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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執行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日期： 100 年 04 月 0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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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安，在春假前請大家來開會，是因為要在 100.04 底前將計畫書本年度計畫目
前還是由原來我們各位夥伴學校來共同提案。中心這邊目前有人事異動，前主任王
嘉男老師目前至臺船擔任獨立董事，依據教育部規定如至外部企業擔任獨立董事，
即不適合於校內擔任行政工作，目前中心由模具系徐中華老師任中心主任、機械系
江家慶老師擔任中心副主任；很謝謝大家全力來支援協助南資中心的各項任務，教
育部對中心的成效也非常肯定，這個成果是大家的貢獻與功勞，中心是擔任穿針引
線的角色，謝謝大家的支持與會，開始進行會議。
貳、 上次會議議決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行政支援組（總計畫）
提案一：1 0 0 年 度 （ 1 0 0 . 0 7 . 0 1 ~ 1 0 1 . 1 2 . 3 1 ） 技職校院奬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本中心為持續推動本計畫執行任務，擬請各單位研提
100年度計畫書及預算表，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1. 提升教學品質夥伴學校計畫提報時間修改為：100.02.25（星期五）下午 5:00
前寄達南資中心總計畫辦公室，敬請各夥伴學校配合。
2. 校內主軸計畫擬定各主軸計畫提報方向，主軸計畫五新增提報方向(1)遠距課
程(2)數位教材。
3. 計畫申請書格式，待教育部頒訂正式格式後，再煩請各夥伴學校進行調整。
4. 各項經費的核撥，依據最後教育部裁定金額等比例進行調整。

執行情形：共計有55件教學卓越夥伴學校可具體分享計畫及28件專科學校主軸議題活動
提案計畫，已融入中心學校各主軸計畫，各主軸計畫可與提案學校進行計畫
內容討論與修正，以符合主軸計畫執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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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順利向教育部申請100年度計畫，請區域內夥伴學校提供事項如說明，提請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敬請各夥伴學校依照資料繳交日期回擲相關附件。

執行情形： 100.02.25（星期五）已收到提升教學品質夥伴學校提案計畫共計16件，並依
據公布之審查流程進行內、外審，於此次會議將審查意見彌封交付各夥伴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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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工作報告
一、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重要記事（總計畫）：
1. 99 年度教育部期中實地訪視，於 100.02.17(星期四)上午 09:30 至本校進行訪視，
由中心學校邀集全體夥伴學校相關師長參與會議及接受晤談等，過程順利圓滿。
教育部並於 100.03.14（星期一）發函檢附實地訪視意見彙整表（附件 1），本中
心積極配合教育部來文指示，研擬改善措施，持續加強計畫執行等相關事宜。
2. 本中心王主任嘉男因個人生涯規劃因素，於 100.02.01（星期二）卸任；現由徐
中華老師擔任本中心執行長，江家慶老師擔任本中心副執行長，懇請各位師長繼
續協助徐主任中華與江副主任家慶，使中心計畫得以順利推動。
3. 本中心於 100.03.11（星期五）至教育部出席「研商 100-101 年度獎勵科技大學
及技術學院設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會中討論 100-101 年度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計畫推動重點工作、未獲教學卓越計畫夥伴學校補助經費之審核及經費分配
方式、中心學校保留統籌運用之經費如何分配運用等議題，重點摘錄如下：
（1） 100-101 年度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推動重點工作：
[1] 協助教師成長之機制，包含協助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研習活動。。
[2]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功能之加強。
[3] 協助未獲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建立並落實各項教學基本制度，並加強建
立學生生涯（學習）歷程檔案系統（E-Portfolio）建置。
[4] 教材編撰及上網公開使用。
[5] 新進教師研習。
[6] 對區域內未獲教學卓越計畫之夥伴學校補助經費分配之機制。
[7] 對專科學校之協助。
（2） 依行政院核定第 2 期獎勵大學教學計畫補助項目，本經費補助以提升及改
善大學教學品質之各項措施。爰專科學校非本計畫之補助對象，有關協助
專科學校提升教學品質之工作所需經費之問題，仍請各區考量以協調區內
專業領域相近之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擔任相關計畫召集學校，邀集專科學
校共同辦理相關事項之方式進行。
5. 依據教育部臺技（四）字第 1000049416 號函轉知（如附件 3），有關 100-101 年
度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設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申請作業，依規定其經費
編列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為 7.5：2.5，並應編列不低於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額度
之 10%為學校配合款。
6. 夥伴學校-大同技術學院於 100.03.31 來函同技院教資第 1000002330 號轉知因地域
關係及可分配經費多寡等因素考量，從 100 年度起選擇參與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計畫，並繼續執行本中心「主軸七、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至
100.06.30，並妥善執行完畢（含期末成果報告）等事宜。
7. 99 年度本中心預計 100.04 備文報部辦理本年度第三次經費變更。
8. 預計 100.04.14（星期四）於本校舉辦三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聯合會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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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探討新年度計畫執行重點及教育部實地訪視委員提供建議內容等相關事
宜，分享跨區域資源中心之資訊，充分發揮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功效。
9. 為向教育部及社會大眾展示 99 年度南資中心計畫成效，以利爭取下一期程經
費，本期成果發表會擬於 100.06.09（星期四）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成果
展示（北館）暨交流論壇（南館）方式，協同高中職策略聯盟共同舉行。交流論
壇流程規劃如附件 5，各場次主題、講者等相關細節，將由各主軸於近期向夥伴
學校說明；成果展示則因場地尚與教育部洽談中，相關規劃將另行公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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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 場次，與會人數共約 110,094 人次，各組辦理活動皆依原計畫執行
中，截至 100.02.28（星期一）各組辦理活動情形分別如下：
(1).
(2).
(3).
(4).
(5).
(6).
(7).

