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第 2 次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99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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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列)席學校(人員)：如簽到簿

記

錄：邱惠絹

壹、主席致詞 (頒發 99 年度執行委員聘書)
各位夥伴，早安，首先感謝各夥伴學校教務長撥冗出席第 2 次執行委員會，本次會
議主要針對「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也就是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如何來協助非教學卓越
計畫學校所提之「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
，期望藉由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如何透過經驗分
享將很好的經驗來向夥伴學校分享，讓尚未成為教學卓越計畫的夥伴學校也可以依循教
育部所訂定的指標來發展；本工作雖然是件困難的任務，但也相信對整個南區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而言，對於全體夥伴學校之教學環境的提升及改善應是很大的意義的，同時也
要勞煩全體夥伴學校多費心。接下來頒發 99 年度執行委員聘書。
貳、第 1 次執行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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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修定案，提請 討論。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15 所「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學校對應各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意願調查表，以每所
卓越計畫學校至多協助 2 所「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夥伴學校為原則。
三、為了使 15 所夥伴學校所提「提升教學品質計畫」保有獨特性及完整性，另規劃
主軸計畫七，以推動計畫之執行。
四、卓越計畫學校以扶植 1-2 校為原則，並且至少每 6 個月定期至非教學卓越計畫
學校，實際檢視各項執行成效，做為日後定期管考及輔導之依據。
五、各項填報表單敬請依上述時間回應至相關窗口，俾利進行報部作業。
執行情形：
一、依教育部 99.04.19 來文通知，第一期款新台幣 6,240 萬元已轉辦撥付，並由中
心學校各主軸計畫函文至各夥伴學校說明檢附領據事宜。
二、由中心學校副校長於 99.05.10 邀請 10 所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教務長共同協商，如
何協助區域內 15 所非教學卓越計畫學校之基本條件建置及相關措施，其細則規
劃如提案一案由。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行政支援組（總計畫）
提案二：教育部技職校院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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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妥適，提請 討論。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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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敬請 15 項「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依「夥伴學校改善教學品質計畫補助經費
一覽表」經費調整，修正後經費需求明細表，請於 99.01.27 中午 12:00 前回擲
至中心學校總計畫辦公室鄔汶倩小姐收(mailto:wu@cc.kuas.edu.tw)，各校經費需
求明細表經檢視無誤後將另行通知，並進一步用印及郵寄回擲修正後計畫書 1
式 3 份，於中心學校留存備查使用。
執行情形：
一、依據教育部 99.01.14 台技(四)字第 0990006501C 號函指示，實際核定補助 1 億
9,010 萬元（99 年度 1 億 2,480 萬元、100 年度 6,530 萬元）
。第 1 期款 6,240 萬
元已轉辦撥付完畢，已於 99.04.19 當日以 E-mail 通知各主軸計畫助理轉知夥伴
學校，並請各計畫助理近期發文至夥伴學校，備齊領據向中心學校請款，各提
案單位均依照各提案計畫正常執行中。
二、本計畫經費編列原則以「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經費擬以原規劃經費之八折
為修正編列，各項「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經費編列情形，依諮議委員審查
情形修訂經費編列（例如，人事費編列偏高等情形適時修訂）各教學卓越計畫
學校所提「具體成果分享計畫」以每項 45 萬元為補助上限，各校所提計畫已納
入 99 年度南區區域學資源中心「攜手精進共創加值」計畫書，並經教育部
99.04.19 台技(四)字第 0990053165 號核定通過，業已推動執行。
参、工作報告
一、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重要紀事（總計畫）：
1. 經費管考執行：
(1) 依教育部 99.02.10 台技(四)第 0990020621 號函來文轉知，同意核結 97 年度「技職
