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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一
通識課程第 3 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0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0 分
會議地點：高苑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教育館二樓)
主 持 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張主任瑞芳

記錄：梁淑芬

出（列）席學校（人員）
：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一、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重要記事（總計畫）：
1. 本中心於 99.12.23(星期四)接獲教育部來信，信中指示將重新規劃 99
年度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第 2 次期中報告審查作業事宜，並透過
計畫成效之評估，作為審核 100-101 年度計畫之重要依據。待教育
部明訂相關議程及日期後將另行陳報相關主管。
2. 99 年度本中心各分項計畫總體經費(含配合款)之執行率，已於
100.01.03（星期一）第 12 次檢核點核算，動支率為 67.98%、執行率
為 61.37%。各分項計畫考核指標、經費之執行率，已於 99.12.04(星
期二)填報教育部管考網站。中心預計 100.01.14(星期五)前備文報部
申請第三期款作業，已於 99.12.13(星期一) E-mail 告知各主軸計畫助
理並轉知夥伴學校聯絡窗口回擲機器設備採購明細表一式二份。
3. 99 年度本中心已於 100.01.05(星期三)備文報部辦理本年度第二次經
費變更，並已於 99.11.17(星期三)E-mail 告知各主軸計畫助理轉知夥
伴學校聯絡窗口辦理經費變更乙案。
4. 預計於 100.01.24(星期一)召開本中心 99 年度第 4 次執行委員會，與
夥伴學校討論新年度計畫書及預算表之分配合作之相關事宜。
5. 南 區區域 教學資源 中心 第 17 期電子 報已發 刊，電子 報網址 ：
http://sttlrc.kuas.edu.tw/main.php?mod=adv_efile&func=show_efile_inf
o&site_id=0&main_category=3&sec_category=18，歡迎各位老師上網
點閱。

1

二、99 年工作執行情況
（一）主軸一 人本敬業通識與專業學程跨校合作計畫
1. 課程面
(1)人本親土愛鄉敬業跨校通識學程與優質教材發展計畫，開課進度如
下表：
計畫名稱

開課情況

校名

99-1 開課 樹德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
通識教育學院

南台灣產業發展通識課程
南榮技術學院

通識中心

99-1 開課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南台灣企業文化通識課程
99-1 開課 台南科技大學

通識中心

99-1 開課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南台灣歷史文化通識課程
高苑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99-2 開課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通識中心
南台灣音樂藝術通識課程
99-2 開課 遠東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2)已開發一門通識教材，名稱「科學、宇宙與人生」。
2.已辦理活動
(1) 99.10.23-99.10.24 協助辦理「再現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
(2) 99.12.10 舉辦「南台灣企業文化與管理通識教育研討會」。
(3) 99.12.14 舉辦「南台灣產業與技術發展通識教育研討會」。
(4) 99.12.23 舉辦「南台灣文化與藝術論壇」
。
上述 4 場活動，約 500 人次參加。
3.預計將執行的活動
(1)預計 100 年 3 月間舉辦「南台灣文化與藝術通識專題講座(音樂會)」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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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4 發展教師通識教學知能精進計畫
1.已辦理活動
99.02~06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已辦理 15 場「心理與生活課程」
講座參與人數總計 750 人次，學生平均滿意度 4.07。

99.03~12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已辦理 27 場「通識課程」講座，
參與人數總計 1,461 人次學生平均滿意度 4.30。

99.06.10

本中心辦理生命教育成長研習營(一)，計有 66 人次參與
此活動，平均滿意度 4.39。

永達技術學院辦理「通識課程與教學實務研討會」-通識
99.06.23 教育理念與數位學習實務，計有 18 校 120 人次參與此活
動，平均滿意度 4.22。
99.06.24

本中心辦理生命教育成長研習營(二)，計有 80 人次參與
此活動，平均滿意度 4.48。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辦理「通識教育教師研習營」-通
99.07.21 識教育的課程典範與實踐，16 所夥伴學校及他校 12 所，
參與人數 83 人，平均滿意度 4.61。
99.11.18

本中心辦理南區技專校院「生命教育課程教學工作坊」健康講座，參與人數 78 人，平均滿意度 4.33。

99.11.1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協助辦理「南台灣優質通識課程研討
會」，共 13 校 95 人次與會共襄盛舉，平均滿意度 4.61。

