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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幼兒教育學系 

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中午 12：00-13：00 

地    點：教育館 B03-316 會議室 

主    席：鄭Ο青主任                          

出    席：如簽到單                              記錄：張ΟΟ芬、黃Ο涵 

壹、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與會。 

2. 依據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 108 年 8 月 13 日通知，教育部重申大專校院應本公平、

公正、公開原則辦理招生，辦理招生甄試倘遭質應儘速查明並主動對外說明，以強

化甄試品質及審查專業性，請各學系將本案納入系務會議宣導。 

3. 圖書館通知，自 108 學年度起研究生學位論文(報告)，若為延後公開或永不公開之

情形，需填寫「延後公開申請書」，相關通知業於 108 年 8 月 27 以 e-mail 轉知各位

老師。 

4. 108 學年度碩士(專)班新生認輔教師及學生名單如下: 

碩專班：謝Ο慧老師 

碩士班：賴Ο龍老師（李Ο芳、徐Ο婷）、宣Ο慧老師（呂Ο萱、陸Ο）、葉Ο菁

老師（陳Ο杰、林Ο蓉）、鄭Ο青老師（陳Ο智、高Ο家）、簡Ο宜老師（盧Ο英、

李Ο儒）、何Ο如老師（楊Ο宜、王Ο毓）、謝Ο慧老師（楊Ο心、蕭Ο真）、吳Ο

名老師（顏Ο庭、季Ο）、楊Ο朱老師（張Ο盈、余Ο清）、孫Ο卿老師（王Ο淳）、

吳Ο椒老師（賴Ο伶） 

5. 本系獲教育部核定108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甄選大學部師資生幼兒園一般教

師，具備特殊教育或輔導 20學分，名額 1名，於 111學年度分發嘉義縣義竹國小，

業於 108年 8月 1日（四）甄選完畢，由鄭Ο青主任、何Ο如老師、吳Ο名老師、

謝Ο慧老師，及嘉義縣特幼科李Ο懋科長擔任評審委員，並經本校 108年 8月 13

日「108學年度公費生甄選第 3次研商會議」決議，幼教系正取為李Ο諭（學

號:1063693），備取為劉Ο伶（學號:1063682）。擬由鄭Ο青老師協助擔任輔導老師。 

6. 本系獲教育部核定108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甄選研究所師資生幼兒園一般教

師，需加註輔導專長，名額 2 名，於 111 學年度分發至嘉義市吳鳳幼兒園(特殊地區)、

嘉義市復國幼兒園(特殊地區)，經 108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錄取蕭Ο真、季Ο等

2 位同學，實際分發學校於入學後，由本系召開公費生相關會議決定。擬均由鄭Ο

青老師協助擔任輔導老師。 

7. 108 年 8 月 20 日(二)本系辦理 108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 (大二以上)1 名，邀

請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林Ο蓉助理教授、嘉義市私立孩子國幼兒園張Ο紐園長、

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陳Ο如園長擔任面試委員，錄取名單業經師資培育中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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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同學為 1053717 林Ο馨，擬由班導師簡Ο宜老師協助擔任輔導老師。 

8. 108 年 9 月 1 日(日)本系與所學會辦理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與會同

學碩士班約 11 位、碩士在職專班 13 位，感謝本系鄭Ο青主任、吳Ο名老師、賴Ο

龍老師出席座談。 

9. 108 年 9 月 1 日(日)本系與系學會合作辦理大學部新生暨新生家長座談會，與會新

生及家長共約 40 人，感謝本系鄭Ο青主任、吳Ο名老師、賴Ο龍老師出席座談，

同時感謝系學會全體工作同仁的辛勞。 

10. 今(108)年第 2 次教師資格檢定業於 7 月 29 日(一)放榜，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共

計 37 人報考幼兒園師資類科，32 人通過檢定，教檢通過率 86.49%，另有大學部應

屆畢業生 2 人及碩士班畢業生 2 人報考小教師資類科，4人均通過檢定。 

 幼兒園師資類科：廖Ο敏、郭Ο妤、林Ο均、賴Ο羽、葉Ο嘉、林Ο菱、林Ο蓉、

陳Ο蓉、陳Ο晴、林Ο萱、吳Ο儀、張Ο文、黃Ο潔、夏Ο淇、洪Ο寶、林Ο涵、

王Ο萱、林Ο珊、陳Ο慧、羅Ο珮、高Ο謙、陸Ο、林Ο邡、劉Ο佑、盧Ο英、

蔡Ο叡、施Ο秀(非應屆)、游Ο儒(非應屆) 