校院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2) 依教育部 99.03.03(星期三)台技(四)字第 0990030582 號函來文辦理有關 99 年度南
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本中心已於 99.03.10(星期三)備文向教育部提送「修正
後計畫書、經費需求明細表及領據」
，分別於 99.03.12(星期五)、99.03.24(星期五)、
99.04.08(星期四)配合教育部指示，陸續修正經費需求明細表。另依教育部 99.04.19
台技(四)字第 0990053165 號函轉知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第 1 期款新
台幣 6,240 萬元已轉辦撥付完畢(如附件 1, p.09 頁)，並於當日以 E-mail 告知各主
軸計畫助理轉知夥伴學校請款事宜。
(3) 依據 99.05.03(星期一)教育部技職司相關同仁電話轉知本中心，由於本中心具有執
行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之資源協調與整合之職責，因此有關各夥伴學校於
申請第一期經費核撥事宜時，若有任何問題請直接與本中心相關聯繫窗口洽詢，
請勿逕自與教育部相關同仁洽詢業務事宜，避免增加教育部釋疑困擾。
(4) 99 年度南區教學資源中心各分項計畫總經費之執行率，已於 99.05.03（星期一）
進行第 3 次檢核點核算，核算結果為動支率 13.15%、執行率 3.71%。各分項計畫
1-4 月份之考核指標及經費之執行率，業已於 99.05.05(星期三)完成線上填報，各
計畫經費執行情形如附件 2, p.10 頁。第 4 次檢核點預計於 99.06.01(星期二)進行檢
核，該次檢核目標為經費動支率 25%、執行率 20%。
(5) 經費編列原則依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80174118B 號來文之規定，中心學校需保留
作為統合推動之經費不得低於 40%為原則，經審查通過後得請撥補助經費。各夥
伴學校經費撥款方式以第 1、2 期款執行率達 70%以上，得備文檢附上開表單請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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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款(100 年度補助經費)。據此，各計畫經費執行成效為教育部管考重點，亦
列為學校績效考評之項目，有關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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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案二。
(6) 依據 99.05.11(星期二)教育部技職司相關同仁以 E-mail 轉知本中心，查核 99 年度
南區教學資源中心經費需求明細表有部分經費項目疑似為辦公設備，中心已於
99.05.14(星期五)透過 E-mail 轉知各主軸計畫及夥伴學校，並於 99.05.17(星期一)
完成調查。需變更經費之夥伴學校，分別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
高雄餐旅學院、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東方技
術學院、澎湖科技大學、海洋科技大學、吳鳳技術學院、高苑科技大學、大仁科
技大學、金門技術學院、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及南榮技術學院共計 15 所，預計於
99.05.25(星期二)統一向教育部申請經費變更。
(7) 99 年度教育部高教技職簡訊第 38 期報導，教育部補助專科學校辦理「提升整體教
學品質專案計畫」
，有關本區域內受補助之專科學校，以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獲
得經費補助 12,000,000 元居冠，其次依序為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獲得經費補助
9,000,000 元、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獲得經費補助 9,000,000 元與育英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獲得經費補助 4,000,000 元。
2. 活動管考執行：
(1) 依教育部 99.03.10(星期三)來信轉知「99 年度計畫管考表單」定稿版配合填報，信
中宣達「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管考表單如附件 3, p12 頁。
(2) 本中心於 99.04.20(星期四)赴教育部參加「99 年度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管考表單
填報說明會」，摘錄會議重點如下說明：
[1] 為俾利教育部每月陳報經費、活動績效至審計部提報查核，各區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均需於每月 5 日前完成經費填報(計算基準自 99.01.01 至報部前月月底
止)。
[2] 中心學校依教育部律定時程，規劃夥伴學校繳交經費及活動表單如下說明：
1. 本中心已於 99.03.11(星期四)及 99.04.13(星期二)召開共計 2 次「管考表單
說明會暨執行助理會議」
，會中針對如何填報表單之行前工作，為 12 校「教
學卓越計畫學校」、15 校「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及台南科大等夥伴學
校說明填表方式，各校填報疑慮經教育部轉知之管考平台填報資料之 Q&A
如附件 4, p.71 頁。
2. 敬請各夥伴學校於每月 1 日中午 12 時之前回擲經費管考表單、雙數月 1
日中午 12 時之前回擲活動執行成效管考表單，本年度管考表單各校對應窗
口(如附件 5, p.76 頁)，經費及管考表單回擲日期如表 1-1 所示、各校回擲
執行成效作業流程(SOP 如附件 6, p.82 頁)。
表 1- 1 夥伴學校回擲日期

