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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及第 2 次執行委員會
時間：102 年 11 月 08 日(星期五) 下午 2:00
地點：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時間

流程

13:30-14:00

報到
中心學校

14:00-14:10

致詞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楊正宏校長

14:10-14:45

簽訂合作議定書

請各校校長至舞台背板簽定「合作議定書」
報告人

14:45-14:55

工作報告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吳淑敏執行長

14:55~15:30

議案討論

-

15:30~15:40

臨時動議

-

15:40~16:00

大合照

請與會師長至穿堂合照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第 3 期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第 1 次指導暨諮議及第 2 次執行委員會
開會日期： 102 年 11 月 08 日（星期五）下午 2：00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7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正宏

記

錄：龔琳晏

出（列）席學校（人員）：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各位夥伴學校校長及與會師長，大家午安，歡迎各位撥冗參加第 1 次指導暨
諮議及第 2 次執行委員會議，在會議開始前，請給兩位來自離島的校長-金
門大學及澎湖大學校長及我們新成員-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一個熱烈的掌
聲。如果大家有參與 102.11.05 在崑山科大舉辦的教卓主管聯席會議，可以
發現南資中心在南區教學資源共享方面，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今天邀請
大家來簽訂合作議定書主要是希望所有南部的夥伴學校能在南資這個大家
庭中攜手共進共享，讓我們的學子得到一流的教育，進而提昇未來就業競爭
力，再次感謝各位的蒞臨，謝謝。
貳、簽訂合作議定書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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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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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夥伴學校依議決繳交日期回執各項資料。
執行情形：依教育部 102.09.05（星期四）臺教技（四）字第 1020134498 號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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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計畫書已審
核通過。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總計畫）
提案二：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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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案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
1. 重點工作計畫可編列 102.01~102.06 月已執行之人事費用，至多 6 個月為上限。
其他計畫經費調整，依會議議決金額修正。
2. 主軸 B-1-3 強健未獲教卓學校教學品質計畫，依教育部 102.05.29 年電話指示增

加資本門經費調整經常門：資本門比例為 55：45。
執行情形：依教育部 102.09.05（星期四）臺教技（四）字第 1020134498 號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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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計畫書已審
核通過。
提案單位：南資中心主軸 B-1 強健未獲教卓學校教學品質子計畫
提案三：有關102年度（102.01.01~102.12.31）主軸B-1-1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教卓學
校媒合分組輔導未獲教卓夥伴學校之輔導機制，規劃教卓學校配合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各校已於 102.05.28（星期二）中午 12:00 前回執分享特色項目。各項管考項
目於 102.09 開始進行管考。
提案單位：南資中心主軸 B-1 強健未獲教卓學校教學品質子計畫
提案四：有關102年度（102.01.01~102.12.31）主軸B-1-2深耕關懷邁向卓越計畫輔導機制
規劃，提請討論。
決議：依會議當場議決通過，由樹德、正修、南臺、高第一、文藻及崑山等六所教卓學
校輪流擔任「成效簡報審查交流行動列車」承辦學校。
執行情形：本期分兩梯次於樹德、正修進行，相關訊息於本次會議工作報告說明。
提案單位：南資中心主軸 B-1 強健未獲教卓學校教學品質子計畫
提案五：有關102年度（102.01.01~102.12.31）主軸B-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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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及檢核管考機制，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各項管考項目已於 102.09 依議決規劃開始進行管考。
提案單位：南資中心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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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由慈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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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
1. 論壇部分：於 102.10.07（星期一）假蓮潭會館辦理「協助提升專科學校教學品
質成果論壇」
，並邀請教育部技職司張惠雯科長、陳慶德科員、本校楊正宏校長、
南資中心吳淑敏執行長蒞臨指導。活動分為專題演講與專科學校期中執行成效

檢視兩部份，邀請三位專家學者針對「教學品保機制」議題進行分享，並由 7
所專科學校針對執行成效進行簡報，最後由教育部長官和與會人員進行最後綜
合座談，活動成功圓滿。
2. 成果發表會部分：於 102.09.27（星期五）與慈惠專校召開專科學校聯合成果展
第一次籌備會議，建議該聯合成果展於 102.12.13~14 與南資中心合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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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組成 7 組團隊，分別由正修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擔任
召集學校，並依據管考機制繳交各項管考資料。

肆、工作報告
一、 102-105 年度計畫核定、變更相關重要記事
1.

