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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 

時間：109年 6月 10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人文館應用歷史學系 J302會議暨資料室  

主席：○○○主任                  

出席：如簽到表 

紀錄：○○○ 

 

壹、主席致詞： 

1、 會議應到教師 6人，實到人數 6人，達法定開會人數，宣布會議開始。 

2、 恭喜新任系學會、所學會上任，如有任何問題與需要協助之處，請踴躍讓系上

老師知道。 

3、 請系學會會長協助週知學生，修習教程之同學開課仍以兩年 1次為原則，師培

生之修習請妥善規劃，開課仍須維護系上整體學生之需求與權益，盡量勿過度

開授師培課程。 

 

貳、報告事項： 

本系經費截至 109年 6月 10日止，經費餘額為：資本門 36,212元、經常門

181,008元；碩專班結餘款 1,151,497元。 

 

參、確認事項： 

 ■請確認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紀錄【附件一，P1-2】。 

     決定：紀錄確認。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請討論本系 109學年度院務會議各系選任代表，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辦理。 

二、 除系所主管為當然代表外，需推派副教授職級以上之代表 1 名，任期一年。 

三、 本系符合條件為○○○教授及○○○教授共計 2名，請推選代表 1名擔任之，

另 1名為候補代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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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投票人數 6人，由○○○老師整票、○○○老師唱票、○○○老師計票。 

二、 經票選後，○○○老師 6 票、○○○老師 0，本案○○○老師為本系 109 學

年度院務會議系所推選選任代表，○○○老師為候補代表，續送院辦公室辦

理。 

 

提案二 

 案由：請推選 109學年度本系各項委員會召集人及代表。 

 說明： 

一、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當然委員：○○○系主任 

  選任委員：○○○老師、○○○老師 

  外系老師序位為：○○○老師、○○○老師、○○○老師。 

 【本系教評會由委員五人組成，並置候補委員一人，委員任期ㄧ年，連選得連任。系主任為當

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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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近五年內於本系認可之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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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專任教授、

副教授中推選產生。但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且副教授不得執

行對教授資格之評審。本系專任教授人數未達四人時，其不足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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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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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六個月（含）以上或留職停薪者，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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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候補委員遞補時，應即辦理補選。】 

二、本系各委員會成員 

（每位老師以參與 2個以上委員會為原則，各委員會人數以 4-5人為佳） 

1. 圖儀設備委員會： 

召集人－○○○ 

委  員－○○○、○○○、○○○、○○○、○○○、○○○、○○○ 

2. 推廣教育委員會： 

召集人－○○○ 

委  員－○○○、○○○、○○○、○○○、○○○、○○○、○○○ 

3. 課程規劃委員會（同時為院課程委員）： 

召集人－○○○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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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活動指導委員會 

召集人－○○○ 

委  員－○○○、○○○、○○○、○○○、○○○、○○○、○○○ 

5. 學術發展委員會： 

召集人－○○○ 

委  員－○○○、○○○、○○○、○○○、○○○、○○○、○○○ 

6. 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 

召集人－系主任 

委  員－全系專任教師 

7. 校外實習輔導小組： 

召集人－系主任 

委  員－全系專任教師 

 決議：照案通過。 

【經邀請後，外系老師○○○老師及○○○老師同意接任本系 109學年系教

評會委員，○○○老師同意接任候補委員】 

 

提案三 

 案由：請推選 109學年度大學部、碩專班導師名單。 

 說明： 

一、 系學會指導老師，由大三班導擔任為原則。 

二、 108、109學年度大學部、碩專班導師名單如下： 

年級 108學年度導師 109學年度導師 

大一 ○○○ ○○○ 

大二 ○○○ / ○○○ ○○○ 

大三 ○○○ ○○○ 

大四 ○○○ ○○○ 

碩專一 ○○○ ○○○ 

碩專二 ○○○ ○○○ 

 決議：修正後如附表。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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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擬修正本系「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要點」，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擬因應過去五屆辦理經驗，依實務進行要點之之補充及修正。 