課程發展規劃組：辦理 9/7 場(共 651 人參加)。
教學專業成長組：辦理 116/56 場(共 7,338 人參加)。
產學推展與技能成長組：辦理 131/88 場(共 10,060 人參加)。
學生學習輔導組：辦理 47/41 場(共 6,584 人參加)。
資訊科技應用組：辦理 34/36 場(共 1,945 人參加) 。
圖書資源共享組：辦理 9/14 場(共 1,276 人參加) 。
經驗傳承攜手精進組：包含 12 所「教學卓越計畫」之具體成果分享、輔導
非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及 15 所「非教學卓越計畫學校」之提升教學品質改善
計畫之各夥伴學校舉辦多場系列會議及活動，截至 100.02.28（星期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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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場次，與會人次共計 82,240 人次。

11.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20 期電子報已發刊，並由各主軸助理分送至各夥伴學
校
。
電
子
報
網
址
：
http://sttlrc.kuas.edu.tw/main.php?mod=adv_efile&func=show_efile_info&site_id=0
&main_category=3&sec_category=18，歡迎各位老師上網點閱。

肆、議案討論
提案單位：南區教學資源中心-課程發展規劃組（主軸計畫一）
提案一：擬修改主軸計畫一人本敬業通識與專業學程跨校合作計畫經費變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分項計畫 1-3 人本親土愛鄉敬業跨校通識學程與優質教材發展計畫，因應實際
執行南台灣通識課程-歷史文化與藝術所需教學輔助使用，在業務費－「材料費」
項目擬增加圖書教材 DVD、CD 等用途說明，及增加「展演費」經費項目。
二、分項計畫 1-4 健全系所課程委員會與發展跨校學程合作計畫，因其計畫之執行
所需，擬增加編列業務費－「材料費」與「保險費」
，之經費，俾利於計畫執行。
三、上述 2 項詳如附件 6。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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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學專業成長組（主軸計畫二）
提案二：擬修訂本中心「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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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修正案同時參照 100.01.14（星期五）於南台科技大學召開「南區技專校院校
際整合聯盟」第五屆第一次指導委員會暨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建議辦理。
三、 為因應跨校學程及配合夥伴學校跨校寒假修習課程需要，擬修正為（含寒、暑
期）文字，俾便學生修讀並順利取得學分，修文對照表如附件 7。
決 議：照案通過，提指導暨諮議委員會議討論議決。

伍、臨時動議
無
陸、主席結論
100-101 年度本中心會以 3 億元項教育部申請經費，會盡量節省經雷來挹注夥伴學校，從
比較有效率的觀點來執行各項活動，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為大家思我共同成長的環
境，高應大也榮幸擔任中心學校來服務各位夥伴學校，如果有不足或是疏忽的地方，請
各位夥伴學校不吝指教，謝謝大家。
柒、散會（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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