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年度
教育部技職校院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第 1 次執行委員會議程
Southern Taiwan Teaching / Learning Resource Center

102-105 年度第 9 次工作協調管考
暨第 34 次執行助理會議議程
主辦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中華民國 103 年 02 月 11 日
會議時間：98.06.12（星期五）
INSPIRE
◢INteraction 相互合作 ◢Share 分享交流 ◢Paradigm 典範移轉
◢Integration 整合共享 ◢Research 研發精進 ◢Eternity 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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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工作協調管考暨第 34 次執行助理會議議程
開會日期： 103 年 02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02：10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7 樓第 2 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正宏

記

錄：何淑渟

出（列）席學校（人員）：如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
請業務單位開始報告。
貳、 上次議決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總計畫
提案一：有關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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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為持續推動，
擬請各夥伴學校研提 103 年度計畫書及預算表，提請討論。
說

明：
1. 中心規劃各主軸與分項計畫架構如下圖所示。
2. 各項重點工作計畫 103 年度預期質量化目標。
3. 各項修正計畫提報彙整表經費分配。
4. 計畫提報作業流程表與資料繳交清單請參閱下表：
決

議：修正後提至103.01.13（星期一）第3次執行委員會討論。

執行情形：已於103.01.13（星期一）第3次執行委員會通過，各校各項計畫提報修正，並在
103.02.07（星期五）中午12:00前寄達中心總計畫辦公室。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計畫 B 教務處
提案二：有關 102~103 年度主軸計畫 B 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典範移植分組媒合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 101.11.05（星期一）教育部「第 2 次研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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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3 年度將賡續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協助輔導未獲教學卓
越學校。
2. 分組媒合議定書：各組學校代表人皆需於雙方版本議定書簽署同意，始能生效；本議定生
效期間為 103.01.13-103.12.31。
3. 請各輔導學校於未獲教學卓越學校提升教學品質計畫書提案期間協助計畫書修正事宜。

決

議：媒合方式再由校內主管進行協商，修正後預計於 103.01.13（星期一）提至第 3 次執行
委員會討論。

執行情形：各夥伴學校已於 103.01.17（星期五）中午 12:00 前回執核章版「分組媒合議定書」給中
心，分組媒合調整如下：

提案三：有關 102 年度計畫經費結餘款核結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20180873 號函辦理，102 年度計畫未執行經費款項於 103
年度計畫結案時一併繳回。
2. 因考量會計年度結算原則，擬將夥伴學校結餘款以分年繳回方式辦理，102 年度計畫餘款於
103 年 01 月先行繳回中心，預計於 103 年度計畫結案時一併繳回教育部。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03.01.31 前完成結案程序。
提案四：有關 103 年度校內各分項計畫經費分配相關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 102 年度各單位獲補助金額占中心總補助款比例，調整本年度金額
決

議：請各助理估算執行計畫所需總預算（含人事/業務/資本門）於 103.01.10（星期五）中午 12：
00 前回擲相關預算數據至總計畫辦公室曉珍（jasmine@cc.kuas.edu.tw），並於提至第 9 次
工作協調管考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各主軸預算需求將於本次會議提案一討論。
提案五：有關 103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經費執行目標與經費管考機制 是否沿用上期規
劃或修正，提請討論。
說明：
1. 根據教育部規定比例，於總經費執行率達已撥經費 70%時，撥付下一期款項，擬訂定最新
修正經費執行管控目標表。
2. 依據 102 年度計畫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及第 2 次執行委員會議提案一議決通過事項，夥伴學校
經費執行管控機制規劃及修正如表說明：
決

議：照案通過，預計於 103.01.13（星期一）提至第 3 次執行委員會討論。

執行情形：已於 103.01.13（星期一）提至第 3 次執行委員會議通過，並請各夥伴學校於 103.03.31
（星期五）前回執計畫活動企劃書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計畫 A-學務處
提案六：103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計畫 A-學務處擬規劃新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規劃深耕學生品德教育與課外技能、強化國際文化與適性學習、打造生涯藍海－三級職涯
輔導人員三項執行策略，相關新增計畫書內容。