 小教師資類科：林Ο丞、李Ο芳、劉Ο岑、洪Ο德 

11. 恭賀本系 106 級林詩瑜系友榮登 108 年度台中市沙鹿區市立北勢國小附幼教甄榜

首。榜單如下，本年度共錄取 30 位。 

學號 姓名 錄取縣市或學校 

0973238（大學部） 康Ο姿 臺北市萬華區市立西門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03682（大學部） 邱Ο娟 新北市泰山區市立明志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13750（大學部） 郭Ο娟 新北市板橋區市立大觀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13782（大學部） 宋Ο涵 新北市永和區市立頂溪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33682（大學部） 卓Ο儒 新北市公立淡水國中附幼正式教師 

0973255（大學部） 施Ο秀 新北市立新莊幼兒園教保員 

1056622（碩專班） 陳Ο君 新北市樹林區市立彭福國小正式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 

1023687（大學部） 鄭Ο媛 新北市立光興國小正式教師 

0993597（大學部） 鄭Ο姍 桃園市楊梅區市立瑞埔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33691（大學部） 黃Ο寧 桃園市龜山區市立大湖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23693（大學部） 林Ο瑜 台中市沙鹿區市立北勢國小附幼正式教師（榜首） 

1033708（大學部） 徐Ο廷 台中市大甲區市立文昌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33694（大學部） 張Ο瑄 南投縣國姓鄉縣立北山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50808（碩士班） 沈Ο馨 南投縣仁愛鄉清境國小正式教師 

1060725（碩士班） 陳Ο妤 雲林縣斗六市立幼兒園正式教保員 

0970819（碩士班） 陳Ο樺 嘉義縣民雄鄉縣立大崎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13778（大學部） 蔡Ο婷 嘉義縣朴子市縣立大同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0990707（碩士班） 金Ο郁 嘉義市東區市立蘭潭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00684（碩士班） 王Ο芳 嘉義市西區市立幸福幼兒園正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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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3221（大學部） 劉Ο瑜 嘉義市東區市立蘭潭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0983677（大學部） 蘇Ο珊 嘉義市西區市立幸福幼兒園正式教師 

1013738（大學部） 吳Ο纹 嘉義市西區市立大同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23710（大學部） 吳Ο玲 嘉義市西區博愛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33703（大學部） 張Ο婷 嘉義市西區市立幸福幼兒園正式教師 

1077197（碩專班） 辛Ο萍 臺南市龍崎區市立龍崎國小附幼正式教保員 

1013737（大學部） 何Ο亭 高雄市北嶺國小附幼教保員 

1023707（大學部） 周Ο婷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正式教師 

1033689（大學部） 李Ο羽 桃園市立龜山幼兒園正式教保員 

1033696（大學部） 蔡Ο岷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正式教保員 

1013783（大學部） 方Ο庭 桃園市復興區三光國小正式老師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1. 關於 108學年度校級及師範學院相關委員會或代表名單推選案，決議如下： 

（1） 校務會議代表 1 名：吳Ο椒老師 

（2） 院務會議代表 1 名：吳Ο名老師 

（3） 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1 名：孫Ο卿老師 

（4） 院教評會委員 1 名（需列正備取）：楊Ο朱老師(正取)、葉Ο菁老師(備取) 

（5）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代表 1 名：宣Ο慧老師 

（6） 學生職涯輔導工作推動委員會代表 1 名：鄭Ο青主任 

（7） 研究發展會議代表 1 名：宣Ο慧老師 

（8） 院圖書建購委員會代表 1 名：何Ο如老師 

（9） 師範學院國際及兩岸交流推動小組委員會選任委員 1 名：楊Ο朱老師 

2. 關於 108學年度本系相關委員會名單推選案，決議如下： 

（1） 本系課程規劃委員代表鄭青青（當然委員）、葉Ο菁、何Ο如、宣Ο慧、孫Ο卿、

謝Ο慧，校外委員為畢業校友黃Ο娟、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市私

立景仁幼兒園園長、嘉義市立幸福幼兒園園長、南華大學幼教系林Ο蓉老師（婉

拒，改聘國立臺南大學幼兒教育系林Ο芬老師）、學生代表為系學會會長。 

（2） 系教評委員會代表鄭青青（主任兼當然委員）、楊Ο朱、葉Ο菁、吳Ο椒、宣Ο

慧、何Ο如、張Ο銘，另以下為備取委員：劉Ο通（備 1）、丁Ο權（備 2）、陳

Ο聰（備 2）。 

（3） 系招生策略委員會委員為鄭Ο青主任、楊Ο朱、吳Ο椒、謝Ο慧、吳Ο名，共 5

位委員。 

（4） 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代表為鄭Ο青主任、何Ο如、宣Ο慧、孫Ο卿、簡Ο宜、

賴Ο龍，共 6 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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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務會議時間案，決議：照案通過，初步規劃日期為 108

