一「人本敬業通識與專業學程跨校合作計畫」分項計畫 1-4
名稱由原「學程改革與跨校合作計畫」變更為「健全系所課程委員會與發展
跨校學程合作計畫」。

提案單位：南區教學資源中心-教學專業成長組（主軸計畫二）
提案六：擬修改主軸計畫二「以發展教師教學能力為核心之專家教師養成計畫」分項計
畫 2-4「發展教師通識教學知能精進計畫」計畫書，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提至99.06.18（星期五）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1次指導暨諮議委
員聯席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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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本案於 99.06.18(星期五)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委員聯席
會中決議通過，將於 100.01.17（星期一）增辦「生命教育－觀功念恩」教師
研習營，本研習營於 99.06.14「全國生命教育研討會」第 2 次籌備會議議決
更正主題為「2011 新世紀生命教育之願景與實踐」
。本案截至 99.09.30 已召
開 6 次籌備會議，討論研討會執行內容、訂定大會主軸、主題及子題，研訂
邀稿辦法、工作流程及任務分配，文宣設計（海報、邀請函）初稿等。
参、工作報告
一、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重要紀事（總計畫）：
1. 經費管考執行：
(1) 依教育部 99.08.11 台技(四)第 0990136497 號函來文轉知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計畫第二期款 6,240 萬元已完成轉辦撥付（附件 2）；南資中心於 99.08.12（星
期四）由各計畫助理陸續以 E-mail 方式轉知，並發文請夥伴學校檢附領據向中心
學校請款，各項撥款作業已近完成階段。
(2)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各分項計畫經費之執行率（附件 3）
，已於 99.10.01
（星期五）進行第 9 次檢核點核算，動支率為 45.62%、執行率為 38.23%（9 月份
執行率目標為 40%、動支率為 50%）
，並於 99.10.05（星期二）填報教育部管考網
站。預計 99.11.01（星期一）進行第 10 次檢核。
(3)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需補辦預算學校為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共計 4 校。其中國立澎
湖科技大學於 99.09.08（星期三）已先行來文辦理 99 年度預算補辦，中心並於
99.09.13（星期一）備文報部，預計於 99.11 補辦其餘 3 所學校預算。
(4) 依據 99.06.18(星期五)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委員會議決，經費執行率未達 25%之學
校，第二期款將暫緩撥付。截至 99.10.01(星期五)經費檢核後，尚有 8 校未達第二
期款申請標準，其執行落後原因之說明彙整表如（附件 4）。
2. 活動管考執行：
(1) 於 99.06.14（星期一）辦理「主軸七-以經驗傳承為目標提升教學品質計畫」15 所
執行「提升教學品質計畫」之夥伴學校及執行「國際設計大師資源交流分享計畫」
之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5 月執行成果簡報，並由 10 所教學卓越計畫學校之執行委
員針對「組織建置」、「經費執行」、「活動執行」及「成果呈現」等四大構面提供
建議，並經中心彙整彌封後，統一於 99.06.18（星期五）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委員聯
席會議交付 16 所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學校之指導委員。
(2) 99.06.18 召開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委員聯席會議，共計 70 人次出席會議，議決 2 項
重要提案，分別為「主軸七-以經驗傳承為目標提升教學品質計畫」教學卓越學校
輔導提升教學品質學校改善計畫夥伴學校之輔導機制、成立諮詢輔導委員會之組
成概念及經費執行率落後之管考相關機制，以充分落實業務督導及經驗傳承之主
要目的。
(3) 本中心已於 99.07.23（星期五）完成 99 年度南區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期中報告，並
於 99.08.11（星期三）接獲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90138386A 號函指示期中審查意
見（附件 5）。本次期中成果報告簡報日期暫訂為 100.01.11（星期二）~100.01.14
（星期五）之間，待教育部明訂會議日期後將另行陳報相關主管。
(4) 依教育部通過，99.08.01（星期日）起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共六所夥伴學校改名，
如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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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改名之六所夥伴學校

