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所)
 

主旨：檢陳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紀錄1份
，請核示。

說明：旨揭會議業於111年6月15日以電子郵件通訊方式召開完竣
。

擬辦：如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1/06/15 13:37:04(承辦) : 

　　　　　　　　　　　　　　　　　　　　　　　　　　　　　
 2.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系主任 張淑媚 111/06/17 13:09:11(核示) : 

　　　　　　　　　　　　　　　　　　　　　　　　　　　　　
 3.師範學院  院長 陳明聰 111/06/19 22:12:17(決行) : 

閱(代為決行)
　　　　　　　　　　　　　　　　　　　　　　　　　　　　　
 4.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1/06/20 08:23:26(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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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日期：111/06/15

檔　　號：111/190305/1

保存年限：10

第1頁  共1頁

國立嘉義大學 111/06/15

1113700484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 11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採通訊方式開會，信件於 111年 6月 10日(星期五)上午 9時發 

      送，請老師們於 111年 6月 15日(星期三)中午 12時前回覆。 

二、方式：採電子郵件通訊開會 

三、主席：張主任淑媚 

四、發送人員：教育學系全體教師                      紀錄： 侯惠蘭 

壹、 主席報告： 

     各位老師好，本次會議是要推選 111學年度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校

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子郵件方式召開本次會議，請老師們回覆意見。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1、通過本學系 111 學年度個人申請啟動應變機制，於 5月 23日辦理完

畢。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推選 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說明： 

1、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

點規定(如附件 P.1~2)及學院通知(如附件 P.3)辦理推選委員。 

2、根據「國立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系

(所)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及候補委員一人，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系主任(所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所)務會議就該系(所)

符合資格條件之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產生。但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

占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並送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如附件 P.4~9)。 

3、111年 6月 1日(三)上午 12時 20分以 email方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

全體老師，於 6月 8日(三)下午 5時截止收件，共收到 20張選票，內 

   含 1張廢票，並於 6月 9日(四)上午 10時 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票

(開票紀錄詳如附件 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方式決

定，開票結果如下: 

領域名稱 結果 

一、教育理論領域 
1、當選代表：劉文英 

2、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二、課程與教學領域 
1、當選代表：黃繼仁 

2、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 
1、當選代表：陳佳慧 

2、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理教育領域 
1、當選代表：林樹聲 

2、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二條規定，張淑媚教授、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依據本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系務會議應有教師二分之

一(含)以上之出席，並有實際出席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本學系 24位教師，本案共 18位委員回覆同意(如回覆單)，超過二分之

一，照案通過。 

 

肆、散會 



國立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102 年 12 月 12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育系、教政所、數理所聯合系所務會議通過 

103 年 6 月 20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院教師評審會議通過 

103 年 9 月 16 日 103 學年度第 1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10 年 6 月 16 日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育系、教政所、數理所聯合系所務會議通過 

110 年 10 月 20 日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年 12 月 8 日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院教師評審會議通過 

110 年 12 月 28 日 110 學年度第 3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範學院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第三十八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訂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並置候補委員一人，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系主任與二

位副主任為當然委員，系主任兼本委員會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教育理論、課程與教學、

教育行政與政策、數理教育等四組領域教師 中各選派一名代表組成。本系專任教師於

系務會議就本系未曾因違反學術倫理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之專

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產生。但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占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且副教

授不得執行對 教授資格之評審。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如有不足委員則由本系

就校內外學術領域性質相近系所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有相當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中

遴選，經系務會議通過，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本委員會於開學後一個月內仍未組成時，得由院長推薦符合前項之後段資格若干人，

併同本系已推選之委員，陳請校長核聘後組成之。 

三、本委員會其職掌如下： 

(一)教師(研究人員)新聘資格、等級、聘期及薪級之審議。  

(二)教師(研究人員)升等之審議。  

(三)教師(研究人員)續聘、不續聘、停聘及解聘之審議。  

(四)名譽教授致聘之審議。  

(五)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之審議。  

(六)教師年資加薪、年功加俸及獎懲事項。  

(七)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之審議及教師資遣原因之認定。  

(八)校長交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依法令應由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四、本委員會審議相關事項，必要時得比照系教評會組成方式，聘請校內外資深學者組成臨

