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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部技專校院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計畫 

第四次跨校工作會議紀錄 

 

會 議 時 間 ： 107 年 12 月 4 日（二）17:30-19:00 

會 議 地 點 ： T0101 大會議室 

主    席 ：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蕭百芳副教授 

出  席  者 ： 

南榮科技大學生活應用學院代理院長劉淑玲副教授兼休閒運

動管理系系主任、南榮科技大學美容造型設計系沈雅琦副教

授、南榮科技大學應用日文系陳美惠助理教授、南榮科技大

學營建與空間設計系邱瀅儒講師、明道大學景觀與環境設計

學系黃廷碩講師、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王慶安教授兼

主任秘書、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蕭百芳副教授、南臺

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蔡蕙如副教授、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薛清江副教授、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雯宜助

理教授、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方子毓助理教授、南臺

科技大學工業管理與資訊系顏慧助理教授兼研究發展暨產學

合作處專案管理組組長、南臺科技大學工業管理與資訊系丁

介人副教授、南臺科技大學工業管理與資訊系曾碧卿助理教

授、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陳姿汝助理教授。 

記    錄 ： 王茗禾助理 

  

壹、業務報告 

案由一：有關 108 年度 USR 推動中心重點工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108 年度 EXPO 預計在明年的 10-11 月於高雄舉辦，請各

區提前規劃展覽內容。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計畫 12/14 成果分享暨成果展，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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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議程如附件一、活動海報如附件二。 

二、 活動場地 13 樓位置圖如附件三，1 樓如附件四，請各區依

此圖討論展覽空間的規劃。 

三、 有關 12 樓展版及桌子數量，信義街區：8 塊展版、4 張桌

子，民生綠園區：5 塊展版、6 張桌子，總計畫+神農街區

+鹽水區：32 塊展版，請各區檢查是否有誤。 

四、 張副校長建議，各區成果分享及展覽區介紹需有區隔，成

果分享由各區主持人報告，展覽區由參與協會或同學來分

享。 

五、 有關布置時間，因 12/13 有其他單位租借場地，因此需請

各區配合於 5 點後，再至 E13 樓布置場地。 

六、 12/14 中午結束，展區將移至圖館一樓大廳，請各區要派

人力一起撤移，並於一樓自行布置。 

七、 請各區彙報 12/14 當天上下午的工作人員數量，以利工作

人員簽到單繪製。 

八、 有關成果分享請各區大力宣傳，並上網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zFtp01ffretwWMQH3  

九、 各區成果分享的簡報檔最晚 12/10 繳交，以利手冊的製作 

十、 各區展版的海報檔最晚 12/11 繳交，以利統一輸出 

十一、各區一萬五千元的布置費，請繳交有學校統編的收據與 

      發票，以利核銷作業。 

決 議： 

 

(一) 12/13布展會統一訂晚餐，請各區統計工作人員人數。 

 

案由二： 有關計畫網頁建置的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計畫第一年成果報告繳交在即，除了成果報告外，還要一

些執行的佐證資料當附檔。然各區網頁多數皆從開學以來

就沒有更動過，請各區助理自我檢討，儘速更新填充相關

資料，以利成果報告的繳交。 

二、 若有舉辦活動，請繳交成果表單、活動照片及說明 10 張、

若有會議請繳交會議紀錄及照片。 

三、 請各區助理持續檢視確認 google 表單裡自己區域的行事

https://goo.gl/forms/zFtp01ffretwWMQ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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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有無錯誤，或者是否需要修正更改。 

決 議： 

 

(一) 因成果報告書只能放 30頁，因此請各區成果報告內容以亮點為主，

細部的請各區放上網頁，並提供網址。 

 

案由三：有關各區之 kpi 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請各區檢視 11 月的 kpi，填寫 KPI 達成情形管考整體回覆

表 11 月的內容，並附上佐證資料。。 

二、 若未能達成查核內容應有績效，請各場域召集人說明原因，

並研提具體之因應對策。 

三、 因為第一年計畫時程即將結束，也請各區檢視到年底是否

能夠完成計畫書所設定的 kpi。 

 

決 議： 

 