決議：請學務處與國際事務處合作，並擬定諮商輔導相關特色計畫。
執行情形：將於本次會議提案二討論。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計畫 A 教務處

提案七：有關 102~103 年度主軸計畫 A 題庫建置與實施流程參考，提請討論。
說

明：題庫建置流程

決

議：題庫建置流程圖請修改為 PDCA 循環圖如下，並於 103.01.13（星期一）提至第 3 次執行
委員會討論。

執行情形：已於 103.01.13（星期一）第 3 次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提案八：有關國際事務處學生諮商輔導特色計畫，提請討論。
說
決

明：規劃學生國際語文能力之執行策略
議：請國際事務處與學務處合作，再提出新計畫。

執行情形：將於本次會議提案二討論。
參、 工作報告
一、 計畫執行推動、管考相關重要記事：
1. 截至 103.01.31（星期五）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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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場，與會人數共約 21,467 人次，有效增進區域內資源交流分享之增益。
2. 為有效掌握計畫實際運作之成效，落實管考機制的檢核及目標，總計畫辦公室彙整各主軸 102 年度
執行成效與 103 年度計畫簡報，請參閱檔案。
二、 教育部轉知重要記事：
103.01.15（星期三）與 103.02.21（星期五）由中心學校相關助理赴臺北科技大學參加教育部召開
之「管考表單填報平台說明會」，會中針對管考平台表單填列改善方向與建議進行討論。

肆、 議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 103 年度校內各分項計畫經費分配相關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2 年度各單位獲補助金額比例與各單位提出之 103 年度預算需求額
度如表一。
2. 經常門尚有缺額之單位為學務處（含國際事務處）、圖書館、語文中心，
其活動/工作項目經費預估表如表二（p.08~p10），其他單位活動/工作項目
經費預估表如（附件 01，p12）。依據各分項計畫提出預算需求之合理性，
提請

討論。

決議：請學務處、國際事務處、語文中心、圖書館進行內部研討後，於 103.02.14（星
期五）中午 12:00 前將 103 年度所需經費（含業務費、資本門）與南資中心協
商。提案單位：主軸計畫 A-學務處
提案二：學務處於 103 年度擬新增「深耕學生品德教育」計畫「建立身心靈檢測站及
多元舒壓區」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1.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擬執行「深耕學生品德教育」計畫，以期內化學生的喜
悅及自信，培養具品格力、競爭力、服務力與自信力的學生。擬將所新增
之「深耕學生品德教育」計畫置入子計畫「A-2.3 建構公民素養學習成效評
估推廣機制」項下。經費為經常門 100,000 元，請同意執行並討論經費來
源。
2.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為提升全體夥伴學校教職員生身心靈成長，探索和療
癒內在身、心、靈能量的過程。擬建立身心靈檢測站及多元舒壓區，並納
入子計畫「A-3.2 厚實教育知能」項下。經費為經常門 35,200 元、資本門
290,000 元，請同意執行並討論經費來源。
決議：
1. 原則上可以，但購買儀器項目，應建立完整輔導機制，以實際發揮效益。
2. 請學務處、諮輔中心再與南資中心溝通協調。

提案單位：主軸計畫 A-國際事務處
提案三：103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軸計畫 A-3 擬新增「強化國際文化與適性
學習」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
1. 原則上可以，並確認工作推動時間是否與計畫時程相符。
2. 請國際事務處設置諮輔關愛站時，需考量空間規劃。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主席結論
如相關單位需調整經費分配，請再與副校長、執行長進行討論，並於 103.02.14（星期
五）中午 12:00 前將 103 年度所需經費（含業務費、資本門）回覆總計畫辦公室-曉珍
（jasmine@kuas.edu.tw），期待各計畫 KPI 能有更好的績效呈現。
柒、 散會（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