第4次

計畫期程
99.01.01~100.06.30

第6次

第7次

第8次

第9次

第 10 次

夥伴學校回擲日期
活動

99.06.01

—

99.08.01

—

99.10.01

—

99.12.01

經費

99.06.01

99.07.01

99.08.01

99.09.01

99.10.01

99.11.01

99.12.01

第 11 次

第 12 次

第 13 次

第 14 次

第 15 次

第 16 次

第 17 次

活動

—

100.02.01

—

100.04.01

—

100.06.01

—

經費

100.01.01

100.05.1

100.06.01

—

計畫期程
99.01.01~100.06.30

第5次

100.02.01 100.03.01 10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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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中心於 99.05.10(星期一)召開「主軸七-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 建立輔導機制協
調會議」
，依會議決議事項，敬請「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夥伴學校於每雙數月
1 日繳交活動執行管考表單時，同時寄送副本轉知負責協助之教學卓越計畫學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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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系列演講，完成活
動共計 45 場次，與會人數共約 2,906 人次，各組辦理活動皆依原計畫執行中，截
至 99.04 底前各組辦理活動情形分別如下：
[1] 課程發展規劃組：辦理 16/36 場(共 795 人參加)。
[2] 教學專業成長組：辦理 4/56 場(共 732 人參加)。
[3] 產學推展與技能成長組：辦理 14/88 場(共 693 人參加)。
[4] 學生學習輔導組：辦理 5/41 場(共 331 人參加)。
[5] 資訊科技應用組：辦理 4/36 場(共 151 人參加)。
[6] 圖書資源共享組：辦理 2/14 場(共 204 人參加)。
3. 業務推廣資源分享：
(1) 99.03.08(星期一)由陸軍軍官學校教學資源中心洪偉清主任及教務處長官等共計 5
位師長蒞臨本中心進行交流活動，會中特別針對有關「跨校選課運作情形」之相
關議題進行討論，充份交流如何為學生提供更多元的資訊服務等議題。
(2) 由天下雜誌及本中心共同出版之「2010 年工作大未來」
，本刊物已於 4 月份完稿，
並透過 99.05.04(星期二)舉辦「技職新視野，優勢新藍海」之「2010 就業力論壇」
之活動，提供教育部司長、與會長官及當日與會人員，亦於今日提供各位與會師
長參考。
(3) 99.05.04(星期二)由中心學校方俊雄校長、黃世疇學務長及資源中心吳思達主任率
領相關助理參加正修科技大學「2010 就業力論壇」
，透過教育部技職司林騰蛟司長
及產官學界的對談，討論提升技職體系的畢業生更大視野，發掘技職優勢新藍海。
(4) 依教育部 99.05.04(星期二)以 E-mail 通知重要訊息：為配合節能減碳政策，及減少
學校辦理公文之工作負荷，在各項辦理活動公告時，敬請全體夥伴學校透過各主
軸計畫項下之工作推動小組聯絡網發送活動訊息，並透過中心網站之訊息公告之
方式通知其他學校，減少以正式公文通知全部學校，另亦無須函知教育部，以降
低紙張使用及承辦人員辦理公文之時間耗費
(5) 99.05.06(星期四)由中心主任率領相關助理赴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雲
林科技大學參加「99 年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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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台北科技大學)郭正煜主任、
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雲林科技大學)巫銘昌主任及本中心吳思達主任出席與
會)，共同針對各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定位與推動計畫時所面臨之窒礙進行討論，
並商議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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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凝聚共
識後規劃第 2 次三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會議預定於 10 月下旬於台北科技大學
召開會議，以敦近跨區合作事宜，充分發揮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功效。
(6)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97 年度成果專刊已順利發刊，除分享全體夥伴學校指導委
員及諮議委員，並依各主軸聯絡網郵寄至各夥伴學校，將年度執行成果分享實際
參與之夥伴周知。本年度(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折頁簡介及第 14 期
電子報，已於日前順利出刊。
(7) 99 年度 1 月至 5 月計畫執行成效如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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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議案討論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經驗傳承攜手精進組（主軸計畫七）
提案一：有關99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七-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輔導
機制(初擬)，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99.01.14 台技(四)字第 0990006501C 號來函核定之 99 年度技職院校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攜手精進共創加值計畫書」中，分項計畫 7-1「經
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辦理。
二、依 99.04.26(星期一)南資中心第 2 次工作協調管考暨第 7 次執行助理會議決議，
及 99.05.10(星期一)主軸七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建立輔導機制協調會議決議
事項，提本會議討論。
三、建置基礎：依據 99.01.21 第 1 次執行委員會決議，教學卓越計畫學校以扶植 1-2
所非教學卓越計畫學校為原則，由區域內夥伴學校依相互協商討論，所形成的
10 所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協助 15 所非教學卓越計畫學校為基礎，以「提升夥伴
學校教學品質、營造優質之教學環境」為目標，透過定期邀請相關學校教務長
召開會議凝聚執行共識之方式，以利「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畫」之順利推動。
四、運作方式：依據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所應完成教學制
度面之基本建置工作，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應協助夥伴學校在達成指標(一)至指
標(十)，及發展各校特色（如附件 7, p.83 頁）之檢核成果時，分享各教學卓越
計畫學校之相關成果及經驗。分享方式及措施，可為(1)參訪活動（含見習、觀
摩會）
；(2)研討會（含論壇、座談會及半日至 1 日之研習）
；(3)工作坊（含深度
之研習、培訓及講座）；(4)其他（含諮詢顧問團服務、資源平台分享使用、協
助 TA 培訓、證照班、競賽、成果發表會…等）等。運作成果應詳加紀錄，並
定期於雙數月份 1 日回傳至中心學校，由中心學校單數月份 5 日前彙整上傳至
教育部的管考平台填報。
五、管考機制：依據 99.01.21 第 1 次執行委員會決議，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應至少每
6 個月定期至非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實際檢視各項執行成效，做為日後定期管
考及輔導之依據。依該決議，本計劃執行期程(99.01.01-100.06.30)，各教學卓越
計畫學校應到各非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檢視「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執行成效
至少 3 次。為配合教育部計畫管考及經費核撥時程，預定於 99.06、99.10、
100.03，採夥伴學校執行計畫簡報、赴夥伴學校觀摩檢視及計畫執行成果聯合
發表會的方式辦理。
1.