依據教育部 102.09.05（星期四）來函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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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計畫書已審核通過，經費支用依教育部各項規定
辦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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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9.02 舉辦行政人員知能培訓-管考說明會，邀請區域內夥伴學校助理參與管考說
明會，使各校管考窗口能瞭解計畫管考項目與內容，確實落實計畫進度管考，會後
將管考項目流程與相關表件於南資平台計畫相關文件區提供下載
（ http://sttlrc.kuas.edu.tw/main.php?mod=adv_efile&func=show_efile_info&site_id=0&
main_category=2&sec_category=13）。

2.

102.09.05（星期四）教育部技職司至中心實地訪視，瞭解 102 年度未獲教卓學校計
畫審查及經費分配等流程項目，並討論夥伴學校管考配合情形；102.10.29（星期二）
至中心討論 103 年度計畫經費分配流程及計畫分級制度並實地訪視夥伴學校－國立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瞭解計畫執行狀況與交流計畫執行建議。

3.

教育部於 102.07.18（星期四）召開「補助專科學校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之管
考表說明會」
，中心由相關助理代表出席，針對有關「專科學校的教學品質提升計畫」
將併同專科參與資源中心主軸 B-2 各項計畫共同管考，包含經費及績效將由各區域
教學資源中心進行定期管考」相關事項說明與討論。

4.

教育部於 102.08.08（星期四）召開「102-105 年度教育部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管
考表說明會」，邀請各區未獲教卓學校及資源中心代表出席與會，針對「102-105 年

度管考表單內容要項及議定管考時程」進行討論修正。
截至 102.10.30（星期四）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各分項計畫活動分別舉辦多場

5.

研習會、系列演講及講座，完成活動共計 55 場，與會人數共約 6,060 人次，有效增
進區域內各夥伴學校資源交流分享之效益。
三、 主軸 B-1-2 計畫舉辦成效簡報審查交流行動列車實施規劃相關事宜
實施規劃

1.

(1) 活動進行：由三位審查委員（承辦活動學校之教務長、中心指派一位南區夥伴
學校教務長及中區執行教學卓越計畫之教務長）進行未獲教卓學校成效簡報審
查，其議程 (如附件 01，p.13)，審查委員分配審查之學校已避開輔導之未獲教
卓學校。
(2) 辦理場次
梯次
一

地點

時間

樹德科技大學

簡報學校

102.11.22

高海、輔英、 1. 樹德科技大學/蔡武德教務長

（星期五）

東方、美和、 2. 第一科技大學/張清靠教務長

09：15~13：45 永達、華醫
102.11.29
二

正修科技大學

委員

（星期五）

3. 弘光科技大學/蘇弘毅教務長

和春、屏商、 1. 正修科技大學/郭柏立教務長
大仁、高鳳、 2. 文藻外語大學/林耀堂副教務長

09：15~13：45 南榮、澎湖

3. 勤益科技大學/杜景順教務長

(3) 簡報當日擬由執行「教學品質提升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相關執行人員共同參
與，以增加資源中心計畫執行之凝聚力與積極度。
(4) 經費：委員諮詢費、交通費、膳食費由中心主軸計畫 B 支應，並請承辦學校協
助備餐、茶水與場地支援。
2.

