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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幼兒教育學系 

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9 月 8 日（星期三）12:10-14:45 

地    點：Teams 線上會議 

主    席：宣○慧主任                          

出    席：如簽到單                                記錄：許○潔、朱○羚 

 

壹、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與會。 

2. 職務代理人許○潔已於 110 年 9 月 1 日到職，感謝宣○慧主任、吳○名老師及謝

○慧老師協助口試。 

3. 恭賀本系楊○朱老師、宣○慧主任，榮獲 110年科技部研究補助計畫。 

4. 110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班級導師名單如下： 

謝○慧老師(一年級)、宣○慧老師(二年級)、賴○龍老師（三年級）、吳○名老師

（四年級） 

感謝以上老師協助。 

5. 110 學年度碩士(專)班新生認輔教師及學生名單如下: 

碩專班：葉○菁老師(碩專一)、簡○宜老師(碩專二) 

碩士班：楊○朱老師（呂○璇、楊○禎）、葉○菁老師（劉○瑜、蔡○宣）、簡○

宜老師（游○萱、王○婷）、吳○名老師（李○穎、林○宜）、謝○慧老師（鄭○

霖、高○伶）、何○如老師（陳○寶、蔡○緻）、孫○卿老師（嚴○菱、林○珈、

丁○芫）、吳○椒老師（王葉○怡、羅○涵）、鄭○青老師（謝○美、姚○容、龐

○輝）、賴○龍老師（林○婕、羅○慧） 

感謝以上老師協助。 

6. 本系於 110 年 7 月 27 日(二)辦理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 (大二以上)3 名，

邀請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林○蓉助理教授、嘉義市私立昇學幼兒園吳○珠園長、

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陳○如園長擔任面試委員，錄取名單業經師資培育中心公告，

錄取 1083640 廖○彥、1083646 簡○融、1083649 胡○等 3 位同學，擬由所屬班導

師協助擔任輔導老師。 

7. 今(110)年教師資格檢定業於 8 月 23 日(一)放榜，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共計 39 人

報考幼兒園師資類科，35 人通過檢定，教檢通過率 89.74%。另有非應屆畢業生 19

人通過幼兒園師資類科檢定。另有大學部應屆畢業生 4 人報考小教師資類科，4 人

均通過檢定。 

 幼兒園師資類科： 

應屆畢業生：陳○筑、郭○汝、王○、李○庭、陳○媞、卓○宜、劉○瑜、

賴○芳、李○慈、王○琦、李○璇、廖○羚、李○穎、李○諭、張○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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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張○亭、曾○琇、呂○材、胡○孜、邵○霈、吳○樺、江○瑄、吳○

玉、陳○茵、林○亘、陳○嘉、鍾○芸、陳○怡、吳○淳、蕭○洲、曾○寧、

段○宸、石○鳳、董○雯 

非應屆畢業生：王○昀、徐○寧、蘇○竹、司○霙、林○婷、田○嵐、許○

綿、陳○、林○茹、吳○文、徐○芳、董○鈞、游○萱、周○安、林○秀、

陳○涵、陳○瀚、黃○瑜、邱○庭 

 小教師資類科： 

應屆畢業生：劉○伶、蔡○甄、吳○鵬、余○芸 

8. 本系將於 110 年 9 月 18 日(六)中午與所學會辦理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

會，下午與系學會合作辦理大學部新生暨新生家長座談會。 

9. 為因應師培中心 110 年 8 月 24 日之通知，彙整各系老師之專業服務及學術參與相

關活動等資料，又因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將於 111 年 5 月進行，故要請老們協助填寫

專任兼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附件已於 9/6 寄到老們的信箱，感謝各位老

師的協助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況 

1. 關於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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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列正備取）：孫○卿老師(正取)、宣○慧老師(備取)。 