預定於 99.06.14(星期一) 下午 2:00 辦理夥伴學校執行計畫簡報：15 所執行
「提升教學品質計畫」之夥伴學校及執行「國際設計大師資源交流分享計
畫」之台南科技大學，配合預定於 99.06.18(星期五)指導委員會及諮議委員
會的召開，辦理 1-5 月執行成果簡報。依 99.05.10(星期一)建立輔導機制協
調會議之分區域(高屏地區及嘉南地區)提報順序規劃(如附件 8, p.86 頁)。
以每校進行簡報 10 分鐘為限，提出各計畫 1-5 月執行成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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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定於 99.10 赴夥伴學校觀摩檢視：擬以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所在地區分成
嘉南區(4 所)及高屏區(6 所)兩區，邀請本中心的諮議委員、各教學卓越計
畫學校指導委員、執行委員等若干人，分別組成分區諮詢輔導委員會（如
附件 9, p.87 頁）
，分赴嘉南區(含外島共 6 所，另加執行「國際設計大師資
源交流分享計畫」之台南科技大學)及高屏區(9 所)執行「提升教學品質改
善計畫」之夥伴學校，檢視計畫執行之成效。

3.

預定於 100.03 舉辦計畫執行成果聯合發表會：辦理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計畫成果發表會，設置 15 所執行「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之夥伴學校及
執行「國際設計大師資源交流分享計畫」之台南科技大學計畫執行成果專
區，向教育部及社會大眾展現計畫執行成果，以利下一期程
(100.07.01~101.12.31)持續性辦理計畫時的經費爭取。

六、本案經 99.04.26「第 2 次工作協調暨第 7 次執行助理會議」及 99.05.10「建立輔
導機制協調會議」討論議決，提本次執行委員會議討論議決後，再陳指導委員
會決議，俾便據以執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行政支援組（總計畫）
提案二：有關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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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決

明：
一、為利教育部期中報告(預估 7 月份)達成 99 年度南區教學資源中心第一期款
70%，預計 6 月份申請第二期款；10 月份申請第三期款，擬訂定最新修正經費
執行管控目標表(附件 10, p.88 頁)。
二、「教學卓越計畫學校」、「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學校」及「台南科技大學」經費執
行管控機制如下說明：
1. 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內含「具體成果分享」及「教學卓越計畫輔導非教學卓越
計畫學校」
、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學校、台南科技大學經費管控機制擬以三期撥
付，並預計於 99.06 達總經費執行率 25%，得以撥付第二期款；若未達 25%
則提至執行委員會及諮議委員會檢核討論，及預計於 99.10 達總經費執行率
50%，得以撥付第三期款項；若未達 50%，擬將第三期款提報至執行委員會
及諮議委員會討論依比例酌減撥付款項。
2. 各項計畫若於 100.03 未達總經費執行率 90%以上，則將進行回收經費，並列
為下一年度申請計畫審查依據。
3. 各項計畫回收機制預計 100.03 未達總經費執行率 90%以上，擬採夥伴學校辦
理經費結案並填具收支結算表、設備採購明細表，將教育部補助款未執行數
全額繳回中心所對應窗口，再由中心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產學推展與技能成長組（主軸計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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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產學推展與技能成長組 99 年度技職校院南區區域
教學資源中心「攜手精進共創加值」計畫書擬修改，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產學推展與技能成長組分項計畫 3-1 教師實務能力發展計畫，原計畫 99 年度預
期成效量化部份第[2]項為『協助夥伴學校開設 1 個學程(3~4 門課)將研發成果
融入教學，預計完成 1 個學程，至少 3 門課，3 份教材、多方面推廣「創新蜂

