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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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執行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 101 年 05 月 0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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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錄：龔琳晏

出（列）席學校（人員）：如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
各位與會師長大家午安，今天要討論的提案較多，在上次議決事項執行情形，請各位師
長參閱，直接進行今天的工作報告，請徐主任開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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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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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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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據 100-101 年度 101.01.16 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委員聯席會議議決通過機制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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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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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中心公佈之格式規範於 101.03.08（星期四）教學專業成長組第 2 次工作推
動小組提案議決修正通過。預計於 101.05.09（星期三）第 3 次執行委員會再
次提案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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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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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101.03.03（星期六）於業務說明會向「專業領域教學諮詢與學習輔導教師」
公告修正條文。100 學年度下學期，專業領域教學諮詢與學習輔導教師之人數
總計為 2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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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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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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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轉知各夥
伴學校，共計 278 位教師取得生涯教育種子教師證書，有效提升生涯教育種子
教師在生涯輔導與諮詢技巧，協助學生發展多元化之生涯選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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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提案五：有關 100 年度（100.07.01~101.12.31）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 7-經
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計畫管考－期中執行成效簡報相關規劃，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相關內容附件由 E-mail 轉知各夥伴學校，請依據議決日期回執相關
與會回條。
執行情形：
「主軸 7-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期中執行成效簡報已於 101.01.09（星期一）
辦理，並於 101.01.16（星期一）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委員聯席會議將委員意見
表以彌封方式呈交至各夥伴學校指導委員，以作為計畫執行改善之參考。

參、 工作報告
一、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經費修正相關重要記事：
1. 101.02.07（星期二）教育部來電通知，依據教育部 100.09.21（星期三）臺人（一）
字第 1000162126 號函（如附件 01-p.11）轉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 2 字第
1000132298 號函進行經費修正，已於 101.03.05（星期一）完成修正。
2. 101.03.29（星期四）收到教育部臺技（四）字第 1010050044 號函（如附件 02-p.13）
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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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審核已通過，當日即請各主軸助理以 E-mail 方式轉達訊息予夥伴學校。
二、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區、跨校交流相關重要記事：
1. 101.02.24（星期五）由中心主任率領相關助理赴北區技專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臺北科技大學參加「100-101 年度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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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商議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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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政杰執行長及段裘慶副
執行長、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巫銘昌主任及本中心徐中華主任與江家慶副主
任，共計 5 位長官、22 位助理參與會議。
2. 101.03.27（星期二）、101.03.29（星期四）由中心主任與副主任率領相關助理赴

嘉南藥理大學、文藻外語學院參加教學卓越經驗分享相關活動，進行教卓經驗分
享，透過交流與討論共同追求卓越教學觀念、策略及作法之經驗分享交流，以達
互相觀摩之效果。
三、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執行推動、管考相關重要記事：
1. 101.01.09（星期一）辦理未獲教卓學校期中執行成效簡報， 邀請 15 所執行「提
升教學品質計畫」夥伴學校進行計畫執行成效簡報，並由教卓夥伴學校計畫相關
師長提供計畫執行建議與協助，透過交流與討論共同提升教學品質、分享經驗互
惠成長；相關審查意見，已於 101.01.16（星期一）於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委員聯
席會議彌封呈交給未獲教卓夥伴學校指導委員。
2. 101.01.16（星期一）於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委員聯席會議，頒發 100-101 年度指導
委員及諮議委員聘書，並簽訂 100-101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合作議定
書，以郵寄呈送各夥伴學校留存。
3. 依教育部 101.01.17（星期二）臺技（四）1010009341 號函（附件 04-p.15）辦理，
於發展各類影音教材媒體時，應提供字幕或加註文字輔以說明，以提升聽覺障礙
學生之理解程度及學生自主學習，並請各主軸助理協助轉知各夥伴學校。
4. 依據教育部 101.02.20（星期一）來信，管考表單內所需填列學年度全校教師數、
學生數部份，依教育部查該部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有關「學生人數」填報
時間為每年 3 月及 10 月，為一致起見，以每年 3 月填報資料為準。
5. 依教育部 101.03.16（星期五）臺技（四）字第 1010047827A 號（附件 05-p.16）
來函，已於 101.04.13（星期五）備文並親送期中報告書紙本 15 份及電子檔光碟
1 份至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6. 教育部於 101.05.01（星期二）來函（附件 06-p.18）轉知，請夥伴學校積極輔助
未獲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儘速完成整體教學制度面之基本建置，並加強計畫管考執
行進度，且為進一步了解計畫執行情形，將於 101.06.30（星期六）前擇期召開
簡報審查會議，由中心學校赴教育部進行簡報，未獲教學卓越夥伴學校整體教學
制度面基本建置完成情形一覽表及未獲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最滿意項目及最需要
加強項目彙整表請參閱附件 07-p.20~附件 8-p.21，審查意見及簡報重點則請參閱
桌上彌封信件。
7. 截至 101.04.30（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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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演講及講座，完成活動共計 1,555 場，與會人數共約 118,092 人次，
有效增進區域內各夥伴學校資源交流分享之效益。
8.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預計於 101.06 舉辦專科學校期中座談會，邀請區域內專
科學校及專科輔導學校至中心分享輔導成效並透過交流討論能有效提供專科學

