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屏東大學 108 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2 次季管考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年 6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整 

地    點：本校民生校區五育樓 4 樓第四會議室 

主 持 人：古源光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錄：楊雅淇 

壹、工作報告： 

一、高教深耕計畫 107 年審查意見函文於 108 年 5 月 18 日到校，本中心

已於 108 年 6 月 5 日將本校 108 年修正計畫書函報至教育部。 

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修正計畫書已於 108 年 5 月 24 日函報教育部，

並將線上系統上傳提交至 USR 推動中心檢核。 

三、本年度經費已請學校先行墊付全年經費，主計室已調整數額，敬請查

閱各子計畫主持人會計系統數額是否正確。 

四、各子計畫全年度經費明細表敬請 6 月底前核章後送至主計室存參。 

五、截至目前各子計畫執行工作報告及經費執行率如附件。 

主席： 

目前執行狀況及附件執行率，皆還有努力空間，請子計畫思考今年年底執

行完之前，預計產出怎麼樣的成果，會以甚麼樣方式呈現這一年執行亮點

成果，並吸引大家的目光。未來的大學校務評鑑會與高教深耕計畫要呈現

辦學特色，因此各院須以本案計畫呈現各院特色將為未來評鑑重點。 

以下為各子計畫主持人工作報告： 

[子計畫 1 工作報告：] 

  子計畫 1 各項方案推動方向，今年度劃分為 5+1 大類執行項目，包含

創新教學、師生社群、創新研究、師生產學、跨領域競賽及校級特色

發展等等。徵件項目皆以 KPI 成效導向設計方案，對應績效指標項目

執行。今年度較為特別為支持校級特色計畫，選定「VAR 跨域應用」

及「屏東學」為本校五年推動之特色亮點，結合教育部發布的 11 項政

策及 25 項推動目標，將思考如何進行。另外為國際暨創新學院設置，

教務長擔任院長，其學院內編制三個跨領域學分學程，也感謝國際長

對學院給予想法建議與支持。各項統計資料徵件項目請參閱附件。(其

餘工作報告如附件(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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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項執行方案之學院分佈情行建議統整統計，各方案執行內容

務必與績效指標做結合。 

[子計畫 2 工作報告：] 

   子計畫 2 博雅課程進行相關環境變遷永續發展相關課程計畫，完成屏

商圖書總館草坪、週邊環境等，防災監測、即時檢測數據及生態池水

環境控制成果。(其餘工作報告如附件(略)) 

主席：子計畫 2 執行博雅課程計畫，監控數字建議與總務處配合執行，

環境變化監控數字與生態健康及往後健康關聯，建議可延伸探究。 

[子計畫 3 工作報告：] 

   子計畫 3VAR 中心約有數量 20 餘大中型設備，未來預計辦理年度競

賽，今年結合 VAR 主題為「VAR 專題競賽」，以及高中職專題競賽，

機器人競賽也跨大辦理。聚焦校級特色亮點部分，無論課程或跨域實

作方面，資訊學院全力配合執行。未來資訊學院朝幾個重點發展：完

成技術轉移，本校師生已有能力自行研發，也受到部分廠商關注研發

產品；目前也與視藝系合作原民館導覽，開發響應式軟體，圖庫由視

藝系合作。跨域教學智慧創新跨域計畫，提升非資訊學生學習技能，

期望落實真正跨域教學以及程式設計相關技能。應用方面，以 VAR 成

果爭取關懷專案型計畫，目前有 12 家廠商，期望可以做得更豐富，另

年底有樂齡展示，會有 AI 跟大數據結合部分。未來持續爭取教育部相

關計畫。(其餘工作報告如附件(略)) 

[子計畫 4 工作報告：] 

