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校院定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時

間：103 年 9 月 22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貳、地

點：行政大樓 3 樓第 1 會議室

叁、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肆、主

席：葉教務長

伍、主 席 報

告：

陸、工

一隆

紀錄：李孟蓉

作 報 告：

柒、上次會議記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上次會議提案
提案一
體育室「體育游泳課程
教學助理助學金」擬自
102 學年度起納入獎助
學金執行項目案，提請
討論。
提案二
物理教學小組因實務教
學、輔導需要申請教學
助理助學金，提請討論。

提案三
普通化學實驗課程申請
教學助理助學金（如附
件 4），提請討論。

提案四
校院定微積分課程教學
助理助學金（如附件
5），提請討論。
提案五
申請教學助理協助會計

決議
執行情形
依所需總經費的 80％編列 照案執行。
助學金（約 482,960 元）並
請調整游泳課 18 週上課方
式。

同意王英義老師提議，將 照案執行。
服務學習時數級距由原
108 小時調至 144 小時，
助學金額由原 11,800 元調
成 15,700 元，再依調整後
所需總經費（204,100 元）
的 80％編列助學金（約
163,280 元）。
依所需總經費的 80％編列 照案執行。
助學金（約 264,320 元）。
附帶決議：很多基礎課程
在教卓、典範都有編列經
費，如有可由該經費內支
應。
依所需總經費的 80％編列 照案執行。
助學金（約 188,800 元）。

因經費少於 10 萬元，而不 照案執行。
以 80％編列，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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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授課教師相關授課工
作、課程課後輔導及針
對學習有困難的學生，
進行課業的協助及習題
解析，以提升會計學基
礎課程之專業素養。
提案六
因經費少於 10 萬元，而不 照案執行。
102 學年度管理學院經 以 80％編列，並同意毛所
濟學教學助理助學金申 長提議，餘照案通過。
請案（如附件 7），提請
討論。
臨時動議提案一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102 學年度英語聽講練
習 101-104 聘用教學助
理一案，請討論。
捌、討

論 事 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體育教學小組
案 由：體育室「體育游泳課程教學助理助學金」擬自 103 學年度起納入獎助學金
執行項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體委會第 10200073802 號令游泳池管理規範（如附件 1）中第 13 條之
三，游泳教學師生比應為十五比一，現行體育游泳課程每班授課人數約為
60 人，基於學生學習權益及安全考量擬增聘教學助理協助教師授課。
二、103 學年度開設大一體育(1)、大一體育(2)課程共 88 班，體育(游泳補救教
學班) 課程 1 班，暑修體育(游泳)課程約為 3 班，游泳教學助理合計所需人
數約為 55 人，所需經費約為 480,800 元。
三、103 學年度校院定必修課程教學助理助學金提案申請表（如附件 2）。
決 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物技術教學小組
案 由：擬請補助院定必修生物技術課程教學助理助學金，請 討論。
說 明：103 學年院定必修課程生物技術上課班級共 13 班，需教學助理協助授課教
師相關授課工作、課程課後輔導等作業，聘請 TA 人數共 13 人，總服務學
習時數 936 小時，總助學金額 102,700 元（如附件 3）。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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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會計學教學小組
案 由：申請補助會計學院定必修課程教學助理助學金，請 討論。
說 明：
一、會計學課程除了學理之外，另涉及許多運算，同時亦是許多財務相關學科
的基礎課程，對於沒有學過會計學的同學，有較高的進入障礙，且近來陸
續有非本國生就讀，因此，需要會計學教學助理協助教學及輔導工作。
二、會計學教學小組每一學期皆會開設一班補救教學班，協助會計學學習落後
學生課業輔導，每星期 3 小時，因此需要教學助理協助補救教學工作，本
學期並擬試辦視訊遠距補救教學，以提升補救教學成效。
三、因此擬聘請 TA 人數共 15 人，總服務學習時數 1,188 小時，總助學金額
130,200 元（如附件 4）。
決 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外語教學小組
案 由： 英語聽講練習 103 、104 英語教學助理助學金申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 103 學年度之前之英語聽講練習 103、104 課程為授課老師教授 1 小時
課程，助教播放聽力 1 小時，故需要聘任教學助理擔任之。
二、 103 學年度開設英語聽講練習 103、104 課程共 68 班，英語教學助理合計
所需人數為 34 人，服務學習時數為 1,224 小時，所需經費為 136,000 元（如
附件 5）。
決 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物理教學小組
案 由：物理教學小組因實務教學、輔導需要，擬提出教學助理助學金申請，需求
助理總人數 26(人)、總服務學習時數 1,872(小時)、總助學金額 205,400(元)。
說 明：物理教學小組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提供課後加強輔導，且因實驗課程
具專業性及危險性，亟需教學助理從旁協助教師指導學生，並隨時反應學
生狀況，讓教師能充分掌握學生學習情形。教學助理助學金提案申請表，
請參閱附件 6。
決 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化學教學小組
案 由：為能務實維護工、農學院同學普通化學實驗授課品質及實驗技能需要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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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協助事前的準備及課程的進行，因此申請教學助理助學金，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雖然課程時間只有 2 小時，但此課程需要較多的準備時間包括：課程前後
準備及整理共 1 小時、預作實驗 3 小時、配藥 3 小時及助教輔導時間 4 小
時(視修課同學需求而定)共 13 小時，同學花相當多的時間做準備工作。
二、103 學年度開設普通化學實驗(1)課程共 24 班，教學助理合計所需人數為 24
人，服務學習時數為 3,456 小時，所需經費為 376,800 元（如附件 7）。
決 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化學教學小組
案 由：為能務實工、農學院普通化學授課內容與各系同學對普通化學知識的需求
相一致，擬針對工、農學院普通化學授課內容進行調查分析，提請討論。
說 明：將設計包含大小章節標題的普化授課內容問卷，希望藉由各系主任、導師
及研究生的問卷資料，透過整理分析以了解各系對各章節的需求性以作為
工、農學院普通化學授課內容的擬定，希望能除貼近生活所需外也能為往
後各系的專業奠定基礎。並計畫針對內容編輯中文書籍提高實用性及減少
同學購書負擔。
決 議：
玖、臨 時 動

議：

拾、交流討論：
拾壹、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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