（2） 院務會議代表 1 名（需列正備取）：鄭○青老師(正取)、宣○慧老師(為當然委員，

由第 3 順位遞補)、吳○名老師(備取)。 

（3） 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1 名：何○如老師。 

（4） 院教評會委員 1名：鄭○青老師。 

（5） 院圖書建購委員會代表 1名：賴○龍老師。 

（6） 師範學院國際及兩岸交流推動小組委員會選任委員 1名：吳○椒老師。 

（7） 學生獎懲委員會代表 1名：吳○名老師。 

（8）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代表 1名：謝○慧老師。 

2. 關於 110學年度本系相關委員會名單推選案，結果如下： 

（1） 本系課程規劃委員代表：何○如、孫○卿、鄭○青、宣○慧、吳○椒，校外委

員為畢業校友黃○娟、嘉義縣私立昇學幼兒園吳○珠園長、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林○娉主任、輔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暨產業系張○敏助理

教授、學生代表為系學會會長。 

（2） 系教評委員會代表共 7 名，需 5 名教授、2 名副教授。 

教授代表：楊○朱、葉○菁、吳○椒、宣○慧、鄭○青、陳○聰(備取 1)、張○ 

銘(備取 2)。 

副教授代表：何○如、孫○卿、簡○宜(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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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招生策略委員會委員：鄭○青、楊○朱、葉○菁、孫○卿、謝○慧、吳○名，

共 6 位委員。 

（4） 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代表：楊○朱、吳○椒、宣○慧、鄭○青、吳○名、賴○

龍，共 6 位委員。 

3. 關於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文樹獎學金申請案，決議如下： 

（1） 廖○彥（1083640）、王○均（1073646）獲文樹獎學金，各 5000 元。 

（2） 顏○樺（1093632）、陳○穎（1093633）、廖○虹（1093644），各獲 5000 元獎

學金部分則由本系其他捐助獎學金支應。 

4. 關於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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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9月 8日、10月 20日、11月 24日、1月 5日。 

5. 關於本系教師申請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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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老師「兒童文教事業經營與管理」，至多補助 1 萬元。 

（2） 2 年級何○如老師「幼兒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至多補助 1 萬元。 

（3） 3 年級鄭○青老師「幼兒園教材教法 (II)」，至多補助 1 萬元。 

（4） 4 年級吳○名老師「外埠參觀」，至多補助 1 萬元。 

6. 關於幼兒體能與律動及幼兒園課室經營經費補助案，決議如下： 

同意幼兒體能與律動及幼兒園課室經營申請保險費補助，以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經

費進行核銷。 

7. 關於本系學生申請 110學年度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初(複)審案，決議：因洪生學業成

績未達標未通過，其餘 14位同學皆通過審查送至教務處存辦。 

8. 關於 111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碩士班考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分則校訂案，

決議：內容無須修訂，照案通過。 

9. 關於 109-2 幼兒園課室經營補助經費異動案，決議：109-2 幼兒園課室經營已於 109-2

第 9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因當初申請時金額有誤為 4,896 元，正確金額為 4,992

元。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將再辦理說故事能力檢定，關於檢定主題沿用 109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抽籤結果，請討論。 

說明： 

1. 本學期在疫情未變動情況下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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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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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學期辦理時間研習為 110 年 12 月 1 日下午 56 節，檢定為 12 月 15 日下午 56 節。 

5.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說故事能力檢定因疫情取消辦理，故本次說故事能力檢定將沿

用經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抽籤之檢定主題，檢定主題為人與大自然、

想像、情緒。 

決議：本學期說故事檢定主題確定延用 109-2 的檢定主題(人與大自然、想像、情緒)，

研習與檢定日期不變，原則上以實體辦理為主，若遇疫情則改成線上辦理，線上辦理之

替代方案形式將另行公告。 

提案二 

案由：關於大三邱○潔（學號：1083624）、本系大二王○同學（學號：1093637）師資

生資格保留轉移，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邱生 110年 9月 1日申請書及王生 110年 9月 6日辦理。 

