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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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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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與會。 

2. 恭賀鄭Ο青老師榮獲教育部補助 108 年度學海築夢計畫、教育部補助 108 年度國際史懷哲

計畫。 

3. 本校碩士班招生(一般生及公費生)業於 108 年 12 月 24 日開始報名(109 年 1 月 14 日截止

報名)；碩士在職專班將於 109 年 3 月 3 日開始報名(109 年 3 月 23 日截止報名)，本系寄

發 218 份招生宣傳資料至雲嘉南地區幼兒園，惠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踴躍報

名。 

4. 108 年 11 月 27 日 (三)本系語系學會合作辦理之系周會，邀請台南市麻豆區麻豆國小武Ο

怡老師演講「一起 PLAY 真好玩」，大學部約 50 位同學參與。 

5. 本系業於 12 月 25 日(三)1300-1500，辦理說故事檢定，共 71 位同學參加本學期檢定，第

一名林Ο珺 (教育學系三年級 ,1053545)；第二名黃Ο穎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一年

級,1080553)；第三名張Ο瑄(教育學系三年級,1073473)、宋Ο而(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組

四年級, 1054042)、陳Ο臻(幼兒教育學系二年級,1073633)分別獲得 1000、800、500 元獎

金。 

6. 幼兒教育學系與所學會合作辦理專題演講，109 年 1 月 5 日邀請社團法人台南市愛家關懷

協會何Ο諭特約心理師於教育館 103 演講廳演講「從兒童繪畫談發展與分析」。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1. 關於 109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推薦書面審查委員案，決議：本系推薦葉Ο菁老師。 

2. 關於本系 109 學年度桃園市偏遠地區公費生甄選時程案，決議：援例辦理，未來須組成甄

選委員會(5 位本系教師代表，1 位縣市代表)辦理甄選公費生事宜；預計俟學生修畢 3 學

期後，第 4 學期開學初始辦理甄選，以甄選最優秀且最具服務熱忱之學生。 

3. 關於本系誤用典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官網圖片案，決議：同意購買圖片光碟永久授權使

用，金額與典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議價後為 25,880 元(含稅)。 

4. 關於本系招收 109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轉系案，決議：同意招收大二轉系生 2 名，不招收大

三轉系生。 

5. 關於本系鄭Ο青教師申請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床教學案，決議：照案通過，資料另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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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培育中心辦理後續事宜。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關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時間案，請討論。 

說明： 

1.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教師上課多集中於星期二（8 人）、星期三（9 人）、星期四（10

人），惟因週四孫Ο卿老師、簡Ο宜老師有教學實習及教保實習課程，未必來校，因此擬

以星期三安排本系系務會議時間。 

2. 初步規劃日期為 108 年 2 月 19 日、3 月 18 日、4 月 22 日、5 月 20 日、6 月 17 日，是否

妥適，請討論。 

決議：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三年級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參訪車費補助保留於下學期案，請討論。 

說明：本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決議，何Ο如老師與楊Ο朱老師本學期大三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與「幼兒學習環境設計」課程校外參觀補助遊覽車資 1 萬元，因

未運用擬保留至下學期。  

決議：同意大三班級本學期 1 萬元保留至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補助。 

提案三 

案由：關於本系教師申請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外參訪車費補助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2 年 4 月 10 日系務會議討論有關校外參觀補助遊覽車資原則，每班每學期至多補

助以一萬元為最高上限。 

2. 申請補助之班級必須提交學生參訪心得與活動照片，始得核銷經費。 

3. 目前已提出申請者： 

教師 年級 課程名稱 

何Ο如老師 3 年級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楊Ο朱老師 3 年級 幼兒體能與律動 

鄭Ο青老師 2 年級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何Ο如老師 2 年級 幼兒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 

賴Ο龍老師 1 年級 教育心理學 

決議：3 年級何Ο如老師「幼兒園、家庭與社區」與楊Ο朱老師「幼兒體能與律動」協調、2

年級鄭Ο青老師「幼兒園教材教法 (I)」與何Ο如老師「幼兒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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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1 年級賴Ο龍老師「教育心理學」，以每班每學期至多補助以一萬元為最高上限。 

提案四 

案由：關於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文樹獎學金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該獎學金經費由善心人士捐獻現現金 10,000元，名額 2名，每名 5000元。 

2. 依據本系文樹獎獎學金給付設置要點第八條「本獎學金之審核和議決，須經本系系務會議

決議後核准發給」。。 

3. 本次提出申請學生共計有 7名，皆符合申請資格（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70

分、操性 75分以上;家庭遭遇變故，使家庭經濟發生困難，致使繼續求學發生困難而持有

證明者。附件頁 1 

決議：何Ο慈（1053716）、王Ο雯（1053684）等 2位同學獲文樹獎獎學金，各 5000元。 

提案五 

案由：關於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珍本奇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該獎學金經費由珍本奇有限公司於 108年 2月匯款 100,000元，獎助項目與獎助對象為優

