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幼兒教育學系 

第 6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1 月 5日（星期三）12:10 

地    點：教育館 B03-316會議室 

主    席：宣 O 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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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與會。 

2. 感謝賴 O龍老師代表本系擔任師範學院 110學年度「博碩士論文格式撰寫參考手冊」

編輯委員。 

3. 請擔任 110學年度各委員會教師根據其間參與院級或校級相關委員會議的內容，若有

重要議題，於系務會議提出報告及討論，俾利系上討論及改善。 

會議/委員會名稱 本系代表委員 各級會議中與本系相關的議題 

校務會議 孫 O卿老師 無 

院務會議 鄭 O青老師 無 

院課程會議 何 O如老師 無 

院圖書建構委員會 賴 O龍老師 無 

師範學院國際及兩岸

交流推動小組委員會 
吳 O椒老師 無 

學生獎懲委員會 吳 O名老師 有發生重大事件才會提案討論，目前本系無相關事宜。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

委員會 
謝 O慧老師 無 

4. 依據本系「109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委員建議，系上教師未

來訂定教學大綱與教學內容，可參考本系回覆之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 

(1)【項目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碩士學位部份〕：該系碩士班「質的研究｣

為 2 學分之課程，然針對不同方法論取向的介紹之實際課程內容僅有 1 週，內涵較

為不足及薄弱。宜加強「質的研究｣（如詮釋學、民族誌、敘說研究、批判取向研究

等）不同方法論研究取向的實施策略與技巧介紹，以增進學生學術研究涵養及能力。

本系回覆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為「…. 未來建議第 2項，針對「質性研究」課程

內容的建議，將提供本系未來此門課開課教師修正參考。」(如附件頁 6) 

(2)【項目二、教師與教學】-〔碩士學位部份〕：1.該系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 2個

班制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以及畢業時所修習之專業必修與選修均相同，教師

較不易針對背景不同的學生展現其教學特色與成效。2.該系學生核心能力指標包含幼

兒教保議題反思及教保實務研發能力，惟並未透過具體的課程規劃或教師教學內容的

安排，以能對應前述核心能力的培養，仍有改善空間。本系回覆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

情形為「…未來，亦將提醒本系教師，在不同班制教學課程中，根據學生生源特質進

行引導。」、「…未來，將持續提醒本系開課教師，於教學大綱與授課內容中，著重此

兩項核心能力之安排。」(如附件頁 7) 



5. 依據幼教系 110年 12月 28日系課程委員會決議(如附件頁 15)，本系 111學年度大

學部必選修科目冊修訂如下： 

(1)大學部教學進階學程(選修)：「保母技術與涵養」課程於第 2學年第 1學期開課。

因本系每年大四學生三月需集中實習，六月需準備教師檢定，九月份已畢業，無暇參

與保母考試(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一月)，造成近年保母考照率低。依據授課教

師建議，將課程開課時間往前挪，給學生充足準備考照時間。 

(2)學術進深學程(選修)：增列「幼教議題研討」課程於第 4學年第 2學期開課。 

上述 2門課程業已送院課程會議提案，擬追認至 108-110學年度入學學生亦適用之。 

6. 關於本學期期末各項成績考核及登錄作業，將於期末考週結束後至 111年 1月 27日

前開放，敬請於期限內至校務行政系統完成成績登錄作業。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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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照

案通過。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關於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系務會議時間案，請討論。 

說明： 

1.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本系教師上課多集中於星期二（6人）、星期三（8人）、星期四（8人），

惟因週四孫 O卿老師、簡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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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如附件頁 16)，初步規劃日期為 111 年 2 月 23 日、

3月 23日、4月 20日、5月 18日、6月 8日，是否妥適，請討論。 

決議： 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關於「國立嘉義大學幼稚園師資類科師資生教學實習實施要點」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於 102 年 1 月 15 日系務會議針對師資生教學實習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幼稚園師資類

科師資生教學實習實施要點」，現擬配合本系師培評鑑需求修訂本要點。(如附件頁 17-22) 

2. 請參考本系 111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附件頁 23-31)，討論本要點第四條「課程要求與輔

導策略」之相關內容是否需做修訂。  

3. 參考「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學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詳如附件頁 32-33。 

決議： 因本系「國立嘉義大學幼稚園師資類科師資生教學實習實施要點」相關規定內容已不

符合本系現行實習之狀況，故廢除此辦法。未來將以本系 110年 03月 2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之「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學生實習實施辦法」，作為系上學生實習相關規定之參考。 



 

提案三 

案由：關於本系教師申請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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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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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 O青老師 大二 幼兒園教材教法（I） 

決議： 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關於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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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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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名，皆符合申請資格（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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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頁 34-48。 

決議： 陳 O穎（1093633）、王 O均（1073646）等 2位同學獲文樹獎獎學金，各 5000元。 

 

提案五 

案由：關於本系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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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系業於 110年 12月 21日（二）召開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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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學生 學生提問及意見 主任及系辦回覆 

碩一 

星期一與星期五系上能否開課，因為碩

士之師資生的課程(幾乎都開在二、

三、四)和碩士班本身的課程(二、三)