決

巢」資訊交流平台，登錄訊息及實作成果』。修正後為『開設 1 個學程(3~4 門
課)將研發成果融入教學，預計完成 1 個學程，至少 3 門課，3 份教材、多方面
推廣「創新蜂巢」資訊交流平台，登錄訊息及實作成果』
。
二、本案經 99.04.26 工作協調管考會議議決討論通過後，提本次執行委員會議討論
議決、再提送指導委員會及諮議委員會議核備後，備文報部據以執行。
議：照案通過，提 99.06.18(星期五)指導委員會及諮議委員會審議。

提案單位：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以經驗傳承攜手精進組（分項計畫 7-2 提升教學品質
改善計畫）
提案四：擬修改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七「提昇教學品質改善計畫」高
苑科技大學夥伴學校「推動區域產業特色跨領域學程」重點計畫二子計畫 2.3
之「電動車維修學程」學程名稱及資本門項目。
說 明：
一、由高苑科技大學承辦 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分項計畫 7-2「提升教學品
質改善計畫」重點計畫二子計畫 2.3「推動區域產業特色跨領域學程」，分由機
電學院推動「電動車維修」區域產業特色跨領域整合學程，為考慮高苑科技大
學機電學院人培育目標，經高苑科技大學機電學院 99.05.03(星期一)召開之院務
會議，通過學程名稱由「電動車維修學程」改為「車輛機電系統設計學程」，
資本門項目由「電能轉換裝置實習設備」改為「汽車電控網路實習模組」，資

決

本門經費金額維持不變，修正後計畫書(如附件 11-1, p.89 頁)及經費變更明細表
(如附件 11-2, p.93 頁)。
二、本案經高苑科技大學 99.05.03 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提本次執行委員會議討論
議決、再提送指導委員會及諮議委員會議核備後，備文報部據以執行。
議：照案通過，提 99.06.18(星期五)指導委員會及諮議委員會審議。

提案單位：南區教學資源中心-課程發展規劃組（主軸計畫一）
提案五：有關主軸計畫一「人本敬業通識與專業學程跨校合作計畫」分項計畫 1-4 名稱
變更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主軸計畫一分項計畫 1-4 基於業務性質與執行層面之考量，實際執行由主軸計
畫二教學專業成長組負責執行。
二、為能符合及對應 99 年度教育部管考指標第 8、9、10、11 項指標，擬將分項計
畫 1-4 名稱由原「學程改革與跨校合作計畫」更改為「健全系所課程委員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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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發展跨校學程合作計畫」，計畫修正內容詳如（附件 12, p.94 頁）。
三、本案業經 99.03.15 主軸計畫二工作重點協調會議討論通過，依程序提本次執行
委員會議審議。
議：照案通過，提 99.06.18(星期五)指導委員會及諮議委員會審議。

提案單位：南區教學資源中心-課程發展規劃組（主軸計畫一）
提案六：有關主軸計畫一「人本敬業通識與專業學程跨校合作計畫」分項計畫 1-4 名稱
變更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主軸計畫一分項計畫 1-4 基於業務性質與執行層面之考量，實際執行由主軸計
畫二教學專業成長組負責執行。
二、為能符合及對應 99 年度教育部管考指標第 8、9、10、11 項指標，擬將分項計
畫 1-4 名稱由原「學程改革與跨校合作計畫」更改為「健全系所課程委員會與

決

發展跨校學程合作計畫」，計畫修正內容詳如（附件 12, p.94 頁）。
三、本案業經 99.03.15 主軸計畫二工作重點協調會議討論通過，依程序提本次執行
委員會議審議。
議：照案通過，提 99.06.18(星期五)指導委員會及諮議委員會審議。

提案單位：南區教學資源中心-教學專業成長組（主軸計畫二）
提案六：擬修改主軸計畫二「以發展教師教學能力為核心之專家教師養成計畫」分項計
說

畫 2-4「發展教師通識教學知能精進計畫」計畫書，提請 討論。
明：
一、主軸計畫二分項計畫 2-4 基於業務考量，業由主軸計畫一課程發展規劃組負責
執行。
二、基於業務需求，擬增加「生命教育」教師研習營 1 場。

決

三、計畫經費修改如附件 13。
四、本案依程序提本次執行委員會議審議。
議：照案通過，提 99.06.18(星期五)指導委員會及諮議委員會審議。

伍、臨時動議 (略)
陸、主席結論
非常謝謝大家撥冗出席本次的會議，謝謝全體夥伴學校熱心的參與及費心地協助本
中心各項活動之推動，謝謝大家。
柒、散會(於中午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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