秀學生及勤學學生，107 學年度第 2 期已核發獎助學金 5 萬元，餘 5 萬元於本學期公告提

出申請後核發。 

2. 依據本獎助學金申請與審查辦法，由本學系系主任邀集系上專任教師 2-4位共同組成審查

小組完成審查、評定受獎人名單與獎助金額，並送交本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3. 本次申請優秀學生共計有 5名，勤學學生共計有 8名。 

4. 15名學生皆經審查通過符合申請資格（優秀學生：成績及品行優良之在學生，須提供學習

計畫，並於下次申請時提出學習報告，表現優良者即可續領本獎學金；勤學學生：家境清

寒、或家庭突遭變故以致經濟困難者，提供足以證明其家庭生活困境的相關文件，此奬助

金得重複申請）。附件頁 2~3 

決議： 

1. 連Ο君（1073631）、陳Ο臻（1073633）、陳Ο茵（1063715）、呂Ο璇（1053693）、陳Ο

瀚（1053706）等 5位同學獲珍本奇有限公司獎助學金（優秀學生），各 3000元。 

2. 廖Ο彥（1083640）、王Ο均（1073646）、翁Ο涵（1073627）、涂Ο璇（1073614）、張Ο

忻（1073659）、林Ο穎（1053711）、吳Ο璉（1070575）等 7位同學獲珍本奇有限公司獎

助學金（勤學學生），各 5000元。 

提案六 

案由：關於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幹部會議提問及意見案，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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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業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三）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本系學生幹部會議。 

2. 該會議學生提問及意見如下， 

（1） 這次碩二下的課程開的不多，但看到碩一下的課程都很有趣，希望各領域的老師

都能在碩一下與碩二上多開些課程，以利選擇，要不然等到碩二下學分都修得差

不多了，有點可惜。 

（2） 建議本系圖書借閱建立以工讀時數抵逾期罰款制度及預警通知管道。 

（3） 本系館各教室電腦均有中毒現象。 

決議：電腦中毒部分已請電腦維護廠商逐一檢視重新整理，相關建議另提案討論。 

提案七 

案由：關於本系碩士班課程於碩一下與碩二上多開課程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8 年 12 月 18 日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本系學生幹部會議學生提問及意

見辦理。 

2. 近二年本系碩士班課程開課情形如下表 

學年期 

年級 
107-1 107-2 108- 108-2 

一年級 共計 5門 

幼兒園資訊融合教

學研究 

教育研究法 

兒童發展之神經生

物學基礎研究 

高等教育統計（I） 

幼兒學習評量研究 

共計 5門 

幼兒身體動作發展

研究 

行動研究 

幼兒教育文獻評析 

質的研究 

高等教育統計（Ⅱ） 

共計 7門 

高等教育統計（I） 

幼兒園資訊融合教

學研究 

幼托機構領導理論

研究 

教育研究法 

幼兒語言教育研究 

兒童發展之神經生

物學基礎研究 

幼兒發展與學習理

論研究 

共計 9門 

幼兒教育行政管理

研究 

行動研究 

幼兒教育文獻評析 

質的研究 

高等教育統計（Ⅱ） 

幼兒情緒發展研究 

幼兒融合教育研究 

嬰幼兒教育課程模

式研究 

幼教師專業發展研

究 

二年級 共計 4門 

幼兒鄉土課程研究 

幼兒認知發展研究 

幼兒語文教學策略

研究 

幼兒社會發展研究 

共計 3門 

幼兒教育評鑑研究 

量表設計與量化研

究 

幼兒語文發展研究 

共計 3門 

幼兒學習環境規劃

與設計研究 

幼兒鄉土課程研究 

嬰幼兒托育服務研

究 

共計 2門 

幼兒自然科學教育

研究 

創造性幼兒遊戲器

材研究 

決議：未來在學時與老師負荷下增開碩二課程。 

提案八 

案由：關於「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論文與圖書借閱要點」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8 年 12 月 18 日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本系學生幹部會議學生提問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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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辦理。 

2. 本系論文與圖書借閱要點，明文規定逾期罰款每本每日 5 元，目前本系論文及圖書借閱

相關登錄均使用「圖書館管理系統-教育版」，無法到期通知，僅能查詢列印出「書籍外

逾期歸還明細表」得知已逾期者，無法於到期前預警通知各借閱同學，由系辦每日早上

列印該表，更新張貼於系辦公室門上公告，及早提醒同學。 

3. 有關學生建議本系圖書借閱建立以工讀時數抵逾期罰款制度及預警通知管道，請討論修訂

本系論文與圖書借閱要點。附件頁 4 

決議： 

1. 本系論文與圖書借閱要點不予修訂。 

2. 自下學期開始依借閱要點確實執行，並請各班導師加強宣導準時歸還借閱之書籍。 

提案九 

案由：關於「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眼動儀實驗室管理使用辦法」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眼動儀實驗室使用需於一星期前預約，擬修訂使用辦法不予借用。 

2. 請討論修訂本系眼動儀實驗室管理使用辦法。附件頁 5 

決議：衡量本系眼動儀實驗室使用現況，實驗室管理使用辦法不予修訂。 

提案十 

案由：關於本系研討會經費預算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預計 109 年 5 月舉辦國際研討會。 

2. 研討會經費預算如附件頁 6。 

決議：同意，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