很容易衝堂。 

系上教師已於會議中討論及決議，針對開課

的共識為集中開課。目前星期一及星期五為

師培中心開設幼教學程課程的時間，與系上

師資課程錯開，目的是解決師資生修課衝堂

的問題。本系亦已與師培中心溝通，請師培

中心幼教學程與特幼次專長課程增加周間晚

上的時間，避免學生有衝堂的困境。因師培



中心的課程已於本學期通過三級三審，未來

學生修習系上師資課程若遇衝堂問題，可參

考師培中心課表修課，再回系上採認（仍需

參照系上相關抵免要點規定）。 

碩一 

312教室麥克風設備改善之建議，麥克

風都會發出一些雜音，聽久了耳朵不是

太舒服。 

312教室麥克風會請先廠商來修理或更換，必

要時將採購幾組小蜜蜂存放各間教室做使

用。 

碩一 

312投影設備改善之建議，現在教室中

的電子白板有點小，坐後面的同學幾乎

看不太到投影的內容。 

將使用下年度之經費，於 312 教室加裝投影

布幕。 

碩一 

系上近年增設碩士師資生，所以會很常

和大學部一起上課，「師資必修課程」

勢必上課人數會增加，但因為有同學們

反應，老師以「人數太多」為由而拒絕

加簽，所以同學轉而到師培詢問，但是

師培也拒絕(設想師培拒絕的原因可能

是因為他們非學程生)，因為這樣，系

上教師是否應該有共識，只要是系上碩

士師資生都能夠加簽，若是課堂人數太

多，好像也可以轉換到 103上課?或是

系上能有更好的建議提供給同學? 

因為考量修課人數過多對教學品質會有所影

響，目前教師仍可斟酌修課人數來決定是否

讓學生加簽。因師培中心的課程已於本學期

通過三級三審，未來若系上學生無法加簽到

系上的課，可選擇至師培中心修課後，再回

系上採認（仍需參照系上相關抵免要點規

定）。 

系學會 

(1)有學生反應目前大學部開課數量不

足，因系上教師需支援外部授課，希望

系上能多聘請專/兼任教師。 

(2)教師授課除了外聘業師及臨床教學

外，應盡量避免請他人代課之狀況。  

(1) 本系目前教師員額符合規定，開課量也達

到規定標準。因系上專任教師的授課時數已達

上限，未來將考量學生需求，安排聘任不同專

長的兼任教師，提供同學修課上的選擇。 

(2)將提醒系上教師：針對教學及評量方式，需

於學期初與修課學生溝通清楚  

決議： 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關於本系大學部四年級實習課程內容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關於大四實習課程內容，請討論未來如何統整課程之專業素養，並融入教學技術於課程中。 

決議：目前教檢考題趨勢以實務題型居多，而本系實習課程為實踐學科，課程安排中提供試教

機會，可增加學生於實務現場之經驗，符合系上專業課程素養之統整，並融入教學技術於實習

課程中。 

 

 



參、 臨時動議︰ 

提案人：宣 O慧老師  

案由：關於本校「111年度職涯博覽會暨校園徵才系列活動」廠商推薦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定於 111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 上午 10 點至下午 3 點，辦理校園

徵才博覽會，各系所至少建議 2家廠商，供學生職涯中心進行招商作業。 

2. 檢附學生職涯中心活動企劃書(如附件頁 49-54)、系所廠商推薦單(如附件頁 55)。 

決議： 本系 111 年度校園徵才博覽會建議廠商名單為：(1) 台中市私立四季藝術幼兒園、(2) 

臺北市中正中正親子館、(3) 台北市信誼基金會，並提送本校學生職涯中心進行招商接洽。 

 

案由：關於本系 108、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題項滿意度未達 70%題項之改體作法暨

執行情形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學生職涯發展中心調查本系所 108、109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 110年 11月

8日、10日通知辦理。 

2. 108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各調查題項，滿意度未達 70%者，須研擬「110 年執行情

形/成果」；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各調查題項，滿意度未達 70%者，須研擬「自

我改善具體作法」。 

3. 本系 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題項滿意度未達 70%題項，為「就業力自我評估」部

分中「自我推薦能力」、「國際化能力(如外語能力、國際互動)」共計 2項，請參考本系針

對 110年執行情形成果之回覆(如附件頁 56)。 

4. 本系 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題項滿意度未達 70%題項，為「對系所的意見與看

法」、「就業力自我評估」兩部分中，「與國內其他類似系所相較，您覺得學校系所競爭力

如何」、「創新開發能力」、「自我學習能力」、「自我推薦能力」、「國際化能力(如外語能力、

國際互動)」共計 5項，請參考本系針對自我改善具體作法之回覆(如附件頁 57)，並討論

是否做修訂。 

決議：針對國際化能力(如外語能力、國際互動)題項，增列回覆：「教師授課酌量使用原文書

教材」，其餘回覆照案通過。 

 

案由：關於本系 111學年度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擋修機制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1. 因自 109學年度起，教育部核定本系研究所學制師資生名額增加，學生以隨班附讀本系大

學部幼教師資與教保課程，以及本校師培中心所開設之幼教學程之課程為主。為給予學生

修課上的彈性安排，本系擬修訂 111學年度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擋修機制如下表： 

 



先修課程 擋修課程 

幼兒發展與保育、幼兒教育概論 幼兒園教材教法（I） 

幼兒園教材教法（I） 幼兒園教材教法（II） 

幼兒園教材教法（II） 幼兒園教保實習（I）、幼兒園教學實習（I） 

幼兒園教材教法（II） 幼兒園教保實習（II）、幼兒園教學實習（II） 

決議：同意，照案通過，並報部修訂。 

 

伍、散會︰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