   子計畫 4 規劃 4 個重點，分項計畫一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計畫，在

這學期課程方面院核心已開設 8 門課，系學程 23 門課，下學期將持續

開設。宣傳招生部份 482 人次申請修讀學分學程，其中院學程有 300

位，系學程有 185 位，今年畢業生 21 人次拿到修畢學程證明，暑假將

辦理推拿整復的證照班。分項二推動兩個重點，引進業師結合課程，

使得課程豐富；師生走入社區，科普系走入屏東公園，理學院於枋寮

高中辦理偏鄉科普傳播活動並邀請應用化學系教師支援授課等等。(其

餘工作報告如附件(略)) 

教務長：三個學程選修人數有待加強。 

主席：學程修習人數、體育系推拿整復證照班詳細執行及院實體化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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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情形請列入會議追蹤及執行情形。 

[子計畫 5 工作報告：] 

   子計畫 5 語言中心規劃建置推廣教育系統，透過資訊化管理系統，簡

化各項行政程序縮短辦理時程，讓學員/教師/行政同仁可透過平台申

請或辦理各項業務。(其餘工作報告如附件(略)) 

主席：系統是否與進推處相同，各單位若為採購設備，建請橫向溝通

避免重行覆採購。 

簡院長：是否建議建立校內機制有專責單位審查重覆採購雷同系統設

備情形做控管。 

主席：各單位有哪些系統設備資源，請劉副校長進行負責行政系統盤

整。 

[子計畫 6 工作報告：] 

   子計畫 6 部分經費於暑假執行，於暑假結束會有執行進度，師資培育

為教育學院其一亮點，另外多元夥伴協作為特教系和合作機構會在幾

個週末辦理閱讀相關活動，幼教系與風箏節設計比賽合作；特教中心

設計溝通輔具；翻轉偏鄉教育六月底幼教系至金門演出；心輔系正向

成長營(其餘工作報告如附件(略))。 

教務長：未來執行可參考政策推動項目 10 及 11 新課綱結合執行。 

主席：提醒及補充說明教育部各項政策將扣緊高教深耕計畫資源投入，

請各子計畫執行計畫時盡可能配合政策推動項目執行。 

[子計畫 7 工作報告：] 

   子計 7 三創團隊培訓已開始招募，預計招募五組，預計在年底成果展

前這五組將有成果可展示，商業 4.0 計畫資源大部分投入產業人才培

育課程上，緊扣學校 VAR 及大數據相關課程，跨境虛實整合簽署意向

書及競賽皆有不錯成果。(其餘工作報告如附件(略)) 

副教務長：各子計畫皆有看到 VAR 或屏東學兩大塊特色課程結合部

分，可留意子計畫 1 徵件方案。 

主席：各學院中長程計畫皆有分配實質院統籌款，請各子計畫規劃高

教深耕計畫內容時，請結合中長程計畫融合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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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8 工作報告：] 

   子計畫 8 培育產學實務人才及推動產學聚落，爭取產學合作計畫部分

於 108 年產學聯盟計畫已通過初審，目前正在複審中；經濟部目前提

出 2 件專案輔導計畫，個案計畫 7 件，通過 1 件專案輔導計畫及 2 件

個案計畫；師生積極參與地方創生方面已與十個鄉鎮簽署意向書；於

五月底前完成辦理輔導創業創意團隊相關課程，每項門課皆有 20-30

人次學生參與；大武山學者彈性薪資為使評選項目更明確及強化評選

作業流程，實施要點有修正，因此徵件時程有延期開放申請。6 月 10

日前教師向系所申請並初審，院進行複審，6 月 28 日前提送至研發處

彙整，後續再辦理審議工作。 

主席：請研發處思考怎麼樣鼓勵未通過關懷計畫教師繼續申請。 

[子計畫 9 工作報告：] 

   子計畫 9 提升高教公共性開發校園 APP，整理既有資料庫，建置本校

專屬資料庫，透過分析呈現數據供參考，另外定期公開辦學資訊、畢

業生流向…等研究分析，在這面向數據皆有於 IR 網站呈現。(其餘工

作報告如附件(略)) 