2. 依據 96 年 7 月 26 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60115366 號函略以，師資生因學籍

異動轉學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須經由轉出學校和轉入學校兩校之同意，並確認

兩校均有經本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經轉出後轉出學校不得再辦理師資生

缺額遞補，且轉學之師資生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由轉入學校輔導。 

3. 檢附該二生申請書、教育部函及本系師資生遞補作業要點，如附件頁 1-5，請討論。 

決議：同意邱生師資生資格轉移，王生師資生資格保留。 

提案三 

案由：關於本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與資格認定要點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於 104 年 3 月 10 日針對本系尚未取得或已部分取得教保專業知能學分之學生

取得教保員資格，修訂本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與資格認定要點。 

2. 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第三款第五目之規定，增訂「各校

辦理教保專業課程之抵免，宜以教育部認可之學校教保相關系科各學制班別或師資

培育之大學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或專門課程為限」。附件第

6-5頁 

3. 條文修正對照表及參考法規如附件頁 6-16，請討論。 

決議：修訂後通過。 

本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與資格認定要點第七條修正為「學分抵免之申請，以入

學當年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一次辦理完成為原則，若遇特殊情況，則於系課程規劃委

員會或系務會議中討論」。 

提案四 

案由：關於本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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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部於 106 年 5 月 26 日修正師資培育法全文 27 條，原第九條法規「各大學師資

培育相關學系之學生，其入學資格及修業年限，依大學法之規定。………..由師資

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修正為第八條，依據教育部修正後師

資培育法修訂本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第 2 條。 

2. 另因本校自 108 年 7 月 27 日起全面廢除英語文基本能力畢業門檻。108 學年度(含)

以前及以後入學的學生，皆無英文畢業門檻之規範。惟本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

淘汰要點仍規定應於大四第 2 學期結束前通過英文能力檢定，建議刪除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 

3. 修正條文如附件(110 學年度起入學之師資生適用、頁 17-18，師資培育法 103 年 5

月 20 日非現行條文、頁 19-22，師資培育法 108 年 11 月 26 日現行條文、頁 23-28，

嘉義大學英文畢業門檻公告、頁 29) ，請討論。 

決議：相關決議與提案五合併討論。 

提案五 

案由：關於新增本系碩士班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一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因應教育部大公共化幼兒園政策，規劃幼兒園師資職前培育增量一案，於 109

學年度起決議增加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師培數量，為提升研究所師資培育生素

質，保障畢業後師資生師資品質，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研究

所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 

2.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如附

件，頁 30-31，請討論。 

3. 有關要點第四點輔導機制是否需師資生之認輔導師認輔 2 年，請討論。 

決議： 

1、 與提案四「大學部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修訂案」合併為「國立嘉義大

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並分別列出(如附件

頁 32-34)。 

2、 大學部適用之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第五條第 2 點前半部，因應大學部四年級下學期

無操行成績，「操行成績累計四學期皆未達 80 分者」修正為「操行成績累計三學期

皆未達 80 分者」。 

3、 研究所適用之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第四條，因應師資生修業年限較長，碩班二年級

之後僅有指導教授協助論文指導，無導師或任輔導師指導課業，故「任輔導師、導

師」修正為「導師(認輔導師、碩專導師、指導教授)」，碩班二年級之後由指導教授

協助指導論文及課業。 

4、 研究所適用之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第五條第 1 點修正為「師資培育學程學業成績累

計二學期皆未達 75 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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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所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第五條第 2 點中，因應研究所無操行成績，故修正為「在

學期間曾被記大過一次(含)以上或累計小過三次(含)以上者」。 

6、 研究所適用之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第六條後半部，「自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

施」修正為「自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7、 另召開線上會議，審核整併修改後之要點內容，系上教師再以 E-mail 回覆同意與