年 9 月 17 日、10 月 22 日、11 月 26 日、1 月 7 日。 

4. 關於是否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幼教系教育實習生模擬試教案，決議：由孫Ο卿

老師協助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辦理模擬試教。 

5. 關於中等學校職業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修訂及增設群科案，決議如下： 

（1） 照案通過「家政群幼兒保育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2） 108 學年度不申請增設學科、領域、群科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6. 關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珍本奇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申請案，決議如下： 

（1） 本學期核發獎助學金 5 萬元，餘 5 萬元於下學期公告提出申請後核發。 

（2） 陳Ο茵（1063715）、呂Ο璇（1053693）、陳Ο瀚（1053706）、劉Ο岑（1070574）

等 4 位同學獲珍本奇有限公司獎助學金（優秀學生），各 5000 元。 

（3） 王Ο均（1073646）、黃Ο瑛（1063709）、張Ο忻（1073659）、何Ο慈（1053716）、

王Ο雯（1053684）、吳Ο璉（1070575）等 6 位同學獲珍本奇有限公司獎助學金

（勤學學生），各 5000 元。 

7. 關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文樹獎學金申請案，決議：林Ο穎（1053711）、許Ο綿

（1053708）等 2 位同學獲文樹獎獎學金，各 5000 元。 

8. 關於本系教師申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參訪車費補助申請案，決議如下： 

（1） 1 年級謝Ο慧老師「兒童文教事業經營與管理」、4 年級孫Ο卿與簡Ο宜老師「幼

兒園教保實習（I）」本學期每班至多補助 1 萬元。 

（2） 2 年級孫Ο卿老師「幼兒戲劇」與何Ο如老師「幼兒英語圖畫書的教學應用」協調，

以每班每學期至多補助以 1 萬元為最高上限。 

（3） 3 年級何Ο如老師「幼兒多元文化教育」、楊Ο朱老師「幼兒學習環境設計」與鄭

Ο青老師「幼兒園教材教法（II）」協調，以每班每學期至多補助以 1 萬元為最高

上限，另加 2 年級時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保留未核銷之校外參觀補助遊覽補助費 1

萬元，共計至多補助以 2 萬元為最高上限。 

9. 關於本系經費案，決議：系辦筆電暫緩購置，餘照案通過。 

10. 關於 108 學年度幼兒教育類科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案，決議：照案通過。 

11. 關於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修正案，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系務諮詢委員會 108-109學年度組成委員，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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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本系系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3 條，該會之任務為有關本系特色及未來

發展方向、中長程發展計畫、促進本系教學研究服務及推廣等事宜之諮詢。…該組

成委員任期兩年，置委員 7-9 人。除主任為當然委員外，校內委員由本系教師互推

產生，校外委員由系主任敦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人數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 

2. 關於委員之推舉，請討論。 

3. 歷年名單如下： 

學年度 系內 校外 

100-101 葉Ο菁、楊Ο朱、吳Ο名、何Ο

如 

盧Ο貴、郭Ο唫、江Ο穎、呂Ο、

呂Ο櫻、李Ο样 

102-103 葉Ο菁、楊Ο朱、吳Ο椒 薛Ο真、盧Ο貴、高Ο嬅、陳Ο

茵、黃Ο惠 

104-105 鄭Ο青、楊Ο朱、葉Ο菁、謝Ο

慧 

黃Ο楟、郭Ο唫、陳Ο君、105

年許Ο齡老師遞補郭Ο唫老師。 

106-107 鄭Ο青、楊Ο朱、葉Ο菁、謝Ο

慧。 

嘉義市幼教學會蘇Ο波理事

長、嘉義市政府教育處特幼教育

科沈Ο美科長、清華大學幼兒教

育系許Ο齡老師、嘉義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設幼兒園黃Ο惠

主任、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馬Ο琳老師 

決議：系內部分為鄭Ο青、簡Ο宜、何Ο如、吳Ο名。校外部分為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林Ο生處長、嘉義縣政府教育處李Ο華副處長、嘉義市幼兒教育學會趙Ο煇理事

長、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江Ο莉老師、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

義市私立景仁幼兒園麻Ο珊園長、黃Ο傑講座教授。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8 年度學期將再辦理說故事能力檢定，關於檢定主題，請討論。 

說明： 

1. 本學期將再辦理說故事研習及檢定。 

2. 依據本系故事說演能力檢定暨授證實施要點第 4 條第 1 項「…於每次檢定公告前抽

出 3 個主題…」。 

3. 主題範圍庫為自我概念、家庭、人際關係、人與大自然、美德、生命教育、性別角

色、多元文化、弱勢關懷、想像、情緒等 11 個主題。 

4. 本學期辦理時間研習為 108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56 節，檢定為 12 月 25 日下午。 

