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屏東大學 108 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3 次季管考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年 10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本校民生校區五育樓 4 樓第三會議室

主 持 人：古源光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錄：楊雅淇
壹、第二次季管考列管回填執行情形
列管事項
回覆
1.子計畫 4 一、下列為理學院各學分學程修習人數，未來將持續鼓勵並輔導高年
學程修習人
級學生修習以學院為教學核心之跨領域學程課程及各系專長學
數、體育系
程，有助於學生加寬其未來就業從事領域之選擇性。
推拿整復證
1、 學分學程選修人數
照班詳細執
(1) 應用科技產業學分學程（理學院）
：347 人。
行及院實體
(2) 半導體製程學分學程（應用物理系）：200 人。
化執行情形
(3) 應用生物科技學分學程（應用化學系）
：34 人。
請列入會議
(4) 應用材料學分學程（應用化學系）
：50 人。
追蹤及執行
(5) 科普媒體寫作學分學程（科普傳播學系）：16 人。
情形
(6) 科普活動規劃學分學程（科普傳播學系）：27 人。
(7) STEAM 傳播學分學程（科普傳播學系）
：38 人。
(8) 精算財金學分學程（應用數學系）
：41 人。
(9) 傳統推拿整復學分學程（體育學系）：規劃建置中。
2、 理學院及各系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符合申請學分學程修畢證
明學生人數，如下分述：
(1) 應用科技產業學分學程（理學院）
：2 人。
(2) 半導體製程學分學程（應用物理系）：2 人。
(3) 應用材料學分學程（應用化學系）
：1 人。
(4) 科普媒體寫作學分學程（科普傳播學系）：1 人
(5) 科普活動規劃學分學程（科普傳播學系）：14 人
(6) 精算財金學分學程（應用數學系）
：1 人
二、體育學系推拿整復證照班詳細執行：
1、 推拿整復教室已於 6 月初建構完善，國立屏東大學第一期傳統
整復 iCAP 證照班於 7 月 22 日開始上課，學員們來自各地，有
整骨師、工作室業者、老師、畢業校友及在學學生（體育學系
4 位學生）
，共計 23 位學員，一起投入 32 天共計 288 小時密集
課程中，於 8 月 27 日結訓！學員們非常感謝本校所提供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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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計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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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完整及舒適學習之專業教室，讓大家於密集上課中不感疲
倦。
2、 推拿整復教室未來場地規劃：
續辦推拿整復證照班。
體育學系專業教室。
體育室活動會議室。
三、院實體化執行情形：
1、 理學院建置跨領域學程「應用科技產業學分學程」
，開設具社會
就業趨勢、融入產業實務之院主導教學課程，並結合產業實務
與趨勢，漸進推動三明治授課模式，落實理論實務並重之理念。
108 年度院主導開設之教學課程共計 5 門。
2、 開設業師協同課程，增加學生對於業界趨勢之認識，瞭解並強
化產業所需之知能，培養其實務應用及職涯想像能力，有效縮
減學用落差。截至目前 108 年度業師協同課程共計 5 門 19 場。
學校在啟動校務研究初期，通常會先著重於資料的蒐集與管理，
一般稱之為「資訊管理」
（Information Management，簡稱 IM）階段，
這是 IR 的準備期（IR 1.0）。當資訊蒐集與管理機制建立後，便能把
相關數據資料運用於分析與規劃，以發揮資訊價值，進入真正的「校務
研究」
（IR2.0）
；在這階段，校務研究能協助進行標竿對象的分析比較，
以及對機構未來的規劃。當校務研究的任務成熟後，接著就邁入「校務
效能」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簡稱 IE）成熟期（IR 3.0）
，這一階
段目的在於促使學校更有效率地運作與經營；重點是透過校務研究的
過程與成果，檢核其產出績效及學校發展目標的達成情形，以驗證學
校在前兩階段所做的努力。為了讓學校更上一層樓,故希冀除了蒐集數
據並進行分析外,將分析的資料進行改善的動作,稱為成長期（IR 4.0）
。
屏東大學除了蒐集資料分析資料外,並能將成學生 EP 系統蒐集到的數
據資料進行改善給予與校內正成長關鍵，故智慧校園命名為智慧校園
4.0。
智慧校園沒有總務處參與，因為當初智慧校園 4.0 的定義主軸為
學生，並非以學校硬體設施來規劃，所以不屬於總務處的業務。

貳、工作報告：
一、本校執行 108 年高教深耕計畫主冊達教育部請款條件(第一期款實支
70%)，本中心已於 108 年 8 月 27 日函報請款第二期款(1,757 萬 7,534
元)，並於 108 年 9 月 17 日撥款入帳。
二、高教深耕計畫主冊執行率截至 108 年 9 月 30 日實支為 38%，動支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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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宣達高教深耕計畫管考平台填報(https://sprout.moe.edu.tw)將