否。 

提案六 

案由：關於本系教師研究室、B03-316 會議室冷氣進廠維修及汰換案，請討論。 

說明： 

1. B03-316會議室冷氣悶熱且不涼，已加裝電扇減緩夏季悶熱不適，經廠商評估後建議

汰換，汰換冷氣含裝修費約為 35,386元/台（估價單如附件，頁 35）。 

2. 依 110年 8月 17日營繕組通知本校需汰換燈管及冷氣，並請廠商評估後，本系教師

研究室經長期使用未定期保養及清潔，且機體年限已達 10年以上。 

廠商評估結果如下 

教師辦公室 
廠商評估 

進廠保養 已清洗濾網(8/31) 備註 

楊○朱  V  

鄭○青 V  8/10前已進廠保養 

簡○宜  V  

葉○菁 V   

吳○椒 V   

宣○慧 V   

吳○名  V 

溫度已調至 25度，研

究室四面角落則無涼

感，廠商建議更換。 

謝○慧  V 

溫度已調至 20度，研

究室四面角落則有微

涼，廠商建議更換。 

何○如  V  

孫○卿  V  

賴○龍 V   

3. 汰換教師研究室冷氣含裝修費約為 29,386 元/台（估價單如附件，頁 36），使用

110T105-01幼兒教育學系固定資產核銷進行核銷。本系固定資產費用目前有 84,302

元，須在年底前核銷完畢，不足的金額則使用教學補助費補足。 

4. 冷氣進廠保養費為 2,500元/台，使用 110C1-506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進行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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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目前待進廠保養之教師研究室冷氣共計 4 台，經廠商估價一台為 2,500 元，故總價

為 2,500 元*4 台=10,000 元，使用 110C1-506 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進行核銷。 

2、 目前待汰換之冷氣共計 3 台：B03-316 會議室冷氣 1 台、謝○慧老師研究室冷氣 1

台、吳○名老師研究室冷氣 1 台。經廠商估價 B03-316 會議室冷氣汰換(機體費加

裝修費)約為 35,386 元，教師研究室冷氣汰換一台約為 29,386 元，總計約為 35,386

元+29,386 元*2 台=94,158 元。總務處營繕組補助每台冷氣一半機體費用 12,743 元，

總計補助 12,743 元*3 台=38,229 元(如附件頁 37)。剩餘費用(約 55,929 元)使用

110T105-01 幼兒教育學系固定資產核銷進行核銷，須在年底前核銷完畢。 

提案七 

案由：關於本系謝○慧老師筆電汰換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謝○慧老師研究室筆電已無法運轉且已使用 10 年以上，故由系上採購新的筆

電，汰換筆電費約為 27,476 元/台（估價單如附件，頁 38）核銷方式以 110T105-01

幼兒教育學系固定資產進行核銷。 

決議：照案通過。舊筆電將予以報廢，並購置新筆電一台，經廠商估價筆電一台約為

27,476 元，核銷方式以 110T105-01 幼兒教育學系固定資產進行核銷。 

提案八 

案由：關於 B03-305 嬰幼兒照護教室沐浴娃娃及 CPR 娃娃汰換案，請討論。 

說明： 

1. 近日學生在保母教室進行實作練習時，發現沐浴娃娃破損嚴重，目前系上只有一名

洗澡娃娃可供學生進行練習，並轉知任課的翁○雯老師，翁師同時反應 CPR 娃娃

也需汰換。 

2. 廠商評估報價如下。（詳細估價單如附件，頁 39-45），  

品項 報價 1 報價 2 

沐浴娃娃模型(男、女) 約 38,000元/具 約 36,000元/具 

CPR簡易安妮模型 約 20,000元/個 約 18,000元/個 

CPR嬰兒模型 約 62,500元/組 約 45,000元/組 

3. 使用 110T105-01 幼兒教育學系固定資產核銷進行核銷。本系固定資產費用目前有

84,302元，須在年底前核銷完畢，不足的金額則使用教學補助費補足。 

決議： 

1. 採買報價 2 方案中的「沐浴娃娃模型(男)，36,000 元/組」，共計採買一具，總計 36,000

元，使用 110T105-01 幼兒教育學系固定資產核銷進行核銷。 

2. 採買報價 2 方案中的「CPR 嬰兒模型，45,000 元/組」，共計採買一組，總計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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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使用 110T105-01幼兒教育學系固定資產核銷進行核銷。 