時性聘任或升等審查小組，負責教師聘任或升等事宜後，事後該小組即解散之。該

審查小組名單，須由系務會議推選後，送本委員會審議決議，依行政程序簽奉校長核

可後聘任之。 
 

五、本委員會會議不定期舉行，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

議案應經出席並參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始得通過。但教師解聘、不續

聘、停聘、復聘及資遣審議之出席及決議門檻應依教師法相關規定辦理。審議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之出席及決議門檻，另依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要點辦理。

聘任及升等案之審議不得低階高審，低階委員應迴避聘任及升等案之審查及表決。低階

委員迴避後如不足法定應出席人數，應依規定補足法定應出席人數，始得繼續討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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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並參與表決之人數亦應符合法定應出席人數。應出席並有表決權委員，如因故無法參

與審查及表決，得經系務會議決議推選符合教評會所定資格條件之校內外高階教師擔

任個案之臨時委員，以補足法定應出席人數，並依行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可後聘任之。 

本委員會因出席委員缺席至未達開會額數，致影響成會連續兩次者，應於第二次延會

前，由出席人過半數之決議，決定第三次開會日期，預先以書面加敘經過，通知全體委

員，第三次開會時，如仍未達開會額數，得對無故不出席者，為解除委員職務之處置決

議。必要時得決議簽奉校長核可後由候補委員遞補。如遞補有困難，應即依規定重新

組成教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代理或無故不出席。本委員會委員於任

期中講學、研究、進修、休假研究六個月（含）以上或留職停薪者；經教評會認定無故

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行職務，解除其委員職務者，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六、本委員會對審查之案件，應經出席委員充分討論後再作成決定，投票採無記名單記方式

進行。表決時棄權或投空白及廢票者，均應計算在參加表決者之總數。在場委員未領票

或領票後拒絕投票均視為棄權。表決票應當場封緘，並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

委員簽名後妥當保存，如須拆封查驗票時，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為之。 

評審過程中，如有認定之疑義，應讓當事人有提出書面或口頭答辯之機會。但關於教師升

等專門著作之評審，本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並在選票條列學術

專業具體理由後，經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員之認可，得否決著作審查結果外，否則即應尊

重審查人之判斷。本委員會委員除考量升等名額之限制，或因對教學、研究、服務成果、

任教年資等因素予以斟酌外，不應對 申請人專業學術以多數決作成決定。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意見及教評會對陳述意見之回應，應於會議紀錄中載明。 

本委員會不宜邀請非案件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 

本委員會議事運作未規定者，適用內政部發布施行之會議規範有關規定。 

七、本委員會委員於審查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或為送審人學位論文之指導教授，或代表作之共同作者，

應自行迴避，不得參與評審。有具體事實，足認本委員會委員對於評審案件有偏頗之虞

者，當事人得向本委員會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及事實，並為適當之釋明；被申

請迴避之委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由本委員會決議之。本委員會委員有第一

項所定情形不自行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主席得經本委員會決議，請該委員

迴避。 

委員迴避時，不計入該項決議案之出席人數。 

委員迴避後如不足法定應出席人數，得經本委員會決議由系務會議推選符合本委員會所

定資格條件之校內外教師，依行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可後聘任，擔任該議案之臨時委員，

補足法定應出席人數，以行使委員職務，並應將臨時委員名單於事前通知當事人。 

八、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不續聘案或有關教師重大事項之審議，如事證明確，而本委員會

所做之決議與法令規定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校

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類此情形者，亦同。且應以校教評會之決議為最終確定意見。 

九、本委員會委員對於會議評審過程、審查人及評審意見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不得有洩

漏資料之情事，以維持評審之公正。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有關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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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89年 5月 24日 8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9年 9月 28日教育部台（89）審字第 89121496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93年 1月 13日 9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年 2月 16日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30017786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94年 6月 27日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年 7月 19日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40094308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5年 3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

過第 12條條文 

中華民國 95年 6月 23日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延續會

議修正通過第 3條、第 9條、第 11條條文 

中華民國 95年 12月 26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2條、第 3條、第 4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年 6月 17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

過第 1條、第 2 條、第 3條、第 8條、第 9條、第 10條、第 11條

條文 

中華民國 98年 10月 20日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2條、第 3條、第 4條、第 9條、第 11條條文；並增訂第