(一) 為了統整各區成果報告資料，請各區 KPI備註欄除了放網址外，也

要多寫一些說明。 

(二) 請各區特別注意要檢視 KPI 寫的內容和網頁上放的內容以及成果報

告的內容是否一致。 

(三) 請各區於 12/5繳交，若來不及最晚沿 1至 2天。 

 

 

案由四：有關 107 年度計畫成果報告，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計畫規定 12/20 於線上繳交成果報告。張副 12/14 就要我

們繳交初稿 

二、 評核方式分為書面審查及實地評核，透過11/19的說明會，

以及與鄭育萍博後的討論，重點在於「在地連結」、「人才

培育」、「跨科系、跨團隊或跨校串聯」與「各校校務發展

推動是否有效支持 USR 計畫」，尤其是大學的主要角色，

人才的培育，也就是課程的部份。 

三、 書面報告評核重點以是否落實原計畫之目標及執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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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I)，佔評核的 70%、有潛力或亮點案例，佔評核的 30%、

檢討建議及因應措施，為評核的 5%外加項。 

四、 針對成果報告書各區需要配合撰寫的部份，如附件五有標

黃底的部份，是需要各區撰寫給我資料。請各區於 12/8

以前繳交。 

五、 有關計畫成果報告說明會簡報網址：

http://usr.moe.gov.tw/Upload/files/1071114-107USR%E8%A

9%95%E6%A0%B8%E4%BD%9C%E6%A5%AD%E8%A

A%AA%E6%98%8E%E7%89%88.pdf。 

決 議： 

 

(一) 有關場域評核，因評核時間在 2 月左右，正逢元宵花燈展覽期間，

因此決議寫神農街與普濟殿兩個有花燈展的場域。 

(二) 兼任助理的工作請各區要自行分工。 

(三) 字體主文以 14號字撰寫，表格內以 12號字。 

(四) 跨校交流及合作推動進度，主要寫 7月份參加 EXPO活動和校內 BC

類所舉辦的 A培訓練與交流活動。也請方子毓老師和劉淑玲老師協

助繳交參與其他學校的活動內容。 

(五) 重點工作推動進度雖非必要項目，但請各區還是要說明。 

(六) 自訂指標達成情形，請各區特別註明該月亮點。 

(七) 未來推動請各區說明明年要做的事，若有變更請寫更改內容以及說

明原因，目前鹽水區會有重大變更。 

(八) 附件主要放報導，紀錄則放上網站以連結方式呈現。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 

 

  

http://usr.moe.gov.tw/Upload/files/1071114-107USR%E8%A9%95%E6%A0%B8%E4%BD%9C%E6%A5%AD%E8%AA%AA%E6%98%8E%E7%89%88.pdf
http://usr.moe.gov.tw/Upload/files/1071114-107USR%E8%A9%95%E6%A0%B8%E4%BD%9C%E6%A5%AD%E8%AA%AA%E6%98%8E%E7%89%88.pdf
http://usr.moe.gov.tw/Upload/files/1071114-107USR%E8%A9%95%E6%A0%B8%E4%BD%9C%E6%A5%AD%E8%AA%AA%E6%98%8E%E7%89%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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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會議紀錄照片 

 
圖一：百芳老師主持會議場景 

 
圖二：信義街區討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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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文化底蕴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 成果分享暨成果展議程表 

 

時間 演講者/活動內容 地點 

09:00~09:30 報到、領取資料 E 棟 13 樓川堂 

09:30~9:40 
開幕式 

主講者：南臺科技大學 張鴻德副校長 

E 棟 13 樓 

念慈國際會議廳 

9:40~10:00 
成果分享(一)五條港區 1：總計畫與神農街區 

主講者：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蕭百芳老師 

E 棟 13 樓 

念慈國際會議廳 

10:00~10:20 
成果分享(二)五條港區 2：信義街區 

主講者：南臺科技大學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曾碧卿老師 

E 棟 13 樓 

念慈國際會議廳 

10:20~10:30 茶敘 E棟13樓茶敘大廳 

10:30~10:50 
成果分享(三)府城：民生綠園區 

主講者：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蕙如老師 

E棟13樓念慈國際

會議廳 

10:50~11:10 

成果分享(四)月津港區：橋南老街區 

主講者：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蕭百芳老師 

    鹽水區橋南社區發展協會    鄭惠澤執行長 

E棟13樓念慈國際

會議廳 

11:10~11:50 展區導覽與交流 E棟13樓茶敘大廳 

11:50~12:20 座談 E棟13樓念慈國際

會議廳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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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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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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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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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壹、 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請以 2 頁為限，說明計畫執行重點、本年度實質進度、主要成果及亮點) 