3. 此次關於 B03-305 嬰幼兒照護教室沐浴娃娃及 CPR 娃娃汰換案費用，共計 81,000

元，使用 110T105-01幼兒教育學系固定資產核銷進行核銷。 

提案九 

案由：本系系務諮詢委員會 110-111學年度組成委員，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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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名單如下： 

3. 請委員於 Teams 會議室中線上推舉校內委員。 

4. 請推舉校外委員 6 名： 

(1)北園附幼楊○君主任 (2)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陳○飛老師 (3)嘉大附幼林○娉

主任 (4)嘉義縣政府幼兒教育科林○懋科長(5)四季藝術幼兒園唐○美老師 (6)台中

學年度 系內 校外 

100-101 葉○菁、楊○朱、吳○名、何○

如 

盧○貴、郭○唫、江○穎、呂○、呂

○櫻、李○样、 

102-103 葉○菁、楊○朱、吳○椒 薛○真、盧○貴、高○嬅、陳○茵、

黃○惠 

104-105 鄭○青、楊○朱、葉○菁、謝○

慧 

黃○楟、郭○唫、陳○君、105 年許

○齡老師遞補郭○唫老師。 

106-107 鄭○青、楊○朱、葉○菁、謝○

慧。 

嘉義市幼教學會蘇○波理事長、嘉義

市政府教育處特幼教育科沈○美科

長、清華大學幼兒教育系許○齡老

師、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設幼

兒園黃○惠主任、屏東科技大學幼兒

保育系馬○琳老師 

108-109 鄭○青、簡○宜、何○如、吳○

名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林○生處長、嘉義

縣政府教育處李○華副處長、嘉義市

幼兒教育學會趙○煇理事長、國立清

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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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園長、黃○傑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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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學幼教系林○慧主任 

決議： 

1. 經與會教師於 Teams 會議室中以線上投票方式，由宣○慧老師（當然委員）、葉○

菁老師、謝○慧老師、楊○朱老師，當選本系 110-111學年度系務諮詢委員會之校

內委員。（如附件，頁 46） 

2. 經與會教師於 Teams 會議室中線上推舉校外委員，會後確認委員之意願後，由下表

學者專家擔任本系 110-111 學年度系務諮詢委員會之校外委員： 

類別 委員 1 委員 2 

產 嘉義大學實小附幼林○娉主任 嘉義市私立景仁幼兒園麻○珊園長 

官 嘉義市政府特幼教育科許○倩科長 嘉義縣政府幼兒教育科林○懋科長 

學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陳○飛老師 台中教育大學幼教系林○慧主任 

 

肆、臨時動議︰ 

提案人：孫麗卿老師 

案由：關於本系 110學年度幼兒園教學實習與教保實習合作園所名單，請討論。 

說明：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系幼兒園教學實習與教保實習合作園所名單，依據「幼兒園教

保服務實施準則第 13條」，討論與表決本系 110學年度實習幼兒園名單。 

決議： 

1.依據「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 13條」幼兒園實施教保活動課程規定(附件頁

47-50)，由系上教師先推選數間符合規定之幼兒園，再根據本系幼兒園教保實習園所自

我檢核表之審核條件 (1)近一次評鑑結果是否通過(2)是否曾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整理及修正符合條件之幼兒園教學實習與教保實習合作園所名單（如附件，頁 51-52）。 

2. 另召開線上會議，審核修正後之 110學年度幼兒園教保實習合作園所名單，系上教

師再以 E-mail回覆同意與否。 

伍、散會︰1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