12條條文，原第 12條改為第 13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28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3條、第 8條、第 9條、第 11條、第 13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1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3條、第 9條、第 13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19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4條、第 11條、第 12條、第 13條、第 14條、第 15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14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3條條文，並自 105年 8月 1日實施。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0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3條條文，並自 107年 8月 1日實施。 

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15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第 3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0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3條至第 15條條文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照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之規定，設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二條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分下列三級： 

一、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教評會）。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 

各學院、系（所）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學院、系（所）之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要點，經院、系（所）務會議通過後，依行政程序報校及院教評

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性質相近之系（所）或非屬學系

之單位，得共同組成聯合教評會；其程序亦同。 

非屬學院院級單位比照學院辦理；學位學程及非屬學系之單位比照系

（所）辦理；其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經相關會議(如學程事務、中

心、處務、室務會議等) 審議通過後，依行政程序報校及院教評會核備，

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獨立所或非屬學系之單位，如無歸屬學

院，得比照前段程序，組成相當院級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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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校教評會置委員十七至三十三人，由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

研發長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不同系所未曾因違反學術

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五年內於各學院

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含）或具審查

制度之展演二場次（含）以上之教授代表組成之（師資培育中心之教授

歸併師範學院），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委員。由校長指定副校長

一人擔任召集人兼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ㄧ人為

主席。 

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教授代表至多二人，但院內系、所、中心、學位

學程總數未超過三個單位者，推選教授代表一人。各學院推選委員二人

中，以男性及女性代表各一位為原則；為符女性代表達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之規定，應按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所定學院順序輪流，輪由該學院

時，其二位代表應均為女性代表。各該學院未能足額推選該院女性教授

時，得推選其他校內外女性教授為其代表。 

各學院推選時，應酌列候補委員二至四位(候補委員之性別比例，應依

該學院當學年度輪流應推選委員之性別比例列足，且排列候補順序)，

候補期間以一年為限，並於該性別委員及該學院推選之委員出缺時遞補

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無候補委員遞補時，應即辦理補選。 

當學年度校教評會女性委員經各學院推選或遞補後，如人數仍未達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時，依本校組織規程學院順序，提列女性候補委員為

推選委員，辦理程序如下： 

一、由校長依學院順序及該學院候補委員順位，核定女性候補委員一位

為推選委員。 

二、如該學院未列女性候補委員，則由校長依順序核定次一順序學院之

女性候補委員為推選委員。 

三、依本項程序由校長核定之推選委員，與當學年度新任之推選委員任

期相同。 

依前項規定增列之推選委員，其所屬學院推選委員人數至多三人。 

推選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推選委員二人或三人之學院，每學年

度應至少改選一人。 

第四條 院、系(所)教評會組成如下： 

一、院教評會由委員七至十三人組成之，並置候補委員若干人，陳請校

長核聘。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院務會議就該院符

合資格條件之專任教授中推選產生。委員資格、人數、任期、產生

方式與議事規則，由各院院務會議訂定，並送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院教評會之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合計未達七人時，不足之人數由校

長就校內外學術領域性質相近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授資格

之研究人員中遴聘。推選及遴聘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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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否任滿一年，均視為一任)，但院內系、所、中心、學位學

程總數未超過三個單位者，不在此限。 

二、系(所)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及候補委員一人，送請院長轉請校長

核聘。系主任(所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所）務

會議就該系（所）符合資格條件之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產生。

但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占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且副教授不得執

行對教授資格之評審。委員資格、人數、任期、產生方式與議事規

則，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並送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核備後實

施。 

該系(所)推選之專任教授、副教授人數未達組成人數時，其不足人

數由各系（所）就校內外學術領域性質相近系（所）教授或國內研

究機構具有相當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中遴選若干人，經系（所）務

會議通過，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系（所）教評會於開學後一個

月內仍未組成時，得由院長推薦符合本目之前段資格若干人，併同

該系已推選之委員，陳請校長核聘後組成之。 

性質相近之系（所）或非屬學系之單位，共同組成聯合教評會；以

系主任(所長、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推派ㄧ人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

