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屏東大學 108 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1 次執行暨管考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年 3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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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已於 108 年 1 月 15 日將 107 年成果報告書提報教育部，並於

108 年 2 月 21 日接獲教育部請各校摯據請領 108 年第一期款，經費

數額比照 107 年第一期款（1,952 萬 9,080 元），各子計畫第一期經費

原則按比例及執行支用急迫先行分配，待整體經費核定後再予調整，

本中心已於 108 年 3 月 4 日函報請款。 

二、附冊 USR 計畫第一期款請撥案於 108 年 3 月 7 日接獲教育部來函，

經費數額比照 107 年第一期款 558 萬（搖滾社會力 270 萬，不同凡想

288 萬）先行執行，待評核結果再予調整分配。附錄築夢展翼計畫目

前待核定中。 

三、主計室已協助開立本計畫之會計代碼【E1085001-A~I】，人社院社發

系 USR 計畫【E1085002】，特教中心 USR 計畫【E1085003】，學務處

附錄 1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E1085004-1~3】，第一期經費數額待撥入

學校後另行通知各子計畫。為簡化行政流程，各子計畫經費由計畫主

持人控管經費支用及核銷流程，免會辦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四、敬請檢閱高教深耕計畫一覽表(附件)及各子計畫之負責人及承辦同仁

如需增列或更改，敬請告知。 

五、已致電詢問過教育部修正計畫事宜，預計將會在 3 至 4 月公布審查結

果並請各校修正計畫，請各子計畫盤點 KPI 達成情形以及計畫內容做

小幅修正，屆時修正原則及審查意見到校後再立即通知各單位。 

六、108 年高教深耕計畫目前整體計畫執行率為 19.5%，其五年期計畫，

今年邁入第二年請各執行單位落實績效指標之達成，並結合學校中長

程計畫及地方資源發展，著力 109 年實地訪視時呈現特色亮點績效。 

七、依教育部規定學校應訂定收支辦法，本處刻正擬訂本校高教深耕計畫

經費支用要點，屆時於行政會議做提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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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論： 

說明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有關高教深耕計畫管考時程及預期達成之目標說明。 

說明： 

一、依教育部來函說明本計畫雖為五年期計畫，每年經費仍視執行成

效逐年核定數額，敬請各執行單位落實績效指標達成項目。 

二、請各子計畫定期召開管考會議，並陳報鈞長，由教務處進行每季

之季管考會議並陳報。 

三、管考項目說明 

項目 說明 備註 

定期管考 每月填列線上月管考表單 

各子計畫召開定期管考會議 

並製作會議紀錄呈報鈞長 

 

每季管考 各子計畫繳交季管考工作報告 

教學資源中心召開計畫執行進度與經費執行

管考會議，並製作會議紀錄呈報 

 

教育部蒞校訪視 預定 109 年上半年(執行計畫第五學期進行)  

四、經費請撥及預期執行目標 

(一)因應教育部審查作業尚在進行，預計 5、6 月方能核定今年度獲補

助總額，第 2 季之季管考將控管第一期款是否執行 40 至 50%，建請各子計

畫依進度執行，以利未來順利向教育部請款。 

(二)高教深耕計畫分三期撥款，第二期請款須待第一期款執行至 70%，

方可請款第二期款，第三期款須第一及二期款合併執行之 70%，方可請款

第三期款。 

預期執行進度 

時程 第一期款 預期進度 

預計 3-4 月修正計畫 

預計 5-6 月核定經費總額 

1952.9080 萬元 

(13,673,080 經常門及

5,856,000 萬資本門)  

教學資源中心已完成文

到請款作業。 

目標值於 107 年 7-8 月

底可請第二期款、107

年 10 月可請第三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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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明確管考進程為 4 月設定執行至第一期款之 40%，8

月設定執行至第一期款 70%，請各子計畫依時程提前執行。 

 

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 

一、教務長補充：高教深耕計畫最重要三件事情：國際化、跨領域以及

彈性學制，未來高等教育走向會朝這三面向前進，本週臨時校務會

議通過成立第六個學院「國際與創新學院」，此一學院下可設置跨

領域學位學程，去除系所圍牆。現今理學院刻正執行以學院為核心

教學單位計畫就是很好的示範，仿照國外大學沒有系所的概念，開

放讓學生真正的自主學習。另外高教深耕計畫本處正執行製作成果

影片，介紹並宣傳整體計畫成果，陸續將向各子計畫進行蒐集檔案，

請各子計畫若接獲訊息，請協助統整並繳交影像素材(照片、影片)

及相關文件。 

二、副教務長補充：107 年各校皆陸續辦理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因子

計畫 1 佔整體主冊計畫一半經費，屆時預定將會在今年年底辦理高

教深耕計畫成果展，期望各子計畫亦可同時參與成果展，至於合適

時間請由主席裁示決定。 

主席回應：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預訂於今年校慶結合辦理，此一成果展

亦做為 109 年訪視之預演，屆時請各單位協力辦理，呈現各子計畫特殊

亮點。 

 

陸、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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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整體計畫經費一覽表 項目 
計畫代碼 

高教深耕主冊
E1085001 -

A~I

社發 USR1
E1085002

特教 USR2 
E1085003 

附錄 1 
E1085004

     

  核定經費
(第一期款) 1952.908 270 288 待核定 單位：萬元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主冊經費一覽表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人事費 業務費 資本門 總計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承辦人 第一期款經常門 第一期款資本門 

E1085001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5,581,293 8,091,787 5,856,000 19,529,080 教務處 施百俊 楊雅淇 13,673,080 5,856,000 

E1085001-A  子計畫 1：「五力全開」創新教
學計畫 

2,552,076 2,881,004 3,356,000 8,789,080 
教務處教學資

源中心 
歐陽彥晶 楊雅淇 5,433,080 3,356,000 

E1085001-B  子計畫 2：「通識深耕」學生基
本能力提升計畫 

250,044 549,956 - 800,000 通識教育中心 吳聰義 蔡美英 800,000 - 

E1085001-C  子計畫 3：「VAR」跨域教學創
新計畫 

322,056 477,944 700,000 1,500,000 資訊學院 王隆仁 
郭瓊嬬
梁馨云

800,000 700,000 

E1085001-D  子計畫 4：科技高教、屏大深耕 320,000 1,210,000 290,000 1,820,000 理學院 林春榮 
林珮瑩
沈佳蓉

1,530,000 290,000 

E1085001-E  子計畫 5：「走讀屏東」在地關
懷、文創加值與多元語文計畫 

380,000 720,000 400,000 1,500,000 人文社會學院 簡光明 
吳若語
熊惠娟

1,100,000 400,000 

E1085001-F  子計畫 6：SMART 教育創新與實
踐 510,000 640,000 400,000 1,550,000 教育學院 楊智穎 

汪芳如
黃田奇

1,150,000 400,000 

E1085001-G  子計畫 7：「三創在地」4.0 深耕
計畫 - 950,000 350,000 1,300,000 管理學院 曾紀幸 

吳彩容
邱怡亭

950,000 350,000 

E1085001-H  子計畫 8：「研發 X 人才」人才
培訓與研發能量躍升計畫 310,000 500,000 160,000 970,000 研究發展處 林曉雯 林筠穎 810,000 160,000 

E1085001-I   子計畫 9：屏東大學智慧校園 4.0
計畫 937,117 162,883 200,0 1,300,000 秘書室 林志隆 陳思揚 1,1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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