二、 修正後要點及對照表另如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五 

 案由：請討論第六屆歷史文化推廣獎主題及作品募集時間。 

 說明： 

一、 依據本系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要點第三條辦理。 

二、 作品募集時間擬定為本（109）年 9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三、 前次主題為「雲嘉南文化資產、族群與觀光」，並設四小主題，分別為「雲嘉

南文化資產」、「雲嘉南客家族群」、「雲嘉南原住民族群」及「雲嘉南觀光」；

請決定第六屆之作品主題。 

 決議： 

一、 作品募集時間擬定為本（109）年 9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二、 本次主題為「文化資產、族群與觀光」，請各位老師踴躍鼓勵學生參與。 

 

提案六 

 案由：本系擬於 109-2 學期（110 年 2 月起聘）新聘專任╱案助理教授 1 名，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五條辦理。 

二、 本系自 105-2 學期起，陸續有○○○老師、○○○老師、○○○老師、○○

○老師及○○○老師等共計 5 員專任師資相繼退休，截至 108-2 學期止，僅

補專案教師 2員（另有 109-1學期起聘之專任教師尚進行聘任程序中）。 

三、 依目前教師數量，於 109-1 學期起，實際授課專任教師僅 4 員（不含歸建教

師 2員及聘任程序進行中之 1員）及專案老師 2員，尚不足上開法規規定學

系師資質量基準 9人。 

四、 另依據本校單位調整教師歸建(屬)作業原則第四條規定，歸建老師 2 名得不

占該單位教師員額數。 

五、 另依據教務處招生出版組電郵通知，本系已連續兩年未符師資質量，列為追

蹤改進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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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系專任教師除開設系上專業必、選修課程外，尚須支援師培中心教育學程、

通識課程，教師授課鐘點幾乎皆超支鐘點，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教師教學品

質，擬增聘專任╱案教師 1名。 

七、 人事室業於本（109）年 4月 22日發函各單位新修正之「徵聘專任（案）教

師啟事（範例）」、作業程序及相關審核原則函（文號：1099001645）【附件二，

P3-4】，檢附本系徵聘專任╱案教師啟事（稿）1份供參。 

 決議： 

一、 本次擬聘任專案教師。 

二、 專長條件為能任教中國史（近世以前為主）者 

三、 應檢附資料授課大綱部分為：指定課程（3 門）及自編可開授課程（2 門），

（共計 5門）之可開授課程一覽表及授課大綱。 

四、 指定課程為：歷史傳記與寫作、地區歷史與時代及東南亞史。 

五、 照案通過，啟事稿修正如附件，簽請校長核示。 

 

伍、列席者發言： 

系辦公室：  

一、 有關系所品質保證認可作業，自我評鑑部分業已完成，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

與幫忙，另外的評鑑中心實地訪評作業將於 109年下半度辦理，期間如有各

項更新資料仍會持續進行補正（評鑑資料為 106學年度起至 108學年度止），

屆時惠請各位老師的協助與指導。 

二、 本次會議提供補正資料有二： 

 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表：資料來源為請老師自主提供，不與研發處資料

勾稽 

 參與國內外專業服務統計表：資料來源為教師網頁之研究成果列表 

研討會統計表如需修正，請直接將修正後檔案回傳；專業服務統計表

如需修正，請直接將修正後檔案回傳，並請老師檢視您網頁研究成果列表

資料，如有修正處請老師逕行上網登入修正；另外專案老師提供之資料以

起聘本系專案老師學期為佳。 

所學會：無 

系學會：無 

 

陸、臨時動議：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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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與中國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及武漢大學台灣研究所進行學術交流

或簽署合作，希望未來系上老師踴躍參加及協助。 

 

柒、散會：13時 40分  

 

 

 

 

 

 

 

 

 

 

 

 

 

 

 

 

 

 