系（所、中心）聯合會議就該系（所、中心）符合資格條件之專任

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產生。 

三、新設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尚未組成教評會前，得比照院、系

（所）教評會組成方式，簽奉校長核可後組成臨時性教師聘任審查

小組，負責教師聘任事宜，事後該小組即解散之。 

四、非屬學院院級單位、學位學程及非屬學系之單位，比照院、系（所）

組成教評會，以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非屬學院院級單位

召集人，由委員互推之），其餘委員由學程事務、中心、處務或室務

會議就該單位符合資格條件之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產生。專任

教授、副教授人數未達組成人數時，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辦理。 

前項各款之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委員。 

第五條 教評會職掌如下： 

一、教師(研究人員)新聘資格、等級、聘期及薪級之審議。 

二、教師(研究人員)升等之審議。 

三、教師(研究人員)續聘、不續聘、停聘及解聘之審議。 

四、名譽教授致聘之審議。 

五、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之審議。 

六、教師年資加薪、年功加俸及獎懲事項。 

七、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之審議及教師資遣原因之認定。 

八、校長交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依法令應由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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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級教評會分工一覽表另訂之。 

第六條 校教評會審議相關事項，必要時得經校教評會決議，由校教評會委員推

選或聘請校外資深學者組成臨時性聘任或升等審查小組，負責教師聘任

或升等事宜後，再提校教評會審議，事後該小組即解散之。 

各學院、系（所），必要時得比照院、系（所）教評會組成方式，聘請

校內外資深學者組成臨時性聘任或升等審查小組，負責教師聘任或升等

事宜，事後該小組即解散之。該審查小組名單，須由各該院、系（所）

務會議推選後，送各該院、系（所）教評會審議決議，依行政程序簽奉

校長核可後聘任之。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各級教評會會議不定期舉行，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

之出席，始得開議；除校教評會審查教師升等應經出席並參加表決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升等外，其餘議案應經出席並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含）同意，始得通過。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復聘及資遣

審議之出席及決議門檻應依教師法相關規定辦理。審議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之出席及決議門檻，另依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

點辦理。 

聘任及升等案之審議不得低階高審，低階委員應迴避聘任及升等案之審

查及表決。低階委員迴避後如不足法定應出席人數，應依規定補足法定

應出席人數，始得繼續討論，出席並參與表決之人數亦應符合法定應出

席人數。應出席並有表決權委員，如因故無法參與審查及表決，得經系

務會議決議推選符合教評會所定資格條件之校內外高階教師擔任個案

之臨時委員，以補足法定應出席人數，並依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可後聘

任之。 

各級教評會因出席委員缺席至未達開會額數，致影響成會連續兩次者，

應於第二次延會前，由出席人過半數之決議，決定第三次開會日期，預

先以書面加敘經過，通知全體委員，第三次開會時，如仍未達開會額數，

得對無故不出席者，為解除委員職務之處置決議。必要時得決議簽奉校

長核可後由候補委員遞補。如遞補有困難，應即依規定重新組成教評會。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或無故不出席。各級教評會委員於

任期中講學、研究、進修、休假研究六個月（含）以上或留職停薪者；

經教評會認定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解除其委員職務

者，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第八條 各級教評會對審查之案件，應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後再作成決定，投票

採無記名單記方式進行。 

表決時棄權或投空白及廢票者，均應計算在參加表決者之總數。在場委

員未領票或領票後拒絕投票均視為棄權。表決票應當場封緘，並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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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後妥當保存，如須拆封查驗票時，經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為之。 

評審過程中，如有認定之疑義，應讓當事人有提出書面或口頭答辯之機

會。但關於教師升等專門著作之評審，教評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

據之具體理由，並在選票條列學術專業具體理由後，經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委員之認可，得否決著作審查結果外，否則即應尊重審查人之判斷。

