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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00-101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第 2 次執行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 100 年 12 月 06 日（星期二）上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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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教務長、主任及同仁、夥伴大家早安，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出席，南資有各位夥伴
的協助，讓我們到目前為止也都執行的非常順利，真的是非常感謝各位，沒有各位的協助我
們無法執行得這麼順利，有關上次會議議決的事項執行情況的報告請各位審閱，這邊有新年
度計畫聘書要發給各位，非常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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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100-101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修訂案，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請全體夥伴學校於 100.07.25（星期一）中午12:00 前回擲修正計畫書至各主
軸對應窗口，100.08.04（星期四）備文向教育部提送修正後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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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職校院 100-101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依實際核定補助金額，
調整各分項計畫經費案，是否妥適，提請

討論。

決 議：
1. 經中心學校與教育部極力協調後，原 99 年度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注意事項變更
2 點如下:
(1) 有關講座鐘點費原支領規定: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夥伴學校皆視同內聘(僅
能支領800元)事宜，變更為非受補助學校所屬人員得比照外聘支領(可支領
1,600元)，請各夥伴學校於經費修訂時修編非貴校人員之講座鐘點費單價。
例:XX科大舉辦南資中心計畫補助之相關講座，邀請一位該校師長及一位夥
伴學校師長進行各50分鐘的講座，則該校師長僅能支領800元；夥伴學校師
長可支領1,600元(99年度規定僅能支領800元)。
(2) 經費編列及支用注意事項
貳、經費編列相關規定重點說明四、(二)第七點不得包含本機關人員出席
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人費、諮詢費。新增以下條文：
其中「本機關人員」係指受補助學校所屬人員，亦即獲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計畫補助之學校，於執行補助經費時，僅限於學校所屬人員，不得於學校
本身執行之補助計畫經費下支領前開相關費用，他校人員則不受限制。
簡而言之，教卓學校至輔導之未獲教卓學校進行各項相關協助時得依協助
內容適當支領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人費、諮詢
費等費用，惟該費用不得於教卓學校補助經費內編列，故請各未獲教卓學

校於提升教學品質計畫經費修訂時，增編教卓學校至貴校提供協助等相關
活動、會議之上述適當經費。
1. 由於經費相關異動較大故至多可延至 100.07.26(星期二)中午 12 時前回擲。
2. 紙本回擲時間不變，惟計畫回擲仍依原訂時間繳交。
執行情形：目前執行情形仍按前期議決執行如下
1. 100-101 年度經費之經常門與資本門金額仍按照教育部指示之比例進
行編列。
2. 經費撥付方式仍分三期撥付方式進行，撥付比例亦無改變，目前已撥
付第一期款，101 年度預算數若經立法院刪減，屆時依教育部指示再
行修正。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經驗傳承深耕關懷之提升教學品質組（主軸計畫七）
提案三：有關 100-101 年度（100.07.01~101.12.31）未獲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執行推動
教學品質提升之計畫之預定執行成果、查核點及檢核管考機制，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未獲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執行推動教學品質提升計畫之預定執行成果部分，
100.11.01（星期二）各未獲教卓學校已開始執行第一個檢核點之進度管
考，包含 10 項基本建置指標與計畫進度之檢核，已於 100.12.01（星期四）
完成回擲。
參、 工作報告
一、
1.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經費核定、修正相關重要記事：
依教育部 100.08.30 臺技(四)第 1000149301 號函來文轉知，同意核結「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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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依教育部 100.08.31 臺技(四)字第 1000155696 號函來文辦理。本中心已於
100.10.25（星期二）備文向教育部提送修正後「計畫書、經費需求明細表及領
據」。

3.

中心於 100.11.17（星期四）收到教育部 100.11.28 臺技（四）字第 1000201593
號來函通知第 2 次經費內容修正事宜通知（如下說明），預計於 100.12 完成修
正。
業務費
(1) 短程車資：用途說明請詳述搭乘何種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及金額、次數。
(2) 工 讀 費：人力使用，請詳述使用人力之活動名稱。
（執行教學助理(TA)業務，請另外新增欄位編列經費項目。）
資本門
(1) 筆記型電腦：非特殊用途，僅使用於一般文書瀏覽，金額補助上限為
30,000/台。
(2) 桌上型電腦：非特殊用途，僅使用於一般文書瀏覽，金額補助上限為
25,000/台。
ex.若供特殊用途使用之桌上型電腦金額超過 25,000/台，詳述使用於何種特

殊用途(譬如為供作為伺服器使用)。
二、
1.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區、跨校交流相關重要記事：
100.09.15（星期四）由中心徐中華主任赴高雄餐旅大學參與「攜手精進計畫輔
導經驗分享論壇」，透過夥伴學校間經驗交流、分享，以強化校際之間的合作
關係，加以落實資源共享，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2.