改名前
改名後
吳鳳技術學院
吳鳳科技大學
東方技術學院
東方設計學院
美和技術學院
美和科技大學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台南科技大學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99.10.01 改名）
(5) 依教育部 99.09.03(星期五)台技(四)字第 0990153237 號函來文轉知，於 99.09.09（星
期四）由中心業務相關助理赴國立臺北科技大學參加「技職校院獎勵大學教學卓
越計畫管考網站操作說明會」，針對管考網站改版及填寫方式進行了解。
(6)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各分項計畫活動分別舉辦多場研習會及系列演講，完成活
動共計 870 場次，與會人數共約 51,475 人次，各組辦理活動皆依原計畫執行中，
截至 99.08 底前各組辦理活動情形分別如下：
[1] 課程發展規劃組：辦理 1/7 場(共 92 人參加)，預計於 99.11～100.03 再舉辦 6
場計畫相關活動。
[2] 教學專業成長組：辦理 56/56 場(共 3770 人參加)。
[3] 產學推展與技能成長組：辦理 62/88 場(共 2215 人參加)。
[4] 學生學習輔導組：辦理 17/41 場(共 3047 人參加)。
[5] 資訊科技應用組：辦理 16/36 場(共 750 人參加)。
[6] 圖書資源共享組：辦理 7/14 場(共 1207 人參加)。
[7] 經驗傳承攜手精進組：包含 10 所「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協助 15 所未獲教學
卓越計畫學校、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學校之執行成果，截至 99.08.31，各
夥伴學校辦理會議及活動（包含參訪活動、研討會、工作坊及其他），共計
711 場次（40,394 人次）。
(7) 南資中心主軸七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期中訪視時間及議程已於 99.09.30（星期
四）發文至訪視委員及受訪學校，並於 99.10.06（星期三）轉知各受訪學校相關
訪視細節。
(8) 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巫銘昌主任於 99.10.12（星期二）
率相關助理本中心進行參訪交流活動，並將針對綜合規劃、校際合作、經費控管、
計畫管考及網路系統等多項議題進行討論。
(9) 預計於 99.10.21（星期四）由本中心王嘉男主任率相關助理赴國立臺北科技大學
參加「99 年度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三區主任聯合會議」，會中將探討各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之定位與面臨問題，並商議 99 年度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發展之推動方向
討論合作事宜，以充分發揮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功效，當日會議將由教育部謝麗
君視察、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郭正煜主任、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巫銘昌主任
及本中心王嘉男主任出席與會。
3. 業務推廣資源分享：
(1) 於 99.06.01（星期二）舉辦「行政工作職能研討會」，針對本中心專任助理行政專
業能力進行指導，以增進各計畫執行成效，會中並邀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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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師長講授有關「執行專案計畫能力養成」、「行政公文撰寫能力講習」、「新聞稿
發稿撰寫技巧」、「團體動力增能成長」等四大講座課程。
(2)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摺頁簡介已順利完成，共印製 21,000 份，分享
至全體夥伴學校指導委員及諮議委員，並郵寄至各夥伴學校，以資訊分享及宣傳。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16 期電子報，已於今日出刊，並轉發各夥伴學校及南區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平台，歡迎各位老師上網點閱。
(3)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99.01~99.08 各項計畫執行成效如簡報說明。
肆、議案討論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行政支援組（總計畫）
提案一：擬邀請『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加入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夥伴學校，提請
論。
說 明：

