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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02-105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第 1 次執行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 102 年 05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9:30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7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正宏
出（列）席學校（人員）：如簽到簿

記

錄：龔琳晏

壹、 主席致詞
歡迎大家蒞臨高應大，感謝各位的努力與支持，希望大家可以盡力協助計畫，分享各校
特色與教卓經驗，讓經費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益，謝謝大家。
貳、 工作報告
一、 100-101 年度計畫結案相關重要記事
1. 依據教育部101.10.31（星期三）臺技（四）第1010206095號函轉知100-101年度計畫成果
報告書與經費核結乙案，本中心已於102.01.30（星期五）備文並函送100-101年度計畫經
費收支結算表、經費收支執行報告表、設備經費採購明細表各1份、成果報告（含電子
檔光碟）1式2份寄達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2. 依據教育部102.03.04（星期五）臺技（四）第1020029525號函轉知「全英語學習園區計
畫」成果報告書及經費核結乙案，本中心已於102.04.30（星期二）備文並函送全英語學
習園區計畫經費收支結算表、成果報告（含電子檔光碟）1式2份寄達教育部技職司。
3. 102.04.15（星期一）接獲教育部來信通知，為配合提供經建會「95至101年度獎勵科技
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資本門經費之使用情形，針對各校狀況進行調查，中
心於102.04.16（星期二）以E-mail與發文方式通知各夥伴學校填列相關表單，已於教育
部規定期限102.05.10（星期三）完成並回執。
二、 102-105 年度計畫核定、修正相關重要記事
1. 依教育部102.04.12（五）臺教技（四）字第1020051904號開會通知，關於「102-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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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座談會議；於102.04.13（星
期六）接獲教育部「102-105年度計畫書面審查意見」；並於102.04.18（星期四）由楊校
長正宏率領5位計畫相關師長與助理赴教育部進行102-105年度「攜手共進共享‧航向產
業尖兵」計畫簡報。
2. 本中心預計於102.05.24（星期五）召開102年度第1次執行委員會，邀集各夥伴學校討論
102-105年度「攜手共進共享‧航向產業尖兵」計畫與經費調整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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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5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2.05.16（星期四）臺教技（四）第 1020067152C 號函（附件 01，
p.10）指示配合修正辦理。
二、敬請未獲教卓夥伴學校確實依下列計畫審查意見修正計畫內容
1. 第 3 期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簡報審查意見（教育部已於
102.01.31 發文至各校）。
2. 102-105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主軸 B-1-3 計畫外審委員意見。（中心
已於 102.03.06 個別 E-mail 通知各校）
3. 102-105 年度計畫簡報審查意見（附件 02，p.14）。
三、依委員計畫審查意見，重點修正摘要項目如下：
1. 未獲教卓學校：本計畫教學制度面基本條件之建置為績效考評重點之一，未
獲教卓學校執行計畫，補助經費應優先編列支用於完成教學制度面之基本建
置，並參考教育部教卓計畫審查和南資中心計畫審查之意見融入計畫書中，
中心將訂定管考機制（包函查核點、檢核表）
，用以檢核各校之預訂執行成果，
並據以管考各校執行進度及績效，如執行情形未符目標，將暫緩補助經費之
撥付。
2. 教卓學校：依 102-105 年度計畫簡報審查意見（附件 02，p.14）
，已獲教卓學
校務必盡力落實將執行教卓的歷程、具體成果、工具與系統分享給夥伴學校，
並將重點工作推動計畫發揮跨校合作之綜效，確實協助專科學校及未獲教卓
學校提升教學品質。
3. 專科學校：依 102-105 年度計畫簡報審查意見-待加強事項第 2 點說明，「專
科學校經驗傳承跨校分享」計畫務必具有跨校分享效益（各項活動需達至少
20%的跨校參與/使用率），並訂定具體質量化績效指標。
4. 請全體夥伴學校研擬本計畫永續發展之措施，各項教學制度建置所需經費應
逐年提高自籌經費比率（例如教學助理之費用）。
四、各夥伴學校回執資料如下表說明。
（為利經費流程順利，敬請夥伴學校先行回執
修正經費表電子檔，供中心檢視，待中心確認無誤後，再行用印）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夥伴學校依議決繳交日期回執各項資料。