100.10.07（星期五）由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臺北科技大學）段裘慶執行秘
書及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李文興館長率領相關助理蒞臨本中心進行交流活動，
會中特別針對「圖書資源代借代還系統」及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充分發揮區域
教學資源中心之功效。

3.

100.10.11（星期二）由中心徐中華主任率領相關助理赴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參加
「執行教學卓越計畫經驗分享座談會」，藉由區域內夥伴學校經驗交流及分享，
充分落實資源共享之綜效。

4.

100.10.21（星期五）由中心徐中華主任、江家慶副主任率領相關助理赴中區技
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雲林科技大學參加「100-101 年度中區技職校院區域
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三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會議」，共同針對各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定位與計畫面臨之窒礙進行討論，並商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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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計畫目標順利達成，充分
發揮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功效。當日會議將由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臺北科技
大學) 段裘慶執行秘書、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雲林科技大學)巫明昌主任及本
中心徐中華主任及江家慶副主任出席與會。

5.

100.11.15（星期二）由中心徐中華主任、江家慶副主任率領相關助理赴夥伴學
校-臺東專科學校進行拜訪，與臺東專科學校姚國山校長、黃啟貞教務長、教務
處課務組傅怡禎組長、綜合業務組楊聖能組長等進行交流，會中針對專科學校
教學品質提升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並對初步合作達到共識。

三、
1.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計畫執行推動、管考相關重要記事：
100.10.17（星期一）由中心相關助理赴台北科技大學參加「技職校院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管考網站說明會」摘錄會議重點如下說明：為配合教育部每月填
報經費、活動執行績效至審計部提報查核，未來填報經費執行仍以每個月底為
資料截止日，於次月 5 日填報完畢；另新增 100-101 年度計畫經費分配情形表
單（如下表）於每兩個奇數月 5 日前填報完畢。
中心學校統籌分配（元）
夥伴學校
中心學校
教學卓越

非教學卓越

非教學卓越夥
伴學校

合計

中心學校統籌分配（%）
非教學卓越夥
夥伴學校

合計
伴學校

中心學校
教學卓越

非教學卓越

未獲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執行推動教學品質提升計畫之預定執行成果部分，各未

2.

獲教卓學校於 100.11.01 開始執行第一個檢核點之進度管考，包含「10 項基本
建置指標」與「計畫執行」進度之檢核，於 100.12.01 完成回擲。
下表為第一個檢核點執行期間的資料回擲流程及日期
資料回擲流程

第一個檢核點 100.12.01

資料統計區間

100.07.01-100.10.31

未獲教卓學校統計、處理、填寫資料時間

100.11.01~100.11.13

未獲教卓學校繳交給協助之教卓學校日期

100.11.14 中午 12:00 前

教卓輔導學校給予建議之作業時間

100.11.14~100.11.28

教卓輔導學校回擲給未獲教卓學校日期

100.11.28 中午 12:00 前

未獲教卓學校回擲至中心日期

100.12.01 中午 12:00 前

100-101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各分項計畫總體經費(含配合款)之執行率，

3.

已於 100.12.01（星期四）進行第 4 次檢核點核算，動支率 21.48%、執行率為
10.46%（如附件 1）。各分項計畫考核指標、經費之執行率，已於 100.12.05（星
期一）完成教育部管考平台填報，並預計 101.01.01（星期日）進行第 5 次檢核
點核算【因 101.01.01（星期日）適逢假日，因此提前於 100.12.30（星期五）進
行檢核點核算】。
本中心預計於 101.01.16（星期一）召開 100-101 年度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委員會

4.

議，邀集全體夥伴學校指導委員進行合作議定書簽約及討論 100-101 年度「攜
手精進邁向卓越」計畫及經費管考等相關事宜。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於 100.11.18(星期五)寄送教育部 UCAN 平台、經濟部職

5.