本中心假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交誼廳辦理南區技
99.11.25 專校院「生命教育課程教學工作坊」-快樂-達賴喇嘛的人
生智慧」~ 壹，參與人數 47 人，平均滿意度 4.24。
本中心辦理南區技專校院「生命教育課程教學工作坊」99.12.02 快樂-達賴喇嘛的人生智慧」~貳，參與人數 45 人，平均
滿意度 4.28。
本中心辦理南區技專校院「生命教育課程教學工作坊」99.12.09 快樂-達賴喇嘛的人生智慧」~參，參與人數 41 人，平均
滿意度 4.23。
本中心辦理南區技專校院「生命教育課程教學工作坊」99.12.30 快樂-達賴喇嘛的人生智慧」-期末座談會，參與人數 77
人，平均滿意度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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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將執行的活動
(1)預計於 100.01.17 假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舉辦 2011 年「新世紀生命教育
之願景與實踐」研討會 1 場，預計 250 人次。了解新世紀生命價值觀、心
靈與物質世界的真相、和諧的人際關係與環境倫理、有機心生活的學習與
實踐、服務利他的新世紀人生觀、其它有關生命教育發展之議題。
(2)預計於 100.4.12 舉辦南區技專校院「人本敬業通識教育課程成果」發表會
1 場，預計 100 人次。藉此次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分享他們豐富的教學
經驗，以及如何利用現代科技建置有吸引力的通識課程教材，營造優良數
位學習環境及公正客觀的評量，為與會教師們搭建積極參與通識教育的機
會，體認通識課程的精神與意義，進而提升教師授課知能的學習平台。

三、99-101 年度第二期第二次計劃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計畫名稱：強化南台灣特色之現代公民核心能力培育計劃
◎分項計畫 2：人本親土愛鄉敬業跨校通識學程與優質教材發展計畫
本計畫為延續性計劃，於前期計畫已規劃完成
(1)南台灣產業發展、
(2)南台灣企業文化、
(3)南台灣文化與藝術等三領域課程規劃。
本期擬持續精進原有課程外，並持續規劃南台灣醫療與照護、南台灣時
尚與生活、南台灣海洋世界、南台灣農業與優質生活等領域課程項目。
◎分項計畫 3：提升發展教師通識教學知能精進計畫
邀請學術界、企業界與其他領域的卓越人士蒞校擔任通識專題講座，分
別由多元的層面探討人文關懷的本質，提升學生知識的深度與廣度，以
提升通識課程的教學品質。
◎分項計畫 4：落實非課程活動、提升人文藝術氛圍計畫
規劃校園非課程活動，促使學生接觸多元文化知識、提升人文藝術涵養，
並落實終身學習的目標。建立南區技專校院聯盟通識護照平台與通識護
照認證辦法，藉由通識學習護照之認證，增加學生參與活動之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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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徵求 99-101 年度第二期第二次計劃分項計畫 2「人本親土愛鄉敬業跨
校通識學程與優質教材發展計畫」課程教材撰寫及規劃新課程，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計畫為延續性計劃，於前期計畫已規劃完成 (1)南台灣產業發展、
(2)南台灣企業文化、(3)南台灣文化與藝術等三領域課程規劃。
二、本期擬持續精進原有課程外，並持續規劃南台灣醫療與照護、南台灣
時尚與生活、南台灣海洋世界、南台灣農業與優質生活等領域課程項目。
決議：
1. 承辦學校意見調查表如下：請於 100.02.10（四）下午 5 點前回擲至
e-mail：sfliang@cc.kuas.edu.tw 梁小組收
計畫名稱

開課時間

校名

承辦單位

南台灣產業發展通識課程

南台灣企業文化通識課程

南台灣歷史文化通識課程

南台灣音樂藝術通識課程

2. 擬將行動學習導向與服務學習課程融入本計劃內。

提案二：徵求 99-101 年度第二期第二次計劃分項計畫 3「提升發展教師通識教
學知能精進計畫」之研習活動，提請討論。
說明：
一、連結南區技專通識教育資訊，提供相關活動訊息。
二、提供通識課程、通識教學和通識教育師資之典範，做為技專校院規劃
實施通識教育時的重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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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研習活動，利於訊息流通，提升教師教學知能並推廣優質通識教
育。
決議：各夥伴學校將各校舉辦之研習活動成果呈現於南區技專通識教育資訊平
台，以利各夥伴學校互利共享資源。
提案三：研擬 99-101 年度第二期第二次計劃分項計畫 3 建立南區技專校院聯盟
通識護照平台與通識護照認證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規劃校園非課程活動，促使學生接觸多元文化知識、提升人文藝術涵養，
並落實終身學習的目標，擬藉由通識學習護照之認證，增加學生參與活
動之主動性。
決議：擬集思廣益各夥伴學校所提供意見，於下次工作小組會議提出討論（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一 通識課程第 4 次工作小組會議，
擬於 100.03.25（五）在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召開）。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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