提案單位：主軸 B-2 協助專科學校跨校分享
提案六：有關 102 年度（102.01.01~102.12.31）主軸 B-2 協助專科學校跨校分享，因應教
育部指示專科學校需占總補助經費 5%。故，重新規劃協助專科學校部分之具
體作法與執行策略，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計畫名稱：原為「主軸 B-2 協助專科學校跨校分享」擴大為「主軸 B-2 協助專
科學校提升教學品質」。
二、計畫內容：依主軸 B-2 協助專科學校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內容辦理。
三、工作項目：
1. 「強健專科學校教學品質計畫」（附件 08，p.67）。
2. 「教卓學校跨校特色分享計畫」（附件 08，p.67）。
3. 協助跨校成果辦理：由中心學校每年協調 2 所專科學校辦理跨校成果相關活
動，含論壇 1 場（含期中成果檢視規劃，並邀請委員出席）與聯合成果發表
會 1 場，由 2 校於同一天聯合辦理。
四、資料回執時間：
1. 「強健專科學校教學品質計畫」（附件 08），於 102.06.07（星期五）回執。
2. 「教卓學校跨校特色分享計畫」（附件 09），於 102.06.07（星期五）回執。
3. 「強健教學品質輔導學校媒合表」（附件 18）與「教卓學校跨校特色分享輔
導學校媒合表」（附件 19），於 102.05.28（星期二）中午 12：00 前回執。
4. 協助跨校成果辦理之「活動企劃書」（附件 20，p.165），於 102.06.07（星
期五）回執。
5. 各項資料皆回執至中心學校總辦，聯絡人龔琳晏助理。
五、運作與管考：
1. 管考指標：依據教育部補助專科學校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管考指標辦理。
2. 管考項目：
(1) 經費管考：經費管考表單於每月 1 日中午 12:00 前回執，格式請參閱附件
14，p.152。
(2) 活動成果：成果報告於每月 1 日回執，格式請參閱附件 15，p.153。
(3) 其餘管考：其他未竟事項、管考方式與格式，將於召開第一次工作推動小
組會議時，與各校共同擬訂。
決 議：
1. 由樹人與育英兩所專科學校擔任「協助跨校成果辦理」承辦學校，完成 1 場論
壇及聯合成果發表會。
2. 各項管考表單，待撥款後中心另行通知繳交起始月份。

提案單位：主軸 C 協助高中職優質化
提案七：有關 102 年度（102.01.01~102.12.31）主軸 C-1-3 協助專題製作併入 C-1-1 高中
職分組輔導相關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主軸 C-1-1 辦理。
二、輔導規劃修正如下：
1. 團隊組成：
召集學校/主辦學校
技專端協同學校
高中職端學校
1. 正修科技大學
1. 3~5 所學校組成 1 團隊。
1. 每校至多參與 2~3 組團
2. 南臺科技大學
2. 每校至多參加 2 組輔導團隊。
隊。
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 每團隊輔導 10~15 所高中職
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學校。
5. 崑山科技大學
6. 遠東科技大學
7. 樹德科技大學
2. 工作內容如下： (原輔導團隊與合作學校彙整表如附件 21，p172)
(1) 課程發展(含專題製作、課程地圖建置、校外實習、協同教學、預修課程、
課程強化等)
(2)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含數位教材)
(3) 學生學習成效(含扶助學習弱勢學生、線上題庫、TA 制度與機制建立、線
上 TA)
(4) 生涯進路(含大專科系認識及就學輔導等活動或競賽、升學備審資料及面
試之準備)
(5) E 化平台分享(含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教材與線上測驗平台、諮詢輔
導平台)
(6) 持續強化高職學生專業技術
請依上述內容規劃，但每一個團隊至少開發 1 門數位教材或線上題庫分享
全體高中職夥伴學校。
3. 經費補助：以每一團隊補助 750,000 元為原則，另配合款以不低於申請補助
經費額度 10%為編列額度。
4. 運作方式與管考：
(1) 每年辦理至少 4 次「交流會議」
，決定推動項目(至少 2 項)與模式，以利計
畫之推動。
(2) 「成果發表」：每學期至少辦理 1 次期中檢討會或成果發表會。
(3) 每月回執經費管考表單與成果報告，以確實管控計畫執行進度。
決 議：照案通過，各項管考表單，待撥款後中心另行通知繳交起始月份。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行政支援組（總計畫）
提案八：依 102-105 年度計畫簡報審查意見建議事項第 4 條（附件 02，p.14）有關少子
化對私校衝擊因應，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02-105 年度計畫簡報審查意見建議事項第 4 條（附件 02，p.14）
：
「少子化對私
立技職校院會產生嚴重的衝擊，影響學校之存續，可列入合作研議減少衝擊之
道。」
二、請各師長惠賜審查回應意見，填答於桌上回條後交給南資工作人員，謝謝。
決 議：各夥伴學校意見彙整如下
1. 強化對國中與高職技職教育宣導。
2. 配合技職校院策略聯盟計畫，對國中與高職辦理體驗活動。
3. 協助高職優質化。
4. 擴大開放招收大陸、東南亞或其他外籍學生。
5. 支持教育部同質性高之學校整併、轉型方案。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感謝大家出席會議，計畫及經費修正麻煩各位協助幫忙，今日會議大家所給的意見，中
心會轉達教育部，如有任何修正，中心再另外通知，謝謝。
陸、散會（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