各級教評會委員除考量升等名額之限制，或因對教學、研究、服務成果、

任教年資等因素予以斟酌外，不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以多數決作成決

定。 

各級教評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意見及教評會對陳述意見之回應，應於會議紀錄

中載明。 

各級教評會不宜邀請非案件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但校教評會審議教師

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個案，個案之當事人須列席教評會說明

時，得經該案之當事人委託，推派教師會代表列席校教評會，列席代表

須附具教師會理監事會議同意派出該位代表之會議紀錄，始得列席校教

評會。 

各級教評會議事運作未規定者，適用內政部發布施行之會議規範有關規

定。 

第九條 各級教評會委員於審查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

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或為送審人學位論文之

指導教授，或代表作之共同作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審。 

有具體事實，足認教評會委員對於評審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

教評會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及事實，並為適當之釋明；被申

請迴避之委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由該教評會決議之。 

各級教評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

者，主席得經教評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迴避時，不計入該項決議案之出席人數。 

委員迴避後如不足法定應出席人數，得經教評會決議由各該院、系（所）

務會議推選符合該教評會所定資格條件之校內外教師，依行政程序簽奉

校長核可後聘任，擔任該議案之臨時委員，補足法定應出席人數，以行

使委員職務，並應將臨時委員名單於事前通知當事人。 

第十條 校教評會審議之紀錄，應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 

校長對校教評會之決議認定不適當或審議程序具有明顯瑕疵時，應於接

到紀錄十日內敘明具體理由移請校教評會覆議。覆議時應有全體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含）出席，出席並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決議

維持原案，校長應即接受該決議。覆議權之行使，涉及合法性之監督，

無次數限制。但以不適當為理由者，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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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或有關教師重大事項之審議，如事證明確，

而系（所）教評會所做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院教

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類此情形者，亦

同。且應以校教評會之決議為最終確定意見。 

第十二條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或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或第二款情形之一者，本校應於接獲通報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提

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免報教育部核准，暫時予以停聘六個月以下，

並靜候調查；必要時得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二次，每

次不得逾三個月。經審議暫時予以停聘未通過，嗣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而有暫時予

以停聘必要者，校教評會應即審議通過暫時予以停聘。經調查屬實者，

於本校報教育部後，至教育部核准及本校解聘前，應予停聘，免經校教

評會審議。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一款或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之一者，相關單位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

者，應循行政程序專案簽准，提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免報教育部核

准，暫時予以停聘三個月以下；必要時得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延長

停聘期間一次，且不得逾三個月。經調查屬實者，於本校報教育部後，

至教育部核准及本校解聘前，得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 

依前二項規定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屆滿前，停聘事由已 

消滅者，教師得申請復聘，且應提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復聘。 

第十三條 本校接獲教師疑涉違法之檢舉案或建議懲處案時，未能確認屬於教評會

應審議事項或未能確認辦理程序時，得提經校教評會組成之爭議事件專

案小組（下稱專案小組）審議，認定確屬教評會審議事項或確認相關程

序後，交由校教評會討論確定該個案處理方式，再由本校相關單位或各

級教評會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如屬具時效性案件，得由專案小組討論

確定該個案處理方式，即據以執行。 

前項專案小組委員，應於每學年度由校教評會推派各學院校教評會推選

委員各一位及校長指定具法律背景之校外教師一位共同組成，並由該校

外教師擔任召集人。 

第十四條 各級教評會委員對於會議評審過程、審查人及評審意見等相關資料，應

予保密，不得有洩漏資料之情事，以維持評審之公正。 

第十五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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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年度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開票記錄 

 
 

開票時間：111年 6月9日（星期四）上午10：30  

開票地點：民雄校區初教館3樓 B309會議室 

開票人員：陳昭如 

監票人員：劉文英 記錄：黃貞瑜 
 
 

壹、 選票發送記錄： 

本學系於111年6月1日(三)起利用email將電子選票傳送給原教育學系、

原教政所、原數理所之全體老師，請老師協助圈選，並於6月8日(五)下

午五時前回傳選票。 

貳、 開票結果： 

於 111年6月8日下午五時止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開票結果如

下（依據票數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 
 

領域名稱 結果 

一、教育理論領域 1、當選代表：劉文英 
 

2、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二、課程與教學領域 1、當選代表：黃繼仁 
 

2、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 1、當選代表：陳佳慧 
 

2、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數理教育領域 1、當選代表：林樹聲 
 

2、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張

淑媚教授、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參、散會（上午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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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s <jhs@mail.ncyu.edu.tw>

來源: jhs <jhs@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2:48:31

標題:

(回覆致謝)侯姐您好：  非常感謝您的通知及說明，個⼈都照案
通過。不好意思辛苦您了，再次非常感謝您的辛勞協助及⽀
持。敬祝⽣活⼯作⼀切順⼼如意！健康平安！
                           許家驊老師  敬謝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
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回覆致謝)侯姐您好：

 

非常感謝您的通知及說明，個人都照案通過。不好意思辛苦您了，再次非常感謝您的辛勞協助
及支持。敬祝生活工作一切順心如意！健康平安！

 