王副校長：目前教育部是以雲科系統為主，未來預計會以北科大那套

系統資料庫為主，目前 IR 資料已準備好。藉由系統化作業，未來獲取

學生相關資料將為更便利，學習紀錄或修習課程，將會對學生未來職

涯有幫助，對老師部分也陸續建置完成。 

教務長：學生履歷和學生學習成效未來將會以 UCAN 系統作為主要統

計系統，請務必可架接。 

主席：智慧校園 4.0 完整定義為何?另是否有總務處同仁參與?列入會

議紀錄執行追蹤。 

[子計畫 10 工作報告：] 

   築夢展翼弱勢學生輔導計畫完成弱勢高中生招生辦理工作，本學期鳳

山商工、三信家商及林園高中有至高中端面試輔導或供申請蒞校參觀，

目前進行第二次宣傳。原專班或各項單點績優單獨招生甄試皆提供弱

勢學生名額補助應試交通費，本學期補助 13 名弱勢學生交通費。(其

餘工作報告如附件(略))。 

主席：敬請學務處設立各學院共同執行目標，供各院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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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搖滾社會力計畫工作報告：] 

     USR 計畫-搖滾社會力本學期學分學程開設課程 15 門，預計將有 40

位左右學生修畢學分學程。這個暑假預計會 60 位同學組成 11 個團

隊至各地方進行社會服務，感謝校長為我們授旗。新一期 USR 徵

案，預計 9 月初提出申請第二期計畫，11 月預計參與教育部 EXO

成果展，預計年底也可參與校內成果展能展出。 

[USR-讓生命不同凡想計畫工作報告：] 

     USR計畫-讓生命不同凡想教保人員培訓課程已完成第一階段培訓，

共有屏東、高雄、台中共 7 間機構，主要是與屏東縣政府合辦；課

程資料庫系統已完成 V0.9 版並上線供使用，目前正在測試中；復健

訓練活動於竹田據點也已於實地測試中；休閒系針對露營設計了 5

種 DIY 及 3 種戶外活動，目前也持續進行中；應化系進行產品改良，

文創系葉主任進行包裝設計；心理師培訓課程專家審查已通過，預

計於 6 月 28 日辦理。(其餘工作報告如附件(略)) 

主席：希望新一期申請計畫兩案可躍升至提送 C 類計畫。 

副教務長：最後提醒各子計畫績效指標對準部分，去年審查委員有提

醒，結案報告各執行項目或方案應對準產出的績效指標，請各子計畫

留意特色成果呈現與績效指標之對應關係。 

教務長：最後提醒各子計畫，許多課程有經費挹注才開課這觀念要再

導正，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支持相關創新教學方案是協助改變大學體制、

課程改革、或課架改變，希望這些都是可以永續發展的。例如深碗課

程，既然深入探究多 1 學分，表示這門課應是很重要的，不應無經費

支應就中斷開課，永續意思即為未來沒有高教深耕計畫還是要繼續進

行下去的，長遠目標才會達到並落實。 

 

貳、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籌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事宜，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第一季季管考校長指示將於校慶期間辦理高教深耕計畫成果

展，本中心預計於 10 月中下旬發放成果展板格式，請各子計畫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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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預計展出之成果。 

二、 除了成果看板展示外，各子計畫若預計進行論壇、講座、工作坊、

成果發表會或相關主題展演活動，確立活動後敬請提前告知教務處，

以利本中心彙整成果展相關系列活動場次清單及發函事宜。 

三、 若對成果展有相關建議，敬請提出討論。 

決議： 

未來校務評鑑各校皆需呈現辦學特色，以及明年即將面臨的高教深耕計

畫實地訪評，請各子計畫將年底成果展視為模擬展示，以利未來實地訪

評順利進行。 

參、臨時動議：無 

肆、主席結語： 

  各子計畫此次報告內容部分待確認內容請列入會議紀錄執行情形，

感謝各子計畫執行計畫辛勞。 

伍、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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