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區都要撰寫繳交 

貳、 推動進度與產出 

(請說明計畫實施情形及里程碑成果達成情形（可將相關紀錄、報導或數據列於附件以作

為佐證）) 

一、 團隊形成與推動機制運作進度(含計畫整體推動架構落實情形、團隊成員組成完

整性與穩定性、計畫協調機制及相關會議或活動辦理情形、團隊成員投入情形等；

若團隊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或主要成員有異動，請提出說明) 

[註]本項評核重點如下：（請依計畫實際執行內容提供相關具體資訊） 

 團隊專、兼職人員聘用率（到任率及聘用人月執行率） 

 團隊成員投入積極度與任務安排妥適性 

 推動方向與計畫目標契合度 

 計畫協調機制與相關會議或活動辦理積極度 

 

二、 教學創新、課程發展及實施進度（含開課數量、修課人數、課程發展機制與相

關活動、教師社群運作機制及相關活動、跨學科課程推動成效、課程品質及學習成

效評量機制等） 

[註]本項評核重點如下：（請依計畫實際執行內容提供相關具體資訊） 

編號 姓名 學校／職稱 主要學經歷及專長 參與本計畫之主要工作項目 實際投入月數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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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相關課程開課數及修課人次 

 課程內涵與計畫目標契合度 

 教學模式創新性與跨領域教學落實成效  

 教師社群運作及教學工作坊辦理成效 

 

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區都要撰寫繳交 

 

三、 實踐場域經營與夥伴關係發展進度（含師生與專任人員投入場域經營時間及參

與活動情形、活動辦理情形及參加人次與成效、與場域民眾及社群的夥伴關係發展

情形、對場域問題的掌握或產生的改變及效應等） 

[註]本項評核重點如下：（請依計畫實際執行內容提供相關具體資訊） 

 場域實踐活動辦理次數及參與人次（師生、計畫成員及地方人士） 

 計畫成員及學生進駐實踐場域之積極度 

 計畫對場域實際問題及夥伴關係的掌握度 

 協助解決場域問題，落實地方創生之實質進展 

    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區都要撰寫繳交 

 

 

四、 跨校交流及合作推動進度（含辦理與參與校內外 A/B/C 類計畫活動及合作交流

情形、推動跨校協同運作或聯盟情形(C 類計畫為主)等） 

[註]本項評核重點如下：（請依計畫實際執行內容提供相關具體資訊，並非每項皆需有對應產出提

供評估） 

 參與跨校培力或交流活動之積極度 

 參與跨校培力或交流提升本身計畫執行品質之成效 

 參與跨校合作之積極度與落實成效 

 辦理跨校培力或交流活動次數及他校人員參與人次 (B/C 類計畫為主) 

 推動跨校協同運作或聯盟之積極度 (C 類計畫為主) 

請有參與其他計畫活動夥伴填寫活動名稱日期場次 

五、 資源鏈結及外部合作推動進度（含學校在行政、空間、經費之支持情形與配合

款來源、與地方政府、企業及社群互動與合作情形、 外部資源鏈結情形、國際接

軌與合作推動情形等） 

[註]本項評核重點如下：（請依計畫實際執行內容提供相關具體資訊，並非每項皆需有對應產出提

供評估） 

 實質合作機構或團體數量及其投入度   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

區都要撰寫繳交 

 計畫本身經費外所獲得之經費挹注額度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

區都要撰寫繳交 

 學校支持計畫之資源投入積極度  主秘 

 與地方政府、企業及社群互動及合作成效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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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區都要撰寫繳交 

 國際接軌及合作推動成效 

 

六、 經費執行進度 

[註]本項評核重點如下： 

 計畫經費執行率 

 經費運用與計畫目標之契合度 

 