                          許家驊老師  敬謝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5:28 
Subject: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hungruyu <hungruyu@mail.ncyu.edu.tw>

來源: hungruyu <hungruyu@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2:51:28

標題:
通過: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
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照案通過
謝謝
洪老師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5:28 
Subject: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shumei1967 <shumei1967@mail.ncyu.edu.tw>

來源: shumei1967 <shumei1967@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2:52:49

標題:
Re: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
回覆意⾒，謝謝

照案通過

辛苦了

淑媚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Hsin-Chun Liu <hsinchun@mail.ncyu.edu.tw>

來源: Hsin-Chun Liu <hsinchun@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3:06:02

標題: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
⽇(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貞瑜好：
（1）照案通過
馨珺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5:28 
Subject: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lin5053 <lin5053@mail.ncyu.edu.tw>

來源: lin5053 <lin5053@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4:26:03

標題: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
⽇(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同意提案

明煌老師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5:28 
Subject: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dcyang <dcyang@mail.ncyu.edu.tw>

來源: dcyang <dcyang@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4:33:02

標題: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
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1

楊德清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3:22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楊德清
終⾝特聘教授
國立嘉義⼤學
Life-tim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陳佳慧 <chiahuic1225@gmail.com>

來源: 陳佳慧 <chiahuic1225@gmail.com>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5:09:39

標題: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
⽇(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照案通過。
★★★★★★★★★★★★★★★★★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陳佳慧 副教授

 0988162894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chiahuic1225 @ gmail.com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於 2022年6⽉9⽇ 週四 下午12:45寫道：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
中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年度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論。 
說明：111年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老師，於6⽉8⽇(三)
下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兩位老師進⾏
開監票(開票紀錄詳如附件P.10)，依據票數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理論領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領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政與政策領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數理教育領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立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
授、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http://gmail.com/
https://mail.ncyu.edu.tw/cgi-bin/genMail?adr=gimse@mail.ncyu.edu.tw&


決議：（1, 2, or 3）：                     
 



euge <euge@mail.ncyu.edu.tw>

來源: euge <euge@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5:17:35

標題: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
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1)照案通過

黃秀文敬上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3:22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shanhua <shanhua@mail.ncyu.edu.tw>

來源: shanhua <shanhua@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5:26:29

標題: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
⽇(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1）、照案通過

陳珊華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62103嘉義縣⺠雄鄉文隆村85號
PhD. Chen, Shan-Hua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Professor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No.85, Wunlong Village, Minsyong Township, Chiayi County 621, Taiwan 
Tel:(+886)5-2263411 ext. 1750;1928 ; 2421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5:28 
Subject: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wen-ying Liou <wenying_l@yahoo.com>

來源: wen-ying Liou <wenying_l@yahoo.com>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5:33:45

標題: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
⽇(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Hello
我投同意票。

劉文英

在 2022年6⽉9⽇ 星期四 下午12:45:39 [GMT+8]， gimse<gimse@mail.ncyu.edu.tw> 寫道：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
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午5時截⽌收件，共收
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
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
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rfyau <rfyau@mail.ncyu.edu.tw>

來源: rfyau <rfyau@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5:41:48

標題: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
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姚如芬選1
感謝!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3:22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Aldy Chang <aldychang@mail.ncyu.edu.tw>

來源: Aldy Chang <aldychang@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09 Jun 2022 16:03:09

標題: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
⽇(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1）、照案通過

宇樑
6-9-22

張宇樑, Ph.D. 
教授, 教育⾏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國立嘉義⼤學
訪問學者, 教育學院, 美國加州⼤學柏克萊分校
校址: 621嘉義縣⺠雄鄉文隆村85號 教政所 
電話: 0919515826; 05-2263411 #2421 
Email: aldychang@mail.ncyu.edu.tw or aldy.chang@msa.hinet.net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5:28 
Subject: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林志鴻 <chuck@mail.ncyu.edu.tw>

來源: 林志鴻 <chuck@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Fri, 10 Jun 2022 01:58:23

標題: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
⽇(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決議：1.照案通過

謝謝。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於 2022年6⽉9⽇ 週四 12:45 寫道：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
中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
下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
開監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
授、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https://mail.ncyu.edu.tw/cgi-bin/genMail?adr=gimse@mail.ncyu.edu.tw&


chingsze <chingsze@mail.ncyu.edu.tw>

來源: chingsze <chingsze@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Fri, 10 Jun 2022 09:31:55