討

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教務處侯主任浩生，於 99.08.26~99.08.27「獎勵科技大學及
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主管聯席會議」中向本中心王主任表達加入南區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聯盟學校的意願，可共享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學資源，以提升
教學品質與精進教師成長。
二、依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於 99.09.16（星期四）東專教字第 0990007535 號函（附件
6）轉知，惠予同意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加入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三、本案待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亦提請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2 次指
導暨諮議委員聯席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第 2 次指導暨諮議委員聯席會議。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行政支援組（總計畫）
提案二：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依據教育部來文指示，本計畫中之指導委員會與執行委
員會，宜建立具決策權的代理人制度，來發揮協調整合功能，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99.08.11（星期三）台技(四)字第 0990138386A 號函審查意見(附件 5)，
計畫執行情形第一項優良事項之第 18 點。
二、計畫中之指導委員會與執行委員會，宜建立具決策權的代理人制度，來發揮協
調整合功能。
三、擬請各夥伴學校荐派具決策權之代理人人選，如下說明：
（一）召開指導委員會時，以各夥伴學校之副校長或教務長作為具決策權之代
理人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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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開執行委員會時，以各夥伴學校之副教務長或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或
相同層級的師長）作為具決策權之代理人人選。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由各夥伴學校荐派具決策權之指導委員代理人副校長、教務長、主任秘書共計
三位；具決策權之執行委員代理人由各夥伴學校荐派相同層級之相關師長共計
三位。
三、 各夥伴學校荐派之指導委員與執行委員之代理人，須具有決策權，並轉知各項
會議議決之提案，以落實各項計畫執行推動。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行政支援組（總計畫）
提案三：本中心擬出版「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攜手精進共創加值成果專刊」，
相關資訊規劃是否妥適，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為展示本年度（99.01.01-99.12.31）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執行成效，擬於100.03
出版「攜手精進共創加值成果專刊」（以99.01.01-99.12.31之活動為主）。
二、本次專刊主題擬以「各主軸計畫執行成效」、「經驗傳承攜手精進之提升教學品
質成效」為主題，規劃各主軸計畫及夥伴學校提供圖文資料方式呈現（如附件
7），說明如下（行距18、中文標楷、英數Times New Roman12號字）：
各主軸計畫執行成效編列方式：以計畫簡介及執行成效（含平台執行成效）
為主題，編排各主軸計畫內容，分別總計畫及各主軸（主1-主6）計畫撰擬
以4頁A4大小為主（其主軸計畫7則以2頁A4大小）。
2. 「經驗傳承攜手精進卓越提升」專題報導規劃如下：
(1) 「分項計畫 7-1 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以提供申請教學卓越計畫之經
驗分享及輔導非教卓學校之成效為主題，分別由各校撰擬以 4 頁 A4 大
小為主。

1.

(2) 「分項計畫 7-2 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以分享提升教學品質之成效及
7-2 計畫之執行過程、成果為主題，分別由各校撰擬以之 4 頁 A4 大小
為主。
三、99年度成果專刊作業期程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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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 項 文 稿 請 於 100.01.14 （ 星 期 五 ） 下 班 前 回 擲 總 計 畫 辦 公 室 林 星 儒 助 理
（hisn@cc.kuas.edu.tw），以利彙整。
決

議：
一、 「攜手精進共創加值成果專刊」出刊訂於 100.03，敬請夥伴學校協助回擲資料。
二、 由南資中心總辦公室將「攜手精進共創加值成果專刊」之格式與內容項目定義
清楚，委由教務長等相關師長進行檢視與修正，並轉知各夥伴學校，請各夥伴
學校提供各校特色與成果等相關資料。

提案單位：南區教學資源中心-教學專業成長組（主軸計畫二）
提案四：擬修改主軸計畫二「以發展教師教學能力為核心之專家教師養成計畫」分項計
畫2-4「發展教師通識教學知能精進計畫」計畫書，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主軸計畫二分項計畫 2-4 基於業務考量，業由主軸計畫一課程發展規劃組負責
執行。
二、基於業務需求，擬增加南區技專校院「生命教育課程教學工作坊」系列活動，
決

預計 4 場。(修正後計畫書如附件 8)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課程發展規劃組（主軸計畫一）
提案五：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暑假期間開設跨校通識課程機制，提請
說 明：