七、 其它重點工作推動進度 (非必填項目) 

[註]本項評核重點如下：（請依計畫實際執行內容提供相關具體資訊） 

 計畫自提重點工作之實際成效 

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區都要撰寫繳交 

參、 執行效益 

一、 亮點或具潛力之成果案例(計畫中可供各界參考的執行亮點或特色內容，宜有重

要成果（outcome）與貢獻（impact）內涵) 

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區都要撰寫繳交 

二、 USR 共同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量化成效 質性成效 佐證說明 

(具體佐證資

料請列於附件

處) 

師生參與成效 

(師生參與計畫相關

工作推動、場域經

營、課程開發及講

授、修課等之成效) 

(請填參與

人數) 

 請提供相關佐

證資料 

地方人士參與成效 

(各界人士參與計畫

相關工作推動、場域

經營及交流、課程開

發及講授等之成效) 

(請填參與

人數) 

 請提供相關佐

證資料 

教師成長績效 

(USR 案例分享、課程

開發分享及觀摩、教

師工作坊等共學活

動) 

(請填活動

辦理數量) 

 請提供教師成

長相關活動內

容及辦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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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激勵機制之推動

成效 

(如排課彈性、減授鐘

點、放寬升等年限、

擴充升等管道等) 

(請填實際

獲得相關

機制激勵

之教職員

人數) 

 請提供相關佐

證資料 

跨領域整合課程推動

成效 

(請填課程

數) 

 請提供課程名

稱及相關資料 

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區都要撰寫繳交 

三、 計畫自訂績效指標達成情形：(請依原核定計畫書所列量化及質化績效指標，列

表逐項說明達成情形) 

[註]第參項評核重點如下：（請依計畫實際執行內容提供相關資訊，並非每項指標皆需有對應產出

提供評估） 

 USR 共同績效指標達成率 

 計畫自訂績效指標達成率 

 績效指標達成品質 

 計畫成果衍生效益之顯著性 

 亮點案例之重要性及實質貢獻度 

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區都要撰寫繳交 

肆、 差異分析與因應措施 

一、計畫實際執行與原計畫規劃內容及預定進度之差異分析及因應措施 

二、108 年度細部工作事項、預定進度(甘特圖)及查核點內容。 

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區都要撰寫繳交 

伍、 對未來推動的檢討與建議（若無有別於以往的建議，可免填） 

一、計畫執行需要學校支持或協助之相關事項 

二、對 USR 推動中心角色功能及相關服務事項之建議 

三、計畫推動需要教育部、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協助、協調或與其他相關計畫互相配合

之處 

四、計畫對法規鬆綁及政策制定之相關建議 

[註]第肆與第伍項之評核重點如下：  

 108年度預定進度及查核內容之完整性及積極度 

 差異分析內容具體性及完整性 

 因應措施之可行性與積極度 

 未來推動建議之重要性與可行性 

神農街區、信義街區、民生綠園區、橋南老街區都要撰寫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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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108年申請計畫變更事項（若無申請變更規劃，可免填） 

一、計畫執行內容變更（執行架構、重點項目、場域、績效指標等；無本項變更者，可

免填；實施細節之調整請自行處理，不用提出申請變更） 

二、計畫主持團隊變更（計畫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無本項變更者，可免填） 

三、計畫經費變更（在不增加總經費情形下，依循教育部會計原則之經費調整事項；無

本項變更者，可免填；） 

（所有經評核同意之前述變更事項請納入修正計畫書內容，但計畫經費或主持人變

更事項，請另依行政程序向教育部發函申請以完備程序） 

 

柒、 附件 

(計畫執行相關實地交流、會議紀錄、報導或數據…等相關補充資料。) 

 

註：請以 A4紙張、直式橫書、字體為標楷體 14號字，並採雙面列印；各類型

計畫報告書頁數說明如下： 

 種子型計畫：20 頁為限(不含封面、計畫資料表)，含補充資料至多不超過

40 頁。 

 萌芽型計畫：30 頁為限(不含封面、計畫資料表)，含補充資料至多不超過

50 頁。 

 深耕型計畫：40 頁為限(不含封面、計畫資料表)，含補充資料至多不超過

6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