於 108 年 10 月 7 日正式上線供各校填報(並回溯 107 年 KPI 回填)，
本中心已於 108 年 9 月 26 日出席管考平台說明會議及教育訓練，會
中宣達部分數據由校務基本資料庫匯入，其餘將需各單位上網統計
填報，本中心將另召開校內管考填報說明會議，敬請各子計畫(含附
錄)承辦同仁出席與會，USR 計畫管考另於 USR 網站平台填報。
四、高教深耕計畫平台另一功能為教育部發佈訊息及供各校發佈學校最
新重大消息或執行亮點成果及活動等，經教育部審核可於前台發佈。
五、針對 109 年高教深耕計畫訪視、管考形式及滾動修正計畫等相關訊
息，教育部將於 10 月底召開會議說明。
六、高教深耕計畫主冊、附錄及附冊進行各計畫 5-8 分鐘簡要重點報告
階段成果(如附件 1 簡報)。
七、經費執行率如附件 2。
主席回應：
一、目前已執行兩年左右的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要呈現怎麼樣的特亮點
請各子計畫盤整。各單位藉由此次報告請一併說今年底成果展預定呈
現之成果內容，亦請教務處統籌成果展細節安排，思考成果展辦理時
間、邀請對象及內容安排等，使學校整體形象有向上提升並豐富呈現
有讓外界對本校具加分效果。
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管考平台上線的填報工作請大家謹慎看待及填報，
這將為未來教育部或外界看待學校整體發展之重要依據。
三、針對 109 年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四項計畫提報已在上週
完成撰寫及申請作業，謝謝林副校長帶領四個團隊完成計畫提報。
四、109 年到 111 年後三年的高教深耕計畫主冊架構規劃，我和教務長也
進行部分微調計畫，希望我們可以執行得更聚焦；附錄輔助弱勢部分
請學務處著手對應弱勢補助部分，募資部分也請持續追蹤。
五、為了使會議更有效率及執行成果之掌握，建議下次簡報的報告部分期
望各單位再更簡潔並挑選簡要重點做說明報告，並呈現今年度執行成
果、成效與去年度執行差異及成長表現，請教學資源中心思考未來報
告格式再簡化，並控管各子計畫在有限時間內報告執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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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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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校慶系列活動，擬訂於 108 年 12 月 4 至 9 日辦理「高教深耕計
畫成果展」
，分為分享會、靜態展覽及動態擺攤活動等三種型態。
二、成果展暨分享會：預定 108 年 12 月 4 日(星期三)舉辦「高教深耕計畫
成果展暨分享會」
，地點為屏商校區圖資大樓 12 樓 1203、1205、1207
會議室，經彙整各子計畫分享主題後，將同時間三場地分別進行，目
前暫定邀請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人員進行專題演講，及本校教
師執行計畫之成果分享，預計 7 大類別 34 場次(議程表暫定如附件 3)。
三、成果靜態展覽：預定 108 年 12 月 5 至 7 日(星期四~六)及 9 日(星期
一)於屏商校區活動中心 1 樓穿堂進行
「高教深耕計畫成果靜態展覽」
。
四、動態擺攤：預定 108 年 12 月 8 日(星期日)於屏商校區中央步道(行政
大樓左側與中央草坪間)舉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動態活動」
，預計擺
設 12-15 個攤位，並進行成果行銷、有獎徵答及互動闖關等活動。
五、目前工作進度為教學資源中心已於 108 年 9 月 10 及 24 日召開 2 次內
部工作會議，完成工作任務分組、籌備時程表、彙整參與子計畫內容，
初步確認時間、地點、流程及欲邀請之主持/分享人，並預定於 10 月
中旬邀集相關單位召開第 1 次籌備會、11 月中旬召開第 2 次籌備會。
決議：
一、成果展暨分享會訂於 108 年 12 月 4 日(星期三)辦理，專題演講邀請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程式設計推動辦公室李蔡彥教授擔任主講人；成
果海報靜態展覽預定自成果分享會起至校慶結束；結合校慶動態擺攤
請評估 12 月 8 日(星期日)或 9 日(星期一)擇較佳日期並且人潮眾多時
辦理。
二、各分項主題成果分享會請精實辦理，將各子計畫最具特色亮點成果呈
現，並可邀請高教深耕計畫影響及評估辦公室相關指標性成員擔任主
持人及與談人參與，給予學校執行回饋。
三、請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思考參與此次成果展邀請對象，並規劃籌備會
議另行召開會議邀請各子計畫負責單位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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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略。
陸、散會：同日下午 17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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