標題: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
⽇(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決議：（1, 2, or 3）：1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5:28 
Subject: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王清思  教授
國立嘉義⼤學教育學系
（05）2263411  ex.  1811 

Jessica  Ching-Sze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aiwan 



jychen <jychen@mail.ncyu.edu.tw>

來源: jychen <jychen@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Fri, 10 Jun 2022 09:34:23

標題: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
⽇(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侯姊好
提案⼀
（1）、照案通過
謝謝

均伊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5:28 
Subject: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lin-s-s <lin-s-s@mail.ncyu.edu.tw>

來源: lin-s-s <lin-s-s@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Fri, 10 Jun 2022 10:45:21

標題:⼩樹老師回覆

我⽀持照案通過, 謝謝

樹聲老師

 

From: gimse [mailto:gimse@mail.ncyu.edu.tw]  
Sent: Thursday, June 9, 2022 12:45 PM 
To: gimse@mail.ncyu.edu.tw 
Cc: 姚姚老師 <rfyau@mail.ncyu.edu.tw>; 楊德清老師 <dcyang@mail.ncyu.edu.tw>; ⼤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 ⼩樹老師 <lin-s-s@mail.ncyu.edu.tw>; 均伊老師 <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
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 林明煌 <lin5053@mail.ncyu.edu.tw>; 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
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 黃芳銘 <fmh@mail.ncyu.edu.tw>; 許家驊 <jhs@mail.ncyu.edu.tw>; 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 陳美瑩 <mei-ying.chen@mail.ncyu.edu.tw>; 劉文英 <wenying_l@yahoo.com>; 黃
秀文 <euge@mail.ncyu.edu.tw>; 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 王清思 <chingsze@mail.ncyu.edu.tw>;
陳佳慧1 <chiahuic1225@gmail.com>; 陳佳慧2 <chiahuic@mail.ncyu.edu.tw>; 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 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 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
教育系(研究所) <giee@mail.ncyu.edu.tw>; 何宣甫 <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
<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 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 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 葉連祺 <yehlc@mail.ncyu.edu.tw>; 教政所辦 <gieapd@mail.ncyu.edu.tw> 
Subject: Re: (更正補附檔)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hfho <hfho@mail.ncyu.edu.tw>

來源: hfho <hfho@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Fri, 10 Jun 2022 17:32:11

標題: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
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1)照案通過

何宣甫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gimse<gimse@mail.ncyu.edu.tw> 
Cc: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
林志鴻老師<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
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
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
<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
<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hchiren@mail.ncyu.edu.tw>,教育系(⼤學部)
<educat@mail.ncyu.edu.tw>,教育系(研究所)<giee@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
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
<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教政所辦<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Thu, 09 Jun 2022 12:43:22 
Subject: Re: (更正)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告位老師好：
上封信件將領域誤植，請以此封為準，抱歉~

Date: Thu, 09 Jun 2022 12:33:34 
Subject: 教育系110-2-3系務通訊會議，請老師們於6/15⽇(三)中午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為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主要是推選111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由於正值全
校視訊授課期間，因此採電⼦郵件⽅式召開本次會議，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於6⽉15⽇(星期三)中
午12時前回覆意⾒，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推選111 學年度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提請討論。 
說明：111年6⽉1⽇(三)上午12時20分以email⽅式將選票傳送給教育學系全體老師，於6⽉8⽇(三)下
午5時截⽌收件，共收到20張選票，內含1張廢票，並於6⽉9⽇(四)上午10時30分請兩位老師進行開監
票(開票紀錄詳如附件P.10)，依據票數多寡排序，同票者以抽籤⽅式決定，開票結果如下: 
⼀、教育理論領域：當選代表/劉文英，候補代表/王清思(備取1)、許家驊(備取2) 
⼆、課程與教學領域：當選代表/黃繼仁、候補代表/林明煌(備取1)、陳聖謨(備取2)
三、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當選代表/陳佳慧、候補代表/陳珊華(備取1)、何宣甫(備取2)
四、數理教育領域：當選代表/林樹聲、候補代表/楊德清(備取1)、林志鴻(備取2) 
備註: 依據「國立嘉義⼤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條規定，張淑媚教授、
葉連祺教授、姚如芬教授為當然委員。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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