能鑑定推廣等相關文宣品至各夥伴學校教發中心，並請相關師長協助轉達校內
師長及同學。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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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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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經費編列原則依據教育部臺技（四）字第 10000119370C 號來函之規定比例（如

附件 2），夥伴學校經費撥款方式以總經費執行率達 35%以上得以撥付第 2 期
款，執行率達 55%以上得以撥付第 3 期款，擬訂定最新修正經費執行管控目標
表（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請所有夥伴學校依據議決經費執行目標及相關管考機制落實執行。

提案單位：學生本位之教學課程精進組（主軸計畫 2）
提案二：擬修訂「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學程實施要點」第六點內容，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中心「跨校學程實施要點」第六點條文說明「學生凡修讀跨校學程中之任一
科目並取得學分後，由開課單位頒發修讀課程證明書」
，為便於學生取得修課證
書，修訂為本中心授權開課單位頒發修讀課程證書。
二、本次修訂內容，詳如附件：「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學程實施要點」修正
案修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5）。
三、此要點於 100.10.21 主軸二第一次工作推動小組會議、100.11.23 第 2 次內部工
作協調管考會議議決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相關要點由中心公佈相關格式規範修正後週知所有夥伴學校。

提案單位：學生本位之教學課程精進組（主軸計畫 2）
提案三：100-101 年度南區區域資源中心主軸二「專業領域教學諮詢與學習輔導教師」
相關事宜，提請討論，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99-100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四推動「專業領域教學諮詢與學習輔導
教師」業務，徵選 21 名輔導教師，聘期為 99.12.01 至 101.12.31。輔導教師於
聘期內可配置一名教學助理（TA）協助處理課程事務，由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核發 TA 工讀金。100.09.20（星期二）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總辦公室、主
軸二、主軸四召開會議以交接業務，100-101 年度由主軸二賡續執行業務。
二、主軸二為推動「專業領域教學諮詢與學習輔導教師」業務，修訂「專業領域教
學諮詢與學習輔導教師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6。
三、修訂「專業領域教學諮詢與學習輔導教師設置要點」，詳如附件 7，說明如下：
1. 執行計畫年度由 99 年修改為 100-101 年度。
2. 執行單位由主軸四「學生學習輔導組」修改為主軸二「教學專業成長組」。
四、決議後提下次主軸二工作推動小組會議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相關要點由中心公佈相關格式規範修正後週知所有夥伴學校。

提案單位：學生學涯生活增能與素養提升組（主軸計畫 4）
提案四：擬訂定「教育部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生涯教育種子教師實施要點」，提請 討
論。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0-101 年度分項計畫 4-2「諮商輔導與生
涯學習發展計畫」內容辦理。
二、 為協助南區技職校院建立完善生涯教育種子教師制度，藉由生涯教育種子培
訓，進而強化輔導員落實生命實踐之專業知能及提升輔導員之助人態度，擬
訂定「教育部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生涯教育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要點」
（附件
8）。
三、 本辦法已於 100.10.27 學生學習輔導組「100-101 年度學生學習輔導組第 2 次
工作推動小組會議」、100.11.23 第 2 次內部工作協調管考會議議決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相關要點由中心公佈相關格式規範修正後週知所有夥伴學校。

肆、臨時動議
1. 屏東科技大教學資源中心 林美貞主任 第1次發言：
因為101.01.09當天早上敝校要開校務會議至中午，所以可以的話能不能換到下午場次，
這樣教務長才能來參加，謝謝。
會議主席 中心學校楊慶煜副校長 回應：
由總計畫辦公室協助各夥伴學校師長調整出席與會的場次與時間。
2. 南台科技大學 張鴻德教務長 第1次發言：
去年大家來簡報可能會有的問題，在提報教學品質計畫簡報時，大概都會面臨兩個選項，
是要以管制的指標為主還是以自己撰寫計畫的執行成果績效為主，因為在去年的狀況有
些學校是以成效報告，若是兩項都要報的話，在25分鐘同時呈現可能有些困難，像剛剛
徐主任已經把各個學校的執行率在10個指標大概已經做一個分析，我想可能是不是規範
內容是以執行計畫的成果績效為主，我想去年有來簡報的先進應該都會注意到，簡報內
容與委員想要了解的內容可能不一致。
中心學校主軸計畫七 歐怡秀專任助理 回應：
主席、各位師長向您報告一下，今年中心有針對去年委員的建議做出改善，目前有規劃
了簡報規範，張教務長提到的部份會進行改善，於會後統一寄簡報規範給各夥伴學校。
南台科技大學 張鴻德教務長 補充說明：
主席及各位夥伴，去年來參與期中簡報，夥伴學校的簡報都是按照指標的要求簡報，其
實教學卓越計畫執行這麼多年，應該再回歸一下，到底做了這一些事情，得到了什麼績
效，而不是說報告瑣碎的事情，我比較建議格式規範，例如輔導TA，可以展現TA制度的
建立、TA制度的特點，而不僅只展示指標的達成，應該以比較績效性的東西去展現。
會議主席 中心學校楊慶煜副校長 補充說明：
謝謝教務長一針見血，提到像制度面的問題，同樣一個TA、同樣一個教師評鑑其實那個
在執行是有很多的盲點，教卓學校在執行也是經過多年的摸索，我們都很樂於將這些經

