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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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執行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 101 年 11 月 02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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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副校長東義

記

錄：龔琳晏

出（列）席學校（人員）：如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
各位夥伴學校教務長及各校代表大家好，很高興見到各位夥伴。目前教學卓越計畫
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執行必須對各項教學指標與機制落實推動執行以達到提升教學
品質的目標，希望各夥伴學校的教學資源能夠共享，讓全體夥伴學校教學品質能夠進一
步提升。感謝大家來參加本次會議，目前出席人數已達法定人數，接下來按照議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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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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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提指導暨諮議委員聯席會議討論議決。
執行情形：於 101.03.12 開始執行線上課輔，100 學年度下學期學生登入人次達 7,786 人
次，討論版主題為 878 篇，留言篇數總計 1,85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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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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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於 101.03.12 開始執行線上課輔，100 學年度下學期學生登入人次達 7,786 人
次，討論版主題為 878 篇，留言篇數總計 1,85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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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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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照案通過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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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回收 34 所夥伴學校回擲表格。中心學校輔導 5 所專科體制夥伴學校建置輔
導小老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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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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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修正通過，並於 101.05.09 南資中心第 3 次執行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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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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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截至 101.10.15，已有 25 所學校向本校申請施測，尚有 10 所伙伴學校還未進
行施測。
執行情形：100-101 年度「主軸 7-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期中訪視已依決議於 101.07.17
（星期二）~101.09.20（星期四）完成，各受訪學校之訪視委員意見表亦於訪
視後函文至各校，作為本期計畫執行改善及下期計畫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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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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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修正通過，照案實施。
參、 工作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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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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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期中簡報，領夥伴學校－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及永達技術學院計畫相關師長、助

理出席簡報審查會議；並於 101.07.17（星期二）教育部來函檢送簡報第 1 次期
中成果報告簡報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參閱附件 01）。
2. 截至 101.10.31（星期三）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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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7 場，與會人數共約 182,748
人次，有效增進區域內各夥伴學校資源交流分享之效益。

二、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區、跨校交流相關重要記事：
1. 101.10.05（星期五）～101.10.07（星期日）假國立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舉辦
「100-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由 3 區教學資源中心與 33 所優質
技職校院展出教學卓越計畫之績優成效，有效促進各校分享交流執行計畫經驗及
成果，活動過程順利圓滿。
2. 101.10.11（星期四）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計畫辦公室於中心學校舉
辦「學校總管理者交流研習會」
，會中針對 UCAN 平台與學校系統整合、後端管
理功能及相關報表之分析應用等主題進行說明與諮詢交流，有效增進各校 UCAN
平台之推動並進一步應用診斷分析結果改善回饋教學。
三、 教育部重要資訊轉知、辦理相關事宜：
1. 依教育部 101.08.15（星期三）臺技（四）字第 1010152923B 號來函（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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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0-101 年度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相關活動宣傳事宜，為
因應節能減碳政策，及減少學校辦理公文之工作負荷相關事宜，請各夥伴學校協
助配合辦理活動相關宣傳（包含擬通知全體大專校院）盡量透過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與其他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由訊息公告方式通知宣傳，以減少正式公文通知與紙
張使用，並無須函知教育部。
2. 依教育部 101.08.31（星期五）臺技（四）字第 1010163467 號開會通知單辦理，
於 101.09.05（星期三）召開「研商第 3 期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設立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計畫」座談會議，由郭東義副校長、楊敏里主任代表出席與會，討論
重點事項為第 3 期資源中心擬仍持續賦予「教學資源共建共享」及「協助未獲教
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學校改善教學品質」預計 2 項任務如下說明：
(1) 「教學資源共建共享」重點項目包括：
a. 建立大專校院學生學習成效評核機制：例如基礎學科能力（中文、外語、
數學）專業能力及職場倫理等能力檢核機制，確保學生畢業時具備就業力。
b. 建立整合性平台及公共財：例如圖書、課程與教材、儀器設備、專業教室、
特殊實驗室、題庫（專業證照、語文、課程評量）、人才資料庫（優良教
師、教學助理）
、學生輔導（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線上 TA）
、產學交流...。
c. 建立教學專業社群，促進教學研究與知識轉移：例如校際教師教學社群、

新進教師交流平臺、教師資源查詢系統。
d. 開設大專校院學生英語能力訓練課程。
e. 協助高職優質化：協助高職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學生
學習成效；協助技專校院與高職策略聯盟之相關工作，包括實地到各國民
中學宣導技職教育及規劃國中學生體驗學習課程，持續強化高職學生專業
技術能力等。（詳細內容請參閱高職優質化補助方案及教育部補助技職校
院建立策略聯盟計畫經費要點。「協助未獲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學校改
善教學品質」，應加強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校以善盡社會責任之觀念，
在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規劃下，落實協助未獲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提升教學品
質之任務及功能。
(2) 「協助未獲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學校改善教學品質」
，應加強獲教學卓越計
畫補助學校以善盡社會責任之觀念，在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規劃下，落實協助
未獲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提升教學品質之任務及功能。
四、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經費相關重要記事：
1. 有關 100-101 年度計畫經費變更事宜，已於 101.09.27(星期四)函文報部。教育部
於 101.10.12（星期五）來電通知，經費變更乙案，少數夥伴學校需修正說明，
當日即以電話緊急通知夥伴學校進行修正再行補件。
參、議案討論
提案單位：推動產學合作模式之實務實作能力組（主軸計畫 3）
提案一：有關「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學資源與設備儀器共享實施要點」
（請參閱附件
07）是否妥適，擬提請討論。
說 明：為整合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各夥伴學校教學相關之設備、設施、空間與相關
設備儀器等，強化資源與儀器使用、管理、對外服務，提高儀器資源使用效率
及強化共享目的，特訂定「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學資源與設備儀器共享實
施要點」（附件 07）。
決 議： 撤案，由業務單位修正內容後再提案。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主席結論
有關 100-101 年度期中簡報審查會議委員給各校建議為加強各校資源有效分享，目
前各校建置的各項資源分享平台使用率成效不彰，例如：
「各夥伴學校網頁未將南資中心
網址連結，學生無法於學校網站直接連結至南資中心」
，針對此問題建議各校將首頁加入
南資中心網頁連結即可改善；請各校思考如何有效提升平台使用率並找出原因及改善方
式，將相關意見與中心分享。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陸、散會（下午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