校提升教學品質相關協助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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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之「教學研究委員會」因與本中心主軸計
畫 2「教學專業成長組」性質接近，擬將該會業務移轉至本中心主軸計畫 2 項
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101.01.13「第5屆第3次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指導委員會議決辦理
（如附件09-p.24之案由2-p.31）。
二、 依據南臺科技大學101.02.13（星期一）南科大研字第1010001149號函（附件
10-p.33）辦理。
三、 101.04.27（星期五）第4次工作協調管考暨第14次執行助理會議議決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提指導暨諮議委員聯席會議討論議決。

提案單位：學生本位之教學課程精進組（主軸計畫 2）
提案二：100-101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計畫 2「線上課輔」業務相關事宜，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整合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之教學助理資源，落實課業輔導機制，
主軸計畫2預計推動「線上課輔」業務。規劃以教學助理於線上平台之遠距教室
提供課業諮詢服務，以建構本中心課業輔導網絡，達教學資源互惠與共享之目
的。
二、 100-101年度教育部書面審查意見，詳如附件11-p.34。
三、 依據100.10.21（星期五）第1次工作推動小組會議決議，調查夥伴學校參與線上
課輔意願與需求科目，統計結果詳如附件12-p.35。
四、 擬訂定「線上課輔實施要點（草案）」詳如附件13-p.36、「線上課輔施行細則(草
案)」詳如附件14-p.37。
五、 擬於本學期開始推動線上課輔，執行策略如下:
1. 請「專業領域教學諮詢與學習輔導教師」開放平台(中心學校)使用權限，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專業領域教學諮詢與學習輔導教師」開設科目詳如附件
15-p.40。
2. 請校內已實施線上課輔之夥伴學校開放平台(夥伴學校)使用權限。

六、 「線上課輔實施要點（草案）」於101.03.08（星期四）教學專業成長組第2次工
作推動小組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 14「線上課輔施行細則(草案)」第五點，修正為「本細則經本
中心教學專業成長組工作推動小組會議及執行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提案單位：學生本位之教學課程精進組（主軸計畫 2）
提案三：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開設夏日大學「海洋特色通識課程」，補助經費事宜，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業經召開籌備會完成夏日大學「海洋特色通識課程」計畫書，
詳如附件16-p.41。
二、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主軸計畫7-3：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紮根教學、樂活海洋」計畫補助30萬元經費。
三、 修課學生需負擔之費用如下：
1. 學雜費 2,000 元。
2. 住宿費 1,000 元。
3. 報名「海洋運動」課程證照班者，另需自行負擔考照費每人 4,500 元。
4. 考量學生跨校選課免費之既定政策，相關經費問題擬請協助解決。
5. 本案於 101.03.08（星期四）教學專業成長組第 2 次工作推動小組會議提案討
論。
決 議：
1.