決議：經抽籤，檢定主題為性別角色、家庭、情緒。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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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關於幼教專班是否繼續開班檢討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秘書室通知 108 年 8 月 27 日行政座談應追蹤執行事項（請檢討幼教專班是

否繼續開班），填寫工作進度說明或未來規劃期程。 

決議：在未收到教育部同意幼教專班與幼教系之教檢通過率分開計算之公布訊息前，建

議不繼續開班。 

 

提案四   

案由：關於 108 學年度幼教專班及幼兒園長班授課教師確認案，請討論。 

說明： 

1.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詢問 108 學年度幼教專班及幼兒園長班授課之教師安排，哪幾門

課幼教系老師可以教授，還是要照去年上課老師為主。 

2. 幼專班開課日期為 9/14 或 9/21(學員投票中)(原則上週六上課)，園長班預計 10 月份

開課(週日上課)，請參閱 108 學年度幼教專班及幼兒園長班科目表，如附件頁 1-3。 

決議：請老師們於 9 月 13 日（星期五）前回報產推處推廣教育組可授課程，屆時將由

該組自行辦理排課事宜。 

 

提案五 

案由：關於招生簡章校系分則說明或備註字句調整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務處招生組 108 年 8 月 27 日通知，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原則，各系於

訂定各學制班別招生簡章時，應依「各大專校院招生簡章校系分則說明或備註字句

調整建議參考」，撰寫招生簡章之系分則說明或備註，並自 109 學年度起適用。 

2. 本系大學部個人申請及繁星推薦之招生簡章校系分則於「甄試說明」或「備註」均

為「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異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精神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屬不適宜字句，須作修改。 

3. 請參閱「各大專校院招生簡章校系分則說明或備註字句調整建議參考」，如附件頁

4-11。 

決議：修改為「本系之實習課程須有大量接觸幼兒的機會，適合細心沈穏、具人際互動

溝通協調能力、能控管自身情緒者。」。 

 

提案六 

案由：關於碩士班公費生招生考試項目分配案，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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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務處招生組表示，本系將「資料審查」項目配置於複試階段，規定「資料審查」

相關表件為通過初試可參加複試者，方須繳交，而幼稚(兒)園教師證書及身分證影

本須先寄至招生組，致報考生常搞混併寄予招生組，或電詢招生組，造成該組困擾，

建議比照輔諮系將「資料審查」項目配置於初試階段。 

2. 請參閱本系及輔諮系 108 學年度公費生招生分則，如附件頁 12-15。 

決議：維持「資料審查」相關表件為通過初試可參加複試者，方須繳交，但於「規定繳

交表件」欄位中將初試及複試所須繳交表件分述，初試表件寄至招生出版組收，

複試資料審查表件寄至本系辦公室收。 

 

提案七  

案由：關於本系中等學校家政群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 108 年 9 月 4 日函示「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專門課程一案，修正後同

意備查。 

2. 業依審查見修正「家政群幼兒保育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請參閱附件頁 16-23。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對照表、「家政群幼兒保育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提案八  

案由：關於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公費生培育與輔導要點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8 年 8 月 13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之「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

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作修正。 

2.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

院幼兒教育學系公費生培育與輔導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國立嘉義大學師

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公費生培育與輔導要點修正草案」。附件頁 24-37 

決議：照案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實施。 

 

肆、臨時動議︰ 

                                                          提案人：楊Ο朱老師 

案由：關於碩士生二年級張Ο平（學號：1070585）申請跨學制修課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系碩士班課程修習要點第 5 點第 9 項規定，「本系研究生需選修非本系（或跨

學制）課程以抵免畢業學分時：(1)如為本校外系（或跨學制）課程，需經過指導教

授(或認輔導師)認可同意；(2)跨校選課時，需先經過指導教授(或認輔導師)認可同

意，再經課程規劃委員會同意，始可認列為畢業學分，上述抵免之最高上限為 6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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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 張生於 108 年 1 月 16 日經認輔導老師賴Ο龍認可同意跨學制修讀碩專班「幼兒鄉

土課程研究」2學分，因工作關係，須趕在本學期畢業（已完成第一階計畫發表），

本學期尚缺之 6 學分，因無法請假選修，擬跨學制修讀碩專班「幼兒發展與學習理

論研究」、「量表設計與量化研究」、「嬰幼兒教育課程模式研究」共 6 學分，合併抵

免畢業學分共計 8分，請參閱張生報告及抵免畢業學分申請表如附件頁 38-39。 

決議：同意張生跨學制修讀碩專班「幼兒發展與學習理論研究」、「量表設計與量化研

究」、「嬰幼兒教育課程模式研究」等 3 門課程，唯須於本學期完成學位考試。 

 

伍、散會︰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