討論。

一、在 99.06.18（星期五）舉辦「99 年度第 1 次指導委員暨第 1 次諮詢委員聯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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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中山大學劉孟奇委員建議「夏日大學」的概念，建議暑期開設跨校通
識課程，預計 100.07 可開暑期通識課程。
二、為配合暑期通識課程開課，於 99.06.23（星期三）通識課程第 2 次工作小組會
議中提案討論，擬修訂「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已照案
通過，條文修正對照表與修訂後要點，請參考附件（附件 9）。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課程發展規劃組（主軸計畫一）
提案六：擬訂定「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學程實施要點」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99 年度計畫書內主軸計畫 1-4「健全系所課程委員
會與發展跨校學程合作計畫」內容及教育部共同指標第 11 項「發展跨校學程，
並有實質成效」為主要辦理目的。
二、為因應產業及社會需求，有效運用教學資源，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擬訂定「南

決

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學程實施要點」
，草案詳如（附件 10）
：
「南區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跨校學程實施要點」。
三、本要點(草案)業經 99.07.14
「第 2 次機械領域跨校學程小組討論會議」暨 99.10.07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學專業成長組第 2 次工作推動小組會議討論通過，依程
序提本次執行委員會議審議。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台南護理專科學校陳雪教務長：
1. 專科學校之後可否申請辦理教學助理的培訓?
2. 能否請已建構學生歷程檔案、課程地圖學校協助專科學校建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選
課地圖等平台?
南資中心王嘉男主任：
目前各分項計畫活動已規劃完畢，建議 貴校可於下期計畫向主軸計畫 4-提升學生
學涯生活校能與素養計畫提出計畫，落實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至於選課地圖與學生學習
歷程檔案平台的建置，因一般學校課程與護理學校差異較大，建議由 貴校先行擬訂相關
辦法，由中心學校協助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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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席結論
主軸一~主軸六還有未執行的部分要麻煩各位加油，主軸七的部分要麻煩各夥伴學
校們要盡快追上，希望各位夥伴將待執行的部分於 100 年 2 月初盡快執行完畢，預計於
100.03 舉辦成果發表會，後續要申請下一個期程的計畫，希望在成果發表會時可以完整
呈現各夥伴學校的成果。主軸七個各項指標的部分，包含課程地圖、教師評鑑、畢業生
流向等各項指標之建置，希望各夥伴學校及早建置。謝謝大家的參與，辛苦大家了!
柒、散會（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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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目

錄 (初擬)

一、校長的話(約 1 頁)
二、計畫成果(含計畫簡介及執行成效….….) (約 34 頁)
1.
2.
3.
4.
5.
6.
7.
8.
9.

計畫概述及中心精神(综合性及概括性性的敘述)
總計畫：稽核管考計畫
主軸計畫一：人本敬業通識與專業學城跨校合作計畫
主軸計畫二：以發展教師教學能力為核心之專家教師養成計畫
主軸計畫三：以推動產學合作為模式之實務實作能力提升計畫
主軸計畫四：提升學生學涯生活效能與素養計畫
主軸計畫五：以合作分享共創數位加值之資源整合共享計畫
主軸計畫六：以創新加值服務為目標之圖書資源 E 化整合共享計畫
主軸計畫七：以經驗傳承為目標之提升教學品質計畫(＊2 頁 A4 大小)
※ 請各主軸計畫以圖文並茂方式呈現，以計畫簡介、執行成效及分享計
畫成效；編排各主軸計畫內容以行距18、中文標楷、英數Time New
Roman之12號字為主（除主軸七以2頁大小，其餘皆以4頁A4大小呈
現)。

三、經驗傳承攜手精進之提升教學品質成效之專題報導(約 76 頁)
1. 經驗傳承攜手精進(約 24 頁)
文藻外語學院
正修科技大學…. 等 12 校
※ 「分項計畫7-1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以提供申請教學卓越計畫之
經驗分享及輔導非教卓學校之成效為主題，分別由各校撰擬以行距
18、中文標楷、英數Time New Roman之12號字之2頁A4大小為主。
2. 提升教學品質(約 64 頁)
大仁科技大學
大同技術學院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等 16 校
※ 「分項計畫7-2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以分享提升教學品質之成效
及7-2計畫之執行過程、成果為主題，分別由各校撰擬以行距18、中
文標楷、英數Time New Roman之12號字之4頁A4大小為主。
四、未來展望(約 1-2 頁)
五、活動花絮及新聞剪輯(約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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