感謝澎湖科技大學舉辦夏日大學「海洋特色通識課程」，關於第4點經費問題，
因本期中心經費有限，相關活動經費請主辦單位盡量由原核定經費支出，倘若
仍有不足，中心會在能力範圍內儘力協助。

2.

夏日大學「海洋特色通識課程」第二梯次尚有報名餘額，報名期限至101.05.14
（星期一）中午12點，請各夥伴學校協助宣傳推廣並踴躍參與。

提案單位：學生本位之教學課程精進組（主軸計畫 2）
提案四：100-101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計畫 2「輔導小老師制度」相關事宜，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100-101年度計畫簡報審查意見中有關「輔導小老師制度」詳如附件17-p.49。

二、 根據100.10.21（星期五）主軸計畫2第1次工作推動小組會議決議，調查夥伴學
校實施教學助理制度之情形，結果如附件18-p.50。
三、 為協助推動教學助理制度有困難之學校解決相關問題，擬定推動策略如下：研
擬「輔導小老師實施要點」範例草案，詳如附件19-p.51。
四、 「輔導小老師實施要點」於101.03.08（星期四）教學專業成長組第2次工作推動
小組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學生本位之教學課程精進組（主軸計畫 2）
提案五：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學程實施要點」修訂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100.12.06（星期二）執行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 修正後之要點草案詳如附件20-p.52。
三、 本次修訂內容對照表如附件21-p.53。
四、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學程實施要點」於101.03.08（星期四）教學專
業成長組第2次工作推動小組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 21「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學程實施要點」修正為「南區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學程設置要點」。

提案單位：樹德科技大學
提案六：擬請各校配合協助辦理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 3-建置證照考照資訊及題庫
平台計畫，如附件 22-p.55，提請討論。
說 明：證照考證資訊與線上題庫系統平台已建置完成，包含提供最新證照相關訊息，
線上題庫與檢核功能。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夥伴學校於 101.05.31（星期四）前向樹德科技大學「證照考照
資訊及題庫平台」聯繫窗口報名相關題庫測試，並鼓勵校內相關系所踴躍報名
使用。

肆、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學生本位之教學課程精進組（主軸計畫 2）
提案八：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修訂格式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100.12.06（星期二）第2次執行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 修正後之要點(草案)詳如臨時動議附件1。修正案修文對照表詳如臨時動議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此部分為學校評鑑的重要指標，請各夥伴學校協助跨校選課相關調
查並提出需求，積極推廣落實跨校選課、跨校學程相關制度實施。

南臺科技大學 林祥和主任：
1. 彌封信件內須回應之審查意見以及議程附件 22 相關電子檔案，是否可請中心 E-mail
電子檔案?
2. 感謝樹德科技大學建置「證照考照資訊及題庫平台」，在申請期間之後，是否可持續
使用該平台? 需要收取使用費嗎?

樹德科技大學 陳怡良老師：
「證照考照資訊及題庫平台」相關資料，請中心協助轉知各夥伴學校。在 101.05.31（星
期四）之後，還是可以繼續免費使用。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楊慶煜副校長：
1. 相關電子檔案，請中心協助 E-mail 轉知。
2. 在「證照考照資訊及題庫平台」，以每校為單位，補助 4000 元印刷費。在 101.05.31
（星期四）之後，還是可以繼續使用，請各夥伴學校協助推廣。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蔡匡忠教學及學習中心主任：
「100-101 年度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宣導推廣活動聯合成果展」由本校
規劃統籌辦理，已訂定時間為 101.10.05~101.10.07，地點為國立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
預計 101.05 底召開第 1 次說明會，請各夥伴學校與會協商討論相關事宜。

澎湖科技大學 顏宗信書記：
熱烈歡迎各位夥伴學校師生參與夏日大學「海洋特色通識課程」
，相關資訊可在本校首頁
有連結，各校協助推廣宣傳。

伍、主席結論
請各夥伴學校協助期中訪視相關調查，感謝各夥伴學校與會，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謝
謝。

陸、散會（1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