簡報審查重點格式（如附件 02，p.15）
(1) 重點計畫與計畫目標執行情形：依各校計畫書之目標呈現相關執行成效（重點
應為成效之質量化描述，非僅介紹計畫內容）。
(2) 計畫對應教育部管考指標：依各校計畫書提列之管考指標呈現相關成效（各校
提列指標數均不相同，故評核表將以計畫書中指標關聯圖載明為必備，其餘為
選備，選備部分於簡報中可不呈現）。
(3) 經費執行情形：呈現內容應為 102.01.01~102.10.31 之執行率及動支率。
(4) 簡報繳交相關事宜：
繳交時間
102.11.11（一）
中午 12:00 前
寄達中心

繳交學校

繳資資料

和春、屏商、大仁、高

繳交窗口
主軸 B 孫美翔 專任助理

鳳、南榮、澎湖、高海、 簡報光碟、 07-381-4526#2302
輔英、東方、美和、永 紙本 2 份

juice756@kuas.edu.tw

達、華醫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教務處

四、 其他重要資訊轉知、辦理相關事宜：
1.

教育部於 102.06.29（星期六）宣布，南榮技術學院、文藻外語學院通過「技術學院
改名科技大學審核作業規定」審查，於 102.08.01（星期四）起將改名為「南榮科技
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2.

102.10.08（星期五）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來函，擬申請加入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夥
伴學校，以期提升教學品質、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促進校際交流與合作等。目前中
心共計 35 所夥伴學校，含教卓學校 13 所，未獲教卓學校 12 所，專科學校 7 所，軍
校 2 所及 1 所一般大學。

伍、議案討論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總計畫）
提案一：有關 102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經費及績效管考系統研發規劃，提請
討論。
說

明：
1. 新增管考功能：依南資中心每月進度管考填報平台，於填報前一星期由系統自
動發送E-mail提醒，如在設定繳交期限內遲交者，將每天E-mail通知。
2. 通知信名單：各校計畫主持人、分項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窗口或助理。
3. 有效提升經費及績效管考之辦法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總計畫）
提案二：有關 102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攜手共進共享，航向產業尖兵」成果分
享交流展相關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
1. 時間：暫定於102.12.13（星期五）~102.12.14（星期六）
2. 地點：中心學校-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中正堂、行政大樓7F-1會議室。
3. 活動規劃：本成果展預邀請教育部長官於成果展進行專題演講；而本成果展內
容擬為成果特色展、成果分享交流講座及研發商品展室等三個部分，企劃書請
參閱(附件04，p.21)。
(1) 成果特色展（中正堂）：呈現各校計畫執行成果與特色亮點。
(2) 成果交流講座（7F-1會議室）：邀請教卓、未獲及專科學校各3所，分享計
畫執行經驗。
(3) 研發商品展示（中正堂）：展示各夥伴學校在產品研發上的成就。
4. 夥伴學校協助展出（場布時間為102.12.12）：

活動流程如下表，各校特色成果展示、特色動態成果表演、產學研發相關成果
等特色展出、研發商品聯合簽訂儀式，各項繳交資料請參閱企劃書附件。
時間

流程

地點

成果分享交流展
102.12.13（星期五）
09:30~10:00

報到

10:00~10:20

序幕

10:20~10:40

開幕致詞

中心學校
中正堂
10:40~10: 50

研發商品合約聯合簽訂儀式

10:50~12:00

專題演講：擬邀請教育部長官

12:00~13:30

午膳

13:30~13:45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特色分享

中心學校

13:45~14:00

南臺科技大學特色分享

行政大樓 7 樓

14:00~14:15

屏東科技大學特色分享

第一會議室

14:15~14:30

茶敘/交流
未獲教卓執行特色分享 1

14:30~14:45

(待行動列車結束後補上分享學校)

中心學校

14:45~15:00

未獲教卓執行特色分享 2

行政大樓 7 樓

15:00~15:15

未獲教卓執行特色分享 3

15:15~15:30

茶敘/交流

15:30~15:45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分享

中心學校

15:45~16:00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分享

行政大樓 7 樓

16:00~16:15

臺東專科學校分享

第一會議室

第一會議室

中心學校
09:30~17:00

各校成果交流及展演
102.12.14（星期六）

中正堂

時間

流程

地點

成果交流展區參觀

中心學校

09:00~17:00

中正堂

(10:00~16:00: 各校動態成果表演)
決

議：照案通過。本年度的成果分享交流展擬邀請教育部長官，預計時間為
102.12.13~14，相關規劃可參閱附件 4。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總計畫）
提案三：有關 102 年度計畫結案報告繳交時間及 103 年度修正計畫書提報時間規劃，提
請討論。
說