驗分享給大家減少摸索的時間，這也是為什麼要透過輔導機制、訪視機制達到提升全體
夥伴學校教學品質的目標，所以教務長提的非常好，建議大家必須去正視這個問題。
中心學校陳明堂教務長 補充說明：
中心很重要的一項功能就是有取得教學卓越計畫的這一個學校能把推動的這些的經驗作
分享，例如，教卓學校需要至教育部簡報接受檢視，同樣的，即使各夥伴學校提報的計
畫差異非常大，但教育部所建立的管考指標是一致的，需要大家共同進行審視，也可以
讓未獲教卓學校透過期中簡報審查機制，檢視各項教育部訂定之指標及相關特色指標的
達成落實情形；在期中簡報審查會議，參與與談的學校，都是教卓學校的先進，對於執
行教卓計畫都有豐富的經驗，可以提供未獲教卓學校寶貴的意見與經驗分享。
3. 臺東專科學校 黃啟貞教務主任 第1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早，在剛剛的提案裡有幾個要點的部分，我提出一些建議如下：
(1) 附件5（第18頁）
：標題的部分，包含附件7（第21頁）以及附件8（第23頁）
，是否要
統一加上「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2) 附件5（第18頁）：第一點第二行，「各夥伴學校得依『本要點』規劃…」，應該先要
訂定「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學程實施要點」
，之後再以「本要
點」為簡稱。
(3) 附件5（第18頁）
：第二點第一條「…必修課程應包括3學分（含）
，專業選修…」
，這
個部分在「應包括」這3個字，應該是贅字，可以刪除。
(4) 附件5（第18頁）：第二點第二條，「…主辦學校需提出跨校學程計畫書，…」，這個
部份的「需」，應修正為「須」。
(5) 附件5（第18頁）：第五點跟第六點幾乎是雷同的，應修正為同一點。
(6) 附件5（第18頁）
：第八點，
「…待就讀學校及開課學校…」
，這個地方的「待」
，應修
正為「侍」。
(7) 附件5、附件7、附件8，此3項要點，最後都應該事先通過組內的工作推動小組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再經本中心執行委員會議議決通過後實施，在附件5的地方，未寫
到關於工作推動小組會議審議通過的部分。
(8) 在尚未通過議決的要點，應該在標題後方加註「修正草案」。
(9) 附件8（第23頁）
：第一點「…特訂定本生涯教育…」
，此部分的「本」為贅字，應刪
除，且在後面應括弧說明「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下才會出現「本要點」的簡稱。
會議主席 中心學校楊慶煜副校長 回應：
謝謝黃教務長，這邊跟各位夥伴介紹一下，臺東專科學校是我們的新夥伴，非常謝謝您，
也非常歡迎貴校的加入。有關黃教務長提的相關注意事項，請總辦收集檢視目前南資各
項要點與辦法（含各主軸）
，協助修正或訂定各項要點相關規範與格式，並請各主軸計畫
協助辦理修正提主軸會議討論後，再提執委會修正確認。
會議主席 中心學校楊慶煜副校長 補充說明：
除教卓與南資計畫外，各校也有在執行教育部有很多教學型的計畫，有技術研發中心或
是資源中心，例如模具教學資源中心，都需要辦理跨校選課、遠距教學等，如果有需要
可透過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協助辦理。
4. 臺東專科學校 黃啟貞教務主任 第2次發言：
附件8（第23頁），有關生涯教育種子教師培訓要點，應說明教師的權益與義務，是否再
敘述補充說明，會較完善。

會議主席 中心學校楊慶煜副校長 回應：
請主軸計畫4協助修正相關要點說明，並開會討論審議。
伍、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夥伴學校師長出席與會，南資中心後續的計畫推動還需要各位的協助與指導，
謝謝大家!
陸、散會（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