明：
102 年度計畫成果報告及經費核結乙案，中心將進行各校提交修正管考機制，
及 103 年度修正計畫書提報時間規劃（如下表）。

項
次

預定日期

1

102.11.15

2

103.01.06
中午前

3

103.01.10
中午前

第 1 次退回修正

4

103.01.15
中午前

夥伴學校繳交
1.計畫績效
2.經費收支結算表

5

103.01.17
中午前

第 2 次退回修正

6

103.01.20

7

103.01 月底

1

103.01 月底

2

103.02 月中

3

103.03 月中

3

103.04 月初

4

103.04 月中

5

103.04 月底

預定工作項目

作業單位
教育部

102 年度成果報告相關
公告成果報告格式
夥伴學校第 1 次繳交成果報告
1.計畫績效
2.經費收支結算表

夥伴學校

備 註

◎
◎
由各對應主軸窗口退至
各夥伴學校窗口

◎
◎

中心預擬各校經費，請夥伴學校撰寫計畫書

由中心進行檢核
由總辦退至各夥伴學校
教務長/資源中心主任

◎

夥伴學校最後繳交
1.計畫績效
2.經費收支結算表（寄達中心）
中心彙整「102 年度計畫成果報告」報部
103 年度修正計畫相關
教育部預計得知三區總經費預算
◎

1.夥伴學校繳交 103 年度計畫書
2.特色（重點工作）、專科計畫送外審分級
1.教育部公布 102 年度結案審查意見、經費分配
（未獲、特色、專科分級規則）
2.依據教育部 102 年度結案審查意見、外審分級
建議請各校修正計畫
請夥伴學校繳交修正計畫書
依教育部指定日期呈送「103 年度南區教資中心總
計畫書」報部

南區

◎
◎

召開會議討論各校預擬
經費及公佈修正計畫格
式

◎
◎

◎

◎

◎
◎
◎

中心開會或公文週知各
校 102 年度結案計畫審
查意見

項
次

預定日期

預定工作項目

作業單位
教育部

南區

夥伴學校

備 註

註：上述時程表所列之最後確切日期，概依教育部函文公告為準。

決

議：照案通過。
1.

中心預計於 103 年 1 月底可得知三區經費補助款項。各校 102 年度結案報告將
列為 103 年度修正計畫書審查參考，中心懇請各校協助，盡力於春節前完成 102
年度結案報告並接續提出 103 年度修正計畫書報部。

2.

中心目前規劃提報流程如上表所示，因提報流程需與中區、北區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協調一致，如有調整，將立即通知各校。
各校師長建言：

1.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陳明堂副校長：103 年度提報計畫前，可否先讓專科學
校瞭解專科執行計畫的指標，以利各校修正計畫（102 年度的專科指標於計畫核
定後才開會議決公布）。

2.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郭東義副校長：103 年度中心會公告「特色計畫」、「專科計
畫」指標及審查標準。專科部分，將依據「教育部補助專科學校提升整體教學
品質專案計畫」訂定，特色部分會再與教育部討論。待兩計畫指標及審查標準
完備，中心將立即通知各校。

3.

南臺科技大學 教學資源中心林祥和主任：有關 103 年度高中職計畫，有預計要
執行的項目與構想嗎?

4.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郭東義副校長：有關 103 年度高中職計畫，教育部尚未有具
體決策，待教育部訂定相關細節後，中心會一併公告。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師長的蒞臨與參與。今年南資中心的兩所夥伴學校：高苑科技大學
及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獲得教學卓越計畫。其實不管
是否獲得教卓，南資這個大家庭，都朝「提升南區技職校院教學品質」的目
標邁進。期許在各夥伴學校的用心下，南區所有技職體系學子能擁有不凡的
成就，高應大在此再次感謝各夥伴學校的認真與用心。
捌、大合照（請各位師長移至行政大樓一樓穿堂拍照）
玖、散會（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